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說明
一、因應電子化公文時代，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自 90
年 9 月正式上線以來，凡新（修）訂之地政法規（令）
於規定期限內掛上該網站（http://www.land.moi.gov.tw）
，
並依據法務部規定，同步掛上法務部全國法規資料庫
（http://law.moj.gov.tw），提供各界讀者隨時、免費上
網查詢相關法令訊息。惟為擴大服務範圍及眾多讀者
反映其閱讀習慣，遂綜合整理編印本彙編。
二、為方便政府機關及社會各界查詢地政法令資訊，本彙
編以現行地政常用之法律、法規命令及相關要點、補
充規定等為編輯內容，區分為地政法規及關係法規兩
個部分。地政法規部分，依其性質又分為「基本法規」
及「分類法規」二篇。基本法規含土地法、土地法施
行法、平均地權條例及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 4 種；
分類法規分為測量類、地籍類、地價類、地權類、土
地編定管制類、土地徵收類、方域類、不動產交易類、
公地行政類、土地重劃類、資訊類及其他 12 大類，計
收錄 243 種。關係法規分為憲法類、民法類、營建類、
民政類、財稅類、金融類、公產類、農業類、工業類、
交通及公共建設類、海域法規類、國際法類、其他 13
大類，計收錄 83 種，以節錄為原則，俾利讀者查詢及
攜帶。
三、本彙編所輯地政法規以 104 年 12 月底之最新法規為
準，為詳實刊載法規訂頒情形，有關廢止及停止適用
之法規名稱，詳列於附錄，相關資料則刊列於政政司
全球資訊網。
四、本書之編印，雖經詳加校勘，一一訂正，未敢稍有疏
忽，惟仍恐未臻精確，尚祈使用者隨時賜告誤謬之處，
俾能益臻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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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

A‐1‐1

本

土地法

ௐ˘୧ 本法所稱土地，謂水陸及天然富源。
ௐ˟୧ 土地依其使用，分為左列各類。
第一類 建築用地；如住宅、官署、機關、學
校、工廠、倉庫、公園、娛樂場、會
所、祠廟、教堂、城堞、軍營、砲臺、
船埠、碼頭、飛機基地、墳場等屬之。
第二類 直接生產用地；如農地、林地、漁地、
牧地、狩獵地、礦地、鹽地、水源地、
池塘等屬之。
第三類 交通水利用地；如道路、溝渠、水道、
湖泊、港灣、海岸、堤堰等屬之。
第四類 其他土地；如沙漠、雪山等屬之。
前項各類土地，得再分目。
ௐˬ୧ 本法除法律另有規定外，由地政機關
執行之。
ௐα୧ 本法所稱公有土地，為國有土地、直
轄市有土地、縣（市）有土地或鄉（鎮、市）
有之土地。
ௐ̣୧ 本法所稱土地改良物，分為建築改良
物及農作改良物二種。
附著於土地之建築物或工事，為建築改良
物，附著於土地之農作物及其他植物與水利土
壤之改良，為農作改良物。
ௐ̱୧ 本法所稱自耕，係指自任耕作者而
言，其為維持一家生活直接經營耕作者，以
自耕論。
ௐ˛୧ 本法所稱土地債券，為土地銀行依法
所發行之債券。
ௐˣ୧ （刪除）
ௐ˝୧ 本法之施行法，另定之。

ௐ˟ౢ!гᝋ!
ௐȈ୧ 中華民國領域內之土地，屬於中華民
國人民全體，其經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權者，
為私有土地。
私有土地之所有權消滅者，為國有土地。
ௐȈ˘୧ 土地所有權以外設定他項權利之種
類，依民法之規定。
ௐȈ˟୧ 私有土地，因天然變遷成為湖澤或
可通運之水道時，其所有權視為消滅。
前項土地，回復原狀時，經原所有權人證明
為其原有者，仍回復其所有權。

基
本

A‐1‐2

土地法

法
規

ௐȈˬ୧ 湖澤及可通運之水道及岸地，如因
第一項所列各款土地尚未辦理繼承登記者，亦
水流變遷而自然增加時，其接連地之所有權
適用之。
人，有優先依法取得其所有權或使用受益之 ௐȈˣ୧ 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取得或設定土地
權。
權利，以依條約或其本國法律，中華民國人
民得在該國享受同樣權利者為限。
第三章 地權限制
ௐȈ˝୧ 外國人為供自用、投資或公益之目
的使用，得取得左列各款用途之土地，其面
ௐȈα୧ 左列土地不得為私有：
積及所在地點，應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一、海岸一定限度內之土地。
政府依法所定之限制︰
二、天然形成之湖澤而為公共需用者，及其
一、住宅。
沿岸一定限度內之土地。
二、營業處所、辦公場所、商店及工廠。
三、可通運之水道及其沿岸一定限度內之土
三、教堂。
地。
四、醫院。
四、城鎮區域內水道湖澤及其沿岸一定限度
五、外僑子弟學校。
內之土地。
六、使領館及公益團體之會所。
五、公共交通道路。
七、墳場。
六、礦泉地。
八、有助於國內重大建設、整體經濟或農牧
七、瀑布地。
經營之投資，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八、公共需用之水源地。
關核准者。
九、名勝古蹟。
前項第八款所需土地之申請程序、應備文
十、其他法律禁止私有之土地。
件、審核方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行
前項土地已成為私有者，得依法徵收之。
政院定之。
第一項第九款名勝古蹟，如日據時期原屬私
有，臺灣光復後登記為公有，依法得贈與移轉 ௐ˟Ȉ୧ 外國人依前條需要取得土地，應檢
附相關文件，申請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
為私有者，不在此限。
府核准；土地有變更用途或為繼承以外之移
ௐỊ̏୧ 附著於土地之礦，不因土地所有權
轉時，亦同。其依前條第一項第八款取得者，
之取得而成為私有。
並應先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前項所稱之礦，以礦業法所規定之種類為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前項之准駁，應於
限。
受理後十四日內為之，並於核准後報請中央地
ௐȈ̱୧ 私有土地所有權之移轉、設定負擔
政機關備查。
或租賃，妨害基本國策者，中央地政機關得
外國人依前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取得土
報請行政院制止之。
地，應依核定期限及用途使用，因故未能依核
ௐȈ˛୧ 左列土地不得移轉、設定負擔或租
定期限使用者，應敘明原因向中央目的事業主
賃於外國人：
管機關申請展期；其未依核定期限及用途使用
一、林地。
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通知土地所有權
二、漁地。
人於通知送達後三年內出售。逾期未出售者，
三、狩獵地。
得逕為標售，所得價款發還土地所有權人；其
四、鹽地。
土地上有改良物者，得併同標售。
五、礦地。
前項標售之處理程序、價款計算、異議處理
六、水源地。
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地政機關定
七、要塞軍備區域及領域邊境之土地。
之。
前項移轉，不包括因繼承而取得土地。但應
ௐ˟Ȉ˘୧
（刪除）
於辦理繼承登記完畢之日起三年內出售與本
國人，逾期未出售者，由直轄市、縣（市）地 ௐ˟Ȉ˟୧ （刪除）
政機關移請國有財產局辦理公開標售，其標售 ௐ˟Ȉˬ୧ （刪除）
ௐ˟Ȉα୧ 外國人租賃或購買之土地，經登
程序準用第七十三條之一相關規定。
記後，依法令之所定，享受權利，負擔義務。
前項規定，於本法修正施行前已因繼承取得

基

第五章 地權調整

ௐ˟Ȉˣ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私有
土地，得斟酌地方情形，按土地種類及性質，
分別限制個人或團體所有土地面積之最高
額。
前項限制私有土地面積之最高額，應經中央
地政機關之核定。
ௐ˟Ȉ˝୧ 私有土地受前條規定限制時，由
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規定辦法，限令
於一定期間內，將額外土地分劃出賣。
不依前項規定分劃出賣者，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得依本法徵收之。
ௐ˘ౢ!఼!
前項徵收之補償地價，得斟酌情形搭給土地
債券。
ௐˬȈ̱୧ 地籍除已依法律整理者外，應依
ௐˬȈ୧ （刪除）
本法之規定整理之。
ௐˬȈ୧̝˘ （刪除）
地籍整理之程序，為地籍測量及土地登記。
ௐˬȈ˘୧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於其 ௐˬȈ˛୧ 土地登記，謂土地及建築改良物
管轄區內之土地，得斟酌地方經濟情形，依
之所有權與他項權利之登記。
其性質及使用之種類，為最小面積單位之規
土地登記之內容、程序、規費、資料提供、
定，並禁止其再分割。
應附文件及異議處理等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
前項規定，應經中央地政機關之核准。
政機關定之。
ௐˬ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限制每 ௐˬȈ˛୧̝˘ 土地登記之申請，得出具委
一自耕農之耕地負債最高額，並報中央地政
託書，委託代理人為之。
機關備案。
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應經土地登記專業
ௐˬȈˬ୧ （刪除）
代理人考試或檢覈及格。但在本法修正施行
ௐˬȈα୧ （刪除）
前，已從事土地登記專業代理業務，並曾領
ௐˬȈα୧̝˘ 共有土地或建築改良物，其
有政府發給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或代理
處分、變更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不動產
他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專業人員登記卡者，
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數及其應有部
得繼續執業；未領有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
分合計過半數之同意行之。但其應有部分合
明或登記卡者，得繼續執業至中華民國八十
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數不予計算。
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共有人依前項規定為處分、變更或設定負擔
非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擅自以代理申請土
時，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其不能以書
地登記為業者，其代理申請土地登記之件，登
面通知者，應公告之。
記機關應不予受理。

ௐ˟በ!г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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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其所
管公有土地，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
並經行政院核准，不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
超過十年期間之租賃。
ௐ˟Ȉ̱୧ 各級政府機關需用公有土地時，
應商同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層請行政
院核准撥用。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將該管
公有土地之收益，列入各該政府預算。

第一項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應得之對價或
補償，負連帶清償責任。於為權利變更登記
時，並應提出他共有人已為受領或為其提存之
證明。其因而取得不動產物權者，應代他共有
人申請登記。
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
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
前四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
依法得分割之共有土地或建築改良物，共有
人不能自行協議分割者，任何共有人得申請該
管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調處，不服調處
者，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十五日內向司法機關
訴請處理，屆期不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理
之。
ௐˬȈα୧̝˟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
為處理本法不動產之糾紛，應設不動產糾紛
調處委員會，聘請地政、營建、法律及地方
公正人士為調處委員；其設置、申請調處之
要件、程序、期限、調處費用及其他應遵循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
ௐˬỊ̏୧ 自耕農場之創設，另以法律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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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開業、業務與責任、訓
一、鄰地界址。
練、公會管理及獎懲等事項之管理辦法，由中
二、現使用人之指界。
央地政機關定之。
三、參照舊地籍圖。
ௐˬȈˣ୧ 辦理土地登記前，應先辦地籍測
四、地方習慣。
量，其已依法辦理地籍測量之地方，應即依
土地所有權人因設立界標或到場指界發生
本法規定辦理土地總登記。
界址爭議時，準用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理
前項土地總登記，謂於一定期間內就直轄市
之。
或縣（市）土地之全部為土地登記。
ௐαȈ̱୧̝ˬ 重新實施地籍測量之結果，
ௐˬȈ˝୧ 土地登記，由直轄市或縣（市）
應予公告，其期間為三十日。
地政機關辦理之。但各該地政機關得在轄區
土地所有權人認為前項測量結果有錯誤，除
內分設登記機關，辦理登記及其他有關事項。 未依前條之規定設立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外，得
ௐαȈ୧ 地籍整理以直轄市或縣（市）為單
於公告期間內，向該管地政機關繳納複丈費，
位，直轄市或縣（市）分區，區內分段，段
聲請複丈。
內分宗，按宗編號。
經複丈者，不得再聲請複丈。
ௐαȈ˘୧ 第二條第三類及第四類土地，應
逾公告期間未經聲請複丈，或複丈結果無誤
免予編號登記。但因地籍管理必須編號登記
或經更正者，地政機關應即據以辦理土地標示
者，不在此限。
變更登記。
ௐαȈ˟୧ 土地總登記得分若干登記區辦 ௐαȈ˛୧ 地籍測量實施之作業方法、程序
理。
與土地複丈、建物測量之申請程序及應備文
前項登記區，在直轄市不得小於區，在縣
件等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
（市）不得小於鄉（鎮、市、區）。
ௐαȈ˛୧̝˘ 地政機關辦理地籍測量，得
ௐαȈˬ୧ 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力。 委託地籍測量師為之。
地籍測量師法，另定之。
ௐ˟ౢ!гᚱീณ!
ௐαȈ˛୧̝˟ 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良物測
量費標準，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
ௐαȈα୧ 地籍測量依左列次序辦理：
一、三角測量、三邊測量或精密導線測量。
二、圖根測量。
三、戶地測量。
四、計算面積。
五、製圖。
ௐαȈα୧̝˘ 地籍測量時，土地所有權人
應設立界標，並永久保存之。
界標設立之種類、規格、方式與其銷售及
管理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
ௐαỊ̏୧ 地籍測量，如由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辦理，其實施計畫應經中央地政
機關之核定。
ௐαȈ̱୧ 地籍測量如用航空攝影測量，應
由中央地政機關統籌辦理。
ௐαȈ̱୧̝˘ 已辦地籍測量之地區，因地
籍原圖破損、滅失、比例尺變更或其他重大
原因，得重新實施地籍測量。
ௐαȈ̱୧̝˟ 重新實施地籍測量時，土地
所有權人應於地政機關通知之限期內，自行
設立界標，並到場指界。逾期不設立界標或
到場指界者，得依左列順序逕行施測：

ௐˬౢ!˿гᓁ൳!
ௐαȈˣ୧ 土地總登記，依左列次序辦理。
一、調查地籍。
二、公布登記區及登記期限。
三、接收文件。
四、審查并公告。
五、登記發給書狀并造冊。
ௐαȈ˝୧ 每一登記區接受登記聲請之期
限，不得少於二個月。
ௐ̣Ȉ୧ 土地總登記辦理前，應將該登記區
地籍圖公布之。
ௐ̣Ȉ˘୧ 土地總登記，由土地所有權人於
登記期限內檢同證明文件聲請之。如係土地
他項權利之登記，應由權利人及義務人共同
聲請。
ௐ̣Ȉ˟୧ 公有土地之登記，由原保管或使
用機關囑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
為之，其所有權人欄註明為國有、直轄市有、
縣（市）有或鄉（鎮、市）有。
ௐ̣Ȉˬ୧ 無保管或使用機關之公有土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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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籍整理而發現之公有土地，由該管直轄
前項證明文件所載四至不明或不符者，如測
市或縣（市）地政機關逕為登記，其所有權
量所得面積未超過證明文件所載面積十分之
人欄註明為國有。
一時，應按實際測量所得之面積予以登記，
ௐ̣Ȉα୧ 和平繼續占有之土地，依民法第
如超過十分之二時，其超過部分視為國有土
七百六十九條或第七百七十條之規定，得請
地，但得由原占有人優先繳價承領登記。
求登記為所有人者，應於登記期限內，經土 ௐ̱Ȉα୧ 每登記區應依登記結果，造具登
地四鄰證明，聲請為土地所有權之登記。
記總簿，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永久保存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接受
之。
聲請或囑託登記之件，經審查證明無誤，應
登記總簿之格式及處理與保存方法，由中央
即公告之，其依第五十三條逕為登記者亦同。 地政機關定之。
前項聲請或囑託登記，如應補繳證明文件 ௐ̱Ị̏୧ 土地總登記，應由權利人按申報
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應限期令
地價或土地他項權利價值，繳納登記費千分
其補繳。
之二。
ௐ̣Ȉ̱୧ 依前條審查結果，認為有瑕疵而 ௐ̱Ȉ̱୧ 依第五十七條公告之土地，原權
被駁回者，得向該管司法機關訴請確認其權
利人在公告期內提出異議，並呈驗證件，聲
利，如經裁判確認，得依裁判再行聲請登記。 請為土地登記者，如經審查證明無誤，應依
ௐ̣Ȉ˛୧ 逾登記期限無人聲請登記之土地
規定程序，予以公告並登記。但應加繳登記
或經聲請而逾限未補繳證明文件者，其土地
費之二分之一。
視為無主土地，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 ௐ̱Ȉ˛୧ 土地所有權狀及他項權利證明
政機關公告之，公告期滿，無人提出異議，
書，應繳納書狀費，其費額由中央地政機關
即為國有土地之登記。
定之。
ௐ̣Ȉˣ୧ 依第五十五條所為公告，不得少 ௐ̱Ȉˣ୧ 因登記錯誤遺漏或虛偽致受損害
於十五日。
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該地
依第五十七條所為公告，不得少於三十日。 政機關證明其原因應歸責於受害人時，不在
ௐ̣Ȉ˝୧ 土地權利關係人，在前條公告期
此限。
間內，如有異議，得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前項損害賠償，不得超過受損害時之價值。
地政機關以書面提出，並應附具證明文件。 ௐ̱Ȉ˝୧ 登記人員或利害關係人，於登記
因前項異議而生土地權利爭執時，應由該管
完畢後，發見登記錯誤或遺漏時，非以書面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予以調處，不服調
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不得更正。
處者，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十五日內，向司法
但登記錯誤或遺漏，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
機關訴請處理，逾期不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
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
辦理之。
由登記機關逕行更正之。
ௐ̱Ȉ୧ 合法占有土地人，未於登記期限內 ௐ˛Ȉ୧ 地政機關所收登記費，應提存百分
聲請登記，亦未於公告期間內提出異議者，
之十作為登記儲金，專備第六十八條所定賠
喪失其占有之權利。
償之用。
ௐ̱Ȉ˘୧ 在辦理土地總登記期間，當地司
地政機關所負之損害賠償，如因登記人員之
法機關應設專庭，受理土地權利訴訟案件，
重大過失所致者，由該人員償還，撥歸登記儲
並應速予審判。
金。
ௐ̱Ȉ˟୧ 聲請登記之土地權利，公告期滿 ௐ˛Ȉ˘୧ 損害賠償之請求，如經該地政機
無異議，或經調處成立或裁判確定者，應即
關拒絕，受損害人得向司法機關起訴。
為確定登記，發給權利人以土地所有權狀或
ௐαౢ!˿гᝋӀតՀ൳!
他項權利證明書。
前項土地所有權狀，應附以地段圖。
ௐ˛Ȉ˟୧ 土地總登記後，土地權利有移
ௐ̱Ȉˬ୧ 依前條確定登記之面積，應按原
轉、分割、合併、設定、增減或消滅時，應
有證明文件所載四至範圍以內，依實際測量
為變更登記。
所得之面積登記之。
ௐ˛Ȉˬ୧ 土地權利變更登記，應由權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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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義務人會同聲請之。其無義務人者，由權
利人聲請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由任何繼
承人為全體繼承人聲請之。
但其聲請，不影響他繼承人拋棄繼承或限定
繼承之權利。
前項聲請，應於土地權利變更後一個月內為
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
六個月內為之。聲請逾期者，每逾一個月得處
應納登記費額一倍之罰鍰。但最高不得超過二
十倍。
ௐ˛Ȉˬ୧̝˘ 土地或建築改良物，自繼承
開始之日起逾一年未辦理繼承登記者，經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後，應即公告
繼承人於三個月內聲請登記；逾期仍未聲請
者，得由地政機關予以列冊管理。但有不可
歸責於聲請人之事由，其期間應予扣除。
前項列冊管理期間為十五年，逾期仍未聲請
登記者，由地政機關將該土地或建築改良物清
冊移請國有財產局公開標售。繼承人占有或第
三人占有無合法使用權者，於標售後喪失其占
有之權利；土地或建築改良物租賃期間超過五
年者，於標售後以五年為限。
依第二項規定標售土地或建築改良物前應
公告三十日，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
人就其使用範圍依序有優先購買權。但優先購
買權人未於決標後十日內表示優先購買者，其
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
標售所得之價款應於國庫設立專戶儲存，繼
承人得依其法定應繼分領取。
逾十年無繼承人申請提領該價款者，歸屬國
庫。
第二項標售之土地或建築改良物無人應買
或應買人所出最高價未達標售之最低價額
者，由國有財產局定期再標售，於再行標售
時，國有財產局應酌減拍賣最低價額，酌減數
額不得逾百分之二十。經五次標售而未標出
者，登記為國有並準用第二項後段喪失占有權
及租賃期限之規定。自登記完畢之日起十年
內，原權利人得檢附證明文件按其法定應繼
分，向國有財產局申請就第四項專戶提撥發給
價金；經審查無誤，公告九十日期滿無人異議
時，按該土地或建築改良物第五次標售底價分
算發給之。
ௐ˛Ȉα୧ 聲請為土地權利變更登記，應檢
附原發土地所有權狀及地段圖或土地他項權
利證明書。

ௐ˛Ị̏୧ 聲請為土地權利變更登記之件，
經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審查證明
無誤，應即登記於登記總簿，發給土地所有
權狀或土地他項權利證明書，並將原發土地
權利書狀註銷，或就該書狀內加以註明。
依前項發給之土地所有權狀，應附以地段
圖。
ௐ˛Ị̏୧̝˘ 前條之登記尚未完畢前，登
記機關接獲法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
產登記之囑託時，應即改辦查封、假扣押、
假處分或破產登記，並通知登記聲請人。
ௐ˛Ȉ̱୧ 聲請為土地權利變更登記，應由
權利人按申報地價或權利價值千分之一繳納
登記費。
聲請他項權利內容變更登記，除權利價值增
加部分，依前項繳納登記費外，免納登記費。
ௐ˛Ȉ˛୧ 因土地權利變更登記所發給之土
地權利書狀，每張應繳費額，依第六十七條
之規定。
ௐ˛Ȉˣ୧ 左列登記，免繳納登記費：
一、因土地重劃之變更登記。
二、更正登記。
三、消滅登記。
四、塗銷登記。
五、更名登記。
六、住址變更登記。
七、標示變更登記。
八、限制登記。
ௐ˛Ȉ˝୧ 土地所有權狀及土地他項權利證
明書，因損壞或滅失請求換給或補給時，依
左列之規定：
一、因損壞請求換給者，應提出損壞之原土
地所有權狀或原土地他項權利證明書。
二、因滅失請求補給者，應敘明滅失原因，
檢附有關證明文件，經地政機關公告三
十日，公告期滿無人就該滅失事實提出
異議後補給之。
ௐ˛Ȉ˝୧̝˘ 聲請保全左列請求權之預告
登記，應由請求權人檢附登記名義人之同意
書為之：
一、關於土地權利移轉或使其消滅之請求權。
二、土地權利內容或次序變更之請求權。
三、附條件或期限之請求權。
前項預告登記未塗銷前，登記名義人就其土
地所為之處分，對於所登記之請求權有妨礙者
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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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城市區域道路溝渠及其他公共使用
之土地，應依都市計畫法預為規定之。
ௐ˝Ȉ˘୧ 城市區域之土地，得依都市計畫
法，分別劃定為限制使用區及自由使用區。
ௐ˝Ȉ˟୧ 新設之都市，得由政府依都市計
畫法，將市區土地之全部或一部依法征收整
理重劃，再照征收原價分宗放領，但得加收
整理土地所需之費用。
前項征收之土地，得分期征收，分區開放，
ௐ˘ౢ!఼!
未經開放之區域，得為保留征收，並限制其為
ௐˣȈ୧ 土地使用，謂施以勞力資本為土地
妨礙都市計畫之使用。
之利用。
ௐ˝Ȉˬ୧ 依都市計畫已公布為道路或其他
ௐˣȈ˘୧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得就
公共使用之土地，得為保留征收，並限制其
管轄區內之土地，依國家經濟政策、地方需
建築。但臨時性質之建築，不在此限。
要情形及土地所能供使用之性質，分別商同
ௐˬౢ!ٗૄ̈́ޏг১ϡ!
有關機關，編為各種使用地。
ௐˣȈ˟୧ 凡編為某種使用地之土地，不得 ௐ˝Ȉα୧ 城市地方，應由政府建築相當數
供其他用途之使用。但經該管直轄市或縣
量之準備房屋，供人民承租自住之用。
（市）地政機關核准，得為他種使用者，不
前項房屋之租金，不得超過土地及其建築
在此限。
物價額年息百分之八。
ௐˣȈˬ୧ 編為某種使用地之土地，於其所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救濟房
定之使用期限前，仍得繼續為從來之使用。
屋不足，經行政院核准，得減免新建房屋之
ௐˣȈα୧ 使用地之種別或其變更，經該管
土地稅及改良物稅，並定減免期限。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編定，由直轄市 ௐ˝Ȉ̱୧ 城市地方每一人民自住之房屋間
或縣（市）政府公布之。
數，得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斟酌當地情
ௐˣỊ̏୧ 使用地編定公布後，上級地政機
形，為必要之限制。但應經民意機關之同意。
關認為有較大利益或較重要之使用時，得令 ௐ˝Ȉ˛୧ 城市地方房屋之租金，以不超過
變更之。
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年息百分之十為
ௐˣȈ̱୧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於管
限。
轄區內之農地，得依集體耕作方法，商同主
約定房屋租金，超過前項規定者，該管直轄
管農林機關，為集體農場面積之規定。
市或縣（市）政府得依前項所定標準強制減定
集體農場之辦法，另以法律定之。
之。
ௐˣȈ˛୧ 凡編為建築用地，未依法使用 ௐ˝Ȉˣ୧ 以現金為租賃之擔保者，其現金
者，為空地。
利息視為租金之一部。
土地建築改良物價值不及所占地基申報地
前項利率之計算，應與租金所由算定之利率
價百分之二十者，視為空地。
相等。
ௐˣȈˣ୧ 凡編為農業或其他直接生產用 ௐ˝Ȉ˝୧ 前條擔保之金額，不得超過二個
地，未依法使用者為荒地。但因農業生產之
月房屋租金之總額。
必要而休閒之土地，不在此限。
已交付之擔保金，超過前項限度者，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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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ˣȈ˝୧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對於
管轄區內之私有空地及荒地，得劃定區域，
規定期限，強制依法使用。
前項私有荒地，逾期不使用者，該管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得照申報地價收買之。

法

預告登記，對於因徵收、法院判決或強制執
行而為新登記，無排除之效力。
ௐ˛Ȉ˝୧̝˟ 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應繳納
工本費或閱覽費：
一、聲請換給或補給權利書狀者。
二、聲請發給登記簿或地籍圖謄本或節本者。
三、聲請抄錄或影印登記聲請書及其附件者。
四、聲請分割登記，就新編地號另發權利書
狀者。
五、聲請閱覽地籍圖之藍曬圖或複製圖者。
六、聲請閱覽電子處理之地籍資料者。
前項工本費、閱覽費費額，由中央地政機關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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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超過之部份抵付房租。
ௐ˘Ѻ୧ 出租人非因左列情形之一，不得收
回房屋。
一、出租人收回自住或重新建築時。
二、承租人違反民法第四百四十三條第一項
之規定轉租於他人時。
三、承租人積欠租金額，除擔保金抵償外，
達二個月以上時。
四、承租人以房屋供違反法令之使用時。
五、承租人違反租賃契約時。
六、承租人損壞出租人之房屋或附著財物，
而不為相當之賠償時。
ௐ˘Ѻ˘୧ 因房屋租用發生爭議，得由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予以調處，不
服調處者，得向司法機關訴請處理。
ௐ˘Ѻ˟୧ 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應由出租
人與承租人於契約訂立後二個月內，聲請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為地上權之登
記。
ௐ˘Ѻˬ୧ 租用建築房屋之基地，非因左
列情形之一，出租人不得收回。
一、契約年限屆滿時。
二、承租人以基地供違反法令之使用時。
三、承租人轉租基地於他人時。
四、承租人積欠租金額，除以擔保現金抵償
外，達二年以上時。
五、承租人違反租賃契約時。
ௐ˘Ѻα୧ 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
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房
屋出賣時，基地所有權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
購買之權。其順序以登記之先後定之。
前項優先購買權人，於接到出賣通知後十日
內不表示者，其優先權視為放棄。出賣人未通
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立買賣契約
者，其契約不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
ௐ˘Ѻ̣୧ 第九十七條第九十九條及第一
百零一條之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均準
用之。

承典準用之。
ௐ˘Ѻˣ୧ 承租人縱經出租人承諾，仍不
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
ௐ˘Ѻ˝୧ 依定有期限之契約租用耕地
者，於契約屆滿時，除出租人收回自耕外，
如承租人繼續耕作，視為不定期限繼續契約。
ௐ˘ѺȈ୧ 地租不得超過地價百分之八，約
定地租或習慣地租超過地價百分之八者，應
比照地價百分之八減定之，不及地價百分之
八者，依其約定或習慣。
前項地價指法定地價，未經依法規定地價之
地方，指最近三年之平均地價。
ௐ˘ѺȈ˘୧ 耕地地租，承租人得依習慣以
農作物代繳。
ௐ˘ѺȈ˟୧ 耕地出租人不得預收地租，但
因習慣以現金為耕地租用之擔保者，其金額
不得超過一年應繳租額四分之一。
前項擔保金之利息，應視為地租之一部，其
利率應按當地一般利率計算之。
ௐ˘ѺȈˬ୧ 承租人不能按期支付應交地租
之全部，而以一部支付時，出租人不得拒絕
收受，承租人亦不得因其收受而推定為減租
之承諾。
ௐ˘ѺȈα୧ 依不定期限租用耕地之契約，
僅得於有左列情形之一時終止之。
一、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時。
二、承租人放棄其耕作權利時。
三、出租人收回自耕時。
四、耕地依法變更其使用時。
五、違反民法第四百三十二條及第四百六十
二條第二項之規定時。
六、違反第一百零八條之規定時。
七、地租積欠達二年之總額時。
ௐ˘ѺỊ̏୧ 承租人放棄其耕作權利，應於
三個月前向出租人以意思表示為之，非因不
可抗力繼續一年不為耕作者，視為放棄耕作
權利。
ௐ˘ѺȈ̱୧ 依第一百十四條第三款及第五
款之規定終止契約時，出租人應於一年前通
ௐαౢ!ਆг১ϡ!
知承租人。
ௐ˘Ѻ̱୧ 以自任耕作為目的，約定支付 ௐ˘ѺȈ˛୧ 收回自耕之耕地再出租時，原
承租人有優先承租之權，自收回自耕之日起
地租使用他人之農地者，為耕地租用。
未滿一年而再出租時，原承租人得以原租用
前項所稱耕作，包括漁牧。
條件承租。
ௐ˘Ѻ˛୧ 出租人出賣或出典耕地時，承
ௐ˘ѺȈˣ୧ 出租人對於承租人耕作上必需
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或承典之權。
之農具牲畜肥料及農產物，不得行使民法第
第一百零四條第二項之規定，於前項承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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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Ị̏୧ 公有荒地，應由該管直轄市
或縣（市）地政機關於一定期間內勘測完竣，
並規定其使用計畫。
ௐ˘Ѻ˟Ȉ̱୧ 公有荒地適合耕地使用者，
除政府保留使用者外，由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地政機關會同主管農林機關劃定墾
區，規定墾地單位，定期招墾。
ௐ˘Ѻ˟Ȉ˛୧ 私有荒地，經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依第八十九條照價收買者，應
於興辦水利改良土壤後，再行招墾。
ௐ˘Ѻ˟Ȉˣ୧ 公有荒地之承墾人，以中華
民國人民為限。
ௐ˘Ѻ˟Ȉ˝୧ 公有荒地之承墾人，分左列
二種。
一、自耕農戶。
二、農業生產合作社。
前項農業生產合作社，以依法呈准登記，並

轄區內之土地，劃定重劃地區，施行土地重
劃，將區內各宗土地重新規定其地界：
一、實施都市計畫者。
二、土地面積畸零狹小，不適合於建築使用
者。
三、耕地分配不適合於農事工作或不利於排
水灌溉者。
四、將散碎之土地交換合併，成立標準農場
者。
五、應用機器耕作，興辦集體農場者。
ௐ˘ѺˬȈ̱୧ 土地重劃後，應依各宗土地
原來之面積或地價仍分配於原所有權人。但
限於實際情形不能依原來之面積或地價妥為
分配者，得變通補償。
ௐ˘ѺˬȈ˛୧ 土地畸零狹小，全宗面積在
第三十一條所規定最小面積單位以下者，得
依土地重劃廢置或合併之。
ௐ˘ѺˬȈˣ୧ 重劃區內公園道路堤塘溝渠
或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土地，得依土地重劃變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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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四百四十五條規定之留置權。
由社員自任耕作者為限。
ௐ˘ѺȈ˝୧ 於保持耕地原有性質及效能 ௐ˘ѺˬȈ୧ 承墾人承領荒地，每一農戶以
外，以增加勞力資本之結果，致增加耕地生
一墾地單位為限，每一農業合作社承領墾地
產力或耕作便利者，為耕地特別改良。
單位之數，不得超過其所含自耕農戶之數。
前項特別改良，承租人得自由為之，但特別 ௐ˘ѺˬȈ˘୧ 承墾人自受領承墾證書之日
改良費之數額，應即通知出租人。
起，應於一年內實施開墾工作，其墾竣之年
ௐ˘Ѻ˟Ȉ୧ 因第一百十四條第二第三第五
限，由主管農林機關規定之，逾限不實施開
第六各款契約終止返還耕地時，承租人得向
墾者，撤銷其承墾證書。
出租人要求償還其所支出前條第二項耕地特 ௐ˘ѺˬȈ˟୧ 承墾人於規定墾竣年限而未
別改良費，但以其未失效能部份之價值為限。 墾竣者，撤銷其承墾證書。但因不可抗力，
前項規定，於永佃權依民法第八百四十五條
致不能依規定年限墾竣，得請求主管農林機
及第八百四十六條之規定撤佃時準用之。
關酌予展限。
ௐ˘Ѻ˟Ȉ˘୧ 耕地出租人以耕畜種子肥料 ௐ˘ѺˬȈˬ୧ 承墾人自墾竣之日起，無償
或其他生產用具供給承租人者，除依民法第
取得所領墾地之耕作權，應即依法向該管直
四百六十二條及第四百六十三條之規定外，
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聲請為耕作權之登
得依租用契約於地租外酌收報酬，但不得超
記。但繼續耕作滿十年者，無償取得土地所
過供給物價值年息百分之十。
有權。
ௐ˘Ѻ˟Ȉ˟୧ 因耕地租用，業佃間發生爭
前項耕作權不得轉讓。但繼承或贈與於得為
議，得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予
繼承之人，不在此限。
以調處，不服調處者，得向司法機關訴請處
第一項墾竣土地，得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理。
政府酌予免納土地稅二年至八年。
ௐ˘Ѻ˟Ȉˬ୧ 遇有荒歉，直轄市或縣（市） ௐ˘ѺˬȈα୧ 公有荒地，非農戶或農業生
政府得按照當地當年收穫實況為減租或免租
產合作社所能開墾者，得設墾務機關辦理之。
之決定。但應經民意機關之同意。
ௐ̱ౢ!˿гࢦထ!
ௐ˘Ѻ˟Ȉα୧ 第一百零七條至第一百十三
條及第一百二十一條各規定，於有永佃權之 ௐ˘ѺˬỊ̏୧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
土地準用之。
因左列情形之一，經上級機關核准，得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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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或廢置之。
ௐ˘ѺˬȈ˝୧ 土地重劃後，土地所有權人
所受之損益，應互相補償，其供道路或其他
公共使用所用土地之地價，應由政府補償之。
ௐ˘ѺαȈ୧ 土地重劃，自公告之日起三十
日內，有關係之土地所有權人半數以上，而
其所有土地面積，除公有土地外，超過重劃
地區內土地總面積一半者表示反對時，直轄
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應即報上級機關核定
之。
ௐ˘ѺαȈ˘୧ 第一百三十五條之土地重
劃，得因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過半數，而
其所有土地面積，除公有土地外，超過重劃
區內土地總面積一半者之共同請求，由直轄
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核准為之。
ௐ˘ѺαȈ˟୧ 新設都市內之土地重劃，應
於分區開放前為之。

ௐαበ!˿гඁ!
ௐ˘ౢ!఼!
ௐ˘ѺαȈˬ୧ 土地及其改良物，除依法免
稅者外，依本法之規定征稅。
ௐ˘ѺαȈα୧ 土地稅分地價稅及土地增值
稅二種。
ௐ˘ѺαỊ̏୧ 土地及其改良物之價值，應
分別規定。
ௐ˘ѺαȈ̱୧ 土地稅為地方稅。
ௐ˘ѺαȈ˛୧ 土地及其改良物，除依本法
規定外，不得用任何名目征收或附加稅款。
但因建築道路、堤防、溝渠、或其他土地改
良之水陸工程，所需費用，得依法征收工程
受益費。

ௐ˟ౢ!гᆊ̈́Լ։ۏᆊ!
ௐ˘ѺαȈˣ୧ 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法所申報
之地價，為法定地價。
ௐ˘ѺαȈ˝୧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
辦理地價申報之程序如左︰
一、查定標準地價。
二、業主申報。
三、編造地價冊。
ௐ˘Ѻ̣Ȉ୧ 地價調查，應抽查最近二年內
土地市價或收益價格，以為查定標準地價之
依據，其抽查宗數，得視地目繁簡地價差異
為之。

ௐ˘Ѻ̣Ȉ˘୧ 依據前條調查結果，就地價
相近及地段相連或地目相同之土地，劃分為
地價等級，並就每等級內抽查宗地之市價或
收益價格，以其平均數或中數為各該地價等
級之平均地價。
ௐ˘Ѻ̣Ȉ˟୧ 每地價等級之平均地價，由
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報請該管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公布為標準地價。
ௐ˘Ѻ̣Ȉˬ୧ 標準地價之公布，應於開始
土地總登記前分區行之。
ௐ˘Ѻ̣Ȉα୧ 土地所有權人對於標準地價
認為規定不當時，如有該區內同等級土地所
有權人過半數之同意，得於標準地價公布後
三十日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提
出異議。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接受前項異議後，應
即提交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之。
ௐ˘Ѻ̣Ị̏୧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之組織
規程，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
前項委員會委員，應有地方民意機關之代表
參加。
ௐ˘Ѻ̣Ȉ̱୧ 土地所有權人聲請登記所有
權時，應同時申報地價，但僅得為標準地價
百分二十以內之增減。
ௐ˘Ѻ̣Ȉ˛୧ 土地所有權人認為標準地價
過高，不能依前條為申報時，得聲請該管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照標準地價收買其土地。
ௐ˘Ѻ̣Ȉˣ୧ 土地所有權人聲請登記而不
同時申報地價者，以標準地價為法定地價。
ௐ˘Ѻ̣Ȉ˝୧ 每直轄市或縣（市）辦理地
價申報完竣，應即編造地價冊及總歸戶冊，
送該管直轄市或縣（市）財政機關。
ௐ˘Ѻ̱Ȉ୧ 地價申報滿五年，或一年屆滿
而地價已較原標準地價有百分五十以上之增
減時，得重新規定地價，適用第一百五十條
至第一百五十二條及第一百五十四條至第一
百五十六條之規定。
ௐ˘Ѻ̱Ȉ˘୧ 建築改良物之價值，由該管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於規定地價時同
時估定之。
ௐ˘Ѻ̱Ȉ˟୧ 建築改良物價值之估計，以
同樣之改良物於估計時為重新建築需用費額
為準，但應減去因時間經歷所受損耗之數額。
ௐ˘Ѻ̱Ȉˬ୧ 就原建築改良物增加之改良
物，於重新估計價值時，併合於改良物計算
之。但因維持建築改良物現狀所為之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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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Ȉ˛୧ 地價稅照法定地價按年征收
一次，必要時得准分兩期繳納。
ௐ˘Ѻ̱Ȉˣ୧ 地價稅照法定地價按累進稅
率征收之。
ௐ˘Ѻ̱Ȉ˝୧ 地價稅以其法定地價數額千
分之十五為基本稅率。
ௐ˘Ѻ˛Ȉ୧ 土地所有權人之地價總額，未
超過累進起點地價時，依前條稅率征收，超
過累進起點地價時，依左列方法累進課稅。
一、超過累進起點地價在百分之五百以下
者，其超過部份加征千分之二。
二、超過累進起點地價百分之一千以下者，
除按前款規定征收外，就其已超過百分
之五百部份加征千分之三。
三、超過累進起點地價百分之一千五百以下
者，除按前款規定征收外，就其已超過百
分之一千部份加征千分之五，以後每超過
百分之五百，就其超過部份追加千分之
五，以加至千分之五十為止。
ௐ˘Ѻ˛Ȉ˘୧ 前條累進起點地價，由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按照自住自耕地必需面積，
參酌地價及當地經濟狀況擬定，報請行政院
核定之。
ௐ˘Ѻ˛Ȉ˟୧ 地價稅向所有權人徵收之，
其設有典權之土地，由典權人繳納。
ௐ˘Ѻ˛Ȉˬ୧ 私有空地，經限期強制使
用，而逾期未使用者，應於依法使用前加征
空地稅。
前項空地稅，不得少於應繳地價稅之三倍，
不得超過應繳地價稅之十倍。
ௐ˘Ѻ˛Ȉα୧ 私有荒地，經限期強制使
用，而逾期未使用者，應於依法使用前加征
荒地稅。

地區，其土地增值稅於工程完成後屆滿五年
時征收之。
ௐ˘Ѻ˛Ȉˣ୧ 土地增值總數額之標準，依
左列之規定。
一、規定地價後未經過移轉之土地，於絕賣
移轉時，以現賣價超過原規定地價之數
額為標準。
二、規定地價後未經過移轉之土地，於繼承
或贈與移轉時，以移轉時之估定地價超
過原規定地價之數額為標準。
三、規定地價後曾經移轉之土地，於下次移
轉時，以現移轉價超過前次移轉時地價
之數額為標準。
ௐ˘Ѻ˛Ȉ˝୧ 前條之原規定地價及前次移
轉時之地價，稱為原地價。
前項原地價，遇一般物價有劇烈變動時，
直轄市或縣（市）財政機關應依當地物價指
數調整計算之，並應經地方民意機關之同意。
ௐ˘ѺˣȈ୧ 土地增值總數額，除去免稅
額，為土地增值實數額。
ௐ˘ѺˣȈ˘୧ 土地增值稅之稅率，依左列
之規定。
一、土地增值實數額在原地價百分之一百以
下者，征收其增值實數額百分之二十。
二、土地增值實數額在原地價數額百分之二
百以下者，除按前款規定征收外，就其
已超過百分之一百部份征收百分之四
十。
三、土地增值實數額在原地價百分之三百以
下者，除按前二款規定分別征收外，就
其超過百分之二百部份征收百分之六
十。
四、土地增值實數額超過原地價數額百分之
三百者，除按前三款規定分別征收外，
就其超過部份征收百分之八十。

規

ௐˬౢ!гᆊඁ!

法

不視為增加之改良物。
前項荒地稅，不得少於應征之地價稅，不得
ௐ˘Ѻ̱Ȉα୧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
超過應繳地價稅之三倍。
應將改良物估計價值數額，送經標準地價評 ௐ˘Ѻ˛Ị̏୧ （刪除）
議委員會評定後，報請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ௐαౢ!˿гᆧࣃඁ!
政府公布為改良物法定價值，並由直轄市或
縣（市）地政機關分別以書面通知所有權人。 ௐ˘Ѻ˛Ȉ̱୧ 土地增值稅照土地增值之實
ௐ˘Ѻ̱Ị̏୧ 前條受通知人，認為評定不
數額計算，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或雖無移
當時，得於通知書達到後三十日內，聲請標
轉而屆滿十年時，征收之。
準地價評議委員會重新評定。
前項十年期間，自第一次依法規定地價之
ௐ˘Ѻ̱Ȉ̱୧ 建築改良物之價值，得與重
日起計算。
新規定地價時重為估定。
ௐ˘Ѻ˛Ȉ˛୧ 依第一百四十七條實施工程

本

土地法 A‐1‐11

基
本

A‐1‐12 土地法

法
規

ௐ˘ѺˣȈ˟୧ 土地所有權之移轉為絕賣
者，其增值稅向出賣人征收之，如為繼承或
贈與者，其增值稅向繼承人或受贈人征收之。
ௐ˘ѺˣȈˬ୧ 規定地價後十年屆滿，或實
施工程地區五年屆滿，而無移轉之土地，其
增值稅向土地所有權人征收之。
前項土地設有典權者，其增值稅得向典權
人征收之，但於土地回贖時，出典人應無息
償還。
ௐ˘ѺˣȈα୧ 土地增值實數額，應減去土
地所有權人為改良土地所用之資本及已繳納
之工程受益費。

能使用之土地，概應免稅。但在保留征收期
內，仍能為原來之使用者，不在此限。
ௐ˘Ѻ˝Ị̏୧ 在自然環境及技術上無法使
用之土地，或在墾荒過程中之土地，由財政
部會同中央地政機關呈經行政院核准，免征
地價稅。
ௐ˘Ѻ˝Ȉ̱୧ 因土地征收或土地重劃，致
所有權有移轉時，不征收土地增值稅。
ௐ˘Ѻ˝Ȉ˛條 農人之自耕地及自住地，於
十年屆滿無移轉時，不征收土地增值稅。
ௐ˘Ѻ˝Ȉˣ୧ 農地因農人施用勞力與資
本，致地價增漲時，不征收土地增值稅。
ௐ˘Ѻ˝Ȉ˝୧ 凡減稅或免稅之土地，其減
ௐ̣ౢ!˿гԼ։ۏඁ!
免之原因事實有變更或消滅時，仍應繼續征
稅。
ௐ˘ѺˣỊ̏୧ 建築改良物得照其估定價
值，按年征稅，其最高稅率不得超過千分之
ௐ˛ౢ!ͣඁ!
十。
ௐ˘ѺˣȈ̱୧ 建築改良物稅之征收，於征 ௐ˟Ѻ୧ 地價稅不依期完納者，就其所欠數
額，自逾期之日起，按月加征所欠數額百分
收地價稅時為之，並適用第一百七十二條之
二以下之罰鍰，不滿一月者，以一月計。
規定。
ௐ˘ѺˣȈ˛୧ 建築改良物為自住房屋時， ௐ˟Ѻ˘୧ 積欠土地稅達二年以上應繳稅
額時，該管直轄市或縣（市）財政機關得通
免予征稅。
知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將欠稅土地
ௐ˘ѺˣȈˣ୧ 農作改良物不得征稅。
及其改良物之全部或一部交司法機關拍賣，
ௐ˘ѺˣȈ˝୧ 地價每畝不滿五百元之地
以所得價款優先抵償欠稅，其次依法分配於
方，其建築改良物應免予征稅。
他項權利人及原欠稅人。
ௐ˘Ѻ˝Ȉ୧ 土地改良物稅全部為地方稅。
ௐ˟Ѻ˟୧ 前條之土地拍賣，應由司法機
ௐ̱ౢ!˿гඁ̝ഴҺ
關於拍賣前三十日，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
人。
ௐ˘Ѻ˝Ȉ˘୧ 公有土地及公有建築改良
物，免征土地稅及改良物稅。但供公營事業 ௐ˟Ѻˬ條 土地所有權人接到前條通知
後，提供相當繳稅擔保者，司法機關得展期
使用或不作公共使用者，不在此限。
拍賣。
ௐ˘Ѻ˝Ȉ˟條 供左列各款使用之私有土
前項展期，以一年為限。
地，得由財政部會同中央地政機關呈經行政
ௐ˟Ѻα୧ 欠稅土地為有收益者，得由該
院核准，免稅或減稅。
管直轄市或縣（市）財政機關通知直轄市或
一、學校及其他學術機關用地。
縣（市）地政機關提取其收益，抵償欠稅，
二、公園及公共體育場用地。
免將土地拍賣。
三、農林漁牧試驗場用地。
前項提取收益，於積欠地價稅額等於全年
四、森林用地。
應繳數額時，方得為之。
五、公立醫院用地。
第一項提取之收益數額，以足抵償其欠稅
六、公共墳場用地。
為限。
七、其他不以營利為目的之公益事業用地。
ௐ˘Ѻ˝Ȉˬ୧ 因地方發生災難或調劑社會 ௐ˟Ѻ̣୧ 土地增值稅不依法完納者，依
第二百條之規定加征罰鍰。
經濟狀況，得由財政部會同中央地政機關呈
ௐ˟Ѻ̱୧
土地增值稅欠稅至一年屆滿仍
經行政院核准，就關係區內之土地，於災難
未完納者，得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財政
或調劑期中，免稅或減稅。
機關通知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將其
ௐ˘Ѻ˝Ȉα୧ 因保留征收或依法律限制不

基
規

ௐ̣በ!˿гفќ!

法

土地及改良物一部或全部交司法機關拍賣，
前項保留征收，謂就舉辦事業將來所需用
以所得價款抵償欠稅，餘款交還原欠稅人。
之土地，在未需用以前，預為呈請核定公布
前項拍賣，適用第二百零二條及第二百零
其征收之範圍，並禁止妨礙征收之使用。
三條之規定。
ௐ˟ѺȈα୧ 前條保留徵收之期間，不得超
ௐ˟Ѻ˛୧ 建築改良物欠稅，準用本章關
過三年，逾期不徵收，視為廢止。但因舉辦
於地價稅欠稅各條之規定。
前條第一款或第四款之事業，得申請核定延
長保留徵收期間；其延長期間，以五年為限。
ௐ˟ѺỊ̏୧ 徵收土地時，其改良物應一併
徵收。但有左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ௐ˘ౢ!఼!
一、法律另有規定者。
二、改良物所有權人要求取回，並自行遷移
ௐ˟Ѻˣ୧ 國家因左列公共事業之需要，
者。
得依本法之規定，征收私有土地。但征收之
三、建築改良物建造時，依法令規定不得建
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
造者。
一、國防設備。
四、農作改良物之種類、數量顯與正常種植
二、交通事業。
情形不相當者。
三、公用事業。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之認定，由直轄市或縣
四、水利事業。
（市）地政機關會同有關機關為之。
五、公共衛生。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之改良物，於徵收土
六、政府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及其他公共建築。
地公告期滿後，得由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
七、教育學術及慈善事業。
關通知其所有權人或使用人限期拆除或遷
八、國營事業。
移；逾期由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會同有
九、其他由政府興辦以公共利益為目的之事
關機關逕行除去，並不予補償。
業。
ௐ˟Ѻ˝୧ 政府機關因實施國家經濟政 ௐ˟ѺȈ̱୧ 征收之土地，因其使用影響於
接連土地，致不能為從來之利用，或減低其
策，得征收私有土地。但應以法律規定者為
從來利用之效能時，該接連土地所有權人，
限。
得要求需用土地人為相當補償。
ௐ˟ѺȈ୧ 征收土地，遇有名勝古蹟，應於
前項補償金，以不超過接連地因受征收地
可能範圍內避免之。
使用影響而低減之地價額為準。
名勝古蹟已被征收土地區內者，應於可能
ௐ˟ѺȈ˛୧ 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
範圍內保存之。
小或形勢不整，致不能為相當之使用時，所
ௐ˟ѺȈ˘୧ 需用土地人於聲請征收土地
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期滿六個月內，向直轄
時，應證明其興辦之事業已得法令之許可。
市或縣（市）地政機關要求一併徵收之。
ௐ˟ѺȈ˟୧ 因左列各款之一征收土地，得
ௐ˟ѺȈˣ୧ （刪除）
為區段征收。
ௐ˟ѺȈ˝୧ 私有土地經徵收後，有左列情
一、實施國家經濟政策。
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發
二、新設都市地域。
給完竣屆滿一年之次日起五年內，向該管直
三、舉辦第二百零八條第一款或第三款之事
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聲請照徵收價額收
業。
回其土地︰
前項區段征收，謂於一定區域內之土地，應
一、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年，未依徵收
重新分宗整理，而為全區土地之征收。
計畫開始使用者。
ௐ˟ѺȈˬ୧ 因左列各款之一，得為保留征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收。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接受聲請後，
一、開闢交通路線。
經查明合於前項規定時，應層報原核准
二、興辦公用事業。
徵收機關核准後，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
三、新設都市地域。
於六個月內繳清原受領之徵收價額，逾
四、國防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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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地政機關聲請將其權利備案者外，以公告之
第一項第一款之事由，係因可歸責於原土地
日土地登記簿所記載者為準。
所有權人或使用人者，不得聲請收回土地。
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未經登記完畢者，土
私有土地經依徵收計畫使用後，經過都市計
地他項權利人應於前條公告期間內，向該管
畫變更原使用目的，土地管理機關標售該土地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聲請將其權利備
時，應公告一個月，被徵收之原土地所有權人
案。
或其繼承人有優先購買權。但優先購買權人未 ௐ˟Ѻ˟Ȉ˝୧ 所有權未經依法登記完畢之
於決標後十日內表示優先購買者，其優先購買
土地，土地他項權利人不依前條規定聲請備
權視為放棄。
案者，不視為被征收土地應有之負擔。
ௐ˟Ѻ˟Ȉ୧ 現供第二百零八條各款事業使 ௐ˟ѺˬȈ୧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得
用之土地，非因舉辦較為重大事業無可避免
應需用土地人之請求，為徵收土地進入公、
者，不得征收之。但征收祇為現供使用土地
私有土地實施調查或勘測。但進入建築物或
之小部份，不妨礙現有事業之繼續進行者，
設有圍障之土地調查或勘測，應事先通知其
不在此限。
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ௐ˟Ѻ˟Ȉ˘୧ 被徵收之土地應有之負擔， ௐ˟ѺˬȈ˘୧ 需用土地人應俟補償地價及
其款額計算，以該土地所應得之補償金額為
其他補償費發給完竣後，方得進入被徵收土
限，並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於
地內工作。但水利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先
補償地價時為清算結束之。
行使用者，不在此限。
ௐ˟ѺˬȈ˟୧ 被徵收之土地公告後，除於
ௐ˟ౢ!فќԔ!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行或法院之判決而取
得所有權或他項權利，並於公告期間內聲請
ௐ˟Ѻ˟Ȉ˟୧ 徵收土地，由中央地政機關
將其權利登記者外，不得移轉或設定負擔。
核准之。
土地權利人或使用人並不得在該土地增加改
ௐ˟Ѻ˟Ȉˬ୧ （刪除）
良物；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
ௐ˟Ѻ˟Ȉα୧ 征收土地，應由需用土地人
工作。
擬具詳細征收計畫書，並附具征收土地圖說
前項改良物之增加或繼續工作，該管直轄
及土地使用計畫圖，依前二條之規定分別聲
市或縣（市）地政機關認為不妨礙徵收計畫
請核辦。
者，得依關係人之聲請特許之。
ௐ˟Ѻ˟Ị̏୧ 中央地政機關於核准徵收土
地後，應將原案全部通知該土地所在地之該 ௐ˟ѺˬȈˬ୧ 征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及其
他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十五日內發給之。
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
但因實施國家經濟政策，或舉辦第二百零八
ௐ˟Ѻ˟Ȉ̱୧ 同一土地，有二人以上聲請
條第一款第二款或第四款事業征收土地，得
征收時，以其舉辦事業性質之輕重為核定標
呈准行政院以土地債券搭發補償之。
準，其性質相同者，以其聲請之先後為核定
ௐ˟ѺˬȈα條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
標準。
於被徵收土地應受之補償發給完竣後，得規
ௐ˟Ѻ˟Ȉ˛୧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
定期限，令土地權利人或使用人遷移完竣。
於接到中央地政機關通知核准徵收土地案
時，應即公告，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 ௐ˟ѺˬỊ̏୧ 被征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對
於其土地之權利義務，於應受之補償發給完
權利人。
竣時終止，在補償費未發給完竣以前，有繼
前項公告之期間為三十日。
續使用該土地之權。但合於第二百三十一條
土地權利利害關係人對於第一項之公告事
但書之規定者，不在此限。
項有異議者，應於公告期間內向直轄市或縣
（市）地政機關以書面提出。
ௐˬౢ!فќྃᐺ!
ௐ˟Ѻ˟Ȉˣ୧ 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已經登
記完畢者，其所有權或他項權利除於公告前 ௐ˟ѺˬȈ̱୧ 徵收土地應給予之補償地
價、補償費及遷移費，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因繼承、強制執行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並
地政機關規定之。
於前條公告期間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基
法
規

前項補償地價補償費及遷移費，均由需用
並將情形詳細記載列冊報該管直轄市或縣
土地人負擔，並繳交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市）地政機關備案。
地政機關轉發之。
ௐ˟ѺαȈ˛୧ 對於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二
ௐ˟ѺˬȈ˛୧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
百四十一條或第二百四十二條之估定有異議
發給補償地價及補償費，有左列情形之一
時，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應提交
時，得將款額提存之︰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一、應受補償人拒絕受領或不能受領者。
二、應受補償人所在地不明者。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辦理提存時，應以土地
登記簿記載之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利人之
姓名、住址為準。
ௐ˟ѺˬȈˣ୧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
遇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得將改良物代為遷移
或一併徵收之︰
一、受領遷移費人於交付遷移費時，拒絕收
受或不能收受者。
二、受領遷移費人所在地不明者。
三、受領遷移費人不依限遷移者。
ௐ˟ѺˬȈ˝୧ 被徵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
依左列之規定︰
一、已依法規定地價，其所有權未經移轉者，
依其法定地價。
二、已依法規定地價，其所有權經過移轉者，
依其最後移轉時之地價。
三、未經依法規定地價者，其地價由該管直
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估定之。
ௐ˟ѺαȈ୧ 保留征收之土地應補償之地
價，依征收時之地價。
ௐ˟ѺαȈ˘୧ 土地改良物被徵收時，其應
受之補償費，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
機關會同有關機關估定之。
ௐ˟ѺαȈ˟୧ 被徵收土地之農作改良物，
如被徵收時與其孳息成熟時期相距在一年以
內者，其應受補償之價值，應按成熟時之孳
息估定之；其被徵收時與其孳息成熟時期相
距超過一年者，應依其種植、培育費用，並
參酌現值估定之。
ௐ˟ѺαȈˬ୧ （刪除）
ௐ˟ѺαȈα୧ 因征收土地致其改良物遷移
時，應給以相當遷移費。
ௐ˟ѺαỊ̏୧ 因土地一部份之征收而其改
良物須全部遷移者，該改良物所有權人得請
求給以全部之遷移費。
ௐ˟ѺαȈ̱୧ 徵收土地應將墳墓及其他紀
念物遷移者，其遷移費與改良物同。
無主墳墓應由需用土地人妥為遷移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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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በ!г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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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୧

在土地法施行前，各地方已辦之地籍

中華民國 24 年 4 月 5 日國民政府公布；並自中華
測量，如合於土地法第四十四條之規定者，
民國 25 年 3 月 1 日施行
得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將辦理情形，報
中華民國 35 年 4 月 29 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
請中央地政機關核定，免予重辦。
中華民國 79 年 1 月 5 日總統（79）華總（一）義
字第 0065 號令修正公布第 11、54 條條文；增訂 ௐȈ୧ 依土地法第四十八條公布登記期限，
應報請中央地政機關備查。
第 17-1、19-1 條條文；並刪除第 1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9 年 12 月 20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 ௐȈ˘୧ 土地法施行前，業經辦竣土地登記
第 8900301090 號令修正公布第 4～6、9、15、24
之地區，在土地法施行後，於期限內換發土
～26、28、31、34、36、44、45、54、55、58、
地權利書狀，並編造土地登記總簿者，視為
59 條條文；並刪除第 37～39 條條文
已依土地法辦理土地總登記。
中華民國 91 年 12 月 1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ௐȈ˟୧ 已辦地籍測量，尚未辦理土地登
09100239040 號令修正公布第 40 條條文
記，而業經呈准註冊發照之地方，應依法辦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1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理土地總登記，發給土地權利書狀。但所收
10000122991 號令刪除公布第 44、45 條條文

ௐ˘በ!ᓁ!
ௐ˘୧ 本施行法依土地法第九條之規定制定
之。
ௐ˟୧ 土地法及本施行法自本施行法公布之
日施行。
ௐˬ୧ 在土地法施行以前，各地方辦理之地
政事項，應經中央地政機關之核定；其不合
者，應令更正之。
ௐα୧ 土地法第二條規定各類土地之分目及
其符號，在縣（市）
，由該管縣（市）地政機
關調查當地習用名稱，報請中央地政機關核
定之；在直轄市，由直轄市地政機關自行訂
定，並報中央地政機關備查。
ௐ̣୧ 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款至第四款所謂
一定限度，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
關會同水利主管機關劃定之。
ௐ̱୧ 凡國營事業需用公有土地時，應由該
事業最高主管機關核定其範圍，向該管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無償撥用。但應報經行政
院核准。
ௐ˛୧ 依土地法第二十八條限制土地面積最
高額之標準，應分別宅地、農地、興辦事業
等用地。宅地以十畝為限，農地以其純收益
足供一家十口之生活為限，興辦事業用地視
其事業規模之大小定其限制。
ௐˣ୧ 依土地法第二十九條以土地債券照價
收買私有土地，其土地債券之清付期限，最
長不得逾五年。

書狀費及登記費，應扣除發照時已收之費用。
ௐȈˬ୧ 依土地法辦理土地總登記之地方，
自開始登記之日起，法院所辦不動產登記應
即停止辦理；其已經法院為不動產登記之土
地，應免費予以登記。
ௐȈα୧ （刪除）
ௐỊ̏୧ 依土地法第五十五條及第五十七條
所為公告之期限，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地政機關報請中央地政機關核定之。
ௐȈ̱୧ 在辦理土地總登記期間，未稅白契
准緩期報稅，並免予處罰。
ௐȈ˛୧ 土地登記書表簿冊格式及尺幅，由
中央地政機關定之。
ௐȈ˛୧̝˘ 登記總簿滅失時，登記機關應
依有關資料補造之，並應保持原有之次序。
依前項規定補造登記總簿，應公告、公開
提供閱覽三十日，並通知登記名義人，及將
補造經過情形層報中央地政機關備查。
ௐȈˣ୧ 土地登記費及書狀費，不因標準地
價發生異議，停止徵收。但標準地價依法決
定後，應依照改正。
ௐȈ˝୧ 起伏地區田地坵形過碎時，得就同
一權利人所有地區相連地目相同之坵併為一
宗，並於宗地籍圖內測繪坵形。但登記時仍
按宗登記。
ௐȈ˝୧̝˘ 兩宗以上之土地如已設定不同
種類之他項權利，或經法院查封、假扣押、
假處分或破產之登記者，不得合併。

ௐˬበ!˿гֹϡ!
ௐ˟Ȉ୧

依土地法第八十四條編定使用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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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後，應分別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並報請中
央地政機關備查。
ௐ˟Ȉ˘୧ 依土地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土地使
用最小面積單位，及依土地法第八十六條規
定集體農場面積，應報請中央地政機關核定。
ௐ˟Ȉ˟୧ 依土地法第八十九條照價收買之
土地，其地價得分期給付之。但清付期限最
長不得逾五年。
ௐ˟Ȉˬ୧ 都市計畫之擬訂及變更，應報請
中央地政機關核定之。
ௐ˟Ȉα୧ 新設都市分區開放之區域，於都
市計畫中規定之；分期開放之時間，該管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依地方需要定之。但應
經中央地政機關之核定。
ௐ˟Ị̏୧ 土地法第九十七條所謂土地及建
築物之總價額，土地價額依法定地價，建築
物價額依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估
定之價額。
ௐ˟Ȉ̱୧ 依地方習慣以農產物繳付地租之
地方，農產物折價之標準，由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地政機關依當地農產物最近二年之
平均市價規定之。
地價如經重估，農產物價亦應視實際變
更，重予規定。
ௐ˟Ȉ˛୧ 土地法第一百十四條第一、第
二、第六、第七各款之規定，於定期租用耕
地之契約準用之。
ௐ˟Ȉˣ୧ 依土地法第一百二十條，承租人
向出租人要求償還其所耕地特別改良物時，
其未失效能部分之價值，得由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地政機關估定之。
ௐ˟Ȉ˝୧ 土地法第一百二十三條規定減租
或免租之決定，應經中央地政機關之核定。
ௐˬȈ୧ 土地法第一百十五條、第一百二十
二條及第一百二十三條之規定，於有永佃權
之土地準用之。
ௐˬȈ˘୧ 各地方荒地使用計畫，由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定之，並報請中央地政機關
及中央墾務機關備查。但大宗荒地面積在十
萬畝以上者，得由中央地政機關及中央墾務
機關會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
ௐˬȈ˟୧ 承墾人墾竣取得所有權之土地，
其使用管理及移轉、繼承，均準用土地法及
本法關於自耕農戶之規定。
ௐˬȈˬ୧ 城市地方土地重劃，應經中央地
政機關核定之。

ௐˬȈα୧ 農地重劃計畫，由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依農業技術地方需要定之，並
應報請中央地政機關備查。
ௐˬỊ̏୧ 土地重劃區內之地價，如尚未規
定，應於施行重劃前依法規定之。

ௐαበ!˿гඁ!
ௐˬȈ̱୧ 業經依法規定地價之地方，應即
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分別依土地法
第一百六十九條擬訂基本稅率，依第一百七
十一條擬訂累進起點地價，依第一百七十三
條擬訂加徵空地稅倍數，依第一百七十四條
擬訂加徵荒地稅倍數，依第一百八十條擬訂
土地增值免稅額，及依第一百八十六條擬訂
建築改良物稅率，併層轉行政院核定舉辦地
價稅、土地增值稅及建築改良物稅。
ௐˬȈ˛୧ （刪除）
ௐˬȈˣ୧ （刪除）
ௐˬȈ˝୧ （刪除）
ௐαȈ୧ 地價調查估計及土地建築改良物估
價之估價標的、估價方法、估價作業程序、
估價報告書格式及委託估價等事項之規則，
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
ௐαȈ˘୧ 依土地法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三
條、第三十四條、第八十九條及第一百五十
七條照標準地價收買之土地，其改良物應照
估定價值，一併收買之。但該改良物所有權
人，自願遷移者，不在此限。
ௐαȈ˟୧ 地價稅基本稅率暨累進起點地
價、空地稅倍數、荒地稅倍數、土地增值稅
免稅額及建築改良物稅率，確定施行後，如
有增減，必要時應依本施行法第三十六條規
定之程序辦理，並於會計年度開始前確定公
布。
ௐαȈˬ୧ 土地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百
七十四條所稱之應繳地價稅，係指該空地及
荒地應繳之基本稅。
ௐαȈα୧ （刪除）
ௐαỊ̏୧ （刪除）
ௐαȈ̱୧ 土地稅減免之標準及程序，由中
央地政機關與中央財政機關以規則定之。
ௐαȈ˛୧ 免稅地變為稅地時，應自次年起
徵收土地稅。
ௐαȈˣ୧ 稅地變為免稅地時，其土地稅自
免稅原因成立之年免除之。但未依免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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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不得免稅。

ௐ̣በ!˿гᇈќ!
ௐαȈ˝୧ 徵收土地於不妨礙徵收目的之範
圍內，應就損失最少之地方為之，並應儘量
避免耕地。
ௐ̣Ȉ୧ 土地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之徵收
土地計畫書，應記明左列事項：
一、徵收土地原因。
二、徵收土地所在地範圍及面積。
三、興辦事業之性質。
四、興辦事業之法令根據。
五、附帶徵收或區段徵收及其面積。
六、土地改良物情形。
七、土地使用之現狀及其使用人之姓名住所。
八、四鄰接連土地之使用狀況及其改良情形。
九、土地區內有無名勝古蹟，並註明其現狀
及沿革。
十、曾否與土地所有權人經過協定手續及其
經過情形。
十一、土地所有權人或管有人姓名、住所。
十二、被徵收土地之使用配置。
十三、興辦事業所擬設計大概。
十四、應需補償金額款總數及其分配。
十五、準備金額總數及其分配。
ௐ̣Ȉ˘୧ 土地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之徵
收土地圖說，應繪載左列事項：
一、被徵收土地之四至界限。
二、被徵收地區內各宗地之界限及其使用狀
態。
三、附近街村鄉鎮之位置與名稱。
四、被徵收地區內房屋等改良物之位置。
五、圖面之比例尺。
ௐ̣Ȉ˟୧ 土地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之徵
收土地計畫書、徵收土地圖說及土地使用計
畫圖，應各擬具三份，呈送核准機關。
ௐ̣Ȉˬ୧ 土地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之土
地使用計畫圖，如係興辦公共事業，指建築
地盤圖；如係開闢都市地域，指都市計畫圖；
如係施行土地重劃，指重劃計畫圖。
ௐ̣Ȉα୧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於土
地徵收地價補償完畢後，應將辦理經過情
形，陳報中央地政機關核准備案。
ௐ̣Ị̏୧ 依土地法第二百二十七條所為公
告，應載明左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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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用土地人之名稱。
二、興辦事業之種類。
三、徵收土地之詳明區域。
四、被徵收土地應補償之費額。
前項公告，應附同徵收土地圖，揭示於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門首及被徵收
土地所在地。
ௐ̣Ȉ̱୧ 依土地法第二百二十七條所為通
知，應照左列之規定：
一、被徵收土地已登記者，依照登記總簿所
載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他項權利人姓
名住所，以書面通知。
二、被徵收土地未經登記者，應以所在地之
日報登載通知七日。
ௐ̣Ȉ˛୧ 保留徵收之期間，應自公告之日
起算。
ௐ̣Ȉˣ୧ 被徵收土地補償金額之計算與發
給，由需用土地人委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地政機關為之。
ௐ̣Ȉ˝୧ 被徵收土地應有之負擔，由該管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於發給補償金時
代為補償，並以其餘款交付被徵收土地之所
有權人。
ௐ̱Ȉ୧ 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二款之最
後移轉價值，以業經登記者為準。
ௐ̱Ȉ˘୧ 依土地法第二百四十六條第二項
之規定，遷移無主墳墓時，應於十日以前公
告之，公告期限不得少於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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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43 年 8 月 26 日總統制定公布全文 47 條
中華民國 47 年 7 月 2 日總統修正公布全文 54 條
中華民國 53 年 2 月 6 日總統修正公布全文 60 條
中華民國 57 年 2 月 12 日總統修正公布全文 73 條
中華民國 61 年 11 月 11 日總統修正公布第 32 條條
文
中華民國 66 年 2 月 2 日總統令修正公布名稱及全
文 87 條（原名稱：實施都市平均地權條例）
中華民國 69 年 1 月 25 日總統（69）台統（一）義
字第 517 號令修正公布第 4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75 年 6 月 29 日總統（75）華總（一）義
字第 3401 號令修正公布第 3、4、6、7、10、15、
16、18～26、28～31、33～35、41、42、45～47、
50～55、56～60、62、63、65～67、71～73、76
～79 條條文；增訂第 26-1、35-1、42-1、47-1、
47-2、55-1、55-2、60-1、60-2、62-1、63-1、64-1、
81-1、83-1 條條文；刪除第 8、9、27、43、48、
49、68～70、80、82、8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78 年 10 月 30 日總統（78）華總（一）
義字第 5913 號令修正公布第 20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3 年 2 月 2 日總統（83）華總（一）義
字第 0595 號令修正公布第 42、42-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8 年 6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8800149820 號令修正公布第 47-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9 年 1 月 2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8900017380 號令修正公布第 3、45、51、55-2 條
條文
中華民國 90 年 6 月 2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9000116990 號令修正公布第 2、5、13、42、56、
87 條條文；並增訂第 19-1、35-2、35-3、37-1、
38-1 條條文；定自 90 年 7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91 年 1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018220 號令修正公布第 40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1 年 5 月 2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108300 號令修正公布第 12、42-1、46、
47-2、56、58、59、87 條條文；中華民國 91 年
7 月 31 日行政院院臺內字第 0910038096 號令發
布第 46 條定自 91 年 9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93 年 1 月 1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300007301 號令修正公布第 40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4 年 1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016311 號令修正公布第 40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323281 號令修正公布第 4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1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122951 號令修正公布第 56、64 條條文；刪
除第 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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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294931 號令修正公布第 47、87 條條文；增
訂第 81-2 條條文；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27 日行
政院院臺建字第 1010135254 號令發布第 47、81-2
條定自 101 年 8 月 1 日施行

ௐ˘ౢ!!ᓁ!
ௐ˘୧ 平均地權之實施，依本條例之規定；
本條例未規定者，適用土地法及其他有關法
律之規定。
ௐ˟୧ 本條例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其有關土地債券之發行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為財政部。
ௐˬ୧ 本條例用辭之定義如左：
一、都市土地：指依法發布都市計畫範圍內
之土地。
二、非都市土地：指都市土地以外之土地。
三、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
業區、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依法供左列
使用者：
（一）供農作、森林、養殖、畜牧及保
育使用者。
（二）供與農業經營不可分離之農舍、
畜禽舍、倉儲設備、曬場、集貨
場、農路、灌溉、排水及其他農
用之土地。
（三）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
農業使用之倉庫、冷凍（藏）庫、
農機中心、蠶種製造（繁殖）場、
集貨場、檢驗場等用地。
四、工業用地：指依法核定之工業區土地及
政府核准工業或工廠使用之土地。
五、礦業用地：指供礦業實際使用地面之土
地。
六、自用住宅用地：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
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
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宅用地。
七、空地：指已完成道路、排水及電力設施，
於有自來水地區並已完成自來水系統，
而仍未依法建築使用；或雖建築使用，
而其建築改良物價值不及所占基地申報
地價百分之十，且經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認定應予增建、改建或重建之私有
及公有非公用建築用地。
ௐα୧ 本條例所定地價評議委員會，由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組織之，並應由地方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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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及其他公正人士參加；其組織規程，由
內政部定之。
ௐ̣୧ 依本條例照價收買或區段徵收土地所
需之資金，得由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發行
土地債券。
土地債券之發行，另以法律定之。
ௐ̱୧ （刪除）
ௐ˛୧ 政府依法照價收買、區段徵收或因土
地重劃而取得之土地，得隨時公開出售，不
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之限制。
ௐˣ୧ （刪除）
ௐ˝୧ （刪除）
ௐȈ୧ 本條例實施地區內之土地，政府於依
法徵收時，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公告土地現
值，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
施保留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平
均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其地上建築
改良物，應參照重建價格補償。
ௐȈ˘୧ 依法徵收或照價收買之土地為出租
耕地時，除由政府補償承租人為改良土地所
支付之費用，及尚未收穫之農作改良物外，
並應由土地所有權人，以所得之補償地價，
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三分之一，補償耕
地承租人。
前項補償承租人之地價，應由主管機關於
發放補償或依法提存時，代為扣交。
公有出租耕地依法撥用時，準用前二項之
規定，補償承租人；所需經費，由原管理機
關負擔。但為無償撥用者，補償費用，由需
地機關負擔。
ௐȈ˟୧ 本條例施行區域內地籍總歸戶內
容、作業程序、查詢、資料提供範圍與對象
及收費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
訂，報請行政院核定。

ௐ˟ౢ!!ఢؠгᆊ!
ௐȈˬ୧ 本條例施行區域內，未規定地價之
土地，應即全面舉辦規定地價。但偏遠地區
及未登記之土地，得由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劃定範圍，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後，分期辦理。
ௐȈα୧ 規定地價後，每三年重新規定地價
一次。但必要時得延長之。重新規定地價者，
亦同。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理規
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之程序如左：

一、分區調查最近一年之土地買賣價格或收
益價格。
二、依據調查結果，劃分地價區段並估計區
段地價後，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
三、計算宗地單位地價。
四、公告及申報地價，其期限為三十日。
五、編造地價冊及總歸戶冊。
ௐȈ̱୧ 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
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
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為其申報地價。土地所
有權人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其申報之地
價超過公告地價百分之一百二十時，以公告
地價百分之一百二十為其申報地價；申報之
地價未滿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時，得照價收
買或以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為其申報地價。

ௐˬౢ!!ᆊᇈඁ!
ௐȈ˛୧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應按申報地
價，依法徵收地價稅。
ௐȈˣ୧ 地價稅採累進稅率，以各該直轄市
或縣（市）土地七公畝之平均地價，為累進
起點地價。但不包括工業用地、礦業用地、
農業用地及免稅土地在內。
ௐȈ˝୧ 地價稅基本稅率為千分之十。土地
所有權人之地價總額未超過土地所在地直轄
市或縣（市）累進起點地價者，其地價稅按
基本稅率徵收；超過累進起點地價者，依左
列規定累進課徵：
一、超過累進起點地價未達五倍者，就其超
過部分課徵千分之十五。
二、超過累進起點地價五倍至十倍者，就其
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二十五。
三、超過累進起點地價十倍至十五倍者，就
其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三十五。
四、超過累進起點地價十五倍至二十倍者，
就其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四十五。
五、超過累進起點地價二十倍以上者，就其
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五十五。
ௐȈ˝୧̝˘ 土地為信託財產者，於信託關
係存續中，以受託人為地價稅或田賦之納稅
義務人。
前項土地應與委託人在同一直轄市或縣
（市）轄區內所有之土地合併計算地價總
額，依前條規定稅率課徵地價稅，分別就各
該土地地價占地價總額之比例，計算其應納
之地價稅。但信託利益之受益人為非委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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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符合左列各款規定者，前項土地應與受益
人在同一直轄市或縣（市）轄區內所有之土
地合併計算地價總額：
一、受益人已確定並享有全部信託利益者。
二、委託人未保留變更受益人之權利者。
ௐ˟Ȉ୧ 合於左列規定之自用住宅用地，其
地價稅按千分之三計徵：
一、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公畝部分。
二、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七公畝部分。
政府興建之國民住宅，自動工興建或取得土
地所有權之日起，其用地之地價稅，適用前項
稅率計徵。
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年之受扶養
親屬，適用第一項自用住宅用地稅率繳納地價
稅者，以一處為限。
自中華民國七十九年一月一日起，第一項之
稅率按千分之二計徵。
ௐ˟Ȉ˘୧ 供左列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
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未按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不適用之：
一、工業用地、礦業用地。
二、私立公園、動物園、體育場所用地。
三、寺廟、教堂用地、政府指定之名勝古蹟
用地。
四、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之加油站及供公眾
使用之停車場用地。
五、其他經行政院核定之土地。
在依法劃定之工業區或工業用地公告前，已
在非工業區或工業用地設立之工廠，經政府核
准有案者，其直接供工廠使用之土地，準用前
項規定。
第一項各款土地之地價稅，符合第二十五條
減免規定者，依該條減免之。
ௐ˟Ȉ˟୧ 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
或未規定地價者，徵收田賦。但都市土地合
於左列規定者，亦同：
一、依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及保護區，限作
農業用地使用者。
二、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前，仍作農業用地使
用者。
三、依法限制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
四、依法不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
五、依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保留地，仍作
農業用地使用者。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以自耕農地及依耕地
三七五減租條例出租之耕地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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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業使用
之倉庫、冷凍（藏）庫、農機中心、蠶種製造
（繁殖）場、集貨場、檢驗場、水稻育苗中心
等用地，仍徵收田賦。
ௐ˟Ȉˬ୧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在保
留期間仍為建築使用者，除自用住宅用地依
第二十條之規定外，統按千分之六計徵地價
稅；其未作任何使用並與使用中之土地隔離
者，免徵地價稅。
ௐ˟Ȉα୧ 公有土地按基本稅率徵收地價稅
或田賦。但公有土地供公共使用者，免徵地
價稅或田賦。
ௐ˟Ị̏୧ 供國防、政府機關、公共設施、
騎樓走廊、研究機構、教育、交通、水利、
給水、鹽業、宗教、醫療、衛生、公私墓、
慈善或公益事業等所使用之土地，及重劃、
墾荒、改良土地者，其地價稅或田賦得予適
當之減免；減免標準與程序，由行政院定之。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私有
空地，得視建設發展情形，分別劃定區域，
限期建築、增建、改建或重建；逾期未建築、
增建、改建或重建者，按該宗土地應納地價
稅基本稅額加徵二倍至五倍之空地稅或照價
收買。
經依前項規定限期建築、增建、改建或重
建之土地，其新建之改良物價值不及所占基
地申報地價百分之五十者，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不予核發建築執照。
ௐ˟Ȉ̱୧̝˘ 農業用地閒置不用，經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報經內政部核准通知限期
使用或命其委託經營，逾期仍未使用或委託
經營者，按應納田賦加徵一倍至三倍之荒地
稅；經加徵荒地稅滿三年，仍不使用者，得
照價收買。但有左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因農業生產或政策之必要而休閒者。
二、因地區性生產不經濟而休耕者。
三、因公害污染不能耕作者。
四、因灌溉、排水設施損壞不能耕作者。
五、因不可抗力不能耕作者。
前項規定之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農業主管機關定之。

ௐαౢ!!ᆊќ෴!
ௐ˟Ȉ˛୧ （刪除）
ௐ˟Ȉˣ୧ 依第十六條、第二十六條、第二
十六條之一、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七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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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六條照價收買土地之程序如左：
一、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將報准照價收
買之土地先行公告，並以書面通知土地
所有權人及土地移轉之權利人或他項權
利人。
二、受通知人應於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五十日
內，繳交土地所有權狀、土地他項權利證
明書及有關證件；逾期不繳交者，宣告其
書狀、證件無效。
三、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繳交之書狀、
證件審核無訛，或依前款規定宣告其書
狀、證件無效後，應於三十日內給付地
價及他項權利補償費；逾期不領取者，
依法提存。
ௐ˟Ȉ˝୧ 依第十六條實施照價收買之土
地，其公告及通知，應於申報地價後開徵當
年期地價稅之前辦理完竣。
依第二十六條、第七十二條規定得照價收
買之土地，自限期屆滿之次日起，當地主管
建築機關應停止受理申請建築執照。
ௐˬȈ୧ 照價收買之土地，其所有權人應於
受領地價完竣或其地價經依法提存之次日起
六十日內，將其土地交付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逾期不交付者，必要時主管機
關得移送法院裁定後強制執行。
ௐˬȈ˘୧ 照價收買土地之地價，依左列規
定計算之：
一、依第十六條規定收買者，以其申報地價
為準。
二、依第四十七條之一規定收買者，以其申
報土地移轉現值為準。
三、依第二十六條、第二十六條之一、第七
十二條、第七十六條規定收買者，以收
買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ௐˬȈ˟୧ 照價收買之土地，如土地所有權
人有改良土地情事，其改良土地之費用及已
繳納之工程受益費，經該管主管機關驗證登
記者，應併入地價內計算之。
ௐˬȈˬ୧ 照價收買之土地，地上如有農作
改良物，應予補償。
前項農作改良物價額之估定，如其孳息成
熟時間在收買後一年以內者，應按其成熟時
之孳息估定之；其在一年以上者，應依其種
植、培育費用，並參酌現值估定之。
依法徵收之土地，準用前二項之規定。
ௐˬȈα୧ 照價收買之土地，地上建築改良

物同屬土地所有權人所有者，應一併收買。
但不屬土地所有權人所有者，不在此限。
前項改良物之價額，由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查估後，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ௐ̣ౢ!!ႚᆊᕩ̳!
ௐˬỊ̏୧ 為實施漲價歸公，土地所有權人
於申報地價後之土地自然漲價，應依第三十
六條規定徵收土地增值稅。但政府出售或依
法贈與之公有土地，及接受捐贈之私有土
地，免徵土地增值稅。
ௐˬỊ̏୧̝˘ 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利事
業使用之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但以符合
左列各款規定者為限：
一、受贈人為財團法人。
二、法人章程載明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
歸屬當地地方政府所有。
三、捐贈人未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
利益。
ௐˬỊ̏୧̝˟ 配偶相互贈與之土地，不課
徵土地增值稅。但於再移轉第三人時，以該
土地第一次贈與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
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數額，課徵土地
增值稅。
ௐˬỊ̏୧̝ˬ 土地為信託財產者，於左列
各款信託關係人間移轉所有權，不課徵土地
增值稅：
一、因信託行為成立，委託人與受託人間。
二、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變更時，原受託
人與新受託人間。
三、信託契約明定信託財產之受益人為委託
人者，信託關係消滅時，受託人與受益
人間。
四、因遺囑成立之信託，於信託關係消滅時
，受託人與受益人間。
五、因信託行為不成立、無效、解除或撤銷
，委託人與受託人間。
ௐˬȈ̱୧ 土地增值稅之徵收，應依照土地
漲價總數額計算，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
典權時行之。但因繼承而移轉者，不徵土地
增值稅。
前項土地漲價總數額，應減去土地所有權人
為改良土地已支付之全部費用。
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土地移轉繳納土地增值
稅時，在其持有土地期間內，因重新規定地價
增繳之地價稅，就其移轉土地部分，准予抵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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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應納之土地增值稅。但准予抵繳之總額，以 ௐˬȈ˝୧ 前條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
不超過土地移轉時應繳增值稅總額百分之五
報之現值，應按政府公告之物價指數調整
為限。
後，再計算其土地漲價總數額。
前項增繳之地價稅抵繳辦法，由行政院定 ௐαȈ୧ 土地增值稅之稅率，依下列規定：
之。
一、土地漲價總數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
ௐˬȈ˛୧ 土地增值稅，以原土地所有權人
移轉時核計土地增值稅之現值數額未達
為納稅義務人。但土地所有權無償移轉者，
百分之一百者，就其漲價總數額徵收增
以取得所有權人為納稅義務人。
值稅百分之二十。
ௐˬȈ˛୧̝˘ 受託人就受託土地，於信託
二、土地漲價總數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
關係存續中，有償移轉所有權、設定典權或
移轉時核計土地增值稅之現值數額在百
依信託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轉為其自有
分之一百以上未達百分之二百者，除按
土地時，以受託人為納稅義務人，課徵土地
前款規定辦理外，其超過部分徵收增值
增值稅。
稅百分之三十。
以土地為信託財產，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移
三、土地漲價總數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
轉信託土地與委託人以外之歸屬權利人時，
移轉時核計土地增值稅之現值數額在百
以該歸屬權利人為納稅義務人，課徵土地增
分之二百以上者，除按前二款規定分別
值稅。
辦理外，其超過部分徵收增值稅百分之
ௐˬȈˣ୧ 土地所有權移轉，其移轉現值超
四十。
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報之現值，應
因修正前項稅率造成直轄市政府及縣（市）
就其超過總數額依第三十六條第二項之規定
政府稅收之實質損失，於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
扣減後，徵收土地增值稅。
擴大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規模之規定施行前，由
前項所稱原規定地價，係指中華民國五十
中央政府補足之，並不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有
三年規定之地價；其在中華民國五十三年以
關公債收入不得充經常支出之用之限制。
前已依土地法規定辦理規定地價及在中華民
前項實質損失之計算，由財政部與直轄市政
國五十三年以後舉辦規定地價之土地，均以
府及縣（市）政府協商之。
其第一次規定之地價為原規定地價。所稱前
公告土地現值，不得低於一般正常交易價值
次移轉時申報之現值，於因繼承取得之土地
之一定比例。
再行移轉者，係指繼承開始時該土地之公告
前項一定比例，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
土地現值。
與直轄市、縣（市）政府會商後定之。但應逐
ௐˬȈˣ୧̝˘ 依第三十五條之三規定不課
年接近一般正常交易價格。
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於所有權移轉、設定
持有土地年限超過二十年以上者，就其土地
典權或依信託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移轉
增值稅超過第一項最低稅率部分減徵百分之
為受託人自有土地時，以該土地不課徵土地
二十。
增值稅前之原規定地價或最近一次經核定之
持有土地年限超過三十年以上者，就其土地
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數額，課徵
增值稅超過第一項最低稅率部分減徵百分之
土地增值稅。但屬第四十二條第二項但書規
三十。
定情形者，其原地價之認定，依其規定。
持有土地年限超過四十年以上者，就其土地
因遺囑成立之信託，於成立時以土地為信
增值稅超過第一項最低稅率部分減徵百分之
託財產者，該土地有前項應課徵土地增值稅
四十。
之情形時，其原地價指遺囑人死亡日當期之 ௐαȈ˘୧ 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其自用住宅用
公告土地現值。
地者，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公畝部分或非
前二項土地，於計課土地增值稅時，委託
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七公畝部分，其土地增
人或受託人於信託前或信託關係存續中，有
值稅統就該部分之土地漲價總數額按百分之
支付第三十六條第二項改良土地之改良費用
十徵收之；超過三公畝或七公畝者，其超過
或同條第三項增繳之地價稅者，準用該條之
部分之土地漲價總數額，依前條規定之稅率
減除或抵繳規定。
徵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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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土地於出售前一年內，曾供營業使用
或出租者，不適用前項規定。
第一項規定於自用住宅之評定現值不及所
占基地公告土地現值百分之十者，不適用
之。但自用住宅建築工程完成滿一年以上
者，不在此限。
土地所有權人，依第一項規定稅率繳納土
地增值稅者，以一次為限。
土地所有權人適用前項規定後，再出售其
自用住宅用地，符合下列各款規定者，不受
前項一次之限制：
一、出售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一‧五公畝部
分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五公畝
部分。
二、出售時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年
子女，無該自用住宅以外之房屋。
三、出售前持有該土地六年以上。
四、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未成年子女於
土地出售前，在該地設有戶籍且持有該
自用住宅連續滿六年。
五、出售前五年內，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
ௐαȈ˟୧ 被徵收之土地，免徵其土地增值
稅。
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留地尚未
被徵收前之移轉，準用前項規定，免徵土地
增值稅。但經變更為非公共設施保留地後再
移轉時，以該土地第一次免徵土地增值稅前
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
算漲價總數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依法得徵收之私有土地，土地所有權人自
願按徵收補償地價售與需地機關者，準用第
一項之規定。
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
其土地增值稅減徵百分之四十。
ௐαȈ˟୧̝˘ 區段徵收之土地，以現金補
償其地價者，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免徵其土
地增值稅。但依第五十四條第三項規定因領
回抵價地不足最小建築單位面積而領取現金
補償者，亦免徵土地增值稅。
區段徵收之土地，依第五十四條第一項、
第二項規定以抵價地補償其地價者，免徵土
地增值稅。但領回抵價地後第一次移轉時，
應以原土地所有權人實際領回抵價地之地價
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數額，課徵土地增值
稅，並準用前條第四項之規定。
ௐαȈˬ୧ （刪除）

ௐαȈα୧ 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其自用住宅用
地、自營工廠用地或自耕之農業用地，另行
購買使用性質相同之土地者，依法退還其出
售土地所繳之土地增值稅。
前項土地被徵收時，原土地所有權人於領
取補償地價後，另行購買使用性質相同之土
地者，依法退還徵收土地所繳之土地增值稅。
ௐαỊ̏୧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與
自然人時，得申請不課徵土地增值稅。
前項不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承受人於其
具有土地所有權之期間內，曾經有關機關查
獲該土地未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令
期限內恢復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
令期限內已恢復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
使用情事者，於再移轉時應課徵土地增值稅。
前項所定土地承受人有未作農業使用之情
事，於配偶間相互贈與之情形，應合併計算。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於本條例中華民
國八十九年一月六日修正施行後第一次移
轉，或依第一項規定取得不課徵土地增值稅
之土地後再移轉，依法應課徵土地增值稅
時，以該修正施行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
原地價，計算漲價總數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六日修正施
行後，曾經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農業用地再移
轉時，依法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以該土地
最近一次課徵土地增值稅時核定之申報移轉
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數額，課徵土地
增值稅，不適用前項規定。
ௐα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轄區
內之土地，應經常調查其地價動態，繪製地
價區段圖並估計區段地價後，提經地價評議
委員會評定，據以編製土地現值表於每年一
月一日公告，作為土地移轉及設定典權時，
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參考；並作為主管機關
審核土地移轉現值及補償徵收土地地價之依
據。
ௐαȈ˛୧ 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
權利人及義務人應於訂定契約之日起三十日
內，檢同契約及有關文件，共同申請土地所
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登記，並共同申報其土
地移轉現值。但依規定得由權利人單獨申請
登記者，權利人得單獨申報其移轉現值。
權利人應於買賣案件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
三十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登錄土地及建物
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平均地權條例
前項買賣案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權利
人免申報登錄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一）買賣案件委託地政士申請登記者，應
由地政士申報登錄。
（二）買賣案件委由不動產經紀業居間或代
理成交，除依前款規定委託地政士申
請登記者外，應由不動產經紀業申報
登錄。
前二項受理申報登錄成交案件實際資訊，主
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辦理。
前三項登錄之資訊，除涉及個人資料外，得
供政府機關利用並以區段化、去識別化方式提
供查詢。
已登錄之不動產交易價格資訊，在相關配套
措施完全建立並完成立法後，始得為課稅依
據。
第二項、第三項登錄資訊類別、內容與第五
項提供之內容、方式、收費費額及其他應遵行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αȈ˛୧̝˘ 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
權，其申報移轉現值之審核標準，依左列規
定：
一、申報人於訂定契約之日起三十日內申報
者，以訂約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二、申報人逾訂定契約之日起三十日始申報
者，以受理申報機關收件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三、遺贈之土地，以遺贈人死亡日當期之公
告土地現值為準。
四、依法院判決移轉登記者，以申報人向法
院起訴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五、經法院拍賣之土地，以拍定日當期之公
告土地現值為準。但拍定價額低於公告
土地現值者，以拍定價額為準；拍定價
額如已先將設定抵押金額及其他債務予
以扣除者，應以併同計算之金額為準。
六、經政府核定照價收買或協議購買之土
地，以政府收買日或購買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但政府給付之地價低於
收買日或購買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者，以政府給付之地價為準。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申報人申報之移轉現
值，經審核低於公告土地現值者，得由主管機
關照其自行申報之移轉現值收買或照公告土
地現值徵收土地增值稅。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之申報移轉現值，經審核超過公告土地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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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以其自行申報之移轉現值為準，徵收土
地增值稅。
ௐαȈ˛୧̝˟ 依法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土
地，主管稅捐機關應依左列規定核定其移轉
現值並發給免稅證明，以憑辦理土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
一、依第三十五條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公
有土地，以實際出售價額為準。但各級
政府贈與或受贈之土地，以贈與契約訂
約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二、依第三十五條之一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
之私有土地，以贈與契約訂約日當期之
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三、依第三十六條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之繼
承土地，以繼承開始時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四、依第四十二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免徵土地
增值稅之抵價地，以區段徵收時實際領
回抵價地之地價為準。
ௐαȈˣ୧ （刪除）
ௐαȈ˝୧ （刪除）
ௐ̣Ȉ୧ 土地所有權移轉，其應納之土地增
值稅，納稅義務人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者，
得由取得所有權之人代為繳納。依第四十七
條規定由權利人單獨申報土地移轉現值者，
其應納之土地增值稅，應由權利人代為繳納。
ௐ̣Ȉ˘୧ 依本條例施行漲價歸公之收入，
以供育幼、養老、救災、濟貧、衛生、扶助
殘障等公共福利事業、興建國民住宅、徵收
公共設施保留地、興辦公共設施、促進農業
發展、農村建設、推展國民教育及實施平均
地權之用。

ௐ̱ౢ!!˿гֹϡ!
ௐ̣Ȉ˟୧ 為促進土地合理使用，並謀經濟
均衡發展，主管機關應依國家經濟政策、地
方需要情形、土地所能提供使用之性質與區
域計畫及都市計畫之規定，全面編定各種土
地用途。
ௐ̣Ȉˬ୧ 各級主管機關得就左列地區報經
行政院核准後施行區段徵收：
一、新設都市地區之全部或一部，實施開發
建設者。
二、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
共交通之需要或促進土地之合理使用實
施更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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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市土地開發新社區者。
一、抵價地發交原土地所有權人領回。
四、農村社區為加強公共設施、改善公共衛
二、道路、溝渠、公園、綠地、兒童遊樂場、
生之需要、或配合農業發展之規劃實施
廣場、停車場、體育場所、國民學校等
更新或開發新社區者。
公共設施用地無償登記為直轄市、 縣
區段徵收地區選定後，徵收機關於通知其土
（市）或鄉（鎮、市）有。
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後，得進入該地區內為勘
三、前款以外之公共設施用地，得由主管機
查或測量。其必須遷移或除去該土地上之障礙
關依財務計畫需要，於徵收計畫書載明
物時，應事先通知其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其所
有償或無償撥供需地機關或讓售供公營
有權人或使用人因而遭受之損失，應予適當之
事業機構使用。
補償。補償金額，由雙方協議之；協議不成， 四、國民住宅用地、安置原住戶或經行政院
由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函請上級政府予
專案核准所需土地讓售需地機關。
以核定。
五、其餘可供建築土地，得予標售、標租或
區段徵收地區選定後，徵收機關得視實際需
設定地上權。
要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後，分別或同時公告
前項第二款以外之公共設施用地，如該事業
禁止左列事項：
得許民營者，其用地應依前項第五款之規定辦
一、土地移轉、分割、設定負擔。
理。
二、建築改良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重建
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撥用或讓售地價
及採取土石或變更地形。
及標售底價，以開發總費用為基準，按其土地
前項禁止期間，以一年六個月為期。
之位置、地勢、交通、道路寬度、公共設施及
ௐ̣Ȉα୧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例規定施行
預期發展等條件之優劣估定之。
區段徵收時，應依本條例第十條規定補償其
依第一項第五款標租時，其期限不得逾九十
地價；如經土地所有權人之申請，得以徵收
九年。
後可供建築之土地折算抵付。抵價地總面
第一項第五款土地之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
積，以徵收總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其因
權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情形特殊，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者，不在此 ௐ̣Ȉ̱୧ 各級主管機關得就下列地區，報
限。但不得少於百分之四十。
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後，辦理市地重劃：
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應領回抵價地之面
一、新設都市地區之全部或一部，實施開發
積，由徵收機關按其應領補償地價與區段徵
建設者。
收補償地價總額之比例計算其應領之權利價
二、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
值，並以該抵價地之單位地價折算之。
共交通或促進土地合理使用之需要者。
依前項規定領回面積不足最小建築單位面
三、都市土地開發新社區者。
積者，應於規定期間內提出申請合併，未於
四、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限期辦理者。
規定期間內申請者，徵收機關應於規定期間
依前項規定辦理市地重劃時，主管機關應擬
屆滿之日起三十日內，按原徵收補償地價發
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公
給現金補償。
告滿三十日後實施之。
ௐ̣Ị̏୧ 依本條例實施區段徵收之土地，
在前項公告期間內，重劃地區私有土地所有
原土地所有權人不願領取現金補償者，應於
權人半數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地
徵收公告期間內以書面申請發給抵價地。
區土地總面積半數者，表示反對時，主管機關
領回抵價地者，由徵收機關於規劃分配
應予調處，並參酌反對理由，修訂市地重劃計
後，囑託該管登記機關逕行辦理土地所有權
畫書，重行報請核定，並依其核定結果公告實
登記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施。
ௐ̣Ị̏୧̝˘ 區段徵收之土地以抵價地抵
市地重劃地區之選定、公告禁止事項、計畫
付補償地價者，其原有租賃關係及他項權利
之擬訂、核定、公告通知、測量、調查、地價
準用市地重劃有關規定處理。
查估、計算負擔、分配設計、拆遷補償、工程
施工、地籍整理、交接清償及財務結算等事項
ௐ̣Ị̏୧̝˟ 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土地，經
之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規劃整理後，其處理方式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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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適當地區內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半數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
土地總面積半數者之同意，得申請該管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核准後優先實施市地重劃。
ௐ̣Ȉˣ୧ 為促進土地利用，擴大辦理市地
重劃，得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自行組織重劃會
辦理之。其獎勵事項如左：
一、給予低利之重劃貸款。
二、免收或減收地籍整理規費及換發權利書
狀費用。
三、優先興建重劃區及其相關地區之公共設
施。
四、免徵或減徵地價稅與田賦。
五、其他有助於市地重劃之推行事項。
前項重劃會組織、職權、重劃業務、獎勵
措施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重劃會辦理市地重劃時，應由重劃區內私有
土地所有權人半數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
過重劃區私有土地總面積半數以上者之同
意，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之。
ௐ̣Ȉ˝୧ 重劃地區選定後，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得視實際需要報經上級主管機
關核定後，分別或同時公告禁止或限制左列
事項：
一、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
二、建築改良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重建
及採取土石或變更地形。
前項禁止或限制之期間，不得超過一年六
個月。
第一項公告禁止或限制事項，無須徵詢土
地及建築改良物所有權人之意見。
ௐ̱Ȉ୧ 依本條例規定實施市地重劃時，重
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路、溝渠、兒童遊樂
場、鄰里公園、廣場、綠地、國民小學、國
民中學、停車場、零售市場等十項用地，除
以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四
項土地抵充外，其不足土地及工程費用、重
劃費用與貸款利息，由參加重劃土地所有權
人按其土地受益比例共同負擔，並以重劃區
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如無未建築土地
者，改以現金繳納。其經限期繳納而逾期不
繳納者，得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重劃區內未列為前項共同負擔之其他公共
設施用地，於土地交換分配時，應以該重劃
地區之公有土地優先指配。
依第一項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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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合計面積以不超過各該重劃區總面積百分
之四十五為限。但經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半數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
有土地總面積半數之同意者，不在此限。
ௐ̱Ȉ୧̝˘ 重劃區內之土地扣除前條規定
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後，其餘土地仍依
各宗土地地價數額比例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
人。但應分配土地之一部或全部因未達最小
分配面積標準，不能分配土地者，得以現金
補償之。
依前項規定分配結果，實際分配之土地面
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繳納差額地價；
實際分配面積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發給
差額地價。
第二項應繳納之差額地價經限期繳納逾期
未繳納者，得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未繳納差額地價之土地，不得移轉。但因
繼承而移轉者，不在此限。
ௐ̱Ȉ୧̝˟ 主管機關於辦理重劃分配完畢
後，應將分配結果公告三十日，並通知土地
所有權人。
土地所有權人對於重劃之分配結果，得於
公告期間內向主管機關以書面提出異議；未
提出異議者，其分配結果於公告期滿時確定。
前項異議，由主管機關調處之；調處不成，
應報請上級主管機關裁決之。
ௐ̱Ȉ˘୧ 都市發展較緩地區辦理市地重劃
時，得先將重劃土地之交換分合、測定界址
及土地之分配、登記及交接工作，辦理完成。
對於公共設施建設工程，得視都市之發展情
形，另行辦理。
依前項規定實施重劃地區，公共設施興建
前，公共設施保留地由當地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管理。實施工程建設時，其工程費用，
得依徵收工程受益費之規定辦理。重劃區內
之土地所有權人，並得集資自行興辦各項工
程建設。
ௐ̱Ȉ˟୧ 市地重劃後，重行分配與原土地
所有權人之土地，自分配結果確定之日起，
視為其原有之土地。但對於行政上或判決上
之處分，其效力與原有土地性質上不可分
者，不適用之。
ௐ̱Ȉ˟୧̝˘ 重劃區內應行拆遷之土地改
良物或墳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予公
告，並通知其所有權人或墓主，土地改良物
限期三十日內墳墓限期三個月內自行拆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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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葬。逾期不拆除或遷葬者，得代為拆除或
遷葬。
前項因重劃而拆除或遷葬之土地改良物或
墳墓，應予補償；其補償數額，由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查定之。但違反依第五十九條
規定公告禁止或限制事項者，不予補償。代
為拆除或遷葬者，其費用在其應領補償金額
內扣回。
ௐ̱Ȉˬ୧ 出租之公、私有耕地因實施市地
重劃致不能達到原租賃之目的者，由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逕為註銷其租約並通知當事
人。
依前項規定註銷租約者，承租人得依左列
規定請求或領取補償：
一、重劃後分配土地者，承租人得向出租人
請求按重劃計畫書公告當期該土地之公
告土地現值三分之一之補償。
二、重劃後未受分配土地者，其應領之補償
地價，由出租人領取三分之二，承租人
領取三分之一。
因重劃抵充為公共設施用地之公有出租農
業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逕為註銷租
約，並按重劃計畫書公告當期該土地之公告土
地現值三分之一補償承租人，所需費用列為重
劃共同負擔。
ௐ̱Ȉˬ୧̝˘ 前條以外之出租土地，因重
劃而不能達到原租賃之目的者，承租人得終
止租約，並得向出租人請求相當一年租金之
補償。其因重劃而增減其利用價值者，出租
人或承租人得向對方請求變更租約及增減相
當之租金。
ௐ̱Ȉα୧ 地上權、農育權、永佃權及不動
產役權因市地重劃致不能達其設定目的者，
各該權利視為消滅。地上權人、農育權人、
永佃權人或不動產役權人得向土地所有權人
請求相當之補償。
土地建築改良物經設定抵押權或典權，因
市地重劃致不能達其設定目的者，各該權利
視為消滅。抵押權人或典權人得向土地所有
權人請求以其所分配之土地，設定抵押權或
典權。
ௐ̱Ȉα୧̝˘ 實施重劃未受土地分配者，
其原設定抵押權或典權之權利價值，由重劃
機關在不超過土地所有權人應得補償之數額
內予以協調清理。
ௐ̱Ị̏୧ 第六十三條之一、第六十四條請

求權之行使，應於重劃分配結果確定之次日
起二個月內為之。
ௐ̱Ȉ̱୧ 市地重劃區內，經重劃分配之土
地，重劃機關應以書面分別通知原土地所有
權人及使用人，限期辦理遷讓或接管；逾期
不遷讓者，得移送法院強制執行；逾期不接
管者，自限期屆滿之日起，視為已接管。
ௐ̱Ȉ˛୧ 經重劃之土地，重劃機關應依據
重劃結果，重新編號，列冊送由該管登記機
關，逕為辦理權利變更登記，換發土地權利
書狀；未於規定期限內換領者，宣告其原土
地權利書狀無效。
ௐ̱Ȉˣ୧ （刪除）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刪除）
第˛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尚未
建築之私有建築用地，應限制土地所有權人
所有面積之最高額。
前項所有面積之最高額，以十公畝為限。
但工業用地、學校用地及經政府核准之大規
模建築用地，應視其實際需要分別訂定之。
計算尚未建築土地面積最高額時，對於因
法令限制不能建築之土地，應予扣除。
ௐ˛Ȉ˟୧ 前條超額土地，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於二年內出售或建
築使用；逾期未出售或未建築使用者，得予
照價收買，整理後出售與需用土地人建築使
用。但在建設發展較緩之地段，不在此限。
ௐ˛Ȉˬ୧ 依第二十六條、第七十二條、第
七十六條照價收買後再出售之土地及依第五
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第五款出售之土地，其承
購人應自承購之日起一年內興工建築；逾期
不建築，亦未報准延期建築者，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得照原價收回。
前項延期建築之期限，不得逾六個月。
ௐ˛Ȉα୧ 依第二十六條規定限期建築之土
地，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土地所有權人應於
接到限期使用通知後，與承租人、借用人或
地上權人協議建築、增建或改建；協議不成
時，得終止租約、借貸或撤銷地上權：
一、土地所有權人將其土地出租、貸與或設
有地上權者。
二、土地所有權人將其所有之建築改良物出
租或貸與他人使用者。
三、土地承租人、借用人或地上權人將其所
有建築改良物出租或貸與他人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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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依前條第一款規定收回土地之所
有權人，除應給予承租人、借用人或地上權
人為改良土地所支付之費用外，並應就其建
築改良物給予補償。
前項建築改良物補償價額，由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估定之。
ௐ˛Ȉ̱୧ 出租耕地經依法編為建築用地
者，出租人為收回自行建築或出售作為建築
使用時，得終止租約。
依前項規定終止租約，實際收回耕地屆滿
一年後，不依照使用計畫建築使用者，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得照價收買之。
ௐ˛Ȉ˛୧ 耕地出租人依前條規定終止租約
收回耕地時，除應補償承租人為改良土地所
支付之費用及尚未收穫之農作改良物外，應
就申請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預計
土地增值稅，並按該公告土地現值減除預計
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三分之一給予補償。
前項改良土地所支付之費用，以承租人已
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十三條規定以書面
通知出租人者為限。
公有出租耕地終止租約時，應依照第一項
規定補償耕地承租人。
ௐ˛Ȉˣ୧ 依第七十六條規定終止耕地租約
時，應由土地所有權人以書面向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提出申請，經審核其已與承租人
協議成立者，應准終止耕地租約；其經審核
尚未與承租人達成協議者，應即邀集雙方協
調。承租人拒不接受協調或對補償金額有爭
議時，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前條規
定標準計算承租人應領之補償，並通知領
取，其經領取或依法提存者，准予終止耕地
租約。
耕地租約終止後，承租人拒不返還耕地
時，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移送法院裁定
後，強制執行之，不受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
關於租佃爭議調解調處程序之限制。
ௐ˛Ȉ˝୧ 被徵收或照價收買之土地，應納
未納之土地稅捐及滯納金，由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於發放補償金時，代為扣繳，
並以其餘款，交付被徵收或收買之土地所有
權人。

ௐ˛ౢ!ჳ!
ௐˣȈ୧ （刪除）
ௐˣȈ˘୧ 土地買賣未辦竣權利移轉登記，

承買人再行出售該土地者，處應納登記費二
十倍以下之罰鍰。
ௐˣȈ˘୧̝˘ 依第三十五條之一受贈土地
之財團法人，有左列情形之一者，除追補應
納之土地增值稅外，並處應納土地增值稅額
二倍之罰鍰：
一、未按捐贈目的使用土地者。
二、違反各該事業設立宗旨者。
三、土地收益未全部用於各該事業者。
ௐˣȈ˘୧̝˟ 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
定，經主管機關限期改正而未改正者，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
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應按次處罰。
ௐˣȈ˟୧ （刪除）
ௐˣȈˬ୧ 以經營土地買賣，違背土地法
律，從事土地壟斷、投機者，處三年以下有
期徒刑，並得併科七千元以下罰金。
ௐˣȈˬ୧̝˘ 有左列行為之一者，處三年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千元以下
罰金：
一、移動或毀損重劃測量標樁，致妨害市地
重劃工程之設計、施工或土地之分配者。
二、以強暴、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妨害市地
重劃之實施者。

ௐˣౢ!!ܢ
ௐˣȈα୧ （刪除）
ௐˣỊ̏୧ 本條例施行區域，由行政院以命
令定之。
ௐˣȈ̱୧ 本條例施行細則，由行政院定之。
ௐˣȈ˛୧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本條例中華民國九十年五月二十九日修正
之第十九條之一、第三十五條之三、第三十七
條之一及第三十八條之一之施行日期，由行政
院定之。
本條例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五月十四日修正
之第四十六條之施行日期，由行政院定之。
本條例中華民國一百年十二月十三日修正
之第四十七條及第八十一條之二之施行日
期，由行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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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075757 號令修正發布第 16、17、21、22、26、
29、30、40、43、48、55、58、63 條條文；並刪除
第 6、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66 年 4 月 1 日行政院台（66）內字第 2550 中華民國 104 年 6 月 22 日行政院院臺建字第
號令訂定發布
1040025730 號令修正發布第 82、8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68 年 3 月 22 日行政院台（68）內字第 2726
號令修正發布第 85 條條文
ௐ˘ౢ!!ּڱ
中華民國 68 年 8 月 7 日行政院台（68）內字第 7845
號令修正發布第 29、52、56、59、60、61、66 條 ௐ˘୧ 本細則依平均地權條例（以下簡稱本
條例） 第八十六條規定訂定之。
條文
中華民國 69 年 7 月 10 日行政院台（69）內字第 7876 ௐ˟୧ （刪除）
號令修正發布第 85 條條文
ௐˬ୧ 本條例施行區域內之都市土地範圍及
中華民國 72 年 2 月 23 日行政院台（72）財字第 3286
其土地使用分區與公共設施用地界線，應由
號令修正發布第 34 條條文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第
中華民國 73 年 1 月 26 日行政院台（73）內字第 1231
二十三條規定，釘立界樁及中心樁，並計算
號令修正發布第 9、92 條條文
座標後點交地政機關，於辦理規定地價或重
中華民國 77 年 4 月 27 日行政院台（77）內字第 10331
新規定地價前，據以逕行辦理地籍測量及分
號令修正發布修正全文 102 條
割登記。但都市計畫界樁及中心樁，在公告
中華民國 79 年 4 月 27 日行政院台（79）內字第 09201
地價前六個月以內點交者，得俟規定地價或
號令修正發布第 64、70、71、79、88 條條文；並
重新規定地價後三個月內辦理完竣。
增訂第 78-1 條條文
地政機關依前項規定在已規定地價地區，
中華民國 81 年 4 月 6 日行政院台（81）內字第 11482
號令修正發布第 7、11、40、82、84、86、87、93、
辦理測量及分割登記後，應將都市土地或非
96 條條文；並增訂第 79-1 條條文
都市土地，及使用分區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中華民國 83 年 7 月 18 日行政院台（83）內字第 27506
用地之類別，並通知當地稅捐稽徵機關，據
號令修正發布第 9、55、61、62、87 條條文及附件
以註記稅籍。
三、附件四；並增訂第 84-1 條條文
ௐα୧ 本條例第三條第六款之自用住宅用
中華民國 87 年 8 月 5 日行政院台（87）內字第 38971
地，以其土地上之建築改良物屬土地所有權
號令修正發布第 69、74、78-1、79、79-1、80、84、
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所有者為限。
84-1、85 條條文；並增訂第 69-1、74-1、74-2、79-2
ௐ̣୧ 本條例第三條第七款及第三十四條第
條條文
二項所定建築改良物價值或價額，應由直轄
中華民國 88 年 10 月 6 日行政院台（88）內字第 36744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按查估當時該改良物
號令修正發布第 2、14、40、42、43、49、63、87、
95 條條文
現存價值估計後，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中華民國 91 年 4 月 3 日行政院（91）院臺內字第
之。
0910010228 號令修正發布第 2 條條文
ௐ̱୧ （刪除）
中華民國 91 年 9 月 11 日行政院院臺內字第 ௐ˛୧ （刪除）
0910042899 號令修正發布第 84、84-1 條條文
ௐˣ୧ 依本條例第十一條、第六十三條及第
中華民國 92 年 10 月 15 日行政院院臺內字第
七十七條規定得受領補償地價之耕地承租
0920047576 號令修正發布第 3、5、7、12、15、17、
人，指承租耕地實際自任耕作之自然人或合
21、27、34、35、37、38、40、42、43、46、47、
作農場。
54、60、63、81、84-1、90、93～99 條條文；刪除
ௐ˝୧ 依本條例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扣除之
第 2、61、62 條條文；並增訂第 82-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4 年 12 月 16 日行政院院臺建字第
土地增值稅，以被徵收或照價收買土地實際
0940045284 號令修正發布第 14、24 條條文及第 57
應繳納之土地增值稅為準。
條條文之附件四
公有出租耕地依法撥用時，依本條例第十
中華民國 95 年 10 月 25 日行政院院臺建字第
一條第三項規定，應按核准撥用當期公告土
0950046684 號令修正發布第 82-1、88 條條文
地現值之三分之一，補償承租人。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24 日行政院院臺建字第
ௐȈ୧ 依法徵收或照價收買之土地，以現金
1000058618 號令修正發布第 74、91 條條文
搭發土地債券補償地價者，主管機關應按土
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13 日行政院院臺建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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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權人所得現金及債券數額比例計算承
日期限，自公告之次日起算；依同條第五款
租人應領之補償，並依本條例第十一條第二
編造總歸戶冊時，應以土地所有權人在同一
項規定代為扣交。
直轄市或縣（市）之土地，為歸戶之範圍。
ௐȈ˘୧ 本條例所稱改良土地，指左列各款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公告
而言。
申報地價期間，應於直轄市、縣（市）政府、
一、建築基地改良：包括整平或填挖基地、
土地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或管轄
水土保持、埋設管道、修築駁嵌、開挖
之地政事務所設地價申報或閱覽處所。
水溝、舖築道路等。
ௐȈˣ୧ 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例第十六條申
二、農地改良：包括耕地整理、水土保持、
報地價時，應按戶填繳地價申報書，其委託
土壤改良及修築農路、灌溉、排水、防
他人代辦者，並應附具委託書。
風、防砂、堤防等設施。
ௐȈ˝୧ 分別共有土地，由所有權人按應有
三、其他用地開發所為之土地改良。
部分單獨申報地價。
ௐȈ˟୧ 土地所有權人為本條例所定改良須
公同共有土地，由管理人申報地價；如無
申請核發土地改良費用證明者，應於改良前
管理人者，由過半數之共有人申報地價。
先依左列程序申請驗證；於驗證核准前已改
法人所有之土地，由其代表人申報地價。
良之部分，不予核發土地改良費用證明：
土地所有權人死亡未辦竣繼承登記者，應
一、於開始興工改良之前，填具申請書，向
由合法繼承人檢具經切結之繼承系統表申報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驗證，
地價。
並於工程完竣翌日起十日內申請複勘。 ௐ˟Ȉ୧ 由管理人或代表人申報地價者，其
二、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接到申請
申報之地價未滿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時，應
書後派員實地勘查工程開始或完竣情
檢附該管理人或代表人得處分其財產之合法
形。
證明文件，未檢附者，視為未申報。
三、改良土地費用核定後，直轄市或縣（市） ௐ˟Ȉ˘୧ 公有土地及依本條例第十六條規
主管機關應按宗發給證明，並通知地政
定照價收買之土地，以各該宗土地之公告地
機關及稅捐稽徵機關。
價為申報地價，免予申報。但公有土地已出
前項改良土地費用評估基準，由直轄市或縣
售尚未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者，公地管理機
（市）主管機關定之。
關應徵詢承購人之意見後，依本條例第十六
在實施建築管理之地區，建築基地改良得併
條規定辦理申報地價。
同雜項執照申請驗證，並按宗發給證明。
ௐ˟Ȉ˟୧ 土地所有權人申報地價時，應按
ௐȈˬ୧ 依本條例照價收買或區段徵收之土
宗填報每平方公尺單價，以新臺幣元為單
地，各級軍公機關學校不得請求借用或無償
位，不滿一元部分四捨五入，但每平方公尺
撥用。
單價不及十元者得申報至角位。
ௐȈα୧ 為實施本條例，直轄市、縣 （市） ௐ˟Ȉˬ୧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分割時，其分
主管機關應設置實施平均地權基金；其設置
割後各宗土地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申報
管理，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定之。 現值、最近一次申報地價及當期公告土地現
值之總和，應與該土地分割前之地價數額相
ௐ˟ౢ!ఢؠгᆊ!
等。
分割後各宗土地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辦理
申報現值、最近一次申報地價及當期公告土
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前，應視實際需
地現值，地政機關應通知稅捐稽徵機關及土
要，詳細查校土地所有權人或管理人住址及
地所有權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公司統一編號。遇有
ௐ˟Ȉα୧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合併時，其合
住址變更者，由地政機關逕行辦理住址變更
併後土地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申報現
登記，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管理人。
值、最近一次申報地價及當期公告土地現
ௐȈ̱୧ 依本條例第十五條第四款分區公告
值，應與合併前各宗土地地價總和相等。
時，應按土地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
合併後土地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申報
告其宗地單位地價；依同款申報地價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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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值、最近一次申報地價及當期公告土地現
屬申請當年度之自用住宅用地地價稅最高者
值，地政機關應通知稅捐稽徵機關及土地所
為準。
有權人。
第一項第三款戶籍所在地之適用順序，依長
ௐ˟Ị̏୧ 已舉辦規定地價地區，因新登記
幼次序定之。
或其他原因而尚未辦理規定地價之土地，得 ௐˬȈ୧ 土地所有權人在本條例施行區域內
視實際情形劃入毗鄰土地之地價區段，以其
申請之自用住宅用地面積超過本條例第二十
所屬地價區段土地最近一次規定地價之區段
條規定時，應依土地所有權人擇定之適用順
地價計算其公告地價，並依本條例第十五條
序計算至該規定之面積限制為止；土地所有
第四款、第五款及第十六條補辦規定地價。
權人未擇定者，其適用順序如下：
前項補辦規定地價，得以通知土地所有權
一、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年之受扶
人代替公告。
養親屬之戶籍所在地。
第一項補辦規定地價之土地，以其所屬地
二、直系血親尊親屬之戶籍所在地。
價區段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之區段地價計算其
三、直系血親卑親屬之戶籍所在地。
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四、直系姻親之戶籍所在地。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適用順序，依長幼
ௐˬౢ!ᆊᇈඁ!
次序定之。
ௐ˟Ȉ̱୧ 地政機關應於舉辦規定地價或重 ௐˬȈ˘୧ 依本條例第二十條第一項申請按
自用住宅用地課徵地價稅時，應由土地所有
新規定地價後，當期地價稅開徵二個月前，
權人填具申請書，連同戶口名簿影本及建築
將總歸戶冊編造完竣，送一份由稅捐稽徵機
改良物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稅捐稽徵機
關據以編造稅冊辦理徵稅。
關申請核定。但已申請核准者，免再提出申
土地權利、土地標示或所有權人住址有異
請。
動時，地政機關應於登記完畢後於十日內通
已核定按自用住宅用地課稅之土地，於不
知稅捐稽徵機關更正稅冊。
作自用住宅用地時，應由土地所有權人申請
ௐ˟Ȉ˛୧ 本條例第十八條規定之地價稅累
按一般用地課稅。
進起點地價，其計算公式如附件一。
前項地價稅累進起點地價，應於舉辦規定 ௐˬȈ˟୧ 依本條例第二十條第二項按自用
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地價稅之國民住宅用地，
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後當期地價稅開徵前計
其使用公有土地興建者，自動工興建之日起
算完竣，並分別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財政部
算；其購買私有土地興建者，自國民住宅主
備查。
機關取得該土地所有權之日起算。
累進起點地價以千元為單位，以下四捨五
前項地價稅應由國民住宅主管機關填具申
入。
請書，連同建築執照或取得土地所有權證明
ௐ˟Ȉˣ୧ 依本條例第十九條計算地價稅
文件，向土地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核
時，其公式如附件二。
定。
ௐ˟Ȉ˝୧ 土地所有權人在本條例施行區域
內申請超過一處之自用住宅用地時，依本條 ௐˬȈˬ୧ 依本條例第二十一條按申報地價
千分之十徵收地價稅之土地，指左列各款土
例第二十條第三項認定一處適用自用住宅用
地經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
地稅率，以土地所有權人擇定之戶籍所在地
一、工業用地：為依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
為準；土地所有權人未擇定者，其適用順序
法劃定之工業區或依獎勵投資條例編定
如下：
之工業用地，及工業主管機關核准工業
一、土地所有權人之戶籍所在地。
或工廠使用範圍內之土地。
二、配偶之戶籍所在地。
二、礦業用地：為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三、未成年受扶養親屬之戶籍所在地。
開採礦業實際使用地面之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或未成年之受扶養
三、私立公園、動物園、體育場所用地：為
親屬分別以所有土地申請自用住宅用地者，應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之私立公
以共同擇定之戶籍所在地為準；未擇定者，應
園、動物園、及體育場所使用範圍內之
以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未成年之受扶養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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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一、第三十四條之土地，分別由地政機關或
四、寺廟、教堂用地、政府指定之名勝古蹟
國家公園管理機關按主管相關資料編造
用地：為已辦妥財團法人或寺廟登記之
清冊，送稅捐稽徵機關。
寺廟、專供公開傳教佈道之教堂及政府
二、本條例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之土
指定之名勝古蹟使用之土地。
地，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地
五、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之加油站及供公
區範圍圖編造清冊，送稅捐稽徵機關。
眾使用之停車場用地：為依都市計畫法
三、第三十五條第一款之土地，由稅捐稽徵
劃設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加油
機關按本條例修正公布施行前徵收田賦
站用地及供公眾使用之停車場用地。
之清冊課徵。
六、其他經行政院核定之土地：為經專案報
四、第三十五條及本條例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行政院核准之土地。
但書規定之土地中供與農業經營不可分
前項各款用地之地價稅應由土地所有權人
離之使用者，由農業機關受理申請，會
填具申請書，連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或行
同有關機關勘查認定後，編造清冊，送
政院專案核准之有關文件，向土地所在地稅捐
稅捐稽徵機關。
稽徵機關申請核定。
五、第三十五條第二款之土地中供農作、森
已核定按千分之十稅率課徵地價稅之土
林、養殖、畜牧及保育之使用者，由稅
地，如逾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期限尚未按
捐稽徵機關受理申請，會同有關機關勘
核准計畫完成使用或停工、停止使用滿一年以
查認定之。
上者，應由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按一般用地課
六、非都市土地未規定地價者，由地政機關
稅。
編造清冊送稅捐稽徵機關。
ௐˬȈα୧ 本條例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稱非
七、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業使
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指依區域計
用之倉庫、冷凍（藏）庫、農機中心、
畫法編定之農牧用地、林業用地、養殖用地、
蠶種製造（繁殖）場、集貨場、檢驗場、
鹽業用地、水利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
水稻育苗中心等用地，由稅捐稽徵機關
保安用地及國家公園區內由國家公園管理機
受理申請，會同有關機關勘查認定之。
關會同有關機關認定合於上述規定之土地。 ௐˬȈˣ୧ 本條例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但書所
ௐˬỊ̏୧ 非都市土地編為前條以外之其他
定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公共設施尚未
用地合於左列規定者，仍徵收田賦：
完竣地區、依法限制建築地區、依法不能建
一、於中華民國七十五年六月二十九日本條
築地區及公共設施保留地等之地區範圍，如
例修正公布施行前，經核准徵收田賦仍
有變動，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每
作農業用地使用者。
年二月底前，確定變動地區範圍。
二、合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作農業用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對前項變動地
地使用者。
區內應行改課地價稅之土地，應於每年五月
ௐˬȈ̱୧ 本條例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底前列冊送稅捐稽徵機關。
所稱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前，指道路、自來水、 ௐˬȈ˝୧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釘樁測
排水系統、電力等四項設施尚未建設完竣而
量分割前，仍照原有稅額開單課徵，其溢徵
言。
之稅額，於測量分割後准予抵沖應納稅額或
前項道路以計畫道路能通行貨車為準；自
退還。
來水及電力以可自計畫道路接通輸送者為 ௐα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
準；排水系統以能排水為準。
例第二十六條第一項規定劃定私有空地限期
公共設施完竣之範圍，應以道路兩旁鄰接
建築、增建、改建或重建之地區，應符合下
街廓之一半深度為準。但道路同側街廓之深
列規定：
度有顯著差異者或毗鄰地形特殊者，得視實
一、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
際情形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劃定之。
二、無限建、禁建情事。
ௐˬȈ˛୧ 徵收田賦之土地，依左列規定辦
前項之地區範圍，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理：
機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通知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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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限期建築、增建、改建或重建。
二、依本條例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二項收買
ௐαȈ˘୧ 本條例第二十六條第一項所稱逾
者，在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後。
期未建築、增建、改建或重建，指土地所有
三、依本條例第二十六條、第二十六條之
權人未於規定期限內請領建造執照開工建築
一，第七十二條及第七十六條收買者，
而言。已請領建造執照開工建築但未按該執
在當期土地現值公告後。
照核定之建築期限施工完竣領有使用執照者
前項改良土地費用或工程受益費，應由土地
亦同。
所有權人提驗土地改良費用證明書或工程受
前項請領建造執照開工建築之期限，在直
益費繳納收據。
轄市或省轄市為二年，在縣轄市或鄉鎮為三 ௐαȈ̱୧ 照價收買土地設有他項權利者，
年。
他項權利補償費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ௐαȈ˟୧ 依本條例第二十六條規定加徵空
關於發給土地所有權人之補償地價內代為扣
地稅之倍數，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交他項權利人，並塗銷之。
視都市發展情形擬訂，報行政院核定。
但他項權利價值之總和，以不超過該宗土
地收買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及本條例第十一
ௐαౢ!ᆊќ෴!
條規定補償耕地承租人之地價後之餘額為
限。
ௐαȈˬ୧ 依本條例第二十八條第一款規定
前項權利價值經登記數額者，以登記之數
公告照價收買之土地，應於公告前依下列規
額為準；未登記數額者，由直轄市或縣（市）
定辦理：
地政機關通知權利人及義務人會同申報或協
一、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檢具得予
議定之；協議不成時，由地政機關估計後提
照價收買土地之地籍圖，逐筆勘查土地
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之使用情形及土地編定使用概況，並徵
照價收買土地設有抵押權者，如其設定登
詢地上權人或土地承租人是否願意承購
記在耕地租約訂立之前，該抵押權人應優先
之意見。
於耕地承租人受償。
二、依據勘查結果，簽註擬照價收買或不擬
第一項規定，於地上建築改良物一併收買
照價收買之意見，如擬照價收買應連同
者，準用之。
財務計畫，簽報直轄市或縣（市）長決
ௐαȈ˛୧ 依本條例規定照價收買之土地，
定。
其權屬為直轄市、縣（市）有。
三、經決定擬予照價收買者，應報請中央主
前項土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管機關核准。
於補償費發給完竣或依法提存後十日內囑託
依本條例第十六條規定得予照價收買之土
該管地政機關辦理登記，其為出租耕地者，
地，如決定或核定不照價收買時，應以公告地
並應辦理租約註銷登記。
價百分之八十核定為申報地價，並通知土地所
依本條例第三十四條規定一併收買地上建
有權人。
築改良物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依本條例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得予
照價收買之土地，如決定或核定不照價收買 ௐαȈˣ୧ 照價收買之土地，應依下列方式
處理之：
時，地政機關應於五日內通知稅捐稽徵機關照
一、照價收買之土地建有房屋時，得讓售與
公告土地現值課徵土地增值稅。
地上權人、土地承租人或房屋所有權
ௐαȈα୧ 本條例第三十一條第三款所稱收
人。地上權人、土地承租人或房屋所有
買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指公告收買當期之
權人不願承購或在限期內不表示意見
公告土地現值而言。
時，得予標售。
ௐαỊ̏୧ 依本條例第三十二條規定併入地
二、照價收買之土地為空地時，除依規定得
價內計算之改良土地費用及已繳納工程受益
讓售與有合併使用必要之鄰地所有權人
費，以改良土地或繳納工程受益費行為在左
外，應予標售。
列時間發生者為限：
三、照價收買之土地為農業用地時，應予標
一、依本條例第十六條收買者，在申報地價
售或出租與農民。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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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應行標售之土地，如適宜興建社會住宅
或公共設施使用者，得優先讓售與需用土地
人。其餘土地應隨時公開底價標售。
前二項標售底價及讓售之地價，依各直轄
市、縣（市）公產管理法令規定辦理。
ௐαȈ˝୧ 照價收買所需之現金及土地債
券：由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統籌墊借或發
行。
出售照價收買土地之價款收入，除歸還墊
款及債券之本息外，如有盈餘，應悉數解繳
實施平均地權基金。

ௐ̣ౢ!ႚᆊᕩ̳!
ௐ̣Ȉ୧ 本條例第三十五條之一所稱社會福
利事業，指依法經社會福利事業主管機關許
可設立，以興辦社會福利服務及社會救助為
主要目的之事業。
依本條例第三十五條之一申請免徵土地增
值稅時，應檢附社會福利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設立之證明文件、捐贈文書、法人登記證書
（或法人登記簿謄本）、法人章程及當事人出
具捐贈人未因捐贈土地以任何方式取得利益
之文書。
經核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財團法人，該管
稅捐稽徵機關應會同社會福利事業主管機關
定期檢查有無本條例第八十一條之一規定之
情形。
ௐ̣Ȉ˘୧ 本條例第三十六條所稱土地漲價
總數額，在原規定地價後未經移轉之土地，
於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以其申報移轉
現值超過原規定地價之數額為準。
ௐ̣Ȉ˟୧ 本條例第三十六條所稱土地漲價
總數額，在原規定地價後曾經移轉之土地，
於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以其申報移轉
現值超過前次移轉時申報之現值之數額為
準。
ௐ̣Ȉˬ୧ 本條例第三十六條所稱土地漲價
總數額，在因繼承取得之土地，於所有權移
轉或設定典權時，以其申報移轉現值超過被
繼承人死亡時公告土地現值之數額為準。但
繼承土地有左列各款情形之一者，以超過各
該款地價之數額為準：
一、被繼承人於其土地第一次規定地價以前
死亡者，以該土地於中華民國五十三年
之規定地價為準。該土地於中華民國五
十三年以前已依土地法辦理規定地價，

或於中華民國五十三年以後始舉辦規定
地價者，以其第一次規定地價為準。
二、繼承人於中華民國六十二年二月八日起
至中華民國六十五年六月三十日止，依
當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十七條或依遺
產稅補報期限及處理辦法之規定補報遺
產稅，且於中華民國六十五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以前向地政機關補辦繼承登記
者，以該土地補辦繼承登記收件時之公
告土地現值為準。
三、繼承人於中華民國六十二年二月八日起
至中華民國六十五年六月三十日止，依
當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十七條或依遺
產稅補報期限及處理辦法之規定補報遺
產稅，於中華民國六十六年一月一日以
後始向地政機關補辦繼承登記者，以其
補報遺產稅收件時之公告土地現值為
準。
ௐ̣Ȉα୧ 依本條例第三十六條第二項規定
應減去之費用，包括改良土地費、工程受益
費及土地重劃負擔總費用。
依前項規定減去之費用，應由土地所有權
人於土地增值稅繳納前提出工程受益費繳納
收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改
良土地費用證明書或地政機關發給之土地重
劃負擔總費用證明書。
ௐ̣Ị̏୧ 依本條例第三十九條計算土地漲
價總數額時，應按本條例第四十七條之一審
核申報移轉現值所屬年月已公告之最近臺灣
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數，調整原規定地價或
前次移轉時申報之土地移轉現值。
ௐ̣Ȉ̱୧ 依第五十一條至第五十五條計算
土地漲價總數額時，其計算公式如附件三。
ௐ̣Ȉ˛୧ 依本條例第四十條計算土地增值
稅應徵稅額之公式如附件四。
ௐ̣Ȉˣ୧ 土地所有權人申報出售在本條例
施行區域內之自用住宅用地，面積超過本條
例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時，應依土地所有
權人擇定之適用順序計算至該規定之面積限
制為止；土地所有權人未擇定者，應以各筆
土地依本條例第四十條規定計算之土地增值
稅，由高至低之適用順序計算之。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一月十三日修
正施行前出售自用住宅用地尚未核課確定案
件，適用前項規定。
ௐ̣Ȉ˝୧ 依本條例第四十一條申請按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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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宅用地課徵土地增值稅時，應由土地所有
權人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檢具戶口名簿
影本及建築改良物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
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核定。
ௐ̱Ȉ୧ 依本條例第四十二條第四項規定減
徵土地增值稅之重劃土地，以於中華民國六
十六年二月二日本條例公布施行後移轉之左
列土地為限：
一、在中華民國五十三年舉辦規定地價或重
新規定地價之地區，於該次規定地價或
重新規定地價以後辦理重劃之土地。
二、在中華民國五十三年以前已依土地法規
定辦理規定地價及在中華民國五十三年
以後始舉辦規定地價之地區，於其第一
次規定地價以後辦理重劃之土地。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刪除）
ௐ̱Ȉˬ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
條例第四十六條規定查估土地現值時，對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地價，應依下列規
定辦理：
一、公共設施保留地處於繁榮街道路線價區
段者，以路線價按其臨街深度指數計
算。但處於非繁榮街道兩旁適當範圍內
劃設之一般路線價區段者，以路線價為
其地價。
二、公共設施保留地毗鄰土地均為路線價道
路者，其處於路線價區段部分，依前款
規定計算，其餘部分，以道路外圍毗鄰
非公共設施保留地裡地區段地價平均計
算。
三、公共設施保留地毗鄰土地均為路線價區
段者，其處於路線價區段部分依第一款
規定計算，其餘部分，以道路外圍毗鄰
非公共設施保留地裡地區段地價平均計
算。
四、帶狀公共設施保留地處於非路線價區段
者，其毗鄰兩側為非公共設施保留地
時，以其毗鄰兩側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
區段地價平均計算，其穿越數個地價不
同之區段時，得分段計算。
五、前四款以外之公共設施保留地，以毗鄰
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
算。
前項所稱平均計算，指按毗鄰各非公共設施
保留地之區段線比例加權平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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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地
價計算方式，以同屬區段徵收範圍內之毗鄰非
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地價加權平均計算。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地形、地勢、交
通、位置之情形特殊，與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
地顯不相當者，其地價查估基準，由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ௐ̱Ȉα୧ 在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
之當年，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地價評議委
員會得以依本條例第四十六條編製之土地現
值表，作為評定公告地價之參考。
ௐ̱Ị̏୧ 分別共有土地分割後，各人所取
得之土地價值與其分割前應有部分價值相等
者，免徵土地增值稅；其價值減少者，就其
減少部分課徵土地增值稅。
公同共有土地分割，其土地增值稅之課
徵，準用前項規定。
土地合併後，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價值與其
合併前之土地價值相等者，免徵土地增值
稅。其價值減少者，就其減少部分課徵土地
增值稅。
前三項土地價值之計算，以共有土地分割
或土地合併時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ௐ̱Ȉ̱୧ 本條例第四十七條所定之申報土
地移轉現值，由當事人向該管稅捐稽徵機關
為之。

ௐ̱ౢ!!˿гֹϡ!
ௐ̱Ȉ˛୧ 依本條例第五十三條第一項實施
區段徵收時，徵收機關應擬具徵收土地計畫
書，並附具徵收範圍地籍圖及土地使用計畫
圖說，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區段徵收預計以抵價地抵付補償地價者，
應於前項徵收土地計畫書內載明預計之抵價
地總面積占徵收總面積之比例。其比例少於
百分之五十者，並應於報請徵收前，先報經
上級主管機關核准。
前項徵收總面積之計算，不包括公有土地
在內。
ௐ̱Ȉˣ୧ 徵收機關依本條例第五十三條第
三項報請核定禁止土地移轉、分割、設定負
擔、建築改良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重建
及採取土石或變更地形時，應擬具開發或更
新計畫，連同區段徵收範圍地籍圖，報請上
級主管機關核定。
上級主管機關於核定後，應發交該土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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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公告及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
ௐ̱Ȉ˝୧ 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公有土地，除
道路、溝渠、公園、綠地、兒童遊樂場、廣
場、停車場、體育場所、國民學校等公共設
施用地應無償撥用外，其餘土地應由徵收機
關照公告土地現值有償撥用，統籌處理。
前項應無償撥用之公有土地，不包括已列
入償債計畫之公有土地、抵稅地及學產地。
ௐ̱Ȉ˝୧̝˘ 區段徵收範圍內之未登記土
地，得視區段徵收開發主體分別登記為國
有、省（市）有或縣（市）有，並以徵收機
關或其指定機關為管理機關。
ௐ˛Ȉ୧ 實施區段徵收時，徵收機關應預計
區段徵收後土地平均開發成本，並斟酌區段
徵收後各街廓土地之位置、地勢、交通、道
路寬度、公共設施及預期發展情形，估計區
段徵收各路街之路線價或區段價，提經地價
評議委員會評定後，作為計算原土地所有權
人左列權益之標準。
一、應領抵價地之權利價值。
二、應領抵價地之面積。
三、實際領回抵價地之地價。
四、優先買回土地之權利價值。
五、優先買回土地之面積。
前項計算公式如附件五。
ௐ˛Ȉ˘୧ 前條抵價地之位置及最小建築單
位面積，由徵收機關依徵收之目的及地方實
際情形規劃定之。但最小建築單位面積，不
得小於畸零地使用規則及都市計畫所規定之
寬度、深度及面積。
原土地所有權人領回抵價地之分配原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徵收機關依本條例第五十四條發
給現金補償時，應繳交該直轄市或縣 （市）
地政機關轉發之。
ௐ˛Ȉˬ୧ 直轄市或縣 （市） 地政機關於
公告徵收土地時，應將本條例第五十五條第
一項及第五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
內容，載明於公告內，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ௐ˛Ȉα୧ 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例第五十五
條第一項向地政機關申請發給抵價地時，得
就其全部或部分被徵收土地應領之補償地價
提出申請；其申請發給抵價地之原有土地上
訂有耕地租約或設定他項權利或限制登記
者，並應於申請時提出下列文件：

一、訂有耕地租約者，應提出依本條例第六
十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補償承租人之
證明文件。
二、設定地上權、農育權、不動產役權或永
佃權者，應提出依本條例第六十四條第一
項規定補償地上權人、農育權人、不動
產役權人或永佃權人之證明文件。
三、設定抵押權或典權者，應提出抵押權或
典權之清償、回贖或同意塗銷之證明文
件。
四、設有限制登記者，應提出法院塗銷限制
登記之囑託書或預告登記權利人同意塗
銷之文件。
ௐ˛Ȉα୧̝˘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
地之原有土地上訂有耕地租約或設定抵押
權、典權以外之他項權利者，除依前條第一
款、第二款辦理外，並得於申請時，請求徵
收機關邀集承租人或他項權利人協調；其經
協調合於左列情形者，得由地政機關就其應
領之補償地價辦理代為扣繳清償及註銷租約
或塗銷他項權利，並以剩餘應領補償地價申
領抵價地：
一、補償金額或權利價值經雙方確定，並同
意由地政機關代為扣繳清償。
二、承租人或他項權利人同意註銷租約或塗
銷他項權利。
ௐ˛Ȉα୧̝˟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
地之原有土地上設定有抵押權或典權者，原
土地所有權及該他項權利人得申請於發給之
抵價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申請時並應依第
七十四條第三款規定提出同意塗銷原有土地
抵押權或典權之證明文件。
依前項規定於發給之抵價地設定抵押權或
典權，其權利範圍、價值、次序等內容，由
原土地所有權人及該他項權利人協議定之。
依第一項設定之抵押權或典權，應於抵價
地登記時，同時登記；並應於登記後通知該
他項權利人。
ௐ˛Ị̏୧ 土地所有權人依前條規定向地政
機關申請發給抵價地，經核定不發給者，應
於核定之日起十五日內發給現金補償；其經
核定發給抵價地者，視為地價補償完竣。
ௐ˛Ȉ̱୧ 實施區段徵收之土地於地價補償
完竣時，應由地政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為
所有權登記，或他項權利之塗銷或變更登記。
ௐ˛Ȉ˛୧ 徵收機關於抵價地分配完畢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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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
將分配結果公告三十日，並通知受分配之人。
ௐ˛Ȉˣ୧ 區段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應領抵價
地面積已達最小建築單位面積者，其實際領
回抵價地之面積與應領之面積有所增減時，
徵收機關得徵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後，依左
列規定處理：
一、實際領回抵價地之面積超過應領之面積
者，就其超過部分按評定區段徵收後地
價繳納差額地價。
二、實際領回抵價地小於應領之面積者，就
其不足部分按評定區段徵收後地價發給
差額地價。
前項第一款差額地價經限期繳納逾期未繳
者，徵收機關得不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理其領
回抵價地之所有權登記。
ௐ˛Ȉˣ୧̝˘ 本條例第五十五條之二之用
詞涵義如左：
一、徵收補償地價：指原土地所有權人所領
現金補償總額中申請優先買回之價額。
二、公共設施費用：指工程費用、土地整理
費用及貸款利息。
三、開發總費用：指徵收私有地之現金補償
地價、有償撥用公有地地價、無償撥用
公有出租耕地補償承租人地價、公共設
施費用及貸款利息等項之支出總額扣除
原土地所有權人優先買回土地地價收入
之餘額。
前項第二款所稱工程費用，包括道路、橋
樑、溝渠、地下管道、鄰里公園、廣場、綠地
等公共設施之規劃設計費、施工費、材料費、
工程管理費及整地費。所稱土地整理費用，包
括土地改良物或墳墓拆遷補償費、動力及機械
設備或人口搬遷補助費、營業損失補助費、自
動拆遷獎勵金、加成補償金、地籍整理費、救
濟金及辦理土地整理必要之業務費。
ௐ˛Ȉ˝୧ 本條例第五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第
二款所稱買回最高面積依第五十四條核計，
指原土地所有權人領取現金補償地價者，其
優先買回土地面積占其被徵收土地面積之比
例，不得超過該徵收案預計抵價地總面積占
徵收總面積之比例。
原土地所有權人優先買回土地之分配，應
俟抵價地分配完竣後，就其剩餘部分依抵價
地分配原則辦理。
原土地所有權人優先買回土地地價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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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如附件六。
原土地所有權人優先買回土地者，應於限
期內提出申請，未依限申請者，視為放棄優
先買回權，其申請買回土地面積不足最小建
築單位面積者，應合併申請買回。
ௐ˛Ȉ˝୧̝˘ 區段徵收範圍內讓售、撥用
或標售之各宗土地得依其區位、使用性質調
整其讓售、撥用地價或標售底價；其讓售、
撥用地價及標售底價之總額應以回收開發總
費用為原則。
ௐ˛Ȉ˝୧̝˟ 各級主管機關得將左列區段
徵收業務委託事業機構、法人或學術團體辦
理：
一、現況調查及地籍測量。
二、區段徵收工程之規劃、設計、施工及管
理。
三、土地改良物價值及區段徵收後地價之查
估。
四、抵價地及優先買回土地分配之規劃設計。
五、編造有關清冊。
前項委託事業機構、法人或學術團體辦理區
段徵收業務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ˣȈ୧ 出售區段徵收土地之地價收入，除
抵付開發成本外，全部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
金，不足由實施平均地權基金貼補之。
ௐˣȈ˘୧ 依本條例第五十六條辦理市地重
劃時，應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調查
各宗土地之位置、交通及利用情形，並斟酌
重劃後各宗土地利用價值，相互比較估計重
劃前後地價，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後，
作為計算公共用地負擔、費用負擔、土地交
換分配及變通補償之標準。
ௐˣȈ˟୧ 本條例第六十條之用詞，定義如
下：
一、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等土地：指重
劃計畫書核定時，實際作道路、溝渠、
河川使用及原作道路、溝渠、河川使用
已廢置而尚未完成廢置程序之公有土
地。
二、未登記地：指重劃計畫書核定時，尚未
依土地法辦理總登記之土地。
三、工程費用：指道路、橋樑、溝渠、地下
管道、兒童遊樂場、鄰里公園、廣場、
綠地、平面停車場等公共設施之規劃設
計、施工、整地、材料、工程管理費用
及應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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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劃費用：指土地改良物或墳墓拆遷補
案協商方式辦理。
償費、地籍整理費及辦理本重劃區必要之
土地所有權人自行辦理市地重劃管線工程
業務費。
費用之分擔，得參照第一項規定，以個案協商
ௐˣ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方式辦理。
辦理重劃區之電力、電信、自來水管線工程 ௐˣȈˬ୧ 依本條例第六十條第一項折價抵
所需工程費用或遷移費用，除法規另有規
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合計面積超過各該重劃
定，從其規定外，由參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
區總面積百分之四十五者，除超過部分之共
與管線事業機關（構）依下列分擔原則辦理： 同負擔依同條第三項但書規定辦理外，其未
一、原有架空線路或管線辦理遷移時，應協
超過部分之共同負擔依左列順序定之：
調管線事業機關（構）勘定遷移位置，
一、道路。
管線事業機關（構）應依協調結果配合
二、溝渠。
辦理遷移，並負擔全數遷移費用。但同
三、兒童遊樂場。
一工程限於工地環境，需辦理多次遷移
四、鄰里公園。
時，除最後一次費用由管線事業機關
五、廣場。
（構）負擔外，其餘各次遷移費及用戶
六、綠地。
所有部分之遷移費，均由參加重劃土地
七、國民小學。
所有權人負擔。
八、國民中學。
二、原有架空之電力線路應永久遷移，經重
九、停車場。
劃區要求改為地下化者，遷移費用除依
十、零售市場。
前款規定辦理外，地下化所需變更設置 ௐˣȈα୧ 本條例第六十條第一項所稱以重
費扣除依原架空標準設計拆遷所需變更
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指以重劃區內
設置費用之差額，由參加重劃土地所有
未建築土地按評定重劃後地價折價抵付。
權人與管線事業機關（構）各負擔二分
前項折價抵付之土地（簡稱抵費地），除得按
之一。
底價讓售為社會住宅用地、公共事業用地或
三、新設電力採架空方式辦理者，所需工程
行政院專案核准所需用地外，應訂底價公開
費用由參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與管線事
標售，並得於重劃負擔總費用已清償之原則
業機關（構）各負擔二分之一；採地下
下，辦理公開標租或招標設定地上權。經公
化方式辦理者，管線之土木工程費用，
開標售而無人得標時，得於不影響重劃區財
由參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與管線事業機
務計畫之原則下，予以降低底價再行公開標
關（構）各負擔二分之一。
售、標租或招標設定地上權。
四、新設電信採架空方式辦理者，所需工程
前項抵費地處理所得價款，除抵付重劃負
費用由管線事業機關（構）全部負擔；
擔總費用外，剩餘留供重劃區內增加建設、
採地下化方式辦理者，管線之土木工程
管理、維護之費用及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
費用，由參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三
金；不足由實施平均地權基金貼補之。
分之一，管線事業機關（構）負擔三分 ௐˣȈα୧̝˘ 依前條第三項規定留供重劃
之二。
區內增加建設、管理、維護之費用部分，應
五、新設自來水管線之工程費用，由參加重
指定行庫，按重劃區分別設立專戶儲存支
劃土地所有權人全部負擔。
用；其運用範圍如左：
六、新設電力、電信管線工程需施設之電氣
一、道路、溝渠、橋樑之加強及改善工程。
設備及纜線費用，由管線事業機關（構） 二、雨水、污水下水道及防洪設施等改善工
全部負擔。
程。
重劃區內天然氣、有線電視及其他管線工程
三、人行道、路樹、路燈、號誌、綠化等道
費用，以個案協商方式辦理。
路附屬工程。
重劃區外新設管線之工程費用，由管線事業機
四、兒童遊樂場、鄰里公園、廣場、綠地、
關（構）全部負擔。但自來水管線因重劃區位
停車場、體育場等設施。
置或地勢特殊需增加設備之工程費用，得以個
五、社區活動中心、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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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改善既成公有公共建築物及其附屬設
備。
七、社區環境保護工程。
八、該重劃區直接受益之聯外道路與排水設
施及其他公共建設工程。
九、其他經地方政府認定必要之公共設施工
程。
一○、地方政府視財源狀況及實際需要認定
必要之第八款用地取得。
重劃由中央主管機關辦理者，應將前項費用
撥交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並依前
項規定辦理。
第一項專戶設立屆滿十五年者，得裁撤之。
裁撤後所餘經費，應全數撥入該直轄市或縣
（市）實施平均地權基金。
ௐˣỊ̏୧ 重劃分配土地公告確定後，應由
主管機關按宗計算市地重劃負擔總費用，通
知土地所有權人，並列冊檢送稅捐稽徵機
關，作為抵扣土地漲價總數額之依據。
ௐˣȈ̱୧ 前條市地重劃負擔總費用，公共
用地部分，以土地所有權人實際負擔之土地
按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計算；工程費用、重劃
費用及貸款利息部分，按土地所有權人實際
應負擔之數額計算；其以現金繳納者，以實
際繳納數額為準。
前項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以重劃土地分配
結果公告期滿時之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ௐˣȈ˛୧ 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例第六十條
負擔之公共用地及抵費地，不計徵土地增值
稅，逕行登記為直轄市、縣（市）有。但由
中央主管機關辦理者，抵費地登記為國有。
前項不計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於重劃區內
原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因未達最小分
配面積標準改以現金補償者，準用之。
ௐˣȈˣ୧ 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分配之土
地，其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申報現值，按
重劃前各宗土地參與分配之價值比例分別計
列；其申報地價仍依其重劃前各宗土地之平
均申報地價，按重劃後分配土地總面積計算
總價並分算各宗土地之單價，其計算公式如
附件七。
重劃後重劃區內各宗土地之當期土地現
值，按各宗土地所屬地價區段計算公告之。
第一項地價計算，應於重劃土地地籍整理
後一個月內完成，據以編造地價冊，並通知
各宗土地所有權人及稅捐稽徵機關，作為重

劃後土地課徵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之依據。
ௐˣȈ˝୧ 本條例第六十三條所稱因實施市
地重劃致不能達到原租賃之目的者，指左列
情形而言。
一、重劃後未受分配土地者。
二、重劃後分配之土地，經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認定不能達到原租賃目的者。
ௐ˝Ȉ୧ 依本條例第六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註
銷耕地租約者，如承租人依同條第二項第一
款規定向出租人請求補償發生爭議時，得申
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協調，協調不
成，由承租人向法院訴請出租人給付。
ௐ˝Ȉ˘୧ 重劃前土地已設定他項權利而於
重劃後分配土地者，主管機關應於辦理土地
權利變更登記前，邀集權利人協調，除協調
結果該權利消滅者外，應列冊送由該管登記
機關按原登記先後轉載於重劃後分配之土
地。其為合併分配者，他項權利之轉載，應
以重劃前各宗土地面積比率計算其權利範
圍；他項權利為地上權、農育權、永佃權、
不動產役權或典權者，並應附具位置圖。
前項轉載，應通知他項權利人。
重劃前土地經辦竣限制登記者，準用前二
項規定。
ௐ˝Ȉ˟୧ 依本條例第六十四條之一規定實
施重劃未受分配之土地上原設定抵押權或典
權之權利價值，主管機關應於重劃分配確定
之日起二個月內，邀集權利人協調，達成協
議者，依其協議結果辦理；協議不成者，應
將土地所有權人應得補償地價提存之，並列
冊送由該管登記機關逕為塗銷登記。
ௐ˝Ȉˬ୧ 依本條例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對於都市計
畫區內尚未建築之私有建築用地，應先行辦
理清查，以限制土地所有權人所有面積之最
高額。
前項清查及處理要點，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ௐ˝Ȉα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前
條規定辦理清查時，對於超過十公畝之部
分，不能供獨立使用者，得視土地坵形為百
分之二十以內之保留。但其超過十公畝之部
分，足供獨立使用者，仍應以十公畝為最高
面積之限額。
ௐ˝Ị̏୧ 土地所有權人所有尚未建築之私
有建築用地面積超過十公畝，其超過部分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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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工業用地、學校用地及大規模建築用地
日內，將其欠稅、滯納金及應納土地增
者，如需保留，應由土地所有權人，於接獲
值稅數額，逐筆查填於清冊內，並檢附
出售或建築使用之通知之次日起一年內，擬
稅單函復地政機關代為扣繳。
具建築使用計畫書，報由各該主管機關，核
前項被徵收或照價收買之土地，如為都市計
轉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主管機關核定保留
畫公共設施保留地時，地政機關應於補償清冊
之。
內，載明其編為保留地之年月日。
前項經核定保留之土地，應於限期內依照
ௐ˛ౢ!!!!ܢ
計畫完成使用。其未依限按照計畫建築使用
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限期令其 ௐ˘Ѻ˘୧ 依本條例第三十條、第六十
出售，逾期得照價收買之。
條、第六十條之一及第六十六條移送法院裁
ௐ˝Ȉ̱୧ 本條例第七十二條但書所稱建設
定及強制執行事件，以移送機關為聲請人。
發展較緩之地段，指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地區
依本條例第七十八條第二項移送法院裁定及
或依法不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地區。其範圍由
強制執行事件，以出租人為聲請人。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劃定，作為限制 ௐ˘Ѻ˟୧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最高額土地之依據。
ௐ˝Ȉ˛୧ 本條例第七十六條第二項所稱實
際收回耕地屆滿一年之期間，依左列規定計
算之：
一、土地所有權人與承租人協議終止租約
者，自達成協議之次日起算。
二、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終止
租約者，自核定終止租約送達之次日起
算。
三、依本條例第七十八條第二項規定移送法
院強制執行者，自執行完畢之次日起算。
ௐ˝Ȉˣ୧ 本條例第七十七條第一項所稱申
請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指土地所
有權人依本條例第七十八條規定以書面向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終止租約
收件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依本條例第七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終止租約
之公有出租耕地，於預計土地增值稅時，應
按照同條件之私有土地方式辦理。
ௐ˝Ȉ˝୧ 依本條例第七十八條規定終止租
約之土地，應於承租人領取補償費或補償費
依法提存後，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逕行辦理終止租約登記。
ௐ˘Ѻ୧ 依本條例第七十九條規定代為扣繳
之土地稅捐及滯納金，應以被徵收或照價收
買土地本身應納未納之土地稅捐及滯納金為
限。其辦理程序如左：
一、地政機關應造具補償地價清冊，載明原
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原因發生日期及前
次移轉現值，於徵收或照價收買公告同
時函送稅捐稽徵機關。
二、稅捐稽徵機關應於收到前款通知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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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或縣（市）規定地價總額－（工業用地地價＋礦業用地地價＋農業用地地價＋免稅地地價）
地價稅累進起點地價＝──────────────────────────────────────── × 7
直轄市或縣（市）規定地價總面積（公畝）－（工業用地面積＋礦業用地面積＋農業用地面積＋免稅地面積（公畝））

ܢІ˟!!ĞπӮгᝋ୧ּ߉Җௐ˟Ȉˣ୧ܢІğ!
稅級別
計
算
公
式
第一級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未超過累進起點地價者）×稅率（10‰）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超過累進起點地價未達五倍者）×稅率（15‰）－累進差額（累進起點
第二級
地價×0.005）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超過累進起點地價五倍至十倍者）×稅率（25‰）－累進差額（累進起
第三級
點地價×0.065）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超過累進起點地價十倍至十五倍者）×稅率（35‰）－累進差額（累進
第四級
起點地價×0.175）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超過累進起點地價十五倍至二十倍者）×稅率（45‰）－累進差額（累
第五級
進起點地價×0.335）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超過累進起點地價二十倍以上者）×稅率（55‰）－累進差額（累進起
第六級
點地價×0.545）

ܢІˬ!!˿гႚᆊᓁᇴᗝ̝ࢍზ̳ёĞπӮгᝋ୧ּ߉Җௐ̣Ȉ̱୧ܢІğ!

土地漲價總數額＝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所申報之土地移轉現值

×

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數
────────────
100

－（改良土地費用＋工程受益費＋土地重劃負擔總費用）

ܢІα!!˿гᆧࣃඁᑕᇈඁᗝ̝ࢍზ̳ёĞπӮгᝋ୧ּ߉Җௐ̣Ȉ˛୧ܢІğ!
稅級別
計算公式
第一級 應徵稅額=土地漲價總數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報現值（按臺灣地區消費者物
價總指數調整後）未達百分之一百者】×稅率（20％）
第二級 應徵稅額=土地漲價總數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報現值（按臺灣地區消費者物
價總指數調整後）在百分之一百以上未達百分之二百者】×【稅率（30％）－［（30％-20
％）×減徵率］】－累進差額（按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數調整後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
轉現值×A）
註：持有土地年限未超過 20 年者，無減徵，A 為 0.10
持有土地年限超過 20 年以上者，減徵率為 20％，A 為 0.08
持有土地年限超過 30 年以上者，減徵率為 30％，A 為 0.07
持有土地年限超過 40 年以上者，減徵率為 40％，A 為 0.06
第三級 應徵稅額=土地漲價總數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報現值（按臺灣地區消費者物
價總指數調整後）在百分之二百以上者】×【稅率（40％）-[（40％-20％）×減徵率]】－
累進差額（按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數調整後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B）
註：持有土地年限未超過 20 年者，無減徵，B 為 0.30
持有土地年限超過 20 年以上者，減徵率為 20％，B 為 0.24
持有土地年限超過 30 年以上者，減徵率為 30％，B 為 0.21
持有土地年限超過 40 年以上者，減徵率為 40％，B 為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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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計抵價地之總面積＝申領抵價地總面積＋優先買回土地總面積。
二、預計抵價地之總地價＝Σ各宗預計抵價地之面積×各該土地評定之單位地價。
三、原土地所有權人應領抵價地或優先買回土地之權利價值＝二式×（該所有權人被徵收土地應領補
償地價÷區段徵收補償地價總額）
四、原土地所有權人應領抵價地或優先買回土地面積＝三式÷該土地評定之單位地價。
五、原土地所有權人實際領回抵價地之地價＝該所有權人實際領回抵價地面積×該抵價地評定之單
位地價。

ܢІ̱

ࣧ˿гٙѣᝋˠᐹА෴а˿ггᆊ̝ࢍზ̳ёĞπӮгᝋ୧ּ߉Җௐ˛Ȉ˝୧ܢ
Іğ!

優先買回之各宗土地地價＝徵收補償地價＋公共設施費用×該土地所有權人提出優先買回之土地評定
地價／（區段徵收範圍內標讓售土地評定地價＋有償撥供需地機關之土地評定地價＋全部申領抵價地
評定地價＋留供申請優先買回之土地之評定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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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某戶參加重劃各宗土地重劃前總申報地價/某戶參加重劃各宗土地重劃前總面積＝重劃前某戶平
均申報單位地價。
二、一式×重劃後某戶分配各宗土地總面積＝重劃後某戶分配土地申報地價總額。
三、二式×（某宗土地評定重劃後總地價/某戶分配土地重劃後總評定地價）＝重劃後某宗土地申報地
價總額。
四、三式÷該宗土地重劃後面積＝重劃後某宗土地申報單位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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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୧ 為建立完整之國土基本資料，健全測
繪及地名管理制度，提昇測繪品質，達成測
繪成果共享，特制定本法。
ௐ˟୧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
ௐˬ୧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測繪：指土地之測量及製圖。
二、測量：指以土地為標的，對地表及其上
下具空間分布特性之地理資料，進行蒐
集、分析、計算、加值、整合、管理等
相關之處理。
三、製圖：指依據測量成果，展現地貌、地
物或各類自然或人文資料之處理。
四、地圖：指製圖之成品或相關成果。
五、基本測量：指為建立全國統一之測量基
準及基本控制點，以作為測繪基礎之測
量。
六、測量基準：指實施國土測繪之基本準據
，包括大地基準、高程基準、深度基準
及重力基準等。
七、參考系統：指依據測量基準，作為基本
控制測量參考所訂定之系統，包括坐標
系統、高程系統、重力系統及其他相關
系統。
八、基本控制測量：指以精密測算點位坐標
、高程或其他相關資料，提供測繪作業
之依據，並以全國整體控制測量需求為
目的之測量。
九、加密控制測量：指以基本控制測量為依
據所為之次級控制測量，並以區域性控
制測量需求為目的者。
十、應用測量：指基本測量以外，以特定效
益為目的所為之測量。
十一、測量標：指辦理測繪業務所設置之控
制點；其需永久保存，並於現場設有
明確標示者，為永久測量標；保存至
測量目的完成之日止者，為臨時測量
標。

十二、測繪成果：指依測繪目的所測得之影
像、數據、圖籍、資訊及其他相關結
果。
十三、基本地形圖：指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基本比例尺測繪之地形圖，包括主要
地貌、地物及基本地理資料。
十四、行政區域圖：指包括行政區界、政府
所在地及相關地理資料等主題之地
圖。
十五、海圖：指以低於最低低潮線之海底地
形及水文資料為主題之地圖。
十六、航空測量攝影及遙感探測：指以測繪
為目的，運用航空器或衛星為載臺，
以攝影機或感測器等器具，對地面獲
取影像或其他相關資料之作業。
十七、地名：指地表上特定地點、區域或地
理實體之名稱，包括自然地理實體、
行政區域、聚落、街道或具有地標意
義公共設施。
十八、標準地名：指依本法公告為政府機關
統一使用之地名。
十九、測繪業：指依本法經營測繪業務之技
師事務所、公司或技術顧問機構。
ௐα୧ 中央主管機關掌理下列事項：
一、測繪政策、制度及法規之制（訂）定。
二、中央測繪業務之規劃、實施及管理。
三、國際測繪事務之聯繫協調及規劃合作。
四、測量基準及參考系統之訂定。
五、全國性測繪計畫、成果、資訊之登錄及
管理。
六、全國基本地形圖、行政區域圖及海圖之
測繪及發行。
七、全國性地名普查計畫及地名管理制度之
訂定。
八、直轄市及縣（市）測繪及地名業務之督
導。
九、測繪業之管理。
十、其他有關全國性測繪事項之實施及管理
。
中央主管機關得將前項第二款、第三款、
第五款至第十款之事項，委任所屬機關、委託
其他機關、團體或個人、委辦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辦理之。
ௐ̣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理其轄
區內之下列事項：
一、加密控制測量業務之規劃、實施及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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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用測量業務之規劃、實施及管理。
三、測繪計畫、成果、資訊、永久測量標之
登錄及管理。
四、行政區域圖及鄉（鎮、市、區）行政區
域圖之編製及發行。
五、地名事項之實施及管理。
六、其他有關測繪事項之實施及管理。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將前項第一款、
第二款、第四款至第六款之事項，委任所屬機
關、委託其他機關、團體或個人、委辦鄉（鎮、
市）公所辦理之。
ௐ̱୧ 各級主管機關應指定專責機關或單
位，統籌協調所轄有關測繪業務。

ௐ˟ౢ! ૄώീณ!
ௐ˛୧ 基本測量之事項如下：
一、測量基準之測量。
二、基本控制測量。
基本控制測量應依測量基準辦理；加密控制
測量應依基本控制測量成果辦理。
基本測量實施之精度規定、作業方法、實施
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ௐˣ୧ 基本測量由中央主管機關辦理為原
則。其他機關辦理基本測量時，其實施計畫
應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其變更計畫者，亦
同。
前項其他機關辦理之測繪成果，應於完成六
個月內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其合於前條精度
規定者，應予建檔管理；其測繪成果修正時，
亦同。
軍事機關辦理基本測量有涉及軍事機密
者，不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ௐ˝୧ 中央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之測量人員
因辦理基本測量須進入公、私有土地或建築
物勘查或測量時，其所有權人、占有人、管
理人或使用人不得拒絕。但進入國防設施用
地，應經該國防設施用地主管機關同意。
前項測量人員進入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勘
查或測量時，應出示執行職務有關之證明文件
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於進入建築物或設有
圍障之土地勘查或測量前，應於七日前通知其
所有權人、占有人、管理人或使用人。
前二項規定於測繪業受中央主管機關或其
他機關委託辦理基本測量時，準用之。
ௐȈ୧ 中央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辦理基本測

量設置永久測量標，需用公、私有土地或建
築物時，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需用公有土地時，在不妨礙原使用情況
下，管理機關（構）除有正當原因並報經
其上級機關核准外，不得拒絕。
二、需設置於公有建築物者，在不妨礙建築
物原使用情況下，應先通知其管理機關
（構），優先提供使用。
三、需用私有土地時，應先徵得土地所有權
人或管理人同意無償提供使用。必要時
得協議價購或租用；協議不成者，得依
法徵收或徵用。
四、需設置於私有建築物者，應先徵得建築
物所有權人或管理人同意無償提供使
用。必要時得協議徵用或租用。
ௐȈ˘୧ 辦理前二條勘查或測量事項，須遷
移或拆除地上物，致所有權人、占有人、管
理人或使用人遭受損失者，應予協議補償；
協議不成時，其屬私有者，得依法徵收。
ௐȈ˟୧ 機關、團體或個人應儘量避免在測
量標附近建築或其他影響測量行為，如認為
已設置之永久測量標有妨礙其權利之行使
時，得敘明理由，向設置機關申請遷移重建。
設置機關經勘查認為該永久測量標確有妨礙
申請人權利之行使，得同意遷移重建；仍有
存在必要者，得拒絕之；已失其效用者，得
逕予廢除。
前項永久測量標遷移重建所需費用，除有下
列情形之一外，應由申請人負擔：
一、依第十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提供公有
土地或建築物使用。
二、依第十條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無償提供
私有土地或建築物使用。
三、依第十條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出租私有
土地或建築物。但租約另有規定，依其
租約之規定。
第一項測量標之遷移重建，應依前三條規定
為之。
無故移動或損壞永久測量標，致失其效用
者，行為人應負擔重建或改建所需費用。
ௐȈˬ୧ 在永久測量標上堆積雜物、懸掛繩
索或塗抹污損，致妨礙永久測量標效用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限期令其恢復
原狀；屆期未恢復原狀者，並得逕行排除或
恢復原狀，所需費用由行為人負擔。
ௐȈα୧ 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基本測量之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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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河海測量。
ௐ̣ౢ! гЩგந!
六、礦區測量。
ௐ˟Ȉ̱୧ 辦理測繪時應先調查地名資料，
七、林地測量。
其有標準地名者，測繪成果應採用標準地名
八、其他相關之應用測量。
註記之。但其測繪與地名資料無涉者，不在
ௐȈˣ୧ 機關辦理應用測量達一定規模或條
此限。
件者，其測量計畫應送該管主管機關備查；
ௐ˟Ȉ˛୧ 各級主管機關得遴聘學者、專
其變更計畫者，亦同。
家、機關及民間團體代表審議標準地名相關
機關依前項測量計畫完成測量後，應於六個
事宜。
月內將測量成果送該管主管機關建檔管理。
軍事機關辦理應用測量有涉及軍事機密 ௐ˟Ȉˣ୧ 標準地名應尊重地理、歷史、語
言及風俗習慣定之。
者，不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行政區域之標準地名，應依地方制度法規定
ௐȈ˝୧ 前條應用測量之適用種類、範圍、
之行政區域名稱。
作業方法、作業精度、資料格式、成果管理
聚落或自然地理實體之標準地名，由所屬直
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召開會議審定後，由
會商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該主管機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ௐ˟Ȉ୧ 第九條至第十二條規定，於辦理應
街道之標準地名，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用測量時，準用之。
關定之。
ௐ˟Ȉ˘୧ 測繪業受委託辦理地籍測量，其
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之標準地名，應由各
測量技師應具地政機關認可之地籍測量專業
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所在之地名主管機關
資格。
協議定之，並通知各級主管機關。
地政機關委託辦理地籍測量之業務範圍、資
第三項聚落或自然地理實體範圍跨越不同
格要求、工作項目、作業精度、成果檢核、監
直轄市、縣（市）者，其標準地名由相關地名
督管理等事項之辦法與地籍測量專業資格之
主管機關協議定之。
專業科目、應具時數、認可程序及其他應遵行
第五項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涉及二個以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範圍跨越不同直轄市
ௐαౢ! гဦგந!
或縣（市）者，其標準地名由相關目的事業主

測

測量標點位圖說分送當地直轄市、縣（市） ௐ˟Ȉ˟୧ 為促進地圖資訊流通、資訊標準
主管機關，並由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
化及提昇地圖品質，中央主管機關應建立地
機關負責管理維護，定期實地查對，作成紀
圖資訊管理制度，並為全國出版地圖之法定
錄，發現永久測量標有毀損或移動時，應即
送存機關。
將毀損或移動情形層報中央主管機關。
政府機關（構）、學校、個人、法人、團體
ௐỊ̏୧ 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基本測量成果及
或出版機構發行地圖，出版人應於發行時連
項目公告，並通報有關機關；修正時，亦同。 同電子檔送存中央主管機關一份；再版時，
各級主管機關辦理加密控制測量，準用前項
亦同。
規定。
ௐ˟Ȉˬ୧ 政府機關（構）編印地圖之編纂
ௐȈ̱୧ 第九條至第十二條規定，於辦理加
規格、作業方式、標準圖式及其他應遵行事
密控制測量時，準用之。
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α୧ 為提昇製圖水準，中央主管機關
ௐˬౢ! ᑕϡീณ!
得獎勵民間編印優良地圖；其獎勵方式、評
審及作業程序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應用測量應依基本控制測量及加密
ௐ˟Ị̏୧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發行全國行
控制測量成果辦理，其種類如下：
政區域圖、基本地形圖及海圖。
一、地籍測量。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發行所轄
二、地形測量。
行政區域圖；其行政區域界線，應依各級主管
三、工程測量。
機關勘定之界線繪之。
四、都市計畫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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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及地名主管機關協議定之。
辦理辭任；屆期未辭任者，應予解任其專任
前三項協議，協議不成者，送由中央主管機
工作。
關核定。
ௐˬỊ̏୧ 經營測繪業者，應填具申請書，
ௐ˟Ȉ˝୧ 各級主管機關應建立地名管理檔
並檢附下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案，並定期更新之。
一、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或申請公司之
標準地名審議程序、變更、公告與地名管
營利事業（或營業）登記證及其負責人
理檔案之規格及地名管理有關事項之辦法，
之身分證明文件，或申請技術顧問機構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之技術顧問機構登記證及其負責人之身
ௐˬȈ୧ 標準地名之譯寫準則，由中央主管
分證明文件。
機關會商教育部、有關機關及專家學者定之。 二、測量技師及測量員資格證明文件；其為
受聘者，並應檢附受聘同意書。
ௐ̱ౢ! ീᘱຽგந!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行檢附之文
件。
ௐˬȈ˘୧ 測繪業應置核准登記領有技師執
建築師依建築師法規定辦理建築物及其實
業執照及具有二年以上實務經驗之測量技師
質環境之測量業務者，以及工程技術顧問公
一人以上，並至少配置測量員二人，依測量
司、技術顧問機構、技師事務所或營造業置有
技師之指揮執行業務及接受其管理。
測量或相關專業技師，依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
前項測量員，應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理條例、技師法或營造業法規定經營之測繪業
一、測量技師考試及格。
務係附屬於工程、技術服務事項或其他勞務
二、經公務人員高等、普通考試或相當之特
者，不適用前項之規定。
種考試土地行政科測量組、土地測量、
測量、測量製圖、地籍測量等測量相關 ௐˬȈ̱୧ 以公司組織經營之測繪業於取得
許可後，應於六個月內辦妥公司登記；屆期
科別考試及格。
未辦妥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但
三、經職業訓練主管機關甲級或乙級測量技
有正當理由者，得申請展延一次，其期限以
術士檢定考試及格。
三個月為限。
四、高級中學或職業學校以上學校，修習測
ௐˬȈ˛୧
測繪業應於取得許可或完成公司
量工程或相關系（科）畢業。
登記後一個月內加入登記所在地之技師公會
五、提出曾受政府機關辦理之測量專業訓練
或同業公會，並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測繪業
或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測量專業訓
登記證後，始得營業；屆期未辦妥者，由中
練，其訓練期間達七百二十小時以上之
央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
合格結業證明文件。
前項測繪業登記所在地無地方性之技師公
ௐˬȈ˟୧ 測繪業之經營，以下列組織為限：
會或同業公會者，得加入全國性之技師公會
一、測量技師事務所。
或同業公會。
二、公司。
測繪業營業後，其經許可或登記之事項有
三、技術顧問機構。
變更者，應於三十日內檢附有關證明文件，
ௐˬȈˬ୧ 測繪業登記之營業範圍，包括測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變更登記。
繪之規劃、研究、分析、評價、鑑定、實測
ௐˬȈˣ୧ 測繪業應將登記相關證照連同測
及製作等業務。
量技師專業證書揭示於營業處所明顯之處。
ௐˬȈα୧ 經營或受聘於測繪業之測量技師
及測量員，為專任之繼續性從業人員，應在 ௐˬȈ˝୧ 測繪業自行停業或受停業處分
時，應將其登記證送繳中央主管機關註記後
該測繪業執行業務，不得兼任其他業務或職
發還之；復業時，亦同。
務。但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兼任教學、研
測繪業歇業時，應於歇業後三十日內將其
究、勘災、鑑定或其他業務、職務者，不在
登記證送繳中央主管機關，並辦理廢止登
此限。
記；屆期不送繳註記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註
測繪業負責人知其專任之測量技師及測量
銷其登記證並公告之。
員有違反前項規定之情事者，應通知其專任
ௐαȈ୧
測繪業登記證有效期限為四年，有
之測量技師及測量員限期就兼任工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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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或第五十七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ௐˣౢ! !ܢ
ௐαȈ̱୧ 測繪業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由中
央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 ௐ̣Ȉα୧ 政府機關依本法所為之測繪成
果，除法規另有規定不得提供者外，機關、
下罰鍰，並廢止其許可：
團體或個人得申請使用。
一、將測繪業登記證交由他人使用經營測繪
前項測繪成果申請使用程序、收費基準及
業業務。
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二、停業期間仍經營業務。
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測繪業自廢止許可之日起五年內，其負
ௐ̣Ị̏୧ 機關、團體或個人為實施本法測
責人不得重新申請測繪業許可。
繪所為之航空測量攝影及遙感探測，應向中
ௐαȈ˛୧ 借用、租用、冒用、偽造或變造
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測繪業登記證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中央主管機關受理前項航空測量攝影及遙
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感探測之申請，應會同國防部審查之；經審
ௐαȈˣ୧ 測繪業、測量技師及測量員違反

測

效期限屆滿前六十日內，應向中央主管機關
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者，由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換證；屆期未申請換證者，視同自行停
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情
業。
節重大者，得予以一個月以上一年以下停業
ௐαȈ˘୧ 測繪業受委託辦理測繪業務之成
之處分。
果，應由測量技師依簽證規則簽證之。
ௐαȈ˝୧ 非依第十二條第一項所定程序移
前項測量技師簽證之適用種類、實施範
動或無故損壞永久測量標，致失其效用者，
圍、簽證項目及其他應備文件之規則，由中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五萬
央主管機關會同技師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定
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之。
ௐ̣Ȉ୧ 測繪業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
ௐαȈ˟୧ 測繪業、測量技師及測量員對於
條第二項、第四十三條規定者，由中央主管
因業務知悉之秘密，不得無故洩漏。
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前項測繪業、測量技師及測量員對於因業
鍰；情節重大者，得予以一個月以上一年以
務知悉之秘密，有涉及國家安全或軍事機密
下停業之處分。
者，應遵守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其有關法規之
測繪業未能監督其測量技師依簽證規則簽
規定。
證，致有簽證不實之事實者，依前項規定處
ௐαȈˬ୧ 中央主管機關得檢查測繪業業務
罰。
，或本法所定該測繪業及其執業測量技師應 ௐ̣Ȉ˘୧ 測量技師及測量員違反第三十四
遵守之事項；檢查時，並得令其提出證明文
第一項規定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
件、表冊及有關資料；測繪業及其執業測量
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得
技師不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予以一個月以上一年以下停止執行測繪業業
ௐαȈα୧ 中央主管機關得評選優良測繪業
務處分。
獎勵之；其獎勵事由、評選程序及獎勵方式
測量技師未依簽證規則簽證，致有簽證不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實之事實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ௐ̣Ȉ˟୧ 出版人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
ௐ˛ౢ! ჳ!
定，經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限期送存，屆期仍
不送存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該地圖定價十
ௐαỊ̏୧ 未經依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許
倍之罰鍰；無定價或定價一百元以下者，處
可或許可經撤銷、廢止而經營測繪業業務
新臺幣一萬元罰鍰，並得按次連續處罰至其
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負責人新臺幣十萬元
送存為止。
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正；屆期
ௐ̣Ȉˬ୧
行為人違反第十三條規定，經限
仍未改正者，並得按次連續處罰之；無負責
期令其恢復原狀，屆期未恢復原狀者，由直
人或負責人不明時，處罰實際負責執行業務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二千元以
之人。
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五十六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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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認有妨害國家安全或軍事機密者，駁回之。
第一項以航空測量攝影及遙感探測獲取之影
像或其他相關資料有涉及國家安全或軍事機
密者，應遵守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其相關法規
之規定。
第一項申請之資格要件、應備文件、審查
程序、影像資料保管、曬製與供應及其他應
遵行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外國人或組織在中華民國陸域及
海域從事測繪業務，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並依本法規定辦理測繪業登記後，始得
營業。
前項外國人或組織之資格要件、許可之申
請程序、應備文件、審核方式及其他應遵行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本法公布施行前已經營測繪業務
者，應自本法施行之日起三年內，依本法規
定取得測繪業登記證後，始得繼續營業。
ௐ̣Ȉˣ୧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應收取
規費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本法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ௐ̱Ȉ୧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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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紀錄層報中央主管機關。
ௐˣ୧ 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所稱一定規模或
條件者，指機關辦理應用測量工作經費達新
中華民國 96 年 11 月 30 日台內地字第 0960181994
臺幣五百萬元以上，或測繪作業有下列情形
號令訂定
之一者：
一、控制點點數一百點以上。
ௐ˘୧ 本細則依國土測繪法（以下簡稱本法）
二、起迄距離二十公里以上。
第五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三、面積或範圍一百公頃以上。
ௐ˟୧ 本法第三條第十一款所稱於現場設有
四、成圖比例尺一千分之一以上且面積達五
明確標示者，指測量標標示有點號、等級、
十公頃以上。
點別、測設日期及設置機關，並於測量標基
前項實施測量區域在同一直轄市或縣（市）
座或相鄰之適當位置設置說明及其罰則規
轄區之內者，測量計畫送直轄市或縣（市）主
定。
管機關備查；其區域跨越二個以上直轄市、縣
ௐˬ୧ 本法第八條第一項所定實施計畫及第
（市）轄區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理
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所定測量計畫，應記
者，測量計畫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載下列事項：
ௐ˝୧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一、計畫名稱。
發行行政區域圖，以每五年一次為原則。
二、辦理測量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
三、計畫範圍及經費。
定發行基本地形圖，以每五年一次為原則。
四、計畫目的及依據。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
五、計畫期程。
定發行海圖，應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六、計畫內容及項目；其項目應敘明採用之
發行之。
坐標系統、與上級控制點之聯測、實施
ௐȈ୧ 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所稱二年以上
步驟等。
實務經驗，指實際從事基本測量或應用測量
七、作業方法及使用儀器。
工作二年以上。
八、施測等級及作業精度。
前項實務經驗之證明文件如下：
九、資料格式、成果檢查及管理；其成果檢
一、服務證明書：
查及管理應敘明資料格式、成果檢查機
（一）在政府機關、軍事機關、公營機構
制、後續維護管理等。
服務者，應繳驗該機關（構）出具
十、計畫預期成果。
載明任職職務之服務證明書。
ௐα୧ 本法第九條第二項所稱執行職務有關
（二）在依法登記之開業技師事務所、測
之證明文件或足資辨別之標誌，指服務機關
量工程業、測繪業、營造業、工程
識別證，並備有測量機關出具之公文。
技術顧問公司或技術顧問機構從事
測繪業依本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受委託辦
測量工作者，應繳驗該事務所、公
理測量時，測量人員應攜帶任職於測繪業之
司或機構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及其
證件，並出示委託機關出具之公文。
出具載明任職工作性質之服務證明
ௐ̣୧ 本法第九條第二項所定通知，應包括
書。
測量機關、測量人員、測量地點、測量時間、
二、經歷證明書：應記載實際擔任工作或計
聯絡方式及相關法規規定等。
畫之名稱、範圍、經費及所任之工作職
ௐ̱୧ 中央主管機關及其他機關依本法第十
稱、項目、起訖時間等。
一條規定辦理勘查或測量事項，須遷移或拆
ௐȈ˘୧ 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第五款所稱
除地上物時，應於測量標施測或設置必要之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測量專業訓練，指測
範圍內擇其損失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量學術團體、技師公會、同業公會或從事測
ௐ˛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
量教學之大專校院，檢具測量專業訓練計畫
十四條規定定期實地查對，每年應至少施行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審
一次；遇有天然災害，應隨時查對，並將查
核通過後，據以辦理之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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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訓練計畫，應記載下列事項：
辦理；其傳輸格式及電腦資料庫，由中央主管
一、計畫名稱。
機關指定之。
二、計畫期程。
ௐȈ˛୧ 測繪業登記證遺失或毀損者，應填
三、訓練單位簡介。
具申請書，敘明遺失原因或檢具原登記證，
四、計畫主持人學經歷；有辦理經驗者，其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發或換發。
經驗。
ௐȈˣ୧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五、課程科目、時數及其講授大綱。
六、師資及其學經歷。
七、訓練所需之儀器設備。
八、訓練使用之教室及實習場所。
九、參訓學員之甄試條件。
十、結訓證書樣本。
ௐȈ˟୧ 本法第三十三條所定測繪，包括本
法第七條第一項基本測量、第二項加密控制
測量及本法第十七條應用測量。
測繪業申請登記之測繪範圍，得就前項測
繪項目個別或全部為之。
ௐȈˬ୧ 本法第三十四條所稱專任，指在受
聘之測繪業服務或受測繪業之支配於外服
務，且在營業之全部時間內服務，支領全部
時間之報酬；於受聘任職期間，在其營業之
全部時間內無兼任該測繪業以外其他業務或
職務之情形。
ௐȈα୧ 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測
繪業負責人知其專任之測量技師或測量員有
違反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應通知
其於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就兼任工作、
業務辦理辭任。
ௐỊ̏୧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七條第
一項規定核發之測繪業登記證，應記載下列
事項：
一、測繪業名稱及所在地。
二、測繪業為公司組織者，記載公司統一編
號。
三、負責人姓名。
四、負責人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留證
統一證號。
五、營業範圍。
六、核發機關、核發年月日及登記證字號。
ௐȈ̱୧ 測繪業依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
定申請變更登記，應填具變更登記申請書，
並檢附下列文件：
一、載明變更內容之股東會會議紀錄、董事
會會議紀錄或負責人、股東同意書。
二、變更登記事項之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變更登記，得以電信網路傳送方式

基本測量實施規則

基本測量實施規則
ௐ˘ౢ ᓁ!

ௐˬౢ ീณૄ̝ീณ!

ௐȈ୧ 測量基準之測量事項如下：
ௐ̣୧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測量基準、參考系
一、選址及站址、點位之設置。
統時，應記載下列事項：
二、觀測、計算及調製成果圖表。
一、名稱。
三、自動觀測數據之傳輸及建檔。
二、說明。
四、站址、點位之管理及維護。
三、基準數據。
五、實施追溯檢校之行為。
四、站址、點位圖說。
六、觀測不確定度之評估。
五、測設日期。
七、站址、點位之變動量分析。
六、實施日期。
八、其他與測量基準相關之測量。
ௐ̱୧ 中央主管機關應選定衛星追蹤站作為
前項之測量事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精
大地基準，並將其測量成果作為訂定坐標系
度規範為之，並得視實際執行情形酌予增減。
統之依據。
ௐȈ˘୧ 測量基準之站址、點位，應設置於
基本控制測量之地心坐標、橢球坐標及平
地質條件穩定且易經常維護之位置。
面坐標值計算，應以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坐
測量基準之測量，應以嚴密之施測程序為
標系統為依據，並以一九九七坐標系統
之，並應率定儀器誤差及環境變化之影響。
（TWD97）命名，其內容應包括：
ௐȈ˟୧ 衛星追蹤站、潮位站及重力基準站
一、地心坐標框架：依國際地球參考框架及
之測量，應為長期自動觀測；其成果並應作
國際時間局所定之標準時刻方位建構而
統計分析。
成。
ௐȈˬ୧ 潮位站之長期觀測成果，應作為測
二、參考橢球體：採用國際大地測量與地球
量水準原點或深度原點之依據。
物理聯合會所定之參考橢球體。
重力基準站之長期觀測成果，應作為測量
三、地圖投影方式採用橫麥卡托投影經差二
絕對重力點之依據。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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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ௐ˘୧ 本規則依國土測繪法第七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之。
ௐ˟୧ 中央主管機關應視國家建設、國民經
濟、社會發展之需要及國土變遷情形，釐訂
實施計畫辦理基本測量。
前項實施計畫應分送地方主管機關及中央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參考。
ௐˬ୧ 機關辦理基本測量或加密控制測量，
須調查點位所在土地或建築物之坐落及權屬
相關資料時，得通知該管地政機關協助調查。
前項規定於測繪業受託辦理基本測量或加
密控制測量時，準用之。
ௐα୧ 測量基準之測量、基本控制測量之作
業，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規範或手冊為之。
加密控制測量之作業，應依地方主管機關所
定規範或手冊為之。

度分帶：臺灣、小琉球、綠島、蘭嶼及
龜山島等地區之中央子午線定於東經一
二一度；澎湖、金門及馬祖等地區之中
央子午線定於東經一一九度。投影坐標
原點向西平移二十五萬公尺，中央子午
線尺度比為○．九九九九。
ௐ˛୧ 中央主管機關應選定潮位站及水準原
點作為高程基準，並將其測量成果作為訂定
高程系統之依據。
基本控制測量之正高值計算，應以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之高程系統為依據，並以二○○
一高程系統（TWVD2001）命名。
ௐˣ୧ 中央主管機關應選定重力基準站及絕
對重力點作為重力基準，並將其測量成果作
為訂定重力系統之依據。
基本控制測量之重力值計算，應以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之重力系統為依據。
ௐ˝୧ 中央主管機關應選定潮位站及深度原
點作為深度基準，並將其測量成果作為訂定
深度系統之依據。
基本控制測量之水深值計算，應以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之深度系統為依據。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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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量
類

ௐȈα୧ 水準原點、深度原點及絕對重力
路線之既有基本控制點為原則。
點，應設置為雙（正、副）點位並定期檢測 ௐ˟Ȉ˟୧ 基本控制點經清查、選點或埋點
之。
後，應調製點之紀錄，作為實施基本控制測
衛星追蹤站、潮位站及重力基準站，除依
量之參考。
前項規定辦理外，並得設置一個以上副點位。 ௐ˟Ȉˬ୧ 基本控制測量之網形，應依測量
方法、精度規範、儀器精密度、點位分布及
ௐαౢ ૄώଠטീณ!
觀測數目設計，並依其精度評估結果調整之。
ௐỊ̏୧ 基本控制測量得依適用場合、作業 ௐ˟Ȉα୧ 基本控制測量所使用之儀器裝
備，應依實施計畫之校正項目及週期辦理校
方法及精度之差異，區分其等級，以一等及
正。
二等為主；必要時，得另設三等。
前項校正應由國家度量衡標準實驗室或簽
次等級基本控制測量應與較高等級基本控
署國際實驗室認證聯盟相互承認辦法之認證
制測量聯繫。
機構所認證之實驗室為之，並出具校正報告。
ௐȈ̱୧ 基本控制測量得以衛星定位測量、
三角測量、三邊測量、精密導線測量、水準 ௐ˟Ị̏୧ 基本控制測量之觀測值，應依精
度要求加以適當之改正。
測量、重力測量或其他同等成果精度之測量
ௐ˟Ȉ̱୧ 基本控制測量之成果，應以最小
方法為之；精度規範如附表一至附表六。
自乘平差方法計算之。
ௐȈ˛୧ 基本控制測量之實施程序如下：
前項計算成果，應作為基本控制點之精度
一、點位清查、選點及埋點。
及變動量分析之依據。
二、網形設計及精度評估。
ௐ˟Ȉ˛୧ 基本控制點計算完竣後，應調製
三、作業規劃。
成果表及基本控制系（網）圖。
四、儀器裝備校正。
成果表應記載基本控制點之點號、種類、
五、觀測及計算。
等級、材質、土地坐落、點位略圖、點位數
六、精度及變動量分析。
據、施測照片及施測單位。
七、調製成果圖表。
基本控制系（網）圖，應記載點號，並將
八、建檔及公告。
觀測方向以直線連接成觀測方向線。但以衛
ௐȈˣ୧ 基本控制測量所設置之點位為基本
星定位測量方法實施者，不須組成觀測方向
控制點，應依實施計畫方式加註等級、點號
及設置機關名稱，並依下列設置方法區分之： 線。
一、採衛星定位測量方法設置者，以衛星控 ௐ˟Ȉˣ୧ 基本控制測量之原始觀測數據、
平差計算結果、儀器裝備校正報告、點之紀
制點稱之。
錄、成果表、基本控制系（網）圖及相關紀
二、採三角、三邊測量方法設置者，以三角
錄資料，應予永久保存。
點稱之。
三、採精密導線測量方法設置者，以精密導
線點稱之。
四、採水準測量方法設置者，以水準點稱之。
五、採重力測量方法設置者，以重力點稱之。
ௐȈ˝୧ 衛星控制點之選點，應設置於透空
度及衛星訊號接收良好之位置。
三角點、精密導線點之選點，應設置於相
鄰各點互相通視，且展望良好之位置。
ௐ˟Ȉ୧ 水準點之選點，應設置於通視良好
且地質條件穩定之位置，並以沿測設路線均
勻布設為原則。
ௐ˟Ȉ˘୧ 重力點之選點，應設置於地質條
件穩定、附近無經常明顯震動或無電壓、磁
場、質量異常之位置，並以優先共用沿測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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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地方主管機關應釐訂實施計畫定
期辦理加密控制測量；其實施範圍，以所在
直轄市或縣（市）區域為原則。
ௐˬȈ୧ 實施加密控制測量前應先檢測基本
控制點。
ௐˬȈ˘୧ 加密控制測量所設置之點位為加
密控制點，應依各該地方主管機關所定方式
加註點號、種類及設置機關名稱。
ௐˬȈ˟୧ 加密控制測量得以衛星定位測量
、三角測量、三邊測量、精密導線測量、水
準測量、重力測量或其他同等成果精度之測
量方法為之；精度規範如附表七至附表十二。

基本測量實施規則

測

ௐˬȈˬ條 加密控制測量之實施程序、測量
方法、點位種類與選擇、儀器裝備校正、成
果計算及圖表調製，得依第十七條至第二十
八條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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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ௐˬȈα୧ 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已公告之基本
測量成果建立資料庫，並公開資料清冊供各
界查詢。
地方主管機關應將加密控制測量成果建立
資料庫，除公開資料清冊供各界查詢外，並
應將該清冊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ௐˬỊ̏୧ 各機關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測量
基準、參考系統之實施日期前所完成之測繪
成果，得繼續流通使用。
前項測繪成果，於重新測製時應以當時公
告之測量基準、參考系統為之。
ௐˬȈ̱୧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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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

星

定

測

等
項

量

星曆

位

級

目
使用之星曆

測

量

一等

二等

精密星曆

精密星曆

類
圖形閉合差

閉合圈中之基線源自不同觀測時間
≥3
數

≥3

閉合圈中獨立觀測之基線數

≥2

≥2

各閉合圈中之基線數

≤6

≤ 10

閉合圈總邊長（單位：公里）

≤ 500

≤ 300

基線重複性 成果精度

可剔除之基線數目佔總獨立基線數
≤ 5％
比例
各分量之平均閉合差（ΔX，ΔY，ΔZ）
≤ 15
（單位：公分）
各分量之閉合差（ΔX，ΔY，ΔZ）對
≤ 2.5×10‐6
閉合圈總邊長之比數
全系各分量之平均閉合差（ΔX，ΔY，
≤ 1.8×10‐6
ΔZ）對閉合圈總邊長之比數
重複觀測基線水平分量之差值（單
≤ (10＋2×10‐6L)
位：毫米）
重複觀測基線垂直分量之差值（單
≤ (25＋5×10‐6L)
位：毫米）

≤ 15％
≤ 25
≤ 5×10‐6
≤ 3.5×10‐6
≤ (20＋4×10‐6L)
≤ (50＋10×10‐6L)

邊長標準誤差（單位：毫米）

≤ (5＋1×10‐6L)

≤ (10＋2×10‐6L)

95﹪信心區間（單位：毫米）

≤ (10＋2×10‐6L)

≤ (20＋4×10‐6L)

L—單一基線長度之公里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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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角
級

甲

乙

20

60

80

25

80

120

最小圖形強度

5

10

15

次小圖形強度

10

30

75

最大
限制值

最小圖形強度

10

25

25

類

理想
限制值

量

每一圖形

圖形強度

兩基線間最小 理想限制值
圖形強度之和 最大限制值

次小圖形強度

15

60

100

測回數

4

4

4

標準誤差

1
1,000,000

1
900,000

1
800,000

使用儀器（單位：秒）

0.2

0.2

0.2

1

測回數

16

邊長測量
水平角觀測

16

8

12

各觀測值與平均值之差（單位：
4
秒）不得超過

4

5

5

平均值（單位：秒）不得超過

1.2

2.0

3.0

5.0

0.4

0.6

1.0

單三角閉合差（單位：秒）不得
3.0
超過
邊方程式之檢核其方向之平均改正數（單
0.3
位：秒）不得超過
天文方位角
天頂距觀測
成果
精度

二等

一等

別

三角形
閉合差

量

測

等
類

測

觀測相隔之圖形數

6‐8

6‐10

8‐10

每夜觀測之測回數

16

16

16

觀測夜數

2

2

1

0.45
方位角閉合差（單位：秒）(右 每圖形 1.0
或 2.0 N
列式中 N 為圖形數)

0.45
每圖形 1.5

0.6
每圖形 2.0

或 3.0 N

或 6.0 N

測回數

3

2

觀測值之誤差（單位：秒）不得
10
超過

10

10

二已知高程點間之圖形數

6‐8

8‐10

1
500,000

1
200,000

標準誤差（單位：秒）

3

4‐6

1
滿足幾何條件後位置閉合比數
不得超過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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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邊

測

量

測
等
類

級

二等

一等

別

量

幾何圖形之最小角度（單位：度）不
25
得小於

甲

乙

類

25

20

1
1,000,000

1
750,000

1
450,000

使用儀器（單位：秒）

0.2

0.2 或 1

0.2 或 1

測回數

3

3

2

觀測值之誤差（單位：秒）不
10
得超過

10

10

二已知高程點間之
圖形數

4‐6

6‐8

8‐10

觀測相隔圖形數

6‐8

6‐10

8‐10

每夜觀測數

16

16

16

觀測夜數

2

2

1

標準誤差（單位：秒）

0.45

0.45

0.6

每圖形 1.5
或 3.0 N

每圖形 2.0
或 6.0 N

1
50,000

1
200,000

邊長測量標準誤差

天頂距觀測
天文方位角

方位角閉合差（單位：秒）
（右 每圖形 1.0
或 2.0 N
列式中 N 為圖形數）

1
成果 滿足幾何條件後位置閉合比數
精度 不得超過
100,000

基本測量實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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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密

導
級

測

二等

一等

別

量

測

等
類

線

甲

乙

0.2

1

0.2

1

測回數

16

8

12

6

8

4

5

4

5

各觀測值與平均值之差（單位：秒）不
4
得超過

1
600,000

1
300,000

1
120,000

測回數

3

3

2

觀測值之差（單位：秒）不得超過

10

10

10

已知高程點間之圖形數

4‐6

6‐8

8‐10

方位角檢核相距之
測站數

5‐6

10‐12

15‐20

各夜觀測之測回數

16

16

12

觀測夜數

2

2

1

標準誤差（單位：秒）

0.45

0.45

1.5

方位角閉合差（單位：秒）（右列式中 每測站 1.0
N 為測站數）
或 2.0 N

每測站 1.5

每測站 2.0

或 3.0 N

或 6.0 N

經方位角平差後位置閉合差（單位：公 0.04 K
1
尺）或閉合比數不得超過（K 為導線長
或
度之公里數）
100,000

0.08 K

0.2 K

1
或
20,000

或

邊長測量標準誤差
天頂距對向觀測
天文方位角
成果精度

1
20,000

類

0.2

量

水平角觀測

使用儀器（單位：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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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級

測
量

一等

二等

系統誤差改正前每測段往返最
大閉合差（單位：毫米）

2.5 K

5.0 K

系統誤差改正後水準環線最大
閉合差（單位：毫米）

2.5 F

5.0 F

項

目

類

成果精度

一、權單位中誤差須通過 95%信心區間的卡方測試。
二、觀測量粗差偵錯須通過 95%信心區間的 Tau 測試。

備註：K—單一測段長度之公里數。
F—水準環線長度之公里數。
˧ࢦͽ !ܑ̱ܢീณ͞ڱ၁߉˘ă˟ඈૄώଠטീณ̝ჟޘఢቑ!
等 級
項 目
系統誤差改正後每測段往返最大閉
合差（單位：毫伽, mGal）
系統誤差改正後閉合重力環線最大
閉合差（單位：毫伽, mGal）
成果精度

一等

二等

0.15

0.20

0.80

1.00

一、權單位中誤差須通過 95%信心區間的卡方測試。
二、觀測量粗差偵錯須通過 95%信心區間的 Tau 測試。

星曆

ͽ !˛ܑܢߐؠҜീณ͞ڱ၁߉ΐଠטീณ̝ჟޘఢቑ!
使用之星曆

圖形閉合差

閉合圈中之基線源自不同觀測時間數
閉合圈中獨立觀測之基線數
各閉合圈中之基線數
閉合圈總邊長（單位：公里）
可剔除之基線數目佔總獨立基線數比例
各分量之平均閉合差（ΔX，ΔY，ΔZ）（單位：公分）
各分量之閉合差（ΔX，ΔY，ΔZ）對閉合圈總邊長之比數
全系各分量之平均閉合差（ΔX，ΔY，ΔZ）對閉合圈總邊長之
比數
重複觀測基線水平分量之差值（單位：毫米）
基線重複性
重複觀測基線垂直分量之差值（單位：毫米）
邊長標準誤差（單位：毫米）
成果精度
95﹪信心區間（單位：毫米）
L—單一基線長度之公里數。

精密星曆或
廣播星曆
≥3
≥2
≤ 15
≤ 50
≤ 40％
≤ 80
≤ 7.5×10‐6
≤ 5.5×10‐6
≤ (30＋6×10‐6L)
≤ (75＋15×10‐6L)
≤ (15＋3×10‐6L)
≤ (30＋6×10‐6L)

基本測量實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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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誤差

1
500,000

天文方位角

使用儀器（單位：秒）
測回數
水平角
各觀測值與平均值之差（單位：秒）不得超過
觀測
三角形閉 平均值（單位：秒）不得超過
合差
單三角閉合差（單位：秒）不得超過
邊方程式之檢核其方向之平均改正數（單位：秒）不得超過
觀測相隔之圖形表
每夜觀測之測回數
觀測夜數
標準誤差（單位：秒）
方位角閉合差（單位：秒）
（右列式中 N 為圖形數）

成果精度

測回數
觀測值之誤差（單位：秒）不得超過
二已知高程點間之圖形數
滿足幾何條件後位置閉合比數不得超過

1
4
5
3.0
5.0
0.8
10‐12
8
1
0.8
每圖形
3.0 或 10.0 N
2
10
10‐15

1
10,000

類

3

量

測回數
邊長測量

天頂距
觀測

100
130
25
80
40
120

測

每一圖形

圖形強度

兩基線間最小圖形強度 理想限制值
之和
最大限制值
最小圖形強度
理想限制值
次小圖形強度
最小圖形強度
最大限制值
次小圖形強度

B‐3‐10 基本測量實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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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20

邊長測量標準誤差

1
250,000

量

天頂距觀測

幾何圖形之最小角度（單位：度）不得小於

天文方位角

類

使用儀器（單位：秒）
測回數
觀測值之誤差（單位：秒）不得超過
二已知高程點間之圖形數
觀測相隔圖形數
每夜觀測數
觀測夜數
標準誤差（單位：秒）
方位角閉合差（單位：秒）
（右列式中 N 為圖形數）

成果
精度

滿足幾何條件後位置閉合比數不得超過

1
2
10
10‐15
10‐12
8
1
0.8
每圖形
3.0 或 10.0 N

1
10,000

ܑܢȈ ͽჟጱቢീณ͞ڱ၁߉ΐଠטീณ̝ჟޘఢቑ!
水平角
觀測

使用儀器（單位：秒）
測回數
各觀測值與平均值之差（單位：秒）不得超過

邊長測量標準誤差

天文方位角

測回數
天頂距對
觀測值之差（單位：秒）不得超過
向觀測
已知高程點間之圖形數
方位角檢核相距之測站數
各夜觀測之測回數
觀測夜數
標準誤差（單位：秒）
方位角閉合差（單位：秒）
（右列式中 N 為測站數）

1
4
5

1
60,000
2
10
10‐15
20‐25
8
1
3.0
每測站
3.0 或 10.0 N

成果精度

經方位角平差後位置閉合差（單位：公尺）或閉合 0.4 K
1
比數不得超過（K 為導線長度之公里數）
或

10,000

基本測量實施規則 B‐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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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誤差改正後閉合水準環
線最大閉合差（單位：毫米）

8.0 F

一、權單位中誤差須通過 95%信心區間的卡方測試。
二、觀測量粗差偵錯須通過 95%信心區間的 Tau 測試。

備註：K—單一測段長度之公里數。
F—水準環線長度之公里數。

ܑܢȈ˟ ͽࢦ˧ീณ͞ڱ၁߉ΐଠטീณ̝ჟޘఢቑ!
系統誤差改正後每測段往返
最大閉合差（單位：毫伽,
mGal）

0.30

系統誤差改正後閉合重力環
線最大閉合差（單位：毫伽,
mGal）

1.50

成果精度

一、權單位中誤差須通過 95%信心區間的卡方測試。
二、觀測量粗差偵錯須通過 95%信心區間的 Tau 測試。

類

成果精度

量

8.0 K

測

系統誤差改正前每測段往返
最大閉合差（單位：毫米）

B‐3‐12 基本測量實施規則

測
量
類

地籍測量實施規則

B‐4‐1

第 264 條之 1、第 283 條之 1；刪除第 149 條、第
194 條、第 297 條、第 298 條
中華民國 102 年 8 月 28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中華民國 33 年 2 月 12 日地政署公布
1020287818 號令修正第 60 條、第 92 條、第 101 條、
中華民國 64 年 5 月 26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640380
第 153 條、第 240 條、第 269 條、第 283 條；並增
號令修正
訂第 282-1～282-3 條
中華民國 75 年 1 月 10 日台內地字第 367253 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 79 年 6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800620 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 83 年 10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8384605 號令
修正
ௐ˘୧ 本規則依土地法第四十七條規定訂定
中華民國84 年3 月31 日台內地字第 8476353 號令修正
之。
中華民國 84 年 11 月 15 日台內地字第 8486317 號令 ௐ˟୧ 本規則所稱主管機關：中央為內政
修正
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縣（市）為縣（市）
中華民國86 年5 月14 日台內地字第 8679594 號令修正
政府。
中華民國 87 年 2 月 11 日台內地字第 8776435 號令修正
ௐˬ୧ 地籍測量之程序如下：
中華民國 88 年 6 月 29 日台內地字第 8893150 號令修
一、三角測量、三邊測量或精密導線測量。
正第 2 條、第 9 條、第 12 條、第 77 條、第 80 條、
二、圖根測量。
第 164 條、第 187 條、第 196 條、第 198 條、第 201
三、戶地測量。
條、第 236 條、第 257 條
四、計算面積。
中華民國 89 年 12 月 6 日台內地字第 8978031 號令修
正第 4 條、第 8 條、第 9 條、第 12 條、第 79 條、
五、製圖。
第 82 條、第 85 條、第 96 條、第 105 條、第 144
前項第一款之測量方法，得隨科技發展，採
條、第 148 條、第 173 條、第 185 條、第 187 條、
衛星定位測量或其他同等精度測量方法為之。
第 192 條、第 193 條、第 198 條、第 201 條、第 212 ௐα୧ 本規則之測量，應依國土測繪法之中
條、第 224 條、第 225 條、第 232 條、第 236 條、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測量基準及參考系統實施
第 241 條、第 244 條、第 278 條、第 288 條；增訂
ௐ̣୧ （刪除）
第 194 條之 1、第 196 條之 1、第 196 條之 2、第
200 條之 1、第 201 條之 1、第 201 條之 2、第 225 ௐ̱୧ 本規則所定之基本控制測量及加密控
制測量，包括三角測量、三邊測量、精密導
條之 1；刪除第 80 條、第 142 條、第 156 條、第
線測量、衛星定位測量或其他同等精度之測
200 條
量方法。
中華民國 92 年 3 月 25 日台內地字第 0920069684 號
令修正第 12 條、第 85 條、第 205 條、第 208 條、 ௐ˛୧ 已辦地籍測量之地區，準用本規則規
第 211 條、第 216 條、第 279 條、第 280 條
定實施土地複丈或建築改良物測量。土地複
中華民國 92 年 10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0920068355 號
丈或建築改良物測量時，得免辦第三條第一
令修正第 214 條、第 266 條；刪除第 196 條之 1
項第一款及第二項之程序。
中華民國 95 年 11 月 24 日台內地字第 0950180646 號
ௐˣ୧ 第三編土地複丈及第四編建築改良物
令修正第 2 條、第 8 條、第 12 條、第 51 條、第 56
測量之業務，由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
條、第 67 條、第 144 條、第 185 條、第 187 條、
（市）登記機關辦理之。
第 190 條、第 192 條、第 193 條、第 196 條、第 196
ௐ˝條
各級主管機關因事實之需要，得另定
條之 2、第 199 條、第 201 條、第 201 條之 2、第
地籍測量規範或手冊。
202 條、第 204 條、第 205 條、第 206 條、第 207
條、第 210 條、第 211 條、第 212 條、第 213 條、
第 214 條、第 215 條、第 216 條、第 217 條、第 221
條、第 224 條、第 225 條、第 225 條之 1、第 226
條、第 228 條、第 229 條、第 231 條、第 232 條、 ௐ˘ౢ ૄώଠטീณ̈́ΐଠט
第 236 條、第 238 條、第 257 條、第 261 條、第 262
ീณ
條、第 264 條、第 265 條、第 266 條、第 267 條、
第 269 條、第 275 條、第 277 條、第 278 條、第 279
第一節 （刪除）
條、第 280 條、第 281 條、第 282 條、第 283 條、
第 284 條、第 285 條、第 287 條、第 288 條、第 295 ௐ˝୧̝˘ 基本控制測量由國土測繪法之中
央主管機關依基本測量實施規則第四章規定
條、第 296 條；增訂第 211 條之 1、第 231 條之 1、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量
類

ௐ˟በ гᚱീณ

測

ௐ˘በ 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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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量
類

辦理。
加密控制測量由國土測繪法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基本測量實施規則第五章
規定辦理，並以直轄市、縣（市）為實施區
域；必要時，得將相鄰區域合併舉辦。
ௐȈ୧ 基本控制測量之施測等級，依基本測
量實施規則第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以一等
及二等為主；必要時，得另設三等。
ௐȈ୧̝˘ 地籍測量應依基本控制測量及加
密控制測量成果辦理。
已辦理基本控制測量及加密控制測量之地
區，得以檢測控制點為之。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刪除）
ௐȈˬ୧ 次等級基本控制測量應與較高等級
基本控制測量聯繫。
加密控制測量應依基本控制測量成果辦
理。
ௐȈˬ୧̝˘ 加密控制測量所設置之點位為
加密控制點，應依國土測繪法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所定方式加註點號、種類及
設置機關名稱。
ௐȈˬ୧̝˟ 加密控制測量之作業，應依國
土測繪法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
規範或手冊為之。
ௐȈα୧ （刪除）
ௐỊ̏୧ 基本控制測量之精度規範，依基本
測量實施規則第十六條規定辦理。
加密控制測量之精度規範，依基本測量實
施規則第三十二條之規定辦理。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刪除）
ௐȈˣ୧ （刪除）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刪除）

第二節 （刪除）
ௐ˟Ȉˬ୧
ௐ˟Ȉα୧
ௐ˟Ị̏୧
ௐ˟Ȉ̱୧
ௐ˟Ȉ˛୧
ௐ˟Ȉˣ୧
ௐ˟Ȉ˝୧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ௐˬȈ୧ （刪除）

第三節 （刪除）
ௐˬȈ˘୧
ௐˬȈ˟୧
ௐˬȈˬ୧
ௐˬȈα୧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第四節 （刪除）
ௐˬỊ̏୧ （刪除）
ௐˬȈ̱୧ （刪除）
ௐˬȈ˛୧ （刪除）
ௐˬȈˣ୧ （刪除）
ௐˬȈ˝୧ （刪除）
ௐαȈ୧ （刪除）

第五節 （刪除）
ௐαȈ˘୧
ௐαȈ˟୧

（刪除）
（刪除）

第六節 （刪除）
ௐαȈˬ୧
ௐαȈα୧
ௐαỊ̏୧

（刪除）
（刪除）
（刪除）

ௐ˟ౢ ဦॲീณ
第一節 通則
ௐαȈ̱୧ 圖根測量應依基本控制測量及加
密控制測量之成果，以下列測量方法實施：
一、導線測量。
二、交會測量。
三、衛星定位測量。
四、自由測站法。
前項圖根測量採用之測量方法，以衛星定位
測量及導線測量優先實施。
ௐαȈ˛୧ 圖根測量作業方法如下：
一、檢測已知點。
二、規劃、選點並視需要埋設永久標誌。
三、觀測。
四、計算。
五、調製成果圖表。
ௐαȈˣ條 圖根測量之導線分幹導線及支導
線二種，其規定如下：
一、幹導線應由基本控制點、加密控制點及
方位角起，閉合於另一基本控制點、加
密控制點及方位角。

地籍測量實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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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量
類

二、支導線應由較高或同等級之導線點及方
六秒讀經緯儀，採方向觀測法施測之。
位角起，閉合於另一較高或同等級之導
前項水平角觀測，應施測二測回，其二測
線點及方位角，其導線之逐級推展，以
回之差，不得超過十二秒，水平角觀測之讀
不超過三次為限。
數記至秒止。
前項幹導線、支導線得整體規劃，組成導線 ௐ̣Ȉˣ୧ 距離測量用精於（含）5mm＋
網。
5ppm 電子測距儀者，以單向觀測為原則，照
第一項導線點均應與最鄰近之已知點連測
準觀測目標施測二次，取其平均值，算至毫
之。
米為止，二次之差不得超過十毫米。
距離測量用鋼捲尺者，應往返施測二次，取
ௐαȈ˝୧ 交會點之位置，應依基本控制
其平均值，算至毫米為止，二次之差不得超過
點、加密控制點或幹導線點交會之，每點交
會至少應用三方向線。
三點二毫米 S （S 為距離，以公尺為單位）。
ௐ̣Ȉ୧ 方向線交會之角度，應在三十度至
但在平坦地不得超過二點五毫米；在地勢起伏
一百二十度間。
地區不得超過三點八毫米 S 。
ௐ̣Ȉ˘୧ 圖根測量完竣後，實施測量之機
ௐ̣Ȉ˝୧ 以數值法辦理地籍測量之地區，
關應將圖根點之位置略圖及圖根資料檔移送
其幹導線、支導線之量距依前條第一項之規
所在地登記機關，依國土測繪法及其施行細
定辦理。
則規定查對。
ௐ̱Ȉ୧ 圖根測量之距離量測得以鋼捲尺或
第二節 選點
電子測距儀測定之。
以鋼捲尺施測者，其結果應加下列之改正：
ௐ̣Ȉ˟୧ 圖根點之選定應注意下列事項：
一、標準尺長之改正。
一、應便於保存，並顧及戶地測量之便利。
二、傾斜改正。
二、選在行政區界及重要河川、道路、山腳
三、化歸至平均海水面長度之改正。
或堅硬之固定物等處。
以電子測距儀施測者，其結果應加下列之改
三、塔尖、避雷針等永久固定突出物，應以
正：
多方向交會法測定之。
ௐ̣Ȉˬ୧ 圖根點應均勻配布，並涵蓋全區。 一、頻率偏差改正。
二、傾斜改正。
幹導線及支導線選點，應先於地形圖、基本
三、化歸至平均海水面長度之改正。
圖、航測照片或地籍藍曬圖上規劃各級導線
ௐ̱Ȉ˘୧
圖根測量以衛星接收儀施測者，
之走向及配布。
應加下列之改正：
ௐ̣Ȉα୧ 圖根測量之導線邊長，以五十至
一、星曆改正。
一百五十公尺為原則。
二、電離層改正。
每一導線含起迄點之總點數，幹導線應在
三、對流層改正。
十五點以內，支導線應在十點以內。但為地
四、衛星及接收儀時錶改正。
勢所限得調整之。
五、接收天線相位中心及天線高改正。
ௐ̣Ị̏୧ 交會法所用方向線之長，應在三
ௐ̱Ȉ˟୧ 圖根點加測高程時，方法如下：
百公尺以上。但為地勢所限得調整之。
一、直接水準測量。
ௐ̣Ȉ̱୧ 圖根點選定後應於近處標記點之
二、三角高程測量。
編號，並繪製點之位置略圖。但因地形特殊
三、衛星定位測量。
致該點之位置略圖無法繪製者，應於該圖中
前項高程之精度依實際需要另定之。
敘明理由。
ௐ̱Ȉˬ୧
導線測量得採幹導線、支導線簡
圖根點需永久保存者，應依國土測繪法第
易平差或導線網嚴密平差計算之；其縱橫坐
三條第十一款及國土測繪法施行細則第二條
標計算至毫米為止。
之規定，於現場設置明確標示。
ௐ̱Ȉα條 幹導線、支導線簡易平差計算之
第三節 觀測計算
規定如下：
一、水平角閉合差，不得超過下列之限制：
ௐ̣Ȉ˛୧ 圖根點之水平角，用精於（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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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數值法辦理地籍測量之地區：
ௐ˛Ȉ୧ 戶地測量之比例尺如下：
一、二百五十分之一。
1.幹導線：20" N （N 為含起迄二已
二、五百分之一。
知點之導線點總數）。
三、一千分之一。
2.支導線：20" N +30"
四、二千五百分之一。
（二）以圖解法辦理地籍測量之地區：
五、五千分之一。
1.幹導線：1' N
六、一萬分之一。
2.支導線：1' N +1'
前項比例尺於特殊繁榮或荒僻地方得增減
之。
二、水平角閉合差，採平均配賦，並算至秒
ௐ˛Ȉ˘୧ 戶地測量，必要時得同時測繪地
止。
形圖。如採航空攝影測量，並得繪製像片圖。
三、縱橫距閉合差，依各邊長與邊長總合之
ௐ˛Ȉ˟୧ 高山峻嶺或礁嶼地區，得以基本
比例配賦，並算至毫米止。
圖、地形圖或航測照片等繪製地籍圖。
四、位置閉合比數，不得超過下列之限制：
ௐ˛Ȉˬ୧ 戶地測量採數值法測繪者，其圖
（一）以數值法辦理地籍測量之地區：
根點至界址點之位置誤差不得超過下列限
1.幹導線：1/5,000
制：
2.支導線：1/3,000
一、市地：標準誤差二公分，最大誤差六公
（二）以圖解法辦理地籍測量之地區：
分。
1.導線：1/3,000
二、農地：標準誤差七公分，最大誤差二十
2.支導線：1/2,000
公分。
前項幹導線、支導線亦得採最小自乘法嚴密
三、山地：標準誤差十五公分，最大誤差四
平差計算之。
十五公分。
ௐ̱Ị̏୧ 導線網平差計算，應合於前條第
一項規定，並採最小自乘法嚴密平差精算之。 ௐ˛Ȉα୧ 戶地測量採數值法測繪者，其界
址點間坐標計算邊長與實測邊長之差不得超
ௐ̱Ȉ̱୧ 交會點之縱橫坐標，以相異三角
過下列限制：
形，採六位三角函數計算之，其差不得超過
二十公分。
一、市地：2 公分＋0.3 公分 S （S 係邊長，
以數值法戶地測量不得使用交會點施測。
以公尺為單位）
ௐ̱Ȉ˛୧ 圖根測量之觀測原始紀錄、計算
二、農地：4 公分＋1 公分 S
結果、成果圖表、圖根資料檔及點之位置略
三、山地：8 公分＋2 公分 S
圖，由實施測量之機關永久保管，並得複製
ௐ˛Ị̏୧
戶地測量採圖解法測繪者，其圖
分送有關機關。
根點至界址點之圖上位置誤差不得超過零點
三毫米。
ௐˬౢ ͗гീณ
ௐ˛Ȉ̱୧ 戶地測量採圖解法測繪者，圖上
ௐ˘༼!఼!
邊長與實測邊長之差，不得超過下列限制：
ௐ̱Ȉˣ୧ 戶地測量得以地面測量或航空攝
一、市地：4 公分＋1 公分 S ＋0.02 公分 M
影測量為之。
（S 係邊長，以公尺為單位，M 係地籍圖
地面測量以數值法為主，並得視實際情形
比例尺之分母）
採圖解法為之。
二、農地：8 公分＋2 公分 S ＋0.02 公分 M
航空攝影測量以解析法為主，並得視實際
三、山地：13 公分＋4 公分 S ＋0.02 公分
情形採類比法為之。
M
ௐ̱Ȉ˝୧ 戶地測量，以確定一宗地之位
置、形狀、面積為目的，並應依基本控制點、 ௐ˛Ȉ˛୧ 戶地測量之圖廓橫長為四十公
分，縱長為三十公分。但直轄市或縣（市）
。
加密控制點及圖根點施測之。
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戶地測量時應先舉辦地籍調查，界址測量
准後變更之。
與地籍調查應密切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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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ˣ୧ 戶地測量，應按全直轄市或縣
大廈管理委員會轉發各土地所有權人。
（市）所劃定之段編定圖幅，由上而下，由 ௐˣȈ̱୧ 因法律行為或依法院判決、拍賣
右而左，依序編定圖號。
而取得之土地，尚未登記完畢者，權利人得
於地籍調查時敘明理由，檢附申請登記收件
ௐ˟༼!гᚱአߤ!
收據或其他有關文件，到場指界。
ௐ˛Ȉ˝୧ 地籍調查，係就土地坐落、界址、 ௐˣȈ˛୧ 土地所有權人住所遷移，或其他
原有面積、使用狀況及其所有權人、他項權
原因無法通知，或經通知未到場指界者，應
利人與使用人之姓名、住所等事項，查註於
在地籍調查表內註明之。
地籍調查表內。
ௐˣȈˣ୧ 地籍調查表應於戶地測量完竣
前項所有權人之土地界址，應於地籍調查
後，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永久保存
表內繪製圖說，作為戶地界址測量之依據。
之。
ௐˣȈ୧ （刪除）
ௐˬ༼!͗ггࢬീณ!
ௐˣȈ˘୧ 地籍調查，以鄉（鎮、市、區）
為實施區域。同一鄉（鎮、市、區）得參酌 ௐˣȈ˝୧ 戶地測量以圖解法為之者，其作
業方法如下：
自然界、顯明地界、土地面積、號數及使用
一、地籍調查。
狀況，劃分為若干段，段內得設小段。
二、展繪基本控制點、圖根點。
原有段界不宜於地籍管理者，得依前項規
三、測量補助點。
定調整之。
四、界址測量。
ௐˣȈ˟୧ 地籍調查，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ௐ˝Ȉ୧ 展繪已知點，應依各點之縱橫坐
於一定期限內會同辦理。
標，就圖廓及方格網，按既定之比例尺，嚴
前項調查情形應作成地籍調查表，由指界
密施行，並以距離檢查之。其展繪誤差不得
人簽名或蓋章。
超過零點二毫米。
ௐˣȈˬ୧ 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籍調查時
到場指界，並在界址分歧點、彎曲點或其他 ௐ˝Ȉ˘條 戶地測量採圖解法者，其已知點
不敷需用時，得以平板儀採圖解交會法或圖
必要之點，自行設立界標。
解導線法，測量補助點。
到場之土地所有權人不能指界者，得由測
量員協助指界，其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者， ௐ˝Ȉ˟୧ 圖解交會法採前方交會或側方交
會者，其觀測方向線應有三條以上，角度應
應由土地所有權人埋設界標。
在三十度至一百二十度間，示誤三角形之內
土地所有權人逾前條第一項期限未設立界
切圓直徑不得超過零點二毫米。
標或到場指界者，得依土地法第四十六條之
二第一項各款之規定逕行施測，其依第三款 ௐ˝Ȉˬ୧ 圖解導線應於已知點間連接。其
及第四款規定辦理者，並應埋設界標。
圖上閉合差，不得超過 0.2 毫米 N （N 為總
界址有爭議時，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邊數，N≦6），並應平均配賦於各點。
關應依土地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理 ௐ˝Ȉα୧ 圖解法戶地測量應採光線法、導
之。
線法、半導線法、支距法或交會法施測。
ௐˣȈα୧ 土地所有權人因故不能到場指
但採導線法或半導線法者，應隨時檢查並閉
界、設立界標時，得出具委託書委託他人辦
合之。
理。
ௐ˝Ị̏୧ 戶地測量採數值法為之者，其作
ௐˣỊ̏୧ 共有土地之界址，得由部分共有
業方法如下：
人到場指界；到場指界之共有人未能共同認
一、地籍調查。
定而發生指界不一致者，應由到場之共有人
二、編定界址點號。
自行協議後於七日內認定之。其未能於期限
三、界址測量。
內協議者，依土地法第四十六條之二第一項
四、建立基本資料檔及展繪。
各款之規定逕行施測。
ௐ˝Ȉ̱୧ 界址點號依下列原則編定：
前項共有土地為公寓大廈基地並設有管理
一、界址點編號以阿拉伯數字編之。
委員會者，其到場指界之通知，得送請公寓
二、每地段由 1 號開始，中間不空號，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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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如界址點漏編點號者，以已編號
碼之次一號碼補編之。若一地段劃分為若
干單元進行編號時，後單元之起始號碼，
應銜接前單元之終止號碼。
三、每一單元之點號，應自右而左，從上而
下依“Ｓ”形順序編列之，不得重號。
ௐ˝Ȉ˛୧ 戶地測量採數值法者，以光線法
為主，並得視實地情形，採直線截點法、導
線法或交會法等為之。
ௐ˝Ȉˣ୧ 數值法戶地測量應依基本控制
點、加密控制點、圖根點或都市計畫樁測量
之成果觀測及計算之。
ௐ˝Ȉ˝୧ 界址點之水平角觀測，應以精於
（含）二十秒讀經緯儀，於一已知點上整置，
並標定較遠之另一已知點後，就每一界址點
正倒鏡觀測一測回，施測五至十點及觀測完
畢後，應回歸至原標定之已知點，正倒鏡觀
測檢查之，其較差不得超過四十秒。
ௐ˘Ѻ୧ 戶地測量得採自由測站法為之。
ௐ˘Ѻ˘୧ 數值法戶地測量之縱橫坐標，
計算至毫米止。
ௐ˘Ѻ˟୧ 數值法戶地測量成果，除依第
九十條之規定展繪外，得以自動繪圖儀展繪
之。
ௐ˘Ѻˬ୧ 每宗地相鄰界址，應以直線聯
結之，並儘量將各邊邊長予以實量後註明於
圖上。
前項相鄰界址如係弧形者，應以弧線聯結
之。
ௐ˘Ѻα୧ 宗地分屬二以上圖幅時，在圖
廓外能測其整個形狀者，應測全之，如不能
測其整個形狀者，應測至圖廓外二公分處止。
ௐ˘Ѻ̣୧ 宗地測量完竣應編列暫編地
號，記載於地籍調查表內。

八、測圖或糾正鑲嵌圖。
九、實地補測及調繪。
ௐ˘Ѻ˛୧ 下列各種點位，除另有規定
外，應於實施航空攝影前布設航測標：
一、界址點。
二、都市計畫樁。
三、圖根點。
四、基本控制點（三角點、精密導線點、衛
星控制點、水準點）。
五、像片控制點。
六、加密控制點。
ௐ˘Ѻˣ୧ 航測標須布設於正確點位上，
其對空通視應良好，對空通視不良或航測標
布設困難之點位，得於附近地點選補助點，
並布設航測標。
ௐ˘Ѻ˝୧ 航測標須視點位之地面情況，
選用耐久、易布設，且與地面對比差良好之
材料。航測標之形狀以方形或圓形為準，其
大小以在像片上比儀器量測標大零點零一毫
米為原則。
ௐ˘ѺȈ୧ 航空攝影須先在現有適當比例之
地圖上設計航線。航線方向為東西向。但得
視氣候情形及地形情況而定之。
ௐ˘ѺȈ˘୧ 航空攝影使用之飛機，應能保
持穩定之航行，其速度及航高並應適合航空
攝影。
ௐ˘ѺȈ˟୧ 航空攝影應於天氣晴朗，能見
度佳，並於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之間實施為
原則。
ௐ˘ѺȈˬ୧ 航空攝影機之選用，以配合測
圖儀器為主。但須受下列之限制：
一、鏡頭輻射畸變差應小於零點零零五毫
米，分解力每一毫米應多於四十根線。
二、不得使用超寬角攝影機。
三、城市及高山地區不得使用寬角攝影機。
ௐα༼!͗гਝ۩ᛷᇆീณ!
ௐ˘ѺȈα୧ 航空攝影像片之比例尺，依測
ௐ˘Ѻ̱୧ 戶地航空攝影測量，以用立體
圖比例尺之需要規定如下：
測圖法為主，必要時得採正射投影法或糾正
一、圖比例尺為五百分之一者，其像片比例
鑲嵌法。其作業方法如下：
尺應為三千分之一。
一、地籍調查。
二、圖比例尺為一千分之一者，其像片比例
二、布設航測標。
尺應為五千分之一。
三、航空攝影。
三、圖比例尺為二千五百分之一者，其像片
四、像片認點。
比例尺應為九千分之一。
五、實地控制測量。
四、圖比例尺為五千分之一者，其像片比例
六、空中三角測量。
尺應為一萬二千分之一。
七、界址點坐標測量。
五、圖比例尺為一萬分之一者，其像片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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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應為二萬分之一。
上之精密航測儀器；其成果應配合量測及製
以正射投影法製圖時，得視需要另定之。
圖精度之要求。
ௐ˘ѺỊ̏୧ 航空攝影像片之航線間重疊為 ௐ˘Ѻ˟Ȉ̱୧ 界址點坐標之量測，以與空
百分之三十以上，前後重疊為百分之六十以
中三角測量合併實施為原則。
上。
ௐ˘Ѻ˟Ȉ˛୧ 測得之界址坐標須展開於原
ௐ˘ѺȈ̱୧ 航空攝影詳細記載攝影紀錄，
圖紙上，其點位誤差應在圖上零點二毫米以
其內容應包括下列各款：
內。一宗土地之相鄰界點，應連接成界址線。
一、地區名稱。
ௐ˘Ѻ˟Ȉˣ୧ 採糾正鑲嵌法時，應根據航
二、日期。
攝底片與控制點，用糾正儀糾正為適當比例
三、氣候。
尺之照片，並鑲嵌成圖、劃分圖廓或採圖解
四、飛機及攝影機型號。
法，直接製成原圖。
五、航高、航線及對地速度。
用糾正儀糾正時，對點誤差，不得超過一
六、底片種類、號數及比例尺。
毫米。
七、露光時間及沖洗藥品。
ௐ˘Ѻ˟Ȉ˝୧ 複照作業，根據糾正之鑲嵌
照片圖，複照成需要比例尺之照片，再曬印
八、作業人員。
藍圖。
九、其他有關資料。
ௐ˘ѺȈ˛୧ 航空攝影後，應即繪製涵蓋 ௐ˘ѺˬȈ୧ 立體測圖或糾正複照後，應根
據藍圖及照片或圖解法直接製成之原圖，在
圖，並檢查底片。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
實地逐號檢對調繪；其蔭蔽不清之處及照片
重行攝影或補攝：
上不能顯示之界址，並應以經緯儀或平板儀
一、航線偏差超過百分之十。
補測之。
二、重疊不足，像對不能涵蓋全測區。
三、航高過高或過低，致底片比例尺與規定 ௐ˘ѺˬȈ˘୧ 地形圖之測繪規範另定之。
相差百分之十以上。
ௐ̣༼!ᘱဦ!
四、航傾角或航偏角大於五度以上。
五、底片有雲、陰影過長，模糊及其他因攝 ௐ˘ѺˬȈ˟୧ 地籍原圖紙應使用鑲鋁片之
影或沖洗不良，致無法用於量測及製圖。 圖紙或透明膠片，其伸縮率在濕度變化百分
之二十者，平均不得超過縱百分之零點零
ௐ˘ѺȈˣ୧ 像片認點應詳細記載使用儀
八，橫百分之零點零二五。
器，確認情況及作業時間、人員等資料。經
ௐ˘ѺˬȈˬ୧ 地籍原圖於戶地測量完竣後
確認之點位，應在像片上刺點圈註。
應與鄰圖接合無誤，始得著墨。
ௐ˘ѺȈ˝୧ 像片控制點每像對至少四點，
ௐ˘ѺˬȈα୧ 地籍原圖互相接合，圖上之
以空中三角測量方法測定為原則。
差，除因圖紙伸縮影響外；其在零點四毫米
ௐ˘Ѻ˟Ȉ୧ 實地控制點之分布，得視空中
以上者，應實地檢查並更正之。
三角測量之需要定之。
ௐ˘Ѻ˟Ȉ˘୧ 平面控制測量，以基本控制 ௐ˘ѺˬỊ̏୧ 繪圖線之規格如下：
一、一號線寬零點二毫米。
測量方法實施，並依基本測量實施規則及本
二、二號線寬零點一毫米。
編第二章有關規定辦理之。
ௐ˘Ѻ˟Ȉ˟୧ 高程控制測量採直接水準測 ௐ˘ѺˬȈ̱୧ 地籍原圖之圖廓用紅色二號
線。
量或三角高程測量方法辦理之。
宗地之界址，以黑色二號線，依實測鉛筆
ௐ˘Ѻ˟Ȉˬ୧ 空中三角測量採純解析空中
三角測量法、類比儀器（Analogue Instrument） 線描繪。未確定之界址，暫用鉛筆虛線描繪。
航帶空中三角測量法或獨立像對空中三角測 ௐ˘ѺˬȈ˛୧ 每地段之地籍原圖於戶地測
量完竣後，按順序編定地號；其起迄以不超
量法施行之。
過五位數為原則。
ௐ˘Ѻ˟Ȉα୧ 空中三角測量各像對之副點
與翼點，應以立體轉點儀刺選圈註，並轉刺 ௐ˘ѺˬȈˣ୧ 地籍原圖之各類點，按下列
規定描繪之：
於鄰片上。
一、三角點及衛星控制點：用二號線繪邊長
ௐ˘Ѻ˟Ị̏୧ 空中三角測量應使用二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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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量
類

二毫米之黑色正三角形，並於其中心繪
一黑點。
二、精密導線點：用紅色二號線分別以一點
五毫米及二毫米之直徑繪同心圓。
三、圖根點：用紅色二號線以直徑一點五毫
米繪一圓圈。
四、補助點：用紅色二號線以直徑一毫米繪
一圓圈。
五、都市計畫樁：用紅色二號線以直徑一點
五毫米繪一圓圈，並於其中心繪十字。
ௐ˘ѺˬȈ˝୧ 國界、行政區域界、段界及
小段界之圖例如附表。
ௐ˘ѺαȈ୧ 行政區域界、段界或小段界界
線重疊時，繪其上級界線；其與宗地界線重
疊時，則沿宗地界線外緣繪製之；其在道路、
江河、溝渠上者，按實際情形繪製之。
ௐ˘ѺαȈ˘୧ 三角點及衛星控制點之名
稱，用三毫米之仿宋體，橫書於點之上方或
右方。
ௐ˘ѺαȈ˟୧ （刪除）
ௐ˘ѺαȈˬ୧ 道路、江河、溝渠及湖海等
名稱，應按面積之大小用三毫米至五毫米之
宋體字書之。道路、江河等線狀物體，用雁
行字列。
ௐ˘ѺαȈα୧ 宗地地號用一點五毫米阿拉
伯數字註記之。
ௐ˘ѺαỊ̏୧ 比例尺採文字表示者，以五
毫米仿宋體字，書於圖廓外下端中間。
ௐ˘ѺαȈ̱୧ 地籍原圖著墨後，原鉛筆線
及註記不得擦去。
ௐ˘ѺαȈ˛୧ 戶地航空攝影測量，有藍圖
調繪者，應就調繪完成之藍圖上著墨。
ௐ˘ѺαȈˣ୧ 宗地分屬二以上圖幅時，其
最大部分應以黑色註記地號，其他部分以紅
色註記之。
ௐ˘ѺαȈ˝୧ （刪除）
ௐ˘Ѻ̣Ȉ୧ 地籍原圖圖廓外，應繪註下列
各款：
一、縱二公分、橫二點五公分之接圖表。
二、圖號。
三、行政區域名稱。
四、測量開始及完成日期。
五、測量及檢查者姓名並蓋章。

ௐαౢ ࢍზࢬ᎕
ௐ˘༼!఼!

ௐ˘Ѻ̣Ȉ˘୧ 計算面積之方法如下：
一、數值法測量者：以界址點坐標計算之。
二、圖解法測量者：以實量距離、圖上量距、
坐標讀取儀或電子求積儀測算之。
前項以實量距離及圖上量距計算面積，至少
應由二人分別計算，並取其平均值。
ௐ˘Ѻ̣Ȉ˟୧ 宗地之面積，以公頃為單
位，算至平方公尺為止，平方公尺以下四捨
五入。但都市地區或其他地價較高之土地，
得算至平方公尺以下二位，二位以下四捨五
入。
ௐ˘Ѻ̣Ȉˬ୧ 每幅之圖紙伸縮誤差與求積
誤差，應依各宗地面積大小比例配賦之。
前 項 求 積 誤 差 不 得 超 過 △F ＝ 0.2 F ＋
0.0003F 之限制（△F 為求積誤差，為總面積，
均以平方公尺為單位）。
ௐ˘Ѻ̣Ȉα୧ 宗地分屬二以上圖幅時，其
面積應就各部分計算後再合併之。
ௐ˘Ѻ̣Ị̏୧ 計算面積完竣後，應記入面
積計算表並永久保存之。
ௐ˘Ѻ̣Ȉ̱୧ （刪除）
第二節 計算面積之精度
ௐ˘Ѻ̣Ȉ˛୧ 坐標讀取儀計算面積時，其
面積較差應不得大於 0.0003M F （M 為圖比
例尺之分母，F 為以平方公尺為單位所計算之
面積），並取其平均值。
前項計算面積，於量取各界址點坐標時，每
點連續二次，其較差不得超過圖上零點二毫
米。
面積較差超過第一項之限制時，應重新計算
之。
ௐ˘Ѻ̣Ȉˣ୧ 圖上量距法計算面積所用之
邊長，應以實量距離為原則，如依圖上量距，
應量至毫米下一位。
ௐ˘Ѻ̣Ȉ˝୧ 圖上量距法計算面積，其宗
地二次計算之較差適用第一百五十七條之規
定，並取其平均值。
ௐ˘Ѻ̱Ȉ୧ 電子求積儀測算二次面積之較
差，適用第一百五十七條之規定。

ௐ̣ౢ ᄦဦ
ௐ˘༼!఼!
ௐ˘Ѻ̱Ȉ˘୧ 製圖種類如下：
一、地籍圖。
二、地籍公告圖。

地籍測量實施規則

二、地籍原圖為一千分之一者，縮製為五千
分之一。

ௐˬ༼!гᚱ̳Әဦ!
ௐ˘Ѻ̱Ȉ˝୧ 地籍公告圖應依地籍藍曬底
圖複製。但有特殊情形時，得酌量縮放之。

ௐ̣༼!г߱ဦ!
ௐ˘Ѻ˛Ȉˬ୧ 地段圖應繪明本號地之地籍
線及相鄰土地之界址。
ௐ˘Ѻ˛Ȉα୧ 每一宗地應發給土地所有權
人一張地段圖，並將該宗地以記號區別之。
宗地過大者，得以能確認其土地坐落之該宗
地附近之地籍圖影印發給之。
ௐ˘Ѻ˛Ị̏୧ 地段圖各宗地過大或過小時
，得按原圖比例尺酌量放大或縮小，另行繪
圖。

ௐ̱༼!ฏᗉξડ˘ᜓဦ!

ௐ˟༼!гᚱဦ!
ௐ˘Ѻ˛Ȉ̱୧ 鄉（鎮、市、區）一覽圖，
應依地籍原圖縮製之，並將該鄉（鎮、市、
ௐ˘Ѻ̱Ȉ˛୧ 圖解法之地籍圖應依地籍原
區）內之基本控制點、段界、村里位置名稱
圖同一比例尺複製之。
及河流、渠塘、道路等重要地物繪註。
ௐ˘Ѻ̱Ȉˣ୧ 圖解法之地籍藍曬底圖應依
ௐ˘Ѻ˛Ȉ˛୧
鄉（鎮、市、區）一覽圖之
地籍原圖同一比例尺複製，以標準圖廓坐標
比例尺為二萬五千分之一。但得依各鄉（鎮、
四幅接合為一幅，並得視需要縮製如下：
市、區）之大小酌量調整之。
一、地籍原圖為五百分之一者，縮製為二千
ௐ˘Ѻ˛Ȉˣ୧ 鄉（鎮、市、區）一覽圖應
五百分之一。

類

ௐ˘Ѻ˛Ȉ୧ 段接續一覽圖，應依地籍原圖
縮製，並繪註本段範圍內地籍圖標準圖廓、
坐標、圖號、重要之道路、河流、建物及其
名稱。
ௐ˘Ѻ˛Ȉ˘୧ 段接續一覽圖之比例尺如
下。但必要時得變動之：
一、地籍原圖為五百分之一者，縮製為五千
分之一。
二、地籍原圖為一千分之一者，縮製為一萬
分之一。
ௐ˘Ѻ˛Ȉ˟୧ 段接續一覽圖與鄰段、鄉
（鎮、市、區）、縣（市）界應將各類界標誌
繪上，並將鄰段、鄉（鎮、市、區）
、縣（市）
名稱，註記於適當位置，在圖幅上方註記直
轄市縣（市）鄉（鎮、市、區）段地籍圖接
續一覽圖，下方註記比例尺，右側註記圖幅
編號，在側註記測量日期。

量

ௐα༼!߱ତᜈ˘ᜓဦ!

測

三、段接續一覽圖。
四、地段圖。
五、鄉（鎮、市、區）一覽圖。
六、直轄市、縣（市）一覽圖。
七、其他。
ௐ˘Ѻ̱Ȉ˟୧ 製圖應用之各種線號、符號
及註記，適用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百三十
九條、第一百四十條、第一百四十二條至第
一百四十四條及第一百四十八條之規定。
ௐ˘Ѻ̱Ȉˬ୧ 直轄市、縣（市）及鄉（鎮、
市、區）一覽圖所用圖式，除前條規定外，
應採用中央主管機關之地形圖圖式及其解
說。
ௐ˘Ѻ̱Ȉα୧ （刪除）
ௐ˘Ѻ̱Ị̏୧ 圖解法地籍圖得數值化為之。
圖解法地籍圖數值化之步驟如下：
一、圖籍資料清理及整飾。
二、數值化建檔。
三、面積計算。
四、成果檢核。
五、成果管理。
前項第五款成果，因原地籍圖破損、折皺或
圖紙伸縮，致圖幅接合有困難者，得實施圖幅
整合。
圖幅整合之步驟如下：
一、加密控制測量。
二、圖根測量。
三、現況測量。
四、套圖分析。
五、坐標轉換。
六、成果檢核。
七、成果管理。
前項第五款之坐標轉換，得依第四條規定之
測量基準辦理。
ௐ˘Ѻ̱Ȉ̱୧ 圖解法地籍圖數值化及圖幅
整合方式，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作業手冊
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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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量
類

與鄰鄉（鎮、市、區）精密併接，其上方註
自然界，劃定重測區域。
記某鄉（鎮、市、區）一覽圖，下方書原圖
原有段界不適宜地籍管理者，準用第八十
若干幅。
一條第二項之規定。
ௐ˘Ѻ˛Ȉ˝୧ 鄰接之省（市）、縣（市）或 ௐ˘ѺˣȈ˛୧ 直轄市、縣（市）重測地區
鄉（鎮、市、區）名稱，應於其適當之位置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直轄市、縣（市）主管
註記之。
機關勘定。
重測地區勘定後，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ௐ˛༼!ۡᔑξᎩξ˘ᜓဦ!
機關應將重測地區之範圍繪具圖說，連同應
ௐ˘ѺˣȈ୧ 直轄市、縣（市）一覽圖應繪
行注意事項，在土地所在地之鄉（鎮、市、
縣（市）鄉（鎮、市、區）界線、道路、河
區）公所及適當處所公布。
流、湖海、池渠及城鎮村落之位置，並參照
第一項之中央主管機關辦理事項，得委任
地形圖補繪地形概況。
所屬下級機關辦理。
ௐ˘ѺˣȈ˘୧ 直轄市、縣（市）一覽圖， ௐ˘ѺˣȈˣ୧ 地籍圖重測時發現未經登記
應依鄉（鎮、市、區）一覽圖縮製之，其上
之土地，應另設地籍調查表，記明其四至、
方書某直轄市、縣（市）一覽圖，下方書原
鄰地地號、使用現況及其他有關事項。
圖若干幅，比例尺為五萬分之一。但得視其
前項未登記土地測量編號後，應辦理土地
面積大小酌量調整之。
第一次登記。
ௐ˘ѺˣȈ˝୧ 地籍圖重測時，應先檢測基
ௐˣ༼!ᇴࣃڱᄦဦ!
本控制點、加密控制點、圖根點及有關之測
ௐ˘ѺˣȈ˟୧ 數值地籍測量之製圖，依基
量標，經檢測結果原測量標失去效用或遺失
本資料檔按所需比例尺，以自動繪圖儀直接
者，非依法不得廢棄或重置之。
繪製之。
ௐ˘Ѻ˝Ȉ୧ 都市計畫範圍內，辦理地籍圖
ௐ˘ѺˣȈˬ୧ 數值地籍測量之製圖，以電
重測時，直轄市或縣（市）主管都市計畫機
腦繪製者，其地籍圖廓及宗地界線以黑色實
關（單位），應事先檢測都市計畫樁位置，並
線繪製，未確定之界線界址，暫以黑色虛線
將樁位及其坐標資料列冊點交直轄市或縣
繪製。
（市）主管機關。
ௐ˘Ѻ˝Ȉ˘୧ 戶地測量應按地籍調查表所
ௐ̱ౢ ࢦາ၁߉гᚱീณ
載認定之界址，逐宗施測。
地籍調查時未到場指界之土地所有權人，
ௐ˘ѺˣȈα୧ 已辦地籍測量之地區，因地
得於戶地測量時，補辦地籍調查。
籍原圖破損、滅失、比例尺變更或其他重大
原因，得重新實施地籍測量（以下簡稱地籍 ௐ˘Ѻ˝Ȉ˟୧ 現有界址曲折者，有關土地
所有權人得於地籍調查時，檢具協議書，協
圖重測）。
議截彎取直。但以土地使用性質相同者為限。
ௐ˘ѺˣỊ̏୧ 地籍圖重測，應依下列程序
前項土地設定有他項權利者，應經他項權
辦理：
利人之同意。但設定之他項權利內容完全一
一、劃定重測地區。
致者，不在此限。
二、地籍調查。
ௐ˘Ѻ˝Ȉˬ୧ 同一段內二宗以上相連之土
三、地籍測量。
地，其使用性質相同，且屬同一所有權人者，
四、成果檢核。
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地籍調查時，申請合併為
五、異動整理及造冊。
一宗。
六、繪製公告圖。
前項部分土地設定有他項權利者，應經他
七、公告通知。
項權利人之同意。但設定之他項權利內容完
八、異議處理。
全一致者，不在此限。
九、土地標示變更登記。
ௐ˘Ѻ˝Ȉα୧ （刪除）
十、複（繪）製地籍圖。
ௐ˘ѺˣȈ̱୧ 地籍圖重測，應以段為實施 ௐ˘Ѻ˝Ȉα୧̝˘ 私有土地與未登記土地
相毗鄰者，依下列規定施測：
單位。但得以河流、道路、鐵路、分水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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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 ఼!
ௐ˟Ѻα୧ 土地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申
請土地複丈（以下簡稱複丈）：
一、因自然增加、浮覆、坍沒、分割、合併
、鑑界或變更。
二、因界址曲折需調整。
三、依建築法第四十四條或第四十五條第一
項規定調整地形。
四、宗地之部分設定地上權、農育權、不動
產役權或典權。
五、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時效取得所有權
、地上權、農育權或不動產役權。

類

ௐˬበ ˿гኑˮ!

量

移轉登記，除權利關係人附具同意書，同意
以重測成果公告確定之結果為準者，得予受
理外，應俟重測成果公告確定後受理。
ௐ˟Ѻ˘୧ 土地所有權人認為重測結果有
錯誤，除未依土地法第四十六條之二之規定
設立界標或到場指界外，得於公告期間內，
以書面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異
議，並申請複丈。複丈結果無誤者，依重測
結果辦理土地標示變更登記；其有錯誤者，
應更正有關簿冊圖卡後，辦理土地標示變更
登記。
前項地籍圖重測結果錯誤經更正者，其已
繳之複丈費予以退還。
第一項辦理異議複丈業務，得由主管機關
委任所屬登記機關辦理之。
ௐ˟Ѻ˘୧̝˘ 重測期間發生界址爭議尚
未解決之土地，申請所有權移轉或他項權利
設定登記者，應由權利關係人出具切結書敘
明於界址確定後，其面積與原登記面積不符
時，同意由地政機關逕為更正。
ௐ˟Ѻ˘୧̝˟ 重測公告確定之土地，登
記機關不得受理申請依重測前地籍圖辦理複
丈。
ௐ˟Ѻ˟୧ 建築改良物之基地標示，因實
施地籍圖重測而變更者，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得查明逕為辦理建物基地標示變更
登記，並依第一百九十九條規定通知換發書
狀。
ௐ˟Ѻˬ୧ 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
保管之土地及建築改良物有關簿冊圖卡等，
應依地籍圖重測結果辦理重繕或訂正。

測

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所指認之界址，未占
用未登記土地者，以其指認之界址施
測。占用未登記土地者，應參照舊地籍
圖及其他可靠資料所示之坵塊形狀及關
係位置，實地測定界址，逕行施測。
二、私有土地之一部分，已為道路、水路公
眾使用，其所有權人無法指界時，依照
前款方法，實地測定界址，逕行施測。
ௐ˘Ѻ˝Ị̏୧ 地籍圖重測後之地號，得就
該段或小段重新編訂地號。
ௐ˘Ѻ˝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於重測期間，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補辦地
籍調查及訂正相關圖表：
一、申請土地標示變更登記經登記完畢者。
二、土地界址經調處或判決確定，而其結果
與原測量結果不符者。
ௐ˘Ѻ˝Ȉ̱୧̝˘ （刪除）
ௐ˘Ѻ˝Ȉ̱୧̝˟ 因重測界址爭議未解決
之土地，得就其未涉及界址爭議部分，申請
土地分割、合併、鑑界、界址調整或調整地
形。
ௐ˘Ѻ˝Ȉ˛୧ 地籍原圖整理及面積計算完
竣後，應分別實施檢查。
ௐ˘Ѻ˝Ȉˣ୧ 地籍圖重測結果，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視實際情形，依據面積
計算表編造下列清冊：
一、段區域調整清冊。
二、合併清冊。
三、重測結果清冊。
四、未登記土地清冊。
前項第三款重測結果清冊包括新舊地號及
面積對照表。
第一項各種清冊應各造三份，經核對有關圖
表無誤後，一份存查，二份備供公告閱覽及登
記之用。
ௐ˘Ѻ˝Ȉ˝୧ 地籍圖重測結果公告時，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將前條所列清冊、
地籍公告圖及地籍調查表，以展覽方式公告
三十日，並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前項公告期滿，土地所有權人無異議者，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據以辦理土地標
示變更登記，並將登記結果，以書面通知土地
所有權人限期申請換發書狀。
ௐ˟Ѻ୧ （刪除）
ௐ˟Ѻ୧̝˘ 重測結果公告期間，土地所有
權人申請土地分割、合併複丈、土地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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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類

ௐ˟Ѻ̣୧ 申請複丈，由土地所有權人或
管理人向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為之。但有下
列情形之一者，各依其規定辦理：
一、因承租土地經界不明者，由承租人會同
土地所有權人或管理人申請。
二、因宗地之部分擬設定地上權、農育權、
不動產役權或典權者，由擬設定各該權
利人會同土地所有權人或管理人申請。
三、地上權之分割者，由地上權人會同土地
所有權人或管理人申請。
四、依民法第七百六十九條、第七百七十條
或第七百七十二條規定因時效完成所為
之登記請求者，由權利人申請。
五、因司法機關判決確定或訴訟上之和解或
調解成立者，由權利人申請。
六、共有土地之協議分割、合併者，由共有
人全體申請。但合併或標示分割，得由
共有人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申
請。
七、因建造行為需要鑑界者，得由建造執照
起造人會同土地所有權人或管理人申
請。
八、依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因土地浮
覆回復原狀時，復權範圍僅為已登記公
有土地之部分，需辦理分割者，由復權
請求權人會同公有土地之管理機關申
請。
九、依直轄市縣（市）不動產糾紛調處委員
會設置及調處辦法作成調處結果確定
者，由權利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
十、依法令規定得由地政機關逕為測量者。
前項申請，得以書面委託代理人為之。
ௐ˟Ѻ̱୧ 登記機關應備下列文件，辦理
複丈：
一、土地複丈申請書。
二、土地複丈收件簿。
三、土地複丈定期通知書。
四、土地複丈案件補正、駁回通知書。
五、土地複丈地籍調查表。
六、土地複丈圖。
七、土地面積計算表。
八、分號管理簿。
九、土地複丈成果圖。
十、土地複丈結果通知書。
十一、他項權利位置圖。
十二、法院囑託辦理土地複丈成果圖。

十三、其他。
ௐ˟Ѻ˛୧ 申請複丈時，應填具土地複丈
申請書，並檢附權利書狀或其他足資證明文
件。
前項檢附之文件，能以電腦處理達成查詢
者，得免提出。
複丈涉及原有標示變更者，應於申請複丈
時，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一併申請土地標示
變更登記。
ௐ˟Ѻˣ୧ 依第二百零五條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申請者，申請人應提出占有土地四鄰證
明或其他足資證明繼續占有事實之文件。
ௐ˟Ѻ˝୧ 申請複丈應繳納土地複丈費。
土地複丈費之收支應依預算程序辦理。
ௐ˟ѺȈ୧ 申請複丈經通知辦理者，除本規
則另有規定外，申請人應自備界標，於下列
點位自行埋設，並永久保存之：
一、申請分割複丈之分割點。
二、申請界址調整、調整地形之界址點。
三、經鑑定確定之界址點。
申請人不能依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埋
設界標者，得檢附分割點或調整後界址點之位
置圖說，加繳土地複丈費之半數，一併申請確
定界址。
ௐ˟ѺȈ˘୧ 登記機關受理複丈申請案件，
應予收件，經審查准予複丈者，隨即排定複
丈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填發土地複丈定
期通知書，交付申請人並通知關係人。原定
複丈日期，因風雨或其他事故，致不能實施
複丈時，登記機關應分別通知申請人及關係
人改期複丈。
申請人於複丈時，應到場會同辦理；申請人
屆時不到場或不依規定埋設界標者，視為放棄
複丈之申請，已繳土地複丈費不予退還。
第一項所稱關係人，於鑑界時，指鑑界界址
之鄰地所有權人；鄰地為公寓大廈之基地者，
指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於主張時效取得地上
權、農育權或不動產役權時，指所有權人。
關係人屆時不到場者，得逕行複丈。
ௐ˟ѺȈ˘୧̝˘ 撤回複丈之申請，應於複
丈前以書面向登記機關提出。但屬有需通知
前條第三項關係人之案件，應於原定複丈日
期三日前為之。
ௐ˟ѺȈ˟୧ 登記機關受理複丈申請案件，
經審查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通知申請
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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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Ȉ˛୧ 各級法院或檢察機關行使國家
刑罰權囑託辦理土地複丈案件，免納土地複
丈費。
ௐ˟ѺȈˣ୧ 採數值法辦理地籍測量之地
區，其複丈應以數值法為之。
ௐ˟ѺȈ˝୧ 採圖解法複丈者，應依第九十
條至第九十四條之規定辦理。
採數值法複丈者，應依第九十八條、第九十
九條、第一百零一條及第一百零二條之規定辦
理。
因地區廣大必須先使用經緯儀補測圖根點
者，應依第二編第二章圖根測量之規定辦理。
ௐ˟Ѻ˟Ȉ୧ 複丈時，應對申請複丈案件之
各宗土地全部界址及其毗鄰土地界址予以施
測，必要時並應擴大其施測範圍。
ௐ˟Ѻ˟Ȉ˘୧ 鑑界複丈，應依下列規定辦
理：
一、複丈人員實地測定所需鑑定之界址點位
置後，應協助申請人埋設界標，並於土
地複丈圖上註明界標名稱、編列界址號
數及註明關係位置。
二、申請人對於鑑界結果有異議時，得再填
具土地複丈申請書敘明理由，向登記機
關繳納土地複丈費申請再鑑界，原登記
機關應即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派員辦理後，將再鑑界結果送交原登
記機關，通知申請人及關係人。
三、申請人對於再鑑界結果仍有異議者，應向
司法機關訴請處理，登記機關不得受理其
第三次鑑界之申請。
前項鑑界、再鑑界測定之界址點應由申請人
及到場之關係人當場認定，並在土地複丈圖上
簽名或蓋章。申請人或關係人不簽名或蓋章
時，複丈人員應在土地複丈圖及土地複丈成果
圖載明其事由。
關係人對於第一項之鑑界或再鑑界結果有
異議時，得以其所有土地申請鑑界，其鑑界之
辦理程序及異議之處理，準用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三款之規定。
ௐ˟Ѻ˟Ȉ˟୧ 司法機關囑託之複丈案件，
應依司法機關所囑託事項辦理，對土地所有
權人不得發給土地複丈成果圖。
前項以數案併同囑託辦理者，應於辦理後按
宗數計收土地複丈費。
ௐ˟Ѻ˟Ȉˬ୧ 宗地之一部分，因天然變
遷，成為可通運之水道，或受洪水流失辦理

測

一、申請人之資格不符或其代理人之代理權
有欠缺。
二、申請書或應提出之文件與規定不符。
三、申請書記載之申請原因與登記簿冊或其
證明文件不符，而未能證明不符原因。
四、未依規定繳納土地複丈費。
依排定時間到場，發現有障礙物無法實施測
量，需申請人排除者，登記機關應依前項規定
通知補正。
ௐ˟ѺȈˬ୧ 登記機關受理複丈申請案件，
經審查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以書面敘
明法令依據或理由駁回之：
一、不屬受理登記機關管轄。
二、依法不應受理。
三、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
ௐ˟ѺȈα୧ 申請人申請複丈案件，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得於五年內請求退還其已繳土
地複丈費：
一、依第二百十一條之一規定申請撤回。
二、申請再鑑界，經查明第一次複丈確有錯
誤。
三、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
四、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
前項第一款、第三款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
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五年內重新申請複丈者，得予援用
其得申請退還之土地複丈費。
ௐ˟ѺỊ̏୧ 複丈人員於實施複丈前，應先
核對申請人、關係人之身分。複丈完竣後，
應發給申請人土地複丈成果圖或他項權利位
置圖。
複丈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其因自然增加、
浮覆、坍沒、分割、界址調整、調整地形或主
張時效取得所有權而複丈者，應辦理地籍調
查。
前項地籍調查表記載之界址，應由申請人當
場認定，並簽名或蓋章；其未於當場簽名或蓋
章者，得於三日內至登記機關補簽名或蓋章。
逾期未簽名或蓋章者，應載明事由，發給之土
地複丈成果圖並加註僅供參考，其所附土地登
記申請書件予以退還。
ௐ˟ѺȈ̱୧ 受理土地複丈案件應於收件日
起十五日內辦竣，其情形特殊經登記機關首
長核定延長者，依其核定。各級法院或檢察
機關囑託並明定期限辦理者，應依囑託期限
辦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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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時，得僅測量其存餘土地，決定其分割
線。
ௐ˟Ѻ˟Ȉα୧ 土地因合併申請複丈者，應
以同一地段、地界相連、使用性質相同之土
地為限。
前項土地之所有權人不同或設定有抵押
權、典權、耕作權等他項權利者，應依下列規
定檢附相關文件：
一、所有權人不同時，應檢附全體所有權人
之協議書。
二、設定有抵押權時，應檢附土地所有權人
與抵押權人之協議書。但為擔保同一債
權，於數土地上設定抵押權，未涉權利
範圍縮減者，不在此限。
三、設定有典權或耕作權時，應檢附該他項
權利人之同意書。
登記機關辦理合併複丈，得免通知實地複
丈。
第一項之土地設定有用益物權者，其物權範
圍為合併後土地之一部分者，應於土地複丈成
果圖繪明其位置。
ௐ˟Ѻ˟Ị̏୧ 土地界址調整應以同一地
段、地界相連、使用性質相同之土地為限。
如為實施建築管理地區，並應符合建築基地
法定空地分割辦法規定。
前項土地設有他項權利者，應先徵得他項權
利人之同意。
ௐ˟Ѻ˟Ị̏୧̝˘ 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一
百九十三條、第二百二十四條及前條所稱之
使用性質，於都市土地指使用分區，於非都
市土地指使用分區及編定之使用地類別。
ௐ˟Ѻ˟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或登記機關於辦理土地界址調整複丈後，應
依複丈成果改算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調整前
後各宗土地地價之總合應相等。實施界址調
整之土地，其調整線跨越不同地價區段者，
複丈成果應分別載明調整線與原地籍交叉所
圍各塊坵形之面積，作為改算地價之參考。
ௐ˟Ѻ˟Ȉ˛୧ 各土地所有權人調整後土地
價值，與其原有土地價值無增減時，應通知
申請人申辦土地標示變更登記。
調整後土地價值與其原有土地價值有增減
時，應通知申請人就調整土地向直轄市或縣
（市）稅捐稽徵機關申報土地移轉現值。
ௐ˟Ѻ˟Ȉˣ୧ 登記機關辦理土地界址調整
之標示變更登記後，應即通知申請人領件並

即改算地價及訂正地籍、地價有關圖冊，並
通知直轄市或縣（市）稅捐稽徵機關訂正稅
籍暨通知他項權利人換發或加註權利書狀。
ௐ˟Ѻ˟Ȉ˝୧ 土地所有權人或鄰接土地所
有權人依第二百零四條第三款規定申請土地
複丈時，應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並檢附權
利書狀及下列規定文件，向土地所在地登記
機關辦理：
一、依建築法第四十四條規定協議調整地形
者：調整地形協議書及建設（工務）機
關核發合於當地建築基地最小面積之寬
度及深度且非屬法定空地之文件及圖
說。
二、依建築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調處調
整地形者：調處成立紀錄。
前項土地設有他項權利者，應先徵得他項權
利人之同意。
ௐ˟ѺˬȈ୧ 依前條規定辦理調整地形準用
第二百二十六條至第二百二十八條規定。
ௐ˟ѺˬȈ˘୧ 地上權、農育權、不動產役
權或典權之平面位置測繪，依下列規定：
一、同一他項權利人在數宗土地之一部分設
定同一性質之他項權利者，應儘量測繪
在同一幅土地複丈圖內。
二、一宗土地同時申請設定二以上同一性質
之他項權利者，應在同一幅土地複丈圖
內分別測繪他項權利位置。
三、他項權利位置圖，用紅色實線繪製他項
權利位置界線，並用黑色實線繪明土地
經界線，其他項權利位置界線與土地經
界線相同者，用黑色實線繪明。
四、因地上權分割申請複丈者，應於登記完
畢後，在原土地複丈圖上註明地上權範
圍變更登記日期及權利登記先後次序。
五、測量完畢，登記機關應依土地複丈圖謄
繪他項權利位置圖二份，分別發給他項
權利人及土地所有權人。
前項他項權利之位置，應由會同之申請人當
場認定，並在土地複丈圖上簽名或蓋章。
ௐ˟ѺˬȈ˘୧̝˘ 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
農育權或不動產役權者，應依申請人所主張
占有範圍測繪，並就下列符合民法地上權、
農育權、不動產役權要件之使用情形測繪其
位置及計算面積：
一、普通地上權之位置，以其最大垂直投影
範圍測繪；區分地上權之位置，以在土

地籍測量實施規則 B‐4‐15

ௐ˟ѺˬȈ˝୧ 土地複丈圖之調製，應依下
列規定辦理：
一、依地籍圖或圖解地籍圖數值化成果調製
土地複丈圖時，應將其鄰接四週適當範
圍內之經界線及附近圖根點，精密移繪
或繪製於圖紙上，並應將界線之彎曲、
鄰接圖廓線及圖面折縐破損等情形繪明
之。
二、土地複丈圖調製後，應經核對地籍圖、
原有土地複丈圖及地籍調查表無誤後，
始得辦理複丈。
三、土地複丈圖應按申請案件逐次調製，不

類

ௐ˟ౢ ဦྋڱኑˮ

量

規定編定，並將刪除地號情形登載於分號管
理簿，其因合併而刪除之地號不得再用：
一、數宗原地號土地合併為一宗時，應保留
在前之原地號。
二、原地號土地與其分號土地合併時，應保
留原地號。
三、原地號之數宗分號土地合併時，應保留
在前之分號。
四、原地號土地與他原地號之分號土地合併
時，應保留原地號。
五、原地號之分號土地與他原地號之分號土
地合併時，應保留在前原地號之分號。
ௐ˟ѺˬỊ̏୧ 複丈成果需訂正地籍圖者，
應於完成登記後隨即辦理之。
ௐ˟ѺˬȈ̱୧ 因行政區域、段或小段界線
調整而編入之土地，應移繪於各該地段之地
籍圖內，並重編地號；其有新增圖幅者，應
與原地籍圖幅連接編號，並拼接於地籍接合
圖及一覽圖內，用紅色表示之。其編出之土
地，應將原地籍圖上之經界線及地籍接合圖
幅用紅色╳線劃銷之，地號用紅色雙線劃銷
之。
ௐ˟ѺˬȈ˛條 測量登記完竣地區內之未登
記土地，其於辦理土地第一次登記前，應測
繪於各該地段之地籍圖內，並編定地號。其
有新增圖幅時，應與原地籍圖幅連接編號，
並用紅色線拼接於地籍接合圖及一覽圖內。
ௐ˟ѺˬȈˣ୧ 登記機關對土地複丈圖、地
籍圖應每年與土地登記簿按地號核對一次，
並將核對結果，作成紀錄，存案備查，其如
有不符者，應詳細查明原因，分別依法訂正
整理之。

測

地上下之一定空間範圍，分平面與垂直
範圍測繪。
二、農育權、不動產役權之位置，以其實際
使用現況範圍測繪。
前項複丈之位置，應由申請人當場認定，並
在土地複丈圖上簽名或蓋章，其發給之他項權
利位置圖應註明依申請人主張占有範圍測
繪，其實際權利範圍，以登記審查確定登記完
畢為準。
關係人不同意申請人所主張之占有範圍位
置時，登記機關仍應發給他項權利位置圖，並
將辦理情形通知關係人。
ௐ˟ѺˬȈ˘୧̝˟ 區分地上權之位置測繪
，依下列規定：
一、平面範圍之測繪，依第二百三十一條規
定辦理。
二、垂直範圍之測繪，應由申請人設立固定
參考點，並檢附設定空間範圍圖說，供
登記機關據以繪製其空間範圍，登記機
關並應於土地複丈圖及他項權利位置圖
註明該點位及其關係位置。
以建物之樓層或其特定空間為設定之空間
範圍，如該建物已測繪建物測量成果圖者，得
於土地複丈圖及他項權利位置圖載明其位置
圖參見該建物測量成果圖，或其他適當之註
記。
ௐ˟ѺˬȈ˟୧ 複丈發現錯誤者，除有下列
情形之一，得由登記機關逕行辦理更正者
外，應報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後始得辦理：
一、原測量錯誤純係技術引起者。
二、抄錄錯誤者。
前項所稱原測量錯誤純係技術引起者，指原
測量錯誤純係觀測、量距、整理原圖、訂正地
籍圖或計算面積等錯誤所致，並有原始資料可
稽；所稱抄錄錯誤指錯誤因複丈人員記載之疏
忽所引起，並有資料可資核對。
ௐ˟ѺˬȈˬ୧ 土地分割之地號，應依下列
規定編定，並將編定情形登載於分號管理簿：
一、原地號分割時，除將其中一宗維持原地
號外，其他各宗以分號順序編列之。
二、分號土地或經分割後之原地號土地，再
行分割時，除其中一宗保留原分號或原
地號外，其餘各宗，繼續原地號之最後
分號之次一分號順序編列之。
ௐ˟ѺˬȈα୧ 土地合併之地號，應依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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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重複使用。
應按各地號土地面積比例配賦；在下列
ௐ˟ѺαȈ୧ 複丈應以圖根點或界址點作為
公式計算值以上者，應就原測量及計算
依據。其因分割或鑑定界址複丈者，應先將
作必要之檢核，經檢核無誤後依第二百
其測區適當範圍內按其圖上界線長度與實地
三十二條規定辦理。
（一）1／500 比例尺地籍圖：（0.10＋0.02
長度作一比較，求其伸縮率，分別平均配賦
後，依分割線方向及長度決定分割點或鑑定
（ 4 F ）） F （F 為一筆土地面
點之位置。
積，以平方公尺為單位）
ௐ˟ѺαȈ˘୧ 土地複丈圖之整理，應依下
（二）1／600 及 1／1,000 比例尺地籍圖：
列規定辦理：
（0.10＋0.04（ 4 F ）） F
一、變更後之經界線用紅色標示之，並將其
（三）1／1,200 比例尺地籍圖：
（0.25＋0.07
原經界線用紅色╳線劃銷之。
4
二、變更後地號用黑色標示之，原地號用紅
（ F ）） F
色雙線劃銷之。
（四）1／3,000 比例尺地籍圖：
（0.50＋0.14
三、合併後再分割者，其分割之經界線與前
4
（ F ）） F
因合併而劃銷之經界線一致時，應於原
二、前款按各地號土地面積比例配賦之，公
經界線上紅色╳線處加繪紅色○，以示
式如下：
將╳線劃銷之。
原面積
每號地新計算面

 每號地配賦後算面積
ௐ˟ѺαȈ˟୧ 分割複丈，應依下列規定辦
新面積總和
理：
（備註：因條文排版無法完整呈現分割土
一、申請人已依第二百十條第一項規定實地
地面積之計算，分割土地面積之計算請參
埋設界標者，複丈人員於複丈時應將其
閱相關圖表）
界標與附近固定明顯目標之實量距離及
ௐ˟ѺαȈα୧ 採圖解法複丈者，依下列規
界標種類繪註於土地複丈圖上，其分界
定訂正地籍圖：
實量之邊長，應以黑色註記於土地複丈
一、分割複丈部分，應依土地複丈圖將地號
圖各界線之內側，其因圖形過小註記有
以紅色雙線劃銷之，然後以紅色移繪其
困難者，得在該圖空白處另繪放大之界
新經界線，並以黑色註記其新地號。
址示意圖註記之。
二、合併複丈部分，應依土地複丈圖將不需
二、依第二百十條第二項規定辦理者，複丈
要之部分經界線以紅色╳線劃銷之。地
人員應先將圖上位置及面積劃分後，再
號以紅色雙線劃銷之，並以黑色註記其
於實地依土地複丈圖上劃分界線，測定
新地號。
本宗土地之周圍界址及內部分割點，並
三、一宗土地跨二幅以上地籍圖時，其面積
協助申請人埋設界標。
較大部分之地號以黑色註記之，其餘部
三、土地分割時，其分割之本宗周圍界線，
分之地號以紅色註記之。
經實測結果在容許誤差以內者，周圍之
四、因地籍圖之伸縮致拼接發生差異時，應
界線不予變動，其內部之分割點應按宗
依其伸縮率，平均配賦。
地圖上距離與實地距離之伸縮比例決定
五、因地籍圖上坵形細小，訂正困難時，得
分割點，儘量在土地複丈圖上分別註明
比例放大並量註邊長移繪於該地籍圖空
其實量邊長，並按其實量邊長計算面
白處。如無空白位置，則另行加繪浮貼
積。必要時得用較大之比例尺測繪附
於地籍圖適當之處。
圖，作為土地複丈圖之附件，不得分離。
前項地籍圖已依第一百六十五條完成圖解
ௐ˟ѺαȈˬ୧ 分割土地面積之計算，依下
地籍圖數值化者，得以複丈成果訂正數值化圖
列規定辦理：
檔。
一、一宗土地分割為數宗土地，該分割後數
ௐ˟ѺαỊ̏୧ 土地複丈圖應按地段及圖號
宗土地面積之總和，須與原土地面積相
分年彙集，每五十幅裝訂一冊，編列索引，
符。如有差數，經將圖紙伸縮成數除去
永久保管。
後，其增減在下列公式計算值以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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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檢測應由縱橫二方向實施之。
ௐ˟ѺαȈˣ୧ 界址點之水平角，用精於
（含）二十秒讀經緯儀施測之，其採方向觀
測法者，應正倒鏡各觀測一次，水平角觀測
手簿記至秒止。其採複測法者應觀測二倍角。
ௐ˟ѺαȈ˝୧ 距離測量應依第五十八條規
定辦理。
ௐ˟Ѻ̣Ȉ୧ 數值法複丈得視實地情況採光
線法、直線截點法、導線法、支距法或交會
法等施測。
ௐ˟Ѻ̣Ȉ˘୧ 數值法複丈，其界址點位置
誤差之限制準用第七十三條之規定。
ௐ˟Ѻ̣Ȉ˟୧ 鑑界複丈者，應先以所需鑑
定之界址點坐標與圖根點或可靠界址點之坐
標反算邊長及二方向線間之夾角後，再於實
地測定各界址點之位置。
ௐ˟Ѻ̣Ȉˬ୧ 採數值法分割複丈者，應依
下列規定辦理：
一、因分割而新增之界址點，不在本宗土地
周圍界線上者，應先依申請人實地所領
界址，埋設界標後，再以第二百五十條
規定之方法測量，並計算其分割點之坐
標，據以計算面積及展繪土地複丈成果
圖。
二、因分割而新增之界址點，在本宗土地周
圍界線上者，應先就申請人所予條件，
測算該分割點在界線上之坐標後，再於

ௐαበ ޙԼ։ۏീณ!
ௐ˘ౢ ఼!
ௐ˟Ѻ̣Ȉˣ୧ 建築改良物（以下簡稱建物）
測量，包括建物第一次測量及建物複丈。
ௐ˟Ѻ̣Ȉ˝୧ 新建之建物得申請建物第一
次測量。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申請測
量：
一、依法令應請領使用執照之建物，無使用
執照者。
二、實施建築管理前建造完成無使用執照之
建物，無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九條第三
項所規定之文件者。
ௐ˟Ѻ̱Ȉ୧ 建物因增建、改建、滅失、分
割、合併或其他標示變更者，得申請複丈。
ௐ˟Ѻ̱Ȉ˘୧ 申請建物測量，由建物所有
權人或管理人向建物所在地登記機關為之。
前項申請，得以書面委託代理人為之。
ௐ˟Ѻ̱Ȉ˟୧ 登記機關應備下列文件，辦
理建物測量：
一、建物測量申請書。
二、建物測量收件簿。
三、建物測量定期通知書。
四、建物測量成果圖。
五、建物測量成果通知書。
六、建號管理簿。

類

三、山地：0.02 公尺 S ＋0.08 公尺。

量

二、農地：0.01 公尺 S ＋0.08 公尺。

測

ௐ˟ѺαȈ̱୧ 數值法複丈時，應準備下列
資料：
一、錄印本宗土地及鄰接四週適當範圍內之
界址點點號、坐標及附近圖根點點號、
坐標，並加算方位角及邊長。
二、土地面積。
三、參考圖。
四、地籍調查表。
ௐ˟ѺαȈ˛୧ 複丈應以圖根點或界址點作
為依據，並應先檢測圖根點及界址點，所測
得點位間之距離與由坐標反算之距離，其差
不得超過下列限制：
一、市地：0.005 公尺 S ＋0.04 公尺（S 係邊
長，以公尺為單位）。

實地測定該界址點之位置，並埋設界標。
三、前款分割界址點之點號，應按本地段現
有界址點最後點號之次一點號順序編列
之。
ௐ˟Ѻ̣Ȉα୧ 數值法複丈面積之計算依第
一百五十二條規定辦理。
ௐ˟Ѻ̣Ị̏୧ 一宗土地分割為數宗土地，
該分割後數宗土地面積之總和，應與原宗土
地之面積相符，如有差數，應就原測量及計
算作必要之檢核，經檢核無誤後，依分割面
積之大小比例配賦之。
ௐ˟Ѻ̣Ȉ̱୧ 數宗土地合併為一宗土地，
該合併後之土地面積，應與各宗原地號土地
面積之總和相符，如有差數，應就原測量及
計算作必要之檢核，經檢核無誤後依該宗土
地外圍界址點坐標所計算之面積為準。
ௐ˟Ѻ̣Ȉ˛୧ 數值法複丈成果依法登記
後，登記機關應修正宗地資料檔、地號界址
檔及界址坐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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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
ௐ˟Ѻ̱Ȉˬ୧ 區分所有建物，區分所有權
人得就其專有部分及所屬共有部分之權利，
單獨申請測量。
ௐ˟Ѻ̱Ȉα୧ 登記機關受理建物測量申請
案件，應予收件，經審查准予測量者，隨即
排定測量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填發建物
測量定期通知書交付申請人。原定測量日
期，因風雨或其他事故，致不能實施測量時，
登記機關應另定測量日期通知申請人。
申請人於測量時，應到場會同辦理；屆時
不到場者，視為放棄測量之申請，已繳建物
測量費不予退還。
ௐ˟Ѻ̱Ȉα୧̝˘ 撤回建物測量之申請，
應於測量前以書面向登記機關提出。
ௐ˟Ѻ̱Ị̏୧ 登記機關受理建物測量申請
案件，經審查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通
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
正：
一、申請人之資格不符或其代理人之代理權
有欠缺。
二、申請書或應提出之文件與規定不符。
三、申請書記載之申請原因或建物標示與登
記簿冊或其證明文件不符，而未能證明
不符之原因。
四、未依規定繳納建物測量費。
依排定時間到場，發現有障礙物無法實施測
量，需申請人排除者，登記機關應依前項規定
通知補正。
ௐ˟Ѻ̱Ȉ̱୧ 申請人申請建物測量案件，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於五年內請求退還其
已繳建物測量費：
一、依第二百六十四條之一規定申請撤回。
二、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
用應予扣除。
申請人於五年內重新申請建物測量者，得予
援用其得申請退還之建物測量費。
ௐ˟Ѻ̱Ȉ˛୧ 測量人員於實施測量前，應
先核對申請人之身分。測量完竣後，應發給
申請人建物測量成果圖。測量結果應由申請
人當場認定，並在建物測量圖上簽名或蓋
章。申請人不簽名或蓋章時，測量人員應在
建物測量圖及建物測量成果圖載明其事由；
其涉及原建物標示變更者，發給之建物測量

成果圖並加註僅供參考，其所附土地登記申
請書件予以退還。
ௐ˟Ѻ̱Ȉˣ୧ 第二百零九條、第二百十三
條、第二百十六條及第二百十七條之規定，
於建物測量時，準用之。
ௐ˟Ѻ̱Ȉ˝୧ 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囑託登
記機關，就已登記土地上之未登記建物辦理
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暫時處分、破產登
記或因法院裁定而為清算登記之建物測量
時，由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派員定期會同登
記機關人員辦理，並於測量後由其指定人員
在建物測量圖上簽名或蓋章。
前項規定，於管理人持法院裁定申請為清
算登記之建物測量時，準用之。
ௐ˟Ѻ˛Ȉ୧ 建物測量圖之調製，應依下列
規定辦理：
一、依地籍圖或圖解地籍圖數值化成果調製
建物測量圖時，應將其鄰接四週適當範
圍內之經界線及圖根點，精密移繪或繪
製於圖紙上，並應將界線之彎曲、鄰接
圖廓線及圖面折縐破損等情形繪明之。
二、建物測量圖調製後，應核對地籍圖、原
有建物測量圖後，始得辦理測量。
三、建物測量圖應按申請案件逐次調製，不
得重複使用。
ௐ˟Ѻ˛Ȉ˘୧ 測繪建物位置圖及平面圖，
應以平板儀或經緯儀實地測繪之，並註明邊
長，以公尺為單位，量至公分為止。
ௐ˟Ѻ˛Ȉ˟୧ 建物平面圖之比例尺，以一
百分之一或二百分之一為原則，如有特殊情
形，得視實際需要增減之。
ௐ˟Ѻ˛Ȉˬ୧ 建物平面圖測繪邊界依下列
規定辦理：
一、獨立建物所有之牆壁，以牆之外緣為界
。
二、兩建物共用之牆壁，以牆壁之所有權範
圍為界。
三、前二款之建物，除實施建築管理前建造
者外，其竣工平面圖載有陽台、屋簷或
雨遮等突出部分者，以其外緣為界，並
以附屬建物辦理測量。
四、地下街之建物，無隔牆設置者，以建物
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區分範圍測繪其位
置圖及平面圖。
五、建物地下室之面積，包括室內面積及建
物設計圖內所載地下室四周牆壁厚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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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
物位置圖及其平面圖。登記機關於測量完竣
ௐ˟Ѻ˛Ȉα୧ 建物之各層樓及地下室，分
後，應發給建物測量成果圖。
別測繪於平面圖上，各層樓平面圖，應註明 ௐ˟ѺˣȈ˟୧̝˘ 於實施建築管理地區，
其層次。騎樓地平面、附屬建物與主體建物
依法建造完成之建物，其建物第一次測量，
相連處繪虛線。
得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轉繪建物平面圖及
ௐ˟Ѻ˛Ị̏୧ 建物位置圖，以地籍圖同一
位置圖，免通知實地測量。但建物坐落有越
比例尺謄繪於建物測量成果圖左上角或適當
界情事，應辦理建物位置測量者，不在此限。
位置，並繪明土地界線，註明地號、建號、
前項轉繪應依第二百七十二條至第二百七
使用執照號碼及鄰近之路名。但建物所坐落
十五條、第二百七十六條第一項、第三項、第
之土地過大或過小時，得按原圖比例尺酌予
二百八十三條及下列規定辦理：
縮放。
一、建物平面圖應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轉
前項建號應於公告確定後填寫。
繪各權利範圍及平面邊長，並詳列計算
ௐ˟Ѻ˛Ȉ̱୧ 各棟及各層樓房之騎樓地平
式計算其建物面積。
面及其附屬建物應分別計算其面積。
二、平面邊長，應以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上
建物面積之計算，應依第一百五十一條第
註明之邊長為準，並以公尺為單位。
二項、第一百五十八條及第一百五十九條規
三、建物位置圖應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之
定辦理。
地籍配置轉繪之。
建物面積之單位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以下
四、圖面應註明辦理轉繪之依據。
記載至第二位，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
ௐ˟ѺˣȈ˟୧̝˟ 依前條規定轉繪之建物
ௐ˟Ѻ˛Ȉ˛୧ 建物測量圖及建物測量成果
平面圖及位置圖，得由開業之建築師、測量
圖由登記機關永久保管。
技師、地政士或其他與測量相關專門職業及
前項建物測量圖及建物測量成果圖以段為
技術人員為轉繪人。
單位，按建號順序每五十號或一百號裝訂一
依前項規定辦理之建物平面圖及位置圖，應
冊，並編列冊數。
記明本建物平面圖、位置圖及建物面積如有遺
ௐ˟Ѻ˛Ȉˣ୧ 建物登記後發現原測量或抄
漏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建物起造人及轉繪
錄錯誤需辦理更正者，準用第二百三十二條
人願負法律責任等字樣及開業證照字號，並簽
之規定。
名或蓋章。
依本條規定完成之建物平面圖及位置圖，應
ௐ˟ౢ ۏޙௐ˘Ѩീณ!
送登記機關依前條第二項規定予以核對後發
ௐ˟Ѻ˛Ȉ˝୧ 申請建物第一次測量，應填
給建物測量成果圖。
具申請書，檢附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九條所 ௐ˟ѺˣȈ˟୧̝ˬ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
規定之文件辦理。
八條但書規定，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建物起造人向主管建築機關申請建物使用
時檢附之建物標示圖，應依第二百八十二條
執照時，得同時檢附建造執照、設計圖、申請
之一第二項規定繪製，並簽證，其記載項目
使用執照之相關證明文件及其影本，向登記機
及面積計算式，登記機關得查對之。
關申請建物第一次測量。
前項建物辦竣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後，其建物
依前二項規定繳驗之文件正本，於繳驗後發
標示圖由登記機關永久保管。
還。
ௐ˟ѺˣȈˬ୧ 區分所有建物之共有部分，
ௐ˟ѺˣȈ୧ 申請建物第一次測量時，得同
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依區分所有權人按其設
時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件，一併申請建物所
置目的及使用性質之約定情形，分別合併，
有權第一次登記。
另編建號予以勘測。
ௐ˟ѺˣȈ˘୧ 依第二百七十九條第二項申
建物共有部分之建物測量成果圖或建物標
請辦理之建物第一次測量，申請人應於領取
示圖應註明共有部分各項目內容。
建物使用執照後，檢附該建物使用執照提供 ௐ˟ѺˣȈˬ୧̝˘ 中華民國八十三年十月
登記機關核對，據以發給建物測量成果圖。
十九日前已領有建造執照之建物，申請建物
ௐ˟ѺˣȈ˟୧ 建物第一次測量，應測繪建
第一次測量者，有關區分所有建物共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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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測繪，適用本規則中華民國八十三年十月
十七日修正發布施行前第二百九十七條之規
定。
ௐ˟ѺˣȈα୧ 區分所有建物之地下層或屋
頂突出物等，依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說標
示為專有部分，並已由戶政機關編列門牌或
核發其所在地址證明者，得單獨編列建號，
予以測量。
前項圖說未標示專有部分，經區分所有權人
依法約定為專有部分者，亦同。
ௐ˟ѺˣỊ̏୧ 一棟建物跨越二個以上登記
機關轄區者，由該建物門牌所在地之登記機
關受理測量，編列建號。
在同一登記機關轄區內之一棟建物，位於二
個以上地段者，以其坐落較廣地段編其建號。
ௐ˟ѺˣȈ̱୧ 下列建物，在同一建築基地
範圍內屬於同一所有權人，供同一目的使用
者為特別建物：
一、公有公用之建物。
二、地方自治團體建物。
三、學校。
四、工廠倉庫。
五、祠、廟、寺院或教堂。
六、名勝史蹟之建物。
ௐ˟ѺˣȈ˛୧ 一般建物以段或小段為單
位，依登記先後，逐棟編列建號，以五位數
為之。
特別建物數棟併編一建號為母號，亦為五位
數，其各棟建物之棟次以分號編列，為三位
數。

ௐˬౢ ۏޙኑˮ!
ௐ˟ѺˣȈˣ୧ 已登記之建物申辦分割，以
分割處已有定著可為分隔之樓地板或牆壁，
且法令並無禁止分割者為限。
申請建物分割，應填具申請書檢附分割位置
圖說及編列門牌號證明文件為之。經法院判決
分割者，依法院確定判決辦理。
ௐ˟ѺˣȈ˝୧ 分割後之建物，除將其中一
棟維持原建號外，其他各棟以該地段最後建
號之次一號順序編列。新編列之建號，應登
載於建號管理簿。
ௐ˟Ѻ˝Ȉ୧ 辦理建物合併，應以辦畢所有
權登記、位置相連之建物為限。
前項所定之位置相連，包括建物間左右、前
後或上下之位置相毗鄰者。

申請建物合併應填具申請書檢附合併位置圖
說，建物之所有權人不同或設定有抵押權、不
動產役權、典權等他項權利者，應依下列規定
辦理：
一、所有權人不同時，各所有權人之權利範
圍除另有協議應檢附全體所有權人之協
議書外，應以合併前各該棟建物面積與
各棟建物面積之和之比計算。
二、設定有抵押權時，應檢附建物所有權人
與抵押權人之協議書。但為擔保同一債
權，於數建物上設定抵押權，未涉權利
範圍縮減者，不在此限。
三、設定有不動產役權、典權時，應檢附該
不動產役權人、典權人之同意書。
ௐ˟Ѻ˝Ȉ˘୧ 建物合併應先辦理建物勘
查。
建物合併，除保留合併前之最前一建號外，
其他建號應予刪除，不得使用。
ௐ˟Ѻ˝Ȉ˟୧ 建物因滅失或基地號、門牌
號等變更，除變更部分位置無法確認，申請
複丈外，應填具申請書檢附標示變更位置圖
說及權利證明文件申請標示變更勘查。勘查
結果經核定後，應加註於有關建物測量成果
圖。
ௐ˟Ѻ˝Ȉˬ୧ 增建建物之所有權人得提出
增建使用執照（含竣工平面圖）
、執照影本及
藍曬圖各一份，連同建物測量申請書，申請
建物複丈。
前項建築使用執照，於繳驗後發還之。
ௐ˟Ѻ˝Ȉα୧ 改建建物之所有權人得提出
變更使用執照（含竣工平面圖）
、執照影本及
藍曬圖各一份，連同建物測量申請書，申請
建物複丈。
前項建築使用執照，於繳驗後發還之。
ௐ˟Ѻ˝Ị̏୧ 建物複丈（包括標示勘查）
涉及原有標示變更者，應於申請複丈時填具
土地登記申請書，檢附有關權利證明文件，
一併申請建物標示變更登記。其經申請人於
複丈時當場認定，並在建物測量圖上簽名或
蓋章者，複丈完竣後，登記機關據以辦理建
物標示變更登記。
ௐ˟Ѻ˝Ȉ̱୧ 建物因改建、增建、分割或
合併等申請複丈完成後，登記機關應將變更
前後情形分別繪製建物位置圖及平面圖。
ௐ˟Ѻ˝Ȉ˛୧ （刪除）
ௐ˟Ѻ˝Ȉˣ୧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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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量技師地籍測量專業資格認可辦法

測量技師地籍測量專業
資格認可辦法
中華民國 96 年 11 月 15 日台內地字第 0960173354
號令訂定

ௐ˘୧ 本辦法依國土測繪法第二十一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測量技師考試或檢覈及格，並曾修習
一定學分或時數之專業科目者，得檢具申請
書、測量技師考試或檢覈及格證書及下列證
明文件之一，向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
申請地籍測量專業資格認可：
一、公、私立大專校院之學分或時數證明。
二、地政機關辦理之專業訓練時數證明。
測量技師曾在地政機關擔任委任第五職等
職務以上，且實際從事地籍測量工作二年以上
者，得以其經歷代替前項一定學分或時數之專
業科目證明。
ௐˬ୧ 前條所定一定學分或時數之專業科目
如下：
一、民法物權：二學分或三十六小時以上。
二、土地法：二學分或三十六小時以上。
三、土地登記：二學分或三十六小時以上。
四、地籍測量：二學分或三十六小時以上。
ௐα୧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受理申請，
經審查符合第二條規定者，應發給地籍測量
專業資格證明書。不符合者，應通知申請人
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逾期未
補正或補正仍不合規定者，應駁回其申請。
前項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審查認可
後，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ௐ̣୧ 地籍測量專業資格證明書損壞或滅
失，申請換發或補發者，應敘明其損壞或滅
失原因，檢附第二條之相關文件，向直轄市
或縣（市）地政機關申請。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受理前項申請，
準用前條規定辦理。
ௐ̱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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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量技師地籍測量專業資格認可辦法

地政機關委託辦理地籍測量辦法

B‐6‐1

格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公告之；其公告期間
不得少於十五日。
ௐ̣୧ 符合前條資格之測繪業，應檢具申請
書及相關文件向地政機關申請評選。
前項申請經審查合格者，由該管地政機關
中華民國 96 年 11 月 20 日台內地字第 0960175142
依儀器設備、技術能力、品質、價格或其他
號令訂定
應要求之事項評選決定受託測繪業。
ௐ˘୧ 本辦法依國土測繪法（以下簡稱本法） ௐ̱୧ 地籍測量業務之委託，應以書面方式
簽訂委託契約。
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地政機關得委託辦理地籍測量之業務 ௐ˛୧ 受託測繪業之名稱、所在地、執行之
業務範圍、工作項目、地區及其他有關事項，
範圍如下：
由地政機關公告之；其公告期間不得少於十
一、土地複丈。
五日。
二、建築改良物測量。
前項內容於受託期間如有變動，亦應公告
三、地籍圖重測。
之。
四、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地籍整理之地籍測
ௐˣ୧ 受託測繪業不得將受託事項再行委託
量。
辦理。
前項業務範圍得委託之工作項目如下：
ௐ˝୧ 受託測繪業辦理地籍測量業務之作業
一、土地複丈：
精度，應依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相關規定辦理。
（一）土地分割。
ௐȈ୧ 受託測繪業於辦理地籍測量業務完竣
（二）鑑界。
後，應檢附測量技師依本法第四十一條規定
二、建築改良物測量：
簽證之測繪成果連同原測量圖說等相關資
（一）建物第一次測量。
料，送地政機關依地籍測量相關法規之規定
（二）建物複丈。
辦理成果檢核。其成果經檢核需改正者，地
三、地籍圖重測：
政機關得定期限通知其改正，再行複檢。
（一）圖根測量。
ௐȈ˘୧ 地政機關得隨時監督稽核受託測繪
（二）地籍調查。
業執行受託業務，受託測繪業應予配合，不
（三）界址測量。
得規避、妨礙或拒絕；經監督稽核有缺失者，
（四）異動整理。
地政機關應限期命其改善。
（五）面積計算及編造清冊。
ௐȈ˟୧ 受託期間內受託測繪業經許可或登
（六）繪製地籍公告圖。
記之測量技師或測量員有異動時，應於完成
（七）繪製地籍圖。
變更登記之日起十日內，檢具核准之文件，
四、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地籍整理之地籍測
送地政機關備查。
量：
ௐȈˬ୧ 受託測繪業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地
（一）圖根測量。
政機關得暫停其辦理受託業務，並限期命其
（二）戶地測量。
改善：
（三）計算面積。
一、未能有效維持第三條之資格條件。
（四）製圖。
二、將受託事項再行委託辦理。
ௐˬ୧ 受託辦理地籍測量業務之測繪業應具
三、未依第十條規定送地政機關辦理成果檢
備下列資格條件：
核、逾期未改正或經複檢仍未達規定。
一、營業範圍包含地籍測量項目。
四、未於第十一條規定期限內改善。
二、置有具地籍測量專業資格之測量技師一
五、未於前條規定期限內報請備查。
人以上。
前項各款情形已改善並經地政機關核可
三、置有測量員二人以上。
後，始得繼續辦理受託業務。
ௐα୧ 地政機關需委託辦理地籍測量時，應
將委託業務範圍、工作項目、法規依據、評 ௐȈα୧ 受託測繪業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地
政機關得終止或解除契約：
選決定之程序、受託辦理地籍測量業務之資

地政機關委託辦理地籍
測量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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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委託辦理地籍測量辦法

一、違反或怠於執行委託契約之業務範圍、
工作項目。
二、違反第十一條規避、妨礙或拒絕監督稽
核規定。
三、依前條規定暫停辦理受託業務，逾期仍
未改善。
四、成果經檢核不符契約要求之品質，顯難
改善。
五、其他委託契約約定終止或解除之事由。
ௐỊ̏୧ 地政機關依前條規定終止或解除契
約，該受託測繪業於二年內不得依第五條規
定申請評選辦理地籍測量業務。但終止或解
除契約之事由不可歸責於受託測繪業者，不
在此限。
ௐȈ̱୧ 地政機關依第六條簽訂委託契約
時，應將第八條至前條之相關內容納入委託
契約。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測繪業許可登記及地籍測量專業資格認可收費標準

測繪業許可登記及地籍
測量專業資格認可收費
標準
中華民國 96 年 10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0960157345
號令訂定

ௐ˘୧ 本標準依國土測繪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五十八條及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之。
ௐ˟୧ 經營測繪業者，依本法第三十五條規
定申請許可，應繳納許可費，每件新臺幣二
千元。
ௐˬ୧ 測繪業依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
三項及第四十條規定申請核發、補（換）發
測繪業登記證或變更登記者，應繳納證照
費，每張新臺幣一千元。
ௐα୧ 測量技師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申
請地籍測量專業資格認可者，應繳納證明書
費，每張新臺幣五百元。申請補（換）發者，
亦同。
ௐ̣୧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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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契約編號或案號。
三、委託者姓名或名稱、地址。
四、委託事項。
五、簽約日期。
六、受託測繪業名稱、地址。
中華民國 97 年 8 月 20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22441 號
七、簽證意見。
令、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企字第
八、有其他影響測繪成果之事由者，其事由。
09700301441 號令訂定
九、簽證日期。
ௐ˝୧ 測量技師製作之簽證紀錄，應包括下
ௐ˘୧ 本規則依國土測繪法（以下簡稱本法）
列事項，並於每六個月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一、案名。
ௐ˟୧ 經營或受聘於測繪業之測量技師（以
二、契約編號或案號。
下簡稱測量技師）簽證之適用種類如下：
三、技師姓名及執業執照字號。
一、基本測量。
四、委託者姓名或名稱、地址。
二、加密控制測量。
五、委託事項、日期。
三、應用測量。
六、簽證內容摘要。
ௐˬ୧ 測量技師簽證之實施範圍，包括前條
七、簽證日期。
各種測繪作業之辦理過程、引用資料、使用
前項備查之簽證紀錄，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
設備及其測繪成果。
電腦資料庫，由測量技師以電信網路傳送方式
ௐα୧ 測量技師之簽證項目如附表。
辦理。
ௐȈ୧ 測量技師辦理簽證時，應親自為之，
ௐ̣୧ 測量技師簽證之應備文件如下：
並不得有下列情事：
一、工作底稿及成果。
一、簽證事項有隱飾或作不實、不當之簽證
二、簽證報告。
。
三、簽證紀錄。
二、在簽證報告上應予說明，方不致令人誤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文件。
解之事實而未予說明。
測量技師應妥善保管前項第一款之工作底
稿，除中央主管機關依法令調閱，或應委託者
三、簽證事項中之測繪成果精度等級，與測
要求借閱外，不得洩漏，並應自提出簽證報告
繪有關規範或技術原理或常規，不相一
之日起，至少保存十年。其受聘於公司執業
致而未予指明。
者，應由執業之公司負責保管。
四、應到而未到現場實地查核測繪作業情形
ௐ̱୧ 測量技師辦理簽證時，應將辦理經過
。
作成紀錄，連同相關資料彙整為工作底稿。
五、其他因不當意圖或業務上之廢弛，而致
ௐ˛୧ 工作底稿應依下列規定編製，並由測
所簽證之報告，足以損害委託者或利害
量技師於工作底稿首頁簽名及加蓋執業圖
關係人權益。
記：
ௐȈ˘୧ 中央主管機關得自行或委託專業機
一、明列每一事實或數據之來源、取得日期
構檢查測量技師之工作底稿及簽證報告，測
及其計算經過之紀錄。
繪業及測量技師不得規避、拒絕或妨礙。
二、應辦理現場檢測者，載明採用之檢測方
ௐȈ˟୧ 技師法之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
法、經過及完成日期，並附現場檢測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理測量技師執
片。
業執照之核發、撤銷、廢止、註銷及執業執
三、引用之主要事實或數據，應分別註明參
照登記事項之記載時，應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照索引之頁次。
四、應以有系統方法依序編列頁次，並裝訂 ௐȈˬ୧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技師事務所或
營造業置有測量或相關專業技師辦理本法第
成冊。
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之測繪業務，其簽證不
ௐˣ୧ 測量技師辦理簽證時，應製作簽證報
適用本規則。
告記載下列事項，並由測量技師簽名及加蓋
ௐȈα୧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行。
執業圖記：
一、案名。

經營或受聘於測繪業之
測量技師簽證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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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測量技師簽證項目
項次

簽證項目

說明

備註

簽證項目依其性
質得包括規劃、
研究、分析、評
應用經緯儀及測距儀辦理之測量
價、鑑定、實測
應用水準儀或經緯儀及測距儀辦理之測 及製作。
量

一

衛星定位測量

應用衛星接收儀辦理之測量

二

三角三邊測量

應用經緯儀及測距儀辦理之測量

三

導線測量

四

水準測量

五

潮位監測

應用潮位儀等辦理之測量

六

重力測量

應用重力儀等辦理之測量

七

光達測量

應用光達技術辦理之測量

八

航空攝影測量

應用攝影機或感測器辦理之測量

九

遙感探測

應用攝影機或感測器辦理之測量

十

地籍圖重測

重新實施地籍測量

十一

土地複丈

辦理土地之鑑界、分割、合併等

十二

建物測量

辦理建物登記之測量

十三

都市計畫樁測量

辦理都市計畫樁位之測量

十四

都市計畫地形圖

辦理都市計畫區域之地形圖

十五

基本地形圖

辦理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比例尺之地形圖

十六

海域基本圖

辦理以低於最低低潮線之海底地形及水
文資料為主題之地圖

十七

路線測量

辦理道路、橋樑或管線等之測量

十八

變形測量

辦理水庫、油槽等建物變形之測量

十九

水深測量

測定水面至水底之垂直距離

二十

岸線測量

辦理港灣、湖泊、河流等沿岸之測量

二十一

隧道測量

辦理隧道二端點間中線之方向、長度、
坡度及其斷面之測量

二十二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項目

應用測量實施規則

B‐9‐1

作為測量依據。
前項基本控制點、加密控制點不足提供細
部測量使用時，應依基本測量實施規則規定
中華民國 97 年 6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0970097161 號
辦理加密控制測量。
令訂定
ௐȈα୧ 辦理應用測量檢測控制點時，其作
ௐ˘୧ 本規則依國土測繪法（以下簡稱本法） 業精度應以所使用控制點之同等精度以上規
定辦理。
第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前項作業方法，得以衛星定位測量、三角
ௐ˟୧ 機關辦理本法第十七條所定種類應用
測量、三邊測量、精密導線測量、水準測量、
測量，達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一定規模
重力測量或其他同等成果精度之測量方法為
或條件者，適用本規則之規定。
之。
ௐˬ୧ 地籍測量之適用範圍如下：
ௐỊ̏୧ 實施細部測量時，其作業精度應依
一、地籍圖重測。
各級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法
二、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地籍整理之地籍測
令、規範或作業手冊規定辦理。
量。
前項作業方法，得以衛星定位測量、三角
ௐα୧ 地形測量之適用範圍如下：
測量、三邊測量、精密導線測量、導線測量、
一、陸域地形測量。
水準測量、三角高程測量、重力測量、水深
二、海域地形測量。
測量、光達測量、攝影測量、遙感探測、光
三、海岸地形測量。
線法或其他適當之測量方法為之。
ௐ̣୧ 工程測量之適用範圍如下：
ௐȈ̱୧ 依本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送該管
一、路線測量。
主管機關建檔管理之測量成果，其資料格
二、變形測量。
式，應依國土資訊系統各資料庫相關規定辦
三、隧道測量。
理。
四、公共建設工程之相關測量。
ௐȈ˛୧ 本法第十八條第二項所定測量成果
ௐ̱୧ 都市計畫測量之適用範圍如下：
分類如下：
一、都市計畫地形圖之測量。
一、控制點成果。
二、都市計畫樁之測量。
二、成果圖表。
ௐ˛୧ 河海測量之適用範圍如下：
三、詮釋資料。
一、河川測量。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料。
二、海洋測量。
ௐȈˣ୧
各級主管機關應將測量成果建立資
ௐˣ୧ 礦區測量之適用範圍如下：
料庫，並公開資料清冊供各界查詢。
一、陸上礦區測量。
地方主管機關應將前項清冊送中央主管機關
二、海域礦區測量。
備查。
ௐ˝୧ 林地測量之適用範圍如下：
ௐȈ˝୧
機關辦理或委託測繪業辦理應用測
一、林地範圍之測量。
量，須設置永久測量標時，得通知該管地政
二、林業設施之測量。
機關協助調查點位所在土地或建築物之坐落
ௐȈ୧ 本法第十七條第八款所定應用測量之
及權屬相關資料。
適用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ௐ˟Ȉ୧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行。
ௐȈ˘୧ 應用測量應依下列順序辦理：

應用測量實施規則

一、檢測控制點。
二、實施細部測量。
三、調製測量成果。
ௐȈ˟୧ 辦理應用測量使用之儀器裝備所為
之校正，應依測量計畫目的及作業精度等需
求辦理。
ௐȈˬ୧ 辦理應用測量，應選定涵蓋測區範
圍及其毗鄰位置之基本控制點或加密控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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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使用目的不符合相關法規者。
ௐ̱୧ 申請測繪成果之收費，受理機關應考
量下列因素為之：
中華民國 97 年 7 月 29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23687 號
一、測繪建置成本。
令訂定
二、管理維護成本。
中華民國 102 年 1 月 31 日台內地字第 1020084897 號
三、檢索、審查、複製及重製成本。
增訂第 7.1 條
前項收費，於學術研究、公益用途或機關間
ௐ˘୧ 本辦法依國土測繪法（以下簡稱本法） 訂有協議者，得予減免。
ௐ˛୧ 測繪成果涉及國家機密者，其機密等
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機關、團體或個人（以下簡稱申請人） 級由產製機關依國家機密保護法規定，報由
權責機關核定，並依下列規定辦理：
申請使用測繪成果，得向該成果產製之機關
一、以提供機關申請使用為原則，非經原核
為之。
定機關同意，不得以任何形式攜帶或傳
前項成果依本法第八條第二項及第十八條
遞至國外。
第二項規定應送主管機關建檔管理者，其申
二、申請應載明保管人姓名、通訊地址及聯
請，亦得向主管機關為之。
絡電話。其領用、保管、使用及管制，
ௐˬ୧ 申請人申請使用測繪成果，應填具申
應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相關規定辦理。
請書，載明下列事項，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三、以實體交付為原則，並於實體上標示機
一、申請人資格及身分資料：
密等級及編號，屬電子資料檔案者，須
（一）申請人為機關者，其名稱、地址、
以加密技術處理。
代表人姓名、聯絡人姓名及聯絡電
四、不得與網際網路連線。
話。
（二）申請人為團體者，其名稱、立案證 ௐ˛୧̝˘ 測繪成果未涉國家機密，而有保
密必要者，應由產製機關核定為一般公務機
號、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代表
密。
人姓名、聯絡人姓名及聯絡電話。
前項測繪成果僅限提供機關或受機關委託
（三）申請人為個人者，其姓名、國民身
處理公務之學校、團體、公民營機構使用。
分證統一編號、住址或通訊地址及
ௐˣ୧ 測繪成果之申請使用，應遵行下列事
聯絡電話。
項：
二、申請使用目的。
一、不得移作申請目的以外之使用。
三、申請測繪成果之項目、範圍及數量。
二、申請人因業務需要委託其他機關執行
四、申請日期。
時，應要求受委託機關指派專人保管，
前項之申請，得以書面通訊或電子傳遞方式
列入移交，不得自行複製或交付他人使
為之；以電子傳遞方式者，其電子簽章，限以
用，並應於業務完成後繳回，不得留存。
內政部憑證管理中心簽發之自然人憑證為之。
三、非經產製或提供之機關同意，不得自行
ௐα୧ 前條申請資料不完備或內容欠缺，其
轉錄、轉售或贈與。
能補正者，受理機關應通知申請人於收受通
四、申請人不得接受大陸及港澳地區黨政軍
知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
設立及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機關團體委
不完全者，駁回之。
託，申請測繪成果。
ௐ̣୧ 依第二條受理測繪成果申請之機關，
應於受理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為准駁之決 ௐ˝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之期間不得逾
十五日。
前項測繪成果之申請，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得不予提供：
一、測繪成果內容依法規限制公開或不予提
供者。
二、申請範圍與申請使用目的不符者。

測繪成果申請使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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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測繪成果資料收費標準 B‐11‐1

國土測繪成果資料收費
標準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0990110844 號令
訂定
中華民國 101 年 3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1010136497 號
令修正發布第 2、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3 年 10 月 31 日台內地字第 1031301796
號令修正發布第 3 條條文及第 2 條條文附表 3、4
、7

ௐ˘୧ 本標準依國土測繪法第五十四條第二
項及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附件檔案 內政部及其委託、委任、委
辦機關、團體或產製機關提供測繪成果資料
之收費項目及費額如下：
一、國土利用調查成果資料如附表一。
二、經建版地形圖及基本圖如附表二。
三、航攝影像資料如附表三。
四、通用版電子地圖成果資料如附表四。
五、地籍圖資料如附表五。
六、國土測繪整合資料如附表六。
七、電子化全球衛星即時動態定位服務如附
表七。
ௐˬ୧ 下列機關（構）因業務需要申請測繪
成果資料時，得減徵或免徵規費：
一、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申請前條第一款、
第二款、第四款至第七款之資料，得免
徵規費。
二、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或其所屬林務局、農
林航空測量所申請前條第二款或第三款
資料，得免徵規費。
三、與內政部或產製機關簽訂辦理專案計畫
或有助資訊互惠之政府機關，於合作契
約中約定減徵或免徵之適用。屬減徵規
費費額者，以所申請資料或服務規定費
額百分之五十計收。
四、各級法院或檢察機關行使國家刑罰權辦
理案件需要，得免徵規費。
五、各級地政機關申請轄區內前條第五款地
籍圖檔、數值地籍測量原始成果檔、地
段外圍圖檔及第六款資料，得免徵規費
；申請轄區內前條第七款虛擬基準站即
時動態定位服務及網路化電碼差分即時
動態定位服務，得減徵百分之三十。

六、提供即時性衛星觀測資料及衛星基準站
用地之學術單位，申請前條第七款虛擬
基準站即時動態定位服務及網路化電碼
差分即時動態定位服務，得每一基準站
減徵百分之五十。
七、學術單位執行研究計畫未獲相關單位經
費補助且未涉及商業營利行為者，申請
前條第一款國土利用調查成果數值資料
檔、第二款經建版地形圖數值資料檔、
像片基本圖數值資料檔及第四款通用版
電子地圖數值資料檔，得減徵百分之五
十；申請前條第七款衛星觀測數值資料
檔，得減徵百分之六十。
ௐα୧ 寄送第二條各款資料所需郵資、運費
，由申請人負擔。
ௐ̣୧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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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土利用調查成果資料收費項目及費額
資料項目
國土利用調查成
果數值資料檔

費額（新臺幣元/幅）
首次申請
申請更新
非加值型
加值型
非加值型
加值型

一百五十

六百

國土利用調查成
果圖（紙圖）

七十五

三百

三百

備註
1.本資料比例尺為五千分之
一。
2.加值型：將改作或編輯圖
資而得之成品或加值衍生
品，經有償贈與或交易，
以獲取利益為目的，且所
得應課徵所得稅等法定營
利性行為，達到公開形式
之傳播或發行等用途者。
3.申請更新：指第二次以上
申請同一空間範圍之同項
目更新資料。
本資料分為比例尺五千分之
一、二萬五千分之一及五萬
分之一等三類。

附表二
基本圖及經建版地形圖收費項目及費額
資料項目

經建版地形圖數
值資料檔

費額（新臺幣元/幅）
首次申請
申請更新
非加值型
加值型
非加值型
加值型

一百五十

六百

經建版地形圖（紙
圖）
像片基本圖數值
資料檔
像片基本圖

七十五

三百

三百

一百五十

六百

七十五
三百

三百

備註
1.本資料分為比例尺二萬
五千分之一、五萬分之一
及十萬分之一等三類。
2.加值型：將改作或編輯圖
資而得之成品或加 值衍
生品，經有償贈與或交易
，以獲取利益為目的，且
所得應課徵所得稅 等法
定營利性行為，達到公開
形式之傳播或發行 等用
途者。
3.申請更新：指第二次以上
申請同一空間範圍 之同
項目更新資料。
本資料比例尺為五千分之
一。

國土測繪成果資料收費標準 B‐11‐3
（紙圖）

附表三
航攝影像資料收費標準表
資料項目
雷射沖印放大航空照片
雷射沖印放大航空照片
黑白航照影像數值資料檔
彩色航照影像數值資料檔
航空照片
正射影像數值資料檔

規

格

費額（新臺幣
備
註
元/幅）
三百
依原尺寸放大五倍或十倍
五百
依原尺寸放大五倍或十倍
九百
一千二百
三百
一千二百

三十乘以三十（公分）
五十乘以五十（公分）
解析度十四微米
解析度十四微米
三十乘以三十（公分）
地面解析度二十五至五
十（公分）
正射影像圖
長八十四（公分）
、寬六 六百
十（公分）
數位攝影機 ADS 影像 L0 數值 以五千分之一基本圖一 一千二百
資料檔
幅(單一角度)計

數位攝影機 ADS 影像 L1 數值 以五千分之一基本圖一 一千二百
資料檔
幅(單一角度)計
數位攝影機 DMC 影像數值資
料檔
林區像片基本圖

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乘 六百
以七千六百八十像素
長八十（公分）
、寬六十 三百
（公分）

每幅 L0 原始影像(已加入
航線軌跡 SOL 檔資料)均
有前視、底視、後視三個
角度，前視僅有黑白影像
可供申購。
每幅 L1 糾正影像(已糾正
至平均地面高程)供應格
式與 L0 原始影像相同。

比例尺五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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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通用版電子地圖成果資料收費項目及費額
費額（新臺幣元）
資料項目

計費
單位

首次申請

申請更新

非加值型

加值型

非加值型

通用版電子
地圖數值資
料檔

幅

一百五十

六百

七十五

臺灣地區道
路及鐵路圖
數值資料檔

套

三十五萬

一百四
十萬

十七萬五
千

臺灣地區水
系圖數值資
料檔

套

五萬

二十萬

二萬五千

臺灣地區建
物及區塊圖
數值資料檔

套

二十五萬

一百萬

十二萬五
千

臺灣地區地
標數值資料
檔

套

三千

一萬二
千

一千五百

備註

加值型
一、通用版電子地圖數值資料檔
以基本地形圖（比例尺五千
分之一）圖幅範圍為資料供
應單位；其餘通用版電子地
圖主題圖層數值資料檔以臺
七十萬
灣地區全區為資料供應單位
。
二、加值型：將改作或編輯圖資
十萬
而得之成品或加值衍生品，
經有償贈與或交易，以獲取
利益為目的，且所得應課徵
所得稅等法定營利性行為，
五十萬
達到公開形式之傳播或發行
等用途者。
三、申請更新：指第二次以上申
請同一空間範圍之同項目更
六千
新資料。
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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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地籍圖資料收費項目及費額
規格
資料項目

紙張
尺寸
A0

地籍圖輸出品

A1
A3
A0

地段示意圖
A3
典藏地籍圖複印圖
典藏地籍圖掃描檔
地籍圖檔
（首次申請；非加值型）
地籍圖檔
（申請更新；非加值型）
數值地籍測量原始成果檔
地段外圍圖檔
（首次申請；非加值型）
地段外圍圖檔
（首次申請；加值型）
地段外圍圖檔
（申請更新；非加值型）
地段外圍圖檔
（申請更新；加值型）

A0
A2
A0
A2

圖廓範圍

比例尺

長八十公分 測圖比例尺
寬六十公分 特殊比例尺
長六十公分 測圖比例尺
寬四十公分 特殊比例尺
長三十公分 測圖比例尺
寬二十公分 特殊比例尺
依鄉(鎮、市
長八十公分
、區)範圍大
寬六十公分
小調整
依鄉(鎮、市
長三十公分
、區)範圍大
寬二十公分
小調整
依典藏（已停止訂正及使
用）之地籍圖種類而定

計費
單位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幅
宗地筆
數（筆）
宗地筆
數（筆）
宗地筆
數（筆）
鄉（鎮、
市、區）
（個）
鄉（鎮、
市、區）
（個）
鄉（鎮、
市、區）
（個）
鄉（鎮、
市、區）
（個）

費額（新臺
幣元）

備註

一百一十 1. 測圖比例尺
：地籍測量完
一百六十
成時公告地
七十
籍圖所使用
一百二十
之比例尺。
三十
2. 特殊比例尺
八十
：以人工運用
電腦技術調
三百
整之出圖比
例尺。
3.加值型：將改
六十
作或編輯圖
資而得之成
三百四十
品或加值衍
九十
生品，經有償
九百六十
贈與或交易
二百六十
，以獲取利益
為目的，且所
二
得應課徵所
得稅等法定
一
營利性行為
，達到公開形
二
式之傳播或
發行等用途
者。
一千
4.申請更新：指
第二次以上
申請同一空
四千
間範圍之同
項目更新資
料。
五百

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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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
國土測繪整合資料收費項目及費額
資料項目
國土測繪整合資料

提供方式

服務方案

閱覽時間

費額（新臺幣元）

經由網路
閱覽各類
測繪成果

二百型

二百分鐘

三百

一千型

一千分鐘

一千三百五十

二千型

二千分鐘

二千四百

備註

附表七
電子化全球衛星即時動態定位服務收費項目及費額
資料項目
費額（新臺幣元）
備
註
會員許可
二千
會員每次申請收費二千元整，有效期限為五年。
虛擬基準站即時動態定位
三百
每組帳號每日計價三百元。
服務
網路化電碼差分即時動態
一百
每組帳號每日計價一百元。
定位服務
服務項目包括提供實體基準站衛星觀測數值資料
衛星觀測數值資料檔
四十五
檔及提供虛擬基準站衛星觀測數值資料檔等二項
，每日每站數值資料檔計價四十五元。
衛星觀測資料後處理動態
經國土測繪中心解算成功並出具成果與精度分析
三十
定位服務
報表者，每點成果計價三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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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業之勞務服務案件應附承攬契約書。
九、獲取之影像或其他相關資料須送往其他
國家處理者，其理由。
十、其他有關事項。
中華民國 97 年 7 月 23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17813 號 ௐα୧ 中央主管機關受理申請航攝或遙測申
請案件，經審查不符合前條規定者，應通知
令訂定
辦理單位於接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
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31 日台內地字第 1031303707
號令修正第 3、7 條條文
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仍不合規定者，駁回其申
請。
ௐ˘୧ 本規則依國土測繪法（以下簡稱本法） ௐ̣୧ 運用航攝或遙測所獲取之成果辦理後
第五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續測繪業務，應依本法第六章及第七章規定
ௐ˟୧ 機關、團體或個人（以下稱辦理單位） 辦理之。
申請實施本法測繪所為之航空測量攝影（以 ௐ̱୧ 辦理單位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航
下簡稱航攝）及遙感探測（以下簡稱遙測），
攝或遙測實施計畫書辦理。
應具備下列資格：
ௐ˛୧ 機關實施航攝或遙測獲取之影像或其
一、備有航攝或遙測性能之航空器或遙測性
他相關資料，其內容經沖洗或影像處理完成
能之衛星者，或取得載臺管理機關或普
後，有涉及國家機密者，其機密等級由實施
通航空業之行政協助或勞務服務者。
航攝或遙測之機關依國家機密保護法規定，
二、備有整套航攝儀器及底片沖洗曬印或影
報由權責機關核定；未涉國家機密而有保密
像處理設備者，或備有整套遙測儀器及
必要者，應由實施航攝或遙測之機關核定為
影像處理設備者。
一般公務機密。
前項之團體負責人及個人應具有中華民國 ௐˣ୧ 團體或個人實施航攝或遙測獲取之影
國籍。
像或其他相關資料，其內容經沖洗或影像處
ௐˬ୧ 辦理單位實施航攝或遙測，應檢附下
理，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國防部審查通過。
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ௐ˝୧ 辦理單位於實施航攝或遙測完竣後六
一、實施計畫書三份。
十日內，應編製下列文件送中央主管機關備
二、航攝或遙測地區範圍圖。
查：
三、辦理航攝或遙測業務之設備清冊：
一、工作報告書。
（一）航空器或衛星之類型及機號。
二、攝影航線或影像資料涵蓋圖。
（二）航攝或遙測儀器與沖洗曬印或影像
前項工作報告書，應包括下列事項：
處理設備之種類、名稱及數量。
一、實施計畫書之核准文號。
四、團體及個人應另附人民團體立案證書、
二、航攝或遙測地區範圍圖。
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足資證明身分
三、成果統計。
文件之影本。
四、作業期程及概況說明。
前項實施計畫書，應記載下列事項：
五、作業檢討。
一、目的。
六、其他有關事項。
二、航攝或遙測地區及範圍。
機關實施航攝或遙測獲取之影像及底片，應
三、作業方法、航攝或遙測之航高、航速、
隨附於工作報告書，送交中央主管機關保管。
比例尺、地面解析度、航線及重疊比等。 ௐȈ୧ 需用航攝或遙測影像資料者，得向中
四、實施航攝或遙測作業人員之姓名、年齡
央主管機關申請曬印或轉錄。但機密級以上
、住址、職務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資料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轉國防部同意後始得
五、經費概算表。
辦理。
六、實施期間。
前項機密級以上資料，以供應機關、學校或
七、預計成果。
公營事業機構為限。
八、取得載臺管理機關之行政協助案件應附 ௐȈ˘୧ 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九條第二
相關公文，取得載臺管理機關或普通航
項第二款之航攝或遙測地區範圍圖及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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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二款之攝影航線或影像資料涵蓋
圖，應以二萬五千分之一、五萬分之一或十
萬分之一地形圖為底圖描繪之。
前項範圍圖或涵蓋圖之比例尺，得視實際
需要，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縮放。
ௐȈ˟୧ 中央主管機關得將第九條第三項及
第十條第一項之業務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其
他機關辦理。
ௐȈˬ୧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行。

外國人或組織從事測繪業務許可辦法 B‐13‐1
件。
四、外國人或外國組織在我國從事測繪人員
之護照或其本國政府核發之身分證明文
件。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中華民國 97 年 5 月 16 日台內地字第 0970077253 號
ௐ̣୧ 申請經營測繪業，應符合下列資格要
令訂定
件之一：
ௐ˘୧ 本辦法依國土測繪法（以下簡稱本法） 一、外國自然人：具有外僑居留證及測量技
師執業執照者。
第五十六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外國公司：依其本國法律設立登記，且
ௐ˟୧ 本法第五十六條第一項所定外國人，
其設立目的或業務與測繪相關者。
指外國自然人或法人；外國組織，指外國團
ௐ̱୧ 申請經營測繪業者，應填具申請書一
體、機構或國際組織。
式三份，並檢附下列文件：
前項外國人或外國組織從事測繪業務，區
一、營業計畫書：應載明中文測繪業名稱、
分為辦理專案測繪業務及經營測繪業。
在我國營業處所、負責人、合夥人、營
前項所定專案測繪業務，指我國自然人、
業項目、營業設備、營運資金、人員配
法人、團體或機構基於公共利益需要，經許
置、訓練計畫、業務發展計畫及未來五
可與外國人或外國組織合作辦理之測繪業
年財務預測等。
務。
二、資格證明文件：
ௐˬ୧ 外國人或外國組織辦理專案測繪業
（一）外國自然人：
務，應符合下列資格要件之一：
1.外僑居留證及測量技師執業執照
一、外國自然人：具有其本國政府核發之測
之證明文件。
繪專業證照者。
2.經其本國政府證明最近五年無重
二、外國法人：依其本國法律設立登記，且
大違規遭受處罰紀錄之證明文
其設立目的或業務與測繪相關者。
件。
三、外國組織：其組織目的或業務與測繪相
（二）外國公司：
關者。
1.其本國政府核發之設立登記證明
ௐα୧ 申請辦理專案測繪業務者，應由我國
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護照或其本
自然人、法人、團體或機構填具申請書一式
國政府核發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份，並檢附下列文件：
2.經其本國政府證明最近五年無重
一、合作計畫書：應載明計畫名稱、目的及
大違規遭受處罰紀錄之證明文
依據、實施區域、計畫經費、計畫期程、
件。
測繪項目、作業方法及精度、使用儀器、
三、本法第三十一條所定測量技師、測量員
參與人員、資料格式、計畫成果及管理
之身分證明文件；其為受聘者，並應檢
等。
附受聘同意書。
二、外國人或外國組織之資格證明文件：
四、在我國負責人或合夥人之護照或其本國
（一）外國自然人：護照或其本國政府核
政府核發之身分證明文件。
發之身分證明文件，及其本國政府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核發之測繪專業證照之證明文件。
（二）外國法人：其本國政府核發之設立 ௐ˛୧ 第四條及前條規定應檢附之文件係在
國外製作者，應經駐外館處驗證；其在國內
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護照
由外國駐臺使領館或授權機構製作者，應經
或其本國政府核發之身分證明文
外交部複驗。
件。
前項文件為外文者，應檢附經駐外館處驗
（三）外國組織：組織證明文件，及其代
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表人之護照或其本國政府核發之
ௐˣ୧ 中央主管機關受理申請，經審核符合
身分證明文件。
規定者，發給許可證明。不符合者，駁回其
三、經外國人或外國組織同意合作之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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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其須補正，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
補正或補正仍不合規定者，亦同。
ௐ˝୧ 中央主管機關得會同國家安全局、國
防部、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相關地方主
管機關審核；經審核認有妨害國家安全、軍
事機密或重大公共利益之虞者，駁回之。
ௐȈ୧ 外國人或外國組織經許可從事測繪業
務，應受我國法律之限制，並應遵行下列事
項：
一、不得為外國或大陸地區、港澳地區行政
、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關或其設立、
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進行刺
探、蒐集、交付或傳遞測繪成果。
二、不得從事涉及國家安全或軍事機密之測
繪業務。
三、測繪業不得從事與許可營業項目範圍無
關之業務，且應於受託實施測繪之開始
日期一個月前，將作業計畫送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
四、辦理專案測繪業務者，應由共同合作之
我國自然人、法人、團體或機構派員全
程參與，且應依許可計畫內容進行，並
於許可實施期間內完成。但有正當理由
者，得申請延期。
五、測繪成果非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不得
以任何方式攜出或傳遞至國外。
外國人或外國組織違反前項規定者，中央主
管機關得逕行撤銷、廢止其許可或暫停其從事
測繪業務。
ௐȈ˘୧ 專案測繪業務屬本法第八條第三項
之基本測量或本法第十八條第三項之應用測
量，涉及軍事機密者，由國防部審核許可之。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優良測繪業評選及獎勵辦法 B‐14‐1
薦申請優良測繪業評選：
一、政府機關。
二、學術研究機構。
三、全國或地方測繪業商業同業公會。
四、全國或地方測量技師公會。
中華民國 97 年 1 月 28 日台內地字第 0970011726 號
ௐ̱୧ 優良測繪業之評選，得依測繪業組織
令訂定
型態分類辦理。
ௐ˘୧ 本辦法依國土測繪法（以下簡稱本法） ௐ˛୧ 中央主管機關得遴聘學者、專家及有
關機關代表為評選委員，辦理優良測繪業評
第四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選工作。
ௐ˟୧ 中央主管機關為獎勵測繪業，得定期
辦理優良測繪業評選，並於評選活動開始前 ௐˣ୧ 優良測繪業評選之程序如下：
一、初評：由中央主管機關就參選測繪業檢
三個月公告之。
送之文件及資料進行資格審查。其所檢
前項公告內容應包括評選類別、獎勵名
送之資料、文件不合規定，經通知補正，
額、成績評定及獎勵方式。
未於期限內補正或補正仍不合規定者，
ௐˬ୧ 測繪業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得經評選
不予受理。
為優良測繪業：
二、複評：由評選委員審查初評通過名單，
一、對於測繪技術，有重要研發成果。
決定當選名單。
二、提升測繪服務品質，有重大成效。
前項初評及複評，必要時得邀請推薦機關
三、參與測繪學術活動，促進國內、外測繪
（構）或參選測繪業列席說明，並得進行實地
業務交流，有重大貢獻。
查核。
四、最近三年承辦政府機關委託測繪工作，
第一項第一款評選作業，中央主管機關得委
均能如期完成且品質優良。
任所屬機關或委託其他機關辦理。
五、參與災害緊急應變措施或協助救災工
ௐ˝୧ 經評選為優良測繪業者，中央主管機
作，有重要貢獻。
關得依下列方式予以獎勵，並公開表揚：
六、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具體測繪優
一、頒發獎狀、獎牌或獎章。
良事蹟。
二、頒發獎金。
ௐα୧ 測繪業於最近三年內有下列情事之一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者，不得參加優良測繪業評選：
一、以不實文件或資料參加評選。
二、未依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辦理變
更登記或第四十條所定期限換發測繪業
登記證。
三、受本法第四十六條至第四十八條、第五
十條規定之處罰。
四、因執行業務違反法令，經中央主管機關
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分。
五、負責人因執行業務違反法令，經刑事判
決確定。
六、經營或受聘於測繪業之測量技師，受本
法第五十一條規定之處罰。
經評選為優良測繪業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
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撤銷資格並公告，且不得
再參加評選。
ௐ̣୧ 具備第三條獎勵事由之測繪業，得於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評選活動受理申請期間
內，經由下列機關（構）向中央主管機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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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良物測量費收費標準 B‐15‐1

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
物測量費收費標準
中華民國 91 年 10 月 23 日台內地字第 0910061936 號
令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103 年 5 月 8 日台內地字第 1030152777 號
令修正第 1 條

ௐ˘୧ 本標準依土地法第四十七條之二及規
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附件檔案土地複丈費之收費如附表
一。
ௐˬ୧ 附件檔案建築改良物測量費之收費如
附表二。
ௐα୧ 各級法院囑託辦理複丈及測量業務，
並限期在十五日內辦理者，其費用依前二條
規定加倍計收。
ௐ̣୧ 各級法院或檢察機關行使國家刑罰權
囑託辦理測量、複丈者，免納費用。
ௐ̱୧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B‐15‐2 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良物測量費收費標準
˿ !˘ܑܢгኑˮ̝ќᇾܑ!
項次

項

一

土地分割複丈費

二
三
四

土地合併複丈費
土地界址鑑定費
土地地目變更勘查費

五

土地界址調整複丈費

六

調整地形複丈費

七
八
九
十

目

收
費
標
準
按分割後筆數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八百元計收。申請人未能
埋設界標，一併申請確定分割點界址者，加繳複丈費之半數。
免納複丈費。
每單位以新臺幣四千元計收。
每單位以新臺幣四百元計收。
每單位以新臺幣八百元計收。申請人未能埋設界標一併申請確
定調整後界址點者，加繳複丈費之半數。
每單位以新臺幣八百元計收。申請人未能埋設界標一併申請確
定調整後界址點者，加繳複丈費之半數。

土地他項權利位置之測
每單位以新臺幣四千元計收。
量費或鑑定費
每單位以新臺幣四千元計收。必須辦理基本控制測量或圖根測
未登記土地測量費
量者，其測量費用，應另案核計。
土地自然增加或浮覆測 每單位以新臺幣四千元計收。必須辦理基本控制測量或圖根測
量費
量者，其測量費用，應另案核計。
土地坍沒複丈費

