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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177期稅務地政法令彙刊 

出刊日期：105.3.20 

中央法規 

※修正「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 
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民國 105 年 2 月 15 日農企字第 1050012067A 號令 

修正「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第三條。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第三條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申請核發農業用地作農 

業使用證明書： 

一、依本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申請農 

業用地移轉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二、依本條例第三十八條規定申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 

農作物免徵遺產稅、贈與稅或田賦。 

農業用地作使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第三條修正總說明 

農業用地作使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依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九條

第二項規定授權訂定，於八十九年七月二六日發布施行，歷經四

次修正。為配合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一百零四年九月四日修正

第二條第二項規定，申請興建農舍之該農業用地確供農業使用，

與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之認定文件，改以檢附經營計

畫書取代，不再以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作為佐證文件，爰

修正農業用地作使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第三條 ，刪除現行條文

第三條第一款規定，即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之核發用途  

不再用於申請興建自用農舍。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第三條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第三條 一、配合農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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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得申請核發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 

用證明書： 

一、依本條例第三 

    十七條第一項 

    或第二項規定 

    申請農業用地 

    移轉不課徵土 

    地增值稅。  

二、依本條例第三 

    十八條規定申 

    請農業用地及 

    其地上農作物 

    免徵遺產稅、 

    贈與稅或田賦 

    。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得申請核發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 

用證明書： 

一、依本條例第十 

    八條規定申請 

    興建自用農舍 

    。 

二、依本條例第三 

    十七條第一項 

    或第二項規定 

    申請農業用地 

    移轉不課徵土 

    地增值稅。  

三、依本條例第三 

    十八條規定申 

    請農業用地及 

    其地上農作物 

    免徵遺產稅、 

    贈與稅或田賦 

    。 

    興建農舍辦法 

    一百零四年九 

    月四日修正第 

    二條第二項規 

    定，申請興建 

    農舍之該農業 

    用地確供農業 

    使用，與不影 

    響農業生產環 

    境及農村發展 

    之認定文件， 

    改以檢附經營 

    計畫書取代， 

    不再以農業用 

    地作農業使用 

    證明書作為佐 

    證文件，爰刪 

    除第一款規定 

    。 

二、第二款及第三 

    款款次遞移為 

    第一款及第二 

    款。 
 

※修正「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 
  新辦法」 

內政部民國 105 年 2 月 23 日台內營字第 1050801592 號令 

修正「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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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

文 

第 五 條  依本辦法辦理補助，應就申請人自籌款比率、住宅 

使用比率、實施規模、權利複雜程度、建築物使用年 

限及是否位於重點再發展地區等因素綜合評定之。 

  建築物經耐震能力初步評估，依第七條、第十條或 

第十一條規定申請補助經費者，得優先核予補助。 

第 九 條  以重建方式實施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依下列各款規定，向執行機關申請補助擬訂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費用之撥款： 

一、第一期款：於受補助單位與受託專業團隊簽訂擬 

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委託契約後提出，檢附補助 

案核准函、委託契約書影本、納入預算或超支併 

決算證明文件、請款明細表及收據，申請撥付補 

助金額百分之五十。 

二、第二期款：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公開展覽後提出，檢附擬訂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函、納入預算或超支併決 

算證明文件、請款明細表及收據，申請撥付補助 

金額百分之五十。但依本條例第十九條第五項規 

定免舉辦公開展覽者，免附辦理公開展覽函，並 

於檢核書圖文件及同意比例符合規定後，註明符 

合該項規定，申請撥付。 

  前項補助金額撥款後，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依受補助單位與受託專業團隊契約進度管控撥付受 

補助單位。 

第 十三 條  以整建或維護方式實施者，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依下列各款規定，向執行機關申請補助擬訂都 



~ 4 ~ 
 

市更新事業計畫費用之撥款： 

一、第一期款：於受補助單位與受託專業團隊簽訂擬 

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委託契約後提出，檢附補助 

案核准函、委託契約書影本、納入預算或超支併 

決算證明文件、請款明細表及收據，申請撥付補 

助金額百分之五十。但補助對象為其他依法成立 

之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且自行提供勞務或財物者 

，免附委託契約書。 

二、第二期款：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公開展覽後提出，檢附擬訂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函、納入預算或超支併決 

算證明文件、請款明細表及收據，申請撥付補助 

金額百分之五十。但依本條例第十九條第五項規 

定免舉辦公開展覽者，免附公開展覽函，並於檢 

核書圖文件及同意比例符合規定後，註明符合該 

項規定，申請撥付。 

  前項補助金額撥款後，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依受補助單位與受託專業團隊契約進度管控撥付受 

補助單位。 

第 十四 條  以整建或維護方式實施者，申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實施工程補助經費，除第五項第七款、第八款依第二 

項、第三項評定補助額度外，依地面層以上總樓地板 

面積計算補助額度，每平方公尺補助上限為新臺幣八 

百元，且總補助經費不得超過總經費百分之四十五， 

並以施作第五項補助項目為原則。但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實施或指定為優先以整建或維護方式實 

施更新之更新地區，經執行機關審查同意者，每平方 

公尺補助上限為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且總補助經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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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超過總經費百分之七十五。 

  申請施作第五項第七款補助經費，其施作部分樓地 

板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者，每平方公尺補助 

上限為新臺幣四千元，超過一千五百平方公尺部分， 

每平方公尺補助上限為新臺幣三千元，且補助經費不 

得超過本項目總工程經費百分之五十五，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配合按地方財力編列自籌款。 

  申請施作第五項第八款補助經費，不得超過本項目 

總工程經費百分之四十五，並以執行機關審查結果為 

準。 

  建物所有權人為具營利性質之公司行號者，不予補 

助，計算核准補助項目總工程經費時，應扣減上開公 

司行號所應分擔之費用。但依規定免開立統一發票者 

，不在此限。 

  補助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工程經費之項目如下： 

一、老舊建築物立面及屋頂突出物修繕工程。 

二、老舊招牌、突出外牆面之鐵窗及違建拆除。 

三、空調、外部管線整理美化。 

四、建築基地景觀綠美化。 

五、屋頂防水及綠美化。 

六、增設或改善無障礙設施。 

七、提高建物耐震能力。 

八、增設昇降機設備。 

九、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設置之防墜設施。 

十、其他因配合整體整建或維護工程之完整性，經審 

    查同意之必要或特殊工程項目。 

  前項補助項目，採用綠建材、綠色能源或綠建築工 

法進行整建或維護工程者，得優先列為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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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第一項或第三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工程補 

助經費，必須施作第五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項目， 

且施作費用須占第一項實施工程經費三分之一以上。 

但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修正施行 

前，已依第十二條核准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補助經 

費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之一  前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工程補助經費，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地方財力增列補助經費及 

比率。 

第 十五 條  以整建或維護方式實施者，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依下列各款規定，向執行機關申請補助擬訂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工程費用之撥款： 