以坍沒後存餘土地每單位新臺幣八百元計收。

附註：土地分割複丈費、土地界址鑑定費、土地地目變更勘查費、土地界址調整複丈費、調整地
形複丈費、土地他項權利位置之測量費或鑑定費、未登記土地測量費、土地自然增加或浮
覆測量費、土地坍沒複丈費，以每筆每公頃為計收單位，不足一公頃者，以一公頃計，超
過一公頃者，每增加半公頃增收半數，增加不足半公頃者，以半公頃計；至面積超過十公
頃者，由登記機關依規費法規定，核實計算應徵規費，並檢附直接及間接成本資料，經該
級政府規費主管機關（財政局、處）同意，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定後計收。

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良物測量費收費標準 B‐15‐3
ޙ ˟ܑܢԼ։ۏീณ̝ќᇾܑ!!!!!
項次

項

目

一

建物位置圖測量費

二

建物平面圖測量費

三
四

建築改良物合併複丈費
建築改良物分割複丈費

五

建築改良物部分滅失測量費

未登記建築改良物，因納稅需
要，申請勘測之測量費
建築改良物基地號或建築改
七
良物門牌號變更勘查費
建築改良物全部滅失或特別
八 建築改良物部分滅失之勘查
費
九 建物位置圖轉繪費
十 建物平面圖轉繪費
建物平面圖或建物測量成果
十一
圖影印本
十二 建物測量成果圖採電腦列印
六

收
費
標
準
每單位以新臺幣四千元計收。同棟其他區分所有權人申請
建物位置圖勘測時，可調原勘測位置圖並參酌使用執照竣
工平面圖或建造執照設計圖轉繪之。每區分所有建築改良
物應加繳建物位置圖轉繪費新臺幣二百元。
每單位以新臺幣八百元計收，如係樓房，應分層計算，如
係區分所有者，應依其區分，分別計算。
按合併前建號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四百元計收。
按分割後建號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八百元計收。
按未滅失建築改良物之面積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八百元
計收。
依建物位置圖測量費計收。
不論面積大小，以每建號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四百元計
收。
不論面積大小，以每建號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四百元計
收。
每建號新臺幣二百元計收。
每建號新臺幣二百元計收。
以每張新臺幣十五元計收。
以每張新臺幣二十元計收。

附註：
一、建物位置圖測量費及未登記建築改良物，因納稅需要，申請勘測之測量費，以整棟建築改良
物為一計收單位。
二、建物平面圖測量費、建築改良物合併複丈費、建築改良物分割複丈費、建築改良物部分滅失
測量費，以每建號每五十平方公尺為計收單位，不足五十平方公尺者，以五十平方公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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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標管理辦法 B‐16‐1
ௐ˝୧ 土地所有權人或管理人應對土地界標
妥為維護管理，永久保存，並不得任意移動
或毀損。
中華民國 79 年 10 月 26 日台內地字第 0910061936 號
ௐȈ୧ 辦理地籍測量或土地複丈地籍調查
令訂定發布
時，應將實地埋設界標之種類、相關界標間
中華民國 96 年 4 月 25 日台內地字第 0960059165 號
之距離及與附近固定物之關係查註於地籍調
令修正第 3 條條文
查表內。如有第七條所列界標埋設困難或無
法埋設情形者，應於地籍調查表內註明其原
ௐ˘୧ 本辦法依土地法第四十四條之一第二
因。
項規訂定之。
ௐ˟୧ 界標按功能分土地界標及輔助界標。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前項土地界標係指位於土地界址點位者，輔
助界標係指位於土地經界線上者。
ௐˬ୧ 界標按材料分鋼釘界標、銅釘界標、
水泥界標及塑膠界標等。
前項鋼釘界標、銅釘界標、水泥界標及塑
膠界標之規格如附圖。
前二項界標之材料及規格，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斟酌地籍測量或土地複丈實地狀況調
整，並報中央地政機關核定。
ௐα୧ 界標應按左列情形埋設之：
一、位於泥土地面者，埋設水泥界標或塑膠
界標。
二、位於水泥、柏油或硬質地面者，埋設鋼
釘界標。
三、位於建築物或固定工作物者，埋設鋼釘
界標或銅釘界標。
ௐ̣୧ 界標埋設原則如左：
一、於平坦地者，應沒入與地面平。
二、於山坡地者，得露出地面十公分。
三、於建築物或固定工作物者，應沒入建築
物或固定工作物。
ௐ̱୧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事務所應儲存界
標，以供需要人購買，並得委託殷實廠商代
售。
ௐ˛୧ 實施地籍測量時除有左列情形之一者
外，土地所有權人或管理人應自備界標埋設
之；其界標規格不符合規定者不予施測。
一、界址點在建築物或工作物內，其埋設顯
有困難者。
二、界址點在水溝、池沼、河川、行水區域
內、懸崖或絕壁邊緣無法埋設者。
三、以明顯之永久性建築物或固定工作物為
界址，其埋設顯有困難者。
ௐˣ୧ 相鄰土地間之界標，土地所有權人或
管理人應會同鄰地所有權人或管理人埋設
之。

界標管理辦法

B‐16‐2 界標管理辦法
附圖一（界標管理辦法第三條附圖）
規格一（土地界標）
一、材料：鋼，硬度五七度至六三度。
二、顏色：鐵灰色。
三、長度單位：公釐。
四、頂端刻「土地界標」四字及「十」字，每字為五公釐見方，字寬一公釐，深一公釐之凹槽。
五、其他如附圖。
鋼釘界標（土地界標）

土

標

地

俯視圖

界

17
20
20
2.5
4.5

前視圖

1.25

5

30

1.5~2

18

9

界標管理辦法 B‐16‐3
規格二（土地界標）
一、材料：釘子（鋼）、釘套（不鏽鋼）。
二、顏色：鐵灰色。
三、長度單位：公釐。
四、釘套帽刻「土地界標」及「十」字。
五、不鏽鋼帽厚度二公釐。
六、鋼釘長不短於二十公釐。
七、孔徑：三公釐為原則。
八、其他如附圖。
鋼釘界標（土地界標）

土

標

地

俯視圖

界

前視縱剖面圖

3

20
2

B‐16‐4 界標管理辦法
規格一（輔助界標）
一、材料：鋼，硬度五七度至六三度。
二、顏色：鐵灰色。
三、長度單位：公釐。
四、頂端刻「輔助界標」四字及「十」字，每字為五公釐見方，字寬一公釐，深一公釐之凹槽。
五、其他如附圖。
鋼釘界標（輔助界標）

輔

標

助

俯視圖

界

17
20
20
2.5
4.5
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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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視圖

1.25

界標管理辦法 B‐16‐5
規格二（輔助界標）
一、材料：釘子（鋼）、釘套（不鏽鋼）。
二、顏色：鐵灰色。
三、長度單位：公釐。
四、釘套帽刻「輔助界標」及「十」字。
五、不鏽鋼帽厚度二公釐。
六、鋼釘長不短於二十公釐。
七、孔徑：三公釐為原則。
八、其他如附圖。
鋼釘界標（輔助界標）

輔

標

助

俯視圖

界

前視縱剖面圖

3

20
2

B‐16‐6 界標管理辦法
附圖二：（界標管理辦法第三條附圖）
規格（土地界標）
一、材料：青銅或黃銅。
二、顏色：青銅色或黃銅色。
三、長度單位：公厘。
四、銅帽刻「土地界標」四字及「十」字，分別為深一公厘凹槽，中間同心圓為深二公厘凹槽。
五、銅帽厚度八公厘。
六、其他如附圖。
規格（輔助界標）
一、材料：青銅或黃銅。
二、顏色：青銅色或黃銅色。
三、長度單位：公厘。
四、銅帽刻「輔助界標」四字及「十」字，分別為深一公厘凹槽，中間同心圓為深二公厘凹槽。
五、銅帽厚度八公厘。
六、其他如附圖。

界標管理辦法 B‐16‐7
附圖三：（界標管理辦法第三條附圖）
規格（土地界標）
一、材料：混凝土（採水、砂、石子為一：二：四之成分）內含鐵絲四支，強度為 3000psi 或
210kg/cm2。
二、顏色：混凝土原色。
三、長度單位：公厘。
四、頂端刻三十公厘見方「十」字，字寬五公厘、深五公厘之凹槽。立面相對兩面刻「土地界標」
四字，每字為三十公厘見方，字寬五公厘、深五公厘之凹槽。
五、其他如附圖。
規格（輔助界標）
一、材料：混凝土（採水、砂、石子為一：二：四之成分）內含鐵絲四支，強度為 3000psi 或 210kg/cm2。
二、顏色：混凝土原色。
三、長度單位：公厘。
四、頂端刻三十公厘見方「十」字，字寬五公厘、深五公厘之凹槽。立面相對兩面刻「輔助界標」
四字，每字為三十公厘見方，字寬五公厘、深五公厘之凹槽。
五、其他如附圖。

B‐16‐8 界標管理辦法
附圖四：（界標管理辦法第三條附圖）
規格（土地界標）
一、材料：PE 塑膠。
二、顏色：紅色。
三、長度單位：公厘。
四、頂端刻「土地界標」四字及「十」字，每字為十五公厘見方，字寬二公厘、深三公厘之凹
槽。立面相對兩面刻「土地界標」四字，每字為二五公厘見方，字寬三公厘、深一公厘凹槽。
五、其他如附圖。
規格（輔助界標）
一、材料：PE 塑膠。
二、顏色：紅色。
三、長度單位：公厘。
四、頂端刻「輔助界標」四字及「十」字，每字為十五公厘見方，字寬二公厘、深三公厘之凹槽。
立面相對兩面刻「輔助界標」四字，每字為二五公厘見方，字寬三公厘、深一公厘凹槽。
五、其他如附圖。

永久測量標設置管理作業要點 B‐17‐1

永久測量標設置管理作
業要點
中華民國 99 年 10 月 8 日台內地字第 0990195003
號令訂定

一、為機關辦理基本測量、加密控制測量或應
用測量所設置之控制點，依國土測繪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三條第十一款規定保存為
永久測量標之設置管理作業需要，特訂定
本要點。
二、設置機關應依本法施行細則第二條規定方
式，訂定永久測量標之標示說明範例，並
區分其埋設樣式。
三、設置機關依本法第十條第一款規定，需用
公有土地時，應在不妨礙原使用情況下，
優先選用公告現值較低、面積較小之土
地，並先行以書面通知該土地管理機關
（構）；該管理機關（構）除有正當原因並
報經其上級機關核准外，不得拒絕。
前項管理機關（構）如報經核准無法配
合者，應於受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以書
面敘明理由通知設置機關。
四、設置機關依本法第十條第二款規定，需用
公有建築物時，應在不妨礙原使用情況
下，先行以書面通知該建築物管理機關
（構）優先提供使用。
前項管理機關（構）如無法配合者，應
於受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以書面敘明理
由通知設置機關。
五、機關、團體或個人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申請永久測量標遷移重建時，應以
書面向設置機關為之。申請書除具體敘明
有妨礙權利行使之理由外，並應檢附下列
證明文件：
（一）權屬證明文件：所有權人、管理人、
租用人、管理機關（構）或其他可資
證明文件，以及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二）權利行使文件：保管、使用、收益或
處分計畫、土地開發計畫、工程施工
計畫、建築物整修計畫或其他可資證
明文件。
（三）永久測量標於權利行使範圍（套疊於
地籍圖或設計圖）之相關位置標示圖
說。

（四）永久測量標周邊之遠、近照片。
（五）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
六、設置機關受理永久測量標遷移重建之申
請，如申請書內容、附件完備，且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得以所附相關位置標示圖
說、現地照片已明確為由，免辦現地勘查：
（一）永久測量標仍有存在必要。
（二）永久測量標已失其效用且予廢除。
（三）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各款規定免負
擔遷移重建費用。
七、永久測量標設置於公有財產者，設置機關
不得妨礙該財產之管理，除有影響其效用
情形外，應依該財產之使用管理規定辦理。
八、永久測量標所在公有財產之管理機關
（構），如以書面通知該財產另有保管、使
用、收益或處分需要時，設置機關應配合
辦理遷移重建；如遷移重建確有困難，且
該財產需保留為公務或公共使用者，得依
法申請撥用之。
九、設置機關應將永久測量標成果公告、建檔
管理，並視需要通報有關機關；修正時，
亦同。
軍事機關施測之永久測量標成果，有涉
及軍事機密者，不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十、設置機關應編列預算定期維護、檢測永久
測量標。
十一、基本測量之永久測量標，中央主管機關
應於其成果公告年度內，以點位清冊（格
式一）分送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據以製作（或修正）查對總冊（格式
二）及統計簿（格式三），於每年六月底
前完成一次實地查對，並逐點作成查對
紀錄（格式四）；發現有毀損或移動時，
應將該情形記載於查對紀錄，連同彙整
表（格式五）通報中央主管機關；遇有
天然災害，應隨時查對，並適時通報。
十二、加密控制測量或應用測量之永久測量標
，如有依前點規定辦理查對之需要，應
由設置機關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共同會商後為之。
十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二點規
定辦理實地查對，如執行確有困難，應
於年度開始前會商設置機關處理相關事
宜。
十四、永久測量標納入直轄市、縣（市）之查

B‐17‐2 永久測量標設置管理作業要點
對總冊者，其遷移重建之申請，設置機
關得請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
同實地勘查並提供處理意見。
十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
十九條、第五十三條規定之辦理情形，
應適時通報設置機關，並副知中央主管
機關。
十六、機關已設置之控制點，如需保存為永久
測量標，應經清查並依第二點及第九點
規定辦理。

永久測量標設置管理作業要點 B‐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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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序號

點別
等級

點名

點號

標石材質

公告日期

備註（如重建、新
測、廢除情形）

（例）
基隆市

○

一等
水準點

正濱國小

2040

鋼標

○年○月

○年重建

（例）
基隆市

○

一等
水準點

海洋學院

T0524

花崗石

○年○月

○年新測

填寫說明：本清冊由設置機關建檔留存並於其成果公告年度內分送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並提供必要之點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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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號
點名
點別
點位
敘述
測設日期
標石材質
埋設方式

!!!!!!!!!!!!!!!!ѐޘ.ᕇѨĈŒ.Œ0Œ!
等級
概略平面坐標
標石編號

點位來源、設置說明

段
小段
地（建）號
地名
面積
點位 鄉鎮（區） 鄰里
所在
房地
所在房地
點
之所有權
位
人、管理
示
人、使用
意
人或占有
圖
人及其聯
及
絡方式
說
備
明
註
!
Īቑּī!!!!!!!!!!!!!!!!!!!!!!ݑԸᎩϖ˳ീณᇾߤ၆ᓁΊ!
Ğ̰߆ొğ!!!!!!!!!!!!!!!!!!!!!!!!!!!!!!!!!!!!!!!!!!!!!!!!!!!!!!ѐޘ.ᕇѨĈŒ.Œ0Œ!
點號
點名
點別
等級
概略平面坐標
S026
新高山
衛星控制點
一等
TWD97 (○mN、○mE)
點位
測設日期
標石材質
埋設方式
標石編號
點位來源、設置說明
敘述
原一等三角點、有標示說明
○年○月
花崗石
柱石、盤石
無
牌
段
小段
地（建）號
地名
面積
點位 鄉鎮（區） 鄰里
所在
信義鄉
－
○
○
○
玉山
○
房地
所在房地 1.所有權人：中華民國
之所有權 2.管理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人、管理 （聯絡方式：………）
點
人、使用 3.無使用人或占有人
位
人或占有
示
人及其聯
意
絡方式
圖
本點位屬（設置機關）○年○月○日 及
自塔塔加登山口沿步道走到排雲山莊約○公
○字第○號函送之點位清冊
說 里，步行約需○小時，自排雲山莊到玊山主
備
（有無公告重建、新測或廢除等情 明
峰測線距離約○公里、耗時約○小時(沿路陡
註
形）
峭有碎石坡，其中主峰及北峰分岔口，向上
登頂時遇風得特別小心，瞬間有陣風吹襲)。
填寫說明：本總冊編排以每頁二個點位為原則；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建檔留存並配合查
證。其中「概略平面坐標」欄位內數據，以公尺為單位，其個位數值以零替代，並以
當時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坐標系統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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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例）○

前年點數

○

新增數

○

廢除數

○

合計點數

○

登載人員

備註

黃○○
（核章）

經查對有毀損移動
滅失情形計○點，業
以○年○月○日○
號函層報。

填寫說明：本統計簿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建檔留存並配合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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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對
查對人員
查對日期
年
月
日
單位
點號
點名
點別
等級
概略平面坐標
點位
敘述
測設日期
標石材質
埋設方式
標石編號
點位來源、設置說明
點位
所在地

鄉鎮（區） 鄰里

段

小段

地（建）號

所在房地
之所有權
人、管理
人、使用
人或占有
人及其聯
絡方式

點
位
遠
照

實地現況
（毀損移
動滅失情
形及其發
生原因與
日期）

點
位
近
照

地名

面積

（例）

（例）

點位
透空圖

（例）透空良好，無遮蔽情形。

點
位
示
意
圖
及
說 （例）由基隆市中正路右轉行台二線(祥豐
明 街)至祥豐街○號前停車，可見點位於對面花
圃內。

備註
填寫說明：（本紀錄編排以每頁一個點位為原則）
一、每年實地查對時，查對人員應依永久測量標查對總冊及其統計簿數量，逐點作成紀錄；發現
有毀損、移動或滅失情形，應記載之，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函報中央主管機關。
二、點位遠照，係以大區域拍攝，能辨識點位與周邊固定景物之關係為原則；點位近照，係以小
區域拍攝，能辨識點位之樁標種類、點號與埋設地表狀況為原則。
第
頁共
頁

永久測量標設置管理作業要點 B‐17‐7
ॾё̣! ŒѐŒŒᎩ)ξ*ϖ˳ീณᇾ໑ຫொજଐԛຉፋܑ!
Ğనཉ፟ᙯğ!
序號

點別
等級

點名

點號

調查
人員

調查日期

毀損移動
滅失情形

發生原因
與日期

填寫說明：
一、依實地查對結果將點位有毀損、移動或滅失之情形詳填於本表。
二、本表併其中點位之查對紀錄各乙份，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函報中央主管機關。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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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 B‐18‐1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
辦法
中華民國 75 年 1 月 31 日台內地(營)字第 368295 號令
訂定
中華民國 75 年 12 月 22 日台內地(營)字第 465051 號
令修正第 3 條，並增訂第 3 條之 1 條文
中華民國 99 年 1 月 29 日台內(營)字第 0990800300 號
令修正第 6 條條文

ௐ˘୧ 本辦法依建築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ௐ˟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核發建造
執照時，應於執照暨附圖內標註土地座落、
基地面積、建築面積、建蔽率，及留設之空
地位置等，同時辦理空地地籍套繪圖。
前項標註及套繪內容如有變更，應以變更
後圖說為準。
ௐˬ୧ 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併同建築物之分
割，非於分割後合於左列各款規定者不得為
之。
一、每一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與建築物所占
地面應相連接，連接部分寬度不得小於
二公尺。
二、每一建築基地之建蔽率應合於規定。但
本辦法發布前已領建造執照，或已提出
申請而於本辦法發布後方領得建造執照
者，不在此限。
三、每一建築基地均應連接建築線並得以單
獨申請建築。
四、每一建築基地之建築物應具獨立之出入
口。
ௐˬ୧̝˘ 本辦法發布前，已提出申請或已
領建造執照之建築基地內依法留設之私設通
路提供作為公眾通行者，得准單獨申請分割。
ௐα୧ 建築基地空地面積超過依法應保留之
法定空地面積者，其超出部分之分割，應以
分割後能單獨建築使用或已與其鄰地成立協
議調整地形或合併建築使用者為限。
ௐ̣୧ 申請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應檢附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准予分割之證明
文件。
實施建築管理前或民國六十年十二月二十
二日建築法修正前建造完成之建築基地，其
申請分割者，得以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條第

二項所列文件辦理。
（按：原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條第二項，修
正後為第七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ௐ̱୧ 建築基地之土地經法院判決分割確
定，申請人檢附法院確定判決書申辦分割
時，地政機關應依法院判決辦理。
依前項規定分割為多筆地號之建築基地，
其部分土地單獨申請建築者，應符合第三條
或第四條規定。
ௐ˛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依第五條
規定核發准予分割證明，應附分割圖，標明
法定空地位置及分割線，其比例尺應與地籍
圖相同。
前項證明核發程序及格式，由內政部另訂
之。
ௐˣ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B‐18‐2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

土地法第四十六條之一至第四十六條之三執行要點 B‐19‐1

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一
至第四十六條之三執行
要點
中華民國 77 年 11 月 21 日台內地字第 650201 號函訂
定
中華民國 82 年 6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8282132 號函刪
除第 9 點
中華民國 87 年 4 月 30 日台內地字第 8777299 號函修
正
中華民國 91 年 2 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0910067735 號令
修正
中華民國 93 年 6 月 23 日台內地字第 0930061390 號
令修正第 15、22、25 點條文
中華民國 97 年 12 月 19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99064 號
令修正第 18～20 點條文；刪除第 12 點條文
中華民國 102 年 2 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1020090675 號
令修正第 4、16 點條文

一、重測區範圍之勘選，應於重測工作開始前
半年，依下列原則，實地審慎勘選：
（一）地籍圖破損、誤謬嚴重地區。
（二）即將快速發展之地區。
下列地區不列入重測範圍：
（一）已辦理或已列入土地重劃、區段徵收
或土地、社區開發且有辦理地籍測量
計畫者。
（二）都市計畫樁位坐標資料不全者。
（三）地籍混亂嚴重，辦理重測確有困難者。
二、重測時段界之調整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調
整範圍內之宗地應逕為分割測量：
（一）重測區之段界調整後，原為一宗土地
跨越於二段者。
（二）段界線以公共設施預定地之界線調整
者。
依前項逕為分割測量結果應通知土地所有
權人。
三、會社名義登記之土地，地籍調查前應查明
該會社管理人或股東住址通知之。
四、重測地籍調查時，到場之土地所有權人不
能指界者，地籍調查及測量人員得參照舊
地籍圖及其他可靠資料，協助指界，並依
下列方式辦理：
（一）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該協助指界之結果
者，視同其自行指界。

（二）土地所有權人不同意協助指界之結果
且未能自行指界者，應依土地法第四
十六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予以逕行施
測。
（三）土地所有權人不同意協助指界之結果
而產生界址爭議者，應依土地法第四
十六條之二第二項規定予以調處。
五、土地所有權人未到場指界，或雖到場而不
指界者，應依土地法第四十六條之二第一
項各款之規定逕行施測。
六、依土地法第四十六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參
照舊地籍圖逕行施測者，應參照舊地籍圖
及其他可靠資料所示之坵塊形狀及關係位
置，實地測定界址，設立界標，逕行施測。
七、重測土地地形特殊，實地無法設立界標者，
應於地籍調查表空白處註明其原因。
八、地籍調查時，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第四
十六條之二於現有地界線設立界標並到場
指界者，不論其現有地界線與地籍線是否
相符，以其界標並指界之現有地界線辦理
調查並施測。但相互毗鄰土地涉及不同使
用分區或使用地時，仍應依有關管制規定
辦理。
九、司法機關因審判上需要，囑託提供舊地籍
圖謄本時，仍應受理，惟應註明本宗土地
因辦理重測時，界址爭議未解決，本謄本
僅供參考字樣。
司法機關受理經界訴訟事件，囑託地政
機關以原地籍圖施測者，地政機關應予受
理。但應將地籍調查表及調處結果等資料
影本以及辦理測量情形一併送請司法機關
參考。
十、地籍調查時，雙方指界一致，惟於重測結
果公告前一方認為指界錯誤而發生界址爭
議者，得予協調，並依下列方式處理：
（一）雙方達成協議者，依協議結果更正界
址，並補正地籍調查表。
（二）雙方不能達成協議者，仍依原調查結
果繼續進行重測程序。
十一、公有土地之管理機關，於地籍調查時，
應派員持具致地政機關函文到場指界。
前項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函文影本應黏貼
於地籍調查表背面。
十二、（刪除）
十三、都市計畫範圍內辦理重測時，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應事先派員前往實地清查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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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樁位，如有湮沒損毀者，應即補設，
並將樁位坐標資料列冊送交地政機關。
補設樁位工作，應於當年度四月底前完
成，逾期未完成者，該重測區得暫緩辦
理。
十四、重測公告期間，土地所有權人因面積增
減提出異議時，應依土地法第四十六條
之三第二項及第三項辦理。
十五、重測異議複丈案件，應依地籍調查表所
載界址辦理複丈。
重測成果公告期間申請異議複丈而公
告期滿尚未處理完竣之土地，應按重編
之段別、地號記載於登記簿之標示部。
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欄註明重測前面
積、重測公告面積及加註本宗土地重測
異議複丈處理中，其實際面積以異議複
丈處理結果為準字樣。
十六、重測結果公告時，部分土地之界址爭議，
尚未依土地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程序處
理完畢者，應於公告文載明重測地籍圖
經公告期滿確定後，登記機關不得受理
申請依重測前地籍圖辦理複丈。並附記
下列土地因界址爭議，正依法處理中字
樣。
界址爭議經法院判決確定後，應即據
以施測，並將施測結果公告。
十七、重測結果公告期滿無異議者，即屬確定
。土地所有權人或關係人不得以任何理
由申請複丈更正。但土地標示變更登記
辦竣前，雙方當事人以指界錯誤書面申
請更正，並檢附不影響雙方當事人以外
之第三人權益之切結書時，得予受理。
其已辦竣土地標示變更登記者，應不准
許。
十八、核發重測前地籍圖謄本，應於謄本上註
明原地籍圖已停止使用，本謄本僅供參
考字樣。
前項重測前地籍圖已送內政部國土測
繪中心或有關機關典藏者，其謄本由地
政事務所向該機關洽取後核發之。
當 事 人或 利害關 係人 申請閱覽 、 抄
寫、複印或攝影重測地籍調查表等有關
資料或卷宗，應依行政程序法第四十六
條有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九、因都市計畫樁位測釘錯誤，致使重測成
果錯誤，經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法更正

樁位坐標，地政機關應依更正後樁位坐
標辦理測量，並辦竣更正登記後，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
二十、土地標示變更登記完竣後，發現原測量
錯誤者，依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二百三
十二條辦理測量成果更正後，再辦理土
地標示更正登記，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及他項權利人。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
利人如有異議，應向司法機關訴請裁判。
二十一、共有土地於辦竣重測後，申請人始持
重測前土地標示之民事確定判決向地
政事務所申請共有物分割複丈、登記
時，其重測後地籍圖形、面積與重測
前不相符合者，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通知申請人應於一定期限內，就
重測後結果檢具原全體共有人
協議書，據以辦理。
（二）申請人逾期未檢具協議書者，應
依法院判決意旨及有關圖說，以
重測前地籍圖至實地測定界址
點位釘立界標，再以重測後地籍
圖調製之土地複丈圖測取分割
界址點，計算面積後辦理分割登
記並將登記結果通知有關權利
人。
土地辦竣重測後，申請人始持重測
前土地標示之民事給付確定判決申請
土地分割登記者，應依前項規定辦理。
二十二、土地標示變更登記辦竣後，應通知權
利人限期檢附原權利書狀辦理加註或
換發新書狀。權利人未能提出原權利
書狀者，應檢附未能提出書狀之理由
之切結書換發。
依切結書換發者，應將重測前原權
利書狀註銷並公告之。
二十三、重測後加註或換發之土地所有權狀，
應附以地段圖。
二十四、加註或換發土地權利書狀時，原書狀
背面附有甲式或乙式建物附表者，應
換發建物所有權狀。
二十五、重測期間發生界址爭議尚未解決之土
地，應按重編之段別、地號記載於登
記簿之標示部。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
欄註明重測前面積及加註本宗土地重
測界址爭議未解決字樣，並通知土地
所有權人。該土地俟界址爭議解決後

土地法第四十六條之一至第四十六條之三執行要點 B‐19‐3
再辦理土地標示變更登記及加註或換
發書狀。
前項重測界址爭議未解決前，權利書
狀損壞或滅失，登記名義人依土地登
記規則之規定申請權利書狀換給或補
給時，地政機關應予受理。
二十六、已辦理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
，其基地標示於重測後已變更者，其
測量成果圖應依下列規定辦理訂正：
（一）基地標示按變更後標示訂正之。
並辦理建物基地標示變更登記。
（二）建物位置圖依據重測後之地籍
圖，按原測繪之建物相應位置比
例訂正之。其情形特殊者，地政
事務所得視實際需要實地測繪
之。建物平面圖必要時得轉繪
之。
二十七、重測區建物，不論其坐落基地有無界
址爭議，建物所有權人申請核發該建
物測量成果圖謄本時，應予受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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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圖重測成果檢查要
點
中華民國 89 年 5 月 6 日台內地字第 8969021 號函訂
定
中華民國97年7月9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0970097869
號函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12 點（原名稱：臺灣省
地籍圖重測成果檢查要點）

一、為確保地籍圖重測（以下簡稱重測）成果
品質，減少疏誤案件，掌握工作進度及提
高成果公信力，特訂定本要點。
二、重測成果檢查除依地籍測量實施規則、數
值法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及地籍測量成果
檢查規範規定外，依本要點規定辦理。
依本要點規定實施之重測成果檢查，應採
第一級及第二級分級檢查方式為之。
三、本要點有關重測成果檢查之主辦機關業務
劃分如下：
（一）內政部地政司主辦督導及考核事項。
（二）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以下簡稱國土
測繪中心）主辦下列事項：
1.重測業務由國土測繪中心辦理者（以
下簡稱中心辦重測業務），其第一級
及第二級成果檢查之執行事項。
2.重測業務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
理者（以下簡稱地方辦重測業務），
其第二級成果檢查之執行事項。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地方辦重測
業務第一級成果檢查之執行事項。
直轄市、縣（市）政府執行重測成果檢
查前，應擬訂實施計畫送國土測繪中心備
查；國土測繪中心執行重測成果檢查之實
施計畫應送內政部備查。
四、重測成果檢查之作業項目如下：
（一）控制測量。
（二）都市計畫樁清理、補建及聯測。
（三）地籍調查。
（四）界址測量。
（五）協助指界。
（六）電子檔。
（七）計算面積及製圖。
五、國土測繪中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執
行重測成果檢查時，應組成檢查小組，並
依下列分級方式辦理：

B‐20‐1

（一）第一級成果檢查：
1.中心重測業務部分：由國土測繪中心
測量隊執行檢查工作，檢查小組得依
重測區範圍分地區組成，並以測量隊
隊長為召集人，調派所屬資深測量人
員或檢查人員為之。
2.地方辦重測業務部分：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地政單位（機關）執行檢
查工作，檢查小組以地政單位（機關）
主辦地籍測量之單位主管為召集
人，調派該府及所轄登記機關資深測
量人員或檢查人員為之。
（二）由國土測繪中心執行檢查工作，檢查小
組以該中心副首長為召集人，調派該中
心、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所轄
登記機關主管或資深人員為之。
前項第二款之第二級成果檢查，得依檢
查項目分組實施檢查，分組組長由召集人
指定各該分組成員一人擔任之。
六、重測成果檢查應依實施計畫規定之進度及
順序依序檢查，其檢查項目、細目、種類、
級別、型式、水準及合格品質水準之分類，
如附表一；抽樣檢查計畫表，如附表二。
七、國土測繪中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執
行重測成果檢查時應作成檢查紀錄表。檢
查結果有不合格者，應依下列規定實施複
檢：
（一）不合格數超過第六點附表一所列合格品
質水準（AQL）及附表二所列允收數
（AC）之規定者，應就其不合格項目
全數複檢。
（二）不合格數未超過第六點規定者，應於改
正後就不合格部分實施複檢。
前項不合格者經複檢結果仍不合格，應
實施複檢至合格止。
八、國土測繪中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對
第七點重測成果檢查紀錄表所記載需改正
事項，應於規定期限內改正，並將改正前
後情形記錄之。
九、國土測繪中心執行第二級成果檢查工作
時，除應依第六點規定實施檢查外，應再
對第一級檢查不合格項目複檢情形實施檢
查，檢查情形應一併記載於重測成果檢查
紀錄表。
十、執行重測成果檢查時，應採用正常檢查抽
樣計畫表（如附表二之二）。但有下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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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不在此限：
（一）受檢人員之前一年成果經檢查結果被
退回重新檢查之細目數量超過所檢查
細目之百分之四十者，改採用嚴格檢
查抽樣計畫表（如附表二之三）
，其檢
查水準改採用較原應檢查數量為多之
下一級檢查水準。
（二）前一年檢查結果各檢查細目均合格，
未被退回重新檢查者，改採用減量檢
查抽樣計畫表（如附表二之四）。
（三）前一年採用嚴格檢查抽樣計畫表結
果，檢查細目未被退回重新檢查者，
改採用正常檢查抽樣計畫表。
（四 ）前一年 採用減量檢查抽樣計畫表結
果，有一檢查細目以上不合格，被退
回重新檢查者，改採用正常檢查抽樣
計畫表。
十一、國土測繪中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將重測成果檢查紀錄表裝訂成冊，其
保存年限為二年。
十二、重測成果檢查執行完竣後，國土測繪中
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統計成果
不合格數量及比率，並參酌重測公告異
議案件數量及處理情形，作為辦理人員
獎懲及次年實施重測成果檢查之依據。

地籍圖重測成果檢查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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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檢查項

3

7
控制測量

四等控制測量

4
5
6

已知點檢測

1
2

檢查細目

8

13

圖根測量

9
10
11
12

儀器校正之檢查
檢測成果之檢查
是否依規定實施成果檢查
及缺失改進複檢情形之檢
查
選點之檢查
觀測成果之檢查
計算成果之檢查
調製成果圖表之檢查

檢查
種類

檢查
級別

檢查
型式

書面
書面

Ｉ
Ｉ
Ｉ

全
全

書面
書面
書面
書面
書面

是否依規定實施成果檢查
及缺失改進複檢情形之檢
查
選點之檢查
觀測成果之檢查
計算成果之檢查
圖根點位置之檢查

書面
書面
書面
實地

調製成果圖表之檢查

書面

書面

是否依規定實施成果檢查
及缺失改進複檢情形之檢 書面
查
書面
15 樁位成果點交之檢查
書面
16 原樁位成果處理之檢查
書面
17 偏差樁位之檢查
實地
書面
18 觀測計算成果表之檢查

14

都市計畫
樁清理、
補建及聯
測

19 補建樁位成果之檢查

書面

20 實地樁位之檢查

實地

21 樁位圖之檢查

書面

22

是否依規定實施成果檢查及缺
書面
失改進複檢情形之檢查

地籍調查 23 編造地籍調查表之檢查
24 段界調整之檢查
25 界址標示與略圖之檢查

書面
書面
書面

Ⅱ
Ｉ
Ｉ
Ｉ
Ｉ
Ⅱ
Ｉ
Ⅱ
Ｉ
Ｉ
Ｉ
Ｉ
Ｉ
Ⅱ
Ｉ
Ⅱ
Ｉ
Ｉ
Ｉ
Ｉ
Ｉ
Ⅱ
Ｉ
Ｉ
Ⅱ
Ｉ
Ⅱ
Ｉ
Ｉ
Ｉ

合格品
檢查
質水準 備
水準
(AQL)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抽2
抽2
抽2

Ⅱ
Ⅱ
Ⅱ

1.0
0.65
0.65

Ⅱ

0.65

Ⅱ

1.0

抽2

Ⅱ

0.65

抽2

Ⅰ

0.65

Ⅱ

2.5

Ⅱ

0.65

全

全
全
全
全
抽2
抽1
全

全
抽1
全
抽2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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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址測量

目次

檢查項

檢查
種類

檢查
級別

檢查
型式

26 毗鄰土地界址標示之檢查

書面

全

27 地籍調查程序處理之檢查

書面

28 界址標示實地之檢查
29 地籍調查表相關註記之檢查
30 界址爭議之檢查
是否依規定實施成果檢查及缺
31
失改進複檢情形之檢查

實地
書面
書面

32 儀器校正之檢查
33 界址點編號之檢查
34 觀測計算成果之檢查

書面
書面
書面

35 界址點重複觀測之檢查

書面

Ｉ
Ｉ
Ⅱ
Ｉ
Ｉ
Ｉ
Ｉ
Ⅱ
Ｉ
Ｉ
Ｉ
Ｉ
Ⅱ
Ｉ
Ｉ
Ｉ
Ⅱ
Ｉ
Ｉ
Ⅱ
Ｉ
Ⅱ
Ｉ
Ｉ
Ｉ
Ｉ
Ｉ
Ⅱ

檢查細目

書面

實地
36 界址點位置、邊長之檢查
書面
37 逕為分割之檢查
是否依規定實施成果檢查及缺
書面
38
失改進複檢情形之檢查

協助指界

39 參照舊地籍圖套繪作業之檢查

書面

40 協助指界之檢查

實地

41
電子檔

是否依規定實施成果檢查及缺
書面
失改進複檢情形之檢查

檔案檢核之檢查
圖簿地面積之檢查
面積和檢核之檢查
圖籍內容之檢查
是否依規定實施成果檢查及缺
46
失改進複檢情形之檢查

42
43
44
計算面積
45
及製圖

書面
書面
書面
書面
書面

合格品
檢查
質水準 備
水準
(AQL)

抽2

Ⅱ

0.65

抽2
抽2
全

Ⅱ
Ⅱ

0.65
0.65

全
全
抽1

Ⅱ

0.65

抽1

Ⅱ

0.65

抽2
全

Ⅱ

0.65

Ⅱ

0.65

全

全
全
抽2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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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成

果

查

水

準

總 數
Ｉ

Ⅱ

Ⅲ

2‐8

Ａ

Ａ

Ｂ

9‐15

Ａ

Ｂ

Ｃ

16‐25

Ｂ

Ｃ

Ｄ

26‐50

Ｃ

Ｄ

Ｅ

51‐90

Ｃ

Ｅ

Ｆ

91‐150

Ｄ

Ｆ

Ｇ

151‐280

Ｅ

Ｇ

Ｈ

281‐500

Ｆ

Ｈ

Ｊ

501‐1,200

Ｇ

Ｊ

Ｋ

1,201‐3,200

Ｈ

Ｋ

Ｌ

3,201‐10,000

Ｊ

Ｌ

Ｍ

10,001‐35,000

Ｋ

Ｍ

Ｎ

35,001‐150,000

Ｌ

Ｎ

Ｐ

150,001‐500,000

Ｍ

Ｐ

Ｑ

500,001 以上

N

Q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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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土地複丈與建物測量補充規定 B‐21‐1

辦理土地複丈與建物測
量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80 年 5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921582 號函訂
定
中華民國 81 年 8 月 3 日台內地字第 8185470 號函修
正
中華民國 84 年 1 月 10 日台內地字第 8478076 號函修
正
中華民國 85 年 8 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8584585 號函修
正第 3 點、第 7 點、第 10 點、第 24 點及刪除第 23
點

一、共有物分割，經法院判決確定後，雙方當
事人復協議分割，持憑分割協議書申報共
有物複丈分割及登記者，地政事務所得依
其協議結果辦理。
二、共有土地，經法院判決確定或和解、調解
成立分割，共有人申請複丈分割時，發現
地籍圖與土地登記簿所載面積不符時，應
先辦理分割登記完畢後，再依法辦理更正。
三、部分共有人持憑法院確定判決、和解或調
解筆錄為全體共有人申辦共有分割，其應
納之土地複丈費，得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八
十六條規定於領取土地所有權狀前，連同
登記規費及罰鍰一併繳納。
（按：原土地登記規則第八十六條，修正
後為第一百條）
四、政府機關使用私有土地一宗之部分者，在
不牴觸法令限制分割範圍內，經徵得土地
所有權人同意後，得囑託地政事務所辦理
測量分割及登記。
五、依法徵收之土地，其因地籍圖重測，界址
糾紛尚未解決者，如有地籍分割之必要，
應依重測前之地籍圖辦理，並於徵收土地
清冊中註明該標示係重測前之土地標示。
六、私有土地因天然流失坍沒，而合於土地法
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情形者，應由土地所
有權人申請，經該管地政機關會同水利機
關勘查無訛後辦理消滅登記。
七、一宗土地之一部分設定地上權，經登記完
畢，而未測繪其位置圖者，地上權人申請
勘測其位置時，應以登記之地上權面積為
其範圍，由地上權人會同土地所有權人就
實際使用位置領丈認定。土地所有權人拒

不會同領丈時，得由地上權人指界，如勘
測結果與地上權登記之面積一致，得核發
成果圖予地上權人及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土地所有權人或管理人申請勘測地上權位
置圖，而地上權人拒不會同領丈時準用前
項規定辦理。
第一項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土地分割
時，如經依法通知地上權人會同勘測，而
拒不到場指界領丈，得由土地所有權人單
方指界，先測繪地上權位置後，再辦理土
地分割，並以書面將複丈結果通知地上權
人，如其有異議，應於接到通知書次日起
十日內提出，逾期未提出異議，地政事務
所即辦理地上權轉載之登記。
八、地籍測量實施則刪第二百四十一條前段所
稱「同一地段」，係指相同之「段」或「小
段」而言，即僅劃分「段」者，指相同段，
段內設有「小段」者，指相同小段，所稱
「使用分區」，「使用性質」相同，於非都
市土地，係指劃定之使用區及編定之使用
地類別相同而言。
（按：原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二百四十一
條修正後為第二百四十四條）
九、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二項
所稱「技術引起者」
，係指複丈時，權利關
係人對土地界址並無爭議，純係觀測、量
距、整理原圖或計算面積等錯誤所致，並
有原始資料可稽者而言。
（按：原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二百四十七
條修正後為第二百三十二條）
十、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二項
所稱「實施建築管理前建造之建物」，如建
物位於都市地區內者，係指都市計畫發布
實施日之前建造之建物；惟該地如依法實
施禁、限建者，則應以實施禁限建之日為
準。如其位於非都市地區內者，係指實施
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理辦法訂定發布日之
前建造之建物。
（按：原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二百九十四
條修正後為第二百七十九條）
十一、有左列測量錯誤情形之一者，地政事務
所得依照土地法第六十九條規定辦理更
正登記，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一）土地面積係日據時期計算錯誤者。
（二）因都市計畫樁位測定錯誤致地籍分
割測量錯誤，經工務機關依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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樁位更正者。
（三）都市計畫樁位測定並無錯誤，因地
籍逕為分割測量錯誤者。
十二、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建築基地
地號與地籍圖地號不符，而發生於使用
執照核發之前者，應由當事人檢附基地
分割或合併前後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
籍圖謄本，向建管機關申請更正基地地
號後辦理。如興建之建築物確係在同一
基地，且其範圍和主要位置均與使用執
照之配置圖相符，純係由於土地合併、
分割而造成地號不一致者，得逕由地政
機關依基地分割、合併前後土地登記簿
及地籍圖對照地號辦理。
前項不符之情形係於使用執照核發之
後發生者，毋須再行辦理更正。
十三、申請土地分割複丈後，若該土地受法院
查封時，地政事務所仍應予施測。
土地所有權人依前項複丈結果，申請
分割登記，如認為有礙查封效力之虞
者，地政事務所應駁回之。
十四、地政事務所受理法院囑託土地複丈或建
物測量案件，依左列規定處理：
（一）地政機關所屬人員個人不得受託辦
理法院勘 測不動產 或鑑定 界址 案
件。
（二）土地界址經權利關係人已向法院提
起確認經界之訴者，地政事務所得
不予受理申請界址鑑定。
（三）經依法院指定日期前往實地複丈，
如因故未予施測，原繳費人於規定
期限內申請退還土地複丈費者，應
予扣除已支出之勞務費之餘額予以
退還。
（四）法院囑託辦理查封欠稅人土地案
件，其土地複丈費標準為：
1. 指 明 為 鑑 定 查 封 土 地 周 圍 界 址
者，依照鑑定界址費計收。
2.僅指明查封土地之實地坐落位置
者依照基地號勘查費計收。
（五）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二百八十四條
所稱之「司法機關指定人員」
，係指
法院人員或其指定於測量圖上簽章
之債權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
（六）未登記之建物，於法院囑託查封登
記時，已予勘測，其於撤銷查封後，

再查封時，有無重行勘測之必要，
應依法院囑託事項辦理。
（七）因訴訟需要，法院囑託辦理共有土
地分割案，測量地上使用現況（含
地上建物位置），按實測後之筆數，
依土地分 割複丈費 之收費 標準 計
收。
（按：原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二百
八十四條 修正後為 第二百 六十 九
條）
十五、利害關係人對於其所有土地相鄰土地鑑
界結果有異議時，以其所有土地地號申
請鑑界者，依再鑑界程序辦理。
十六、申請鑑定界址，地政事務所應免費核發
土地複丈成果圖。
前項鑑定界址，其屬圖解法辦理者，
土地複丈成果圖應編列界址號數，並註
明界標名稱、關係位置及實量邊長；其
屬數值法辦理者，其成果圖除應編列界
址號數、註明界標名稱及關係位置外，
另加註土地界址坐標。
十七、申請土地複丈或建物測量案件，因撤回、
駁回或其他情形，依規定得請求退還已
繳之土地複丈費或建物測量費者，地政
事務所於所為決定之通知書，應敘明得
請求退還之期限。
申請人逾規定期限申請退還土地複丈
費或建物測量費者，地政事務所應不予
受理。
第一項之申請土地複丈或建物測量案
件，經複丈人員於排定日期前往實地複
丈或測量時，申請人因故不需測量，當
場撤回申請並於規定期限內申請退費
者，得扣除已支出之勞務費後，將餘額
予以退還。
十八、土地複丈分割原圖不得對外印發，但因
訴訟需要，當事人得請求法院逕向該管
地政事務所調閱。
十九、申請建物第一次測量時，縱未同時申請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地政事務所仍
應受理，並於測量完畢後，核發建物測
量成果圖。
二十、（刪除）
二十一、已登記之建物未增編門牌，權利人持
憑法院確定判決申辦建物登記者，應
依法院判決意旨及該建物原編門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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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俟增編門牌號後，再另辦標示
變更登記。
二十二、領有使用執照之加油亭得申請建物第
一次測量登記。其建物平面圖應依據
其頂蓋垂直投影範圍予以測繪。
二十三、（刪除）
二十四、一般建物應逐棟編列建號，為五位數。
特別建物數棟併編一建號為母號，亦
為五位數，其各棟建物以分號編列，
為三位數，以表棟次。
二十五、未登記建物，為申報自用住宅用地優
惠稅率需要，得申請該建物之基地號
勘查或勘測建物位置。
依前項辦理基地號勘查或勘測建物
位置完畢，應於建物測量成果表（圖）
內註明「本項成果表（圖）僅供申請
核課自用住宅用地稅率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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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圖解法土地界址鑑
定作業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76 年 5 月 28 日台內地字第 502595 號函
訂定
中華民國 93 年 7 月 19 日台內地字第 0930070115
號函修正第 1 點、第 5 點、第 7 點、第 21 點、
第 22 點、第 27 點、第 31 點
中華民國 93 年 11 月 12 日台內地字第 0930071064
號函修正第 5 點、第 22 點條文之附表

作業準則
一、辦理圖解法土地界址鑑定作業除依地籍測
量實施規則規定外，應依本注意事項規定
辦理。
調整複丈圖
二、調製複丈圖應使用不低於二百五十磅原圖
紙，並由測量員親自辦理。
三、複丈土地鄰接段界或跨越二圖幅以上時，
將鄰接地段及其附近適當範圍內之圖廓
線、經界線，妥予謄繪併接。如圖廓伸縮
率不一致，應分別計算其比率配賦後，參
酌原有圖根點及毗鄰地段可靠經界線併接
之。
四、地籍圖因經界線模糊或破損，致謄繪困難，
得參酌地籍複製圖（副圖）、原有複丈圖或
藍晒底圖作為參考。
ߤ၆гᚱྤफ़̈́ീณጡՄ̝ᑭߤ̈́७ϒ!
五、調製複丈圖後，應依下列規定查對地籍資
料：
（一）先按鑑測宗地核對地籍圖、原有複丈
圖、地籍調查表無誤後，再查閱土地
登記簿，面積計算表、圖根點、都市
計畫樁位資料、鄰地資料及其他有關
資料並作成紀錄如附表。
（二）量算複丈土地及其適當範圍宗地界線
之圖上邊長，註記於複丈圖上之適當
位置，或抄錄地籍圖上或原有複丈圖
上或地籍調查表等註記之邊長，註記
於複丈圖上之相應邊，作為實地鑑測
之參考。
（三）依都市計畫樁位坐標成果及樁位圖上
記載之邊長，檢辦理圖解查複丈圖上
展繪之樁位及相鄰邊長是否正確。圖
根點之檢查亦同。

（四）依前款查對無誤後，應再查對逕為分
割線間之寬度與形狀是否與都市計畫
資料相符。
六、實地複丈前，測量員應對於測量儀器妥為
檢查及校正。
檢測或補設圖根點
七、實地複丈以經緯儀檢測或補設圖根點時，
應依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二編地籍測量第
二章圖根測量規定辦理；以平板儀測量補
助點應依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九十條至第
九十四條規定辦理。
八、檢測圖根點，須先在複丈土地適當範圍內
至少選定三個圖根點進行檢測。倘複丈土
地附近無圖根點或圖根點遺失者，應實施
圖根測量；如依可靠界址點作為基點，無
須施測圖根測量，應於複丈圖上註明其事
由。
九、其點應儘量靠近該複丈土地範圍；標定方
向，應選用較遠方之圖根點或可靠界址點。
十、圖根點測設完竣後，應埋設永象性標樁，
並編號作點之記，其有關觀測及計算手簿
應列入保管。
檢測界址點
十一、檢測界址點，應採用同一地段、同一圖
幅之界址點為原則。檢測時，以原宗地
界線（地籍圖上之黑線）作為研判主要
依據，分割線次之。
十二、檢測界址點時，其測站到界址點之距離
，以不超過標定方向線之邊長為原則。
十三、鑑測進行中，如測區附近有明顯固定物
，可用交會法標定其固定物之位置，測
繪於圖紙上，作為檢核方向之用。
十四、搬站時，應對前測站已施測之界址點檢
測之。
十五、圖解導線（補助）點間應註記實量邊長
，施測界址點及使用現況位置，應於圖
上繪明其方向線，並儘量註記實量邊
長。圖解導線（補助）點用鉛筆以△標
示之，界址點以○標示之。如傾斜地註
記分劃、斜距，並換算水平距離以利檢
查。
十六、依第五項第二款量算之圖上邊長與實地
長度比較，求其伸縮百分比，分別平均
配賦後，其在規定容許誤差內者，視為
無誤，其伸縮百分比應註記於複丈圖。
修正圖解導線（補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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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以圖解導線測量者，如圖上之點位與實
地不符時，得以透明紙謄繪實地施測之
圖解導線（補助）點及界址點後，移動
透明紙，使其套合於複丈圖以檢核其相
應位置，再於圖解導線（補助）點上整
置儀器，檢測有關界址點或基點無誤
後，始得鑑測。
十八、複丈土地位於地籍圖摺縐或破損之處
者，經檢測界址點後，應依其實際狀況
一次或分別與複丈圖套合，予以修正圖
解導線（補助）點。如複丈土地跨越二
幅地籍圖者，其處理方法亦同。
十九、實地複丈之基點，應埋設標樁，並於複
丈圖上註明之。
確定鑑界點與埋設界點
二十、實地測定所需鑑定之界址點，應參考實
地附近及相關已經鑑定確定之界址點間
之距離與圖上距離及面積。
二十一、複丈土地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依
實地使用位置為鑑定之界址點：
（一）複丈土地依第十六點規定配賦後
之邊長與實地使用位置間之邊
長，經檢核無誤後，其較差在地
籍測量實施規則第七十六條規定
容許誤差範圍內者。
（二）複丈土地曾辦理地籍調查者，其
施測後之結果與地籍調查表所記
載之界址，經互相檢核而無異動
者。
二十二、依邊長（應將圖紙伸縮成數除去或原
實量邊長）量算複丈土地所得面積，
並與登記面積比較，其增減在地籍測
量實施規則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一款規
定公式計算值以上者，應就原測量或
計算作必要之檢核，據以依法更正地
籍圖簿，並作成紀錄如附表。
二十三、複丈土地如地籍圖原經界線有錯誤者
，應依法更正後，再另定日期通知申
請人及權利關係人辦理。其係司法機
關囑託土地複丈案件，應迅速依法更
正，並先函復囑託之司法機關。
二十四、複丈土地如原計算或抄錄錯誤，應先
依法更丑再實地測定界址，但視實際
情形，先實地測定界址後，依法更正。
二十五、測量人員測定界址點後，應協助埋設
界標，並於複丈圖上註明界標名稱、
編列界址點號、關係位置及實量邊長。
複丈圖整理

二十六、複丈完畢後，應將申請地號複丈圖之
經界線及鑑界結界之邊長以黑色墨水
著墨表示之，複丈圖上原鉛筆線及註
記不得擦去，其圖上之角點、圖根點、
都市計畫樁及施測之基點應依規定規
格描繪之。
成果檢查
二十七、鑑定界址複丈結果應予檢查並注意下
列事項：
（一）地籍資料查對是否正確。
（二）透明圖之描繪是否正確。
（三）調製複丈圖是否將界線之彎曲及
圖面折縐破損繪明。
（四）複製圖之調製是否正確。
（五）鑑定界址所設之圖根點是否正確。
（六）導線測量是否符合精度，是否依
規定閉合於另一圖根點或界址
點。
（七）鑑定界址結果是否正確，必要時
應由不同方向檢測之。
（八）經鑑定之界址點位置是否埋設界
標。
（九）檢查複丈圖是否依規定註明界標
名稱、編列界址點號及關係位置。
（十）鑑定界址結果是否於各界址點間
之相應邊上註明實量距離。
二十八、檢查發現測量成果有疑義時，地政機
關應另派測量員檢測。
再鑑定案件之處理
二十九、辦理再鑑定界址複丈案件，測量員應
先調閱前次鑑定之資料，分析檢討其
鑑測作業並至實地檢測。如發現前次
鑑測作業有疏漏或錯誤，應重新測定
界址，並於再鑑定複丈圖上詳註其事
由後，將再鑑定結果送交原地政事務
所。
三十、司法機關囑託土地複丈案件，應依司法
機關囑託事項及再鑑定界址作業程序辦
理複丈後，將複丈結果函送囑託之司法
機關。倘受囑託者非原地政事務所，則
副知原地政事務所。
抽查考核鑑界複丈業務
三十一、直轄市政府地政處、縣（市）政府定
期考核鑑定複丈業務，其考核要點由
各該機關自行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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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界 址 鑑 定 作 業 紀 錄 表
一、土地標示
段
小段
二、 （一）原有複丈圖
1.
年
號 2.共
幅
查
一 致□
相符□
對 （二）地籍調查表
2.土地使用現況
1.四鄰界址
不一致□
不符□
地
籍 （三）登記面積
資 （四）圖上面積
料 （五）其
他

地號

三、實測後計算之面積（
將圖紙伸縮成數除去
之邊長或原實量邊長
所計算之面積）
四、實測後計算之面積與
以上□
登記面積比較結果
在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一款規定公式計算值 以下□
五、原□測量
無誤□
有誤□
原因：
原□計算
無誤□
有誤□
原因：
原□抄錄
無誤□
有誤□
原因：
1.收件字號：
年
月
日字第
號
六、地籍圖簿更正情形
2.更正事項：
七、前次鑑定複丈結果有 1.有誤□
原因：
無錯誤
2.無誤□

備註

測

量

員

檢

查

員

課（股）長

（本附表應併土地複丈申請書存檔）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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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法地籍圖數值化成
果辦理土地複丈作業須
知
中華民國 92 年 9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0920072926 號
令訂定

一、為使地政事務所有效應用圖解法地籍圖數
值化成果辦理土地複丈作業，特訂定本須
知。
二、圖解地籍圖已完成數化之地區，其土地複
丈作業除依地籍測量實施規則（以下簡稱
規則）、辦理圖解法土地界址鑑定作業注意
事項（以下簡稱注意事項）及其他有關規
定外，應依本須知規定辦理。
三、調製土地複丈圖時，應依規則第二百三十
九條及注意事項第三點規定辦理。
前項土地複丈圖得視需要放大比例尺，
其複丈結果之誤差限制依原比例尺為準。
地政事務所應定期檢查及校正自動繪圖
儀與坐標讀取儀。
四、調製土地複丈圖時，發現原數值化成果錯
誤或異動資料遺漏修正時，應即查對原地
籍圖籍或異動資料辦理修檔後，再據以辦
理複丈作業。
五、實地複丈時，發現原有圖根點不敷使用或
可靠界址點太少時，得視實際需要補建圖
根點，並依規則、注意事項及地籍測量圖
根點補建作業手冊等有關規定辦理。
六、實地複丈時，應以圖解法辦理之。其位置
誤差及邊長誤差應符合規則第七十五條、
第七十六條規定。
七、實地複丈時，發現原測量或抄錄錯誤時，
應依規則第二百三十二條規定程序辦理。
八、實地複丈時，發現地籍圖數化面積與登記
面積有差異，應依規則第二百四十三條規
定程序辦理。
九、土地複丈後經辦理標示變更登記完竣，應
即辦理數值化成果修檔作業，並訂正有關
圖籍。
十、地政事務所應用圖解法地籍圖數值化成果
辦理土地複丈及後續管理維護作業，應列
入督導考核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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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法院囑託土地界址
鑑定作業程序及鑑定書
圖格式
中華民國 87 年 3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8781102 號函訂
定
中華民國 93 年 10 月 14 日台內地字第 0930068078 號
函修正參鑑定書圖格式並自 93 年 11 月 1 日生效

壹、訂定原則
一、為建立地政機關辦理法院囑託土地界址鑑
定作業程序及製作書圖標準化，並避免經
法院判決確定後土地鑑界之困難，以提高
地籍測量公信力，維護人民合法權益，特
訂定本作業程序及鑑定書圖格式。
二、地政機關辦理法院囑託土地界址鑑定作業
（以下簡稱鑑測作業），應依法院囑託事
項、地籍測量實施規則、辦理圖解法土地
界址鑑定作業注意事項及本作業程序相關
規定辦理。
三、檢察機關囑託土地界址鑑定案件，準用之。
貳、作業程序
一、收件審理
法院囑託鑑測應敘明下列事項：
（一）訴訟原因。
（二）系爭土地坐落之地段及地號。
（三）會同鑑測日期、時間及地點。
（四）製作鑑測書圖成果及相關資料份數。
二、排定鑑測日期
（一）法院指定鑑測日期經排定後應依期辦
理，如有困難時得請法院改期。
（二）地政機關辦理法院囑託鑑測案件，應優
先調派人員處理。
三、核算鑑測費用
（一）鑑測費用之計算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三
十八條、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二百十六
條、第二百十七條、土地複丈費及建築
改良物測量費之收費標準規定辦理。
（二）地政機關辦理法院囑託鑑測案件，當事
人應於期限內繳納費用，如未於期限內
繳費者，地政機關得不派員執行鑑測業
務並函復囑託法院。
四、作業準備
（一）測量儀器準備及校正。

（二）有關資料準備及查對。
實地鑑測前應蒐集下列有關資料：
1.土地、建物登記簿影本。
2.歷年土地複丈圖及建物測量成果圖。
3.地籍調查表、補正表，並作成界址查
註圖。
4.地籍圖謄繪、展繪或影印。
鑑測之土地，如地籍圖原經界線有錯誤
者，應迅速依法更正，並先函復囑託之
法院。
五、會同實地鑑測
（一）地政機關辦理鑑測時，應會同法官及當
事人實地勘查，並將法官現場囑託事項
記錄於「法院囑託鑑測案件法官現場囑
託事項紀錄表」內，據以施測，未經法
官囑託之事項，測量人員不得增加鑑
測項目。
（二）測量人員如認為囑託案件無法辦理鑑
測時，應當場向法官陳述理由，返回
後並函復法院。
（三）地籍圖重測界址糾紛未決案件，法官
囑託以原地籍圖施測者，地政機關應
予受理。但應將地籍調查表及調處結
果等資料影本以及辦理測量情形一併
送請囑託之法院參考。
六、圖根測量
（一）鑑測土地附近已有適當數量之圖根點
者，應依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二編第二
章有關規定辦理檢測，檢測圖根點須
先在該土地適當範圍內至少選定三個
點位進行。
（二）鑑測土地附近無圖根點或圖根點已毀
損滅失者，應依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二編第二章有關規定實施圖根測量；
必要時，得依同規則第二編第一章有
關規定實施基本控制測量。如經檢測
後依可靠界址點作為依據者，得免實
施圖根測量，並應於土地複丈圖（鑑
測原圖）註明可靠界址點位置。
（三）圖根點或控制點測設完竣後，應埋設
永久性標誌，並編號作「點之記」。
七、戶地測量
（一）施測範圍
1.以系爭土地為中心之適當範圍內（至
少五十公尺），附近各宗土地可靠界
址點、現況點均應施測。附近土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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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界址點不足以研判系爭位置
調製。
時，應擴大施測範圍。
3.土地複丈圖上圖例應依規定填寫，如
2.檢測界址點，應採同一地段、同一圖
無法填寫得擴大填註，必要時圖例得
幅之界址點為原則。檢測時，以原宗
著色並加註代號表示之。
地界線（地籍圖上之黑線）作為研判
（二）鑑測案件複雜者，土地複丈成果圖尚無
之主要依據，分割線次之。
法明確表示鑑測成果時，得撰寫鑑定書
（二）施測方法
連 同土 地複 丈圖一 併送 請囑 託之 法
1.採數值法辦理地籍測量之地區，其鑑
院。鑑定書應敘明下列事項：
測應以數值法為之；圖解法地區，得
1.法院囑託日期、文號、囑託事項、會
以電子測距經緯儀或平板儀施測。
同法官實地勘查日期及法官現場囑
2.系爭土地應量註實地丈量邊長並繪
託有關鑑測事項。
製「點之記」，其附近明顯地形、地
2.實地鑑測使用儀器、施測方法及經
過。
物（如現有建物、圍牆等不易移動之
3.鑑測結果說明及分析研判。
固定點）與鑑定界址間關係位置，應
4.地籍圖重測公告確定地區，法官囑託
於土地複丈圖（鑑測原圖）空白處（略
以重測前地籍圖施測時，另應敘明
圖）詳予註記，以利法院判決確定後
「本案土地地籍圖經重測公告期滿
地政機關執行測定界址時使用。
確定，原地籍圖已停止使用，本鑑定
3.界址點採光線法施測為原則。其以數
結果係以重測前地籍圖施測，僅提供
值法為之者，每測站施測五至十點應
參考。」
回歸原方向檢視無誤後再繼續施
測，每界址點應編點號，並在觀測手 十、成果整理
成果整理之項目如下：
簿備註欄內註明點位情形。
（一）控制測量成果（含觀測簿及計算表）
。
4.連棟式建物除採光線法施測外，必要
（二）戶地測量成果（含觀測簿及計算表）
。
時得以直線截點法或其他方法為
（三）地籍展點圖或謄繪圖。
之，並丈量各宗邊長註記在影印之界
（四）土地複丈圖（鑑測原圖）
。
址查註圖上。
（五）土地複丈成果圖（鑑定底圖）。
（三）作業內容
（六）鑑定書圖。
1.補設圖根點。
十一、成果檢查
2.法官囑託點位之測量。
（一）成果檢查應參考下列資料：
3.界址點測量。
1.歷年鑑界土地複丈、法院囑託鑑測
4.觀測資料建（修）檔。
成果、建物測量成果圖影本。
5.界址點展繪或坐標計算及檢核。
2.地籍調查表、補正表、調處結果、
6.調製土地複丈圖（鑑測原圖）
。
登記簿等影本。
八、套合分析及計算面積
（二）檢查事項如下（書面全部）：
（一）測點連線套合。
1.地籍展點圖或謄繪圖之檢查。
（二）成果套合分析研判。
2.圖根點、導線點測量成果之檢查。
（三）計算面積。
3.戶地測量成果之檢查。
九、調製土地複丈成果圖（鑑定底圖）及撰寫
4.套合測定系爭土地界址關係位置
鑑定書
之檢查。
（一）土地複丈成果圖之調製，應依下列規定
5.成果整理之檢查。
辦理：
1.鑑測完竣後，應依據土地複丈圖（鑑 十二、成果歸檔及管理
（一）鑑定書圖原稿裝釘成冊，經核定後
測原圖）調製土地複丈成果圖（鑑測
，將成果函送囑託法院。如受託地
底圖）。土地複丈成果圖上應詳細敘
政機關非轄區地政事務所時，應連
明法院囑託日期、文號及囑託事項。
同鑑定成果函送該管地政事務所。
2.土地複丈成果圖應依法院要求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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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鑑定書圖應送圖庫編檔號永久保存
之，必要時得納入電腦管理。
（三）法院囑託鑑測案件，其成果不得核
發予權利關係人或第三人。
十三、法院判決確定後土地鑑界之執行
（一）權利人依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二百
零五條規定，持憑法院確定判決向
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申請複丈，
地政事務所應依法院確定判決，並
依鑑測書圖所載關係位置辦理。
（二）如法院囑託鑑測機關非轄區地政事
務所，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得函
請受託鑑測機關提供鑑定書圖相關
資料。
參、鑑定書圖格式
一、法院囑託鑑測案件法官現場囑託事項紀錄
表。
二、鑑定書圖格式：
（一）土地複丈成果圖。
（二）鑑定圖。
三、鑑定書格式參考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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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地方法院○○○年○○月○○○日○院○○○字第○○○○號函，囑託鑑測○○
縣○○鎮○○段 4 地號及 102 地號等土地案，經於○○○年○○月○○○日○午○時○○
分會同貴院承辦法官及雙方當事人等，在實地勘查後，依據法官囑託事項「重測界址糾紛
未決案，
（一）依據舊地籍圖鑑測○○段 457‐9、457‐39 地號間舊地籍圖經界線位置及重測
後地籍圖界址位置，其面積各若干？（二）依兩造各主張指認界址位置，其面積各若干？」
鑑測完竣，茲將測量結果詳述如下，以供審判之參考。
二、為求測量精確，首先用精密電子測距經緯儀在系爭土地附近利用現有圖根點，施測圖根測
量，並經計算檢核閉合後，做為該測區之控制點，而後以各圖根點為基點，用上列儀器分
別施測系爭土地及附近各界址點，並計算各界址點之坐標輸入電腦，以自動繪圖儀展繪於
鑑測原圖上（與地籍圖相同比例尺：即一千二百分之一及五百分之一）然後依據○○地政
事務所保管之地籍圖、地籍調查表、界址點坐標、宗地資料、調處結果等謄繪（展繪）本
案有關土地地籍圖經界線，並與前項成果核對檢核後測定於鑑測原圖上，作成鑑定圖。
三、本案鑑定結果說明詳見下列：
（一）黑色實線係地籍圖經界線。
（二）小圓圈部分係圖根點位置。
（三）虛線部分係現況建物使用位置。
（四）黑色點線部分係依據舊地籍圖經界線經測定後之坐標展繪於五百分之一地籍圖上。
（五）圖示○○縣○○鎮○○段 102 地號（舊段○○段○○小段 457‐39 地號）
，登記簿登載面
積 0.0068 公頃，依法官囑託現使用面積為 0.008113 公頃，依舊地籍圖經界線計算面積
為 0.0075 公頃，上列兩面積分別比較與現使用面積增加 0.001313 公頃，與舊地籍圖面
積增加 0.000788 公頃。同段 4 地號（舊段○○段○○小段 457‐9 地號），登記簿登載面
積為 0.0613 公頃，依法官囑託現使用面積為 0.056814 公頃，依舊地籍圖經界線計算面
積為 0.057339 公頃，上列兩面積分別比較與現使用面積減少 0.004486 公頃，與舊地籍
圖面積減少 0.003961 公頃。
（六）圖示Ａ—Ｂ連接點線係舊地籍圖經界線，Ｃ—Ｄ連接虛線係依法官現場囑託兩造現使用
位置，經鑑定結果○○段 102 地號（舊段地號 457‐39）所建房屋逾越使用同段 4 地號（舊
段地號 457‐9）土地範圍內，其面積為 5.25 平方公尺。
（七）本案土地係○○年地籍圖重測時界址糾紛未決，本鑑定僅供參考，其關係位置及依法官
囑託採兩造使用位置，舊地籍圖經界線分別計算面積詳見鑑定圖所示。
鑑定機關：
中

華

民

國

○

○

年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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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地方法院○○○年○○月○○○日○院○○○字第○○○號函，囑託鑑測○○市
○區○○段 25‐74 號土地案，經於○○○年○○月○○○日○午○時○○分，會同貴院承
辦法官及雙方當事人，在實地勘查後，依據法官囑託事項「○○段 25‐74 號土地是否被同
段 25‐4 地號之擋土牆占用？其面積多少？」鑑測完竣，茲將測量經過及結果詳述如下，
以供審判之參考。
二、為求測量精確，用精密電子測距經緯儀在系爭土地附近施測圖根測量，並經檢核閉合後，
做為該測區之控制點，然後以各導線點為基點，依據法官現囑託分別施測系爭土地及附近
可靠各界址點，並計算其坐標值輸入電腦，再將各界址點以自動繪圖儀展繪於鑑測原圖上
（與地籍相同比例尺：即六百分之一），然後依據○○地政事務所保管之地籍調查表、地
籍圖、土地複丈圖謄繪本案有關土地經界線，與前項成果核對檢核後測定於鑑測原圖上，
作成鑑定圖。
三、本案鑑定結果說明詳見下列：
（一）圖示：鑑定圖內小圓圈係圖根點位置。
（二）圖示：實線係地籍圖經界線。
（三）圖示：虛線部分係現有擋土牆位置。
（四）圖示：A‐B‐C‐D 點連接線（著紅色部分）係現有擋土牆位置（擋土牆屬於○○段 25‐4 地
號所建），經鑑測結果○○段 25‐4 地號所有權人所建擋土牆逾越使用同段 25‐74 地號土
地範圍內，其面積為 0.83 平方公尺。
（五）本案○○段 25‐4 地號之擋土牆逾越使用同段 25‐74 地號土地範圍內，其關係位置詳見
鑑定圖示。
鑑定機關：
中

華

民

國

○

○

年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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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地價與都市計畫釘
樁作業連繫要點
中華民國 74 年 4 月 10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302437
號函訂定

一、為加強工務（建設）單位與地政單位之聯
繫配合，適時厘正地籍資料，並利公告地
價（公告土地現值）之查估，依據都市計
畫法第二十三條、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
第三條及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理辦法第二
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依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理辦法第三條規定
之都市計畫樁，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工務（建
設）單位應於都市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八
個月內釘立並依法公告確定後，將樁位坐
標表、樁位圖及有關資料送交地政單位。
本要點訂頒前，已發布實施都市計畫地區
尚未將都市計畫樁有關資料送交地政單位
或原釘樁位錯誤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應即訂定清理計畫積極辦理都市計畫樁
釘交或更正工作。
三、地政單位接收都市計畫樁有關資料後，應
於公告地價（公告土地現值）二個半月前，
據以辦竣地籍測量及分割登記，並於規定
期間辦理公告地價（公告土地現值）。但都
市計畫樁有關資料在公告地價（公告土地
現值）前六個月以內點交者，地籍測量及
分割登記得俟公告地價（公告土地現值）
後三個月內辦理完竣。
四、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於下年度預定開闢之公
共設施用地，該管工務（建設）單位應於
該下年度公告土地現值四個月前，將該公
共設施用地樁位有關資料送交地政單位，
地政單位於公告土地現值二個月前，優先
辦竣該公共設施用地地籍測量及分割登
記，並於規定期間辦理公告土地現值。
五、都市計畫樁尚未釘交或原釘交樁位錯誤尚
未更正或地籍測量分割登記尚未完成，致
公告地價（公告土地現值）錯誤者，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應依內政部訂頒之「辦理更
正公告地價公告土地現值作業注意事項」
規定辦理更正。
六、為執行本要點，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視實
際需要訂定作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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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地籍圖謄本注意事項 B‐26‐1

核發地籍圖謄本注意事
項
中華民國 80 年 5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921582 號函
訂定
中華民國 91 年 2 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0910067736 號
函修正

一、地籍圖謄本得採用複印、電腦繪製或人工
描繪發給之。
二、地籍圖破損，無法辨認經界線，致不能謄
繪時，得依地籍副圖、土地複丈圖或該管
測量機關保管之地籍藍晒圖描繪發給之，
並於謄本上註明地籍圖破損，本謄本係依
據××圖謄繪，僅供參考字樣。
三、地政事務所核發地籍圖謄本，得授權由承
辦人辦理。
四、核發已停止使用之地籍圖謄本，應於謄本
上註明原地籍圖已停止使用，本謄本僅供
參考字樣。
前項已停止使用之地籍圖已送內政部土
地測量局或有關機關典藏者，其謄本由地
政事務所向該機關洽取後核發之。
五、地籍圖重測界址爭議土地，司法機關因審
判上需要，囑託提供重測前之地籍圖謄本
時，應予受理。並於謄本上註明本宗土地
因辦理重測時，界址爭議未解決，本謄本
僅供參考字樣。
六、重測區建物，不論其坐落基地有無界址爭
議，建物所有權人申請核發該建物測量成
果圖謄本時，應予受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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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圖印發須知 B‐27‐1

地段圖印發須知
中華民國 65 年 4 月 19 日台內地字第 673476 號函訂
定

一、左列土地之所有權狀，應依土地法第六十
二條及第七十五條之規定附發地段圖（附
格式）。
（一）地政機關於六十四年七月一日以後辦
竣地籍圖重測，農地重劃或市地重劃
之土地。
（二）依「獎勵人民自行辦理土地重劃實施
要點」辦理土地重劃之土地。
二、地段圖，除繪明本號地及相鄰土地之界址
外，應註明左列事項：
（一）土地坐落。
（二）地號。
（三）比例尺。
（四）土地所有權狀字號。
（五）登記日期字號。
（六）方向。
（七）印發機關。
（八）印發日期。
（九）加蓋地政事務所印信。
三、地段圖上之本號地之地號下，應加劃紅線
，以資區別。
四、一宗土地面積過大，地段圖無法容納時，
得以另紙影印或謄繪貼附之，騎縫處加蓋
「土地登記專用章」。
五、地政事務所印發地段圖所需設備、材料之
支出，應核實編列預算支應之。
六、辦理土地所有權移轉、分割、合併、增減
或消滅登記時，應換發地段圖。所需工本
費，按地籍圖謄本收費標準向所有權人收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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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基本測量成果供應要點 B‐28‐1

內政部基本測量成果供
應要點
中華民國 87 年 6 月 4 日台內地字第 8786617 號函訂
定
中華民國 91 年 3 月 4 日台內地字第 09100628771 號
函修正並更名全文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24 日台內地字第 0980227447 號
函修正並更名全文

一、為提供各界應用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
已完成建檔管理之基本測量成果，以提昇
國內測繪品質，達成測繪成果共享，特訂
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供應之基本測量成果分類如下：
（一）大地基準之測量成果。
（二）高程基準之測量成果。
（三）重力基準之測量成果。
（四）基本控制點之測量成果。
（五）基本測量成果相關計算程式。
三、大地基準之測量成果包括：
（一）衛星追蹤站之自動觀測數據檔及其交
換格式檔資料。
（二）衛星追蹤站及其副點位之地心座標
值、橢球座標值、平面座標值及其標
準偏差等資料。
（三）衛星追蹤站及其副點位之站址、點位
圖說等資料。
（四）衛星追蹤站及其副點位之平面座標概
略值資料，以公尺為單位且其個位數
值以零替代。
四、高程基準之測量成果包括：
（一）潮位站之自動觀測數據檔資料。
（二）潮位站、水準原點及其副點位之正高
值及其標準偏差等資料。
（三）潮位站、水準原點及其副點位之站址、
點位圖說等資內政部基本料。
（四）潮位站、水準原點及其副點位之正高
概略值資料，以公尺為單位，且其個
位數值以零替代。
五、重力基準之測量成果包括：
（一）重力基準站及其與國外站交換取得之
自動觀測數據檔資料。
（二）重力基準站、絕對重力點及其副點位
之重力值及其標準偏差等資料。

（三）重力基準站、絕對重力點及其副點位
之站址、點位圖說等資料。
（四）重力基準站、絕對重力點及其副點位
之重力概略值資料，以毫伽為單位，
且其個位數值以零替代。
六、基本控制點之測量成果包括：
（一）一等、二等衛星控制點、一等水準點
及一等、二等重力點之地心坐標值、
橢球坐標值、平面坐標值及其標準偏
差等資料。
（二）一等水準點之正高值及標準偏差等資
料。
（三）一等、二等重力點之重力值及其標準
偏差等資料。
（四）一等、二等衛星控制點、一等水準點
及一等、二等重力點之成果表、點之
紀錄等資料。
（五）一等、二等衛星控制點、一等水準點
及一等、二等重力點之平面坐標、正
高及重力之概略值資料，以公尺、毫
伽為單位，且其個位數值以零替代。
七、基本測量成果相關計算程式包括：
（一）臺灣地區坐標系統轉換計算程式。
（二）臺灣地區大地起伏計算程式。
八、基本測量成果之申請及提供方式如下：
（一）申請第三點第一款、第四點第一款之
資料時，須填具申請表（格式如附表
一）
，載明申請人、保管人身分相關資
料、申請成果之項目、站名、時段（每
件申請時段不得超過六個月）及申請使
用目的等內容向本部申請，並依設定之
帳號及期限，經由網路提供。
（二）申請第五點第一款之資料時，須填具
申請表（格式如附表二），載明申請
人、保管人身分相關資料、申請成果之
項目、站名、時段（每件申請時段不得
超過六個月）及申請使用目的等內容，
向代管重力基準站單位申請，並依設定
之帳號及期限，經由網路提供。
（三）申請第三點第二款、第四點第二款、
第五點第二款及第六點第一款至第三
款之資料時，須填具申請表（格式如附
表一），載明申請人、保管人身分相關
資料、申請成果之項目、站（點）名及
申請使用目的等內容向本部申請，經由
網路提供。

B‐28‐2 內政部基本測量成果供應要點
（四）申請第七點各款之程式時，須填具申
請表（格式如附表一），載明申請人、
保管人身分相關資料及申請使用目的
等內容向本部申請，經由網路提供。
前項第二款資料屬國外站觀測成果者，
經該站負責人同意後，由代管重力基準站
單位直接提供。
九、第三點第三款、第四款、第四點第三款、
第四款、第五點第三款、第四款及第六點
第四款、第五款之資料，經由本部指定之
全球資訊網站提供查閱。
十、基本測量成果經核定為機密事項者，其供
應方式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國家機密保護
法、要塞堡壘地帶法及其他機密維護相關
法令規定辦理。

數值地形模型成果資料流通供應要點 B‐29‐1

數值地形模型成果資料
流通供應要點
中華民國 97 年 2 月 12 日台內地字第 0970011414 令
訂定
中華民國 102 年 8 月 30 日台內地字第 10202769026
號令

一、為達成數值地形模型及其相關成果資料流
通共享之目的，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定成果資料，包括內政部產製及
各產製機關依國土測繪法第十八條第二項
規定報送內政部建檔管理之數值地形模型
及其相關成果。
前項成果資料項目分為數值地形模型、
影像特徵控制點及空載光達點雲資料三
種，並依其公開與否分為下列二類（分類
參考表如附表一）：
（一）第一類：一般公務機密。
（二）第二類：非限制公開。
成果資料列為第一類者，各產製機關應
於送內政部前完成一般公務機密核定程
序；各該機關所送成果資料不符前項分類
規定者，內政部得建議該機關修正之。
三、非限制公開成果資料得提供機關、學校、
團體、公民營機構或個人使用。
一般公務機密成果資料，僅限供應機關
使用；該機關因業務需要，得交由受機關
委託處理公務之學校、團體及公民營機構
使用，並確實管制。
四、申請成果資料，應填具申請表（如附表二）
，向內政部申請。
五、非限制公開成果資料之申請，得以網際網
路為之。以網際網路申請者，其申請及下
載，應以內政部自然人憑證或其他憑證智
慧卡進行身分認證。
申請一般公務機密成果資料，申請機關
應檢具加蓋機關印信及保管人職章之成果
資料管制同意書。
六、一般公務機密成果資料選擇以實體供應方
式者，應於實體上標示複製物字樣、一般
公務機密及編號，且檔案須以加密技術處
理，並應指定專人準備行動儲存媒體向內
政部親自領取。
前項資料以網際網路方式申請者，應先

加入內政部數值地形模型資料流通共應平
台，並加裝內政部認可之通信、資訊保密
裝備或加密技術後始得為之。
七、一般公務機密成果資料複製物應予保密，
無繼續使用必要時，應自行銷毀光碟片或
格式化儲存媒體，並列冊備查同時將相關
紀錄函送內政部辦理解除列管事宜。
八、成果資料之供應，以免費為原則。
九、成果資料之申請使用應遵循事項，依測繪
成果申請使用辦法第八條規定辦理。
洩漏或交付一般公務機密成果資料者，
應依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規定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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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ܢјྤڍफ̶़ᙷણ҂ܑ!
成果資料項目

數值地形模型（含數值高
程模型、數值地表模型）

分類
r≦5

第一類：一般公務機密

非屬第一類者

第二類：非限制公開

影像特徵控制點

第一類：一般公務機密

空載光達點雲資料

第一類：一般公務機密

備註：r 為網格間距（單位：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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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ܢ
ᇴࣃгԛሀݭјྤڍफ़Ϧኛܑ!!!!!!!!!!!!!!!!!!!!!!Ϧኛ͟ഇĈ! ѐ! ͡! ͟!
第一類之一般公務機
密成果資料申請機關
名稱
申請人
（自然人採書面申
請，請檢附國民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第二類非限制公
□機關 □學校 □團體
開成果資料申請
□公民營機構 □個人
人種類
保管人姓名
（非自然人申請
請指定保管人）
連絡電話

連絡地址
電子郵件地址
申請目的分類
□辦理測量工程 □辦理工程規劃 □辦理研究計畫 □教學使用
（請勾選申請目的，或
□自行研究 □軍事使用 □其他
於其他自行填寫）
申請目的說明
（請簡述申請目的及
應用範圍，以便進行統
計。機關申請一般公務
機密成果資料，請檢附
含作業範圍之計畫書
等相關證明。）
申請成果項目
申請成果圖幅
（原則上以臺灣地區
五千分之ㄧ像片基本
圖圖幅為單位，圖號為
八碼數字，圖幅較多本
表不敷使用時，請於次
頁另附。以書面方式申
請者，請檢附圖幅清冊
電子檔（以 csv 格式儲
存）
申請資料供應方式
□網際網路供應
（本部供應方式視實
際網路頻寬情形進行 □實體供應
調整，一般公務機密資
料儲存媒體請勿連上
網路，以免遭致駭客入
侵，發生洩密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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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管制同意書
為

（申請目的）

到內政部

需要，茲收

（詳如清冊）
。同意指派專人

（成果名稱）

保管，依申請目的及相關保密規定，妥善使用，並列入移交。如
因業務需要委託其他單位執行，註明「應指派專人保管，列入移
交，不得自行複製或交付他人使用，並於業務完成後繳回」
，並確
實管制。
此

致

內政部

領取單位：

（機關名稱）

保管人：
聯絡住址：
聯絡電話：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請加蓋機關印信）

辦理加密控制測量注意事項 B‐30‐1

辦理加密控制測量注意
事項
中華民國 104 年 3 月 2 日台內地字第 1041301492 號
令訂定

一、為利辦理國土測繪法第十五條、基本測量
實施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二項及應用測量實
施規則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事項有所遵
循，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統籌辦理轄
區內加密控制測量業務之規劃、實施及管
理等事項。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盤考量轄
區內基本控制點分布情形及各種應用測量
之基本經常需求，進行全區整體控制網之
加密規劃、測設及其成果之維護、管理等
作業，避免有個別零星或重複辦理情形（以
下簡稱一級加密）。
四、機關辦理應用測量，因測區及鄰近範圍之
基本控制點、一級加密點位不足提供細部
測量使用，必須局部增設加密控制點作為
應用時，得依符合該應用測量精度需求之
作業方式辦理加密控制測量（以下簡稱二
級加密）。
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訂定實施計
畫定期辦理一級加密。其實施範圍以所在
直轄市、縣（市）區域為原則；必要時，
得採分期分區方式辦理。
六、機關依第四點規定辦理二級加密之點數達
一百點以上者，其測量計畫應依國土測繪
法施行細則第三條規定記載相關事項，並
依同細則第八條第二項規定送中央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計畫變更者，
亦同。
七、一級加密作業，應依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所定規範或手冊為之。
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未訂有二級加
密作業規定者，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
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所辦應用
測量之作業規範或手冊內規定之。
九、選點規劃時，應先清查測區及鄰近範圍之
既有控制點，並以優先共用為原則。
十、加密控制測量點位應儘量均勻分布且涵蓋
全部測區；其點位間距離，一級加密以三

至八公里為原則，二級加密以足敷應用測
量之細部測量使用為原則。
十一、加密控制測量新設置點位，原則以永久
測量標標示保存之；其標示設置、公產
使用、遷移重建、定期檢測及實地查對
等作業，依永久測量標設置管理作業要
點規定辦理。
十二、加密控制測量之實施程序、測量方法、
點位種類與選擇、儀器裝備校正、成果
計算及圖表調製等，得依基本測量實施
規則第十七條至第二十八條規定方式辦
理。
十三、加密控制測量應依檢（審）查紀錄表所
列項目分階段實施檢（審）查作業。
十四、一級加密之精度規範，應符合基本測量
實施規則第三十二條附表七至附表十二
規定。
十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未訂有二級
加密之精度規範者，得由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會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
所辦應用測量之作業規範或手冊內規定
之。
十六、加密控制測量之觀測資料，應進行改正、
平差計算、粗差偵錯及精度檢核等處
理，並產製精度檢核報表。
十七、精度檢核結果符合規範者，應擇適當且
可靠之已知點位加權進行附合約制平
差，並依已知點之公告坐標（成果值）
情形，分別解算不同時期之坐標（成果
值）。
精度檢核結果未符合規範者，應分階
段重新實施檢（審）查作業；必要時，
應重新辦理外業觀測。
十八、加密控制測量完成後，應整理相關文件、
報表、圖冊及電子檔等成果，並妥善保
管之。
十九、加密控制測量成果及項目應予公告；修
正時，亦同。公告內容至少應包括依據
計畫及手冊、精度規範、作業方法、已
知點位清查及檢測、觀測時間及數量、
平差統計表、新設點號表、全部點號表
及分布略圖等成果說明。
二十、機關依第十九點規定完成二級加密成果
公告後，應於六個月內將該成果之公告
內容、資料清冊及其坐標（成果值）電
子檔送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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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檔管理。
二十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轄區
內已公告之加密控制測量成果建立資
料庫，並公開資料清冊供各界查詢。
二十二、第二十點及第二十一點所定資料清
冊，其內容應至少包括全部點位之點
名、點號、設置機關、種類等資料表
及其現場照片與位置略圖。
二十三、一級加密成果公告後，應將公告內容
、資料清冊及其坐標（成果值）電子
檔函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除敘明規
劃辦理情形外，並檢附公告（公報）、
精度檢核報表、實施計畫及作業規範
或手冊等相關文件。
二十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每年
一月、七月將前半年各機關所送二級
加密成果彙整成冊，並準用第二十三
點規定函送備查。
二十五、加密控制測量成果經公告後，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通報各級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依法作為轄區內辦理應
用測量之依據；修正時，亦同。
二十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其所
定規定受理申請已建檔管理之公告內
容、資料清冊及其坐標（成果值）。
二十七、加密控制測量管理流程如附圖。
二十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維
護轄區內加密控制測量成果；並得依
應用測量之經常需求，提供加密控制
點不同時期坐標（成果值）間轉換參
數服務。

辦理加密控制測量注意事項 B‐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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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替代役土地測量
役役男服勤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90 年 9 月 21 日台內地宇第 9079522 號函訂
頒

一、本要點依替代役實施條例（以下簡稱本條
例）第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二、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替代役土地測量
役（以下簡稱測量役）相關業務由本部地
政司辦理。
三、測量役服勤單位為本部地政司、土地測量
局，直轄市政府及各縣（市）政府。
本要點所稱服勤處所，係指測量役役男
擔任輔助勤務，執行職務之場所。
四、測量役役男（以下簡稱役男）勤務性質如
下：
（一）協助辦理基本控制測量。
（二）協助辦理地籍調查。
（三）協助辦理戶地測量。
（四）協助辦理土地複丈。
（五）協助辦理建物測量。
（六）協助地籍圖、土地複丈圖、連絡圖
及建物測量圖、成果圖之調製與管
理。
（七）其他協助辦理測量相關勤務。
五、測量役役男專業訓練計畫由本部訂定後，
得委託政府訓練機關或大學、技術學院辦
理專業訓練，其期間不得少於四週。
六、役男之分發以專業訓練成績名次，公開自
行選填服勤單位及服勤處所為原則，其分
發作業規定另定之。
七、役男分發前，本部得視役男人數及各服勤
單位實際需求情形，調整分配各服勤單位
之役男人數。
役男經分發後不得請調變更服勤單位。
但法令另有規定或因不可歸責於役男之事
由致影響其權益者，或應勤務需要，經本
部核准者，不在此限。
八、服勤單位於役男報到後，應即實施職前講
習，並定期實施在職訓練。
九、服勤單位得依考核成績擇優甄選役男管理
幹部，經幹部在職訓練審查合格後，報請
本部核定為管理幹部，協助領導及考核管
理役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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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男管理幹部提報人數，按服勤單位分
配役男人數計算，每十人得提報一人，五
人以上不足十人者，得提報一人。
前項管理幹部總額，以不超過本部測量
役役男總人數之十分之一為原則。
十、役男管理幹部承督導長官之指導執行下列
事項：
（一）勤務輪值之分配及領導。
（二）核轉役男請假報告單申訴或意見。
（三）宣達服勤單位或處所規定事項，並
負責執行。
（四）協助役男生活管理及考核、獎懲建
議
。
（五）其他臨時交辦事項或偶發事件之緊
急處理。
役男管理幹部對役男之考核、獎懲建
議，應對人、事、時、地、物詳細確實記
載，提供服勤單位研判、分析、考評之參
考。
役男管理幹部對於第一項事項執行不力
或所管役男違紀犯法，應即時查究考核其
督導責任，並視情節輕重懲處。
十一、役男管理幹部若有重大言行不檢或不適
任之情形者，服勤單位可檢具事證，陳
報本部註銷其資格。
十二、役男每日、每月之服勤時數以等同服勤
單位員工上班時數為原則；必要時，得
視實際情形酌量延長之。
延長服勤之時數，以採相對減免服勤
時數為原則；依替代役役男獎懲辦法規
定給予榮譽假為例外，均不發給超勤加
班費。
十三、役男每月放假日時數等同服勤單位員工
，遇有臨時事故得予停止放假，於服勤
處所待命服勤。
前項停止放假日時數，應予預休假或
補休假。
十四、役男服勤之餘，應於服勤單位安排之處
所休息待命，待命時遇事外出，應先報
經服勤處所督導長官核准後，始得外出。
前項待命時外出時間以不超過四小時
為原則。
役男超過請假時間未返回待命處所報
到者，依規定懲處。
十五、役男於待命休息期間應輪值擔任待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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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安全勤務，負責役男出入管理與同宿
役男安全維護及事故通報工作，服勤處
所應備役男名冊及輪值表，以備抽查。
十六、役男准假權責，準用服勤單位員工准假
權責規定辦理。
十七、役男服勤期間住宿於服勤單位之宿舍或
服勤單位借用或租賃之房舍。但因家庭
因素服役者，得申請返家住宿。
服勤單位應訂定役男住宿及生活管理
規定，指派專人督導，以維紀律。
十八、役男之制服及識別標章等配件，由本部
負責發給，服勤單位得提供單位徽章縫
於役男制服左臂，役男停役、提前退役、
禁役或服役期滿時，應全數繳回服勤單
位。
十九、役男參加訓練或服勤時應穿著制服，並
攜帶役男身分證。服勤之裝備，由服勤
單位按需要配備之。
役 男 身分 證除為 證明 役男現役 身 分
外，不得轉為其他用途。
服勤單位每年元月份應辦理役男身分
證校正。
二十、役男服勤或執行其他公務時，所需交通
工具由服勤單位提供，必要時得發給交
通費。
役男使用服勤單位之交通工具時，應
先查明其有無駕照，並要求善盡使用保
管責任。
二十一、役男服勤期間之膳食以發給主、副食
代金方式為原則；必要時得採搭伙、
外包方式行之。
二十二、役男服勤期間獎懲權責如下：
（一）榮譽假、嘉獎、記功、獎金、
罰勤、申誡及記過由服勤單位
核處。
（二）獎狀由服勤單位報請本部核定
後，由本部頒發。
（三）罰薪由服勤單位報請本部核定
後，執行之。
（四）輔導教育由服勤單位報請本部
核定後，送請主管機關會同有
關機關實施。
役男獎懲事項標準，依替代役法令
規定辦理。
服勤單位辦理專案獎懲時，參與工
作之役男應併案辦理。

二十三、役男管理幹部獎勵規定如下：
（一）本人及所管役男，半年內未發生
違法案件，亦無記過、罰薪、輔
導教育等懲處事件，且罰勤、申
誡累計四次以下者，每半年予以
嘉獎二次，並酌給榮譽假。
（二）本人及所管役男，半年內未發生
違法案件，亦無記過、罰薪、輔
導教育等懲處事件，且罰勤、申
誡累計八次以下者，每半年予以
嘉獎一次，並酌給榮譽假。
二十四、役男考核管理，由服勤單位負責，服
勤單位對所屬役男負有照顧輔導之責
任。
服勤單位對役男服勤及住宿生活管
理情形，應派員督導，並於次月五日
前就督導情形，填具督導紀錄陳報本
部。
本部得會同服勤單位至役男服勤處
所督導考核。
二十五、服勤單位應於次月十日前造具役男違
反紀律狀況月報表、獎懲人次統計表
陳報本部彙送主管機關。但役男發生
重大事故或重大意外事件時，服勤單
位應立即妥為處理，並即時以電話通
知本部及主管機關。
二十六、服勤單位接獲移轉之役男役籍資料，
應登錄替代役役男役籍表，連同役籍
管理名冊三份，一份自存，另二份分
送主管機關及本部，實施列管及異動
管理。
服勤單位役男役籍資料如有異動或
毀損、滅失或其他類似情形，應立即
訂正、移轉或補建，並依前項規定程
序辦理。
服勤單位每半年應對役男之學識、
才能、品德及績效等予以考核，資料
隨役籍移轉。
二十七、服勤單位應於役男服役期滿前四個
月，造具退役名冊函報本部彙送主管
機關核定製作退役證明書，於服役期
滿時轉發役男。
二十八、役男無故不就指定之職役或違抗監督
單位長官之勤務命令者，應由服勤單
位移請司法機關究辦，並副知本部。
二十九、役男無故離去職役已逾三日，服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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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應發出離役通報，並請警察機關協
尋，逾七日者，函請司法機關偵辦，
並副知本部。
三十、役男對於服勤處所提供之工作條件及所
為之管理認為不當者，得向服勤單位提
出申訴。
為處理前項申訴事宜，服勤單位得設
置申訴信箱或電話。
三十一、役男請假、獎懲與申訴事項，依本條
例及其施行細則、替代役役男請假規
則、替代役役男獎懲辦法、替代役役
男輔導教育辦法等相關規定辦理。
三十二、服勤單位得按役男勤務性質，訂定工
作 項目、 內容 及方式 之作業 注意 事
項，並訂定服勤單位及服勤處所對役
男服勤、生活管理之權責劃分原則。
三十三、本要點所需表冊格式由本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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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清理條例
中華民國 96 年 3 月 2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35211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43 條；中華民國
97 年 3 月 18 日行政院院臺建字第 0970008349
號令定自 97 年 7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4 年 6 月 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64401 號令公布增訂第 31 條之 1 條文；並
修正第 14 條、第 15 條及第 43 條條文；並自公
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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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清理之土地前，應向稅捐、戶政、民政、
地政、法院等機關查詢；其能查明土地權利
人或利害關係人者，應於公告時一併通知：
一、以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
二、以神明會名義登記。
三、土地總登記時或金門馬祖地區實施戰地
政務終止前，登記名義人姓名或住址記載
不全或不符。
ௐ̱୧ 登記機關受理申請登記後，應即開始
審查，經審查應補正者，通知申請人於六個
月內補正。
ௐ˛୧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
以書面駁回：
一、依法不應登記。
二、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權利關係
人間涉有私權爭執。
三、不能補正或屆期未補正。
依前項第一款、第三款規定駁回者，申請人
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訴願；依前項第二款規
定駁回者，應於收受駁回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個
月內，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
ௐˣ୧ 登記機關受理申請登記，經審查無誤
者，除第十九條至第二十六條及第三十四條
至第三十九條規定之土地應即辦理登記外，
其餘土地應即公告三個月。
ௐ˝୧ 土地權利關係人於前條公告期間內，
得以書面向該管登記機關提出異議，並應檢
附證明文件；經該管登記機關審查屬土地權
利爭執者，應移送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調處。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前項之調處
時，準用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二規定，進行
調處。不服調處者，得於收受調處結果通知
次日起三十日內，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屆
期未提起訴訟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
ௐȈ୧ 申請登記事項於公告期滿無人異議、
經調處成立或法院判決確定者，應即依其結
果辦理登記。
ௐȈ˘୧ 第十七條至第二十六條、第三十二
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除公共設施用地外，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代為標售：
一、屆期無人申報或申請登記。
二、經申報或申請登記而被駁回，且屆期未
提起訴願或訴請法院裁判。
三、經訴願決定或法院裁判駁回確定。

地

ௐ˘୧ 為健全地籍管理，確保土地權利，促
進土地利用，特制定本條例。
ௐ˟୧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
本條例所稱登記機關，指土地所在地之直
轄市或縣（市）地政事務所；未設地政事務
所者，指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土
地登記之機關。
ௐˬ୧ 主管機關為清查權利內容不完整或與
現行法令規定不符之地籍登記，經釐清權利
內容及權屬後，應重新辦理登記；其未能釐
清權利內容及權屬者，應予標售或處理；除
本條例另有規定外，其清理程序如下：
一、清查地籍。
二、公告下列事項：
（一）應清理之土地。
（二）受理申報或受理申請登記之機關。
（三）申報或申請登記之期間。
三、受理申報。
四、受理申請登記。
五、審查及公告審查結果。
六、登記並發給權利證書。
七、異動或其他之處理。
前項第二款之公告，由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為之，其期間為九十日；申報或申請登
記之期間，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為期一年。
ௐα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一定
期間內清查轄區內第十七條至第三十三條規
定之土地地籍；其清查之期間、範圍、分類、
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ௐ̣୧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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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相關權利人有正當理由者，得申
請暫緩代為標售。
前二項代為標售之程序、暫緩代為標售之要
件及期限、底價訂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依前條規定代為標售之土地，其優
先購買權人及優先順序如下：
一、地上權人、典權人、永佃權人。
二、基地或耕地承租人。
三、共有土地之他共有人。
四、本條例施行前已占有達十年以上，至標
售時仍繼續為該土地之占有人。
前項第一款優先購買權之順序，以登記之先
後定之。
ௐȈˬ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代為標
售土地前，應公告三個月。
前項公告，應載明前條之優先購買權意
旨，並以公告代替對優先購買權人之通知。
優先購買權人未於決標後十日內以書面為承
買之意思表示者，視為放棄其優先購買權。
ௐȈα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國
庫設立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
保管代為標售或代為讓售土地之價金。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將代為標售
或代為讓售土地價金，扣除百分之五行政處
理費用、千分之五地籍清理獎金及應納稅賦
後，以其餘額儲存於前項保管款專戶。
權利人自專戶儲存之保管款儲存之日起十
年內，得檢附證明文件向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發給土地價金；經審查無誤，
公告三個月，期滿無人異議時，按代為標售
或代為讓售土地之價金扣除前項應納稅賦後
之餘額，並加計儲存於保管款專戶之實收利
息發給之。
前項權利人已死亡者，除第十九條及第二
十六條規定之土地外，得由部分繼承人於前
項申請期限內按其應繼分申請發給土地價
金。
第三項期間屆滿後，專戶儲存之保管款經
結算如有賸餘，歸屬國庫。
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之儲存、保
管、繳庫等事項及地籍清理獎金之分配、核
發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依第十一條規定代為標售之土地，
經二次標售而未完成標售者，由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囑託登記為國有。

前項登記為國有之土地，權利人自登記完
畢之日起十年內，得檢附證明文件向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發給土地價金；經
審查無誤，公告三個月，期滿無人異議時，
依該土地第二次標售底價扣除應納稅賦後之
餘額，並加計自登記國有之日起儲存於保管
款專戶之應收利息發給。所需價金，由地籍
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支應；不足者，由
國庫支應。
前項權利人已死亡者，除第十九條及第二
十六條規定之土地外，得由部分繼承人於前
項申請期限內按其應繼分申請發給土地價
金。
ௐȈ̱୧ 第十四條第三項及前條第二項公告
期間異議之處理，準用第九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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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以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之
土地，原權利人或其繼承人應於申請登記期
間內提出有關股權或出資比例之證明文件，
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請更正登記為原權利人所
有。
前項所稱原權利人，指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十月二十四日為股東或組合員，或其全體法
定繼承人者。但股東或組合員為日本人者，
以中華民國為原權利人。
ௐȈˣ୧ 前條規定之土地，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原權利人及其股權或出資比例已確知
者，依各該原權利人之股權或出資比例
登記為分別共有。
二、原權利人之股權或出資比例全部或部分
不明者，原權利人或其繼承人應就不明
部分之土地權利協議其應有部分，協議
不成者，其應有部分登記為均等。
三、原權利人及其股權或出資比例全部或部
分不明者，其不明部分之土地權利依第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原權利人中有前條第二項但書情形者，應依
該日本人之股權或出資比例登記為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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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神明會土地，應由神明會管理人或
三分之一以上會員或信徒推舉之代表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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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申報期間內檢附下列文件，向土地所在地
統表及土地清冊予以驗印後發還申報人，並
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報：
通知登記機關。
一、申報書。
ௐ˟Ȉˬ୧ 神明會現會員或信徒名冊或土地
二、神明會沿革及原始規約。無原始規約者
清冊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驗印後，
，得以該神明會成立時組織成員或出資
有變動、漏列或誤列者，神明會之管理人、
證明代替。
會員、信徒或利害關係人得檢具會員或信徒
三、現會員或信徒名冊、會員或信徒系統表
過半數同意書，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文件，
及會員或信徒全部戶籍謄本。
申請更正。
四、土地登記謄本及土地清冊。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前項申請，
五、其他有關文件。
經審查無誤後，應即公告三十日並通知登記
前項申報有二人以上者，直轄市、縣（市） 機關，如無異議，更正現會員或信徒名冊或
主管機關應通知當事人於三個月內協調以一
土地清冊，更正完成並通知登記機關。
人申報，逾期協調不成者，由直轄市、縣(市)
前項異議涉及土地權利爭執時，準用第九
主管機關通知當事人於一個月內向法院提起
條規定辦理。
確認之訴，並陳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ௐ˟Ȉα୧ 申報人於收到直轄市或縣（市）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法院確定判決辦
主管機關驗印之神明會現會員或信徒名冊、
理；屆期未起訴者，均予駁回。
系統表及土地清冊後，應於三年內依下列方
神明會土地位在不同直轄市或縣（市）者， 式之一辦理：
應向該神明會土地面積最大之直轄市或縣
一、經會員或信徒過半數書面同意依法成立
（市）主管機關申報；受理申報之主管機關應
法人者，申請神明會土地更名登記為該
通知神明會其他土地所在之主管機關會同審
法人所有。
查。
二、依 規約或經 會員或信徒過半數書面同
ௐ˟Ȉ୧ 神明會依前條規定所為之申報，直
意，申請神明會土地登記為現會員或信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審查無誤後，應
徒分別共有或個別所有。
於土地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村
申報人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由直轄市或縣
里辦公處公告及陳列會員或信徒名冊、系統
（市）主管機關逕依現會員或信徒名冊，囑託
表及土地清冊，期間為三個月，並將公告文
該管土地登記機關均分登記為現會員或信徒
分別共有。
副本及現會員或信徒名冊、系統表、不動產
清冊交由申報人於公告之日起刊登當地通行 ௐ˟Ị̏୧ 本條例施行前已依有關法令清理
之一種新聞紙連續三日，並於直轄市、縣（市） 之神明會土地，於本條例施行後仍以神明會
名義登記者，應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三年
主管機關及公所電腦網站刊登公告文三十
內，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辦理；屆期未辦理者，
日。
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二項
權利關係人於前項公告期間內，得以書面
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異議， 規定辦理。
ௐ˟Ȉ̱୧ 本條例施行前以神明會以外名義
並檢附證明文件。
登記之土地，具有神明會之性質及事實，經
前項異議涉及土地權利爭執時，準用第九
申報人出具已知過半數現會員或信徒願意以
條規定辦理。
神明會案件辦理之同意書或其他證明文件足
ௐ˟Ȉ˘୧ 神明會依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所
以認定者，準用本章之規定。
為之申報，其應檢附之文件有不全者，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申報人於六個
月內補正；不能補正或屆期未補正者，駁回 ௐαౢ!ٙѣᝋͽγ˿гᝋӀ̝
之。
ந!
ௐ˟Ȉ˟୧ 神明會依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所
ௐ˟Ȉ˛୧ 土地權利，於中華民國三十八年
為之申報，於公告期滿無人異議或經調處成
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登記，並有下列各款情
立或法院判決確定者，直轄市或縣（市）主
形之一者，由登記機關公告三個月，期滿無
管機關應即將神明會現會員或信徒名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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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異議，逕為塗銷登記：
新權利範圍，逕為更正登記。
一、以典權或臨時典權登記之不動產質權。
依前二項規定辦理更正登記，無須經他項
二、贌耕權。
權利人之同意，且不受限制登記之影響。
三、賃借權。
ௐˬȈ˘୧̝˘ 土地總登記時登記名義人登
四、其他非以法定不動產物權名稱登記。
記之所有權權利範圍空白且現仍空白者，除
前項公告期間異議之處理，準用第九條規定
依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或其他足資證明之
辦理。
資料，得由登記機關逕為辦理更正登記者
ௐ˟Ȉˣ୧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外，由權利人於申請登記期間內，申請更正
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土地所有權人得申請
登記。
塗銷登記，由登記機關公告三個月，期滿無
前項權利人為數人者，得經權利人過半數之
人異議，塗銷之。
同意，由權利人之一，申請更正登記。
前項公告期間異議之處理，準用第九條規
未依前二項規定申請權利範圍空白之更正
定辦理。
登記者，由登記機關依下列原則計算新權利範
因第一項塗銷登記致抵押權人受有損害
圍，並公告三個月，期滿無人異議，逕為更正
者，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登記：
ௐ˟Ȉ˝୧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一、登記名義人為一人者，為該權利範圍空
日以前登記之地上權，未定有期限，且其權
白部分之全部。
利人住所不詳或行蹤不明，而其土地上無建
二、登記名義人為數人者，按其人數均分該
築改良物或其他工作物者，土地所有權人得
權利範圍空白部分。
申請塗銷登記，由登記機關公告三個月，期
前項所稱權利範圍空白部分，為權利範圍全
滿無人異議，塗銷之。
部扣除已有登記權利範圍部分之餘額。
前項公告期間異議之處理，準用第九條規
第三項公告期間異議之處理，準用第九條規
定辦理。
定辦理。
因第一項塗銷登記致地上權人受有損害
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辦理更正登記，無須
者，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經他項權利人之同意，且不受限制登記之影
響。
ௐ̣ౢ!ࢨט൳̈́˿гᝋӀ̙ྎ ௐˬȈ˟୧ 已登記之土地權利，除第十七條
至第二十六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之情形外，
̝ந!
土地總登記時或金門、馬祖地區實施戰地政
ௐˬȈ୧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以
務終止前，登記名義人之姓名、名稱或住址
前之查封、假扣押、假處分登記，土地所有
記載不全或不符者，土地權利人或利害關係
權人得申請塗銷登記，經登記機關公告三個
人應於申請登記期間內檢附證明文件，申請
月，期滿無人異議者，塗銷之。
更正登記。
前項公告期間異議之處理，準用第九條規
ௐˬȈˬ୧ 非以自然人、法人或依法登記之
定辦理。
募建寺廟名義登記之土地權利，除第十七條
因第一項塗銷登記致債權人受有損害者，
至第二十六條、第三十五條及登記名義人為
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祭祀公業或具有祭祀公業性質及事實者之情
ௐˬȈ˘୧ 共有土地，各共有人登記之權利
形外，利害關係人應於申請登記期間內檢附
範圍合計不等於一，除依原始登記原因證明
足資證明文件，申請更正登記。
文件或其他足資證明之資料，得由登記機關
逕為辦理更正登記者外，得經權利範圍錯誤 ௐ̱ౢ!ъᇁٕି؟ဥវ˿г̝
之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
ந!
同意，由共有人之一，於申請登記期間內，
ௐˬȈα୧ 原以寺廟或宗教團體名義登記，
申請更正登記。
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前改以他
未依前項規定申請更正登記者，由登記機
人名義登記之土地，自始為該寺廟或宗教團
關依各相關共有人登記之權利範圍比例計算

地籍清理條例

ௐαȈ୧ 辦理地籍清理所需經費，除本條例
另有規定外，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ௐαȈ˘୧ 已登記建築改良物權利之清理，
準用本條例之規定。
ௐαȈ˟୧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ௐαȈˬ୧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條例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類

ௐ˛ౢ!!!ܢ

籍

性質之法人。
ௐˬȈˣ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前
條規定受理土地申購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經審查無誤，應即公告三個月。
二、公告期滿無人異議、經調處成立或法院
判決確定者，應即通知申購土地之寺廟
或宗教性質之法人限期繳納價款。
三、價款繳清後，應發給土地權利移轉證明
書，並通知登記機關。
前項審查及公告期間異議之處理，準用第六
條、第七條及第九條規定辦理。
ௐˬȈ˝୧ 日據時期經移轉為寺廟或宗教團
體所有，而未辦理移轉登記或移轉後為日本
政府沒入，於本條例施行時登記為公有之土
地，自日據時期即為該寺廟或宗教團體管
理、使用或收益，且該寺廟為已依法登記之
募建寺廟，該宗教團體為已依法登記之法人
者，得由該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於申報期
間內，向土地管理機關就其實際管理、使用
或收益範圍，申請贈與之；其申請贈與之資
格、程序、應附文件、審查、受贈土地使用
處分之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行
政院定之。
依前項規定申請贈與之土地，以非屬公共
設施用地為限。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土地，免受土地法第
二十五條規定之限制。

地

體管理、使用或收益者，經登記名義人或其
繼承人同意，由該寺廟或宗教團體於申報期
間內，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發給證明書；並於領
得證明書後三十日內，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請
更名登記。
依前項規定申報發給證明書之寺廟或宗教
團體，於申報時應為已依法登記之募建寺廟
或法人。
第一項登記名義人為數人者，以共有人過
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一項登記名義人為行蹤不明或住址資料
記載不全之自然人；或為未依第十七條規定
申請更正之會社或組合，且無股東或組合員
名冊者，得由該寺廟或宗教團體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並切結真正權利人主張權利時，該
寺廟或宗教團體願負返還及法律責任後申
報。
第一項登記名義人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者，其行使同意權後，應報經其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備查。
ௐˬỊ̏୧ 以神祇、未依法登記之寺廟或宗
教團體名義登記之土地，現為依法登記之募
建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使用，且能證明登
記名義人與現使用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
確係同一主體者，由該已依法登記之寺廟或
宗教性質之法人於申報期間內，檢附證明文
件，向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申報發給證明書；並於領得證明書後三
十日內，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請更名登記。
ௐˬ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前
二條規定受理申報後，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經審查無誤，應即公告三個月。
二、公告期滿無人異議、經調處成立或法院
判決確定者，應即發給證明書，並通知
登記機關。
前項審查及公告期間異議之處理，準用第六
條、第七條及第九條規定辦理。
ௐˬȈ˛୧ 以神祇、未依法登記之寺廟或宗
教團體名義登記之土地，現為依法登記之募
建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使用，未能證明登
記名義人與現使用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
確係同一主體者，得由使用該土地之寺廟或
宗教性質之法人於申報期間內，向土地所在
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按當期公
告土地現值，申請代為讓售予該寺廟或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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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୧ 本細則依地籍清理條例（以下簡稱本
條例）第四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所定權利內容不
完整或與現行法令規定不符之地籍登記，包
括下列各款情形：
一、以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之土
地。
二、以神明會名義登記之土地，或本條例施
行前以神明會以外名義登記，具有神明
會性質及事實之土地。
三、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
以典權或臨時典權登記之不動產質權、
贌耕權、賃借權或其他非以法定不動產
物權名稱登記之土地權利。
四、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
登記之抵押權。
五、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
登記之地上權，未定有期限，且其權利
人住所不詳或行蹤不明，而地上權人在
該土地上無建築改良物或其他工作物
者。
六、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前之
查封、假扣押、假處分登記。
七、共有土地，各共有人登記之權利範圍合
計不等於一。

八、土地總登記時登記名義人登記之所有權
權利範圍空白且現仍空白者。
九、土地總登記時或金門、馬祖地區實施戰
地政務終止前，登記名義人姓名、名稱
或住址記載不全或不符者。
十、非以自然人、法人或依法登記之募建寺
廟名義登記之土地權利。
十一、原以寺廟或宗教團體名義登記，於中
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前改以
他人名義登記之土地，自始為該寺廟
或宗教團體管理、使用或收益者。
十二、以神祇、未依法登記之寺廟或宗教團
體名義登記之土地，現為依法登記之
募建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使用者。
十三、日據時期經移轉為寺廟或宗教團體所
有，而未辦理移轉登記或移轉後為日
本政府沒入，於本條例施行時登記為
公有土地。
ௐˬ୧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所稱重新辦理登
記，指依本條例清理後所為之更正、更名、
塗銷或移轉登記。
ௐα୧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清理
程序之公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清理土地類型。
二、法令依據。
三、公告起訖日期。
四、清理之各筆土地標示、登記名義人姓名
或名稱及權利範圍。
五、受理申報或受理申請登記之機關。
六、申報或申請登記之期間。
七、未依限申報或申請登記之處理方式。
八、其他依規定應公告之事項。
本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
七條及第三十九條所定土地權利之清理，其
公告，免記載前項第四款事項。
本條例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所定所有
權以外之土地權利之清理，其公告，於第一
項第四款所載事項外，併予載明土地所有權
人之姓名或名稱。
本條例第三十條所定查封、假扣押、假處
分登記之清理，其公告，於第一項第四款所
載事項外，併予載明債權人之姓名或名稱。
ௐ̣୧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八
條、第十四條第三項、第十五條第二項、第
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三
項、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三十八條第一項

地

中華民國 97 年 3 月 31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0970049635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39 條；並自地籍
清理條例施行之日施行；中華民國 97 年 3 月 18
日行政院院臺建字第 0970008349 號令發布「地
籍清理條例」定自 97 年 7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99 年 9 月 17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0990185298 號令修正發布第 5 條、第 9 條、第 11
條、第 13 條、第 20 條、第 23 條、第 25 條、第 27
條、第 32 條、第 36 條、第 39 條，增訂第 31 條之
1，自發布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25 日行政院院臺規揆字第
1010154558 號公告第 17 條所列屬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之權責事項，自 102 年 1 月 1 日起改由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轄
中華民國 104 年 11 月 27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41310815 號令修正發布第 2 條、第 5 條、第
11 條、第 13 條、第 28 條、第 36 條，增訂第 25
條之 1、第 25 條之 2、第 25 條之 3；並自發布日
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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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之公告，應揭示於下列各款之公告處所：
一、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二、土地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及村（里
）辦公處。
三、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
四、土地登記簿所載土地權利人住所地之鄉
（鎮、市、區）公所。但無從查明或住所
地為國外者，不在此限。
前項各款所為之公告期間，以公告文所載之
起訖日期為準。但張貼公告期日逾依前條第一
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所載
之起始期日時，公告期日之計算，應以最後公
告機關將公告事項張貼於公告處所之翌日起
算。
張貼公告有前項但書之情形時，逾期張貼之
機關應將張貼期日另通知公告機關。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並
得於其他適當處所或以其他適當方式揭示公
告；其公告期間，以第二項所定公告之期間為
準。
ௐ̱୧ 土地權利人、利害關係人或相關機
關，發現第四條之公告事項有清查遺漏或錯
誤時，應於公告期間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查明。
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查明屬清查
遺漏者，應就遺漏之土地補行公告九十日；
屬清查錯誤者，應就更正之土地重新公告九
十日。但清查錯誤非屬本條例應清理之土地
權利，或屬依本條例第四條規定清查後公告
時之分類錯誤，且查明更正分類前後清理程
序相同者，免重新公告。
依前項規定補行或重新公告時，應一併通
知本條例第五條規定之土地權利人或利害關
係人。
土地權利人、利害關係人或相關機關於本
條例第三條第二項公告期滿後，發現有清查
遺漏或錯誤情形者，除該土地已依本條例辦
竣更正、更名、塗銷、移轉登記或登記為國
有外，應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查明屬實後，依本條例第三條第
一項規定辦理。
ௐ˛୧ 依本條例第五條規定應於公告時一併
通知能查明之土地權利人，指下列各款人員：
一、以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者：為
原權利人或其繼承人。
二、以神明會名義登記者：為現會員或信徒

。
三、土地總登記時或金門、馬祖地區實施戰
地政務終止前，登記名義人之姓名或住
址記載不全或不符者：為登記名義人或
其繼承人。
ௐˣ୧ 本條例第五條、第七條第一項、第九
條第一項、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所稱利害關
係人、權利關係人或土地權利關係人，指因
依本條例規定申報或申請登記之結果，致其
法律上之權利或利益受影響之人。
ௐ˝୧ 本條例第五條規定之通知，應載明下
列事項：
一、清理土地類型。
二、法令依據。
三、公告起訖日期及處所。
四、清理之土地標示、登記名義人姓名或名稱
及權利範圍。
五、受理申報或受理申請登記之機關。
六、申報或申請登記之期間。
七、未依限申報或申請登記之處理方式。
八、其他依法令規定應通知之事項。
ௐȈ୧ 登記機關依本條例受理申請登記，除
本條例或本細則另有規定外，應依土地登記
規則相關規定辦理。
ௐȈ˘୧ 本條例第八條、第十四條第三項、
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
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三項、第三十六條第一項
及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公告，應載明下
列事項：
一、公告事由。
二、法令依據。
三、公告起訖日期。
四、土地標示、登記名義人姓名或名稱、權
利種類及範圍。
五、土地權利關係人得提出異議之期限、方
式及受理機關。
六、公告期滿無人提出異議之法律效果。
七、其他依法令規定應公告之事項。
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及第十五條第二項
規定之公告，免予記載前項第四款之登記名義
人之姓名或名稱。但應於同款所載事項外，併
予載明原登記名義人及權利人之姓名或名
稱。部分繼承人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四項或第
十五條第三項規定申請發給土地價金者，並應
載明其應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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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人或數人，就不明部分之土地應有部
分，申請登記為不明部分之原權利人均等，
並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協議不成之事由
及簽名。
ௐȈ˛୧ 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更正
登記，於辦理本條例第八條所定之公告時，
有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但書之情形者，應
通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ௐȈˣ୧ 以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之
土地經標售完成後，權利人應檢附第十三條
第一項規定之文件及其股權或出資比例之證
明，申請按其股權或出資比例發給土地價金。
權利人申請土地價金時，並應檢附切結
書，切結權利人如有遺漏或錯誤，願負法律
責任並簽名。
前二項規定，於權利人依本條例第十五條
第二項規定申請發給土地價金者，準用之。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審查公
告前，有二人以上就神明會土地提出申報
者，依本條例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於本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公告期間，就該
神明會土地再行提出申報者，視為對公告內
容提出異議，準用本條例第二十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規定辦理。
ௐ˟Ȉ୧ 神明會土地位於不同直轄市或縣
（市）者，受理申報之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核發驗印之
神明會現會員或信徒名冊、系統表及土地清
冊，或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公告及更正
完成現會員或信徒名冊或土地清冊時，應一
併通知神明會其他土地所在之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及管轄登記機關。
ௐ˟Ȉ˘୧ 神明會申報人依本條例第二十四
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五條規定向登記機關申請
神明會土地更名登記為法人所有，或為現會
員或信徒分別共有或個別所有者，登記機關
應於辦竣登記後，通知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之民政機關或單位。
ௐ˟Ȉ˟୧ 本條例第十九條及第二十六條規
定之土地標售完成後，權利人依本條例第十
九條第一項規定申報並取得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驗印之現會員或信徒名冊及相關證
明文件，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發給土地價金時，其領取方式，規約有明確
規定者，依其規定，無規約或規約無明確規
定者，依下列方式辦理：

地

本條例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之公告，於第一
項第四款所載事項外，併予載明債權人之姓名
或名稱。
本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三十八條第
一項規定之公告，於第一項第四款所載事項
外，併予載明寺廟或法人名稱與所在地、負責
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及住所。
ௐȈ˟୧ 本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代為標售之
土地，於決標或依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登記為國有前，權利人依本條例規定申報
或申請登記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或登記機關應予受理。
ௐȈˬ୧ 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第四
項、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申請發給土地
價金者，除第十八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
三條、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一條
之一另有規定外，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
列文件：
一、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二、權利人已死亡者，應檢附載有被繼承人
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繼承人現在戶籍
謄本及繼承系統表。
三、權利書狀。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證明文件。
前項第二款規定之繼承系統表，應依民法有
關規定自行訂定，註明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
受損害者，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簽名。
申請人未能提出第一項第三款之權利書
狀，除本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之情形，應依第
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規定辦理外，經申請人檢
附切結書敘明其未能檢附之事由，註明如致真
正權利人受損害，願負法律責任並簽名者，得
免予檢附。
ௐȈα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
請發給土地價金案件後，應即審查，經審查
應予補正者，通知申請人於六個月內補正。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
請發給土地價金案件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應以書面駁回：
一、依法不應發給。
二、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權利關係人間涉
有私權爭執。
三、不能補正或屆期仍未補正。
ௐȈ̱୧ 依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協議時，應由不明部分之原權利人或其繼
承人協議其應有部分；協議不成者，得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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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明會已選定管理人，且向直轄市或縣
書及其印鑑證明書；其為法人或非法人
（市）
主管機關之民政機關或單位備查有
團體者，並應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案者，得由管理人切結其領取土地價金未
意更正之備查文件。
違背規約。但現會員或信徒提出異議者，
土地登記名義人已死亡者，應檢附載有被繼
應由管理人就領取土地價金召開會員或
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
信徒大會決議領取方式。
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過半數繼承人及其應繼
二、神明會未選定管理人或管理人死亡尚未
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書與印鑑證明書。
依規定選任新管理人者，應經現會員或
前項規定之繼承系統表，應依民法有關規定
信徒全體之同意。
自行訂定，註明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
三、神明會管理人權限如有爭議，且已繫屬
者，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簽名。
法院，應俟法院判決確定後，再行處理。 ௐ˟Ị̏୧̝ˬ 本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一
前項規定，於權利人依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得由登記機關逕為辦理更正登記者，
項規定申請發給土地價金者，準用之。
免予公告。
ௐ˟Ȉˬ୧ 神明會土地之權利人依前條規定
登記機關於依本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一
申請發給土地價金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項至第三項規定辦理更正登記完畢後，應將
一、第十三條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文件
登記結果通知其他權利人、他項權利人、囑
。
託機關或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但依本條例第
二、規約。但無規約者，免附。
三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申請及同
三、管理人備查文件。但無管理人或管理人
意更正之權利人，不在此限。
死亡尚未依規定選任新管理人者，免附。 ௐ˟Ȉ̱୧ 本條例第三十二條所稱登記名義
人之姓名、名稱或住址記載不全或不符，指
四、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驗印之現會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員或信徒名冊及土地清冊。
一、登記名義人之姓名或名稱空白、缺漏或
前項規定，於權利人依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二
僅有一字，或姓名與戶籍所載有同音異
項規定申請發給土地價金者，準用之。
字、筆劃錯誤，或認定與土地登記簿所
ௐ˟Ȉα୧ 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例第二十九
載為同一自然人或法人有疑義。
條規定申請塗銷地上權登記時，應檢附地上
二、登記名義人之登記住址記載空白、無完
權人在該土地上確無建築改良物或其他工作
整門牌號、與戶籍記載不符，或以日據
物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及足資證明地上權人
時期住址登載缺漏町、目、街、番地號
住址不詳或行蹤不明之文件。
碼。
前項土地複丈成果圖，應先向該管登記機
ௐ˟Ȉ˛୧ 土地總登記時登記名義人姓名、
關申請土地複丈或勘查。
名稱或住址記載不全或不符之土地經依本條
ௐ˟Ị̏୧ 本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
例第十一條規定標售完成後，權利人依本條
項規定得由登記機關逕為辦理更正登記者，
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申請發給土地價金
免予公告，並應將登記結果通知各相關共有
時，除應檢附第十三條規定文件外，原登記
人。
名義人姓名與戶籍謄本姓名相符，其住址有
前項土地有他項權利或限制登記者，登記
不符、不全或無記載之情事者，應檢附或由
機關應於登記完畢後通知他項權利人、囑託
戶政機關提供合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文件：
機關或預告登記請求權人。
一、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或土地臺帳所載原
ௐ˟Ị̏୧̝˘ 本條例第三十一條之一所稱
登記名義人之住址，與其日據時期戶籍
權利人，指土地總登記時所有權權利範圍空
謄本所載住址相符者。
白之登記名義人，或其全體繼承人。
二、原登記名義人與其他共有人於日據時期
ௐ˟Ị̏୧̝˟ 權利人依本條例第三十一條
取得數宗共有土地之時間、原因相同，
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申請更正土地權利
其中某宗地號登記簿上未載明原登記名
範圍者，應檢附下列文件：
義人之住址，而其他共有土地之土地登
一、足資證明權利範圍之文件。
記簿謄本載有其住址，且與戶籍謄本相
二、權利人為數人時，過半數權利人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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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者。
土地共有人（含繼承人）
、土地四鄰之土地、
三、原登記名義人與其他共有人之一，依日
建物所有權人或其使用人一人之證明書，並
據時期戶籍謄本所載有直系血親、配偶
於申請書備註欄內切結本申請案確無虛偽不
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關係者。
實之情事，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
四、原登記名義人住址記載不全，而有原登
前項所稱村（里）長，指土地所在地現任
記名義人日據時期之登記濟證、光復後
或歷任之村（里）長。
首次核發之原權利書狀或共有人保持證
出具證明書之證明人，應具完全之法律行
者。
為能力，證明書應載明其親自觀察之具體事
五、原登記名義人住址番地號碼與其戶籍謄
實，而非其推斷之結果，並應檢附其印鑑證
本所載住址番地號碼不符時，經直轄市
明書。但現任之村（里）長出具蓋有村（里）
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戶政機關提供該
辦公處印信之證明書者，免檢附其印鑑證明
鄉（鎮、市、區）與該登記名義人同姓
書。
名人之所有戶籍資料，審查無同名同姓 ௐ˟Ȉ˝୧ 前條第一項規定之證明書未能檢
之人於該土地登記之番地號碼設籍，且
附者，申請人得檢附下列文件之一：
有原登記名義人日據時期之登記濟證、
一、土地課稅證明文件。
光復後首次核發之原權利書狀或共有人
二、地上房屋稅籍證明文件。
保持證者。
三、鄉（鎮、市、區）公所耕地三七五租約登
六、土地登記簿未載明原登記名義人住址，
記資料。
其日據時期戶籍謄本所載住址之番地號
四、放領清冊或地價繳納（清）證明文件。
碼與已標售土地之日據時期之地號相符
五、土地四鄰、共有人或房屋使用人持有之相
時，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戶
關文書。
政機關提供該鄉（鎮、市、區）與該登
六、與登記名義人取得土地權利時相關申請
記名義人同姓名人之所有戶籍資料，審
案之登記情形或資料。
查無同名同姓之人於該土地登記之番地
七、與申請標示有關之訴訟或公文往來書件
號碼設籍，且有原登記名義人日據時期
。
之登記濟證、光復後首次核發之原權利
八、其他足資參考文件。
書狀或共有人保持證者。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無法審查認定
原登記名義人之住址，依日據時期土地登
前項文件時，應派員實地查訪，並以申請人戶
記簿所載，與權利人檢附之日據時期戶籍資
籍所在地或相關之鄉（鎮、市、區）為範圍，
料所載住址相符，姓名有同音異字或筆劃錯
由戶政機關或自行派員至戶政機關全面清查
誤，或認定與土地登記簿所載為同一自然人
全鄉（鎮、市、區）與該登記名義人同名同姓
有疑義者，除應檢附原登記名義人日據時期
之人並就戶籍資料，按土地權利取得時間，逐
之登記濟證或光復後首次核發之原權利書狀
一就年齡、住所及地緣關係審查認定。
或共有人保持證外，並經直轄市或縣（市） ௐˬȈ୧ 本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金門、馬祖
主管機關依戶政機關提供該鄉（鎮、市、區） 地區實施戰地政務終止前，登記名義人姓
與該登記名義人同姓名人之所有戶籍資料，
名、名稱或住址記載不全或不符之土地經依
審查無同名同姓之人於該土地登記之番地號
本條例第十一條規定標售完成後，權利人依
碼設籍者。
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申請發給土地價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情形，如未能
金時，除應檢附第十三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
提出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權利書狀，經
文件外，應檢附下列各款文件之一：
申請人檢附切結書者，得免檢附。
一、原登記名義人為自然人在國內設有戶籍
前三項規定，於權利人依本條例第十五條
者，應檢附可資證明與原登記名義人係同
第二項規定申請發給土地價金者，準用之。
一人之戶籍資料；依其戶籍資料無法證明
者，應檢附土地關係人一人之證明書。
ௐ˟Ȉˣ୧ 合於前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
二、原登記名義人為華僑者，應檢附該縣同
或第二項情形，而未能檢附第十三條第一項
鄉會出具證明與原登記名義人係同一人
第三款之權利書狀者，應檢附村（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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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件，並經僑居地駐外使領館、代表
四、土地自始為該寺廟或宗教團體管理、使
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
用或收益之文件。
及土地關係人一人之證明書。
五、土地登記名義人或繼承人之同意書及印
三、以非法人團體、管理人名義登記者，應
鑑證明書；其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
於依法完成法人登記後，檢附該法人主
並應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之文件。
管機關核發原登記名義人與該依法登記
六、土地清冊。
之法人係同一主體之備查文件、法人登
七、最近三個月內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
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資格證明文
謄本。
件，並應檢附土地關係人一人之證明書。
土地登記名義人已死亡者，應檢附載有被繼
前項各款土地關係人之證明書因故無法取
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
得者，除應敘明具體理由外，並應檢附土地四
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過半數繼承人及其應繼
鄰之土地、建物所有權人或其使用人一人之證
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書與印鑑證明書。
明書。
前項規定之繼承系統表，應依民法有關規定
權利人依前二項規定申請時應於申請書適
自行訂定，並註明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
當欄切結本申請案確無虛偽不實之情事，如有
害者，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簽名。
不實，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
ௐˬȈˬ୧ 募建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依本
第一項所稱土地關係人，指該土地之管理
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申報發給證明書時，應
者、共有人或原申請登記案之關係人或其繼承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人。
一、寺廟登記或法人登記之證明文件。
前四項規定，於權利人依本條例第十五條第
二、現任寺廟負責人或法人代表人之身分證
二項規定申請發給土地價金者，準用之。
明文件。
ௐˬȈ˘୧ 第二十七條至前條規定應檢附或
三、土地現為該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使用
之文件。
由戶政機關提供之相關證明文件，於土地權
四、寺廟登記經過及沿革資料。
利人或利害關係人依本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
五、土地清冊。
申請更正登記時，準用之。
六、最近三個月內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
ௐˬȈ˘୧̝˘ 本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之土
謄本。
地標售完成或本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之土地
以神祇名義登記者，並應檢附該神祇自始
代為讓售後，權利人應檢附第十三條第一項
為寺廟所奉祀神祇之證明文件。
規定之文件及足資證明文件，申請發給土地
ௐˬȈα୧ 募建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依本
價金。
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申請讓售土地時，應填
權利人申請土地價金時，並應檢附切結
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書，切結權利人如有遺漏或錯誤，願負法律
一、申請讓售之土地為依法登記之募建寺廟
責任並簽名。
或宗教性質之法人使用之文件。
前二項規定，於權利人依本條例第十五條
二、寺廟登記或法人登記之證明文件。
第二項規定申請發給土地價金者，準用之。
三、現任寺廟負責人或法人代表人之身分證
ௐˬȈ˟୧ 募建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依本
明文件。
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申報發給證明書時，應
依法登記之募建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取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得讓售土地，向登記機關申辦所有權移轉登
一、寺廟登記或法人登記之證明文件。
記時，免檢附土地所有權狀；登記機關於登
二、現任寺廟負責人或法人代表人之身分證
記完畢後，應將該權狀公告註銷。
明文件。
三、日據時期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土地臺帳 ௐˬ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
條例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公告期滿
、登記濟證、其他足資證明為寺廟或宗
無人異議或經調處成立者，應以書面通知申
教團體名義取得或出資購買之證明文
請人於三個月內繳清價款。
件，或由寺廟或宗教團體立具該土地為
依本條例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經
其所有之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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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決確定者，申請人應自確定之日起三
個月內繳清價款。
逾前二項繳納期限未繳清價款者，視為放
棄購買。
ௐˬȈ̱୧ 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二
款、第二十五條之二第二項、第三十二條第
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身分證
明文件或戶籍謄本，及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
七款、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六款所定土地登
記謄本或地籍圖謄本，得以電腦完成查詢
者，免予檢附。
第二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項、
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與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五
款及第二項所定之印鑑證明書，於證明人或
同意人親自到場，並提出國民身分證正本，
當場於證明書或同意書內簽名，經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人員核符後同時簽證，
或證明書、同意書經公證、認證或地政士簽
證者，免予檢附。
ௐˬȈ˛୧ 本細則所需書表格式，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ௐˬȈˣ୧ 已登記建築改良物權利之清理，
依本條例第四十一條規定，準用本細則規定
辦理。
ௐˬȈ˝୧ 本細則自本條例施行之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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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清理清查辦法

地籍清理清查辦法
中華民國 97 年 2 月 14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0970022896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8 條；並自地籍清
理條例施行之日施行（該條例施行日期，由行政
院定之）
中華民國 97 年 3 月 18 日行政院院臺建字第
0970008349 號令發布「地籍清理條例」定自 97
年 7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4 年 11 月 27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41310815 號令修正發布第 3、5、8 條條文及第
6 條附表一；並自發布日施行

記
類

登記名義人之姓名、名稱或住址記載不
全或不符者。
十一、本條例第三十三條所定非以自然人、
法人或依法登記之募建寺廟名義登記
之土地權利，且非屬本條例第十七條
至第二十六條、第三十五條及登記名
義人為祭祀公業或具有祭祀公業性質
及事實者之情形。
十二、本條例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所定土
地總登記時登記名義人登記之所有權
權利範圍空白且現仍空白者。
ௐα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理地籍
清查，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地籍清理實
施計畫分類、分年為之。
ௐ̣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理第三
條第十二款土地之地籍清查，應於本條例一
百零四年六月三日修正施行後六個月內完
成；必要時，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延
長之。
ௐ̱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理地籍清
查工作程序如下，必要時，得實地調查：
一、清查現行地籍資料庫，並查閱日據時期
及光復後土地登記簿、土地臺帳、連名
簿、臺灣省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
書、共有人名簿、登記申請書與其附件、
建物填報表及其他相關文件，逐筆清查
土地權利，土地地籍清查程序表如附表
一，並依第三條規定予以分類；必要時，
得向相關機關查對資料。
二、依前款分類之土地地籍及相關資料，應
登錄於地籍清查表如附表二。
清查第三條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十款及第十
一款規定之土地地籍時，應排除地籍資料庫非
屬本辦法清查範圍之祭祀公業、寺廟或宗教團
體及已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自然人及統
一編號之法人等之土地。
ௐ˛୧ 已登記建築改良物權利之清查，準用
本辦法規定。
ௐˣ୧ 本辦法自本條例施行之日施行。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行。

登

ௐ˘୧ 本辦法依地籍清理條例（以下簡稱本
條例）第四條規定訂定之。
ௐ˟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理地籍
清查，應以直轄市、縣（市）轄區範圍內已
登記之土地為範圍。
ௐˬ୧ 土地地籍清查之分類如下：
一、本條例第十七條所定以日據時期會社或組
合名義登記者。
二、本條例第十九條所定以神明會名義登記
者。
三、本條例第二十五條所定本條例施行前已
依有關法令清理之神明會土地，於本條
例施行後仍以神明會名義登記者。
四、本條例第二十六條所定以神明會以外名
義登記之土地，具有神明會之性質及事
實者。
五、本條例第二十七條所定中華民國三十八
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登記之非以法定
不動產物權名稱登記者。
六、本條例第二十八條所定中華民國三十八
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
七、本條例第二十九條所定中華民國四十五
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登記之地上權，
未定有期限，且其權利人住所不詳或行
蹤不明，而地上權人在該土地上無建築
改良物或其他工作物者。
八、本條例第三十條所定中華民國三十四年
十月二十四日以前之查封、假扣押、假
處分登記者。
九、本條例第三十一條所定共有土地，各共
有人登記之權利範圍合計不等於一者。
十、本條例第三十二條所定土地總登記時或
金門、馬祖地區實施戰地政務終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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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地籍分類
以日據時期會社
或組合名義登記
者

法條依據
第三條
第一款

登
記
類

以神明會名義登
記者或本條例施
行前已依有關法
令清理之神明會
土地，於本條例施
行後仍以神明會
名義登記者
以神明會以外名
義登記之土地，具
有神明會之性質
及事實者
中華民國三十八
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以前非以法定
物權名稱登記者

第三條
第二款、
第三款

中華民國三十八
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以前登記之抵
押權

第三條
第六款

中華民國四十五
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以前登記之地
上權未定有期
限，且其權利人住
所不詳或行蹤不
明，而地上權人在
該土地上無建築
改良物或其他工
作物者

第三條
第七款

第三條
第四款

第三條
第五款

清查程序
一、清查地籍資料庫中以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之土
地。
二、通知地方法院提供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登記相關資料。
三、通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查明並提供經公產機關審定之文
件。
四、通知戶政機關提供股東、組合員或其法定繼承人之戶籍
資料；無股東或組合員名冊者，通知戶政機關提供董
（理）監事或相當於董（理）監事或其法定繼承人之戶
籍資料。
一、清查地籍資料庫中冠以神佛名稱或特定公號之會、社、
堂、季、盟、閣、亭、祠、祀典或其他表明神明會意義
名稱者。
二、通知民政機關提供本條例施行前已依有關法令清理之神
明會土地清冊，逐筆查對屬已依有關法令清理者，歸類
於第三條第三款土地；其屬未依有關法令清理之神明會
土地，歸類於第三條第二款土地。
經登記機關發現或土地權利人申請，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查證確屬具有神明會之性質及事實者。

一、清查地籍資料庫中屬中華民國三十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前登記或登記日期為空白之他項權利。
二、登記日期為空白者，應查證確屬中華民國三十八年十二
月三十一日前之登記。
三、逐筆查對日據時期登記簿，以典權或臨時典權登記之不
動產質權、贌耕權、賃借權及其他非法定不動產物權名
稱登記者。
一、清查地籍資料庫中屬中華民國三十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前登記或登記日期為空白之抵押權。
二、登記日期為空白者，應查證確屬中華民國三十八年十二
月三十一日前之登記。
三、逐筆查對日據時期登記簿，以抵押權登記者。
一、清查地籍資料庫中屬中華民國四十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前登記或登記日期為空白之地上權。
二、登記日期為空白者，應查證確屬中華民國四十五年十二
月三十一日前之登記。
三、逐筆查對土地登記簿他項權利部「存續期間」欄載有「不
定期限」、
「空白」者；
「見其他登記事項」欄查核屬未
定有期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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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土地，各共有
人登記之權利範
圍合計不等於一
者
土地總登記時或
金門馬祖地區實
施戰地政務終止
前，登記名義人之
姓名、名稱或住址
記載不全或不符
者

第三條
第九款

第三條
第十款

一、清查地籍資料庫標示部及所有權部之其他登記事項欄，
屬中華民國三十四年十月二十四日以前或登記日期為
空白之查封、假扣押、假處分登記。
二、登記日期為空白者，應查證確屬中華民國三十四年十月
二十四日前之登記。
清查權利範圍錯誤之共有人姓名、登記之權利範圍及其持分
額，並就有無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分別造冊，屬
無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歸類於第三條第九款。

非以自然人、法人
第三條
或依法登記之募
第十一款
建寺廟名義登記
之土地權利，且非
屬本條例第十七
條至第二十六
條、第三十五條及
登記名義人為祭
祀公業或具有祭
祀公業性質及事
實者之情形。
土地總登記時登
第三條
一、清查地籍資料庫中現登記所有權之權利範圍為空白之土
記名義人登記之
第十二款
地。
所有權權利範圍
二、查證屬土地總登記時權利範圍登記為空白者，就有無原
空白且現仍空白
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分別造冊，屬無原始登記
者
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歸類於第三條第十二款。
註：戶籍資料如能以電腦處理完成查詢者，免向戶政機關查對。

類

一、清查地籍資料庫權利人之姓名、名稱空白、缺漏或僅有
一個字，或姓名與戶籍所載有同音異字、筆劃錯誤，或
認定與土地登記簿所載為同一自然人、法人有疑義者；
住址空白、無完整門牌號碼、與戶籍記載不符，或以日
據時期住址登載缺漏町、目、街、番地號碼。
二、調閱有關登記簿、土地臺帳、登記案件資料等，應查證
確屬姓名、名稱或住址記載不全或不符之情形。
三、通知戶政機關提供土地權利人或其繼承人之戶籍資料。
清查第六條第二項之土地，排除第三條第一款至第四款、第
十款之土地後，所餘之土地，歸類第三條第十一款。

記

第三條
第八款

登

中華民國三十四
年十月二十四日
以前之查封、假扣
押、假處分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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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ܢ
○○縣（市）○○地政事務所地籍清查表
總表
類別
□業經本所審認，屬地籍清理清查辦法第三條第____款土地權利
處理經過
初審

複審

核定

登

經清查以下所列土地建物屬地籍清理清查辦法第三條第____款土地權利：

記

編號

鄉(鎮、市、區)

段小段

地(建)號

所有權人

他項權利人

備註

類

地籍清理清查辦法
編號

C‐3‐5

第○頁/共○頁 製作（修正）日期：○年○月○日

A：登記簿資料
土地標示

建物標示

鄉（鎮、市、區）

鄉（鎮、市、區）

段

段

小段

小段

地號

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面積（平方公尺）
門牌

登

年公告土地現值
備註

記

所有權人資料
登記日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住址
管理人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權利範圍
備註
他項權利人資料
權利種類

登記日期

姓名（名稱）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住址
管理人姓名
住址
權利範圍
備註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類

姓名（名稱）

C‐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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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向有關機關查對情形
□向稅捐機關查對，日期文號：
土地權利人姓名
（名稱）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住址
利害關係人姓名
（名稱）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住址

登

□向戶政機關查對，日期文號：

記

土地權利人姓名
（名稱）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住址

類

利害關係人姓名
（名稱）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住址
□向民政機關查對，日期文號：
土地權利人姓名
（名稱）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住址
利害關係人姓名
（名稱）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住址
□向法院查對，日期文號：
土地權利人姓名
（名稱）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住址
利害關係人姓名
（名稱）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住址
註：屬第三條第八款之土地建物，應於 A：登記簿資料項下，所有權人資料之備註欄填明有關法
院來函登記查封、假扣押、假處分之情形。

地籍清理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辦法

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
土地代為標售辦法

籍
類

ௐ˘୧ 本辦法依地籍清理條例（以下簡稱本
條例）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代為標售
本條例第十一條第一項所定土地之程序如
下：
一、分類編造標售土地清冊。
二、訂定投標須知。
三、公告標售。
四、受理投標。
五、開標、審標及決標。
六、通知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繳交價款並
發還未得標人繳交之保證金。
七、書面點交並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
ௐˬ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土地
地籍清查類別，以整批、分筆方式代為標售。
但得視土地實際使用情形，以分批、分筆方
式為之。
一筆土地有部分標售必要者，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應囑託登記機關辦理分割登
記後代為標售。但分割土地應符合相關法令
規定，並不得造成畸零狹小不合使用規定情
形。
ௐα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標售
土地前，辦竣下列事項：

一、囑託註記：囑託登記機關自公告標售日
於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欄，註記
依本條例第十一條第一 項 代 為 標 售 字
樣。
二、查對及準備資料：查對地籍資料，確認
符合本條例第十一條第一項得予標售之
土地；記明有無訂定耕地三七五租約、
設定他項權利、限制登記及應納稅賦，
並備齊土地登記圖籍資料、位置略圖等。
三、勘測及核對土地現況：至土地現場勘測
、拍照並記錄土地上有無建築改良物、
農作改良物或其他工作物。
四、土地依法劃設為公共設施用地或其他有
分割必要之分割登記。
五、訂定底價。
六、公告三個月。
七、豎立現場標示牌。
ௐ̣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參酌公
告標售當時土地市價或建築改良物徵收補償
費查估基準及應納稅賦，訂定各筆土地或建
築改良物標售底價。
標售土地無人投標或未完成標售者，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酌減底價再行辦理
第二次標售，酌減數額不得逾第一次標售底
價百分之十。
ௐ̱୧ 標售土地第一次標售無人投標或未完
成標售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自
無人投標或未完成標售之日起六個月內辦理
第二次標售公告。但有停止標售、暫緩標售
或其他特殊情形者，其原因消滅前之期間不
予計算。
前項第二次標售公告，應依本條例第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公告三個月。
ௐ˛୧ 第四條第六款及前條之公告，應張貼
於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土地所在地
鄉（鎮、市、區）公所、登記機關及村（里）
辦公處所之公告處所，並載明下列事項：
一、法令依據。
二、土地標示及面積。
三、土地使用情形。
四、他項權利設定、訂定耕地三七五租約。
五、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編
定情形。
六、標售底價及保證金金額。
七、受理投標期限。
八、得參加投標之對象。

地

中華民國 97 年 2 月 15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0970018656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23 條；並自地籍
清理條例施行之日施行（該條例施行日期，由行
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 97 年 3 月 18 日行政院院臺建字第
0970008349 號令發布「地籍清理條例」定自 97
年 7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16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1000109431 號公告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項所列屬「行政執行處」之權責事項，自 101 年
1 月 1 日起改由「行政執行分署」管轄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25 日行政院院臺規揆字第
1010154558 號公告第 17 條第 1 項所列屬財政部
「國有財產局」之權責事項，自 102 年 1 月 1 日
起改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轄
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31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31303909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26 條；並自發布
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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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籍
類

九、開標日期及地點。
逾期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
十、價款繳納期限及繳付方式。
一、身分證明文件。
十一、領取投標須知、投標單之時間、地點。 二、預繳相當於保證金價款之證明文件。
十二、得標規定。
三、申請人為土地占有人者，並應檢附第十
十三、有關優先購買權之規定。
一條規定之證明文件。
十四、其他必要事項。
四、申請人為地上權人、典權人、永佃權人、
前項公告並得於公告之日起刊登於當地通
共有土地之他共有人之繼承人者，並應檢
行之一種新聞紙連續三日，或於直轄市或縣
附記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繼
（市）主管機關、土地所在地鄉（鎮、市、區）
承人現戶戶籍謄本及繼承系統表。但戶籍
公所電腦網站刊登公告文三十日。
謄本能以電腦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
第一項第七款之受理投標期限，不得少於十
出。
四日。
五、申請人為基地或耕地承租人者，並應檢
第一項第十二款之得標規定，指已達標售底
附租賃契約書或經法院判決租賃關係存
價且標價最高者為得標人；價額相同時，以抽
在之確定判決書及確定證明書；其為耕地
籤決定得標人及次得標人。
三七五租約承租人者，並應檢附鄉（鎮、
ௐˣ୧ 依法得在中華民國領土內取得土地之
市、區）公所出具之租約登記資料。
公、私法人及自然人，均得參加投標。
六、其他經中央地政機關規定之證明文件。
ௐ˝୧ 投標人參加投標，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ௐȈ˘୧ 本條例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
一、填具投標單並應載明下列事項：
優先購買權人，應檢附下列文件之一：
（一）投標人：自然人應註明國民身分證
一、占有土地四鄰、土地所在地現任或歷任
村（里）長或土地共有人（含繼承人）
統一編號、姓名、住址、出生年、
一人之證明書及印鑑證明。但現任之村
月、日及電話號碼；無國民身分證
（里）長出具蓋有村（里）辦公處印信
統一編號者，應註明護照號碼或居
之證明書者，免檢附其印鑑證明。
留證統一證號；法人應註明法人名
二、戶籍謄本或其他足資證明於本條例施行
稱、法人登記證或公司統一編號、
前已占有達十年以上，至標售時仍繼續
代表人姓名、地址及電話號碼。
占有事實之文件。但戶籍謄本能以電腦
（二）標的物。
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三）投標金額：應以中文大寫書寫。
占有期間以現占有人之占有期間計；其為繼
（四）承諾事項。
承或繼受占有者，占有之期間得合併計算。
二、繳納保證金：金額按標售底價百分之十
第一項第一款占有土地四鄰之證明人於占
計算，無條件進位至千位，其低於新臺
有人占有之始至標售時，需繼續為該占有地附
幣一千元或不足新臺幣一元者，以實際
近土地之使用人、所有人或房屋居住者，且於
計算金額計收至元，並應以經政府依法
占有人占有之始已具有行為能力為限。
核准於國內經營金融業務之銀行、信用
合作社、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或中 ௐȈ˟୧ 優先購買權人依第十條規定主張優
先購買標售土地，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劃線支票或保付
機關審查應補正者，應於接到直轄市或縣
支票，或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匯票
（市）主管機關通知之翌日起十日內補正。
繳納，連同投標單妥為密封，用掛號函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經審查無法認
件於開啟信箱前寄達標售機關或指定之
定有優先購買權時，應通知主張優先購買標
郵政信箱。
售土地者限期向法院提起確認之訴。
前項第二款之劃線支票，指以該款所列之金
主張優先購買標售土地者或得標人提起確
融機構為發票人及付款人之劃線支票。
認之訴，應通知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ௐȈ୧ 主張優先購買標售土地者，應以同一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判決確定後，
條件為之，並於決標後十日內，預繳相當於
通知勝訴一方繳納價款，並於繳清價款後發
保證金之價款，檢附下列文件，以書面向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承買之意思表示， 給產權移轉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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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優先購買標售土地者於得標人提起確 ௐỊ̏୧ 得標人以標得之土地向金融機構辦
認之訴時，已繳足價款者，直轄市或縣（市） 理抵押貸款以繳納標價者，其申請貸款、繳
主管機關應通知其領回決標價款扣除保證金
款方式及繳納期限，應依直轄市或縣（市）
後之價款，並依確定判決辦理。得標人於主
主管機關規定之程序辦理。
張優先購買標售土地者提起確認之訴時，已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得
繳足價款者，亦同。
標人繳清全部價款後十五日內辦理書面點
ௐȈˬ୧ 本條例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所定同
交，並於點交紀錄其他事項欄記載依現狀書
一順序優先購買權人有二人以上申請優先購
面點交完竣字樣。
買時，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通知申 ௐȈ˛୧ 標售之土地，得標人依標售條件繳
請人先行協議，並於接到通知之日起十日內
清價款，或依第十五條向金融機構申請貸
提出全體申請人購買權利範圍協議書；無法
款，完成核貸程序後，由直轄市或縣（市）
達成協議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發給產權移轉證明書，並囑託登記
依下列原則計算其優先購買權利範圍及應繳
機關辦理塗銷標售註記。
價款：
得標人得持前項產權移轉證明書，單獨向
一、本條例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
登記機關申請權利移轉登記，並由登記機關
款規定優先購買權人，按各申請人土
辦理地籍異動，原權利書狀於登記完畢時公
地權利面積與全體申請人土地權利總
告註銷。
面積之比例計算。
依前項辦理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及其他相
二、本條例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優
關費用，應於招標文件中敘明由得標人負擔。
先購買權人，按各申請人占有土地面積 ௐȈˣ୧ 公告標售土地面積與實際土地面積
與全體申請人占有土地總面積之比例計
不符，得標人得於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六個
算。
月內，向登記機關申請複丈或檢附相關證明
依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計算之優先購買權
文件，並就更正後增減面積計算差額地價辦
利範圍及應繳價款，部分優先購買權人拒絕接
理多退少補，逾期不予受理。
受者，其優先購買權利範圍由直轄市或縣（市） ௐȈ˝୧ 優先購買權人準用第十四條第一
主管機關按其餘優先購買權人之土地權利面
項、第二項及第十五條至前條規定。
積比例併入計算。
ௐ˟Ȉ୧ 經二次標售未完成標售者，由直轄
ௐȈα୧ 決標後十日內無人主張優先購買權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十五條第
時，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即通知得
一項規定，囑託登記機關登記為國有，並於
標人自接到通知日起三十日內，一次繳清價
登記完竣後，由登記機關繕造清冊，通知財
款或依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規定申辦
政部國有財產署及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貸款，繳納標價；得標者之保證金逕以抵充
關。
價款。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接獲登記機關
得標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視為不接受決
通知後，應於代為標售土地所在地之鄉（鎮、
標，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除得不予發
市、區）公所、村（里）辦公處公告三個月
還保證金外，並通知次得標人於接到通知三
及刊登政府公報，並自公告之日起刊登當地
十日內，按最高標價及前項規定辦理繳清
通行之一種新聞紙連續三日，且於直轄市或
（納）價款。但因不可歸責於得標人之事由， 縣（市）主管機關及鄉（鎮、市、區）公所
經該管機關准予展延期限者，不在此限：
電腦網站刊登公告文三十日；直轄市或縣
一、逾期未繳清（納）價款。
（市）主管機關能查明代為標售土地權利人
二、依投標單所填投標人地址寄送通知書無
或利害關係人者，應於公告時以雙掛號或其
他得收取回執之方式通知，並將辦竣囑託登
法送達。
記國有土地清冊送地籍清理土地權利價金保
得標人或次得標人均未依前二項規定期限
管款保管處所。
繳清（納）價款，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權利人依本條例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申請
得通知次高標價之投標人為得標人，並規定一
發給囑託登記為國有土地價金之審查、公
定期限內繳清（納）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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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通知及領取程序，準用地籍清理土地權 ௐ˟Ị̏୧ 地籍清理未能釐清已登記建築改
利價金保管款管理辦法規定辦理。
良物權屬之代為標售，準用本辦法規定辦理。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理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公告標售後，土地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停
止標售：
一、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囑託辦理查封、假
扣押、假處分、暫時處分、破產登記或
因法院裁定而為清算登記。
二、公告徵收。
三、依法禁止移轉。但經囑託禁止移轉之機
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情形，登記機關於接獲法院或行
政執行分署囑託時，應即通知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停止標售。
停止標售時，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囑託登記機關為停止標售之註記，並於土地登
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欄註記第一項第
一款及第三款原因消滅後，登記機關應通知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囑託辦理塗銷停止標
售之註記。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理
公告標售後，土地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由
相關權利人檢具理由及證明文件，申請暫緩
標售：
一、不服異議調處結果，於期限內向管轄法
院提起訴訟，尚未判決確定。
二、經申報或申請登記遭駁回，已於期限內
提起訴願或訴請法院裁判，尚未確定。
三、標售土地於決標前，真正權利人依本條
例規定申報或申請登記。
四、其他具有正當理由經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同意。
前項第三款情形，民政或登記機關於接獲申
報或申請登記時，應即通知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暫緩標售。
暫緩標售時，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囑託登記機關為暫緩標售之註記，並於登記簿
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欄註記第一項原因消滅
後，民政或登記機關應通知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囑託辦理塗銷暫緩標售之註記。
ௐ˟Ȉˬ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理
標售土地時，應於招標文件中載明投標人之
權利義務。
ௐ˟Ȉα୧ 本辦法所需之標售公告、投標
單、投標須知、點交紀錄及相關書件，依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規定辦理。

地籍清理土地權利價金保管款管理辦法

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
保管款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97 年 2 月 18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0970024319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12 條；並自地籍
清理條例施行之日施行；中華民國 97 年 3 月 18
日行政院院臺建字第 0970008349 號令發布「地
籍清理條例」定自 97 年 7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31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31303912 號令修正全文 16 條；並自發布日施
行

籍
類

報，並於公告之日起刊登當地通行之一
種新聞紙連續三日，另於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及鄉（鎮、市、區）公所電腦
網站刊登公告文三十日；其能查明權利
人或利害關係人者，應於公告時以雙掛
號或其他得收取回執之方式一併通知。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第二款規
定公告、通知權利人或利害關係人後，應將公
告、通知之日期記載於前項第一款自行留存之
保管清冊。
ௐ̣୧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保管清冊應記載下
列事項：
一、代為標售或代為讓售之土地標示、登記
名義人之姓名或名稱、住址及權利範圍。
二、保管款名稱及金額。如有依第八條第一
項規定，將不予發還得標人或優先購買
權人之保證金存入專戶情形者，並應記
載其金額。
三、保管款儲存日期。
四、保管款存入編號。
ௐ̱୧ 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公告及通知應記
載下列事項：
一、代為標售或代為讓售之土地標示、登記
名義人之姓名或名稱、住址及權利範圍。
二、保管原因及事實。
三、保管款名稱及金額。
四、專戶名稱。
五、保管處所名稱及地址。
六、保管款儲存日期及保管款存入編號。
七、領取保管款時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八、權利人得申請發給土地價金之期限。
ௐ˛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理保管
款存管作業，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應按每批
次代為標售或代為讓售土地，於得標人、優
先購買權人或申請人繳清價款之次日起三個
月內將保管款整批存入專戶保管。
ௐˣ୧ 依本條例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代為標
售之土地，如有地籍清理未能釐清權屬土地
代為標售辦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十九條規
定不予發還保證金予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
之情形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將該不
予發還之保證金依下列原則於專戶存管，於
土地權利人申請發給土地價金時，一併加計
儲存於專戶之實收利息發給之：
一、土地屬決標並經得標人繳清價金之情形
者，應與土地之保管款併同存入專戶。

地

ௐ˘୧ 本辦法依地籍清理條例（以下簡稱本
條例）第十四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地籍清理土地權利價金保管款（以下簡
稱保管款）
：指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依本條例第十一條規定代為標售或
依本條例第三十七條規定代為讓售土地
之價金扣除行政處理費用、地籍清理獎
金及應納稅賦後之餘額，依第四條規定
存管者。
二、保管處所：指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所在地之國庫經辦行。
ௐˬ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依中央
政府各機關專戶管理辦法規定，經財政部同
意，向保管處所分別開立保管款專戶（以下
簡稱專戶）及保管款利息專戶存管保管款及
保管款所生利息；其收支存管作業準用國庫
相關規定辦理。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保管處所開
戶時，其開戶申請書與印鑑卡留存之印鑑應
為機關首長、主辦主（會）計及主辦出納人
員等三人。
ௐα୧ 保管款存管作業程序如下：
一、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繕造保管
清冊，以清冊之總金額填具國庫機關專
戶存款收款書，將該總金額存入專戶，
並於存入後即將保管款儲存日期及存入
編號記載於保管清冊，除留存外，並送
保管處所一份。
二、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將保管款存
入專戶後，應於代為標售或代為讓售土
地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村
（里）辦公處公告三個月及刊登政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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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屬經二次標售而未完成標售之情形
繳庫手續。
者，應與第二次標售同批其他決標土地之 ௐȈˬ୧ 專戶儲存之保管款不得移用。
保管款併同存入專戶。但第二次標售同批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因存管作業錯誤
未有決標之土地者，應於第二次標售完畢
者，得向保管處所取回保管款。
後，即於專戶存管。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取回
前項於專戶存管保證金之作業程序，準用第
保管款，應敘明原因及原保管款存入編號並填
四條第一項規定辦理。依該作業程序繕造保管
具領款單，經保管處所核對印鑑無誤後取回。
清冊及辦理公告並通知權利人時，其應記載事 ௐȈα୧ 保管款之利息，應於請求領取或依
項，準用第四條第二項、第五條及第六條規定
前條規定取回時，由保管處所依臺灣銀行活
辦理。
期存款牌告利率計算給付。
第一項專戶儲存之保證金，於本條例第十四 ௐỊ̏୧ 已登記建築改良物權利之清理，其
條第三項期間屆滿，應併專戶儲存之保管款依
價金保管款之管理，準用本辦法規定辦理。
本條例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辦理結算，如有賸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餘，歸屬國庫；於本條例第十五條第二項期間
屆滿後，準用本條例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辦
理。
ௐ˝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理權利人
申請發給土地價金，經審查無誤，公告三個
月，期滿無人異議時，依下列方式辦理價金
發給作業：
一、價金以匯款方式發給者，應填具領款單
交保管處所匯入權利人帳戶。
二、價金以開立支票方式發給者，應填具領
款單交權利人持憑向保管處所領取支
票。
保管處所兌付前項領款單時，應核對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於領款單上所蓋印鑑及領
取人之身分無誤後，辦理匯款或支票給付作
業，並於作業完成後，通知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
ௐȈ୧ 權利人依本條例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申請發給經二次標售未完成標售而囑託登記
為國有之土地價金，其應納稅賦，由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於依前條規定發給價金
前，洽保管處所自專戶撥款代為扣繳。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就專戶
及保管款利息專戶存管款項之收支，除每月
與保管處所提供之對帳單核對外，並應至少
每半年自地籍清理管理系統產製保管款專戶
管理表，加強對帳。
ௐȈ˟୧ 專戶儲存之保管款於本條例第十四
條第三項期間屆滿，經結算有賸餘者，歸屬
國庫。
前項應歸屬國庫之保管款及第八條第三項
應歸屬國庫之保證金，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應於每年六月及十二月底清理並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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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ˣ୧ 本辦法自本條例施行之日施行。

中華民國 97 年 2 月 18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0970024180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8 條；並自地籍清
理條例施行之日施行
中華民國 97 年 3 月 18 日行政院院臺建字第
0970008349 號令發布「地籍清理條例」定自 97
年 7 月 1 日施行

地
籍
類

ௐ˘୧ 本辦法依地籍清理條例（以下簡稱本
條例）第十四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地籍清理獎金依本條例第十四條第二
項規定，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代為
標售或代為讓售土地價金千分之五支應。
ௐˬ୧ 地籍清理獎金之分配，以依本條例辦
理地籍清理工作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主辦單位、登記機關及其他協助機關（單
位）之在事人員為對象。
ௐα୧ 地籍清理獎金之分配比例及核算，由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邀集地政、民政、
戶政、稅捐、法院及其他協助地籍清理工作
之機關（單位）代表召開審查會議，依地籍
清理工作執行情形決定之。
前項會議應於依本條例規定代為標售或代
為讓售土地後每六個月召開一次，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並應於會後三十日內繕造受分
配機關（單位）地籍清理獎金核發比例清冊辦
理核發事宜。
第一項所稱法院，指依本條例第五條規定提
供日據時期會社登記資料之法院。
ௐ̣୧ 受分配機關（單位）於核發地籍清理
獎金予第三條人員時，應以執行地籍清理工
作之輕重為基準，並審酌下列情狀為獎金高
低之參據：
一、擔任地籍清理之職務。
二、辦理地籍清理之件數、筆數、面積。
三、辦理地籍清理案件之複雜程度。
四、執行地籍清理實施計畫之進度。
五、執行地籍清理之工作效率。
六、執行地籍清理之負責態度。
ௐ̱୧ 地籍清理獎金之分配及核發，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循預算程序辦理。
ௐ˛୧ 已登記建築改良物權利之清理，其獎
金之分配及核發，準用本辦法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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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或宗教團體申請贈與公有土地辦法

寺廟或宗教團體申請贈
與公有土地辦法

籍
類

ௐ˘୧ 本辦法依地籍清理條例（以下簡稱本
條例）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申請贈與公有土地之寺廟或宗教團
體，應為於日據時期已存在，且申請贈與時，
為已依法登記之募建寺廟或已依法登記之宗
教性質法人。
ௐˬ୧ 本條例施行時為寺廟或宗教團體管
理、使用或收益之公有土地，合於下列各款
情形者，得由該寺廟或宗教團體申請贈與：
一、日據時期經移轉為該寺廟或宗教團體所
有，而未辦理移轉登記或移轉後為日本
政府沒入，於本條例施行時已登記為公
有者。
二、自日據時期即為該寺廟、宗教團體管理
、使用或收益，且申請贈與時仍由該寺
廟、宗教團體管理、使用或收益者。
三、非屬公共設施用地。
ௐα୧ 寺廟或宗教團體申請贈與公有土地，
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文件，於土地所
在地直轄市或 縣( 市) 政府公 告 之申報期間
內，向公有土地管理機關為之：
一、寺廟登記或法人登記之證明文件。
二、現任寺廟負責人或法人代表人之身分證
明文件。
三、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但能以電
腦處理完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四、第三條第一款所定權利證明文件。
五、非屬公共設施用地之證明文件。
六、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書，應記載事項如下：
一、寺廟或宗教團體名稱及現任寺廟負責人
或法人代表人之姓名及住址。

二、寺廟或宗教團體之設置沿革。
三、申請贈與土地之標示。
四、登記為公有土地之沿革、原因。
五、日據時期迄今土地管理、使用或收益情
形。
六、非屬公共設施用地。
七、土地使用現況圖說。
ௐ̣୧ 公有土地管理機關於受理申請後，應
於三十日內就申請人資格、申請贈與土地之
條件等事項查註意見後，檢具原申請書件，
依下列程序辦理：
一、申請贈與之土地屬國有者，由財政部國
有財產局查明合於規定後，報請財政部
審查核定。
二、申請贈與之土地屬直轄市或縣（市）有
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審查核定。
三、申請贈與之土地屬鄉(鎮、市)有者，由
鄉(鎮、市)公所查明合於規定後，報請
該管縣政府審查核定。
ௐ̱୧ 前條申請贈與案件應於三個月內完成
審核。但情形特殊者，得延長審核期限一次，
最長不得逾三個月。
前項申請案件經審查須補正者，應以書面敘
明理由或法規依據，通知申請人於六個月內補
正。
第一項審核期限，應扣除申請人依前項補正
通知辦理補正之期間。
申請贈與案件不符規定、屆期未補正或補正
不完全者，應敘明理由及法規依據，駁回申
請。
ௐ˛୧ 依法登記之募建寺廟或宗教性質法人
依本辦法申請贈與之公有土地，不得買賣、
交換、贈與、信託或以其他方式為所有權之
移轉。但經其主管機關審查同意移轉為其他
募建寺廟或宗教性質法人所有者，不在此限。
前項限制事項，應註記於土地登記簿。
依第一項但書規定承受公有土地者，仍應受
同項規定限制及依該項規定辦理。
ௐˣ୧ 依本辦法贈與之公有土地，於寺廟或
宗教團體解散及依法廢止、撤銷登記或設立
許可時，其歸屬應依章程之規定。無章程或
章程未規定者，應歸屬寺廟所在地或宗教團
體主事務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前項寺廟或宗教團體章程，不得規定其依本
辦法受贈與之土地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利為
目的之團體。

地

中 華 民 國 97 年 2 月 5 日 行 政院 院 臺建 字 第
0970081787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11 條；並自地籍
清理條例施行之日施行；中華民國 97 年 3 月 18
日行政院院臺建字第 0970008349 號令發布「地
籍清理條例」定自 97 年 7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25 日行政院院臺規揆字第
1010154558 號公告第 5 條第 1 款所列屬財政部
「國有財產局」之權責事項，自 102 年 1 月 1 日
起改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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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或宗教團體申請贈與公有土地辦法

ௐ˝୧ 贈與之公有土地，應依規定計算價
格，並完成預算程序。
ௐȈ୧ 寺廟或宗教團體申請贈與本條例施行
時登記為公有之建築改良物，依本條例第四
十一條規定，準用本辦法規定。
ௐȈ˘୧ 本辦法自本條例施行之日施行。

地
籍
類

清理登記名義人統一編號流水編作業原則

清理登記名義人統一編
號流水編作業原則
中華民國 103 年 04 月 16 日台內地字第 1030133658
號

一、為執行地籍清理第二期實施計畫及地籍總
歸戶實施辦法第五條規定，特訂定本作業
原則。
二、登記機關利用地籍清理管理系統，清查地
籍資料庫中所有權人統一編號仍以流水編
號登記之土地，其中已依地籍清理條例、
祭祀公業條例或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規
定清理者，應依上開規定賡續清理，不納
入本作業原則清理。
三、所有權人統一編號以流水編號登記者，登
記機關應調閱登記簿與登記申請書及其附
件等文件，查證所載所有權人資料，並申
請應用戶役政資訊連結系統或洽戶政、民
政等相關機關查詢結果，按下列類別分別
辦理：
（一）登記簿或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載有
所有權人統一編號者，得依土地法第
六十九條規定逕為辦理統一編號更正
登記。
（二）經清查屬地籍清理條例規定之土地，
應依該條例規定辦理；屬祭祀公業條
例規定之土地，應移請民政機關依該
條例規定辦理。
（三）所有權人為自然人者，除第五點外，
應查明其現戶籍地址，以雙掛號書面
通知申請統一編號更正登記。但所有
權人已死亡者，應依土地法第七十三
條之一及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
良物列冊管理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四）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直轄市、縣（市）
或鄉（鎮、市）者，應洽其管理機關
囑託辦理統一編號更正登記。但無登
載管理機關者，應洽請其權屬機關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所屬分署或辦事處、
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鄉（鎮、
市）公所之財政機關（單位）處理。
（五）所有權人登記為國省共有、臺灣省或
直轄市改制前之鄉（鎮、市）
，應洽請
不動產所在地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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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分署、辦事處或接管該土地之權屬
機關處理。
（六）除前二款之公有土地及第五點之情形
外，非自然人之統一編號，應登載「營
利事業統一編號」
、
「公司統一編號」或
「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登記機關應查
明登記名義人或其管理人、代表人於主
管機關登記之住址，以雙掛號書面通知
申請統一編號更正登記。
四、登記機關依寺廟主管機關函送之寺廟登記
證（備註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及經主管機
關備查之寺廟財產清冊資料，審查寺廟登
記證之寺廟與登記簿所載之登記名義人是
否為同一主體；登記簿載有管理者，且與
寺廟登記證所載負責人不符時，並應函請
該寺廟或該寺廟主管機關提供寺廟變動資
料審認。經審查為同一主體者，得逕為辦
理統一編號更正登記；非為同一主體者，
應通知該寺廟及其負責人依地籍清理條例
第六章或相關法令辦理。
五、下列所有權人暫不納入本作業原則清理：
（一）在臺無戶籍之本國人。
（二）外國人。
（三）大陸地區自然人。
（四）已解散之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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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 2、第 115 條之 1、第 115 條之 2、第 116 條
之 1、第 117 條之 1 及第 117 條之 2，刪除第 101
條及第 110 條，並自中華民國 96 年 9 月 28 日施
行
中華民國 98 年 7 月 6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724788 號令修正發布第 4 條、第 27 條、第
28 條、第 39 條、第 40 條、第 66 條、第 70 條、
第 79 條、第 80 條、第 81 條、第 83 條、第 89
條、第 94 條、第 96 條、第 97 條、第 98 條、第
107 條、第 143 條、第 149 條，增訂第 24 條之 1、
第 100 條之 1、第 155 條之 1、第 155 條之 2 及
第 155 條之 3，刪除第 82 條，除第 39 條自中華
民國 98 年 11 月 23 日施行外，自中華民國 98 年
7 月 23 日施行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28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4793 號令修正發布第 4 條、第 12 條、第
16 條、第 27 條、第 28 條、第 30 條、第 31 條、
第 49 條、第 56 條、第 87 條、第 88 條、第 95
條、第 97 條、第 100 條、第 108 條、第 109 條、
第 118 條、第 143 條、第 145 條、第 148 條、第
155 條之 3 及第 155 條之 4，增訂第 108 條之 1、
第 108 條之 2、第 109 條之 1、第 155 條之 2，自
中華民國 99 年 8 月 3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12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00726272 號令修正發布第 27 條、第 29 條、第
40 條、第 41 條、第 42 條、第 94 條、第 95 條，
刪除第 135 條，並自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15 日
施行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16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1000109431 號公告第 27 條第 4 款、第 69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138 條第 1、3 項、第 139 條第 1
～3 項、第 140 條、第 141 條第 1、2 項、第 142
條第 1、2 款所列屬「行政執行處」之權責事項，
自 101 年 1 月 1 日起改由「行政執行分署」管轄
中華民國 102 年 8 月 22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1551 號令修正發布第 27 條、第 40 條、第
42 條、第 69 條、第 78 條、第 79 條、第 102 條、
第 138 條、第 139 條、第 140 條、第 141 條、第
142 條及第 152 條，增訂第 78 條之 1，並自中華
民國 102 年 8 月 30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3 年 8 月 28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313001361 號函註銷 103 年 2 月 27 日內政部台
內地字第 1030099079 號令修正發布第 24 條之
1、第 132 條、第 155 條之 3 條文
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25 日台內地字第 1031303704
號令修正發布第 24 條之 1、第 132 條、第 155
條之 3 條文，並自中華民國 104 年 2 月 2 日施行

中華民國 35 年 10 月 2 日地政署公布同日施行
中華民國 67 年 1 月 12 日台內地字第 779343 號令
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69 年 1 月 23 日台內地字第 55983 號令修
正發布同年 3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75 年 5 月 16 日台內地字第 398891 號令
增訂發布第 12 條之 1
中華民國 79 年 6 月 29 日台內地字第 811035 號令
發布修正第 6 條、第 13 條、第 20 條、第 22 條、
第 23 條、第 45 條、第 62 條、第 63 條、第 120
條、第 123 條、第 134 條及第 140 條，增訂第 5
條之 1、第 133 條之 1 及第 134 條之 1，並刪除
第 12 條之 1 及第 138 條
中華民國 80 年 11 月 29 日台內地字第 8076385 號
令修正發布第 37 條
中華民國 84 年 7 月 12 日台內地字第 8477506 號令
修正發布，同年 7 月 26 日台內地字第 8481117
號令定自 84 年 9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88 年 6 月 29 日台內地字第 8889882 號令
修正發布第 15 條、第 20 條、第 24 條、第 70 條
中華民國 90 年 9 月 14 日台內中地字第 9083411 號
令修正發布，同年 9 月 19 日台內中地字第
9083412 號函定自同年 11 月 1 日施行
中 華 民 國 92 年 7 月 29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20083817 號令修正發布第 5 條、第 6 條、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1 條、第 44 條、第 51 條、
第 101 條、第 106 條、第 119 條、第 130 條、第
137 條、第 146 條、第 155 條，刪除第 76 條；同
年 7 月 2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83818-4 號函
定自同年 9 月 1 日施行
中 華 民 國 92 年 9 月 23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20084423 號令修正發布第 12 條、第 39 條、第
119 條、第 135 條，並自中華民國 92 年 9 月 1 日施
行
中 華 民 國 95 年 6 月 19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50725073 號令修正發布第 19 條、第 27 條、第
28 條、第 29 條、第 35 條、第 42 條、第 43 條、
第 58 條、第 65 條、第 67 條、第 69 條、第 97
條、第 101 條、第 123 條、第 126 條、第 127 條、
第 128 條、第 129 條、第 130 條、第 132 條、第
133 條、第 135 條、第 138 條、第 139 條、第 140
條、第 141 條、第 142 條、第 155 條，增訂第 122
條之 1 及第 133 條之 1，刪除第 134 條，並自中
華民國 95 年 6 月 30 日施行
中 華 民 國 96 年 7 月 31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60726956 號令發布修正第 3 條、第 27 條、第
30 條、第 46 條、第 112 條、第 115 條、第 116
條，增訂第 111 條之 1、第 114 條之 1、第 114 ௐ˘୧

ௐ˘ౢ ᓁ!
本規則依土地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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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訂定之。
ௐ˟୧ 土地登記，謂土地及建築改良物（以
下簡稱建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利之登記。
ௐˬ୧ 土地登記，由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地政機關辦理之。但該直轄市、縣
（市）地政機關在轄區內另設或分設登記機
關者，由該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辦理之。
建物跨越二個以上登記機關轄區者，由該建
物門牌所屬之登記機關辦理之。
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已在轄區內另設
或分設登記機關，且登記項目已實施跨登記機
關登記者，得由同直轄市、縣（市）內其他登
記機關辦理之。
ௐα୧ 下列土地權利之取得、設定、移轉、
喪失或變更，應辦理登記：
一、所有權。
二、地上權。
三、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八月三日前發生之永
佃權。
四、不動產役權。
五、典權。
六、抵押權。
七、耕作權。
八、農育權。
九、依習慣形成之物權。
土地權利名稱與前項第一款至第八款名稱
不符，而其性質與其中之一種相同或相類者，
經中央地政機關審定為前項第一款至第八款
中之某種權利，得以該權利辦理登記，並添註
其原有名稱。
ௐ̣୧ 土地登記得以電腦處理，其處理之系
統規範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
土地登記以電腦處理者，其處理方式及登記
書表簿冊圖狀格式，得因應需要於系統規範中
另定之。
ௐ̱୧ 土地權利經登記機關依本規則登記於
登記簿，並校對完竣，加蓋登簿及校對人員
名章後，為登記完畢。
土地登記以電腦處理者，經依系統規範登
錄、校對，並異動地籍主檔完竣後，為登記完
畢。
ௐ˛୧ 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利，除本規則
另有規定外，非經法院判決塗銷確定，登記
機關不得為塗銷登記。
ௐˣ୧ 主登記，指土地權利於登記簿上獨立
存在之登記；附記登記，指附屬於主登記之

登記。
主登記之次序，應依登記之先後。附記登記
之次序，應依主登記之次序。但附記登記各依
其先後。
ௐ˝୧ 同一土地為他項權利登記時，其權利
次序，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應依登記之先後。
但於土地總登記期限內申請登記者，依其原
設定之先後。
ௐȈ୧ 土地上已有建物者，應於土地所有權
完成總登記後，始得為建物所有權登記。
ௐȈ˘୧ 未經登記所有權之土地，除法律或
本規則另有規定外，不得為他項權利登記或
限制登記。
ௐȈ˟୧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依法與法院確
定判決有同一效力者，於第二十七條第四
款、第三十條第一款、第三十五條第三款、
第一百條、第一百十九條第五項、第一百四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之規定準用
之。
ௐȈˬ୧ 土地法第六十八條第一項及第六十
九條所稱登記錯誤，係指登記事項與登記原
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不符者；所稱遺漏，
係指應登記事項而漏未登記者。

ௐ˟ౢ ൳३ܑᘨΊဦ!ې
ௐȈα୧ 登記機關應備下列登記書表簿冊圖
狀：
一、登記申請書。
二、登記清冊。
三、契約書。
四、收件簿。
五、土地登記簿及建物登記簿。
六、土地所有權狀及建物所有權狀。
七、他項權利證明書。
八、地籍圖。
九、地籍總歸戶冊（卡）。
十、其他必要之書表簿冊。
ௐỊ̏୧ 收件簿按登記機關、鄉（鎮、市、
區）、地段或案件性質設置，依收件之先後次
序編號記載之。其封面記明該簿總頁數及起
用年月，鈐蓋登記機關印，每頁依次編號，
裝訂成冊。
ௐȈ̱୧ 登記簿用紙除第八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外，應分標示部、所有權部及他項權利部，
依次排列分別註明頁次，並於標示部用紙記
明各部用紙之頁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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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登記簿就登記機關轄區情形按鄉
自然人，不適用之。
（鎮、市、區）或地段登記之，並應於簿面
登記名義人或其他依法令得申請者，得申請
標明某鄉（鎮、市、區）某地段土地或建物
第一項第一款資料；任何人得申請第一項第二
登記簿冊次及起止地號或建號，裏面各頁蓋
款資料；登記名義人、具有法律上通知義務或
土地登記之章。
權利義務得喪變更關係之利害關係人得申請
同一地段經分編二冊以上登記簿時，其記載
第一項第三款資料。
方式與前項同。
土地登記及地價資料之申請提供，委託代理
ௐȈˣ୧ 登記簿應按地號或建號順序，採用
人為之者，準用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活頁裝訂之，並於頁首附索引表。
ௐ˟Ị̏୧ 土地或建物所有權狀及他項權利
ௐȈ˝୧ 收件簿、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除
證明書，應蓋登記機關印信及其首長職銜簽
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案件應永久保存外，
字章，發給權利人。
應自登記完畢之日起保存十五年。
ௐˬౢ ൳̝Ϧኛ̈́ந!
前項文件之保存及銷毀，由登記機關依檔案
法相關規定辦理。
ௐ˘༼!൳̝Ϧኛ!
ௐ˟Ȉ୧ 登記簿及地籍圖由登記機關永久保
ௐ˟Ȉ̱୧ 土地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
存之。除法律或中央地政機關另有規定或為
外，應由權利人及義務人會同申請之。
避免遭受損害外，不得攜出登記機關。
ௐ˟Ȉ˛୧ 下列登記由權利人或登記名義人
ௐ˟Ȉ˘୧ 登記簿滅失時，登記機關應即依
單獨申請之：
土地法施行法第十七條之一規定辦理。
一、土地總登記。
ௐ˟Ȉ˟୧ 一宗土地之登記簿用紙部分損壞
二、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時，登記機關應依原有記載全部予以重造。
三、因繼承取得土地權利之登記。
登記簿用紙全部損壞、滅失或其樣式變更
四、因法院、行政執行分署或公正第三人拍
時，登記機關應依原有記載有效部分予以重
定、法院判決確定之登記。
造。
五、標示變更登記。
ௐ˟Ȉˬ୧ 登記機關應建立地籍資料庫，指
六、更名或住址變更登記。
定專人管理。其管理事項，由直轄市、縣（市）
七、消滅登記。
地政機關定之。
八、預告登記或塗銷登記。
ௐ˟Ȉα୧ 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登
九、法定地上權登記。
記申請書及其附件者，以下列之一者為限：
十、依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回復所有
一、原申請案之申請人、代理人。
權之登記。
二、登記名義人。
十一、依土地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項、
三、與原申請案有利害關係之人，並提出證
第二十條第三項、第七十三條之一、
明文件者。
地籍清理條例第十一條、第三十七條
ௐ˟Ȉα୧̝˘ 申請提供土地登記及地價資
或祭祀公業條例第五十一條規定標售
料，其資料分類及內容如下：
或讓售取得土地之登記。
一、第一類：顯示登記名義人全部登記資料
十二、依土地法第六十九條規定更正之登記
。
。
二、第二類：隱匿登記名義人之出生日期、
十三、依土地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取得耕
部分姓名、部分統一編號、債務人及債
作權或所有權之登記。
務額比例、設定義務人及其他依法令規
十四、依民法第五百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抵押
定需隱匿之資料。但限制登記、非自然
權之登記。
人之姓名及統一編號，不在此限。
十五、依民法第七百六十九條、第七百七十
三、第三類：隱匿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
條或第七百七十二條規定因時效完成
出生日期之資料。
之登記。
前項第二款資料，得依登記名義人之請求，
十六、依民法第八百二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
隱匿部分住址資料。但為權利人之管理人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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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抵押權之登記。
十七、依民法第八百五十九條之四規定就自
己不動產設定不動產役權之登記。
十八、依民法第八百七十條之一規定抵押權
人拋棄其抵押權次序之登記。
十九、依民法第九百零六條之一第二項規定
抵押權之登記。
二十、依民法第九百十三條第二項、第九百
二十三條第二項或第九百二十四條但
書規定典權人取得典物所有權之登
記。
二十一、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條規定應
屬國庫之登記。
二十二、依直轄市縣（市）不動產糾紛調處
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作成調處結
果之登記。
二十三、法人合併之登記。
二十四、其他依法律得單獨申請登記者。
ௐ˟Ȉˣ୧ 下列各款應由登記機關逕為登
記：
一、建物因行政區域調整、門牌整編或基地
號因重測、重劃或依法逕為分割或合併
所為之標示變更登記。
二、依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三項規定之國有登
記。
三、依第一百四十四條規定之塗銷登記。
四、依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之住址變更登記
。
五、其他依法律得逕為登記者。
登記機關逕為登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
知登記名義人。但登記機關依登記名義人之申
請登記資料而逕為併案辦理，及因政府機關辦
理行政區域調整、門牌整編而逕為辦理之住址
變更或建物標示變更登記，不在此限。
ௐ˟Ȉ˝୧ 政府機關遇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
時，得囑託登記機關登記之：
一、因土地徵收或撥用之登記。
二、照價收買土地之登記。
三、因土地重測或重劃確定之登記。
四、因地目等則調整之登記。
五、依土地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公有土地之登
記。
六、依土地法第五十七條、第六十三條第二
項、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五項或地籍清理
條例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國有土地之登
記。

七、依強制執行法第十一條或行政執行法第
二十六條準用強制執行法第十一條規定
之登記。
八、依破產法第六十六條規定之登記。
九、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
登記。
十、依國民住宅條例施行細則第二十三條第
三項規定法定抵押權之設定及塗銷登
記。
十一、依第一百四十七條但書規定之塗銷登
記。
十二、依第一百五十一條規定之公有土地管
理機關變更登記。
十三、其他依法規得囑託登記機關登記者。
ௐˬȈ୧ 下列各款登記，得代位申請之：
一、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法院確定判決書，
其主文載明應由義務人先行辦理登記，
而怠於辦理者，得由權利人代位申請之。
二、質權人依民法第九百零六條之一第一項
規定辦理土地權利設定或移轉登記於出
質人者。
三、典權人依民法第九百二十一條或第九百
二十二條之一規定重建典物而代位申請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
四、其他依法律得由權利人代位申請登記者
。
ௐˬȈ˘୧ 建物滅失時，該建物所有權人未
於規定期限內申請消滅登記者，得由土地所
有權人或其他權利人代位申請；亦得由登記
機關查明後逕為辦理消滅登記。
前項建物基地有法定地上權登記者，應同時
辦理該地上權塗銷登記；建物為需役不動產
者，應同時辦理其供役不動產上之不動產役權
塗銷登記。
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
該建物所有權人及他項權利人。建物已辦理限
制登記者，並應通知囑託機關或預告登記請求
權人。
ௐˬȈ˟୧ 公同共有之土地，公同共有人中
之一人或數人，為全體公同共有人之利益，
得就公同共有土地之全部，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
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
他公同共有人。
ௐˬȈˬ୧ 申請土地權利變更登記，應於權
利變更之日起一個月內為之。繼承登記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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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開始之日起六個月內為之。
外，應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前項權利變更之日，係指下列各款之一者：
由代理人申請者，代理人並應於登記申請書
一、契約成立之日。
或委託書內簽名或蓋章；有複代理人者，亦
二、法院判決確定之日。
同。
三、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立之日。
ௐˬȈ˛୧ 土地登記之申請，委託代理人為
四、依鄉鎮市調解條例規定成立之調解，經
之者，應附具委託書；其委託複代理人者，
法院核定之日。
並應出具委託複代理人之委託書。但登記申
五、依仲裁法作成之判斷，判斷書交付或送
請書已載明委託關係者，不在此限。
達之日。
前項代理人或複代理人，代理申請登記時，
六、產權移轉證明文件核發之日。
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應親自到場，並由登記機
七、法律事實發生之日。
關核對其身分。
ௐˬȈˣ୧ 代理申請登記檢附之委託書具備
ௐ˟༼!Ϧኛ൳̝͛І!
特別授權之要件者，委託人得免於登記申請
ௐˬȈα୧ 申請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
書內簽名或蓋章。
外，應提出下列文件：
前項委託書應載明委託事項及委託辦理登
一、登記申請書。
記之土地或建物權利之坐落、地號或建號與權
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利範圍。
三、已登記者，其所有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 ௐˬȈ˝୧ 父母處分未成年子女所有之土地
書。
權利，申請登記時，應於登記申請書適當欄
四、申請人身分證明。
記明確為其利益處分並簽名。
五、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
未成年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其監護人代理
文件。
受監護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購置或處分土地
前項第四款之文件，能以電腦處理達成查詢
權利，應檢附法院許可之證明文件。
者，得免提出。
繼承權之拋棄經法院准予備查者，免依前二
ௐˬỊ̏୧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免提出前
項規定辦理。
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文件：
ௐαȈ୧ 申請登記時，登記義務人應親自到
一、因徵收、區段徵收、撥用或照價收買土
場，提出國民身分證正本，當場於申請書或
地之登記。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內簽名，並由登記機關指
二、因土地重劃或重測確定之登記。
定人員核符後同時簽證。
三、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法院權利移轉證書
前項登記義務人未領有國民身分證者，應提
或確定判決之登記。
出下列身分證明文件：
四、法院囑託辦理他項權利塗銷登記。
一、外國人應提出護照或中華民國居留證。
五、依法代位申請登記者。
二、旅外僑民應提出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
六、遺產管理人或遺產清理人之登記。
僑身分證明書或中央地政主管機關規定
七、法定地上權之登記。
應提出之文件，及其他附具照片之身分
八、依國民住宅條例規定法定抵押權之設定
證明文件。
及塗銷登記。
三、大陸地區人民應提出經行政院設立或指
九、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三
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分
項規定辦理之登記，他共有人之土地所
證明文件或臺灣地區長期居留證。
有權狀未能提出者。
四、香港、澳門居民應提出護照或香港、澳
十、依民法第五百十三條第三項規定之抵押
門永久居留資格證明文件。
權登記。
五、歸化或回復中華民國國籍者，應提出主
十一、依本規則規定未發給所有權狀或他項
管機關核發之歸化或回復國籍許可證明
權利證明書者。
文件。
十二、其他依法律免予提出者。
ௐαȈ˘୧ 申請登記時，有下列情形之一
ௐˬȈ̱୧ 登記申請書除本規則另有規定
者，當事人得免親自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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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第二十七條第四款規定，得由權利人
單獨申請登記。
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及同意書經依法公
證、認證。
三、與有前款情形之案件同時連件申請辦
理，而登記義務人同一，且其所蓋之印
章相同。
四、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經依法由地政士簽證
。
五、登記義務人為無行為能力人或限制行為
能力人，其法定代理人已依第三十九條
規定辦理並親自到場。
六、登記義務人依土地登記印鑑設置及使用
作業要點於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設置
土地登記印鑑。
七、外國人或旅外僑民授權第三人辦理土地
登記，該授權書經我駐外館處驗證。
八、大陸地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授權第
三人辦理土地登記，該授權書經行政院
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
證。
九、祭祀公業土地授權管理人處分，該契約
書依法經公證或認證。
十、檢附登記原因發生日期前一年以後核發
之當事人印鑑證明。
十一、土地合併時，各所有權人合併前後應
有部分之價值差額在一平方公尺公告
土地現值以下。
十二、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協議書與申請
書權利人所蓋印章相符。
十三、依第四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辦理更正登
記所提出之協議書，各共有人更正前
後應有部分之價值差額在一平方公尺
公告土地現值以下。
十四、依第一百零四條規定以籌備人公推之
代表人名義申請登記提出協議書。
十五、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得免由當事
人親自到場。
ௐαȈ˟୧ 申請人為法人者，應提出法人登
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資格證明。其為義
務人時，應另提出法人登記機關核發之法人
及代表人印鑑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及於登記申請書適當欄記明確依有關法令規
定完成處分程序，並蓋章。
前項應提出之文件，於申請人為公司法人
者，為法人登記機關核發之設立、變更登記表

或其抄錄本、影本。
義務人為財團法人或祭祀公業法人者，應提
出其主管機關核准或同意備查之證明文件。
ௐαȈˬ୧ 申請登記，權利人為二人以上
時，應於登記申請書件內記明應有部分或相
互之權利關係。
前項應有部分，應以分數表示之，其分子分
母不得為小數，分母以整十、整百、整千、整
萬表示為原則，並不得超過六位數。
已登記之共有土地權利，其應有部分之表示
與前項規定不符者，得由登記機關通知土地所
有權人於三十日內自行協議後準用更正登記
辦理，如經通知後逾期未能協議者，由登記機
關報請上級機關核准後更正之。
ௐαȈα୧ 申請登記須第三人同意者，應檢
附第三人同意書或由第三人在登記申請書內
註明同意事由。
前項第三人除符合第四十一條第二款、第
五款至第八款及第十款規定之情形者外，應
親自到場，並依第四十條規定程序辦理。

ௐˬ༼!൳ఢ̈́ჳᔫ!
ௐαỊ̏୧ 登記規費，係指土地法所規定之
登記費、書狀費、工本費及閱覽費。
ௐαȈ̱୧ 土地登記，應依土地法規定繳納
登記規費。登記費未滿新臺幣一元者，不予
計收。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免繳納：
一、抵押權設定登記後，另增加一宗或數宗
土地權利為共同擔保時，就增加部分辦
理設定登記者。
二、抵押權次序讓與、拋棄或變更登記。
三、權利書狀補（換）給登記。
四、管理人登記及其變更登記。
五、其他法律規定免納者。
以郵電申請發給登記簿或地籍圖謄本或節
本者，應另繳納郵電費。
登記規費之收支應依預算程序辦理。
ௐαȈ˛୧ 登記規費應於申請登記收件後繳
納之。
ௐαȈˣ୧ 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
計收登記規費時，其權利價值，依下列規定
認定之：
一、建物在依法實施建築管理地區者，應以
使用執照所列工程造價為準。
二、建物在未實施建築管理地區者，應以當
地稅捐稽徵機關所核定之房屋現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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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ௐαȈ˝୧ 申請他項權利登記，其權利價值
為實物或非現行通用貨幣者，應由申請人按
照申請時之價值折算為新臺幣，填入申請書
適當欄內，再依法計收登記費。
申請地上權、永佃權、不動產役權、耕作權
或農育權之設定或移轉登記，其權利價值不明
者，應由申請人於申請書適當欄內自行加註，
再依法計收登記費。
前二項權利價值低於各該權利標的物之土
地申報地價或當地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房屋
現值百分之四時，以各該權利標的物之土地申
報地價或當地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房屋現值
百分之四為其一年之權利價值，按存續之年期
計算；未定期限者，以七年計算之價值標準計
收登記費。
ௐ̣Ȉ୧ 逾期申請登記之罰鍰，應依土地法
之規定計收。
土地權利變更登記逾期申請，於計算登記費
罰鍰時，對於不能歸責於申請人之期間，應予
扣除。
ௐ̣Ȉ˘୧ 已繳之登記費及書狀費，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得由申請人於五年內請求退還
之：
一、登記申請撤回者。
二、登記依法駁回者。
三、其他依法令應予退還者。
申請人於五年內重新申請登記者，得予援用
未申請退還之登記費及書狀費。
ௐ̣Ȉ˟୧ 已繳之登記費罰鍰，除法令另有
規定外，不得申請退還。
經駁回之案件重新申請登記，其罰鍰應重新
核算，如前次申請已核計罰鍰之款項者應予扣
除，且前後數次罰鍰合計不得超過應納登記費
之二十倍。

ௐα༼!൳நԔ!
ௐ̣Ȉˬ୧ 辦理土地登記程序如下：
一、收件。
二、計收規費。
三、審查。
四、公告。
五、登簿。
六、繕發書狀。
七、異動整理。
八、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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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四款公告，僅於土地總登記、土地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
效取得登記、書狀補給登記及其他法令規定者
適用之。第七款異動整理，包括統計及異動通
知。
ௐ̣Ȉα୧ 登記機關接收登記申請書時，應
即收件，並記載收件有關事項於收件簿與登
記申請書。
前項收件，應按接收申請之先後編列收件號
數，登記機關並應給與申請人收據。
ௐ̣Ị̏୧ 登記機關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
應即依法審查。辦理審查人員，應於登記申
請書內簽註審查意見及日期，並簽名或蓋章。
申請登記案件，經審查無誤者，應即登載於
登記簿。但依法應予公告或停止登記者，不在
此限。
ௐ̣Ȉ̱୧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
關應以書面敘明理由或法令依據，通知申請
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
一、申請人之資格不符或其代理人之代理權
有欠缺者。
二、登記申請書不合程式，或應提出之文件
不符或欠缺者。
三、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
之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不符，
而未能證明其不符之原因者。
四、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者。
ௐ̣Ȉ˛୧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
關應以書面敘明理由及法令依據，駁回登記
之申請：
一、不屬受理登記機關管轄者。
二、依法不應登記者。
三、登記之權利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
之法律關係有關之權利關係人間有爭執
者。
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
。
申請人不服前項之駁回者，得依訴願法規定
提起訴願。
依第一項第三款駁回者，申請人並得訴請司
法機關裁判。
ௐ̣Ȉˣ୧ 駁回登記之申請時，應將登記申
請書件全部發還，並得將駁回理由有關文件
複印存查。
ௐ̣Ȉ˝୧ 申請登記案件，於登記完畢前，
全體申請人以書面申請撤回者，登記機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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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登記申請書及附件發還申請人。
ௐ̱Ȉ୧ 已駁回或撤回登記案件，重新申請
登記時，應另行辦理收件。
ௐ̱Ȉ˘୧ 登記，應依各類案件分別訂定處
理期限，並依收件號數之次序或處理期限為
之。其為分組辦理者亦同。除法令另有規定
外，同一宗土地之權利登記，其收件號數在
後之土地，不得提前登記。
登記程序開始後，除法律或本規則另有規定
外，不得停止登記之進行。
ௐ̱Ȉ˟୧ 應登記之事項記載於登記簿後，
應由登簿及校對人員分別辦理並加蓋其名
章。
ௐ̱Ȉˬ୧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特約，
其屬應登記以外之事項，登記機關應不予審
查登記。
ௐ̱Ȉα୧ 權利人為二人以上時，應將全部
權利人分別予以登載。義務人為二人以上
時，亦同。
ௐ̱Ị̏୧ 土地權利於登記完畢後，除本規
則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登記機關應即發
給申請人權利書狀。但得就原書狀加註者，
於加註後發還之。
有下列情形之一，經申請人於申請書記明免
繕發權利書狀者，得免發給之，登記機關並應
於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欄內記明之：
一、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二、共有物分割登記，於標示變更登記完畢
者。
三、公有土地權利登記。
登記機關逕為辦理土地分割登記後，應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換領土地所有權狀；換領前得免
繕造。
ௐ̱Ȉ̱୧ 土地權利如係共有者，應按各共
有人分別發給權利書狀，並於書狀內記明其
權利範圍。
共有人取得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者，於申請
登記時，應檢附原權利書狀，登記機關應就其
權利應有部分之總額，發給權利書狀。
同一所有權人於同一區分所有建物有數專
有部分時，其應分擔之基地權利應有部分，得
依申請人之申請分別發給權利書狀。
ௐ̱Ȉ˛୧ 土地登記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
未能提出權利書狀者，應於登記完畢後公告
註銷：
一、申辦繼承登記，經申請之繼承人檢附切

結書者。
二、申請他項權利塗銷登記，經檢附他項權
利人切結書者，或他項權利人出具已交
付權利書狀之證明文件，並經申請人檢
附未能提出之切結書者。
三、申請建物滅失登記，經申請人檢附切結
書者。
四、申請塗銷信託、信託歸屬或受託人變更
登記，經權利人檢附切結書者。
五、申請都市更新權利變換登記，未受分配
或不願參與分配者；或經登記機關於登
記完畢後通知換領土地及建築物權利書
狀，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者。
六、合於第三十五條第一款至第五款、第九
款及第十二款情形之一者。
ௐ̱Ȉˣ୧ 登記完畢之登記申請書件，除登
記申請書、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或其副本、影
本及應予註銷之原權利書狀外，其餘文件應
加蓋登記完畢之章，發還申請人。
ௐ̱Ȉ˝୧ 由權利人單獨申請登記者，登記
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即以書面通知登記義
務人。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無義務人者。
二、法院、行政執行分署或公正第三人拍定
之登記。
三、抵押權人為金融機構，辦理抵押權塗銷
登記，已提出同意塗銷證明文件者。
前項義務人為二人以上時，應分別通知之。
ௐ˛Ȉ୧ 政府因實施土地重劃、區段徵收及
依其他法律規定，公告禁止所有權移轉、變
更、分割及設定負擔之土地，登記機關應於
禁止期間內，停止受理該地區有關登記案件
之申請。但因繼承、強制執行、徵收、法院
判決確定或其他非因法律行為，於登記前已
取得不動產物權而申請登記者，不在此限。

ௐαౢ ᓁ൳!
ௐ˘༼!˿гᓁ൳!
ௐ˛Ȉ˘୧ 土地總登記，所有權人應於登記
申請期限內提出登記申請書，檢附有關文件
向登記機關申請之。
土地總登記前，已取得他項權利之人，得
於前項登記申請期限內，會同所有權人申請
之。
ௐ˛Ȉ˟୧ 登記機關對審查證明無誤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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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應公告十五日。
ௐ˛Ȉˬ୧ 前條公告，應於主管登記機關之
公告處所為之，其內容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申請登記為所有權人或他項權利人之姓
名、住址。
二、土地標示及權利範圍。
三、公告起訖日期。
四、土地權利關係人得提出異議之期限、方
式及受理機關。
ௐ˛Ȉα୧ 依前條公告之事項如發現有錯誤
或遺漏時，登記機關應於公告期間內更正，
並即於原公告之地方重新公告十五日。
ௐ˛Ị̏୧ 土地權利關係人於公告期間內提
出異議，而生權利爭執事件者，登記機關應
於公告期滿後，依土地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調處。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土地總登記後，未編號登記之土
地，因地籍管理，必須編號登記者，其登記
程序準用土地總登記之程序辦理。

ௐ˟༼!ۏޙٙѣᝋௐ˘Ѩ൳!
ௐ˛Ȉˣ୧ 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
應先向登記機關申請建物第一次測量。但在
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十月一日以後領有使用
執照之建物，檢附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繪
製及簽證之建物標示圖辦理登記者，不在此
限。
ௐ˛Ȉˣ୧̝˘ 前條之建物標示圖，應由開
業之建築師、測量技師或其他依法規得為測
量相關簽證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辦理繪製
及簽證。
前項建物標示圖，應記明本建物平面圖、位
置圖及建物面積確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繪
製，如有遺漏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建物起
造人及繪製人願負法律責任等字樣及開業證
照字號，並簽名或蓋章。
依建物標示圖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申請人與委託繪製人不同時，應於登記申
請書適當欄記明同意依該圖繪製成果辦理登
記，並簽名或蓋章。
ௐ˛Ȉ˝୧ 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應
提出使用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
及建物測量成果圖或建物標示圖。有下列情
形者，並應附其他相關文件：
一、區分所有建物申請登記時，應檢具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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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造人就專有部分所屬各共有部分及基
地權利應有部分之分配文件。
二、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依使用執照
無法認定申請人之權利範圍及位置者，
應檢具全體起造人之分配文件。
三、區分所有建物之地下層或屋頂突出物，
依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說標示為專有
部分且未編釘門牌者，申請登記時，應
檢具戶政機關核發之所在地址證明。
四、申請人非起造人時，應檢具移轉契約書
或其他證明文件。
前項第三款之圖說未標示專有部分者，應另
檢附區分所有權人依法約定為專有部分之文
件。
實施建築管理前建造之建物，無使用執照
者，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區）
公所之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理前有關該建
物之下列文件之一：
一、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證明文件。
二、門牌編釘證明。
三、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四、繳納水費憑證。
五、繳納電費憑證。
六、未實施建築管理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七、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
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
八、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前項文件內已記載面積者，依其所載認定。
未記載面積者，由登記機關會同直轄市、縣
（市）政府主管建築、農業、稅務及鄉（鎮、
市、區）公所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並參考航
照圖等有關資料實地會勘作成紀錄以為合法
建物面積之認定證明。
第三項之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並
另附使用基地之證明文件。
ௐˣȈ୧ 區分所有建物，區分所有權人得就
其專有部分及所屬共有部分之權利，單獨申
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ௐˣȈ˘୧ 區分所有建物所屬共有部分，除
法規另有規定外，依區分所有權人按其設置
目的及使用性質之約定情形，分別合併，另
編建號，單獨登記為各相關區分所有權人共
有。
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之登記僅建立標示
部及加附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附表，其建
號、總面積及權利範圍，應於各專有部分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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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所有權狀中記明之，不另發給所有權狀。
人換發或加註他項權利證明書。
ௐˣȈ˟୧ （刪除）
ௐ˝Ȉ˘୧ 因土地重劃辦理權利變更登記時
ௐˣȈˬ୧ 區分所有權人申請建物所有權第
，應依據地籍測量結果釐正後之重劃土地分
一次登記時，除依第七十九條規定，提出相
配清冊重造土地登記簿辦理登記。
關文件外，並應於申請書適當欄記明基地權
土地重劃前已辦竣登記之他項權利，於重劃
利種類及範圍。
後繼續存在者，應按原登記先後及登記事項轉
登記機關受理前項登記時，應於建物登記簿
載於重劃後分配土地之他項權利部，並通知他
標示部適當欄記明基地權利種類及範圍。
項權利人。
ௐˣȈα୧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除本節
重劃土地上已登記之建物未予拆除者，應逕
規定者外，準用土地總登記程序。
為辦理基地號變更登記。
ௐ˝Ȉ˟୧ 因地籍圖重測確定，辦理變更登
ௐ̣ౢ ᇾϯតՀ൳!
記時，應依據重測結果清冊重造土地登記簿
辦理登記。
ௐˣỊ̏୧ 土地總登記後，因分割、合併、
建物因基地重測標示變更者，應逕為辦理基
增減、地目變更及其他標示之變更，應為標
地號變更登記。
示變更登記。
重測前已設定他項權利者，應於登記完畢後
ௐˣȈ̱୧ 一宗土地之部分合併於他土地
通知他項權利人。
時，應先行申請辦理分割。
ௐˣȈ˛୧ 一宗土地之部分已設定地上權、
永佃權、不動產役權、典權或農育權者，於
辦理分割登記時，應先由土地所有權人會同
他項權利人申請勘測確定權利範圍及位置後
為之。但設定時已有勘測位置圖且不涉及權
利位置變更者，不在此限。
ௐˣȈˣ୧ 二宗以上所有權人不同之土地辦
理合併時，各所有權人之權利範圍依其協議
定之。
設定有地上權、永佃權、不動產役權、典權、
耕作權或農育權之土地合併時，應先由土地所
有權人會同他項權利人申請他項權利位置圖
勘測。但設定時已有勘測位置圖且不涉及權利
位置變更者，不在此限。
前項他項權利於土地合併後仍存在於合併
前原位置之上，不因合併而受影響。
設定有抵押權之土地合併時，該抵押權之權
利範圍依土地所有權人與抵押權人之協議定
之。
ௐˣȈ˝୧ 申請建物基地分割或合併登記，
涉及基地號變更者，應同時申請基地號變更
登記。建物與基地所有權人不同時，得由基
地所有權人代為申請或由登記機關查明後逕
為辦理變更登記。
前項登記，除建物所有權人申請登記者外，
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通知建物所有權人
換發或加註建物所有權狀。
ௐ˝Ȉ୧ 設定有他項權利之土地申請分割或
合併登記，於登記完畢後，應通知他項權利

ௐ̱ౢ ٙѣᝋតՀ൳!
ௐ˝Ȉˬ୧ 土地總登記後，土地所有權移
轉、分割、合併、增減或消滅時，應為變更
登記。
ௐ˝Ȉα୧ 區分所有建物之共有部分，除法
令另有規定外，應隨同各相關專有部分及其
基地權利為移轉、設定或限制登記。
ௐ˝Ị̏୧ 部分共有人就共有土地全部為處
分、變更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不動產役
權或典權申請登記時，登記申請書及契約書
內，應列明全體共有人，及於登記申請書備
註欄記明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至
第三項規定辦理。並提出他共有人應得對價
或補償已受領或已提存之證明文件。但其無
對價或補償者，免予提出。
依前項申請登記時，契約書及登記申請書上
無須他共有人簽名或蓋章。
ௐ˝Ȉ̱୧ 區分所有建物，數人共有一專有
部分，部分共有人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
規定就該專有部分連同其基地權利之應有部
分為處分、變更或設定負擔時，其基地共有
人，指該專有部分之全體共有人；其基地權
利之應有部分，指該專有部分之全體共有人
所持有之基地權利應有部分。
ௐ˝Ȉ˛୧ 申請土地權利移轉登記時，依民
法物權編施行法第八條之五第三項、第五
項、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農地重
劃條例第五條第二款、第三款或文化資產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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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之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
優先購買權者，應附具出賣人之切結書，或
於登記申請書適當欄記明優先購買權人確已
放棄其優先購買權，如有不實，出賣人願負
法律責任字樣。
依民法第四百二十六條之二、第九百十九
條、土地法第一百零四條、第一百零七條、耕
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十五條或農地重劃條例
第五條第一款規定，優先購買權人放棄或視為
放棄其優先購買權者，申請人應檢附優先購買
權人放棄優先購買權之證明文件；或出賣人已
通知優先購買權人之證件並切結優先購買權
人接到出賣通知後逾期不表示優先購買，如有
不實，願負法律責任字樣。
依前二項規定申請之登記，於登記完畢前，
優先購買權人以書面提出異議並能證明確於
期限內表示願以同樣條件優先購買或出賣人
未依通知或公告之條件出賣者，登記機關應駁
回其登記之申請。
ௐ˝Ȉˣ୧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
定，於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連同其基地
應有部分之所有權一併移轉與同一人所有之
情形，不適用之。
ௐ˝Ȉ˝୧! 因徵收或照價收買取得土地權利
者，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應於補償完
竣後一個月內，檢附土地清冊及已收受之權
利書狀，囑託登記機關為所有權登記，或他
項權利之塗銷或變更登記。
ௐ˘Ѻ୧ 依據法院判決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
者，部分共有人得提出法院確定判決書及其
他應附書件，單獨為全體共有人申請分割登
記，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通知他共有
人。其所有權狀應俟登記規費繳納完畢後再
行繕發。
ௐ˘Ѻ୧̝˘ 依民法第八百二十四條第三項
規定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時，共有人中有應
受金錢補償者，申請人應就其補償金額，對
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土地，同時為應受補
償之共有人申請抵押權登記。但申請人提出
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已受領或為其提存之證明
文件者，不在此限。
前項抵押權次序優先於第一百零七條第一
項但書之抵押權；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
將登記結果通知各次序抵押權人及補償義務
人。
ௐ˘Ѻ˘୧ （刪除）

ௐ˘Ѻ˟୧ 土地權利移轉、設定，依法須
申報土地移轉現值者，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
後，如登記義務人於申請登記前死亡時，得
僅由權利人敘明理由並提出第三十四條規定
之文件，單獨申請登記。
登記權利人死亡時，得由其繼承人為權利
人，敘明理由提出契約書及其他有關證件會同
義務人申請登記。
前二項規定於土地權利移轉、設定或權利內
容變更，依法無須申報土地移轉現值，經訂立
書面契約，依法公證或申報契稅、贈與稅者，
準用之。
ௐ˘Ѻˬ୧ 破產管理人就破產財團所屬土
地申請權利變更登記時，除依第三十四條規
定辦理外，應提出破產管理人、監查人之資
格證明文件與監查人之同意書或法院之證明
文件。
ௐ˘Ѻα୧ 法人或寺廟在未完成法人設立
登記或寺廟登記前，取得土地所有權或他項
權利者，得提出協議書，以其籌備人公推之
代表人名義申請登記。其代表人應表明身分
及承受原因。
登記機關為前項之登記，應於登記簿所有權
部或他項權利部其他登記事項欄註記取得權
利之法人或寺廟籌備處名稱。
第一項之協議書，應記明於登記完畢後，法
人或寺廟未核准設立或登記者，其土地依下列
方式之一處理：
一、申請更名登記為已登記之代表人所有。
二、申請更名登記為籌備人全體共有。
第一項之法人或寺廟在未完成法人設立登
記或寺廟登記前，其代表人變更者，已依第一
項辦理登記之土地，應由該法人或寺廟籌備人
之全體出具新協議書，辦理更名登記。
ௐ˘Ѻ̣୧ 共有物分割應先申請標示變更
登記，再申辦所有權分割登記。但無須辦理
標示變更登記者，不在此限。
ௐ˘Ѻ̱୧ 數宗共有土地併同辦理共有物
分割者，不以同一地段、同一登記機關為限。
ௐ˘Ѻ˛୧ 分別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就
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者，於辦理共有物分割
登記時，該抵押權按原應有部分轉載於分割
後各宗土地之上。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該
抵押權僅轉載於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
上：
一、抵押權人同意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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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抵押權人已參加共有物分割訴訟。
畢後，通知他登記機關辦理登記。
三、抵押權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參加。 ௐ˘Ѻ˝୧̝˘ 申請典權設定登記時，登
前項但書情形，原設定人於分割後未取得土
記機關應於登記簿記明其設定之範圍及典
地者，申請人於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時，應同
價；並依約定記明下列事項：
時申請該抵押權之塗銷登記。登記機關於登記
一、存續期間。
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該抵押權人。
二、絕賣條款。
三、典物轉典或出租之限制。
ௐ˛ౢ ีᝋӀ൳!
ௐ˘ѺȈ୧ （刪除）
ௐ˘Ѻˣ୧ 於一宗土地內就其特定部分申 ௐ˘ѺȈ˘୧ 申請為抵押權設定之登記，其
抵押人非債務人時，契約書及登記申請書應
請設定地上權、不動產役權、典權或農育權
經債務人簽名或蓋章。
登記時，應提出位置圖。
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地上權、不動產役權 ௐ˘ѺȈ˘୧̝˘ 申請普通抵押權設定登記
時，登記機關應於登記簿記明擔保債權之金
或農育權登記時，應提出占有範圍位置圖。
額、種類及範圍；契約書訂有利息、遲延利
前二項位置圖應先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請土地
息之利率、違約金或其他擔保範圍之約定
複丈。
者，登記機關亦應於登記簿記明之。
ௐ˘Ѻˣ୧̝˘ 申請地上權或農育權設定
登記時，登記機關應於登記簿記明設定之目 ௐ˘ѺȈ˟୧ 以不屬同一登記機關管轄之數
宗土地權利為共同擔保設定抵押權時，除第
的及範圍；並依約定記明下列事項：
三條第三項另有規定外，應訂立契約分別向
一、存續期間。
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申請登記。
二、地租及其預付情形。
ௐ˘ѺȈˬ୧ 抵押權設定登記後，另增加一
三、權利價值。
宗或數宗土地權利共同為擔保時，應就增加
四、使用方法。
部分辦理抵押權設定登記，並就原設定部分
五、讓與或設定抵押權之限制。
辦理抵押權內容變更登記。
前項登記，除第五款外，於不動產役權設定
ௐ˘ѺȈα୧ 以數宗土地權利為共同擔保，
登記時準用之。
經設定抵押權登記後，就其中一宗或數宗土
ௐ˘Ѻˣ୧̝˟ 不動產役權設定登記得由
地權利，為抵押權之塗銷或變更時，應辦理
需役不動產之所有權人、地上權人、永佃權
抵押權部分塗銷及抵押權內容變更登記。
人、典權人、農育權人、耕作權人或承租人
會同供役不動產所有權人申請之。申請登記 ௐ˘ѺȈα୧̝˘ 以數宗土地權利為共同擔
保，申請設定抵押權登記時，已限定各宗土
權利人為需役不動產承租人者，應檢附租賃
地權利應負擔之債權金額者，登記機關應於
關係證明文件。
登記簿記明之；於設定登記後，另為約定或
前項以地上權、永佃權、典權、農育權、耕
變更限定債權金額申請權利內容變更登記
作權或租賃關係使用需役不動產而設定不動
者，亦同。
產役權者，其不動產役權存續期間，不得逾原
前項經變更之土地權利應負擔債權金額增
使用需役不動產權利之期限。
加者，應經後次序他項權利人及後次序抵押權
第一項使用需役不動產之物權申請塗銷登
之共同抵押人同意。
記時，應同時申請其供役不動產上之不動產役
ௐ˘ѺȈα୧̝˟
以一宗或數宗土地權利為
權塗銷登記。
擔保之抵押權，因擔保債權分割而申請抵押
ௐ˘Ѻ˝୧ 不動產役權設定登記時，應於
權分割登記，應由抵押權人會同抵押人及債
供役不動產登記簿之他項權利部辦理登記，
務人申請之。
並於其他登記事項欄記明需役不動產之地、
ௐ˘ѺỊ̏୧
同一土地權利設定數個抵押權
建號及使用需役不動產之權利關係；同時於
登記後，其中一抵押權因債權讓與為變更登
需役不動產登記簿之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欄
記時，原登記之權利先後，不得變更。
記明供役不動產之地、建號。
抵押權因增加擔保債權金額申請登記時，除
前項登記，需役不動產屬於他登記機關管轄
經後次序他項權利人及後次序抵押權之共同
者，供役不動產所在地之登記機關應於登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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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人同意辦理抵押權內容變更登記外，應就
其增加金額部分另行辦理設定登記。
ௐ˘ѺỊ̏୧̝˘ 申請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
登記時，登記機關應於登記簿記明契約書所
載之擔保債權範圍。
前項申請登記時，契約書訂有原債權確定期
日之約定者，登記機關應於登記簿記明之；於
設定登記後，另為約定或於確定期日前變更約
定申請權利內容變更登記者，亦同。
前項確定期日之約定，自抵押權設定時起，
不得逾三十年。其因變更約定而申請權利內容
變更登記者，自變更之日起，亦不得逾三十
年。
ௐ˘ѺỊ̏୧̝˟ 最高限額抵押權因原債權
確定事由發生而申請變更為普通抵押權時，
抵押人應會同抵押權人及債務人就結算實際
發生之債權額申請為權利內容變更登記。
前項申請登記之債權額，不得逾原登記最高
限額之金額。
ௐ˘ѺȈ̱୧ 同一標的之抵押權因次序變更
申請權利變更登記，應符合下列各款規定：
一、因次序變更致先次序抵押權擔保債權金
額增加時，其有中間次序之他項權利存
在者，應經中間次序之他項權利人同意。
二、次序變更之先次序抵押權已有民法第八
百七十條之一規定之次序讓與或拋棄登
記者，應經該次序受讓或受次序拋棄利
益之抵押權人同意。
前項登記，應由次序變更之抵押權人會同申
請；申請登記時，申請人並應於登記申請書適
當欄記明確已通知債務人、抵押人及共同抵押
人，並簽名。
ௐ˘ѺȈ̱୧̝˘ 同一標的之普通抵押權，
因次序讓與申請權利內容變更登記者，應由
受讓人會同讓與人申請；因次序拋棄申請權
利內容變更登記者，得由拋棄人單獨申請之。
前項申請登記，申請人應提出第三十四條及
第四十條規定之文件，並提出已通知債務人、
抵押人及共同抵押人之證明文件。
ௐ˘ѺȈ˛୧ 承攬人依民法第五百十三條規
定申請為抵押權登記或預為抵押權登記，除
應提出第三十四條及第四十條規定之文件
外，並應提出建築執照或其他建築許可文
件，會同定作人申請之。但承攬契約經公證
者，承攬人得單獨申請登記，登記機關於登
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定作人。

承攬人就尚未完成之建物，申請預為抵押權登
記時，登記機關應即暫編建號，編造建物登記
簿，於他項權利部辦理登記。
ௐ˘ѺȈ˛୧̝˘ 申請抵押權設定登記時，
契約書訂有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為清償
時，抵押物之所有權移屬於抵押權人之約定
者，登記機關應於登記簿記明之；於設定登
記後，另為約定或變更約定申請權利內容變
更登記者，亦同。
抵押權人依前項約定申請抵押物所有權移
轉登記時，應提出第三十四條及第四十條規定
之文件，並提出擔保債權已屆清償期之證明，
會同抵押人申請之。
前項申請登記，申請人應於登記申請書適當
欄記明確依民法第八百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
規定辦理，並簽名。
ௐ˘ѺȈ˛୧̝˟ 質權人依民法第九百零六
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代位申請土地權利設定或
移轉登記於出質人時，應提出第三十四條、
第四十條規定之文件及質權契約書，會同債
務人申請之。
前項登記申請時，質權人應於登記申請書適
當欄記明確已通知出質人並簽名，同時對出質
人取得之該土地權利一併申請抵押權登記。
前二項登記，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將
登記結果通知出質人。
ௐ˘ѺȈˣ୧ 土地總登記後，因主張時效完
成申請地上權登記時，應提出以行使地上權
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及占有土地四鄰證明
或其他足資證明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
占有事實之文件。
前項登記之申請，經登記機關審查證明無誤
應即公告。
公告期間為三十日，並同時通知土地所有權
人。
土地所有權人在前項公告期間內，如有異
議，依土地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理。
前四項規定，於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不動產
役權、農育權登記時準用之。

ௐˣౢ!ᚶٚ൳!
ௐ˘ѺȈ˝୧ 申請繼承登記，除提出第三十
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之文件外，並應
提出下列文件：
一、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
二、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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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繼承系統表。
四、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或其他有關證
明文件。
五、繼承人如有拋棄繼承，應依下列規定辦
理：
（一）繼承開始時在中華民國七十四年六
月四日以前者，應檢附拋棄繼承權
有關文件；其向其他繼承人表示拋
棄者，拋棄人應親自到場在拋棄書
內簽名。
（二）繼承開始時在中華民國七十四年六
月五日以後者，應檢附法院准予備
查之證明文件。
六、其他依法律或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
之文件。
前項第二款之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於部分
繼承人申請登記為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時，未
能會同之繼承人得以曾設籍於國內之戶籍謄
本及敘明未能檢附之理由書代之。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之戶籍謄本，能以電
腦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第一項第三款之繼承系統表，由申請人依民法
有關規定自行訂定，註明如有遺漏或錯誤致他
人受損害者，申請人願負法律責任，並簽名。
因法院確定判決申請繼承登記者，得不提出
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及第五款之文件。
ௐ˘Ѻ˟Ȉ୧ 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
人因故不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請繼承登
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數人為全體繼承人之
利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
之登記。其經繼承人全體同意者，得申請為
分別共有之登記。
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
他繼承人。
ௐ˘Ѻ˟Ȉ˘୧ 胎兒為繼承人時，應由其母
以胎兒名義申請登記，俟其出生辦理戶籍登
記後，再行辦理更名登記。
前項胎兒以將來非死產者為限。如將來為死
產者，其經登記之權利，溯及繼承開始時消
滅，由其他繼承人共同申請更正登記。
ௐ˘Ѻ˟Ȉ˟୧ 遺產管理人就其所管理之土
地申請遺產管理人登記時，除法律另有規定
外，應提出親屬會議選定或經法院選任之證
明文件。
ௐ˘Ѻ˟Ȉ˟୧̝˘ 遺產清理人就其所管理
之土地申請遺產清理人登記時，應提出經法

院選任之證明文件。
ௐ˘Ѻ˟Ȉˬ୧ 受遺贈人申辦遺贈之土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應由繼承人先辦繼承登記
後，由繼承人會同受遺贈人申請之；如遺囑
另指定有遺囑執行人時，應於辦畢遺囑執行
人及繼承登記後，由遺囑執行人會同受遺贈
人申請之。
前項情形，於繼承人因故不能管理遺產亦無
遺囑執行人時，應於辦畢遺產清理人及繼承登
記後，由遺產清理人會同受遺贈人申請之。
第一項情形，於無繼承人或繼承人有無不明
時，仍應於辦畢遺產管理人登記後，由遺產管
理人會同受遺贈人申請之。

ௐ˝ౢ!˿гᝋӀܫ൳!
ௐ˘Ѻ˟Ȉα୧ 本規則所稱土地權利信託登
記（以下簡稱信託登記），係指土地權利依信
託法辦理信託而為變更之登記。
ௐ˘Ѻ˟Ị̏୧ 信託以契約為之者，信託登
記應由委託人與受託人會同申請之。
ௐ˘Ѻ˟Ȉ̱୧ 信託以遺囑為之者，信託登
記應由繼承人辦理繼承登記後，會同受託人
申請之；如遺囑另指定遺囑執行人時，應於
辦畢遺囑執行人及繼承登記後，由遺囑執行
人會同受託人申請之。
前項情形，於繼承人因故不能管理遺產亦無
遺囑執行人時，應於辦畢遺產清理人及繼承登
記後，由遺產清理人會同受託人申請之。
第一項情形，於無繼承人或繼承人有無不明
時，仍應於辦畢遺產管理人登記後，由遺產管
理人會同受託人申請之。
ௐ˘Ѻ˟Ȉ˛୧ 受託人依信託法第九條第二
項取得土地權利，申請登記時，應檢附信託
關係證明文件，並於登記申請書適當欄內載
明該取得財產為信託財產及委託人身分資
料。登記機關辦理登記時，應依第一百三十
條至第一百三十二條規定辦理。
ௐ˘Ѻ˟Ȉˣ୧ 信託財產依第一百二十五條
辦理信託登記後，於信託關係消滅時，應由
信託法第六十五條規定之權利人會同受託人
申請塗銷信託或信託歸屬登記。
前項登記，受託人未能會同申請時，得由權
利人提出足資證明信託關係消滅之文件單獨
申請之。未能提出權利書狀時，得檢附切結書
或於土地登記申請書敘明未能提出之事由，原
權利書狀於登記完畢後公告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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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Ȉ˝୧ 信託財產因受託人變更，應
由新受託人會同委託人申請受託人變更登
記。
前項登記，委託人未能或無須會同申請時，
得由新受託人提出足資證明文件單獨申請
之。未能提出權利書狀時，準用前條第二項規
定。
ௐ˘ѺˬȈ୧ 信託登記，除應於登記簿所有
權部或他項權利部登載外，並於其他登記事
項欄記明信託財產、委託人姓名或名稱，信
託內容詳信託專簿。
前項其他登記事項欄記載事項，於辦理受託
人變更登記時，登記機關應予轉載。
ௐ˘ѺˬȈ˘୧ 信託登記完畢，發給土地或
建物所有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書時，應於書
狀記明信託財產，信託內容詳信託專簿。
ௐ˘ѺˬȈ˟୧ 土地權利經登記機關辦理信
託登記後，應就其信託契約或遺囑複印裝訂
成信託專簿，提供閱覽或申請複印，其提供
資料內容及申請人資格、閱覽費或複印工本
費之收取，準用第二十四條之一及土地法第
七十九條之二規定。
信託專簿，應自塗銷信託登記或信託歸屬登
記之日起保存十五年。
ௐ˘ѺˬȈˬ୧ 信託內容有變更，而不涉及
土地權利變更登記者，委託人應會同受託人
檢附變更後之信託內容變更文件，以登記申
請書向登記機關提出申請。
登記機關於受理前項申請後，應依信託內容
變更文件，將收件號、異動內容及異動年月日
於土地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欄註明，並將登記
申請書件複印併入信託專簿。
ௐ˘ѺˬȈˬ୧̝˘ 申請人依不動產證券化
條例或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規定申請信託登
記時，為資產信託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准
或申報生效文件及信託關係證明文件；登記
機關辦理登記時，應於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
欄記明委託人姓名或名稱。
前項信託登記，為投資信託者，應檢附主管
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文件，無須檢附信託關係
證明文件；登記機關辦理登記時，應於登記簿
其他登記事項欄記明該財產屬不動產投資信
託基金信託財產。
依前項規定辦理信託登記後，於信託關係消
滅、信託內容變更時，不適用第一百二十八
條、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

ௐȈౢ!Հϒ൳̈́ࢨט൳!
ௐ˘ѺˬȈα୧ （刪除）
ௐ˘ѺˬỊ̏୧ （刪除）
ௐ˘ѺˬȈ̱୧ 土地法第七十八條第八款所
稱限制登記，謂限制登記名義人處分其土地
權利所為之登記。
前項限制登記，包括預告登記、查封、假扣
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及其他依法律所為禁
止處分之登記。
ௐ˘ѺˬȈ˛୧ 申請預告登記，除提出第三
十四條各款規定之文件外，應提出登記名義
人同意書。
前項登記名義人除符合第四十一條第二
款、第四款至第八款及第十款規定之情形者
外，應親自到場，並依第四十條規定程序辦
理。
ௐ˘ѺˬȈˣ୧ 土地總登記後，法院或行政
執行分署囑託登記機關辦理查封、假扣押、
假處分、暫時處分、破產登記或因法院裁定
而為清算登記時，應於囑託書內記明登記之
標的物標示及其事由。登記機關接獲法院或
行政執行分署之囑託時，應即辦理，不受收
件先後順序之限制。
登記標的物如已由登記名義人申請移轉或
設定登記而尚未登記完畢者，應即改辦查封、
假扣押、假處分、暫時處分、破產或清算登記，
並通知登記申請人。
登記標的物如已由登記名義人申請移轉與
第三人並已登記完畢者，登記機關應即將無從
辦理之事實函復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但法院
或行政執行分署因債權人實行抵押權拍賣抵
押物，而囑託辦理查封登記，縱其登記標的物
已移轉登記與第三人，仍應辦理查封登記，並
通知該第三人及將移轉登記之事實函復法院
或行政執行分署。
前三項之規定，於其他機關依法律規定囑託
登記機關為禁止處分之登記，或管理人持法院
裁定申請為清算之登記時，準用之。
ௐ˘ѺˬȈ˝୧ 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囑託登
記機關，就已登記土地上之未登記建物辦理
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暫時處分、破產登
記或因法院裁定而為清算登記時，應於囑託
書內另記明登記之確定標示以法院或行政執
行分署人員指定勘測結果為準字樣。
前項建物，由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派員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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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登記機關人員勘測。勘測費，由法院或行
政執行分署命債權人於勘測前向登記機關繳
納。
登記機關勘測建物完畢後，應即編列建號，
編造建物登記簿，於所有權部辦理查封、假扣
押、假處分、暫時處分、破產或清算登記。並
將該建物登記簿與平面圖及位置圖之影本函
送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
前三項之規定，於管理人持法院裁定申請為
清算之登記時，準用之。
ௐ˘ѺαȈ୧ 同一土地經辦理查封、假扣押
或假處分登記後，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再囑
託為查封、假扣押或假處分登記時，登記機
關應不予受理，並復知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
已辦理登記之日期及案號。
ௐ˘ѺαȈ˘୧ 土地經辦理查封、假扣押、
假處分、暫時處分、破產登記或因法院裁定
而為清算登記後，未為塗銷前，登記機關應
停止與其權利有關之新登記。但有下列情形
之一為登記者，不在此限：
一、徵收、區段徵收或照價收買。
二、依法院確定判決申請移轉、設定或塗銷
登記之權利人為原假處分登記之債權
人。
三、公同共有繼承。
四、其他無礙禁止處分之登記。
有前項第二款情形者，應檢具法院民事執行
處或行政執行分署核發查無其他債權人併案
查封或調卷拍賣之證明書件。
ௐ˘ѺαȈ˟୧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登記機
關應予登記，並將該項登記之事由分別通知
有關機關：
一、土地經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囑託查封、
假扣押、假處分、暫時處分、破產登記
或因法院裁定而為清算登記後，其他機
關再依法律囑託禁止處分之登記者。
二、土地經其他機關依法律囑託禁止處分登
記後，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再囑託查
封、假扣押、假處分、暫時處分、破產
登記或因法院裁定而為清算登記者。

前項因拋棄申請登記時，有以該土地權利為
標的物之他項權利者，應檢附該他項權利人之
同意書，同時申請他項權利塗銷登記。
私有土地所有權之拋棄，登記機關應於辦理
塗銷登記後，隨即為國有之登記。
ௐ˘ѺαȈα୧ 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
利之新登記前，登記機關得於報經直轄市或
縣（市）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塗銷之：
一、登記證明文件經該主管機關認定係屬偽
造。
二、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錯誤之登記。
前項事實於塗銷登記前，應於土地登記簿其
他登記事項欄註記。
ௐ˘ѺαỊ̏୧ 他項權利塗銷登記除權利終
止外，得由他項權利人、原設定人或其他利
害關係人提出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所列文件，
單獨申請之。
前項單獨申請登記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免附
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之文件：
一、永佃權或不動產役權因存續期間屆滿申
請塗銷登記。
二、以建物以外之其他工作物為目的之地上
權，因存續期間屆滿申請塗銷登記。
三、農育權因存續期間屆滿六個月後申請塗
銷登記。
四、因需役不動產滅失或原使用需役不動產
之物權消滅，申請其不動產役權塗銷登
記。
ௐ˘ѺαȈ̱୧ 預告登記之塗銷，應提出原
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之同意書。
前項請求權人除符合第四十一條第二款、第
四款至第八款及第十款規定之情形者外，應親
自到場，並依第四十條規定程序辦理。
ௐ˘ѺαȈ˛୧ 查封、假扣押、假處分、破
產登記或其他禁止處分之登記，應經原囑託
登記機關或執行拍賣機關之囑託，始得辦理
塗銷登記。但因徵收、區段徵收或照價收買
完成後，得由徵收或收買機關囑託登記機關
辦理塗銷登記。
ௐ˘ѺαȈˣ୧ 土地滅失時應申請消滅登
ௐȈ˘ౢ!ዚ൳̈́ঐໝ൳! 記；其為需役土地者，應同時申請其供役不
動產上之不動產役權塗銷登記。
ௐ˘ѺαȈˬ୧ 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利，
前項土地有他項權利或限制登記者，登記機
因權利之拋棄、混同、終止、存續期間屆滿、
關應於登記完畢後通知他項權利人、囑託機關
債務清償、撤銷權之行使或法院之確定判決
或預告登記請求權人。
等，致權利消滅時，應申請塗銷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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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൳!
ௐ˘༼!ՀЩ൳̈́გந۰តՀ൳!
ௐ˘ѺαȈ˝୧ 土地權利登記後，權利人之
姓名或名稱有變更者，應申請更名登記。設
有管理人者，其姓名變更時，亦同。
權利人或管理人為自然人，其姓名已經戶政
主管機關變更者，登記機關得依申請登記之戶
籍資料，就其全部土地權利逕為併案辦理更名
登記；登記完畢後，應通知權利人或管理人換
發權利書狀。
ௐ˘Ѻ̣Ȉ୧ 法人或寺廟於籌備期間取得之
土地所有權或他項權利，已以籌備人之代表
人名義登記者，其於取得法人資格或寺廟登
記後，應申請為更名登記。
ௐ˘Ѻ̣Ȉ˘୧ 公有土地管理機關變更者，
應囑託登記機關為管理機關變更登記。

ௐ˟༼!ҝӬតՀ൳!
ௐ˘Ѻ̣Ȉ˟୧ 登記名義人之住址變更者，
應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申
請住址變更登記。如其所載身分證統一編號
與登記簿記載不符或登記簿無記載統一編號
者，應加附有原登記住址之身分證明文件。
登記名義人為法人者，如其登記證明文件所
載統一編號與登記簿不符者，應提出其住址變
更登記文件。
ௐ˘Ѻ̣Ȉˬ୧ 登記名義人住址變更，未申
請登記者，登記機關得查明其現在住址，逕
為住址變更登記。

ௐˬ༼!३ېೱග̈́ྃග൳!

ௐα༼!ֹϡგந൳!
ௐ˘Ѻ̣Ị̏୧̝˘ 共有人依民法第八百二
十六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申請登記者，登記機
關應於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欄記明收
件年月日字號及共有物使用、管理、分割內
容詳共有物使用管理專簿。
共有人依民法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所
為管理之決定或法院之裁定，申請前項登記
時，應於登記申請書適當欄記明確已通知他共
有人並簽名；於登記後，決定或裁定之內容有
變更，申請登記時，亦同。
ௐ˘Ѻ̣Ị̏୧̝˟ 區分地上權人與設定之
土地上下有使用、收益權利之人，就相互間
使用收益限制之約定事項申請登記時，登記
機關應於該區分地上權及與其有使用收益限
制之物權其他登記事項欄記明收件年月日字
號及使用收益限制內容詳土地使用收益限制
約定專簿。
前項約定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者，登記機關
並應於土地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欄辦理登
記；其登記方式準用前項規定。
ௐ˘Ѻ̣Ị̏୧̝ˬ 登記機關依前二條規定
辦理登記後，應就其約定、決定或法院裁定
之文件複印裝訂成共有物使用管理專簿或土
地使用收益限制約定專簿，提供閱覽或申請
複印，其提供資料內容及申請人資格、閱覽
費或複印工本費之收取，準用第二十四條之
一及土地法第七十九條之二規定。
ௐ˘Ѻ̣Ị̏୧̝α 依第一百五十五條之一
或第一百五十五條之二規定登記之內容，於
登記後有變更或塗銷者，申請人應檢附登記
申請書、變更或同意塗銷之文件向登記機關
提出申請。
前項申請為變更登記者，登記機關應將收件
年月日字號、變更事項及變更年月日，於登記
簿標示部或該區分地上權及與其有使用收益
限制之物權所有權部或他項權利部其他登記
事項欄註明；申請為塗銷登記者，應將原登記
之註記塗銷。
前項登記完畢後，登記機關應將登記申請書
件複印併入共有物使用管理專簿或土地使用
收益限制約定專簿。

ௐ˘Ѻ̣Ȉα୧ 土地所有權狀或他項權利證
明書損壞或滅失，應由登記名義人申請換給
或補給。
ௐ˘Ѻ̣Ị̏୧ 申請土地所有權狀或他項權
利證明書補給時，應由登記名義人敘明其滅
失之原因，檢附切結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
件，經登記機關公告三十日，並通知登記名
義人，公告期滿無人提出異議後，登記補給
之。
前項登記名義人除符合第四十一條第二
款、第七款、第八款、第十款及第十五款規定
ௐȈˬౢ!!ܢ
之情形者外，應親自到場，並依第四十條規定
程序辦理。
ௐ˘Ѻ̣Ȉ̱୧ 本規則所需登記書表簿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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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格式及其填載須知，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
ௐ˘Ѻ̣Ȉ˛୧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行。本規
則修正條文施行日期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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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不動產
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
調處辦法
中華民國 91 年 12 月 4 日台內中地字第 0910085897
號令發布
中 華 民 國 97 年 8 月 11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70723920 號令修正第 2 條、第 3 條、第 4 條、
第 8 條、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2 條、第 13 條、
第 15 條、第 16 條、第 17 條、第 18 條、第 19
條、第 20 條、第 21 條、第 22 條，增訂第 14 條
條文，條次增為 23 條
中華民國 104 年 1 月 9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13036943 號令修正第 13 條、第 17 條
中華民國 104 年 12 月 23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11227 號令修正部分條文

ௐ˘୧ 本辦法依土地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三十四條之二規定訂定之。
ௐ˟୧ 下列各款不動產糾紛案件，依本辦法
調處之：
一、本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六項規定之共有
物分割爭議。
二、本法第四十六條之二規定之地籍圖重測
界址爭議。
三、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土地權利
爭議。
四、本法第一百零一條規定之房屋租用爭議
。
五、本法第一百零五條規定之建築基地租用
爭議。
六、本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之耕地租用爭
議。
七、本法施行法第三十條規定之有永佃權土
地租用爭議。
八、地籍清理條例第十四條第三項及第十五
條第二項規定之土地權利價金發給爭
議。
九、地籍清理條例第二十條規定之神明會申
報涉及土地權利爭議。
十、地籍清理條例第二十三條規定之更正神
明會現會員、信徒名冊或土地清冊涉及
土地權利爭議。
十一、地籍清理條例第二十七條規定之土地
權利塗銷登記爭議。

十二、地籍清理條例第二十八條規定之抵押
權塗銷登記爭議。
十三、地籍清理條例第二十九條規定之地上
權塗銷登記爭議。
十四、地籍清理條例第三十條規定之查封、
假扣押、假處分塗銷登記爭議。
十五、地籍清理條例第三十一條之一規定之
所有權權利範圍空白之逕為更正登記
爭議。
十六、地籍清理條例第三十六條規定之寺廟
或宗教團體申報發給更名證明爭議。
十七、地籍清理條例第三十八條規定之寺廟
或宗教性質之法人申購土地權利爭
議。
十八、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五條規定之土地
總登記爭議。
十九、土地登記規則第八十四條規定之建物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爭議。
二十、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八條第四項、
第五項規定之時效取得地上權、不動
產役權或農育權登記爭議。
ௐˬ୧ 直轄市、縣（市）不動產糾紛調處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三
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首長或其指派之人員兼任；其餘委員分
別就下列人員派兼或遴聘之：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業務主管一
人。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營建業務主管一
人。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民政業務主管一
人。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法制業務主管一
人。
五、直轄市、縣（市）地政事務所主任一人。
六、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代表一人。
七、具有地政、民政、營建或法律等專門學
識經驗之人士三人至五人。
八、地方公正人士一人。
委員任期為二年，期滿得續聘之。但代表機
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出缺時，直轄市、縣（市）政府首長得
予補聘；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
日為止。
ௐα୧ 本會置執行秘書一人、工作人員若干
人，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首長就相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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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派兼之，辦理本會幕僚事務。
政府主動移送調處外，當事人一造應具備下
ௐ̣୧ 本會委員會議以主任委員為會議主
列文件向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
席，主任委員不能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定
府申請，並按對造及權利關係人人數，提出
委員一人代理之。主任委員不克指定時，由
繕本。
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理主席。
一、申請書。
ௐ̱୧ 本會非有過半數委員之出席不得開
二、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會，並有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始得決議，
三、委託他人代為申請時，應檢附委託書。
可否同數時，由主席裁決。
但申請書已載明委任關係者，免附。
委員應親自出席前項會議。但由機關代表兼
四、爭議要點及調處建議方案。
任之委員，如未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
五、其他依法令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席，並通知本會。
ௐȈα୧ 辦理不動產糾紛調處程序如下：
前項指派之代表列入出席人數，並參與會議
一、收件。
發言及表決。
二、計收調處費用。
ௐ˛୧ 本會委員對其本身具有利害關係之議
三、審查。
案，應自行迴避，不得參與調處。
四、召開調處會議。
ௐˣ୧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五、作成調處結果。
ௐ˝୧ 本會召開會議時，應通知當事人列席
六、函送調處紀錄表。
陳述意見，並得依需要邀請有關機關代表列
前項審查時，得請不動產所在地之登記機關
先行派員實地勘測或召開前置會議。
席。
ௐȈ୧ 本會對外行文，以直轄市、縣（市） ௐỊ̏୧ 申請調處案件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
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以書面敘明理
政府名義行之。
ௐȈ˘୧ 本會所需經費，由直轄市、縣（市） 由，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
內補正：
政府編列預算支應。
一、申請書格式不合或所提出之證明文件不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辦理第二
符或欠缺。
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十一款至第十五款及
二、申請書記載事項與土地、建物登記簿或
第十八款至第二十款之不動產糾紛案件，得
其證明文件不符。
依所轄之行政區域分設區域性不動產糾紛調
三、申請人之資格不符或其代理人之代理權
處委員會，置委員七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
有欠缺。
員，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地政業務主管
四、調處當事人為無行為能力人或限制行為
兼任，其餘委員分別就下列人員派兼或遴聘
能力人，而未由法定代理人代理。
之：
一、直轄市、縣（市）地政事務所主任一人。 五、未依規定繳納調處費用。
二、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主席一人。 ௐȈ̱୧ 申請調處案件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
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以書面敘明理
三、具有地政、營建及法律等專門學識經驗
由駁回之：
之人士各一人。
一、非屬第二條之不動產糾紛事件。
四、地方公正人士一人。
二、調處事件不屬受理機關管轄。
區域性不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之委員任
三、曾依本辦法申請調處並作成調處結果。
期、出缺補聘、事務、無給職及會議，準用第
三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四條至第九條規定； 四、已訴請法院審理或調處標的為確定判
決、調解或和解之效力所及。
其對外行文，以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名
五、土地登記簿住址空白或不全，致權屬無
義行之。
法查明。
第一項調處所需經費，由各該直轄市、縣
六、登記名義人死亡，其繼承人有無不明致
（市）政府編列預算支應。
無法通知。
ௐȈˬ୧ 不動產糾紛案件，除第二條第二
七、申請人未於前條規定期限內補正或未依
款、第三款、第八款至第二十款之不動產糾
補正事項完全補正。
紛案件得由該管登記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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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依法律規定不得辦理。
案申請人應依下列規定繳納調處費用：
ௐȈ˛୧ 本會或區域性不動產糾紛調處委員
一、第二條第一款之案件：新臺幣一萬五千
會應訂定調處時間，書面通知當事人到場進
元。
行調處，並將文件繕本一併送達於對造及權
二、第二條第四款至第七款之案件：
利關係人。當事人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親自
（一）年租金為新臺幣十八萬元以下者：新
到場；當事人如不能親自到場，得出具委託
臺幣三千元。
書，委託代理人到場進行調處。但申請書已
（二）年租金超過新臺幣十八萬元至三十六
載明委任關係者，免出具委託書。
萬元以下者：新臺幣七千元。
前項調處應自接受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辦
（三）年租金超過新臺幣三十六萬元至四十
理之，必要時得視實際需要情形予以延長。
八萬元以下者：新臺幣一萬一千元。
ௐȈˣ୧ 調處時，先由當事人試行協議，協
（四）年租金超過新臺幣四十八萬元者：新
議成立者，以其協議為調處結果，並作成書
臺幣一萬五千元。
面紀錄，經當場朗讀後，由當事人及調處委
申請調處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八款
員簽名或蓋章。
至第二十款之不動產糾紛調處案件，免收調
前項調處有多數當事人時，兩造各得推舉一
處費用。
人至三人試行協議。
調處需勘測者，其費用由當事人核實支付。
第一項達成協議之調處，其調處紀錄應以書
申請人於召開調處會議前撤回其申請，或
面通知當事人及登記機關。
因第十六條各款之情形被駁回者，其已繳納
ௐȈ˝୧ 當事人依前條試行協議未成立或任
之調處費用及勘測費用，於扣除已支出之費
何一造經二次通知不到場者，本會或區域性
用後，得自駁回之日起五年內請求退還之。
不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應就有關資料及當事
但已實地辦理勘測者，其所繳納之勘測費
人陳述意見，予以裁處，作成調處結果。
用，不予退還。
申請調處之案件，已向登記機關申請登記 ௐ˟Ȉ˟୧ 不動產糾紛調處申請書及調處紀
者，應依調處結果，就申請登記案件為准駁之
錄之格式，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
處分。
ௐ˟Ȉˬ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第一項調處結果，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通
知書應載明當事人如不服調處結果，除法律另
有規定者外，應於接到通知後十五日內，以對
造人為被告，訴請法院審理，並應於訴請法院
審理之日起三日內將訴狀繕本送該管直轄
市、縣（市）政府，逾期不起訴或經法院駁回
或撤回其訴者，經當事人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以書面陳報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依調
處結果辦理。
ௐ˟Ȉ୧ 當事人持憑調處紀錄申請登記時，
登記機關應函詢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
該案有無訴請法院審理。
調處結果，涉及對價或補償者，於申請登記
時，應提出已受領或已提存之證明文件，並於
申請書適當欄記明受領之對價或補償數額如
有錯誤，由申請人自負法律責任，並簽名。
當事人之一不服調處結果，於前條規定期間
內訴請法院審理者，登記機關應駁回第一項登
記申請案。
ௐ˟Ȉ˘୧ 申請調處第二條第一款及第四款
至第七款之不動產糾紛調處案件，每件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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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或建築改良物權利書狀及申請應用地籍資料規費收費標準 C‐11‐1

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權利
書狀及申請應用地籍資
料規費收費標準
中華民國 103 年 3 月 17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66503253 號令

ௐ˘୧ 本標準依土地法第六十七條、第七十
九條之二第二項及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之。
ௐ˟୧ 土地或建築改良物所有權狀及他項權
利證明書，其書狀費或換發、補發工本費之
費額為每張新臺幣八十元。
申請應用地籍資料，其工本費或閱覽費之
費額如附表。
ௐˬ୧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C‐11‐2 土地或建築改良物權利書狀及申請應用地籍資料規費收費標準
!ܑܢ
項 目

費

額

登記（簿）謄本或節本工本費

人工影印：每張新臺幣五元
電腦列印：每張新臺幣二十元

地籍圖謄本工本費

人工影印：每張新臺幣十五元
人工描繪：每筆新臺幣四十元
電腦列印：每張新臺幣二十元

登記申（聲）請書及其附件影印工本費

每張新臺幣十元

登記申（聲）請書及其附件閱覽、抄錄或攝影閱覽費

每案新臺幣七十五元
限時二十分鐘

各類登記專簿影印工本費

每張新臺幣十元

各類登記專簿閱覽、抄錄或攝影閱覽費

每案新臺幣七十五元
限時二十分鐘

地籍圖之藍曬圖或複製圖閱覽費

每幅新臺幣十元
限時二十分鐘

電子處理之地籍資料（含土地資料及地籍圖）到所查詢 每筆（棟）新臺幣二十元
閱覽費
限時五分鐘
電子處理之地籍資料電傳資訊閱覽費

每人每筆（棟）新臺幣十元

歸戶查詢閱覽費

每次新臺幣四十五元
限時十分鐘

地籍異動索引查詢閱覽費

每筆（棟）新臺幣十元
限時三分鐘

各項查詢畫面列印工本費

每張新臺幣二十元

土地建物異動清冊影印工本費

每張新臺幣五元

金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土地歸還或取得所有權登記審查辦法 C‐12‐1

金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
土地歸還或取得所有權
登記審查辦法
中華民國 83 年 12 月 21 日內政部台（83）內地字
第 8390596 號令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87 年 8 月 5 日內政部台（87）內地字第
8790215 號令修正第 1 條至第 3 條、第 7 條至第
9條

ௐ˘୧ 為辦理金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安全及
輔導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十四條之一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申請土地歸還或取得所
有權之登記案件，特訂定本辦法。
ௐ˟୧ 本條例施行期間已受理申請土地歸還
或取得所有權之案件，其處理程序如下：
一、收件。
二、計徵規費。
三、指界測量。
四、審查。
五、公告。
六、異議處理。
七、登記。
八、繕發書狀。
九、異動整理。
十、歸檔。
ௐˬ୧ 土地歸還或取得所有權登記之申請案
件，其提出之文件應合於下列規定：
一、土地複丈申請書及登記申請書。
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三、申請人身分證明。
四、其他依法令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申請人為原權利人之繼承人時，並應提出
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四條規定之文件。
（按：原土地登記規則第 44 條修正後為第
119 條）
ௐα୧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登記原因證明
文件，於本條例第十四條之一第一項係指能
證明確係非因有償徵收登記為公有前持有之
契據、足以證明取得所有權之有關文件或已
依民法完成時效取得之證明文件；於本條例
第十四條之一第二項係指能證明確依係因軍
事原因喪失占有前持有之契據、或足以證明
取得所有權之有關文件、已依民法完成時效

取得之證明文件或占有期間土地四鄰之土地
所有權人二人以上之保證書。
前項保證書，保證人於被保證之事實發生
時，應具有行為能力。
ௐ̣୧ 土地複丈費及登記規費，依土地法之
規定計徵。
ௐ̱୧ 指界測量時，地政機關應通知申請人
及該土地管理機關到場指界，埋設界標，其
因指界測量所生界址糾紛，依土地法第五十
九條第二項規定處理。
前項界址糾紛，於已登記土地由第九條之異
議處理小組調處之；於未登記土地由土地總登
記委員會調處之。
ௐ˛୧ 申請登記案件，經審查結果，有土地
登記規則第五十條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通知
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
有土地登記規則第五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之一者，應以書面敘明理由，駁回登記之申
請。
申請人不服前項駁回者，得依訴願法規定提
起訴願。駁回之事由涉及私權爭執者，申請人
得訴請司法機關裁判。
（按：原土地登記規則第 50 條、第 51 條修
正後為第 56 條、第 57 條）
ௐˣ୧ 依本條例第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申請歸
還或取得所有權之案件，經審查證明無誤
者，應公告六個月，並通知該土地管理機關，
期滿無人提出異議者，由該管地政機關辦理
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其登記原因分別為發
還及時效取得。
本條例適用地區之未登記土地，依土地法之
規定辦理土地總登記；其總登記權利糾紛由
土地總登記委員會調處之。
ௐ˝୧ 土地管理機關或土地權利關係人在前
條第一項公告期間內如有異議，依土地法第
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辦理調處。
地政機關為調處前項異議，得設異議處理
小組，由下列人員組成之，其人員均為無給
職，並由縣長為召集人，於開會時擔任主席。
縣長未能出席時，由主任祕書擔任主席；主
任祕書未能出席時，由其他異議處理小組人
員互推一人擔任之。
（一）縣長及主任祕書。
（二）縣議會代表一人。
（三）民政局局長。
（四）地政事務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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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方公正人士一人。
（六）土地所在地之鄉（鎮）長。
（七）土地所在地之鄉（鎮）調解委員會主
席。
（八）土地所在地之鄉（鎮）尊老一人。
ௐȈ୧ 異議處理小組人員由縣政府遴聘之，
開會時應親自出席，並須有三分之二之出席
始得開會，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之同意始得決
議。
ௐȈ˘୧ 異議處理小組人員對其具有利害關
係之案件，應行迴避。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金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未登記土地總登記委員會組織規程 C‐13‐1

金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
未登記土地總登記委員
會組織規程
中華民國 83 年 11 月 30 日行政院台（83）內字第
44761 號令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87 年 1 月 21 日行政院台（87）內字第
03043 號函修正第 1 條及第 3 條

ௐ˘୧ 為處理金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安全及
輔導條例施行期間，已受理申辦未登記土地
總登記有關事宜，特訂定本規程。
ௐ˟୧ 土地總登記登記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掌理左列事項：
一、未登記土地界址糾紛調處事項。
二、未登記土地總登記權利糾紛調處事項。
三、其他有關土地總登記事項。
ௐˬ୧ 本會置委員九人，均為無給職，由左
列人員組成之，並由縣長為召集人，於開會
時擔任主席。縣長未能出席時，由主任祕書
擔任主席；主任祕書亦未能出席時，由委員
互推一人擔任之。
一、縣長及主任祕書。
二、縣議會代表一人。
三、民政局局長。
四、地政事務所主任。
五、地方公正人士一人。
六、土地所在地之鄉（鎮）長。
七、土地所在地之鄉（鎮）調解委員會主席。
八、土地所在地之鄉（鎮）尊老一人。
ௐα୧ 本會委員由縣政府遴聘之，開會時應
親自出席，並須有三分之二之出席始得開
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之同意始得決議。
ௐ̣୧ 本會委員對其具有利害關係之案件，
應行迴避。
ௐ̱୧ 本會幕僚工作由縣政府指派人員辦
理。
ௐ˛୧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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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繼承登記不動產辦理強制執行聯繫辦法 C‐14‐1

未繼承登記不動產辦理
強制執行聯繫辦法
中華民國 85 年 2 月 8 日司法院(85)院台廳民二字第
03386 號令、行政院台 85 法字第 00836 號令會銜
訂定
中華民國 85 年 9 月 20 日司法院(85)院台廳民二字
第 17387 號令、行政院台 85 法字第 29706 號令
會銜修正第 1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4 年 1 月 26 日司法院院台廳民二字第
0940001874 號 令 及 行 政 院 院 臺 法 字 第
0940080352 號令會銜修正第 2 條、第 6 條及第
11 條條文

ௐ˘୧ 未辦理繼承登記之不動產，執行法院
因債權人之聲請，依強制執行法第十一條第
三項或第四項規定，以債務人費用，通知地
政機關登記為債務人所有時，得依同法第二
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准債權人代債務人申繳遺
產稅及登記規費。
ௐ˟୧ 債權人依前條向執行法院聲請時，應
具聲請書一式二份，記載下列事項及提供下
列文件：
一、債權人姓名、年齡、出生地及住居所。
二、被繼承人之姓名、年齡、出生地及住居
所。
三、繼承人或遺囑執行人姓名、年齡、出生
地及住居所。
四、聲請之原因。
五、繼承系統表或指定繼承人之遺囑及繼承
人之戶籍謄本。
六、不動產所有權狀。其不能提出者，債權
人應陳明理由，聲請執行法院通知地政
機關公告作廢。但應提出不動產登記簿
謄本代之。
ௐˬ୧ 執行法院依第一條通知地政機關時，
應副知債權人，並應將前條聲請書及所列文
件轉送地政機關。
ௐα୧ 債權人依第一條向稅捐稽徵機關申繳
遺產稅者，其應代繳之遺產稅額，得就其聲
請強制執行之不動產所占全部遺產總額之比
率計算之。
ௐ̣୧ 債權人繳清核定遺產稅額者，稅捐稽
徵機關應給執行不動產之遺產稅繳清證明書
及代繳證明書，其免稅者，應發給免稅證明

書。
ௐ̱୧ 債權人取得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或取得
免稅證明書後，除應以影本報請執行法院存
案外，並應檢同下列文件，送請地政機關辦
理繼承登記。
一、法院通知副本。
二、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或免稅證明書。
ௐ˛୧ 稅捐稽徵機關依稅捐稽徵法第三十九
條、第四十九條規定移送強制執行時，準用
第一條至第三條之規定。
ௐˣ୧ 地政機關辦畢繼承登記後，應通知繼
承人及債權人。新所有權狀應經繼承人之請
求始行繕發，不得發給債權人。
ௐ˝୧ 執行名義成立後，債務人死亡，債權
人對於該債務人所遺不動產聲請強制執行
者，應改列繼承人為債務人。
繼承人全部拋棄繼承權或繼承人有無不明
者，應改列遺產管理人為債務人，債務人以遺
囑處分遺產者，並以其他繼承人或遺囑執行人
為債務人。
ௐȈ୧ 執行法院對於未辦理繼承登記之不動
產實施查封時，應開列不動產標示，被繼承
人、全部繼承人或遺產管理人或遺囑執行人
之姓名、年齡、出生地、住居所，囑託該管
地政機關辦理查封登記。如被繼承人或全體
繼承人為債務人者，應於不動產登記簿記載
就全部為查封登記；如係一部分繼承人為債
務人者，應載明係就該繼承人應繼分為查封
登記。地政機關辦理完畢後應即函復執行法
院，並副知該管稅捐稽徵機關。
ௐȈ˘୧ 查封之不動產，如係未辦理所有權
登記之建築改良物者，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一百三十九條規定辦理。
ௐȈ˟୧ 稅捐稽徵機關接獲第十條所定地政
機關副本後，應即查核處理，如遺產稅業已
繳清或係免稅者，稅捐稽徵機關應通知執行
法院及地政機關；如遺產稅尚未繳清，得依
稅捐稽徵法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九條移送強
制執行者，應即移請執行法院就全部遺產強
制執行，由執行法院於賣得價金中扣繳後，
將第二條所列之書類文件囑託該管地政機關
將查封之不動產辦理繼承登記後，再發給拍
定人權利移轉證書。
ௐȈˬ୧ 執行法院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八條
第二項規定通知稅捐稽徵機關時，稅捐稽徵
機關應就其核定之遺產稅額移送法院強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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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
ௐȈα୧ 遺產稅尚未繳清，而又不能依遺產
及贈與稅法第八條第二項或稅捐稽徵法第三
十九條、第四十九條移送強制執行者，稅捐
稽徵機關應開列明細表，函告執行法院，由
執行法院通知債權人，債權人得向稅捐稽徵
機關代繳之。其繳納期限尚未屆至者，稅捐
稽徵機關應准其提前代繳。債權人代繳後，
稅捐稽徵機關應給予證明，由債權人提出於
執行法院。
ௐỊ̏୧ 執行法院依強制執行法第九十八條
發給拍定人權利移轉證書後，應即函請該管
地政機關命買受人辦理所有權登記，並於權
利移轉證書內載明應於領得證書之日起三十
日內，持向地政機關辦理登記，逾期不辦理
者，地政機關得依法處罰。
ௐȈ̱୧ 地政機關接到前條執行法院函件
後，應於登記簿內註明拍定事由。
ௐȈ˛୧ 為執行名義之判決，係命債務人辦
理繼承、移轉或分割登記，而其權利標的物
為未辦理繼承登記之不動產者，地政機關應
命債權人提出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或免稅證明
書或稅捐稽徵機關同意移轉證書後，始得辦
理。
ௐȈˣ୧ 第四條及第五條之規定，於前條情
形準用之。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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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7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00726397 號令修正第 41 點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6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2145 號令修正第 19 點
中華民國 102 年 9 月 18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中華民國 81 年 5 月 27 日內政部台（81）內地字第
1026651786 號令新增第 42 點
8181049 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21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中華民國 81 年 6 月 4 日內政部台（81）內地字第
1036650127 號令修正第 19 點
8173596 號函修訂第 33 點
中華民國 84 年 8 月 8 日內政部台（84）內地字第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8487685 號函修訂第 29 點
一、土地登記案件以契約書為登記原因證明文
中華民國 84 年 11 月 16 日內政部台（84）內地字
件者，應以公定契約書為之。
第 8415186 號函修訂第 41 點第 3 款
二、抵繳遺產稅或贈與稅之不動產辦理移轉登
中華民國 85 年 3 月 2 日內政部台（85）內地字第
記為公有，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准函為登
8502295 號函刪除第 26 點
記原因證明文件，無須檢附移轉契約書。
中華民國 85 年 6 月 21 日內政部台（85）內地字第
8506317 號函停止適用第 23 點
（所有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書）
中華民國 85 年 7 月 16 日內政部台（85）內地字第 三、
（刪除）
8584087 號函修正第 36 點第 6 款、第 41 點
四、（刪除）
中華民國 87 年 11 月 30 日內政部台（87）內地字 （申請人身分證明）
第 8712983 號函修正第 39 點
五、（刪除）
中華民國 88 年 1 月 27 日內政部台（88）內地字第
六、登記申請人之身分證明得以國民身分證或
8802062 號函修正第 36 點第 4 款
戶口名簿影本代替戶籍謄本。
中華民國 90 年 9 月 7 日內政部台（90）內中地字
七、申請人申請登記所提身分證明所載統一編
第 9083433 號令修正第 8 點及第 32 點
號與登記簿所載相符且依其他資料均足證
中華民國 90 年 10 月 5 日內政部台（90）內中地字
明申請人與登記名義人確係同一人者，無
第 9083459 號令修正第 27 點及第 36 點
中華民國 90 年 11 月 15 日內政部台（90）內中地
須再檢附原登記住址之戶籍證明文件。
字第 9017427 號令修正第 16 點
八、登記機關核對代理人、複代理人或登記助
中華民國 90 年 12 月 25 日內政部台（90）內中地
理員之身分證件，得以政府機關核發登載
字第 9084444 號令修正第 14、38、41 點
有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統一證號)
中華民國 91 年 8 月 30 日內政部台內中地字第
並貼有照片之證明文件正本代之。
0910085074 號令修正第 28 點
九、非法人之商號及工廠不得為登記權利主
中華民國 92 年 3 月 13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體。其為獨資型態者，應以其代表人或負
0920002459 號令修正第 2 點；並自 92 年 4 月 1
責人名義；為合夥組織者，應以其合夥人
日生效
名義；組織型態不明者，得檢具一人以上
中華民國 93 年 1 月 5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保證無其他出資人或合夥人之保證書，以
0930093202 號令刪除第 31 點及第 36 點；並自
92 年 9 月 1 日生效
其代表人或負責人名義為登記之權利主
中華民國 93 年 7 月 1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體。
0930724553 號令修正第 19、28、29、33、37、 十、法人之分支機構不得為登記權利主體。其
41 點及刪除第 3、5、14、15、16、35 點
因判決確定取得之權利應以該法人名義辦
中華民國 95 年 7 月 14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理登記。
0950725099 號令修正第 28 點
十一、公司董事長得依民法第一百六十七條規
中華民國 96 年 2 月 7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定檢附委託書授權總經理申辦不動產抵
0960723550 號令新增第 18 點之 1、修正第 2、18、
押權設定及塗銷登記。申請人仍應以董
19、33、41 點及刪除第 32 點
事長為法定代表人，但申請書件得免認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20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章。
1000724765 號令修正第 8、9、11、13、18 點之
1、19、24、28、29、30、37、38、39、41 點及 十二、公司經理人代理公司為不動產之處分或
刪除第 4、22、27 點
設定負擔申請登記時，應檢附經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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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之書面授權文件。但因公司放款就
他人提供不動產取得抵押權登記之塗銷
登記，免予提出董事會決議之書面授權
文件。
十三、公司代表人如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
賣、借貸或其他法律行為時，除向公司
清償債務外，不得同時為公司之代表。
並依左列方式另定公司代表人：
（一）有限公司僅置董事一人者，由全體
股東之同意另推選有行為能力之
股東代表公司。申請登記時，應檢
附該同意推選之證明文件。
（二）有限公司置董事二人以上，並特定
其中一人為董事長者，由其餘之董
事代表公司。申請登記時，應檢附
董事之證明文件。
（三）一人組成之有限公司，應先依公司
法規定增加股東，再由全體股東同
意另推選有行為能力之股東代表
公司。申請登記時，應檢附該同意
推選之證明文件。
（四）股份有限公司應由監察人為公司之
代表。申請登記時，應檢附監察人
之證明文件。
十四、（刪除）
十五、（刪除）
十六、（刪除）
十七、人民團體籌組成立，除特別法另有規定
外，非依法經法院登記，不得認係社團
法人。但於七十一年十月十四日前已由
主管機關造具簡冊送同級法院備查者，
已取得法人資格，得為不動產登記之權
利主體。
十八、法律已明定為法人之人民團體，申請登
記時，得免附法人登記證書，並應提出
主管機關核發之立案證書或圖記證明及
其代表人之資格證明。
十八之一、無統一編號之權利人申請登記時，
除應提出土地登記規則第三十四條
規定之文件外，應附扣繳單位統一
編號編配通知書。
臺灣地區無戶籍人士（含本國人及
外國人）應檢附中華民國統一證號
之相關證明文件申請登記。未能檢
附者，由申請人自行於申請書上以
西元出生年月日加英文姓氏前二字

母填寫之；如遇有重複時，則以英
文姓氏前一、三字母填寫。
十九、已為寺廟登記之寺廟，得為登記權利主
體。申請登記時，應檢附下列文件：
（一）寺廟登記證。
（二）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但能以電
腦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附。
（三）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
前項第一款所定之寺廟登記證，指主管
機關核發之下列文件之一：
（一）一定期限內辦理不動產更名或移
轉登記用之寺廟登記證。
（二）未經註記為私建或公建寺廟之寺
廟登記證。
寺廟處分不動產申請登記時，應另檢附
主管機關核發之寺廟印鑑證明書，並於
登記申請書適當欄記明確依有關法令規
定完成處分程序，並蓋章。
二十、經主管機關備案而未辦法人登記之政
黨，不得為登記名義人。
二十一、外國駐我國商務代表辦事處在台購買
不動產，應以該國名義登記，並以該
辦事處為管理者。
（其他依法令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二十二、（刪除）
二十三、停止適用。
二十四、農業用地因繼承或受贈取得後，五年
內移轉或變更為非農業用地申請登記
時，稅捐稽徵機關於土地增值稅繳款
書或免稅證明書上加蓋「另須補繳原
免徵之遺產稅」或「另須補繳原免徵
之贈與稅」戳記者，免附追繳稅款繳
清證明書。
二十五、應納稅賦已逾核課期間之土地申辦登
記，應檢附稅捐稽徵機關核發之逾核
課期間案件同意移轉證明書。
二十六、（刪除）
二十七、（刪除）
二十八、金融機構之委託書及印鑑證明經地政
機關審查無誤後存查。申請抵押權設
定、移轉、內容變更或塗銷登記及土
地權利信託登記時，地政機關得依其
存查文件處理。
金融機構授權分支機構申辦地上權設
定、移轉、內容變更或塗銷登記，應
比照土地登記規則第三十八條規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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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授權方式辦理。其印鑑證明經總
機 構行文 援用 前項備 查之法 人印 鑑
（圖記），或行文並檢附新印鑑卡備
查，經地政機關審驗後存查者，嗣後
申請地上權設定、移轉、內容變更或
塗銷登記時，地政機關得依其存查文
件處理。
二十九、申請登記時，檢附之華僑身分或其印
鑑證明，每份只能使用一次，有效期
限為一年，其計算自核發之日起至向
稅捐稽徵機關報稅之日止。但香港地
區居民於中華民國八十六年六月三十
日前、澳門地區居民於中華民國八十
八年十二月十九日前所取得之華僑身
分證明，不在此限。
前項華僑身分或印鑑證明已註明用途
者，應依其註明之用途使用。
第一項華僑身分證明書係依華裔證明
文件向該管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者，應
另檢附國籍證明文件。
三十、外國核發之印鑑證明，應經該國或其就
近之我國駐外館處之驗證。
三十一、（刪除）
三十二、（刪除）
三十三、解散、撤銷或廢止登記之公司，進入
清算程序後，申請不動產登記，應檢
附清算人經法院准予備查或裁定之證
明文件為代表人資格證明，而代表人
印鑑證明得以戶政機關核發者代替。
至其申請登記事項，是否屬清算人之
職務，非地政機關審查範圍。
前項代表人除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四
十一條第二款、第四款、第六款至第
八款、第十款及第十五款規定之情形
者外，應親自到場，並依同規則第四
十條規定程序辦理。
三十四、動員戡亂時期人民團體法修正公布施
行前，已以政黨名義登記之不動產，
在其取得法人資格前，因處分不動產
申請登記時，得檢附內政部核發之圖
記證明辦理。
三十五、（刪除）
三十六、（刪除）
三十七、外國公司臺灣分公司經公司登記主管
機關撤銷其登記，為辦理清算申請抵
押權塗銷登記，得由其臺灣分公司負

責人以總公司名義出具抵押權塗銷同
意書，並檢附該負責人之資格證明辦
理之。
前項分公司負責人除符合土地登記規
則第四十一條第二款、第四款、第六
款至第八款、第十款及第十五款規定
之情形者外，應親自到場，並依同規
則第四十條規定程序辦理。
三十八、外國公司在臺代理人申辦土地登記，
證明其代理人資格應檢附公司登記主
管機關核發之公司設立(變更)登記
表、抄錄本或經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
發之影本及認許證，無須另檢附經我
國駐外館處驗證之授權書正本。
三十九、旅居海外國人授權他人代為處分其所
有國內之不動產，如未檢附國內核發
之印鑑證明或其授權書，應檢附我國
駐外館處驗證之授權書，以配合登記
機關之查驗。
四十、申請失蹤人財產管理人登記，應檢附失
蹤之證明文件。
四十一、土地登記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申請登記應檢附之證明文件依下列
規定：
（一）下列文件不得以影本代替：
1.印鑑證明。
2.戶籍謄本。
3.同意書。
4.切結書。
5.協議書。
6.四鄰證明書。
7.保證書。
8.債務清償證明書。
（二）下列文件應檢附正副本，於登記
完畢後，將正本發還申請人：
1.分割協議書。
2.契約書。
（三）下列文件得以影本代替，由申請
人或代理人（複代理人）於影本
上簽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
不實申請人願負法律責任，並簽
章：
1.國民身分證。
2.戶口名簿。
3.法人代表人資格證明。
4.建物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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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物拆除執照。
效，如有不實，申請人願負法
6.工廠登記證。
律責任，並簽章後辦理登記。
7.公有財產產權移轉證明書。
（六）申請登記應附之文件為外文者，
8.門牌整（增）編證明。
應附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或國
9.所在地址證明書。
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但身
10.駐外館處驗證之授權書。
分證明文件為外文者，其中文譯
11.機關、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
本，得由申請人自行簽註切結負
出具之證明書或公文。
責。
12.護照。
四十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八條規定檢附
（四）其餘文件應檢附正本與影本，影
建物標示圖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本應由申請人或代理人（複代理
記 者，依 該標 示圖繪 製簽證 人之 不
人）簽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
同，並應檢附下列文件：
不實申請人願負法律責任，並簽
（一）委由開業之建築師繪製簽證時
章；於登記完畢後將正本發還申
，應檢附該建築師之開業證書影
請人。但於辦理抵押權設定或內
本及經主管建築機關核發其備
容變更登記，抵押權人為金融機
查之開業印鑑資料正本或影
構，義務人為公司法人時，免檢
本，影本應由建築師簽註所登記
附正本(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
之資料或備查之印鑑現仍為有
之抄錄本或影本)，登記機關亦
效，如有不實願負法律責任，並
無須核對法人及其代表人之印
簽章。印鑑資料得由申請人自行
鑑章。
複印，並由建築師簽註本影本與
（五）公司法人申請登記，依土地登記
案附正本（主管建築機關核發其
規則第四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檢
備查之開業印鑑資料正本或影
附之文件，依下列規定：
本）相符，所備查之印鑑資料現
1.申請人為義務人時，應檢附公
仍為有效，如有不實願負法律責
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設
任，並簽章；正本於核對後發還
申請人。
立、變更登記表正本、其影本
（二）委由開業之測量技師繪製簽證
或一百年三月前核發之抄錄
時，應檢附測量技師執業執照影
本；抄錄本或影本應由法人簽
本、測繪業登記證影本及簽證報
註所登記之資料現仍為有
告，影本應由測量技師簽註本影
效，如有不實，申請人願負法
本與正本相符，所登記之資料仍
律責任，並簽章。上開文件得
為有效，如有不實願負法律責
由申請人自行複印，影本由法
任，並簽章。
人簽註本影本與案附正本(公
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抄錄
本或影本)相符，所登記之資料
現仍為有效，如有不實，申請
人願負法律責任，並簽章；正
本(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
抄錄本或影本)於核對後發還
申請人。
2.申請人為權利人時，得檢附前
目文件之影本，並由法人簽註
本影本與正本、公司登記主管
機關核發之抄錄本或影本相
符，所登記之資料現仍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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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81 年 5 月 7 日內政部台（81）內地字第
8176565 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 82 年 1 月 15 日內政部台（82）內地字第
8113186 號函刪除第 82 點
中華民國 82 年 9 月 22 日內政部台（82）內地字第
8286405 號函修正第 91 點
中華民國 85 年 4 月 10 日內政部台（85）內地字第
8503723 號函修正第 95 點
中華民國 85 年 4 月 25 日內政部台（85）內地字第
8574595 號函修正第 71 點
中華民國 85 年 7 月 16 日內政部台（85）內地字第
8584087 號函修正第 87、90、91 點
中華民國 87 年 4 月 21 日內政部台（87）內地字第
8704287 號函修正第 97 點
中華民國 88 年 1 月 5 日內政部台（88）內地字第
8896016 號函修正第 93 點
中華民國 91 年 3 月 21 日內政部台內中地字第
0910083284 號令修正第 16 點
中華民國 93 年 8 月 20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5803 號令修正第 52、54、58、60、71、
83、89、105 點及刪除第 99、101、102 點
中華民國 99 年 12 月 29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6263 號令新增第 35 點之 1、75 點之 1、
修正第 3、9、10、12、13、14、15、16、17、19、
20、21、22、23、24、27、30、34、36、41、54、
58、65、87、89、91 點及刪除第 7、31、32、35、
44、45、51、52、55、56、85 點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13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00724714 號令修正第 97 點
中華民國 102 年 1 月 23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0070 號令修正第 66 點
中華民國 102 年 9 月 6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1726 號令修正第 79、87、91、94 點
中 華 民 國 103 年 9 月 10 日 內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366518403 號令刪除第 83 點

（遺產繼承人）
一、繼承開始（即被繼承人死亡日期或經死亡
宣告確定死亡日期）於台灣光復以前者（民
國三十四年十月二十四日以前）
，應依有關
台灣光復前繼承習慣辦理。繼承開始於台
灣光復後（民國三十四年十月二十五日以
後）至七十四年六月四日以前者，依修正
前之民法親屬、繼承兩編及其施行法規定
辦理。繼承開始於民國七十四年六月五日
以後者，應依現行民法親屬、繼承兩編暨
其施行法規定辦理。

二、日據時期台灣省人財產繼承習慣分為家產
繼承與私產繼承兩種。
家產為戶主所有之財產；私產係指家屬個
人之特有財產。
家產繼承因戶主喪失戶主權而開始；私產
繼承則因家屬之死亡而開始。
戶主喪失戶主權之原因：
（一）戶主之死亡。死亡包括事實上之死
亡及宣告死亡。
（二）戶主之隱居。民國二十四年（日本
昭和十年）四月五日台灣高等法院
上告部判官及覆審部判官聯合總
會決議，承認隱居有習慣法之效
力，自該日起隱居始成為戶主繼承
開始之原因。但隱居發生於該決議
日期以前者，不能認為因隱居而開
始之戶主繼承，而應以被繼承人死
亡日期定其繼承開始日期。
（三）戶主之國籍喪失。
（四）戶主因婚姻或收養之撤銷而離家。
（五）有親生男子之單身女戶主，未廢家
而入他家為妾。
三、因戶主喪失戶主權而開始之財產繼承，其
繼承人之順序為：
（一）法定之推定財產繼承人。
（二）指定之財產繼承人。
（三）選定之財產繼承人。
第一順序之法定推定財產繼承人係男子直
系卑親屬（不分長幼、嫡庶、婚生或私生、
自然血親或準血親）且係繼承開始當時之
家屬為限。女子直系卑親屬及因別籍異財
或分家等原因離家之男子直系卑親屬均無
繼承權。至於「寄留」他戶之男子直系卑
親屬對家產仍有繼承權。
男子直系卑親屬有親等不同者，以親等近
者為優先。親等相同之男子有數人時，共
同均分繼承之。
第二順序指定及第三順序選定之財產繼承
人，應依當時之戶口規則申報。
第三順序選定之財產繼承人，不以在民法
繼承編施行前選定為限。但至民國九十八
年十二月十一日止，尚未合法選定繼承人
者，自該日起，依現行民法繼承編之規定
辦理繼承。
四、戶主無法定之推定戶主繼承人時，得以生
前行為指定繼承人或以遺囑指定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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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指定時，親屬得協議為選定繼承人。
指定或選定之繼承人無妨以女子或非家屬
者充之。
五、戶主指定某人為戶主權之繼承人，應同時
指定該人為財產繼承人，兩者有不可分之
關係。故戶主僅為指定戶主繼承人之表示
或僅為指定財產繼承人之表示，應視為兩
者併為指定。但被指定人得僅承認戶主繼
承而拋棄財產繼承。惟其拋棄戶主繼承
時，則視為亦拋棄財產繼承。
六、戶主喪失戶主權後所生之男子，不因戶主
已指定戶主繼承人，而喪失繼承權。
七、（刪除）
八、日據時期隱居者，光復後仍以自己名義辦
理土地登記，其隱居繼承之原因應視為消
滅，自不得復以隱居之原因為繼承之登記。
九、死亡絕戶（家）者如尚有財產，其經絕戶
（家）再興，並有選定繼承人之事實或戶
籍簿記載有選定繼承人者，得為戶主繼承
及因此而開始之財產繼承。日據時期死亡
絕戶（家）之遺產如未予歸公，致懸成無
人繼承，光復後，應依我國民法繼承編之
規定定其繼承人，不得再以絕戶（家）再
興為由主張繼承申請登記。
十、日據時期招婿（贅夫）與妻所生子女，冠
母姓者，繼承其母之遺產，冠父姓者，繼
承其父之遺產。但父母共同商議決定繼承
關係者，從其約定。
招婿（贅夫）以招家家族之身分死亡而無
冠父姓之直系卑親屬時，其直系卑親屬不
論姓之異同，均得繼承其父之私產。
招贅婚之女子死亡而無冠母姓之子女可繼
承其私產時，由冠招夫姓之子女為第一順
位繼承人。
十一、日據時期共有人中之一人死亡而無合法
繼承人時，其他共有人如踐行日本民法
所定繼承人曠缺手續，經公示催告為無
繼承人後，其應有部分始歸屬於其他共
有人。如光復前未踐行此項程序者，應
依我國民法繼承編施行法第八條規定其
繼承人，如仍無法定繼承人承認繼承
時，即應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條、
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條所定程序公示催告
確定無繼承人後，其遺產歸屬於國庫。
十二、日據時期私產之繼承：
（一）日據時期家屬（非戶主）之遺產為

私產。因家屬死亡而開始之私產繼
承，僅有法定繼承人而無指定或選
定繼承人。
（二）私產繼承純屬財產繼承性質，與家
之觀念無關，故分戶別居、別籍異
財之直系卑親屬對家產雖無繼承
權，但對於私產仍有繼承權。
（三）私產繼承之法定繼承人之順序如
下：
1.直系卑親屬。
2.配偶。
3.直系尊親屬。
4.戶主。
（四）第一順序繼承人直系卑親屬有親等
不同時，以親等近者為優先。親等
相同之直系卑親屬有數人時，按人
數共同均分繼承，不分男女、嫡
庶、婚生、私生或收養，且非必與
被繼承人同住一家，均得為繼承
人。
十三、繼承開始在光復前，依當時之習慣有其
他合法繼承人者，即不適用民法繼承編
之規定。如無合法繼承人時，光復後應
依民法繼承編規定定其繼承人，但該所
定之繼承人應以民法繼承編施行之日生
存者為限。
十四、遺產繼承人資格之有無，應以繼承開始
時為決定之標準，故養子女被收養之前
已發生繼承事實者，對其本生父母之遺
產有繼承權。
十五、子女被人收養者，於收養關係尚未終止
之前，對本生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
之繼承權暫行停止，而對養父母之遺產
有繼承權。
十六、繼承人須於繼承開始當時生存；繼承開
始當時已死亡者，則無繼承人之資格，
此即「同時存在原則」。至於同時死亡
者，互不發生繼承權。
十七、子女喪失國籍者，其與本生父母自然血
親之關係並不斷絕，故對本生父母之遺
產仍有繼承權，惟辦理繼承登記時，應
注意土地法第十七條規定及第十八條有
關外國人取得土地權利之限制。
十八、嫡母與庶子間僅具有姻親關係，故庶子
對嫡母之遺產無繼承權。
十九、繼承開始於民國七十四年六月四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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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依修正前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二條
承權。
第二項「養子女應繼分，為婚生子女之 二十九、日據時期夫或妻結婚前單獨收養之子
二分之一」之規定主張繼承者，以養子
女，其收養關係於婚後繼續存在。收
女與婚生子女共同繼承養父母之遺產
養人後來之配偶除對原收養之子女亦
時，始有其適用。
為收養外，只發生姻親關係。
二十、親生子女與養子女，養子女與養子女係 三十、養子女被收養後，再與養父母之婚生子
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第三款所定之
女結婚者，應先終止收養關係。如養親
兄弟姐妹，相互間有繼承權。
收養時，有使其與婚生子女結婚之真意
二十一、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規定所謂配
者，雖名之為收養，實無收養關係，該
偶 ，須繼 承開 始時合 法結婚 之夫 或
養子女與本生父母之法律關係並未中
妻。夫或妻於對方死亡後再婚，仍不
斷，其與本生父母間互有繼承權。
喪失繼承權。
三十一、（刪除）
二十二、在民國七十四年六月四日以前重婚 三十二、（刪除）
者，依修正前民法第九百九十二條規 三十三、有配偶者違反民法第一千零七十四條
定 ，在利 害關 係人向 法院聲 請撤 銷
共 同收養 規定 ，由一 方單獨 收養 子
前，其婚姻關係並非當然無效，依照
女，該養子女與收養者之配偶間，相
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四條之規定，有
互無遺產繼承權。
與 前婚姻 關係 配偶一 同繼承 遺產 之 三十四、收養者與被收養者之年齡應符合民法
權，配偶之應繼分由各配偶均分之。
第一千零七十三條規定，但在民國七
二十三、夫妾婚姻，夫得繼承妾之遺產，但妾
十四年六月四日以前收養子女違反上
非配偶，對夫遺產尚無繼承權可言。
開規定，依修正前民法親屬編規定，
（收養子女）
並非當然無效，僅得由有撤銷權人向
二十四、日據時期養親無子，以立嗣為目的而
法 院請求 撤銷 之。民 法親屬 編修 正
收養之過房子及螟蛉子，與現行民法
後，違反上開條文之收養，依同法第
繼承編施行法第七條所稱之「嗣子女」
一千零七十九條之四規定，應屬無效。
相當，其認定以戶籍記載為準。於臺 三十五、（刪除）
灣省光復後開始繼承者，其繼承順序 三十五之一、養子女與本生父母及其親屬間之
及應繼分與婚生子女同。
權利義務，於收養關係存續中停
二十五、日據時期台灣有死後養子之習慣，即
止之。但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
凡人未滿二十歲死亡者，得由親屬會
子女時，該子女與他方及其親屬
議 以祭祀 死者 ，並繼 承其財 產為 目
間之權利義務，不因收養而受影
的，追立繼承人為其養子，依此目的
響。
收養之養子，對死者之遺產得為繼承。 三十六、養父（或養母）死亡後，養子女單獨
二十六、所謂收養係指收養他人之子女而言。
與養母（或養父）終止收養關係，其
生父與生母離婚後，收養其婚生子女
與養父（或養母）之收養關係不受影
為養子女，即使形式上有收養之名，
響。
惟其與生父母之自然血親關係仍然存 三十七、收養關係之認定如戶政機關無法處
在，該收養於法律上不能發生效力。
理，應循司法程序謀求解決。
二十七、日據時期養子離家廢戶（家）或廢戶 （養媳或媳婦仔）
（家）再興，係戶口之遷徙，非終止 三十八、日據時期媳婦仔係以將來婚配養家男
收 養之除 籍， 祇要收 養關係 繼續 存
子為目的而收養之異性幼女，縱本姓
在，其與養父母之擬制血親關係不因
上冠以養家之姓，其與養家僅有姻親
戶籍遷徙而受影響。
關係，並無擬制血親關係，性質與養
二十八、日據時期養父母與養子女終止收養關
女有別，對養家財產不得繼承，而與
係後，養子女之子女縱戶籍記載為原
其本生父母互有繼承權。
收養者之孫，對該收養者之遺產無繼 三十九、養女、媳婦仔與養家間之關係完全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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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養女嗣後被他人收養為媳婦仔，
其與養父之收養關係並不終止，亦不
發生一人同時為兩人之養女之情形，
其對養父之遺產仍有繼承權。
四十、「無頭對」媳婦仔日後在養家招婿，且所
生長子在戶籍上稱為「孫」者，自該時
起該媳婦仔與養家發生準血親關係，即
身分轉換為養女。但媳婦仔如由養家主
婚出嫁，除另訂書約或依戶籍記載為養
女外，難謂其身分當然轉換為養女。
四十一、光復後養家有意將媳婦仔之身分變更
為養女者，應依民法第一千零七十九
條規定辦理，並向戶政機關申報為養
女，否則不能認其具有養女身分。
四十二、除戶於本家而入他家之子女，其本家
之戶籍均記載為「養子緣組除戶」，如
經戶政機關查復確實無法查明其究係
被他家收養為養女或媳婦仔時，可由
申請人於繼承系統表上簽註，以示負
責。
（代位繼承）
四十三、日據時期家產之第一順序法定之推定
財產繼承人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
繼承權時，代襲（代位）財產繼承人
限於被代襲人之直系男性卑親屬；至
於私產，如被繼承人之直系卑親屬有
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
無論被代襲人之直系男卑親屬或直系
女卑親屬均得代襲繼承。
四十四、（刪除）
四十五、（刪除）
四十六、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條規定之代位繼
承人包括養子女之婚生子女，養子女
之養子女，婚生子女之養子女。
四十七、被代位繼承人與被繼承人同時死亡，
可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
繼分。
（繼承之拋棄）
四十八、日據時期台灣地區有關繼承權之拋棄
，參照民國二十五年四月二十日（昭
和十一年四月二十日）台灣高等法院
上告部及同院覆審部判官聯合總會議
決議，應於繼承開始三個月內向管轄
地方法院單獨申報後發生效力。於該
決議作成前繼承人所為之拋棄繼承，
不發生效力。

四十九、繼承開始前拋棄繼承權者，無效。
五十、繼承權之拋棄應就遺產之全部為之，部
分拋棄者，不生效力。
五十一、（刪除）
五十二、（刪除）
五十三、繼承權之拋棄，一經拋棄不得撤銷。
五十四、繼承開始於民國七十四年六月四日以
前者，旅居海外之繼承人為拋棄繼承
權得向駐外單位申請繼承權拋棄書驗
證，駐外單位於驗證後，應即將該拋
棄書掃描建檔，供各該不動產所在地
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轄區地政
事務所，於受理登記時調閱查驗。
繼承開始於民國七十四年六月五日以
後者，旅外繼承人拋棄繼承權，應以
書面向被繼承人死亡之住所所在地管
轄法院陳報，如其因故未能親自返國
向法院陳報時，得出具向法院為拋棄
之書面，送請駐外單位驗證後，逕寄
其國內代理人向法院陳報。
五十五、（刪除）
五十六、（刪除）
五十七、被繼承人經法院判決宣告死亡後，其
繼承人拋棄繼承權之期間應自法院宣
示（指不受送達之繼承人）或送達宣
告死亡判決之翌日起算，不以判決內
所確定死亡之時為準。
五十八、繼承開始於民國七十四年六月四日以
前，部分繼承人拋棄繼承權，於登記
完畢後發現尚有部分遺產漏辦登記，
補辦繼承登記時，倘原繼承登記申請
書件已逾保存年限經依規定銷毀者，
其繼承人以土地登記簿所載者為準，
免 再添附 部分 繼承人 之繼承 權拋 棄
書。惟申請人應於繼承系統表內記明
其事由，並自負損害賠償之法律責任。
（無人承認之繼承）
五十九、無人承認繼承之遺產，依民法第一千
一百八十五條規定，應歸屬國庫者，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申請國有登記時，
應於申請書備註欄加註「確依民法規
定完成公示催告程序，期間屆滿無人
主張權利」等字樣。
六十、遺產管理人為清償債權之必要，得經親
屬會議之同意變賣遺產，如無親屬會議
行使同意權時，應經該管法院核准。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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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管理人申辦被繼承人之抵押權塗銷登
記，亦同。
遺產管理人執行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九
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為保存遺產必要之
處置之職務，無須經親屬會議或法院之
許可。至於遺產有無荒廢喪失價值之
虞，是否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變賣
時是否已為善良管理人之注意，應由遺
產管理人切結自行負責。
遺產管理人就被繼承人所遺不動產辦理
遺產管理人登記，免檢附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四十二條所規定之證明文件；遺產
管理人處分該財產或交還繼承人時，仍
應檢附上開規定之證明文件，始得辦理
移轉登記。
六十一、繼承人於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條所
定公示催告期間內承認繼承時，遺產
管理人之權限即行消滅，於申請繼承
登記時，無須先聲請法院裁定撤銷遺
產管理人。
（遺囑）
六十二、遺囑係要式行為，應依照民法第一千
一百九十條至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條所
定方式為之，不依法定方式作成之遺
囑，依照民法第七十三條規定，應屬
無效。
六十三、日據時期之遺言公證書（公證遺囑），
依當時適用台灣之法律已合法成立，
除經撤銷者外，雖其在光復後未辦理
追認手續，仍應有效。
六十四、自書遺囑，遺囑人未親筆書寫遺囑全
文，而以打字方式為之，或未記明年
月日並親自簽名者，不生效力。
六十五、自書遺囑有增刪，於公證時依公證法
第八十三條規定辦理，已足證遺囑人
所為之增刪意思，如利害關係人對自
書遺囑效力有所爭執，應訴由法院認
定之。
六十六、代筆遺囑，代筆人除親自以筆書寫為
之外，並得以電腦或自動化機器製作
之書面代之。
六十七、代筆遺囑須由遺囑人簽名，遺囑人不
能簽名時，僅能按指印代之，不能以
蓋章代替簽名。代筆遺囑如僅由遺囑
人蓋章，縱經法院公證人認證，亦不
發生遺囑效力。

六十八、代筆遺囑須由遺囑人以言語口述遺囑
意旨，如為啞者或言語障礙不能發聲
者，自不能為代筆遺囑。
六十九、代筆遺囑僅載明二人為見證人，一人
為代筆人，並未載明該代筆人兼具見
證人身分，如利害關係人間無爭執，
得認代筆遺囑之代筆人兼具見證人之
身分。
七十、民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條規定所謂「指
定三人以上之見證人」，並無須由遺囑人
於遺囑文中明文指定，只須有三人以上
之見證人於遺囑中簽名即可，至於見證
人之簽名，應由見證人自行簽名，而非
由代筆人執筆。
七十一、遺囑見證人是否符合民法第一千一百
九十八條之規定，除該遺囑經法院公
證或認證外，應提出身分證明，供地
政機關審查。
前項身分證明能以電腦處理達成查詢
者，得免提出。
七十二、因繼承取得不動產，未辦竣繼承登記，
得以遺囑將該不動產遺贈他人。
七十三、口授遺囑如已具備代筆遺囑之要件，
得依代筆遺囑辦理。
七十四、日據時期口授遺囑非經當時裁判所確
認該遺言有效者，不得據以辦理繼承
登記。
七十五、遺囑執行人有管理遺產並為執行遺囑
必要行為之職務。法院裁定之遺囑執
行人執行上述職務時，無須再經法院
之核准。
七十五之一、繼承人不會同申辦繼承登記時，
遺囑執行人得依遺囑內容代理繼
承人申辦遺囑繼承登記及遺贈登
記，無須徵得繼承人之同意。
七十六、被繼承人死亡時，其繼承人之有無不
明者，雖其生前以遺囑指定有遺囑執
行人，惟並不能排除民法有關無人承
認繼承規定之適用。
七十七、遺囑指定變賣遺產之人非遺囑執行人
時，遺產之處分應由該被指定人與遺
囑執行人共同為之，無須再經法院之
核准。
七十八、遺囑違反民法有關特留分之規定時，
繼承人是否已行使扣減權，非地政機
關所得干預。

C‐16‐6 繼承登記法令補充規定
（繼承登記之申請）
登記簿記載之死亡日期為準。
七十九、繼承人持憑被繼承人剝奪某繼承人繼 八十九、繼承開始於臺灣光復後至民國七十四
承權之遺囑申辦繼承登記，依檢附之
年六月四日以前，繼承人拋棄其繼承
繼承系統表及戶籍謄本未發現喪失繼
權，應依修正前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
承權人有直系血親卑親屬可代位繼承
四條規定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二個
時，登記機關應准其繼承登記。嗣後
月內以書面向法院、親屬會議或其他
如有代位繼承人主張其繼承權被侵害
繼承人為之。所謂「知悉」其得繼承
時，可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六條規
之時起二個月內拋棄繼承權，該期間
定，訴請法院回復其繼承權。
之起算，係指知悉被繼承人死亡且自
前項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理達成
己已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規定
查詢者，得免提出。
成為繼承人之時，始開始起算主張拋
八十、債務人部分遺產已由債權人代位以全體
棄繼承之期間。申請登記時應檢附拋
繼承人名義申辦繼承登記後，繼承人就
棄繼承權有關文件。其向其他繼承人
其他部分遺產申請繼承登記時，如有拋
表示拋棄者，拋棄人除符合土地登記
棄繼承權者，得予受理。
規則第四十一條第二款、第五款至第
八十一、退輔會授田場員死亡，其繼承人不願
八款及第十款規定之情形者外，應親
辦理繼承登記，並志願交還國有者，
自到場，並依同規則第四十條規定程
可 檢附繼 承人 立具之 交還土 地志 願
序辦理。
書，以「收歸國有」為登記原因，並
繼承開始於民國七十四年六月五日以
以「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後，而繼承人有拋棄繼承權者，應依
會」為管理機關辦理登記。
照修正後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條規
八十二、（刪除）
定，應以書面向法院為之。申請繼承
八十三、（刪除）
登記時，應檢附法院核發繼承權拋棄
八十四、繼承人之一未辦竣繼承登記前死亡，
之證明文件。至於拋棄繼承權者是否
且無合法繼承人者，應選定遺產管理
以 書面通 知因 其拋棄 而應為 繼承 之
人，由遺產管理人會同其他繼承人辦
人，非屬登記機關審查之範疇。
理繼承登記。
九十、錄音遺囑係屬口授遺囑之一種，應由見
八十五、（刪除）
證人中之一人或利害關係人於遺囑人死
八十六、私人將未辦竣繼承登記之土地贈與政
亡後三個月內，提經親屬會議認定其真
府，得以稅捐機關核發之遺產稅不計
偽。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時，免檢附錄
入遺產總額及贈與稅不計入贈與總額
音帶，但應檢附說明遺囑內容之親屬會
證 明書向 稅捐 機關申 報土地 移轉 現
議紀錄。
值，於核發土地增值稅免稅證明後，
繼承人或利害關係人對親屬會議之認定
併案送件申請繼承登記及贈與移轉登
或遺囑內容有異議者，應訴請法院處
記。
理，登記機關並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五
（繼承登記應附之文件）
十七條規定駁回登記之申請。
八十七、申請人持遺囑或法院准予拋棄繼承權 九十一、被繼承人（即登記名義人）於日據時
之證明文件申辦繼承登記時，已檢附
期死亡或光復後未設籍前死亡，繼承
未被遺囑指定繼承之繼承人或拋棄繼
人申辦繼承登記時，倘有被繼承人生
承權之繼承人曾設籍於國內之戶籍謄
前戶籍資料而無死亡之戶籍記事時，
本供登記機關查對其與被繼承人之關
可依內政部四十年十一月十六日內戶
係，或登記機關能以電腦處理達成查
字第五九一八號代電規定檢具死亡證
詢者，得免檢附該未被遺囑指定繼承
明文件或在場親見其死亡者二人之證
之繼承人或拋棄繼承權之繼承人現在
明 書，向 戶政 機關聲 請為死 亡之 登
之戶籍謄本。
記，據以辦理；倘繼承人以書面申請
八十八、被繼承人死亡日期之認定，應以戶籍
戶政機關查復無被繼承人日據時期及

繼承登記法令補充規定 C‐16‐7
光復後之戶籍資料，如合於下列情形
之一者，申請繼承登記時，免檢附土
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九條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文件辦理：
（一）依繼承人檢附之戶籍謄本已能
顯示被繼承人死亡，且申請人
於繼承系統表註明登記名義人
死亡日期。
（二）申請人於繼承系統表註明被繼
承人死亡日期，並切結「死亡
日期如有不實，申請人願負法
律責任」。
繼承人之一於日據時期死亡或光復後
未設籍前死亡者，可比照前項辦理。
第一項第一款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
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九十二、戶籍謄本缺漏某出生別繼承人之姓
名，如戶政機關查證無法辦理戶籍更
正，而其戶籍謄本均能銜接，仍查無
該缺漏者何人時，申請人得檢附切結
書敘明其未能列明缺漏者之事由後，
予以受理。
九十三、原住民民情特殊，對於子女夭折或死
胎未申報戶籍，致未能檢附該夭折者
死亡之除籍謄本者，可由申請人立具
切結書經該管警員或村長證明後，准
予辦理繼承登記。
九十四、被繼承人及繼承人為華僑，未辦理戶
籍登記者，得檢附經我駐外館處驗證
之死亡證明書及身分證明申辦繼承登
記。
九十五、華僑辦理不動產繼承登記，如被繼承
人及繼承人在台未設有戶籍，該華僑
得提出經我駐外機構驗證之合法證明
親屬關係文件，據以申辦繼承登記。
九十六、繼承人申請繼承登記時，應依照被繼
承人與繼承人之戶籍謄本，製作繼承
系統表。如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
漏時，應先向戶政機關申辦更正登記
後，再依正確之戶籍謄本製作繼承系
統表。
九十七、外國人死亡，依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
第五十八條規定，應依被繼承人死亡
時之本國法，故其繼承人依該被繼承
人死亡時之該國法律規定，將合法繼
承人製成系統表並簽註負責，登記機

關應予受理。但依中華民國法律中華
民國國民應為繼承人者，得就其在中
華民國之遺產繼承之，不適用被繼承
人之本國法。
九十八、債權人代位申辦繼承登記，如部分繼
承人未在台設籍，無從領取身分證明
者，可依法院判決書所列之繼承人及
住址申請登記。
九十九、（刪除）
一○○、申請繼承登記時，繼承人中有民法第
一千一百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喪失
繼承權者，應檢附被繼承人有事實表
示不得繼承之有關證明文件，供登記
機關審查之參證。
一○一、（刪除）
一○二、（刪除）
一○三、辦理遺產分割繼承登記，不論分割之
結果與應繼分是否相當，不課徵土地
增值稅或契稅。
一○四、遺產稅繳清（或免稅或不計入遺產總
額或同意移轉）證明書，應加蓋「依
法免徵契稅及土地增值稅」字樣。
（預告登記請求權死亡）
一○五、預告登記所保全之請求權，於請求權
人死亡時，得由繼承人依土地登記規
則第一百十九條規定，檢具登記申請
書件，向登記機關申請加註繼承人姓
名。

C‐16‐8 繼承登記法令補充規定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令補充規定 C‐17‐1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法令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81 年 5 月 30 日內政部台（81）內地字第
8181119 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 82 年 12 月 2 日內政部台（82）內地字第
8214532 號函停止適用第 16 點
中華民國 85 年 6 月 4 日內政部台（85）內地字第
8575210 號函增訂第 11 點之 1、11 點之 2、11 點
之 3、11 點之 4 及 30 點，刪除第 12、13 點
中華民國 85 年 7 月 16 日內政部台（85）內地字第
8584087 號函修正第 11 點
中華民國 86 年 2 月 22 日內政部台（86）內地字第
8674201 號函刪除第 5 點
中華民國 90 年 2 月 16 日內政部台（90）內中地字
第 9080272 號函修正第 11 點之 3
中華民國 91 年 1 月 31 日內政部台內中地字第
0910083239 號令修正第 11、11 點之 4、22 點
中華民國 93 年 8 月 20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5801 號令修正第 3、10、11 點之 4、14、
22、30 點，增訂第 22 點之 1，刪除第 15 點
中華民國 93 年 11 月 4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5873 號令修正第 23 點
中華民國 94 年 6 月 21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40725063 號令修正第 19 點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15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00724746 號令修正全文
中 華 民 國 103 年 9 月 10 日 內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366518403 號令修正第 3 點

一、債務人怠於申請辦理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時，債權人得依法院確定判決代位申請。
二、共有建物所有人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如他共有人經通知而不會同申請者，
得代為申請。
三、夫妻聯合財產中，民國七十四年六月四日
以前以妻名義為建物起造人而取得使用執
照之未登記建物，於民國八十六年九月二
十六日以前，夫或妻一方死亡或夫妻均死
亡者，除為妻之原有或特有財產外，申請
人應提出下列文件之一證明為夫所有，始
得以夫或夫之繼承人之名義申請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
（一）夫或妻一方死亡，其死亡登記之戶
籍謄本，及生存一方與他方之全體
繼承人同意認定為夫所有之文件。
（二）夫妻均死亡，其死亡登記之戶籍謄

本，及雙方之全體繼承人同意認定
為夫所有之文件。
（三）經法院確定判決或其他足資認定為
夫所有之文件。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死亡登記之戶籍謄
本，能以電腦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檢附同意認定為夫所有之文件時，當事人
除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一條第二款、
第五款至第八款及第十款規定之情形外，
應親自到場，並依同規則第四十條規定程
序辦理。
四、於實施建築管理後且在中華民國五十七年
六月六日以前建築完成之建物，得憑建築
執照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五、建築同一樓層之夾層超過該層樓地板面積
三分之一或一百平方公尺，並有獨立出入
口與門牌者，得單獨編列建號登記。
六、建築工程部分完竣且可獨立使用，並經核
發部分使用執照之建物，得申請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
七、以樑柱架高形成第一層建物與地面架空部
分，得依使用執照之記載辦理建物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
八、臨時建物如領有使用執照，得申辦建物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登記時應於登記簿標示
部其他登記事項欄及建物所有權狀內註
明：「本建物為臨時建物，公共設施開闢
時，應無條件拆除。」
九、下列建物得辦理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一）無牆之鋼架建物。
（二）游泳池。
（三）加油站（亭）。
（四）高架道路下里民活動中心。
十、區分所有建物地下層依法附建之防空避難
設備或停車空間應為共有部分，其屬內政
部中華民國八十年九月十八日台內營字第
八○七一三三七號函釋前請領建造執照建
築完成，經起造人或承受該所有權之人全
體依法約定為專有部分，並領有戶政機關
核發之所在地址證明者，得依土地登記規
則第七十九條規定辦理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
十一、區分所有建物之騎樓，除依主管建築機
關備查之圖說標示為專有部分者外，應
以共有部分辦理登記。
十二、區分所有建物依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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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標示為共用部分及約定專用部分，應
以共有部分辦理登記。
前項共有部分登記之項目如下：
（一）共同出入、休憩交誼區域，如走
廊、樓梯、門廳、通道、昇降機
間等。
（二）空調通風設施區域，如地下室機
房、屋頂機房、冷氣機房、電梯
機房等。
（三）法定防空避難室。
（四）法定停車空間（含車道及其必要
空間）。
（五）給水排水區域，如水箱、蓄水池、
水塔等。
（六）配電場所，如變電室、配電室、
受電室等。
（七）管理委員會使用空間。
（八）其他經起造人或區分所有權人按
其設置目的及使用性質約定為共
有部分者。
十三、申請實施建築管理前建築完成之建物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人與基地所有權
人非同一人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免
附基地所有權人同意使用之證明文件：
（一）申請人為地上權人或典權人。
（二）因法院拍賣移轉取得建物者。
（三）日據時期已登記之建物。
（四）占用基地經法院判決確定有使用
權利者。
（五）租用他人土地建築房屋且提出土
地使用證明者。
十四、建物基地經辦理查封登記，仍得辦理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十五、建物基地若經稅捐稽徵機關囑託辦竣禁
止處分登記，於辦理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公告時，應通知原囑託之稅捐稽徵
機關。
十六、領有使用執照之建物，其建築面積與使
用執照面積相符，惟部分占用基地相鄰
之土地，該建物所有人得就未占用部
分，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公告
時無須通知鄰地所有人。辦理登記時，
應於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欄加
註：
「本合法建物尚有部分面積因使用鄰
地未予以登記」之文字。
十七、實施建築管理前建造之建物部分占用鄰

地，得比照前點規定，就未占用鄰地部
分，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十八、共有人之一於實施建築管理前在共有土
地興建完成之房屋，申請建物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時，應檢附他共有人之土地使
用同意書。但該建物為基地共有人區分
所有者，免檢附他共有人之土地使用同
意書。
十九、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有下列情
形各依其規定辦理：
（一）申請人與起造人不同係因權利移
轉者，應提出權利移轉證明文
件；其未檢附契稅收據者，登記
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通報稅捐
稽徵機關。
（二）起造人為限制行為能力或無行為
能力人者，無須檢附贈與稅繳
（免）納證明文件。
二十、區分所有權人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八十三條規定
應於申請書適當欄記明之基地權利種
類，以所有權、地上權或典權為限。
二十一、已登記之建物在同一建號下就增建部
分申請登記時，應以「增建」為登記
原因，並以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方
式辦理登記。登記時應於登記簿標示
部其他登記事項欄註記：「第○次增
建，增建建築完成日期：○年○月○日」，
及顯示於建物所有權狀上；公告時並
應分別列示增建前後之標示。
前項建物增建部分以主管建築機關核
發之他起造人增建使用執照申辦登記
者，其所有權之權利範圍依權利人與
增建前之建物所有權人之協議定之。
二十二、依第四點規定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者，其建築執照遺失且無法補發
時，得由同一建築執照已登記之鄰屋
所有權人出具證明書證明申請登記之
建物確與其所有已登記之建物為同一
建築執照。
二十三、法院囑託查封之未登記建物，在未塗
銷查封以前，債務人得檢具使用執照
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登記時
應將原查封事項予以轉載，並將辦理
情形函知原執行法院。
前項登記前之勘測結果與查封面積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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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時，其違建部分，應不予登記。
二十四、以法院核發之不動產權利移轉證書申
請 建物所 有權 第一次 登記， 仍須 公
告，如有權利關係人提出異議，依土
地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處理。
二十五、依土地法第五十九條規定，於建物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公告期間提出異議之
「權利關係人」，係指對公告之建物所
有權有爭議之人。
二十六、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因不服
調處結果訴請司法機關判決確定者，
其登記免再公告。經提起訴訟復撤回
者，視為未起訴，如另行起訴已逾調
處起訴期限，均得依調處結果辦理。
二十七、公告文貼於公告揭示處後意外毀損，
不影響公告效力。
二十八、中華民國八十五年六月四日前領得建
造執照之建物，得依修正前之規定辦
理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中華民國一百年六月十五日前領得建
造執照之建物，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
已將附屬建物計入樓地板面積者，得
辦理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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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
執行要點
中華民國 75 年 8 月 19 日內政部台（75）內地字第
429733 號函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77 年 8 月 18 日內政部台（77）內地字第
621767 號函修正第 2、3、8、9、10 點、增訂第
5 點之 1、第 5 點之 2
中華民國 83 年 1 月 24 日內政部台（83）內地字第
8214212 號函修正第 8、9 點
中華民國 84 年 1 月 25 日內政部台（84）內地字第
8401114 號函修正第 6 點
中華民國 85 年 2 月 5 日內政部台（85）內地字第
8573492 號函修正第 14 點
中華民國 85 年 7 月 9 日內政部台（85）內地字第
8580121 號函刪除第 5 點
中華民國 85 年 7 月 16 日內政部台（85）內地字第
8584087 號函修正第 8 點第 5 款
中華民國 90 年 1 月 19 日內政部台（90）內中地字
第 9080228 號函刪除第 13、14 點
中華民國 90 年 12 月 7 日內政部台（90）內中地字
第 9018517 號令刪除第 5 點之 1、修正第 8、10
點
中華民國 91 年 8 月 28 日內政部台內中地字第
0910085070 號令修正第 10 點
中華民國 91 年 10 月 30 日內政部台內中地字第
0910085845 號令修正第 10 點
中華民國 92 年 7 月 31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83819 號令刪除第 12 點
中華民國 93 年 8 月 2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4572 號令修正全文
中華民國 94 年 3 月 29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40724069 號令修正第 3 點
中華民國 95 年 3 月 29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4994 號令修正第 6 點
中華民國 101 年 10 月 3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1786 號令修正全文
中華民國 102 年 9 月 6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1726 號令修正第 9 點

一、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以下簡稱本法
條）規定，部分共有人就共有土地或建築
改良物（以下簡稱建物）為處分、變更及
設定地上權、農育權、不動產役權或典權，
應就共有物之全部為之。
二、共有土地或建物之應有部分為公同共有
者，該應有部分之處分、變更及設定地上
權、農育權、不動產役權或典權，得依本

法條規定辦理。
三、本法條第一項所稱處分，指法律上及事實
上之處分。但不包括贈與等無償之處分、
信託行為及共有物分割。
四、共有土地或建物為公私共有者，有本法條
之適用。
私有部分共有人就公私共有土地或建物全
部為處分時，如已符合本法條各項規定，
其申請所有權變更登記，應予受理。但公
有部分為直轄市或縣（市）有時，其管理
機關於接獲共有人之通知後，以其處分係
依據法律之規定，應即報請該管區內民意
機關備查。
五、共有土地或建物標示之分割、合併、界址
調整及調整地形，有本法條之適用。
二宗以上所有權人不相同之共有土地或建
物，依本法條規定申請合併，應由各宗土
地或建物之共有人分別依本法條規定辦
理。
六、本法條第一項所稱共有人過半數及其應有
部分合計過半數，指共有人數及應有部分
合計均超過半數；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
二，指應有部分逾三分之二者，共有人數
可以不計。共有人數及應有部分之計算，
以土地登記簿上登記之共有人數及應有部
分為準。但共有人死亡者，以其繼承人數
及繼承人應繼分計入計算。
前項共有人數及應有部分之計算，於公同
共有土地或建物者，指共有人數及其潛在
應有部分合計均過半數。但潛在應有部分
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共有人數不予計
算。各共有人之潛在應有部分，依其成立
公同關係之法律規定、習慣或法律行為定
之；未有規定者，其比率視為不明，推定
為均等。
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併存之土地或建物，
部分公同共有人已得依本法條規定處分其
公同共有之應有部分，且另有分別共有之
共有人同意處分全部共有物者，於計算本
法條第一項共有人數及其應有部分時，該
公同共有部分，以同意處分之人數及其潛
在應有部分併入計算。
七、本法條第二項所稱事先、書面通知或公告，
其方式及內容，依下列之規定：
（一）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規定為處分、
變更或設定負擔行為之前，應先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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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他共有人。
（二）書面通知應視實際情形，以一般之
通知書或郵局存證信函為之。
（三）公告代替通知他共有人者，應以他
共有人住址不明或經通知而無法
送達者為限。
（四）公告可直接以布告方式，由村里長
簽證後，公告於土地或建物所在地
之村、里辦公處，或以登報方式公
告之。
（五）通知或公告之內容應記明土地或建
物標示、處分方式、價金分配、償
付方法及期限、受通知人及通知人
之姓名住址及其他事項。
（六）他共有人已死亡者，應以其繼承人
為通知或公告之對象。
（七）委託他人代為事先通知，其委託行
為無須特別授權。
八、依本法條規定處分、變更或設定負擔，於
申請權利變更登記時，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本法條第一項共有人會同權利人申
請權利變更登記時，登記申請書及
契約書內，應列明全體共有人及其
繼承人，並於登記申請書適當欄記
明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
項至第三項規定辦理，如有不實，
義務人願負法律責任；登記機關無
須審查其通知或公告之文件。未能
會同申請之他共有人，無須於契約
書及申請書上簽名，亦無須親自到
場核對身分。如因而取得不動產物
權者，本法條第一項共有人應代他
共有人申請登記。
（二）涉及對價或補償者，應提出他共有
人已領受之證明或已依法提存之
證明文件，並於登記申請書適當欄
記明受領之對價或補償數額如有
錯誤，由義務人自行負責；已領受
對價補償之他共有人，除符合土地
登記規則第四十一條第二款、第五
款至第八款及第十款規定之情形
者外，應親自到場，並依同規則第
四十條規定程序辦理。無對價或補
償者，應於登記申請書適當欄記明
事由，並記明如有不實，共有人願
負法律責任後，免於提出證明。對

價或補償之多寡，非登記機關之審
查範圍。
（三）依本法條規定處分全部共有土地或
建物，如處分後共有權利已不存
在，而他共有人已死亡有繼承人或
死亡絕嗣者，部分共有人得直接申
辦所有權移轉登記，免辦繼承或遺
產管理人登記。
（四）依本法條第三項規定提出他共有人
應得之對價或補償已為其繼承人
受領或為其提存之證明時，應檢附
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九條規定
之文件。
（五）依本法條規定移轉、設定典權或調
處分割共有物時，得由同意之共有
人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但申報人應
繳清該土地應納之土地增值稅及
有關稅費後，始得申辦土地權利變
更登記。
（六）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經限制登記者
，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1.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經法院或行
政執行分署囑託查封、假扣押、
假處分、暫時處分、破產登記或
因法院裁定而為清算登記者，登
記機關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
四十一條規定徵詢原囑託或裁定
機關查明有無妨礙禁止處分之登
記情形，無礙執行效果者，應予
受理登記，並將原查封、假扣押、
假處分、暫時處分、破產登記或
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事項予以
轉載，登記完畢後通知原囑託或
裁定機關及債權人；有礙執行效
果者，應以書面敘明理由及法令
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
2.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經有關機關
依法律囑託禁止處分登記者，登
記機關應洽原囑託機關意見後，
依前目規定辦理。
3.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經預告登記
且涉及對價或補償者，應提出該
共有人已受領及經原預告登記請
求權人同意之證明文件及印鑑證
明；為該共有人提存者，應提出
已於提存書對待給付之標的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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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受取提存物所附之要件欄內記
明提存物受取人領取提存物時，應
明提存物受取人領取提存物時，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四十二條檢
須檢附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之同意
附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免稅證明
書及印鑑證明領取之證明文件。
書、同意移轉證明書或不計入遺產
登 記 機 關應 逕 予塗 銷 該預 告 登
總額證明書後，持憑法院核發之提
記，於登記完畢後通知預告登記
存書，並檢附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
請求權人。
十九條規定之文件。
（七）申請合併之共有土地地價不一者， 十、本法條第四項所稱之優先購買權，依下列
合併後各共有人之權利範圍，應以
規定辦理：
合併前各共有人所有土地之地價
（一）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規定出賣共有
與各宗土地總地價之和之比計
土地或建物，就該共有人而言，仍
算，並不得影響原設定之他項權
為出賣其應有部分，對於他共有人
利。
之應有部分，僅有權代為處分，並
九、依本法條第三項規定辦理提存之方式如下：
非剝奪他共有人之優先承購權，故
（一）應以本法條第一項共有人為提存
應在程序上先就其應有部分通知
人。
他共有人是否願意優先購買。
（二）他共有人之住址為日據時期之番
（二）徵求他共有人是否優先承購之手續
地，可以該番地所查對之現在住址
，準用土地法第一百零四條第二項
向法院辦理提存。
規定，即他共有人於接到出賣通知
（三）他共有人之住址不詳，經舉證客觀
後十日內不表示者，其優先購買權
上仍無法查明時，依下列方式辦
視為放棄。他共有人以書面為優先
理：
購買與否之表示者，以該表示之通
1.他共有人確尚生存者，部分共有
知達到同意處分之共有人時發生
人可以該他共有人為受取權人，
效力。
辦理提存，並依提存法第二十七
（三）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仍應受有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九
關法律之限制。
條規定，聲請公示送達。
（四）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連同其基
2.他共有人已死亡者，應以其繼承
地應有部分之所有權一併移轉與
人為清償或辦理提存之對象。
同一人者，他共有人無本法條優先
3.他共有人已死亡而其繼承人之有
購買權之適用。
無不明者，則應依民法第一千一
（五）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為共有者
百七十七條選定之遺產管理人或
，部分共有人出賣其專有部分及基
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條第二
地之應有部分時，該專有部分之他
項選任之遺產管理人為清償或辦
共有人有本法條優先購買權之適
理 提 存 之對 象 。無 遺 產管 理 人
用。
時，可依民法第三百二十六條規
（六）本法條之優先購買權係屬債權性質
定，以不能確知孰為債權人而難
，出賣人違反此項義務將其應有部
為給付為由，辦理提存。
分之所有權出售與他人，並已為土
4.他共有人行蹤不明而未受死亡宣
地權利變更登記時，他共有人認為
告者，可依民法第十條、家事事
受有損害者，得依法向該共有人請
件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第
求損害賠償。
二項所定財產管理人為清償或辦
（七）本法條之優先購買權與土地法第一
理提存之對象。
百零四條、第一百零七條或民法物
（四）以他共有人之繼承人為提存對象時
權編施行法第八條之五第三項規
，應依提存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在提
定之優先購買權競合時，應優先適
存書領取提存物所附條件欄內記
用土地法第一百零四條、第一百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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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條或民法物權編施行法第八條
之五第三項規定。但與民法物權編
施行法第八條之五第五項規定之
優先購買權競合時，優先適用本法
條之優先購買權。
（八）共有人之應有部分經限制登記者，
不影響其優先購買權之行使。
（九）權利人持執行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
依強制執行法或主管機關依法辦
理標售或讓售所發給之權利移轉
證書，向地政機關申辦共有人之應
有部分移轉登記，無須檢附優先購
買權人放棄優先承購權之證明文
件。
（十）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除買受人
同為共有人外，他共有人對共有人
出賣應有部分之優先購買權，均有
同一優先權；他共有人均主張或多
人主張優先購買時，其優先購買之
部分應按各主張優先購買人之應
有部分比率定之。
（十一）土地或建物之全部或應有部分為
公同共有，部分公同共有人依本
法條 規定出賣 該共有物 全部或
應有部分時，他公同共有人得就
該公同共有物主張優先購買
權，如有數人主張時，其優先購
買權 之範圍應 按各主張 優先購
買權 人之潛在 應有部分 比率計
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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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登記作業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81 年 5 月 14 日內政部台（81）內地字第
8173370 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 84 年 3 月 14 日內政部台（84）內地字第
8476168 號函修正第 2 點
中華民國 84 年 8 月 24 日內政部台（84）內地字第
8411128 號函修正第 21 點
中華民國 85 年 7 月 16 日內政部台（85）內地字第
8584087 號函修正第 15、16、19 點
中華民國 85 年 9 月 11 日內政部台（85）內地字第
8581026 號函修正第 23 點
中華民國 88 年 7 月 16 日內政部台（88）內地字第
8890214 號函修正第 3、4 點
中華民國 88 年 7 月 19 日內政部台（88）內地字第
8807901 號函修正第 24 點
中華民國 89 年 5 月 2 日內政部台（89）內中地字
第 8978871 號函刪除第 3 及 4 點
中華民國 93 年 7 月 23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45661 號令修正第 6、22、24 點及刪除第
11 點
中華民國 101 年 1 月 17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0075 號令修正第 7、8、9、10、17、19、
21 點，增訂第 25 點

一、土地經設定抵押權後，第三人為保全土地
權利移轉之請求權，得辦理預告登記。
二、為保全土地所有權移轉之請求權，已辦理
預告登記之土地，再申辦他項權利設定登
記，應檢附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之同意書。
三、（刪除）。
四、（刪除）。
五、日據時期之假扣押查封登記不因台灣光復
後辦理總登記而受影響，登記機關得逕為
辦理轉載登記。
六、囑託限制登記應以囑託登記文書為之，其
所列之標示，權利範圍或所有權人姓名不
符時，登記機關應即敘明其事由，通知原
囑託機關七日內更正或補正，並於登記簿
註記「囑託限制登記補正中」
，俟更正或補
正後，再辦理限制登記或確定該土地權利
非限制登記標的時，塗銷該註記。於未獲
更正或補正前，如有申請移轉或設定登記
時，登記機關應即函催原囑託機關儘速辦
理，並以副本抄送申請人。
七、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囑託就未登記建物共
有部分之應有部分辦理勘測及查封登記
時，因其共有部分之產權無從查悉，應將

無從辦理之事由函復法院或行政執行分
署。
八、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囑託就宗地之部分面
積或特定位置為查封登記時，應函知法院
或行政執行分署先辦理分割登記後，始得
為之。
九、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囑託就公同共有人之
一之公同共有權利為查封登記，應予受理。
十、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囑託就登記簿加註之
拍定人權利予以查封，登記機關應予受
理。但不得再就原登記名義人為債務人受
囑託辦理查封登記。
十一、（刪除）
十二、破產管理人處分破產人之不動產，申辦
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應先報請法院囑辦
塗銷破產登記後，再行辦理。
十三、稅捐稽徵機關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四條
規定，囑託登記機關辦理禁止處分登
記，無須經法院之裁定，其囑託禁止處
分登記之標的應以已登記之土地或建物
為限，否則應將無從受理之理由函復之。
十四、檢察官函請登記機關辦理禁止處分登
記，應予受理。
十五、公司於裁定重整前，法院囑託辦理保全
處分登記，係屬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三
十六條第二項所稱「其他依法律所為禁
止處分」，應予受理。
十六、法院依強制執行法第一百十六條規定禁
止第三人不動產所有權移轉與債務人，
係屬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三十六條第二
項所稱「其他依法律所為禁止處分」，應
據以辦理禁止處分登記，至第三人將不
動產移轉與債務人以外之人者，非屬禁
止之事項。
十七、不動產經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囑託辦理
查封、假扣押、假處分登記後，可再為
破產登記。
不動產經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囑託辦理
限制登記後，同一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
之檢察官或行政執行官再囑託為禁止處
分登記，應予受理。
十八、就法人籌備人公推之代表人名義登記之
土地，囑託辦理限制登記時，應予受理。
十九、持憑法院確定判決，就已辦理假處分登
記之土地，申請移轉、設定或塗銷登記
之權利人為原假處分登記之債權人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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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之第三人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
百四十一條規定應予受理。但在假處分
登記塗銷前，登記機關不得受理其權利
移轉、設定、內容變更或合併登記。
二十、所有權或抵押權經查封登記未塗銷前，
持憑法院確定判決申請塗銷所有權登記
或塗銷抵押權登記，應不予受理。
二十一、不動產經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拍賣，
囑託登記機關辦理塗銷查封登記時，
如有預告登記、經稅捐稽徵機關囑託
或依國軍老舊眷村改建條例所為之禁
止處分登記，應同時辦理塗銷，並於
登記完畢後通知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
或原囑託機關。
二十二、徵收放領之耕地於徵收前有查封登記
尚未塗銷，於繳清地價後，仍得受理
所有權移轉登記。
二十三、未登記建物查封登記塗銷後，再辦理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應另編建
號 為之。 於法 院囑託 塗銷查 封登 記
時，地政機關應併同刪除該未登記建
物之標示部及建號。至已使用之建號
應納入管理，不得重複使用。
二十四、辦理限制登記時，登記簿之登記日期
欄除應載明年、月、日外，應加載時、
分 。惟電 腦處 理作業 地區無 須加 註
「時、分」。
二十五、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囑託查封、假扣
押、假處分或檢察官、稅捐稽徵機關
函囑禁止處分信託財產，登記機關應
於登記完畢後，將執行標的已辦理信
託 登記情 形通 知法院 、行政 執行 分
署、檢察官或稅捐稽徵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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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登記法令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81 年 5 月 22 日內政部台（81）內地字第
8173958 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 85 年 7 月 16 日內政部台（85）內地字第
8584087 號函修正第 4 點
中華民國 93 年 6 月 28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45481 號令修正第 1 點及第 2 點，並增訂
第 12 點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24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00724781 號令修正第 5、9 點

一、因登記錯誤或遺漏而有案可稽者，登記機
關得逕為辦理更正登記，登記完畢後應通
知全體利害關係人。
二、登記名義人之姓名、住址、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或出生年月日等，已經戶政主管機
關辦妥更正且有足資證明文件者，登記機
關得於該登記名義人申辦登記時，逕為辦
理更正登記。
三、公有土地之管理機關有二個以上不同名
稱，實際為同一機關者，登記機關得查明
逕以法定名稱辦理更正登記。
四、共有土地經法院判決分割，原共有人之一
依據法院確定判決單獨申辦共有物分割登
記後，原共有土地之其餘部分仍維持原共
有狀態者，顯屬錯誤，登記機關查明後，
得逕為辦理更正登記，並依土地登記規則
第一百條後段規定辦理。
五、法院或行政執行處拍賣土地，經拍定人辦
竣移轉登記後，執行法院或行政執行處又
囑託更正拍賣權利範圍時，登記機關應依
其囑託更正之內容，逕為辦理更正登記。
六、申請更正登記，如更正登記後之權利主體、
種類、範圍或標的與原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所載不符者，有違登記之同一性，應不予
受理。
七、更正登記以不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為限，
若登記以外之人對於登記所示之法律關係
有所爭執，則應訴由司法機關審判，以資
解決。
八、原登記申請書件已銷燬，申辦住所更正登
記時，可檢附戶政機關查復土地登記時無
該住所或該住所無申請人之文件，及足資
認定與登記名義人確係同一人之文件申請
辦理。

九、共有土地之持分額漏未登記，部分共有人
或其繼承人得依民法第八百十七條第二項
規定，申請登記為均等。但申請人須先通
知他共有人或其繼承人限期提出反證，逾
期未提出反證推翻者，申請人應檢附通知
文件，並於登記申請書備註欄切結「已通
知其他共有人，逾期未提出反證，如有不
實願負法律責任」，憑以申辦更正登記。登
記機關於更正登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
通知他共有人或其繼承人。
前項更正登記申請時，申請人應於申請書
內載明他共有人之現住址，其已死亡者，
應載明其繼承人及該繼承人之現住址；確
實證明在客觀上不能載明者，由申請人於
登記申請書備註欄切結不能載明之事實。
十、法院之確認判決不得作為執行名義，故不
能據以辦理登記名義人更正登記。
十一、同一門牌及建號之多層建物分層登記為
不同所有者，所有權人檢附戶政機關增
編門牌之證明及建物所有權狀辦理更正
登記時，登記機關應分層編列建號更正
之，如無法增編門牌者，得逕以原門牌
為之。
十二、部分繼承人，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
為公同共有之登記或因強制執行，由債
權人代為申辦繼承登記後，該繼承人中
如確有合法拋棄繼承權者，得由利害關
係人辦理登記名義人更正登記。

C‐20‐2 更正登記法令補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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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
查要點
中華民國 77 年 8 月 17 日內政部台（77）內地字第
621464 號函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81 年 4 月 7 日內政部台（81）內地字第
8179329 號函刪除第 5 點
中華民國 85 年 1 月 9 日內政部台（85）內地字第
8417214 號函修正第 4 點
中華民國 85 年 5 月 7 日內政部台（85）內地字第
8504131 號函修正第 8 點第 1 項
中華民國 85 年 7 月 16 日內政部台（85）內地字第
8584087 號函修正第 1、14、15、16 點
中華民國 86 年 12 月 31 日內政部台（86）內地字
第 8690329 號函修正第 8 點第 2 項
中華民國 87 年 6 月 8 日內政部台（87）內地字第
8786645 號函刪除第 3 點第 5 款
中華民國 87 年 7 月 9 日內政部台（87）內地字第
8707177 號函修正第 2 點
中華民國 92 年 10 月 17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84456 號令修正第 16 點
中華民國 93 年 8 月 20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5800 號令修正全文
中華民國 99 年 12 月 29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6264 號令修正全文
中華民國 102 年 9 月 6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1726 號令修正第 5、7 點

一、占有人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應合於
民法有關時效取得之規定，並依土地登記
規則第一百十八條辦理。
二、占有人就土地之全部或一部申請時效取得
地上權登記時，應先就占有範圍申請測繪
位置圖。
三、占有人占有土地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
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
（一）屬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不得
私有之土地。
（二）使用違反土地使用管制法令。
（三）屬農業發展條例第三條第十一款所
稱之耕地。
（四）其他依法律規定不得主張時效取
得。
四、占有人占有之始，須有意思能力。如為占
有之移轉，具有權利能力者得為占有之主
體。
五、以戶籍證明文件為占有事實證明申請登記