一、第一期款：於受補助單位與受託專業團隊簽訂擬 

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委託契約後提出，檢附 

補助案核准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函及其計 

畫書、委託契約書影本、納入預算或超支併決算 

證明文件、請款明細表及收據，申請撥付補助金 

額百分之二十。但補助對象為其他依法成立之都 

市更新事業機構，且自行施作工程者，免附委託 

契約書。 

二、第二期款：於施工進度達百分之五十後提出，檢 

附監造報表、施工日誌、納入預算或超支併決算 

證明文件、請款明細表及收據，申請撥付補助金 

額百分之三十。 

三、第三期款：於完工驗收後提出，檢附驗收通過證 

明、成果報告書、工程決算書、納入預算或超支 

併決算證明文件、請款明細表及收據，申請撥付 

剩餘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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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補助金額撥款後，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依受補助單位與受託專業團隊契約進度管控撥付受 

補助單位。 

  依第十一條規定申請補助者，執行機關核定實施工 

程之補助項目與經費額度，與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審議通過核定實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內容不符 

時，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第 十九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按月填表彙整受補助 

單位實際支用補助經費情形，於次月十日前送執行機 

關備查。 

  執行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 

要檢查受補助單位執行情形，受補助單位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前項經檢查執行進度落後者，受補助單位應檢討落 

後原因，提出改善措施，並通知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及執行機關。執行進度落後情形嚴重，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通知執行機關中止 

補助。 

  因所有權人意見整合困難，經受補助單位評估計畫 

難以執行者，得隨時向執行機關申請中止補助；以重 

建方式實施，改變實施者為都市更新事業機構時，執 

行機關應予中止補助。 

  經本部核定中止補助者，不得要求撥付該階段補助 

經費。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撥付補助經費後，查 

核受補助單位之執行，有第三項、第四項之情形或未 

確實依補助項目執行者，應依查核實際作業情形，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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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命受補助單位返還未執行部分之補助經費，並於收 

受後三十日內返還執行機關。 

第二十三條之一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修正 

施行前，以重建、整建或維護之實施方式申請補助擬 

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費用經核定者，其撥款程序及方 

式，依修正前第九條或第十三條規定辦理。 

 

※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個 
 人資料保護法」部分條文，定自一百零五年三 

 月十五日施行 
行政院民國 105 年 2 月 25 日院臺法字第 1050154280 號令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個人資料保護

法」部分條文，定自一百零五年三月十五日施行。 

※修正「親等關聯資料申請提供及管理辦法」  

內政部民國 105 年 2 月 25 日台內戶字第 1051201110 號令 

修正「親等關聯資料申請提供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親等關聯資料申請提供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二 條  戶政事務所依下列各款規定提供親等關聯資料： 

一、受術夫妻依人工生殖法第十五條規定申請查證直 

系血親、直系姻親、四親等內旁系血親之親屬關 

係，或人工生殖子女擬結婚或被收養時，其結婚 

對象或收養人依人工生殖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申請 

查詢直系血親、直系姻親、六親等內旁系血親及 

五親等內旁系姻親之親屬關係。 

二、捐贈器官者依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八條規定申請 

查證五親等內血親或配偶之親屬關係，或成年人 

、十八歲以上之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捐贈部分肝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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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查證五親等內親屬關係，或十八歲以上之未 

成年人，經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捐贈部分 

肝臟申請查證五親等內血親之親屬關係。 

三、繼承人或其他法律規定得代為申請繼承登記者， 

為辦理繼承登記，申請查證被繼承人之配偶及依 

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各款規定血親關係。 

四、為依國籍法第二條規定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申請 

查證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 

五、當事人依法院要求或法院審判需要申請查證親屬 

關係。 

六、依其他法律規定申請查證親屬關係。 

第 九 條  本辦法所稱身分證明文件，指國民身分證、外僑居 

留證、外僑永久居留證、臺灣地區居留證、臺灣地區 

定居證、中華民國護照或其他政府機關核發足資證明 

身分之文件。 

申請人依第三條至第八條規定提出之證明文件經戶 

政事務所查驗後，除衛生主管機關、醫療機構出具之 

證明文件與委託書應留存正本外，其餘證明文件應留 

存影本，並由戶政事務所加註「與正本無異」字樣。 

申請人依本辦法規定應檢具之證明文件或委託文件 

係在國外作成者，應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或辦 

事處（以下簡稱駐外館處）驗證；其在大陸地區或香 

港、澳門作成之文書，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其在國內由外國駐我國使領 

館或授權機構製作者，應經外交部複驗。 

  前項文件為外文者，應檢附經駐外館處驗證或國內 

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第 十 條  戶政事務所受理申請親等關聯資料，應依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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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一、戶政事務所受理人員應將受理資料登錄於鄉（鎮 

、市、區）戶政資訊系統，列印親等關聯資料申 

請書（如附件二），由資訊系統自動產生核發案 

號。 

二、查詢人員查詢親等關聯資料，應由管控稽核人員 

先登錄核發案號並同時簽到。 

三、查詢人員列印親等關聯資料，經查對確認後，交 

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四、印妥之親等關聯資料，交由主管人員確認並加蓋 

章戳後核發，其格式如附件三。 

第 十四 條  中央主管機關運用戶籍資料建置親等關聯作業，應 

指定專人辦理安全維護事項，防止資料被竊取、竄改 

、毀損、滅失或洩漏，相關作業程序應符合國際資訊 

安全管理驗證標準。 

第 十六 條  戶政事務所依第二條各款規定提供親等關聯資料所 

使用機具，由中央主管機關統一配置並列冊管制。 

            親等關聯作業使用者身分，依業務性質分為管控稽 

核人員、查詢人員及資料維護人員。 

第 十七 條  戶政事務所各級主管應隨時督導相關業務，不定期 

抽查保存及管理情形，並製作書面抽查紀錄列管。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戶政事務所維護、查詢 

親等關聯作業與核發親等關聯資料情形，列為業務督 

導重點項目，加強列管稽核。 

中央主管機關應不定期抽查親等關聯作業查詢情形 

，並督導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戶政事務所查詢情 

形。 

親等關聯資料申請提供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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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等關聯資料申請提供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一百年

六月二十九日訂定發布。茲配合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一百零四年七

月一日修正公布、駐外機構組織通則第二條規定及新一代戶役政

資訊系統將親等關聯資訊系統整併為戶政資訊系統中之親等關

聯作業，且修正執行人員為管控稽核人員、查詢人員及資料維護

人員，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十八歲以上之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捐贈部分肝臟申請查證 

  五親等內親屬關係，或十八歲以上之未成年人，經其法定代 

  理人之書面同意，捐贈部分肝臟申請查證五親等內血親之親 

  屬關係。（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因駐外機構組織通則第二條規定所稱之駐外機構，並未包括 

  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爰刪除「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等 

  文字。（修正條文第九條） 

三、原親等關聯資訊系統將執行人員分為系統管理人員、管控稽 

  核人員、查詢人員及資料維護人員。惟新一代戶役政資訊系 

  統將親等關聯資訊系統整併為戶政資訊系統中之親等關聯作 

  業，且修正執行人員為管控稽核人員、查詢人員及資料維護 

  人員，爰修正親等關聯資訊系統為親等關聯作業，刪除系統 

  管理人員，並修正查詢維護人員為查詢人員及資料維護人員 

  。（修正條文第十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 

 親等關聯資料申請提供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戶政事務所依下列 

各款規定提供親等 

關聯資料： 

一、受術夫妻依人 

    工生殖法第十 

第二條 

戶政事務所依下列 

各款規定提供親等 

關聯資料： 

一、受術夫妻依人 

  工生殖法第十 

一百零四年七月一 

日修正公布之人體 

器官移植條例第八 

條第二項修正為「 

成年人或十八歲以 

上之未成年人已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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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條規定申請 

    查證直系血親 

  、直系姻親、 

  四親等內旁系 

  血親之親屬關 

  係，或人工生 

  殖子女擬結婚 

  或被收養時， 

  其結婚對象或 

  收養人依人工 

  生殖法第二十 

  九條規定申請 

  查詢直系血親 

  、直系姻親、 

  六親等內旁系 

  血親及五親等 

  內旁系姻親之 

  親屬關係。 

二、捐贈器官者依 

  人體器官移植 

  條例第八條規 

  定申請查證五 

  親等內血親或 

  配偶之親屬關 

  係，或成年人 

  、十八歲以上 

  之未成年人已 

  結婚者捐贈部 

  五條規定申請 

  查證直系血親 

  、直系姻親、 

  四親等內旁系 

  血親之親屬關 

  係，或人工生 

  殖子女擬結婚 

  或被收養時， 

  其結婚對象或 

  收養人依人工 

  生殖法第二十 

  九條規定申請 

  查詢直系血親 

  、直系姻親、 

  六親等內旁系 

  血親及五親等 

  內旁系姻親之 

  親屬關係。 

二、捐贈器官者依 

  人體器官移植 

  條例第八條規 

  定申請查證五 

  親等內血親或 

  配偶之親屬關 

  係，或成年人 

  捐贈部分肝臟 

  申請查證五親 

  等內姻親之親 

婚者，得捐贈部分 

肝臟予其五親等以 

內之親屬；十八歲 

以上之未成年人， 

經其法定代理人之 

書面同意，得捐贈 

部分肝臟予其五親 

等以內之血親。」 

爰配合修正第二款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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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肝臟申請查 

  證五親等內親 

  屬關係，或十 

  八歲以上之未 

  成年人，經其 

  法定代理人之 

  書面同意，捐 

  贈部分肝臟申 

  請查證五親等 

  內血親之親屬 

  關係。 

三、繼承人或其他 

  法律規定得代 

  為申請繼承登 

  記者，為辦理 

  繼承登記，申 

  請查證被繼承 

  人之配偶及依 

  民法第一千一 

  百三十八條各 

  款規定血親關 

  係。 

四、為依國籍法第 

  二條規定取得 

  中華民國國籍 

  ，申請查證父 

  或母為中華民 

  國國民。 

  屬關係，或滿 

  十八歲之未成 

  年人捐贈部分 

  肝臟申請查證 

  五親等內親屬 

  關係。 

三、繼承人或其他 

  法律規定得代 

  為申請繼承登 

  記者，為辦理 

  繼承登記，申 

  請查證被繼承 

  人之配偶及依 

  民法第一千一 

  百三十八條各 

  款規定血親關 

  係。 

四、為依國籍法第 

  二條規定取得 

  中華民國國籍 

  ，申請查證父 

  或母為中華民 

  國國民。 

五、當事人依法院 

  要求或法院審 

  判需要申請查 

  證親屬關係。 

六、依其他法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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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當事人依法院 

  要求或法院審 

  判需要申請查 

  證親屬關係。 

六、依其他法律規 

  定申請查證親 

  屬關係。 

  定申請查證親 

  屬關係。 

第九條 

本辦法所稱身分證 

明文件，指國民身 

分證、外僑居留證 

、外僑永久居留證 

、臺灣地區居留證 

、臺灣地區定居證 

、中華民國護照或 

其他政府機關核發 

足資證明身分之文 

件。 

申請人依第三條至 

第八條規定提出之 

證明文件經戶政事 

務所查驗後，除衛 

生主管機關、醫療 

機構出具之證明文 

件與委託書應留存 

正本外，其餘證明 

文件應留存影本， 

並由戶政事務所加 

第九條 

本辦法所稱身分證 

明文件，指國民身 

分證、外僑居留證 

、外僑永久居留證 

、臺灣地區居留證 

、臺灣地區定居證 

、中華民國護照或 

其他政府機關核發 

足資證明身分之文 

件。 

申請人依第三條至 

第八條規定提出之 

證明文件經戶政事 

務所查驗後，除衛 

生主管機關、醫療 

機構出具之證明文 

件與委託書應留存 

正本外，其餘證明 

文件應留存影本， 

並由戶政事務所加 

一、第一項及第二 

  項未修正。  

二、按駐外機構組 

  織通則第二條 

  規定所稱之駐 

  外機構，並未 

  包括外交部授 

  權機構，爰刪 

  除第三項「或 

  其他外交部授 

  權機構」等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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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與正本無異」 

字樣。 

申請人依本辦法規 

定應檢具之證明文 

件或委託文件係在 

國外作成者，應經 

我國駐外使領館、 

代表處或辦事處（ 

以下簡稱駐外館處 

）驗證；其在大陸 

地區或香港、澳門 

作成之文書，應經 

行政院設立或指定 

之機構或委託之民 

間團體驗證；其在 

國內由外國駐我國 

使領館或授權機構 

製作者，應經外交 

部複驗。 

前項文件為外文者 

，應檢附經駐外館 

處驗證或國內公證 

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 

註「與正本無異」 

字樣。 

申請人依本辦法規 

定應檢具之證明文 

件或委託文件係在 

國外作成者，應經 

我國駐外使領館、 

代表處、辦事處或 

其他外交部授權機 

構（以下簡稱駐外 

館處）驗證；其在 

大陸地區或香港、 

澳門作成之文書， 

應經行政院設立或 

指定之機構或委託 

之民間團體驗證； 

其在國內由外國駐 

我國使領館或授權 

機構製作者，應經 

外交部複驗。 

前項文件為外文者 

，應檢附經駐外館 

處驗證或國內公證 

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 

第十條 

戶政事務所受理申 

請親等關聯資料， 

第十條 

戶政事務所受理申 

請親等關聯資料， 

新一代戶役政資訊 

系統之親等關聯作 

業執行人員，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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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 

一、戶政事務所受 

  理人員應將受 

  理資料登錄於 

  鄉（鎮、市、 

  區）戶政資訊 

  系統，列印親 

  等關聯資料申 

  請書（如附件 

  二），由資訊 

  系統自動產生 

  核發案號。 

二、查詢人員查詢 

  親等關聯資料 

  ，應由管控稽 

  核人員先登錄 

  核發案號並同 

  時簽到。 

三、查詢人員列印 

  親等關聯資料 

  ，經查對確認 

  後，交由申請 

  人簽名或蓋章 

  。 

四、印妥之親等關 

  聯資料，交由 

  主管人員確認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 

一、戶政事務所查 

  詢維護人員應 

  將受理資料登 

  錄於鄉（鎮、 

  市、區）戶政 

  資訊系統，列 

  印親等關聯資 

  料申請書（如 

  附件二），由 

  資訊系統自動 

  產生核發案號 

  。 

二、查詢維護人員 

  登錄親等關聯 

  資訊系統查詢 

  親等關聯資料 

  ，管控稽核人 

  員應同時登錄 

  帳號、密碼及 

  核發案號。 

三、查詢維護人員 

  列印親等關聯 

  資料，經查對 

  確認後，交由 

  申請人簽名或 

  蓋章。 

正包括管控稽核人 

員、查詢人員及資 

料維護人員。另現 

行作業流程，民眾 

申辦親等關聯資料 

經主管審核核可後 

，由管控稽核人員 

先將核發案號登入 

系統，再由查詢人 

員和管控稽核人員 

雙重簽到，爰修正 

第一款至第三款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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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加蓋章戳後 