者，如戶籍有他遷記載時，占有人應另提
占有土地四鄰之證明書或公證書等文件。
六、占有土地四鄰之證明人，於占有人開始占
有時及申請登記時，需繼續為該占有地附
近土地之使用人、所有權人或房屋居住
者，且於占有人占有之始應有行為能力。
數人占有同筆土地，各占有人間不得互為
占有事實之證明人。
第一項證明人除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
一條第二款、第六款及第十款規定之情形
者外，應親自到場，並依同規則第四十條
規定程序辦理。
七、占有人申請登記時，應填明土地所有權人
之現住址及登記簿所載之住址，如土地所
有權人死亡者，應填明其繼承人及該繼承
人之現住址，並應檢附土地所有權人或繼
承人之戶籍謄本。若確實證明在客觀上不
能查明土地所有權人之住址，或其繼承人
之姓名、住址或提出戶籍謄本者，由申請
人於登記申請書備註欄切結不能查明之事
實。
前項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理達成查詢
者，得免提出。
土地所有權人為祭祀公業、寺廟或神明
會，申請書內應載明管理者之姓名、住址。
如其管理者已死亡或不明者，應檢附向各
該主管機關查復其派下或信徒（會員）申
報登錄或管理者備查之文件。如經查復無
上開文件者，視為客觀上不能查明管理者
之姓名、住址，申請書無須填明管理者之
姓名、住址。
無人承認繼承之土地，應依民法第一千一
百七十七條、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條第二
項、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六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或第六十八條第一項
規定選任遺產管理人，並於申請書內填明
遺產管理人之姓名、住址。
八、占有人占有公有土地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
登記，無土地法第二十五條之適用。
九、占有人具備地上權取得時效之要件後，於
申請取得地上權登記時，不因占有土地所
有權人之移轉或限制登記而受影響。
十、占有人占有時效之期間悉依其主張，無論
二十年或十年，均予受理。
十一、占有人主張與前占有人之占有時間合併
計算者，須為前占有人之繼承人或受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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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十七、第一點、第二點、第四點、第六點至第
前項所稱受讓人指因法律行為或法律規
十四點之規定，於申請時效取得農育權
定而承受前占有人之特定權利義務者。
或不動產役權登記時，準用之。
十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占有時效中斷：
（一）土地所有權人或管理者，已向占有
人收取占有期間損害賠償金，占有
人亦已於占有時效日期未完成前
繳納。
（二）占有時效未完成前，土地所有權人
或管理者對占有人提起排除占有
之訴。
（三）占有人有民法第七百七十二條準用
第七百七十一條第一項所列取得
時效中斷之事由。
十三、登記機關受理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案件
，經審查無誤後，應即公告三十日，並
同時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管理者。土地
經限制登記者，並應通知囑託機關或預
告登記請求權人。
前項通知，應以書面為之。
第一項申請登記案件審查結果涉有私權
爭執者，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五十七條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以書面敘明理由駁回
之。
十四、土地所有權人或管理者得於第十三點規
定之公告期間內，檢具證明文件，以書
面向該管登記機關提出異議；經審查屬
土地權利爭執者，應依土地法第五十九
條規定，移送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調處。
十五、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案件於登記機
關審查中或公告期間，土地所有權人或
管理者提出已對申請人之占有向法院提
起拆屋還地訴訟或確定判決文件聲明異
議時，如登記機關審認占有申請人已符
合時效取得要件，因該訴訟非涉地上權
登記請求權有無之私權爭執，不能做為
該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申請案件准駁之
依據，仍應依有關法令規定續予審查或
依職權調處；倘土地所有權人提出足以
認定申請案有不合時效取得要件之文件
聲明異議時，應以依法不應登記為由駁
回其登記申請案件或作為調處結果。
十六、第一點、第二點、第四點至第七點、第
十點及第十一點之規定，於申請時效取
得所有權登記時，準用之。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C‐22‐1
中華民國 82 年 5 月 19 日內政部台（82）內地字第
8275338 號函修正「公司合併」為「法人合併」
中華民國 82 年 6 月 10 日內政部台（82）內地字第
中華民國 75 年 1 月 29 日內政部台（75）內地字第
8207254 號函修正「權利範圍變更」之意義及適
368633 號函訂定發布
用部別
中華民國 75 年 5 月 29 日內政部台（75）內地字第 中華民國 82 年 7 月 13 日內政部台（82）內地字第
410115 號函增訂「失蹤人財產管理人」
8282687 號函增訂「代表人變更」
中華民國 75 年 7 月 17 日內政部台（75）內地字第 中華民國 83 年 11 月 10 日內政部台（83）內地字
422101 號函修正「買賣」備註欄，並增訂「有償
第 8385115 號函增訂「塗銷遺產管理人登記」
撥用」
中華民國 84 年 9 月 8 日內政部台（84）內地字第
中華民國 75 年 9 月 20 日內政部台（75）內地字第
8487976 號函修正「界址調整」、
「發還」之意義
441283 號函修正「書狀換給」
、
「擔保物增加」
、
「共 中華民國 84 年 9 月 29 日內政部台（84）內地字第
有物分割」
、
「分割」
、
「未登記建物查封」
、
「截止
8413705 號函修正「撤銷徵收」之意義及適用部
記載」
、
「徵收」
、
「更正」等登記原因，並增訂「查
別
封部分塗銷」、「法院囑託塗銷」、「共有型態變 中華民國 85 年 5 月 17 日內政部台（85）內地字第
更」
、
「回贖」
、
「建物主要用途」
、
「地號更正」
、
「墾
8574939 號函修正「界址調整」之意義及適用部
竣」等登記原因
別
中華民國 75 年 10 月 20 日內政部台（75）內地字 中華民國 85 年 7 月 16 日內政部台（85）內地字第
第 451097 號函增訂「撤銷撥用」
8584087 號函修正「書狀換給」
、「名義更正」及
中華民國 76 年 6 月 6 日內政部台（76）內地字第
「代表人變更」之意義，修正「註記」之備註欄
506615 號函增訂「法院囑託回復」
中華民國 85 年 11 月 26 日內政部台（85）內地
中華民國 76 年 8 月 13 日內政部台（76）內地字第
字第 8511294 號函修正「撤銷」之適用部別及備
528328 號函增訂「接管」
註欄
中華民國 77 年 1 月 5 日內政部台（77）內地字第
中華民國 85 年 12 月 4 日內政部台（85）內地字
550848 號函增訂「修建」
第 8582495 號令訂定發布「信託」、「受託人變
中華民國 77 年 1 月 15 日內政部台（77）內地字第
更」、
「塗銷信託」、
「信託歸屬」、
「信託取得」
564710 號函增訂「住址更正」、
「出生日期更正」 中華民國 86 年 3 月 31 日內政部台（86）內地字第
中華民國 77 年 3 月 21 日內政部台（77）內地字第
8602456 號函修正「交換」之意義、適用部別及
580702 號函修正「判決回復所有權」之意義
備註欄
中華民國 77 年 10 月 4 日內政部台（77）內地字第 中華民國 86 年 4 月 29 日內政部台（86）內地字第
641498 號函增訂「地籍整理」適用於土地建物所
8675284 號函修正「解散」之意義
有權部
中華民國 86 年 11 月 18 日內政部台（86）內地字
中華民國 79 年 9 月 21 日內政部台（79）內地字第
第 8611403 號函增訂「塗銷保全處分」
840001 號函增訂「名義更正」
、
「遺漏更正」
、
「逕 中華民國 87 年 2 月 16 日內政部台（87）內地字第
為塗銷」
、
「違約金變更」
，修正「行政區域調整」
、 8702731 號函增訂「領回抵價地」及修正「買賣」
「買賣」
、
「共有型態變更」
、
「公司合併」
、
「管理
備註欄配合刪除「領回」乙項
者變更」
、
「抵繳稅款」
、
「夫妻聯合財產更名」
、
「更 中華民國 87 年 6 月 5 日內政部台（87）內地字第
、
「更名」
、
「註記」
、
「撤銷徵收」
、 8706422 號函修正「區段徵收」之意義
正」
、
「書狀換給」
「擔保物減少」
、
「權利內容等變更」
、
「存續期間 中華民國 87 年 6 月 23 日內政部台（87）內地字第
屆滿」等登記原因
8706911 號函增訂「夫妻贈與」
中華民國 79 年 11 月 5 日內政部台（79）內地字第 中華民國 88 年 3 月 6 日內政部台（88）內地字第
840790 號函增訂「調處移轉」
8803271 號函增訂「分區調整」
中華民國 81 年 6 月 26 日內政部台（81）內地字第 中華民國 88 年 6 月 22 日內政部台（88）內地字第
8181637 號函修正「買賣」備註欄
8889814 號函增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中華民國 81 年 7 月 16 日內政部台（81）內地字第 中華民國 88 年 11 月 5 日內政部台（88）內中地字
8187625 號函增訂「強制執行」
第 8886378 號函修正「徵收」之意義
中華民國 82 年 1 月 14 日內政部台（82）內地字第 中華民國 89 年 4 月 28 日內政部台（89）內中地字
8276187 號函合併修正「行政區域調整」
、
「遷居」 第 8978867 號函增訂「賸餘財產分派」
為「行政區域調整」
、
「門牌整編」
、
「住址變更」， 中華民國 89 年 5 月 23 日內政部台（89）內中地字
並修正「塗銷查封」
、
「未登記建物查封」適用部
第 8979566 號函增訂「持分合併」
，並修正「合
別，修正「強制執行」為「執行命令」
併」之意義及適用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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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89 年 6 月 14 日內政部台（89）內中地字
部別
第 8978874 號函修正「回復」之意義
中華民國 92 年 8 月 18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中華民國 89 年 8 月 7 日內政部台（89）內中地字
0920083885 號令增訂「權利變換」
第 8979861 號函修正「發還」之意義
中華民國 93 年 6 月 28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中華民國 89 年 8 月 28 日內政部台（89）內中地字
09300074381 號函修正「次序讓與」之意義
第 8979863 號函修正「基地號變更」之意義
中華民國 93 年 11 月 4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中華民國 89 年 9 月 21 日內政部台（89）內中地字
0930725873 號令修正「增建」之意義及適用部別
第 8980738 號函修正「有償撥用」之意義
中華民國 94 年 7 月 11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40725084 號令修正部分規定及新增「法人收
中華民國 89 年 10 月 4 日內政部台（89）內中地字
購」登記原因
第 8980766 號函修正「地號更正」為「地建號更
中華民國 95 年 4 月 12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正」及其意義
0950725008 號函「持分分割」適用部別增列土地
中華民國 89 年 10 月 24 日內政部台（89）內地字
建物他項權利部
第 8973790 號函增訂「耕地租約終止」
中華民國 90 年 2 月 16 日內政部台（90）內中地字 中華民國 96 年 2 月 9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41058 號函修正「抵繳稅款」之意義及適用
第 9080272 號函增列「塗銷註記」意義
部別
中華民國 90 年 6 月 4 日內政部台（90）內地字第
中華民國 96 年 2 月 16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9069130 號令增列「地籍圖修正測量」
中華民國 90 年 6 月 27 日內政部台（90）內中地字
0960723564 號函增訂登記原因標準用語「改設醫
第 9007440 號函刪除「發還」意義三
療法人」
中華民國 90 年 7 月 26 日內政部台（90）內中地字 中華民國 96 年 3 月 22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第 9082680 號令增訂「領回土地」、「預為抵押
0960723591 號函增訂登記原因標準用語「遺囑繼
權」、「面積更正」、「逕為合併」；修正「第一次
承」
登記」等登記原因之適用部別、意義、備註欄資 中華民國 96 年 5 月 11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料
0960045320 號函增訂登記原因標準用語「遺產清
中華民國 90 年 8 月 29 日內政部台（90）內中地字
理人登記」
第 9012376 號函增列「更名」之意義
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28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中華民國 90 年 9 月 28 日內政部台（90）內中地字
0960727204 號令修正「買賣」之備註欄、修正「次
第 9083446 號令增訂「調處分割」
、
「調處共有物
序讓與」名稱為「次序變更」及其意義、修正「權
分割」等登記原因，並修正「分割」
、
「判決分割」 利分割」
、
「權利價值變更」
、
「存續期間變更」
、
「權
及「判決共有物分割」等備註欄
利內容等變更」之意義、修正「債務人變更」名
中 華 民 國 91 年 4 月 9 日 內 政部 台 內地 字 第
稱為「債務人及債務額比例變更」及其意義、增
0910063145 號函增訂「徵收失效」登記原因
訂「次序讓與」
、
「次序相對拋棄」
、
「次序絕對拋
中華民國 91 年 6 月 13 日內政部台內中地字第
棄」、「擔保債權確定期日變更」、「流抵約定變
09100841792 號函修正登記原因「讓與」之意義
更」
、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變更」
、
「擔保債權種類
及範圍變更」
、
「限定擔保債權金額變更」
、
「分割
及適用部別
讓與」
、
「權利種類變更」等登記原因，並自同年
中華民國 91 年 6 月 13 日內政部台內中地字第
9 月 28 日施行
0910008412 號函增訂「轉換」登記原因
中華民國 91 年 8 月 5 日內政部台內中地字第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10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10011776 號函增訂「持分分割」登記原因
0960727915 號函修正「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意
中華民國 91 年 9 月 2 日內政部台內中地字第
義
0910013497 號函增訂「法人分割」登記原因
中 華 民 國 97 年 2 月 13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中華民國 91 年 12 月 9 日內政部台內中地字第
0970041315 號函增列「買賣」之備註欄文字
0910018430 號函修訂登記原因「判決塗銷」
、
「和 中華民國 97 年 3 月 11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解塗銷」及「調解塗銷」之意義及適用部別
0970722733 號函增列「發還」之意義
中華民國 91 年 12 月 20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中 華 民 國 97 年 7 月 4 日 內 政部 台 內地 字 第
0910015748 號函增訂「塗銷地目」登記原因
0970107535 號函增訂「地籍清理塗銷」之登記原
中華民國 92 年 6 月 30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因
0920083462 號函修訂「區段徵收」之意義、
「領 中華民國 97 年 10 月 1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回抵價地」及「領回土地」之意義及適用部別
0970156452 號函增訂
「地籍清理部分塗銷」
及「地
中華民國 92 年 7 月 17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籍清理擔保物減少」之登記原因
0920011017 號函修訂「逕為塗銷」之意義及適用 中華民國 97 年 10 月 6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C‐22‐3
0970724397 號函增訂「囑託塗銷」之登記原因
中華民國 97 年 11 月 19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52716 號函增訂「退股」之登記原因標準用
語
中華民國 97 年 12 月 26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0970197127 號令增訂登記原因標準用語「地籍清
理權利範圍變更」及「地籍清理權利內容等變更」
中 華 民 國 99 年 7 月 1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90724817 號令修正登記原因標準用語「權利種
類變更」之意義規定
中 華 民 國 99 年 7 月 15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90724965 號令修正登記原因標準用語部分規
定，自中華民國 99 年 8 月 3 日生效
中 華 民 國 100 年 1 月 4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90726317 號令修正登記原因標準用語「酌給遺
產」規定
中 華 民 國 100 年 4 月 1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00724123 號令修正登記原因標準用語「名義更
正」規定
中 華 民 國 100 年 8 月 10 日 內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00725216 號令增訂登記原因標準用語「退稅」
中華民國 101 年 01 月 30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
第 1016650022 號令修正登記原因標準用語「合
、
「保全處分」
、
「查封」
、
「假扣押」、
併」
、
「拍賣」
「塗銷假扣押」
、
「法院囑託回復」
、
「塗銷查封」、
「查封部分塗銷」、「法院囑託塗銷」、「調處移
轉」
、
「調處共有物分割」
、
「未登記建物查封」之
意義；修正「收歸國有」之適用部別及備註事項
中華民國 101 年 3 月 16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0388 號令修正「撤銷撥用」為「廢止撥
用」，並修正其意義
中華民國 101 年 9 月 6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10294075 號令增訂登記原因「廢止徵收」
中華民國 102 年 7 月 3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1293 號令修正登記原因標準用語「遺贈」
之備註欄
中華民國 102 年 10 月 2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20314267 號令修正登記原因標準用語「撤銷徵
收」、
「廢止徵收」
中華民國 103 年 5 月 22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66510603 號令修正登記原因標準用語「暫時
處分」
、「塗銷暫時處分」

C‐22‐4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登記原因︵代碼︶

意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義

指已依法辦理地籍測量之地方，於一
總登記
定期間內就市縣土地之全部所為之登 ˇ
（01）
記。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註

含補辦總登記、土地總登記、囑託
登記、土地他項權利總登記。囑託
ˇ ˇ 登記應視其性質歸為總登記或第
一次登記。
含土地新登記、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新建、改建、增建（係舊有
尚未辦理登記之合法建物改建或
增建後辦理第一次建物登記）
、新
登記地、囑託登記。

第一次
指已逾總登記期限始辦理登記之土
登記
ˇ ˇ ˇ
地，或建物第一次登記。
（02）
地籍圖
重測 地籍圖重測確定後辦理之變更登記。 ˇ ˇ
（03）
土地
重劃 土地重劃確定後辦理之變更登記。
（04）

備

ˇ

ˇ ˇ ˇ ˇ 含市地重劃、農地重劃。

一、依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所
回復 為之回復所有權登記。
ˇ
（05） 二、依農業發展條例第十七條所為之
登記。
分割 指土地分割或建物分割辦理標示變更
ˇ ˇ
（06） 登記。

ˇ

含浮覆。
係除逕為分割、判決分割、和解分
割、調解分割、調處分割以外之一
般申請之「分割」。

逕為
指土地逕為分割時辦理之標示變更登
分割
ˇ
記。
（07）
判決
因法院確定判決分割土地或建物辦理
分割
ˇ ˇ
標示變更登記。
（08）
和解
因法院和解分割土地或建物辦理標示
ˇ ˇ
分割
變更登記。
（09）

判決分割、和解分割、調解分割、
調處分割專指標示部分之分割。
（判決共有物分割、和解共有物分
割、調解共有物分割、調處共有物
分割則指所有權部之分割）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C‐22‐5
登記原因︵代碼︶

意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義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備

註

調解
經法院調解成立之分割辦理標示變更
分割
ˇ ˇ
登記。
（10）

合併 指數宗土地或數建號建物合併為一宗
ˇ ˇ ˇ ˇ
（11） 或一建號時所為之變更登記。
除姓名更正、統一編號更正、地號
更正、更正編定、住址更正、出生
更正
經依法核准更正後所為之更正登記。 ˇ ˇ ˇ ˇ 日期更正、遺漏更正、名義更正、
（12）
面積更正外，其餘各類更正皆以更
正為登記原因。
更正
土地使用編定後，因編定依法辦理更
編定
ˇ
正所為之土地使用編定更正登記。
（14）
使用 業經縣市政府依照區域計畫法等辦理
編定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所為之編定登 ˇ
（15） 記。
變更
土地使用編定後，用地依法核准變更
編定
ˇ
所為之土地使用編定變更登記。
（16）
等則
調整 因等則調整所辦理之標示變更登記。 ˇ
（17）
地目 凡土地因主要使用狀況變更，依法核
變更 准變更地目所為之土地標示變更登 ˇ
（18） 記。
逕為
地目 由主管機關依法逕為辦理之地目變更
ˇ
變更 登記。
（19）

C‐22‐6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登記原因︵代碼︶

意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義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備

註

部分
土地或建物部分因天然或人為原因致
滅失
ˇ ˇ
標的物部分滅失時所為之消滅登記。
（20）

含部分拆除、坍没、焚燬、流失、
倒塌、面積變更。

滅失 土地或建物因天然或人為原因致標的
ˇ ˇ
（21） 物客觀的不存在時所為之消滅登記。

含拆除、坍没、焚燬、流失、倒塌。

一、主管機關（或需用土地人）以區
段徵收方 式取得之私 有土地之
所有權移轉登記。
二、主管機關（或需用土地人）對於
以作價或領回土地方式取得之
公有土地之所有權移轉或管理
機關變更登記。
區段 三、區段徵收開發完成後主管機關
徵收
（或需用土地人）取得但尚未辦 ˇ ˇ ˇ ˇ
（22）
理有償撥用、讓售或標售土地之
登記。
四、依區段徵收法令應無償登記為國
有、直轄市有、縣（市）有或鄉
（鎮、市）有之變更登記。
五、區段徵收地區內之建物，辦理建
物段名、建號變更之標示變更登
記。
地目
等則 指主管機關依政策辦理地目等則調整
ˇ
調整 之標示變更登記。
（23）
行政
區域 因行政區域調整所為之標示變更登
ˇ ˇ
調整 記。
（24）
段界
因地段調整而辦理之土地或建物標示
調整
ˇ ˇ
變更登記。
（25）
地籍 除地籍圖重測、土地重劃、區段徵收
整理 以外因地籍整理而辦理之標示重新建 ˇ ˇ ˇ
（26） 立之登記。

含工業區開發之地籍整理。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C‐22‐7
登記原因︵代碼︶

意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義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備

門牌
因街路名稱變更或門牌號數整編所為
整編
之建物標示變更登記。
（28）

ˇ

基地
號
建物坐落或建築基地地號因分割合併
變更 所為之變更登記。
（29）

ˇ

已辦理登記之建物因增建致面積增
增建 加，及所有權人、他項權利人依協議
（30） 取得權利範圍、設定權利範圍所為之
登記。

ˇ ˇ ˇ 含面積變更。

改建 已登記之建物因部分改建標示內容變
（31） 更而辦理之變更登記。

ˇ

查封 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因強制執行囑託
（33） 登記機關所為之查封。

ˇ ˇ ˇ

註

塗銷
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囑託塗銷查封所
查封
ˇ ˇ ˇ ˇ 含未登記建物查封塗銷。
為之登記。
（34）
判決
共有物 依法院確定判決所為之共有物分割登
分割 記。
(35)

ˇ ˇ

和解
共有物 依法院和解筆錄所為之共有物分割登
分割 記。
(36)

ˇ ˇ

調解
共有物
依調解筆錄所為之共有物分割登記。
分割
(37)

ˇ ˇ

共有物 指共有人依協議或依法辦理分別各自
分割 取得其應有部分所有權所為之所有權
（38） 移轉登記。

ˇ ˇ

判決共有物分割、和解共有物分
割、調解共有物分割、調處共有物
分割指所有權部分之分割。

C‐22‐8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登記原因︵代碼︶

意
義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法人
法人因合併所為之所有權或他項權利
合併
移轉登記。
（39）

ˇ ˇ

住址
因住址登記錯誤或遺漏經依法核准之
更正
更正登記。
（40）

ˇ ˇ

一、登記名義人因姓名或名稱變更，
所為之更名登記。
二、管理者姓名或名義變更所為之更
名登記。
三、法人在未完成法人設立登記前，
更名
以代表人登記之土地所有權，於
（41）
法人成立後或未奉准設立所為
之更名登記。
四、夫妻共同財產關係消滅時，所為
共同財產之更名登記。
五、抵押權登記後債務人或義務人姓
名或名稱變更所為之更名登記。
夫妻
聯合 民法親屬編修正前以妻名義登記之夫
財產 妻聯合財產變更為夫名義時所為之登
更名 記。
（42）

備

註

含「奉令合併承受」（例第二信用
合作社變更為第九信用合作社）。

ˇ ˇ

含更名、名義（稱）變更、管理者
更名。

ˇ ˇ

含法院判決所為之夫妻聯合財產
更名。

姓名
因姓名登記錯誤或遺漏經依法核准之
更正
更正登記。
（43）

ˇ ˇ

統一
編號 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因登記錯誤或
更正 遺漏經依法核准之更正登記。
（44）

ˇ ˇ

管理者
管理人或管理機關變更所為之管理者
變更
變更登記。
（46）

ˇ ˇ

住址
因行政區域調整或門牌整編或遷居所
變更
為之登記名義人住址變更登記。
（48）

ˇ ˇ

含改選、推選、移交、接管、改制、
公有財產劃分。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C‐22‐9
登記原因︵代碼︶

意
義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假扣押 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因強制執行囑託
（49） 登記機關所為之假扣押登記。

ˇ ˇ

假處分 法院因強制執行囑託登記機關所為之
（50） 假處分登記。

ˇ ˇ

破產
法院囑託就破產財團因破產所為之登
登記
記。
（51）

ˇ ˇ

禁止 政府機關依法律規定囑託登記機關所
處分 為禁止登記名義人處分其土地權利之
（52） 限制登記。

ˇ ˇ

塗銷
預告
預告登記塗銷時所為之登記。
登記
（53）

ˇ ˇ

塗銷
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囑託塗銷假扣押
假扣押
所為之登記。
（54）

ˇ ˇ

塗銷
假處分 法院囑託塗銷假處分所為之登記。
（55）

ˇ ˇ

塗銷
破產
法院囑託塗銷破產登記所為之登記。
登記
（56）

ˇ ˇ

塗銷
禁止 政府機關囑託塗銷禁止處分所為之登
處分 記。
（57）

ˇ ˇ

預告
經登記名義人之同意所為保全請求權
登記
之登記。
（58）

ˇ ˇ

備

註

C‐22‐10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登記原因︵代碼︶

意
義

書狀
土地權利書狀因滅失所為之權利書狀
補給
補給登記。
（59）
土地權利書狀因損壞所為之權利書狀
換給登記。
書狀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條末段他共有
換給
人登記規費及罰鍰繳納完畢後持憑繳
（60）
納收據再行繕發書狀之書狀換給。
其他因書狀換給所為之登記。
判決
回復 依法院確定判決塗銷所有權回復原所
所有權 有權之登記。
（61）
耕作權
期間
屆滿
（62)
典權
回贖
除斥
期滿
（63）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備

註

ˇ ˇ

ˇ ˇ

ˇ ˇ

因耕作權期間屆滿依法律規定取得所
有權所為之登記。

ˇ

出典人於典期屆滿後經過二年或出典
後過三十年不以原典價回贖者，典權
人取得典物所有權所為之登記。

ˇ

因法律行為不成立或當然、視為自
始無效，經法院判決確定之回復所
有權登記。

含出售、投資、核配、標售、得標、
公法人收購、收買、轉帳、撥償、
買回、雙方合意契約解除、土地登
記規則第一百十七條之一規定流
抵約款及依據民法第九百二十六
條典權人按時價找貼之所有權移
轉等。

指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土地或建物所
買賣
有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金之契約所
（64）
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ˇ ˇ

指當事人間約定一方以土地或建物所
贈與
有權或他項權利無償給予他方之契約
（65）
所為之權利移轉登記。

ˇ ˇ ˇ 含捐贈。

遺贈 登記名義人死亡，以其土地權利遺贈
（66） 於他人所為之登記。

含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
ˇ ˇ ˇ 條例第六十八條第四項規定之捐
助。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C‐22‐11
登記原因︵代碼︶

意
義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強制將債務人財
拍賣
產予以拍賣後，拍定人憑其發給之權
（67）
利移轉證明書所為之權利移轉登記。

ˇ ˇ ˇ

繼承 土地建物所有權或他項權利因權利人
（68） 死亡所為之繼承登記。

ˇ ˇ

拋棄 權利人拋棄其所有權或他項權利所為
（69） 之塗銷登記。

ˇ ˇ ˇ

備

國家因公共事業或經濟政策依法強制
徵收
取得私有土地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70）
及他項權利之取得或塗銷登記。

ˇ ˇ 含一併徵收。

政府為實施耕者有其田扶植自耕農政
策依有關規定將政府管有公地或從原
放領
土地所有權人徵收而來之土地放領農
（71）
民和佃農所為之放領土地所有權移轉
登記。

ˇ

照價 政府為實施土地政策基於公權力強制
收買 依申報地價收買私有土地所為之所有
（72） 權移轉登記。

ˇ ˇ

當事人約定以土地或建物所有權相互
交換訂立契約所為之權利移轉登記。
交換 已辦理編號登記之停車位與市場攤
（73） 位，嗣後該相關所有權人互為調換或
調整變更其分管使用之車位或攤位時
所為之登記。

ˇ ˇ

判決
繼承 依法院確定判決所為之繼承登記。
（74）

ˇ ˇ ˇ

和解
繼承 依法院和解筆錄所為之繼承登記。
（75）

ˇ ˇ ˇ

註

含公地放領、耕者有其田放領。

第二款如屬共同使用部分者，適用
於建物標示部。

C‐22‐12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登記原因︵代碼︶

意
義

調解
繼承 以調解筆錄所為之繼承登記。
（76）
判決
依法院確定判決所為之所有權或他項
移轉
權利移轉登記。
（80）

和解
依法院和解筆錄所為之所有權或他項
移轉
權利移轉登記。
（81）

調解
依調解筆錄所為之所有權或他項權利
移轉
移轉登記。
（82）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備

註

ˇ ˇ ˇ
1.含判決買賣、判決贈與。
2.除法律行為不成立或當然、視為
ˇ ˇ ˇ 自始無效者外，移轉行為（包含
解除權行使所為回復原狀）經法
院判決確定之移轉登記。
1.含和解買賣、和解贈與。
2.除法律行為不成立或當然、視為
ˇ ˇ ˇ 自始無效者外，移轉行為（包含
解除權行使所為回復原狀）經法
院和解成立之移轉登記。
1.含調解買賣、調解贈與。
2.除法律行為不成立或當然、視為
ˇ ˇ ˇ 自始無效者外，移轉行為（包含
解除權行使所為回復原狀）經調
解成立之移轉登記。

設定 以土地或建物設定他項權利時所為之
（83） 登記。

ˇ

權利
價值 他項權利價值或擔保債權總金額增加
變更 或減少所為之登記。
（85）

ˇ

存續
期間 除抵押權以外之他項權利之存續期
變更 間，縮短或延長所為之登記。
（86）

ˇ

清償
日期
他項權利清償日期變更所為之登記。
變更
（87）

ˇ

利息
變更 他項權利利息變更時所為之登記。
（88）

ˇ 含遲延利息變更。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C‐22‐13
登記原因︵代碼︶

意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義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地租
變更 他項權利地租變更時所為之登記。
（89）

ˇ

義務人
變更 他項權利義務人變更時所為之登記。
（90）

ˇ

債務人
及債務
額比例
變更
（91）
權利
範圍
變更
（92）

備

註

抵押權因債務人或債務額比例變更所
為之登記。

ˇ

一、同一所有權人所有各相關區分所
有建物之共同使用部分權利範圍
調整時所為之登記。
二、他項權利範圍變更時所為之登記。

第一款情形，於人工登記作業時適
用於區分所有建物共同使用部分
ˇ 附表；於電腦登記作業時適用於建
物標示部。

ˇ

部分
他項權利因債務部分清償所為之一部
清償
分塗銷登記。
（93）

ˇ

部分
權利人拋棄其所有權或他項權利之一
拋棄
部分所為之塗銷登記。
（94）

ˇ ˇ ˇ

轉典 典權人將典物轉典其他人所為之典權
（95） 登記。

此與典權讓與不同，轉典時原典權
人之典權仍繼續存在。
ˇ 典權讓與係典權人主體變更，原典
權人之權利已因讓與而不存在。

一、他項權利讓與他人所為之他項
權利移轉登記。
讓與
二、金融機構因概括承受或受讓土
（96）
地 權 利 所 為 之所有權或他項權
利移轉登記。

1.含讓渡、轉讓。
ˇ ˇ 2.第二項情形係於法人主體未消
滅時適用之。

判決
依法院確定判決所為之他項權利設定
設定
登記。
（97）

ˇ

C‐22‐14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登記原因︵代碼︶

意
義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和解
依法院和解筆錄所為之他項權利設定
設定
登記。
（98）

ˇ

調解
依調解筆錄所為之他項權利設定登
設定
記。
（99）

ˇ

判決
塗銷 依法院確定判決所為之塗銷登記。
（AB）

ˇ ˇ ˇ ˇ

和解
塗銷 依法院和解筆錄所為之塗銷登記。
（AC）

ˇ ˇ ˇ ˇ

調解
塗銷 依調解筆錄所為之塗銷登記。
（AD）

ˇ ˇ ˇ ˇ

混同 他項權利因權利混同所為之塗銷登
（AE） 記。

ˇ

清償 他項權利因債務清償所為之塗銷登
（AF） 記。

ˇ

擔保物
抵押權設定登記後，因擔保物減少所
減少
為之抵押權內容變更登記。
（AG）

ˇ

擔保物 抵押權設定登記後，因擔保物增加時
增加 原設定部分所為之抵押權內容變更登
（AH） 記。

ˇ

因土地界址調整而辦理之土地或建物
界址
標示變更登記；或依建築法規定調整
調整
ˇ ˇ ˇ ˇ
地形而辦理之土地或建物標示變更登
（AJ）
記，或所有權或他項權利移轉登記。

備

註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C‐22‐15
登記原因︵代碼︶

意

土
地
標
示
部

義

建
物
標
示
部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備

註

解除
土地使用編定經核准解除編定時所為
編定
ˇ
之登記。
（AK）
註銷
土地使用編定因列入都市計畫範圍內
編定
ˇ
所為之註銷編定登記。
（AL）
補辦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於辦理編定公告後
編定 因（一）新登記土地。
（二）遺漏編定 ˇ
（AM） 等予以補辦編定之登記。
補註 暫未編定用地之山坡地土地，於可利
用地別 用限度查定後據以註記用地別時所為 ˇ
（AN） 之登記。
和解
回復 依法院和解筆錄所為之回復所有權登
所有權 記。
(AP)

ˇ ˇ

因法律行為不成立或當然、視為自
始無效，經法院和解成立之回復所
有權登記。

調解
回復
依調解筆錄回復所有權所為之登記。
所有權
(AQ)

ˇ ˇ

因法律行為不成立或當然、視為自
始無效，經調解成立之回復所有權
登記。

法定 係指法定抵押權及法定地上權申請登
（AR） 記時用之。

ˇ 包括法定抵押權、法定地上權。

一、共有之地上權、典權、地役權等
權利
他項權利因辦理權利分割所為
分割
之登記。
（AS） 二、抵押權因擔保債權分割所為之
登記。

ˇ

權利
地上權、永佃權、典權、地役權等他
合併
項權利合併所為之登記。
（AT）

ˇ

土地標示未分割而他項權利分割
時記載之。

C‐22‐16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登記原因︵代碼︶

意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義

未登記
建物 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囑託就未登記建
查封 物所為之查封登記。
(AU)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備

註

ˇ

含 1.公告徵收。2.編為建築用地之
出租耕地。3.代管。4.依平均地權
條例第四十五條規定處理。5.國宅
用地。6.重測面積更正中。7.依土
地登記規則第一百零四條規定辦
理。8.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條規
定辦理。9.出租耕地終止租約限一
註記 在標示部所有權部或他項權利部其他
ˇ ˇ ˇ ˇ 年 內 建 築 使 用 。 10. 公 告 補 發 權
（AX） 登記事項欄內註記資料之登記。
狀。11.限建。12.三七五出租耕地。
13.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五十五
條之一、第一百五十五條之二規定
辦理。14.其他一般行政法令規定
事項。本項登記原因於人工登簿時
無須另登載，得直接註記於登記簿
備考欄或其他登記事項欄。
一、塗銷註記資料所為之登記。
塗銷
二、塗銷共同使用部分登記之停車位
註記
ˇ ˇ ˇ ˇ
編號及停車位權利範圍之註記登
（AY）
記。
抵
因主管稽徵機關核准抵繳應納稅款所
繳稅款
為之土地權利移轉登記。
（AZ）

ˇ ˇ

祭祀公業、神明會辦理解散後，其產
解散
權移轉或更名為派下員或信徒會員名
（BA）
義時所為之登記。

ˇ

一、被徵收之土地原所有權人申請照
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
二、依金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安全
及輔導條例第十四條之一申請歸
發還
還其土地所為之登記。
（BB）
三、國有林班地，經墾農提出足資證
明其權屬之文件，經認定屬實，
且管理機關未表示異議者，申請
發還土地所為之登記。

ˇ

含抵繳遺產稅、抵繳贈與稅、抵繳
地價稅、抵繳土地增值稅。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C‐22‐17
登記原因︵代碼︶

意

土
地
標
示
部

義

建
物
標
示
部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備

註

收歸
國有 依法定原因收歸為國有所為之登記。 ˇ
（BC）

含
1.没收。
2.無人承認繼承。
ˇ ˇ 3.無主土地公告期滿收歸國有。
4.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及地
籍清理條例第十五條規定，未完
成標售而為國有者。

無償
各級政府機關奉准無償撥用時所為之
撥用
管理機關變更登記。
（BD）

ˇ

自耕
保留地
持分
交換
（BE）
地上權
期間
屆滿
(BF)

實施耕者有其田者，共有土地部分共
有人土地被徵收，部分共有人因自耕
保留依法令所為之持分交換移轉登
記。

ˇ

因地上權期間屆滿依法律規定取得所
有權所為之登記。

ˇ

時效
因時效完成取得所有權或用益物權所
取得
為之登記。
（BG）

ˇ ˇ

分割
登記名義人死亡，各繼承人間依協議
繼承
分割繼承土地權利所為之登記。
（BH）

ˇ ˇ ˇ

遺產
無人承認繼承之土地經法院指定或親
管理人
屬會議選定遺產管理人後所為之管理
登記
人登記。
(BJ)

ˇ ˇ 應以附記登記為之。

遺囑
執行人 以遺囑分配遺產並指定有遺囑執行人
登記 時所為之登記。
(BK)

ˇ ˇ 應以附記登記為之。

保全
處分 法院囑託依法所為保全處分之登記。
（BL）

ˇ ˇ

C‐22‐18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登記原因︵代碼︶

意
義

破產
管理人 法院為破產宣告時，選任破產管理人
登記 所為之登記。
(BM)
撤銷
因撤銷權之行使所為之塗銷登記。
（BN）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備

註

ˇ ˇ

ˇ ˇ ˇ ˇ 包括撤銷重測、撤銷重劃。

訴願
決定 受理訴願機關撤銷違法或不當之原行
ˇ ˇ ˇ ˇ
撤銷 政處分所為之登記。
（BP）
撤銷徵收地上權準用之。

撤銷
因撤銷徵收回復所有權及他項權利所
徵收
為之登記。
（BQ）

ˇ ˇ ˇ

次序 同一抵押物之先、後次序抵押權人將
變更 其抵押權次序互為交換所為之次序變
（BR） 更登記。

ˇ

權利
內容等 他項權利內容有二項以上之變更時所
變更 為之登記。
(BS)

ˇ

存續
期間 他項權利因約定存續期間屆滿所為之
屆滿 塗銷登記。
（BT）

ˇ 含臨時典權塗銷登記。

截止 因重測、重劃、區段徵收、登記簿重
本登記原因於人工登記時，得以戳
記載 造、地號更正及權利變換等時將原登 ˇ ˇ ˇ ˇ
記加蓋於登記簿，無須另行登載。
（BU） 記資料截止時所為之登記。
失蹤人
財產 依法辦理失蹤人不動產登記之前，申
管理人 請登記為財產管理人所為之登記。
（BV）

ˇ ˇ 應以附記登記為之。

有償 各級政府機關奉准有償撥用公有土地
撥用 時所為之所有權移轉及管理機關變更
（BW） 登記。

ˇ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C‐22‐19
登記原因︵代碼︶

意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義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查封
部分 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囑託塗銷部分查
塗銷 封所為之登記。
（BX）

ˇ ˇ ˇ

法院
囑託 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囑託塗銷所有權
塗銷 或他項權利所為之登記。
（BY）

ˇ ˇ

共有
型態 公同共有後型態變更為分別共有之登
變更 記。
（BZ）

ˇ ˇ

出典人、典權人或轉典權人提出原典
回贖
價或轉典價，贖回典物以消滅典權或
（CA）
轉典權之登記。

ˇ

建物
主要
用途 建物因其主要用途變更所為之登記。
變更
（CB）

ˇ

地建號
地號或建號因重複登記或誤載時所為
更正
ˇ ˇ ˇ ˇ
之登記。
（CC）
墾竣 依土地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承墾人
（CD） 自墾竣之日起取得之耕作權。

ˇ

廢止
撥用 因廢止撥用所為之登記。
（CE）

ˇ

法院
法院或行政執行分署囑託回復查封、
囑託
假扣押、假處分登記及他項權利登記
回復
所為之登記。
（CF）

ˇ ˇ

備

註

C‐22‐20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登記原因︵代碼︶

意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義

政府機關因改制致其管有土地所有權
接管
主體變更或日人財產由有關機關接管
（CG）
所為之登記。

修建 已登記之建物因修建致標示內容變更
（CH） 而辦理之標示變更登記。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備

ˇ ˇ

ˇ

出生
日期 因出生日期註記錯誤經依法核准對註
更正 記之更正。
（CJ）

ˇ ˇ 電子作業時使用。

逕為
塗銷 由主管機關依法所為之塗銷登記。
（CL）

ˇ ˇ

一、台灣光復初期誤以死者名義申辦
登記所為之更正登記。
二、胎兒為死產者，依土地登記規則
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二項所為之更
名義
正登記。
更正
三、九十八年七月二十三日民法修正
（CM）
施行後，共有人之一或其繼承人
依土地法第十二條規定就原已滅
失之共有土地申請復權登記為死
者名義所為之更正登記。

ˇ ˇ

遺漏
更正 因登記遺漏經依法核准之更正登記。 ˇ ˇ ˇ ˇ
（CN）
違約金
變更 他項權利違約金變更時所為之登記。
（CP）

ˇ

調處
依調處結果所為之所有權或他項權利
移轉
移轉登記。
（CQ）

ˇ ˇ

註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C‐22‐21
登記原因︵代碼︶

意
義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執行
命令 依法院執行命令所為之登記。
（CR）

ˇ ˇ

代表人 已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零四條規
變更 定，以代表人名義登記之土地所有
（CS） 權，於代表人變更時所為之登記。

ˇ

塗銷
遺產 遺產管理人於有繼承人承認繼承，並
管理人 完成移交財產，惟繼承人遲未申請繼
登記 承登記，所為之遺產管理人塗銷登記。
（CT）
土地權利因成立信託關係而移轉或為
信託 其他處分所為之登記。不論其原因係
（CU） 法律規定，或以契約、遺囑為之，一
律以信託為登記原因。

備

ˇ ˇ 應以附記為之。

ˇ ˇ

受託人 土地權利信託登記後，受託人有變
變更 動、死亡．．．等所為之受託人變更
（CV） 登記。

ˇ ˇ

塗銷 土地權利於委託人與受託人間，因信
信託 託關係之消滅或其他原因而回復至原
（CW） 委託人所有時所為之登記。

ˇ ˇ

信託 土地權利因信託關係消滅而移轉予委
歸屬 託人以外之歸屬權利人時所為之登
（CX） 記。

ˇ ˇ

信託
受託人於信託期間，因信託行為取得
取得
土地權利所為之登記。
（CY）

ˇ ˇ

塗銷
保全
法院囑託塗銷保全處分所為之登記。
處分
（CZ）

ˇ ˇ

註

C‐22‐22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登記原因︵代碼︶

意

土
地
標
示
部

義

建
物
標
示
部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備

註

實施區段徵收地區，原土地所有權人
領回
申請發給抵價地者，主管機關於土地
抵價地
ˇ ˇ ˇ ˇ
分配結果公告期滿囑託該管登記機關
（DA）
之登記。
夫妻
配偶間相互贈與土地或建物所為權利
贈與
移轉登記。
（DB）

配偶相互贈與之土地登記案件，於
申報土地增值稅時主張「夫妻贈
ˇ ˇ ˇ 與，申請不課徵。」及土地增值稅
繳款書或免稅證明書蓋有「夫妻贈
與」者適用之。

分區 土地使用分區經劃定後，因使用分區
調整 依法調整所為之土地使用分區調整登 ˇ
（DC） 記。
剩餘
財產
差額
分配
（DD）
賸餘
財產
分派
（DE）

依民法第 1030 條之 1 規定，因法定財
產制關係消滅所為夫妻剩餘財產差額
分配之土地建物權利移轉登記。

ˇ ˇ

公司將清算後之賸餘財產依各股東股
份或出資之比例分派所為之登記。

ˇ ˇ

持分 指所有權權利範圍或他項權利之設定
合併 權利範圍之持分合併辦理變更登記
（DF） 者。

ˇ ˇ

耕地
租約
終止
（DG）

ˇ

依「農業發展條例」第十六條第五款
規定租佃雙方協議以分割方式終止耕
地三七五租約，得分割為租佃雙方單
獨所有。

地籍圖
依法辦理地籍圖修正測量，土地面積
修正
或界址發生變動者，所為之土地標示 ˇ
測量
變更登記。
(DH)
實施區段徵收地區，公有土地管理機
領回
關以領回土地方式處理者，主管機關
土地
ˇ ˇ ˇ
於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滿囑託該管登
（DI）
記機關之登記。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C‐22‐23
登記原因︵代碼︶

意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義

預為 依民法第五百十三條規定承攬人對於
抵押權 將來完成之定作人之不動產，請求預
（DJ） 為抵押權之登記。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ˇ

面積
因面積錯誤依法核准所為之更正登
更正
ˇ ˇ
記。
（DK）
逕為
指土地逕為合併時辦理之標示變更登
合併
ˇ
記。
（DL）
調處
經不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調處成立之
分割
ˇ ˇ
分割辦理標示變更登記者。
（DM）
調處
共有物
依調處結果所為之共有物分割登記。
分割
(DN)

ˇ ˇ

依司法院釋字第一一○號解釋、司法
徵收
院院字第二七○四號解釋、司法院釋
失效
字第五一六號解釋及土地徵收條例第
（DO）
二十條第三項規定，徵收失其效力者。

ˇ ˇ ˇ

轉換 依金融控股公司法規定所為之權利變
（DP） 更登記。

ˇ ˇ ˇ

同一所有權人於同一土地上有數個區
持分
分所有建物，就其應分擔之基地權利
分割
應有部分，申辦持分分割，分別發給
（DQ）
權利書狀所為之登記。

ˇ ˇ

法人
法人因辦理分割所為之所有權或他項
分割
權利移轉登記。
（DR）

ˇ ˇ

塗銷
民眾因地目與使用編定或使用分區不
地目
ˇ
符申請塗銷該土地之地目。
（DS）

備

註

C‐22‐24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登記原因︵代碼︶

意

土
地
標
示
部

義

建
物
標
示
部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權利 指依都市更新條例辦理都市更新事業
變換 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及建物之權利變換 ˇ
（DT） 登記。

ˇ ˇ

法人
法人因辦理收購所為之所有權或他項
收購
權利移轉登記。
（DU）

ˇ ˇ

改設
私立醫療機構依醫療法第 38 條第 3 項
醫療
規定改設為醫療法人，所為之土地權
法人
利移轉登記。
（DV）

ˇ ˇ

遺囑 土地建物所有權或他項權利因權利人
繼承 死亡以遺囑分配遺產所為之繼承登
（DW） 記。

ˇ ˇ ˇ

遺產
繼承人因故不能管理遺產亦無遺囑執
清理人
行人之土地，經法院選任遺產清理人
登記
後所為之登記。
（DX）
同一抵押物之普通抵押權，先次序或
次序 同次序抵押權人為特定後次序或同次
讓與 序抵押權人之利益，將其可優先受償
（DY） 之分配額讓與該後次序或同次序抵押
權人所為之登記。
次序
同一抵押物之普通抵押權，先次序抵
相對
押權人為特定後次序抵押權人之利
拋棄
益，拋棄其優先受償利益所為之登記。
（DZ）
次序
絕對
拋棄
（EA）

備

註

ˇ ˇ 應以附記登記為之。

ˇ

ˇ

同一抵押物之普通抵押權，先次序抵
押權人為全體後次序抵押權人之利
益，拋棄其可優先受償利益所為之登
記。

ˇ

擔保債
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後，於原債權確
權確定
定前另為約定或變更擔保債權確定期
期日變
日所為之登記。
更(EB)

ˇ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C‐22‐25
登記原因︵代碼︶
流抵
約定
變更
（EC）
其他
擔保
範圍
約定
變更
(ED)
擔保
債權
種類
及
範圍
變更
（EE）
限定
擔保
債權
金額
變更
(EF)

意
義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備

註

抵押權設定後，另為約定或變更流抵
約定所為之登記。

ˇ

抵押權設定後，另為約定或變更其他
擔保範圍之約定事項所為之登記。

ˇ

一、普通抵押權變更擔保債權種類所
為之登記。
二、最高限額抵押權於原債權確定前
，變更擔保債權範圍所為之登記。

ˇ

抵押權設定後，另為約定或變更各抵
押物應負擔債權金額所為之登記。

ˇ

分割
原債權確定前，最高限額抵押權分割
讓與
一部讓與他人所為之登記。
（EG）

ˇ

權利
種類
他項權利種類變更所為之登記。
變更
（EH）

含
1.最高限額抵押權與普通抵押權
互為變更。
ˇ 2.永佃權變更為農育權。
3.地上權變更為普通地上權或區
分地上權。
4.地役權變更為不動產役權。

地籍
清理 土地所有權人依地籍清理條例申請塗
含地籍清理條例第 28 條至第 30 條
ˇ ˇ ˇ ˇ
塗銷 銷所為之登記。
申請塗銷登記。
（EI）

C‐22‐26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登記原因︵代碼︶
地籍
清理
部分
塗銷
（EJ）
地籍
清理
擔保物
減少
（EK）

意

土
地
標
示
部

義

建
物
標
示
部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土地所有權人依地籍清理條例第 28
條規定申請抵押權部分塗銷所為之登
記。

ˇ

土地所有權人依地籍清理條例第 28
條規定申請抵押權部分塗銷，致擔保
物減少所為之抵押權內容變更登記。

ˇ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囑託塗銷
囑託
都市更新前已設定之他項權利、限制
塗銷
ˇ
登記或耕地三七五租約註記所為之登
（EL）
記。

ˇ ˇ

退股 無限公司依公司法規定辦理股東退股
（EM） 所為之土地權利移轉登記。

ˇ ˇ

地籍
清理
權利
範圍
變更
(EN)
地籍
清理
權利
內容等
變更
（EO）
設定
目的
變更
（EP）
預付
地租
情形
變更
（EQ）

土地所有權人依地籍清理條例規定申
請部分塗銷，致他項權利範圍變更時
所為之登記。

ˇ

土地所有權人依地籍清理條例規定申
請部分塗銷，致他項權利內容如權利
範圍變更、義務人變更等二項以上之
變更用之。

ˇ

地上權、農育權或不動產役權設定目
的變更時所為之登記。

ˇ

地上權、農育權或不動產役權預付地
租情形變更時所為之登記。

ˇ

備

註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C‐22‐27
登記原因︵代碼︶
使用
方法
變更
（ER）
讓與
或設定
抵押權
限制
變更
（ES）
絕賣
條款
變更
（ET）
典物
轉典
或
出租
限制
變更
（EU）

意
義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地上權、農育權或不動產役權使用方
法變更時所為之登記。

ˇ

地上權或農育權讓與或設定抵押權之
限制變更時所為之登記。

ˇ

典權之絕賣條款變更時所為之登記。

ˇ

典物轉典或出租之限制變更時所為之
登記。

ˇ

典權附有絕賣條款，出典人於典期屆
絕賣
滿不以原典價回贖時，典權人取得典
（EV）
物所有權所為之登記。

ˇ

終止 他項權利因終止致其權利消滅所為之
（EW） 塗銷登記。

ˇ

法定 他項權利因依法轉換為動產權利或當
塗銷 然歸於消滅所為之全部或部分塗銷登
（EX） 記。

ˇ

登記名義人死亡，親屬會議決議以其
酌給 土地權利酌給生前繼續扶養之人所為
遺產 之權利移轉登記。
（EY）

ˇ ˇ ˇ

因主管稽徵機關核准退還原以第三人
退稅
土地抵繳應納稅款所為之土地權利移
（EZ）
轉登記。

ˇ ˇ

備

註

C‐22‐28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登記原因︵代碼︶

意
義

廢止
徵收 因廢止徵收回復所有權之登記。
（FA）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土
地
建
物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利
部

備

註

ˇ ˇ ˇ 廢止徵收地上權準用之。

暫時
法院依家事事件法規定囑託登記機關
處分
所為之暫時處分登記。
（FB）

ˇ ˇ

塗銷
暫時
法院囑託塗銷暫時處分所為之登記。
處分
（FC）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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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
計收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81 年 5 月 21 日內政部台（81）內地字第
8173943 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 86 年 5 月 29 日內政部台（86）內地字第
8675769 號函增訂第 2 之 1 點、第 2 之 2 點及第
3 點第 5 款，並修正第 3 點第 3 款
中華民國 86 年 9 月 11 日內政部台（86）內地字第
8608691 號函修正第 3 點第 3 款
中華民國 87 年 10 月 8 日內政部台（87）內地字第
8710743 號函增列第 6 點第 2 款但書
中華民國 87 年 12 月 14 日內政部台（87）內地字
第 8787771 號函修正第 3 點第 5 款
中華民國 89 年 6 月 13 日內政部台（89）內中地字
第 8979597 號函修正第 3 點
中華民國 90 年 2 月 6 日內政部台（90）內中地字
第 9080251 號函增訂第 3 點第 7 款
中華民國 90 年 7 月 23 日內政部台（90）內中地字
第 9082666 號令修正第 3 點第 3、5 款
中華民國 90 年 11 月 19 日內政部台（90）內中地
字第 9084413 號令修正第 3 點第 3 款
中華民國 92 年 9 月 3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13563 號令修正第 3 點第 4 款，自 92 年 9
月 1 日起生效
中華民國 93 年 2 月 20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3238 號令修正第 8 點，自 92 年 9 月 1 日
起生效
中華民國 93 年 8 月 13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4590 號令修正全文

一、新登記土地辦理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登記
費，應以該土地依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
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補辦規定地價時之
申報地價為準計收。
二、申辦區分所有建物第一次登記所附使用執
照列有工程造價者，其需就各區分所有建
物分別計收規費時，應以工程造價之總價
除以使用執照所列建物總面積，所得之單
位工程造價，乘以建物勘測面積計算之。
但建物使用執照附表已載有各區分所有建
物之面積及造價者，得逕依其所列造價計
收登記費。
三、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如係使用執
照上各區分所有建物全部一次申請登記
者，依其使用執照所列工程造價之總價計
收登記費。至於各區分所有建物應分擔之

登記費，由申請人或代理人自行分算，其
分算標準得以使用執照所列建物面積或勘
測面積計算之。
四、區分所有建物未能依第三點規定全部一次
申請登記者，除申請人得檢附全體起造人
協議分算之各區分所有建物工程造價分算
表依法計收登記費外，仍應依第二點規定
計收登記費。
五、土地權利變更登記之登記費核計標準，除
法令另有規定外，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所有權移轉登記，以申報地價、稅
捐機關核定繳（免）納契稅之價值
為準。
（二）典權設定登記，以權利價值、稅捐
機關核定之繳（免）納契稅之價值
為準。
（三）繼承登記，土地以申報地價；建物
以稅捐機關核定繳（免）納遺產稅
之價值為準，無核定價值者，依房
屋稅核課價值為準。
（四）無核定價值或免申報者，以土地權
利變更之日當期申報地價或房屋
現值為準；無當期申報地價者，以
土地權利變更之日最近一期之申
報地價為準。
（五）共有物分割登記，以分割後各自取
得部分之申報地價、稅捐機關核定
之繳（免）納契稅之價值計收。
（六）經法院拍賣之土地，以權利移轉證
明書上之日期當期申報地價為
準。但經當事人舉證拍定日非權利
移轉證明書上之日期者，以拍定日
當期申報地價為準。其拍定價額低
於申報地價者，以拍定價額為準。
至於法院拍賣之建物，依其向稅捐
單位申報之契稅價計收登記費。
（七）信託移轉登記，以當事人自行於申
請書填寫之信託契約或信託遺囑
權利價值為準。
六、申辦土地登記，合於土地法第七十六條第
二項、第七十八條及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
六條規定情形者免納登記費。法院檢察署
辦理罰金執行案件就受刑人遺產執行囑辦
繼承登記者，亦同。
七、土地因逕為分割，所有權人就新編地號請
領權利書狀者，免納書狀工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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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逾期申請土地權利變更登記者，其罰鍰計
算方式如下：
（一）法定登記期限之計算：土地權利變
更登記之申請登記期限，自登記原
因發生之次日起算，並依行政程序
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計算其終止日。
（二）可扣除期間之計算：申請人自向稅
捐稽徵機關申報應繳稅款之當日
起算，至限繳日期止及查欠稅費期
間，及行政爭訟期間得視為不可歸
責於申請人之期間，予以全數扣
除；其他情事除得依有關機關核發
文件之收件及發件日期核計外，應
由申請人提出具體證明，方予扣
除。但如為一般公文書及遺產、贈
與稅繳（免）納證明等項文件，申
請人未能舉證郵戳日期時，得依其
申請，准予扣除郵遞時間四天。
（三）罰鍰之起算：逾越法定登記期限未
超過一個月者，雖屬逾期範圍，仍
免予罰鍰，超過一個月者，始計收
登記費罰鍰。
（四）駁回案件重新申請登記其罰鍰之計
算：應依前三款規定重新核算，如
前次申請已核計罰鍰之款項者應
予扣除，且前後數次罰鍰合計不得
超過二十倍。
九、因逾期繳納與土地登記有關之稅費，其處
滯納金罰鍰之期間，非不能歸責於申請
人，計收登記費罰鍰時不能扣除。
十、登記案件經駁回後五年內重新申請者，已
繳之登記費及權利書狀費准予援用；若係
多次被駁回，均在前次駁回後五年內重新
申請登記者，其已繳之登記費及權利書狀
費亦准予援用。申請退費，應於最後一次
駁回後五年內為之。

夫妻聯合財產更名登記審查要點 C‐24‐1

夫妻聯合財產更名登記
審查要點
中華民國 81 年 5 月 4 日內政部台（81）內地字第
8176499 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 93 年 7 月 23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45662 號令修正第 1、3 點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8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00726417 號令修正第 1 點
中華民國 103 年 9 月 10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66518403 號令修正第 1 點、第 3 點

一、夫妻聯合財產中，民國七十四年六月四日
以前以妻名義登記之不動產，於民國八十
六年九月二十六日以前，夫或妻一方死亡
或夫妻均死亡，而仍以妻之名義登記者，
除妻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外，得提出第
三點規定之文件，申請更名登記為夫所有。
二、以妻名義登記之夫妻聯合財產辦理更名登
記為夫所有，應就登記之權利範圍全部為
之。
三、申請夫妻聯合財產之更名登記，應提出下
列文件之一：
（一）夫或妻一方死亡，其死亡登記之戶
籍謄本，及生存一方與他方之全體
繼承人同意認定為夫所有之文件。
（二）夫妻均死亡，其死亡登記之戶籍謄
本，及雙方之全體繼承人同意認定
為夫所有之文件。
（三）經法院確定判決或其他足資認定為
夫所有之文件。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死亡登記之戶籍謄
本，能以電腦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檢附同意認定為夫所有之文件時，當事人
除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一條第二款、
第五款至第八款及第十款規定之情形外，
應親自到場，並依同規則第四十條規定程
序辦理。
四、妻因自耕而取得之耕地屬於妻之特有財
產，嗣後縱因依法變更為非耕地使用，仍
不得辦理更名登記為夫所有。
五、台灣光復前以妻名義登記之不動產，除夫
妻結婚時有訂立約定財產制外，依日本舊
民法規定為妻之特有財產，不得辦理更名
登記為夫所有。

六、招贅婚姻財產制，民法並無特別規定，其
以妻名義登記之夫妻聯合財產，得辦理更
名登記為贅夫所有。
七、以妻名義登記之夫妻聯合財產，經法院囑
託辦理查封登記，在未經第三人提起異議
之訴，撤銷強制執行前，不得辦理更名登
記為夫所有。
八、以妻名義登記之夫妻聯合財產，於夫死亡
後原則上維持原登記名義，但夫之繼承人
申辦繼承登記時，應先申辦更名登記為夫
名義後辦理繼承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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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總登記期限無人申請
登記土地處理原則
中華民國 62 年 3 月 4 日行政院台 62 內字第 2860
號函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91 年 3 月 25 日行政院院臺內字第
0910006604 號函修正第 4、7 點

一、已完成無主土地公告及代管程序，並已登
記為國有之土地，應不再受理主張權利與
補辦登記。
二、已完成無主土地公告及代管程序而尚未完
成國有登記之土地，應由縣市政府查明於
三個月內完成國有登記。
三、未完成無主土地公告代管程序而已登記為
國有之土地，應查明事實擬具具體處理意
見專案報請中央核定。
四、未完成無主土地公告代管程序亦未完成所
有權登記之土地，應分別依照下列規定處
理：
（一）日據時期土地臺帳及不動產登記簿
記載國、省、縣、市鄉鎮（含州廳
街庄）有土地，該管縣市政府應會
同該權屬機關切實調查，並依土地
權利清理辦法及公有土地囑託登
記提要規定為公有之囑託登記。
（二）日據時期土地臺帳及不動產登記簿
記載日人私有或「會社地」「組合
地」，顯非一般人民漏未申報之土
地，應由該管縣市政府會同國有財
產局切實調查，依台灣省土地權利
清理辦法及公有土地囑託登記提
要等有關規定辦理。
（三）日據時期土地臺帳及不動產登記簿
記載日人與國人共有之土地，應由
該管縣市政府會同國有財產局切
實調查單獨列冊，補辦無主土地公
告，並由國有財產局就日人私有部
分聯繫國人所有部分申辦登記。
（四）日據時期土地臺帳及不動產登記簿
記載為國人私有者，亦應依法補辦
無主土地公告，並於公告開始三個
月後依法執行代管，代管期間無人
申請，期滿即為國有登記，縣市政
府執行代管情形應每半年報內政

部備查。
五、為加速無主土地之清理，並兼顧人民合法
權益，無主土地公告及代管期間改為一年。
六、代管期間人民申請登記時經審查無誤者應
隨即依土地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處理。
七、無主土地補辦登記後其在補辦登記以前之
賦稅，由於情況不同，應由當地主管稽徵
機關報請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根據實
際使用情形分別核定徵免。
八、原已申請尚待結案之案件一律依照上開原
則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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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光復初期誤以死者名義申辦土地總登記處理要點 C‐26‐1

台灣光復初期誤以死者
名義申辦土地總登記處
理要點
中華民國 65 年 11 月 26 日內政部台（65）內地字
第 712171 號函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78 年 1 月 5 日內政部台（78）內地字第
661977 號函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102 年 9 月 6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1726 號令修正第 2 點

一、台灣光復初期辦理土地權利憑證繳驗及換
發權利書狀時，以死者名義申報登記為所
有權人或他項權利者，其合法繼承人得依
照本要點申請更正登記。
前項所謂台灣光復初期係指民國三十五年
四月至民國三十八年十二月底，人民辦理
土地權利憑證繳驗之申報期間。
二、合法繼承人申請更正登記時，應提出更正
登記申請書，並附具下列文件：
（一）原土地所有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
書。
（二）繼承系統表。申請人應於表內註
明：「本表所列如有遺漏或錯誤致
他人受損害者，申請人願負法律責
任」，並簽名或蓋章。
（三）登記名義人死亡之戶籍謄本及合法
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本；如戶籍資
料無登記名義人死亡之記載，經戶
政機關證明者，得提繳親屬證明書
或其他可資證明死亡之文件。
前項第三款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理達
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三、地政事務所辦理更正登記完畢後，應將登
記結果通知主管稽徵機關訂正稅籍，依法
催繳欠稅。但登記名義人於民國三十八年
六月十五日以後至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死
亡者，登記後未繳驗遺產稅款繳清證明
書、免稅證明書不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或
同意移轉證明書前，地政事務所不得為分
割、移轉或設定他項權利之登記；並於土
地或建物登記簿內記明此項事由。
四、原合法繼承人如已死亡者，由最後一次之
合法繼承人依法向主管稽徵機關辦理遺產

稅申報，檢附稅款繳（免）納證明書，或
不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或同意移轉證明書
申請更正登記為原合法繼承人名義，並同
時申請繼承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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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
築改良物列冊管理作業
要點
中華民國 89 年 7 月 25 日內政部台 89 內地字第
8969741 號函訂頒
中 華 民 國 97 年 8 月 6 日 內 政部 台 內地 字 第
0970123026 號修正第 2 點、第 3 點、第 4 點、第
5 點、第 6 點、第 7 點、第 8 點、第 9 點、第 10
點、第 11 點、第 12 點、第 13 點、第 14 點、第
15 點、第 16 點、增訂第 17 點

一、為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依土地法第
七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執行未辦繼承
登記土地及建築改良物列冊管理事項，特
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資料應以電腦建置，其管理系統、
管理方式、書表單簿格式應遵循中央地政
機關所定之管理系統規範。
前項書表單簿紙本之設置，得由直轄市、
縣（市）地政機關決定之。
三、土地或建築改良物（以下簡稱建物）權利
人死亡資料之提供如下：
（一）地方財稅主管稽徵機關應依據財政
部財稅資料中心彙送之全國遺產
稅稅籍資料，勾稽產出逾繼承原因
發生一年之未辦繼承登記不動產
歸戶資料，於每年十二月底前送土
地建物所在地登記機關。
（二）地政機關因管理地籍、規定地價、
補償地價等作業所發現或人民提
供之土地權利人死亡資料。
前項資料，經與地籍資料核對無誤，且使
用戶役政系統查詢土地或建物登記名義人
之死亡日期、申請死亡登記之申請人及繼
承人未果時，應檢附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或建物列冊管理單（以下簡稱列冊管理
單）函請戶政事務所協助查明，或由地政
機關派員至戶政事務所調閱戶籍資料。
四、登記機關對第三點資料應編列案號，登入
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管理系統產製收
件簿及列冊管理單，並將之編訂成專簿。
五、登記機關接獲第三點規定之資料，經查實
後，於每年四月一日辦理公告，公告期間

為三個月；已知繼承人及其住址者，同時
以雙掛號書面通知其申辦繼承登記，不知
繼承人及其住址者，應向戶政機關或稅捐
機關查詢後再書面通知；逾公告期間未辦
繼承登記或未提出不可歸責之事由證明
者，依第七點第二項規定，報請直轄市、
縣（市）地政機關列冊管理。
前項不可歸責之事由，指下列情形之一：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
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行政
救濟尚未確定者，或經稅捐機關同
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陸地區人士，依臺
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
第六十六條規定，於大陸地區繼承
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
提戶籍資料與登記簿記載不符，須
向戶政機關查明更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不可抗力事故，經該管地政機
關認定者。
公告列冊管理之土地或建物，有前項不可
歸責之事由致未能如期申辦繼承登記者，
當事人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該管
登記機關提出，經審查符合者，暫不予報
請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實施列冊管
理，並於列冊管理單之備註欄內註明。但
於次年四月一日前仍未辦理繼承登記者，
依第一項規定辦理。
第一項公告及通知日期文號應於列冊管理
單內註明之。
六、第五點公告應揭示於下列各款之公告處所
：
（一）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
（二）土地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
（三）被繼承人原戶籍所在地鄉（鎮、市
、區）公所、村（里）辦公處。
登記機關認有必要時，並得於其他適當處
所或以其他適當方法揭示公告；其公告效
力之發生以前項各款所為之公告為準。
七、第五點公告期間，直轄市、縣（市）地政
機關應利用大眾傳播機構或以其他方法加
強宣導民眾，促其注意各有關公告處所之
公告內容，其有未辦繼承登記者，並應依
法辦理繼承登記。繼承人於公告三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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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繼承登記者，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
後，應於列冊管理單內註明登記日期、文
號。
逾三個月未申辦繼承登記，除有下列不予
列冊管理之事由外，登記機關應將列冊管
理單報請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列冊
管理，並於列冊管理單內註明填發日期文
號：
（一）已依法指定遺產管理人、遺產清理
人、遺囑執行人、或破產管理人。
（二）經政府徵收補償完畢並於專簿註明
徵收日期者。
（三）依第五點規定於公告期間提出不可
歸責之事由，經認定者。
八、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接到第七點第
二項之列冊管理單經核定後，應即指定列
冊管理日期函復登記機關，並按各登記機
關依序編列列管案號彙編成專簿列管。
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及登記機關，
應將指定列冊管理日期及核定函日期文號
於所保管之列冊管理單內註明，登記機關
並應將列冊管理機關、日期及文號於登記
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欄內註明。
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於八十九年一月二
十六日修正公布前，已執行代管之土地或
建物，其代管期間應併入列冊管理期間計
算。
十、已執行列冊管理之土地或建物，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敘
明事由並將列冊管理單報請直轄市、縣
（市）地政機關停止列冊管理：
（一）已辦竣遺產管理人、遺產清理人、
遺囑執行人、或破產管理人登記
者。
（二）已辦竣繼承登記者。
（三）典權人依法取得典物所有權並辦竣
所有權移轉登記者。
（四）已辦竣滅失登記者。
（五）其他依法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者。
已執行列冊管理之土地或建物，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應
停止列冊管理，並通知登記機關：
（一）經依法徵收並發放補償費完竣者。
（二）因辦理土地重劃未獲分配土地者。
登記機關依第一項規定報請停止列冊管理
或經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通知停止

列冊管理時，應塗銷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
登記事項欄內之列冊管理機關名稱、日期
及文號等有關註記。
十一、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接到登記
機關報請停止列冊管理函經核定無誤
者，應即停止列冊管理。
十二、列冊管理之土地或建物因標示變更，登
記機關於辦竣登記後，應更正列冊管理
單之相關內容，並通知直轄市、縣（市）
地政機關，已移請標售者，並應通知財
政部國有財產局（以下簡稱國有財產
局）。
十三、列冊管理之土地或建物經法院或行政執
行處囑託辦理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
破產登記，於列冊管理期間屆滿，仍未
辦理塗銷登記者，登記機關應通知直轄
市、縣（市）地政機關，該部分土地或
建物應暫緩移請國有財產局辦理標售，
已移請標售者，登記機關應即通知國有
財產局停止標售並副知直轄市、縣（市）
地政機關。
十四、列冊管理期滿，逾期仍未申辦繼承登記
者，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應檢附
列冊管理單及土地或建物登記資料、地
籍圖或建物平面圖等資料影本移請國有
財產局公開標售，並通知登記機關。
前項土地或建物登記資料、地籍圖或建
物平面圖等資料，得由國有財產局轄屬
分支機構於標售前通知登記機關再行提
送。
登記機關接到第一項通知，應將移送國
有財產局標售之日期及文號於列冊管理
單及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欄內
註明。
十五、已報請停止列冊管理或移交國有財產局
標售之土地或建物，直轄市、縣（市）
地政機關及登記機關應將該列冊管理單
自原專簿內抽出，另依年度別彙編成停
止列冊管理專簿。
前項停止列冊管理專簿內之列冊管理單
應自停止列冊管理之日起保存十五年，
保存期限屆滿，得予以銷毀。
直轄市、縣（市）政府已建置管理系統
者，得免為第一項作業。
十六、國有財產局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規
定標售之土地或建物，於得標人繳清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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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後，應發給標售證明交由得標人單獨
申辦所有權移轉登記，並應將標售結果
通知原移送之直轄市、縣（市）地政機
關及登記機關。
十七、列冊管理期滿移送國有財產局標售之土
地或建物於公開標售開標或登記為國有
前，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予
受理：
（一）繼承人申請繼承登記者。
（二）共有人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
定為處分共有物申請登記者。
（三）申請人持憑法院判決書辦理所有權
移轉登記者。
（四）申請人辦理遺產管理人、遺產清理
人、遺囑執行人、或破產管理人登
記者。
（五）典權人依法取得典物所有權申請所
有權移轉登記者。
（六）申請人辦理滅失登記者。
（七）其他依法申辦所有權移轉登記者。
前項申請經審查無誤者，登記機關應即通
知國有財產局停止辦理標售或登記為國
有之作業，俟該局查復後再登記，並於登
記完畢時，函請國有財產局將該土地或建
物自原移送標售之土地或建物列冊管理
專簿影本資料中註銷。
前項通知及查復，登記機關及國有財產局
於必要時，得依機關公文傳真作業辦法規
定以傳真方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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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地權條例第八十一條補充規定 C‐28‐1

平均地權條例第八十一
條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78 年 1 月 9 日內政部台（78）內地字第
662012 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 93 年 8 月 2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4573 號令增訂第 5 點

一、本條所稱「買賣」，指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
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金之契約而言。
二、本條所稱「土地買賣未辦竣權利移轉登記」
指土地權利尚未經登記機關依土地登記規
則第六條登記完畢而言。
三、本條所稱「再行出售」，指承買人就所承買
土地尚未辦竣權利移轉登記前，即再行出
售他人成立「債權契約」而言。
四、依本條處以罰款之對象，指買賣土地未辦
竣移轉登記之權利人（承買人）
，亦即未辦
竣移轉登記再行出售之義務人（出賣人）
而言。
五、土地買賣未辦竣權利移轉登記前，承買人
再行出售該土地時，其罰鍰之計徵如下：
（一）自當事人訂立買賣契約之日起二個
月內再行出售者，處應納登記費一
倍之罰鍰，逾二個月者，每逾一個
月加處一倍，以至二十倍為限。
（二）前款登記費之計算，以當事人訂定
買賣契約之日該土地之當期申報
地價為準。
六、土地買賣未辦竣權利移轉登記，經處以罰
鍰逾期不繳納時，應由原處分機關依行政
執行法執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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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相關登記作業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93 年 7 月 16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4564 號令訂定

中華民國 97 年 9 月 24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
第 0970724141 號令修正「地政機關配合以都
市更新方式辦理集合住宅重建完成後權利變
換產權移轉登記作業注意事項」為「辦理都
市更新權利變換相關登記作業注意事項」，並
修正全文，自即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3 年 4 月 2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
第 10366504633 號令修正
一、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執行中途，依都市更新
權利變換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七條之二或第七條之四規定辦理權利移轉
登記，應以都市更新登記為申請登記事
由，以權利變換為登記原因，以補償、提
存或權利金發放日期為原因發生日期。登
記機關辦理登記時，應於登記簿所有權部
其他登記事項欄記明依本辦法第七條之二
或第七條之四規定辦理權利移轉登記。
前項登記，實施者應檢附下列文件，送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囑託登記機關
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
（一）登記申請書、登記清冊。
（二）實施者之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含統
一編號編配表）及其代表人資格證
明。
（三）補償金已發放、提存或權利金發放
之證明文件。
（四）相關稅費完（免）納證明文件。
（五）權利書狀（無法檢附者，實施者應
敘明理由，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
公告註銷之。）。
二、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實施者應
檢附下列文件，送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囑託登記機關同時辦理土地及建物
權利變換登記：
（一）登記申請書。
（二）權利變換分配結果清冊（須經稽徵
機關審核並已完納相關稅費）。
（三）權利書狀（無法檢附者，實施者應
敘明理由，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
公告註銷之。）。

（四）其他依法令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
件。
前項土地權利變換登記，應以都市更新登
記為申請登記事由，權利變換為登記原
因，分配結果確定之日為原因發生日期。
第一項建物權利變換登記，應以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為申請登記事由，第一次登記為
登記原因，使用執照核發之日為原因發生
日期。
三、實施者依都市更新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
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條及本辦法第七條之
二至第七條之四規定，塗銷都市更新前已
設定之他項權利、限制登記或耕地三七五
租約註記者，應檢附下列文件送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囑託登記機關辦理
塗銷登記：
（一）登記申請書、登記清冊。
（二）塗銷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三）權利書狀（無法檢附者，實施者應
敘明理由，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
公告註銷之。）。
（四）其他依法令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
件。
前項登記，應以塗銷登記為申請登記事
由，囑託塗銷為登記原因，以補償、提存
或權利金發放日期為原因發生日期。
四、權利變換登記，應繳納登記費及書狀工本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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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土地房屋強制
執行聯繫要點
中華民國 93 年 10 月 29 日行政院院臺財字第
0930050597C 號函

一、為強制執行臺灣地區土地房屋欠稅費及應
徵之土地增值稅，加強司法、行政執行、
稅務、地政等機關之聯繫，特訂定本要點。
二、執行法院或行政執行處（以下簡稱執行機
關）對於債務人之土地、房屋，開始為強
制執行時，應依強制執行法第十一條或行
政執行法相關規定通知該管地政事務所登
記其事由。
三、地政事務所接獲前點通知後，應為以下之
處理：
（一）對於強制執行之不動產，如其所有
權已經地政事務所登記有案者，地
政事務所應即將執行機關通知登
記事項於五日內辦理完竣函復執
行機關，如該不動產設有他項權利
時，並應將其登記事由及權利人姓
名、住址等於復函內一併敘明。
（二）如強制執行之不動產，其所有權未
經地政事務所辦理登記者，地政事
務所應將未辦理登記情形於七日
內通知執行機關。
（三）前二款之復函，均應以副本抄送該
管稅捐稽徵機關。
（四）執行機關囑辦查封登記標示、權利
範圍或所有權人姓名不符時，地政
事務所應即敘明其事由通知原囑
託執行機關於七日內更正或補
正；經更正或補正後，始辦理查封
登記。
（五）土地經查封登記完竣，因土地分
割、繼承或其他原因而為變更登記
時，地政事務所應即函知執行機
關。
（六）土地經查封登記完竣後，有重劃或
重測之情形者，地政事務所應分別
於重劃、重測範圍公告（布）、結
果公告及結果確定變更登記時，函
知執行機關。
四、稅捐稽徵機關接獲前點第三款地政事務所

函復執行機關之副本後，應查明債務人所
有應納而未納之各種欠稅及工程受益費，
於十日內將欠稅費總額開列明細表函請執
行機關准予參與分配，其已移送執行機關
執行者，並應於表內註明移案書日期、字
號，以併案執行。
五、債務人應納未納之稅捐如為田賦實物者，
執行機關應於其土地、房屋拍定後三日內
通知稅捐稽徵機關，並以副本抄送當地糧
政機關，以確定換算價格；糧政機關於接
到副本後，應於三日內確定價格，函復執
行機關以折算應繳金額辦理分配，並以副
本抄送稅捐稽徵機關。
稅捐稽徵機關就債務人欠繳田賦徵實及隨
賦徵購稻穀獲得分配之金額，應即日交由
原經指定之收納倉庫代為購繳實物。
六、稅捐稽徵機關於發出欠稅費總額明細表
後，至執行機關實行分配前，如發現債務
人仍有欠稅費情事，得迅即續送執行機關
請求合併參與分配。
七、對於債務人之土地應徵收之土地增值稅，
執行機關應於拍定後五日內將拍賣價格通
知該管稅捐稽徵機關。
稅捐稽徵機關於接到執行機關通知之日起
七日內，應將應徵稅額函復執行機關。
執行機關於接到稅捐稽徵機關復函後，應
於拍賣價款內，優先於一般債權及抵押
權，代為扣繳土地增值稅。
八、稅捐稽徵機關於接到執行機關分配金額
後，如所得不足抵繳稅費款時，其不足抵
繳部分，應以執行機關之分配表為準，依
法向納稅義務人催徵，如催徵無效果，再
移送行政執行處依法執行。
九、稅捐稽徵機關於接到執行機關執行所得稅
費款，應依規定辦理繳庫手續，並將收據
單發給欠稅人。
十、土地房屋經執行機關執行拍賣後，各項稅
捐除依法應由承買人完納者外，承買人應
依憑執行機關核發之權利移轉證書辦理登
記。
十一、執行機關發給承買人權利移轉證書時，
應以副本抄送該管稅捐稽徵機關，證書
內應載明限於核發證書之日起三十日內
持向地政事務所辦理土地、房屋權利變
更登記，並至稅捐稽徵機關辦理稅籍變
更手續。

C‐30‐2 臺灣地區土地房屋強制執行聯繫要點
稅捐稽徵機關應於接到前項副本之日起
十日內，計算於發給承買人權利移轉證
書之日前債務人應繳納之稅費款，於強
制執行程序終結前，向執行機關聲明參
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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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土地登記及地價資
料謄本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104 年 1 月 9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31304038 號令訂定發布

一、為規範登記機關核發土地登記及地價資料
謄本（以下簡稱謄本）作業，並符合個人
資料保護法及土地登記規則第二十四條之
一（以下簡稱本法條）規定，特訂定本注
意事項。
二、本法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部分姓名，指顯
示第一個字，其餘均隱匿；部分統一編號，
指顯示前四碼及最後一碼，其餘均隱匿。
本法條第一項第三款利害關係人申請之第
三類謄本之表頭，應註明利害關係人之姓
名或名稱。
本法條第一項謄本之表尾，應註明本謄本
之處理及利用，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料
保護法第五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及第
二十九條規定辦理字樣。
三、本法條第二項登記名義人請求隱匿部分住
址資料，應檢附申請書及身分證明文件，
向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或以自然人憑
證於網路提出申請。
前項所稱部分住址資料，指顯示至段（路、
街、道）
，或前六個中文字，其後資料均隱
匿。
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已在轄區內另
設或分設登記機關者，得由同直轄市、縣
（市）內其他登記機關受理第一項登記名
義人之申請。
申請人所有之土地權利分屬不同直轄市、
縣（市）之登記機關管轄者，以同一直轄
市、縣（市）為單位，分別填備第一項應
附文件，交由第一項受理登記機關查核後
轉交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辦理。
四、本法條第三項之利害關係人申請資格、範
圍及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如下：
（一）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就共
有不動產處分、變更或設定地上
權、農育權、不動產役權或典權之
共有人：得申請同一地（建）號之
他共有人之謄本，並檢附切結書或
契約書正本。但區分所有建物之基

地為共有者，不適用之。
（二）依民法第八百二十三條第一項或第
八百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請求分
割共有不動產之共有人：得申請同
一地（建）號之他共有人之謄本，
並檢附切結書正本。但區分所有建
物之基地為共有者，不適用之。
（三）依民法第四百二十六條之二、第九
百十九條或土地法第一百零四條
規定出賣基地或房屋之所有權
人：基地所有權人，得申請建物所
有權人、地上權人、典權人之謄
本，並檢附買賣契約書正本；房屋
所有權人，得申請基地所有權人之
謄本，並檢附最近一期之房屋稅繳
款書、稅籍證明或設籍之戶籍證明
文件等及買賣契約書正本。但房屋
已辦理登記者，僅檢附買賣契約書
正本。
（四）依農地重劃條例第五條規定出售耕
地之所有權人：得申請同一地號之
他共有人、毗連耕地之所有權人之
謄本，並檢附買賣契約書正本。
（五）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
理負責人：得申請同一公寓大廈所
有權人之謄本，並檢附主管機關同
意備查文件（有註明主任委員或管
理負責人者）及公寓大廈管理組織
報備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正本，於申請書並應載明執行之法
令依據。
（六）都市更新單元內所有權人、都市更
新籌備會（小組）代表人或（預定）
實施者：得申請同一更新單元範圍
內及其毗鄰土地之所有權人之謄
本，並依下列規定辦理：
1.所有權人：檢附擬劃定或已劃定
更新單元內土地及建物登記簿所
載所有權人數均超過十分之一之
所有權人同意書或所持有土地及
建物面積均超過總登記面積十分
之一之所有權人同意書（載明更
新單元範圍、土地及建物登記面
積 及 全 體土 地 及建 物 所有 權 人
數）。
2.都市更新籌備會（小組）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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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准籌組文件正本，並載明更新
單元範圍。
3.都市更新（預定）實施者：檢附
受各級主管機關委託之委託書、
都市更新會立案證書、都市更新
事業概要核准文件（有註明預定
實施者）或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核
定文件正本，並載明更新單元範
圍。
（七）債權人：得申請債務人之謄本，並
檢附法院核發之債權憑證正本。但
已設定抵押權者，免附債權憑證正
本。
（八）訴訟繫屬中之當事人：得申請相對
人之謄本，並檢附法院發給已起訴
證明等相關證明文件正本。
（九）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登記機
關認定具有法律上通知義務或權
利義務得喪變更之關係者：得申請
相對人之謄本，並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正本。
前項利害關係人得向任一登記機關臨櫃提
出申請，並於申請書載明所繫利害關係或
法律依據。
第一項利害關係人所檢附證明文件之正
本，於查驗後發還，並影印或掃描附案；
無法檢附證明文件正本者，得於申請書內
切結事由，並檢附與正本相符之影本申請
之。
五、因強制執行事件或法院訴訟需要，持憑法
院通知文件得申請第一類謄本。
前項謄本表尾註明本謄本僅供法院使用字
樣。
六、申請土地、建物異動索引、異動清冊，以
下列各款者為限：
（一）原登記申請案之申請人、代理人。
（二）登記名義人。
（三）與原申請案有利害關係之人，並提
出證明文件。
前項第三款利害關係人，應向保存原登記
申請案之登記機關臨櫃提出申請。
第一項異動索引，經隱匿權利人部分姓
名，得由任何人申請之。
第一項異動清冊，如登記原因為地籍圖重
測、土地重劃、區段徵收、徵收、地籍整

理、截止記載、權利變換、行政區域調整、
段界調整或逕為分割，不得以整案申請。
第一項異動清冊未提供於網路申請者，申
請人僅得向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申請核
發。
七、申請人申請提供本法條資料，除第四點、
第六點及第九點另有規定外，均得向任一
登記機關臨櫃或以網路提出申請。
登記機關受理申請時，應當場核對到場之
申請人、代理人或複代理人之身分。但以
網路申請者，得以自然人憑證、工商憑證
或其他得確認身分之方式提出申請。
前項到場之申請人、代理人或複代理人，
應出具登載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並
貼有照片之國民身分證、駕駛執照或全民
健康保險卡等由政府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
正本。
前項身分證明文件，登記機關經核對無誤
後發還。但以網路申請者，應記錄相關申
請資訊。
八、登記機關受理第四點及第六點之申請，申
請標的位於其他登記機關轄區，有確認申
請標的之需要者，得向轄區之登記機關聯
繫確認。
各登記機關應建立跨所申請謄本聯繫窗
口。
九、所有權人及他項權利人之繼承人得向任一
登記機關臨櫃申請各類謄本，並應檢附登
記名義人之戶籍資料及證明為民法第一千
一百三十八條規定之法定繼承人之一或其
他足資證明為繼承人之證明文件正本。登
記機關應查驗後正本發還並影印或掃描附
案。
前項戶籍資料，登記機關得以電腦查詢
者，免附。
十、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為流水編號者，經
核對姓名相符，即准予核發第一類謄本。

加強防範偽造土地登記證明文件注意事項 C‐32‐1

加強防範偽造土地登記
證明文件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72 年 1 月 14 日內政部台（72）內地字第
123055 號函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90 年 8 月 16 日內政部台（90）內地字第
9077316 號令修正發布

一、為加強防範偽造變造權利書狀、身分證明、
印鑑證明及其他有關文件不法申請土地登
記，以確保土地登記之安全，特訂定本注
意事項。
二、登記機關應將歷次核發不同版之權利書狀
樣式、防偽措施說明、機關印信、歷任首
長簽字章及其任期等資料以密件建檔保
存，供審查人員查對並列入移交。
權利書狀之規格由內政部訂定。
三、登記機關接收登記案件時，應確實核對送
件人身分，並查核所附權利書狀、印鑑證
明、身分證明及稅捐繳（免）納證明等有
關文件，發現上述文件有疑義時，應調閱
原案比對或與原文件核發機關聯繫，請其
協助審認文件之真偽。
電腦化作業前之權利書狀與登記簿係由同
一人繕寫者，如發現疑義時，應注意核對
登記簿與權利書狀之筆跡是否相符。
登記機關於發現有偽造變造情事者，應迅
即密報治安單位偵辦並通報上級地政機
關，該上級地政機關認案情重大者應迅即
層報內政部及轉知其他直轄市、縣（市）
地政機關預為防杜。
四、登記名義人或當事人親自到場辦理而免檢
附印鑑證明案件，登記機關指定核對簽證
之人員，應確實查核其身分，並將其國民
身分證影印附案存檔。
五、住址變更登記案件，應注意審查其身分證
明文件，必要時應向戶政事務所查證。
六、未能繳附原權利書狀之申請案件，應注意
審查其原因證明文件，必要時應調閱原案
或登記簿或向權利利害關係人、原文件核
發機關查證。
前項申請案件於公告原權利書狀作廢時，
應以登記名義人之申請案載住所、登記簿
登記住所併同通知。
七、權利書狀補發登記之通知依行政程序法送

達規定辦理之。但其應受送達人以登記名
義人本人，或其法定代理人、代表人、管
理人或指定之代收人為限。
前項通知之送達處所有下列各款情形者，
應以登記名義人其他相關住所併同通知。
（一）送達登記名義人之住所與登記簿登
記住所不同者。
（二）送達登記名義人之居所、事務所、
營業所、就業處所或法定代理人、
指定代收人處所與登記名義人之
申請案載住所、登記簿登記住所不
同者。
（三）登記名義人最近二個月內於登記機
關辦竣住址變更登記，其變更前住
所與送達處所不同者。
八、登記機關應加強保管空白權利書狀用紙，
對其領用及存量，須按月清點並記錄。
九、登記機關應依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
訂定之地籍資料庫管理規定加強地籍資料
管理，以防範地籍資料遺失或被偽造變
造。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並應加強
督導。
十、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應加強與戶政、
稅捐機關、登記名義人或土地登記專業代
理人等進行防偽作業之聯繫、交流，登記
機關應加強民眾防偽方法之宣導。
十一、登記機關人員因適時查覺偽造變造情事
，而有效防止不法申請登記案件者，直
轄市、縣（市）地政機關應優予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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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印鑑設置及使用作業要點 C‐33‐1

土地登記印鑑設置及使
用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86 年 2 月 22 日內政部台（86）內地字第
8674198 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 90 年 8 月 14 日內政部台（90）內地字第
9069596 號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96 年 3 月 19 日台內地字第 0960029413
號令修正第 7 點及第 6 點之格式 2
中華民國 99 年 10 月 12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0990198696 號修正第 6 點、第 7 點、第 10 點、
第 11 點、第 13 點、第 14 點
中華民國 102 年 11 月 15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20343156 號令修正第 6 點、第 10 點

一、土地權利登記名義人為申辦土地登記，依
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一條第六款規定，以
在土地登記機關申請設置之土地登記印鑑
（以下簡稱印鑑）取代親自到場者，其印
鑑之設置及使用應依本要點之規定。
二、申請人為法人者，應由其代表人提出申請，
並各設法人及其代表人印鑑於同一印鑑
卡。法人名稱或其代表人變更者，應申請
變更印鑑。
三、申請人為限制行為能力人者，應與其法定
代理人會同申請，並各設印鑑於同一印鑑
卡。
前項申請人之法定代理人變更者，應申請
變更印鑑。
第一項申請人成為有行為能力人時，得繼
續使用原設置之印鑑。
四、已在土地所在之登記機關設置印鑑者，委
託他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使用該設置之印
鑑時，應於土地登記申請書備註欄註明「使
用已設置之印鑑」，以作為登記機關審查之
依據。
五、於登記機關設置之印鑑，僅供該機關審核
土地登記案件之用。
六、申請設置印鑑，應檢附下列文件，由申請
人或法人之代表人親自辦理：
（一）印鑑申請書（格式一）。
（二）印鑑卡（格式二）及印鑑章。
（三）身分證明文件：
1.本國自然人檢附國民身分證。
2.外國人檢附護照或中華民國居留
證。

3.旅外僑民檢附經僑務委員會核發
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中央地政主
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及其
他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4.大陸地區人民檢附經行政院設立
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
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或臺灣地區
長期居留證。
5.香港、澳門居民檢附護照或香
港、澳門永久居留資格證明文件。
6.歸化或回復中華民國國籍者，應
提出主管機關核發之歸化或回復
國籍許可證明文件。
7.法人檢附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
人之資格證明或公司登記主管機
關核發之公司 設立、變 更登記
表、其影本或一百年三月前核發
之抄錄本。
（四）土地權利登記名義人之所有權狀或
他項權利證明書。
前項第三款之文件，應檢附正、影本各一
份，並準用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令補
充規定第四十一點第三款至第六款規定切
結並簽章；正本於核對後發還。
申請人擁有多筆不動產權利分屬同一直轄
市、縣（市）之不同轄區登記機關管轄者，
得由申請人依其不動產所屬之登記機關填
備同份數第一項應附文件，並備妥雙掛號
郵資，交由受理之登記機關依第七點第一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查核後轉寄其他登
記機關辦理。收受轉寄印鑑卡之登記機關
應向原受理之登記機關查證，並經查驗檢
附證明文件無誤後，辦理印鑑卡設置。
七、登記機關受理申請設置印鑑案件後，應依
下列規定辦理：
（一）查驗申請人之身分及其檢附之證明
文件。
（二）核驗印鑑章，並請申請人或法人之
代表人當場親自簽名。
（三）印鑑卡加蓋印鑑設置專用章後設專
檔保存。
（四）申請書及其附件歸檔。
登記機關完成印鑑設置後，應以申請人之
印鑑申請書所載住所及登記簿登記住所併
同通知。申請人為法人者，並通知法人之
代表人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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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請人於同一登記機關設置之印鑑以一式
附件之保存年限亦同。
為限，已申請設置者，不再受理其申請。
前項文件之保存及銷毀作業，由登記機
九、申請變更印鑑，準用第六點及第七點規定
關依檔案法相關規定辦理。
辦理。
十四、登記機關應指派專人依下列各款規定設
十、申請註銷印鑑，應由已設置印鑑之本人或
置印鑑專簿管理印鑑卡：
法人之代表人檢附土地登記印鑑申請書辦
（一）印鑑卡應按自然人及法人分類裝
理之。但有下列各款情形者，各依其規定：
釘成專簿集中保管。申請人為自
（一）本人已死亡或受死亡宣告者，由其
然人者依出生年月日先後順序，
繼承人或利害關係人檢附其死亡
申請人為法人者，依其統一編號
記事之戶籍資料代為申請。
大小順序，並以電腦建檔管理。
（二）本人受監護宣告者，由其監護人或
（二）印鑑卡變更者，變更後之印鑑卡
利害關係人檢附受監護宣告有關
應與原設置之印鑑卡一併保存。
文件代為申請。
（三）印鑑卡之保存場所，應嚴格管制，
（三） 本人仍為限制行為能力人者，與
除法律或中央地政機關另有規定
其法定代理人會同申請。
或為避免遭受損害外，印鑑卡不
（四）法人經合併者，由存續法人或另立
得攜出保存場所。
法人之代表人檢附合併相關文件
（四）印鑑卡除有土地登記案件必須調
申請。
閱比對者外，不得調閱。
（五）法人經解散、撤銷、廢止或註銷登 十五、本要點規定之書卡格式及電腦作業系統
記者，由其清算人檢附解散、撤
規範，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
銷、廢止或註銷登記之相關文件申
請。
（六）法人宣告破產者，由其破產管理人
檢附其資格證明及破產宣告之相
關文件申請。
前項印鑑註銷，準用第六點規定辦理。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文件，能以電腦
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十一、登記機關發現印鑑設置人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應逕為註銷其設置之印鑑：
（一）已死亡或受死亡宣告。
（二）受監護宣告。
（三）法人經解散、撤銷、廢止、註銷登
記或宣告破產者。但法人經解散、
撤銷、廢止或註銷登記，於清算完
結前，僅註銷其代表人之印鑑。
（四）申請設置證明文件經該主管機關認
定屬偽造、變造。
（五）未依第二點第二項及第三點第二項
規定辦理者。
前項逕為註銷，併同通知已知設置該印
鑑之相關登記機關。
十二、印鑑設置人遺失印鑑章，應申請變更或
註銷印鑑。
十三、印鑑卡應永久保存；其經註銷者，自註
銷之日起保存十五年；印鑑申請書及其

徵收田賦土地地目等則調整辦法 C‐34‐1

徵收田賦土地地目等則
調整辦法
中華民國 71 年 10 月 15 日內政部台 71 內地字第
110579 號令訂頒
中華民國 88 年 6 月 29 日內政部台 88 內地字第
8881320 號令修正發布第 3 條至第 5 條、第 8 條
條文

ௐ˘୧ 本辦法依土地稅法第二十七條訂定
之。
ௐ˟୧ 本辦法所稱地目等則調整，係指徵收
田賦之土地，因交通、水利、土壤及水土保
持等因素改變或自然變遷，致其收益有增減
時，就已登記地目予以變更或等則予以提高
或降低。
ௐˬ୧ 辦理地目等則調整之機關如左：
一、直轄市以直轄市政府為主管機關，地政
處為主辦單位，建設、工務、都市發展、
稅捐稽徵等各局、處為會辦單位。
二、縣（市）以縣（市）政府為主管機關，
地政科為主辦單位，農林、建設、工務
各局（科）
，當地稅捐稽徵處、農田水利
會、糧食管理處或分處等為會辦單位，
地政事務所為協辦單位。
ௐα୧ 地目等則調整，每五年舉辦一次，必
要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變更之。
ௐ̣୧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地目等則
調整之評議，應組織地目等則調整評議委員
會為之。地目等則調整評議委員會之設置辦
法，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ௐ̱୧ 地目等則調整標準如左：
一、土地有左列因素改變或自然變遷情事之
一，致其收益增加者，應變更其地目或
提高其等則：
（一）堤防之興建、改良、復舊。
（二）灌溉及排水等水利工程設施之興
建、改良、復舊。
（三）道路之興建、改良、復舊。
（四）水土保持設施之興建、改良、復
舊。
（五）土壤改良。
（六）防風防砂造林之完成。
（七）因公共設施或工商發展關係直接
受益。

（八）因自然環境變遷或土地重劃等改
良。
（九）其他合法原因。
二、土地有左列因素改變或自然變遷情事之
一，致其收益減少者，應變更其地目或
降低其等則：
（一）堤防破壞失修。
（二）灌溉及排水等水利工程破壞、失
修。
（三）道路破壞失修。
（四）水土保持破壞。
（五）防風防砂林破壞。
（六）因受重大災害無法為原來之使用。
（七）其他合法原因。
ௐ˛୧ 辦理地目等則調整之程序如左：
一、搜集資料。
二、選定調整等則標準地區。
三、勘定地目等則調整地區。
四、擬定調整之地目等則。
五、提交地目等則調整評議委員會評議。
六、抽查複勘。
七、公告通知。
八、異議處理。
九、造冊統計。
十、陳報核備。
十一、訂正成果。
ௐˣ୧ 地目等則調整作業實施要點，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定之，並報中央地政機關
備查。
ௐ˝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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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地目變更注意事項 C‐35‐1

辦理地目變更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78 年 12 月 14 日內政部台 78 內地字第
752794 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 84 年 2 月 7 日內政部台 84 內地字第
8401695 號函修正第 2 點

一、建物所有人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
基地為依法得為建築使用之非「建」地目
者，地政事務所應依下列規定辦理，並通
知稅捐機關：
（一）整筆已為建築基地者，應於建物測
量成果圖加註，且於依法核准建物
登記時，逕辦地目變更登記，並通
知土地所有人辦理加註書狀。
（二）一筆土地僅部分為建築基地者，於
依法核准建物登記時，同時通知土
地所有人依法申辦土地分割後，再
就該建築基地逕辦地目變更登記。
二、依法得為建築使用之非「建」地目土地，
於建築物完成地面第一層樓頂板或建有地
下室之建築物於完成最底層樓頂板時，土
地所有人申辦地目變更為「建」
，地政事務
所應予受理，但以部分作為建築基地者，
仍應先申辦土地分割。
三、左列土地部分作為建築基地者，土地所有
人就全筆土地申請地目變更為「建」，地政
事務所應予受理：
（一）都市土地劃為住宅區、商業區、工
業區、行政區、文教區者。
（二）非都市土地編為甲、乙、丙、丁種
建築用地者。
四、編為甲、乙、丙種建築用地之非都市土地
，其供農舍使用時，得地目變更為「建」，
其餘供農舍使用之土地，不准地目變更為
「建」。
五、共有土地申辦地目變更登記時，地政事務
所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整筆依法變更使用者，得由共有人
之一單獨申請地目變更登記，但地
政事務所應將辦理結果通知其他
共有人。
（二）部分依法變更使用者，得由共有人
全體或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
規定申辦土地標示分割登記後，由
共有人之一單獨申請地目變更登

記，但地政事務所應將辦理結果通
知他共有人。
六、設有抵押權之土地申辦地目變更登記，無
須徵得抵押權人同意，但地政事務所應將
辦理結果通知抵押權人。
七、山坡地範圍內暫未編定用地之土地，其地
目變更應俟補註用地種類後再辦理。
八、經編為農牧用地或劃為農業區、保護區之
「田」地目之土地，申請地目變更應檢附
有關機關核發因重大災害、灌溉系統變更
或其他不可抗力因素，致不能為「田」使
用之證明文件。
九、辦理地目變更作業程序如左：
（一）地政事務所受理地目變更申請案件
，應設專簿，統一編號收件。
（二）地政事務所應依收件順序審查，經
審查與規定相符者，除經檢附測量
結果通知書，或市縣主管機關核發
之有關文件，足以證明該地之使用
狀況，應免予勘查，逕行核定外，
其餘應派員實地勘查。前款申請案
件，如經審查與規定不符者，應一
次通知補正。
（三）勘查人員於實地勘查完畢後，應依
據實況簽註擬予准駁之依據，呈送
地政事務所主任核定。
（四）經核定准予變更地目之案件，除一
筆土地部分變更地目者，另案辦理
分割測量，就測量結果再依規定辦
理外，其餘應繕造地目變更結果清
冊，據以釐整有關圖冊。並應即辦
理登記，加註書狀及通知申請人。
其屬不准變更地目者，駁回之。
（五）下列土地之地目變更案件，上級地
政機關得予抽查：
1.都市土地劃為農業區、保護區之
「田」、
「旱」地目土地。
2.非都市土 地編為農 牧用地之 土
地。
（六）經抽查結果發現有不實情事或非法
變更地目者，除飭知地政事務所應
依土地法第六十九條規定辦理更
正登記外，並應查明原勘查人員及
有關主管之責任，從嚴議處。其有
涉及刑責者，應即依法究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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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水道浮覆地及道路溝渠廢置地所有權歸屬處理原則 C‐36‐1
記。
六、收歸國有部分：其餘土地未經人民或地方
政府取得所有權者，除法令另有規定外，
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或其所屬分支機構囑
託該管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辦理土
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並以財政部國有財
產局為管理機關。
中華民國 60 年 6 月 29 日行政院台 60 內字第 5854
七、地方政府投資開闢海堤，產生未登記土地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74 年 6 月 17 日行政院台 70 四內字第
之所有權歸屬處理原則，準用第五點規定。

關於水道浮覆地及道路
溝渠廢置地所有權歸屬
處理原則

11254 號函修正第 3 點
中華民國 91 年 7 月 26 日行政院院臺內字第
0910034925A 號函修正名稱及全文

一、土地補辦登記程序：未登記之水道地浮覆
後及未登記之道路溝渠地於廢置後，當地
地政機關應即依土地法規定程序，辦理土
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二、已由政府給價部分：第一點規定之各類土
地，如係原由地方政府徵收或價購者，准
由地方政府於辦理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時，囑託登記為地方所有。
三、水道浮覆地原為私有部分：水道浮覆地原
屬私有者，除已由政府徵收補償或給價收
購（包括日據時期給價）者外，於土地回
復原狀時，不論係天然或人為之原因，均
應准由原所有權人依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申請回復其所有權。回復請求權時
間以水道區域線公告後起算。
四、道路溝渠廢置地原為私有部分：道路、溝
渠廢置地原屬私有者，除已由政府徵收補
償或給價收購（包括日據時期給價）者外，
准由原所有權人於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期間，申請為所有權登記。但因政府投資
或間接施工而廢置者，得依法徵收工程受
益費。
五、地方政府計畫投資開發取得土地程序：地
方政府投資開闢新水道、新道路或新溝
渠，而欲取得舊水道浮覆地或舊道路溝渠
廢置地之所有權者，應事先擬具計畫，報
行政院核准，否則不予追認；並應於工程
完竣之日起三個月內，將實測結果有關圖
冊函送內政部及副知財政部、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及其所屬分支機構，俟內政部報行
政院核定後，辦理登記。
前項地方政府取得之土地，由地方政府囑
託該管地政機關辦理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

C‐36‐2 關於水道浮覆地及道路溝渠廢置地所有權歸屬處理原則

登記機關受理跨縣市代收地政類申請案件作業原則 C‐37‐1

登記機關受理跨縣市代
收地政類申請案件作業
原則
中華民國 104 年 1 月 8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31303899 號令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104 年 11 月 3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41308846 號令修正發布

一、為跨縣市登記機關間協助代收土地登記、
複丈、建物測量及其他地政類申請案件（以
下簡稱申請案件），有一致之作業方式，以
達簡政便民，提升政府服務效能之目標，
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適用範圍以各直轄市、縣（市）之
登記機關間協助代收申請案件為限。
前項代收申請案件如下：
（一）土地登記。
（二）土地複丈及建物測量。
（三）土地登記規則第二十四條所定之複印
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
（四）複印土地複丈及建物測量申請書原
案。
（五）複印公文。
（六）英文不動產權利登記證明。
（七）人工登記簿謄本。
（八）利害關係人申請之異動索引、異動清
冊。
（九）複印信託專簿、共有物使用管理專簿
及土地使用收益限制約定專簿。
（十）代理人送件明細表。
（十一）土地複丈成果圖補發。
（十二）實價登錄「表單登錄、紙本送件」
案件。
三、本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管轄機關：指土地或建物所在地之登
記機關。
（二）代收機關：指協助代收非其管轄區申
請案件之登記機關。
四、申請人或代理人向代收機關臨櫃辦理代收
申請案件，應填具申請單（範例如附件
一），並繳納郵資，連同申請案件之申請
（報）書及其附繳證件交由代收機關轉交
管轄機關辦理。以通信或網路方式提出申

請者，不予受理。
五、代收機關受理第四點申請案件，應辦理事
項如下：
（一）核對申請（報）人或代理人之身分，
並於申請案件之申請（報）書右下方
加蓋核訖身分章戳、核對者及代收機
關。但不依土地登記規則及其他法令
規定核對當事人或第三人之身分。
（二）檢核申請案件之申請（報）書之附繳
證件、委任關係、聯絡方式及其他應
勾選或填寫等欄位是否填載正確，及
該申請書上印章是否缺漏。
（三）代收非由地政士代理之土地登記申請
案件者，應向管轄機關確認是否符合
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三
項規定。
（四）確認發還或發給文件之方式及代收預
付郵資。
（五）跨縣市代收案件簽收系統（以下簡稱
代收系統）登錄收件資料。
（六）通知管轄機關。
（七）發給代收申請案件之收據（範例如附
件二）。
（八）郵寄代收申請案件。
第二點第二項第十二款之案件，如代理人
到場，應另核對申報人於申報書所載姓
名、名稱及統一編號是否正確，並確認申
報書序號欄載有地政線上申辦系統（以下
簡稱申辦系統）之序號。
六、管轄機關收受第五點申請案件，應辦理事
項如下：
（一）收件。
（二）登錄代收系統簽收並通知申請人或代
理人及代收機關。
（三）通知申請人或代理人繳納規費。
（四）通知申請人或代理人補正或駁回申請
案件並檢還原卷。
（五）案件辦理完畢，應通知申請人或代理
人，並寄回相關文件、核發資料或權
狀。郵資如有賸餘，應一併寄回。
第二點第二項第十二款之案件，須於申辦
系統登錄紙本表單收件日期。
七、管轄機關除本原則規定外，仍應依土地登
記規則第五十三條及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二百十一條、第二百六十四條規定之程序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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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項目：
□土地登記申請案

□土地複丈及建物測量申請案

□複印□1.土地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2.複印土地複丈及建物測量申請書原案□3.公文
□4.信託專簿□5.共有物使用管理專簿□6.土地使用收益限制約定專簿
□英文不動產權利登記證明□人工登記簿謄本
□利害關係人申請之異動索引、異動清冊
□代理人送件明細表

□土地複丈成果圖補發

□實價登錄「表單登錄、紙本送件」案件
二、申請標的【詳後附申請（報）書】
三、請貴所（局）代收後移送管轄登記機關（_____市、縣_____地政事務所或地政局）辦理，本
人已知悉本案處理期限自管轄登記機關收件後起算，收件後如有計徵規費、罰鍰、補正、駁
回、領件、申請退費及閱覽、複印或攝影申請（報）書及其附件等事項，均由管轄機關辦理。
四、本申請案件辦理完畢後發還或發給之文件，請就下列方式擇一辦理：
□至管轄機關領取。
□郵寄到家（□掛號□雙掛號□快捷）：
1、檢附郵資________元。
2、同意由管轄機關將辦理完畢應發還或發給之文件寄給
申請案件之□權利人□義務人□代理人。
（郵寄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申請案件無發還或發給文件。
五、切結事項：□本人確實知悉內政部 102 年 12 月 2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2564 號令規定，非
地政士送件受同一登記機關同一年內申請不得超過 2 件或曾於同一登記機關申請不得超過 5
件之限制；本代為收件申請確實未違反規定。
此

致

□

市、縣

地政事務所

□金門縣地政局
申請人（或代理人）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簽章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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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收機關：__________市、縣_________地政事務所/金門縣地政局
代 收 編 號

號至

號共 件（1 件 1 號）

申 請 項 目

預 付 郵 資

申請代收日期

日

代 收 人 員
分
機

元

□申請標 的：

年 月

市（縣）

小段
地號共
申 請 標 的/ 案
□申請案號：
年
號/公文號
□申請公文號：
年

區（市、鄉、鎮）

筆、

建號共

字

段

棟

號

月

日

字第

號

□申報書序號：
申

請

人

代

理

人

複代理人

注意事項：
一、土地登記、土地複丈及建物測量案件送達管轄機關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3 條及地籍測
量實施規則第 211 條、第 264 條規定辦理收件、計收規費、審查、複丈、登校及發件等作
業。
二、代收案件處理時限均自管轄機關收件後起算。如有計徵規費、罰鍰、補正、駁回、領件、
申請退費及閱覽、複印或攝影申請（報）案件等事項，均請向管轄機關辦理。實價登錄「
表單登錄、紙本送件」案件之收件日期，以代收機關受理時間為準。
三、應納規費金額，經管轄機關通知後，依其通知方式繳納。
四、代收機關僅核對土地登記案件送件人身分，不依土地登記規則及其他法令規定核對當事人
或第三人之身分。
五、代收機關查詢電話：○○○
六、管轄機關：○○市、縣○○地政事務所/金門縣地政局
查詢電話：○○○○○、機關地址：
金融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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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動產估價師法

不動產估價師法
中華民國 89 年 10 月 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8900237130 號令制定全文 46 條
中華民國 91 年 6 月 1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116870 號令增訂第 44 條之 1 條文
中華民國 91 年 12 月 1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239560 號令修正第 4 條、第 7 條、第 8 條、
第 13 條、第 20 條、第 33 條、第 34 條、第 42
條、第 4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年 5 月 2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134301 號令修正第 8 條、第 46 條條文；自
98 年 11 月 23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1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122931 號令修正第 2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4 年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53671 號令修正第 8 條條文

ௐ˘ౢ ᓁ!

類

ௐ̣୧ 領有不動產估價師證書，並具有實際
從事估價業務達二年以上之估價經驗者，得
申請發給開業證書。
不動產估價師在未領得開業證書前，不得
執行業務。
第一項所稱估價經驗之認定標準，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價

ௐ˟ౢ ൳̈́ฟຽ!

ௐ̱୧ 不動產估價師登記開業，應備具申請
書，並檢附不動產估價師證書及實際從事估
價業務達二年以上之估價經驗證明文件，向
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經
審查登記後，發給開業證書。
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應備具開業不
動產估價師登記簿；其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ௐ˛୧ 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於核發不
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後，應刊登政府公報，
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撤銷或廢止開業資
格並註銷開業證書時，亦同。
ௐˣ୧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發給開業證
書；已領者，撤銷或廢止其開業資格並註銷
開業證書：
一、經撤銷或廢止不動產估價師資格並註銷
不動產估價師證書。
二、罹患精神疾病或身心狀況違常，經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委請二位以上相
關專科醫師諮詢，並經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認定不能執行業務。
三、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四、受破產宣告尚未復權。
依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註銷開業證書者，於
原因消滅後，仍得依本法之規定，請領開業證
書。
ௐ˝୧ 不動產估價師開業，應設立不動產估
價師事務所執行業務，或由二個以上估價師
組織聯合事務所，共同執行業務。
前項事務所，以一處為限，不得設立分事務
所。
ௐȈ୧ 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遷移於核准登記
開業之直轄市或縣（市）以外地區時，應檢
附原開業證書向原登記之主管機關申請核轉
遷移登記；遷移地之主管機關於接獲原登記
主管機關通知後，應即核發開業證書，並復
知原登記主管機關將原開業證書註銷。
ௐȈ˘୧ 不動產估價師開業後，其登記事項
有變更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
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登記。
ௐȈ˟୧ 不動產估價師自行停止執行業務，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敘明事由，
檢附開業證書，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註銷開業證書。
ௐȈˬ୧ 不動產估價師開業後，有第八條第
一項規定情形之一或死亡時，得由其最近親

地

ௐ˘୧ 中華民國國民經不動產估價師考試及
格，並依本法領有不動產估價師證書者，得
充任不動產估價師。
ௐ˟୧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
ௐˬ୧ 經不動產估價師考試及格者，得向中
央主管機關請領不動產估價師證書。
ௐα୧ 有下列情形之一，不得充任不動產估
價師；其已充任不動產估價師者，撤銷或廢
止其不動產估價師資格並註銷不動產估價師
證書：
一、曾因不動產業務上有關詐欺、背信、侵
占、偽造文書等犯罪行為，受有期徒刑
六個月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者。
二、受本法所定除名處分者。
三、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經
撤銷考試及格資格者。

D‐1‐1

D‐1‐2

不動產估價師法

屬或利害關係人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向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撤銷或廢止其開
業資格並註銷開業證書。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知悉前條或前項
情事時，應依職權予以撤銷或廢止其開業資格
並註銷開業證書。

地
價
類

文件，依第六條第一項規定，重行申請開業
登記及發給開業證書。
前項機關（構）
、學校、團體應具備之資格、
認可程序、專業訓練或與專業訓練相當之方
式及證明文件等事項之認可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主管機關得檢查不動產估價師之
ௐˬౢ ຽચ̈́యЇ!
業務或令其報告，必要時，得查閱其業務記
錄簿，不動產估價師不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ௐȈα୧ 不動產估價師受委託人之委託，辦
前項業務記錄簿之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
理土地、建築改良物、農作改良物及其權利
定之。
之估價業務。
未取得不動產估價師資格者，不得辦理前
ௐαౢ ̳ົ!
項估價業務。但建築師依建築師法規定，辦
ௐ˟Ȉ˟୧ 不動產估價師領得開業證書後，
理建築物估價業務者，不在此限。
非加入該管直轄市或縣（市）不動產估價師
ௐỊ̏୧ 不動產估價師受委託辦理業務，其
公會，不得執行業務。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對
工作範圍及應收酬金，應與委託人於事前訂
具有資格之不動產估價師之申請入會，不得
立書面契約。
拒絕。
ௐȈ̱୧ 不動產估價師受委託辦理各項業
不動產估價師於加入公會時，應繳納會
務，應遵守誠實信用之原則，不得有不正當
費，並由公會就會費中提撥不低於百分之二
行為及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
十之金額，作為不動產估價研究發展經費，
不動產估價師違反前項規定，致委託人或
利害關係人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交由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設管理委
員會負責保管；以其孳息或其他收入，用於
ௐȈ˛୧ 不動產估價師不得允諾他人以其名
不動產估價業務有關研究發展事項。
義執行業務。
前項管理委員會之組織及經費運用辦法，
ௐȈˣ୧ 不動產估價師對於因業務知悉之秘
由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定之，並報
密，除依第二十一條之規定或經委託人之同
意外，不得洩漏。但為提昇不動產估價技術，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遷移於原登記開業之
得將受委託之案件，於隱匿委託人之私人身
直轄市或縣（市）以外地區時，於依第十條
份資料後，提供做為不動產估價技術交流、
規定領得新開業證書後，應向該管不動產估
研究發展及教學之用。
價師公會申請辦竣出會及入會後，始得繼續
ௐȈ˝୧ 不動產估價之作業程序、方法及估
執業。
價時應遵行事項等技術規則，由中央主管機
ௐ˟Ȉˬ୧ 直轄市或縣（市）不動產估價師
關定之。
公會，以在該區域內開業之不動產估價師十
不動產估價師受託辦理估價，應依前項技
五人以上發起組織之；其不滿十五人者，得
術規則及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製作估價報告
加入鄰近直轄市或縣（市）之不動產估價師
書，於簽名後交付委託人。
公會。
不動產估價師對於委託估價案件之委託書
ௐ˟Ȉα୧ 不動產估價師公會於直轄市或縣
及估價工作記錄資料應至少保存十五年。
（市）組設之，並設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
ௐ˟Ȉ୧ 不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有效期限為
聯合會於中央政府所在地。
四年。期滿前，不動產估價師應檢附其於四
同一區域內，同級之不動產估價師公會，以
年內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關（構）、學
一個為原則。但二個以上同級之公會，其名
校、團體完成專業訓練三十六個小時以上或
稱不得相同。
與專業訓練相當之證明文件，向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辦理換證。屆期未換證者， ௐ˟Ị̏୧ 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應由直轄市或縣（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七
應備具申請書，並檢附最近四年內完成受訓
個單位以上之發起組織之；但經中央主管機
三十六個小時以上或與專業訓練相當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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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開會之紀錄。
四、提議及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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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ˬȈ୧ 不動產估價師對不動產估價學術、
技術、法規或其他有關不動產估價事宜之研
究或襄助研究、辦理，有重大貢獻者，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予以獎勵。
ௐˬȈ˘୧ 不動產估價師之獎勵如下︰
一、頒發獎狀或獎牌。
二、頒發專業獎章。
ௐˬȈ˟୧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者，
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ௐˬȈˬ୧ 不動產估價師已領有開業證書未
加入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而執行業務者，處新
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不動產估價師未領有開業證書、開業證書屆
期未換證、已註銷開業證書或受停止執行業務
處分而仍執行業務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
受第一項或前項處分合計三次，而仍繼續執
行業務者，廢止其不動產估價師資格並註銷不
動產估價師證書。
ௐˬȈα୧ 依前二條所處罰鍰，經通知限期
繳納，屆期仍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行。
ௐˬỊ̏୧ 不動產估價師之懲戒處分如下︰
一、警告。
二、申誡。
三、停止執行業務二個月以上二年以下。
四、除名。
不動產估價師受警告處分三次者，視為申誡
處分一次；申誡處分三次者，應另予停止執行
業務之處分；受停止執行業務處分累計滿三年
者，應予除名。
ௐˬȈ̱୧ 不動產估價師違反本法規定者，
依下列規定懲戒之︰
一、違反第九條第二項、第十條至第十二條
或第十五條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警告
或申誡。
二、違反第十八條或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情
事之一者，應予申誡或停止執行業務。
三、違反第十六條第一項、第十七條、第二
十一條或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情事之
一者，應予停止執行業務或除名。
ௐˬȈ˛୧ 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應設

地

關核准者，不在此限。
ௐ˟Ȉ̱୧ 不動產估價師公會置理事、監
事，由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選舉之，其名
額如下︰
一、縣（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之理事不得
逾十五人。
二、直轄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之理事不得逾
二十五人。
三、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之理事不
得逾三十五人。
監事名額不得超過理事名額三分之一。候補
理事、候補監事名額不得超過理事、監事名額
三分之一。
理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者，得分別互選
常務理事及常務監事；其名額不得超過理事或
監事總額三分之一；並由理事就常務理事中選
舉一人為理事長，其不設常務理事者，就理事
中互選之。常務監事在三人以上時，應互推一
人為監事會召集人。
理事、監事之任期為三年，連選連任，理事
長之連任以一次為限。
ௐ˟Ȉ˛୧ 不動產估價師公會應訂立章程，
造具會員名冊及職員簡歷冊，報請該管人民
團體主管機關核准立案，並報所在地主管機
關備查。
ௐ˟Ȉˣ୧ 不動產估價師公會章程，應規定
下列事項︰
一、名稱、組織區域及會址。
二、宗旨、組織及任務。
三、會員之入會及出會。
四、會員（會員代表）之權利及義務。
五、會員代表、理事、監事、候補理事、候
補監事之名額、權限、任期及其選任、
解任。
六、會員遵守之公約。
七、風紀維持方法。
八、會議。
九、會費、經費及會計。
十、章程修訂之程序。
十一、其他有關會務之必要事項。
ௐ˟Ȉ˝୧ 不動產估價師公會應將下列事項
，報該管人民團體主管機關及所在地主管機
關︰
一、會員名冊及會員之入會、出會。
二、理事、監事選舉情形及當選人姓名。
三、會員（會員代表）大會、理事會及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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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動產估價師懲戒委員會，處理不動產估價
資所得扣繳資料證明並具有專科以上學校畢
師懲戒事項。
業資格，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格者，得應
前項懲戒委員會之組織，由中央主管機關
不動產估價師特種考試。
定之。
前項特種考試，於本法施行後五年內辦理
ௐˬȈˣ୧ 不動產估價師有第三十六條各款
三次。
情事之一時，利害關係人、直轄市或縣（市）
公司或商號於本法施行前已登記經營不動
主管機關或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得列舉事實，
產估價業務者，自本法施行之日起五年內應
提出證據，送請該不動產估價師登記地之不
辦理解散或變更登記停止經營是項業務，五
動產估價師懲戒委員會處理。
年期滿即由該管登記機關廢止其公司或商業
ௐˬȈ˝୧ 不動產估價師懲戒委員會對於不
登記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不得繼續經營
動產估價師懲戒事項，應通知被付懲戒之不
不動產估價業務。
動產估價師，限於二十日內提出答辯或到會 ௐαȈα୧̝˘ 依本法規定核發不動產估價
陳述；如不依限提出答辯或到會陳述時，得
師證書及開業證書，得收取費用；其費額，
逕行決定。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不動產估價師懲戒委員會處理懲戒事件， ௐαỊ̏୧ 本法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認為有犯罪嫌疑者，應即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定之。
ௐαȈ୧ 被懲戒人受懲戒處分後，應由直轄 ௐαȈ̱୧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執行，並通知公會及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五月十二日修正之
刊登政府公報。
條文，自九十八年十一月二十三日施行。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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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αȈ˘୧ 不動產估價師間，對於同一標的
物在同一期日價格之估計有百分之二十以上
之差異時，土地所有權人或利害關係人得請
求土地所在之直轄市或縣（市）不動產估價
師公會協調相關之不動產估價師決定其估定
價格；必要時，得指定其他不動產估價師重
行估價後再行協調。
不動產估價師公會為前項之處理時，發現
不動產估價師有違反本法之規定時，應即依
第三十八條之規定處理。
ௐαȈ˟୧ 外國人得依中華民國法律，應不
動產估價師考試。
前項考試及格，領有不動產估價師證書之
外國人，適用本法及其他有關不動產估價師
之法令。
ௐαȈˬ୧ 外國人經許可在中華民國執行不
動產估價師業務者，其所為之文件、圖說，
應以中華民國文字為之。
ௐαȈα୧ 本法施行前已從事第十四條第一
項所定不動產估價業務者，自本法施行之日
起，得繼續執業五年；五年期滿後尚未取得
不動產估價師資格並依本法開業者，不得繼
續執行不動產估價業務。
本法施行前已從事不動產估價業務滿三
年，有該項執行業務所得扣繳資料證明或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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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本人最近一年內二吋半身照片二張。
ௐ̱୧ 不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遺失、滅失或
污損，備具下列文件者，得向所在地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補發或換發：
一、申請書。
二、證書遺失、滅失者，刊登聲明原領證書
遺失、滅失作廢之報紙；證書污損者，
原證書。
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本人最近一年內二吋半身照片二張。
依前項補發或換發之開業證書，仍以原開業
證書之有效期限為期限。
ௐ˛୧ 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不動產估價
師資格並註銷不動產估價師證書時，應通知
各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不動產估價
師已開業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應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依職權予
以撤銷或廢止其開業資格並註銷開業證書。
ௐˣ୧ 不動產估價師依本法第十條所定向原
登記主管機關申請遷移登記時，應備具下列
文件：
一、申請書。
二、原開業證書。
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本人最近一年內二吋半身照片二張。
原登記主管機關受理前項申請，經查核無
誤後，除將原開業證書抽存外，應將全案移
送遷移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遷
移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登記
及發給開業證書，並復知原登記主管機關將原
開業證書註銷。
遷移地之主管機關依前項發給之開業證
書，仍以原開業證書之有效期限為期限。
ௐ˝୧ 本法第十一條所稱登記事項有變更，
指下列之情形：
一、不動產估價師身分資料之變更。
二、事務所名稱、地址之變更。
三、聯合事務所共同執行業務之不動產估價
師之異動。
不動產估價師依本法第十一條所定報請登
記事項變更時，應檢附申請書、開業證書及登
記事項變更之證明文件。
ௐȈ୧ 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所定十五年，自
不動產估價師將估價報告書交付委託人之日
起算。
ௐȈ˘୧ 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所定向直轄

地

ௐ˘୧ 本細則依不動產估價師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ௐ˟୧ 依本法第三條所定向中央主管機關請
領不動產估價師證書者，應備具下列文件：
一、申請書。
二、不動產估價師考試及格證書及其影本。
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本人最近一年內二吋半身照片二張。
合於前項規定者，發給不動產估價師證書，
並發還原繳送之考試及格證書；不合規定者，
駁回其申請；其須補正者，應通知其於十五日
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依前項規定駁回申請時，應退還第一項第二
款至第四款之文件。
ௐˬ୧ 依本法第六條所定向所在地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登記開業發給不動產
估價師開業證書者，應備具下列文件：
一、申請書。
二、不動產估價師證書及其影本。
三、實際從事不動產估價業務達二年以上之
估價經驗證明文件及其影本。
四、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五、本人最近一年內二吋半身照片二張。
前條第二項之規定，於前項申請準用之；駁
回申請時，應退還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文
件。
第一項申請人為外國人者，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於審查合於規定，並依本法
第四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報經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後，始得核發開業證書。
ௐα୧ 本法第七條及第四十條所稱政府公
報，指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公報。
ௐ̣୧ 不動產估價師證書遺失、滅失或污
損，備具下列文件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補發或換發：
一、申請書。
二、證書遺失、滅失者，刊登聲明原領證書
遺失、滅失作廢之報紙；證書污損者，
原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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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換證者，應備具
下列文件，於原開業證書有效期限屆滿前三
個月內為之：
一、申請書。
二、四年內完成專業訓練三十六個小時以上
或與專業訓練相當之證明文件。
三、原開業證書影本。
四、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五、本人最近一年內二吋半身照片二張。
合於前項規定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應通知申請人繳交原開業證書換發新開業
證書；不合規定者，駁回其申請；其須補正者，
應通知其於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
回其申請。
依前項規定駁回申請時，應退還第一項第二
款至第五款之文件。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換證時，其原開業證書遺
失、滅失者，應檢附刊登聲明原領證書遺失、
滅失作廢之報紙。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四年內，指專業訓練之結
訓日在原開業證書有效期間之四年內。
第一項換發之開業證書，其有效期限自原開
業證書期限屆滿日起算四年。
ௐȈ˟୧ 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所定重行申
請開業登記及發給開業證書者，除依第三條
之規定辦理外，並應檢附最近四年內完成受
訓三十六個小時以上或與專業訓練相當之證
明文件及原開業證書。
前項所稱最近四年內，指專業訓練之結訓日
至重行申請開業登記之日在四年以內。
ௐȈˬ୧ 直轄市或縣（市）不動產估價師公
會（以下簡稱直轄市或縣（市）公會）之會
員，以在該直轄市或縣（市）領有開業證書
之不動產估價師為限。但鄰近直轄市或縣
（市）之不動產估價師依本法第二十三條所
定申請加入者，不在此限。
ௐȈα୧ 依本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加入鄰近直
轄市或縣（市）公會之不動產估價師，於其
開業之直轄市或縣（市）組織不動產估價師
公會後，應加入其開業之直轄市或縣（市）
公會。
ௐỊ̏୧ 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以
下簡稱全國聯合會）之會員代表，由直轄市、
縣（市）公會選派之；其選派之代表人數，
於全國聯合會章程中定之。
前項直轄市、縣（市）公會選派之代表，不
以各該公會之理事、監事為限。

ௐȈ̱୧ 全國聯合會理事、監事之被選舉
人，不以直轄市、縣（市）公會選派參加全
國聯合會之會員代表為限。
ௐȈ˛୧ 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所定不動產
估價師懲戒處分之計算，對於其在各直轄市
或縣（市）之懲戒處分，應予累計。
ௐȈˣ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執行不
動產估價師之懲戒處分時，應檢視其懲戒處
分之累計情形，其有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
所定申誡處分三次者或受停止執行業務處分
累計滿三年者，應提不動產估價師懲戒委員
會另予停止執行業務之處分或予以除名。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執行不
動產估價師受除名之懲戒處分時，應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廢止不動產估價師資格並註銷不
動產估價師證書後，廢止開業資格並註銷開
業證書。
ௐ˟Ȉ୧ 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所定百分之
二十以上之差異，指最高價格與最低價格之
差，除以各價格平均值達百分之二十以上。
ௐ˟Ȉ˘୧ 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所定本法
公布施行前已從事不動產估價業務者，指已
登記得經營不動產估價業務之公司、商號或
財團法人從事不動產估價業務之人員。
前項人員申請不動產估價師特種考試資格
審查，應於當次考試報名開始之日十五日前檢
附下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一、申請書。
二、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三、本法施行前已從事不動產估價業務滿三
年之證明文件。
四、執行業務所得扣繳資料證明或薪資所得
扣繳資料證明。
五、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資格證明文件。
六、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證明文件。
合於前項規定者，發給審查合格證明文件；
不合規定者，駁回其申請，並退還前項第二款
至第六款之文件。
ௐ˟Ȉ˟୧ 依本法規定核發不動產估價師證
書及開業證書，得收取費用；其費額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收費，應依預算程序為之。
ௐ˟Ȉˬ୧ 本細則所定書、表格式，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ௐ˟Ȉα୧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直轄市縣（市）不動產估價師懲戒委員會組織規程

直轄市縣（市）不動產
估價師懲戒委員會組織
規程
中華民國 90 年 6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9076952 號令
訂定

價
類

二、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供意
見。
三、提付本會會議審議。
四、製作懲戒決定書。
本會審議時，應參酌提送人所提之事實或證
據及被付懲戒人所提之答辯或到會陳述之內
容；被付懲戒人屆期未提出答辯或未到會陳
述時，得逕為懲戒之決定。
ௐ˛୧ 本會審議時，得邀請有關機關、團體、
人員列席說明，並於說明後離席。
ௐˣ୧ 本會懲戒決定書應記載下列事項：
一、被付懲戒不動產估價師姓名、出生年、
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不動產
估價師證書及開業證書字號、住所或居
所。
二、被付懲戒不動產估價師之事務所名稱、
地址。
三、主文、事實及理由。
四、主任委員簽名、蓋章。
五、決定懲戒之年、月、日。
前項第一款所稱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於被
付懲戒不動產估價師為外國人者，指護照號
碼。
ௐ˝୧ 本會會議對外不公開，與會人員對於
討論事項、會議內容及決議均應嚴守秘密。
ௐȈ୧ 本會委員對具有利害關係之議案，應
自行迴避。
ௐȈ˘୧ 本會決議事項，以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名義行之。
ௐȈ˟୧ 本會對不動產估價師之懲戒案，應
於審議決定後七日內送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辦理，並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被
付懲戒人及提送懲戒之機關、團體或人員。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懲戒決定確定
後，應通知其轄內之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及刊登
政府公報。
ௐȈˬ୧ 本會主任委員、委員及工作人員均
為無給職。但非由本機關人員兼任者，得依
規定支給交通費或差旅費。
ௐȈα୧ 本會所需經費，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編列預算支應。
ௐỊ̏୧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行。

地

ௐ˘୧ 本規程依不動產估價師法第三十七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直轄市、縣（市）不動產估價師懲戒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委員七人至九人，
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直轄市政府秘書長
以上人員、縣（市）政府主任秘書以上人員
擔任，其餘委員，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就下列人員遴聘之：
一、地方公正人士一人至二人。
二、不動產估價學者一人。
三、法律專家學者一人至二人。
四、不動產估價師公會代表一人。
五、建築主管人員一人。
六、地政主管人員一人。
本會委員任期三年，期滿得續聘之。但代表
機關或團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第一項委員出缺時，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應予補聘。
曾受懲戒處分之不動產估價師不得為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委員；在該直轄市或縣
（市）開業之不動產估價師，不得為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三款之委員。
ௐˬ୧ 本會所需工作人員，由直轄市長或縣
（市）長就主管業務及有關機關人員派兼之。
ௐα୧ 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會議
主席；主任委員有第十條規定應自行迴避或
其他因故不能出席之情形時，應指定委員一
人代理之。
ௐ̣୧ 本會開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
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
同意。
委員應親自出席前項會議，不得委託代表
出席。
ௐ̱୧ 本會受理不動產估價師懲戒案後，依
下列程序辦理之：
一、通知被付懲戒人限於二十日內以書面提
出答辯或於本會開會時到會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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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動產估價經驗認定標準

D‐4‐1

不動產估價經驗認定標
準
中華民國 90 年 12 月 26 日台內地字第 9062377 號
令訂定

地
價
類

ௐ˘୧ 本標準依不動產估價師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法第五條第一項所稱實際從事估價
業務達二年以上者，係指下列情形之一：
一、在開業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實際從事估
價工作累計二年以上者。
二、在機關、公營機構或登記有案之民營機
構實際從事估價工作累計二年以上者。
三、符合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得應不動產
估價師特種考試資格者。
ௐˬ୧ 前條所定估價經驗之證明文件如下：
一、在機關、公營機構服務者，繳驗該機關
（構）載明任職職位或實際工作之服務
證明書。
二、在開業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或登記有案
之民營機構服務者，繳驗該事務所或機
構之登記證件及其出具載明任職工作性
質之服務證明書。
三、符合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得應不動產
估價師特種考試資格者，繳驗中央主管
機關審查合格證明文件。
ௐα୧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D‐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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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不動產估價師專業訓練機關（構）學校團體及專業訓練或與其相當之證明文件認可辦法 D‐5‐1

辦理不動產估價師專業
訓練機關（構）學校團
體及專業訓練或與其相
當之證明文件認可辦法
中華民國 90 年 12 月 26 日台內地字第 9074301 號
令訂定
中華民國 93 年 10 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0930065135
號令修正第 1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年 8 月 29 日台內地字第 1010286048
號令修正第 2 條、第 6 條條文

地
價
類

ௐ˘୧ 本辦法依不動產估價師法第二十條第
二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下列機關（構）
、學校、團體，得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可辦理不動產估價師專業
訓練：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二、設有地政或不動產相關系（所）、科之大
專校院。
三、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或其各地
公會。。
四、其他不動產估價相關之全國性非營利機
構或團體。
前項第三款各地公會核發之專業訓練時數
不得超過換證時數三分之二。
ௐˬ୧ 前條機關（構）
、學校、團體應檢附下
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可：
一、申請書。
二、法人資格證明文件或人民團體立案證書
影本。
三、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專業訓練實施計畫書。
前項第四款文件應包括下列內容：
一、辦理專業訓練之課程計畫及時數。
二、辦理專業訓練人員名冊及工作分配表。
三、聘請之師資人員名冊、學歷、經歷、服
務年資及授課同意書。
四、教學場地及設備內容。
前項師資應具有大專校院講師以上之資格
或從事與講授課程相關業務五年以上經驗之
人員。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教育主管機關立

案之公、私立學校，得免附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三款文件。但公、私立學校應檢附設有地政或
不動產相關系（所）、科之證明文件。
ௐα୧ 申請認可辦理專業訓練經審查合於規
定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認可文件；不合
規定者，應敘明理由不予認可。
前項認可得辦理不動產估價師專業訓練之
期限為三年，期滿應重新申請認可。
ௐ̣୧ 經認可之機關（構）、學校、團體於辦
理訓練期間，應組成教學工作小組，辦理教
學督導及輔導等相關事宜。
ௐ̱୧ 辦理專業訓練之機關（構）、學校、團
體得按簡章、教材印製、教學場地租用、教
授鐘點費、行政事務等實際費用覈實計算，
向參訓人員收取報名費及學費。
每班參訓人員不得超過六十人。
ௐ˛୧ 參加專業訓練之不動產估價師受訓完
成後，由辦理專業訓練機關（構）、學校、團
體，發給完成專業訓練時數之證明書。
遲到、早退超過十分鐘者，該節時數應不
予計入。
ௐˣ୧ 辦理專業訓練之機關（構）、學校、團
體應將每年學員名冊、出席紀錄、經費收支、
師資名冊等資料保存建檔，保存期限至少五
年。
ௐ˝୧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派員瞭解
或抽查辦理專業訓練之機關（構）、學校、團
體，有關訓練計畫之執行狀況，該機關（構）、
學校、團體應協助並提供相關資料。
ௐȈ୧ 經認可之機關（構）、學校、團體有下
列情事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認可
並公告之：
一、辦理之專業訓練與經認可之實施計畫書
內容不符者。
二、有事實足認領有第七條第一項證明書之
不動產估價師未實際參加專業訓練者。
ௐȈ˘୧ 與專業訓練相當之證明文件及得折
算專業訓練時數如下：
一、於大專校院發行之學術期刊或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刊物具名發表一萬字
以上有關不動產估價之論文；每篇論文
折算六小時，二人具名發表者，第一位
折算四小時，第二位折算二小時；三人
以上具名發表者，第一位折算三小時，
第二位折算二小時，第三位折算一小
時；第四位以後不計折算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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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價

二、於大專校院講授有關不動產估價課程之
證明文件；每科目每學分每學期之講授
折算二小時。
三、於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得辦理不動產估價
專業訓練之機關（構）
、學校、團體講授
課程之聘書；每年同一科目折算二小時。
四、具名著作有關不動產估價二萬字以上之
學術書籍；每一著作折算九小時，二人
具名發表者，第一位折算六小時，第二
位折算三小時；三人具名發表者，第一
位折算四小時，第二位折算三小時，第
三位折算二小時；第四位以後不計折算
時數。增訂或再版者，不予折算。
五、參加主管機關、不動產估價有關之學校
、團體或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舉辦有關不
動產估價之研討會、講（研）習會或專
題演講之證明文件；每次活動與不動產
估價有關之議題，每三小時折算一小
時，其不足三小時者，不予折算。該次
活動屬國際性質者，其時數得加倍計算。
前項第一款及第四款內容相同之部分，不
得重複折算專業訓練時數。
ௐȈ˟୧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ௐȈˬ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類

不動產估價師業務檢查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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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估價師業務檢查
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0 年 3 月 25 日台內地字第 1000054864
號令訂定

地
價
類

一、為執行不動產估價師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之不動產估價師業務檢查，以加強不
動產估價師業務管理，提升不動產估價師
服務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不動產估價
師業務之檢查，每年應辦理一次；必要時，
得增加辦理次數。
三、執行業務檢查時，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於事前排定檢查對象、時間、地點。
（二）檢查人員應主動出示證明身分之機
關服務證，並說明檢查目的及相關
法令依據。
（三）檢查人員應當場作成「不動產估價
師業務檢查紀錄表（如附件）」一
式二份，由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負
責人及檢查人員簽章後，一份當場
交付受檢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收
執，一份由檢查人員攜回存檔。不
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負責人不在場
時，得由現場工作人員簽章。受檢
單位如拒絕簽收時，不予交付該紀
錄文件，應由檢查人員攜回，以雙
掛號郵寄送達。
（四）應作成紀錄專案建檔，以備查考。
四、執行業務檢查時，如有中央主管機關或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人
員協同檢查之必要者，應事先通知。
五、為舉證之必要，得影印受檢不動產估價師
執行業務有關紀錄及文件，並視實際狀況
之需，備妥照相機、攝影機或錄音機等相
關器材，以利記錄。
六、業務檢查完成後，如有缺失得改善者，限
期改善後複檢；如認為有違法情事，依不
動產估價師法相關規定辦理，處以罰鍰、
懲戒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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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師姓名
事務所地址
項次
1
2
3
4

地

5
6

價

7

類

8
9
10

事務所名稱
項

目

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設立，以一處為限，不得
設立分事務所
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遷移於核准登記開業之直
轄市或縣（市）以外地區時，應檢附原開業證
書向原登記之主管機關申請核轉遷移登記
不動產估價師開業後，其登記事項有變更時，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30 日內，報主管機關登記
不動產估價師受委託辦理業務，其工作範圍及
應收酬金，應與委託人於事前訂立書面契約
不動產估價受託案件之委託書及估價工作記錄
資料應至少保存 15 年
不動產估價師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格式，確實
填載業務記錄簿
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遷移並領得新開業證書
後，應向該管不動產估價師公會申請辦竣出會
及入會，始得繼續執業
不動產估價師是否已領有開業證書未加入公會
而執行業務
不動產估價師是否開業證書屆期未換證、已註
銷開業證書或受停止執行業務處分而仍執行業
務
其他檢查事項：

不動產
估價師法

檢查結果

第9條

□符合□未符合

第 10 條

□符合□未符合

第 11 條

□符合□未符合

第 15 條

□符合□未符合

第 19 條

□符合□未符合

第 21 條

□符合□未符合

第 22 條
第4項

□符合□未符合

第 33 條
第1項

□是 □否

第 33 條
第2項

□是 □否

備註

受檢單位建議事項：

前列檢查事項、檢查結果及記錄與事實相符，檢查人員執行檢查時，並無不法行為，特此具結。
具結人（受檢單位代表）
□不動產估價師
（簽章）身分證字號：
□現場工作人員（與不動產估價師關係：
）
（簽章）身分證字號：
□同上
通訊地址：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註：本表一式二份，一份當場交付具結人（如拒絕簽章時，則由檢查人員攜回以雙掛號郵寄），
並告知本紀錄表內容若經主管機關認定違法將受罰，須依法遵守主管機關處分或繳納罰款。

不動產估價師證書及開業證書收費標準

D‐7‐1

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及開
業證書收費標準
中華民國 102 年 7 月 15 日台內地字第 10202509903
號令訂定
中華民國 104 年 8 月 14 日台內地字第 10413068253
號令修正第 2 條條文

地
價

ௐ˘୧ 本標準依不動產估價師法第四十四條
之一及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申請不動產估價師證書或開業證書，
應依下列規定繳納證書費：
一、核發不動產估價師證書：每張新臺幣一
千五百元。
二、補發或換發不動產估價師證書：每張新
臺幣一千二百元。
三、核發或換發不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每
張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四、補發或變更不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每
張新臺幣一千二百元。
前項不動產估價師證書或開業證書之申
請，經不受理或未經審查自行申請退件者，已
繳納之證書費予以退還。
ௐˬ୧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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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中華民國 90 年 10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9077692 號
令訂定
中華民國 95 年 6 月 12 日台內地字第 0950098790
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20 日台內地字第 1020367113
號令修正

ௐ˘ౢ ᓁ!

價
類

十、比較標的：指可供與勘估標的間，按情
況、價格日期、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之
差異進行比較之標的。
十一、同一供需圈：指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
間能成立替代關係，且其價格互為影
響之最適範圍。
十二、近鄰地區：指勘估標的或比較標的周
圍，供相同或類似用途之不動產，形
成同質性較高之地區。
十三、類似地區：指同一供需圈內，近鄰地
區以外而與勘估標的使用性質相近之
其他地區。
十四、一般因素：指對於不動產市場及其價
格水準發生全面影響之自然、政治、
社會、經濟等共同因素。
十五、區域因素：指影響近鄰地區不動產價
格水準之因素。
十六、個別因素：指不動產因受本身條件之
影響，而產生價格差異之因素。
十七、最有效使用：指客觀上具有良好意識
及通常之使用能力者，在合法、實質
可能、正當合理、財務可行前提下，
所作得以獲致最高利益之使用。
ௐˬ୧ 不動產估價師應經常蒐集與不動產價
格有關之房地供需、環境變遷、人口、居民
習性、公共與公用設施、交通運輸、所得水
準、產業結構、金融市場、不動產經營利潤、
土地規劃、管制與使用現況、災變、未來發
展趨勢及其他必要資料，作為掌握不動產價
格水準之基礎。
ௐα୧ 不動產估價師應經常蒐集比較標的相
關交易、收益及成本等案例及資料，並詳予
求證其可靠性。
前項資料得向當事人、四鄰、其他不動產
估價師、不動產經紀人員、地政士、地政機
關、金融機構、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司法機
關、媒體或有關單位蒐集之。
ௐ̣୧ 不動產估價師應力求客觀公正，運用
邏輯方法及經驗法則，進行調查、勘察、整
理、比較、分析及調整等估價工作。
ௐ̱୧ 不動產估價，應切合價格日期當時之
價值。其估計價格種類包括正常價格、限定
價格、特定價格及特殊價格；估計租金種類
包括正常租金及限定租金。
不動產估價，應註明其價格種類；其以特
定價格估價者，應敘明其估價條件，並同時

地

ௐ˘୧ 本規則依不動產估價師法第十九條第
一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正常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不動產，於
有意願之買賣雙方，依專業知識、謹慎
行動，不受任何脅迫，經適當市場行銷
及正常交易條件形成之合理價值，並以
貨幣金額表示者。
二、限定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不動產，在
下列限定條件之一所形成之價值，並以
貨幣金額表示者：
（一）以不動產所有權以外其他權利與所
有權合併為目的。
（二）以不動產合併為目的。
（三）以違反經濟合理性之不動產分割為
前提。
三、特定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不動產，基
於特定條件下形成之價值，並以貨幣金
額表示者。
四、特殊價格：指對不具市場性之不動產所
估計之價值，並以貨幣金額表示者。
五、正常租金：指具有市場性之不動產，於
有意願之租賃雙方，依專業知識、謹慎
行動，不受任何脅迫，經適當市場行銷
及正常租賃條件形成之合理租賃價值，
並以貨幣金額表示者。
六、限定租金：指基於續訂租約或不動產合
併為目的形成之租賃價值，並以貨幣金
額表示者。
七、價格日期：指表示不動產價格之基準日
期。
八、勘察日期：指赴勘估標的現場從事調查
分析之日期。
九、勘估標的：指不動產估價師接受委託所
估價之土地、建築改良物（以下簡稱建
物）、農作改良物及其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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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其正常價格。
ௐ˛୧ 依本規則辦理估價所稱之面積，已辦
理登記者，以登記之面積為準；其未辦理登
記或以部分面積為估價者，應調查註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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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ˣ୧ 不動產估價作業程序如下：
一、確定估價基本事項。
二、擬定估價計畫。
三、蒐集資料。
四、確認勘估標的狀態。
五、整理、比較、分析資料。
六、運用估價方法推算勘估標的價格。
七、決定勘估標的價格。
八、製作估價報告書。
ௐ˝୧ 確定估價基本事項如下：
一、勘估標的內容。
二、價格日期。
三、價格種類及條件。
四、估價目的。
ௐȈ୧ 擬定估價計畫包括下列事項：
一、確定作業步驟。
二、預估所需時間。
三、預估所需人力。
四、預估作業經費。
五、擬定作業進度表。
ௐȈ˘୧ 不動產估價應蒐集之資料如下：
一、勘估標的之標示、權利、法定用途及使
用管制等基本資料。
二、影響勘估標的價格之一般因素、區域因
素及個別因素。
三、勘估標的相關交易、收益及成本資料。
ௐȈ˟୧ 不動產估價師應依下列原則蒐集比
較實例：
一、實例之價格屬正常價格、可調整為正常
價格或與勘估標的價格種類相同者。
二、與勘估標的位於同一供需圈之近鄰地區
或類似地區者。
三、與勘估標的使用性質或使用管制相同或
相近者。
四、實例價格形成日期與勘估標的之價格日
期接近者。
ௐȈˬ୧ 確認勘估標的狀態時，應至現場勘
察下列事項：
一、確認勘估標的之基本資料及權利狀態。
二、調查勘估標的及比較標的之使用現況。

三、確認影響價格之各項資料。
四、作成紀錄及攝製必要之照片或影像檔。
委託人未領勘，無法確認勘估標的範圍或無
法進入室內勘察時，應於估價報告書敘明。
ௐȈα୧ 不動產估價師應兼採二種以上估價
方法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但因情況特殊不能
採取二種以上方法估價並於估價報告書中敘
明者，不在此限。
ௐỊ̏୧ 不動產估價師應就不同估價方法估
價所獲得之價格進行綜合比較，就其中金額
顯著差異者重新檢討。並視不同價格所蒐集
資料可信度及估價種類目的條件差異，考量
價格形成因素之相近程度，決定勘估標的價
格，並將決定理由詳予敘明。
以契約約定租金作為不動產證券化受益證
券信託利益分配基礎者，折現現金流量分析
法之收益價格應視前項情形賦予相對較大之
權重。但不動產證券化標的進行清算時，不
在此限。
ௐȈ̱୧ 不動產估價師應製作估價報告書，
於簽名或蓋章後，交付委託人。
估價報告書應載明事項如下：
一、委託人。
二、勘估標的之基本資料。
三、價格日期及勘察日期。
四、價格種類。
五、估價條件。
六、估價目的。
七、估價金額。
八、勘估標的之所有權、他項權利及其他負
擔。
九、勘估標的使用現況。
十、勘估標的法定使用管制或其他管制事項
。
十一、價格形成之主要因素分析。
十二、估價所運用之方法與其估算過程及價
格決定之理由。
十三、依本規則規定須敘明之情況。
十四、其他與估價相關之必要事項。
十五、不動產估價師姓名及其證照字號。
前項估價報告書應檢附必要之圖說資料。
因行政執行或強制執行委託估價案件，其報
告書格式及應附必要之圖說資料，依其相關規
定辦理，不受前二項之限制。
ௐȈ˛୧ 估價報告書之事實描述應真實確
切，其用語應明確肯定，有難以確定之事項

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者，應在估價報告書中說明其可能影響勘估
標的權利或價值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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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須蒐集應用計量模型分析關係式自變數
個數五倍以上之比較標的。
二、計量模型分析採迴歸分析者，其調整後
判定係數不得低於零點七。
三、截距項以外其他各主要影響價格因素之
係數估計值同時為零之顯著機率不得大
於百分之五。
ௐ˟Ȉ˘୧ 比較法估價之程序如下：
一、蒐集並查證比較標的相關資料。
二、選擇與勘估標的條件相同或相似之比較
標的。
三、對比較標的價格進行情況調整及價格日
期調整。
四、比較、分析勘估標的及比較標的間之區
域因素及個別因素之差異，並求取其調
整率或調整額。
五、計算勘估標的之試算價格。
六、決定勘估標的之比較價格。
前項第五款所稱之試算價格，指以比較標的
價格經情況調整、價格日期調整、區域因素調
整及個別因素調整後所獲得之價格。
ௐ˟Ȉ˟୧ 所蒐集之比較標的，應就下列事
項詳予查證確認：
一、交易價格及各項費用之負擔方式。
二、交易條件；有特殊付款方式者，其方式
。
三、比較標的狀況。
四、交易日期。
前項查證確有困難之事項，應於估價報告書
中敘明。
ௐ˟Ȉˬ୧ 比較標的有下列情況，應先作適
當之調整；該影響交易價格之情況無法有效
掌握及量化調整時，應不予採用：
一、急買急賣或急出租急承租。
二、期待因素影響之交易。
三、受債權債務關係影響之交易。
四、親友關係人間之交易。
五、畸零地或有合併使用之交易。
六、地上物處理有糾紛之交易。
七、拍賣。
八、公有土地標售、讓售。
九、受迷信影響之交易。
十、包含公共設施用地之交易。
十一、人為哄抬之交易。
十二、與法定用途不符之交易。
十三、其他特殊交易。

地

ௐȈˣ୧ 比較法指以比較標的價格為基礎，
經比較、分析及調整等，以推算勘估標的價
格之方法。
依前項方法所求得之價格為比較價格。
ௐȈ˝୧ 本節名詞定義如下：
一、情況調整：比較標的之價格形成條件中
有非屬於一般正常情形而影響價格時，
或有其他足以改變比較標的價格之情況
存在時，就該影響部分所作之調整。
二、價格日期調整：比較標的之交易日期與
勘估標的之價格日期因時間之差異，致
價格水準發生變動，應以適當之變動率
或變動金額，將比較標的價格調整為勘
估標的價格日期之價格。
三、區域因素調整：所選用之比較標的與勘
估標的不在同一近鄰地區內時，為將比
較標的之價格轉化為與勘估標的同一近
鄰地區內之價格水準，而以比較標的之
區域價格水準為基礎，就區域因素不同
所產生之價格差異，逐項進行之分析及
調整。
四、個別因素調整：以比較標的之價格為基
礎，就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因個別因素
不同所產生之價格差異，逐項進行之分
析及調整。
五、百分率法：將影響勘估標的及比較標的
價格差異之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逐項比
較，並依優劣程度或高低等級所評定之
差異百分率進行價格調整之方法。
六、差額法：指將影響勘估標的及比較標的
價格差異之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逐項比
較，並依優劣程度或高低等級所評定之
差額進行價格調整之方法。
七、計量模型分析法：蒐集相當數量具代表
性之比較標的，透過計量模型分析，求
出各主要影響價格因素與比較標的價格
二者之關係式，以推算各主要影響價格
因素之調整率及調整額之方法。
ௐ˟Ȉ୧ 應用前條計量模型分析法應符合下
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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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α୧ 比較、分析勘估標的與比較標的
為目的之不動產投資評估。
之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差異並就其中差異進 ௐˬȈ˟୧ 折現現金流量分析法之計算公式
行價格調整時，其調整以百分率法為原則，
如下：
n'
亦得以差額法調整，並應於估價報告書中敘
P＝  CFk /(1  Y ) k  Pn ' /(1  Y ) n '
k 1
明。
其中：
ௐ˟Ị̏୧ 試算價格之調整運算過程中，區
P：收益價格。
域因素調整、個別因素調整或區域因素及個
CFk：各期淨收益。
別因素內之任一單獨項目之價格調整率大於
Y：折現率。
百分之十五，或情況、價格日期、區域因素
n’：折現現金流量分析期間。
及個別因素調整總調整率大於百分之三十
k：各年期。
時，判定該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差異過大，
Pn’：期末價值。
應排除該比較標的之適用。但勘估標的性質
特殊或區位特殊缺乏市場交易資料，並於估 ௐˬȈˬ୧ 客觀淨收益應以勘估標的作最有
效使用之客觀淨收益為基準，並參酌鄰近類
價報告書中敘明者，不在此限。
似不動產在最有效使用情況下之收益推算
ௐ˟Ȉ̱୧ 經比較調整後求得之勘估標的試
之。
算價格，應就價格偏高或偏低者重新檢討，
以不動產證券化為估價目的，採折現現金流
經檢討確認適當合理者，始得作為決定比較
量分析法估價時，各期淨收益應以勘估標的之
價格之基礎。檢討後試算價格之間差距仍達
契約租金計算為原則。但因情況特殊不宜採契
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應排除該試算價格之適
約租金估價，並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者，不在
用。
此限。
前項所稱百分之二十以上之差距，指高低
前項契約租金未知者，應以市場經濟租金推
價格之差除以高低價格平均值達百分之二十
估客觀淨收益。
以上者。
ௐ˟Ȉ˛୧ 不動產估價師應採用三件以上比 ௐˬȈα୧ 收益法估價之程序如下：
一、蒐集總收入、總費用及收益資本化率或
較標的，就其經前條推估檢討後之勘估標的
折現率等資料。
試算價格，考量各比較標的蒐集資料可信
二、推算有效總收入。
度、各比較標的與勘估標的價格形成因素之
三、推算總費用。
相近程度，決定勘估標的之比較價格，並將
四、計算淨收益。
比較修正內容敘明之。
五、決定收益資本化率或折現率。
ௐ˟༼!ќৈ!ڱ
六、計算收益價格。
ௐ˟Ȉˣ୧ 收益法得採直接資本化法、折現 ௐˬỊ̏୧ 收益法估價應蒐集勘估標的及與
現金流量分析法等方法。
其特性相同或相似之比較標的最近三年間總
依前項方法所求得之價格為收益價格。
收入、總費用及收益資本化率或折現率等資
ௐ˟Ȉ˝୧ 直接資本化法，指勘估標的未來
料。
平均一年期間之客觀淨收益，應用價格日期
前項蒐集最近三年間之資料有困難時，應於
當時適當之收益資本化率推算勘估標的價格
估價報告書中敘明。
之方法。
蒐集第一項資料時，應就其合理性進行綜合
ௐˬȈ୧ 直接資本化法之計算公式如下：
研判，以確定資料之可用性，並得依其持續
收益價格＝勘估標的未來平均一年期間之客
性、穩定性及成長情形加以調整。
觀淨收益÷收益資本化率
前條蒐集總收入資料，得就其不動產之租金
ௐˬȈ˘୧ 折現現金流量分析法，指勘估標
估計之，以確認總收入資料之合理性。
的未來折現現金流量分析期間之各期淨收益 ௐˬȈ̱୧ 勘估標的之有效總收入計算方式
及期末價值，以適當折現率折現後加總推算
如下：
勘估標的價格之方法。
一、分析並推算勘估標的之總收入。
前項折現現金流量分析法，得適用於以投資
二、推算閒置及其他原因所造成之收入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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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

N

1

其中：
C：建物總成本。
s：殘餘價格率。
i：自有資金之計息利率。
N：建物經濟耐用年數。
前項建物總成本、殘餘價格率、自有資金之
計息利率及建物經濟耐用年數依成本法相關
規定估計之。
ௐαȈ˘୧ 建物價格日期當時價值未來每年

i 1

其中：
wi ：第 i 個資金來源占總資金成本比例，
n

 wi  1 。

i 1
k i ：為第

i 個資金來源之利率或要求報酬
率。
四、債務保障比率法：依債務保障比率方式
決定，其計算式如下：
收益資本化率或折現率＝債務保障比率

類

二、償債基金型：C×(1‐s)×

n

收益資本化率或折現率＝  wi ki

i

價

N

地

三、第一款總收入扣除前款收入損失後之餘
折舊提存率，得依下列方式計算：
(1  s) / N
額為勘估標的之有效總收入。
一、等速折舊型：d=
1  (1  s )n / N
前項第一款所稱總收入，指價格日期當時勘
i
估標的按法定用途出租或營運，在正常情況下
二、償債基金型：d=
(1  i ) n'  1
所獲得之租金或收入之數額。
其中：
ௐˬȈ˛୧ 推算總收入及有效總收入時，應
d：建物價格日期當時價值未來每年折舊提存
與下列相關資料校核比較：
率。
一、勘估標的往年之總收入及有效總收入。
1
二、相同產業或具替代性比較標的總收入及
：折舊率。
(1  s)
N
有效總收入。
n：已經歷年數。
三、目前或未來可能之計畫收入。
n＇：剩餘可收益之年數。
ௐˬȈˣ୧ 勘估標的總費用之推算，應根據
i：自有資金之計息利率。
相同或相似不動產所支出之費用資料或會計
前項折舊率，依成本法相關規定估計之。
報表所載資料加以推算，其項目包括地價稅
或地租、房屋稅、保險費、管理費及維修費 ௐαȈ˟୧ 有效總收入減總費用即為淨收
益。
等。其為營運性不動產者，並應加計營運費
前項淨收益為營運性不動產之淨收益者，應
用。
扣除不屬於不動產所產生之其他淨收益。
以不動產證券化為估價目的者，其折現現
金流量分析法之總費用應依信託計畫資料加 ௐαȈˬ୧ 收益資本化率或折現率應於下列
各款方法中，綜合評估最適宜之方法決定：
以推算。
一、風險溢酬法：收益資本化率或折現率應
ௐˬȈ˝୧ 勘估標的總費用之推算，應推估
考慮銀行定期存款利率、政府公債利
不動產構成項目中，於耐用年數內需重置部
率、不動產投資之風險性、貨幣變動狀
分之重置提撥費，並按該支出之有效使用年
況及不動產價格之變動趨勢等因素，選
期及耗損比率分年攤提。
擇最具一般性財貨之投資報酬率為基
ௐαȈ୧ 勘估標的總費用之推算，除推算勘
準，比較觀察該投資財貨與勘估標的個
估標的之各項費用外，勘估標的包含建物
別特性之差異，並就流通性、風險性、
者，應加計建物之折舊提存費，或於計算收
增值性及管理上之難易程度等因素加以
益價格時，除考量建物收益資本化率或折現
比較決定之。
率外，應加計建物價格日期當時價值未來每
二、市場萃取法：選擇數個與勘估標的相同
年折舊提存率。
或相似之比較標的，以其淨收益除以價
ௐαȈ୧̝˘ 建物折舊提存費，得依下列方
格後，以所得之商數加以比較決定之。
式計算：
三、加權平均資金成本法：依加權平均資金
1
一、等速折舊型：C×(1‐s)×
成本方式決定，其計算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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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常數×貸款資金占不動產價格比 ௐαȈ̱୧ 推算房地收益價格時，依下列方
率
式計算之：
五、有效總收入乘數法：考量市場上類似不
房地收益價格＝房地淨收益/房地綜合收益資
動產每年淨收益占每年有效總收入之合
本化率
理淨收益率，及類似不動產合理價格除
房地綜合收益資本化率除依第四十三條決定
外，亦得依下列計算式求取之：
以每年有效總收入之有效總收入乘數，
一、淨收益已扣除折舊提存費者：
以下列公式計算之：
房地綜合收益資本化率＝土地收益資本
收益資本化率或折現率＝淨收益率/有
化率×土地價值比率＋建物收益資本率
效總收入乘數
×建物價值比率
收益資本化率或折現率之決定有採取其
二、淨收益未扣除折舊提存費者：
他方法計算之必要時，應於估價報告書
房地綜合收益資本化率＝土地收益資本
中敘明。
化率×土地價值比率＋(建物收益資本化
ௐαȈα୧ 土地收益價格依下列計算式求取
率＋建物價格日期當時價值未來每年折
之：
舊提存率)×建物價值比率
一、地上無建物者：
前項土地價值比率及建物價值比率，應參酌
土地收益價格＝土地淨收益/土地收益
當地市場調查資料，運用估價方法計算之。
資本化率
ௐαȈ˛୧ 一定期間之收益價格，依下列計
二、地上有建物者：
算式求取：
土地收益價格＝(房地淨收益－建物淨
1
收益)/土地收益資本化率
1
(1  r ) n'
建物淨收益依下列計算式求取之：
P＝ a 
r
一、淨收益已扣除折舊提存費者：
其中：
建物淨收益＝建物成本價格×建物收益
P：收益價格
資本化率
a：平均一年期間折舊前淨收益
二、淨收益未扣除折舊提存費者：
r：收益資本化率
建物折舊前淨收益＝建物成本價格×(建
n＇：可收益之年數
物收益資本化率＋建物價格日期當時價
收益價格已知者，適用該公式反推平均一年
值未來每年折舊提存率)
期間折舊前淨收益。
ௐαỊ̏୧ 建物收益價格依下列計算式求取
一定期間終止後，有期末價值者，收益價格
之：
得加計該期末價值之現值
，期末價值並得扣除
一、淨收益已扣除折舊提存費者：
處分不動產所需之相關費用。
（一）建物收益價格＝建物淨收益/建物
收益資本化率
ௐˬ༼!јώ!ڱ
（二）建物收益價格＝(房地淨收益－土
ௐαȈˣ୧ 成本法，指求取勘估標的於價格
地淨收益)/建物收益資本化率
日期之重建成本或重置成本，扣減其累積折
二、淨收益未扣除折舊提存費者：
舊額或其他應扣除部分，以推算勘估標的價
（一）建物收益價格＝建物折舊前淨收益
格之方法。
/(建 物 收 益 資 本 化 率 ＋ 建 物 價 格
依前項方法所求得之價格為成本價格。
日期當時價值未來每年折舊提存
建物估價以求取重建成本為原則。但建物使
率)
用之材料目前已無生產或施工方法已改變
（二）建物收益價格＝(房地折舊前淨收
者，得採重置成本替代之。
益－土地淨收益)/(建物收益資本
重建成本，指使用與勘估標的相同或極類似
化率＋建物價格日期當時價值未
之建材標準、設計、配置及施工品質，於價格
來每年折舊提存率)
日期重新複製建築所需之成本。
前項土地淨收益，得先以比較法求取土地比
重置成本，指與勘估標的相同效用之建物，
較價格後，再乘以土地收益資本化率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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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間接材料費。
四、間接人工費。
五、管理費。
六、稅捐。
七、資本利息。
八、營造或施工利潤。
ௐ̣Ȉα୧ 勘估標的之營造或施工費，得按
下列方法擇一求取之：
一、直接法：指就勘估標的之構成部分或全
體，調查其使用材料之種別、品級、數
量及所需勞力種別、時間等，並以勘估
標的所在地區於價格日期之各種單價為
基礎，計算其營造或施工費。
二、間接法：指就同一供需圈內近鄰地區或
類似地區中選擇與勘估標的類似之比較
標的或標準建物，經比較與勘估標的營
造或施工費之條件差異並作價格調整，
以求取勘估標的營造或施工費。
ௐ̣Ị̏୧ 直接法分為下列二種：
一、淨計法：指就勘估標的所需要各種建築
材料及人工之數量，逐一乘以價格日期
當時該建築材料之單價及人工工資，並
加計管理費、稅捐、資本利息及利潤。
二、單位工程法：係以建築細部工程之各項
目單價乘以該工程施工數量，並合計之。
ௐ̣Ȉ̱୧ 間接法分為下列二種：
一、工程造價比較法：指按工程概算項目逐
項比較勘估標的與比較標的或標準建物
之差異，並依工程價格及工程數量比率
進行調整，以求取勘估標的營造或施工
費。
二、單位面積（或體積）比較法：指以類似
勘估標的之比較標的或標準建物之單位
面積（或體積）營造或施工費單價為基
礎，經比較並調整價格後，乘以勘估標
的之面積（或體積）總數，以求取勘估
標的營造或施工費。
前項所稱標準建物，指按營造或施工費標準
表所營造或施工之建物。
前項營造或施工費標準表應由不動產估價
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以下簡稱全聯會）按不同
主體構造種類及地區公告之。未公告前，應依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發布地價調查用建築改
良物標準單價表為準。
ௐ̣Ȉ˛୧ 勘估標的為建物時，規劃設計費
按內政部所定建築師酬金標準表及直轄市或

地

以現代建材標準、設計及配置，於價格日期建
築所需之成本。
ௐαȈ˝୧ 成本法估價之程序如下：
一、蒐集資料。
二、現況勘察。
三、調查、整理、比較及分析各項成本及相
關費用等資料。
四、選擇適當方法推算營造或施工費。
五、推算其他各項費用及利潤。
六、計算總成本。
七、計算建物累積折舊額。
八、計算成本價格。
ௐ̣Ȉ୧ 成本法估價除依第十一條規定蒐集
資料外，另得視需要申請及蒐集下列土地及
建物所需資料：
一、土地開發及建築構想計畫書。
二、設計圖說。
三、相關許可或執照。
四、施工計畫書。
五、竣工圖。
六、使用執照。
七、登記（簿）謄本或建物平面位置圖。
ௐ̣Ȉ˘୧ 成本法估價應蒐集與勘估標的同
一供需圈內之下列資料：
一、各項施工材料、人工之價格水準。
二、營造、施工、規劃、設計、廣告、銷售
、管理及稅捐等費用資料。
三、資本利率。
四、開發或建築利潤率。
ௐ̣Ȉ˟୧ 勘估標的之總成本應包括之各項
成本及相關費用如下：
一、營造或施工費。
二、規劃設計費。
三、廣告費、銷售費。
四、管理費。
五、稅捐及其他負擔。
六、資本利息。
七、開發或建築利潤。
前項勘估標的為土地或包含土地者，總成本
應加計價格日期當時之土地價格。
總成本各項計算過程應核實填寫於成本價
格計算表內。
ௐ̣Ȉˬ୧ 勘估標的之營造或施工費，項目
如下：
一、直接材料費。
二、直接人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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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發布之建造執照工程造價表計
算之，或按實際營造施工費之百分之二至百
分之三推估之。
ௐ̣Ȉˣ୧ 勘估標的之資本利息應依分期投
入資本數額及資本使用年數，按自有資金與
借貸資金分別計息，其自有資金與借貸資金
比例，應依銀行一般放款成數定之。
前項資本利息之計算，應按營造施工費、規
劃設計費、廣告費、銷售費、管理費、稅捐及
其他負擔之合計額乘以利率計算。
第一項勘估標的為土地或包含土地者，前項
合計額應另加計土地價格。
ௐ̣Ȉ˝୧ 資金中自有資金之計息利率應不
高於一年期定存利率且不低於活存利率；借
款則以銀行短期放款利率計息；預售收入之
資金應不計息。
ௐ̱Ȉ୧ 勘估標的之開發或建築利潤應視工
程規模、開發年數與經濟景氣等因素，按營
造或施工費、規劃設計費、廣告費、銷售費、
管理費、資本利息、稅捐及其他負擔之合計
額乘以適當利潤率計算之。
前項利潤率應由全聯會定期公告；未公告
前依營造或建築業之平均經營利潤率為準，
並得依開發或建物形態之不同，考量經營風
險及開發或建築工期之長短酌予調整之。
前項建築工期指自申請建造執照開始至建
築完成達到可交屋使用為止無間斷所需之時
間。
第一項勘估標的為土地或包含土地者，合
計額應另加計土地價格。
ௐ̱Ȉ˘୧ 廣告費、銷售費、管理費及稅捐，
應按總成本乘以相關費率計算，相關費率應
由全聯會定期公告之。
ௐ̱Ȉ˟୧ 廣告費、銷售費、管理費、稅捐
及開發或建築利潤，視勘估標的之性質，於
成本估價時得不予計入。
ௐ̱Ȉˬ୧ 未完工之建物應依實際完成部分
估價，或以標準建物之營造或施工費標準表
為基礎，參考建物工程進度營造費用比例表
估算之。
前項建物工程進度營造費用比例表，由全
聯會公告之。
ௐ̱Ȉα୧ 因特殊狀況致土地或建物投資無
法產生相對正常報酬之成本，於成本估價時
得不予計入或於折舊中扣除，並應於估價報
告書中敘明。

ௐ̱Ị̏୧ 建物折舊額計算應以經濟耐用年
數為主，必要時得以物理耐用年數計算。
經濟耐用年數指建物因功能或效益衰退至
不值得使用所經歷之年數。
物理耐用年數指建物因自然耗損或外力破
壞至結構脆弱而不堪使用所經歷之年數。
建物之經歷年數大於其經濟耐用年數時，應
重新調整經濟耐用年數。
ௐ̱Ȉ̱୧ 建物經濟耐用年數表由全聯會依
建物之經濟功能及使用效益，按不同主體構
造種類及地區公告之。
ௐ̱Ȉ˛୧ 建物之殘餘價格率應由全聯會公
告之，並以不超過百分之十為原則。
建物耐用年數終止後確實無殘餘價格者，於
計算折舊時不予提列。
第一項所稱殘餘價格率，指建物於經濟耐用
年數屆滿後，其所賸餘之結構材料及內部設備
仍能於市場上出售之價格占建物總成本之比
率。
依第一項殘餘價格率計算建物殘餘價格
時，應考量建物耐用年數終止後所需清理或清
除成本。
ௐ̱Ȉˣ୧ 建物累積折舊額之計算，應視建
物特性及市場動態，選擇屬於等速折舊、初
期加速折舊或初期減速折舊路徑之折舊方
法。
建物累積折舊額之計算，除考量物理與功
能因素外，並得按個別建物之實際構成部分
與使用狀態，考量經濟因素，觀察維修及整
建情形，推估建物之賸餘經濟耐用年數，加
計已經歷年數，求算耐用年數，並於估價報
告書中敘明。
ௐ̱Ȉ˝୧ 成本價格之計算公式如下：
一、土地價格＝土地總成本。
二、建物成本價格=建物總成本—建物累積
折舊額。
三、房地成本價格=土地價格＋建物成本價
格。
前項土地價格之求取有困難者，得以比較法
或收益法計算之，並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以
比較法或收益法計算土地價格者，並需考量土
地部分之廣告費、銷售費、管理費、稅捐、資
本利息及利潤之合理性。
依第一項規定計算土地價格，得考量已投入
土地開發改良因時間經過造成之減損，並於土
地總成本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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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年數。

勘估標的資本利息負擔特殊，或土地取得未
立即營造施工者，資本利息綜合利率得再就前
項規定之二分之一部分調整計算，並於估價報
告書中敘明。
第一項建物價值比率之建物價值，得以營造
施工費加計規劃設計費計算之。
ௐˣȈ୧ 開發年數之估計應自價格日期起至
開發完成為止無間斷所需之時間。
ௐˣȈ˘୧ 土地開發分析法價格之計算公式
如下：
V=S÷(1+R)÷(1+i)‐(C+M)
其中：
V ：土地開發分析價格。
S ：開發或建築後預期總銷售金額。
R ：適當之利潤率。
C ：開發或建築所需之直接成本。

類

價值比率＋建物價值比率×

價

市場狀況等因素估算其可銷售面積。
前項可銷售面積之計算過程應詳列計算式
以便校核。
ௐ˛Ị̏୧ 開發或建築後預期總銷售金額應
按開發或建築後可銷售之土地或建物面積乘
以推定之銷售單價計算之。
可銷售面積中之各部分銷售單價不同時，應
詳列各部分面積及適用之單價。
前項銷售單價應考量價格日期當時銷售可
實現之價值，以比較法或收益法求取之。
ௐ˛Ȉ̱୧ 土地建築開發之直接成本、間接
成本項目如下：
一、直接成本：營造或施工費。
二、間接成本，其內容如下：
（一）規劃設計費。
（二）廣告費、銷售費。
（三）管理費。
（四）稅捐及其他負擔。
ௐ˛Ȉ˛୧ 廣告費、銷售費、管理費及稅捐，
應按總銷售金額乘以相關費率計算，相關費
率應由全聯會定期公告之。
ௐ˛Ȉˣ୧ 土地開發分析法之規劃設計費與
利潤率應依第五十七條及第六十條規定計算
之。
ௐ˛Ȉ˝୧ 土地開發分析法之資本利息綜合
利率，應依第五十八條及第五十九條規定計
算資本利息年利率，並參考下列公式計算之：
資本利息綜合利率＝資本利息年利率×（土地

地

ௐ˛Ȉ୧ 土地開發分析法，指根據土地法定
用途、使用強度進行開發與改良所導致土地
效益之變化，估算開發或建築後總銷售金
額，扣除開發期間之直接成本、間接成本、
資本利息及利潤後，求得開發前或建築前土
地開發分析價格。
ௐ˛Ȉ˘୧ 土開發分析法之估價程序如下：
一、確定土地開發內容及預期開發時間。
二、調查各項成本及相關費用並蒐集市場行
情等資料。
三、現況勘察並進行環境發展程度之調查及
分析。
四、估算開發或建築後可銷售之土地或建物
面積。
五、估算開發或建築後總銷售金額。
六、估算各項成本及相關費用。
七、選擇適當之利潤率及資本利息綜合利率
。
八、計算土地開發分析價格。
ௐ˛Ȉ˟୧ 依土地開發分析法進行估價除依
第十一條規定蒐集資料外，另得視需要蒐集
下列土地及建物所需資料：
一、開發構想計畫書。
二、建築設計圖說或土地規劃配置圖說。
三、建照申請書或建造執照。
四、營造或施工費資料。
五、規劃、設計、廣告、銷售、管理及稅捐
等費用資料。
六、資本利率。
七、開發或建築利潤率。
ௐ˛Ȉˬ୧ 現況勘察與環境發展程度之調查
及分析包括下列事項：
一、調查影響總銷售金額、成本及費用等因
素。
二、確認勘估標的之工程進度、施工及環境
狀況並攝製必要照片或影像檔。
三、市場交易資料之蒐集、調查。
四、週遭環境土地建物及公共設施開發程度
。
ௐ˛Ȉα୧ 開發或建築後可銷售之土地或建
物面積應依下列原則估算之：
一、依建造執照及建築設計圖說或土地開發
許可文件及規劃配置圖計算之面積。
二、未取得建造執照或土地開發許可文件時
應按相關法令規定下最有效使用之狀
況，根據土地之地形、地勢並參酌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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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價
類

M ：開發或建築所需之間接成本。
ௐ˝Ȉ˘୧ 高爾夫球場之估價，應考慮會員
i ：開發或建築所需總成本之資本利息綜合
制度、球場設施、開發成本、收益及營運費
利率。
用等因素。
ௐˣȈ˟୧ 全聯會依第五十六條、第六十 ௐ˝Ȉ˟୧ 林地之估價，得視林木之成長情
條、第六十一條、第六十三條、第六十六條、 形而分別採取比較法、收益法及成本法估計
第六十七條及第七十七條公告之資料，應先
之。於採成本法估價時，其總費用之計算，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應考量造林費、林地改良費及道路開挖費用。
ௐ˝Ȉˬ୧ 農場或牧場之估價，以比較法估
ௐαౢ ؟гҤᆊ!
價為原則。無買賣實例者，得以附近土地價
格為基礎，考慮其位置、形狀、地形、土壤
ௐ˘༼!఼!
特性及利用狀況等差異，比較推估之。
ௐˣȈˬ୧ 以合併或分割為前提之宗地估價
ௐ˝Ȉα୧ 鹽田之估價，以比較法估價為原
，應考慮合併或分割前後之價格變動情形，
則。無買賣實例者，得以附近土地價格為基
而予酌量增減。
礎，考慮其日照、通風、位置及形狀等差異，
ௐˣȈα୧ 數筆土地合併為一宗進行土地利
比較推估之。
用之估價，應以合併後土地估價，並以合併
ௐ˝Ị̏୧ 池沼、墓地之估價，以比較法估
前各筆土地價值比例分算其土地價格。
價為原則。無買賣實例者，得以附近土地價
非以合併一宗進行土地利用為目的之數筆
格為基礎，考慮位置、形狀、利用狀況等差
相連土地，其屬同一土地所有權人所有者，
異，比較推估之。
比照前項規定計算。
ௐ˝Ȉ̱୧ (刪除)
ௐˣỊ̏୧ 一宗土地內有數種不同法定用途
ௐ˝Ȉ˛୧ 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設施保留地
時，應考量其最有效使用及各種用途之相關
之估價，以比較法估價為原則。無買賣實例
性及分割之難易度後，決定分別估價或依主
者，得比較其與毗鄰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強
要用途估價。
度差異，及土地價值減損情況，並斟酌毗鄰
ௐˣȈ̱୧ 附有建物之宗地估價，應考慮該
土地平均價格為基礎推算之。
建物對該宗地價格造成之影響。但以素地估
價為前提並於估價報告書敘明者，不在此限。
ௐ̣ౢ ٗгҤᆊ!
ௐˣȈ˛୧ 對以進行開發為前提之宗地，得
ௐ˝Ȉˣ୧ 區分所有建物之估價，應就專有
採土地開發分析法進行估價，並參酌比較法
部分、共用部分之比例及基地權利合併估
或收益法之評估結果決定其估價額。
價，並考量其與比較標的之樓層別效用比及
ௐˣȈˣ୧ 土地之上下因有其他設施通過，
位置差異作適當之調整。
致使用受限制之宗地，應先估算其正常價
前項樓層別效用比，由全聯會按不同地區所
格，再考量該設施通過造成土地利用之影
蒐集之案例公告，供前項調整之參考，並依市
響，並計算其地價減損額後，從正常價格中
場行情及地方習慣推估之。
扣除之，以其餘額為該宗地之價格。
ௐ˝Ȉ˝୧ 以勘估標的之房地價格推估其基
ௐˣȈ˝୧ 受有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土地，
地單價時，得以下列方式估計之：
應先估算其未受污染之正常價格，再依據委
一、勘估標的之基地價格＝勘估標的之房地
託人提供之土壤污染檢測資料，考量該土壤
價格－勘估標的之建物成本價格。
或地下水污染之影響，並計算其地價減損額
二、勘估標的之基地單價＝勘估標的之基地
後，從正常價格中扣除之，以其餘額為該宗
價格/勘估標的之基地面積。
地之價格。
勘估標的之土地價值比率及建物價值比率
ௐ˟༼!পঅ؟гҤᆊ!
已知者，以勘估標的之房地價格推估其基地單
價時，亦得以下列方式估計之：
ௐ˝Ȉ୧ 溫泉地之估價，應考慮溫泉地之水
一、勘估標的之基地價格=勘估標的之房地
權內容、開發成本、水量、水質、水溫、當
價格×土地價值比率。
地之交通情形、相關設施及遊客人數等影響
二、勘估標的之基地單價＝勘估標的之基地
溫泉地價格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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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並就合法建物及違建部分於估價報告
書中分別標示各該部分之價格者，不在此限。
ௐ˘Ѻα୧ 未達最有效使用狀態之房地估
價，應先求取其最有效使用狀態之正常價
格，再視其低度使用情況進行調整。
ௐ˘Ѻ̣୧ 建物原核定用途與現行土地使
用管制不符之合法建物，應以現行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允許之建物用途估價，並就其與建
物法定用途估價之差額於估價報告書中敘
明。
ௐ˘Ѻ̱୧ 建物已不具備使用價值，得將
其基地視為素地估價。但應考量建物拆除成
本予以調整之。

ௐ̱ౢ

˿гԼ։ۏҤᆊ!

價
類

ௐ˘Ѻ˛୧ 土地改良物之分類，依土地法
第五條規定。
ௐ˘Ѻˣ୧ 建物估價，以成本法估價為原
則。
辦理建物估價時，其附屬設施得一併估計
之。
ௐ˘Ѻ˝୧ 本規則所稱農作改良物之估價
，指附著於土地之果樹、茶樹、竹類、觀賞
花木、造林木及其他各種農作物之估價。
ௐ˘ѺȈ୧ 農作改良物之估價，應依其類
別，考量其生產環境、農業災害、生產技術、
生產期間、樹齡大小、生長情形、結果習性、
管理狀況及農業設施等因素估計之。
ௐ˘ѺȈ˘୧ 農作改良物之估價方式如下：
一、農作改良物幼小且距孳息成熟期尚長
者，依其種植及培育費用，並視作物生
長情況估計之。
二、農作改良物接近孳息成熟期者，應估計
其收穫量及市場價格，必要時得扣減價
格日期至作物孳息成熟期間收成所應投
入之費用。
三、農作改良物距成熟期一年以上，且有期
待收穫價值者，得以產地價格為基礎，
推估未來收穫價格後，折算為價格日期
之價格。但應扣除價格日期至作物孳息
成熟期間收成所應投入之費用。
ௐ˘ѺȈ˟୧ 附著於土地之工事及水利土壤
之改良，以成本法估價為原則。但得斟酌比
較法及收益法估價之結果，決定其估價額。
ௐ˘ѺȈˬ୧ 受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建物
，應先估算其未受污染之正常價格，再依據

地

價格/勘估標的之基地面積。
前項所稱土地價值比率及建物價值比率，應
參酌當地市場調查資料，運用估價方法計算
之。
ௐ˘Ѻ୧ 前條勘估標的屬區分所有建物時，
以其房地價格推估該區分所有建物基地單價
時，得以下列方式估計之：
一、該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利價格＝該區分
所有建物房地價格－該區分所有建物之
建物成本價格。
二、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利單價＝該區
分所有建物基地權利價格/該區分所有
建物之基地持分面積。
三、基地單價＝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利
單價×平均地價分配率/該區分所有建
物之地價分配率。
前項第三款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地價分配率
公式如下：
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地價分配率＝該區分所有
建物之樓層別效用比－平均樓層別效用比×全
棟建物成本價格占全棟房地總價格比率。
ௐ˘Ѻ˘୧ 勘估標的之土地價值比率及建
物價值比率已知者，前條以房地價格推估該
區分所有建物基地單價，亦得以下列方式估
計之：
一、該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利價格＝該區分
所有建物房地價格×土地價值比率。
二、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利單價＝該區
分所有建物基地權利價格/該區分所有
建物之基地持分面積。
三、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單價＝該區分所
有建物之基地權利單價×平均樓層別效
用比/該區分所有建物之樓層別效用比。
前項所稱土地價值比率及建物價值比率，應
參酌當地市場調查資料，運用估價方法計算
之。
ௐ˘Ѻ˘୧̝˘
勘估標的之土地價值比
率及建物價值比率已知者，以勘估標的之房
地價格推估其建物價格時，得以房地價格乘
以建物價值比率計算之。
ௐ˘Ѻ˟୧ 實際建築使用之容積率超過法
定容積率之房地估價，應以實際建築使用合
法部分之現況估價，並敘明法定容積對估值
之影響。
ௐ˘Ѻˬ୧ 附有違章建築之房地估價，其
違建部分不予以評估。但委託人要求評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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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人提供之土壤污染檢測資料，考量該土
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等相關法令規定辦
壤及地下水污染之影響，並計算其減損額
理。
後，從正常價格中扣除之，以其餘額為該建 ௐ˘Ѻ˟Ȉˬ୧ 容積移轉估價，應考慮容積
物之價格。
送出基地、接受基地及其他影響不動產價格
及相關法令等因素估計之。
ௐ˛ౢ ᝋӀҤᆊ!
ௐ˘Ѻ˟Ȉα୧ 都市更新權利變換估價，其
ௐ˘ѺȈα୧ 權利估價，包括地上權、典權、 評估項目應依都市更新條例及都市更新權利
變換實施辦法等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永佃權、農育權、不動產役權、耕作權、抵
押權、租賃權、市地重劃、容積移轉及都市 ௐ˘Ѻ˟Ị̏୧ 權利變換前為區分所有建物
者，應以全棟建物之基地價值比率，分算各
更新權利變換之估價。
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之基地權利價值，公
ௐ˘ѺỊ̏୧ 權利估價，應考慮契約內容、
式如下：
權利存續期間、權利登記狀況、相關法令規
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利價值=各區分
定、民間習俗及正常市場權利狀態等影響權
所有建物房地總價×基地價值比率
利價值之因素估計之。
前項基地價值比率之計算公式如下：
ௐ˘ѺȈ̱୧ 地上權估價，應考慮其用途、
基地價值比率＝
權利存續期間、支付地租之有無、權利讓與

地
價
類

素地單價  基地總面積
之限制及地上權設定之空間位置等因素估計
營造或施 
累積  全棟建
素地 基地
之。

］

［
 1 
工費單價  折舊率  物面積
單價 總面積
ௐ˘ѺȈ˛୧ 典權估價，應考慮權利存續期
區分所有建物情況特殊致依第一項計算之
間、權利讓與之限制等因素，以典價為基礎
基地權利價值顯失公平者，得依第一百二十
估計之。
六條之二計算之基地權利價值予以調整。
ௐ˘ѺȈˣ୧ 永佃權估價，應考慮佃租支付
ௐ˘Ѻ˟Ȉ̱୧ 權利變換前區分所有建物之
情形、民間習俗等因素估計之。
基地總價值低於區分所有建物坐落基地之素
ௐ˘ѺȈˣ୧̝˘ 農育權估價，應考慮設定
地總價值者，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利價
目的、約定方法、權利存續期間、支付地租
之有無及高低、權利讓與之限制、民間習俗、 值，計算方式如下：
一、依前條規定計算基地價值比率。
得為增加土地生產力或使用便利之特別改良
二、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利價值＝各區分
等因素估計之。
所有建物房地總價×基地價值比率。
ௐ˘ѺȈ˝୧ 不動產役權估價，應考慮需役
三、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利價值比率＝各
不動產與供役不動產之使用情況、權利存續
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利價值/Σ(各區分
期間、不動產役權使用性質、民間習俗等因
所有建物基地權利價值)。
素估計之。
四、各區分所有建物調整後基地權利價值＝
ௐ˘Ѻ˟Ȉ୧ 耕作權估價，應考慮耕作期
區分所有建物坐落基地之素地總價值×
間、權利登記狀況、相關法令規定等因素估
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利價值比率。
計之。
ௐ˘Ѻ˟Ȉ˘୧ 抵押權估價，應估計價格日 ௐ˘Ѻ˟Ȉ̱୧̝˘ 權利變換前為非屬區分
所有之建物者，應以該建物之房地總價乘以
期當時勘估標的正常價格，以實際債權額為
基地價值比率計算基地權利價值。但基地權
基礎，考慮其他順位抵押權設定狀況、流通
利價值低於素地價值者，以素地價值為準。
性、風險性、增值性及執行上之難易程度等
ௐ˘Ѻ˟Ȉ̱୧̝˟ 權利變換前地上有區分
因素調整估計之。
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該區分所有
ௐ˘Ѻ˟Ȉ˟୧ 租賃權估價，應考慮契約內
建物產權者，其土地權利價值計算方式如下：
容、用途、租期、租金支付方式、使用目的
一、該基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可確認
及使用情形等因素估計之。
其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者，依第一百二
ௐ˘Ѻ˟Ȉ˟୧̝˘ 市地重劃估價，其重劃
十五條或第一百二十六條計算其對應區
前、後地價評估項目應依平均地權條例及其
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利價值，再扣除該
施行細則、市地重劃實施辦法及獎勵土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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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價

合法區分所有建物權利價值。
下列方式為之：
二、該基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無法確
一、以續訂租約之租賃實例為比較標的，運
認其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者，依下列方
用比較法估計之。
式計算：
二、以勘估標的於價格日期當時之正常價格
（一）依第一百二十五條或第一百二十六
為基礎，乘以續租之租金收益率，以估
條計算同一建築基地平均單價。
計淨收益，再加計必要費用。
（二）前目平均單價乘以無持分建物權屬
三、以勘估標的原契約租金之淨收益，就其
之基地持分面積。
租金變動趨勢調整後，再加計必要費用。
（三）計算地上建物全棟之權利價值。
四、分析勘估標的原契約租金與市場經濟租
（四）前目乘以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持
金之差額中，應歸屬於出租人之適當部
分比例。
分，加計契約租金。
（五）第二目扣除前目之餘額。
ௐ˝ౢ !ܢ
前項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所有權人與其
地上建物所有權人自行協議者，依其協議辦 ௐ˘ѺˬȈα୧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行。
理。
ௐ˘Ѻ˟Ȉ˛୧ 權利變換前之基地未建築使
用者，以素地價值推估其土地權利價值。
ௐ˘Ѻ˟Ȉˣ୧ 權利變換後區分所有建物及
其土地應有部分，應考量都市更新權利變換
計畫之建築計畫、建材標準、設備等級、工
程造價水準及更新前後樓層別效用比關聯性
等因素，以都市更新評價基準日當時之新成
屋價格查估之。

ௐˣౢ ১ܛҤࢍ!
類

ௐ˘Ѻ˟Ȉ˝୧ 不動產之租金估計應考慮契
約內容、租期長短、使用目的、稅費負擔、
租金水準、變遷狀態、租約更新、變更條件
及其他相關因素估計之。
ௐ˘ѺˬȈ୧ 不動產租金估計，以估計勘估
標的之實質租金為原則。
前項所稱實質租金，指承租人每期支付予
出租人之租金，加計押金或保證金、權利金
及其他相關運用收益之總數。
ௐ˘ѺˬȈ˘୧ 不動產租金估計，應視新訂
租約與續訂租約分別為之。
ௐ˘ѺˬȈ˟୧ 新訂租約之租金估計，得採
下列方式為之：
一、以新訂租約之租賃實例為比較標的，運
用比較法估計之。
二、以勘估標的價格乘以租金收益率，以估
計淨收益，再加計必要費用。
三、分析企業經營之總收入，據以估計勘估
標的在一定期間內之淨收益，再加計必
要費用。
ௐ˘ѺˬȈˬ୧ 續訂租約之租金估計，得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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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價
類

地價調查估計規則

地價調查估計規則

價
類

ௐ˘୧ 本規則依土地法施行法第四十條規定
訂定之。
依本規則所為之地價調查估計，應符合平
均地權條例有關規定。
ௐ˟୧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為地價調
查估計之主辦機關。
ௐˬ୧ 地價調查估計之辦理程序如下：
一、蒐集、製作或修正有關之基本圖籍及資
料。
二、調查買賣或收益實例、繪製地價區段草
圖及調查有關影響區段地價之因素。
三、估計實例土地正常單價。
四、劃分或修正地價區段，並繪製地價區段
圖。
五、估計區段地價。
六、計算宗地單位地價。
ௐα୧ 地價調查應以買賣實例為主，無買賣
實例者，得調查收益實例。
前項收益實例，係指租賃權或地上權等他
項權利，且具有租金或權利金等對價給付之
實例。
ௐ̣୧ 第三條第一款所定基本圖籍及資料如

下：
一、不動產相關資料、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街道圖、都
市計畫圖說、禁限建範圍圖、河川管制
範圍圖。
二、地籍圖檔。
三、上期地價分布圖及地價區段略圖。
四、其他有關圖籍及資料。
ௐ̱୧ 調查買賣或收益實例時，應依買賣或
收益實例調查估價表之項目調查並填寫之。
前項調查得採用不動產成交案件申報登錄
之實際資訊，或採用當事人、四鄰、不動產
估價師、不動產經紀人員、地政士、金融機
構、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司法機關或有關機
關（構）提供之資訊。
ௐ˛୧ 買賣或收益實例如有下列情形之一，
致價格明顯偏高或偏低者，應先作適當之修
正，記載於買賣或收益實例調查估價表。但
該影響交易價格之情況無法有效掌握及量化
調整時，應不予採用：
一、急買急賣或急出租急承租。
二、期待因素影響之交易。
三、受債權債務關係影響之交易。
四、親友關係人間之交易。
五、畸零地或有合併使用之交易。
六、地上物處理有糾紛之交易。
七、拍賣。
八、公有土地標售、讓售。
九、受迷信影響之交易。
十、包含公共設施用地之交易。
十一、人為哄抬之交易。
十二、與法定用途不符之交易。
十三、其他特殊交易。
ௐ ˣ୧ 買賣或收益實 例除依 前條規 定辦 理
外，並應就下列事項詳予查證確認後，就實
例價格進行調整，並記載於買賣或收益實例
調查估價表：
一、交易價格、租金或權利金等及各項稅費
之負擔方式。
二、有無特殊付款方式。
三、實例狀況。
ௐ˝୧ 第三條第二款所定影響區段地價之因
素，包括土地使用管制、交通運輸、自然條
件、土地改良、公共建設、特殊設施、環境
污染、工商活動、房屋建築現況、土地利用
現況、發展趨勢及其他影響因素之資料等。

地

中華民國 35 年 10 月 28 日地政署京價字第 203 號
令訂定
中華民國 43 年 11 月 25 日內地字第 60216 號代電
修正
中華民國 66 年 6 月 6 日台內地字第 734221 號函修
正全文 25 條
中華民國 78 年 9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734552 號令
修正全文 20 條
中華民國 83 年 1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8378160 號令
修正全文 26 條
中華民國 88 年 6 月 29 日台內地字第 8881328 號令
修正第 2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9 年 5 月 19 日台內地字第 8964893 號令
修正第 2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2 年 3 月 14 日台內地字第 0920072229
號令修正全文 27 條
中華民國 91 年 8 月 30 日台內地字第 0910064053
號令修正第 20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31 日台內地字第 1020379573
號令修正第 2 條、第 5～9 條、第 15 條、第 17
～19 條、第 21 條、第 24 條、第 27 條條文；本
規則第 9 條、第 18 條條文自 103 年 9 月 2 日施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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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價
類

前項影響區段地價之資料，應依地價區段
勘查表規定之項目勘查並填寫。
ௐȈ୧ 買賣或收益實例之土地上有建築改良
物（以下簡稱建物）者，其建物現值，依第
十一條至第十三條規定計算。
ௐȈ˘୧ 建物主體構造之種類如下：
一、竹造。
二、土造、土磚混合造。
三、木造。
四、石造。
五、磚造。
六、加強磚造。
七、鋼鐵造或輕鋼架造。
八、鋼筋混凝土造。
九、鋼骨鋼筋混凝土造。
十、鋼骨造。
十一、其他。
ௐȈ˟୧ 建物現值之估計程序如下：
一、計算建物重建價格。其公式如下：
建物重建價格＝建物單價×建物面積
二、計算建物累積折舊額。其公式如下：
建物累積折舊額=建物重建價格×建物每
年折舊率×經歷年數
三、計算建物現值。其公式如下：
建物現值=建物重建價格—建物累積折
舊額
前項建物單價，應以不同主體構造種類之建
物標準單價為準。但建物之樓層高度、層數、
材料、用途、設計及建築物設備等特殊者，應
酌予增減計算之。
第一項建物現值之計算，得簡化為下列公
式：
建物現值=建物單價×【1—（年折舊率×經歷
年數）
】×建物面積。
ௐȈ ˬ୧ 前條所稱建物面積， 已辦理登 記
者，以建物登記之面積為準；其全部或部分
未辦理登記者，以實際調查之面積為準。
ௐȈα୧ 以買賣實例估計土地正常單價方法
如下：
一、判定買賣實例情況，非屬特殊情況者，
買賣實例總價格即為正常買賣總價格；
其為特殊情況者，應依第七條及第八條
規定修正後，必要時並得調查鄰近相似
條件土地或房地之市場行情價格，估計
該買賣實例之正常買賣總價格。
二、地上無建物者，計算土地正常買賣單價

。其公式如下：
土地正常買賣單價＝正常買賣總價格÷
土地面積
三、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買賣實例為其中
部分層數或區分單位者，其土地正常買
賣單價之計算程序如下：
（一）推估各樓層可出售面積、各樓層房
地正常買賣平均單價、車位平均價
格及車位數。
（二）估算全棟房地可出售總價格。其公
式如下：
全棟房地可出售總價格＝Σ［（各
樓 層 房 地 正 常買 賣 平 均 單 價× 各
樓層可出售面積）＋（車位平均價
格×車位數）］
（三）計算全棟建物現值，依第十二條規
定辦理。
（四）估算全棟建物之裝潢、設備及庭園
設施等費用。
（五）估算全棟建物買賣正常利潤。
（六）計算土地可出售總價格。其公式如
下：
土 地 可 出售 總 價 格 ＝ 全 棟 房 地 可
出 售 總 價格 — 全 棟 建 物 現 值 — 全
棟建物之裝潢、設備及庭園設施等
費用—全棟建物買賣正常利潤
（七）計算土地正常買賣單價。其公式如
下：
土 地 正 常買 賣 單 價 ＝ 土 地 可 出 售
總價格÷基地面積
四、地上有建物，且買賣實例為全部層數者，
其土地正常買賣單價之計算程序如下：
（一）計算全棟建物現值，依第十二條規
定辦理。
（二）估算全棟建物之裝潢、設備及庭園
設施等費用。
（三）估算全棟建物買賣正常利潤。
（四）計算土地正常買賣總價格。其公式
如下：
土 地 正 常買 賣 總 價 格 ＝ 全 棟 房 地
正 常 買 賣總 價 格 － 全 棟 建 物 現 值
－全棟建物之裝潢、設備及庭園設
施 等 費 用－ 全 棟 建 物 買 賣 正 常 利
潤
（五）計算土地正常買賣單價。其公式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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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 時， 得視 二側 非保 留地 地價 區段 之不
同，分段劃分地價區段。
ௐȈ˝୧ 地價區段之界線，應以地形地貌等
自然界線、道路、溝渠或使用分區、編定使
用地類別等使用管制之界線或適當之地籍線
為準。繁榮街道路線價區段，應以裡地線為
區段界線。路線價區段之界線，應以距離臨
街線適當深度範圍為準。
ௐ˟Ȉ୧ 地價區段圖以地籍圖繪製或由電腦
產製，應以紅線標示地價區段界線，並註明
區段號、區段地價、主要街道及重要公共設
施位置與名稱。
ௐ˟Ȉ˘୧ 估計區段地價之方法如下：
一、有 買賣 或收 益實 例估 計正 常單 價之 區
段，以調整至估價基準日之實例土地正
常單價，求其中位數為各該區段之區段
地價。
二、無買賣及收益實例之區段，應於鄰近或
適當地區選取二個以上使用分區或編定
用地相同，且依前款估計出區段地價之
區段，作為基準地價區段，按影響地價
區域因素評價基準表及影響地價區域因
素評價基準明細表，考量價格形成因素
之相近程度，修正估計目標地價區段之
區段地價。無法選取使用分區或編定用
地相同之基準地價區段者，得以鄰近使
用性質類似或其他地價區段之區段地價
修正之。
估計區段地價之過程及決定區段地價之理
由，應填載於區段地價估價報告表。
第一項第一款所稱之中位數，指土地正常
單價調整至估價基準日之單價，由高而低依
序排列。其項數為奇數時，取其中項價格為
中位數；其項數為偶數時，取中間二項價格
之平均數為中位數；實例為一個時，以該實
例之土地正常單價為中位數。
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由內政部定
之。
ௐ˟Ȉ˟୧ 區段地價，應以每平方公尺為計
價單位，其地價尾數依下列規定計算：
一、區段地價每平方公尺單價在新臺幣一百
元以下者，計算至個位數，未達個位數
四捨五入。
二、區段地價每平方公尺單價逾新臺幣一百
元至一千元者，計算至十位數，未達十
位數四捨五入。

地

土 地 正 常買 賣 單 價 ＝ 土 地 正 常 買
賣總價格÷基地面積
前項所稱全棟建物買賣正常利潤，應視實際
情況敘明理由估計。
ௐỊ̏୧ 建物已不具備使用價值，得將其基
地視為素地估價。但應考量建物拆除成本予
以調整之。
ௐȈ̱୧ 以收益實例估計土地正常單價之方
法，依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三章第二節規
定辦理。
ௐȈ˛୧ 地價實例估計完竣後，應將估計之
土地正常單價調整至估價基準日。
前項 調 整 後之 單 價 及其 調 查 估價 表 之編
號，應以鄉（鎮、市、區）為單位，製作地價
分布圖。
第一項估價基準日指每年九月一日，案例蒐
集期間為前一年九月二日至當年九月一日。
ௐȈˣ୧ 劃分地價區段時，應攜帶地籍圖、
地價分布圖及地價區段勘查表實地勘查，以
鄉（鎮、市、區）為單位，斟酌地價之差異、
當地土地使用管制、交通運輸、自然條件、
土地改良、公共建設、特殊設施、環境污染、
工商活動、房屋建築現況、土地利用現況、
發展趨勢及其他影響地價因素，於地籍圖上
將地價相近、地段相連、情況相同或相近之
土地劃為同一地價區段。
已開闢道路及其二側或一側帶狀土地，其
地價與一般地價區段之地價有顯著差異者，
得就具有顯著商業活動之繁榮地區，依當地
發展及地價高低情形，劃設繁榮街道路線價
區段。繁榮街道以外已開闢之道路，鄰接該
道路之土地，其地價顯著較高者，得於適當
範圍劃設一般路線價區段。
非建築用地中經依法允許局部集中作建築
使用且其地價有顯著差異時，應就該建築使
用之土地單獨劃分地價區段。非都市土地及
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之零星建築用地，
或依規定應整體開發而未開發之零星已建築
用地，在同一區段範圍內，得將地價相近且
使用 情形 相同 而地 段不 相連 之零 星建 築用
地，視為一個地價區段另編區段號。
公共設施保留地應單獨劃分地價區段。但
其毗鄰之非公共設施保留地均屬相同區段地
價之地價區段時，得併入毗鄰之非公共設施
保留地劃為同一地價區段。
帶狀公共設施保留地穿越數個地價不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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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定之。
三、區段地價每平方公尺單價逾新臺幣一千
元至十萬元者，計算至百位數，未達百 ௐ˟Ȉ˛୧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行。
本規則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十
位數四捨五入。
二月三十一日修正發布之第九條及第十八條
四、區段地價每平方公尺單價逾新臺幣十萬
施行日期另定外，自發布日施行。
元者，計算至千位數，未達千位數四捨
五入。
公共設施保留地地價區段，其區段地價之
、
「地
尾數，計算至個位數，未達個位數四捨五入。 附：修正「影響地價區域因素分析明細表」
價區段勘查表」、
「區段地價估價報告表」
、
ௐ˟Ȉˬ୧ 宗地單位地價之計算方法如下：
「買賣實例調查估價表」、「收益實例調查
一、屬於繁榮街道路線價區段之土地，由直
估價表」
，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九月二日
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依繁榮街道路
生效。
線價區段宗地單位地價計算原則計算。
中華民國 103 年 7 月 7 日台 內地字 第
二、其他地價區段之土地，以區段地價作為
10301985259 號令
宗地單位地價。
三、跨越二個以上地價區段之土地，分別按
各該區段之面積乘以各該區段地價之積
之和，除以宗地面積作為宗地單位地價。
四、宗地單位地價應以每平方公尺新臺幣元
表示，計算至個位數，未達個位數四捨
五入。
ௐ˟Ȉα୧ 下列事項應由直轄市或縣（市）
地政機關訂定：
一、實施地價調查估計作業規定。
二、繁榮街道路線價區段宗地單位地價計算
原則。
三、建物標準單價表。
四、建物耐用年數及每年折舊率。
五、全棟建物之裝潢、設備及庭園設施等費
用。
六、土地每單位種植農作改良物面積標準單
價或農作改良物每株標準單價。
七、土地收益資本化率及建物收益資本化率
。
八、調整至估價基準日地價用之比率。
九、依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製作各直
轄市、縣（市）或鄉（鎮、市、區）影
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明細表。
前項規定之事項，於地價調查估計授權地政
事務所辦理之地區，得部分授權地政事務所定
之。
ௐ˟Ị̏୧ 內政部應對都市土地商業區、住
宅區、工業區，依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
關調查之地價，每年編製地價指數表二次。
前項編製地價指數表，得委託民間機構辦
理。
ௐ˟Ȉ̱୧ 本規則所定書、表格式，由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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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項目

土地使用管
制(1)

交通運輸(2)

自然條件(3)

環境污染
(7)
發展趨勢(8)

百分比小計
其他影響因
素(9)
百分比小計
影響地價區
=[1+(1)]*[1+(2)]*[1+(3)]*[1+(4)]*[1+(5)]*
域因素總修
[1+(6)]*[1+(7)]*[1+(8)]*[1+(9)]
正數
填寫日期：
承辦員：

基準區段Ｃ
修正
優劣
百分
等級
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類

特殊設施(6)

基準區段Ｂ
修正
優劣
百分
等級
比

價

公共建設(5)

都市計畫（內、外）
使用分區（使用地類別）
建蔽率
容積率
有無禁止建築
有無限制建築（整體開發、面積限制、
高度限制……等）
百分比小計
主要道路寬度
區段內道路平均寬度
接近大型車站之程度
站牌之接近程度或密集程度
交流道之有無及接近交流道之程度
區段內道路規劃及闢建程度
百分比小計
日照
景觀
傾斜度
排水之良否
地勢
百分比小計
建築基地改良（整平或填挖基地、開挖
水溝、水土保持、舖築道路、埋設管道、
修築駁嵌等）或其他改良
百分比小計
接近學校之程度（國小、國中、高中、
大專院校）
接近市場之程度（傳統市場、超級市
場、超大型購物中心）
接近公園（里鄰公園、一般公園）
、廣
場、徒步區之程度
接近觀光遊憩設施之程度
停車場地之便利程度
接近服務性設施的程度（郵局、銀行、
醫院、機關等設施）
百分比小計
電業設施及公用氣體燃料設施之有無
及接近程度
殯葬設施之有無及接近程度
廢棄物處理設施之有無及接近程度
百分比小計
水污染、噪音污染、廢氣污染、廢棄物
污染等之有無及接近程度
百分比小計

目標區段 基準區段Ａ
修正
優劣
優劣等級
百分
等級
比

地

土改地良(4)

修正細項

課（股）長：

主任（局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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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項目

修正細項

地
價
類

都市計畫（內、外）
使用分區（使用地類別）
建蔽率
土地使用管制 容積率
(1)
有無禁止建築
有無限制建築（整體開發、面積限
制、高度限制……等）
百分比小計
主要道路寬度
區段內道路平均寬度
接近大型車站之程度
交通運輸(2) 站牌之接近程度或密集程度
交流道之有無及接近交流道之程度
區段內道路規劃及闢建程度
百分比小計
排水之良否
自然條件(3) 地勢
百分比小計
接近市場之程度（傳統市場、超級
市場、超大型購物中心）
接近公園（里鄰公園、一般公園）、
公共建設(4) 廣場、徒步區之程度
接近觀光遊憩設施之程度
停車場地之便利程度
百分比小計
電業設施及公用氣體燃料設施之有
無及接近程度
特殊設施(5) 殯葬設施之有無及接近程度
廢棄物處理設施之有無及接近程度
百分比小計
水污染、噪音污染、廢氣污染、廢
環境污染
棄物污染等之有無及接近程度
(6)
百分比小計
百貨公司之有無、數量、接近程度
金融機構之有無、數量、接近程度
娛樂設施之有無、數量、接近程度
工商活動
大型展示中心或觀光飯店之有無、
(7)
數量、接近程度
顧客通行量之多寡
店舖之毗連狀態
百分比小計
發展趨勢(8)

百分比小計
其他影響因素
(9)
百分比小計
影響地價區域因 =[1+(1)]*[1+(2)]*[1+(3)]*[1+(4)]*[1+(
素總修正數 5)]*[1+(6)]*[1+(7)]*[1+(8)]*[1+(9)]
填寫日期：
承辦員：

目標區段 基準區段Ａ
修正
優劣
優劣等級
百分
等級
比

基準區段Ｂ
修正
百分
比

優劣
等級

基準區段Ｃ
修正
百分
比

優劣
等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課（股）長：

主任（局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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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區段Ｃ
修正
優劣
百分
等級
比

％

％

％

交通
運輸
(2)

％

％

％

自然
條件
(3)

％

％

％

％

％

％

發展
趨勢
(6)
其他
影響
因素
(7)
影響
地價
區域
因素
總修
正數

％

％

％

百分比小計

％

％

％

百分比小計

％

％

％

類

土改
地良
(5)

都市計畫（內、外）
使用分區（使用地類別）
建蔽率
容積率
有無禁止建築
有無限制建築（整體開發、面積限制、高度限
制……等）
百分比小計
主要道路寬度
區段內道路平均寬度
接近大型車站之程度
站牌之接近程度或密集程度
交流道之有無及接近交流道之程度
區段內道路規劃及闢建程度
百分比小計
傾斜度
排水之良否
地勢
百分比小計
電力資源
產業用水及設施
污廢水及廢棄物處理設施之有無
接近服務性設施的程度（郵局、銀行、醫院、
機關等設施）
百分比小計
建築基地改良（整平或填挖基地、開挖水溝、
水土保持、舖築道路、埋設管道、修築駁嵌等）
或其他改良
百分比小計

=[1+(1)]*[1+(2)]*[1+(3)]*[1+(4)]*[1+(5)]*[1+(6)]*[
1+(7)]

填寫日期：

承辦員：

價

公共
建設
(4)

修正細項

目標區段 基準區段Ａ
修正
優劣
優劣等級
百分
等級
比

地

基準區段Ｂ
修正
優劣
百分
等級
比

主要
項目

土地
使用
管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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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項目

修正細項

地
價
類

土地 都市計畫（內、外）
使用 使用分區（使用地類別）
管制
百分比小計
(1)
接近聚落之程度
交通 接近運銷中心程度
運輸 接近消費市場程度
(2) 區段內道路規劃及闢建程度
百分比小計
日 照
風 勢
自然 地 勢
條件 傾斜度
(3) 保（排）水之良否
土 質
百分比小計
農地改良（耕地整理、水土保持、土壤改良、
土改
修築農路、灌溉、排水、防風、防砂、堤防）
地良
或其他改良
(4)
百分比小計
公共 電力資源
建設 產業用水及設施
(5)
百分比小計
電業設施及公用氣體燃料設施之有無及接近程
特殊 度
設施 殯葬設施之有無及接近程度
(6) 廢棄物處理設施之有無及接近程度
百分比小計
環境 水污染、噪音污染、廢氣污染、廢棄物污染等
污染 之有無及接近程度
(7)
百分比小計
發展
趨勢
百分比小計
(8)
其他
影響
因素
百分比小計
(9)
影響
地價
區域 =[1+(1)]*[1+(2)]*[1+(3)]*[1+(4)]*[1+(5)]*[1+(6)]*[
因素 1+(7)]*[1+(8)]*[1+(9)]
總修
正數
填寫日期：
承辦員：

目標區段 基準區段Ａ
修正
優劣
優劣等級
百分
等級
比

基準區段Ｂ
修正
百分
比

優劣
等級

基準區段Ｃ
修正
百分
比

優劣
等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課（股）長：

主任（局長）
：

地價調查估計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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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期

區段 (公共設施保留地
請填明毗鄰非保
範圍 留地區段號)

區段
編號

區段地價

名稱：

都市計畫(內外)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觀光遊憩設施

使用分區(使用地類別)

名稱：

公

停車場地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M)

有無禁止建築

共

有無限制建築(整體開發、面
積限制、高度限制)

建

接近服務性設 名稱：
施的程度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M)

容 積 率

電力資源
M

寬度：

名稱：

主要道路

大型車站

通

設

M

○

高鐵站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M)

○

火車站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M)

○

客運站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M)

○

捷運站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M)

站 牌

M)
名稱：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密集程度：○非常密集
○密集
○不密集

交 流 道

名稱：

運
輸

M)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建 蔽 率

區段內道路平均寬度

交

元／㎡

M)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接近聚落程度

產業用水及設施

污廢水及廢棄
物處理設施

特

M)

○殯儀館

名稱：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M)

○火葬場

名稱：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M)

葬 ○納骨塔
廢 ○污水處理場

名稱：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M)

名稱：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M)

殊

接近運銷中心程度

設

接近消費市場程度

施

區段內道路規劃及闢建程度
日 照

地

電
名稱：
業 變電所或高壓鐵塔
氣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M)
體
名稱：
燃 瓦斯槽或儲油槽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M)
料
名稱：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殯 ○墓 地

棄
景 觀

物 ○垃圾場或掩埋場

傾 斜 度

處

保 （排） 水 之 良 否

風 勢
土 質
建築基地 □整平或填挖基地
改良
□埋設管道

土
地
改
良

□開挖水溝

□水土保持

□修築駁嵌

□其他＿＿＿＿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M)

名稱：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M)

○水污染
○噪音污染
○廢氣污染
○廢棄物污染
○其他污染

名稱：
名稱：
名稱：
名稱：
名稱：
名稱

○本區段內
○本區段內
○本區段內
○本區段內
○本區段內
數量

M)
M)
M)
M)
M)

□鋪築道路
百貨公司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耕地整理 □水土保持 □土壤改良 □修築農路 □灌溉

名稱

M)

數量

金融機構

農地改良
□排水
○

□防風
國小

○

國中

□防砂

□堤防

□其他＿＿＿＿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

高中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工
M)

名稱
商

娛樂設施

活

大型展示中心
或觀光飯店

M)

○

大專院校○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M)

○

傳統市場○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M)

名稱

M)

數量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動

M)

數量

○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M)

學 校

公

○本區段外(距
○本區段外(距
○本區段外(距
○本區段外(距
○本區段外(距

M)

顧客之通行量

店鋪之毗連狀態

共
建

市 場

發展
趨勢

○

超級市場○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M)

○

超大型購物中心○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

里鄰公園○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M)
M)

設

公 園
廣 場
徒步區

其他
影響
因素
房屋建築現況

○

一般公園○本區段內 ○本區段外(距

M)

○

廣場.徒步區○本區段內○本區段外 (距

M)

建築密度
建築型態
○商業用

○住宅用

○工業用

○住商混合

○住工混合

○農作用

○漁牧用

○空地

○公共設施

○其他_____

土地利用現況

勘查日期：

承辦員：

課(股)長：

主任（局長）：

地價區段勘查表填寫說明：
本表各欄項目應依區段勘查結果填寫，並依影響地價區域因素基準明細表，各細項優劣等級數之劃分原則，將優劣等級及級數以代碼或文字填寫在每一細項前空白欄位內。如屬分為三級之
普通，則應依序填寫等級普通、級數三級。優劣細項等級劃分方式如下：
分為二級：1：優 2：劣

分為三級：1：優 2：普通 3：劣

分為五級： １：優

分為七級：１：極優 ２：優 ３：稍優 ４：普通 ５：稍劣 ６：劣 ７：極劣
分為九級：
１：超極優 ２：極優

3：優 4：稍優 5：普通 6：稍劣 7：劣 8：極劣

１：無

２：稍優

３：普通

４：稍劣

５：劣

２：輕微

３：中度

４：嚴重

５：極嚴重

１：極輕微２：輕微
３：普通
４：嚴格
５：極嚴格
9：超極劣
※分為九級以上者由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自行決定等級細項。

類

環
境
污
染

地 勢

名稱：

理 ○焚化爐

價

自
然
條
件

D‐9‐10 地價調查估計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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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地價估價報告表（有買賣或收益實例）
縣（市）
住宅用地
商業用地
工業用地
農業用地
其他用地

鄉鎮（市區）

地價區段號：

□高級住宅用地
□中級住宅用地
□普通住宅用地
□高度商業用地
□中度商業用地
□普通商業用地
□大規模工業用地 □中小規模工業用地
□農業用地

□村里鄰住宅用地
□村里鄰商業用地

買
賣
實
例

地
價
類

移轉年月
（依時間先後）
編號
單價（元／㎡）
調整比率
調整方式
調整至估價基準
日之實例土地正
常單價
由高而低排列之
地價
移轉年月
（依時間先後）
編號
單價（元／㎡）
調整比率
調整方式
調整至估價基準
日之實例土地正
常單價
由高而低排列之
地價
收 調查年月
益 （依時間先後）
實 編號
例 單價（元／㎡）
調整比率
調整方式
調整至估價基準
日之實例土地正
常單價
由高而低排列之
地價
區段地價估計結果
（元／㎡）
註：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 4 條規定：「地價調查應以買賣實例為主，無買賣實例者，得調查收益實例」
。
同一區段若同時製作買賣實例及收益實例者，該區段之區段地價估計仍以各買賣實例調整至估價基準
日之實例土地正常單價之中位數為主。

填寫日期：

承辦員：

課（股）長：

主任（局長）
：

地價調查估計規則 D‐9‐11
區段地價估價報告表（無買賣或收益實例）

縣（市）
住宅用地
商業用地
工業用地
農業用地
其他用地

鄉鎮（市區）

地價區段號：

□高級住宅用地
□中級住宅用地
□普通住宅用地
□高度商業用地
□中度商業用地
□普通商業用地
□大規模工業用地 □中小規模工業用地
□農業用地

基準地 Ａ
目標地價
區段
之區段地價計算程序

Ｂ

□村里鄰住宅用地
□村里鄰商業用地

Ｃ

價區段

基準地價區段之區段
地價(1)

地
價

影響地價區域因素總
修正數(2)

類

調整後價格(1)×(2)

目標地價區段之區段
地價（元／㎡）
（應註明決定理由）
註：
1.(2)欄影響地價區域因素總修正數，應選填影響地價區域因素分析明細表，表一至表四，計算
得之。
2.目標地價區段屬其他用地者，視該區段性質選取使用性質相近之影響地價區域因素分析明細
表，計算得之。

填寫日期：

承辦員：

課（股）長：
第○頁/共□頁

主任（局長）：

D‐9‐12 地價調查估計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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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

住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里

路街

段

巷

弄

號

樓

權利人：＿＿＿＿＿＿＿＿＿＿

住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里

路街

段

巷

弄

號

樓

አ

ߤ

Ҥ

ᆊ

ܑ!

年：

（一）土地標示
段小段

地

號

建
蔽
率
％

使用分區
(使用地類
別)

容
積
率
％

面積
（㎡）

移

公告土地現值
（元／㎡）

轉

（三）建物門牌：＿＿＿＿鄉鎮市區＿＿＿＿村里＿＿＿＿鄰＿＿＿＿路街

移轉當期 調查當期

權利範圍 面積(㎡)

＿＿＿段＿＿＿巷＿＿＿弄＿＿＿號＿＿＿樓之＿＿＿，第＿＿＿室
建物
登記面積

建號

㎡ 總樓層數

主要構造種類

移轉原因：

移轉日期：

宗
形

狀

資料來源：
地

寬

條
度

移轉樓層或
區分單位

地上共

層

地下共

層

用途

地上第
地下第

層 (全部)
層 (部分)

(1)移轉面積

㎡

件

（m）

深

(2)建物單價

度 （m）

元／㎡

(3)依第十二條修正建物單價
＝
臨 街 關 係

編號：

地價區段號：

道 路 名 稱

增減修正：

元／㎡

％

元／㎡

路 寬（m）
修正理由

位置略圖：

建築完成日期

Ｎ

耐 用 年 數

年
年

(4)經歷年數

％

(5)每年折舊率

地

(6)總折舊率＝(4)x(5)

％

(7)全棟建物重建價格：

元

買賣實例為部分層數或區分單位者：A式＝(3)或(2)x(Σ推估各樓層可出售面積+車位總面積)
買賣實例為全部層數者：B式＝(3)x(1)或(2)x(1)
(8)全棟建物折舊額＝(7)x(6)

元

(9)全棟建物現值＝(7)-(8)

元

價

買賣實例總價格

（二）□地上有農作改良物，或無建物，或有建物，而視同無建物者：

(10)正常買賣總價格或修正後之正常買賣總價格：

□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買賣實例為其中部分層數或區分單位者：

(11)正常買賣單價或修正後之正常買賣單價：

類

□地上有建物，且買賣實例為全部層數者：
(四)地上有農作改良物，或無建物，或有建物，而視同無建物者:

(五)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買賣實例為其中部分層數或區分單位者：

(13)買賣實例價格包括農作
改良物之價值時，農作
改良物之估計價值

名稱

種植面積
或株數

(六)地上有建物，且買賣實例為全部層數者：

㎡ 樓 層 數(各層含應 推估各樓層房地正常買賣 推估各樓層可出售面
平均單價(各層含應攤共 積(各層含應攤共同使 (39)全棟建物現值(B式(9))
攤共同使用部分)
同使用部分)(元/㎡)
用部分)(㎡)
(40)全棟建物之裝潢
(15)單價：
(21)共
層至
層
元

(12)土地面積

生
長
年
期

元

買賣實例依第七條及
第八條修正情況

每單位種植面積單價或
每株單價(元)

總 價
(元)

(年)

層至

層

(16)單價：

(22)共

層至

層

(17)單價：

(23)共

層至

層

(18)單價：

(24)共

層至

層

(19)單價：

(25)共

層至

層

(20)單價：

＝(10)-(39)-(40)-(41)

㎡

(44)土地正常買賣單價
＝(42)/(43)

元/個

元／㎡

個
㎡

本買賣實例跨第＿＿＿＿＿，＿＿＿＿＿，＿＿＿＿＿，
＿＿＿＿＿，＿＿＿＿＿（號）地價區段，經推算本實例

(32)全棟房地可出售總價格

元 於各該區段內之實例土地正常買賣單價分別如下：＿＿＿

計算式：

＿＿，＿＿＿＿＿，＿＿＿＿＿，＿＿＿＿＿，＿＿＿＿

(33)全棟建物現值(A式(9))
1.買賣實例價格包括農作改良物價值時＝﹝(10)-(13)﹞/(12)

元 ＿（元／㎡）

(34)全棟建物之裝潢設備及
庭園設施等費用

2.買賣實例價格不包括農作改良物價值時＝(10)/(12)

元 利潤率及其決定理由：

(35)全棟建物買賣正常利潤

元
3.無建物或有建物必須拆除而視同無建物時＝(10)/(12)

(36)土地可出售總價格

元 備註：

(37)基地面積

㎡

(38)土地正常買賣單價＝ (36)/(37)
本買賣實例跨第＿＿＿＿＿，＿＿＿＿＿，＿＿＿＿＿，＿＿＿＿＿，＿
＿＿＿＿（號）地價區段，經推算本實例於各該區段內之實例土地正常買
賣單價分別如下：＿＿＿＿＿，＿＿＿＿＿，＿＿＿＿＿，＿＿＿＿＿，
＿＿＿＿＿（元／㎡）

勘查日期：

元

元 (43)基地面積

(28)車位類別

(14)土地正常買賣單價：＿＿＿＿＿＿＿＿＿＿＿＿＿（元／㎡）

元

常利潤 [以(39)x利潤率]
(42)土地正常買賣總價格

(26)共

(31)車位總面積(含應攤共同使用部分)

元

設備及庭園設施等費用
(41)全棟建物買賣正

(27)總價=Σ(推估各樓層房地正常買賣平均單價*推估各
樓層可出售面積)=

停車位(限按車位數單 (29)車位平均價格
獨計價者)
(30)車位數

元

承辦員：

元／㎡

本買賣實例跨第＿＿＿＿＿，＿＿＿＿＿，＿＿＿＿＿，＿＿＿＿＿
，＿＿＿＿＿（號）地價區段，經推算本實例於各該區段內之實例土
地正常買賣單價分別如下：＿＿＿＿＿，＿＿＿＿＿，＿＿＿＿＿，
＿＿＿＿＿，＿＿＿＿＿（元／㎡）

課(股)長：

主任（局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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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 D‐10‐1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
辦法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5 日台內地字第 1010199193
號令訂定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14 日台內地字第 1031302454
號令修正全文，自 104 年 3 月 1 日施行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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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୧ 本辦法依土地徵收條例（以下簡稱本
條例）第三十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市價：指市場正常交易價格。
二、比準地：指地價區段內具代表性，以作
為查估地價區段內各宗土地市價比較基
準之宗地，或作為查估公共設施保留地
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地價之宗
地。
ௐˬ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辦法
規定辦理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時，得將查
估程序全部或一部委託不動產估價師辦理，
委託費用由需用土地人負擔。
不動產估價師受託查估土地徵收補償市價
者，應依本辦法辦理。
ௐα୧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之辦理程序如
下：
一、蒐集、製作或修正有關之基本圖籍及資
料。
二、調查買賣或收益實例、繪製有關圖籍及
調查有關影響地價之因素。
三、劃分或修正地價區段，並繪製地價區段
圖。
四、估計實例土地正常單價。
五、選取比準地及查估比準地地價。
六、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
七、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提交地價評議委
員會評定。
ௐ̣୧ 前條第一款所定基本圖籍及資料，包
括下列事項：
一、不動產相關資料、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街道圖、都
市計畫圖說、禁限建範圍圖、預定徵收
土地地籍圖、土地使用計畫圖、河川或
排水圖籍。
二、地籍圖檔。
三、地價區段略圖。

四、其他有關圖籍及資料。
ௐ̱୧ 依第四條第二款調查實例，以蒐集市
場買賣實例為主，並得蒐集市場收益實例。
調查實例應填寫買賣實例調查估價表或收益
法調查估價表。
前項所稱收益實例，指租賃權或地上權等
他項權利，且具有租金或權利金等對價給付
之實例。
第一項調查得採用當事人、四鄰、不動產
估價師、不動產經紀人員、地政士、金融機
構、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司法機關或有關機
關（構）之資訊。
ௐ˛୧ 買賣或收益實例如有下列情形之一，
致價格明顯偏高或偏低者，應先作適當之修
正，記載於買賣實例或收益法調查估價表。
但該影響交易價格之情況無法有效掌握及量
化調整時，應不予採用：
一、急買急賣或急出租急承租。
二、期待因素影響之交易。
三、受債權債務關係影響之交易。
四、親友關係人間之交易。
五、畸零地或有合併使用之交易。
六、地上物處理有糾紛之交易。
七、拍賣。
八、公有土地標售、讓售。
九、受迷信影響之交易。
十、包含公共設施用地之交易。
十一、人為哄抬之交易。
十二、與法定用途不符之交易。
十三、其他特殊交易。
ௐˣ୧ 買賣或收益實例除依前條規定辦理
外，並應就下列事項詳予查證確認後，就實
例價格進行調整，並記載於買賣實例或收益
法調查估價表：
一、交易價格、租金或權利金等及各項稅費
之負擔方式。
二、有無特殊付款方式。
三、實例狀況。
四、有無基本機電、裝修以外之其他建物裝
潢費用。
ௐ˝୧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應調查影響之
區域因素，包括土地使用管制、交通運輸、
自然條件、土地改良、公共建設、特殊設施、
環境污染、工商活動、房屋建築現況、土地
利用現況及其他影響因素之資料等。
前項影響區域因素之資料，應依地價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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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表規定之項目勘查並填寫。
ௐȈ୧ 劃分地價區段時，應攜帶地籍圖及地
價區段勘查表實地勘查，原則以鄉（鎮、市、
區）為單位，斟酌地價之差異、當地土地使
用管制、交通運輸、自然條件、土地改良、
公共建設、特殊設施、環境污染、工商活動、
房屋建築現況、土地利用現況及其他影響地
價因素，於地籍圖上將地價相近、地段相連、
情況相同或相近之土地劃為同一地價區段。
非建築用地中經依法允許局部集中作建築
使用且其地價有顯著差異時，應就該建築使
用之土地單獨劃分地價區段。非都市土地及
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之零星建築用地，
或依規定應整體開發而未開發之零星已建築
用地，在同一區段範圍內，得將地價相近且
使用情形相同而地段不相連之零星建築用
地，視為一個地價區段另編區段號。
公共設施保留地應單獨劃分地價區段，並
得視臨街情形或原建築使用情形再予細分。
帶狀公共設施保留地穿越數個地價不同之
區段時，得視二側非保留地地價區段之不
同，分段劃分地價區段。
同一公共設施保留地分次徵收時，得視為
同一公共設施保留地劃設地價區段。
ௐȈ˘୧ 地價區段之界線，應以地形地貌等
自然界線、道路、溝渠或使用分區、編定使
用地類別等使用管制之界線或適當之地籍線
為準。
ௐȈ˟୧ 地價區段圖以地籍圖繪製或由電腦
產製，應以紅線標示地價區段界線，並註明
區段號、比準地位置、比準地地價、主要街
道與重要公共設施位置及名稱。
ௐȈˬ୧ 以買賣實例估計土地正常單價方法
如下：
一、判定買賣實例情況，非屬特殊情況者，
買賣實例總價格即為正常買賣總價格；
其為特殊情況者，應依第七條及第八條
規定修正後，必要時並得調查鄰近相似
條件土地或房地之市場行情價格，估計
該買賣實例之正常買賣總價格。
二、地上無建築改良物（以下簡稱建物）者
，計算土地正常買賣單價。其公式如下：
土地正常買賣單價＝正常買賣總價格÷
土地面積
三、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買賣實例為其中
部分層數或區分單位者，其土地正常買

賣單價之計算程序如下：
（一）該買賣實例土地權利價格＝該買賣
實例房地價格－該買賣實例建物
成本價格。
（二）該買賣實例土地權利單價＝該買賣
實例土地權利價格÷該買賣實例土
地持分面積。
（三）土地正常買賣單價之估計，以前目
土地權利單價為準，並考慮樓層別
效用價差調整。
四、地上有建物，且買賣實例為全部層數者
，其土地正常買賣單價之計算程序如下
：
（一）該買賣實例土地價格＝該買賣實例
房地價格－該買賣實例建物成本
價格。
（二）土地正常買賣單價＝該買賣實例土
地價格÷該買賣實例土地面積。
ௐȈα୧ 以收益實例查估比準地收益價格之
方法，依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三章第二節
規定辦理。
ௐỊ̏୧ 買賣或收益實例之土地上有建物者
，其建物成本價格之估計，依不動產估價技
術規則第三章第三節規定辦理。
ௐȈ̱୧ 依本辦法辦理查估之建物面積，已
辦理登記者，以建物登記之面積為準；其全
部或部分未辦理登記者，以實際調查之面積
為準。
ௐȈ˛୧ 依第十三條估計之土地正常單價或
第十四條採用之收益實例租金或權利金應調
整至估價基準日。
前項估價基準日為每年九月一日者，案例
蒐集期間以當年三月二日至九月一日為原
則。估價基準日為三月一日者，案例蒐集期
間以前一年九月二日至當年三月一日為原
則。
前項案例蒐集期間內無適當實例時，得放
寬至估價基準日前一年內。
ௐȈˣ୧ 比準地應於預定徵收土地範圍內各
地價區段，就具代表性之土地分別選取。都
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留地毗鄰之地價區
段，亦同。
ௐȈ˝୧ 比準地比較價格之查估，應填載比
較法調查估價表，其估計方法如下：
一、就第十七條估價基準日調整後之土地正
常單價中，於同一地價區段內選擇一至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 D‐10‐3

地
價
類

三件比較標的。
一、每平方公尺單價在新臺幣一百元以下
二、將前款比較標的價格進行個別因素調
者，計算至個位數，未達個位數無條件
整，推估比準地試算價格。
進位。
三、考量價格形成因素之相近程度，決定比
二、每平方公尺單價逾新臺幣一百元至一千
準地地價。
元者，計算至十位數，未達十位數無條
地價區段內無法選取或不宜選取比較標的
件進位。
者，得於其他地區選取，估計時應進行區域因
三、每平方公尺單價逾新臺幣一千元至十萬
素及個別因素調整。
元者，計算至百位數，未達百位數無條
第一項第二款及前項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
件進位。
調整，分別依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表及
四、每平方公尺單價逾新臺幣十萬元者，計
影響地價個別因素評價基準表之最大影響範
算至千位數，未達千位數無條件進位。
圍內調整。
依第二十七條土地市價變動幅度調整之宗
以收益法估計之比準地收益價格，與第一項
地市價單價尾數無條件進位至個位數。
估計之比較價格，經綜合評估，視不同價格所 ௐ˟Ȉ˟୧ 都市計畫區內公共設施保留地區
蒐集資料之可信度，考量價格形成因素之相近
段地價以其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區段地
程度，決定比準地地價。
價平均計算。帶狀公共設施保留地穿越數個
比準地地價之決定理由應詳予敘明於比準
地價不同之區段時，得分段計算。
地地價估計表。
前項非公共設施保留地地價區段，以其比準
ௐ˟Ȉ୧ 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市價應以第十八
地地價為區段地價，其尾數進位方式依前條規
條選取之比準地為基準，參酌宗地條件、道
定辦理。
路條件、接近條件、周邊環境條件及行政條
第一項所稱平均計算，指按毗鄰各非公共設
件等個別因素調整估計之。但都市計畫範圍
施保留地地價區段之區段線比例加權平均計
內之公共設施保留地，不在此限。
算。毗鄰為公共設施用地區段，其區段地價經
前項宗地條件、道路條件、接近條件、周邊
納入計算致平均市價降低者，不予納入。
環境條件及行政條件等影響地價個別因素依
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之零星建築用地，
影響地價個別因素評價基準表之最大影響範
或依規定應整體開發而未開發之零星已建築
圍內調整。
用地，經劃屬公共設施保留地地價區段，其區
依前二項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市價，應填
段地價以與該保留地地價區段距離最近之三
個同使用性質地價區段為基準，並得參酌區域
寫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估計表。
因素調整估計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結果定
第一項預定徵收土地其範圍內各宗地個別
之。計算結果較高者，應從高計算。
因素資料及地籍圖，以需用土地人函文通知直
公共設施保留地宗地市價以依第一項計算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者為準。
之區段地價為準，宗地跨越二個以上地價區段
前項宗地個別因素資料之行政條件，依下列
者，分別按各該區段之面積乘以各該區段地價
方式填寫：
之積之和，除以宗地面積作為宗地單位地價，
一、非都市土地、都市計畫範圍內公共設施
其地價尾數無條件進位至個位數。
保留地、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依徵收
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地
計畫報送時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填寫。
價計算方式，以同屬區段徵收範圍內之非公共
二、都市計畫範圍內非屬前款公共設施保留
設施保留地區段地價平均計算為原則。但同一
地之依法得徵收土地：依都市計畫變更
區段徵收範圍內無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
為得徵收土地前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填
者，依第一項規定查估區段地價。
寫；確無法追溯變更前之使用管制條件
者，需用土地人應於清冊相關欄位或報 ௐ˟Ȉˬ୧ 前條第三項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
地價加權平均計算作業步驟如下：
送公文中註明。
一、依第四條規定蒐集、製作或修正有關之
ௐ˟Ȉ˘୧ 比準地地價及宗地市價，應以每
基本圖籍及資料。
平方公尺為計價單位，其地價尾數依下列規
二、以地籍圖繪製之地價區段圖作為作業底
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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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量測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毗鄰各非公共
設施保留地區段線長度（以下簡稱各區
段線長度）
：以電腦量測為原則，其長度
以公分為最小單位，未滿一公分者，以
一公分計。未能由電腦量測者，得採人
工作業，以比例尺、求積儀或坐標讀取
儀等工具量測，其長度以公尺為最小單
位，未滿一公尺者，以一公尺計。
四、以各區段線長度之和為總長度。
五、以毗鄰各非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地價乘
以各區段線長度，再除以總長度，加總
計算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地價。
ௐ˟Ȉα୧ 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毗鄰之非公
共設施保留地，經量測確僅以點相接者，不
計入加權平均計算。
ௐ˟Ị̏୧ 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地價計算作
業應填寫公共設施保留地地價加權平均計算
表。
ௐ˟Ȉ̱୧ 一併徵收其徵收當期已逾原徵收
案之徵收補償市價適用期間者，其徵收補償
市價依第四條至前條規定查估；未逾原徵收
案之徵收補償市價適用期間者，其徵收補償
市價查估方式如下：
一、屬公共設施保留地者：依第二十二條至
前條規定辦理。
二、非屬公共設施保留地，其土地使用性質
與原被徵收土地相同者：按原被徵收土
地之宗地地價辦理。
三、非屬公共設施保留地，其土地使用性質
與原被徵收土地不同者：以所屬地價區
段比準地市價進行個別因素修正或個案
查估。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計算
被徵收土地市價變動幅度之作業步驟如下：
一、分二期蒐集去年九月二日至當年三月一
日（現期）買賣實例、去年三月二日至
去年九月一日（基期）買賣實例。
二、分期計算實例市價單價並排序。
三、分期計算排序後百分位數二十五至百分
位數七十五間案例市價單價平均值。
四、現期市價單價平均值除以基期市價單價
平均值，計算市價變動幅度。
前項市價變動幅度計算之作業分區，原則以
鄉（鎮、市、區）為單位，並得將地價變動情
形相近之鄉（鎮、市、區）合併計算；鄉（鎮、

市、區）內地價變動差異大之地區，得予分開
計算。
ௐ˟Ȉˣ୧ 需用土地人依第二十條第四項所
為之通知，應於每年九月一日前送達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作為次年土地徵收
補償查估之依據。但屬當年具急迫性或重大
公共建設推動之需者，得於當年三月一日前
送達。
需用土地人未及於前項期限前提供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辦理徵收範圍市價查估
作業所需資料者，應提供查估之市價予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協調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查估市價，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
定，所需費用並得由需用土地人負擔。
ௐ˟Ȉ˝୧ 依第二十一條計算之宗地市價應
於依第二十條第四項所為通知之次年二月底
前提供需用土地人，作為通知之次年報送徵
收計畫計算徵收補償價額之基準。屬前條第
一項但書規定者，應於當年七月底前提供需
用土地人，作為當年七月至十二月報送徵收
計畫計算徵收補償價額之基準。
ௐˬȈ୧ 依第二十七條計算土地市價變動幅
度結果應於每年六月底前送交地價評議委員
會評定，於七月前提供需用土地人，作為七
月至十二月間調整徵收補償地價之依據。
ௐˬȈ˘୧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ௐˬȈ˟୧ 本辦法修正施行前已辦理查估案
件，仍適用修正施行前之規定。
ௐˬȈˬ୧ 本辦法施行日期另定之。

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 D‐11‐1

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
基準
中華民國 92 年 4 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0920060833
號令訂定
中華民國 103 年 7 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10301985256
號令修正第 2 點及第 3 點附件 1、附件 2、附件 3、
附件 4，自 103 年 9 月 2 日生效

地
價
類

一、本基準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二十一條第
四項規定訂定。
二、影響地價區域因素主要項目，計有土地使
用管制、交通運輸、自然條件、土地改良、
公共建設、特殊設施、環境污染、工商活
動、發展趨勢及其他影響因素等。
三、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於估計區段地
價，對於無買賣實例及收益實例之區段，
應按影響地價區域因素主要項目，按住宅
用地、商業用地、工業用地及農業用地，
分別依影響住宅用地區域因素評價基準表
（如附件一）、影響商業用地區域因素評價
基準表（如附件二）
、影響工業用地區域因
素評價基準表（如附件三）及影響農業用
地區域因素評價基準表（如附件四）格式
之各主要影響項目細項，由各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於規定最大影響範圍內，按影
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明細表，依地價
調查估計規則第二十一條規定，修正估計
目標地價區段之區段地價。

D‐11‐2 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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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影響範圍（百分比）
村里鄰
普通
中級
高級
住宅用 住宅用 住宅用 住宅用
地
地
地
地
都市計畫（內、外）
20
20
20
20
使用分區（使用地類別）
20
20
20
20
土地使 建蔽率
10
10
10
10
用管制 容積率
50
50
50
40
有無禁止建築
50
50
50
50
有無限制建築（整體開發、面積限制、高度限制……等）
50
50
50
50
主要道路寬度
25
25
25
25
區段內道路平均寬度
20
20
20
20
交通 接近大型車站之程度
5
10
10
20
運輸 站牌之接近程度或密集程度
5
12
12
12
交流道之有無及接近交流道之程度
8
10
10
8
區段內道路規劃及闢建程度
20
20
20
20
日照
5
10
10
10
20
15
10
5
自然 景觀
20
15
15
10
條件 傾斜度
排水之良否
30
30
30
30
地勢
10
20
10
10
主要
項目

細

項

地
價

土地 建築基地改良（整平或填挖基地、開挖水溝、水土保持、
改良 舖築道路、埋設管道、修築駁嵌等）或其他改良

類

公共
建設

特殊
設施
環境
污染

接近學校之程度（國小、國中、高中、大專院校）
接近市場之程度（傳統市場、超級市場、超大型購物中心）
接近公園（里鄰公園、一般公園）、廣場、徒步區之程度
接近觀光遊憩設施之程度
停車場地之便利程度
接近服務性設施的程度（郵局、銀行、醫院、機關等設施）
電業設施及公用氣體燃料設施之有無及接近程度
殯葬設施之有無及接近程度
廢棄物處理設施之有無及接近程度
水污染、噪音污染、廢氣污染、廢棄物污染等之有無及接
近程度

30

30

20

20

5
3
10
5
4
4
15
20
20

10
8
10
6
10
6
15
20
20

10
8
10
6
15
6
15
20
20

10
8
10
4
4
6
10
20
20

20

20

20

20

發展
趨勢
其他影
響因素
註：1.「高級住宅用地」係指街廓或宗地規劃整齊，基地廣大方整，建築品質良好，格調甚佳，注重室內裝潢與設
計，環境優雅寧適，空地比例大並經適當整理，備有停車場位，居民所得、職業或階層達到相當水準，且嚴
禁妨害居住環境之使用情況進入之住宅用地。
2.「中級住宅用地」係指居住水準介於高級住宅用地與普通住宅用地之間，建築品質、格調均佳，環境清靜，
空地比例適當，公共設施完善，無違章建築、工廠等妨害居住環境之使用情況進入，附近備有供給日常之商
店、洗衣店、餐飲店等服務業，生活便利之住宅用地。
3.「普通住宅用地」係指環境品質不高，建築材料普通，格調較少變化，區內除住宅外，尚有店舖、事務所、
小工廠、攤販等混雜使用進入，公共設施屬一般水準之住宅用地。
4.「村里鄰住宅用地」係指都市近郊或都市外之農村聚落或未形成市街型態之一般住宅地區，建築規劃不甚完
善，較少高層建物，公共設施普遍不足，且缺乏服務性商店或設施，生活不甚便利之住宅用地。

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 D‐11‐3
ௐˬᕇܢІ˟!
ᇆᜩથຽϡгડાЯ৵ෞᆊૄܑ!
主要
細項
項目

土地使
用管制

交通
運輸

自然
條件

環境
污染

6

6

4

12
4
12
12
30
20

10
4
10
10
30
20

8
4
8
8
30
20

6
4
6
6
20
10

發展
趨勢
其他影
響因素
註：1.「高度商業用地」係指大都市之市中心或副都心，商業活動極度繁榮，土地利用及街道系統規劃完善，利用
程度極高，對外交通便利，提供區域性或全市性之商業服務，備有較大規模之百貨公司、電影業、餐廳業、
服飾業、超級市場娛樂場所或其他高級專賣店，以及或全國性金融機構、事務所或商務中心之繁華地區。
2.「中度商業用地」係指高度商業用地外圍之商業地帶，中小都市市中心、副都心、或都市內地區性商業中心，
商業活動頗為繁榮，土地規劃佳，利用程度頗高，對外交通便利，提供全市性或地區性商業服務，備有百貨
公司、電影業、服飾店、超級市場、娛樂場所或其他高級專賣店，以及地區性之金融機構、事務所或商務中
心之地區。
3.「普通商業用地」係指次高度商業用地外圍之商業地帶、小地區之商業中心、或服務範圍較小之商業地帶，
以提供家庭日用品、食品、衣物販賣等服務為主，且土地使用性質較為混雜之商業地區。
4.「村里鄰商業用地」係指社區或里鄰住宅區內，以提供鄰近居民日用品、雜貨、藥品等服務為主之零售店地
區。

類

工商
活動

8

價

特殊
設施

地

公共
建設

都市計畫（內、外）
使用分區（使用地類別）
建蔽率
容積率
有無禁止建築
有無限制建築（整體開發、面積限制、高度限制……等）
主要道路寬度
區段內道路平均寬度
接近大型車站之程度
站牌之接近程度或密集程度
交流道之有無及接近交流道之程度
區段內道路規劃及闢建程度
排水之良否
地勢
接近市場之程度（傳統市場、超級市場、超大型購物中心）
接近公園（里鄰公園、一般公園）、廣場、徒步區之程度
接近觀光遊憩設施之程度
停車場地之便利程度
電業設施及公用氣體燃料設施之有無及接近程度
殯葬設施之有無及接近程度
廢棄物處理設施之有無及接近程度
水污染、噪音污染、廢氣污染、廢棄物污染等之有無及接
近程度
百貨公司之有無、數量、接近程度
金融機構之有無、數量、接近程度
娛樂設施之有無、數量、接近程度
大型展示中心或觀光飯店之有無、數量、接近程度
顧客通行量之多寡
店舖之毗連狀態

最大影響範圍（百分比）
村里鄰
中度商 普通商
商業用
業用地 業用地
地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15
15
15
15
50
50
50
40
50
50
50
50
50
50
50
40
30
30
30
30
20
20
20
20
20
20
20
10
10
8
8
8
5
10
10
8
20
20
20
20
30
30
30
30
10
20
10
10
8
8
10
8
8
8
8
3
3
3
3
3
20
15
10
6
10
10
8
8
12
10
8
8
12
10
8
8

高度商
業用地

D‐11‐4 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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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影響範圍（百分比）

主要
項目

細

項

大規模工業 中小規模工
用地
業用地

都市計畫（內、外）

20

20

使用分區（使用地類別）

20

20

12

12

50

50

50

50

土地 建蔽率
使用
管制 容積率
有無禁止建築

地

有無限制建築（整體開發、面積限制、高度限制……等）

50

50

主要道路寬度

40

40

區段內道路平均寬度

20

20

交通 接近大型車站之程度
運輸 站牌之接近程度或密集程度

20

20

8

10

交流道之有無及接近交流道之程度

30

30

區段內道路規劃及闢建程度

20

20

傾斜度

15

15

30

30

自然
排水之良否
條件
地勢
電力資源

價

公共 產業用水及設施
建設 污廢水及廢棄物處理設施之有無
接近服務性設施的程度（郵局、銀行、醫院、機關等設施）

類

土地 建築基地改良（整平或填挖基地、開挖水溝、水土保持、舖築道路、埋
改良 設管道、修築駁嵌等）或其他改良

20

20

15

15

30

30

20

20

4

6

20

20

發展
趨勢
其他
影響
因素
註：1.「大規模工業用地」係指工廠用地面積平均在 100,000 ㎡以上，而以 30,000 ㎡為較佳設廠規模之工業區內工
業用地。
2.「中小規模工業用地」係指工廠用地面積平均在 10,000 ㎡以下，而以 3,000 ㎡為較佳設廠規模之工業區內工
業用地。

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 D‐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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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依法供下列使用者：
1.供農作、森林、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
2.供與農業經營不可分離之農舍、畜禽舍、倉儲設備、曬場、集貨場、農路、灌溉、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地。
3.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業使用之倉庫、冷凍(藏)庫、農機中心、蠶種製造(繁殖)場、集貨場、檢驗
場等用地。

類

其他
影響
因素

價

發展
趨勢

地

最大影響範圍
主要
細項
（百分比）
項目
土地使 都市計畫（內、外）
20
用管制 使用分區（使用地類別）
20
接近聚落之程度
15
交通 接近運銷中心程度
15
運輸 接近消費市場程度
15
區段內道路規劃及闢建程度
20
日 照
10
風 勢
10
自然 地 勢
20
條件 傾斜度
20
保（排）水之良否
30
土 質
15
土地 農地改良（耕地整理、水土保持、土壤改良、修築農路、灌溉、排水、防風、
25
改良 防砂、堤防）或其他改良
公共 電力資源
20
建設 產業用水及設施
20
電業設施及公用氣體燃料設施之有無及接近程度
10
特殊
殯葬設施之有無及接近程度
20
設施
廢棄物處理設施之有無及接近程度
20
環境
水污染、噪音污染、廢氣污染、廢棄物污染等之有無及接近程度
30
污染

D‐11‐6 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

地
價
類

公共設施保留地地價加權平均計算方式須知 D‐12‐1

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加
權平均計算方式須知
中華民國 92 年 10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0920065408
號令訂定

地
價
類

一、採人工作業加權平均計算者：
（一）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三條規定蒐集
、製作或修正有關之基本圖籍及資料。
（二）以地籍圖繪製之地價區段圖作為作業
底圖。
（三）以比例尺、求積儀或坐標讀取儀等工
具，量測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毗鄰各
非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線長度（以下
簡稱各區段線長度）
，其長度以公尺為
最小單位，未滿一公尺者，以一公尺
計。
（四）以各區段線長度之和為總長度。
（五）以毗鄰各非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地價
乘以各區段線長度，再除以總長度，
加總計算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地價。
二、採電子作業加權平均計算者：地價區段圖
由電腦產製時，由電腦量測各區段線長
度，其長度以公分為最小單位，未滿一公
分者，以一公分計。再按各區段線長度比
例及區段地價加權平均計算。
三、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毗鄰之非公共設施保
留地，經量測確僅以點相毗鄰者，則不計
入加權平均計算。
四、計算作業應填寫公共設施保留地地價加權
平均計算表（如附件一），並參考公共設施
保留地地價加權平均計算圖例（如附件二）
計算。

D‐12‐2 公共設施保留地地價加權平均計算方式須知

地
價
類

公共設施保留地地價加權平均計算方式須知 D‐12‐3

地
價
類

D‐12‐4 公共設施保留地地價加權平均計算方式須知

地
價
類

公共設施保留地地價加權平均計算方式須知 D‐12‐5

地
價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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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基準地選定及查估要點 D‐13‐1

地價基準地選定及查估
要點
中華民國 92 年 11 月 28 日台內地字第 0920065705
號函訂定；自 93 年 1 月 1 日起生效
中華民國 94 年 4 月 8 日台內地字第 0940060836 號
函修正第 11 點
中華民國 98 年 3 月 19 日台內地字第 0980048308
號函修正第 1 點；並修正名稱

地
價
類

一、為建立地價之衡量基準，促進合理地價之
形成，地政機關得視地價變動情形，於一
定範圍之地區內選定及查估基準地。
二、本要點所稱基準地，係指經地政機關選定，
並估計其價格日期之正常價格，由地政機
關定期公布之土地。
三、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及所轄地政事
務所為基準地選定及查估之主辦機關。
四、基準地之選定及查估之作業程序如下：
（一）準備有關圖籍。
（二）劃分近價區段。
（三）選定基準地。
（四）查估基準地地價。
（五）審議基準地地價。
五、第四點第一款之有關圖籍包括下列事項：
（一）不動產相關資料、都市計畫地籍套
繪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街
道圖、都市計畫圖說、禁限建範圍
圖。
（二）地籍藍晒圖或地籍圖檔。
（三）其他有關圖籍及資料。
六、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應依下列影響
地價因素，於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或其他
圖籍上，劃分近價區段：
（一）行政區劃及土地利用之公法管制程
度。
（二）地形、地質等自然條件。
（三）交通設施、公共公用設施、商業設
施等之接近狀態。
（四）土地利用狀態。
（五）事業種別及繁榮程度。
（六）景觀及災害狀況。
（七）其他明顯影響地價之因素。
依前項因素劃分近價區段時，應以把握地
價之同質空間為原則。

七、基準地之選定，應符合下列原則：
（一）代表性：以面積適中，具近價區段
一般土地代表性為準。
（二）顯著性：以容易識別為準。
（三）恆久性：以不易變更形質為準。
（四）均勻性：以各地能均勻分布為準。
（五）完整性：以形狀方整為準。
八、基準地之分布密度以一個近價區段設定一
點為原則，都市土地並得斟酌下列情形調
整：
（一）商業區：每五十筆設定一點。
（二）住宅區：每一百筆設定一點。
（三）工業區：每二百筆設定一點。
九、基準地選定後，應由直轄市或縣（市）地
政機關召集地價專家學者及不動產估價師
組成專案小組，就第七點所列原則進行審
議，經審議通過後則予編號造冊。
十、基準地以永久設定為原則，如基於特殊原
因而需更換時，應依第七點至第九點之規
定辦理。
十一、基準地選定後，應推估其土地正常價格，
其價格日期以每年三月三十一日為準。
十二、基準地地價應兼採比較法、收益法、成
本法或其他適當之估價方法二種以上方
法，依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規定查估
之。但因情況特殊不能採取二種以上方
法估價者，不在此限。
十三、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應依不動產
估價技術規則第十五條規定，決定基準
地地價，並填寫基準地估價報告表，送
請專案小組審議。
十四、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召集組成之
專案小組審議基準地地價時，應著重地
價高低層次之均衡。
十五、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召集組成之
專案小組審議基準地地價後，應選取各
鄉（鎮、區）中，不同使用分區中地價
最高之基準地為代表基準地，送請內政
部召集地價專家學者及不動產估價師組
成專案小組審議。
十六、第十五點專案小組認為某地之代表基準
地地價偏高或偏低時，應通知直轄市或
縣（市）地政機關進行調整。
十七、基準地地價之公布方式，由主管機關另
定之。

D‐13‐2 地價基準地選定及查估要點

地
價
類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 D‐14‐1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
員會組織規程

價
類

ௐ˘୧ 本規程依平均地權條例第四條及土地
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依本規程組
織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評議地價、標準地價事項。
ௐˬ୧ 本會任務為下列事項之評議：
一、地價區段之劃分及各區段之地價。
二、土地改良物價額。
三、市地重劃前後及區段徵收後之地價。
四、依法異議之標準地價。
五、土地徵收補償市價及市價變動幅度。
六、依法復議之徵收補償價額。
七、其他有關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事項。
ௐα୧ 本會置委員十五人或十六人，其中一
人為主任委員，由直轄市市長或副市長、縣
（市）長或副縣（市）長兼任；一人為副主
任委員，由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秘書
長或副秘書長兼任；其餘委員，由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就下列人員遴聘之：
一、議員代表一人。
二、地方公正人士一人。
三、地政專家學者二人。
四、不動產估價師二人或三人。
五、法律、工程、都市計畫專家學者各一人
。

地

中華民國 76 年 2 月 2 日台內地字第 471211 號令訂
定
中華民國 80 年 5 月 31 日台內地字第 921631 號令
修正
中華民國 89 年 7 月 5 日台內地字第 8973042 號令
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14 條(原名稱：地價評議委
員會暨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
中華民國 90 年 7 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9073369 號令
修正第 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3 年 3 月 26 日台內地字第 0930069298
號令修正第 4 條、第 7 條、第 10 條條文；並增
訂第 13-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25 日台內地字第 1010194988
號令修正全文 14 條；本規程第 3 條條文自 101
年 9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4 年 1 月 15 日台內地字第 1031304025
號令修正第 4 條、第 7 條、第 13 條條文

六、地政主管人員一人。
七、財政或稅捐主管人員一人。
八、工務或都市計畫主管人員一人。
九、建設或農業主管人員一人。
本會委員任期三年，期滿得續聘之。但代表
機關、團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第一項委員出缺時，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應予補聘，其任期以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
止。
直轄市、縣（市）議會未推派議員代表者，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另遴聘地政專家學者
或不動產估價師擔任委員。但澎湖縣政府、福
建省金門縣政府及連江縣政府得不另聘之，不
受第一項總人數之限制。
ௐ̣୧ 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會議
主席；主任委員不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
代理之，副主任委員亦不克出席者，由出席
委員互推一人代理主席。
ௐ̱୧ 本會開會得邀請經辦估價人員列席。
評議異議或復議案件時，得通知異議人或復
議人列席說明，並於說明後退席。
前項異議或復議案件為多數人共同提出
者，僅得推派三人以下之代表列席。
ௐ˛୧ 本會需有過半數委員之出席，始得開
會，並有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始得決議；
本會委員對各議案所載調查估計結果如有修
正意見，應詳述理由，列舉事實，於經出席
委員二人附議，並經出席委員過半數同意，
始得決議修正。可否同數時，由主席裁決。
委員應親自出席前項會議。但由機關代表兼
任之委員，如未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
席。
前項指派之代表列入出席人數，並參與會議
發言及表決。
ௐˣ୧ 本會委員對具有利害關係之議案，應
自行迴避。
ௐ˝୧ 本會置執行秘書一人，由地政主管人
員兼任，承主任委員之命，處理日常事務；
並置工作人員若干人，均由直轄市市長、縣
（市）長就該機關人員派兼之。
ௐȈ୧ 本會委員、執行秘書及工作人員均為
無給職。
ௐȈ˘୧ 本會所需經費，由直轄市政府地政
機關、縣（市）政府編列預算支應。
ௐȈ˟୧ 本會決議事項，以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名義行之。

D‐14‐2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
ௐȈˬ୧ 本規程中華民國一百零四年一月十
五日修正施行前已聘任之委員，於施行後直
轄市、縣（市）政府依第四條規定重新遴聘
本會全體委員之日，視為任期屆滿。
ௐȈα୧ 本規程除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五月
二十五日修正發布之第三條之施行日期另定
外，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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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補充規定 D‐15‐1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
員會組織規程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81 年 1 月 10 日台內地字第 8177326 號函
訂定
中華民國 89 年 8 月 11 日台內地字第 8977341 號函
修正法規名稱及第 5 點條文（原名稱：地價評議
委員會暨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補充規
定）
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19 日台內地字第 0930007769
號令修正第 7 點

地
價
類

一、本會係一個組織，依法評議地價暨標準地
價事項。
二、本會對於土地改良物價之評議，不宜逕行
參酌不動產評價委員會所評價格評定。
三、聘、派任之評議委員，無需先行送請民意
機關審議。
四、委員中之「地方公正人士」
，儘量避免聘任
公務人員。
五、委員中之「地方公正人士」於任期中調職
或戶籍遷離該直轄市或縣（市）者，「地方
公正人士」應予改聘，其任期以至原委員
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六、委員中之「議員代表」，議會因故延未推派
時，得函請其暫派代表一人，以委員身分
參加會議。屆時議會仍無法派員代表出席
時，依本會組織規程第七條規定，得經委
員過半數之出席召開會議；並經出席委員
過半數之同意得以決議。
七、（刪除）。

D‐15‐2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補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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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會議作業規範 D‐16‐1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
員會評議會議作業規範
中華民國 85 年 12 月 11 日台內地字第 8588891 號
函訂定
中華民國 89 年 8 月 11 日台內地字第 8977341 號函
修正法規名稱及第 2 點、第 5 點、第 6 點及第 8
點條文（原名稱：地價評議委員會暨標準地價評
議委員會評議會議作業規範）
中華民國 93 年 4 月 29 日台內地字第 0930060973
號令修正第 8 點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8 日台內地字第 1010208383
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 103 年 5 月 8 日台內地字第 1030153471
號令修正第 4 點

地
價
類

一、為使地價評議作業公平合理，特訂定本規
範。
二、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依規定開會時，應由提案單位將評議
事項之案由、法令依據、處理過程、評議
內容作成書面議案，作為評議之依據。
三、地政機關根據平均地權條例第十五條或第
四十六條規定提送本會評議區段地價之議
案，應先行舉辦公開說明會，說明地價調
查、區段劃分、地價估計作業情形及最近
一期地價動態情況，並受理當地民眾意見
予以彙整處理作成報告，提送本會作為評
議之參考。
四、地政機關根據平均地權條例第十五條或第
四十六條規定提送本會評議區段地價之議
案，於本會開始評議前，應準備下列資料
先向本會簡報：
（一）地價調查、區段劃分、地價估計等
作業情形及其他相關統計圖、表。
（二）最近一期地價動態情形及影響地價
主要因素分析。
（三）公共建設及其鄰近土地地價調整情
形。
（四）說明會民眾反應意見及研處情形。
（五）相鄰鄉、鎮、市、區間及市、縣間
地價情形。
地政機關依土地徵收條例第三十條規定提
送之徵收補償市價、市價變動幅度議案，
於本會開始評議前，應準備下列資料先向
本會簡報：

（一）需地機關提供之預定徵收地區。
（二）預定徵收地區市價查估作業情形。
前二項簡報，得視地方實際情形分區辦理
之；必要時，並得邀請本會委員實地查訪
之。
五、本會開會討論議案時，得視議案性質開放
允許媒體記者列席旁聽。
六、本會對於地價、土地改良物價額、標準地
價或土地徵收補償市價之評議，應切合該
地當時土地或土地改良物之實值。
委員對於議案所載主管機關調查估計結
果，如有修正意見，應詳述理由，列舉事
實，於經出席委員二人附議，並經出席委
員過半數同意，始得決議修正。各議案決
議修正之地價與毗鄰性質相同或相近區段
之地價，應維持均衡、合理原則。
七、本會評議地價區段之劃分及各區段地價
時，得視地方實際情形，分區分次辦理。
八、本會會議紀錄應記載下列事項：
（一）案由。
（二）會議次別。
（三）會議時間。
（四）會議地點。
（五）主席姓名。
（六）出席及請假委員姓名。
（七）列席人員姓名。
（八）記錄人員姓名。
（九）報告事項之案由及決定。
（十）討論事項或臨時動議之案由、法令
依據、處理過程或事實經過、異議
人或復議人陳述意見摘要、評議內
容、委員發言要點、委員修正意
見、表決情形及決議。
（十一）其他應行記載之事項。
九、本會開會評議時，應全程錄音，並連同會
議紀錄作成專卷保存。

D‐16‐2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會議作業規範

地
價
類

辦理更正公告地價、公告土地現值作業注意事項 D‐17‐1
關。
六、公告土地現值之更正，以當年期為原則；
其以往年期之公告土地現值如有錯誤時，
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詳加檢查後再
依第二、三點規定辦理。
中華民國 73 年 2 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203120 號函訂
七、土地現值公告更正後，主辦機關應即釐正
定
有關冊籍、電腦檔並通知稅捐機關。
中華民國 83 年 4 月 23 日台內地字第 8374966 號函
修正
八、公告地價或土地現值公告更正後，有關作
中華民國 93 年 3 月 15 日台內地字第 0930072116
業之失職人員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號令修正第 2 點、第 3 點
視錯誤情節輕重，確實查明責任議處。

辦理更正公告地價、公告
土地現值作業注意事項

地
價
類

一、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理更正公告地價
或公告土地現值應依本作業注意事項規定
辦理。
二、公告地價或土地現值公告後如有左列情形
之一時，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查明
屬實核定公告更正。
（一）宗地地價地號抄錄錯誤或遺漏。
（二）宗地地價計算錯誤。
（三）地價區段內地號摘錄錯誤或遺漏。
（四）依都市計畫圖套繪所劃分之地價區
段界線，於地籍分割後，發現該區
段範圍內之地號摘錄錯誤或遺漏。
（五）依都市計畫圖套繪所劃分之地價區
段界線，於地籍分割後，發現公共
設施保留地毗鄰之非公共設施保
留地區段界線異動，致區段範圍或
區段地價產生變動者。
三、公告地價或土地現值公告後，如有左列情
形之一時，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公
告更正。
（一）地價區段範圍劃分錯誤，提經地價
評議委員會評議通過者。
（二）區段地價計算錯誤，提經地價評議
委員會評議通過者。
（三）依公告土地現值之徵收補償價額，
經依土地徵收條例第二十二條規
定復議或行政救濟結果有變動者。
四、公告地價之更正，以最近一次規定地價年
期為原則；其原規定地價年期之公告地價
如有錯誤，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詳
加檢查後依第二、三點規定辦理。
五、公告地價公告更正後，主辦機關應即按原
公告地價時之申報地價與原公告地價之比
率核定各該土地更正公告地價後之申報地
價並釐正有關冊籍、電腦檔並通知稅捐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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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國都市地價指數‐按使用分區別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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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地區住宅區、商業區、工業區
都市地價指數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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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灣省都市地價總指數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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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臺灣省住宅區、商業區、工業區都
市地價指數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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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地區都市地價總指數公式：

價

  P
m 1 k 1

一、為辦理都市地價指數查編業務，特訂定本
要點。
二、辦理機關：
（一）編製機關：內政部。
（二）協辦機關：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三）查價機關：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屬地政
處（局）或各地政事務所。
三、全國都市計畫範圍內劃定為住宅、商業、
工業三種使用分區之土地。
四、指數分類：
（一）全國都市地價總指數－按省、直轄
市、縣（市）別。
（二）全國都市地價指數－按使用分區
別。
（三）臺灣地區都市地價總指數。
（四）臺灣地區住宅區、商業區、工業區
都市地價指數。
（五）臺灣省都市地價總指數。
（六）臺灣省住宅區、商業區、工業區都

 100

地

中華民國 80 年 7 月 25 日台內地字第 8070732 號函
訂定
中華民國 81 年 6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8187292 號函
修正
中華民國 82 年 2 月 3 日台內地字第 8276277 號函
修正
中華民國 82 年 6 月 16 日台內地字第 8279934 號函
修正
中華民國 82 年 8 月 11 日台內地字第 8283173 號函
修正
中華民國 83 年 4 月 21 日台內地字第 8374927 號函
修正
中華民國 86 年 7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8684663 號函
修正
中華民國 87 年 6 月 3 日台內地字第 8782251 號函
修正第 1 點、第 10 點、第 12 點
中華民國 89 年 8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8965472 號函
修正第 2 點、第 5 點
中華民國 92 年 11 月 5 日台內地字第 0920074899
號令修正第 1 點、第 5 點、第 8 點
中華民國 100 年 1 月 14 日台內地字第 1000004359
號令修正

市地價指數。
（七）福建省都市地價總指數。
（八）福建省住宅區、商業區、工業區都
市地價指數。
（九）直轄市及縣（市）都市地價總指數
。
（十）直轄市及縣（市）住宅區、商業區
、工業區都市地價指數。
（十一）鄉、鎮、市、區都市地價總指數。
五、指數基期：
九十七年三月三十一日為基期。每五年應
變更指數基期。
六、指數公式：
採用裴氏公式如下：
（一）全國都市地價總指數‐按省、直轄
市、縣（市）別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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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福建省都市地價總指數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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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福建省住宅區、商業區、工業區都
市地價指數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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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直轄市及縣（市）都市地價總指數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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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直轄市及縣（市）住宅區、商業區、
工業區都市地價指數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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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鄉、鎮、市、區都市地價總指數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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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 表地價指數
Ｐ 表使用分區平均區段地價
Ｑ 表使用分區面積
ｏ 表基期
ｉ 表計算期
ｊ 表使用分區別（住、商、工）
ｋ 表鄉、鎮、市、區別
ｍ 表直轄市、縣（市）別
n 表鄉、鎮、市、區數
七、蒐集權數資料：
地價指數以鄉、鎮、市、區為查編單位，
按使用分區分別蒐集下列資料：
（一）區段地價等級面積。
（二）總面績。
八、地價查報：
由查價機關辦理下列事項：
（一）查價作業準備
1. 準備 作 業圖料 ： 包括 都市計 畫
圖、地價區段略圖、像片基本圖

各一份。
2.套繪：將都市計畫圖套繪於地價
區段略圖上，再按下述顏色於使
用分區邊界劃實線。
(1)住宅區：淺黃色
(2)商業區：淺紅色
(3)工業區：咖啡色
3.標示重要公共設施及建物：於前
述套繪圖上以黑色筆標示重要公
共設施及建物名稱，不塗顏色。
標示時應參考像片基本圖（1 /
5000）套繪地籍圖（1/5000）之結
果處理。
4.參照都市計畫圖說標繪都市計畫
使用分區，使用分區界線尚未辦
理測量分割之地區，以黑色虛線
表示。
5.一個地價區段跨越二個以上使用
分區時，應分別就其使用分區著
色。
（二）各種使用分區之區段劃分為高、
中、低三個區段地價等級：
1.就同一使用分區範圍內之所有地
價區段範圍加以檢討，其不合理
者，應加以修正。
2. 按同 一 使用分 區 之全 部地價 區
段，依各地價區段之區段地價，
由高而低次序排列，相同地價合
併為同一組，並計算其地價組別
數，將所得組別數目除以三，以
所得之商數劃分全部區段為高價
位等級區段、中價位等級區段及
低價位等級區段三類，無法除盡
時，將餘數併入中價位等級區
段。（例如區段地價組別數為十
一，除以三得商數為三，餘數為
二，則第一組至第三組之區段為
高價位等級區段；第九組至第十
一組之區段為低價位等級區段；
其餘第四組至第八組之區段為中
價位等級區段。）
3.區段地價組別數不足三組者全數
劃為中價位等級區段。但兩組區
段地價差距懸殊者，不在此限。
4. 劃分 區 段地價 等 級後 ，不得 變
更。但自八十一年七月起，每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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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類

段，重新選定之中價位區段，
其基期價格計算公式如下：
重新選定之中價位區段基期價
格＝重新選定之中價位區段本
期價格×（原中價位區段基期價
格÷原中價位區段本期價格）
(2)中價位區段經重新選定當期，
應就重新選定之中價位區段，
填直轄市、縣（市）各鄉（鎮、
市、區）內各使用分區面積及
平均區段地價表（如表一）
、中
價位區段地價估價報告表、買
賣實例調查估價表及各鄉
（鎮、市、區）內同一使用分
區基期（或重新選定中價位區
段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之區段
地價一覽表（如表二）
，再就原
中價位區段填寫表一、中價位
區段地價估價報告表及買賣實
例調查估價表。並於表一左上
方蓋上重新選定之中價位區段
或原中價位區段戳選，以示區
別。
7.選定中價位區段後，分別按下述
顏色塗滿該區段：
(1)住宅區中價位區段：淺黃色。
(2)商業區中價位區段：淺紅色。
(3)工業區中價位區段：咖啡色。
（四）查估中價位區段之區段地價：
1.有買賣實例之區段—按買賣實例
價格之高低，由高而低排列，取
其中項為中價位區段之區段地
價，如項數為偶數，以中間二項
之平均數，為中價位區段地價。
如僅有一筆買賣實例，且該實例
能代表該中價位區段之區段地
價，則選定其為中價位區段地
價；如該筆實例無法代表該中價
位區段之區段地價，則視為無買
賣實例之區段處理。
2.無買賣實例之區段—應依照地價
調查估計規則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估計出目標地價區
段（即中價位區段）之區段地價。
3.前二項之買賣實例，係指按地價
調查估計規則規定，由直轄市或

地

滿五年，或因都市計畫變更，區
段細分、合併等致同一種區段等
級之區段數有顯著之增減時，得
視實際變更情形，依照 2.3.之步驟
重新劃分。
（三）就每一種區段地價等級之區段選定
中價位區段：
1.將同一種區段地價等級內之全部
地價區段，不論區段地價是否相
同，按其基期公告土地現值之區
段地價，由高而低排列，計算其
區段數，如區段數為奇數時，其
中間項即為中價位區段。如區段
數為偶數時，以中間二個區段就
其區段內買賣實例較多者、區段
面積較大者或區段界線穩定性高
者擇一選為中價位區段。重新選
定中價位區段時，應按重新選定
當年公告土地現值之區段地價，
依上述方法選定之。
2. 如中 間 項之前 後 多項 地價均 相
同，則應選擇區段界線穩定性高
者為中價位區段。
3.部分地價區段跨越二個以上使用
分區，致認定使用分區上產生困
擾時，以使用分區面積大者，認
定該地價區段之歸屬。但應避免
選擇此種區段為中價位區段。
4.如同一種區段地價等級內只有二
個地價區段時：
(1)二個區段地價相同時，則選擇
區段界線穩定性高者為中價位
區段。
(2)二個區段地價不同時，取其區
段內買賣實例較多者或區段面
積較大者為中價位區段。
5.如同一種區段地價等級內只有一
個地價區段，則以該區段為中價
位區段。但同一使用分區內只有
一個地價區段，則以該地價區段
為中價位區段地價等級之中價位
區段。
6.(1)中價位區段經選定後，即作為
往後查估之目標地價區段，不
得變更。但重新劃分區段地價
等級後，須重新選定中價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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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地政機關經常調查之正
常買賣實例。
4.中價位區段地價估計結果，一律
取至個位數，並以每平方公尺新
臺幣元表示。
5. 製作 中 價位區 段 地價 估價報 告
表。
（五）計算各種使用分區之平均區段地
價：
1.將同一使用分區內，各種區段地
價等級之中價位區段之區段地
價，分別乘以該區段地價等級之
土地面積後加總之，除以各該使
用分區總面積，即得出該使用分
區之平均區段地價。
2.計算公式如下：公式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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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

k 1

 A 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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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

k 1

jk

價
類

Pj ：表各使用分區之平均區段地
價
Pjk：表各區段地價等級內之中價
位區段之區段地價
Ajk：表各種區段地價等級之面積
j ：表使用分區
j=1：表住宅區
j=2：表商業區
j=3：表工業區
k ：表區段地價等級
k=1：表高價位等級區段
k=2：表中價位等級區段
k=3：表低價位等級區段
（六）陳報資料：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事務所應陳
報市、縣（市）政府轉陳內政部之
資料種類及時間如下，相關報表電
子檔得以電子郵件傳送內政部；
(6)、(7)項應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填報：
1.種類：
按下列順序排列。但表二於基期
或重新選定中價位區段當期始需
陳報。
(1)直轄市、縣（市）各鄉（鎮、
市、區）內各使用分區面積及

平均區段地價表（如表一）。
(2) 中 價 位 區 段 地 價 估 價 報 告 表
（以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發布之
區段地價估價報告表為準）。
(3)買賣實例調查估價表（以地價
調查估計規則發布之買賣實例
調查估價表為準）。
(4)各鄉（鎮、市、區）內同一使
用分區基期（或重新選定中價
位區段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之
區段地價一覽表（如表二）。
(5)地政事務所所轄都市土地地價
動態分析表（如表三）。
(6)直轄市、縣（市）都市土地地
價動態分析表（如表四）
。
(7)直轄市、縣（市）地價指數資
料審查及查價人員名冊（如表
五）。
2.時間：
(1)各地政事務所應收集每年四月
一日至九月三十日之買賣實例
資料，以九月三十日為估價基
準日，估算中價位區段地價，
並於十月十五日前報送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詳加審核後，
於十一月五日前報送內政部。
(2)各地政事務所應收集每年十月
一日至次年三月三十一日之買
賣實例資料，以三月三十一日
為估價基準日，估算中價位區
段地價，並於四月十五日前報
送各市、縣（市）政府詳加審
核後，於五月五日前報送內政
部。
九、地價審查：
直轄市政府地政處(局)及臺灣省各市、縣政
府對查價人員所調查之價格資料，應予審
查，審查之事項如下：
（一）地價調查書表有無漏填。
（二）所選中價位區段，是否與規定相符。
（三）區段地價計算過程是否有誤。
（四）買賣實例有無杜撰、捏造情事。
審查結果，如有錯誤，應即退還查價單位
更正；如無錯誤，應送內政部建檔、測算
與編製地價指數。
十、建檔、測算、編製及審議地價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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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政部應將第九點價格資料電腦建
檔，並作測算、編製地價指數。
（二）都市地區地價指數應提請都市地區
地價指數審議小組審議通過。
十一、發布地價指數：
（一）發布時間：
1.以九月三十日為估價基準日所估
算之區段地價，於次年元月十五
日發布地價指數。
2.以三月三十一日為估價基準日所
估算之區段地價，於當年七月十
五日發布地價指數。
（二）發布方式：由內政部編印專刊或於
網站發布。
十二、辦理都市地區地價指數工作進度表詳附
件。

地
價
類

D‐18‐6 都市地區地價指數查編要點
ܢІ!
!

地
價
類

都市地區地價指數查編要點 D‐18‐7
ܑ˘!
!
!

地
價
類

D‐18‐8 都市地區地價指數查編要點
ܑ˟!
!
!
!

地
價
1.
2.
3.

類

都市地區地價指數查編要點 D‐18‐9
ܑˬ!
地政事務所都市土地地價動態分析表
填載日期：
鄉鎮市區別

年

月

日

地價動態概況

承辦員：

地

承辦員：

價
類

承辦員：

承辦員：

填寫說明：地價動態概況應按鄉、鎮、市、區別，分別描述地價變動幅度（％）
、原因，若地價
變動幅度較大者，並應詳予描述其範圍、影響因素；其餘未變動者，亦應描述其原因。

D‐18‐10 都市地區地價指數查編要點
ܑα!
承辦員：
市
都市土地地價動態分析表
縣
填載日期：

年

月

日

地價動態概況

地
價
類

填寫說明：地價動態概況描述全縣地價變動原因，若地價變動幅度較大者，並應詳予描述其
範圍、影響因素；其餘未變動者，亦應描述其原因。

都市地區地價指數查編要點 D‐18‐11
ܑ̣!
縣（市）地價指數資料審查及查價人員名單

（一）審查人員：

、

、

（二）查價單位及人員：
、

、

、

地政事務所：

、

、

、

、

地政事務所：

、

、

、

、

地政事務所：

、

、

、

、

地政事務所：

、

、

、

、

地政事務所：

、

、

、

、

地政事務所：

、

、

、

、

地政事務所：

、

、

、

、

地政事務所：

、

、

、

、

地政事務所：

、

、

、

、

價

、

地

地政事務所：

類

D‐18‐12 都市地區地價指數查編要點

地
價
類

辦理都市地區地價指數查編工作注意事項 D‐19‐1

辦理都市地區地價指數
查編工作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89 年 9 月 30 日台內地字第 8961864 號函
訂定
中華民國 100 年 1 月 14 日台內地字第 1000004359
號令修正第 3 點、第 4 點、第 6 點、第 7 點

一、為使都市地區地價指數之地價查估及統計
資料正確，地價動態分析撰寫內容妥適客
觀，並依既定工作進度完成，特訂定本注
意事項。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除審核查價單位之
資料正確與否外，應確實依辦理都市地區
地價指數工作進度表之規定日期（上期於
四月十六日至五月五日；下期於十月十六
日至十一月五日）督導查價單位完成查編
工作，並彙整資料後陳報內政部。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陳報內政部資料除
依都市地區地價指數查編要點第八點第六
款規定外，並應檢附下列資料：
（一）地方版地價指數資訊管理系統匯出
之電子檔（exp 檔）。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都市土地地
價動態分析表之電子檔。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之環比指數
表之電子檔。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地價指數資
料審查及查價人員名冊之電子檔。
前項相關報表電子檔得以電子郵件傳送內
政部。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報送之地價表報，
請確實依照都市地區地價指數查編要點規
定填寫。
五、中價位區段或其區段號碼如未滿五年而有
變更者，請各地政事務所將高、中、低各
區段等級之總面積及各使用分區之總面積
重新計算填載，並於市、縣（市）各鄉（鎮、
市、區）內各使用分區面積及平均區段地
價表中說明其原因，並依都市地區地價指
數查編要點第八點第三款第六目規定計算
重新選定之中價位區段基期價格並查填表
格陳報內政部。
六、地價動態分析之電子檔以 word 編製，採用
A4 格式橫式撰寫，字體使用標楷體，直轄

市、縣（市）標題名稱加粗，使用二十四
點數撰寫，內容部分則以十五點數撰寫，
行距設定為最小行高，行高 26pt，並以電
子郵件傳送內政部。
七、地價動態分析之撰寫架構，應分為直轄市
或縣（市）之綜合分析及鄉（鎮、市、區）
個別分析二部分，直轄市或縣（市）之綜
合分析需另行撰寫各使用分區之指數及動
態。
八、直轄市或縣（市）之綜合分析部分，應以
影響轄區內地價變動之因素為描述重點，
至於臺灣地區或國際間之整體經濟發展情
勢則無須敘述，統由內政部撰寫全國性之
整體地價動態分析時再予考量描述。
九、第八點綜合分析之描述以不超過三百字為
原則，鄉（鎮、市、區）個別分析部分分
別以不超過二百字為原則，並僅針對地價
變動幅度超過百分之三的鄉（鎮、市、區）
描述其漲跌原因，百分比統一取至小數點
以下第二位，以阿拉伯數字方式表示。
十、地價動態分析之撰寫應求公正客觀，避免
提及個案（建商）名稱以及具爭議性或敏
感性之政治、經濟因素。

D‐19‐2 辦理都市地區地價指數查編工作注意事項

土地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土地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中華民國 72 年 1 月 28 日台內地字第 128596 號函
訂定
中華民國 95 年 2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0950026856
號令修正第 1 點、第 2 點、第 3 點增訂第 4 點、
第5點

一、為利於直轄市、縣（市）政府執行平均地
權條例施行細則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辦理土地分割後各宗土地之當期公告土地
現值、原地價（原規定地價、前次移轉現
值）
、最近一次申報地價改算，特訂定本原
則。
二、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一）分割後各宗土地臨街深度不變者，
其計算公式及案例如附件一。
（二）分割後各宗土地臨街深度變動者
1.分割後各宗土地有裡地，亦有臨
街地，而臨街地深度未達裡地線
者，其計算公式及案例如附件二。
2.分割後各宗土地有裡地，亦有臨
街地，而臨街地深度超過裡地線
者，其計算公式及案例如附件三。
3.分割後各宗土地有裡地，亦有臨
街地，而臨街各宗土地之臨街深
度不同者，其計算公式及案例如
附件四。
三、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一）分割後各宗土地臨街深度不變者，
其計算公式及案例如附件五。
（二）分割後各宗土地臨街深度變動者，
其計算公式及案例如附件六。
四、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
（一）分割後各宗土地臨街深度不變者，
其計算公式及案例如附件七。
（二）分割後各宗土地臨街深度變動者，
其計算公式及案例如附件八。
五、其他規定如下：
（一）改算後各數值取捨標準，依土地登
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規
範規定
1.公告土地現值以整數（元/平方公
尺）為單位，以下四捨五入。
2.原地價以實數（元/平方公尺）為
單位，整數七位小數一位，以下

D‐20‐1

四捨五入。
3.最近一次申報地價以實數（元/平
方公尺）為單位，整數七位小數
一位，以下四捨五入。
4.歷次取得權利範圍應有部分分母
及分子資料位數規定為十位數，
因取位關係造成持分不等於一
時，可授權計算人員取捨部分末
數使持分總合仍維持為一。
（二）繁榮街道路線價區段宗地單位地價
計算原則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規
定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訂定
之，故本原則例舉案例之相關臨街
深度指數，各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規定不一，應依各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之規定計算。

D‐20‐2

土地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附件一
(一)分割後各宗土地臨街深度不變者
計算公式：分割後各宗土地公告土地現值單價＝分割前該宗土地公告土地現值單價
例一：分割前
面積
臨街深度 （深度指數）
公告土地現值
段
小段 地號
所有權人
持分
（㎡）
（ｍ）
（％）
（元/㎡）
忠孝

一

1

120

12

（110）

甲

全

22,000

持分

公告土地現值
（元/㎡）

分割後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

臨街深度
（ｍ）

（深度指數）
所有權人
（％）

忠孝

一

1

60

12

（110）

甲

全

22,000

1-1

60

12

（110）

甲

全

22,000

列式計算：
1 公告土地現值單價……22,000（元/㎡）
1-1 公告土地現值單價……22,000（元/㎡）

路線價 20,000 元
← 5 m →← 5 m →
↑
1

1‐1
12m
↓

土地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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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二)分割後各宗土地臨街深度變動者
1.分割後各宗土地有裡地，亦有臨街地，而臨街地深度未達裡地線者
計算公式：
分割後臨街地公告土地現值單價＝路線價×深度指數
分割後非臨街地公告土地現值單價＝
分割前宗地公告土地現值－分割後臨街地公告土地現值總額
分割後非臨街地面積

例二

分割前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

臨街深度
（ｍ）

江東

一

1

300

30

（深度指數）
所有權人
（％）

持分

公告土地現值
（元/㎡）

全

15,200

持分

公告土地現值
（元/㎡）

甲

全

23,000

甲

全

11,300

甲

分割後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

臨街深度
（ｍ）

江東

一

1

100

10

1-1

200

20

（深度指數）
所有權人
（％）
（115）

列式計算：
1 公告土地現值單價……20,000×1.15＝23,000（元/㎡）
15,200  300  23,000 100
 11,300 （元/㎡）
1-1 公告土地現值單價……
200

路線價 20,000 元
←10m→
↑

1

30m
↓

↑
10m
↓
↑

1-1

20m
↓

裡地線

土地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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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分割後各宗土地有裡地，亦有臨街地，而臨街地深度超過裡地線者
計算公式：
分割後裡地公告土地現值單價＝裡地價單價
分割後臨街地公告土地現值單價＝
分割前宗地公告土地現值總額  分割後裡地公告土地現值總額
分割後臨街地面積

例三 分割前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

臨街深度
（ｍ）

江東

一

1

300

30

（深度指數）
所有權人
（％）

持分

公告土地現值
（元/㎡）

全

15,200

持分

公告土地現值
（元/㎡）

甲

全

18,800

甲

全

8,000

甲

分割後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

臨街深度
（ｍ）

江東

一

1

200

20

1-1

100

（深度指數）
所有權人
（％）

列式計算：
1 公告土地現值單價……8,000（元/㎡）

15, 200  300  8,000  100

1-1 公告土地現值單價……

200

↑

 18,800 （元/㎡）

路線價 20,000 元
←10m→
↑
1
20m

30m

↓
↓
1-1

裡地線

↑
10m
↓
區段價 8000 元

土地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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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3.分割後各宗土地有裡地，亦有臨街地，而臨街各宗土地之臨街深度不同者
計算公式：
分割後裡地公告土地現值單價＝裡地價單價
分割後臨街各宗土地公告土地現值單價＝

(分割前宗地公告土地現值總額  分割後裡地公告土地現值總額) 分割後臨街各宗土地地價比例
分割後臨街各該宗土地面積
分割後臨街各宗土地地價比例＝

分割後各該臨街宗地價值總額
分割後所有臨街宗地價值總額

分割前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

江東

一

1

225

臨街深度
（ｍ）

（深度指數）
所有權人
（％）

持分

公告土地現值
（元/㎡）

全

17,600

持分

公告土地現值
（元/㎡）

甲

全

8,000

甲

分割後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

臨街深度
（ｍ）

江東

一

1

10

1-1

100

20

甲

全

18,800

1-2

115

23

甲

全

17,391

（深度指數）
所有權人
（％）

列式計算：

1 公告土地現值單價……8,000（元/㎡）
1-1 與 1-2 公告土地現值總額…17,600×225－8,000×10＝3,880,000
1-1 宗地價值總額…［(20,000×18＋8,000×2)÷20］×100＝1,880,000
1-2 宗地價值總額…［(20,000×18＋8,000×5)÷23］×115＝2,000,000
1,880,000
1
,
880
,
000
 2,000,000
1-1 公告土地現值單價……
 18,800 （元/㎡）
100
2,000,000
3,880,000 
1
,
880
,
000
 2,000,000
1-2 公告土地現值單價… …
 17,391 （元/㎡）
115
3,8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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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路線價 20,000 元
←5m→
←5m→

1-1

1-2

裡地線

↑
↓2m

↑
5m
↓

1

↑
2m↓
區段價 8000 元

土地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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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一)分割後各宗土地臨街深度不變者
計算公式：
分割後各宗土地（各所有權人）最近一次申報地價單價＝分割前宗地（該所有權人）最近一
次申報地價單價
分割前
面積 臨街深度 （深度指數） 所有
六十七年申報 公告土地現值
段
小段 地號
持分
（㎡） （ｍ）
（％）
權人
地價（元/㎡） （元/㎡）
忠孝

一

1

120

12

（110）

甲

½

33,000

乙

½

26,400

44,000

分割後
段

小段

地號

忠孝

一

1

1-1

面積 臨街深度 （深度指數） 所有
（㎡） （ｍ）
（％）
權人

60

60

12

12

持分

甲

½

33,000

乙

½

26,400

甲

½

33,000

乙

½

26,400

（110）

（110）

列式計算：

1 甲最近一次申報地價單價……33,000（元/㎡）
乙最近一次申報地價單價……26,400（元/㎡）
1-1 甲最近一次申報地價單價……33,000（元/㎡）
乙最近一次申報地價單價……26,400（元/㎡）

路線價 40,000 元(七十一年現值)
30,000 元(六十七年)
←

5m

→←

5m

→
↑

1

六十七年申報 公告土地現值
地價（元/㎡） （元/㎡）

1-1
12m
↓

44,000

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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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二)分割後各宗土地臨街深度變動者
計算公式：
分割後各宗土地（各所有權人）最近一次申報地價單價＝
分割前宗地(該所有權人)申報地價總額 分割後各該宗土地地價比例
分割後各該宗地(該所有權人)面積
分割後各該宗土地公告土地現值總額
分割後各該宗土地地價比例＝
分割前宗地公告土地現值總額
分割前
段

小段

地號

新興

一

1

面積 臨街深度 （深度指數） 所有
（㎡） （ｍ）
（％）
權人

200

甲

20

乙

持分

½
½

六十七年申報 公告土地現值
地價（元/㎡） （元/㎡）

28,200
22,560

37,600

分割後
段

小段

地號

新興

一

1

面積 臨街深度 （深度指數） 所有
（㎡） （ｍ）
（％）
權人

80

8

（120）

甲
乙

1-1

120

甲
乙

持分

½
½
½
½

六十七年申報 公告土地現值
地價（元/㎡） （元/㎡）

36,000
28,800
23,000
18,400

48,000

30,666.7

列式計算：
分割前宗地公告土地現值總額……37,600×200＝7,520,000
分割後

1 公告土地現值……40,000×1.2＝748,000……單價
48,000×80＝3,840,000……總價
7,520,000  3,840,000
 30,666.7單價
1-1 公告土地現值
120
7,520,000 3,840,0003,680,000總價
3,840,000
地價比例
1
7,520,000
3,680,000
1-1 地價比例
7,520,000

路線價 40,000 元(七十一年)
30,000(六十七年)
←10m→
↑
1
↑

8m
↓

20m
1‐1

裡地線
↓

2m

土地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分割前 甲…申報地價總額…28,200×100＝2,820,000
乙…申報地價總額…22,560×100＝2,256,000
3,840,000
7,520,000
甲申報地價單價
 36,000(元
801 2
3,840,000
2,256,000
7,520,000
乙申報地價單價
 28,800(元
801 2
3,680,000
2,820,000
7,520,000
1-1 甲申報地價單價
 23,000(元
1201 2
3,680,000
2,256,000
7,520,000
乙申報地價單價
18,400(元
1201 2

分割後 1

2,820,000

m2 )

m2 )

m2 )

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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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一)分割後各宗土地臨街深度不變者
計算公式：
分割後各宗土地（各所有權人）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單價＝分割前宗地（該所有權人）
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單價
分割前
段

小段

地號

大統

一

1

面積 臨街深度 （深度指數） 所有
（㎡） （ｍ）
（％）
權人

180

（100）

18

甲
乙

持分

½
½

原規定地價或 公告土地現值
前次移轉現值 （元/㎡）

53.9

200

64.5

1,000

20,000

分割後
段

小段

地號

大統

一

1

面積 臨街深度 （深度指數） 所有
（㎡） （ｍ）
（％）
權人

90

甲

（100）

18

乙

1-1

90

甲

（100）

18

乙

持分

½
½
½
½

原規定地價或 公告土地現值
前次移轉現值 （元/㎡）

53.9

200

64.5

1,000

53.9

200

64.5

1,000

列式計算：
1

甲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 轉現值單價200(元 m 2 )
乙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 轉現值單價1,000(元 m 2 )

1-1 甲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單價200(元 m 2 )

乙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單價1,000(元 m 2 )

←5m→

←5m→

1

1-1

←

18m

→

路線價 20,000 元(七十一年)

裡地線

20,000

20,000

土地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D‐20‐11
附件八
(二)分割後各宗土地臨街深度變動者
計算公式：
分割後各宗土地（各所有權人）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單價＝
分割前宗地（該所有權人）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總額 分割後各該宗土地地價比例
分割後各該宗地（該所有權人）面積

分割後各該宗土地地價比例＝

分割後各該宗土地公告土地現值總額
分割前宗地公告土地現值總額

分割前
段

小段

地號

大統

一

1

面積 臨街深度 （深度指數） 所有
（㎡） （ｍ）
（％）
權人

180

18

（100）

甲
乙

持分

原規定地價或 公告土地現值
前次移轉現值 （元/㎡）

½
½

53.9

200

64.5

1,000

20,000

分割後
段

小段

地號

大統

一

1

面積 臨街深度 （深度指數） 所有
（㎡） （ｍ）
（％）
權人

80

8

（120）

甲
乙

100

甲
乙

持分

原規定地價或 公告土地現值
前次移轉現值 （元/㎡）

½
½
½
½

53.9

240

64.5

1,200

53.9

168

64.5

840

24,000

16,800

列式計算：

路線價 20,000 元
(七十一年)
←10m→

分割後

3,600,000  1,920,000
 16,800單價
100

3,600,000 1,920,000 1,680,000總價

1,920,000
地價比例
3,600,000
1,680,000
1-1 地價比例
3,600,000
1

18m

1-1 公告土地現值

1

1-1
←

24,000×80＝1,920,000…總價

→

1 公告土地現值……20,000×1.2＝24,000…單價

←8m→

分割前宗地公告土地現值總額……20,000×180＝3,600,000

裡地線

D‐20‐12 土地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分割前 甲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總額20090 18,000
乙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總額1,00090  90,000
分割後
1,920,000
18,000
3,600,000
 240(元 m 2 )
1 甲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單價
801 2

1,920,000
90,000
3,600,000
乙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單價
1,200(元 m 2 )
801 2
1,680,000
18,000
3,600,000
168(元 m 2 )
1-1 甲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單價
1001 2
1,680,000
90,000
3,600,000
乙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單價
 840(元 m 2 )
1001 2

土地合併改算地價原則

土地合併改算地價原則
中華民國 72 年 11 月 8 日台內地字第 194416 號函
訂定
中華民國 95 年 2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0950026856
號令修正第 1 點、第 2 點、第 3 點增訂第 4 點、
第5點

一、為利於直轄市、縣（市）政府執行平均地
權條例施行細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辦理土地合併後各宗土地之當期公告土地
現值、原地價（原規定地價、前次移轉現
值）、最近一次申報地價改算，特訂定本原
則。
二、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一）合併前各宗土地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均相同者，其計算公式及案例如附
件一。
（二）合併前各宗土地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不同者，其計算公式及案例如附件
二。
三、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一）合併後價值無增減者，其計算公式
如附件三。
1.數宗土地合併，所有權人、合併
前各宗土地最近一次申報地價均
相同者，其案例如附件三。
2.數宗土地合併，所有權人相同，
合併前各宗土地最近一次申報地
價不同者，其案例如附件四。
3.數宗土地合併，所有權人、合併
前各宗土地最近一次申報地價均
不相同者，其案例如附件五。
（二）合併後價值減少者
數宗土地合併，所有權人、最近一
次申報地價均不相同，其合併後價
值減少者，其計算公式及案例如附
件六。
（三）合併後價值增加者
數宗土地合併，所有權人、最近一
次申報地價均不相同，其合併後價
值增加者，其計算公式及案例如附
件七。
四、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
（一）合併後價值無增減者，其計算公式
如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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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數宗土地合併，不同所有權人，
合併前各宗土地原地價年月及原
地價相同者，其案例如附件八。
2.數宗土地合併，同一所有權人及
合 併 前 各宗 土 地原 地 價年 月 相
同，原地價不同者，其案例如附
件九。
3.數宗土地合併，所有權人、合併
前各宗土地原地價年月及原地價
均不相同者，其案例如附件十。
（二）合併後價值減少者
數宗土地合併，所有權人、原地價
年月及原地價均不相同，其合併後
價值減少者，其計算公式及案例如
附件十一。
（三）合併後價值增加者
數宗土地合併，所有權人、原地價
年月及原地價均不相同，其合併後
價值增加者，其計算公式及案例如
附件十二。
五、其他規定如下：
（一）改算後各數值取捨標準，依土地登
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規
範規定
1.公告土地現值以整數（元/平方公
尺）為單位，以下四捨五入。
2.原地價以實數（元/平方公尺）為
單位，整數七位小數一位，以下
四捨五入。
3.最近一次申報地價以實數（元/平
方公尺）為單位，整數七位小數
一位，以下四捨五入。
4.歷次取得權利範圍應有部分分母
及分子資料位數規定為十位數，
因 取 位 關係 造 成持 分 不等 於 一
時，由計算人員取捨部分末數使
持分總合仍維持為一。
（二）土地合併，各所有權人個別取得合
併價值增減均在一平方公尺之公
告土地現值以下者，其原地價、最
近一次申報地價計算，以合併後價
值無增減者之計算式辦理。
（三）因應不同租稅減免優惠條件土地合
併後課稅問題，對不同土地或同土
地其為歷次取得，其原地價年月雖
相同者，仍不合併其原地價。

D‐21‐2

土地合併改算地價原則

（四）土地合併價值增減在一平方公尺以
下之認定係包含本數一平方公
尺，且以參與合併土地之合併前，
其公告土地現值最低者為計算標
準。

土地合併改算地價原則

D‐21‐3

附件一
(一)合併前各宗土地當期公告土地現值均相同者
計算公式：
合併後公告土地現值單價＝合併前各宗土地公告土地現值單價
案例一
段

合併前
小段

地號

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面積
(平方公尺)

年

月

公告土地現值

備註

地政

三

500

90

93

1

35,000

地政

三

501

110

93

1

35,000

列式計算：35,000 元＝35,000 元
案例一
段
地政

合併後
小段
三

地號
500

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面積
(平方公尺)

年

月

公告土地現值

200

93

1

35,000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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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二)合併前各宗土地當期公告土地現值不同者
計算公式：
合併後公告土地現值單價＝
案例二

合併前各宗土地公告土地現值之總和
合併後土地總面積

合併前

段

小段

地號

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面積
(平方公尺)

年

月

公告土地現值

地政

三

576

35

93

1

38,500

地政

三

577

115

93

1

32,000

列式計算：
案例二
段
地政

備註

38,500  35  32,000  115
 33,517
150
合併後
小段
三

地號
576

面積
(平方公尺)
150

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備註
年

月

公告土地現值

93

1

33,517

土地合併改算地價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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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一)合併後價值無增減者
計算公式：
合併後該土地所有權人最近一次申報地價單價＝
合併前該土地所有權人各宗土地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和
合併後該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土地持分面積

1.數宗土地合併，所有權人、合併前各宗土地最近一次申報地價均相同者
案例三 合併前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
權人

權利
範圍

年

月

地價

公告
土地
現值

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地政

三

114

244

甲

全

93

1

3,032 元/㎡

7200

地政

三

115

314

甲

全

93

1

3,032 元/㎡

7200

備註

列式計算：
甲最近一次申報地價單價……… 3032  244  3032  314  3032
558
案例三 合併後
段
地政

小段 地號
三

114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
權人

權利
範圍

年

月

地價

公告
土地
現值

558

甲

全

93

1

3,032 元/㎡

7200

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備註

土地合併改算地價原則

D‐21‐6
附件四

2.數宗土地合併，同一所有權人，合併前各宗土地最近一次申報地價不同者
案例四 合併前

段

小段 地號

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
權人

權利
範圍

年

月

地價

公告土
地現值

地政

二

49-3

13

甲

全

93

1

9,380 元/㎡

10000

地政

二

284

111

甲

全

93

1

7,504 元/㎡

10000

備註

9,380元  13m2  7,504元  111m 2
 7,701元
124m2
案例四 合併後

列式計算：

段

地政

小段 地號

二

284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
權人

權利
範圍

124

甲

全

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年

月

地價

93

1

7,701 元/㎡

公告土
地現值
10000

備註

土地合併改算地價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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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3.數宗土地合併，所有權人、合併前各宗土地最近一次申報地價均不相同者
案例五 合併前
段

小段 地號

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
權人

權利
範圍

年

月

地價

公告土
地現值

地政

三

790

33

甲

全

93

1

14,500 元/㎡

20000

地政

三

808

133

乙

全

93

1

11,600 元/㎡

20000

備註

列式計算：
14 ,500 元  33 m 2
甲 
 14 ,500 元
166 m 2  33 166
乙



11600 元  133 m 2
 11 , 600 元
166 m 2  133 166

案例五 合併後
段

地政

小段 地號

三

790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
權人

166

甲
乙

權利
範圍

33
166
133
166

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地價

公告
土地
現值

年

月

93

1

14,500 元/㎡ 20000

93

1

11,600 元/㎡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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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二)合併後價值減少者
計算公式：
合併後該土地所有權人最近一次申報地價單價＝

該所有權人合併後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該所有權人合併前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合併後該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土地持分面積

合併前該土地所有權人各宗土地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和 

數宗土地合併，所有權人、最近一次申報地價均不相同，其合併後價值減少者
案例六 合併前
段

小段 地號

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
權人

權利
範圍

年

月

地價

公告土地
現值

地政

二

788

75

甲

全

93

1

363 元/㎡

8500

地政

二

810

75

乙

全

93

1

302.5 元/㎡

6000

地政

二

812

86

丙

全

93

1

295 元/㎡

5500

備註

列式計算：
8500  75  637500 …合併前甲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6000  75  450000 …合併前乙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5500  86  473000 …合併前丙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4
6612  236   624173 …合併後公告土地現值總和（屬合併後價值減少者，甲合併後減少 13327）
10
3
6612  236   468130 …合併後公告土地現值總和（屬合併後價值增加者，乙合併後增加 18130）
10
3
6612  236   468130 …合併後公告土地現值總和（屬合併後價值減少者，丙合併後減少 4870）
10

合併後該土地所有權人最近一次申報地價單價
甲 93 年 1 月 
丙 93 年 1 月 

624173

637500  282.4元 / m 2
2
236m  4 / 10

363元  75m 2   

468130

473000  354.6元 / m 2
2
236m  3 / 10

295元  86m 2  

土地合併改算地價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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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六 合併後
段

地政

小段 地號

二

788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
權人

236

甲

乙

丙

權利
範圍
4
10

3
10
3
10

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年

月

93

1

93

1

93

1

地價

公告土
地現值

備註

282.4 元/㎡ 6612
屬價值增加
，本例題不
予計算
354.6 元/㎡

D‐21‐10 土地合併改算地價原則
附件七
(三)合併後價值增加者
計算公式：
合併後土地所有權人價值一方增加，一方減少者，減少者計算方式詳如(二)合併後價值減少者。
增加者之其申報地價計算方式如下：
合併後該土地所有權人最近一次申報地價單價＝
合併前該土地所有權人各宗土地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和 合併後該所有權人增加之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額 *
合併後該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土地持分面積

* 合併後該所有權人增加之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額 
合併後價值減少者各所有權人減少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和**


該土地所有權人合併後增加之價值
合併後價值增加者各土地所有權人增加價值之總和

**合併後價值減少者各所有權人減少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和＝
合併後價值減少者各所有權人合併前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和



合併後價值減少者各該土地所有權人減少價值之總和
合併後價值減少者各該土地所有權人合併前價值之總和

數宗土地合併，所有權人、最近一次申報地價均不相同，其合併後價值增加者
案例七 合併前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
權人

權利
範圍

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年

月

地價

公告土地
現值

地政

二

788

75

甲

全

93

1

363 元/㎡

8500

地政

二

810

75

乙

全

93

1

302.5 元/㎡

6000

地政

二

812

86

丙

全

93

1

295 元/㎡

5500

備註

列式計算：
8500  75  637500 …合併前甲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6000  75  450000 …合併前乙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5500  86  473000 …合併前丙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6612  236 

4
 624173 …合併後公告土地現值總和（屬合併後價值減少者，甲合併後減少 13327）
10

6612  236 

3
 468130 …合併後公告土地現值總和（屬合併後價值增加者，乙合併後增加 18130）
10

土地合併改算地價原則 D‐21‐11

6612  236 

3
 468130 …合併後公告土地現值總和（屬合併後價值減少者，丙合併後減少 4870）
10

合併後該土地所有權人最近一次申報地價單價
乙 93 年 1 月
**合併後價值減少者各所有權人減少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和＝
13327
4870
363元  75m2 * (
 )  (295元  86m2  
 )  830.4元
8500元  75m2
5500元  86m 2

* 合併後該所有權人增加之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額  830.4  18130  830.4
18130

302.5元  75m 2 )  830.4
 332.2元 / m 2
乙合併後該土地所有權人最近一次申報地價單價＝
236m2  3 / 10
案例七 合併後

段

地政

小段 地號

二

788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
權人

236

甲

乙

丙

權利
範圍
4
10

3
10
3
10

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年

月

93

1

93

1

93

1

地價

公告土
地現值

備註

屬價值減少
6612 ，本例題不
予計算
332.2 元/㎡
屬價值減少
，本例題不
予計算

D‐21‐12 土地合併改算地價原則
附件八
(一)合併後價值無增減者
計算公式：
所有權人合併後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合併前各該年月持分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合併後該所有權人土地持分
合併前該土地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所有權人合併後各該年月原地價單價＝
合併前各該年月原地價總和
合併後土地總面積  所有權人合併後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1. 數宗土地合併，不同所有權人，合併前各宗土地原地價年月及原地價相同者
案例八 合併前
原
段

地政

地政

小段 地號

一

一

964

964-1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
權人

75

甲

4

乙

1

甲

4

乙

1

6

權利
範圍

5
5
5
5

地

價
公告土
備註
歷次取
地現值
得權利
範圍

年

月

地價

53

7

363 元/㎡

4

53

7

363 元/㎡

1

53

7

363 元/㎡

4

53

7

363 元/㎡

1

5
5
5
5

列式計算：
4
4
7200  75   7200  6   466560 …合併前甲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5
5
1
1
7200  75   7200  6   116640 …合併前乙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5
5
4
7200  81  466560 …合併後甲公告土地現值總和（屬合併後價值無增減）
5
1
7200  81  116640 …合併後乙公告土地現值總和（屬合併後價值無增減）
5
所有權人合併後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7200元  75m 2  4 5
4 20
 
甲 53 年 7 月 
7200元  75m 2  4 5  7200元  6m 2  4 5 5 27
甲 53 年 7 月 

7200元  6m 2  4 5
4
8
 
7200元  75m 2  4 5  7200元  6m 2  4 5 5 135

7200
7200
7200
7200

土地合併改算地價原則 D‐21‐13

乙 53 年 7 月 

7200元  75m 2  1 5
1 5
 
7200元  75m 2  1 5  7200元  6m 2  1 5 5 27

乙 53 年 7 月 

7200元  6m 2  1 5
1
2
 
7200元  75m 2  1 5  7200元  6m 2  1 5 5 135

所有權人合併後各該年月原地價單價
甲 53 年 7 月 

363元  75m2  4 5
 363元 / m2
81m2  20 / 27

甲 53 年 7 月 

363元  6m 2  4 5
 363元 / m 2
81m 2  8 / 135

乙 53 年 7 月 

363元  75m2  1 5
 363元 / m 2
81m2  5 / 27

乙 53 年 7 月 

363元  6m 2  1 5
 363元 / m2
81m2  2 / 135

案例八 合併後

段

地政

小段 地號

一

964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
權人

81

甲

乙

權利
範圍

4

1

5

5

原

地

價

年

月

地價

53

7

363 元/㎡

53

7

363 元/㎡

53

7

363 元/㎡

53

7

363 元/㎡

公告
歷次取 土地
得權利 現值
範圍

20
27
8
135
5
27
2
135

7200

備註

D‐21‐14 土地合併改算地價原則
附件九
2.數宗土地合併，所有權人、合併前各宗土地原地價年月相同，原地價不同者
案例九 合併前
原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
權人

權利
範圍

地

年

月

地價

價
公告土
歷次取
備註
地現值
得權利
範圍

地政

二

78

47

甲

全

53

7

290.4 元/㎡

全

7200

地政

二

92

107

甲

全

53

7

426.5 元/㎡

全

7200

列式計算：

7200  47  7200 107  1108800 …合併前甲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7200 154  1108800 …合併後甲公告土地現值總和（屬合併後價值無增減）
所有權人合併後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47
7200元  47 m2
1 
154
7200元  47m 2  7200元  107 m 2
107
7200元  107 m2
甲 53 年 7 月 
1 
154
7200元  47m 2  7200元  107 m2
甲 53 年 7 月 

所有權人合併後各該年月原地價單價
甲 53 年 7 月 

290.4元  47m2
 290.4元 / m 2
154m2  47 / 154

426.5元  107m 2
甲 53 年 7 月 
 426.5元 / m 2
154m 2  107 /154
案例九 合併後
原
段

地政

小段 地號

二

78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
權人

權利
範圍

154

甲

全

年 月

地

價

地價

53

7

290.4 元/㎡

53

7

426.5 元/㎡

公告土
備註
歷次取
地現值
得權利
範圍

47
154
107
154

7200

土地合併改算地價原則 D‐21‐15
附件十
3.數宗土地合併，所有權人、合併前各宗土地原地價年月及原地價均不相同者
案例十 合併前
原
段

地政

地政

面積
(平方公尺)

小段 地號

964

一

75

964-1

一

6

所有 權利
權人 範圍

甲

4

乙

1

甲

4

乙

1

5
5
5
5

地

價
公告土
歷次取 地現值 備註
得權利
範圍

年

月

地價

53

7

363 元/㎡

4

73

7

1500 元/㎡

1

63

7

1000 元/㎡

4

83

7

3000 元/㎡

1

5
5
5
5

列式計算：

4
4
7200  75   7200  6   466560 …合併前甲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5
5
1
1
7200  75   7200  6   116640 …合併前乙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5
5
7200  81

4
 466560 …合併後甲公告土地現值總和（屬合併後價值無增減）
5

1
7200  81  116640 …合併後乙公告土地現值總和（屬合併後價值無增減）
5
所有權人合併後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甲 53 年 7 月 

7200元  75m 2  4 5
4 20
 
7200元  75m 2  4 5  7200元  6m 2  4 5 5 27

甲 63 年 7 月 

7200元  6m 2  4 5
4
8
 
2
2
7200元  75m  4 5  7200元  6m  4 5 5 135

乙 73 年 7 月 

7200元  75m 2  1 5
1 5
 
7200元  75m 2  1 5  7200元  6m 2  1 5 5 27

乙 83 年 7 月 

7200元  6m 2  1 5
1
2
 
7200元  75m 2  1 5  7200元  6m 2  1 5 5 135

7200
7200
7200
7200

D‐21‐16 土地合併改算地價原則
所有權人合併後各該年月原地價單價
甲 53 年 7 月 

363元  75m2  4 5
 363元 / m2
81m2  20 / 27

2
甲 63 年 7 月 1000元  6m  4 5  1000元 / m 2
2
81m  8 135

乙 73 年 7 月 1500元 2 75m  1 5  1500元 / m 2
81m  5 27
2

乙 83 年 7 月 

3000元  6m2  1 5
 3000元 / m 2
81m2  2 / 135

案例十 合併後
原
段

地政

小段 地號

一

964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
權人

81

甲

乙

權利
範圍

4

1

5

5

年

月

53

7

63

7

73

7

83

7

地

價

地價

公告土
備註
歷次取
地現值
得權利
範圍

20
27
8
1000 元/㎡
135
5
1500 元/㎡
27
2
3000 元/㎡
135
363 元/㎡

7200

土地合併改算地價原則 D‐21‐17
附件十一
(二)合併後價值減少者
計算公式：
所有權人合併後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合併前各該年月持分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合併後該所有權人土地持分
合併前該土地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所有權人合併後各該年月原地價單價＝
合併後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合併前各該年月原地價總和  

合併前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合併後土地總面積 所有權人合併後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數宗土地合併，所有權人、原地價年月及原地價均不相同，其合併後價值減少者
案例十一 合併前
原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
權人

權利
範圍

地

年

月

地價

價
公告土
歷次取
備註
地現值
得權利
範圍

地政

二

788

33

甲

全

53

7

363 元/㎡

全

7900

地政

二

810

133

乙

全

53

7

302.5 元/㎡

全

7900

地政

二

812

128

丙

3

63

12

839.1 元/㎡

3

7900

甲

1

63

12

839.1 元/㎡

1

4
4

4
4

7900

列式計算：

7900  33  7900  128 

1
 513500 …合併前甲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4

7900×133＝1050700…合併前乙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7900  128 

3
 758400 …合併前丙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4

7900  294 

212
 492391 …合併後甲公告土地現值總和（屬合併後價值減少者，甲合併後減少 21109）
1000

7900  294 

457
 1061428 …合併後乙公告土地現值總和（屬合併後價值增加者，乙合併後增加 10728）
1000

7900  294 

331
 768781…合併後丙公告土地現值總和（屬合併後價值增加者，丙合併後增加 10381）
1000

D‐21‐18 土地合併改算地價原則
所有權人合併後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甲 53 年 7 月 

7900元  33m2

212 1749


1 1000 16250
7900元  33m  7900元  128m 
4
2

2

7900元  128m 2 

甲 63 年 12 月 

1
4

212
848


1 1000 8125
7900元  33m  7900元  128m 
4
2

2

所有權人合併後各該年月原地價單價
492391

513500
甲 53 年 7 月 
 363元 / m 2
294m2  1749 / 16250
363元  33m 2  

1 492391
839.1元  128m2   

4 513500  839.1元 / m2
甲 63 年 12 月 
2
294m  848 / 8125
案例十一

合併後
原

段

地政

小段 地號

二

788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
權人

294

甲

乙

丙

權利
範圍

212
1000

457
1000
331
1000

地

價

年

月

地價

53

7

363 元/㎡

63

12

839.1 元/㎡

53

7

63

12

公告
歷次取 土地
得權利 現值
範圍
1749
16250

備註

7900

848
8125

屬價值增
加，本例
題不予計
算
屬價值增
加，本例
題不予計
算

土地合併改算地價原則 D‐21‐19
附件十二
(三)合併後價值增加者
計算公式
所有權人合併後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合併前各該年月持分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合併前該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合併後該所有權人土地持分
合併前該土地所有權人 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合併後該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所有權人合併後屬於價值增加者該以合併日為原地價年月之持分比例＝
該所有權人合併後增加之公告土地現值
 合併後該所有權人土地持分
合併後該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所有權人合併後各該年月原地價單價＝
合併前各該年月原地價總和
合併後土地總面積  所有權人合併後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所有權人合併後屬於價值增加者其合併日之原地價單價＝
該所有權人合併後增加之公告土地現值
合併後土地總面積  所有權人合併屬價值增加者以合併日為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原地價即為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
數宗土地合併，所有權人、原地價年月及原地價均不相同者
案例十二 合併前(合併日 94 年 1 月本案例同案例十一)
原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
權人

權利
範圍

地

年

月

地價

價
公告土
歷次取 地現值 備註
得權利
範圍

地政

二

788

33

甲

全

53

7

363 元/㎡

全

7900

地政

二

810

133

乙

全

53

7

302.5 元/㎡

全

7900

地政

二

812

128

丙

3

63

12

839.1 元/㎡

3

甲

1

63

12

839.1 元/㎡

1

4
4

列式計算：

7900  33  7900  128 

1
 513500 …合併前甲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4

7900×133＝1050700…合併前乙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4
4

7900
7900

D‐21‐20 土地合併改算地價原則

7900  128 

3
 758400 …合併前丙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4

7900  294 

212
 492391 …合併後甲公告土地現值總和（屬合併後價值減少者，甲合併後減少 21109）
1000

7900  294 

457
 1061428 …合併後乙公告土地現值總和（屬合併後價值增加者，乙合併後增加 10728）
1000

7900  294 

331
 768781…合併後丙公告土地現值總和（屬合併後價值增加者，丙合併後增加 10381）
1000

所有權人合併後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乙 53 年 7 月 
乙 94 年 1 月 

7900元  133m 2 1050700 457 19



7900元  133m 2 1061428 1000 42

10728
457
97


1061428 1000 21000

丙 63 年 12 月 

丙 94 年 1 月 

3
4  758400  331  16
3 768781 1000 49
2
7900元  128m 
4
7900元  128m 2 

10381 331
219


768781 1000 49000

所有權人合併後各該年月原地價單價
乙 53 年 7 月 

302.5元  133m2
 302.5元 / m2
294m2  19 / 42

乙 94 年 1 月 

10728元
 7900元 / m 2
294m 2  97 / 21000
839.1元  128m2 

丙 63 年 12 月 
丙 94 年 1 月 

294m2  16 / 49

3
4  839.1元 / m 2

10381元
 7900元 / m2
294m2  219 / 49000

土地合併改算地價原則 D‐21‐21

案例十二

合併後
原

段

年

地政

地

面積
所有 權利
小段 地號
(平方公尺) 權人 範圍

二

788

294

甲

乙

丙

月

地價

價

公告
歷次取 土地
得權利 現值
範圍

屬價值減少
7900 ，本例題不
予計算

212
1000
457
1000

331
1000

備註

53

7

302.5 元/㎡

19
42

94

1

7900 元/㎡

97
21000

63

12 839.1 元/㎡

94

1

7900 元/㎡

16
49
219
49000

D‐21‐22 土地合併改算地價原則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
算地價原則
中華民國 77 年 11 月 24 日台內地字第 650612 號函
訂定
中華民國 81 年 3 月 9 日台內地字第 8178463 號函
修正壹二（三）六及貳四（三）計算公式
中華民國 90 年 11 月 20 日台內地字第 9015859 號
令修正第 3 點
中華民國 95 年 2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0950022005
號令修正第 1 點、第 2 點、第 3 點、增訂第 4 點、
第5點

一、為利於直轄市、縣（市）政府執行平均地
權條例施行細則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六
十五條規定，辦理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共
有物分割）後之原地價（原規定地價、前
次移轉現值）
、最近一次申報地價改算，特
訂定本原則。
二、多筆土地參加共有物分割，共有人均各取
得其中一筆土地時，其共有物分割後之原
地價及最近一次申報地價之計算方式如
下：
（一）共有物分割前後各土地所有權人取
得之土地價值均相等者，視同未移
轉，其原地價及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計算公式及案例如附件一。
（二）共有物分割後部分土地所有權人取
得之價值相等；部分價值不等（視
同移轉）時，其原地價及最近一次
申報地價計算公式及案例如附件
二。
三、多筆土地參加共有物分割，共有人各取得
一筆或二筆（持分或全部）以上時，其共
有物分割後之原地價及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計算方式如下：
（一）分割前後價值相等，取得其中一筆
或二筆以上，且各宗土地公告土地
現值相等者，其計算公式同附件
一。
（二）分割前後價值相等，取得二筆以
上，且各宗土地公告土地現值不等
者，其原地價及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計算公式如附件三。
（三）分割後價值減少，取得二筆以上，
且各宗土地公告土地現值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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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原地價及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計算公式如附件四。
（四）分割後價值增加，取得二筆以上，
且各宗土地公告土地現值不等
者，其原地價及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計算公式及案例如附件五。
四、關於持分共有多筆公共設施保留地，或持
分共有公共設施保留地與持分共有一般土
地，及持分共有多筆農業用地，或持分共
有農業用地與持分共有一般土地，經核准
依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三十九
條之二第一項規定，免徵及不課徵土地增
值稅之土地辦理共有分割，改算地價時其
原地價及最近一次申報地價計算公式如附
件六。
五、其他規定如下：
（一）改算後各數值取捨標準，依土地登
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規
範規定
1.公告土地現值以整數（元/平方公
尺）為單位，以下四捨五入。
2.原地價以實數（元/平方公尺）為
單位，整數七位小數一位，以下
四捨五入。
3.最近一次申報地價以實數（元/平
方公尺）為單位，整數七位小數
一位，以下四捨五入。
4.歷次取得權利範圍應有部分分母
及分子資料位數規定為十位數，
因取位關係造成持分不等於一
時，由計算人員取捨部分末數使
持分總合仍維持為一。
（二）共有物分割價值增減，各所有權人
個別取得共有物分割價值增減均
在一平方公尺之公告土地現值以
下者，其原地價、最近一次申報地
價計算，以共有物分割後價值無增
減者之計算式辦理。
（三）因應不同租稅減免優惠條件共有物
分割後課稅問題，對不同土地或同
土地其為歷次取得，其原地價年月
雖相同者，仍不合併其原地價。
（四）共有物分割價值增減在一平方公尺
以下之認定係包含本數一平方公
尺，且以參與分割之土地，其公告
土地現值最低者為計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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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共有物分割前後各土地所有權人取得之土地價值均相等者，視同未移轉，其原地價及最近
一次申報地價計算公式如下：
1.原地價年月及原地價單價：
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各筆土地其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共有物分割前各該年月持分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各筆土地該所有權人土地持分
共有物分割前該土地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各筆土地其各該年月原地價單價＝
共有物分割前各該年月原地價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土地總面積  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各筆土地其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2.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最近一次申報地價之單位地價＝
共有物分割前該所有權 人各宗土地 

 最近一次申報地價之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人取得土地持分面積
案例一 共有物分割前資料

段

地政

地政

地政

土地
權利
所有
小段 地號
（㎡）
範圍
權人

原 地 價

面積

三

三

三

38

39

40

120

80

60

年月

地價

共有物分割當時
最近一
歷次取 次申報
公告土
得權利 地價
總價
地現值
範圍

甲

1 2

64.7

3,630

1 2

5,808

乙

1 4

59.11

2,120

1 4

7,260

丙

1 4

60.11

3,200

1 4

6,200

540,000

甲

1 2

65.8

4,820

1 2

6,360

720,000

乙

1 4

60.11

3,200

1 4

5,088

丙

1 4

60.11

3,200

1 4

5,688

360,000

甲

13

69.7

9,600

13

6,720

360,000

乙

1 2

66.12

5,328

1 2

8,400

丙

16

63.6

4,540

16

7,560

於 94 年 9 月 15 日辦理共有物分割，分割情形如下表：

1,080,000
18,000

18,000

18,000

540,000

360,000

540,000
180,000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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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共有物
共有物分割後
分割前
面積 土地所
小段 地號
持有土地
（㎡） 有權人
權利 公告土
公告土地
總價
範圍 地現值
現值總價

共有物分割前
後價值增減情
形

地政

三

38

120

甲

2,160,000

全

18,000

2,160,000

0

地政

三

39

80

乙

1,440,000

全

18,000

1,440,000

0

地政

三

40

60

丙

1,080,000

全

18,000

1,08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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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式計算：
1.原地價年月及原地價單價
（1）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A.38 地號
甲 64 年 7 月



18000 元  120 m 2  1 / 2
1
1 
18000 元  120 m  1 / 2  18000 元  80 m 2  1 / 2  18000 元  60 m 2  1 / 3
2
2

甲 65 年 8 月



18000元  80m2  1 / 2
1
1 
18000元  120m  1 / 2  18000元  80m 2  1 / 2  18000元  60m 2  1 / 3
3
2

甲 69 年 7 月



18000元  60m 2  1 / 3
1
1 
18000元  120m  1 / 2  18000元  80m 2  1 / 2  18000元  60m2  1 / 3
6
2

B.39 地號
乙 59 年 11 月



18000元  120m 2  1 / 4
3
1 
2
2
2
18000元  120m  1 / 4  18000元  80m  1 / 4  18000元  60m  1 / 2
8

乙 60 年 11 月



18000元  80m 2  1 / 4
1
1 
18000元  120m  1 / 4  18000元  80m 2  1 / 4  18000元  60m2  1 / 2
4
2

乙 66 年 12 月



18000元  60m2  1 / 2
3
1 
18000元  120m  1 / 4  18000元  80m 2  1 / 4  18000元  60m2  1 / 2
8
2

C.40 地號
丙 60 年 11 月



18000元  120m2  1 / 4
1
1 
18000元  120m  1 / 4  18000元  80m 2  1 / 4  18000元  60m2  1 / 6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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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60 年 11 月



1
18000元  80m 2  1 / 4
1 
3
18000元  120m  1 / 4  18000元  80m 2  1 / 4  18000元  60m 2  1/ 6
2

丙 63 年 6 月



1
18000元  60m 2  1 / 6
1 
6
18000元  120m  1 / 4  18000元  80m 2  1 / 4  18000元  60m 2  1/ 6
2

（2）原地價單價＝
A.38 地號
甲 64 年 7 月 

3630元  120m2  1 / 2
 3630
120m 2  1 / 2

甲 65 年 8 月 

4820元  80m2  1 / 2
 4820
120m2  1 / 3

甲 69 年 7 月 

9600元  60m2  1 / 3
 9600
120m 2  1 / 6

B.39 地號
乙 59 年 11 月 

2120元  120m 2  1 / 4
 2120
80m 2  3 / 8

乙 60 年 11 月 

3200元  80m 2  1 / 4
 3200
80m 2  1 / 4

乙 66 年 12 月 

5328元  60m2  1 / 2
 5328
80m2  3 / 8

C.40 地號
丙 60 年 11 月 

3200元  120m2  1 / 4
 3200
60m 2  1 / 2

丙 60 年 11 月 

3200元  80m 2  1 / 4
 3200
60m 2  1 / 3

丙 63 年 6 月 

4540元  60m 2  1 / 6
 4540
60m 2  1 / 6

2.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5 ,808  120  1 2  6 ,360  80  1 2  6 , 720  60  1 3
 6 ,144
120

甲



乙



7,260  120  1 4  5,088  80  1 4  8,400  60  1 2
 7,144.5
80

丙



6,200  120  1 4  5,688  80  1 4  7,560  60  1 6
 6,256
60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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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一 共有物分割後資料

段

地政

地政

地政

土地
權利
小段 地號
所有
（㎡）
範圍
權人

原 地 價

面積

三

三

三

38

39

40

120

80

60

甲

乙

丙

全

全

全

年月

地價

64.7

3630

65.8

4820

69.7

9600

59.11

2120

60.11

3200

66.12

5328

60.11

3200

60.11

3200

63.6

4540

最近一次 公告土地
備
現值
歷次取得 申報地價
權利範圍

1
2

6,144

18,000

7,144.5

18,000

6,256

18,000

1
3
1
6
3
8
1
4
3
8
1
2
1
3
1
6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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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二)共有物分割後部分土地所有權人取得之價值相等；部分價值不等（視同移轉）時，其原地價
及最近一次申報地價計算公式如下：
1.分割後價值相等者，其計算公式同本原則二、
（一）計算公式。
2.分割後價值減少者
(1)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原地價及其年月
A.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原地價比例＝

共有物分割前各該年月持分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人土地持分
共有物分割前該土地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B.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原地價之單位地價＝
共有物分割後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前各該年月原地價總和 

共有物分割前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土地總面積  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2)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最近一次申報地價之單位地價＝
共有物分割後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前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該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土地持分面積

共有物分割前各宗土地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和 

3.分割後價值增加者
(1)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原地價及其年月
A.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原地價比例＝
共有物分割前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前該土地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 人土地持 分
共有物分割前各該年月持分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B.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增加之原地價比例＝

該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增加之公告土地現值
 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人土地持分
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C.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原地價之單位地價＝

共有物分割前各該年月原地價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土地總面積  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D.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屬於價值增加者其共有物分割日之原地價單價＝
該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增加之公告土地現值
共有物分割後土地總面積  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屬價值增加者以共割日為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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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最近一次申報地價之單位地價＝
（共有物分割前該土地所有權人各宗土地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和＋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
權人增加之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額*）/共有物分割後該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土地持分面積
* 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人增加之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額＝
（共有物分割後價值減少者各所有權人減少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和**）×（該土地所
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增加之價值/共有物分割後價值增加者各土地所有權人增加價值
之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價值減少者各所有權人減少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價值減少者各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前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和×（共有物
分割後價值減少者各該土地所有權人減少價值之總和/共有物分割後價值減少者各該
土地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前價值之總和）
案例二 共有物分割前資料

段

地政

地政

地政

原 地 價

共有物分割當時
最近一
歷次取 次申報
公告土
地價 得權利 地價
總價
地現值
範圍

土地
權利
小段 地號
所有
（㎡）
範圍
權人

年月

甲

3 4

62.9

3,630

3 4

5,808

乙

18

58.4

2,420

18

7,260

丙

18

58.4

2,420

18

7,260

198,000

甲

16

65.7

4,800

16

6,360

198,000

乙

16

60.11

3920

16

5,088

丙

4 6

60.11

3920

4 6

5,088

792,000

甲

19

68.12 10,800

19

6,720

198,000

乙

13

66.8

5,432

13

7,560

丙

5 9

67.4

8,400

5 9

8,400

面積

二

392

二 392-1

二

395

72

54

81

1,188,000
22,000

22,000

22,000

198,000

198,000

594,000
990,000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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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94 年 4 月辦理共有物分割，分割情形如下表：