  核發，其格式 

  如附件三。 

四、印妥之親等關 

  聯資料，交由 

  主管人員確認 

  並加蓋章戳後 

  核發，其格式 

  如附件三。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運用 

戶籍資料建置親等 

關聯作業，應指定 

專人辦理安全維護 

事項，防止資料被 

竊取、竄改、毀損 

、滅失或洩漏，相 

關作業程序應符合 

國際資訊安全管理 

驗證標準。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運用 

戶籍資料建置親等 

關聯資訊系統，應 

指定專人辦理安全 

維護事項，防止資 

料被竊取、竄改、 

毀損、滅失或洩漏 

，相關作業程序應 

符合國際資訊安全 

管理驗證標準。 

新一代戶役政資訊

系統將親等關聯資

訊系統整併為戶政

資訊系統中之親等

關聯作業，爰將「親

等關聯資訊系統」

修正為「親等關聯

作業」。 

 

第十六條 

戶政事務所依第二 

條各款規定提供親 

等關聯資料所使用 

機具，由中央主管 

機關統一配置並列 

冊管制。 

親等關聯作業使用 

者身分，依業務性 

質分為管控稽核人 

員、查詢人員及資 

第十六條 

戶政事務所依第二 

條各款規定提供親 

等關聯資料所使用 

機具，由中央主管 

機關統一配置並列 

冊管制。 

親等關聯資訊系統 

使用者身分，依業 

務性質分為系統管 

理人員、管控稽核 

新一代戶役政資訊

系統將親等關聯資

訊系統整併為戶政

資訊系統中之親等

關聯作業，其使用

者已修正包括管控

稽核人員、查詢人

員及資料維護人

員，爰配合修正第

二項前段文字；另

有關申請帳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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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維護人員。 

 

人員及查詢維護人 

員，由中央主管機 

關依使用者身分配 

賦登入帳號及密碼 

，密碼應定期每三 

個月變更一次。 

 

宜，由使用者於業

務應用軟體線上簽

核系統申請並由各

戶政單位主管核可

後作業，相關密碼

依循內政部戶政司

使用者註冊登入及

密碼管理作業指引

規範，每三個月至

少變更密碼一次，

爰本辦法無須另為

規範，故刪除第二

項後段文字。 

第十七條 

戶政事務所各級主 

管應隨時督導相關 

業務，不定期抽查 

保存及管理情形， 

並製作書面抽查紀 

錄列管。 

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將戶政事務 

所維護、查詢親等 

關聯作業與核發親 

等關聯資料情形， 

列為業務督導重點 

項目，加強列管稽 

核。 

第十七條 

戶政事務所各級主 

管應隨時督導相關 

業務，不定期抽查 

保存及管理情形， 

並製作書面抽查紀 

錄列管。 

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將戶政事務 

所維護、查詢親等 

關聯資訊系統與核 

發親等關聯資料情 

形，列為業務督導 

重點項目，加強列 

管稽核。 

新一代戶役政資訊

系統將親等關聯資

訊系統整併為戶政

資訊系統中之親等

關聯作業，爰將第

二項及第三項「親

等關聯資訊系統」

修正為「親等關聯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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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應不 

定期抽查親等關聯 

作業查詢情形，並 

督導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戶政事 

務所查詢情形。 

中央主管機關應不 

定期抽查親等關聯 

資訊系統查詢情形 

，並督導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戶 

政事務所查詢情形 

。 

 

稅務法令 

※訂定「稽徵機關核算一百零四年度執行業務者 

  收入標準」 
財政部民國 105 年 2 月 2 日台財稅字第 10404701800 號令 

訂定「稽徵機關核算一百零四年度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並自

即日生效。 

  附「稽徵機關核算一百零四年度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 

稽徵機關核算一百零四年度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 

執行業務者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或未依法設帳記載並保存憑證 

，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得依下列標準 

（金額以新臺幣為單位）計算其一百零四年度收入額。但經查得 

其確實收入資料較標準為高者，不在此限： 

一、律師： 

（一）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刑事偵查、刑事審判裁定、刑 

事審判少年案件：每一程序在直轄市及市（即原省轄 

市，下同）四萬元，在縣三萬五千元。但義務案件、 

發回更審案件或屬「保全」、「提存」、「聲請」案 

件，經提出約定不另收費文件，經查明屬實者，免計； 

其僅代撰書狀者，每件在直轄市及市一萬元，在縣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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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二）公證案件：每件在直轄市及市五千元，在縣四千元。 

（三）登記案件：每件五千元。 

（四）擔任檢查人、清算人、破產管理人、遺囑執行人或其 

他信託人案件：按標的物財產價值百分之九計算收入 

；無標的物每件在直轄市及市二萬元，在縣一萬六千 

元。 

（五）代理申報遺產稅、贈與稅案件：遺產稅每件在直轄市 

及市四萬元，在縣三萬五千元；贈與稅每件在直轄市 

及市二萬元，在縣一萬五千元。 

（六）代理申請復查或異議、訴願、行政訴訟及再審：每一 

程序在直轄市及市四萬五千元，在縣三萬五千元。 

（七）受聘為法律顧問之顧問費及車馬費，另計。 

二、會計師： 

（一）受託代辦工商登記：每件在直轄市及市七千元，在縣 

      六千元。 

（二）代理申請復查或異議、訴願、行政訴訟及再審：每一 

      程序在直轄市及市四萬五千元，在縣三萬五千元。 

（三）代理申報遺產稅、贈與稅案件：遺產稅每件在直轄市 

      及市四萬元，在縣三萬五千元；贈與稅每件在直轄市 

      及市二萬元，在縣一萬五千元。 

（四）本標準未規定之項目，由稽徵機關依查得資料核計。 

三、建築師： 

按工程營繕資料記載之工程造價金額百分之四點五計算。但 

承接政府或公有機構之設計、繪圖、監造之報酬，應分別調 

查按實計算。 

四、助產人員（助產師及助產士）： 

按接生人數每人在直轄市及市二千八百元，在縣二千二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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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屬全民健康保險由中央健康保險署給付醫療費用者，應 

依中央健康保險署通報資料計算其收入額。 

五、地政士： 

按承辦案件之性質，每件計算如下： 

（一）保存登記：在直轄市及市三千元，在縣二千五百元。 

（二）繼承、賸餘財產差額分配、贈與、信託所有權移轉登 

      記：在直轄市及市八千元，在縣六千五百元。 

（三）買賣、交換、拍賣、判決、共有物分割等所有權移轉 

      登記：在直轄市及市七千元，在縣五千五百元。 

（四）他項權利登記（地上權、抵押權、典權、地役權、永 

   佃權、耕作權之設定移轉登記）：在直轄市及市二千 

   五百元，在縣二千元。 

（五）非共有土地分割登記：在直轄市及市二千五百元，在 

   縣二千元。 

（六）塗銷、消滅、標示變更、姓名住所及管理人變更、權 

   利內容變更、限制、更正、權利書狀補（換）發登記 

   及其他本標準未規定項目：在直轄市及市一千五百元 

   ，在縣一千二百元。 

六、著作人：依查得資料核計。 

七、經紀人：依查得資料核計。 

八、藥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九、中醫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西醫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一、獸醫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二、醫事檢驗師（生）：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三、工匠：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四、表演人：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五、節目製作人：依查得資料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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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命理卜卦：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七、書畫家、版畫家：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八、技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九、引水人：依查得資料核計。 

二十、程式設計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二十一、精算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二十二、商標代理人： 

（一）向國內註冊商標（包括正商標、防護商標、聯合商標 

   、服務標章、聯合服務標章、延展、移轉、商標專用 

   權授權使用等）：每件五千八百元。 

（二）向國外註冊商標：每件一萬三千元。 

（三）商標異議、評定、再評定、答辯、訴願、行政訴訟及 

   再審：每一程序三萬四千元。 

二十三、專利代理人： 

（一）發明專利申請（包括發明、追加發明、申請權讓與、 

   專利權讓與、專利權租與等）：每件三萬四千元。 

（二）新型專利申請（包括新型、追加新型、申請權讓與、 

   專利權讓與、專利權租與等）：每件二萬元。 

（三）新式樣專利申請（包括新式樣、聯合新式樣、申請權 

   讓與、專利權讓與、專利權租與等）：每件一萬五千 

   元。 

（四）向國外申請專利：每件五萬八千元。 

（五）專利再審查、異議、答辯、訴願、行政訴訟及再審： 

   每一程序八萬三千元。 

二十四、仲裁人：依查得資料核計。 

二十五、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或未具會計師資格，辦 

理工商登記等業務者：適用會計師收入標準計算；其代 

為記帳者，不論書面審核或查帳案件，每家每月在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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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及市二千五百元，在縣二千元。 

二十六、未具律師資格，辦理訴訟代理人業務者：適用律師收入 

標準計算；其僅代撰書狀者，每件在直轄市及市五千元 

，在縣四千五百元。 

二十七、未具建築師資格，辦理建築規劃設計及監造等業務者： 

適用建築師收入標準計算。 

二十八、未具地政士資格，辦理土地登記等業務者：適用地政士 

收入標準計算。 

二十九、受大陸地區人民委託辦理繼承、公法給付或其他事務者 

    ：每件在直轄市及市五千元，在縣四千五百元。 

三 十、公共安全檢查人員：依查得資料核計。 

三十一、依公證法規定之民間公證人：依公證法第五章規定標準 

    核計。 

三十二、不動產估價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三十三、物理治療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三十四、職能治療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三十五、營養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三十六、心理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三十七、受委託代辦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之承租、續租、過戶及繼 

承等申請者：每件在直轄市及市一千五百元，在縣一千 

二百元。 

三十八、牙體技術師（生）：依查得資料核計。 

三十九、語言治療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附註： 

一、自營利事業、機關、團體、學校等取得之收入，得依扣繳資 

  料核計。 

二、執行業務者辦理案件所屬地區在準用直轄市之縣者，其收入 

標準按縣計算；在縣偏僻地區者，除收入標準依查得資料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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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者外，收入標準按縣之八折計算，至偏僻地區範圍，由稽 

徵機關依查得資料認定。執行業務者辦理案件所屬地區在九 

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改制前之臺北縣、臺中縣、臺南縣、 

高雄縣及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改制前之桃園縣者，其 

收入標準仍按縣計算。 

三、本標準未規定之項目，由稽徵機關依查得資料認定。 

四、地政士執行業務收費計算應以「件」為單位，所稱「件」， 

原則上以地政事務所收文一案為準，再依下列規定計算： 

（一）依登記標的物分別計件：包括房屋及基地之登記，實 

   務上，有合為一案送件者，有分開各一送件者，均視 

   為一案，其「件」數之計算如第四款。 

（二）依登記性質分別計算：例如同時辦理所有權移轉及抵 

   押權設定之登記，則應就所有權移轉登記及抵押權設 

   定登記分別計算。 

（三）依委託人人數分別計件：以權利人或義務人一方之人 

   數計算，不得將雙方人數合併計算。但如係共有物之 

   登記，雖有數名共有人，仍以一件計算，且已按標的 

   物分別計件者，即不再依委託人人數計件。 

（四）同一收文案有多筆土地或多棟房屋者，以土地一筆為 

   一件或房屋一棟為一件計算；另每增加土地一筆或房 

   屋一棟，則加計百分之二十五，加計部分以加計至百 

   分之二百為限。 

※訂定「一百零四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 

財政部民國 105 年 2 月 2 日台財稅字第 10404701801 號令 

訂定「一百零四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並自即日生效。 

 附「一百零四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 

一百零四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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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業務者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或未依法設帳記載並保存憑證 

，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一百零四年度應依核定 

收入總額按下列標準（金額以新臺幣為單位）計算其必要費用， 

但稽徵機關查得之實際所得額較依下列標準計算減除必要費用 

後之所得額為高者，應依查得資料核計之： 

一、律師：百分之三十。 

二、會計師：百分之三十。 

三、建築師：百分之三十五。 

四、助產人員（助產師及助產士）：百分之三十一。但全民健康 

  保險收入為百分之七十二。 

五、地政士：百分之三十。 

六、著作人：按稿費、版稅、樂譜、作曲、編劇、漫畫及講演之 

 鐘點費收入減除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十三款規定免稅 

  額後之百分之三十。但屬自行出版者為百分之七十五。 

七、經紀人： 

（一）保險經紀人：百分之二十六。 

（二）一般經紀人：百分之二十。 

（三）公益彩券甲類經銷商：百分之六十。 

八、藥師：百分之二十。但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藥費收入）為 

  百分之九十四；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已區分藥費收入及藥事服 

  務費收入者，藥費收入為百分之百，藥事服務費收入為百分 

  之三十五（以上全民健康保險之藥費收入，均含保險對象依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 

  費用）。 

九、中醫師： 

（一）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依 

   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七八元。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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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所訂保障額 

   度補足差額之收入，減除百分之七十八必要費用。 

（二）掛號費收入：百分之七十八。 

（三）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 

   １、醫療費用收入不含藥費收入：百分之二十。 

   ２、醫療費用收入含藥費收入：百分之四十五。 

十、西醫師： 

（一）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依 

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七八元。但依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所訂保障額 

度補足差額之收入，減除百分之七十八必要費用。 

（二）掛號費收入：百分之七十八。 

（三）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 

   １、醫療費用收入不含藥費收入：百分之二十。 

   ２、醫療費用收入含藥費收入，依下列標準計算： 

(１) 內科：百分之四十。 

(２) 外科：百分之四十五。 

(３) 牙科：百分之四十。 

(４) 眼科：百分之四十。 

(５) 耳鼻喉科：百分之四十。 

(６) 婦產科：百分之四十五。 

(７) 小兒科：百分之四十。 

(８) 精神病科：百分之四十六。 

(９) 皮膚科：百分之四十。 

(１０) 家庭醫學科：百分之四十。 

(１１) 骨科：百分之四十五。 

(１２) 其他科別：百分之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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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診所與衛生福利部所屬醫療機構合作所取得之收入， 