段

共有物分割前
土地
小段 地號
所有 持有土地公
（㎡）
權人 告土地現值
總價

共有物分割後

面積

392

地政

二

地政

二 392-1

地政

二

395

權利
範圍

公告土
地現值

總價

共有物分
割前後價
值增減情
形

72

甲

1,584,000

全

22,000

1,584,000

54

乙

990,000

全

22,000

1,188,000 (+)198,000

81

丙

1,980,000

全

22,000

1,782,000 (-)198,000

備註

0

列式計算：
1.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原地價及其年月
（1）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原地價比例＝
A.392 地號
甲 62 年 9 月

3
3
4

1 
3
1
1
4
2
2
2
22000元  72m   22000元  54m   22000元  81m 
4
6
9
22000元  72m 2 

甲 65 年 7 月

1
1
6

1 
3
1
1
8
22000元  72m 2   22000元  54m 2   22000元  81m 2 
4
6
9
22000元  54m 2 

甲 68 年 12 月

1
1
9

1 
3
1
1
8
2
2
2
22000元  72m   22000元  54m   22000元  81m 
4
6
9
22000元  81m 2 

B.392-1 地號
乙 58 年 4 月

1
990000
1
8


1 
1
1
1
1188000
6
22000元  72m 2   22000元  54m 2   22000元  81m 2 
6
3
8
22000元  72m 2 

乙 60 年 11 月

1
990000
1
6


1 
1
1
1 1188000
6
2
2
2
22000元  72m   22000元  54m   22000元  81m 
8
6
3
22000元  54m 2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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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66 年 8 月

1
990000
1
3


1 
1
1
1 1188000
2
2
2
2
22000元  72m   22000元  54m   22000元  81m 
8
6
3
22000元  81m 2 

乙 94 年 6 月 

198000元 1

1188000元 6

C.395 地號
丙 58 年 4 月

1
1
8
1 

1
4
5
10
2
2
2
22000元  72m   22000元  54m   22000元  81m 
8
6
9
22000元  72m 2 

丙 60 年 11 月

4
2
6
1 

1
4
5
5
2
2
2
22000元  72m   22000元  54m   22000元  81m 
8
6
9
22000元  54m 2 

丙 67 年 4 月

5
1
9
1 

1
4
5
2
22000元  72m 2   22000元  54m 2   22000元  81m 2 
8
6
9
22000元  81m 2 

（2）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原地價之單位地價＝
A.392 地號
甲 62 年 9 月

甲 65 年 7 月

甲 68 年 12 月

3630元  72m 2 


72m 2 

3
4

4800元  54m 2 


72m 2 

1
8

3
4  3630
1
6  4800

10800元  81m 2 


72m 2 

1
8

1
9  10800

B.392-1 地號
乙 58 年 4 月

2420元  72m2 


54m2  1 / 6

1
8  2420

D‐22‐10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3920元  54m 2 
乙 60 年 11 月 

54m2  1 / 6
5432元  81m2 

乙 66 年 8 月





乙 94 年 6 月

54m 2 

1
2

1
6  3920
1
3  5432

198000元
 22000
54m 2  1 / 6

C.395 地號

2420元  54m 2 
丙 58 年 4 月



81m 2 

1
10

3920元  54m 2 
丙 60 年 11 月 

81m 2 

2
5

8400元  81m 2 
丙 67 年 4 月



81m 2 

1
2

1
8  1782000  2420
1980000
4
6  1782000  3920
1980000
5
9  1782000  8400
1980000

(二)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5,808 72 3 4  6,360 541 6  6,720811 9
 5,991

72
(7,260  72  1 8  5,088  54  1 / 6  7,560  81 1 3)  62,650.8 *
 6,998.2
乙 392-1 地號 
54
1,782,000
(7,260  72  1 / 8  5,088  54  4 6  8,400  81  5 9) 
1,980,000

 6,961.2
丙 395 地號
81
甲 392 地號

乙共有物分割後價值減少者，減少之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價計算：
**

(7,260  72  1 / 8  5,088  54  4 6  8,400  81 5 9) 

198,000
 62,650.8
1,980,000

* 共有物分割後價值增加者，增加之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價：

62,650.8 * * 

198,000
 62,650.8
198,000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D‐22‐11
案例二 共有物分割後資料

段

地政

小段 地號

二

392

土地
權利
所有
（㎡）
範圍
權人

原 地 價

面積

72

甲

全

年月

最近一次
歷次取得 申報地價
地價
權利範圍

62.9

3630

65.7

4800

68.12 10800

地政

地政

二

二

3921

395

54

81

乙

丙

全

全

58.4

2420

60.11

3920

66.8

5432

94.6

22000

58.4

2420

60.11

3920

67.4

8400

3
4

公告土地
現值

5,991

22,000

6,998.2

22,000

6,961.2

22,000

1
8
1
8
1
6
1
6
1
2
1
6
1
10
2
5

1
2

備 註

D‐22‐12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附件三
(二) 分割前後價值相等取得二筆以上，且各宗土地公告土地現值不等者，其原地價及最近一次申
報地價計算公式如下：
1.原地價年月及原地價單價：
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各筆土地其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共有物分割前各該年月持分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各筆土地該所有權人土地持分
共有物分割前該土地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各筆土地其各該年月原地價單價＝
共有物分割後該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各宗(或持分)土地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該土地所 有權人取得之土地公告 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該筆土地 總面積  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 各筆土地其各該原地價 年月持分比例

共有物分割前各該年月 原地價總和 

2.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各宗土地最近一次申報地價之單位地價＝
共有物分割前該所有權 人各宗土地 


 最近一次申報地價之總 和
×
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 人取得各宗土地持分面 積
 

共有物分割後該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各宗(或持分)土地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該土地所有權人取得之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D‐22‐13
附件四
（三）分割後價值減少，取得二筆以上，且各宗土地公告土地現值不等者，其原地價及最近一次
申報地價計算公式如下：
1.原地價年月及原地價單價：

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各筆土地其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共有物分割前各該年月 持分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各筆土地該所有權人土地持分
共有物分割前該土地所 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 和

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各筆土地其各該年月原地價單價＝
共有物分割後該土地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前各該年月原地價總和
共有物分割前該土地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該筆土地總面積  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各筆土地其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共有物分割後該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各宗(或持分)土地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該土地所有權人取得之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2.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各宗土地最近一次申報地價之單位地價＝

共有物分割前該所有權人各宗土地  共有物分割後該土地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前該土地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人取得各宗土地持分面積
共有物分割後該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各宗(或持分)土地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該土地所有權人取得之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最近一次申報地價之總和

D‐22‐14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附件五
(四)分割後價值增加，取得二筆以上，且各宗土地公告土地現值不等者，其原地價及最近一次申
報地價計算公式如下：
1.原地價年月及原地價單價：

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共有物分割前各該年月持分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前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前該土地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人土地持分

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屬於價值增加者該以共有物分割日為原地價年月之持分比例＝

該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增加之公告土地現值
 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人土地持分
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各該年月原地價單價＝
共有物分割後該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各宗(或持分)土地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該土地所有權人取得之土地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該筆土地總面積  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共有物分割前各該年月原地價總和

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屬於價值增加者其共有物分割日之原地價單價＝
共有物分割後該土地所 有權人取得各宗(或持分 )土地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該土地所 有權人取得之土地公告 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該筆土地 總面積  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屬 價值增加者以共有物分 割日為原地價年月持分 比例

該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 後增加之公告土地現值 

2.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共有物分割前該土地所 有權人各宗土地最近一 次申報地價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 人增加之最近一次申報 地價總額 *
共有物分割後該土地所 有權人取得各宗土地持分面積
共有物分割後該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各宗(或持分)土地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該土地所有權人取得之土地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 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人增加之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額 
共有物分割後價值減少者各所有權人減少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和**



該土地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增加之價值
共有物分割後價值增加者各土地所有權人增加價值之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價值減少者各所有權人減少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價值減少者各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前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價值減少者各該土地所有權人減少價值之總和
］
共有物分割後價值減少者各該土地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前價值之總和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D‐22‐15
案例三 共有物分割前資料

土地
段 小段 地號
所有
（㎡）
權人
面積

地政 一

地政 一

地政 一

地政 一

383

392

398

424

共有物分割當時
最近一
歷次取 次申報
公告土
總價
得權利 地價
地現值
範圍

原 地 價
權利
範圍
年月 地價

甲

1 4

55.10

乙

7 25

69.6 11,217

720

1 4

6,606

7 25

8,259

96

684,000
766,080
28,500

丙

9 25

丁

11 100

甲

1 4

乙

5 25

9 25

7,229

984,960

11 100

7,800

300,960

63.4 4,538

1 4

11,575

3,445,860

68.7 18,240

5 25

13,114

69.12 17,638
58.10

960

276

2,756,688
49,940

丙

15 100

69.6 19,650 15 100

14,469

2,067,516

丁

10 25

70.4 30,909 10 25

10,224

5,513,376

甲

1 4

61.9 2,140

1 4

7,585

490,800

乙

3 10

69.12 20,252

3 10

9,480

60

588,960
32,720

丙

6 25

丁

21 100

甲

1 4

58.9 2,095

乙

3 8

70.3 32,668

68.7 11,358

6 25

8,240

471,168

7,360

412,272

1 4

19,238

1,328,000

3 8

21,414

69.6 12,879 21 100

64

1,992,000
83,000

丙

18

67.11 30,745

18

24,046

664,000

丁

1 4

71.2 51,368

1 4

18,300

1,328,000

備註

D‐22‐16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於 94 年 6 月辦理共有物分割，分割情形如下表
共有物分割後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 土地 權利 公告土

所有
範圍 地現值
權人

地政

地政

地政

地政

383

一

392

一

96

276

398

一

424

一

總價

甲

1 4

乙

1 2 28,500 1,368,000 甲 5,948,660 5,948,660

丙

1 4

684,000

甲

1 4

3,445,860

乙

1 4 49,940 3,445,860 乙 6,103,728 6,805,860 702,132

丁

1 2

甲

1 4

684,000
0

(+)

60

6,891,720
490,800
32,720

64

共有物分割前後持有土 共有物
地公告土地現值總價 分割前
後價值 備註
土地
所有 分割前 分割後 增減情
形
權人

丙 4,187,644 4,148,400

(-)
39,244

丙

3 4

1,472,400

甲

1 4

1,328,000

乙

3 8 83,000 1,992,000 丁 7,554,608 6,891,720 662,888

丙

3 8

(-)

1,992,000

列式計算：
1.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原地價及其年月
(1)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原地價比例＝
A.383 地號

甲 55 年 10 月
28500 元  96 m 2 


1
4

1
1
1
1
28500 元  96m   49940 元  276 m 2   32720 元  60 m 2   83000 元  64 m 2 
4
4
4
4
2



1
8550

4 297433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D‐22‐17
甲 63 年 4 月
49940元  276 m 2 


1
4

1
1
1
1
28500元  96 m   49940元  276 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4
4
4
4

1 172293

4 1189732



2

甲 61 年 9 月
32720元  60m 2 


1
4



1
6135

4 297433

1
4



1 16600

4 297433

1
1
1
1
28500元  96m 2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4
4
4
4

甲 58 年 9 月
83000元  64m 2 


1
1
1
1
28500元  96m 2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4
4
4
4

乙 69 年 6 月
28500元  96m 2 


7 6103728

25 6805860



1
6384

2 113431

5 6103728

25 6805860



1 114862

2 567155



1
4908

2 113431

7
5
3
3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25
25
10
8
2

乙 68 年 7 月
49940元  276m 2 


7
5
3
3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25
25
10
8
2

乙 69 年 12 月
32720元  60m 2 


3 6103728

10 6805860

7
5
3
3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25
25
10
8
2

乙 70 年 3 月
3 6103728
83000元  64m 2  
1 16600
8
6805860

 
7
5
3
3 2 113431
2
2
2
2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32720元  60m   83000元  64m 
25
25
10
8

乙 94 年 6 月 

702132 1
58511
 
6805860 2 1134310

丙 69 年 12 月
28500元  96m 2 


9
25

9
15
6
1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28500元  96m 
25
100
25
8
2



1
61560

4 1046911

D‐22‐18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丙 69 年 6 月
49940元  276m 2 


15
100



1 516879

4 4187644

6
25



1
29448

4 1046911

1
8



1
41500

4 1046911

1
4



1
8550

4 297433

9
15
6
1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25
100
25
8
2

丙 68 年 7 月
32720元  60m 2 


28500元  96m2 

9
15
6
1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25
100
25
8

丙 67 年 11 月
83000元  64m 2 


9
15
6
1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25
100
25
8
2

B.392 地號

甲 55 年 10 月
28500 元  96 m 2 


1
1
1
1
28500 元  96m   49940 元  276 m 2   32720 元  60 m 2   83000 元  64 m 2 
4
4
4
4
2

甲 63 年 4 月
49940元  276m2 


1
4



1 172293

4 1189732

1
4



1
6135

4 297433

1
4



1 16600

4 297433

7 6103728

25 6805860



1
3192

4 113431

1
1
1
1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2 
4
4
4
4
2

甲 61 年 9 月
32720元  60m 2 


1
1
1
1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4
4
4
4
2

甲 58 年 9 月
83000元  64 m 2 


1
1
1
1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 m 2   32720元  60 m 2   83000元  64m 2 
4
4
4
4
2

乙 69 年 6 月
28500元  96m 2 


7
5
3
3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25
25
10
8
2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D‐22‐19

乙 68 年 7 月
49940元  276m 2 


28500元  96m 2 

5 6103728

25 6805860

3
3
5
7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8
10
25
25



1
57431

4 567155



1
2454

4 113431

乙 69 年 12 月
32720元  60m 2 


3 6103728

10 6805860

7
5
3
3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25
25
10
8
2

乙 70 年 3 月
3 6103728
83000元  64m 2  
1
8300
8
6805860

 
3
3 4 113431
7
5
2
2
2
2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32720元  60m   83000元  64m 
25
25
10
8

乙 94 年 6 月 

702132 1
58511
 
6805860 4 2268620

丁 58 年 10 月
28500元  96m 2 


11
100



1
9405

2 472163

10
25



1 172293

2 472163

11
10
21
1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100
25
100
4
2

丁 70 年 4 月
49940元  276m 2 


11
10
21
1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100
25
100
4
2

丁 69 年 6 月
32720元  60m 2 


28500元  96m 2 

21
100



1
25767

2 944326

1
4



1
41500

2 472163

11
10
21
1
 49940元  276 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100
25
100
4

丁 71 年 2 日
83000元  64 m 2 


11
10
21
1
 49940元  276 m 2 
 32720元  60 m 2 
 83000元  64 m 2 
28500元  96 m 
100
25
100
4
2

D‐22‐20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C.398 地號

甲 55 年 10 月
28500 元  96 m 2 


1
4

1
1
1
1
28500 元  96 m   49940 元  276 m 2   32720 元  60 m 2   83000 元  64 m 2 
4
4
4
4



2

1
8550

4 297433

甲 63 年 4 月
49940元  276m 2 


1
4



1 172293

4 1189732

1
4



1
6135

4 297433

1
4



1 16600

4 297433

1
1
1
1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4
4
4
4
2

甲 61 年 9 月
32720元  60m 2 


1
1
1
1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4
4
4
4
2

甲 58 年 9 月
83000元  64m 2 


1
1
1
1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4
4
4
4
2

丙 69 年 12 月
9
25

28500元  96m 2 


1
6
15
9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8
25
100
25



2

3 184680

4 1046911

丙 69 年 6 月
49940元  276m 2 


15
100



3 1550637

4 4187644

6
25



3
88344

4 1046911

1
8



3 124500

4 1046911

9
15
6
1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25
100
25
8
2

丙 68 年 7 月
32720元  60m 2 


9
15
6
1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25
8
25
100
2

丙 67 年 11 月
83000元  64m 2 


1
6
15
9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8
25
100
25
2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D‐22‐21
D.424 地號

甲 55 年 10 月
28500元  96m 2 


1
4

1
1
1
1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4
4
4
4



2

1
8550

4 297433

甲 63 年 4 月
49940元  276m 2 


1
4



1 172293

4 1189732

1
4



1
6135

4 297433

1
4



1 16600

4 297433

1
1
1
1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4
4
4
4
2

甲 61 年 9 月
32720元  60m 2 


1
1
1
1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4
4
4
4
2

甲 58 年 9 月
83000元  64m 2 


1
1
1
1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4
4
4
4
2

乙 69 年 6 月
28500元  96m 2 



7 6103728

25 6805860

3
4788
 
7
5
3
3 8 113431
2
2
2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32720元  60m   83000元  64m 
8
25
25
10
2

乙 68 年 7 月
49940元  276m 2 



5 6103728

25 6805860

3 172293
 
3 8 1134310
3
5
7
2
2
2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32720元  60m   83000元  64m 
8
10
25
25
2

乙 69 年 12 月
32720元  60m 2 


3 6103728

10 6805860

3
3
5
7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8
10
25
25
2



3
3681

8 113431

乙 70 年 3 月
3 6103728
83000元  64m 2  
3 12450
8
6805860

 
7
5
3
3 8 113431
2
2
2
2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32720元  60m   83000元  64m 
25
25
10
8

D‐22‐22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乙 94 年 6 月  702132  3  175533
6805860 8 4537240
丙 69 年 12 月
28500元  96m 2 


9
25



3
92340

8 1046911

15
100



3 1550637

8 8375288

6
25



3
44172

8 1046911

9
15
6
1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25
100
25
8
2

丙 69 年 6 月
49940元  276m 2 


9
15
6
1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25
100
25
8
2

丙 68 年 7 月
32720元  60 m 2 


9
15
6
1
 49940元  276 m 2 
 32720元  60 m 2 
 83000元  64 m 2 
28500元  96 m 
25
100
25
8
2

丙 67 年 11 月
83000元  64m 2 


1
8

9
15
6
1
28500元  96m   49940元  276m 2 
 32720元  60m 2   83000元  64m 2 
25
100
25
8
2

(2)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原地價之單位地價＝
A.383 地號

1 684000
720元  96m 2  
4 5948660  720
甲 55 年 10 月 
96m 2  8550 / 297433
1 684000
4538元  276m2  
4 5948660  2589.8
甲 63 年 4 月 
96m2  172293 / 1189732
1 684000
2140元  60m2  
4 5948660  1864
甲 61 年 9 月 
96m2  6135 / 297433
1 684000
2095元  64m 2  
4 5948660  719.4
甲 58 年 9 月 
96m 2  16600 / 297433
7 1368000
11217元  96m2  
25
6805860  11217
乙 69 年 6 月 
96m2  6384 / 113431
5 1368000
18240元  276m2  
25
6805860  10409.3
乙 68 年 7 月 
96m2  114862 / 567155



3
62250

8 1046911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D‐22‐23
3 1368000

10
6805860  17640
乙 69 年 12 月 
96m2  4908 / 113431
3 1368000
32668元  64m2  
8
6805860  11217.3
乙 70 年 3 月 
96m2  16600 / 113431
1368000
702132元 
6805860  28500
乙 94 年 6 月 
96m2  58511 / 1134310
9 4148400
17638元  96m2  
25
4187644  684000  17638
丙 69 年 12 月 
96m2  61560 / 1046911
4148400
15 4148400
2

19650元  276m 
100 4187644  684000  11214
丙 69 年 6 月 
2
96m  516879 / 4187644
4148400
6
4148400
11358元  60m 2  
25 4187644  684000  9893.1


丙 68 年 7 月
96m 2  29448 / 1046911
4148400
1
4148400
30745元  64m2  
8 4187644  684000  10557
丙 67 年 11 月 
96m2  41500 / 1046911
4148400
20252元  60m 2 

B.392 地號

1 3445860
720元  96m 2  
4 5948660  1261.6
276m2  8550 / 297433
1 3445860
4538元  276m2  
4 5948660  4538
甲 63 年 4 月 
276m 2  172293 / 1189732
1 3445860
2140元  60m 2  
4 5948660  3266.2
甲 61 年 9 月 
276m 2  6135 / 297433
1 3445860
2095元  64m2  
4 5948660  1260.5
甲 58 年 9 月 
276m 2  16600 / 297433
7 3445860
11217元  96m2  
25
6805860  19655.3
乙 69 年 6 月 
276m2  3192 / 113431
5 3445860
18240元  276m2  
25
6805860  18240
乙 68 年 7 月 
276m 2  57431 / 567155
3 3445860
20252元  60m 2  
10
6805860  30910.3
乙 69 年 12 月 
276m2  2454 / 113431
甲 55 年 10 月 

D‐22‐24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3 3445860
32668元  64m2  
8
6805860  19655.9
乙 70 年 3 月 
276m2  8300 / 113431
3445860
702132元 
6805860  49940
乙 94 年 6 月 
276m 2  58511/ 2268620
11 6891720

960元  96m 2 
100
7554608  6891720  1682.2
丁 58 年 10 月 
2
276m  9405 / 472163
6891720
10 6891720
30909元  276m 2  
25 7554608  6891720  30909


丁 70 年 4 月
276m2  172293 / 472163
6891720
21
6891720
12879元  60m 2 

100 7554608  6891720  19657
丁 69 年 6 月 
2
276m  25767 / 944326
6891720
1 6891720
2
51368元  64m  
4 7554608  6891720  30907.4
丁 71 年 2 月 
276m 2  41500 / 472163
6891720
C.398 地號

1 490800
720元  96m2  
4 5948660  826.6
甲 55 年 10 月 
60m2  8550 / 297433
1 490800
4538元  276m2  
4 5948660  2973.2
甲 63 年 4 月 
60m 2  172293 / 1189732
1 490800
2140元  60m2  
4 5948660  2140
甲 61 年 9 月 
60m2  6135 / 297433
1 490800
2095元  64m 2  
4 5948660  825.9
甲 58 年 9 月 
60m 2  16600 / 297433
9 4148400
17638元  96m 2  
25
4187644  1472400  20249.7
丙 69 年 12 月 
60m 2  184680 / 1046911
4148400
15 4148400
2

19650元  276m 
100 4187644  1472400  12874.4
丙 69 年 6 月 
2
60m  1550637 / 4187644
4148400
6
4148400
11358元  60m2  
25 4187644  1472400  11358


丙 68 年 7 月
60m2  88344 / 1046911
4148400
1 4148400
2
30745元  64m  
8 4187644  1472400  12120.2
丙 67 年 11 月 
60m2  124500 / 1046911
4148400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D‐22‐25
D.424 地號

甲 55 年 10 月 

1 1328000
720元  96m 2  
4 5948660  2096.8
64m 2  8550 / 297433

甲 63 年 4 月 

1 1328000
4538元  276m 2  
4 5948660  7542.1
64m2  172293 / 1189732

甲 61 年 9 月 

1 1328000
2140元  60m2  
4 5948660  5428.5
64m2  6135 / 297433

甲 58 年 9 月 

1 1328000
2095元  64m2  
4 5948660  2095
64m 2  16600 / 297433

乙 69 年 6 月 
乙 68 年 7 月 
乙 69 年 12 月 

7 1992000

25 6805860  32667.1
2
64m  4788 / 113431

11217元  96m2 

5 1992000

25 6805860  30314.8
2
64m  172293 / 1134310

18240元  276m2 

3 1992000

10 6805860  51372.7
2
64m  3681 / 113431

20252元  60m2 

乙 70 年 3 月 

3 1992000
32668元  64m2  
8 6805860  32668
64m2  12450 / 113431

乙 94 年 6 月 

1992000
6805860  83000
64m 2  175533 / 4537240

丙 69 年 12 月 
丙 69 年 6 月 
丙 68 年 7 月 

702132元 

9 4148400

25 4187644  1992000  51366.8
2
64m  92340 / 1046911
4148400

17638元  96m2 

15 4148400

100 4187644  1992000  32658.2
2
64m  1550637 / 8375288
4148400

19650元  276m 2 

6 4148400

25 4187644  1992000  28811.6
2
64m  44172 / 1046911
4148400

11358元  60m 2 

1 4148400
30745元  64m2  
丙 67 年 11 月 
8 4187644  1992000  30745
64m 2  62250 / 1046911
4148400

D‐22‐26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2.最近一次申報地價

甲

 6,606  96  1 4  11,575  276  1 4   684,000


7,585  60  1 4  19,238  64  1 4  5,948,660
383  
 6,605.8
96  1 4
 6,606  96  1 4  11,575  276  1 4   3,445,860


7,585  60  1 4  19,238  64  1 4  5,948,660
392  
 11,575.3
276  1 4

 6,606  96  1 4  11,575  276  1 4   490,800
 7,585  60  1 4  19,238  64  1 4   5,948,660

398 
 7,584
60  1 4
 6,606  96  1 4  11,575  276  1 4   1,328,000


7,585  60  1 4  19,238  64  1 4  5,948,660
424 
 19,238
64  1 4
分割後價值減少者各所有權人減少最近一次申報地價總額之和
 7,229  96  9 25  14,469  276  15 100  39,244
 7,800  96  11 100  10,224  276  10 25   662,888 
 
  7,554,608   150,968.1
  4,187,644   7,360  60  21 100  18,300  64 1 4
8
,
240
60
6
25
24
,
046
64
1
8












分割後價值增加者各所有權人增加最近一次申報地價之總額 150,968.1 

702,132
 150,968.1
702,132

乙



7
5 
 8,259  96  25  13,114  276  25  

  150,968.1  1,368,000


 9,480  60  3  21,414  64  3
 6,805,860



10
8

383 
 7,459.9
96  1 2


7
5 
 8,259  96  25  13,114  276  25  

  150,968.1  3,445,860


 9,480  60  3  21,414  64  3
 6,805,860


10
8



392 
 13,071.8
276  1 4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D‐22‐27


7
5 
 8,259  96  25  13,114  276  25  
 1,992,000



 150,968.1 


3
3
 9,480  60   21,414  64 
 6,805,860



10
8

424 
 21,725.3
64  3 8
丙
9
15 


 7,229  96   14,469  276 
25
100   4,148,400  684,000

6
1
 8,240  60   24,046  64 
 4,187,644 4,148,400
25
8


383 
 7,893.8
96  1 4

9
15 


 7,229  96   14,469  276 
25
100  4,148,400 1,472,400



 4,187,644 4,148,400

6
1

 8,240  60   24,046  64 
25
8

398 
 9,062.6
60  3 4
9
15 


 7,229  96   14,469  276 
25
100  4,148,400 1,992,000




 4,187,644 4,148,400
6
1
 8,240  60   24,046  64 

25
8

424  
 22,989
64  3 8
丁
11
10 

 10,224  276    6,891,720 6,891,720
 7,800  96 
100
25  


21
1
 18,300  64 
 7,554,608 6,891,720
 7,360  60 
4
100


392 
 10,554.6
276  1 2

D‐22‐28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案例三 共有物分割後資料

段

小段 地號

土地
權利
所有
（㎡）
範圍
權人

甲

乙

地政

一

383

原 地 價

面積

1 4

1 2

96

丙

1 4

年月

地價

55.10

720

63.4

2589.8

61.9

1864

58.9

719.4

69.6

11217

68.7

10409.3

69.12

17640

70.3

11217.3

94.6

28500

69.12

17638

69.6

11214

68.7

9893.1

67.11

10557

最近一
次申報
歷次取得 地價
權利範圍

8550
297433

公告土
地現值

6,605.8

172293
1189732
6135
297433
16600
297433
6384
113431

7,459.9

114862
567155
4908

28,500

113431
16600
113431
58511
1134310
61560
1046911
516879
4187644
29448
1046911
41500
1046911

7,893.8

備註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D‐22‐29

段

土地
權利
小段 地號
所有
（㎡）
範圍
權人

甲

乙

地政

原 地 價

面積

一

392

1 4

1 4

276

丁

1 2

年月

地價

55.10

1261.6

63.4

4538

61.9

3266.2

58.9

1260.5

69.6

19655.3

68.7

18240

69.12

30910.3

70.3

19655.9

94.6

49940

58.10

1682.2

70.4

30909

69.6

19657

71.2

30907.4

最近一
次申報
歷次取得 地價
權利範圍

8550
297433

公告土
地現值

11,575.3

172293
1189732
6135
297433
16600
297433
3192
113431

13,071.8

57431
567155
49,940

2454
113431
8300
113431
58511
2268620
9405
472163
172293
472163
25767
944326
41500
472163

10,554.6

備註

D‐22‐30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段

土地
權利
小段 地號
所有
（㎡）
範圍
權人

甲

地政

一

398

甲

一

424

1 4

年月

地價

55.10

826.6

63.4

2973.2

61.9

2140

58.9

825.9

60

丙

地政

原 地 價

面積

3 4

1 4

69.12

20249.7

69.6

12874.4

68.7

11358

67.11

12120.2

55.10

2096.8

63.4

7542.1

64
61.9

5428.5

58.9

2095

最近一
次申報
歷次取得 地價
權利範圍

8550
297433

公告土
地現值

7,584

172293
1189732
6135
297433
16600
297433
184680
1046911

32,720
9,062.6

1550637
4187644
88344
1046911
124500
1046911
8550
297433

19,238

172293
1189732
6135
297433
16600
297433

83,000

備註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D‐22‐31

段

原 地 價

土地
權利
小段 地號
所有
（㎡）
範圍
權人

年月

地價

3 8

69.6

32667.1

68.7

30314.8

69.12

51372.7

70.3

32668

94.6

83000

69.12

51366.8

69.6

32658.2

68.7

28811.6

67.11

30745

面積

乙

丙

3 8

最近一
次申報
歷次取得 地價
權利範圍

4788
113431

21,725.3

172293
1134310
3681
113431
12450
113431
175533
4537240
92340
1046911
1550637
8375288
44172
1046911
62250
1046911

22,989

公告土
地現值

備註

D‐22‐32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附件六
一、有關持分共有多筆公共設施保留地（農業用地）辦理共有物分割，其價值減少部分，適用土
地稅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規定不課徵土地增值稅時，分割後其原
地價之計算，應視分割後取得土地情形，分別依下列計算公式處理：
（一）分割後取得土地價值無增減者：
1.分割後取得單一土地所有權者，依本原則二、
（一）規定辦理。
2.分割後取得二筆以上土地所有權者，各宗土地公告土地現值相等者，依本原則三、
（一）規定辦理，如各宗土地公告土地現值不等者，依本原則三、
（二）規定辦理。
（二）分割後取得土地價值減少者：
1.分割後取得單一土地所有權者，依本原則二、
（二）計算公式 2 規定辦理。
2.分割後取得二筆以上土地所有權者，依本原則三、
（三）規定辦理。
（三）分割後取得土地價值增加者：
1.單一共有人取得單一筆土地：
(1)a.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原地價比例，依本原則二、
（二）計算公式 3 規定辦理。
b.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價值增加部分之原地價比例＝
該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增加之公告土地現值
×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人土地持分
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各該價值減少者各該年 月公告土地現值
×
價值減少者分割前 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2)a.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原地價之單位地價，依本原則二、
（二）計算公式 3 規
定辦理。
b.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屬於價值增加者各該年月之原地價單價＝
（共有物分割後價值減少者各該年月減少部分之原地價＊＊×共有物分割後各該
所有權人取得價值增加比例＊＊＊）/（共有物分割後土地總面積×所有權人共有
物分割後價值增加者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 ：共有物分割後價值減少者各該年月減少部分之原地價＝
［各該價值減少者分割前持有各宗土地各年月原地價總額×（各該價值減少
者分割後土地總現值減少數額/各該價值減少者分割前持有土地現值總額）
］
***：共有物分割後各該所有權人取得價值增加比例＝共有物分割後各該價值增加
者取得價值增加額/共有物分割後較分割前總現值總增加額
(3)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最近一次申報地價之單位地價，依本原則二、
（二）計算
公式 3 規定辦理。
2.取得多筆土地者：
(1)a.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原地價比例，依本原則三、
（四）計算公式 1 規定辦理。

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改算地價原則 D‐22‐33
b.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價值增加部分之原地價比例＝
該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 後增加之公告土地現值 ×
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 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人土地持分×

各該價值減少者各該年月公告現值
價值減少者分割前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2)a.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原地價之單位地價，依本原則三、
（四）計算公式 1 規
定辦理。
b.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屬於價值增加者其各該年月之原地價單價＝
［
（共有物分割後價值減少者各該年月減少部分之原地價＊＊×共有物分割後各
該所有權人取得價值增加比例＊＊＊）/（共有物分割後該筆土地總面積×所有權
人共有物分割後價值增加者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共有物分割後土地
所有權人取得各宗(或持分)土地公告土地現值總和/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人
取得之土地公告現值總和）
** ：共有物分割後價值減少者各該年月減少部分之原地價＝
［各該價值減少者分割前持有各宗土地各年月原地價總額×（各該價值減少
者分割後土地總現值減少數額/各該價值減少者分割前持有土地現值總額）
］
***：共有物分割後各該所有權人取得價值增加比例＝共有物分割後各該價值增加
者取得價值增加額/共有物分割後較分割前總現值總增加額
(3)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最近一次申報地價之單位地價，依本原則三、
（四）計算
公式 2 規定辦理。
二、持分共有公共設施保留地（農業用地）與一般土地辦理共有物分割，價值有減少應計課土地
增值稅時，因該價值減少部分無法歸屬係由公共設施保留地（農業用地）或一般土地而來，
故應先分算應稅及不課徵現值，再計算原地價，其計算公式如下：
（一）各該共有人取得土地價值減少部分，其不課徵及應課稅現值之計算：
1.各該共有人分割後較分割前現值減少總額×（各該共有人分割前符合土地稅法第三十
九條第二項及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之土地現值總額/各該共有人分割前土地
之總現值）＝分割後各該共有人取得土地價值減少部分之不課徵現值------------F
2.各該共有人分割後較分割前現值減少總額×（各該共有人分割前不符土地稅法第三十
九條第二項及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之各該年月土地現值總額/各該共有人分
割前土地之總現值）＝分割後各該共有人取得價值減少部分之應課稅現值--------H
（二）各該共有人取得價值減少不課徵及應課稅部分之原地價
1.各該共有人取得價值減少不課徵部分之原地價＝
割前各該共有人持有符合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規定
之各該年月之原地價總和×（F/分割前各該共有人持有符合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第二
項及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之土地現值總額）----------------------------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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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該共有人取得價值減少應課稅部分之原地價＝分割前各該共有人持有不符土地稅
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之各該年月之原地價總和×（H/分
割前各該共有人持有不符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規定
之土地現值總額）
（三）分割後其原地價及其比例之計算
1.分割後取得土地價值無增減者：
(1)分割後取得單一土地所有權者，依本原則二、
（一）規定辦理。
(2)分割後取得二筆以上土地所有權者，各宗土地公告土地現值相等者，依本原則三、
（一）規定辦理，如各宗土地公告土地現值不等者，依本原則三、
（二）規定辦理。
2.分割後取得土地價值減少者：
(1)分割後取得單一土地所有權者，依本原則二、
（二）計算公式 2 規定辦理。
(2)分割後取得二筆以上土地所有權者，依本原則三、
（三）規定辦理。
3.分割後取得土地價值增加者：
(1)單一共有人取得單一筆土地：
A、a.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原地價比例，依本 原則二、
（二）計算公式 3 規定
辦理。
b.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價值增加之原地價比例：
(a)價值增加共有物分割日之原地價比例（已課徵部分）＝
該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 後增加之公告土地現值
×共有物分割後所有權人土地持分
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 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H
× 共有人分割後較分割前現值減少總額
(b)價值增加各該年月原地價之原地價比例（不課徵部分）＝
該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 後增加之公告土地現值
×共有物分割後所有權人土地持分
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 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F
×
共有人分割後較分割前 現值減少總額
B、a.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原地價之單位地價，依本原則二、
（二）計算公式
3 規定辦理。
b.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屬於價值增加者取得應稅部分其共有物分割日之原
地價單價＝
（共有物分割後價值減少者減少部分之應稅現值＊＊×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
人取得價值增加比例＊＊＊）/（共有物分割後土地總面積×所有權人共有物分
割後價值增加者以共割日為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 ：價值減少者減少部分之應稅現值＝Σ分割後各該共有人取得價值減少部分之
應課稅現值＝ΣH
***：共有物分割後各該所有權人取得價值增加比例＝共有物分割後各該價值增加
者取得價值增加額/共有物分割後較分割前總現值總增加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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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屬於價值增加者取得不課徵部分其各該年月之原地
價單價＝
（共有物分割後價值減少者不課徵部分各年月原地價＊＊×共有物分割後該所
有權人取得價值增加比例＊＊＊）/（共有物分割後土地總面積×所有權人共有
物分割後價值增加者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 ：共有物分割後價值減少者不課徵部分各年月減少部分之原地價＝各該價值減
少者分割前持有符合不課徵之各宗土地各年月原地價總額×（F/各該價值減
少者分割前持有符合不課徵之土地現值總額）＝K
***：共有物分割後各該所有權人取得價值增加比例＝共有物分割後各該價值增加
者取得價值增加額/共有物分割後較分割前總現值總增加額
C、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最近一次申報地價之單位地價，依本原則二、
（二）
計算公式 3 規定辦理。
(2)取得多筆土地者：
A、a.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原地價比例，依本原則三、
（四）計算公式 1 規定
辦理。
b.價值增加部份之原地價比例：
(a)價值增加共有物分割日之原地價比例（已課徵部分）＝
該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增加之公告土地現值 ×
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人土地持分 ×

H
共有人分割後較分割前現值減少總額

(b)價值增加各該年月原地價之原地價比例（不課徵部分）＝
該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增加之公告土地現值 ×
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人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F
×
共有人分割後較分割前 現值減少總額
各該價值減少者持有符合不課徵之各宗土地各該年月公告現值
各該價值減少者分割前持有符合不課徵之各宗土地公告土地現值總和

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 人土地持分 ×

B、a.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原地價之單位地價，依本原則三、
（四）計算公式
1 規定辦理。
b.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屬於價值增加者其共有物分割日之原地價單價＝
［
（共有物分割後價值減少者減少部分之應稅現值＊＊×共有物分割後各該所
有權人取得價值增加比例＊＊＊）/（共有物分割後該筆土地總面積×所有權人
共有物分割後價值增加者以共割日為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共有物分割
後該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各宗(或持分)土地公告土地現值總和/共有物分割後
該所有權人取得之土地公告現值總和）
** ：價值減少者減少部分之應稅現值＝Σ分割後各該共有人取得價值減少部分之
應課稅現值＝ΣH
***：共有物分割後各該所有權人取得價值增加比例＝共有物分割後各該價值增加
者取得價值增加額/共有物分割後較分割前總現值總增加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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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所有權人共有物分割後屬於價值增加者取得不課徵部分其各該年月之原地
價單價＝
［
（共有物分割後價值減少者不課徵部分各年月原地價＊＊×共有物分割後該
所有權人取得價值增加比例＊＊＊）/（共有物分割後土地總面積×所有權人共
有物分割後價值增加者各該原地價年月持分比例）
］×（共有物分割後該土地
所有權人取得各宗(或持分)土地公告土地現值總和/共有物分割後該所有權
人取得之土地公告現值總和）
** ：共有物分割後價值減少者部分各年月減少部分之原地價＝各該價值減少者分
割前持有符合不課徵之各宗土地各年月原地價總額×（F/各該價值減少者分
割前持有符合不課徵之土地現值總額）＝K
***：共有物分割後各該所有權人取得價值增加比例＝共有物分割後各該價值增加
者取得價值增加額/共有物分割後較分割前總現值總增加額
d.共有物分割後各所有權人最近一次申報地價之單位地價，依本原則三、
（四）
計算公式 2 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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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地價
改算作業原則
中華民國 93 年 6 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0930072898
號令訂定
中華民國 97 年 7 月 11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08010
號令修正第 1 點、第 2 點增訂第 3 點、第 4 點、
第5點

一、為利於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都市更
新權利變換後各宗土地之當期公告土地現
值、原地價（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
值）、申報地價改算，特訂定本原則。
二、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都市更新權利變換有地籍整理情形者，權
利變換實施地區內各宗土地之當期土地現
值，應按各宗土地所屬地價區段計算公告
之。
三、原地價：
（一）權利變換後多配：
1.應分配部分
(1)歷次原地價年月與其原地價單
價維持不變。
(2)歷次原地價年月之權利範圍計
算如下：
各土地所有權人各該歷次原地
價年月之權利範圍＝該土地所
有權人權利變換後實際分配之
權利範圍 × (該土地所有權人
權利變換前各該歷次原地價年
月之公告土地現值總額 / 該土
地所有權人權利變換前之公告
土地現值總額加總) × (該土地
所有權人權利變換後應分配之
土地及建築物權利價值總額 /
該土地所有權人權利變換後實
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權利價
值總額 )
(3)權利變換後地籍整理時因土地
使用分區不同或其他原因無法
合併成一宗仍為數宗者，第(1)
子目歷次原地價單價需再乘以
下列計算式：
同一權利變換計畫實施地區土
地總面積 × (權利變換後該宗

土地公告土地現值總額 / 權利
變換後各宗土地公告土地現值
總額加總) / 權利變換後該宗土
地面積
2.多配部分
(1)以權利變換計畫發布實施日為
其原地價年月，並以權利變換計
畫發布實施日當期公告土地現
值為其原地價單價。
(2) 多 配 部 分 之 權 利 範 圍 計 算 如
下：
各土地所有權人多配部分之權
利範圍＝該土地所有權人權利
變換後實際分配之權利範圍 ×
(該土地所有權人權利變換後實
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權利價
值總額－該土地所有權人權利
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
權利價值總額) / 該土地所有權
人權利變換後實際分配之土地
及建築物權利價值總額
（二）權利變換後少配或無多配：
1.歷次原地價年月與其原地價單價
維持不變。
2.歷次原地價年月之權利範圍計算
如下：
各土地所有權人各該歷次原地價
年月之權利範圍＝該土地所有權
人權利變換後實際分配之權利範
圍×(該土地所有權人權利變換前
各該歷次原地價年月之公告土地
現值總額 / 該土地所有權人權利
變換前之公告土地現值總額加總)
3.權利變換後地籍整理時因土地使
用分區不同或其他原因無法合併
成一宗仍為數宗者，第一目歷次
原 地 價 單價 需 再乘 以 下列 計 算
式：
同一權利變換計畫實施地區土地
總面積×(權利變換後該宗土地公
告土地現值總額 / 權利變換後各
宗土地公告土地現值總額加總) /
權利變換後該宗土地面積
（三）權利變換關係人以權利變換計畫發
布實施日為其權利變換後原地價
年月，並以權利變換計畫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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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其權利變
換後原地價單價。
（四）都市更新條例第三十條規定之折價
抵付共同負擔土地以權利變換計
畫發布實施日為其權利變換後原
地價年月，並以權利變換計畫發布
實施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其權
利變換後原地價單價。
（五）權利變換前土地有成立二個以上之
信託關係者，其權利變換後之原地
價應按權利變換前各個委託人之
原地價分別改算。
四、申報地價：
（一）各土地所有權人之申報地價單價＝
權利變換前該土地所有權人各宗
土地申報地價總額加總 / 權利變
換前該土地所有權人各宗土地面
積加總
（二）都市更新條例第三十條規定之七項
共同負擔土地之申報地價單價＝
權利變換後毗鄰共同負擔土地各
宗土地申報地價總額加總 / 權利
變換後毗鄰共同負擔土地各宗土
地面積加總
（三）權利變換關係人之申報地價單價＝
權利變換前權利變換關係人所屬
土地所有權人對應各該宗土地申
報地價總額加總 / 權利變換前權
利變換關係人所屬土地所有權人
對應各該宗土地面積加總
五、都市更新事業實施者應提供經都市更新主
管機關核定之下列資料予地政機關：
（一）各土地所有權人權利變換後應分配
之土地及建築物權利價值總額。
（二）各土地所有權人權利變換後實際分
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權利價值總額。
（三）權利變換前權利變換關係人所屬土
地所有權人對應各該宗土地申報
地價總額加總。
（四）權利變換前權利變換關係人所屬土
地所有權人對應各該宗土地面積
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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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
典權申報現值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68 年 4 月 25 日台內地字第 2949 號函訂
定
中華民國 68 年 4 月 25 日台財稅字第 32667 號函訂
定
中華民國 81 年 8 月 26 日台內地字第 8188194 號函
修正
中華民國 81 年 8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811673935 號
函修正
中華民國 95 年 2 月 3 日台內地字第 0950008511 號
令修正第 1 點、第 7 點
中華民國 95 年 2 月 3 日台財稅字第 09504509310
號令修正第 1 點、第 7 點
中華民國 96 年 3 月 15 日台內地字第 0960040178
號令修正第 8 點
中華民國 96 年 3 月 15 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15820
號令修正第 8 點
中華民國 102 年 11 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1020335655
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 102 年 11 月 7 日台財稅字第 10204664260
號令修正

一、為聯繫地政、稅捐稽徵機關，辦理土地所
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申報現值作業，特訂
定本要點。
二、土地所有權移轉（不包括繼承、法院拍賣
及政府徵收）或設定典權時，權利人及義
務人應於訂定契約之日起三十日內，填具
土地增值稅（土地現值）申報書（用紙由
稅捐稽徵機關免費提供），並檢附契約影本
及有關文件，共同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土
地移轉現值；但依規定得由權利人單獨申
請登記者，權利人得單獨申報其移轉現
值。其為贈與移轉或有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五條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依法另向
稅捐稽徵機關申報贈與稅。
三、稅捐稽徵機關受理申報時，應於申報書加
蓋收件之章註明收件日期文號或黏貼收件
貼紙，並製給收件收據。
四、稅捐稽徵機關受理申報後，應依土地稅法
第三十條及第三十條之一（平均地權條例
第四十七條之一及第四十七條之二）規
定，審核申報移轉現值，並依下列規定辦
理：

（一）申報現值經審核低於公告土地現值
者，應於五日內將申報書移送直轄
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依平均地權
條例施行細則第四十三條第一項
及第三項規定處理。
（二）申報現值經審核不低於公告土地現
值，或雖低於公告土地現值，但經
核定不照價收買者，應於收件之日
起或收到地政機關通知不照價收
買之日起依土地稅法第四十九條
第二項規定之期限，查明有無欠稅
費（包括地價稅、田賦及工程受益
費），並核發土地增值稅繳款書、
免稅或不課徵證明書，送達納稅義
務人或代理人。
（三）經查無欠稅費者，應於土地增值稅
繳款書、免稅或不課徵證明書上加
蓋「截至○年○月○日無欠繳地價
稅、田賦及工程受益費」戳記或註
明「地價稅無欠稅、工程受益費無
欠費」及「承辦人員職名章」；其
有欠稅費者，應加蓋「另有欠稅費」
戳記或註明「地價稅有（無）欠稅、
工程受益費有（無）欠費」，連同
所有欠稅費繳款書一併送達納稅
義務人或代理人。
（四）依當事人申報應課徵贈與稅者，不
論有無欠稅費，均應於土地增值稅
繳款書、免稅或不課徵證明書上註
明「另有贈與稅」。
五、移轉或設定典權之土地如有欠稅費者，納
稅義務人於繳清欠稅費後，應將繳稅收據
送稅捐稽徵機關，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對無
誤後，在土地增值稅繳款書、免稅或不課
徵證明書上加蓋「截至○年○月○日欠繳
地價稅、田賦及工程受益費已完納」戳記
及「承辦人員職名章」。
六、土地增值稅繳款書、免稅或不課徵證明書
，應註明申報書收件日期文號，以供地政
機關受理登記案件時核對。地政機關於登
記時發現該土地公告現值、原規定地價或
前次移轉現值有錯誤者，應立即移送主管
稽徵機關更正重核土地增值稅。
七、稅捐稽徵機關於審核現值確定後，應將申
報書第一聯及第二聯送地政機關，於辦理
土地登記時，作為核對承受人及權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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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並建立前次移轉現值資料。地政機
關於辦竣登記後，應將申報書第二聯送回
稅捐稽徵機關釐正稅籍。
已利用地籍、地價異動媒體傳輸轉檔釐正
稅籍或利用媒體傳輸申報書檔之直轄市或
縣（市）
，經地政機關、稅捐稽徵機關協商
後，得免依前項規定送申報書。
八、納稅義務人於繳清土地增值稅後，應將土
地增值稅繳款書、免稅或不課徵證明書之
辦理產權登記聯粘貼於契約書副本上，併
同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或設定典權登記申
請書及有關文件，向地政機關申請登記；
其有贈與稅者，並應檢附贈與稅繳清證明
書或贈與稅免稅證明書或不計入贈與總額
證明書或同意移轉證明書。
九、稅捐稽徵機關於每一期田賦或地價稅或工
程受益費開徵日期確定後，應將開徵日期
函知地政機關。地政機關受理登記案件
時，如有新一期田賦或地價稅或工程受益
費業已開徵者，應通知當事人補送繳納稅
費收據。
十、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經向稅捐稽
徵機關申報現值後，如有申請撤銷者，應
由雙方當事人敘明理由並檢附有關文件以
書面向稅捐稽徵機關提出之。但依規定由
權利人單獨申報移轉現值者，得由權利人
依上述規定單獨申請撤銷。
十一、土地增值稅逾期未繳之滯欠案件，稅捐
稽徵機關除依土地稅法施行細則第六十
條規定辦理外，並應查明是否已辦竣所
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登記。如已辦竣登
記，應函請地政機關將土地增值稅繳納
收據影本送稅捐稽徵機關查處。
十二、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等資料，如
有缺漏時，應函請地政機關查復。
十三、地政機關辦理土地分割、合併及其他異
動事項時，應於登記完畢後十日內，將
土地分割（合併）分算地價表及有關異
動事項通報稅捐稽徵機關；其因重劃、
重測等，應於公告確定後三十日內編造
對照清冊、公告土地現值表及重劃後土
地地價清冊送稅捐稽徵機關。
十四、為加強便民服務，縮短處理申報案件作
業時間，地政、稅捐稽徵機關應密切配
合聯繫，對彼此查對有關資料，手續應

力求迅捷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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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申報地價補充要點
中華民國 77 年 12 月 15 日台內地字第 661729 號函
訂定

一、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因地政機關
之疏失致土地所有權人未申報地價者，應
准予補辦申報地價。
二、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申報地價人
應以申報地價期間內土地登記簿所載之土
地所有權人為準。
三、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祭祀公業部
分管理人死亡而未改選新管理人前，應由
現存之管理人申報地價。
四、申報地價經四捨五入後，未達公告地價百
分之八十者，得申報至角位。
五、重新規定地價時，農地重劃區內抵費地及
零星集中地，得按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為
其申報地價。
六、土地所有權人依法完成申報地價法定程序
後，不得再申請更正其申報地價。所稱「法
定程序」，指土地所有權人申報地價完畢，
並經審核確定者。
七、地價申報書之公告地價填寫錯誤，致申報
地價發生錯誤時，應改正後通知土地所有
權人依當時法令規定重行申報地價，並溯
及原公告地價的日期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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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地權條例第二十二條有關依法限制建築、依法不能建築之界定作業原則 D‐26‐1

平均地權條例第二十二
條有關依法限制建築、
依法不能建築之界定作
業原則
中華民國 93 年 4 月 12 日台內地字第 0930069450
號令訂定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8 日台內地字第 0990071114
號令修正第 4 點

一、依法限制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指
依法令規定有明確期間禁止其作建築使用
仍作農業使用之土地。
前項法令包括平均地權條例第五十三條及
第五十九條、土地徵收條例第三十七條、
農地重劃條例第九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條例第八條、都市更新條例第二十四條及
三十三條、國民住宅條例第十條、獎勵民
間參與交通建設條例第十七條、促進民間
參與公共建設法第二十一條、都市計畫法
第八十一條、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第
六條及其他確有明文禁止建築使用之法
條。
二、依法不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指
依法令規定無明確期間禁止其作建築使
用，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土地。
前項法令包括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建築
法第四十七條、大眾捷運法第四十五條、
公路法第五十九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法第十四條及其他確有明文禁止建築使
用之法條。
三、建築物高度、強度、種類受到限制之土地
或地區，僅部分建築行為受限，不得視為
依法限制建築或依法不能建築之土地。
四、（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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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十一條、第十二條補充規定 D‐27‐1

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
第十一條、第十二條補
充規定
中華民國 77 年 12 月 5 日台內地字第 650328 號函
訂定
中華民國 81 年 1 月 10 日台內地字第 8177308 號函
修正

一、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十一條第一款所
稱「整平或填挖基地」
，係指建築基地本身
之整平或填挖而言，不包括地上舊有建築
物設施及其附屬設施與所種植花木等之拆
除整地。
二、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十一條第一款所
稱「舖築道路」，包括都市計畫道路之改
良。
三、私人或團體在填土改良前，以污泥處理劑
改良魚塭底污泥，強化建築基地之穩定
性，視為建築基地改良。
四、原土地所有權人所為之土地改良，不得以
承購人名義申請土地改良費用證明。
五、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土地改良驗證登記時，
其提出之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證明
書、建築師勘定結果之切結書或村里長開
具之證明書，應不得作為主管機關核定之
標準。
六、山坡地作為建築使用，依山坡地保育利用
條例規定所辦理之水土保持工程（例如植
生綠化工程、坡面噴漿工程等）或開挖整
地工程，經主管機關核准施工及完工有案
者，可依法核發土地改良費用證明。
七、土地所有權人自行辦理連接都市計畫道路
之綠地或綠帶之綠化，不屬「舖築道路」
。
八、土地上建築房屋之費用，非屬土地改良費
。
九、土地改良費用證明書應於申報土地移轉現
值前依法申請驗證核發，始得自徵收土地
增值稅時之漲價總數額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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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
第三十六條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78 年 1 月 9 日台內地字第 661680 號函訂
定

一、本條第一項所稱「公共設施尚未完竣」
，指
道路、自來水、排水系統、電力四項中任
何一項尚未建設完竣者即屬之。至其土地
究作何種用地使用不屬認定要件。
二、本條第二項所稱「計畫道路」，以寬度六公
尺以上（包括六公尺）之計畫道路為準，
與地籍是否分割無涉。
三、本條第三項所稱「公共設施完竣之範圍」，
在尚無細部計畫、都市計畫無街廓或都市
計畫街廓顯屬特殊地區之深度，得由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視實際情形劃定之。
四、本條第三項所稱「鄰接街廓」，應以依法發
布都市計畫（包括細部計畫）之街廓為準，
與地籍是否分割無涉。
五、已劃為公共設施完竣之地區，嗣後實施改
善或擴建公共設施之施工期間，不得改劃
為未完竣地區。惟於劃定「公共設施完竣
地區」時，該地區改善或擴建工程正在進
行中，應不予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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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錄及查詢收費辦法 D‐29‐1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
訊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
辦法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6 日台內地字第 1010203059
號令訂定，自 101 年 8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2 年 7 月 1 日台內地字第 1020236123
號令修正第 16 條、第 17 條條文

ௐ˘୧ 本辦法依平均地權條例第四十七條第
七項、地政士法第二十六條之一第五項及不
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第二十四條之一第六項
規定訂定之。
ௐ˟୧ 不動產買賣案件應由權利人申報登錄
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之實際資訊，權利人有
數人時，得會同申報或協議由一人申報。但
有下列情形之ㄧ者，權利人免予申報：
一、買賣案件委託地政士申請登記者，應由
地政士申報登錄。
二、買賣案件委由不動產經紀業（以下簡稱
經紀業）居間或代理成交而未委託地政
士申請登記者，應由經紀業申報登錄。
前項第一款買賣案件委由經紀業居間或代
理成交者，經紀業應提供不動產說明書相關資
料供地政士申報登錄，經紀業未提供者，應由
權利人提供；買賣案件未委由經紀業居間或代
理成交者，權利人應提供交易相關資料供地政
士申報登錄。
不動產租賃案件委由經紀業居間或代理成
交者，應由經紀業申報登錄。
起造人或建築業委託代銷之案件，應由經營
代銷業務之經紀業申報登錄。
第一項至第三項不動產成交案件由數經紀
業居間或代理者，應由權利人或承租人委託之
經紀業申報登錄。
ௐˬ୧ 買賣案件申報登錄成交實際資訊之類
別及內容如下：
一、交易標的：登記收件年字號、建物門牌、
不動產標示、交易筆棟數等資訊。
二、價格資訊：房地交易總價、土地交易總
價、建物交易總價、車位個數、車位類
別、車位總價、有無管理組織、交易日
期等資訊。

三、標的資訊：土地移轉面積、建物移轉面
積、使用分區或編定、建物現況格局等
資訊。
前項第二款交易總價如係土地與建物分別
計價者，應分別登錄；合併計價者，應登錄房
地交易總價。
ௐα୧ 租賃案件申報登錄成交實際資訊之類
別及內容如下：
一、交易標的：建物門牌、不動產標示、承
租人、交易筆棟數等資訊。
二、租金資訊：房地租金總額、土地租金總
額、建物租金總額、車位個數、車位類
別、車位租金總額、有無管理組織、交
易日期等資訊。
三、標的資訊：土地面積、建物面積、使用
分區或編定、租賃期間、總樓層數、交
易層次、建築完成年月、主要建材、主
要用途、建物現況格局、有無附屬傢俱
等資訊。
前項第二款租金總額如係土地與建物分別
計算者，應分別登錄；合併計算者，應登錄房
地租金總額。
ௐ̣୧ 委託代銷未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之案件，申報登錄成交實際資訊之類別及
內容如下：
一、交易標的：不動產標示、交易筆棟數、
建案名稱、買受人、起造人名稱、建造
執照核發日期及字號等資訊。
二、價格資訊：房地交易總價、土地交易總
價、建物交易總價、車位個數、車位類
別、車位總價、交易日期等資訊。
三、標的資訊：土地交易面積、建物交易面
積、使用分區或編定、總樓層數、交易
層次、主要建材、主要用途、建物格局
等資訊。
前項第二款交易總價如係土地與建物分別
計價者，應分別登錄；合併計價者，應登錄房
地交易總價。
ௐ̱୧ 前三條成交案件實際資訊之申報登
錄，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委任所
屬機關受理。
ௐ˛୧ 經紀業經營代銷業務者，受起造人或
建築業委託代銷並簽訂委託代銷契約後三十
日內，應檢附委託代銷契約相關書件，向代
銷經紀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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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有關機關、團體、個人、權利人、義務
申請備查；異動或終止委託代銷契約時，亦
人、地政士或經紀業不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現登錄之成交
ௐˣ୧ 權利人、地政士或經紀業，應於買賣
價格或租金有顯著異於市場正常交易價格或
完成移轉登記後三十日內，填具不動產成交
租金，或登錄資訊有不實之虞者，得對地政士
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向主管機關或使用電
或經紀業實施業務檢查，並查詢或取閱成交案
子憑證以網際網路方式申報登錄。
件有關文書。
權利人屆期未申報登錄，應依平均地權條例
第一項權利人確有申報不實，應依平均地權
第八十一條之二規定，於接獲逾期申報通知書
條例第八十一條之二規定，於接獲限期改正申
後十五日內申報登錄；屆期未申報登錄，應按
報通知書後十五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應按
次處罰並限期於十五日內申報登錄，至完成申
次處罰並限期於十五日內改正，至完成申報登
報登錄為止。
錄為止。
地政士或經紀業屆期未申報登錄，應分別依
第一項及第三項地政士或經紀業確有申報
地政士法第五十一條之一或不動產經紀業管
不實，應依地政士法第五十一條之一或不動產
理條例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規
經紀業管理條例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及
定，於接獲裁處書及限期申報通知書後十五日
第二項規定，於接獲裁處書及限期改正申報通
內申報登錄；屆期未申報登錄，應按次處罰並
知書後十五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應按次處
限期於十五日內申報登錄，至完成申報登錄為
罰並限期於十五日內改正，至完成申報登錄為
止。
止。
ௐ˝୧ 經紀業經營仲介業務者，應於簽訂租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理申
賃契約書後三十日內，填具不動產成交案件
報登錄之買賣案件實際資訊，經篩選去除顯
實際資訊申報書，向主管機關或使用電子憑
著異於市場正常交易價格及特殊交易之資訊
證以網際網路方式申報登錄。
並整理後，應以區段化、去識別化方式提供
前項經紀業屆期未申報登錄，應依不動產經
查詢，其提供查詢之資訊類別及內容如下：
紀業管理條例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一、交易標的：土地區段位置或建物區段門
二項規定，於接獲裁處書及限期申報通知書後
牌、交易筆棟數等資訊。
十五日內申報登錄；屆期未申報登錄，應按次
二、價格資訊：不動產交易總價、車位個數、
處罰並限期於十五日內申報登錄，至完成申報
車位類別、車位總價、有無管理組織、
登錄為止。
交易年月等資訊。
ௐȈ୧ 經紀業經營代銷業務者，對於起造人
三、標的資訊：土地移轉面積、建物移轉面
或建築業委託代銷之案件，應於委託代銷契
積、使用分區或編定、主要用途、主要
約屆滿或終止三十日內，填具不動產成交案
建材、建築完成年月、總樓層數、移轉
件實際資訊申報書，向主管機關或使用電子
層次、建物現況格局等資訊。
憑證以網際網路方式申報登錄。
ௐȈˬ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理經
前項經紀業屆期未申報登錄，應依不動產經
紀業申報登錄之租賃案件實際資訊，經篩選
紀業管理條例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去除顯著異於市場正常交易租金及特殊交易
二項規定，於接獲裁處書及限期申報通知書後
之資訊並整理後，應以區段化、去識別化方
十五日內申報登錄；屆期未申報登錄，應按次
式提供查詢，其提供查詢之資訊類別及內容
處罰並限期於十五日內申報登錄，至完成申報
如下:
登錄為止。
一、交易標的：土地區段位置或建物區段門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抽查
牌、交易筆棟數等資訊。
權利人、地政士或經紀業申報登錄成交案件
二、租金資訊：不動產租金總額、車位個數
實際資訊，得要求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提
、車位類別、車位租金總額、有無管理
示有關文書，或通知權利人、義務人、地政
組織、交易年月等資訊。
士或經紀業等陳述意見。
三、標的資訊：土地面積、建物面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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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或編定、主要用途、主要建材、建
築完成年月、總樓層數、交易層次、建
物現況格局、有無附屬傢俱等資訊。
ௐȈα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理經
紀業經營代銷業務者申報登錄未辦竣建物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案件實際資訊，經篩選去
除顯著異於市場正常交易價格及特殊交易之
資訊並整理後，應以區段化、去識別化方式
提供查詢，其提供查詢之資訊類別及內容如
下：
一、交易標的：土地區段位置或建物區段門
牌、交易筆棟數等資訊。
二、價格資訊：不動產交易總價、車位個數
、車位類別、車位總價、交易年月等資
訊。
三、標的資訊：土地交易面積、建物交易面
積、使用分區或編定、主要用途、主要
建材、總樓層數、交易層次、建物格局
等資訊。
ௐỊ̏୧ 前三條經篩選整理登錄之資訊，提
供查詢或利用之方式如下：
一、網路查詢。
二、以重製或複製方式提供。
前項第一款網路查詢，免收查詢費用。
ௐȈ̱୧ 申請重製或複製第十二條至第十四
條不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依內政部及所
屬機關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收取費用。但
經授權於網路下載一定範圍之資訊，免收費
用。
ௐȈ˛୧ 本辦法施行日期，由內政部定之。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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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୧ 地租之數額、種類、成色標準、繳付
日期與地點及其他有關事項，應於租約內訂
明；其以實物繳付需由承租人運送者，應計
中華民國 40 年 6 月 7 日總統制定公布全文 30 條；
程給費，由出租人負擔之。
刊總統府公報第 298 號
中華民國 43 年 12 月 9 日總統修正公布增訂第 27 ௐˣ୧ 承租人應按期繳付地租，出租人收受
時，應以檢定合格之量器或衡器為之。
條原第 27 條改為第 28 條，以下條文遞改之；刊
總統府公報第 556 號
ௐ˝୧ 承租人於約定主要作物生長季節改種
中華民國 72 年 12 月 23 日總統台統(一)義字第 7090
其他作物者，仍應以約定之主要作物繳租。
號令修正公布；刊總統府公報第 4233 號
但經出租人同意，得依當地當時市價折合現
中華民國 91 年 5 月 1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金或所種之其他作物繳付之。
09100095610 號令公布修正第 3、4、6 條
ௐȈ୧ 依照本條例及租約規定繳付之地租，
出租人無正當理由拒絕收受時，承租人得憑
ௐ˘୧ 耕地之租佃，依本條例之規定；本條
村里長及農會證明，送請鄉（鎮、市、區）
例未規定者，依土地法及其他法律之規定。
公所代收，限出租人於十日內領取，逾期得
ௐ˟୧ 耕地地租租額，不得超過主要作物正
由鄉（鎮、市、區）公所斟酌情形，照當地
產品全年收穫總量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原約
當時市價標售保管，其效力與提存同。
定地租超過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減為千分
ௐȈ˘୧ 耕地因災害或其他不可抗力致農作
之三百七十五；不及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
物歉收時，承租人得請求鄉（鎮、市、區）
不得增加。
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查勘歉收成數，議定減
前項所稱主要作物，係指依當地農業習慣種
租辦法，鄉（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
植最為普遍之作物，或實際輪植之作物；所稱
員會應於三日內辦理；必要時得報請直轄市
正產品，係指農作物之主要產品而為種植之目
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復勘決定之。
的者。
地方如普遍發生前項農作物歉收情事，鄉
ௐˬ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及鄉（鎮、市、
（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應即勘定
區）公所，應分別設立耕地租佃委員會。但
受災地區歉收成數，報請直轄市或縣（市） 政
鄉（鎮、市、區）公所轄區內地主、佃農戶
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議定減租辦法。
數過少時，得不設立，或由數鄉（鎮、市、
耕地因災歉致收穫量不及三成時，應予免
區）合併設立耕地租佃委員會。
租。
前項委員會佃農代表人數，不得少於地主與
ௐȈ˟୧ 承租人之農舍，原由出租人無條件
自耕農代表人數之總和；其組織規程由內政
供給者，本條例施行後，仍由承租人繼續使
部、直轄市政府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
用，出租人不得藉詞拒絕或收取報酬。
鄉（鎮、市、區）公所未設立耕地租佃委員
ௐȈˬ୧ 承租人對於承租耕地之特別改良得
會者，其有關租佃事項，由直轄市或縣（市）
自由為之，其特別改良事項及費用數額，應
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處理之。
以書面通知出租人，並於租佃契約終止返還
ௐα୧! 耕地主要作物正產品，全年收穫總量
耕地時，由出租人償還之。但以未失效能部
之標準，由各鄉（鎮、 市、區）公所耕地租
分之價值為限。
佃委員會，按照耕地等則評議報請直轄市或
前項所稱之耕地特別改良，係指於保持耕地
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評定後，報內
原有性質及效能外，以增加勞力資本之結果，
政部核備。
致增加耕地生產力或耕作便利者。
ௐ̣୧ 耕地租佃期間，不得少於六年；其原
ௐȈα୧ 出租人不得預收地租及收取押租。
約定租期超過六年者，依其原約定。
ௐỊ̏୧ 耕地出賣或出典時，承租人有優先
ௐ̱୧ 本條例施行後，耕地租約應一律以書
承受之權，出租人應將賣典條件以書面通知
面為之；租約之訂立、變更、終止或換訂，
承租人，承租人在十五日內未以書面表示承
應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申請登記。
受者，視為放棄。
前項登記辦法，由內政部、直轄市政府擬
出租人因無人承買或受典而再行貶價出賣
訂，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或出典時，仍應照前項規定辦理。出租人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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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規定而與第三人訂立契約者，其契約不
得對抗承租人。
ௐȈ̱୧ 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不得將耕地
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
承租人違反前項規定時，原訂租約無效，
得由出租人收回自行耕種或另行出租。
承租人因服兵役致耕作勞力減少，而將承
租耕地全部或一部託人代耕者，不視為轉租。
ௐȈ˛୧ 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非
有左列情形之一不得終止：
一、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時。
二、承租人放棄耕作權時。
三、地租積欠達兩年之總額時。
四、非因不可抗力繼續一年不為耕作時。
五、經依法編定或變更為非耕地使用時。
依前項第五款規定，終止租約時，除法律另
有規定外，出租人應給予承租人左列補償：
一、承租人改良土地所支付之費用。但以未
失效能部分之價值為限。
二、尚未收穫農作物之價額。
三、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減除土
地增值稅後餘額三分之一。
ௐȈˣ୧ 耕地租約之終止，應於收益季節後
次期作業開始前為之。但當地有特殊習慣
者，依其習慣。
ௐȈ˝୧ 耕地租約期滿時，有左列情形之一
者，出租人不得收回自耕：
一、出租人不能自任耕作者。
二、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
三、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
生活依據者。
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得收回
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不
受前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出租人依前項規定收回耕地時，準用第十七
條第二項規定補償承租人。
（註：本項已於 95
年 7 月 9 日起停止適用）
出租人不能維持其一家生活而有第一項第
三款情事時，得申請鄉（鎮、市、區）公所耕
地租佃委員會予以調處。
ௐ˟Ȉ୧ 耕地租約於租期屆滿時，除出租人
依本條例收回自耕外，如承租人願繼續承租
者，應續訂租約。
ௐ˟Ȉ˘୧ 出租人以強暴、脅迫方法強迫承
租人放棄耕作權利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
ௐ˟Ȉ˟୧ 出租人有左列情形之一者，處一

年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一、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終止租約者。
二、違反第十九條規定收回自耕者。
三、違反第二十條規定拒絕續訂租約者。
ௐ˟Ȉˬ୧! 出租人有左列情事之一者，應拘
役或科四百元以上四千元以下罰金：
一、違反第二條規定超收地租者。
二、違反第十四條規定預收地租或收取押租
者。
ௐ˟Ȉα୧ 承租人違反第十六條第一項規定
者，處拘役或科四百元以上四千元以下罰金。
ௐ˟Ị̏୧ 在耕地租期屆滿前，出租人縱將
其所有權讓典與第三人，其租佃契約對於受
讓受典人仍繼續有效，受讓受典人應會同原
承租人申請為租約變更之登記。
ௐ˟Ȉ̱୧ 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
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鎮、市、區）公所
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不成立者，應由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
不服調處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
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機關，司法機關應
即迅予處理。並免收裁判費用。
前項爭議案件非經調解、調處，不得起訴；
經調解、調處成立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給予書面證書。
ௐ˟Ȉ˛୧ 前條爭議案件，經調解或調處成
立者，當事人之一方不履行其義務時，他造
當事人得逕向該管司法機關聲請強制執行，
並免收執行費用。
ௐ˟Ȉˣ୧ 本條例之規定，於永佃權之耕地
準用之。
ௐ˟Ȉ˝୧ 耕地依農業發展條例規定經營
者，從其規定。
ௐˬȈ୧ 本條例之施行區域，由行政院以命
令定之。
ௐˬȈ˘୧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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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情形，
而承租人不因出租人收回耕地，失
其家庭生活依據，准由出租人收回
中華民國 73 年 10 月 6 日台內地字第 26287 號函訂
自耕。
定
中華民國 91 年 6 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0910066221 五、耕地租約期滿，出租人未申請終止租約，
而承租人申請繼續承租，並有繼續耕作之
號令修正第 2 點、第 3 點、第 10 點、第 11 點、
第 15 點、第 16 點
事實者，應准續訂租約。
六、耕地租約期滿，承租人未申請繼續承租，
一、耕地租約之清理，除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
而出租人申請終止租約者，依左列規定處
例、省（市）耕地租約登記辦法外，依本
理：
要點行之。
（一）出租人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十
二、為清理已登記之耕地租約，鄉（鎮、市、
九條第一項第一款情形者，准予辦
區）公所辦理租約登記前，應查明租佃關
理終止租約登記。
係是否存在，及其出租人、承租人、租佃
（二）出租人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十
土地標示等各項情形，以為清理租約之參
九條第一項第一款情形者，鄉（鎮、
考。
市、區）公所應以書面通知承租人
三、耕地租約之訂立、續訂、變更、終止、註
於十日內 以書面表 示是否 願意 續
銷或更正，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申請登
租，如承租人於限期內表示願繼續
記，當事人一方不會同他方申請時，得由
承租，並 經查明其 有耕作 之事 實
他方陳明理由，單獨申請登記。
者，應准續訂租約；承租人逾期不
鄉（鎮、市、區）公所受理由當事人之一
為表示， 而又無繼 續耕作 之事 實
方單獨申請登記時，應通知他方於接到通
者，視為不願續訂租約，准予辦理
知後二十日內提出書面意見，逾期未提出
終止租約登記。
者，視為同意。
七、出租人、承租人依本要點第四、五、六點
前項登記係依確定判決、訴訟上之和解或
規定申請終止或續訂租約登記時，應於耕
調解成立、耕地租佃委員會之調解或調處
地租約期滿翌日起四十五日內為之。
成立而為者，免再通知他方。
出租人、承租人於前項期間內，均未提出
四、耕地租約期滿，出租人申請終止租約，而
申請時，鄉（鎮、 市、區）公所應逕為辦
承租人申請繼續承租時，依左列規定處理：
理租約註銷登記，將登記結果公告三十
（一）承租人仍繼續耕作，而出租人有耕
日，並以書面通知出租人、承租人。
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十九條第一項 八、耕地租約期滿出租耕地為祭祀公業、神明
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准承租人續訂
會、法人等及其他非自然人所有者，不得
租約。
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十九條規定申請
（二）出租人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十
收回自耕。但耕地租約如有同條例第十七
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情形，
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或承租人表示不
承租人因出租人收回耕地致失其家
願繼續承租者，准予辦理終止租約登記。
庭生活依據者，由鄉（鎮、市、區） 九、耕地租約有左列情形之一，出租人、承租
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依申請予以調
人申請終止租約，經查明屬實者，准予辦
處。
理租約終止或註銷登記。
（三）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
（一）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時。
且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十九條
（二）承租人放棄耕作權（承租權）時。
第一項第 一款、第 三款情 形之 一
（三）承租人積欠地租達兩年之總額，經
者，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
出租人依民法第四百四十條第一項
地段內之耕地自耕，不受同條項第
規定催告，仍未依限期支付者。
二款規定限制。
（四）承租人非因不可抗力繼續一年不為
（四）出租人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十
耕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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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租耕地全部經依法編定或變更為
非耕地使用時。
（六）出租耕地全部經出租人收回者。
（七）承租人將承租耕地轉租於他人者。
十、耕地租約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租
約變更登記：
（一）出租人將耕地之一部或全部轉讓或
出典與第三人者。
（二）出租人死亡，由繼承人繼承者。
（三）承租人死亡，由繼承人繼承承租權
者。
（四）耕地之一部已由出租人收回者。
（五）耕地已分戶分耕者。
（六）耕地經分割、合併或其他標示變更
者。
（七）耕地之一部已由承租人承買或承典
者。
（八）耕地之一部滅失者。
（九）耕地之一部變更為非耕地使用者。
（十）耕地因實施土地重劃、地籍圖重測
變動者。
（十一）耕地之一部經政府徵收或收購者。
（十二）其他租約內容變更之情事。
鄉（鎮、市、區）公所依前項第三款辦理
租約變更登記時，非現耕之繼承人未拋棄
其繼承權，亦不能按應繼分將耕地承租權
分歸現耕繼承人繼承時，可由現耕繼承人
具結辦理租約變更登記。
耕地租約經查明有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而出租人、承租人未於六個月內申請登記
者，鄉（鎮、市、區）公所應即通知出租
人、承租人於二十日內申請租約變更登
記，逾期未申請者，由鄉（鎮、市、區）
公所逕為租約變更登記，將登記結果公告
三十日以書面通知雙方當事人。
十一、耕地租約經查明有下列情形之一，而出
租人、承租人未申請登記者，鄉（鎮、
市、區）公所應通知出、承租人。出租
人、承租人於接到通知後二十日內未提
出異議者，即逕為租約註銷登記，並將
登記結果以書面通知雙方當事人。
（一）耕地全部經政府徵收或收購者。
（二）耕地全部經承租人承買或承典者。
（三）耕地已全部變更為公共設施或建築
使用者。
（四）耕地已全部滅失者。

（五）已無租佃事實者。
十二、耕地租約有左列各款情形之一者，鄉
（鎮、市、區）公所應即通知出租人、
承租人於三個月內會同辦理更正，或由
一方檢具證明文件單獨申請更正：
（一）租約上未詳載各筆租佃土地地號者。
（二）租約上所載租佃土地為一筆土地之部
分，無法確定其範圍者。
（三）其他租佃土地標示不明確之情形者。
耕地租約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如出租
人、承租人無法確定，或數承租人間有
所爭議時，應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勘測，
以確定租佃土地標示，並申請更正登記。
十三、依本要點清理租約所為之公告地點如左：
（一）土地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
公告欄。
（二）土地所在地村、里辦公處公告欄。
十四、因清理租約所為耕地租約之訂立、續訂、
變更、終止、註銷或更正登記，出租人、
承租人間發生爭議時，依耕地三七五減
租條例第二十六條規定處理。但鄉（鎮、
市、區）公所就同條例第十九條所為耕
地准否收回自耕之核定與調處，當事人
如有不服，得依訴願法規定提起訴願。
十五、依本要點清理租約，鄉（鎮、市、區）
公所使用之租約登記簿格式，應由內政
部或直轄市政府予以修訂，以利租約管
理。鄉（鎮、市、區）公所於清理租約
時，除保存原租約登記簿外，應將原租
約登記簿有效部分，轉載於新租約登記
簿上，俾便辦理各項租約登記。
十六、依本要點清理租約之清理計畫及清理、
登記所需各項書、表格式，由內政部或
直轄市政府訂定之。
十七、各鄉（鎮、市、區）公所依本要點清理
租約所應辦理事項，於未設置區公所之
省轄市，由市政府辦理之。

臺灣省耕地租約登記辦法

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
中華民國 89 年 4 月 26 日台內地字第 8976563 號令
訂定
中華民國 102 年 11 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1020336778
號令修正第 3 條、第 12-1 條

權
類

與第三人者。
二、出租人死亡，由繼承人繼承其出租耕地
者。
三、承租人死亡，由現耕繼承人繼承承租權
者。
四、出租人收回耕地之一部者。
五、承租人承買或承典耕地之一部者。
六、承租人分戶分耕耕地者。
七、耕地經分割、合併或其他標示變更者。
八、耕地之一部滅失者。
九、耕地之一部經依法編定或變更為非耕地
使用者。
十、耕地之一部經政府機關徵收者。
十一、承租人放棄其耕作權之一部者。
十二、其他租約內容變更之情形。
耕地租約如經鄉（鎮、市、區）公所查
明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出租人、承租
人 未於 六個 月內申 請租 約變 更登 記
者，鄉（鎮、市、區）公所應通知出租
人、承租人於接到通知之日起二十日內
申請租約變更登記，逾期未申請者，由
該管鄉（鎮、市、區）公所逕行登記，
並通知出租人及承租人。
ௐ̣୧ 申請租約變更登記者，應填具申請
書，提出原租約外，並依下列規定檢具證明
文件：
一、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五
款、第七款、第八款或第十款申請者，
應檢具土地登記簿謄本一份。
二、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申請者，應由現耕
繼承人檢具現耕切結書、繼承系統表、
非現耕繼承人繼承權拋棄證明文件、承
租人死亡時之戶籍謄本及繼承人戶籍謄
本各一份。
三、依前條第一項第四款或第九款申請者，
應檢具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一份。
四、依前條第一項第六款申請者，應檢具分
戶分耕契約書、分耕位置圖、土地登記
簿謄本、地籍圖謄本、承租人戶口名簿
及自任耕作切結書各一份。
五、依前條第一項第十一款申請者，應檢具
承租人部分耕作權放棄書一份、地籍圖
謄本及租佃位置圖各三份。
六、依前條第一項第十二款申請者，應檢具
有關證明文件一份。
前項第二款規定之繼承權拋棄證明文件，於

地

ௐ˘୧ 本辦法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以下
簡稱本條例）第六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耕地租約之訂立、變更、終止或換訂
登記，應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於登記原因發
生日起三十日內，向當地鄉（鎮、市、區）
公所申請。
前項租約登記，出租人或承租人不會同申請
時，得由一方敘明理由，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單獨申請登記，除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得逕行
登記外，鄉（鎮、市、區）公所應通知他方
於接到通知之日起二十日內提出書面意見，
逾期未提出者，由該管鄉（鎮、市、區）公
所逕行登記：
一、經判決確定者。
二、經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立者。
三、經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或調處成立者。
四、出租人死亡，其繼承人辦竣繼承登記者。
五、耕地經逕為標示變更登記者。
六、耕地之一部經政府機關徵收，並辦竣所
有權登記者。
前項受通知之他方提出異議，且其異議屬耕
地租佃爭議者，依本條例第二十六條規定處
理。
ௐˬ୧ 申請耕地租約訂立或換訂登記者，應
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列證明文件：
一、租約正本二份、副本一份。
二、承租人自任耕作切結書一份。
三、土地登記簿謄本一份。
四、出租人及承租人之戶口名簿或國民身分
證影本一份。
五、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一份。
前項第五款所附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應
以證明符合農業發展條例第三條第十一款規
定之耕地為限。
承租一宗耕地之一部者，並應提出地籍圖謄
本及承租位置圖一式三份。
ௐα୧ 耕地租約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申請
租約變更登記：
一、出租人將耕地之一部或全部轉讓或出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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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耕繼承人與非現耕繼承人共同繼承，而該非
現耕繼承人未拋棄繼承權，且未能按應繼分將
耕地承租權分歸現耕繼承人繼承時，得由現耕
繼承人檢具非現耕繼承人出具之同意書辦
理；非現耕繼承人未能出具同意書時，得由現
耕繼承人出具切結書，具結如其他繼承人將來
對該承租權之繼承有所爭議時，願負法律責任
後辦理。
ௐ̱୧ 依本條例第十七條第一項各款終止租
約者，應為租約終止之登記。
申請租約終止登記者，應填具申請書，提出
原租約外，並依下列規定，檢具證明文件：
一、依本條例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申請
者，應檢具承租人死亡時無繼承人之戶
籍謄本一份。
二、依本條例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
者，應檢具承租人耕作權放棄書一份。
三、依本條例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申請
者，應檢具欠租催告書、逾期不繳地租
終止租約通知書及送達證明文件各一
份，或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處成立
證明文件，或法院確定判決書一份。
四、依本條例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申請
者，應檢具承租人非因不可抗力繼續一
年不為耕作之證明一份。
五、依本條例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申請
者，應檢具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終止
租約意思表示送達證明文件、土地登記
簿謄本及與當事人達成協議補償或向
法院提存補償之證明文件各一份。
ௐ˛୧ 耕地租約租期屆滿，除出租人依本條
例收回自耕外，如承租人願繼續承租，並有
繼續耕作之事實者，應申請租約續訂登記。
ௐˣ୧ 申請租約續訂登記者，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具原租約。
ௐ˝୧ 鄉（鎮、市、區）公所辦理耕地租約
登記，免收費用。
ௐȈ୧ 鄉（鎮、市、區）公所受理耕地租約
登記之申請，應於受理日起十日內審查完
竣，將審查及登記結果通知雙方當事人，並
報請縣（市）政府備查。
前項登記應登載於登記簿，並依下列規定辦
理後，將租約發還申請人：
一、租約訂立或換訂登記，應在租約加蓋鄉
（鎮、市、區）公所印信。
二、租約變更登記，應在原租約後加貼附表，

將變更內容予以註記。
三、租約終止登記，應在租約加蓋終止之戳
記。
四、租約續訂登記，應在租約加蓋續訂之戳
記。
ௐȈ˘୧ 耕地租約經依法終止、出租耕地經
政府全部徵收並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出租
人收回自耕、承租人受讓全部出租耕地、租
佃關係消滅或耕地全部滅失並辦竣滅失登記
者，由鄉（鎮、市、區）公所將租約登記簿
租約登記事項予以註銷，報請縣（市）政府
備查。
ௐȈ˟୧ 本辦法所需之書表格式，由內政部
定之。
ௐȈ˟୧̝˘ 依本辦法規定應檢附資料，得
以電腦查詢者，申請人免予提出。
ௐȈˬ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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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及鄉（鎮、
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
員會組織規程
中華民國 89 年 6 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8972843 號函
訂定
中華民國 98 年 10 月 12 日台內地字第 09801818953
號令修正發布第 6 條、第 24 條條文

權
類

長遴聘公正之人士擔任：
一、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為縣（市）
政府地政科（局）長及農會理事長。鄉
（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為
鄉（鎮、市、區）長及農會理事長或（區）
農會辦事處主任。
二、佃農委員五人。
三、自耕農委員二人。
四、地主委員二人。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委員，其身分變更、
因故不能擔任或不適任時，應重新遴聘，補足
原任委員任期。
ௐα୧ 各級租佃委員會委員除當然委員外，
任期四年。
ௐ̣୧ 佃農委員、自耕農委員、地主委員之
身分規定如下：
一、佃農委員：承租私有耕地之佃農。
二、自耕農委員：耕作自有耕地之自耕農。
三、地主委員：自有耕地出租他人耕作之地
主。
前項第一款佃農委員及第三款地主委員，以
訂有三七五租約之當事人為限。
ௐ̱୧!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不得遴聘為
各級租佃委員會委員：
一、現任軍公教人員。
二、現在學校肄業學生。
三、褫奪公權尚未復權。
四、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ௐ˛୧! 各級租佃委員會委員任期屆滿二個月
前，縣（市）長或鄉（鎮、市、區）長應完
成下一屆委員之遴聘手續，並將名冊一份報
請內政部或縣（市）政府備查。
ௐˣ୧! 佃農委員、自耕農委員、地主委員經
遴聘後，分別由縣（市）政府或鄉（鎮、市、
區）公所發給聘書。
ௐ˝୧! 各級租佃委員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
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分別由縣（市）政府
地政科（局）長或鄉（鎮、市、區）長召集
之，並擔任主席；鄉（鎮、市、區）公所租
佃委員會開會時得報請縣（市）政府派員列
席指導。
ௐȈ୧! 各級租佃委員會開會時，如縣（市）
政府地政科（局）長或鄉（鎮、市、區）長
因故不能出席，應由其指定委員一人為主席。
ௐȈ˘୧ 各級租佃委員會開會時，委員應親
自出席，不得委託代表出席。

地

ௐ˘୧! 本規程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三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各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
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以下簡稱各級租佃委
員會）掌理事項如下：
一、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
（一）關於三七五減租之輔導事項。
（二）關於鄉（鎮、市、區）公所耕地
租佃委員會評議之耕地主要作物
正產品全年收穫總量標準之評定
事項。
（三）關於復勘決定鄉（鎮、市、區）
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所報耕地歉
收成數事項。
（四）關於地方普遍發生災歉時，減免
地租辦法之議定事項。
（五）關於耕地租佃爭議之調處事項。
（六）關於內政部或縣（市）政府交辦
有關三七五減租之諮詢或調查事
項。
二、鄉（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
（一）關於推行三七五減租之宣傳及輔
導事項。
（二）關於耕地主要作物正產品全年收
穫總量標準之評議事項。
（三）關於查勘耕地災害歉收成數、議
定減免地租辦法及其轉報事項。
（四）關於耕地租佃爭議之調解、調處
事項。
（五）關於縣（市）政府及其耕地租佃
委員會交辦有關三七五減租之諮
詢或調查事項。
ௐˬ୧ 各級租佃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除
第一款人員為當然委員外，第二款至第四款
之委員，由縣（市）長或鄉（鎮、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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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權
類

ௐȈ˟୧ 各級租佃委員會開會，須有委員過
半數之出席。其議決，應以出席委員過半數
之同意為之。
ௐȈˬ୧ 各級租佃委員會委員對於有利害關
係之議案，應迴避之。
ௐȈα୧ 各級租佃委員會會議，應作成紀
錄，於會後五日內報請縣（市）政府備查；
當次會議有耕地租佃爭議之調解或調處者，
應作成調解或調處筆錄，連同會議紀錄報請
縣（市）政府備查，並應送達雙方當事人。
ௐỊ̏୧ 各級租佃委員會有關會務之決議事
項，由主席交付總幹事或幹事執行之。
ௐȈ̱୧ 各級租佃委員會文件、收發、款項
收支、公物保管，均應列冊登記，隨縣（市）
政府地政科（局）長兼當然委員或鄉（鎮、
市、區）長兼當然委員之交卸，辦理移交。
ௐȈ˛୧ 各級租佃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但出席會議得支領出席費，因公出差得按薦
任職公務員出差旅費之規定報支旅費。
ௐȈˣ୧ 各級租佃委員會置總幹事一人，幹
事一人至三人，分別由縣（市）政府地政科
（局）或鄉（鎮、市、區）公所就原有員額
中調派兼任，不另支薪。其服務成績優良者，
得報請內政部或縣（市）政府獎勵之。
ௐȈ˝୧ 各級租佃委員會總幹事、幹事應列
席會議，並陳述意見。
ௐ˟Ȉ୧ 各級租佃委員會所需經費，分別列
入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經
費預算內開支。
ௐ˟Ȉ˘୧! 各級租佃委員會日常會務，分別
由縣（市）政府地政科（局）長或鄉（鎮、
市、區）長兼當然委員負責處理。總幹事、
幹事分別受其直屬上級之指揮監督。
ௐ˟Ȉ˟୧! 各級租佃委員會對外行文，分別
以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名
義行之。
ௐ˟Ȉˬ୧! 各級租佃委員會委員及職員，對
各項決議及經辦事項在未對外發表前，應嚴
守秘密，不得洩漏。
ௐ˟Ȉα୧!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行。
本規程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十月十二日修正發
布之條文，自九十八年十一月二十三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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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事務所審查三七五租
約耕地出賣或出典案件與
鄉（鎮、市、區）公所檢
查連繫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89 年 2 月 3 日台內地字第 8964191 號函
訂定
中華民國 91 年 6 月 19 日台內地字第 0910071144
號函修正第 4 點規定之「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清
查表」

記申請書一份及造具訂立租約土地清冊一
式二份（如附件一）
，函送土地所在地地政
事務所收件並於十日內辦理註記。
六、三七五租約耕地辦理註記完畢後，如有終
止或註銷租約情事，致整筆土地已無三七
五租約，鄉（鎮、市、區）公所應於辦畢
二日內填具登記申請書一份及造具終止或
註銷租約土地清冊一式二份（如附件三），
函送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收件並辦理塗
銷註記。
七、地政事務所受理申請耕地出賣或出典案件
時，審查人員應查對土地登記簿有無三七
五租約註記，如無註記時，即依法辦理登
記。
八、已有註記「訂有三七五租約」之耕地，其
申請出賣或出典登記前，應經當地鄉（鎮、
市、區）公所查註承租人姓名並加蓋主辦
人職名章。
九、地政事務所受理鄉（鎮、市、區）公所有
關耕地三七五租約之註記或塗銷註記，免
收登記規費。
十、地政事務所辦理註記耕地三七五租約與鄉
（鎮、市、區）公所之聯繫情形，縣（市）
政府應定期督導。

地
權
類

一、為加速地政事務所對於三七五租約耕地出
賣或出典案件之審查，特訂定本要點。
二、在鄉（鎮、市、區）公所辦畢三七五租約
登記之耕地，地政事務所應於土地登記簿
予以註記。其屬共有土地出租者，應註記
出租人及其應有部分。
三、新訂立三七五租約之耕地，鄉（鎮、市、
區）公所應於辦畢租約登記二日內填具登
記申請書及造具訂立租約土地清冊一式二
份（如附件一）
，函送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
所收件，並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
事項欄內註記本筆土地訂有三七五租約。
四、鄉（鎮、市、區）公所應於本要點訂定後
每年定期清查一次或二次，就租約所載出
租人、土地標示、訂約面積等資料詳細填
註於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清查表（如附件
二）相關「原」欄內後，送由土地所在地
地政事務所於十日內逐筆核對土地標示及
出租人（土地所有權人、管理人或典權人）
資料後，將結果填註於上開清查表相關
「現」欄內（其標示及權屬未異動者，應
於備註欄註明「未異動」），並蓋章送回該
鄉（鎮、市、區）公所。
鄉（鎮、市、區）公所接到前項清查表，
應於一個月內將土地標示有異動者查明原
因（如土地分割、合併或重測、重劃等），
並通知出租人、承租人於二十日內申請租
約變更登記，逾期未申請者，由該鄉（鎮、
市、區）公所逕為租約變更登記，並以書
面通知雙方當事人。
五、鄉（鎮、市、區）公所應將第四點清查完
竣後之三七五租約土地，填具（土地）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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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訂立租約土地清冊
土地標示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地目

訂約面積
（公頃）

出租人

租約
字號

備註

地
權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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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縣
市

年

鄉市
鎮區

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清查表
出租人（所有權
訂約面積
人、管理人、典 清查 備註
（公頃）
權人）

土地標示

項目
租約
字號
段

小段 地號 地目

面積
（公頃）

原
現
原
現
原
現
原
現
原

地

現
蓋章

類

蓋章
註：1.欄位不敷使用者，得加頁或浮簽。
2.表內「清查」欄，就清查結果填註並依規定處理，若出租人及土地標示未異動者，即填註「未異動」。

權

鄉、鎮
公所主辦人員
市、區
地政事務所核對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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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終止
租約土地清冊
註銷
土地標示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地目

訂約面積
（公頃）

出租人

租約
字號

備註

地
權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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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處理平均地權保護
自耕農及重劃工程作業基
金貸款收回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4 年 3 月 29 日台內地字第 09400606922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94 年 7 月 25 日台內地字第 09400777012
號函修正第 1 點、第 9 點及第 10 點（原名稱為
「平均地權保護自耕農及重劃工程作業基金貸
款收回作業要點」）

分之十，逾期超過半年者按原核定利率百
分之二十加收違約金，並由土地銀行當地
分行會同有關地政人員負責催收，其逾二
期未攤還者及農路、水路工程費應繳現金
未繳納者，應訴請司法機關執行。
六、有關抵押權塗銷登記手續，由土地銀行逕
向地政機關辦理。
七、收回原貸款必要之手續費等費用，應由本
部依預算程序辦理。
八、逾期未償還貸款之催收及訴追所需費用，
依下列原則由本部及土地銀行分別負擔：
（一）訴訟程序前之催收費用，由土地銀
行自行負責。
（二）依法訴追所需費用，憑據按實繳金
額由本部負擔。
九、民國九十四年一月一日起貸款回收有關呆
帳部分之轉銷依審計法第五十八條規定辦
理。
十、土地銀行當地分行應將貸款收回情形，依
款項類別按月列表於每月十日前分別報請
本部中部辦公室及北部辦公室審核；並由
本部定期辦理抽查。

地
權
類

一、平均地權保護自耕農及重劃工程作業基金
自民國九十四年一月一日起裁撤，為使原
貸款收回作業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要點。
二、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理民國九十
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依據平均地權保
護自耕農及重劃工程作業基金收支保管及
運用作業要點貸款之收回，應立帳管理，
並就收回事宜委託臺灣土地銀行總行（以
下簡稱土地銀行）辦理。
三、原辦理保護自耕農業務及重劃工程作業之
貸款利率，年利率為百分之一．七三五，
並得視實際需要參照財政部地方建設基金
利率之變動機動調整。
四、縣（市）政府辦理農村社區更新或農地重
劃所需費用貸款，以現金或抵費地標售價
款繳還者，其作業應依下列規定處理：
（一）以現金繳還者，得於貸款期間一次
或分次繳還，次數不得超過五次；
每次繳還時，應於經收工程款七日
內送土地銀行當地分行，該行經收
後，逕行解繳國庫，並將繳款書函
送本部中部辦公室憑辦入帳。
（二）縣（市）政府標售抵費地之價款，
應於標售繳款截止日起十日內一次
繳還土地銀行當地分行，該行經收
後，逕行解繳國庫，並將繳款書函
送本部中部辦公室憑辦入帳。
原保護自耕農貸款戶分期攤還本息，以現
金繳還土地銀行當地分行，該行經收後，
逕行解繳國庫，並將繳款書函送本部北部
辦公室憑辦入帳。
五、借款戶逾期攤還本息者，除以原核貸利率
計息外，逾期在半年以內按原核定利率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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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權
類

耕地分割執行要點

耕地分割執行要點
中華民國 89 年 7 月 19 日台內地字第 8969684 號函
訂定
中華民國 89 年 12 月 13 日台內地字第 8962386 號
函修正第 5 點
中華民國 90 年 2 月 9 日台內地字 8918595 號函刪
除第 6 點
中華民國 93 年 3 月 30 日台內地字第 0930069318
號令修正第 3 點、第 4 點、第 5 點、第 6 點、第
7 點、第 8 點、第 9 點、第 10 點、第 11 點、第
12 點、第 13 點、第 14 點、第 15 點、第 16 點
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31 日台內地字第 0930072767
號令修正第 8 點
中華民國 101 年 11 月 12 日台內地字第 1010349333
號令修正發布第 11 點

權
類

依前項規定再辦理分割者，其土地總宗數
不得超過第一次合併分割前之宗數。
依前二項辦理合併分割後，如有任一宗耕
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者（含），不得再
依本條例第十六條規定辦理耕地分割。但
整宗土地移轉他人者，不在此限。
九、依本條例第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規定
申請分割、移轉、合併者，其毗鄰之二耕
地，應符合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二百二十
四條規定之要件，並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土地分割複丈時
，應由擬取得之毗鄰耕地所有權人
承諾取得分割後之土地，並與其原
有土地合併。
（二）地政事務所於核發土地分割複丈結
果通知書時，應於備註欄註明本案
土地之分割，係依本條例第十六條
第一項第一款前段之規定辦理，並
應與承受人之土地合併，始得辦理
登記。
（三）申請人得依土地分割複丈結果通知
書所列地號面積向稅捐稽徵機關申
報土地現值或申請不課徵土地增值
稅，申請人應就土地分割標示變更
登記、所有權移轉登記及土地合併
標示變更登記，併案向地政事務所
申辦。
十、本條例第十六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部分依
法變更為非耕地使用者，其依法變更部分
及共有分管之未變更部分，得為分割者，
係指共有耕地部分變更為非耕地使用，其
依法變更部分，得為分割；其餘未變更為
非耕地部分，如為共有分管者，得依共有
人之分管協議書，分割為單獨所有或維持
共有；其分割為單獨所有者，其分割後土
地宗數不得超過共有人人數，並應併案辦
理。
十一、依本條例第十六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
款規定申請分割之耕地，應分割為單獨
所有。但耕地之部分共有人協議就其應
有部分，仍維持共有者，不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辦理分割者，其分割後之耕
地不得有全體繼承人或全體共有人維持
共有之情形。但持憑法院之確定判決或
和解筆錄辦理分割者，不在此限。
十二、依本條例第十六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申

地

一、為基層地政機關執行耕地分割事宜，特訂
定本要點。
二、依農業發展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十
六條規定辦理耕地分割，除依本條例、本
條例施行細則、土地登記規則及地籍測量
實施規則之規定外，應依本要點規定辦理。
三、本要點適用範圍為本條例第三條第十一款
規定之耕地。
四、耕地之分割，應依本條例第十六條之規定，
如其未涉所有權移轉登記，無本條例第三
十一條之限制。
五、耕地之分割，除有本條例第十六條第一項
各款情形外，其分割後每人所有每宗耕地
面積應在○．二五公頃以上。
六、共有耕地如依共有人應有部分之比例，辦
理共有物分割，其分割後各人所取得之土
地價值與其分割前應有部分價值減少者，
其減少部分，應依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
第六十五條規定辦理。
七、依本條例第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規定
因購置毗鄰耕地而與其耕地合併者，得為
分割合併，係指因買賣、贈與、交換及共
有物分割之原因，必須分割毗鄰耕地與其
耕地合併者。
八、依本條例第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後段規
定，同一所有權人或共有人均相同之二宗
以上毗鄰耕地，申請分割合併，得申請先
分割後合併或先合併後分割，並均應併案
辦理，土地宗數不得增加；其分割合併後
耕地位次變更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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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分割之共有耕地，部分共有人於本條
例修正後，移轉持分土地，其分割後，
土地宗數未超過修正前共有人數者，得
申請分割。
十三、依本條例第十六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租佃雙方協議以分割耕地方式終止耕地
三七五租約時，其分割後之土地宗數不
得超過租佃雙方之人數。
十四、依本條例第十六條第一項第六款所稱非
農地重劃地區，變更為農水路使用者，
應先變更為道路用地或水利用地後，始
得辦理分割。
十五、已辦竣農地重劃之耕地，依本條例第十
六條規定辦理分割時，不受農地重劃條
例施行細則第三十四條有關最小坵塊土
地短邊十公尺之限制。但耕地合併分割
不得破壞已完成規劃之農水路系統。

地
權
類

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不動產物權許可辦法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
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
權許可辦法
行政院 91 年 8 月 8 日院臺內字第 0910040074 號函
核定
內政部 91 年 8 月 8 日台內地字第 0910071523 號令
發布
行政院 98 年 6 月 29 日院臺建字第 0980040208 號
函核定
內政部 98 年 6 月 30 日台內地字第 0980125283 號
令修正發布第 9、10、11、12、20 條條文；增訂
第 6-1 條條文；刪除第 8、18 條條文
行政院 99 年 6 月 7 日院臺建字第 0990028369 號函
核定
內政部 99 年 6 月 23 日台內地字第 0990120322 號
令修正發布第 4、6-1 條條文；增訂第 9-1 條條文

權
類

一、大陸地區人民。但現擔任大陸地區黨
務、軍事、行政或具政治性機關（構）、
團體之職務或為成員者，不得取得或設定
不動產物權。
二、經依本條例許可之大陸地區法人、團體
或其他機構。
三、經依公司法認許之陸資公司。
ௐ̣୧ 依本辦法所檢附大陸地區製作之文
書，應先經由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
託之民間團體予以驗證。
ௐ̱୧ 大陸地區人民取得、設定或移轉不動產
物權，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文件，向該
管直轄巿或縣（巿）政府申請審核：
一、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二、依前條規定經驗證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內政部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直轄巿或縣（巿）政府為前項之審核通過
後，應併同取得、設定或移轉不動產權利案
件簡報表，報請內政部許可。
ௐ̱୧̝˘ 大陸地區人民取得供住宅用不動
產所有權，於登記完畢後滿三年，始得移轉。
但因繼承、強制執行、徵收或法院之判決而
移轉者，不在此限。
取得前項供住宅用不動產，於登記完畢後
三年內，不得辦理土地權利移轉之預告登記。
ௐ˛୧ 大陸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
陸資公司，為供下列業務需要，得取得、設
定或移轉不動產物權：
一、業務人員居住之住宅。
二、從事工商業務經營之廠房、營業處所或
辦公場所。
三、其他因業務需要之處所。
依前項所定業務需要申請取得、設定或移轉
不動產物權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文
件，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政府申請審核：
一、第四條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之資格證明
文件。
二、依第五條規定經驗證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內政部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直轄巿或縣（巿）政府為前項之審核通過
後，應併同取得、設定或移轉不動產權利案件
簡報表，報請內政部許可。
ௐˣ୧ （刪除）
ௐ˝୧ 大陸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
陸資公司，從事有助於臺灣地區整體經濟或
農牧經營之投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後，得申請取得、設定或移轉不動產物
權。
依前項規定申請取得、設定或移轉不動產

地

ௐ˘୧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
關係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六十九條第
二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大陸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
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以下簡稱
陸資公司）申請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
轉不動產物權，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不予
許可：
一、依土地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之土
地。
二、依國家安全法及其施行細則所劃定公告
一定範圍之土地。
三、依要塞堡壘地帶法所劃定公告一定範圍
之土地。
四、各港口地帶，由港口主管機關會同國防
部及所在地地方政府所劃定一定範圍之
土地。
五、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應予
禁止取得之土地。
ௐˬ୧ 大陸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
構，或陸資公司申請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
或移轉不動產物權，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
不予許可：
一、影響國家重大建設者。
二、涉及土地壟斷投機或炒作者。
三、影響國土整體發展者。
四、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為足以
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者。
ௐα୧ 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為不動產登
記之權利主體：

E‐8‐1

E‐8‐2

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不動產物權許可辦法

地
權
類

物權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文件，
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政府申請審核：
一、第四條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之資格證明
文件。
二、依第五條規定經驗證之證明文件。
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之文件。
四、其他經內政部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直轄巿或縣（巿）政府為前項之審核通過
後，應併同取得、設定及移轉權利案件簡報
表，報請內政部許可。
第一項所稱整體經濟之投資，指下列各款
投資：
一、觀光旅館、觀光遊樂設施及體育場館之
開發或經營。
二、住宅及大樓之開發或經營。
三、工業廠房之開發或經營。
四、工業區及工商綜合區之開發或經營。
五、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投資
項目之開發或經營。
第一項所稱農牧經營之投資，指符合行政
院農業委員會公告之農業技術密集與資本
密集類目及標準之投資。
ௐ˝୧̝˘ 大陸地區人民來臺投資許可辦
法之投資人，從事該辦法之投資行為，應依
該辦法之規定，經經濟部許可後，始得申請
取得、設定或移轉不動產物權。
ௐȈ୧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申請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意時，其投資計畫涉及二以上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申請人應依其投
資事業之主要計畫案，向該管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申請；該管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無法判定者，由行政院指定之。
ௐȈ˘୧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視發展
現況及產業需求，訂定各類用地總量管制基
準，作為准駁之依據，並於核准後列冊管
理。
ௐȈ˟୧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第九
條第一項規定之申請案後，應函復申請人，
並函知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 (市 ) 政
府；未經核准者，應敘明理由函復申請人。
前項同意函之內容，應敘明下列事項：
一、申請案件經同意後，應依第九條第二項
規定之程序辦理。
二、申請取得之土地，其使用涉及環境影響
評估、水土保持、土地使用分區與用地變
更及土地開發者，仍應依相關法令規定
及程序辦理。
ௐȈˬ୧ 依第六條、第七條或第九條規定取
得、設定或移轉之不動產物權，內政部及直

轄巿或縣（巿）政府，應列冊管理。
ௐȈα୧ 內政部為第六條、第七條或第九條
規定之許可時，必要時得邀集有關機關審查
之。
內政部為第六條或第七條規定之許可
時， 得訂定一定金 額、一 定面積及總量管
制，作為准駁之依據。
ௐỊ̏୧ 依第六條、第七條或第九條規定取
得、設定或移轉不動產物權，應由申請人檢
附內政部許可文件及土地登記規則第三十
四條規定之文件，向不動產所在地之地政機
關辦理登記。
地政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
副知內政部及不動產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第九條所定案件登記結果，並
應副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ௐȈ̱୧ 大陸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或陸資公司依第九條規定取得或設定不動
產物權，應依核定之投資計畫期限及用途使
用；其因故未能依核定期限使用者，應敘明
原因，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同意展
期。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稽查其取
得、設定不動產物權後之使用情形，並依下
列方式處理：
一、未依核定期限使用者，應通知內政部廢
止其許可，並由內政部通知直轄市、縣
（市）政府限期令其於二年內出售。
二、與核准計畫用途使用情形不符之情事
者，應予制止，通知內政部廢止其許可，
並由內政部通知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限期令其於一年內出售。
三、有違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法令規定
之使用者，應予制止，通知內政部廢止
其許可，並由內政部通知直轄市、縣（市）
政府限期令其於六個月內出售。
ௐȈ˛୧ 屆期未依前條第二項規定出售之
不動產物權，由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逕為標售，所得價款發還原權利
人；其土地上有改良物者，得併同標售。
前項標售之處理程序、價款計算、異議處理及其
他應遵行事項，準用依土地法第二十條第四項
所定之標售辦法辦理。
ௐȈˣ୧ （刪除）
ௐȈ˝୧ 本辦法所定申請書、表格式，由內
政部定之。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本辦法修正條文施行日期，由內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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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大陸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陸資公司）取得設定或移轉不動產物權申請書

段

小段

地號

面
公頃

積
平方公尺

權利範圍

類

鄉鎮市區

權

(一)土地資料：

地

一、受理機關：___________市、縣（市）政府
二、投資事業類別：_________________（非屬投資者免填）
三、申請人基本資料：
(一)姓名（或公司名稱）：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負責人：
（中文）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非法人、團體或公司者免填）
(三)大陸地區戶籍或第三地區地址（□請填寫郵遞區號碼）
：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在臺灣地區之住所或設立之機構或辦事處所在地（□請填寫郵遞區號碼）
：（無者免填）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1.身分證明文件及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公司登記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法人、團體或公司者免填）
3.主管機關認許（可）文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六)申請代理人：
1.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
2.證明文件或護照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
5.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
6.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文件送達地址（□請填寫郵遞區號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取得（設定或移轉）目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計畫核定限期使用日期：____________；投資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非投資者
免填）
六、申請取得（設定）不動產基本資料：（筆數過多者，得附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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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物資料：
建物坐落
建號

鄉鎮
市區

門
牌
面積（平 權利
鄉鎮
段 小段 地號
街路段 巷弄
號數 方公尺） 範圍
市區

七、檢附文件：（有檢附下列文件者，請於□內打「v」）
□（一）資格證明文件。
□（二）經驗證之證明文件。
□（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文件（非屬投資者免檢附）
。
□（四）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五）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土地屬非都市土地者或非屬投資者，免檢附）。
□（六）其他經內政部規定應提出之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取得設定或移轉不動產（包含土地及建物）權利價值：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備註：
本申請書得向不動產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洽取或網路下載。
本申請書製作一式二份，經申請人簽名蓋章後併各項文件向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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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地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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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大陸地區人民取得、設定或移轉不動產物權辦理流程表

地
權
類

外國人在我國取得土地權利作業要點

外國人在我國取得土地權
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77 年 11 月 23 日台內地字第 650218 號函
訂定
中華民國 78 年 2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673803 號函
修正第 1 點
中華民國 90 年 4 月 25 日台內地字第 9076530 號令
修正第 3 點
中華民國 90 年 11 月 15 日台內地字第 9070292 號
令修正第 1 點、第 3 點、第 4 點、第 5 點、第 7
點、第 8 點、第 9 點、第 11 點
中華民國 96 年 2 月 26 日台內地字第 0960022544
號令修正第 11 點附件
中華民國 98 年 3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0980051441
號令修正第 11 點附件

ௐ̣ᕇ! （刪除）
ௐ̱ᕇ 外國人得否承受法院拍賣之工業用地
，於有具體訴訟事件時，由法院依法認定之。
ௐ˛ᕇ 外國人國籍之認定，依涉外民事法律
適用法規定。
ௐˣᕇ 外國人處分其在我國不動產，仍應審
查其有無行為能力。
人之行為能力依其本國法。外國人依其本國
法無行為能力或僅有限制行為能力，而依中華
民國法律有行為能力者，就其在中華民國之法
律行為，視為有行為能力。
未成年外國人處分其在我國不動產，應依民
法規定，由法定代理人代為或代受意思表示，
或應得法定代理人允許或承認。
ௐ˝ᕇ 外國人申請設定土地權利案件，無須
依土地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辦理。
ௐȈᕇ 外國銀行因行使債權拍賣承受土地權
利，其取得與嗣後處分仍應依土地法第 20 條
規定辦理。
ௐȈ˘ᕇ 外國人取得或移轉土地權利案件簡
報表格式如附件。

地
權
類

ௐ˘ᕇ 外國人申請在中華民國境內取得或設
定土地權利案件，應請當事人檢附由其本國
有關機關出具載明該國對我國人民得取得或
設定同樣權利之證明文件；如該外國（如美
國）有關外國人土地權利之規定，係由各行
政區分別立法，則應提出我國人民得在該行
政區取得或設定同樣權利之證明文件。依現
有資料已能確知有關條約或該外國法律准許
我國人民在該國取得或設定土地權利者，得
免由當事人檢附前項證明文件。
ௐ˟ᕇ 旅居國外華僑，取得外國國籍而未喪
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其在國內取得或設定土
地權利所適用之法令，與本國人相同；其原
在國內依法取得之土地或建物權利，不因取
得外國國籍而受影響。
ௐˬᕇ 我國人民在國內依法取得之土地或建
物權利，於喪失國籍後移轉與本國人，無土
地法第 20 條規定之適用。
外國人因繼承而取得土地法第 17 條第 1 項
各款之土地，應於辦理繼承登記完畢之日起 3
年內，將該土地權利出售與本國人，逾期未出
售者，依土地法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處理。
ௐαᕇ 外國法人在我國取得或設定土地權
利，應先依我國法律規定予以認許，始得為
權利主體；經認許之外國公司申辦土地登記
時，應以總公司名義為之，並應檢附認許證
件。但能以電子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外國公司依公司法第 386 條規定申請備案
者，不得為權利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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ŒŒŒ߆عநγ઼ˠٕפொᖼ˿гۏޙᝋӀ९Іᖎಡܑ˿гۏޙᝋӀ९Іᖎಡܑ!
聲請人

姓

名

段

小段

護照號碼或居
留證統一證號

籍貫
（國、州或省）

現

住

所

權利人
義務人

鄉鎮市區

地號

面 積

地目

權利範圍

平方公尺

土地
標示

建物坐落
建號
建物
標示

鄉鎮
段 小段
市區

門
地號

鄉鎮
市區

土地使用分區
或編定

地
權

備註：

街路
巷弄 號數
段

面積（平方
權利範圍
公尺）

無違反土地法第十七條第一項
（請打ˇ）
規定

為土地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款之使用：
取得目的（請於□內打ˇ）
：□自用

牌

符合土地法第十
八條規定

□投資

□公益

（請打ˇ）

類

外國人投資國內重大建設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取得土地辦法 E‐10‐1

外國人投資國內重大建設
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取得
土地辦法
中華民國 91 年 2 月 27 日行政院院臺內字第
0910082180 號令訂定

地
權
類

ௐ˘୧! 本辦法依土地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Article 1：These Regulations are establ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2, Article 19 of the Land Law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Law”）.
ௐ˟୧!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八款所稱重大
建設、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之投資，其範圍
如下：
一、重大建設之投資，係指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法核定或報經行政院核定為
重大建設之投資。
二、整體經濟之投資，係指下列各款投資：
（一）觀光旅館、觀光遊樂設施、體育
場館之開發。
（二）住宅及大樓之開發。
（三）工業廠房之開發。
（四）工業區、工商綜合區、高科技園
區及其他特定專用區之開發。
（五）海埔新生地之開發。
（六）公共建設之興建。
（七）新市鎮、新社區之開發或辦理都
市更新。
（八）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
告之投資項目。
三、農牧經營之投資，係指符合行政院農業
委 員會 公告 之農 業技 術 密集與資本密
集類目及標準之投資。
Article 2 ： Investments in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ies
mentioned in Item 8, Paragraph 1, Article 19 of
the Law refer to：
A.Investment in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means investment in projects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concerned or
reported to Executive Yuan for approval.
B.Investment in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means investments as listed below：
（1）Development of tourist hotels, entertain
-ment and tourist facilities, sport centers
or stadiums.
（2）Residences and buildings.

（3）Industrial plants or factories.
（4）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zones, business
and industry complexes, hightechnology
scientific parks and other special zones.
（5）Tidal land.
（6）Public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7）Development of new cities/ towns and
new communities, or urban renovation.
（8）Other permissible investments announc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concerned.
C.Investment in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ies means investments that
comply with the categories and criteria of
technical intensive and capital-intensive
agriculture specified and announced by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COA）, Executive
Yuan.
ௐˬ୧! 外國人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八款
規定申請取得土地，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下列文件，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之：
一、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其為外國法人
者，應加附認許之證明文件。
二、投資計畫書。
三、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屬都市
計畫內土地者，應加附都市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證明；屬耕地者，應加附農業用
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或符合土地使用管
制證明書。
四、經我國駐外使領館、代表處、辦事處及
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之平等互惠證
明文件。但已列入外國人在我國取得或
設定土地權利互惠國家一覽表之國家
者，得免附。
五、其他相關文件。
前項應檢附之文件，於申請人併案或前送
審之投資計畫案已檢附者，得免附。
Article 3： Foreigners acquiring land in compliance
with Item 8, Paragraph 1,Article 19 of the Law
shall file a land acquisition application with the
following required documents required to the
competent centr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Identity documents of the applicants; in case
of foreign corporate body, the corporate
license documents shall be required.
B.Investment proposals.
C.Transcripts of land registration and cadastral
maps; in case of land for urban planning, the
certificate of land zoning for urban planning
shall be submitted; in case of farmland, the
certificate of farmland for agricultural
purpose or certification of compliance with
restrictions of land use.
D.Reciprocal treaty/agreement document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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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notarized by the ROC embassies,
consulates, representative offices or other
agencies authorized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Taiwan, ROC.
This requirement may be waived for
applicants from the countries listed in the
List of Reciprocal Nations for Foreigners
Acquiring Land in Taiwan, ROC.
E.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Presentation of the required documents listed
in the previous paragraph may be waived if
the documents are submitted together with
investment proposals or have already been
filed.
ௐα୧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認許之證明文件，
係指該外國法人依我國法律規定認許之證明
文件。
Article 4： The license documents required in
Item 1, Paragraph 1, of the preceding Article 3
means the licenses that are issued to the foreign
corporate bod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ௐ̣୧! 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投資計畫書，
應載明計畫名稱、土地所在地點及其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Article 5：The investment proposal referred to in
Item 2, Paragraph 1, of Article 3, shall
explicitly state the name of the project, land
location and requirements as specified by the
competent centr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ௐ̱୧! 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之平等互惠證明
文件，係指申請人之本國有關機關所出具載
明該國對我國人民得取得同樣權利之證明文
件。但該外國有關外國人土地權利之規定，
係由各行政區分別立法者，為我國人民在該
行政區取得同樣權利之證明文件。
Article 6：Reciprocal documents mentioned in
Item 4, Paragraph 1, of Article 3 mean the
documents issued by the authorities of the
applicant’s home country stating that the ROC
nationals are entitled to enjoy the same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se countries. If regulations
governing foreigners’acquisition of land rights
are formulated by an individual territory
administration in the applicant’s country, these
documents should be documents stating that the
ROC nationals are entitled to enjoy the same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same territory
administration.
ௐ˛୧! 外國人依第三條規定申請時，其投資
計畫涉及二以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
申請人應依其投資事業之主要計畫案，向該
管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該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無法判定者，由行政院指定之。

Article 7：When an investment project by an
foreigner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3 involves
two or more competent centr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he applicant shall submit the
application to the one competent centr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ain project. In case the competent centr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fail to determine the
nature of the project, the Executive Yuan may
designate one competent authority for the
project.
ௐˣ୧!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申請案
件，必要時得會商相關機關為之，並得邀申
請人列席說明。
Article 8：The competent central government
authority may consult with relevant agencies
when reviewing the applications, and invite the
applicant to be present for consultation.
ௐ˝୧!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申請案件
後，應函復申請人，並副知土地所在地之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未經核准者，應敘明
理由函復申請人。
前項核准函復之內容，應敘明下列事項：
一、申請案件經核准後，應依本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之程序辦理。
二、申請取得之土地，其使用涉及環境影響
評估、水土保持、土地使用分區與用地
變更及土地開發者，仍應依相關法令及
程序辦理。
Article 9 ： The competent central government
authority shall notify the applicant of the
approval by written confirmation and send a
copy of the confirmation to the municipal or
county government where the land is located. If
the application is reject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uthority shall state the reasons and notify the
applicant in writing.
The content of written approvals shall include：
A.The application duly approved shall be
processe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
Article 20 of the Law.
B.The exploitation of land involving the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water
conservation, land zoning and alteration of
land use and land exploitation shall b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ing to individual projects.
ௐȈ୧! 本辦法所定申請書格式，由中央地政
機關定之。
Article 10：The format of the application specified
in the Regulations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Land Administration Authorit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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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取得土地申請書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一、受理機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投資事業類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申請人基本資料：
(一)姓名或名稱：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之本國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國籍：（中文）______________（英文）_________________
(三)住所或外國法人設立登記所在地地址（□請填寫郵遞區號碼）：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在中華民國境內設立之分公司、機構或辦事處所在地（□請填寫郵遞區號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護照或主管機關認許登記字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
(六)外國法人在中華民國境內訴訟及非訴訟代理人：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籍：（中文）______________（英文）_________________

地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護照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申請代理人：______________電話：（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

(八)文件送達地址（□請填寫郵遞區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申請取得土地所有權基本資料：
(一)土地標示、面積、使用類別（或使用分區）及權利範圍
(二)建物標示、門牌、面積及權利範圍
五、應檢附之文件：（有檢附下列文件者，請於□內打「v」）
□(一)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二)外國法人經認許之證明文件。
□(三)投資計畫書（應載明計畫名稱、土地所在地點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

類

傳真：（

權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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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五)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土地屬非都市土地者，免檢附）
。
□(六)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或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證明書（土地屬耕地者，需檢附）
。
□(七)經我國駐外使領館、代表處、辦事處及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之平等互惠證明（已
列在外國人在我國取得或設定土地權利互惠國家一覽表者，得免附）。
□(八)其他相關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六、事業計畫書摘要：
七、聲明事項：取得土地後應依核定期限及用途使用。
八、其他事項說明：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填寫說明：
1.本申請書請使用 A4 紙張，各欄位大小得視實際需要自行調整。
2.本申請書應製作一式五份，經申請人簽名蓋章後併各項文件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其
投資計畫涉及二以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申請人應依其投資事業之主要計畫案，向該管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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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FORM FOR LAND ACQUISITION BY FOREIGNERS
Date of Application: (day/month/year)
Ⅰ.Applying wit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Ⅱ.Investment i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Ⅲ.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Applicant:
A. Name: (in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n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tive language of the applicant) ___________________
B. Nationality: (in Chinese) ___________ (in English) ___________
C. Residence or business address of the foreign corporate body registered (including postal code):
(in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n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Business address of subsidiary organizations or offices with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cluding
postal cod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Passport number or license number granted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 Power of attorney for litigation and agent of the foreign corporate body with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Name (in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in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ssport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 Proxy for application: _______________

Tel:

_______________

權

Contact address:

(in English) ___________

地

Nationality: (in Chinese) ___________

Fa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Ⅳ.Basic Information on the Land Ownership Applied for:
A. Land description, area, category of use (or zoning) and scope of ownership.
B. Building description, address, area and scope of ownership.
Ⅴ.Documents Required: (tick the box □ as appropriate)
□A.Identity documents of the applicant;
□B.Granted documents of foreign corporate body
□C. Investment proposal (indicating the name of the project, land location and requirements
specified by the competent centr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D.Transcripts of land registration and cadastral maps;
□E. Certificate of Land Zoning (the non-urban land may be exempted from submission of the
certificate);

類

H. Correspondence Address (including postal code):

E‐10‐6 外國人投資國內重大建設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取得土地辦法
□F. Certificate of farmland used for agricultural purpose or in compliance with restrictions of land
use.

(In case of farmland, the certificate shall be required);

□G. Reciprocal documents notarized by ROC embassies, consulates, representative offices or other
agencies authorized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Taiwan, ROC. (The
applicants from the countries listed on the List of Reciprocal Nations for Foreigners Acquiring
Land in Taiwan, ROC, may be exempted from submission of the document).
□H.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please specify)

________________

Ⅵ.Summary of Business Plan
Ⅶ.Statements: the land shall be exploited within the specified time and used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approved upon acquisition of the land.
Ⅷ.Other Statement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plicant:____________(Signature & Seal)
Notes:
1. Please use A4 paper for the application form and adjust each column or attach a separate sheet as
appropriate.
2. Please submit the application in quintuplicate with signature and seal of the applicant to the
competent central government authority. In case the investment project involves two or more
competent centr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he applicant shall file the applicant to the competent
central government authority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ai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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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第十七條第二項執行要點 E‐11‐1

土地法第十七條第二項執
行要點
中華民國 91 年 6 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0910007388
號函訂定

地
權
類

一、為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依土地法第
十七條（以下簡稱本條）第二項規定，外
國人辦竣本條第一項各款土地繼承登記之
日起逾三年未出售與本國人時，移請國有
財產局辦理公開標售之處理事宜，特訂定
本要點。
二、外國人檢具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九條規
定之文件，申請繼承本條第一項各款土地
之登記時，應於登記申請書備註欄記明本
人於辦理繼承登記完畢之日起三年內移轉
與中華民國國民或法人，逾期未移轉者，
由地政機關移請國有財產局辦理公開標
售，並簽名或蓋章。
三、登記機關於辦竣本條第一項各款土地繼承
登記時，應於土地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
記事項欄加註「本筆土地應於○○年○○
月○○日前移轉與本國人，逾期辦理公開
標售。」並設置外國人繼承土地法第十七
條第一項各款土地管制簿（以下簡稱管制
簿，格式如附件）列管。
四、外國人於繼承登記完畢之日起三年內，如
移轉與本國人或已回復、歸化本國籍，或
該土地之使用地類別已變更為非屬本條第
一項各款土地者，登記機關應塗銷土地登
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欄有關註記並
註銷管制簿中該筆土地之列管。
五、為保障外國人之權益，登記機關應於該列
管土地期滿前六個月發函通知該外國人，
促請於期限屆滿前儘速將土地移轉與本國
人。
六、列冊管制期滿，逾期仍未移轉者，登記機
關應檢同管制簿影本、土地或建物登記資
料、地籍圖等資料影本，函送直轄市或縣
（市）地政機關移請國有財產局辦理公開
標售及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並應將移送國
有財產局標售之日期文號，註記於管制簿
及土地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欄。
七、列冊管制期滿，逾期仍未移轉者，如經法
院囑託辦理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

登記，應暫緩移請國有財產局辦理標售，
已移送者，登記機關應即通知國有財產局
停止標售並副知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
關。
八、國有財產局依土地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標出土地，於得標人繳清價款後，應發給
標售證明交由得標人單獨申辦所有權移轉
登記，並將標售結果通知原移送之直轄市
或縣（市）地政機關及登記機關。
九、列冊管制期滿之土地，於國有財產局標出
前，土地所有權人向登記機關申辦移轉登
記應予受理，登記機關應即通知國有財產
局停止辦理標售之作業，俟該局查復後再
辦理登記，並於登記完畢時，通知國有財
產局及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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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未依規定使用其投資取得國內土地及其改良物逕為標售辦法 E‐12‐1

外國人未依規定使用其投
資取得國內土地及其改良
物逕為標售辦法
內政部 92 年 10 月 1 日台內地字第 0920074623 號令訂
定

地
權
類

ௐ˘୧ 本辦法依土地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二十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外國人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八
款取得之土地，除經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申請展期並獲同意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對於未依核定期限及用途使用者，應 函
請 土 地 所 在 地 直 轄 市 或 縣（市）政府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於通知送達後三年內出售。
土地所有權人逾期未出售者，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應函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
認該土地是否仍應依原核准之投資計畫目
的使用後，依下列情況辦理：
一、經確認仍應依原核准之投資計畫目的使
用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訂定標
售條件及有關標售審查事項，交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辦理標售。
二、經確認無需依原核准之投資計畫目的繼
續使用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撤
銷原核准之投資計畫，交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依土地使用管制有關規定，
將該土地回復原使用管制，再辦理標售。
ௐˬ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理標售前，
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設有他項權利者，並
應通知他項權利人。
ௐα୧! 土地所有權人於接獲前條通知送達
後十五日內，對標售事宜如有異議，得以書
面向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提出異議，受理
機關應於標售公告前處理完竣。
前項異議處理，應將處理結果通知異議
人，異議人不服處理結果，應於接到通知書
後三十日內，循行政救濟途徑處理。
ௐ̣୧! 標售之土地，應以整批、整筆標售為
原則；如經辦理二次後仍無法售出，得由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視實際土地使用情況，
妥為規劃，以分批、分筆辦理標售。但有第
二條第二項第一款之情形者，分批、分筆標
售應先徵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ௐ̱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理標售時，採
用郵遞投標方式為之。
ௐ˛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理標售時，
應於招標文件中載明投標人之權利義務。
ௐˣ୧! 依本辦法標售之土地及其改良物，除
依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經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另定標售條件外，依法令許可得
在中華民國領土內取得該不動產之公、私法
人及自然人，均得參加投標。
ௐ˝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於標售前辦
妥下列事項：
一、囑託註記：應於公告標售時，提供標售
之土地及其改良物相關資料囑託地政事
務所於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
欄，註記依土地法第二十條第三項辦理
標售中。
二、勘測及核對土地現況：應至土地現場勘
測，拍照作成勘測紀錄，並記載下列事
項：
（一）土地之使用情形，如土地上有工作
物或農作物時，其權利人姓名。
（二）物之占有使用人，如非抵押人或債
務人占有時，其占有使用人及占有
之原因。
三、查對及準備資料：查對產籍資料，並備
齊土地或建物登記簿謄本、地籍圖謄本
及位置略圖等以供閱覽。
四、公告：於開標十四日至十六日前公告標
售。但有預先廣告傳播必要者，得於開
標前一至二個月公告。
五、現場標示：標售之土地，應於現場豎立
標示牌。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依當期土地公
告現值及建築（農作）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查估
基準，訂定土地及其改良物之標售底價。
ௐȈ˘୧! 標售公告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法令依據。
二、土地及其改良物標示及面積。
三、土地使用及占有現況。
四、他項權利設定情形。
五、都巿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巿土地使用編
定情形。
六、標售底價及保證金金額。
七、標售之日期及地點。
八、領取投標須知、投標單之時間、地點。
九、有關優先購買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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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必要事項。
有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之情形者，應於公
告時載明，其內容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訂定標售條件及有關標售審查事項為之。
前二項公告應登載於全國性新聞紙連續三
日以上。
ௐȈ˟୧! 投標人參加投標，應依下列規定辦
理：
一、填具投標單：載明投標人、標的物、投
標 金 額 及 承 諾事 項 。 自然人應註 明 姓
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及電話
號碼。法人應註明法人名稱、地址、電
話號碼、法人登記證或公司統一編號及
法定代理人姓名。投標金額應以中文大
寫。
二、繳納保證金：其金額按標售底價百分之
十計算（計至千位）
，限以郵局之匯票、
經政府依法核准於國內經營金融業務之銀
行、信託投資公司、信用合作社、郵局、
農會或漁會之劃線支票或保付支票繳
納，並連同投標單妥為密封，用掛號函
件於開啟信箱前寄達標售機關指定之
郵政信箱。逾期寄達者不予受理，原件
退還。
前項第二款之劃線支票，指以金融機構為
發票人及付款人之劃線支票。
ௐȈˬ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於辦理標售
公告期間，土地所有權人已簽訂移轉契約並
依法申報現值者，得檢具契約書件及現值申
報書影本向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停止
標售。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受理前項申請後，
經審核屬實，應停止標售。
停止標售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通
知轄區地政事務所列管，俟土地及其改良物
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畢，逕為塗銷標售之註記
後，地政事務所並應將辦理情形通知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前項移轉，於獲准停止標售後二個月內未
辦畢移轉登記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仍
應依本辦法重新辦理標售。經重新辦理標售
者，土地所有權人不得再依第一項申請停止
標售。
ௐȈα୧! 逕為標售之土地及其改良物，如有
優先購買權者，決標後應通知優先購買權人
於通知送達之次日起十日內，預繳相當於保

證金金額之價款，表示願意優先承購。逾期
未繳，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
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者，於申辦所有權移
轉登記時，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出具證
明文件，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九十七條規定辦
理。
ௐỊ̏୧ 依本辦法辦理標售，經公告招標二
次無人投標或廢標者，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得酌減底價，再行公告辦理標售；酌減數
額不得逾百分之十。
經依前項重行公告辦理標售，仍無人投標
或廢標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以重行
公告之底價於百分之十以內再行酌減，並重
行公告辦理標售。如仍無人投標或廢標者，
得按上開比例再行酌減拍賣底價，至完成標
售為止。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於辦理標售
期間，土地及其改良物有下列情形之一時，
應停止標售程序，並囑託地政事務所辦理註
銷標售之註記：
一、經法院囑託辦理查封、假扣押、假處分
或破產登記者。
二、經公告徵收者。
三、經直轄巿或縣（巿）政府依法令公告禁
止移轉者。
四、依第十三條規定停止標售者。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將得標結
果載明下列事項，通知所有權人及他項權利
人：
一、得標價格。
二、應繳之土地增值稅及相關稅費。
三、應付標售執行名義之各項作業費用。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將所得價款，依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定之順序分配，如有
剩餘應通知所有權人於三個月內領取，逾期
未領時，應依法辦理提存。
ௐȈˣ୧! 開標確定後，除另有規定外，得標
人應於開標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一次繳清全部
價款。
ௐȈ˝୧! 開標確定後，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應通知得標人依標售公告所規定期限，一
次繳清應繳價款，得標者之保證金不予發
還，逕以抵充價款。
得標人如以標得之不動產向金融機構辦理抵
押貸款繳納標價者，其繳款方式由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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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人以承購之不動產申請抵押
貸款繳納標價者，準用前二項規定辦理。
ௐ˟Ȉ୧! 標售後土地及其改良物之點交期
間、方式，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於得標人繳清
全部價款後十五日內辦理點交。
二、以書面點交為原則，於點交紀錄其他事
項欄記載書面點交完竣，並註明依現狀
點交。
ௐ˟Ȉ˘୧! 標售之土地及其改良物，得標人依
標售條件繳足價款後，由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發給得標人產權移轉證明書，並通知地政
事務所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其有抵押
權之設定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並應先
行代償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並囑託地政事
務所辦理塗銷抵押權登記及標售註記。
得標人得持前項產權移轉證明書，單獨向
地政事務所申請權利移轉登記。
ௐ˟Ȉ˟୧! 本辦法作業所需使用之標售公
告、投標單、投標須知等書件，由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定之。
ௐ˟Ȉˬ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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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委辦縣（市）政府辦理耕地地權調整分割要點 E‐13‐1

內政部委辦縣（市）政府
辦理耕地地權調整分割要
點
中華民國 97 年 9 月 15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43899
號令訂定

一、內政部為委辦縣（市）政府辦理耕地地權
調整分割案件，特依據農業發展條例施行
細則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地權調整，指政府辦理土地法
第一編第五章所規定有關地權調整政策事
宜，有辦理分割必要者。
三、土地所有權人為耕作上之便利或經營管理
上之需要，申請對毗鄰之數宗耕地合併分
割者，合併分割後土地宗數不得增加。
前項所稱符合耕作上之便利或經營管理上
之需要，指原地界不相毗鄰，經合併分割
後土地集中相互毗鄰；或土地地界曲折，
耕作不便，經合併分割後土地界址，確達
截彎取直且明顯耕作便利；或部分共有人
相同之數筆土地相毗鄰辦理合併分割，分
割後各所有人分得所有部分集中，明顯達
耕作便利者。
四、各登記機關辦理民眾申請地權調整耕地專
案核准分割案件，應檢具土地清冊並敘明下
列事項且檢附相關資料，送土地所在地之縣
（市）政府核准後辦理分割：
（一）敘明申請合併分割耕地之實地現場
情況，並審認確實符合耕作上之便
利或經營管理上之需要；其情形特
殊者，應分析能增進耕作便利或經
營管理需要之理由。
（二）檢附分割前、後之對照地籍圖，並標
明分割後各所有權人分配之位置。
（三）檢附分割前、後之面積及土地價值對
照表；其為共有耕地者，並應計算分
割前個別持分面積及分割後取得面
積對照表。
（四）其他有特殊情形，可能導致耕地細分
之疑慮或其他事項者，應予敘明分
析。
五、地權調整之土地非屬農業發展條例第三條
第十一款規定所稱耕地者，其分割不適用

本要點。
六、審核地權調整耕地專案核准分割所需經
費，由各該縣（市）政府於地權調整相關
業務經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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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 E‐14‐1

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86 年 5 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8677667 號令
發布
中 華 民 國 91 年 1 月 22 日 台 內 中 地 字 第
09100834220 號令修正
中 華 民 國 96 年 11 月 2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60052710 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2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041990 號令修正發布第 3、5、8、14 條條文，
並刪除第 18 條條文

ௐ˘୧ 本辦法依國有財產法第四十六條第一
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辦法所稱國有耕地，指依區域計畫
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
保育區及森林區之國有農牧用地。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十一月二日修
正施行前，已以國有耕地放租或出租，而非
屬前項之國有耕地，仍作農作、畜牧使用
者，適用本辦法國有耕地之規定。
ௐˬ୧ 下列各款國有耕地不予放租：
一、原住民保留地。
二、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
三、位於水庫蓄水範圍。
四、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
水口一定距離內地區。
五、保安林地。
六、超限利用之山坡地。
七、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
設之自然保護區。
八、有預定用途、使用計畫或其他處理方式
之土地。
九、其他依法令規定不得放租之土地。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十二月二十
五日修正施行前，已出租或曾以國有耕地放
租或出租之土地，仍作農作、畜牧使用者，
得出租予最近一次租約之原承租人或其繼
承人。但法令另有規定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通知應收回者，不再出租。
ௐα୧ 國有耕地在未依法完成總登記前，不
得放租。但本辦法施行前已放租者，得於租
期屆滿時申請續租。
ௐ̣୧ 依本辦法辦理國有耕地放租機關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及其所屬分署，或受託管
理、經營土地之機關、機構。

ௐ̱୧ 國有耕地放租對象及順序如下：
一、中華民國八十二年七月二十一日前已實
際耕作之現耕人或繼受其耕作之現耕
人，並願繳清歷年使用補償金者。
二、實際耕作毗鄰耕地之耕地所有權人。
三、實際耕作毗鄰耕地之耕地承租人。
四、農業學校畢業青年或家庭農場從事農業
青年。
五、最近五年內取得農業主管機關農業專業
訓練四十小時以上證明文件者。
六、合作農場。
同一筆耕地，依前項第二款至第六款同
一順序有二以上之申請人同在受理申請
期間內申請時，抽籤決定之。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歷年，最長不得超過五
年。
ௐ˛୧ 國有耕地之承租人，其承租面積每戶
合計不得超過五公頃。但得視土地坵形為百
分之十以內之增加。
本辦法施行前，原承租面積已超過前項規
定 面 積標 準者 ，其 面 積不受前項規定之限
制，並不得再增加承租面積。
山坡地範圍內農牧用地之放租面積，依山
坡地保育利用條例第二十條規定辦理。
ௐˣ୧ 國有耕地放租程序如下：
一、篩選並受理申請承租依本辦法規定可予
放租之耕地。
二、勘查現況。
三、公告放租，並徵詢異議。
四、受理申請。但曾提出申請者，可免再申
請。
五、審查。
六、核定放租。
七、訂定租約。
前項第三款公告期間為三十日。
ௐ˝୧ 國有耕地得依現狀辦理放租。
國私共有土地，得經共有人協議分管後，就
國有分管範圍辦理放租。國有耕地有使用或
產權糾紛尚未確定前，暫不放租。
ௐȈ୧ 國有耕地放租，其租佃之相關事項，
依農業發展條例規定辦理。但於中華民國八
十九年一月二十八日前已承租國有耕地者，
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規定辦理；非屬耕地
三七五減租條例之施行區域，依土地法及其
他有關法律規定辦理。
山坡地範圍內國有耕地之放租，其租約之

E‐14‐2 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
終止、承租權之撤銷、補償、水土保持與維
護，並應依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及水土保持
法 相關規定辦理。
ௐȈ˘୧ 國有耕地之租期、租金及支付方
式，由放租機關與承租人約定之。
前項約定之租期及租金，於中華民國八十九
年一月二十八日前已承租國有耕地者，其租
期不得少於六年，且地租之年租額不得超過
主要作物正產品全年收穫總量千分之三百
七十五；原約定地租不及千分之三百七十五
者，不得增加；非屬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之
施行區域者，耕地地租之年租額不得超過公
告地價百分之八。
ௐȈ˟୧ 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不得將耕地
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使用。
承租人違反前項規定，放租機關得依相關法
令規定收回耕地，承租人不得請求補償。
ௐȈˬ୧ 國有耕地租約租期屆滿，除依本辦
法規定不再續租者外，承租人有意續租者，
應於租期屆滿前三個月內申請換約。
ௐȈα୧ 國有耕地地租，應於開始繳納日起
一個月內繳清。承租人未依限繳納者，應依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規定加收逾期違約金。
ௐỊ̏୧ 承租人承租耕地，因災害或其他不
可抗力致農作物歉收，得依有關規定申請減
免當期地租。
承租人承租之耕地，參加重劃或實施水土
保持處理，其實施期間致無法耕作或不能為
原來之使用，經該管重劃或水土保持機關證
明一部或全部無收益者，承租人得申請減免
其地租。
ௐȈ̱୧ 放租耕地因天然災害或其他不可
抗力事由，致土地一部或全部崩塌或流失
時，承租人得請求變更或終止租約，放租機
關不負回復原狀之義務。
ௐȈ˛୧ 第十條至前條規定之事項，應於耕
地租約中定明之。
ௐȈˣ୧ （刪除）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公有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租金優惠辦法 E‐15‐1
建、營運期間提供該土地予該民間機構使用
者，其租金得由主辦機關另以優惠方式計
收，不適用前條規定。
ௐˬ୧ 已依其他法令規定優惠計收租金者，
不得依本辦法規定優惠租金。
ௐα୧ 出租或設定地上權之公有土地，如因
不可歸責於承租人或地上權人之事由，致不
中華民國 89 年 10 月 26 日台內中地字第 8980839
能依原定土地使用計畫使用者，主辦機關得
號令及財政部台財產管字第 8900029232 號令會
銜訂定發布
酌予減免或准予緩繳應繳之租金。
中 華 民 國 92 年 8 月 26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ௐ̣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公
有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
租金優惠辦法

0920084214 號 令 及 財 政 部 台 財 產 管 字 第
0920024552 號令會銜修正發布第 2 條條文；增訂
第 2 條之 1 條文
中華民國 101 年 11 月 1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1866 號 令 ， 財 政 部 台 財 產 接 字 第
1013001095 號令會銜修正發布第 2 條條文

ௐ˘୧ 本辦法依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ௐ˟୧ 公有土地之租金依下列規定計算之：
一、興建期間：按該土地依法應繳納之地價
稅及其他費用計收租金。
二、營運期間：按國有出租基地租金計收標
準六折計收。
三、同一宗土地，一部屬興建期間，一部已
開始營運者，其租金按二者實際占用土
地比例或地上建築物樓地板面積比例計
收。
依前項第二款、第三款計收之租金不足支付
土地依法應繳納之地價稅及其他費用者，應改
按所應繳納之稅費計收租金。
公共建設興建、營運期間，其所需用地當年
之申報地價與原財務計畫預估之當年地價漲
幅逾百分之五十時，主辦機關得酌予減收應繳
之租金。
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計收之租金，於經主辦機
關評估財務計畫，確有造成公共建設自償能力
不足情事者，得酌予減收之。
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五款案件，經主辦機關
評估財務計畫，其營運評估年期內各年營運收
入現金流入現值總額，減除營運評估年期內所
有營運成本及費用各年現金流出現值總額，為
負值者，其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二項規定計收
之租金，得酌予減收之。
ௐ˟୧̝˘ 公共建設所需用地由民間機構籌
措資金取得並登記為公有，於公共建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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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役軍人及其家屬承租公有基地房屋優待辦法 E‐16‐1

現役軍人及其家屬承租公
有基地房屋優待辦法
中華民國 50 年 11 月 23 日台內地字第 72023 號令
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52 年 9 月 13 日台內地字第 122984 號令
修正發布

地
權
類

ௐ˘୧ 本辦法依軍人及其家屬優待條例第二
十條訂定之。
ௐ˟୧ 本辦法所稱公有基地、公有房屋，係
指國有、省有、市縣有、或鄉鎮有而言。
ௐˬ୧ 本辦法對於現役軍人及其家屬之減租
優待，以現役軍人本人在營期間為準，其期
間之計算，自入營之日起至解召或退伍之日
止。
ௐα୧ 現役軍人及其家屬承租公有基地建築
房屋或承租公有房屋者，其租金應依約定租
額減收百分之三十。
前項減收租金之公有基地、公有房屋，以
現役軍人及其家屬自住者為限。
ௐ̣୧ 現役軍人或其家屬享受減租優待者，
應填具申請書連同證件，逕向出租機關申請
之。
出租機關應於每期徵收租金前，將享受減
租優待軍人名冊檢送當地役政機關核對。
ௐ̱୧ 本辦法第四條減收租額之計算依左列
規定：
一、在營期間已達當月十五日以上者按全月
計算。
二、在營期間未滿當月十五日者按半月計
算。
ௐ˛୧! 本辦法自發布之日施行。!

E‐16‐2 現役軍人及其家屬承租公有基地房屋優待辦法

地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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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法

國土計畫法
中華民國 105 年 1 月 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54511 號令公布全文 47 條；施行日期，
由行政院於本法公布後一年內定之

第一章

總則

之適當區位及時程，以促進國土有效利
用之使用管理政策及作法。
ௐα୧ 中央主管機關應辦理下列事項：
一、全國國土計畫之擬訂、公告、變更及實
施。
二、對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國土計畫
之核定及監督。
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順序、劃設原則之規
劃。
四、使用許可制度及全國性土地使用管制之
擬定。
五、國土保育地區或海洋資源地區之使用許
可、許可變更及廢止之核定。
六、其他全國性國土計畫之策劃及督導。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辦理下列事
項：
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擬訂、公
告、變更及執行。
二、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
三、全國性土地使用管制之執行及直轄市、
縣（市）特殊性土地使用管制之擬定、
執行。
四、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之使用許
可、許可變更及廢止之核定。
五、其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執行。
ௐ̣୧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公布國土白皮書
，並透過網際網路或其他適當方式公開。
ௐ̱୧ 國土計畫之規劃基本原則如下：
一、國土規劃應配合國際公約及相關國際性
規範，共同促進國土之永續發展。
二、國土規劃應考量自然條件及水資源供應
能力，並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防災
及應變能力。
三、國土保育地區應以保育及保安為原則，
並得禁止或限制使用。
四、海洋資源地區應以資源永續利用為原
則，整合多元需求，建立使用秩序。
五、農業發展地區應以確保糧食安全為原
則，積極保護重要農業生產環境及基礎
設施，並應避免零星發展。
六、城鄉發展地區應以集約發展、成長管理
為原則，創造寧適和諧之生活環境及有
效率之生產環境確保完整之配套公共設
施。
七、都會區域應配合區域特色與整體發展需
要，加強跨域整合，達成資源互補、強

土地編定管制類

ௐ˘୧ 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
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促進資源與產業合
理配置，強化國土整合管理機制，並復育環
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追求國家永續發
展，特制定本法。
ௐ˟୧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
ௐˬ୧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國土計畫：指針對我國管轄之陸域及海
域，為達成國土永續發展，所訂定引導
國土資源保育及利用之空間發展計畫。
二、全國國土計畫：指以全國國土為範圍，
所訂定目標性、政策性及整體性之國土
計畫。
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以直轄
市、縣（市）行政轄區及其海域管轄範
圍，所訂定實質發展及管制之國土計畫。
四、都會區域：指由一個以上之中心都市為
核心，及與中心都市在社會、經濟上具
有高度關聯之直轄市、縣（市）或鄉（鎮、
市、區）所共同組成之範圍。
五、特定區域：指具有特殊自然、經濟、文
化或其他性質，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範圍。
六、部門空間發展策略：指主管機關會商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其部門發展所需
涉及空間政策或區位適宜性，綜合評估
後，所訂定之發展策略。
七、國土功能分區：指基於保育利用及管理
之需要，依土地資源特性，所劃分之國
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
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
八、成長管理：指為確保國家永續發展、提
升環境品質、促進經濟發展及維護社會
公義之目標，考量自然環境容受力，公
共設施服務水準與財務成本、使用權利
義務及損益公平性之均衡，規範城鄉發
展之總量及型態，並訂定未來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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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力。
管機關擬訂之部門計畫，應遵循國土計畫。
八、特定區域應考量重要自然地形、地貌、 ௐ˝୧ 全國國土計畫之內容，應載明下列事
地物、文化特色及其他法令所定之條
項：
件，實施整體規劃。
一、計畫範圍及計畫年期。
九、國土規劃涉及原住民族之土地，應尊重
二、國土永續發展目標。
及保存其傳統文化、領域及智慧，並建
三、基本調查及發展預測。
立互利共榮機制。
四、國土空間發展及成長管理策略。
十、國土規劃應力求民眾參與多元化及資訊
五、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類之劃設條件、劃
公開化。
設順序、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十一、土地使用應兼顧環境保育原則，建立
六、部門空間發展策略。
公平及有效率之管制機制。
七、國土防災策略及氣候變遷調適策略。
ௐ˛୧ 行政院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民
八、國土復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原則。
間團體及有關機關代表，召開國土計畫審議
九、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會，以合議方式辦理下列事項：
十、其他相關事項。
一、全國國土計畫核定之審議。
全國國土計畫中涉有依前條第二項擬訂之
二、部門計畫與國土計畫競合之協調、決定。 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相關計畫內容，得
中央主管機關應遴聘（派）學者、專家、
另以附冊方式定之。
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代表，召開國土計畫審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內容，
議會，以合議方式辦理下列事項：
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全國國土計畫擬訂或變更之審議。
一、計畫範圍及計畫年期。
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核定之審議。 二、全國國土計畫之指示事項。
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復議。
三、直轄市、縣（市）之發展目標。
四、國土保育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之使用許
四、基本調查及發展預測。
可、許可變更及廢止之審議。
五、直轄市、縣（市）空間發展及成長管理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遴聘（派）
計畫。
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代表，召
六、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類之劃設、調整、
開國土計畫審議會，以合議方式辦理下列事
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項：
七、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擬訂或變更
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之審議。
九、國土復育促進地區之建議事項。
二、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之使用許
十、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可、許可變更及廢止之審議。
十一、其他相關事項。

土地編定管制類

第二章

國土計畫之種類及內容 第三章

國土計畫之擬訂、公告
、變更及實施

ௐˣ୧
國土計畫之種類如下：
一、全國國土計畫。
ௐȈ˘୧
國土計畫之擬訂、審議及核定機
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關如下：
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全國國土計畫時，得會
一、全國國土計畫：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
商有關機關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研擬
審議，報請行政院核定。
相關計畫內容；直轄市、縣（市）政府亦得
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由直轄市、
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共同研擬相關
縣（市）主管機關擬訂、審議，報請中
計畫內容，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納入全
央主管機關核定。
國國土計畫。
前項全國國土計畫中特定區域之內容，如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遵循全國
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者，應依原住民族
國土計畫。
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辦理，並由中央主管
國家公園計畫、都市計畫及各目的事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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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
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
二、為加強資源保育或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
。
三、政府興辦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
事業計畫。
四、其屬全國國土計畫者，為擬訂、變更都
會區域或特定區域之計畫內容。
五、其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者，為
配合全國國土計畫之指示事項。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三款適時檢討變
更之計畫內容及辦理程序得予以簡化；其簡
化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
施後，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
當地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按國土計畫之指導，
辦理都市計畫之擬訂或變更。
前項都市計畫之擬訂或變更，中央主管機
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各該
擬定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擬定或
變更。
ௐȈ˛୧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性質重要
且在一定規模以上部門計畫時，除應遵循國
土計畫之指導外，並應於先期規劃階段，徵
詢同級主管機關之意見。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部門計畫與各
級國土計畫所定部門空間發展策略或計畫產
生競合時，應報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協調
不成時，得報請行政院決定之。
第一項性質重要且在一定規模以上部門計
畫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ˣ୧ 各級主管機關因擬訂或變更國土計
畫須派員進入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調查或
勘測時，其所有人、占有人、管理人或使用
人不得拒絕。但進入國防設施用地，應經該
國防設施用地主管機關同意。
前項調查或勘測人員進入公、私有土地或
建築物調查或勘測時，應出示執行職務有關
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於進入
建築物或設有圍障之土地調查或勘測前，應
於七日前通知其所有人、占有人、管理人或
使用人。
為實施前項調查或勘測，須遷移或拆除地
上障礙物，致所有人或使用人遭受之損失，
應先予適當之補償，其補償價額以協議為之。
ௐȈ˝୧
為擬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應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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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擬訂。
ௐȈ˟୧ 國土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者、專
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
法廣詢意見，作成紀錄，以為擬訂計畫之參
考。
國土計畫擬訂後送審議前，應公開展覽三
十日及舉行公聽會；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之日
期及地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
網際網路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人民或
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
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意見，
由該管機關參考審議，併同審議結果及計
畫，分別報請行政院或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審議之進度、結果、陳情意見參採情
形及其他有關資訊，應以網際網路或登載於
政府公報等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ௐȈˬ୧ 國土計畫經核定後，擬訂機關應於
接到核定公文之日起三十日內公告實施，並
將計畫函送各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
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開展覽；其展
覽期間，不得少於九十日；計畫內容重點應
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路或
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未依規定公告
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為公告及公開展覽。
ௐȈα୧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擬訂機
關對於核定之國土計畫申請復議時，應於前
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實施前提出，並以一次為
限。經復議決定維持原核定計畫時，應即依
規定公告實施。
ௐỊ̏୧ 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期限，辦理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
擬訂或變更。但其全部行政轄區均已發布實
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得免擬訂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未依前項規定
期限辦理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擬訂
或變更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為擬訂或變
更，並準用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規定程序辦
理。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擬訂計畫之機關應
視實際發展情況，全國國土計畫每十年通盤
檢討一次，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每五
年通盤檢討一次，並作必要之變更。但有下
列情事之一者，得適時檢討變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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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協調及整合國土規劃基礎資訊與環境敏
感地區等相關資料，各有關機關應配合提
供；中央主管機關並應定期從事國土利用現
況調查及土地利用監測。
前項國土利用現況調查及土地利用監測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資訊之公開，依政府資訊公開法之
規定辦理。

第四章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及
土地使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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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類之劃設原
則如下：
一、國土保育地區：依據天然資源、自然生
態或景觀、災害及其防治設施分布情形
加以劃設，並按環境敏感程度，予以分
類：
（一）第一類：具豐富資源、重要生態、
珍貴景觀或易致災條件，其環境敏
感程度較高之地區。
（二）第二類：具豐富資源、重要生態、
珍貴景觀或易致災條件，其環境敏
感程度較低之地區。
（三）其他必要之分類。
二、海洋資源地區：依據內水與領海之現況
及未來發展需要，就海洋資源保育利
用、原住民族傳統使用、特殊用途及其
他使用等加以劃設，並按用海需求，予
以分類：
（一）第一類：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
（二）第二類：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區。
（三）其他必要之分類。
三、農業發展地區：依據農業生產環境、維
持糧食安全功能及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
業改良設施之情形加以劃設，並按農地
生產資源條件，予以分類：
（一）第一類：具優良農業生產環境、維
持糧食安全功能或曾經投資建設
重大農業改良設施之地區。
（二）第二類：具良好農業生產環境、糧
食生產功能，為促進農業發展多元
化之地區。
（三）其他必要之分類。
四、城鄉發展地區：依據都市化程度及發展
需求加以劃設，並按發展程度，予以分

類：
（一）第一類：都市化程度較高，其住
宅或產業活動高度集中之地區。
（二）第二類：都市化程度較低，其住
宅或產業活動具有一定規模以上之
地區。
（三）其他必要之分類。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案件，應以位屬城
鄉發展地區者為限。
ௐ˟Ȉ˘୧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類之土地使
用原則如下：
一、國土保育地區：
（一）第一類：維護自然環境狀態，並禁
止或限制其他使用。
（二）第二類：儘量維護自然環境狀態，
允許有條件使用。
（三）其他必要之分類：按環境資源特性
給予不同程度之使用管制。
二、海洋資源地區：
（一）第一類：供維護海域公共安全及公
共福址，或符合海域管理之有條件
排他性使用，並禁止或限制其他使
用。
（二）第二類：供海域公共通行或公共水
域使用之相容使用。
（三）其他必要之分類：其他尚未規劃或
使用者，按海洋資源條件，給予不
同程度之使用管制。
三、農業發展地區：
（一）第一類：供農業生產及其必要之產
銷設施使用，並禁止或限制其他使
用。
（二）第二類：供農業生產及其產業價值
鏈發展所需設施使用，並依其產業
特性給予不同程度之使用管制、禁
止或限制其他使用。
（三）其他必要之分類：按農業資源條件
給予不同程度之使用管制。
四、城鄉發展地區：
（一）第一類：供較高強度之居住、產業
或其他城鄉發展活動使用。
（二）第二類：供較低強度之居住、產業
或其他城鄉發展活動使用。
（三）其他必要之分類：按城鄉發展情形
給予不同程度之使用管制。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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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後，應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計畫
請使用許可範圍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內容，製作國土功能分
關審議。但申請使用範圍跨二個直轄市、縣
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報經中央主管機關
（市）行政區以上、興辦前條第五項國防、
核定後公告，並實施管制。
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跨二個國土
前項國土功能分區圖，除為加強國土保育
功能分區以上致審議之主管機關不同或填海
者，得隨時辦理外，應於國土計畫所定之一
造地案件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
定期限內完成。
變更經主管機關許可之使用計畫，應依第
前二項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之辦理機關、
一項及第三項規定程序辦理。但變更內容性
製定方法、比例尺、辦理、檢討變更程序及
質單純者，其程序得予以簡化。
公告等之作業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各級主管機關應依第七條規定辦理審議，
ௐ˟Ȉˬ୧ 國土保育地區以外之其他國土功
並應收取審查費；其收費辦法，由中央主管
能分區，如有符合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原則
機關定之。
者，除應依據各該國土功能分區之使用原則
申請人取得主管機關之許可後，除申請填
進行管制外，並應按其資源、生態、景觀或
海造地使用許可案件依第三十條規定辦理
災害特性及程度，予以禁止或限制使用。
外，應於規定期限內進行使用；逾規定期限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類之使用地類別編
者，其許可失其效力。未依經許可之使用計
定、變更、規模、可建築用地及其強度、應
畫使用或違反其他相關法規規定，經限期改
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條件、程序、免經申
善而未改善或經目的事業、水土保持、環境
請同意使用項目、禁止或限制使用及其他應
保護等主管機關廢止有關計畫者，廢止其使
遵行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
用許可。
管機關定之。但屬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
第一項及第三項至第六項有關使用許可之
計畫者，仍依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及其
辦理程序、受理要件、審議方式與期限、已
相關法規實施管制。
許可使用計畫應辦理變更之情形與辦理程
前項規則中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之使
序、許可之失效、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用管制者，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規定辦理，並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理
民族主管機關訂定。
使用許可之申請後，經審查符合受理要件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地方實際
者，應於審議前將其書圖文件於申請使用案
需要，依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件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公開展覽三
由該管主管機關另訂管制規則，並報請中央
十日及舉行公聽會。但依前條第三項規定由
主管機關核定。
中央主管機關審議者，於直轄市、縣（市）
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
主管機關受理審查符合受理要件核轉後，於
得於各國土功能分區申請使用。
審議前公開展覽三十日及舉行公聽會。
ௐ˟Ȉα୧ 於符合第二十一條國土功能分區
前項舉行公聽會之時間、地點、辦理方式
及其分類之使用原則下，從事一定規模以上
等事項，除應以網際網路方式公開外，並得
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應由申請人檢具第
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或其他適當方法廣
二十六條規定之書圖文件申請使用許可；其
泛周知，另應以書面送達申請使用範圍內之
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其認
土地所有權人。但已依其他法規舉行公聽
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會，且踐行以網際網路周知及書面送達土地
前項使用許可不得變更國土功能分區、分
所有權人者，不在此限。
類，且填海造地案件限於城鄉發展地區申
公開展覽期間內，人民或團體得以書面載
請，並符合海岸及海域之規劃。
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主管機關提出意
第一項使用許可之申請，由直轄市、縣（市） 見。主管機關應於公開展覽期滿之日起三十
主管機關受理。申請使用許可範圍屬國土保
日內彙整人民或團體意見，併同申請使用許
育地區或海洋資源地區者，由直轄市、縣（市） 可書圖文件報請審議。
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外，其餘申
前三項有關使用許可之公開展覽與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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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辦理方式及人民陳述意見處理之辦法，由 ௐ˟Ȉˣ୧ 經主管機關核發使用許可案件，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向申請人收取國土保育費作
ௐ˟Ȉ̱୧ 依第二十四條規定申請使用許可
為辦理國土保育有關事項之用；直轄市、縣
之案件，應檢具下列書圖文件：
（市）主管機關應向申請人收取影響費，作
一、申請書及使用計畫。
為改善或增建相關公共設施之用，影響費得
二、使用計畫範圍內土地與建築物所有權人
以使用許可範圍內可建築土地抵充之。
同意證明文件。但申請使用許可之事業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收取前項影響
依法得為徵收或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
費後，應於一定期限內按前項用途使用；未
例得申請重劃者，免附。
依期限或用途使用者，申請人得要求直轄
三、依其他相關法令規定應先經各該主管機
市、縣（市）主管機關返還已繳納之影響費。
關同意之文件。
第一項影響費如係配合整體國土計畫之推
四、興辦事業計畫已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法令
動、指導等性質，或其他法律定有同性質費
同意之文件。
用之收取者，得予減免。
五、其他必要之文件。
前三項國土保育費及影響費之收費方式、
主管機關審議申請使用許可案件，應考量
費額（率）
、應使用之一定期限、用途、影響
土地使用適宜性、交通與公共設施服務水
費之減免與返還、可建築土地抵充之範圍及
準、自然環境及人為設施容受力。依各國土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功能分區之特性，經審議符合下列條件者，
第一項影響費得成立基金，其保管及運用
得許可使用：
之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一、國土保育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就環境 ௐ˟Ȉ˝୧ 申請人於主管機關核發使用許可
保護、自然保育及災害防止，為妥適之
後，應先完成下列事項，始得依經許可之使
規劃，並針對該使用所造成生態環境損
用計畫進行後續使用：
失，採取彌補或復育之有效措施。
一、將使用計畫範圍內應登記為直轄市、縣
二、農業發展地區：維護農業生產環境及水
（市）或鄉（鎮、市）管有之公共設施
資源供應之完整性，避免零星使用或影
用地完成分割、移轉登記為各該直轄
響其他農業生產環境之使用；其有興建
市、縣（市）或鄉（鎮、市）有。
必要之農業相關設施，應以與當地農業
二、分別向中央主管機關繳交國土保育費及
生產經營有關者為限。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繳交影響費。
三、城鄉發展地區：都市成長管理、發展趨
三、使用地依使用計畫內容申請變更。
勢之關聯影響、公共建設計畫時程、水
前項公共設施用地上需興建之設施，應由
資源供應及電力、瓦斯、電信等維生系
申請人依使用計畫分期興建完竣勘驗合格，
統完備性。
領得使用執照並將所有權移轉登記為直轄
前二項使用許可審議應檢附之書圖文件內
市、縣（市）或鄉（鎮、市）有後，其餘非
容、格式、許可條件具體規定等相關事項之
公共設施用地上建築物始得核發使用執照。
審議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但經申請人提出各分期應興建完竣設施完成
ௐ˟Ȉ˛୧ 申請使用許可案件經依前條規定
前之服務功能替代方案，並經直轄市、縣（市）
審議通過後，由主管機關核發使用許可，並
或特設主管建築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將經許可之使用計畫書圖、文件，於各有關
申請人於前項公共設施用地上興建公共設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
施時，不適用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公所分別公開展覽；其展覽期間，不得少於
第一項及第二項許可使用後之程序、作業
方式、負擔、公共設施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
三十日，並得視實際需要，將計畫內容重點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網際網路或其他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公共設施用地及設施，
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其所有權移轉登記承受人依其他法律另有規
前項許可使用計畫之使用地類別、使用配
定者，從其規定；申請移轉登記為直轄市、
置、項目、強度，應作為範圍內土地使用管
縣（市）或鄉（鎮、市）有時，得由申請人
制之依據。

國土計畫法

前二項補償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ˬȈˬ୧ 政府為國土保安及生態保育之緊
急需要，有取得土地、建築物或設施之必要
者，應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價購、徵
收或辦理撥用。
ௐˬȈα୧ 申請人申請使用許可違反本法或
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令而主管機關疏於
執行時，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
行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主管
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六十日內仍未依
法執行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
為被告，對其怠於執行職務之行為，直接向
行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令其執行。
行政法院為前項判決時，得依職權判令被
告機關支付適當律師費用、偵測鑑定費用或
其他訴訟費用予原告。
第一項之書面告知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五章

國土復育

ௐˬỊ̏୧ 下列地區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劃定為國土復育促進地區，進行復育工作：
一、土石流高潛勢地區。
二、嚴重山崩、地滑地區。
三、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四、流域有生態環境劣化或安全之虞地區。
五、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區。
六、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土保育有嚴重影響
之地區。
前項國土復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公告及廢
止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定之。
國土復育促進地區之劃定機關，由中央主
管機關協調有關機關決定，協調不成，報行
政院決定之。
ௐˬȈ̱୧ 國土復育促進地區經劃定者，應
以保育和禁止開發行為及設施之設置為原
則，並由劃定機關擬訂復育計畫，報請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如涉及原住
民族土地，劃定機關應邀請原住民族部落參
與計畫之擬定、執行與管理。
前項復育計畫，每五年應通盤檢討一次，
並得視需要，隨時報請行政院核准變更；復
育計畫之標的、內容、合於變更要件，及禁
止、相容與限制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土地編定管制類

憑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許可文件單獨申請
登記；登記機關辦理該移轉登記時，免繕發
權利書狀，登記完畢後，應通知該直轄市、
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
ௐˬȈ୧ 申請填海造地案件依第二十四條規
定取得使用許可後，申請人應於規定期限內
提出造地施工計畫，繳交開發保證金；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並依計畫填築
完成後，始得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辦理相關事
宜。
前項造地施工計畫，涉及國防或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定其公共安全影響範圍跨直轄市、
縣（市），由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第一項造地施工計畫屆期未申請許可者，
其依第二十四條規定取得之許可失其效力；
造地施工計畫經審議駁回或不予許可者，審
議機關應送請中央主管機關廢止其依第二十
四條規定取得之許可。
第一項造地施工計畫內容及書圖格式、申
請期限、展延、保證金計算、減免、繳交、
動支、退還、造地施工管理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造地施工計畫之許可，其他法規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但其他法規未規定申
請期限，仍應依第一項申請期限辦理之。
ௐˬȈ˘୧ 使用許可內容涉及依法核定為國
家機密或其他法律、法規命令規定應秘密之
事項或限制、禁止公開者，不適用第二十五
條及第二十七條有關公開展覽、公聽會及計
畫內容公告周知之規定。
ௐˬ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
國土功能分區圖後，應按本法規定進行管
制。區域計畫實施前或原合法之建築物、設
施與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四項所定土地使
用管制內容不符者，除准修繕外，不得增建
或改建。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
有必要時，得斟酌地方情形限期令其變更使
用或遷移，其因遷移所受之損害，應予適當
之補償；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令其
變更使用、遷移前，得為區域計畫實施前之
使用、原來之合法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
之使用。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既有合法
可建築用地經依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變更為非可建築用地時，其所受之損失，應
予適當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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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行第一項復育計
關應依序命土地或地上物使用人、管理人或
畫，必要時，得依法價購、徵收區內私有土
所有人限期停止使用或恢復原狀；屆期不履
地及合法土地改良物。
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行政執
ௐˬȈ˛୧ 國土復育促進地區內已有之聚落
行法規定辦理。
或建築設施，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
前項土地或地上物屬公有者，管理人於收
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安全堪虞者，除有
受限期恢復原狀之通知後，得於期限屆滿前
立即明顯之危害，不得限制居住或強制遷居。 擬定改善計畫送主管機關核備，不受前項限
前項經評估有安全堪虞之地區，中央目的
期恢復原狀規定之限制。但有立即影響公共
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研
安全之情事時，應迅即恢復原狀或予以改善。
擬完善安置及配套計畫，並徵得居民同意 ௐˬȈ˝୧ 有前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
後，於安全、適宜之土地，整體規劃合乎永
情形致釀成災害者，處七年以下有期徒刑，
續生態原則之聚落，予以安置，並協助居住、 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金；因而致人
就業、就學、就養及保存其傳統文化；必要
於死者，處五年以上十二年以下有期徒刑，
時，由行政院協調整合辦理。
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金；致重傷
者，處三年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第六章 罰 則
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金。
犯前項之罪者，其墾殖物、工作物、施工
ௐˬȈˣ୧ 從事未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
材料及所使用之機具，不論屬於犯罪行為人
類使用原則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
與否，沒收之。
地使用者，由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處行為人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 ௐα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土地
違規使用應加強稽查，並由依第三十八條規
下罰鍰。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由該管直轄市、縣（市） 定所處罰鍰中提撥一定比率，供民眾檢舉獎
勵使用。
主管機關處行為人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
前項檢舉土地違規使用獎勵之對象、基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準、範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一、未經使用許可而從事符合國土功能分區
管機關定之。
及其分類使用原則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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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特殊之土地使用。
第七章 附 則
二、未依許可使用計畫之使用地類別、使用
ௐα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海
配置、項目、強度進行使用。
域管轄範圍，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
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四項之管制使
關劃定。
用土地者，由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各級主管機關為執行海域內違反本法之取
關處行為人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締、蒐證、移送等事項，由海岸巡防機關協
罰鍰。
依前三項規定處罰者，該管直轄市、縣（市） 助提供載具及安全戒護。
主管機關得限期令其變更使用、停止使用或 ௐαȈ˟୧ 第十五條第三項第三款及第二十
三條第五項所定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
拆除其地上物恢復原狀；於管制使用土地上
計畫，其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經營業務者，必要時得勒令歇業，並通知該
ௐαȈˬ୧ 政府應整合現有國土資源相關研
管主管機關廢止其全部或一部登記。
究機構，推動國土規劃研究；必要時，得經
前項情形經限期變更使用、停止使用、拆
整合後指定國家級國土規劃研究專責之法人
除地上物恢復原狀或勒令歇業而不遵從者，
或機構。
得按次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處罰，並得依
行政執行法規定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 ௐαȈα୧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國土永續發
展基金；其基金來源如下：
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復原狀之措施，其費用
一、使用許可案件所收取之國土保育費。
由行為人負擔。
二、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有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三項情形無
三、自來水事業機構附徵之一定比率費用。
法發現行為人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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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力事業機構附徵之一定比率費用。
五、違反本法罰鍰之一定比率提撥。
六、民間捐贈。
七、本基金孳息收入。
八、其他收入。
前項第二款政府之撥款，自本法施行之日
起，中央主管機關應視國土計畫檢討變更情
形逐年編列預算移撥，於本法施行後十年，
移撥總額不得低於新臺幣五百億元。第三款
及第四款來源，自本法施行後第十一年起適
用。
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其附徵項目、一
定比率之計算方式、繳交時間、期限與程序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國土永續發展基金之用途如下：
一、依本法規定辦理之補償所需支出。
二、國土之規劃研究、調查及土地利用之監
測。
三、依第一項第五款來源補助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辦理違規查處及支應民眾檢舉
獎勵。
四、其他國土保育事項。
ௐαỊ̏୧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行後二
年內，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
計畫公告實施後二年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並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後二年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日期，一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公告國
土功能分區圖之日起，區域計畫法不再適用。
ௐαȈ̱୧ 本法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ௐαȈ˛୧ 本法施行日期，由行政院於本法
公布後一年內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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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一、區域範圍。
二、自然環境。
中華民國 63 年 1 月 31 日總統臺統一義字第 0441
三、發展歷史。
號令訂定
四、區域機能。
中華民國 89 年 1 月 26 日華總一義字第 8900017420
五、人口及經濟成長、土地使用、運輸需
號令增訂第 15 條之 1 至第 15 條之 5 及第 22 條
之 1 條文；並修正第 4 條至第 7 條、第 9 條、第
要、資源開發等預測。
16 條至第 18 條、第 21 條及第 22 條條文
六、計畫目標。
七、城鄉發展模式。
第一章 總則
八、自然資源之開發及保育。
九、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及土地分區管制。
ௐ˘୧ 為促進土地及天然資源之保育利用，
十、區域性產業發展計畫。
人口及產業活動之合理分布，以加速並健全
十一、區域性運輸系統計畫。
經濟發展，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公共福利，
十二、區域性公共設施計畫。
特制定本法。
十三、區域性觀光遊憩設施計畫。
ௐ˟୧ 區域計畫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
十四、區域性環境保護設施計畫。
者，適用其他法律。
十五、實質設施發展順序。
ௐˬ୧ 本法所稱區域計畫，係指基於地理、
十六、實施機構。
人口、資源、經濟活動等相互依賴及共同利
十七、其他。
益關係，而制定之區域發展計畫。
ௐα୧ 區域計畫之主管機關︰中央為內政 ௐˣ୧ 區域計畫之擬定機關為擬定計畫，得
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縣（市）為縣（市） 要求有關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提供必要之資
料，各該機關團體應配合提供。
政府。
各級主管機關為審議區域計畫，應設立區 ௐ˝୧! 區域計畫依左列規定程序核定之︰
一、中央主管機關擬定之區域計畫，應經中
域計畫委員會；其組織由行政院定之。
央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行政
第二章 區域計畫之擬定、變更、
院備案。
二、直轄市主管機關擬定之區域計畫，應經
核定與公告
直轄市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
ௐ̣୧ 左列地區應擬定區域計畫︰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一、依全國性綜合開發計畫或地區性綜合開
三、縣（市）主管機關擬定之區域計畫，應
發計畫所指定之地區。
經縣（市）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以首都、直轄市、省會或省（縣）轄市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為中心，為促進都市實質發展而劃定之
四、依第六條第二項規定由上級主管機關擬
地區。
定之區域計畫，比照本條第一款程序辦
三、其他經內政部指定之地區。
理。
ௐ̱୧ 區域計畫之擬定機關如左︰
ௐȈ୧ 區域計畫核定後，擬定計畫之機關應
一、跨越兩個省（市）行政區以上之區域計
於接到核定公文之日起四十天內公告實施，
畫，由中央主管機關擬定。
並將計畫圖說發交各有關地方政府及鄉、鎮
二、跨越兩個縣（市）行政區以上之區域計
（市）公所分別公開展示；其展示期間，不
畫，由中央主管機關擬定。
得少於三十日。並經常保持清晰完整，以供
三、跨越兩個鄉、鎮（市）行政區以上之區
人民閱覽。
域計畫，由縣主管機關擬定。
ௐȈ˘୧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凡依區域計
依前項第三款之規定，應擬定而未能擬定
畫應擬定市鎮計畫、鄉街計畫、特定區計畫
時，上級主管機關得視實際情形，指定擬定
或已有計畫而須變更者，當地都市計畫主管
機關或代為擬定。
機關應按規定期限辦理擬定或變更手續。未
ௐ˛୧ 區域計畫應以文字及圖表，表明左列
依限期辦理者，其上級主管機關得代為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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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變更之。
件，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報
ௐȈ˟୧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區域內有關
經各該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後，辦理分
之開發或建設事業計畫，均應與區域計畫密
區變更。
切配合；必要時應修正其事業計畫，或建議
區域計畫擬定機關為前項第二款計畫之許
主管機關變更區域計畫。
可前，應先將申請開發案提報各該區域計畫委
ௐȈˬ୧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擬定計畫之
員會審議之。
機關應視實際發展情況，每五年通盤檢討一 ௐỊ̏୧̝˟ 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
次，並作必要之變更。但有左列情事之一者， 開發之案件，經審議符合左列各款條件，得
得隨時檢討變更之︰
許可開發︰
一、發生或避免重大災害。
一、於國土利用係屬適當而合理者。
二、興辦重大開發或建設事業。
二、不違反中央、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基
三、區域建設推行委員會之建議。
於中央法規或地方自治法規所為之土地
區域計畫之變更，依第九條及第十條程序
利用或環境保護計畫者。
辦理；必要時上級主管機關得比照第六條第
三、對環境保護、自然保育及災害防止為妥
二項規定變更之。
適規劃者。
ௐȈα୧ 主管機關因擬定或變更區域計畫，
四、與水源供應、鄰近之交通設施、排水系
得派員進入公私土地實施調查或勘測。但設
統、電力、電信及垃圾處理等公共設施
有圍障之土地，應事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
及公用設備服務能相互配合者。
其使用人；通知無法送達時，得以公告方式
五、取得開發地區土地及建築物權利證明文
為之。
件者。
為實施前項調查或勘測，必須遷移或拆除地
前項審議之作業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上障礙物，以致所有權人或使用人遭受損失
商有關機關定之。
者，應予適當之補償。補償金額依協議為之， ௐỊ̏୧̝ˬ 申請開發者依第十五條之一第
協議不成，報請上級政府核定之。
一項第二款規定取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
後，辦理分區或用地變更前，應將開發區內
第三章 區域土地使用管制
之公共設施用地完成分割移轉登記為各該直
轄市、縣（市）有或鄉、鎮（市）有，並向
ௐỊ̏୧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不屬第十一
條之非都市土地，應由有關直轄市或縣（市） 直轄市、縣（市）政府繳交開發影響費，作
為改善或增建相關公共設施之用；該開發影
政府，按照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製定
響費得以開發區內可建築土地抵充之。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並編定各種使用
前項開發影響費之收費範圍、標準及其他相
地，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管制。
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變更之程序亦同。其管制規則，由中央主管
第一項開發影響費得成立基金；其收支保管
機關定之。
前項非都市土地分區圖，應按鄉、鎮（市） 及運用辦法，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定之。
分別繪製，並利用重要建築或地形上顯著標誌
第一項開發影響費之徵收，於都市土地準用
及地籍所載區段以標明土地位置。
之。
ௐỊ̏୧̝˘ 區域計畫完成通盤檢討公告實
施後，不屬第十一條之非都市土地，符合非 ௐỊ̏୧̝α 依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申請開發之案件，直轄市、縣（市）政
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者，得依左列規定，
府應於受理後六十日內，報請各該區域計畫
辦理分區變更︰
擬定機關辦理許可審議，區域計畫擬定機關
一、政府為加強資源保育須檢討變更使用分
並應於九十日內將審議結果通知申請人。但
區者，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報經
有特殊情形者，得延長一次，其延長期間並
上級主管機關核定時，逕為辦理分區變
不得超過原規定之期限。
更。
二、為開發利用，依各該區域計畫之規定，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政府不依前
條規定期限，將案件報請區域計畫擬定機關
由申請人擬具開發 計畫，檢同有關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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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者，其上級主管機關得令其一定期限內
人、使用人或管理人負擔。
為之；逾期仍不為者，上級主管機關得依申
前二項罰鍰，經限期繳納逾期不繳納者，移送
請，逕為辦理許可審議。
法院強制執行。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第十五條 ௐ˟Ȉ˟୧ 違反前條規定不依限變更土地使
規定實施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管制時，應將
用或拆除建築物恢復土地原狀者，除依行政
非都市土地分區圖及編定結果予以公告；其
執行法辦理外，並得處六個月以下有期徒刑
編定結果，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或拘役。
前項分區圖複印本，發交有關鄉（鎮、市）
第六章 附則
公所保管，隨時備供人民免費閱覽。
ௐȈ˛୧! 區域計畫實施時，其地上原有之土 ௐ˟Ȉ˟୧̝˘ 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或上級主
地改良物，不合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者，經政
管機關依本法為土地開發案件之許可審議，
府令其變更使用或拆除時所受之損害，應予
應收取審查費；其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
適當補償。補償金額，由雙方協議之。協議
關定之。
不成，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報請上 ௐ˟Ȉˬ୧ 本法施行細則，由內政部擬訂，
級政府予以核定。
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第四章 區域開發建設之推動

第五章 罰則
ௐ˟Ȉ˘୧ 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之管制使用
土地者，由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處新
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
期令其變更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其地上物
恢復原狀。
前項情形經限期變更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
地上物恢復原狀而不遵從者，得按次處罰，並
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
恢復原狀之措施，其費用由土地或地上物所有

土地編定管制類

ௐȈˣ୧ 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為推動區域計畫之實施及區域公共設施之興
修，得邀同有關政府機關、民意機關、學術
機構、人民團體、公私企業等組成區域建設
推行委員會。
ௐȈ˝୧! 區域建設推行委員會之任務如左︰
一、有關區域計畫之建議事項。
二、有關區域開發建設事業計畫之建議事
項。
三、有關個別開發建設事業之協調事項。
四、有關籌措區域公共設施建設經費之協助
事項。
五、有關實施區域開發建設計畫之促進事項。
六、其他有關區域建設推行事項。
ௐ˟Ȉ୧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區域內個別
事業主管機關，應配合區域計畫及區域建設
推行委員會之建議，分別訂定開發或建設進
度及編列年度預算，依期辦理之。

ௐ˟Ȉα୧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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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定之區
域計畫，應遵循中央主管機關擬定之區域計
畫。
中華民國 66 年 5 月 25 日台內地字第 737995 號令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區域內之都市計畫及
訂定
有關開發或建設事業計畫之內容與建設時
中華民國 77 年 5 月 31 日行政院台內字第 14155 號
序，應與區域計畫密切配合。原已發布實施之
函核定
中華民國 77 年 6 月 27 日台內營字第 605828 號令
都市計畫不能配合者，該都市計畫應即通盤檢
修正
討變更。
中華民國 86 年 7 月 7 日台內營字第 8673138 號令
區域內各開發或建設事業計畫，在區域計畫
修正
公告實施前已執行而與區域計畫不符者，主管
中華民國 88 年 10 月 16 日台內營字第 8874973 號
機關應通知執行機關就尚未完成部分限期修
令修正第 2 條、第 15 條條文
正。
中華民國 90 年 5 月 4 日台內營字第 9083494 號令
ௐˣ୧ 主管機關因擬定或變更區域計畫，依
增訂第 16 條之 1 至第 16 條之 4 條文；並修正第
本法第十四條規定派員進入公私有土地實施
2 條及第 10 條至第 15 條條文
調查或勘測時，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中華民國 102 年 10 月 23 日台內營字第 1020320943
一、進入設有圍障之土地，應於十日前通知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25 條；並自發布日施行
該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第一章 總則
二、必須遷移或拆除地上障礙物者，應於十
日前將其名稱、地點及拆除或 變更日
ௐ˘୧ 本細則依區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
期，通知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並定期協
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議補償金額。
前項通知無法送達時，得寄存於當地村里長
第二章 區域計畫之擬定、變更、
處，並於本機關公告處公告之。
核定與公告
ௐ˝୧ 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十七條應
ௐ˟୧ 依本法規定辦理區域計畫之擬定或變
發給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之補償金，有下列情
更，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委託有關機關、學
形之一時，應依法提存：
術團體或其他專業機構研究規劃之。
一、應受補償人拒絕受領或不能受領者。
ௐˬ୧!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擬定區域計畫時，
二、應受補償人所在不明者。
得要求有關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提供資料，必
第三章 區域土地使用管制
要時得徵詢事業單位之意見，其計畫年期以不
超過二十五年為原則。
ௐȈ୧! 區域土地應符合土地分區使用計畫，
ௐα୧! 區域計畫之區域範圍，應就行政區劃、
並依下列規定管制：
自然環境、自然資源、人口分布、都市體系、 一、都市土地：包括已發布都市計畫及依都市
產業結構與分布及其他必要條件劃定之。
計畫法第八十一條規定為新訂都市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海域管轄範圍，
或擴大都市計畫而先行劃定計畫地區範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劃定。
圍，實施禁建之土地；其使用依都市計畫
ௐ̣୧ 本法第七條第九款所定之土地分區使
法管制之。
用計畫，包括土地使用基本方針、環境敏感
二、非都市土地：指都市土地以外之土地；其
地區、土地使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劃定及
使用依本法第十五條規定訂定非都市土
檢討等相關事項。
地使用管制規則管制之。
前項所定環境敏感地區，包括天然災害、生
前項範圍內依國家公園法劃定之國家公園
態、文化景觀、資源生產及其他環境敏感等地
土地，依國家公園計畫管制之。
區。
ௐȈ˘୧ 非都市土地得劃定為下列各種使用
ௐ̱୧ 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區域計畫 區：
時，得徵詢有關政府機關、事業單位、民間
一、特定農業區：優良農地或曾經投資建設
團體或該區域建設推行委員會之意見。
重大農業改良設施，經會同農業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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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認為必須加以特別保護而劃定者。
移動者，隨其移動。
二、一般農業區：特定農業區以外供農業使
三、以鐵路線為界線者，以該鐵路界線為分
用之土地。
區界線。
三、工業區：為促進工業整體發展，會同有
四、以道路為界線者，以其計畫道路界線為
關機關劃定者。
分區界線，無計畫道路者，以該現有道
四、鄉村區：為調和、改善農村居住與生產
路界線為準。
環境及配合政府興建住宅社區政策之需
五、以宗地界線為界線者，以地籍圖上該宗
要，會同有關機關劃定者。
地界線為分區界線。
五、森林區：為保育利用森林資源，並維護
海域區應以適當坐標系統定位範圍界線，
生態平衡及涵養水源，依森林法等有關
並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不受第一項
法規，會同有關機關劃定者。
比例尺不得小於二萬五千分之一限制。
六、山坡地保育區：為保護自然生態資源、 ௐȈˬ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
景觀、環境，與防治沖蝕、崩塌、地滑、 第十五條規定編定各種使用地時，應按非都
土石流失等地質災害，及涵養水源等水
市土地使用分區圖所示範圍，就土地能供使
土保育，依有關法規，會同有關機關劃
用之性質，參酌地方實際需要，依下列規定
定者。
編定，且除海域用地外，並應繪入地籍圖；
七、風景區：為維護自然景觀，改善國民康
其已依法核定之各種公共設施用地，能確定
樂遊憩環境，依有關法規，會同有關機
其界線者，並應測定其界線後編定之：
關劃定者。
一、甲種建築用地：供山坡地範圍外之農業
八、國家公園區：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
區內建築使用者。
景、史蹟、野生物及其棲息地，並供國
二、乙種建築用地：供鄉村區內建築使用
民育樂及研究，依國家公園法劃定者。
者。
九、河川區：為保護水道、確保河防安全及
三、丙種建築用地：供森林區、山坡地保育
水流宣洩，依水利法等有關法規，會同
區、風景區及山坡地範圍之農業區內建
有關機關劃定者。
築使用者。
十、海域區：為促進海域資源與土地之保育
四、丁種建築用地：供工廠及有關工業設施
及永續合理利用，防治海域災害及環境
建築使用者。
破壞，依有關法規及實際用海需要劃定
五、農牧用地：供農牧生產及其設施使用
者。
者。
十一、其他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為利各目
六、林業用地：供營林及其設施使用者。
的事業推動業務之實際需要，依有關
七、養殖用地：供水產養殖及其設施使用
法規，會同有關機關劃定並註明其用
者。
途者。
八、鹽業用地：供製鹽及其設施使用者。
ௐȈ˟୧ 依本法第十五條規定製定非都市土
九、礦業用地：供礦業實際使用者。
地使用分區圖，應按鄉（鎮、市、區）之行
十、窯業用地：供磚瓦製造及其設施使用者。
政區域分別繪製，其比例尺不得小於二萬五
十一、交通用地：供鐵路、公路、捷運系統、
千分之一，並標明各種使用區之界線；已依
港埠、空運、氣象、郵政、電信等及
法核定之各種公共設施、道路及河川用地，
其設施使用者。
能確定其界線者，應一併標明之。
十二、水利用地：供水利及其設施使用者。
前項各種使用區之界線，應根據圖面、地
十三、遊憩用地：供國民遊憩使用者。
形、地物等顯著標誌與說明書，依下列規定認
十四、古蹟保存用地：供保存古蹟使用者。
定之：
十五、生態保護用地：供保護生態使用者。
一、以計畫地區範圍界線為界線者，以該範
十六、國土保安用地：供國土保安使用者。
圍之界線為分區界線。
十七、殯葬用地：供殯葬設施使用者。
二、以水岸線或河川中心線為界線者，以該
十八、海域用地：供各類用海及其設施使用
水岸線或河川中心線為分區界線，其有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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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十五條之四所定九十日，係指自主管
機關受理審議開發案件，並經申請人繳交審查
費之次日起算九十日。
ௐȈˣ୧ 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公告實
施後，依本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申請開發之案件，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辦理審議許可。但一定規模以上、性
質特殊、位於環境敏感地區或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者，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許可。
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前，依
本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開
發之案件，除前項但書規定者外，中央主管機
關得委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議許可。
第一項所定一定規模、性質特殊、位於環境
敏感地區，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為實施區域土地使用管制，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定期實
施全面性土地使用現狀調查，並將調查結果
以圖冊（卡）記載之。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
第十五條規定將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各
種使用地編定結果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後，除應依本法第十六條規定予以公告，並
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外，並應自公告之日起，
依照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實施土地使用
管制。
土地所有權人發現土地使用分區界線或使
用地編定有錯誤或遺漏時，應於公告之日起三
十日內，以書面申請更正。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前項之申請經
查明屬實者，應彙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更正
之，並復知申請人。
各種使用地編定結果，除海域用地外，應登
載於土地登記簿，變更編定時亦同。
ௐ˟Ȉ˘୧! 依本法實施區域土地使用管制
後，區域計畫依本法第十三條規定變更者，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即檢討相關之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使用編定，並
作必要之變更編定。

第四章 區域開發建設之推動
ௐ˟Ȉ˟୧ 各級主管機關得視需要，依本法
第十八條規定，聘請有關人員設置區域建設
推行委員會，辦理本法第十九條規定之任
務，其設置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未設
置區域建設推行委員會者，本法第十九條規

土地編定管制類

十九、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供各種特定目的
之事業使用者。
前項各種使用地編定完成後，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變更
編定時，亦同。
ௐȈα୧ 依本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五條之一第
一項第一款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編
定各種使用地與辦理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
使用地編定檢討之作業方式及程序，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使用分區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委辦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
一、使用分區之更正。
二、為加強資源保育辦理使用分區之劃定或
檢討變更。
三、面積未達一公頃使用分區之劃定。
ௐỊ̏୧ 本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所
稱開發計畫，應包括下列內容：
一、開發內容分析。
二、基地環境資料分析。
三、實質發展計畫。
四、公共設施營運管理計畫。
五、平地之整地排水工程。
六、其他應表明事項。
本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所稱有關
文件，係指下列文件：
一、申請人清冊。
二、設計人清冊。
三、土地清冊。
四、相關簽證（名）技師資料。
五、土地及建築物權利證明文件。
六、相關主管機關或事業機構同意文件。
七、其他文件。
前二項各款之內容，應視開發計畫性質，於
審議作業規範中定之。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理申
請開發案件後，經查對開發計畫與有關文件
須補正者，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
補正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敘明
處理經過，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議。
主管機關辦理許可審議時，如有須補正事項
者，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
應為駁回之處分。
ௐȈ˛୧ 本法第十五條之四所定六十日，係
指自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理申請開
發案件之次日起算六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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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任務，由各級主管機關指定單位負責辦
理。
ௐ˟Ȉˬ୧ 各級區域建設推行委員會或辦理
其任務之單位對區域建設推行事項應廣為宣
導，並積極誘導區域開發建設事業之發展，
必要時並得邀請有關機關公私團體，舉辦區
域建設之各種專業性研討會，或委託學術團
體從事區域開發建設問題之專案研究。
ௐ˟Ȉα୧ 各級區域建設推行委員會或辦理
其任務之單位依本法第十九條所為協助或建
議，各有關機關及事業機構應盡量配合辦
理。其屬於區域公共設施分期建設計畫及經
費概算者，各有關機關編製施政計畫及年度
預算時應配合辦理。

第五章 附則
ௐ˟Ị̏୧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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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0970724018 號令修正第 6 條附表 1 及第 9 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98 年 3 月 18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80723903 號令修正第 35 條、第 35 條之 1 條文
中 華 民 國 98 年 3 月 20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80725264 號令修正第 52 條之 1 條文；並增訂
第 42 條之 1 條文
中 華 民 國 99 年 4 月 28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90724133 號令修正第 1 條、第 6 條、第 11 條、
第 13 條、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6 條、第 20
條、第 21 條、第 22 條、第 23 條、第 48 條、第
49 條之 1、第 52 條之 1 條文；並刪除第 24 條、
第 25 條條文、增訂第 14 條之 1、第 22 條之 1
條文
中 華 民 國 100 年 5 月 2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00724370 號令修正第 35 條、第 35 條之 1 條文
及第 6 條附表一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9 月 19 日 內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26651596 號令修正部分條文及第 6 條附表
一、第 17 條附表二、附表二之一、第 27 條附表
三、第 28 條附表四
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3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1303711 號令修正第 2 條、第 3 條、第 9 條、
第 17 條、第 30 條之 1、第 30 條之 2、第 30 條
之 4、第 43 條、第 44 條之 2、第 49 條之 1、第
52 條之 1、第 56 條；並增訂第 30 條之 3 條、第
31 條之 1、第 31 條之 2
中華民國 104 年 12 月 3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11398 號令修正部分條文及第 27 條附表三

第一章 總則
ௐ˘୧ 本規則依區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非都市土地得劃定為特定農業、一般
農業、工業、鄉村、森林、山坡地保育、風
景、國家公園、河川、海域、特定專用等使
用分區。
ௐˬ୧ 非都市土地依其使用分區之性質，編
定為甲種建築、乙種建築、丙種建築、丁種
建築、農牧、林業、養殖、鹽業、礦業、窯
業、交通、水利、遊憩、古蹟保存、生態保
護、國土保安、殯葬、海域、特定目的事業
等使用地。
ௐα୧! 非都市土地之使用，除國家公園區內
土地，由國家公園主管機關依法管制外，按
其編定使用地之類別，依本規則規定管制之。
ௐ̣୧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及使用地編
定後，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管制其使用，
並由當地鄉（鎮、市、區）公所隨時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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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65 年 3 月 30 日台內地字第 678450 號令
訂定
中華民國 65 年 11 月 26 日台內地字第 712318 號令
修正
中華民國 68 年 2 月 5 日台內地字第 820944 號令修
正第 6 條、第 9 條條文
中華民國 70 年 4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17367 號令修
正
中華民國 73 年 11 月 5 日台內地字第 266726 號令
修正
中華民國 77 年 6 月 29 日台內地字第 608840 號令
修正
中華民國 78 年 7 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709692 號令修
正第 2 條、第 4 條、第 7 條及第 9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0 年 3 月 6 日台內地字第 907023 號令修
正
中華民國 82 年 11 月 5 日台內地字第 8286866 號令
修正
中華民國 83 年 6 月 1 日台內地字第 8375622 號令
修正第 9 條、並增訂第 31 條之 1 條文
中華民國 85 年 5 月 23 日台內地字第 8574962 號令
修正
中華民國 87 年 1 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8776145 號令
修正第 9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8 年 6 月 29 日台內地字第 8886119 號令
修正第 6 條、第 10 條、第 18 條、第 23 條、第
29 條、第 30 條、第 3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0 年 3 月 26 日台內中地字第 9081105 號
令修正
中華民國 91 年 5 月 31 日台內中地字第 0910084243
號令修正第 6 條第 3 項附表 1、第 19 條、第 25
條、第 28 條、第 35 條、第 45 條、第 48 條、第
49 條，增訂第 35 條之 1 條文
中 華 民 國 92 年 3 月 26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20082365 號令修正第 6 條及附表 1、第 23 條、
第 26 條、第 28 條、第 30 條、第 31 條、第 33
條，增訂第 6 條之 1、第 38 條之 1、第 44 條之 1、
第 49 條之 1、第 52 條之 1 條文，刪除第 49 條及
第 52 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93 年 3 月 5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30723833 號令修正第 6 條附表 1、第 9 條、第
22 條、第 28 條及第 49 條之 1 條文
中 華 民 國 93 年 6 月 15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30724421 號令修正第 44 條，第 45 條及第 52
條之 1
中 華 民 國 94 年 12 月 16 日 內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407297271 號令修正第 35 條之 1 條文
中 華 民 國 97 年 9 月 5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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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者，應即報請直轄市
款規定之文件。第一項第一款申請書格式，目
或縣（市）政府處理。
的事業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得依其規定辦
鄉（鎮、市、區）公所辦理前項檢查，應指
理。
定人員負責辦理。
ௐ̱୧̝˟ 依第六條第三項附表一之一規定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處理第一項違反土
於海域用地申請區位許可者，應檢附申請書
地使用管制之案件，應成立聯合取締小組定期
如附表一之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查處。
依前項於海域用地申請區位許可，經審查符
前項直轄市或縣（市）聯合取締小組得請目
合下列各款條件者，始得核准：
的事業主管機關定期檢查是否依原核定計畫
一、對於海洋之自然條件狀況、自然資源分
使用。
布、社會發展需求及國家安全考量等，
係屬適當而合理。
第二章 容許使用、建蔽率及容積率 二、申請區位若位屬附表一之二環境敏感地
區者，應經各項環境敏感地區之中央法
ௐ̱୧
非都市土地經劃定使用分區並編定
令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使用地類別，應依其容許使用之項目及許可
三、興辦事業計畫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使用細目使用。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
或原則同意。
定為重大建設計畫所需之臨時性設施，經徵
四、申請區位屬下列情形之一者：
得使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同意
（一）非屬已核准區位許可範圍。
後，得核准為臨時使用。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二）屬已核准區位許可範圍，並經該目
機關於核准時，應函請直轄市或縣（市）政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府通知土地登記機關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加
（三）屬已核准區位許可範圍，且該區位
註臨時使用用途及期限。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逾三年未使用。
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負責監督確
第一項申請案件，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有關
實依核定計畫使用及依限拆除恢復原狀。
機關審查。但涉重大政策或認定疑義者，應依
前項容許使用及臨時性設施，其他法律或依
下列原則處理：
本法公告實施之區域計畫有禁止或限制使用
一、於不影響海域永續利用之前提下，尊重
之規定者，依其規定。
現行之使用。
海域用地以外之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
二、申請區位、資源和環境等為自然屬性者
目、許可使用細目及其附帶條件如附表一；海
優先。
域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區位許可使用細目如
三、多功能使用之海域，以公共福祉最大化
附表一之一。
之使用優先，相容性較高之使用次之。
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執行要點，由內政部定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零五年一月二日修正生
之。
效前，依其他法令已同意使用之用海範圍，且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辦理容許使用案件，得
屬第一項需申請區位許可者，各目的事業主管
視實際需要，訂定審查作業要點。
機關應於本規則中華民國一零五年一月二日
ௐ̱୧̝˘ 依前條第三項附表一規定應申請
修正生效後六個月內，將同意使用之用海範圍
許可使用者，應檢附下列文件，向目的事業
及相關資料報送中央主管機關；其使用之用海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範圍，視同取得區位許可。
一、非都市土地許可使用申請書如附表五。
於海域用地申請區位許可審議之流程如附
二、使用計畫書。
表一之三。
三、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ௐ̱୧̝ˬ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條核准區位許
四、申請許可使用同意書。
可者，應按個案情形核定許可期間，並核發
五、土地使用配置圖及位置示意圖。
區位許可證明文件，將審查結果納入海域相
六、其他有關文件。
關之基本資料庫，並副知該目的事業主管機
前項第三款之文件能以電腦處理者，免予檢
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附。
ௐ˛୧
山坡地範圍內森林區、山坡地保育區
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者，免附第一項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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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央主管機關：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二、養殖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署。
三、鹽業、礦業、水利用地之中央主管機
關：經濟部。
四、古蹟保存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文化
部。

第三章 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ௐȈ୧ 非都市土地經劃定使用分區後，因申
請開發，依區域計畫之規定需辦理土地使用
分區變更者，應依本規則之規定辦理。
ௐȈ˘୧ 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達下列規模
者，應辦理土地使用分區變更：
一、申請開發社區之計畫達五十戶或土地面
積在一公頃以上，應變更為鄉村區。
二、申請開發為工業使用之土地面積達十公
頃以上或依產業創新條例申請開發為工
業使用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應變
更為工業區。
三、申請開發遊憩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
以上，應變更為特定專用區。
四、申請設立學校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
上，應變更為特定專用區。
五、申請開發高爾夫球場之土地面積達十公
頃以上，應變更為特定專用區。
六、申請開發公墓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
或其他殯葬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二公頃以
上，應變更為特定專用區。
七、前六款以外開發之土地面積達二公頃以
上，應變更為特定專用區。
前項辦理土地使用分區變更案件，申請開發
涉及其他法令規定開發所需最小規模者，並應
符合各該法令之規定。
ௐȈ˟୧ 為執行區域計畫，各級政府得就各
區域計畫所列重要風景及名勝地區研擬風景
區計畫，並依本規則規定程序申請變更為風
景區，其面積以二十五公頃以上為原則。但
離島地區，不在此限。
ௐȈˬ୧ 非都市土地開發需辦理土地使用分
區變更者，其申請人應依相關審議作業規範
之規定製作開發計畫書圖及檢具有關文件，
並依下列程序，向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申
請辦理：
一、申請開發許可。
二、山坡地範圍屬依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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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風景區之土地，在未編定使用地之類別
前，適用林業用地之管制。
ௐˣ୧ 土地使用編定後，其原有使用或原有
建築物不合土地使用分區規定者，在政府令
其變更使用或拆除建築物前，得為從來之使
用。原有建築物除准修繕外，不得增建或改
建。
前項土地或建築物，對公眾安全、衛生及福
利有重大妨礙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應限期令其變更或停止使用、遷移、拆除或改
建，所受損害應予適當補償。
ௐ˝୧ 下列非都市土地建蔽率及容積率不得
超過下列規定。但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
視實際需要酌予調降，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一、甲種建築用地：建蔽率百分之六十。容
積率百分之二百四十。
二、乙種建築用地：建蔽率百分之六十。容
積率百分之二百四十。
三、丙種建築用地：建蔽率百分之四十。容
積率百分之一百二十。
四、丁種建築用地：建蔽率百分之七十。容
積率百分之三百。
五、窯業用地：建蔽率百分之六十。容積率
百分之一百二十。
六、交通用地：建蔽率百分之四十。容積率
百分之一百二十。
七、遊憩用地：建蔽率百分之四十。容積率
百分之一百二十。
八、殯葬用地：建蔽率百分之四十。容積率
百分之一百二十。
九、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建蔽率百分之六十。
容積率百分之一百八十。
經依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定之工商綜合區
或行政院同意設立之自由經濟示範區土地使
用計畫而規劃之特定專用區或工業區，區內可
建築基地經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者，其建
蔽率及容積率依核定計畫管制，不受前項第九
款規定之限制。
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土地使用計畫，其建蔽率
及容積率低於第一項之規定者，依核定計畫管
制之。
第一項以外使用地之建蔽率及容積率，由下
列使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建築管理、地政
機關訂定：
一、農牧、林業、生態保護、國土保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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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具水土保持計畫者，取得水土保持完
工證明書；非山坡地範圍，應取得整地排
水計畫完工證明書。
三、申請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之異動登記。
海埔地開發及非山坡地範圍農村社區土地
重劃案件，免依前項第二款申請整地排水計畫
完工證明書。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認定水土保持計畫或
整地排水計畫之工程需與建築物一併施工或
經水土保持主管機關認定無法於申請土地使
用分區及使用地之異動登記前核發水土保持
完工證明書者，得由申請人先行申請辦理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變更編定之異動登記。
ௐȈα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前條規定
受理申請後，應查核開發計畫書圖及基本資
料，並視開發計畫之使用性質，徵詢相關單
位意見後，提出具體初審意見，併同申請案
之相關書圖，送請各該區域計畫擬定機關，
提報其區域計畫委員會，依各該區域計畫內
容與相關審議作業規範及建築法令之規定審
議。
前項申請案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同意
後，由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發許可予申請
人，並通知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依前條規定申請使用分區變更之土地，其使
用管制及開發建築，應依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
發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之開發計畫書圖及其
許可條件辦理，申請人不得逕依第六條附表一
作為開發計畫以外之其他容許使用項目或許
可使用細目使用。
ௐȈα୧̝˘!!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許可案
件，申請人得於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前向該
機關申請撤回；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於同意撤回
後，應通知申請人及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ௐỊ̏୧ 非都市土地開發需辦理土地使用分
區變更者，申請人於申請開發許可時，得依
相關審議作業規範規定，檢具開發計畫申請
許可，或僅先就開發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變
更計畫申請同意，並於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
准期限內，再檢具使用地變更編定計畫申請
許可。
申請開發殯葬、廢棄物衛生掩埋場、廢棄物
封閉掩埋場、廢棄物焚化處理廠、營建剩餘土
石方資源處理場及土石採取場等設施，應先就
開發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變更計畫申請同

意，並於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准期限內，檢具
使用地變更編定計畫申請許可。
ௐȈ̱୧ 申請人依前條規定，僅先檢具開發
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變更計畫申請時，應於
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准期限內，檢具開發計
畫之使用地變更編定計畫向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申請許可，逾期未申請者，其原經區域
計畫擬定機關同意之土地使用分區變更計畫
失其效力。但在期限屆滿前申請，並經區域
計畫擬定機關同意延長期限者，不在此限。
前項使用地變更計畫，經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查核資料，並報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同
意後，由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發許可予甲
請人，並通知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
ௐȈ˛୧ 申請土地開發者於目的事業法規另
有規定，或依法需辦理環境影響評估、實施
水土保持之處理及維護或涉及農業用地變更
者，應依各目的事業、環境影響評估、水土
保持或農業發展條例有關法規規定辦理。
前項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或區域計畫擬
定等主管機關之審查作業，得採併行方式辦
理，其審議程序如附表二及附表二之一。
ௐȈˣ୧ 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屬綜合性土地
利用型態者，應由區域計畫擬定機關依其土
地使用性質，協調判定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前項綜合性土地利用型態，係指多類別使用
分區變更案或多種類土地使用（開發）案。
ௐȈ˝୧ 申請人依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申請開發許可，依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同
意之計畫內容或各目的事業相關法規之規
定，需與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簽訂協
議書者，應依審議同意之計畫內容及各目的
事業相關法規之規定，與當地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簽訂協議書。
前項協議書應於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
發許可前，經法院公證。
ௐ˟Ȉ୧ 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發許可、
廢止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後，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應將許可或廢止內容於各該直轄
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
公告三十日。
ௐ˟Ȉ˘୧ 申請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應報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
廢止原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
一、違反核定之土地使用計畫、目的事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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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等相關法規，經該管主管
經濟示範區，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性質相
機關提出要求處分並經限期改善而未改
同或具有高度相容性，且未變更主要公共設
善。
施、公用設備或必要性服務設施及未增加全區
二、興辦事業計畫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
土地使用強度者，申請人應製作變更內容對照
止、整地排水計畫之核准經直轄市或縣
表送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不受第一項及第二
（市）政府廢止或水土保持計畫之核准
項規定之限制。
經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廢止。
ௐ˟Ȉ˟୧̝˘ 申請人依前條規定申請變更
三、申請人自行申請廢止。
開發計畫，符合下列情形之ㄧ者，區域計畫
屬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委辦直轄市或縣（市） 擬定機關得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議
政府審議許可案件，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許可：
廢止原開發許可，並副知區域計畫擬定機關。 一、中華民國七十七年七月一日本規則修正
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依前二項廢止，其土地
生效前免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審議之山
使用分區及使用地已完成變更異動之登記
坡地開發許可案件。
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依第三十七條第
二、依本法施行細則第十六條之四第一項規
二項規定辦理。
定，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委辦直轄市、縣
ௐ˟Ȉ˟୧! 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發許可
（市）政府審議核定案件。
或開發同意後，申請人有變更下列各款情形
三、原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發許可或
之一者，應依第十三條至第二十條規定之程
開發同意之案件，其面積規模屬區域計
序申請變更開發計畫：
畫擬定機關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
一、增、減原經核准之開發計畫土地涵蓋範
審議核定範圍。
圍。
ௐ˟Ȉ˟୧̝˟ 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
二、增加全區土地使用強度。
發許可、開發同意或依原獎勵投資條例編定
三、變更原開發計畫核准之主要公共設施、
之案件，變更原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
公用設備或必要性服務設施。
興辦事業計畫性質且面積達第十一條規模
四、原核准開發計畫土地使用配置變更之面
者，申請人應依本章規定程序重新申請使用
積已達原核准開發面積二分之ㄧ或大於
分區變更。
二公頃。
前項面積未達第十一條規模者，申請人應依
前項以外之變更事項，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第四章規定申請使用地變更編定。
認定未變更原核准興辦事業計畫之性質，申請
前二項除依原獎勵投資條例編定之案件
人應製作變更內容對照表送請直轄市或縣
外，其原許可或同意之開發計畫未涉及興辦事
（市）政府備查，並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業計畫性質變更部分，應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辦
通知申請人，並副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區域
理變更；興辦事業計畫性質變更涉及全部基地
計畫擬定機關。
範圍，原許可或同意之開發計畫，應依第二十
因政府依法徵收、撥用或協議價購土地，致
一條規定辦理廢止。
減少原經核准之開發計畫土地涵蓋範圍，而有
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變更與前項變更開發計
第一項第三款所列情形，如不影響基地開發之
畫或廢止原許可或同意之程序，得併同辦理。
保育、保安、防災並經專業技師簽證及不妨礙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變更，涉及其他法令規定開
原核准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之主要公共設
發所需最小規模者，並應符合各該法令之規
施、公用設備或必要性服務設施之正常功能行
定。
使，得準用前項規定辦理。
ௐ˟Ȉˬ୧ 申請人於獲准開發許可後，應於
收受通知之日起一年內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或
依原獎勵投資條例編定之工業區，申請人變
整地排水計畫送請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或直轄
更原核准計畫，未涉及原工業區興辦目的性質
市、縣（市）政府審核，以從事區內整地排水
之變更者，由工業主管機關辦理審查，免徵得
及公共設施用地整地等工程，並於工程完成，
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
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查驗合格後，除其他
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發許可或開發同意
法律另有規定外，申請人應辦理相關公共設施
後，原開發計畫範圍依行政院同意設立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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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移轉予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
（鎮、市）公所，始得申請辦理變更編定為允
許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但開發案件因故未能
於期限內申請水土保持計畫或整地排水計畫
審核者，得敘明理由於期限屆滿前申請展期；
展期之期間每次不得超過一年，並以二次為
限；逾期未申請者，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原許可
失其效力。
前項屬非山坡地範圍案件整地排水計畫之
審查項目、變更、施工管理及相關申請書圖文
件，由內政部定之。
第一項相關公共設施用地移轉予該管直轄
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時，應
切結及提供公共設施興建保證金，並應依核定
開發計畫之公共設施分期計畫，於申請建築物
之使用執照前完成，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查驗合格，移轉予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
或鄉（鎮、市）公所。但公共設施之捐贈及完
成時間，其他法令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應移轉登記為鄉（鎮、市）有之公共設
施，鄉（鎮、市）公所應派員會同查驗。
ௐ˟Ȉˬ୧̝˘ 申請人應於核定整地排水計
畫之日起一年內，申領整地排水計畫施工許
可證。
整地排水計畫需分期施工者，應於計畫中敘
明各期施工之內容，並按期申領整地排水計畫
施工許可證。
整地排水計畫施工許可證核發時，應同時核
定施工期限或各期施工期限。
整地排水施工，因故未能於核定期限內完工
時，應於期限屆滿前敘明事實及理由，申請展
延。展延以二次為限，每次不得超過六個月。
未依第一項規定之期限申領整地排水計畫
施工許可證或未於第三項所定施工期限或前
項展延期限內完工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應廢止原核定整地排水計畫，如已核發整地排
水計畫施工許可證，應同時廢止。
ௐ˟Ȉα୧ （刪除）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申請人於非都市土地開發依相關
規定應興闢公共設施、繳交開發影響費、捐
贈土地或繳交土地代金或回饋金時，應先完
成捐贈之土地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分割、移轉
登記，並繳交開發影響費、土地代金或回饋
金後，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理土地使
用分區及使用地變更編定異動登記，並函請

土地登記機關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加註核定
事業計畫使用項目。

第四章 使用地變更編定
ௐ˟Ȉ˛୧ 土地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除
依第三章規定辦理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更者
外，應在原使用分區範圍內申請變更編定。
前項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之變更編定原
則，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依使用分區內各
種使用地變更編定原則表如附表三辦理。
非都市土地變更編定執行要點，由內政部定
之。
ௐ˟Ȉˣ୧ 申請使用地變更編定，應檢附下
列文件，向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申請核准，並依規定繳納規費：
一、非都市土地變更編定申請書如附表四。
二、興辦事業計畫核准文件。
三、申請變更編定同意書。
四、土地使用計畫配置圖及位置圖。
五、其他有關文件。
下列申請案件免附前項第二款及第四款規
定文件：
一、符合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五條之一第一
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或第五款規
定之零星或狹小土地。
二、依第四十條規定已檢附需地機關核發之
拆除通知書。
三、鄉村區土地變更編定為乙種建築用地。
四、變更編定為農牧、林業、國土保安或生
態保護用地。
申請案件符合第三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三
款者，免附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文件。
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者，免附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之文件。
興辦事業計畫有第三十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規定情形者，應檢附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許
可文件。其屬山坡地範圍內土地申請興辦事業
計畫面積未達十公頃者，應檢興辦事業計畫面
積免受限制文件。
ௐ˟Ȉ˝୧ 申請人依法律規定應繳交回饋金
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於核准變更編
定時，通知申請人繳交；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應於申請人繳交後，函請土地登記機關
辦理變更編定異動登記。
ௐˬȈ୧ 辦理非都市土地變更編定時，申請
人應擬具興辦事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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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興辦事業計畫如有第十一條或第十二
土地者，應符合下列各款情形，始得納入申
條需辦理使用分區變更之情形者，應依第三章
請範圍：
規定之程序及審議結果辦理。
一、基於整體開發規劃之需要。
第一項興辦事業計畫於原使用分區內申請
二、夾雜地仍維持原使用分區及原使用地類
使用地變更編定，或因變更原經目的事業主管
別，或同意變更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
機關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性質，達第十一條規
三、面積未超過基地開發面積之百分之十。
定規模，準用第三章有關土地使用分區變更規
四、擬定夾雜地之管理維護措施。
定程序辦理。
ௐˬȈ୧̝ˬ 依第三十條規定擬具之興辦事
第一項興辦事業計畫除有前二項規定情形
業計畫位於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者，應說明
外，應報經直轄市或縣(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下列事項，並徵詢各項環境敏感地區之中央
之核准。直轄市或縣(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
法令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見：
核准前，應先徵得變更前直轄市或縣(市)目的
一、就所屬環境敏感地區特性提出具體防範
事業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同意。但依規定需向
及補救措施，並不得違反各項環境敏感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或徵得其同意
地區劃設所依據之中央目的事業法令之
者，應從其規定辦理。變更後目的事業主管機
禁止或限制規定。
關為審查興辦事業計畫，得視實際需要，訂定
二、就所屬環境敏感地區特性規範土地使用
審查作業要點。
種類及強度。
申請人以前項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興 ௐˬȈ୧̝α 依第三十條擬具之興辦事業計
辦事業計畫辦理使用地變更編定者，直轄市或
畫位屬原住民保留地者，在不妨礙國土保
縣(市)政府於核准變更編定時，應函請土地登
安、環境資源保育、原住民生計及原住民行
記機關辦理異動登記並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
政之原則下，得為觀光遊憩、加油站、農產
加註核定事業計畫使用項目。
品集貨場倉儲設施、原住民文化保存、社會
依第四項規定申請變更編定之土地，其使用
福利及其他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同意興
管制及開發建築，應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辦之事業，不受第三十條之一規定之限制。
之興辦事業計畫辦理，申請人不得逕依第六條 ௐˬȈ˘୧ 工業區以外之丁種建築用地或都
附表一作為興辦事業計畫以外之其他容許使
市計畫工業區土地有下列情形之一而原使用
用項目或許可使用細目使用。
地或都市計畫工業區內土地確已不敷使用，
ௐˬȈ୧̝˘ 依前條規定擬具之興辦事業計
經依產業創新條例第六十五條規定，取得直
畫不得位於區域計畫規定之第一級環境敏感
轄市或縣（市）工業主管機關核定發給之工
地區。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業用地證明書者，得在其需用面積限度內以
一、屬內政部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
其毗連非都市土地申請變更編定為丁種建築
定由政府興辦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
用地︰
且經各項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中央法
一、設置污染防治設備。
令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興辦。
二、直轄市或縣（市）工業主管機關認定之
二、為整體規劃需要，不可避免夾雜之零星
低污染事業有擴展工業需要。
土地符合第三十條之二規定者，得納入
前項第二款情形，興辦工業人應規劃變更土
範圍，並應維持原地形地貌不得開發使
地總面積百分之十之土地作為綠地，辦理變更
用。
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並依產業創新條例、農
三、依各項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中央目的
業發展條例相關規定繳交回饋金後，其餘土地
事業主管法令明定得許可或同意開發。
始可變更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
依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免檢附
依原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第五十三條規定，已
興辦事業計畫核准文件之變更編定案件，除申
取得工業主管機關核定發給之工業用地證明
請變更編定為農牧、林業、國土保安或生態保
書者，或依同條例第七十條之二第五項規定，
護用地外，準用前項規定辦理。
取得經濟部核定發給之證明文件者，得在其需
ௐˬȈ୧̝˟ 依第三十條擬具之興辦事業計
用面積限度內以其毗連非都市土地申請變更
畫範圍內有夾雜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零星
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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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工業區土地確已不敷使用，依第一
可。
項申請毗連非都市土地變更編定者，其建蔽率
六、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法令規定。
及容積率，不得高於該都市計畫工業區土地之
七、不妨礙周邊自然景觀。
建蔽率及容積率。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使用地變更編定者，就第
直轄市或縣（市）工業主管機關應依第五十
一項特定地區外之土地，不得再依前條規定申
四條檢查是否依原核定計畫使用；如有違反使
請變更編定。
用，經直轄市或縣（市）工業主管機關廢止其 ௐˬȈ˘୧̝˟ 位於依工廠管理輔導法第三
擴展計畫之核定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函
十三條第三項公告未達五公頃之特定地區內
請土地登記機關恢復原編定，並通知土地所有
已補辦臨時工廠登記之低污染事業興辦產業
權人。
人，經中央工業主管機關審認無法依前條規
ௐˬȈ˘୧̝˘ 位於依工廠管理輔導法第三
定辦理整體規劃，並取得直轄市或縣（市）
十三條第三項公告未達五公頃之特定地區內
工業主管機關核准興辦事業計畫文件者，得
已補辦臨時工廠登記之低污染事業興辦產業
於特定農業區以外之土地申請變更編定為丁
人，經取得中央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整體規
種建築用地及適當使用地。
劃興辦事業計畫文件者，得於特定農業區以
興辦產業人依前項規定申請變更編定者，應
外之土地申請變更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及適
規劃百分之三十以上之土地作為隔離綠帶或
當使用地。
設施，其中百分之十之土地作為綠地，變更編
興辦產業人依前項規定擬具之興辦事業計
定為國土保安用地，並由興辦產業人管理維
畫，應規劃百分之二十以上之土地作為公共設
護；其餘土地依核定之土地使用計畫變更編定
施，辦理變更編定為適當使用地，並由興辦產
為丁種建築用地。
業人管理維護；其餘土地於公共設施興建完竣
興辦產業人無法依前項規定，於區內規劃配
經勘驗合格後，依核定之土地使用計畫變更編
置隔離綠帶或設施者，得敘明理由，以區外之
定為丁種建築用地。
毗連土地，依農業發展條例相關規定，配置適
興辦產業人依前項規定，於區內規劃配置之
當隔離綠帶，併同納入第一項興辦事業計畫範
公共設施無法與區外隔離者，得敘明理由，以
圍，申請變更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
區外之毗連土地，依農業發展條例相關規定，
第一項特定地區外經已補辦臨時工廠登記
配置適當隔離綠帶，併同納入第一項之興辦事
之低污染事業興辦產業人，經取得直轄市或縣
業計畫範圍，申請變更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 (市)工業主管機關輔導進駐核准文件及直轄
第一項特定地區外已補辦臨時工廠登記或
市或縣(市)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興辦事業計
列管之低污染事業興辦產業人，經取得直轄市
畫文件者，得申請使用地變更編定。
或縣(市)工業主管機關輔導進駐核准文件，得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理變更編定案
件，準用前條第五項規定辦理審查。
併同納入第一項興辦事業計畫範圍，申請使用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使用地變更編定者，就第
地變更編定。
一項特定地區外之土地，不得再依第三十一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理變更編定案
規定申請變更編定。
件，除位屬山坡地範圍者依第四十九條之一規
定辦理外，應組專案小組審查下列事項後予以 ௐˬȈ˟୧ 工業區以外位於依法核准設廠用
地範圍內，為丁種建築用地所包圍或夾雜土
准駁：
地，經工業主管機關審查認定得合併供工業
一、符合第三十條之一至第三十條之三規
使用者，得申請變更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
定。
二、依非都市土地變更編定執行要點規定所 ௐˬȈˬ୧ 工業區以外為原編定公告之丁種
建築用地所包圍或夾雜土地，其面積未達二
定查詢項目之查詢結果。
公頃，經工業主管機關審查認定適宜作低污
三、依非都市土地變更編定執行要點規定辦
染、附加產值高之投資事業者，得申請變更
理審查後，各單位意見有爭議部分。
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
四、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更使
工業主管機關應依第五十四條檢查是否依
用。
原核定計畫使用；如有違反使用，經工業主管
五、水污染防治措施經環境保護主管機關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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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廢止其事業計畫之核定者，直轄市或縣
第一項及前項道路、水溝及各種建築用地或
（市）政府應函請土地登記機關恢復原編定， 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指於中華民國
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七十八年四月三日臺灣省非都市零星地變更
ௐˬȈα୧ 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及特
編定認定基準頒行前，經編定或變更編定為交
定專用區內取土部分以外之窯業用地，經領
通用地、水利用地及各該種建築用地、特定目
有工廠登記證者，經工業主管機關審查認定
的事業用地，或實際已作道路、水溝之未登記
得供工業使用者，得申請變更編定為丁種建
土地者。但政府規劃興建之道路、水溝或建築
築用地。
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不受前段時間之限
ௐˬỊ̏୧!!毗鄰甲種、丙種建築用地或已作
制。
國民住宅、勞工住宅、政府專案計畫興建住
符合第一項各款規定有數筆土地者，土地所
宅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零星或狹小土地，合
有權人個別申請變更編定時，應檢附周圍相關
於下列各款規定之一者，得按其毗鄰土地申
土地地籍圖簿資料，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請變更編定為甲種、丙種建築用地︰!
關應就整體加以認定後核准之。
一、為各種建築用地、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
第一項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限於
事業用地或都市計畫住宅區、商業區、
作非農業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經直轄市
工業區所包圍，且其面積未超過○．一
或縣（市）主管機關認定可核發建照者。
二公頃。
第一項土地於山坡地範圍外之農業區者，變
二、道路、水溝所包圍或為道路、水溝及各
更編定為甲種建築用地；於山坡地保育區、風
種建築用地、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
景區及山坡地範圍內之農業區者，變更編定為
用地所包圍，且其面積未超過○．一二
丙種建築用地。
ௐˬỊ̏୧̝˘ 非都市土地鄉村區邊緣畸零
公頃。
不整且未依法禁、限建，並經直轄市或縣（市）
三、凹入各種建築用地或建築使用之特定目
政府認定非作為隔離必要之土地，合於下列
的事業用地，其面積未超過○．一二公
各款規定之一者，得在原使用分區內申請變
頃，且缺口寬度未超過二十公尺。
更編定為建築用地︰
四、對邊為各種建築用地、作建築使用之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都市計畫住宅區、商
一、毗鄰鄉村區之土地，外圍有道路、水溝
業區、工業區或道路、水溝等，所夾狹
或各種建築用地、作建築使用之特定目
長之土地，其平均寬度未超過十公尺，
的事業用地、都市計畫住宅區、商業區、
於變更後不致妨礙鄰近農業生產環境。
工業區等隔絕，面積在○．一二公頃以
五、面積未超過○．○一二公頃，且鄰接無
下。
相同使用地類別。
二、凹入鄉村區之土地，三面連接鄉村區，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五款土地面積因地
面積在○．一二公頃以下。
形坵塊完整需要，得為百分之十以內之增加。 三、凹入鄉村區之土地，外圍有道路、水溝
第一項道路或水溝之平均寬度應為四公尺
、機關、學校、軍事等用地隔絕，或其
以上，道路、水溝相毗鄰者，得合併計算其寬
他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認定具明顯
度。但有下列情形之一，經直轄市或縣（市）
隔絕之自然界線，面積在○．五公頃以
主管機關認定已達隔絕效果者，其寬度不受限
下。
制：
四、毗鄰鄉村區之土地，對邊為各種建築用
一、道路、水溝之一與建築用地或建築使用
地、作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相毗鄰。
都市計畫住宅區、商業區、工業區或道
二、道路、水溝相毗鄰後，再毗鄰建築用地
路、水溝等，所夾狹長之土地，其平均
或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寬度未超過十公尺，於變更後不致妨礙
三、道路、水溝之一或道路、水溝相毗鄰後
鄰近農業生產環境。
，與再毗鄰土地間因自然地勢有明顯落
五、面積未超過○．○一二公頃，且鄰接無
差，無法合併整體利用，且於變更後不
相同使用地類別。
致妨礙鄰近農業生產環境。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五款土地面積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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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坵塊完整需要，得為百分之十以內之增加。
第一項道路、水溝及其寬度、各種建築用
地、作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認定依
前條第三項、第四項及第六項規定辦理。
符合第一項各款規定有數筆土地者，土地所
有權人個別申請變更編定時，依前條第五項規
定辦理。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於審查第一項各款規
定時，得提報該直轄市或縣（市）非都市土地
使用編定審議小組審議後予以准駁。
第一項土地於山坡地範圍外之農業區者，變
更編定為甲種建築用地；於山坡地保育區、風
景區及山坡地範圍內之農業區者，變更編定為
丙種建築用地。
ௐˬȈ̱୧ 特定農業區內土地供道路使用
者，得申請變更編定為交通用地。
ௐˬȈ˛୧ 已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計畫
編定或變更編定之各種使用地，於該事業計
畫廢止者，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通知當
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於接到前項通知後，
應即依下列規定辦理，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一、已依核定計畫完成使用者，除依法提出
申請變更編定外，應維持其使用地類別。
二、已依核定計畫開發尚未完成使用者，其
已依法建築之土地，除依法提出申請變
更編定外，應維持其使用地類別，其他
土地依編定前土地使用性質或變更編定
前原使用地類別辦理變更編定。
三、尚未依核定計畫開始開發者，依編定前
土地使用性質或變更編定前原使用地類
別辦理變更編定。
ௐˬȈˣ୧ (刪除)
ௐˬȈˣ୧̝˘ (刪除)
ௐˬȈ˝୧ (刪除)
ௐαȈ୧ 政府因興辦公共工程，其工程用地
範圍內非都市土地之甲種、乙種或丙種建築
用地因徵收或撥用被拆除地上合法住宅使用
之建築物，致其剩餘建築用地畸零狹小，未
達畸零地使用規則規定之最小建築單位面
積，除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外，被徵收土地所
有權人或公地管理機關得申請將毗鄰土地變
更編定，其面積以依畸零地使用規則規定之
最小單位面積扣除剩餘建築用地面積為限：
一、已依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九月二
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三十八條規定申請

自有土地變更編定。
二、需地機關有安遷計畫。
三、毗鄰土地屬交通用地、水利用地、古蹟
保存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
地或工業區、河川區、森林區內土地。
四、建築物與其基地非屬同一所有權人者。
但因繼承、三親等內之贈與致建築物與
其基地非屬同一所有權人者，或建築物
與其基地之所有權人為直系血親者，不
在此限。
前項土地於山坡地範圍外之農業區者，變更
編定為甲種建築用地；於山坡地保育區、風景
區及山坡地範圍內之農業區者，變更編定為丙
種建築用地。
ௐαȈ˘୧ 農業主管機關專案輔導之農業計
畫所需使用地，得申請變更編定為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ௐαȈ˟୧ 政府興建住宅計畫或徵收土地拆
遷戶住宅安置計畫經各該目的事業上級主管
機關核定者，得依其核定計畫內容之土地使
用性質，申請變更編定為適當使用地；其於
農業區供住宅使用者，變更編定為甲種建築
用地。
前項核定計畫附有條件者，應於條件成就後
始得辦理變更編定。
ௐαȈ˟୧̝˘ 政府或經政府認可之民間單
位為辦理安置災區災民所需之土地，經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建築管理、環境影響評估、
水土保持、原住民、水利、農業、地政等單
位及有關專業人員會勘認定安全無虞，且無
其他法律禁止或限制事項者，得依其核定計
畫內容之土地使用性質，申請變更編定為適
當使用地。於山坡地範圍外之農業區者，變
更編定為甲種建築用地；於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及山坡地範圍內之農業區者，變更編
定為丙種建築用地。
ௐαȈˬ୧ 特定農業區、森林區內公立公墓
之更新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依其核定
計畫申請變更編定為殯葬用地。
ௐαȈα୧ 依本規則申請變更編定為遊憩用
地者，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申請人應依其事業計畫設置必要之保育
綠地及公共設施；其設置之保育綠地不
得少於變更編定面積百分之三十。但風
景區內土地，於本規則中華民國九十三
年六月十七日修正生效前，已依中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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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業主管機關報奉行政院核定方案申
計畫，並應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有
請辦理輔導合法化，其保育綠地設置原
關機關審查核定；於使用完成後，得依其再
則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利用計畫按區域計畫法相關規定申請變更編
二、申請變更編定之使用地，前款保育綠地
定為適當使用地。
變更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由申請開發
再利用計畫經修正，依前項規定之程序辦
人或土地所有權人管理維護，不得再申
理。
請開發或列為其他開發案之基地；其餘 ௐαȈˣ୧ 山坡地範圍內各使用分區土地申
土地於公共設施興建完竣經勘驗合格
請變更編定，屬依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應擬
後，依核定之土地使用計畫，變更編定
具水土保持計畫者，應檢附水土保持機關核
為適當使用地。
發之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書，並依其開發計畫
ௐαȈα୧̝˘ (刪除)
之土地使用性質，申請變更編定為允許之使
ௐαȈα୧̝˟ (刪除)
用地。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ௐαỊ̏୧ 申請於離島、原住民保留地地區
一、甲種、乙種、丙種、丁種建築用地依本
之農牧用地、養殖或林業用地住宅興建計
規則申請變更編定為其他種建築用地。
畫，應以其自有土地，並符合下列條件，經
二、徵收、撥用或依土地徵收條例第三條規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第三十條核准者，
定得徵收之事業，以協議價購或其他方
得依其核定計畫內容之土地使用性質，申請
式取得，一併辦理變更編定。
變更編定為適當使用地，並以一次為限︰
三、國營公用事業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
一、離島地區之申請人及其配偶、同一戶內
可興辦之事業，以協議價購、專案讓售
未成年子女均無自用住宅或未曾依特殊
或其他方式取得。
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申請變更
四、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認定水土保持
編定經核准，且申請人戶籍登記滿二年
計畫工程需與建築物一併施工。
經提出證明文件。
五、經水土保持主管機關認定無法於申請變
二、原住民保留地地區之申請人，除應符合
更編定時核發。
前款條件外，並應具原住民身分且未依
依前項但書規定辦理變更編定者，應於開發
第四十六條取得政府興建住宅。
建設時，依核定水土保持計畫內容完成必要之
三、住宅興建計畫建築基地面積不得超過三
水土保持處理及維護。
百三十平方公尺。
ௐαȈ˝୧!!（刪除）
前項土地於山坡地範圍外之農業區者，變更 ௐα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編定為甲種建築用地；於山坡地保育區、風景
受理變更編定案件時，除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區及山坡地範圍內之農業區者，變更編定為丙
外，應組專案小組審查：
種建築用地。
一、第二十八條第二項免擬具興辦事業計畫
符合第一項規定之原住民保留地位屬森林
情形之一。
區範圍內者，得申請變更編定為丙種建築用
二、非屬山坡地變更編定案件。
地。
三、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案件。
ௐαȈ̱୧ 原住民保留地地區住宅興建計
四、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情形
畫，由鄉（鎮、市、區）公所整體規劃，經
之一。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第三十條核准者，
專案小組審查山坡地變更編定案件時，其興
得依其核定計畫內容之土地使用性質，申請
辦事業計畫範圍內土地，經依建築相關法令認
變更編定為適當使用地。於山坡地範圍外之
定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不得規劃作建築使
農業區者，變更編定為甲種建築用地；於森
用：
林區、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及山坡地範圍
一、坡度陡峭。
內之農業區者，變更編定為丙種建築用地。
二、地質結構不良、地層破碎、活動斷層或
ௐαȈ˛୧ 非都市土地經核准提供政府設置
順向坡有滑動之虞。
廢棄物清除處理設施或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
三、現有礦場、廢土堆、坑道，及其周圍有
堆置處理場，其興辦事業計畫應包括再利用
危害安全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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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編定管制類

四、河岸侵蝕或向源侵蝕有危及基地安全之
用者，應函請直轄市或縣（市）聯合取締小
虞。
組依相關規定處理，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五、有崩塌或洪患之虞。
ௐ̣Ị̏୧ 違反本規則規定同時違反其他特
六、依其他法律規定不得建築。
別法令規定者，由各該法令主管機關會同地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審查申請變
政機關處理。
更編定案件認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通 ௐ̣Ȉ̱୧!!申請使用地變更編定應繳納規
知申請人修正申請變更編定範圍：
費；其費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直轄市
一、變更使用後影響鄰近土地使用者。
或縣（市）主管機關另定收費規定者，從其
二、造成土地之細碎分割者。
規定。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於核准變 ௐ̣Ȉ˛୧ 特定農業區或一般農業區內之丁
更編定案件並通知申請人時，應同時副知變
種建築用地或取土部分以外之窯業用地，已
更前、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本規則中華民國八十二年十一月七日修正
發布生效前第十四條規定，向工業主管機關
第五章 附則
或窯業主管機關申請同意變更作非工業或非
窯業用地使用，或向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ௐ̣Ȉ˟୧ （刪除）
申請變更編定為甲種建築用地而其處理程序
ௐ̣Ȉ˟୧̝˘ 申請人擬具之興辦事業計畫
尚未終結之案件，得從其規定繼續辦理。
土地位屬山坡地範圍內者，其面積不得少於
前項經工業主管機關或窯業主管機關同意
十公頃。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變更作非工業或非窯業用地使用者，應於中華
一、依第六條規定容許使用者。
民國八十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向直轄市
二、依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五條之一、第四
或縣（市）政府提出申請變更編定，逾期不再
十條、第四十二條之一、第四十五條及
受理。
第四十六條規定辦理者。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受理前二項申請案
三、興闢公共設施、公用事業、慈善、社會
件，經審查需補正者，應於本規則中華民國九
福利、醫療保健、教育文化事業或其他
十年三月二十六日修正發布生效後，通知申請
公共建設所必要之設施，經依中央目的
人於收受送達之日起六個月內補正，逾期未補
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審議規範核准。
正者，應駁回原申請，並不得再受理。
四、屬地方需要並經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專案
輔導設置之政策性或公用性農業產銷設 ௐ̣Ȉˣ୧ 申請人依第三十四條或前條辦理
變更編定時，其擬具之興辦事業計畫範圍
施。
內，有為變更前之窯業用地或丁種建築用地
五、申請開發遊樂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
所包圍或夾雜之土地，面積合計小於一公
以上。
頃，且不超過興辦事業計畫範圍總面積十分
六、風景區內土地供遊憩設施使用，經中央
之一者，得併同提出申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基於觀光產業發展需
要，會商有關機關研擬方案報奉行政院 ௐ̣Ȉ˝୧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行。
核定。
七、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者。
八、國防設施。
九、依其他法律規定得為建築使用。
ௐ̣Ȉˬ୧ 非都市土地之建築管理，應依實
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理辦法及相關法規之
規定為之；其在山坡地範圍內者，並應依山
坡地建築管理辦法之規定為之。
ௐ̣Ȉα୧ 非都市土地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定事業計畫編定或變更編定、或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意使用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檢查是否依原核定計畫使用；其有違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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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使用細目
需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附
帶
條
件
免經申請許可使用細目 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可使用細目
1.住宅
一、甲種建築用地
（一）住宅
2.民宿
1.零售設施
2.批發設施
3.倉儲設施
一、國際觀光旅館、觀
光旅館、一般旅館
者，不得位於全國
（二）日用品零售及服
區域計畫規定之沿
務設施
海自然保護區。
4.營業及辦公處所
二、位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一般保
護區者，需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使
用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符合下列各款規定者，
需 經 目 的 事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可：
1.農（畜、水）產品之
（一）位於全國區域計
集散場（站）
、堆積場
畫規定之沿海自
（站）
、轉運場（站）
、
然保護區。
拍賣場（站）
、批發及
（二）使用面積零點五
零售場（站）
公頃以上，且位
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一般
保護區。
符合下列各款規定者，需
（三）農產品集散批發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運銷設施
使用地主管機關及有關
機關許可：
（一）使用面積一百五
十平方公尺以
上，且位於全國
2.其他農產品集散批發
區域計畫規定之
運銷設施
沿海自然保護
區。
（二）使用面積零點五
公頃以上，且位
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一般
保護區。
1.育苗作業室
（四）農作產銷設施
2.菇類栽培設施
3.溫室或網室
4.作物栽培及培養設施
一、使用面積一百五十
平方公尺以上者，
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5.堆肥舍（場）
二、符合下列各款規定
者，需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使用地
主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使 用 地 類 別

容 許 使 用 項 目

土地編定管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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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面積未
達一百五十
平方公尺，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
以上，且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一般保
護區。
6.農機具室
7.乾燥機房、碾米機房
8.曬場
9.管理室、農業資材室
10.農田灌溉排水設施

11.農產品集貨運銷處
理室（含集貨及包
裝處理場所、冷藏
冷凍及儲存場所）

符合下列各款規定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使用地主管機關及有關
機關許可：
（一）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零點五
公頃以上，且位
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一般
保護區。

12.農產品批發零售場
（站）
13.消毒室或燻蒸室
14.自產農產品附屬加
工設施
15.農路

土地編定管制類

16.其他農作產銷設施

（五）畜牧設施

1.畜舍

符合下列各款規定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使用地主管機關及有關
機關許可：
（一）使用面積一百五
十平方公尺以
上，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護
區。
（二）使用面積零點五
公頃以上，且位
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一般
保護區。
符合下列各款規定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使用地主管機關及有關
機關許可：
（一）使用面積一百五
十平方公尺以
上，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護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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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禽舍

（二）使用面積零點五
公頃以上，且位
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一般
保護區。
符合下列各款規定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使用地主管機關及有關
機關許可：
（一）使用面積一百五
十平方公尺以
上，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護
區。
（二）使用面積零點五
公頃以上，且位
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一般
保護區。

3.孵化場
4.畜禽停棲場及運動場
5.水池（水禽飼養用）
6.管理室

7.畜牧污染處理設施

9.死廢畜禽處理設施

土地編定管制類

8.堆肥舍（場）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位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一般保
護區者，需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使
用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一、使用面積一百五十
平方公尺以上者，
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符合下列各款規定
者，需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使用地
主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一）使用面積未
達一百五十
平方公尺，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
以上，且位
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
沿海一般保
護區。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位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一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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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區者，需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使
用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10.青貯塔（窖）
11.飼（芻）料調配或倉
儲設施

12. 畜 禽 產 品 轉 運 場
（站）

13.畜禽產品處理設施

14.畜禽屠宰分切場

符合下列各款規定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使用地主管機關及有關
機關許可：
（一）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零點五
公頃以上，且位
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一般
保護區。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零點五公
頃以上，且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規定之
沿海一般保護區
者，需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使用地
主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零點五公
頃以上，且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規定之
沿海一般保護區
者，需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使用地
主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15.榨乳及儲乳設施

土地編定管制類

16.其他畜牧設施

1.幼兒園
2.其他教育設施
1.鄉（鎮、市）民代表
（七）行政及文教設施
會及鄉（鎮、市）公
所
（六）鄉村教育設施

符合下列各款規定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使用地主管機關及有關
機關許可：
（一）使用面積一百五
十平方公尺以
上，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護
區。
（二）使用面積零點五
公頃以上，且位
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一般
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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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村里辦公處及集會所
3.圖書館
4.農民組織及農業推廣
設施
5.電影放映場所
6.藝文展演場所
7.政府機關
8.其他行政及文教設施
1.醫療機構
2.衛生所（室）
3.護理機構及精神復健
機構
4.老人福利機構
（八）衛生及福利設施 5.兒童少年婦女身心障
礙福利機構
6.社區活動中心及社會
救助機構
7.托嬰中心
8.其他衛生及福利設施
1.郵政局所及郵件處理
（九）公用事業設施
場
2.電信公司營運處（所）
3.電信線路中心及機房
設施
4.電信、微波收發站（含
基地臺）
5.天然氣事業球型儲氣
槽、管槽等儲氣設備
6.液化石油氣及其他可
燃性高壓氣體容器儲
存設施

7.加油站、加氣站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區者，
需 經 目 的 事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可。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區者，
需 經 目 的 事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可。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區者，
需 經 目 的 事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可。

13.油庫、輸油設施、輸
氣設施

14.天然氣事業、加壓
站、整壓站及其他
有關設備
15.海堤設施
16.人行步道、涼亭、公
廁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區者，
需 經 目 的 事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可。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區者，
需 經 目 的 事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可。

土地編定管制類

8.發電、輸電、配電、
變電等設施
9.自來水設施
10.抽水站
11.國防設施
12.警察分局、駐在所、
檢查哨或消防分小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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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衛 星 廣 播 電 視 事
業、無線及有線電
視、廣播電臺及其
相關設施
18.自來水公司施設之
簡易自來水工程設
施、自來水、淨水
設備、配水池、加
壓站及管線工程等
設施

土地編定管制類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回收貯存項目以依
廢棄物清理法第五
條第六項公告之一
般廢棄物回收項目
及依同法第十五條
19.一般廢棄物資源回
第二項公告應回收
收貯存設施
之物品或其包裝、
容器經食用或使用
後產生之一般廢棄
物為限。但農藥廢
容器、環境衛生用
藥廢容器、廢機動
車輛、廢輪胎、廢
鉛蓄電池除外。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區者，
20.公路汽車客運業、市
區汽車客運業（場
需 經 目 的 事業 主 管 機
站）設施
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可。
21.水力發電輸水管設
施
22.其他公用事業設施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經環境保護機關審
查符合環境保護法
規規定管制標準之
製造加工業。
（十）無公害性小型工
無公害性小型工業設施
三、動力（含電熱）不
業設施
得超過一一．二五
瓩。但空調冷氣設
備不在此限。
四、作業廠房最大基層
建築面積，不得超
過一百平方公尺。
1.寺廟
（十一）宗教建築
2.教會（堂）
3.其他宗教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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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款各目使用面積
一百五十平方公尺
以上者，不得位於
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
區。
二、本款各目符合下列
各款規定者，需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
關及有關機關許
可：
（一）使用面積未
達一百五十
平方公尺，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零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三、沼氣發電、一般廢
棄物及一般事業廢
棄物為再生能源者
除外。
沼氣發電、一般廢棄物
及一般事業廢棄物為再
生能源者除外。
沼氣發電、一般廢棄物
及一般事業廢棄物為再
生能源者除外。

1.再生能源發電設施

（十二）再生能源相關
設施

2.再生能源熱能設施
3.再生能源衍生燃料及
其相關設施
4.再生能源輸送管線設
施
5.其他再生能源相關設
施

（十三）溫泉井及溫泉
儲槽

（五）安全設施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同甲種建築用地
同甲種建築用地
同甲種建築用地
同甲種建築用地
1.警政及其他警衛設施
2.消防設施
3.其他安全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六）宗教建築
（七）日用品零售及服
同甲種建築用地
務設施
1.郵政局所及郵件處理
（八）公用事業設施
場
2.電信公司營運處（所）

土地編定管制類

（十四）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中心
二、乙種建築用地 （一）住宅
（二）鄉村教育設施
（三）行政及文教設施
（四）衛生及福利設施

溫泉井及溫泉儲槽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合計不得
超過三十平方公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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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信線路中心及機房
設施
4.電信、微波收發站（含
基地臺）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區者，
需 經 目 的 事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可。

5.加油站、加氣站

6.發電、輸電、配電、
變電等設施
7.自來水設施
8.抽水站
9.國防設施
10.警察分局、駐在所
、檢查哨或消防分小
隊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區者，
需 經 目 的 事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可。

11.天然氣事業加壓站
、整壓站及其他有
關之設備
12.海堤設施
13.人行步道、涼亭、公
廁設施
14.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無線及有線電視、
廣播電臺及其相關
設施
15.自來水公司施設之
簡易自來水工程設
施、自來水、淨水設
備、配水池、加壓站
及管線工程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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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一般廢棄物資源回
收貯存設施

17.公路汽車客運業、市
區汽車客運業（場
站）設施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回收貯存項目以依
廢棄物清理法第五
條第六項公告之一
般廢棄物回收項目
及依同法第十五條
第二項公告應回收
之物品或其包裝、
容器經食用或使用
後產生之一般廢棄
物為限。但農藥廢
容器、環境衛生用
藥廢容器、廢機動
車輛、廢輪胎、廢
鉛蓄電池除外。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區者，
需 經 目 的 事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可。

18.水力發電輸水管設
施
19.其他公用事業設施
（九）無公害性小型工
無公害性小型工業設施
業設施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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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環境保護機關審
查符合環境保護法
規規定管制標準之
製造加工業。
三、動力（含電熱）不
得超過一一．二五
瓩。但空調冷氣設
備不在此限。
四、作業廠房最大基層
建築面積，不得超
過二百平方公尺。
（十）農作產銷設施
（十一）畜牧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同甲種建築用地
1.養殖池
2.飼料調配及儲藏室
3.管理室

4.自產水產品集貨包裝
加工處理設施(含轉
運、冷藏冷凍、儲存
場所及蓄養池)

（十二）水產養殖設施

5.養殖污染防治設施
6.抽水機房
7.循環水設施
8.電力室
9.室內循環水養殖設施
10.一般室內養殖設施
11.蓄水池
12.進排水道

13.其他水產養殖經營
設施

1.兒童遊憩場
2.青少年遊憩場
3.小型公園或里鄰公園
4.室內桌球館或撞球場
5.球場、溜冰場或游泳
池
6.其他室內及小型遊憩
設施
7.其他室內及小型運動
設施

符合下列各款規定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使用地主管機關及有關
機關許可：
（一）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零點五
公頃以上，且位
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一般
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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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遊憩設施

符合下列各款規定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使用地主管機關及有關
機關許可：
（一）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零點五
公頃以上，且位
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一般
保護區。

F‐4‐22 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1.氣象局及其設備
2.氣象觀測站、地震測
報站、海象觀測站、
水文觀測站
3.雷達站
4.電信線路中心及機房
、衛星站、地平發射
站

5.民用航空站、助航設
施

（十四）交通設施

民用航空站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用地主
管 機 關 及 有關 機 關 許
可。

6.道路之養護、監理安
全等設施
7.汽車修理業
8.汽車運輸業場站、設
施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區者，
需 經 目 的 事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可。

9.駕駛訓練班
10.道路鐵路港灣及其
設施
11.停車場
12.貨櫃集散站

（十五）水源保護及水
土保持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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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農產品集散批
發運銷設施
（十七）再生能源相關
設施
（十八）溫泉井及溫泉
儲槽
（十九）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中心
三、丙種建築用地 （一）住宅
（二）鄉村教育設施
（三）行政及文教設施
（四）衛生及福利設施
（五）安全設施
（六）宗教建築
（七）日用品零售及服
務設施

13.道路收費站、道路服
務及管理設施
14.其他交通設施
1.保育水土所採之保育
設施
2.保護水源之職工辦公
室及宿舍
3.自來水取水處理、管
理及配送設施
4.水庫及與水庫有關的
構造物及設施
5.水文觀測設施
6.其他水源保護及水土
保持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同甲種建築用地
同甲種建築用地
同甲種建築用地
同甲種建築用地
同甲種建築用地
同甲種建築用地
同甲種建築用地
同乙種建築用地
同甲種建築用地
同甲種建築用地

不得位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 定 之 沿 海自 然 保 護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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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郵政局所及郵件處理
場
2.電信公司營運處（所）
3.電信線路中心及機房
設施
4.電信、微波收發站（含
基地臺）
5.天然氣事業球型儲氣
槽、管槽等儲氣設備

6.液化石油氣及其他可
燃性高壓氣體容器
儲存設施

7.加油站、加氣站

（八）公用事業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區者，
需 經 目 的 事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可。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區者，
需 經 目 的 事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可。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區者，
需 經 目 的 事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可。

8.發電、輸電、配電、
變電等設施
9.自來水設施
10.抽水站
11.國防設施
12.警察分局、駐在所、
檢查哨或消防分小
隊
13.油庫、輸油設施、輸
氣設施

15.海堤設施
16.人行步道、涼亭、公
廁設施
17. 衛 星 廣 播 電 視 事
業、無線及有線電
視、廣播電臺及其
相關設施
18.自來水公司施設之
簡易自來水工程設
施、自來水、淨水
設備、配水池、加
壓站及管線工程等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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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天 然 氣 事 業 加 壓
站、整壓站及其他
有關之設備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區者，
需 經 目 的 事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可。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區者，
需 經 目 的 事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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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一般廢棄物回收貯
存清除處理設施

20.公路汽車客運業、市
區汽車客運業（場
站）設施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本規則中華民國一
百零二年九月二十
一日修正生效後設
置，且回收貯存清
除處理之項目包含
農藥廢容器、環境
衛生用藥廢容器、
廢機動車輛、廢輪
胎或廢鉛蓄電池
者，於設置前需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
關及有關機關許
可。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區者，
需 經 目 的 事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可。

21.水力發電輸水管設
施
22.其他公用事業設施
（九）無公害性小型工
業設施
（十）農作產銷設施
（十一）畜牧設施
（十二）水產養殖設施
（十三）遊憩設施

（十四）戶外遊憩設施

同乙種建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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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甲種建築用地
同甲種建築用地
同乙種建築用地
同乙種建築用地
1.公園
2.綜合運動場
3.露營野餐設施
4.動物園
5.滑雪設施
6.登山設施
7.纜車及附帶設施
8.高爾夫球場與其附屬
建築物及設施
9.馬場
10.滑翔設施
11.野外健身訓練設施
12.海水浴場
13.園藝設施
14.垂釣設施
15.噴水池
16.小型遊憩船艇停泊
設施
17.超輕型載具起降場
18.其他戶外遊憩設施
19.其他戶外運動設施

（十五）觀光遊憩管理
1.國際觀光旅館
服務設施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位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一般保
護區者，需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使
用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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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觀光旅館

3.一般旅館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位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一般保
護區者，需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使
用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位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一般保
護區者，需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使
用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4.餐飲住宿設施
5.風景區管理服務設施
（管理處所、遊客中
心、展示陳列設施、
門票、收費站、停車
場、眺望臺、公廁）
6.水族館
7.文物展示中心

8.汽車客運業設施

9.觀光零售服務站
10.涼亭
11.游泳池
12.花棚花架
13.藝品特產店
14.其他遊憩服務及管
理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區者，
需 經 目 的 事業 主 管 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可。

係屬附設游泳池設施。

1.管制、收費設施

（十九）森林遊樂設施

2.管理及服務展示設施
3.平面停車場及相關設
施
4.水土保持設施
5.環境保護設施
6.資源保育維護設施
7.安全防護設施
8.營林設施
9.標示解說設施
10.步道設施
11.住宿、餐飲設施
12.其他森林遊樂設施

本款各目限於森林遊樂
區設置管理辦法核定之
森林遊樂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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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水源保護及水
同乙種建築用地
土保持設施
（十七）交通設施
同乙種建築用地
（十八）農產品集散批
同甲種建築用地
發運銷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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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再生能源相關
同甲種建築用地
設施
（二十一）溫泉井及溫
同甲種建築用地
泉儲槽
（二十二）兒童課後照
顧 服 務 中 同甲種建築用地
心

四、丁種建築用地 （一）工業設施

一、本款各目不得位於
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
區。
二、特定農業區、一般
農業區及鄉村區除
既有工廠及相關生
產設施外，限於經
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認定之低污染
事業使用，其依建
築法規規定應申請
建造執照或雜項執
照者，應檢附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
核發之低污染事業
文件。

1.廠房或相關生產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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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附屬辦公室
3.附屬倉庫
4.附屬生產實驗或訓練
房舍
5.附屬單身員工宿舍
6.附屬露天設施或堆置
場所
7.附屬停車場等必要設
施
8.防治公害設備
9.工廠對外通路
10.兼營工廠登記產品
有關之買賣業務
11.高壓氣體製造設備
及其他附屬設備
12.工業技術開發或研
究發展設施
13.汽車修理業
14.倉儲設施（賣場除
外）

不 得 單 純 經營 買 賣 業
務。

限於已開發工業區並經
工業主管機關規劃者。
限於已開發工業區並經
工業主管機關規劃或核
准設置幼兒園者。
限於已開發工業區並經
工業主管機關規劃者。
限於已開發工業區並經
工業主管機關規劃者。
限於已開發工業區並經
工業主管機關規劃者。
限於已開發工業區並經
工業主管機關規劃或核
准設置者。

15.綠帶及遊憩設施
16.教育設施
17.社區安全設施
18.標準廠房
19.加油站及汽車加氣
站
20.公共及公用事業設
施
21.運輸倉儲設施
22.轉運設施

限於已開發工業區並經
工業主管機關規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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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職業訓練及創業輔
導設施
24.試驗研究設施
25.專業辦公大樓
26.環境保護及景觀維
護設施
27.企業營運總部

28.衛生及福利設施

29.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中心

限於已開發工業區並經
工業主管機關規劃者。
限於已開發工業區並經
工業主管機關規劃者。
限於已開發工業區並經
工業主管機關規劃者。
限於已開發工業區並經
工業主管機關規劃者。
以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產
業創新條例第二十五條
及營運總部認定辦法相
關規定核定者為限。
限於已開發工業區並經
工業主管機關規劃或核
准設置托嬰中心者。
限於已開發工業區並經
工業主管機關規劃或核
准設置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中心者。

30.其他工業設施

1.社區住宅

（二）工業社區

一、本款各目不得位於
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
區。
二、本款各目限於已開
發工業區且規劃有
案者。

（三）再生能源相關設
1.再生能源發電設施
施

一、本款各目使用面積
一百五十平方公尺
以上者，不得位於
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
區。
二、本款各目符合下列
各款規定者，需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使用地主管機
關及有關機關許
可：

土地編定管制類

2.社區教育設施
3.社區遊憩設施
4.社區衛生及福利設施
5.社區日用品零售及服
務設施
6.社區行政及文教設施
7.社區消防及安全設施
8.社區交通設施
9.社區水源保護及水土
保持設施
10.社區公共及公用事
業設施
11.社區金融機構
12.市場
13.工業區員工宿舍
14.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中心
15.其他經工業主管機
關同意設置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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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生能源熱能設施

3.再生能源衍生燃料及
其相關設施

（一）使用面積未
達一百五十
平方公尺，
且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零
點五公頃以
上，且位於
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
區。
三、工業區外限於興辦
工業人設置自用再
生能源相關設施
（沼氣發電、一般
廢棄物及一般事業
廢棄物為再生能源
者除外）
。
工業區外限於興辦工業
人設置自用再生能源相
關設施（沼氣發電、一
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
棄 物 為 再 生能 源 者 除
外）
。
工業區外限於興辦工業
人設置自用再生能源相
關設施（沼氣發電、一
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
棄 物 為 再 生能 源 者 除
外）
。

4.再生能源輸送管線設
施
5.其他再生能源相關設
施
（四）臨時堆置收納營 臨時堆置收納營建剩餘
建剩餘土石方
土石方

土地編定管制類

（五）水庫、河川、湖
泊淤泥資源再生
利用臨時處理設
施
（六）依產業創新條例
第三十九條規
定，經核定規劃
之用地使用

（七）廢棄物回收貯存
清除處理設施

（八）交通設施

工業區外限於興辦工業
人設置自用再生能源相
關設施。
不得位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 定 之 沿 海自 然 保 護
區。

水庫、河川、湖泊淤泥資
源再生利用臨時處理設
施

不得位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 定 之 沿 海自 然 保 護
區。

依產業創新條例第三十
九條規定，經核定規劃之
用地使用

不得位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 定 之 沿 海自 然 保 護
區。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依產業創新條例管
廢棄物回收貯存清除處
理之工業區內，以
理設施
利用回收之廢棄物
為原料進行生產，
並有產品產出之工
廠為限。
汽車貨運業、汽車路線 不得位於全國區域計畫
貨運業暨汽車貨櫃貨運 規 定 之 沿 海自 然 保 護
業之停車場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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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農牧用地

（一）農作使用（包括
農作使用
牧草）
限於依農業用地興建農
舍辦法或實施區域計畫
地區建築管理辦法核准
興建之農舍。

1.農舍及農舍附屬設施
2.農產品之零售
3.農作物生產資材及日
用品零售

（二）農舍（工業區、
河川區除外；特
定農業區、森林
區不得興建集村
農舍）
4.民宿

（三）農作產銷設施（工
業區、河川區除
外）

土地編定管制類

（四）畜牧設施（工業
區、河川區及森
林區除外。但森
林區屬原住民保
留地，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會同
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同意者，不在
此限。）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限於民宿管理辦法
第六條第一項但書
規定之原住民保留
地、經農業主管機
關劃定之休閒農業
區或核發經營許可
登記證之休閒農
場、觀光地區、偏
遠地區及離島地區
等之農舍。但位於
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一般保護區
者，需經保護區主
管機關許可。
一、本款應依申請農業
用地作農業設施容
許使用審查辦法規
定辦理。
二、上開審查辦法規定
之堆肥舍（場）許
可使用細目，不得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
一、本款應依申請農業
用地作農業設施容
許使用審查辦法規
定辦理。
二、本款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經
保護區主管機關許
可。
三、上開審查辦法規定
之廢水處理設施、
堆肥舍（含共同處
理堆肥場）
、死廢禽
及廢棄物處理設施
或孵化廢棄物處理
設施等許可使用細
目，不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F‐4‐30 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一、本款應依申請農業
用地作農業設施容
許使用審查辦法規
定辦理。
二、本款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經
保護區主管機關許
可。
本款各目位於全國區域
1.保育水土所採之保育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者，需經保護區主
設施
管機關許可。
2.自來水取水處理、管
理及配送設施
3. 水庫及與水庫有關
的構造物及設施
4.水文觀測設施
5. 其他水源保護及水
土保持設施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採取當地土石（限
於採掘、儲存及搬
運，不包括設置碎
解、洗、選作業場
土石採取
所）
，並應依非都市
土地農牧用地容許
採取土石審查作業
要點規定辦理。但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一般保
護區者，需經保護
區主管機關許可。

（五）水產養殖設施（工
業區、特定農業區
除外。但特定農業
區內屬室內循環
水養殖設施經直
轄市或縣（市）農
業主管機關核准
者，不在此限）

（六）水源保護及水土
保持設施

（七）採取土石（特定
農業區、一般農
業區、森林區及
特定專用區除
外）

（八）林業使用

造林、苗圃

（九）休閒農業設施（工
業區、河川區除
外）

土地編定管制類

（十）公用事業設施（限
於點狀或線狀使
用。點狀使用面積
不得超過六百六
十平方公尺）

1.電信監測站
2.電信、微波收發站
（含基地臺）
3.電視、廣播訊號收發
站
4.纜線附掛桿
5.衛星地面站
6.輸配電鐵塔
7.電線桿
8.配電臺及開關站
9.抽水站
10.自來水加壓站、配
水池

一、本款應依休閒農業
輔導管理辦法規定
辦理，並限經農業
主管機關劃定之休
閒農業區，或准予
籌設之休閒農場。
二、本款不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本款各目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者，需經保護區主
管機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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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檢查哨
12.航空助航設施
13.輸送電信、電力設
施
14.輸送油管、水管設
施
15.有線電視管線設施
16.其他管線設施
（十一）戶外廣告物設
施

戶外廣告物設施

（十二）私設通路

私設通路

（十三）再生能源相關
設施

（十五）水庫、河川、
湖泊淤泥資源
再生利用臨時
處理設施

2.再生能源輸送管線
限於線狀使用。
設施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僅限於本規則中華
民國一百零二年九
月二十一日修正生
臨時堆置收納營建剩餘
效前已核准之既有
土石方
合法磚窯廠毗鄰之
土地。但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區者，
需經保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水庫、河川、湖泊淤泥
然保護區。
資源再生利用臨時處理 二、位於全國區域計畫
設施
規定之沿海一般保
護區者，需經保護
區主管機關許可。

土地編定管制類

（十四）臨時堆置收納
營建剩餘土石
方

1.再生能源發電設施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不得超過
五十平方公尺。
限於以集村方式興建農
舍或甲種、乙種、丙種、
丁種建築用地，因未面
臨建築線，無道路可出
入需要者。但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經保護
區主管機關許可。
一、本款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經
保護區主管機關許
可。
二、限於風力發電、太
陽光電及地熱發電
之發電設施點狀使
用，點狀使用面積
不得超過六百六十
平方公尺；地熱發
電設施裝置容量不
得超過五十百萬
瓦。
三、地熱發電設施不得
位於特定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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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溫泉井及溫泉
儲槽( 工業
區、特定農業
區除外)

土地編定管制類

（十七）農村再生設施

（十八）自然保育設施

溫泉井及溫泉儲槽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申請用地除位屬依
區域計畫法劃定之
風景區者外，應符
合下列各款之ㄧ：
( 一) 依溫泉法 公
告劃設之溫
泉區。
( 二) 經農業主 管
機關劃定之
休 閒 農 業
區，並提供依
民宿管理辦
法規定之民
宿使用。
( 三) 經農業主 管
機關核發經
營許可登記
證之休閒農
場，並提供依
民宿管理辦
法規定設置
之民宿或依
休閒農業輔
導管理辦法
規定設置之
住宿、餐飲設
施使用。
( 四) 中 華 民國 九
十四年七月
一日溫泉法
施行前，已開
發 溫 泉 使
用。但溫泉法
施行前，依水
利法建造之
水井，曾取得
溫 泉 水 權
者，其使用分
區不受特定
農業區除外
規定之限制。
三、使用面積合計不得
超過十平方公尺。
一、本款應依農村再生
發展區計畫審核及
管理監督辦法規定
辦理。
二、本款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經
保護區主管機關許
可。
本款應依申請農業用地
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
查辦法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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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款應依申請農業
用地作農業設施容
許使用審查辦法規
定辦理。
二、位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者，需經保護
區主管機關許可。

（十九）綠能設施

六、林業用地

（一）林業使用

同農牧用地
本款應依申請農業用地
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
查辦法規定辦理。

（二）林業設施

（三）安全設施

（四）生態體系保護設
施

（五）水源保護及水土
保持設施

（六）營建剩餘土石方
資源之暫屯、堆
置、最終填埋設
施

1.警政及其他警衛設施
2.消防設施
3.其他安全設施
1.自然生態保護設施
2.生態試驗研究站及圍
籬設施
3.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之生態體系保護設施
1.保育水土所採之保育
設施
2.自來水取水處理、管
理及配送設施
3.水文觀測設施
4.其他水源保護及水土
保持設施

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之
暫屯、堆置、最終填埋
設施

2.土石採取場
（七）採取土石

3.土石採取廠房暨產品
加工之設施
4.水土保持設施
5.其他在土石業上必要
之工程設施及附屬設
備

土地編定管制類

1.土石採取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限公共工程使用且
經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公共工程主
辦機關核准設置之
填埋型、轉運型土
石方收容處理場
所，且不得有加工
處理行為。但位於
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一般保護區
者，需經保護區主
管機關許可。
三、事業計畫使用面積
不得超過二公頃。
四、應於申請使用計畫
書中提出復育造林
計畫。
一、本款各目不得位於
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區。
二、事業計畫使用面積
不得超過二公頃。
事業計畫使用面積不得
超過二公頃。
事業計畫使用面積不得
超過二公頃。
事業計畫使用面積不得
超過二公頃。
事業計畫使用面積不得
超過二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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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信監測站

本款各目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者，需經保護區主
管機關許可。

2.電信、微波收發站（含
基地臺）
3.電視、廣播訊號收發
站
4.纜線附掛桿
5.衛星地面站
6.輸配電鐵塔
7.電線桿
8.配電臺及開關站
9.抽水站
10.自來水加壓站、配水
池
11.檢查哨
12.航空助航設施
13.天文臺
14.輸送電信、電力設施
15.輸送油管、水管設施
16.有線電視管線設施
17.其他管線設施
18.國防設施

（八）公 用 事 業 設 施
（限於點狀或線
狀使用。點狀使
用面積不得超過
六百六十平方公
尺）

（九）戶外公共遊憩設
施（限於點狀或
線狀使用。點狀
使用面積不得超
過六百六十平方
公尺）
1.管制、收費設施

本款各目位於全國區域
1.人行步道、涼亭、公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然保
廁設施
護區者，需經保護區主
管機關許可。
2.解說標示設施
3.遊客服務設施
本款各目限於森林遊樂
區設置管理辦法核定之
森林遊樂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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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理及服務展示設施
3.平面停車場及相關設
施
（十）森林遊樂設施（限 4.水土保持設施
於森林區、風景
5.環境保護設施
區）
6.資源保育維護設施
7.安全防護設施
8.營林設施
9.標示解說設施
10.步道設施
11.其他森林遊樂設施

（十一）休閒農業設施
（工業區、河
川區及森林區
除外）

（十二）礦石開採

1.探採礦
2.貯礦場及廢土堆積
場
3.臨時性工寮、炸藥庫

一、本款應依休閒農業
輔導管理辦法規定
辦理，並限經農業
主管機關劃定之休
閒農業區，或准予
籌設之休閒農場。
二、本款不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
本款各目不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F‐4‐35
4.水土保持設施
5.載運礦石之索道相
關設施
6.其他在礦業上必要
之非固定性工程設
施及其附屬設施
（十三）再生能源相關
同農牧用地
設施
（十四）水庫、河川、
湖泊淤泥資源
同農牧用地
再生利用臨時
處理設施

（十五）溫泉井及溫泉
儲槽

土地編定管制類

（十六）農村再生設施

溫泉井及溫泉儲槽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申請用地除位屬依
區域計畫法劃定之
風景區者外，應符
合下列各款之ㄧ：
(一)依溫泉法公告
劃設之溫泉區。
(二)經農業主管機
關劃定之休閒
農業區，並提
供依民宿管理
辦法規定之民
宿使用。
(三)經農業主管機
關核發經營許
可登記證之休
閒農場，並提
供依民宿管理
辦法規定設置
之民宿或依休
閒農業輔導管
理辦法規定設
置之住宿、餐
飲設施使用。
(四)依森林遊樂區
設置管理辦法
核定之森林遊
樂區。
(五)中華民國九十
四年七月一日
溫泉法施行前
，已開發溫泉使
用。
三、使用面積合計不得
超過十平方公尺。
一、本款應依農村再生
發展區計畫審核及
管理監督辦法規定
辦理。
二、本款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經
保護區主管機關許
可。

F‐4‐36 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十七）自然保育設施 同農牧用地
（十八）綠能設施
同農牧用地

民宿

（十九）農舍

七、養殖用地

（一）水產養殖設施

（二）農作使用（包括
牧草）
（三）林業使用
（四）農作產銷設施
（五）畜牧設施
（六）水源保護及水土
保持設施
（七）農舍（森林區除
外）
（八）休 閒 農 業 設 施
（工業區、河川
區除外）
（九）再生能源相關設
施
（十）私設通路

同農牧用地
同農牧用地
同農牧用地
同農牧用地
同農牧用地
同農牧用地
同農牧用地
同農牧用地
同農牧用地

土地編定管制類

一、本款應依農村再生
發展區計畫審核及
管理監督辦法規定
辦理。
二、本款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需經保
護區主管機關許
可。

（十一）農村再生設施

八、鹽業用地

限於民宿管理辦法第六
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之原
住民保留地、經農業主
管機關劃定之休閒農業
區或核發經營許可登記
證之休閒農場、觀光地
區、偏遠地區及離島地
區等之農舍，並僅限於
本規則一百零二年九月
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取
得使用執照之農舍。
一、除養殖池以外，本
款應依申請農業用
地作農業設施容許
使用審查辦法規定
辦理。作養殖池使
用者，不得採取養
殖池底土石。
二、位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者，需經保護
區主管機關許可。

（十二）自然保育設施 同農牧用地
（十三）綠能設施
同農牧用地
1.鹽田及鹽堆積場
（一）鹽業設施
2.倉儲設施
3.鹽廠及食鹽加工廠及
辦公廳員工宿舍
4.轉運設施

本款各目不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F‐4‐37
5.其他必要之鹽業設施
（二）農舍

（三）再生能源相關設
施

同農牧用地

同農牧用地

（一）礦石開採及其設
施

（二）採取土石

（三）水源保護及水土
保持設施

（五）林業設施

（六）臨時堆置收納營
建剩餘土石方

同農牧用地
1.林業經營設施
2.其他林業設施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
自然保護區。
臨時堆置收納營建剩餘
二、位於全國區域計畫
土石方
規定之沿海一般保
護區者，需經保護
區主管機關許可。

土地編定管制類

2. 再生能源輸送管線
限於線狀使用。
設施
本款各目不得位於全國
1.探採礦
區域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2. 貯礦場及廢土堆積
場
3. 礦業廠庫或其所需
房屋
4.水土保持設施
5.其他在礦業上必要
之工程設施及其附
屬設施
本款各目不得位於全國
1.土石採取
區域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2.土石採取場
3.土石採取廠房暨產
品加工之設施
4.水土保持設施
5.砂石堆置、儲運、土
石碎解洗選場及其
一貫作業之預拌混
凝土場、瀝青拌合場
（包括純以外購砂
石碎解洗選場設置
及其儲運、堆置）
6.其他在土石業上必
要之工程設施及附
屬設備
本款各目位於全國區域
1.保育水土所採之保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者，需經保護區主
育設施
管機關許可。
2.保護水源之職工辦
公室及宿舍
3.自來水取水處理、管
理及配送設施
4.水庫及與水庫有關
的構造物及設施
5.水文觀測設施
6.其他水源保護及水
土保持設施

九、礦業用地

（四）林業使用

1.再生能源發電設施

限於風力發電、太陽光
電 之 發 電 設施 點 狀 使
用，點狀使用面積不得
超 過 六 百 六十 平 方 公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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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庫、河川、湖
泊淤泥資源再生
同農牧用地
利用臨時處理設
施

1.再生能源發電設施

（八）再生能源相關設
施

（九）砂土石碎解洗選
加工設施

（十）溫泉井及溫泉儲
槽
十、窯業用地

土地編定管制類

1.窯業製造

一、本款各目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者，
需經保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二、限於風力發電、太
陽光電之發電設施
點狀使用，點狀使
用面積不得超過六
百六十平方公尺及
地熱發電設施使
用。

2.再生能源輸送管線
限於線狀使用。
設施
一、本款各目不得位於
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
1.砂土石碎解洗選設
區。
施廠房或相關加工
二、位於全國區域計畫
設施
規定之沿海一般保
護區者，需經保護
區主管機關許可。
2.砂土石堆置、儲運場
3.附屬之預拌混凝土
廠、瀝青拌合廠及辦
公廳、員工宿舍、倉
庫
4.附屬之加儲油（氣）
設施
5.環境保護及景觀維
護設施
6.其他必要之砂土石
碎解洗選加工設施
一、不得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溫泉井及溫泉儲槽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合計不得
超過十平方公尺。
本款各目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者，需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使用地主管
機關及有關機關許可。

（一）窯業使用及其設 2.窯業原料或成品堆置
場
施
3.自用窯業原料取土
4.水土保持設施
5.廠房
6.單身員工宿舍及其必
要設施
（二）農作使用（包括
同農牧用地
牧草）
（三）水產養殖設施
同農牧用地
（四）再生能源相關設
施

1.再生能源發電設施

限於風力發電、太陽光
電之發電設施點狀使
用，點狀使用面積不得
超過六百六十平方公
尺。

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F‐4‐39
2.再生能源輸送管線
限於線狀使用。
設施

十一、交通用地

（五）臨時堆置收納營
同礦業用地
建剩餘土石方
（六）水庫、河川、湖
泊淤泥資源再生
同農牧用地
利用臨時處理設
施
（一）按現況或交通計
按現況或交通計畫使用
畫使用
1.氣象局及其設備
2.氣象觀測站、地震測
報站、海象觀測站、
水文觀測站
3.雷達站
4. 電 信 線 路 中 心 及 機
房、衛星站、地平發
射站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使
用地主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5.民用航空站、助航設
施
6.道路之養護、監理安
全等設施
7.汽車修理業
（二）交通設施（特定
農業區除外）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之沿海自然保護區者，需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使
用地主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

8.汽車運輸業場站、設
施
9.駕駛訓練班
10.道路鐵路港灣及其
設施
11.停車場

不得位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自然保護區。

12.貨櫃集散站
13.道路收費站、道路服
務及管理設施
14.飛行場
15.隔離設施

本款各目位於全國區域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者，需經保護區主管
機關許可。

土地編定管制類

16.其他交通設施
（三）公用事業設施（限
於點狀或線狀使
1.電信監測站
用。點狀使用面積
不得超過六百六
十平方公尺）
2.電信、微波收發站（含
基地臺）
3.電視、廣播訊號收
發站
4.纜線附掛桿
5.衛星地面站
6.輸配電鐵塔
7.電線桿
8.配電臺及開關站
9.抽水站
10.自來水加壓站、
配水池

不得位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自然保護區。
限於經區域計畫擬定機
關核准開發計畫所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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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檢查哨
12.航空助航設施
13.天文臺
14.輸送電信、電力
設施
15.輸送油管、水管
設施
16.有線電視管線設
施
17.其他管線設施
一、本款各目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之沿海
自然保護區者，需經
保護區主管機關許
1.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設
可。
施
二、沼氣發電、一般廢棄
物及一般事業廢棄
物為再生能源者除
外。
沼氣發電、一般廢棄物及
2.再生能源熱能設施 一般事業廢棄物為再生
能源者除外。
3. 再 生 能 源 衍 生 燃 沼氣發電、一般廢棄物及
料及其相關設施 一般事業廢棄物為再生
能源者除外。
4. 再 生 能 源 輸 送 管
線設施
5. 其 他 再 生 能 源 相
關設施

（四）再生能源相關設
施

（五）戶外遊憩設施

超輕型載具起降場
一、本款應依農村再生發
展區計畫審核及管
理監督辦法規定辦
理。
二、本款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者，需經保護區
主管機關許可。

（六）農村再生設施

十二、水利用地

（一）按現況或水利計
畫使用

土地編定管制類

（二）水岸遊憩設施

（三）戶外遊憩設施

按現況或水利計畫
使用
一、本款各目限於堰壩、
水庫及原有灌溉
1. 水 岸 遊 憩 建 築 及
埤、池。
構造物
二、本款各目不得位於全
國區域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護區。
2. 水 上 遊 憩 器 材 租
售店
3.船泊加油設施
4. 遊 憩 停 泊 碼 頭 及
修護設施
5.遊艇出租
6. 警 衛 或 消 防 救 生
設備及建築
7. 其 他 水 岸 遊 憩 設
施
本款各目不得位於全國
1.球道
區域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2. 超 輕 型 載 具 起 降
場

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F‐4‐41
一、限於經土石採取機關
規劃公告整體砂石資
源開發區有案者。
土石採取
二、不得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
限於河川區域內、水道治
其他經河川或排水管
理計畫用地範圍內或排
理機關核准者
水設施範圍內。
一、本款各目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經保
護區主管機關許可。
二、限於風力發電、太陽
1.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設
光電發電及地 熱發
施
電之發電設施點狀
使用，點狀使用面積
不得超過六百六十
平方公尺及小水力
使用。
2. 再 生 能 源 輸 送 管
限於線狀使用。
線設施

（四）採取土石

（五）其他經河川或排
水管理機關核准
者

（六）再生能源相關設
施

（七）溫泉井及溫泉儲
同甲種建築用地
槽
一、本款應依農村再生發
展區計畫審核及管理
監督辦法規定辦理。
二、本款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者，需經保護區
主管機關許可。

（八）農村再生設施

1. 滯 洪 池 及 其 相 關
附屬設施
（九）滯洪設施
2.隔離設施
十三、遊憩用地

（一）遊憩設施
（二）戶外遊憩設施

同乙種建築用地
同丙種建築用地
1.水岸遊憩建築及構造
物
2.水上遊憩器材租售店
3.船泊加油設施

本款各目高爾夫球場除
外。
不得位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自然保護
區。

4.遊憩停泊碼頭及修護
設施
5.遊艇出租
6.警衛或消防救生設備
及建築
7.其他水岸遊憩設施

（四）觀光遊憩管理服
同丙種建築用地
務設施

一、本款各目高爾夫球場
除外。
二、國際觀光旅館、觀光
旅館及一般旅館不
得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然
保護區。但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之沿
海一般保護區者，需
經保護區主管機關
許可。

土地編定管制類

（三）水岸遊憩設施

限於經區域計畫擬定機
關核准開發計畫所設
置。

F‐4‐42 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五）古蹟保存設施
（六）鄉村教育設施
（七）行政及文教設施

古蹟及其保存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同甲種建築用地
1.醫療機構
2.衛生所（室）
3. 護 理 機 構 及 精 神
復建機構
4.老人福利機構
5. 兒 童 少 年 婦 女 身
心障礙福利機構
6. 社 區 活 動 中 心 及
社會救助機構
7. 其 他 衛 生 及 福 利
設施

（八）衛生及福利設施

（九）安全設施
（十）宗教建築
（十一）公用事業設施

本款各目不得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同乙種建築用地
同甲種建築用地

土地編定管制類

本款各目位於全國區域
1. 郵 政 局 所 及 郵 件 計畫規定之沿海自然保
處理場
護區者，需經保護區主
管機關許可。
2. 電 信 公 司 營 運 處
（所）
3. 電 信 線 路 中 心 及
機房設施
4.電信、微波收發站
（含基地臺）
5. 天 然 氣 事 業 球 型
儲氣槽、管槽等儲
氣設備
6. 液 化 石 油 氣 及 其
他可燃性高壓氣
體容器儲存設施
7.加油站、加氣站
8. 發 電 、 輸 電 、 配
電、變電等設施
9.自來水設施
10.抽水站
11.國防設施
12.警察分局、駐在
所、檢查哨或消
防分小隊
13. 油 庫 、 輸 油 設
施、輸氣設施
14.天然氣事業、加
壓站、整壓站及
其他有關之設備
15.海堤設施
16. 人 行 步 道 、 涼
亭、公廁設施
17.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無線及有線
電視、廣播電臺
及其相關設施
18.自來水公司施設
之簡易自來水工
程設施、自來水、
淨水設備、配水
池、加壓站及管
線工程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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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般廢棄物回收
貯存清除處理設
施
20.公路汽車客運業
、市區汽車客運
業（場站）設施
21.水力發電輸水管
設施
22.其他公用事業設
施
（十二）農作使用（包
同農牧用地
括牧草）
1.氣象局及其設備
2.氣象觀測站、地震測
報站、海象觀測站、
水文觀測站
3.雷達站
4.電信線路中心及機
房、衛星站、地平發
射站
5.航空站、助航設施
6.道路之養護、監理安
全等設施
7.汽車修理業

（十三）交通設施

（十八）再生能源相關
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
8.汽車運輸業場站、設 定之沿海自然保護區
施
者，需經保護區主管
機關許可。
9.駕駛訓練班
10.道路鐵路港灣及其
設施
11.停車場
不得位於全國區域計
12.貨櫃集散站
畫規定之沿海自然保
護區。
13.道路收費站、道路
服務及管理設施
14.其他交通設施
同林業用地
同礦業用地
同農牧用地
同丙種建築用地

1.再生能源發電設施

一 、 限 於 遊憩 設 施 使
用。
二、限於風力發電、太
陽光電及地熱發電
之發電設施點狀使
用，點狀使用面積
不得超過六百六十
平方公尺。
三、本款各目位於全國
區域計畫規定之沿
海自然保護區者，
需經保護區主管機
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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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生態體系保護
設施
（十五）水源保護及水
土保持設施
（十六）林業使用
（十七）森林遊樂設施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
定之沿海自然保護區
者，需經保護區主管
機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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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生能源輸送管線
限於線狀使用。
設施
（十九）溫泉井及溫泉
同甲種建築用地
儲槽
（二十）兒童課後照顧
同甲種建築用地
服務中心
十四、古蹟保存用
古蹟保存設施
地
十五、生態保護用 （一）生態體系保護設
同林業用地
地
施

古蹟及其保存設施

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
定辦理。

本款應依農村再生發展
區計畫審核及管理監督
辦法規定辦理。

（二）農村再生設施
（三）自然保育設施
同農牧用地
十六、國土保安用 （一）水源保護及水土
同林業用地
地
保持設施
（二）林業使用
同農牧用地
（三）林業設施
同林業用地
（四）公用事業設施（
限 於點狀或線
狀使用。點狀使
同林業用地
用面積不得超過
六百六十平方公
尺）
1.隔離綠帶
（五）隔離綠帶

2.隔離設施

限於經區域計畫擬定
機關核准開發計畫所
設置。

（六）綠地
綠地
（七）再生能源相關設
同農牧用地
施
本款應依農村再生發
展區計畫審核及管理
監督辦法規定辦理。

（八）農村再生設施
（九）自然保育設施
（十）綠能設施

同農牧用地
同農牧用地

十七、殯葬用地
1.公墓
（一）殯葬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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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林業使用
（三）林業設施

本款各目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者，需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使用地
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
許可。

2.殯儀館
3.火化場
4.骨灰（骸）存放設施
5.禮廳及靈堂
同農牧用地
1.林業經營設施
2.其他林業設施

一、位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自然
(四)電信、微波收發站
電信、微波收發站（含
保護區，需經保護
（含基地臺）
基地臺）
區主管機關許可。
二、基地面積不得超過
一百平方公尺。
十八、特定目的事
符合下列各款規定
業用地
者，需經目的事業主
按特定目的事業計畫 按特定目的事業計畫使
管機關、使用地主管
使用
用
機關及有關機關許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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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
然保護區。
(二)使用面積零點五
公頃以上，且位
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一般
保護區。
備註：
一、使用地位屬河川區者，本附表中許可使用細目之使用應經河川管理機關之同意。
二、本附表中規定免經申請之許可使用細目，除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有規定或得逕依建築法申請建造執照、雜項執照者，
應依其規定辦理外，得免依本規則申請許可使用。但免經申請許可使用細目定有附帶條件者，應依其附帶條件規定
辦理，始得為之。

土地編定管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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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之一 海域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區位許可使用細目表
使用地類別

容許使用項目

海域用地 (一 )漁業資源利
用
(二 )非生物資源
利用

(三 )海洋觀光遊
憩

(四)港埠航運

(五 )工程相關使
用

土地編定管制類

(六 )海洋科研利
用
(七 )環境廢棄物
排放或處理
(八 )軍事及防救
災相關使用
(九 )原住民族傳
統海域使用

許可使用細目
附帶
需經中央主管機關區位許可及目的
條件
免經申請區位許可使用細目
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使用細目
1.漁撈範圍
2.漁業權範圍
3.漁業設施設置範圍
1.潮汐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2.風力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3.海洋溫差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4.波浪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5.海流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6.土石採取設施設置範圍
7.採礦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8.深層海水資源利用及設施設置範
圍
9.海水淡化設施設置範圍
1.非機械動力器具之水域遊憩
活動範圍
2.水域遊憩活動範圍
3.海上平台設置範圍
1.船舶無害通過範圍
2.航道及其疏濬工程範圍
3.錨地範圍
4.港區範圍
1.海底電纜或管道設置範圍
2.海堤區域範圍
3.資料浮標站設置範圍
4.海上觀測設施及儀器設置範圍
5.底碇式觀測儀器設置範圍
6.海域石油礦探採設施設置範圍
7.跨海橋樑範圍
8.其他工程範圍
海洋科學與水下文化資產研究活動
設施設置範圍
1.排洩範圍
2.海洋棄置指定海域範圍
1.軍事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2.防救災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原住民族傳統海域使用範圍

備註：
一、附表一之二各環境敏感地區為免經申請區位許可使用項目，但其範圍將納入第六條之三所建置之資料
庫。
二、本附表中規定免經申請區位許可之使用項目，係得免依本規則申請許可使用，惟仍應依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所定規定辦理。
三、本附表中「需經中央主管機關區位許可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使用細目」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
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原則同意文件作為使用地使用之准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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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之二

海域用地區位許可申請書

壹、申請書基本資料
申請人應具備下列基本資料，採橫寫式書寫，連同有關附圖及附表，以 A4 的格式複製後依序加封面裝
訂成冊。
一、申請人（公司）清冊（附證件影本）
申請人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年月日

地 址

電 話

職 業

負責人

負責人電話

或
法人或公司名稱

稅籍編號

文件字號

地

址

註：如申請人為合夥組織者，應附合夥契約書。
二、目的及內容：
（一）使用目的：說明使用對象及功能，以及是否供公眾使用、是否可供活動使用，以及可供活動使用之內
容。
（二）預計開發及使用期程，使用年限屆滿之處理方式。
（三）興辦事業計畫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或原則同意文件。
三、位置及範圍
（一）位置表：
直轄市、縣（市）

使用分區

使用地

面積

坐標

土地編定管制類

註：申請區位若含括海域區、非都市土地其他使用分區（含國家公園）、都市計畫者，請詳細填列。
（二）位置圖：以比例尺不小於 1/50,000 縮製，應標示與陸地之相對位置、距離、水深地形、航道、重要設
施（含中央主管機關已核准之區位許可範圍），三公里範圍內之環境敏感地區。
四、區位及規模
（一）區位
說明選擇區位考量之因素及擇定本位置之理由。
（二）規模
說明申請區位劃設考量之因素及規模大小之必要性。
（三）周圍環境現況分析
1.距離申請區位最近之陸地與港口之現況。
2.三公里範圍內之環境敏感地區分布情形。
3.三公里範圍內之人工構造物。
4.其他區位許可之核准及申請情形。
（四）船舶航行作業影響
使用計畫對海域周圍船舶航行作業之影響說明。
五、中央主管機關已核准區位許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申請區位尚未核准其他區位許可者免附）
六、與其他申請區位許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協調文件。（申請區位內無其他同時申請區位許可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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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環境敏感地區查詢
查 詢項 目

查核結果

1.是否位屬國家公園區

是□ 否□

2.是否位屬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劃定公
告之自然保留區

是□ 否□

3.是否位屬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八條
公告之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是□ 否□

4.是否位屬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條
公告之野生動物保護區

是□ 否□

5.是否位屬「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或一般保
護區
6.是否位屬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之
文化資產（含水下文化資產）所在地區
7.是否位屬依「漁業法」指定公告之水產
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8.是否位屬依「濕地保育法」所劃設之國
際級或國家級重要濕地
9.是否位屬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

土地編定管制類

10.是否位屬依「海岸管理法」劃設之海岸
保護區
11.是否位屬依「海岸管理法」劃設之海岸
防護區（海岸侵蝕、洪氾溢淹、暴潮溢
淹、地層下陷）
12.是否位屬依「海岸管理法」劃設之特定
區位
13.是否位屬依「海岸管理法」所劃設之近
岸海域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相關單位文號

建議洽詢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或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或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或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文化部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
署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是□ 否□

內政部營建署

是□ 否□

經濟部水利署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是□ 否□

內政部營建署

是□ 否□

內政部營建署

註 1：查詢項目 2.「自然保留區」：位於澎湖縣管轄海域範圍需查詢，其餘免查詢。
註 2：查詢項目 3.「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及 4.「野生動物保護區」：位於基隆市、桃園市、新竹市、臺
中市、彰化縣、臺南市及澎湖縣管轄海域範圍需查詢，其餘免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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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之三 海域用地區位許可審議流程

土地編定管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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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編定管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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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編定管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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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編定管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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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變
用
更
分
特定農 一般農
山坡地
特定專
編
區
鄉村區 工業區 森林區
風景區 河川區
定
業 區 業 區
保育區
用 區
原
使
用
則
地類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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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種建築用地

×

×

×

×

×

×

×

×

×

乙種建築用地

×

×

＋

×

×

×

×

×

×

丙種建築用地

×

×

×

×

×

×

×

×

×

丁種建築用地

×

×

×

＋

×

×

×

×

×

農 牧 用 地

＋

＋

＋

＋

＋

＋

＋

＋

＋

林 業 用 地

×

＋

×

＋

＋

＋

＋

×

＋

養 殖 用 地

×

＋

×

×

＋

＋

＋

×

＋

鹽 業 用 地

×

＋

×

×

×

×

×

×

＋

礦 業 用 地

＋

＋

×

＋

×

＋

＋

×

＋

窯 業 用 地

×

×

×

×

×

×

×

×

＋

交 通 用 地

×

＋

＋

＋

×

＋

＋

＋

＋

水 利 用 地

＋

＋

＋

＋

＋

＋

＋

＋

＋

遊 憩 用 地

×

＋

＋

＋

×

＋

＋

×

＋

古蹟保存用地

＋

＋

＋

＋

＋

＋

＋

＋

＋

生態保護用地

＋

＋

＋

＋

＋

＋

＋

＋

＋

國土保安用地

＋

＋

＋

＋

＋

＋

＋

＋

＋

殯 葬 用 地

×

＋

×

×

×

＋

＋

×

＋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

＋

＋

＋

×

＋

＋

＋

＋

說 明： 一、「×」為不允許變更編定為該類使用地。但本規則另有規定者，得依其規定辦理。
二 、「 ＋」為允許依本規則規定申請變更編定為該類使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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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

受文機關：

縣（市）政府

申請事項：
本人在下列土地上必需作(

)使用，爰依「非都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第二十八條及有關規定填具申請書，請惠予辦理。
土

地

鄉（鎮、
市、區）

合

地段

小段

標

地號

計：申請變更編定

示

地目 等則

筆

面

原使用分區 申 請 變 更 編 定
及編定類別 類 別 及 面 積

積 使用 編定 編定

面積

（公頃） 分 區 類 別 類 別 （公頃）

面積

申

奉准
興辦
事業
依據

土地使用
現

況

本筆 鄰接

土地所
有權人

備註

土地 土地

公頃

請

人

：

（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住

址

：

電

話

：

年

月

日

土地編定管制類

附註：
一、非都市土地使用編定後，申請變更編定者，依「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以下簡稱本規則）第二十七
條規定，以各該使用分區准許變更者為限。
二、本申請書應填寫一式五份，向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核准並繳納規費及檢附下列文件各
五份：
(一)興辦事業計畫核准文件。
(二)申請變更編定同意書。
1.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時，免附。
2.符合土地徵收條例第三條規定得徵收而以協議價購取得者，以地價款發放清冊代替之。
3.土地為共有者，應符合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
(三)土地使用計畫配置圖及位置圖（配置圖不得小於一二００分之一，位置圖不得小於五０００分之一，
均應著色表示）。
（四）其他有關文件。
符合本規則第三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土地，免附前項第一款規定文件。
下列申請案件免附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規定文件：
（一）符合本規則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或第五款規定之零星或
狹小土地。
（二）符合本規則第四十條規定土地。
（三）鄉村區土地變更編定為乙種建築用地。
（四）變更編定為農牧、林業、國土保安或生態保護用地。
三、申請人依法律規定應繳交回饋金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於核准變更編定時，通知申請人繳交。

F‐4‐56 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ܧ !ܑ̣ܢξ˿гధΞֹϡϦኛ३!!
受文機關：
申請事項：
本人在下列土地上必需作（

）使用，爰依「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六條、第六條之

一及有關規定填具申請書，請惠予辦理。

土

地

標

示

使用分區

土地使用

及編定類別

現況

許可使用細目 使用材
料構造
面積
及預定

鄉（鎮、

面積 使 用 編 定 本 筆 鄰 接 細 目 面積 使用年
地段 小段 地號 地目 等則
市、區）
（公頃）分 區 類 別 土 地 土 地 名 稱 （公頃）限

申請人：

土地所
有權人

備註

（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住

址：

電

話：

年

月

土地編定管制類

附註：
一、使用項目之申請以符合「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六條及其有關規定為限。
二、本申請書應填寫一式三份，向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申請並檢附下列文件各三份：
（一）使用計畫書。
（二）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能以電腦處理者，免予檢附）。
（三）申請許可使用同意書。
1.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時，免附。
2.土地為共有者，應符合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
（四）土地使用配置圖及位置示意圖。
（五）其他有關文件。

日

非都市土地申請變更編定規費收費標準

F‐5‐1

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編定
規費收費標準
中華民國 88 年 10 月 1 日台內中地字第 8886051 號
令訂定

ௐ˘୧ 本標準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三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ௐ˟୧! 申請辦理非都市土地變更編定，面積在
一公頃以內者，應繳納規費新臺幣三千元，超
過一公頃者，每增加半公頃加收新臺幣一千五
百元，不足半公頃者，以半公頃計算。
ௐˬ୧ 因依法辦理土地徵收或撥用經核准一
併辦理非都市土地變更編定者，免收規費。
ௐα୧ 申請辦理非都市土地變更編定時，非
依本標準繳納規費，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不得受理。
ௐ̣୧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土地編定管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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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及依其他法令規定應經使用地中央主管
機關同意者，依其規定。
前項受理申請許可使用案件並應加會下列
有關機關許可：
（一）屬山坡地範圍內者，為水土保持主
中華民國 88 年 10 月 5 日台內中地字第 8886056 號
管機關（單位）。
函訂定
（二）屬原住民保留地範圍內者，為原住
中華民國 89 年 2 月 2 日台內中地字第 8978141 號
函修正
民保留地管理機關（單位）。
中華民國 90 年 5 月 28 日台內中地字第 9082818 號
（三）經劃入風景區或風景特定區經營管
令修正
理 範 圍內 者， 為 該管 觀光 主管機
中 華 民 國 92 年 7 月 7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關。但基於防洪救災需要依水利法
0920083053 號令修正
相關規定辦理者，不在此限。
中 華 民 國 101 年 8 月 20 日 內 授 中 辦 字 第
（四）涉及建築者為建築主管機關（單
1016651347 號令修正第 7 點
位）。
（五）涉及環境保護者為環境保護主管機
一、本要點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以下
關（單位）。
簡稱本規則）第六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六）涉及自來水水源、水質、水量保護
二、本規則附表一許可使用細目之目的事業主
區者為自來水事業機構或其管理機
管機關（單位），依附件一規定辦理。
關；涉及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者
三、各種使用地之主管機關（單位），依附件
為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單位）；如
二規定辦理。
其又屬水庫集水區者，為集水區治
四、本規則附表一許可使用細目之適用範圍，
理單位。
由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認定。但
（七）涉及河川區土地者為河川管理機關
許可使用細目中列有其他二字者，應由目
（單位）。
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該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八）申請作為畜牧設施者，為水利、環
地政機關認定之。
保、水源保護及其他有關主管機關
五、本規則附表一規定免經申請許可使用者，
（單位）。
免依本規則申請許可。但目的事業主管機
（九）其他有關主管機關（單位）。
關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第二項申請許可使用案件位屬經濟部公告
六、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理土地所有權人
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者，應依水利法施行
或合法使用人申請許可使用，依附件一表
細則第四十六條第一項規定辦理或取得合
內所列。有鄉（鎮、市、區）級目的事業
法水源證明。
主管機關（單位）者，應由該機關（單位）
受理；無鄉（鎮、市、區）級目的事業主 八、依本規則附表一規定應申請許可使用案
件，有實地查證必要時，目的事業主管機
管機關（單位）者，由直轄市或縣（市）
關得會同有關機關（單位）實地勘查。
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受理；無直
轄市或縣（市）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 九、申請林業用地作為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之
暫屯、堆置、最終填埋使用者，應依林業
位）者，應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理。
法規及營建剩餘土石方處理方案有關規定
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依其規
辦理。
定。
七、依本規則附表一規定需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十、山坡地涉及非農業使用，需改變地形、地
貌，開挖整地或堆置土石者，應依水土保
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許可使用
持法、環境影響評估法、山坡地保育利用
細目，其使用地主管機關依附件二規定辦
條例、山坡地建築管理辦法、土石採取法
理。
或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處理及資源堆置處
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理申請許可使用
理場設置管理有關規定辦理。其涉及水利
案件，應徵得附件二直轄市或縣（市）各
設施及河川者應依水利法、自來水法及飲
使用地主管機關（單位）同意。但鹽業用

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執行
要點

土地編定管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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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管理條例等有關規定辦理。
十一、依本規則農牧、林業、交通及國土保安
用地容許使用作為點狀公用事業設施或
養殖、鹽業、窯業、遊憩用地容許使用
作為再生能源相關設施，其點狀使用面
積之計算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於有建蔽率地區者為建築物本身
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留設之法定
空地。
（二）設施物為立體使用者，除地面使用
部分外，應加計該設施物上空及地
下構造外緣垂直投影使用面積。
十二、依本規則規定，於農牧、養殖、林業用
地作休閒農業設施或於林業用地作森林
遊樂設施者，除依法申請變更為適當之
使用分區及使用地外，不得興建一般旅
館、觀光旅館或國際觀光旅館。
十三、經依本規則第三十條申請使用地類別變
更編定之土地，應依其變更使用計畫所
核准該用地之使用項目使用，除該用地
之使用項目重新依法申請變更為他種使
用，並經原核准機關同意外，不得依本
要點之規定，申請變更作為其他使用項
目之使用。
十四、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核准許可使用
案件之申請時，應同時通知有關機關（單
位）。

土地編定管制類

非都市土地容許使用執行要點

F‐6‐3

ܢІ˘!
ౌܧξ˿гटధֹϡีϫ̝ధΞֹϡϫ!
ϫ۞ְຽგ፟ᙯĞಏҜğܑ!
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
備
註
直轄市或縣（市） 鄉（鎮、市、區）
級機關（單位）
級單位
農舍
農家住宅
內政部營建署
工務局（建設局） 建設課
林業用地依森林法第
（財經）
二條規定之林業主管
機關核定（未包括鄉、
鎮、縣轄市及區公所）
農舍附屬設施
內政部營建署
工務局（建設局） 建設課（財經）
農產品之買賣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課（財經）
農作物生產資材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課（財經）
及日用品買賣
民宿
交通部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課（財經）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住宅
住宅
內政部營建署
工務局（建設局） 建設課（財經）
民宿
交通部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課（財經）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日用品零售及 零售設施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服務設施
批發設施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倉儲設施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營業及辦公處所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依其行業性質分別其
主管機關
農產品集散批 農（畜、水）產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科（局）
發運銷設施
品 之 集 散 場
（站）、堆積場
（站）、轉運場
（站）、拍賣場
（站）、批發及
零售場（站）
其他農產品集散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科（局）
批發運銷設施
農業設施
育苗作業室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科（局）
農業課
菇類栽培設施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科（局）
農業課
溫室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科（局）
農業課
作物栽培及培養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科（局）
農業課
設施
堆肥舍（場）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科（局）
農業課
農機具室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科（局）
農業課
倉庫、儲藏室及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科（局）
農業課
碾米房
曬場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科（局）
農業課
管理室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科（局）
農業課
灌溉或排水用抽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科（局）
農業課
如涉及水利、工務單位
水設施
時再加會之。
農產品集貨轉運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科（局）
農業課
場（站）
農產品批發零售 行政院農業
農業科（局）
農業課
場（站）
委員會
農藥調配室（池）行政院農業
農業科（局）
農業課
委員會
自產農產品附屬 行政院農業
農業科（局）
農業課
加工設施
委員會
容許使用
項
目

許可使用
細
目

中央機關

土地編定管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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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路

其他農業產銷設
施
畜牧設施
畜舍
禽舍
孵化場
畜禽停棲場及運
動場
水池（水禽飼養
用）
管理室
畜牧污染處理設
施
堆肥（舍）場
死廢畜禽處理設
施
青貯塔（窖）
飼（芻）料調配
或倉儲設施
畜禽產品轉運場
（站）
畜禽產品處理設
施
畜禽屠宰分切場
榨乳及儲乳設施
其他畜牧設施
鄉村教育設施 幼稚園
其他教育設施
 行政及文教 鄉（鎮、市）民
設施
代表會及鄉（鎮
、市）公所
村里辦公處及集
會所
圖書館
農民 組 織與農業
推廣設施
電影放映場所
藝文展演場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內政部營建署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科（局）
農業課
涉及農業經營者：農業
工務局（建設局） 建設課（財經） 單位
涉及建築線者：建管單
位
農業科（局）
農業課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課
農業課
農業課
農業課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科（局）

農業課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課
農業課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課
農業課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課
農業課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科（局）

農業課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科（局）

農業課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教育部
教育部
內政部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教育局
教育局
民政局

農業課
農業課
農業課

內政部

民政局

教育部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教育局
農業科（局）

土地編定管制類

行政院新聞局
新聞室（局、課）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 文化局（文化中心）
員會

政府機關

依使用機關性質分別
其主管機關（單位）
依使用性質究屬行政
或文教設施分別其主
管機關（單位）

其他行政及文教
設施
 衛生及福利 醫療機構
設施
衛生所（室）
護理機構及精神
復健機構
老人福利機構
托兒所
兒童少年婦女殘
障福利機構
社區活動中心及
社會救助機構
其他衛生及福利
設施

行政院衛生署
行政院衛生署
行政院衛生署

衛生局
衛生局
衛生局

內政部
內政部
內政部

社會科（局）
社會科（局）
社會科（局）

內政部

社會科（局）

行政院衛生署或內 衛生局或
政部
社會科（局）

非都市土地容許使用執行要點
公用事業設施 郵政局所及郵件
處理場
電信公司營運處
（所）
電信線路中心及
機房設施
電信、微波收發
站
公用氣體燃料事
業貯氣槽、貯氣
管、貯氣場等貯
氣設備
液化石油氣及其
他可燃性高壓氣
體容器儲存設施
加油站、加氣站
發電、輸電、配
電、變電等設施
自來水設施
抽水站
國防設施

交通部
交通部
交通部
交通部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內政部消防署

消防局

經濟部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部
交通部
交通部
行政院新聞局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警察局
消防局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新聞室（局、課）

建設局（工務局）

環保局

土地編定管制類

經濟部
經濟部
國防部（各軍總司令
部）
警察分局、駐在 內政部警政署
所、檢查哨或消 內政部消防署
防分小隊
油庫、輸油設施 經濟部
、輸氣設施
公用氣體燃料事 經濟部
業配氣站、計量
站、加壓站、整
壓站等輸氣設備
海堤設施
經濟部
人行步道、涼亭 內政部營建署
、公廁設施
衛星廣播電視事 交通部
業、無線及有線 行政院新聞局
電視、廣播電台
及其相關設施
自來水公司施設 經濟部
之簡易自來水工
程設施、自來水
、淨水設備、配
水池、加壓站及
管線工程等設施
廢棄物回收貯存 行政院環境
清除處理設施
保護署
 公 路 汽 車 客 運 交通部
業、市區汽車客
運業（場站）設
施
水力發電輸水管 經濟部
設施
其他公用事業設
施
電信監測站
電信微波收發站
電視、廣播訊號
收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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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課、建設課
（財經）

建設局（工務局）

新聞室（局、課）

依使用性質究屬何種
公用事業設施分別其
主管機關（單位）
為點狀使用
為點狀使用
為點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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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都市土地容許使用執行要點
纜線附掛桿

交通部
行政院新聞局
衛星地面站
交通部
輸配電鐵塔
經濟部
電線桿
經濟部
配電臺及開關站 經濟部
抽水站
經濟部
自來水加壓站、 經濟部
配水池
檢查哨
內政部警政署
內政部消防署
風力發電機組
經濟部
航空助航設施
交通部
輸送電信、電力 經濟部
設施
輸送油管、水管 經濟部
設施
有線電視管線設 交通部
施
行政院新聞局
其他管線設施

宗教建築

安全設施

養殖設施

土地編定管制類
遊憩設施

寺廟
教會（堂）
其他宗教建築物
警政及其他警衛
設施
消防設施
其他安全設施
養殖池

新聞室（局、課）

為點狀使用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為點狀使用
為點狀使用
為點狀使用
為點狀使用
為點狀使用
為點狀使用

警察局
消防局
建設局（工務局）

為點狀使用
為點狀使用
為線狀使用
為線狀使用

新聞室（局、課）

為線狀使用
為線狀使用
依使用性質究屬何
種管線設施分別其
主管機關（單位）

內政部
內政部
內政部
內政部警政署

民政局
民政局
民政局
警察局

內政部消防署

消防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飼料調配及儲藏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室
漁業署
管理室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自 產 水 產 品 處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理、轉運場（站）漁業署
或加工設施
養殖污染防治設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施
漁業署
抽水機房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循環水設施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電力室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室內循環水養殖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設施
漁業署
一般室內養殖設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施
漁業署
其他養殖設施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兒童遊憩場
交通部

為點狀使用

依使用性質分別其主
管機關（單位）
農業科（局）

農業課

農業科（局）

農業課

農業科（局）

農業課

農業科（局）

農業課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課

農業科（局）

農業課

農業科（局）

農業課

農業科（局）

農業課

農業科（局）

農業課

農業科（局）

農業課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本目之遊憩設施在風
景區或風景特定區經
營管理範圍內應加會
管理機構

非都市土地容許使用執行要點
青少年遊憩場

交通部

小型公園或里鄰 內政部
公園
營建署
室內桌球館或撞
球場
球場、溜冰場或
游泳池
其他室內及小型
遊憩設施

行政院
體育委員會
行政院
體育委員會
交通部

其他室內及小型
運動設施
交通設施
氣象局及其設備
氣象觀測站、地
震測報站、海象
觀測站、水文觀
測站
雷達站
電信線路中心及
機房、衛星站、
地平發射站
民用航空站、助
航設施
道路之養護、監
理安全等設施
汽車修理業
汽車運輸業場
站、設施
駕駛訓練班
道路鐵路港灣及
其設施
停車場
貨櫃集散站
道路收費站、道
路服務及管理設
施
其他交通設施
水源保護及水 保育水土所採之
土保持設施
保育設施
保護水源之職工
辦公室及宿舍
自來水取水處
理、管理及配送
設施
水庫及與水庫有
關的構造物及設
施
水文觀測設施

行政院
體育委員會
交通部
交通部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教育局
教育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教育局

交通部
交通部

交通部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部
交通部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部
交通部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部
交通部
交通部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部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經濟部
交通部
其他水源保護及 經濟部
水土保持設施
戶外遊樂設施 公園
內政部
營建署

建設局（工務局）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

協辦單位：水保單位

土地編定管制類

交通部

綜合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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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教育局

本目之戶外遊樂設施
在風景區或風景特定
區經營管理範圍內應
加會管理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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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都市土地容許使用執行要點
露營野餐設施
動物園
滑雪設施
登山設施

教育部
教育部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
交通部

纜車及附帶設施 交通部

高爾夫球場與其 行政院
附屬建築物及設 體育委員會
施
馬場
交通部

滑翔設施

交通部

野外健身訓練設 交通部
施
海水浴場
園藝設施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
交通部

垂釣設施

交通部

噴水池

交通部

小型遊憩船艇停 交通部
泊設施
超輕型載具起降 交通部
場
（民航局）
球道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
其他戶外遊樂設 交通部
施

土地編定管制類

其他戶外運動設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
施
觀光遊憩管理 國際觀光旅館
交通部
服務設施

觀光旅館

交通部

一般旅館

交通部

餐飲住宿設施

交通部

教育局
教育局
教育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教育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教育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教育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教育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本目之觀光遊憩管理
服務設施在風景區或
風景特定區經營管理
範圍內應加會管理機
構

非都市土地容許使用執行要點
風景區管理服務 交通部
設施（管理處
所、遊客中心、
展示陳列設施、
門票、收費站、
停車場、眺望
臺、公廁）
水族館
交通部

文物展示中心

經濟部
經濟部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經濟部
經濟部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部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觀光零售服務站 交通部

涼亭

交通部

游泳池

交通部

花棚花架

交通部

藝品特產店

交通部

其他遊憩服務及 交通部
管理設施
廠房或相關生產
設施
附屬辦公室
附屬倉庫
附屬生產實驗或
訓練房舍
附屬單身員工宿
舍
附屬露天設施或
堆置場所
附屬停車場等必
要設施
防治公害設備
工廠對外通路
兼營工廠登記產
品有關之買賣業
務
高壓氣體製造設
備及其他附屬設
備
工業技術開發或
研究發展設施
汽車修理業
倉儲設施（賣場
除外）
綠帶及遊憩設施

土地編定管制類

經濟部

汽車客運業設施 交通部

工業設施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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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設施

工業社區

衛生及福利設施 衛生署
內政部
社區安全設施
經濟部
標準廠房
經濟部
加油站及汽車加 經濟部
氣站
公共及公用事業 開發工業區之工業
設施
主管機關
運輸倉儲設施
開發工業區之工業
主管機關
轉運設施
開發工業區之工業
主管機關
職業訓練與創業 開發工業區之工業
輔導設施
主管機關
試驗研究設施
開發工業區之工業
主管機關
專業辦公大樓
開發工業區之工業
主管機關
環境保護及景觀 開發工業區之工業
維護設施
主管機關
企業營運總部
經濟部
其他工業設施
經濟部
社區住宅
經濟部
社區教育設施
教育部
社區遊憩設施
經濟部
社區衛生及福利 衛生署
設施
內政部
社區日用品零售 經濟部
及服務設施
社區行政及文教 經濟部
設施
社區消防及安全 經濟部
設施

土地編定管制類

社區交通設施
社區水源保護及
水土保持設施
 社區公共及公用
事業設施
社區金融機構

採取土石

教育部

經濟部
經濟部

教育局
衛生局
社會局（科）

協辦機關（單位）：經
濟部、建設局（工務局）
協辦機關（單位）：經
濟部、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教育局
建設局（工務局）
衛生局
社會局（科）
建設局（工務局）
民政局
建設局（工務局）

協辦機關（單位）：經
濟部、建設局（工務局）

按使用性質區分協辦
單位
協辦單位：
警政署、消防署
警察局、消防局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協辦單位：水保單位

開發工業區之工業
主管機關
開發工業區之工業
主管機關
市場
開發工業區之工業
主管機關
工業區員工宿舍 開發工業區之工業
主管機關
其他經工業主管
建設局（工務局）
機關同意設置之
設施
土石採取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或農業科（局）
土石採取場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或農業科（局）
土石採取廠房暨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產品加工之設施
或農業科（局）
水土保持設施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協辦單位：水保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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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業使用
林業使用及其
設施

生態體系保護
設施

廢棄物清理及
污水處理設
施

 鹽業設施

廢棄物處理場
（廠）
廢棄物回收貯存
清除處理設施
營建剩餘土石方
資源之暫屯、堆
置、最終填埋設
施
其他廢水或廢棄
物清除處理設施
公墓
殯儀館
火化場
骨灰（骸）存放
設施
鹽田及鹽堆積場
倉儲設施
鹽廠及食鹽加工
廠及辦公廳員工
宿舍
轉運設施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行政院環境
保護署
內政部營建署

行政院環境
保護署
內政部
內政部
內政部
內政部
經濟部
經濟部
經濟部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或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協辦單位：水保單位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建設局（工務局） 民政課
按計畫性質區分
環保局
建設課（財經）
環保局
民政課
建設課（財經）
環保局
民政課
建設課（財經）
環保局
民政課
建設課（財經）
工務局（建設局） 建設課（財經）

環保局
民政局（社會局）
民政局（社會局）
民政局（社會局）
民政局（社會局）

民政課
建設課（財經）
民政課
民政課
民政課
民政課

土地編定管制類

 殯葬設施

 砂 石 堆 置 、 儲 經濟部
運、土石碎解洗
選場及其一貫作
業之預拌混凝土
場、瀝青拌合場
（包括純以外購
砂石碎解洗選場
設置及其儲運
、堆置）
其他在土石業上 經濟部
必要之工程設施
及附屬設備
造林、苗圃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
造林、苗圃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
造林設施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
林產物採運設施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
水土保持設施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
營林用辦公處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之單身員工宿舍 林務局
及工寮
其他林業上必要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設施
林務局
自然生態保護設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施
野生物保護設施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生態試驗研究站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及圍籬設施
經中央主管機關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核定之生態體系
保護設施
污（廢）水處理 內政部營建署
廠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水肥處理廠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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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必要之鹽業
設施
礦石開採及其 探採礦
設施
貯礦場及廢土堆
積場
礦業廠庫或其所
需房屋
水土保持設施
其他在礦業上必
要之工程設施及
其附屬設施
窯業使用及其 窯業製造
設施
窯業原料或成品
堆置場
自用窯業原料取
土
水土保持設施

經濟部
經濟部
經濟部
經濟部
經濟部
經濟部

經濟部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經濟部

農業科（局）

廠房
經濟部
單身員工宿舍及 經濟部
其必要設施
水岸遊憩設施 水岸遊憩建築及 交通部
構造物

水上遊憩器材租 交通部
售店
船泊加油設施
經濟部
遊憩停泊碼頭及 交通部
修護設施
遊艇出租

協辦單位：水保單位

交通部

警衛或消防救生 內政部警政署
設備及建築
內政部消防署
其他水岸遊憩設 交通部
施

土地編定管制類

古蹟保存設施 古蹟及其保存設施 內政部
休閒農業設施 門票收費設施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
警衛設施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
安全防護設施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
平面停車場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
涼亭設施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
眺望設施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
標示解說設施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
露營設施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

協辦單位：水保單位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警察局
消防局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旅遊局）
（觀光局）
文化局（民政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本目之水岸遊憩設施
在風景區或風景特定
區經營管理範圍內應
加會管理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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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廁設施
登山及健行步道
水土保持設施
環境保護設施
農路
其他休閒農業設
施
森林遊樂設施 管制、收費設施
管理及服務展示
設施
平面停車場及相
關設施
水土保持設施
環境保護設施
資源保育維護設
施
安全防護設施
營林設施
標示解說設施
步道設施
住宿、餐飲設施

再生能源相關
設施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協辦單位：水保單位

農業科（局）

協辦單位：環保單位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協辦單位：水保單位

農業科（局）

協辦單位：環保單位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農業科（局）
建設局（工務局）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內政部營建署

工務局（建設局）

水庫、河川淤泥資 內政部營建署
源再生利用臨時處
理設施

工務局（建設局）

戶外廣告物設施

工務局（建設局）

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單位：環保單位

土地編定管制類

無公害性小型
工業設施
臨時堆置收納
營建剩餘土石
方
水庫、河川淤
泥資源再生利
用臨時處理設
施
戶外廣告物設
施

其他森林遊樂設
施
再生能源發電設
施
再生能源熱能設
施
再生能源衍生燃
料及其相關設施
再生能源輸送管
線設施
其他再生能源相
關設施
無公害性小型工業
設施
臨時堆置收納營建
剩餘土石方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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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土石碎解洗 砂土石碎解洗選
選加工設施
設施廠房或相關
加工設施
砂土石堆置、儲
運場
附屬之預拌混凝
土廠、瀝青拌合
廠及辦公廳、員
工宿舍、倉庫
附屬之加儲油
（氣）設施
環境保護及景觀
維護設施
其他必要之砂土
石碎解洗選加工
設施
隔離綠帶
隔離綠帶

綠地

綠地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

 按計畫性質區分。
 協辦單位：農業單
位。
 按計畫性質區分。
 協辦單位：農業單
位。

附註：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之組織編制及業務劃分有不同規定者，以實際業務職掌之機關（單位）為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單位）

土地編定管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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ܢІ˟!
ౌܧξ˿гЧֹϡгგ፟ᙯᝋయထ̶ܑ
使用地類別

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

甲種建築用地

工務局（建設局）

乙種建築用地

工務局（建設局）

丙種建築用地

工務局（建設局）

丁種建築用地

建設局（工務局）

農牧用地

農業局

林業用地

農業局

養殖用地

農業局

鹽業用地

備

註

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

礦業用地

建設局（工務局）

窯業用地

建設局（工務局）

交通用地

建設局（工務局）

水利用地

建設局（工務局）
作高爾夫球場：教育局

遊憩用地

建設局（工務局）

作宗教建築：民政局
作森林遊樂設施：農業局

文化局（民政局）

生態保護用地

農業局

國土保安用地

農業局

墳墓用地

民政局（社會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依各目的事業使用性質分別其主管機關

土地編定管制類

古蹟保存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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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編定管制類

非都市土地變更編定執行要點

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
要點
中華民國 88 年 9 月 3 日台內中地字第 8884497 號
函訂定
中華民國 90 年 4 月 26 日台內中地字第 9081138 號
令修正
中華民國 90 年 9 月 7 日台內中地字第 9083343 號
令修正第 4 點附錄 2、第 8 點、第 9 點
中華民國 91 年 6 月 13 日台內中地字第 0910084257
號令修正第 4 點、第 8 點
中 華 民 國 93 年 10 月 20 日 內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307261272 號令修正第 3 點、第 4 點、第 5 點、
第 8 點、第 9 點及附錄 4
中 華 民 國 94 年 8 月 11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40725164 號令修正第 4 點
中 華 民 國 95 年 9 月 5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50726212 號令修正第 4 點之附表一（二）
中 華 民 國 97 年 11 月 14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70724172 號令修正第 4 點之附錄一（二）、附
錄 2、第 6 點附錄 4
中 華 民 國 101 年 2 月 3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00726343 號令修正
中 華 民 國 104 年 1 月 6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31303826 號令修正第 2 點、第 3 點、第 4 點、
第 5 點、第 6 點、第 7 點、第 8 點、第 9 點、第
10 點、第 11 點、第 12 點、第 13 點、第 14 點，
刪除第 2 點、第 4 點之 1、第 4 點之 2、第 4 點
之 3、第 10 點、第 12 點
中華民國 104 年 12 月 3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11281 號令修正第 8 點、第 13 點及第 3 點
之附錄一之二、附錄二

一、本要點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以下
簡稱本規則）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二、申請變更編定，應檢附本規則第二十八條
規定之書圖文件，向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本規則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五款文件，得依
個案實際情況要求檢附。
申請變更編定標的位於山坡地範圍，且屬應
依本規則第四十九條之一規定提送專案小
組審查之變更編定案件，其應檢附之文件，
至少應包括不得規劃作建築使用之評估或
說明資料及相關專業技師簽證文件。
三、本規則第三十條第四項所稱「變更前直轄
市或縣（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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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之一；「有關機關」如附錄一之二；「變
更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下簡稱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如附錄二。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申請人所擬具之興
辦事業計畫，應依本規則第三十條第四項規
定徵得變更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同意，並就事業計畫之可行性、必要性（或
總量管制）、土地區位或面積規模等予以審
查。
前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徵得有關機關同意
之程序，得要求申請人於提送興辦事業計畫
前，先就附錄一之二所列查詢項目逐一向各
該主管機關（單位）查詢，並將查詢結果附
於興辦事業計畫書內，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申請辦理；如申請人未檢附者，則由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會同各主管機關（單位）查明，
作為准駁興辦事業計畫之參據。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興辦事業計畫時，並應於核准文
件內敘明已完成附錄一之二所列查詢項目
之查核，尚無各該項目法令規定之禁、限建
及不得設置或興辦情事。
四、屬本規則第二十八條第二項免檢附興辦事
業計畫核准文件之變更編定案件，除申請
變更編定為農牧、林業、國土保安或生態
保護用地案件外，應依第三點第三項規
定，就附錄一之二所列查詢項目逐一向各
該主管機關（單位）查詢，並將查詢結果
附於變更編定書件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辦理。
五、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理變更編定
案件後，應會同相關機關(單位)審查，必要
時得實地會勘，其審查作業程序如附錄三
之一及附錄三之二。
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審查變更編
定案件，應填具非都市土地變更編定審查
表，格式如附錄四。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依前項審查表相同
項目簽會各相關機關（單位）同意，並核准
其興辦事業計畫者，自核准之日起六個月
內，就該相同項目，於變更編定案件審查
時，免再重複會審。
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之案件，於踐行
本規則土地使用分區變更專章所規定之必
要程序後，得免填具第一項之審查表，逕行
辦理變更編定異動程序。
七、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定於工業區設廠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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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編定案件，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十八）電信相關設施。
關應依核定設廠文件辦理變更編定為丁種
（十九）電磁波相容檢測實驗室。
建築用地，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二十）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之開
八、申請變更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以各
發案件，無適當用地可供辦理變更
該使用區無其他適當使用地可變更編定者
編定者。
為限，且以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興辦
（二十一）宗教建築設施。
者為主。但有下列情形之一，經直轄市或
（二十二）生物技術產業設施。
縣（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規則第三
（二十三）運動場館設施。
十條規定徵得變更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
（二十四）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術科場
有關機關同意後核准其興辦事業計畫者，
地及技術士技能檢定等相關設
得申請變更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施。
（一）財團法人興辦文教設施。
（二十五）經文化主管機關核准之離島文
（二）興建學校。
化創意產業。
（三）設置幼兒園。
前項各款興辦事業計畫，依規定需由中央目
（四）發電廠、變電所、配電中心、輸配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應檢具其核准文件
電鐵塔、油庫、輸油（氣）設施、
辦理變更編定。
液化石油 氣分裝場 、天然 氣貯 存
本要點中華民國九十年九月七日修正發布
槽、加油站、加氣站、加壓站、整
後，興辦第一項第二十一款宗教建築設施所
壓站、配氣站及計量站等設施。
需之用地申請變更編定者，應一律變更編定
（五）自然泉飲用水包裝設施。
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六）農（漁）民團體興建農、水產品集 九、原供特定用途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貨及運銷場所、冷凍（藏）庫、糧
擬變更原用途作為第八點各款規定之特定
食、肥料倉庫、辦公廳舍等相關設
目的事業使用者，申請人應依本規則第三
施。
十條規定擬具興辦事業計畫，報經目的事
（七）農（漁）業團體興建農、水產品集
業主管機關核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貨、運銷場所、冷凍（藏）庫等相
前，應徵得變更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有
關設施。
關機關同意，並於核准時副知直轄市或縣
（八）農、漁業生產（含畜禽屠宰）、加
（市）政府相關機關(單位)，惟無需辦理變
工（含飼料製造）及運銷計畫設施。
更編定異動程序。
（九）糧商興（擴）建碾米設備及相關設
前項申請人應依本規則第二十八條規定檢
施。
附相關文件，向土地所在直轄市或縣(市)主
（十）住宿、餐飲、農產品加工（釀造）
管機關申請變更用途並繳交審查規費，經該
廠、農產品與農村文物展示（售）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後，函請
及教育解說中心等休閒農業設施。
土地登記機關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加註變
（十一）動物收容處所。
更用途之事業計畫使用項目。
（十二）興辦社會福利設施。
第一項使用面積達本規則第十一條規定應
（十三）土資場相關設施。
辦理使用分區變更之規模者，應徵得區域計
（十四）液化石油氣及其他可燃性高壓氣
畫擬定機關同意。
體容器儲存設施。
十、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或撥用土地計畫書內
（十五）醫療機構、護理機構及精神復健
敘明請求一併准予變更編定者，直轄市或
機構。
縣（市）主管機關在接到核准徵收或撥用
（十六）廢棄物清除處理、廢（污）水處
案件時，應即依徵收或撥用土地使用性質
理及防治公害等相關設施。
逕為核准變更編定為適當使用地及辦理異
（十七）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有線廣播電
動程序。
視事業及無線廣播、電視電臺設
依土地徵收條例第三條規定得徵收之土
置之設施。
地，以協議價購或其他方式取得者；或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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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興辦之事業，以一般
價購、專案讓售或其他方式取得公有土地
者，應檢附奉准興辦事業及已達成協議價
購、一般價購、專案讓售或其他取得土地之
文件，逕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將所需用地一併變更編定為適當使用地，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理申請後，應比
照前項規定辦理。
前二項變更編定除法令另有規定外，符合本
規則第十一條各款或第十二條規定情形
者，應先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之同意。
十一、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審查變更編
定案件時，在執行或事實認定上發生疑
義，得提報直轄市或縣（市）非都市土
地審議小組辦理。
十二、興辦事業計畫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
者，得依本規則第三十七條規定提出申
請變更編定；其作業程序仍應依本規則
第三十條規定辦理。
前項興辦事業計畫尚未依核定計畫開始
開發者，得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逕為辦理變更編定並通知土地所有權
人。
十三、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審查通
過之開發案件，於辦理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變更編定異動登記前，必需完成之相
關事宜，應依本規則土地使用分區變更
專章規定辦理。
十四、申請變更編定案件，依規定應繳交回饋
金或開發影響費者，應檢附已繳納完竣
之證明文件，始得辦理變更編定異動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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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辦
使用

單

地

用
分
區 特 定 農 業 區
位

一 般 農 業 區 鄉

村

區 工

業

區

類別

甲 種 建 築 用 地

×

×

×

×

乙 種 建 築 用 地

×

×

工務局（處）

×

丙 種 建 築 用 地

×

×

×

×

丁 種 建 築 用 地

×

×

×

×

農

牧

用

地

農業局（處）

農業局（處）

農業局（處）

建設局（處）
、
農業局（處）

林

業

用

地

×

農業局（處）

×

建設局（處）
、
農業局（處）

養

殖

用

地

×

農業局（處）

×

×

鹽

業

用

地

×

×

×

×

礦

業

用

地

農業局（處）
、
建設(工務)局(處)

建設(工務)局(處)

×

農業局（處）
、
建設(工務)局（處）

窯

業

用

地

×

×

×

×

交

通

用

、建設（工 建設（工務、交通） 建設（工務、交通） 建設（工務、交通）
地 農業局（處）
務、交通）局(處)
局(處)
局(處)
局(處)

水

利

用

地

遊

憩

用

地

農業局（處）
、
建設（工務）局(處) 建設（工務）局(處) 建設（工務）局(處)
建設（工務）局(處)
×

建設（旅遊、觀光） 建設（旅遊、觀光） 建設（旅遊、觀光）
局(處)
局(處)
局（處）

農業局（處）
、
建設局（處）
、
古 蹟 保 存 用 地 文化（民政）局(處)
文化（民政）局(處) 文化（民政）局(處) 文化（民政）局(處)
生 態 保 護 用 地

農業局（處）

農業局（處）

農業局（處）

建設局（處）
、
農業局（處）

國 土 保 安 用 地

農業局（處）

農業局（處）

農業局（處）

建設局（處）
、
農業局（處）

×

民政（社會）局（處）

×

×

殯

葬

用

地

（處）及各目的 農業局（處）及各目 工務局（處）及各目 建設局（處）及各目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農業局
事業主管機關
的事業主管機關
的事業主管機關
的事業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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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林區
×
×

風景區
×
×
工務局
（處）
、建設
農業局（處）
、工務 農業局（處）
、工務
（旅遊、觀光）局
局（處）
局（處）
（處）
×
×
×
農業局（處）
、建設
農業局（處）
農業局（處）
（旅遊、觀光）局
（處）
農業局（處）
、建設
農業局（處）
農業局（處）
（旅遊、觀光）局
（處）
農業局（處）
、建設
農業局（處）
農業局（處）
（旅遊、觀光）局
（處）
×
×
×
農業局（處）
、
農業局（處）
、
建設（工務、旅遊、
建設（工務）局（處） 建設（工務）局（處） 觀光）局（處）
×
×
×
農業局（處）
、建設 農業局（處）
、建設 建設（工務、交通旅
（工務、交通）局 （工務、交通）局 遊、觀光）局（處）
（處）
（處）
農業局（處）
、
農業局（處）
、建設 建設（工務、旅遊）
局（處）
建設（工務）局（處） （工務）局（處）
、建設 建設（旅遊、觀光）
農業局（處）
、建設 農業局（處）
(觀光、旅遊）局（處） （旅遊、觀光）局
局（處）
（處）
文化（民政）局
（處）
、
農業局（處）
、文化 農業局（處）
、文化
（民政）局（處） （民政）局（處） 建設（旅遊、觀光）
局（處）
農業局（處）

山坡地保育區
×
×

農業局（處）

農業局（處）

農業局（處）
、建設
（旅遊、觀光）局
（處）
民政（社會）局
農業局（處）
、民政
×
、建設（旅遊、
（社會）局（處） （處）
觀光）局（處）
農業局（處）及各目 農業局（處）及各目 建設（旅遊、觀光）
局（處）及各目的事
的事業主管機關
的事業主管機關
業主管機關
農業局（處）

農業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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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區
×
×

特定專用區
×
×

×

×

×

×

農業局（處）
、
建設（工務）局（處）

農業局（處）

×

農業局（處）

×

農業局（處）

×

農業(建設)局（處）

×

建設（工務）局（處）

×

建設（工務）局（處）

建設（工務、交通） 建設（工務、交通）
局（處）
局（處）
建設（工務）局（處） 建設（工務）局（處）
×

建設（旅遊、觀光）
局（處）

建設（工務）局
（處）
、
文化（民政）局（處）
文化（民政）局（處）
農業局（處）
、建設
（工務、交通）局
（處）

農業局（處）

農業局（處）
、建設
（工務）局（處）

農業局（處）

×

民政（社會）局（處）

建設（工務）局（處）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及各目的事業主管
關
機關

附註：本表係以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單位）為準，如該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之組織編制另有不同規
定或本表未列舉者，則以實際業務職掌之機關（單位）為主管機關（單位）
；至中央之主管機關（單位）
則以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各該主管機關（單位）之對口機關（單位）認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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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