   比照第一款至第三款減除必要費用。 

（五）人壽保險公司給付之人壽保險檢查收入，減除百分之 

   三十五必要費用。 

（六）配合政府政策辦理老人、中低收入者及身心障礙者補 

   助計畫收入，減除百分之七十八必要費用。 

十一、醫療機構醫師依醫師法第八條之二規定，報經主管機關核 

   准前往他醫療機構從事醫療業務，其與該他醫療機構間不 

   具僱傭關係者，按實際收入減除百分之十必要費用。 

十二、獸醫師：醫療貓狗者百分之三十二，其他百分之四十。 

十三、醫事檢驗師（生）： 

（一）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 

   ：依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七八元。 

（二）掛號費收入：百分之七十八。 

（三）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百分之四十三。 

十四、工匠：工資收入百分之二十。工料收入百分之六十二。 

十五、表演人： 

（一）演員：百分之四十五。 

（二）歌手：百分之四十五。 

（三）模特兒：百分之四十五。 

（四）節目主持人：百分之四十五。 

（五）舞蹈表演人：百分之四十五。 

（六）相聲表演人：百分之四十五。 

（七）特技表演人：百分之四十五。 

（八）樂器表演人：百分之四十五。 

（九）魔術表演人：百分之四十五。 

（十）其他表演人：百分之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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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節目製作人：各項費用全部由製作人負擔者百分之四十五 

   。 

十七、命理卜卦：百分之二十。 

十八、書畫家、版畫家：百分之三十。 

十九、技師：百分之三十五。 

二十、引水人：百分之二十五。 

二十一、程式設計師：百分之二十。 

二十二、精算師：百分之二十。 

二十三、商標代理人：百分之三十。 

二十四、專利代理人：百分之三十。 

二十五、仲裁人，依仲裁法規定辦理仲裁業務者：百分之十五。 

二十六、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或未具會計師資格，辦 

    理工商登記等業務或代為記帳者：百分之三十。 

二十七、未具律師資格，辦理訴訟代理人業務者：百分之二十三 

    。 

二十八、未具建築師資格，辦理建築規劃設計及監造等業務者： 

    百分之三十五。 

二十九、未具地政士資格，辦理土地登記等業務者：百分之三十 

    。 

三 十、受大陸地區人民委託辦理繼承、公法給付或其他事務者 

    ：百分之二十三。 

三十一、公共安全檢查人員：百分之三十五。 

三十二、依公證法規定之民間公證人：百分之三十。 

三十三、不動產估價師：百分之三十五。 

三十四、物理治療師： 

（一）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 

   用）：依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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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元。 

（二）掛號費收入：百分之七十八。 

（三）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百分之四十三。 

三十五、職能治療師： 

（一）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 

   用）：依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 

   七八元。 

（二）掛號費收入：百分之七十八。 

（三）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百分之四十三。 

三十六、營養師：百分之二十。 

三十七、心理師：百分之二十。 

三十八、受委託代辦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之承租、續租、過戶及繼 

    承等申請者：百分之三十。 

三十九、牙體技術師（生）：百分之四十。 

四 十、語言治療師： 

（一）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 

   用）：依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 

   七八元。 

（二）掛號費收入：百分之七十八。 

（三）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百分之二十。 

附註：本標準未規定之項目，由稽徵機關依查得資料或相近業別 

   之費用率認定。 

 

※訂定「一百零四年度私人辦理補習班幼兒園與 
 養護療養院所成本及必要費用標準」 

財政部民國 105 年 2 月 3 日台財稅字第 10504500260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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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一百零四年度私人辦理補習班幼兒園與養護療養院所成本

及必要費用標準」，並自即日生效。 

 附「一百零四年度私人辦理補習班幼兒園與養護療養院所成本

及必要費用標準」 

一百零四年度私人辦理補習班幼兒園與養護療養院所成本及必

要費用標準 

私人辦理補習班、幼兒園與養護、療養院（所），其創辦人、設 

立人或實際所得人如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或未依法設帳記載並 

保存憑證，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依下列標準計 

算其成本及必要費用： 

一、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為收入之百分之六十五。 

二、文理類（升學、語文、法商及其他）補習班：為收入之百分 

  之五十。 

三、技藝類（縫紉、美容、美髮、音樂、舞蹈及其他）補習班： 

  為收入之百分之五十。 

四、私立托嬰中心、幼兒園：為收入之百分之八十。 

五、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為收入之百分之六十。 

六、私立養護、療養院（所）：為收入之百分之七十五。但依「護 

  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設置之私立護理機構、依「老人福利 

  機構設立標準」設立之機構及依「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管理 

  辦法」設置之精神復健機構，為收入之百分之八十五。 

附註： 

一、私人辦理補習班、幼兒園與養護、療養院（所）等，如同時 

  經營兩項以上業務，應就各類業務收入分別適用各該類別之 

  成本及必要費用標準，計算所得額。 

二、私立養護、療養院（所）經營之業務範圍，屬應辦理營業登 

  記並課徵營業稅者，不適用本標準計算其成本及必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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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釋「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4款有 
 關私有房屋免稅之適用相關規定 

財政部民國 105 年 2 月 16 日台財稅字第 10404049310 號令 

一、民營公糧業者接受主管機關委託儲存公糧之倉庫（含筒倉） 

  ，如係無償提供使用，申請按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免徵房屋稅時，應檢附主管機關發給之無償使用證明 

  供稽徵機關核辦。 

二、廢止本部 70 年 4 月 17 日台財稅第 33049 號函及臺灣省政府 

  財政廳 68 年 7 月 27 日財稅三字第 07277 號函。 

 

※有關夫妻交換停車位後併同主建物出售之房 

  屋、土地交易所得計算疑義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民國 105 年 2 月 23 日財北國稅審二字第 1050006391 號函 

主旨：有關台端函詢夫妻交換停車位後併同主建物出售之房屋、 

      土地交易所得計算疑義乙案，復查照。 

說明： 

一、依財政部賦稅署 105 年 1 月 21 日臺稅所得字第 105000127 

    50 號移文單轉台端 105 年 1 月 21 日房稅字 105001 號申請 

    書辦理。 

二、按「個人及營利事業自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起交易房 

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以 

下合稱房屋、土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其交易所得 

應依第 14 條之 4 至第 14 條之 8 及第 24 條之 5 規定課徵所 

得稅：一、交易之房屋、土地係於 103 年 1 月 1 日之次日 

以後取得，且持有期間在 2 年以內。二、交易之房屋、土 

地係於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取得。……」、「本法稱財產 

交易所得及財產交易損失，係指納稅義務人並非為經常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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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賣出之營利活動而持有之各種財產，因買賣或交換而 

發生之增益或損失。」、「第 4 條之 4 規定之個人房屋、 

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其為出價取得者，以交易時 

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 

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其為繼承或受贈取得者， 

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繼承或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 

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 

，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個人未依前條規定申報或申報之成交價額較 

時價偏低而無正當理由者，稽徵機關得依時價或查得資料 

，核定其成交價額；個人未提示原始取得成本之證明文件 

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核定其成本，無查得資料，得 

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 

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核定其成本；個人未提示因取得 

、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者，稽徵機關得按成交價額百 

分之五計算其費用。」為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第 1 項、第 

9 條、第 14 條之 4 第 1 項及第 14 條之 6 所明定。 

三、基上，台端持有之停車位（編號 132）與配偶之停車位（編 

號 139）交換後，立即併同主建物（建號 20262-000）出售 

，如該停車位符合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第 1 項規定，應於 

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起算 30 日內自行填具個人房屋 

土地交易所得稅申報書，檢附契約書影本及其他有關文件 

，向申報時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辦理申報；停車位交換之 

成交價額應以實際成交價額認定，如台端未提示實際成交 

價額之證明文件者，除稽徵機關已查得交易時之實際成交 

價額外，將參酌時價資料認定其成交價格；另未提示原始 

成本之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核定其成本， 

無查得資料，得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及公告土地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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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核定其成本。 

四、本函僅就稅法規定予以說明，台端對個案之徵免如仍有疑 

義，請檢附具體事實案例（包括人、事、時、地、金額、 

不動產交換及買賣合約書）等資料，逕向戶籍所在地之稽 

徵機關洽詢。 

 

其他法令 

※關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經 

  指定額外提供之社會住宅，其停車空間設置標 

  準疑義 
 內政部民國 105 年 2 月 1 日台內營字第 1050800491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經貴府指定額 

      外提供之社會住宅，其停車空間設置標準疑義案。 

說明： 

一、復本部營建署案陳貴府 104 年 12 月 22 日府都更字第 1040 

    186368 號函。 

二、按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5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 

定略以，擬定細部計畫時，應於都市計畫書中訂定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1 項）第 1 項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應規定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建築物附設停 

車空間……。（第 3 項）復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59 條規定，建築物新建、改建、變更用途或增建部分 

，依都市計畫法令或都市計畫書之規定，設置停車空間。 

其未規定者，依下表規定。是以，有關建築物停車空間設 

置標準應於細部計畫訂定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規範。未規定 

者，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之附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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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因應都市更新時效之要求，配合實際建設計畫之需要 

，都更案涉有都市計畫之擬定或變更者，依都市更新條例 

第 20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2 條之 1 之規定，得採權宜簡化 

措施，對於僅涉及主要計畫局部性之修正，不違背其原規 

劃意旨者，或僅涉及細部計畫之擬定、變更者，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得先行核定發布實施，相關都市計畫再配合已核 

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理擬定或變更，合先敘明。 

三、所詢有關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經貴府指 

定額外提供社會住宅停車空間之設置，得否免依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之附表設置 1 節，如更新案停 

車空間之設置，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20 條規定納入核定之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後續相關都市計畫自應配合已核定之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辦理擬定或變更，故該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有關停車空間之設置，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 59 條所定都市計畫書有規定者，應從其規定設置。惟為 

利都更工作之順利進行，並請貴府於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後儘速辦理都市計畫相關事宜，以符合都更實施現況。 

                     

判解新訊 

※單純之沉默，除依交易上之慣例或特定人間之 
  特別情事，在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為有一定 

  之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4 年台上字第 1249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請求給付使用補償金 

裁判日期：民國 104 年 7 月 2 日 

要  旨：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必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 

，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諾之效果意思者，始得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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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之沉默，除依交易上之慣例或特定人間之特別情 

事，在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為有一定之意思表示者 

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 

 

※實務上地政登記就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擔保債權 
  範圍約定縱未登記，惟均以該抵押權設定契約 

  書視為登記簿之附件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上更（一）字第 78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確認債權不存在等 

裁判日期：民國 104 年 7 月 2 日 

要  旨：按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其種類及範圍，屬抵押權之內 

容，依法應經登記，始生物權效力，而實務上因最高 

限額抵押權之特殊性，地政登記實務上就擔保債權範 

圍之約定未予登記，惟均以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契約 

書視為登記簿之附件，故在契約書上記載該抵押權所 

擔保之債權，自為抵押權效力所及。次按債之內容變 

更，有僅發生不失同一性之債之變更者，亦得為債之 

更改，即使舊債關係消滅而成立新債關係。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2條第 1項但書之免 
  課特種貨物稅適用，必須和同條例第 5條規定 

  之要件一併檢視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判字第 383 號判決 

案由摘要：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 

裁判日期：民國 104 年 7 月 9 日 

要  旨：按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關於「持有期間」範圍，均 

應採相同之定義，因而凡是符合同條例第 2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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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款前段規定而負有依法繳納特種貨物稅之納稅義 

務人，倘欲主張有該條項但書之適用而免課特種貨物 

稅者，必須符合同條例第 5 條規定，此二條規定之要 

件必須一併檢視，整體審酌，而非割裂適用。 

 

※第三人未依法承當訴訟，原訴訟雖不受影響， 
  但法院即應按原共有之情形為裁判，無從以移 

  轉登記後土地之共有狀態為據合併分割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4 年台上字第 1292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請求分割共有物 

裁判日期：民國 104 年 7 月 9 日 

要  旨：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 

人，於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 

代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 

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因此 

，第三人未依法承當訴訟，原訴訟雖不受影響，但法 

院即應按原共有之情形為裁判，無從以移轉登記後土 

地之共有狀態為據合併分割。 

 

※土地登記之私法上法律關係錯誤，因非關登記 
  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不符，自不得依土地 

  法第 69條規定為更正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判字第 386 號判決 

案由摘要：繼承登記 

裁判日期：民國 104 年 7 月 9 日 

要  旨：按土地登記完畢後，得以登記錯誤或遺漏為由予以更 

正者，以登記事項未依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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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致有錯誤或遺漏為前提。倘屬登記名義人以外 

之人，主張登記名義人非土地登記之權利人，土地登 

記有錯誤，係就登記所示之私法上法律關係有所爭執 

，應循民事爭訟途徑確定後，始得據以申請登記，此 

非關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不符之錯誤或遺漏 

，自不得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為更正。次按當事人聲 

明理解之正確，攸關審判權歸屬之認定，法律關係適 

時之闡明，亦與當事人能否合法行使訴訟權有關，故 

法院均應為必要之闡明。 

 

※地政機關於其所屬登記人員執行登記職務，因 
  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有故意或過失，致人民 

  權益受損害時，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3 年上國易字第 5 號民事判 

          決 

案由摘要：國家賠償 

裁判日期：民國 104 年 7 月 15 日 

要  旨：複丈發現有原測量錯誤純係技術引起者，或抄錄錯誤 

者，得由登記機關逕行辦理更正。地政機關於其所屬 

登記人員執行登記職務，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有 

故意或過失，致人民權益受損害時，即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而所謂登記錯誤或遺漏，係指因登記事項與登 

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而言。 

 

※土地所在之斷面設有重要廠房，並非經濟效益 
  不大之農業區，倘將土地劃入堤防預定線內， 

  將導致該區域內公司極大損失，應於判決理由 



~ 38 ~ 
 

  中予以論駁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判字第 400 號判決 

案由摘要：區域計畫法 

裁判日期：民國 104 年 7 月 17 日 

要  旨：土地所在之斷面設有重要廠房，並非經濟效益不大之 

農業區，倘將土地劃入堤防預定線內，將導致該區域 

內公司極大損失，該主張攸關成土地所有權人及鄰近 

居民之生命財產損失，判決若未予以論駁，則有不備 

理由之違法。 

 