查詢項目
1.是否位屬特定水土保持區？

相關法令
及劃設依據
水土保持法

建議洽詢機關

查詢結果 查詢機關（單
及限制內容 位）及文號

直轄市、縣（市）□ 是 □ 否
主管機關（註 1）限制內容：

2.是否位屬河川區域？

天
然
災
害
敏
感

生
態

水利法、河川管理 經濟部水利署或 □ 是 □ 否
辦法
經濟部水利署所 限制內容：
屬各河川局（擇一
查詢）、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
（註 2）
3.是否位屬洪氾區一級管制區及 水利法、河川管理 經濟部水利署或 □ 是 □ 否
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
辦法、排水管理辦 經濟部水利署所 限制內容：
法、淡水河洪水平 屬各河川局（擇一
原管制辦法
查詢）
、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
（註 3）
4. 是否位 屬區域 排水設 施範 水利法、河川管理 經濟部水利署或 □ 是 □ 否
圍？
辦法、排水管理辦 經濟部水利署所 限制內容：
法
屬各河川局（擇一
查詢）
、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
（註 4）
5.是否位屬活動斷層兩側一定 實施區域計畫地 直轄市、縣（市）□ 是 □ 否
範圍？
區建築管理辦法 主管機關（註 5）限制內容：
6.是否位屬國家公園區內之特 國家公園法
內政部營建署 □ 是 □ 否
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
（註 6）
限制內容：
7.是否位屬自然保留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8.是否位屬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保育法

敏
感

行政院農業委 □ 是 □ 否
員會、直轄市、 限制內容：
縣（市）主管機
關（註 7）
直轄市、縣（市）□ 是 □ 否
主管機關（註 8）限制內容：

9.是否位屬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野生動物保育法
環境？

直轄市、縣（市）□ 是 □ 否
主管機關（註 9）限制內容：

10.是否位屬自然保護區？

行政院農業委 □ 是 □ 否
員會林務局（註 限制內容：
10）
直轄市、縣（市）□ 是 □ 否
主 管 機 關 （ 註 限制內容：
11）

自然保護區設置
管理辦法（森林
法）
11.是否位屬沿海自然保護區？ 區域計畫法、行政
院核定之「臺灣沿
海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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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是否位屬國際級重要濕地或 濕地保育法
國家級重要濕地核心保護
區、生態復育區？
13.是否位屬古蹟保存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文
化
景
觀
敏
感

14.是否位屬遺址？

15.是否為屬重要聚落保存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文化部或直轄 □ 是 □ 否
市、縣（市）主 限制內容：
管機關
文化部或直轄 □ 是 □ 否
市、縣（市）主 限制內容：
管機關（註 12）
文化部（註 13） □ 是 □ 否
限制內容：

16.是否位屬國家公園內之史蹟 國家公園法
保存區？

內政部營建署

17.是否位屬飲用水水源水質保 飲用水管理條例
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
離內之地區？
18.是否位屬重要水庫集水區？ 區域計畫法
（供家用或公共給水）

直轄市、縣（市）□ 是 □ 否
政 府 環 保 主 管 限制內容：
機關（註 14）
經濟部水利署 □ 是 □ 否
或 水 庫 管 理 機 限制內容：
關（構）
（註 15）

19.是否位屬水庫蓄水範圍？

資
源
生
產
敏
感

文化資產保存法

內政部營建署 □ 是 □ 否
城鄉發展分署 限制內容：

□是□否
限制內容：

水利法、水庫蓄水 經 濟 部 水 利 署 □ 是 □ 否
範圍使用管理辦 （註 16）
限制內容：
法

20.是否位屬森林（國有林事業 森林法
區、保安林等森林地區）
21.是否位屬森林（區域計畫劃 區域計畫法
定之森林區）？
22.是否位屬森林（大專院校實 森林法
驗林地及林業試驗林地等森
林地區）？

23.是否位屬溫泉露頭及其一定 溫泉法
範圍？
24.是否位屬水產動植物繁殖保 漁業法
育區？

行政院農業委 □ 是 □ 否
員會林務局（註 限制內容：
17）
直轄市、縣（市）□ 是 □ 否
主管機關
限制內容：
大專院校實驗 □ 是 □ 否
林 地 ： 教 育 部 限制內容：
（註 18）林業試
驗林地：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林
務局林業試驗
所或各實驗林
管處（註 19）
直轄市、縣（市）□ 是 □ 否
主管機關
限制內容：
行政院農業委 □ 是 □ 否
員 會 或 直 轄 限制內容：
市、縣（市）主
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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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第 1 項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免查詢範圍：臺北市、桃園市、彰化縣、雲林縣、新竹市、嘉義市、澎湖縣、金門縣、
基隆市（仁愛區、安樂區、七堵區、暖暖區）、新北市（三芝區、三重區、三峽區、中和區、平溪區、永和區、
石門區、石碇區、坪林區、林口區、板橋區、土城區、八里區、金山區、泰山區、烏來區貢寮區、淡水區、深
坑區、新店區、新莊區、瑞芳區、萬里區、樹林區、雙溪區、蘆洲區、鶯歌區）、新竹縣（竹北市、竹東鎮、
峨眉鄉、湖口鄉、新埔鎮、新豐鄉、橫山鄉、關西鎮、寶山鄉、芎林鄉、北埔鄉）、苗栗縣（三義鄉、三灣鄉、
公館鄉、竹南鎮、西湖鄉、卓蘭鎮、後龍鎮、苑裡鎮、苗栗市、泰安鄉、通霄鎮、造橋鄉、獅潭鄉、銅鑼鄉、
頭份市、頭屋鄉、大湖鄉）、南投縣（名間鄉、竹山鎮、南投市、草屯鎮、國姓鄉、魚池鄉、鹿谷鄉、集集鎮、
水里鄉）、嘉義縣（新港鄉、六腳鄉、太保市、水上鄉、布袋鎮、民雄鄉、朴子市、東石鄉、阿里山鄉、鹿草
鄉、番路鄉、溪口鄉、義竹鄉、大林鎮）、屏東縣（九如鄉、三地門鄉、內埔鄉、竹田鄉、牡丹鄉、車城鄉、
里港鄉、佳冬鄉、枋山鄉、枋寮鄉、東港鎮、林邊鄉、長治鄉、南州鄉、屏東市、恆春鎮、春日鄉、崁頂鄉、
泰武鄉、琉球鄉、高樹鄉、新埤鄉、新園鄉、萬丹鄉、萬巒鄉、滿州鄉、瑪家鄉、潮州鎮、霧台鄉、麟洛鄉、
鹽埔鄉）、宜蘭縣（大同鄉、三星鄉、五結鄉、壯圍鄉、宜蘭市、員山鄉、羅東鎮、蘇澳鎮）、花蓮縣（玉里
鎮、卓溪鄉、富里鄉、新城鄉、瑞穗鄉、壽豐鄉、鳳林鎮）、臺東縣（大武鄉、臺東市、池上鄉、卑南鄉、金
峰鄉、長濱鄉、海端鄉、鹿野鄉、達仁鄉、綠島鄉、關山鎮、蘭嶼鄉）、臺南市（七股區、山上區、下營區、
仁德區、北門區、左鎮區、永康區、玉井區、安定區、西港區、佳里區、南化區、後壁區、龍崎區、柳營區、
將軍區、麻豆區、善化區、新化區、新市區、新營區、楠西區、學甲區、龍崎區、歸仁區、關廟區、鹽水區）。
註 2：第 2 項河川區域之查詢需向經濟部水利署或經濟部水利署所屬各河川局擇一查詢是否位屬中央管河川部分及向
直轄市、縣（市）水利主管機關查詢是否位屬直轄市、縣（市）管河川部分。中央管河川應查詢範圍如下：
（1）新竹縣：新埔鎮、關西鎮、湖口鄉、竹北市、芎林鄉、尖石鄉、橫山鄉、五峰鄉、北埔鄉、峨眉鄉、寶
山鄉、竹東鎮。
（2）新竹市全區。
（3）苗栗縣：南庄鄉、三灣鄉、頭份市、竹南鎮、造橋鄉、後龍鎮、苗栗市、頭屋鄉、公館鄉、銅鑼鄉、獅
潭鄉、泰安鄉、卓蘭鎮、三義鄉、苑裡鎮、大湖鄉。
（4）臺中市：北區、東區、南屯區、西屯區、北屯區、豐原區、大里區、太平區、東勢區、大甲區、清水區、
后里區、神岡區、潭子區、大雅區、新社區、石岡區、外埔區、大安區、烏日區、大肚區、龍井區、霧峰
區、和平區。
（5）彰化縣：芬園鄉、彰化市、和美鎮、伸港鄉、二水鄉、田中鎮、溪州鄉、埤頭鄉、竹塘鄉、大城鄉。
（6）南投縣：仁愛鄉、草屯鎮、國姓鄉、埔里鎮、竹山鎮、鹿谷鄉、集集鎮、名間鄉、水里鄉、魚池鄉、信義
鄉、中寮鄉、南投市。
（7）雲林縣：斗六市、斗南鎮、虎尾鎮、土庫鎮、大埤鎮、北港鎮、口湖鄉、水林鄉、古坑鄉、元長鄉、莿桐
鄉、林內鄉、麥寮鄉、崙背鄉、二崙鄉、西螺鎮。
（8）嘉義縣：嘉義市、太保市、朴子市、阿里山鄉、溪口鄉、新港鄉、六腳鄉、東石鄉、大林鎮、梅山鄉、東
石鄉、民雄鄉、竹崎鄉、義竹鄉、布袋鎮、鹿草鄉、水上鄉、中埔鄉、番路鄉、大埔鄉。
（9）臺南市：白河區、新營區、鹽水區、學甲區、柳營區、東山區、北門區、後壁區、六甲區、下營區、楠西
區、玉井區、南化區、左鎮區、山上區、大內區、官田區、善化區、麻豆區、安定區、西港區、七股區、
安南區、龍崎區、關廟區、仁德區、歸仁區、新市區、永康區、北區、新化區、南區、中西區、安平區。
（10）高雄市：那瑪夏區、內門區、田寮區、湖內區、茄萣區、旗山區、路竹區、阿蓮區、岡山區、燕巢區、
永安區、彌陀區、林園區、大寮區、大樹區、六龜區、內門區、甲仙區、茂林區、桃源區、杉林區、旗
山區、美濃區。
（11）屏東縣：屏東市、潮州鎮、東港鎮、萬丹鄉、九如鄉、里港鄉、鹽埔鄉、高樹鄉、萬巒鄉、內埔鄉、竹
田鄉、新園鄉、崁頂鄉、車城鄉、霧台鄉、瑪家鄉、泰武鄉、牡丹鄉、三地門鄉。
（12）臺東縣：臺東市、卑南鄉、延平鄉、鹿野鄉、關山鎮、海端鄉、池上鄉。
（13）花蓮縣：富里鄉、卓溪鄉、玉里鎮、瑞穗鄉、萬榮鄉、豐濱鄉、光復鄉、鳳林鄉、壽豐鄉、吉安鄉、花
蓮市、秀林鄉。
（14）宜蘭縣：宜蘭市、羅東鎮、礁溪鄉、壯圍鄉、員山鄉、冬山鄉、五結鄉、三星鄉、大同鄉、南澳鄉。
（15）臺北市：松山區、大同區、中山區、內湖區、南港區、士林區、北投區、中正區、萬華區、文山區。
（16）新北市：瑞芳區、平溪區、雙溪區、金山區、淡水區、八里區、五股區、蘆洲區、三重區、新莊區、板
橋區、樹林區、鶯歌區、三峽區、土城區、中和區、永和區、新店區、烏來區、深坑區、石碇區、坪林
區、汐止區。
（17）基隆市：信義區、暖暖區、七堵區。
（18）桃園市：復興區、龍潭區、大溪區、龜山區。
註 3：第 3 項洪氾區一級管制區部分，目前中央管河川均未劃定公告洪氾區，未來若依法劃設中央管洪氾區時將予公
告，目前全區免查；至縣（市）管河川洪氾區查詢範圍為：宜蘭縣、新北市、桃園市、新竹縣、苗栗縣、臺中
市、雲林縣、屏東縣、臺東縣、花蓮縣。第 3 項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應查詢範圍包括：新北市（蘆洲區、三重
區、五股區、新莊區），洽詢機關為經濟部水利署。
註 4：第 4 項中央管區域排水設施範圍查詢之行政區包括：基隆市（信義區、暖暖區）、新北市（瑞芳區、樹林區、
鶯歌區、新莊區）、桃園市（龜山區、楊梅區、新屋區）、新竹縣（湖口鄉、新豐鄉、寶山鄉、竹東鎮、竹北
市）、新竹市、苗栗縣（竹南鎮）、南投縣（草屯鎮、南投市）、臺中市、彰化縣（芬園鄉）、雲林縣（大埤
鄉）、嘉義縣（溪口鄉、中埔鄉、太保市、水上鄉）、嘉義市（東區、西區）、臺南市（仁德區、歸仁區、永
康區、東區、南區、北區、安南區、安定區、善化區、新市區）、高雄市（燕巢區、大社區、橋頭區、岡山區、
梓官區、楠梓區、美濃區、旗山區）、屏東縣（里港鄉）；至直轄市管及縣（市）管區域排水設施範圍則向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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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詢。
註 5：第 5 項活動斷層兩側一定範圍之查詢範圍包括：基地位於新竹市（北區、東區、香山區）、臺中市（霧峰區、
大里區、太平區、潭子區、東勢區、石岡區、豐原區、和平區）、彰化縣（彰化市、花壇鄉、大村鄉、員林鎮、
田中鎮、二水鄉、和美鎮、社頭鄉）、南投縣（南投市、草屯鎮、竹山鎮、名間鄉、中寮鄉）。
註 6：第 6 項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以及第 16 項國家公園之史蹟保存區查詢範圍包括：臺北市（士
林區、北投區）、新北市（萬里區、金山區、石門區、三芝區、淡水區）、新竹縣（五峰鄉、尖石鄉）、苗栗
縣（泰安鄉）、臺中市（和平區）、南投縣（仁愛鄉、信義鄉）、嘉義縣（阿里山鄉）、臺南市（安南區、七
股區）、高雄市（桃源區、楠梓區、鼓山區、左營區、旗津區）、屏東縣（恆春鎮、車城鎮、滿洲鄉）、花蓮
縣（卓溪鄉、秀林鄉）、金門縣（金城鎮、金湖鎮、金沙鎮、金寧鄉、烈嶼鄉）。其餘鄉（鎮、市、區）得免
查詢。
註 7：第 7 項自然保留區查詢範圍包括：基地位於臺北市（北投區）、新北市（淡水區、八里區、坪林區、烏來區、
三峽區）、桃園市（復興區）、新竹縣（尖石鄉）、苗栗縣（苑裡鎮、三義鄉）、臺中市（太平區、霧峰區）、
南投縣（草屯鎮、國姓鄉）、嘉義縣（阿里山鄉）、高雄市（燕巢區、桃源區、茂林區）、宜蘭縣（南澳鄉、
員山鄉、蘇澳鎮）、臺東縣（卑南鄉、延平鄉、金峰鄉、達仁鄉）、屏東縣（恆春鎮、牡丹鄉）、澎湖縣（望
安鄉、湖西鄉、白沙鄉）需查詢，其餘區域得免查詢。
註 8：第 8 項野生動物保護區查詢範圍包括：基地位於基隆市（中正區）、臺北市（萬華區、中正區）、新北市（石
碇區）、桃園市（楊梅區）、新竹市（香山區）、臺中市（和平區、清水區、大安區、龍井區、大肚區）、彰
化縣（和美鎮、伸港鄉）、臺南市（安南區、七股區）、高雄市（那瑪夏區）、宜蘭縣（蘇澳鎮、員山鄉、壯
圍鄉、五結鄉）、花蓮縣（卓溪鄉）、臺東縣（海端鄉）、澎湖縣（望安鄉）、連江縣（北竿鄉、南竿鄉、東
引鄉、莒光鄉）需查詢，其餘區域得免查詢。
註 9：第 9 項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查詢範圍包括：基地位於基隆市（中正區）、臺北市（中正區、萬華區）、新北
市（石碇區）、桃園市（楊梅區、復興區）、新竹市（香山區）、新竹縣（尖石鄉）、苗栗縣（泰安鄉）、臺
中市（和平區、清水區、大安區、龍井區、大肚區）、彰化縣（和美鎮、伸港鄉）、南投縣（信義鄉、仁愛鄉）、
雲林縣（林內鄉、斗六市）、嘉義縣（東石鄉、阿里山鄉）、臺南市（安南區、七股區）、高雄市（那瑪夏區、
茂林區）、屏東縣（春日鄉、霧台鄉、獅子鄉、瑪家鄉、泰武鄉）、宜蘭縣（蘇澳鎮、員山鄉、大同鄉、壯圍
鄉、五結鄉、南澳鄉）、花蓮縣（秀林鄉、壽豐鄉、萬榮鄉、卓溪鄉、富里鄉）、臺東縣（成功鎮、卑南鄉、
海端鄉、延平鄉）、澎湖縣（望安鄉）、連江縣（北竿鄉、南竿鄉、東引鄉、莒光鄉）需查詢，其餘區域得免
查詢。
註 10：第 10 項自然保護區查詢範圍包括：基地位於新竹縣（五峰鄉、尖石鄉）、苗栗縣（泰安鄉）、臺中市（和平
區）、高雄市（六龜區、甲仙區）、臺東縣（東河鄉、海端鄉、達仁鄉）需查詢，其餘區域得免查詢。
註 11：第 11 項查詢範圍包括：基地位於臺北市（北投區）、新北市（淡水區、八里區、石門區、萬里區、瑞芳區、
貢寮區）、宜蘭縣（壯圍鄉、宜蘭市、五結鄉、蘇澳鎮、南澳鄉、頭城鎮）、花蓮縣（秀林鄉、壽豐鄉、豐
濱鄉）、臺東縣（成功鎮）、嘉義縣（東石鄉、布袋鎮）、臺南市（北門區）、屏東縣（滿州鄉、車城鄉、
恆春鎮）。請向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查詢，惟於各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完成公告前，得由內政部
營建署協助查詢。其餘鄉（鎮、市、區）非屬該項目所稱「沿海自然保護區」，得免予查詢。
註 12：第 14 項遺址部分，如無涉臺北市（中山區、大同區）、新北市（八里區）、高雄市（林園區、茂林區）、臺
東縣（臺東市、長濱鄉）等土地，即非屬國定遺址範圍，得免向該管主管機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查詢；
請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文化局（處）查詢是否位屬直轄市定遺址或縣市定遺址。
註 13：第 15 項重要聚落保存區部分，如無涉澎湖縣（望安鄉），即非屬重要聚落保存區，得免向該管主管機關（文
化部文化資產局）查詢。
註 14：第 17 項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離內之地區查詢範圍包括：基地位於臺北市（士林區、
北投區）、新北市（雙溪區、貢寮區、石碇區、汐止區、平溪區、淡水區、三芝區、石門區、瑞芳區、萬里
區、三峽區、鶯歌區）、臺中市（和平區）、臺南市（東山區、楠西區、白河區、大內區、六甲區、官田區、
南化區）、高雄市（那瑪夏區、甲仙區、桃源區、六龜區、茂林區、鳥松區、大樹區）、基隆市（安樂區、
暖暖區、七堵區）、新竹市（新竹市）、嘉義市（嘉義市）、桃園市（大溪區、龍潭區、復興區）、新竹縣
（關西鎮、尖石鄉、五峰鄉、橫山鄉、北埔鄉、竹東鎮、新埔鎮、寶山鄉、竹北市）、苗栗縣（頭份市、三
灣鄉、南庄鄉、獅潭鄉、頭屋鄉、造橋鄉、卓蘭鎮、大湖鄉、泰安鄉、公館鄉、三義鄉、銅鑼鄉）、南投縣
（信義鄉、仁愛鄉、魚池鄉、中寮鄉、水里鄉、竹山鎮、鹿谷鄉）、嘉義縣（阿里山鄉、大埔鄉、番路鄉、
中埔鄉、竹崎鄉、梅山鄉）、屏東縣（霧台鄉、三地門鄉、瑪家鄉、泰武鄉、牡丹鄉、屏東市、九如鄉）、
宜蘭縣（大同鄉、頭城鎮、員山鄉、三星鄉、南澳鄉）、花蓮縣（秀林鄉、萬榮鄉、鳳林鎮、瑞穗鄉、豐濱
鄉、卓溪鄉）、臺東縣（延平鄉、卑南鄉、臺東市、海端鄉、東河鄉、成功鎮、長濱鄉、太麻里鄉、達仁鄉、
綠島鄉）、澎湖縣（西嶼鄉、望安鄉、七美鄉、湖西鄉、馬公市）、金門縣（金湖鎮、金沙鎮、烈嶼鄉） 需
查詢，其餘區域得免查詢。
註 15：第 18 項水庫集水區查詢範圍包括：基地位於基隆市（安樂區、七堵區、暖暖區）、新北市（三峽區、平溪區、
石碇區、汐止區、坪林區、烏來區、貢寮區、新店區、雙溪區、鶯歌區）、桃園市（八德區、大溪區、復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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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龍潭區）、新竹縣（五峰鄉、北埔鄉、尖石鄉、竹東鎮、芎林鄉、峨眉鄉、新埔鎮、橫山鄉、關西鎮、
寶山鄉）、苗栗縣（三義鄉、三灣鄉、大湖鄉、公館鄉、卓蘭鎮、南庄鄉、泰安鄉、造橋鄉、獅潭鄉、銅鑼
鄉、頭份市、頭屋鄉）、臺中市（北屯區、太平區、石岡區、后里區、和平區、東勢區、新社區）、南投縣
（中寮鄉、仁愛鄉、水里鄉、竹山鎮、信義鄉、埔里鎮、國姓鄉、魚池鄉、鹿谷鄉、集集鎮）、嘉義縣（大
埔鄉、中埔鄉、水上鄉、民雄鄉、竹崎鄉、阿里山鄉、番路鄉、梅山鄉）、嘉義市（東區）、臺南市（大內
區、山上區、六甲區、玉井區、白河區、官田區、東山區、南化區、柳營區、新化區、楠西區、龍崎區、左
鎮區）、高雄市（三民區、小港區、那瑪夏區、大社區、大寮區、大樹區、仁武區、內門區、六龜區、田寮
區、甲仙區、杉林區、岡山區、林園區、美濃區、茂林區、桃源區、鳥松區、旗山區、燕巢區）、屏東縣（九
如鄉、三地門鄉、內埔鄉、竹田鄉、牡丹鄉、里港鄉、來義鄉、長治鄉、屏東市、恆春鎮、崁頂鄉、泰武鄉、
高樹鄉、新園鄉、獅子鄉、萬丹鄉、萬巒鄉、滿州鄉、瑪家鄉、潮州鎮、霧台鄉、麟洛鄉、鹽埔鄉）、臺東
縣（海端鄉、延平鄉、卑南鄉、金峰鄉、綠島鄉）、花蓮縣（秀林鄉、卓溪鄉、萬榮鄉）、宜蘭縣（三星鄉、
大同鄉、五結鄉、冬山鄉、南澳鄉、員山鄉、頭城鎮、礁溪鄉、羅東鎮）、澎湖縣（七美鄉、白沙鄉、西嶼
鄉、馬公市、望安鄉、湖西鄉）、金門縣（金城鎮、金湖鎮、金沙鎮、金寧鄉、烈嶼鄉、烏坵鄉）、連江縣
（北竿鄉、東引鄉、南竿鄉）。
註 16：第 19 項水庫蓄水範圍：下列鄉（鎮、市、區）土地，免予查詢。
（1）基隆市：中正區、信義區、仁愛區、中山區、七堵區。
（2）新北市：三重區、永和區、新莊區、土城區、汐止區、淡水區、林口區、板橋區、石門區、八里區、五
股區、蘆洲區、泰山區、中和區、深坑區、金山區、三芝區、萬里區、瑞芳區、平溪區、雙溪區、貢寮
區。
（3）臺北市。
（4）桃園市：中壢區、大園區、新屋區、楊梅區、桃園區、蘆竹區、八德區、平鎮區、觀音區、龜山區。
（5）新竹縣：尖石鄉、五峰鄉、新豐鄉、湖口鄉、新埔鎮、芎林鄉。
（6）新竹市。
（7）苗栗縣：苗栗市、苑裡鎮、通宵鎮、竹南鎮、後龍鎮、公館鄉、銅鑼鄉、南庄鄉、西湖鄉、獅潭鄉。
（8）臺中市：南區、東區、中區、西區、北區、南屯區、北屯區、西屯區、豐原區、大里區、太平區、大甲
區、清水區、梧棲區、沙鹿區、神岡區、大雅區、潭子區、后里區、外埔區、大安區、龍井區、大肚區、
烏日區、霧峰區、新社區。
（9）南投縣：埔里鎮、南投市、名間鄉、草屯鎮、國姓鄉、中寮鄉、信義鄉。
（10）彰化縣。
（11）雲林縣：斗南鎮、虎尾鎮、西螺鎮、土庫鎮、北港鎮、大埤鄉、莿桐鄉、二崙鄉、崙背鄉、麥寮鄉、
東勢鄉、褒忠鄉、臺西鄉、元長鄉、四湖鄉、口湖鄉、水林鄉。
（12）嘉義市：西區。
（13）嘉義縣：東石鄉、布袋鎮、義竹鄉、朴子市、鹿草鄉、六腳鄉、太保市、新港鄉、溪口鄉、大林鎮、
梅山鄉、竹崎鄉、中埔鄉、阿里山鄉。
（14）臺南市：安南區、安平區、東區、中區、西區、南區、北區、新營區、西港區、七股區、佳里區、麻
豆區、將軍區、北門區、學甲區、鹽水區、後壁區、下營區、善化區、安定區、新市區、永康區、仁
德區、歸仁區、關廟區、龍崎區、左鎮區、玉井區。
（15）高雄市：苓雅區、前金區、鹽埕區、前鎮區、楠梓區、左營區、三民區、新興區、旗津區、鼓山區、
鳳山區、茂林區、六龜區、那瑪夏區、桃源區、橋頭區、梓官區、彌陀區、永安區、茄萣區、湖內區、
路竹區、阿蓮區、大寮區、大社區、旗山區、內門區、杉林區。
（16）屏東縣：里港鄉、瑪家鄉、車城鄉、高樹鄉、鹽埔鄉、長治鄉、內埔鄉、麟洛鄉、竹田鄉、萬巒鄉、
潮州鎮、新埤鄉、枋寮鄉、佳冬鄉、林邊鄉、南州鄉、東港鎮、萬丹鄉、琉球鄉、枋山鄉、霧台鄉、
泰武鄉、來義鄉、春日鄉、獅子鄉、滿州鄉、三地門鄉。
（17）宜蘭縣：礁溪鄉、冬山鄉、蘇澳鎮、頭城鄉、五結鄉、員山鄉、大同鄉、壯圍鄉、宜蘭市。
（18）花蓮縣：玉里鎮、富里鄉、花蓮市、壽豐鄉、吉安鄉、鳳林鎮、光復鄉、豐濱鄉、瑞穗鄉、新城鄉、
萬榮鄉、卓溪鄉。
（19）臺東縣：東河鄉、臺東市、長濱鄉、成功鎮、池上鄉、關山鎮、鹿野鄉、太麻里鄉、大武鄉、蘭嶼鄉、
海端鄉、延平鄉、卑南鄉、金峰鄉、達仁鄉。
註 17：第 20 項國有林事業區與保安林應查詢範圍如下：
（1）國有林事業區：新北市（三峽區、平溪區、石碇區、坪林區、烏來區、貢寮區、新店區、雙溪區)、桃
園市(大溪區、復興區)、新竹縣(五峰鄉、北埔鄉、尖石鄉、竹東鎮、峨眉鄉、橫山鄉、關西鎮)、苗栗
縣(三義鄉、三灣鄉、大湖鄉、公館鄉、卓蘭鎮、南庄鄉、苑裡鎮、泰安鄉、通霄鎮、獅潭鄉、銅鑼鄉、
頭屋鄉)、臺中市(太平區、北屯區、外埔區、石岡區、后里區、和平區、東勢區、新社區、豐原區、霧
峰區)、南投縣(中寮鄉、仁愛鄉、水里鄉、竹山鎮、信義鄉、埔里鎮、草屯鎮、國姓鄉、魚池鄉、集集
鎮)、雲林縣(斗六市、古坑鄉、林內鄉)、嘉義縣(大埔鄉、中埔鄉、竹崎鄉、阿里山鄉、梅山鄉、番路
鄉)、臺南市(大內區、左鎮區、玉井區、白河區、東山區、南化區、楠西區)、高雄市(六龜區、田寮區、
甲仙區、杉林區、岡山區、美濃區、茂林區、桃源區、旗山區、燕巢區)、屏東縣(三地門鄉、牡丹鄉、
車城鄉、來義鄉、枋山鄉、恆春鎮、春日鄉、泰武鄉、獅子鄉、滿州鄉、瑪家鄉、霧台鄉)、臺東縣(大
武鄉、太麻里鄉、成功鎮、池上鄉、卑南鄉、延平鄉、東河鄉、金峰鄉、長濱鄉、海端鄉、鹿野鄉、達
仁鄉、關山鎮)、花蓮縣(玉里鎮、光復鄉、秀林鄉、卓溪鄉、富里鄉、瑞穗鄉、萬榮鄉、壽豐鄉、豐濱
鄉)、宜蘭縣(三星鄉、大同鄉、冬山鄉、南澳鄉、員山鄉、頭城鎮、礁溪鄉、蘇澳鎮)。
（2）保安林：基隆市（七堵區、中山區、中正區、仁愛區、安樂區、信義區、暖暖區）、臺北市（士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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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區、內湖區、文山區、北投區、信義區、南港區）、新北市（八里區、三芝區、三峽區、五股區、
平溪區、石門區、石碇區、汐止區、坪林區、林口區、金山區、烏來區、貢寮區、淡水區、深坑區、新
店區、新莊區、瑞芳區、萬里區、雙溪區）、桃園市（大園區、大溪區、桃園區、復興區、新屋區、龍
潭區、龜山區、蘆竹區、觀音區）、新竹縣（五峰鄉、北埔鄉、尖石鄉、竹北市、竹東鎮、峨眉鄉、新
埔鎮、新豐鄉、橫山鄉、關西鎮）、新竹市（北區、香山區）、苗栗縣（三義鄉、三灣鄉、大湖鄉、公
館鄉、竹南鎮、卓蘭鎮、南庄鄉、後龍鎮、苗栗市、苑裡鎮、泰安鄉、通霄鎮、造橋鄉、獅潭鄉、銅鑼
鄉、頭份市、頭屋鄉）、臺中市（大甲區、大安區、大肚區、太平區、北屯區、外埔區、石岡區、后里
區、沙鹿區、和平區、東勢區、南屯區、神岡區、清水區、新社區、龍井區、豐原區、霧峰區）、南投
縣（中寮鄉、仁愛鄉、水里鄉、名間鄉、竹山鎮、信義鄉、南投市、埔里鎮、草屯鎮、國姓鄉、魚池鄉、
鹿谷鄉、集集鎮）、彰化縣（二水鄉、大城鄉、田中鎮、伸港鄉、和美鎮、社頭鄉、芳苑鄉、花壇鄉、
員林鎮、彰化市）、雲林縣（二崙鄉、口湖鄉、元長鄉、斗六市、古坑鄉、臺西鄉、四湖鄉、林內鄉、
崙背鄉、麥寮鄉、褒忠鄉）、嘉義市（東區）、嘉義縣（大埔鄉、中埔鄉、布袋鎮、民雄鄉、竹崎鄉、
東石鄉、阿里山鄉、梅山鄉、番路鄉）、臺南市（七股區、大內區、山上區、六甲區、北門區、左鎮區、
玉井區、白河區、安平區、安南區、官田區、東山區、南化區、南區、柳營區、將軍區、新化區、楠西
區、龍崎區、關廟區）、高雄市（三民區、內門區、六龜區、左營區、田寮區、甲仙區、杉林區、岡山
區、阿蓮區、美濃區、茂林區、桃源區、楠梓區、鼓山區、旗山區、旗津區、燕巢區、彌陀區）、屏東
縣（三地門鄉、牡丹鄉、車城鄉、佳冬鄉、來義鄉、枋山鄉、枋寮鄉、東港鎮、林邊鄉、恆春鎮、春日
鄉、泰武鄉、琉球鄉、高樹鄉、新埤鄉、獅子鄉、萬巒鄉、滿州鄉、瑪家鄉、潮州鎮、霧台鄉）、臺東
縣（大武鄉、太麻里鄉、臺東市、成功鎮、池上鄉、卑南鄉、延平鄉、東河鄉、金峰鄉、長濱鄉、海端
鄉、鹿野鄉、達仁鄉、綠島鄉、關山鎮）、花蓮縣（玉里鎮、光復鄉、吉安鄉、秀林鄉、卓溪鄉、花蓮
市、富里鄉、新城鄉、瑞穗鄉、萬榮鄉、壽豐鄉、鳳林鎮、豐濱鄉）、宜蘭縣（三星鄉、大同鄉、五結
鄉、冬山鄉、壯圍鄉、南澳鄉、員山鄉、頭城鎮、礁溪鄉、蘇澳鎮）、澎湖縣（馬公市、湖西鄉、西嶼
鄉、白沙鄉、望安鄉）。
註 18：第 22 項大專院校實驗林地應查詢範圍與洽詢單位如下：
（1）新北市（新店區）、臺中市（東勢區）、南投縣（仁愛鄉）、臺南市（新化區）：國立中興大學農業暨
自然資源學院實驗林管理處。
（2）南投縣（竹山鎮、鹿谷鄉、水里鄉、信義鄉）：國立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林管理處。
（3）宜蘭縣（礁溪鄉、五結鄉）：國立宜蘭大學。
（4）屏東縣（車城鄉）、臺東縣（達仁鄉）：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5）嘉義縣（中埔鄉）：國立嘉義大學。
（6）新北市（新店區）：中國文化大學。
註 19：第 22 項林業試驗林地應查詢範圍：新北市（烏來區）、宜蘭縣（員山鄉）、臺中市、南投縣（魚池鄉）、雲
林縣（四湖鄉）、嘉義縣（中埔鄉）、高雄市（六龜區、茂林區、桃源區）、屏東縣（恆春鎮、滿州鄉、牡
丹鄉）、臺東縣（太麻里鄉、金峰鄉），其餘區域得免查詢。
註 20：表列各查詢項目之查詢範圍倘經主管機關公告異動，上開附註事項之應查詢或免查詢地區尚未配合修正時，
其查詢範圍仍以主管機關公告之最新資料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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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項目

相關法令及
劃設依據

1.是否位屬地質敏感區（活動斷 地質法
層、山崩與地滑、土石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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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洽詢機關

查詢結果及 查詢機關（單
位）及文號
限制內容

直轄市、縣（市）□ 是 □ 否
主管機關（註 1）限制內容：

2.是否位屬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 水利法、河川管理 經濟部水利署、 □ 是 □ 否
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
辦法、排水管理辦 經濟部水利署所 限制內容：
法、淡水河洪水平 屬各河川局（註
原管制辦法
2）
3.是否位屬海堤區域？
水利法、海堤管理 經 濟 部 水 利 署 □ 是 □ 否
辦法
（註 3）
限制內容：
4.是否位屬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嚴 重 地 層 下 陷 地 經 濟 部 水 利 署 □ 是 □ 否
區劃設作業規範 （註 4）
限制內容：
5.是否位屬山坡地？
山 坡 地 保 育 利 用 直轄市、縣（市）□ 是 □ 否
條例、水土保持法 主管機關（註 5）限制內容：
6.是否位屬土石流潛勢溪流？ 災害防救法
行政院農業委員 □ 是 □ 否
會
限制內容：
7.是否位屬沿海一般保護區？ 區域計畫法、行政 直轄市、縣（市）□ 是 □ 否
院核定之「臺灣沿 主管機關（註 6）限制內容：
海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
8.是否位屬海域區？
區域計畫法、區域 內政部營建署、 □ 是 □ 否
計畫
直轄市、縣（市）限制內容：
主管機關（註 7）
9.是否位屬國家級重要濕地核心 濕地保育法
內政部營建署城 □ 是 □ 否
保護區、生態復育區以外分區
鄉發展分署
限制內容：
或地方 級重要濕地核心 保護
區、生態復育區？
10.是否位屬歷史建築？
文化資產保存法 直轄市、縣（市）□ 是 □ 否
主管機關
限制內容：
11.是否位屬聚落保存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直轄市、縣（市）□ 是 □ 否
主管機關
限制內容：
12.是否位屬文化景觀保存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直轄市、縣（市）□ 是 □ 否
主管機關
限制內容：
13.是否位屬地質敏感區（地質遺 地質法
直轄市、縣（市）□ 是 □ 否
跡）？
主管機關
限制內容：
14.是否位屬國家公園內之一般 國家公園法
內政部營建署 □ 是 □ 否
管制區及遊憩區？
限制內容：
經濟部水利署或 □ 是 □ 否
15.是否位屬水庫集水區（非供家 區域計畫法
水 庫 管 理 機 關 限制內容：
用或公共給水）？
（構）（註 8）
經濟部水利署或 □ 是 □ 否
16.是否位屬自來水水質水量保 自來水法
臺灣自來水公司 限制內容：
護區？
（註 9）
17.是否位屬優良農地？
農業發展條例、區直轄市、縣（市）□ 是 □ 否
域計畫法施行細則 主管機關
限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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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是否位屬礦區（場）
、礦業保 礦業法
留區、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經濟部礦務局□ 是 □ 否
（註 10）
限制內容：

19.是否位屬地質敏感區（地下水 地質法
補注）？

直轄市、縣（市）□ 是 □ 否
主管機關
限制內容：
行政院農業委員 □ 是 □ 否
會或直轄市、縣 限制內容：
（市）主管機關

20.是否位屬人工魚礁區及保護 漁業法
礁區？

其
他

21.是否位屬氣象法之禁止或限 氣象法、觀測坪探 交通部中央氣象 □ 是 □ 否
制建築地區？
空 儀 追 蹤 器 氣 象 局或直轄市、縣 限制內容：
雷 達 天 線 及 繞 極 （市）主管機關
軌 道 氣 象 衛 星 追 （註 11）
蹤天線周圍土地
限制建築辦法
22.是否位屬電信法之禁止或限 電信法
國家通訊傳播委 □ 是 □ 否
制建築地區？
員會（註 12） 限制內容：
23.是否位屬民用航空法之禁止 民用航空法、航空 交通部民用航空 □ 是 □ 否
或限制建築地區或高度管制 站飛行場助航設備局或直轄市、縣 限制內容：
範圍？
四周禁止限制建築（市）主管機關
物及其他障礙物高（註 13）
度管理辦法、航空
站飛行場及助航設
備四周禁止或限制
燈光照射角度管理
辦法
24.是否位屬航空噪音防制區？ 噪音管制法、機場 直轄市、縣（市）□ 是 □ 否
周 圍 地 區 航 空 噪 環境保護局
限制內容：
音防制辦法
25.是否位屬核子反應器設施周 核 子 反 應 器 設 施 行政院原子能委 □ 是 □ 否
圍 之 禁 制 區 及 低 密 度 人 口 管制法
員會或新北市、 限制內容：
區？
屏東縣主管機
關，其餘直轄
市、縣（市）免
查核此項（註 14）
26.是否位屬公路兩側禁建限建 公路法、公路兩側 直轄市、縣（市）□ 是 □ 否
地區？
公 私 有 建 築 物 與 主管機關
限制內容：
廣告物禁建限建
辦法
27.是否位屬大眾捷運系統兩側 大眾捷運法、大眾 直轄市、縣（市）□ 是 □ 否
禁建限建地區？
捷 運 系 統 兩 側 禁 主管機關
限制內容：
建限建辦法
28.是否位屬高速鐵路兩側限建 獎 勵 民 間 參 與 交 交通部高速鐵路 □ 是 □ 否
地區？
通 建 設 毗 鄰 地 區 工 程 局 或 直 轄 限制內容：
禁限建辦法
市、縣(市)主管
機關（註 15）
29.是否位屬海岸管制區、山地管 國家安全法
國防部設管單位 □ 是 □ 否
制區、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之
（註 16）
限制內容：
禁建、限建地區？
30.是否位屬要塞堡壘地帶？
要塞堡壘地帶法 國防部（註 17） □ 是 □ 否
限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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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第 1 項之地質敏感區（土石流）部分，因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尚無劃設公告，得免予查詢。
註 2：第 2 項洪氾區二級管制區部分，目前中央管河川均未劃定公告洪氾區，未來若依法劃設中央管洪氾區時將予公
告，目前全區免查；至縣（市）管河川洪氾區查詢範圍為：宜蘭縣、新北市、桃園市、新竹縣、苗栗縣、臺中
市、雲林縣、屏東縣、臺東縣、花蓮縣。第 2 項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查詢範圍包括：新北市（蘆洲區、三重區、
五股區、新莊區）。
註 3：第 3 項海堤區域查詢範圍包括：基隆市(中正區、仁愛區、中山區、安樂區) 、新北市(貢寮區、瑞芳區、萬里
區、金山區、石門區、三芝區、淡水區、八里區、林口區) 、桃園市(蘆竹區、大園區、觀音區、新屋區) 、
新竹縣(新豐鄉、竹北市) 、新竹市(北區、香山區) 、苗栗縣(竹南鎮、後龍鎮、通霄鎮、苑裡鎮) 、臺中市(大
甲區、大安區、清水區、梧棲區、龍井區) 、彰化縣(伸港鄉、線西鄉、鹿港鎮、福興鄉、芳苑鄉、大城鄉) 、
雲林縣(麥寮鄉、臺西鄉、四湖鄉、口湖鄉) 、嘉義縣(東石鄉、布袋鎮) 、臺南市(北門區、將軍區、七股區、
安南區、南區、安平區) 、高雄市(茄萣區、永安區、彌陀區、梓官區、楠梓區、左營區、鼓山區、鹽埕區、
苓雅區、前鎮區、小港區、旗津區、林園區) 、屏東縣(新園鄉、東港鎮、林邊鄉、佳冬鄉、枋寮鄉、枋山鄉、
車城鄉、恆春鎮、滿州鄉、牡丹鄉、琉球鄉、獅子鄉) 、臺東縣(達仁鄉、大武鄉、太麻里鄉、臺東市、卑南
鄉、東河鄉、成功鎮、長濱鄉、綠島鄉、蘭嶼鄉) 、花蓮縣(豐濱鄉、壽豐鄉、吉安鄉、花蓮市、新城鄉、秀
林鄉) 、宜蘭縣(南澳鄉、蘇澳鎮、五結鄉、壯圍鄉、頭城鎮、礁溪鄉) 、澎湖縣、金門縣、連江縣。
註 4：第 4 項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查詢範圍包括：彰化縣（大城鄉、芳苑鄉）、雲林縣（麥寮鄉、臺西鄉、四湖鄉、口
湖鄉、土庫鎮、元長鄉、水林鄉、崙背鄉、褒忠鄉、虎尾鎮、東勢鄉、大埤鄉、北港鎮）、嘉義縣（東石鄉、
布袋鎮）、臺南市（鹽水區、學甲區、北門區）、屏東縣（東港鎮、林邊鄉、佳冬鄉、枋寮鄉），其餘鄉（鎮、
市、區）非屬該查詢項目所稱「嚴重地層下陷地區」範圍，得免予查詢。
註 5：第 5 項山坡地之免查詢範圍：宜蘭縣（宜蘭市、壯圍鄉、羅東鎮、五結鄉）、屏東縣（屏東市、九如鄉、里港
鄉、鹽埔鄉、長治鄉、麟洛鄉、竹田鄉、萬丹鄉、潮州鄉、崁頂鄉、南州鄉、東港鎮、佳冬鄉、新園鄉、林邊
鄉）、雲林縣（東勢鄉、臺西鄉、崙背鄉、麥寮鄉、莿桐鄉、西螺鄉、二崙鄉、北港鎮、水林鄉、口湖鄉、四
湖鄉、元長鄉、溪口鄉、斗南鎮、大埤鄉、虎尾鎮、土庫鎮、褒忠鄉）、新北市（板橋區、永和區、三重區、
蘆洲區）、臺中市（中區、東區、南區、西區、北區、神岡區、梧棲區、大安區）、臺北市（大同區、松山區、
萬華區）、臺南市（中區、東區、南區、西區、北區、安平區、安南區、永康區、歸仁區、仁德區、麻豆區、
佳里區、西港區、七股區、將軍區、學甲區、北門區、新營區、後壁區、下營區、鹽水區、善化區、新市區、
安定區）、桃園市（中壢區、新屋區、觀音區、八德區、大園區）、高雄市（新興區、前金區、苓雅區、鹽埕
區、旗津區、前鎮區、三民區、路竹區、橋頭區、梓官區、永安區、湖內區、茄萣區）、嘉義市（西區）、嘉
義縣（鹿草鄉、太保市、朴子市、東石鄉、六腳鄉、新港鄉、義竹鄉、布袋鎮）、彰化縣（秀水鄉、鹿港鎮、
福興鄉、線西鄉、和美鎮、伸港鄉、永靖鄉、埔心鄉、溪湖鎮、埔鹽鄉、北斗鎮、田尾鄉、埤頭鄉、溪州鄉、
竹塘鄉、二林鎮、大城鄉、芳苑鄉）、澎湖縣（馬公市、湖西鄉、白沙鄉、西嶼鄉、望安鄉、七美鄉）、金門
縣、連江縣。
註 6：第 7 項沿海一般保護區查詢範圍包括：基地位於臺北市（士林區、北投區）、新北市（淡水區、八里區、五股
區、蘆洲區、三芝區、石門區、金山區、萬里區、瑞芳區、貢寮區）、宜蘭縣（頭城鎮、礁溪鄉、壯圍鄉、宜
蘭市、五結鄉、蘇澳鎮、南澳鄉）、花蓮縣（秀林鄉、壽豐鄉、豐濱鄉）、臺東縣（成功鎮、長濱鄉、東河鄉、
卑南鄉、臺東市）、彰化縣（芳苑鄉、大城鄉）、雲林縣（麥寮鄉、臺西鄉、四湖鄉、口湖鄉）、嘉義縣（東
石鄉、布袋鎮）、臺南市（北門區、學甲區）、屏東縣（滿州鄉、車城鄉、獅子鄉、恆春鎮）。請向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查詢，惟於各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完成公告前，得由內政部營建署協助查詢。其餘鄉（鎮、
市、區）非屬該項目所稱「沿海一般保護區」，得免予查詢。
註 7：申請查詢範圍之土地已劃定其他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即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工業區、鄉村區、森林區、
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國家公園區、河川區、特定專用區）或位於實施都市計畫地區及國家公園範圍者，則
非屬依區計畫法劃定之非都市土地海域區範圍，得免予查詢。
註 8：第 15 項水庫集水區查詢範圍包括：基地位於基隆市（安樂區、七堵區、暖暖區）、新北市（三峽區、平溪區、
石碇區、汐止區、坪林區、烏來區、貢寮區、新店區、雙溪區、鶯歌區）、桃園市（八德區、大溪區、復興區、
龍潭區）、新竹縣（五峰鄉、北埔鄉、尖石鄉、竹東鎮、芎林鄉、峨眉鄉、新埔鎮、橫山鄉、關西鎮、寶山鄉）、
苗栗縣（三義鄉、三灣鄉、大湖鄉、公館鄉、卓蘭鎮、南庄鄉、泰安鄉、造橋鄉、獅潭鄉、銅鑼鄉、頭份市、
頭屋鄉）、臺中市（北屯區、太平區、石岡區、后里區、和平區、東勢區、新社區）、南投縣（中寮鄉、仁愛
鄉、水里鄉、竹山鎮、信義鄉、埔里鎮、國姓鄉、魚池鄉、鹿谷鄉、集集鎮）、嘉義縣（大埔鄉、中埔鄉、水
上鄉、民雄鄉、竹崎鄉、阿里山鄉、番路鄉、梅山鄉）、嘉義市（東區）、臺南市（大內區、山上區、六甲區、
玉井區、白河區、官田區、東山區、南化區、柳營區、新化區、楠西區、龍崎區、左鎮區）、高雄市（三民區、
小港區、那瑪夏區、大社區、大寮區、大樹區、仁武區、內門區、六龜區、田寮區、甲仙區、杉林區、岡山區、
林園區、美濃區、茂林區、桃源區、鳥松區、旗山區、燕巢區）、屏東縣（九如鄉、三地門鄉、內埔鄉、竹田
鄉、牡丹鄉、里港鄉、來義鄉、長治鄉、屏東市、恆春鎮、崁頂鄉、泰武鄉、高樹鄉、新園鄉、獅子鄉、萬丹
鄉、萬巒鄉、滿州鄉、瑪家鄉、潮州鎮、霧台鄉、麟洛鄉、鹽埔鄉）、臺東縣（海端鄉、延平鄉、卑南鄉、金
峰鄉、綠島鄉）、花蓮縣（秀林鄉、卓溪鄉、萬榮鄉）、宜蘭縣（三星鄉、大同鄉、五結鄉、冬山鄉、南澳鄉、
員山鄉、頭城鎮、礁溪鄉、羅東鎮）、澎湖縣（七美鄉、白沙鄉、西嶼鄉、馬公市、望安鄉、湖西鄉）、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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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金城鎮、金湖鎮、金沙鎮、金寧鄉、烈嶼鄉、烏坵鄉）、連江縣（北竿鄉、東引鄉、南竿鄉）。
註 9：第 16 項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免查詢範圍：金門縣、連江縣。
註 10：第 18 項礦區（場）、礦業保留區、地下礦坑分布地區之查詢範圍包括：臺北市、新北市、基隆市、宜蘭縣、
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苗栗縣、臺東縣、花蓮縣、臺中市（東勢區、和平區）、南投縣（魚池鄉、信義
鄉）、雲林縣（口湖鄉）、嘉義縣（朴子市、鹿草鄉、義竹鄉、東石鄉、六腳鄉）、臺南市（新營區、後壁
區、鹽水區、官田區、將軍區、七股區）、高雄市（大寮區、小港區）、屏東縣（萬丹鄉、新園鄉），其餘
鄉（鎮、市、區）非屬該查詢項目所稱「礦區（場）、礦業保留區、地下礦坑分布區」範圍，得免予查詢。
註 11：第 21 項氣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之查詢範圍包括：臺北市（中正區、北投區）、新北市（板橋區、淡水
區、瑞芳區、新店區）、桃園市（新屋區）、新竹縣（竹北市）、臺中市（北區、梧棲區）、南投縣（魚池
鄉、信義鄉）、嘉義市（西區）、嘉義縣（阿里山鄉）、臺南市（中西區、永康區、七股區）、高雄市（前
鎮區）、屏東縣（恆春鎮）、臺東縣（臺東市、成功鎮、大武鄉、蘭嶼鄉）、花蓮縣（花蓮市）、宜蘭縣（宜
蘭市、蘇澳鎮）、基隆市（仁愛區）、澎湖縣（馬公市、望安鄉）、金門縣（金城鎮）及連江縣（南竿鄉）。
其餘鄉（鎮、市、區）非屬該項目所稱「限制建築地區」範圍，得免予查詢。
註 12：第 22 項電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之查詢範圍包括：臺北市（士林區、北投區）。其餘直轄市、縣（市）
之鄉（鎮、市、區）非屬該項目所稱「限制建築地區」範圍，得免予查詢。
註 13：第 23 項民用航空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或高度管制範圍之查詢範圍包括：下列鄉（鎮、市、區）土地，興
辦事業計畫之建物高度未達地表六十公尺者，免予查詢。
（1）新北市：板橋區、泰山區、淡水區、八里區、萬里區、平溪區、貢寮區、深坑區、石碇區、新店區、坪
林區、中和區、永和區、土城區、樹林區、石門區、金山區、三芝區、瑞芳區、雙溪區、烏來區、三峽
區、鶯歌區。
（2）宜蘭縣：全縣各鄉鎮市。
（3）桃園市：桃園區、平鎮區、八德區、楊梅區、龜山區、新屋區、龍潭區、大溪區、復興區。
（4）新竹縣：竹東鎮、新埔鎮、新豐鄉、峨眉鄉、芎林鄉、湖口鄉、關西鎮、橫山鄉、北埔鄉、尖石鄉、五
峰鄉。
（5）苗栗縣：苑裡鎮、竹南鎮、頭份市、三義鄉、造橋鄉、三灣鄉、南庄鄉、泰安鄉、苗栗市、頭屋鄉、公
館鄉、獅潭鄉、大湖鄉、卓蘭鎮、銅鑼鄉。
（6）臺中市：中區、東區、南區、北區、北屯區、南屯區、太平區、大里區、霧峰區、烏日區、豐原區、后
里區、東勢區、潭子區、大肚區、龍井區、梧棲區、大安區、石岡區、新社區、和平區。
（7）彰化縣：全縣各鄉鎮市。
（8）南投縣：全縣各鄉鎮市。
（9）雲林縣：全縣各鄉鎮市。
（10）嘉義縣：朴子市、大林鎮、六腳鄉、中埔鄉、竹崎鄉、番路鄉、梅山鄉、阿里山鄉、大埔鄉、東石鄉、
義竹鄉、布袋鎮。
（11）臺南市：歸仁區、新化區、關廟區、七股區、新營區、東山區、鹽水區、善化區、新市區、柳營區、
北門區、學甲區、下營區、六甲區、楠西區、玉井區、南化區、左鎮區、龍崎區、山上區、大內區、
官田區、將軍區。
（12）高雄市：楠梓區、左營區、鼓山區、三民區、鹽埕區、前金區、新興區、苓雅區、鳥松區、林園區、
仁武區、大社區、岡山區、路竹區、橋頭區、彌陀區、永安區、燕巢區、阿蓮區、旗山區、那瑪夏區、
桃源區、甲仙區、六龜區、杉林區、茂林區、內門區、美濃區、田寮區、梓官區。
（13）屏東縣：潮州鎮、東港鎮、萬丹鄉、竹田鄉、新園鄉、崁頂鄉、南州鄉、獅子鄉、牡丹鄉、霧台鄉、
新埤鄉、佳冬鄉、林邊鄉、枋寮鄉、琉球鄉、泰武鄉、來義鄉、春日鄉、內埔鄉、高樹鄉、鹽埔鄉、
里港鄉、三地門鄉、瑪家鄉、麟洛鄉、萬巒鄉。
（14）花蓮縣：秀林鄉、鳳林鎮、萬榮鄉、光復鄉、豐濱鄉、瑞穗鄉、玉里鎮、卓溪鄉、富里鄉。
（15）臺東縣：東河鄉、鹿野鄉、延平鄉、金峰鄉、長濱鄉、成功鎮、池上鄉、海端鄉、達仁鄉、大武鄉、
關山鎮。
（16）臺北市：中正區、萬華區、信義區、大安區、北投區、文山區。
（17）基隆市：仁愛區、中正區、信義區、中山區、安樂區、暖暖區。
（18）新竹市：東區。
（19）澎湖縣：西嶼鄉。
（20）金門縣：烏坵鄉。
（21）連江縣：莒光鄉、東引鄉。
註 14：第 25 項核子反應器設施周圍之禁制區及低密度人口區之查詢範圍包括：新北市（金山區、萬里區、石門區）、
屏東縣（恆春鎮），其餘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非屬該項目所稱「核子反應器設施周圍之禁
制區及低密度人口區」。
註 15：第 28 項高速鐵路兩側限建地區之查詢範圍包括：新北市（板橋區、新莊區、樹林區、汐止區）、桃園市（龜
山區、蘆竹區、大園區、中壢區、新屋區、楊梅區）、新竹縣（湖口鄉、新埔鎮、竹北市、竹東鎮、寶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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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苗栗縣（頭份市、造橋鄉、後龍鎮、苗栗市、西湖鄉、通霄鎮、苑裡鎮）、臺中市（西屯區、南屯
區、大甲區、外埔區、后里區、神岡區、大雅區、烏日區）、彰化縣（彰化市、芬園鄉、大村鄉、員林鎮、
社頭鄉、田中鎮、北斗鎮、溪州鄉、埤頭鄉、竹塘鄉）、雲林縣（二崙鄉、西螺鎮、虎尾鎮、土庫鎮、元長
鄉、北港鎮）、嘉義縣（新港鄉、太保市、六腳鄉、鹿草鄉）、臺南市（後壁區、新營區、東山區、柳營區、
六甲區、官田區、麻豆區、善化區、新市區、新化區、永康區、仁德區、歸仁區）、高雄市（左營區、阿蓮
區、岡山區、燕巢區、大社區、仁武區）。
註 16：第 29 項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之禁建、限建地區查詢範圍與應洽詢單位如下：
（1）宜蘭縣、基隆市、臺北市、新北市、桃園市、新竹縣、苗栗縣（竹南鎮、頭份市、三灣鄉、南庄鄉、頭
屋鄉、造橋鄉、公館鄉、後龍鎮、獅潭鄉）：第三區作戰指揮部。
（2）苗栗縣（通宵鎮、苑裡鎮、三義鄉、銅鑼鎮、太湖鄉、卓蘭鎮、泰安鄉、苗栗市、西湖鎮、後龍鎮、獅
潭鄉）、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林縣、嘉義縣（東石鄉、布袋鎮、義竹鄉、朴子市、鹿草鄉、六
腳鄉、太保市、水上鄉、新港鄉、溪口鄉、民雄鄉、大林鎮、梅山鄉、竹崎鄉、中埔鄉、番路鄉、大埔
鄉、阿里山鄉）：第五作戰區指揮部。
（3）嘉義縣（阿里山鄉、大埔鄉）、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第四作戰區指揮部。
（4）花蓮縣、臺東縣：第二作戰區指揮部。
（5）澎湖縣：第一作戰區指揮部。
（6）金門縣（含烏坵）：金門地區防衛指揮部。
（7）連江縣（含東引）：馬祖地區防衛指揮部。
註 17：第 30 項要塞堡壘地帶之查詢範圍包括：基隆市、臺北市、新北市、新竹縣（以上由第三作戰區指揮部查告）、
高雄市（由第四作戰區指揮區指揮部查告）、花蓮縣、臺東縣（以上由第二作戰區指揮部查告）、澎湖縣（由
第一作戰區指揮區指揮部查告）、金門縣（由金門防衛指揮部查告），其餘直轄市、縣（市）得免予查詢。
但國防部要塞管制區可能因戰備因素有所異動時，則以該部依法劃設管制區之直轄市、縣（市）所在地為查
詢範圍。
註 18：表列各查詢項目之查詢範圍倘經主管機關公告異動，上開附註事項之應查詢或免查詢地區尚未配合修正時，
其查詢範圍仍以主管機關公告之最新資料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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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使用地類
別

擬使用項目

甲種建築用地 一、興建住宅等設施。
二、政府興建國民住宅。
丙種建築用地 一、興建住宅等設施。

各級主管機關（單位）
中央目的事業主 直轄市或縣（市）目的事
管機關
業主管機關
建設（工務、城鄉發展）
內政部
局 (處)
內政部
內政部

二、政府興建國民住宅。

內政部

丁種建築用地 一、設置污染防治設備。

經濟部

建設（工務、城鄉發展）
局 (處)
建設（工務、城鄉發展）
局 (處)
建設（工務、城鄉發展）
局 (處)
建設（工務、城鄉發展）
局 (處)

林業用地

建設（工務、城鄉發展）
二、直轄市或縣(市)工業主管機關 經濟部
局 (處)
認定之低污染事業有擴展工業
需要。
林業使用及設施。
農委會（林務局）農業（建設）局 (處)

養殖用地

養殖使用及設施。

農委會（漁業署）農業（建設）局 (處)

鹽業用地

鹽業使用及設施。

經濟部

二、道路工程、停車場等設施。

交通部

建設（工務、城鄉發展、
交通旅遊）局 (處)

三、駕駛訓練班及設施。

交通部

建設（工務、城鄉發展、
交通旅遊）局 (處)

四、大眾運輸交通設施。

交通部

建設（工務、城鄉發展、
交通旅遊）局 (處)
建設（工務）局(處)

礦業用地
交通用地

水利用地

遊憩用地

農業（建設）局 (處)
礦石開採及設施。
經濟部(礦務局) 建設（工務、農業）局
(處)
建設（工務、城鄉發展、
一、鐵路（含高速鐵路）相關設施。 交通部
交通旅遊）局 (處)

灌溉、排水、河堤、海堤工程及水 經濟部
庫設施。
設施。
教育部(體育署) 教育局(處)
一、高爾夫球場設施。
二、宗教建築設施。

內政部

民政局(處)

交通部(觀光局) 建設（工務、交通旅遊、
觀光）局(處)
四、遊憩設施及觀光遊憩管理服務 交通部(觀光局) 建設（工務、交通旅遊、
觀光）局(處)
設施。
三、戶外、水岸觀光遊憩設施。

五、森林遊樂設施(限森林遊樂區)。 農委會（林務局）農業局(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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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民政）局(處)

古蹟保存用地 一、古蹟保存設施。

文化部

二、歷史建築。
生態保護用地 生態體系保護設施。
國土保安用地 一、加強保育地。

文化（民政）局(處)
文化部
農委會
農業局(處)
農委會（水土保 農業局(處)
持局）

農委會（林務局）農業局(處)
二、保安林地。
殯葬用地
殯葬設施。
內政部
民政（社會）局(處)
建設（工務）局(處)
特定目的事業 一、油庫及輸油（氣）等設施。 經濟部
建設局（工務）局(處)
用地
二、發電廠、變電所、配電中心、 經濟部
輸配電鐵塔。
建設局（工務）局(處)
三、加油站、加氣站、液化石油氣 經濟部
分裝場、天然氣貯存槽、加壓
站、整壓站、配氣站及計量站
等設施。
交通部
四、郵政相關設施。
教育部
五、大專院校用地及設施。
六、廢棄物清除處理設施及廢（污 環保署、內政部 環保局、建設（工務）
局(處)
）水處理設施用地。
農業局(處)
七、農、漁業生產（含畜禽屠宰） 農委會
、加工（含飼料製造）及運銷
計畫設施。
教育局(處)
八、高級中等學校、國中、國小、 教育部
幼兒園用地及設施。
民政局(處)
九、鄉（鎮、市、區）公所辦公廳 內政部
舍及村里集會所。
農業局(處)
十、農民團體興建農產品集貨及運 農委會
銷場所、冷凍（藏）庫、辦公
廳舍等相關設施。
十一、漁民團體興建水產品集貨及 農委會（漁業署）農業局(處)
運銷場所、冷凍（藏）庫、
辦公廳舍等相關設施。
農業局(處)
十二、依法經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同 農委會
意設立之農業團體興建農產
品集貨、運銷場所、冷凍（藏）
庫等相關設施。
十三、依法經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同 農委會（漁業署）農業局(處)
意設立之漁業團體興建水產
品集貨、運銷場所、冷凍（藏）
庫等相關設施。
農業局(處)
十四、農民團體興建糧食、肥料倉 農委會
庫等相關設施。
農業局(處)
十五、各種農業改良物及試驗場地 農委會
及設施。
十六、各種農業合作社興辦集貨場。 農委會、內政部 農業局(處)
文化（教育）局(處)
文化部
十七、文化事業設施。
社會局(處)
十八、社區活動中心用地及設施。 衛福部
社會局(處)
十九、社會福利、慈善事業用地及 衛福部
設施。
衛生局(處)
衛福部
二十、衛生醫療用地及設施。
警察局
警政署
二十一、警察辦公廳舍設施。
警察局或消防局
消防署
二十二、消防用地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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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水利會興建辦公廳用地及 經濟部、農委會
設施。
二十四、國防設施用地及其安全設 國防部
施。
內政部
二十五、土資場相關設施。
二十六、有線廣播電視相關設施。 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
二十七、衛星廣播電視、無線廣播 國家通訊傳播委
、無線電視相關設施。 員會

建設（工務）局(處)

二十八、糧商興（擴）建碾米設備 農委會
暨相關設施。
二十九、自然泉飲用水包裝設施。 經濟部
農委會
三十、動物收容處所。
三十一、海防設施用地及其安全設 海岸巡防署
施。
三十二、圖書館及博物館設施。 文化部
教育部
三十三、液化石油氣及其他可燃性 消防署
高壓氣體容器儲存設施。
三十四、電磁波相容檢測實驗室。 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主辦）
經濟部工業局
（協辦）
教育部(體育署)
三十五、運動場館設施。
內政部
三十六、宗教建築設施。
經濟部
三十七、生物技術產業設施。
農委會
衛福部
環保署
科技部
三十八、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術 勞動部
科場地及技術士技檢定
等相關設施。
國家通訊傳播委
三十九、電信相關設施。
員會
四十、經文化主管機關核准之離島 文化部
文化創意產業。

農業局(處)

農業局(處)
建設（工務）局(處)
新聞室（局、課）

農業局(處)
文化局(處)
教育局(處)
消防局

教育局(處)
民政局(處)
建設局(處)
農業局(處)
衛生局(處)
環保局(處)

依其產業
性質分別
定其主管
機關

勞工局(處)

文化局(處)

附註：
一、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之組織編制及業務劃分有不同規定者，以實際業務職掌之機關(單位)為主管機關
(單位)。
二、綜合性質或新興產業之興辦事業計畫，無法明確判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得送請中央主管機關協調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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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22 非都市土地變更編定執行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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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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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書填寫是否完整、正確。
2.變更編定用地是否符合非都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規定。
3.是否檢附奉准興辦事業文件。
4.是否檢附申請變更編定同意書。
5.是否檢附配置圖、位置圖。（配置圖比例尺
不得小於一二００分之一，位置圖比例尺不
得小於五０００分之一，均應著色）。
6.零星狹小土地申請變更編定是否另附四週
毗鄰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7.其他。
1.申請用地是否臨接道路。
2.道路寬度及臨街長度是否得為目的事業建
築使用。
3.山坡地範圍應依本規則第四十九條之一規
定提送專案小組審查案件，是否檢附有關該
條文第二項各款規定不得規劃作建築使用
情形之評估或說明資料及相關專業技師簽
證文件？是否需再補正充實？
4.是否位屬依水利法劃設公告之河川區域或
排水設施範圍？如是，其變更編定是否符合
水利法令規定。
5.是否影響鄰近農地灌溉排水設施。
6.是否位屬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如是，其土地
使用是否符合水利相關法令規定及取得供
水或用水證明文件。
7.其他。
1.是否同意移作非工（窯）業使用。

建
設
（城鄉發展）

農

業

2.是否需依產業創新條例第三十四條、第五十
四條及第六十五條規定繳納回饋金。
3.其他。
1.是否需擬具水土保持計畫及計畫是否可行。
2.是否符合「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
使用審查作業要點」規定及依「農業主管機
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表」審查。
3.是否需依「農業用地變更回饋金撥繳及分配
利用辦法」規定繳納回饋金。
4.是否需依「山坡地開發利用回饋金繳交辦
法」規定繳納回饋金。
5.其他。

審

查

意

見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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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否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2.是否需提送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3.其他。
1.是否屬原住民保留地？如是，其變更編定是
否符合原住民保留地相關法令規定。
2.其他。

綜 合 意 見
審 查 單 位

局(處)長

副局（處）長

科（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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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本審查表未列舉之單位，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以會簽或會稿方式審查。
二、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就表列審查事項，依其組織編制及業務劃分，以實際業務職掌之單位為審
查機關(單位)，並得酌予調整或增加審查機關(單位)。
三、受理變更編定案件後，對於所附興辦事業計畫核准文件有疑義者，得函詢或簽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
位）予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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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
須知
中華民國 64 年 8 月 1 日台內地字第 642764 號函訂
定
中華民國 65 年 5 月 4 日台內地字第 673709 號函修
正
中華民國 68 年 1 月 11 日台內地字第 820567 號函
修正
中華民國 68 年 10 月 4 日台內地字第 49136 號函修
正
中華民國 70 年 2 月 11 日台內地字第 2178 號函修
正
中華民國 72 年 2 月 19 日台內地字第 142125 號函
修正
中華民國 74 年 8 月 15 日台內地字第 328528 號函
修正
中華民國 78 年 4 月 1 日台內地字第 680192 號函修
正
中華民國 86 年 3 月 21 日台內地字第 8674535 號函
修正
中華民國 87 年 11 月 24 日台內地字第 8790799 號
函修正第 5 點至第 7 點、第 9 點至第 11 點、第
14 點、第 16 點
中華民國 89 年 6 月 13 日台內中地字第 8979293 號
函修正
中華民國 91 年 3 月 11 日台內中地字第 0910083762
號令修正第 9 點及第 10 點
中 華 民 國 98 年 9 月 1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80725128 號令修正第 23 點
中 華 民 國 99 年 5 月 26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90724356 號令修正第 7 點
中 華 民 國 100 年 11 月 9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00725769 號令修正第 3 點、第 6 點、第 7 點、
第 9 點至第 12 點、第 14 點至 21 點、第 23 點，
增訂第 13 點之 1、第 24 點。
中 華 民 國 103 年 2 月 5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36650089 號令修正第 1 點、第 7 點
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3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1303447 號令修正第 3 點、第 4 點、第 5 點、
第 6 點、第 7 點、第 8 點、第 9 點、第 10 點、
第 11 點、第 12 點、第 13 點、第 14 點、第 15
點、第 16 點、第 17 點、第 18 點、第 19 點、第
20 點、第 21 點、第 22 點、第 23 點、第 24 點，
刪除第 21 點、第 2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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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說：
區域計畫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促進土地及
天然資源之保育利用，充分兼顧農業與工
業發展所需用地，以及防止自然災害。此
項功能，有賴土地使用計畫及土地使用管
制事項之貫徹實施，始能充分發揮。惟區
域計畫之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及土地使用管
制事項，頗為扼要，祇就區域內之土地使
用作原則性之指導說明，其表現之計畫圖
所用比例尺甚小，殊難據以認定每宗土地
適當之使用，尚須進一步按鄉鎮縣轄市區
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編定各種使
用地，並將結果公告及通知土地所有權
人，作為實施土地使用管制之依據。特依
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第十四第一項規定訂
定本須知。
二、作業依據：
(一)區域計畫。
(二)區域計畫法及其施行細則。
(三)土地法。
(四)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開發或建
設單一計畫及其有關參考資料。
(五)其他有關土地使用編定及管制法令。
三、作業單位：
(一)督導單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行政
院農業委員會、交通部、經濟部等有關
機關督導。
(二)主辦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主
管機關、地政事務所。
(三)協辦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業
務權責單位、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
署當地分署、鄉（鎮、市、區）公所。
四、土地使用管制之結構：
依據區域計畫法第七條第九款、第十五條
及同法施行細則第五條規定，區域土地使
用管制之結構，可分為三個層次：
(一)上層：土地分區使用計畫。
(二)中層：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三)下層：編定各種使用地。
上述三層次，分別具有上下位之指導關
係，即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須受
土地分區使用計畫之指導；編定各種使用
地，則須受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所定之
使用區容許使用種類之限制。
五、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類別：
非都市土地依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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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劃定為下列各種使用區：
(一)特定農業區：優良農地或曾經投資建設
重大農業改良設施，經會同農業主管機
關認為必須加以特別保護而劃定者。
(二)一般農業區：特定農業區以外供農業使
用之土地。
(三)工業區：為促進工業整體發展，會同有
關機關劃定者。
(四)鄉村區：為調和、改善農村居住與生產
環境及配合政府興建住宅社區政策之
需要，會同有關機關劃定者。
(五)森林區：為保育利用森林資源，並維護
生態平衡及涵養水源，依森林法等有關
法令，會同有關機關劃定者。
(六)山坡地保育區：為保護自然生態資源、
景觀、環境，與防治沖蝕、崩塌、地滑、
土石流失等地質災害，及涵養水源等水
土保育，依有關法規，會同有關機關劃
定者。
(七)風景區：為維護自然景觀，改善國民康
樂遊憩環境，依有關法規，會同有關機
關劃定者。
(八)國家公園區：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
景、史蹟、野生物及其棲息地，並供國
民育樂及研究，依國家公園法劃定者。
(九)河川區：為保護水道、確保河防安全及
水流宣洩，依水利法等有關法規，會同
有關機關劃定者。
(十)海域區：為促進海域資源與土地之保育
及永續合理利用，防治海域災害及環境
破壞，依有關法規及實際用海需要劃定
者。
(十一)其他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為利各目
的事業推動業務之實際需要，依有關
法規，會同有關機關劃定並註明其用
途者。
六、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劃定原則：
區域計畫尚未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三條規定
通盤檢討前，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應依
照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及土地分區管制，參
照下列原則劃定之：
(一)特定農業區：
有下列各目情形之一者，得會同農業、
糧食、水利主管機關劃定為特定農業
區。
1.曾經或已進行投資建設重要農業改良

設施之土地。
2.現為田地目土地、或其他地目實際已
從事水稻生產之土地。但區域性生產
力較差之低等則或不適農作生產之
水田，不在此限。
3.位於前二目土地範圍內供農業或非農
業使用之零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
入。
(二)一般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以外，可供農業使用之土
地，得會同農業、糧食主管機關劃定為
一般農業區。
(三)工業區：
1.工業區之區位及面積，原則上應依區
域計畫之規定。
2.工業區之劃定，須經工業主管機關複
勘，除儘量避免使用優良農地外，並
應注意下列規定：
(1)交通方便。
(2)有充分及良好之水源。
(3)排水良好。
(4)電力供應方便。
(5)勞力來源充裕。
(6)不妨礙國防軍事設施。
(7)有可供擴展之餘地。
(8)環境之維護。
(9)與鄰近地區產業開發之配合。
3.工業區不必於第一次劃定使用區時一
次劃定，應視工業發展需要，按原促
進產業升級條例有關規定隨時增
劃，並變更原使用分區，編定所需用
地。工業用地依原獎勵投資條例或原
促進產業升級條例規定編定或解除
公告確定後，工業主管單位應通知地
政單位，依本點所定劃定原則辦理，
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四)鄉村區：
凡人口聚居在二百人以上，得斟酌地方
情形及需要，就現有建地邊緣為範圍，
劃為鄉村區。但山地鄉及離島地區之聚
居人口在一百人以上者，得比照辦理。
聚居人口在一千五百人以上者，如區內
現有空地，不敷未來五年人口成長需要
時，得增加鄉村發展用地。
(五)森林區：
下列之土地，得會同林務主管機關等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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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森林區：
1.國有林地。
2.大專院校之實驗林地。
3.林業試驗林地。
4.保安林地。
5.其他可形成營林區域之公私有林地。
(六)山坡地保育區：
下列之土地，得會同山坡地保育利用機
關等劃定為山坡地保育區：
1.山坡地範圍內未能劃定為其他使用區
之土地。
2.依有關法令認為必需辦理水土保育，
以維護自然資源者。
(七)風景區：
1.下列之土地，得會同觀光或有關主管
機關等劃定為風景區。
(1)區域公園。
(2)風景特定區。
(3)觀光地區。
(4)遊樂區、名勝及古蹟。
(5)海洋公園。
(6)海水浴場。
(7)溫泉。
(8)水庫。
(9)具有保護價值之動物及植物生育
地及其他特殊自然、文化景觀地區
有觀光或維護之價值者。
2.風景區之劃定應注意下列條件：
(1)具有特殊自然、文化景觀之價值。
(2)最小面積二十五公頃。
(3)與鄰近地區產業開發之配合。
(4)與鄰近風景區遊憩用地之配置。
(八)國家公園區：
國家公園主管機關依國家公園法實施
國家公園計畫之地區。
(九)其他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
根據實際需要，就其使用性質，會同有
關機關劃定並註明其用途者。
七、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檢討之原則：
(一)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應會同農業、建設、水利等相
關單位就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
坡地保育區、森林區、河川區、海域區
及非以開發設施導向之特定專用區、風
景區等資源型使用分區，依區域計畫土
地分區使用計畫之劃定原則，辦理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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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檢討變更使用分區；未劃定或檢討變
更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
保育區、森林區、河川區者，維持原使
用分區，擬新劃定或檢討變更為工業
區、鄉村區、風景區、特定專用區等設
施型使用分區者，應依區域計畫規定之
原則，經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許可劃定或變更之範圍辦理。各種使
用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更原則如下：
1.劃定或檢討變更為特定農業區：
(1)投資重大農業改良設施地區，且經
農田水利會認定可提供灌溉水源
地區。
(2)經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認定生產力高，且面積完整達二十
五公頃，農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
十之地區。
(3)其他使用分區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者，得檢討變更為特定農業區：
A.面積達二十五公頃且農業使用
面積達百分之八十，並符合下列
原則之一者：
依山坡地土地可利用限度分
類標準查定為一級或二級之
宜農牧地。
特定專用區仍須供農業使用
之土地。
B.位於農業經營專區或農業主管
機關輔導之農業生產地區。
C.直轄市、縣（市）農業主管機關
依據地方農業發展需要擬劃設
為特定農業區。
2.劃定或檢討變更為一般農業區：
(1)特定農業區以外，供農業使用之土
地。
(2)鄰近都市計畫或重大公共建設之
農業生產地區。
(3) 特 定 農 業 區 符 合 下 列 條 件 之 一
者，得檢討變更為一般農業區：
A.已不符劃定或變更為特定農業
區之條件。
B.經政府核定為養殖漁業生產區
之土地。
C.遭受風災、水災等重大天然災害
或生產條件已改變，符合下列條
件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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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鹽分濃度高(土壤飽和抽
出液電導度超過八dS/m）。
平均耕土層厚度少於十五公
分。
耕土層縱切面直徑大於七點
五公分之礫石占面積量百分
之五以上，果樹園百分之三十
以上。
D.連續三年地勢低窪淹水或海水
倒灌，經政府單位登記在案區
域。
E.經水利主管機關確認無灌溉水源
地區。
F.距離工業區、科學園區、高鐵特
定區、國（省）道交流道、都市
發展用地或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告受污染場址地區一百公尺
範圍內之地區。
(4)第二目之三最小檢討變更面積應
在十公頃以上。但因配合環境敏
感、災害防免、毗鄰使用分區等事
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認定者，其面積得小於十公頃。
(5)依工廠管理輔導法第三十三條第
三項公告之特定地區，未達工業區
變更規模，經農業主管機關依行政
院核定之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
營方案同意變更。
(6)位屬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案內
劃設之非都市土地得申請新訂或
擴大都市計畫，或得申請設施型使
用分區變更區位範圍內之土地。
3.劃定或檢討變更為工業區：
(1)工業區之劃定應依區域計畫法、產
業創新條例、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
理條例、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及
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理條例等規
定辦理，並應考量下列條件：
A.維持聯外道路一定等級以上服
務水準。
B.能充分供應水源及電力。
C.不妨礙國防事業設施。
D.與鄰近地區產業開發之配合。
E.確保公用事業設備服務設施之配
合。
F.設置緩衝綠帶減緩環境衝擊。

G.降低環境衝擊，並符合各區污染
排放總量及排放標準。
(2)位屬工業區以外其他使用分區之
丁種建築用地，其規模達十公頃
者，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
主管法令訂定輔導方案後，得循區
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二項規
定變更為工業區。
(3) 屬 在 地 型 產 業 之 鄉 村 型 小 型 園
區，得依產業創新條例變更為工業
區。
4.劃定或檢討變更為鄉村區：
(1) 現 有 聚 落 人 口 達 二 百 人 以 上 地
區。但山地鄉及離島地區得視實際
狀況酌減之。
(2)配合興辦住宅社區需要專案申請
而劃定。
(3)新訂或擴大鄉村區應擬具完整計
畫，並循區域計畫設施型使用分區
變更程序及土地使用分區變更指
導原則辦理。
(4)配合政府相關農地(村)政策而規劃
者，其規模得視實際需要訂定，類
型如下：
A.依農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農村再
生計畫，其指定之農村集居聚
落。
B.配合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例規
定辦理。
C.配合農業主管機關所定農地變
更法規辦理。
5.劃定或檢討變更為森林區：
(1)依森林法劃編為國有林事業區、保
安林地、大專院校之實驗林地、林
業試驗林地、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
為自然保留區、野生動物保育法劃
定為野生動物保護區及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等森林區域、依山坡
地土地可利用限度分類標準查定
為宜林地、其他山坡地形成營林區
域之公私有林地，其毗連土地面積
在五公頃以上。
(2)國有林地集中，且其中夾雜其他使
用地未達百分之二十，屬同一完整
地形單元或同一集水區範圍，且土
地面積達二十五公頃以上。

製定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
6.劃定或檢討變更為山坡地保育區：
依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第三條或水
土保持法第三條規定之山坡地，並有
下列情形之一者：
(1)坡度大於百分之三十，或坡度在百
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仍須加以保
育之地區。
(2)地質敏感區。
(3)為進行水土保持、國土保安或因保
護自然生態資源、景觀、環境之地
區。
(4)依山坡地土地可利用限度分類標
準查定為第六級之加強保育地。
(5)其他基於水土保持、國土保安之需
要，並會商農業主管機關勘定之地
區。
7.劃定或檢討變更為風景區：
(1)具有良好自然、文化景觀地區，可
提供一般民眾休閒遊憩使用，並具
備完整之經營管理計畫，其最小面
積以二十五公頃為原則，並符合下
列標準之一者：
A.具良好自然、文化、景觀地區。
B.特殊動、植物生態地區。
C.其他依風景區開發計畫具遊憩特
性。
(2)申請劃定非都市風景區，應依計畫
屬性循資源型或設施型使用分區
變更程序辦理。
(3)依發展觀光條例及風景特定區管
理規則劃定之國家級風景特定
區、直轄市級風景特定區或縣(市)
級風景特定區，且未位於環境敏感
地區，尚未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風
景區者，其申請程序及經營管理計
畫得比照第七目之二規定辦理。
(4)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前已劃定之風
景區：
A.經依法核准之開發建設及經營
管理計畫者，仍得維持為風景
區。
B.於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
市、縣(市)觀光主管機關應檢視
轄區內既有風景區之使用現
況、土地適宜性及周邊土地使用
情形，經評估仍有維持風景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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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者，應儘速擬定其經營管理計
畫循程序報中央觀光主管機關
辦理；經評估後已無繼續維持風
景區必要者，應依程序申請辦理
使用分區變更作業。
8.劃定或檢討變更為國家公園區：
(1)具有特殊景觀，或重要生態系統、
生物多樣性棲地，足以代表國家自
然遺產者。
(2)具有重要之文化資產及史蹟，其自
然及人文環境富有文化教育意
義，足以培育國民情操，需由國家
長期保存者。
(3)具有天然育樂資源，風貌特異，足
以陶冶國民情性，供遊憩觀賞者。
9.劃定或檢討變更為河川區：
(1)經水利主管機關依法公告之河川
區域內或水道治理計畫線或用地
範圍線內之土地，並以其較寬者為
界劃定。
(2)尚未公告河川區域及水道治理計
畫線或用地範圍線者，由河川管理
機關依河川實際水路所及、土地編
定使用與權屬或其他相關資料認
定應行管制之範圍。
10.劃定或檢討變更為海域區：
(1)臺灣本島及已公告領海基線之相
關島嶼：自已登記土地外圍之地
籍線起至領海外界線間(包括潮間
帶、內水、領海範圍)未登記水域。
(2)其他未公告領海基線者：自已登
記土地外圍之地籍線起，至該地
區水域範圍，該範圍參照臺灣、
澎湖、東沙、金門、東碇、烏坵、
馬祖、東引、亮島、南沙地區限
制、禁止水域範圍及事項劃定。
11.劃定或檢討變更為特定專用區：
依個別目的事業機關核定計畫及範
圍劃定，註明其用途者。除供作農業
使用者外，依個案核准之開發計畫而
定，包括：
(1)特殊建設如電力、電信、郵政、
港口、漁港、機場等設施。
(2)軍事設施。
(3)垃圾掩埋場、廢棄物處理及污水
處理等環保設施。

F‐8‐6

製定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

(4)高爾夫球場。
順序辦理：
(5)學校。
1.符合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更原則者，
(6)工商綜合區。
優先檢討變更為河川區。
(7)殯葬設施。
2.符合森林區劃定或檢討變更原則者，
(8)遊憩設施區。
檢討變更為森林區。
(9)土石採取場。
3.符合特定農業區劃定或檢討變更原則
(10)其他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計
者，檢討變更為特定農業區。
畫。
4.符合其他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更原
(二)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前，已依非都市土地
則者，視實際情形檢討為適當之使用
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辦理用地變更
分區。
編定，其開發類別及規模符合下列規定
(六)海岸地區因自然沉積，或因堤防等人工
者，俟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得由該管
構造物興建致浮覆而形成之未登記土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
地，如經測量登記，得優先劃定為海域
業主管機關辦理逕予變更使用分區，報
區以外之其他使用分區。
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備：
(七)經區域計畫土地分區使用計畫指定應
1.申請開發遊憩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五公
檢討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
頃以上者，得變更為特定專用區。
地保育區、森林區、河川區及海域區等
2.申請設立學校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
土地使用分區者，直轄市、縣（市）主
上者，得變更為特定專用區。
管機關應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
3.申請開發高爾夫球場之土地面積達十
項或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
公頃以上者，得變更為特定專用區。
定，配合檢討變更或劃定符合區域計畫
4.申請開發公墓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
規定之使用分區。
上或其他殯葬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二 八、非都市土地各種使用地及其性質：
公頃以上，得變更為特定專用區。
依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第十三條規定，各種
5.申請開發為其他特定目的事業使用或
使用地之分類及其性質如下：
不可歸類為其他使用分區之土地面
(一)甲種建築用地：供山坡地範圍外之農業
積達二公頃以上者，得變更為特定專
區內建築使用者。
用區。
(二)乙種建築用地：供鄉村區內建築使用
(三)申請開發案件涉及使用分區變更為工
者。
業區、鄉村區、風景區或特定專用區
(三)丙種建築用地：供森林區、山坡地保育
者，應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
區、風景區及山坡地範圍之農業區內建
項第二款規定，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
築使用者。
可後，依核定計畫辦理使用分區變更。
(四)丁種建築用地：供工廠及有關工業設施
(四)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討變更其事
建築使用者。
業計畫範圍而劃出使用分區，或第一次
(五)農牧用地：供農牧生產及其設施使用
劃定使用分區者，依下列原則辦理：
者。
1.符合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更原則
(六)林業用地：供營林及其設施使用者。
者，應優先劃為河川區、森林區或特
(七)養殖用地：供水產養殖及其設施使用
定農業區。
者。
2.未符合前目規定情形者，得恢復為原
(八)鹽業用地：供製鹽及其設施使用者。
使用分區或檢討變更為毗鄰之使用
(九)礦業用地：供礦業實際使用者。
分區。其中原使用分區為設施型使用
(十)窯業用地：供磚瓦製造及其設施使用
分區者，得比照資源型使用分區變更
者。
相關規定辦理。
(十一)交通用地：供鐵路、公路、捷運系統、
(五)符合二種以上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
港埠、空運、氣象、郵政、電信等及
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更原則，應依下列
其設施使用者。

製定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
(十二)水利用地：供水利及其設施使用者。
(十三)遊憩用地：供國民遊憩使用者。
(十四)古蹟保存用地：供保存古蹟使用者。
(十五)生態保護用地：供保護生態使用者。
(十六)國土保安用地：供國土保安使用者。
(十七)殯葬用地：供殯葬設施使用者。
(十八)海域用地：供各類用海及其設施使用
者。
(十九)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供各種特定目的
之事業使用者。
九、非都市土地各種使用地之編定原則：
國家公園區內土地不辦理使用地之編定，其
餘土地依下列原則辦理：
(一)依核定計畫編定各種使用地，其中資源
型使用分區，不涉及土地使用開發行
為，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核定
用途者，分別依其核定用途編定之；設
施型使用分區，其開發類別達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十一條第一項所定
規模者，經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審議許可者，應依其核定用途編定
之。
(二)現已為某種使用之土地，依下表及說明
規定，按宗分別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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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v」為依使用現況編定。「△」為經
依法核准使用者，依其現況編定；未
經依法核准使用者，應按其所屬使用
區備註欄內所註之主要用地編定。
「×」
為不許依使用現況編定，應按其所屬
使用區備註欄內所註之主要用地編
定。
2.合於下列情形之一土地，在山坡地範
圍外之農業區或特定專用區編為甲種
建築用地；在山坡地保育區、森林區、
風景區及山坡地範圍之農業區編為丙
種建築用地：
(1)於使用編定結果公告前屬「建」地
目者。
(2)於使用編定結果公告前已奉准變更
為「建」地目者。
(3)於使用編定結果公告前實際已全部
（宗）作建築使用或已依法完成基
礎工程者。但原依土地法規定編定
為農業用地之土地，非法變更作建
築使用以及依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
區建築物管理辦法申請建築農舍之
土地，仍編為農牧用地。
3.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
育區、森林區、風景區及特定專用區
內之一宗土地，於使用編定結果公告
前，部分已作建築使用、已依法完成
基礎工程者或已領有使用執照者，應
於土地使用現況調查清冊或卡片內註
記，並以各該區之主要用地編定，俟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分割後再予更正編
定。其有第二目之三但書情形者，不
得更正編定為各種建築用地。
4.合於下列情形之一土地，編為丁種建
築用地：
(1)經依法領有工業用地證明書尚在有
效期間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對於該類土地應會同工業主
管機關切實查明，如未於該證明書
有效期間內建廠者，送請工業主管
機關依法處理之）。
(2)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准設廠尚在有效
期間。
(3)興建之工廠已依規定辦竣工廠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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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興建之工廠經依法領有營利事業登
記之製造、加工、修理業。
(5)依法核准設廠用地範圍內之道路或
水溝等土地，經工業主管機關查註
確係位於原核准廠區範圍內，且該
地可作工業使用。
5.河川區之私有土地得依使用現況編定
為農牧用地；編定為交通用地、古蹟
保存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
用地、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者，以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核准使用者為
限，其為新登記土地辦理補辦編定
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核准前，應
徵得水利主管機關之同意。
6.特定農業區及鄉村區之殯葬用地，其
編定以現供公墓使用者為限，但一般
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及風景區內，
得視各直轄市、縣（市）未來五年需
要編定殯葬用地。
7.農村人口增加之建築預定地，以未來
五年內預定增加之人口數每百人０．
五００００公頃為計算基準，於鄉村
區內編定之。
8.山坡地範圍內之土地，依下列順序辦
理：
(1)已有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計畫者，依
其核定計畫用途編定用地。
(2)山坡地經劃定或檢討變更為森林區
者，其使用地第一次編定以林業用
地為原則，但位屬環境敏感地區，
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劃設或
公告者，得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或
生態保護用地；並以公有土地優先
適用。
(3)國有林解除地、原住民保留地及已
整理之公私有山坡地，依照其原查
定結果分別編定為農牧用地、林業
用地或國土保安用地。
(4)供農業使用及新登記之土地，在未
辦理土地可利用限度查定前暫不編
定，俟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管理機
關申請土地可利用限度查定後，補
註使用地類別為農牧用地、林業用
地或國土保安用地。
(5)其他土地依本款所定編定原則表辦
理用地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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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風景區計畫具有細部計畫性質，且有
地籍界線，或已依計畫圖實地釘立界
樁、計算座標點交地政機關者，應依
照該計畫辦理使用地編定。
10.一宗土地有數種不同之使用現況，均
為其所屬使用分區所容許之使用
者，以使用面積較多之現況為準，編
定其用途。
11.依原獎勵投資條例、原促進產業升級
條例或產業創新條例開發完成之工
業區內土地，應依土地使用性質或核
定計畫編定為適當使用地。
12.特定農業區內於編定前已合法作養
殖使用或編定前已核准變更為「養」
地目且實際仍作養殖使用之土地，得
編定為養殖用地。
13.位於山坡地範圍之農業區內供住宅
使用之建築用地，其為補辦編定或更
正編定者，編為丙種建築用地。
14.非都市土地檢討變更為河川區後，原
劃定為河川區前已編定為甲、乙、
丙、丁種建築用地及各種使用地暫予
轉載，其不符河川區用地編定原則或
因應河川管理上需要者，由水利主管
機關循適法途徑變更為適當用地，在
未變更編定為適當之用地前，仍受水
利法及相關法令之限制。
15.私有土地位於沿海自然保護區尚未
納入其他法令保護區、核定計畫或未
有補償措施前，得依第一次編定時使
用現況編定。
16.鄉村區範圍內新登記土地補辦編定
當時現況以作建築使用者，除依原地
籍圖上認定為水、道使用，且實地仍
供水、道使用者，應優先編定為交通
用地及水利用地外，倘經會同相關主
管機關查定已無作水、道使用之必要
及不妨礙交通、水利設施者，得編定
為乙種建築用地。
(三)未辦理測量登記之未編定土地，經測量
登記完竣者，依前二款各種使用地之編
定原則辦理編定。但毗鄰甲種、丙種建
築用地之零星或狹小之未登記土地，得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三十五
條規定認定後，據以辦理編定。
十、非都市土地各種使用地檢討之原則：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公告後，有下列情形
之一，得檢討並變更編定。
(一)區域計畫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三條規定
辦理通盤檢討，非都市土地變更為特定
農業區、一般農業區、森林區、山坡地
保育區、河川區、海域區及非以開發設
施導向之特定專用區、風景區等資源型
使用分區者，依第九點第二款所定編定
原則表及說明辦理變更編定。
(二)辦理農地重劃後，土地之使用性質與原
編定相符者，於重劃公告後逕行轉載原
編定；如使用性質與原編定不符者，依
第九點第二款所定編定原則表及說明
辦理變更編定。
(三)山坡地範圍內供農業使用尚未查定之
土地，應於可利用限度查定後，依其查
定結果補註使用地類別為農牧用地、林
業用地或國土保安用地。
(四)經發布都市計畫地區之土地，應依都市
計畫主管機關提供之計畫範圍資料，將
該範圍內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
編定註銷，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五)經撤銷或檢討劃出都市計畫地區之土
地，應依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提供之計畫
範圍資料，將該範圍內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依本須知規定辦理劃定
及編定。
(六)國家公園區內土地，經國家公園主管機
關提供之計畫範圍資料，將該範圍內已
編定之使用地類別註銷。
(七)經檢討劃出國家公園區之土地，應依國
家公園主管機關提供之計畫範圍資
料，將該範圍內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
使用地依本須知規定辦理檢討變更及
編定。
十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之製定：
(一)圖比例尺、用色及繪製份數：
1.除海域區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圖比例尺，分為不小於1/5000
及1/25000兩種。
2.圖面各使用分區界址，以下列顏
色之一毫米寬線條畫圈之；並於
該線之內側邊緣，每隔五毫米至
一公分，加畫二毫米至三毫米長
之豎線；檢討變更部分則以變更
前使用分區之顏色為邊框，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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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變更調整後使用分區之顏色
為邊框，每隔一公分至二公分，
加畫二毫米至三毫米之斜線表
示。
(1)特定農業區：黃色。
(2)一般農業區：橘黃色。
(3)工業區：茶色。
(4)鄉村區：紅色。
(5)森林區：深綠色。
(6)山坡地保育區：淡綠色。
(7)風景區：玫瑰紅色。
(8)國家公園區：紫色。
(9)河川區：深藍色。
(10)海域區：深灰色。
(11)其他使用區或專用區：淡藍
色。
3.繪製圖面份數：
(1)不小於1/25000圖(套繪於內政
部出版之地形圖或相片基本
圖）及海域區不小於A4圖：直
轄市、縣（市）五份，送中央
主管機關二份；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存查一份，參
用一份，公告一份。
(2)不小於1/5000圖：直轄市、縣
（市）三份，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存查一份，公告一
份，地政事務所一份。
(二)準備事項：
1.基本圖、土地使用現況調查與相
關圖資之蒐集及校核：
(1)中央主管機關提供最新之基
本圖、土地使用現況調查圖、
海拔一千五百公尺以上位置
圖、未登記土地圖、大專院校
之實驗林地範圍、林業試驗林
地、自然保留區、野生動物保
護區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等及其他必要之圖資參酌
校核。如有不明或疑問者，應
實地複查後校正之。
(2)山坡地部分，另以行政院核定
公告之山坡地界址圖校正之。
2.檢查地籍異動情形：
根據土地登記(簿)謄本編製土地
使用現況調查清冊或卡片，其有

地籍合併、分割、或所有權異動
情形，隨時訂正其清冊或卡片以
保持所載資料之完整。
3.工作人員講習：
主管機關應訂期邀集工作人
員，就有關法令，尤其有關非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與各種使
用地編定之原則，及作業上應行
注意事項，詳為講解。必要時，
由中央主管機關統籌分區分期
辦理之。
(三)繪製土地使用現況調查圖：
將 區 域 計 畫 之 土地 分 區 使用 計
畫，各機關提出之土地使用單一
計畫，及地方實際需要之各種使
用地套繪於不小於1/5000土地使
用現況調查圖，作為辦理土地使
用分區及編定之基本圖。
(四)劃定土地使用分區：
1.以土地使用現況調查圖，依據土
地分區使用計畫及土地分區管
制，參照使用分區劃定原則，會
同農林、糧食、水利、建設、工
業、觀光及其他有關機關(單
位)，按鄉鎮縣轄市區劃定各種
使用分區成為不小於1/5000非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草案圖。使用區
之界線，應根據圖面地形地物等
顯著標誌與說明書，依下列規定
認定之：
(1)以計畫地區範圍界線為界線
者，以該範圍之界線為分區界
線。
(2)以水岸線或河川中心線為界
線者，以該水岸線或河川中心
線為分區界線，其有移動者，
隨其移動。
(3)以鐵路線為界線者，以該鐵路
界線為分區界線。
(4)以道路為界線者，以其計畫道
路界線為分區界線，無計畫道
路者，以該現有道路界線為
準。
(5)以宗地界線為界線者，以地籍
圖上該宗地界線為分區界線。
2.調查圖面如有不明晰部分，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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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勘查後劃定之。並應注意都市
計畫及其擴大地區（包括禁建地
區）界線，與實地是否相符。
3.土地使用分區之界線，如有衝突
或不切實際部分，應協調有關機
關修正之。
4.海域區得獨立製圖，並得與海域
用地合併繪製為同一張圖；其圖
形以A4大小為原則，圖面須標註
交界點、轉折點之經緯度坐標，
難以於圖面精確劃設之分區界
線者，應以定性描述方式詳加註
明清楚。
十二、各種使用地之編定：
(一)圖比例尺、用色及繪製份數：
1.圖比例尺：除海域用地外，土地
使用編定圖比例尺不得小於
1/5000 （ 鄉 村 區 不 得 小 於
1/1200）。
2.圖面用色：圖面各種使用地，以
下列規定顏色為底色表明之：
(1)甲種建築用地：紅色。
(2)乙種建築用地：紅色。
(3)丙種建築用地：紅色。
(4)丁種建築用地：茶色。
(5)農牧用地：黃色。
(6)林業用地：淡綠色。
(7)養殖用地：淡藍色。
(8)鹽業用地：藍色。
(9)礦業用地：深茶色加紫邊。
(10)窯業用地：深茶色加深綠色
邊。
(11)交通用地：茶色橫線條。
(12)水利用地：藍色。
(13)遊憩用地：玫瑰紅色。
(14)古蹟保存用地：黑色邊，註
「古蹟」二字。
(15)生態保護用地：深綠色豎線。
(16)國土保安用地：淡綠色加深
綠色橫線。
(17)殯葬用地：灰色加黑邊。
(18)海域用地：淺灰色加深灰邊。
(19)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紅色加
綠邊。
3.繪製土地使用編定圖份數：
土地使用編定圖五份：送中央主

管機關二份；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三份，其中存查一份，
參用一份，公告一份。
(二)準備事項：
逐宗調查國家公園區以外各使用
分區內現有之建築物、工廠、養
殖、鹽業、礦業、窯業、遊憩、
殯葬等使用情形：就直轄市、縣
（市）有關機關(單位)已有資料，
查明其有無依法核准使用，其無
資料可查者，應實地查訪審定是
否為合法使用，並於土地使用現
況調查清冊或卡片內註記之。
(三)編定各種使用地：
1.依據辦理土地使用編定原則，按
宗編定各種使用地，並就土地使
用分區內情況特殊，數量較少之
使用地，參照有關資料先行編
定，逐漸推及較多之使用地，編
定完竣，經校對無誤，繪製土地
使用編定草圖。圖內並應表明各
使用分區之界線，及註明其使用
區別。
2.土地使用編定草圖內編定之各
種使用地，應以規定顏色著色，
土地使用現況為其所屬使用分
區不容許者，以現況使用種類之
顏色加劃斜線表明之。
3.海域用地得獨立製圖，並得與海
域區合併繪製為同一張圖；其圖
形以A4大小為原則，圖面須標註
交界點、轉折點之經緯度坐標，
難以於圖面精確劃設之分區界
線者，應以定性描述方式詳加註
明清楚。
十三、檢查：
(一)1.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會
商有關機關(單位)，對各鄉
（鎮、市、區）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之劃定及土地使用編定結
果，隨即檢查。並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有關機關抽查。
2.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土地使用編
定過程中隨時派員或會同督導
及抽查。
(二)檢查時應特別注意下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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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使用分區之界線有無不切實
際情形。
2.各使用分區之劃定是否與規定
之劃定原則相符。
3.各種使用地之編定，是否與規定
之編定原則相符。
4.各機關提出有關土地使用之單
一建設或開發計畫，其所需用地
是否已予適當編定。
5.基於地方實際需要，所需增加之
公墓、遊憩用地等，是否已予適
當編定。
(三)檢查結果應由檢查人員簽章註明
檢查日期。檢查結果，除應修正
者即時通知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外，並簽報主管長官核備。
(四)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草圖及土地
使用編定草圖經檢查或抽查結果
應予修正者即予修正後，分別繪
製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正圖及土
地使用編定正圖。
十四、公開展覽及說明會：
(一)完成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
劃定或檢討變更與土地使用編定
草 圖 及 清冊 後 ，應 於 各該 直 轄
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
公所公開展覽三十天及舉行說明
會，並應將公開展覽及說明會之
日期及地點登報周知；任何土地
所有權人或公民團體得於公開展
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
稱及地址，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提出意見，由該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參考審查，併同專案小
組審議結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
備或核定。
(二)前款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免辦
說明會：
1.屬公有土地者，得以書面通知管
理機關，並由管理機關轉知利害
關係人。
2.位屬已劃定使用分區範圍內面
積未達一公頃之零星土地，辦理
第一次劃定與周圍相同之使用
分區。
3.海域區之劃定及海域用地之編

定。
(三)第一款屬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相關業務辦理使用分區劃定或檢
討變更案件，依下列原則辦理：
1.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舉行公開
展覽及說明會者，得免重複辦
理。
2.配合水利主管機關變更河川區
域線或水道治理計畫線或用地
範圍線而辦理變更者，免舉行公
開展覽及說明會。
十五、專案小組審議：
(一)完成公開展覽及製作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圖及土地使用編定圖草
案檢查等作業後，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為辦理劃定或檢討變更
資源型使用分區，應會同專家學
者與農林、環保、水利、水土保
持及地政等相關局（處、室），
組成專案小組統籌辦理，並以每
季召開一次審議會議為原則。
(二)前款專家學者應以水利、水土保
持、農業及森林等自然資源保育
相 關 背 景為 主 ，惟 不 限制 其 比
例。並得邀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或其分支單位之代表擔任。
(三)第一款專案小組審議時，並得邀
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行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當地分署、
農會、農田水利會、鄉（鎮、市、
區）公所及其他相關機關(單位)
單位會審，必要時應請相關權利
人列席。
(四)第一款審議得由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變更申請案件委辦
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作業要點
組成之專責審議小組辦理。
十六、造冊及統計：
各種使用地編定完竣，除海域用地
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繕
造土地使用編定清冊（格式見附件一）
一式五份，除一份存查外，二份報中
央主管機關，一份送鄉（鎮、市、區）
公所公告，一份發交地政事務所據以
登載編定結果於土地登記（簿）謄本，
並按鄉（鎮、市、區）製作各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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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積統計，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備
或核定後，如有修正部分，應隨即修
正。
十七、核備或核定：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製定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
種使用地完竣，應依區域計畫法
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之一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檢附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圖、土地使用編定
圖 及 各 種使 用 地面 積 統計 直 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五份，土
地使用編定清冊一份，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檢討（劃定或檢討變
更）查核表（格式見附件二），
併同人民陳情意見處理情形與專
案小組審議通過結果，報中央主
管機關核備或核定。
(二)前款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更僅
涉及河川區者，得逕以水利單位
公告之河川圖籍為底圖，繪製河
川區劃定或檢討變更範圍報中央
主管機關核備或核定。
(三)第一款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更
僅涉及海域區者，得免檢附土地
使用編定清冊。
(四)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使
用 編 定 圖說 送 達中 央 主管 機 關
後，並由中央主管機關邀同有關
機關(單位)審核，必要時，並通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列席。
(五)經審核無意見或有意見經修正
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即予以核備
或核定。並於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圖及土地使用編定圖，加蓋中
央主管機關印信後存查，並發還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各三
份。
十八、公告及通知：
(一)土地使用分區及土地使用編定圖
說奉准核備或核定後，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區域計畫
法第十六條第一項規定，在當地
鄉（鎮、市、區）公所予以公告
三十天；除海域用地外，其編定
結果，並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

土地登記簿所載管理人或管理機
關。
(二)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使
用編定圖，得提供人民閱覽，以
及各機關團體之參考。
(三)土地使用編定結果通知書（格式
見附件三）以一張記載一筆為原
則。但同一使用分區內，土地所
有權人有數筆土地，得併列通知。
(四)土地所有權人住址，如有變更，
致與土地登記簿不符，無法送達
土地使用編定結果通知書者，應
向戶政機關查詢確認，更正通知
書住址後送達之。
(五)土地所有權人拒絕收受土地使用
編定結果通知書者，得依行政程
序法第七十三條規定，將通知書
留置於送達處所，以為送達。
(六)土地使用編定結果通知書因受送
達人住址不明而無法送達者，得
依行政程序法第七十八條規定為
公示送達。
(七)土地使用編定結果通知書不能依
行政程序法第七十二條或第七十
三條規定為送達者，得依行政程
序 法 第 七十 四 條規 定 為寄 存 送
達。
十九、錯誤或遺漏之更正：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非
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各種使用地
編定結果公告之日起，實施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土地所有權人
發現土地使用分區界線或使用地
編定有遺漏或錯誤情事，應於公
告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提出申
請更正，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查明屬實，並彙報中央主
管機關核備或核定後更正之，並
復知申請人。
(二)前款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報請更正案件，中央主管機關應
派員實地抽查，必要時，會同有
關機關辦理之。其抽查數額不得
少於彙報土地宗數百分之十。抽
查結果並應簽報主管長官考核。
二十、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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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使用編定結果依區域計畫法第十
五條規定核備或依同法第十五條之一
規定核定，並經公告期滿後，地政事
務所應依據土地使用編定清冊，將土
地使用編定結果，除海域用地外，登
載於土地登記（簿）謄本之編定使用
種類欄（○○區○○用地）。但公告
期間提出申請遺漏或錯誤之更正案
件，應俟其處理完畢，再據以登簿。
二十一、檢討及編製報告：
(一)土地使用編定工作完竣，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邀集
工作人員就全程作業切實檢
討。其有改進事項，應提出改
進意見，層報中央主管機關參
考。工作人員工作努力或不力
者，並應舉述事蹟，依規定分
別報請予以獎懲。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就辦理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
編定各種使用地之作業經過、
工作成果、改進意見、及其效
益評估等編製報告，供各有關
機關及社會人士參考。
二十二、本須知修正頒布前，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辦理非都市土地使
用編定，依當時規定不得編定為某
種使用地，而依修正後之規定可編
定者，得由土地所有權人檢附有關
證明文件申辦更正編定。
二十三、經編定使用之土地，如土地所有權
人檢具確於公告編定前或公告編定
期間已變更使用之合法證明文件，
依照第九點第二款編定原則表及說
明辦理更正編定。
二十四、非都市土地更正編定、山坡地補註
用地及註銷編定等案件，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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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縣

鄉

（鎮）

（市）

（市）

（區）

段

小段土地使用編定清冊
本冊第

頁計

土 地 所 有 權 人劃定或檢討變更前劃定或檢討變更後
面
積
地 號
（公頃）
姓

名住

址

土地使用
分
區

編定土地
使用種類

土地使用
分
區

編定土地
使用種類

頁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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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例如臺南市白河區白河段特定農業區劃定（或變更）為一般農業區】
查核內容

查核意見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一、是否符合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更原則（標 □符合規定
準）及其辦理之法令依據。（註1）

□不符規定
說明：

二、是否辦理公開展覽及舉行說明會，相關意見是否具體回 □符合規定
應。（註2）

□不符規定
說明：

三、是否召開專案小組審查會議，如有不同意見，是否已協 □符合規定
調整合？（註3）

□不符規定
說明：

四、是否會同有關機關辦理現勘？現勘是否符合使用分區劃 □符合規定
定或檢討變更原則？（註4）

□不符規定
說明：

五、所送圖、冊（含份數）及相關資料是否符合規定。（註 □符合規定
5）

□不符規定
說明：
內政部

一、是否請有關機關（主要是中央部會）審核（發文表示意 □符合規定
見）？

□不符規定
說明：

二、前開機關如有不同意見，是否召開協商會議後，再予核 □符合規定
備（定）？

□不符規定
說明：

註：
1.指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或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2.本須知第十四點規定。
3.本須知第十五點規定。
4.辦理現勘並非必要程序，但現勘應有具體共識，始得引用。
5.本須知第十一點、第十二點、第十四點及第十五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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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月 日
○○市○○縣（市）政府土地使用編定結果通知書
土地所有權人：
住

址：

字

號

管理機關：
市

縣（市）

鄉（鎮）

村

（市）（區）

（里）

路
鄰

街

巷

號

台端
一、貴管所有在本市、縣（市）之非都市土地，業已依照區域計畫法編定使用，其結果如附清冊，除
於月日在當地鄉（鎮）（市）（區）公所公告外，特予通知。
二、上開土地，自公告之日起，應依編定之用途使用，或依規定程序申請變更編定後使用；如其於公
告前之使用與編定之用途不符者，在本府另案通知變更使用前，仍得繼續為從來之使用。土地所
有權人如發現土地使用分區界線或使用地編定有遺漏或錯誤情事，應於月日前，以書面敘明姓名、
住址、土地標示及漏誤情形等，檢同有關證明文件，送由當地鄉（鎮）（市）（區）公所轉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辦，逾期不予受理。
三、凡違反規定擅自變更使用者，依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規定，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令其變更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其地上物恢復原狀而不遵從者，得
按次處罰，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復原狀之措施，其費用由土地或地
上物所有人、使用人或管理人員負擔。罰鍰經限期繳納逾期不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行。不依
限變更土地使用或拆除建築物恢復土地原狀者，除依行政執行法辦理外，並得處六個月以下有期
徒刑或拘役。
直轄市、縣（市）長
編
鄉(鎮、市、區)

段

小

定 結

段地

果 清 冊
號編

定

結

果備

○ ○ 區 ○ ○ 用 地
○ ○ 區 ○ ○ 用 地
○ ○ 區 ○ ○ 用 地
○ ○ 區 ○ ○ 用 地
○ ○ 區 ○ ○ 用 地

註

非都市山坡地範圍內土地變更編定審查原則

非都市山坡地範圍內土地
變更編定審查原則
中 華 民 國 96 年 7 月 31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60726558 號令訂定

一、為因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以下簡
稱管制規則）第四十九條之一山坡地範圍
內土地變更編定應組專案小組審查之規
定，及提供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專案小
組審查之參據，特訂定本審查原則。
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受理變更編定案件
時，除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外，應組專案小
組審查：
（一）管制規則第二十八條第三項免擬具
興辦事業計畫情形之一。
（二）非屬山坡地變更編定案件。
三、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地政單位）受理
變更編定案件提專案小組審查前，應先行
審查下列事項：
（一）管制規則第二十八條規定之要件是
否齊全。
（二）興辦事業計畫核定文件內，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有無檢附非都市土地變
更編定執行要點第四點附錄一（二）
禁限建地區查詢表，並敘明其查詢
結果。
（三）管制規則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二項各
款不得規劃作建築情事，是否經相
關專業技師簽證。
（四）有無先就非都市土地變更編定執行
要點第六點附錄四非都市土地變更
編定審查表各單位審查意見，過濾
處理，或將有爭議部分一併提小組
審查。
四、審查原則：
（一）依管制規則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二項
規定，不 得規劃作 建築使 用之 情
形，由執業技師依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第二百六十二條第一
項及第二項規定辦理認定。興辦事
業計畫內有管制規則第四十九條之
一第二項規定情形者，不得規劃作
建築使用及不得列為該建築物之基
地，應變更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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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用地或維持原使用地類別。
（二）興辦事業計畫內之水土保持之處理
與維護，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之相
關規定辦理。
（三）環境影響評估及改善措施，依環境
影響評估相關法規辦理。
（四）區域計畫列為限制發展地區者，以
加強資源保育與環境保護及不破壞
原生態環境與景觀資源保育及發展
為原則，除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興辦之穿越性道路、公園、
上下水道、郵政、電信、電力等公
共設施及 為維護水 源必要 之道 路
外，不得辦理使用地之變更編定。
（五）興辦事業計畫內之公有土地，基於
整體規劃 開發及水 土保持 計畫 需
要，應先依規定取得同意合併開發
或核准讓售之文件。
（六）未登記土地，應先依規定辦理測
量、登記及必要之使用編定。
（七）興辦事業計畫內之原始地形在坵塊
圖（不得大於二十五公尺方格之等
高線）上之平均坡度在百分之四十
以上之地 區，應維 持原始 地形 地
貌，為不可開發區，並維持原使用
地編定類別或變更編定為國土保安
用地。平均坡度超過百分之三十未
逾百分之四十者，得作為法定空地
或開放空間使用。但不得配置建築
物。
（八）興辦事業計畫內劃設有保育綠地或
保育區者 ，應編定 為國土 保安 用
地，並儘量連貫及集中，以求功能
及視覺上發揮最大之保育效果。
（九）整地應依審查結論維持原有之自然
地形、地貌，以減少開發對環境之
不利影響 ，並達到 最大的 保育 功
能。其挖填方應求最小及平衡，不
得產生對區外棄土或取土。但有特
別需求經專案小組審查同意者，不
在此限。
（十）基地整地應配合自然景觀風貌，其
整地之綠化應與自然環境配合。
（十一）土地使用計畫不得妨礙上、下游
地區原有水路之集、排水功能。
基地內處於洪氾區之設施應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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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利法之規定。
（十二）土地使用計畫不得阻絕相鄰地區
原有通行之功能，基地中有部分
為非申請範圍之地區者，應維持
該等地區原有通行之功能。
（十三）興辦事業需變更農業用地者，其
土地坐落及變更不得影響毗鄰農
業用地之灌排水系統，且開發事
業廢污水不得排入毗鄰農業用地
之灌溉渠道。
（十四）興辦事業計畫範圍內之透水面
積，由專案小組視個案之實際情
形，作適當調整。
（十五）興辦事業計畫內之土地依其土地
使用性質編定為適當使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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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
及核發證明辦法
中華民國 89 年 7 月 26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企字
第 890010180 號、內政部台內中地字第 8979945
號、財政部台財稅字第 0890048779 號令訂定
中華民國 92 年 11 月 28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企
字第 0920010573 號令修訂
中華民國 96 年 3 月 20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企字
第 0960010482 號令修正第 1、3、4、9、12、1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6 年 11 月 21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企
字第 0960014174 號令修正第 5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年 7 月 23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企
字第 1020012761A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16 條；並
自發布日施行

ௐ˘୧ 本辦法依農業發展條例（以下簡稱本
條例）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辦法所稱農業用地之範圍如下：
一、本條例第三條第十一款所稱之耕地。
二、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各種使用分區內所
編定之林業用地、養殖用地、水利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及供農路
使用之土地，或上開分區內暫未依法編
定用地別之土地。
三、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
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林區以外之
分區內所編定之農牧用地。
四、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內
之土地。
五、依國家公園法劃定為國家公園區內按各
分區別及使用性質，經國家公園管理機
關會同有關機關認定合於前三款規定之
土地。
ௐˬ୧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申請核發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一、依本條例第十八條規定申請興建自用農
舍。
二、依本條例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
定申請農業用地移轉不課徵土地增值稅。
三、依本條例第三十八條規定申請農業用地
及其地上農作物免徵遺產稅、贈與稅或田
賦者。
ௐα୧ 農業用地符合下列情形，且無第五條
所定情形者，認定為作農業使用：

一、農業用地實際作農作、森林、養殖、畜
牧、保育使用者；其依規定辦理休耕、
休養、停養或有不可抗力等事由而未使
用者，亦得認定為作農業使用。
二、農業用地上施設有農業設施，並檢附下
列各款文件之一：
（一）容許使用同意書及建築執照。但
依法免申請建築執照者，免附建
築執照。
（二）農業設施得為從來使用之證明文
件。
三、農業用地上興建有農舍，並檢附農舍之
建築執照。
ௐ̣୧ 農業用地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不
得認定為作農業使用：
一、農業設施或農舍之興建面積，超過核准
使用面積或未依核定用途使用。
二、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二十六日
修正公布施行前，以多筆農業用地合併
計算基地面積申請興建農舍，其原合併
計算之農業用地部分或全部業已移轉他
人，致農舍坐落之農業用地不符合原申
請興建農舍之要件。
三、現場有阻斷排灌水系統等情事。
四、現場有與農業經營無關或妨礙耕作之障
礙物、砂石、廢棄物、柏油、水泥等使
用情形。
ௐ̱୧ 農業用地部分面積有下列情形之一，
且不影響供農業使用者，得認定為作農業使
用：
一、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公告前已存在有
墳墓，經檢具證明文件。
二、農業用地存在之土地公廟、有應公廟
等，其面積在十平方公尺以下。
三、農業用地存在私人無償提供政府施設供
公眾使用之道路或屬依法應徵收而未徵
收性質之其他公共設施。
四、農業用地存在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公告
前之合法房屋，經檢具證明文件。
五、農業用地上存在由中央主管機關興建或
補助供農村社區使用之農村再生相關公
共設施，且符合下列各目規定：
（一）位於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
（二）該筆農業用地為私人無償提供且
具公眾使用之公共設施。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出具符合前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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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證明文件。
六、共有農業用地有違反使用管制規定之情
形，其違規面積未大於違規使用共有人之
應有部分面積，其他未違規使用共有人之
應有部分，經檢具第八條之文件。
ௐ˛୧ 依本辦法申請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
用證明書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列文件
資料，向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
一、最近一個月內核發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
籍圖謄本。但直轄市、縣（市）地政主
管機關能提供網路查詢者，得免予檢附。
二、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其屬法人者，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文件及其他相關
文件。
前項農業用地如屬都市土地者，應另檢附都
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第一項農業用地如位於國家公園範圍內，應另
檢附國家公園管理機關出具符合第二條第五
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ௐˣ୧ 符合第六條第六款之共有人申請核發
其應有部分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時，除依前條
規定辦理外，並應檢附下列文件之一：
一、全體共有人簽署之分管契約書圖。
二、違規使用之共有人切結書；其切結書內
容應包括違規使用面積未大於違規使用
共有人之應有部分面積。
三、因他共有人無法尋覓、死亡或不願切結
違規使用等情事，共有人得檢附民法第
八百二十條所為之多數決分管證明，或
其他由行政機關出具足資證明共有分管
區位之相關書圖文件。
依前項第三款規定辦理者，受理機關應踐行
行政程序法第一章第六節及第一百零四條至
第一百零六條規定。
ௐ˝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辦理農業用
地作農業使用之認定及證明書核發作業，得
組成審查小組，其成員由農業、地政、建設
（工務）、環境保護等有關機關（單位）派
員組成之；依其業務性質分工如下：
一、農業：業務聯繫與執行及現場是否作農
業用途之認定工作。
二、地政：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用地編定
類別及土地登記文件謄本之審查及協助
第十條第三項之認定工作。
三、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是否符合都市土

地分區使用管制規定或國家公園土地分
區使用管制規定之認定工作。
四、建設（工務）：農舍、建物是否為合法
使用之認定。
五、環境保護：農業用地是否遭受污染不適
作農業使用之認定。
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有關機關（單位）得就
其審認部分提供書面審查意見，有現場認定之
必要者，應配合農業機關（單位）依第十條規
定之實地勘查辦理。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受理申請案件
後，應實地勘查，並以一次為限。
前項勘查結果應填具勘查紀錄表。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理第一項勘查時，
應通知申請人到場指界及說明，如界址無法確
定，應告知申請人向地政機關申請鑑界。
申請人非土地所有權人時，應通知土地所有
權人到場。
ௐȈ˘୧ 申請案件經審查符合本條例第三條
第十二款及本辦法第四條或第六條規定者，
受理機關應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
書。
ௐȈ˟୧ 申請案件不符合規定，其情形可補
正者，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不能補正、
屆期仍未補正或經補正仍未符合規定者，受
理機關應敘明理由駁回之。
ௐȈˬ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依農業主
管機關受理申請許可案件及核發證明文件收
費標準規定，向申請人收取行政規費。
依第十一條規定核發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
用證明書以一份為原則，申請者為同一申請案
件要求核發多份證明書時，其超過部分應另收
取證明書費，每一份以新臺幣一百元計算。
ௐȈα୧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之有效
期限為六個月；逾期失其效力。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辦理第七
條至第十三條規定事項，得將權限之一部分
委任或委辦鄉（鎮、市、區）公所辦理，並
依法公告；其作業方式，由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定之。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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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徵收條例
中華民國 89 年 2 月 2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8900023570 號令公布；並自公布日起施行
中華民國 91 年 12 月 1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239080 號令增訂第 36-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年 1 月 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30019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5、7、10、11
、13、15、20、22、25、27、29、30、33、38、
40、44、49～52、53～55、58、59、63 條條文及
第五章章名；增訂第 3-1、3-2、13-1、18-1、34-1
、43-1、52-1 條條文；第 30 條之施行日期，由
行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 101 年 7 月 20 日行政院院臺建字第
1010040049 號令發布第 30 條定自 101 年 9 月 1
日施行

ௐ˘ౢ ᓁ!

園法劃設或變更後，依法得予徵收或區段徵收
之農業用地，於劃設或變更時，應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考量徵收之公益性及必要性。
需用土地人勘選用地內之農業用地，免經區
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者，於變更為非農業使用
時，應先徵得直轄市或縣（市）農業主管機關
同意。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除零星夾雜難以避免
者外，不得徵收。但國防、交通、水利事業、
公用事業供輸電線路使用者所必需或經行政
院核定之重大建設所需者，不在此限。
ௐˬ୧̝˟ 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時
，應依下列因素評估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
要性，並為綜合評估分析：
一、社會因素：包括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
、年齡結構及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
、弱勢族群生活型態及健康風險之影響
程度。
二、經濟因素：包括徵收計畫對稅收、糧食
安全、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徵收費用
、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
務支出及負擔情形、農林漁牧產業鏈及
土地利用完整性。
三、文化及生態因素：包括因徵收計畫而導
致城鄉自然風貌、文化古蹟、生活條件
或模式發生改變及對該地區生態環境、
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四、永續發展因素：包括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永續指標及國土計畫。
五、其他：依徵收計畫個別情形，認為適當
或應加以評估參考之事項。
ௐα୧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為區段徵
收：
一、新設都市地區之全部或一部，實施開發
建設者。
二、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衛生、交通之
需要或促進土地之合理使用實施更新者
。
三、都市土地之農業區、保護區變更為建築
用地或工業區變更為住宅區、商業區者
。
四、非都市土地實施開發建設者。
五、農村社區為加強公共設施、改善公共衛
生之需要或配合農業發展之規劃實施更
新者。
六、其他依法得為區段徵收者。

土 地 徵 收 類

ௐ˘୧ 為規範土地徵收，確保土地合理利用
，並保障私人財產，增進公共利益，特制定
本條例。
土地徵收，依本條例之規定，本條例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法律之規定。
其他法律有關徵收程序、徵收補償標準與本
條例牴觸者，優先適用本條例。
ௐ˟୧ 本條例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
ௐˬ୧ 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列各款事業
，得徵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
業所必須者為限：
一、國防事業。
二、交通事業。
三、公用事業。
四、水利事業。
五、公共衛生及環境保護事業。
六、政府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及其他公共建
築。
七、教育、學術及文化事業。
八、社會福利事業。
九、國營事業。
十、其他依法得徵收土地之事業。
ௐˬ୧̝˘ 需用土地人興辦公益事業，應按
事業性質及實際需要，勘選適當用地及範圍
，並應儘量避免耕地及優先使用無使用計畫
之公有土地或國營事業土地。
對於經依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或國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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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開發範圍經中央主
未能避免者，需用土地人應先擬訂保存計畫
管機關核定者，得先行區段徵收，並於區段徵
，徵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始得徵收。
收公告期滿後一年內發布實施都市計畫，不受 ௐˣ୧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所有權人得
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二條規定之限制。
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年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
第一項第五款之開發，需用土地人得會同有
（市）主管機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不予受
關機關研擬開發範圍，並檢具經上級目的事業
理：
主管機關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書，報經中央主
一、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不
管機關核定後，先行區段徵收，於區段徵收公
整，致不能為相當之使用者。
告期滿後，依土地使用計畫完成非都市土地分
二、徵收建築改良物之殘餘部分不能為相當
區或用地編定之變更。
之使用者。
第一項第四款或第六款之開發，涉及都市計
前項申請，應以書面為之。於補償費發給完
畫之新訂、擴大或變更者，得依第二項之規定
竣前，得以書面撤回之。一併徵收之土地或建
辦理；未涉及者，得依前項之規定辦理。
築改良物殘餘部分，應以現金補償之。
不相連之地區，得依都市計畫或興辦事業計畫 ௐ˝୧
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
書內容、範圍合併辦理區段徵收，並適用前三
例或其他法律另有規定外，有下列情形之一
項之規定。
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二
區段徵收範圍勘選、計畫之擬定、核定、用
十年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
地取得、拆遷補償、工程施工、分配設計、地
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不適
籍整理、權利清理、財務結算及區段徵收與都
用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之規定：
市計畫配合等事項之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三年，未依徵
關定之。
收計畫開始使用者。
ௐ̣୧! 徵收土地時，其土地改良物應一併徵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收。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五年，不
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一、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要求取回，並自公
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收受申請後
告期滿之日起十五日內自行遷移。
，經查明合於前項規定時，應報原核准徵收機
二、墳墓及其他紀念物必須遷移。
關核准後，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於六個月內繳
三、建築改良物依法令規定不得建造。
還原受領之補償地價及地價加成補償，逾期視
四、農作改良物之種類或數量與正常種植情
為放棄收回權。
形不相當者，其不相當部分。
第一項第一款之情形，係因不可歸責於需用
五、其他法律另有規定。
土地人之事由者，不得申請收回土地。
前項應徵收之土地改良物，得視其興辦事業
第一項第一款所稱開始使用，指興辦事業之主
計畫之需要，於土地徵收公告之日起三年內徵
體工程動工。但依其事業性質無需興建工程者
收之。但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於需用土地人報
，不在此限。
請徵收土地前，請求同時一併徵收其改良物時
，需用土地人應同時辦理一併徵收。
ௐ˟ౢ ᇈќԔ!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土地改良物，於徵
收土地公告期滿後，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ௐȈ୧ 需用土地人興辦之事業依法應經目的
主管機關通知其所有權人或使用人限期遷移
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於申請徵收土地或土
或拆除之，不予補償；屆期不拆遷者，由該管
地改良物前，應將其事業計畫報經目的事業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逕行
主管機關許可。
除去。
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
ௐ̱୧ 需用土地人取得經核准撥用或提供開
機關許可前，應舉行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
發之公有土地，該公有土地上之私有土地改
人及利害關係人之意見。但因舉辦具機密性之
良物，得準用前條規定徵收之。
國防事業或已舉行公聽會或說明會者，不在此
ௐ˛୧ 申請徵收之土地遇有古蹟、遺址或登
限。
錄之歷史建築，應於可能範圍內避免之；其
特定農業區經行政院核定為重大建設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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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徵收者，若有爭議，應依行政程序法舉行聽
之利用。
證。
五、該事業計畫之財務評估是否合理可行。
需用土地人興辦之事業無需報經目的事業主
六、依本條例第三十四條之一提出之安置計
管機關許可者，除有第二項但書情形外，應於
畫是否合理可行。
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前，先
七、其他依法應為或得為審查之事項。
舉行公聽會。
需用土地人有第二十七條但書之情形者，應
ௐȈ˘୧ 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
一併載明於徵收計畫書送交審核。
良物前，除國防、交通或水利事業，因公共
中央主管機關收受第一項申請後，視需要得
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與所有權人協議者外
會同利害關係人進行現場勘查並做成勘查紀
，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
錄。勘查紀錄作成後應於十四日內寄送利害關
得；所有權人拒絕參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
係人。
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始得依本 ௐȈˬ୧̝˘ 前條所稱徵收計畫書，應記載
條例申請徵收。
下列事項，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協議之內容應做成書面，並應記明協議
一、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原因。
之結果。如未能達成協議，應記明未達成協議
二、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所在地範圍及面
之理由，於申請時送交中央主管機關。
積。
第一項協議價購，依其他法律規定有優先購
三、興辦事業之種類及法令依據。
買權者，無優先購買權之適用。
四、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說明。
第一項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
五、與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
所有權人協議。
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之經過情形
前項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易價格。
及所有權人陳述意見之情形。
ௐȈ˟୧ 需用土地人經依前條規定協議不成
六、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時，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之需，得
七、土地使用之現狀及其使用人之姓名、住
洽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會同有關人
所。
員進入公、私有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內實施調
八、土地改良物情形。
查或勘測，其所有權人、占有人、使用人或
九、一併徵收之土地改良物。
十、四鄰接連土地之使用狀況及其改良情形
管理人不得拒絕或阻撓。但進入建築物或設
。
有圍障之土地調查或勘測，應於七日前通知
十一、徵收土地區內有無古蹟、遺址或登錄
其所有權人、占有人、使用人或管理人。
之歷史建築，並註明其現狀及維護措
為實施前項調查或勘測，須遷移或拆除地上
施。
障礙物，致所有權人或使用人遭受之損失，應
十二、舉行聽證、公聽會、說明會之情形，
先予適當之補償，其補償價額以協議為之。
並應檢附會議紀錄及出席紀錄。
ௐȈˬ୧ 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應由
十三、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或管理人
需用土地人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並附具徵
之姓名、住所。
收土地圖冊或土地改良物清冊及土地使用計
十四、被徵收土地之使用配置。
畫圖，送由核准徵收機關核准，並副知該管
十五、興辦事業概略及其計畫進度。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十六、應需補償金額總數及其分配。
中央主管機關為前項之審核，應審查下列事
十七、準備金額總數及其來源。
項：
十八、涉及原住民土地之徵收，應檢附中央
一、是否符合徵收之公益性、必要性及是否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之書面同意文件。
適當與合理。
十九、安置計畫。
二、需用土地人是否具有執行該事業之能力
如僅申請徵收土地改良物，得免記明前項第
。
九款及第十四款事項。
三、該事業計畫申請徵收之土地是否符合現
ௐȈα୧ 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由中央主
行都市計畫、區域計畫或國土計畫。
管機關核准之。
四、該事業計畫是否有助於土地適當且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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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中央主管機關為審議徵收案件，應
權人，對於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之權利義務
遴聘（派）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相關機關
，於應受之補償費發給完竣時終止。
代表，以合議制方式辦理之。
前項補償費未發給完竣前，得繼續為從來之使
前項專家學者應由地政、環境影響評估、都
用。但合於第二十七條但書規定者，不在此限
市計畫、城鄉規劃等專業領域學者組成，其中
。
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不得少於二分之一。 ௐ˟Ȉ˟୧ 權利關係人對於第十八條第一項
ௐȈ̱୧ 同一土地有二以上需用土地人申請
之公告事項有異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內向該
徵收時，以其興辦事業性質之輕重為核定原
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以書面提出。
則。其性質相同者，以其申請之先後為核定
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接受異議後
原則。
應即查明處理，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
ௐȈ˛୧ 中央主管機關於核准徵收土地或土
利關係人。
地改良物後，應將原案通知該管直轄市或縣
權利關係人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異議者，得
（市）主管機關。
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
ௐȈˣ୧ 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於接
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異議，該
到中央主管機關通知核准徵收案時，應即公
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接受異議後應
告，並以書面通知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所有權
即查明處理，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利關
人及他項權利人。
係人。
前項公告之期間為三十日。
權利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不服者，該管直轄
ௐȈˣ୧̝˘ 被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之所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
有權已登記者，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
復議，權利關係人不服復議結果者，得依法提
築改良物登記簿記載之所有權人及他項權利
起行政救濟。
人姓名、住所辦理公告及通知；其效力並及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二十條規定
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行或法院之判決已
發給補償費完竣後，徵收計畫之執行，不因權
取得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所有權或他項權利，
利關係人依前三項規定提出異議或提起行政
而尚未辦竣登記之人。
救濟而停止。
ௐȈ˝୧ 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應發給之補
徵收補償價額經復議、行政救濟結果有變動
償費，由需用土地人負擔，並繳交該管直轄
或補償費經依法發給完竣，嗣經發現原補償價
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轉發之。
額認定錯誤者，其應補償價額差額，應於其結
ௐ˟Ȉ୧ 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應發給之補
果確定之日起三個月內發給之。
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十五日內發給之。但 ௐ˟Ȉˬ୧ 被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良物自公
告日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行或法
依第二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發給應補償價額之
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利，並於公
差額者，不在此限。
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不得分割、合併、
需用土地人未於公告期滿十五日內將應發
移轉或設定負擔。土地權利人或使用人並不
給之補償費繳交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良物之新建、增建、改
關發給完竣者，該部分土地或土地改良物之徵
收從此失其效力。但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 建或採取土石、變更地形或為農作改良物之
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
不在此限：
停止。
一、於公告期間內因對補償之估定有異議，
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地所有
而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
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或核定發
第二十二條規定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復
給抵價地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
議。
交換移轉登記，不受前項不得分割、移轉規定
二、經應受補償人以書面同意延期或分期發
之限制。
給。
ௐ˟Ȉα୧ 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良物之所有
三、應受補償人拒絕受領或不能受領。
權或他項權利，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
四、應受補償人所在地不明。
築改良物登記簿記載者為準。但於公告前因
ௐ˟Ȉ˘୧ 被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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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強制執行、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律
報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備案。
規定取得土地或建築改良物之所有權或他項
ௐˬౢ!ᇈќྃᐺ!
權利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利人應於徵收
公告期間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ௐˬȈ୧ 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
機關申請將其權利備案。
市價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
被徵收土地因前條第二項規定辦理登記，其
施保留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平
權利以登記後土地登記簿記載者為準。
均市價補償其地價。
ௐ˟Ị̏୧ 被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所
前項市價，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
有權人死亡未辦竣繼承登記，其徵收補償費
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得由部分繼承人按其應繼分領取之；其已辦
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經常調查轄
竣公同共有繼承登記者，亦同。
區地價動態，每六個月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
前項規定，於本條例施行前尚未領取徵收補
定被徵收土地市價變動幅度，作為調整徵收補
償費之土地或土地改良物，適用之。
償地價之依據。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
前三項查估市價之地價調查估計程序、方法
國庫設立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因
及應遵行事項等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受領遲延、拒絕受領或不能受領之補償費， ௐˬȈ˘୧ 建築改良物之補償費，按徵收當
不適用提存法之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
時該建築改良物之重建價格估定之。
管機關應於本條例規定應發給補償費之期限
農作改良物之補償費，於農作改良物被徵收
屆滿次日起三個月內存入專戶保管，並通知
時與其孳息成熟時期相距在一年以內者，按成
應受補償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力之日起，
熟時之孳息估定之；其逾一年者，按其種植及
逾十五年未領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培育費用，並參酌現值估定之。
前項保管專戶儲存之補償費應給付利息。以
建築改良物及農作改良物之補償費，由直轄
實收利息照付。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估定之；
未受領之徵收補償費，依第一項規定繳存專
其查估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戶保管時，視同補償完竣。
ௐˬȈ˟୧ 徵收土地公告前已領有建築執照
第一項未受領補償費保管辦法，由中央主管
或於農地上為合法改良土地，依第二十三條
機關定之。
第一項規定停止工作者，其已支付之土地改
前四項規定，於本條例施行前未辦竣提存之
良費用，應給予補償。
未受領補償費，準用之。
ௐˬȈˬ୧ 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原供合法營業
ௐ˟Ȉ˛୧ 需用土地人應俟補償費發給完竣
之用，因徵收而致營業停止或營業規模縮小
或核定發給抵價地後，始得進入被徵收土地
之損失，應給予補償。
內工作。但國防、交通及水利事業，因公共
前項補償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安全急需先行使用者，不在此限。
ௐˬȈα୧ 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時，有下
ௐ˟Ȉˣ୧ 被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應受之
列情形之一，應發給遷移費：
補償費發給完竣或核定發給抵價地後，直轄
一、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遷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土地權利人或
移者。
使用人限期遷移完竣。
二、徵收公告六個月前設有戶籍之人口必須
應受領遷移費人無可考或所在地不明，致其
遷移者。但因結婚或出生而設籍者，不
應遷移之物件未能遷移者，直轄市或縣（市）
受六個月期限之限制。
主管機關應公告三十日限期遷移完竣。
三、動力機具、生產原料或經營設備等必須
徵收範圍內應遷移之物件逾期未遷移者，由
遷移者。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或需用土地人依行
四、因土地一部分之徵收而其改良物須全部
政執行法執行。
遷移者。
ௐ˟Ȉ˝୧ 徵收範圍內應行遷葬之墳墓，需
五、水產養殖物或畜產必須遷移者。
用土地人應申請當地墳墓主管機關依殯葬管
前項遷移費查估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理條例規定辦理，並將情形詳細記載列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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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ˬȈα୧̝˘ 徵收公告一年前有居住事實
三十四條規定補償之。
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人口，因其所有建
抵價地總面積，以徵收總面積百分之五十為
築改良物被徵收，致無屋可居住者，或情境
原則。因情況特殊，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者，
相同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社會工作人員
不在此限。但不得少於百分之四十。曾經農地
查訪屬實者，需用土地人應訂定安置計畫，
重劃者，該重劃地區部分不得少於百分之四十
並於徵收計畫書內敘明安置計畫情形。
五。
前項安置，包括安置住宅、購置住宅貸款利 ௐαȈ୧ 實施區段徵收時，原土地所有權人
息補貼、租金補貼等。
不願領取現金補償者，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
ௐˬỊ̏୧ 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良物應有
，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巿
之負擔，除申請發給抵價地者依第四十一條
或縣（巿）主管機關申請發給抵價地。該管
及第四十二條規定辦理外，其款額計算，以
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收受申請後，應
該土地或建築改良物應得之補償金額為限，
即審查，並將審查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發給地
。
價補償費或建築改良物補償費時為清償結束
土地所有權人依前項規定申請發給抵價地
之。
時，得就其全部或部分被徵收土地應領之補償
前項所稱應有之負擔，指他項權利價值及依
地價提出申請。
法應補償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之地價。
申請發給抵價地者，對其土地之權利義務，
ௐˬȈ̱୧ 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良物原設
於接到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核定發
定之他項權利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
給抵價地通知時終止。經核定發給抵價地或已
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當事
領竣徵收補償地價之土地所有權人，得向直轄
人限期自行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
巿或縣（巿）主管機關申請，改按原徵收補償
；協議不成者，其補償費依第二十六條規定
地價發給現金補償或發給抵價地，經直轄巿或
辦理。
縣（巿）主管機關徵得需用土地人同意後核准
ௐˬȈ̱୧̝˘ 被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
。
其補償費之核計、核發對象、領取補償費應
前項申請改發給現金補償或改發給抵價地
備文件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者，應於核定發給抵價地通知之日，或現金補
。
償發給完竣之日，或通知補償地價存入保管專
戶之日起一個月內為之，並以一次為限。申請
ௐαౢ!ડ߱ᇈќ!
改發給抵價地者，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
應限期繳回其申請改發給抵價地之徵收補償
ௐˬȈ˛୧ 區段徵收範圍勘定後，該管直轄
地價後始得核准。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報經
申請發給抵價地者，直轄巿或縣（巿）主管
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後，分別或同時公告禁止
機關不受第二十條第一項發給期限之限制。
建築改良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重建及採
經核定發給抵價地者，其應領之抵價地由該管
取土石或變更地形。
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於規劃分配後，囑
前項禁止期間，不得超過一年六個月。
託該管登記機關逕行辦理土地所有權登記，並
ௐˬȈˣ୧ 需用土地人申請區段徵收土地，
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定期到場接管。未按指定
應檢具區段徵收計畫書、徵收土地圖冊及土
期限接管者，視為已接管。
地使用計畫圖，送由當地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邀集需用土地人及土地所有權人舉 ௐαȈ˘୧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之
原有土地上訂有耕地租約或設定他項權利或
行公聽會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限制登記者，除第四十二條另有規定外，直
內政部申請區段徵收時，準用前項規定報請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
行政院核准。
自行清理，並依規定期限提出證明文件。
ௐˬȈ˝୧ 區段徵收土地時，應依第三十條
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辦理者，直轄市或縣（
規定補償其地價。除地價補償得經土地所有
市）主管機關應核定不發給抵價地。
權人申請，以徵收後可供建築之抵價地折算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經核定不發給抵
抵付外，其餘各項補償費依第三十一條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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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地者，應於核定之次日起十五日內發給現金
三、前款以外之公共設施用地，得由主管機
補償。
關依財務計畫需要，於徵收計畫書載明
ௐαȈ˟୧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之
有償或無償撥供需地機關或讓售供公營
原有土地上設定有抵押權或典權者，原土地
事業機構使用。
所有權人及該他項權利人得申請於發給之抵
四、國民住宅用地、安置原住戶或經行政院
價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申請時並應提出同
專案核准所需土地得以讓售。
意塗銷原有土地抵押權或典權之證明文件。
五、其餘可供建築土地，得予標售、標租或
依前項規定於發給之抵價地設定抵押權或
設定地上權。
典權，其權利範圍、價值、次序等內容，由原
依前項第一款規定領回面積不足最小建築
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利人協議定之。
單位面積者，應於規定期間內提出申請合併，
依第一項設定之抵押權或典權，應於抵價地
未於規定期間內申請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登記時，同時登記；並應於登記後通知該他項
）主管機關應於規定期間屆滿之日起三十日內
權利人。
，按原徵收地價補償費發給現金補償。
ௐαȈˬ୧ 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公有土地，管
第一項第二款以外之公共設施用地，如該事
理機關應以作價或領回土地方式撥供該管區
業得許民營者，其用地應依第一項第五款之規
段徵收主管機關統籌規劃開發、分配。但區
定辦理。
段徵收前已作為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用
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撥用或讓售地價
地使用者，應無償撥供主管機關統籌規劃開
及標售底價，以開發總費用為基準，按其土地
發。
之位置、地勢、交通、道路寬度、公共設施及
前項以作價方式提供者，其地價準用第三十
預期發展等條件之優劣估定之。
條規定計算。以領回土地方式提供者，其領回
依第一項第五款標租或設定地上權時，其期
土地面積按區段徵收之抵價地面積比率計算
限不得逾九十九年。
，配回原管理機關，配回之土地應以第四十四
第一項第五款土地之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
條第一項第二款以外之公共設施用地為優先
權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並依區段徵收計畫處理。
ௐαỊ̏୧ 實施區段徵收時，直轄市或縣（
ௐαȈˬ୧̝˘ 區段徵收範圍內得規劃配設
市）主管機關應預計區段徵收土地平均開發
農業專用區，供原土地所有權人以其已領之
成本，並斟酌區段徵收後各街廓之位置、地
現金地價補償費數額申請折算配售土地，作
勢、交通、道路寬度、公共設施及預期發展
為農業耕作使用。
情形，估計區段徵收後各路街之路線價或區
前項農業專用區規劃原則、申請配售資格、 段價，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後，作為原
條件、面積、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
土地所有權人領回抵價地之計算基準。
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ௐαȈ̱୧ 區段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應領抵價
ௐαȈα୧ 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經規劃整
地面積與實際領回抵價地之面積有所增減時
理後，除依第四十三條規定配回原管理機關
，依下列規定處理：
及第四十三條之一規定配售外，其處理方式
一、實際領回抵價地之面積超過應領之面積
如下：
者，就其超過部分按評定區段徵收後地
一、抵價地發交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領回。
價繳納差額地價。
其應領回抵價地之面積，由該管直轄市
二、實際領回抵價地之面積小於應領之面積
或縣（市）主管機關按其應領地價補償
者，就其不足部分按評定區段徵收後地
費與區段徵收補償地價總額之比率計算
價發給差額地價。
前項第一款應繳納之差額地價，經限期繳納
其應領之權利價值，並以實際領回抵價
，屆期仍未繳納者，得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地之單位地價折算之。
未繳納差額地價之抵價地，不得移轉或設定
二、道路、溝渠、公園、綠地、兒童遊樂場
他項權利。
、廣場、停車場、體育場所及國民學校
用地，無償登記為當地直轄市有、縣（ ௐαȈ˛୧ 區段徵收範圍內不妨礙都市計畫
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既成建築物基地或已
市）有或鄉（鎮、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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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竣財團法人登記之私立學校、社會福利、
慈善事業、宗教團體用地，得按原位置保留
分配，並減輕其依前條規定應繳納之差額地
價，其減輕比例由主管機關視實際情形定之
，並載明於區段徵收計畫書。
ௐαȈˣ୧ 區段徵收之程序及補償，本章未
規定者，準用第二章及第三章規定。

ௐ̣ౢ!ᇈќ̝ၣዚ̈́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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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αȈ˝୧ 已公告徵收之土地，需用土地人
應切實按核准計畫及所定期限使用。在未依
徵收計畫完成使用前，需用土地人應每年檢
討其興辦事業計畫，並由其上級事業主管機
關列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辦理撤銷徵
收：
一、因作業錯誤，致原徵收之土地不在工程
用地範圍內。
二、公告徵收時，都市計畫已規定以聯合開
發、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開發。但以聯
合開發方式開發之土地，土地所有權人
不願參與聯合開發者，不在此限。
已公告徵收之土地，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
廢止徵收：
一、因工程變更設計，致原徵收之土地不在
工程用地範圍內。
二、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前，興辦之事業改
變、興辦事業計畫經註銷、開發方式改
變或取得方式改變。
三、已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尚未依徵收計
畫完成使用之土地，因情事變更，致原
徵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已無徵收之必要
。
依前二項辦理撤銷或廢止徵收之土地或土
地改良物，其已一併徵收之殘餘部分，應同時
辦理撤銷或廢止。但該殘餘部分已移轉或另有
他用者，不在此限。
前三項規定，於本條例施行前公告徵收之土
地，適用之。
ௐ̣Ȉ୧ 撤銷或廢止徵收，由需用土地人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之。
已公告徵收之土地有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
各款情形之一，而需用土地人未申請撤銷或廢
止徵收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向該管直轄巿或
縣（巿）主管機關請求之。
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收受前項請
求後，應會同需用土地人及其他有關機關審查

。其合於規定者，由需用土地人依第一項規定
申請之；不合規定者，該管直轄巿或縣（巿）
主管機關應將處理結果函復原土地所有權人。
原土地所有權人不服前項處理結果，應於直
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函復送達之日起三十
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請求撤銷或廢止徵收。其
合於規定者，由中央主管機關逕予撤銷或廢止
；不合規定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將處理結果函
復原土地所有權人。原土地所有權人不服處理
結果者，依法提起行政救濟。
已公告徵收之土地有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
各款情形之一，而需用土地人未申請撤銷或廢
止徵收者，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會同需用土地人及其他有關機關審查後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
ௐ̣Ȉ˘୧ 中央主管機關於核准撤銷或廢止
徵收後，應將原案通知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收到中央主管
機關通知核准撤銷或廢止徵收案時，應公告三
十日，並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於一定期間繳清
應繳納之價額，發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一定期
間繳清者，不發還其土地，並不得依第九條規
定申請收回該土地。
前項一定期間，不得少於六個月。
第二項所稱應繳納之價額，指徵收補償地價
、地價加成補償及遷移費。但第三十四條第一
項規定之人口或物件已遷移者，無須繳納遷移
費。
前項徵收補償地價，於徵收前設定有他項權
利或耕地租約者，包括他項權利人或耕地承租
人原應受領之價金。
ௐ̣Ȉ˟୧ 撤銷或廢止徵收後，徵收前原設
定之他項權利及耕地租約不予回復。但依第
四十二條規定由原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利
人申請於發給之抵價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者
，其原抵押權或典權准予回復。
ௐ̣Ȉ˟୧̝˘ 土地徵收處分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其徵收補償費之繳清、土地之發還、
原設定他項權利及耕地租約之處理，準用前
二條規定：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依行政程序法撤銷或廢
止。
二、經相對人或利害關係人依行政程序法第
一百二十八條規定向行政機關申請後予
以撤銷或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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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行政救濟結果撤銷或廢止。
ௐ̣Ȉˬ୧ 前五條規定，於土地改良物撤銷
或廢止徵收時準用之。
ௐ̣Ȉα୧ 土地撤銷或廢止徵收時，原一併
徵收之土地改良物應一併辦理撤銷或廢止徵
收。但該土地改良物已滅失者，不在此限。
前項土地改良物與徵收當時相較已減輕其價
值，而仍得為相當之使用者，原需用土地人得
就其現存部分酌定價額，一併辦理撤銷或廢止
徵收。
ௐ̣Ị̏୧ 撤銷或廢止徵收之土地與一併辦
理撤銷或廢止徵收之土地改良物原所有權人
相同者，應同時繳清土地及土地改良物應繳
納之價額後，發還其原有之土地及現存之土
地改良物。

ௐ̱ౢ!!ܢ

或土地改良物。
第二章規定，於徵用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時，
準用之。但因情況緊急，如遲延使用土地或土
地改良物，公共利益有受重大危害之虞者，得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先行使用該土地或土
地改良物。
徵用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應自公告徵用之日
起計算使用補償費，並於公告期滿後十五日內
一次發給所有權人、地上權、典權、不動產役
權、農育權、永佃權或耕作權人；其每年補償
費，土地依徵用公告期滿第十五日之公告土地
現值百分之十計算，土地改良物依徵收補償費
百分之十計算；徵用期間不足一年者，按月計
算之；不足一月者，按日計算之。
前項使用補償費，經應受補償人同意者，得
延期或分期發給。
因徵用致土地改良物必需拆除或未能回復
為徵用前之使用者，準用第三十一條規定給予
補償。但其使用方式經徵得所有權人同意者，
不在此限。
ௐ̣Ȉ˝୧ 私有土地經依徵收計畫使用後，
依法變更原使用目的，土地管理機關標售該
土地時，應公告一個月，被徵收之原土地所
有權人或其繼承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權
。但優先購買權人未於決標後十日內表示優
先購買者，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
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一併徵收之土地，須與
原徵收土地同時標售時，適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規定，於區段徵收不適用之。
ௐ̱Ȉ୧ 本條例施行前，已公告徵收但尚未
辦竣結案者，除本條例另有規定外，應依其
公告徵收時所依據之法律規定，繼續辦理結
案。
ௐ̱Ȉ˘୧ 本條例施行前公告徵收之土地，
其申請收回，仍依施行前之規定辦理。
ௐ̱Ȉ˟୧ 本條例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ௐ̱Ȉˬ୧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本條例中華民國一○○年十二月十三日修
正之第三十條之施行日期，由行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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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徵收之土地，得於徵收計畫書載
明以信託、聯合開發、委託開發、委託經營
、合作經營、設定地上權或出租提供民間機
構投資建設。
本條例施行前申請徵收之土地，經申請中央
主管機關備案者，得依前項規定之方式提供民
間機構投資建設。
ௐ̣Ȉ˛୧ 需用土地人因興辦第三條規定之
事業，需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得就
需用之空間範圍協議取得地上權，協議不成
時，準用徵收規定取得地上權。但應擇其損
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前項土地因事業之興辦，致不能為相當之使
用時，土地所有權人得自施工之日起至完工後
一年內，請求需用土地人徵收土地所有權，需
用土地人不得拒絕。
前項土地所有權人原設定地上權取得之對
價，應在徵收補償地價內扣除之。
地上權徵收補償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ˣ୧ 國家因興辦臨時性之公共建設工
程，得徵用私有土地或土地改良物。
徵用期間逾三年，或二次以上徵用，期間合
計逾三年者，需用土地人應於申請徵用前，以
書面通知；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於收到
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得請求需用土地人徵
收所有權，需用土地人不得拒絕。
依前項規定請求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所
有權者，不得再依第九條規定申請收回其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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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1 年 4 月 17 日內政部(91)台內地字第
0910005532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66 條；並自發布
日施行
中華民國 95 年 12 月 8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3136 號令修正發布第 5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年 10 月 23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050755 號令修正發布第 5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27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10228473 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27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10228473 號令修正第 10、11、13、16、22、
23、25、26、30、31、35、36、39、43、44、45
、48、51、54、55、57～59、61、64、66 條條文
、第 46 條條文之附件一、第 50 條條文之附件二
及第五章章名；增訂第 2-1、11-1、31-1、48-1
條條文；刪除第 2、17 條條文；除第 30～31-1
條條文自土地徵收條例 101 年 1 月 4 日修正之第
30 條條文施行之日（101 年 9 月 1 日）施行外，
自發布日施行

一併徵收案，依法定程序報請廢止之。
ௐ̱୧ 依本條例第八條規定得申請就殘餘土
地或建築改良物一併徵收之所有權人，為原
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良物之所有權人；原所
有權人死亡，已辦竣繼承登記者，為登記名
義人；未辦竣繼承登記者，為其全體繼承人
。
前項一併徵收之殘餘土地或建築改良物為
分別共有者，各共有人得就其應有部分申請之
。
ௐ˛୧ 依本條例第八條第一項規定申請一併
徵收殘餘土地或建築改良物案件，由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會同需用土地人、申請
人及其他有關機關實地勘查，並作成勘查紀
錄；合於規定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轉需用土地人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
；不合規定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將處理結果函
復申請人。但申請人未符合前條第一項規定
，或其申請已逾法定期間者，免實地勘查，
逕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報請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後，將處理結果函復申請人。
依前項規定實地勘查時，申請人有不同意見
者，應於勘查紀錄記明。
ௐˣ୧ 原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例第九條規定
申請收回其被徵收之土地時，得就依本條例
第八條規定一併徵收之土地殘餘部分，同時
申請收回。但該殘餘部分已移轉或另有他用
者，土地管理機關得予拒絕。
依本條例第八條規定一併徵收之土地，除
依前項規定，與被徵收之土地同時申請收回
外，不得單獨申請收回。
ௐ˝୧ 依本條例第九條規定申請收回被徵收
土地案件，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會
同需用土地人、申請人及其他有關機關實地
勘查，並作成勘查紀錄及研擬是否得申請收
回之意見，報請原核准徵收機關核定。但有
下列情形之一者，免實地勘查，逕由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報請原核准徵收機關核
定後，將處理結果函復申請人：
一、申請人非原所有權人或其全體繼承人者
。
二、其申請已逾法定期間者。
三、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未滿三年，原土地
所有權人依本條例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
申請收回者。

土 地 徵 收 類

ௐ˘୧ 本細則依土地徵收條例（以下簡稱本
條例）第六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ௐ˟୧ （刪除）
ௐ˟୧̝˘ 本條例第三條之一第四項所稱零
星夾雜，指興辦事業計畫範圍內夾有特定農
業區農牧用地，其面積不超過零點二五公頃
，且累計不得超過興辦事業計畫總面積百分
之十。但因興辦事業計畫完整需要，其面積
或比例得為百分之十以內之增加。
本條例第三條之一第四項所稱行政院核定
之重大建設，指其建設計畫由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會商相關主管機關，針對計畫之政策方
向、總量管制、合理性及使用特定農業區農牧
用地之無可替代性等事項進行審查認定為重
大建設，並循程序報經行政院核定者。
ௐˬ୧ 區段徵收範圍跨越直轄市或縣（市）
行政轄區者，其區段徵收業務由各行政轄區
分別辦理。必要時，得經協商後合併辦理。
ௐα୧ 本條例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
之認定，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會同
有關機關為之。
ௐ̣୧ 土地改良物徵收公告後，所有權人於
公告期間要求取回，並自公告期滿之日起十
五日內自行遷移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發給遷移費；原核准之該土地改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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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法律規定之使用期限屆滿前，原土
申請徵收三年內。
地所有權人以需用土地人尚未依徵收計
二、興辦事業計畫已依都市計畫法舉行公開
畫開始使用為由申請收回者。
展覽及說明會，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依前項規定實地勘查時，申請人有不同意見
且最近一次公開展覽及說明會之舉行距
者，應於勘查紀錄記明。
申請徵收三年內。
ௐȈ୧ 需用土地人依本條例第十條第二項規
三、原事業計畫已舉行公聽會，於申請徵收
定舉行公聽會，應至少舉行二場，其辦理事
後發現範圍內土地有遺漏須補辦徵收。
項如下：
四、原興辦事業為配合其他事業需遷移或共
一、應於七日前將舉行公聽會之事由、日期
構，而於該其他事業計畫舉辦公聽會或
及地點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
說明會時，已就原興辦事業之遷移或共
方、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鄉（
構，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之
鎮、市、區）公所、村（里）辦公處之
意見者。
公告處所與村（里）住戶之適當公共位 ௐȈ˘୧̝˘ 本條例第十條第三項所稱特定
置，並於其網站張貼公告及刊登政府公
農業區，指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所稱爭議
報或新聞紙。
，指建設計畫於行政院核定為重大建設後，
二、依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以書面通知興
經需用土地人以書面通知計畫範圍內之特定
辦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
農業區農牧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其土地列入
三、說明興辦事業概況、展示相關圖籍及說
徵收，而土地所有權人對其所有之農牧用地
明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
列入徵收計畫範圍之必要性提出異議時，經
及合法性，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
興辦事業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詳實說明
關係人之意見。後場公聽會並應說明對
後，仍有異議者。
於前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
前項異議應由土地所有權人於收到通知後
人陳述意見之明確回應及處理情形。
一個月內，以書面向需用土地人或興辦事業之
四、公聽會應作成會議紀錄，並將紀錄公告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屆期未提出，視
周知，張貼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
為無異議。
方、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鄉（
聽證之舉行應由興辦事業之中央目的事業
鎮、市、區）公所、村（里）辦公處公
主管機關於報送徵收計畫予中央主管機關審
告處所，與村（里）住戶之適當公共位
查前辦理之。
置，需用土地人並需於其網站上張貼公 ௐȈ˟୧ 依本條例第十一條規定因公共安全
告及書面通知陳述意見之土地所有權人
急需使用，未及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取得之
及利害關係人。
土地，需用土地人應於申請徵收前，擬具理
五、依前二款規定所為前場公聽會紀錄之公
由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並敘明事由
告及書面通知，與對於前場公聽會土地
，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陳述意見之回應 ௐȈˬ୧ 本條例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五款
及處理，應於舉行後場公聽會前為之。
所定所有權人陳述意見，需用土地人應於申
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及徵
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前，以書面通知被
收案件送由核准徵收機關核准時，應一併檢附
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為之。但有
所有公聽會紀錄、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
前條情形者，不須通知。
之意見與對其意見之回應及處理情形。
前項通知所有權人陳述意見，得於協議價購
ௐȈ˘୧ 本條例第十條第二項但書所稱具機
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時，或舉
密性之國防事業，指具有軍事機密與國防秘
辦區段徵收公聽會時一併為之。
密種類範圍等級劃分準則規定之機密性國防
前二項以書面通知所有權人陳述意見，應依
事業；所稱已舉行公聽會或說明會，指下列
下列規定辦理：
情形之一：
一、以書面通知陳述意見之期限，自通知書
送達之次日起，不得少於七日；已併協
一、興辦事業計畫於規劃階段已舉行二次以
議會議開會通知者，自最後一次會議之
上公聽會，且最近一次公聽會之舉行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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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分割登記後之土地標示辦理公告徵收
。
ௐ˟Ȉ˘୧ 依本條例第十八條規定所為之公
告，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之名稱。
二、興辦事業之種類。
三、核准徵收機關及文號。
四、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及其應補償之
費額。
五、公告期間。
六、得提出異議及行政救濟之期限。
七、公告徵收後之禁止事項。
八、得申請一併徵收之要件及期限。
九、其他依規定應公告之事項。
徵收農作改良物或未經登記之建築改良物
，其公告應載明應受補償人之姓名、住所。
第一項公告應附同徵收土地圖，公布於該管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之公告處所及被徵
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所在地。
ௐ˟Ȉ˟୧ 原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例第二十
條第二項規定主張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未於規定期限內發給補償費致該部分土地
或土地改良物徵收失效，應向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之。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應查明發給補償費之情形，
研擬徵收是否失效之意見，報原核准徵收機
關核定後，函復原土地所有權人。
ௐ˟Ȉˬ୧ 權利關係人對於徵收補償價額，
不服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
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所為查處者，應於查處
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不服
查處之事實及理由，送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
ௐ˟Ȉα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
公告徵收時，同時囑託該管登記機關於被徵
收土地或建築改良物登記簿註記徵收公告日
期及文號，並自公告之日起，依本條例第二
十三條規定限制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
擔。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第
十三條、本條例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十八條
之一、第二十六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一
項、第三十六條、第五十一條第二項或第五
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所為之通知及領取補償費
之通知，其對象及辦理方式如下：
一、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良物已登記者，依

土 地 徵 收 類

日起，不得少於七日。
二、所有權人以言詞陳述意見者，需用土地
人應作成書面，經向所有權人確認內容
無誤後，由陳述人簽名或蓋章；其拒絕
簽名或蓋章者，應記明事由。所有權人
對紀錄有異議者，應更正之。
三、需用土地人對於所有權人以書面或言詞
陳述之意見，均應以書面回應及處理；
於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時，應一
併檢附所有權人以書面或言詞陳述之意
見，及需用土地人之回應、處理之書面
資料，並將意見及回應、處理情形依序
整理，詳實填載於所有權人陳述意見及
相關回應處理情形一覽表（如附表）。
ௐȈα୧ 需用土地人協議取得之土地，其地
上私有土地改良物未能協議取得者，得依本
條例第十一條規定申請徵收。
ௐỊ̏୧ 徵收案件之申請程序如下：
一、需用土地人為中央機關、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者，逕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二、需用土地人為中央機關所屬機關者，應
經其上級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三、需用土地人為鄉（鎮、市）公所者，應
經該管縣（市）政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
四、需用土地人為農田水利會者，應經該管
縣（市）政府報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ௐȈ̱୧ 需用土地人依本條例第十三條及第
十三條之一規定，應擬具徵收計畫書、徵收
土地圖冊或土地改良物清冊及土地使用計畫
圖各二份，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需用土地人依前項規定送中央主管機關審
查後，經退回補正者，應於六個月內補正完竣
；屆期未補正者，其協議價購程序應重新辦理
。
ௐȈ˛୧ （刪除）
ௐȈˣ୧ 本條例第十三條規定之徵收土地圖
，應以地籍圖描繪，並就工程用地範圍及徵
收土地分別描繪及加註圖例。
ௐȈ˝୧ 本條例第十三條規定之土地使用計
畫圖，應繪明土地使用配置情形或其使用位
置，並應加註圖例。
ௐ˟Ȉ୧ 一宗土地部分被徵收者，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公告徵收前，囑託該
管登記機關就徵收之部分辦理分割測量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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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良物登記簿所載之
所有權人及他項權利人姓名、住所，以
書面通知。
二、徵收農作改良物或未經登記之建築改良
物，依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公告之姓
名、住所，以書面通知。
三、依前二款通知未能送達者，以前二款姓
名、住所辦理公示送達。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通知，應以掛號交寄
並取得回執，或以其他得收取回執之方式為之
。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十八
條第一項規定將核准徵收案通知土地或土地
改良物所有權人及他項權利人時，得一併通知
其領取補償費之日期。
ௐ˟Ȉ̱୧ 本條例第二十六條第一項所稱本
條例規定應發給補償費之期限，指本條例第
二十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二條第五項規定之期
限。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土
地徵收地價及其他補償費補償完竣，並完成
土地登記後，應將辦理經過情形，報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
ௐ˟Ȉˣ୧ 需用土地人依本條例第二十七條
規定因公共安全急需先行使用被徵收土地或
其土地改良物者，應於申請徵收前，擬具理
由，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後，送由中
央主管機關核准徵收及先行使用；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徵收公告時，將上開
事由一併公告。
ௐ˟Ȉ˝୧ 被徵收土地補償金額之計算及發
給，由土地所在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為之。
ௐˬȈ୧ 本條例第三十條第一項所稱徵收當
期之市價，指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十五
日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當期市價。
前項當期市價低於徵收公告之市價，仍按徵
收公告之市價補償。
ௐˬȈ˘୧ 本條例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之毗
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平均市價，指毗鄰各
非公共設施保留地市場正常交易價格之平均
數，比照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六十三條
第二項規定計算之。毗鄰部分為公共設施用
地經納入計算致平均市價降低者，不予納入
。
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之零星建築用地，

或依規定應整體開發而未開發之零星已建築
用地，經劃屬公共設施保留地，前項毗鄰平均
市價以該保留地距離最近之三個同使用性質
地價區段之平均市價計算。計算結果較高者，
應從高計算。
預定徵收土地之市價依本條例第三十條第
二項評定後，始經都市計畫劃定為公共設施保
留地之土地，其市價應於公告徵收前，比照平
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六十三條規定重新計
算後，作為徵收補償地價之依據。但重新計算
結果降低者，仍以原市價作為徵收補償地價之
依據。
ௐˬȈ˘୧̝˘ 依本條例第三十條規定辦理
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需用土地人應將預
定徵收土地範圍資料函文通知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需用土地人為前項之通知，應於每年九月一
日前送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作為次
年土地徵收補償查估之依據。但屬當年具急迫
性或重大公共建設推動之需者，得於當年三月
一日前送達。
需用土地人未及於前項期限前提供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辦理徵收範圍市價查估作
業所需資料者，應提供查估之市價予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協調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查估市價，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所需費用並得由需用土地人負擔。
ௐˬȈ˟୧ 本條例第三十二條所稱改良土地
，指下列各款：
一、建築基地改良：包括整平或填挖基地、
水土保持、埋設管道、修築駁嵌、開挖
水溝、鋪築道路等。
二、農地改良：包括耕地整理、水土保持、
土壤改良與修築農路、灌溉、排水、防
風、防砂及堤防等設施。
三、其他用地開發所為之土地改良。
ௐˬȈˬ୧ 申請發給本條例第三十二條規定
之補償費，應依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十
二條規定申請驗證登記，並持憑主管機關發
給之改良土地費用證明書，向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領取之。
ௐˬȈα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
條例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報請上級主管機
關核定禁止建築改良物之新建、增建、改建
或重建及採取土石或變更地形時，應檢具開
發計畫及區段徵收範圍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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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僅申請徵收土地改良物，得免記明前項第
八款及第十五款事項。
ௐˬȈ˛୧ 本條例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
徵收土地圖，應以地籍圖描繪區段徵收範圍
，並加註圖例。
ௐˬȈˣ୧ 本條例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
土地使用計畫圖，指區段徵收後土地使用之
計畫配置圖；於完成都市計畫地區，指都市
計畫圖。
ௐˬ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
條例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舉行公聽會時，
應於召開七日前將公聽會舉行事由、日期及
地點公告於區段徵收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
、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鄉（鎮、市
、區）公所、村（里）辦公處之公告處所，
並於其網站張貼公告及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
紙，及以書面通知區內土地及土地改良物所
有權人，並說明下列事項：
一、區段徵收之必要性及目的。
二、各項補償標準。
三、抵價地比例及抵價地申請程序。
四、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之減免與扣繳。
五、耕地租約之處理。
六、他項權利或其他負擔之處理。
七、安置計畫。
八、其他事項。
前項公聽會應作成會議紀錄，並將紀錄公告
於區段徵收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當地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
村（里）辦公處之公告處所，與村（里）住戶
之適當公共位置；需用土地人並應於其網站張
貼公告及以書面通知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所有
權人。
ௐαȈ୧ 本條例第三十九條第二項所稱因情
況特殊，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者，指抵價地
總面積非為徵收總面積百分之五十時，經需
用土地人擬具具體理由，於區段徵收計畫書
報核前，先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者。所稱
曾經農地重劃者，指原有土地曾參加農地重
劃並分擔農路、水路用地，且該農路、水路
用地已登記為直轄市、縣（市）或農田水利
會所有者。
抵價地發給比例因土地所有權人領取現金
補償或選擇高價區位土地較多者，致實際發給
面積比例降低，視為已符合本條例第三十九條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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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ˬỊ̏୧ 依本條例第三十八條規定報請核
准區段徵收時，應檢具區段徵收計畫書、徵
收土地圖冊、土地使用計畫圖及區段徵收說
明會紀錄各二份，送核准徵收機關核准。
ௐˬȈ̱୧ 本條例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
區段徵收計畫書，應載明下列事項，並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
一、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原因。
二、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所在地範圍及面
積。
三、辦理區段徵收之法令依據。
四、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說明。
五、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六、徵收範圍內土地權屬、面積統計。
七、土地使用之現況及其使用人之姓名、住
所。
八、一併徵收土地改良物。
九、四鄰接連土地之使用狀況及其改良物情
形。
十、徵收土地區內有無古蹟、遺址或登錄之
歷史建築，並註明其現狀及維護措施。
十一、舉行聽證、公聽會、說明會之情形，
並應檢附會議紀錄及出席紀錄。
十二、與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改良物所有權
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之經過
情形及所有權人陳述意見之情形。
十三、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或管理人
姓名、住所。
十四、興辦事業計畫概略及其計畫進度。
十五、徵收範圍內土地之使用配置。
十六、原位置保留分配土地之差額地價減輕
比例。
十七、安置計畫。
十八、公有土地以作價或領回土地方式處理
及其協調情形。
十九、抵價地比例。
二十、開發完成後道路等九項以外之公共設
施用地預定有償或無償撥用或讓售情
形。
二十一、財務計畫，包括預估區段徵收開發
總費用、預算編列情形及籌措方式
及償還開發總費用分析。
二十二、涉及原住民土地之徵收，應檢附中
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之書面同意文
件。
二十三、預計區段徵收工作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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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αȈ˘୧ 本條例第三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三
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應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
或核准事項，其屬內政部申請區段徵收者，
由內政部逕行核定之。
ௐαȈ˟୧ 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例第四十條
第一項申請發給抵價地者，主管機關於收件
後，應於徵收公告期滿後二個月內審查完畢
。審查結果，應予補正者，應通知申請人於
接到通知書之日起三個月內補正；申請人於
補正期限屆滿之日前提出請求展延補正期限
者，在不影響整體開發作業及時程原則下，
得酌予展延。主管機關應於申請人補正後十
五日內審查完畢，並將審查結果，以書面通
知申請人。屆期未補正者，應核定不發給抵
價地。
前項申請發給抵價地、補正及主管機關審
查期限，應於公告徵收時，載明於公告內，
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ௐαȈˬ୧ 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例第四十條
第三項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改
發給現金補償或抵價地者，應由主管機關就
資金調度情形徵詢需用土地人意見及視區段
徵收實際作業情形核處之。
ௐαȈα୧ 本條例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所稱證
明文件如下：
一、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應提出補償承
租人之證明文件。
二、設定地上權、不動產役權、永佃權或農
育權者，應提出同意塗銷他項權利之證
明文件。
三、設定抵押權或典權者，應提出抵押權或
典權之清償、回贖或同意塗銷之證明文
件。
四、有限制登記者，應提出已為塗銷限制登
記之土地登記謄本或預告登記權利人同
意塗銷之證明文件。
ௐαỊ̏୧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之
原有土地上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或設定地上
權、不動產役權、永佃權或農育權者，除依
前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辦理外，並得請求主管
機關邀集承租人或他項權利人協調；其經協
調合於下列情形者，得由主管機關就其應領
之補償地價辦理代扣清償及註銷租約或塗銷
他項權利，並由土地所有權人就其賸餘應領
補償地價申領抵價地：
一、補償金額或權利價值經雙方確定，並同

意由主管機關代為扣繳清償。
二、承租人或他項權利人同意註銷租約或塗
銷他項權利。
ௐαȈ̱୧ 需用土地人於申請區段徵收土地
前，應會同主管機關邀集區段徵收範圍內公
有土地原管理機關及其為非公用之管理機關
，依本條例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協調公
有土地處理方式。
前項公有土地以領回土地方式提供者，其領
回土地面積計算公式如附件一
ௐαȈ˛୧ 依本條例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撥供該管區段徵收主管機關統籌規劃開發之
公有土地，於領取地價款或經核定領回土地
後，逕由區段徵收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
關辦理所有權移轉或管理機關變更登記。
本條例第四十三條第一項但書規定應無償
撥供主管機關統籌規劃開發之土地，指於區段
徵收前，經區段徵收主管機關會同公有土地管
理機關認定實際已作為道路、溝渠、公園、綠
地、兒童遊樂場、廣場、停車場、體育場所及
國民學校等用地使用之公有土地，並應循無償
撥用程序辦理。
ௐαȈˣ୧ 公有土地依本條例第四十三條第
二項規定配回公共設施用地者，除按原位置
保留分配之土地外，應以區段徵收計畫書記
載讓售或有償撥供需地機關使用者先行指配
，其餘公有土地指配公共設施用地之順序如
下：
一、本直轄市、縣（市）有土地。
二、本鄉（鎮、市）有土地。
三、國有土地。
四、他直轄市、縣（市）有土地。
五、他鄉（鎮、市）有土地。
ௐαȈˣ୧̝˘ 本條例第四十三條之一所稱
農業專用區，指供農業耕作使用之土地使用
分區。
需用土地人應於都市計畫規劃時，調查原土
地所有權人於區段徵收後繼續從事耕作之意
願，作為劃設農業專用區面積及位置之參考。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四十三條之一第
二項規定訂定配售辦法時，應會商需用土地人
並邀集原土地所有權人舉行土地配售說明會
，且應於徵收公告時，於公告事項內載明欲申
請配售農業專用區土地之原土地所有權人，應
選擇領取現金補償。
先行區段徵收地區，都市計畫應於農業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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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由需用土地人與管線事業機關（構
）各負擔二分之一；採地下化方式辦理
者，管線之土木工程費用，由需用土地
人與管線事業機關（構）各負擔二分之
一。
四、新設電信採架空方式辦理者，所需工程
費用由管線事業機關（構）全部負擔；
採地下化方式辦理者，管線之土木工程
費用，由需用土地人負擔三分之一，管
線事業機關（構）負擔三分之二。
五、新設自來水管線之工程費用，由需用土
地人全數負擔。
六、新設電力、電信管線工程需施設之電氣
設備及纜線費用，由管線事業機關（構
）全部負擔。
區段徵收範圍外新設管線之工程費用，由管
線事業機關（構）全部負擔。但自來水管線因
區段徵收位置或地勢特殊需增加設備之工程
費用，得以個案協商方式辦理。
非屬第一項區段徵收範圍內必要之管線，其
管線工程費用之分擔原則，以個案協商方式辦
理。
ௐ̣Ȉˬ୧ 本條例第四十六條第三項規定未
繳納差額地價之抵價地，主管機關應就超過
應領抵價地面積換算其應有部分，囑託登記
機關於土地登記簿加註未繳清差額地價前，
不得辦理所有權移轉或設定他項權利字樣，
主管機關於差額地價繳清後，立即通知登記
機關註銷。
ௐ̣Ȉα୧ 抵價地分配街廓及最小建築單位
面積，由主管機關會商需用土地人依開發目
的及實際作業需要劃定之。但最小建築單位
面積不得小於畸零地使用規則及都市計畫所
規定最小建築基地之寬度、深度及面積。
ௐ̣Ị̏୧ 各級主管機關得將下列區段徵收
業務委託事業機構、法人或學術團體辦理：
一、現況調查及地籍測量。
二、區段徵收工程之規劃、設計、施工、監
造及管理。
三、土地改良物價額及區段徵收後地價之調
查。
四、抵價地分配之規劃設計。
五、編造有關清冊。
ௐ̣Ȉ̱୧ 區段徵收土地之處分收入，優先
抵付開發總費用，如有盈餘，除其他法令另
有規定外，全部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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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劃設完成後再發布實施。
ௐαȈ˝୧ 區段徵收範圍內之未登記土地，
得視需用土地人分別登記為國有、直轄市或
縣（市）有，並由其指定管理機關。
ௐ̣Ȉ୧ 原土地所有權人領回抵價地權利價
值及面積計算公式如附件二。
ௐ̣Ȉ˘୧ 本條例第四十四條第四項所稱開
發總費用，指徵收土地之現金補償地價、本
條例第八條及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四條規定
之補償費及遷移費、本條例第十一條規定之
協議價購地價、公有土地以作價方式提供使
用之地價款、公共設施費用、公共設施管理
維護費、土地整理費用及貸款利息之總額。
前項所稱公共設施費用，包括道路、橋樑、
溝渠、雨污水下水管道、鄰里公園、廣場、綠
地及兒童遊樂場等公共設施之規劃設計費、施
工費、材料費、工程管理費、整地費、第五十
二條規定應分擔之管線工程費用及其他經主
管機關核定必要公共設施之全部或部分費用
。所稱公共設施管理維護費，指自公共設施完
成之日起至移交接管前及移交接管後共計三
年內，辦理管理維護所需之費用；其額度以開
發總面積每年每公頃新臺幣五萬元為限。所稱
土地整理費用，指依其他規定應發給之獎勵金
、救濟金、補助費、地籍整理費及其他辦理土
地整理必要之行政作業費用。
前項道路，指區段徵收後登記為直轄市、縣
（市）或鄉（鎮、市）有之道路。
ௐ̣Ȉ˟୧ 區段徵收範圍內必要之管線工程
所需工程費用或遷移費用，由需用土地人與
管線事業機關（構）依下列分擔原則辦理：
一、原有架空線路或管線辦理遷移時，需用
土地人應協調管線機關（構）勘定遷移
位置，管線機關（構）應依協調結果配
合辦理遷移，並負擔全數遷移費用。但
同一工程限於工地環境，需辦理多次遷
移時，除最後一次費用由管線機關（構
）負擔外，其餘各次遷移費及用戶所有
部分之遷移費，均由需用土地人負擔。
二、原有架空之電力線路應永久遷移，經需
用土地人要求改為地下化者，遷移費用
除依前款規定辦理外，地下化所需變更
設置費扣除依原架空標準設計拆遷所需
變更設置費用之差額，由需用土地人與
管線事業機關（構）各負擔二分之一。
三、新設電力採架空方式辦理者，所需工程

G‐2‐7

G‐2‐8

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

有不足，由實施平均地權基金貼補之。

ௐ̣ౢ ᇈќ̝ၣዚ̈́ᆿͤ!
ௐ̣Ȉ˛୧ 依本條例第五十條規定申請撤銷
或廢止徵收，應於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徵收公
告期滿後，始得為之。
ௐ̣Ȉˣ୧ 本條例第五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
公告，應載明事項如下：
一、原需用土地人之名稱。
二、原興辦事業之種類。
三、原徵收及撤銷或廢止徵收之核准機關、
日期及文號。
四、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之區域。
五、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應繳納之價額、繳
回期限及受理繳回地點。
六、公告期間。
七、逾期不繳清應繳納之價額者，不發還其
土地，並不得依本條例第九條規定申請
收回該土地。
八、得提出異議及行政救濟之期限。
ௐ̣Ȉ˝୧ 撤銷或廢止徵收之土地，於徵收
前設定有他項權利或訂有耕地租約，且原土
地所有權人應受之補償尚未領取者，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本條例第五十一條
第二項規定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於一定期間
內繳清應繳納之價額，發還其原有土地。
ௐ̱Ȉ୧ 依本條例第五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維
持原登記之土地，其為公有者，依公有財產
管理有關法令處理之。

ௐ̱ౢ 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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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依本條例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由原需用土地人就原徵收之土地改良物現
存部分酌定價額，一併辦理撤銷或廢止徵收
之土地改良物，原所有權人不服原需用土地
人所定價額者，得於撤銷或廢止徵收公告期
間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以書
面提出異議，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準用本條例第二十二條規定辦理。
ௐ̱Ȉ˟୧ 依本條例第五十八條第四項但書
規定先行使用該土地或土地改良物者，於申
請徵用前，得免舉行公聽會，並免與土地所
有權人或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
其他方式取得。
ௐ̱Ȉˬ୧ 申請徵用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應
由需用土地人擬具詳細徵用計畫書，並附具

徵用土地圖冊或土地改良物清冊及土地使用
計畫圖，送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並副知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徵用計畫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徵用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原因。
二、徵用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所在地範圍及面
積。
三、興辦事業之種類。
四、興辦事業之法令依據。
五、土地使用之現狀及其使用人之姓名、住
所。
六、土地改良物情形。
七、有無一併徵用土地改良物。
八、四鄰接連土地之使用狀況及其改良情形
。
九、徵用土地區內有無古蹟，並註明其現狀
及維護措施。
十、舉行公聽會之經過情形。
十一、與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改良物所有權
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之經過
情形及所有權人陳述意見之情形。
十二、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或管理人
姓名、住所。
十三、被徵用土地之使用配置。
十四、興辦事業概略及徵用期間。
十五、應需補償金額總數及其分配。
十六、準備金額總數及其來源。
申請徵用土地改良物，得免載明前項第七款
及第十三款事項。
有前條規定情形者，徵用計畫書免載明第二
項第十款及第十一款事項。
ௐ̱Ȉα୧ 原徵收之土地嗣因分割、合併、
重測或重劃等原因，致無法維持原標示或位
置者，其辦理標售土地所坐落之原徵收地號
土地之原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有依同樣條件
優先購買權。
ௐ̱Ị̏୧ 依本條例第五十九條規定辦理標
售時，應於標售公告中載明原土地所有權人
或其繼承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其
願優先購買者，應於決標後十日內，自行檢
具保證金及相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標售機
關申請。
依前項規定於期限內申請優先購買權者，由
標售機關依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供之
資料及申請人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審認之。
對同一標案土地申請優先購買者，有二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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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於接到標售機關通知之日起十日內提出
全體申請人優先購買權利範圍之協議書，無法
達成協議者，各優先購買權人購買之權利範圍
，由標售機關按該標案土地徵收當時，各該原
土地所有權人被徵收土地面積與全體申請優
先購買之原土地所有權人被徵收土地總面積
之比例，計算其購買持分及應繳價款。但標案
土地因分割、合併、重測或重劃等原因，致無
法維持原標示或位置者，按辦理標售土地所坐
落之原徵收地號整筆土地面積計算之。
前項被徵收土地之原所有權人之繼承人有
二人以上申請優先購買者，除依協議外，按優
先購買之繼承人數平均計算其購買持分。
第一項保證金與該標售案公告之投標保證
金相同。其收取、退還或沒收之情形，由標售
機關於標售公告文件中載明。
ௐ̱Ȉ̱୧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六月二十七日
修正之條文，除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及第三
十一條之一自本條例一百零一年一月四日修
正之第三十條施行之日施行外，自發布日施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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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附表
〈所有權人陳述意見及相關回應處理情形一覽表〉

編號

所有權人姓名

第四十六條

陳述日期

陳述意見內容

回應及處理結果

附件一

一、區內公有土地領回土地面積（A1）＝區內以領回土地方式撥供開發之公有土地面積×抵
價地比例
二、農地重劃區內公有土地增加之領回土地面積（A2）＝農地重劃區內以領回土地方式撥供
開發之公有土地面積×增加之抵價地比例
三、預計領回土地之總面積（A）＝A1＋A2
四、領回土地之總地價（V）＝Σ各宗供公有土地領回之土地面積×各該宗土地評定單位地價
五、區內各公有土地領回土地之權利價值（V1）＝V×【A1÷A】×【該公有土地以領回土地方
式撥供開發之公有土地補償地價÷領回土地之公有土地總補償地價】
六、位於農地重劃區內各公有土地領回土地增加之權利價值（V2）＝V×【A2÷A】×【該公有
土地位於農地重劃區內以領回土地方式撥供開發之公有土地補償地價÷農地重劃區領回
土地之公有土地總補償地價】
七、各公有土地領回土地之面積＝（V1＋V2）÷該宗領回土地之評定單位地價
第五十條

附件二

一、全區預計抵價地面積（A1）＝全區之徵收土地總面積×抵價地比例
二、農地重劃區預計增加之抵價地面積（A2）＝農地重劃區之徵收土地面積×增加之抵價地比例
三、預計抵價地之總面積（A）=A1＋A2
四、預計抵價地之總地價（V）＝（Σ規劃供抵價地分配之各分配街廓面積×各該分配街廓評定之
單位地價）×（A÷規劃供抵價地分配之總面積）
五、區內各原土地所有權人領回抵價地之權利價值（V1）=V×【A1÷A】×【該所有權人申請領回
抵價地之補償地價÷全區之徵收土地補償總地價】
六、位於農地重劃區內各原土地所有權人領回抵價地增加之權利價值（V2）=V×【A2÷A】×【位
於農地重劃區內之該所有權人申請領回抵價地之補償地價÷農地重劃區之徵收土地補償總地
價】
七、各原土地所有權人領回抵價地之面積=（V1＋V2）÷該領回土地之評定單位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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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設置要點

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
組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1 年 1 月 6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00250475 號函訂定

四、本小組置執行秘書一人，襄助召集人處理
本小組事務，由本部地政司司長兼任；並
置工作人員若干人，均由本部部長就本部
地政司人員調兼之。
五、本小組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召集
人不能出席或有第八點應自行迴避之情形
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理主席。
六、本小組需有過半數委員之出席，始得開會
，並有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始得決議；
可否同數時，由主席裁決。
委員應親自出席前項會議。但由機關代表
兼任之委員，如未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
代表出席。
前項指派之代表列入出席人數，並參與會
議發言及表決。
七、本小組為審議土地徵收有關案件，得推派
委員或商請業務有關機關指派人員實地調
查，或組成專案小組審核。
八、本小組委員對具有利害關係之議案，應自
行迴避。
九、本小組開會時，得邀請需用土地人或與徵
收業務有關機關、人員列席說明，並於說
明後退席。
前項同一案件人員為多數人時，僅得指定
二人以下之代表列席。
十、本小組決議事項應作成紀錄，送交本部辦
理。
十一、本小組委員、執行秘書及工作人員均為
無給職。

土 地 徵 收 類

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審議土地徵收
案件，特設土地徵收審議小組（以下簡稱
本小組）。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審議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案
件。
（二）審議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徵收失效、
無效或撤銷、廢止徵收案件。
（三）審議申請收回被徵收土地或土地改
良物案件。
（四）審議申請區段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
物案件。
（五）審議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區段徵收失
效、無效或撤銷、廢止區段徵收案
件。
（六）審議申請一併徵收殘餘土地或建築
改良物案件。
（七）審議土地徵收條例第五十七條準用
徵收規定取得地上權案件。
（八）審議土地徵收條例第五十八條徵用
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案件。
（九）審議其他依法辦理土地或土地改良
物徵收或區段徵收相關案件。
三、本小組置委員十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由本部常務次長兼任之，其餘委員，由
本部就下列人員派兼或遴聘之：
（一）本部地政單位主管一人。
（二）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行政院環
境保護署、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法務部、本
部營建署等相關業務主管各一人。
（三）具有地政、環境影響評估、都市計
畫、城鄉規劃等專業之專家學者，
及民間團體代表共九人。
本小組委員任期二年，期滿得續聘之。但
代表機關或民間團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
進退。
第一項委員出缺時，應予補聘，其任期以
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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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領取辦法

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
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
領取辦法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29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0920062736 號令訂定
中華民國 95 年 11 月 2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0950161622 號令修正第 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年 10 月 9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0980183057 號修正第 7 條、第 13 條、第 14 條

就其應有部分領取，或由其協議領
取。
（二）全部之權利範圍不明，且未能檢附
足資證明各共有人之權利範圍之
文件者，由全體共有人協議領取；
協議不成者，就其權利範圍不明部
分，依民法第八百十七條規定推定
為均等後，按推定後之權利範圍領
取。如有爭執，將補償費存入土地
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經檢附共有
人全體協議成立之協議書後發給。
ௐα୧ 徵收計畫範圍內已辦滅失登記之土地
，已回復原狀者，經原土地所有權人辦理所
有權回復登記後，依登記標示及權利辦理徵
收補償。但其部分回復原狀者，僅就回復部
分之登記面積及權利辦理徵收補償。
前項土地，無公告土地現值，其地價應參
照所屬地價區段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之區段地
價計算；無所屬地價區段時，得視實際情形
，以毗鄰適當土地之地價區段當期公告土地
現值之區段地價計算。
ௐ̣୧ 因土地徵收後，發現報准徵收面積與
實際使用面積不符，經按實際情形辦理更正
後，其面積增加部分之地價補償費，按更正
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十五日之補償標準計算
。
ௐ̱୧ 地價補償費未發給完竣前，因地籍圖
重測公告確定，其重測面積大於徵收公告面
積時，按重測面積計算，其面積增加部分之
地價補償費，以原公告徵收時之補償標準計
算；重測面積小於徵收公告面積時，按徵收
公告面積計算。
ௐ˛୧ 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良物，其徵收
補償費由徵收公告時登記簿記載之權利人領
取。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未辦竣繼承登記之土地，得由部分繼承
人按其應繼分領取；其已辦竣公同共有
繼承登記，亦同。繼承人間如有涉及私
權爭執時，應由繼承人訴請法院判決後
，依確定判決辦理。
二、繼承人之有無不明，經依法選定或選任
遺產管理人者，由遺產管理人領取。
三、現役軍人或退除役官兵死亡而無繼承人
、繼承人有無不明或繼承人因故不能掌
理遺產者，由遺產管理人領取。
四、所有權人為未成年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

土 地 徵 收 類

ௐ˘୧ 本辦法依土地徵收條例（以下簡稱本
條例）第三十六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ௐ˟୧ 被徵收之土地上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
及抵押權登記時，地價補償費發給順序，應
按其權利訂定或設定之先後為之，並依下列
原則處理：
一、先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後設定抵押權
者，應將地價補償費三分之一，補償耕
地承租人。
二、先設定抵押權，後訂立耕地三七五租約
者，應依本條例第三十六條規定辦理後
，如有餘額，以餘額之三分之一地價為
限，補償耕地承租人，如仍有餘額，交
付與被徵收之土地所有權人。
前項規定，於設定有永佃權之耕地，準用之
。
ௐˬ୧ 被徵收土地為分別共有者，遇共有人
登記權利範圍合計不等於一或權利範圍不明
，經清查仍未能辦理更正登記時，其地價補
償費依下列原則處理：
一、共有人登記權利範圍合計大於一者，依
各共有人應有部分發給，大於一之部分
由需用土地人籌編經費發給。
二、共有人登記權利範圍合計小於一者，依
各共有人應有部分發給。賸餘部分由全
體共有人協議後，檢附協議書並附具切
結書後領取；協議不成，將該部分之補
償價款存入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
由真正權利人提供證明文件或檢附全體
共有人協議成立之協議書及切結書後發
給。
三、共有人登記權利範圍不明者：
（一）由不明部分之共有人檢附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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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代為領取。
五、所有權人行蹤不明未受死亡宣告者，由
財產管理人領取。
六、經法院拍賣者，為徵收公告前領有執行
法院發給權利移轉證書之買受人。
七、經法院形成判決確定取得權利者。
八、經法院確定判決所有權人應讓與其補償
費或讓與其領取補償費之權利與債權人
，除有待於對待給付者外，由債權人領
取。
九、祭祀公業所有者，如規約有明確規定者
，從其規約；規約無明確規定者，依下
列方式辦理：
（一）祭祀公業已選定管理人，且經備查
有案者，得由管理人切結由其領取
補償費未受規約或派下決議限制
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經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查證其管理人備
查文件無誤後，由管理人領取。但
如有派下員提出異議者，應由管理
人就領取被徵收土地補償費事宜
召開派下員大會，以多數決授權由
管理人領取。
（二）祭祀公業管理人之權限如有爭議，
且已繫屬法院者，應俟法院判決確
定後，再行處理。
（三）祭祀公業未選定管理人者，應經派
下員全體（即公同共有人全體）之
同意，始得領取補償費。
十、神明會所有者，準用前款規定辦理。
十一、屬於破產財團之財產者，由破產管理
人領取。
十二、為經撤銷、廢止登記或解散之公司所
有者，由清算人代表領取。
十三、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者，由
原權利人或其繼承人檢附有關股權或
出資比例之證明文件，經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審查無誤後，通知財
政部國有財產局並公告九十日，期滿
無人異議，依公告結果發給；如有異
議，由當事人訴請法院判決後，依確
定判決辦理。
ௐˣ୧ 依法應補償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之
地價補償費，由耕地承租人領取；承租人有
二人以上時，由承租人會同領取。
原承租人死亡者，由繼承人共同領取。但現

耕繼承人如能證明耕地承租權分歸其繼承時
，則由現耕繼承人領取。
ௐ˝୧ 農作改良物補償費之核發對象如下：
一、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由承租人領取
。
二、非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由實際使用
人或耕作人領取。但實際使用人或耕作
人非土地所有權人時，應於徵收公告時
一併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三、未能查明實際使用人或耕作人者，由土
地所有權人領取。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核發對象經徵收公
告期滿無人異議，即由其具結領取補償費。如
公告期間有人提出異議，應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邀集當事人協議，達成協議者，按
協議結果發給；協議不成者，其補償費依本條
例第二十六條規定辦理。
ௐȈ୧ 土地改良費用由土地所有權人領取。
但土地使用人持憑改良土地費用證明書及土
地所有權人同意文件者，得由土地使用人領
取。
ௐȈ˘୧ 營業損失補償費由該營業事業之負
責人代表領取。
ௐȈ˟୧ 遷移費由該遷移物之所有權人領取
；人口遷移費，由戶長代為領取。
ௐȈˬ୧ 領取徵收補償費，應依附表規定提
出相關證明文件。
委託代理人領取補償費者，代理人應親自
到場，並應附具委託書及代理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ௐȈα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十月九日修正第
七條條文，自九十八年十一月二十三日施行
。修正第十三條附表，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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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價補償費
具領對象
應備文件
自然人
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土 地 徵 收 類

備
註
身分證明文件係指國民身分證正本。但未領有
國民身分證者，應檢附下列身分證明文件：
外國人應檢附護照。
旅外僑民應檢附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
分證明書或經駐外使領館、代表處、辦事處
、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認證或出具之華裔證
明文件及其他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大陸地區人民應檢附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
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
。
香港、澳門居民應檢附護照或香港、澳門永
久居留資格證件。
國民身分證住址與補償清冊住址不符時，應檢
附原住址（即清冊住址）及現址之戶籍謄本，
如統一編號相同或戶籍謄本，能以電子處理達
成查詢者，得免檢附。
 權利書狀或權狀遺失 土地如經分割尚未換發新權狀者，先向所轄地
切結書
政事務所換領，或於領款時繳交舊權狀，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送還地政事務所作廢
，並製作新權狀後，再通知領取。
權狀遺失時以切結書代替。
他項權利清償證明、塗 土地設定有他項權利時，須檢附。並得就徵收土
銷 證 明 或 他 項 權 利 人 地檢附部分清償或塗銷證明文件。
同意土地所有權人領
款之同意書或協議書
原囑託查封、假扣押、 有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禁止處分等限制登記
假 處 分 或 禁 止 處 分 機 者須檢附。
關之同意文件
印鑑證明、公證書、認 委託他人領取時，須檢附上項文件之一。但權利
證 書 或 其 他 經 中 央 主 人親自到場，經核對身分無誤，得免檢附。
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其他：
解散之公司，進入清算程序後，應檢附清算人經
委託書（委託他人領 法院准予備查或裁定之證明文件為代表人資格證
取者須檢附）
明。
授權書（旅外僑民授
權國內親友領取者
須檢附）
 權利移轉證書或確
定判決證明書正本
及影本（經法院拍賣
或經形成判決確定
者須檢附）

G‐4‐4

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領取辦法

土 地 徵 收 類

破產管理人資格證
明文件正本及影本
（土地屬破產財團
所有者須檢附）
清算人資格證明及
印鑑證明正本及影
本（土地為經撤銷、
廢止登記或解散之
公司所有者須檢附）
繼承人（所  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 為證明繼承人與被繼承人間之身分關係。倘就
有權人死亡 事 之 戶 籍 謄 本 及 全 體 該戶籍謄本之內容未能證明其為合法繼承人時
時）
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
，應檢附其他戶籍資料，以資佐證。
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於部分繼承人申請按應
繼分領取徵收補償費時，未能會同之繼承人得
以曾設籍於國內之戶籍謄本及敘明未能檢附之
理由書代之。如其曾設籍於國內之戶籍謄本未
能檢附時，於不影響申領人應繼分之判斷原則
下，得免檢附。
本項戶籍謄本，能以電子處理達成查詢者，得
免檢附。
繼承系統表
繼承系統表由申請之繼承人依民法有關規定自行
製作，並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九條第三項
規定切結註明「如有遺漏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時
，申請人願負法律責任」，並簽名或蓋章。
 繼承權拋棄書及拋棄 合法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應於知悉得繼承
繼承權人印鑑證明、法 之日起二個月內以書面為之。繼承開始之日在民
院 核 准 拋 棄 繼 承 備 查 國七十四年六月四日之前者，以書面向法院、親
文件、遺囑或遺產分割 屬會議或其他繼承人表示拋棄之文件；繼承開始
協議書
之日在民國七十四年六月五日之後者，拋棄繼承
權應檢附法院准予備查之證明文件。
其他文件
參照自然人應備文件檢附。
法人
 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 法人領款時，須檢附公司登記證明及其代表人資
其代表人之資格證明 格證件。
 公司設立或變更登記 公司設立或變更登記表或抄錄表之影本應由公司
表 或 抄 錄 本 之 正 本 及 切結「本登記表現仍為有效之資料，如有不實，
影本
申請人願負法律上一切責任」。
 法人及其代表人印鑑
章
其他文件
參照自然人應備文件檢附。
祭祀公業
 管理人資格證明文件 須經民政機關備案。
、規約書或派下員名冊
派下員同意證明文件 如有派下提出異議者，經管理人就領取徵收補償
費事宜召開派下員大會，以多數決授權由管理人
領取者，或未選定管理人須經派下員全體之同意
時須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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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參照自然人應備文件檢附。
神明會及寺  管理人資格證明文件 須經民政機關備案。
廟管理人
、規約書或章程、信徒
或會員名冊、財產清冊
 信徒或會員同意證明 未選定管理人者檢附。
文件
寺廟登記證
寺廟管理人領款時須檢附。
其他文件
參照自然人應備文件檢附。
耕地三七五 耕地租約書
承租人
其他文件
參照自然人應備文件檢附。
二、建築改良物補償費
應備文件
備
註
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身分證明文件係指國民身分證正本。但未領有國民身分證者
，應檢附下列身分證明文件：
外國人應檢附護照。
旅外僑民應檢附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
經駐外使領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
認證或出具之華裔證明文件及其他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
文件。
大陸地區人民應檢附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
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
香港、澳門居民應檢附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居留資格
證件。
國民身分證住址與補償清冊住址不符時，應檢附原住址（即
清冊住址）及現址之戶籍謄本，如統一編號相同或戶籍謄本
，能以電子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檢附。
權利書狀、權狀遺失切結 權狀遺失時以切結書代替。
書或其他證明該建築改良 未經登記之合法建物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九條規定檢
物為其所有之證明文件
附證明文件。
他項權利清償證明、塗銷 徵收建築改良物設定有他項權利時，須檢附。並得就徵收建築
證明或他項權利人同意建 改良物檢附部分清償或塗銷證明文件。
築改良物所有權人領款之
同意書或協議書
其他文件
參照領取地價補償費之規定檢附。
三、農作改良物補償費
應備文件
備
註
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身分證明文件係指國民身分證正本。但未領有國民身分證者
，應檢附下列身分證明文件：
外國人應檢附護照。
旅外僑民應檢附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
經駐外使領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
認證或出具之華裔證明文件及其他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
文件。
大陸地區人民應檢附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
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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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結書

四、土地改良費用
應備文件
改良土地費用證明書
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香港、澳門居民應檢附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居留資格
證件。
國民身分證住址與補償清冊住址不符時，應檢附原住址（即
清冊住址）及現址之戶籍謄本，如統一編號相同或戶籍謄本
，能以電子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檢附。
由領款人具結「如具領後，第三人提出異議或誤領補償費經調
查屬實，自願交還，如因導致第三人損害時，自願負法律上一
切之責任」。
備
註
指依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十二條規定申請驗證登記，並由
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書。
身分證明文件係指國民身分證正本。但未領有國民身分證者
，應檢附下列身分證明文件：
外國人應檢附護照。
旅外僑民應檢附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
經駐外使領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
認證或出具之華裔證明文件及其他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
文件。
大陸地區人民應檢附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
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
香港、澳門居民應檢附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居留資格
證件。
國民身分證住址與補償清冊住址不符時，應檢附原住址（即
清冊住址）及現址之戶籍謄本，如統一編號相同或戶籍謄本
，能以電子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檢附。

土 地 徵 收 類

五、營業損失補償費
應備文件
備註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
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營業稅繳款書影本
設籍課稅者檢附。
代表人或負責人身分證明 身分證明文件係指國民身分證正本。但未領有國民身分證者
文件
，應檢附下列身分證明文件：
外國人應檢附護照。
旅外僑民應檢附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
經駐外使領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
認證或出具之華裔證明文件及其他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
文件。
大陸地區人民應檢附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
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
香港、澳門居民應檢附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居留資格
證件。
國民身分證住址與補償清冊住址不符時，應檢附原住址（即
清冊住址）及現址之戶籍謄本，如統一編號相同或戶籍謄本
，能以電子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檢附。

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領取辦法

G‐4‐7

法人及其代表人印鑑章或
設籍課稅者之店章
六、遷移費
應備文件
備註
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身分證明文件係指國民身分證正本。但未領有國民身分證者
，應檢附下列身分證明文件：
外國人應檢附護照。
旅外僑民應檢附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
經駐外使領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
認證或出具之華裔證明文件及其他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
文件。
大陸地區人民應檢附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
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
香港、澳門居民應檢附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居留資格
證件。
國民身分證住址與補償清冊住址不符時，應檢附原住址（即
清冊住址）及現址之戶籍謄本，如統一編號相同或戶籍謄本
，能以電子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檢附。
遷移前後之戶籍謄本或戶 領取人口遷移費時檢附。
口名簿影本
本項戶籍謄本，能以電子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檢附。
切結書
由領款人具結「如具領後，第三人提出異議或誤領補償費經調
查屬實，自願交還，如因導致第三人損害時，自願負法律上一
切之責任」。

土 地 徵 收 類

G‐4‐8

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領取辦法

土 地 徵 收 類

土地徵收未受領補償費保管辦法

土地徵收未受領補償費
保管辦法
中華民國 89 年 11 月 8 日內政部台（89）內地字第
8970642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3 年 1 月 12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0930068700 號令修正第 4 條
中華民國 93 年 10 月 26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0930074095 號令修正第 4 條、第 7 條、第 8 條

，將其本息轉換成現金轉存，並通知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三、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存入保管專
戶後應即以雙掛號通知應受補償人，該
通知應包括下列事項：
（一）應受補償人姓名或名稱、住所。
（二）保管原因及事實。
（三）保管款之名稱、種類及數量。
（四）保管專戶名稱。
（五）保管處所名稱及住址。
（六）保管日期及保管字號。
（七）領取保管款時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八）逾期未領之法律效果。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將通知送達之
日填載於其留存之保管清冊，自該日起算，逾
十五年未領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前項應歸屬國庫之補償款項，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應於每年六月及十二月底清理並
辦理繳庫手績。
ௐ̱୧ 保管清冊應記載下列事項，其格式由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一、徵收工程名稱、土地標示。
二、應受補償人姓名或名稱、住所，有代理
人者，其姓名及住所。
三、保管現金或債券之金額。
四、他項權利或限制登記情形。
五、通知送達之日期。
ௐ˛୧ 應受補償人請求領取未受領補償費時
，應檢具有關證明文件，經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審核無誤後填具領款單交應受補
償人向保管處所具領，保管處所核對印鑑及
保管清冊無誤後准予領取。
ௐˣ୧ 未受領補償費不得移用。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因下列情形得取
回未受領補償費：
一、保管出於錯誤者。
二、保管之原因已消滅者。
三、應受補償人同意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取回者。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取回
未受領補償費，應敘明原因及原保管字號並填
具領款單，經保管處所核對印鑑及保管清冊無
誤後准予取回。
ௐ˝୧ 未受領補償費之利息，應於請求領取

土 地 徵 收 類

ௐ˘୧ 本辦法依土地徵收條例第二十六條第
四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辦法所稱未受領補償費，係指受領
遲延、拒絕受領或不能受領之徵收補償費。
前項徵收補償費範圍如下：
一、地價補償費及其加成部分。
二、建築改良物或農作改良物補償費。
三、土地改良費。
四、營業損失補償費。
五、遷移費。
ௐˬ୧ 本辦法所稱保管處所為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所在地之國庫經辦行。
ௐα୧ 未受領補償費應分別就現金及土地債
券設立專戶保管之。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依中央政府
各機關專戶存管款項收支管理辦法規定，經
財政部同意，向保管處所開戶存管；保管之
物為土地債券者，逕向保管處所開戶存管。
其收支存管作業準用國庫相關規定辦理。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保管處所開
戶時，其開戶申請書及印鑑卡留存之印鑑應
為機關首長、主辦主（會）計及主辦出納人
員等三人。
ௐ̣୧ 未受領補償費存入專戶保管之作業程
序：
一、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繕造保管
清冊，除留存外，應分送保管處所及需
用土地人各一份。
二、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以保管清
冊之總金額填具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收款
書，將該總金額存入專戶，其為土地債
券者，填具國庫保管品申請書，存入專
戶。保管處所對於存入專戶之債券，應
於每年六月及十二月底清理到期之債券

G‐5‐1

G‐5‐2

土地徵收未受領補償費保管辦法

或取回時，由保管處所依臺灣銀行活期存款
牌告利率計算給付。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土 地 徵 收 類

水利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收補償辦法

G‐6‐1

水利事業穿越私有土地
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
收補償辦法
中 華 民 國 92 年 6 月 25 日 經 濟 部 經 水 字 第
09204607670 號 令 、 內 政 部 台 內 地 字 第
0920072500 號令會銜訂定全文 4 條；並自發布日
施行

ௐ˘୧ 本辦法依土地徵收條例（以下簡稱本
條例）第五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辦法所稱水利事業為水利法第三條
規定之事業。
ௐˬ୧ 地上權之補償費，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
一、穿越土地之上空者：
地上權補償費等於徵收補償地價乘以穿
越地上高度補償率（如附表一）乘以空
間因素。
二、穿越土地之下方者：
地上權補償費等於徵收補償地價乘以穿
越地下深度補償率（如附表二）乘以空
間因素。
前項空間因素為地上權設定空間範圍之縱
深乘以百分之十，地上權設定空間範圍之縱深
，在穿越土地之上空係指地上權設定空間上緣
距地表之高度扣除下緣距地表之高度；在穿越
土地之下方係指地上權設定空間下緣距地表
之深度扣除上緣距地表之深度，以公尺為單位
，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數計算，其大於十公尺
者，不採計空間因素。
穿越土地之土地改良物需一併拆遷時，其補
償比照本條例徵收土地改良物之規定辦理。
ௐα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土 地 徵 收 類

G‐6‐2

水利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收補償辦法

˘ܑܢĈࡍг˯ྃޘᐺதܑ!
工程構造物之下緣距地表之高度
地上權補償率
○公尺－未滿九公尺
七十％
九公尺－未滿十五公尺
五十％
十五公尺－未滿二十一公尺
三十％
二十一公尺－未滿三十公尺
十五％
三十公尺以上
十％
註：一、於同一筆土地內，工程構造物縱剖面之最下緣距地表高度跨越二種以上級距時，應分
別計算補償。
二、在工程構造物同一橫剖面之下緣距地表之高度跨越二種以上級距者，以補償率較高者
計算補償。

˟ܑܢĈࡍг˭எྃޘᐺதܑ!
工程構造物之上緣距地表之深度
地上權補償率
○公尺－未滿十三公尺
五十％
十三公尺－未滿十六公尺
四十％
十六公尺－未滿二十公尺
三十％
二十公尺－未滿二十四公尺
二十％
二十四公尺－未滿二十八公尺
十％
大於二十八公尺
五％
註：一、於同一筆土地內，工程構造物縱剖面之最上緣距地表深度跨越二種以上級距時，應分
別計算補償。
二、在工程構造物同一橫剖面之上緣距地表之深度跨越二種以上級距者，以補償率較高者
計算補償。

土 地 徵 收 類

交通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收補償辦法

G‐7‐1

交通事業穿越私有土地
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
收補償辦法
中華民國 91 年 9 月 24 日交通部交總發字第
091B000080 號 令 、 內 政 部 台 內 地 字 第
0910061677 號令會銜訂定全文 6 條；並自發布日
施行

ௐ˘୧ 本辦法依土地徵收條例（以下簡稱本
條例）第五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辦法適用於依本條例第三條第二款
興辦之交通事業。但其他法令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ௐˬ୧ 需用土地人因興辦交通事業，依本條
例第五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就需用之空間範
圍徵收取得地上權者，其需用空間範圍，以
事業必需之範圍為限。
ௐα୧ 地上權之徵收補償費，依下列規定計
算之：
一、穿越土地之上空者：
地上權補償費等於徵收補償地價乘以穿
越地上高度補償率（如附表一）
二、穿越土地之下方者：
地上權補償費等於徵收補償地價乘以穿
越地下深度補償率（如附表二）
穿越土地之土地改良物需一併拆遷時，其補
償比照本條例徵收土地改良物之規定辦理。
ௐ̣୧ 交通事業依本條例徵收取得之地上權
，除其他法令另有規定者外，穿越土地之上
空者，於附表一補償率對應之級距自低限為
起點以上全部登記地上權；穿越土地之地下
者，以附表二補償率對應之級距自淺限為起
點以下全部登記地上權。
ௐ̱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土 地 徵 收 類

G‐7‐2

交通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收補償辦法

ࡍ!˘ܑܢг˯ྃޘᐺதܑ!!!!!!
工程構造物之下緣距地表高度

地上權補償率

０公尺以上未滿九公尺

七０％

九公尺以上未滿十五公尺

五０％

十五公尺以上未滿二十一公尺

三０％

二十一公尺以上未滿三十公尺

一五％

三十公尺以上

一０％

註：
工程構造物之下緣距地表高度係以需用土地人依需用空間範圍及界線測繪之縱剖面圖上，於
結構中心線處自地表起算至工程構造物最下緣之高度為準。
於同一筆土地內工程構造物之下緣距地表高度跨越不同補償級距時，應分別計算補償。
在同一橫剖面上工程構造物之下緣距地表高度分屬二種以上級距者，以補償率較高者計算補
償。

ࡍ!˟ܑܢг˭எྃޘᐺதܑ!
工程構造物之上緣距地表之深度

地上權補償率

０公尺以上未滿十三公尺

五０％

十三公尺以上未滿十六公尺

四０％

十六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公尺

三０％

二十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四公尺

二０％

二十四公尺以上

五％

土 地 徵 收 類

註：
工程構造物之上緣距地表深度係以需用土地人依需用空間範圍及界線測繪之縱剖面圖上，於
結構中心線處自地表起算至工程構造物最上緣之深度為準。
於同一筆土地內工程構造物之上緣距地表深度跨越不同補償級距時，應分別計算補償。
於地面以明挖方式向下施工者，其地上權補償率依地下深度０公尺之標準計算。
在同一橫剖面上工程構造物之上緣距地表深度分屬二種以上級距者，以補償率較高者計算補
償。

國防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收補償辦法

G‐8‐1

國防事業穿越私有土地
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
收補償辦法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1 日國防部國制研審字第
0990000332 號令、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0990091518
號令會銜訂定全文 6 條；並自發布日施行

ௐ˘୧ 本辦法依土地徵收條例（以下簡稱本
條例）第五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辦法適用於依本條例第三條第一款
興辦之國防事業。但其他法令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ௐˬ୧ 需用土地人因興辦國防事業，依本條
例第五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就需用之空間範
圍徵收取得地上權者，其需用空間範圍，以
事業必須之範圍為限。
ௐα୧ 地上權之徵收補償費，依下列規定計
算之：
一、穿越土地之上空者：
地上權補償費等於徵收補償地價乘以穿
越地上高度補償率（如附表一）。
二、穿越土地之地下者：
地上權補償費等於徵收補償地價乘以穿
越地下深度補償率（如附表二）。
穿越土地之土地改良物需一併拆遷時，其補
償比照本條例徵收土地改良物之規定辦理。
ௐ̣୧ 國防事業依本條例徵收取得之地上權
，除其他法令另有規定者外，穿越土地之上
空者，於附表一補償率對應之級距自低限為
起點以上全部登記地上權；穿越土地之地下
者，於附表二補償率對應之級距自淺限為起
點以下全部登記地上權。
ௐ̱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土 地 徵 收 類

G‐8‐2

國防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收補償辦法

ࡍ!!˘ܑܢг˯ྃޘᐺதܑ!
國防事業工程構造物之下緣距地表高度

地上權補償率

０公尺－未滿九公尺

七０％

九公尺－未滿十五公尺

五０％

十五公尺－未滿二十一公尺

三０％

二十一公尺－未滿三十公尺

一五％

三十公尺以上

一０％

註：
國防事業工程構造物之下緣（低限）距地表高度係以需用土地人依需用空間範圍及界線測繪
之縱剖面圖上，於設施中心線處自地表起算至工程構造物最下緣之高度為準。
於同一筆土地內國防事業工程構造物之最下緣穿越不同補償率之高度時，應分別計算補償。
在同一剖面上穿越地上高度跨越表內二種以上高度者，以補償率較高者計算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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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事業工程構造物之上緣距地表深度

地上權補償率

０公尺－未滿十三公尺

五０％

十三公尺－未滿十六公尺

四０％

十六公尺－未滿二十公尺

三０％

二十公尺－未滿二十四公尺

二０％

二十四公尺－未滿二十八公尺

一０％

二十八公尺以上

五％

土 地 徵 收 類

註：
國防事業工程構造物之上緣（淺限）距地表深度係以需用土地人依需用空間範圍及界線測繪
之縱剖面圖上，於設施中心線處自地表起算至工程構造物最上緣之深度為準。
於同一筆土地內國防事業工程構造物之最上緣穿越不同補償率之深度時，應分別計算補償。
於地面以明挖方式向下施工者，其地上權補償率依地下深度０公尺之基準計算。
在同一剖面上穿越地下深度跨越表內二種以上深度者，以補償率較高者計算補償。

建築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

建築改良物徵收補償費
查估基準
中華民國 89 年 12 月 30 日內政部台（89）內地字
第 8971250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0 年 8 月 30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00169231 號令修正發布第 5 點、第 6 點

一、本基準依土地徵收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
）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基準所稱之建築改良物（以下簡稱建物
）係指依法興建或建築管理前興建完成之
建物。
三、建物之勘查，應由需用土地人洽請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會同有關機關查明下列事
項，以作為查估補償費之依據：
（一）建物門牌號碼。
（二）建物所有權人之姓名及住址。
（三）建物構造、面積及用途。
（四）建築年月或其他相關佐證資料。
（五）附屬設施。
（六）建築基地地號、所有權人及土地使
用權利。
（七）建物他項權利登記情形。
四、建物重建價格之核算以拆除面積乘以重建
單價計算。其拆除面積之計算，以建物各
層外牆或外柱面以內面積計算，重建單價
依建物主體構造材料及裝修材料由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另定之。
五、建物部分拆除後，其剩餘部分有結構安全
之虞或無法繼續使用或位於公共設施保留
地上者，得申請全部拆除，並依第四點規
定計算補償費。其剩餘部分亦得選擇門面
修復。
前項建物拆除剩餘部分結構安全深度及修
復所產生之費用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訂定之。
六、未能依第四點規定查估核算之建物，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得依當地之情形核實查
估，辦理補償。其在查估之認定上有困難
或爭議時，得依不動產估價師法規定委託
查估，並提請直轄市或縣（市）地價暨標
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委託查估之費
用由需用土地人負擔。
七、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依本基準並參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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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實際狀況，自行訂定該直轄市或縣縣
（市）辦理建物徵收補償費查估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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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土地改良物徵收營業損失補償基準 G‐10‐1

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徵收
營業損失補償基準
中華民國 89 年 12 月 30 日內政部台（89）內地字
第 8971251 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 89 年 12 月 30 日內政部台（89）內地字
第 8971251 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 101 年 1 月 11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00256890 號令「建築改良物徵收營業損失補償
基準」修正為「土地及土地改良物徵收營業損失
補償基準」並修正第 1 點、第 2 點、第 3 點、第
4 點、第 5 點、第 6 點、第 7 點、第 8 點

一、本基準依土地徵收條例第三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二、本基準之用語定義如下：
（一）合法營業：係指依法取得營業所需
相關證照，並正式營業者。
（二）營業停止：係指營業用土地或土地
改良物因全部徵收而致營業之停
止。
（三）營業規模縮小：係指營業用土地或
土地改良物因部分徵收而致原有
營業規模之縮小。
（四）營業用土地或土地改良物：係指土
地或土地改良物供經營事業使用
；其非供營業用之土地或土地改良
物，如員工休閒場所、員工餐廳、
員工宿舍等不包括在內。
依法不須取得營業證照而正式營業，且合
於土地使用管制，其營業確屬合法者，因
政府興辦公共事業依法徵收而致營業停止
或營業規模縮小之損失，應給予補償。營
業是否合法，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會同其他有關機關依各該主管法令審查
認定之。
三、合法營業用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全部徵收致
停止營業時，其損失補償以該事業最近三
年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之營利事業所得稅
結算申報書上營業淨利加利息收入減利息
支出之平均數計算補償之。
計算徵收營業損失補償，其營業淨利、利
息收入、利息支出應以營利事業所得稅結
算申報書之帳載結算金額為準，計算結果
為負值者，不予補償。

四、合法營業用土地或土地改良物部分徵收致
營業規模縮小時，其損失補償按實際徵收
之營業面積與營業總面積之比，乘以該事
業最近三年度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之營利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上營業淨利加利息
收入減利息支出之平均數計算補償之。
前項營業面積以登記或申報營業之土地或
土地改良物面積為限，不包括非營業用之
部分。
徵收部分為事業經營之主體或主要設施，
致剩餘部分已無法繼續經營者，依第三點
之規定補償之。
五、合法營業用土地或土地改良物之營業處所
有一處以上時，按其被徵收部分占其全部
營業處所面積比率，依第三點及第四點規
定計算營業損失。
六、合法營業用土地或土地改良物之營業損失
，未能依第三點至第五點規定計算者，其
營業損失按實際徵收部分之營業面積，依
下列各款計算補償：
（一）其徵收部分之營業面積在十五平方
公尺以下者，發給新臺幣六萬六千
元。
（二）其徵收部分之營業面積超過十五平
方公尺未達一百五十平方公尺者
，其超過前款部分每平方公尺發給
新臺幣一千一百元，未滿一平方公
尺者，以一平方公尺計算。
（三）其徵收部分之營業面積在一百五十
平方公尺以上者，其超過前二款部
分每平方公尺發給新臺幣六百六
十元，未滿一平方公尺，以一平方
公尺計算。
前項營業面積以登記或申報營業之土地或
土地改良物面積為限，不包括非營業用之
部分。
七、土地或土地改良物非供合法營業用者，其
營業損失不予補償。
八、營業性質特殊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得依當地之情形核實查估，辦理補償。其
在查估之認定上有困難或爭議時，得委託
具有公信力之專業機構查估，並由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審核認定之，委託查估之
費用由需用土地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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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作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

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
查估基準
中華民國 90 年 2 月 20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9060327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90 年 3 月 7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9068475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2 年 11 月 5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0920074892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0 年 8 月 31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00169689 號令修正第 7 點及第 3 點附表

一、本基準依土地徵收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
）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基準所稱農作改良物，包括果樹、茶樹
、竹類、觀賞花木、造林木及其他各種農
作物。
三、各種農作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核算方法如下
：
（一）果樹、茶樹及竹類：
1.依生長或結果習性，分類評定不
同等級之補償單價，並限定其單
位面積栽培限量核算補償費。
2.樹苗密植，難以點數者，一律按
面積核算補償費。
（二）觀賞花木：
1.椰子類、柏木類、喬木類、灌木
類、蔓藤類及整形樹等類別，各
以高度或徑寬評定不同等級之補
償單價，並限定其單位面積栽培
限量核算補償費。但樹苗密植難
以點數者，一律按面積核算。
2.草本觀賞花卉，以單位面積價額
核算補償費。
3.觀賞花木於徵收公告前一年內移
植者，視同特小級計算補償；於
徵收公告前一年至二年內移植者
，視同次小級計算補償。
（三）造林木：
1.無利用價值者，按照造林費計算
。其造林費標準，以查估當時當
地林業主管機關所公布最新單價
為準。
2.有利用價值者，按照山價查定，
並依查估時該木材市價減去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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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產（伐木及搬運）費用個案
處理。
（四）其他各種農作改良物：以單位面積
收穫價值核算補償費。
前項各種農作改良物之種類、等級、數量
、種植面積、規格及補償單價，如附表。
四、遇有兼種情形，先以價格最優惠之農作改
良物實際栽植總數，計算其所必須之種植
面積後，再以兼種總面積減去該種植面積
，如有剩餘面積，再依規定計算次等單價
農作改良物之數量核計補償，其超過部分
不予補償。
五、關於農作改良物年生之計算，凡播種後未
經移植繼續生長者，自播種時起算之；播
種後經正常性移植者，應從移植於被徵收
之土地時起算之。
六、農作改良物之種類顯與正常種植不相當者
，其不相當部分不予補償。
七、農作改良物之數量，除本基準另有規定外
，以實地查估為準。但單位面積種植數量
超過各該種類單位面積栽培限量者，其超
過部分不予補償。
八、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徵收土地之農作改
良物種植或移植時間之認定有疑義者，應
由所有權人附切結書，切結該作物開始種
植或移植於徵收土地之確實時間。
九、凡經徵收補償完竣之農作改良物，其所有
權歸屬需用土地人。
十、遇有特殊栽植情形、類別、品種規格之農
作改良物，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依當
地之情形核實查估，辦理補償。其有認定
之困難或產生糾紛時，得委託具有公信力
之專業機構查估，並提請地價及標準地價
評議委員會評定之。委託之查估費用由需
用土地人負擔。
十一、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依據本基準並
參酌當地實際狀況及農林主管機關公告
之最新資料，自行訂定該直轄市或縣（
市）辦理農作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查估之
依據，提交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
評定之，如新增或修改作物項目者，並
應敘明理由及將各項農作改良物查估計
算方法明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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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10 公畝補償株（欉）數與補償單價 新臺幣 元（以下同） 株／欉
項目 補償
特小
小
中
大
特大
作物
數量
（1 年 （2‐3 年 （4‐6 年 （7‐10 年 （11 年
備
註
/樹
名稱
生）
生）
生）
）
生以上）
齡
香蕉
200
48
145
242
339
424
按面積查估之，零星
按面
栽培者以每 10 公畝 4
鳳梨
千株折算每株補償單
積查 11,000 82,280 138,600
一般品種
價，其年生之認定請
估
參閱附註 2。
按面積查估之，零星
按面
栽培者以每 10 公畝 4
鳳梨
千株折算每株補償單
積查 19,800 130,680 367,400
改良品種
價，其年生之認定請
估
參閱附註 2。
檸檬
100
73
363
1,210
2,420
3,630
柚子
柑桔及各
種甜橙類
荔枝
龍眼
在來種
芒果
改良種
芒果
蓮霧

80

182

726

1,634

2,723

5,445

100

91

424

1,210

2,420

3,630

70

145

605

1,452

2,420

4,840

80

73

605

1,210

2,420

4,235

100

97

363

1,210

2,420

3,630

60

121

605

1,452

3,025

3,630

楊桃

70

182

726

2,420

3,025

3,630

番石榴
木瓜
桃／李
本地種
柿子

100
200

97
31

363
726

2,420
484

1,815
242

726
121

80

97

182

605

1,210

1,815

80

97

363

605

1,210

1,815

甜柿
枇杷
梨子／
橫山梨
粗皮梨
棗子
梅子
牛心梨
番荔枝（
釋迦）
鳳梨釋迦

80
100

182
121

726
363

1,815
726

3,630
1,452

6,050
2,420

100

121

484

1,210

2,178

3,630

100
100

97
73

303
242

726
726

1,452
1,452

2,420
2,420

100

55

242

726

1,815

2,420

100

55

242

726

1,815

2,420

農作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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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10 公畝補償株（欉）數與補償單價 新臺幣 元（以下同） 株／欉
項目 補償
特小
小
中
大
特大
作物
數量
（1 年 （2‐3 年 （4‐6 年 （7‐10 年 （11 年
備
註
/樹
名稱
生）
生）
生）
）
生以上）
齡
檳榔
300
97
303
726
880
1,210
可可椰子 70
242
605
1,210
3,025
4,235
橄欖
70
121
303
726
1,452
2,420
人心果類 80
97
303
605
1,210
2,178
溫帶梨
80
145
605
1,815
3,025
4,235
高接梨
蘋果
波羅蜜
80
182
605
1,452
2,420
3,025
葡萄柚
100
121
605
1089
2,299
3,025
仙桃
80
121
194
605
1089
1,452
蛋黃果
桑樹（採
100
61
145
242
363
605
果）
按面
葡萄
積查 11,616 58,080 145,200 198,000 220,000
彌猴桃
估
加州李
120
121
605
1,210
1,815
2,420
水蜜桃
酪梨
60
182
605
1,210
1,815
2,662
咖啡
60
61
242
484
726
968
樹子（破
100
61
242
726
1,210
1,452
布子）
按面
黃槴子 積查 4,356
7,744
19,360
24,200
33,880
估
按面
百香果 積查 29,040 174,240
估
油茶
400
48
242
484
605
按面
愛玉子 積查 48,400 96,800 121,000 145,200 193,600
以面積查估。
估
荖花
150
726
3,025
4,840
2,420
1,210
以柱計算。
荖葉
按面
紅龍果
零星栽培者以每 10
97,900 110,495 138,600
積查 26,400 53,900
白肉種
公畝 200 株折算。
估
按面
紅龍果
零星栽培者以每 10
積查 39,600 88,000 165,000 209,000 231,000
紅肉種
公畝 200 株折算。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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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香蕉已開花者為特大，2 公尺以上者為大，1.5 公尺未滿 2 公尺者為中，未滿 1.5 公尺者為
小，新植者為特小。
2.鳳梨：
（1）其年生之認定：自種植起 6 個月為特小；6 個月至 1 年為小；1 年以上至 2 年為中。
（2）零星栽培者以每 10 公畝 4,000 株折算每株補償單價：
一般品種：已結果 36 元，未結果 19 元。
改良品種：已結果 96 元，未結果 30 元。
3.木瓜未著蕾者特小；已著蕾且開花或結小果為小；中果至成熟前為中；果實成熟至大量採收
時為大；經大量採收後餘果稀少者為特大。
4.果園樹苗密植之程度達到難以點數者，一律按面積給予補償費，每平方公尺 220 元。
5.關於果樹年生之計算，凡播種後未經移植可繼續生長者，自播種時起算；播種後經正常性移
植者，應從移植於被徵收之土地時起算；其以接穗經嫁接方式種植者，除依接穗之年生衡
量外，應視樹冠面積之大小估算。但生育不良或超齡移植致其樹冠不合常態者，得降低標
準查估之。
6.凡以面積為計算補償單位者，仍需勘估其間作、缺株情況並查估其樹齡，遇有兼種作物或缺
株超過 5％以上時，應按附註 5 方式辦理之。
7.庭院內之果樹得視園藝造景情形，按果樹核實勘估補償。
8.表內未列之果樹，得比照表內相同類科之果樹勘估補償。
9.表列補償費單價未包含設施費用。
෮ăਮፘ̈́ѻ͢ొ̶!
一、茶樹徵收補償費之查估（種植株數以實地查估為準。但每公畝種植之株數超過 120 株者，仍
以 120 株為限）
。
茶樹：
規格
補償
單價

種類

（元）

每公畝土地
裁培限量（株）

甲
10 年以上

乙
5 年以上
未滿 10 年

丙
3 年以上
未滿 5 年

丁
未滿 3 年

戊
未滿 1 年

394

315

206

85

36

茶樹 120

二、竹類等專供取筍者補償費之查估：
規格
種

類

補償
單價
（元）

每公畝土地
裁培限量（株、欉）
麻竹
8 欉（每欉 6 株計）
綠竹、烏腳竹 15 欉（每欉 6 株計）
刺竹、長枝竹 15 欉（每欉 6 株計）
桂竹
120 株

甲
3 年以上者

乙
1 年以上
未滿 3 年

丙
1 年以下者

1,309
1,634
811
176

847
847
424
103

169
169
230
36

農作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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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竹木之補償費，依下列規定查估：
1.無利用價值者，按照造林費計算。其造林費標準，以查估當時當地林業主管機關所公布最
新單價為準。
2.有利用價值者，按照山價查定，依查估時該木材市價減去必要之生產（伐木及搬運）費用
個案處理。
四、附註：
1.麻竹、綠竹、烏腳竹等新植已成活，尚未成欉者，每株補償 36 元。但每公畝種植數量最
高以 15 株為限。
2.庭院內之茶樹及竹木部分，視園藝造景情形，核實勘估補償。
ણă៍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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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度：
公尺

2公
尺以
上未
滿3
公尺

1公
尺以
上未
滿2
公尺

0.5
公尺
以上
未滿
1公
尺＼
次小
級＼

200 400 10,285 9,075 7,865 6,752 4,501 3,001 2,178 1,452 908

399

157

48

200 400 11,035 7,357 4,901 3,267 2,178 1,452 1,271 1,089 641
200 400
22,058 14,702 9,680 6,534 4,356 2,904 1,815 1,186 690
欉 欉

278

97

36

278

97

12

200 400 29,004 19,336 12,887 8,591 5,711 3,812 3,267 2,723 2,178 944

254

36

200 400 22,796 15,198 10,128 6,752

單價
：元

種類

每 10
公畝種
植數額
數量：株
或欉

2
公
尺
以
上
一般觀
賞椰子
黃椰子
孔雀
椰子
棍棒
椰子
大王
椰子
羅比親
王海棗
蒲葵
台灣
海棗椰
華盛頓
椰子
亞歷山
大椰子

!

未
滿
2
公
尺

9 公尺
10 公 以上
尺以 未滿
上
10 公
尺

8 公尺
以上
未滿 9
公尺

7 公尺
以上
未滿 8
公尺

5公 4公 3公
6 公尺
尺以 尺以 尺以
以上
上未 上未 上未
未滿 7
滿6 滿5 滿4
公尺
公尺 公尺 公尺

未滿
0.5
公尺
＼特
小級
＼

4,501 3,001 2,178 1,452 908

399

157

48

200 400 22,796 15,198 10,128 6,752 4,501 3,001 2,178 1,452 908

399

157

48

200 400 11,035 7,478 4,901 3,267 2,178 1,452 1,271 1,089 641

278

97

36

200 400 26,367 17,578 11,715 7,810 5,203 3,465 2,970 2,475 1,980 858

231

33

200 400 20,724 13,816 9,207 6,138 4,092 2,728 1,980 1,320 825

363

143

44

200 400 20,724 13,816 9,207 6,138 4,092 2,728 1,980 1,320 825

363

1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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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類

高度：
公尺
單
價
：元
每 10
公畝種
植數額
數量：株
或欉

2
公
尺
以
上
龍柏 250
萬年
250
柏
倒地
250
柏
側柏 250
塔柏 200
圓柏 200
三光
200
柏
藍柏 200

1 公尺
以上
未滿 2
公尺

0.5 公
尺以
上未
滿1
公尺
＼次
小級
＼

未滿
0.5 公
尺＼
特小
級＼

10,588 9,378 8,168 5,445 3,993 2,723 1,271

436

157

36

500

5,445 3,812 2,541 1,271

714

315

61

500

3,654 2,432 1,621 1,077

714

351

121

500
3,908 2,602 1,730 726
400 10,321 9,111 7,901 6,691 5,481 3,654 2,432 1,621 1,077
400
5,990 3,993 2,723 1,271

278
436
436

157
157
157

36
36
36

472

109

157

36

9 公尺
10 公 以上
尺以 未滿
上 10 公
尺
未
滿
2
公
尺
500 13,008 11,798

8 公尺
以上
未滿 9
公尺

7 公尺
以上
未滿 8
公尺

6 公尺
以上
未滿 7
公尺

400

5 公尺
以上
未滿 6
公尺

4 公尺
以上
未滿 5
公尺

3 公尺
以上
未滿 4
公尺

2 公尺
以上
未滿 3
公尺

17,969 11,979 8,168 3,812 1,298

400 13,008 11,798 10,588 9,378 8,168 5,445 3,993 2,723 1,271

436

ˬăಕ͢ᙷ!
胸徑：
公分

種類

高度
：公尺
每 10
公畝單
價種植數
額數量：
元：株或欉

5
公
分
以
上
黑松 200

30 公分
35 公分 以上未
以上 滿 35
公分

20 公
15 公分
25 公分
分
以上未
以上未
以上未
滿 20
滿 30
滿 25
公分
公分
公分

未
滿
5
公
分
400 27,830 21,478 16,819 11,011 6,050

10 公分
以上未
滿 15
公分

5 公分
以上未 1.5 公
滿 10 尺以上
公分

0.5 公
未滿
尺以上
0.5
未滿
公尺
1.5 公
＼特小
尺＼次
級＼
小級＼

3,449

2, 057

1,029

363

61

2,662

1,646

823

290

61

3,449

2,057

1,029

290

61

2,662

1,646

823

242

61

3,300

1,320

253

143

33

羅漢松 200 400 25,300 19,525 15,290 10,010 5,500

3,135

1,870

935

264

55

玉蘭花 200 400 20,570 15,851 12,584 8,228

4,538

2,021

847

484

121

61

洋玉蘭 150 400 27,830 21,478 16,819 11,011 6,050

3,449

2,057

1,029

363

121

濕地松 200 400 22,264 17,182 13,431 8,712

4,840

肯氏
200 400 27,830 21,478 16,819 11,011 6,050
南洋杉
細葉
200 400 22,264 17,182 13,431 8,712 4,840
南洋杉
竹柏 2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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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徑：
公分

種類

高度
：公尺
每 10
公畝單
價種植數
額數量：
元：株或欉

5
公
分
以
上

未
滿
5
公
分

30 公分
35 公分 以上未
以上 滿 35
公分

20 公
15 公分
25 公分
分
以上未
以上未
以上未
滿 20
滿 30
滿 25
公分
公分
公分

大葉桉
（油加 200 400 18,150 12,650 9,460
利）
印度
150 400 18,150 12,650 9,460
橡膠樹

10 公分
以上未
滿 15
公分

5 公分
以上未 1.5 公
滿 10 尺以上
公分

0.5 公
未滿
尺以上
0.5
未滿
公尺
1.5 公
＼特小
尺＼次
級＼
小級＼

6,270

3,520

1,595

638

176

55

22

6,270

3,520

1,595

638

165

55

22

羊蹄甲 200 400 19,965 13,915 10,406 6,897

3,872

1,755

702

48

24

12

鳳凰木 200 400 19,965 13,915 10,406 6,897

3,872

1,634

545

194

48

12

茄冬 200 400 20,570 15,851 12,584 8,228

4,538

2,021

847

109

36

12

白千層 200 400 19,965 13,915 10,406 6,897

3,872

1,755

702

61

36

12

榕樹 200 400 18,150 12,650 9,460

6,270

3,520

1,595

638

165

55

22

雀榕 200 400 18,150 12,650 9,460

6,270

3,520

1,485

495

110

44

11

菩提樹 200 400 18,150 12,650 9,460

6,270

3,520

1,485

495

176

55

22

槭樹 200 400 20,570 15,851 12,584 8,228

4,538

2,021

847

242

85

36

麵包樹 200 400 18,700 14,410 11,440 7,480

4,125

1,837

770

429

143

55

黃槐 200 400 19,965 13,915 10,406 6,897

3,872

1,634

545

399

133

48

樟樹 200 400 20,570 15,851 12,584 8,228

4,538

2,021

847

242

61

24

台灣
200 400 20,570 15,851 12,584 8,228
欒樹

4,538

2,021

847

242

61

24

櫻花 200 400 27,830 21,478 16,819 11,011 6,050

2,602

1,573

557

157

61

梅花 200 400 27,830 21,478 16,819 11,011 6,050

2,602

1,573

557

157

61

桃花 200 400 27,830 21,478 16,819 11,011 6,050

2,602

1,573

557

157

61

杏花 200 400 27,830 21,478 16,819 11,011 6,050

2,602

1,573

557

157

61

九芎 200 400 19,965 13,915 10,406 6,897

3,872

1,634

545

194

85

36

大花
200 400 19,965 13,915 10,406 6,897
紫薇

3,872

1,634

545

194

85

36

楓香 200 400 20,570 15,851 12,584 8,228

4,538

2,021

847

242

85

36

紅千層
（瓶刷 200 400 20,570 15,851 12,584 8,228
樹）

4,538

2,021

847

242

85

36

木麻黃 200 400 19,965 13,915 10,406 6,897

3,872

1,634

545

194

4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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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徑：
公分

種類

高度
：公尺
每 10
公畝單
價種植數
額數量：
元：株或欉

5
公
分
以
上

未
滿
5
公
分

30 公分
35 公分 以上未
以上 滿 35
公分

20 公
15 公分
25 公分
分
以上未
以上未
以上未
滿 20
滿 30
滿 25
公分
公分
公分

10 公分
以上未
滿 15
公分

5 公分
以上未 1.5 公
滿 10 尺以上
公分

0.5 公
未滿
尺以上
0.5
未滿
公尺
1.5 公
＼特小
尺＼次
級＼
小級＼

水黃皮 200 400 27,830 21,478 16,819 11,011 6,050

2,602

1,089

557

157

61

第倫桃 200 400 27,830 21,478 16,819 11,011 6,050

2,602

1,089

557

157

61

油桐 200 400 19,965 13,915 10,406 6,897

3,872

1,634

545

194

48

12

珊瑚
200 400 19,965 13,915 10,406 6,897
刺桐

3,872

1,634

545

194

48

12

厚皮香 400 800 27,830 21,478 16,819 11,011 6,050

2,602

1,089

242

61

24

緬槴＼
雞蛋花
450 900 25,300 19,525 15,290 10,010 5,500
(印度
素馨)

2,365

990

572

363

44

αă͢ᙷ!

種類

銀柳
茶花
馬茶花
含笑
桂花
變葉木
鐵莧
木槿
玫瑰
龍舌蘭
夜合花
黃蝴蝶
巴西
鐵樹
茶梅
金絲竹
一般

高度：
公尺
單價：
元
每 10 公畝
種植數額數量
：株或欉

4 公尺以上

0.5 公尺以
未滿 0.5 公
3 公尺以上 2 公尺以上 1 公尺以上
上未滿 1 公
尺
未滿 4 公尺 未滿 3 公尺 未滿 2 公尺
尺

50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800
400
450
450

545
3,001
1,041
3,001
2,178
1,041
823
823
1,851

454
1,997
690
1,997
1,452
690
545
545
1,234
1,041
726

309
1,452
460
1,089
726
460
363
363
823
424
690
460

128
641
218
545
460
182
97
182
545
278
460
218

36
254
73
109
182
109
61
48
182
97
97
97

12
48
19
48
48
24
12
12
36
24
19
12

1,561
1,089

500

1,271

1,004

545

363

133

19

450
100 欉
1,000

1,271
641

1,004
424

823
726
278

545
496
182

182
278
97

24
1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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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類

高度：
公尺
單價：
元
每 10 公畝
種植數額數量
：株或欉

杜鵑
矮仙
丹花
紅竹
觀音
棕竹
觀音竹
六月雪
麒麟花
綠珊瑚
王蘭
七里香
(月桔)
樹蘭
仙丹花
仙人掌
石榴
黃槴花
夾竹桃
曼陀羅
聖誕紅

4 公尺以上

G‐11‐9

0.5 公尺以
未滿 0.5 公
3 公尺以上 2 公尺以上 1 公尺以上
上未滿 1 公
尺
未滿 4 公尺 未滿 3 公尺 未滿 2 公尺
尺

1,000

750

496

327

73

1,000

750

496

327

145

97

12

1,000 欉

327

218

145

97

61

19

61
387
169
363
424

36
254
109
218
278

31
169
73
109
145

12
24
12
12
36

1,000 欉
1,000
1,000
1,000
400

823

545

450

750

496

327

182

61

12

20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2,057
1,125
1,452

1,367
750
968
823
545
545
545
363

823
496
641
545
363
278
363
278

278
278
182
218
218
97
242
145

48
48
73
97
61
48
97
61

19
19
24
31
12
12
43
12

823
823
823
545

̣ăቺّങ!ۏ
長度：公尺
5 公尺以 4 公尺以上未 3 公尺以上未 2 公尺以上未 1 公尺以上未
未滿 1 公尺
種 單價
上
滿 5 公尺
滿 4 公尺
滿 3 公尺
滿 2 公尺
：元
類

九重葛

880

847

726

黃金葛

436

290

194

145

97

61

蒜香藤

968

847

726

303

121

61

龍吐珠

968

847

726

303

121

61

紫 藤

968

847

726

303

121

61

炮仗花

968

847

726

303

121

61

紫鈴藤

968

847

726

303

121

61

爬牆虎

436

290

194

145

97

61

303

12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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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地 1
公尺

種類

榕樹
層型

幹徑：
公分
單價
每公
畝種植：元
數量：株

20

30 公分 25 公分 20 公分 15 公分 10 公分 5 公分
35 公分 以上
未滿
以上
以上
以上
以上
以上
以上 未滿 35 未滿 30 未滿 25 未滿 20 未滿 15 未滿 10 5 公分
公分
公分
公分
公分
公分
公分
25,410 19,965 10,890

7,623

4,235

2,723

908

605

高度：
公尺

3.5 公尺 3 公尺 2.5 公尺 2 公尺 1.5 公尺 1 公尺
4 公尺 以上
未滿
以上
以上
以上
以上
以上
以上 未滿 4 未滿 3.5 未滿 3 未滿 2.5 未滿 2 未滿 1.5 1 公尺
未滿
公尺
公尺
公尺
公尺
公尺
公尺
2公
尺
60
3,025 2,178 1,815 1,452
968
545
303
121

單價：
元

種類

每公畝種植
數量：株

2公
尺以
上
圓錐型 25

樹冠
直徑：
公尺

1.5 公尺 1 公尺 0.5 公尺
2 公尺 以上
以上
以上 未滿 0.5
單價：
種類
以上 未滿 2 未滿 1.5 未滿 1 公尺
元
每公畝
公尺
公尺
公尺
種植
數量：株

半球型

50

1,210

908

460

218

121

球 型

50

2,178

1,634

823

387

242

˛ăਨώ៍ካ͢܅Ĉ!
1.一年生草花每平方公尺 121 元。
2.多年生草花每平方公尺 242 元。
3.天堂鳥：
（1）一年生以下
每平方公尺 242 元。
（2）超過一年生至二年生以下 每平方公尺 363 元。
（3）超過二年生
每平方公尺 605 元。
4.唐昌浦，每平方公尺 424 元。
5.晚香玉，每平方公尺 363 元。
6.百合，每株補償 69 元，每平方公尺最高以 5 株為限。
7.赫蕉，每欉補償 22 元，每平方公尺最高以 5 欉為限。

農作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 G‐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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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公畝
土地

20

栽培限量
：株

鐵樹／以幹高
計算

100cm
以上
5,775

80cm 以 60cm 以 40cm 以 20cm 以 10cm 以 5cm 以上 未滿 5cm
上未滿 上未滿 上未滿 上未滿 上未滿 未滿 0cm
100cm
80cm
60cm
40cm
20cm
97
4,538
2,717
2,178
1,089
545
182

每公畝土地
栽培限量：株
酒瓶椰子／
以徑寬－直徑
計算

80

20
40cm
以上

4,538

60

35cm 以 30cm 以 25cm 以 20cm 以 15cm 以 10cm 以 5cm 以上 未滿 5cm
未滿
上未滿 上未滿 上未滿 上未滿 上未滿 上未滿
10cm
15cm
20cm
25cm
30cm
35cm
40cm
3,630

2,723

西洋杜鵑

823

25cm
以上

5
45cm
以上
363

218

545

25

馬拉巴栗／
以球徑寬計算
每平方公尺土
地栽培限量：株

1,271

1,815

每公畝土地
栽培限量：株

109

60

20cm 以 15cm 以 10cm 以 5cm 以上 未滿 5cm
未滿
上未滿 上未滿 上未滿
10cm
15cm
20cm
25cm

1,815

1,271

726

7

10

15

363

182

61

35cm 以 25cm 以 15cm 以 7cm 以上 未滿 7cm
上未滿 上未滿 上未滿 未滿 5cm
25cm
35cm
45cm
24
61
97
133
230

附註：
1.（1）密植花木不分種類，一律按面積給予補償費，其每平方公尺之補償費木本為 330 元，草本為 220
元，草皮為 110 元。
（2）庭院內之花木得視園藝造景情形，核實勘估補償。
2.鐵樹、酒瓶椰子（苗圃密植者），一律按面積給予補償費，其每平方公尺補償費為 132 元。
3.綠籬部分木本按每平方公尺 330 元，草本每平方公尺 220 元核計補償。
4.柏木類觀賞花木如修剪培養基部供盆景造型使用者，以其基部直徑每 3 公分為一級距，每一級距植株增
高 1 公尺予以查估，未滿 3 公分者以小於 1 公尺查估，3 至 6 公分者以 1 至 2 公尺查估，依此類推。
5.榕樹等喬木樹種如修剪培養基部供盆景造型使用者，依其基部乘以 0.8 作為離地 1 公尺之胸徑查估。
6.喬木類部分：黑板樹、構樹、光臘樹、阿勃勒、桃花心木、木棉、福木及柳樹等，由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按當地苗木費、運費、移植費等因素查價，並參酌當地實際狀況及農林主管機關公告之最新資料後
依本基準第 11 點規定辦理。
7.表內未列之觀賞花木，得比照表內相同類科之觀賞花木勘估補償。

G‐11‐12 農作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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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名稱

每 10 公畝
收穫價值

作物名稱

每 10 公畝
收穫價值

作物名稱

每 10 公畝
收穫價值

作物名稱

每 10 公畝
收穫價值

製糖甘蔗

24,200

蘆筍

39,930

飼料玉米

9,900

胡瓜

30,250

水稻

22,000

甘藍

18,150

蘿蔔

16,500

絲瓜

21,780

甘藷

18,179

芥菜

30,250

胡蘿蔔

28,600

豌豆

31,460

青蔥
洋蔥

36,300

結球白菜

16,940

馬鈴薯及
其它根菜類

27,830

落花生

36,300

韭菜

39,930

越瓜

15,400

羅勒紫蘇

27,830

香瓜

30,250

蔥頭

61,600

青花菜
花椰菜

32,670

香菜

50,820

芋頭

26,620

加工番茄

27,500

食用番茄

84,700

苦瓜

42,350

油菜

12,100

莧菜
小白菜

14,520

菜豆

29,040

毛豆

16,500

仙草

24,200

30,250

萊豆
（皇帝豆）

24,200

菠菜

27,500

生薑

48,400
48,400

芹菜
萵苣

24,200

茭白筍

48,400

空心菜

18,150

甜椒
番椒

茄子

36,300

西瓜

24,200

南瓜

14,520

荸薺

76,230

蓮藕

36,300

花豆

24,200

茼萵

24,200

洋菇(每坪)

1,815

草莓

96,800

冬瓜

18,150

大豆

11,000

食用玉米

14,520

短期葉菜

18,150

紅豆

33,000

菸草

24,200

黃秋葵

24,200

高梁

11,000

綠豆

8,800

食用甘蔗

96,800

綠肥

9,680

小米（粟）

24,200

蠶豆

30,250

三角藺

18,150

牧草

18,150

菱角

30,250

圓藺草
大甲藺

30,250

向日葵

18,150

胡麻

9,680

棉花

12,100

樹藷

9,680

薄荷藿香

12,100

青蒜

46,427

24,200

太空包菇類
（每包）

14

蒜頭

35,200

杭菊

24,200

洛神葵

附註：表內未列之農作物，得比照表內相關類科之農作物勘估補償。

土地徵收遷移費查估基準 G‐12‐1

土地徵收遷移費查估基
準
中華民國 89 年 12 月 30 日內政部台（89）內地字
第 8971251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0 年 9 月 16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00176893 號令增訂第 7 點附表二、第 8 點附表
三、第 9 點附表四

一、本基準依土地徵收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
）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依本基準並參酌
當地實際狀況，自行訂定該直轄市或縣（
市）辦理土地徵收遷移費查估之依據。
三、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依本條例第五條第一
項第一款及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遷移土地改良物者，應依下列規定給予遷
移費：
（一）建築改良物，依該建築改良物徵收
補償費之百分之八十發給遷移費。
（二）農作改良物，依該農作改良物徵收
補償費之百分之五十發給遷移費。
前項農作改良物不包括盆栽。盆栽部分得
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視實際需要酌給
搬運費。
四、墳墓遷移費依該直轄市或縣（市）墳墓遷
葬標準發給之。
五、紀念物遷移費依實際搬遷所需費用估定之
。但估定之遷移費不得高於與該紀念物同
性質構造物之重置價格。
六、依本條例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
人口遷移費，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
訂查估之依據不得高於附表一規定之基準
。前項人口遷移費，包含傢俱遷移費用。
七、依本條例第三十四條第第三款規定遷移動
力機具、生產原料或經營設備等所需之拆
卸、搬運及安裝費用，各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所訂查估之依據不得高於附表二規定之
基準。
八、水產養殖物遷移費，由各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參照附表三規定基準訂定之。
九、畜產遷移費，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
訂查估之依據不得低於附表四規定之基準
。
十、遷移物性質特殊，其遷移費未能依本基準

規定查估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依
當地之情形核實查估，辦理補償。其在查
估之認定上有困難或爭議時，得委託具有
公信力之專業機構查估，並由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審核認定之。委託之查估費用
由需用土地人負擔。

G‐12‐2 土地徵收遷移費查估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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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數
單身
二人
三人
四人
五人
六人以上

建築物全部拆除之人口遷移費
（新台幣元/每戶）
120,000
120,000
160,000
200,000
240,000
280,000

建築物全部拆除之人口遷移費
（新台幣元/每戶）
96,000
96,000
128,000
160,000
192,000
2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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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工
工

技術工
普通工

單價（新臺幣元/天、人）
2,200
1,980
ວྻ֘ྤᇾܑ!

十五噸（含）以上卡車
十五噸（不含）以下卡車
!!!!!!ˬܑܢ
經營
方式

混養

養殖
物別
一般
淡水魚

單位
車
車

單價（以新臺幣計）
11,000
8,800

!!!!!!!!!!
粗放
2,000

一般
鹹水魚

冷水性魚
類（含鱒
單養
、香魚等
）

一般河川 2,000

養殖方法
半粗放
半集約

說明
含搬運工資
含搬運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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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約

遷移
補償率

4,000

6,000

10,000

15‐‐60％

2,000

5,000

8,000

20‐‐50％

80,000

100,000

200,000

30‐‐50％

4,000

6,000

10,000

15‐‐60％

備註
以淡水吳郭魚價格計
算
其他混養種類以虱目
魚折重計價（混養種類
如蝦、蟳、龍鬚菜、虱
目魚、烏魚等）
1.換水量每 6 小時以上
1 次者，每平方公尺
面積產量以 8 公斤計
算。
2.換水量每 6 小時以下
1 次者，每平方公尺
面積產量以 10 公斤
計算。
3.換水量每 4 小時以下
1 次者，每平方公尺
面積產量以 20 公斤
計算。
4.以主體魚價格計價。
以主體魚價格計價。

土地徵收遷移費查估基準 G‐12‐3
經營
方式

養殖
物別
魚類（包
括石、魚
等）
觀賞魚類

虱目魚
吳郭魚
草蝦
沙蝦
泰國蝦
斑節蝦
白蝦
蟳
塘虱魚
（土殺）
烏魚
石斑
龍膽
石斑
鰻魚
鱸魚
鯛類
單養 花身雞魚
雞魚類
鮸魚
草魚
青魚
（烏鰡）
黃臘
（紅杉）
泥鰍
大鱗（豆
仔魚）
甲魚
星點彈塗
（花跳）

單養

牡蠣

粗放

養殖方法
半粗放
半集約

集約

20,000 尾 30,000 尾 50,000 尾
2,000

遷移
補償率

備註

30‐‐50％

以尾數計算，每尾價格
以 1 公斤草魚計價。

5,000
7、200
5,000
800
3、600
4,000
5,000
5,000 隻

10,000
10,000
8、400
1,000
4、800
6,000
8,400
10,000 隻

30‐‐60％
15‐‐45％
30‐‐50％
30‐‐50％
30‐‐50％
30‐‐50％
30‐‐50％
10‐‐50％

9,000

15,000

30‐‐50％

7,000
7,000

10,000
10,000

30‐‐50％
30‐‐50％

7,000

10,000

30‐‐60％

7,000
4,000
6,000
7,000
7,000
6,000
6,000

15,000
8,000
10,000
12,000
12,000
10,000
10,000

10‐‐30％
25‐‐50％
20‐‐45％
20‐‐50％
20‐‐50％
25‐‐50％
15‐‐60％

6,000

10,000

15‐‐60％

7,000

12,000

15‐‐50％

5,000

8,000

20‐‐50％

7,000

12,000

30‐‐50％

15,000

25,000

10‐‐40％

700

2、500
4,000
6,000
（插篊 （平掛式
（垂下式）
式）
）

以隻數計算

25‐‐50％

20‐‐45％

插篊式以 2,500 公斤計
算。
平掛式以 4,000 公斤計
算。
垂下式以 6,000 公斤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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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
方式

養殖
物別

粗放

文蛤

7、500

蜆

養殖方法
半粗放
半集約

遷移
補償率

備註
半粗放與半集約‐魚塭
養殖。
粗放指淺海養殖。

15,000

20,000

20‐‐45％

5,000

8,000

20‐‐45％

九孔
立體式
九孔
黑星銀（
變身苦）
鱧魚
鯉魚
鰱魚
牛蛙
龍鬚菜
其他鹹水
魚、蝦、
貝類
其他淡水
魚、蝦、
貝類

集約

20,000

30,000

20‐‐30％

100,000

150,000

15‐‐30％

7,000

12,000

20‐‐50％

4,000
6,000
6,000
6,000

7、500
10,000
10,000
10,000

15‐‐60％
15‐‐60％
15‐‐60％
20‐‐50％
20‐‐45％

12,000
6,000

10,000

25‐‐40％

6,000

10,000

25‐‐40％

每平方公尺生產 2‐3 公
斤

以乾燥計算。

附註：
一、混養：養殖種類兩種以上，而主體魚類數量比例在百分之六十以下者。
二、單養：養殖種類只有一種或另混養少量其他水產物，但混養數量未超過百分之四十者。
三、其他未列入本參考表之水產養殖物，其養殖物之種類由漁民自行申報，再會同有關單位現
場查估核定。
四、粗放式：利用天然流入肥料不予施肥，於低密度養殖者。
五、半粗放：利用人工施肥、漁牧綜合經營或配合適量飼料，其養殖環境及設備較差者。
六、半集約：採用施肥並添加人工飼料配合養殖，並具簡單之水質改善設備者。
七、集約：採用人工飼料或下雜魚養殖，並且有完善之水質改善設備或流水式養殖者。
八、凡養殖魚苗者按實際養殖面積，核算價值再加倍計算，不另計尾數及價值。
九、每種魚類之價格按查估時當地魚市場所公布之批發價為準，如魚市場未公布價格者，則核實
查估。
十、如未放苗養殖者，水產物部分不予補償。
十一、本表生產量依平均值計算，如有特殊情況可酌情調整。
十二、各養成階段之魚體均可依本表之生產量估算其遷移補償價格。

土地徵收遷移費查估基準 G‐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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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類

基本頭
（隻）數

每頭（隻）遷移費
用（新臺幣元）

鹿

10

1,500

牛

5

1,500

羊

10

500

犬

10

兔

50
母豬

200
50
2,500

公豬

1,500

20
20
30
5
50

900
600
300
1,500
50

種豬

肉豬
馬
鴿

肉蛋
種禽

80

蛋雞
蛋鴨

80

火雞鵝

80

500

說

明

若屬 3 個月以內者鹿隻則以 5 成費用認定之。
若母鹿懷孕以目測或觸診可判定者另增該細目費用
5 成予以補償。
若屬 6 個月以內者牛隻則以 5 成費用認定之。
若母牛懷孕以目測或觸診可判定者另增該細目費用
5 成予以補償。
若屬 6 個月以內者羊隻則以 5 成費用認定之。
若母羊懷孕以目測或觸診可判定者另增該細目費用
5 成予以補償。
若母犬懷孕以目測或觸診可判定者另增該細目費用
5 成予以補償。
出生未滿 1 個月者。
以種用母豬，體重 100 公斤以上並能為查估人員辨
識為限。其餘者以肉豬細目費用查估計算。若母豬
懷孕以目測或觸診可判定者另增該細目費用 5 成予
以補償。
以種用公豬體重 60 公斤以上者為限。其餘者以肉豬
細目費用查估計算。
60 公斤以上（含 60 公斤）之豬隻。
30 公斤以上（含 30 公斤）60 公斤以下之豬隻。
30 公斤以下之豬隻。

大

50

中

30

小

10

大
中
小
大
中
小

50
30
10
50
30
10

若屬產蛋期者另增該細目費用 5 成予以
補償其因搬遷致產蛋率下降等損失。肉
種禽以 26 週齡、蛋種禽以 22 週齡者為
產蛋期。
9 週齡以上者（57 日齡以上者）為大隻
認定（大）
。5 至 8 週齡者（29 至 56 日
齡者）為中隻認定（中）
。4 週齡以下者
（28 日齡以下者）為小隻認定（小）。
依比照肉、蛋種禽標準認定計算。

依比照肉、蛋種禽標準認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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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週齡以上者（29 日齡以上者）為大隻
認定（大）。
80
4 週齡以下者（29 日齡以下者）為小隻
認定（小）。
若屬產蛋期者另增該細目費用 5 成予以
補償。
大
20
產蛋期以第 8 週齡者認定之。
鵪鶉
80
小
10
5 週齡以上者（29 日齡以上者）為大隻
認定（大）。4 週齡以下者（28 日齡以
下者）為小隻認定（小）。
1.本基準是以畜禽種類項目作列舉式明定之，未列舉項目則得依其種類性能特徵體型大小作
區分比照補償遷移辦理。
附
2.本基準是以徵收土地所在處其地上物實際查估明列各項數據作為憑證，至於遷移到何地點
不予認定。
3.如表所列費用包括裝箱、控制、運輸、傷害、減產損失、藥品共有產權轉移、損失等等所
需開支及損失，其補償僅作概括式查估明定。
4.飼養家畜頭數未達基本頭數得按每頭遷移費五成核算。
5.鹿、牛、羊、馬：主要補貼其運輸費用。
6.種豬、肉豬：主要補貼運輸傷害、運輸費用。
7.蛋雞（鴨）
：主要補貼其蛋量減產損失、裝箱費、運輸運用。
8.火雞、鵝、肉雞（鴨）：主要補貼其裝箱費、運輸費用。
9.兔：主要補貼裝箱費、運輸費用。
10.犬：主要補貼其運輸費用。
註
11.鴿：主要補貼其裝箱費、運輸費用。
12.鵪鶉：主要補貼其蛋量減產損失、裝箱費、運輸費用。
肉雞
肉鴨

大
小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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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
辦法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5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10199193 號令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14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31302454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33 條；施行日期
並另定之
中華民國 104 年 1 月 30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413006727 號令定自 104 年 3 月 1 日施行

ௐ˘୧ 本辦法依土地徵收條例（以下簡稱本
條例）第三十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市價：指市場正常交易價格。
二、比準地：指地價區段內具代表性，以作
為查估地價區段內各宗土地市價比較基準之
宗地，或作為查估公共設施保留地毗鄰非公
共設施保留地區段地價之宗地。
ௐˬ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辦法
規定辦理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時，得將查
估程序全部或一部委託不動產估價師辦理，
委託費用由需用土地人負擔。
不動產估價師受託查估土地徵收補償市價
者，應依本辦法辦理。
ௐα୧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之辦理程序如
下：
一、蒐集、製作或修正有關之基本圖籍及資
料。
二、調查買賣或收益實例、繪製有關圖籍及
調查有關影響地價之因素。
三、劃分或修正地價區段，並繪製地價區段
圖。
四、估計實例土地正常單價。
五、選取比準地及查估比準地地價。
六、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
七、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提交地價評議委
員會評定。
ௐ̣୧ 前條第一款所定基本圖籍及資料，包
括下列事項：
一、不動產相關資料、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街道圖、都
市計畫圖說、禁限建範圍圖、預定徵收
土地地籍圖、土地使用計畫圖、河川或
排水圖籍。

二、地籍圖檔。
三、地價區段略圖。
四、其他有關圖籍及資料。
ௐ̱୧ 依第四條第二款調查實例，以蒐集市
場買賣實例為主，並得蒐集市場收益實例。
調查實例應填寫買賣實例調查估價表或收益
法調查估價表。
前項所稱收益實例，指租賃權或地上權等
他項權利，且具有租金或權利金等對價給付
之實例。
第一項調查得採用當事人、四鄰、不動產
估價師、不動產經紀人員、地政士、金融機
構、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司法機關或有關機
關（構）之資訊。
ௐ˛୧ 買賣或收益實例如有下列情形之一，
致價格明顯偏高或偏低者，應先作適當之修
正，記載於買賣實例或收益法調查估價表。
但該影響交易價格之情況無法有效掌握及量
化調整時，應不予採用：
一、急買急賣或急出租急承租。
二、期待因素影響之交易。
三、受債權債務關係影響之交易。
四、親友關係人間之交易。
五、畸零地或有合併使用之交易。
六、地上物處理有糾紛之交易。
七、拍賣。
八、公有土地標售、讓售。
九、受迷信影響之交易。
十、包含公共設施用地之交易。
十一、人為哄抬之交易。
十二、與法定用途不符之交易。
十三、其他特殊交易。
ௐˣ୧ 買賣或收益實例除依前條規定辦理外
，並應就下列事項詳予查證確認後，就實例
價格進行調整，並記載於買賣實例或收益法
調查估價表：
一、交易價格、租金或權利金等及各項稅費
之負擔方式。
二、有無特殊付款方式。
三、實例狀況。
四、有無基本機電、裝修以外之其他建物裝
潢費用。
ௐ˝୧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應調查影響之
區域因素，包括土地使用管制、交通運輸、
自然條件、土地改良、公共建設、特殊設施
、環境污染、工商活動、房屋建築現況、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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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利用現況及其他影響因素之資料等。
前項影響區域因素之資料，應依地價區段
勘查表規定之項目勘查並填寫。
ௐȈ୧ 劃分地價區段時，應攜帶地籍圖及地
價區段勘查表實地勘查，原則以鄉（鎮、市
、區）為單位，斟酌地價之差異、當地土地
使用管制、交通運輸、自然條件、土地改良
、公共建設、特殊設施、環境污染、工商活
動、房屋建築現況、土地利用現況及其他影
響地價因素，於地籍圖上將地價相近、地段
相連、情況相同或相近之土地劃為同一地價
區段。
非建築用地中經依法允許局部集中作建築
使用且其地價有顯著差異時，應就該建築使
用之土地單獨劃分地價區段。非都市土地及
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之零星建築用地，
或依規定應整體開發而未開發之零星已建築
用地，在同一區段範圍內，得將地價相近且
使用情形相同而地段不相連之零星建築用地
，視為一個地價區段另編區段號。
公共設施保留地應單獨劃分地價區段，並
得視臨街情形或原建築使用情形再予細分。
帶狀公共設施保留地穿越數個地價不同之
區段時，得視二側非保留地地價區段之不同
，分段劃分地價區段。
同一公共設施保留地分次徵收時，得視為
同一公共設施保留地劃設地價區段。
ௐȈ˘୧ 地價區段之界線，應以地形地貌等
自然界線、道路、溝渠或使用分區、編定使
用地類別等使用管制之界線或適當之地籍線
為準。
ௐȈ˟୧ 地價區段圖以地籍圖繪製或由電腦
產製，應以紅線標示地價區段界線，並註明
區段號、比準地位置、比準地地價、主要街
道與重要公共設施位置及名稱。
ௐȈˬ୧ 以買賣實例估計土地正常單價方法
如下：
一、判定買賣實例情況，非屬特殊情況者，
買賣實例總價格即為正常買賣總價格；
其為特殊情況者，應依第七條及第八條
規定修正後，必要時並得調查鄰近相似
條件土地或房地之市場行情價格，估計
該買賣實例之正常買賣總價格。
二、地上無建築改良物（以下簡稱建物）者
，計算土地正常買賣單價。其公式如下
：

土地正常買賣單價＝正常買賣總價格÷
土地面積。
三、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買賣實例為其中
部分層數或區分單位者，其土地正常買
賣單價之計算程序如下：
（一）該買賣實例土地權利價格＝該買賣
實例房地價格－該買賣實例建物成
本價格。
（二）該買賣實例土地權利單價＝該買賣
實例土地權利價格÷該買賣實例土
地持分面積。
（三）土地正常買賣單價之估計，以前目
土地權利單價為準，並考慮樓層別
效用價差調整。
四、地上有建物，且買賣實例為全部層數者
，其土地正常買賣單價之計算程序如下
：
（一）該買賣實例土地價格＝該買賣實例
房地價格－該買賣實例建物成本價
格。
（二）土地正常買賣單價＝該買賣實例土
地價格÷該買賣實例土地面積。
ௐȈα୧ 以收益實例查估比準地收益價格之
方法，依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三章第二節
規定辦理。
ௐỊ̏୧ 買賣或收益實例之土地上有建物者
，其建物成本價格之估計，依不動產估價技
術規則第三章第三節規定辦理。
ௐȈ̱୧ 依本辦法辦理查估之建物面積，已
辦理登記者，以建物登記之面積為準；其全
部或部分未辦理登記者，以實際調查之面積
為準。
ௐȈ˛୧ 依第十三條估計之土地正常單價或
第十四條採用之收益實例租金或權利金應調
整至估價基準日。
前項估價基準日為每年九月一日者，案例
蒐集期間以當年三月二日至九月一日為原則
。估價基準日為三月一日者，案例蒐集期間
以前一年九月二日至當年三月一日為原則。
前項案例蒐集期間內無適當實例時，得放
寬至估價基準日前一年內。
ௐȈˣ୧ 比準地應於預定徵收土地範圍內各
地價區段，就具代表性之土地分別選取。都
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留地毗鄰之地價區
段，亦同。
ௐȈ˝୧ 比準地比較價格之查估，應填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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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法調查估價表，其估計方法如下：
ௐ˟Ȉ˘୧ 比準地地價及宗地市價，應以每
一、就第十七條估價基準日調整後之土地正
平方公尺為計價單位，其地價尾數依下列規
常單價中，於同一地價區段內選擇一至
定計算：
三件比較標的。
一、每平方公尺單價在新臺幣一百元以下者
二、將前款比較標的價格進行個別因素調整
，計算至個位數，未達個位數無條件進
，推估比準地試算價格。
位。
三、考量價格形成因素之相近程度，決定比
二、每平方公尺單價逾新臺幣一百元至一千
準地地價。
元者，計算至十位數，未達十位數無條
地價區段內無法選取或不宜選取比較標的
件進位。
者，得於其他地區選取，估計時應進行區域因
三、每平方公尺單價逾新臺幣一千元至十萬
素及個別因素調整。
元者，計算至百位數，未達百位數無條
第一項第二款及前項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
件進位。
調整，分別依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表及
四、每平方公尺單價逾新臺幣十萬元者，計
影響地價個別因素評價基準表之最大影響範
算至千位數，未達千位數無條件進位。
圍內調整。
依第二十七條土地市價變動幅度調整之宗
以收益法估計之比準地收益價格，與第一項
地市價單價尾數無條件進位至個位數。
估計之比較價格，經綜合評估，視不同價格所 ௐ˟Ȉ˟୧ 都市計畫區內公共設施保留地區
蒐集資料之可信度，考量價格形成因素之相近
段地價以其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區段地
程度，決定比準地地價。
價平均計算。帶狀公共設施保留地穿越數個
比準地地價之決定理由應詳予敘明於比準
地價不同之區段時，得分段計算。
地地價估計表。
前項非公共設施保留地地價區段，以其比準
地地價為區段地價，其尾數進位方式依前條規
ௐ˟Ȉ୧ 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市價應以第十八
定辦理。
條選取之比準地為基準，參酌宗地條件、道
第一項所稱平均計算，指按毗鄰各非公共設
路條件、接近條件、周邊環境條件及行政條
施保留地地價區段之區段線比例加權平均計
件等個別因素調整估計之。但都市計畫範圍
算。毗鄰為公共設施用地區段，其區段地價經
內之公共設施保留地，不在此限。
前項宗地條件、道路條件、接近條件、周邊
納入計算致平均市價降低者，不予納入。
環境條件及行政條件等影響地價個別因素依
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之零星建築用地，
影響地價個別因素評價基準表之最大影響範
或依規定應整體開發而未開發之零星已建築
圍內調整。
用地，經劃屬公共設施保留地地價區段，其區
依前二項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市價，應填
段地價以與該保留地地價區段距離最近之三
寫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估計表。
個同使用性質地價區段為基準，並得參酌區域
第一項預定徵收土地其範圍內各宗地個別
因素調整估計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結果定之
因素資料及地籍圖，以需用土地人函文通知直
。計算結果較高者，應從高計算。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者為準。
公共設施保留地宗地市價以依第一項計算
前項宗地個別因素資料之行政條件，依下列
之區段地價為準，宗地跨越二個以上地價區段
方式填寫：
者，分別按各該區段之面積乘以各該區段地價
之積之和，除以宗地面積作為宗地單位地價，
一、非都市土地、都市計畫範圍內公共設施
其地價尾數無條件進位至個位數。
保留地、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依徵收
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地
計畫報送時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填寫。
價計算方式，以同屬區段徵收範圍內之非公共
二、都市計畫範圍內非屬前款公共設施保留
設施保留地區段地價平均計算為原則。但同一
地之依法得徵收土地：依都市 計畫變更
區段徵收範圍內無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者
為得徵收土地前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填
，依第一項規定查估區段地價。
寫；確無法追溯變更前之使用管制條件
者，需用土地人應於清冊相關欄位或報 ௐ˟Ȉˬ୧ 前條第三項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
地價加權平均計算作業步驟如下：
送公文中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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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第四條規定蒐集、製作或修正有關之
基本圖籍及資料。
二、以地籍圖繪製之地價區段圖作為作業底
圖。
三、量測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毗鄰各非公共
設施保留地區段線長度（以下簡稱各區
段線長度）
：以電腦量測為原則，其長度
以公分為最小單位，未滿一公分者，以
一公分計。未能由電腦量測者，得採人
工作業，以比例尺、求積儀或坐標讀取
儀等工具量測，其長度以公尺為最小單
位，未滿一公尺者，以一公尺計。
四、以各區段線長度之和為總長度。
五、以毗鄰各非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地價乘
以各區段線長度，再除以總長度，加總
計算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地價。
ௐ˟Ȉα୧ 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毗鄰之非公
共設施保留地，經量測確僅以點相接者，不
計入加權平均計算。
ௐ˟Ị̏୧ 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地價計算作
業應填寫公共設施保留地地價加權平均計算
表。
ௐ˟Ȉ̱୧ 一併徵收其徵收當期已逾原徵收
案之徵收補償市價適用期間者，其徵收補償
市價依第四條至前條規定查估；未逾原徵收
案之徵收補償市價適用期間者，其徵收補償
市價查估方式如下：
一、屬公共設施保留地者：依第二十二條至
前條規定辦理。
二、非屬公共設施保留地，其土地使用性質
與原被徵收土地相同者：按原被徵收土
地之宗地地價辦理。
三、非屬公共設施保留地，其土地使用性質
與原被徵收土地不同者：以所屬地價區
段比準地市價進行個別因素修正或個案
查估。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計算
被徵收土地市價變動幅度之作業步驟如下：
一、分二期蒐集去年九月二日至當年三月一
日（現期）買賣實例、去年三月二日至
去年九月一日（基期）買賣實例。
二、分期計算實例市價單價並排序。
三、分期計算排序後百分位數二十五至百分
位數七十五間案例市價單價平均值。
四、現期市價單價平均值除以基期市價單價
平均值，計算市價變動幅度。

前項市價變動幅度計算之作業分區，原則以
鄉（鎮、市、區）為單位，並得將地價變動情
形相近之鄉（鎮、市、區）合併計算；鄉（鎮
、市、區）內地價變動差異大之地區，得予分
開計算。
ௐ˟Ȉˣ୧ 需用土地人依第二十條第四項所
為之通知，應於每年九月一日前送達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作為次年土地徵收補
償查估之依據。但屬當年具急迫性或重大公
共建設推動之需者，得於當年三月一日前送
達。
需用土地人未及於前項期限前提供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辦理徵收範圍市價查估作
業所需資料者，應提供查估之市價予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協調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查估市價，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所需費用並得由需用土地人負擔。
ௐ˟Ȉ˝୧ 依第二十一條計算之宗地市價應
於依第二十條第四項所為通知之次年二月底
前提供需用土地人，作為通知之次年報送徵
收計畫計算徵收補償價額之基準。屬前條第
一項但書規定者，應於當年七月底前提供需
用土地人，作為當年七月至十二月報送徵收
計畫計算徵收補償價額之基準。
ௐˬȈ୧ 依第二十七條計算土地市價變動幅
度結果應於每年六月底前送交地價評議委員
會評定，於七月前提供需用土地人，作為七
月至十二月間調整徵收補償地價之依據。
ௐˬȈ˘୧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ௐˬȈ˟୧ 本辦法修正施行前已辦理查估案
件，仍適用修正施行前之規定。
ௐˬȈˬ୧ 本辦法施行日期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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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辦理土地徵收業務作業
費基準
中華民國 89 年 7 月 5 日台內地字第 8977073 號函
訂定
中華民國 101 年 10 月 4 日台內地字第 1010323002
號函增訂第 5 點之 1

一、為避免直轄市、縣（市）政府自行訂定辦
理土地徵收所需作業費（以下簡稱本作業
費）差距過大，造成需用土地人編列相關
預算之困擾，特訂定本基準，供直轄市、
縣（市）政府訂定本作業費時之參考。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區段徵收業務
所需作業費，不適用本基準。
二、本作業費應由需用土地人負擔。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以本作業費辦理
之工作如下：
（一）用地範圍勘定。
（二）用地之測量、面積計算、製圖、晒
圖。
（三）用地之地籍、地權、地價等資料之
調查及造冊。
（四）土地改良物之查估、計算及造冊。
（五）協助需用土地人召開協調、說明會
議。
（六）協助需用土地人擬訂徵收土地計畫
書及各項圖說。
（七）辦理徵收公告及通知。
（八）異議案件處理。
（九）召開地價評議委員會暨標準地價評
議委員會及報備。
（十）陳情案及行政救濟案之處理。
（十一）發放補償費用及辦理存入保管專
戶。
（十二）通知受領遷移費人限期遷移。
（十三）徵收成果整理及報備。
（十四）其他徵收作業相關事宜。
前項工作項目委外辦理者，由需用土地人
與直轄市、縣（市）政府協議酌予扣除。
四、本基準為每公頃八萬元，面積不足一公頃
者，以一公頃計。面積超過一公頃者，其
小數點部分以每公頃單價相乘後四捨五入

計算至百元。
同一用地範圍內因漏列而補辦徵收者，其
作業費應併入原案計算之。
五、徵收土地面積每公頃以二十筆計算，每增
加一筆，另增加作業費一千元。人數以歸
戶後三十人計算，每增加一人，另增加作
業費三百元。
五之一、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一併辦理者，其查估作業
費參考如下：
（一）每公頃新臺幣四萬六千元，面積不
足一公頃者，以一公頃計。面積超
過一公頃，其小數點部分以每公頃
單價相乘後四捨五入計算至百元。
（二）前款每公頃筆數以二十筆計，一公
頃超過二十筆者，每筆增加作業費
新臺幣五百元。另已報送宗地個別
因素清冊有修正者，應按修正筆數
計算，每筆新臺幣五百元。
（三）非屬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
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期限內送達者
，每案加計新臺幣六萬元。
依土地徵收條例第八條申請一併徵收時，
一併徵收之查估作業費，須重新查估者，
以每案新臺幣一萬元計列；免重新查估者
，依前項第二款修正作業費計列。
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委託不動產估價師辦理者，以核實
支付為原則，不適用第一項規定；由需用
土地人委託不動產估價師辦理者，由需用
土地人與直轄市、縣（市）政府協議，就
第一項收費標準酌予扣除。
需用土地人於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
法第二十七條提供資料時及後續修正資料
時，應分別撥付所需查估作業費。
六、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撤銷徵收業務
所需作業費，得以第四點及第五點計收費
用基準之半數計列之。
七、本作業費以核實支付為原則，第三點所定
之工作項目，確因實際執行需要，致原列
經費不敷支用者，得敘明事實及理由，並
擬具增加作業費之概算明細表，洽需用土
地人協調處理。
八、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本基準規定送
請需用土地人撥付所需作業費，以代收代
付款方式處理，其經費結報依審計法施行

G‐14‐2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理土地徵收業務作業費基準
細則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相關規定辦理。
九、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視實際需要參考
基準訂定辦理土地徵收業務作業費標準。

申請土地徵收注意事項

申請土地徵收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91 年 9 月 28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0910061549 號令訂定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25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0920071614 號令修正貳、五、肆、四、及伍、四
條文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4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10368162 號令修正全部規定及點次編號

壹、總 則
申請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徵收、一併徵收、
撤銷徵收、廢止徵收、更正徵收、徵收地
上權及徵用，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土地徵收案件之申請程序如下：
需用土地人為中央機關、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者－送內政部核定。
需用土地人為中央機關所屬機關者
－經其上級機關核轉內政部核定。
需用土地人為鄉（鎮、市）公所者
－經該管縣（市）政府核轉內政部
核定。
需用土地人為農田水利會者－經該
管縣（市）政府報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轉內政部核定。
二、需用土地人於申請時，應副知土地所
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但依第
1 點第 3 款及第 4 款核轉內政部之案
件，不在此限。
三、需用土地人於申請時，應檢送應附之
計畫書及圖冊等有關資料 1 式 2 份送
審。
貳、一般徵收
四、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前，應核實
按事業性質及實際需要，依徵收土地
範圍勘選作業要點（以下簡稱勘選要
點）規定，勘選適當用地位置及範圍
。勘選用地屬都市計畫範圍內得徵收
之私有土地，以徵收方式取得前應再
檢視需用土地範圍位置之適當性及
必要性。勘選用地屬非都市土地範圍
者，應就損害最少之地方為之，並應
儘量避免勘選要點第 3 點規定之土地
。
五、需用土地人對於已列入年度施政預算
項目闢建工程需用私有土地，應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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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徵收，並應依土地徵收條例（以
下簡稱本條例）施行細則第 31 條之 1
及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規定
檢送相關資料送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土
地徵收補償市價。
六、1 宗土地部分被徵收者，依本條例施
行細則第 20 條規定，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應於公告徵收前，囑託
該管登記機關就徵收之部分辦理分
割測量登記，並以分割登記後之土地
標示辦理公告徵收。需用土地人依其
興辦事業計畫期程擬取得所需用土
地，應注意上開規定，預留辦理土地
分割測量登記所需之時間。
七、需用土地人申請土地徵收時，應於來
文主旨敘明工程名稱、擬徵收土地標
示、總筆數及總面積，其土地改良物
擬一併徵收者，並應敘明。擬徵收土
地標示以徵收土地清冊所列第 1 筆土
地代表。
八、需用土地人依本條例第 13 條及第 13
條之 1 擬具徵收土地計畫書（格式如
附件 1）申請土地徵收時，應注意下
列事項：
需用土地人應檢送徵收土地計畫書
、徵收土地圖冊或土地改良物清冊
及土地使用計畫圖送審，陳報徵收
計畫書時，應同時檢附「（需用土
地人）辦理○○工程徵收計畫書自
行檢覈表」（格式如附件 2），附具
徵收土地圖說、現況照片（均含電
子檔）。並應將擬徵收土地之基本
資料、工程範圍圖（如衛星影像圖
或地籍圖，並用標線標示清楚）、
徵收土地圖說（標線及圖例應清楚
標示）及現況照片製作成簡報檔，
提送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審核
。
申請徵收土地如分屬都市土地、非
都市土地與國家公園用地，應分案
辦理。
徵收土地計畫書內所敘徵收土地原
因、工程名稱、擬徵收土地標示、
筆數、面積等，應前後一致。
徵收土地原因須符合本條例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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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土地徵收注意事項
或其他法律之規定。
徵收之土地屬非都市土地者，如所
興辦之目的事業不屬其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所編定之各種使用地容許
項目所容許使用，應一併申請變更
編定，並於徵收土地計畫書序文敘
明「案內非編定為○○用地之土地
，並請一併核准變更編定為○○用
地」；如徵收之非都市土地為尚未
編定地，則應敘明「案內非編定為
○○用地之土地，並請一併核准編
定為○○用地」。前述申請一併核
准變更編定或編定者，如有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1 條及第 12
條規定應辦理土地使用分區變更者
，應於依同規則規定，將開發計畫
書圖及有關文件經區域計畫擬定機
關審議同意後，再報請徵收。
徵收之土地屬非都市土地者，應視
下列情形於序文中分別敘明各事項
並檢附證明文件：
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非都市土地
，並要求一併（變更）編定者，
應依非都市土地變更編定執行要
點第 4 點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辦
理，並於徵收土地計畫書序文敘
明；構造用途特殊，非屬建築法
第 7 條所稱之雜項工作物者，得
免依非都市土地變更編定執行要
點第 4 點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辦
理，並應於徵收土地計畫書序文
敘明。
需用土地人所擬興辦事業土地如
屬山坡地範圍者，面積不得少於
10 公頃，並應於徵收土地計畫書
序文敘明；符合非都市土地管制
規則第 52 條之 1 規定免受 10 公
頃限制者，應敘明免受限制之理
由，其中如屬興闢公共設施、公
用事業、慈善、社會福利、醫療
保健、教育文化事業或其他公共
建設所必要之建築物，經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依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訂定之審議規範核准者
，應併同敘明經核准之審議規範

名稱及規定，並於徵收土地計畫
書序文敘明。
農業用地變更非農業使用者，應
先徵得農業主管機關之同意，並
於徵收土地計畫書序文敘明。
林業用地或山坡地範圍內森林區
、山坡地保育區及風景區之暫未
編定用地，變更為非林業用途使
用者，應先徵得林業主管機關之
同意，並於徵收土地計畫書序文
敘明。其土地屬保安林者，應附
保安林解除公告文件。
申請徵收應於徵收土地計畫第 2 項
下敘明勘選徵收用地範圍已依勘選
要點規定辦理。如屬都市計畫範圍
內得徵收之私有土地，應敘明已依
勘選要點第 2 點規定檢視需用土地
範圍位置之適當性及必要性情形；
如屬非都市土地者，應敘明已依勘
選要點第 3 點規定辦理之情形。徵
收土地範圍內有特定農業區農牧用
地者，應敘明總面積及其占工程用
地範圍之面積百分比，及符合本條
例第 3 條之 1 及本條例施行細則第 2
條之 1 規定。
興辦事業之種類應參照本條例第 3
條或其他法律之規定填列。特定農
業區農牧用地，符合本條例第 3 條
之 1 第 4 項規定得徵收情形，應於
徵收土地計畫書第 3 項下敘明符合
之原因或經行政院核定為重大建設
所需之核定日期及文號。
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時，應檢
附奉准興辦事業計畫文件影本或抄
件，並應於徵收土地計畫書第 3 項
下載明核准興辦該事業計畫之機關
名稱、核准日期及文號。如屬本於
權責辦理工程，無須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者，應於該項下敘明。
需用土地人應於徵收土地計畫書第
4 項下對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提
出說明，其內容應包括本計畫目的
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理關連理由
、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
限度範圍理由、用地勘選有無其他
可替代地區、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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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評估必要性理由。如作成報
告書者，得以檢附附件方式辦理，
並註明「詳后附件」。
需用土地人應於徵收土地計畫書第
5 項下對興辦事業之社會因素、經濟
因素、文化及生態因素、永續發展
因素及其他因素提出公益性及必要
性評估報告，並就本條例第 3 條之 2
規定各項因素內各點應評估事項，
分項分點提出具體說明，並為綜合
評估分析。
徵收土地之使用現狀應按實填寫，
如為空地無土地改良物者，應註明
為「空地」。徵收工程用地範圍內
如有既成道路，應敘明，並列入徵
收。
徵收土地上如有土地改良物應徵收
者，除興辦事業計畫確有需要外，
應隨同土地同時申請一併徵收。擬
同時申請一併徵收土地改良物時，
除應另檢附徵收土地改良物清冊外
，並應於來文及徵收土地計畫書序
文中一併敘明。如土地改良物依本
條例第 5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不一併
徵收或依同條第 2 項規定於土地徵
收始申請徵收者，應於計畫書第八
項下敘明。
徵收土地四鄰接連土地之使用狀況
及其改良情形，應就東、南、西、
北毗鄰地形及使用狀況扼要敘明。
徵收土地範圍內如有古蹟、遺址或
登錄之歷史建築者，應於徵收土地
計畫書第 10 項下註明其現狀，並檢
附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影本或抄件及
說明徵收土地後對該古蹟、遺址或
登錄之歷史建築之維護措施。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經行政院核定
為重大建設須辦理徵收者，若有爭
議，應於徵收土地計畫書第 11 項下
敘明聽證舉辦情形。
申請徵收土地，應檢附舉辦公聽會
、說明會、聽證之公告與刊登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之文件影本，及於興
辦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許可前舉行公聽會或於與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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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前舉行
公聽會（興辦之事業無須報請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之紀錄文件
、紀錄公告周知之文件影本及將會
議紀錄書面通知陳述意見之土地所
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文件，並於徵
收土地計畫書第 11 項下敘明辦理公
聽會、說明會、聽證之情形。但舉
辦具有軍事機密與國防秘密種類範
圍等級劃分準則規定之機密性國防
事業或已舉行公聽會或說明會有下
列情形之一者，得敘明事由，免檢
附上開辦理公聽會或說明會之相關
文件及紀錄：
興辦事業計畫於規劃階段已舉行
2 次以上公聽會，且最近 1 次公
聽會之舉行距申請徵收 3 年內。
興辦事業計畫已依都市計畫法舉
行公開展覽及說明會，並通知土
地所有權人，且最近 1 次公開展
覽及說明會之舉行距申請徵收 3
年內。
原事業計畫已舉行公聽會，於申
請徵收後發現範圍內有土地有遺
漏須補辦徵收。
原興辦事業為配合其他事業需遷
移或共構，而於該其他事業計畫
舉辦公聽會或說明會時，已就原
興辦事業之遷移或共構，聽取土
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之意見
者。
需用土地人依本條例第 10 條第 2 項
規定舉行公聽會，應至少舉行 2 場
，並依本條例施行細則第 10 條規定
辦理；申請徵收時應於徵收土地計
畫書第 11 項下敘明下列情形：
敘明每 1 場公聽會公告日期、張
貼處所及公聽會舉行之日期等公
聽會公告周知情形，並說明已依
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完成書面通
知興辦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土地所
有權人。公聽會之事由、日期及
地點應注意於舉行公聽會 7 日前
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
方、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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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辦公處之公告處所與村（里
）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並於需
用土地人網站張貼公告及刊登政
府公報或新聞紙。
敘明公聽會上已依本條例施行細
則第 1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說明
興辦事業概況與事業計畫之公益
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
勘選用地屬非都市土地範圍者，
應併同敘明是否已依勘選要點第
5 點規定載明事項，併入興辦事
業概況內於公聽會上適當地點揭
示及說明。公聽會並應以拍照或
錄影存檔。
請敘明公聽會紀錄已依本條例施
行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5 款規定辦理公告及書面通知，
並敘明後場公聽會對於前場公聽
會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陳
述意見之明確回應及處理情形。
前開各說明事項、陳述意見之明
確回應及處理情形應詳細記載於
會議紀錄，會議紀錄並應載明下
列事項：
事由。
日期。
地點。
主持人及記錄人之姓名。
出席單位及人員之姓名。
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
係人之姓名。
興辦事業概況（有製作興辦事
業說明文件，為會議紀錄之附
件）。
詳實記載事業計畫之公益性、
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
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之
意見（包括言詞及書面意見）
，及對其意見之回應與處理情
形。（對於土地所有權人及利
害關係人之意見，應作明確之
回應及處理，並應留下陳述意
見者之住址，寄送公聽會紀錄
。）
後場公聽會紀錄應記載前場公
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

人之意見與回應及處理情形。
申請徵收土地，應於徵收土地計畫
書第 12 項下載明與土地及土地改良
物所有權人協議以市價價購或其他
方式取得，及於申請徵收前依本條
例施行細則第 13 條規定，以書面通
知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見機會之經
過情形，並檢附協議通知、協議紀
錄及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見書面通
知之影本或抄件；如所有權人對於
協議取得或徵收有意見陳述時，或
所有權人未參與協議亦未於一定期
限內提出陳述書者，並應於該項下
敘明。但如依本條例第 11 條因公共
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與所有權人
協議，及依本條例施行細則第 13 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得不給予所有權人
陳述意見之機會，於申請徵收前已
擬具理由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
可，並敘明事由，通知所有權人，
於該項下敘明經過情形後，得免檢
附上開協議通知、協議紀錄及給予
所有權人陳述意見書面通知之文件
。
需用土地人依土地登記簿所載住址
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時，如
因土地所有權人遷徙未至登記機關
辦理住址變更登記，或有住址空白
、日據時期住址、地址不全不符或
其他有行政程序法第 78 條規定之情
形，致有依土地登記簿所載住址通
知遭退回或無法送達者，應洽地政
、戶政、稅捐機關查對新址重新通
知，如仍無法送達，得依職權辦理
公示送達，並於徵收土地計畫書第
12 項下敘明前開查址及送達情形。
如已知土地登記簿所載之土地所有
權人已死亡，應先洽地政、戶政、
稅捐機關查明其合法繼承人，並通
知其協議，郵寄通知未能送達時，
應以「登記名義人及其之全體繼承
人」辦理公示送達。向戶政機關查
明及辦理協議之情形應於徵收土地
計畫書第 12 項下中敘明，並檢附繼
承系統表供參。
第 19 款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見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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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知內容應記載下列事項，其通
知之對象及辦理方式應依本條例施
行細則第 25 條規定辦理送達。以協
議會議開會（或協議會議紀錄）併
同通知者，亦同：
所有權人姓名及其住、居所、事
務所或營業所。
徵收土地之概況、法令依據及徵
收標的範圍。
所有權人提出陳述意見書時，應
為事實上及法律上之陳述。
陳述意見之期限及不提出之效果
。
其他必要事項。
以書面通知所有權人陳述意見，應
依本條例施行細則第 13 條第 3 項規
定辦理下列事項：
以書面通知所有權人陳述意見之
期限，自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
不得少於 7 日；已併協議會議開
會通知者，自最後 1 次會議之日
起，不得少於 7 日。依行政程序
法第 78 條辦理公示送達者，陳述
意見之期限應注意公示送達生效
日期並加計給予陳述意見期限之
相當時日。
所有權人以言詞陳述意見者，需
用土地人應作成書面，經向所有
權人確認內容無誤後，由陳述人
簽名或蓋章；其拒絕簽名或蓋章
者，應記明事由。所有權人對紀
錄有異議者，應更正之。
需用土地人對於所有權人以書面
或言詞陳述之意見，均應以書面
回應及處理；於申請徵收土地或
土地改良物時，應一併檢附所有
權人以書面或言詞陳述之意見，
及需用土地人之回應、處理之書
面資料，並將意見及回應、處理
情形依序整理，詳實填載於所有
權人陳述意見及相關回應處理情
形一覽表。
申請徵收土地，應事先查明工程範
圍內有無涉及原住民土地之徵收，
如有，應於徵收土地計畫書第 15 項
下敘明，並檢附中央原住民族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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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之書面同意文件。
申請徵收土地擬一併徵收建築改良
物，應先向各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社政單位查詢有無符合本條例第
34 條之 1 規定之需安置情形，並於
徵收土地計畫書第 16 項下敘明計畫
範圍內符合前開規定情形之人數及
安置情形，安置包括安置住宅、購
置住宅貸款利息補貼、租金補貼等
。如無符合前開規定需安置情形，
應敘明無本條例第 34 條之 1 規定情
形，並檢附向各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社政單位查詢無符合規定之相
關公文影本。案內無建築改良物致
無須向社政單位查詢者，應敘明清
楚，免附相關查詢資料。
徵收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作多
目標使用，應於徵收土地計畫書第
17 項「計畫目的」項下載明准許
使用之項目，徵收後僅得依原核准
計畫所列之興辦事業使用，不宜再
增列使用項目。
徵收之土地，擬以信託、聯合開發
、委託開發、委託經營、合作經營
、設定地上權或出租提供民間機構
投資建設者，應於徵收土地計畫書
第 17 項「計畫目的」項下載明之
，並記明其提供方式。
計畫進度之預定開工日期應配合申
請徵收時程填載，如興辦之事業已
施工或已完工者，則依實際情形填
載。申請徵收之土地屬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者，應注意按都市計畫
書事業計畫與實施進度、公共設施
之性質或種類，審酌地方人力、財
力狀況，妥予訂定使用期限。
徵收土地需補償金額總數，應注意
所編列預算是否足敷支應。如已列
入年度預算，應附該年度預算書，
並檢附已提送直轄市、縣（市）政
府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徵收當期之
市價相關證明文件；如所列經費已
逾預算年度時，應檢附核准保留預
算之相關證明文件；如屬特別預算
，應依特別規定辦理。
徵收土地計畫書末頁請加蓋機關印

G‐15‐6

申請土地徵收注意事項
信及代表人官章，並應填載製作日
期。
徵收土地計畫書及其附件，應加蓋
騎縫章。
徵收土地計畫書之附件：
奉准興辦事業計畫文件影本或抄
件：指由依法有權核准興辦該事
業計畫之機關所核准之文件，包
括專案核定之事業計畫或依年度
施政計畫所編列之預算證明（須
含擬興辦事業之計畫名稱），如
該預算證明未能涵蓋擬興辦之計
畫名稱者，應補附其他證明文件
。
舉辦公聽會之公告與刊登政府公
報或新聞紙等文件影本：指於 7
日前將舉行公聽會之事由、日期
及地點，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
之公共地方、當地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鄉（鎮、市、區）公
所、村（里）辦公處公告處所，
與村（里）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
之公告與刊登政府公報、新聞紙
等文件影本。
舉辦公聽會之紀錄影本或抄件：
該紀錄應記載事項詳第 18 款規定
。
通知土地及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
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之文
件影本：該通知應載明協議事由
、日期、地點、主持人姓名、邀
請之出席單位名稱、土地及土地
改良物所有權人姓名、擬協議取
得之說明資料、所有權人拒絕參
與協議或經開會協議不成得依法
辦理徵收之法令依據等事項。如
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見通知擬併
於該通知一併為之者，並應載明
所有權人得依行政程序法第 105
條規定以書面提出事實上及法律
上之意見陳述、得提出陳述意見
之期限，及不於期限內提出陳述
之效果等事項。
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不成
之證明文件或協議紀錄之影本或
抄件：協議紀錄應載明協議事由

、日期、地點、主持人與記錄人
之姓名、出席單位及人員之姓名
、出席之土地及土地改良物所有
權人等之姓名、協議不成將依法
辦理徵收之程序及相關徵收補償
之規定，以及所有權人得行使之
權利、所有權人對於協議取得或
徵收之陳述意見及協議之結論等
事項。但協議通知已就相關徵收
補償規定及所有權人得行使之權
利事項載明者，於該紀錄得免再
記載該等事項。如給予所有權人
陳述意見通知擬併於會議紀錄一
併為之者，並應載明所有權人得
依行政程序法第 105 條規定以書
面提出事實上及法律上之意見陳
述、得提出陳述意見之期限，及
不於期限內提出陳述之效果等事
項。
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見書面通知
之影本：應載明通知之所有權人
姓名、住所、徵收土地或土地改
良物坐落之土地標示、所有權人
得依行政程序法第 105 條規定以
書面提出事實上及法律上之意見
陳述、得提出陳述意見之期限，
及不於期限內提出陳述之效果等
事項。但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見
之通知已併於協議通知或會議紀
錄為之者，得免檢附本通知。
所有權人陳述意見及相關回應處
理情形一覽表：申請徵收土地或
土地改良物時，應一併檢附所有
權人以書面或言詞陳述之意見，
及需用土地人相關之回應、處理
之書面資料，並將相關意見及回
應、處理情形依序整理成表。
徵收土地清冊（格式如附件 3，為
配合電子處理作業，得採由左而
右之橫行格式填製）：
申請土地徵收，應先查明擬徵
收之土地究為都市土地或非都
市土地；如為非都市土地，應
於清冊「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
之種類」欄載明土地登記簿或
電子處理之地籍資料中所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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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定使用種類。另用地範圍內
多屬非都市土地，惟部分土地
之登記簿其編定使用種類欄空
白時，應洽都市計畫單位查明
該等土地是否確非屬都市土地
，並於清冊備考欄載明。
申請徵收之土地如屬經依地籍
清理條例第 11 條規定及依祭
祀公業條例第 51 條規定，交由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代
為標售而尚未標售者，應由需
用土地人於申請徵收前將土地
擬辦理徵收之情形告知直轄市
、縣、（市）代為標售機關，
並於土地徵收清冊備考欄註明
。
申請徵收 1 宗土地之部分時，
徵收土地清冊所載土地標示及
面積，應依以下規定辦理：
A.申請徵收之土地為都市土地
者：
a. 位屬都市計畫地區為應擬
定細部計畫，其細部計畫
並已發布實施者，應先洽
該管地政事務所依都市計
畫樁位辦理地籍分割測量
登記後，依分割登記之土
地標示及面積填載。
b. 位屬都市計畫地區為應擬
定細部計畫，惟細部計畫
尚未發布實施者，經該管
直轄市或縣（市）都市計
畫主管機關依各該主要計
畫之規劃意旨及鄰近相關
地形、位置認定其使用分
區，並洽該管地政事務所
辦理假分割，計算面積後
，清冊之土地標示及面積
欄填載擬申請徵收之母地
號及母地號面積，擬徵收
私有持分面積則填載實際
徵收面積，並於清冊備考
欄載明擬申請徵收土地之
暫編地號。
c. 位屬都市計畫地區僅有主
要計畫，無須擬定細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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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者，應洽該管地政事務
所依都市計畫樁位辦理地
籍分割測量登記後，依分
割登記之土地標示及面積
填載。
B.徵收之土地為非都市土地者
，需用土地人應先洽該管地
政事務所依所埋設之用地界
樁，辦理假分割，計算面積
，清冊之土地標示及面積欄
填載擬申請徵收之母地號及
母地號面積，擬徵收私有持
分面積則填載實際徵收面積
，並於清冊備考欄載明擬申
請徵收土地之暫編地號。
徵收 1 宗土地之部分時，其申
請徵收土地總筆數之計算應以
母地號為準。
清冊應送請轄區地政事務所核
對土地登記簿或電子處理之地
籍資料無訛，依分層負責規定
逐級核章後，加蓋「經核與土
地登記簿（電子處理之地籍資
料）記載相符」戳記及核章日
期。
徵收土地如為公私共有者，公
有持分部分應予註明；如需另
案辦理撥用者，應於備考欄敘
明。
徵收土地為共有土地者，如其
應有部分之和不等於 1，應先
洽該管地政事務所查明後，再
申請徵收。經清查後，如仍無
法查明其中持分錯誤情形，應
於徵收土地清冊備考欄載明，
並依以下方式填載：
A.共有人登記權利範圍合計大
於 1 者：
a. 徵收土地全部為私有者，
其「擬徵收私有持分面積
」欄依用地面積填載。
b. 徵收土地為公私共有者，
其「擬徵收私有持分面積
」欄依用地面積乘以私有
持分和之面積填載。
B.共有人登記權利範圍合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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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 者：
a. 徵收土地全部為私有者，
其「擬徵收私有持分面積
」欄依用地面積填載。
b. 徵收土地為公私共有者，
其「擬徵收私有持分面積
」欄依用地面積扣除公有
持分面積後填載。
C.共有土地之應有部分不明者
，同前開 B 之方式填載。
申請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良物
如屬未辦繼承登記，經地政機
關列冊管理期滿，已移交財政
部國有財產局辦理標售，而尚
未標售者，應由需用土地人於
申請徵收前將土地擬辦理徵收
之情形告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並於清冊備考欄註明。
土地所有權人或管理人之住址
按土地登記簿或電子處理之地
籍資料所載之地址填寫。如為
日據時期地址，應先協調地政
、戶政、稅捐機關協助查明最
新住址，並於清冊備考欄註明
；如為空白，應載明「空白」
二字。
申請徵收之土地為日據時期以
日人姓名登記之土地，應先洽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清理後，再
依清理結果辦理。
徵收土地改良物清冊（格式如附
件 4，為配合電子處理作業，得採
由左而右之橫行格式填製）：
僅須就擬一併徵收土地改良物
部分填寫，並於備考欄註明所
坐落土地於徵收土地清冊上之
編號。如徵收之土地無土地改
良物或未一併徵收土地改良物
者，得免附。
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對其管理之
公有土地上之私有土地改良物
，不得申請徵收，但因取得經
核准撥用或提供開發之公有土
地，不在此限。
如擬徵收公有土地上之私有土
地改良物時，應於該清冊之備

考欄載明公有土地之管理機關
。
有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書（格式
如附件 5）或有無妨礙國家公園計
畫證明書（格式如附件 6）：
徵收土地如位屬都市土地，應
檢附有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書
；如位屬國家公園區，應檢附
有無妨礙國家公園計畫證明書
。但國家公園管理機關為執行
國家公園計畫申請徵收土地者
，應檢附國家公園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證明。
申請徵收都市計畫各使用區或
特定專用區土地，申請核發無
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書時，除擬
徵收土地位於依相關目的事業
法律編定、劃設或公告之事業
範圍內，各該法律並特別規定
得予徵收，且其編定、劃設或
公告涉及都市計畫之擬定或變
更，已依都市計畫法訂定程序
辦理完成者，得據以核發無妨
礙都市計畫證明書外，應依法
完成都市計畫擬定或變更後核
發之。
各該直轄市或縣（市）都市計
畫主管機關於核發徵收土地有
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書時，應
確實查明該地區都市計畫有無
指定以聯合開發、市地重劃、
區段徵收或其他方式整體開發
，並於核發之有無妨礙都市計
畫證明書載明之。
申請徵收土地所屬都市計畫為
應擬定細部計畫，惟細部計畫
尚未發布實施，致未能依都市
計畫樁位辦理逕為分割測量者
，經各該直轄市或縣（市）都
市計畫主管機關依各該主要計
畫之規劃意旨及鄰近相關地形
、位置認定其使用分區，並於
有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書之土
地標示欄以母地號並加註「內
」字之方式填載，面積則填載
實際徵收面積，並於備考欄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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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擬徵收之暫編地號及加註「
收當時改良物坐落之土地標示填載
凡暫編地號土地依地政事務所
，並於備考欄註明原奉准徵收土地
逕為分割測量成果為準」文字
於徵收土地清冊上之編號。
，需用土地人得據以申請徵收 參、一併徵收
。
十、依本條例第 8 條規定得申請就殘餘土
證明書上應加蓋核發日期、機
地或建築改良物一併徵收之所有權
關印信及首長簽名章。
人，為原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良物之
徵收土地圖說應以地籍圖描繪，
所有權人；原所有權人死亡，已辦竣
並加註比例尺大小，並應就工程
繼承登記者，為登記名義人；未辦竣
用地範圍及徵收土地分別著色描
繼承登記者，為其全體繼承人。上開
繪及加註圖例。工程用地範圍內
一併徵收之殘餘土地或建築改良物
未列入徵收之公、私有土地，亦
為分別共有者，各共有人得就其應有
應依其權屬或取得方式，分別著
部分申請之。
色描繪及加註圖例。
十一、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理所
土地使用計畫圖應繪明土地使用
有權人依本條例第 8 條第 1 項規定
配置情形或其使用位置，並應加
申請一併徵收殘餘土地或建築改
註圖例。
良物案件，應會同需用土地人、申
九、如興辦事業計畫確有需要而於土地徵
請人及其他有關機關實地勘查，並
收後始申請徵收土地改良物者、或經
作成勘查紀錄；合於規定者，由直
協議取得土地，其地上私有土地改良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轉需用土
物未能協議取得，申請徵收該私有土
地人，檢附一併徵收土地或土地改
地改良物者、或於取得經核准撥用或
良物清冊、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申
提供開發之公有土地後，申請徵收該
請一併徵收土地一覽表及所有權
公有土地上私有土地改良物者，需用
人申請一併徵收文件影本、勘查通
土地人依本條例第 13 條及 13 條之 1
知影本、勘查紀錄影本、原核准徵
擬具徵收土地改良物計畫書（格式如
收函影本、公告徵收函影本、相關
附件 7）申請徵收土地改良物時，除
地號原核准徵收土地清冊影本、地
準用第 8 點規定辦理外，並應注意下
籍圖（應加註圖例，標明工程範圍
列事項：
及申請一併徵收土地位置）及彩色
申請徵收時，應注意所在奉准徵收
現況照片（應加註圖例，標明工程
土地有無土地所有權人得申請收回
範圍及申請一併徵收土地位置）（
土地之情形。
均含電子檔）及其他有關文件，報
申請徵收時，應檢附原核准徵收、
請內政部核准之；不合規定者，由
撥用或提供開發公有土地之文件、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擬具處
計畫書及土地清冊等之影本。如需
理意見，並檢附通知陳述意見函、
用土地係協議取得，應檢附協議取
陳述意見書、處理回復函影本及前
得土地之清冊（格式如附件 8）影本
開各項圖籍及文件，請內政部核定
。
後，將處理結果函復申請人。但申
計畫進度之預定開工日期應注意本
請人不適格或其申請已逾法定期
條例第 9 條規定，配合奉准徵收土
限者，免實地勘查時，得免檢附上
地案及申請徵收時程填載，其工程
開勘查通知影本、勘查紀錄影本及
預定完工日期並應與原奉准徵收土
地籍圖文件。
地計畫書所載計畫進度一致。
十二、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受理
徵收部分土地已分割完竣者，徵收
所有權人依法申請一併徵收之案
土地改良物清冊「擬徵收土地改良
件時，除有因申請人不適格或其申
請已逾法定期限等無須實地勘查
物坐落之土地標示」欄應按申請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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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外，於依規定會同申請人實
地勘查時，其通知應參照行政程序
法第 39 條規定為之，並注意應合
法送達。勘查通知應載明以下事項
：勘查事由、時間、地點、申請人
申請一併徵收土地標示、邀請會同
勘查之機關名稱及申請人姓名、申
請人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不到場
之效果等事項。
十三、勘查紀錄應載明以下事項：勘查事
由、時間、地點、主持人與記錄人
之姓名、出席之會勘單位及人員姓
名、出席之申請人或代理人姓名、
申請一併徵收土地標示、申請人有
無申請一併徵收土地改良物、申請
一併徵收土地使用情形概述、申請
人陳述之意見，各會勘單位之意見
、會勘結論（該結論應敘明符合一
併徵收或未符合一併徵收之原因）
等事項。
十四、土地所有權人要求一併徵收之土地
，遇有古蹟、遺址或登錄之歷史建
築，應先由需用土地人徵得文化資
產保存法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
十五、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原指 1 筆土
地部分被徵收，經分割後之剩餘部
分而言。若同一所有權人有 2 筆以
上土地，地界相連，實際已合併為
同一性質之使用，其中 1 筆被徵收
，剩餘之 1 筆，亦屬殘餘部分。
十六、殘餘土地面積過小，指該徵收殘餘
土地之面積，非指共有人之持分面
積。
十七、本條例第 8 條第 1 項所稱「不能為
相當之使用」，應於實地勘查時，
依事實認定之，不限以計畫使用或
徵收當時實際使用為認定之依據。
十八、一併徵收土地清冊格式及填寫說明
如附件 9。
十九、一併徵收土地改良物清冊格式及填
寫說明如附件 10。
二十、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申請一併徵收
土地一覽表格式及填寫說明如附
件 11。
肆、撤銷或廢止徵收

二十一、需用土地人依本條例第 50 條規
定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應詳細
說明 撤銷或廢 止徵收原 因及符
合之法令依據，並應於土地或土
地改良物徵收公告期滿後，始得
為之。因作業錯誤，致原徵收之
土地 不在工程 用地範圍 內之申
請撤銷徵收，應敘明作業錯誤之
種類：
位置勘選錯誤。
地號摘錄錯誤。
地籍圖地號誤繕。
地籍分割錯誤。
部分徵收之土地未辦理分割，
致以全筆土地辦理徵收，分割
完成後其錯誤徵收部分。
都市計畫中心樁（線）偏移。
其他。
二十二、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之土地或建
築改良物，如土地或建物登記簿
之所有權人仍為被徵收土地或建
築改良物所有權人者，應先查明
徵收補償費是否已發給完竣，如
是，應先辦理徵收所有權移轉登
記後，再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
辦理撤銷或廢止徵收之土地或土
地改良物，依本條例第 8 條規定
已一併徵收之殘餘部分，除已移
轉或另有他用者，應同時辦理撤
銷或廢止。土地徵收時一併徵收
之土地改良物，除已滅失者，於
土地撤銷或廢止徵收時應同時辦
理撤銷或廢止徵收。
二十三、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依
本條例第 50 條第 3 項規定受理原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撤銷或廢止徵
收案件，經會同需用土地人及其
他有關機關審查符合規定者，由
需用土地人檢附撤銷或廢止徵收
土地清冊、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
改良物清冊及有關圖籍、文件等
，向內政部申請之；未符合規定
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於將處理結果函復原土地所
有權人前，應注意依行政程序法
規定，給予原土地所有權人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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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之機會。
經內政部核准徵收，而尚未公
二十四、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清冊格式及
告徵收前，遇有地籍圖重測公
填寫說明如附件 12。
告期滿並確定，請需用土地人
二十五、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改良物清冊
先申請更正徵收並報經內政部
格式如附件 13。
核准後，再辦理公告徵收。
伍、更正徵收
公告徵收後，在地價未發給完
二十六、土地徵收後有下列情形，在不涉
竣前，遇有地籍圖重測公告期
及原報准徵收之實體內容，且用
滿並確定，其土地面積因地籍
地範圍不變之前提下，應辦理更
圖重測結果而增減者，如重測
正徵收：
面積大於徵收公告面積時，應
徵收土地面積、被徵收人之姓
以重測面積辦理補償，如重測
名或被徵收人之住所誤繕。
面積小於徵收公告面積時，應
核准徵收之土地，徵收土地清
仍按徵收公告面積補償，並請
冊地號誤繕，而其他資料無誤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
。
嗣後就實際補償面積大於徵收
核准徵收後，發現原始地籍資
核准面積之部分，函報內政部
料錯誤，並辦竣更正登記。
釐正徵收案相關資料。重測面
部分徵收之土地，以假分割面
積增加部分，其地價補償並應
積報准徵收後，地政事務所徵
以原公告徵收時之補償標準計
理正式分割時，發現實際使用
算。
面積與原報准徵收面積不符。
二十八、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對於
於公告徵收前，因分割、合併
已核准徵收之土地，於公告徵收
、地籍圖重測、土地重劃等，
前應 將核准徵 收土地清 冊與最
致核准徵收之土地標示與現況
新土 地登記簿 記載資料 予以核
不符。
對，其已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者
其他經核准徵收之土地，徵收
，得於公告徵收時逕以新所有權
土地清冊所載事項與事實不符
人名義辦理公告徵收，並通知領
。
取補償費，並應將實際情形報請
二十七、關於土地徵收案件，於經內政部
內政 部備查並 副知需用 土地人
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審議通過，然
。又該筆土地嗣後如有辦理撤銷
尚未核准徵收之前，或於核准徵
或廢 止徵收或 殘餘部分 擬一併
收之後尚未公告徵收之前，或業
徵收之情形時，需用土地人應於
經公 告徵收於 地價尚未 發給完
撤銷 或廢止徵 收土地清 冊或一
竣前，遇有地籍圖重測公告期滿
併徵 收土地清 冊備考欄 註明上
並確定，如該重測結果已涉及工
開情事。
程用地範圍之變動，應另案辦理
二十九、已核准徵收之數筆土地，因更正
補辦徵收或撤銷徵收，如未涉及
原因 不同需同 時申辦更 正徵收
工程用地範圍之變動，應依以下
時，應於更正徵收清冊說明二逐
原則處理：
筆記載更正之原因。
經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審
三十、更正徵收土地清冊格式及填寫說明
議通過，內政部尚未核准徵收
如附件 14。
前，遇有地籍圖重測公告期滿 陸、徵收地上權
並確定，請需用土地人依重測
三十一、需用土地人依本條例第 57 條第
後地籍資料檢送釐正後徵收土
1 項規定申請徵收地上權，除準
地計畫書報經內政部予以核准
用貳、「一般徵收」各點規定辦
徵收。
理外，並應注意以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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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徵收地上權，應擇其
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
之。
應就需穿越私有土地之上
空或地下，界定適當之擬
徵收地上權空間範圍，於
徵收地上權計畫書第 2 項
「徵收地上權所在地範圍
及面積」項下載明。
三十二、徵收地上權計畫書格式如附件 15
。
柒、徵用
三十三、需用土地人依本條例第 58 條第
1 項規定申請徵用私有土地或土
地改良物，除準用貳、「一般徵
收」各點規定辦理外，並應注意
以下事項：
於申請徵用前，應依本條例第
10 條及第 11 條規定，舉行公
聽會及先與土地及土地改良物
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
式取得，但依本條例第 58 條第
4 項但書規定先行使用該土地
或土地改良物者，得免舉行公
聽會，並免與土地或土地改良
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
方式取得。
徵用期間逾 3 年者，或 2 次以
上徵用，期間合計逾 3 年者，
應於決定徵用前，將土地徵收
條例第 58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
定告知所有權人。
徵用土地或土地改良物計畫書
第 14 項應載明徵用起迄期間
，其始期應以公告徵用之日起
算，並應配合工程計畫進度及
施工情形，妥予訂定徵用期間
。
三十四、徵用土地計畫書格式如附件 16
。
三十五、徵用土地改良物計畫書格式如附
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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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徵收土地計畫書
市 市鄉
（需用土地人）為（徵收事由）需要，擬徵收坐落○縣○區鎮○段○小段○
地號【內】【等】○筆土地，【合計】面積○.○○○○○○公頃，
【並擬一併徵收其土地改良物】
，茲依照土地徵收條例第 13 條及第 13 條之 1 規定，擬具計畫書並檢同有關附件計○份，請准予
照案徵收。【案內非編定為○○用地之土地，並請一併核准【變更】編定為○○用地】。
【本案工
程已依非都市土地變更編定執行要點第 4 點第 2、3 項規定辦理，並無禁止或限制情形】
【本案工
程並經○○○（機關名稱）○年○月○日○○○○○號函認定非屬建築法第 7 條所稱之雜項工作
物，得免依非都市土地變更編定執行要點第 4 點第 2、3 項規定辦理】
【案內用地經○○○（機關
名稱）○年○月○日○○○○○號函認定位屬山坡地範圍】
【本案係符合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第
52 條之 1 規定（請敘明原因）
，符合○○○（機關名稱）○年○月○日○○○○○號令訂定○○
○（審議規範名稱）第○點規定，免受山坡地開發面積不得少於 10 公頃之限制】
【案內農業用地
業經○○○（機關名稱）○年○月○日○○○○○號函同意變更為非農業用途使用】【案內林業
用地或○○區暫未編定用地業經○○○（機關名稱）○年○月○日○○○○○號函同意變更為非
林業用途使用】
註：【 】之文字，請依個案情況填載，非都市土地並應依本注意事項規
定填載相關事項。
此

請

內政部
一、徵收土地原因
為（徵收事由）必需使用本案土地。【若有其他特殊原因或徵收情況，應於此項下說明】
二、徵收土地所在地範圍及面積
市 市鄉
擬徵收坐落○縣○區鎮○段○小段○地號【內】【等】○筆土地，
【合計】面積○.○○○○○○公頃。詳如徵收土地清冊與徵收土地圖說。
本案勘選徵收用地範圍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規定辦理。【勘選用地如屬都市
計畫範圍內得徵收之私有土地，應敘明已依該要點第 2 點規定檢視需用土地範圍位置之
適當性及必要性情形】【如屬非都市土地者，應敘明已該要點第 3 點規定辦理之情形】
【徵收土地所在地範圍內有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者，應敘明總面積及其占工程用地範圍
之面積百分比，且符合土地徵收條例第 3 條之 1 及其施行細則第 2 條之 1 規定】
三、興辦事業之種類及法令依據
興辦事業之種類：（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3 條及其他法律規定填列）
興辦事業之法令依據：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 3 條第○款規定。【依據其他法律第○條規
定】【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符合土地徵收條例第 3 條之 1 第 4 項規定得徵收情形，應
敘明符合之原因或經行政院○年○月○日○○○○○號函核定為重大建設所需者】
奉准興辦事業文件：如后附○○○（核准興辦該事業計畫之機關名稱）○年○月○日○
○○○○（核准文號）之影本或抄件。【本案土地屬○○用地，○○（機關名稱）本於
權責辦理，依法無須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為辦理該項工程，並已編列經費於○
年度○○預算項下，詳如后附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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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說明【如做成報告書者，得以檢附附件方式辦理，請註明詳後附件
】
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理關連理由
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度範圍理由
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其他評估必要性理由
五、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社會因素：
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年齡結構。
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度。
經濟因素：
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
徵收計畫對糧食安全影響。
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情形。
徵收計畫對農林漁牧產業鏈影響。
徵收計畫對土地利用完整性影響。
文化及生態因素：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永續發展因素：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永續指標。
國土計畫。
其他因素：（依徵收計畫個別情形，認為適當或應加以評估參考之事項。）
六、土地使用之現狀及其使用人之姓名、住所
（敘述徵收範圍內土地使用之概況，【並敘明詳如徵收土地改良物清冊】，如無土地改良
物請註明「空地」。【如有既成道路，應敘明，並應均列入徵收】）
七、土地改良物情形
【詳如徵收土地改良物清冊】。（如無土地改良物得免附，惟需註明「無」；如有土地改
良物，但擬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5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不一併徵收或依同條第 2 項規定於土地
徵收後始申請徵收者，亦得免附，惟應於本項註明。）
八、一併徵收土地改良物
（填「有」或「無」，有則應敘明【詳如徵收土地改良物清冊】）
九、四鄰接連土地之使用狀況及其改良情形
（應就東、南、西、北毗鄰地形及使用狀況扼要敘明。）
十、徵收土地區內有無古蹟、遺址或登錄之歷史建築，並註明其現狀及維護措施
（以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有案者為認定標準，填「有」或「無」
，如有則應註明其現狀，並檢附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影本
或抄件及說明徵收土地後對該古蹟、遺址或登錄之歷史建築之維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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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舉行公聽會、說明會、聽證之情形，並應檢附會議紀錄及出席紀錄
業於○年○月○日、○年○月○日（注意上開日期應為舉辦公聽會七日前之日期）
將舉辦第○場、第○場公聽會之事由、日期及地點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
方、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村（里）辦公處之公告
處所，與村（里）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依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通知有關之土地所
有權人，且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並於○年○月○
日、○年○月○日舉行公聽會，詳如后附公告與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文件影本及
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文件，及○場公聽會之紀錄影本（或抄件）。【依行政
程序法規定，業於○年○月○日將聽證通知及聽證應記載事項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
地之公共地方、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村（里）辦
公處之公告處所，與村（里）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依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通知有
關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利害關係人，且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及張貼於需
用土地人網站，並於○年○月○日舉行聽證會。詳如后附公告與刊登政府公報影本
或新聞紙文件，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文件，及聽證紀錄影本（或抄件）】
公聽會上業依本條例施行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說明興辦事業概況與事業計
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並已拍照或錄影存檔。【勘選用地屬非都
市土地範圍者，應併同敘明是否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第 5 點規定載明事
項，併入興辦事業概況內於公聽會上適當地點揭示及說明】
公聽會會議紀錄已依規定載明相關事項，並於○年○月○日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
之公共地方、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村（里）辦公
處之公告處所，與村（里）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並書
面通知陳述意見之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詳如后附會議紀錄公告及張貼於需
用土地人網站證明文件。
已於○年○月○日第○場公聽會已針對○年○月○日第○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
利害關係人陳述意見進行明確回應及處理，詳如后附○年○月○日○○○○○號函
檢送之會議紀錄。（但有免舉辦公聽會之情形者，得敘明事由，免檢附上開辦理公
聽會之相關文件及紀錄。）
十二、與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之經過情形及所有
權人陳述意見之情形
以○年○月○日○○○○○號函通知土地【及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並於○
年○月○日與土地【及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詳如后附協議通知及與土地【
及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以價購或其他方式取得不成之證明文件或協議紀錄影
本（或抄件）。
請敘明於申請徵收前，是否已書面通知土地【及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陳述意見及
通知是否送達，並就所有權人有無得提出陳述意見之期限內提出陳述意見之情形敘
明，如無，應敘明「所有權人於得提出陳述意見之期限內無提出陳述意見」；如有
，則應敘明「所有權人○○○於得提出陳述意見之期限內有提出陳述意見，詳如后
附陳述書及陳述意見回應處理情形相關函文影本及所有權人陳述意見及相關回應處
理情形一覽表【其餘所有權人於得提出陳述意見之期限內無提出陳述意見】。
【如屬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11 條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協議者及依土地徵收條
例施行細則第 13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得不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見之機會者，免檢附第
點及第點之文件，惟應於申請徵收前，擬具理由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並敘明事由，通知所有權人，並敘明經過情形】【協議價購通知有依土地登記簿記
載之住址通知遭退回或無法送達情形，請敘明查址經過及送達情形】【登記簿所載
之所有權人已死亡，應敘明向地政、戶政、稅捐機關查明及辦理協議之情形或公示
送達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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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或管理人姓名住所
詳附徵收土地清冊【及徵收土地改良物清冊】。
十四、被徵收土地之使用配置
詳如土地使用計畫圖。
十五、有無涉及原住民土地之徵收
有，已檢附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之書面同意文件，如后附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年○月○日○○○○○號函（同意文號）之影本或抄件。（如無徵收原住民土地，請
填「無」）
十六、安置計畫
計畫範圍內符合土地徵收條例第 34 條之 1 規定情形之人數及安置情形【安置計畫包括
安置住宅、購置住宅貸款利息補貼、租金補貼等】（如無土地徵收條例第 34 條之 1 規
定情形者，請填「無」，並敘明清楚，詳如后附○○機關○年○月○日○○○○○號
函查證情形）
十七、興辦事業概略及其計畫進度
計畫目的：【視個案情形填載】。
計畫範圍：詳如徵收土地圖說。
計畫進度：預定○年○月開工，○年○月完工。（如已開工或已完工，則依實際情
形填載，並說明原因；如係分期施工，應作分期說明並應注意所列進度是否妥當；
如徵收之土地係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用地，該計畫期限並應注意按都市計畫
書事業計畫與實施進度、公共設施之性質或種類，審酌地方人力、財力狀況，妥予
訂定使用期限）
十八、應需補償金額總數及其分配
應需補償金額總數：
元。
地價補償金額：
元。
土地改良物補償金額：
元。
遷移費金額：
元。
其他補償費：
元。
十九、準備金額總數及其來源
準備金額總數：
元。（應注意所列金額必須足敷支應應補償金額總
數）
經費來源及概算：編列○○○（編列預算之機關名稱）○○年度○○科目預算（如
預算書影本）【己提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徵收市價之相
關證明文件】，【並已奉保留至○○年度】。
附件：（請依個案情形填列）
奉准興辦事業計畫文件影本或抄件。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舉辦公聽會之公告與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等文件影
本。
舉辦公聽會之紀錄影本或抄件、會議紀錄公告及其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通
知陳述意見之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等證明文件影本。
【舉辦聽證會之公告與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等文件
影本】。
【舉辦聽證會之紀錄影本或抄件】。
通知土地【及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之文件影本。
與土地【及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不成之證明文件或協
議紀錄之影本或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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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見書面通知影本。
所有權人陳述意見及相關回應處理情形一覽表。
徵收土地清冊。
徵收土地改良物清冊。
【有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書（或有無妨礙國家公園計畫證明書）】。
【變更編定相關證明文件】。
【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影本或抄件】。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之書面同意文件】。
【安置計畫相關文件】。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徵收補償市價文件。
經費來源證明文件（或預算書）。
徵收土地圖說。
土地使用計畫圖。

需用土地人：

代

表

（加蓋機關印信）

中 華 民 國

○ ○

人：

（加蓋官章）

年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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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需用土地人）辦理○○工程徵收計畫書自行檢覈表
本件申請徵收○○縣○○鎮○○段○○地號內等○○筆土地，合計面積○○公頃【，並一併徵收
其土地改良物】乙案，請惠予審查。
註：【 】之文字，依個案情況填載。
相關
證明文件
是否符合徵收之公益 （請參考摘述徵收計畫書 計畫書第○項。
性、必要性及是否適當 第 4、5 項）
與合理。
需用土地人是否具有 （應說明是否為權責機關） 計畫書第○項及其
執行該事業之能力。
附件○。
興辦事業計畫申請徵 （應說明是否符合相關之 計畫書第○項及其
收之土地是否符合現 土地管制計畫）
附件○。
行都市計畫、區域計畫
或國土計畫。
興辦事業計畫是否有 （請摘述）
計畫書第○項。
助於土地適當且合理
之利用。
事業計畫之財務評估 （請摘述）
計畫書第○項及其
是否合理可行。
附件○。
徵收計畫提出之安置 （請摘述）
計畫書第○項及其
計畫是否合理可行。
附件○。
興辦事業計畫是否已 □是
計畫書第○項及其
完成土地徵收條例第 3 【本案依「農業主管機關同 附件○。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程序 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
。
作業要點」規定，經［敘明
農業主管機關同意函發文
日期及發文字號］。】
□無本條款之適用
興辦事業計畫是否已 □是
完成土地徵收條例第 3 【徵收土地範圍內有特定
條之 1 第 4 項規定程序 農業區農牧用地者，已敘明
。
其占工程用地範圍之百分
比＿＿＿＿及總面積＿＿
＿＿＿＿，並符合土地徵收
條例第 3 條之 1 及施行細則
第 2 條之 1 規定。】
□無本條款之適用
【徵收土地範圍內無特定
農業區農牧用地，符合土地
徵收條例第 3 條之 1 及施行
細則第 2 條之 1 規定。】
審查事項

需用土地人說明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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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事項

需用土地人說明

興辦事業計畫是否已 （請摘述）
依規定召開公聽會、說
明會或聽證。
徵收前是否已依市價 （請摘述）
與土地所有權人辦理
協議價購。
協議取得不成申請徵 （請摘述）
收前，是否已以書面通
知所有權人陳述意見
，並合法送達及函復。
計畫進度
（預定開工及完工日期）

相關
證明文件
計畫書第○項及其
附件○。
計畫書第○項及其
附件○。
計畫書第○項及其
附件○。

計畫書第○項

備註

標

示

筆

面

積

經核與土地登記簿（電子處
理之地籍資料）記載相符

名住

（戳記）

年

月

擬徵收私有
非都市土地
持 分 持分面積（
備
使用編定種類
公 頃 ）
址

土地所有權人
用地面積（ 或 管 理 人

用地徵收土地清冊

鄉鎮
面
積公 頃 ）姓
段 小 段地 號
市區
（公頃）

計

市縣

地

（地政事務所人員逐級核章）

合

編
號

土

（徵收事由）

日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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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編 號

鄉鎮
市 縣
市區

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
用地面積（
土地使用情形（農
備
公頃）
作、建築或其他）
面
積
姓
名住
段 小 段地 號
址
（ 公 頃 ）

徵收土地改良物清冊

擬徵收土地改良物坐落之土地標示

（徵收事由）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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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地

標

示

中

華

徵
鄉 鎮
面
積原
段 小 段地 號
市 區
（公頃）

土

（徵收事由）

民

國

○

年

（首長簽名章）

（核發機關印信）

○

月

○

日

有無指定以聯 是否已發布細
是否在都
都市計畫發 有無妨 合開發、市地重 部計畫及是否
收
編定分區
使用限制 布日期、文 礙都市 劃、區段徵收或 已依都市計畫 備考
市計畫範
因
使用類別
圍內
號及案名 計畫 其他方式整體 辦理逕為分割
測量
開發

徵收土地有無妨礙都市計畫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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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中

華

民

國

○

年

（首長簽名章）

（核發機關印信）

徵
鄉 鎮
面
積原
段 小 段地 號
市 區
（公頃）

○

月

○

日

國家公園計畫
收 是否在國家公 編定分區
有無妨礙國
使用限制 發布日期、文
備
因 園計畫範圍內 使用類別
家公園計畫
號 及 案 名

示

標

土

地

徵收土地有無妨礙國家公園計畫證明書

（徵收事由）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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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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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徵收土地改良物計畫書
（需用土地人）為（徵收事由）需要，【業奉○○○（機關）○年○月○日○○○○○號函核准
徵收土地、撥用或提供開發公有土地】或【業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取得土地】
，現擬徵收上開奉
市 市鄉
准【徵收、撥用、提供開發公有土地或協議取得】坐落○縣○區鎮○段○小段○地號【內】【等
】○筆，【合計】面積○.○○○○○○公頃土地上之土地改良物，茲依照土地徵收條例第 13 條
及第 13 條之 1 規定，擬具計畫書並檢同有關附件計○份，請准予照案徵收。
註：【 】之文字，請依個案情況填載。
此請
內政部
一、徵收土地改良物原因
為（徵收事由）必需使用本案土地。【若有其他特殊原因或徵收情況，應於此項下說明】
二、徵收土地改良物所在地範圍及面積
市 市鄉
【等】○筆，
【合計】面積○.○○○○○○
擬徵收坐落○縣○區鎮○段○小段○地號【內】
公頃土地上之土地改良物。詳如徵收土地改良物清冊與徵收土地改良物地籍位置圖說。
三、興辦事業之種類及法令依據
興辦事業之種類：（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3 條及其他法律規定填列）
興辦事業之法令依據：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 3 條第○款及【第 5 條第 2 項、第 6 條或該
條施行細則第 14 條】規定。【依據其他法律第○條規定】
奉准興辦事業文件：如后附○○○（核准興辦該事業計畫之機關名稱）○年○月○日○
○○○○（核准文號）之影本或抄件。【本案為○○(機關名稱)本於權責辦理，依法無
須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為辦理該項工程，並已編列經費於○年度○○預算項下
，詳如后附證明文件】
四、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說明【如做成報告書者，得以檢附附件方式辦理，請註明詳後附件
】
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土地改良物合理關連理由
預計徵收土地改良物已達必要最小限度範圍理由
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其他評估必要性理由
五、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社會因素：
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年齡結構。
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度。
經濟因素：
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
徵收計畫對糧食安全影響。
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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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計畫對農林漁牧產業鏈影響。
徵收計畫對土地利用完整性影響。
文化及生態因素：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永續發展因素：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永續指標。
國土計畫。
其他因素：（依徵收計畫個別情形，認為適當或應加以評估參考之事項。）
六、土地使用之現狀及其使用人之姓名、住所
（敘述徵收範圍內土地使用之概況，並敘明詳如徵收土地改良物清冊）
七、土地改良物情形
詳如徵收土地改良物清冊。
八、四鄰接連土地之使用狀況及其改良情形
（應就東、南、西、北毗鄰地形及使用狀況扼要敘明）
九、徵收土地區內有無古蹟、遺址或登錄之歷史建築，並註明其現狀及維護措施
（以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有案者為認定標準，填「有」或「無」
，如有則應註明其現狀，並檢附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影本
或抄件及說明徵收土地後對該古蹟、遺址或登錄之歷史建築之維護措施）
十、舉行公聽會、說明會、聽證之情形，並應檢附會議紀錄及出席紀錄
業於○年○月○日、○年○月○日（注意上開日期應為舉辦公聽會 7 日前之日期）將舉
辦第○場、第○場公聽會之事由、日期及地點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當地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村（里）辦公處之公告處所，與村（
里）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依土地改良物登記簿所載住所通知有關之土地改良物所有權
人，且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並於○年○月○日、○年
○月○日舉行公聽會，詳如后附公告與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文件影本及張貼於需用土
地人網站證明文件，及○場公聽會之紀錄影本（或抄件）。【依行政程序法規定，業於
○年○月○日將聽證通知及聽證應記載事項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當地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村（里）辦公處之公告處所，與村（里
）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依土地改良物登記簿所載住所通知有關之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
及已知之利害關係人，且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並於○
年○月○日舉行聽證會。詳如后附公告與刊登政府公報影本或新聞紙文件，張貼於需用
土地人網站證明文件，及聽證紀錄影本（或抄件）。】
公聽會上業依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說明興辦事業概況與事
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並已拍照或錄影存檔。【勘選用地屬非都
市土地範圍者，應併同敘明是否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第 5 點規定載明事項，
併入興辦事業概況內於公聽會上適當地點揭示及說明】
公聽會會議紀錄已依規定載明相關事項，並於○年○月○日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
共地方、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村（里）辦公處之公告
處所，與村（里）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並書面通知陳述意
見之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詳如后附會議紀錄公告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
站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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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年○月○日第○場公聽會已針對○年○月○日第○場公聽會土地改良物所有權
人及利害關係人陳述意見進行明確回應及處理，詳如后附○年○月○日○○○○○號函
檢送之會議紀錄。（但有免舉辦公聽會之情形者，得敘明事由，免檢附上開辦理公聽會
之相關文件及紀錄。）
十一、與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之經過情形及所有權人陳述意見之
情形
以○年○月○日○○○○○號函通知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並於○年○月○日
協議，詳如后附協議通知及與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以價購或其他方式取得不成
之證明文件或協議紀錄影本（或抄件）。
請敘明於申請徵收前，是否已書面通知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陳述意見及通知是否送
達，並請就所有權人有無得提出陳述意見之期限內提出陳述意見之情形敘明，如無
，應敘明「所有權人於得提出陳述意見之期限內無提出陳述意見」；如有，則應敘
明「所有權人○○○於得提出陳述意見之期限內有提出陳述意見，詳如后附陳述書
及陳述意見回應處理情形相關函文影本及所有權人陳述意見及相關回應處理情形一
覽表，【其餘所有權人於得提出陳述意見之期限內無提出陳述意見】。
【如屬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11 條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協議者及依土地徵收條
例施行細則第 13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得不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見之機會者，免檢附第
點及第點之文件，惟應於申請徵收前，擬具理由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並敘明事由，通知所有權人，並敘明經過情形】【協議價購通知有依土地改良物登
記簿記載之住址通知遭退回或無法送達情形，請敘明查址經過及送達情形】【登記
簿所載之所有權人已死亡，應敘明向地政、戶政、稅捐機關查明及辦理協議之情形
或公示送達情形】
十二、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或管理人姓名住所
詳附徵收土地改良物清冊。
十三、有無涉及原住民土地之徵收
有，已檢附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之書面同意文件，如后附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年○月○日○○○○○號函（同意文號）之影本或抄件。（如無徵收原住民土地，請
填「無」）
十四、安置計畫
計畫範圍內符合土地徵收條例第 34 條之 1 規定情形之人數及安置情形【安置計畫包括
安置住宅、購置住宅貸款利息補貼、租金補貼等】（如無土地徵收條例第 34 條之 1 規
定情形者，請填「無」，並敘明清楚，詳如后附○○機關○年○月○日○○○○○號
函查證情形）
十五、興辦事業概略及其計畫進度
計畫目的：【視個案情形填載】。
計畫範圍：詳如徵收土地改良物地籍位置圖說。
計畫進度：預定○年○月開工，○年○月完工。（計畫進度之預定開工日期應注意
土地徵收條例第 9 條規定，配合奉准徵收土地案及申請徵收時程填載，其預定完工
日期並應與原奉准徵收土地計畫書所載進度一致）
十六、應需補償金額總數及其分配
應需補償金額總數：
元。
土地改良物補償金額：
元。
遷移費金額：
元。
其他補償費：
元。
十七、準備金額總數及其來源
準備金額總數：
元。（應注意所列金額必須足敷支應應需補償金額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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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來源及概算：編列○○○（編列預算之機關名稱）○○年度○○科目預算（如
預算書影本），【並已奉保留至○○年度】。
附件：（請依個案情形填列）
奉准興辦事業計畫文件影本或抄件。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舉辦公聽會之公告與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等文件影
本。
舉辦公聽會之紀錄影本或抄件、會議紀錄公告及其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通
知陳述意見之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等證明文件影本。
【舉辦聽證會之公告與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等文件
影本】。
【舉辦聽證會之紀錄影本或抄件】。
通知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之文件影本。
與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不成之證明文件或協議紀錄之影
本或抄件。
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見書面通知影本
所有權人陳述意見及相關回應處理情形一覽表。
徵收土地改良物清冊。
有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書(或有無妨礙國家公園計畫證明書)。
【變更編定相關證明文件】。
【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影本或抄件】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之書面同意文件】。
【安置計畫相關文件】。
經費來源證明文件（或預算書）。
徵收土地改良物地籍位置圖說。

需用土地人：
代表人：
（加蓋機關印信）

中

華

民

國

○ ○

年

（加蓋官章）

○

○

月

○ ○

日

計
積

筆

地
公

面
頃

積
）
姓

名住

址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或 管 理 人

【價購】或【以○○方式】

持

（戳記）

年

非都市土地使用編定
備
種
類

月

日

考

】之文字，請依個案情形填載。

分

取得土地清冊

註：【

（地政事務
所 人 員 逐 級 經核與土地登記簿（電子處理之地籍資料）記載相符
核章）

合
面

用
面
積（
（ 公 頃 ）

土 地 標 示

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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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示

筆

經核與土地登記簿（電子處理之地籍
（戳記）
資料）記載相符

公頃

名住

年

月

擬一併徵收私 非 都 市 土
申請一併
持 分有 持 分 面 積地 使 用 編備
徵收日期
（ 公 頃 ）定 種 類
址

土地所有 權人
或 管 理 人

鄉 鎮
面
積
市 縣
段 小 段地 號
姓
市 區
（公頃）

地

（地政機關人員逐級核章）

合計

編 號

土

日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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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G‐15‐30 申請土地徵收注意事項
說明：
一、核准徵收機關、日期、文號：
二、徵收公告文號及公告期間：
三、土地改良物有無一併徵收：
四、有關圖籍或文件名稱、份數：
（印信）
代

中

華

表

民

申請一併徵收機關：
人：

國

（官章）

年

月

日

申請土地徵收注意事項 G‐15‐31
一併徵收土地清冊填寫說明
一、「編號」欄，擬一併徵收之各筆土地請依序填寫編號。
二、「土地標示」、「土地所有權人或管理人姓名及住址」、「持分」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
種類」等欄請依土地登記簿記載情形填寫。
三、「擬一併徵收私有持分面積」欄請依實際情形填載。若該筆土地為數人持分共有，其中僅部
分共有人申請一併徵收，則依其持分面積合計填載；未申請一併徵收之共有人，則無須填載
，惟請於備考欄加註「另○／○持分共有人未申請」。
四、申請一併徵收之土地如屬都市土地，則「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種類」欄請勿填寫。
五、最末欄「合計○○筆○○公頃」，係指擬一併徵收土地總筆數及總面積。
六、一併徵收土地清冊請送由該管地政機關核對與土地登記簿或電子處理之地籍資料記載無訛，
依分層負責規定逐級核章後，於清冊末頁加蓋「經核與土地登記簿（電子處理之地籍資料）
記載相符」之戳記及核對土地登記簿日期。
七、「說明一」，請填寫原核准徵收機關、日期、文號。
八、「說明二」，請填寫徵收公告文號及公告期間。
九、「說明三」，請填寫土地改良物有無一併徵收；如「有」，請載明「詳如一併徵收土地改良
物清冊」。如「無」，應敘明係無土地改良物或有其他事由，故無須一併徵收土地改良物。
十、「說明四」，請填寫檢附有關圖籍及文件之名稱。應檢附之圖籍及文件如下：原核准徵收函
影本、原徵收公告影本、相關地號原核准徵收土地清冊影本、土地所有權人申請一併徵收文
件、勘查通知影本、勘查紀錄影本及地籍圖（應加註圖例，標明工程範圍及申請一併徵收土
地位置）。
十一、一併徵收土地清冊末頁請填寫「申請一併徵收機關」及「代表人」，並分別加蓋其印信與
官章。
十二、一併徵收土地清冊有 2 頁以上者，請由申請一併徵收機關加蓋騎縫章。

編號

鄉鎮
面
積
市縣
姓
段 小 段地 號
市區
（ 公 頃 ）
名住

（農作、建築或 備
他
）
址其

擬 徵 收 土 地 改 良 物 坐 落 之 土 地 標 示 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 土 地 使 用 情 形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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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併徵收土地改良物清冊（格式）

段
地號

段
地號

段
地號

段
地號

段
地號

段
地號

段
地號

3

4

5

6

7

8

9

合計筆數：

段
地號

2

筆

段
地號

段
地號

1

徵收
地號

公頃

有無毗鄰土地
可合併使用
會勘結論

申請人陳述
意見情形

工程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申請一併徵收土地一覽表

徵收面積 土地使
土地使用現況
（公頃） 用分區

合計面積：

申請一併
編 鄉鎮 申請一佳
徵收面積
號 市區 徵收地號
（公頃）

辦理

對於陳述意見之
備註
回應及處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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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G‐15‐34 申請土地徵收注意事項
※填寫說明：申請一併徵收面積請以全筆土地面積填載。
土地使用分區：都市土地依都市計畫之編定填寫，非都市土地填寫使用分區與使
用地類別。
若有毗鄰土地可合併使用，請載明可合併使用之土地地號，以及合併後之面積。
會勘結論請確實載明是否符合一併徵收之要件。
陳述意見情形與對於陳述意見之回應及處理情形請扼要填寫。
合計面積請依申請一併徵收私有持分面積填載。

准

徵

收

地

標

示

經核與土地登記簿（電子處理之
地籍資料）記載相符

土

（戳記）

年

月

日

附件 12

（地政機關人員逐級核章）

奉

擬撤銷或廢止徵收
土
地
標
示 現土地 原土地
編
所有權 所有權 持分 備 考
號
徵 收 徵收面積（公頃
鄉鎮
人姓名 姓 名
段 小段 地號 面 積 （ 公 頃 ）
地號 面 積 （ 公 頃 ）
地號
）
市區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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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清冊（格式）

G‐15‐36 申請土地徵收注意事項
說明：
一、原核准徵收機關、日期、文號：
二、徵收公告文號及公告期間：
三、撤銷或廢止徵收原因：
四、土地改良物有無一併撤銷或廢止徵收：
五、是否屬「加速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取得及財務計畫」專案補助徵收取得公共設
施之案件：（註：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機關為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應載明本項）
六、有關圖籍或文件名稱、份數：

（印信）

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機關：
代

中

華

民

國

年

表

人：

（官章）

月

日

申請土地徵收注意事項 G‐15‐37
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清冊填寫說明
一、「編號」欄，擬撤銷或廢止徵收之各筆土地請依序填寫編號。
二、「原奉准徵收土地標示」欄，請依原奉准徵收土地清冊填寫。如有地籍圖重測結果確定之情
形者，仍應依重測前原奉准徵收土地清冊填寫。
三、「擬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標示」欄之「地號」及「面積」，請依實際情況填寫。如奉准徵收
後，於辦理撤銷或廢止徵收前，有地籍圖重測結果確定情形者，請依重測後結果填寫。又擬
撤銷或廢止徵收部分之土地已完成分割登記者，請於「擬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標示」欄填寫
已分割之擬撤銷或廢止徵收「地號」及「面積」；未完成分割登記者，則填寫擬撤銷或廢止
徵收部分土地之暫編地號及面積，並於備考欄加註係暫編地號。
四、「現土地所有權人姓名」及「原土地所有權人姓名」欄，請依土地登記簿實際記載情形填寫
。另擬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如仍為原土地所有權人所有，經查明該土地之土地徵收補償費已
發放完竣，應先依規定辦理徵收所有權登記後再申辦撤銷或廢止徵收。
五、「備考」欄，請填寫原徵收土地清冊該筆土地之編號，另原奉准徵收之部分土地之暫編地號
尚未完成分割登記者，請於備考欄註明；又「擬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標示」欄中之「地號」
如係撤銷或廢止徵收部分土地之暫編地號者，亦請於「備考」欄內註明。此外，有地籍圖重
測結果確定之情形者，請註明該筆土地重測前、後之情形（含分割、合併等情形）。
六、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清冊請送由該管地政機關核對與土地登記簿或電子處理之地籍資料
記載無訛，依分層負責規定逐級核章後，於清冊末頁加蓋「經核與土地登記簿（電子處理之
地籍資料）記載相符」之戳記及核章日期。
七、「說明一」，請填寫原核准徵收機關、日期、文號。
八、「說明二」，請填寫徵收公告文號及期間。
九、「說明三」，請依實際情況填寫撤銷或廢止徵收原因。
十、「說明四」，請填寫土地改良物有無一併撤銷或廢止徵收；如「有」，請載明「詳如撤銷或廢
止徵收土地改良物清冊」，並檢附該清冊。如無，應敘明原徵收案是否一併徵收土地改良物
，如是，則應敘明該等土地改良物是否已滅失或有其他事由，致無須一併撤銷或廢止徵收。
十一、
「說明五」
，請填寫檢附有關圖籍或文件之名稱、份數。應檢附之圖籍及文件如下：原核准
徵收函影本、原徵收公告影本、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原核准徵收土地及土地改良物清冊影
本及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撤銷或廢止前、後地籍圖（應分別加註圖例，標明撤銷或廢止徵
收前、後之工程範圍及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位置）。
十二、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清冊末頁請填寫「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機關」及「代表人」，並分別
加蓋其印信與官章。
十三、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清冊有 2 頁以上者，請由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機關加蓋騎縫章。

段

名住

址

備

考

附件 13

鄉 市
編 號
鎮 區

土地改良物種類（
農作、建築物或其
）姓
小 段地 號面 積 （ 公 頃 ）他

擬 撤 銷 或 廢 止 徵 收 土 地 改 良 物 坐 落 之 土 地 標 示 擬撤銷或廢止徵收 原 土 地 改 良 物 所 有 權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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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改良物清冊（格式）

經核與土地登記簿（電子處理之地籍
（戳記）
資料）記載相符

年

月

日

考

附件 14

（地政機關人員逐級核章）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地
標
示
更正前 土
非都市土地
或
管
理
人
編號 ／
持分 使 用 編 定 備
積徵收徵 收 面 積
更正後 鄉鎮 段 小段 地號 面
種
類
姓 名住
址
（ 公 頃 ）地號（ 公 頃 ）
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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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正徵收土地清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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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原核准徵收機關、日期、文號：
二、更正徵收原因：
三、有關圖籍或文件名稱、份數：

（印信）

申請更正徵收機關：
代 表

中

華

民

國

人：

（官章）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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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正徵收土地清冊填寫說明
一、「編號」欄，擬更正徵收之各筆土地請依序填寫編號。
二、更正前各欄請依原奉准徵收土地清冊填寫。如有地籍圖重測結果確定之情形，「土地標示」
欄仍應依重測前原奉准徵收土地清冊填寫。
三、更正後各欄僅須填寫更正事項，無更正事項各欄空白免填寫。但奉准徵收後，於辦理更正徵
收前，有地籍圖重測結果確定之情形者，應依重測後結果填寫。
四、更正前、更正後「土地所有權人或管理人」欄均以原土地所有權人或管理人姓名、住址填寫
。
五、「備考」欄，請填寫原徵收土地清冊該筆土地之編號，又如原奉准徵收之部分土地之暫編地
號，尚未完成分割登記者，請於「備考」欄註明。如有地籍圖重測結果確定之情形者，請註
明該筆土地重測前、後之標示（含分割、合併等情形）；重測前面積填寫錯誤者，請於備考
欄註明「正確」面積。
六、更正徵收清冊請送由該管地政機關核對與土地登記簿或電子處理之地籍資料記載無訛，依分
層負責規定逐級核章，於清冊末頁加蓋「經核與土地登記簿記載（電子處理之地籍資料）相
符」之戳記及核對日期。
七、「說明一」，請填寫原核准徵收機關、日期、文號。
八、「說明二」，請依實際情況填寫更正徵收原因；如屬面積錯誤更正，請敘明是否不涉及原奉
准徵收之實體。
九、「說明三」，請填寫檢附有關圖籍或文件之名稱、份數。應檢附圖籍及文件如下：原核准徵
收函影本、更正徵收土地原核准徵收土地清冊影本及更正徵收土地更正前、後地籍圖（應分
別加註圖例，並標明更正前、後之工程範圍及申請更正徵收土地位置）。
十、更正徵收土地清冊末頁請填寫「申請更正徵收機關」及「代表人」，並分別加蓋其印信與官
章。
十一、更正徵收土地清冊有 2 頁以上者，請由申請更正徵收機關加蓋騎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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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徵收地上權計畫書
市鄉
【等】○筆
（需用土地人）為（徵收事由）需要，擬徵收坐落○市縣○區鎮○段○小段○地號【內】
土地之地上權，
【合計】面積○.○○○○○○公頃，茲依照土地徵收條例第 13 條及第 13 條之 1
規定，擬具計畫書並檢同有關附件計○份，請准予照案徵收。
註：【 】之文字，請依個案情況填載。
此請
內政部
一、徵收地上權原因
為（徵收事由）必需使用本案土地之部分空間範圍。【若有其他特殊原因或情況，應於此
項下說明】
二、徵收地上權所在地範圍及面積
市 市鄉
擬徵收坐落○縣○區鎮○段○小段○地號【內】【等】○筆土地之地上權，【合計】面
積○．○○○○○○公頃。使用空間為【自地面以上○公尺至○公尺之間】或【自地面
以下○公尺至○公尺之間】。詳如徵收地上權清冊與徵收地上權圖說。
本案勘選徵收地上權之用地範圍已準用徵收土地勘選範圍作業要點規定辦理。【勘選用
地如屬都市計畫範圍內得徵收之私有土地，應敘明已依該要點第 2 點規定檢視需用土地
範圍位置之適當性及必要性情形】【如屬非都市土地者，應敘明已依該要點第 3 點規定
辦理之情形】
【徵收地上權所在地範圍內有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者，應敘明總面積及其占工程用地範
圍之面積百分比，且符合土地徵收條例第 3 條之 1 及其施行細則第 2 條之 1 規定】
三、興辦事業之種類及法令依據
興辦事業之種類：（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3 條及其他法律規定填列）
興辦事業之法令依據：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 3 條第○款規定及第 57 條第 1 項規定。【
依據其他法律第○條規定】【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符合土地徵收條例第 3 條之 1 第 4
項規定得徵收情形，應敘明符合之原因或經行政院○年○月○日○○○○○號函核定為
重大建設所需者】
奉准興辦事業文件：如后附○○○（核准興辦該事業計畫之機關名稱）○年○月○日○
○○○○（核准文號）之影本或抄件。【本案土地屬○○用地，○○(機關名稱)本於權
責辦理，依法無須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為辦理該項工程，並已編列經費於○年
度○○預算項下，詳如后附證明文件】
四、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說明【如做成報告書者，得以檢附附件方式辦理，請註明詳後附件
】
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之地上權合理關連理由
預計徵收私有土地之地上權已達必要最小限度範圍理由
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其他評估必要性理由
五、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社會因素：
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年齡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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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度。
經濟因素：
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
徵收計畫對糧食安全影響。
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情形。
徵收計畫對農林漁牧產業鏈影響。
徵收計畫對土地利用完整性影響。
文化及生態因素：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永續發展因素：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永續指標。
國土計畫。
其他因素：（依徵收計畫個別情形，認為適當或應加以評估參考之事項。）
六、土地使用之現狀及其使用人之姓名、住所
（敘述徵收地上權範圍內土地使用之概況，如無土地改良物請註明「空地」。）
七、土地改良物情形
（敘述徵收地上權範圍內土地上土地改良物情形，並敘明徵收地上權使用土地，有無拆除
土地改良物之必要及其補償情形）
八、四鄰接連土地之使用狀況及其改良情形
（應就東、南、西、北毗鄰地形及使用狀況扼要敘明。）
九、徵收地上權土地區內有無古蹟、遺址或登錄之歷史建築，並註明其現狀及維護措施
（以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有案者為認定標準，填「有」或「無」
，如有則應註明其現狀，並檢附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影本
或抄件及說明徵收土地後對該古蹟、遺址或登錄之歷史建築之維護措施）
十、舉行公聽會、說明會、聽證之情形，並應檢附會議紀錄及出席紀錄
業於○年○月○日、○年○月○日（注意上開日期應為舉辦公聽會 7 日前之日期）將舉
辦第○場、第○場公聽會之事由、日期及地點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當地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村（里）辦公處之公告處所，與村（
里）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依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通知有關之土地所有權人，且刊登【
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並於○年○月○日、○年○月○日舉行
公聽會，詳如后附公告與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文件影本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
文件，及○場公聽會之紀錄影本（或抄件）。【依行政程序法規定，業於○年○月○日
將聽證通知及聽證應記載事項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當地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村（里）辦公處之公告處所，與村（里）住戶之適當
公共位置，依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通知有關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利害關係人，且刊
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並於○年○月○日舉行聽證會。詳
如后附公告與刊登政府公報影本或新聞紙文件，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文件，及聽
證紀錄影本（或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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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上業依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說明興辦事業概況與事
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並拍照或錄影存檔。【勘選用地屬非都市
土地範圍者，應併同敘明是否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第 5 點規定載明事項，併
入興辦事業概況內於公聽會上適當地點揭示及說明】
公聽會會議紀錄已依規定載明相關事項，並於○年○月○日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
共地方、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村（里）辦公處之公告
處所，與村（里）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並書面通知陳述意
見之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詳如后附會議紀錄公告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
文件。
已於○年○月○日第○場公聽會已針對○年○月○日第○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利
害關係人陳述意見進行明確回應及處理，詳如后附○年○月○日○○○○○號函檢送之
會議紀錄。（但有免舉辦公聽會之情形者，得敘明事由，免檢附上開辦理公聽會之相關
文件及紀錄。）
十一、與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之經過情形及所有權
人陳述意見之情形
以○年○月○日○○○○○號函通知土地【及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並於○
年○月○日與土地【及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詳如后附協議通知及與土地【
及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以價購或其他方式取得不成之證明文件或協議紀錄影
本（或抄件）。
請敘明於申請徵收前，是否已書面通知土地【及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陳述意見及
通知是否送達，並就所有權人有無得提出陳述意見之期限內提出陳述意見之情形敘
明，如無，應敘明「所有權人於得提出陳述意見之期限內無提出陳述意見」；如有
，則應敘明「所有權人○○○於得提出陳述意見之期限內有提出陳述意見，詳如后
附陳述書及陳述意見回應處理情形相關函文影本及所有權人陳述意見及相關回應處
理情形一覽表，【其餘所有權人於得提出陳述意見之期限內無提出陳述意見】。
【如屬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11 條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協議者及依土地徵收條
例施行細則第 13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得不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見之機會者，免檢附第
點及第點之文件，惟應於申請徵收前，擬具理由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並敘明事由，通知所有權人，並敘明經過情形】【協議價購通知有依土地登記簿記
載之住址通知遭退回或無法送達情形，請敘明查址經過及送達情形】 【登記簿所載
之所有權人已死亡，應敘明向地政、戶政、稅捐機關查明及辦理協議之情形或公示
送達情形】
十二、土地所有權人或管理人姓名住所
詳附徵收地上權清冊。
十三、被徵收地上權土地之使用配置
詳如土地使用空間範圍計畫圖。
十四、有無涉及原住民土地之徵收地上權
有，已檢附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之書面同意文件，如后附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年○月○日○○○○○號函（同意文號）之影本或抄件。（如無徵收原住民土地之地
上權，請填「無」）
十五、安置計畫
計畫範圍內符合土地徵收條例第 34 條之 1 規定情形之人數及安置情形【安置計畫包括
安置住宅、購置住宅貸款利息補貼、租金補貼等】（如無土地徵收條例第 34 條之 1 規
定情形者，請填「無」，並敘明清楚，詳如后附○○機關○年○月○日○○○○○號
函查證情形）
十六、興辦事業概略及其計畫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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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視個案情形填載】。
計畫範圍：詳如徵收地上權圖說。
計畫進度：預定○年○月開工，○年○月完工。（如已開工或已完工，則依實際情
形填載；如係分期施工，應作分期說明並應注意所列進度是否妥當）
十七、應需補償金額總數及其分配
應需補償金額總數：
元。
地上權補償金額：
元。
遷移費金額：
元。
其他補償費：
元。
十八、準備金額總數及其來源
準備金額總數：
元。（應注意所列金額必須足敷支應應需補償金額總數）
經費來源及概算：編列○○○（編列預算之機關名稱）○○年度○○科目預算（如
預算書影本）。【並已奉保留至○○年度】
附件：（請依個案情形填列）
奉准興辦事業計畫文件影本或抄件。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舉辦公聽會之公告與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等文件影
本。
舉辦公聽會之紀錄影本或抄件、會議紀錄公告及其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通
知陳述意見之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等證明文件影本。
【舉辦聽證會之公告與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等文件
影本】。
【舉辦聽證會之紀錄影本或抄件】。
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之文件影本。
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不成之證明文件或協議紀錄之影本或抄
件。
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見書面通知影本。
所有權人陳述意見及相關回應處理情形一覽表
徵收地上權清冊。
有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書(或有無妨礙國家公園計畫證明書)。
【變更編定相關證明文件】。
【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影本或抄件】。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之書面同意文件】。
【安置計畫相關文件】。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徵收補償市價文件。
經費來源證明文件（或預算書）。
徵收地上權圖說。
土地使用空間範圍計畫圖。
需用土地人：
代表人：
（加蓋機關印信）
中

華

民

國

○

○

（加蓋官章）
年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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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徵用土地計畫書
市 市鄉
（需用土地人）為（徵用事由）需要，擬徵用坐落○縣○區鎮○段○小段○地號【內】【等】○

筆土地，【合計】面積○.○○○○○○公頃，
【並擬一併徵用其土地改良物】
，茲依照土地徵收條
例第 13 條及第 13 條之 1 規定，擬具計畫書並檢同有關附件計○份，請准予照案徵用。
註：【 】之文字，請依個案情況填載。
此請
內政部
一、徵用土地原因
為（徵用事由）必需使用本案土地。【若有其他特殊原因或徵用情況，應於此項下說明】
二、徵用土地所在地範圍及面積
市 市鄉
擬徵用坐落○縣○區鎮○段○小段○地號【內】【等】○筆土地，【合計】面積○.
○○○○○○公頃。詳如徵用土地清冊與徵用土地圖說。
本案勘選徵用用地範圍已準用徵收土地勘選範圍作業要點規定辦理。【勘選用地如
屬都市計畫範圍內得徵用之私有土地，應敘明已依該要點第 2 點規定檢視需用土地
範圍位置之適當性及必要性情形】【如屬非都市土地者，應敘明已依該要點第 3 點
規定辦理之情形】
三、興辦事業之種類及法令依據
興辦事業之種類：（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3 條及其他法律規定填列）
興辦事業之法令依據：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 58 條第 1 項規定。【依據其他法律第○條
規定】
奉准興辦事業文件：如后附○○○（核准興辦該事業計畫之機關名稱）○年○月○日○
○○○○（核准文號）之影本或抄件。【本案土地屬○○用地，○○(機關名稱)本於權
責辦理，依法無須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為辦理該項工程，並已編列經費於○年
度○○預算項下，詳如后附證明文件】
四、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說明【如做成報告書者，得以檢附附件方式辦理，請註明詳後附件
】
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用私有土地合理關連理由
預計徵用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度範圍理由
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其他評估必要性理由
五、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社會因素：
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年齡結構。
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度。
經濟因素：
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
徵收計畫對糧食安全影響。
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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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情形。
徵收計畫對農林漁牧產業鏈影響。
徵收計畫對土地利用完整性影響。
文化及生態因素：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永續發展因素：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永續指標。
國土計畫。
其他因素：（依徵收計畫個別情形，認為適當或應加以評估參考之事項。）
六、土地使用之現狀及其使用人之姓名、住所
（敘述徵用範圍內土地使用之概況，
【並敘明詳如徵用土地改良物清冊】
，如無土地改良物
請註明「空地」。）
七、土地改良物情形
【詳如徵用土地改良物清冊】。（如無土地改良物得免附，惟需註明「無」；如有土地改良
物，但因有其他事由不一併徵用者，亦得免附，惟應於本項註明。）
八、一併徵用土地改良物
（填「有」或「無」，有則應敘明【詳附徵用土地改良物清冊】
）
九、四鄰接連土地之使用狀況及其改良情形
（應就東、南、西、北毗鄰地形及使用狀況扼要敘明。）
十、徵用土地區內有無古蹟、遺址或登錄之歷史建築，並註明其現狀及維護措施
（以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有案者為認定標準，填「有」或「無」
，如有則應註明其現狀，並檢附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影本
或抄件及說明徵收土地後對該古蹟、遺址或登錄之歷史建築之維護措施）
十一、舉行公聽會、說明會之情形，並應檢附會議紀錄及出席紀錄
業於○年○月○日、○年○月○日（注意上開日期應為舉辦公聽會 7 日前之日期）
將舉辦第○場、第○場公聽會之事由、日期及地點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
方、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村（里）辦公處之公告
處所，與村（里）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依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通知有關之土地所
有權人，且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並於○年○月○
日、○年○月○日舉行公聽會，詳如后附公告與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文件影本及
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文件，及○場公聽會之紀錄影本（或抄件）。
公聽會上業依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說明興辦事業概況與
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並已拍照或錄影存檔。【勘選用地
屬非都市土地範圍者，應併同敘明是否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第 5 點規定
載明事項，併入興辦事業概況內於公聽會上適當地點揭示及說明】
公聽會會議紀錄已依規定載明相關事項，並於○年○月○日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
之公共地方、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村（里）辦公
處之公告處所，與村（里）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並書
面通知陳述意見之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詳如后附會議紀錄公告及張貼於需
用土地人網站證明文件。
已於○年○月○日第○場公聽會已針對○年○月○日第○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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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害關係人陳述意見進行明確回應及處理，詳如后附○年○月○日○○○○○號函
檢送之會議紀錄。（但有免舉辦公聽會之情形或本條例施行細則第 62 條規定免辦公
聽會者，得敘明事由，免檢附上開辦理公聽會之相關文件及紀錄。）
十二、與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之經過情形及所有
權人陳述意見之情形
以○年○月○日○○○○○號函通知土地【及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並於○
年○月○日與土地【及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詳如后附協議通知及與土地【
及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以價購或其他方式取得不成之證明文件或協議紀錄影
本（或抄件）。
請敘明於申請徵收前，是否已書面通知土地【及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陳述意見及
通知是否送達，並請就所有權人有無得提出陳述意見之期限內提出陳述意見之情形
敘明，如無，應敘明「所有權人於得提出陳述意見之期限內無提出陳述意見」；如
有，則應敘明「所有權人○○○於得提出陳述意見之期限內有提出陳述意見，詳如
后附陳述書及陳述意見回應處理情形相關函文影本及所有權人陳述意見及相關回應
處理情形一覽表，【其餘所有權人於得提出陳述意見之期限內無提出陳述意見】。
【如屬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58 條第 4 項但書規定先行使用該土地或土地改良物之情形
，依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 62 條規定，免檢附第點及第點之文件，惟應敘明
理由】【協議價購通知有依土地登記簿記載之住址通知遭退回或無法送達情形，請
敘明查址經過及送達情形】【登記簿所載之所有權人已死亡，應敘明向地政、戶政
、稅捐機關查明及辦理協議之情形或公示送達情形】
十三、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或管理人姓名住所
詳附徵用土地清冊【及徵用土地改良物清冊】
。
十四、被徵用土地之使用配置
詳如土地使用計畫圖。
十五、有無涉及原住民土地之徵用
有，已檢附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之書面同意文件，如后附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年○月○日○○○○○號函（同意文號）之影本或抄件。（如無徵用原住民土地，請
填「無」）
十六、安置計畫
計畫範圍內符合土地徵收條例第 34 條之 1 規定情形之人數及安置情形【安置計畫包括
安置住宅、購置住宅貸款利息補貼、租金補貼等】（如無土地徵收條例第 34 條之 1 規
定情形者，請填「無」，並敘明清楚，詳如后附○○機關○年○月○日○○○○○號
函查證情形）
十七、興辦事業概略及徵用期間
計畫目的：【視個案情形填載】。
計畫範圍：詳如徵用土地圖說。
徵用期間：自公告徵用之日起至○年○月○日止。（應注意配合工程計畫進度及施
工情形，妥予訂定徵用期間）
十八、應需補償金額總數及其分配
應需補償金額總數：
元。
徵用土地補償金額：
元。
徵用土地改良物補償金額：
元。
其他補償費：
元。
十九、準備金額總數及其來源
準備金額總數：
元。（應注意所列金額必須足敷支應應需補償金額總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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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來源及概算：編列○○○（編列預算之機關名稱）○○年度○○科目預算（如
預算書影本）。【並已奉保留至○○年度】
附件：（請依個案情形填列）
奉准興辦事業計畫文件影本或抄件。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舉辦公聽會之公告與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等文件影
本。
舉辦公聽會之紀錄影本或抄件、會議紀錄公告及其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通
知陳述意見之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等證明文件影本。
通知土地【及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之文件影本。
與土地【及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不成之證明文件或協
議紀錄之影本或抄件。
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見書面通知影本。
所有權人陳述意見及相關回應處理情形一覽表。
徵用土地清冊。
徵用土地改良物清冊。
【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影本或抄件】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之書面同意文件】。
【安置計畫相關文件】。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徵用補償市價文件。
經費來源證明文件（或預算書）。
徵用土地圖說。
土地使用計畫圖。
需用土地人：
代表人：

（加蓋機關印信）

中

華

民

國

○

○

（加蓋官章）

年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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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徵用土地改良物計畫書
市 市鄉
（需用土地人）為（徵用事由）需要，擬徵用坐落○縣○區鎮○段○小段○地號【內】【等】○
筆土地上之土地改良物，【合計】面積○.○○○○○○公頃，茲依照土地徵收條例第 13 條及第
13 條之 1 規定，擬具計畫書並檢同有關附件計○份，請准予照案徵用。
註：【

】之文字請依個案情況填載。

此請
內政部
一、徵用土地改良物原因
為（徵用事由）必需使用本案土地改良物。【若有其他特殊原因或徵用情況，應於此項下
說明】
二、徵用土地改良物所在地範圍及面積
市 市鄉
擬徵用坐落○縣○區鎮○段○小段○地號【內】【等】○筆土地上之土地改良物，【合計】
面積○.○○○○○○公頃。詳如徵用土地改良物清冊與徵用土地改良物圖說。
三、興辦事業之種類及法令依據
興辦事業之種類：（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3 條及其他法律規定填列）
興辦事業之法令依據：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 58 條第 1 項規定【依據其他法律第○條規
定】
奉准興辦事業文件：如后附○○○（核准興辦該事業計畫之機關名稱）○年○月○日○
○○○○（核准文號）之影本或抄件。【本案為○○（機關名稱）本於權責辦理，依法
無須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為辦理該項工程，並已編列經費於○年度○○預算項
下，詳如后附證明文件】
四、土地使用之現狀及其使用人之姓名、住所
（敘述徵用範圍內土地使用之概況，並敘明詳如徵用土地改良物清冊）
五、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說明【如做成報告書者，得以檢附附件方式辦理，請註明詳後附件
】
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用私有土地改良物合理關連理由
預計徵用土地改良物範圍已達必要最小限度範圍理由
範圍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其他評估必要性理由
六、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社會因素：
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年齡結構。
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度。
經濟因素：
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
徵收計畫對糧食安全影響。
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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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計畫對農林漁牧產業鏈影響。
徵收計畫對土地利用完整性影響。
文化及生態因素：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永續發展因素：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永續指標。
國土計畫。
其他因素：（依徵收計畫個別情形，認為適當或應加以評估參考之事項。）
七、土地改良物情形
詳如徵用土地改良物清冊。
八、四鄰接連土地之使用狀況及其改良情形
（應就東、南、西、北毗鄰地形及使用狀況扼要敘明。）
九、徵用土地區內有無古蹟、遺址或登錄之歷史建築，並註明其現狀及維護措施
（以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有案者為認定標準，填「有」或「無」
，如有則應註明其現狀，並檢附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影本
或抄件及說明徵收土地後對該古蹟、遺址或登錄之歷史建築之維護措施）
十、舉行公聽會、說明會之情形，並應檢附會議紀錄及出席紀錄
業於○年○月○日、○年○月○日（注意上開日期應為舉辦公聽會 7 日前之日期）將舉
辦第○場、第○場公聽會之事由、日期及地點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當地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村（里）辦公處之公告處所，與村（
里）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依土地改良物登記簿所載住所通知有關之土地改良物所有權
人，且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並於○年○月○日、○年
○月○日舉行公聽會，詳如后附公告與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文件影本及張貼於需用土
地人網站證明文件，及○場公聽會之紀錄影本（或抄件）。
公聽會上業依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 1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說明興辦事業概況與事
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並拍照或錄影存檔。【勘選用地屬非都市
土地範圍者，應併同敘明是否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第 5 點規定載明事項，併
入興辦事業概況內於公聽會上適當地點揭示及說明】
公聽會會議紀錄已依規定載明相關事項，並於○年○月○日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
共地方、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村（里）辦公處之公告
處所，與村（里）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並書面通知陳述意
見之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詳如后附會議紀錄公告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
站證明文件。
已於○年○月○日第○場公聽會已針對○年○月○日第○場公聽會土地改良物所有權
人及利害關係人陳述意見進行明確回應及處理，詳如后附○年○月○日○○○○○號函
檢送之會議紀錄。（但有免舉辦公聽會之情形或本條例施行細則第 62 條規定免辦公聽
會者，得敘明事由，免檢附上開辦理公聽會之相關文件及紀錄。）
十一、與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之經過情形及所有權人陳述意見之
情形
以○年○月○日○○○○○號函通知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並於○年○月○日
協議，詳如后附協議通知及與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以價購或其他方式取得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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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證明文件或協議紀錄影本（或抄件）。
請敘明於申請徵收前，是否已書面通知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陳述意見及通知是否送
達，並請就所有權人有無得提出陳述意見之期限內提出陳述意見之情形敘明，如無
，應敘明「所有權人於得提出陳述意見之期限內無提出陳述意見」；如有，則應敘
明「所有權人○○○於得提出陳述意見之期限內有提出陳述意見，詳如后附陳述書
及陳述意見回應處理情形相關函文影本及所有權人陳述意見及相關回應處理情形一
覽表，【其餘所有權人於得提出陳述意見之期限內無提出陳述意見】。
【如屬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58 條第 4 項但書規定先行使用該土地或土地改良物之情形
，依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 62 條規定，免檢附第點及第點之文件，惟應敘明
理由】【協議價購通知有依土地改良物登記簿記載之住址通知遭退回或無法送達情
形，請敘明查址經過及送達情形】【登記簿所載之所有權人已死亡，應敘明向地政
、戶政、稅捐機關查明及辦理協議之情形或公示送達情形】
十二、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或管理人姓名住所
詳附徵用土地改良物清冊。
十三、有無涉及原住民土地之徵用土地改良物
有，已檢附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之書面同意文件，如后附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年○月○日○○○○○號函（同意文號）之影本或抄件。（如無徵用原住民土地，請
填「無」）
十四、安置計畫
計畫範圍內符合土地徵收條例第 34 條之 1 規定情形之人數及安置情形【安置計畫包括
安置住宅、購置住宅貸款利息補貼、租金補貼等】（如無土地徵收條例第 34 條之 1 規
定情形者，請填「無」，並敘明清楚，詳如后附○○機關○年○月○日○○○○○號
函查證情形）
十五、興辦事業概略及徵用期間
計畫目的：【視個案情形填載】。
計畫範圍：詳如徵用土地改良物地籍位置圖說。
徵用期間：自公告徵用之日起至○年○月○日止。（應注意配合工程計畫進度及施
工情形，妥予訂定徵用期間）
十六、應需補償金額總數及其分配
應需補償金額總數：
元。
徵用土地改良物補償金額：
元。
其他補償費：
元。
十七、準備金額總數及其來源
準備金額總數：
元。（應注意所列金額必須足敷支應應需補償金額總數
）
經費來源及概算：編列○○○（編列預算之機關名稱）○○年度○○科目預算（如
預算書影本）。【並奉保留至○○年度】
附件：（請依個案情形填列）
奉准興辦事業計畫文件影本或抄件。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舉辦公聽會之公告與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等文件影
本。
舉辦公聽會之紀錄影本或抄件、會議紀錄公告及其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通
知陳述意見之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等證明文件影本。
與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不成之證明文件或協議紀錄之影
本或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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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見書面通知影本。
所有權人陳述意見及相關回應處理情形一覽表。
徵用土地改良物清冊。
【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影本或抄件】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之書面同意文件】。
【安置計畫相關文件】。
經費來源證明文件（或預算書）。
徵用土地改良物地籍位置圖說。

需用土地人：
代表人：
（加蓋機關印信）

中

華

民

國

○

○

（加蓋官章）

年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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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徵收土地代扣稅捐及減免土地稅聯繫要點 G‐16‐1
七、辦理徵收土地及建物之機關或地政機關以
及稅捐稽徵機關，未依本要點之規定辦理
者，應由各該機關查明責任議處，其辦理
成績優良者，由各該機關給予獎勵。
八、各機關辦理照價收買土地有關代扣稅捐及
減免土地稅之聯繫作業，準用本要點之規
定辦理。
中華民國 81 年 11 月 11 日內政部台（81）內地字

各機關徵收土地代扣稅
捐及減免土地稅聯繫要
點

第 8186913 號函及財政部台財稅第 811679951 號
函修正

一、各機關徵收土地時，有關稅捐之代扣及土
地稅減免聯繫事項，依本要點規定辦理。
二、補償費發放機關代扣稅捐之範圍，為該被
徵收土地應納未納之田賦、地價稅及應納
之土地增值稅。但補償費受領人之其他欠
繳稅捐及相關欠繳款項經稅捐稽徵機關聲
請執行法院核發轉給命令，於補償費發放
前送達發放機關者，仍應代為扣繳。
三、辦理徵收土地之機關應將「徵收土地補償
清冊」四份，於徵收公告之同時，送土地
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四、土地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於收到補償清
冊後，應將徵收土地應納未納之田賦、地
價稅及應徵之土地增值稅，逐筆查填於清
冊相當欄內，裝訂成冊，加蓋各級經辦人
員印章，連同繳款書一併於十五日內函復
補償費發放機關，並於補償費發放日代為
扣繳。
稅捐稽徵機關對於補償費受領人之其他欠
繳稅捐及相關欠繳款項，應於補償費發放
前，將聲請執行法院核發之轉給命令送達
於發放機關。
前二項土地欠繳田賦實物，得按代扣時核
定之折徵標準折算現金代扣之。
五、辦理徵收土地之機關應將「徵收土地建築
改良物補償清冊」二份，送稅捐稽徵機關
供釐正房屋稅稅籍之參考。
六、稅捐稽徵機關應依辦理徵收土地之機關或
地政機關所送補償清冊所載土地及建築改
良物之標示及徵收日期，予以核定徵免土
地稅及房屋稅。
徵收土地，因工程變更等原因停止或撤銷
徵收，或徵收公告事項因故辦理更正者，
辦理徵收土地之機關或地政機關應於事實
發生之日起十五日，造冊函送土地所在地
稅捐稽徵機關，依法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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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徵收損害賠償處理原則 G‐17‐1

土地徵收損害賠償處理
原則
中華民國 101 年 8 月 16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10268670 號令訂定發布

一、為規範土地徵收相關事件致原土地或土地
改良物所有權人受損害，其損害賠償責任
之分擔及經費之負擔，特訂定本處理原則
。
二、因土地徵收相關事件致原土地或土地改良
物所有權人受損害，其損害賠償責任之分
擔如下：
（一）因辦理徵收程序違法：由造成損害
之機關負擔。
（二）因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核准徵
收之書面審查疏失：由本部負擔。
（三）土地徵收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依
造成損害之原因釐清其損害賠償
責任之歸屬，並參照國家賠償法第
五條適用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及
第二百八十條之規定，由造成損害
之機關負擔。造成損害之機關有二
個以上者，由其共同負擔之：
1.未於法定期限內發給補償費，致
徵收失其效力。
2.未依核准計畫或期限使用致原土
地所有權人申請收回土地。
3.因作業錯誤或情事變更致撤銷徵
收或廢止徵收。
（四）應由數機關共同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者，其責任之分擔，由各機關協議
定之，如有爭議，由本部協調之；
本部與其他機關間之責任分擔如
有爭議，由雙方協議定之。
三、損害賠償所需經費，由本部、需用土地人
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分別編列預算支
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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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徵收法令補充規定 G‐18‐1

土地徵收法令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78 年 1 月 5 日內政部台(78)內地字第
661991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83 年 8 月 25 日內政部台(83)內地字第
8308893 號函修正發布停止適用九之(四)
中華民國 85 年 2 月 5 日內政部台(85)內地字第
8573492 號函修正發布九之(三)
中華民國 86 年 3 月 28 日內政部台(86)內地字第
8602561 號函修正發布九之(七)
中華民國 86 年 6 月 10 日內政部台(86)內地字第
8675944 號函修正發布刪除十六
中華民國 87 年 6 月 22 日內政部台(87)內地字第
8782586 號函修正九之(一)、(七)，並增訂第二項
中華民國 88 年 7 月 15 日內政部台(88)內地字第
8886247 號函修正五
中華民國 88 年 7 月 20 日內政部台(88)內地字第
8893351 號函修正九之(七)
中華民國 88 年 8 月 31 日台(88)內地字第 8809398
號函修正二

一、國家為興辦左列事業，應認屬土地法第二
百零八條之規定情形，得徵收私有土地：
（一）為擴充實習農場之土地
（二）開闢產業道路之土地
（三）開闢道路必須興築護坡之土地
（四）為改善廣播電視接收效果架設轉播站
之土地
二、徵收計畫範圍內已辦滅失登記之土地，回
復原狀時，經原所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者
，應依原標示及權利辦理徵收補償。但其
部分回復原狀者，僅就回復之面積及權利
辦理徵收補償。
前項已辦滅失登記之土地，無公告土地現
值，得按毗鄰土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發
給補償地價，其無毗鄰土地者，得按最近
地價區段公告土地現值發給之。直轄市或
縣（市）地政機關依前項規定發給補償地
價完竣後，應囑託登記機關於原辦滅失登
記之土地登記簿加註公告徵收文號，以備
查考。
三、土地經公告徵收後，登記機關接到法院囑
託辦理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
時，應即逕洽主辦徵收機關查明該土地之
補償地價是否已發放完畢後，依下列原則
處理：
（一）補償地價如已發放完畢，應即將該土

地已經徵收及其補償地價已發放完畢
，致無從辦理登記之情形函復法院。
（二）補償地價如尚未發放完畢，則視執行
法院實施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
產宣告之時間依下列方式處理：
1.執行法院實施查封、假扣押、假處
分或破產宣告時間如在公告徵收當
日以後者，因徵收為公法上所為之
行政處分，自公告徵收當日已發生
效力，登記機關應即將該土地已經
徵收致無從辦理登記之事實函復法
院。
2.執行法院實施查封、假扣押、假處
分或破產宣告時間，係在公告徵收
當日以前者，登記機關應即依法院
之囑託辦理查封、假扣押、假處分
或破產登記，除即逕函主辦徵收機
關外（必要時以電話洽知以爭取時
效）
，並將辦理登記結果及該土地已
經徵收之情形函復法院。
四、被徵收之土地，於徵收公告前經法院查封
登記者，對於其補償價款為附條件之提存
時，其提存書應註明『本件提存款業經○
○法院○年○月○日○○字第○○○號○
○文件查封，提存物受取人應憑執行法院
撤銷該項查封執行程序或准許領取之文件
提領』，同時將辦理提存結果通知執行法院
，並洽請法院囑託塗銷查封登記。
五、被徵收土地設定有地上權、地役權或永佃
權等用益物權者，依下列規定處理：
（一）土地登記簿上載明權利價值者，地政
機關依其權利價值代為清償
（二）土地登記簿未載明權利價值者，其補
償費應由權利人及義務人雙方協議會
同領取。未能會同領取者，由地政機
關通知當事人限期協議之，再依其協
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不成者，其補
償費提存之。
六、被徵收之土地設定有抵押權者，抵押權人
提具債權憑證及他項權利證明書及設定契
約書單獨申請領款時，地政機關得於土地
登記簿所載抵押權擔保之債權數額範圍內
代為清償。
七、徵收或收買之土地發放補償費時，應代為
扣繳之土地稅捐及滯納金以被徵收或收買
土地應納之地價稅、田賦、土地增值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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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滯納金為限。不包括其它稅捐、工程受
祀公業之規定辦理。
益費及滯欠罰金。
前項第（一）款已登記為公同共有之土地，於
八、公告徵收之土地，自公告之日起，其申辦
補償費發給完竣前，公同共有人依土地法第三
所有權變更登記或他項權利設定登記等案
十四條之一規定，辦理共有型態變更登記為分
件，應不予受理，但因繼承、強制執行、
別共有者，得由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領取。
法院之判決於公告期滿前申請登記者，不 十、土地徵收補償之核計如下：
在此限。
（一）土地所有權人為改良土地所支付之費
九、徵收土地地價補償費之核發對象如下：
用，應依平均地權條例第三十六條規
（一）徵收公告當時土地登記簿記載之權利
定在土地漲價總數額中扣除，不再另
人。土地為分別共有者，由共有人按
行發給補償費。
其應有部分個別領取；土地為公同共
（二）平均地權條例第十條所稱之公告土地
有者，除法律或契約另有規定外，應
現值，係指政府依法查估公告之土地
得公同共有人全體同意始得領取。
現值，如有查計錯誤，應按更正後之
（二）土地經法院拍賣或判決確定者，為領
土地現值辦理補償。
有執行法院發給權利移轉證明書之買
（三）更正徵收增加之土地面積，仍應依法
受人，或因判決取得土地權利者。
公告後，按該公告期滿第十五日當時
（三）土地屬破產財團所有者，為其破產管
之公告土地現值辦理補償。
理人。
（四）地政機關發放補償費，代為扣繳應納
（四）（刪除）
未納之土地稅捐及滯納金，以其餘額
（五）土地為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交付被徵收人時，應按該扣繳餘額計
員會授田後離場、死亡行蹤不明之場
算印花稅。
員所有者，由該委員會代為具領。
（五）撤銷徵收發還土地應退回之補償費，
（六）土地為經撤銷登記之公司所有者，其
不加計利息。
徵收土地地價補償費由清算人檢具資 十一、土地徵收補償費之提存如下：
格證明、印鑑證明代表具領。但清算
（一）徵收土地之補償地價或補償費依土地
人親自到場具領者，免檢附印鑑證明
法第二百三十七條辦理提存時，應依
。
土地登記簿內記載之權利人及其住址
（七）土地屬祭祀公業所有者：
為準。徵收土地設定他項權利者，應
1.祭祀公業已選定管理人，且向民政
附條件以土地所有權人為受取權人，
機關備查有案者，若公業規約或派
土地所有權人領取提存物時，應附具
下決議未有特別約定，得由管理人
他項權利已清償之證明。
切結由其領取補償費未受規約或派
（二）土地登記簿所載土地或建物權利人尚
下決議限制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生存，而原登記之住所已變更者：
經地政機關洽民政機關查證其管理
1.由聲請提存機關查明新住所。
人備查文件無誤後，由管理人具領
2.依提存法第十條第三項前段，準用
。惟如有派下員提出異議者，應由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
提出證據，證明受取權人應為送達
管理人就領取被徵收土地補償費事
之處所不明之事實，聲請將提存通
宜召開派下員大會，以多數決授權
知書公示送達。
由管理人具領。
（三）土地登記簿所載土地或建物權利人死
2.祭祀公業管理人之權限如有爭議，
亡者：
且已繫屬法院者，應俟法院判決確
1.應以其繼承人為提存之對象，即應
定後，再行處理。
由聲請提存機關查報繼承人姓名、
3.祭祀公業未選定管理人者，應經派
住所後，對之送達。其繼承人有數
下員全體（即公同共有人全體）之
人者，通知其共同領取提存物。
同意，始得領取補償費。
2.繼承人之住所不明，致提存通知書
（八）土地為神明會所有者，參照（七）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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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送達者，可依上述（二）2.之方
（二）依民法第八百四十二條、耕地三七五
法處理。
減租條例第二十八條規定，設定有永
3.繼承人有無不明者，依民法第一千
佃權之耕地，應有平均地權條例第十
一百七十七條選定或依民法第一千
一條適用。
一百七十八條第二項選任之遺產管
（三）被徵收之出租耕地原承租人死亡，得
理人為提存之對象。
由其現耕繼承人具領補償費。
4.繼承人有無不明而無上述遺產管理
（四）徵收之土地設有抵押權及查封登記者
人時，可依民法第三百二十六條規
，其應補償之地價，應先扣繳土地增
定，以不能確知孰為債權人而難為
值稅後，再依抵押權登記之次序代為
給付為理由，辦理提存。
清償，如有餘額交由法院處理之。
（四）土地登記簿所載土地或建物權利人行
（五）徵收之土地先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
蹤不明未受死亡宣告者：
後設定抵押權者，其補償地價扣除土
1.可依民法第十條、非訟事件法第四
地增值稅後餘額之三分之一，補償耕
十九條第一、二項所定財產管理人
地承租人，其餘三分之二按抵押權記
為提存之對象。
次序代為清償，如有餘額，交付與被
2.無依法選任之財產管理人者，方可
徵收之土地所有權人。
依民法第三百二十六條規定，以不
（六）先設定抵押權，後訂立耕地三七五租
能確知孰為債權人而難為給付為由
約者，其補償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
，辦理提存，由法院提存所將提存
，應先依抵押權登記之次序優先受償
通知書公告之。
，如有餘額，以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
（五）被徵收土地為祭祀公業所有者，其提
額之三分之一地價為限，補償耕地承
存物領取人為其管理人，惟管理人死
租人，如仍有餘額，交付與被徵收之
亡時，不得由管理人之繼承人繼承其
土地所有權人。
管理權。辦理公示送達通知時得記載
（七）徵收之土地訂立耕地三七五租約並經
「○○祭祀公業管理人」為提存物受
法院查封者，其補償地價扣除土地增
領人及公示送達對象，並依提存法第
值稅後餘額三分之一，補償耕地承租
六條規定載明不知受領權人（即祭祀
人，其餘三分之二交付與法院處理。
公業管理人）之理由及以提出管理權
（八）需用土地機關於依法補償地價之外，
證明文件為領取提存物之要件，待其
如發獎勵金、救濟金、轉業輔導金或
新管理人依法產生後具領其提存物。
依都市計畫法加成補償部分，非屬地
（六）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規定代管之
價範圍，不屬該土地應得之補償金，
土地被徵收時，其補償費繳納各項費
不在代為清償範圍之內，但經法院裁
用後，應依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七條規
判得予一併清償者，自應依該裁判辦
定辦理提存。
理。
（七）徵收土地補償費依法提存，於提存通 十三、獎勵金、救濟金或轉業輔導金，非屬地
知書送達已發生效力，母需再行辦理
價範圍，地政機關不應干涉，但發放徵
送達。
收補償費時，得代為轉發，其發給對象
十二、徵收土地有耕地三七五租約、抵押權登
，宜視土地使用之實際狀況，由需用土
記及法院查封登記等情形，其補償地價
地人協議定之。
之處理如下：
十四、徵收補償費異議之處理如下：
（一）依平均地權條例第十一條規定依法徵
（一）直轄市或縣（市）標準地價評議委員
收及撥用之土地為出租耕地時，應就
會之評定為最終之決定，應慎重為之
扣除土地增值稅後，補償地價餘款三
。
分之一補償耕地承租人，其所稱耕地
（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估定之地上
承租人指承租耕地實際自任耕件之自
物遷移費如有異議，當事人應循訴願
然人及合作農場。
程序救濟，不得提交標準地價評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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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評定。
（三）依土地法第二百四十七條評定之地價
，需用土地人不得提出異議。
（四）已規定地價之土地，無土地法第二百
四十七條之適用。
十五、徵收土地程序於直轄市或縣（市）地政
機關公告期滿後十五日內，將補償地價
補償費發給完竣後即告完成。至依土地
法第二百三十七條規定提存待領之款項
存在法院時間之久暫，與徵收程序完成
與否無關。
十六、（刪除）
十七、政府機關協議價購之土地，如補辦徵收
，仍應依法補償其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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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土地徵收作業原則
中華民國 79 年 2 月 17 日內政部台（79）內地字第 770601 號訂定

項

目

辦理機關

說

明

一、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就轄區內 各直轄市、縣(市)政 近年來，由於地價飆漲，公告土地現
之土地依據平均地權條例第四十 府
值與地價差距加大，致以公告土地現
六條及地價調查估計規則規定，
值作為土地徵收補償標準，被徵收土
經常調查正常買賣價格，切實查
地所有權人反應激烈，影響徵收作業
估公告土地現值。
及工程進度甚鉅，故直轄市及縣市及
縣(市)政府應依法經常調查正常土地
買賣價格切實查估公告土地現值，儘
量反映正常買賣價格，以使徵收補償
公平合理。
二、修正有關法律，齊一土地徵收補 內政部
一、目前土地徵收地價補償標準，平
償項目及標準。
均地權條例、都市計畫法、獎勵
投資條例等法規規定不一，造成
不公平現象，實宜作統一規定。
二、由於公告土地現值偏低，為使徵
收順利進行，部分財政充裕需地
機關輒以轉業救濟金、獎勵金等
各種名目補償被徵收人，造成財
政不富裕之需地機關徵收愈形困
難，允宜修正有關法律，齊一土
地徵收補償項目及標準，以避免
因需地機關財力之不同而使補償
項目標準不一，導致不公平情事
發生。
三、儘速建立地價指數制度，並於地 內政部
一、目前公告土地現值係每年公告乙
價指數制度建立後按地價指數調
次，於年度內，如地價上漲幅度
整公告土地現值作為當年期徵收
甚大，將使徵收補償與當時正常
土地補償地價之標準。
買賣價格差距愈大，勢將影響土
地所有權人權益。
二、惟徵收補償時按地價指數調整，
須俟地價指數制度建立地價指數
制度。並於地價指數建立後，按
地價指數調整公告土地現值，作
為當年期徵收土地補償地價之標
準。
四、省(市)政府應檢討修正土地改良 省(市)政府
一、土地改良物查估作業及標準，係
物查估作業及標準。建物重建價
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訂定，由
估，應按層數、樓層別及實際使
於土地改良物種類繁多，且價格
用狀況訂定。
變動，應由省(市)政府配合實際
情形檢討修正查估作業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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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建物重建價格，輒將各樓層
採同一標準，與實際情形常有不
符現象。故應按層數及樓層別及
實際使用狀況，訂定查估作業及
合理標準。
五、土地改良物查估人員應由省(市) 省(市)政府、各縣(市 由於目前土地利用型態愈趨複雜，故
政府舉辦專業訓練。土地改良物 )政府
土地改良物種類繁多，其查估作業愈
查估之作業，必要時，得委訴學
需專業性，常引起查估人員與土地物
術機構或專業機構辦理查估。
所有人之爭執。且查估手續繁複，土
地改良物查估人員應由省(市)政府辦
理專業訓練，以適應實際需要。對特
殊地上改良物，或缺乏專業查估人員
者，得委託學術機構或專業機構辦理
查估，以符實際需要。
六、需地機關應就被徵收土地上之住 各需地機關
土地徵收時，輒使原有房屋者因被徵
宅所有人，因徵收致無屋可住者
收而無屋可住，以其徵收補償又難以
，訂定安置計畫，於徵收計畫書
購置鄰近住宅。為減低被徵收人損失
內敘明安置計畫情形。
，使徵收作業得以順利進行，需地機
關應就被徵收土地上之住宅所有人，
因徵收致無屋可住者，訂定安置計畫
，於徵收計畫書內敘明安置計畫情形
。
七、重大建設徵收土地時，應由需地 各需地機關
重大建設需用土地時，因其面積大，
機關成立用地取得協調小組，辦
被徵收土地筆數多，所有權人眾，為
理有關協調事項。
使徵收作業更形順利，應由需地機關
成立用地取得協調小組，辦理有關協
調事項。
八、需地機關申請徵收土地，應於年 各需地機關
目前需地機關需用私有土地，輒於年
度預算編列時先予準備，並於年
度開始後始作準備工作，致因作業遲
度開始時，即速申請徵收作業，
緩而於年度終了前仍在趕辦發價手續
以利徵收作業之進行。
，常因下一年度公告土地現值調整，
而引起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不滿，需
地機關應於年度預算編列時即展開準
備工作，並於年度開始時，即速申請
徵收作業，以利徵收作業之進行。
九、徵收土地發放補償費，應一律以 各直轄市、縣(市)政 為利徵收補償費發放作業之進行，且
公庫支票發給之。
府
避免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領取現金時
憑據尚須繳納印花稅，徵收土地發放
補償費，應一律以公庫支票發給之，
以節省補償費發放時間。
十、為防止搶建及節省地上物查估時 各直轄市、縣(市)政 目前徵收辦理地上物查估時，輒發現
間、人力、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府及需地機關
有搶種搶建情事，且地上物查估費時
應會同需地機關，利用錄影或拍
費力，常因被徵收人之阻擾而難以順
照，作為地上物查估之參考。
利查估，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會同
需地機關，利用錄影或拍照作為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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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查估之參考，以利徵收地上物查估
作業之進行。
十一、加強土地徵收宣導與民眾協調 各直轄市、縣(市)政 土地徵收涉及人民財產權益及政府公
溝通，徵收機關應協助需地機 府 及 需 地 機 關 各 直 共建設，為減少徵收阻力，應加強宣
關，舉辦土地徵收說明會。 轄
導與民眾協調溝通，徵收機關應協助
需地機關，舉辦土地徵收說明會。

G‐19‐4 改進土地徵收作業原則

重大建設用地徵收作業督導考核要點 G‐20‐1

重大建設用地徵收作業
督導考核要點
中華民國 81 年 12 月 7 日台內政部內地字第
8115684 號函訂定

第一點
為督導考核重大建設用地徵收作業績效，以利
重大建設用地之取得及工程興建，特訂定本要
點。
第二點
督導考核範圍、對象及時間：
（一）範圍：凡經行政院列管之重大建設所
需用地，須以徵收方式取得者。
（二）對象：申請徵收之需地機關及徵收執
行機關。
（三）時間：每年七月至九月舉行。
第三點
督導考核小組成員：由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行政院公共建設督導會報、行政院人事行政
局、內政部、該建設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及省政
府派員組成督導考核小組，並由內政部召集之
。
第四點
督導考核基本資料之填報：各需地機關於每年
三月底前，將下一年度擬申請徵收私有土地之
重大建設事業名稱、用地座落、面積，預定徵
收之月份填列於附表一後，函送當地縣（市）
政府地政單位轉省（市）政府地政處，按縣市
別彙整，函送內政部，供作督導考核之基本資
料。
第五點
督導考核項目及評分：需地機關及徵收執行機
關辦理徵收之成效按附表二、三所列之項目分
別評分，作為獎懲之依據。但需地機關同時為
徵收執行機關者，以兩者分別評分之平均值計
算其考核分數，並據以對機關首長辦理一次獎
懲。
第六點
考核結果報告陳報行政院核定後分別函送有
關機關辦理獎懲，其對象及標準如下：
（一）徵收執行機關及需地機關首長
註：考核成績分數在七十分以上未滿
八十分者不予獎懲。
（二）主辦單位部分：

主辦單位主管及主辦人員之獎懲，比照
前款規定辦理。
（三）有關協辦人員由需地機關徵收執行機
關依權責切實檢討，並按第一款所列
獎懲標準視其情節，酌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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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地機關

土地坐落鄉鎮
預定申請徵收
面積（公頃）
市區
月份

重大建設事業名稱

備註

ޙ̂ࢦ!!˟ܑܢనϡгᇈќүຽᒻड़҂८ෞ̶ܑĞᅮг፟ᙯğ!
受考機關
重大建設事業名稱
考核項目

配分

（一）興辦事業計畫報奉核定後，有無邀請機關研商用地徵收取得執
行細節；並成立用地取得協調小組。

十分

（二）有無適時提供用地有關資料予徵收執行機關進行徵收前之配合
準備工作。

十分

（三）有無依規定將有關預定辦理徵收地區資料送當地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地政單位。

十分

（四）徵收作業費有無適時撥付徵收執行機關。

十分

（五）有無舉辦說明會，並加強與土地所有權人之溝通及宣導。

十分

（六）有無依既定用地取得進度適時申請徵收。

十分

（七）申請徵收計畫書圖表冊有無依規定辦理。

十分

（八）徵收補償費有無適時撥付徵收執行機關辦理發放。

十分

（九）有無依協調分工配合事項及時完成應辦工作。

五分

（十）有關異議、陳情案件有無依規定程序處理或答覆。

五分

（十一）有無訂定拆遷戶安置計畫。

十分

特殊優劣事項
評語或建議意見
總分

考核日期

考核委員

註：考核小組得依表列之考核項目及配分比例訂定考核評分基準表。

單項評定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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ޙ̂ࢦ!!ˬܑܢనϡгᇈќүຽᒻड़҂८ෞ̶ܑĞᇈќેҖ፟ᙯğ!
受考機關
重大建設事業名稱
考核項目

配分

單項評定分數

（一）有無成立用地取得協調小組，以徵收執行機關首長或秘書長 十分
為召集人，並由地政單位負責協調用地取得有關事項。
（二）徵收執行機關有無配合協助需地機關辦理徵收前之準備作業 十分
及舉辦說明會。
（三）有無每年檢討土地改良物查估補償費、遷移費基準。

十五分

（四）每年有無合理檢討徵收地區之公告土地現值，以反映土地之 十五分
實際正常價格。
（五）於接到核准徵收案後，有無依規定辦理公告及通知土地所有 十五分
權人暨他項權利人。
（六）有無依規定發放補償費及申請提存。

十五分

（七）徵收土地補償完竣後，有無依規定辦理囑託登記。

十五分

（八）有關異議、陳情案件有無依規定程序處理或答覆。

五分

（九）有無於被徵收土地應受之補償費發完竣後，配合需地機關之 五分
計畫進度，規定期限函令土地權利人或使用人遷移完竣。
特殊優劣事項
評語或建議意見
總分

考核日期

考核委員

註：考核小組得依表列之考核項目及配分比例訂定考核評分基準表。

（一）徵收執行機關及需地機關首長
獎懲區分
獎勵部分

考

核

成

九十五分以上者。
九十分以上未滿九十五分者。
八十七分以上未滿九十分者。
八十三分以上未滿八十七分者。

績

分

數

獎懲標準
記一大功。
記功二次。
記功一次。
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八十分以上未滿八十三分者。
懲處部分

未滿四十分者。
四十分以上未滿五十分者。
五十分以上未滿六十分者。
六十分以上未滿六十五分者。
六十五分以上未滿七十分者。

記一大過。
記過二次。
記過一次。
申誡二次。
申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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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跨區市地重劃及跨區區段徵收作業規範 G‐21‐1

辦理跨區市地重劃及跨
區區段徵收作業規範
中華民國 89 年 3 月 31 日內政部台（89）內中地字
第 8978662 號函訂定發布全文 8 點；並溯自 88
年 7 月 1 日起實施

ௐ˘ᕇ!
為加強以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配合中央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興建重大建設、
取得公共設施用地或興辦事業用地，以促進都
市建設發展與土地利用，特訂定本作業規範。
ௐ˟ᕇ!
勘選辦理跨區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範圍時，應
注意下列事項：
（一）辦理跨區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地區，其
不相連之土地宜以同一都市計畫或興
辦事業計畫區域為原則，且其位置不宜
相距過遠。
（二）辦跨區區段徵收地區，應考量區內土地
之公告土地現值及加成補償地價差距
，以避免影響抵價地分配之公平合理。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地政單位應於地
區選定或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依平均
地權條例、土地徵收條例及地價調查估
計規則等有關規定查估地價。
（三）擬辦跨區區段徵收地區，其都市計畫或
興辦事業計畫所規劃公共設施用地以
外之可建築用地，應占全區私有土地總
面積百分之四十以上；區內如有曾經農
地重劃之地區，應另考量該重劃區內抵
價地面積不得少於徵收總面積百分之
四十五。
ௐˬᕇ!!
經選定辦理跨區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地區，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單位
應會同都市計畫、環保、交通等單位適時提供
評估分析報告書，提供都市計畫或興辦事業計
畫審議作業之參考。
前項評估分析報告書內容應包括下列事項：
（一）範圍、面積等基本資料及位置圖。
（二）開發目的及預期效益之分析資料。
（三）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興建重大建設之計畫及中央、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可相關資料

。
（四）土地使用配置圖說。
（五）預估土地所有權人重劃負擔比例或抵
價地比例情形分析。
（六）經費數額、來源及償債能力等財務計
畫分析資料。
（七）目前執行情形及預定工作進度表。
（八）土地所有權人意願。
（九）開發可行性分析。
ௐαᕇ!!
選定辦理跨區市地重劃或跨區區段徵收地區
，有關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興建重大建設者，其都市計畫得依都市計畫法
第二十七條規定辦理個案變更，其餘地區則依
都市計畫法第二十六條規定辦理通盤檢討。
ௐ̣ᕇ!!
選定辦理跨區區段徵收地區，如經依新訂或擴
大都市計畫執行要點報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
畫者，由都市計畫單位於報准後一年六個月內
完成主要計畫法定程序，俾利區段徵收計畫書
之完成。
ௐ̱ᕇ!!
辦理跨區市地重劃或跨區區段徵收，應以都市
計畫指定整體開發地區為範圍。
ௐ˛ᕇ!!
跨區市地重劃之土地分配作業，應依照市地重
劃實施辦法規定辦理。
ௐˣᕇ!!
跨區區段徵收之土地分配作業，應依照平均地
權條例施行細則及區段徵收作業補充規定規
定辦理。

G‐21‐2 辦理跨區市地重劃及跨區區段徵收作業規範

區段徵收實施辦法 G‐22‐1

區段徵收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92 年 1 月 23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81936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46 條；並自發布
日施行
中華民國 95 年 8 月 15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5653 號令修正發布第 1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年 1 月 22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723633 號令修正發布第 39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年 10 月 18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1799 號令修正發布第 2、4、5、6、16、
17、22、23、33～35、42 條條文；並增訂第 5-1
、22-1、32-1～32-3 條條文

ௐ˘୧ 本辦法依土地徵收條例（以下簡稱本
條例） 第四條第六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區段徵收作業程序如下：
一、準備作業：
（一）範圍勘選。
（二）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
（三）評估公益性及必要性。
（四）召開事業計畫公聽會。
（五）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
可。
（六）辦理變更、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
業。
（七）範圍邊界分割測量。
（八）建築改良物禁止事項之報核及公告
。
（九）地籍資料整理、調查及繕造清冊。
（十）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資料之提送
及評定。
（十一）徵收補償費查估及繕造清冊。
二、正式作業：
（一）先行區段徵收地區開發範圍報核。
（二）抵價地比例報核。
（三）召開協議價購會議。
（四）召開區段徵收公聽會。
（五）區段徵收計畫書之報核、審議及核
准。
（六）區段徵收公告及通知。
（七）異議處理及通知。
（八）發給抵價地案件之申請、審查及核
定。
（九）徵收補償費之發放或存入保管專戶
。
（十）公有土地及未登記土地之處理。

（十一）囑託辦理區段徵收土地所有權移
轉登記、公有土地所有權移轉或
管理機關變更登記、他項權利塗
銷或變更登記、建物滅失或標示
變更登記。
（十二）工程施工。
（十三）辦理抵價地分配及農業專用區配
售。
（十四）地籍整理。
（十五）囑託辦理開發完成後土地所有權
登記或管理機關變更登記。
（十六）辦理抵押權或典權登記。
（十七）土地之處分。
（十八）財務結算。
（十九）撰寫成果報告。
ௐˬ୧ 都市計畫規定應辦理區段徵收地區，
其細部計畫已發布實施且明確記載區段徵收
範圍者，依其範圍辦理；未明確記載區段徵
收範圍者，由需用土地人會同當地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及其他相關機關勘選。
ௐα୧ 都市計畫之變更、新訂、擴大或農村
社區實施更新或非都市土地實施開發建設，
擬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時，由需用土地人會
同當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及其他相
關機關勘選區段徵收範圍，並填寫區段徵收
評估報告書，作為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區域計畫之
參考。
需用土地人應於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或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前，向內政
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報告其公益性及必要性
。
ௐ̣୧ 前條第一項區段徵收評估報告書，應
記載下列事項，並應附具範圍圖：
一、開發目的。
二、法令依據。
三、區段徵收範圍勘選原則、四至及面積。
四、土地權屬及其面積。
五、土地使用現況。
六、都市計畫或土地使用配置規劃情形。
七、預計土地所有權人領回抵價地比例。
八、安置計畫。
九、土地所有權人參加區段徵收意願及繼續
耕作意願調查情形。
十、開發總費用、經費來源、償債能力等財
務計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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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目前實際作業情況及預定工作進度表
。
十二、總結。
ௐ̣୧̝˘ 第四條第二項區段徵收公益性及
必要性評估報告應記載下列事項：
一、開發目的。
二、法令依據。
三、區段徵收預計範圍及面積。
四、土地權屬及其面積情形。
五、土地使用現況概述。
六、都市計畫或土地使用配置規劃情形。
七、都市計畫召開說明會情形。
八、公益性評估。
九、必要性評估。
十、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保障情形。
ௐ̱୧ 依本條例第四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
先行區段徵收地區（以下簡稱先行區段徵收
地區），需用土地人於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開發範圍時，應同時檢具區段徵收評估報告
書及經審議通過之都市計畫。
ௐ˛୧ 區段徵收範圍勘定後，應配合辦理變
更都市計畫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依
都市計畫法第二十六條規定辦理通盤檢討變
更。但符合同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者，得辦理
迅行變更。
ௐˣ୧ 區段徵收範圍勘定後，應配合辦理新
訂或擴大都市計畫者，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應先依規定層報核可後，再依都市計畫法
定程序辦理之。
ௐ˝୧ 先行區段徵收地區，應配合辦理迅行
變更都市計畫者，需用土地人應於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開發範圍前，先徵得中央都市
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
規定辦理；應辦理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者，
依前條規定層報核可。
ௐȈ୧ 區段徵收範圍勘定後，應配合辦理變
更、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者，主要計畫得與
細部計畫併同規劃。但計畫書圖仍應依主要
計畫及細部計畫內容分別製作，並分循都市
計畫法定程序辦理。
ௐȈ˘୧ 區段徵收範圍勘定後，應配合辦理
迅行變更、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者，應於一
年六個月內發布實施主要計畫，並於主要計
畫發布實施後六個月內發布實施細部計畫。
前項迅行變更、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
屬鄉街計畫或特定區計畫者，其主要計畫得與

細部計畫合併辦理，並於一年六個月內發布實
施。
先行區段徵收地區，應於區段徵收公告期滿
一年內發布實施都市計畫。
ௐȈ˟୧ 不相連地區合併辦理區段徵收者，
如屬不同都市計畫，應於各該都市計畫書內
載明合併辦理地區之都市計畫名稱、範圍及
相關內容。
ௐȈˬ୧ 都市計畫規定應辦理區段徵收地區
，其細部計畫已發布實施者，應於區段徵收
範圍勘定後三個月內完成都市計畫椿位測定
，並於椿位測定後二個月內完成區段徵收範
圍邊界分割測量登記。
先行區段徵收地區，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於接到核准徵收通知後，得依核定之區段
徵收範圍辦理邊界分割測量登記。
ௐȈα୧ 都市計畫規定應辦理區段徵收地區
，其細部計畫已發布實施者，且已辦理區段
徵收地區，於辦理區段徵收期間，除為配合
區段徵收計畫需要或遇有都市計畫法第二十
七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情事者外，不得任意變
更其都市計畫。
ௐỊ̏୧ 區段徵收區內都市計畫規劃之街廓
或道路無法符合抵價地分配需要者，得在不
妨礙原都市計畫或土地使用計畫規劃及道路
系統之原則下，增設或加寬為十公尺以下道
路。
前項增設或加寬之道路，直轄市或縣 （市
） 主管機關應於抵價地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
，依法辦理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變更或非都市土
地分區或用地編定之變更。
ௐȈ̱୧ 需用土地人訂定抵價地總面積時，
應考量各地區特性、開發目的、開發總費用
、公共設施用地比例、土地使用強度、土地
所有權人受益程度及實際發展狀況等因素。
前項抵價地總面積應先經當地直轄市或縣
（市）區段徵收委員會審議通過。
ௐȈ˛୧ 區段徵收範圍內有本條例第三十四
條之一規定情形或合法建築改良物需辦理拆
遷安置者，由需用土地人會商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訂定安置計畫。
ௐȈˣ୧ 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受理
本條例第四十七條規定申請按原位置保留分
配土地，得會商需用土地人訂定原位置保留
分配審核作業規定。
ௐȈ˝୧ 主管機關應於區段徵收公告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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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土地清冊及建築改良物清冊，送請稅
捐稽徵機關依法徵免稅賦。
ௐ˟Ȉ୧ 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例第四十條第
一項規定申請發給抵價地，應檢具抵價地申
請書及證明文件於規定期間至指定地點辦理
，或以掛號郵寄方式向直轄市或縣 （市） 主
管機關申請。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設置申請抵價
地收件簿，依收件之先後次序編號，並於申請
書與收件簿上註明收件日期後，現場或郵寄發
給土地所有權人收件證明。
ௐ˟Ȉ˘୧ 申請發給抵價地之原有土地上訂
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土地所有權人依法補
償耕地承租人時，如耕地承租人受領遲延、
拒絕受領或不能受領者，得由土地所有權人
將其應領數額提存於法院，並以提存書作為
補償證明文件。
原有土地設定有他項權利者，土地所有權人
於申請發給抵價地時，應依規定補償、清償或
回贖。如他項權利人死亡或其他原因致本人或
其繼承人受領遲延、拒絕受領或不能受領者，
得由土地所有權人將其債權全額以他項權利
人或其全體繼承人為對象，提存於法院，並以
提存書作為證明文件。
ௐ˟Ȉ˟୧ 區段徵收土地之土地所有權人死
亡未辦竣繼承登記，其繼承人或遺產清理人
得按繼承人之應繼分申請發給抵價地；未提
出申請發給抵價地者，按其應繼分發給現金
補償。已辦竣公同共有繼承登記者，亦同。
前項土地經依法選定或選任遺產管理人者，得
由遺產管理人代為申請發給抵價地。
前二項申請發給抵價地，免繳驗遺產稅繳清
或免稅等證明文件。但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應將繼承人或遺產管理人姓名、住址、原
受領補償金額、案號等資料，通報被繼承人死
亡時戶籍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課遺產稅。
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發給抵價地
之土地所有權人，於領回抵價地前死亡，其繼
承人或遺產清理人得檢具繼承應備文件，向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更名發給抵價地
。
ௐ˟Ȉ˟୧̝˘ 申請發給抵價地之原有土地
因信託關係其登記名義人為受託人時，受託
人應於抵價地申請書內載明取得抵價地為信
託財產及委託人之身分資料。
信託關係於抵價地分配前消滅時，應由信託

法第六十五條規定之權利人會同受託人向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更名發給抵價地
。受託人未能會同申請時，得由權利人提出足
資證明信託關係消滅之文件單獨申請之。
信託關係之受託人於抵價地分配前變更時
，應由新受託人會同委託人申請更名發給抵價
地。委託人未能或無須會同申請時，得由新受
託人提出足資證明文件單獨申請之。
ௐ˟Ȉˬ୧ 祭祀公業已選定管理人，且向民
政機關備查有案者，如其規約或派下員大會
決議未有特別約定，得由管理人切結並檢具
證明文件，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領
取區段徵收地價現金補償或申請發給抵價地
。
派下員對於管理人領取現金補償或申請發
給抵價地提出異議時，管理人應於主管機關規
定期間內召開派下員大會，決議領取現金補償
或申請發給抵價地。
祭祀公業未選定管理人者，如其規約或派下
員大會決議未有特別約定，其領取現金補償或
申請發給抵價地，應經派下員全體之同意。
前三項申請發給抵價地者，於抵價地分配前
依祭祀公業條例第五十條規定完成更名或所
有權變更登記時，應由登記名義人提出證明文
件，申請更名發給抵價地。
ௐ˟Ȉα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
地價補償費發給完竣或核定發給抵價地通知
送達土地所有權人後，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
理所有權移轉登記或他項權利塗銷或變更登
記。
區段徵收範圍內已辦理建物登記之建築改
良物，因妨礙都市計畫或區段徵收計畫應予拆
除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補償費
發給完竣並予拆除後，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理
建物滅失或標示變更登記。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登記機關依前
條及本條例施行細則第四十七條規定辦理所
有權移轉或管理機關變更登記時，得免繕造
土地所有權狀。
ௐ˟Ȉ̱୧ 抵價地分配作業程序如下：
一、計算抵價地總面積。
二、規劃抵價地分配街廓、分配方向及訂定
各街廓最小分配面積。
三、劃定區段徵收後地價區段，評定區段徵
收後地價。
四、計算各分配街廓面積、單位地價及抵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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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總地價。
廓時，其應領抵價地之權利價值不得小於所選
五、計算各土地所有權人應領抵價地之權利
擇分配街廓最小分配面積所需權利價值，且該
價值。
分配街廓賸餘土地不得小於最小分配面積。
六、訂定抵價地分配作業要點。
土地所有權人選擇之土地，非為該分配街廓
七、召開抵價地分配作業說明會。
之最後一宗土地時，其應領抵價地之權利價值
八、受理合併分配之申請。
應全部分配完竣；如為最後一宗土地時，其應
九、訂期通知土地所有權人辦理抵價地分配
領抵價地之權利價值超過或不足該宗土地所
。
需權利價值之處理原則，由直轄市或縣（市）
一○、依配定之位置，計算各土地所有權人
主管機關於抵價地分配作業要點定之。
領 回 抵 價 地 面 積 ， 繕 造 分 配 結 ௐ˟Ȉ˝條 土地所有權人應領抵價地之權利
果清冊。
價值未達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通知辦
一一、公告抵價地分配結果。
理抵價地分配當次最小分配面積所需之權利
一二、繳納或發給差額地價。
價值者，應於主管機關規定期限內自行洽商
一三、囑託辦理抵價地所有權登記並通知受
其他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合併分配或申請主管
分配之土地所有權人。
機關協調合併分配。未於規定期間內申請者
前項第六款抵價地分配作業要點，由直轄市
，由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按原徵收補償地價發給現金補償。
或縣（市）主管機關會商需用土地人定之；第
土地所有權人合併後應領抵價地權利價值
十三款之囑託登記，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已達當次最小分配面積所需之權利價值，依抽
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理；其餘各款之辦理
籤順序選擇街廓時已無適合之最小分配面積
機關，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及需用土
可供分配者，或合併後應領抵價地權利價值未
地人協議之。
達當次最小分配面積所需之權利價值者，得於
ௐ˟Ȉ˛୧ 主管機關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召開
下次配地時依前項規定申請重新合併分配或
抵價地分配作業說明會時，應同時檢送下列
由主管機關按原徵收補償地價發給現金補償
資料：
。
一、抵價地分配作業要點。
二、土地所有權人應領抵價地之權利價值計 ௐˬȈ୧ 土地所有權人應領抵價地權利價值
已達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通知辦理抵
算表。
價地分配當次最小分配面積所需之權利價值
三、抵價地分配街廓位置圖說。
，依抽籤順序選擇分配街廓時已無適合之最
四、合併分配申請書。
小分配面積可供分配者，準用前條第二項規
前項抵價地分配街廓位置圖說，應載明下列事
定。
項：
一、各分配街廓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ௐˬȈ˘୧ 抵價地分配完竣後，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應將土地分配結果清冊、分
二、各分配街廓之評定區段徵收後地價。
配結果圖，於該機關之公告處所及區段徵收
三、各分配街廓之可分配權利價值。
土地所在地公告三十日，並通知受分配之土
四、各分配街廓之最小分配面積及其所需之
地所有權人。
權利價值。
前項通知應同時檢附該土地所有權人之土
五、各分配街廓之分配方向。
土地所有權人得以書面向直轄市或縣（市） 地分配結果。
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分配結果有異議者，應於
主管機關或需用土地人申請提供第一項以外
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之其他抵價地分配資料，主管機關或需用土地
關提出。未於公告期間內提出者，其分配結果
人得於土地所有權人切結資料確實作為抵價
於公告期滿時確定。
地分配使用後核准之。
主管機關接受異議後應即查明處理，並將查
ௐ˟Ȉˣ୧ 抵價地分配以公開抽籤並由土地
處情形以書面通知異議人。
所有權人自行選擇分配街廓為原則。
依本條例第四十二條規定申請於發給之抵
土地所有權人得將其應領抵價地之權利價值
價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者，直轄市或縣（市）
分開選擇二以上之分配街廓配地。選擇分配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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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應於抵價地分配結果公告時，同時通
知他項權利人。
ௐˬȈ˟୧ 公有土地管理機關依本條例第四
十三條第一項規定領回土地（以下簡稱管理
機關領回土地），於依本條例施行細則第四十
八條規定指配後，如有賸餘未配之權利價值
，以協調或公開抽籤方式分配可供建築土地
。
前項土地之指配、分配結果，其公告通知及
異議處理比照抵價地方式辦理。
ௐˬȈ˟୧̝˘ 依本條例第四十三條第一項
以作價方式撥供該管區段徵收主管機關統籌
規劃開發之公有土地，其作價款應撥付管理
機關，再由管理機關依規定將款項解繳所有
權所屬公庫。
前項作價款撥付後，管理機關應將收款憑證
及土地所有權狀送交區段徵收主管機關，由區
段徵收主管機關列冊囑託轄區地政事務所辦
理所有權移轉或管理機關變更登記。
經核定領回土地者，管理機關應於徵收公告
期滿後，將土地所有權狀送交區段徵收主管機
關依前項辦理囑託登記。
ௐˬȈ˟୧̝˟ 區段徵收範圍內農業專用區
土地之配售，以公開抽籤及自行選擇配售街
廓為原則。
農業專用區規劃時，應考量都市計畫整體規
劃、區段徵收財務計畫及原土地所有權人繼續
從事耕作之意願。配售之土地以耕作單元為規
劃原則。
耕作單元配售之價格得加計劃設農業專用
區所需興闢之農水路設施費用。
申請配售之原土地所有權人其已領取之現
金地價補償費數額應大於其申請配售之耕作
單元總地價。
ௐˬȈ˟୧̝ˬ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依本條例施行細則第四十八之一邀集原土地
所有權人舉行配售土地作業說明會時，應向
原土地所有權人說明下列事項：
一、辦理依據。
二、配售土地坐落及面積。
三、土地使用分區及其使用管制情形。
四、各耕作單元及地價。
五、抽籤配售作業。
六、配售土地地價繳納作業。
七、配售土地登記及接管。
ௐˬȈˬ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抵

價地、管理機關領回土地及農業專用區土地
分配完竣後，應依分配結果清冊及分配結果
圖，實地埋設界標，辦理地籍測量。
ௐˬȈα୧ 地籍測量之面積與抵價地、管理
機關領回土地及農業專用區土地分配結果清
冊所載面積不符時，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應依地籍測量結果釐正分配結果清冊面
積。
地籍測量後，主管機關應以實際測量之面積
核計土地所有權人實際領回抵價地之面積，並
依本條例第四十六條規定核算差額地價，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繳納或領取。土地所有權人應繳
納之差額地價，逾期未繳納者，依本條例施行
細則第五十三條規定辦理；應領取之差額地價
，逾期未領取者，依法提存。
前項核計差額地價之土地面積增減未達零
點五平方公尺者，其地價款得免繳納或發給。
但土地所有權人請求發給者，應予發給。
管理機關領回土地者，準用前二項之規定。
ௐˬ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辦
竣地籍測量後，應將土地分配結果清冊、分
配結果圖等資料送交該管登記機關，囑託辦
理所有權登記或管理機關變更登記，並將原
地籍資料各部別截止記載。
前項登記，登記機關應依分配結果清冊重造
土地登記簿辦理登記。
ௐˬȈ̱୧ 土地所有權人及抵押權人或典權
人依本條例第四十二條規定申請於發給之抵
價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者，應於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規定期間內提出設定內容及
相關申請登記文件，併同登記規費送請主管
機關於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理所有權登記時
，同時辦理他項權利登記。土地所有權人未
依限提出設定內容及相關申請登記文件者，
主管機關應俟其提出後，再囑託辦理所有權
登記。
前項登記規費，得由需用土地人或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衡酌財務計畫代為繳納。
ௐˬȈ˛୧ 區段徵收土地登記完竣後，登記
機關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他項權利人於三
十日內領取土地權利書狀。
ௐˬȈˣ୧ 土地登記完竣後，直轄市或縣 （
市） 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
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定期到場接管。土地所有
權人或公有土地管理機關未按指定日期到場
接管者，視為已接管，並自指定之日起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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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責任。
ௐˬȈ˝୧ 區段徵收工程完工後，於辦理驗
收時，主管機關應通知各項公共設施之管理
機關（構）會同驗收，經驗收合格後，由主
管機關通知各項公共設施管理機關（構）按
指定日期到場接管並養護之。未會同驗收者
，由主管機關於驗收合格後指定日期通知接
管。各項公共設施管理機關（構）於指定日
期未到場辦理接管者，視為已接管，並自該
指定之日起負保管養護責任。
區段徵收工程已驗收完竣，尚未完成接管者
，主管機關應通知各項公共設施管理機關（構
）辦理會勘，除工程有即須改善之情事外，主
管機關應於會勘後通知各項公共設施管理機
關（構）按指定日期到場接管並養護之。各項
公共設施管理機關（構）不到場會勘或未按指
定日期到場接管者，自該指定之日起視為已接
管。
第一項區段徵收工程由主管機關統籌辦理
者，於規劃設計時，應邀集各項公共設施管理
機關（構）參與。
前項公共設施須辦理建物所有權登記者，各
項公共設施管理機關（構）應於接管後依法辦
理。
ௐα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區
段徵收完成土地接管後三十日內，將範圍內
土地列冊並載明土地接管日期為區段徵收完
成之日，送請該管稅捐稽徵機關依法徵免地
價稅。但工程驗收在土地接管日期之後者，
以工程驗收合格日為準。
ௐαȈ˘୧ 需用土地人於完成土地處分及區
段徵收開發總費用清償後，應即辦理財務結
算。但土地處分或費用清償無法於工程驗收
及土地接管後一年內辦理完竣者，得於區段
徵收其他程序均完成後先行擇期辦理，並於
結算書中載明土地處分及費用清償方式。
ௐαȈ˟୧ 需用土地人應於完成財務結算後
三個月內撰寫區段徵收成果報告，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成果報告應記載事項及資料如下：
一、緣起。
二、事業計畫概述。
三、徵收範圍、土地權屬及其面積。
四、辦理經過：
（一）計畫書撰製及審核。
（二）公告、通知及異議處理。

（三）各項補償費發放情形。
（四）抵價地申請、核定及分配。
（五）拆遷戶安置計畫執行情形。
（六）管理機關領回土地分配情形。
（七）農業專用區土地配售情形。
（八）工程施工。
（九）地籍整理及交地。
（十）土地之處分。
五、財務收支情形。
六、效益評估。
七、檢討及建議。
八、檢附位置圖、徵收前後地籍圖、徵收前
後土地使用現況照片、工程施工照片。
ௐαȈˬ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或需
用土地人因辦理區段徵收業務需要，得聘僱
人員，所需經費列入區段徵收開發總費用。
ௐαȈα୧ 本條例第三十八條規定之徵收土
地圖冊及土地使用計畫圖，其比例尺不得小
於三千分之一。
ௐαỊ̏୧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ௐα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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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機關辦理區段徵收
土地標售標租及設定地
上權辦法
中華民國 91 年 1 月 25 日內政部台內中地字第
09100838260 號令發布

ௐ˘୧ 本辦法依土地徵收條例（以下簡稱本
條例）第四十四條第六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辦法所稱區段徵收土地係指本條例
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得予標售、標
租或設定地上權之可供建築土地。
ௐˬ୧ 中央機關辦理區段徵收土地之標售、
標租或設定地上權時，應依本辦法以公開招
標方式為之。其公告事項如下：
一、依據。
二、土地坐落及面積。
三、土地使用分區及其使用管制。
四、土地開發建設期限。
五、租賃或設定地上權期限。
六、投標資格。
七、受理投標期間。
八、標售、標租或地上權權利金底價。
九、押標金金額。
十、領取投標須知、標單時間及地點。
十一、投標應備書件。
十二、開標時間及場所。
十三、價款、租金、租賃擔保金、地上權權
利金、地租之繳交期限及方式。
十四、土地點交方式及期限。
十五、其他必要事項。
前項公告至少於受理申請投標期間之始日
前十五日為之。
第一項公告事項，除自公告之日起於機關門
首連續公告五日外，應另公告於當地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或標
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場所
，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ௐα୧ 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之押標金，
依下列規定估定之：
一、標售押標金不得低於標售底價百分之十
。
二、標租押標金不得低於年租金底價百分之
十五。

三、設定地上權押標金不得低於地上權權利
金底價百分之十五。
ௐ̣୧ 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之底價，依
下列規定估定之：
一、標售底價依本條例第四十四條第四項規
定估定之。
二、標租底價以年租金為準，不得低於前款
所估定底價百分之八。
三、設定地上權權利金之底價，不得低於第
一款所估定底價百分之三十。
ௐ̱୧ 標租土地租金應隨同消費者物價指數
逐年調整。
租賃擔保金金額不得低於每年調整後之年租
金。
ௐ˛୧ 開標時，以投標價金最高價者為得標
人。如最高價有二標以上時，以抽籤方式決
定之，抽籤結果未得標者為候補得標人。
決標後，得標人之押標金不予發還，逕予抵充
價款、租金、租賃擔保金或地上權權利金。
ௐˣ୧ 得標人未於規定期限內繳清土地價款
或簽訂契約者，視為拋棄得標權利，除不予
退還押標金外，招標機關得通知候補得標人
遞補之，無候補得標人時，由次高價投標人
照最高標價取得得標權，或重新公告辦理標
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
ௐ˝୧ 決標後，未得標者之押標金應無息退
還。但標價低於公告之標售、標租或地上權
權利金底價者，所繳押標金不予退還。
ௐȈ୧ 辦理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經公
告招標二次無人投標或廢標者，得酌減底價
，再行公告辦理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
酌減數額不得逾百分之二十。
經依前項重行公告辦理標售、標租或設定地
上權，仍無人投標或廢標者，得以重行公告之
底價再行酌減至多百分之二十，並重行辦理標
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
經依前項辦理公告招標仍無人投標或廢標
者，得檢討調整該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管制，
並依本條例第四十四條第四項及本辦法規定
重新辦理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
ௐȈ˘୧ 設定地上權應收取地租，地租之收
取標準按訂約當期土地公告地價年息百分之
五計收。
前項地租，於公告地價調整時，隨同調整。
ௐȈ˟୧ 標售土地得標人繳清全部土地價款
後，招標機關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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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已完成地籍整理者，招標機關應於
得標人繳清土地價款之日起三十日內提
供申請登記所需文件，由得標人會同招
標機關申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招標
機關並應以現況辦理點交，製作點交紀
錄；其土地之面積，應以土地登記簿記
載者為準。
二、土地尚未完成地籍整理者，招標機關應
於得標人繳清土地價款之日起三十日內
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供得標人申請
相關證照使用，並以現況辦理點交，製
作點交紀錄。土地完成地籍整理後，招
標機關應配合提供申請登記所需文件，
由得標人會同招標機關申請土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
依前項第二款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土地
，其土地登記簿登記之面積如與公告標售面積
不符時，得約定自完成登記之日起三個月內就
二者面積差額，按得標金額比例，無息多退少
補。
第一項辦理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及其他相
關費用，應約定由得標人負擔。
ௐȈˬ୧ 招標機關應於標租土地得標人得標
後三十日內，與得標人簽訂租賃契約。租賃
契約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雙方當事人。
二、土地坐落及面積。
三、租賃期限。
四、土地使用限制。
五、租金金額、繳款方式及期限。
六、租金調整方式。
七、未依約繳交租金之處理方式。
八、租賃擔保金之調整及繳退方式。
九、租賃期滿後，土地返還及地上物處理方
式。
十、保證人及其連帶保證責任。
十一、違約事項及罰則。
十二、特約事項。
標租土地之面積，應以土地登記簿記載之面
積為準，土地登記簿記載之面積如與公告標租
面積不符時，仍應以原標租金額計算租金，得
標人不得要求退補。
租賃契約訂定後，雙方應會同向土地所在地
之管轄法院辦理公證；招標機關並應以現況辦
理點交，製作點交紀錄。得標人要求鑑界者，
招標機關應會同辦理。

前項辦理公證、鑑界及其他相關費用，應約
定由得標人負擔。
ௐȈα୧ 招標機關應於設定地上權得標人得
標後三十日內，與得標人簽訂設定地上權契
約。地上權契約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雙方當事人。
二、土地坐落及面積。
三、地上權存續期間。
四、土地使用限制。
五、地上權移轉或設定他項權利之限制。
六、地上權權利金金額、繳款方式及期限。
七、地租金額、繳款方式及期限。
八、地租調整方式。
九、地上權消滅後，土地返還及地上物處理
方式。
十、違約事項及罰則。
十一、特約事項。
設定地上權土地之面積，應以土地登記簿記
載之面積為準，土地登記簿記載之面積如與公
告招標面積不符時，仍應以原標地上權金額計
算權利金，得標人不得要求退補。
地上權設定契約簽訂後，由得標人會同招標
機關申請地上權設定登記；地上權設定登記後
，招標機關應以現況辦理點交，製作點交紀錄
。得標人要求鑑界者，招標機關應會同辦理。
前項辦理登記、公證、鑑界及其他相關費用
，應約定由得標人負擔。
ௐỊ̏୧ 租賃或地上權契約書應載明租賃或
地上權存續期間，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終
止租約或撤銷地上權，已繳交之租金及權利
金不得要求退還：
一、承租人或地上權人未依約定繳交租金或
地租金額達二年以上之總額。
二、承租人或地上權人未依都市計畫及其他
法令規定使用土地。
三、承租人或地上權人將土地或地上權出租
或出借供他人建築使用。
四、其他依法令規定或契約約定終止或撤銷
原因發生。
ௐȈ̱୧ 第六條至第九條及第十一條至第十
四條規定，涉及參與投標人之權利、義務事
項，應於招標文件內載明。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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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草案以區段徵
收方式辦理開發應行注
意事項
內政部 100.4.20 台內營字第 1000802567 號函
內政部 102.12.25 台內營字第 1020813229 號函修正
第四點及第七點附圖，自即日生效
內政部 104.10.6 台內營字第 1040814178 號函修正
第五點及第七點附圖一份，自即日生效

一、為加強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與地政主管機關
之聯繫配合，確保區段徵收之可行性及維
護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權益，特訂定本注
意事項。
二、都市計畫草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理開發者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主動送請地政主管
機關就可行性、財務等分析評估，並加強
聯繫動態調整計畫草案內容。
三、都市計畫草案辦理公開展覽前，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應提供區段徵收範圍予地政主管
機關協助就開發範圍土地所有權人造冊，
並請地政主管機關初擬區段徵收開發作業
。
四、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辦理都市計畫草案公開
展覽事宜，應依規定公告及登報周知，並
印製公開展覽說明會及地點之傳單，責請
村里幹事轉發至計畫區內住戶，並同時依
三個月內之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以書面
掛號通知或專人送達以區段徵收方式辦理
開發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
五、公開展覽說明會應說明事項如下：
（一）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就都市計畫草
案內容、都市計畫辦理程序、陳情
人提出意見之處理程序及陳情列
席都市計畫委員會說明之規定等
說明。
（二）地政主管機關就區段徵收作業說明
事項如下：
1.開發目的。
2.法令依據。
3.區段徵收範圍及面積。
4.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
當性及合法性（包含土地徵收條
例第三條之二規定之社會、經濟

、文化及生態、永續發展等因素
及 其他 依徵收 計畫 個別情 形之
評估事項辦理）。
5.土地及地上物補償標準。
6.預計抵價地比例及申請程序。
7.抵價地分配方式。
8.建物處理方式及拆遷安置計畫。
9.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之減免及扣
繳。
10.耕地租約之處理。
11.他項權利或其他負擔之處理。
12.書面回復陳述意見之土地所有
權人及利害關係人，並於報送
中央主管機關之徵收計畫內檢
附相關回應及處理情形。
13.預定工作進度。
六、公開展覽說明會過程應拍照或錄影存檔。
七、依本注意事項辦理相關開發事宜流程如附
圖。

G‐24‐2 都市計畫草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理開發應行注意事項
都市計畫草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理開發應行注意事項第五點、第七點附圖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五、公開展覽說明會應說明事 五、公開展覽說明會應說明事 有關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
十一條第二款規定興辦事業計
項如下：
項如下：
（一）都市計畫主管機關 畫已依都市計畫法舉行公開展
（一）都市計畫主管機關
應就都市計畫草案 覽及說明會得以取代同條例施
應就都市計畫草案
內容、都市計畫辦 行細則第十條所規定之公聽會
內容、都市計畫辦
理程序、陳情人提 ，因其說明會應說明事項仍須
理程序、陳情人提
出意見之處理程序 具備說明事業計畫公益性、必
出意見之處理程序
及陳情列席都市計 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且針
及陳情列席都市計
畫委員會說明之規 對民眾所提意見予以回應及處
畫委員會說明之規
理等要件，始得取代之，爰參
定等說明。
定等說明。
（二）地政主管機關就區 照「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
（二）地政主管機關就區
段徵收作業說明事 規定辦理之變更都市計畫草案
段徵收作業說明事
以一般徵收方式取得用地應行
項如下：
項如下：
注意事項」規定，增訂第二款
1.開發目的。
1.開發目的。
第四目及第十二目，地政主管
2.法令依據。
2.法令依據。
3.區段徵收範圍及 機關就區段徵收作業說明事項
3.區段徵收範圍及
，應包括事業計畫公益性、必
面積。
面積。
4.土地及地上物補 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且針
4.事業計畫之公益
對民眾所提意見予以書面回復
償標準。
性、必要性、適
5.預計抵價地比例 ，以資完備，並保障被徵收土
當性及合法性(包
地所有權人權益，爰修正本點
及申請程序。
含土地徵收條例
6.抵價地分配方式 。
第三條之二規定
。
之社會、經濟、
7.建物處理方式及
文化及生態、永
拆遷安置計畫。
續發展等因素及
8.地價稅及土地增
其他依徵收計畫
值稅之減免及扣
個別情形之評估
繳。
事項辦理)。
9.耕地租約之處理
5.土地及地上物補
。
償標準。
10. 他 項 權 利 或 其
6.預計抵價地比例
他負擔之處理。
及申請程序。
11.預定工作進度。
7.抵價地分配方式
。
8.建物處理方式及
拆遷安置計畫。
9.地價稅及土地增
值稅之減免及扣
繳。

都市計畫草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理開發應行注意事項 G‐24‐3
10. 耕 地 租 約 之 處
理。
11. 他 項 權 利 或 其
他負擔之處理。
12. 書 面 回 復 陳 述
意見之土地所
有權人及利害
關係人，並於報
送中央主管機
關之徵收計畫
內檢附相關回
應及處理情形。
13.預定工作進度。

G‐24‐4 都市計畫草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理開發應行注意事項

第七點附圖

都市計畫草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理開發應行注意事項流程
都市計畫主管機關研擬完成都市計畫草案

計畫草案送請地政主管機關就區段徵收開發範圍
之可行性、財務等分析評估，地政主管機關與都市
計畫主管機關加強聯繫動態調整計畫草案內容

都市計畫主管機關提供區段徵收範圍予
地政主管機關協助就開發範圍土地所有
權人造冊

都市計畫草案送請地政主管機關初
擬區段徵收開發作業

都市計畫主管機關辦理公開展覽事宜
1.依規定公告及登報周知，並應印製公開展覽說明會日期及地點之傳
單，責請村里幹事轉發至計畫區內住戶。
2.同時依三個月內之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以書面掛號通知或專人送達
以區段徵收方式辦理開發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

都市計畫主管機關會同地政主管機關召開公開展覽說明會
1.都市計畫主管機關就都市計畫草案內容、都市計畫辦理程序、陳情
人提出意見之處理程序及陳情列席都市計畫委員會說明之規定等
說明。
2.地政主管機關就開發目的、法令依據、區段徵收範圍及面積、公益
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土地及地上物補償標準、預計抵價
地比例及申請程序、抵價地分配方式、建物處理方式及拆遷安置計
畫、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之減免及扣繳、耕地租約之處理、他項權
利或其他負擔之處理、預定工作進度等說明。

民眾陳情意見

（涉及區段徵
收之意見部分）

地政主管機關書面回
復及納入區段徵收草
案參考

都市計畫主管機關錄案由各直轄市、
縣市都市計畫委員會予以參考審議

就公益性及必要
性向本部土地徵
收審議小組報告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通過>

辦理區段徵收計畫報核及相
關作業

檢送都市計畫書圖送內政部核定
＜辦理完成發價或提存＞

都市計畫公告實施

說明：配合第五點修正公開展覽說明會應說明事項，爰本附圖酌作文字修正。

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 G‐25‐1

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
要點
中華民國 101 年 1 月 11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00250882 號令發布

一、為規範需用土地人辦理土地徵收（不含區
段徵收），應注意按事業性質及實際需要，
勘選適當用地位置及範圍，特訂定本要點
。
二、勘選用地屬都市計畫範圍內得徵收之私有
土地，以徵收方式取得前應再檢視需用土
地範圍位置之適當性及必要性。
三、勘選用地屬非都市土地範圍者，應就損失
最少之地方為之，並應儘量避免下列土地
：
（一）耕地。
（二）建築密集地。
（三）文化保存區位土地。
（四）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土地
。
（五）現供公共事業使用之土地或其他單
位已提出申請徵收之土地。
四、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除零星夾雜難以避
免者外，不得徵收。但國防、交通、水利
事業、公用事業供輸電線路使用者所必需
或經行政院核定之重大建設所需者，不在
此限。
五、勘選用地屬非都市土地範圍者，應載明下
列事項，併入興辦事業概況內於公聽會上
適當地點揭示及說明：
（一）用地範圍之四至界線。
（二）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數及面積
，各占用地面積之百分比。
（三）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改良物概況。
（四）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情
形及其面積之比例。
（五）用地範圍內勘選需用私有土地合理
關連及已達必要適當範圍之理由。
（六）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及理
由。
（七）其他評估必要性理由。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列用地範圍內之現
況，應繪明示意略圖，並加註圖例。
六、興辦事業所需用地除須送都市計畫委員會

及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者外，其勘選之位
置及範圍有重大爭議致影響事業計畫推動
，於舉行公聽會後，事業計畫核定或報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得依職權成立
專業審查小組，審議爭議事項。
前項爭議事項經審查及妥適處理後，連同
處理結果，一併作為興辦事業計畫核定或
許可之附件。

G‐25‐2 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

方

中華民國領海及鄰接區法

H‐1‐1

域

中華民國 87 年 1 月 2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8700010340 號令制定

ௐ˘୧ 為維護中華民國領海之主權及鄰接區
權利，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律之規定
。
ௐ˟୧ 中華民國主權及於領海、領海之上空
、海床及其底土。
ௐˬ୧ 中華民國領海為自基線起至其外側十
二浬間之海域。
ௐα୧ 中華民國領海基線之劃定，採用以直
線基線為原則，正常基線為例外之混合基線
法。
ௐ̣୧ 中華民國領海之基線及領海外界線，
由行政院訂定，並得分批公告之。
ௐ̱୧ 中華民國領海與相鄰或相向國家間之
領海重疊時，以等距中線為其分界線。但有
協議者，從其協議。前項等距中線，係指該
線上各點至中華民國基線上最近點與相鄰或
相向國家基線上最近點距離相等之線。
ௐ˛୧ 外國民用船舶在不損害中華民國之和
平、良好秩序與安全，並基於互惠原則下，
得以連續不停迅速進行且符合本法及其他國
際法規則之方式無害通過中華民國領海。
前項連續不停迅速進行且符合本法及其他
國際法規則之無害通過，必要時得包括停船
和下錨在內。但以通常航行所附帶發生者、
因不可抗力或遇難必要者、或以救助遇險或
遭難人員、船舶或航空器為目的者為限。
外國軍用或公務船舶通過中華民國領海應
先行告知。
外國潛水艇或其他潛水器，於通過中華民
國領海時，須在海面上航行，並展示其船籍
旗幟。
外國船舶無害通過中華民國領海之管理辦
法，由行政院定之。
大陸船舶通行中華民國領海，除依照台灣
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辦理外，並應
遵守本法之規定。
ௐˣ୧ 外國船舶通過中華民國領海，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非屬無害通過：

一、對中華民國主權或領土完整進行武力威
脅或使用武力。
二、以武器進行操練或演習。
三、蒐集情報，使中華民國防務或安全有受
損害之虞者。
四、影響中華民國防務或安全之宣傳行為。
五、起落各種飛行器或接載航行裝備。
六、發射、降落或接載軍事裝置。
七、裝卸或上下違反中華民國海關、財政、
貿易、檢驗、移民、衛生或環保法令之
商品、貨幣或人員。
八、嚴重之污染行為。
九、捕撈生物之活動。
十、進行研究或測量活動。
十一、干擾中華民國通訊系統或其他設施或
設備之行為。
十二、與無害通過無直接關係之其他活動。
ௐ˝୧ 外國核動力船舶、載運核物質或其他
有害物質之船舶，欲通過中華民國領海時，
須持有依國際協定認可之證書，並經中華民
國政府許可與監管；其許可與監管辦法，由
行政院定之。
ௐȈ୧ 中華民國政府基於國家利益或安全，
得暫停外國船舶在領海特定海域內無害通過
。
前項特定海域之範圍及暫停無害通過之期
間，由行政院公告之。
ௐȈ˘୧ 中華民國政府得對下列各項或任何
一項制定關於領海無害通過的法令：
一、維護航行安全及管理海上交通。
二、保護助航設備和設施，以及其他設備或
設施。
三、保護電纜和管道。
四、養護海洋生物資源。
五、防止及處罰違犯我國漁業法令之行為。
六、保全我國環境，並防止、減少和控制環
境可能受到的污染。
七、防止及處罰未經許可進行海洋科學研究
和水文測量。
八、防止及處罰違犯中華民國海關、財政、
移民或衛生法令之行為。
九、防止及處罰與無害通過無直接關係之其
他行為。
前項關於領海無害通過的法令，應由行政院
公告之。
ௐȈ˟୧ 中華民國政府基於航行安全、預防

類

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
法

方
H‐1‐2

中華民國領海及鄰接區法

域
類

海上與海底設施或海洋資源受到破壞或預防
海洋環境受到污染，得要求無害通過之外國
船舶遵守一定之海道或分道通航制。
前項一定之海道或分道通航制內容，由行
政院訂定公告之。
ௐȈˬ୧ 在用於國際航行的台灣海峽非領海
海域部份，中華民國政府可就下列各項或任
何一項，制定關於管理外國船舶和航空器過
境通行之法令：
一、維護航行安全及管理海上交通。
二、防止、減少和控制環境可能受到之污染
。
三、禁止捕魚。
四、防止及處罰違犯中華民國海關、財政、
移民或衛生法令，上下任何商品、貨幣
或人員之行為。
前項關於海峽過境通行之法令，由行政院公
告之。
ௐȈα୧ 中華民國鄰接區為鄰接其領海外側
至距離基線二十四浬間之海域；其外界線由
行政院訂定，並得分批公告之。
ௐỊ̏୧ 中華民國政府得在鄰接區內為下列
目的制定法令：
一、防止在領土或領海內違犯有關海關、財
政、貿易、檢驗、移民、衛生或環保法
令、及非法廣播之情事發生。
二、處罰在領土或領海內違犯有關海關、財
政、貿易、檢驗、移民、衛生或環保法
令、及非法廣播之行為。
對於在公海或中華民國領海及鄰接區以外
其他海域之任何未經許可之廣播，中華民國政
府得制定法令，防止及處罰之。
前二項之法令由行政院公告之。
ௐȈ̱୧ 於中華民國領海及鄰接區中進行考
古、科學研究、或其他任何活動所發現之歷
史文物或遺跡等，屬於中華民國所有，並得
由中華民國政府依相關法令加以處置。
ௐȈ˛୧ 中華民國之國防、警察、海關或其
他有關機關人員，對於在領海或鄰接區內之
人或物，認為有違犯中華民國相關法令之虞
者，得進行緊追、登臨、檢查；必要時，得
予扣留、逮捕或留置。
前項各有關機關人員在進行緊追、登臨、檢
查時，得相互替補，接續為之。
ௐȈˣ୧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方

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陸礁層法

H‐2‐1

域

中華民國 87 年 1 月 2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8700010350 號令制定

ௐ˘୧ 為維護與行使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
及大陸礁層之權利，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律之規定
。
ௐ˟୧ 中華民國之專屬經濟海域為鄰接領海
外側至距離領海基線二百浬間之海域。
前項專屬經濟海域包括水體、海床及底土
。
中華民國之大陸礁層為其領海以外，依其
陸地領土自然延伸至大陸邊外緣之海底區域
。
前項海底區域包括海床及底土。
ௐˬ୧ 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陸礁層之
外界界線，由行政院訂定，並得分批公告之
。
ௐα୧ 中華民國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陸礁層
，與相鄰或相向國家間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
陸礁層重疊時，其分界線依衡平原則，以協
議方式劃定之。
前項協議未能達成前，得與相鄰或相向國
家基於諒解及合作之精神，作成過渡時期之
臨時安排。
前項臨時安排不妨礙最後分界線之劃定。
ௐ̣୧ 中華民國在其專屬經濟海域或大陸礁
層享有並得行使下列權利：
一、探勘、開發、養護、管理海床上覆水域
、海床及其底土之生物或非生物資源之
主權權利。
二、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之建造、使用、
改變或拆除之管轄權。
三、海洋科學研究之管轄權。
四、海洋環境保護之管轄權。
五、其他依國際法得合理行使之權利。
中華民國在其專屬經濟海域享有並得行使
利用海水、海流、風力所產生之能源或其他活
動之主權權利。
中華民國在其大陸礁層享有並得行使舖設
、維護或變更海底電纜或管線之管轄權。
ௐ̱୧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陸礁層

從事生物資源或非生物資源之探勘、開發、
養護、管理，應依中華民國法令之規定申請
許可。
ௐ˛୧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利用海水、
海流、風力生產能源或其他相關活動，應經
中華民國政府許可；其許可辦法，由行政院
定之。
ௐˣ୧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陸礁層
從事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之建造、使用、
改變或拆除，應經中華民國政府許可；其許
可辦法，由行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法令適用於前項人工島嶼、設施
或結構。
第一項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之四周，應
劃定安全區，採取適當措施，以確保航行安
全及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之安全。
前項安全區之寬度，應符合一般國際標準
或相關國際組織所建議之標準。
ௐ˝୧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陸礁層
從事海洋科學研究，應經中華民國政府許可
，並應接受其管制。中華民國政府於必要時
得撤銷許可或暫停或停止其海洋科學研究活
動。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陸礁層進行
海洋科學研究活動，應遵守下列規定：
一、不妨礙中華民國在其專屬經濟海域或大
陸礁層行使各項權利。
二、確保中華民國政府指派代表參與之權利
。
三、隨時提供進度報告，並提出初步結論與
最後結論。
四、隨時提供完整且不損其科學價值之資料
複本、數據或樣本及各項評估報告。
五、確保研究資料利用過程中不得損害中華
民國安全及利益。
六、在計畫有重大改變時，立即通知中華民
國政府。
七、除另有協議外，不得調查海洋資源。
八、不得破壞海洋環境。
九、除另有協議外，在結束後立即拆遷各項
研究設施或裝備。
十、其他相關法律及國際協定之規定。
第一項許可辦法，由行政院定之。
ௐȈ୧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陸礁層
傾倒、排洩或處置廢棄物或其他物質，應遵
守中華民國法令之規定。

類

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
及大陸礁層法

方
H‐2‐2

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陸礁層法

域
類

ௐȈ˘୧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航行之船
舶，有任何違法污染海洋環境之排放行為時
，中華民國得要求該船提供其識別標誌、登
記港口、上次停泊及下次停泊之港口，以及
其他必要之相關資料，以確定是否有違法行
為發生。
前項有違法排放嫌疑之船舶，若拒絕提供
相關規定之資料，或所提供之資料與實際情
況顯然不符，或未持有效證件與紀錄，或依
實際情況確有進行檢查之必要時，中華民國
得對該船進行實際檢查，並在有充分證據時
，提起司法程序。
前項被檢查或起訴之船舶，依國際協約規
定之程序提供保證書或適當之財物擔保者，
應准其繼續航行。
ௐȈ˟୧ 為因應特殊狀況，中華民國得在其
專屬經濟海域劃定特定區域，採取為防止來
自船舶之排放、航行及其他行為所生污染之
強制性措施。
ௐȈˬ୧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陸礁
層之活動，除法律另有規定者外，不得損害
天然資源或破壞自然生態。
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陸礁層天然資
源或自然生態，因行為人故意或過失致損害
或破壞時，該行為人與其雇用人應負連帶賠
償責任。
ௐȈα୧ 對洄游於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內
外之魚種，中華民國政府具有養護及管理之
權利。外國漁船在捕撈此類漁種時，應適當
顧及中華民國對此類魚種之養護及管理措施
。
前項洄游魚種種類及養護管理措施，由行
政院訂定公告之。
ௐỊ̏୧ 在中華民國大陸礁層從事海底電纜
或管道之舖設、維護或變更，其路線之劃定
，應經中華民國政府之許可；其許可辦法，
由行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政府為探勘、開發、管理、養護
大陸礁層之非生物資源或定居種生物資源，
或為防止、減少、管制管道造成之污染，得
不為前項之許可。
ௐȈ̱୧ 中華民國之國防、警察或其他機關
，對在專屬經濟海域或大陸礁層之人或物，
認為有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令之虞時，得進
行緊追、登臨、檢查；必要時，得強制驅離
、或逮捕其人員，或扣留其船舶、航空器、

設備、物品等，並提起司法程序。
ௐȈ˛୧ 不遵守法令之規定，在中華民國專
屬經濟海域或大陸礁層傾倒、排洩或處置廢
棄物或其他物質者，處十年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金。
ௐȈˣ୧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陸礁
層，故意損害天然資源或破壞自然生態者，
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五千萬元以下罰金。
ௐȈ˝୧ 未經許可，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
域或大陸礁層從事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之建
造、使用、改變或拆除者，處新臺幣一千萬
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建造之
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或令其回復原狀。
經許可後，違反許可內容或目的者，處新
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鍰，並通
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撤銷許可並
得強制拆除。
ௐ˟Ȉ୧ 未經許可，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
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沒入船舶、設備及採﹝捕、撈﹞獲物：
一、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從事生物資源
或非生物資源之探勘、開發、管理、養
護。
二、在中華民國大陸礁層從事非生物資源或
定居種生物資源之探勘、開發、管理、
養護。
經許可後，違反許可內容或目的者，處新臺
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
採（捕、撈）獲物。
ௐ˟Ȉ˘୧ 未經許可，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
海域利用海水、海流、風力生產能源或其他
相關活動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相關設備。
ௐ˟Ȉ˟୧ 未經許可，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
海域或大陸礁層從事海洋科學研究者，處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沒入相關探測儀器及資料。
經許可後，違反許可之內容、目的或第九
條第二項所列各款情形者，亦同。
ௐ˟Ȉˬ୧ 未經路線劃定許可，在中華民國
大陸礁層從事海底電纜或管道之舖設、維護
或變更者，處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一億元以
下罰鍰，並得禁止使用或令其拆除。
ௐ˟Ȉα୧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陸
礁層，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依中華民國

方

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陸礁層法

H‐2‐3

域
類

刑法之相關規定處罰之：
一、對於中華民國公務員依法執行職務時，
施強暴脅迫。
二、公然聚眾而有前款行為。
三、毀棄、損壞或隱匿中華民國公務員職務
上掌管或委託第三人掌管之文書、圖畫
、物品或致令不堪用。
四、損壞、除去或污穢中華民國公務員所施
之封印或查封之標示，或為違背其效力
之行為。
五、於中華民國公務員依法執行職務時，當
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行之職務公然
侮辱。
六、意圖使中華民國公務員執行一定職務或
妨害其依法執行一定之職務而施強暴脅
迫。
ௐ˟Ị̏୧ 本法所定罰鍰，經通知限期繳納
，屆期仍不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ௐ˟Ȉ̱୧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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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中華民國第一批領海基線、領海及鄰接區外界線

H‐3‐1

域

中華民國第一批領海基線、領海及鄰接區外界線
類

中華民國 88 年 2 月 10 日行政院台 88 內字第 06161 號令公告
中華民國 98 年 11 月 18 日行政院院臺建字第 0980097355 號令修正

中
區域

臺 灣 本 島 及 附 屬 島 嶼
東沙群島
中沙
群島

華

民

基點
編號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T11
T12
T13
T14
T15
T16
T17
T18
T19
T20
T21
T22
－
D1
D2
D3
D4

三貂角
棉花嶼
彭佳嶼 1
彭佳嶼 2
麟山鼻
大崛溪
大潭
翁公石
花嶼 1
花嶼 3
花嶼 2
貓嶼
七美嶼
琉球嶼
七星岩
小蘭嶼 1
小蘭嶼 2
飛岩
石梯鼻
烏石鼻
米島
龜頭岸
釣魚台列嶼
西北角
東沙北角
東沙南角
西南角

－

黃岩島

基點名稱

國

第

一

批

領

海

基

線

迄點
地理坐標（WGS-84 坐標系統）
編號
經度（N）
緯度（N）
122∘00′27.97〞 25∘00′29.83〞 T2
122∘06′32.79〞 25∘29′01.87〞 T3
122∘05′09.69〞 25∘37′47.51〞 T4
122∘04′24.24〞 25∘37′57.44〞 T5
121∘30′33.94〞 25∘17′29.23〞 T6
121∘05′53.57〞 25∘04′05.59〞 T7
121∘01′58.49〞 25∘01′57.38〞 T8
119∘32′27.41〞 23∘47′15.19〞 T9
119∘19′06.84〞 23∘24′42.82〞 T10
119∘18′52.12〞 23∘24′12.56〞 T11
119∘18′49.10〞 23∘23′57.43〞 T12
119∘19′06.03〞 23∘19′28.91〞 T13
119∘24′58.10〞 23∘11′35.80〞 T14
120∘21′13.13〞 22∘19′25.73〞 T15
120∘49′35.09〞 21∘45′22.76〞 T16
121∘36′48.45〞 21∘56′18.23〞 T17
121∘37′02.34〞 21∘56′58.88〞 T18
121∘31′21.17〞 22∘41′07.53〞 T19
121∘30′59.79〞 23∘28′59.92〞 T20
121∘51′43.71〞 24∘28′49.82〞 T21
121∘54′11.25〞 24∘35′57.69〞 T22
121∘57′52.78〞 24∘50′22.24〞 T1
－
－
116∘45′55.79〞 20∘46′03.92〞 D2
116∘42′36.58〞 20∘44′03.93〞 D3
116∘41′46.77〞 20∘41′55.20〞 D4
116∘45′16.75〞 20∘35′41.12〞 D1
－

－

－

表
基線種類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正常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直線基線
正常基線
直線基線
正常基線
直線基線
正常基線
正常基線

南沙 在我國傳統 U 形線內之南沙群島全部島礁均為我國領土，其領海基線採直線基線及正
群島 常基線混合基線法劃定，有關基點名稱、地理坐標及海圖另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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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一批領海基線、領海及鄰接區外界線

域
98 年 11 月 18 日修正中華民國第一批領海基線、領海及鄰接區外界線簡圖
類

方

中華民國第一批領海基線、領海及鄰接區外界線

H‐3‐3

域

88 年 2 月 10 日公告中華民國第一批領海基線、領海及鄰接區外界線示意圖
類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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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方

在中華民國大陸礁層舖設維護變更海底電纜或管道之路線劃定許可辦法

H‐4‐1

域

中華民國 89 年 1 月 26 日行政院台內（89）字第
02361 號令訂定

ௐ˘୧ 本辦法依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
陸礁層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ௐˬ୧ 本辦法用辭定義如下：
一、電纜：指通信、電力或其他傳輸用途之
纜線及其附屬設施。
二、管道：指輸水、輸氣、輸油或輸送其他
物質之管狀輸送設施。
ௐα୧ 在中華民國大陸礁層舖設海底電纜或
管道，於申請路線劃定許可前，電纜或管道
所有人（以下簡稱所有人）應檢具申請書，
載明下列事項，向主管機關申請路線勘測：
一、所有人及代理人之姓名或名稱、國籍、
住、居所或主事務所、電話及傳真。所
有人為法人時，並載明其代表人之姓名
、電話及傳真。
二、勘測單位之名稱、國籍、主事務所、代
表人、聯絡人、電話及傳真。
三、勘測之地理區域，並以海圖標示。
四、勘測之期間、內容、方法及設備。
主管機關受理前項路線勘測申請後，應於
三十日內審查；經審查不符合規定，而其情
形可以補正者，應訂期限通知所有人補正，
不依限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ௐ̣୧ 主管機關同意所有人路線勘測之申請
後，所有人應於實施路線勘測作業十五日前
，檢具作業船舶之名稱、國籍、噸位、類型
、級別、通訊方式、主要裝備及性能、船員
及工作人員資料，並檢附船舶照片送主管機
關備查。其有異動者，亦同。
前項作業船舶、船員及工作人員資料，於
依前條規定申請路線勘測時已可確定者，得
於申請時一併檢送。
ௐ̱୧ 所有人應於路線勘測完成後，擬訂舖

設路線，並檢附下列資料，向主管機關申請
路線劃定之許可：
一、海底電纜或管道之用途、使用材料及其
他特性。
二、預定舖設之海底電纜或管道路線圖、起
迄點及總長度。
三、預定舖設工程之施工單位、施工期間、
施工計畫及技術設備等。
四、舖設海底電纜或管道對海域生態與漁業
影響評估報告及減輕影響對策。
五、預定舖設路線經過海域礦區者，該礦區
經營人之同意書。
六、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者，該管環境保護主管機關之同意
文件。
七、依漁業法規定應請求漁業權變更、撤銷
或停止行使者，該管漁業主管機關之同
意文件。
八、舖設之海底電纜或管道依法令規定應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該管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之許可文件。
ௐ˛୧ 所有人為海底電纜或管道之維護時，
應檢具申請書，載明下列事項，向主管機關
申請路線劃定之許可：
一、所有人及代理人之姓名或名稱、國籍、
住、居所或主事務所、電話及傳真。所
有人為法人時，並應載明其代表人之姓
名、電話及傳真。
二、維護單位之名稱、國籍、主事務所、代
表人、聯絡人、電話及傳真。
三、維護之作業區域，並以海圖標示。
四、維護之期間、內容、方法及設備。
五、維護船舶之名稱、國籍、噸位、類型、
級別、通訊方式、主要裝備及性能、船
員及工作人員資料，並檢附船舶照片。
海底電纜或管道，遭受損害應緊急維護時，
所有人敘明原因，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得進行
維護，不受前項規定之限制，並於維護後檢具
證明文件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ௐˣ୧ 第四條至第六條規定，於海底電纜或
管道變更時，適用之。
ௐ˝୧ 主管機關受理前三條之路線劃定許可
申請後，應於六十日內審查；經審查不符合
規定，而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應訂期限通知
所有人補正，不依限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經審查符合規定，且無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

類

在中華民國大陸礁層舖
設維護變更海底電纜或
管道之路線劃定許可辦
法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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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類

規定情形者，應予許可。
ௐȈ୧ 所有人為外國人者，其申請路線勘測
或劃定許可，應經由中華民國駐外使領館、
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轉請
外交部函轉主管機關辦理之。但所有人在中
華民國設有分支或代理機構者，得由該分支
或代理機構，取得所有人授權書，逕向主管
機關申請。
所有人提出之文件係外文者，應檢具中文
譯本，並應經中華民國駐外使領館、代表處
、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
ௐȈ˘୧ 主管機關為辦理本辦法所定路線勘
測或劃定許可事項，得邀集相關機關代表、
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小組審查之。
ௐȈ˟୧ 所有人應於舖設或變更海底電纜或
管道完成後三個月內，檢附該海底電纜或管
道之路線圖、說明資料一式三份，送請主管
機關備查。
ௐȈˬ୧ 在中華民國大陸礁層舖設維護變更
海底電纜或管道之路線，須經中華民國領海
及領海基線以內者，其路線勘測或劃定之許
可，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ௐȈα୧ 本辦法所定書表及照片之格式，由
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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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89 年 5 月 1 日台（89）內地字第 896475 號函訂定
90 年 6 月 19 日台（90）內地字第 9065184 號令修正

第1頁
日期
年
月
日
編
發文
號
字第
號
字號
1.申請許可項目及
勘測 舖設 維護 變更
名稱
收
件

姓名或名稱
國
2.所有人

3.代表人

籍

住 所 地 址
居 所 地 址
主事務所地址
聯 絡 電 話
姓
名
姓名或名稱
國

4.代理人

5.作業單位

6.作業區域
7 作業時間
8.作業內容

籍

住 所 地 址
居 所 地 址
主事務所地址
聯 絡 電 話
名
稱
國
籍
主事務所地址
代

表

人

聯

絡

人

簽
章
護照號碼或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

傳真
聯絡電話
護照號碼或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

傳真

聯絡電話
傳真
聯絡電話
傳真

傳真

類

在中華民國大陸礁層舖設維護變更海底電纜或管道
之路線劃定許可申請書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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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第2頁
9.作業方法

類

10.作業設備
11.船舶資料

名

稱

國

籍

噸位/吃水深度
類

型

級

別

通

訊

方

法

主要裝備及性能
雷
12.附繳資料

達

型

（1）海圖

式
（2）船舶照片 （3）船員及工作人員資料

（4）海底電纜或管道之用途、使用材料及其他特性
（5）預定舖設之海底電纜或管道路線圖、起迄點及總長度
（6）預定舖設工程之施工單位、施工期間、施工計畫及技術設備等
（7）舖設海底電纜或管道對海域生態與漁業影響評估及減輕影響對策
（8）是否通過海域礦區？
是 檢附礦區經營人之同意書
否 請敘明理由:
（9）是否應辦理環境影響評估？
是 檢附環境保護主管機關通過之審查結論
否 請敘明理由:
（10）是否應依漁業法規定請求漁業權變更、撤銷或停止行使
是 檢附漁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
否 請敘明理由:
（11）是否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
是 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文件
否 請敘明理由:
（12）所有人變更之證明文件
（13）其他
13.內政部核准文件 申請勘測路線許可 申請舖設路線劃定許可
核准文號：
年
月
日台 內地字第
號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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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類

填寫說明及注意事項：
一、 表格內應作選擇的項目，請在方格內打。
二、所有人如為法人者應填寫第 3 欄。
三、申請路線勘測或維護路線劃定許可時，免填第 12 欄（4）-（11）項。
四、申請路線勘測時，免填第 13 欄。
五、第 6 欄作業區域，應填寫作業區域之起迄點經緯坐標，並附下列資料說明：
（一）路由坐標（註明坐標系統），並以官方出版海圖標示出全部路線（小比例尺）。
（二）臺灣地區登陸點位置應以比例尺五千分之一以上之地形圖或像片基本圖標註。
（三）登陸點至 12 浬領海內區域，則需繪製大比例尺簡圖，標註路線與 3 浬及 12 浬外界
線之交叉點及轉折點經緯度及坐標系統。
（四）大比例尺簡圖中應標明人工漁礁區、保護礁區、漁業資源保育區及漁業權區等相關
位置，漁礁區及保育區需註明經緯度及坐標系統。
六、第 12 欄（2）項船舶照片為可看到船舶全身及船名之彩色照片，左右舷各一張，規格為
4×6 吋。
七、第 12 欄（3）項船員及工作人員資料，請依附件 1 所列表格填具。
八、第 12 欄（6）項預定舖設工程之施工單位、施工期間、施工計畫及技術設備等資料內容
應含下列項目：
（一）基本資料：含工程名稱及海纜所有人與施工單位的基本資料，並附證明文件。
（二）海纜或管道之概述：含工程目的及用途、海纜或管道結構、海纜或管道之材料、設
備（應註明廠牌及規格）及其他特性。
（三）海纜或管道之工程說明含下列資料：
1.預定舖設路線圖：涵蓋全部路線之官方所出版之海圖（小比例尺）、12 浬內詳細
路線圖、路由坐標（含書面及磁性資料）。
2.起迄點及總長度。
3.施工期間：分區詳述施工時間
4.施工作業內容：含工作範圍、程序及方法等
5.ＧＰＳ控制點及所使用坐標系統及誤差值。
九、第 12 欄（7）舖設海底電纜或管道對海域生態與漁業影響評估及減輕影響對策之內容應
就舖設路線經過海域依下列所屬範圍進行評估及對策說明。並得以蒐集相關政府、各研
究機構及大學生物／動物／植物／海洋系（所）等機關出版之具代表性資料加以彙整，
若無即有資料則需現地調查：
（一）12 浬領海以內海域：
1.6 個月內浮游底棲生物及水深 50 公尺以下大型無脊椎生物現況資料。
2.6 個月內漁業活動現況（含漁業種類、作業頻度及平均日產量及產值）。
3.人工魚礁的分布及標示。
4.地形資料：附路由範圍兩側各 250 公尺範圍內，等深線間距為 1 公尺，比例尺五
千分之一圖幅說明。
5.地貌資料：附路由範圍兩側各 250 公尺範圍內，五千分之一圖幅說明，圖幅中說
明海床上礁石、砂層、泥質分布狀態。
6.海床底質資料：說明海底表層 5 公尺內垂直分布狀態。
7.在 50 公尺水深海域內的礁石區，需做平行路由向的海床攝影，並製作光碟。
（二）200 浬專屬經濟海域：
1.生態環境特性。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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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類

2.最近兩年內漁業活動近況（含漁業種類、作業頻度及平均日產量及產值）。
報告中並提出減輕施工對生態及漁業衝撃之方法及對策。
十、勘測完成後所送之勘測結果報告內容，應依核准探勘項目，繳交完成之原始探勘測資料，
並附勘測船航跡圖（應標註資料的定位點位置及坐標系統）及說明資料屬性及格式（如為
數位物件，應說明儲存界面、存取屬性及檔案內容和格式）。
十一、舖設完成後應檢附之海纜或管道之路線圖，圖幅比例尺不得小於十萬分之一，並附圖幅
接合表及一幅涵蓋全部之路線圖，所有圖紙之大小均以 A0 為準（書面及磁性資料）
。另
說明資料部分，應載明路由坐標及系統（書面及磁性資料）、佈放完成時間及圖例說明
（中文）。
十二、若同一條海纜，在申請勘測、舖設、維護或變更時，其所有人變更時，應檢具證明文件
。
十三、若有租用漁船或遊憩船等從事近海勘測或戒護工作者，應於出港 7 天前檢附主管機關核
定證明文件及該管船隻主管機關同意文件，併同人員進出港登記表及人員名冊，向進出
港所在地之安檢所、站報驗。
十四、若有工程人員隨海事工程船出海作業者，應於出港 7 天前檢附主管機關核定證明文件，
併同人員進出港登記表及人員名冊，向進出港所在地之安檢所、站報驗。
十五、電纜或管道舖設應避開資源保育區及遠離人工魚礁區 1,000 公尺以上。
十六、勘測或舖設海纜或管道期間，不可破壞珊瑚生態及獵捕魚類生物等行為。
十七、海纜或管道舖設路線如經過漁業權區者，需與漁業權人溝通協調，取得認可後方可施工
。
十八、應於勘測或舖設之工作船進行施工前 48 小時，將施工時間表及位置提供給各地漁業及
海岸電台，請其轉知在海域的作業船隻；舖設施工前 7 天則應通知海測局發布航船布告
。
十九、申請勘測走廊寬度：原則上，24 浬鄰接區內最寬以 1 公里為限，24 浬鄰接區外為 10 公
里。
二十、本申請書及其附件，除路線圖及海圖應以Ａ０大小為準外，其他申請書表及附件一律採
用Ａ4 紙列載，表格不夠填載時，可自行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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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出生年月日 籍貫（國籍）

員

年

月

日至

年

護照號碼或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月 日止
住址

類

船員及工作人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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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國大陸礁層舖設維護變更海底電纜或管道審查收費標準

H‐6‐1

域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6 日台內地字第 10203578223
號令訂定

ௐ˘୧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
定之。
ௐ˟୧ 申請在中華民國大陸礁層舖設、維護
、變更海底電纜或管道，應依下列規定繳納
審查費：
一、申請路線勘測，每條路線收取新臺幣十
萬元。
二、申請舖設路線劃定許可，每條路線收取
新臺幣十萬元。
三、申請維護路線許可，每條路線收取新臺
幣十萬元。
四、申請整年期維護路線許可，每條路線收
取新臺幣十五萬元。
五、申請變更路線許可，每條路線收取新臺
幣十萬元。
前項路線條數之計算，以每條路線之起點與
終點間無分接線者為一條；起點與終點間有分
接線者，每一分接線加計一條。
ௐˬ୧ 申請人應以現金、銀行本行本票或支
票繳納審查費。
ௐα୧ 申請案經審查未符合規定或未依規定
補正而駁回者，得申請退還原繳納審查費半
數金額。
ௐ̣୧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類

在中華民國大陸礁層舖
設維護變更海底電纜或
管道審查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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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理辦法

H‐7‐1

域

內政部 97 年 1 月 30 日台內地字第 0970016243 號
令訂定

ௐ˘୧ 本辦法依國土測繪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辦法名詞定義如下：
一、聚落：指因人文、歷史風貌或地方特色
而形成之區域。
二、自然地理實體：指因天然作用所形成之
地形。
三、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指在地理上具
有指標性質之行政、交通、水利、電力
、生活、產業或文教休閒等公共設施。
ௐˬ୧ 地名具有地理、歷史、語言、風俗習
慣、原住民族傳統或地方特色，為政府機關
統一使用者，應定標準地名。
ௐα୧ 標準地名之訂定應以中文為之；無文
字表示者，以拼音方式，擇其適當之中文定
之。
ௐ̣୧ 鄉（鎮、市、區）轄區內之村（里）、
街道、聚落、自然地理實體及具有地標意義
公共設施之標準地名不得相同。
ௐ̱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訂定標
準地名，其程序如下：
一、清查現有地名。
二、公告下列事項，其期間為三十日：
（一）具第三條性質之地名清冊。
（二）人民或團體得於所定期間內，以書
面載明姓名（名稱）、地址、事實
及理由，並附具相關資料，向主管
機關提出建議。
（三）受理建議之期間。
三、審議及公告。
前項第一款之清查，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訂定一定期間為之，縣主管機關並得徵
詢鄉（鎮、市）公所意見。
行政區域、街道及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之
標準地名，免經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審議程序。
ௐ˛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遴聘學
者、專家、熟稔地名歷史沿革之地方人士、
相關機關及民間團體代表，審議標準地名之
訂定、變更及其他與標準地名有關之事項。

ௐˣ୧ 地名經審議通過、達成協議或經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辦理公告，並通知相關機關。
前項公告應張貼於地名所在地之適當處所
、相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鄉（鎮
、市、區）公所及村（里）辦公處之公告處
所；公告期間不得少於一個月。
行政區域及街道標準地名之公告，準用前
項規定。
ௐ˝୧ 標準地名之訂定有違反本辦法或其他
法令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命該標準地名
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三個月內辦
理更正。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前項更正
後之標準地名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ௐȈ୧ 標準地名訂定後，不得變更。但為回
復原住民族傳統名稱或其他特殊原因，或有
違反第五條規定者，不在此限。
前項標準地名之變更，準用標準地名之訂
定程序。
ௐȈ˘୧ 各級主管機關對轄內之地名應依下
列類別分類，編列地名編號，編製目錄建檔
管理：
一、行政區域。
二、聚落。
三、自然地理實體。
四、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
五、街道。
六、其他。
前項地名資料應以中文表示，其格式如附表
。
ௐȈ˟୧ 地名有異動時，各級主管機關應即
更新其地名資料。
ௐȈˬ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建立之
地名資料，應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更新時
，亦同。
ௐȈα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類

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
理辦法

方
H‐7‐2

標準地名審議及地名管理辦法

域
類

方

標準地名譯寫準則

H‐8‐1

域

標準地名譯寫準則

ௐ˘୧ 本準則依國土測繪法第三十條規定訂
定之。
ௐ˟୧ 標準地名之譯寫，以音譯為原則。
標準地名含有屬性名稱時，該屬性名稱採英
文意譯方式譯寫。
屬性名稱與標準地名整體視為一專有名稱
時，仍採音譯方式譯寫。
前項屬性名稱，指描述標準地名性質之名稱
。
ௐˬ୧ 標準地名中具有方向性者，採英文意
譯方式譯寫；具有代碼或序數者，以阿拉伯
數字譯寫。
ௐα୧ 標準地名之譯寫，因當地歷史、語言
、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國際慣用或其他特
殊原因，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不受第二
條之限制。
ௐ̣୧ 標準地名之譯寫，採第一個字母大寫
，其餘字母小寫，除下列情形外，各單字間
應以連續不間斷之方式書寫：
一、非首字之中文譯寫後第一個字母為 a、o
、e 時，與前單字間以隔音符號「'」連
接。
二、採音譯與意譯不同方式譯寫時，單字間
以空格相隔。
ௐ̱୧ 行政區域及行政編組屬性名稱之譯寫
方式，例示如下：
一、省：Province。
二、市：City。
三、縣：County。
四、鄉、鎮：Township。
五、區：District。
六、村（里）：Village。
七、鄰：Neighborhood。
ௐ˛୧ 自然地理實體屬性名稱之譯寫方式，
例示如下：
一、平原：Plain。
二、盆地：Basin。
三、島嶼：Island。
四、群島：Islands。

類

中華民國 97 年 8 月 29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0970136325 號令訂定
中華民國 98 年 11 月 9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0980205571 號令修正發布第 5 條條文

五、列嶼：Archipelago。
六、礁：Reef。
七、沙洲：Sand Bar。
八、岬角：Cape。
九、山：Mountain。
十、山脈：Mountains。
十一、峰：Peak。
十二、河、溪：River。
十三、湖、潭：Lake。
ௐˣ୧ 街道屬性名稱之譯寫方式，例示如下
：
一、大道：Boulevard 或縮寫為 Blvd.。
二、路：Road 或縮寫為 Rd.。
三、街：Street 或縮寫為 St.。
四、巷：Lane 或縮寫為 Ln.。
ௐ˝୧ 具地標意義公共設施屬性名稱之譯寫
方式，例示如下：
一、政府：Hall。
二、公所、事務所：Office。
三、橋：Bridge。
四、寺、廟、庵、觀、堂、宮、道院：Temple
。
五、教堂：Church。
六、祠：Shrine。
七、機場：Airport。
八、港：Port。
九、水庫：Reservoir。
十、車站：Station。
十一、停車場：Parking Lot。
十二、醫院：Hospital。
十三、公園：Park。
十四、圳：Canal。
十五、溝：Ditch。
十六、池、塘、埤、陂： Pond。
ௐȈ୧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行。

方
H‐8‐2

標準地名譯寫準則

域
類

方

獎勵民間編印優良地圖作業辦法

H‐9‐1

域
報名數二分之一為上限。
前二項評選結果應公開之。
ௐˣ୧ 經評選為特優或優等之自然人、私法
人、民間機構或團體，發給獎牌。
中華民國 96 年 9 月 26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ௐ˝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0960142336 號令訂定

ௐ˘୧ 本辦法依國土測繪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辦法獎勵對象為國內從事地圖編印
之自然人、私法人、民間機構或團體。
ௐˬ୧ 中央主管機關應每二年辦理優良地圖
評選，並於評選活動開始前二個月公告之。
前項評選種類如下：
一、單幅地圖：指將實際地表資訊以所代表
之符號繪製之單幅地圖。
二、地圖集：指多幅地圖彙集成冊之圖集。
三、電子地圖：指將實際地表資訊以所代表
之符號採數值方式繪製而成之數值地圖
。
四、網站地圖：指將電子地圖或影像圖檔建
置於網站上，提供使用者查詢或檢視之
地圖。
五、地球儀：指將實際地表資訊以所代表之
符號繪製之地球縮小模型。
ௐα୧ 參加編印優良地圖評選之自然人、私
法人、民間機構或團體，應檢具報名表及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日前二年內編印之地圖，向
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前項參與評選之地圖，以依本法第二十二
條第二項規定送存中央主管機關者為限。
ௐ̣୧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理優良地圖之評選
，得遴聘專家、學者組成評選小組辦理評選
事宜。
ௐ̱୧ 評選之項目及配分如下：
一、主題內容：三十分。
二、製作品質：三十分。
三、視覺設計：二十分。
四、技術應用及研發創新：二十分。
ௐ˛୧ 評選作業分為初評及複評。經初評成
績平均達八十分以上者，取得複評資格。
前項取得複評資格者，經複評成績最佳且
達九十分以上者，為特優；成績次佳三名列
為優等。報名數不足四名者，其優等名額以

類

獎勵民間編印優良地圖
作業辦法

方
H‐9‐2

獎勵民間編印優良地圖作業辦法

域
類

方
政府機關（構）編印地圖作業規則 H‐10‐1

域

內政部 97 年 1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0970008751 號
令訂定

ௐ˘୧ 本規則依國土測繪法第二十三條規定
訂定之。
ௐ˟୧ 地圖編印作業應包含下列程序：
一、擬訂製圖計畫。
二、資料蒐集及分析。
三、編纂。
四、調繪。
五、審查。
六、印製。
ௐˬ୧ 地圖應包含下列資料：
一、圖名。
二、圖廓：四隅應註記坐標。
三、比例尺：採文字、分數或比例方式表示
，並應輔以圖示方式標註之。
四、方位指示。
五、圖例表。
六、說明欄。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ௐα୧ 前條第六款應記載之事項如下：
一、參考系統。
二、投影方式。
三、資料來源及時間。
四、發行者。
五、發行日期。
六、其他經地圖編印機關（構）認定之事項
。
ௐ̣୧ 地圖文字以中文表示者，採由左至右
橫式方式書寫之。但為呈現地圖空間資訊之
必要，得依一般標註慣例為之。
ௐ̱୧ 地圖使用之度量衡單位，採公制單位
。但為符合國際通用慣例者，不在此限。
ௐ˛୧ 地圖之圖幅整飾、註記及圖式等標準
圖式規格，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地圖標準圖
式規格表為之。
ௐˣ୧ 地圖有繪製各級行政區域界線者，其
有重複部分，應繪製上級行政區域界線。
前項行政區域界線有爭議者，以未定界之
圖式標示之。
ௐ˝୧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行。

類

政府機關（構）編印地
圖作業規則

方
H‐10‐2 政府機關（構）編印地圖作業規則

域
類

方
省（市）縣（市）勘界辦法 H‐11‐1

域
類

議，其涉及國界時，應由內政部、外交部派
員會勘。
ௐ˛୧ 省（市）、縣（市）行政區域界線，經
會勘議定及核定後，應即由關係直轄市、縣
（市）政府會同於主要地點樹立界標，並繪
中華民國 72 年 3 月 3 日台內地字第 141798 號令訂
具區域界線詳細地圖，送由內政部分別存轉
定
備案。
中華民國 88 年 10 月 6 日台內地字第 8893708 號令
ௐˣ୧ 本辦法之規定於其他特別行政區域準
修正第 4 條、第 5 條、第 7 條條文
用之。
ௐ˘୧ 省（市）縣（市）行政區域之界線， ௐ˝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應就左列情形勘定之。
一、地理之天然形勢。
二、行政管理之便利。
三、產業狀況。
四、人口分布。
五、交通狀況。
六、建設計畫。
七、其他特殊情形。
ௐ˟୧ 省（市）縣（市）行政區域以山脈、
道路、河川或地物為界線者，除有特殊情形
外，依左列標準定之。
一、山脈之分水線。
二、道路、河川之中心線。
三、有永久性之關隘、堤塘、橋樑或其他堅
固建築物可以為界線者。
ௐˬ୧ 固有省（市）縣（市）行政區域，有
左列情事之一者，得重行勘議新界線。
一、原有區域界線不明者。
二、原有區域變更者。
三、新設行政區域者。
四、固有區域與天然形勢牴觸過甚，有礙交
通者。
五、固有區域地形不整、犬牙交錯，有礙行
政管理者。
六、固有區域狹窄畸零或交通不便者。
ௐα୧ 省（市）行政區域新定界線，應由關
係直轄市、縣（市）政府派員實地會勘後，
議定界線，連同圖說，報由內政部核轉行政
院核定。
前項會勘議定，得報請內政部派員會同為
之。
ௐ̣୧ 縣（市）行政區域新定界線，應由關
係縣（市）政府派員實地會勘後，議定界線
，連同圖說，報請內政部核定後，轉報行政
院備查。
ௐ̱୧ 省（市）縣（市）行政區域界線之勘

省（市）縣（市）勘界
辦法

方
H‐11‐2 省（市）縣（市）勘界辦法

域
類

方
行政區域界標作業要點 H‐12‐1

域
標成果圖表各二份會銜陳報縣（市）政府
備查，一份轉陳內政部備案。
八、界標應由辦理機關共同維護管理，永久保
中華民國 91 年 5 月 22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存，並不得任意移動或毀損。
0910068483 號令訂定
九、界標之豎立、維護及建檔管理所需經費，
由辦理機關平均負擔。
一、為明確標示行政區域界線，特訂定本作業
要點。
二、行政區域界標（以下簡稱界標）分為省、
直轄市界、縣（市）界、鄉（鎮、市、區
）界。
三、界標之選址原則如下：
（一）行政區域界線轉折處或交叉點。
（二）以河川為行政區域界線者，設於其
跨越河川之橋樑上。
（三）以山脈之稜線為行政區域界線者，
設於其主要之山峰上。
四、界標樣式如附件一，其界標之材質及規
格應由相鄰省（市）
、直轄市政府、鄉（
鎮、市、區）公所共同選定。
五、省、直轄市界標，由相鄰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會同辦理，並會同相關機關
勘定。
縣（市）界標，由相鄰之縣（市）政府
會同辦理，並會同相關機關勘定。
鄉（鎮、市、區）界標，由相鄰之鄉（
鎮、市、區）公所會同辦理，並會同相
關機關勘定。
六、界標豎立之作業方法如下：
（一）會勘選址，應檢附內政部出版之像
片基本圖或地形圖實地勘查，並作
成會勘紀錄，內容應包含時間、參
與人員、地點、結論，會勘紀錄樣
式如附件二。
（二）界標豎立後，應調製界標成果圖表
，載入界標編號、圖號、施測日期
、坐標系統、點位坐標、位置示意
圖及說明等資料，界標成果圖表樣
式如附件三。
七、省、直轄市界標豎立後，由相鄰之直轄市
、縣（市）政府檢附會勘紀錄、界標成果
圖表各二份會銜陳報內政部備查。
縣（市）界標豎立後，由相鄰之縣（市）
政府檢附會勘紀錄、界標成果圖表各二份
會銜陳報內政部備查。
鄉（鎮、市、區）界標豎立後，由相鄰之
鄉（鎮、市、區）公所檢附會勘紀錄、界

行政區域界標作業要點

類

方
H‐12‐2 行政區域界標作業要點

域
附件一

界標樣式

類

省、直轄市界標

○○市

○○省
○○縣（市）

○ ○縣（市）
○○鄉(鎮市
區)

○○省
○○縣（市）

○○省
○○縣（市）

○ ○縣（市）
○ ○縣（市）
○○鄉（鎮市
○○鄉(鎮市
區）
區)

方
行政區域界標作業要點 H‐12‐3

域

附件二
類

○○與○○行政區域界標會勘紀錄
一、時間：

年

月

日（星期

）

午

時

分。

二、地點：
三、會勘機關：（界線相鄰之行政最高機關以下各級相關單位）
（機關名稱甲） 職

稱

人員簽名 （機關名稱乙） 職

民政單位

民政單位

地政單位

地政單位

測量單位

測量單位

工務單位

工務單位

建設單位

建設單位

四、主席：

紀錄：

五、結論：
六、散會（

稱

午

時

分）

人員簽名

方
H‐12‐4 行政區域界標作業要點

域

附件三 界標成果圖表樣式（範例一）
類

方
行政區域界標作業要點 H‐12‐5

域

附件三

界標成果圖表樣式（範例二）
類

方
H‐12‐6 行政區域界標作業要點

域
類

方
臺灣省鄉鎮縣轄市區及村里區域調整辦法 H‐13‐1

域

中華民國 63 年 2 月 21 日臺灣省政府府民一字第
7494 號令訂定
中華民國 72 年 1 月 24 日臺灣省政府 72 府法四字
第 120074 號令修正

ௐ˘୧ 臺灣省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統一
鄉鎮縣轄市區及村里區域之調整，特訂定本
辦法。
ௐ˟୧ 鄉鎮縣轄市區及村里有左列情形之一
者，得調整區域：
一、界域有爭議者。
二、區域參差交錯或地形狹長推行自治業務
不便者。
三、地方經濟及戶口情形與區域面積不相配
合者。
四、區域與天然形勢牴觸過甚，交通困難者
。
五、其他特殊情形者。
ௐˬ୧
鄉鎮縣轄市區及村里區域之界限，
除情形特殊者外，依左列標準劃分之：
一、山脈之分水線及丘阜之頂點。
二、路巷、河溝之中心線。
三、永久性之關隘、堤塘、橋樑及其他堅固
建築物可為界線者。
ௐα୧
鄉鎮縣轄市區域之調整，由縣市政
府擬訂，送經縣市議會通過後連同圖說報本
府核定。
村里區域之調整，市由區公所擬訂報請市
政府核轉市議會通過後行之。縣由鄉鎮縣轄
市所擬訂送經鄉鎮縣轄市民代表會通過後報
請縣政府核准行之。
縣市政府對核准調整之村里區域應連同實
施日期報本府備查。
ௐ̣୧ 鄉鎮縣轄市區及村里區域調整完成後
，縣市政府應即繪具區域界詳圖三份函送本
府備查。鄉鎮縣轄市區公所並應於重要地點
豎立明顯堅固之界標。
ௐ̱୧ 鄉鎮縣轄市區及村里區域調整後，戶
籍、賦稅、文卷、簿冊與公用財產、機關、
學校、慈善機關及名勝古蹟古物等，應隨區

域移轉管轄。但人民之執業權，不受影響。
因調整區域新設鄉鎮縣轄市區，除依前項
辦理外，其與原屬鄉鎮縣轄市區之公有收益
財產及債務，依左列標準劃分之：
一、百分之四十以人口總數比例劃分。
二、百分之六十以地方負擔稅額比例劃分（
以房屋稅及土地稅為準）。
三、人口總數及地方負擔稅額以調整區域前
一年年底為準。
前項公有收益財產及債務之劃分，由有關鄉
鎮縣轄市區協議辦理，並層報本府核備，如協
議不成時，由該管縣轄市政府擬議具體方案報
本府核定。
ௐ˛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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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88 年 2 月 3 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800024800 號令公布全文 40 條
中華民國 90 年 10 月 31 日總統（90）華總一義字
第 9000213980 號令修正公布第 6 條、第 7 條、
第 13 條至第 15 條、第 22 條、第 29 條至第 31
條、第 37 條及第 38 條條文；並增訂第 38 條之 1
ௐ˟ౢ!གྷࡔຽ!!
條文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ௐ̣୧ 經營經紀業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
10000294941 號令修正公布第 29 條條文；增訂第
可後，依法辦理公司或商業登記；其經營國
24 條之 1、24 條之 2 條文；施行日期，由行政院
外不動產仲介或代銷業務者，應以公司型態
另定之
組織依法辦理登記為限。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27 日行政院院臺建字第
前項申請許可之事項及其應備文件，由中央
1010135254 號令發布定自 101 年 8 月 1 日施行

ௐ˘ౢ!ᓁ!!
ௐ˘୧ 為管理不動產經紀業（以下簡稱經紀
業），建立不動產交易秩序，保障交易者權益
，促進不動產交易市場健全發展，特制定本
條例。
ௐ˟୧ 經紀業之管理，依本條例之規定；本
條例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律之規定。
ௐˬ୧ 本條例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地政處；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ௐα୧ 本條例用辭定義如下︰
一、不動產︰指土地、土地定著物或房屋及
其可移轉之權利；房屋指成屋、預售屋
及其可移轉之權利。
二、成屋︰指領有使用執照，或於實施建築
管理前建造完成之建築物。
三、預售屋︰指領有建造執照尚未建造完成
而以將來完成之建築物為交易標的之物
。
四、經紀業︰指依本條例規定經營仲介或代
銷業務之公司或商號。
五、仲介業務︰指從事不動產買賣、互易、
租賃之居間或代理業務。
六、代銷業務︰指受起造人或建築業之委託
，負責企劃並代理銷售不動產之業務。
七、經紀人員︰指經紀人或經紀營業員。經
紀人之職務為執行仲介或代銷業務；經
紀營業員之職務為協助經紀人執行仲介
或代銷業務。
八、加盟經營者︰經紀業之一方以契約約定

主管機關定之。
經紀業分設營業處所，應向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申請備查。
ௐ̱୧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不得申請經
營經紀業，其經許可者，撤銷或廢止其許可
：
一、無行為能力或限制行為能力者。
二、受破產之宣告尚未復權者。
三、犯詐欺、背信、侵占罪、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第二條所定之罪、組織犯罪防制條
例第三條第一項、第二項、第六條、第
九條之罪，經受有期徒刑一年以上刑之
宣告確定，尚未執行完畢或執行完畢或
赦免後未滿三年者。但受緩刑宣告者，
不在此限。
四、受感訓處分之裁定確定，尚未執行完畢
或執行完畢後未滿三年者。
五、曾經營經紀業，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
許可，自撤銷或廢止之日起未滿五年者
。但依第七條第一項逾期未開始營業或
第三十條自行停止業務者，不在此限。
六、受第二十九條之停止營業處分，尚未執
行完畢者。
七、受第三十一條停止執行業務處分尚未執
行完畢，或廢止經紀人員證書或證明處
分未滿五年者。
經紀業經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後，其公司負
責人、董事、監察人、經理人或商號負責人、
經理人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命
其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廢止其許可，並
通知其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登記。
ௐ˛୧ 經紀業經主管機關之許可，辦妥公司

不動產交易類

使用他方所發展之服務、營運方式、商
標或服務標章等，並受其規範或監督。
九、差價︰係指實際買賣交易價格與委託銷
售價格之差額。
十、營業處所︰指經紀業經營仲介或代銷業
務之店面、辦公室或非常態之固定場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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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或商業登記，並加入登記所在地之同業
公會後方得營業，並應於六個月內開始營業
；逾期未開始營業者，由主管機關廢止其許
可。但有正當理由者，得申請展延一次，其
期限以三個月為限。
前項經紀業得視業務性質並經主管機關核
准後，分別組織仲介經紀業或代銷經紀業同業
公會或其全國聯合會。
第一項經紀業於辦妥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
後，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繳存營業保證金。
經紀業應繳存之營業保證金，超過一定金額者
，得就超過部分以金融機構提供保證函擔保之
。
前項應繳之營業保證金及繳存或提供擔保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經紀業除依第三項規定繳存營業保證金外
，並得向第二項全國聯合會申請增加金額繳存
或以金融機構提供保證函擔保之。
第二項全國聯合會應訂立經紀業倫理規範
，提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ௐˣ୧ 前條第三項營業保證金由中華民國不
動產仲介經紀業或代銷經紀業同業公會全國
聯合會統一於指定之金融機構設置營業保證
基金專戶儲存，並組成管理委員會負責保管
；基金之孳息部分，得運用於健全不動產經
紀制度。
前項基金管理委員會委員，由經紀業擔任者
，其人數不得超過委員總數之五分之二。基金
管理委員會之組織及基金管理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營業保證基金，除本條例另有規定外
，非有依第二十六條第四項之情形，不得動支
。
經紀業分別繳存之營業保證金低於第七條
第三項規定之額度時，中華民國不動產仲介經
紀業或代銷經紀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應通
知經紀業者於一個月內補足。
ௐ˝୧ 營業保證金獨立於經紀業及經紀人員
之外，除本條例另有規定外，不因經紀業或
經紀人員之債務債權關係而為讓與、扣押、
抵銷或設定負擔。
經紀業因合併、變更組織時對其所繳存之營
業保證金之權利應隨之移轉。
其因申請解散者，得自核准註銷營業之日滿
一年後二年內，請求退還原繳存之營業保證金

。但不包括營業保證金之孳息。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同業公會應將會員
入會、停權、退會情形報請所在地主管機關
層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ௐȈ˘୧ 經紀業設立之營業處所至少應置經
紀人一人。但非常態營業處所，其所銷售總
金額達新台幣六億元以上，該處所至少應置
專業經紀人一人。
營業處所經紀營業員數每逾二十名時，應增
設經紀人一人。
ௐȈ˟୧ 經紀業應於經紀人到職之日起十五
日內，造具名冊報請所在地主管機關層報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異動時，亦同。

ௐˬౢ!གྷࡔˠࣶ!!
ௐȈˬ୧ 中華民國國民經不動產經紀人考試
及格並依本條例領有不動產經紀人證書者，
得充不動產經紀人。
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機構、團體舉辦
不動產經紀營業員訓練合格或不動產經紀人
考試及格，並向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團
體登錄及領有不動產經紀營業員證明者，得充
任不動產經紀營業員。
前項經紀營業員訓練不得少於三十個小時
，其證明有效期限為四年，期滿時，經紀營業
員應檢附完成訓練二十個小時以上之證明文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團體重新辦
理登錄。
前二項登錄及發證費用，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二項訓練機構、團體之認可資格、程序、
廢止認可條件、經紀營業員之訓練資格、課程
、收費費額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ௐȈα୧ 經不動產經紀人考試及格者，應具
備一年以上經紀營業員經驗，始得向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請領經紀人證書。
前項經紀營業員經驗，依下列情形之一認定：
一、取得經紀營業員資格並附有仲介或代銷
業務所得扣繳資料證明者。
二、本條例施行前已實際從事仲介或代銷業
務有所得扣繳資料證明者。
有第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或第七款
情形之一者，不得充任經紀人員。已充任者，
應撤銷或廢止其證書或證明。
ௐỊ̏୧ 前條第一項經紀人證書有效期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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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年，期滿時，經紀人應檢附其於四年內在
以不動產說明書向與委託人交易之相對人解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團體完成專業訓
說。
練三十個小時以上之證明文件，向直轄市或
前項說明書於提供解說前，應經委託人簽章
縣（市）政府辦理換證。
。
前項機構、團體應具備之資格、認可程序、 ௐ˟Ȉα୧ 雙方當事人簽訂租賃或買賣契約
訓練課程範圍及廢止認可條件等事項之辦法
書時，經紀人應將不動產說明書交付與委託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人交易之相對人，並由相對人在不動產說明
ௐȈ̱୧ 經紀人員應專任一經紀業，並不得
書上簽章。
為自己或他經紀業執行仲介或代銷業務。但
前項不動產說明書視為租賃或買賣契約書
經所屬經紀業同意為他經紀業執行業務者，
之一部分。
不在此限。
ௐ˟Ȉα୧̝˘ 經營仲介業務者，對於買賣
ௐȈ˛୧ 經紀業不得僱用未具備經紀人員資
或租賃委託案件，應於簽訂買賣契約書並辦
格者從事仲介或代銷業務。
竣所有權移轉登記或簽訂租賃契約書後三十
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登錄成交案件實際資
ௐαౢ!ຽચ̈́యЇ!!
訊。
經營代銷業務者，對於起造人或建築業委託
ௐȈˣ୧ 經紀業應將其仲介或代銷相關證照
代銷之案件，應於委託代銷契約屆滿或終止三
及許可文件連同經紀人證書揭示於營業處所
十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登錄成交案件實際資
明顯之處；其為加盟經營者，應併標明之。
訊。
ௐȈ˝୧ 經紀業或經紀人員不得收取差價或
前二項受理申報登錄成交案件實際資訊，主
其他報酬，其經營仲介業務者，並應依實際
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辦理。
成交價金或租金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報酬
前三項登錄之資訊，除涉及個人資料外，得
標準計收。
供政府機關利用並以區段化、去識別化方式提
違反前項規定者，其已收取之差價或其他報
供查詢。
酬，應於加計利息後加倍返還支付人。
已登錄之不動產交易價格資訊，在相關配套
ௐ˟Ȉ୧ 經營仲介業務者應揭示報酬標準及
措施完全建立並完成立法後，始得為課稅依據
收取方式於營業處所明顯之處。
。
ௐ˟Ȉ˘୧ 經紀業與委託人簽訂委託契約書
第一項、第二項登錄資訊類別、內容與第四
後，方得刊登廣告及銷售。
項提供之內容、方式、收費費額及其他應遵行
前項廣告及銷售內容，應與事實相符，並註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明經紀業名稱。
廣告及銷售內容與事實不符者，應負損害賠 ௐ˟Ȉα୧̝˟! 經營仲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
賃雙方當事人之書面同意，得同時接受雙方
償責任。
之委託，並依下列規定辦理：
ௐ˟Ȉ˟୧ 不動產之買賣、互易、租賃或代
一、公平提供雙方當事人類似不動產之交易
理銷售，如委由經紀業仲介或代銷者，下列
價格。
文件應由經紀業指派經紀人簽章：
二、公平提供雙方當事人有關契約內容規範
一、不動產出租、出售委託契約書。
之說明。
二、不動產承租、承購要約書。
三、提供買受人或承租人關於不動產必要之
三、定金收據。
資訊。
四、不動產廣告稿。
四、告知買受人或承租人依仲介專業應查知
五、不動產說明書。
之不動產之瑕疵。
六、不動產租賃、買賣契約書。
五、協助買受人或承租人對不動產進行必要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於經營代銷業
之檢查。
務者不適用之。
六、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為保護買賣或租賃
第一項第五款之不動產說明書應記載及不
當事人所為之規定。
得記載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經紀人員對於因業務知悉或持有
ௐ˟Ȉˬ୧ 經紀人員在執行業務過程中，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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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他人秘密，不得無故洩漏。
，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ௐ˟Ȉ̱୧ 因可歸責於經紀業之事由不能履
鍰。
行委託契約，致委託人受損害時，由該經紀
四、違反第七條第三項、第四項或第八條第
業負賠償責任。
四項者，應予停止營業處分，其期間至
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行仲介或代銷業務之
補足營業保證金為止。但停止營業期間
故意或過失致交易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
達一年者，應廢止其許可。
應與經紀人員負連帶賠償責任。
經紀業經依前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處
前二項受害人向中華民國不動產仲介經紀
罰並限期改正而屆期未改正者，應按次處罰。
業或代銷經紀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請求代
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十四條之二及本條第
為賠償時，視為已向基金管理委員會申請調處
一項第二款之施行日期，由行政院另定之。
，基金管理委員會應即進行調處。
ௐˬȈ୧ 經紀業開始營業後自行停止營業連
受害人取得對經紀業或經紀人員之執行名
續六個月以上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義、經仲裁成立或基金管理委員會之決議支付
關得廢止其許可。但依法辦理停業登記者，
後，得於該經紀業繳存營業保證金及提供擔保
不在此限。
總額內，向中華民國不動產仲介經紀業或代銷 ௐˬȈ˘୧ 經紀人員違反本條例者，依下列
經紀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請求代為賠償；經
規定懲戒之：
代為賠償後，即應依第八條第四項規定，通知
一、違反第十六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
經紀業限期補繳。
二十三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者，應予申
ௐ˟Ȉ˛୧ 主管機關檢查經紀業之業務，經
誡。
紀業不得拒絕。
二、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者，應予六個
月以上三年以下之停止執行業務處分。
ௐ̣ౢ!ረᘂ!!
經紀人員受申誡處分三次者，應另予六個月
以上三年以下之停止執行業務處分；受停止執
ௐ˟Ȉˣ୧ 經紀業或經紀人員有下列情事之
行業務處分累計達五年以上者，廢止其經紀人
一者，主管機關得予以獎勵；其在直轄市者
員證書或證明。
，由直轄市主管機關為之；特別優異者，得
ௐˬȈ˟୧ 非經紀業而經營仲介或代銷業務
層報中央主管機關獎勵之︰
者，主管機關應禁止其營業，並處公司負責
一、增進不動產交易安全、公平，促進不動
人、商號負責人或行為人新台幣十萬元以上
產經紀業健全發展，有優異表現者。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二、維護消費者權益成績卓著者。
公司負責人、商號負責人或行為人經主管機
三、對於不動產經紀相關法規之研究或建議
關依前項規定為禁止營業處分後，仍繼續營業
有重大貢獻者。
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四、其他特殊事蹟經主管機關認定應予獎勵
台幣十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金。
者。
ௐˬȈˬ୧ 經紀人員有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各
前項獎勵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款情事之一時，利害關係人、各級主管機關
ௐ˟Ȉ˝୧ 經紀業違反本條例者，依下列規
或其同業公會得列舉事實，提出證據，報請
定處罰之：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交付懲戒。
一、違反第十二條、第十八條、第二十條或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對於經紀人員獎
第二十七條規定者，經主管機關限期改
懲事項，應設置獎懲委員會處理之。
正而未改正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前項獎懲委員會之組織，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五萬元以下罰鍰。
之。
二、違反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或
第二十四條之二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 ௐˬȈα୧ 前條獎懲委員會受理懲戒事項，
應通知檢舉或移送之經紀人員，於二十日內
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提出答辯或到場陳述；逾期未提出答辯或到
三、違反第七條第六項、第十一條、第十七
場陳述時，得逕行決定。
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者 ௐˬỊ̏୧ 依本條例所處罰鍰，經通知繳納

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

I‐1‐5

而逾期不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ௐ̱ౢ!!!ܢ
不動產交易類

第三十六條 本條例公布施行前已經營仲介或
代銷業務者，應於本條例施行後，三年內依
本條例規定領得經紀業證照後始得繼續營業
。
違反前項規定繼續營業者，依第三十二條處
理。
ௐˬȈ˛୧ 本條例公布施行前已從事不動產
經紀業之人員，得自本條例公布施行之日起
繼續執業三年；三年期滿後尚未取得經紀人
員資格者，不得繼續執行業務。
本條例公布施行前已從事不動產仲介或代
銷業務滿二年，有該項執行業務或薪資所得扣
繳資料證明，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格者，得
自本條例公布施行之日起繼續執業三年；並得
應不動產經紀人特種考試。
前項特種考試，於本條例公布施行後五年內
至少應辦理五次。
ௐˬȈˣ୧ 外國人得依中華民國法律應不動
產經紀人考試或參加營業員訓練。
前項領有及格證書或訓練合格並依第十三
條第二項登錄及領有證明之外國人，應經中央
主管機關許可，並遵守中華民國一切法令，始
得受僱於經紀業為經紀人員。
外國人經許可在中華民國充任經紀人員者
，其有關業務上所為之文件、圖說，應以中華
民國文字為之。
ௐˬȈˣ୧̝˘ 依本條例規定核發不動產經
紀人證書，得收取費用；其費額，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ௐˬȈ˝୧ 本條例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ௐαȈ୧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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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施行細則

ௐ˘୧ 本細則依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以
下簡稱本條例）第三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ௐ˟୧ 經營不動產經紀業（以下簡稱經紀業
）者，應檢附下列文件，依本條例第五條第
一項規定，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
一、申請書一式二份。
二、公司負責人、董事、監察人、經理人或
商號負責人、經理人名冊，及其身分證
明文件影本。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ௐˬ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理前條
申請，經審查合於規定者，應予許可，並副
知轄內之同業公會轉知其全國聯合會；不合
規定者，應通知該經紀業於十五日內補正，
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ௐα୧ 經紀業經主管機關許可後，應於六個
月內依本條例第七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辦
妥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繳存營業保證金及
加入登記所在地之同業公會。
ௐ̣୧ 經紀業應於開始營業後十五日內，檢
附下列文件，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備查：
一、申請書一式二份。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營業保證金繳存證明影本。
四、同業公會會員證明影本。
五、不動產經紀人員名冊及其證書影本。
六、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准予備查後，應
通知該經紀業所屬之同業公會轉知其全國聯
合會。
ௐ̱୧ 經紀業經許可後，下列事項內容有變

更者，除第七條另有規定外，應於變更之日
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備查：
一、經紀業名稱、所在地、組織型態、經營
型態、營業項目及是否經營國外不動產
仲介或代銷業務。
二、公司負責人、董事、監察人、經理人或
商號負責人、經理人。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准予備查後，應
通知該經紀業所屬之同業公會轉知其全國聯
合會，經紀業分設之營業處所非在其所轄區域
內者，並應通知該營業處所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
ௐ˛୧ 經紀業遷出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管轄區域以外時，應於遷出後三十
日內，以書面向遷入之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遷入備查，並向原所屬之同業公
會報備，及加入遷入之直轄市或縣（市）同
業公會，該遷入之同業公會並應轉知其全國
聯合會。
前項經紀業遷入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於辦理該經紀業之遷入備查後，應通知該
經紀業遷出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經
紀業分設之營業處所非在其所轄區域內者，並
應通知該營業處所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
ௐˣ୧ 經紀業分設營業處所，依本條例第五
條第三項規定，應於設立後三十日內，以書
面記明下列事項，向經紀業所在地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備查：
一、經紀業名稱及所在地。
二、營業處所名稱、所在地及設立日期。
三、該營業處所僱用之經紀人員姓名、身分
證明文件字號及證書字號。
經紀業分設之營業處所為本條例第四條第
十款所稱非常態之固定場所者，前項第二款應
記明事項，改以該營業處所之設立目的、代理
銷售不動產名稱、所在地、銷售總金額及設立
期間代之。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准予備查後，應
通知該經紀業所屬之同業公會轉知其全國聯
合會；經紀業分設之營業處所非在其所轄區域
內者，並應將第一項或前項之資料，通知該營
業處所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ௐ˝୧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或第二項
應記明之事項有變更者，經紀業應於變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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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記明變更事項，並向
經紀業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備查。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准予備查後，應
通知該經紀業所屬之同業公會轉知其全國聯
合會；經紀業分設之營業處所非在其所轄區域
內者，應通知該營業處所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變更事項係營業處所之遷入或
遷出者，應通知該營業處所遷出之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並連同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
資料，通知其遷入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
ௐȈ୧ 經紀業分設之營業處所裁撤時，應於
裁撤後三十日內，以書面向經紀業所在地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備查。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准予備查後，應
通知該經紀業所屬之同業公會
轉知其全國聯合會，裁撤之營業處所非在其
所轄區域內者，並應通知該營業處所所在地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ௐȈ˘୧ 經紀業僱用之經紀人員為外國人者
，於依第五條、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申請備查時，並應檢附該外國人依本條例第
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取得之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之證明文件影本。
ௐȈ˟୧ 經紀業經許可後，所在地同業公會
尚未設立者，應加入鄰近直轄市或縣（市）
同業公會。
前項經紀業於所在地同業公會設立後，應即
加入之。
ௐȈˬ୧ 代銷經紀業於所在地或鄰近直轄市
或縣（市）同業公會未設立前，應加入所在
地或鄰近直轄市或縣（市）仲介經紀業同業
公會。
前項代銷經紀業於所在地或鄰近直轄市或
縣 （市）代銷經紀業同業公會設立後，應即
依前條規定辦理。
ௐȈˬ୧̝˘ 經紀業依本條例第九條第二項
規定得請求退還原繳存之營業保證金，係指
下列情形之一：
一、公司組織申請解散者。
二、商號組織申請歇業者。
三、營業項目經變更登記後，該公司或商號
已無不動產仲介經紀業及不動產代銷經
紀業而組織仍存續者。
ௐȈˬ୧̝˟ 經紀業依前條規定請求退還原

繳存之營業保證金者，應檢附直轄市或縣 （
市）主管機關核發之核准註銷營業證明文件
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經紀業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
准註銷營業者，應檢附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
關核發之公司解散、商號歇業或公司、商號營
業項目變更登記證明文件。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核准註銷營業
後，應通知該經紀業所屬之同業公會轉知其全
國聯合會。
ௐȈˬ୧̝ˬ 經紀業加入同業公會後，該同
業公會應於三十日內，依本條例第十條規定
將會員入會情形，以書面報請經紀業所在地
主管機關層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其停權、
退會時，亦同。
ௐȈα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設置
下列簿冊，並永久保存：
一、不動產經紀業管理登記簿。
二、外縣市不動產經紀業在其所轄區域內設
立之營業處所管理登記簿。
三、不動產經紀人名簿。
四、不動產經紀營業員名簿。
五、不動產經紀業專冊。
ௐỊ̏୧ 請領不動產經紀人證書，應檢附下
列文件，向戶籍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之：
一、申請書。
二、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三、申請人最近一年內直四公分、寬二點八
公分正面脫帽半身相片一式二張。
四、不動產經紀人考試及格證書及其影本。
五、一年以上經紀營業員經驗證明文件及其
影本。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理前項申請，
經審查合於規定者，應發給不動產經紀人證書
，並退還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文件原本；不合
規定者，應通知其於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補
正者，駁回其申請，並退還前項第二款至第五
款文件。
ௐȈ̱୧ 外國人請領不動產經紀人證書，應
檢附依本條例第三十八條第二項經中央主管
機關許可之證明文件及前條第一項各款文件
，向居留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之。
ௐȈ˛୧ 經紀人依本條例第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辦理換發證書時，應於證書有效期限屆滿

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施行細則

ௐ˟Ȉˬ୧ 經紀人員收受委託人或與委託人
交易之相對人之有關文件，應掣給收據。
ௐ˟Ȉα୧ 不動產之買賣、互易、租賃或代
理銷售，非由經紀業仲介或代銷者，不適用
本條例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
ௐ˟Ị̏୧ 經紀業執行業務過程，應記錄其
辦理情形。主管機關得查詢或取閱經紀業執
行業務有關紀錄及文件，並得限期令所轄區
域內之經紀業及外縣市經紀業於所轄區域內
設立之營業處所，提出第五條第二款至第五
款文件或其他業務執行之相關資料、說明書
，經紀業不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ௐ˟Ị̏୧̝˘ 本條例第二十九條所定之處
罰，由經紀業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市） 主
管機關為之；經紀業分設之營業處所所在地
或經紀業、營業處所執行業務行為所在地，
與經紀業所在地非屬同一行政管轄區域而有
本條例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或
第二項規定情事之一者，由該營業處所所在
地或經紀業、營業處所執行業務行為所在地
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查明後，移請
經紀業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
關為之。
ௐ˟Ȉ̱୧ 本條例第十四條第三項及第三十
一條第二項所定之處罰，由經紀人員原領不
動產經紀人證書或不動產經紀營業員證明時
之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為之。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辦理時，應即公告，並
通知當事人、其任職之經紀業及該經紀業所屬
之同業公會；撤銷或廢止不動產經紀營業員證
明時，並應通知原核發證明之機構或團體。
ௐ˟Ȉ˛୧ 經紀人員有本條例第三十一條第
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由其經紀業所在地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交付懲戒；懲戒結
果，應通知當事人，並函請原領不動產經紀
人證書或不動產經紀營業員證明時之戶籍所
在地主管機關登錄。
ௐ˟Ȉˣ୧ 經紀人員依本條例第十四條第三
項規定受撤銷或廢止不動產經紀人證書或不
動產經紀營業員證明者，於原因消滅後，得
重新請領證書或證明。
ௐ˟Ȉˣ୧̝˘ 本條例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所
定之處罰，依下列方式為之：
一、處罰公司或商號及其負責人者，由公司
或商號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 （市） 主
管機關為之；執行業務行為所在地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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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六個月內，檢附下列文件，向原核發機關
申請之：
一、申請書。
二、完成專業訓練三十個小時以上之證明文
件。
三、原核發之經紀人證書。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理前項申請，
經審查合於規定者，應即換發證書；不合規定
者，應通知其於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
，駁回其申請，並退還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文
件。
換發之證書，其有效期限自原證書有效期限
屆滿之次日起算四年。
換發證書，得以於原證書加註延長有效期限
之方式為之。
ௐȈˣ୧ 經紀人未依規定辦理換發證書，或
申請換發證書被駁回，其原證書有效期間屆
滿者，由原核發機關註銷原證書，並公告周
知及通知當事人、其任職經紀業所在地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及該經紀業所屬之同
業公會轉知其全國聯合會。
ௐȈ˝୧ 經紀人證書經依前條規定註銷後，
重新申請核發者，應檢附第十五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四款文件，及最近四年內完成專業
訓練三十個小時以上之證明文件原本及其影
本，向原核發機關申請之。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理前項申請後
，準用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辦理。
ௐ˟Ȉ୧ 經紀人證書損壞或滅失，申請換發
或補發者，應敘明其損壞或滅失之原因，檢
附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文件，向
原核發機關申請之。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理前項申請後，
準用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辦理。
ௐ˟Ȉ˘୧ 經紀業應依本條例第十八條及第
二十條規定，於營業處所明顯之處，揭示下
列文件：
一、經紀業許可文件。
二、同業公會會員證書。
三、不動產經紀人證書。
四、報酬標準及收取方式。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文件，得以影本為之。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於代銷經紀業不適用之。
ௐ˟Ȉ˟୧ 經紀業係加盟經營者，應於廣告
、市招及名片等明顯處，標明加盟店或加盟
經營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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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或商號所在地非屬同一行政管轄區域
者，由執行業務行為所在地之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查明後，移請公司或
商號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為之。
二、處罰行為人者，由行為人行為時之戶籍
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之
；不動產仲介或代銷標的所在地與行為
人行為時之戶籍所在地非屬同一行政管
轄區域者，由標的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查明後，移請行為人行
為時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為之。
ௐ˟Ȉ˝୧ 本細則所定書、表、簿、冊之格
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ˬȈ୧ （刪除）
ௐˬȈ˘୧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不動產經紀業營業保證金繳存或提供擔保辦法

不動產經紀業營業保證
金繳存或提供擔保辦法

ௐ˘୧ 本辦法依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以
下簡稱本條例）第七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不動產經紀業（以下簡稱經紀業）應
於加入登記所在地之同業公會之前，繳存營
業保證金。其經營仲介業務者，向中華民國
不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
以下簡稱仲介業全聯會）繳存；其經營代銷
業務者，向中華民國不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
業公會全國聯合會（以下簡稱代銷業全聯會
）繳存；其同時經營仲介及代銷業務者，得
就仲介業全聯會或代銷業全聯會擇一為繳存
對象。
ௐˬ୧ 經紀業應依下列規定，繳存營業保證
金。但最高不得超過新臺幣一千萬元整：
一、經紀業設置營業處所在五處以下者，每
一營業處所繳存新臺幣二十五萬元，逾
五處營業處所者，每增加一營業處所，
增繳新臺幣十萬元。
二、每一營業處所所置經紀人人數逾五人者
，每增加一人，增繳新臺幣三萬元。
前項營業處所，包括常態及非常態營業處所
。
ௐα୧ 經紀業依前條計算應繳存之營業保證
金總額在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者，應繳存現
金或即期支票；總額超過新臺幣五百萬元者
，得就其超過部分以金融機構提供之保證函
擔保之。
前項金融機構之保證函，應承諾就其擔保部
分，無條件代為清償，並不得主張民法第七百
四十五條之先訴抗辯權。
ௐ̣୧ 經紀業應檢附下列文件向仲介業全聯
會或代銷業全聯會申請繳存營業保證金：
一、申請書。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全部營業處所清冊。

四、全體經紀人名冊。
前項第一款之申請書，應載明經紀業自行計
算其應繳存營業保證金之數額及方式。
ௐ̱୧ 仲介業全聯會或代銷業全聯會受理前
條經紀業之申請，應即就前條第一項第三款
及第四款文件，核對應繳存營業保證金數額
，函請該經紀業應於接獲通知後三日內繳存
營業保證金，繳存完竣者發給繳存證明。
經紀業對前項應繳存營業保證金數額有疑
義者，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邀集仲介業
全聯會或代銷業全聯會及經紀業，就疑義部分
共同核對無誤後，再通知經紀業於接獲通知三
日內繳存營業保證金。
前項保證金數額，逾期未繳存者，仲介業全
聯會或代銷業全聯會應即報請經紀業所在地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二十九
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處罰之。
ௐ˛୧ 經紀業因新增營業處所或經紀人，致
已繳存之營業保證金低於第三條第一項規定
數額，而依本條例第八條第四項規定申請補
足時，得檢具申請書就該新增部分造冊，免
檢附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文件。
經紀業依前項補足營業保證金後，由仲介業
全聯會或代銷業全聯會就該補足之金額部分
發給繳存證明。
ௐˣ୧ 經紀業因減少經紀人或裁撤營業處所
，致已繳存之營業保證金高於第三條規定數
額，其已依本條例施行細則第九條、第十條
規定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准予備查
之日起滿二年後二年內，且無受害人請求代
為賠償案件者，得檢具申請書請求退還溢繳
之營業保證金。
前項所稱無受害人請求代為賠償案件，指無
受害人依本條例第二十六條第三項、第四項規
定請求代為賠償之案件。
第一項經紀業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八年
七月十日修正施行前，已減少經紀人或裁撤營
業處所逾四年者，得於本辦法修正施行後二年
內，請求退還溢繳之營業保證金。
ௐ˝୧ 經紀業依本條例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請
求退還營業保證金時，應檢具下列文件：
一、書面理由。
二、本條例施行細則第十三條之二第一項所
定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註
銷營業證明文件。
三、本條例施行細則第十三條之二第二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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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0 年 6 月 11 日台（90）內中地字第
9082321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10 條；並自發布日起
施行
中 華 民 國 98 年 7 月 10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80724836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12 條；並自發布
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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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解
散、歇業或營業項目變更登記之證明文
件。
四、第六條第一項之營業保證金繳存證明；
其有第七條第二項之繳存證明者，應併
同檢附之。
ௐȈ୧ 經紀業依第八條規定請求退還營業保
證金時，應檢具下列文件：
一、書面理由。
二、依本條例施行細則第九條、第十條規定
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之證
明文件。
三、第六條第一項之營業保證金繳存證明；
其有第七條第二項之繳存證明者，應併
同檢附之。
ௐȈ˘୧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不動產經紀業營業保證基金管理委員會組織及基金管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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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華民國律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代表二人
至三人。
前項委員分別由仲介業全聯會、代銷業全聯
會提理事會決議後聘任之。
ௐ̱୧ 本會置執行長、副執行長各一人，由
主任委員提報本會通過後聘任之；承主任委
員之命，執行本會決議事項及處理日常事務
中華民國 90 年 6 月 12 日台（90）內中地字第
。
9082322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25 條；並自發布日起
施行
本會必要時得置工作人員若干人，由執行長
提報本會通過後聘任之，辦理會務。
ௐ˘ౢ!ᓁ!
ௐ˛୧ 本會委員及監察人均為無給職。但得
發給出席費或交通費。
ௐ˘୧ 本辦法依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以
本會執行長、副執行長及工作人員得支給薪
下簡稱本條例）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資。
ௐ˟୧ 中華民國不動產仲介經紀業同業公會
全國聯合會（以下簡稱仲介業全聯會）及中 ௐˣ୧ 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會議
主席；主任委員因故不能出席或有第十條規
華民國不動產代銷經紀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
定應自行迴避之情形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
會（以下簡稱代銷業全聯會）應依本條例第
理之。
八條第一項規定，分別組成中華民國不動產
本會第一次會議或主任委員因故不能召集
仲介經紀業營業保證基金管理委員會及中華
會議時，由仲介業全聯會及代銷業全聯會理事
民國不動產代銷經紀業營業保證基金管理委
長召集之。
員會，負責保管營業保證基金。
ௐˬ୧ 仲介業全聯會及代銷業全聯會應於內 ௐ˝୧ 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決議事項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
政部指定之金融機構開設專戶，戶名分別為
同意。
中華民國不動產仲介經紀業營業保證基金及
委員應親自出席前項會議，因故不能出席時
中華民國不動產代銷經紀業營業保證基金，
，應先請假，不得委託代表出席；未事先請假
儲存經紀業所繳存之營業保證金。
者，視為無故缺席。
ௐα୧ 中華民國不動產仲介經紀業營業保證
基金管理委員會及中華民國不動產代銷經紀 ௐȈ୧ 本會委員對具有利害關係之調處案，
應自行迴避。
業營業保證基金管理委員會 （以下均簡稱為
ௐȈ˘୧ 本會之調處，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本會） 之職掌如下：
一、關於營業保證基金 （以下簡稱本基金） 一、本會受理調處案件應於受理日起二十日
內開會討論之。
與其孳息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二、調處會議應邀請當事人及相關人士列席
二、營業保證金保證函之保管及處理。
說明或提供書面資料。
三、受害人請求代為賠償案件之調處事宜。
三、當事人無正當理由，於調處日期不到場
四、營業保證金補繳之執行。
者，視為調處不成立。
五、營業保證金退還之執行。
四、調處決議應於決定後十五日內通知當事
六、本基金管理經費之審議。
人。
七、其他經內政部指定辦理之事項。
ௐȈ˟୧ 本會設監察小組，置監察人三人，
ௐ˟ౢ!ᖐ!
就下列人員聘任之，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
監察人互選之：
ௐ̣୧ 本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就下列
一、經紀業代表一人。
人員聘任之，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委員
二、專家學者一人。
互選之：
三、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代表一
一、經紀業代表四人至六人。
人。
二、專家學者三人。
前項人員分別由仲介業全聯會
、代銷業全聯
三、消費者保護團體代表二人至三人。

不動產經紀業營業保證
基金管理委員會組織及
基金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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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理事會決議後聘任之。
ௐȈˬ୧ 監察小組之職權如下：
一、審查基金收支結算表。
二、查核本會基金收支狀況，並得要求提出
相關文件、簿冊以利查核。
三、查核本會有無違法或不當之決議。
除前項第一款之結算表應經監察人二人以
上之審查同意外，其他事項監察人均得獨立行
使。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之查核，得委任律師
或會計師代為辦理，其費用由本會支付。
監察小組執行第一項職權時，如發現有違法
或不當情事者，應送請仲介業全聯會或代銷業
全聯會處理。
ௐȈα條 本會委員及監察人任期三年，期滿
得續聘之，續聘以二次為限。但代表團體出
任者，應隨其職務進退。
前項委員或監察人出缺時，本會應予補聘；
補聘委員或監察人之任期至原委員或監察人
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前二項委員或監察人之續聘、補聘分別依第
五條第二項及第十二條第二項之程序辦理。
ௐỊ̏୧ 本會委員或監察人未經請假致未出
席本會會議達三次者，得由本會決議後，予
以解職。

ௐȈ˝୧ 受害人取得對經紀業或經紀人員之
執行名義、經仲裁成立或本會調處經決議支
付者，本會應於接獲通知後十五日內償付受
害人。
前項支付金額超過經紀業依本條例第七條
第三項所應繳存之一定金額者，其超過部分，
在經紀業應繳存之營業保證金範圍內，應由本
基金先行償付，並由仲介業全聯會或代銷業全
聯會立即通知擔保金融機構按保證函所載擔
保總額如數撥付至指定基金專戶。
ௐ˟Ȉ୧ 本會對金融機構出具經紀業應繳存
營業保證金超過一定金額之保證函，應置專
簿登錄並妥為保管。
ௐ˟Ȉ˘୧ 本會調處決議事項或代為賠償時
，以仲介業全聯會或代銷業全聯會名義行之
。
ௐ˟Ȉ˟୧ 仲介業全聯會或代銷業全聯會應
於每季（年）結束後二十日內，編列該季（
年）基金收支結算表，經本會確認通過後報
請內政部備查。
前項基金收支結算表應經監察小組審查通
過。
ௐ˟Ȉˬ୧ 代銷業全聯會依法設立後，仲介
業全聯會應將本會保管之營業保證金，屬於
代銷業者繳存部分，提經本會確認無誤後，
移轉至代銷業全聯會。但兼營仲介業或代銷
ௐˬౢ!გந!
業之經紀業者，仲介業全聯會非依其請求，
不得將其所繳存營業保證金移轉之。
ௐȈ̱୧ 本基金除依本條例第二十六條第四
營業保證金經依前項規定移轉後，經紀業原
項規定供代為賠償使用或依本條例第九條第
領有營業保證金繳存證明，仍為有效。
二項規定退還經紀業外，不得動支。
ௐȈ˛୧ 本基金孳息之動支，應編列預算並
ௐαౢ!!ܢ
提經本會審議，其運用範圍如下：
一、有關健全不動產經紀制度之研究發展等 ௐ˟Ȉα୧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內政部
定之。
事宜。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二、本會所需之管理經費。
前項第二款所稱管理經費如下：
一、出席費或交通費。
二、行政工作人員之薪資。
三、管理及總務之支出。
四、其他有關必要之支出。
ௐȈˣ୧ 仲介業全聯會或代銷業全聯會應編
製下一會計年度之基金孳息運用計畫及預算
報表，經本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
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於下一會計年
度開始前二個月以前，將該運用計畫及預算報
表連同委員會會議紀錄，函報內政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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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୧ 本辦法依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第十
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下列機構、團體，得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認可辦理不動產經紀人專業訓練：
一、設有地政、不動產或法律等相關系（所
）、科之大專校院。
二、不動產仲介經紀商業、代銷經紀商業同
業公會全國聯合會或其各地同業公會。
三、其他不動產相關之非營利機構或團體。
ௐˬ୧ 前條機構、團體應檢附下列文件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可：
一、申請書。
二、法人資格證明文件或人民團體立案證書
影本。
三、組織章程及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專業訓練實施計畫書。
前項第四款文件應包括下列內容：
一、辦理專業訓練之課程計畫及時數。
二、辦理專業訓練人員名冊及工作分配表。
三、聘請之師資人員名冊、學、經歷、服務
年資及授課同意書。
四、教學場地及設備內容。
前項師資應具有與講授課程相關之大專校
院講師以上之資格或公私立大專校院畢業且
從事與講授課程相關業務五年以上經驗之專
業人員。每位師資人員每班不得講授超過二門
課程。
申請之機構、團體為教育主管機關立案之公
、私立學校者，得免附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文件。但應檢附設有地政、不動產或法律等相
關系（所）、科之證明文件。
第一項第四款專業訓練實施計畫書課程內

容、師資或教學場地有變動者，申請之機構、
團體應將該變動部分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ௐα୧ 申請案件經審查合格者，由中央主管
機關發給認可文件，經審查不符規定者，應
敘明理由不予認可。
前項認可得辦理不動產經紀人專業訓練之
期限為三年，期滿應重新申請認可。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申請案，必要時得邀請有
關機關會同審查。
ௐ̣୧ 經認可之機構、團體於辦理訓練期間
，應組成教學工作小組，辦理教學督導及輔
導等相關事宜。
ௐ̱୧ 辦理專業訓練之機構、團體得按簡章
、教材印製、教學場地租用、教授鐘點費、
行政事務等實際費用覈實編列，向參訓人員
收取費用，每小時不得超過新臺幣二百元。
每班參訓人員不得超過六十人。
ௐ˛୧ 不動產經紀人專業訓練應包括下列課
程：
一、民法、土地法規及相關稅法。
二、不動產權利移轉、使用限制相關法規及
實務。
三、不動產交易相關契約書及經紀實務。
四、不動產經紀相關法規。
五、其他與不動產有關之課程。
ௐˣ୧ 經認可之機構、團體於開辦訓練時，
應於每期開課二週前將開課日期及課程表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ௐ˝୧ 參加專業訓練之不動產經紀人受訓完
成後，由辦理專業訓練機構、團體，發給完
成專業訓練時數之證明書。
遲到、早退超過十分鐘者，該節時數不予計
入。
ௐȈ୧ 辦理專業訓練之機構、團體應將每年
學員名冊、出席紀錄、經費收支、師資名冊
等資料保存建檔，保存期限至少五年。
ௐȈ˘୧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派員瞭
解或抽查辦理專業訓練之機構、團體，有關
訓練計畫之執行狀況，該機構、團體應協助
並提供相關資料。
ௐȈ˟୧ 經認可之機構、團體有下列情事之
一，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認可並公告之：
一、辦理之專業訓練與經認可之實施計畫書
內容不符者。
二、不動產經紀人所領第九條第一項證明書
所載訓練時數與實際參加專業訓練之時

不動產交易類

中華民國 89 年 11 月 29 日台（89）內中地字第
89800439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11 條；並自發布日
起施行
中 華 民 國 92 年 12 月 17 日 內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20084991 號令修正發布第 8 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95 年 8 月 21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50726045 號令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14 條；並
自發布日施行（原名稱：不動產經紀人專業訓練
機構團體及課程認可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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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不符者。
三、參加訓練之不動產經紀人未依第九條簽
到退，仍發給第九條第一項證明書者。
四、拒絕接受中央主管機關之抽查者。
前項經廢止認可資格之機構、團體，三年內
不得重行申請認可。
經認可之機構、團體有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
款情事者，其所核發之專業訓練時數證明書應
予註銷。
ௐȈˬ୧ 中央主管機關辦理專業訓練機構、
團體之認可，應收取費用新臺幣一千元；重
新申請認可時，亦同。
ௐȈα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不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訓練機構團體認可辦法

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
訓練機構團體認可辦法

ௐ˘୧ 本辦法依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以
下簡稱本條例）第十三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
ௐ˟୧ 中華民國國民年滿二十歲，得參加經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團體舉辦之不動
產經紀營業員訓練。
前項規定於外國人，準用之。
ௐˬ୧ 下列機構、團體，得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認可辦理不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訓練：
一、設有地政、不動產或法律相關系（所）
、科之大專校院。
二、不動產仲介經紀商業、代銷經紀商業同
業公會全國聯合會或其各地同業公會。
三、其他經登記或立案滿三年之不動產經紀
相關之非營利機構或團體。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機構、團體應通過勞
動部所定訓練品質規範評核。
ௐα୧ 前條機構、團體應檢附下列文件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可：
一、申請書。
二、法人資格證明文件或人民團體立案證書
影本。
三、組織章程及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專業訓練實施計畫書。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機構、團體申
請認可，除檢附前項各款之文件外，並應檢附
通過勞動部所定訓練品質規範評核之證明文

件影本。
第一項第四款專業訓練實施計畫書應包括
下列內容，並應先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
登載：
一、辦理專業訓練之類別、課程計畫、時數
，及不動產經紀營業員資格取得專業訓
練之測驗方式。
二、辦理專業訓練人員名冊及工作分配表。
三、聘請之師資人員名冊、學經歷與服務年
資證明文件及授課同意書。
四、教學、測驗場地及設備內容。
前項第三款聘請之師資應具有與講授課程
相關之大專校院講師以上之資格或公私立大
專校院畢業且從事與講授課程相關業務五年
以上經驗之專業人員。每位師資人員每班不得
講授超過二門課程。聘請之師資曾受聘於經認
可之其他專業訓練機構、團體者，於該專業訓
練機構、團體認可期限內聘請該師資者，得免
附前項第三款之學經歷及服務年資證明文件。
申請之機構、團體為教育主管機關立案之公
、私立學校者，得免附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文件。但應檢附設有地政、不動產或法律等相
關系（所）、科之證明文件。
專業訓練實施計畫書之課程內容、師資、測
驗方式、教學或測驗場地等計畫內容有變動者
，申請之機構、團體應將變動部分報請中央主
管機關同意。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十一月十五日
修正之條文施行前已認可之機構、團體且認可
期限未屆滿者，應依第三項第一款、第四款及
前項規定辦理專業訓練實施計畫書內容變更
後，始得辦理第七條第一項訓練。
ௐ̣୧ 申請案件經審查合格者，由中央主管
機關發給認可文件，經審查不符規定者，應
敘明理由不予認可。
前項認可期限為三年，期滿應重新申請認可
。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申請案，必要時得邀請有
關機關會同審查。
ௐ̱୧ 經認可之機構、團體於辦理訓練期間
，應組成教學工作小組，辦理教學督導、輔
導及測驗等相關事宜。
ௐ˛୧ 不動產經紀營業員資格取得之專業訓
練應包括下列課程：
一、不動產基本法規：包括民法、土地法、
土地稅法、契稅條例及房屋稅條例。

不動產交易類

中華民國 90 年 12 月 31 日台(90)內中地字第
9084084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13 條
中 華 民 國 92 年 12 月 17 日 內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20084994 號令修正發布第 9 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96 年 6 月 11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60726395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15 條；並自發布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1 年 11 月 1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1987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15 條；施行日期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7 月 4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266511662 號函自 102 年 8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4 年 12 月 2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11299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18 條；並自 104
年 12 月 31 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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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不動產經紀法規：包括不動產經紀業管
理條例與其施行細則、公平交易法、消
費者保護法及公寓大廈管理條例。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各式不動產契約
書範本與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
不動產經紀營業員換證之專業訓練應包括
下列課程：
一、民法、土地法規及相關稅法。
二、不動產權利移轉、使用限制相關法規及
實務。
三、不動產交易相關契約書及經紀實務。
四、不動產經紀相關法規。
五、其他與不動產有關之課程。
ௐˣ୧ 辦理專業訓練之機構、團體得按簡章
、教材印製、教學場地租用、教授鐘點費、
舉辦測驗、行政事務等實際費用覈實編列，
向參訓人員收取費用，每小時收費不得超過
新臺幣二百元。
每班參訓人員不得超過六十人。但每期測驗
人數，不在此限。
本條例第十三條第三項所定三十小時訓練
時數，不包含測驗時數。
ௐ˝୧ 經認可之機構、團體於開辦訓練時，
應於每期開課或測驗二星期前將訓練類別、
開課日期、課程表、測驗日期及場地等資料
登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並報請備查
，於開課前登載參訓人員名冊，課程或測驗
完成後一星期內登載參訓人員訓練時數或測
驗成績。
前項已報請備查之資料有變動者，申請之機
構、團體應將變動部分於每期開課或測驗二日
前通報中央主管機關。但因不可抗力因素而變
動者，應於開課前或測驗前通報中央主管機關
。
ௐȈ୧ 參加第七條第一項課程之人員完成訓
練時數並經測驗合格，或參加第七條第二項
課程之不動產經紀營業員完成訓練時數後，
由辦理專業訓練機構、團體，發給完成專業
訓練之證明書。
前項測驗應由辦理專業訓練機構、團體於每
期課程完成後一星期內舉辦，其成績達六十分
以上者為測驗合格，測驗成績不合格者得參加
補測。
第七條第一項之訓練課程不得僅以測驗題
庫為教材，其測驗試題不得於測驗前公開，並
不得有測驗舞弊情事。

參訓人員於課程期間應按課程別核實簽到
退，遲到、早退超過十分鐘者，該節時數不予
計入。
ௐȈ˘୧ 經認可之機構、團體辦理專業訓練
及測驗應遵循下列事項：
一、以自己名義對外廣告或招生。
二、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簽到退簿、出席照
片紀錄、測驗統計表、測驗成績公布表
格式核實紀錄。
三、未參加專業訓練課程或測驗之人員，應
核實於簽到退簿註記缺課或缺考。
四、辦理專業訓練課程及測驗期間應全程啟
動網路遠端即時監控設備並應全程錄影
。
五、測驗開始前九十分鐘應至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網站下載測驗試題。
六、測驗前應於板書書寫測驗場次編號、日
期、時間、人數、禁止事項及離場限制
等資訊，並講解測驗應行注意事項。
七、測驗前應詳實查驗受測人員身分。
八、測驗過程應公正監試，不得有擅離職守
或處理非測驗事務等未盡責情形。
九、辦理測驗應按測驗開始、結束前十分鐘
及結束時響鈴。
十、辦理測驗應依受測人員名冊及經認可之
測驗場地座位與試卷編配表配置各受測
人員應試試卷。
十一、測驗結束後九十分鐘內應核實完成閱
卷作業並公布成績。
十二、測驗閱卷後試卷應完整彌封並由工作
人員簽章保管。
ௐȈ˟୧ 辦理專業訓練之機構、團體應將每
期學員名冊、出席紀錄、經費收支、師資名
冊及測驗成績等資料保存建檔，保存期限至
少五年。
ௐȈˬ୧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派員或
委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派員瞭解或
抽查辦理專業訓練之機構、團體，有關訓練
計畫及測驗之執行狀況，該機構、團體應協
助並提供相關資料。
ௐȈα୧ 經認可之機構、團體有下列情事之
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認可並公告之
：
一、違反第二條規定招收未滿二十歲之人參
加訓練。
二、辦理之專業訓練課程、內容、時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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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教學場地與經認可之實施計畫書內
查驗受測人員身分，且非屬前條第一項
容不符。
第五款之測驗有舞弊情形。
三、辦理之測驗日期、時間場次、測驗場地
七、違反第十一條第十款規定未正確配置應
與已備查或已通報之測驗資訊不符。
試試卷別，且非屬前條第一項第五款之
四、參訓人員所領第十條第一項證明書所載
測驗有舞弊情形。
訓練時數或測驗結果不實。
八、測驗閱卷成績有誤致未依第十條第一項
五、違反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訓練課程僅以
規定發給專業訓練證明書。
測驗題庫為教材、測驗試題於測驗前公
九、經發現於最近三年內之前次認可期間有
開或測驗有舞弊情事。
前八款情事之一。
六、參訓人員未依第十條第四項簽到退，仍 ௐȈ̱୧ 經認可之機構、團體有下列情事之
發給第十條第一項證明書。
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記違規點數一點：
七、未依第十二條規定建檔或保存。
一、辦理專業訓練課程或測驗之工作人員與
八、規避、妨礙或拒絕接受各級主管機關之
已備查或已通報之課程或測驗資訊不符
抽查。
，且非屬前條第二款情形。
九、經發現於最近三年內之前次認可期間有
二、未以第九條規定經備查或通報之專業訓
前八款情事之一。
練課程或測驗資訊對外廣告或招生。
十、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五條或第十六條
三、未依第九條規定期限登載參訓人員名冊
規定於最近二次認可期間違規記點累計
、訓練時數、測驗成績或受測人員名冊
達五點以上。但廢止後重新申請認可者
。
，其違規記點自認可後重新起算。
四、違反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未依中央主管
經認可之機構、團體有前項第一款、第四款
機關所定格式核實紀錄。
、第六款或第五款之測驗有舞弊情事者，其所
五、違反第十一條第三款規定未核實註記缺
核發之專業訓練證明書應予註銷。
課或缺考。
經廢止認可資格之機構、團體，三年內不得
六、違反第十一條第六款規定未於板書書寫
重行申請認可。
測驗相關資訊並講解測驗應行注意事項
ௐỊ̏୧ 經認可之機構、團體有下列情事之
。
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停止其開課及測驗三
七、違反第十一條第八款規定測驗過程未盡
個月，並記違規點數二點：
責監試。
一、辦理之專業訓練課程、內容、時數、師
八、違反第十一條第九款規定未按時響鈴。
資、教學場地與已備查或已通報之課程
九、未於第十一條第十一款規定時間內完成
資訊不符，且非屬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情
閱卷並公布成績。
十、違反第十一條第十一款規定測驗閱卷成
形。
績有誤，未影響測驗合格或不合格之結
二、辦理專業訓練課程或測驗之工作人員與
果。
經認可之實施計畫書內容不符，或工作
十一、違反第十一條第十二款規定未完整彌
人員人數少於已備查或已通報之課程或
封並由工作人員簽章保管試卷，且非
測驗資訊人數。
屬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測驗有舞
三、違反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未以自己名義
弊情形。
對外廣告或招生。
十二、經發現於最近三年內之前次認可期間
四、違反第十一條第四款規定未全程啟動網
有前十一款情事之一。
路遠端即時監控設備或未全程錄影。但
因不可抗力因素並即時通報中央主管機 ௐȈ˛୧ 央主管機關辦理專業訓練機構、團
體之認可，應收取認可費新臺幣一千元；重
關者，不在此限。
新申請認可時，亦同。
五、違反第十一條第五款規定未於規定時間
下載測驗試題致無法完成或延後辦理測 ௐȈˣ୧ 辦法施行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驗。
六、違反第十一條第七款規定測驗前未詳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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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動產經紀業或經紀人員獎勵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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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經紀業或經紀人
員獎勵辦法

ௐ˘୧ 本辦法依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以
下簡稱本條例）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ௐ˟୧ 不動產經紀業或經紀人員（以下簡稱
經紀業或經紀人員）有本條例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除第三條規定外，依
本辦法規定獎勵。
ௐˬ୧ 經紀業或經紀人員曾受本條例規定之
處罰或懲戒處分者，不予獎勵。但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經紀業違反本條例第十二條、第十八條
或第二十條規定，經受罰鍰處分後逾二
年者。
二、經紀人員違反本條例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第二十三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經受
懲戒處分後逾二年者。
ௐα୧ 經紀業有本條例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
定得予以獎勵之情事者，由其所屬經紀業商
業同業公會檢附申請書、相關證明文件及資
料，報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審定後
獎勵；特別優異者，該管主管機關得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獎勵之。
前項申請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୧ 經紀人員有本條例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所定得予以獎勵之情事者，由其任職經紀業
所屬經紀業商業同業公會檢附申請書、相關
證明文件及資料，報請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提送獎懲委員會審定後獎勵；特別優
異者，該管主管機關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獎
勵之。
前項申請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୧ 經紀業或經紀人員之獎勵方式，以公
開表揚或發給獎狀、獎牌為之。
ௐ˛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不動產交易類

中華民國 89 年 3 月 10 日台（89）內地字第 8979001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7 條；並自發布日起施行
中 華 民 國 92 年 12 月 22 日 內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20085256 號令修正發布第 4 條、第 5 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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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不動產經紀人員獎懲委員會組織規程

直轄市縣（市）不動產
經紀人員獎懲委員會組
織規程

ௐ˘條 本規程依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第三
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直轄市、縣（市）不動產經紀人員獎
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委員九人至十
一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直轄市政府
地政機關首長、縣（市）政府秘書長以上人
員擔任之，其餘委員，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就下列人員中遴聘之：
一、不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代表一人
。
二、不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代表一人
。
三、不動產經紀人員代表一人。
四、律師公會代表一人。
五、直轄市、縣（市）政府商業主管機關（
單位）代表一人。
六、直轄市政府地政機關主管科長、縣（市
）政府地政單位主管一人。
七、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事務所主任
一人。
八、消費者保護官一人。
九、專家學者二人。
前項第三款之委員，由直轄市或縣（市）轄
區內之經紀人員團體推派之代表中遴選之。
本會委員任期三年，期滿得續聘之。但代表機
關或團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ௐˬ୧ 本會所需工作人員，由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首長就主管業務及有關機關人
員派兼之。
ௐα୧ 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會議
主席；主任委員有第十一條規定或其他因故
不能出席之情形時，應指定委員一人代理之
；未指定者，得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ௐ̣୧ 本會開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
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
同意。
委員應親自出席前項會議。但第二條第一項
第五款至第七款之委員，因故不能親自出席時
，得指派代表出席。
ௐ̱୧ 本會審議時，得邀請有關機關、團體
、人員列席說明，並於說明後離席。
ௐ˛୧ 本會受理不動產經紀人員懲戒案後，
依下列程序辦理之：
一、通知檢舉或被付懲戒人於二十日內以書
面提出答辯或到場陳述。
二、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供意
見。
三、提付本會會議審議。
四、製作懲戒決定書。
本會審議時，應參酌檢舉或被付懲戒人所提
答辯或到場陳述之內容；屆期未提出答辯或未
到場陳述時，得逕為懲戒之決定。
本會處理懲戒事件，認有犯罪嫌疑者，應移
送司法機關偵辦。
ௐˣ୧ 本會懲戒決定書應記載下列事項：
一、被懲戒不動產經紀人員姓名、出生年月
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不動產經紀
人員證書（證明）字號、住所或居所。
二、被懲戒不動產經紀人員所屬經紀業之名
稱、營業處所。
三、主文、事實及理由。
四、出席委員姓名。
五、決定懲戒之年、月、日。
六、不服懲戒決定之救濟方式、期間及其受
理機關。
前項第一款所稱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於被
懲戒不動產經紀人員為外國人者，指護照號碼
。
ௐ˝୧ 本會受理不動產經紀人員獎勵案後，
應將相關文件及資料，提付本會會議審議，
並決定獎勵方式。
ௐȈ୧ 本會會議對外不公開，與會人員對於
討論事項、會議內容及決議均應嚴守秘密。
ௐȈ˘୧ 本會委員對具有利害關係之議案，
應自行迴避，不得參與討論及審議。
本會委員有前項情形而不自行迴避者，本會
得要求迴避。
ௐȈ˟୧ 本會決議事項，以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名義行之。

不動產交易類

中華民國 89 年 7 月 12 日台（89）內中地字第
8979504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16 條；並自發布日施
行
中 華 民 國 98 年 12 月 30 日 內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80726177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16 條；並自發布
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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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ˬ୧ 本會對不動產經紀人員獎懲案，應
於審議決定後送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辦理，並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被獎懲者
、被獎懲者所屬經紀業、原核發經紀人員證
書之主管機關及提送獎懲之機關、團體或人
員。
前項獎勵決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應刊載於各該政府公報，並函送其轄內之同業
公會；懲戒決定應於確定後，依上開程序辦理
。
ௐȈα୧ 本會主任委員、委員及工作人員均
為無給職。
ௐỊ̏୧ 本會所需經費，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編列預算支應。
ௐȈ̱୧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行。

不動產經紀個人資料檔案安全維護管理辦法

不動產經紀業個人資料
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

ௐ˘୧ 本辦法依個人資料保護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
ௐˬ୧ 不動產經紀業（以下簡稱經紀業）應
訂定個人資料檔案安全維護計畫（以下簡稱
計畫），以落實個人資料檔案之安全維護與管
理，防止個人資料被竊取、竄改、毀損、滅
失或洩漏。
前項所稱經紀業，指依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
例規定，經營不動產仲介或代銷業務之公司或
商號。
ௐα୧ 經紀業訂定計畫時，得視其規模、特
性、保有個人資料之性質及數量等事項，參
酌第六條至第二十四條規定，訂定適當之安
全維護管理措施。
前項計畫內容應包括下列項目，第二款相關項
目必要時得予整併：
一、經紀業之組織規模。
二、個人資料檔案之安全維護管理措施：
（一）配置管理之人員及相當資源。
（二）界定個人資料之範圍。
（三）個人資料之風險評估及管理機制。
（四）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之內部
管理程序。
（五）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
（六）設備安全管理、資料安全管理及人
員管理措施。
（七）資料安全稽核機制。
（八）使用紀錄、軌跡資料及證據保存。
（九）認知宣導及教育訓練。
（十）個人資料安全維護之整體持續改善
。
（十一）業務終止後之個人資料處理方法
。

ௐ̣୧ 經紀業應將訂定之計畫，報請所在地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備查；計畫修正
時，亦同。
經紀業應於申請開業備查時一併將計畫報
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備查；本辦法發
布施行時，已完成開業備查者，應於本辦法發
布施行日起三個月內將計畫報請備查；已經許
可經營經紀業，尚未完成開業備查者，由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輔導開業備查時一併
輔導計畫備查。
ௐ̱୧ 經紀業應配置適當人員及相當資源，
負責規劃、訂定、修正與執行計畫或業務終
止後個人資料處理方法等相關事項，並定期
向負責人提出報告。
經紀業應訂定個人資料保護管理政策，將蒐
集、處理、利用個人資料之特定目的、法律依
據與其他相關保護事項，公告於營業處所適當
之處，使其所屬人員及資料當事人均能知悉。
ௐ˛୧ 經紀業應確認蒐集個人資料之特定目
的，依特定目的之必要性，界定所蒐集、處
理及利用個人資料之類別或範圍，並定期清
查所保有之個人資料現況。
經紀業經清查發現有非屬特定目的必要範
圍內之個人資料或特定目的消失、期限屆滿而
無保存必要者，應予刪除、銷毀或其他停止蒐
集、處理或利用等適當之處置。
ௐˣ୧ 經紀業所屬人員為執行業務所蒐集之
個人資料應視為該經紀業者所蒐集持有，於
蒐集時應檢視是否符合蒐集要件及特定目的
之必要範圍，並接受監督。
前項個人資料有必要上傳直營總公司或加
盟總部時，應採取必要保護措施，以防範發生
個人資料洩漏事故。
ௐ˝୧ 經紀業應依已界定個人資料之範圍與
蒐集、處理及利用流程，分析評估可能發生
之風險，訂定適當之管控措施。
ௐȈ୧ 經紀業於蒐集個人資料時應遵守本法
第八條及第九條有關告知義務之規定，並區
分個人資料屬直接蒐集或間接蒐集，分別訂
定告知方式、內容及注意事項，要求所屬人
員確實辦理。
ௐȈ˘୧ 經紀業所屬人員利用個人資料行銷
時，應明確告知當事人其所屬公司或商號名
稱；其屬加盟經營者，應告知加盟品牌名稱
及公司或商業登記之名稱。
經紀業首次利用個人資料行銷時，應提供當

不動產交易類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7 月 10 日 內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26651247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25 條；並自發布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4 年 11 月 1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09325 號令修正發布第 17 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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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免費表示拒絕接受行銷之方式。
經紀業利用個人資料進行行銷，當事人表示
拒絕接受行銷後，應立即停止利用其個人資料
繼續行銷。
前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行銷之情形，直營
店應通報總公司彙整後再周知所屬各部門；加
盟店應通告內部其他業務人員，其有上傳加盟
總部者，亦應併同告知加盟總部。
ௐȈ˟୧ 經紀業所蒐集之個人資料如需作特
定目的外利用，應檢視是否符合本法第二十
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得為利用之情形。
ௐȈˬ୧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對經紀業為限制國際傳輸個人資料之命
令或處分時，經紀業應通知所屬人員遵循辦
理。
ௐȈα୧ 經紀業於當事人行使本法第三條規
定之權利時，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提供聯絡窗口及聯絡方式。
二、確認是否為資料當事人之本人，或經其
委託。
三、如認有本法第十條但書各款、第十一條
第二項但書或第三項但書得拒絕當事人
行使權利之事由，應附理由通知當事人
。
四、告知是否酌收必要成本費用及其收費基
準，並遵守本法第十三條處理期限規定
。
ௐỊ̏୧ 經紀業與當事人簽訂之委託書，應
於委託期限屆滿時主動刪除或銷毀。但因執
行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不在
此限。
經紀業對當事人刪除或銷毀委託書之請求
，如認有執行業務所必須之情形，得不予刪除
或銷毀，並應將其理由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ௐȈ̱୧ 經紀業委託他人蒐集、處理或利用
個人資料之全部或一部時，應依本法施行細
則第八條規定為適當之監督。
經紀業為執行前項監督，應與受託者明確約
定相關監督事項及方式。
ௐȈ˛୧ 經紀業應訂定應變機制，在發生個
人資料被竊取、洩漏、竄改或其他侵害事故
時，迅速處理以保護當事人之權益。
前項應變機制，應包括下列事項：
一、採取適當之措施以控制事故對當事人造
成損害。
二、查明事故發生原因及損害狀況，並以適

當方式通知當事人事故事實、因應措施
及諮詢服務專線等。
三、研議改進措施，避免類似事故再度發生
。
四、發生重大個人資料事故者，應即以書面
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前項第四款所稱重大個人資料事故，指個人
資料被竊取、洩漏、竄改或其他侵害事故，致
危及大量當事人權益之情形。
ௐȈˣ୧ 經紀業對所蒐集保管之個人資料檔
案，應採取必要適當之安全設備或防護措施。
前項安全設備或防護措施應包含下列事項：
一、紙本資料檔案之安全保護設施。
二、電子資料檔案存放之電腦或自動化機器
相關設備，配置安全防護系統或加密機
制。
三、電腦、自動化機器或其他存放媒介物需
報廢汰換或轉作其他用途時，應採取適
當之銷毀或防範措施，避免洩漏個人資
料。
ௐȈ˝୧ 經紀業為確實保護個人資料之安全
，應對其所屬人員採取適度管理措施。
前項管理措施應包含下列事項：
一、依據業務需求適度設定所屬人員不同之
權限，以控管其接觸個人資料之情形。
二、檢視各類業務之性質，規範個人資料蒐
集、處理及利用流程。
三、要求所屬人員妥善保管個人資料之儲存
媒介物，並約定保管及保密義務。
四、所屬人員離職時，應將執行業務所持有
之個人資料辦理交接，不得在外繼續使
用，並應簽訂保密切結書。
ௐ˟Ȉ୧ 經紀業應訂定個人資料檔案安全維
護稽核機制，定期或不定期檢查計畫之執行
情形，檢查結果並應向負責人提出報告。
ௐ˟Ȉ˘୧ 經紀業應採行適當措施，留存個
人資料使用紀錄、自動化機器設備之軌跡資
料或其他相關之證據資料，以供必要時說明
其所定計畫之執行情況。
ௐ˟Ȉ˟୧ 經紀業對於個人資料蒐集、處理
及利用應符合本法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規定
，並定期或不定期對其所屬人員施以基礎認
知宣導或專業教育訓練，使其明瞭個人資料
保護相關法令規定、責任範圍及應遵守之相
關管理措施。
ௐ˟Ȉˬ୧ 經紀業應隨時參酌計畫執行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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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所定計畫是否合宜，必要時應予以修
正。
ௐ˟Ȉα୧ 經紀業業務終止後，其保有之個
人資料不得繼續使用，得依下列方式處理，
並留存相關紀錄：
一、銷毀：銷毀之方法、時間、地點及證明
銷毀之方式。
二、移轉：移轉之原因、對象、方法、時間
、地點及受移轉對象得保有該項個人資
料之合法依據。
三、其他刪除、停止處理或利用個人資料：
刪除、停止處理或利用之方法、時間或
地點。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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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動產經紀人證書費收費標準 I‐10‐1

不動產經紀人證書費收
費標準

ௐ˘୧ 本標準依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第三
十八條之一及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之。
ௐ˟୧ 申請核發或補（換）發不動產經紀人
證書者，應繳納證書費，每張新臺幣一千元
。
申請以於原證書加註延長有效期限方式換
發不動產經紀人證書者，應繳納加註費，每次
新臺幣五百元。
ௐˬ୧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不動產交易類

中 華 民 國 95 年 5 月 29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50724868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3 條；並自發布日
施行

I‐10‐2 不動產經紀人證書費收費標準

不動產交易類

不動產經紀營業員登錄及證明收費標準 I‐11‐1

不動產經紀營業員登錄
及證明收費標準

ௐ˘୧ 本標準依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第十
三條第四項及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之。
ௐ˟୧ 申請不動產經紀營業員登錄及證明者
，應繳納登錄及證明費，每張新臺幣三百元
；申請補發或換發不動產經紀營業員證明者
，應繳納證明費，每張新臺幣二百元。
ௐˬ୧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不動產交易類

中 華 民 國 96 年 7 月 5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60726772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3 條；並自發布日
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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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不動產資料庫電子資料流通作業要點 I‐12‐1

臺灣不動產資料庫電子
資料流通作業要點

一、為促進臺灣不動產資料庫（以下簡稱本資
料庫）之資料交流分享，達成資訊共享，
發揮不動產資料之整體效益與功能，並規
範本資料庫資料之供應、申請、使用、收
費及相關事項，爰訂定本要點。
二、本資料庫之電子資料供應、申請、使用、
收費，除依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行
政機關電子資料流通實施要點及相關法規
規定外，依本要點規定辦理。
三、本要點用辭說明如下：
（一）臺灣不動產資料庫：指內政部九十
二年度、九十三年度配合行政院推
動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辦理臺
灣不動產資料庫建置計畫之成果
及後續更新、維護資料，資料內容
包括政府機關既有資料及實地調
查資料等二大類。
（二）資料主管機關：指對電子資料負有
監督、管理、指導及核准對外提供
之機關。
（三）資料供應單位：指資料主管機關或
依其授權或委託負責對外供應電
子資料之機關（構）或團體。
（四）資料申請人：指對本資料庫之電子
資料有使用需求，申請資料者。
四、本資料庫供應內容包含政府機關既有資料
及臺灣不動產資料庫建置計畫實地調查資
料。
五、本資料庫資料應予流通。但基於資料安全
及保密需要，資料供應單位得視資料申請
人之申請目的限制資料提供範圍。
六、本資料庫資料可流通對象包括：
（一）各級政府機關及其因業務需要之人
員。
（二）全國各公私立大專校院及其從事不
動產相關研究需要之教師或研究
人員。
（三）合法立案之公私立研究機構及其從
事不動產相關研究或因其他研究

不動產交易類

中 華 民 國 93 年 12 月 30 日 內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30726609 號令訂定

需要之研究人員。
（四）其他經資料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人
民團體。
七、本資料庫資料之申請，應由資料申請人填
具申請表（如附表）
。但資料申請人為自然
人者應轉請所屬機關（構）或團體提出申
請。
八、資料供應單位對於資料之申請得為下列之
審查：
（一）資料申請人資格是否符合。
（二）資料使用目的是否為資料申請人之
業務所需。
（三）申請提供之範圍是否必需。
（四）申請使用資料之期間是否妥適。
（五）申請提供之方式是否恰當。
（六）其他特殊事項。
九、電子資料得以網路系統閱覽或以磁性媒體
方式提供。但以磁性媒體方式提供者，得
不提供建物外觀電子資料。
十、資料申請人應於資料供應單位審核通過二
週內繳交費用。
十一、申請網路系統閱覽者，於資料供應單位
審核通過後授予使用者帳號，該帳號有
效期限最長為二年，期滿如有需要者，
資料申請人應依第七點規定重新提出申
請。但資料申請人為政府機關者不在此
限。
資料申請人如因調、離職或異動應向資
料供應單位申請帳號註銷或異動。
十二、資料之供應除政府機關因辦理業務需要
得免收費用外，以使用者付費為原則；
收費標準另定之。其收費原則如下：
（一）申請以網路系統閱覽者，以使用月
數為計價單位，每月一期；申請以
磁性媒體提供者，以建物戶數為計
價單位，每戶計一筆，總筆數未達
一千筆者，以一千筆計。
（二）資料申請人於收到資料供應單位核
准之通知後，向資料供應單位付費
，並由資料供應單位掣給收據。
（三）資料提供之材料費得由資料供應單
位衡酌收費。
（四）資料供應單位可依資料申請對象之
業務特性，分級收費，或基於資料
共享及互惠原則，免費交換或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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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資料使用之相關安全及保密規定如下
：
（一）依本要點供應之電子資料不得移作
申請目的外之使用。
（二）本資料庫經核准提供後，以資料申
請人自行使用為限。資料申請人將
資料委託受任人處理時，應於資料
申請表中說明，受任人於受任事務
處理完竣，應將電子資料交還資料
申請人，受任人不得複製留底。
（三）資料申請人非經資料供應單位書面
同意，不得自行轉錄、轉售、贈與
或公開，亦不得以附加或改良資料
為由，自行轉錄、轉售、贈與或公
開；申請以網路系統閱覽者亦同。

臺灣不動產資料庫電子資料流通作業要點 I‐12‐3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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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編號:
(本欄由資料供應單位填寫)
2.申請類別：(1)□新申請(2)□變更(3)密碼遺失(4)□其他
3.是否已簽署資訊保密切結書。□是 □否(已簽署有案)
申請資料
名 稱 或 姓 名
資 料 或 帳 號
管
理
人
任 職 單 位
職
稱
E - M A I L
聯 絡 電 話
傳 真 電 話
使 用 帳 號
申請目的及用途
概述(不得少於
200 字)
□網路系統閱覽（使用期間：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使用媒體(□自備□向資料供應單位購買)
申請提供方式
媒體規格:□CDR 光碟片□DTA(DDS-4)相容匣式磁帶□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供資料範圍（申
□全部
請以網路系統閱 □
縣／市
□部分地區
覽者免填）
（請說明：
）
□地址□建物構造類別□經歷年數□用途類
□政府機關既有資料
別□公私有別
資
料
提
□地址□調查狀態□外觀照片□建物型態□
供
項
目
總樓層數□停車位形式□有無設置管理中心
（申請以網路系
或管理員□是否毗鄰建築空地或興建中房屋
□實地調查資料
統閱覽者免填）
□一樓為店面時，所面臨最大道路寬度□是否
為空屋□本門牌使用類別□是否作為不動產
相關行業使用
其
他
異
動
內
容
□公文回覆(新申請限以公文回覆)
回 覆 方 式
□以 e-mail 通知 □電話再確認
備

註

申 請 人 簽 章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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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資料
□同意
□不同意(原因:
)
□網路系統閱覽
使用期間：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核
定
提
網址:
供
方
式
□使用媒體(□自備□向資料供應單位購買)
媒體規格:□CDR 光碟片□DTA(DDS-4)相容匣式磁帶□其他 __________)
□免收費
□使用者帳號
期
計 費 情 形 □資訊使用費新臺幣
元
□媒體資料
筆
審 核 結 果

不動產交易類

□材料費新臺幣
審核單位簽章
備

元

承辦人

主管

註

注意事項：
1.使用者請切實遵守內政部「臺灣不動產資料庫電子資料流通作業要點」暨資訊保密切結書
相關規定。
2.申請以媒體方式提供資料者，應於核准後二週內繳交費用，並免填「使用帳號」欄位。
3.申請網路系統閱覽者，請自填 6 至 20 個字元之小寫英文字母、數字、以及 _ 符號，第一
個字元需為英文字母。密碼初設與帳號相同，請於收到核准通知後，立即上網更改密碼。
4.政府機關申請網路系統閱覽者最多得設定五組帳號，但應自行指定人員管理各組帳號；其
他申請人則以一組帳號為限。
5.為彰顯本資料庫之效益，資料申請人於公開引用本資料庫統計資訊時應敘明引用資料來源
，如有相關報告請致贈內政部、資料供應單位及其他相關單位。
臺灣不動產資料庫資訊保密切結書
具切結人自
年
月
日起，申請使用內政部「臺灣不動產資料庫」電子資料，願
遵守「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
、
「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理要點」及「行政院及所屬
各機關資訊安全管理規範」等相關法令，除相關統計資訊外，不得向任何人洩露本資料庫其他資
料或為其他私人或商業用途。即使中途因故調、離職或異動，亦不得向任何人洩露本案相關資料
，如有洩露、交付公示於他人者，願賠償內政部及資料供應單位因此所受民事之損失，及其他經
法院判決之刑事責任。
具切結人
名稱或姓名：

（簽章）

代表人: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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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壹、應記載事項
一、契約審閱期
本契約於中華民國＿年＿月＿日經買方
攜回審閱＿日（契約審閱期間至少五日）
買方簽章：
賣方簽章：
二、賣方對廣告之義務
賣方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本預售屋之
廣告宣傳品及其所記載之建材設備表、房
屋及停車位平面圖與位置示意圖，為契約
之一部分。
三、房地標示及停車位規格
（一）土地坐落：
__縣（市）__鄉（鎮、市、區）__
段__小段__地號等__筆土地，面積
共計__平方公尺（__坪）
，使用分區
為都市計畫內__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編定為__區__用地）。
（二）房屋坐落：
同前述基地內「__」編號第__棟第

不動產交易類

中華民國 90 年 9 月 3 日內政部台（90）內中地字
第 9083626 號公告（自公告 6 個月後生效）行政
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 80 次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8 月 10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725131 號公告修正第 2 點（中華民國 98 年
11 月 16 日生效）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 165
次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10 月 30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725788 號公告修正（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
日生效）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 169 次委員
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8 月 16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5157 號公告修正（中華民國 100 年 5 月 1
日生效）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 176 次委員
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年 3 月 24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00723995 號公告修正（中華民國 100 年 5 月 1
日生效）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 185 次委員
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年 4 月 28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6650687 號公告修正壹第 3 點、第 4 點、第 7
點（中華民國 104 年 1 月 1 日生效）行政院消費
者保護會第 23 次委員會議通過

__樓第__戶（共計__戶）
，為主管建
築機關核准__年__月__日第__號建
造執照（建造執照暨核准之該戶房
屋平面圖影本如附件）。
（三）停車位性質、位置、型式、編號、
規格：
1.買方購買之停車位屬□法定停車
位□自行增設停車空間□獎勵增
設停車空間為□地上□地面□地
下第__層□平面式□機械式□其
他__，依建造執照圖說編號第__
號之停車空間計__位，該停車位
□有□無獨立權狀，編號第__號
車位__個，其車位規格為長__公
尺，寬__公尺，高__公尺。另含
車道及其他必要空間，面積共計
__平方公尺（__坪）
，如停車空間
位於共有部分且無獨立權狀者，
其面積應按車位（格）數量、型
式種類、車位大小、位置、使用
性質或其他與停車空間有關之因
素，依第二目之比例計算之（計
算方式如附表所示）。（建造執照
核准之該層停車空間平面圖影本
如附件）。
2.前目停車空間如位於共有部分且
無獨立權狀者，應列明停車空間
面積占共有部分總面積之比例。
3.買方購買之停車位屬自行增設或
獎勵增設停車位者，雙方如有另
訂該種停車位買賣契約書，其有
關事宜悉依該契約約定為之。
四、房地出售面積及認定標準
（一）土地面積：
買方購買「＿」＿戶，其土地持分
面積＿平方公尺（＿坪）
，應有權利
範圍為＿，計算方式係以主建物面
積＿平方公尺（＿坪）占區分所有
全部主建物總面積＿平方公尺（＿
坪）比例計算（註：如有停車位應
敘明車位權利範圍或以其他明確計
算方式列明）
，如因土地分割、合併
或地籍圖重測，則依新地號、新面
積辦理所有權登記。
（二）房屋面積：
本房屋面積共計＿平方公尺（＿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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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過部分，買方只找補百分之二為限
1.專有部分，面積計＿平方公尺（
（至多找補不超過百分之二），且
＿坪）。
雙方同意面積誤差之找補，分別以
(1)主建物面積計__平方公尺（＿
土地、主建物、附屬建物、共有部
坪）。
分價款，除以各該面積所得之單價
(2)附屬建物面積，即陽臺__平方
（應扣除車位價款及面積），無息
公尺（__坪）
、雨遮__平方公尺
於交屋時結算。
（__坪）及屋簷__平方公尺（
（三）前款之土地面積、主建物或本房屋
__坪）
，合計__平方公尺（__坪
登記總面積如有誤差超過百分之
）。
三者，買方得解除契約。
2.共有部分，面積計＿平方公尺（ 七、契約總價
＿坪）。
本契約總價款合計新臺幣＿仟＿佰＿拾＿
3.主建物面積占本房屋得登記總面
萬＿仟元整。
積之比例＿％。
（一）土地價款：新臺幣＿仟＿佰＿拾＿
（三）前二款所列面積與地政機關登記面
萬＿仟元整。
積有誤差時，買賣雙方應依第六點
（二）房屋價款：新臺幣＿仟＿佰＿拾＿
規定互為找補。
萬＿仟元整。
五、共有部分項目、總面積及面積分配比例計
1.專有部分：新臺幣＿仟＿佰＿拾
算
＿萬＿仟元整。
（一）共有部分除法定停車位另計外，係
(1)主建物部分：新臺幣＿仟＿佰
指□門廳、□走道、□樓梯間、□
＿拾＿萬＿仟元整。
電梯間、□電梯機房、□電氣室、
(2)附屬建物陽臺部分：新臺幣＿
□機械室、□管理室、□受電室、
仟＿佰＿拾＿萬＿仟元整（除
□幫浦室、□配電室、□水箱、□
陽臺外，其餘項目不得計入買
蓄水池、□儲藏室、□防空避難室
賣價格）。
（未兼作停車使用）、□屋頂突出
2.共有部分：新臺幣＿仟＿佰＿拾
物、□健身房、□交誼室□管理維
＿萬＿仟元整。
護使用空間及其他依法令應列入
（三）車位價款：新臺幣＿佰＿拾＿萬＿
共有部分之項目（__）。本「__」
仟元整。
共有部分總面積計__平方公尺（__ 七之一、履約保證機制
本預售屋應辦理履約保證，履約保證依下
坪）。
列方式擇一處理：
（二）前款共有部分之權利範圍係依買受
□內政部同意之履約保證方式：不動產開
主建物面積與主建物總面積之比
發信託
例而為計算（註：或以其他明確之
由建商或起造人將建案土地及興建資金
計算方式列明）。本「__」主建物
信託予某金融機構或經政府許可之信託
總面積計__平方公尺（__坪）。
業者執行履約管理。興建資金應依工程
六、房地面積誤差及其價款找補
進度專款專用。又簽定預售屋買賣契約
（一）房屋面積以地政機關登記完竣之面
時，賣方應提供上開信託之證明文件或
積為準，部分原可依法登記之面積
影本予買方。
，倘因簽約後法令改變，致無法辦
□其他替代性履約保證方式。
理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其面
□價金返還之保證
積應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五十
本預售屋由__ （金融機構）負責承作價
六條第三項之規定計算。
金返還保證。
（二）依第四點計算之土地面積、主建物
價金返還之保證費用由賣方負擔。
或本房屋登記總面積如有誤差，其
賣方應提供第一項之保證契約影本予買
不足部分賣方均應全部找補；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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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或其他書面催繳，經送達七日內仍未繳者
□價金信託
，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理。但前
本預售屋將價金交付信託，由__（金融
項情形賣方同意緩期支付者，不在此限。
機構）負責承作，設立專款專用帳戶， 十、地下層、屋頂及法定空地之使用方式及權
並由受託機構於信託存續期間，按信託
屬
契約約定辦理工程款交付、繳納各項稅
（一）地下層停車位
費等資金控管事宜。
本契約地下層共__層，總面積__平
前項信託之受益人為賣方（即建方或合
方公尺（__坪），扣除第五點所列
建雙方）而非買方，受託人係受託為賣
地下層共有部分及依法令得為區
方而非爲買方管理信託財產，但賣方無
分所有之標的者外，其餘面積__平
法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者，受益權歸屬於
方公尺（__坪），由賣方依法令以
買方。
停車位應有部分（持分）設定專用
賣方應提供第一項之信託契約影本予買
使用權予本預售屋承購戶。
方。
（二）法定空地
□同業連帶擔保
本建物法定空地之所有權應登記
本預售屋已與○○公司（同業同級之公
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有，並為區
司，市占率由內政部另定之）等相互連
分所有權人共用。但部分區分所有
帶擔保，持本買賣契約可向上列公司請
權人不需使用該共有部分者，得予
求完成本建案後交屋。上列公司不得為
除外。
任何異議，亦不得要求任何費用或補償
（三）屋頂平臺及突出物
。
共有部分之屋頂突出物及屋頂避
賣方應提供連帶擔保之書面影本予買方
難平台，不得為約定專用部分，除
。
法令另有規定外，不得作為其他使
□公會連帶保證
用。
本預售屋已加入由全國或各縣市建築開
（四）法定空地、露臺、非屬避難之屋頂
發商同業公會辦理之連帶保證協定，持
平臺，如有約定專用部分，應於規
本買賣契約可向加入本協定之○○公司
約草約訂定之。
請求共同完成本建案後交屋。加入本協 十一、主要建材及其廠牌、規格
定之○○公司不得為任何異議，亦不得
（一）施工標準悉依核准之工程圖樣與說
要求任何費用或補償。
明書及本契約附件之建材設備表
賣方應提供加入前項同業聯合連帶保證
施工，除經買方同意，不得以同級
協定之書面影本予買方。
品之名義變更建材設備或以附件
八、付款條件
所列舉品牌以外之產品替代，但賣
付款，除簽約款及開工款外，應依已完成
方能證明有不可歸責於賣方之事
之工程進度所定付款明細表之規定於工程
由，致無法供應原建材設備，且所
完工後繳款，其每次付款間隔日數應在二
更換之建材設備之價值、效用及品
十日以上。
質不低於原約定之建材設備或補
如賣方未依工程進度定付款條件者，買方
償價金者，不在此限。
得於工程全部完工時一次支付之。
（二）賣方保證建造本預售屋不含有損建
九、逾期付款之處理方式
築結構安全或有害人體安全健康
買方如逾期達五日仍未繳清期款或已繳之
之輻射鋼筋、石棉、未經處理之海
票據無法兌現時，買方應加付按逾期期款
砂等材料或其他類似物。
（三）前款石棉之使用，不得違反主管機
部分每日萬分之二單利計算之遲延利息，
關所定之標準及許可之目的用途
於補繳期款時一併繳付賣方。
，但如有造成買方生命、身體及健
如逾期二個月或逾使用執照核發後一個月
康之損害者，仍應依法負責。
不繳期款或遲延利息，經賣方以存證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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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賣方如有違反前三款之情形，雙方
定辦理。
同意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理。
（二）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
十二、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
房屋所有權之移轉，應於使用執照
（一）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在民國__年
核發後四個月內備妥文件申辦有
__月__日之前開工，民國__年__月
關稅費及權利移轉登記。
__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
（三）賣方違反前二款之規定，致各項稅
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
費增加或罰鍰（滯納金）時，賣方
使用執照。但有下列情事之一者，
應全數負擔；如損及買方權益時，
得順延其期間：
賣方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1.因天災地變等不可抗力之事由，
（四）賣方應於買方履行下列義務時，辦
致賣方不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
理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
1.依契約約定之付款辦法，除約定
2.因政府法令變更或其他非可歸責
之交屋保留款外，應繳清房地移
於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
轉登記前應繳之款項及逾期加付
間。
之遲延利息。
（二）賣方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
2.提出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及貸款
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
有關文件，辦理各項貸款手續，
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利計算遲延
繳清各項稅費，預立各項取款或
利息予買方。若逾期三個月仍未開
委託撥付文件，並應開立受款人
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視同賣方違
為賣方及票面上註明禁止背書轉
約，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
讓，及記載擔保之債權金額及範
理。
圍之本票予賣方。
十三、驗收
3.本款第一目、第二目之費用如以
賣方依約完成本戶一切主建物、附屬建
票據支付，應在登記以前全部兌
物之設備及領得使用執照並接通自來水
現。
、電力、於有天然瓦斯地區，並應達成
（五）第一款、第二款之辦理事項，由賣
瓦斯配管之可接通狀態及完成契約、廣
方指定之地政士辦理之，倘為配合
告圖說所示之設施後，應通知買方進行
各項手續需要，需由買方加蓋印章
驗收手續。
，出具證件或繳納各項稅費時，買
雙方驗收時，賣方應提供驗收單，如發
方應於接獲賣方或承辦地政士通
現房屋有瑕疵，應載明於驗收單上，由
知日起七日內提供，如有逾期，每
賣方限期完成修繕；買方並有權於自備
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
款部分保留房地總價百分之五作為交屋
之二單利計算遲延利息予賣方，另
保留款，於完成修繕並經雙方複驗合格
如因買方之延誤或不協辦，致各項
後支付。
稅費增加或罰鍰（滯納金）時，買
第一項有關達成天然瓦斯配管之可接通
方應全數負擔；如損及賣方權益時
狀態之約定，如契約有約定，並於相關
，買方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銷售文件上特別標明不予配設者，不適 十五、通知交屋期限
用之。
（一）賣方應於領得使用執照六個月內，
十四、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期限
通知買方進行交屋。於交屋時雙方
（一）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應履行下列各目義務：
土地所有權之移轉，除另有約定，
1.賣方付清因延遲完工所應付之遲
依其約定者外，應於使用執照核發
延利息於買方。
後四個月內備妥文件申辦有關稅
2.賣方就契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
費及權利移轉登記。其土地增值稅
盡事宜，應於交屋前完成修繕。
之負擔方式，依有關稅費負擔之約
3.買方繳清所有之應付未付款（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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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屋保留款）及完成一切交屋手
或如有可歸責於買方之原因時自
續。
賣方通知交屋日起，除賣方能證明
4.賣方如未於領得使用執照六個月
可歸責於買方或不可抗力因素外
內通知買方進行交屋，每逾一日
，結構部分（如：樑柱、樓梯、擋
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
土牆、雜項工作．．．等）負責保
利計算遲延利息予買方。
固十五年，固定建材及設備部分（
（二）賣方應於買方辦妥交屋手續後，將
如：門窗、粉刷、地磚……等）負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狀、房屋保固服
責保固一年，賣方並應於交屋時出
務紀錄卡、使用維護手冊、規約草
具房屋保固服務紀錄卡予買方作
約、使用執照（若數戶同一張使用
為憑證。
執照，則日後移交管理委員會）或
（二）前款期限經過後，買方仍得依民法
使用執照影本及賣方代繳稅費之
及其他法律主張權利。
收據交付買方，並發給遷入證明書 十八、貸款約定
，俾憑換取鎖匙，本契約則無需返
（一）第七點契約總價內之部分價款新臺
還。
幣__元整，由買方與賣方洽定之金
（三）買方應於收到交屋通知日起__日內
融機構之貸款給付，由買賣雙方依
配合辦理交屋手續，賣方不負保管
約定辦妥一切貸款手續。惟買方可
責任。但可歸責於賣方時，不在此
得較低利率或有利於買方之貸款
限。
條件時，買方有權變更貸款之金融
（四）買方同意於通知之交屋日起三十日
機構，自行辦理貸款，除享有政府
後，不論已否遷入，即應負本戶水
所舉辦之優惠貸款利率外，買方應
電費、瓦斯基本費，另瓦斯裝錶費
於賣方通知辦理貸款日起二十日
用及保證金亦由買方負擔。
內辦妥對保手續，並由承貸金融機
十六、共有部分之點交
構同意將約定貸款金額撥付賣方。
（一）賣方應擔任本預售屋共有部分管理
（二）前款由賣方洽定辦理之貸款金額少
人，並於成立管理委員會或推選管
於預定貸款金額，其差額依下列各
理負責人後移交之。雙方同意自交
目處理：
屋日起，由買方按月繳付共有部分
1.不可歸責於雙方時之處理方式如
管理費。
下：
（二）賣方於完成管理委員會或推選管理
(1)差額在預定貸款金額百分之三
負責人後七日內，應會同管理委員
十以內者，賣方同意以原承諾
會或推選管理負責人現場針對水
貸款相同年限及條件由買方分
電、機械設施、消防設施及各類管
期清償。
線進行檢測，確認其功能正常無誤
(2)差額超過原預定貸款金額百分
後，將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與
之三十者，賣方同意依原承諾
其附屬設施設備；設施設備使用維
貸款之利率計算利息，縮短償
護手冊及廠商資料、使用執照謄本
還期限為__年（期間不得少於
、竣工圖說、水電、機械設施、消
七年）
，由買方按月分期攤還。
防及管線圖說等資料，移交之。上
(3)差額超過原預定貸款金額百分
開檢測責任由賣方負責，檢測方式
之三十者，買賣雙方得選擇前
，由賣方及管理委員會或管理負責
述方式辦理或解除契約。
人，雙方協議為之，賣方並通知政
2.可歸責於賣方時，差額部分，賣
府主管機關派員會同見證雙方已
方應依原承諾貸款相同年限及條
否移交。
件由買方分期清償。如賣方不能
十七、保固期限及範圍
補足不足額部分，買方有權解除
（一）本契約房屋自買方完成交屋日起，
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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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歸責於買方時，買方應於接獲
方負擔，但買方未依第十四點規
通知之日起__天（不得少於三十
定備妥申辦文件，其增加之增值
天）內一次給付其差額或經賣方
稅，由買方負擔。
同意分期給付其差額。
（二）所有權移轉登記規費、印花稅、
（三）有關金融機構核撥貸款後之利息，
契稅、代辦手續費、貸款保險費
由買方負擔。但於賣方通知之交屋
及各項附加稅捐由買方負擔。但
日前之利息應由賣方返還買方。
起造人為賣方時，建物所有權第
十九、貸款撥付
一次登記規費及代辦手續費由賣
買賣契約如訂有交屋保留款者，於產權
方負擔。
移轉登記完竣並由金融機構設定抵押權
（三）公證費由買賣雙方各負擔二分之
後，除有輻射鋼筋、未經處理之海砂或
一。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其他縱經修繕仍無法達到應有使用功能
（四）應由買方繳交之稅費，買方於辦
之重大瑕疵外，買方不得通知金融機構
理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應將此等
終止撥付前條貸款予賣方。
費用全額預繳，並於交屋時結清
二十、房地轉讓條件
，多退少補。
（一）買方繳清已屆滿之各期應繳款項者 二十三、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
，於本契約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完
（一）賣方保證產權清楚，絕無一物數
成前，如欲將本契約轉讓他人時，
賣、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承攬人
必須事先以書面徵求賣方同意，賣
依民法第五百十三條行使法定抵
方非有正當理由不得拒絕。
押權或設定他項權利等情事之一
（二）前款之轉讓，除配偶、直系血親間
；如有上述情形，賣方應於本預
之轉讓免手續費外，賣方得向買方
售屋交屋日或其他約定之期日＿
收取本契約房地總價款千分之___
前負責排除、塗銷之。但本契約
（最高以千分之一為限）之手續費
有利於買方者，從其約定。
。
（二）有關本契約標的物之瑕疵擔保責
二十一、地價稅、房屋稅之分擔比例
任，悉依民法及其他有關法令規
（一）地價稅以賣方通知書所載之交屋
定辦理。
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 二十四、違約之處罰
該日期後由買方負擔，其稅期已
（一）賣方違反「主要建材及其廠牌、
開始而尚未開徵者，則依前一年
規格」、「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
度地價稅單所載該宗基地課稅之
限」之規定者，買方得解除本契
基本稅額，按持分比例及年度日
約。
數比例分算賣方應負擔之稅額，
（二）賣方違反「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
由買方應給付賣方之買賣尾款中
」之規定者，即為賣方違約，買
扣除，俟地價稅開徵時由買方自
方得依法解除契約。
行繳納。
（三）買方依第一款或第二款解除契約
（二）房屋稅以賣方通知書所載之交屋
時，賣方除應將買方已繳之房地
日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
價款退還予買方，如有遲延利息
該日期後由買方負擔，並依法定
應一併退還，並應同時賠償房地
稅率及年度月份比例分算稅額。
總價款百分之__（不得低於百分
二十二、稅費負擔之約定
之十五）之違約金。但該賠償之
（一）土地增值稅應於使用執照核發後
金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
申報，並以使用執照核發日之當
價款為限。
年度公告現值計算增值稅，其逾
（四）買方違反有關「付款條件及方式
三十日申報者，以提出申報日當
」之規定者，賣方得沒收依房地
期之公告現值計算增值稅，由賣
總價款百分之__（最高不得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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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十五）計算之金額。但該
沒收之金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
以已繳價款為限，買賣雙方並得
解除本契約。
（五）買賣雙方當事人除依前二款之請
求外，不得另行請求其他損害賠
償。
二十五、當事人及其基本資料
本契約應記載當事人及其基本資料：
（一）買方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戶籍地址、通訊地址、連絡
電話。
（二）賣方之名稱、法定代理人、公司
（或商號）統一編號、公司（或
商號）地址、公司（或商號）電
話。
二十六、契約及其相關附件效力
本契約自簽約日起生效，賣方應將契
約正本交付予買方。
本契約之相關附件視為本契約之一部
分。
貳、預售屋買賣定型化契約不得記載事項
一、不得約定廣告僅供參考。
二、出售標的不得包括未經依法領有建造執
照之夾層設計或夾層空間面積。
三、不得使用未經明確定義之「使用面積」
、「受益面積」、「銷售面積」等名詞。
四、不得約定買方須繳回原買賣契約書。
五、不得約定請求超過民法第二百零五條所
訂百分之二十年利率之利息。
六、不得為其他違反法律強制或禁止規定之
約定。
七、附屬建物除陽臺外，其餘項目不得計入
買賣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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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 I‐14‐1

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中華民國 92 年 6 月 2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82743 號公告（自公告 6 個月後生效）
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 99 次委員會議通過

壹、應記載事項
一、契約審閱期間
本定型化契約及其附件之審閱期間__（不得少於三日）。
違反前項規定者，該條款不構成契約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契約內容。
二、委託銷售之標的
（一）土地標示（詳如登記簿謄本）：
所有 縣
權人 市

市區
段
鄉鎮

小
段

地
號

權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面積 有無設定他項
有無租賃或 利
（或非都市土地使 （平方 權利、權利種
占用之情形 範
類
公尺）
用地類別）
圍

（二）建築改良物標示（詳如登記簿謄本）：
有無租
權
有無設定他
面積
賃或占
建 利
項權利、權
（平方
用之情
號 範
利種類
公尺）
形
圍

市
所
建築物
有 縣 區 路
段 巷 弄 號 樓 完成日
權 市 鄉 街
期
鎮
人
民國
年
月
日

主建物
附屬建
物
共用部
分

（三）車位標示（詳如登記簿謄本）：
本停車位屬□法定停車位□自行增設停車位□獎勵增設停車位□其他 （車位情況
或無法得知者自行說明）為地上（面、下）第 層□平面式□機械式□坡道式□升
降式停車位，編號第 號車位。
□有編號登記。
□有土地及建築改良物所有權狀。
□有建築改良物所有權狀（土地持分合併於區分所有建物之土地面積內）。
□共用部分。
（如有停車位之所有權及使用權之約定文件，應檢附之。）
（四）□附隨買賣設備
□願意附贈買方現有設備項目，計有：
□燈飾□床組□梳妝台□窗廉□熱水器□冰箱□洗衣機□瓦斯爐□沙發 組
□冷氣 台□廚具 式□電話 線□其他。
前項（一）（二）（三）之標的未記載者，以地政機關所登載為準；（四）未記載者
，以不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契約簽定時之現況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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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託銷售價格
委託人願意出售之土地、建築改良物、
，總價格為新台幣
元整，車位價格為新台
幣
元整，合計新台幣
元整。
前項之金額未記載者，不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契約無效。
四、委託銷售期間
委託銷售期間自民國 年 月 日起至 年 月 日止。
未記載委託銷售期間者，委託人得隨時以書面終止。
五、服務報酬
買賣成交者，受託人得向委託人收取服務報酬，其數額為實際成交價之百分之 （最高不
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前項空白處未記載者，受託人不得向委託人收取服務報酬。
六、受託人之義務
（一）受託人受託處理仲介事務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為之。
（二）受託人於簽約前，應據實提供該公司（或商號）近三個月之成交行情，供委託人訂
定售價之參考；如有隱匿不實，應負賠償責任。
（三）受託人受託仲介銷售所做市場調查、廣告企劃、買賣交涉、諮商服務、差旅出勤等
活動與支出，除有委託人與受託人雙方同意終止及委託人終止契約外，均由受託人
負責，受託人不得以任何理由請求委託人補貼。
（四）受託人製作之不動產說明書，應指派不動產經紀人簽章，並經委託人簽認後，將副
本交委託人留存；經紀人員並負有誠實告知買方之義務，如有隱瞞不實，受託人與
其經紀人員應連帶負一切法律責任；其因而生損害於委託人者，受託人應負賠償責
任。
（五）如買方簽立「要約書」
（如附件）
，受託人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將該要約書轉交委託人
，不得隱瞞或扣留。但如因委託人之事由致無法送達者，不在此限。
（六）受託人應隨時依委託人之查詢，向委託人報告銷售狀況。
（七）契約成立後，除委託人同意授權受託人代為收受買方支付之定金外。否則視為不同
意授權。
（八）受託人應於收受定金後廿四小時內送交委託人。但如因委託人之事由致無法送達者
，不在此限。
（九）有前款但書情形者，受託人應於二日內寄出書面通知表明收受定金及無法送交之事
實通知委託人。
（十）受託人於仲介買賣成交時，為維護交易安全，得協助辦理有關過戶及貸款手續。
（十一）受託人應委託人之請求，有提供相關廣告文案資料予委託人參考之義務。
七、沒收定金之處理
買方支付定金後，如買方違約不買，致定金由委託人沒收者，委託人應支付該沒收定金之百
分之
（但不得逾約定定金百分之五十且不得逾約定之服務報酬）予受託人，以作為該次
委託銷售服務之支出費用，且不得再收取服務報酬。
前項沒收定金百分比未記載者，受託人不得向委託人請求服務報酬或費用。
八、買賣契約之簽訂及所有權移轉
買賣雙方價金與條件一致時，委託人應與受託人所仲介成交之買方另行簽訂「不動產買賣契
約書」，並約定由委託人及買方共同或協商指定地政士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及相關手續；如
未約明者，由委託人指定之。
貳、不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契約不得記載事項
一、不得約定「不動產委託銷售契約書範本」內容僅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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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不得使用未經明確定義之「使用面積」、
「受益面積」、
「銷售面積」等名詞。
三、不得約定繳回委託銷售契約。
四、不得約定服務報酬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五、不得為其他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之約定。
附件 要約書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
壹、應記載事項
一、契約審閱期間
本定型化契約及其附件之審閱期間
（不得少於三日）
。
違反前項規定者，該條款不構成契約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契約內容。
二、不動產買賣標的
本要約書有關不動產買賣標的之土地標示、建築改良物標示、車位標示，均詳如不動產說明
書。
不動產說明書之內容不得低於內政部公告之不動產說明書應記載事項。
三、承購總價款、付款條件及其他要約條件
（一）承購總價款及應同時履行條件
項
目
金
承購總價款
第一期
（頭期款
【含定金】）
第二期
（備證款）
第三期
（完稅款）
第四期
（交屋款）
貸款

額（新台幣：元）應 同 時 履 行 條 件
元整
於簽訂□成屋□土地買賣契約同時，應攜帶
元整 國民身分證以供核對，並交付土地或建築改
良物所有權狀正本予：□地政士□___。
賣方應備齊權狀正本，攜帶印鑑章並交付印
元整
鑑證明、身分證明文件及稅單。
於土地增值稅、契稅單核下後，經□地政士
□__通知日起__日內，於委託人收款同時由
元整
委託人與買方依約繳清土地增值稅、契稅及
其他欠稅。
房屋鎖匙及水電、瓦斯、管理費收據等。
元整
元整

（二）其他要約條件____________。
四、要約之拘束
（一）本要約書須經賣方親自記明承諾時間及簽章並送達買方時，雙方即應負洽商簽立本
約之一切義務。但賣方將要約擴張、限制或變更而為承諾時，視為拒絕原要約而為
新要約，須再經買方承諾並送達賣方。本要約書須併同其附件送達之。
（二）賣方或其受託人（仲介公司或商號）所提供之不動產說明書，經買方簽章同意者，
為本要約書之一部分，但本要約書應優先適用。
五、要約撤回權
（一）買方於要約期限內有撤回權。但賣方已承諾買方之要約條件，並經受託人（仲介公
司或商號）送達買方者，不在此限。
（二）買方於行使撤回權時應以郵局存證信函送達，或以書面親自送達賣方，或送達至賣
方所授權本要約書末頁所載
公司（或商號）地址，即生撤回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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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簽訂不動產買賣契約書之期間
本要約書依第四點承諾送達他方之日起
日內，買賣雙方應於共同指定之處所，就有關
稅費及其他費用之負擔、委託人及買方共同申請辦理或協商指定地政士、付款條件、貸款問
題、交屋約定及其他相關事項進行協商後，簽訂不動產買賣契約書。
七、要約之生效
本要約書及其附件壹式肆份，由買賣雙方及
公司（或商號）各執乙份為憑，另一份係
為買賣雙方要約及承諾時之憑據，並自簽認日起即生要約之效力。
貳、不得記載事項
不得約定在契約成立前，受託人得向消費者收取斡旋金、訂金或其他任何名目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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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售停車位買賣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
中 華 民 國 95 年 1 月 23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50724727 號公告（自公告 6 個月後生效）行政
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 129 次委員會議通過
中 華 民 國 101 年 1 月 3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00726257 號公告修正（中華民國 101 年 7 月 1
日生效）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 192 次委員
會議通過

分攤之基地持分比例（註：或以
其他明確計算方式列明）。
（四）停車位性質、位置、型式、規格
、編號買方購買之停車位屬□停
車塔□自行增設停車空間□獎勵
增設停車空間為□地上□地面□
地下第__層□平面式□機械式□
其他__，依建造執照圖說編號第
__號之停車空間計__位。其規格
為長__公尺，寬__公尺，高__公
尺。
（五）停車位平面圖及建造執照
本停車位以主管建築機關核准之
停車空間平面圖為準（影本如附
件一）
，建造執照為主管建築機關
__年__月__日__字第__號。
四、停車位數量及價款
本契約總價款合計新臺幣__千__百__十__
萬元整。
本契約停車位數量__位，個別價款如下：

壹、應記載事項
一、契約審閱期
本契約於中華民國__年__月__日經買
方攜回審閱__日（契約審閱期間至少五
日）
買方簽章：
賣方簽章：
土地價款
建物價款
合計價款
二、賣方對於廣告之義務
編號
（新臺幣/元）
（新臺幣/元）
（新臺幣/元）
賣方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本預售停
第 號
百 十 萬元整
百 十 萬元整
百 十 萬元整
車位之廣告宣傳品及其所記載之建材
百 十 萬元整
百 十 萬元整
百 十 萬元整
第 號
設備表、停車位平面圖與位置示意圖，
百 十 萬元整
百 十 萬元整
百 十 萬元整
第 號
為契約之一部分。
百 十 萬元整
百 十 萬元整
百 十 萬元整
第 號
三、買賣標示及停車位規格
（一）停車位基地座落
五、付款條件
__縣（市）__鄉（鎮、市、區）
付款，除簽約款及開工款外，應依已完成
__段__小段__地號等__筆土地，
之工程進度所定付款明細表之規定於工程
使用分區為都市計畫內__區（或
完工後繳款，其每次付款間隔日數應在二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為__區__用
十日以上。
地）。
如賣方未依工程進度定付款條件者，買方
（二）停車位面積之權利範圍
得於工程全部完工時一次支付之。
停車位面積__平方公尺、買賣權 六、逾期付款之處理方式
利範圍__。
（全部車位加總之面積
買方如逾期達五日仍未繳清期款或已繳之
，應等於全部停車場部分主建物
票據無法兌現時，買方應加付按逾期期款
面積。）
部分每日萬分之二單利計算之遲延利息，
（三）基地持分
於補繳期款時一併繳付賣方。
土地面積__平方公尺（__坪）
，應
如逾期二個月或逾使用執照核發後一個月
有權利範圍為__，持分計算方式
不繳期款或遲延利息，經賣方以存證信函
係以非停車位之專有部分面積__
或其他書面催繳，經送達七日內仍未繳者
平方公尺（__坪）及停車位（格
，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理。但前
）面積（機械車位則以其垂直投
項情形賣方同意緩期支付者，不在此限。
影面積為準）之總和為分母，個 七、主要建材及其廠牌、規格
別車位（格）面積為分子計算應
（一）施工標準悉依核准之工程圖樣與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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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及本契約附件之建材設備表
使用執照後，應通知買方進行驗收手續。
施工，除經買方同意、不得以同級
雙方驗收時，賣方應提供驗收單，如發現
品之名義變更建材設備或以附件
停車位有瑕疵，應載明於驗收單上，由賣
所列舉品牌以外之產品替代。但賣
方限期完成修繕；買方並有權於自備款部
方能證明有不可歸責於賣方之事
分保留停車位總價百分之五作為點交保留
由，致無法供應原建材設備，且所
款，於完成修繕並經雙方複驗合格後支付
更換之建材設備之價值、效用及品
。
質不低於原約定之建材設備或補 十、停車位所有權移轉登記期限
償價金者，不在此限。
（一）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二）賣方保證建造本預售停車位不含有
土地所有權之移轉，除另有約定，
損建築結構安全或有害人體安全
依其約定者外，應於使用執照核發
健康之輻射鋼筋、石綿、未經處理
後四個月內備妥文件申辦有關稅
之海砂等材料或其他類似物。
費及所有權移轉登記。其土地增值
（三）前款建築材料或其他類似物之使用
稅之負擔方式，依有關稅費負擔之
，如有造成買方生命、身體及健康
約定辦理。
之損害者，買方除依第二十點解除
（二）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
契約外，並得請求賠償，不受第二
建物所有權之移轉，應於使用執照
十點第五款限制。
核發後四個月內備妥文件申辦有
（四）賣方如有違反前三款之情形，雙方
關稅費及所有權移轉登記。
同意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理。
（三）賣方違反前二款之規定，致各項稅
八、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
費增加或罰鍰（滯納金）時，賣方
（一）賣方應提供預售停車位種類及所有
應全數負擔；如損及買方權益時，
權登記說明書（如附件）予買方，
賣方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並就說明書內各項詳實填註，如有
（四）賣方應於買方履行下列義務時，辦
虛偽不實，由賣方負法律責任。
理停車位所有權移轉登記：
（二）本預售停車位之建築工程應在民國
1.依契約約定之付款辦法，除約定
__年__月__日之前開工，民國__
之點交保留款外，應繳清停車位
年__月__日之前完成使用執照所
移 轉登 記前應 繳之 款項及 逾期
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
加付之遲延利息。
但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得順延其期
2.提出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及貸款
間：
有關文件，辦理各項貸款手續，
1.因天災地變等不可抗力之事由，
繳清各項稅費，預立各項取款或
致賣方不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
委託撥付文件，並應開立受款人
。
為 賣方 及票面 上註 明禁止 背書
2.因政府法令變更或其他非可歸責
轉讓，及記載擔保之債權金額及
於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
範圍之本票予賣方。
間。
3.本款第一目、第二目之費用如以
（三）賣方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
票據支付，應在登記以前全部兌
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停
現。
車位價款依萬分之五單利計算遲
（五）第一款、第二款之辦理事項，由賣
延利息予買方。若逾期三個月仍未
方指定之地政士辦理之，倘為配合
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視同賣方
各項手續需要，需由買方加蓋印章
違約，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規定
，出具證件或繳納各項稅費時，買
處理。
方應於接獲賣方或承辦地政士通
九、驗收
知日起七日內提供，如有逾期，每
賣方依約完成預售停車位必要設施及領得
逾一日應按已繳停車位價款依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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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二單利計算遲延利息予賣方
服務紀錄卡予買方作為憑證。
，另如因買方之延誤或不協辦，致
（二）前款期限經過後，買方仍得依民法
各項稅費增加或罰鍰（滯納金）時
及其他法律主張權利。
，買方應全數負擔；如損及賣方權 十三、貸款約定
益時，買方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一）停車位總價內之部分價款新臺幣__
十一、通知點交期限
元整，由買方與賣方洽定之金融機
（一）賣方應於領得使用執照六個月內，
構之貸款給付，由買賣雙方依約定
通知買方進行點交。於點交時雙方
辦妥一切貸款手續。惟買方可得較
應履行下列各目義務：
低利率或有利於買方之貸款條件
1.賣方付清因延遲完工所應付之遲
時，買方有權變更貸款之金融機構
延利息於買方。
，自行辦理貸款，除享有政府所舉
2.賣方就契約約定之停車位瑕疵或
辦之優惠貸款利率外，買方應於賣
未盡事宜，應於點交前完成修繕
方通知辦理貸款日起二十日內辦
。
妥對保手續，並由承貸金融機構同
3.買方繳清所有之應付未付款（含
意將約定貸款金額撥付賣方。
點交保留款）及完成一切點交手
（二）前款由賣方洽定辦理之貸款金額少
續。
於預定貸款金額，其差額依下列各
4.賣方如未於領得使用執照六個月
目處理：
內通知買方進行點交，每逾一日
1.不可歸責於雙方時之處理方式如
應按已繳停車位價款依萬分之五
下：
單利計算遲延利息予買方。
(1)差額在預定貸款金額百分之三
（二）賣方應於買方辦妥點交停車位手續
十以內部分，賣方同意以原承
後，將土地及建物所有權狀、保固
諾貸款相同年限及條件由買方
服務紀錄卡、規約草約、停車場管
分期清償。
理規章、使用執照（若數戶同一張
(2)差額超過原預定貸款金額百分
使用執照，則日後移交管理委員會
之三十部分，賣方同意依原承
）或使用執照影本及賣方代繳稅費
諾貸款之利率，計算利息，縮
之收據交付買方，本契約則無需返
短償還期限為__年（期間不得
還。
少於七年）由買方按月分期攤
（三）買方應於收到點交通知日起__日內
還。
配合辦理點交停車位手續，賣方不
(3)差額超過原預定貸款金額百分
負保管責任。但可歸責於賣方時，
之三十者，買賣雙方得選擇前
不在此限。
述方式辦理或解除契約。
（四）買方同意於通知之點交日起三十日
2.可歸責於賣方時，差額部分，賣
後，不論已否使用，即應負本停車
方應依原承諾貸款相同年限及條
位水電及管理費等。
件由買方分期清償。如賣方不能
十二、保固期限及範圍
補足不足額部分，買方有權解除
（一）本契約停車位自買方完成點交停車
契約。
位日起，或如有可歸責於買方之原
3.可歸責於買方時，買方應於接獲
因時自賣方通知點交日起，除賣方
通知之日起__天（不得少於三十
能證明可歸責於買方或不可抗力
天）內一次給付其差額或經賣方
因素外，結構部分（如：樑柱、樓
同意分期給付其差額。
梯、擋土牆、雜項工作．．．等）
（三）有關金融機構核撥貸款後之利息，
負責保固十五年，機械設備及固定
由買方負擔。但於賣方通知之點交
建材部分負責保固三年，賣方並應
停車位日前之利息應由賣方返還
於點交停車位時出具停車位保固
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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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貸款撥付
（三）公證費由買賣雙方各負擔二分之一
買賣契約如訂有點交停車位保留款者，
。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於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竣並由金融機構設
（四）應由買方繳交之稅費，買方應於辦
定抵押權後，除有輻射鋼筋、未經處理
理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應將此等費
之海砂或其他縱經修繕仍無法達到應有
用全額預繳，並於點交時結清，多
使用功能之重大瑕疵外，買方不得通知
退少補。
金融機構終止撥付前條貸款予賣方。
十八、規格誤差之處理
十五、停車位轉讓條件
停車位竣工規格之尺寸產生誤差，買方
（一）買方繳清已屆滿之各期應繳款項者
得就減少部分請求減少價金。
，於本契約停車位所有權移轉登記
雙方未達成前項協議者，買方得主張解
完成前，如欲將本契約轉讓他人時
除契約，但依情形，解除契約顯失公平
，必須事先以書面徵求賣方同意，
者，買方僅得請求減少價金。
賣方非有正當理由不得拒絕。
十九、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
（二）前款之轉讓，除配偶、直系血親間
（一）賣方保證產權清楚，絕無一物數賣
之轉讓免手續費外，賣方得向買方
、無權占有他人土地、承攬人依民
收取本契約停車位總價款千分之
法第五百十三條行使法定抵押權
___（最高以千分之一為限）之手
或設定他項權利等情事之一；如有
續費。
上述情形，賣方應於本停車位點交
十六、地價稅、房屋稅之分擔比例
日或其他約定之期日__前負責排
（一）地價稅以賣方通知書所載之點交日
除、塗銷之。但本契約有利於買方
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該日
者，從其約定。
期後由買方負擔，其稅期已開始而
（二）有關本契約標的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尚未開徵者，則依前一年度地價稅
，悉依民法及其他有關法令規定辦
單所載該宗基地課稅之基本稅額
理。
，按持分比例及年度日數比例分算 二十、違約之處罰
賣方應負擔之稅額，由買方應給付
（一）賣方違反「主要建材及其廠牌、規
賣方之買賣尾款中扣除，俟地價稅
格」、「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
開徵時由買方自行繳納。
之規定者，買方得解除本契約。
（二）房屋稅以賣方通知書所載之點交日
（二）賣方違反「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
為準，該日期前由賣方負擔，該日
之規定者，即為賣方違約，買方得
期後由買方負擔，並依法定稅率及
依法解除契約。
年度月份比例分算稅額。
（三）買方依第一款或第二款解除契約時
十七、稅費負擔之約定
，賣方除應將買方已繳之停車位價
（一）土地增值稅應於使用執照核發後申
款退還予買方，如有遲延利息應一
報，並以使用執照核發日之當年度
併退還，並應同時賠償停車位總價
公告現值計算增值稅，其逾三十日
款百分之__（ 不得低於百分之十五
申報者，以提出申報日當期之公告
）之違約金。但該賠償之金額超過
現值計算增值稅，由賣方負擔，但
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
買方未依第九條規定備妥申辦文
（四）買方違反有關「付款條件」之規定
件，其增加之增值稅，由買方負擔
者，賣方得沒收依停車位總價款百
。
分之__（ 最高不得超過百分之十五
（二）所有權移轉登記規費、印花稅、契
）計算之金額。但該沒收之金額超
稅、代辦手續費、貸款保險費及各
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
項附加稅捐由買方負擔。但起造人
，買賣雙方並得解除本契約。
（五）買賣雙方當事人除依前二款之請求
為賣方時，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外，不得另行請求其他損害賠償。
規費及代辦手續費由賣方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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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當事人及其基本資料
本契約應記載當事人及其基本資料：
（一）買方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戶籍地址、通訊地址、
連絡電話。
（二）賣方之名稱、法定代理人、公
司（或商號）統一編號、公司
（或商號）地址、公司（或商
號）電話。
二十二、契約及其相關附件效力
本契約自簽約日起生效，賣方應將契
約正本交付予買方。
本契約之相關附件視為本契約之一部
分。
貳、不得記載事項
一、不得約定廣告僅供參考。
二、不得使用未經明確定義之「使用面積」、「
受益面積」、「銷售面積」名詞，如有使用
「使用面積」、「受益面積」、「銷售面積」
名詞，須以不小於表示面積之字體註明其
意義。
三、不得約定繳回預售停車位買賣契約書。
四、不得約定請求超過民法第二百零五條所訂
百分之二十年利率之利息。
五、不得為其他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之約定。
六、不得約定拋棄審閱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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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停車位種類及所有權登記說明書
項次

內容

選

項

1

種類

□停車塔___________位
□自行增設停車空間_________位
□獎勵增設停車空間_________位

2

位置

□室內：□地上__層□地面□地下__層
□室外：□地上□地面
□平面式
□立體式
□機械式：□垂直循環式□平面往復式□升降機式
□水平循環式□多層循環式□方向轉換裝置
□汽車用升降機□簡易升降式□多段式□升降滑動式
□塔臺式
長：□5.5 公尺□5.75 公尺□6.0 公尺□12.15 公尺□12.4 公尺
□其他__公尺
寬：□2.2 公尺□2.25 公尺□2.5 公尺□3.75 公尺□4.0 公尺
□其他__公尺
淨高：□1.6 公尺□1.8 公尺□2.1 公尺□其他__公尺

3

型式

4

規格

5

登記
方式

□以主建物持分編號登記
□以主建物持分登記
其他____________

6

使用
性質

□標準型車停車位□小型車停車位□機械設備停車位□大型
客車停車位□小貨車裝卸位□大貨車裝卸位□機車停車位
□其他____

7

使用
方式

□須供公眾使用
須簽立分管協議書□租用□其他_____
□所有權人自用（約定專用）

8

車道
寬度

9

□3.5 公尺□5.5 公尺□10.0 公尺□其他__公尺

出入口 □1.6 公尺□1.8 公尺□2.0 公尺□2.2 公尺□其他__公尺
高度

賣方保證以上記載屬實，如有虛偽不實，願負一切法律責任。
賣方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備
編號第
編號第
編號第

註
號
號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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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中華民國 101 年 10 月 29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1846 號公告（中華民國 102 年 5 月 1 日生
效）行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第 7 次會議通過

壹、應記載事項
一、契約審閱期
本契約於中華民國__年__月__日經買方攜
回審閱__日（契約審閱期間至少五日）。
買方簽章：
賣方簽章：
二、買賣標的
成屋標示及權利範圍：已登記者應以登記
簿登載之面積為準。
（一）土地標示：
土地坐落__縣（市）__鄉（鎮、市
、區）__段__小段__地號等__筆土
地，面積__平方公尺（__坪），權
利範圍__，使用分區為都市計畫內
__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為__
區__用地）。
（二）建物標示：
1.建號__。
2.門牌__鄉（鎮、市、區）__街（路
）__段__巷__弄__號__樓。
3.建物坐落__段__小段__地號，面積
__層__平方公尺__層__平方公尺
__層__平方公尺其他__平方公尺
共計__平方公尺，權利範圍__，
用途__。
4.附屬建物用途__面積__平方公尺。
5.共有部分建號__，共有持分面積__
平方公尺，權利範圍__。
（三）本買賣停車位（如無則免填）為：
1.□法定停車位□自行增設停車位
□獎勵增設停車位□其他______
。
2.地上（下）第__層□平面式停車
位□機械式停車位，總停車位__
個。
3.□有獨立權狀面積__平方公尺（__
坪）□無獨立權狀，編號第__號
車位__個。
（如附圖所示或登記簿

記載）
本買賣範圍包括共有部分之持分面積在內
，房屋現況除水電、門窗等固定設備外，
買賣雙方應於建物現況確認書互為確認（
附件一），賣方於交屋時應維持原狀點交，
但點交時另有協議者，從其協議。
三、買賣價款
本買賣總價款為新臺幣__元整。
（一）土地價款：新臺幣__元整
（二）建物價款：新臺幣__元整
（三）車位總價款：新臺幣__元整
四、付款約定
買方應支付之各期價款，雙方同意依下列
約定，於___（地址：___），交付賣方。
（一）簽約款，新臺幣__元，於簽訂本契
約同時支付（本款項包括已收定金
__元）。
（二）備證款，新臺幣__元，於__年__月
__日，賣方備齊所有權移轉登記應
備文件同時支付。
（三）完稅款，新臺幣__元，於土地增值
稅、契稅稅單核下後，經__通知日
起__日內支付；同時雙方應依約繳
清稅款。
（四）交屋款，新臺幣__元
□無貸款者，於辦妥所有權移轉登
記後，經__通知日起__日內支付
；同時點交本買賣標的。
□有貸款者，依第六點及第七點約
定。
賣方收取前項價款時，應開立收訖
價款之證明交買方收執。
五、原設定抵押權之處理
本買賣標的物原有抵押權設定者，其所擔
保之未償債務（包括本金、利息、遲延利
息及違約金）依下列約定方式之一處理：
□買方貸款時：
□買方承受者，雙方應以書面另為協議確
認（附件二承受原貸款確認書）
。
□買方依第六點第一款約定授權貸款銀行
代為清償並塗銷抵押權。
□買方不貸款，賣方應於完稅款或申請所
有權移轉登記前清償並塗銷抵押權。如
未依上述期限清償者，買方有權自價金
中扣除未償債務金額並於交屋款交付前
代為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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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_________。
款項悉數撥（匯）入__銀行__分
六、貸款處理之一
行第__號，賣方所開立或指定之
買方預定貸款新臺幣__元抵付部分買賣價
專戶。
款，並依下列約定辦理貸款、付款事宜：
□其他撥付方式：____。
（一）買方應於交付備證款同時提供辦理
（二）由__通知雙方會同領款交付。但買
貸款必備之授權代償等文件及指
方應於交付備證款同時開立與完
定融資貸款之金融機構；未指定者
稅款及交屋款同額且註明以賣方
，得由賣方指定之。
為受款人及「禁止背書轉讓」之本
（二）貸款金額少於預定貸款金額，應依
票（號碼：__）或提供相當之擔保
下列方式擇一處理：
予賣方；賣方收受該價款時應將本
1.不可歸責於雙方時：
票返還買方或解除擔保。買方未依
□買方應於貸款核撥同時以現金
約交付未付價款，經催告仍拒絕履
一次補足。
行者，賣方得行使本票或擔保權利
□買賣雙方得解除契約。
。
□其他___________。
（三）第一款撥款委託書所載金額不足支
2.可歸責於賣方時：
付交屋款者，其差額部分準用前款
□買方得解除契約，其已付價款
規定。
於解除契約__日內，賣方應連
買方簽訂撥款委託書交付貸款之
同遲延利息一併返還買方。
金融機構後，除房屋有附件一第五
□賣方同意以原承諾貸款相同年
項至第七項所確認事項內容不實
限及條件由買方分期清償。
之重大瑕疵者外，買方不得撤銷、
□賣方同意依原承諾貸款之利率
解除或變更前開貸款案之授信契
計算利息，縮短償還期限為__
約及撥款委託，或請求貸款之金融
年（期間不得少於七年）由買
機構暫緩或停止撥付貸款。
方按月分期攤還。
八、所有權移轉
□其他_______。
雙方應於備證款付款同時將所有權移轉登
3.可歸責於買方時：
記所須檢附之文件書類備齊，並加蓋專用
除經賣方同意分期給付其差額外
印章交予□受託地政士□受託律師□買方
，買方應於接獲通知之日起__日
□賣方□其他__負責辦理。
（不得少於十個金融機構營業日
本件所有權移轉登記及相關手續，倘須任
）給付其差額，逾期未給付賣方
何一方補繳證件、用印或為其他必要之行
得解除契約。
為者，應無條件於__通知之期日內配合照辦
七、貸款處理之二
，不得刁難、推諉或藉故要求任何補貼。
買方應於交付完稅款前，依__通知之日期親
買方於簽約時如指定第三人為登記名義人
自完成辦理貸款所需之開戶、對保及用印
，應於交付必備文件前確認登記名義人，
等，並依下列方式擇一處理：
並提出以第三人為登記名義人聲明書（附
（一）簽訂撥款委託書，授權金融機構依
件三），該第三人應在該聲明書上聲明是否
下列方式擇一辦理撥付。
同意與本契約買方所未履行之債務負連帶
□將實際核准之貸款金額悉數撥（
給付責任並簽章。
匯）入賣方於__銀行__分行存款
辦理所有權移轉時，除本契約另有約定外
第__號帳戶。
，依下列方式辦理：
□於實際核准貸款金額範圍內，撥
（一）申報移轉現值：
（匯）入__銀行__分行第__號帳
□以本契約第三點之土地及建物
戶（還款專戶）
，以清償原設定抵
價款申報。
押權所擔保之貸款，俟該抵押權
□以__年度公告土地現值及建物
塗銷後，由受託金融機構將剩餘
評定現值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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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賣方若主張按自用住宅用地優惠稅
代辦費新臺幣__元
率課徵土地增值稅時，應於契約書
□由買方負擔。
內（附件四：按優惠稅率申請核課
□由賣方負擔。
土地增值稅確認書）另行確認後，
□由雙方當事人平均負擔。
據以辦理之。
□其他___。
九、稅費負擔之約定
4.公證費用
本買賣標的物應繳納之稅費負擔約定如下
□由買方負擔。
：
□由賣方負擔。
（一）地價稅、房屋稅、水電費、瓦斯費
□其他__。
、管理費、公共基金等稅捐或費用
5.抵押權設定登記或抵押權內容變
，在土地、建物交屋日前由賣方負
更登記代辦費新臺幣__元
責繳納，交屋日後由買方繳納；前
□由買方負擔。
開稅費以交屋日為準，按當年度日
□由賣方負擔。
數比例負擔之。
□其他__。
（二）辦理所有權移轉、抵押權設定登記
6.塗銷原抵押權之代辦費新臺幣__
時應納之稅費負擔：
元，由賣方負擔。
1.所有權買賣移轉
（四）如有其他未約定之稅捐、費用應依
(1)買方負擔：
有關法令或習慣辦理。但交屋日逾
印花稅、契稅、登記規費及火
第十點所載交屋日者，因逾期所產
災或其他保險費等。
生之費用，由可歸責之一方負擔。
(2)賣方負擔：
前項應由賣方負擔之稅費，買方得予代為
土地增值稅由賣方負擔。但有
繳納並自未付之價款中憑單抵扣。
延遲申報而可歸責於買方之事 十、交屋
由，其因而增加之土地增值稅
本買賣標的物，應於□尾款交付日□貸款
部分由買方負擔。
撥付日□__年__月__日由賣方於現場交付
(3)其他：
買方或登記名義人，賣方應於約定交屋日
簽約前如有已公告徵收工程受
前搬遷完畢。交屋時，如有未搬離之物件
益費應由賣方負責繳納。其有
，視同廢棄物處理，清理費用由賣方負擔
未到期之工程受益費
。
□由買方繳納者，買方應出具
因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未依前項所定日
續繳承諾書。
期交付標的物者，買方得請求賣方自應交
□由賣方繳清。
付日起至依約交付日止，每日按已支付全
2.抵押權設定登記
部價款萬分之二單利計算之金額，賠償買
抵押權設定登記規費由買方負擔
方因此所受之損害。
。
本買賣標的物倘有使用執照（正本或或影
（三）辦理本買賣有關之手續費用：
本）、使用現況之分管協議、規約、大樓管
1.簽約費
理辦法、停車位使用辦法、使用維護手冊
□由買賣雙方各負擔新臺幣__元
等文件，賣方除應於訂約時將其情形告知
，並於簽約時付清。
買方外，並應於本買賣標的物交屋時一併
□其他___。
交付予買方或其登記名義人，買方或其登
2.所有權移轉代辦費新臺幣__元
記名義人應繼受其有關之權利義務。
□由買方負擔。
賣方應於交屋前將原設籍於本買賣標的之
□由賣方負擔。
戶籍、公司登記、營利事業登記、營業情
□由雙方當事人平均負擔。
形等全部遷離。倘未如期遷離致買方受有
□其他___。
損害者，賣方負損害賠償責任。
3.如辦理公證者，加收辦理公證之 十一、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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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擔保本買賣標的物權利清楚，並無
一物數賣、被他人占用或占用他人土地
等情事，如有出租或出借、設定他項權
利或債務糾紛等情事，賣方應予告知，
並於完稅款交付日前負責理清。有關本
標的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悉依民法及其
他有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二、違約之處罰
賣方違反第八點（所有權移轉）第一項
或第二項、第十點（交屋）第一項前段
約定時，買方得定相當期限催告賣方解
決，逾期仍未解決者，買方得解除本契
約。解約時賣方除應將買方已支付之房
地價款並附加每日按萬分之二單利計算
之金額，全部退還買方外，並應支付與
已付房地價款同額之違約金；惟該違約
金以不超過房地總價款百分之十五為限
。買方不得另行請求損害賠償。
買方因賣方違反第十點（交屋）第一項
前段約定而依本條前項約定解除契約者
，除依前項約定請求損害賠償及違約金
外，不得另依第十點第二項約定請求損
害賠償。
買方逾期達五日仍未付清期款或已付之
票據無法兌現時，買方應附加自應給付
日起每日按萬分之二單利計算之遲延利
息一併支付賣方，如逾期一個月不付期
款或遲延利息，經賣方以存證信函或其
他書面催告後，自送達之次日起算逾七
日仍未支付者，賣方得解除契約並沒收
已付價款充作違約金；惟所沒收之已付
價款以不超過房地總價款百分之十五為
限，賣方不得另行請求損害賠償。已過
戶於買方或登記名義人名下之所有權及
移交買方使用之不動產，買方應即無條
件將標的物回復原狀並返還賣方。
賣方或買方有第一項或第三項可歸責之
事由致本契約解除時，第九點所定一切
稅費均由違約之一方負擔。
除第一項、第三項之事由應依本條約定
辦理外，因本契約所生其他違約事由，
依有關法令規定處理。
十三、通知送達及寄送
履行本契約之各項通知均應以契約書上
記載之地址為準，如有變更未經通知他
方或__，致無法送達時（包括拒收），均

以第一次郵遞之日期視為送達。
本契約所定之權利義務對雙方之繼受人
均有效力。
十四、當事人及其基本資料
本契約應記載當事人及其基本資料：
（一）買方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通訊地址、連絡電話
。
（二）賣方之名稱、法定代理人、公司（
或商號）統一編號、公司（或商號
）地址、公司（或商號）電話。
十五、契約及其相關附件效力
本契約自簽約日起生效，買賣雙方各執
一份契約正本。
本契約廣告及相關附件視為本契約之一
部分。
貳、不得記載事項
一、不得約定買方須繳回契約書。
二、不得約定買賣雙方於交屋後，賣方排除民
法上瑕疵擔保責任。
三、不得約定廣告僅供參考。
四、不得約定使用與實際所有權面積以外之「
受益面積」、「銷售面積」、「使用面積」等
類似名詞。
五、不得約定請求超過民法第二百零五條所定
百分之二十年利率之利息。
六、不得約定拋棄審閱期間。
七、不得為其他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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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建
項次
1

物

現

3

4

5

6

7

確 認 書

內
容
□是□否有包括未登記之改建、增建、加建、違建部分：
□壹樓__平方公尺□__樓__平方公尺
□頂樓__平方公尺□其他__平方公尺
建物現況格局：__房__廳__衛 □無隔間
建物型態：__________。

2

況

備 註 說 明
若為違建（未依法申請增、加建之
建物），賣方應確實加以說明使買
方得以充分認知此範圍隨時有被
拆除之虞或其他危險。
建物現況格局以交易當時實際之
現況格局為準。
建物型態依建物型態分為公寓（五
樓含以下無電梯）、透天厝、店面
（店鋪）、辦公商業大樓、住宅大
樓（十一層含以上有電梯）、華廈
（十層含以下有電梯）、套房（一
房（一廳）一衛）、工廠、廠辦、
農舍、倉庫、其他等型態。
有關車位之使用方式，依本契約第
十點第三項規定。
所稱機械式係指須以機械移動進
出者。

□地上
□平面式
車位情況為□地面第__層□機械式車位
□地下
□其他（__）
編號：__號□有□無獨立權狀
□是□否檢附分管協議及圖說
□是□否有滲漏水之情形，滲漏水處：____。
若有滲漏水處，買賣雙方同意：
□賣方修繕後交屋。
□以現況交屋：□減價□買方自行修繕□其他______。
□是□否曾經做過輻射屋檢測？
民國七十一年至七十三年領得使
若有，請檢附檢測證明文件。
用執照之建築物，應特別留意檢測
檢測結果是否有輻射異常？□是□否
。如欲進行改善，應向行政院原子
□賣方修繕後交屋。
能委員會洽詢技術協助。
□以現況交屋：□減價□買方自行修繕□其他____。
□是□否曾經做過混凝土中水溶性氯離子含量檢測（例如海 一、八十四年六月三十日（含）以
砂屋檢測事項）
前已建築完成之建築物，參照
檢測結果：____________。
八十三年七月二十二日修訂
公布之 CNS 3090 檢測標準，
混擬土中最大水溶性氯離子
含量（依水溶法）容許值為
0.6 ㎏/m3。八十四年七月一日
（含）以後之建築物，混擬土
中最大水溶性氯離子含量（依
水溶法）容許值為 0.3 ㎏/m3
。
二、八十四年七月一日（含）以後
依建築法規申報施工勘驗之
建築物，混擬土中最大水溶性
氯離子含量參照 CNS 3090 檢
測標準，容許值含量為 0.3 ㎏
/m3，檢測資料可向建築主管
機關申請。
本建物（專有部分）是否曾發生兇殺、自殺或一氧化碳中毒
致死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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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於產權持有期間□是□否曾發生上列情事。
（2）於產權持有前，賣方
□確認無上列情事。
□知道曾發生上列情事。
□不知道曾否發生上列情事。
□是□否有消防設施。
若有，項目：
（1）____（2）____（3）____。
自來水及排水系統經雙方當場檢驗□是□否正常，若不正常
，由□買方□賣方負責維修
現況□是□否有出租或被他人占用之情形，若有，則
□終止租約
□賣方應於交屋前□拆除
□排除
□以現況交屋
□買賣雙方另有協議__________。
現況□是□否有承租或占用他人土地之情形，若有，則
□終止租約
□賣方應於交屋前□拆除
□排除
□以現況交屋
□買賣雙方另有協議________。
□是□否為直轄市、縣（市）政府列管之山坡地住宅社區。 所有權人或其受託人可向縣市政
建築主管機關□有□無提供評估建議資料。
府建築主管機關申請相關評估建
議資料。
□是□否約定專用部分□有（詳見規約）□無
□是□否有規約；□有□無檢附規約
檢附住戶規約
□是□否有管理委員會統一管理
若有，管理費為□月繳__元□季繳__元□年繳__元□其他___
。
□有□無積欠管理費；若有，新臺幣____元。
下列附屬設備
□計入建物價款中，隨同建物移轉
□不計入建物價款中，由賣方無償贈與買方
□不計入建物價款中，由賣方搬離
□冷氣__台□沙發__組□床頭__件□熱水器__台□窗簾__組
□燈飾__件□梳妝台 件□排油煙機□流理台□瓦斯爐□
天然瓦斯（買方負擔錶租保證金費用）□電話：__具（買方
負擔過戶費及保證金）□其他__。
賣方：_______________（簽章）
買方：_______________（簽章）
簽章日期：____年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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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承受原貸款確認書
本件買賣原設定之抵押權之債務，承受情形如下：
1、收件字號：_____年_____月_____日_____地政事務所_____登字第_____號
2、抵押權人____________________。
3、設定金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整
4、約定時買方承受本件抵押權所擔保之未償債務（本金、遲延利息）金額新臺幣_____元整。
5、承受日期_________年________月________日。
6、債務承受日期前已發生之利息、遲延利息、違約金等概由賣方負擔。
7、買受人承受債務後是否享有優惠利率，應以買受人之資格條件為斷。
賣方：_______________（簽章）
買方：_______________（簽章）
簽章日期：____年____月_____日

附件三
以第三人為登記名義人聲明書
買方______向賣方_______購買座落__縣（市）__鄉（鎮、市、區）__段__小段__地號等__筆土地
，及其地上建物__建號，茲指定______（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為登記名義人，登記名義
人□同意□不同意與本契約買方所應負之債務負連帶給付責任。
買

方：_______________（簽章）

登記名義人：_______________（簽章）
簽章日期：______年______月_______日

附件四
按優惠稅率核課土地增值稅確認書
賣方主張按自用住宅用地優惠稅率申請核課土地增值稅。但經稅捐稽徵機關否准其申請者，賣
方同意即以一般稅率開單繳納之。以上事項確認無誤。
確認人：_______________（簽章）
簽章日期：_____年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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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士法 I‐17‐1

地政士法

公會。

ௐ˟ౢ!ેຽ!