※適用法定租賃關係規定時，其立法意旨在維護 

  社會經濟秩序及利益，自應審酌該房屋是否具 

  有相當之經濟價值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4 年台上字第 1391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請求拆屋還地等 

裁判日期：民國 104 年 7 月 23 日 

要  旨：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 

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 

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 

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 

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其立法意旨在維護社會經濟 

秩序及利益，於「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推定有租賃關 

係。因此，適用法定租賃關係規定時，自應審酌該房 

屋是否具有相當之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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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2 月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 啟用日期：105 年 3 月 10 日 

    月份 

年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民國 55 年  673.4 683 683.9 679.4 678.1 662.3 661.5 664.8 651.2 646.8 655.7 660.7 

民國 56 年  655.7 643.7 654.9 656.1 653.7 648.4 640.1 641.3 635.1 638.2 639 632.8 

民國 57 年  629.8 634.7 632.4 606.9 603.4 592.8 583.3 568.5 577.2 573.4 584.6 596.9 

民國 58 年  591.8 584.3 586.2 583.6 590.2 584.9 573.1 561.8 562.1 515.5 538.7 564.2 

民國 59 年  570.6 561.2 557.9 555 557.9 562.1 553.2 537.4 524 531.9 538.5 543.8 

民國 60 年  534.1 536.3 538.7 540.1 539.3 539.3 539 530.1 530.3 526.6 528.2 529.5 

民國 61 年  537.4 526.1 527.1 526.6 524.2 518.8 514.2 496.7 498.2 518.3 525 516 

民國 62 年  529.8 522.2 524 516.3 509.7 504.4 490.5 480 460.4 426.8 418.4 415.9 

民國 63 年  378.9 329 324.5 326.7 329.4 330.5 326.2 322.6 312.5 313.1 308.7 310.5 

民國 64 年  313.4 313 315.6 313.6 313.4 306.5 306.5 305.4 305.7 301.9 304.3 309.8 

民國 65 年  304.6 303.4 301.1 300.3 301.9 303.1 301.8 299.6 299.9 301.5 302.2 298.9 

民國 66 年  295.1 290.4 291.5 289.3 288.1 279.3 279 267.2 271 273.9 278.7 280.1 

民國 67 年  275.3 273.2 272.9 268 268.1 268.4 269.2 264.3 260.3 258.1 259 260.2 

民國 68 年  259.3 258.1 254.6 249.7 247.6 245 242.8 236.7 229.2 229.8 233.2 231.2 

民國 69 年  222.2 217.8 216.7 215.6 211.6 206.1 204.7 200.1 192.6 189.3 189 189.2 

民國 70 年  181.1 178 177.3 176.5 177.2 175.6 174.9 173.2 171.1 172.1 173.2 173.5 

民國 71 年  172.4 172.9 172.5 172 171 170.6 170.7 165.7 167.3 168.6 170 169.4 

民國 72 年  169.3 167.6 166.9 166.2 167.4 166.1 168 168.1 167.6 167.6 169.1 171.4 

民國 73 年  171.3 169.6 169.1 168.8 166.8 166.9 167.3 166.7 166.2 166.9 167.8 168.6 

民國 74 年 168.6 167.2 167.1 168 168.5 168.7 168.6 169.3 166.6 166.7 169.1 170.9 

民國 75 年 169.3 168.8 168.8 168.4 168.2 167.7 168.2 167.2 163.1 163.4 165.8 166.5 

民國 76 年 166.9 167.3 168.6 168 168 167.9 165.9 164.6 164 165.5 165 163.3 

民國 77 年 166 166.7 167.6 167.4 165.6 164.5 164.5 162.3 161.7 160.6 161.4 161.6 

民國 78 年 161.6 160.2 159.8 158.3 157.2 157.6 158.3 157 153 151.6 155.6 156.6 

民國 79 年 155.6 155.8 154.6 153.1 151.5 152.1 151.1 148.6 143.7 146.8 149.7 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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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 

 年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民國 80 年  148.2 147.3 148 147.1 146.6 146.2 145.2 144.9 144.7 143.3 142.8 144.2 

民國 81 年  142.8 141.5 141.4 139.1 138.6 139 140 140.7 136.3 136.3 138.5 139.5 

民國 82 年  137.8 137.3 136.9 135.4 135.8 133.2 135.6 136.2 135.3 134.7 134.4 133.3 

民國 83 年  133.9 132.1 132.5 131.3 130.1 130.4 130.2 127.2 126.8 128.2 129.4 129.8 

民國 84 年  127.2 127.8 127.6 125.7 126 124.6 125.4 125 124.3 124.6 124.1 124.2 

民國 85 年  124.4 123.1 123.9 122.3 122.4 121.7 123.6 119 119.7 120.2 120.3 121.1 

民國 86 年  122 120.7 122.5 121.7 121.5 119.5 119.6 119.7 119 120.6 120.9 120.8 

民國 87 年  119.6 120.3 119.6 119.2 119.5 117.8 118.6 119.2 118.5 117.5 116.3 118.3 

民國 88 年  119.1 117.8 120.1 119.3 119 118.8 119.6 117.8 117.8 117.1 117.4 118.1 

民國 89 年  118.5 116.8 118.8 117.8 117.1 117.2 117.9 117.5 115.9 115.9 114.8 116.2 

民國 90 年  115.8 118 118.3 117.3 117.3 117.4 117.8 117 116.5 114.8 116.1 118.2 

民國 91 年  117.7 116.3 118.3 117.1 117.7 117.3 117.3 117.3 117.4 116.7 116.8 117.3 

民國 92 年  116.5 118.1 118.5 117.2 117.3 118 118.4 118 117.7 116.8 117.3 117.4 

民國 93 年  116.5 117.4 117.4 116.1 116.2 115.9 114.6 115.1 114.5 114.1 115.6 115.5 

民國 94 年  115.9 115.1 114.8 114.2 113.6 113.2 111.9 111.1 111 111 112.7 113 

民國 95 年  112.9 114 114.3 112.8 111.8 111.3 111.1 111.7 112.3 112.4 112.5 112.2 

民國 96 年  112.5 112 113.4 112.1 111.8 111.2 111.4 110 109 106.7 107.3 108.6 

民國 97 年  109.3 107.9 109.1 107.9 107.8 105.9 105.3 105 105.7 104.2 105.3 107.3 

民國 98 年  107.7 109.3 109.2 108.4 107.9 108 107.8 105.9 106.6 106.2 107 107.5 

民國 99 年 107.4 106.8 107.9 107 107.1 106.8 106.4 106.4 106.3 105.6 105.4 106.2 

民國 100 年 106.2 105.4 106.4 105.6 105.4 104.7 105 105 104.9 104.3 104.3 104.1 

民國 101 年 103.8 105.2 105 104.1 103.6 102.9 102.5 101.5 101.9 101.9 102.7 102.5 

民國 102 年 102.6 102.1 103.6 103 102.8 102.3 102.5 102.3 101 101.3 102 102.1 

民國 103 年 101.8 102.2 102 101.3 101.2 100.7 100.7 100.2 100.3 100.2 101.1 101.5 

民國 104 年 102.8 102.4 102.6 102.2 101.9 101.2 101.3 100.7 100 99.9 100.6 101.4 

民國 105 年 101.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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