中華民國 90 年 10 月 24 日總統（90）華總一義字
第 9000205260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59 條；並自 91 ௐ˛୧ 地政士應檢具申請書及資格證明文件
，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登記，
年 4 月 24 日起施行
中華民國 98 年 5 月 2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並領得地政士開業執照（以下簡稱開業執照
0980013429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1、59 條條文；並
），始得執業。
自 98 年 11 月 23 日施行
ௐˣ୧ 開業執照有效期限為四年，期滿前，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1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地政士應檢附其於四年內在中央主管機關認
10000122921 號令修正公布第 30 條條文；並自公
可之機關（構）、學校、團體完成專業訓練三
布後六個月施行
十個小時以上或與專業訓練相當之證明文件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理換發開
10000294951 號令修正公布第 59 條條文；增訂第
業執照。屆期未換照者，應備具申請書，並
26-1、51-1 條條文；刪除第 52 條條文；施行日
檢附最近四年內完成專業訓練三十個小時以
期，由行政院定之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27 日行
政院院臺建字第 1010135254 號令發布定自 101
上或與專業訓練相當之證明文件，依前條規
年 8 月 1 日施行
定，重行申領開業執照。
中華民國 103 年 2 月 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換發開業執照，得以於原開業執照加註延長
1030001665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1、59 條條文；並
有效期限之方式為之。
自公布日施行
第一項機關（構）、學校、團體，應具備之

ௐ˘ౢ!ᓁ!
ௐ˘୧ 為維護不動產交易安全，保障人民財
產權益，建立地政士制度，特制定本法。
ௐ˟୧ 地政士應精通專業法令及實務，並應
依法誠信執行業務。
ௐˬ୧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
ௐα୧ 中華民國國民經地政士考試及格，並
領有地政士證書者，得充任地政士。
本法施行前，依法領有土地登記專業代理
人證書者，仍得充任地政士。
ௐ̣୧ 經地政士考試及格者，得檢具申請書
及資格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
地政士證書。
ௐ̱୧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得充任地政士
；其已充任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撤銷或廢止
其地政士證書：
一、曾因業務上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
文書等犯罪行為，受有期徒刑一年以上
刑之裁判確定者。
二、受本法所定除名處分者。
三、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經
撤銷考試及格資格者。
中央主管機關為前項之撤銷或廢止時，應公
告並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地政士

資格、認可程序及訓練課程範圍等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備置地
政士名簿，載明下列事項：
一、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住址。
二、地政士證書字號。
三、學歷、經歷。
四、事務所或聯合事務所名稱及地址。
五、登記助理員之姓名、學歷、經歷、出生
日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
六、登記日期及其開業執照字號。
七、加入地政士公會日期。
八、獎懲之種類、日期及事由。
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事項變更時，地政士應
於三十日內，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
報備查。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地政士
登記後，應公告與通知相關機關及地政士公
會，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註銷登記時
，亦同。
ௐȈ˘୧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發給開業執
照；已領者，撤銷或廢止之：
一、經撤銷或廢止地政士證書。
二、罹患精神疾病或身心狀況違常，經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委請二位以上相
關專科醫師諮詢，並經直轄市或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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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認定不能執行業務。
人，並確實核對其身分後，始得接受委託。
三、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ௐȈ˝୧ 地政士符合下列各款規定，得向直
四、受破產宣告尚未復權。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簽證人登記，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前項之撤銷或
於受託辦理業務時，對契約或協議之簽訂人
廢止時，應公告並通知他直轄市、縣（市）主
辦理簽證：
管機關及地政士公會，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
一、經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推薦者。
查。
二、最近五年內，其中二年主管稽徵機關核
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不發、撤銷或
定之地政士執行業務收入總額達一定金
廢止開業執照者，於原因消滅後，仍得依本法
額以上者。
之規定，請領開業執照。
前項第二款之一定金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ௐȈ˟୧ 地政士應設立事務所執行業務，或
之。
由地政士二人以上組織聯合事務所，共同執 ௐ˟Ȉ୧ 地政士有下列情事之一，不得申請
行業務。
簽證人登記；已登記者，廢止其登記：
前項事務所，以一處為限，不得設立分事務
一、經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撤回推薦者。
所。
二、曾有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因簽證不實或錯
ௐȈˬ୧ 地政士事務所名稱，應標明地政士
誤，致當事人受有損害者。
之字樣。
三、曾依第四十四條規定受申誡以上處分者
ௐȈα୧ 地政士事務所遷移於原登記之直轄
。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所管轄以外之區域時 ௐ˟Ȉ˘୧ 地政士就下列土地登記事項，不
，應重新申請登記。
得辦理簽證：
ௐỊ̏୧ 地政士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人或
一、繼承開始在中華民國七十四年六月四日
利害關係人應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以前之繼承登記。
申請註銷登記：
二、書狀補給登記。
一、自行停止執業。
三、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為共有土
二、死亡。
地處分、變更或設定負擔之登記。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知悉前項事由時
四、寺廟、祭祀公業、神明會土地之處分或
，應依職權予以註銷登記；地政士公會知悉前
設定負擔之登記。
項事由時，得報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五、須有第三人同意之登記。
辦理。
六、權利價值逾新臺幣一千萬元之登記。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土地登記事
ௐˬౢ!ຽચ̈́యЇ!
項。
ௐ˟Ȉ˟୧ 地政士為不動產契約或協議之簽
ௐȈ̱୧ 地政士得執行下列業務：
證時，應查明簽訂人之身分為真正，不動產
一、代理申請土地登記事項。
契約或協議經地政士簽證後，地政機關得免
二、代理申請土地測量事項。
重複查核簽訂人身分。
三、代理申請與土地登記有關之稅務事項。
地政士辦理簽證業務前，應向地政士公會全
四、代理申請與土地登記有關之公證、認證
國聯合會繳納簽證保證金新臺幣二十萬元，作
事項。
為簽證基金。地政士辦理簽證業務，因簽證不
五、代理申請土地法規規定之提存事項。
實或錯誤，致當事人受有損害者，簽證人應負
六、代理撰擬不動產契約或協議事項。
損害賠償責任；其未能完全賠償之部分，由簽
七、不動產契約或協議之簽證。
證基金於每一簽證人新臺幣四百萬元之範圍
八、代理其他與地政業務有關事項。
內代為支付，並由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對該
ௐȈ˛୧ 地政士應自己處理受託事務。但經
簽證人求償。
委託人同意、另有習慣或有不得已之事由者
前項有關簽證責任及簽證基金之管理辦法
，得將業務委由其他地政士辦理。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ˣ୧ 地政士於受託辦理業務時，應查明
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利人或權利關係 ௐ˟Ȉˬ୧ 地政士應將受託收取費用之標準

地政士法 I‐17‐3
於事務所適當處所標明；其收取之委託費用
，應掣給收據。
ௐ˟Ȉα୧ 地政士接受委託人之有關文件，
應掣給收據。
地政士受委託後，非有正當事由，不得終止
其契約。如須終止契約，應於十日前通知委託
人，在未得委託人同意前，不得終止進行。
ௐ˟Ị̏୧ 地政士應置業務紀錄簿，記載受
託案件辦理情形。
前項紀錄簿，應至少保存十五年。
ௐ˟Ȉ̱୧ 地政士受託辦理各項業務，不得
有不正當行為或違反業務上應盡之義務。
地政士違反前項規定，致委託人或其他利害
關係人受有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
ௐ˟Ȉ̱୧̝˘ 地政士應於買賣受託案件辦
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三十日內，向主管機關申
報登錄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前項申報受理登錄成交案件實際資訊，主管
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辦理。
前二項登錄之資訊，除涉及個人資料外，得
供政府機關利用並以區段化、去識別化方式提
供查詢。
已登錄之不動產交易價格資訊，在相關配套
措施完全建立並完成立法後，始得為課稅依據
。
第一項登錄資訊類別、內容與第三項提供之
內容、方式、收費費額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地政士不得有下列行為：
一、違反法令執行業務。
二、允諾他人假藉其名義執行業務。
三、以不正當方法招攬業務。
四、為開業、遷移或業務範圍以外之宣傳性
廣告。
五、要求、期約或收受規定外之任何酬金。
六、明知為不實之權利書狀、印鑑證明或其
他證明文件而向登記機關申辦登記。
ௐ˟Ȉˣ୧ 地政士執行業務所為之登記案件
，主管機關或轄區登記機關認為有必要時，
得查詢或取閱地政士之有關文件，地政士不
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ௐ˟Ȉ˝୧ 地政士受託向登記機關辦理土地
登記之送件及領件工作，得由其僱用之登記
助理員為之。但登記機關認有必要時，得通
知地政士本人到場。
前項登記助理員，應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一、領有地政士證書者。
二、專科以上學校地政相關系科畢業者。
三、高中或高職以上學校畢業，並於地政士
事務所服務二年以上者。
地政士僱用登記助理員以二人為限，並應於
僱傭關係開始前或終止後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及所在地之地政士公會申請備查。

ௐαౢ!̳ົ!
ௐˬȈ୧ 地政士公會之組織區域依現有之行
政區域劃分，分為直轄市公會、縣（市）公
會，並得設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
在同一區域內，同級之地政士公會，以一個
為原則。但二個以上之同級公會，其名稱不得
相同。
ௐˬȈ˘୧ 直轄市或縣（市）已登記之地政
士達十五人以上者，應組織地政士公會；其
未滿十五人者，得加入鄰近公會或聯合組織
之。
ௐˬȈ˟條 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應由直轄
市及過半數之縣（市）地政士公會完成組織
後，始得發起組織。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者，不在此限。
ௐˬȈˬ୧ 地政士登記後，非加入該管直轄
市或縣（市）地政士公會，不得執業。
地政士公會不得拒絕地政士之加入。
地政士申請加入所在地公會遭拒絕時，其會
員資格經人民團體主管機關認定後，視同業已
入會。
本法施行後，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
會成立前，地政士之執業，不受第一項規定之
限制。
ௐˬȈα୧ 地政士於加入地政士公會時，應
繳納會費，並由公會就會費中提撥不低於百
分之十之金額作為地政業務研究發展經費，
交由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設管理委員會負
責保管；以其孳息或其他收入，用於研究發
展地政業務有關事項。
前項管理委員會之組織及經費運用規定，由
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定之，並報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ௐˬỊ̏୧ 各級地政士公會應訂立章程，造
具會員名冊及職員簡歷冊，報請該管人民團
體主管機關核准立案，並報所在地主管機關
備查。
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應訂定地政士倫理

I‐17‐4 地政士法
規範，提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報請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
ௐˬȈ̱୧ 地政士公會應置理事、監事，由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選舉之，其名額依下
列之規定：
一、縣（市）地政士公會之理事，不得超過
十五人。
二、直轄市地政士公會之理事，不得超過二
十五人。
三、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之理事，不得超
過三十五人。
四、各級地政士公會之監事名額，不得超過
各該公會理事名額三分之一。
五、各級地政士公會均得置候補理、監事，
其名額不得超過各該公會理、監事名額
三分之一。
前項各款理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者，得
分別互選常務理事及常務監事，其名額不得超
過理事或監事總額之三分之一；並由理事就常
務理事中選舉一人為理事長；其不置常務理事
者，就理事中互選之。常務監事在三人以上時
，應互推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
理事、監事之任期為三年，連選連任者，不
得超過全體理事、監事名額二分之一。理事長
之連任，以一次為限。
ௐˬȈ˛୧ 地政士公會章程，應載明下列事
項：
一、名稱、組織區域及會址。
二、宗旨、組織及任務。
三、會員之入會及出會。
四、會員之權利及義務。
五、理事、監事、候補理事、候補監事之名
額、權限、任期及其選任、解任。
六、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及理事會、監事
會會議之規定。
七、會員應遵守之公約。
八、風紀之維持方法。
九、經費及會計。
十、章程修訂之程序。
十一、其他有關會務之必要事項。
ௐˬȈˣ୧ 各級地政士公會每年召開會員（
會員代表）大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
大會。
地政士公會會員人數超過三百人時，得依章
程之規定，就會員分布狀況劃定區域，按會員
人數比例選出代表，召開會員代表大會，行使

會員大會之職權。
ௐˬȈ˝୧ 各級地政士公會舉行會員（會員
代表）大會、理事會、監事會或理監事聯席
會議時，應將開會時間、地點及會議議程陳
報所在地主管機關及人民團體主管機關。
前項會議，所在地主管機關及人民團體主管
機關得派員列席。
ௐαȈ୧ 各級地政士公會應將下列事項，陳
報所在地主管機關及人民團體主管機關：
一、會員名冊與會員之入會及出會。
二、理事、監事、候補理事、候補監事選舉
情形及當選人名冊。
三、會員（會員代表）大會、理事會、監事
會或理監事聯席會會議紀錄。
ௐαȈ˘୧ 各級地政士公會違反法令或章程
、妨害公益或廢弛會務者，人民團體主管機
關得為下列處分：
一、警告。
二、撤銷其決議。
三、停止其業務之一部或全部。
四、撤免其理事、監事或職員。
五、限期整理。
六、解散。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處分，所在地主管機
關亦得為之。
各級地政士公會經依第一項第六款解散後
，應即重行組織。

ௐ̣ౢ!ረᘂ!
ௐαȈ˟୧ 地政士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獎勵，特別優異
者，報請中央主管機關獎勵之：
一、執行地政業務連續二年以上，成績優良
者。
二、有助革新土地登記或其他地政業務之研
究或著作，貢獻卓著者。
三、舉發虛偽之土地登記案件，確能防止犯
罪行為，保障人民財產權益者。
四、協助政府推行地政業務，成績卓著者。
ௐαȈˬ୧ 地政士之懲戒處分如下：
一、警告。
二、申誡。
三、停止執行業務二月以上二年以下。
四、除名。
地政士受警告處分三次者，視為申誡處分一
次；受申誡處分三次者，應另予停止執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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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分；受停止執行業務期間累計滿三年者，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並通知所轄地
應予除名。
政事務所及地政士公會。
ௐαȈα୧ 地政士違反本法規定者，依下列
前項地政士受停止執行業務或除名之處分
規定懲戒之：
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報請中央主
一、違反第九條第二項、第十二條第一項、
管機關備查，並副知其他直轄市、縣（市）主
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一項
管機關及刊登公報。
、第十七條、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 ௐαȈ˝୧ 未依法取得地政士證書或地政士
或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者，應予警告
證書經撤銷或廢止，而擅自以地政士為業者
或申誡，並限期命其改正；屆期仍未改
，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正者，得繼續限期命其改正，並按次連
。
續予以警告或申誡至改正為止。
ௐ̣Ȉ୧ 有下列情形之一，而擅自以地政士
二、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第十八條、第二
為業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處新
十七條第三款、第四款、第二十八條規
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
定、違背地政士倫理規範或違反地政士
命其改正或停止其行為；屆期仍不改正或停
公會章程情節重大者，應予申誡或停止
止其行為者，得繼續限期命其改正或停止其
執行業務。
行為，並按次連續處罰至改正或停止為止：
三、違反依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之管理辦
一、未依法取得開業執照。
法、第二十六條第一項、第二十七條第
二、領有開業執照未加入公會。
一款、第二款、第五款、第六款或第二
三、領有開業執照，其有效期限屆滿未依本
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者，應予停止執行業
法規定辦理換發。
務或除名。
四、開業執照經撤銷或廢止者。
ௐα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設
五、受停止執行業務處分。
立地政士懲戒委員會（以下簡稱懲戒委員會 ௐ̣Ȉ˘୧ 地政士公會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二
），處理地政士懲戒事項；其組織，由直轄市
項規定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處
或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懲戒委員會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 ௐ̣Ȉ˘୧̝˘ 地政士違反第二十六條之一
員，由直轄市政府地政處長或縣（市）政府地
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政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直轄市或縣（市） 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主管機關就下列人員派兼或聘兼之：
應按次處罰。
一、公會代表二人。
ௐ̣Ȉ˟୧ （刪除）
二、人民團體業務主管一人。
ௐ̱ౢ!!ܢ
三、地政業務主管三人。
四、社會公正人士二人。
ௐ̣Ȉˬ୧ 本法施行前，依法領有土地登記
ௐαȈ̱୧ 地政士有第四十四條各款情事之
專業代理人證書者，於本法施行後，得依第
一時，委託人、利害關係人、各級主管機關
七條規定，申請開業執照；已執業者，自本
、地政事務所或地政士公會得列舉事實，提
法施行之日起，得繼續執業四年，期滿前，
出證據，報請地政士登記之直轄市或縣（市
應依第八條規定申請換發，始得繼續執業。
）主管機關所設懲戒委員會處理。
本法施行前，已領有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考
ௐαȈ˛୧ 懲戒委員會於受理懲戒案件後，
試及格或檢覈及格證書者，得依本法規定，請
應將懲戒事由通知被付懲戒之地政士，並通
領地政士證書。
知其於二十日內提出答辯書或到會陳述；不
未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換發而繼續執業者，依
依限提出答辯書或到會陳述時，得逕行決定
第五十條第三款規定處理。
。
ௐ̣Ȉα୧ 本法施行前，領有直轄市、縣（
懲戒委員會處理懲戒事件，認為有犯罪嫌疑
市）政府核發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或領
者，應即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有代理他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專業人員登記
ௐαȈˣ୧ 地政士受懲戒處分後，應由直轄
卡，而未申領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證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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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本法施行後一年內申請地政士證書，逾
期不得請領。
ௐ̣Ị̏୧ 本法公布施行前已成立之土地登
記專業代理人公會符合本法第三十條規定者
，視為已依本法規定完成組織。
本法施行後，其組織與本法規定不相符合者
，應於本法施行後三個月內解散，逾期未解散
，主管機關應撤銷其許可。
ௐ̣Ȉ̱୧ 主管機關依本法受理申請核發證
書、開業執照，應收取證照費；其收費基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本法所需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ௐ̣Ȉˣ୧ 本法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ௐ̣Ȉ˝୧ 本法自公布後六個月施行。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五月十二日修正之
條文，自九十八年十一月二十三日施行。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年十二月十三日修正之
第二十六條之一、第五十一條之一及第五十二
條之施行日期，由行政院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一月三日修正之
第十一條，自公布日施行；第五十一條之一，
自公布後三個月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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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1 年 8 月 1 日台內中地字第 0910084913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27 條；並自發布日施行

ௐ˘୧ 本細則依地政士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五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所稱地政士考試及
格，包括本法施行前考試院依法規劃，並於
本法施行後舉辦之九十一年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特種考試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考試及九
十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辦理之土地登記專
業代理人檢覈及格。
ௐˬ୧ 依本法第五條、第五十三條第二項或
第五十四條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請領地政士
證書，應備具下列書件：
一、申請書。
二、下列資格證明文件之一：
依本法第五條規定請領者，地政士考試及格
證書及其影本。
依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請領者，土地
登記專業代理人考試及格證書及其影本，或土
地登記專業代理人檢覈及格證書及其影本。
依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請領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發之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
及其影本，或代理他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專業
人員登記卡及其影本。
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合於前項規定者，發給地政士證書，並發還
原繳送之資格證明文件；不合規定者，駁回其
申請；其須補正者，應通知其於十五日內補正
，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依前項規定駁回申請時，應退還第一項第二
款及第三款之文件。
本法施行前依法領有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
證書者，得備具原證書以代第一項第二款之資
格證明文件，準用第一項規定請領地政士證書
；於發給地政士證書後，原繳送之土地登記專
業代理人證書不予發還。
ௐα୧ 依本法第七條規定向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登記發給開業執照，應備具
下列書件：
一、申請書。
二、地政士或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證書及其
影本。
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本人最近一年內二吋半身照片二張。
前條第二項之規定，於前項準用之；駁回申
請時，應退還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文件。
ௐ̣୧ 地政士證書或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證
書遺失、滅失或污損，得備具下列書件，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發或換發地政士證書：
一、申請書。
二、證書污損者，原證書。
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ௐ̱୧ 地政士開業執照遺失、滅失或污損，
得備具下列書件，向原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補發或換發：
一、申請書。
二、執照污損者，原執照。
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本人最近一年內二吋半身照片二張。
前項補發或換發之開業執照，以原開業執照
之有效期限為期限。
ௐ˛୧ 依本法第八條規定向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換發開業執照者，應備具下
列書件，於原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前六個
月內為之：
一、申請書。
二、原開業執照及其影本；執照遺失、滅失
者，免予檢附。
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四年內完成專業訓練三十個小時以上或
與專業訓練相當之證明文件。
五、本人最近一年內二吋半身照片二張。但
以原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者，免
予檢附。
前項換發之開業執照，其有效期限自原執照
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四年。
合於第一項規定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應換發新開業執照或於原開業執照加註
延長有效期限；不合規定者，駁回其申請；其
須補正者，應通知其於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
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依前項規定駁回申請時，應退還第一項第二
款至第五款之文件。
ௐˣ୧ 本法第八條第一項所稱最近四年內，
指專業訓練之結訓日至重行申領開業執照之
日在四年以內。
ௐ˝୧ 地政士依本法第九條第二項所定申報
變更事項備查時，應檢附申請書及變更事項
證明文件，向事務所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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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管機關申請。其因本法第九條第一項
第一款或第四款所定事項變更時，並得準用
第五條及第六條規定，申請換發地政士證書
或開業執照。
ௐȈ୧ 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請領開業
執照，應備具原因消滅證明文件及第四條第
一項規定書件，向事務所所在地之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ௐȈ˘୧ 地政士依本法第十四條規定重新申
請登記，應備具原開業執照及第四條第一項
規定書件，向遷入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為之。
受理遷入之主管機關審查合於規定者，應發
給新開業執照，同時將原開業執照送請原登記
主管機關辦理註銷。
前項發給之開業執照，以原開業執照之有效
期限為期限。
ௐȈ˟୧ 依第三條至前條第二項規定申請發
給地政士證書或開業執照，應依本法第五十
六條規定繳交證照費；經主管機關審查駁回
申請者，應退還證照費。
ௐȈˬ୧ 地政士執行業務之區域，不以其登
記開業之直轄市或縣（市）轄區為限。
ௐȈα୧ 地政士依本法第十九條規定申請簽
證人登記時，應備具下列書件，向開業登記
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之：
一、申請書。
二、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三、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資格證明文
件及其影本。
四、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繳納簽證保
證金之證明文件及其影本。
五、簽證人之印章款及簽名款。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理前
條簽證人登記申請案件，其經審查合於規定
者，應予建檔、製作簽證人名簿，及將簽證
人名簿函送所轄地政事務所、申請人所屬地
政士公會及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
（以下簡稱全國聯合會）
，並得依其申請，將
簽證人名簿函送他縣（市）主管機關及其所
轄地政事務所。廢止登記時，亦同。
前項簽證人名簿，應記載事項如下：
一、簽證人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住址。
二、事務所名稱、地址及聯絡電話。
三、開業執照字號。

四、簽證人之印章款及簽名款。
ௐȈ̱୧ 地政士辦理簽證案件時，應建立契
約或協議簽訂人基本資料，其項目如下：
一、姓名。
二、出生日期。
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四、戶籍地址。
五、通訊地址及電話。
六、印章款及簽名款。
ௐȈ˛୧ 地政士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設置之業務紀錄簿，其應載明之事項如下
：
一、受託案件之類別及內容。
二、委託人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三、受託日期。
四、申請日期。
五、受託案件辦理情形。
地政士辦理簽證案件者，應將前條所定基本
資料事項，列入前項業務紀錄簿應載明之事項
。
ௐȈˣ୧ 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所定保存年
限，自地政士將受託案件向相關機關申請之
日起算。
ௐȈ˝୧ 地政士公會名稱，應冠以所屬直轄
市或縣（市）行政區域名稱。
本法施行前已成立之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
公會符合本法第三十條規定者，得向該管人民
團體主管機關申請更名。更名後之公會應於中
央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將章程、會員名冊及職
員簡歷冊，報請該管人民團體主管機關備查，
並副知所在地主管機關。
ௐ˟Ȉ୧ 領有開業執照之地政士，以加入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公會為限。但鄰近直轄
市或縣（市）之地政士依本法第三十一條規
定申請加入者，不在此限。
依本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加入鄰近直轄市或
縣（市）公會之地政士，於其開業之直轄市或
縣（市）組織地政士公會後，應加入其開業之
直轄市或縣（市）公會，並自其原加入之鄰近
直轄市或縣（市）公會辦峻出會。
ௐ˟Ȉ˘୧ 全國聯合會會員代表，由直轄市
或縣（市）公會選派之；其選派之代表人數
，於全國聯合會章程中定之。
前項直轄市或縣（市）公會選派之代表，不
以各該公會之理事、監事為限。
ௐ˟Ȉ˟୧ 全國聯合會理事、監事之被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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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不以直轄市或縣（市）公會選派參加全
國聯合會之會員代表為限。
ௐ˟Ȉˬ୧ 本法第三十六條第三項關於地政
士公會理事、監事之任期為三年，應自本法
施行後改選之當屆起適用；共連選連任之理
事、監事不得超過全體理事、監事名額二分
之一，應分別就理事與監事名額認定。
ௐ˟Ȉα୧ 本法第四十二條規定之獎勵，應
以公開方式頒發獎狀、獎牌或獎章。
ௐ˟Ị̏୧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地政
士懲戒處分之計算，對於其在各直轄市或縣
（市）之懲戒處分，應予累計。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執行
地政士之懲戒處分時，應檢視其懲戒處分之
累計情形，其有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所定
申誡處分三次者或受停止執行業務處分累計
滿三年者，應提地政士懲戒委員會另予停止
執行業務之處分或予以除名。
ௐ˟Ȉ˛୧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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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士專業訓練機關（構
）學校團體認可辦法
中華民國 91 年 8 月 6 日台內中地字第 0910084921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13 條；並自發布日施行
中 華 民 國 96 年 4 月 19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60724210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14 條；並自發布
日施行

ௐ˘୧ 本辦法依地政士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ௐ˟୧ 下列機關（構）
、學校、團體，得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可辦理地政士專業訓練：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二、設有地政、不動產或法律相關系（所）
、科之大專校院。
三、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或其各地公會。
四、其他不動產相關之非營利機構或團體。
ௐˬ୧ 前條機關（構）
、學校、團體應檢附下
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可：
一、申請書。
二、法人資格證明文件或人民團體立案證書
影本。
三、組織章程及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專業訓練實施計畫書。
前項第四款文件應包括下列內容：
一、辦理專業訓練之課程計畫及時數。
二、辦理專業訓練人員名冊及工作分配表。
三、聘請之師資人員名冊、學歷、經歷、服
務年資及授課同意書。
四、教學場地及設備內容。
前項師資應具有與講授課程相關之大專校
院講師以上之資格或公、私立大專校院畢業且
從事與講授課程相關業務五年以上經驗之專
業人員。每位師資人員每班不得講授超過二門
課程。
申請之機關（構）、學校、團體為直轄市、
縣（市）政府或教育主管機關立案之公、私立
大專校院者，得免附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文
件。但公、私立大專校院應檢附設有地政、不
動產或法律相關系（所）、科之證明文件。
第一項第四款專業訓練實施計畫書課程內
容、師資或教學場地有變動者，申請之機關（
構）、學校、團體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ௐα୧ 申請案件經審查合格者，由中央主管

機關發給認可文件，經審查不符規定者，應
敘明理由不予認可。
前項認可得辦理地政士專業訓練之期限為
三年，期滿應重新申請認可。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前二項申請案，必要時得
邀請有關機關會同審查。
ௐ̣୧ 經認可之機關（構）、學校、團體於辦
理訓練期間，應組成教學工作小組，辦理教
學督導及輔導等相關事宜。
ௐ̱୧ 辦理專業訓練之機關（構）、學校、團
體得按簡章、教材印製、教學場地租用、教
授鐘點費、行政事務等實際費用覈實計算，
向參訓人員收取費用，每小時收費不得超過
新臺幣二百元。
每班參訓人員不得超過六十人。
ௐ˛୧ 地政士專業訓練應包括下列課程：
一、民法、土地法規及相關稅法。
二、土地登記法規及實務。
三、不動產使用限制相關法規及實務。
四、其他與不動產相關之課程。
ௐˣ୧ 經認可之機關（構）、學校、團體於開
辦訓練時，應於每期開課二週前將開課日期
及課程表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ௐ˝୧ 參加專業訓練之地政士受訓完成後，
由辦理專業訓練機關（構）、學校、團體，發
給完成專業訓練時數之證明書。
遲到、早退超過十分鐘者，該節時數應不予
計入。
ௐȈ୧ 辦理專業訓練之機關（構）、學校、團
體應將每年學員名冊、出席紀錄、經費收支
、師資名冊等資料保存建檔，保存期限至少
五年。
ௐȈ˘୧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派員瞭
解或抽查辦理專業訓練之機關（構）、學校、
團體，有關訓練計畫之執行狀況。該機關（
構）、學校、團體應協助並提供相關資料。
ௐȈ˟୧ 經認可之機關（構）
、學校、團體有
下列情事之一，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認可
並公告之：
一、辦理之專業訓練與經認可之實施計畫書
內容不符者。
二、地政士所領第九條第一項證明書所載訓
練時數虛偽不實者。
三、參加訓練之地政士未依規定簽到退，仍
發給第九條第一項證明書者。
四、拒絕接受中央主管機關之抽查者。

I‐19‐2 地政士專業訓練機關（構）學校團體認可辦法
經認可之機關（構）、學校、團體有前項第
二款或第三款情事者，其所核發予該地政士之
專業訓練時數證明書應予註銷。
經廢止認可資格之機關（構）、學校、團體
，三年內不得重行申請認可。
ௐȈˬ୧ 中央主管機關辦理專業訓練機關（
構）、學校、團體之認可，應收取認可費新臺
幣一千元；重新申請認可時，亦同。
ௐȈα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地政士簽證責任及簽證基金管理辦法 I‐20‐1

地政士簽證責任及簽證
基金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91 年 10 月 9 日台內中地字第 0910085716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22 條；並自發布日施行
中 華 民 國 92 年 5 月 30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20082726 號令修正發布第 19 條條文；並增訂
第 19-1 條條文

ௐ˘୧ 本辦法依地政士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以下簡稱全
國聯合會）應於金融機構開設中華民國地政
士公會全國聯合會簽證基金專戶，儲存地政
士簽證基金（以下簡稱本基金）
。
ௐˬ୧ 地政士辦理不動產契約或協議之簽證
時，應查明簽訂人身分為真正，始得為之，
其因簽證不實或錯誤造成當事人損害者，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
地政士有本法第二十條第二款情事者，廢止
其簽證人登記，並送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依法懲戒。
ௐα୧ 當事人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請求損害賠償，應先向簽證人請求，其未能
完全賠償部分，得備具下列書件，向全國聯
合會申請代為支付：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三、受損害之證明文件及其影本。
四、未能完全賠償之證明文件。
前項第三款之文件指確定判決、或與判決有
同一效力之和解、調解及仲裁判斷等證明文件
。
ௐ̣୧ 全國聯合會應組成簽證基金管理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掌理事項如下：
一、關於本基金與其孳息之收支，保管及運
用。
二、關於本基金代為支付之核議事項。
三、簽證保證金退還之核議事項。
四、本基金管理經費之審議。
五、關於簽證人投保簽證責任保險之規劃審
議事項。
六、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辦理之事項。
ௐ̱୧ 本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就下列
人員聘任之，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委員

互選之：
一、地政士五人至七人。
二、專家學者四人。
三、消費者保護團體代表一人或二人。
四、中華民國律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代表一人
或二人。
前項委員由全國聯合會提報理事會決議後
聘任之。
第一項地政士人數不得超過委員人數半數。
ௐ˛୧ 本會置執行長一人，由主任委員提報
本會通過後聘任之；承主任委員之命，執行
本會決議事項及處理日常事務。
本會必要時得置工作人員若干人，由執行長
提報本會通過後聘任之，辦理會務。
ௐˣ୧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得發給出席
費或交通費。
本會執行長及工作人員得支給薪資。
ௐ˝୧ 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會議
主席；主任委員因故不能出席或有第十一條
規定應自行迴避之情形時，由委員互推一人
代理之。
本會第一次會議或主任委員因故不能召集
會議時，由全國聯合會理事長召集之。
ௐȈ୧ 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決議事項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
同意。
委員應親自出席前項會議，因故不能出席時
，應先請假，不得委託代表出席。
ௐȈ˘୧ 本會委員對具有利害關係之申請案
，應自行迴避。
ௐȈ˟୧ 本會委員任期三年，期滿得續聘之
，續聘以二次為限。但代表團體出任者，應
隨其職務進退。
前項委員出缺時，應予補聘，補聘委員之任
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前二項委員之續聘、補聘依第六條第二項之
程序辦理。
ௐȈˬ୧ 委員未經請假致未出席會議達三次
者，由本會報請全國聯合會提報理事會決議
後，予以解職。
ௐȈα୧ 本基金除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規定代為支付或依第十九條規定退還外，不
得動支。
ௐỊ̏୧ 本基金孳息之動支，應編列預算並
提經本會審議，其運用範圍如下：
一、出席費或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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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政工作人員之薪資。
本法施行前，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因簽證不
三、管理及總務之支出。
實或錯誤應負損害賠償之案件，向全國聯合會
四、辦理簽證人責任保險投保支出。
請求代為支付者，適用簽證當時之規定。
五、其他有關必要之支出。
ௐ˟Ȉ୧ 本會應於每季（年）結束後二十日
ௐȈ̱୧ 本會應編製會計年度之基金孳息運
內，編列該季（年）基金收支結算表，送全
用計畫及預算報表，經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
國聯合會確認後，報請內政部備查並副知各
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於下
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
一會計年度開始二個月以前，將該運用計畫 ௐ˟Ȉ˘୧ 全國聯合會受理之代為支付及求
及預算報表連同會議紀錄送全國聯合會審查
償事件，應分別編訂卷宗，並至少保存十五
通過後，函報內政部備查並副知各直轄市、
年。
縣（市）地政士公會。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ௐȈ˛୧ 全國聯合會受理代為支付案件，應
於一個月內提交本會審查；經本會審查決議
代為支付者，全國聯合會應於十五日內償付
當事人。
本會為前項審查時，應通知當事人及簽證人
列席說明。
ௐȈˣ୧ 全國聯合會依前條規定代為支付後
，對簽證人行使求償權時，得先與簽證人進
行協商，並得酌情允許其分期給付，協商結
果應作成紀錄。
ௐȈ˝୧ 簽證人未發生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
項所定由本基金代為賠償情事，且符合下列
各款之一者，於事實發生屆滿五年後，得由
本人或其繼承人備具申請書、原因證明文件
，向全國聯合會申請無息退還所繳納之簽證
保證金：
一、依本法第十五條因自行停止執業或死亡
，經主管機關註銷開業登記者。
二、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一款經全國聯合會撤
回推薦者。
ௐȈ˝୧̝˘ 本法施行前，已依土地登記專
業代理人簽證作業試辦要點規定完成登記之
簽證人，全國聯合會應通知其於三個月內補
繳簽證保證金差額新臺幣十萬元，於限期內
補繳者，視為已辦理簽證人登記；逾期未補
足者，由全國聯合會函請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註銷簽證人登記。
本法施行前，專戶儲存之簽證基金及其孳息
，全國聯合會應於九十一年十一月一日土地登
記專業代理人簽證作業試辦要點廢止生效日
起五年後，依下列方式處理退還：
一、依前項註銷之簽證人，以其原繳簽證保
證金及計算至退還日止之孳息。
二、依前項補足簽證保證金者，以其原繳簽
證保證金計算至本法施行日止之孳息。

律師辦理土地登記代理業務聯繫要點 I‐21‐1

律師辦理土地登記代理
業務聯繫要點
中華民國 86 年 4 月 14 日台（86）內地字第 8675020
號函訂頒

一、律師依律師法第二十條第二項之規定向地
政機關申辦土地登記代理業務時，應親自
到場，並出示律師公會會員證供地政機關
收件人員核對。
二、各地方律師公會應提供其會員名簿及磁片
予律師執業轄區之地政事務所，其記載事
項應包括姓名、性別、出生年月日、身分
證統一編號、會員證編號及事務所住址等
，如有異動，亦同。各地政事務所應自行
建檔以利核對。
三、律師辦理土地登記代理業務，應遵守有關
法令規定。如有違反法令應付懲戒時，各
地政事務所應即送請律師懲戒委員會處理
；律師有受停止執行職務或除名之懲戒處
分者，法務部應函知內政部，並由內政部
函轉各級地政機關。
四、律師辦理土地登記代理業務之執業範圍應
以律師登錄之區域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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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士證照費收費標準 I‐22‐1

地政士證照費收費標準
中 華 民 國 95 年 5 月 29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50724864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3 條；並自發布日
施行

ௐ˘୧ 本標準依地政士法第五十六條及規費
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申請核發或補（換）發地政士證書或
地政士開業執照者，應繳納證照費，每張新
臺幣一千元。
申請以於原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方
式換發地政士開業執照者，應繳納加註費，每
次新臺幣五百元。
ௐˬ୧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I‐22‐2 地政士證照費收費標準

不動產說明書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 I‐23‐1

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
中華民國 89 年 5 月 19 日台內中地字第 8979453 號
函訂頒（中華民國 89 年 7 月 1 日實施）
中華民國 89 年 7 月 15 日台（89）內中地字第
8912945 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 91 年 3 月 19 日台內中地字第 0910083123
號函修訂
中 華 民 國 101 年 9 月 1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16651569 號令修正壹第 2 點、第 3 點（中華民
國 101 年 10 月 1 日生效）
中 華 民 國 104 年 4 月 13 日 內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41302558 號令修訂（中華民國 104 年 10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4 年 11 月 2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09504 號令修正壹第 1 點、第 2 點（中華民
國 105 年 1 月 1 日生效）

壹、應記載事項
一、土地（素地）
（一）標示及權利範圍：
1.坐落之縣（市）
、鄉（鎮、市、區
）、段、小段、地號。
2.面積。
3.權利範圍。
4.地籍圖及土地相關位置略圖等。
（二）土地所有權人或他項權利人（登記
簿有管理人時並應載明）。
（三）交易權利種類及其登記狀態：（詳
如登記謄本）
1.所有權（單獨或持分共有）。
2.他項權利（包括：地上權、永佃
權、農育權、不動產役權、抵押
權、典權、耕作權）。
3.有無信託登記？若有，應敘明信
託契約之主要條款內容（依登記
謄本及信託專簿記載）。
4.基地權利有無設定負擔，若有，
應敘明。
（1）有無他項權利之設定情形（
包括：地上權、永佃權、農
育權、不動產役權、抵押權
、典權、耕作權）。
（2）有無限制登記情形？（包括
：預告登記、查封、假扣押

、假處分及其他禁止處分之
登記。）。
（3）其他事項（包括：依民事訴訟
法第二百五十四條規定及其
他相關之註記等）。
（四）目前管理與使用情況：
1.是否有依慣例使用之現況，若有
，應敘明其內容。
2.有無共有人分管協議或依民法第
八百二十六條之一規定為使用管
理或分割等約定之登記，若有，
應敘明其內容。
3.有無出租或出借，若有，應敘明
出租或出借情形。
4.有無被他人無權占用，若有，應
敘明被占用情形。
5.有無供公眾通行之私有道路，若
有，應敘明其位置及約略面積等
情形。
（五）使用管制內容：
1.使用分區或編定
（1）都市土地，以主管機關核發
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
明為準。
（2）非都市土地，以土地登記謄
本記載為準。
（3）若未記載者，應敘明其管制
情形。
2.法定建蔽率。
3.法定容積率。
4.開發方式限制
如都市計畫說明書有附帶規定以徵
收、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其他
方式開發或屬都市計畫法規定之
禁限建地區者，應一併敘明。
5.是否屬不得興建農舍或已提供興
建農舍之農業用地，若是，應敘
明其使用管制情形（非屬農業用
地者免記載）
。
6.若屬土地開發者，應敘明下列事
項：
（1）是否位屬山坡地範圍，若是
，應敘明其限制重點。
（2）是否位屬依水土保持法公告
禁止開發之特定水土保持區
範圍，若是，應敘明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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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3）是否位屬依水利法劃設公告
之河川區域範圍，若是，應敘
明其限制重點。
（4）是否位屬依水利法劃設公告
之排水設施範圍，若是，應
敘明其限制重點。
（5）是否屬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
景觀區、生態保護區、史蹟
保存區，若是，應敘明其限
制重點。
（6）是否屬飲用水管理條例公告
之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
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離內之
地區，若是，應敘明其限制重
點。
（7）是否屬自來水法規定之水質
水量保護區，若是，應敘明
其限制重點。
（8）是否屬政府公告之土壤或地
下水污染場址，若是，應敘明
其限制重點。
（六）重要交易條件：
1.交易種類：買賣（互易）
。
2.交易價金。
3.付款方式。
4.應納稅費項目、規費項目及負擔
方式：
（1）稅費項目：土地增值稅、地價
稅、印花稅等。
（2）規費項目: 工程受益費、登記
規費、公證費等。
（3）其他費用：簽約費、所有權移
轉代辦費等。
（4）負擔方式：由買賣雙方另以契
約約定。
5.他項權利及限制登記之處理方式
（如無，則免填）。
6.有無解約、違約之處罰等，若有
，應敘明。
7.其他交易事項：__。
（七）其他重要事項：
1.周邊環境，詳如都市計畫地形圖
或相關電子地圖並於圖面標示周
邊半徑三百公尺範圍內之重要環
境設施（包括：公（私）有市場

、超級市場、學校、警察局（分
駐所、派出所）
、行政機關、體育
場、醫院、飛機場、台電變電所
用地、地面高壓電塔（線）
、寺廟
、殯儀館、公墓、火化場、骨灰
（骸）存放設施、垃圾場（掩埋
場、焚化場）
、顯見之私人墳墓、
加油（氣）站、瓦斯行（場）
、葬
儀社）。
2.是否已辦理地籍圖重測，若否，
主管機關是否已公告辦理？
3.是否有被越界建築，若有，應敘
明。
4.是否公告徵收，若是，應敘明其
範圍。
5.有無電力、自來水、天然瓦斯、
排水設施等公共基礎設施，若無
，應敘明。
二、成屋
（一）建築改良物（以下簡稱建物）
1.建物標示、權利範圍及用途：
（1）已辦理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坐落、建號、門牌、樓層
面積（主建物、附屬建物、共
有部分）、主要建材、建築完
成日期（以登記謄本所載為主
，謄本上未列明者，應依使用
執照影本或稅籍資料等相關
文件記載）、權利範圍。
（2）未辦理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
A.合法建物
房屋稅籍證明所載之房屋
坐落、門牌、樓層、面積、
所有權人及權利範圍、建築
完成日期（依建造執照、使
用執照或稅籍證明資料或
買賣契約等相關文件記載）
；若稅籍資料上所記載之權
利人和現有之使用人姓名
不符者，請賣方提出權利證
明文件。
B.違章建築
房屋稅籍證明所載之房屋
坐落、門牌、樓層、面積、
所有權人及權利範圍（依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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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證明資料等相關文件記
載）；若稅籍資料上所記載
之權利人和現有之使用人
姓名不符者，請賣方提出權
利證明文件。若無房屋稅籍
證明者（依買賣契約等相關
文件記載），應敘明其房屋
坐落、門牌、樓層、面積、
所有權人及權利範圍。
C.若含有未登記之增建、加建
部分，應一併敘明。
（3）建物用途，詳如附建物使用
執照、建物登記謄本或其他
足資證明法定用途文件（如
建物竣工平面圖）。
（4）建物測量成果圖或建物標示
圖（已登記建物）及房屋位
置略圖。
2.建物所有權人或他項權利人（登
記簿有管理人時並應載明）
。
3.建物型態與現況格局
（1）建物型態
A.一般建物：單獨所有權無共
有部分（包括：獨棟、連棟
、雙併等。）
B.區分所有建物：公寓（五樓
含以下無電梯）、透天厝、
店面（店鋪）、辦公商業大
樓、住宅或複合型大樓（十
一層含以上有電梯）、華廈
（十層含以下有電梯）、套
房（一房、一廳、一衛）等
。
C.其他特殊建物：如工廠、廠
辦、農舍、倉庫等型態。
（2）現況格局（包括：房間、廳
、衛浴數，有無隔間）。
4.建物權利種類及其登記狀態
（1）所有權。
（2）有無他項權利之設定情形（
包括：抵押權、不動產役權
、典權，詳如登記謄本）
，若
有，應敘明。
（3）有無限制登記情形？（包括
：預告登記、查封、假扣押
、假處分及其他禁止處分之

登記，詳如附登記謄本。），
若有，應敘明。
（4）有無信託登記？若有，應敘
明信託契約之主要條款內容
（依登記謄本及信託專簿記
載）。
（5）其他事項（如：依民事訴訟
法第二百五十四條規定及其
他相關之註記等）。
5.建物目前管理與使用情況：
（1）是否為共有，若是，有無分
管協議或使用、管理等登記
，若是，應敘明其內容。
（2）建物有無出租情形，若有，
應敘明租金、租期，租約是
否有公證等事項。
（3）建物有無出借情形，若有，
應敘明出借內容。
（4）建物有無占用他人土地情形
（依測量成果圖或建物登記
謄本等相關文件記載）
，若有
，應敘明占用情形。
（5）建物有無被他人占用情形，
若有，應敘明被占用情形。
（6）目前作住宅使用之建物是否
位屬工業區或不得作住宅使
用之商業區或其他分區，若
是，應敘明其合法性。
（7）有無獎勵容積之開放空間提
供公共使用情形（依使用執
照記載），若有，應敘明。
（8）水、電及瓦斯供應情形：
A.使用自來水或地下水。若使
用自來水，是否正常，若否
，應敘明。
B.有無獨立電表，若無，應敘
明。
C.使用天然或桶裝瓦斯。
（9）有無積欠應繳費用（包括：
水費、電費、瓦斯費、管理
費或其他費用）情形，若有
，應敘明金額。
（10）使用執照有無備註之注意事
項，若有，應敘明。
（11）電梯設備有無張貼有效合格
認證標章，若無，應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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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有無消防設施，若有，應敘
明項目。
（13）有無無障礙設施？若有，應
敘明項目。
（14）水、電管線於產權持有期間
是否更新？
（15）房屋有無施作夾層，若有，
該夾層面積及合法性？
（16）所有權持有期間有無居住？
（17）集合住宅或區分所有建物（
公寓大廈）應記載之相關事
項
A.住戶規約內容：
（A）有無約定專用、約定共
用部分（如有，應標示
其範圍及使用方式並
提供相關文件）。
（B）管理費或使用費之數額
及其繳交方式。
（C）公共基金之數額、提撥
及其運用方式。
（D）是否有管理組織及其管
理方式。
（E）有無使用手冊？若有，
應檢附。
B.有無規約以外特殊使用及
其限制
（A）共用部分有無分管協議
，若有，應敘明協議內
容。
（B）使用專有部分有無限制
，若有，應敘明限制內
容。
（C）有無公共設施重大修繕
（所有權人另須付費）
決議？若有，應敘明其
內容。
（D）有無管理維護公司？若
有，應敘明。
6.建物瑕疵情形：
（1）有無混凝土中水溶性氯離子
含量及輻射檢測？（若有，
請附檢測結果，若無，則應
敘明原因。）
（2）是否有滲漏水情形，若有，
應敘明位置。

（3）有無違建或禁建情事?若有，
應敘明位置、約略面積、及
建管機關列管情形。
（4）是否曾經發生火災及其他天
然災害或人為破壞，造成建
築物損害及其修繕情形。
（5）目前是否因地震被建管單位
公告列為危險建築？若是，
應敘明危險等級。
（6）樑、柱部分是否有顯見間隙
裂痕?若有，應敘明位置及裂
痕長度、間隙寬度。
（7）房屋鋼筋有無裸露，若有，
應敘明位置。
7.停車位記載情形（如無停車位，
則免填）：
（1）有否辦理單獨區分所有建物
登記？
（2）使用約定。
（3）權利種類：（如專有或共有）
（4）停車位性質：
（包括：法定停
車位、自行增設停車位、獎
勵增設停車位，如無法辨識
者，應敘明無法辨識。）
（5）停車位之型式及位置（坡道
平面、升降平面、坡道機械
、升降機械、塔式車位、一
樓平面或其他，長、寬、淨
高為何？所在樓層為何？並
應附位置圖。機械式停車位
可承載之重量為何？）
（6）車位編號（已辦理產權登記
且有登記車位編號者，依其
登記之編號，未辦理者，依
分管編號為準）。
（二）基地
1.基地標示
（1）坐落之縣（市）
、鄉（鎮、市
、區）、段、小段、地號。
（2）面積。
（3）權利範圍、種類（所有權、
地上權、典權、使用權）。
（4）地籍圖等。
2.基地所有權人或他項權利人（登
記簿有管理人時並應載明）
。
3.基地權利種類及其登記狀態（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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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登記謄本）
：
（1）所有權（單獨或持分共有）。
（2）他項權利（包括：地上權、
典權）。
（3）有無信託登記？若有，應敘
明信託契約之主要條款內容
（依登記謄本及信託專簿記
載）。
（4）基地權利有無設定負擔，若
有，應敘明。
A.有無他項權利之設定情形
（包括：地上權、不動產役
權、抵押權、典權）。
B.有無限制登記情形？（包括
：預告登記、查封、假扣押
、假處分及其他禁止處分之
登記。）。
C.其他事項（包括：依民事訴
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規定
及其他相關之註記等）。
4.基地目前管理與使用情況：
（1）有無共有人分管協議或依民
法第八百二十六條之一規定
為使用管理或分割等約定之
登記，若有，應敘明其內容
。
（2）有無出租或出借，若有，應
敘明出租或出借情形。
（3）有無供公眾通行之私有道路
，若有，應敘明其位置。
（4）有無界址糾紛情形，若有，
應敘明與何人發生糾紛。
（5）基地對外道路是否可通行，
若否，應敘明情形。
5.基地使用管制內容：
（1）使用分區或編定
A.都市土地，以主管機關核發
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為準。
B.非都市土地，以土地登記謄
本記載為準。
C.若未記載者，應敘明其管制
情形。
（2）法定建蔽率。
（3）法定容積率。
（4）開發方式限制

如都市計畫說明書有附帶規定以徵
收、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其他方
式開發或屬都市計畫法規定之禁限
建地區者，應一併敘明。
（三）重要交易條件：
1.交易種類：買賣（互易）
。
2.交易價金。
3.付款方式。
4.應納稅費項目、規費項目及負擔
方式：
（1）稅費項目：契稅、房屋稅、
印花稅等。
（2）規費項目:登記規費、公證費
。
（3）其他費用：所有權移轉代辦
費用、水電、瓦斯、管理費
及電話費等。
（4）負擔方式：由買賣雙方另以
契約約定。
5.賣方是否有附加之設備？如有，
應敘明設備內容。
6.他項權利及限制登記之處理方式
（如無，則免填）。
7.有無解約、違約之處罰等，若有
，應敘明。
8.其他交易事項：___。
（四）其他重要事項：
1.周邊環境，詳如都市計畫地形圖
或相關電子地圖並於圖面標示周
邊半徑三百公尺範圍內之重要環
境設施（包括：公（私）有市場
、超級市場、學校、警察局（分
駐所、派出所）
、行政機關、體育
場、醫院、飛機場、台電變電所
用地、地面高壓電塔（線）
、寺廟
、殯儀館、公墓、火化場、骨灰
（骸）存放設施、垃圾場（掩埋
場、焚化場）
、顯見之私人墳墓、
加（氣）油站、瓦斯行（場）
、葬
儀社）。
2.是否已辦理地籍圖重測，若否，
主管機關是否已公告辦理？
3.是否公告徵收，若是，應敘明其
範圍。
4.是否為直轄市或縣（市）政府列
管之山坡地住宅社區，若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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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明。
5.本建物（專有部分）於產權持有
期間是否曾發生兇殺、自殺、一
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之
情形，若有，應敘明。
三、預售屋
（一）建物
1.坐落：縣（市）
、鄉（鎮、市、區
）、段、小段、地號。
2.建物型態與格局
（1）建物型態
A.一般建物：單獨所有權無共
有部分（包括：獨棟、連棟
、雙併等。）
B.區分所有建物：公寓（五樓
含以下無電梯）、透天厝、
店面（店鋪）、辦公商業大
樓、住宅或複合型大樓（十
一層含以上有電梯）、華廈
（十層含以下有電梯）、套
房（一房、一廳、一衛）等
。
C.其他特殊建物：如工廠、廠
辦、農舍、倉庫等型態。
（2）格局（包括：房間、廳、衛
浴數，有無隔間）。
3.主管建築機關核准之建照日期及
字號（詳如建造執照暨核准圖說
影本）。
4.出售面積及權利範圍
（1）本戶建物總面積（如為區分
所有建物，包含主建物、附
屬建物及共有部分面積）。
（2）主建物面積占本戶建物得登
記總面積之比率。
（3）停車空間若位於共有部分且
無獨立權狀者，應敘明面積
及權利範圍計算方式。
（4）停車空間占共有部分總面積
之比率。
5.共有部分項目、總面積及其分配
比率。
6.主要建材及廠牌、規格。
7.建物構造、高度及樓層規劃。
8.工程進度
（1）開工、取得使用執照期限。

（2）通知交屋期限。
（3）保固期限及範圍。
9.管理與使用之規劃：
公寓大廈應記載規約草約內容，
無法記載者，應敘明原因。規約
草約內容如下：
（1）專有部分之範圍。
（2）共用部分之範圍。
（3）有無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
用部分（如有，請註明其標
示範圍及使用方式）。
（4）管理費或使用費之計算方式
及其數額。
（5）起造人提撥公共基金之數額
及其撥付方式。
（6）管理組織及其管理方式。
（7）停車位之管理使用方式。
10.建物瑕疵擔保：
交屋時有無檢附「施工中建築物
新拌混凝土氯離子含量檢測報
告單」及「施工中建築物出具無
輻射污染證明」？若無，應敘明
原因。
11.停車位產權型態及規格型式（如
無停車位，則免填）：
（1）是否辦理單獨區分所有建物
登記？
（2）權利種類：（如專有或共有）
（3）停車位性質：
（包括：法定停
車位、自行增設停車位、獎
勵增設停車位）
（4）停車位之型式及位置（坡道
平面、升降平面、坡道機械
、升降機械、塔式車位、一
樓平面或其他，長、寬、淨
高為何？所在樓層為何？並
應附位置圖。機械式停車位
可承載之重量為何？）
（5）車位編號。
（二）基地
1.基地標示
（1）坐落之縣（市）
、鄉（鎮、市
、區）、段、小段、地號。
（2）基地總面積。
（3）基地權利種類（所有權、地
上權、典權、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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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地出售面積、權利範圍及
其計算方式。
（5）地籍圖。
2.基地所有權人或他項權利人（登
記簿有管理人時並應載明）
。
3.基地權利種類及其登記狀態（詳
如登記謄本）
：
（1）所有權（單獨或持分共有）。
（2）他項權利（包括：地上權、
典權）。
（3）有無信託登記？若有，應敘
明信託契約之主要條款內容
（依登記謄本及信託專簿記
載）。
（4）基地權利有無設定負擔，若
有，應敘明。
A.有無他項權利之設定情形
（包括：地上權、不動產役
權、抵押權、典權）。
B.有無限制登記情形？（包括
：預告登記、查封、假扣押
、假處分及其他禁止處分之
登記。）。
C.其他事項（包括：依民事訴
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規定
及其他相關之註記等）。
4.基地管理及使用情況：
（1）有無共有人分管協議或依民
法第八百二十六條之一規定
為使用管理或分割等約定之
登記，若有，應敘明其內容
。
（2）有無出租或出借予第三人，
若有，應敘明出租或出借情
形。
（3）有無供公眾通行之私有道路
或因鄰地為袋地而有之通行
權，若有，應敘明其位置。
（4）有無界址糾紛情形，若有，
應敘明與何人發生糾紛。
（5）基地對外道路是否可通行，
若否，應敘明情形。
5.基地使用管制內容：
（1）使用分區或編定
A.都市土地，以主管機關核發
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為準。
B.非都市土地，以土地登記謄
本記載為準。
C.若未記載者，應敘明其管制
情形。
（2）本基地是否位屬工業區或不
得作住宅使用之商業區或其
他分區，若是，應敘明其建
物使用之合法性。
（3）法定建蔽率。
（4）法定容積率。
（5）本基地有無辦理容積移轉，
或有無開放空間設計或其他
獎勵容積，若有，應敘明其
內容及受限制之事項。
（6）是否位屬山坡地範圍，若是
，應敘明。
（三）重要交易條件：
1.交易種類：買賣（互易）。
2.交易價金。
3.付款方式。
4.應納稅費項目、規費項目及負擔
方式
（1）稅費項目：契稅、房屋稅、
印花稅等。
（2）規費項目:工程受益費、登記
規費、公證費等。
（3）其他費用：所有權移轉代辦
費用、水電、瓦斯、管理費
及電話費等。
（4）負擔方式：由買賣雙方另以
契約約定。
5.賣方是否有附加之設備？若有，
應敘明設備內容。
6.預售屋之飲用水、瓦斯及排水狀
況。
7.履約保證機制方式，及其受託或
提供擔保者。
8.有無解約、違約之處罰等，若有
，應敘明。
9.其他交易事項：___。
（四）其他重要事項
1.周邊環境，詳如都市計畫地形圖
或相關電子地圖並於圖面標示周
邊半徑三百公尺範圍內之重要環
境設施（包括：公（私）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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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市場、學校、警察局（分
駐所、派出所）
、行政機關、體育
場、醫院、飛機場、台電變電所
用地、地面高壓電塔（線）
、寺廟
、殯儀館、公墓、火化場、骨灰
（骸）存放設施、垃圾場（掩埋
場、焚化場）
、顯見之私人墳墓、
加油（氣）站、瓦斯行（場）
、葬
儀社）。
2.本基地毗鄰範圍，有無已取得建
造執照尚未開工或施工中之建案
，若有，應敘明其建案地點、總
樓地板面積（㎡）
、地上（下）層
數、樓層高度（m）、建物用途資
料。
3.最近五年內基地周邊半徑三百公
尺範圍內有無申請水災淹水救助
紀錄，若有，應敘明。
4.是否已辦理地籍圖重測，若否，
主管機關是否已公告辦理？
貳、不得記載事項
一、不得記載本說明書內容僅供參考。
二、不得記載繳回不動產說明書。
三、不得使用實際所有權面積以外之「受
益面積」、「銷售面積」、「使用面積」
等類似名詞。
四、預售屋出售標的，不得記載未經依法
領有建造執照之夾層設計或夾層空間
面積。
五、不得記載以不動產委託銷售標的現況
說明書、不動產委託承購標的現況說
明書、要約書標的現況說明書或建物
現況確認書，替代不動產說明書之內
容。
六、不得記載房價有上漲空間或預測房價
上漲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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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經紀業廣告處理
原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6 月 13 日 內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266511 621 號函

一、為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簡
稱主管機關）處理不動產經紀業（以下簡
稱經紀業）受託居間或代理銷售（租賃）
不動產廣告案件，以保護消費者權益，促
進不動產交易安全，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處理原則所稱廣告，指經紀業利用電視
、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誌、傳
單、海報、招牌、牌坊、廣告圖冊、模型
、樣品屋、布條、電腦、電話傳真、電子
視訊、電子語音、網際網路或其他方法，
使不特定多數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
三、廣告不實查核之分工原則如下：
（一）經紀業所為不實廣告案件，由主管
機關依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以
下簡稱管理條例）處理；非屬管理
條例規範之範疇者，由公平交易委
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依公平交
易法（以下簡稱公平法）處理。
（二）經紀業所為之廣告內容，涉及事業
服務品質、企業形象、行銷策略等
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或其他足以嚴重影響市場交易
秩序及公共利益之情形者，由公平
會依公平法處理。
（三）經紀業係加盟經營，而未於廣告、
市招及名片等明顯處，標明加盟店
或加盟經營字樣者，由主管機關依
管理條例處理。
（四）建商委託經紀業者從事銷售行為之
不實廣告案件，依其個案具體情形
，如建商與經紀業者俱為廣告主時
，由公平會依公平法處理。
（五）其他經紀業所為不實廣告案件，如
無法依前 4 款原則劃分業務管轄時
，由內政部與公平會協調處理。
四、廣告應與委託契約書內容及事實相符。
委託契約內容與事實不符者，經紀業應依
事實修正廣告內容。
五、經紀業名稱及經營型態等事項，應依下列

規定於廣告載明：
（一）廣告應註明經紀業名稱：
1.直營店或獨立品牌店：廣告及銷
售內容應註明之「經紀業名稱」，
得為經紀業辦理公司或商業登記
之名稱，或肆應廣告製作簡明扼
要及經紀業實務需要，得適度簡
化為足以使消費者辨識該廣告責
任之經紀業名稱，並註明經紀業
組織型態為「公司」或「商號」
（
例如：
「○○不動產仲介經紀股份
有限公司」簡稱為「○○不動產
（股）公司」或「○○房屋仲介
企業社」簡稱為「○○房屋企業
社」）。
2.加盟店或加盟經營：除依直營店
方式註明經紀業名稱外，應另標
明加盟店或加盟經營字樣，不得
逕以加盟店名稱替代管理條例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之經紀業名稱。
（二）經紀業係加盟經營者，應於廣告、
市招及名片等明顯處，標明加盟店
或加盟經營字樣；經紀業或其加盟
經營者之名稱或其簡稱，不得使人
誤認其與政府機關、公益團體有關
，或妨害公共秩序與善良風俗。
（三）廣告稿應由經紀業指派經紀人簽章
。
六、廣告有下列表示或表徵之一者，得認定為
不實廣告：
（一）建築物坐落地點：
廣告上標示建築物坐落地點與實
際不符。
（二）不動產面積：
1.廣告上標示建築物或土地總面積
與所有權狀登記之面積不符。
2.廣告使用未經明確定義之「使用
面積」、「受益面積」、「銷售面積
」等名詞。但未辦保存登記部分
，其面積依建造執照、使用執照
或稅籍資料所載者，不在此限。
3.廣告上標示建築物或土地總面積
與所有權狀登記之面積相符，而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1）廣告中使用「建築面積」
、
「
基地面積」、
「主建物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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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建物面積」、「共同
準。
使用部分面積」等法定用語
（八）廣告對不動產之外在環境、視野或
作為建築物面積之表示，而
景觀之表示與事實不符。
其面積表示之數量與法定
（九）廣告上標示之優惠或貸款額度與事
用語所應有或登記之面積
實不符。
不符。
（十）停車位廣告：
（2）廣告表示建築物共同使用
廣告與施（竣）工圖不符，經建築
設施比率與完工建築物不
管理機關認定為違法。如建商嗣後
符。
實際交付之停車位與廣告相符，亦
（三）廣告之外觀、設計、格局配置與事
同。
實不符，或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十一）建造執照：
1.建築物之外觀、設計、格局配置
1.建造執照尚未核發，引人誤認已
與廣告相符，而與施工平面圖或
取得建照。
竣工平面圖不符，且未於廣告註
2.廣告表示建築物之用途與建造執
明差異。
照或使用執照所載不符。
2.設施或服務不屬於給付或附隨給
（十二）預售屋廣告：
付之內容，而有被誤為屬於給付
以廣 告主使用 廣告時之 客觀狀
之虞。
況予以判斷。預售屋廣告主使用
（四）廣告圖說：
廣告時，已預知或可得知其日後
1.廣告圖與說明文字不符。
給付 之內容無 法與廣告 相符者
2.不動產案件無法以明確之圖片表
，得認其廣告不實。所稱之客觀
示，而以文字說明或以示意圖表
狀況，指廣告主提供日後給付之
能力、法令之規定、建材之供給
示者，其文字說明或示意圖與事
等。
實不符。
（十三）其他涉及不實廣告內容。
3.廣告照片、圖示內容對不動產法
定用途、權利範圍之表示或表徵 七、不動產廣告不實之認定，除依第六點規定
外，其廣告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亦屬不實
與事實不符。
之表示或表徵：
（五）廣告對不動產建材之表示或表徵與
（一）廣告所標示之成交紀錄與實際不符
事實不符。
。
（六）公有公共設施或交通道路：
（二）廣告所標示之分店數量與實際不符
1.廣告對公有公共設施（如學校、
。
公園、運動場、政府機關等）之
（三）廣告上使用「買方」或「買方數量
表示與廣告當時之客觀狀況或完
」等非法定名詞作為服務數量之表
工後之實際狀況不符。
示或表徵，未於廣告明顯處標示該
2.建築物之銷售廣告以未完成之公
數量之統計期間及統計區域。
有公共設施或交通道路為表示或
表徵，使人誤認已完成。但已註 八、依第 4 點、第 6 點、第 7 點規定判斷廣告
是否與事實相符，應考量下列因素：
明完工時程及相關注意事項者，
（一）表示或表徵與實際狀況之差異程度
不在此限。
。
（七）交通狀況、時間或空間距離：
（二）表示或表徵之內容，是否足以影響
1.廣告對交通狀況、時間或空間距
具有普通知識經驗之相關交易相
離之表示與事實不符。
對人為合理判斷並作成交易決定。
2.廣告對交通狀況、時間或空間距
離，以文字搭配圖示方式說明， 九、主管機關查核程序如下：
（一）主管機關為執行查核經紀業受託居
未敘及驗證數據，或該數據以非
間或代理銷售（租賃）不動產之廣
通常得使用之道路狀況為計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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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案件，得組成聯合查核小組，成
員包括地政及相關單位人員，並得
洽請消費者保護官或所在地不動
產仲介（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協助。
（二）主管機關對於轄內經紀業者受託居
間或代理銷售（租賃）不動產之廣
告案件，應不定期實施查核。但有
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優先查處：
1.經檢舉或相關機關（構）
、團體通
報並檢具具體事證而有違反管理
條例第 21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規定
之虞。
2.知悉已發生不動產消費爭議而有
實施查核之必要。
（三）主管機關應依第 4 點至第 7 點規定
，查核經紀業廣告之內容。
（四）主管機關受理檢舉案件，應依下列
方式處理：
1.對於檢舉人姓名、住址、聯絡電
話等身分資料應予保密。檢舉案
件有具體事證並有違法之虞者，
得依第 2 款優先查處。
2.檢舉案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
依分層負責權限規定，不予處理
。但仍應予以錄案以利查考：
（1）無具體檢舉內容、未具檢
舉人姓名或住址。
（2）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理
，並已明確答復後，仍一
再檢舉。
（3）經查證所留檢舉人姓名、
住址、聯絡電話或電子郵
件位址屬偽冒、匿名虛報
或不實。
（4）非主管檢舉內容之機關，
接獲檢舉人以同一事由分
向各機關陳情者。
（五）查核人員於執行經紀業廣告查核時
，應佩帶機關服務證，備妥主管機
關查核相關文件及照相機、攝影機
或錄音機等設備，並作成紀錄。
（六）查核人員於執行經紀業廣告查核時
，應主動對業者出示足以證明身分
之機關服務證，並說明檢查目的，
現場處理態度應保持良好，避免發

生衝突。
（七）主管機關及查核人員對於執行查核
期程，原則應予保密。
（八）經紀業拒絕主管機關查核時，依管
理條例第 2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限期改正而未改正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九）查核人員應秉持公正執行查核業務
，不得有下列情形：
1.接受不當餽贈或招待。
2.以查核之名，妨礙業者正當合法
業務之進行。
3.以查核之名，蒐集與查核無關之
資料或資訊，或為其他不當之要
求。
4.洩漏查核後所獲應保密之事項，
包括足以影響業者公平競爭之資
料或資訊。
5.其他足以影響公正執行職權之情
事。
（十）查核人員查核後應依下列方式辦理
：
1.查核完畢後，應由查核小組當場
作成查核紀錄文件 1 式 2 份，由
經紀業者或其營業處所之負責人
或現場工作人員及查核小組人員
簽章後，一份當場交付經紀業者
或其營業處所負責人或現場工作
人員收執，一份由查核小組收執
。但經紀業者或其營業處所之負
責人或現場工作人員拒絕簽收者
，不予交付該紀錄文件，並由查
核小組攜回依法送達。
2.對於違規之經紀業者，依管理條
例第 29 條第 1 項第 3 款或第 2 項
規定，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
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正而未改
正者，應連續處罰。
3.對於違規之經紀人員，依管理條
例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項
規定，予以申誡處分，其申誡處
分 3 次者，應另予 6 個月以上 3
年以下之停止執行業務處分；受
停止執行業務處分累計達 5 年以
上者，廢止其經紀人員證書或證
明。

I‐24‐4 不動產經紀業廣告處理原則
4、違規經紀業者與執行查核業務所
在地非屬同一行政區域，或銷售
現場已拆除，由執行查核業務所
在地之主管機關將查核結果，移
請該經紀業者所在地之主管機關
依前 2 目規定查處。
5、不屬於管理條例規範之違規行為
，依第 3 點分工原則，移請公平
會依公平法處理。
十、本處理原則，僅係例示若干不
動產廣告常見之可能牴觸公平法
或管理條例之行為態樣。至於個
案之處理，仍須就實務上具體事
實個別認定之。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理原則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
則
中華民國 82 年 7 月 21 日行政院台 82 內字第 25734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83 年 2 月 23 日行政院台 83 內字第 06631
號函修正第 7 點、第 8 點
中華民國 85 年 7 月 3 日行政院台 85 內字第 21975
號函核定修正第 7 點
中華民國 90 年 3 月 15 日行政院台 90 內字第 015926
號函核定修正第 7 點
中華民國 91 年 10 月 8 日行政院院臺內字第
0910048691 號函核定修正第 8 點

時公產管理機關得要求承租人或投標人於
承租或投標時，提出土地使用計畫。於核
准承租後，應按核准計畫及年限使用；違
反者，終止租約收回土地。
已核定列入臺灣省國有原野地與區外保安
林解除地清理測量計畫之公有土地，得依
計畫繼續辦理出租。
五、私人或團體為公用事業、公共事業、公共
利益或防制公害需使用之公有土地，得以
優惠或其他獎助方式優先供其租用。
六、公有土地之撥用，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公共建設需用公有土地，依法辦理
撥用，於未核准撥前，公產管理機
關應同意先行使用。
（二）公共建設需用公有土地，其有償無
償之認定，應確實依「各級政府機
關互相撥用公有土地有償與無償
之撥用原則辦理」。
（三）公有土地有償撥用，應以核准撥用
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計算標準。
七、公有土地以不出售為原則，但合於下列情
形之一者，得予出售：
（一）經地方政府認定應與鄰接土地合併
建築使用，或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且無鄰接公有土地可合併建
築使用之土地。
（二）與農業經營不可分離之公有出租建
地。
（三）抵稅地。
（四）依法不得分割、分割後無法單獨使
用或公有持分面積在五百平方公
尺以下之公私共有土地，其公有持
分部分。
（五）因土地徵收、重劃、照價收買、價
購取得或變產置產，經列入營運開
發之土地。
（六）興建國民住宅用地或經行政院核定
編定為工業區之土地。
（七）其他經權責機關依法律或地方公產
管理法規規定核定者。
八、公有土地以不放領為原則。但在民國六十
五年以前，已有租賃關係之非都市化地區
公有宜農、牧山坡地及都市計畫地區外適
當範圍之公有耕地，在不影響水源涵養、
國土保安、環境保護及公共建設原則下，
得視實際狀況按公告土地現值依規定辦理

公 地 行 政 類

一、公有土地管理機關依下列規定實施產籍管
理並限期完成：
（一）全面清查公有土地，逐筆建立產籍
卡、冊，一有異動，應即辦理釐正，
並加速產籍資料電腦化。
（二）加強土地檢核，定期或不定期派員
逐筆查對使用情形。
（三）積極處理被占用之土地，依法令得
出租者，限期辦理租用，逾期不承
租者應予收回；依法令不得出租
者，限期收回；其非法地上物洽請
業務主管機關依法排除。
二、公有土地主管機關對公有土地之管理與利
用情形，應定期或不定期檢核，並督導管
理機關或代管機關之管理。
三、公有土地應儘量保持公有，由公有土地管
理機關依相關法令規定自行辦理、提供各
級政府辦理或出租、設定地上權、信託、
聯合民間為下列之開發經營事項：
（一）興辦公共設施。
（二）興建國民住宅或軍、公、教住宅。
（三）興建辦公大樓。
（四）開發工業區。
（五）開發休閒遊憩設施。
（六）公共造產或造林。
（七）其他配合政府經濟政策及產業發展
需要之開發經營。
四、政府機關無開發經營或使用計畫之公有土
地，除未出租之耕地、林業用地及養殖用
地應交由林務機關實施造林外，得配合都
市計畫或區域計畫，依法辦理出租或標租。
前項依法得辦理出租或標租之土地，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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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領，其具體作法如次：
（一）民國六十五年以前，經行政院或臺
灣省政府核准放領有案，而迄未辦
理者，於第五款放領辦法訂定後，
先行辦理放領。
（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水源涵養、
國土保安、環境保護及公共建設之
需要應先依規定劃定或編定各該
使用區或用地。
（三）各公產管理機關應即清查檢討評
估，擬具放領或公用之處理意見。
（四）由內政部邀集財政部、經濟部、行
政院經建會、行政院農委會、行政
院環保署、臺灣省政府等有關機關
成立「公地放領審議委員會」審議
後決定之。
（五）由內政部依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第
二十條第三項及國有財產法第四
十六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放領辦
法，明定放領對象、資格條件、放
領地價、土地使用及移轉限制等，
以為執行之依據。
九、為配合本原則之執行，各權責機關應辦理
下列事項：
（一）制定或修正有關法令。
（二）訂定相關機關聯繫要點。
（三）充實公產管理人員。

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不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

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
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
償劃分原則

各級政府機關因公務或公共所需公有不動
產，依法申辦撥用時，以無償為原則。但下列
不動產，應辦理有償撥用：
一、國有學產不動產，非撥供公立學校、道路
、古蹟使用者。
二、獨立計算盈虧之非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機
構與其他機關間互相撥用之不動產。
三、專案核定作為變產置產之不動產，非撥供
道路使用者。
四、管理機關貸款取得之不動產，其處分收益
已列入償債計畫者。
五、抵稅不動產或稅捐稽徵機關承受行政執行
機關未能拍定之不動產。
六、特種基金與其他機關間互相撥用之不動產
，且非屬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財務確屬困難之校務基金或地方教
育發展基金申請撥用特種基金以
外之不動產供公立學校使用。
（二）住宅基金申請撥用特種基金以外之
不動產供興辦社會住宅使用。
七、屠宰場、市場、公共造產事業使用之不動
產，且其非屬地方政府同意無償撥用其所
有不動產之情形者。
八、都市計畫住宅區、商業區、工業區不動產、
特定專用區容許住、商、工業使用之不動
產，或非都市土地經編定為甲、乙、丙、
丁種建築用地及其地上建築改良物，且其
非屬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國有不動產撥供中央政府機關使
用。
（二）撥供古蹟、歷史建築、社會住宅、
道路或溝渠使用。
九、前款不動產屬都市計畫範圍內者，其土地
於中華民國九十四年八月四日後，變更為
非供住、商、工業性質之使用分區或容許
使用項目，且其變更非屬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律變
更。
（二）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六條、第二十
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
變更。
（三）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
三款或第四款規定變更，並先經公
產管理機關同意。
十、其他依法令規定應辦理有償撥用之不動產
。
前項但書規定之不動產，依法撥用供重
大災害發生後災民安置或重建使用者，除
屬第二款及第六款情形仍應辦理有償撥用
外，辦理無償撥用。
辦理有償撥用不動產時，土地之取償，
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以核准撥用日當期公
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良物之取
償，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年期評定現
值為準，無當年期評定現值或屬特種基金
財產者，以核准撥用當月財產帳面金額為
準。

公 地 行 政 類

中華民國 77 年 9 月 12 日行政院台 77 財字第 25507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82 年 10 月 27 日行政院台 82 財字第 37726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85 年 7 月 24 日行政院台 85 財字第 25134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89 年 9 月 21 日行政院台 89 財字第 27765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1 年 6 月 27 日行政院院臺財字第
0910029566 號函修正
中 華 民 國 94 年 8 月 4 日 行 政院 院 臺財 字 第
0940030655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6 年 9 月 29 日行政院院臺財字第
0960041165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9 年 3 月 25 日行政院院臺財字第
0990094242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0 年 1 月 13 日行政院院臺財字第
1000090572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2 年 11 月 7 日行政院院臺財字第
1020063579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 年 3 月 11 日行政院院臺財字第
1030009299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 年 5 月 28 日行政院院臺財字第
103002477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4 年 11 月 18 日行政院院臺財字第
1040059450 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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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有償撥用公有不動產分期付款執行要點

地方政府有償撥用公有
不動產分期付款執行要
點

J‐3‐1

七、核准分期付款有償撥用之公有不動產，自
核准日起，其應負擔之房屋稅、地價稅或
工程受益費，由地方政府負擔。

中華民國 78 年 5 月 3 日行政院臺 78 財字第 11241
號函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88 年 11 月 3 日行政院臺 88 財字第 40590
號函修正核定，並自 11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96 年 9 月 21 日行政院院臺財字第
0960036851 號函修正，並自 9 月 21 日生效

公 地 行 政 類

一、為協助地方政府取得為公務、公共所需之
不動產，以加速興辦公共設施，促進地方
建設，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公有不動產，指國有、直轄市
有、縣(市)有及鄉(鎮、市)有之不動產。
三、地方政府依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不
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有償撥用公有
不動產，經徵得民意機關同意分期編列預
算繳付價金後，得分期付款辦理撥用，並
免計利息。但未於約定期限內繳清當期應
付價金者，按應付價金之百分之二年利率
加計遲延利息。
前項分期付款之期限，除該公有不動產屬
事業財產或學產者，不得超過四年外，其
他公有不動產不得超過八年。其尚未付清
之價金，應予列管，並逐年按期編列預算。
四、分期付款有償撥用公有不動產時，地方政
府應於撥用計畫書內列明清償年限及每年
清償金額。
地方政府應將撥用之總經費及分期付款方
式於預算內表達。
五、分期付款有償撥用之公有不動產，如屬出
租耕地時，依平均地權條例第十一條規定
應給與承租人之各項補償費用，地方政府
應於經核准撥用後，一次撥付原管理機關。
前項土地承租人如有積欠租金，應由其應
領之各項補償費內扣抵之。
六、公有不動產經核准以分期付款有償撥用
後，原管理機關應依規定辦理產籍異動，
其財產帳從固定資產轉入應收款；地方政
府應依規定囑託地政機關辦理所有權移轉
及管理機關變更登記，並建立產籍資料及
應付款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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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水道浮覆地及道路溝渠廢置地所有權歸屬處理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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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六、收歸國有部分：其餘土地未經人民或地方
政府取得所有權者，除法令另有規定外，
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或其所屬分支機構囑
託該管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辦理土
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並以財政部國有財
產局為管理機關。
中華民國 60 年 6 月 29 日行政院台 60 內字第 5854
七、地方政府投資開闢海堤，產生未登記土地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74 年 6 月 17 日行政院台 74 內字第 11254
之所有權歸屬處理原則，準用第五點規定。

關於水道浮覆地及道路
溝渠廢置地所有權歸屬
處理原則

號函修正第 3 點
中華民國 91 年 7 月 26 日行政院院臺內字第
0910034925A 號函修正名稱及全文

公 地 行 政 類

一、土地補辦登記程序：未登記之水道地浮覆
後及未登記之道路溝渠地於廢置後，當地
地政機關應即依土地法規定程序，辦理土
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二、已由政府給價部分：第一點規定之各類土
地，如係原由地方政府徵收或價購者，准
由地方政府於辦理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時，囑託登記為地方所有。
三、水道浮覆地原為私有部分：水道浮覆地原
屬私有者，除已由政府徵收補償或給價收
購（包括日據時期給價）者外，於土地回
復原狀時，不論係天然或人為之原因，均
應准由原所有權人依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申請回復其所有權。回復請求權時
間以水道區域線公告後起算。
四、道路溝渠廢置地原為私有部分：道路、溝
渠廢置地原屬私有者，除已由政府徵收補
償或給價收購（包括日據時期給價）者外，
准由原所有權人於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期間，申請為所有權登記。但因政府投資
或間接施工而廢置者，得依法徵收工程受
益費。
五、地方政府計畫投資開發取得土地程序：地
方政府投資開闢新水道、新道路或新溝
渠，而欲取得舊水道浮覆地或舊道路溝渠
廢置地之所有權者，應事先擬具計畫，報
行政院核准，否則不予追認；並應於工程
完竣之日起三個月內，將實測結果有關圖
冊函送內政部及副知財政部、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及其所屬分支機構，俟內政部報行
政院核定後，辦理登記。
前項地方政府取得之土地，由地方政府囑
託該管地政機關辦理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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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山坡地放領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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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建設局。
六、關於政府計畫開發工業區之認定，中央
為經濟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建設廳
（工務局）
，縣（市）為縣（市）政府工
中華民國 83 年 11 月 7 日內政部台（83）內地字第
務局或建設局。
8387040 號令訂定發布
七、關於影響國家公園經營管理之認定，為
中華民國 86 年 8 月 13 日內政部台（86）內地字第
內政部。
8687569 號令修正第 2 條、第 21 條
八、關於放領公地之清查檢討評估，擬具放
中華民國 88 年 11 月 6 日內政部台（88）內中地字
第 8886509 號令修正第 2 條、第 9 條、第 19 條、
領或公用之處理意見，國有土地為財政
第 23 條、第 25 條
部國有財產局，直轄市有土地為直轄市
中華民國 90 年 10 月 5 日內政部台（90）內中地字
政府建設局或地政處，縣（市）有土地
第 9083098 號令及行政院農業委員會（90）農林
為縣（市）政府農業局（科）
、建設局或
字第 900031345 號令會銜修正第 5 條、第 7 條
地政科（局）
，鄉（鎮、市）有土地為鄉
中華民國 91 年 4 月 24 日內政部台內中地字第
（鎮、市）公所。
0910084409 號令及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林字第
九、關於放領土地之調查、公告、審定、測
0910030103 號令會銜修正第 9 條、第 23 條
量及登記業務，中央為內政部，直轄市
中華民國 92 年 3 月 12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為直轄市政府地政處，縣（市）為縣（市）
0920081741 號令及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林字第
政府地政科（局）及地政事務所。
0920030601 號令會銜修正第 2 條、第 3 條、第 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刪除第 16 條
為辦理前項各款業務，中央主辦機關得訂定
相關作業要點。
ௐ˘୧ 本辦法依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第二十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於辦理放領時，應組
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成公地放領工作小組，其設置要點，由直轄市
ௐ˟୧ 本辦法有關業務之主辦機關（單位）
或縣（市）政府定之。
劃分如左：
ௐˬ୧ 依本辦法辦理放領之公有山坡地，指
一、關於水源涵養、國土保安、水土保持及
山坡地範圍內供農業使用，經依法完成總登
自然保育之認定，中央為行政院農業委
記，並依山坡地可利用限度查定為宜農、牧
員會，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建設局，縣
地或已編定為農牧用地，且在中華民國六十
（市）為縣（市）政府農業局（科）或
五年九月二十四日以前經依法放租之公有土
建設局。
地。但有左列情形之一者，不予放領：
二、關於環境保護之認定，中央為行政院環
一、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
境保護署，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
二、政府計畫開發為新市區、新社區、新港
護局，縣（市）為縣（市）政府環境保
口、風景區、工業區或其他非供農業使
護局。
用。
三、關於政府計畫供公共建設使用之認定，
三、政府計畫供公共建設使用或自行開發利
中央為各目的事業主管部、會、署、處、
用。
局或為省政府，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各
四、影響水源涵養、國土保安、自然保育或
目的事業主管處、局，縣（市）為縣（市）
環境保護。
政府。
五、影響國家公園經營管理。
四、關於政府計畫開發新市區、新社區及都
六、為原住民保留地。
市計畫範圍之認定，中央為內政部，直
前項放租公有土地契約內之其他土地，供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工務局或都市發展
與放領土地之農業經營不可分離之農舍、畜
局，縣（市）為縣（市）政府工務局或
禽舍、倉儲設備、曬場使用者，得一併放領。
建設局。
ௐα୧ 未登記土地或已登記尚未辦理山坡地
五、關於政府計畫開發新港口、風景區之認
可利用限度查定之土地，於中華民國六十五
定，中央為交通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年九月二十四日以前已依法放租，且無第三
府交通處（局）或建設局，縣（市）為
條第一項但書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承租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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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承領。
面積辦理放領部分，應由放租機關依左列期
前項土地於地籍測量登記後，經山坡地可利
間計收使用補償金：
用限度查定非屬宜農、牧地者，不予放領。
一、自受理申請承領之當月起，追收至開始
ௐ̣୧ 公有山坡地放領對象，除第六條規定
使用時止。但最長以五年為限。
者外，為中華民國六十五年九月二十四日以
二、自受理申請承領之次月起至承領人承領
前已承租該公有山坡地，至本辦法發布時仍
之前一個月止。
繼續承租使用之農民、依法換約承租使用之
依第一項計算之放領面積，不得超過山坡地
農民或由其繼承人繼承承租使用之農民。
保育利用條例第二十條第一項及農業發展條
前項承租公有山坡地之農民，如有積欠租金
例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面積上限。
者，應先向放租機關繳清後再辦理放領。
ௐˣ୧ 放領地價以七十九年之公告土地現值
前項承租人於本辦法發布後，公告放領前，有
為計算標準。部分土地無七十九年之公告土
左列情形之一者，其換約承租使用者得列入放
地現值者，以其所屬地價區段或參照鄰近土
領對象：
地七十九年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其放領地價之
一、承租人因年邁體衰，而由其同戶籍原共
計算標準，並按年利率百分之三本利合計，
同使用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或家屬現耕、
分十五年每年上下二期均等攤繳。但承領人
使用而依法換約承租使用者。
得提前繳清地價。
二、承租人死亡，由其繼承人繼承承租使用
前項每期應攤繳地價，承領人應於通知繳納
者。
之日起三十日內繳清。
前二項承租公有山坡地之農民，如有積欠租 ௐ˝୧ 辦理公有山坡地放領前，應先依左列
金或使用補償金者，應先向放租機關繳清後再
程序辦理先期作業：
辦理放領。
一、公產管理機關應清查中華民國六十五年
ௐ̱୧ 林業生產合作社或其他農業有關之團
九月二十四日以前已有租賃關係至本辦
體（以下簡稱農業團體）於中華民國六十五
法發布時仍出租之公有土地，造具清
年九月二十四日以前已承租公有山坡地者，
冊，送交第二條規定之主辦機關查註意
由該土地管理機關與其承租人終止租約，並
見後，檢討評估，就符合第三條規定得
依規定與合作社社員、農業團體會員重新訂
予放領之土地，造具擬辦公地放領清冊
立租約後放領與本辦法發布時使用該土地之
（含土地及承租人資料）並附具相關圖
合作社社員農民、農業團體會員農民。
說，送請內政部公地放領審議委員會審
前項所定社員或會員之身分，由該合作社或
議。
農業團體確認之。
二、內政部公地放領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
ௐ˛୧ 依本辦法放領之面積，以申請承領人
後，應將清冊送回各該公產管理機關。
三、前款清冊中所列擬放領之土地屬於國有
原租約面積為準。但因地形限制或一筆土地
者，由財政部核准；屬於直轄市或縣（市）
內部分承租，致申請承領人實際使用面積與
有者，依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辦理；
租約面積不符者，依左列規定辦理：
屬於鄉（鎮、市）有者，由該管鄉（鎮、
一、實際使用面積未達租約面積者，經申請
市）公所送經鄉（鎮、市）民代表會審
承領人同意就其租約面積超過實際使用
議同意後，報經該管縣（市）政府核准。
面積部分終止租約後，依其實際使用面
四、公產管理機關依法完成處分程序後，應
積辦理放領。
將公地放領清冊送交土地所在地直轄市
二、實際使用面積超過租約面積未達百分之
或縣（市）政府辦理放領。
十者，依其實際使用面積辦理放領。
前項第一款清查檢討評估之土地，包括第四
三、實際使用面積超過租約面積百分之十
條規定之未登記土地及已登記尚未辦理山坡
者，依其租約面積加百分之十辦理放
地可利用限度查定之土地。
領，其餘部分應收回另行處理。但該其
內政部公地放領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另定
餘部分面積在一公頃以下者，併予放
之。
領，不予收回。
第一項先期作業之聯繫要點，由內政部定
依前項第二款、第三款放領面積超出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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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三十日內繳清第一期地價。
申請人繳清第一期地價，並以書面承諾第二十
條至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四條所定各項限制
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於三個月內發給
承領證書。
申請人不按第一項規定辦理者，視為放棄承
領。
ௐỊ̏୧ 宜農、牧地承領人於繳清地價前應
依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第十二條規定，完成
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經檢查合格者，發給
宜農、牧地水土保持合格證明書。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承領人於繳清全部地價後，應檢具
左列證明文件，送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囑託該管地政事務所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
並憑原承領證書領取土地所有權狀。
一、身分證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二、宜農、牧地水土保持合格證明書。
ௐȈˣ୧ 承領人自承領之當期起免繳租金。
但應負擔地價稅或田賦。
ௐȈ˝୧ 承領之山坡地，於承領人未繳清地
價前，因不可抗力致部分或全部不能使用
者，由承領人向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
勘查屬實，經直轄市政府核准或縣（市）政
府轉報內政部核准後，其不能使用部分自申
報之日起，准予減免其應繳之地價。
前項免繳地價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註銷承領，並收回其承領證書，但承領數筆土
地僅部分土地免繳地價者，於原承領證書加註
後發還之；其已繳之地價，應無息退還。
ௐ˟Ȉ୧ 承領人在繳清地價取得土地所有權
前，有左列情形之一者，由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收回土地另行處理。
一、死亡無人繼承或其繼承人均非農民。
二、農牧用地承領人喪失耕作能力且同一戶
內共同生活之家屬均無耕作能力。
三、因遷徙或轉業，不能繼續承領。
前項經收回土地所繳之地價，除承領人死亡
無人繼承者依民法處理外，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應通知承領人或其繼承人一次無息發還。
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規定收回土地之地
上物得限期由承領人收割、處理；或由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併同特別改良估定價格，予以
補償。
ௐ˟Ȉ˘୧ 承領人在繳清地價取得土地所有
權前，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應由直轄市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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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理公有山坡
地放領程序如左：
一、接收公地放領清冊。
二、公告並通知受理申請承領。
三、現場調查並確認現使用承租農民身分。
四、未登記土地辦理地籍測量登記，已登記
土地得經申請人之申請，辦理土地複丈。
五、審定及公告確定放領。
六、編造公地承領農戶清冊分送公產管理機
關、地價經收行庫、該管地政事務所及
直轄市政府建設局或縣（市）政府農業
局（科）或建設局。
七、通知申請人繳納第一期地價，並以書面
承諾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四
條所定各項限制。
八、發給承領證書。
九、繳清全部地價後囑託辦理所有權移轉登
記並通知承領人領取土地所有權狀。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前條第二
款規定公告受理申請承領之期間為三十日。
承租人逾期未申請承領者，視為放棄承領。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第十條第
三款規定調查時，應會同農業機關及放租機
關（構）逐筆調查，並通知承租人備具身分
證明文件到場指界。
經依前項調查，符合左列情形者，應依第十
條第四款規定辦理之。
一、現使用人與公地放領清冊所載承租人相
符。
二、符合第五條或第六條之農民規定。
三、土地現供農業使用。
四、承租土地界址無糾紛。
五、土地承租權無糾紛。
經調查結果，如不符合前項各款情形之一
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造具放領土地現
況不符清冊送公產管理機關查明處理。
ௐȈˬ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第十條第
四款規定辦理地籍測量或土地複丈時，應由
放租機關（構）會同申請人現場指界。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理前項地籍測量或
土地複丈，應訂定年度測量計畫，分期分區辦
理。
ௐȈα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審定及公告
確定放領後，應委託地價經收行庫開發第一
期地價繳納通知書，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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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撤銷承領收回土地。
權後滿五年始得移轉。
一、冒名頂替矇請承領。
承領人取得土地所有權後五年內，除政府實
二、轉讓或出租。
施國家經濟政策或公共需用，辦理區段徵收或
三、違反使用編定容許使用，經通知限期改
徵收外，不得變更使用。
正而逾期不改正者。
ௐ˟Ị̏୧ 依本辦法辦理放領之工作要點，
四、農牧用地承領人不自任耕作。
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定之，報內政部備
五、未依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第十二條或水
查；在縣（市），由內政部定之。
土保持法第十條規定實施水土保持處理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與維護，經通知限期改正而逾期不改正。
六、超限利用，經依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第
二十五條或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二條第一
項規定通知限期改正而逾期不改正。
依前項第二款、第五款或第六款撤銷承領收
回土地者，所繳之地價不予發還。其餘各款撤
銷承領收回土地者，所繳之地價一次無息發
還。
依第一項第二款撤銷承領收回之土地，其土
地之特別改良或地上物不予補償，其餘各款撤
銷承領收回之土地，其地上物由承領人依限收
割或處理，逾期未收割或處理者，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得逕行清除，不予補償。
ௐ˟Ȉ˟୧ 承領人逾期繳納第一期以後各期
地價者，依左列規定按當期應納地價加收違
約金：
一、逾期未滿一個月者，加收百分之二。
二、逾期一個月以上未滿二個月者，加收百
分之五。
三、逾期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者，加收百
分之十。
四、逾期三個月以上者，加收百分之十五。
逾期四個月仍未繳納者，得予撤銷承領收回
土地，其已繳地價一次無息發還，土地之特別
改良或地上物比照第二十條第三項規定辦理。
ௐ˟Ȉˬ୧ 放領地價之繳納，由國家行庫、
直轄市政府及其分支機構辦理經收，並扣除
必要之管理、經徵、經收費用後，除國、直
轄市有山坡地之放領地價，依山坡地保育利
用條例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理
外，其餘依其權屬解繳國庫或當地地方政府
公庫。
公產管理機關及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理
放領所需經費，除未委託地方政府代管之國有
土地及縣（市）、鄉（鎮、市）有土地由其自
行編列預算辦理外，其餘由山坡地開發基金支
應。
ௐ˟Ȉα୧ 承領人繳清地價，取得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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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山坡地放領先期作業
聯繫要點
中華民國 83 年 11 月 19 日內政部台（83）內地字
第 8385252 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 93 年 2 月 18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723039 號令修正

登記經依山坡地可利用限度查定
為宜農、牧地者，造具放租清冊乙。
（二）已登記尚未辦理山坡地可利用限度
查定之土地，造具放租清冊丙。
六、公產管理機關應備具放租清冊乙及放租清
冊丙各二份，並附具比例尺四千八百分之
一或五千分之一地籍藍晒圖，分送下列各
款業務主辦機關查註是否符合本辦法第三
條規定得予放領之意見。
（一）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之認定，由土
地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工
務局、都市發展局或建設局辦理。
（二）政府計畫開發為新市區、新社區、
新港口、風景區、工業區或其他非
供農業使用之認定，由土地所在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工務局、都
市發展局或建設局辦理。
（三）政府機關計畫供公共建設使用或自
行開發使用之認定，由土地所在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公產管理
機關辦理。
（四）影響水源涵養、國土保安、自然保
育原則之認定，由土地所在之直轄
市、縣（市）政府農業局或建設局
辦理。
（五）影響環境保護原則之認定，由土地
所在之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縣
（市）環境保護局辦理。
（六）影響國家公園經營管理之認定，由
內政部營建署各國家公園管理處
辦理。
（七）原住民保留地之認定，由行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辦理。
七、中華民國六十五年九月二十四日以前已有
租賃關係至本辦法發布時仍出租之未登記
土地，公產管理機關應比照第三點規定清
查，造具放租清冊丁一份送交土地所在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農業局或建設局，
查註是否屬山坡地範圍。
經查註屬山坡地範圍內土地，公產管理機
關應造具放租清冊戊二份，並附具標明放
租土地位置之像片基本圖，分送第六點第
一款至第七款所定各業務主辦機關查註是
否符合本辦法第三條規定得予放領之意
見。
八、第六點各款業務主辦機關應於放租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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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依公有山坡地放領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第九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要點所稱公產管理機關，國有土地為財
政部國有財產局；直轄市有土地為直轄市
政府地政處；縣（市）有土地為縣（市）
政府農業局、建設局或地政局；鄉（鎮、
市）有土地為鄉（鎮、市）公所。
三、各公產管理機關應清查符合下列各款規定
之公有土地，依直轄市、縣（市）別，造
具放租清冊甲。
（一）中華民國六十五年九月二十四日以
前已有租賃關係至本辦法發布時
仍出租之土地。
（二）已登記且編定為農牧用地之土地或
已登記暫未編定用地之土地。
（三）土地承租人為中華民國六十五年九
月二十四日以前承租，至本辦法發
布時仍繼續承租（含林業生產合作
社或其他與農業有關之團體）或經
依法換約承租或經繼承承租者。
前項放租公有土地契約內之其他土地，供
與前項土地之農業經營不可分離之農舍、
畜禽舍、倉儲設備、曬場使用者，應一併
造冊。
四、公產管理機關應將放租清冊甲一份，送交
土地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農業局
或建設局查註下列事項後，送回公產管理
機關。
（一）是否屬山坡地範圍。
（二）山坡地範圍內已登記暫未編定用地
之土地，查註山坡地可利用限度查
定種類；其尚未辦理山坡地可利用
限度查定者，應填註尚未查定。
五、公產管理機關於接到第四點送回之放租清
冊甲後，應就山坡地範圍內土地造具下列
二種清冊：
（一）已登記經編定為農牧用地者，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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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丙、戊上查註意見，一份自存，一份
送回公產管理機關。
各業務主辦機關於查註意見時，得依據其
業務中央主辦機關所訂定之相關作業要點
辦理。
九、公產管理機關於接到第八點送回之土地清
冊，應就符合本辦法第三條規定得予放領
之土地，依鄉（鎮、市）別，分別按已登
記之農牧用地、宜農、牧地、已登記尚未
辦理山坡地可利用限度查定土地及未登記
土地，造具擬辦公地放領清冊甲、乙、丙，
其中屬林業生產合作社或其他與農業有關
之團體承租之土地，應先依本辦法第六條
規定重新訂立租約後，再行造冊。
公產管理機關應將擬辦公地放領清冊甲、
乙、丙各七份，送請或層送內政部公地放
領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
十、內政部公地放領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後，
應將擬辦公地放領清冊甲、乙、丙各四份，
送回公產管理機關。
十一、擬辦放領土地屬國有者，由財政部核准
；屬直轄市或縣（市）有者，依土地法
第二十五條規定辦理；屬於鄉（鎮、市）
有者，由該管鄉（鎮、市）公所送經鄉
（鎮、市）民代表會審議同意後，報經
該管縣（市）政府核准。
十二、公產管理機關於依法完成處分程序後，
應備具公地放領清冊甲、乙、丙（格式
比照擬辦公地放領清冊甲、乙、丙）各
二份送交土地所在之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依本辦法第十條規定之程序辦理放
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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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公有山坡地放領
工作要點
中華民國 88 年 10 月 28 日內政部台（88）內中地
字第 8886499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92 年 5 月 22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920083222 號令修正第 3 點、第 5 點、第 7 點、8
點、第 9 點、第 11 點、第 13 點、第 16 點

調查人員就擔任區域內應調查承
租戶數、土地面積及筆數，排定調
查日期會同農業機關及放租機關
逐筆調查，並於調查前通知申請承
領人備具身分證及印章到場指界。
（四）現場調查：
調查人員於調查時，得攜帶地籍藍
晒圖，依調查表調查事項欄所載應
調查事項、第六點及相關規定，逐
筆按戶實地查註並請申請承領人
（指界人）簽章。
（五）填註調查意見：
調查人員於調查完畢後，應依本辦
法有關規定，於調查人員處理意見
欄內簽註處理意見，加蓋職名章，
分別鄉（鎮、市、區）裝訂成冊，
送陳縣（市）政府審定承領後永久
保存。
六、經依第五點規定調查完畢後，已登記土地
發現承租土地界址位置不明、糾紛或應予
分割等而認有複丈之必要或經申請承領人
申請複丈者，縣（市）政府應併同未登記
土地訂定年度測量計畫報內政部備查，分
期分區辦理。
依前項調查無須辦理土地複丈或測量且符
合下列情形者，按地籍資料依本辦法第十
條第五款規定辦理審定承領；其經辦理土
地複丈或測量登記完竣符合下列情形者，
亦同。不符合下列情形者，應造具放領土
地現況不符清冊（附件三）送公產管理機
關查明處理：
（一）現使用人與公地放領清冊所載承租
人相符。
（二）符合本辦法第五條或第六條之農民
規定。
（三）土地現供農業使用。
（四）承租土地無界址糾紛。
（五）土地承租權無糾紛。
七、縣（市）政府於審定承領後，依規定得放
領者，應編造放領公有山坡地農戶清冊（附
件四，以下簡稱農戶清冊）六份，一份應
即於土地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公
告確定放領，一份報內政部備查，餘除二
份自存外，並分送公產管理機關、臺灣土
地銀行當地分行。
八、當地臺灣土地銀行於收受農戶清冊後，應

公 地 行 政 類

一、本要點依公有山坡地放領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縣（市）政府辦理公有山坡地放領工作，
於接收公產管理機關送交之公地放領清
冊，應於土地所在地鄉（鎮、市、區）公
所公告三十天。
三、申請承領公有山坡地者，應填具承領公有
山坡地申請書（附件一），附繳戶籍謄本及
租賃關係證明等文件，於公告期限內逕向
當地地政事務所提出。
前項申請書內土地標示及放領地價應由縣
（市）政府代為填寫，並與通知書同時送
由土地所在鄉（鎮、市、區）公所通知承
租農民，應於公告期間內申請承領並取回
收據送縣（市）政府備查。
四、地政事務所於受理第三點申請書後，應與
土地登記簿詳實核對並逐級核章後，連同
證明文件送由縣（市）政府辦理現場調查
工作。
五、縣（市）政府辦理現場調查之程序如下：
（一）指派調查人員：
視土地分布情形，指派熟諳地籍人
員負責調查承租戶數、土地面積及
筆數範圍。
（二）製作調查表：
調查人員於實地調查前，先依第四
點申請書及證件資料填註於調查
表相關欄（附件二），再核對土地
登記簿標示、權屬並查註使用編
定、管理機關。其數人分別承租一
筆土地者，按戶分別填註；共同承
租一筆土地之共同承租人，應一併
填註，視為一戶，欄位不足，得設
附頁。但已承領面積欄無資料者，
免填。
（三）通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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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填造地價繳納聯單通知書（附件五），由
灣土地銀行總行轉送內政部，一份
縣（市）政府以掛號函通知申請承領人於
送當地縣（市）政府，一份自存。
接到通知後，應於繳納聯單所載三十日期
（三）受理承領人繳納地價後，應即於各
限內繳清第一期地價，並以書面承諾本辦
聯分別註明收款日期及核蓋收款
法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四條所
章，第一聯收回存查，第二聯交承
定限制（附件六）
。申請承領人未於規定期
領人執存。
限內繳清第一期地價者，視為放棄承領。
（四）當地臺灣土地銀行分行於當期地價
前項繳納地價期限屆滿後，臺灣土地銀行
繳納期限屆滿後，除應填製現金收
除應將已繳清第一期地價之申請承領人於
取統計表送臺灣土地銀行總行外
農戶清冊相當欄內註明外，並應即通知該
並應逐戶填製欠繳地價農戶清冊
管縣（市）政府。
（附件十一）一式二份，一份送縣
九、縣（市）政府應就申請承領人提出繳清第
（市）政府，一份自存。
一期地價收據及第八點第一項書面承諾書
（五）臺灣土地銀行應將收取之地價，依
後，於三個月內發給承領證書（附件七），
本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按收取總
並將承領證書發給成果註記於農戶清冊及
額扣除百分之七為必要之管理、經
通報第七點有關機關及土地所在地之地政
徵、經收費用後，委託地方政府代
事務所。
管之國有山坡地之放領地價解繳
十、地政事務所於接受通報後，應於土地登記
山坡地開發基金，其餘解繳公地管
簿標示部備考欄加註○年○月○日放領與
理機關所屬公庫。
○○○字樣。
（六）承領人繳清全部地價後，應即填製
十一、縣（市）政府發給承領證書完竣者，應
承領公有山坡地農戶繳清地價聯
填造統計成果表（附件八）二份，一份
單（附件十二）逕送該管縣（市）
自存，一份報內政部備查。
政府。
十二、縣（市）政府於發給承領證書後，應通 十六、縣（市）政府於收受承領公有山坡地農
知承領人依加強水土保持處理要點等規
戶繳清地價聯單後，應通知承領人檢具
定申請實施水土保持處理及維護。
下列證明文件，依規定囑託放領土地所
十三、(刪除)。
在地地政事務所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
十四、放領公有山坡地於放領期間內，承領人、
後，通知公產管理機關註明產籍資料及
土地標示、放領地價等有異動情事，或
承領人憑承領證書領取土地所有權狀：
承領人放棄承領、註銷、撤銷承領等，
（一）國民身分證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或
縣（市）政府應即依有關規定辦理並填
戶籍謄本。
報放領公有山坡地異動更正改核地價申
（二）宜農、牧地水土保持合格證明書。
報表（附件九）分送第七點有關機關辦
地政事務所於辦竣所有權移轉登
理更正。
記，應於土地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
十五、放領公有山坡地地價之繳納，分十五年
登記事項欄加註本宗土地於五年
每年上、下二期均等攤還。繳納期間，
內不得移轉及申請變更使用字樣。
上期於當年五月一日至同月三十日止； 十七、放領公有山坡地遇有重大災歉，應由承
下期於當年十一月一日至同月三十日止
領人於災歉發生後十日內，以書面向該
收取，並委託臺灣土地銀行及其各營業
管縣（市）政府申請，經勘查屬實者，
單位辦理經收，除第一期地價外，其程
當期地價得暫緩繳付。但應於原定全部
序如下：
地價繳清年限屆滿後，就其緩期數依次
（一）填製地價繳納聯單通知書一式二
遞延補繳之。
份，第一聯通知聯分發承領農戶，
前項緩繳地價，當地縣（市）政府應於
第二聯收據備經收之用。
該期地價規定開始繳納日期一個月前，
（二）按鄉（鎮、市、區）編造應收明細
填製當期緩繳地價承領農戶清冊，送當
表（附件十）一式四份，二份報臺
地臺灣土地銀行經收緩繳之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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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放領公有山坡地，於地價未繳清前因不
可抗力致全部或部分不能使用者，除依
照本辦法第十九條規定減免地價外，並
應依第十四點規定辦理異動更正。
十九、臺灣土地銀行總行於每期彙齊各地分行
送來之現金收取統計表，應即按放領地
價歸屬，分別編制該期放領地價經收統
計表一式數份，一份自存，其餘分送財
政部、內政部、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及地價歸屬機關。

公 地 行 政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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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關於放領耕地之清查檢討評估、擬具放
領或公用之處理意見，為財政部國有財
產局。
中華民國 83 年 11 月 23 日內政部台（83）內地字
九、關於放領土地之調查、公告、審定、測
第 8385244 號令訂定發布
量及登記業務，中央為內政部，直轄市
中華民國 86 年 8 月 13 日內政部台（86）內地字第
為直轄市政府地政處，縣（市）為縣（市）
8684814 號令修正第 2 條、第 19 條
中華民國 88 年 11 月 6 日內政部台（88）內中地字
政府地政科（局）及地政事務所。
第 8886512 號令修正第 2 條、第 17 條、第 21 條、
為辦理前項各款業務，中央主辦機關得訂定
第 23 條、第 25 條
相關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0 年 3 月 6 日內政部台（90）內中地字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於辦理放領時，應組
第 9080651 號令修正第 5 條、第 7 條條文
成公地放領工作小組，其設置要點，由直轄市
中華民國 91 年 3 月 19 日內政部台內中地字第
或縣（市）政府定之。
0910083469 號令修正第 9 條、第 21 條條文
ௐˬ୧ 依本辦法辦理放領之國有耕地，指供
農業使用，經依法完成總登記，編定為農牧
ௐ˘୧ 本辦法依國有財產法第四十六條第一
用地。且在中華民國六十五年九月二十四日
項規定訂定之。
以前經依法放租之國有土地。但有左列情形
ௐ˟୧ 本辦法有關業務之主辦機關（單位）
之一者，不予放領。
劃分如左：
一、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
一、關於水源涵養、國土保安及自然保育之
二、政府計畫開發為新市區、新社區、新港
認定，中央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直轄
口、風景區、工業區或其他非供農業使
市為直轄市政府建設局，縣（市）為縣
用。
（市）政府農業局（科）或建設局。
三、政府計畫供公共建設使用或自行開發利
二、關於環境保護之認定，中央為行政院環
用。
境保護署，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
四、影響水源涵養、國土保安、自然保育或
護局，縣（市）為縣（市）政府環境保
環境保護。
護局。
五、影響國家公園經營管理。
三、關於政府計畫供公共建設使用之認定，
六、為原住民保留地。
中央為各目的事業主管部、會、署、處、
前項放租國有耕地契約內之其他土地，供與
局或為省政府，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各
放領土地之農業經營不可分離之農舍、畜禽
目的事業主管處、局，縣（市）為縣（市）
舍、倉儲設備、曬場使用者，得一併放領。
政府。
ௐα୧ 未登記土地於中華民國六十五年九月
四、關於政府計畫開發新市區、新社區及都
二十四日以前已依法放租，且無前條第一項
市計畫範圍之認定，中央為內政部，直
但書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承租人得依本辦法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工務局或都市發展
規定申請承領。
局，縣（市）為縣（市）政府工務局或
前項土地於地籍測量登記後，經依規定編定
建設局。
為非農牧用地者，不予放領。
五、關於政府計畫開發新港口、風景區之認
ௐ̣୧ 國有耕地放領對象，除第六條規定者
定，中央為交通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外，為中華民國六十五年九月二十四日以前
府交通局或建設局，縣（市）為縣（市）
已承租該國有耕地，至本辦法發布時仍繼續
政府建設局。
承租使用之農民、依法換約承租使用之農民
六、關於政府計畫開發工業區之認定，中央
或由其繼承人繼承承租使用之農民。
為經濟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建設
前項承租人於本辦法發布後，公告放領前，
局，縣（市）為縣（市）政府工務局或
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其換約承租使用者得列入
建設局。
放領對象：
七、關於影響國家公園經營管理之認定，為
一、承租人因年邁體衰，而由其同戶籍原共
內政部。
同使用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或家屬現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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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而依法換約承租者。
前項每期應攤繳地價承領人應於通知繳納
二、承租人死亡，由其繼承人繼承承租使用
之日起三十日內繳清。
者。
ௐ˝୧ 辦理國有耕地放領前，應先依左列程
前二項承租國有耕地之農民，如有積欠租金
序辦理先期作業：
或使用補償金者，應先向放租機關繳清後再辦
一、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應清查中華民國六十
理放領。
五年九月二十四日以前已有租賃關係至
ௐ̱୧ 合作農場或其他與農業有關之團體
本辦法發布時仍出租之國有耕地，造具
（以下簡稱農業團體）於中華民國六十五年
清冊，送交第二條規定之主辦機關查註
九月二十四日以前已承租國有耕地者，由該
意見後，檢討評估，就符合第三條規定
土地管理機關與其承租人終止租約，並依規
得予放領之土地，造具擬辦國有耕地放
定與合作農場場員、農業團體會員重新訂立
領清冊（含土地及承租人資料）並附具
租約後放領與本辦法發布時使用該土地之合
相關圖說，送請內政部公地放領審議委
作農場場員農民、農業團體會員農民。
員會審議。
前項所定場員或會員之身分，由該合作農場
二、內政部公地放領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
或農業團體確認之。
後，應將清冊送回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報
ௐ˛୧ 依本辦法放領之面積，以申請承領人
財政部核准。
原租約面積為準。但因地形限制或一筆土地
三、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依法完成處分程序
內部分承租，致申請承領人實際使用面積與
後，應將國有耕地放領清冊送交土地所
租約面積不符者，依左列規定辦理：
在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理放領。
一、實際使用面積未達租約面積者，經申請
前項第一款清查檢討評估之土地，包括第四
承領人同意就其租約面積超過實際使用
條規定之未登記之土地。
面積部分終止租約後，依其實際使用面
內政部公地放領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另定
積辦理放領。
之。
二、實際使用面積超過租約面積未達百分之
第一項先期作業之聯繫要點，由內政部定
十者，依其實際使用面積辦理放領。
之。
三、實際使用面積超過租約面積百分之十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理國有耕地
者，依其租約面積加百分之十辦理放
放領程序如左：
領，其餘部分應收回另行處理，但該其
一、接收國有耕地放領清冊。
餘部分面積在一公頃以下者，併予放
二、公告並通知受理申請承領。
領，不予收回。
三、現場調查並確認現使用承租農民身分。
依前項第二款、第三款放領面積超出租約面
四、未登記土地辦理地籍測量登記，已登記
土地得經申請人之申請，辦理土地複丈。
積辦理放領部分，應由放租機關依左列期間計
五、審定及公告確定放領。
收使用補償金：
六、編造國有耕地承領農戶清冊分送財政部
一、自受理申請承領之當月起，追收至開始
國有財產局、地價經收行庫、該管地政
使用時止。但最長以五年為限。
事務所及直轄市政府建設局或縣（市）
二、自受理申請承領之次月起至承領人承領
政府農業局（科）或建設局。
之前一個月止。
七、通知申請人繳納第一期地價，並以書面
依第一項計算之放領面積，不得超過農業發
承諾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二條
展條例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面積上限。
所定各項限制。
ௐˣ୧ 放領地價以七十九年之公告土地現值
八、發給承領證書。
為計算標準。部分土地無七十九年之公告土
九、繳清全部地價後囑託辦理所有權移轉登
地現值者，以其所屬地價區段或參照鄰近土
記並通知承領人領取土地所有權狀。
地七十九年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其放領地價之
計算標準，並按年利率百分之三本利合計，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前條第二
款規定公告受理申請承領之期間為三十日。
分十五年每年上下二期均等攤繳。但承領人
承租人逾期未申請承領者，視為放棄承領。
得提前繳清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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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僅部分土地免繳地價者，於原承領證書加註
後發還之；其已繳之地價應無息退還。
ௐȈˣ୧ 承領人在繳清地價取得土地所有權
前，有左列情形之一者，由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收回土地另行處理。
一、死亡無人繼承或其繼承人均非農民。
二、承領人喪失耕作能力且同一戶內共同生
活之家屬均無耕作能力。
三、因遷徙或轉業，不能繼續承領。
前項經收回土地所繳之地價，除承領人死亡
無人繼承者依民法處理外，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應通知承領人或其繼承人一次無息發還。
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規定收回土地之地
上物得限期由承領人收割、處理；或由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併同特別改良估定價格，予以
補償。
ௐȈ˝୧ 承領人在繳清地價取得土地所有權
前，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應由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撤銷承領收回土地。
一、冒名頂替矇請承領。
二、轉讓或出租。
三、違反使用編定容許使用，經通知限期改
正而逾期不改正者。
四、承領人不自任耕作。
依前項第二款撤銷承領收回土地者，所繳之
地價不予發還。其餘各款撤銷承領收回土地
者，所繳之地價一次無息發還。
依第一項第二款撤銷承領收回之土地，其土
地之特別改良或地上物不予補償，其餘各款撤
銷承領收回之土地，其地上物由承領人依限收
割或處理，逾期未收割或處理者，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得逕行清除，不予補償。
ௐ˟Ȉ୧ 承領人逾期繳納第一期以後各期地
價者，依左列規定按當期應納地價加收違約
金。
一、逾期未滿一個月者，加收百分之二。
二、逾期一個月以上未滿二個月者，加收百
分之五。
三、逾期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者，加收百
分之十。
四、逾期三個月以上者，加收百分之十五。
逾期四個月仍未繳納者，得予撤銷承領收回
土地，其已繳地價一次無息發還，土地之特別
改良或地上物比照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辦理。
ௐ˟Ȉ˘୧ 放領地價之繳納，由國家行庫、
直轄市行庫及其分支機構辦理經收，悉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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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第十條第
三款規定調查時，應會同農業機關及放租機
關（構）逐筆調查，並通知承租人備具身分
證明文件到場指界。
經依前項調查，符合左列情形者，應依第十
條第四款規定辦理之。
一、現使用人與國有耕地放領清冊所載承租
人相符。
二、符合第五條或第六條之農民規定。
三、耕地現供農業使用。
四、承租耕地界址無糾紛。
五、耕地承租權無糾紛。
經調查結果，不符合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造具放領國有耕地現
況不符清冊送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查明處理。
ௐȈˬ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第十條第
四款規定辦理地籍測量或土地複丈時，應由
放租機關（構）會同申請人現場指界。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理前項地籍測量或
土地複丈，應訂定年度測量計畫，分期分區辦
理。
ௐȈα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審定及公告
確定放領後，應委託地價經收行庫開發第一
期地價繳納通知書，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
之日起三十日內繳清第一期地價。
申請人繳清第一期地價，並以書面承諾第十
八條至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二條所定各項限制
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於三個月內發給
承領證書。
申請人不按第一項規定辦理者，視為放棄承
領。
ௐỊ̏୧ 承領人於繳清全部地價後，應檢具
身分證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送
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囑託該管地政事務
所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並憑原承領證書領
取土地所有權狀。
ௐȈ̱୧ 承領人自承領之當期起免繳租金。
但應負擔地價稅或田賦。
ௐȈ˛୧ 承領之耕地，於承領人未繳清地價
前，因不可抗力致部分或全部不能使用者，
由承領人向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勘查
屬實，經直轄市政府核准或縣（市）政府報
內政部核准後，其不能使用部分，自申報之
日起，准予減免其應繳之地價。
前項免繳地價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註銷承領，並收回其承領證書，但承領數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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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國庫，循預算程序撥充平均地權保護自耕
農及重劃工程作業基金。
公產管理機關及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理
放領所需經費，由平均地權保護自耕農及重劃
工程作業基金支應。
ௐ˟Ȉ˟୧ 承領人繳清地價，取得土地所有
權後滿五年始得移轉。
承領人取得土地所有權後五年內，除政府實
施國家經濟政策或公共需用，辦理區段徵收或
徵收外，不得變更使用。
ௐ˟Ȉˬ୧ 依本辦法辦理放領之工作要點，
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定之，報內政部備
查；在縣（市），由內政部定之。
ௐ˟Ȉα୧ 山坡地範圍內國有耕地之放領，
依公有山坡地放領辦法之規定辦理。
ௐ˟Ị̏୧ 直轄市有、縣（市）有及鄉（鎮、
市）有耕地之放領，得比照本辦法有關規定
辦理。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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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耕地放領先期作業
聯繫要點
中華民國 83 年 12 月 2 日內政部台(83)內地字第
8385471 號函訂頒

（五）影響環境保護原則之認定，由土地
所在之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縣
（市）環境保護局辦理。
（六）影響國家公園經營管理之認定，由
內政部營建署各國家公園管理處
辦理。
（七）原住民保留地之認定，由臺灣省原
住民行政局辦理。
四、中華民國六十五年九月二十四日以前已有
租賃關係至本辦法發布時仍出租之未登記
土地，國產局應比照第二點規定清查，造
具「放租清冊乙‐未登記土地」二份，附具
標明放租土地位置之像片基本圖分送第三
點第一款至第七款所定各業務主辦機關查
註是否符合本辦法第三條規定得予放領之
意見。
五、第三點各款業務主辦機關應於放租清冊
甲、乙上查註意見，一份自存，一份送回
國產局。
各業務主辦機關於查註意見時，得依據其
業務中央主辦機關所訂定之相關作業要點
辦理。
六、國產局於接到第五點送回之土地清冊，應
就符合本辦法第三條規定得予放領之土
地，依鄉（鎮、市）別，分別按「已登記
之農牧用地」及「未登記土地」
，造具「擬
辦公地放領清冊甲‐已登記土地」及「擬辦
公地放領清冊乙‐未登記土地」
，其中屬合作
農場或其他與農業有關之團體承租之土
地，應先依本辦法第六條規定重新訂立租
約後，再行造冊。
國產局應將擬辦公地放領清冊甲、乙各二
十五份，送請或層送內政部公地放領審議
委員會審議決定。
七、內政部公地放領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後，
應將擬辦公地放領清冊甲、乙各四份送回
國產局。
八、本辦法擬辦放領之土地，由財政部核准。
九、國產局依法完成處分程序後，應備具「公
地放領清冊甲‐已登記土地」及「公地放領
（格式比照擬辦公地放
清冊乙‐未登記土地」
領清冊甲、乙）各二份送交土地所在之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依本辦法第十條規定
之程序辦理放領。

公 地 行 政 類

一、本要點依國有耕地放領實施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第九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二、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以下簡稱國產局）應
清查符合左列各款規定之國有耕地，依直
轄市、縣（市）別，造具「放租清冊甲－
已登記土地」
。
（一）中華民國六十五年九月二十四日以
前已有租賃關係至本辦法發布時
仍出租之土地。
（二）已登記且編定為農牧用地之土地。
（三）土地承租人為中華民國六十五年九
月二十四日以前承租，至本辦法發
布時仍繼續承租（含合作農場或其
他與農業有關之團體）或經依法換
約承租或經繼承承租者。
前項放租國有耕地契約內之其他土地，供
與前項土地之農業經營不可分離之農舍、
畜禽舍、倉儲設備、曬場使用者，應一併
造冊。
三、國產局應備具放租清冊甲二份並附具比例
尺四千八百分之一或五千分之一地籍藍晒
圖，分送左列各款業務主辦機關查註是否
符合本辦法第三條規定得予放領之意見。
（一）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之認定，由土
地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工
務局、都市發展局或建設局辦理。
（二）政府計畫開發為新市區、新社區、
新港口、風景區、工業區或其他非
供農業使用之認定，由土地所在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工務局、都
市發展局或建設局辦理。
（三）政府機關計畫供公共建設使用或自
行開發使用之認定，由土地所在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國產局辦
理。
（四）影響水源涵養、國土保安、自然保
育原則之認定，由土地所在之直轄
市、縣（市）政府農業局（科）或
建設局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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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國有耕地放領工作
要點
中華民國 88 年 10 月 28 日內政部台(88)內中地字
8886499 號函訂定

一、本要點依國有耕地放領實施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二、縣（市）政府辦理國有耕地放領工作，於
接收公產管理機關送交之國有耕地放領清
冊，應於土地所在地鄉（鎮、市、區）公
所公告三十天。
三、申請承領國有耕地者，應填具承領國有耕
地申請書（附件一）
，附繳戶籍謄本及租賃
關係證明等文件，於公告期限內逕向當地
地政事務所提出。
前項申請書內土地標示及放領地價應由縣
（市）政府代為填寫，並與通知書同時送
由土地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通知
承租農民，應於公告期間內申請承領並取
回收據送縣（市）政府備查。
四、地政事務所於受理第三點申請書後，應與
土地登記簿詳實核對並逐級核章後，連同
證明文件送由縣（市）政府辦理現場調查
工作。
五、縣（市）政府辦理現場調查之程序如下：
（一）指派調查人員：
視土地分布情形，指派熟諳地籍人
員負責調查承租戶數、土地面積及
筆數範圍。
（二）製作調查表：
調查人員於實地調查前，先依第四
點申請書及證件資料填註於調查
表相關欄（附件二），再核對土地
登記簿標示、權屬並查註使用編
定、管理機關。其數人分別承租一
筆土地者，按戶分別填註；共同承
租一筆土地之共同承租人，應一併
填註，視為一戶，欄位不足，得設
附頁。但已承領面積欄無資料者，
免填。
（三）通知調查：
調查人員就擔任區域內應調查承
租戶數、土地面積及筆數，排定調
查日期會同農業機關及放租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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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筆調查，並於調查前通知申請承
領人備具身分證及印章到場指界。
（四）現場調查：
調查人員於調查時，得攜帶地籍藍
晒圖，依調查表調查事項欄所載應
調查事項、第六點及相關規定，逐
筆按戶實地查註並請申請承領人
（指界人）簽章。
（五）填註調查意見：
調查人員於調查完畢後，應依本辦
法有關規定，於調查人員處理意見
欄內簽註處理意見，加蓋職名章，
分別鄉（鎮、市、區）裝訂成冊，
送陳縣（市）政府審定承領後永久
保存。
六、經依第五點規定調查完畢後，已登記土地
發現承租土地界址位置不明、糾紛或應予
分割等而認有複丈之必要或經申請承領人
申請複丈者，縣（市）政府應併同未登記
土地訂定年度測量計畫報內定政部備查，
分期分區辦理。
依前項調查無須辦理土地複丈或測量且符
合下列情形者，按地籍資料依本辦法第十
條第五款規定辦理審定承領；其經辦理土
地複丈或測量登記完竣符合下列情形者，
亦同。不符合下列情形者，應造具放領國
有耕地現況不符清冊（附件三）送公產管
理機關查明處理：
（一）現使用人與國有耕地放領清冊所載
承租人相符。
（二）符合本辦法第五條或第六條之農民
規定。
（三）土地現供農業使用。
（四）承租土地無界址糾紛。
（五）土地承租權無糾紛。
七、縣（市）政府於審定承領後，應編造國有
耕地承領農戶清冊（附件四，以下簡稱農
戶清冊）六份，一份應即於土地所在地鄉
（鎮、市、區）公所公告確定放領，一份
報內政部備查，餘除二份自存外，並分送
公產管理機關、臺灣土地銀行當地分行。
八、當地臺灣土地銀行於收受承領農戶清冊
後，應即填造地價繳納聯單通知書（附件
五），送由縣（市）政府以掛號函通知申請
承領人於接到通知後，應於繳納聯單所載
三十日期限內繳清第一期地價，並以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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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諾本辦法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及第二十
二條所定限制（附件六）。申請承領人未於
規定期限內繳清第一期地價者，視為放棄
承領。
前項繳納地價期限屆滿後，臺灣土地銀行
除應將已繳清第一期地價之申請承領人於
農戶清冊相當欄內註明外，並應即通知該
管縣（市）政府。
九、縣（市）政府應於申請承領人提出繳清第
一期地價收據及書面承諾書後，於三個月
內發給承領證書（附件七），並將承領證書
發給成果註記於農戶清冊及通報第七點有
關機關及土地所在地之地政事務所。
十、地政事務所於接受通報後，應於土地登記
簿標示部備考欄加註０年０月０日放領與
０００字樣。
十一、縣（市）政府發給承領證書完竣者，應
填造統計成果表（附件八）二份，一份
自存，一份報內政部備查。
十二、放領國有耕地於放領期間內，承領人、
土地標示、放領地價等有異動情事，或
承領人放棄承領、註銷、撤銷承領等，
縣（市）政府應即依有關規定辦理並填
報放領國有耕地異動更正改核地價申報
表（附件九）分送第七點有關機關辦理
更正。
十三、放領國有耕地地價之繳納，分十五年每
年上、下二期均等攤還。繳納期間，上
期於當年五月一日至同月三十日止；下
期於當年十一月一日至同月三十日止收
取，並委託臺灣土地銀行及其各營業單
位辦理經收，除第一期地價外，其程序
如下：
（一）填製地價繳納聯單通知書一式二
份，第一聯通知聯分發承領農戶，
第二聯收據備經收之用。
（二）按鄉（鎮、市、區）編造應收明細
表（附件十）一式四份，二份報臺
灣土地銀行總行轉送內政部，一份
送當地縣（市）政府，一份自存。
（三）受理承領人繳納地價後，應即於各
聯分別註明收款日期及核蓋收款
章，第一聯收回存查，第二聯交承
領人執存。
（四）當地臺灣土地銀行分行於當期地價
繳納期限屆滿後，除應填製現金收

取統計表送臺灣土地銀行總行外
並應逐戶填製欠繳地價農戶清冊
（附件十一）一式二份，一份送縣
（市）政府，一份自存。
（五）臺灣土地銀行應將收取之地價，按
收取總額扣除百分之七為必要之
管理、經徵、經收費用後，依本辦
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辦理。
（六）承領人繳清全部地價後，應即填製
承領公有耕地農戶繳清地價聯單
（附件十二）逕送該管縣（市）政
府。
十四、縣（市）政府於收受承領國有耕地農戶
繳清地價聯單後，應通知承領人檢具身
分證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等
證明文件，依規定囑託放領土地所在地
地政事務所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後，通
知公產管理機關註明產籍資料及承領人
憑原承領證書領取土地所有權狀。
地政事務所於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應
於土地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欄
加註本宗土地於五年內不得移轉及申請
變更使用字樣。
十五、放領之耕地遇有重大災歉，應由承領人
於災歉發生後十日內，以書面向該管縣
（市）政府申請，經勘查屬實者，當期
地價得暫緩繳付。但應於原定全部地價
繳清年限屆滿後，就其緩期數依次遞延
補繳之。
前項緩繳地價，當地縣（市）政府應於
該期地價規定開始繳納日期一個月前，
填製當期緩繳地價承領農戶清冊，送當
地臺灣土地銀行經收緩繳之地價。
十六、放領之耕地，於承領人地價未繳清前，
因不可抗力致全部或部分不能使用者，
除依照本辦法第十七條規定減免地價
外，並應依第十二點規定辦理異動更正。
十七、臺灣土地銀行總行於每期彙齊各地分行
送來之現金收取統計表，應即編制該期
放領地價經收統計表二份，一份自存，
一份送內政部。
十八、縣（市）有及鄉（鎮、市）有耕地經比
照本辦法有關規定辦理放領者，其放領
工作，準用本要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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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國有邊際養殖用
地放領工作要點
中華民國 88 年 10 月 28 日內政部台(88)內中地字
8886499 號函訂定

一、本要點依國有邊際養殖用地放領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
之。
二、縣（市）政府辦理國有邊際養殖用地放領
工作，於接收公產管理機關送交之國有邊
際養殖用地放領清冊，應於土地所在地鄉
（鎮、市、區）公所公告三十天。
三、申請承領國有邊際養殖用地者，應填具承
領國有邊際養殖用地申請書（附件一），附
繳戶籍謄本及租賃關係證明等文件，於公
告期限內逕向當地地政事務所提出。
前項申請書內土地標示及放領地價應由縣
（市）政府代為填寫，並與通知書同時送
由土地所在鄉（鎮、市、區）公所通知承
租人應於公告期間內申請承領並取回收據
送縣（市）政府備查。
四、地政事務所於受理第三點申請書後，應與
土地登記簿詳實核對並逐級核章後，連同
證明文件送由縣（市）政府辦理現場調查
工作。
五、縣（市）政府辦理現場調查之程序如下：
（一）指派調查人員：
視土地分布情形，指派熟諳地籍人
員負責調查承租戶數、土地面積及
筆數範圍。
（二）製作調查表：
調查人員於實地調查前，先依第四
點申請書及證件資料填註於調查
表相關欄（附件二），再核對土地
登記簿標示、權屬並查註使用編
定、管理機關。其數人分別承租一
筆土地者，按戶分別填註；共同承
租一筆土地之共同承租人，應一併
填註，視為一戶，欄位不足，得設
附頁。
（三）通知調查：
調查人員就擔任區域內應調查承
租戶數、土地面積及筆數，排定調
查日期，會同農業機關及放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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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逐筆調查，並於調查前通知申
請承領人備具身分證及印章到場
指界。
（四）現場調查：
調查人員於調查時，得攜帶地籍藍
晒圖，依調查表調查事項欄所載應
調查事項、第六點及相關規定，逐
筆按戶實地查註，並請申請承領人
（指界人）簽章。
（五）填註調查意見：
調查人員於調查完畢後，應依本辦
法有關規定，於調查人員處理意見
欄內簽註處理意見，加蓋職名章，
分別鄉（鎮、市、區）裝訂成冊，
送陳縣（市）政府審定承領後永久
保存。
六、經依第五點規定調查完畢後，已登記土地
發現承租土地界址位置不明、糾紛、應予
分割而認有複丈之必要，或經申請承領人
申請複丈者，縣（市）政府應併同未登記
土地訂定年度測量計畫報內政部備查，分
期分區辦理。
依前項調查無須辦理土地複丈或測量，且
符合下列情形者，按地籍資料依本辦法第
十條第五款規定辦理審定承領；其經辦理
土地複丈或測量登記完竣，符合下列情形
者，亦同。不符合下列情形者，應造具放
領國有邊際養殖用地現況不符清冊（附件
三）送公產管理機關查明處理：
（一）現使用人與國有邊際養殖用地放領
清冊所載承租人相符。
（二）土地現供養殖使用。
（三）承租土地無界址糾紛。
（四）土地承租權無糾紛。
七、縣（市）政府於審定承領後，應編造國有
邊際養殖用地承領人清冊（附件四，以下
簡稱承領人清冊）六份，一份應即於土地
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公告確定放
領，一份報內政部備查，餘除二份自存外，
並分送公產管理機關、臺灣土地銀行當地
分行。
八、當地臺灣土地銀行於收受承領人清冊後，
應即填造地價繳納聯單通知書（附件五），
送由縣（市）政府以掛號函通知申請承領
人於接到通知後，應於繳納聯單所載三十
日期限內繳清第一期地價，並以書面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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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二條
所定限制（附件六）
。申請承領人未於規定
期限內繳清第一期地價者，視為放棄承領。
前項繳納地價期限屆滿後，臺灣土地銀行
除應將已繳清第一期地價之申請承領人，
於承領人清冊相當欄內註明外，並應即通
知該管縣（市）政府。
九、縣（市）政府應於申請承領人提出繳清第
一期地價收據及書面承諾書後，於三個月
內發給承領證書（附件七），並將承領證書
發給成果註記於承領人清冊及通報第七點
有關機關及土地所在地之地政事務所。
十、地政事務所於接受通報後，應於土地登記
簿標示部備考欄加註○年○月○日放領與
○○○字樣。
十一、縣（市）政府發給承領證書完竣者，應
填造成果統計表（附件八）二份，一份
自存，一份報內政部備查。
十二、放領國有邊際養殖用地於放領期間內，
承領人、土地標示、放領地價有異動情
事，或承領人放棄承領、註銷、撤銷承
領，縣（市）政府應即依有關規定辦理，
並填報放領國有邊際養殖用地異動更正
改核地價申報表（附件九）分送第七點
有關機關辦理更正。
十三、放領國有邊際養殖用地地價之繳納，分
十五年，每年上、下二期均等攤還。繳
納期間，上期於當年五月一日至同月三
十日止；下期於當年十一月一日至同月
三十日止收取，並委託臺灣土地銀行及
其各營業單位辦理經收，除第一期地價
外，其程序如下：
（一）填製地價繳納聯單通知書一式二
份，第一聯通知聯分發承領人，第
二聯收據備經收之用。
（二）按鄉（鎮、市、區）編造應收明細
表（附件十）一式四份，二份報臺
灣土地銀行總行轉送內政部，一份
送當地縣（市）政府，一份自存。
（三）受理承領人繳納地價後，應即於各
聯分別註明收款日期及核蓋收款
章，第一聯收回存查，第二聯交承
領人執存。
（四）當地臺灣土地銀行分行於當期地價
繳納期限屆滿後，除應填製現金收
取統計表送臺灣土地銀行總行

外，並應逐戶填製欠繳地價承領人
清冊（附件十一）一式二份，一份
送縣（市）政府，一份自存。
（五）臺灣土地銀行應將收取之地價，按
收取總額扣除百分之七為必要之
管理、經徵、經收費用後，其餘解
繳國庫。
（六）承領人繳清全部地價後，應即填製
國有邊際養殖用地承領人繳清地
價聯單（附件十二），逕送該管縣
（市）政府。
十四、縣（市）政府於收受國有邊際養殖用地
承領人繳清地價聯單後，應通知承領人
檢具身分證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
謄本等證明文件，依規定囑託放領土地
所在地地政事務所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
後，通知公產管理機關註明產籍資料及
承領人憑原承領證書領取土地所有權
狀。
地政事務所於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應
於土地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
欄，加註本宗土地於五年內不得移轉及
申請變更使用字樣。
十五、放領之國有邊際養殖用地遇有重大災歉，
應由承領人於災歉發生後十日內，以書
面向該管縣（市）政府申請，經勘查屬
實者，當期地價得暫緩繳付。但應於原
定全部地價繳清年限屆滿後，就其緩期
數依次遞延補繳之。
前項緩繳地價，當地縣（市）政府應於
該期地價規定開始繳納日期一個月前，
填製當期緩繳地價承領人清冊，送當地
臺灣土地銀行經收緩繳之地價。
十六、放領之國有邊際養殖用地，於承領人地
價未繳清前，因不可抗力致全部或部分
不能使用者，除依照本辦法第十七條規
定減免地價外，並應依第十二點規定辦
理異動更正。
十七、臺灣土地銀行總行於每期彙齊各地分行
送來之現金收取統計表，應即編制該期
放領地價經收統計表二份，一份自存，
一份送內政部。
十八、縣（市）有及鄉（鎮、市）有邊際養殖
用地經比照本辦法有關規定辦理放領
者，其放領工作，準用本要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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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公地放領審議委
員會審議規範
中華民國 87 年 8 月 12 日內政部台(87)內地字第
8790249 號函頒
中華民國 92 年 2 月 26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81753-1 號令修正第 7 點

一、為利內政部公地放領審議委員會（以下稱
本會）審議作業，特訂定本規範。
二、本會審議之範圍：
（一）依照公有山坡地放領辦法放領之公
有山坡地及依照國有耕地放領實
施辦法、國有邊際養殖用地放領實
施辦法放領之國有耕地、邊際養殖
用地。
（二）省（市）有、縣（市）有及鄉（鎮、
市）有耕地及邊際養殖用地比照國
有耕地放領實施辦法、國有邊際養
殖用地放領實施辦法辦理放領者。
三、本會須有委員過半數之出席，始得開會：
一般提案，有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始
得議決，涉及准否放領之提案，有出席委
員過三分之二之同意，始得議決；可否同
數時，取決於主席。本會委員未能親自出
席會議時，得指派代表出席，並參與會議
發言及表決。
四、本會審議程序如下：
（一）報告及詢問。
1.清查情形報告：由各該公產管理
機關報告，必要時，該公產管理
機關得加邀放租機關或查註機關
作補充報告。
2.相關機關意見表示。
3.委員詢問。
（二）審議。
五、本會進行審議，認有必要時，得實地勘查
。
六、本會得成立公地放領工作督導小組，查核
縣（市）政府辦理情形，以為本會審議之
參考，該工作小組成員由行政院農業委員
會、環境保護署、經濟建設委員會、交通
部、經濟部、財政部、內政部及台灣省政
府等相關機關指派代表兼任之。
七、本會審議通過之案件，於承領人繳納第一

期放領地價前，需地機關或公產管理機關
發現有應不予放領之情形者，應洽土地所
在縣（市）政府暫緩辦理放領。
前項情形經縣（市）政府查註確認後，由
縣（市）政府函知公產管理機關，並由公
產管理機關造冊送請本會審議後變更原審
議通過之決議。但屬行政院專案核定或政
策決定不予放領，及公告放領後，發現有
應不予放領情事者，由公產管理機關彙齊
統計（格式如附件）後，送本會備查，免
逐案送請本會審議。
八、本會決議事項應作成紀錄，由內政部函送
公產管理機關辦理，並副知本會委員及其
所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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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公地放領審議委
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91 年 8 月 15 日內政部台內中地字第
0910085234 號令

一、本設置要點依公有山坡地放領辦法第九條
第三項、國有耕地放領實施辦法第九條第
三項及國有邊際養殖用地放領實施辦法第
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二、內政部公地放領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任務如下：
（一）公有山坡地放領事項之審議。
（二）國有耕地放領事項之審議。
（三）國有邊際養殖用地放領事項之審
議。
（四）其他依法辦理之公地放領事項之審
議。
三、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內政部常務次長
兼任，委員六人，由財政部、經濟部、交
通部、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各指派代表
一人兼任之。
四、本會置執行秘書一人，由內政部地政司司
長兼任，綜理會務；辦事人員三人至五人，
由內政部地政司人員兼任。
五、本會視業務需要不定期召開；召開時，由
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未能出席
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之。
六、本會須有委員過半數之出席，始得開會；
一般提案，有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始
得議決；涉及准否放領之提案，有出席委
員過三分之二之同意，始得議決；可否同
數時，取決於主席。
本會委員未能親自出席會議時，得指派代
表出席，並參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七、本會開會時，得邀公產管理機關或與公地
放領業務有關機關派員列席說明。
八、本會決議事項應作成紀錄，由內政部函送
公產管理機關辦理。
九、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酌支交
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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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產管理機關檢送擬辦公地放領清冊送請或層送內政部公地放領審議委員會作業注意事項 J‐14‐1
單位，一次送審為原則。
四、送請審議之擬辦公地放領清冊應由造冊機
關附加封面及統計表（格式如附件），公產
管理機關並應於封面加蓋機關關防。
五、依放領辦法第九條規定，各公產管理機關
造具擬辦公地放領清冊送請內政部公地放
領審議委員會審議時，應附具相關圖說。
為簡化公地放領先期作業之工作，上開圖
說，得予免附，惟公產管理機關列席審議
中華民國 87 年 6 月 9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8777611
號函訂定
會議報告時，應備妥擬辦放領土地位置相
關示意圖，並附具地籍籃晒圖一份，備供
一、公產管理機關依相關放領先期作業聯繫要
查詢。
點規定，將擬辦公地放領清冊甲、乙（丙）
各二十五份，送請或層送內政部公地放領
審議委員會審議時，應依本注意事項辦理。
二、為提升行政效率，擬辦公地放領清冊原則
上由公產管理機關逕送內政部公地放領審
議委員會審議，惟鄉（鎮、市）有土地由
縣、市政府（地政機關）彙送內政部公地
放領審議委員會審議，分述如下：
（一）國、省有土地未委託地方政府代管
者，經公產管理機關依規定造具擬
辦公地放領清冊後逕送內政部公
地放領審議委員會審議，並副知台
灣省政府地政處（含統計表，不含
清冊）。
（二）國、省有土地委託地方政府代管
者，經代管機關依規定造具擬辦公
地放領清冊後，先送回公產管理機
關，由公產管理機關送內政部公地
放領審議委員會審議，並副知台灣
省政府地政處（含統計表，不含清
冊）。
（三）縣、市有土地，經公產管理機關依
規定造具擬辦公地放領清冊後，逕
送內政部公地放領審議委員會審
議並副知台灣省政府地政處（含統
計表，不含清冊）。
（四）鄉、鎮、市有土地，經公產管理機
關依規定造具擬辦公地放領清冊
後，送請縣、市政府（地政機關）
彙送內政部公地放領審議委員會
審議並副知台灣省政府地政處（含
統計表，不含清冊）。
三、送請審議之案件，至少以同一公產管理機
關在同一鄉（鎮、市）內同一性質土地為

公產管理機關檢送擬辦公
地放領清冊送請或層送內
政部公地放領審議委員會
作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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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土地放領影響水源涵養國土保安及自然保育認定作業要點 J‐15‐1
圍或堤防預定線，經水利主管機
關認 定具有危 害公共安 全之虞
者。
（十二）依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
畫劃 定為自然 保護區或 一般保
護區者。
中華民國 87 年 4 月 8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台（87） 三、位於地下水管制區內公有土地放領，有無
第二點第一項第八款情形之認定作業，由
農林字第 87104471 號、內政部台（87）內營字
第 8781294 號、經濟部經（87）水字第 87006947
認定機關通知公有土地承租人限期依下列
號、行政院環境保護署（87）環署水字第 20348
規定辦理，並現場調查認定之：
號公告
（一）該土地內無水井者，由承租人開立
中華民國 91 年 11 月 1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不違法鑿井之切結書。
0910087200 號、經濟部經水字第 09102613340
（二）依土地內有水井者，由承租人檢具
號、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毒字第 0910076321
下列資料：
號、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林字第 0910031009 號
1.合法水井應提出水權狀或臨時用
公告修正
水執照，非法水井應先辦理封填
後 ， 並 檢附 其 位置 簡 圖及 封 填
一、本要點依公有山坡地放領辦法第二條第二
前、中、後之照片。
項、國有耕地放領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二項
2.由承租人開立不違法鑿井之切結
及國有邊際養殖用地放領實施辦法第二條
書。
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二、公有土地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認定有影 四、辦理第二點第一項各款認定作業之中央主
管機關如下：
響水源涵養、國土保安或自然保育，不予
（一）第一款至第六款之中央主管機關為
放領：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公告為生態
（二）第七款、第八款、第十款及第十一
保育區或自然保留區者。
款之中央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二）依野生動物保育法令公告為野生動
（三）第九款之中央主管機關為行政院環
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保護署。
境者。
（四）第十二款之中央主管機關為內政
（三）依森林法公告為保安林者。
部。
（四）依水土保持法公告為特定水土保持
各縣（市）政府辦理第二點第一項各款之
區者。
認定作業，依前項分工辦理。
（五）依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查定為宜林

公有土地放領影響水源
涵養國土保安及自然保
育認定作業要點

地或加強保育地者。
（六）位於水庫集水區範圍者。
（七）依自來水法劃定為自來水水源水質
水量保護區者。
（八）依水利法劃定為地下水管制區，且
存有未封填之非法水井者。
（九）依飲用水管理條例劃定為飲用水水
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
定距離內之地區者。
（十）經水利主管機關依法劃定公告之河
川區域或水道治理計畫用地範圍
內或防預定線內之土地。
（十一）河川上游周圍土地及尚未公告河
川區 域或水道 治理計畫 用地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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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領公地提前繳清地價
作業須知
中華民國 90 年 9 月 7 日內政部台(90)內中地字
9083081 號令訂定
中華民國 93 年 3 月 12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3058 號令修正第 5 點
中華民國 97 年 4 月 11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2829 號令修正第 5 點

一、內政部為辦理公有山坡地、國有耕地、國
有邊際養殖用地放領地價提前繳清作業及
所有權移轉登記，特訂定本須知。
二、承領人繳清第一期地價後，得就第二期以
後之地價申請提前繳清。同一承領證書內
有二宗以上土地者，承領人得就其中部分
宗地提前繳清。
三、承領人提前繳清地價時，免除其提前繳清
年期地價之利息。
四、承領人如有違反公有山坡地放領辦法第二
十一條、國有耕地放領實施辦法第十九條
或國有邊際養殖用地放領實施辦法第十九
條規定者，不得提前繳清地價，並應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依規定撤銷承領。
五、承領人提前繳清地價時，應於每期地價開
徵二個月前，檢附下列文件向土地所在地
地政事務所提出申請：
（一）放領公地提前繳清地價申請書。
（二）國民身分證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或
戶籍謄本。
（三）承領土地為山坡地範圍者，應檢附
宜農、牧地水土保持合格證明書。
（四）其他依法令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六、地政事務所於收到申請書後，應即轉報直
轄市、縣（市）政府依第四點及第五點規
定詳實審查，並於當期地價開徵三十日前
予以核定。
七、申請案件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不
合規定者，應敘明理由，通知申請人並退
還其申請書件；其合於規定者，應即通知
臺灣土地銀行當地分行，依其申請提前繳
清地價計算其應免除提前繳清年期地價之
利息，並查明有無欠繳地價，如經查有欠
繳地價者，應連同欠繳地價，一併造具提
前繳清地價繳納聯單通知書，通知申請人

繳納。
八、申請人於接到提前繳清地價繳納聯單通知
書，應依通知繳納期間繳清地價，逾期不
繳清者，廢止核准。
九、承領人繳清全部地價後，臺灣土地銀行應
即填製承領公有土地農戶繳清地價聯單，
送直轄市、縣（市）政府依規定囑託放領
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辦理所有權移轉登
記。
十、地政事務所於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應
於土地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欄加
註「本宗土地於五年內不得移轉及申請變
更使用」字樣後，通知承領人繳交登記規
費及憑承領證書發給土地所有權狀，並通
知公產管理機關更新其產籍資料。
十一、同一承領證書內有二宗以上土地，並經
承領人就其中部分宗地申請提前繳清地
價者，地政事務所應於發給已繳清地價
部分宗地所有權狀時，於承領證書所列
已繳地價部分宗地之備註欄加註「本筆
於○年○月○日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
字樣，將承領證書退還承領人；承領人
如已全部繳清地價及辦理所有權移轉
者，其承領證書不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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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縣（市）政府辦理放領公有耕地專案核准分割執行要點 J‐17‐1
灌溉、排水設施及農路為原則。
六、放領公有耕地如非屬農業發展條例第三條
第十一款規定所稱耕地、或承領人已繳清
地價並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者，其分割不
適用本要點。
七、縣（市）政府審核放領公有耕地專案核准
分割所需經費，由該府於公地放領相關業
中華民國 92 年 5 月 22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務經費項下支應。
0920083223-1 號令

委託縣（市）政府辦理
放領公有耕地專案核准
分割執行要點

一、內政部為委託縣（市）政府辦理放領公有
耕地專案核准分割案件，特依據農業發展
條例施行細則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
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放領公有耕地，係指依據下列
各款規定辦理放領之公有耕地：
（一）臺灣省放領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
施辦法。
（二）專案辦理臺中縣示範林場等三處土
地放領工作要點。
（三）公有山坡地放領辦法。
（四）國有耕地放領實施辦法。
依據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辦理之放領公有
耕地，應經內政部放領審議委員會審議同
意後，始得依本要點辦理。
三、公地管理（代管）機關為辦理放領公有耕
地專案核准分割之案件，應檢具土地清冊
並敘明理由，送土地所在地之縣（市）政
府核准後辦理分割。
四、放領公有耕地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委託
縣（市）政府辦理專案核准分割：
（一）數人共同或分別承領。
（二）承領人部分承領。
（三）原承領人死亡，由其繼承人共同繼
承承領。
（四）公、私共有土地。
（五）部分供道路、農水路或其他公共設
施使用。
（六）部分塌沒或流失。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共同或分別承領耕
地，辦理分割為單獨所有者，應先取得承
領人或繼承人之協議；其分割後之宗數，
不得超過其承領人或繼承人人數。
五、已辦理農地重劃之耕地，依本要點辦理分
割時，不受農地重劃條例施行細則第三十
四條有關最小坵塊土地短邊十公尺之限
制。且分割後之農地坵塊，以能直接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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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辦理臺中縣示範林
場等三處土地放領工作
要點
中華民國 78 年 8 月 17 日內政部台（78）內地字第
732224 號函（行政院 78 年 8 月 8 日台（78）內
字第 21380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80 年 7 月 12 日內政部台（80）內地字第
8077069 號函修正第 7 點(行政院 80 年 6 月 27 日
台（80）內字第 21065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81 年 4 月 2 日內政部台（81）內地字第
8104075 號函修正第 4、5、6、7、9 點(行政院
81 年 3 月 26 日台（80）內字第 10644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83 年 5 月 7 日內政部台（83）內地字第
8305639 號函修正第 6 點(行政院 83 年 4 月 27 日
台（83）內字第 14586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86 年 8 月 5 日內政部台（86）內地字第
8607453 號函修正第 14 點（行政院 86 年 7 月 17
日台（86）內字第 28801 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88 年 12 月 31 日內政部台（88）內中地
字第 8825622 號函修正第 6 點、第 8 點至第 10
點、第 16 點及第 17 點(行政院 88 年 12 月 9 日
台（88）內字第 44811 號函核備)

一、為專案辦理「台中縣示範林場」、「南投縣
台大實驗林場」及「南投縣瑞竹、頂林、
大鞍林業生產合作社」三處公有土地放
領，特訂定本要點。
二、專案放領土地指第一點所列三處林場範圍
內之山坡地，供農業使用，經依法完成總
登記，編定為農牧用地或林業用地，並經
依法放租之公有土地。
與前項專案放領土地之農業經營不可分離
之農舍、畜禽舍、倉儲設備、晒場、池沼
使用之土地，得一併放領。
三、專案放領土地有左列情形之一，不予放領。
（一）政府機關計畫供公共使用或自行開
發利用者。
（二）政府計畫開發為新市區、新社區、
新港口、風景區、工業區或其他非
供農業使用者。
（三）為山地保留地者。
（四）為學產土地者。
（五）其他依法令規定不得放領者。
四、專案放領土地放領對象以該土地之現使用

承租農民為限。現使用承租農民如有積欠
租金者，並應先向放租機關繳清後再辦理
放領。
五、專案放領土地放領面積應依山坡地保育利
用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二十條第一
項規定，並以申請承領人原租約面積為
準。申請承領人實際使用面積與租約面積
如不符，依左列規定辦理。
（一）實際使用面積未達租約面積者，經
申請承領人同意就其租約面積超
過實際使用面積部分終止租約
後，依其實際使用面積辦理放領。
（二）實際使用面積超過租約面積未達百
分之十者，依其實際使用面積辦理
放領。
（三）實際使用面積超過租約面積百分之
十者，依其租約面積加百分之十辦
理放領，其超過百分之十部分之面
積在一公頃以下者併予放領，其餘
部分應收回另行處理。
六、南投縣瑞竹、頂林、大鞍林業生產合作社
承租之土地，經各該合作社確認為其現使
用社員農民者，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或南
投縣政府與各該合作社終止租約，並放租
與現使用社員農民，依第五點規定辦理放
領。前項總放領面積以不超過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及南投縣政府出租面積加百分之十
為限。
七、放領地價以七十九年之公告土地現值為計
算標準，如部分土地無七十九年之公告土
地現值者，以其所屬地價區段或參照鄰近
土地七十九年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其放領地
價之計算標準，並按年利率百分之三本利
合計，分十五年每年上下兩期均等攤還。
但承領人得提前繳清地價。
前項每期應攤還地價，除第一期地價外，
承領人應於當期通知繳納之日起三十日內
繳清。
八、專案放領土地，應由縣政府列冊分別通知
土地管理機關，其中屬於國有者，由管理
機關層報行政院核准；屬於縣有者，應依
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辦理。
九、縣政府辦理專案放領程序如左：
（一）調查得專案放領土地並編造放領清
冊。
（二）依第八點規定程序列冊通知土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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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機關報請核准。
能力者。
（三）公告並通知現使用承租農民於公告
（三）遷徙或轉業而不能繼續承領者。
期間內申請承領，公告期間三十
前項經收回土地所繳地價，除死亡無人繼
日。
承者依民法處理外，縣政府應通知承領人
（四）審定承領。
一次發還。
（五）編造專案放領土地農戶清冊報請內
第一項經收回土地之地上物得限期由承
政部備查，並副送土地管理機關、
領人收割、處理，或由縣政府估定價格，
地價經收行庫、該管地政事務所及
由新承租（承領）人補償承受，原承領人
縣政府水土保持課。
所有特別改良併同辦理。
（六）委託地價經收行庫開發第一期地價 十四、承領人在繳清地價取得土地所有權前，
繳納通知書，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
有下列情形之一，應由縣政府撤銷承領
知之日起六個月內繳清第一期地
收回土地，所繳地價不發還。
價。
（一）冒名頂替矇請承領者。
（七）憑繳價收據驗發承領證書。
（二）轉讓或出租者。
（八）指導承領人於繳清地價前完成水土
（三）違反使用編定容許使用，經通知限
保持處理與維護，經檢查合格後，
期改正而逾期不改正者。
發給水土保持合格證明書。
（四）農牧用地承領人不直接經營耕作
（九）通知林地管理機關限期由原租地造
者。
林人完成地上林木處理並核發地
（五）未依本條例第十二條規定實施水土
上林木處理證明文件。
保持處理與維護，經通知限期改正
（十）繳清全部地價後通知承領人換發土
而逾期不改正者。
地所有權狀。
（六）超限利用經依本條例第二十五條規
申請承領人不按前項第六款規定辦理者，
定通知限期改正而逾期不改正者。
視為放棄承領。
（七）原屬租地造林而未依規定期限完成
十、專案放領土地，於地價未繳清前，因不可
地上林木處理者。
抗力致全部或部分不能使用者，
依前項第二款撤銷承領之土地，其土地之
經承領人向縣政府申請勘查屬實並報內政
特別改良或地上物不予補償；其餘各款撤
部核准後，其不能使用部分自申報之日
銷承領收回之土地，其地上物由承領人依
起，准予減免應繳地價。
限收割或處理，逾期縣政府得逕行清除，
十一、專案放領土地遇有重大災歉，報經縣政
不予補償。
府勘查屬實者，當期地價得暫緩繳付。 十五、承領人逾期繳納第一期以後各期地價者
但應於原定全部地價繳清年限屆滿後，
，依下列規定按當期應納地價加收違約
就其緩繳期數依次補繳。
金。
十二、承領人經繳清全部地價，並無積欠地價
（一）逾期未滿一個月者，加收百分之二。
（二）逾期一個月以上未滿二個月者，加
稅或田賦，其屬山坡地者，應繳驗水土
收百分之五。
保持合格證明書；其屬原租地造林者應
（三）逾期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者，加
繳驗地上林木處理證明文件後，縣政府
收百分之十。
應即囑託該管地政事務所辦理所有權移
（四）逾期三個月以上未滿四個月者，加
轉登記，並通知承領人憑承領證書換取
收百分之十五。
土地所有權狀。
逾期四個月仍不繳納者，得予撤銷承領收
十三、承領人在繳清地價取得土地所有權前，
回土地，其已繳地價不予發還，土地之特
有左列情形之一，由縣政府收回土地另
別改良或地上物比照第十三點第三項規
行處理。
定辦理。
（一）死亡無人繼承者。
（二）農牧用地承領人喪失耕作能力而同 十六、放領地價之繳納，由國家行庫及其分支
機構辦理經收，並扣除必要之管理、經
一戶內共同生活之家屬均無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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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經收費用後，除國、省有山坡地之
放領地價依本條例第二十八條規定辦理
外，其餘解繳各該公地管理機關所屬公
庫。
十七、依本要點辦理放領、管理及地價繳納之
作業須知，由內政部訂定。

J‐18‐4 專案辦理臺中縣示範林場等三處土地放領工作要點

專案辦理臺中縣示範林場等三處土地放領作業要點 J‐19‐1

專案辦理臺中縣示範林
場等三處放領土地檢查
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88 年 11 月 4 日內政部台內中地字第
8886503 號函訂定

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檢查臺中縣示
範林場、南投縣瑞竹、頂林、大鞍三林業
生產合作社承租地與台大實驗林地放領土
地，以維護並增進山坡地保育與利用，特
訂定本要點。
二、專案放領土地，依本要點實施檢查，本要
點未規定者，依其他相關規定辦理。
三、專案放領土地檢查作業，以本部為主管機
關，臺中縣政府及南投縣政府為執行機關。
四、專案放領土地之檢查作業自八十九年度開
始實施，執行機關每三年至少應全面檢查
乙次，並就當年度擬實施檢查之地段，擬
訂年度檢查進度，函送本部備查。
五、檢查作業，依下列程序辦理：
（一）縣政府於檢查作業前，應先就專案
放領農戶清冊內所載放領公地，會
同所轄地政事務所核對土地登記
簿，如土地標示或放領地價有異動
者，應依專案辦理臺中縣示範林場
等三處土地放領管理及地價繳納
作業須知第十三點規定辦理異動
更正，其已移轉所有權者，應於農
戶清冊備考欄加註○年○月○日
○號函辦理所有權囑託登記完竣
字樣，並均加蓋承辦人員職章。
（二）前款農戶清冊內未移轉所有權之土
地，縣政府即應依第四點所擬之檢
查進度實施逐筆勘查，並將檢查結
果查註於檢查表（如表一）土地使
用現況欄及檢查項目欄，其有違反
使用編定容許使用、農牧用地承領
人不直接經營耕作、未依規定實施
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或超限利用
者，並應拍攝照片黏貼於檢查表
上。每張檢查表以一筆土地為限，
並加編號。
（三）放領土地有違反編定容許使用情

事，應會銜相關主管機關通知承領
人限期改正，逾期不改正者，依承
領規約所定撤銷承領收回土地。超
限利用之土地應通知水土保持單
位，依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處理。
（四）檢查結果應辦理結果統計（如附表
二），並將結果統計表於每年七月
底前函送本部備查。
（五）縣政府應依檢查結果之事實，依專
案辦理臺中縣示範林場等三處土
地放領工作要點第十四點處理，其
處理結果統計表（如附表三）於每
年十二月底函送本部。
六、檢查作業應由縣政府地政單位會同農業局
及相關單位辦理，所需經費由專案辦理臺
中縣示範林場等三處土地放領工作經徵管
理費用項下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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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辦理臺中縣示範林
場等三處土地放領管理
及地價繳納作業須知
中華民國 88 年 11 月 4 日內政部台（88）內中地字
第 8886503 號函

一、本須知依專案辦理臺中縣示範林場等三處
土地放領工作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第
十七點規定訂定。
二、縣政府辦理專案放領土地工作，應先實施
調查，調查人員於調查時應填註調查表（如
附件一）。
三、專案放領土地應依其權屬別編造放領清冊
（如附件二）一式四份，自存一份，一份
公告用，一份報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
備查，一份送土地管理機關，報請核准處
分。
四、專案放領並經奉准處分之土地，應於土地
所在地鄉鎮公所公告三十日，並分別通知
（附件三）現使用承租農民應於公告期間
內申請承領。
五、申請承領專案放領土地應填具承領申請書
（附件三）附繳戶籍謄本及租賃關係證明
書等文件，於公告期限內逕向當地地政事
務所提出之，前項申請書內土地標示，及
放領地價應由縣政府代為填寫並須與通知
書一併送交現使用承租農民。
六、地政事務所於接受申請書後，應將提出之
申請書與土地登記簿，翔實核對，經核對
無訛，並經核章後，連同證明文件，送由
縣政府審定承領後，據以編造專案放領土
地農戶清冊（附件四）。
前項農戶清冊應編造七份，一份自存，一
份報本部備查外，餘分送土地原管理機
關，臺灣土地銀行（以下簡稱土地銀行）
與當地分行，該管地政事務所及縣政府水
土保持單位。
七、土地銀行於收受專案放領土地農戶清冊
後，應即開發第一期地價繳納通知書（附
件五）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後三個月
內繳清第一期地價。
前項繳納地價期限屆滿後土地銀行除應將
已繳清地價之承領人於農戶清冊相當欄內

J‐20‐1

註明外，並應即通知縣政府，亦應於農戶
清冊註明。
八、專案放領土地承領證書（附件六）由縣政
府於經核定農戶清冊時，通知承領農戶憑
繳價收據驗發之，並將承領證書驗發成
果，註記於農戶清冊及通報第六點第二項
有關機關。
九、地政事務所於接受通報後，應於土地登記
簿所有權部備考欄加註「本土地業於 年
月 日放領與 」等字樣。
十、縣政府應就農戶清冊內註記驗發承領證書
完竣者依統計表式（附件七）填造統計成
果表三份，一份自存，一份送土地管理機
關，一份報本部備查。
十一、縣政府於驗發承領證書完竣後應指導承
領人實施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並限期
完成。前項水土保持處理，經驗查合格
後，發給水土保持合格證明書。
十二、專案放領土地放領後，應由縣政府通知
原林地管理機關，限期完成地上林木之
處理，並核發地上林木處理證明書。
前項林木處理方式如下：
（一）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於辦理每
木調查後交該管縣政府辦理出售
處分。
（二）原屬租地造林之竹木，依照租地造
林辦法，將政府分收部分，賣給原
承租造林人。
（三）縣政府處分地上林木所得價款，比
照原野地林木處理方式，由縣政府
提存十分之一作為管理費外其餘
價金，均由當地林區管理處解庫。
十三、專案放領土地於放領期間內，如承領人
、土地標示或放領地價等，有異動情事，
縣政府應即依有關規定辦理並填報專案
放領土地異動更正改核地價申報表（附
件八）七份送第六點第二項有關機關辦
理更正。
十四、專案放領土地，地價之繳納，委託土地
銀行及其分支行庫辦理經收，其程序如
下：
（一）填製地價繳納聯單一式兩份，第一
聯通知聯分發承領農戶，第二聯收
據（附件五）備經收之用。
（二）按鄉鎮編造應收明細表（附件九）
一式四份，二份報土地銀行總行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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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本部，一份送當地縣政府，一份
自存。
（三）承領人繳納地價後，即於各聯分別
註明收款日期及核蓋收款章，第一
聯收回存查，第二聯交承領人執
存。
（四）當地土地銀行於當期地價繳納期限
屆滿後，除應填製現金收取統計
表，送土地銀行總行外，並應逐戶
填製欠繳地價農戶清冊（附件十）
一式三份，一份送土地銀行，一份
送縣政府，一份自存。
（五）土地銀行分行應將所收取之地價，
依本要點第十六點之規定按收取
總額扣除百分之七為必要之管
理、經徵、經收費用後，國有專案
放領地價解繳山坡地開發基金，縣
有部分解繳該公地管理機關所屬
公庫。
（六）於承領人繳清全部地價後，應即填
製承領公有土地，農戶繳清地價聯
單逕送管縣政府。
十五、縣政府於收受承領專案放領土地農戶繳
清地價聯單（附件十一）後如經查明該
宗放領地之水土保持，地上林木均處理
完竣者，應即辦理所有權移轉囑吒登
記，並通知承領人憑承領證書換發土地
所有權狀。
十六、專案放領土地，遇有重大災歉，應由承
領人於災歉發生後十日內填具申請書，
向該管政府申請勘查屬實者，當期地價
得暫緩繳付，但應於原定全部地價繳清
年限屆滿後，就其緩繳期數依次補繳。
前項地價補繳，當地縣政府至遲應於各
該期地價規定開始繳納日期一個月前，
填製當期緩繳地價承領農戶清冊，送當
地土地銀行經收緩繳之地價。
十七、專案放領土地，於地價未繳清前，因不
可抗力致全部或部分不能使用者，除依
照本要點第十點規定辦理外，並應依第
十三點規定，辦理異動更正。
十八、土地銀行總行於每期彙齊各地分行送來
之現金收取統計表。應即編製該期放領
地價經收統計表一式四份，一份自存，
其餘分送財政部、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
土保持局及本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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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通知單，通知縣政府送交申請人繳納，
如有欠繳地價者，應一併通知繳清。
八、申請人應於接到核准提前繳清地價通知
單，依通知繳納之日起一個月內繳清地
價，逾期不繳清者，撤銷核准。
九、承領人繳清全部地價後，臺灣土地銀行應
即填製承領公有土地農戶繳清地價聯單逕
中華民國 88 年 11 月 4 日內政部台內中地字第
送縣政府辦理所有權移轉囑託登記，並通
8886503 號函訂定
知承領人繳交登記規費後憑承領證書換發
一、內政部為專案辦理臺中縣示範林場、南投
土地所有權狀。
縣台大實驗林場及南投縣瑞竹、頂林、大 十、本須知所需書表格式，如附件。
鞍林業生產合作社三處放領土地之承領人
提前繳清地價作業，特訂定本須知。
二、專案放領土地承領人得就一張承領證書內
個別土地提前繳清地價，並於承領公地證
書辦理加註異動。
三、專案放領土地承領人提前繳清地價時免除
其提前繳清年期地價之利息。
四、專案放領土地承領人如有違反專案辦理臺
中縣示範林場等三處土地放領工作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第十四點規定者，不
得提前繳清地價，並應由縣政府依規定撤
銷承領。
五、專案放領土地承領人提前繳清地價時，應
於每期地價開徵前三個月至開徵前二個月
檢附下列文件向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提
出申請，並於申請書內註明提前繳清地價
之土地標示。
（一）申請書。
（二）切結書。
（三）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水土保持處理合格證書。
（五）地上林木處理證明書。
前項切結書，應註明申請人承領專案放領
土地，確無違反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第二
十條第一項規定超過二十公頃及無本要點
第十四點第一項規定之情形，如有不實，
申請人願負法律責任。
六、地政事務所於收到申請書後，應即轉報縣
政府，依照本要點規定詳實審查，於當期
地價開徵前三十日內予以核定。
七、申請案件經縣政府核定不合於本要點之規
定者，應具明理由通知申請人並副知地政
事務所；其合於規定者，應由臺灣土地銀
行依其申請提前繳清地價計算其應免除提
前繳清年期地價之利息並另造提前繳清地

專案辦理臺中縣示範林
場等三處土地放領地價
提前繳清作業須知

J‐21‐2 專案辦理臺中縣示範林場等三處土地放領地價提前繳清作業須知

縣專案放領土地提前繳清地價申請書
申請人

向

縣政府承領左列公有土地，確無違反山坡地保育利用條

例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超過二十公頃及無「專案辦理臺中縣示範林場等三處土地放領工作
要點第十四點」第一項規定之情形，並檢附切結書，請准予提前繳清地價。
本號地價
土地公告
現值及年
利率3%

土地標示
財產
別

鄉鎮 段 小段 地號

合計

筆

面積

地政事務所

轉陳

備註

分年攤繳金額

面積 使用編
金額（元） 年限
（公頃） 定

起訖
每年 每期
年期
（元） （元）
年 期起
15年
年 期止
年 期起
年 期止
年 期起
年 期止
年 期起
年 期止

地價

攤繳金額

右陳

縣政府

申

請

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住

址：

電

話：

年

月

日

專案辦理臺中縣示範林場等三處土地放領地價提前繳清作業須知 J‐21‐3

切
立切結書人

向

結

書

縣政府承領公有土地（詳細土地標示如申請書記載）
，

確無違反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超過 20 公頃及無「專案辦理台中縣示範
林場等三處土地放領工作要點」第 14 點第 1 項規定之情形，如有不實，切結人應負法律責
任，特立切結書。
此

致

地政事務所

轉陳

縣政府

立

切

結

書

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中

華

民

國

址：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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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放領公有耕地處理要點 J‐22‐1
測量並依前款規定辦理；其未流
失、埋沒部分之地價，應催收地價
差額後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
（三）因重大災歉未申請緩繳地價而被列
為欠繳之地價，應限期追繳。承領
內政部 88 年 10 月 27 日台(88)內中地字第 8886498
人拒不繳納者，應依承領規約撤銷
號函訂頒
承領。
內政部 93 年 5 月 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4900
號令修正
（四）應追繳地價者，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應以雙掛號通知限期繳納，逾
一、為處理民國六十五年以前依據臺灣省放領
期仍未繳納者，依承領規約撤銷承
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辦理放領，
領。限期繳納地價之通知無法送達
尚未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公有耕地（以
承領人者，應以公示送達為之。
下簡稱放領公地），特訂定本要點。
（五）放領地價以實物計算者，得比照公
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處理已繳清地價尚
有耕地地租折繳代金方式辦理。
未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及尚未繳清地價之
（六）放領公地地價收入，應解繳國庫。
放領公地時，應依下列程序辦理：
四、已繳清地價之放領公地，除依承領規約有
（一）核對登記簿：就該尚未辦理所有權
得撤銷承領之情形外，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移轉登記之土地標示，核對放領公
所有權移轉登記：
地農戶清冊及土地登記簿，其經重
（一）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逕依土地銀
劃、重測或其他原因而致異動者，
行所送之繳清地價聯單或證明，依
應釐正放領公地農戶清冊。
放領公地坐落之鄉（鎮、市、區）
（二）查對有無繳清地價：洽當地臺灣土
繕造放領公地現值申報或契稅免
地銀行分行查對該放領公地有無
稅清冊一式四份（如附件），於封
繳清地價後，於農戶清冊備考欄加
面蓋妥印信並查填第一次規定地
註，並加蓋承辦人職章。
價後，再移由稅捐稽徵機關辦理，
（三）現況調查：實地查明該放領公地現
以替代平均地權條例第四十七條
使用人及土地使用現況。
規定之土地移轉現值申報或契稅
（四）催繳地價：依第二款規定查對未繳
條例第十五條規定之申請免稅證
清地價者，經現場調查結果，無承
明書。
領規約得撤銷承領情事者，應即催
（二）放領公地依規定免徵契稅或土地增
繳地價。
值稅者，土地所有權移轉其申報移
（五）研擬處理意見：依現況調查或催繳
轉現值之審核及其再次移轉時原
地價結果，應撤銷、註銷承領者，
地價之認定如下：
研擬處理意見，陳報首長核定。
1.於第一次 規定地價 前繳清地 價
（六）通知撤銷、註銷承領或囑託辦理所
者，按契稅條例辦理。其再次移
有權移轉登記。
轉時之原地價以第一次規定地價
三、放領地價以辦理放領當時該土地等則全年
為準。
正產物收穫量二倍半記載於承領規約之地
2.於第一次 規定地價 後繳清地 價
價為準。未繳清地價之放領公地，除依承
者，以實際放領價格為準。但實
領規約有得撤銷承領之情形外，依下列規
際放領價格低於第一次規定地價
定辦理：
者，以第一次規定地價為準。其
（一）欠繳地價係因土地流失、埋沒、自
再次移轉時之原地價以本次核定
然災害所致，得由直轄市或縣（市）
之移轉現值為準。
政府邀同有關單位會勘辦理滅失
（三）稅捐稽徵機關於收到清冊後，應將
登記後，註銷承領。
放領土地應納未納之地價稅、工程
（二）部分流失、埋沒之土地應辦理分割
受益費及現值審核結果，逐筆查填

早期放領公有耕地處理
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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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清冊相當欄內，有欠稅、費者，
但承領人放棄承領者，應註銷承領。
並將欠稅、費繳款書送達承領人，
前項協議不成或承領人已死亡，於第五點
限於二十日內繳納完畢。
規定期限屆滿後仍未辦理繼承承領時，依
（四）稅捐稽徵機關查無欠稅、費，應於
法辦理撥用；其承領農戶已繳之地價應予
放領公地現值申報或契稅免稅清
退還，其地上物及土地改良費等補償金應
冊上加蓋依法免徵土地增值稅或
由需地機關償付。
依法免徵契稅字樣，並將上開清冊
放領公地因公共需要已先行使用者，註銷
一份存查，三份送請直轄市或縣
承領，並退還承領人已繳地價。
（市）政府囑託地政事務所辦理土 八、放領公地參加土地重劃依法未分配土地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者，於承領人領取補償地價時，應由直轄
（五）放領公地除有欠稅者，在欠稅未繳
市或縣（市）政府通知當地臺灣土地銀行，
清前不得辦理移轉登記外，餘由直
就應領取補償地價內扣除各該筆土地未繳
轄市或縣（市）政府囑託地政事務
清之放領地價後註銷承領，其未繳清之放
所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登記完畢
領地價為實物者，應依第三點第五款規定
後，通知承領農戶領取土地所有權
折繳代金方式，折合現金計算辦理。
狀，並通知公產管理機關。
前項參加重劃實際分配之土地面積多於應
（六）承領人於民國七十九年六月二十九
分配之面積者，應通知承領人繳清放領地
日（含本日）前已繳清地價者，於
價及重劃差額地價；屬實際分配之面積少
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時，免徵登記
於應分配之面積者，就應領差額地價內先
規費；民國七十九年六月二十九日
扣除未繳清之放領地價，如有不足，再通
後始繳清地價者，於辦理所有權移
知承領人補繳。
轉登記時，其登記費由登記機關通
放領公地劃入區段徵收範圍內，直轄市或
知承領人依土地法第七十六條規
縣（市）政府應依第七點第一項與承領人
定，按申報地價千分之一計繳。
協議，辦理繳清地價及所有權移轉登記，
五、承領人死亡，由繼承人使用放領公地者，
依法辦理區段徵收。但經協議承領人放棄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通知限期辦理繼
承領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註銷承領。
承承領；無繼承人時，註銷承領收回土地； 九、解除國有森林用地，宜農牧地辦理放領，
由非繼承人使用放領公地或違反承領規約
承領人已繳清地價並取得宜農牧地水土保
者，依承領規約撤銷承領。
持合格證明書者，應即依第四點辦理所有
六、承領人如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應依承領
權移轉登記。
規約撤銷承領，收回土地，所繳地價不發
其已繳清地價作農牧使用而未完成宜農牧
還：
水土保持處理者，應由直轄市或縣（市）
（一）冒名頂替矇請承領者。
政府通知承領人限期依承領規約接受水土
（二）非自為耕作者。
保持單位指導，完成水土保持處理，經檢
（三）違反規定私自移轉者。
查合格者，發給宜農牧地水土保持合格證
（四）除依法令規定外而欠繳地價或土地
明書。宜農牧地未作農牧使用時，得實施
稅者。
法定林木造林，或維持自然林木，經直轄
（五）依承領規約得撤銷承領之事由發生
市或縣（市）政府水土保持單位會同林務
者。
單位檢查符合水土保持規範者，發給造林
前項撤銷承領之意思表示無法送達承領人
水土保持合格證明書。但於恢復從事農牧
者，應以公示送達為之。
使用時，仍需依規定實施水土保持處理及
七、放領公地編定為公共設施使用者，除依承
維護，屬實施造林農牧地經檢查合格，並
領規約有得撤銷承領情事外，得由用地機
於三年後其成活率達百分之七十者，發給
關會同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先與承
造林水土保持合格證書。
領人取得協議，限期由承領人繳清地價及 十、已繳清地價之放領公地，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應訂定相當期限催告承領人檢具相關
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後，依法辦理徵收。

早期放領公有耕地處理要點 J‐22‐3
資料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承領人逾期仍
不履行時，解除放領契約，並通知承領人
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辦理退款。

J‐22‐4 早期放領公有耕地處理要點

縣市改制直轄市財產移轉及管理機關變更登記作業要點 J‐23‐1

縣市改制直轄市財產移
轉及管理機關變更登記
作業要點
內政部 98 年 12 月 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725948
號函訂定
內 政 部 102 年 12 月 27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26652489 號函修正第 1、8、12 點

一、為處理縣市改制或合併改制為直轄市，原
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有財產
依地方制度法第八十七條之三第一項規
定，由改制後之直轄市概括承受，財產移
轉為直轄市有及管理機關變更登記作業，
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定直轄市、縣（市）及鄉（鎮、
市）有財產，其範圍如下：
（一）不動產：包括土地及建築改良物。
（二）動產：包括機械與設備、交通與運
輸設備及雜項設備。
（三）有價證券：包括股份、股票、債券
及其他有價證券。
（四）權利：包括地上權、地役權、典權
、抵押權及其他財產上之權利。
三、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有財產
依其性質區分如下：
（一）公用財產：
1.公務用財產：各機關、學校供辦
公作業及宿舍使用之財產。
2.公共用財產：直接供公共使用之
財產。
3.事業用財產：直轄市、縣（市）
或鄉（鎮、市）營事業機構供辦
公作業及宿舍使用之財產。但直
轄市、縣（市）或鄉（鎮、市）
營事業為公司組織者，僅指其股
份。
（二）非公用財產：公用財產以外之一切
財產。
四、原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與其所屬機關
、學校或鄉（鎮、市）公所經管之直轄市、
縣（市）及鄉（鎮、市）有公用不動產，
原管理機關、學校應編造移接清冊，檢附
原取得權利證明文件、權利書狀等，移交

業務接管機關、學校，由該接管機關、學
校囑託登記機關辦理所有權移轉直轄市有
及管理機關變更登記；並於辦竣後，將移
接清冊檢送直轄市政府備查。
五、原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與其所屬機關
、學校或鄉（鎮、市）公所經管之直轄市、
縣（市）及鄉（鎮、市）有不動產以外之
財產，原管理機關、學校應編造移接清冊，
檢附權利證明文件，移交業務接管機關、
學校接管，由該接管機關、學校向相關主
管機關辦理權利變更登記為直轄市；並於
辦竣後，將移接清冊檢送直轄市政府備查。
六、原為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
公所所屬事業機構經管之直轄市、縣（市）
及鄉（鎮、市）有之公用財產，原管理機
構應編造移接清冊，分別囑託登記機關或
向相關主管機關辦理所有權移轉直轄市有
及管理機關變更登記；並於辦竣後，將移
接清冊送直轄市政府備查。
七、原為直轄市、縣（市）議會或鄉（鎮、市）
民代表會經管之直轄市、縣（市）及鄉（鎮、
市）有之公用財產，原管理機關應編造移
接清冊，檢附原取得權利證明文件、權利
書狀等，移交接管機關囑託登記機關或向
相關主管機關辦理所有權移轉直轄市有及
管理機關變更登記；並於辦竣後，將移接
清冊檢送直轄市政府備查。
八、原國立學校或衛生福利部所屬醫院改隸為
直轄市立學校或醫院者，該學校或醫院經
管之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有
公用不動產，原管理機關應編造移接清
冊，囑託登記機關辦理所有權移轉直轄市
有及管理機關變更登記；並於辦竣後，將
移接清冊檢送直轄市政府備查。
九、中央或其他地方機關經管之直轄市、縣（市）
及鄉（鎮、市）有公用不動產，管理機關
應編造移接清冊，囑託登記機關辦理所有
權移轉直轄市有登記；並於辦竣後，將移
接清冊檢送直轄市政府備查。
十、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有非公
用不動產，原管理機關 （構） 應編造移
接清冊，檢附原取得權利證明文件、權利
書狀等，移交財產接管機關，由接管機關
囑託登記機關辦理所有權移轉直轄市有及
管理機關變更登記。
、學校
十一、第四點至第九點所列各機關（構）

J‐23‐2 縣市改制直轄市財產移轉及管理機關變更登記作業要點
經管之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
後二個月內，直轄市政府應請所轄登記
有財產，無須繼續公用者，原管理機關
機關全面清查土地登記簿內未辦理所有
（構）、學校應編造移接清冊，移交財產
權移轉登記為直轄市有之直轄市、縣
接管機關，分別囑託登記機關或向相關
（市）及鄉（鎮、市）有不動產，編造
主管機關辦理所有權移轉直轄市有及管
清冊送直轄市政府。
理機關變更登記；其原為無償撥用取得
直轄市政府於接獲前項清冊後，應依財
之不動產，應先辦理撤銷撥用後，再行
產性質，自行或洽請各接管之管理機關
辦理移交。
（構）、學校，囑託登記機關辦理所有權
十二、各機關（構）
、學校應編造之財產移接清
移轉直轄市有及管理機關變更登記；並
冊及移交作業，應於改制生效一個月前
於辦竣後，將清冊檢送直轄市政府備查。
辦理完成；應辦理之登記作業，應於改 十八、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有財
制生效之日起二個月內完成。
產移轉為直轄市有後，各接管之管理機
十三、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有不
關 （構）及學校應按移接清冊等資料，
動產，未依第十二點規定期限完成移交
依改制後之直轄市市有財產產籍管理作
前，經行政院核准其他機關撥用者，應
業規定辦理登帳及異動。
由原管理機關（構）
、學校辦理移交撥用 十九、各機關（構）
、學校辦理直轄市、縣（市）
機關。
及鄉（鎮、市）有不動產所有權移轉及
十四、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有財
管理機關變更登記，得於登記申請書記
產，在未依第十二點規定期限內完成移
明免繕發權利書狀，並以移接清冊替代
交前，應由原管理機關 （構） 、學校
登記清冊及免稅證明書，免申報土地移
辦理下列事項：
轉現值及契稅。
（一）妥為管理維護。
二十、登記機關辦理直轄市、縣（市）及鄉（鎮
（二）收取孳息。
、市）有不動產所有權移轉及管理機關
（三）追收被占用不動產使用補償金。
變更登記，其登記費得由登記機關先行
（四）原有訴訟案件之處理。
記帳，並由囑託機關編列預算分次繳納。
（五）執行已簽約之改良利用案件。
十五、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有公
用或非公用不動產，未依第十二點規定
期限完成移交前已受理申請之承租
（購）、設定地上權或委託經營等案件，
於辦理移交時尚未結案者，原管理機關
應連同申請案件，一併移交接管機關處
理。
十六、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有公
用或非公用不動產於改制移交前有出
租、設定地上權或委託經營等情形者，
原管理機關應連同相關契約文件移交接
管機關，由接管機關通知承租人、地上
權人或受託人辦理契約之出租人、設定
人或委託人名義變更。
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有土
地承領人或承購人，改制生效前已取得
承領證書或產權移轉證明書而尚未辦竣
所有權移轉登記者，得憑原承領證書或
產權移轉證明書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
十七、第十二點規定應完成登記作業期限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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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 ᓁ!
ௐ˘୧ 本辦法依平均地權條例（以下簡稱本
條例）第五十六條第四項訂定之。
ௐ˟୧ 市地重劃由中央、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辦理。
前項主管機關為協調推動市地重劃，應遴聘
（派）專家學者、重劃區所在地鄉（鎮、市）
長及相關機關代表，以合議制方式辦理之。
ௐˬ୧ 本辦法所定之面積，以平方公尺為單
位；所定之長度、寬度及深度，以公尺為單
位。
前項單位，應計算至小數點以下二位，小數
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
ௐˬ୧̝˘ 本辦法所稱重劃完成之日，係指
地籍測量、土地登記、工程驗收、實地指界
及交接土地等各項工作均完成之日。
ௐα୧ 實施重劃期間，由主管機關於重劃計
畫書公告確定後三十日內，將重劃區內土地
列冊送交該管稅捐稽徵機關依法減免地價稅
或田賦。
ௐ̣୧ 重劃完成後之土地，由主管機關於重
劃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內列冊送交該管稅捐稽
徵機關依法徵免地價稅或田賦。

ௐ˟ౢ ࢦထгડ̝Ᏼؠᄃ̳Ә༰
ְͤี!
ௐ̱୧ 重劃地區之範圍，由該管主管機關勘
定；其由中央主管機關辦理者，應會同當地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理。
ௐ˛୧ 重劃地區範圍應儘量配合都市計畫之
閭鄰單位辦理，其邊界並應依下列原則劃定：
一、明顯之地形、地物。
二、非屬整個街廓納入重劃區者，依街廓分
配線。
三、計畫道路中心線。但路寬在八公尺以下
或都市計畫附帶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者，得將道路全寬納入重劃區。
都市計畫指定整體開發之地區，其以市地重
劃方式開發者，應以都市計畫指定整體開發地
區為重劃地區範圍，並得依都市計畫劃定之開
發分區辦理市地重劃；其經依第八條評估實施
市地重劃確有困難者，應檢討都市計畫後再行
辦理重劃。
ௐˣ୧ 主管機關勘選市地重劃地區時，應就
左列事項加以評估：

土 地 重 劃 類

中華民國 68 年 6 月 22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26554
號令頒
中華民國 70 年 3 月 26 日台內地字第 11809 號令修
正第 6 條
中華民國 70 年 6 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24808 號令修
正第 6 條、第 8 條、第 11 條
中華民國 73 年 6 月 9 日台內地字第 229385 號令修
正第 19 條
中華民國 77 年 6 月 13 日台內地字第 604772 號令
修正
中華民國 81 年 8 月 26 日台內地字第 8187842 號令
修正
中華民國 84 年 2 月 13 日台內地字第 8473471 號令
修正第 14 條、第 21 條、第 35 條、第 50 條
中華民國 85 年 1 月 3 日台內地字第 8483378 號令
修正第 7 條並增訂第 9 條之 1
中華民國 86 年 4 月 16 日台內地字第 8679125 號令
修正第 17 條
中華民國 87 年 12 月 9 日台內地字第 8778689 號令
修正第 5 條、第 6 條、第 7 條、第 21 條、第 31
條、第 34 條、第 53 條、第 55 條、第 56 條並增
訂第 3 條之 1
中華民國 88 年 6 月 29 日台內地字第 8889817 號令
修正第 2 條、第 6 條、第 8 條、第 24 條、第 32
條、第 33 條、第 50 條、第 59 條
中華民國 88 年 10 月 6 日台內地字第 8884884 號令
修正第 54 條
中華民國 89 年 11 月 7 日內政部台內中地字第
8980686 號令修正第 8 條、第 10 條、第 17 條、
第 24 條、第 29 條
中華民國 90 年 12 月 12 日台內中地字第 9083871
號令修正發布，修正第 18 條
中 華 民 國 91 年 7 月 29 日 台 內 中 地 字 第
09100846912 號令修正發布，修正第 52 條、第
53 條
中 華 民 國 92 年 1 月 24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20081943 號令修正發布，修正第 54 條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23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2412 號令修正第 2 條、第 4 條、第 7 條、
第 11 條、第 12 條、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6
條、第 20 條、第 21 條、第 31 條、第 35 條、第
38 條、第 40 條、第 52 條、第 53 條；增訂第 53
條之 1；並刪除第 9 條之 1
中 華 民 國 104 年 7 月 13 日 內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41305436 號令修正第 21 條、第 31 條、第 33
條、第 34 條、第 5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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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重 劃 類

一、都市計畫。
項，不論分別或同時辦理公告禁止或限制，其
二、土地所有權人意願。
全部期間合計不得超過一年六個月。
三、地區發展潛力。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本條例第
四、人口成長情形與建地需求量。
五十九條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及公告禁止
五、地區現況。
或限制事項後，應將重劃區土地列冊送該管
六、重劃後地價預期增漲幅度。
登記機關，將禁止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負
七、財務計畫。
擔事項，加註於土地登記簿，並通知有關機
八、其他特殊事項。
關對重劃區內建築改良物之新建、增建、改
勘選市地重劃地區評估作業要點，由中央主
建或重建及採取土石或變更地形等事項加以
管機關定之。
管制，於禁止或限制期限屆滿時，立即通知
ௐ˝୧ 選定之重劃地區尚未發布細部計畫或
註銷。
其細部計畫需變更者，應於完成細部計畫之
前項公告禁止或限制事項，直轄市或縣（市）
擬定或變更程序後，再行辦理重劃。但選定
政府應以書面通知土地、建物所有權人或使用
重劃之地區，其主要計畫具有都市計畫法第
人。
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內容者，得先依主要 ௐȈˬ୧ 市地重劃區經依本條例第五十九條
計畫辦理重劃，以配合擬定細部計畫。
規定公告禁建後，在公告禁建前已依法核發
建造執照正在施工中之建築物，依左列規定
ௐ˝୧̝˘ （刪除）
處理：
ௐȈ୧ 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例第五十七條申
一、經審核不妨礙重劃工程及土地交換分配
請優先實施市地重劃時，其申請書應載明左
者，得准其依原核發建造執照繼續施工。
列事項：
二、經審核有妨礙重劃工程或土地交換分配
一、擬辦重劃地區及範圍。
者，應通知其停工。但可改善者，應通
二、申請辦理重劃之原因。
知其限期改善。其經通知停工仍不停工
三、參加重劃土地標示及土地所有權人姓
或逾期不為改善者，依行政執行法強制
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並簽
執行之，並對繼續施工建築部分之拆除
名蓋章。
不予補償。
四、代表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
址。
主管機關對於前項申請，應即進行審查，並 ௐˬౢ ࢦထࢍ൪̝ᑢࢎă८̈́ؠ
依第六條規定勘定範圍，其合於都市發展需要
̳Ә఼ۢ!
者，優先實施市地重劃。但得按重劃工程及設
ௐȈα୧ 重劃地區選定後，主管機關應舉辦
計分配之需要，調整其範圍。
座談會，並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報請上級
ௐȈ˘୧ 下列事項非屬本條例第五十九條第
主管機關核定。
一項規定公告禁止或限制事項：
前項座談會主管機關應以書面載明下列事
一、土地繼承登記。
項，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二、建物及其基地登記。
一、重劃區範圍及總面積(附範圍圖)。
三、因抵繳遺產稅土地所有權移轉國有登
二、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及其概略面積。
記。
三、舉辦重劃工程項目。
四、因強制執行、土地徵收或法院判決確
四、重劃經費負擔概算及負擔方式。
定，申請登記。
五、預計重劃平均負擔比率。
五、共有土地因實施耕者有其田部分徵收放
第一項重劃計畫書應記載下列事項：
領，辦理持分交換移轉登記。
一、重劃地區及其範圍。
六、申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
二、法律依據。
七、抵押權讓與登記。
三、辦理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八、實施重劃本身所必要之作業。
四、重劃地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其土地
本條例第五十九條第二項所稱禁止或限制
所有權人總數。
期間一年六個月為期，係指各禁止或限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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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於主管機關為之。
ௐȈ˛୧ 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五十六條第三
項規定，修訂重劃計畫書重行報請核定時，
對土地所有權人提出而未採納之意見應說明
不能採納之理由，並於核定結果公告實施
後，將不能採納之理由函復異議人。
重劃計畫書經核定公告後，實施重劃確有困
難者，應敘明理由報請核定後公告及通知土地
所有權人廢止或撤銷重劃或修訂重劃計畫
書、圖。但重劃土地分配結果已公告期滿確定
者，不得廢止或撤銷重劃或修訂重劃計畫書、
圖。
ௐȈˣ୧ 重劃計畫書經核定公告實施後，主
管機關必要時得將部分業務委託法人或學術
團體辦理；其委託作業要點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前項受委託之法人或學術團體，以經營業務
有辦理土地重劃項目，並置有地政、測量專業
人員為限。

ௐαౢ ീณăአߤ̈́гᆊߤҤ!
ௐȈ˝୧ 重劃計畫書經核定公告滿三十日
後，主管機關應即實施重劃區範圍、公共設
施用地及土地使用現況之測量，並調查各宗
土地使用現況，編造有關清冊。
ௐ˟Ȉ୧ 重劃前後之地價應依下列規定查估
後，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一、重劃前之地價應先調查土地位置、地
勢、交通、使用狀況、買賣實例及當期
公告現值等資料，分別估計重劃前各宗
土地地價。
二、重劃後之地價應參酌各街廓土地之位
置、地勢、交通、道路寬度、公共設施、
土地使用分區及重劃後預期發展情
形，估計重劃後各路街之路線價或區段
價。

ௐ̣ౢ!ࢍზፉ̶̈́੨నࢍ!
ௐ˟Ȉ˘୧ 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例第六十條
規定，應共同負擔之項目如下：
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指重劃區內供公共
使用之道路、溝渠、兒童遊樂場、鄰里
公園、廣場、綠地、國民小學、國民中
學、停車場、零售市場等十項用地，扣
除重劃區內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
未登記地等土地後，由參加重劃土地所

土 地 重 劃 類

五、重劃地區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
登記地土地面積。
六、土地總面積：指計畫範圍內之公、私有
土地面積及未登記地之計算面積。
七、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包括土地所有
權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項目、面
積及平均負擔比率。
八、預估費用負擔：包括土地所有權人共同
負擔之工程項目及其費用、重劃費用及
貸款利息之總額與平均負擔比率。
九、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率概計。
十、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重劃
負擔減輕之原則。
十一、財務計畫：包括資金需求總額、貸款
及償還計畫。
十二、預定重劃工作進度表。
十三、重劃區範圍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前項第七款至第九款之計算式如附件一；
依第十款減輕之重劃負擔，不得因此增加其
他土地所有權人之負擔。
依本條例辦理重劃，如為申請優先實施重劃或
有超額負擔者，重劃計畫書應記載土地所有權
人同意辦理情形及處理方法。
ௐỊ̏୧ 依本條例辦理市地重劃計算重劃人
數及面積時，除下列規定外，以土地登記簿
記載者為準：
一、公同共有土地，應以其同意超額負擔或
參加重劃之公同共有人數為其同意人
數，並以其占該公同共有全體人數之比
率，乘以該公同共有部分土地面積所得
之面積為其同意面積。
二、祭祀公業或未辦理繼承登記土地，經其
派下員或合法繼承人提出該祭祀公業派
下全員證明文件或全體合法繼承人戶籍
資料者，其同意人數及面積比照前款計
算方式辦理。但未提出證明文件或戶籍
資料者，以土地登記簿上登記名義人為
單位計算之。
三、信託土地，以登記機關信託專簿所載各
契約之委託人及面積為準。
ௐȈ̱୧ 重劃計畫書經核定後，主管機關應
即依法公告，及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並舉行
說明會，說明重劃意旨及計畫要點。
土地所有權人對重劃計畫書有反對意見
者，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理由與其所有
土地坐落、面積及姓名、住址，於簽名蓋章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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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例所算得之負
擔。
二、費用負擔：指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
款利息，由參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依其
土地受益比例，按評定重劃後地價折價
抵付之負擔。
前項第一款所定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
之道路，包括道路之安全島、綠帶及人行
步道；所稱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溝渠，
指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所劃設供重劃區
內公共使用之排水用地。
第一項第一款所列舉十項用地，不包括下
列用地：
一、重劃前業經主管機關核准興建之兒童遊
樂場、鄰里公園、廣場、綠地、國民小
學、國民中學、停車場、零售市場等八
種用地。
二、重劃前政府已取得者。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工程費用，指道路、橋
樑、溝渠、地下管道、兒童遊樂場、鄰里
公園、廣場、綠地、平面停車場等公共設
施之規劃設計、施工、整地、材料、工程
管理費用及應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
ௐ˟Ȉ˟୧ 重劃區內已建築土地之所有權
人，如尚有其他未建築土地者，其重劃負擔
應依本條例第六十條第一項規定，以未建築
土地折價抵付，不得改以現金繳納。公有土
地亦同。
公有土地依前項規定辦理後如尚有賸餘土
地，依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辦理指
配。
ௐ˟Ȉˬ୧ 依本條例第六十條第三項規定，
重劃區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合計面積
已達百分之四十五，而區內尚有同法條第一
項規定之其他公共用地未計入負擔者，得經
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數以上且其所有土
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半數之同
意，納入重劃共同負擔，不受本條例施行細
則第八十三條負擔順序之限制。
重劃區供公共使用之十項用地以外之公共
設施用地，非經重劃區全體土地所有權人之同
意，不得列為共同負擔。
ௐ˟Ȉα୧ 重劃區內之區域性道路、下水道
等公共設施，除其用地應由重劃區內土地所
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例共同負擔外，其工
程費用得由政府視實際情況編列預算補助，

或由政府視實際情況配合施工。
ௐ˟Ị̏୧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包括臨街地特
別負擔及一般負擔。
前項之臨街地特別負擔，指重劃後分配於
道路兩側之臨街地，對其面臨之道路用地，
按路寬比例所計算之負擔。
第一項之一般負擔，指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扣
除道路兩側臨街地特別負擔後，所餘之負擔。
ௐ˟Ȉ̱୧ 前條臨街地特別負擔，應依左列
標準計算之：
一、面臨寬度超過四公尺未滿八公尺之道路
者，其道路寬度超過四公尺部分，由兩
側臨街地各負擔二分之一。
二、面臨寬度八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公尺之道
路者，其兩側臨街地各負擔路寬之四分
之一。
三、面臨寬度二十公尺以上道路者，其兩側
臨街地各負擔五公尺。
街角地對其正面道路之臨街地特別負擔，依
前項標準計算；其對側面道路之臨街地特別負
擔，依前項標準二分之一計算。
ௐ˟Ȉ˛୧ 市地重劃區範圍以都市計畫道路
中心線為界者，其臨街地特別負擔，應按參
與重劃之道路寬度計算。
分配結果未列入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
面臨路寬四公尺以下道路及已開闢公有道路
之臨街地，不計算臨街地特別負擔。
ௐ˟Ȉˣ୧ 重劃區內都市計畫規劃之街廓無
法符合重劃分配需要者，得於不妨礙原都市
計畫整體規劃及道路系統之前提下，增設或
加寬為八公尺以下巷道，並依第二十六條規
定計算臨街地特別負擔。
前項增設或加寬之巷道，主管機關應於重劃
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通知有關機關依法辦理
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變更。
重劃前供公共通行之既成巷道或私設巷道
應予保留者，視為增設巷道，並依前二項規定
辦理。但該巷道如兼具法定空地性質者，應按
重劃前原位置、面積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人，
不計算其重劃負擔，並得配合重劃工程同時施
工。
ௐ˟Ȉ˝୧ 重劃負擔及分配面積之計算，以
土地登記總簿所載之面積為準，其計算順序
及公式如附件二。
重劃區內土地實際面積少於土地登記總面
積而未能更正者，其差額得列入共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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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ˬȈ୧ 重劃後土地之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七、重劃前土地位於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
由主管機關視各街廓土地使用情況及分配需
地或非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經以
要於規劃設計時定之。但不得小於畸零地使
公有土地、抵費地指配者，其分配位置
用規則及都市計畫所規定之寬度、深度及面
由主管機關視土地分配情形調整之。
積。
重劃前各宗土地如已設定不同種類之他項
ௐˬȈ˘୧ 重劃後土地分配之位置，以重劃
權利，或經法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破產
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廓之面臨原
登記或其他依法律所為禁止處分之登記者，不
有路街線者為準，其調整分配方法如下：
得合併分配。
一、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有數宗土
主管機關辦理市地重劃時，為配合整體建
地，其每宗土地應分配之面積已達原街
設、大街廓規劃或興建社會住宅之需要，得經
廓原路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除依
協調後調整相關土地分配位次，不受第一項分
第二十二條規定辦理外，應逐宗個別分
配方法之限制。
配；其未達原街廓原路街線最小分配面
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已依計
積標準者，按應分配之面積較大者集中
畫闢建使用，且符合本條例施行細則第八十二
合併分配。但不得合併分配於公共設施
條第一款規定之道路、溝渠、河川等用地，依
用地及依法不能建築之土地。
本條例第六十條第一項規定辦理抵充；其餘不
二、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所有土地
屬該條款之用地仍按原位置、原面積分配，不
應分配之面積，未達或合併後仍未達重
得辦理抵充。
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者， ௐˬȈ˟୧! 依本條例第六十條第二項指配之
除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與其他土地所
公有土地，以未建築或已有建築物因實施重
有權人合併分配者外，應以現金補償
劃而須拆除之土地為限。其提供順序如左：
之；其已達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一、本直轄市、縣（市）有土地。
二分之一者，得於深度較淺、重劃後地
二、本鄉（鎮）有土地。
價較低之街廓按最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
三、國有土地。
或協調合併分配之。
四、他直轄市（市）、縣（市）有土地。
三、同一宗土地跨占分配線兩側，其各側應
五、他鄉（鎮）有土地。
分配之面積已達原街廓原路街線最小分
前項公有土地不足指配於未列為共同負擔
配面積標準者，應於分配線兩側個別分
之公共設施用地時，其指配順序如左：
配之；其中一側應分配之面積，未達原
一、依本條例施行細則第八十三條規定負擔
街廓原路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應
順序未列入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
向面積較大之一側合併分配之。
二、機關用地。
四、分別共有土地，共有人依該宗應有部分
三、其他公共設施用地。
計算之應分配面積已達原街廓原路街線 ௐˬȈˬ୧ 前條第一項規定指配之公有土地
包含已出租之公有土地。但不包括下列土地：
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且經共有人過半數
一、重劃計畫書核定前業經協議價購或徵收
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數之同意或其應
取得者。
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之同意者，得分
二、重劃計畫書核定前已有具體利用或處分
配為單獨所有；其應有部分未達原街廓
計畫，且報經權責機關核定或有償撥用
原路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得依第
者。
二款規定辦理或仍分配為共有。
三、重劃計畫書核定前，社會住宅主管機關
五、重劃前已有合法建築物之土地，其建築
以住宅基金購置或已報奉核定列管為社
物不妨礙都市計畫、重劃工程及土地分
會住宅用地有案者。
配者，按原有位置分配之。
四、非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學產地。
六、重劃區內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除
道路、溝渠用地外，在重劃前業經主管 ௐˬȈα୧ 重劃區內未列為共同負擔之公共
設施用地，依前二條規定以重劃區內之公有
機關核准興建者，應仍分配與原土地所
土地優先指配；如有不足，得以抵費地指配
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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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按該公共設施用地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所
有土地面積比例分配之，其分配面積不受原
街廓原路街線最小分配面積之限制。但該範
圍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主張以原位置（次）
分配時，不得以抵費地強行指配。
前項以抵費地指配於未列為共同負擔之公
共設施用地者，需地機關應配合重劃進度編列
預算，按主管機關所定底價價購，其底價不得
低於各該宗土地評定重劃後地價。但依法得民
營之公用事業用地，得依第五十四條規定辦理
公開標售。
ௐˬỊ̏୧ 主管機關於辦理重劃分配完畢
後，應檢附下列圖冊，將分配結果公告於重
劃土地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三十日
以供閱覽：
一、計算負擔總計表。
二、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
三、重劃後土地分配圖。
四、重劃前地籍圖。
五、重劃前後地號圖。
六、重劃前後地價圖。
主管機關應將前項公告及重劃前後土地分
配清冊檢送土地所有權人。
土地所有權人對於第一項分配結果有異議
時，得於公告期間內向主管機關以書面提出異
議。未提出異議或逾期提出者，其分配結果於
公告期滿時確定。
主管機關對於土地所有權人提出之異議案
件，得先予查處。其經查處結果如仍有異議者
或未經查處之異議案件，應依第二條規定以合
議制方式予以調處；調處不成者，由主管機關
擬具處理意見，連同調處紀錄函報上級主管機
關裁決之。但分別共有之土地依第三十一條第
一項第四款規定調整分配為單獨所有者，共有
人如提出異議，主管機關得不予調處，仍分配
為共有。
ௐˬȈ̱୧ 市地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書核發
對象，以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滿之日土地登
記簿所載土地所有權人為準。但依前條第三
項規定提出異議者，以調處或裁決成立之日
為準。
ௐˬȈ˛୧ 重劃區內公共設施用地，由土地
所有權人無償提供，或部分土地所有權人自
願單獨負擔者，其地價應列入該等土地所有
權人之重劃負擔。非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之
重劃費用，不得計入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書。

ௐ̱ౢ!˿гԼ։ٕۏᆨဪٵዏྃ
ᐺ̈́̍߉̍!
ௐˬȈˣ୧ 依本條例第六十二條之一規定，
應行拆遷之土地改良物或墳墓，以有妨礙重
劃土地分配或重劃工程施工所必須拆遷者為
限。
前項因重劃拆遷之土地改良物或墳墓，應給
予補償。補償金額由主管機關查定之，於拆除
或遷移前，將補償金額及拆遷期限公告三十
日，並通知其所有權人或墓主；其為無主墳墓
者，得以公告代通知。
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或墓主不於規定期限
內自行拆除或遷葬者，其補償金額依下列規定
處理：
一、代為拆除費用應在土地改良物拆除補償
金額內扣回。
二、代為遷葬費用在墳墓遷葬補償金額內扣
回。
三、經依前二款規定扣回後，如有餘額，依
第五十三條之一規定存入專戶保管；其
無法扣回者，依行政執行法規定向義務
人徵收之。
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或墓主對於補償金額
有異議時，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
提出，經主管機關重新查處後，如仍有異議，
主管機關應將該異議案件提交地價評議委員
會評定之。
前項異議內容如為漏估原公告清冊內未載
之地上物，須進行補估時，仍應依第二項及前
項規定踐行公告三十日及受理異議之程序。
ௐˬȈ˝୧ 重劃計畫書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
後，主管機關應即依計畫書所列工程項目進
行規劃、設計及施工。自來水、電力、電訊、
天然氣等公用事業所需之地下管道土木工程
及其他必要設施，應協調各該事業機構配合
規劃、設計，並按重劃工程進度施工。其所
需經費，依規定應由使用人分擔者，得列為
重劃工程費用。
ௐαȈ୧ 前條重劃工程之施工，應於重劃計
畫書公告確定及其土地改良物或墳墓補償金
額經領取或存入專戶保管後為之。
重劃工程完竣後，各項公共設施應依有關法
令規定交由各該主管機關接管並養護之。
ௐαȈ˘୧ 都市發展較緩地區依本條例第六
十一條第一項先辦理重劃土地之交換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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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ˣౢ!Ϲତ̈́ᐺ!
依第一項辦理登記完竣後，該管登記機關應
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於三十日內換領土地權利 ௐ̣Ȉ˘୧ 重劃土地完成地籍測量後，主管
機關應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使用人定
書狀，免收登記費及書狀費。
期到場接管。土地所有權人未按指定期間到
ௐαỊ̏୧ 重劃區內已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
場接管者，自指定之日起自負保管責任。
次登記之建築改良物，因辦理重劃致全部或
部分拆除者，主管機關應列冊送由該管登記 ௐ̣Ȉ˟୧ 重劃後實際分配之土地面積多於
應分配之面積者，主管機關應於重劃土地接
機關逕為辦理消滅登記或標示變更登記，並
管後三十日內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就其超過
通知建物所有權人於三十日內繳交或換領建
部分按評定重劃後地價限期繳納差額地價；
物權利書狀。未於規定期限內繳交或換領
逾期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行。
者，宣告其建物權利書狀無效；建物所有權
重劃後實際分配之土地面積少於應分配之
人於領取建物拆遷補償費時已繳交建物權利
面積者，主管機關應於重劃土地接管後三十日
書狀者，主管機關應一併檢附。
前項換領建物書狀，免收登記費及書狀費。 內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就其不足部分，按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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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定界址及土地之分配、登記及交接工作 ௐαȈ̱୧ 重劃前訂有耕地租約之公、私有
者，得興建簡易灌溉、排水及道路等工程；
耕地，應於重劃土地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二
其費用得由主管機關編列預算支應。
個月內，依照本條例第六十三條暨其施行細
則第八十九條及第九十條規定協調清理。
ௐ˛ౢ!гᚱ൳!
重劃區內出租之公、私有耕地，依本條例第
六十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註銷租約者
，其計
ௐαȈ˟୧ 土地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
算補償面積，以重劃前租約面積為準。
主管機關應依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所載分
配面積及重劃後土地分配圖之分配位置，實 ௐαȈ˛୧ 本條例第六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三
項所稱重劃計畫書公告當期之公告土地現
地埋設界標，辦理地籍測量。但得免辦理地
值，如係重劃計畫書經重新公告者，以重新
籍調查。
! ! 前項地籍測量後之面積，如與重劃前後土 公告重劃計畫書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地分配清冊所載分配面積不符時，主管機關 ௐαȈˣ୧ 重劃前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之土
地，如無本條例施行細則第八十九條所定不
應依地籍測量之結果，釐正該土地分配清冊
能達到原租賃目的之情形者，主管機關應於
之面積。經釐正面積差距未達○‧五平方公
重劃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二個月內邀集權利
尺者，其地價款得免發給或繳納。但土地所
人協調。協調成立者，應於權利變更登記後
有權人請求發給者，應予發給。
函知有關機關逕為辦理終止租約登記。協調
ௐαȈˬ୧ 重劃區內既成巷道，經都市計畫
不成者，應於權利變更登記後函知有關機關
規劃為可供建築土地，於重劃後其鄰近計畫
逕為辦理租約標示變更登記。
道路已開闢完成可供通行而無繼續供公眾通
行之必要時，應由主管機關通知有關機關依 ௐαȈ˝୧ 重劃前已辦竣登記之他項權利，
應依本條例第六十四條、第六十四條之一、
法逕依重劃分配結果辦理公告廢止。
第六十五條及其施行細則第九十一條、第九
ௐαȈα୧ 重劃土地辦竣地籍測量後，主管
十二條等規定清理。
機關應將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及重劃後土
地分配圖等資料送由該管登記機關逕為辦理 ௐ̣Ȉ୧ 重劃區內經抵充或列為共同負擔取
得之公共設施用地及抵費地，登記為直轄市
權利變更登記。其有應繳納差額地價者，並
或縣（市）有。其由中央主管機關辦理者，
應通知該管登記機關於土地登記總簿加註
抵費地登記為國有。
「未繳清差額地價，除繼承外不得辦理所有
前項經抵充或列為共同負擔取得之公共設
權移轉登記。」字樣，於土地所有權人繳清
施用地，管理機關為各該公共設施主管機關，
差額地價時，立即通知該管登記機關註銷。
重劃後分配之土地，於辦竣權利變更登記前， 抵費地管理機關為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其由中央主管機關辦理者，抵費地管理機
主管機關得經其相鄰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合
關為中央主管機關。
併為共有，但設有他項權利者，應徵得他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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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後地價發給差額地價補償；逾期未領取
者，依第五十三條之一規定存入專戶保管。
ௐ̣Ȉˬ୧ 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應分配之土
地面積未達重劃區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
一而不能分配土地時，主管機關應於重劃分
配結果公告確定之次日起六十日內，以其重
劃前原有面積按原位置評定重劃後地價發給
現金補償。但重劃範圍勘定後，除因繼承或
強制執行者外，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分割土
地，致應分配土地面積未達重劃區最小分配
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者，以其重劃前原有面積
按原位置評定重劃前地價發給現金補償；逾
期未領取者，依第五十三條之一規定存入專
戶保管。
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應分配土地面積巳達
重劃區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經主管機
關按最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後，如申請放棄分
配土地而改領現金補償時，應以其應分配權利
面積，按重劃後分配位置之評定重劃後地價予
以計算補償。
前二項土地設有他項權利或出租或辦竣限
制登記者，主管機關應於發給補償費前邀集權
利人協調，協調成立者，依其協調結果處理；
協議不成者，應將補償費依第五十三條之一規
定存入專戶保管，並列冊送由該管登記機關逕
為塗銷登記。
ௐ̣Ȉˬ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應於國庫設立市地重劃補償費、差額地價保
管專戶，保管因受領遲延、拒絕受領或不能
受領之補償費或差額地價，不適用提存法之
規定。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本辦法規定
應發給補償費或差額地價之期限屆滿次日起
三個月內存入專戶保管，並通知應受補償人。
儲存之補償費或差額地價應給付利息，以實收
利息照付。自通知送達發生效力之日起，逾十
五年未領取之補償費或差額地價，歸屬國庫。
未受領之市地重劃補償費或差額地價，依第
一項規定繳存專戶保管時，視同補償或領取完
竣。
前三項規定，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
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生效前未辦竣提存之未
受領補償費或差額地價，準用之。

ௐ˝ౢ!ੑચඕზ!
ௐ̣Ȉα୧

主管機關對於重劃區內之抵費

地，於土地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除得按底
價讓售為社會住宅用地、公共事業用地或行
政院專案核准所需用地外，應訂定底價辦理
公開標售，並得於重劃負擔總費用已清償之
原則下，辦理公開標租或招標設定地上權。
經公開標售而無人得標時，得於不影響重劃
區財務計畫之原則下，予以降低底價再行公
開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地上權。
前項標售、讓售底價不得低於各宗土地之評
定重劃後地價。但經降低底價再行公開標售
者，不在此限。
第一項標租、招標設定地上權權利金之底
價，應由主管機關視當地實際情況訂定之。
第一項所稱公共事業，指政府機關或所屬事業
機構直接興辦以公共利益或社會福利服務、社
會救助為主要目的之事業。
ௐ̣Ị̏୧ 主管機關對於每一重劃區之帳
務，應於重劃完成之日起一年內完成結算公
告之。
ௐ̣Ȉ̱୧ 重劃區之抵費地售出後所得價款
應優先抵付重劃總費用，如有盈餘時，應以
其半數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金，半數作為增
添該重劃區公共設施建設、管理、維護之費
用；如有不足時，應由實施平均地權基金貼
補之。
ௐ̣Ȉ˛୧ 主管機關應於市地重劃完成結算
後六個月內撰寫重劃報告，檢同有關圖冊層
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ௐȈౢ!!ܢ
ௐ̣Ȉˣ୧ 主管機關因辦理市地重劃業務之
需要，得聘僱人員，所需經費在重劃費用項
下開支。
ௐ̣Ȉ˝୧ 本辦法有關書表格式及作業手
冊，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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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率＝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重劃區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二、費用平均負擔比率＝
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總額＋貸款利息總額
重劃後平均地價×（重劃區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三、重劃總平均負擔比率＝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率＋費用平均負擔比率

ܢІ˟!!ࢦထፉ̶̈́੨ࢬ᎕̝ࢍზึԔ̳̈́ёĞξгࢦထ၁߉Ᏹڱௐ3:୧ܢІğ!
一、重劃區臨街地特別負擔總面積＝（正面道路負擔總面積＋側面道路負擔總面積）（１
－ C）
正面道路負擔總面積＝（正面道路長度×正面道路負擔標準）之總和
側面道路負擔總面積＝（側面道路長度×側面道路負擔標準）之總和
二、重劃區一般負擔總面積＝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
及未登記地面積－臨街地特別負擔總面積
三、重劃區一般負擔係數＝
一般負擔總面積×重劃前平均地價
重劃後平均地價×（重劃區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四、重劃區費用負擔係數＝
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總額＋貸款利息總額
重劃後平均地價×（重劃區總面積－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
重劃後宗地單價
五、重劃前後宗地地價上漲率＝ ───────
重劃前宗地單價

a × 原位置之重劃前宗地單價
a'＝────────────────
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前宗地平均單價
A 表示宗地地價上漲率
B 表示一般負擔係數
W 表示分配土地寬度（宗地側街臨街線實際長度之中點向宗地分配線作垂直線所量其間之
距離）

土 地 重 劃 類

六、各宗土地重劃後應分配之面積，依下列公式計算：
Ｇ＝[a(1－Ａ×Ｂ)－Ｒw×Ｆ× l1 －Ｓ× l2 ] (1－Ｃ)
符號說明：
G 表示各宗土地重劃後應分配之面積
a 表示參加重劃土地重劃前原有之宗地面積；如重劃後非以原有街廓分配時應先計算預計
分配街廓之重劃前宗地面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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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w 表示街角地側面道路負擔百分率，即重劃後分配於土地寬度為Ｗ公尺時，所應分攤之側
面道路負擔百分比。其計算表如下：
W(公尺)

1

2

3

4

5

6

7

8

9

Rw(％)

17.4

24.4

31.3

37.8

44.0

50.0

55.7

61.1

66.3

W(公尺)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Rw(％)

71.1

75.7

80.0

84.0

87.8

91.3

94.4

97.4

100

F
S
l1
l2
C

表示街角第一筆土地面臨側面道路之長度
表示宗地面臨正街之實際分配寬度
表示側面道路負擔尺度
表示正面道路負擔尺度
表示費用負擔係數

正面道路
l2
S

l1
F

w

90∘

宗地分配線

街廓分配線
側面道路

土 地 重 劃 類

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
市地重劃辦法
中華民國 68 年 9 月 10 日台內地字第 24509 號令訂
定
中華民國 77 年 6 月 15 日台內地字第 605065 號令
修正
中華民國 81 年 12 月 30 日台內地字第 8191073 號
令修正
中華民國 89 年 7 月 20 日台內中地字第 8979777 號
令修正
中 華 民 國 95 年 6 月 22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50724221 號令修正
中 華 民 國 101 年 2 月 4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16650151 號令修正第 7 條、第 9 條、第 11 條、
第 13 條、第 14 條、第 16 條、第 17 條、第 18
條、第 23 條、第 25 條、第 30 條、第 35 條、第
38 條、第 45 條、第 50 條；增訂第 25 條之 1、
第 42 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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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立重劃會。
六、測量、調查及地價查估。
七、計算負擔及分配設計。
八、土地改良物或墳墓拆遷補償及工程施工
。
九、公告、公開閱覽重劃分配結果及其異議
之處理。
十、申請地籍整理。
十一、辦理交接及清償。
十二、財務結算。
十三、撰寫重劃報告。
十四、報請解散重劃會。
ௐ˛୧ 自辦市地重劃區舉辦座談會、徵求土
地所有權人同意、公告重劃計畫書、召開會
員大會、地上物拆遷補償及土地分配結果等
事項，其通知方式應以書面雙掛號函或由專
人送達簽收。
前項徵求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應向全體土地
所有權人為之。
第一項徵求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地上物拆遷
補償及土地分配結果通知未能送達者，準用民
事訴訟法規定向法院聲請裁定准為公示送
達，或報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
連續刊登當地報紙三日並於重劃土地所在鄉
（鎮、市、區）公所公告之。

土 地 重 劃 類

ௐ˘୧ 本辦法依平均地權條例（以下簡稱本
條例）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土地所有權人自行辦理市地重劃（以
下簡稱自辦市地重劃），依本辦法之規定。本
辦法未規定者，準用市地重劃實施辦法之規
ௐ˟ౢ!ࢦထົ̝ᖐ̈́ᖚᝋ!
定。
ௐˬ୧ 自辦市地重劃，應組織重劃會，設立 ௐˣ୧ 自辦市地重劃應由土地所有權人過半
時應冠以市地重劃區名稱，並於重劃區當地
數或七人以上發起成立籌備會，並由發起人
鄉（鎮、市、區）設置會址。
檢附範圍圖及發起人所有區內土地所有權狀
前項重劃會，係以自辦市地重劃區內全體土
影本，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
地所有權人為會員。但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滿
定；其申請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後，以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滿之日土地登記簿
一、擬辦重劃範圍及土地所有權人總數。
所載土地所有權人為會員。
二、發起人姓名、住址，並檢附國民身分證
ௐα୧ 自辦市地重劃之地區，土地所有權人
影本。如發起人為法人時，應檢具法人
得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自行擬定或
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資格證明文
變更細部計畫，申請核辦。
件。
ௐ̣୧ 自辦市地重劃之範圍不得小於一個街
三、發起人所有區內土地標示。
廓。但因都市計畫需要，報經直轄市或縣（市） 四、籌備會代表人姓名及聯絡地址。
主管機關核定者，不在此限。
自辦市地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總數為一人
ௐ̱୧ 自辦市地重劃之主要程序如下：
者，不得辦理。但祭祀公業所有土地，得以派
一、重劃之發起及成立籌備會。
下員過半數或七人以上申請發起。
二、申請核定擬辦重劃範圍。
ௐ˝୧ 籌備會之任務如下：
三、徵求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一、調查重劃區現況。
四、重劃計畫書之擬定、申請核定及公告，
二、向有關機關申請提供都市計畫及地籍資
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料與技術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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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核定擬辦重劃範圍。
內，依前項規定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
四、舉辦座談會說明重劃意旨。
管機關核定。
五、徵求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ௐȈ˟୧ 會員大會之召開，除依章程規定
六、重劃計畫書之擬定、申請核定及公告，
外，得經全體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且其所有土
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十分之一以上連
七、擬定重劃會章程草案。
署，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理由，請求理事
八、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
會召開。
九、其他法令規定應行辦理並經中央主管機
前項請求提出後十五日內，理事會不為召開
之通知時，會員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行召
關認定應由籌備會辦理者。
開。
ௐȈ୧ 重劃會章程應載明下列事項：
經會員大會決議之提案，於一年內不得作為
一、重劃會名稱及會址。
連署請求召開會員大會之提議事項或理由。
二、重劃區範圍及核准文號。
ௐȈˬ୧ 會員大會舉辦時，會員如不能親自
三、會員大會召開之條件、程序。
出席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理。但區內私
四、會員之權利及義務。
有土地所有權人少於十人時，受託人僅得接
五、理事、監事之名額、選任、解任。
受一人委託；其為未辦理繼承登記土地經法
六、理事會、監事會之權責。
院指定遺產管理人者，得由遺產管理人代為
七、出資方式及財務收支程序。
行使之；其為政府機關或法人者，由代表人
八、章程之訂定及修改。
或指派代表行使之。
九、依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訴請司法機關
會員大會之權責如下：
裁判之期限及逾期不訴請裁判之處理。
一、通過或修改章程。
ௐȈ˘୧ 籌備會應於重劃計畫書公告期滿日
二、選任或解任理事、監事。
起二個月內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並召開第一次
三、監督理事、監事職務之執行。
會員大會，審議章程、重劃計畫書，並互選
四、追認或修正重劃計畫書。
代表組成理事會、監事會，分別負責執行業
五、重劃分配結果之認可。
務。
六、抵費地之處分。
前項理事會應由理事七人以上組成之，並由
七、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理事互選一人為理事長；監事名額不得超過理
八、理事會、監事會提請審議事項。
事名額三分之一。但重劃會會員人數為八人以
下時，得選一人為監事，其餘會員均為理事。 九、本辦法規定應提會員大會審議之事項。
十、其他重大事項。
理事、監事個人所有重劃前土地面積應達該
會員大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全
重劃區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但有
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
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但有下列
一、符合面積資格者擔任後，仍不足理事、
情形之一者，其人數、面積不列入計算：
監事人數。
一、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且依
二、符合面積資格者經選任或擔任後，因故
規定原位置原面積分配或依法應抵充之
不願擔任、違反法令或死亡，經會員大
土地。
會解任，致不足理事、監事人數。
二、籌備會核准成立之日前一年起至重劃完
籌備會於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選定理事、監
成前取得土地所有權，除繼承取得者
事，並將章程、會員與理事、監事名冊、第一
外，其持有土地面積合計未達該重劃區
次會員大會紀錄及理事會紀錄，送請直轄市或
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或土地
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成立重劃會。
分配後重劃區最小分配面積二分之ㄧ。
籌備會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直轄市或縣（市）
三、受託人接受委託人數超過區內私有土地
主管機關得解散之：
所有權人人數十分之一。
一、籌備會自報准核定之日起一年內未依第
第二項之權責，除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八款
二十六條規定辦理。
外，得經會員大會決議授權由理事會辦理。
二、未於重劃計畫書公告期滿日起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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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下列圖冊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
ௐȈα୧ 理事會之權責如下：
請核定擬辦重劃範圍：
一、召開會員大會並執行其決議。
一、重劃區範圍及位置圖。
二、代為申請貸款。
二、重劃區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三、土地改良物或墳墓拆遷補償數額之查
三、重劃區土地清冊並載明土地所有權人。
定。
四、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及其概略面積。
四、工程設計、發包、施工、監造、驗收、
前項申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
移管及其他工程契約之履約事項。
三十日內核復。
五、異議之協調處理。
六、撰寫重劃報告。
ௐ˟Ȉ˘୧ 籌備會申請擬辦重劃地區有下列
七、其他重劃業務應辦事項。
各款情形之一者，應不予核准：
理事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理事
一、重劃範圍不符合第五條規定者。
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理事三分之二以上
二、非屬都市計畫指定整體開發地區，經選
同意行之。
定市地重劃範圍內之公有土地管理機關
理事會執行重劃業務時，得視實際需要雇用
已有具體利用或處分計畫，且報經權責
各種專業人員辦理或委託法人、學術團體辦
機關核定者。但剔除該部分公有土地
理，並將相關人員名冊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
後，重劃範圍仍屬完整者，不在此限。
管機關備查。
三、經政府擬定開發計畫或有重大建設者。
ௐỊ̏୧ 監事會之權責如下：
四、重劃範圍位於都市計畫檢討變更地區且
一、監察理事會執行會員大會之決議案。
涉及重劃範圍內之都市計畫變更者。
二、監察理事會執行重劃業務。
五、經政府指定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者。
三、審核經費收支。
ௐ˟Ȉ˟୧ 申請擬辦重劃範圍內土地所有權
四、監察財務及財產。
人依本條例第六十條第一項規定應提供之公
五、其他依權責應監察事項。
共設施用地，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監事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監事
計算結果，扣除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用
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監事三分之二以上
地及未登記地抵充部分後賸餘面積，未達全
之同意行之。
區土地扣除上開抵充土地後之面積百分之十
重劃會不設監事會時，第一項各款所列事
五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籌
項，由監事一人行之。
備會重新調整擬辦重劃範圍。
ௐȈ̱୧ 重劃會理事、監事應親自出席理
依前項規定處理結果，應共同負擔之公共設
事、監事會議，不得委託他人代理。但理事、
施用地仍未達百分之十五者，其不足部分得準
監事為政府機關或法人者，得由代表人或指
用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增設巷
派代表行使之。
道，或按下列順序經重劃區全體土地所有權人
ௐȈ˛୧ 會員大會及理事會召開時，應函請
同意列為共同負擔或由部分土地所有權人同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派員列席；會議
意自行負擔後，准予辦理市地重劃：
紀錄應送請備查，並於會址公告及通知相關
土地所有權人。
一、提供區內其他非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
ௐȈˣ୧ 籌備會、重劃會如有違反法令、擅
地。
自變更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
二、經徵得直轄市或縣（市）都市計畫主管
重劃計畫書或廢弛重劃業務者，直轄市或縣
機關之同意，增加劃設巷道以外之公共
（市）主管機關應予警告或撤銷其決議。情
設施用地。
節重大者，得命其整理，必要時得解散之。
依都市計畫規定應以整體開發或以市地重
ௐȈ˝୧ 重劃會應於完成財務結算後，檢附
劃方式開發地區，不論一次開發或分期分區開
重劃報告，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發；其提供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比例，應以
備查，並報請解散。
不低於該地區尚未開發部分都市計畫規劃屬
本條例第六十條第一項規定十項公共設施用
ௐˬౢ!ࢦထຽચ!
地全部合計，扣除依法抵充土地後賸餘面積，
ௐ˟Ȉ୧ 籌備會成立後，應備具申請書並檢
占該尚未開發地區土地扣除抵充土地後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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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比例為限，不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ௐ˟Ȉˬ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
重劃範圍內之公有土地，應一律參加重劃，
並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核定同時
列冊通知公有土地管理機關。
ௐ˟Ȉα୧ 自辦市地重劃區內重劃前已由政
府協議價購或徵收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其
用地免納入重劃共同負擔，並按原位置、原
面積分配。
ௐ˟Ị̏୧ 重劃範圍經核定後，籌備會應舉
辦座談會，會議通知並應載明第二項各款事
項。
徵求擬辦重劃地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應
以書面為之，並載明下列事項：
一、重劃區範圍及總面積（附範圍圖）。
二、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及其概略面積。
三、土地所有權人參加重劃之土地標示及面
積。
四、舉辦重劃工程項目。
五、預計重劃平均負擔比率。
六、重劃經費負擔概算及負擔方式。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參加重劃者，應於前項書
面簽名或蓋章。但籌備會核准成立之日起前一
年至重劃計畫書報核之日前取得之土地所有
權，除繼承取得者外，其持有土地面積合計未
達該重劃區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
二分之一者，不計入同意及不同意人數、面積
比例。
ௐ˟Ị̏୧̝˘!!籌備會提送之土地所有權人
參與自辦市地重劃同意書，並應檢附下列文
件之一。但土地所有權人親自到該管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確認同意書無誤者，不在此
限：
一、同意人印鑑證明書。
二、同意書經依公證法及其施行細則等相關
規定辦理公證或認證之文件。
前項印鑑證明書應以依第二十六條規定申
請書件送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收件之日前
一年內核發者為限。
ௐ˟Ȉ̱୧ 籌備會應檢附下列書、表、圖冊，
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實施市地重劃：
一、申請書。
二、重劃計畫書。
三、重劃區土地清冊。
四、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

五、土地所有權人意見分析表，包括同意、
不同意之意見及其處理經過情形。
六、其他有關資料。
前項重劃計畫書內容，應載明市地重劃實施
辦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事項。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理
前條申請時，應即進行審查，符合規定者，
應予核准；不合規定者，應敘明不予核准之
理由並將原件退回。
籌備會應於重劃計畫書核定後公告三十
日，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ௐ˟Ȉˣ୧ 重劃計劃書經公告確定後，重劃
會得視需要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辦理重劃區範圍邊界之鑑界、分割測量及
登記。
ௐ˟Ȉ˝୧ 重劃計畫書經公告確定後，重劃
會得經會員大會之決議，送請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五十九規定，分
別或同時公告禁止或限制下列事項：
一、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
二、建築改良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重建
及採取土石或變更地形。
ௐˬȈ୧ 重劃前後地價，應於辦理重劃土地
分配設計前，由重劃會委託不動產估價師查
估後，送理事會提經會員大會通過後，送請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
員會評定之。
ௐˬȈ˘୧ 重劃區內應行拆遷之土地改良物
或墳墓，應予補償；其補償數額，由理事會
依照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定土地改良物
或墳墓拆遷補償相關規定查定，並提交會員
大會決議後辦理。
前項應行拆遷之土地改良物或墳墓，以妨礙
重劃土地分配或工程施工者為限。土地改良物
所有權人或墓主對於補償數額有異議或拒不
拆遷時，得由理事會協調；協調不成時，由理
事會報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予以調
處；不服調處結果者，應於三十日內訴請司法
機關裁判，逾期不訴請裁判者，理事會應依調
處結果辦理。但妨礙公共設施工程施工之地上
物，於調處後仍拒不拆遷者，理事會得將前項
補償數額依法提存後，送請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六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代為拆遷。
自辦市地重劃進行中，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
人阻撓重劃施工者，得由理事會協調；協調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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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時，訴請司法機關處理。
ௐˬỊ̏୧ 重劃分配結果公告期滿確定後，
ௐˬȈ˟୧ 自辦市地重劃地區之公共設施工
重劃會應即辦理實地埋設界樁，並檢附下列
程，理事會應依有關規定規劃、設計及監造， 圖冊，申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理
並委由合格之相關工程技師簽證；其設計書
地籍測量及土地登記。
圖及工程預算，並應於計算負擔總計表報核
一、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
前，送請各該工程主管機關核定，始得發包
二、重劃後土地分配圖。
施工。施工前應提報經簽證之監造執行計
三、重劃前後地號圖。
畫，送請各該工程主管機關備查。
ௐˬ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竣
各該工程主管機關為前項核定時，應依各該
地籍測量後，對重劃後土地分配面積與地籍
地區所定公共設施工程費用規定予以審查。
測量結果不符部分，應列冊通知重劃會更正
重劃工程施工期間，理事會應督促監造單位及
土地分配清冊之面積，再行辦理土地登記。
土地登記辦竣，且重劃區工程經各該工程主管
施工廠商依有關施工規範辦理，並定期申請各
機關接管後，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通
該工程主管機關會同實施查核。
知重劃會依下列規定按宗計算每一土地所有
ௐˬȈˬ୧ 重劃負擔之計算及土地交換分合
權人重劃負擔總費用數額，列冊送請審核後，
設計，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規定辦理。
發給市地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書：
重劃會於辦理重劃土地分配前，應將計算負
一、公共設施用地，以土地所有權人實際負
擔總計表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
擔之公共設施用地，按重劃土地分配結
定。
果公告 期滿時之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計
前項計算負擔總計表有關工程費用，應以送
算。
經各工程主管機關核定之數額為準；土地改良
二、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利息，以送
物或墳墓之拆遷補償費，以理事會查定提交會
經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
員大會通過之數額為準；其餘重劃費用，以重
之計算負擔總計表所列費用為準。
劃計畫書所載數額為準；貸款利息，以各該工
ௐˬȈ˛୧ 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前訂有耕地
程主管機關核定之工程費用，及理事會查定提
租約之公、私有土地者，重劃後依下列方式
交會員大會通過之地上物拆遷補償費與重劃
處理：
費用加總數額，重新計算之金額為準。
一、重劃後分配土地者，重劃會應於分配結
ௐˬȈα୧ 重劃區土地分配完畢後，理事會
果公告確定後二個月內邀集租約雙方當
應即檢具下列圖冊提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公
事人協調，承租人得依本條例第六十三
告公開閱覽三十日，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向出租人請求按重
一、計算負擔總計表。
劃前租約面積、重劃計畫書公告當期該
二、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
土地之公告土地現值三分之一之補償。
協調同意終止租約者，重劃會應檢具有
三、重劃後土地分配圖。
關資料函知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四、重劃前地籍圖。
轉請有關機關辦理註銷租約並通知當事
五、重劃前後地號圖。
人；協調不成者，重劃會應於權利變更
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前項公告期間內提出異
登記後，檢具有關資料函知有關機關逕
議，理事會應予協調處理。並將處理結果送會
為辦理租約標示變更登記。
員大會追認；協調不成時，異議人得依章程所
二、重劃後未受分配土地者，重劃會就其應
定期限訴請司法機關裁判。
領之補償地價，由出租人領取三分之
前項土地所有權人之異議，經理事會協調處
二，承租人領取三分之一，並函知直轄
理結果，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可免提會員大會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轉請有關機關辦
追認：
理註銷租約及通知當事人。
一、協調不成。
因重劃抵充為公共設施用地之原公有道
二、該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依原公告結果辦理
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而訂有耕地租約
分配。
者，重劃會應函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逕為
三、相關土地所有權人均同意辦理調整分配
註銷租約，並按重劃前租約面積、重劃計畫書
而未涉及抵費地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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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當期該土地之公告土地現值三分之一補
償承租人，所需費用列為重劃共同負擔。
ௐˬȈˣ୧ 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前已設定他
項權利或辦竣限制登記之土地，於重劃後分
配土地者，重劃會應於辦理土地變更登記前
邀集權利人協調。除協調結果該權利消滅者
外，應列冊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併同重劃前後土地分配圖冊，轉送登記機關
按原登記先後轉載於重劃後分配之土地。其
為合併分配者，他項權利及限制登記之轉
載，應以重劃前各宗土地面積比率計算其權
利範圍；他項權利為地上權、農育權、永佃
權、不動產役權或典權者，並應附具位置圖。
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前已設定他項權利登
記之土地，於重劃後未分配土地者，重劃會應
於重劃分配結果確定之日起二個月內，邀集權
利人協調。達成協議者，依其協議結果辦理；
協議不成者，應將其地價補償費提存法院後，
列冊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轉送登記
機關逕為塗銷登記。
第一項規定之轉載及前項規定因協議不成
逕為塗銷登記辦竣後，登記機關應通知權利
人。
ௐˬȈ˝୧ 自辦市地重劃共同負擔及抵充之
公共設施用地，登記為直轄市或縣（市）有；
管理機關為各該公共設施主管機關。
抵費地在未出售前，以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為管理機關，於出售後，登記與承受
人。
ௐαȈ୧ 自辦市地重劃區辦竣土地登記後，
重劃會應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使用人
定期到場交接土地，並限期辦理遷讓或接
管。逾期不遷讓者，得經理事會通過後訴請
司法機關裁判。
ௐαȈ˘୧ 自辦市地重劃區內土地，其應繳
納差額地價逾期未繳清者，得由重劃會訴請
法院裁判，並得依保全程序聲請司法機關限
制其土地移轉登記。
ௐαȈ˟୧ 自辦市地重劃區內抵費地之出
售，應於重劃工程竣工驗收，並報經主管機
關同意後為之。但重劃工程未竣工驗收係因
不可歸責於重劃會之事由，並經主管機關同
意者，不在此限。
前項抵費地出售方式、對象、價款及盈餘款
之處理應由理事會訂定並提報會員大會通過
後辦理之。所得價款應優先償還重劃費用、工

程費用、貸款及其利息。
ௐαȈ˟୧̝˘!!重劃會未完成下列事項前，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酌定保留部分抵
費地，暫緩出售：!
一、重劃區地上物拆遷補償費、差額地價及
現金補償繳領或提存。
二、土地分配異議協調處理或訴請司法機關
裁判。
三、經法院判決確定應給付之費用尚未給付
者。
重劃會對於前項第一款或第三款事項怠於
執行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比照本條
例施行細則第八十四條規定辦理公開標售抵
費地，並以所得價款代執行之。
ௐαȈˬ୧ 抵費地出售後，應由重劃會造具
出售清冊二份，送請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備查，並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於備查同時，檢附清冊一份通知該管登
記機關作為當事人申請移轉登記時之審查依
據。
ௐαȈα୧ 自辦市地重劃地區重劃工程完
竣，理事會應申請各該工程主管機關會同驗
收合格，並由承包商向工程主管機關依相關
規定繳交保固保證金後，送請各該工程主管
機關接管養護。保固期滿無事故者，該保固
保證金無息退還承包商。
ௐαỊ̏୧ 自辦市地重劃於抵費地全數出售
前，理事會應先辦理結算，並報請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備查後公告。
前項公告應張貼於重劃區適當位置、當地鄉
（鎮、市、區）公所及村（里）辦公處之公告
牌。

ௐαౢ!ረᐽ!
ௐαȈ̱୧ 土地所有權人參加自辦市地重劃
所需費用，得向政府指定之銀行或實施平均
地權基金申請低利貸款。貸款手續得委由重
劃會代辦之。
ௐαȈ˛୧ 自辦市地重劃籌備會或重劃會向
有關機關申請閱覽地籍藍曬圖、都市計畫
圖、耕地租約資料時，有關機關應依相關規
定辦理並免收閱覽費；申請發給土地登記、
地籍圖及地價謄本時，減半收取謄本費。
ௐαȈˣ୧ 自辦市地重劃免收土地權利變更
登記及換發權利書狀費用。
自辦市地重劃地區，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應優先辦理公共設施用地分割測量，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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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變更。
收測量費用。
依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五條辦理之重劃區
ௐ̣ౢ!!ܢ
範圍邊界之鑑界、分割測量及地籍測量之費
用，減半收取。
ௐ̣Ȉ˛୧ 政府因舉辦大規模重劃之需要，
ௐαȈ˝୧ 自辦市地重劃區之公共設施，除
將已完成自辦市地重劃之地區列入重劃範圍
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例施行細則第八十三條
時，應將自辦市地重劃之負擔予以扣除。
規定之順序負擔公共設施用地，並依同細則
ௐ̣Ȉˣ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第八十二條負擔工程費用興建者外，其餘由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依規定應列入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
而未興建者，應協調有關機關優先編列
預算配合施工。
二、前款以外之公共設施，應協調有關機關
於重劃完成後二年內優先興建。
自辦市地重劃區之相關地區公共設施，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協調有關機關於重劃
完成後二年內優先興建。
ௐ̣Ȉ୧ 自辦市地重劃期間，依法得減免地
價稅或田賦之土地，由重劃會於成立後二個
月內列冊報經主管機關轉送稅捐稽徵機關。
ௐ̣Ȉ˘୧ 自辦市地重劃完成後之土地，由
重劃會於重劃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內列冊報經
主管機關轉送稅捐稽徵機關依法徵免地價稅
或田賦。
ௐ̣Ȉ˟୧ 自辦市地重劃區抵費地出售時，
不計徵土地增值稅。
ௐ̣Ȉˬ୧ 自辦市地重劃區所需之自來水、
電力、電訊、天然氣等設施，應由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洽請各該事業機構於重劃
工程施工時一併施設。
ௐ̣Ȉα୧ 自辦市地重劃區內之區域性道
路、下水道等公共設施，除其用地應由重劃
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例共同負
擔外，其工程費用得由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視實際情形編列預算補助或由政府視實際
情形配合施工。
ௐ̣Ị̏୧ 自辦市地重劃區內既成巷道，經
都市計畫規劃為可供建築土地，於重劃後其
鄰近計畫道路已開闢完成可供通行而無繼續
供公眾通行之必要時，由重劃會申請主管機
關通知有關機關依法逕依重劃分配結果辦理
公告廢止。
ௐ̣Ȉ̱୧ 自辦市地重劃區內依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增設之巷道，及依第
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增加劃設之公共設施用
地，由重劃會於重劃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申
請主管機關通知都市計畫擬定機關依法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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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選市地重劃地區評估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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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選市地重劃地區評估
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89 年 12 月 12 日台內中地字第 8972159
號函頒
中 華 民 國 92 年 11 月 14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0920084783 號令修正第 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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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八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勘選市地重劃區時，
應依本要點規定辦理評估；由中央主管機
關逕為辦理或指定辦理者，應會同當地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評估之。
三、辦理評估之地區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已發
布之地區為原則。但其主要計畫具有都市
計畫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內容，且
能配合重劃時程擬定細部計畫者，不在此
限。
四、評估內容包括下列事項：
（一）都市計畫。
（二）土地所有權人意願。
（三）地區發展潛力。
（四）人口成長情形與建地需求量。
（五）地區現況。
（六）重劃後地價預期增漲幅度。
（七）財務計畫。
（八）其他特殊事項。
前項各款之評估細目及評估條件，如附勘
選市地重劃地區評估表。為配合各地區實
際情形，主辦單位得酌為增減細目，必要
時亦得自行訂定各評估項目之權重，以為
評定辦理地區優先順序之依據。
五、主辦單位評估後，應針對評估結果認屬不
利於辦理市地重劃之條件者，研擬解決方
案及提出綜合意見，以為決定實施與否或
排定優先辦理順序之依據。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設有市地重劃委員會者，必要
時得將評估結果送該委員會審議。
六、都市計畫規劃階段擬決定是否採市地重劃
開發時，得參考本要點辦理評估，並將評
估結果作為審議都市計畫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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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區勘選市地重劃地區評估表

項 目

極有利條件 有利條件

尚可條件

不利條件

一 （一）指定開
、
發方式
都
市
計
畫 （二）發展優
先順序
（三）公共設
施用地
平均負
擔比例

指定應以
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

指定以整
體方式開
發

未指定開
發方式

優先發展
區
共同負擔
公共設施
用地比例
在百分之
十五以下
者

次優先發
展區
共同負擔
公共設施
用地比例
超過百分
之十五未
滿百分之
二十五者

指定以無
償提供公
共設施用
地方式開
發
未規定先
後順序
共同負擔
公共設施
用地比例
超過百分
之廿五未
滿百分之
卅五者
規定之最
小建築基
地面積及
街廓之深
度不影響
土地分配
者
不需變更
都市計畫
者
區內公有
土地不足
，需以抵
費地指配
，但不致
影響成本
回收者
半數（含
）以上七
成以下同
意
半數（含
）以上七
成以下同
意

區內公有
土地不足
且以抵費
地指配將
影響成本
回收者

（四）規定最
小建築
基地面
積之大
小及街
廓深度

土 地 重 劃 類

（五）是否需
辦理都
市計畫
變更
（六）非共同
負擔公
共設施
用地之
指配

二 （一）土地所
、
有權人
土
同意比
地
例
所 （二）私有土
有
地面積
權
同意比
人
例
意
願

區內公有
土地足可
優先指配
者

九成（含
）以上同
意
九成（含
）以上同
意

七成（含
）以上九
成以下同
意
七成（含
）以上九
成以下同
意

後期發展
區
共同負擔
公共設施
用地比例
超過百分
之卅五未
滿百分之
四十五者
規定之最
小建築基
地面積及
街廓深度
會造成土
地分配之
困難者
需變更計
畫內容者

不足半數
三成（含
）以上同
意
不足半數
三成（含
）以上同
意

極不利條
件
指定非
以市地
重劃方
式開發
暫緩發
展區
共同負
擔公共
設施用
地比例
超過百
分之四
十五者

三成以
下同意

三成以
下同意

備註

本項比例照
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附件
一公式計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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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重劃區
、
之區位
地
區
發
展
潛
力

與當地商
業中心略
有距離惟
鄰近公共
設施完善
者

鄰近公共
設施普通
者

鄰近公共
設施不完
善者

鄰近公
共設施
欠缺者

（二）聯外交 長短程均
通情形 極方便

長程普通
，短程便
利

長短程均
普通

長程或短
程有不便
利之情形

長程或
短程有
極不便
之情形

重大建設
開發計畫
正擬定或
評估中

無重大建
設開發計
畫之考量

對重劃區
發展具影
響力之行
政轄區過
去一年內
有明顯成
長者
重劃區外
圍建地建
築使用比
例高，有
向重劃區
內延伸發
展需要者

對重劃區
發展具影
響力之行
政轄區過
去一年內
大致無成
長者
重劃區外
圍建地建
築使用比
例普通，
近期內有
向重劃區
內延伸發
展可能者

對重劃區
發展具影
響力之行
政轄區過
去一年內
人口呈負
成長者
重劃區外
圍建地建
築使用比
例不高，
暫無向重
劃區內延
伸發展需
求者

地形平坦

平均坡度
在百分之
五以下者

平均坡度
超過百分
之五未滿
百分之十
者

（三）區內及
相鄰地
區有無
重大建
設設施
或開發
計畫
四 （一）人口成
、
長率
人
口
成
長
情
形 （二）建地需
與
求量
建
地
需
求
量

五 （一）地形
、
地
區
現

已具有重
大建設設
施或確定
之開發計
畫

重劃區外
圍建地建
築使用比
例已屆飽
合，向重
劃區內延
伸發展建
築需求甚
高者

重劃區
外圍建
地建築
使用比
例低，向
重劃區
內延伸
發展之
需求尚
遙不可
期者
平均坡
度在百
分之十
以上者

公共設施包
括生活上所
需之管綫設
施、郵政、醫
院、學校、市
場、遊憩用地
等，評估時綜
合考量其區
外已設置或
區內將納入
重劃設置者
長程之聯外
交通指快速
道路、高速公
路、鐵路、航
空等

土 地 重 劃 類

距當地商
業中心近
且鄰近公
共設施完
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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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二）建築改
良物及
墳墓之
分布情
形

分布面積
占重劃區
面積比例
在百分之
五以下者

（三）內外排
水及污
水處理
系統之
配合

土 地 重 劃 類

六
、
重
劃
區
地
價
預
期
增
漲
幅
度
七
、
財
務
計
畫

八
、
其
他
特

分布面積
占重劃區
面積比例
超過百分
之五未滿
百分之十
者

分布面積
占重劃區
面積比例
超過百分
之十未滿
百分之十
五者

分布面積
占重劃區
面積比例
超過百分
之十五未
滿百分之
二十者

重劃區內
施設後依
原有條件
即可完全
配合者

重劃區內
施設後尚
須辦理較
大規模調
整始可配
合者
重劃後平
均市價與
重劃前平
均地價之
比值上漲
超過０．
五倍未滿
一倍者

分布面
積占重
劃區面
積比例
超過百
分之二
十以上
者
難以配
合者

重劃前後地
價漲幅

重劃後平
均市價與
重劃前平
均地價之
比值上漲
三倍以上
者

重劃後平
均市價與
重劃前平
均地價之
比值上漲
超過二倍
未滿三倍
者

重劃區內
施設後依
原有條件
作小部分
調整即可
配合者
重劃後平
均市價與
重劃前平
均地價之
比值上漲
超過一倍
未滿二倍
者

（一）管線工
程及遷
移費用
分擔協
議
（二）經費籌
措

各管線事
業單位願
意全額負
擔

各管線事
業單位同
意依規定
分擔

少數管線
事業單位
依規定分
擔有困難

多數管線
事業單位
依規定分
擔有困難

各管線
事業單
位不願
分擔

可自行編
列公務預
算開發
（三）成本回 抵費地標
收
售容易且
預估盈餘
超過成本
一倍以上
者
（一）有特殊
建築限
制者
（二）前目以

可向政府
基金低利
貸款
抵費地標
售容易且
預估盈餘
超過成本
一倍以下
者

可由行庫
貸款支應

經費籌措
尚無把握

抵費地標
售約可抵
付成本

抵費地標
售不易且
無把握抵
付成本

經費籌
措有困
難
確定有
虧損者

重劃後
平均市
價與重
劃前平
均地價
之比值
上漲未
達０．五
倍者

勘選市地重劃地區評估作業要點
外而情
況特殊
者
合 計
目
目
不利條件及極不利條件克服方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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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
事
項

目

目

目

綜合意見：

註：
一、本評估表每一重劃區填寫一份。
二、第一至七項評估時，請依各目之條件良窳打ˇ註記。第八項則將實際狀況以文字敘述於相
關條件欄內。

土 地 重 劃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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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重 劃 類

直轄市縣（市）政府監督自辦市地重劃公共設施工程注意事項

直轄市縣（市）政府監
督自辦市地重劃公共設
施工程注意事項
內 政 部 103 年 6 月 30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36651359 號令訂定

業，得指定工程項目進行檢驗、拆驗或鑑
定，經查驗確認有違法或與規劃設計不符
情事，應依相關規定辦理，且相關檢驗、
拆驗或鑑定費用由重劃會自行負擔。
七、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查核後十五個工作
天內完成查核報告，將查核缺失事項函送
重劃會，並限期改善。
重劃會未於期限內改善完成工程缺失事項
或未經同意展延改善期限，直轄市、縣(市)
政府於限期催告後，得不予驗收接管該項
公共設施，並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
地重劃辦法第十八條規定處理。
八、查核結果如發現重劃工程承包商或監造等
人員有違反技師法、建築法、營造業法等
相關法令規定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移
請技師懲戒委員會或該管主管機關依規定
辦理，有犯罪嫌疑者，移送司法機關處理。
九、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自辦重劃工程查核
有關人員，致力於查核作業著有績效者，
得予獎勵。
十、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每年一月及七月底
前，將前六個月查核結果填列附表二彙送
內政部備查，查核績效列入內政部對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地政業務執行績效督
導考評評分項目。

土 地 重 劃 類

一、為利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獎勵土地所有權
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執行
監督自辦市地重劃公共設施工程業務，以
確保工程品質及維護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
人權益，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審核自辦市地重
劃區公共設施工程設計書圖及預算時，應
檢視其規劃、設計、監造等各項資料是否
經合格之相關工程技師簽證，並確實審核
是否符合相關工程設計規範及預算編列是
否合理。
前項審核作業，工程主管機關應邀請各公
共設施主管（接管）機關共同辦理，必要
時得邀請具專門證照並執行業務之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或邀請行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提供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委員專
家名單內之人員。
三、為監督自辦市地重劃公共設施工程品質及
施工進度等事項，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辦理查核作業，查核項目如附表一。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為查核自辦重劃區
內公共設施工程項目，得邀請公共設施主
管（接管）機關共同辦理；必要時，並得
聘請專家學者協辦。
五、自辦市地重劃公共設施工程施工期間，理
事會應分別於總工程進度達百分之三十及
百分之七十五時，向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申請實施查核。理事會未依規定申請，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限期催告後，得
主動辦理查核。
直轄市、縣（市）政府除依前項辦理查核
外，並得視實際需要增加查核次數。
六、自辦市地重劃公共設施工程施工期間，如
經檢舉或陳情工程施作有違法或與規劃設
計不符情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加
強辦理工程查核作業。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前項辦理查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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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自辦市地重劃公共設施工程查核表
○○縣/市自辦市地重劃公共設施工程查核表
重劃區名稱:
查核日期：
名
稱

施
工
品
質

環
境
管
理

土 地 重 劃 類

安
全
管
理

工
程
進
度
督導結果及
建 議 事 項

□總工程進度達 ％定期查核
□不定期查核
抽
查
項
目
□1、道路工程：□路床、□級配、□瀝青混凝土、□其他：
□2、雨水下水道工程：□箱涵、□側溝、□集水井、□其他：
□3、污水下水道工程：□污水管試水、□TV 檢視、□其他：
□4、路燈工程：□基座、□燈桿、□燈具、□其他：
□5、公園綠地工程：□植栽、□步道、□燈具、□其他：
□6、其他工程：□橋樑工程、□整地工程、□擋土牆、□其他：
缺點：

□1、工地是否保持清潔(如開挖後土方或廢棄物是否依規定運棄)，施工污染路面
或溝內淤積物是否隨時清理。
□2、工程材料、施工機具堆置之情形。
□3、施工範圍內是否有塵土飛揚之情形。
□4、民情反映事項之處理情形。
□5、施工破壞之既有設施是否修復完整。
缺點：

□1、施工路段行車安全設施之設置情形。
□2、警示設備（含夜間警示燈）之設置情形。
□3、施工人員是否配戴安全帽。
□4、模板支撐、鷹架設施設置情形。
□5、開挖低窪處護欄、護網之設置情形。
□6、乙炔、氧氣、油料等危險易燃物之存放位置。
缺點：

□1、預定進度與實際進度之稽查。
□2、本工程與各類管線工程配合之情形。
□3、落後工程趕工計畫之執行情形。
□4、承包商專任工程人員督導執勤情形。
缺點：

直轄市縣（市）政府監督自辦市地重劃公共設施工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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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縣/市自辦市地重劃公共設施工程查核缺失彙整表
查核期間
起

迄
查

自辦市地
重劃區數(A)
實際查核
區數(D)
核

缺

應辦理
查核區數(B)
累計查核
次數(E)
失

項

目

百分比(C)
(%)
查核率(F)
(%)
缺失
比例(%)
次數

1、道路工程
2、雨水下水道工程
3、污水下水道工程
4、路燈工程
5、公園綠地工程
6、其他工程
1、工地是否保持清潔(如開挖後土方或廢棄物是否依規定運
棄)，施工污染路面或溝內淤積物是否隨時清理。
環
境 2、工程材料、施工機具堆置之情形。
管 3、施工範圍內是否有塵土飛揚之情形。
理 4、民情反映事項之處理情形。
5、施工破壞之既有設施是否修復完整。
1、施工路段行車安全設施之設置情形。
安 2、警示設備（含夜間警示燈）之設置情形。
全 3、施工人員是否配戴安全帽。
管 4、模板支撐、鷹架設施設置情形。
理 5、開挖低窪處護欄、護網之設置情形。
6、乙炔、氧氣、油料等危險易燃物之存放位置。
工 1、預定進度與實際進度之稽查。
程 2、本工程與各類管線工程配合之情形。
進 3、落後工程趕工計畫之執行情形。
度 4、承包商專任工程人員督導執勤情形。
總
計
100%
填表日期:
填表人員:
電話:
E-mail:
填表說明：
1.查核區間：依本要點規定每年 7 月及次年 1 月應分別填造前 6 個月查核情形。
2.自辦市地重劃區數(A)：於查核期間已成立重劃會之自辦市地重劃區總數。
3.應辦理查核區數(B)：於查核期間工程進度已達應查核標準之自辦市地重劃區總數。
施
工
品
質

應辦理查核區數( B)
×100% (四捨五入計算到小數點下 1 位)
自辦市地重劃區數( A)

5.實際查核區數(D)：於查核期間辦理查核之自辦市地重劃區總數。
6.累計查核次數(E)：於查核期間累加各重劃區辦理查核之總次數(含定期、不定期、複查等)。
7.查核率(F)：

累計查核次數( E )
×100%（四捨五入計算到小數點下 1 位）
實際查核區數( D)

土 地 重 劃 類

4.百分比(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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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重 劃 類

平均地權條例第四十二條第四項補充規定

K‐5‐1

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二
條第四項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77 年 12 月 15 日台內地字第 661441 號函
頒「平均地權條例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85 年 12 月 21 日台內地字第 8588990 號
函修正第 2 點，並增訂第 6 點
中華民國 93 年 3 月 24 日台內地字第 0930060625
號令更名，並修正第 1 點、第 3 點、第 4 點、第
5 點、第 6 點

土 地 重 劃 類

一、本法條第四項所稱重劃，包括市地重劃、
農地重劃及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所稱重劃
土地包括政府機關辦理重劃之土地及土地
所有權人自辦重劃之土地。
二、本法條第四項所稱重劃後第一次移轉，係
指重劃土地分配結果公告確定日以後之第
一次移轉。
三、本法條第四項所稱重劃後第一次移轉之土
地，包括土地整筆一次移轉或持分分次移
轉者。
四、經重劃之土地，不論有無負擔重劃費用，
其於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仍應有本法條
第四項之適用。
五、經重劃之土地，土地所有權人申請依本法
條第四項減徵土地增值稅時，應檢附重劃
負擔總費用證明書或主管機關核發足資證
明該土地為重劃後土地之證明文件。
六、土地所有權人以重劃前土地標示申報移轉
現值，其土地所有權於重劃後始申請移轉
登記者，仍應有本法條第四項規定之適
用。此類案件，如原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法
條第四項規定辦理退稅時，為避免土地登
記機關及稅捐稽徵機關因重劃前後土地標
示、面積不同而無法重新核算該重劃後土
地之前次移轉現值，應由申請人檢附重劃
後土地移轉現值申報書辦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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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重 劃 類

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之一補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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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條
之一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78 年 1 月 9 日台內地字第 662013 號函頒

土 地 重 劃 類

一、本條所稱「實際分配之土地面積多（少）
於應分配之面積」，係指重劃後實際分配之
面積多（少）於重劃前登記簿所載面積扣
除重劃負擔面積後所剩之面積，其計算式
如左：
（一）重劃後應分配之面積＝重劃前登記
簿所載面積—全部負擔面積。
（二）全部負擔面積＝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面積＋抵付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
貸款利息之土地面積。
二、市地重劃區內共同負擔之土地，應依規定
評定重劃前、後地價。
三、市地重劃區內省、市縣（市）有土地，於
重劃後應分配之面積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
準二分之一，依法以現金補償時，無土地
法第二十五條之適用。
四、市地重劃土地分配成果公告確定後，法院
仍依重劃前標示拍賣，其差額地價應由原
土地所有權人領取或繳納之。
五、參加市地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死亡，除有
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情形外，其應領取
之差額地價，應依民法第一一五一條、第
一一五二條或第一一七七條、第一一七八
條、第一一八五條規定辦理。
市地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之繼承人，依前
項規定互推一人代表領取差額地價時，該
代表應具足資代表權之證明文件。
六、市地重劃區內未繳納差額地價之土地，其
所有權人申請抵押權設定登記時，登記機
關應予受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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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一條規定辦理市地重劃作業注意事項

K‐7‐1

合法建築物，應儘可能予以保留並按原位
置分配，避免拆遷補償。
八、依本注意事項勘定地區辦理重劃時，其認
定重劃完成之日應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三條之一規定辦理，且其工程驗收項目應
以重劃計畫書所載工程項目為準。
中 華 民 國 91 年 6 月 2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九、重劃後土地所有權人得依建築法規向該管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發
0920081963 號令
建築執照。
一、為執行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一條規定，特
訂定本作業注意事項。
二、主管機關勘定地區辦理重劃時，應依市地
重劃相關法令及本注意事項等規定辦理。
三、主管機關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八條規定
評估及勘選重劃地區時，應特別考量土地
所有權人參與重劃意願及地區建築現況。
四、為確實瞭解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參與重
劃意願，主管機關得先行辦理重劃後土地
試分配以掌握應拆遷建築物位置及戶數，
作為舉辦意願調查說明會之參考資料。
五、主管機關計算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費用負
擔時，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工程費用：不列入共同負擔。但因
土地分配需要有先行辦理重劃工
程規劃設計或施作簡易重劃工程
者，得列入共同負擔。
（二）重劃費用：依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
則第八十二條第四款規定包括土
地改良物或墳墓拆遷補償費、地籍
整理費及辦理本重劃區必要之業
務費等，列入共同負擔。
（三）貸款利息：為籌措前二款得納入共
同負擔費用而確有利息支出者，得
核實列入共同負擔。
六、主管機關擬具重劃計畫書時，除依市地重
劃實施辦法第十四條第二項所列十三款事
項填載外，並作下列補充規定：
（一）為確實掌握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依本注意事項辦理重劃之總人數
及其總面積，應於第四款重劃地區
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其土地所有
權人總數內加予載明。
（二）第八款預估費用負擔：不列載重劃
工程項目及其費用。但有第五點第
一款但書情形者，不在此限。
七、辦理重劃土地分配時，對於重劃前原既有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
一條規定辦理市地重劃
作業注意事項

土 地 重 劃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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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重 劃 類

市地重劃與都市計畫業務聯繫作業要點

K‐8‐1

市地重劃與都市計畫業
務聯繫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72 年 9 月 1 日台內地字第 176696 號函訂
定

土 地 重 劃 類

一、為加強主管工務（建設）單位與地政單位
之聯繫配合，俾加強擴大辦理市地重劃，
促進都市建設發展，並配合解決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保留地取得問題，特訂定本要點。
二、直轄市或縣市擬辦市地重劃之地區，應由
地政與工務（建設）單位配合都市發展之
需要會同勘選後，擬訂中長程計畫層報內
政部核定。
為配合公共設施保留地取得方案之執行，
凡屬民國六十二年九月六日以前發布都市
計畫之地區，應配合取得年限，優先實施。
三、選定辦理市地重劃之地區，其細部計畫須
配合擬定或變更時，應專案辦理，地政單
位於其細部計畫尚未定案前，應先徵詢重
劃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以消除阻力。
前項細部計畫之擬訂或變更工作，應由地
政與工務（建設）單位共同作業，並限於
四個月內完成。
四、為配合市地重劃作業而擬訂或變更之都市
計畫，應由縣（市）及鄉、鎮（縣轄市）
都市計畫委員會聯合會審；報省後並應於
二個月內優先審定。
五、為配合市地重劃所擬定或修訂之都市計畫
案，核定機關原則上應予維持，不得變更。
六、經選定辦理市地重劃之地區，於重劃作業
進行期間，該地區之都市計畫，除為配合
重劃需要及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各
款情事者外，不得任意辦理變更。
七、經選定辦理市地重劃之地區，工務（建設）
單位於重劃範圍複勘核定後，應即辦理都
市計畫中心樁之檢測及補建，並應於三個
月內將成果資料實地點交地政單位，俾利
重劃作業順利完成。

K‐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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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法人或學術團體辦理市地重劃部分業務作業要點

委託法人或學術團體辦
理市地重劃部分業務作
業要點
中 華 民 國 91 年 6 月 26 日 台 內 中 地 字 第
0910084610-7 號令訂定
中 華 民 國 96 年 12 月 7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60727777 號令修正第 2 點、第 3 點

者。
五、第三點所稱測量專業人員，應具依法取得
測量技師資格或合於下列資格之一，並有
測量經驗三年以上：
（一）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通考試之特種
考試以上測量類科考試及格者。
（二）大學以上測量工程相關系所畢業
者。
（三）在政府機關曾任委任第五職等以上
者。
六、第三點所稱土木工程專業人員，應具依法
取得土木工程技師資格或合於下列資格之
一，並有土木工程經驗三年以上：
（一）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通考試之特種
考試以上土木工程類科考試及格
者。
（二）大學以上土木工程相關系所畢業
者。
（三）在政府機關曾任委任第五職等以上
者。
七、法人或學術團體受託辦理市地重劃業務
時，應檢具下列文件，送主管機關審核：
（一）法人登記證書或公司執照或學術團
體立案證書影本。
（二）章程影本。
（三）負責人資格證明及專業人員在職證
明影本。
（四）專業人員學資歷證明文件影本。
主管機關審核前項文件時，得要求法人或
學術團體提出相關文件正本或其他有關文
件。
八、受託辦理市地重劃業務之法人或學術團
體，其地政、測量或土木工程專業人員有
異動時，應於異動後一個月內另聘任合格
人員送主管機關備查；逾期未另聘任合格
人員者，主管機關應予終止或解除契約。
九、主管機關委託法人或學術團體辦理市地重
劃業務時，應訂立書面契約，載明權利義
務關係。

土 地 重 劃 類

一、本要點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訂定之。
二、各級市地重劃主管機關（以下簡稱主管機
關）得將下列業務委託法人或學術團體辦
理：
（一）現況調查。
（二）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及管理。
（三）土地改良物及墳墓拆遷補償費之查
估。
（四）重劃前後地價之查估、土地分配設
計及計算負擔。
（五）計算地價。
（六）測量及製圖。
（七）編造有關清冊。
（八）抵費地之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地
上權。
前項各款事項之行政處分，仍應由主管機
關為之。
三、受託辦理市地重劃業務之法人或學術團
體，應置專任地政及測量專業人員；其受
託辦理項目含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及管
理業務時，應增置專任土木工程專業人
員；其受託估價業務，應依不動產估價師
法規定辦理；其受託抵費地之標售、標租
或招標設定地上權，應依不動產經紀業管
理條例規定辦理。
四、第三點所稱地政專業人員，應具有市地重
劃或區段徵收工作經驗併計三年以上，並
合於下列資格之一：
（一）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通考試之特種
考試以上土地行政類科考試及格
者。
（二）大學以上土地行政相關系所畢業
者。
（三）在政府機關曾任委任第五職等以上

K‐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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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辦理市地重劃貸款要點 K‐10‐1

民間團體辦理市地重劃
貸款要點
中華民國 72 年 6 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163992 號函
訂定

土 地 重 劃 類

一、為獎勵民間團體自行辦理市地重劃，有效
輔助取得所需週轉資金，以促進土地利
用，加速都市建設發展，並配合解決公共
設施保留地問題，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民間團體，係指土地所有權人
依獎勵都市土地所有權人辦理重劃辦法第
二條規定組織之土地重劃會。
（按：原獎勵都市土地所有權人辦理重劃
辦法第二條，修正後為獎勵土地所有權人
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三條）
三、土地重劃會因辦理市地重劃所需資金，得
經理事會之決議，由其代表人依本要點向
政府指定之專責銀行申請融資貸款。
四、土地重劃會申請融資貸款時，應檢具左列
文件，向貸款銀行申請之：
（一）貸款申請書。
（二）政府核准之重劃計畫書。
（三）會員大會通過之貸款計畫。
（四）提供擔保不動產登記簿謄本。
五、土地重劃會申請重劃貸款之額度，以辦理
該重劃區所需重劃費用及工程費用百分之
七十為限，並按重劃計畫進度撥付之。
六、本貸款利息依中央銀行核定之銀行業放款
利率幅度範圍內計算，如有調整，應依借
款人與承貸銀行所訂合約之有關規定辦
理。
七、土地重劃會申請重劃貸款之期間，以三年
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一年。
八、申請重劃貸款應以重劃區內之私有土地或
銀行認可之適當擔保品提供擔保，土地重
劃會全體理監事就其貸款，應負連帶保證
責任。
九、本要點所需各種書表、契約格式及貸款須
知，由專責銀行定之。

K‐10‐2 民間團體辦理市地重劃貸款要點

土 地 重 劃 類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例 K‐11‐1
定辦理。
ௐ̱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
定選定重劃區後，先徵詢農村社區更新協進
中華民國 89 年 1 月 2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會之意見，辦理規劃，依規劃結果擬訂重劃
8900021170 號令公布
計畫書、圖，並邀集土地所有權人及有關人
中華民國 91 年 12 月 1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士等舉辦聽證會，修正重劃計畫書、圖，經
09100239570 號令修正第 8 條、第 9 條、第 12 條、
第 15 條
徵得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過半數，而其所
中華民國 103 年 3 月 24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半數之
1030128812 號公告第 4 條第 1 項所列屬「行政院
同意，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於重劃區
原住民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03 年 3 月 26
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之適當處所公
日起改由「原住民族委員會」管轄
告三十日；公告期滿實施之。
前項公告期間內，重劃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ௐ˘ౢ!ᓁ!
提出異議時，主管機關應予調處。
ௐ˘୧ 為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以促進農
第一項規劃應考量農業發展、古蹟民俗文物
村社區土地合理利用，改善生活環境，特制
維護、自然生態保育及社區整體建設。
定本條例。
ௐ˛୧ 農村社區內私有土地符合第五條各款
本條例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之規定。
情形之一者，經土地所有權人過半數，而其
ௐ˟୧ 本條例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
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半數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之同意，得由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該管直轄市
縣（市）政府。
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後，優先辦理農村
ௐˬ୧ 本條例所稱農村社區，指依區域計畫
社區土地重劃。
法劃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鄉村區、農村 ௐˣ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農村社
聚落及原住民聚落。
區土地重劃計畫書、圖公告時，得同時公告
前項農村社區得因區域整體發展或增加公
於一定期限內禁止該重劃區內建築改良物之
共設施之需要，適度擴大其範圍。
新建、增建、改建及採取土石或變更地形。
ௐα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辨理農村
前項禁止期間，不得超過一年六個月。
社區土地重劃，應設置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
第一項公告禁止事項，無須徵詢土地及建築
員會；農村社區得設置農村社區更新協進
改良物所有權人之意見。
會，協助辦理農村社區更新及土地重劃之協 ௐ˝୧ 為促進土地利用，擴大辦理農村社區
調推動及成果維護事宜。其組織由內政部會
土地重劃，得由土地所有權人自行組成重劃
商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原住民委員會定之。
會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有關之籌備作
農村社區更新協進會得聘請專家、學者參與
業、重劃會組織、重劃申辦程序、重劃業務、
規劃、諮詢。
准駁條件、監督管理、獎勵、違反法令之處
分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ௐ˟ౢ!ࢦထડ̝Ᏼ!ؠ
關定之。
ௐ̣୧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直轄市或縣（市）
前項獎勵事項如下：
主管機關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辦理農村
一、給予低利之重劃貸款。
社區土地重劃：
二、免收或減收地籍整理規費及換發權利書
一、促進農村社區土地合理利用需要。
狀費用。
二、實施農村社區更新需要。
三、優先興建重劃區及其相關地區之公共設
三、配合區域整體發展需要。
施。
四、配合遭受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
四、免徵或減徵地價稅與田賦。
他重大事變損壞之災區重建需要。
五、其他有助於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推行事
依前項第四款辦理之重劃，得由直轄市或縣
項。
（市）主管機關於災區內、外擇定適當土地併
重劃會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時，應經重劃
同報核。必要時，亦得由中央主管機關逕行決
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合計超過二分之一，且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

土 地 重 劃 類

K‐11‐2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例

土 地 重 劃 類

其所有面積合計超過私有土地面積二分之一
者之同意，就重劃區全部土地辦理重劃，並經
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

其費用在其應領補償金額內扣回。
第一項應行拆遷之土地改良物，於拆遷時應
注意古蹟、民俗文物之保存。

ௐˬౢ!ࢦထፉ̈́̍!

ௐαౢ!˿г̶੨̈́ளᛉந!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辨理
重劃時調查各宗土地之位置、交通及利用情
形，並斟酌重劃後各宗土地利用價值，相互
比較估計重劃前後地價，提經地價評議委員
會評定後，作為計算公共設施用地負擔、費
用負擔、土地交換分配及變通補償之標準。
ௐȈ˘୧ 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時，其行政
業務費及規劃設計費由政府負擔；工程費由
政府與土地所有權人分擔，其分擔之比例由
行政院定之。
重劃區內規劃之道路、溝渠、電信電力地下
化、下水道、廣場、活動中心、綠地及重劃區
內土地所有權人認為為達現代化生活機能必
要之其他公共設施用地，除以原公有道路、溝
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等四項土地抵充外，其
不足土地及拆遷補償費與貸款利息，由參加重
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例共同負擔。
前二項土地所有權人之負擔，以重劃區內未建
築土地按評定重劃後地價折價抵付。如無未建
築土地者，改以現金繳納。
依前項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其合
計面積以不超過各該重劃區總面積百分之三
十五為限。但經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過
半數，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
面積半數之同意者，不在此限。
重劃區內重劃前經編定為建築用地以外之
土地，應提供負擔至少百分之四十土地，其超
過依前項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土地部分，準用第
二十九條規定處理。
ௐȈ˟୧ 重劃區內原有道路、池塘、溝渠或
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土地，得因實施重劃予以
變更或廢止之。
ௐȈˬ୧ 重劃區內應行拆遷之土地改良物或
墳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予公告，
並通知其所有權人或墓主限期三十日內自行
拆除或遷葬；逾期不為拆除或遷葬或為無主
無法通知者，應代為拆除或遷葬。
前項因重劃而拆除之土地改良物或遷葬之
墳墓，應予補償；其補償數額，由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查定之。但違反第八條公告禁
止之事項者，不予補償。代為拆除或遷葬者，

ௐȈα୧ 重劃區內之土地，均應參加分配，
其土地標示及權利均以開始辦理分配日之前
一日土地登記簿上所記載者為準。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自開
始辦理分配之日起，一定期限內停止受理土
地權利移轉及設定負擔之登記。但因繼承、
強制執行、公用徵收及法院判決之原因所為
之登記者，不在此限。
前項停止登記之期間，不得逾八個月。
第一項之停止登記期間、事項及前條之開始
辦理分配日，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開
始辦理分配日之三十日前公告之。
第一項公告，無須徵詢土地、建築改良物所
有權人及他項權利人之意見。
ௐȈ̱୧ 重劃區內之土地，扣除依第十一條
規定提供負擔之土地後，其餘土地仍依各宗
土地地價數額比例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
經分配結果，實際分配面積多於或少於應分
配之面積者，應繳納或發給差額地價。
前項重劃土地負擔及分配面積之計算，以土
地登記簿所載面積為準。
ௐȈ˛୧ 重劃區內土地實際面積少於土地登
記總面積而未能更正者，其差額得列入共同
負擔。
ௐȈˣ୧ 重劃後土地分配之位置，以按重劃
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為準，其調整分配
方法如下：
一、重劃前土地已有建築物，且不妨礙重劃
計畫及土地分配者，按其原有位置分配。
二、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有數宗土
地，其每宗土地應分配之面積均已達最
小分配面積標準者，應逐宗個別分配；
其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得以應分
配之面積較大者集中合併分配。
三、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所有土地
應分配之面積，未達或合併後仍未達最
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者，除通知土
地所有權人申請與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合
併分配者外，應以現金補償之；其已達
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者，得於重
劃後深度較淺或地價較低之土地按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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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面積標準分配之。
ௐ˟Ȉα୧ 因重劃致地上權、永佃權或地役
四、分別共有土地，經共有人過半數及其應
權不能達其設定之目的者，各該權利視為消
有部分合計過半數之同意，且其應有部
滅。地上權人、永佃權人或地役權人得向土
分計算之應分配面積已達最小分配面積
地所有權人請求相當之補償。
標準者，得分配為單獨所有。但應有部
土地、建築改良物經設定抵押權或典權，因
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數不予計算。 重劃而不能達其設定之目的者，各該權利視為
五、重劃前土地位於重劃計畫之公共設施用
消滅。抵押權人或典權人得向土地所有權人請
地者，其分配位置由主管機關視土地分
求以其所分配之土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但
配情形調整之。
建築改良物非土地所有權人所有者，其建築改
前項最小分配面積標準，由直轄市或縣（市） 良物之抵押權人或典權人得向建築改良物所
主管機關視土地使用情況及分配需要，於規劃
有權人請求相當之補償。
設計時定之。但不得小於畸零地使用規則規定
前二項請求權之行使，應於重劃分配結果確
之寬度、深度及面積。
定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為之。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辦理 ௐ˟Ị̏୧ 實施重劃未受分配之土地上其原
土地分配完畢後，應即將分配結果，於重劃
設定抵押權或典權之權利價值，主管機關應
區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或重劃區之
於重劃分配確定之日起二個月內，邀集權利
適當處所公告之，並以書面分別通知土地所
人協調，達成協議者，依其協議結果辦理；
有權人與他項權利人。
協議不成者，應將土地所有權人應得補償地
前項公告期間為三十日。
價提存之，並列冊送由該管登記機關逕為塗
ௐ˟Ȉ୧ 土地所有權人對於重劃區土地之分
銷登記。
配結果如有異議，應於公告期間內向該管直 ௐ˟Ȉ̱୧ 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之出租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以書面提出；未於
公、私有耕地因實施重劃致不能達到原租賃
公告期間內提出異議者，其分配結果於公告
之目的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逕
期滿時確定。
為註銷其租約並通知當事人。
前項異議，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依前項規定註銷租約者，承租人得依下列規
應予查處。其涉及他人權利者，應先發交農村
定請求或領取補償：
社區更新協進會予以調解，調解不成立者，由
一、重劃後分配土地者，承租人得向出租人
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調處。土地所
請求按重劃計畫書公告當期該土地之公
有權人對主管機關之調處如有不服，應當場表
告土地現值三分之一之補償。
示異議。經表示異議之調處案件，主管機關應
二、重劃後未受分配土地者，其應領之補償
於十日內報請上級機關裁決之。
地價，由出租人領取三分之二，承租人
ௐ˟Ȉ˘୧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後分配與原土
領取三分之一。
地所有權人之土地，自分配結果確定之日
因重劃抵充為公共設施用地之原公有道
起，視為其原有土地。
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而訂有耕地租約
ௐ˟Ȉ˟୧ 重劃區內經重劃分配之土地，該
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逕為註銷租
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以書面分別
約，並按重劃計畫書公告當期該土地之公告土
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及使用人限期辦理遷讓
地現值三分之一補償承租人，所需費用列為重
或接管；逾期不接管者，自期限屆滿之日起， 劃共同負擔。
視為已接管。
ௐ˟Ȉ˛୧ 重劃區土地分配結果確定後，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據分配結果重
ௐ̣ౢ!ᝋӀந̈́гᚱፋந!
新編號，列冊送由該管登記機關逕為辦理地
籍測量及變更登記，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於
ௐ˟Ȉˬ୧ 重劃區內土地原設定之他項權利
三十日內換領土地權利書狀，免收登記費及
登記或限制登記，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書狀費；未於規定期限內換領者，宣告其原
機關於重劃土地分配確定後，依據分配結果
土地權利書狀無效。
予以協調清理後，逕為轉載或為塗銷登記，
ௐ˟Ȉˣ୧ 重劃分配之土地，自分配確定之
並分別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其他權利人。

K‐11‐4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例
日起，在土地所有權人依第十六條第一項規 ௐˬỊ̏୧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定應繳納之差額地價未繳清前，不得移轉或
設定負擔。
ௐ˟Ȉ˝୧ 依第十一條第四項折價抵付之土
地，扣除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後之土地，
應訂定底價公開標售，並得按底價讓售為國
民住宅用地、公共事業用地或行政院專案核
准所需用地。
前項土地公開標售時，經農村社區更新協進
會決定，得賦予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或該重
劃核定時已設籍者，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
權。
第一項土地之標售、讓售，不受土地法第二
十五條之限制。
第一項所定底價，不得低於各宗土地評定重劃
後地價。
第一項土地之標售、讓售所得價款，除抵付
重劃負擔費用外，餘款留供農村社區之建設費
用。
ௐˬȈ୧ 重劃區內經抵充或列為共同負擔之
公共設施用地與依前條及第十一條第五項規
定供出售之土地，登記為直轄市或縣（市）
有。
前項經抵充或列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
地，以各該公共設施主管機關為管理機關；供
出售之土地以各該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為管理機關。

ௐ̱ౢ!!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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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ˬȈ˘୧ 依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改以現金
繳納者及第十六條規定應繳納之差額地價，
經限期繳納而逾期未繳納者，得移送法院強
制執行。重劃區重劃分配之土地，經依第二
十二條規定限期辦理遷讓而逾期不遷讓者亦
同。
ௐˬȈ˟୧ 重劃區祖先遺留之共有土地經整
體開發建築者，於建築後第一次土地移轉
時，得減免土地增值稅，其減免之規定，由
財政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ௐˬȈˬ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對於
每一重劃區之財務，應於重劃計畫書所載工
程完竣後一年內完成結算並公告之，並應於
完成結算後六個月內撰寫重劃成果報告，檢
同有關圖冊層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ௐˬȈα୧ 本條例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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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
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 91 年 3 月 6 日內政部台內中地字第
0910083048 號令訂定
中 華 民 國 95 年 7 月 18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50047812 號令修正第 5 條、第 13 條；並增訂
第 2 條之 1
中 華 民 國 98 年 6 月 3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80724510 號令修正第 1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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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ˬ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例
第五條規定勘選重劃區時，應就下列原則評
估選定：
一、明顯之地形、地物界線。
二、社區人口及建地需求量。
三、土地使用狀況。
四、因區域整體發展或增加公共設施之需
要。
五、土地所有權人意願。
六、財務計畫。

土 地 重 劃 類

ௐ˘୧ 本細則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例（以
下簡稱本條例）第三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ௐ˟୧ 重劃區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更
者，應依區域計畫法相關規定辦理，於重劃
計畫書報核前，提報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
取得許可，並於重劃完成後逕為辦理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及各種使用地編定之登記。
ௐ˟୧̝˘ 本條例第三條第一項所稱農村聚
落、原住民聚落，指下列範圍之土地，其合
計面積達零點五公頃以上，依戶籍資料，其
最近五年中每年人口聚居均已達十五戶以
上，且人口數均已達五十人以上之地區。但
依本條例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辦理災區
重建時，面積以零點三三三三公頃、戶數以
十戶、人口數以三十三人以上認定之：
一、農村聚落：非都市土地鄉村區範圍外，
非原住民保留地之地區，就相距未逾二
十公尺之甲、丙種建築用地邊緣為範圍。
二、原住民聚落：非都市土地鄉村區範圍外
之原住民保留地，就相距未逾二十五公
尺之甲、丙種建築用地邊緣為範圍。

七、其他特殊需要。
ௐα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
定勘選後，應檢附擬辦重劃區範圍圖及勘選
報告表，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
前項擬辦重劃區範圍圖，應於地籍圖上以圖
例標明重劃區界址與其四至、重劃區內外主要
交通、排水狀況及重劃區內村莊或明顯特殊建
築物位置。
ௐ̣୧ 本條例第六條第一項所稱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計畫書、圖，其內容應包括下列事項：
一、重劃區名稱及其範圍。
二、法律依據。
三、辦理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四、重劃區內公、私有土地筆數、面積、土
地所有權人總數與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編定類別明細表。
五、同意辦理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總數及其
所有土地總面積。
六、重劃區內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
登記土地筆數、面積。
七、重劃區內古蹟保存、生態保育及國土保
安用地等筆數、面積。
八、重劃區擬調整鄉村區、農村聚落與原住
民聚落界線，變更為建地使用之面積及
其理由。
九、預估行政業務費、規劃設計費及工程費
之金額。
十、預估重劃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包括土地
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項
目、面積及平均負擔比率。
十一、預估重劃費用負擔：包括土地所有權
人共同負擔工程費、拆遷補償費總
額、貸款利息總額及平均負擔比率。
十二、預估重劃土地所有權人平均負擔比率
。
十三、重劃區內原有建築用地重劃負擔減輕
之原則。
十四、財務計畫：包括資金需求總額、貸款
及償還計畫。
十五、預定重劃工作進度。
十六、重劃區範圍圖：於地籍圖上以圖例標
明重劃區界址及其四至。
十七、重劃區規劃圖及地籍套繪圖。
十八、其他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指
定之事項。
重劃區土地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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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例或環境影響評估法及其相關規定，應實施
路、溝渠、電信電力地下化、下水道、
水土保持或環境影響評估者，並應檢附水土保
廣場、活動中心、綠地等七項用地及重
持或環境影響評估等相關書件。
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認為達現代化生活
第一項第十款之預估重劃公共設施用地平
機能必要之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扣除重
均負擔比率、第十一款之預估重劃費用平均負
劃區內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
擔比率及第十二款之預估重劃土地所有權人
記土地等四項土地後，由參加重劃土地
平均負擔比率，其計算式如附件一。
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例所算之負
ௐ̱୧ 本條例第六條所稱私有土地所有權
擔。
人，以土地登記簿所記載者為準。但因繼承、 二、重劃費用負擔：指工程費扣除由政府分
強制執行或法院判決已取得所有權，並能提
擔之部分、拆遷補償費及貸款利息，由
出證明文件者，不在此限。
參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
前項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例第六條第
例，依評定重劃後地價折價抵付之負擔。
二項規定於公告期間內提出異議時，應以書面
前項第一款所列舉七項用地及重劃區內土
說明理由，並註明其土地之坐落、面積、姓名、 地所有權人認為達現代化生活機能必要之其
住址、年月日，於簽名或蓋章後，向直轄市或
他公共設施用地，不包括重劃前業經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提出。
縣（市）主管機關協議價購或徵收取得者。
ௐ˛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例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工程費，包括施工費、材料
第六條第一項規定修正重劃計畫書、圖或為
費、區域性整地費、界標設置費、工程管理費
第二項調處，應分別於聽證會結束或公告期
用及應徵之空氣污染防制費。
滿之翌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ௐȈ˟୧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重劃區內原
ௐˣ୧ 重劃區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公有道路、溝渠及河川土地，指重劃計畫書、
依本條例第八條規定公告禁建後，在公告禁
圖核定時，實際作道路、溝渠、河川使用及
建前已依法核發建造執照正在施工中之建築
原作道路、溝渠、河川使用已廢置而尚未完
物，依下列規定處理：
成廢置程序之公有土地。
一、經審核不妨礙重劃工程及土地交換分配 ௐȈˬ୧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重劃費
者，得准其依原核發建造執照繼續施工。 用負擔，其以土地折價抵付者（以下簡稱抵
二、經審核有妨礙重劃工程或土地交換分配
費地），由土地所有權人提供參加重劃之土地
者，應通知其停工或限期改善。
折價抵付之，於公開標售後，以所得價款歸
ௐ˝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必要時， 還抵付。
得將部分土地重劃業務委託法人或學術團體 ௐȈα୧ 本條例第十三條第一項所定應行拆
辦理。
遷之土地改良物或墳墓，以有妨礙重劃土地
分配或重劃工程施工必須拆遷者為限。
ௐˬౢ!ࢦထፉ̈́̍!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十三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代為拆除或遷葬土地
ௐȈ୧ 本條例第十條規定重劃前後地價，應
改良物或墳墓，並將代為拆除或遷葬之費用自
依下列規定查估：
其應領補償金額內扣回後，如有餘額，應通知
一、重劃前之地價應先調查土地位置、地
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或墓主限期領回，屆期未
勢、交通、使用狀況、買賣實例及當月
領回者，依法提存；如有不足，應通知其限期
公告土地現值等資料，分別估計重劃前
繳納，屆期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行。
各宗地地價。
二、重劃後之地價應參酌各街廓土地位置、 ௐỊ̏୧ 辦理重劃區工程之規劃設計、發
包、施工及決算等程序如下：
地勢、交通、道路寬度、公共設施及重
一、現況調查。
劃後預期發展情形，估計重劃後區段價
二、現況測量。
或路線價。
三、道路與溝渠中心位置測量及釘樁。
ௐȈ˘୧ 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例第十一條規
四、繕製重劃區土地模擬分配位置圖。
定，應共同負擔之項目如下：
五、工程設計。
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指重劃區內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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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工程設計預算書、圖之編製。
例第十九條規定公告分配結果之前，應舉辦
七、工程發包。
公聽會，就土地分配結果，向土地所有權人
八、放權施工。
說明，並聽取其意見。
九、施工管理。
辦理前項公告時，應檢附下列圖冊一併公
十、工程驗收及移交接管。
告：
十一、辦理決算。
一、計算負擔總計表。
溝渠工程之規劃設計，在農田水利會事業區
二、重劃前後土地分配對照清冊。
域內者，應通知該管農田水利會派員參與。
三、重劃前地籍圖。
ௐȈ̱୧ 自來水、電信、電力、天然氣等公
四、重劃後土地分配圖。
用事業所需之地下管道土木工程及其他必要
五、重劃前後地號圖。
設施，應協調各該事業機構配合規劃、設計， ௐ˟Ȉ˘୧ 依本條例第二十條規定辦理調
並按重劃工程進度施工；其所需經費，依協
解、調處，應將調解、調處結果作成書面紀
調結果應由重劃區分擔者，得列為工程費。
錄。調解、調處成立案件，應經當事人簽名
或蓋章，並將紀錄分發雙方當事人。
ௐαౢ!˿г̶੨̈́ளᛉந!
依本條例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經表示異議
之調處案件，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擬
ௐȈ˛୧ 為重劃土地分配之需要，應辦理下
具處理意見，連同調解、調處紀錄，報請中央
列工作：
主管機關裁決。
一、控制點檢測及補測。
ௐ˟Ȉ˟୧ 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應分配之土
二、圖根測量。
地面積，未達重劃區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
三、重劃區邊界測量。
之一而不能分配土地時，直轄市或縣（市）
四、繪製地籍藍曬底圖。
主管機關應於重劃分配結果確定之次日起六
五、編製土地權利使用調查表及重劃前原有
十日內，以其重劃前原有面積，按原位置評
土地清冊。
定重劃後地價，發給現金補償。但重劃範圍
六、土地權利關係及使用狀況調查。
勘定後，土地所有權人非因繼承或強制執行
七、地上物現況測量。
而申請分割土地，致應分配土地面積未達重
八、查定單位區段地價。
劃區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者，以其重
九、辦理土地歸戶及統計。
劃前原有面積，按原位置評定重劃前地價，
十、道路及溝渠中心樁連測。
發給現金補償。
ௐȈˣ୧ 辦理重劃土地分配程序如下：
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應分配土地面積，已達
一、公告停止受理土地權利移轉及設定負擔
重劃區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而未達最
登記。
小分配面積標準者，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二、協議合併。
機關按最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後，如申請放棄
三、計算重劃後每分配街廓可分配面積及繪
分配土地而改領現金補償時，應以其應分配權
製土地分配作業圖。
利面積，按重劃後分配位置之評定重劃後地
四、計算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重劃費用負擔
或抵費地面積，並編製計算負擔總計表。 價，予以計算補償。
ௐ˟Ȉˬ୧ 依本條例第二十二條規定通知原
五、辦理土地交換分配。
土地所有權人及使用人限期辦理遷讓或接
六、編製土地分配結果圖冊草案。
管，應於土地分配結果確定，並完成地籍測
七、舉辦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意見。
量後為之。
八、土地分配結果公告及通知。
ௐ˟Ȉα୧ 重劃後實際分配之土地面積多於
九、異議處理。
應分配之面積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十、分宗測量釘樁及交接土地。
關應於重劃土地接管後三十日內通知土地所
十一、編製重劃後各項土地清冊。
有權人，就其超過部分按評定重劃後地價，
ௐȈ˝୧ 本條例第十六條第二項所定重劃土
限期繳納差額地價；屆期未繳納者，依法移
地負擔及分配面積，其計算公式如附件二。
送強制執行。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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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後實際分配之土地面積少於應分配之
管機關應即訂定土地分配面積及差額地
面積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重劃
價，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土地接管後三十日內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就不 ௐ˟Ȉˣ୧ 重劃土地辦竣地籍測量後，直轄
足部分，按評定重劃後地價，發給差額地價補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將重劃前後土地分
償；屆期未領取者，依法提存。
配對照清冊及地籍圖等資料，送由該管登記
機關逕為辦理權利變更登記。其有應繳納差
ௐ̣ౢ!ᝋӀந̈́гᚱፋந!
額地價者，並應通知該管登記機關於土地登
記簿加註未繳清差額地價，不得辦理所有權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
移轉或設定負擔字樣，於土地所有權人繳清
條例第二十三條規定辦理他項權利登記之轉
差額地價時，立即通知該管登記機關註銷，
載，應按原登記先後及登記事項，轉載於重
並依據登記結果訂正有關圖冊。
劃後應分配之土地；其為合併分配者，他項
前項重劃前後土地分配對照清冊於送登記
權利之轉載，應以重劃前各宗土地面積比率
機關前，應依核定計畫書、圖內容及相關規
所算得之應有部分為各該他項權利範圍，並
定，完成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各種使用地之
應於轉載後，通知他項權利人。
編定。
重劃前土地經辦竣限制登記者，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除準用前項規定辦理轉載外， ௐ˟Ȉ˝୧ 重劃區內已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之建築改良物，因辦理重劃致全部或
並應於轉載後，分別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其他
部分拆除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權利人及原囑託機關或請求權人。
列冊送由該管登記機關逕為辦理消滅登記或
實施重劃未受分配之土地上設有他項權
標示變更登記，並通知建築改良物所有權人
利、耕作權或辦竣限制登記者，直轄市或縣
於三十日內繳交或換領建物權利書狀。未於
（市）主管機關應於重劃分配確定之日起二
規定期限內繳交或換領者，其建物權利書狀
個月內，邀集權利人協調，達成協議者，依
公告作廢；建築改良物所有權人於領取建物
其協議結果辦理，協議不成者，應將土地所
拆遷補償費時，已繳交建物權利書狀者，直
有權人應得補償地價提存之，並列冊送由該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一併檢附。
管登記機關逕為塗銷登記。
前項換領建物權利書狀，免收登記費及書狀
ௐ˟Ȉ̱୧ 依本條例第二十六條規定辦理註
費。
銷租約登記時，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應將有關重劃前後土地對照清冊，發交土地 ௐˬȈ୧ 本條例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公
共事業，指政府機關或所屬事業機構直接興
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逕為辦理。
辦以公共利益或以社會福利服務、社會救助
ௐ˟Ȉ˛୧ 依本條例第二十七條規定逕為辦
為主要目的之事業；第二項所稱該重劃核定
理地籍測量，其工作項目如下：
時已設籍者，指該重劃計畫書、圖核定之日
一、檢測補測圖根點、道路中心樁、邊界樁
前已設籍者。
及有關之測量標。
二、戶地測量應按土地分配結果、道路及有 ௐˬȈ˘୧ 依本條例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
經賦予有優先購買權之土地所有權人或該重
關工程施工位置逐宗施測，實地埋設界
劃核定時已設籍之人，直轄市或縣（市）主
標。
管機關應限期通知其優先購買，其有二人以
三、戶地測量如發現分配土地位罝、道路及
上者，以抽籤方式決定；屆期未辦理者，視
有關工程設計位置與實地情形不符時，
為放棄優先購買權。
應查明不符原因，將測量結果報請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處理之。
ௐ̱ౢ!!ܢ
四、重劃後土地應依地籍測量實施規則規定
劃分區段、調整段界、重新編訂宗地地 ௐˬȈ˟୧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五條第
二項規定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時，其辦理
號，其起迄以不超過五位數為原則。
程序準用本條例及其施行細則有關規定；必
五、面積計算及測量原圖整理。
要時，並得會同當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六、地籍測量後之面積與重劃後土地分配清
機關為之。
冊之面積不符時，直轄市或縣（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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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辦理重劃業務者，其抵費地登記為國有，管理
機關為中央主管機關。
ௐˬȈˬ୧ 本條例第三十二條規定重劃區祖
先遺留之共有土地，指重劃計畫書、圖公告
期滿之日，依土地登記簿記載為祭祀公業或
取得原因為繼承之共有土地。
ௐˬȈα୧ 重劃工程完竣後，各項公共設施
應依有關法令規定，交由各該主管機關接管
並養護之。
ௐˬỊ̏୧ 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書核發對
象，以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滿之日土地登記
簿所載土地所有權人為準。但依本條例第二
十條第一項規定提出異議者，以調解、調處
或裁決確定之土地所有權人為準。
ௐˬȈ̱୧ 實施重劃期間，依法得減免地價
稅或田賦之土地，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於重劃計畫書、圖公告期滿之日起三十
日內，列冊送交該管稅捐稽徵機關。
ௐˬȈ˛୧ 重劃後之土地，由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於重劃完成之日起三十日
內，列冊送交該管稅捐稽徵機關依法徵免地
價稅或田賦。
前項重劃完成之日，指地籍測量、土地登
記、工程驗收、實地指界及交接土地等各項工
作均完成之日。
ௐˬȈˣ୧ 本細則所定之書表格式，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ௐˬȈ˝୧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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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預估重劃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率、重劃費用平均負擔比率及重劃土地所有權人平均負擔比率
之計算式
一、重劃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率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
重劃區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二、重劃費用平均負擔比率
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工程費用總額＋拆遷補償費用總額＋貸款利息總額
＝─────────────────────────────────────
重劃後平均地價×（重劃區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三、重劃土地所有權人平均負擔比率＝重劃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率＋重劃費用平均負擔比率
附件二
重劃土地負擔及分配面積之計算公式
一、重劃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係數（B）：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總面積）×重劃前平均地價

＝───────────────────────────────────────
（重劃區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總面積）×重劃後平均地價
二、重劃費用負擔係數：（C）
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工程費總額＋拆遷補償費總額＋貸款利息總額
＝───────────────────────────────
（重劃區總面積－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重劃後平均地價
三、重劃前後宗地地價上漲率：（A）

土 地 重 劃 類

重劃後宗地地價
＝───────
重劃前宗地地價
四、各宗土地重劃後應分配之面積（G）：
＝a×（1－A×B）×（1－C）
符號說明
a：表示參加重劃前原有之宗地面積；如重劃後非以原有街廓分配時，應先計算預計分配街廓之
重劃前宗地面積（a'）
a × 原位置之重劃前宗地單價
a'＝─────────────
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前宗地平均單價
A：表示重劃前後宗地地價上漲率
B：表示重劃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係數
C：表示重劃費用負擔係數
G：表示各宗土地重劃後應分配之面積

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辦法 K‐13‐1

直轄市縣（市）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委員會設置
辦法
中華民國 89 年 7 月 5 日台內中地字第 8980005 號
令訂定

ௐ˘୧ 本辦法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例第四
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辦理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應設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其任務如下：
一、重劃範圍及重劃計畫書之審議事項。
二、重劃區公共設施之規劃設計及施工協調
事項。
三、重劃負擔及減免標準之審議事項。
四、抵費地及盈餘款運用之審議事項。
五、重劃土地爭議案件之調處事項。
六、其他有關社區土地重劃及相關計畫之推
動協調事項。
ௐˬ୧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直轄市市長
或縣（市）長兼任，委員若干人，由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就下列人員聘兼之：
一、秘書長或主任秘書。
二、民政局局長。
三、建設（工務）局局長。
四、農業局（科）局（科）長。
五、財政局（科）局（科）長。
六、地政處（局、科）處（局、科）長。
七、社會局（科）局（科）長。
八、主計處（室）處長（主任）。
九、正辦理中之重劃區鄉（鎮、市、區）長
若干人。
十、正辦理中之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代表二
人。
十一、專家學者二人。
前項第十款之委員，由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
人推選之。但不得具有民意代表身分。
第一項第九款及第十款之委員，僅於該重劃區
業務開會時出席及參與表決，並於該重劃區業
務完成後解聘之。
ௐα୧ 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會議
主席，主任委員不能出席時，由秘書長或主
任秘書為主席。

ௐ̣୧ 本會置執行秘書一人，由地政處（局、
科）處（局、科）長兼任，幹事二人至三人，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遴派現職人員兼任，
承辦本會相關業務。
ௐ̱୧ 本會委員不得承包本直轄市、縣（市）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程。
ௐ˛୧ 本會會議時，得函請有關機關派員列
席，重劃區調處案件有實際需要時，並得邀
請當事人列席陳述意見。
ௐˣ୧ 本會對外行文，以直轄市、縣（市）
政府名義行之，其決議事項應作成紀錄交由
有關業務單位執行，其執行情形應提會報告。
ௐ˝୧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按轄區內重
劃區，組設工作小組，負責執行各項重劃業
務。
ௐȈ୧ 本會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K‐13‐2 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辦法

直轄市縣（市）農村社區更新協進會設置辦法 K‐14‐1
政府派員指導，並得邀請有關單位派員列
席，會議決議事項應作成紀錄，並報請直轄
市、縣（市）政府備查。
ௐ˛୧ 本會委員不得承包本重劃區之工程。
中華民國 89 年 7 月 5 日台內中地字第 8980008 號 ௐˣ୧ 本會對外行文，以鄉（鎮、市、區）
公所名義行之。
令訂定
ௐ˝୧ 本會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
ௐ˘୧ 本辦法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例第四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辦理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得於實施重劃地區之鄉（鎮、
市、區）設農村社區更新協進會（以下簡稱
本會），其任務如下：
一、重劃區範圍選定、規劃之擬議事項。
二、重劃區公共設施之規劃設計及施工協調
事項。
三、重劃拆遷補償標準擬議事項。
四、重劃前後地價之擬議事項。
五、重劃土地負擔及減免標準之擬議事項。
六、抵費地標售底價及盈餘款處理之擬議事
項。
七、重劃爭議案件之調解事項。
八、其他有關社區土地重劃之推動、協調、
管理維護及宣導事項。
ௐˬ୧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鄉（鎮、市、
區）長兼任，委員若干人，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就下列人員聘兼之：
一、鄉（鎮、市、區）公所民政課課長。
二、鄉（鎮、市、區）公所經建（建設）課
課長。
三、鄉（鎮、市、區）公所農業課課長。
四、農會代表一人。
五、農田水利會代表一人。
六、相關村里長。
七、地方公正人士一人至二人。
八、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代表十人。
前項第七款及第八款之委員，由鄉（鎮、市、
區）公所召集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推選之。
必要時並得聘請專家學者一人至二人參與規
劃、諮詢。
ௐα୧ 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會議
主席，主任委員不能出席時，由民政課課長
為主席。
ௐ̣୧ 本會置幹事一人，由承辦主管業務人
員兼任。
ௐ̱୧ 本會會議時，應報請直轄市、縣（市）

直轄市縣（市）農村社
區更新協進會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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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辦法 K‐15‐1
ௐα୧ 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應由土地所
有權人過半數或七人以上發起成立籌備會，
並由發起人檢附重劃計畫之範圍圖及發起人
所有區內土地登記簿謄本，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成立；其申請書應載明下
中 華 民 國 92 年 8 月 26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列事項：
0920084304 號令訂定
一、擬辦重劃範圍及土地所有權人總數。
二、發起人姓名、住址，並檢附國民身分證
ௐ˘ౢ!ᓁ!
影本。發起人為法人時，應檢具法人登
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資格證明文件。
ௐ˘୧ 本辦法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例（以
三、發起人所有區內土地標示。
下簡稱本條例）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四、籌備會代表人姓名及其聯絡地址。
ௐ˟୧ 土地所有權人自行辦理農村社區土地
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總數為一人者，不得辦
重劃（以下簡稱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應
理；總數為二人時，應共同發起。
依本辦法之規定組織重劃會，設立時應冠以
ௐ̣୧ 籌備會之任務如下：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之名稱。
一、勘選擬辦重劃範圍。
前項重劃會，係以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
二、調查重劃區現況。
（以下簡稱重劃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為會
三、舉辦座談會說明重劃意旨。
員。但土地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以土地分配
四、向有關機關申請提供地籍資料及技術指
結果公告期滿之日土地登記簿所載土地所有
導。
權人為會員。
五、擬訂開發計畫書、圖。
ௐˬ୧ 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主要程序如
六、擬訂重劃計畫書、圖。
下：
七、擬訂重劃會章程草案。
一、重劃之發起及成立籌備會。
八、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
二、勘選擬辦重劃範圍。
籌備會之任務於重劃會成立後自動解散之。
三、研擬開發計畫及重劃計畫書、圖。
ௐ̱୧
重劃會章程應載明下列事項：
四、成立重劃會。
一、重劃會名稱及會址。
五、徵求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二、重劃區範圍。
六、重劃範圍、開發計畫及重劃計畫書、圖
三、會員大會及理事會、監事會召開之條件
報核。
及程序。
七、重劃計畫書、圖公告，並通知土地所有
四、會員之權利及義務。
權人。
五、理事、監事之名額、選任及解任。
八、測量、調查及地價查估。
六、理事會、監事會之權責；設監事會者，
九、土地改良物或墳墓拆遷補償及申請工程
其行使職權之方式。
施工。
七、出資方式及財務收支程序。
十、計算負擔及分配設計。
八、章程之訂定及修改。
十一、公告、公開閱覽重劃分配結果及其異
九、依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訴請司法機關
議之處理。
裁判之期限及逾期不訴請裁判之處理。
十二、申請地籍整理與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
ௐ˛୧ 籌備會應於重劃計畫書、圖擬定完成
之變更。
後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並召開第一次會員大
十三、辦理交接及清償。
會，審議章程並互選理事、監事組成理事會、
十四、財務結算。
監事會，分別負責執行業務。
十五、撰寫重劃報告。
前項理事會應由理事七人以上組成之，並由
十六、報請解散重劃會。
理事互選一人為理事長；監事名額不得超過理
ௐ˟ౢ!ᚯ౯үຽ̈́ࢦထົ̝ᖐ! 事名額三分之一。但重劃會會員人數為八人以
下時，得選一人為監事，其餘會員均為理事。

土地所有權人辦理農村
社區土地重劃辦法

K‐15‐2 土地所有權人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辦法
重劃會於第一次會員大會選定理事、監事後
成立。重劃會成立後，應將章程、會員與理事、
監事名冊、第一次會員大會及理事會紀錄送請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籌備會未於核准成立後一年內召開第一次
會員大會時，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解
散之。
ௐˣ୧ 會員大會之召開，除依章程規定外，
得經全體會員十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
面積合計達重劃區總面積十分之一以上之連
署，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理由，請求理事
會召開。
前項請求提出後十五日內，理事會不為召開
之通知時，得經全體會員過半數之連署，報經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許可後自行召開。
經會員大會決議之提案，於一年內不得作為
連署請求召開會員大會之提議事項或理由。
ௐ˝୧ 會員大會舉辦時，會員如不能親自出
席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理；其為政府機
關或法人者，由代表人或指派代表行使之；
其為未辦理繼承登記土地經法院指定遺產管
理人者，得由遺產管理人代為行使之。
會員大會之權責如下：
一、通過或修改章程。
二、選任或解任理事、監事。
三、監督理事、監事職務之執行。
四、擬辦重劃範圍之決議。
五、開發計畫書、圖之決議。
六、重劃計畫書、圖之決議。
七、重劃分配結果之認可。
八、抵費地之處分。
九、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十、理事會、監事會提請審議事項之審議。
十一、本辦法規定應提會員大會審議之事項
。
十二、其他重大事項。
會員大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全
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合計
達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行之。
第二項之權責，除第一款至第六款及第十款
外，得經會員大會決議授權由理事會辦理。
ௐȈ୧ 理事會之權責如下：
一、召開會員大會並執行其決議。
二、土地改良物或墳墓拆遷補償數額之查
定。
三、工程設計、發包、施工、監工、驗收及

移管。
四、異議之協調處理。
五、撰寫重劃報告。
六、經會員大會決議授權事項。
七、其他重劃業務應辦事項。
理事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理事
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理事三分之二以上
之同意行之。
理事會執行重劃業務時，得視實際需要僱用
各種專業人員辦理或委託法人、學術團體辦
理。
ௐȈ˘୧ 監事會之權責如下：
一、監察理事會執行會員大會之決議案。
二、監察理事會執行重劃業務。
三、審核經費收支。
四、監察財務及財產。
五、其他依權責應監察事項。
重劃會不設監事會時，前項各款所列事項，
由監事一人行之。
ௐȈ˟୧ 重劃會理事、監事應親自出席理
事、監事會議，不得委託他人代理。
ௐȈˬ୧ 會員大會及理事會召開時，應函請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派員列席，會議
紀錄並應送請備查。
ௐȈα୧ 重劃會違反法令、擅自變更經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重劃計畫書、
圖，或廢弛重劃業務者，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應予警告或撤銷其決議。情節重大
者，得命其重新改選理事、監事或理事長，
必要時，得解散之。
ௐỊ̏୧ 重劃會應於完成財務結算後，檢附
重劃報告，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核准後解散之。

ௐˬౢ!ϦᏱԔ̈́ࢦထຽચ!
ௐȈ̱୧ 重劃會成立後，應備具申請書並檢
附下列圖、冊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核定擬辦重劃範圍：
一、重劃區範圍及位置圖。
二、重劃區開發計畫地籍套繪圖。
三、重劃區土地清冊並載明土地所有權人。
四、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及其概略面積。
五、費用負擔項目及概估金額。
ௐȈ˛୧ 重劃會申請擬辦之重劃地區，有下
列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應不予核准：

土地所有權人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辦法 K‐15‐3
一、公有土地管理機關有具體利用或處分計
畫，且報經權責機關核定者。但剔除該
部分公有土地後，重劃範圍仍屬完整
者，不在此限。
二、經政府擬定開發計畫或有重大建設者。
三、經政府指定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者。
ௐȈˣ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範
圍內之公有土地，應一律參加重劃，並由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核定同時列冊通
知公有土地管理機關。
ௐȈ˝୧ 重劃區內重劃前已由政府協議價購
或徵收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其用地免納入
重劃共同負擔，並按原位置、原面積分配。
ௐ˟Ȉ୧ 重劃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例
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應提供之公共設施用
地，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計算結果，
扣除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
抵充部分後賸餘面積，未達全區土地扣除上
開抵充土地後之面積百分之十五者，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重劃會重新調整
重劃範圍，其範圍無法調整或調整後仍未達
百分之十五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應不予核准。
ௐ˟Ȉ˘୧ 重劃區內規劃之道路、溝渠、電
信電力地下化、下水道、廣場、活動中心、
綠地及重劃會會員大會認為必要之其他公共
設施用地合計面積比例，不得低於重劃區總
面積百分之二十五。
ௐ˟Ȉ˟୧ 重劃範圍經核定後，重劃會應以
書面載明下列事項，徵求擬辦重劃地區內土
地所有權人之意見：
一、重劃區範圍及總面積（附範圍圖）。
二、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及其概略面積。
三、土地所有權人參加重劃之土地標示及面
積。
四、舉辦重劃工程項目。
五、預計重劃平均負擔比率。
六、重劃經費負擔概算及負擔方式。
七、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或不同意之意見。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參加重劃者，應於前項書
面簽名或蓋章；其未簽名或蓋章者，視為不同
意。
ௐ˟Ȉˬ୧ 重劃會於開發計畫書、圖報經區
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後，應檢附該開發計畫
書、圖及下列書、表、圖、冊，向該管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實施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
一、申請書。
二、重劃計畫書、圖。
三、重劃區土地清冊。
四、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
五、土地所有權人意見分析表，包括同意、
不同意之意見及其處理經過情形。
六、其他有關資料。
前項第二款重劃計畫書、圖內容，應載明本
條例施行細則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應包括之事
項。
ௐ˟Ȉα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理
前條申請時，應即進行審查；不合規定者，
應敘明理由將原件退回。
重劃會應於重劃計畫書、圖核定後公告三十
日，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ௐ˟Ị̏୧ 重劃計畫書、圖經公告期滿後，
重劃會得視需要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辦理重劃區範圍邊界之鑑界、分割測
量及登記。
ௐ˟Ȉ̱୧ 重劃計畫書、圖經公告期滿後，
重劃會得經會員大會之決議，送請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八條規定公告
禁止該重劃區內建築改良物之新建、增建、
改建及採取土石或變更地形。
ௐ˟Ȉ˛୧ 重劃計畫書、圖經公告期滿後，
重劃會得經會員大會之決議，送請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十五條規定於
開始分配日之三十日前公告停止受理土地權
利移轉及設定負擔之登記。
ௐ˟Ȉˣ୧ 重劃前後地價，應於辦理重劃土
地分配設計前，由重劃會擬訂經會員大會通
過後，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經
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ௐ˟Ȉ˝୧ 重劃區內應行拆遷之土地改良物
或墳墓，應予補償；其補償數額，由理事會
參照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定土地改良物
或墳墓拆遷補償標準查定，並提交會員大會
通過後辦理。
前項應行拆遷之土地改良物或墳墓，以妨礙
重劃土地分配或工程施工者為限。土地改良物
所有權人或墓主拒不拆遷時，得由理事會協
調；協調不成時，訴請司法機關裁判。
重劃進行中，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阻撓重
劃施工或地上物所有人拒領補償費者，依前項
規定程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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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ˬȈ୧ 重劃區之公共設施工程，理事會應
依核定開發計畫內容規劃、設計及監造，依
法須由相關工程技師簽證者，並應委由合格
之相關工程技師簽證；其設計書圖及工程預
算，並應於計算負擔總計表報核前，送請各
該工程主管機關核定，始得發包施工。
各該工程主管機關為前項核定時，應依各該
地區所定公共設施工程費用標準予以審查。
重劃工程施工期間，理事會應依有關施工規
範辦理，並依規定向各該工程主管機關申請檢
查。
ௐˬȈ˘୧ 重劃負擔之計算及土地分配交換
分合作業，應依本條例及其施行細則相關規
定辦理。
重劃會於辦理重劃土地分配前，應將計算負
擔總計表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
准。
前項計算負擔總計表有關工程費用，應以送
經各該工程主管機關核定之數額為準；土地改
良物或墳墓之拆遷補償費，以理事會查定提交
會員大會通過之數額為準；其餘重劃費用及貸
款利息，以重劃計畫書、圖所載數額為準。
ௐˬȈ˟୧ 重劃區土地分配完畢後，理事會
應即檢具下列圖冊提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公
告公開閱覽三十日，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
他項權利人：
一、計算負擔總計表。
二、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
三、重劃後土地分配圖。
四、重劃前地籍圖。
五、重劃前後地號圖。
土地所有權人或他項權利人得於前項公告
期間內提出異議，理事會應於公告期滿後二個
月內予以協調處理，並將處理結果送會員大會
追認；逾期未協調或協調不成，異議人得於一
定期間內訴請司法機關裁判。
第一項通知方式，由重劃會以書面雙掛號函
或由專人送達簽收；其未能送達者，得準用民
事訴訟法規定向法院聲請裁定，准為公示送
達。
第二項土地所有權人或他項權利人之異
議，經理事會協調處理結果，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免提會員大會追認：
一、協調不成者。
二、該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利人同意依原
公告成果辦理分配者。

三、相關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利人均同意
辦理調整分配而未涉及抵費地調整者。
ௐˬȈˬ୧ 重劃分配結果公告期滿確定後，
重劃會應即辦理實地埋設界樁，並檢附下列
圖、冊，申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
理地籍測量、土地使用分區與用地編定及土
地登記：
一、重劃前後土地分配對照清冊。
二、重劃後土地分配圖。
三、重劃前後地號圖。
ௐˬȈα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竣
地籍測量後，對重劃後土地分配面積與地籍
測量結果不符部分，應列冊通知重劃會更正
土地分配清冊之面積，再行辦理土地登記。
ௐˬỊ̏୧ 重劃區土地登記辦竣，且其工程
經各該工程主管機關接管後，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應通知重劃會依下列標準按
宗計算每一土地所有權人重劃負擔總費用數
額，列冊送請審核後，發給農村社區土地重
劃負擔總費用證明書：
一、公共設施用地，以土地所有權人實際負
擔之公共設施用地，按重劃土地分配成
果公告期滿時之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計
算。
二、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利息，以送
經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之計算負擔總計表所列費用為準。
ௐˬȈ̱୧ 重劃區重劃前已設定他項權利或
辦竣限制登記之土地，於重劃後分配土地
者，重劃會應於辦理土地變更登記前邀集權
利人協調。除協調結果該權利消滅者外，應
列冊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併同重
劃前、後土地分配圖、冊，轉送登記機關按
原登記先後轉載於重劃後分配之土地。其為
合併分配者，他項權利及限制登記之轉載，
應以重劃前各宗土地面積比率計算其權利範
圍；他項權利為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或
典權者，並應附具位置圖。
重劃區重劃前已設定他項權利之土地，於重
劃後未分配土地者，重劃會應於重劃分配結果
確定之日起二個月內，邀集權利人協調。達成
協議者，依其協議結果辦理；協議不成者，應
將其地價補償費提存法院後，列冊送請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轉送登記機關逕為塗銷登
記。
第一項規定之轉載及第二項規定因協議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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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逕為塗銷登記辦竣後，登記機關應通知土地
所有權人及其他權利人。
ௐˬȈ˛୧ 重劃區重劃前適用耕地三七五減
租條例訂有耕地租約之公、私有土地者，重
劃後依下列方式處理：
一、重劃後分配土地者，重劃會應於分配結
果公告確定後二個月內邀集租約雙方當
事人協調，承租人得依本條例第二十六
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向出租人請求按重
劃前租約面積、重劃計畫書、圖公告當
期該土地之公告土地現值三分之一之補
償。協調同意終止租約者，重劃會應檢
具有關資料函知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轉請有關機關辦理註銷租約並通知
當事人；協調不成者，重劃會應於權利
變更登記後，檢具有關資料函知雙方當
事人，訴請司法機關裁判。
二、重劃後未受分配土地者，重劃會就其應
領之補償地價，由出租人領取三分之
二，承租人領取三分之一，並函知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理註銷租約及
通知當事人。
因重劃抵充為公共設施用地之原公有道
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而訂有耕地租約
者，重劃會應函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逕為
註銷租約，並按重劃前租約面積、重劃計畫
書、圖公告當期該土地之公告土地現值三分之
一補償承租人，所需費用列為重劃共同負擔。
ௐˬȈˣ୧ 重劃區共同負擔及抵充之公共設
施用地，登記為直轄市或縣（市）有，管理
機關為各該公共設施主管機關。
抵費地在未出售前，以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為管理機關，於出售後，登記與承受
人。
ௐˬȈ˝୧ 重劃區土地於辦竣土地登記後，
重劃會應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使用人
定期到場交接土地，並限期辦理遷讓或接
管。逾期不遷讓者，得經理事會通過後訴請
司法機關裁判。
ௐαȈ୧ 重劃區內土地，其應繳納差額地價
逾期未繳清者，得由重劃會訴請法院裁判。
並得依保全程序聲請司法機關限制其土地移
轉登記。
ௐαȈ˘୧ 重劃區內抵費地之出售方式、對
象、價款及其盈餘款之處理應由理事會訂定
並提報會員大會通過後辦理之。但有第九條

第四項之授權時，依理事會之決議辦理。所
得價款應優先償還重劃費用、工程費用、貸
款及其利息。
ௐαȈ˟୧ 抵費地出售後，應由重劃會造具
出售清冊二份，送請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備查，並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於備查同時，檢附清冊一份通知該管登
記機關作為當事人申請移轉登記時之審查依
據。
ௐαȈˬ୧ 重劃區重劃工程完竣後，理事會
應申請各該工程主管機關會同驗收合格，並
由承包商向工程主管機關繳交工程結算金額
百分之一之保固保證金後，送請各該工程主
管機關接管養護。保固期滿無事故者，該保
固保證金無息退還承包商。
ௐαȈα條 重劃區內原有道路，經規劃為可
供建築土地，於重劃後其鄰近道路已開闢完
成可供通行而無繼續供公眾通行之必要時，
由重劃會申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通
知有關機關依法逕依重劃分配結果辦理公告
廢止。
ௐαỊ̏୧ 重劃區於交接土地及清償債務
後，理事會應於三個月內辦理結算，並提報
會員大會及報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備查
後公告。
前項公告應張貼於重劃區適當位置、當地鄉
（鎮、市、區）公所及村（里）辦公處之公告
牌。

ௐαౢ!ረᐽ!
ௐαȈ̱୧ 土地所有權人參加自辦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所需費用，得向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銀行申請低利貸款，其貸款手續得委由重
劃會代辦。
ௐαȈ˛୧ 重劃籌備會或重劃會向有關機關
申請閱覽地籍藍曬圖、區域計畫書圖、耕地
租約資料時，免收閱覽費；申請發給土地登
記簿及地籍圖謄本時，減半收取謄本費。
ௐαȈˣ୧ 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免收土地
權利變更登記及換發權利書狀費用。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重劃區先行
辦理公共設施用地分割測量，並免收測量費
用。
依第二十五條及第三十三條辦理之重劃區
範圍邊界之鑑界、分割測量及地籍測量之費
用，減半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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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αȈ˝୧ 重劃區及其相關地區之公共設
施，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協調有關
機關優先於重劃完成後二年內興建。
ௐ̣Ȉ୧ 重劃期間，依法得減免地價稅或田
賦之土地，由重劃會於重劃計畫書、圖公告
確定後三十日內，列冊報經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轉送稅捐稽徵機關。
ௐ̣Ȉ˘୧ 重劃後之土地，由重劃會於重劃
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內，列冊報經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轉送稅捐稽徵機關，依法徵
免地價稅或田賦。
ௐ̣Ȉ˟୧ 重劃區內之電信、電力、自來水、
瓦斯等各項管線設施，應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洽請各該事業機構，於重劃工程施
工時一併施設。
ௐ̣Ȉˬ୧ 重劃區內區域性聯外道路及下水
道等公共設施，除其用地應由重劃區內土地
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例共同負擔外，其
工程費用得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視實際
情形編列預算補助或由政府視實際情形配合
施工。

ௐ̣ౢ!!ܢ
ௐ̣Ȉα୧ 政府因舉辦大規模重劃之需要，
將已完成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地區列入
重劃範圍時，應將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
負擔予以扣除。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程費分擔原則 K‐16‐1

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工程費分擔原則
中華民國 90 年 3 月 8 日台 90 內字第 007532 號函
中華民國 102 年 8 月 28 日院臺建字第 1020142642
號令修正名稱
中華民國 103 年 10 月 28 日行政院院臺建字第
1030053519 號令修正第 2 點

一、本原則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例第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二、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程費，由土地所有權
人負擔百分之一，其餘由中央及地方政府
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
定辦理。但已依行政院核定農村社區土地
重劃六年(九十八年至一百零三年度)示範
計畫辦理先期規劃之地區，適用本原則中
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八月二十八日修正生效
前第三點規定。
三、（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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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祖先遺留共有土地減徵土地增值稅標準 K‐17‐1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祖先
遺留共有土地減徵土地
增值稅標準
中 華 民 國 89 年 4 月 25 日 財 政 部 台 財 稅 第
0890452131 台內地字第 8976601 號令

ௐ˘୧ 本標準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例（以
下簡稱本條例）第三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ௐ˟୧ 重劃區祖先遺留之共有土地經整體開
發建築者，於建築後第一次土地移轉時，其
土地增值稅之減免，除依其他法律規定外，
另減徵百分之二十。
ௐˬ୧ 本條例第三十二條所稱整體開發，係
指以實施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辦理開發者。
本條例所稱建築後第一次移轉，係指建築物取
得使用執照後，其基地所有權第一次移轉。
ௐα୧ 本標準自本條例施行之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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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規劃原則 K‐18‐1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規劃
原則
中 華 民 國 95 年 9 月 20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50726515 號令

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改善農村生活
環境、建構農村新風貌、健全農村社區之
發展，積極推動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作並
方便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先期規劃人員
有所依循，特訂定本原則。
二、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先期規劃，應結合
社區參與，深入瞭解社區居民之需求，充
分利用當地人文資源，整合生態、景觀、
生活、產業發展與社區文化等元素，參酌
社區居民意願及尊重專家學者之意見，建
構社區發展願景，建設兼有產業、人文、
自然生態及地方特色之農村社區。
三、發展願景
為保存農村風貌、建構農村優質生活、生
產、生態及生命四生共榮之居住環境，規
劃時應提出下列願景：
（一）建構優質生活環境。
（二）發展當地農特產業。
（三）發揚民俗文化活動。
（四）重視原有聚落紋理、景觀及生態保
育。
（五）營造永續社區發展環境。
四、社區參與
（一）採由下而上方式，透過社區工作
坊、討論會等方式，瞭解當地居民
之需求及意見。
（二）結合村里辦公處、社區發展協會、
規劃師及社區既有組織，如社區發
展協會、文史工作室等，加強社區
未來願景之規劃。
（三）規劃過程得請相關機關（行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行政院農業委員
會、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行政
院環境保護署、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本部營建署等相關機關）及
專家學者予以協助，有關土地重劃
土地分配等問題，得請本部會同參
與規劃，以適時解決規劃時遭遇之

困難問題。
五、社區意象
於社區內適當地點，結合社區總體營造，
形塑彰顯當地農村特色及精神之識別意
象，對內凝聚社區意識，使社區居民有認
同與尊榮感，對外以特色意象，彰顯社區
風貌及精神。
六、自然保育、生態景觀及環境維護
（一）基地整地應配合自然景觀風貌，儘
量自然化，整地時之綠（美）化工
作應與自然環境配合。
（二）應考量下列原則提供基地民眾享有
接觸良好自然景觀的最大機會：
1.優先提供良好之觀景點為公共空
間，如公園、步道、生態池及社
區中心等。
2.以公共步道銜接視野優良之公共
開放空間。
3.建物基地應具有良好的視覺景
觀。
（三）農村生態環境應配合在地紋理、當
地之環境因素、背景、景觀及建築
物規劃，考量村莊生態、景觀、水
源涵養及日照通風。
（四）多功能社區水環境規劃及營造，應
依下列原則辦理：
1.規劃範圍內現有水環境，包括埤
塘、水圳、溝渠、生態濕地等應
詳細登錄，並配合地方水文及排
水需求，同時考量廣場、步道系
統、綠色空間及住宅基地配置
等，作系統性規劃安排，以營造
鄉村聚落之水環境系統。
2.對於水圳應儘量避免加蓋水泥鋪
面，以維護其生態功能。水圳、
埤塘及生態池等周邊堤岸，應配
合設置必要緩衝綠帶及步道，提
高社區景觀及生態之公產價值。
3.儘量保持規劃基地之一定比率及
面積作為水環境之使用。必要
時，並應配合社區污水排放及淨
化需要，增設人工濕地，以確保
社區環境淨化，及營造生態多樣
環境。
4.對於社區生態環境具有重要功能
之現有水環境，應儘量保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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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留供水環境使用者，並應透過
（一）配合區域整體發展。
規劃設計方式，鼓勵社區留設或
（二）增設公共設施。
增設水環境。
（三）解決複雜之土地權屬。
5.配合社區污水處理排放，規劃增
（四）改善區內及聯外交通。
設污水處理後回收再利用設施，
（五）改善雨、污、排水及污水處理後回
以充分利用水資源，營造水資源
收再利用。
永續利用之社區環境。
（六）古蹟、歷史建築、民俗文物之維護
七、維護古蹟及農村風貌
及聚落保存。
（一）社區應儘量維持農村特色及整體景
（七）自然生態保育。
觀，具農村特色風貌之建築物或寺
（八）環境綠（美）化。
廟儘量不拆除，古蹟應予以保留，
（九）廢棄物處理。
具有農村風貌之道路、聚落步道紋
（十）增設災害防救基地及通路。
理、溪流及溝渠亦儘量維持現況， 十、基本資料調查分析
不宜截彎取直，特殊動、植物應維
（一）聚落與基地環境適宜性分析
持其既有之棲地環境。
1.自然環境
（二）利用規劃公共設施用地交換分合等
（1）基地位置。
方式維護古蹟民俗建築。
（2）地形及地勢。
（三）為維護整體景觀風貌及視野景觀品
（3）地質及土壤。
質，申請開發之基地及相鄰基地同
（4）氣象、水文。
時暴露於主要道路之公共視野中
（5）自然資源、生態景觀。
者，應配合相鄰基地之景觀特色，
（6）環境敏感地區。
（7）基地承載或資源供應量。
塑造和諧的整體意象。
2.實質現況
（四）具地標或歷史意義之老樹應儘量予
（1）土地使用。
以保留，不宜挖除或移動；遷移
（2）交通運輸。
時，應確保其存活並儘量保護其主
（3）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
根。
3.社會經濟
八、整地
（1）通勤範圍內人口及勞動力來
（一）農村社區規劃儘量不整地，如
源。
需整地時，應儘量維持原有之
（2）地權、地價及當地土地交易
自然地形、地貌，並儘量保留
價格。
地表三十公分腐植土，以充分
（3）生活圈附近地區產業發展現
回收再利用天然優質壤土，減
況（含產業活動、結構及未
少開發對環境之不利影響，並
來前景等）。
達到最大的保育功能。其挖填
（4）當地經濟課題（產業發展及
方應求最小量或平衡，不得產
人力利用推估）。
生對區外棄土或取土。但有特
4.文化環境資源調查
別需求者，應依規定辦理。
（1）聚落街區、紋理。
（二）非屬山坡地之整地排水應儘量
（2）歷史建築、古蹟、寺廟。
維 持原有 水路之集 、排水 功
（3）在地慶典活動、民俗文物。
能，變更原有水路者，應以對
（二）其他資料調查分析 主要以該社區
地形、地貌影響最小之方式做
及鄰近之觀光休閒產業、防災、危
合理之規劃。
險徵候、生物、綠地（和生物多樣
九、規劃課題
性有關）及實質發展現況等。
為促進農村社區土地合理利用，改善生活
環境，規劃時應參酌土地所有權人訴求及 十一、重劃負擔、分配原則
（一）土地所有權人公共設施用地、重劃
需要，結合社區發展願景，解決下列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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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負擔及分配，應依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條例第 11 條、第 18 條等規
定辦理。
1.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之重劃費用及
公共設施用地，以重劃區內未建
築土地按評定重劃後地價折價抵
付之土地，其合計面積以不超過
各該重劃區總面積百分之三十五
為限。
2.重劃區內重劃前經編定為建築用
地以外之土地，應提供負擔至少
百分之四十土地。
3.重劃後土地分配之位置，以按重
劃 前 原 有土 地 相關 位 次分 配 為
準。
4.重劃前土地位於重劃計畫之公共
設施用地者，其分配位置由主管
機關視土地分配情形調整之。
5.最小分配面積標準，由直轄市或
縣 (市) 主管機關視土地使用情
況及分配需要，於規劃設計時定
之。但不得小於畸零地使用規則
規定之寬度、深度及面積。
6.土地分配 儘量與原 有地上物 結
合，減少拆遷補償，並營造地方
特色。
7.利用重劃分配時機，促進產權單
純化，以利經濟合理使用。
（二）建築用地配置原則
1.評估原有農村風貌、聚落主軸，
考量其原有紋理（如三角窗、穿
堂、三合院及曬穀埕）
、既成步道
等因素，配置建築用地。
2.重劃前之建築物，規劃時儘量配
合維持現狀不予拆除。
3.重劃規劃後其各宗土地均應面臨
道路或可指定建築線，並符合建
築法令相關規定，屬山坡地者，
應依山坡地建築管理辦法等規定
辦理。
十二、公共設施用地
（一）公共設施、公用設備用地比例 農
村社區土地重劃之公共設施、公用
設備用地比例不得低於開發總面
積百分之二十五。
（二）道路交通系統

1.基地開發不得阻絕相鄰地區原有
通行之功能。
2.基地聯絡道路，應至少有獨立二
條通往聯外道路，其中一條其路
寬至少八公尺以上，另一條可為
緊急通路且寬度應能容納消防車
之通行。
3.基地內之道路應順沿自然地形地
貌，並應依下列原則設置：
（1）儘量避免道路整地，以維護
基地自然景觀。
（2）路網之設置應維護基地之自
然地形結構，避免平行道路
產生階梯狀之建築基地平
台所形成之山坡地平地化
建築現象。
4.應考量利用既有道路，並儘量避
開既有建物、特殊地景或老樹等。
5.社區主要及聯外道路路側儘量規
劃綠（美）化植栽及設置停車空
間，如規劃僅供自行車或行人行
走者，於入口處儘量設置植栽路
障，以策安全。
6.社區主要、聯外道路及區內道路
綠（美）化與綠色廊道之植栽，
其現有植栽應儘量保留並採用當
地樹種、植物資源，以塑造當地
農村景觀風貌，維護社區自然生
態。
7.為改善農村社區之生活環境及綠
（美）化道路，社區內道路儘量
配合社區景觀、建築及地形地貌
規劃，對舊聚落房屋密集區，得
在符合建築、安全、防災之前提
下，維持舊有農村風貌，不宜採
棋盤式規劃，並於必要時規劃人
行步道；道路應儘量施設綠色廊
道 並 植 栽， 其 植栽 位 置得 不 對
稱，且不設置植栽槽或花台等。
8.為維護社區居民安寧與安全，社
區內主要、聯外道路儘量規劃於
社區外圍，並不得規劃為貫穿性
道 路 ； 原有 貫 穿性 道 路於 規 劃
時，儘量調整於社區外圍或降低
其貫穿功能。
9.儘量避免因道路之規劃，致使重

K‐18‐4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規劃原則
劃區內、外建築用地產生路沖現
象。
10.社區內非供車輛通行之道路應
鋪設透水舖面（如碎石級配、植
草磚、石版），以增加地下水滲
透量，涵養水資源。
11.應考量生物生存空間，必要時應
設置供生物移動穿越之廊道。
（三）溝渠
1.為方便重劃後之基地建築使用及
住戶出入，以採用Ｕ型溝加蓋為
原則。但如配合農村社區、道路
景 觀 及 水資 源 利用 或 具親 水 性
者，應採兼具生態保護之適宜工
法為之。
2.為維護農業生產環境，對於過境
或改道之灌溉水路，仍應配合其
上、下游斷面及原有功能加以規
劃。
3.排水路應採近自然工法規劃，以
補 注 地 下水 及 保護 生 態環 境 功
能。
（四）電信、電力 地面上之管線、電力
控制箱等應儘量規劃於公共設施
用地或人行步道上並予綠（美）化。
（五）照明設備
1.照明設備之造型，應儘量配
合當地農村景觀風貌。
2.照明設備之配置，考量交通
安全以設置於道路交叉路口
為原則。
3.照明設備儘量架設於道路側
溝上，以減少使用實際道路
用地。
（六）下水道
1.應依下水道法相關規定規劃。
2.雨水下水道 應具備社區匯排雨
水功能及安全性；另為兼顧雨水
資源再利用，其流末出口在不影
響人工濕地淨化功能下，得與其
相結合。
3.污水下水道 生活污廢水如可納
入鄰近地區污水處理系統且可接
管處理者，得免規劃設置污水處
理 設 施 及用 地 。其 開 發或 建 築
案，人口達下水道法施行細則第

四條規定之新開發社區規模時，
依規定設置專用下水道，地方政
府並應確定其營運期間之操作、
維護管理權責與經費來源；另為
兼顧生態環境，儘量採用人工濕
地自然淨化生態工程技術，並得
結合公園、綠地等設施用地併同
規劃。
（七）公園、廣場、綠地（帶）
1.於基地季節風迎風面規劃設置防
風林帶者，其寬度比照緩衝綠帶
標準，並得配合緩衝綠帶設置。
2.規劃內容應配合地方景觀特色及
需求，並兼顧經濟、實用及安全
性，以利後續管理維護。
3.為增加地下水滲透量，涵養水資
源，舖面應採透水舖面並具安全
性。
4.應儘量採用與農村環境維持自然
和諧之環保材質、材料，並具備
安全性。
5.公園之位置儘量與社區中心、廟
宇、教堂等結合，並少用混凝土
及人工構造物。
6.為提升綠覆率，增加綠地面積，
公園、廣場、綠地、綠（美）化
空間規劃宜形成連結設施，其高
程儘量低於四週建築基地，以具
貯留滲透水池功能，降低四週建
築物淹水機率。並儘量規劃具防
災、救災、緊急指揮中心等功能
之設施。
（八）社區中心
1.為利社區意識之形成，應設置於
基地內主要道路上且距離各住宅
單元或鄰里單元五百公尺之步行
半徑範圍內，作為社區商業、圖
書、集會、交誼、康樂、醫療保
健及其他公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
設施之使用。
2.為保存舊有建物或古蹟，規劃時
應儘量與社區歷史紋理、信仰結
合，將其規劃作為相關社區活動
中心之再利用。
（九）停車場
1.為落實人車分道，維持農村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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寧靜生活環境，提高生活品質理
念，應儘量設置於社區入口或周
圍。
2.儘量規劃為滲水式舖面，並予植
栽綠（美）化。
十三、綠（美）化
（一）全區綠（美）化計畫應先就現有植
栽詳細調查，樹高十公尺以上及樹
冠五公尺以上且面積達五百平方
公尺之樹林，應配合土地交換分合
方式優先原地保存。但在允許改變
地貌地區者得於區內移植。
（二）應於適當地點植栽當地原生樹種之
小苗木。
（三）配合參採建築技術規則之綠建築專
章相關規定。
十四、規劃單位於規劃時，儘量在規劃地點
、期程內分別辦理期初、期中及期末簡
報，對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應至少
舉辦一次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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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範圍
勘選作業要點
中 華 民 國 101 年 8 月 3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16651281 號令訂定發布
中 華 民 國 101 年 10 月 9 日 內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16651832 號令修正第 10 點
中華民國 103 年 10 月 23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1301725 號令修正第 2 點、第 3 點、第 4 點、
第 6 點、第 7 點、第 9 點、第 10 點

一、為推動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作，改善農村
社區生活環境，均衡城鄉發展，並合理規
範開發範圍，保護農地資源，特訂定本要
點。
二、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區位，須位於已
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之地區。
三、農村社區重劃區應以鄉村區、農村聚落或
原住民聚落為主要範圍，並依下列規定辦
理：
（一）以鄉村區全區為範圍。
（二）以部分鄉村區面積為範圍時，其所
需乙種建築用地面積應達零點五
公頃以上。
（三）前款乙種建築用地面積未達零點五
公頃時，得以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邊緣與非原住民保留地相距未逾
二十公尺之甲、丙種建築用地或與
原住民保留地相距未逾二十五公
尺之甲、丙種建築用地，合計所需
建築用地面積應達零點五公頃以
上。
（四）以農村聚落或原住民聚落為範圍
時，其所需建築用地面積應達零點
五公頃以上，依戶籍資料，其最近
五年中每年人口聚居均已達十五
戶以上，且人口數均已達五十人以
上之地區。災區重建時，面積以零
點三三三三公頃、戶數以十戶、人
口數以三十三人以上之地區。
（五）以農村聚落為範圍時，應在非都市
土地鄉村區範圍外，非原住民保留
地之地區，就相距未逾二十公尺之
甲、丙種建築用地邊緣為範圍。
（六）以原住民聚落為範圍時，應在非都

市土地鄉村區範圍外之原住民保
留地，就相距未逾二十五公尺之
甲、丙種建築用地邊緣為範圍。
四、勘選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地區，應就下列事
項予以評估：
（一）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之生活集居聚
落分布情形，及與重劃區之關聯
性。
（二）明顯之地形、地貌、水文等天然界
線及地籍。
（三）社區人口及建地需求量。
（四）土地使用狀況：包含土地改良物、
主要交通、灌溉與排水狀況及自然
地理、人文景觀或古蹟遺址。
（五）因區域整體發展或增加公共設施之
需要：包含居民需求調查、改善項
目、內容及其必要性等。
（六）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與不同意參與重
劃之土地所有權人意見。
（七）財務可行性。
（八）其他特殊需要。
五、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應以地籍凌亂、畸零不
整、公共設施不足，生活環境品質低落之
社區或聚落為對象，並應對促進土地合理
利用，改善生活環境有實質效益者，如圖
一至圖四。
重劃區內之原有社區，無須進行整體規劃
及地籍交換分合，重劃後無實質改善之效
益，且有下列情形之一者，非屬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之對象：
（一）重劃區內僅以數棟房舍、地籍完整
之建物作為農村社區之基礎，而擴
大周邊較大之農地，如圖五及圖
六。
（二）原有社區建築用地已具有地籍方
整、房舍整齊、產權單純之情形，
重劃後無實質效益，如圖七及圖
八。
六、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因增加公共設施及區域
整體發展之需要，適度擴大其範圍時，應
符合下列原則：
（一）公共設施項目及規模，應符合已核
定農村再生計畫之社區發展願
景、土地分區規劃及配置公共設施
之構想。
（二）應為改善社區生活環境，亟需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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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之道路、溝渠、污水處理及重
會、鄉（鎮市區）公所、村（里）
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認為為達現
辦公處及社區發展協會等有關機
代化生活機能及防災安全等考量
關、團體參加。
之其他必要性公共設施用地。
（五）複勘檢討會：
（三）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而新增之建
由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邀同參
築用地總面積，以不超過重劃前既
加複勘之相關機關、團體，審查決
有建築用地總面積一點五倍為原
定辦理先期規劃地區。
則。
八、重劃區因區域整體發展或增加公共設施之
七、政府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其重劃區勘
需要，其適度擴大之範圍，應避免將下列
選作業程序如下：
土地納入重劃區範圍：
（一）蒐集資料：
（一）供文化保存使用土地。
1.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之社區，對
（二）位屬環境敏感及特定目的事業使用
生活聚落有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
土地。
劃之需求者，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三）現供公共事業使用之土地或其他單
水土保持局提供社區名單，內政
位已提出申請開發為特定目的事
部土地重劃工程處再依農村社區
業用地之土地。
土地重劃條例相關社區勘選機制
（四）經政府擬定開發計畫或有重大建設
辦理。
之土地。
2.鄉（鎮市區）公所、村里長、地 九、重劃區範圍勘選後，於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方人士擬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核定範圍前應舉辦說明會，就下列事項說
於地區初步選定後，即行反映直
明：
轄市或縣（市）政府進行蒐集基
（一）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之生活集居聚
本資料，包括：合於條件地區之
落及公共設施需求。
土地登記資料、地籍圖、地形圖、
（二）重劃區界線及其四至、重劃區內外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各種使用
主要交通、排水狀況及重劃區內村
地編定圖。
莊或明顯特殊建築物位置。
（二）初勘作業：
（三）重劃區戶數、人口數、公私有土地
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邀同
筆數及面積，各占用地面積之百分
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單位及
比。
鄉（鎮市區）公所、轄區內地政事
（四）重劃區土地改良物情況。
務所、村（里）辦公處、社區發展
（五）重劃區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情形，
協會、農田水利會、行政院農業委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占用地面積
員會水土保持局所屬分局等有關
之百分比。
人員參加。
（六）重劃區自然地理、人文景觀或古蹟
（三）舉行說明會：
遺址。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先邀請
（七）重劃區適度擴大之範圍，應說明其
擬辦重劃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舉
擴大之理由及必要性。
行說明會，說明重劃意旨及聽取土
（八）重劃區位置有無可替代地區及理
地所有權人對於重劃之意見及建
由。
議。
（九）其他評估必要性理由。
（四）複勘作業：
前項說明會應說明重劃意旨及聽取土地所
有權人對於重劃之意見，倘土地所有權人
由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邀同行
有異議時，應適時修正相關計畫，以徵得
政院農業委員會、行政院農業委員
重劃意願。
會水土保持局、原住民族委員會、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列用地範圍內之
文化部、內政部營建署、地政司、
現況，應繪明示意略圖，並加註圖例或附
直轄市、縣（市）政府、農田水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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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十、土地所有權人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其
重劃區勘選作業程序如下：
（一）籌備作業：
進行蒐集基本資料，包括：合於條
件地區之土地登記資料、地籍圖、
地形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各
種使用地編定圖，並查明勘選地區
是否位於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範
圍內。
（二）勘選擬辦重劃範圍：
籌備會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提出申請，應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邀同中央及府內相關單
位與鄉（鎮市區）公所、轄區內地
政事務所、村（里）辦公處、社區
發展協會、農田水利會等有關單位
參加，並就現地勘選範圍給予意
見，以利調整及修正擬辦重劃範
圍。
（三）舉行說明會：
籌備會邀請擬辦重劃範圍內土地
所有權人舉行說明會，說明重劃意
旨及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對於重劃
之意見及建議。
（四）擬辦重劃範圍檢討會：
重劃會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提出申請，應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邀同中央及府內相關單
位與鄉（鎮市區）公所、轄區內地
政事務所、村（里）辦公處、社區
發展協會、農田水利會等有關單位
參加，審查決定擬辦重劃範圍。
十一、第二點至第六點、第八點及第九點規定
於土地所有權人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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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重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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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重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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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重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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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重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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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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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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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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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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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重劃條例 K‐20‐1

農地重劃條例

一、出租耕地之承租人。
二、共有土地現耕之他共有人。
三、毗連耕地之現耕所有權人。

中華民國 69 年 12 月 19 日總統台統（一）義字第
7255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43 條
ௐ˟ౢ!Ᏼࢦؠထડ!
中華民國 70 年 5 月 25 日行政院台內字第 6958 號
令指定臺灣省、台北市及高雄市為本條例之施行 Ğࢦထડ̝Ᏼؠğ!
區域
ௐ̱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因左列情
中華民國 70 年 6 月 29 日行政院台內字第 8969 號
形之一，得就轄區內之相關土地勘選為重劃
令指定金門為本條例之施行區域
區，擬訂農地重劃計畫書，連同範圍圖說，
中華民國 89 年 11 月 8 日華總一義字第 8900270270
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實施農地重劃：
號令修正公布第 2 條、第 3 條及第 14 條
一、耕地坵形不適於農事工作或不利於灌
中華民國 90 年 12 月 21 日行政院台內字第 071951
溉、排水者。
號令指定福建省連江縣為本條例之施行區域；並
二、耕地散碎不利於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或應
自 90 年 12 月 21 日生效
用機械耕作者。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1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三、農路、水路缺少，不利於農事經營者。
10000122961 號令修正公布第 7 條、第 31 條、第
32 條
四、須新闢灌溉、排水系統者。

ௐ˘ౢ!ᓁ!
Ğዋϡቑಛğ!
ௐ˘୧ 農地重劃依本條例之規定；本條例未
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津之規定。
Ğგ፟ᙯğ!
ௐ˟୧ 本條例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
Ğࢦထ؎ࣶăࢦထםซົ̝నğ!
ௐˬ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理農地
重劃，得組設農地重劃委員會；必要時並得
於重劃區分別組設農地重劃協進會，協助辦
理農地重劃之協調推動事宜；其設置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之農地重劃，為配合今後農業發展之需
要，由地政機關會同農業及水利等有關機關，
統籌策劃，配合實施。
Ğࢦထϡ̶ፉּͧğ!
ௐα୧ 農地重劃，除區域性排水工程由政府
興辦並負擔費用外，其餘農路、水路及有關
工程由政府或農田水利會興辦，所需工程費
用由政府與土地所有權人分擔，其分擔之比
例由行政院定之。
前項土地所有權人應分擔之工程費用，得由
土地所有權人提供重劃區內部分土地折價抵
付之。
ĞᐹАᔉ෴ᝋ̝ѨԔğ!
ௐ̣୧ 重劃區內耕地出售時，其優先購買權
之次序如左：

五、農地遭受水沖、砂壓等重大災害者。
六、舉辦農地之開發或改良者。
農地重劃區之勘選，應兼顧農業發展規劃與
農村社區建設，得不受行政區域之限制。
Ğࢍ൪३̝̳Әğ!
ௐ˛୧ 農地重劃計畫書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
後，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即於重劃
區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或重劃區之
適當處所公告三十日，公告期滿實施之。
前項公告期間內，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半數
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土地總面
積半數者表示反對時，該管主管機關應予調處
並參酌反對理由，修訂農地重劃計畫書，重行
報請核定，並依核定結果公告實施。
ĞᐹАᏱநࢦထğ!
ௐˣ୧ 依第六條勘選之農地重劃區，因重劃
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過半數，而其所有土
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半數者之申
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報經上級
主管機關核准後優先辦理。
Ğࢨ˿טгֹϡ̝ഇࢨğ!
ௐ˝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農地重
劃計畫書公告時，得同時公告於一定期限內
禁止該重劃區內土地之新建、增建、改建及
採取土石或變更地形。但禁止之期間，不得
超過一年六個月。
ĞረᐽҋᏱࢦထğ!
ௐȈ୧ 為促進土地利用，擴大辦理農地重
劃，中央主管機關得訂定辦法，獎勵土地所
有權人自行辦理之，其獎勵事項適用平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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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條例第五十八條之規定。
ௐȈ˛୧ 重劃區內應行拆遷之土地改良物或
前項所稱自行辦理，指經重劃區內私有土地
墳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予公告，
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而其所有面積亦達私
並通知其所有權人或墓主限期三十日內自行
有土地面積三分之二以上者之同意，就重劃區
拆除或遷葬；逾期不為拆除或遷葬或為無主
全部土地辦理重劃，並經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 無法通知者，應代為拆除或遷葬。前項因重
主管機關核准者而言。
劃而拆除或遷葬之土地改良物或墳墓，應予
補償；其補償標準，由直轄市或縣（市）主
ௐˬౢ!ྺྮăͪྮϡг̈́ϡ 管機關查定之。但違反第九條規定禁止之公
告者，不予補償。代為拆除或遷葬者，其費
ፉ!
用在其應領補償金額內扣回。
Ğྺྮăͪྮϡг̶̝ፉğ!
ௐȈ˘୧ 重劃後農路、水路用地，應以重劃
ௐ̣ౢ!˿г̶੨ᄃளᛉந!
區內原為公有及農田水利會所有農路、水路
Ğቁ˿ؠг̶੨ᝋӀˠğ!
土地抵充之，其有不足者，按參加重劃分配
ௐȈˣ୧ 重劃區內之土地，均應參加分配，
土地之面積比例分擔之。
其土地標示及權利均以開始辦理分配日之前
前項應抵充農路、水路用地之土地，直轄市
一日土地登記簿上所記載者為準；其有承
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農地重劃計畫書公告
租、承墾者，以開始辦理分配日之前一日，
時，同時通知其管理機關或農田水利會不得出
已依法訂約承租耕地之承租人或依法核准承
租、處分或設定負擔。
墾土地之承墾人為準。
Ğፋநϡ̝ፉğ!
ĞᝋӀொᖼ̈́నؠፉ̝ࢨטğ!
ௐȈ˟୧ 重劃區因農路、水路工程設施需要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自開
及基於灌溉、排水便利之區域性整地，應列
始辦理分配之日起，一定期限內停止受理土
入重劃工程辦理，但其屬個別坵塊之整理工
地權利移轉及設定負擔之登記。但抵押權設
作，應由受分配土地所有權人自行為之；所
定之登記，不在此限。
需經費，得向政府指定之銀行申請專案貸款。
前項停止登記之期間，不得逾八個月。
第二項之停止登記期間及前條之開始辦理
ௐαౢ!ࢦထ̍!
分配日，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停止
Ğ̳Вֹϡ˿г̝តՀٕᆿཉğ!
受理登記開始之日三十日前公告之。
ௐȈˬ୧ 重劃區內原有道路、池塘、溝渠或
Ğထ̶̶੨ડğ!
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土地，得因實施重劃予以
ௐ˟Ȉ୧ 重劃區得視自然環境、面積大小、
變更或廢置之。
地價高低及分配之需要，劃分若干分配區。
Ğన߉ఢထనࢍᇾğ!
ĞಏҜડ߱гᆊ̝ߤؠğ!
ௐȈα୧ 重劃區內農路、水路工程設施之規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
劃設計標準，及農路、水路建造物規格，由
辦理重劃時重新查定重劃區內之單位區段地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農業及水利等有關機
價，作為土地分配差額、補償之依據。
關定之。
重劃土地之分配，按各宗土地原來面積，扣
Ğ᭛ۡତᓜྮğ!
除應負擔之農路、水路用地及抵付工程費用之
ௐỊ̏୧ 重劃後之農地坵塊，以能直接灌
土地，按重新查定之單位區段地價，折算成應
溉、排水及臨路為原則。
分配之總地價，再按新分配區單位區段地價折
坵塊之標準，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算面積，分配予原所有權人。但限於實際情
定之。
形，應分配土地之一部或全部未達最小坵塊面
Ğ߉̍ഇมğ!
積不能妥為分配者，得以現金補償之。
ௐȈ̱୧ 重劃工程之施工，應於重劃區內主
ĞࣧҜѨ̶੨ğ!
要作物收穫後為之，主要作物收穫季節不一
ௐ˟Ȉ˟୧! 重劃區內同一分配區之土地辦理
時，應擇主要作物損害最少之期間為之。
分配時，應按原有位次分配之。但同一所有
Ğ˿гԼ։ۏநԔğ!
權人在同一分配區有數宗土地時，面積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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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儘量向面積大者集中；出租土地與承租人
所有土地相鄰時，應儘量向承租人所有土地
集中。
前項但書規定於左列土地辦理分配時，不適
用之：
一、農地重劃計畫書公告之日前已有建築改
良物之土地。
二、原有鄰接公路、鐵路、村莊或特殊建築
改良物之土地。
三、墳墓地。
四、原位於公墓、河川或山谷邊緣或其他特
殊地形範圍內之土地。
五、養、溜、池、溝、水、原、林、雜等地
目土地，難以改良成田、旱土地使用者。
ĞϏ྿̶੨̈᭛˿г̝ྃᐺ̈́ะ̚ᇾğ!
ௐ˟Ȉˬ୧ 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
所有土地應分配之面積，未達或合併後仍未
達最小坵塊面積者，應以重劃前原有面積按
原位置查定之單位區段地價計算，發給現金
補償。但二人以上之土地所有權人，就其未
達最小坵塊面積之土地，協議合併後達最小
坵塊面積者，得申請分配於其中一人。
前項發給現金補償之土地，應予以集中公開
標售，經兩次標售而未標出者，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應出售與需要耕地之農民。
第二項公開標售或出售時，其毗連土地之現
耕所有權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如毗
連土地現耕所有權人有二人以上主張優先購
買時，以抽籤定之。
ĞВѣ˿г̶̝੨ğ!
ௐ˟Ȉα୧ 重劃區內共有土地有左列情形之
一者，得分配為個人所有：
一、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折算面積達最小坵塊
面積者。
二、共有人共有二筆以上之土地，部分共有
人之應有部分達最小坵塊面積者。
三、共有土地經共有人自行協議，分配為其
中一人者。
Ğ̶੨ඕ఼̝ۢڍᄃ̳Әğ!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辦
理土地分配完畢後，應即將分配結果，於重
劃區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或重劃區
之適當處所公告之，並以書面分別通知土地
所有權人、承租人、承墾人與他項權利人。
前項公告期間為三十日。
Ğளᛉ̝நğ!

ௐ˟Ȉ̱୧ 土地所有權人對於重劃區土地之
分配如有異議，應於公告期間向該管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以書面提出，該管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予查處。其涉及他
人權利者，並應通知其權利關係人予以調
處。土地所有權人對主管機關之調處如有不
服，應當場表示異議。經表示異議之調處案
件，主管機關應於五日內報請上級機關裁決
之。
在縣設有農地重劃委員會或農地重劃協進
會者，前項調處案件，應先發交農地重劃委員
會或農地重劃協進會予以調解。
Ğෛࠎࣧѣ˿гğ!
ௐ˟Ȉ˛୧ 農地重劃後分配於原土地所有權
人之土地，自分配確定之日起，視為其原有
土地。
Ğ˿г̝Ϲତğ!
ௐ˟Ȉˣ୧ 重劃區內經重劃分配之土地，應
由該管主管機關，以書面分別通知土地所有
權人、使用人、承墾人限期辦理交接；逾期
不交接者，得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ௐ̱ౢ!ᝋӀந̈́гᚱፋந!
Ğ১ਆг̝តՀٕොዚ১ࡗğ!
ௐ˟Ȉ˝୧ 出租耕地因實施重劃致標示變更
或不能達到原租賃之目的者，應依據公告確
定結果，逕為變更或註銷其租約，並通知當
事人。
依前項規定註銷租約者，承租人得依左列規
定請求或領取補償：
一、因出租耕地畸零狹小，而合併於其他耕
地者，承租人得向出租人請求相當一年
租金之補償。
二、因出租耕地畸零狹小而未受分配土地
者，所應領受之補償地價，由土地所有
權人領取其三分之二，承租人領取其三
分之一。
ĞีᝋӀ̝ᖼྶٕዚğ!
ௐˬȈ୧ 原設定之他項權利登記及限制登
記，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重劃土地
分配確定後，依據分配結果逕為轉載或為塗
銷登記。
ĞϖҪᝋ̝ྃᐺğ!
ௐˬȈ˘୧ 因重劃致地上權、農育權或永佃
權不能達其設定之目的者，各該權利視為消
滅。地上權人、農育權人或永佃權人得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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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權人請求相當之補償。
前項請求權之行使，應自重劃分配確定之日
起，二個月內為之。
Ğ̙જயԝᝋ̝хໝğ!
ௐˬȈ˟୧ 重劃土地之上所存之不動產役
權，於重劃後仍存在於原有土地上。但因重
劃致設定不動產役權之目的已不存在者，其
不動產役權視為消滅，不動產役權人得向土
地所有權人請求相當之補償。
因重劃致不動產役權人不能享受與從前相
同之利益者，得於保存其利益之限度內設定不
動產役權。
前條第二項之規定，於本條第一項但書情形
準用之。
Ğٯ٪ᝋםአྃᐺğ!
ௐˬȈˬ୧ 實施重劃未受分配之土地，其原
設定抵押權或典權有關權利價值，由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在不超過土地所有權人
應得補償之數額內予以協調清理。
ĞూᏱតՀ൳ğ!
ௐˬȈα୧ 重劃區範圍內之土地於重劃後，
應分別區段重新編號，並逕為辦理地籍測
量、土地登記、換發權利書狀、免收登記費
及書狀工本費。
ĞϏ൳˿г̝நğ!
ௐˬỊ̏୧ 重劃區內未經辦理地籍整理之土
地，在實施農地重劃時，其地籍測量、土地
登記及規定地價，依重劃結果辦理。
Ğ̶੨˿гொᖼ̝ࢨטğ!
ௐˬȈ̱୧ 重劃分配之土地，在農地重劃工
程費用或差額地價未繳清前不得移轉。但承
受人承諾繳納者，不在此限。

ௐ˛ౢ!ྺྮăͪྮგநჯ᜕!
Ğྺͪྮ̝ᝋᛳ̈́გந፟ᙯğ!
ௐˬȈ˛୧ 重劃區農路及非農田水利會管理
之水路，其用地應登記為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所有。原登記為國有、省有及鄉（鎮）
有者，應辦理註銷手續。
前項農路及水路，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自行或指定機關、團體管理、維護之。其費用
由各該政府列入年度預算。
重劃區內農田水利會管理之水路及有關水
利設施，其用地登記為農田水利會所有，並由
農田水利會管理、維護之。
Ğྺăͪྮ̝გந̈́ჯ᜕ğ!

ௐˬȈˣ୧ 農地重劃完成後，農路、水路之
管理機關，對於重劃區之農路、水路每年應
檢查一次以上，並管理、維護之。
重劃區內之耕地使用人對其耕地坵塊所鄰
接之農路、水路，有維護之義務，發現遭受毀
損時，並應即時通知管理機構。

ௐˣౢ!ჳ!
Ğჳ˘ğ!
ௐˬȈ˝୧ 有下列行為之一者，處一年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金，並責令
恢復原狀：
一、未經許可，私自變更重劃農地之使用者。
二、違反依第九條規定之公告，致妨害農地
重劃之實施者。
三、以占有、耕作、使用或其他方法，妨害
農地重劃計畫之實施者。
Ğჳ˟ğ!
ௐαȈ୧ 有下列行為之一者，處三年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千元以下罰金：
一、移動或毀損重劃測量標樁，致妨害重劃
工程之設計、施工或重劃土地之分配者。
二、以強暴、脅迫或其他方法妨害重劃工程
之施工者。
三、以堵塞、毀損或其他方法妨害農路、水
路之灌溉、排水或通行者。

ௐ˝ౢ!!ܢ
Ğ߉Җડાğ!
ௐαȈ˘୧ 本條例施行區域，由行政院以命
令定之。
Ğ߉Җğ!
ௐαȈ˟୧ 本條例施行細則，由內政部定之。
Ğ߉Җ͟ഇğ!
ௐαȈˬ୧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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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 71 年 3 月 12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67766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57 條
中華民國 77 年 6 月 29 日台內地字第 608837 號令
修正第 2 條、第 5 條、第 12 條、第 21 條、第 26
條、第 36 條、第 37 條、第 38 條、第 39 條、第
54 條
中華民國 88 年 11 月 2 日台內中地字第 8820625 號
令修正發布第 3 條、第 4 條、第 5 條、第 8 條、
第 12 條、第 16 條、第 20 條、第 24 條、第 54
條、第 56 條
中 華 民 國 98 年 6 月 3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80724509 號令刪除第 24 條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1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00725760 號令修正第 41 條、第 45 條、第 51
條、第 52 條

ௐ˘ౢ!ᓁ!
Ğڱğ!
ௐ˘୧ 本細則依農地重劃條例（以下簡稱本
條例）第四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Ğგ፟ᙯຽચထ̶ğ!
ௐ˟୧ 本條例第二條規定縣（市）主管機關
為縣（市）政府，其執行農地重劃之業務劃
分如次：
一、地政科（局）
：重劃區之勘選，農地重劃
計畫書之擬訂、土地測量、土地權利及
使用狀況調查、地價及地上物補償之查
估、重劃工程之規劃設計施工及所需工
程費用預算決算之編製、土地分配與異
議處理、權利清理、地籍整理、農路及
非農田水利會管理之水路管理、維護、
督導等事項。
二、農業局（科）：會同勘選重劃區、查估
農作改良物補償，區內防風林之營造、
農業區域發展規劃、農產專業區或各種
農業經營計畫及農業機械化經營進行配
合事項。
三、建設局（科）
：會同勘選重劃區、查估建
築改良物補償，區內基層建設、區域性
排水改善之配合及農田水利會管理之水
路管理、維護之督導等事項。
四、社會局（科）
：會同勘選重劃區、查估墳
墓補償，區內農村社區發展及墳墓拆遷
公告等配合事項。
Ğ̍ᎸᏱಏҜğ!

ௐˬ୧ 依本條例第四條規定之區域性排水工
程，由中央水利主管機關協調興辦。農路、
水路及有關工程，由縣（市）政府或農田水
利興辦。其由農田水利會興辦者，應由縣（市）
政府與農田水利會將工程規劃、設計、發包、
施工、驗收、經費撥付、決算、業務聯繫等
先行協議，訂立協議書，報中央主管機關核
備。
Ğ̍ϡ̶ፉּ̝ͧ८ؠğ!
ௐα୧ 依本條例第四條第一項規定，由政府
與土地所有權人分擔工程費用之比例，得由
中央主管機關按年度擬具農地重劃實施計畫
及其所需工程費用，報請行政院定之。
Ğ̶ፉ̍ϡ̝ีϫğ!
ௐ̣୧ 本條例第四條規定由政府與土地所有
權人分擔之工程費用包括如下：
一、施工費。
二、材料費。
三、補償費。
四、區域性整地費。
五、界樁設置費。
六、管理費。
前項各款費用標準（每公頃單價）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Ğ̶ፉϡ̝ഠğ!
ௐ̱୧ 依本條例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土地所有
權人應分擔之工程費用，以保護自耕農基金
或銀行貸款墊借。
前項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之費用，以現金繳
納者，得由土地所有權人依保護自耕農基金農
地重劃放款辦法規定貸款，或銀行貸款，或以
現金償還。以土地折價抵付費用者（以下簡稱
抵費地）
，由土地所有權人按參加重劃土地面
積比例提供土地折價抵付之，於公開標售後，
以所得價款歸還保護自耕農基金或銀行貸款
之本息。
Ğ̶ፉϡ̝ഠğ!
ௐ˛୧ 前條抵費地或依本條例第二十三條規
定應予集中公開標售之土地，在未標售前，
以縣（市）政府為管理機關，於標售後，逕
為登記與得標人。
Ğٯг̝ะ̚ఢထğ!
ௐˣ୧ 抵費地得按區域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集
中規劃。其適宜作非農地使用者，得由縣（市）
主管機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就土地
個別情況，依法變更為非農地使用。

K‐21‐2 農地重劃條例施行細則
重劃區設有農地重劃協進會者，縣（市）主
管機關依前項辦理集中規劃時，得先交該協進
會協調。
Ğϣኬٕгᆊඁ̝ഴҺğ!
ௐ˝୧ 農地重劃實施期間，無法耕作或不能
為原來使用而無收益者，由縣（市）主管機
關於當期田賦或地價稅開徵四十天前，列冊
函送稅捐機關依規定核免其田賦或地價稅。
Ğ३ࢬ఼ۢ͞ёğ!
ௐȈ୧ 依本條例或細則規定之書面通知，如
應受通知人拒絕收領而無法律上理由者，應
以留置送達方式為之，如應為通知之處所不
明者，以公示送達方式為之。
ĞۡᔑξᏱநࢦထዋϡώğ!
ௐȈ˘୧ 直轄市農地重劃主管機關執行農地
重劃之業務，準用本細則有關規定。

ௐ˟ౢ!Ᏼࢦؠထડ!
ĞࢦထડᏴؠኑછğ!
ௐȈ˟୧ 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六條
規定勘選重劃區時，應就重劃區地理環境詳
細勘察，作成紀錄。並召集區內農民舉辦說
明會，徵詢其意見，完成初勘後，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複勘核定之。
Ğࢍ൪३̝̰टğ!
ௐȈˬ୧ 依本條例第六條規定擬訂之農地重
劃計畫書，其內容應包括左列事項：
一、重劃區之名稱及其範圍。
二、法律依據。
三、辦理重劃之原因及預期效益。
四、重劃區公私有土地面積、筆數及土地所
有權人總數。
五、重劃區內原為公有及農田水利會所有農
路、水路土地面積。
六、區域性排水或灌溉工程計畫配合實施情
形。
七、預估重劃費用及財務計畫、工程費用負
擔方式。
八、預定工作進度。
九、其他。
ĞછᏴࢦထડ̝ࣧğ!
ௐȈα୧ 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六條
規定勘選重劃區時，儘量以天然界線為界，
其範圍圖以圖例標明重劃區界址及其四至、
重劃區內外主要交通，灌溉及排水狀況，以
及重劃區內村莊或明顯特殊建築物位置。

Ğ̳Әഇมͅ၆ࢦထ̝೩ğ!
ௐỊ̏୧ 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於本條例第七
條第二項公告期間內表示反對辦理重劃時，
應以書面說明理由，並註明其土地之座落、
面積、姓名、住址、年月日，於簽名或蓋章
後，向縣（市）主管機關提出。
本條例第七條第二項所稱土地所有權人，以
土地登記簿所記載者為準。但因繼承、強制執
行、法院執行、法院判決確定已取得所有權，
並能提出證明文件者不在此限。
Ğ࣒ࢎྺгࢦထࢍ൪३ğ!
ௐȈ̱୧ 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七條
第二項規定調整、修訂農地重劃計畫書，應
於公告期滿之翌日起一個月內為之，修訂計
畫書報請核定時，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收到修
訂計畫書一個月內核定之。
Ğࢍ൪̝ᄲކ̈́ځጱğ!
ௐȈ˛୧ 農地重劃計畫書依本條例第七條規
定於公告實施後，縣（市）主管機關應召集
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說明重劃計畫要點，
並宣導重劃意義。
Ğ̳Ә݈८ࣞۏޙᚶᜈᎸޙğ!
ௐȈˣ୧ 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九條
規定公告禁止重劃區內土地之新建、增建、
改建時，對於在公告前已依法核准並完成基
礎工程之建築物，應准依核准興建之圖樣繼
續興建。

ௐˬౢ!ྺྮăͪྮϡг̈́ϡ
ፉ!
Ğᑕྮྺ·ٯăͪྮϡг̝˿гğ!
ௐȈ˝୧ 本條例第十一條規定應抵充農路、
水路用地之重劃區內原為公有及農田水利會
所有農路、水路土地，包括重劃前已登記、
未登記土地及已廢棄而未出租之原農路、水
路土地。
Ğፋгϡ̝ഠğ!
ௐ˟Ȉ୧ 受分配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例第十
二條規定個別坵塊整理所需費用，得向中央
主管機關洽定之金融機構，申請專案貸款。
Ğ̶ፉϡ̝ഴҺğ!
ௐ˟Ȉ˘୧ 重劃後分配左列土地之所有權
人，依本條例第四條及第十一條規定比例分
擔之工程費用及農路、水路用地，得視其受
益程度予以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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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劃區內土地，未能劃分坵塊及施設農
ௐ̣ౢ!˿г̶੨ᄃளᛉந!
路、水路予以改良者。
二、水田重劃區內之土地，因地形、地勢特 Ğ˿г̶੨݈̝̍үğ!
ௐ˟Ȉ˛୧ 辦理重劃土地分配前，應先完成
殊，未能施設灌溉系統者。
左列工作：
三、原已臨接路寬六公尺以上之道路且灌溉
一、三角點檢測及補點測量。
情況良好之土地。
二、圖根測量。
四、交通情況及排水系統原已良好之養魚池
三、重劃區邊界測量。
或農舍。
前項減免標準，由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四、繪製一千分之一比例尺地籍藍晒底圖。
五、編造土地權利使用調查表及重劃前原有
設有農地重劃協進會或農地重劃委員會者，縣
土地清冊。
（市）主管機關得參酌其意見定之。
六、土地權利關係及使用狀況調查。
七、地上物現況測量。
ௐαౢ!ࢦထ̍!
八、查定單位區段地價。
Ğྺྮăͪྮఢထഇࢨğ!
九、辦理土地歸戶及統計。
ௐ˟Ȉ˟୧ 重劃區農路、水路工程之規劃，
十、農路、水路中心樁連測。
應於施工前一年內辦理完成。
Ğ̶੨˿г̝Ԕğ!
Ğྺྮăͪྮ̍ఢထనࢍ߉̍Ԕğ!
ௐ˟Ȉˣ୧ 辦理重劃土地分配程序如左：
ௐ˟Ȉˬ୧ 辦理重劃區農路、水路工程規劃
一、公告停止受理土地權利移轉及設定負擔
設計施工程序如左：
登記。
一、水利狀況調查。
二、協議合併。
二、高程及地形測量。
三、編造土地分配卡。
三、農路、水路系統規劃及規劃圖、報告書
四、計算重劃後每分配區可分配面積及繪製
送審。
土地分配作業圖。
四、農路、水路中心位置測量及釘樁。
五、計算每公頃土地應負擔農路、水路用地
五、農路、水路工程設計。
及工程費額或抵費地面積。
六、編製工程預算書及設計圖送審。
六、辦理土地交換分配。
七、工程發包。
七、編製土地分配結果圖冊。
八、放樣施工。
八、土地分配結果公告及通知。
九、施工管理。
九、異議處理。
十、工程驗收及移交接管。
十、分宗測量釘樁及交接土地。
十一、辦理決算。
十一、編製重劃後土地清冊。
前項農路、水路工程之規劃設計，其在農田
Ğ̳гٚ১ٚጩ̝நğ!
水利會灌區範圍內者，當地農田水利會應派員
ௐ˟Ȉ˝୧ 本條例第十八條所定之承租、承
參與。
墾土地中之公地，縣（市）主管機關應於依
ௐ˟Ȉα୧ （刪除）
本條例第十九條規定公告時，通知公地管理
Ğࢋү̝ۏຍཌྷğ!
機關，限期檢送出租、放墾等有關資料。
ௐ˟Ị̏୧ 本條例第十六條所稱主要作物，
ĞಏҜડ߱гᆊ̝Ҥؠğ!
係指當地農業習慣種植最普遍之作物，或實
ௐˬȈ୧ 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二十
際輪植之作物。所稱主要作物損害最少之期
一條規定重新查定重劃區內之單位區段地
間，係指主要作物收穫後次期主要作物種植
價，應就土地位置、地勢、交通、水利、土
前較長之休閒時間。
壤及使用情況，並參酌最近一年內之土地收
Ğᑕٵዏ˿гԼ։ٕۏᆨဪ̝ຍཌྷğ!
益價格、買賣實例，以及當期公告現值等資
ௐ˟Ȉ̱୧ 本條例第十七條所稱應行拆遷之
料，分別估定之。設有農地重劃協進會者，
土地改良物或墳墓，係指因土地分配或重劃
縣（市）主管機關得參酌意見定之。
工程需要必須拆遷之土地改良物或墳墓。
Ğࢍზгᆊ̳ёğ!

K‐21‐4 農地重劃條例施行細則
ௐˬȈ˘୧ 重劃後土地，仍依其重劃前各宗
土地之平均申報地價、平均原規定地價或平
均前次移轉申報現值，按重劃後分配土地總
面積計算總價，並分算各宗土地之單價，其
計算公式如左：
一、某戶參加重劃各宗土地重劃前總申報地
價÷某戶參加重劃各宗土地重劃前總面
積＝重劃前某戶平均申報單位地價
二、（一）式×重劃後某戶分配各宗土地總面
積＝重劃後某戶分配土地申報地價總額
三、（二）式×重劃後某宗土地查定總地價÷
重劃後某戶分配土地總查定地價＝重劃
後某宗土地申報地價總額
四、
（三）式÷該宗土地重劃後面積＝重劃後
某宗土地申報單位地價
前項計算結果，除通知各宗土地所有權人
外，並於公告確定後依法編造地價冊，於一
個月內送稅捐機關，作為重劃後土地課徵地
價稅及土地增值稅之依據。
Ğᑕፉྺͪྮࢬ᎕̈́ࢦထϡࢍზ̳ёğ!
ௐˬȈ˟୧ 本條例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應
負擔之農路、水路用地及工程費用或抵費地
之計算公式如左：
一、重劃區每公頃土地應負擔農路、水路用
地面積
（一）重劃前
1.重劃前參加分配耕地總面積＝耕
地坵塊規劃面積┼重劃後農路、
水路用地總面積－原供農路、水
路使用之公有及農田水利會所有
之農路、水路土地總面積
2.每公頃耕地應負擔農路、水路用
地面積＝（重劃後農路、水路用
地總面積－原供農路、水路使用
之公有及農田水利會所有之農
路、水路土地總面積）÷重劃前參
加分配耕地總面積
（二）重劃後
1.重劃後可分配耕地總面積＝耕地
坵塊規劃面積
2.每公頃耕地應負擔農路、水路用
地面積＝（重劃後農路、水路用
地總面積－原供農路、水路使用
之公有及農田水利會所有之農
路、水路土地總面積）÷重劃後可
分配耕地總面積

二、重劃區每公頃耕地應負擔重劃工程費用
或抵費地面積
（一）重劃前
1.每公頃耕地應負擔重劃各項工程
費數額＝（重劃各項工程費總額
－政府應分擔之費用）÷重劃前參
加分配耕地總面積
2.每公頃耕地應負擔抵費地面積＝
每公頃耕地應負擔重劃各項工程
費之數額÷重劃區每公頃耕地平
均地價
（二）重劃後
1.每公頃耕地應負擔重劃各項工程
費數額＝（重劃各項工程費用總
額－政府應分擔之費用）÷重劃後
可分配耕地總面積
2.每公頃耕地應負擔抵費地面積＝
每公頃耕地應負擔重劃各項工程
費之數額÷重劃區每公頃耕地平
均地價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有關重劃前之計算式僅
供作業時參考，實際計算負擔時，仍以重劃後
之計算式為準。
受益較低之土地或村莊內土地，其農路、水
路及工程費用負擔不適用本條之規定。
Ğ࿈̶੨ડะ̶̚੨ğ!
ௐˬȈˬ୧ 依本條例第二十二條規定辦理分
配時，左列土地得逾越分配區予以集中分配。
一、同一所有權人在二個以上分配區內之土
地，未達最小坵塊面積無法在各該分配
區內分配者。
二、農路、水路用地面積過多地區，無法於
原分配區分配者。
三、同一所有權人一筆或二筆以上相連之土
地，因農路、水路之修築，而分散在不
同分配區者。
Ğ̈᭛ࢬ᎕ᇾğ!
ௐˬȈα୧ 本條例規定最小坵塊面積，以該
重劃區規劃坵塊土地之短邊十公尺計算之面
積為準。
前項標準於本條例第二十二條第二項按原
有位次分配之土地不適用之。
ĞםᛉЪ׀ğ!
ௐˬỊ̏୧ 依本條例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辦理協議合併時，應由縣（市）主管機
關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在規定期間內提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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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申請書，申請合併分配為一人所有。
Ğᇾ˿г̝гᆊğ!
ௐˬȈ̱୧ 依本條例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
定，應公開標售之土地，其標售底價以各宗
土地查定之單位區段地價計算之總價，及其
應負擔農路、水路用地地價與工程費用之總
和為準。如因未能標出而出售與需要耕地之
農民時，其出售價格以原標售之底價為準或
參酌該區農地重劃協進會意見定之，其標售
或出售之地價超過補償地價部分，應作為重
劃區工程改善費用。
抵費地之標售及其超過抵繳工程費之剩餘
款之運用準用前項之規定。
ĞᐹАᔉ෴ᝋˠ̝ᄮؠğ!
ௐˬȈ˛୧ 本條例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毗
連土地之現耕所有權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
買之權，以地段相連，且於公開標售時當場
主張優先購買者或接獲出售通知後十日內以
書面申請者為限。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投
標須知內訂明，並應於公告標售前十日，通
知其到場主張優先購買權或出售前，通知其
優先購買。
前項毗連土地之現耕所有權人優先購買土
地後，該土地應與其原受分配土地合併成一
宗。
ĞՅఄ˿г̶̝੨ğ!
ௐˬȈˣ୧ 重劃區村莊內土地之分配，依左
列規定辦理：
一、村莊之土地應劃定範圍為一分配區，就
其現況儘量按原位置分配。
二、村莊分配區之土地辦理分配前應先實施
地籍調查，據以辦理測量分配。
三、村莊分配區各宗土地之界址以當事人指
界為原則，但當事人未能指界時，以現
況使用界為準。現有界址曲折，有關土
地所有權人得於地籍調查時，自行協議
截彎取直。
四、村莊分配區共有土地如經全部共有人書
面協議分割且指界者，得分配為個人所
有。
五、村莊分配區土地辦理分配後，所有權人
分配之面積減少時，依左列方式處理：
（一）在重劃區有耕地分配者，將減少之
面積折價，以重劃區內之耕地分配
補足或以差額地價補償。
（二）在重劃區無耕地，或經補配耕地面

積仍不能分配補足者，以差額地價
補償。
六、村莊分配區土地辦理分配後，所有權人
分配之面積增加時，依左列方式處理：
（一）在重劃區有耕地分配者，將增加之
面積折價，以重劃區內應分配之耕
地面積扣減之或由該所有權人繳
納差額地價。
（二）在重劃區內無耕地者，由該所有權
人繳納差額地價。
Ğ̶੨ඕ̳ڍӘ̝̰टğ!
ௐˬȈ˝୧ 縣（市）政府主管機關依本條例
第二十五條規定公告之前應舉辦公聽會就土
地分配初步成果，向農民說明並聽取其意
見，辦理公告土地分配結果時，應檢附左列
圖冊一併公告：
一、土地所有權人原有土地與新分配土地對
照清冊。
二、重劃前後他項權利及限制登記對照清
冊。
三、應予集中公開標售土地清冊。
四、抵費地清冊。
五、重劃前地籍圖重劃後土地分配圖。
六、地價區段圖。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對照清冊應以書面分
別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承租人、承墾人、他項
權利人及限制登記名義人。
Ğአྋăአğ!
ௐαȈ୧ 依本條例第二十六條規定辦理調
解、調處，應將調解、調處結果作成書面紀
錄。調解、調處成立案件，應經當事人簽名
或蓋章，並將紀錄分發雙方當事人。
調處不成立，報請上級機關裁決之案件，應擬
具處理意見，連同調解、調處紀錄，函報上級
機關。
Ğֹϡˠ̝ຍཌྷğ!
ௐαȈ˘୧ 本條例第二十八條所稱使用人，
係指地上權人、農育權人、不動產役權人、
典權人、永佃權人或承租人。
Ğ̶੨ቁ̝ࠧؠᄃளᛉğ!
ௐαȈ˟୧ 土地分配公告確定後，縣（市）
主管機關應以書面分別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使用人及承墾人定期到場實地測量指界，辦
理交接土地。
土地分配公告期間提出異議者，應就其異議
部分及其相關土地，於依本條例第二十六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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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處理完畢後，依前項規定辦理。

ௐ̱ౢ!ᝋӀந̈́гᚱፋந!
ĞూᏱ১ࡗតՀٕঐໝ൳ğ!
ௐαȈˬ୧ 依本條例第二十九條規定辦理租
約變更或註銷登記時，縣（市）主管機關應
將有關重劃前後土地對照清冊，發交土地所
在地鄉（鎮、市、區）公所逕為辦理。
ĞีᝋӀ̝ᖼྶğ!
ௐαȈα୧ 登記機關依本條例第三十條規定
辦理他項權利之轉載，應按原登記先後及登
記事項，轉載於重劃後分配之土地；其為合
併分配者，他項權利之轉載應以重劃前各宗
土地面積比率所算得之持分為各該他項權利
範圍，並應於轉載後通知他項權利人。
重劃前土地經辦竣限制登記者，除準用前項
規定外，並應於轉載後，通知原囑託機關或請
求權人。
重劃前原設定之他項權利因重劃未受分配
土地而消滅或視為消滅者，縣（市）主管機關
應列冊送該登記機關逕為塗銷登記。
Ğг˯ᝋඈםᛉྃᐺğ!
ௐαỊ̏୧ 地上權人、永佃權人、農育權人
或不動產役權人依本條例第三十一條或三十
二條規定，向土地所有權人請求相當之補償
不能達成協議時，得申請縣（市）主管機關
於辦理土地權利變更登記前邀集權利關係人
進行協調。
Ğٯ٪ᝋăᝋ̝םአğ!
ௐαȈ̱୧ 依本條例第三十三條規定未受分
配之土地，其原設定抵押權或典權有關權利
價值，縣（市）主管機關應於重劃分配確定
之日起二個月內，邀集權利關係人協調，其
經達成協議者，應依協議結果清理；其未達
成協議者，應將土地所有權人應得補償地價
提存之，並列冊送由該管登記機關逕為塗銷
登記。
Ğਆүᝋྃᐺٕ೩х̈́ᆊࣃ̝Ҥؠğ!
ௐαȈ˛୧ 原設定有耕作權之土地，因實施
重劃未受分配土地者，縣（市）主管機關應
於補償或提存耕作權價值後，列冊送由該管
登記機關逕為塗銷登記。
前項耕作權價值由縣（市）主管機關估定
之。設有農地重劃協進會者，縣（市）主管機
關得參酌其意見定之。
Ğࢨט൳̝ዚğ!

ௐαȈˣ୧ 重劃未受分配之土地，其已辦竣
限制登記者，縣（市）主管機關應將土地所
有權人應得補償數額予以提存後，列冊送由
該管登記機關逕為塗銷登記，並通知原囑託
機關或請求權人予以清理。
Ğгᚱീณğ!
ௐαȈ˝୧ 依本條例第三十四條規定，逕為
辦理地籍測量，應於重劃分配土地交接及農
路、水路工程施工後，依左列規定辦理：
一、檢測圖根點，農路、水路位置及有關之
測量標。
二、戶地測量應按分配土地交接結果及農
路、水路施工位置逐宗施測，實地埋設
界標。
三、戶地測量如發現分配土地位置及農路、
水路設計位置與實地情形不符時，應查
明不符原因，將測量結果報請縣（市）
主管機關處理之。
四、重劃後土地區段應依照地籍測量實施規
則第一百零一條規定劃分區段、調整段
界、重新編訂宗地地號，其每一段宗數
以三位數為原則。
五、測量原圖整理及面積計算，依照地籍測
量實施規則第四章第五節及第五章規定
辦理。
六、地籍測量後之面積與重劃後土地分配清
冊之面積不符時，縣（市）主管機關應
即訂正土地分配面積及差額地價，並通
知土地所有權人。
（按：64 年 5 月 26 日修正發布之地籍
測量實施規則第 101 條，修正後為第 81
條）
Ğ˿г̶੨၆Ί̈́гᚱဦğ!
ௐ̣Ȉ୧ 重劃土地辦竣地籍測量後，除依據
地籍原圖繪製地籍圖外，縣（市）主管機關
應將重劃前後土地分配對照清冊及地籍圖，
送由該管登記機關，辦理變更登記，並依據
登記結果訂正有關圖冊。
Ğमᗝгᆊ̝ྃᐺğ!
ௐ̣Ȉ˘୧ 重劃後實際分配之土地面積超過
應分配之面積者，縣（市）主管機關於重劃
土地交接後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就其超過
部分，按查定重劃地價，限期繳納差額地價；
其實際分配之土地面積小於應分配之面積
者，就其不足部份，按查定重劃地價，發給
差額地價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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Ğ̶ፉ̍ϡ̝ᘳৼğ!
ௐ̣Ȉ˟୧ 土地所有權人應分擔之工程費用
，除以抵費地抵付者外，縣（市）主管機關
應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限期繳納。

ௐ˛ౢ!ྺྮăͪྮგநჯ᜕!
Ğྺͪྮ̝გநăჯ᜕ğ!
ௐ̣Ȉˬ୧ 重劃區農路與非農田水利會管理
之水路及有關水利設施，由縣（市）主管機
關指定機關、團體管理維護者，縣（市）主
管機關於工程驗收後，將農路、水路用地資
料及有關工程設施、竣工圖說及地籍資料，
列冊送交指定之機關、團體接管維護。
重劃區農田水利會管理之水路及水利設
施，其工程由農田水利會辦理者，於工程驗收
後，縣（市）主管機關應將地籍及有關資料，
交由農田水利會逕為接管；其工程非由農田水
利會辦理者，於工程驗收後，縣（市）主管機
關應將水路及水利設施用地資料、工程設施、
竣工圖說及地籍資料，列冊送交農田水利會接
管，工程驗收時，農田水利會得就水路及水利
設施會同驗收之。
Ğྺྮăͪྮჯ᜕̝໐࣒ࢍ൪ğ!
ௐ̣Ȉα୧ 重劃完成，農路、水路之管理機
構，對於重劃區之農路、水路，除防氾及災
害搶修即時辦理外，每年應擬具歲修計畫，
報請各該主管機關核准後編列年度預算實施
之。
前項農路、水路之管理維護，由中央主管機
關訂定要點辦理之。
農田水利會管理之水路及水利設施，其管理維
護應依照水利法規有關規定辦理之。
Ğ֨ࢲڒϡг̝ᝋᛳğ!
ௐ̣Ị̏୧ 重劃後防風林用地，應登記為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所有。其管理維護準用
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四條規定。

ௐˣౢ!!ܢ
Ğྺгࢦထ३ܑॾёğ!
ௐ̣Ȉ̱୧ 辦理農地重劃有關書表格式，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Ğ߉Җ͟ഇğ!
ௐ̣Ȉ˛୧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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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辦法 K‐22‐1

農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辦
法
中華民國 88 年 12 月 24 日台內中地字第 8891152
號令訂定

ௐ˘୧ 本辦法依農地重劃條例第三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之。
ௐ˟୧ 各縣政府為辦理農地重劃得設置農地
重劃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其任務如下：
一、重劃範圍及重劃計畫書之審議事項。
二、重劃經費籌措及重劃區負擔減免標準之
協調事項。
三、重劃工程規劃設計及工程預算之審議事
項。
四、抵費地或零星集中地出售及盈餘款運用
之審議處理事項。
五、重劃土地爭議案件之調解事項。
六、其它有關農地重劃之協調推動及輔導連
繫事項。
ௐˬ୧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縣長兼任。
委員若干人，由縣政府就下列人員聘、派兼
之：
一、專家學者二人。
二、縣政府主任秘書。
三、工務（建設）局局長。
四、財政局（科）局（科）長。
五、農業局（科）局（科）長。
六、地政局（科）局（科）長。
七、主計室主任。
八、農田水利會會長。
九、正辦理中之重劃區鄉（鎮、市）長若干
人。
十、正辦理中之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代表二
人。
前項第一款之聘期為二年。第一項第十款土
地所有權人代表由重劃區之土地所有權人推
選之或由各重劃區之協進會推選土地所有權
人代表二人參加。
第一項第九款、第十款之委員，僅於有關業
務開會時，出席及參與表決。
ௐα୧ 本會置執行秘書一人，由地政局（科）
局（科）長兼任，幹事二人至三人，由縣政
府遴派現職人員兼任，辦理本會幕僚事務。
ௐ̣୧ 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會議

主席，主任委員不能出席時，由縣政府主任
秘書為主席。
ௐ̱୧ 本會委員不得承包本縣農地重劃區之
工程。
ௐ˛୧ 本會會議得函請有關機關派員列席。
於調解案件必要時，並得邀請當事人列席，
陳述意見。
ௐˣ୧ 本會決議事項，應作成紀錄，由有關
業務單位執行之，其執行情形，應提會報告。
ௐ˝୧ 本會對外行文，以縣政府名義行之。
ௐȈ୧ 各縣政府得按轄區內重劃區，組設工
作小組，負責執行各項重劃業務。
ௐȈ˘୧ 本會委員及工作小組人員，均為無
給職。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K‐22‐2 農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辦法

農地重劃協進會設置辦法 K‐23‐1
請縣政府備查。
ௐˣ୧ 本會委員不得承包本重劃區之工程。
中華民國 88 年 12 月 24 日台內中地字第 8891153 ௐ˝୧ 本會對外行文，以重劃區之鄉（鎮、
市）公所名義行之。
號令訂定
ௐȈ୧ 本會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
ௐ˘୧ 本辦法依農地重劃條例第三條第一項 ௐȈ˘୧ 本會於該重劃區完成經費決算後裁
撤之。
規定訂定之。
ௐ˟୧ 各縣政府為辦理農地重劃，得於實施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重劃地區之鄉（鎮、市）設農地重劃協進會
（以下簡稱本會）。其任務如下：
一、關於重劃負擔方式之協調事項。
二、關於重劃負擔減免標準及地上物補償標
準之擬議事項。
三、關於農地重劃區內區段地價及耕作權價
值之擬議事項。
四、關於農水路系統規劃及工程設計之協調
事項。
五、關於抵費地集中規劃之協調事項。
六、關於抵費地及零星集中土地標售底價及
出售價格之擬議事項。
七、關於農地重劃異議及糾紛案件之協調事
項。
八、其他有關農地重劃之協調、推動、宣傳
事項。
ௐˬ୧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鄉（鎮、市）
長兼任。委員若干人，由縣政府就下列人員
聘兼之：
一、鄉（鎮、市）公所民政課長。
二、鄉（鎮、市）公所農業課長（建設課長）。
三、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推選代表十人至十
五人。
四、地方公正人士一人至三人。
重劃區如跨連二個以上鄉（鎮、市）時，得
由有關鄉（鎮、市）依前項規定原則相互協調
推選之。
ௐα୧ 前條第三款之委員，由鄉（鎮、市）
公所召集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推選之。
ௐ̣୧ 本會置幹事一人，由鄉（鎮、市）公
所主辦地政業務人員兼任，辦理本會幕僚事
務。
ௐ̱୧ 本會會議由鄉（鎮、市）長召集並為
會議主席，鄉（鎮、市）長不能出席時，由
民政課長為主席。
ௐ˛୧ 本會會議時，應報請縣政府派員指
導，並得邀請水利工作站負責人及有關單位
派員列席。會議決議事項，應作成紀錄，報

農地重劃協進會設置辦法

K‐23‐2 農地重劃協進會設置辦法

農地重劃區農路水路管理維護要點 K‐24‐1

農地重劃區農路水路管理
維護要點
中華民國 88 年 11 月 9 日台內中地字第 8886603 號
函訂定

一、本要點依農地重劃條例施行細則第五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要點以登記為縣有及農地重劃條例公布
施行前登記為鄉（鎮、市）有之農地重劃
區農路及非農田水利會管理之水路及有關
水利設施為適用對象。
三、農路、水路之管理維護，其工作項目區分
如下：
（一）平時養護：包括鄉（鎮、市）公所
定期派員檢查、養護委員巡查及發
動受益農民分段負責辦理清除邊
溝、涵管之淤土，修復小型坍方，
剪除路肩雜草及整修路面、路肩等
養護工作。
（二）平時修護：包括農路、水路因路基
流失、橋樑斷裂、涵洞破裂或其他
毀損之修護工作。
（三）災害搶修。
四、縣政府及鄉（鎮、市）公所依本要點執行
農地重劃區農路、水路管理維護，其權責
劃分如下：
（一）縣政府辦理事項：
1.年度管理維護計畫之審定。
2.管理維護經費之編列。
3.對鄉（鎮、市）公所管理維護工
作之督導考核。
4.農路、水路基本資料之設置及異
動登記。
（二）鄉（鎮、市）公所辦理事項：
1.年度管理 維護計畫 之擬訂及 執
行。
2.管理維護經費配合款之籌措。
3.農路、水路基本資料異動登記及
通報。
4.農路、水路養護委員會之輔導。
5.農路、水路管理維護之宣導。
6.其他有關農水路管理維護事項。
五、鄉（鎮、市）公所應於農地重劃區協進會
裁撤後，二個月內輔導各重劃區分別組成

養護委員會，養護委員會除鄉（鎮、市）
長及民政課長、農業（或建設）課長為當
然委員外，由重劃區受益農民推舉委員六
人至十六人組成之。
前項委員會以鄉（鎮、市）長為主任委員。
其重劃區如跨連二個以上鄉（鎮、市）時，
以重劃面積較大之鄉（鎮、市）長為主任
委員。委員任期四年，並由鄉（鎮、市）
公所發給聘書。
六、養護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農地重劃區農路、水路管理維護之
宣導、勸導及協調。
（二）農地重劃區農路、水路分段巡查及
養護工作之推動。
（三）農地重劃區農路、水路修護工作之
協助。
（四）養修護配合款之籌募。
七、重劃區農路與非農田水利會管理之水路及
有關水利設施，縣政府於工程驗收後，應
將農路、水路用地資料及有關工程設施、
竣工圖說及地籍資料，列冊送交指定之鄉
（鎮、市）公所接管維護。
八、農水路之基本資料包括如下：
（一）路籍圖。
（二）路線概況表。
前項圖、表格式由內政部另定之。
九、鄉（鎮、市）公所應於每期主要作物耕作
前，派員檢查重劃區農路、水路，並召開
養護委員會，就檢查發現事項加以檢討，
劃定責任區指定各委員發動受益農民分段
負責辦理平時養護工作。
十、養護委員得隨時巡查重劃區農路、水路，
其發現農路及水路設施上有下列情形時，
應即予以勸導或通知鄉（鎮、市）公所加
予制止：
（一）農路：
1.堆放棄土、砂石、稻草、興築建
築改良物等損壞農路設施或妨害
農路通行之行為者。
2.種植農作物或搭蓋棚架臺等侵耕
占用農路或妨害通行之行為者。
3.擅自挖掘埋設涵管、變更水路系
統等損壞農路設施或妨害農路通
行之行為者。
4.其他足以損壞農路設施或妨害農
路通行之行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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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路：
1.違反水利秩序及非法取水等損害
水路設施之行為者。
2.擅在水路 界線內興 築建築改 良
物、採取土石、挖井、挖溝、堆
積物品、棄置廢棄物、種植作物、
養殖、採收水產物、飼養牲畜等
損害水路設施之行為者。
3.擅在水路上興築建築改良物或在
二側鏟草、砍伐竹木等損害水路
設施之行為者。
4.擅自移改水路或毀壞水路及有關
工程設施等損害水路設施之行為
者。
5.擅自堵塞水路或利用水路淤積等
損害水路設施之行為者。
6.擅自啟閉閘門或破壞水門等管制
設備等損害水路設施之行為者。
7.其他足以 損害水路 設施之行 為
者。
十一、鄉（鎮、市）公所知有違反應行制止事
項之行為者，應即予以制止，並限期責
令恢復原狀，逾期不恢復者，或違反情
節合於農地重劃條例第四十條或其他有
關法令規定者，應將事實、發生地點、
行為人姓名報請縣政府依法核辦或逕行
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十二、鄉（鎮、市）公所對重劃區農路、水路
發現有需辦理改善工程者，應於每年六
月底前擬訂下年度管理維護計畫，報請
縣政府核定實施。
縣政府應依鄉（鎮、市）公所所報之年
度管理維護計畫，擬定各該縣之管理維
護計畫，並依農地重劃條例第三十七條
第二項規定編列年度預算。
十三、天然災害發生後，鄉（鎮、市）公所應
即派員檢查重劃區農路、水路，並依照
有關災害處理之規定辦理。
十四、農路、水路管理維護費用，除由縣政府
編列年度預算支應外，得依下列規定籌
募配合款：
（一）重劃區抵費地及零星集中土地標售
節餘款及其專戶儲存之利息。
（二）向地方人士及受益農民募款。
（三）鄉（鎮、市）公所配合款。
十五、鄉（鎮、市）公所及農田水利會對農路、

水路之管理維護應加強聯繫密切配合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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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生態之工法，避免於渠底採混凝土打底等硬
體鋪面。
ௐ˛୧ 跨越給水或排水路之耕作版橋，其寬
度以四公尺及相鄰耕地坵塊得共用一座版橋
為原則。
中 華 民 國 92 年 2 月 10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ௐˣ୧ 給水、排水系統得視實際需要施設跌
0920081634 號令訂定
水工、分水工、倒虹吸工、流末工等水工建
中 華 民 國 104 年 8 月 12 日 內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41306528 號令修正
造物。
ௐ˝୧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ௐ˘୧ 本標準依農地重劃條例第十四條規定
訂定之。
ௐ˟୧ 農地重劃區之農路系統規劃應使重劃
後之農地坵塊均能直接臨路為原則；其設計
等級區分為聯貫村落或區域外縣、鄉（鎮、
市）道路之幹線農路、聯接縱向農路與橫向
農路之主要農路及臨接各坵塊短邊之田間農
路；其規劃設計標準如下：
一、幹線農路路寬七公尺，其路間最小間隔
為九百公尺。
二、主要農路路寬六公尺，其路間最小間隔
為三百公尺。
三、田間農路路寬四公尺至五公尺，其路間
最小間隔為一百六十公尺。
前項各款農路寬度及間隔因受地形限制，經
農地重劃協進會及農地重劃委員會決議者，不
在此限。
ௐˬ୧ 農路路面之處理以鋪設至碎石級配底
層為原則。
前項農路因重劃前已鋪設瀝青混凝土面
層、水泥混凝土面層或因村落聯絡交通量較
大，經農地重劃協進會及農地重劃委員會決議
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得鋪設瀝青混凝土
面層或水泥混凝土面層。
ௐα୧ 農地重劃區內灌溉用水量，應以作
物、土壤、氣象、灌溉方式等條件而定，其
給水路之設計流量應以尖峰用水為準。
ௐ̣୧ 給水路長度應配合重劃土地坵形設
計。主給水路長度不得超過一千五百公尺；
小給水路長度不得超過六百公尺。但地形特
殊經規劃單位水理分析認其流量能達尖峰用
水量者，不在此限。
給水路之計畫水位應高出灌溉土地田面十
公分以上。但地形特殊之個別坵塊不在此限。
ௐ̱୧ 排水幹線應設於重劃區內最低處，並
應能兼顧地表及地下排水。
排水路採用具涵養水資源及維護原有重劃

農地重劃區農路水路工程
設施規劃設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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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重劃土地分配作業注
意事項
中華民國 89 年 7 月 25 日台內中地字第 8980111 號
函訂定

一、為執行農地重劃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
施行細則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五
十六條之規定，使辦理農地重劃土地分配
作業書表格式及應行注意之事項有統一之
做法，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準備工作：
（一）依據重劃區四千八百分之一（或五
千分之一）比例尺複勘範圍圖，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一千二百
分之一比例尺膠片圖加以訂正
後，藍曬供下列作業使用：
1.土地權利與使用現況調查圖：於
重劃土地調查時，應在藍曬圖上
註記下列各目：
（1）原有地號及地目（以土地
登記簿記載者為準）。
（2）原為「田」、「旱」地目耕
地有變更使用者，應標示
出變更之範圍與使用現
況。
（3）每筆土地內應載明土地所
有權人姓名及使用方式，
出租土地並加註承租人姓
名。
（4）共有農地如係分管分耕情
形及位置範圍、分耕人姓名
在調查圖上加上繪註。
2.土地分配作業圖：以實測原圖連
同該圖上繪製之農路及分配區坵
形套繪於重劃區地籍藍曬圖上，
並依本條例第二十條規定劃分若
干分配區。
（二）編造土地權利使用調查表：土地權
利關係及使用狀況調查應於實施
分配作業前全部詳實調查完畢。
1.土地權利 與使用調 查表（附 表
一、附填表說明二）。
2.村莊內土 地地籍調 查表（附 表
三）
。另附切結書範式（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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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
。
（三）依本條例第十九條規定公告一定期
限內停止受理土地權利移轉及設
定負擔登記（附表四）。
（四）土地歸戶及造冊：下列清冊應於土
地權利使用調查前後分別辦理完
畢。
1.重劃前原有土地清冊（附表五）
。
2.土地所有 權人歸戶 清冊（附 表
六）。
3.變更使用部分測量結果清冊（附
表七）。
（五）查定單位區段地價：依本條例第二
十一條及其施行細則第三十條規
定重新查定重劃區內之單位區段
地價。
1.繪製地價區段圖，並將各區段地
價加註於地價區段圖上（比例尺
四千八百分之一或五千分之一）。
2.編製重劃區分配前地價查定等級
表（附表八）
。
（六）計算：
1.計算重劃前下列土地面積：下列
計算應於土地權利使用調查前後
分別辦理完畢。
（1）重劃區內原有各類土地、
權屬及戶數、筆數、面積
統計表（附表九）。
（2）重劃區原供農路、水路使
用土地統計表（附表十）。
（3）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每戶
所有耕地面積統計表（附
表十一）。
2.計算重劃後各類土地面積：
（1）農路、水路規劃設計長度
及用地面積統計（附表十
二）。
（2）給水路規劃設計長度及用
地面積統計（附表十三）。
（3）排水路規劃設計長度及用
地面積統計（附表十四）。
（4）農路規劃設計長度及用地
面積統計（附表十五）。
（5）分配區區廓耕地（以一區
廓為一單元）面積統計（附
表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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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重劃後分配視其受益程度
耕地應負擔農路、水路用地面積。
減免負擔之土地清冊（附
2.應負擔抵費地面積＝實際分配耕
表十七）。
地面積×重劃後每公頃耕地應負
（7）依本條例施行細則第三十
擔抵費地面積。
二條規定之計算方式計算
3.扣除負擔後面積＝參加分配耕地
重劃前後每公頃土地應負
面積—（應負擔農路、水路用地
擔農路、水路用地面積及
面積＋應負擔抵費地面積）
。
抵費地面積（附表「範例」
4.分配地價＝查定地價（每平方公
十八）。
尺）×扣除負擔後面積。
（七）編造土地分配卡（以土地所有權人
5.折合應分配位置面積＝分配地價
為主）（附表十九、附填表卡說明
÷［新分配位置地價（每平方公
二十）。
尺）］
（八）依本條例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但書規
（三）依本條例及其施行細則規定之分配
定面積過小耕地辦理協議合併（附
原則於土地分配圖上，按擬議之分
表二十一）。
配位次，逐一作初步分配。
（九）依本條例第二十四條第三款規定辦
（四）分配後坵形之鄰邊界線應與農水路
理共有土地協議合併（附表二十
垂直為原則。
二）。
（五）一個分配區初步分配完畢後，應就
三、實施分配：
分配結果予以審核其分配面積與
（一）以土地所有權人歸戶清冊及土地分
分配區規劃面積是否相符、所有權
配卡、土地分配圖為依據，參照重
人之土地分配位置是否符合分配
劃區地籍藍曬圖、地價區段圖、土
原則及是否符合實際情形。
地權利及使用調查表、每公頃土地
（六）重劃區土地初步分配完畢後，應由
應負擔農路、水路用地及抵費地面
重劃區主辦人員、重劃課（股）長、
積，及各分配區區廓規劃面積有關
地政處、局（科）長分別檢查或抽
資料，先以重劃前每公頃耕地負擔
查。
農路、水路用地與抵費地之計算標
（七）分配後之坵形地號，應依照地籍測
量實施規則第八十一條規定劃分
準，計算土地所有權人參加分配耕
區段，調整段界，重新編定地號，
地應負擔之農路、水路用地與抵費
其起迄以不超過五位數為原則。
地之係數後，再確定其實際參加分
四、編製下列土地分配結果圖冊：
配耕地面積。
（一）重劃前後土地分配對照清冊（附表
例式：
二十三）。
實際分配耕地面積＝參加分配耕
（二）重劃前後他項權利及限制登記對照
地面積—［（參加分配耕地面積×重
清冊（附表二十四）。
劃前每公頃應負擔農路、水路用地
（三）抵費地及零星集中土地清冊（附表
面積）＋（參加分配耕地面積×重
二十五）。
劃前每公頃應負擔抵費地面積）］。
（四）重劃後土地分配圖。
（二）依重劃後分配耕地每公頃應負擔農
（五）重劃前地籍圖。
路、水路用地與抵費地之計算標
（六）地價區段圖。
準，計算土地所有權人實際分配耕
地應負擔農路、水路用地與抵費地 五、土地分配結果公告及通知：
（一）依本條例第二十五條及其施行細則
面積以扣除負擔後之應分配面積
規定辦理土地分配結果公告（附表
記載於土地分配卡上。
二十六）。
例式：
（二）依本條例施行細則第三十九條第二
1.應負擔農路、水路用地面積＝實
項規定通知所有權人、承租人、承
際分配耕地面積×重劃後每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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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人、他項權利人及限制登記名義
人（附表二十七）。
六、異議處理：
重劃區土地分配異議案件之處理，除應依
本條例第二十六條及其施行細則第四十條
規定辦理外，並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農地重劃區土地分配公告期間，土
地所有權人對於土地分配有異
議，應向該管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以書面提出，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受理異議後，應即
予查處。
（二）異議案件經查處結果，核與土地分
配規定並無不合者，應將查處結果
及適用法令依據詳明復知異議申
請人；其異議確有理由，應即依法
核實更正，並將更正結果復知異議
申請人（附表二十八）。
（三）異議案件之查處，涉及他人權利
者，應通知權利關係人予以調處。
但重劃區設有農地重劃協進會
者，應先發交該會予以調解，同時
應將調解案件之異議原因及土地
分配圖說等資料提供協進會調解
時參考。鄉（鎮、市、區）公所接
到上開調解案件後，應在一週內通
知協進會委員、異議人及權利關係
人等召開協進會予以調解（附表二
十九、三十、三十一），同時並通
知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處、
局（科）指派重劃課（股）長及主
辦人員列席。調解結果應作成書面
紀錄（附表三十二），經當場宣讀
後，由當事人及調解人員簽名或蓋
章，並於會後即將紀錄報請直轄
市、縣（市）政府備查，同時分送
各當事人。
（四）農地重劃協進會調解不成立之案
件，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通知
權利關係人等予以調處（附表三十
三）。調處時由地政處、局（科）
長主持，調處結果應作成書面紀錄
（附表三十四），經當場宣讀後，
由當事人及調處人員簽名或蓋
章，並於會後即將紀錄分送各當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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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所有權人對直轄市、縣（市）
政府之調處結果如有不服，應當場
表示異議。經表示異議之調處案
件，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詳細
研析其法令依據及利弊得失（是否
會影響其他所有權人權益），並擬
具具體處理意見（附表三十五），
擇一表示可行方案，連同調解、調
處紀錄，於五日內報請上級機關裁
決之。
（六）報請裁決之案件應就每一異議案分
別函報，並應檢附土地重劃前後地
籍圖土地對照清冊影本。
（七）處理意見所提各方案，應分別套繪
重劃前後土地分配對照圖說，其內
容應依下列規定事項辦理：
1.重劃前後道路、農路、水路及其
流向均應著色繪明，道路、農路
以茶色著色，給水以紅色著色，
排水、河川以深藍色著色。
2.系爭及附近土地重劃前位置與重
劃 後 分 配結 果 位置 均 需詳 細 繪
明，重劃前各所有權人土地分別
以不同顏色之色筆淡彩之，重劃
後以各該較深色著繪於地籍線，
以資辨識。
3.重劃前後土地所有權人姓名、地
號、地目、面積、地價區段（如
係同一地價區段即免註）應詳細
填註。
4.重劃前共 有土地如 係分耕、 分
管、應將分耕、分管之位置（用
虛線）、姓名及面積註明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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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農地重劃區地籍測
量工作應行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89 年 1 月 25 日台內中地字第 8978234 號
函訂定

一、重劃區邊界會勘釘樁及分割測量：
（一）重劃區範圍邊界勘測：
1.重劃區外圍由縣（市）政府地政
科（局）長於核定重劃區範圍後，
召集行政、工程及地籍測量等單
位工作人員，依據核定重劃區範
圍，儘量以天然界線為界，註記
於地籍藍曬圖，由會勘單位人員
簽章。
2.由地政事務所依據勘測藍曬圖範
圍辦理鑑定邊界並埋設永久性界
標。
3.一宗土地跨越在重劃區內外時，
應由地政事務所逕為辦理分割登
記。
（二）村莊土地範圍邊界勘定：
1.依照農地重劃條例施行細則（以
下簡稱為施行細則）第三十八條
第一款規定，村莊土地應劃定為
一個分配區，其範圍應兼顧農業
發展規劃及農村社區整體建設之
需要，得不受行政區域及鄉村區
界之限制。
2.村莊土地範圍邊界會勘，比照前
款作業方式辦理。
二、基本控制測量：
（一）已知基本控制點檢測：
1.蒐集測區附近之地形圖或基本圖
及基本控制點成果表、三角網略
圖與點之記。
2.在圖上將測區及附近之三角點全
部標示出，並根據原三角網圖形
作為檢測之計畫。
3.實地檢測其位置是否正確，檢測
方法及精度標準均依地籍測量實
施規則規定辦理。
（二）基本控制點測設：
重劃區內外原有三角點不敷圖根
測量應用時，應測設基本控制點以

資控制，其選點、造標、埋石、觀
測、計算等作業方式及精度標準均
依地籍測量實施規則規定辦理。
三、圖根測量：
（一）利用基本圖或地形圖、航照圖、地
籍藍曬圖等，就重劃區範圍內慎密
規劃幹、支導線之方向及網形，並
以重劃區邊界、村莊土地邊界、河
川邊緣、公路、鐵路、灌溉幹支分
線堤岸作為幹導線，選擇地質堅固
地點或柏油路面於實地埋設水泥
樁或鋼釘，其重要點位應於導線觀
測手簿略圖欄內作點之記，永久保
存。
（二）重劃區內圖根點之佈置，以作業實
際需要而定，一般耕地每公頃一—
一．五點，村莊土地每公頃二—三
點，且應平均配置，不得偏於一隅
或一邊，其作業方式及精度標準均
依地籍測量實施規則辦理。
四、重劃區邊界樁連測：
農地重劃區範圍邊界及村莊土地外圍邊
界，應根據已測定埋設之樁位與圖根點連
測並計算其坐標。
五、展繪三角點、圖根點及重劃區邊界樁位：
（一）戶地測量人員依據測量成果表，利
用繪圖儀或坐標展點儀展點於地
籍測量原圖，並檢查展點後各點間
之距離、點號。
（二）重劃區邊界及村莊土地邊界樁位，
應展點於測量原圖並繪連結線。
（三）測量圖自展點至地籍測量，應使用
同一分配作業圖，以利控制位置。
六、繪製一千分之一地籍藍曬底圖：
依據重劃區五千分之一比例尺核定範圍
圖，由縣（市）政府以一千二百分之一地
籍圖參照歷年異動（複丈分割、合併）等
資料加以校正後，放大曬製一千分之一比
例尺藍曬圖，以供現況測量之用。
七、現況測量：
（一）現況測量應與農水路系統規劃配合
辦理。
（二）凡屬特殊位置，諸如果園、地形高
低、農路、原有道路（包括道路邊
界樁）
、堤防、水溝、橋樑、祠廟、
墳墓、高壓電桿、抽水機、廢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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溜池、林、雜、養、魚池、農舍（包
括田寮、雞、豬舍、菇寮）等特殊
建築改良物之土地，依據控制點施
測，並與現況調查結果核對。
（三）村莊土地之地籍調查，除依照施行
細則第三十八條第二款至第四款
規定辦理外，應與現況測量同時進
行，可實地指界者，應同時完成調
查測量。如當事人未能指界時，以
現況使用界為準，經權利人認定埋
設界樁，再於調查表蓋章，完成調
查手續。
（四）村莊土地應於地籍調查後，立即呈
判，並於呈判後彙交測量單位，據
以核對測量原圖。
（五）重劃區外之地形，或其鄰邊已辦理
重劃地區之農水路系統，土地界
址、樁位應勘酌予以重點檢測，以
求與測量原圖吻合。
八、農路、水路中心樁位連測：
（一）工程單位經規劃水路系統，並繪製
重劃區規劃圖，依照施行細則第二
十四條規定完成審核程序後，應依
據規劃圖測設農路、水路中心樁，
並將農路、水路與其中心樁位編
號，註明點位間距離，檢送該規劃
藍曬圖二份，由重劃工程主辦及承
辦人員填註日期并蓋章連同中心
樁實地點交測量單位。
（二）農路、水路規劃結果為曲線時，應
將其曲線條件註明。
（三）測量單位將工程單位送交之規劃藍
曬圖及農路、水路中心樁實地點交
後，依據圖根點連測其樁位并計算
坐標，以確定農路、水路中心樁位
圖。
（四）農路、水路中心樁，經實地連測樁
位及計算坐標後，將規劃圖填註方
位角及距離（距離如與規劃原圖原
載相符，免再填註），連同坐標表
各一份檢送工程單位供辦理工程
設計時作為農水路位置之控制。
九、展繪農路、水路中心樁位：
依照規劃之農路水路中心樁實地連測之樁
位坐標，展點於測量原圖上，並與重劃區
規劃圖精密核對檢查，如有錯誤或遺漏、

疑義等，應由縣（市）政府邀集重劃有關
單位檢討協調作成紀錄據實補正。
十、調繪農路、水路邊界位置：
（一）依據工程單位規劃設計之農水路寬
度，於測量原圖上調繪農路、水路
邊界位置，并計算其每單元區廓交
點之坐標數值，實地設置臨時木
樁、標誌，作為以後施工時檢測依
據，調繪時應注意其中心樁位置，
以免調繪錯誤。
（二）調繪農水路用地寬度，並繪製一千
分之一藍曬圖著色（給水紅色、道
路棕色、排水藍色）後，送交工程
單位校對，以符實際。各農水路系
統如發現設計位置與實地情形不
符時，應與工程單位連繫作紀錄，
調繪於正確位置。
十一、原有道路除未因實施重劃予以變更而依
原地籍圖保留位置者外，如經規劃變更
時，應依照第八點至第十點規定辦理。
十二、農路、水路工程規劃設計完成後，應由
縣（市）政府地政科召集調查、工程、
測量等單位會商檢討，期使農路、水路
工程規劃設計結果與土地使用狀況調查
及邊界、現況測量、農路、水路測繪位
置完全配合，並將檢討結果作成紀錄。
十三、依照施行細則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未能劃分坵塊及施設農路、水路予以改
良之土地，應辦理地籍調查、填具地籍
調查表，據以測量辦理分配。
十四、劃分地籍區段調整段界，依照地籍測量
實施規則第八十一條及第一百八十六條
規定辦理。
十五、計算重劃後每單元（區廓）可分配面積
及繪製土地分配作業圖：
（一）計算重劃後每單元（區廓）可分配
面積：
1.面積計算：
農路、水路用地面積計算，應分
別依農路、給水、排水、防風林
等計算其面積。
2.分配土地面積計算：
（1）面積計算應先分單元（區廓）
予以分別計算。
（2）不抵充農水路之未登記土地
面積應詳為計算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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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殊地形之土地應分開計算
面積，會同分配人員檢討，
以供分配土地時之參考。
（4）計算全區總面積及耕地與其
他土地面積，以供分配人員
計算負擔比率之用。
（二）繪製土地分配作業圖：
1.依據第十二點檢討農路、水路工
程規劃設計結果後，應由測量人
員根據重劃區邊界，村莊土地邊
界測量及調繪農路、水路位置，
將測量原圖予以整理著墨（原圖
所測繪現況測量鉛筆線位置不得
擦去）
，按鄉（鎮、市、區）段別，
以膠片或油面透明紙（圖廓以橫
八十公分，縱六十公分）
，予以謄
繪著墨，另用鉛筆以實線謄繪現
況使用界線，並套合舊地籍圖（地
籍放大圖）相關位置（用鉛筆虛
線謄繪），並註明各單位（區廓）
長度、寬度及面積，以曬製土地
分配作業圖。
2.前目曬製完成之土地分配作業圖
上，應以紅粘線加繪寬度三十公
尺之標準坵形，提供土地分配人
員之參考。
（三）配合土地分配作業：
土地分配作業中，由於畸零或不規
則坵塊分割，必須由測量員計算，
以提供正確面積，以利土地分配人
員辦理分配。
十六、土地分配結果整理地籍測量原圖（鉛筆
線）：
（一）長邊較短及坵形特殊之土地，應由
測量員按分配土地所需要之面積
逐筆分別計算，並複算，至於標準
坵塊則於土地分配前，由分配人員
另繪每一坵塊面積計算表及其位
置略圖交由測量員劃分，並於地籍
原圖上註記邊長（鉛筆線）。
（二）依照分配人員分配完成資料（分配
作業圖清冊等），重新複算整理於
測量原圖，使分配人員所分配土地
之寬度與面積均應相符，並依地籍
測量實施規則第一百五十三條規
定辦理，使每幅原圖（圖廓內）之
計算面積與每一號地或坵塊實際

計算面積之總和相符。
十七、繪製土地分配（公告）圖：
（一）土地分配作業完成後，依據分配結
果轉繪於分配作業藍曬底圖，註記
地目、編列地號（著墨並將原先之
鉛筆虛線擦去，再用鉛筆加註各地
號面積，作為土地分配藍曬底圖）
。
（二）依據前款藍曬底圖曬製土地分配藍
曬圖，並加註所有權人姓名，作為
土地分配公告圖。
十八、異動整理及核算土地分配面積：
土地分配結果公告後，農路、水路位置
及土地分配經核准調整或變更者，應依
據調整或變更核算土地分配面積，並及
時更正測量原圖及藍曬底圖。
十九、分宗測量釘樁及交接土地：
（一）依照施行細則第四十二條規定，於
土地分配確定或異議處理完畢
後，縣（市）主管機關應以書面分
別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到場領界接
耕。
（二）實地交耕時，應先補測圖根，檢測
農水路位置，以求交耕時，實地與
地籍圖相符。
（三）交耕時其中界址點位，隨即釘設臨
時界樁，俟農路、水路施工及整地
完成後，應埋設永久界標。
（四）交耕時應由土地所有權人在交耕清
冊認章，交耕清冊由縣（市）政府
保管。
二十、重劃後地籍測量：
重劃土地交耕後，應逕行辦理地籍測量
檢測工作，其有不符情形時，應依施行
細則第四十九條第六款規定辦理。
二十一、重劃後其地籍測量成果，應於地政事
務所辦理登記完竣後，依「臺灣省各
縣市辦竣地籍整理測量成果繳驗作業
要點」規定，將測量成果圖冊繳交內
政部土地測量局集中保管；福建省金
門縣、連江縣之測量成果仍由該府自
行保管。
（按：
「臺灣省各縣市辦竣地籍整理測
量成果繳驗作業要點」已修正為「臺
灣省各縣市辦竣地籍整理測繪成果繳
驗作業要點」；內政部土地測量局已改
制為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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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有關事項。
六、土地重劃圖說，應以不同色筆表明原有土
地及擬分配各宗土地地號、位次、形狀、
農水路寬及與鄰近農水路聯繫狀況。
中華民國 65 年 2 月 1 日台內地字第 659658 號函訂 七、重劃土地分配對照清冊，應按所有權人別
填寫載明原有土地及擬分配土地之地號、
定
地目、等則、面積、所有權人姓名、住址、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他項權利及建築改
一、為獎勵人民自行辦理土地重劃（以下簡稱
良物情形暨其他有關事項。至實際分配之
民辦重劃）
，以促進土地利用，便利地籍整
面積，以地政事務所實地測量計算者為
理，特訂定本要點。
準，由測量人員於清冊內註明並蓋章。
二、農地或鄉村住宅用地及其有關土地，合於
左列情形之一者，其所有權人得依本要 八、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土地分配時，除須合於
土地法第一百三十六條至第一百三十九
點，自行協議，申請辦理土地重劃：
條，土地重劃辦法第十七條及十八條之規
（一）農地坵塊不適合於農事工作，或不
定外，並須合於左列之規定：
利於排水灌溉者。
（一）重劃後農地之坵塊，不得增加。
（二）將散碎之土地交換合併，調整為完
（二）共有土地各共有人之持分面積得與
整坵塊者。
其所有之他宗土地合併分配。
（三）土地面積畸零狹小，不適合建築使
（三）重劃後各所有權人之分配土地面
用者。
積，以維持不變為原則。但因地形
（四）將曲折之道路、水路，截彎取直，
或最小單位面積之限制者，不在此
以利公眾使用者。
限。
三、民辦重劃時，得享受左列優待：
（按：原土地重劃辦法經行政院七
（一）免納測量費、登記費及書狀工本費。
十一年四月七日公布廢止，有關土
（二）免費發給地段圖謄本。
地所有權人面積過小之處理，農地
（三）免納契稅、贈與稅、土地增值稅。
重劃條例第二十三條已有規定）
（四）地目等則因重劃而提高者，於重劃
九、重劃區之土地，已設定負擔或為查封、預
後三年內免予提高田賦。
告等登記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權利之處
四、民辦重劃案件，應由土地所有權人會同以
理，以轉載於重劃後分配之土地為原則。
書面（附格式一）向當地縣市政府申請，
但權利關係人依土地重劃辦法第二十一條
並檢附左列文件各二份：
至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辦理者，依其約定。
（一）土地重劃協議書（附格式二）
（按：原土地重劃辦法經行政院七十一年
（二）土地重劃圖說（附格式三）
四月七日公布廢止，有關土地所有權人承
（三）重劃土地分配對照清冊（附格式四）
租及他項權利之處理，農地重劃條例第二
土地所有權人得互相推舉一至五人為代
十九條至第三十三條已有規定）
表，洽辦有關事宜。
十、縣市政府接到民辦重劃申請案件，應於十
五、土地重劃協議書，應載明左列事項：
五日內核復之。其經核准者，并應同時檢
（一）重劃區之座落地號及所有權人姓
送申請書（影印本）及附件各乙份，函知
名。
地政事務所辦理測量及登記。
（二）土地所有權之分配。
十一、地政事務所於收到縣市政府之核准函
（三）土地分配差額之補償。
件，應依左列程序擬定工作進度，於二
（四）原有他項權利之處理。
個月內辦竣地籍整理。但因特殊原因，
（五）重劃費用之負擔。
得報請縣市政府核准延長為三個月。
（六）在重劃案件未經核復前，或經核准
（一）地籍測量：
在未完成重劃及土地登記前，所有
1.通知申請人備妥界標，並定期會
權人同意對其土地權利不設定負
同鄰地所有權人，到場指認重劃
擔或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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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外圍界址，並設立界標，測繪
成圖，並計算總面積，作為核算
各宗分配界址之參考。
2.重劃區總面積有增減時，以新測
算者為準，總面積有減少時，於
扣除原農水路面積後，按各所有
人原有面積比例扣減之。但各所
有人另有協議者，依其協議。總
面積有增加時，增加部份悉數充
作農水路用地。
3.依土地分配之位次、面積、規劃
成分配圖後，定期會同申請人測
定各宗土地及農水路界址，設立
界標。
4.由申請人依據測定之各宗土地及
農水路界址，整地施工。
5.重劃工程完成後，依地籍測量實
施規則之規定，照原有地籍圖比
例尺實施測量，繪製地籍圖，並
測算面積。將測算所得面積，填
列於重劃土地分配對照清冊「重
劃 後 地 政事 務 所測 量 面積 」 欄
內，由測量人員蓋章，並通知申
請人。
6.訂正原有地籍圖並繪製地段圖。
（二）土地登記：
1.根據重劃土地分配對照清冊之記
載，辦理土地登記，面積以地政
事務所測算者為準。
2.通知換發土地權利書狀，土地所
有權狀應附地段圖。
3.將登記結果通知稅捐稽徵機關，
訂正稅籍。
4.將辦理結果函報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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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總歸戶實施辦法

地籍總歸戶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81 年 10 月 5 日內政部（81）台內地字
第 8186351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11 條
中華民國 88 年 6 月 29 日內政部（88）台內地字
第 8886153 號令修正發布第 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3 年 4 月 30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0930060889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14 條；並自發
布日施行
中華民國 96 年 1 月 19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0960004103 號令修正發布第 9 條、第 10 條條
文
中華民國 104 年 4 月 23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40412256 號令修正發布第 8 條、第 9 條、第
11 條、第 12 條條文，並修增第 9 條之 1 條文

訊
類

四、建立地籍資料庫。
五、地籍資料異動及傳輸。
六、歸戶。
ௐ̣୧ 辦理地籍總歸戶，直轄市或縣 (市)
登記機關（以下簡稱登記機關）應就轄區內
之土地及建築改良物，詳細查校所有權人、
他項權利人與管理人姓名或名稱及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或統一編號。
所有權人、他項權利人或管理人無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或統一編號者，由登記機關依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方式予以編號。
ௐ̱୧ 地籍資料由登記機關登錄成電子資
料後，送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彙送
中央主管機關，建立地籍資料庫。
ௐ˛୧ 地籍資料有異動時，登記機關應於當
日將異動資料送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之資料庫彙整後，傳輸至中央主管機關，
以更新地籍資料庫。
ௐˣ୧ 所有權人、他項權利人或其繼承人、
管理人得請求就其地籍總歸戶資料，查詢、
閱覽或製給複製本。但有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十條但書所定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前項資料之提供範圍，以受理申請地籍總
歸戶資料之所有權人、他項權利人或管理人
之地籍資料為限，並得由申請人依其需要選
擇部分資料。
ௐ˝୧ 申請地籍總歸戶資料，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下列文件，向任一登記機關提
出：
一、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二、申請人為所有權人、他項權利人之繼
承人者，應檢附其具繼承資格之證明文
件。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證明文件。
委託代理人申請時，除應依前項規定辦理
外，並另附具委託書或於申請書載明委託關
係。
申請人或代理人應親自到場，並由登記機
關人員核對其身分。
ௐ˝୧̝˘ 所有權人、他項權利人或管理人
經登記機關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賦與編號
者，登記機關得經申請提供與其姓名或名稱
及住址同一者之地籍資料。
前項申請人之資格及申請資料範圍，準用
第八條規定。
第一項申請程序及所需檢附文件，除應檢

資

ௐ˘୧! 本辦法依平均地權條例第十二條規
定訂定之。
ௐ˟୧ 辦法所稱地籍總歸戶，指將土地及建
築改良物登記簿所載同一所有權人、他項權
利人及管理人在施行平均地權區域內之全
部地籍資料予以歸戶。
前項同一所有權人、他項權利人及管理人
之認定方式如下：
一、自然人：以姓名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或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編號同一者。
二、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以其名稱及統一
編 號 或第 五 條第 二項 規 定編 號同 一
者。
ௐˬ୧! 前條第一項所定地籍資料包括如下：
一、登記資料：指土地及建築改良物登記資
料，包括標示部、所有權部及他項權利
部之資料。
二、地價資料：指申報地價、公告地價、公
告土地現值及公告日期。
三、所有權人、他項權利人及管理人資料：
指權利人類別、姓名或名稱、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或統一編號、出生日期、住
址；有管理人者，其管理人姓名或名
稱、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住址。
ௐα୧ 地籍總歸戶，應以電腦處理方式辦理
之；其程序如下：
一、整理地籍資料。
二、查校所有權人、他項權利人與管理人姓
名或名稱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統
一編號。
三、登錄相關地籍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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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登記住址之身分證明文件外，準用前條
規定。
ௐȈ୧ 登記機關受理前條申請案件，經審查
無誤後，核發地籍總歸戶資料。
ௐȈ˘୧ 地籍總歸戶資料之利用，應於執行
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
目的相符。但有個人資料保護法第十六條但
書所定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利
用。
ௐȈ˟୧! 申請地籍總歸戶資料，每次應繳納
使用費新臺幣四百元，並按下列費額繳納閱
覽費、列印費或資訊費：
一、閱覽費：每筆（棟）每十分鐘新臺幣
二十元，不足十分鐘者，以十分鐘計。
二、列印費：每張新臺幣二十元。
三、資訊費：每錄新臺幣一元。
依第九條之一規定申請者，每次應繳納使
用費為新臺幣二百五十元。
ௐȈˬ୧!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置地籍總歸戶
電腦處理作業系統規範。
ௐȈα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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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總歸戶土地權利人及管理人統一編號及歸戶作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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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七、地籍總歸戶，由內政部依下列原則辦理之。
（一）權利人（管理人）姓名（名稱）及地
籍總歸戶統一編號均相同者，歸為同
一戶。
（二）權利人（管理人）地籍總歸戶統一編
號相同但姓名（名稱）不同者，應查
中華民國 82 年 5 月 24 日內政部台 82 內地字第
明更正後，再予歸戶。
8279618 號函訂頒
（三）權利人（管理人）姓名（名稱）相同
一、為辦理地籍總歸戶及執行地籍總歸戶實施
但地籍總歸戶統一編號不同者，分別
辦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特訂定本作業原
歸戶。
則。
二、地籍總歸戶，土地所有權人或他項權利人
統一編號原則如下：
地 籍 總 歸 戶
類別
統 一 編 號
自然人查有身分證統一 國民身分證統一
1
編號者
編號
自然人查無身分證統一 地政事務所賦與
2
編號者
流水編號
附表一賦與之編
3 公法人
號
4 營利事業法人
營利事業編號
非營利事業法人查有扣 扣繳單位統一編
5
繳單位統一編號者
號
非營利事業法人查無扣 地政事務所賦與
6
繳單位統一編號者
流水編號
非法人團體查有扣繳單 扣繳單位統一編
7
位統一編號者
號
非法人團體查無扣繳單 地政事務所賦與
8
位統一編號者
流水編號
前項流水編號共十個欄位，第一欄為「※」，
第二、三欄為各地政事務所代碼，第四欄至第
十欄由各地政事務所依需要自行編號；相同之
權利人，應編相同之編號。
三、各地政事務所於辦理地籍總歸戶整理登記
簿時，應將前條編號查校補註；已實施地
籍資料電子處理之地政事務所，其編號與
前條之規定不符者，應依前條原則更正其
已編之編號。
四、土地管理人為政府機關時，地籍總歸戶統
一編號，依其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其為自
然人或法人者，依第二條規定辦理。
五、各地政事務所查校自然人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時，得洽請戶政事務所協助查詢。
六、各地政事務所查校營利事業統一編號、扣
繳單位統一編號時，得洽請財稅機關協助

地籍總歸戶土地權利人及
管理人統一編號及歸戶作
業原則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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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公法人地籍總歸戶統一編號代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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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中華民國

代碼
0000000158

名稱
宜蘭縣

代碼
0001000200

台北市

0006300000

高雄市

0006400000

台灣省

0001000000

台北縣

0001000100

板橋市
三重市
中和市
永和市
新莊市
新店市
樹林鎮
鶯歌鎮
三峽鎮
淡水鎮
汐止鎮
瑞芳鎮
土城鄉
蘆洲鄉
五股鄉
泰山鄉
林口鄉
深坑鄉
石碇鄉
坪林鄉
三芝鄉
石門鄉
八里鄉
平溪鄉
雙溪鄉
貢寮鄉
金山鄉
萬里鄉
烏來鄉

0001000101
0001000102
0001000103
0001000104
0001000105
0001000106
0001000107
0001000108
0001000109
0001000110
0001000111
0001000112
0001000113
0001000114
0001000115
0001000116
0001000117
0001000118
0001000119
0001000120
0001000121
0001000122
0001000123
0001000124
0001000125
0001000126
0001000127
0001000128
0001000129

宜蘭市
羅東鎮
蘇澳鎮
頭城鎮
礁溪鄉
壯圍鄉
員山鄉
冬山鄉
五結鄉
三星鄉
大同鄉
南澳鄉

0001000201
0001000202
0001000203
0001000204
0001000205
0001000206
0001000207
0001000208
0001000209
0001000210
0001000211
0001000212

桃園縣

0001000300

桃園市
中壢市
大溪鎮
楊梅鎮
蘆竹鄉
大園鄉
龜山鄉
八德鄉
龍潭鄉
平鎮市
新屋鄉
觀音鄉
復興鄉

0001000301
0001000302
0001000303
0001000304
0001000305
0001000306
0001000307
0001000308
0001000309
0001000310
0001000311
0001000312
0001000313

新竹縣

0001000400

竹北市
竹東鎮
新埔鎮
關西鎮
湖口鄉
新豐鄉

0001000401
0001000402
0001000403
0001000404
0001000405
0001000406

地籍總歸戶土地權利人及管理人統一編號及歸戶作業原則

0001000500

苗栗市
苑裡鎮
通霄鎮
竹南鎮
頭份市
後龍鎮
卓蘭鎮
大湖鄉
公館鄉
銅鑼鄉
南庄鄉
頭屋鄉
三義鄉
西湖鄉
造橋鄉
三灣鄉
獅潭鄉
泰安鄉

0001000501
0001000502
0001000503
0001000504
0001000505
0001000506
0001000507
0001000508
0001000509
0001000510
0001000511
0001000512
0001000513
0001000514
0001000515
0001000516
0001000517
0001000518

台中縣

0001000600

豐原市
東勢鎮
大甲鎮
清水鎮
沙鹿鎮
梧棲鎮
后里鄉
神岡鄉

0001000601
0001000602
0001000603
0001000604
0001000605
0001000606
0001000607
0001000608

代碼
0001000609
0001000610
0001000611
0001000612
0001000613
0001000614
0001000615
0001000616
0001000617
0001000618
0001000619
0001000620
0001000621

彰化縣

0001000700

彰化市
鹿港鎮
和美鎮
線西鄉
伸港鄉
福興鄉
秀水鄉
花壇鄉
芬園鄉
員林鎮
溪湖鎮
田中鎮
大村鄉
埔鹽鄉
埔心鄉
永靖鄉
社頭鄉
二水鄉
北斗鎮
二林鎮
田尾鄉
埤頭鄉
芳苑鄉

0001000701
0001000702
0001000703
0001000704
0001000705
0001000706
0001000707
0001000708
0001000709
0001000710
0001000711
0001000712
0001000713
0001000714
0001000715
0001000716
0001000717
0001000718
0001000719
0001000720
0001000721
0001000722
0001000723

類

苗栗縣

名稱
潭子鄉
大雅鄉
新社鄉
石岡鄉
外埔鄉
大安鄉
烏日鄉
大肚鄉
龍井鄉
霧峰鄉
太平鄉
大里鄉
和平鄉

訊

代碼
0001000407
0001000408
0001000409
0001000410
0001000411
0001000412
0001000413

資

名稱
芎林鄉
橫山鄉
北埔鄉
寶山鄉
峨眉鄉
尖石鄉
五峰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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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類

名稱
大城鄉
竹塘鄉
溪州鄉

代碼
0001000724
0001000725
0001000726

名稱
四湖鄉
口湖鄉
水林鄉

代碼
0001000918
0001000919
0001000920

南投縣

0001000800

嘉義縣

0001001000

南投市
埔里鎮
草屯鎮
竹山鎮
集集鎮
名間鄉
鹿谷鄉
中寮鄉
魚池鄉
國姓鄉
水里鄉
信義鄉
仁愛鄉

0001000801
0001000802
0001000803
0001000804
0001000805
0001000806
0001000807
0001000808
0001000809
0001000810
0001000811
0001000812
0001000813

雲林縣

0001000900

斗六市
斗南鎮
虎尾鎮
西螺鎮
土庫鎮
北港鎮
古坑鄉
大埤鄉
莿桐鄉
林內鄉
二崙鄉
崙背鄉
麥寮鄉
東勢鄉
褒忠鄉
台西鄉
元長鄉

0001000901
0001000902
0001000903
0001000904
0001000905
0001000906
0001000907
0001000908
0001000909
0001000910
0001000911
0001000912
0001000913
0001000914
0001000915
0001000916
0001000917

太保市
朴子市
布袋鎮
大林鎮
民雄鄉
溪口鄉
新港鄉
六腳鄉
東石鄉
義竹鄉
鹿草鄉
水上鄉
中埔鄉
竹崎鄉
梅山鄉
番路鄉
大埔鄉
阿里山鄉

0001001001
0001001002
0001001003
0001001004
0001001005
0001001006
0001001007
0001001008
0001001009
0001001010
0001001011
0001001012
0001001013
0001001014
0001001015
0001001016
0001001017
0001001018

台南縣

0001001100

新營市
鹽水鎮
白河鎮
柳營鎮
後壁鄉
東山鄉
麻豆鎮
下營鄉
六甲鄉
官田鄉
大內鄉
佳里鎮

0001001101
0001001102
0001001103
0001001104
0001001105
0001001106
0001001107
0001001108
0001001109
0001001110
0001001111
0001001112

地籍總歸戶土地權利人及管理人統一編號及歸戶作業原則

0001001200

鳳山市
林園鄉
大寮鄉
大樹鄉
大社鄉
仁武鄉
鳥松鄉
岡山鎮
橋頭鄉
燕巢鄉
田寮鄉
阿蓮鄉
路竹鄉
湖內鄉
茄萣鄉
永安鄉
彌陀鄉

0001001201
0001001202
0001001203
0001001204
0001001205
0001001206
0001001207
0001001208
0001001209
0001001210
0001001211
0001001212
0001001213
0001001214
0001001215
0001001216
0001001217

代碼
0001001218
0001001219
0001001220
0001001221
0001001222
0001001223
0001001224
0001001225
0001001226
0001001227

屏東縣

0001001300

屏東市
潮州鎮
東港鎮
恆春鎮
萬丹鄉
長治鄉
麟洛鄉
九如鄉
里港鄉
鹽埔鄉
高樹鄉
萬巒鄉
內埔鄉
竹田鄉
新埤鄉
枋寮鄉
新園鄉
崁頂鄉
林邊鄉
南州鄉
佳冬鄉
琉球鄉
車城鄉
滿州鄉
枋山鄉
三地門鄉

0001001301
0001001302
0001001303
0001001304
0001001305
0001001306
0001001307
0001001308
0001001309
0001001310
0001001311
0001001312
0001001313
0001001314
0001001315
0001001316
0001001317
0001001318
0001001319
0001001320
0001001321
0001001322
0001001323
0001001324
0001001325
0001001326

類

高雄縣

名稱
梓官鄉
旗山鎮
美濃鎮
六龜鄉
甲仙鄉
杉林鄉
內門鄉
茂林鄉
桃源鄉
三民鄉

訊

代碼
0001001113
0001001114
0001001115
0001001116
0001001117
0001001118
0001001119
0001001120
0001001121
0001001122
0001001123
0001001124
0001001125
0001001126
0001001127
0001001128
0001001129
0001001130
0001001131

資

名稱
學甲鎮
西港鄉
七股鄉
將軍鄉
北門鄉
新化鎮
善化鎮
新市鄉
安定鄉
山上鄉
玉井鄉
楠西鄉
南化鄉
左鎮鄉
仁德鄉
歸仁鄉
關廟鄉
龍崎鄉
永康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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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代碼
0001001327
0001001328
0001001329
0001001330
0001001331
0001001332
0001001333

台東縣

0001001400

台東市
成功鎮
關山鎮
卑南鄉
鹿野鄉
池上鄉
東河鄉
長濱鄉
太麻里鄉
大武鄉
綠島鄉
海端鄉
延平鄉
金峰鄉
達仁鄉
蘭嶼鄉

0001001401
0001001402
0001001403
0001001404
0001001405
0001001406
0001001407
0001001408
0001001409
0001001410
0001001411
0001001412
0001001413
0001001414
0001001415
0001001416

花蓮縣

0001001500

花蓮市
鳳林鎮
玉里鎮
新城鄉
吉安鄉
壽豐鄉
光復鄉
豐濱鄉
瑞穗鄉
富里鄉

0001001501
0001001502
0001001503
0001001504
0001001505
0001001506
0001001507
0001001508
0001001509
0001001510

名稱
秀林鄉
萬榮鄉
卓溪鄉

代碼
0001001511
0001001512
0001001513

澎湖縣

0001001600

馬公市
湖西鄉
白沙鄉
西嶼鄉
望安鄉
七美鄉

0001001601
0001001602
0001001603
0001001604
0001001605
0001001606

基隆市

0001001700

新竹市

0001001800

台中市

0001001900

嘉義市

0001002000

台南市

0001002100

福建省

0000900000

連江縣

0000900700

南竿鄉
北竿鄉
莒光鄉
東引鄉

0000900701
0000900702
0000900703
0000900704

金門縣

0000902000

金城鎮
金沙鎮
金湖鎮
金寧鄉
烈嶼鄉
烏坵鄉

0000902001
0000902002
0000902003
0000902004
0000902005
0000902006

類

名稱
霧台鄉
瑪家鄉
泰武鄉
來義鄉
春日鄉
獅子鄉
牡丹鄉

土地參考資訊檔作業要點

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6 年 6 月 21 日台內地字第 0960093996
號令訂定；並自中華民國 96 年 7 月 1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97 年 8 月 21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32202
號令修正第 4 點、第 5 點、第 6 點

訊
類

機關。無適當之現有土地參考事項類
別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向內
政部申請增訂土地參考事項類別代碼
後，將土地參考事項類別代碼通知資
料提供機關。
內政部依前項第二款規定增訂土地參考事
項類別代碼時，應通知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五、資料提供機關接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通知土地參考事項類別代碼後，應將土地
或建物資訊按照參考檔建檔格式（如格式
二） 以地政事務所為單元完成建檔後，備
文以磁性媒體或電信網路傳輸方式，並檢
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通知文件影本，
送請土地或建物所在地政事務所轉入參考
檔資料庫。
六、參考檔經建置完成後，其參考事項內容有
新增、變更或刪除之必要時，應由原資料
提供機關備文檢具以地政事務所為單元之
更新資料（包含前次所送資料未異動部分
及本次異動部分），以磁性媒體或電信網
路傳輸方式送請土地或建物所在地政事務
所辦理更新。
七、參考檔之主鍵值由直轄市或縣（市）、鄉
（鎮、市、區）、段（小段）及地（建）
號組成。
主鍵値因土地或建物分割、合併而發生異動
時，土地參考資訊檔電腦作業系統自動將原
參考事項複製轉載於新增或合併後之地
（建）號內，地政事務所並應即以公文或電
子郵件檢具異動通知書通知原資料提供機
關查對後辦理更新。
辦理土地重劃、區段徵收或地籍圖重測等原
因實施地籍整理，致原有地（建）號及相關
土地位置發生變動時，土地參考資訊檔電腦
作業系統自動將原參考檔資料予以刪除，地
政事務所並應即以公文或電子郵件檢具異
動通知書通知原資料提供機關查對後重新
建立。
八、參考檔應載明資料提供機關名稱、查詢電
話等資料。
土地或建物權利人或利害關係人對參考檔
內容有疑義或因涉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
法或政府資訊公開法而生爭議者，應由資料
提供機關負責處理。
九、各級政府機關或民眾得填具申請書向地政

資

一、為建立土地參考資訊檔（以下簡稱參考
檔），以利各級政府機關建置與土地或建
物有關之資訊，提供相關機關及社會大眾
參考使用，並達到土地、建物資訊單一窗
口服務之功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第一點所稱與土地或建物有關之資訊，指
各級政府機關所提供非屬土地法規定應登
記事項之資訊。
前項資訊之提供，不得違反電腦處理個人資
料保護法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規
定，並由資料提供機關於提供時表明之。
三、依本要點建立之土地或建物資訊，應註明
非屬土地法規定應登記之事項，僅供參
考；其與資料提供機關管有之資料不同
時，以資料提供機關之資料為準。
四、資料提供機關申請登錄參考檔，應檢附申
請書（如格式一），依下列程序辦理：
（一）資料提供機關為中央部會、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者，逕向土地或建物所
在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登錄。
（二）資料提供機關為中央各部會所屬機關
者，由其上級機關核轉土地或建物所
在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登錄。
（三）資料提供機關為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所屬機關及鄉（鎮、市、區）公所
者，逕向土地或建物所在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申請登錄。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理申請後，應檢視
資料提供機關選用之土地參考事項類別代
碼，並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資料提供機關選用之現有土地參考事
項類別與申請登錄內容性質相符者，
應將土地參考事項類別代碼通知資料
提供機關。
（二）資料提供機關選用之現有土地參考事
項類別與申請登錄內容性質不符者，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逕行選用適
當之現有土地參考事項類別代碼，將
土地參考事項類別代碼通知資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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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所或於電信網路上申請閱覽或列印參
考檔中之土地或建物參考資訊。

資
訊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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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參考事項類別：

代碼

(建議新增參考事項類別
者，此欄免填)

參考事項資訊鍵值：□地號 □建號
土地(建物)所在直轄市或縣(市)：
法令依據：
登錄內容概述：
現行公開方式：
資料異動周期：□定期 ______________（請填寫異動周期）
□不定期

備註

本機關申請登錄於土地參考資訊檔之公示資料，確無違反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
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規定，如土地(建物)權利人或利害關係人對參考檔內容
有疑義或因涉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或政府資訊公開法而生爭議者，由本機關負
責處理。

機關地址：（

資

機 關
代 碼

資料提供機關：
）

電話：（ ）

電子信箱：

傳真：（ ）

訊

聯絡人姓名：

類

填表人

科(組)長

業務主管

機關首長

注意事項：
一、填寫本申請書前，請先詳閱填寫說明。
二、同一資料提供機關如前已登錄其他參考事項者，本次再申請登錄，於接到直轄市、縣(市)政府
依土地參考資訊檔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二項規定之通知後，應注意所建檔之資料應整合原參考事
項資料及本次新增之參考事項資料，再依該作業要點第五點規定整批送請地政事務所轉入參考
檔資料庫，以避免原登錄之參考事項資料被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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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土地參考資訊檔登錄申請書填寫說明：
1.「參考事項類別」及「代碼」欄：按申請登錄參考檔內容之性質，選用性質相類之現有土地參考
事項類別及其代碼。如無適當之現有類別者，請填寫建議新增之類別名稱，至代碼部分則免予填
寫。
2.現有土地參考事項類別代碼表，請於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land.moi.gov.tw)
內查詢。
3.「參考事項資訊鍵值」欄：申請登錄參考檔之參考事項資料內容係與土地有關之事項，請勾選地
號；係與建物有關之事項，請勾選建號；如與土地及建物均有關，請二者均勾選。
4.「土地(建物)所在直轄市或縣(市)」欄：填寫申請登錄參考檔之參考事項資料所在土地或建物之
直轄市或縣(市)別。
5.「法令依據」欄位：填寫擬登錄之參考事項資料得予公示之法令依據，如無法令依據，請填「無」
。
6.「登錄內容概述」欄：摘要敘明擬登錄於參考檔資料庫之參考事項資料內容。
7.「現行公開方式」欄：就申請登錄參考檔之參考事項資料，其現行採行之公開方式說明。
8.「資料異動周期」欄：勾選申請登錄參考檔之參考事項資料異動周期，如為定期異動，請填寫異
動周期。
9.「備註」欄：資料提供機關應表明所提供之土地(建物)資料未違反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及政
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之規定，並注意土地(建物)權利人或利害關係人對參考檔內容有疑義或因
涉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或政府資訊公開法而生爭議者，應由資料提供機關負責處理。
10.「資料提供機關」欄：填寫申請登錄參考檔（即參考檔資料來源）之機關名稱。
11.「機關代碼」欄：填寫資料提供機關代碼，其代碼請參照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所編訂之機關代碼填
寫。
12.「機關地址、聯絡人姓名、電話、電子信箱、傳真」欄：填寫資料提供機關之地址、聯絡人姓名、
電話號碼、電子信箱、傳真號碼。
13.申請表請逐級蓋章。

訊
類

土地參考資訊檔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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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項編號

資料名稱

資料
屬性

位數

說

RA01

直轄市或縣(市)

文數字

1

代碼

RA02

鄉（鎮/市/區）

整數

2

代碼

RA03

段（小段）號

整數

4

代碼

RA04

地號母號

整數

4

RA05

地號子號

整數

4

RA06

建號母號

整數

5

RA07

建號子號

整數

3

RA08

參考事項類別

文數字

2

RA09

參考事項內容

文數字

2000

RA10

原因發生日期(年)

整數

3

RA11

原因發生日期(月)

整數

2

RA12

原因發生日期(日)

整數

2

RA13

資料提供機關(單位)

文數字

10

RA14

查詢電話

文數字

20

RA15

電子信箱帳號

文數字

30

RA16

地政事務所所別

文數字

2

RA17

公文收文號

文數字

40

RA18

建檔日期（年）

整數

3

RA19

建檔日期（月）

整數

2

RA20

建檔日期（日）

整數

2

明

代碼

代碼

資

附註：
一、為使鍵入標的資料正確，有關直轄市或縣(市)、鄉(鎮/市/區)及段(小段)代碼，在建檔前請先於
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land.moi.gov.tw)內查詢或逕向土地(建物)所在地政事
務所洽詢。
二、資料各欄位間應以半形逗號分隔，不同資料錄應換行登錄。
三、各欄位資料不可用雙引號包裹，且每一欄資料內不可有半形逗號，應用全形逗號。
四、參考事項內容不得為空值。
五、資料提供機關（單位）代碼請參照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所編訂之機關（單位）代碼（如內政部：
301000000A，臺中市文化局：376593100E）。

類

指參考檔資料轉入本系統資
料 庫 之公 文收 文字 號及 日
期，資料提供機關建檔時無
須填載，由程式自動填記。

訊

代碼

L‐3‐6

土地參考資訊檔作業要點

資
訊
類

土地基本資料庫電子資料流通作業要點

土地基本資料庫電子資料
流通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86 年 11 月 14 日台內地字第 8686197 號
函訂頒
中華民國 89 年 9 月 22 日台內中地字第 8980249 號
函修正
中 華 民 國 95 年 8 月 4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50723863 號令修正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 月 15 日 內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16652501 號令修正

所。
五、土地基本資料庫電子資料之申請，應填寫
申請表(如附表)，得檢具證明文件，向資料
提供機關為之。申請方式除臨櫃申請外，
並得以線上申請方式辦理，其申請經電子
簽章憑證機構認證後，得以電子傳遞方式
為之。
資料提供機關應於受理申請之日起十五日
內為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
之期間不得逾十五日。
申請之方式或要件不備，其能補正者，資料
提供機關應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之日起
七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補
正者，得逕行駁回之。
以電子傳遞方式申請提供或申請時，已註明
電子傳遞地址者，前述之准駁，得以電子傳
遞方式為之。

資
訊
類

一、為因應國土資訊系統發展、促進資訊流通
共享，並規範土地基本資料庫電子資料之
申請、供應、使用及相關事宜，以發揮土
地基本資料庫之整體效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土地基本資料庫電子資料之申請、供應、
使用之作業，除政府資訊公開法、個人資
料保護法、行政機關電子資料流通實施要
點及相關法規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規定
辦理。
三、土地基本資料庫之電子資料，其提供之資
料依各系統產製輸出之欄位提供之，其主
要資料說明如下：
（一）測量資料：指以數值法測量或以圖解
法地籍圖數值化方式完成之數值資
料。
（二）登記資料：指以電腦處理之土地、建
物登記資料，包括標示部、所有權
部、他項權利部。
（三）地價資料：指以電腦處理之公告地
價、公告土地現值及申報地價資料，
包括鄉（鎮、市、區）
、地段、地號、
公告日期、公告地價、公告土地現
值、申報年月、申報地價。
對於非公務機關其姓名、出生年月日、統
一編號、住址及權利價值等應予隱匿。
四、土地基本資料庫電子資料流通之資料主管
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地政局，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
土地基本資料庫電子資料流通之資料提供
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地政局及所轄各地政事務所，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及所轄各地政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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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電子資料名稱
申請用途：
申請用途

是否符合個人資料保護法及相關法規規定？
□是□否（申請資料如涉姓名、出生年月日、統一編號、住址及權利價
值等，請勾選）

資料範圍
資料欄位名稱
提供及領取方式

□光碟提供(□自取 □郵寄)

□網路傳輸

申請人姓名或名稱：

出生年月日：

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其他

代表人姓名：
代理人姓名：

出生年月日：

簽章：

代理人通訊地址：
E‐mail：

聯絡電話：

□申請人已詳閱注意事項
簽章：

資
訊
類

注意事項：
一、本電子資料僅供申請人申請用途使用，其特定目的外之利用，應依個人資料保護法之規
定辦理，申請之資料不得作為與其他資料進行檔案間串連分析，藉以辨識個人資料。
二、申請人將電子資料委託受任人處理時，應於申請表備註欄中說明，請受任人於受任事務
處理完竣，應將電子資料交還申請人，受任人不得複製留底。
三、申請人利用或處理本電子資料應遵守個人資料保護法、著作權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理，
如有違法情事，概由申請人自行負相關法律責任。
四、資料自交付申請人後，應由申請人負資料保管責任。
五、本機關處理申請人(代理人)之個人資料，其歸檔、保存及銷毀將依檔案法及相關規定辦
理，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法律明文規定。
(二)提供司法機關基於法定用途使用。
(三)為保障本機關或其他使用者之權益。
六、資料提供機關交付之電子資料有錯誤或不完整者，申請人得於收受該電子資料之日起七
日內，以書面敘明理由並檢附原電子資料及相關證明文件向資料提供機關申請更正或補
正，逾期不受理。
備註
領件人(簽章)：

領件時間：

土地基本資料庫電子資料流通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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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由資料提供機關填寫
收件字號
是否可提供

□可提供，提供日期

年

月

日

□ 補正原因：
□ 申請用途請再詳細說明
□ 所需資料範圍請作詳細說明
□ 其他
請於接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補
正者，予以駁回。
□ 駁回原因：
□ 申請人不符合提供對象
□ 所需資料範圍並無電子資料可提供
□ 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補正
□ 其他
費用總計（元）
年

月

日

核 定 日 期
資料提供機關

年

月

訊

傳真：

註：請填寫一式兩份，填表說明如後。
單位主管：

類

電話：

備註：地籍資料提供之正確及有效性以資料產製日期為限。

承辦人員：

戳

日

核定日期及章戳
聯絡人：

章

資

資料產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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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電子資料名稱

土地基本資料庫之電子資料名稱。

申請用途

詳細說明申請人申請用途，申請之資料如涉及姓名、出生年月日、
統一編號、住址及權利價值等，請確認是否符合個人資料保護法及
相關法規規定。

資料範圍

申請資料之範圍，如地段名稱或地理涵蓋範圍。

資料欄位名稱

申請地籍圖及地價資料時，不必填寫欄位名稱。
申請登記資料，請填寫主要資料欄位名稱，對欄位名稱不瞭解者，
請洽資料提供機關。

提供及領取方式

分為光碟提供(含自取及郵寄)、網路傳輸及其他等，提供方式由申
請人勾選。

申請人姓名或名稱、出生年月
日、統一編號、通訊地址、代
表人姓名、代理人姓名、代理
人出生年月日、代理人簽章、
代理人通訊地址、E-mail、聯
絡電話及簽章、申請人已詳閱
注意事項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條規定填妥申請人姓名或法人、團體名稱、
出生年月日、統一編號、地址、E-mail、聯絡電話及簽章等資料，
申請人有代表人者，應填妥代表人之姓名；申請人有代理人者，應
同時填妥代理人之姓名、出生年月日、通訊住址及簽章；申請人已
詳閱注意事項，併同簽章處勾選及簽章確認。

注意事項

說明申請人對於所申請資料之使用限制。

備註

受託人說明及其他重要事項，但於上述欄位中無法表達者。

訊

以下為資料提供機關填寫

類

收件字號

資料提供機關就申請人之申請資料應設專簿收件管理，請收件人員
填入收件字號。

是否可提供

無論提供是否成立，資料提供機關均應將第一份(未含機關內部核
章欄)退還申請人，第二份存參並彙整備查。如審查後無法提供者，
應勾選原因，如無法提供之原因不在所列之項目者，請選擇其他項
並註明之。

費用總計

申請人應付繳之費用總數。

資料產製日期

申請資料產製之日期。

資料提供機關
核定日期及章戳

由資料提供機關填入核定日期並加蓋章戳。

聯絡人、電話、傳真

資料提供機關之聯絡人姓名、電話、傳真。

備註

其他重要事項，但於上述欄位中無法表達者。

土地基本資料庫電子資料流通作業要點

資
訊
類

六、資料提供機關對於資料之申請應為下列之
審核：
（一）資料申請用途是否符合法令規定及
為申請人之業務所需。
（二）申請提供之範圍是否必需。
（三）申請提供之方式是否恰當。
（四）其他特殊事項。
資料提供機關得依申請人之業務性質或基
於個人資料保護，限制資料提供內容，並
以選項方式提供第三點規定流通之資料。
七、電子資料提供方式依資料提供機關之作業
情況，以網路傳輸或儲存媒體方式提供。
儲存媒體得以郵寄收件回執方式處理，儲
存媒體種類及郵寄方式依資料提供機關規
定，儲存媒體及郵寄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八、電子資料提供以資料提供機關現有電子資
料之格式為限，並設專簿收件管理。
九、資料提供機關在對外提供電子資料時，應
一併提供下列詮釋資料：
（一）地籍圖之詮釋資料，內容應包括坐
標系統、原比例尺、地籍圖產製方
式及資料格式。
（二）登記及地價資料之詮釋資料，內容
應包括資料項目及資料格式。
十、資料之提供以段（小段）為單位，並以使
用者付費為原則。
資料提供機關可依資料申請對象之業務特
性，分級收費，或基於資料共享及互惠原
則，免費交換或提供。
十一、資料提供機關交付之電子資料有錯誤或
不完整者，申請人得於收受該電子資料
之日起七日內，以書面敘明理由並檢附
原電子資料及相關證明文件向資料提供
機關申請更正或補正，逾期不受理。
資料提供機關應於受理申請更正或補正
之日起十五日內為准駁之決定，並將同
意結果或駁回理由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十二、電子資料僅供申請人申請用途使用，其
特定目的外之利用，應依個人資料保護
法之規定辦理；申請之資料不得作為與
其他資料進行檔案間串連分析，藉以辨
識個人資料。
申請人將電子資料委託受任人處理時，應於申
請表備註欄中說明，請受任人於受任事務處理
完竣，應將電子資料交還申請人，受任人不得
複製留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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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類

各機關應用地政資訊需求端之使用者管理規定

各機關應用地政資訊需求
端之使用者管理規定
中 華 民 國 91 年 12 月 23 日 內 授 中 辦 字 第
09100853830 號函訂定
中 華 民 國 94 年 11 月 30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40725993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1 年 11 月 12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2049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 年 10 月 1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1301382 號函修正

訊
類

圖一 申請程序流程圖

（二）申請程序流程圖說明
1.申請機關(單位)填寫申請表
資訊需求機關(單位)按需求填寫需
求機構申請表並附「應用地政資訊
作業管理規定」送地政機關(單位)
審核。屬中央機關(單位)送內政部
(地政司)，地方機關(單位)送直轄
市、縣市政府(地政處、局)。
2.內政部/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機關
(單位)審核申請表
地政機關(單位)初步審核需求機構
申請表填寫是否完整，並確認所申
請作業與資訊需求機關業務是否相
符，如確認無誤，則將需求機構申
請表影送地政司(地政資訊作業科)
審核相關網路位址。
3.地政司(地政資訊作業科)審核編訂
相關網路位址
地政司(地政資訊作業科)登錄申請
機 關 對 外 代 表 之 Proxy IP 或
Domain，以利設定防火牆安全規
則，設定完成後，通知需求機構申
請表審核單位回覆申請機關(單
位)。
4.內政部/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機關
(單位)函覆申請結果
受理地政機關(單位)除將已確認需
求機構申請表留存外，並附影本函
覆申請機關(單位)。
5.申請機關(單位)進行連線測試。
（1）申請機關(單位)屬地方機關(單
位)，連線至地政需求端網站，
測試主網頁是否顯示正常。
（2）申請機關(單位)屬中央機關(單
位)，除連線至地政需求端網
站，測試網路是否顯示正常
外，並應使用政府機關憑證線
上填寫管理者申請表單。
6.地政司(地政資訊作業科)協助連線
測試
地政司(地政資訊作業科)遇有申請
機 關 (單位 ) 網站主 網頁 顯示不正
常，即應協同確認問題；另應定期
查核線上管理者申請狀況，依需求
機構申請表申請作業審核情形給予
授權。

資

為提供公務機關使用者連接地政資訊端之需
求，發揮資訊資源共享之效益，特訂定本規定。
依本規定所提供之地政資訊僅供公務使用，不
得任意提供私人用途使用。
一、機關(單位)申請登記
各機關(單位)申請應用地政資訊時，應符合
個人資料保護法第十六條規定，並提具公文
填寫「地政資訊需求機構申請表」(如附表
一，以下簡稱需求機構申請表)，且檢附該
機關(單位)「應用地政資訊作業管理規定」
(範本如附件)送地政機關(單位)審核。
完成申請程序經連線測試通過後，即可實際
連線取得資料，申請程序流程圖及其說明，
如下所示：
（一）申請程序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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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類

（三）作業代號
代表授權可以使用系統之功能名
稱，各作業代號意涵詳見需求機構申
請表作業代號說明欄。
（四）機關(單位)異動
資訊需求機關(單位)遇有系統功能或
機關憑證損壞需變更時，應填具需求
機構申請表送地政機關(單位)審核異
動管理者相關權限。
（五）註銷
資訊需求機關(單位)若業務上已無需
連接使用時，應填具需求機構申請表
送地政機關(單位)，以便註銷該機關
(單位)相關管理者或使用者權限。
二、使用者申請登記
（一）使用者申請程序
1.使用者填寫申請表
使用者除按需求填寫附表二「地政
資訊需求機構使用者申請表」
（以下
簡稱使用者申請表）
，依規定以書面
方式呈送申請單位主管核可外，並
應使用自然人憑證線上填寫使用者
申請表單。
2.申請單位主管審核申請表
申請單位主管審核使用者申請表，
依使用者作業需求審核，包含申請
事由、作業範圍及其他欄位。經確
認無誤，則將使用者申請表送交資
訊單位建立帳號；屬中央機關(單位)
使用者送原機關(單位)資訊單位審
核開立帳號，屬地方機關(單位)使用
者送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處、局
資訊單位審核開立帳號。
3.資訊單位開立帳號並做資料登錄
（1）資訊單位審核使用者申請表，
並核對線上填寫之使用者帳號
資料無誤後開立帳號。
（2）資訊單位依據使用者申請表，
給予使用者相關系統功能授
權。
4.資訊單位回覆申請結果
資訊單位回覆申請之審核結果。
（二）異動
使用者如有資料異動或被暫停使
用，應按規定填寫使用者申請表送交
受理機關審核，完成申請程序經連線

測試通過後，即可實際作業。
（三）註銷
使用者若業務上已無需連接使用
時，應按規定填寫使用者申請表送交
受理機關審核，完成程序後，資訊單
位管理者即將帳號註銷。
（四）撤銷
使用機關應依自行訂定之「應用地政
資訊作業管理規定」管理使用者，並
定期稽核使用情形，使用者經查有違
反規定者，使用機關應依違反資料流
通安全之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另系統將不定期稽核儲存紀錄，如經
查核有違反個人資料保護法等相關
規定者，得請該管主管依程序予以懲
處；必要時得逕為撤銷其使用權限。

各機關應用地政資訊需求端之使用者管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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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事項

Ｖ 新增 □異動 □註銷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中 文
機關 (單位)
名稱及代號

英 文
機關(單位)憑證 OID

機關(單位)地址
申請目的
中文姓名

連絡人名稱

電

話

E-mail 帳號
Proxy IP or Domain

申請作業範圍

作業代號

作業代號

作業代號

作業代號

作業代號

作業代號

作業代號

作業代號

作業代號

作業代號
LDW_A002 ： 他項權利人查詢
LDW_A004 ： 新舊地建號查詢
LDW_A006 ： 土地建物登記資料
LDW_A008 ： 建物測量成果圖資料
LDW_A0010： 異動索引資料
LDW_A0012：檔案資料上傳

審 核 意 見 □提供 □不提供
不 提 供 原 因 □申請目的不符 □填寫資料錯漏 □其他

備

註

說明：一、本申請表所提供之地政資訊僅供公務使用。
二、地政需求端網站 http://glir.land.moi.gov.tw

類

地政機關 單(位 審)核

作業代號說明：
LDW_A001 ：所有權人查詢
LDW_A003 ：管理者查詢
LDW_A005 ：門牌查詢
LDW_A007 ：地籍圖資料
LDW_A009 ：地價資料
LDW_A0011 ：異動清冊

訊

作業代號

資

作業代號

L‐5‐4

各機關應用地政資訊需求端之使用者管理規定

地政資訊需求機構申請表填表說明

資
訊
類

一、申請事項
以勾選方式選擇，□新增(表第一次申請)、□異動、或□註銷。
二、申請日期
即申請當日之日期。
三、機關(單位)名稱及代號
(一)中文
申請機關（單位）之中文全文。
(二)英文
申請機關（單位）之英文名稱。
(三)機關（單位）憑證 OID
填入申請機關（單位）憑證時之物件識別碼（詳見 http://oid.nat.gov.tw/OIDWeb/）
四、機關（單位）地址
即申請機關(單位)之地址。
五、申請目的
申請機關(單位)擬取得地政資訊之作業目的。
六、連絡人名稱
申請機關(單位)連絡人姓名、電話、e-mail 帳號；其中電話應加上區域號碼。
七、Proxy IP or Domain
申請機關(單位)對外連接網際網路之代表 IP 或 Domain
八、申請作業範圍
申請機關(單位)針對所需地政資訊填選作業代號。
九、作業代號說明
即地政資訊對外提供資料之作業功能選項。
十、地政機關(單位)審核
(一)審核意見
1.提供
地政機關(單位)受理後依權責範圍，就申請機關(單位)所附管理規定及申請連接目
的，配合其業務性質加以審核，並經內政部地政司(地政資訊作業科)審核相關網路位
址後，如符合規定，即核定提供。
2.無法提供
地政機關(單位)受理後依權責範圍，就申請機關(單位)所附管理規定及申請連接目
的，配合其業務性質加以審核，並經內政部地政司(地政資訊作業科)審核相關網路位
址後，如不符合規定或資料不正確，即核定無法提供。
(二)不提供原因
申請機關(單位)有勾選填寫資料錯漏、申請目的與業務性質不符及其他等原因，如勾選
其他欄應予以備註說明。

各機關應用地政資訊需求端之使用者管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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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資訊管理系統—地政資訊網際網路服務作業」使用者作業申請表
申

請

事

項

作

業

單

位

申

請

事

由

使用者

姓

□新增

□異動

□註銷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名

統一編號
電
話
e-mail
申請作業範圍

勾選申請項目

作業代號

核准與否

LDW_A001
LDW_A002
LDW_A003
LDW_A004
LDW_A005
LDW_A006

資

LDW_A007
LDW_A008
LDW_A009
LDW_A0010

登錄日期

年

申

申

LDW_A002：他項權利人查詢
LDW_A004：新舊地建號查詢
LDW_A006：土地建物登記資料
LDW_A008：建物測量成果圖資料
LDW_A0010：異動索引資料
LDW_A0012:檔案資料上傳
月

請

請

單

位

主

日

註銷日期

類

作業代號說明：
LDW_A001：所有權人查詢
LDW_A003：管理者查詢
LDW_A005：門牌查詢
LDW_A007：地籍圖資料
LDW_A009：地價資料
LDW_A0011 ：異動清冊

訊

LDW_A0011
LDW_A0012

年

月

日

人

系

統

管

理

人

員

管

資

訊

單

位

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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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資訊需求機構使用者申請表填表說明

資
訊
類

一、申請事項
以勾選方式選擇，□新增(表第一次申請)、□異動、或□註銷。
二、申請日期
即申請當日之日期。
三、作業單位
申請機關(單位)使用者所屬之內部單位。
四、申請事由
申請機關(單位)使用者填寫擬取得地政資訊之業務需求。
五、使用者姓名、統一編號、電話、e-mail
使用者姓名、統一編號、電話、e-mail 帳號；其中系統使用自然人憑證認證登入，統一編
號為使用者主要識別碼。
六、申請作業範圍
(一)勾選申請項目
由使用者針對所需地政資訊勾選作業代號。
(二)核准與否
受理機關（單位）之資訊單位管理者，就本機關(單位)所擁有作業功能權限及業務性
質給予授權。
七、作業代號說明
即地政資訊對外提供資料之作業功能選項。
八、登錄日期
受理機關（單位）資訊單位管理者開立使用者帳號之日期。
九、註銷日期
使用者不能或不再使用系統，受理機關（單位）資訊單位管理者註銷使用者帳號之日期。
十、申請人
即使用者申請使用之簽章欄位。
十一、申請單位主管
使用者單位主管或其授權人核准使用簽章之欄位。
十二、系統管理人員
受理機關（單位）資訊單位管理者審核使用之簽章欄位。
十三、資訊單位主管
受理機關（單位）資訊單位管理者單位主管或其授權人核准使用之簽章欄位。

各機關應用地政資訊需求端之使用者管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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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單位)應用地政資訊作業管理規定(範本)

資
訊
類

一、作業目的
為因應業務對地政資訊需求，發揮資訊共享效益，並有效規範管理網路資料之查詢利用，以
防止網路連線取得地政機關保存之個人資料電腦檔案不當使用或洩漏，特訂定本作業管理規
定。
二、作業單位：(中央、直轄市、縣市政府暨所屬單位)。
三、作業性質：全年度辦理之經常性或政策性業務（將業務內容敘明）。
四、作業程序
(一)申請使用者帳號：
因業務需要須使用地籍資料者，應執自然人憑證（MOICA）依程序申請使用帳號，其申
請單格式如「地政資訊需求機構使用者申請表」。
(二)使用者應親自使用自然人憑證查詢資料：
1.非經核准之人員，不得擅自利用他人之自然人憑證查詢資料。經核准使用後，使用
者僅得為公務之需要查詢資料，不得為公務以外之利用。查詢資料及相關使用規範，
應符合個人資料保護法等相關規定。
2.建立核准使用之使用者名冊，並設立專人管理。
五、作業分工事項：
(一)連結界面作業管理：
連結界面作業之相關設備管理與維護、連結或傳輸作業無法正常運作、與連線單位問
題之協調、排除及追蹤，由資訊單位負責。
(二)應用系統及安控應指派專人管理。
六、使用者之管理：
(一)應建立使用者查詢管理制度；由專人負責管理，並指定職務代理人。
(二)使用者查詢之管理者其職務有異動時，應將所負責保管之相關使用者查詢紀錄文件資
料列冊移交。
(三)經核准使用之使用者其職務有異動或三個月內無使用紀錄時，管理者即取消或暫停其
使用權。
七、作業稽核：
(一)稽核作業:系統管理者每季應協助使用單位列印使用者查詢紀錄，提供稽核人員會同業
務主管抽查使用情形，並作成查核紀錄(附件 1)，保留備查。如有異常者，應會同政風
單位查明後簽報處理。
(二)複核作業:系統管理者每年至少應辦理一次複核作業並作成紀錄(附件 2)，於每年三月
底前將複核紀錄送內政部備查。
八、資料保密規定：
使用者意圖營利違反個人資料保護法第十五條、第十六條之規定，或意圖營利、意圖為己或
第三人不法之利益，而對於個人資料檔案為非法輸出、干擾、變更、刪除或以其他非法方法
妨害個人資料檔案之正確，致生損害於他人者，應負個人資料保護法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
條規定之法律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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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單位:
項目

受稽單位:
抽查比率
至少百分之五十

使
用
者

稽

稽核日期
核

內

容

一、使用者負責業務是否須查詢地政
資訊網際網路系統？

抽

查

資

符合：
不符：

二、系統之使用者新增、異動是否依
規定辦理？

符合：
不符：

查
詢
紀
錄

一、每月一萬件以
上者抽查 1 百
二十件。
二、每月不足一萬
件者抽查百分
之一。

一、電腦查詢紀錄中非上班時間者是
否為公務查詢？

符合：
不符：

二、查詢項目與案件(文號)是否相
關？

符合：
不符：

三、是否有與業務無關之跨區查詢？

符合：
不符：

資

四、查詢結果有列印者是否附卷？

符合：
不符：

訊
上次稽核結果

類
稽核結果及建議

□無不符合項目
□改善或建議辦理情形：
□無不符合項目
□建議事項：

受稽科室
受稽人員

稽核科室
科室主管

稽核人員

說明：本稽核紀錄表使用單位應按季辦理，並送管理機關備查。

科室主管

料

各機關應用地政資訊需求端之使用者管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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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核單位:

稽核日期：

查核周期
第
一
季
複

複核項目

複核情形

1.有無按所訂時程辦理查核
2.有無針對使用者權限進行查核
3.查核件數與實際查詢量比例有無
符合規定
4.有無查核查詢資料與案件所需資
料一致性
5.有無其他異常行為

□有
□有
□有

□無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備註

核
情
形

第
二
季

稽核結果及建議
1.有無按所訂時程辦理查核
2.有無針對使用者權限進行查核
3.查核件數與實際查詢量比例有無
符合規定
4.有無查核查詢資料與案件所需資
料一致性
5.有無其他異常行為

□有
□有
□有

□無
□無
□無

□有

□無

□有

□無

資

複

□無不符合項目
□改善或建議辦理情形：
□無不符合項目
□建議事項：

上次稽核結果

核

訊

情
上次稽核結果
形

□無不符合項目
□建議事項：

複 核 單 位
稽核人員

科室主管

說明：本稽核紀錄表各管理機關請於每年三月底前送內政部備查。

類

稽核結果及建議

□無不符合項目
□改善或建議辦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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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類

中華民國地政貢獻獎選拔要點 M‐1‐1

中華民國地政貢獻獎選拔
要點
中華民國 85 年 7 月 30 日台內地字第 8584502 號函
中華民國 86 年 5 月 19 日台內地字第 8677881 號函
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87 年 5 月 13 日台內地字第 8786384 號函
修正第 4、6、7、8、9、10、11 點
中華民國 88 年 9 月 9 日台內地字第 8893653 號函
修正第 2、5、6、7、8、9 點
中華民國 90 年 6 月 26 日台內地字第 9065226 號函
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93 年 6 月 24 日台內地字第 0930074685
號令修正第 3 點至第 7 點及第 11 點
中華民國 95 年 6 月 23 日台內地字第 09501065671
號函修正第 3 點、第 9 點及第 7 點附件一、附件
二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2 月 6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26650259 號函修正第 3 點、第 9 點
中華民國 104 年 3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1041302004
號函修正第 7 點

其
他

一、為表彰對地政業務有特殊或重大貢獻之人
員，以作為地政從業人員之楷模，特訂定
本要點。
二、地政貢獻獎之參選對象如下：
（一）各級地政機關從業人員。
（二）其他政府機關（構）從事地政有關
業務人員。
（三）從事地政有關學術及法規研究之人
員。
（四）從事民間有關地政服務業人員。
三、候選人應有下列具體貢獻或事蹟之一，並
於最近十年內未受刑事處分、懲戒處分或
平時考核記過以上之處分，且非通緝中者：
（一）推行土地政策具有重大貢獻者。
（二）研究地政問題，並提出解決問題方
案，經採納實施，確具成效，具有
重大貢獻者。
（三）對地政制度之創新或地政業務之革
新，具有重大貢獻者。
（四）辦理地政業務重大案件，有傑出表
現，對國家或社會有特殊貢獻者。
（五）對地政學術及法規之研究或著作，
經審定或採行，具有重大貢獻者。
（六）從事民間有關地政服務業，促進社

會建設有傑出貢獻者。
（七）對宣揚我國土地改革成就，促進國
際合作關係，具有重大貢獻者。
（八）其他對地政業務具特殊或重大貢獻
者。
四、地政貢獻獎之候選人應由下列單位推薦：
（一）政府機關（構）。
（二）大專院校相關科、系所或學術團體
。
（三）地政相關人民團體，其設有全國聯
合會者，由全國聯合會推薦。
五、各單位推薦名額最高以三人為限。但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及地政相關人民團體
之全國聯合會推薦者，以五人為限。
六、各單位推薦候選人應依下列原則為之：
（一）推薦單位僅得推薦本單位人員（含
本 單 位聘 兼、 退 休及 調、 離職人
員）
。但不得推薦本單位首長及直屬
上級單位人員。
（二）上級單位得推薦下級單位之首長或
主管人員。
（三）政府機關（構）之現職人員應由其
服務機關（構）推薦。但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及所屬機關之現職人
員，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推
薦。
七、各單位推薦候選人應檢附下列基本資料各
一份：
（一）候選人推薦表（格式如附件一，參
考範例如附件二）。
（二）有關具體事蹟之證明文件或資料。
（三）警察刑事紀錄證明書正本（俗稱良
民證）。
八、各推薦單位應於內政部規定期間內，將候
選人推薦表及有關資料掛號郵寄或逕送內
政部，逾期不予受理。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前項推薦期間不得少於三十日。
九、地政貢獻獎由內政部籌組評選小組負責評
選；其評選組織及作業原則如下：
（一）評選小組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九人，
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內政部常務
次長兼任；其餘委員由內政部就相
關機關、專家、學者及內政部有關
主管人員聘（派）兼之。
（二）評選作業原則由評選小組於評選作
業前議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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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候選人經評選小組評選通過，並經
內政部部長核定後為得獎人。
十、地政貢獻獎之得獎人，每屆最多以二十人
為限。
十一、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之獎勵如下：
（一）由內政部邀請得獎人於當年地政節
慶祝活動場合公開表揚，並頒發獎
座、證書及紀念品；該得獎具體貢
獻或事蹟，一併公告於內政部地政
司全球資訊網。
（二）得獎人為公務人員者，由內政部函
請得獎人服務機關予以敘獎並登載
其人事資料。
（三）由內政部編印得獎人專輯，函送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機關、
團體。
（四）內政部、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相關機關、團體規劃業務時，得
將得獎人列為意見徵詢對象。

其
他

中華民國地政貢獻獎選拔要點 M‐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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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 推 薦
先生(女士)為中華民國第

(請加蓋推薦者印信)

代表人(負責人) ：

(請署名並加蓋職章或簽字章)

候選人資料
姓

屆地政貢獻獎候選人，敬請 查照。

推 薦 者 ：
中華民國

名

性 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年

出生日期

年

通訊地址

日
月 日
請貼一吋正面
半 身 照 片

服務單位

職 務 等 級

月

電話

具
體
事
蹟
受
獎
紀
錄
推
薦
單
位
意
見

符合條款

評

語

其

件
錄

評
結

選
果

本表填寫注意事項：
一、推薦者及推薦候選人之原則，應符合「中華民國地政貢獻獎選拔要點」第 4 點及第 6 點規定；
推薦者為政府機關 (構)者，應加蓋機關(構)印信及其首長職章或簽字章。
二、請以 A3 紙張打字為之。
三、受獎紀錄欄之填載，政府機關(構)人員以「記功」以上之獎勵為限。
四、本表各項欄位不敷使用時，可自行調整，惟具體事蹟欄所載具體貢獻以 10 項為限。

他

附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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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 推 薦
先生(女士)為中華民國第
推 薦 者 ：

(請加蓋推薦者印信)

代表人(負責人) ：

(請署名並加蓋職章或簽字章)

候選人資料
姓

屆地政貢獻獎候選人，敬請 查照。

中華民國

名

性 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年

出生日期

通訊地址

日

年

月 日
請貼一吋正面
半 身 照 片

服務單位

職 務 等 級

月

電話

一、研究應用圖形技術，改進地籍測量資料處理。
二、研究採行地籍圖重測地籍調查作業電腦化，突破人工作業瓶頸，提高重測水
準。
三、緊急支援省政建設，如期完成貓羅溪整治、東西向快速道路之測量工作。
四、規劃執行臺灣省控制點補建、新建五年計畫。
五、督導組織編制修正，設置全省重測區位工作站等。
一、自民國 81 年 7 月起辦理地籍相關業務榮獲記大功貳次者計 1 次。
二、辦理 83 年度重大建設用地徵收業務，記功 1 次。
三、辦理地籍圖重測作業電腦化，記功 1 次。
四、運用 GPS 衛星定位系統控制測量，推動行政革新，記功 1 次。

具
體
事
蹟
受
獎
紀
錄

符合條款 中華民國地政貢獻獎選拔要點第 3 點第 2 款及第 3 款。

推
薦
單
位
意
見

評

一、研究應用圖形技術改進地籍測量資料處理，推動地籍圖重測作業電
腦化，有效延長圖料保存年限，對建立政府公信及減少民眾訟源之
效益顯著。
二、提高重測水準，督導辦理原住民保留地及未登記土地測量 4000 餘公
語
頃，對釐整地籍資料、健全土地管理之貢獻恢弘。
三、引用新式測量技術，運用 GPS 衛星定位系統科技於控制測量工作
，積極推動行政革新等，對提升地籍測量成果精度、確保人民產
權，確能獲致實效。

其
他

附
目

一、○○○局改制前後分析。
件 二、委辦及囑託業務推動。
錄 三、推動地籍圖重測業務實錄。
四、推動衛星定位系統測量等。

評
結

選
果

本表填寫注意事項：
一、推薦者及推薦候選人之原則，應符合「中華民國地政貢獻獎選拔要點」第 4 點及第 6 點規定；
推薦者為政府機關 (構)者，應加蓋機關(構)印信及其首長職章或簽字章。
二、請以 A3 紙張打字為之。
三、受獎紀錄欄之填載，政府機關(構)人員以「記功」以上之獎勵為限。
四、本表各項欄位不敷使用時，可自行調整，惟具體事蹟欄所載具體貢獻以 10 項為限。

內政部獎勵績優地政志工要點 M‐2‐1

內政部獎勵績優地政志工
要點

開表揚。

中華民國 91 年 8 月 1 日台內地字第 0910061350 號
令訂定
中華民國 93 年 7 月 13 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0930070050 號令修正發布第 3 點條文及第 5 點條
文之附表二

其
他

ௐ˘ᕇ 為鼓勵民眾參與地政志願服務工作，
以表彰服務美德及績效，提昇地政業務服務
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ௐ˟ᕇ 績優地政志工之評選，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就所屬地政機關運用之地政志工
初評，送內政部核定。直轄市、縣（市）政
府得設評選小組辦理前項初評事宜。
ௐˬᕇ!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就符合下列
條件之地政志工初評推薦：
（一）推薦期間仍於所屬地政機關志願服務
者。
（二）從事地政業務志願服務工作連續滿二
年以上，累計服務總時數達二百四十
小時以上。
（三）推薦前一年九月一日至當年八月三十
一日從事地政業務服務時數達一百二
十小時以上，且排定服務時間到勤率
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四）服務熱忱、品德操守良好且對推動地
政業務具有顯著績效者。
（五）最近三年內未獲同一表揚者。
地政志工對提昇地政業務服務有特殊重大
貢獻者，不受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限制。
ௐαᕇ 直轄市、縣（市）政府每年得推薦績
優地政志工一名；符合初評推薦條件之志工
總人數超過十人者，每超過十人得增加推薦
一名。
ௐ̣ᕇ! 直轄市、縣（市）政府初評推薦績優
地政志工，應檢附下列文件送內政部審核：
（一）績優地政志工推薦名冊 (格式如附表
一)。
（二 ）績優地政志 工推薦表（格式 如附表
二）。
（三）具體事蹟相關證明文件。
ௐ̱ᕇ 初評推薦之績優地政志工經內政部核
定後，於當年地政節慶祝活動頒發獎牌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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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度推薦績優地政志工人數

連絡人及電話：
本年度得推薦績優地政志工人數

ŒŒξ㥮ᎩĠξġ߆عᒻᐹг߆Ԡ̍ଯᖧЩΊ
符合初評推薦條件地政志工人數

˘ܑܢ

本市、縣︵市︶地政志工總人數

註

人

備

人

從事地政業務志願服務工作年資 最近三年內是否曾獲本獎項表揚

人

地政志工運用單位

人
志工姓名

他

註：一、紙張規格Ａ４，一頁共十人。
二、
﹁符合初評推薦條件地政志工人數﹂及﹁本年度得推薦績優地政志工人數﹂欄，請依﹁內政部獎勵績優地政志工要點﹂第三、四點規定
計算︵計算基準日為當年八月三十一日︶。

其

內政部獎勵績優地政志工要點 M‐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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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姓

名

通訊地址

出生年月日

性別

月

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連絡電話

地政志工運用單位

志願服務事蹟
一、累計服務總時數：

小時 二、本年度累計服務時數： 小時 三、本年度到勤率：

％

四、提供服務項目種類：□問題諮詢、□代填謄本申請表單、□代填登記測量申請案件、
□其他(
）
五、服務態度及相關事蹟：

六、推動地政業務績效及相關事蹟：

其

七、初評意見：

八、審查意見：

他
備註：一、紙張規格Ａ４。另服務時數計算標準：前一年九月一日至當年八月三十一日止。
二、
「服務態度及相關事蹟」及「推動地政業務績效及相關事蹟」欄請據實填寫。
「初評意
見」欄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填寫，「審查意見」欄由內政部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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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地政業務執行績效督導獎勵要點 M‐3‐1

地政業務執行績效督導獎
勵要點
中 華 民 國 103 年 3 月 12 日 內授 中 辦 地 字 第
1036650437 號函

其
他

ௐ˘ᕇ 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獎勵並提升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執行地籍、地價、
地權、地用、測量、土地登記、不動產交易、
公地行政、土地使用編定管制、土地重劃、
區段徵收、地政資訊作業等地政業務之工作
績效，特訂定本要點。
ௐ˟ᕇ 督導考評方式及督導考評小組：
（一）定期督導考評：考評項目以通案性、
綜合性、經常性業務為主，由本部地
政司各相關業務單位派員並邀請專家
學者或民間專業團體代表組成督導考
評小組，由地政司司長擔任召集人、
副司長擔任副召集人，分區分梯次，
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執行績效，
予以實地督導考評。
（二）不定期督導考評：考評項目以政策性、
專案性業務為主，由本部地政司各相
關業務單位，視業務實際需要辦理。
前項考評結果應記載於考評紀錄表，
發現缺失事項，除應當場指正外，另
函請其限期改進。各受評單位並應將
改進情形函送本部備查。
（三）督導考評小組：
1.行政部門：按考評項目，由本部地政
司各相關業務單位指派熟悉業務或
主管人員參與。
2.專家學者或民間專業團體代表：由本
部地政司視業務考評需要遴聘適當
人員參與，遴聘原則如下：
（1）優先邀請熟稔公共行政事務運作
或具地政專業領域背景之專家學
者或民間專業團體代表參與考
評。
（2）參與考評團體推派之代表，對該
專業領域至少有三年以上工作
經驗。
（3）遵守利益迴避原則，有接受直轄
市、縣（市）政府委託研究或委
託辦理業務之專家學者或民間

專業團體代表應迴避各該直轄
市、縣（市）政府之考評。
ௐˬᕇ 考評項目由本部地政司各相關業務單
位，配合當年工作計畫執行項目訂定之。至
各項目之評分標準，由本部地政司各相關業
務單位另行訂定之。
前項考評項目，如涉及鄉（鎮、市、區）公
所及地政事務所業務者，得於實地考評時，就
轄區內抽籤各選定一至二所辦理考評。
考評項目如為直轄市、縣（市）政府當年度
不需辦理者，以缺項方式處理，不予計分。
ௐαᕇ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每年六月底
前，應將上年度七月一日至本年度六月三十
日止，依計畫執行之各項工作成果及其他有
關之業務資料，予以彙整（含各鄉、鎮、市、
區公所及地政事務所業務），備供定期考評
之用。
ௐ̣ᕇ 督導考評時間：
（一）定期督導考評：於每年七、八月間辦
理。
（二）不定期督導考評：由本部地政司各業
務單位視其業務實際需要辦理。
ௐ̱ᕇ 督導成績評定、公布及獎勵方式：
（一）成績評定：
1.分組評比：總考評成績，區分直轄市
（含準直轄市）及縣市二組辦理評
比；單項成績，則不分組別評比。
2.考評成績：由本部地政司各業務單位
依其所定各項評分標準評定單項成
績；各單項成績之總和除以受考評項
數為平均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八
十），加計專家學者或民間專業團體
代表所評定綜合整體表現平均成績
（占總成績百分之二十）為總成績。
直轄市組不加計財力加權，以其總成
績為總考評成績；縣市組以其總成績
加計財力加權為總考評成績；單項成
績及總考評成績換算等第，最高分以
一百分計。
3.財力加權：依行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力分級級
次，其財力級次屬五級者，其總成績
加計百分之一點二加權分數，其財力
級次屬四級者，其總成績加計百分之
零點六加權分數，其財力級次屬三級
以上者，不予加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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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核評比採分級制，計分為特優（九
十五分以上）、優等（九十分以上未
達九十五分）、甲等（八十分以上未
達九十分）、乙等（七十分以上未達
八十分）、丙等（未達七十分）五級。
（二）成績公布：
1.考評等第行文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
2.發布考評結果新聞稿。
3.考評等第公布於本部網頁。
4.列入地政業務年報。
（三）獎勵方式：
1.直轄市組，總考評成績經評定為優等
以上之直轄市政府，取前三名；縣市
組，總考評成績經評定為甲等以上之
縣（市）政府，取前五名，由本部於
適當時機公開表揚，並發給團體獎牌
或獎座。但單項成績列有丙等者，不
予獎勵。
2.單項業務中有特殊表現（評定為優等
以上）且有具體績效者或業務績效有
長足進步者，得另設業務精進獎，同
前目表揚方式，並發給團體獎牌或獎
座。
3.總考評成績經評定發給團體獎牌或
獎座、各考評類項經評定為「特優」
「優等」等第或業務精進之受獎機關
之主管及主辦人員，由各機關依公務
人員考績法施行細則或自行訂定之
獎懲規定予以獎勵；其餘有關協辦人
員則按主辦人員獎勵額度降低一級
予以獎勵。
（四）各單項考評成績特殊優良者，得推介
其他單位前往觀摩；考評有重大缺失
不良者，由本部地政司專案督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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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 36 年 1 月 1 日國民政府令公布
中華民國 36 年 12 月 25 日施行
中華民國 35 年 12 月 25 日國民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託，依據孫中
山先生創立中華民國之遺教，為鞏固國權，保障民
權，奠定社會安寧，增進人民福利，制定本憲法，
頒行全國，永矢咸遵。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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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୧ 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
民享之民主共和國。
ௐ˟୧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ௐˬ୧!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
ௐα୧ 中華民國領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
經國民大會之決議，不得變更之。
ௐ̣୧ 中華民國各民族一律平等。
ௐ̱୧ 中華民國國旗定為紅地，左上角青天
白日。

第二章

人民之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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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人民有言論、講學、著作及出版之
自由。
ௐȈ˟୧! 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
ௐȈˬ୧ 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
ௐȈα୧ 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ௐỊ̏୧ 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
應予保障。
ௐȈ̱୧ 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
ௐȈ˛୧ 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之
權。
ௐȈˣ୧ 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
ௐȈ˝୧ 人民有依法律納稅之義務。
ௐ˟Ȉ୧ 人民有依法律服兵役之義務。
ௐ˟Ȉ˘୧ 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利與義
務。
ௐ˟Ȉ˟୧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利，不妨
害社會秩序公共利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
ௐ˟Ȉˬ୧ 以上各條列舉之自由權利，除為
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
會秩序，或增進公共利益所必要者外，不得
以法律限制之。
ௐ˟Ȉα୧ 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
權利者，除依法律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
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
律向國家請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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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୧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女、宗教、種
族、階級、黨派，在法律上一律平等。
ௐˣ୧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行犯
第三章 國民大會
之逮捕由法律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
依法定程序，不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 ௐ˟Ị̏୧ 國民大會依本憲法之規定，代表
定程序，不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
全國國民行使政權。
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
ௐ˟Ȉ̱୧ 國民大會以左列代表組織之：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
一、每縣市及其同等區域各選出代表一人，
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
但其人口逾五十萬人者，每增加五十萬
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並至遲於二十四小時
人，增選代表一人。縣市同等區域以法
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
律定之。
該管法院，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
二、蒙古選出代表，每盟四人，每特別旗一
審。
人。
法院對於前項聲請，不得拒絕，並不得先
三、西藏選出代表，其名額以法律定之。
令逮捕拘禁之機關查覆。逮捕拘禁之機關，
四、各民族在邊疆地區選出代表，其名額以
對於法院之提審，不得拒絕或遲延。
法律定之。
人民遭受任何機關非法逮捕拘禁時，其本
五、僑居國外之國民選出代表，其名額以法
人或他人得向法院聲請追究，法院不得拒
律定之。
絕，並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
六、職業團體選出代表，其名額以法律定之。
追究，依法處理。
七、婦女團體選出代表，其名額以法律定之。
ௐ˝୧ 人民除現役軍人外，不受軍事審判。 ௐ˟Ȉ˛୧ 國民大會之職權如左：
ௐȈ୧ 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
一、選舉總統、副總統。
二、罷免總統、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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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改憲法。
四、複決立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
關於創制複決兩權，除前項第三、第四兩
款規定外，俟全國有半數之縣市曾經行使創
制複決兩項政權時，由國民大會制定辦法並
行使之。
ௐ˟Ȉˣ୧ 國民大會代表每六年改選一次。
每屆國民大會代表之任期，至次屆國民大
會開會之日為止。
現任官吏不得於其任所所在地之選舉區當
選為國民大會代表。
ௐ˟Ȉ˝୧ 國民大會於每屆總統任滿前九十
日集會，由總統召集之。
ௐˬȈ୧ 國民大會遇有左列情形之一時，召
集臨時會：
一、依本憲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應補選總
統、副總統時。
二、依監察院之決議，對於總統、副總統提
出彈劾案時。
三、依立法院之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時。
四、國民大會代表五分之二以上請求召集時。
國民大會臨時會，如依前項第一款或第二
款應召集時，由立法院院長通告集會。依第
三款或第四款應召集時，由總統召集之。
ௐˬȈ˘୧! 國民大會之開會地點在中央政府
所在地。
ௐˬȈ˟୧! 國民大會代表在會議時所為之言
論及表決，對會外不負責任。
ௐˬȈˬ୧ 國民大會代表，除現行犯外，在
會期中，非經國民大會許可，不得逮捕或拘
禁。
ௐˬȈα୧ 國民大會之組織，國民大會代表
之選舉罷免，及國民大會行使職權之程序，
以法律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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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ˬỊ̏୧ 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外代表中華
民國。
ௐˬȈ̱୧ 總統統率全國陸海空軍。
ௐˬȈ˛୧ 總統依法公布法律，發布命令，
須經行政院院長之副署，或行政院院長及有
關部會首長之副署。
ௐˬȈˣ୧ 總統依本憲法之規定，行使締結
條約及宣戰、媾和之權。

ௐˬȈ˝୧ 總統依法宣布戒嚴，但須經立法
院之通過或追認。立法院認為必要時，得決
議移請總統解嚴。
ௐαȈ୧ 總統依法行使大赦、特赦、減刑及
復權之權。
ௐαȈ˘୧ 總統依法任免文武官員。
ௐαȈ˟୧ 總統依法授與榮典。
ௐαȈˬ୧ 國家遇有天然災害、癘疫，或國
家財政經濟上有重大變故，須為急速處分
時，總統於立法院休會期間，得經行政院會
議之決議，依緊急命令法，發布緊急命令，
為必要之處置。但須於發布命令後一個月內
提交立法院追認。如立法院不同意時，該緊
急命令立即失效。
ௐαȈα୧ 總統對於院與院間之爭執，除本憲
法有規定者外，得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
決之。
ௐαỊ̏୧ 中華民國國民年滿四十歲者，得
被選為總統、副總統。
ௐαȈ̱୧ 總統、副總統之選舉，以法律定
之。
ௐαȈ˛୧ 總統、副總統之任期為六年，連
選得連任一次。
ௐαȈˣ୧! 總統應於就職時宣誓，誓詞如左：
「余謹以至誠，向全國人民宣誓，余必遵守
憲法，盡忠職務，增進人民福利，保衛國家，
無負國民付託。如違誓言，願受國家嚴厲之
制裁。謹誓」
ௐαȈ˝୧ 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
總統任期屆滿為止。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
由行政院院長代行其職權，並依本憲法第三
十條之規定，召集國民大會臨時會，補選總
統、副總統，其任期以補足原任總統未滿之
任期為止。
總統因故不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行其職
權。總統、副總統均不能視事時，由行政院
院長代行其職權。
ௐ̣Ȉ୧ 總統於任滿之日解職，如屆期次任
總統尚未選出，或選出後總統、副總統均未
就職時，由行政院院長代行總統職權。
ௐ̣Ȉ˘୧ 行政院院長代行總統職權時，其
期限不得逾三個月。
ௐ̣Ȉ˟୧ 總統除犯內亂或外患罪外，非經
罷免或解職，不受刑事上之訴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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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立法院為國家最高立法機關，由
人民選舉之立法委員組織之，代表人民行使
立法權。
ௐ̱Ȉˬ୧ 立法院有議決法律案、預算案、
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
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
ௐ̱Ȉα୧ 立法院立法委員，依左列規定選
出之：
一、各省、各直轄市選出者，其人口在三百
萬以下者五人，其人口超過三百萬者，
每滿一百萬人增選一人。
二、蒙古各盟旗選出者。
三、西藏選出者。
四、各民族在邊疆地區選出者。
五、僑居國外之國民選出者。
六、職業團體選出者。
立法委員之選舉及前項第二款至第六款立
法委員名額之分配，以法律定之。婦女在第
一項各款之名額，以法律定之。
ௐ̱Ị̏୧ 立法委員之任期為三年，連選得
連任，其選舉於每屆任滿前三個月內完成之。
ௐ̱Ȉ̱୧ 立法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
由立法委員互選之。
ௐ̱Ȉ˛୧ 立法院得設各種委員會。
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
人員到會備詢。
ௐ̱Ȉˣ୧ 立法院會期，每年兩次，自行集
會，第一次自二月至五月底，第二次自九月
至十二月底，必要時得延長之。
ௐ̱Ȉ˝୧ 立法院遇有左列情事之一時，得
開臨時會：
一、總統之咨請。
二、立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之請求。
ௐ˛Ȉ୧ 立法院對於行政院所提預算案，不
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ௐ˛Ȉ˘୧ 立法院開會時，關係院院長及各
部會首長得列席陳述意見。
ௐ˛Ȉ˟୧ 立法院法律案通過後，移送總統
及行政院，總統應於收到後十日內公布之，
但總統得依照本憲法第五十七條之規定辦
理 。
ௐ˛Ȉˬ୧ 立法委員在院內所為之言論及表
決，對院外不負責任。

關

ௐ̣Ȉˬ୧ 行政院為國家最高行政機關。
ௐ̣Ȉα୧ 行政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
各部會首長若干人，及不管部會之政務委員
若干人。
ௐ̣Ị̏୧ 行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立法
院同意任命之。
立法院休會期間，行政院院長辭職或出缺
時，由行政院副院長代理其職務，但總統須
於四十日內咨請立法院召集會議，提出行政
院院長人選，徵求同意。行政院院長職務，
在總統所提行政院院長人選未經立法院同意
前，由行政院副院長暫行代理。
ௐ̣Ȉ̱୧! 行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不
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由行政院院長提請總統
任命之。
ௐ̣Ȉ˛୧ 行政院依左列規定，對立法院負
責：
一、行政院有向立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
報告之責。立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行
政院院長及行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
權。
二、立法院對於行政院之重要政策不贊同
時，得以決議移請行政院變更之。行政
院對於立法院之決議，得經總統之核
可，移請立法院覆議。覆議時，如經出
席立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行政
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三、行政院對於立法院決議之法律案、預算
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行時，得
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行政院
十日內，移請立法院覆議。覆議時，如
經出席立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案，行
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ௐ̣Ȉˣ୧ 行政院設行政院會議，由行政院
院長、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不管部會之政
務委員組織之，以院長為主席。
行政院院長、各部會首長，須將應行提出
於立法院之法律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
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其他重要事
項，或涉及各部會共同關係之事項，提出於
行政院會議議決之。
ௐ̣Ȉ˝୧ 行政院於會計年度開始三個月
前，應將下年度預算案提出於立法院。
ௐ̱Ȉ୧ 行政院於會計年度結束後四個月
內，應提出決算於監察院。
ௐ̱Ȉ˘୧ 行政院之組織，以法律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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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α୧ 立法委員，除現行犯外，非經立 ௐ˝Ȉ୧ 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行使
法院許可，不得逮捕或拘禁。
同意、彈劾、糾舉及審計權。
ௐ˛Ị̏୧ 立法委員不得兼任官吏。
ௐ˝Ȉ˘୧ 監察院設監察委員，由各省市議
ௐ˛Ȉ̱୧ 立法院之組織，以法律定之。
會，蒙古西藏地方議會及華僑團體選舉之。
其名額分配，依左列之規定：
第七章 司法
一、每省五人。
二、每直轄市二人。
ௐ˛Ȉ˛୧ 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
三、蒙古各盟旗共八人。
理民事、刑事、行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
四、西藏八人。
懲戒。
五、僑居國外之國民八人。
ௐ˛Ȉˣ୧ 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
ௐ˝Ȉ˟୧!!監察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
法律及命令之權。
由監察委員互選之。
ௐ˛Ȉ˝୧ 司法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
ௐ˝Ȉˬ୧!!監察委員之任期為六年，連選得
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連任。
司法院設大法官若干人，掌理本憲法第七
十八條規定事項，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 ௐ˝Ȉα୧! 監察院依本憲法行使同意權時，
由出席委員過半數之議決行之。
意任命之。
ௐˣȈ୧ 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律獨 ௐ˝Ị̏୧ 監察院為行使監察權，得向行政
院及其各部會調閱其所發布之命令及各種有
立審判，不受任何干涉。
關文件。
ௐˣȈ˘୧ 法官為終身職，非受刑事或懲戒
處分，或禁治產之宣告，不得免職。非依法 ௐ˝Ȉ̱୧ 監察院得按行政院及其各部會之
工作，分設若干委員會，調查一切設施，注
律，不得停職、轉任或減俸。
意其是否違法或失職。
ௐˣȈ˟୧! 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以法
ௐ˝Ȉ˛୧ 監察院經各該委員會之審查及決
律定之。
議，得提出糾正案，移送行政院及其有關部
第八章 考試
會，促其注意改善。
監察院對於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認為有
ௐˣȈˬ୧ 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
失職或違法情事，得提出糾舉案或彈劾案，
理考試、任用、銓敘、考績、級俸、陞遷、
如涉及刑事，應移送法院辦理。
保障、褒獎、撫卹、退休、養老等事項。
ௐˣȈα୧ 考試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 ௐ˝Ȉˣ୧ 監察院對於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
之彈劾案，須經監察委員一人以上之提議，
考試委員若干人，由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
九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始得提出。
意任命之。
ௐ˝Ȉ˝୧
監察院對於司法院或考試院人員
ௐˣỊ̏୧ 公務人員之選拔，應實行公開競
失職或違法之彈劾，適用本憲法第九十五
爭之考試制度，並應按省區分別規定名額，
分區舉行考試。非經考試及格者，不得任用 。 條、第九十七條及第九十八條之規定。
ௐˣȈ̱୧ 左列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 ௐ˘Ѻ୧ 監察院對於總統、副總統之彈劾
案，須有全體監察委員四分之一以上之提
銓定之：
議，全體監察委員過半數之審查及決議，向
一、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國民大會提出之。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
ௐ˘Ѻ˘୧
監察委員在院內所為之言論及
ௐˣȈ˛୧ 考試院關於所掌事項，得向立法
表決，對院外不負責任。
院提出法律案。
ௐˣȈˣ୧ 考試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 ௐ˘Ѻ˟୧! 監察委員，除現行犯外，非經
監察院許可，不得逮捕或拘禁。
法律獨立行使職權。
ௐ˘Ѻˬ୧
監察委員不得兼任其他公職或
ௐˣȈ˝୧ 考試院之組織，以法律定之。
執行業務。
ௐ˘Ѻα୧ 監察院設審計長，由總統提
第九章 監察
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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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警察制度。
十八、公共衛生。
十九、振濟、撫卹及失業救濟。
二十、有關文化之古籍、古物及古蹟之保存。

關

ௐ˘Ѻ̣୧ 審計長應於行政院提出決算後
前項各款，省於不牴觸國家法律內，得制
三個月內，依法完成其審核，並提出審核報
定單行法規。
告於立法院。
ௐ˘Ѻ˝୧ 左列事項，由省立法並執行
ௐ˘Ѻ̱୧ 監察院之組織，以法律定之。
之，或交由縣執行之：
一、省教育、衛生、實業及交通。
第十章 中央與地方之權限
二、省財產之經營及處分。
三、省市政。
ௐ˘Ѻ˛୧ 左列事項，由中央立法並執行
四、省公營事業。
之：
五、省合作事業。
一、外交。
六、省農林、水利、漁牧及工程。
二、國防與國防軍事。
七、省財政及省稅。
三、國籍法及刑事、民事、商事之法律。
八、省債。
四、司法制度。
九、省銀行。
五、航空、國道、國有鐵路、航政、郵政及
十、省警政之實施。
電政。
十一、省慈善及公益事項。
六、中央財政與國稅。
十二、其他依國家法律賦予之事項。
七、國稅與省稅、縣稅之劃分。
前項各款，有涉及二省以上者，除法律別
八、國營經濟事業。
有規定外，得由有關各省共同辦理。
九、幣制及國家銀行。
各省辦理第一項各款事務，其經費不足
十、度量衡。
時，經立法院議決，由國庫補助之。
十一、國際貿易政策。
ௐ˘ѺȈ୧ 左列事項，由縣立法並執行之：
十二、涉外之財政經濟事項。
一、縣教育、衛生、實業及交通。
十三、其他依本憲法所定關於中央之事項。
二、縣財產之經營及處分。
ௐ˘Ѻˣ୧ 左列事項，由中央立法並執行
三、縣公營事業。
之，或交由省縣執行之：
四、縣合作事業。
一、省縣自治通則。
五、縣農林、水利、漁牧及工程。
二、行政區劃 。
六、縣財政及縣稅。
三、森林、工礦及商業。
七、縣債。
四、教育制度。
八、縣銀行。
五、銀行及交易所制度。
九、縣警衛之實施。
六、航業及海洋漁業。
十、縣慈善及公益事項。
七、公用事業。
十一、其他依國家法律及省自治法賦予之事
八、合作事業。
項。
九、二省以上之水陸交通運輸。
前項各款，有涉及二縣以上者，除法律別
十、二省以上之水利、河道及農牧事業。
有規定外，得由有關各縣共同辦理。
十一、中央及地方官吏之銓敘、任用、糾察
ௐ˘ѺȈ˘୧ 除第一百零七條、第一百零八
及保障。
條、第一百零九條及第一百十條列舉事項
十二、土地法。
外，如有未列舉事項發生時，其事務有全國
十三、勞動法及其他社會立法。
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全省一致之性質
十四、公用徵收。
者屬於省，有一縣之性質者屬於縣。遇有爭
十五、全國戶口調查及統計。
議時，由立法院解決之。
十六、移民及墾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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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Ȉ˟୧ 省得召集省民代表大會，依據
省縣自治通則，制定省自治法，但不得與憲
法牴觸。
省民代表大會之組織及選舉，以法律定之。
ௐ˘ѺȈˬ୧ 省自治法應包含左列各款：
一、省設省議會，省議會議員由省民選舉
之。
二、省設省政府，置省長一人。省長由省民
選舉之。
三、省與縣之關係。
屬於省之立法權，由省議會行之。
ௐ˘ѺȈα୧ 省自治法制定後，須即送司法
院。司法院如認為有違憲之處，應將違憲條
文宣布無效。
ௐ˘ѺỊ̏୧ 省自治法施行中，如因其中某
條發生重大障礙，經司法院召集有關方面陳
述意見後，由行政院院長、立法院院長、司
法院院長、考試院院長與監察院院長組織委
員會，以司法院院長為主席，提出方案解決
之。
ௐ˘ѺȈ̱୧ 省法規與國家法律牴觸者無
效。
ௐ˘ѺȈ˛୧ 省法規與國家法律有無牴觸發
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
ௐ˘ѺȈˣ୧ 直轄市之自治，以法律定之。
ௐ˘ѺȈ˝୧ 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制度，以
法律定之。
ௐ˘Ѻ˟Ȉ୧ 西藏自治制度，應予以保障。

ௐ˘Ѻ˟Ȉˣ୧

市準用縣之規定。

第十二章 選舉、罷免、創制、複決
ௐ˘Ѻ˟Ȉ˝୧ 本憲法所規定之各種選舉，
除本憲法別有規定外，以普通、平等、直接
及無記名投票之方法行之。
ௐ˘ѺˬȈ୧ 中華民國國民年滿二十歲者，
有依法選舉之權，除本憲法及法律別有規定
者外，年滿二十三歲者，有依法被選舉之權。
ௐ˘ѺˬȈ˘୧ 本憲法所規定各種選舉之候
選人，一律公開競選。
ௐ˘ѺˬȈ˟୧ 選舉應嚴禁威脅利誘。選舉
訴訟，由法院審判之。
ௐ˘ѺˬȈˬ୧ 被選舉人得由原選舉區依法
罷免之。
ௐ˘ѺˬȈα୧ 各種選舉，應規定婦女當選
名額，其辦法以法律定之。
ௐ˘ѺˬỊ̏୧ 內地生活習慣特殊之國民代
表名額及選舉，其辦法以法律定之。
ௐ˘ѺˬȈ̱୧ 創制複決兩權之行使，以法
律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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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ˬȈ˛୧ 中華民國之國防，以保衛國
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
國防之組織，以法律定之。
ௐ˘ѺˬȈˣ୧ 全國陸海空軍，須超出個
第二節 縣
人、地域及黨派關係以外，效忠國家，愛護
ௐ˘Ѻ˟Ȉ˘୧!! 縣實行縣自治。
人民。
ௐ˘Ѻ˟Ȉ˟୧ 縣得召集縣民代表大會，依
ௐ˘ѺˬȈ˝୧ 任何黨派及個人不得以武裝
據省縣自治通則，制定縣自治法，但不得與
力量為政爭之工具。
憲法及省自治法牴觸。
ௐ˘ѺαȈ୧ 現役軍人不得兼任文官。
ௐ˘Ѻ˟Ȉˬ୧ 縣民關於縣自治事項，依法
第二節 外交
律行使創制、複決之權，對於縣長及其他縣
自治人員，依法律行使選舉、罷免之權。
ௐ˘ѺαȈ˘୧ 中華民國之外交，應本獨立
ௐ˘Ѻ˟Ȉα୧ 縣設縣議會，縣議會議員由
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則，敦睦邦交，
縣民選舉之。
尊重條約及聯合國憲章，以保護僑民權益，
屬於縣之立法權，由縣議會行之。
促進國際合作，提倡國際正義，確保世界和
ௐ˘Ѻ˟Ị̏୧ 縣單行規章，與國家法律或
平。
省法規牴觸者無效。
第三節 國民經濟
ௐ˘Ѻ˟Ȉ̱୧ 縣設縣政府，置縣長一人。
縣長由縣民選舉之。
ௐ˘ѺαȈ˟୧ 國民經濟應以民生主義為基
ௐ˘Ѻ˟Ȉ˛୧ 縣長辦理縣自治，並執行中
本原則，實施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謀國
央及省委辦事項。
計民生之均足。

中華民國憲法
ௐ˘ѺαȈˬ୧ 中華民國領土內之土地屬於
國民全體。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
受法律之保障與限制。私有土地應照價納
稅，政府並得照價收買。
附著於土地之礦，及經濟上可供公眾利用
之天然力，屬於國家所有，不因人民取得土
地所有權而受影響。
土地價值非因施以勞力資本而增加者，應
由國家徵收土地增值稅，歸人民共享之。
國家對於土地之分配與整理，應以扶植自
耕農及自行使用土地人為原則，並規定其適
當經營之面積。
ௐ˘ѺαȈα୧ 公用事業及其他有獨佔性之
企業，以公營為原則，其經法律許可者，得
由國民經營之。
ௐ˘ѺαỊ̏୧ 國家對於私人財富及私營事
業，認為有妨害國計民生之平衡發展者，應
以法律限制之。
合作事業應受國家之獎勵與扶助。
國民生產事業及對外貿易，應受國家之獎
勵、指導及保護。
ௐ˘ѺαȈ̱୧ 國家應運用科學技術，以興
修水利，增進地力，改善農業環境，規劃土
地利用，開發農業資源，促成農業之工業化。
ௐ˘ѺαȈ˛୧ 中央為謀省與省間之經濟平
衡發展，對於貧瘠之省，應酌予補助。
省為謀縣與縣間之經濟平衡發展，對於貧
瘠之縣，應酌予補助。
ௐ˘ѺαȈˣ୧ 中華民國領域內，一切貨物
應許自由流通。
ௐ˘ѺαȈ˝୧ 金融機構，應依法受國家之管
理。
ௐ˘Ѻ̣Ȉ୧ 國家應普設平民金融機構，以
救濟失業。
ௐ˘Ѻ̣Ȉ˘୧!! 國家對於僑居國外之國民，
應扶助並保護其經濟事業之發展。

第四節

社會安全

ௐ˘Ѻ̣Ȉα୧ 勞資雙方應本協調合作原
則，發展生產事業。勞資糾紛之調解與仲裁，
以法律定之。
ௐ˘Ѻ̣Ị̏୧ 國家為謀社會福利，應實施
社會保險制度。人民之老弱殘廢，無力生活，
及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
救濟。
ௐ˘Ѻ̣Ȉ̱୧ 國家為奠定民族生存發展之
基礎，應保護母性，並實施婦女兒童福利政
策。
ௐ˘Ѻ̣Ȉ˛୧ 國家為增進民族健康，應普
遍推行衛生保健事業及公醫制度。

第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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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Ȉˣ୧ 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
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
科學及生活智能。
ௐ˘Ѻ̣Ȉ˝୧ 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律平
等。
ௐ˘Ѻ̱Ȉ୧ 六歲至十二歲之學齡兒童，一
律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其貧苦者，由政
府供給書籍。
已逾學齡未受基本教育之國民，一律受補
習教育，免納學費，其書籍亦由政府供給。
ௐ˘Ѻ̱Ȉ˘୧ 各 級 政 府 應 廣 設 獎 學 金 名
額，以扶助學行俱優無力升學之學生。
ௐ˘Ѻ̱Ȉ˟୧ 全 國 公 私 立 之 教 育 文 化 機
關，依法律受國家之監督。
ௐ˘Ѻ̱Ȉˬ୧ 國家應注重各地區教育之均
衡發展，並推行社會教育，以提高一般國民
之文化水準，邊遠及貧瘠地區之教育文化經
費，由國庫補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業，
得由中央辦理或補助之。
ௐ˘Ѻ̱Ȉα୧ 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
在中央不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在
省不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二十五，在市
縣不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五。其依
法設置之教育文化基金及產業，應予以保障。
ௐ˘Ѻ̱Ị̏୧ 國家應保障教育、科學、藝
術工作者之生活，並依國民經濟之進展，隨
時提高其待遇。
ௐ˘Ѻ̱Ȉ̱୧ 國家應獎勵科學之發明與創
造，並保護有關歷史、文化、藝術之古蹟、
古物。
ௐ˘Ѻ̱Ȉ˛୧ 國家對於左列事業或個人，
予以獎勵或補助：

關

ௐ˘Ѻ̣Ȉ˟୧ 人民具有工作能力者，國家
應予以適當之工作機會。
ௐ˘Ѻ̣Ȉˬ୧ 國家為改良勞工及農民之生
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勞工及農
民之法律，實施保護勞工及農民之政策。
婦女兒童從事勞動者，應按其年齡及身體
狀態，予以特別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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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私人經營之教育事業成績優良者。
二、僑居國外國民之教育事業成績優良者。
三、於學術或技術有發明者。
四、從事教育久於其職而成績優良者。

第六節

邊疆地區

ௐ˘Ѻ̱Ȉˣ୧ 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
地位，應予以合法之保障，並於其地方自治
事業，特別予以扶植。
ௐ˘Ѻ̱Ȉ˝୧ 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
教育、文化、交通、水利、衛生及其他經濟、
社會事業，應積極舉辦，並扶助其發展，對
於土地使用，應依其氣候、土壤性質，及人
民生活習慣之所宜，予以保障及發展。

第十四章

憲法之施行及修改

ௐ˘Ѻ˛Ȉ୧ 本憲法所稱之法律，謂經立法
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律。
ௐ˘Ѻ˛Ȉ˘୧ 法律與憲法牴觸者無效。
法律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
解釋之。
ௐ˘Ѻ˛Ȉ˟୧ 命令與憲法或法律牴觸者無
效。
ௐ˘Ѻ˛Ȉˬ୧ 憲法之解釋，由司法院為之。
ௐ˘Ѻ˛Ȉα୧! 憲法之修改，應依左列程序
之一為之：
一、由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五分之一之提議，
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代表四分之三
之決議，得修改之。
二、由立法院立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
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
決議，擬定憲法修正案，提請國民大會
複決。此項憲法修正案，應於國民大會
開會前半年公告之。
ௐ˘Ѻ˛Ị̏୧ 本憲法規定事項，有另定實
施程序之必要者，以法律定之。
本憲法施行之準備程序，由制定憲法之國
民大會議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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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80 年 5 月 1 日總統（80）華總（一）義
字第 2124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10 條
中華民國 81 年 5 月 28 日總統（81）華總（一）義
字第 2656 號令增訂公布第 11～18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3 年 8 月 1 日總統（83）華總（一）義
字第 4488 號令修正公布全文 10 條
中華民國 86 年 7 月 21 日總統（86）華總（一）義
字第 8600167020 號令修正公布全文 11 條
中華民國 88 年 9 月 15 日總統（88）華總（一）義
字第 8800213390 號令修正公布第 1、4、9、10
條條文（中華民國 89 年 3 月 24 日大法官解釋字
第 499 號解釋該次修正條文因違背修憲正當程
序，故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力，原 86
年 7 月 21 日之增修條文繼續適用）
中華民國 89 年 4 月 25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8900108350 號令修正公布全文 11 條
中華民國 94 年 6 月 1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08755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2、4、5、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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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緊急命令立即失效。
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得設
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其組織以
法律定之。
總統於立法院通過對行政院院長之不信任
案後十日內，經諮詢立法院院長後，得宣告
解散立法院。但總統於戒嚴或緊急命令生效
期間，不得解散立法院。立法院解散後，應
於六十日內舉行立法委員選舉，並於選舉結
果確認後十日內自行集會，其任期重新起算。
總統、副總統之任期為四年，連選得連任
一次，不適用憲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
副總統缺位時，總統應於三個月內提名候
選人，由立法院補選，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
止。
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由行政院院長代
行其職權，並依本條第一項規定補選總統、
副總統，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不適用憲
法第四十九條之有關規定。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案，須經全體立法委
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二
之同意後提出，並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
人總額過半數之投票，有效票過半數同意罷
免時，即為通過。
立法院提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聲請司
法院大法官審理，經憲法法庭判決成立時，
被彈劾人應即解職。
ௐˬ୧ 行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行政院院
長辭職或出缺時，在總統未任命行政院院長
前，由行政院副院長暫行代理。憲法第五十
五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行政院依左列規定，對立法院負責，憲法
第五十七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一、行政院有向立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
報告之責。立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行
政院院長及行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
權。
二、行政院對於立法院決議之法律案、預算
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行時，得
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行政院
十日內，移請立法院覆議。立法院對於
行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十五日內
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立法院應於
七日內自行集會，並於開議十五日內作
成決議。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
失效。覆議時，如經全體立法委員二分

關

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依照憲法第二十七
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之規
定，增修本憲法條文如左：!
ௐ˘୧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於立法院提
出憲法修正案、領土變更案，經公告半年，
應於三個月內投票複決，不適用憲法第四
條、第一百七十四條之規定。
憲法第二十五條至第三十四條及第一百三
十五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ௐ˟୧ 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
體人民直接選舉之，自中華民國八十五年第
九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實施。總統、副總統
候選人應聯名登記，在選票上同列一組圈
選，以得票最多之一組為當選。在國外之中
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返國行使選舉權，以法
律定之。
總統發布行政院院長與依憲法經立法院同
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令及解散立法院之命
令，無須行政院院長之副署，不適用憲法第
三十七條之規定。
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
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行政院會議之
決議發布緊急命令，為必要之處置，不受憲
法第四十三條之限制。但須於發布命令後十
日內提交立法院追認，如立法院不同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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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行政院院長應
理，不適用憲法第九十條、第一百條及增修條
即接受該決議。
文第七條第一項有關規定。
三、立法院得經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
立法委員除現行犯外，在會期中，非經立法
連署，對行政院院長提出不信任案。不信
院許可，不得逮捕或拘禁。憲法第七十四條之
任案提出七十二小時後，應於四十八小時
規定，停止適用。
內以記名投票表決之。如經全體立法委員 ௐ̣୧ 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其中一
二分之一以上贊成，行政院院長應於十
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
日內提出辭職，並得同時呈請總統解散立
立法院同意任命之，自中華民國九十二年起
法院；不信任案如未獲通過，一年內不得
實施，不適用憲法第七十九條之規定。司法
對同一行政院院長再提不信任案。
院大法官除法官轉任者外，不適用憲法第八
國家機關之職權、設立程序及總員額，得
十一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
以法律為準則性之規定。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年，不分屆次，個別
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員額，應依前項法
計算，並不得連任。但並為院長、副院長之
律，基於政策或業務需要決定之。
大法官，不受任期之保障。
ௐα୧ 立法院立法委員自第七屆起一百一十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總統提名之大法官，其
三人，任期四年，連選得連任，於每屆任滿
中八位大法官，含院長、副院長，任期四年，
前三個月內，依左列規定選出之，不受憲法
其餘大法官任期為八年，不適用前項任期之
第六十四條及第六十五條之限制：
規定。
一、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七十三人。每縣市
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
至少一人。
定外，並組成憲法法庭審理總統、副總統之
二、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三
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人。
政黨之目的或其行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
三、全國不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三十四人。 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為違憲。
前項第一款依各直轄市、縣市人口比例分
司法院所提出之年度司法概算，行政院不
配，並按應選名額劃分同額選舉區選出之。第
得刪減，但得加註意見，編入中央政府總預
三款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由獲得百分之五
算案，送立法院審議。
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票比率選出之，各 ௐ̱୧ 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理左
政黨當選名單中，婦女不得低於二分之一。
列事項，不適用憲法第八十三條之規定：
立法院於每年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
一、考試。
告。
二、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卹、退休。
立法院經總統解散後，在新選出之立法委員
三、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
就職前，視同休會。
獎之法制事項。
中華民國領土，依其固有疆域，非經全體立
考試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考試委員若
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立法委員四分之
干人，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不
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
適用憲法第八十四條之規定。
領土變更案，並於公告半年後，經中華民國自
憲法第八十五條有關按省區分別規定名
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
額，分區舉行考試之規定，停止適用。
總額之半數，不得變更之。
ௐ˛୧ 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行使彈
總統於立法院解散後發布緊急命令，立法院
劾、糾舉及審計權，不適用憲法第九十條及
應於三日內自行集會，並於開議七日內追認
第九十四條有關同意權之規定。
之。但於新任立法委員選舉投票日後發布者，
監察院設監察委員二十九人，並以其中一
應由新任立法委員於就職後追認之。如立法院
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任期六年，由總
不同意時，該緊急命令立即失效。
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憲法第九十
立法院對於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須經全
一條至第九十三條之規定停止適用。
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全體立法委
監察院對於中央、地方公務人員及司法
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
院、考試院人員之彈劾案，須經監察委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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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上之提議，九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始
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立與發
得提出，不受憲法第九十八條之限制。
展。
監察院對於監察院人員失職或違法之彈
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福利服務、國民就
劾，適用憲法第九十五條、第九十七條第二
業、社會保險及醫療保健等社會福利工作，
項及前項之規定。
對於社會救助和國民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優
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律獨立
先編列。
行使職權。
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並對其退
憲法第一百零一條及第一百零二條之規
役後之就學、就業、就醫、就養予以保障。
定，停止適用。
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尤其國民教育
ௐˣ୧ 立法委員之報酬或待遇，應以法律定
之經費應優先編列，不受憲法第一百六十四
之。除年度通案調整者外，單獨增加報酬或
條規定之限制。
待遇之規定，應自次屆起實施。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
ௐ˝୧ 省、縣地方制度，應包括左列各款，
民族語言及文化。
以法律定之，不受憲法第一百零八條第一項
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
第一款、第一百零九條、第一百十二條至第
及政治參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利、
一百十五條及第一百二十二條之限制：
衛生醫療、經濟土地及社會福利事業予以保
一、省設省政府，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
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律定之。
主席，均由行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對於澎湖、金門及馬祖地區人民亦同。
二、省設省諮議會，置省諮議會議員若干
國家對於僑居國外國民之政治參與，應予
人，由行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保障。
三、縣設縣議會，縣議會議員由縣民選舉 ௐȈ˘୧ 自由地區與大陸地區間人民權利義
之。
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理，得以法律為特別
四、屬於縣之立法權，由縣議會行之。
之規定。
五、縣設縣政府，置縣長一人，由縣民選舉 ௐȈ˟୧ 憲法之修改，須經立法院立法委員
之。
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
六、中央與省、縣之關係。
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並
七、省承行政院之命，監督縣自治事項。
於公告半年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
台灣省政府之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得
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
以法律為特別之規定。
數，即通過之，不適用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
ௐȈ୧ 國家應獎勵科學技術發展及投資，促
之規定。
進產業升級，推動農漁業現代化，重視水資
源之開發利用，加強國際經濟合作。
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
護兼籌並顧。
國家對於人民興辦之中小型經濟事業，應
扶助並保護其生存與發展。
國家對於公營金融機構之管理，應本企業
化經營之原則；其管理、人事、預算、決算
及審計，得以法律為特別之規定。
國家應推行全民健康保險，並促進現代和
傳統醫藥之研究發展。
國家應維護婦女之人格尊嚴，保障婦女之
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兩性地位之
實質平等。
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
礙環境之建構、教育訓練與就業輔導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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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中華民國 18 年 5 月 23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總則編
全文 152 條；並自中華民國 18 年 10 月 10 日施
行
中華民國 71 年 1 月 4 日總統令修正公布第 8、14、
18、20、24、27、28、30、32～36、38、42～44、
46～48、50～53、56、58～65、85、118、129、
131～134、136、137、148、151、152 條條文；
並自中華民國 72 年 1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97 年 5 月 2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70005917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4、15、22 條條
文；增訂第 15-1、15-2 條條文；第 14～15-2 條
修正條文，自公布後一年六個月（98 年 11 月 23
日）施行；第 22 條修正條文施行日期，以命令
定之中華民國 97 年 10 月 2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
第 09700216301 號令公布第 22 條修正條文定
自 98 年 1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4 年 6 月 1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6743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0 條條文；並自公
布日施行

ௐ˘በ! ᓁ!
ௐ˘ౢ! !ּڱ
ௐ˘୧ 民事，法律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
習慣者，依法理。
ௐ˟୧ 民事所適用之習慣，以不背於公共秩
序或善良風俗者為限。
ௐˬ୧ 依法律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
者，得不由本人自寫，但必須親自簽名。
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同
等之效力。
如以指印、十字或其他符號代簽名者，在
文件上，經二人簽名證明，亦與簽名生同等
之效力。
ௐα୧ 關於一定之數量，同時以文字及號碼
表示者，其文字與號碼有不符合時，如法院
不能決定何者為當事人之原意，應以文字為
準。
ௐ̣୧ 關於一定之數量，以文字或號碼為數
次之表示者，其表示有不符合時，如法院不
能決定何者為當事人之原意，應以最低額為
準。

ௐ˟ౢ! ˠ!
ௐ˘༼! ҋ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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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୧ 人之權利能力，始於出生，終於死亡。
ௐ˛୧ 胎兒以將來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
人利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
ௐˣ୧ 失蹤人失蹤滿七年後，法院得因利害
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為死亡之宣告。
失蹤人為八十歲以上者，得於失蹤滿三年
後，為死亡之宣告。
失蹤人為遭遇特別災難者，得於特別災難
終了滿一年後，為死亡之宣告。
ௐ˝୧ 受死亡宣告者，以判決內所確定死亡
之時，推定其為死亡。
前項死亡之時，應為前條各項所定期間最
後日終止之時。但有反證者，不在此限。
ௐȈ୧ 失蹤人失蹤後，未受死亡宣告前，其
財產之管理，除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外，依
家事事件法之規定。
ௐȈ˘୧ 二人以上同時遇難，不能證明其死
亡之先後時，推定其為同時死亡。
ௐȈ˟୧ 滿二十歲為成年。
ௐȈˬ୧ 未滿七歲之未成年人，無行為能力。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年人，有限制行為能力。
未成年人已結婚者，有行為能力。
ௐȈα୧ 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致不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不能辨
識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
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年有同居事實
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利
機構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
受監護之原因消滅時，法院應依前項聲請
權人之聲請，撤銷其宣告。
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認為未達第一項之
程度者，得依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為
輔助之宣告。
受監護之原因消滅，而仍有輔助之必要
者，法院得依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變
更為輔助之宣告。
ௐỊ̏୧ 受監護宣告之人，無行為能力。
ௐỊ̏୧̝˘ 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
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識
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力，顯有不足者，法院
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
年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
關或社會福利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
受輔助之原因消滅時，法院應依前項聲請
權人之聲請，撤銷其宣告。
受輔助宣告之人有受監護之必要者，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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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變更為監護之宣
告。
ௐỊ̏୧̝˟ 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列行為
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法律上利益，
或依其年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不
在此限：
一、為獨資、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
二、為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保證、贈與或
信託。
三、為訴訟行為。
四、為和解、調解、調處或簽訂仲裁契約。
五、為不動產、船舶、航空器、汽車或其他
重要財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買賣、租
賃或借貸。
六、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
相關權利。
七、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
所指定之其他行為。
第七十八條至第八十三條規定，於未依前項
規定得輔助人同意之情形，準用之。
第八十五條規定，於輔助人同意受輔助宣告
之人為第一項第一款行為時，準用之。
第一項所列應經同意之行為，無損害受輔助
宣告之人利益之虞，而輔助人仍不為同意時，
受輔助宣告之人得逕行聲請法院許可後為之。
ௐȈ̱୧ 權利能力及行為能力，不得拋棄。
ௐȈ˛୧ 自由不得拋棄。
自由之限制，以不背於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
為限。
ௐȈˣ୧ 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
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
前項情形，以法律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
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金。
ௐȈ˝୧ 姓名權受侵害者，得請求法院除去
其侵害，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ௐ˟Ȉ୧ 依一定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
住於一定之地域者，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
一人同時不得有兩住所。
ௐ˟Ȉ˘୧! 無行為能力人及限制行為能力
人，以其法定代理人之住所為住所。
ௐ˟Ȉ˟୧ 遇有下列情形之一，其居所視為
住所：
一、住所無可考者。
二、在我國無住所者。但依法須依住所地法
者，不在此限。
ௐ˟Ȉˬ୧ 因特定行為選定居所者，關於其

行為，視為住所。
ௐ˟Ȉα୧ 依一定事實，足認以廢止之意思
離去其住所者，即為廢止其住所。

ௐ˟༼! ڱˠ!

第一款 通則
ௐ˟Ị̏୧ 法人非依本法或其他法律之規
定，不得成立。
ௐ˟Ȉ̱୧ 法人於法令限制內，有享受權利
負擔義務之能力。但專屬於自然人之權利義
務，不在此限。
ௐ˟Ȉ˛୧ 法人應設董事。董事有數人者，
法人事務之執行，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取決
於全體董事過半數之同意。
董事就法人一切事務，對外代表法人。董
事有數人者，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各董事均
得代表法人。
對於董事代表權所加之限制，不得對抗善
意第三人。
法人得設監察人，監察法人事務之執行。
監察人有數人者，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各監
察人均得單獨行使監察權。
ௐ˟Ȉˣ୧ 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
之人因執行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行
為人連帶負賠償之責任。
ௐ˟Ȉ˝୧! 法人以其主事務所之所在地為住
所。
ௐˬȈ୧ 法人非經向主管機關登記，不得成
立。
ௐˬȈ˘୧ 法人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
不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更而不為變更
之登記者，不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
ௐˬȈ˟୧ 受設立許可之法人，其業務屬於
主管機關監督，主管機關得檢查其財產狀況
及其有無違反許可條件與其他法律之規定。
ௐˬȈˬ୧ 受設立許可法人之董事或監察
人，不遵主管機關監督之命令，或妨礙其檢
查者，得處以五千元以下之罰鍰。
前項董事或監察人違反法令或章程，足以
危害公益或法人之利益者，主管機關得請求
法院解除其職務，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ௐˬȈα୧ 法人違反設立許可之條件者，主
管機關得撤銷其許可。
ௐˬỊ̏୧ 法人之財產不能清償債務時，董
事應即向法院聲請破產。
不為前項聲請，致法人之債權人受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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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過失之董事，應負賠償責任，其有二
人以上時，應連帶負責。
ௐˬȈ̱୧ 法人之目的或其行為，有違反法
律、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法院得因主管
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請求，宣告解
散。
ௐˬȈ˛୧ 法人解散後，其財產之清算，由
董事為之。但其章程有特別規定，或總會另
有決議者，不在此限。
ௐˬȈˣ୧ 不能依前條規定，定其清算人
時，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係
人之聲請，或依職權，選任清算人。
ௐˬȈ˝୧ 清算人，法院認為有必要時，得
解除其任務。
ௐαȈ୧! 清算人之職務如左：
一、了結現務。
二、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三、移交賸餘財產於應得者。
法人至清算終結止，在清算之必要範圍
內，視為存續。
ௐαȈ˘୧ 清算之程序，除本通則有規定
外，準用股份有限公司清算之規定。
ௐαȈ˟୧ 法人之清算，屬於法院監督。法
院得隨時為監督上必要之檢查及處分。
法人經主管機關撤銷許可或命令解散者，
主管機關應同時通知法院。
法人經依章程規定或總會決議解散者，董
事應於十五日內報告法院。
ௐαȈˬ୧ 清算人不遵法院監督命令，或妨
礙檢查者，得處以五千元以下之罰鍰。董事
違反前條第三項之規定者亦同。
ௐαȈα୧ 法人解散後，除法律另有規定
外，於清償債務後，其賸餘財產之歸屬，應
依其章程之規定，或總會之決議。但以公益
為目的之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不得歸屬
於自然人或以營利為目的之團體。
如無前項法律或章程之規定或總會之決議
時，其賸餘財產歸屬於法人住所所在地之地
方自治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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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之事項如左：
一、目的。
二、名稱。
三、董事之人數、任期及任免。設有監察人
者，其人數、任期及任免。
四、總會召集之條件、程序及其決議證明之
方法。
五、社員之出資。
六、社員資格之取得與喪失。
七、訂定章程之年、月、日。
ௐαȈˣ୧ 社團設立時，應登記之事項如左：
一、目的。
二、名稱。
三、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
四、董事之姓名及住所。設有監察人者，其
姓名及住所。
五、財產之總額。
六、應受設立許可者，其許可之年、月、日。
七、定有出資方法者，其方法。
八、定有代表法人之董事者，其姓名。
九、定有存立時期者，其時期。
社團之登記，由董事向其主事務所及分事
務所所在地之主管機關行之，並應附具章程
備案。
ௐαȈ˝୧ 社團之組織及社團與社員之關
係，以不違反第五十條至第五十八條之規定
為限，得以章程定之。
ௐ̣Ȉ୧ 社團以總會為最高機關。
左列事項應經總會之決議：
一、變更章程。
二、任免董事及監察人。
三、監督董事及監察人職務之執行。
四、開除社員。但以有正當理由時為限。
ௐ̣Ȉ˘୧ 總會由董事召集之，每年至少召
集一次。董事不為召集時，監察人得召集之。
如有全體社員十分一以上之請求，表明會議
目的及召集理由，請求召集時，董事應召集
之。
董事受前項之請求後，一個月內不為召集
者，得由請求之社員，經法院之許可召集之。
第二款 社團
總會之召集，除章程另有規定外，應於三
ௐαỊ̏୧! 以營利為目的之社團，其取得法
十日前對各社員發出通知。通知內應載明會
人資格，依特別法之規定。
議目的事項。
ௐαȈ̱୧ 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於登記 ௐ̣Ȉ˟୧ 總會決議，除本法有特別規定
前，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
外，以出席社員過半數決之。
ௐαȈ˛୧ 設立社團者，應訂定章程，其應
社員有平等之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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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表決權之行使，除章程另有限制外，
得以書面授權他人代理為之。但一人僅得代
理社員一人。
社員對於總會決議事項，因自身利害關係
而有損害社團利益之虞時，該社員不得加入
表決，亦不得代理他人行使表決權。
ௐ̣Ȉˬ୧ 社團變更章程之決議，應有全體
社員過半數之出席，出席社員四分三以上之
同意，或有全體社員三分二以上書面之同意。
受設立許可之社團，變更章程時，並應得
主管機關之許可。
ௐ̣Ȉα୧ 社員得隨時退社。但章程限定於
事務年度終，或經過預告期間後，始准退社
者，不在此限。
前項預告期間，不得超過六個月。
ௐ̣Ị̏୧ 已退社或開除之社員，對於社團
之財產無請求權。但非公益法人，其章程另
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前項社員，對於其退社或開除以前應分擔
之出資，仍負清償之義務。
ௐ̣Ȉ̱୧ 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
反法令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
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
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異議者，不在
此限。
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令或章程者，無效。
ௐ̣Ȉ˛୧ 社團得隨時以全體社員三分二以
上之可決解散之。
ௐ̣Ȉˣ୧ 社團之事務，無從依章程所定進
行時，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
係人之聲請解散之。

第三款 財團

五、受許可之年、月、日。
六、董事之姓名及住所。設有監察人者，其
姓名及住所。
七、定有代表法人之董事者，其姓名。
八、定有存立時期者，其時期。
財團之登記，由董事向其主事務所及分事
務所所在地之主管機關行之。並應附具捐助
章程或遺囑備案。
ௐ̱Ȉ˟୧ 財團之組織及其管理方法，由捐
助人以捐助章程或遺囑定之。捐助章程或遺
囑所定之組織不完全，或重要之管理方法不
具備者，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
關係人之聲請，為必要之處分。
ௐ̱Ȉˬ୧ 為維持財團之目的或保存其財
產，法院得因捐助人、董事、主管機關、檢
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聲請，變更其組織。
ௐ̱Ȉα୧ 財團董事，有違反捐助章程之行
為時，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
係人之聲請，宣告其行為為無效。
ௐ̱Ị̏୧ 因情事變更，致財團之目的不能
達到時，主管機關得斟酌捐助人之意思，變
更其目的及其必要之組織，或解散之。

!ௐˬౢ! ۏ
ௐ̱Ȉ̱୧ 稱不動產者，謂土地及其定著物。
不動產之出產物，尚未分離者，為該不動產
之部分。
ௐ̱Ȉ˛୧! 稱動產者，為前條所稱不動產以
外之物。
ௐ̱Ȉˣ୧ 非主物之成分，常助主物之效
用，而同屬於一人者，為從物。但交易上有
特別習慣者，依其習慣。
主物之處分，及於從物。
ௐ̱Ȉ˝୧ 稱天然孳息者，謂果實、動物之
產物及其他依物之用法所收穫之出產物。
稱法定孳息者，謂利息、租金及其他因法
律關係所得之收益。
ௐ˛Ȉ୧ 有收取天然孳息權利之人，其權利
存續期間內，取得與原物分離之孳息。
有收取法定孳息權利之人，按其權利存續
期間內之日數，取得其孳息。

ௐ̣Ȉ˝୧ 財團於登記前，應得主管機關之
許可。
ௐ̱Ȉ୧ 設立財團者，應訂立捐助章程。但
以遺囑捐助者，不在此限。
捐助章程，應訂明法人目的及所捐財產。
以遺囑捐助設立財團法人者，如無遺囑執
行人時，法院得依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
關係人之聲請，指定遺囑執行人。
ௐ̱Ȉ˘୧ 財團設立時，應登記之事項如左：
一、目的。
ௐαౢ! ޠڱҖࠎ
二、名稱。
ௐ˘༼! ఼!
三、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
四、財產之總額。
ௐ˛Ȉ˘୧ 法律行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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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不以之為無效者，
獨立營業者，限制行為能力人，關於其營業，
不在此限。
有行為能力。
ௐ˛Ȉ˟୧ 法律行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
限制行為能力人，就其營業有不勝任之情
良風俗者，無效。
形時，法定代理人得將其允許撤銷或限制
ௐ˛Ȉˬ୧ 法律行為，不依法定方式者，無
之。但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效。但法律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ௐˬ༼! ຍܑޥϯ!
ௐ˛Ȉα୧ 法律行為，係乘他人之急迫、輕
率或無經驗，使其為財產上之給付或為給付 ௐˣȈ̱୧ 表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
之意，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不因
之約定，依當時情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因
之無效。但其情形為相對人所明知者，不在
利害關係人之聲請，撤銷其法律行為或減輕
此限。
其給付。
ௐˣȈ˛୧
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
前項聲請，應於法律行為後一年內為之。
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但不得以其無
ௐ˟༼! Җࠎਕ˧!
效對抗善意第三人。
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律行為者，適
ௐ˛Ị̏୧ 無行為能力人之意思表示，無
用關於該項法律行為之規定。
效；雖非無行為能力人，而其意思表示，係
ௐˣȈˣ୧ 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
在無意識或精神錯亂中所為者亦同。
人若知其事情即不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
ௐ˛Ȉ̱୧ 無行為能力人由法定代理人代為
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不知事
意思表示，並代受意思表示。
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
ௐ˛Ȉ˛୧ 限制行為能力人為意思表示及受
當事人之資格或物之性質，若交易上認為
意思表示，應得法定代理人之允許。但純獲
重要者，其錯誤，視為意思表示內容之錯誤。
法律上利益，或依其年齡及身份、日常生活
ௐˣȈ˝୧ 意思表示，因傳達人或傳達機關
所必需者，不在此限。
傳達不實者，得比照前條之規定撤銷之。
ௐ˛Ȉˣ୧! 限制行為能力人未得法定代理人
ௐ˝Ȉ୧ 前二條之撤銷權，自意思表示後，
之允許，所為之單獨行為，無效。
經過一年而消滅。
ௐ˛Ȉ˝୧ 限制行為能力人未得法定代理人
之允許，所訂立之契約，須經法定代理人之 ௐ˝Ȉ˘୧ 依第八十八條及第八十九條之規
定撤銷意思表示時，表意人對於信其意思表
承認，始生效力。
示為有效而受損害之相對人或第三人，應負
ௐˣȈ୧ 前條契約相對人，得定一個月以上
賠償責任。但其撤銷之原因，受害人明知或
之期限，催告法定代理人，確答是否承認。
可得而知者，不在此限。
於前項期限內，法定代理人不為確答者，
ௐ˝Ȉ˟୧ 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
視為拒絕承認。
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
ௐˣȈ˘୧! 限制行為能力人於限制原因消滅
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
後，承認其所訂立之契約者，其承認與法定
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
代理人之承認，有同一效力。
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其撤銷不得以之
前條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對抗善意第三人。
ௐˣȈ˟୧ 限制行為能力人所訂立之契約，
未經承認前，相對人得撤回之。但訂立契約 ௐ˝Ȉˬ୧ 前條之撤銷，應於發見詐欺或脅
迫終止後，一年內為之。但自意思表示後，
時，知其未得有允許者，不在此限。
經過十年，不得撤銷。
ௐˣȈˬ୧ 限制行為能力人用詐術使人信其
為有行為能力人或已得法定代理人之允許 ௐ˝Ȉα୧! 對話人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
示，以相對人了解時，發生效力。
者，其法律行為為有效。
ௐˣȈα୧ 法定代理人允許限制行為能力人 ௐ˝Ị̏୧ 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
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力。
處分之財產，限制行為能力人，就該財產有
但撤回之通知，同時或先時到達者，不在
處分之能力。
此限。
ௐˣỊ̏୧ 法定代理人允許限制行為能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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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意人於發出通知後死亡或喪失行為能力
無，應就本人決之。
或其行為能力受限制者，其意思表示，不因 ௐ˘Ѻ̱୧ 代理人非經本人之許諾，不得
之失其效力。
為本人與自己之法律行為，亦不得既為第三
ௐ˝Ȉ̱୧ 向無行為能力人或限制行為能力
人之代理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律行
人為意思表示者，以其通知達到其法定代理
為。但其法律行為，係專履行債務者，不在
人時，發生效力。
此限。
ௐ˝Ȉ˛୧ 表意人非因自己之過失，不知相 ௐ˘Ѻ˛୧ 代理權之限制及撤回，不得以
對人之姓名、居所者，得依民事訴訟法公示
之對抗善意第三人。但第三人因過失而不知
送達之規定，以公示送達為意思表示之通知。 其事實者，不在此限。
ௐ˝Ȉˣ୧! 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 ௐ˘Ѻˣ୧ 代理權之消滅，依其所由授與
真意，不得拘泥於所用之辭句。
之法律關係定之。
代理權，得於其所由授與之法律關係存續
ௐα༼! ୧Ї́ഇࢨ!
中撤回之。但依該法律關係之性質不得撤回
ௐ˝Ȉ˝୧ 附停止條件之法律行為，於條件
者，不在此限。
成就時，發生效力。
ௐ˘Ѻ˝୧ 代理權消滅或撤回時，代理人
附解除條件之法律行為，於條件成就時，
須將授權書交還於授權者，不得留置。
失其效力。
ௐ˘ѺȈ୧ 無代理權人，以他人之代理人名
依當事人之特約，使條件成就之效果，不
義所為之法律行為，對於善意之相對人，負
於條件成就之時發生者，依其特約。
損害賠償之責。
ௐ˘Ѻ୧ 附條件之法律行為當事人，於條件
ௐ̱༼! ड़̈́ၣዚ!
成否未定前，若有損害相對人因條件成就所
ௐ˘ѺȈ˘୧ 法律行為之一部分無效者，全
應得利益之行為者，負賠償損害之責任。
部皆為無效。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立者，則
ௐ˘Ѻ˘୧ 因條件成就而受不利益之當事
其他部分，仍為有效。
人，如以不正當行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
ௐ˘ѺȈ˟୧ 無效之法律行為，若具備他法
為條件已成就。
律行為之要件，並因其情形，可認當事人若
因條件成就而受利益之當事人，如以不正
當行為促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不成就。 知其無效，即欲為他法律行為者，其他法律
行為，仍為有效。
ௐ˘Ѻ˟୧ 附始期之法律行為，於期限屆
ௐ˘ѺȈˬ୧ 無效法律行為之當事人，於行
至時，發生效力。
為當時知其無效，或可得而知者，應負回復
附終期之法律行為，於期限屆滿時，失其
原狀或損害賠償之責任。
效力。
第一百條之規定，於前二項情形準用之。 ௐ˘ѺȈα୧ 法律行為經撤銷者，視為自始
無效。
ௐ̣༼! ந!
當事人知其得撤銷或可得而知者，其法律
ௐ˘Ѻˬ୧ 代理人於代理權限內，以本人
行為撤銷時，準用前條之規定。
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力。 ௐ˘ѺỊ̏୧ 經承認之法律行為，如無特別
前項規定，於應向本人為意思表示，而向
訂定，溯及為法律行為時發生效力。
其代理人為之者，準用之。
ௐ˘ѺȈ̱୧ 撤銷及承認，應以意思表示為
ௐ˘Ѻα୧ 代理人所為或所受意思表示之
之。
效力，不因其為限制行為能力人而受影響。
如相對人確定者，前項意思表示，應向相
ௐ˘Ѻ̣୧! 代理人之意思表示，因其意思
對人為之。
欠缺、被詐欺、被脅迫，或明知其事情或可 ௐ˘ѺȈ˛୧ 法律行為須得第三人之同意始
得而知其事情，致其效力受影響時，其事實
生效力者，其同意或拒絕，得向當事人之一
之有無，應就代理人決之。但代理人之代理
方為之。
權係以法律行為授與者，其意思表示，如依 ௐ˘ѺȈˣ୧ 無權利人就權利標的物所為之
照本人所指示之意思而為時，其事實之有
處分，經有權利人之承認始生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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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權利人就權利標的物為處分後，取得其權
利者，其處分自始有效。但原權利人或第三
人已取得之利益，不因此而受影響。
前項情形，若數處分相牴觸時，以其最初
之處分為有效。

ௐ̣ౢ!!ഇ̈́͟ഇม!
ௐ˘ѺȈ˝୧ 法令、審判或法律行為所定之
期日及期間，除有特別訂定外，其計算依本
章之規定。
ௐ˘Ѻ˟Ȉ୧ 以時定期間者，即時起算。
以日、星期、月或年定期間者，其始日不
算入。
ௐ˘Ѻ˟Ȉ˘୧! 以日、星期、月或年定期間
者，以期間末日之終止，為期間之終止。
期間不以星期、月或年之始日起算者，以
最後之星期、月或年與起算日相當日之前一
日，為期間之末日。但以月或年定期間，於
最後之月，無相當日者，以其月之末日，為
期間之末日。
ௐ˘Ѻ˟Ȉ˟୧! 於一定期日或期間內，應為
意思表示或給付者，其期日或其期間之末
日，為星期日、紀念日或其他休息日時，以
其休息日之次日代之。
ௐ˘Ѻ˟Ȉˬ୧ 稱月或年者，依曆計算。
月或年非連續計算者，每月為三十日，每
年為三百六十五日。
ௐ˘Ѻ˟Ȉα୧ 年齡自出生之日起算。
出生之月、日無從確定時，推定其為七月
一日出生。知其出生之月，而不知出生之日
者，推定其為該月十五日出生。

ௐ̱ౢ! ঐໝॡड़!
ௐ˘Ѻ˟Ị̏୧ 請求權，因十五年間不行使
而消滅。但法律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
ௐ˘Ѻ˟Ȉ̱୧ 利息、紅利、租金、贍養費、
退職金及其他一年或不及一年之定期給付債
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年間不行使而
消滅。
ௐ˘Ѻ˟Ȉ˛୧ 左列各款請求權，因二年間
不行使而消滅：
一、旅店、飲食店及娛樂場之住宿費、飲食
費、座費、消費物之代價及其墊款。
二、運送費及運送人所墊之款。
三、以租賃動產為營業者之租價。
四、醫生、藥師、看護生之診費、藥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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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及其墊款。
五、律師、會計師、公證人之報酬及其墊款。
六、律師、會計師、公證人所收當事人物件
之交還。
七、技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
八、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
及產物之代價。
ௐ˘Ѻ˟Ȉˣ୧ 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行使
時起算。以不行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行
為時起算。
ௐ˘Ѻ˟Ȉ˝୧ 消滅時效，因左列事由而中
斷：
一、請求。
二、承認。
三、起訴。
左列事項，與起訴有同一效力：
一、依督促程序，聲請發支付命令。
二、聲請調解或提付仲裁。
三、申報和解債權或破產債權。
四、告知訴訟。
五、開始執行行為或聲請強制執行。
ௐ˘ѺˬȈ୧ 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若於請
求後六個月內不起訴，視為不中斷。
ௐ˘ѺˬȈ˘୧ 時效因起訴而中斷者，若撤
回其訴，或因不合法而受駁回之裁判，其裁
判確定，視為不中斷。
ௐ˘ѺˬȈ˟୧ 時效因聲請發支付命令而中
斷者，若撤回聲請，或受駁回之裁判，或支
付命令失其效力時，視為不中斷。
ௐ˘ѺˬȈˬ୧ 時效因聲請調解或提付仲裁
而中斷者，若調解之聲請經撤回、被駁回、
調解不成立或仲裁之請求經撤回、仲裁不能
達成判斷時，視為不中斷。
ௐ˘ѺˬȈα୧ 時效因申報和解債權或破產
債權而中斷者，若債權人撤回其申報時，視
為不中斷。
ௐ˘ѺˬỊ̏୧ 時效因告知訴訟而中斷者，
若於訴訟終結後，六個月內不起訴，視為不
中斷。
ௐ˘ѺˬȈ̱୧ 時效因開始執行行為而中斷
者，若因權利人之聲請，或法律上要件之欠
缺而撤銷其執行處分時，視為不中斷。
時效因聲請強制執行而中斷者，若撤回其
聲請，或其聲請被駁回時，視為不中斷。
ௐ˘ѺˬȈ˛୧ 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
終止時，重行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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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起訴而中斷之時效，自受確定判決，或因
其他方法訴訟終結時，重行起算。
經確定判決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力
之執行名義所確定之請求權，其原有消滅時
效期間不滿五年者，因中斷而重行起算之時
效期間為五年。
ௐ˘ѺˬȈˣ୧ 時效中斷，以當事人、繼承
人、受讓人之間為限，始有效力。
ௐ˘ѺˬȈ˝୧ 時效之期間終止時，因天災
或其他不可避之事變，致不能中斷其時效
者，自其妨礙事由消滅時起，一個月內，其
時效不完成。
ௐ˘ѺαȈ୧ 屬於繼承財產之權利或對於繼
承財產之權利，自繼承人確定或管理人選定
或破產之宣告時起，六個月內，其時效不完
成。
ௐ˘ѺαȈ˘୧ 無行為能力人或限制行為能
力人之權利，於時效期間終止前六個月內，
若無法定代理人者，自其成為行為能力人或
其法定代理人就職時起，六個月內，其時效
不完成。
ௐ˘ѺαȈ˟୧ 無行為能力人或限制行為能
力人，對於其法定代理人之權利，於代理關
係消滅後一年內，其時效不完成。
ௐ˘ѺαȈˬ୧ 夫對於妻或妻對於夫之權
利，於婚姻關係消滅後一年內，其時效不完
成。
ௐ˘ѺαȈα୧ 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
給付。
請求權已經時效消滅，債務人仍為履行之
給付者，不得以不知時效為理由，請求返還；
其以契約承認該債務或提出擔保者亦同。
ௐ˘ѺαỊ̏୧ 以抵押權、質權或留置權擔
保之請求權，雖經時效消滅，債權人仍得就
其抵押物、質物或留置物取償。
前項規定，於利息及其他定期給付之各期
給付請求權，經時效消滅者，不適用之。
ௐ˘ѺαȈ̱୧ 主權利因時效消滅者，其效
力及於從權利。但法律有特別規定者，不在
此限。
ௐ˘ѺαȈ˛୧ 時效期間，不得以法律行為
加長或減短之，並不得預先拋棄時效之利益。

ௐ˛ౢ! ᝋӀ̝Җֹ
ௐ˘ѺαȈˣ୧ 權利之行使，不得違反公共
利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行使權利，履行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
ௐ˘ѺαȈ˝୧
對於現時不法之侵害，為防
衛自己或他人之權利所為之行為，不負損害
賠償之責。但已逾越必要程度者，仍應負相
當賠償之責。
ௐ˘Ѻ̣Ȉ୧ 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
體、自由或財產上急迫之危險所為之行為，
不負損害賠償之責。但以避免危險所必要，
並未逾越危險所能致之損害程度者為限。
前項情形，其危險之發生，如行為人有責
任者，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ௐ˘Ѻ̣Ȉ˘୧ 為保護自己權利，對於他人
之自由或財產施以拘束、押收或毀損者，不
負損害賠償之責。但以不及受法院或其他有
關機關援助，並非於其時為之，則請求權不
得實行或其實行顯有困難者為限。
ௐ˘Ѻ̣Ȉ˟୧ 依前條之規定，拘束他人自
由或押收他人財產者，應即時向法院聲請處
理。
前項聲請被駁回或其聲請遲延者，行為人
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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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8 年 9 月 24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 19
條；並自中華民國 18 年 10 月 10 日施行
中華民國 71 年 1 月 4 日總統（71）台統（一）義
字第 0004 號令修正公布第 1、3～7、10、19 條
條文；並自中華民國 72 年 1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97 年 5 月 2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700059171 號令修正公布第 4、12、13、19
條條文；增訂第 4-1、4-2 條條文；施行日期，
以命令定之
中華民國 97 年 10 月 2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700216301 號令發布定自 98 年 1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4 年 6 月 1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6744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9 條條文；並自
公布日施行

ௐ˘୧ 民事在民法總則施行前發生者，除本
施行法有特別規定外，不適用民法總則之規
定，其在修正前發生者，除本施行法有特別
規定外，亦不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ௐ˟୧ 外國人於法令限制內，有權利能力。
ௐˬ୧ 民法總則第八條、第九條及第十一條
之規定，於民法總則施行前失蹤者，亦適用
之。
民法總則施行前已經過民法總則第八條所
定失蹤期間者，得即為死亡之宣告，並應以
民法總則施行之日為失蹤人死亡之時。
修正之民法總則第八條之規定，於民法總
則施行後修正前失蹤者，亦適用之。但於民
法總則修正前，其情形已合於修正前民法總
則第八條之規定者，不在此限。
ௐα୧! 民法總則施行前，有民法總則第十四
條所定之原因，經聲請有關機關立案者，如
於民法總則施行後三個月內向法院聲請宣告
禁治產者，自立案之日起，視為禁治產人。
民法總則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五月二日修正
之條文施行前，已為禁治產宣告者，視為已
為監護宣告；繫屬於法院之禁治產事件，其
聲請禁治產宣告者，視為聲請監護宣告；聲
請撤銷禁治產宣告者，視為聲請撤銷監護宣
告；並均於修正施行後，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ௐα୧̝˘! 民法規定之禁治產或禁治產人，
自民法總則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五月二日修正
之條文施行後，一律改稱為監護或受監護宣
告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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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α୧̝˟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五月二日修正
之民法總則第十四條至第十五條之二之規
定，自公布後一年六個月施行。
ௐ̣୧! 依民法總則之規定，設立法人須經許
可者，如在民法總則施行前已得主管機關之
許可，得於民法總則施行後三個月內聲請登
記為法人。
ௐ̱୧! 民法總則施行前具有財團及以公益為
目的社團之性質而有獨立財產者，視為法
人，其代表人應依民法總則第四十七條或第
六十條之規定作成書狀，自民法總則施行後
六個月內聲請主管機關審核。
前項書狀所記載之事項，若主管機關認其
有違背法令或為公益上之必要，應命其變更。
依第一項規定經核定之書狀，與章程有同一
效力。
ௐ˛୧! 依前條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定者，其法
人之代表人，應於核定後二十日內，依民法
總則第四十八條或第六十一條之規定，聲請
登記。
ௐˣ୧! 第六條所定之法人，如未備置財產目
錄、社員名簿者，應於民法總則施行後速行
編造。
ௐ˝୧! 第六條至第八條之規定，於祠堂、寺
廟及以養贍家族為目的之獨立財產，不適用
之。
ௐȈ୧! 依民法總則規定法人之登記，其主管
機關為該法人事務所所在地之法院。
法院對於已登記之事項，應速行公告，並
許第三人抄錄或閱覽。
ௐȈ˘୧ 外國法人，除依法律規定外，不認
許其成立。
ௐȈ˟୧ 經認許之外國法人，於法令限制
內，與同種類之我國法人有同一之權利能力。
前項外國法人，其服從我國法律之義務，
與我國法人同。
ௐȈˬ୧ 外國法人在我國設事務所者，準用
民法總則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四十五
條、第四十六條、第四十八條、第五十九條、
第六十一條及前條之規定。
ௐȈα୧ 依前條所設之外國法人事務所，如
有民法總則第三十六條所定情事，法院得撤
銷之。
ௐỊ̏୧ 未經認許其成立之外國法人，以其
名義與他人為法律行為者，其行為人就該法
律行為應與該外國法人負連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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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民法總則施行前，依民法總則之規
定，消滅時效業已完成，或其時效期間尚有
殘餘不足一年者，得於施行之日起，一年內
行使請求權，但自其時效完成後，至民法總
則施行時，已逾民法總則所定時效期間二分
之一者，不在此限。
ௐȈ˛୧ 民法總則第七十四條第二項、第九
十條、第九十三條之撤銷權，準用前條之規
定。
ௐȈˣ୧ 民法總則施行前之法定消滅時效已
完成者，其時效為完成。
民法總則施行前之法定消滅時效，其期間
較民法總則所定為長者，適用舊法，但其殘
餘期間，自民法總則施行日起算較民法總則
所定時效期間為長者，應自施行日起，適用
民法總則。
ௐȈ˝୧ 本施行法自民法總則施行之日施
行。
民法總則修正條文及本施行法修正條文之
施行日期，除另定施行日期者外，自公布日
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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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中華民國 18 年 11 月 22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債編
全文 604 條；並自中華民國 19 年 5 月 5 日施行
中華民國 88 年 4 月 21 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800085140 號令修正公布第 159、160、162、
164、165、174、177、178、184、186、187、191、
192、195、196、213、217、227、229、244、247、
248、250、281、292、293、312～315、318、327、
330、331、334、358、365、374、389、397、406、
408～410、412、416、425、426、440、449、458、
459、464、469、473、474、481、490、495、502、
503、507、513～521、523～527、531、534、544、
546、553～555、563、567、572、573、580、595、
602、603、606～608、612、615、618、620、623、
625、637、641、642、650、654、656、658、661、
666、667、670～674、679、685～687、697、722、
743、749 條條文及第 16 節節名；並增訂第
164-1、165-1～165-4、166-1、191-1～191-3、
216-1、218-1、227-1、227-2、245-1、247-1、422-1、
425-1、426-1、426-2、457-1、460-1、461-1、463-1、
465-1、475-1、483-1、487-1、501-1、514-1～
514-12、515-1、601-1、601-2、603-1、618-1、
629-1、709-1～709-9、720-1、739-1、742-1、756-1
～756-9 條條文及第 2 章第 8 節之 1、第 19 節之
1、第 24 節之 1；並刪除第 219、228、407、465、
475、522、604、605、636 條條文；並自 89 年 5
月 5 日施行；但第 166-1 條施行日期，由行政院
會同司法院另定之
中華民國 89 年 4 月 26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8900106130 號令修正公布第 248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324501 號令修正公布第 687、708、1131、
1133、1198、1210 條條文；並自 98 年 11 月 23
日施行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2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27971 號令修正公布第 746 條條文；並增
訂第 753-1 條條文

ௐ˟በ! ๅ!
ௐ˘ౢ! ఼!
ௐ˘༼! ๅ̝൴Ϡ!

第一款 契約
ௐ˘Ѻ̣Ȉˬ୧ 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
者，無論其為明示或默示，契約即為成立。
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
非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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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成立，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人意思不
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
ௐ˘Ѻ̣Ȉα୧ 契約之要約人，因要約而受
拘束。但要約當時預先聲明不受拘束，或依
其情形或事件之性質，可認當事人無受其拘
束之意思者，不在此限。
貨物標定賣價陳列者，視為要約。但價目
表之寄送，不視為要約。
ௐ˘Ѻ̣Ị̏୧ 要約經拒絕者，失其拘束力。
ௐ˘Ѻ̣Ȉ̱୧ 對話為要約者，非立時承
諾，即失其拘束力。
ௐ˘Ѻ̣Ȉ˛୧ 非對話為要約者，依通常情
形可期待承諾之達到時期內，相對人不為承
諾時，其要約失其拘束力。
ௐ˘Ѻ̣Ȉˣ୧ 要約定有承諾期限者，非於
其期限內為承諾，失其拘束力。
ௐ˘Ѻ̣Ȉ˝୧ 承諾之通知，按其傳達方
法，通常在相當時期內可達到而遲到，其情
形為要約人可得而知者，應向相對人即發遲
到之通知。
要約人怠於為前項通知者，其承諾視為未
遲到。
ௐ˘Ѻ̱Ȉ୧ 遲到之承諾，除前條情形外，
視為新要約。
將要約擴張、限制或為其他變更而承諾
者，視為拒絕原要約而為新要約。
ௐ˘Ѻ̱Ȉ˘୧ 依習慣或依其事件之性質，
承諾無須通知者，在相當時期內，有可認為
承諾之事實時，其契約為成立。
前項規定，於要約人要約當時預先聲明承
諾無須通知者準用之。
ௐ˘Ѻ̱Ȉ˟୧ 撤回要約之通知，其到達在
要約到達之後，而按其傳達方法，通常在相
當時期內應先時或同時到達，其情形為相對
人可得而知者，相對人應向要約人即發遲到
之通知。
相對人怠於為前項通知者，其要約撤回之
通知，視為未遲到。
ௐ˘Ѻ̱Ȉˬ୧ 前條之規定，於承諾之撤回
準用之。
ௐ˘Ѻ̱Ȉα୧ 以廣告聲明對完成一定行為
之人給與報酬者，為懸賞廣告。廣告人對於
完成該行為之人，負給付報酬之義務。
數人先後分別完成前項行為時，由最先完
成該行為之人，取得報酬請求權；數人共同
或同時分別完成行為時，由行為人共同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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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請求權。
前項情形，廣告人善意給付報酬於最先通
知之人時，其給付報酬之義務，即為消滅。
前三項規定，於不知有廣告而完成廣告所
定行為之人，準用之。
ௐ˘Ѻ̱Ȉα୧̝˘ 因完成前條之行為而可
取得一定之權利者，其權利屬於行為人。但
廣告另有聲明者，不在此限。
ௐ˘Ѻ̱Ị̏୧ 預定報酬之廣告，如於行為
完成前撤回時，除廣告人證明行為人不能完
成其行為外，對於行為人因該廣告善意所受
之損害，應負賠償之責。但以不超過預定報
酬額為限。
廣告定有完成行為之期間者，推定廣告人
拋棄其撤回權。
ௐ˘Ѻ̱Ị̏୧̝˘ 以廣告聲明對完成一定
行為，於一定期間內為通知，而經評定為優
等之人給與報酬者，為優等懸賞廣告。廣告
人於評定完成時，負給付報酬之義務。
ௐ˘Ѻ̱Ị̏୧̝˟ 前條優等之評定，由廣
告中指定之人為之。廣告中未指定者，由廣
告人決定方法評定之。
依前項規定所為之評定，對於廣告人及應
徵人有拘束力。
ௐ˘Ѻ̱Ị̏୧̝ˬ 被評定為優等之人有數
人同等時，除廣告另有聲明外，共同取得報
酬請求權。
ௐ˘Ѻ̱Ị̏୧̝α 第一百六十四條之一之
規定，於優等懸賞廣告準用之。
ௐ˘Ѻ̱Ȉ̱୧ 契約當事人約定其契約須用
一定方式者，在該方式未完成前，推定其契
約不成立。
ௐ˘Ѻ̱Ȉ̱୧̝˘ 契約以負擔不動產物權
之移轉、設定或變更之義務為標的者，應由
公證人作成公證書。
未依前項規定公證之契約，如當事人已合
意為不動產物權之移轉、設定或變更而完成
登記者，仍為有效。

第二款 代理權之授與
ௐ˘Ѻ̱Ȉ˛୧ 代理權係以法律行為授與
者，其授與應向代理人或向代理人對之為代
理行為之第三人，以意思表示為之。
ௐ˘Ѻ̱Ȉˣ୧! 代理人有數人者，其代理行
為應共同為之。但法律另有規定或本人另有
意思表示者，不在此限。

ௐ˘Ѻ̱Ȉ˝୧ 由自己之行為表示以代理權
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理人而不為
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
任。但第三人明知其無代理權或可得而知
者，不在此限。
ௐ˘Ѻ˛Ȉ୧ 無代理權人以代理人之名義所
為之法律行為，非經本人承認，對於本人不
生效力。
前項情形，法律行為之相對人，得定相當
期限，催告本人確答是否承認，如本人逾期
未為確答者，視為拒絕承認。
ௐ˘Ѻ˛Ȉ˘୧ 無代理權人所為之法律行
為，其相對人於本人未承認前，得撤回之。
但為法律行為時，明知其無代理權者，不在
此限。

第三款 無因管理
ௐ˘Ѻ˛Ȉ˟୧ 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
他人管理事務者，其管理應依本人明示或可
得推知之意思，以有利於本人之方法為之。
ௐ˘Ѻ˛Ȉˬ୧ 管理人開始管理時，以能通
知為限，應即通知本人。如無急迫之情事，
應俟本人之指示。
第五百四十條至第五百四十二條關於委任
之規定，於無因管理準用之。
ௐ˘Ѻ˛Ȉα୧ 管理人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
推知之意思，而為事務之管理者，對於因其
管理所生之損害，雖無過失，亦應負賠償之
責。
前項之規定，如其管理係為本人盡公益上
之義務，或為其履行法定扶養義務，或本人
之意思違反公共秩序善良風俗者，不適用之。
ௐ˘Ѻ˛Ị̏୧ 管理人為免除本人之生命、
身體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而為事務之管理
者，對於因其管理所生之損害，除有惡意或
重大過失者外，不負賠償之責。
ௐ˘Ѻ˛Ȉ̱୧ 管理事務，利於本人，並不
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者，管理人
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
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還其費用及
自支出時起之利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
務，或賠償其損害。
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之情形，管理
人管理事務，雖違反本人之意思，仍有前項
之請求權。
ௐ˘Ѻ˛Ȉ˛୧ 管理事務不合於前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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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本人仍得享有因管理所得之利益，而本
利者，連帶負損害賠償責任。不能知其中孰
人所負前條第一項對於管理人之義務，以其
為加害人者亦同。
所得之利益為限。
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行為人。
前項規定，於管理人明知為他人之事務， ௐ˘ѺˣȈ̱୧ 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
而為自己之利益管理之者，準用之。
人應執行之職務，致第三人受損害者，負賠
ௐ˘Ѻ˛Ȉˣ୧ 管理事務經本人承認者，除
償責任。其因過失者，以被害人不能依他項
當事人有特別意思表示外，溯及管理事務開
方法受賠償時為限，負其責任。
始時，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
前項情形，如被害人得依法律上之救濟方
法，除去其損害，而因故意或過失不為之者，
第四款 不當得利
公務員不負賠償責任。
ௐ˘Ѻ˛Ȉ˝୧ 無法律上之原因而受利益， ௐ˘ѺˣȈ˛୧ 無行為能力人或限制行為能
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利益。雖有法律
力人，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者，以行為時有
上之原因，而其後已不存在者，亦同。
識別能力為限，與其法定代理人連帶負損害
ௐ˘ѺˣȈ୧ 給付，有左列情形之一者，不
賠償責任。行為時無識別能力者，由其法定
得請求返還：
代理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一、給付係履行道德上之義務者。
前項情形，法定代理人如其監督並未疏
二、債務人於未到期之債務因清償而為給付
懈，或縱加以相當之監督，而仍不免發生損
者。
害者，不負賠償責任。
三、因清償債務而為給付，於給付時明知無
如不能依前二項規定受損害賠償時，法院
給付之義務者。
因被害人之聲請，得斟酌行為人及其法定代
四、因不法之原因而為給付者。但不法之原
理人與被害人之經濟狀況，令行為人或其法
因僅於受領人一方存在時，不在此限。
定代理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
ௐ˘ѺˣȈ˘୧ 不當得利之受領人，除返還
前項規定，於其他之人，在無意識或精神
其所受之利益外，如本於該利益更有所取得
錯亂中所為之行為致第三人受損害時，準用
者，並應返還。但依其利益之性質或其他情
之。
形不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
ௐ˘ѺˣȈˣ୧ 受僱人因執行職務，不法侵
ௐ˘ѺˣȈ˟୧ 不當得利之受領人，不知無
害他人之權利者，由僱用人與行為人連帶負
法律上之原因，而其所受之利益已不存在
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
者，免負返還或償還價額之責任。
之執行，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
受領人於受領時，知無法律上之原因或其
意而仍不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不負賠償責
後知之者，應將受領時所得之利益，或知無
任。
法律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利益，附加利息，
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不能受損害
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應賠償。
賠償時，法院因其聲請，得斟酌僱用人與被
ௐ˘ѺˣȈˬ୧ 不當得利之受領人，以其所
害人之經濟狀況，令僱用人為全部或一部之
受者，無償讓與第三人，而受領人因此免返
損害賠償。
還義務者，第三人於其所免返還義務之限度
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為侵權行為之受
內，負返還責任。
僱人，有求償權。
ௐ˘ѺˣȈ˝୧ 承攬人因執行承攬事項，不
第五款 侵權行為
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者，定作人不負損害賠償
ௐ˘ѺˣȈα୧ 因故意或過失，不法侵害他
責任。但定作人於定作或指示有過失者，不
人之權利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
在此限。
善良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ௐ˘Ѻ˝Ȉ୧ 動物加損害於他人者，由其占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律，致生損害於他人
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動物之種類及性
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行為無過失者， 質已為相當注意之管束，或縱為相當注意之
不在此限。
管束而仍不免發生損害者，不在此限。
ௐ˘ѺˣỊ̏୧ 數人共同不法侵害他人之權
動物係由第三人或他動物之挑動，致加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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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於他人者，其占有人對於該第三人或該他
動物之占有人，有求償權。
ௐ˘Ѻ˝Ȉ˘୧ 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
物所致他人權利之損害，由工作物之所有人
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
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
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不在此
限。
前項損害之發生，如別有應負責任之人
時，賠償損害之所有人，對於該應負責者，
有求償權。
ௐ˘Ѻ˝Ȉ˘୧̝˘ 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
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
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
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
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不在
此限。
前項所稱商品製造人，謂商品之生產、製
造、加工業者。其在商品上附加標章或其他
文字、符號，足以表彰係其自己所生產、製
造、加工者，視為商品製造人。
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與其說
明書或廣告內容不符者，視為有欠缺。
商品輸入業者，應與商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責
任。
ௐ˘Ѻ˝Ȉ˘୧̝˟ 汽車、機車或其他非依
軌道行駛之動力車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
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
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不在
此限。
ௐ˘Ѻ˝Ȉ˘୧̝ˬ 經營一定事業或從事其
他工作或活動之人，其工作或活動之性質或
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有生損害於他人之危險
者，對他人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但損害非
由於其工作或活動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所
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
者，不在此限。
ௐ˘Ѻ˝Ȉ˟୧ 不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
支出醫療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
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
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於前項損害
賠償適用之。
ௐ˘Ѻ˝Ȉˬ୧ 不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
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勞動能力或

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損害賠償，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聲請，
定為支付定期金。但須命加害人提出擔保。
ௐ˘Ѻ˝Ȉα୧ 不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
人之父、母、子、女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
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金額。
ௐ˘Ѻ˝Ị̏୧ 不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
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不
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金
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復名譽之
適當處分。
前項請求權，不得讓與或繼承。但以金額
賠償之請求權已依契約承諾，或已起訴者，
不在此限。
前二項規定，於不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
子、女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者，準用之。
ௐ˘Ѻ˝Ȉ̱୧ 不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
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
ௐ˘Ѻ˝Ȉ˛୧ 因侵權行為所生之損害賠償
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
時起，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自有侵權行為
時起，逾十年者亦同。
損害賠償之義務人，因侵權行為受利益，
致被害人受損害者，於前項時效完成後，仍
應依關於不當得利之規定，返還其所受之利
益於被害人。
ௐ˘Ѻ˝Ȉˣ୧ 因侵權行為對於被害人取得
債權者，被害人對該債權之廢止請求權，雖
因時效而消滅，仍得拒絕履行。

ௐ˟༼! ๅ̝ᇾ۞!
ௐ˘Ѻ˝Ȉ˝୧ 債權人基於債之關係，得向
債務人請求給付。
給付，不以有財產價格者為限。
不作為亦得為給付。
ௐ˟Ѻ୧ 給付物僅以種類指示者，依法律行
為之性質或當事人之意思不能定其品質時，
債務人應給以中等品質之物。
前項情形，債務人交付其物之必要行為完
結後，或經債權人之同意指定其應交付之物
時，其物即為特定給付物。
ௐ˟Ѻ˘୧ 以特種通用貨幣之給付為債之
標的者，如其貨幣至給付期失通用效力時，
應給以他種通用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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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୧ 以外國通用貨幣定給付額者，
債務人得按給付時、給付地之市價，以中華
民國通用貨幣給付之。但訂明應以外國通用
貨幣為給付者，不在此限。
ௐ˟Ѻˬ୧ 應付利息之債務，其利率未經
約定，亦無法律可據者，週年利率為百分之
五。
ௐ˟Ѻα୧ 約定利率逾週年百分之十二
者，經一年後，債務人得隨時清償原本。但
須於一個月前預告債權人。
前項清償之權利，不得以契約除去或限制
之。
ௐ˟Ѻ̣୧ 約定利率，超過週年百分之二
十者，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利息，無請求
權。
ௐ˟Ѻ̱୧ 債權人除前條限定之利息外，
不得以折扣或其他方法，巧取利益。
ௐ˟Ѻ˛୧ 利息不得滾入原本再生利息。
但當事人以書面約定，利息遲付逾一年後，
經催告而不償還時，債權人得將遲付之利息
滾入原本者，依其約定。
前項規定，如商業上另有習慣者，不適用
之。
ௐ˟Ѻˣ୧ 於數宗給付中得選定其一者，
其選擇權屬於債務人。但法律另有規定或契
約另有訂定者，不在此限。
ௐ˟Ѻ˝୧ 債權人或債務人有選擇權者，
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
由第三人為選擇者，應向債權人及債務人
以意思表示為之。
ௐ˟ѺȈ୧ 選擇權定有行使期間者，如於該
期間內不行使時，其選擇權移屬於他方當事
人。
選擇權未定有行使期間者，債權至清償期
時，無選擇權之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
他方當事人行使其選擇權，如他方當事人不
於所定期限內行使選擇權者，其選擇權移屬
於為催告之當事人。
由第三人為選擇者，如第三人不能或不欲
選擇時，選擇權屬於債務人。
ௐ˟ѺȈ˘୧ 數宗給付中，有自始不能或嗣
後不能給付者，債之關係僅存在於餘存之給
付。但其不能之事由，應由無選擇權之當事
人負責者，不在此限。
ௐ˟ѺȈ˟୧ 選擇之效力，溯及於債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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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ௐ˟ѺȈˬ୧ 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律另
有規定或契約另有訂定外，應回復他方損害
發生前之原狀。
因回復原狀而應給付金錢者，自損害發生
時起，加給利息。
第一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復原狀
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復原狀。
ௐ˟ѺȈα୧ 應回復原狀者，如經債權人定
相當期限催告後，逾期不為回復時，債權人
得請求以金錢賠償其損害。
ௐ˟ѺỊ̏୧ 不能回復原狀或回復顯有重大
困難者，應以金錢賠償其損害。
ௐ˟ѺȈ̱୧ 損害賠償，除法律另有規定或
契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
及所失利益為限。
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
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利益，視為所失利
益。
ௐ˟ѺȈ̱୧̝˘ 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
害並受有利益者，其請求之賠償金額，應扣
除所受之利益。
ௐ˟ѺȈ˛୧ 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
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金額，或免除之。
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不及知，而
被害人不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
者，為與有過失。
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理人或使用
人與有過失者，準用之。
ௐ˟ѺȈˣ୧ 損害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
者，如其賠償致賠償義務人之生計有重大影
響時，法院得減輕其賠償金額。
ௐ˟ѺȈˣ୧̝˘ 關於物或權利之喪失或損
害，負賠償責任之人，得向損害賠償請求權
人，請求讓與基於其物之所有權或基於其權
利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
第二百六十四條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
之。

ௐˬ༼! ๅ̝ड़˧!

第一款 給付
ௐ˟ѺȈ˝୧ （刪除）
ௐ˟Ѻ˟Ȉ୧ 債務人就其故意或過失之行
為，應負責任。
過失之責任，依事件之特性而有輕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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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件非予債務人以利益者，應從輕酌定。
ௐ˟Ѻ˟Ȉ˘୧ 債務人為無行為能力人或限
制行為能力人者，其責任依第一百八十七條
之規定定之。
ௐ˟Ѻ˟Ȉ˟୧ 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責任，不
得預先免除。
ௐ˟Ѻ˟Ȉˬ୧ 應與處理自己事務為同一注
意者，如有重大過失，仍應負責。
ௐ˟Ѻ˟Ȉα୧ 債務人之代理人或使用人，
關於債之履行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
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但當事人另
有訂定者，不在此限。
ௐ˟Ѻ˟Ị̏୧ 因不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
由，致給付不能者，債務人免給付義務。
債務人因前項給付不能之事由，對第三人
有損害賠償請求權者，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
求讓與其損害賠償請求權，或交付其所受領
之賠償物。
ௐ˟Ѻ˟Ȉ̱୧ 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
致給付不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
前項情形，給付一部不能者，若其他部分
之履行，於債權人無利益時，債權人得拒絕
該部之給付，請求全部不履行之損害賠償。
ௐ˟Ѻ˟Ȉ˛୧ 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
致為不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
延或給付不能之規定行使其權利。
因不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
權人並得請求賠償。
ௐ˟Ѻ˟Ȉ˛୧̝˘ 債務人因債務不履行，
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第一百九
十二條至第一百九十五條及第一百九十七條
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ௐ˟Ѻ˟Ȉ˛୧̝˟ 契約成立後，情事變
更，非當時所得預料，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
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
變更其他原有之效果。
前項規定，於非因契約所發生之債，準用
之。
ௐ˟Ѻ˟Ȉˣ୧ （刪除）

第二款 遲延
ௐ˟Ѻ˟Ȉ˝୧ 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
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
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
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

訴狀，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令，或為其
他相類之行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力。
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
時起負遲延責任。
ௐ˟ѺˬȈ୧ 因不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
致未為給付者，債務人不負遲延責任。
ௐ˟ѺˬȈ˘୧ 債務人遲延者，債權人得請
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
前項債務人，在遲延中，對於因不可抗力
而生之損害，亦應負責。但債務人證明縱不
遲延給付，而仍不免發生損害者，不在此限。
ௐ˟ѺˬȈ˟୧ 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
利益者，債權人得拒絕其給付，並得請求賠
償因不履行而生之損害。
ௐ˟ѺˬȈˬ୧ 遲延之債務，以支付金錢為
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利率計算之遲
延利息。但約定利率較高者，仍從其約定利
率。
對於利息，無須支付遲延利息。
前二項情形，債權人證明有其他損害者，
並得請求賠償。
ௐ˟ѺˬȈα୧ 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
拒絕受領或不能受領者，自提出時起，負遲
延責任。
ௐ˟ѺˬỊ̏୧ 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行提
出給付者，不生提出之效力。但債權人預示
拒絕受領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行為
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
人，以代提出。
ௐ˟ѺˬȈ̱୧! 給付無確定期限，或債務人
於清償期前得為給付者，債權人就一時不能
受領之情事，不負遲延責任。但其提出給付，
由於債權人之催告，或債務人已於相當期間
前預告債權人者，不在此限。
ௐ˟ѺˬȈ˛୧ 在債權人遲延中，債務人僅
就故意或重大過失，負其責任。
ௐ˟ѺˬȈˣ୧ 在債權人遲延中，債務人無
須支付利息。
ௐ˟ѺˬȈ˝୧ 債務人應返還由標的物所生
之孳息或償還其價金者，在債權人遲延中，
以已收取之孳息為限，負返還責任。
ௐ˟ѺαȈ୧ 債權人遲延者，債務人得請求
其賠償提出及保管給付物之必要費用。
ௐ˟ѺαȈ˘୧ 有交付不動產義務之債務
人，於債權人遲延後，得拋棄其占有。
前項拋棄，應預先通知債權人。但不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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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者，不在此限。

第三款 保全
ௐ˟ѺαȈ˟୧ 債務人怠於行使其權利時，
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行使
其權利。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不在此限
。
ௐ˟ѺαȈˬ୧ 前條債權人之權利，非於債
務人負遲延責任時，不得行使。但專為保存
債務人權利之行為，不在此限。
ௐ˟ѺαȈα୧ 債務人所為之無償行為，有
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
債務人所為之有償行為，於行為時明知有
損害於債權人之權利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
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
之。
債務人之行為非以財產為標的，或僅有害
於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者，不適用前
二項之規定。
債權人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規定聲請法院
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復原
狀。但轉得人於轉得時不知有撤銷原因者，
不在此限。
ௐ˟ѺαỊ̏୧ 前條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
撤銷原因時起，一年間不行使，或自行為時
起，經過十年而消滅。

第四款 契約
ௐ˟ѺαỊ̏୧̝一 契約未成立時，當事人
為準備或商議訂立契約而有左列情形之一
者，對於非因過失而信契約能成立致受損害
之他方當事人，負賠償責任：
一、就訂約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對他方之詢
問，惡意隱匿或為不實之說明者。
二、知悉或持有他方之秘密，經他方明示應
予保密，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漏之者。
三、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者。
前項損害賠償請求權，因二年間不行使
而消滅。
ௐ˟ѺαȈ̱୧ 以不能之給付為契約標的
者，其契約為無效。但其不能情形可以除去，
而當事人訂約時並預期於不能之情形除去後
為給付者，其契約仍為有效。
附停止條件或始期之契約，於條件成就或
期限屆至前，不能之情形已除去者，其契約
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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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αȈ˛୧! 契約因以不能之給付為標的
而無效者，當事人於訂約時知其不能或可得
而知者，對於非因過失而信契約為有效致受
損害之他方當事人，負賠償責任。
給付一部不能，而契約就其他部分仍為有
效者，或依選擇而定之數宗給付中有一宗給
付不能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損害賠償請求權，因二年間不行使
而消滅。
ௐ˟ѺαȈ˛୧̝˘ 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
於同類契約之條款而訂定之契約，為左列各
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
定無效：
一、免除或減輕預定契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
任者。
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
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利或限制其行使權
利者。
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不利益者。
ௐ˟ѺαȈˣ୧ 訂約當事人之一方，由他方
受有定金時，推定其契約成立。
ௐ˟ѺαȈ˝୧ 定金，除當事人另有訂定
外，適用左列之規定：
一、契約履行時，定金應返還或作為給付之
一部。
二、契約因可歸責於付定金當事人之事由，
致不能履行時，定金不得請求返還。
三、契約因可歸責於受定金當事人之事由，
致不能履行時，該當事人應加倍返還其
所受之定金。
四、契約因不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
致不能履行時，定金應返還之。
ௐ˟Ѻ̣Ȉ୧ 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不
履行時，應支付違約金。
違約金，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不
履行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
不於適當時期或不依適當方法履行債務時，
即須支付違約金者，債權人除得請求履行債
務外，違約金視為因不於適當時期或不依適
當方法履行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
ௐ˟Ѻ̣Ȉ˘୧! 債務已為一部履行者，法院
得比照債權人因一部履行所受之利益，減少
違約金。
ௐ˟Ѻ̣Ȉ˟୧ 約定之違約金額過高者，法
院得減至相當之數額。
ௐ˟Ѻ̣Ȉˬ୧ 前三條之規定，於約定違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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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為金錢以外之給付者準用之。
ௐ˟Ѻ̣Ȉα୧ 契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
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履行，
如於期限內不履行時，得解除其契約。
ௐ˟Ѻ̣Ị̏୧ 依契約之性質或當事人之意
思表示，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不能達其契約
之目的，而契約當事人之一方不按照時期給
付者，他方當事人得不為前條之催告，解除
其契約。
ௐ˟Ѻ̣Ȉ̱୧ 債權人於有第二百二十六條
之情形時，得解除其契約。
ௐ˟Ѻ̣Ȉ˛୧ 解除權之行使，未定有期間
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解除權
人於期限內確答是否解除；如逾期未受解除
之通知，解除權即消滅。
ௐ˟Ѻ̣Ȉˣ୧ 解除權之行使，應向他方當
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
契約當事人之一方有數人者，前項意思表
示，應由其全體或向其全體為之。
解除契約之意思表示，不得撤銷。
ௐ˟Ѻ̣Ȉ˝୧ 契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
復原狀之義務，除法律另有規定或契約另有
訂定外，依左列之規定：
一、由他方所受領之給付物，應返還之。
二、受領之給付為金錢者，應附加自受領時
起之利息償還之。
三、受領之給付為勞務或為物之使用者，應
照受領時之價額，以金錢償還之。
四、受領之給付物生有孳息者，應返還之。
五、就返還之物，已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
得於他方受返還時所得利益之限度內，
請求其返還。
六、應返還之物有毀損、滅失或因其他事由，
致不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
ௐ˟Ѻ̱Ȉ୧ 解除權之行使，不妨礙損害賠
償之請求。
ௐ˟Ѻ̱Ȉ˘୧ 當事人因契約解除而生之相
互義務，準用第二百六十四條至第二百六十
七條之規定。
ௐ˟Ѻ̱Ȉ˟୧ 有解除權人，因可歸責於自
己之事由，致其所受領之給付物有毀損、滅
失或其他情形不能返還者，解除權消滅；因
加工或改造，將所受領之給付物變其種類者
亦同。
ௐ˟Ѻ̱Ȉˬ୧ 第二百五十八條及第二百六
十條之規定，於當事人依法律之規定終止契

約者準用之。
ௐ˟Ѻ̱Ȉα୧ 因契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
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
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不在此限。
他方當事人已為部分之給付時，依其情
形，如拒絕自己之給付有違背誠實及信用方
法者，不得拒絕自己之給付。
ௐ˟Ѻ̱Ị̏୧ 當事人之一方，應向他方先
為給付者，如他方之財產，於訂約後顯形減
少，有難為對待給付之虞時，如他方未為對
待給付或提出擔保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
ௐ˟Ѻ̱Ȉ̱୧ 因不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
事由，致一方之給付全部不能者，他方免為
對待給付之義務；如僅一部不能者，應按其
比例減少對待給付。
前項情形，已為全部或一部之對待給付
者，得依關於不當得利之規定，請求返還。
ௐ˟Ѻ̱Ȉ˛୧ 當事人之一方因可歸責於他
方之事由，致不能給付者，得請求對待給付。
但其因免給付義務所得之利益或應得之利
益，均應由其所得請求之對待給付中扣除之。
ௐ˟Ѻ̱Ȉˣ୧ 契約當事人之一方，約定由
第三人對於他方為給付者，於第三人不為給
付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ௐ˟Ѻ̱Ȉ˝୧ 以契約訂定向第三人為給付
者，要約人得請求債務人向第三人為給付，
其第三人對於債務人，亦有直接請求給付之
權。
第三人對於前項契約，未表示享受其利益
之意思前，當事人得變更其契約或撤銷之。
第三人對於當事人之一方表示不欲享受其
契約之利益者，視為自始未取得其權利。
ௐ˟Ѻ˛Ȉ୧ 前條債務人，得以由契約所生
之一切抗辯，對抗受益之第三人。

ௐα༼! кᇴๅચˠ̈́ๅᝋˠ!
ௐ˟Ѻ˛Ȉ˘୧ 數人負同一債務或有同一債
權，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律另有規定或契
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或分受之；其
給付本不可分而變為可分者亦同。
ௐ˟Ѻ˛Ȉ˟୧ 數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
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連帶債務。
無前項之明示時，連帶債務之成立，以法律
有規定者為限。
ௐ˟Ѻ˛Ȉˬ୧ 連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
債務人中之一人或數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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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
連帶債務未全部履行前，全體債務人仍負
連帶責任。
ௐ˟Ѻ˛Ȉα୧ 因連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
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而債務消
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
ௐ˟Ѻ˛Ị̏୧ 連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
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係
者，為他債務人之利益，亦生效力。
ௐ˟Ѻ˛Ȉ̱୧ 債權人向連帶債務人中之一
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
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
仍不免其責任。
前項規定，於連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消滅時
效已完成者準用之。
ௐ˟Ѻ˛Ȉ˛୧ 連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對於
債權人有債權者，他債務人以該債務人應分
擔之部分為限，得主張抵銷。
ௐ˟Ѻ˛Ȉˣ୧ 債權人對於連帶債務人中之
一人有遲延時，為他債務人之利益，亦生效
力。
ௐ˟Ѻ˛Ȉ˝୧ 就連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生
之事項，除前五條規定或契約另有訂定者
外，其利益或不利益，對他債務人不生效力。
ௐ˟ѺˣȈ୧ 連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律另
有規定或契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
務。但因債務人中之一人應單獨負責之事由
所致之損害及支付之費用，由該債務人負擔。
ௐ˟ѺˣȈ˘୧ 連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因清
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致他債
務人同免責任者，得向他債務人請求償還各
自分擔之部分，並自免責時起之利息。
前項情形，求償權人於求償範圍內，承受
債權人之權利。但不得有害於債權人之利益。
ௐ˟ѺˣȈ˟୧ 連帶債務人中之一人，不能
償還其分擔額者，其不能償還之部分，由求
償權人與他債務人按照比例分擔之。但其不
能償還，係由求償權人之過失所致者，不得
對於他債務人請求其分擔。
前項情形，他債務人中之一人應分擔之部
分已免責者，仍應依前項比例分擔之規定，
負其責任。
ௐ˟ѺˣȈˬ୧ 數人依法律或法律行為，有
同一債權，而各得向債務人為全部給付之請
求者，為連帶債權。
ௐ˟ѺˣȈα୧! 連帶債權之債務人，得向債

O‐3‐9

權人中之一人，為全部之給付。
ௐ˟ѺˣỊ̏୧ 連帶債權人中之一人為給付
之請求者，為他債權人之利益，亦生效力。
ௐ˟ѺˣȈ̱୧ 因連帶債權人中之一人，已
受領清償、代物清償、或經提存、抵銷、混
同而債權消滅者，他債權人之權利，亦同消
滅。
ௐ˟ѺˣȈ˛୧ 連帶債權人中之一人，受有
利益之確定判決者，為他債權人之利益，亦
生效力。
連帶債權人中之一人，受不利益之確定判
決者，如其判決非基於該債權人之個人關係
時，對於他債權人，亦生效力。
ௐ˟ѺˣȈˣ୧ 連帶債權人中之一人，向債
務人免除債務者，除該債權人應享有之部分
外，他債權人之權利，仍不消滅。
前項規定，於連帶債權人中之一人消滅時
效已完成者準用之。
ௐ˟ѺˣȈ˝୧ 連帶債權人中之一人有遲延
者，他債權人亦負其責任。
ௐ˟Ѻ˝Ȉ୧ 就連帶債權人中之一人所生之
事項，除前五條規定或契約另有訂定者外，
其利益或不利益，對他債權人不生效力。
ௐ˟Ѻ˝Ȉ˘୧ 連帶債權人相互間，除法律
另有規定或契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受其
利益。
ௐ˟Ѻ˝Ȉ˟୧ 數人負同一債務，而其給付
不可分者，準用關於連帶債務之規定。
ௐ˟Ѻ˝Ȉˬ୧ 數人有同一債權，而其給付
不可分者，各債權人僅得請求向債權人全體
為給付，債務人亦僅得向債權人全體為給付。
除前項規定外，債權人中之一人與債務人
間所生之事項，其利益或不利益，對他債權
人不生效力。
債權人相互間，準用第二百九十一條之規
定。

ௐ̣༼! ๅ̝ொᖼ!
ௐ˟Ѻ˝Ȉα୧ 債權人得將債權讓與於第三
人。但左列債權，不在此限：
一、依債權之性質，不得讓與者。
二、依當事人之特約，不得讓與者。
三、債權禁止扣押者。
前項第二款不得讓與之特約，不得以之對
抗善意第三人。
ௐ˟Ѻ˝Ị̏୧ 讓與債權時，該債權之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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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從屬之權利，隨同移轉於受讓人。但
與讓與人有不可分離之關係者，不在此限。
未支付之利息，推定其隨同原本移轉於受
讓人。
ௐ˟Ѻ˝Ȉ̱୧ 讓與人應將證明債權之文
件，交付受讓人，並應告以關於主張該債權
所必要之一切情形。
ௐ˟Ѻ˝Ȉ˛୧ 債權之讓與，非經讓與人或
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人不生效力。
但法律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受讓人將讓與人所立之讓與字據提示於債
務人者，與通知有同一之效力。
ௐ˟Ѻ˝Ȉˣ୧ 讓與人已將債權之讓與通知
債務人者，縱未為讓與或讓與無效，債務人
仍得以其對抗受讓人之事由，對抗讓與人。
前項通知，非經受讓人之同意，不得撤銷。
ௐ˟Ѻ˝Ȉ˝୧ 債務人於受通知時，所得對
抗讓與人之事由，皆得以之對抗受讓人。
債務人於受通知時，對於讓與人有債權
者，如其債權之清償期，先於所讓與之債權
或同時屆至者，債務人得對於受讓人主張抵
銷。
ௐˬѺ୧ 第三人與債權人訂立契約承擔債務
人之債務者，其債務於契約成立時，移轉於
該第三人。
ௐˬѺ˘୧ 第三人與債務人訂立契約承擔
其債務者，非經債權人承認，對於債權人不
生效力。
ௐˬѺ˟୧ 前條債務人或承擔人，得定相
當期限，催告債權人於該期限內確答是否承
認，如逾期不為確答者，視為拒絕承認。
債權人拒絕承認時，債務人或承擔人得撤
銷其承擔之契約。
ௐˬѺˬ୧ 債務人因其法律關係所得對抗
債權人之事由，承擔人亦得以之對抗債權
人。但不得以屬於債務人之債權為抵銷。
承擔人因其承擔債務之法律關係所得對抗
債務人之事由，不得以之對抗債權人。
ௐˬѺα୧ 從屬於債權之權利，不因債務
之承擔而妨礙其存在。但與債務人有不可分
離之關係者，不在此限。
由第三人就債權所為之擔保，除該第三人
對於債務之承擔已為承認外，因債務之承擔
而消滅。
ௐˬѺ̣୧ 就他人之財產或營業，概括承
受其資產及負債者，因對於債權人為承受之

通知或公告，而生承擔債務之效力。
前項情形，債務人關於到期之債權，自通
知或公告時起，未到期之債權，自到期時起，
二年以內，與承擔人連帶負其責任。
ௐˬѺ̱୧ 營業與他營業合併，而互相承
受其資產及負債者，與前條之概括承受同，
其合併之新營業，對於各營業之債務，負其
責任。

ௐ̱༼! ๅ̝ঐໝ!

第一款 通則
ௐˬѺ˛୧ 債之關係消滅者，其債權之擔
保及其他從屬之權利亦同時消滅。
ௐˬѺˣ୧ 債之全部消滅者，債務人得請
求返還或塗銷負債之字據，其僅一部消滅或
負債字據上載有債權人他項權利者，債務人
得請求將消滅事由，記入字據。
負債字據，如債權人主張有不能返還或有
不能記入之事情者，債務人得請求給與債務
消滅之公認證書。

第二款 清償
ௐˬѺ˝୧ 依債務本旨，向債權人或其他
有受領權人為清償，經其受領者，債之關係
消滅。
持有債權人簽名之收據者，視為有受領權
人。但債務人已知或因過失而不知其無權受
領者，不在此限。
ௐˬѺȈ୧ 向第三人為清償，經其受領者，
其效力依左列各款之規定：
一、經債權人承認或受領人於受領後取得其
債權者，有清償之效力。
二、受領人係債權之準占有人者，以債務人
不知其非債權人者為限，有清償之效力。
三、除前二款情形外，於債權人因而受利益
之限度內，有清償之效力。
ௐˬѺȈ˘୧ 債之清償，得由第三人為之。
但當事人另有訂定或依債之性質不得由第三
人清償者，不在此限。
第三人之清償，債務人有異議時，債權人
得拒絕其清償。但第三人就債之履行有利害
關係者，債權人不得拒絕。
ௐˬѺȈ˟୧ 就債之履行有利害關係之第三
人為清償者，於其清償之限度內承受債權人
之權利，但不得有害於債權人之利益。
ௐˬѺȈˬ୧ 第二百九十七條及第二百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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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條之規定，於前條之承受權利準用之。
ௐˬѺȈα୧ 清償地，除法律另有規定或契
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或得依債之性質
或其他情形決定者外，應依左列各款之規定：
一、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者，於訂約時，其
物所在地為之。
二、其他之債，於債權人之住所地為之。
ௐˬѺỊ̏୧ 清償期，除法律另有規定或契
約另有訂定，或得依債之性質或其他情形決
定者外，債權人得隨時請求清償，債務人亦
得隨時為清償。
ௐˬѺȈ̱୧ 定有清償期者，債權人不得於
期前請求清償，如無反對之意思表示時，債
務人得於期前為清償。
ௐˬѺȈ˛୧ 清償債務之費用，除法律另有
規定或契約另有訂定外，由債務人負擔。但
因債權人變更住所或其他行為，致增加清償
費用者，其增加之費用，由債權人負擔。
ௐˬѺȈˣ୧ 債務人無為一部清償之權利。
但法院得斟酌債務人之境況，許其於無甚害
於債權人利益之相當期限內，分期給付，或
緩期清償。
法院許為分期給付者，債務人一期遲延給
付時，債權人得請求全部清償。
給付不可分者，法院得比照第一項但書之
規定，許其緩期清償。
ௐˬѺȈ˝୧ 債權人受領他種給付以代原定
之給付者，其債之關係消滅。
ௐˬѺ˟Ȉ୧ 因清償債務而對於債權人負擔
新債務者，除當事人另有意思表示外，若新
債務不履行時，其舊債務仍不消滅。
ௐˬѺ˟Ȉ˘୧ 對於一人負擔數宗債務而其
給付之種類相同者，如清償人所提出之給
付，不足清償全部債額時，由清償人於清償
時，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
ௐˬѺ˟Ȉ˟୧ 清償人不為前條之指定者，
依左列之規定，定其應抵充之債務：
一、債務已屆清償期者，儘先抵充。
二、債務均已屆清償期或均未屆清償期者，
以債務之擔保最少者，儘先抵充；擔保
相等者，以債務人因清償而獲益最多
者，儘先抵充；獲益相等者，以先到期
之債務，儘先抵充。
三、獲益及清償期均相等者，各按比例，抵
充其一部。
ௐˬѺ˟Ȉˬ୧ 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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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充費用，次充利息，次充原本；其依前二
條之規定抵充債務者亦同。
ௐˬѺ˟Ȉα୧ 清償人對於受領清償人，得
請求給與受領證書。
ௐˬѺ˟Ị̏୧ 關於利息或其他定期給付，
如債權人給與受領一期給付之證書，未為他
期之保留者，推定其以前各期之給付已為清
償。
如債權人給與受領原本之證書者，推定其
利息亦已受領。
債權證書已返還者，推定其債之關係消滅。

第三款 提存
ௐˬѺ˟Ȉ̱୧ 債權人受領遲延，或不能確
知孰為債權人而難為給付者，清償人得將其
給付物，為債權人提存之。
ௐˬѺ˟Ȉ˛୧ 提存應於清償地之法院提存
所為之。
ௐˬѺ˟Ȉˣ୧ 提存後，給付物毀損、滅失
之危險，由債權人負擔，債務人亦無須支付
利息，或賠償其孳息未收取之損害。
ௐˬѺ˟Ȉ˝୧ 債權人得隨時受取提存物，
如債務人之清償，係對債權人之給付而為之
者，在債權人未為對待給付或提出相當擔保
前，得阻止其受取提存物。
ௐˬѺˬȈ୧ 債權人關於提存物之權利，應
於提存後十年內行使之，逾期其提存物歸屬
國庫。
ௐˬѺˬȈ˘୧ 給付物不適於提存，或有毀
損滅失之虞，或提存需費過鉅者，清償人得
聲請清償地之法院拍賣，而提存其價金。
ௐˬѺˬȈ˟୧ 前條給付物有市價者，該管
法院得許可清償人照市價出賣，而提存其價
金。
ௐˬѺˬȈˬ୧ 提存拍賣及出賣之費用，由
債權人負擔。

第四款 抵銷
ௐˬѺˬȈα୧ 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
類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
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不
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不得抵銷者，不在
此限。
前項特約，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ௐˬѺˬỊ̏୧ 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
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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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銷時，按照抵銷數額而消滅。
前項意思表示，附有條件或期限者，無效。
ௐˬѺˬȈ̱୧! 清償地不同之債務，亦得為
抵銷。但為抵銷之人，應賠償他方因抵銷而
生之損害。
ௐˬѺˬȈ˛୧ 債之請求權雖經時效而消
滅，如在時效未完成前，其債務已適於抵銷
者，亦得為抵銷。
ௐˬѺˬȈˣ୧ 禁止扣押之債，其債務人不
得主張抵銷。
ௐˬѺˬȈ˝୧ 因故意侵權行為而負擔之
債，其債務人不得主張抵銷。
ௐˬѺαȈ୧ 受債權扣押命令之第三債務
人，於扣押後，始對其債權人取得債權者，
不得以其所取得之債權與受扣押之債權為抵
銷。
ௐˬѺαȈ˘୧ 約定應向第三人為給付之債
務人，不得以其債務，與他方當事人對於自
己之債務為抵銷。
ௐˬѺαȈ˟୧ 第三百二十一條至第三百二
十三條之規定，於抵銷準用之。

第五款 免除
ௐˬѺαȈˬ୧ 債權人向債務人表示免除其
債務之意思者，債之關係消滅。

第六款 混同
ௐˬѺαȈα୧ 債權與其債務同歸一人時，
債之關係消滅。但其債權為他人權利之標的
或法律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ௐ˟ౢ! Ч̝ๅ
ௐ˘༼! ෴!

第一款 通則
ௐˬѺαỊ̏୧ 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
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金之契
約。
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金互相同意時，買
賣契約即為成立。
ௐˬѺαȈ̱୧ 價金雖未具體約定，而依情
形可得而定者，視為定有價金。
價金約定依市價者，視為標的物清償時清
償地之市價。但契約另有訂定者，不在此限。
ௐˬѺαȈ˛୧ 本節規定，於買賣契約以外
之有償契約準用之。但為其契約性質所不許

者，不在此限。

第二款 效力
ௐˬѺαȈˣ୧ 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
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
權利之出賣人，負使買受人取得其權利之
義務，如因其權利而得占有一定之物者，並
負交付其物之義務。
ௐˬѺαȈ˝୧ 出賣人應擔保第三人就買賣
之標的物，對於買受人不得主張任何權利。
ௐˬѺ̣Ȉ୧ 債權或其他權利之出賣人，應
擔保其權利確係存在。有價證券之出賣人，
並應擔保其證券未因公示催告而宣示無效。
ௐˬѺ̣Ȉ˘୧ 買受人於契約成立時，知有
權利之瑕疵者，出賣人不負擔保之責。但契
約另有訂定者，不在此限。
ௐˬѺ̣Ȉ˟୧ 債權之出賣人，對於債務人
之支付能力，除契約另有訂定外，不負擔保
責任，出賣人就債務人之支付能力，負擔保
責任者，推定其擔保債權移轉時債務人之支
付能力。
ௐˬѺ̣Ȉˬ୧ 出賣人不履行第三百四十八
條至第三百五十一條所定之義務者，買受人
得依關於債務不履行之規定，行使其權利。
ௐˬѺ̣Ȉα୧ 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
擔保其物依第三百七十三條之規定危險移轉
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
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契約預定效用之
瑕疵。但減少之程度，無關重要者，不得視
為瑕疵。
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
其所保證之品質。
ௐˬѺ̣Ị̏୧ 買受人於契約成立時，知其
物有前條第一項所稱之瑕疵者，出賣人不負
擔保之責。
買受人因重大過失，而不知有前條第一項
所稱之瑕疵者，出賣人如未保證其無瑕疵
時，不負擔保之責。但故意不告知其瑕疵者，
不在此限。
ௐˬѺ̣Ȉ̱୧ 買受人應按物之性質，依通
常程序從速檢查其所受領之物。如發見有應
由出賣人負擔保責任之瑕疵時，應即通知出
賣人。
買受人怠於為前項之通知者，除依通常之
檢查不能發見之瑕疵外，視為承認其所受領
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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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即知之瑕疵，至日後發見者，應即通
知出賣人，怠於為通知者，視為承認其所受
領之物。
ௐˬѺ̣Ȉ˛୧ 前條規定，於出賣人故意不
告知瑕疵於買受人者，不適用之。
ௐˬѺ̣Ȉˣ୧ 買受人對於由他地送到之
物，主張有瑕疵，不願受領者，如出賣人於
受領地無代理人，買受人有暫為保管之責。
前項情形，如買受人不即依相當方法證明
其瑕疵之存在者，推定於受領時為無瑕疵。
送到之物易於敗壞者，買受人經依相當方
法之證明，得照市價變賣之。如為出賣人之
利益，有必要時，並有變賣之義務。
買受人依前項規定為變賣者，應即通知出
賣人。如怠於通知，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ௐˬѺ̣Ȉ˝୧ 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
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
得解除其契約或請求減少其價金。但依情
形，解除契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
減少價金。
ௐˬѺ̱Ȉ୧ 買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
之品質者，買受人得不解除契約或請求減少
價金，而請求不履行之損害賠償；出賣人故
意不告知物之瑕疵者亦同。
ௐˬѺ̱Ȉ˘୧ 買受人主張物有瑕疵者，出
賣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買受人於其期限內
是否解除契約。
買受人於前項期限內不解除契約者，喪失
其解除權。
ௐˬѺ̱Ȉ˟୧ 因主物有瑕疵而解除契約
者，其效力及於從物。
從物有瑕疵者，買受人僅得就從物之部分
為解除。
ௐˬѺ̱Ȉˬ୧ 為買賣標的之數物中，一物
有瑕疵者，買受人僅得就有瑕疵之物為解除。
其以總價金將數物同時賣出者，買受人並
得請求減少與瑕疵物相當之價額。
前項情形，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如因有瑕
疵之物，與他物分離而顯受損害者，得解除
全部契約。
ௐˬѺ̱Ȉα୧ 買賣之物，僅指定種類者，
如其物有瑕疵，買受人得不解除契約或請求
減少價金，而即時請求另行交付無瑕疵之物。
出賣人就前項另行交付之物，仍負擔保責
任。
ௐˬѺ̱Ị̏୧ 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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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契約或請求減少價金者，其解除權或請求
權，於買受人依第三百五十六條規定為通知
後六個月間不行使或自物之交付時起經過五
年而消滅。
前項關於六個月期間之規定，於出賣人故意
不告知瑕疵者，不適用之。
ௐˬѺ̱Ȉ̱୧ 以特約免除或限制出賣人關
於權利或物之瑕疵擔保義務者，如出賣人故
意不告知其瑕疵，其特約為無效。
ௐˬѺ̱Ȉ˛୧ 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
約定價金及受領標的物之義務。
ௐˬѺ̱Ȉˣ୧ 買受人有正當理由，恐第三
人主張權利，致失其因買賣契約所得權利之
全部或一部者，得拒絕支付價金之全部或一
部。但出賣人已提出相當擔保者，不在此限。
前項情形，出賣人得請求買受人提存價金。
ௐˬѺ̱Ȉ˝୧ 買賣標的物與其價金之交
付，除法律另有規定或契約另有訂定或另有
習慣外，應同時為之。
ௐˬѺ˛Ȉ୧ 標的物交付定有期限者，其期
限，推定其為價金交付之期限 。
ௐˬѺ˛Ȉ˘୧ 標的物與價金應同時交付
者，其價金應於標的物之交付處所交付之。
ௐˬѺ˛Ȉ˟୧ 價金依物之重量計算者，應
除去其包皮之重量。但契約另有訂定或另有
習慣者，從其訂定或習慣。
ௐˬѺ˛Ȉˬ୧ 買賣標的物之利益及危險，
自交付時起，均由買受人承受負擔，但契約
另有訂定者，不在此限。
ௐˬѺ˛Ȉα୧ 買受人請求將標的物送交清
償地以外之處所者，自出賣人交付其標的物
於為運送之人或承攬運送人時起，標的物之
危險，由買受人負擔。
ௐˬѺ˛Ị̏୧ 標的物之危險，於交付前已
應由買受人負擔者，出賣人於危險移轉後，
標的物之交付前，所支出之必要費用，買受
人應依關於委任之規定，負償還責任。
前項情形，出賣人所支出之費用，如非必
要者，買受人應依關於無因管理之規定，負
償還責任。
ௐˬѺ˛Ȉ̱୧ 買受人關於標的物之送交方
法，有特別指示，而出賣人無緊急之原因，
違其指示者，對於買受人因此所受之損害，
應負賠償責任。
ௐˬѺ˛Ȉ˛୧ 以權利為買賣之標的，如出
賣人因其權利而得占有一定之物者，準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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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條之規定。
買受人已支付價金之全部或一部，或就標
ௐˬѺ˛Ȉˣ୧ 買賣費用之負擔，除法律另
的物為非試驗所必要之行為者，視為承認。
有規定或契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外，依左 ௐˬѺˣȈˣ୧ 按照貨樣約定買賣者，視為
列之規定。
出賣人擔保其交付之標的物與貨樣有同一之
一、買賣契約之費用，由當事人雙方平均負
品質。
擔。
ௐˬѺˣȈ˝୧ 分期付價之買賣，如約定買
二、移轉權利之費用，運送標的物至清償地
受人有遲延時，出賣人得即請求支付全部價
之費用及交付之費用，由出賣人負擔。
金者，除買受人遲付之價額已達全部價金五
三、受領標的物之費用，登記之費用及送交
分之一外，出賣人仍不得請求支付全部價金。
清償地以外處所之費用，由買受人負擔。 ௐˬѺ˝Ȉ୧ 分期付價之買賣，如約定出賣
人於解除契約時，得扣留其所受領價金者，
第三款 買回
其扣留之數額，不得超過標的物使用之代
ௐˬѺ˛Ȉ˝୧ 出賣人於買賣契約保留買回
價，及標的物受有損害時之賠償額。
之權利者，得返還其所受領之價金，而買回 ௐˬѺ˝Ȉ˘୧ 拍賣，因拍賣人拍板或依其
其標的物。
他慣用之方法為賣定之表示而成立。
前項買回之價金，另有特約者，從其特約。 ௐˬѺ˝Ȉ˟୧ 拍賣人對於其所經管之拍
原價金之利息，與買受人就標的物所得之利
賣，不得應買，亦不得使他人為其應買。
益，視為互相抵銷。
ௐˬѺ˝Ȉˬ୧ 拍賣人除拍賣之委任人有反
ௐˬѺˣȈ୧ 買回之期限，不得超過五年，
對之意思表示外，得將拍賣物拍歸出價最高
如約定之期限較長者，縮短為五年。
之應買人。
ௐˬѺˣȈ˘୧ 買賣費用由買受人支出者， ௐˬѺ˝Ȉα୧ 拍賣人對於應買人所出最高
買回人應與買回價金連同償還之。
之價，認為不足者，得不為賣定之表示而撤
買回之費用，由買回人負擔。
回其物。
ௐˬѺˣȈ˟୧ 買受人為改良標的物所支出 ௐˬѺ˝Ị̏୧ 應買人所為應買之表示，自
之費用及其他有益費用，而增加價值者，買
有出價較高之應買或拍賣物經撤回時，失其
回人應償還之。但以現存之增價額為限。
拘束力。
ௐˬѺˣȈˬ୧ 買受人對於買回人，負交付 ௐˬѺ˝Ȉ̱୧ 拍賣之買受人，應於拍賣成
標的物及其附屬物之義務。
立時或拍賣公告內所定之時，以現金支付買
買受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不能交
價。
付標的物或標的物顯有變更者，應賠償因此 ௐˬѺ˝Ȉ˛୧ 拍賣之買受人如不按時支付
所生之損害。
價金者，拍賣人得解除契約，將其物再為拍
賣。
第四款 特種買賣
再行拍賣所得之價金，如少於原拍賣之價
ௐˬѺˣȈα୧ 試驗買賣，為以買受人之承
金及再行拍賣之費用者，原買受人應負賠償
認標的物為停止條件而訂立之契約。
其差額之責任。
ௐˬѺˣỊ̏୧ 試驗買賣之出賣人，有許買
ௐ˟༼! ̢!ٽ
受人試驗其標的物之義務。
ௐˬѺˣȈ̱୧ 標的物經試驗而未交付者， ௐˬѺ˝Ȉˣ୧ 當事人雙方約定互相移轉金
買受人於約定期限內，未就標的物為承認之
錢以外之財產權者，準用關於買賣之規定。
表示，視為拒絕；其無約定期限，而於出賣 ௐˬѺ˝Ȉ˝୧ 當事人之一方，約定移轉前
人所定之相當期限內，未為承認之表示者亦
條所定之財產權，並應交付金錢者，其金錢
同。
部分，準用關於買賣價金之規定。
ௐˬѺˣȈ˛୧ 標的物因試驗已交付於買受
ௐˬ༼! Ϲ̢ࢍზ!
人，而買受人不交還其物，或於約定期限或
出賣人所定之相當期限內不為拒絕之表示 ௐαѺ୧ 稱交互計算者，謂當事人約定以其
者，視為承認。
相互間之交易所生之債權債務為定期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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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抵銷，而僅支付其差額之契約。
內，有履行其負擔之責任。
ௐαѺ˘୧ 匯票、本票、支票及其他流通 ௐαѺȈα୧ 附有負擔之贈與，其贈與之物
證券，記入交互計算者，如證券之債務人不
或權利如有瑕疵，贈與人於受贈人負擔之限
為清償時，當事人得將該記入之項目除去之。 度內，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
ௐαѺ˟୧ 交互計算之計算期，如無特別 ௐαѺỊ̏୧ 定期給付之贈與，因贈與人或
訂定，每六個月計算一次。
受贈人之死亡，失其效力。但贈與人有反對
ௐαѺˬ୧ 當事人之一方，得隨時終止交
之意思表示者，不在此限。
互計算契約，而為計算。但契約另有訂定者， ௐαѺȈ̱୧ 受贈人對於贈與人，有左列情
不在此限。
事之一者，贈與人得撤銷其贈與：
ௐαѺα୧ 記入交互計算之項目，得約定
一、對於贈與人、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
自記入之時起，附加利息。
等內旁系血親或二親等內姻親，有故意
由計算而生之差額，得請求自計算時起，
侵害之行為，依刑法有處罰之明文者。
支付利息。
二、對於贈與人有扶養義務而不履行者。
ௐαѺ̣୧ 記入交互計算之項目，自計算
前項撤銷權，自贈與人知有撤銷原因之
後，經過一年，不得請求除去或改正。
時起，一年內不行使而消滅。贈與人對
於受贈人已為宥恕之表示者，亦同。
ௐα༼! ᙑᄃ!
ௐαѺȈ˛୧ 受贈人因故意不法之行為，致
ௐαѺ̱୧ 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
贈與人死亡或妨礙其為贈與之撤銷者，贈與
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允受之
人之繼承人，得撤銷其贈與。但其撤銷權自
契約。
知有撤銷原因之時起，六個月間不行使而消
ௐαѺ˛୧ （刪除）
滅。
ௐαѺˣ୧ 贈與物之權利未移轉前，贈與 ௐαѺȈˣ୧ 贈與人於贈與約定後，其經濟
人得撤銷其贈與。其一部已移轉者，得就其
狀況顯有變更，如因贈與致其生計有重大之
未移轉之部分撤銷之。
影響，或妨礙其扶養義務之履行者，得拒絕
前項規定，於經公證之贈與，或為履行道
贈與之履行。
德上義務而為贈與者，不適用之。
ௐαѺȈ˝୧ 贈與之撤銷，應向受贈人以意
ௐαѺ˝୧ 贈與人就前條第二項所定之贈
思表示為之。
與給付遲延時，受贈人得請求交付贈與物；
贈與撤銷後，贈與人得依關於不當得利之
其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給付不能時，受
規定，請求返還贈與物。
贈人得請求賠償贈與物之價額。
ௐαѺ˟Ȉ୧ 贈與之撤銷權，因受贈人之死
前項情形，受贈人不得請求遲延利息或其
亡而消滅。
他不履行之損害賠償。
ௐ̣༼! ১ྨ!
ௐαѺȈ୧ 贈與人僅就其故意或重大過失，
ௐαѺ˟Ȉ˘୧! 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
對於受贈人負給付不能之責任。
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金
ௐαѺȈ˘୧ 贈與之物或權利如有瑕疵，贈
之契約。
與人不負擔保責任。但贈與人故意不告知其
前項租金，得以金錢或租賃物之孳息充之。
瑕疵或保證其無瑕疵者，對於受贈人因瑕疵
ௐαѺ˟Ȉ˟୧ 不動產之租賃契約，其期限
所生之損害，負賠償之義務。
逾一年者，應以字據訂立之，未以字據訂立
ௐαѺȈ˟୧ 贈與附有負擔者，如贈與人已
者，視為不定期限之租賃。
為給付而受贈人不履行其負擔時，贈與人得
ௐαѺ˟Ȉ˟୧̝˘ 租用基地建築房屋者，
請求受贈人履行其負擔，或撤銷贈與。
承租人於契約成立後，得請求出租人為地上
負擔以公益為目的者，於贈與人死亡後，
權之登記。
主管機關或檢察官得請求受贈人履行其負
ௐαѺ˟Ȉˬ୧ 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
擔。
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
ௐαѺȈˬ୧ 附有負擔之贈與，其贈與不足
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狀
償其負擔者，受贈人僅於贈與之價值限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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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ௐαѺ˟Ȉα୧ 租賃物為房屋或其他供居住
之處所者，如有瑕疵，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
人之安全或健康時，承租人雖於訂約時已知
其瑕疵，或已拋棄其終止契約之權利，仍得
終止契約。
ௐαѺ˟Ị̏୧ 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
租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
租賃契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
前項規定，於未經公證之不動產租賃契
約，其期限逾五年或未定期限者，不適用之。
ௐαѺ˟Ị̏୧̝˘ 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
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
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
與相異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
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
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其期
限不受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前項情形，其租金數額當事人不能協議
時，得請求法院定之。
ௐαѺ˟Ȉ̱୧ 出租人就租賃物設定物權，
致妨礙承租人之使用收益者，準用第四百二
十五條之規定。
ௐαѺ˟Ȉ̱୧̝˘ 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承
租人房屋所有權移轉時，其基地租賃契約，
對於房屋受讓人，仍繼續存在。
ௐαѺ˟Ȉ̱୧̝˟ 租用基地建築房屋，出
租人出賣基地時，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
承買之權。承租人出賣房屋時，基地所有人
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之權。
前項情形，出賣人應將出賣條件以書面通
知優先承買權人。優先承買權人於通知達到
後十日內未以書面表示承買者，視為放棄。
出賣人未以書面通知優先承買權人而為所
有權之移轉登記者，不得對抗優先承買權人。
ௐαѺ˟Ȉ˛୧ 就租賃物應納之一切稅捐，
由出租人負擔。
ௐαѺ˟Ȉˣ୧ 租賃物為動物者，其飼養費
由承租人負擔。
ௐαѺ˟Ȉ˝୧ 租賃物之修繕，除契約另有
訂定或另有習慣外，由出租人負擔。
出租人為保存租賃物所為之必要行為，承
租人不得拒絕。
ௐαѺˬȈ୧ 租賃關係存續中，租賃物如有
修繕之必要，應由出租人負擔者，承租人得
定相當期限，催告出租人修繕，如出租人於

其期限內不為修繕者，承租人得終止契約或
自行修繕而請求出租人償還其費用或於租金
中扣除之。
ௐαѺˬȈ˘୧ 承租人就租賃物支出有益費
用，因而增加該物之價值者，如出租人知其
情事而不為反對之表示，於租賃關係終止
時，應償還其費用。但以其現存之增價額為
限。
承租人就租賃物所增設之工作物，得取回
之。但應回復租賃物之原狀。
ௐαѺˬȈ˟୧ 承租人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
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力者，並應
保持其生產力。
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
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
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
變更或毀損者，不在此限。
ௐαѺˬȈˬ୧ 因承租人之同居人或因承租
人允許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之第三人應負
責之事由，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承租人
負損害賠償責任。
ௐαѺˬȈα୧ 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
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承租人對於出
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ௐαѺˬỊ̏୧ 租賃關係存續中，因不可歸
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租賃物之一部滅失
者，承租人得按滅失之部分，請求減少租金。
前項情形，承租人就其存餘部分不能達租
賃之目的者，得終止契約。
ௐαѺˬȈ̱୧ 前條規定，於承租人因第三
人就租賃物主張權利，致不能為約定之使
用、收益者準用之。
ௐαѺˬȈ˛୧ 租賃關係存續中，租賃物如
有修繕之必要，應由出租人負擔者，或因防
止危害有設備之必要，或第三人就租賃物主
張權利者，承租人應即通知出租人。但為出
租人所已知者，不在此限。
承租人怠於為前項通知，致出租人不能及
時救濟者，應賠償出租人因此所生之損害。
ௐαѺˬȈˣ୧ 承租人應依約定方法，為租
賃物之使用、收益；無約定方法者，應以依
租賃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之。
承租人違反前項之規定為租賃物之使用、
收益，經出租人阻止而仍繼續為之者，出租
人得終止契約。
ௐαѺˬȈ˝୧ 承租人應依約定日期，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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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金；無約定者，依習慣；無約定亦無習慣
者，應於租賃期滿時支付之。如租金分期支
付者，於每期屆滿時支付之。如租賃物之收
益有季節者，於收益季節終了時支付之。
ௐαѺαȈ୧ 承租人租金支付有遲延者，出
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支付租金，
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不為支付，出租人得終
止契約。
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金之總額，非達
二個月之租額，不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契
約。其租金約定於每期開始時支付者，並應
於遲延給付逾二個月時，始得終止契約。
租用建築房屋之基地，遲付租金之總額，
達二年之租額時，適用前項之規定。
ௐαѺαȈ˘୧ 承租人因自己之事由，致不
能為租賃物全部或一部之使用、收益者，不
得免其支付租金之義務。
ௐαѺαȈ˟୧ 租賃物為不動產者，因其價
值之昇降，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租金。
但其租賃定有期限者，不在此限。
ௐαѺαȈˬ୧ 承租人非經出租人承諾，不
得將租賃物轉租於他人。但租賃物為房屋
者，除有反對之約定外，承租人得將其一部
分轉租於他人。
承租人違反前項規定，將租賃物轉租於他
人者，出租人得終止契約。
ௐαѺαȈα୧ 承租人依前條之規定，將租
賃物轉租於他人者，其與出租人間之租賃關
係，仍為繼續。
因次承租人應負責之事由所生之損害，承
租人負賠償責任。
ௐαѺαỊ̏୧ 不動產之出租人，就租賃契
約所生之債權，對於承租人之物置於該不動
產者，有留置權。但禁止扣押之物，不在此
限。
前項情形，僅於已得請求之損害賠償及本
期與以前未交之租金之限度內，得就留置物
取償。
ௐαѺαȈ̱୧ 承租人將前條留置物取去
者，出租人之留置權消滅。但其取去係乘出
租人之不知，或出租人曾提出異議者，不在
此限。
承租人如因執行業務取去其物，或其取去
適於通常之生活關係，或所留之物足以擔保
租金之支付者，出租人不得提出異議。
ௐαѺαȈ˛୧ 出租人有提出異議權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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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聲請法院，逕行阻止承租人取去其留置
物；如承租人離去租賃之不動產者，並得占
有其物。
承租人乘出租人之不知或不顧出租人提出
異議而取去其物者，出租人得終止契約。
ௐαѺαȈˣ୧ 承租人得提出擔保，以免出
租人行使留置權，並得提出與各個留置物價
值相當之擔保，以消滅對於該物之留置權。
ௐαѺαȈ˝୧ 租賃契約之期限，不得逾二
十年。逾二十年者，縮短為二十年。
前項期限，當事人得更新之。
租用基地建築房屋者，不適用第一項之規
定。
ௐαѺ̣Ȉ୧ 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
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
未定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契約。
但有利於承租人之習慣者，從其習慣。
前項終止契約，應依習慣先期通知。但不
動產之租金，以星期、半個月或一個月定其
支付之期限者，出租人應以曆定星期、半個
月或一個月之末日為契約終止期，並應至少
於一星期、半個月或一個月前通知之。
ௐαѺ̣Ȉ˘୧ 租賃期限屆滿後，承租人仍
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而出租人不即表示反
對之意思者，視為以不定期限繼續契約。
ௐαѺ̣Ȉ˟୧ 承租人死亡者，租賃契約雖
定有期限，其繼承人仍得終止契約。但應依
第四百五十條第三項之規定，先期通知。
ௐαѺ̣Ȉˬ୧ 定有期限之租賃契約，如約
定當事人之一方於期限屆滿前，得終止契約
者，其終止契約，應依第四百五十條第三項
之規定，先期通知。
ௐαѺ̣Ȉα୧ 租賃契約，依前二條之規定
終止時，如終止後始到期之租金，出租人已
預先受領者，應返還之。
ௐαѺ̣Ị̏୧ 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
應返還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力者，並應保
持其生產狀態，返還出租人。
ௐαѺ̣Ȉ̱୧ 出租人就租賃物所受損害對
於承租人之賠償請求權，承租人之償還費用
請求權及工作物取回權，均因二年間不行使
而消滅。
前項期間，於出租人，自受租賃物返還時
起算。於承租人，自租賃關係終止時起算。
ௐαѺ̣Ȉ˛୧ 耕作地之承租人，因不可抗
力，致其收益減少或全無者，得請求減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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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租金。
前項租金減免請求權，不得預先拋棄。
ௐαѺ̣Ȉ˛୧̝˘ 耕作地之出租人不得預
收租金。
承租人不能按期支付應交租金之全部，而
以一部支付時，出租人不得拒絕收受。
ௐαѺ̣Ȉˣ୧ 耕作地租賃於租期屆滿前，
有左列情形之一時，出租人得終止契約：
一、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或繼承人無耕作
能力者。
二、承租人非因不可抗力不為耕作繼續一年
以上者。
三、承租人將耕作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
者。
四、租金積欠達兩年之總額者。
五、耕作地依法編定或變更為非耕作地使用
者。
ௐαѺ̣Ȉ˝୧ 未定期限之耕作地租賃，出
租人除收回自耕外，僅於有前條各款之情形
或承租人違反第四百三十二條或第四百六十
二條第二項之規定時，得終止契約。
ௐαѺ̱Ȉ୧ 耕作地之出租人終止契約者，
應以收益季節後，次期作業開始前之時日，
為契約之終止期。
ௐαѺ̱Ȉ୧̝˘ 耕作地出租人出賣或出典
耕作地時，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或
承典之權。
第四百二十六條之二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
定，於前項承買或承典準用之。
ௐαѺ̱Ȉ˘୧ 耕作地之承租人，因租賃關
係終止時未及收穫之孳息所支出之耕作費
用，得請求出租人償還之。但其請求額不得
超過孳息之價額。
ௐαѺ̱Ȉ˘୧̝˘ 耕作地承租人於保持耕
作地之原有性質及效能外，得為增加耕作地
生產力或耕作便利之改良。但應將改良事項
及費用數額，以書面通知出租人。
前項費用，承租人返還耕作地時，得請求
出租人返還。但以其未失效能部分之價額為
限。
ௐαѺ̱Ȉ˟୧ 耕作地之租賃，附有農具，
牲畜或其他附屬物者，當事人應於訂約時，
評定其價值，並繕具清單，由雙方簽名，各
執一份。
清單所載之附屬物，如因可歸責於承租人
之事由而滅失者，由承租人負補充之責任。

附屬物如因不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而滅
失者，由出租人負補充之責任。
ௐαѺ̱Ȉˬ୧ 耕作地之承租人依清單所受
領之附屬物，應於租賃關係終止時，返還於
出租人；如不能返還者，應賠償其依清單所
定之價值。但因使用所生之通常折耗，應扣
除之。
ௐαѺ̱Ȉˬ୧̝˘ 本節規定，於權利之租
賃準用之。

ௐ̱༼! ࣄ!

第一款 使用借貸
ௐαѺ̱Ȉα୧ 稱使用借貸者，謂當事人一
方以物交付他方，而約定他方於無償使用後
返還其物之契約。
ௐαѺ̱Ị̏୧ （刪除）
ௐαѺ̱Ị̏୧̝˘ 使用借貸預約成立後，
預約貸與人得撤銷其約定。但預約借用人已
請求履行預約而預約貸與人未即時撤銷者，
不在此限。
ௐαѺ̱Ȉ̱୧ 貸與人故意不告知借用物之
瑕疵，致借用人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
ௐαѺ̱Ȉ˛୧ 借用人應依約定方法，使用
借用物；無約定方法者，應以依借用物之性
質而定之方法使用之。
借用人非經貸與人之同意，不得允許第三
人使用借用物。
ௐαѺ̱Ȉˣ୧ 借用人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
意，保管借用物。
借用人違反前項義務，致借用物毀損、滅
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
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使用借用物，致有變
更或毀損者，不負責任。
ௐαѺ̱Ȉ˝୧ 借用物之通常保管費用，由
借用人負擔。借用物為動物者，其飼養費亦
同。
借用人就借用物支出有益費用，因而增加
該物之價值者，準用第四百三十一條第一項
之規定。
借用人就借用物所增加之工作物，得取回
之。但應回復借用物之原狀。
ௐαѺ˛Ȉ୧ 借用人應於契約所定期限屆滿
時，返還借用物；未定期限者，應於依借貸
之目的使用完畢時返還之。但經過相當時
期，可推定借用人已使用完畢者，貸與人亦
得為返還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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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未定期限，亦不能依借貸之目的而定
其期限者，貸與人得隨時請求返還借用物。
ௐαѺ˛Ȉ˘୧ 數人共借一物者，對於貸與
人，連帶負責。
ௐαѺ˛Ȉ˟୧ 有左列各款情形之一者，貸
與人得終止契約：
一、貸與人因不可預知之情事，自己需用借
用物者。
二、借用人違反約定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
法使用借用物，或未經貸與人同意允許
第三人使用者。
三、因借用人怠於注意，致借用物毀損或有
毀損之虞者。
四、借用人死亡者。
ௐαѺ˛Ȉˬ୧ 貸與人就借用物所受損害，
對於借用人之賠償請求權、借用人依第四百
六十六條所定之賠償請求權、第四百六十九
條所定有益費用償還請求權及其工作物之取
回權，均因六個月間不行使而消滅。
前項期間，於貸與人，自受借用物返還時
起算。於借用人，自借貸關係終止時起算。

第二款 消費借貸
ௐαѺ˛Ȉα୧ 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
方移轉金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
而約定他方以種類、品質、數量相同之物返
還之契約。
當事人之一方對他方負金錢或其他代替物
之給付義務而約定以之作為消費借貸之標的
者，亦成立消費借貸。
ௐαѺ˛Ị̏୧ （刪除）
ௐαѺ˛Ị̏୧̝˘ 消費借貸之預約，其約
定之消費借貸有利息或其他報償，當事人之
一方於預約成立後，成為無支付能力者，預
約貸與人得撤銷其預約。
消費借貸之預約，其約定之消費借貸為無
報償者，準用第四百六十五條之一之規定。
ௐαѺ˛Ȉ̱୧ 消費借貸，約定有利息或其
他報償者，如借用物有瑕疵時，貸與人應另
易以無瑕疵之物。但借用人仍得請求損害賠
償。
消費借貸為無報償者，如借用物有瑕疵
時，借用人得照有瑕疵原物之價值，返還貸
與人。
前項情形，貸與人如故意不告知其瑕疵
者，借用人得請求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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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αѺ˛Ȉ˛୧ 利息或其他報償，應於契約
所定期限支付之；未定期限者，應於借貸關
係終止時支付之。但其借貸期限逾一年者，
應於每年終支付之。
ௐαѺ˛Ȉˣ୧ 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
還與借用物種類、品質、數量相同之物，未
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
亦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
ௐαѺ˛Ȉ˝୧ 借用人不能以種類、品質、
數量相同之物返還者，應以其物在返還時、
返還地所應有之價值償還之。
返還時或返還地未約定者，以其物在訂約
時或訂約地之價值償還之。
ௐαѺˣȈ୧ 金錢借貸之返還，除契約另有
訂定外，應依左列之規定：
一、以通用貨幣為借貸者，如於返還時已失
其通用效力，應以返還時有通用效力之
貨幣償還之。
二、金錢借貸，約定折合通用貨幣計算者，
不問借用人所受領貨幣價格之增減，均
應以返還時有通用效力之貨幣償還之。
三、金錢借貸，約定以特種貨幣為計算者，
應以該特種貨幣，或按返還時、返還地
之市價，以通用貨幣償還之。
ௐαѺˣȈ˘୧ 以貨物或有價證券折算金錢
而為借貸者，縱有反對之約定，仍應以該貨
物或有價證券按照交付時交付地之市價所應
有之價值，為其借貸金額。

ௐ˛༼! ဌไ!
ௐαѺˣȈ˟୧ 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
一方於一定或不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勞務，
他方給付報酬之契約。
ௐαѺˣȈˬ୧ 如依情形，非受報酬即不服
勞務者，視為允與報酬。
未定報酬額者，按照價目表所定給付之；
無價目表者，按照習慣給付。
ௐαѺˣȈˬ୧̝˘ 受僱人服勞務，其生
命、身體、健康有受危害之虞者，僱用人應
按其情形為必要之預防。
ௐαѺˣȈα୧ 僱用人非經受僱人同意，不
得將其勞務請求權讓與第三人，受僱人非經
僱用人同意，不得使第三人代服勞務。
當事人之一方違反前項規定時，他方得終
止契約。
ௐαѺˣỊ̏୧ 受僱人明示或默示保證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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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技能時，如無此種技能時，僱用人得終
止契約。
ௐαѺˣȈ̱୧ 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
之；無約定者，依習慣；無約定亦無習慣者，
依左列之規定：
一、報酬分期計算者，應於每期屆滿時給付
之。
二、報酬非分期計算者，應於勞務完畢時給
付之。
ௐαѺˣȈ˛୧ 僱用人受領勞務遲延者，受
僱人無補服勞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但
受僱人因不服勞務所減省之費用，或轉向他
處服勞務所取得，或故意怠於取得之利益，
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
ௐαѺˣȈ˛୧̝˘ 受僱人服勞務，因非可
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受損害者，得向僱用
人請求賠償。
前項損害之發生，如別有應負責任之人
時，僱用人對於該應負責者，有求償權。
ௐαѺˣȈˣ୧ 僱傭定有期限者，其僱傭關
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
僱傭未定期限，亦不能依勞務之性質或目
的定其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契約。
但有利於受僱人之習慣者，從其習慣。
ௐαѺˣȈ˝୧ 當事人之一方，遇有重大事
由，其僱傭契約，縱定有期限，仍得於期限
屆滿前終止之。
前項事由，如因當事人一方之過失而生
者，他方得向其請求損害賠償。

ௐˣ༼! ٚឦ!
ௐαѺ˝Ȉ୧ 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
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
成，給付報酬之契約。
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料者，其材料之價
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
ௐαѺ˝Ȉ˘୧ 如依情形，非受報酬即不為
完成其工作者，視為允與報酬。
未定報酬額者，按照價目表所定給付之；
無價目表者，按照習慣給付。
ௐαѺ˝Ȉ˟୧ 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
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不適於
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
ௐαѺ˝Ȉˬ୧ 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
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
承攬人不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

自行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
之費用。
如修補所需費用過鉅者，承攬人得拒絕修
補，前項規定，不適用之。
ௐαѺ˝Ȉα୧ 承攬人不於前條第一項所定
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拒
絕修補或其瑕疵不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
契約或請求減少報酬。但瑕疵非重要，或所
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
者，定作人不得解除契約。
ௐαѺ˝Ị̏୧ 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
致工作發生瑕疵者，定作人除依前二條之規
定，請求修補或解除契約，或請求減少報酬
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前項情形，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
土地上之工作物，而其瑕疵重大致不能達使
用之目的者，定作人得解除契約。
ௐαѺ˝Ȉ̱୧ 工作之瑕疵，因定作人所供
給材料之性質或依定作人之指示而生者，定
作人無前三條所規定之權利。但承攬人明知
其材料之性質或指示不適當，而不告知定作
人者，不在此限。
ௐαѺ˝Ȉ˛୧ 工作進行中，因承攬人之過
失，顯可預見工作有瑕疵或有其他違反契約
之情事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
人改善其工作或依約履行。
承攬人不於前項期限內，依照改善或履行
者，定作人得使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
其危險及費用，均由承攬人負擔。
ௐαѺ˝Ȉˣ୧ 第四百九十三條至第四百九
十五條所規定定作人之權利，如其瑕疵自工
作交付後經過一年始發見者，不得主張。
工作依其性質無須交付者，前項一年之期
間，自工作完成時起算。
ௐαѺ˝Ȉ˝୧ 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
之工作物或為此等工作物之重大之修繕者，
前條所定之期限，延為五年。
ௐ̣Ѻ୧! 承攬人故意不告知其工作之瑕疵
者，第四百九十八條所定之期限，延為五年，
第四百九十九條所定之期限，延為十年。
ௐ̣Ѻ˘୧ 第四百九十八條及第四百九十
九條所定之期限，得以契約加長。但不得減
短。
ௐ̣Ѻ˘୧̝˘ 以特約免除或限制承攬人
關於工作之瑕疵擔保義務者，如承攬人故意
不告知其瑕疵，其特約為無效。

民法第二編債
ௐ̣Ѻ˟୧ 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
工作逾約定期限始完成，或未定期限而逾相
當時期始完成者，定作人得請求減少報酬或
請求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
前項情形，如以工作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
付為契約之要素者，定作人得解除契約，並
得請求賠償因不履行而生之損害。
ௐ̣Ѻˬ୧ 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遲
延工作，顯可預見其不能於限期內完成而其
遲延可為工作完成後解除契約之原因者，定
作人得依前條第二項之規定解除契約，並請
求損害賠償。
ௐ̣Ѻα୧ 工作遲延後，定作人受領工作
時不為保留者，承攬人對於遲延之結果，不
負責任。
ௐ̣Ѻ̣୧ 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
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
工作係分部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
者，應於每部分交付時，給付該部分之報
酬。
ௐ̣Ѻ̱୧ 訂立契約時，僅估計報酬之概
數者，如其報酬，因非可歸責於定作人之事
由，超過概數甚鉅者，定作人得於工作進行
中或完成後，解除契約。
前項情形，工作如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
之工作物或為此等工作物之重大修繕者，定
作人僅得請求相當減少報酬，如工作物尚未
完成者，定作人得通知承攬人停止工作，並
得解除契約。
定作人依前二項之規定解除契約時，對於
承攬人，應賠償相當之損害。
ௐ̣Ѻ˛୧ 工作需定作人之行為始能完成
者，而定作人不為其行為時，承攬人得定相
當期限，催告定作人為之。
定作人不於前項期限內為其行為者，承攬
人得解除契約，並得請求賠償因契約解除而
生之損害。
ௐ̣Ѻˣ୧ 工作毀損、滅失之危險，於定
作人受領前，由承攬人負擔，如定作人受領
遲延者，其危險由定作人負擔。
定作人所供給之材料，因不可抗力而毀
損、滅失者，承攬人不負其責。
ௐ̣Ѻ˝୧ 於定作人受領工作前，因其所
供給材料之瑕疵或其指示不適當，致工作毀
損、滅失或不能完成者，承攬人如及時將材
料之瑕疵或指示不適當之情事通知定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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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請求其已服勞務之報酬及墊款之償
還，定作人有過失者，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ௐ̣ѺȈ୧ 前二條所定之受領，如依工作之
性質，無須交付者，以工作完成時視為受領。
ௐ̣ѺȈ˘୧ 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
終止契約。但應賠償承攬人因契約終止而生
之損害。
ௐ̣ѺȈ˟୧ 承攬之工作，以承攬人個人之
技能為契約之要素者，如承攬人死亡或非因
其過失致不能完成其約定之工作時，其契約
為終止。
工作已完成之部分，於定作人為有用者，
定作人有受領及給付相當報酬之義務。
ௐ̣ѺȈˬ୧ 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
地上之工作物，或為此等工作物之重大修繕
者，承攬人得就承攬關係報酬額，對於其工
作所附之定作人之不動產，請求定作人為抵
押權之登記；或對於將來完成之定作人之不
動產，請求預為抵押權之登記。
前項請求，承攬人於開始工作前亦得為之。
前二項之抵押權登記，如承攬契約已經公
證者，承攬人得單獨申請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就修繕報酬所登記之抵押
權，於工作物因修繕所增加之價值限度內，
優先於成立在先之抵押權。
ௐ̣ѺȈα୧ 定作人之瑕疵修補請求權、修
補費用償還請求權、減少報酬請求權、損害
賠償請求權或契約解除權，均因瑕疵發見後
一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承攬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或契約解除權，
因其原因發生後，一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ௐˣ༼̝˘! ॠྼ!
ௐ̣ѺȈα୧̝˘ 稱旅遊營業人者，謂以提
供旅客旅遊服務為營業而收取旅遊費用之
人。
前項旅遊服務，係指安排旅程及提供交
通、膳宿、導遊或其他有關之服務。
ௐ̣ѺȈα୧̝˟ 旅遊營業人因旅客之請
求，應以書面記載左列事項，交付旅客：
一、旅遊營業人之名稱及地址。
二、旅客名單。
三、旅遊地區及旅程。
四、旅遊營業人提供之交通、膳宿、導遊或
其他有關服務及其品質。
五、旅遊保險之種類及其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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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其他有關事項。
七、填發之年月日。
ௐ̣ѺȈα୧̝ˬ 旅遊需旅客之行為始能完
成，而旅客不為其行為者，旅遊營業人得定
相當期限，催告旅客為之。
旅客不於前項期限內為其行為者，旅遊營
業人得終止契約，並得請求賠償因契約終止
而生之損害。
旅遊開始後，旅遊營業人依前項規定終止
契約時，旅客得請求旅遊營業人墊付費用將
其送回原出發地。於到達後，由旅客附加利
息償還之。
ௐ̣ѺȈα୧̝α 旅遊開始前，旅客得變更
由第三人參加旅遊。旅遊營業人非有正當理
由，不得拒絕。
第三人依前項規定為旅客時，如因而增加
費用，旅遊營業人得請求其給付。如減少費
用，旅客不得請求退還。
ௐ̣ѺȈα୧̝̣ 旅遊營業人非有不得已之
事由，不得變更旅遊內容。
旅遊營業人依前項規定變更旅遊內容時，
其因此所減少之費用，應退還於旅客；所增
加之費用，不得向旅客收取。
旅遊營業人依第一項規定變更旅程時，旅
客不同意者，得終止契約。
旅客依前項規定終止契約時，得請求旅遊
營業人墊付費用將其送回原出發地。於到達
後，由旅客附加利息償還之。
ௐ̣ѺȈα୧̝̱ 旅遊營業人提供旅遊服
務，應使其具備通常之價值及約定之品質。
ௐ̣ѺȈα୧̝˛ 旅遊服務不具備前條之價
值或品質者，旅客得請求旅遊營業人改善
之。旅遊營業人不為改善或不能改善時，旅
客得請求減少費用。其有難於達預期目的之
情形者，並得終止契約。
因可歸責於旅遊營業人之事由致旅遊服務
不具備前條之價值或品質者，旅客除請求減
少費用或並終止契約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旅客依前二項規定終止契約時，旅遊營業
人應將旅客送回原出發地。其所生之費用，
由旅遊營業人負擔。
ௐ̣ѺȈα୧̝ˣ 因可歸責於旅遊營業人之
事由，致旅遊未依約定之旅程進行者，旅客
就其時間之浪費，得按日請求賠償相當之金
額。但其每日賠償金額，不得超過旅遊營業
人所收旅遊費用總額每日平均之數額。

ௐ̣ѺȈα୧̝˝ 旅遊未完成前，旅客得隨
時終止契約。但應賠償旅遊營業人因契約終
止而生之損害。
第五百十四條之五第四項之規定，於前項
情形準用之。
ௐ̣ѺȈα୧̝Ȉ 旅客在旅遊中發生身體或
財產上之事故時，旅遊營業人應為必要之協
助及處理。
前項之事故，係因非可歸責於旅遊營業人
之事由所致者，其所生之費用，由旅客負擔。
ௐ̣ѺȈα୧̝Ȉ˘ 旅遊營業人安排旅客在
特定場所購物，其所購物品有瑕疵者，旅客
得於受領所購物品後一個月內，請求旅遊營
業人協助其處理。
ௐ̣ѺȈα୧̝Ȉ˟ 本節規定之增加、減少
或退還費用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及墊付
費用償還請求權，均自旅遊終了或應終了時
起，一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ௐ˝༼! !ۍ
ௐ̣ѺỊ̏୧ 稱出版者，謂當事人約定，一
方以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之著作，為出
版而交付於他方，他方擔任印刷或以其他方
法重製及發行之契約。
投稿於新聞紙或雜誌經刊登者，推定成立
出版契約。
ௐ̣ѺỊ̏୧̝˘ 出版權於出版權授與人依
出版契約將著作交付於出版人時，授與出版
人。
依前項規定授與出版人之出版權，於出版
契約終了時消滅。
ௐ̣ѺȈ̱୧ 著作財產權人之權利，於合法
授權實行之必要範圍內，由出版人行使之。
出版權授與人，應擔保其於契約成立時，
有出版授與之權利，如著作受法律上之保護
者，並應擔保該著作有著作權。
出版權授與人，已將著作之全部或一部，
交付第三人出版，或經第三人公開發表，為
其所明知者，應於契約成立前將其情事告知
出版人。
ௐ̣ѺȈ˛୧ 出版權授與人於出版人得重製
發行之出版物未賣完時，不得就其著作之全
部或一部，為不利於出版人之處分。但契約
另有訂定者，不在此限。
ௐ̣ѺȈˣ୧ 版數未約定者，出版人僅得出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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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依約得出數版或永遠出版者，如於
前版之出版物賣完後，怠於新版之重製時，
出版權授與人得聲請法院令出版人於一定期
限內，再出新版。
逾期不遵行者，喪失其出版權。
ௐ̣ѺȈ˝୧ 出版人對於著作，不得增減或
變更。
出版人應以適當之格式重製著作。並應為
必要之廣告及用通常之方法推銷出版物。
出版物之賣價，由出版人定之。但不得過
高，致礙出版物之銷行。
ௐ̣Ѻ˟Ȉ୧ 著作人於不妨害出版人出版之
利益，或增加其責任之範圍內，得訂正或修
改著作。但對於出版人因此所生不可預見之
費用，應負賠償責任。
出版人於重製新版前，應予著作人以訂正
或修改著作之機會。
ௐ̣Ѻ˟Ȉ˘୧ 同一著作人之數著作，為各
別出版而交付於出版人者，出版人不得將其
數著作，併合出版。
出版權授與人就同一著作人或數著作人之
數著作為併合出版，而交付於出版人者，出
版人不得將著作，各別出版。
ௐ̣Ѻ˟Ȉ˟୧ （刪除）
ௐ̣Ѻ˟Ȉˬ୧ 如依情形非受報酬，即不為
著作之交付者，視為允與報酬。
出版人有出數版之權者，其次版之報酬，
及其他出版之條件，推定與前版相同。
ௐ̣Ѻ˟Ȉα୧ 著作全部出版者，於其全部
重製完畢時，分部出版者，於其各部分重製
完畢時應給付報酬。
報酬之全部或一部，依銷行之多寡而定
者，出版人應依習慣計算，支付報酬，並應
提出銷行之證明。
ௐ̣Ѻ˟Ị̏୧ 著作交付出版人後，因不可
抗力致滅失者，出版人仍負給付報酬之義務。
滅失之著作，如出版權授與人另存有稿本
者，有將該稿本交付於出版人之義務。無稿
本時，如出版權授與人係著作人，且不多費
勞力，即可重作者，應重作之。
前項情形，出版權授與人得請求相當之賠
償。
ௐ̣Ѻ˟Ȉ̱୧ 重製完畢之出版物，於發行
前，因不可抗力，致全部或一部滅失者，出
版人得以自己費用，就滅失之出版物，補行
出版，對於出版權授與人，無須補給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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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Ȉ˛୧ 著作未完成前，如著作人死
亡，或喪失能力，或非因其過失致不能完成
其著作者，其出版契約關係消滅。
前項情形，如出版契約關係之全部或一部
之繼續，為可能且公平者，法院得許其繼續，
並命為必要之處置。

ௐȈ༼! ؎Ї!
ௐ̣Ѻ˟Ȉˣ୧ 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
一方委託他方處理事務，他方允為處理之契
約。
ௐ̣Ѻ˟Ȉ˝୧ 關於勞務給付之契約，不屬
於法律所定其他契約之種類者，適用關於委
任之規定。
ௐ̣ѺˬȈ୧ 有承受委託處理一定事務之公
然表示者，如對於該事務之委託，不即為拒
絕之通知時，視為允受委託。
ௐ̣ѺˬȈ˘୧ 為委任事務之處理，須為法
律行為，而該法律行為，依法應以文字為之
者，其處理權之授與，亦應以文字為之。其
授與代理權者，代理權之授與亦同。
ௐ̣ѺˬȈ˟୧ 受任人之權限，依委任契約
之訂定。未訂定者，依其委任事務之性質定
之。委任人得指定一項或數項事務而為特別
委任。或就一切事務，而為概括委任。
ௐ̣ѺˬȈˬ୧ 受任人受特別委任者，就委
任事務之處理，得為委任人為一切必要之行
為。
ௐ̣ѺˬȈα୧ 受任人受概括委任者，得為
委任人為一切行為。但為左列行為，須有特
別之授權：
一、不動產之出賣或設定負擔。
二、不動產之租賃其期限逾二年者。
三、贈與。
四、和解。
五、起訴。
六、提付仲裁。
ௐ̣ѺˬỊ̏୧ 受任人處理委任事務，應依
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理自己事務為同一之
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
意為之。
ௐ̣ѺˬȈ̱୧ 受任人非有急迫之情事，並
可推定委任人若知有此情事亦允許變更其指
示者，不得變更委任人之指示。
ௐ̣ѺˬȈ˛୧ 受任人應自己處理委任事
務。但經委任人之同意或另有習慣或有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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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之事由者，得使第三人代為處理。
ௐ̣ѺˬȈˣ୧ 受任人違反前條之規定，使
第三人代為處理委任事務者，就該第三人之
行為，與就自己之行為，負同一責任。
受任人依前條之規定，使第三人代為處理
委任事務者，僅就第三人之選任及其對於第
三人所為之指示，負其責任。
ௐ̣ѺˬȈ˝୧ 受任人使第三人代為處理委
任事務者，委任人對於該第三人關於委任事
務之履行，有直接請求權。
ௐ̣ѺαȈ୧ 受任人應將委任事務進行之狀
況，報告委任人，委任關係終止時，應明確
報告其顛末。
ௐ̣ѺαȈ˘୧ 受任人因處理委任事務，所
收取之金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
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
利，應移轉於委任人。
ௐ̣ѺαȈ˟୧ 受任人為自己之利益，使用
應交付於委任人之金錢或使用應為委任人利
益而使用之金錢者，應自使用之日起，支付
利息。如有損害，並應賠償。
ௐ̣ѺαȈˬ୧ 委任人非經受任人之同意，
不得將處理委任事務之請求權，讓與第三人。
ௐ̣ѺαȈα୧ 受任人因處理委任事務有過
失，或因逾越權限之行為所生之損害，對於
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
ௐ̣ѺαỊ̏୧ 委任人因受任人之請求，應
預付處理委任事務之必要費用。
ௐ̣ѺαȈ̱୧ 受任人因處理委任事務，支
出之必要費用，委任人應償還之，並付自支
出時起之利息。
受任人因處理委任事務，負擔必要債務
者，得請求委任人代其清償，未至清償期者，
得請求委任人提出相當擔保。
受任人處理委任事務，因非可歸責於自己
之事由，致受損害者，得向委任人請求賠償。
前項損害之發生，如別有應負責任之人時，
委任人對於該應負責者，有求償權。
ௐ̣ѺαȈ˛୧ 報酬縱未約定，如依習慣或
依委任事務之性質，應給與報酬者，受任人
得請求報酬。
ௐ̣ѺαȈˣ୧ 受任人應受報酬者，除契約
另有訂定外，非於委任關係終止及為明確報
告顛末後，不得請求給付。
委任關係，因非可歸責於受任人之事由，
於事務處理未完畢前已終止者，受任人得就

其已處理之部分，請求報酬。
ௐ̣ѺαȈ˝୧ 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
終止委任契約。
當事人之一方，於不利於他方之時期終止
契約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因非可歸責
於該當事人之事由，致不得不終止契約者，
不在此限。
ௐ̣Ѻ̣Ȉ୧ 委任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
亡、破產或喪失行為能力而消滅。但契約另
有訂定，或因委任事務之性質不能消滅者，
不在此限。
ௐ̣Ѻ̣Ȉ˘୧ 前條情形，如委任關係之消
滅，有害於委任人利益之虞時，受任人或其
繼承人或其法定代理人，於委任人或其繼承
人或其法定代理人能接受委任事務前，應繼
續處理其事務。
ௐ̣Ѻ̣Ȉ˟୧ 委任關係消滅之事由，係由
當事人之一方發生者，於他方知其事由或可
得而知其事由前，委任關係視為存續。

ௐȈ˘༼! གྷநˠ̈́Ᏹથ!
ௐ̣Ѻ̣Ȉˬ୧ 稱經理人者，謂由商號之授
權，為其管理事務及簽名之人。
前項經理權之授與，得以明示或默示為之。
經理權得限於管理商號事務之一部或商號
之一分號或數分號。
ௐ̣Ѻ̣Ȉα୧ 經理人對於第三人之關係，
就商號或其分號，或其事務之一部，視為其
有為管理上之一切必要行為之權。
經理人，除有書面之授權外，對於不動產，
不得買賣，或設定負擔。
前項關於不動產買賣之限制，於以買賣不
動產為營業之商號經理人，不適用之。
ௐ̣Ѻ̣Ị̏୧ 經理人，就所任之事務，視
為有代理商號為原告或被告或其他一切訴訟
上行為之權。
ௐ̣Ѻ̣Ȉ̱୧ 商號得授權於數經理人。但
經理人中有二人之簽名者，對於商號，即生
效力。
ௐ̣Ѻ̣Ȉ˛୧ 經理權之限制，除第五百五
十三條第三項、第五百五十四條第二項及第
五百五十六條所規定外，不得以之對抗善意
第三人。
ௐ̣Ѻ̣Ȉˣ୧! ჍᏱથ۰ĂᏜܧགྷநˠ҃
受商號之委託，於一定處所或一定區域內，
以該商號之名義，辦理其事務之全部或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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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
代辦商對於第三人之關係，就其所代辦之
事務，視為其有為一切必要行為之權。
代辦商，除有書面之授權外，不得負擔票
據上之義務，或為消費借貸，或為訴訟。
ௐ̣Ѻ̣Ȉ˝୧ 代辦商，就其代辦之事務，
應隨時報告其處所或區域之商業狀況於其商
號，並應將其所為之交易，即時報告之。
ௐ̣Ѻ̱Ȉ୧ 代辦商得依契約所定，請求報
酬，或請求償還其費用。無約定者依習慣，
無約定亦無習慣者，依其代辦事務之重要程
度及多寡，定其報酬。
ௐ̣Ѻ̱Ȉ˘୧ 代辦權未定期限者，當事人
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契約。但應於三個月
前通知他方。
當事人之一方，因非可歸責於自己之事
由，致不得不終止契約者，得不先期通知而
終止之。
ௐ̣Ѻ̱Ȉ˟୧ 經理人或代辦商，非得其商
號之允許，不得為自己或第三人經營與其所
辦理之同類事業，亦不得為同類事業公司無
限責任之股東。
ௐ̣Ѻ̱Ȉˬ୧ 經理人或代辦商，有違反前
條規定之行為時，其商號得請求因其行為所
得之利益，作為損害賠償。
前項請求權，自商號知有違反行為時起，
經過二個月或自行為時起，經過一年不行使
而消滅。
ௐ̣Ѻ̱Ȉα୧ 經理權或代辦權，不因商號
所有人之死亡、破產或喪失行為能力而消滅。

ௐȈ˟༼! اม!
ௐ̣Ѻ̱Ị̏୧ 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
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
介，他方給付報酬之契約。
ௐ̣Ѻ̱Ȉ̱୧ 如依情形，非受報酬即不為
報告訂約機會或媒介者，視為允與報酬。
未定報酬額者，按照價目表所定給付之。
無價目表者，按照習慣給付。
ௐ̣Ѻ̱Ȉ˛୧ 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
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對於顯無履
行能力之人，或知其無訂立該約能力之人，
不得為其媒介。
以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及當事人
之履行能力或訂立該約之能力，有調查之義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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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Ȉˣ୧ 居間人，以契約因其報告或
媒介而成立者為限，得請求報酬。
契約附有停止條件者，於該條件成就前，
居間人不得請求報酬。
ௐ̣Ѻ̱Ȉ˝୧ 居間人支出之費用，非經約
定，不得請求償還。
前項規定，於居間人已為報告或媒介而契
約不成立者適用之。
ௐ̣Ѻ˛Ȉ୧ 居間人因媒介應得之報酬，除
契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外，由契約當事人
雙方平均負擔。
ௐ̣Ѻ˛Ȉ˘୧ 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
義務，而為利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行為，或
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利益
者，不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
ௐ̣Ѻ˛Ȉ˟୧ 約定之報酬，較居間人所任
勞務之價值，為數過鉅失其公平者，法院得
因報酬給付義務人之請求酌減之。但報酬已
給付者，不得請求返還。
ௐ̣Ѻ˛Ȉˬ୧ 因婚姻居間而約定報酬者，
就其報酬無請求權。
ௐ̣Ѻ˛Ȉα୧ 居間人就其媒介所成立之契
約，無為當事人給付或受領給付之權。
ௐ̣Ѻ˛Ị̏୧ 當事人之一方，指定居間人
不得以其姓名或商號告知相對人者，居間人
有不告知之義務。
居間人不以當事人一方之姓名或商號告知
相對人時，應就該方當事人由契約所生之義
務，自己負履行之責，並得為其受領給付。

ௐȈˬ༼!!Җࡔ!
ௐ̣Ѻ˛Ȉ̱୧ 稱行紀者，謂以自己之名
義，為他人之計算，為動產之買賣或其他商
業上之交易，而受報酬之營業。
ௐ̣Ѻ˛Ȉ˛୧ 行紀，除本節有規定者外，
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
ௐ̣Ѻ˛Ȉˣ୧ 行紀人為委託人之計算所為
之交易，對於交易之相對人，自得權利並自
負義務。
ௐ̣Ѻ˛Ȉ˝୧ 行紀人為委託人之計算所訂
立之契約，其契約之他方當事人不履行債務
時，對於委託人，應由行紀人負直接履行契
約之義務。但契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者，
不在此限。
ௐ̣ѺˣȈ୧ 行紀人以低於委託人所指定之
價額賣出，或以高於委託人所指定之價額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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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者，應補償其差額。
ௐ̣ѺˣȈ˘୧ 行紀人以高於委託人所指定
之價額賣出，或以低於委託人所指定之價額
買入者，其利益均歸屬於委託人。
ௐ̣ѺˣȈ˟୧ 行紀人得依約定或習慣請求
報酬、寄存費及運送費，並得請求償還其為
委託人之利益而支出之費用及其利息。
ௐ̣ѺˣȈˬ୧ 行紀人為委託人之計算所買
入或賣出之物，為其占有時，適用寄託之規
定。
前項占有之物，除委託人另有指示外，行
紀人不負付保險之義務。
ௐ̣ѺˣȈα୧ 委託出賣之物，於達到行紀
人時有瑕疵，或依其物之性質易於敗壞者，
行紀人為保護委託人之利益，應與保護自己
之利益為同一之處置。
ௐ̣ѺˣỊ̏୧ 委託人拒絕受領行紀人依其
指示所買之物時，行紀人得定相當期限，催
告委託人受領，逾期不受領者，行紀人得拍
賣其物，並得就其對於委託人因委託關係所
生債權之數額，於拍賣價金中取償之，如有
賸餘，並得提存。
如為易於敗壞之物，行紀人得不為前項之
催告。
ௐ̣ѺˣȈ̱୧ 委託行紀人出賣之物，不能
賣出，或委託人撤回其出賣之委託者，如委
託人不於相當期間，取回或處分其物時，行
紀人得依前條之規定，行使其權利。
ௐ̣ѺˣȈ˛୧ 行紀人受託出賣或買入貨
幣、股票或其他市場定有市價之物者，除有
反對之約定外，行紀人得自為買受人或出賣
人，其價值以依委託人指示而為出賣或買入
時市場之市價定之。
前項情形，行紀人仍得行使第五百八十二
條所定之請求權。
ௐ̣ѺˣȈˣ୧ 行紀人得自為買受人或出賣
人時，如僅將訂立契約之情事通知委託人，
而不以他方當事人之姓名告知者，視為自己
負擔該方當事人之義務。

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
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為之。
ௐ̣Ѻ˝Ȉ˘୧ 受寄人非經寄託人之同意，
不得自己使用或使第三人使用寄託物。
受寄人違反前項之規定者，對於寄託人，
應給付相當報償，如有損害，並應賠償。但
能證明縱不使用寄託物，仍不免發生損害
者，不在此限。
ௐ̣Ѻ˝Ȉ˟୧ 受寄人應自己保管寄託物。
但經寄託人之同意或另有習慣或有不得已之
事由者，得使第三人代為保管。
ௐ̣Ѻ˝Ȉˬ୧ 受寄人違反前條之規定，使
第三人代為保管寄託物者，對於寄託物因此
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縱不
使第三人代為保管，仍不免發生損害者，不
在此限。
受寄人依前條之規定，使第三人代為保管
者，僅就第三人之選任及其對於第三人所為
之指示，負其責任。
ௐ̣Ѻ˝Ȉα୧ 寄託物保管之方法經約定
者，非有急迫之情事，並可推定寄託人若知
有此情事，亦允許變更其約定方法時，受寄
人不得變更之。
ௐ̣Ѻ˝Ị̏୧ 受寄人因保管寄託物而支出
之必要費用，寄託人應償還之，並付自支出
時起之利息。但契約另有訂定者，依其訂定。
ௐ̣Ѻ˝Ȉ̱୧ 受寄人因寄託物之性質或瑕
疵所受之損害，寄託人應負賠償責任。但寄
託人於寄託時，非因過失而不知寄託物有發
生危險之性質或瑕疵或為受寄人所已知者，
不在此限。
ௐ̣Ѻ˝Ȉ˛୧ 寄託物返還之期限，雖經約
定，寄託人仍得隨時請求返還。
ௐ̣Ѻ˝Ȉˣ୧ 未定返還期限者，受寄人得
隨時返還寄託物。
定有返還期限者，受寄人非有不得已之事
由，不得於期限屆滿前返還寄託物。
ௐ̣Ѻ˝Ȉ˝୧ 受寄人返還寄託物時，應將
該物之孳息，一併返還。
ௐ̱Ѻ୧ 寄託物之返還，於該物應為保管之
ௐȈα༼!!!
地行之。
ௐ̣ѺˣȈ˝୧ 稱寄託者，謂當事人一方以
受寄人依第五百九十二條或依第五百九十
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之契約。
四條之規定，將寄託物轉置他處者，得於物
受寄人除契約另有訂定或依情形非受報酬
之現在地返還之。
即不為保管者外，不得請求報酬。
ௐ̱Ѻ˘୧ 寄託約定報酬者，應於寄託關
ௐ̣Ѻ˝Ȉ୧ 受寄人保管寄託物，應與處理
係終止時給付之；分期定報酬者，應於每期

民法第二編債
屆滿時給付之。
寄託物之保管，因非可歸責於受寄人之事
由而終止者，除契約另有訂定外，受寄人得
就其已為保管之部分，請求報酬。
ௐ̱Ѻ˘୧̝˘ 第三人就寄託物主張權利
者，除對於受寄人提起訴訟或為扣押外，受
寄人仍有返還寄託物於寄託人之義務。
第三人提起訴訟或扣押時，受寄人應即通
知寄託人。
ௐ̱Ѻ˘୧̝˟ 關於寄託契約之報酬請求
權、費用償還請求權或損害賠償請求權，自
寄託關係終止時起，一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ௐ̱Ѻ˟୧ 寄託物為代替物時，如約定寄
託物之所有權移轉於受寄人，並由受寄人以
種類、品質、數量相同之物返還者，為消費
寄託。自受寄人受領該物時起，準用關於消
費借貸之規定。
消費寄託，如寄託物之返還，定有期限者，
寄託人非有不得已之事由，不得於期限屆滿
前請求返還。
前項規定，如商業上另有習慣者，不適用
之。
ௐ̱Ѻˬ୧ 寄託物為金錢時，推定其為消
費寄託。
ௐ̱Ѻˬ୧̝˘ 寄託物為代替物，如未約
定其所有權移轉於受寄人者，受寄人得經寄
託人同意，就其所受寄託之物與其自己或他
寄託人同一種類、品質之寄託物混合保管，
各寄託人依其所寄託之數量與混合保管數量
之比例，共有混合保管物。
受寄人依前項規定為混合保管者，得以同
一種類、品質、數量之混合保管物返還於寄
託人。
ௐ̱Ѻα୧ （刪除）
ௐ̱Ѻ̣୧ （刪除）
ௐ̱Ѻ̱୧ 旅店或其他供客人住宿為目的
之場所主人，對於客人所攜帶物品之毀損、
喪失，應負責任。但因不可抗力或因物之性
質或因客人自己或其伴侶、隨從或來賓之故
意或過失所致者，不在此限。
ௐ̱Ѻ˛୧ 飲食店、浴堂或其他相類場所
之主人，對於客人所攜帶通常物品之毀損、
喪失，負其責任。但有前條但書規定之情形
時，不在此限。
ௐ̱Ѻˣ୧ 客人之金錢、有價證券、珠寶
或其他貴重物品，非經報明其物之性質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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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交付保管者，主人不負責任。
主人無正當理由拒絕為客人保管前項物品
者，對於其毀損、喪失，應負責任。其物品
因主人或其使用人之故意或過失而致毀損、
喪失者，亦同。
ௐ̱Ѻ˝୧ 以揭示限制或免除前三條所定
主人之責任者，其揭示無效。
ௐ̱ѺȈ୧ 客人知其物品毀損、喪失後，應即
通知主人。怠於通知者，喪失其損害賠償請
求權。
ௐ̱ѺȈ˘୧ 依第六百零六條至第六百零八
條之規定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發見喪
失或毀損之時起，六個月間不行使而消滅。
自客人離去場所後，經過六個月者亦同。
ௐ̱ѺȈ˟୧ 主人就住宿、飲食、沐浴或其
他服務及墊款所生之債權，於未受清償前，
對於客人所攜帶之行李及其他物品，有留置
權。
第四百四十五條至第四百四十八條之規
定，於前項留置權準用之。

ௐỊ̏༼! ࣗऱ
ௐ̱ѺȈˬ୧ 稱倉庫營業人者，謂以受報酬
而為他人堆藏及保管物品為營業之人。
ௐ̱ѺȈα୧ 倉庫，除本節有規定者外，準
用關於寄託之規定。
ௐ̱ѺỊ̏୧ 倉庫營業人於收受寄託物後，
因寄託人之請求，應填發倉單。
ௐ̱ѺȈ̱୧ 倉單應記載左列事項。並由倉
庫營業人簽名。
一、寄託人之姓名及住址。
二、保管之場所。
三、受寄物之種類、品質、數量及其包皮之
種類、個數及記號。
四、倉單填發地及填發之年、月、日。
五、定有保管期間者，其期間。
六、保管費。
七、受寄物已付保險者，其保險金額、保險
期 間及保險人之名號。
倉庫營業人應將前列各款事項，記載於倉單
簿之存根。
ௐ̱ѺȈ˛୧ 倉單持有人，得請求倉庫營業
人將寄託物分割為數部分，並填發各該部分
之倉單。但持有人應將原倉單交還。
前項分割及填發新倉單之費用，由持有人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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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Ȉˣ୧ 倉單所載之貨物，非由寄託人
或倉單持有人於倉單背書，並經倉庫營業人
簽名，不生所有權移轉之效力。
ௐ̱ѺȈˣ୧̝˘ 倉單遺失、被盜或滅失
者，倉單持有人得於公示催告程序開始後，
向倉庫營業人提供相當之擔保，請求補發新
倉單。
ௐ̱ѺȈ˝୧ 倉庫營業人於約定保管期間屆
滿前，不得請求移去寄託物。
未約定保管期間者，自為保管時起經過六
個月，倉庫營業人得隨時請求移去寄託物。
但應於一個月前通知。
ௐ̱Ѻ˟Ȉ୧ 倉庫營業人，因寄託人或倉單
持有人之請求，應許其檢點寄託物、摘取樣
本，或為必要之保存行為。
ௐ̱Ѻ˟Ȉ˘୧ 倉庫契約終止後，寄託人或
倉單持有人，拒絕或不能移去寄託物者，倉
庫營業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於期限內移
去寄託物。逾期不移去者，倉庫營業人，得
拍賣寄託物，由拍賣代價中扣去拍賣費用，
及保管費用，並應以其餘額交付於應得之人。

ௐȈ̱༼! ྻਖ਼!

第一款 通則
ௐ̱Ѻ˟Ȉ˟୧ 稱運送人者，謂以運送物品
或旅客為營業而受運費之人。
ௐ̱Ѻ˟Ȉˬ୧ 關於物品之運送，因喪失、
毀損或遲到而生之賠償請求權，自運送終
了，或應終了之時起，一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關於旅客之運送，因傷害或遲到而生之賠
償請求權，自運送終了，或應終了之時起，
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第二款 物品運送
ௐ̱Ѻ˟Ȉα୧ 託運人因運送人之請求，應
填給託運單。
託運單應記載左列事項，並由託運人簽名：
一、託運人之姓名及住址。
二、運送物之種類、品質、數量及其包皮之
種類、個數及記號。
三、目的地。
四、受貨人之名號及住址。
五、託運單之填給地，及填給之年月日。
ௐ̱Ѻ˟Ị̏୧ 運送人於收受運送物後，因
託運人之請求，應填發提單。

提單應記載左列事項，並由運送人簽名：
一、前條第二項所列第一款至第四款事項。
二、運費之數額及其支付人為託運人或為受
貨人。
三、提單之填發地及填發之年月日。
ௐ̱Ѻ˟Ȉ̱୧ 託運人對於運送人應交付運
送上及關於稅捐警察所必要之文件，並應為
必要之說明。
ௐ̱Ѻ˟Ȉ˛୧ 提單填發後，運送人與提單
持有人間，關於運送事項，依其提單之記載。
ௐ̱Ѻ˟Ȉˣ୧ 提單縱為記名式，仍得以背
書移轉於他人。但提單上有禁止背書之記載
者，不在此限。
ௐ̱Ѻ˟Ȉ˝୧ 交付提單於有受領物品權利
之人時，其交付就物品所有權移轉之關係，
與物品之交付有同一之效力。
ௐ̱Ѻ˟Ȉ˝୧̝˘ 第六百十八條之一之規
定，於提單適用之。
ௐ̱ѺˬȈ୧ 受貨人請求交付運送物時，應
將提單交還。
ௐ̱ѺˬȈ˘୧ 運送物依其性質，對於人或
財產有致損害之虞者，託運人於訂立契約
前，應將其性質告知運送人，怠於告知者，
對於因此所致之損害，應負賠償之責。
ௐ̱ѺˬȈ˟୧! 託運物品應於約定期間內運
送之。無約定者，依習慣。無約定亦無習慣
者，應於相當期間內運送之。
前項所稱相當期間之決定，應顧及各該運
送之特殊情形。
ௐ̱ѺˬȈˬ୧ 運送人非有急迫之情事，並
可推定託運人若知有此情事亦允許變更其指
示者，不得變更託運人之指示。
ௐ̱ѺˬȈα୧ 運送人對於運送物之喪失、
毀損或遲到，應負責任。但運送人能證明其
喪失、毀損或遲到，係因不可抗力或因運送
物之性質或因託運人或受貨人之過失而致
者，不在此限。
ௐ̱ѺˬỊ̏୧ 運送物因包皮有易見之瑕疵
而喪失或毀損時，運送人如於接收該物時，
不為保留者，應負責任。
ௐ̱ѺˬȈ̱୧ （刪除）
ௐ̱ѺˬȈ˛୧ 運送物由數運送人相繼運送
者，除其中有能證明無第六百三十五條所規
定之責任者外，對於運送物之喪失、毀損或
遲到，應連帶負責。
ௐ̱ѺˬȈˣ୧ 運送物有喪失、毀損或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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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損害賠償額應依其應交付時目的地之
價值計算之。
運費及其他費用，因運送物之喪失、毀損，
無須支付者，應由前項賠償額中扣除之。
運送物之喪失、毀損或遲到，係因運送人
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如有其他損害，
託運人並得請求賠償。
ௐ̱ѺˬȈ˝୧ 金錢、有價證券、珠寶或其
他貴重物品，除託運人於託運時報明其性質
及價值者外，運送人對於其喪失或毀損，不
負責任。
價值經報明者，運送人以所報價額為限，
負其責任。
ௐ̱ѺαȈ୧ 因遲到之損害賠償額，不得超
過因其運送物全部喪失可得請求之賠償額。
ௐ̱ѺαȈ˘୧ 如有第六百三十三條、第六
百五十條、第六百五十一條之情形，或其他
情形足以妨礙或遲延運送，或危害運送物之
安全者，運送人應為必要之注意及處置。
運送人怠於前項之注意及處置者，對於因
此所致之損害應負責任。
ௐ̱ѺαȈ˟୧ 運送人未將運送物之達到通
知受貨人前，或受貨人於運送物達到後，尚
未請求交付運送物前，託運人對於運送人，
如已填發提單者，其持有人對於運送人，得
請求中止運送，返還運送物，或為其他之處
置。
前項情形，運送人得按照比例，就其已為
運送之部分，請求運費，及償還因中止、返
還或為其他處置所支出之費用，並得請求相
當之損害賠償。
ௐ̱ѺαȈˬ୧ 運送人於運送物達到目的地
時，應即通知受貨人。
ௐ̱ѺαȈα୧ 運送物達到目的地，並經受
貨人請求交付後，受貨人取得託運人因運送
契約所生之權利。
ௐ̱ѺαỊ̏୧ 運送物於運送中，因不可抗
力而喪失者，運送人不得請求運費，其因運
送而已受領之數額，應返還之。
ௐ̱ѺαȈ̱୧ 運送人於受領運費及其他費
用前交付運送物者，對於其所有前運送人應
得之運費及其他費用，負其責任。
ௐ̱ѺαȈ˛୧ 運送人為保全其運費及其他
費用得受清償之必要，按其比例，對於運送
物，有留置權。
運費及其他費用之數額有爭執時，受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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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將有爭執之數額提存，請求運送物之交付。
ௐ̱ѺαȈˣ୧ 受貨人受領運送物並支付運
費及其他費用不為保留者，運送人之責任消
滅。
運送物內部有喪失或毀損不易發見者，以
受貨人於受領運送物後，十日內將其喪失或
毀損通知於運送人為限，不適用前項之規定。
運送物之喪失或毀損，如運送人以詐術隱
蔽，或因其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運送人
不得主張前二項規定之利益。
ௐ̱ѺαȈ˝୧ 運送人交與託運人之提單或
其他文件上，有免除或限制運送人責任之記
載者，除能證明託運人對於其責任之免除或
限制明示同意外，不生效力。
ௐ̱Ѻ̣Ȉ୧ 受貨人所在不明或對運送物受
領遲延或有其他交付上之障礙時，運送人應
即通知託運人，並請求其指示。
如託運人未即為指示，或其指示事實上不
能實行，或運送人不能繼續保管運送物時，
運送人得以託運人之費用，寄存運送物於倉
庫。
運送物如有不能寄存於倉庫之情形，或有
易於腐壞之性質或顯見其價值不足抵償運費
及其他費用時，運送人得拍賣之。
運送人於可能之範圍內，應將寄存倉庫或
拍賣之事情，通知託運人及受貨人。
ௐ̱Ѻ̣Ȉ˘୧ 前條之規定，於受領權之歸
屬有訴訟，致交付遲延者適用之。
ௐ̱Ѻ̣Ȉ˟୧ 運送人得就拍賣代價中，扣
除拍賣費用、運費及其他費用，並應將其餘
額交付於應得之人，如應得之人所在不明
者，應為其利益提存之。
ௐ̱Ѻ̣Ȉˬ୧ 運送物由數運送人相繼運送
者，其最後之運送人，就運送人全體應得之
運費及其他費用，得行使第六百四十七條、
第六百五十條及第六百五十二條所定之權
利。

第三款 旅客運送
ௐ̱Ѻ̣Ȉα୧ 旅客運送人對於旅客因運送
所受之傷害及運送之遲到應負責任。但因旅
客之過失，或其傷害係因不可抗力所致者，
不在此限。
運送之遲到係因不可抗力所致者，旅客運
送人之責任，除另有交易習慣者外，以旅客
因遲到而增加支出之必要費用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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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Ị̏୧ 行李及時交付運送人者，應
於旅客達到時返還之。
ௐ̱Ѻ̣Ȉ̱୧ 旅客於行李到達後一個月內
不取回行李時，運送人得定相當期間催告旅
客取回，逾期不取回者，運送人得拍賣之。
旅客所在不明者，得不經催告逕予拍賣。
行李有易於腐壞之性質者，運送人得於到
達後，經過二十四小時，拍賣之。
第六百五十二條之規定，於前二項情形準
用之。
ௐ̱Ѻ̣Ȉ˛୧ 運送人對於旅客所交託之行
李，縱不另收運費，其權利義務，除本款另
有規定外，適用關於物品運送之規定。
ௐ̱Ѻ̣Ȉˣ୧ 運送人對於旅客所未交託之
行李，如因自己或其受僱人之過失，致有喪
失或毀損者，仍負責任。
ௐ̱Ѻ̣Ȉ˝୧ 運送人交與旅客之票、收據
或其他文件上，有免除或限制運送人責任之
記載者，除能證明旅客對於其責任之免除或
限制明示同意外，不生效力。

ௐȈ˛༼! ٚឦྻਖ਼!
ௐ̱Ѻ̱Ȉ୧ 稱承攬運送人者，謂以自己之
名義，為他人之計算，使運送人運送物品而
受報酬為營業之人。
承攬運送，除本節有規定外，準用關於行
紀之規定。
ௐ̱Ѻ̱Ȉ˘୧ 承攬運送人，對於託運物品
之喪失、毀損或遲到，應負責任。但能證明
其於物品之接收保管、運送人之選定、在目
的地之交付，及其他與承攬運送有關之事
項，未怠於注意者，不在此限。
ௐ̱Ѻ̱Ȉ˟୧ 承攬運送人為保全其報酬及
墊款得受清償之必要，按其比例，對於運送
物有留置權。
ௐ̱Ѻ̱Ȉˬ୧ 承攬運送人，除契約另有訂
定外，得自行運送物品。如自行運送，其權
利義務，與運送人同。
ௐ̱Ѻ̱Ȉα୧ 就運送全部約定價額，或承
攬運送人填發提單於委託人者，視為承攬人
自己運送，不得另行請求報酬。
ௐ̱Ѻ̱Ị̏୧ 第六百三十一條、第六百三
十五條及第六百三十八條至第六百四十條之
規定，於承攬運送準用之。
ௐ̱Ѻ̱Ȉ̱୧ 對於承攬運送人因運送物之
喪失、毀損或遲到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自運送物交付或應交付之時起，一年間不行
使而消滅。

ௐȈˣ༼! Ъူ!
ௐ̱Ѻ̱Ȉ˛୧ 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
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契約。
前項出資，得為金錢或其他財產權，或以
勞務、信用或其他利益代之。
金錢以外之出資，應估定價額為其出資
額。未經估定者，以他合夥人之平均出資額
視為其出資額。
ௐ̱Ѻ̱Ȉˣ୧ 各合夥人之出資及其他合夥
財產，為合夥人全體之公同共有。
ௐ̱Ѻ̱Ȉ˝୧ 合夥人除有特別訂定外，無
於約定出資之外增加出資之義務。因損失而
致資本減少者，合夥人無補充之義務。
ௐ̱Ѻ˛Ȉ୧ 合夥之決議，應以合夥人全體
之同意為之。
前項決議，合夥契約約定得由合夥人全體
或一部之過半數決定者，從其約定。但關於
合夥契約或其事業種類之變更，非經合夥人
全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不得為之。
ௐ̱Ѻ˛Ȉ˘୧ 合夥之事務，除契約另有訂
定或另有決議外，由合夥人全體共同執行之。
合夥之事務，如約定或決議由合夥人中數
人執行者，由該數人共同執行之。
合夥之通常事務，得由有執行權之各合夥
人單獨執行之。但其他有執行權之合夥人中
任何一人，對於該合夥人之行為有異議時，
應停止該事務之執行。
ௐ̱Ѻ˛Ȉ˟୧ 合夥人執行合夥之事務，應
與處理自己事務為同一注意。其受有報酬
者，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為之。
ௐ̱Ѻ˛Ȉˬ୧ 合夥之決議，其有表決權之
合夥人，無論其出資之多寡，推定每人僅有
一表決權。
ௐ̱Ѻ˛Ȉα୧ 合夥人中之一人或數人，依
約定或決議執行合夥事務者，非有正當事由
不得辭任。
前項執行合夥事務之合夥人，非經其他合
夥人全體之同意，不得將其解任。
ௐ̱Ѻ˛Ị̏୧ 無執行合夥事務權利之合夥
人，縱契約有反對之訂定，仍得隨時檢查合
夥之事務及其財產狀況，並得查閱賬簿。
ௐ̱Ѻ˛Ȉ̱୧ 合夥之決算及分配利益，除
契約另有訂定外，應於每屆事務年度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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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ௐ̱Ѻ˛Ȉ˛୧ 分配損益之成數，未經約定
者，按照各合夥人出資額之比例定之。
僅就利益或僅就損失所定之分配成數，視
為損益共通之分配成數。
以勞務為出資之合夥人，除契約另有訂定
外，不受損失之分配。
ௐ̱Ѻ˛Ȉˣ୧ 合夥人因合夥事務所支出之
費用，得請求償還。
合夥人執行合夥事務，除契約另有訂定
外，不得請求報酬。
ௐ̱Ѻ˛Ȉ˝୧ 合夥人依約定或決議執行合
夥事務者，於執行合夥事務之範圍內，對於
第三人，為他合夥人之代表。
ௐ̱ѺˣȈ୧ 第五百三十七條至第五百四十
六條關於委任之規定，於合夥人之執行合夥
事務準用之。
ௐ̱ѺˣȈ˘୧ 合夥財產不足清償合夥之債
務時，各合夥人對於不足之額，連帶負其責
任。
ௐ̱ѺˣȈ˟୧ 合夥人於合夥清算前，不得
請求合夥財產之分析。
對於合夥負有債務者，不得以其對於任何
合夥人之債權與其所負之債務抵銷。
ௐ̱ѺˣȈˬ୧ 合夥人非經他合夥人全體之
同意，不得將自己之股分轉讓於第三人。但
轉讓於他合夥人者，不在此限。
ௐ̱ѺˣȈα୧ 合夥人之債權人，於合夥存
續期間內，就該合夥人對於合夥之權利，不
得代位行使。但利益分配請求權，不在此
限。
ௐ̱ѺˣỊ̏୧ 合夥人之債權人，就該合夥
人之股份，得聲請扣押。
前項扣押實施後兩個月內，如該合夥人未
對於債權人清償或提供相當之擔保者，自扣
押時起，對該合夥人發生退夥之效力。
ௐ̱ѺˣȈ̱୧ 合夥未定有存續期間，或經
訂明以合夥人中一人之終身，為其存續期間
者，各合夥人得聲明退夥，但應於兩個月前
通知他合夥人。
前項退夥，不得於退夥有不利於合夥事務
之時期為之。
合夥縱定有存續期間，如合夥人有非可歸
責於自己之重大事由，仍得聲明退夥，不受
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ௐ̱ѺˣȈ˛୧ 合夥人除依前二條規定退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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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因下列事項之一而退夥：
一、合夥人死亡者。但契約訂明其繼承人得
繼承者，不在此限。
二、合夥人受破產或監護之宣告者。
三、合夥人經開除者。
ௐ̱ѺˣȈˣ୧ 合夥人之開除，以有正當理
由為限。
前項開除，應以他合夥人全體之同意為
之，並應通知被開除之合夥人。
ௐ̱ѺˣȈ˝୧ 退夥人與他合夥人間之結
算，應以退夥時合夥財產之狀況為準。
退夥人之股分，不問其出資之種類，得由
合夥以金錢抵還之。
合夥事務，於退夥時尚未了結者，於了結
後計算，並分配其損益。
ௐ̱Ѻ˝Ȉ୧ 合夥人退夥後，對於其退夥前
合夥所負之債務，仍應負責。
ௐ̱Ѻ˝Ȉ˘୧ 合夥成立後，非經合夥人全
體之同意，不得允許他人加入為合夥人。
加入為合夥人者，對於其加入前合夥所負
之債務，與他合夥人負同一之責任。
ௐ̱Ѻ˝Ȉ˟୧ 合夥因左列事項之一而解
散：
一、合夥存續期限屆滿者。
二、合夥人全體同意解散者。
三、合夥之目的事業已完成或不能完成者。
ௐ̱Ѻ˝Ȉˬ୧ 合夥所定期限屆滿後，合夥
人仍繼續其事務者，視為以不定期限繼續合
夥契約。
ௐ̱Ѻ˝Ȉα୧ 合夥解散後，其清算由合夥
人全體或由其所選任之清算人為之。
前項清算人之選任，以合夥人全體之過半
數決之。
ௐ̱Ѻ˝Ị̏୧ 數人為清算人時，關於清算
之決議，應以過半數行之。
ௐ̱Ѻ˝Ȉ̱୧ 以合夥契約，選任合夥人中
一人或數人為清算人者，適用第六百七十四
條之規定。
ௐ̱Ѻ˝Ȉ˛୧ 合夥財產，應先清償合夥之
債務。其債務未至清償期，或在訴訟中者，
應將其清償所必需之數額，由合夥財產中劃
出保留之。
依前項清償債務，或劃出必需之數額後，
其賸餘財產應返還各合夥人金錢或其他財產
權之出資。
金錢以外財產權之出資，應以出資時之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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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返還之。
者。
為清償債務及返還合夥人之出資，應於必
六、營業之廢止或轉讓者。
要限度內，將合夥財產變為金錢。
ௐ˛Ѻ˝୧ 隱名合夥契約終止時，出名營
ௐ̱Ѻ˝Ȉˣ୧ 合夥財產不足返還各合夥人
業人，應返還隱名合夥人之出資及給與其應
之出資者，按照各合夥人出資額之比例返還
得之利益。但出資因損失而減少者，僅返還
之。
其餘存額。
ௐ̱Ѻ˝Ȉ˝୧ 合夥財產，於清償合夥債務
ௐȈ˝༼̝˘!!Ъົ!
及返還各合夥人出資後，尚有賸餘者，按各
ௐ˛Ѻ˝୧̝˘ 稱合會者，謂由會首邀集
合夥人應受分配利益之成數分配之。
二人以上為會員，互約交付會款及標取合會
ௐȈ˝༼! ᔳЩЪူ!
金之契約。其僅由會首與會員為約定者，亦
ௐ˛Ѻ୧ 稱隱名合夥者，謂當事人約定，一
成立合會。
方對於他方所經營之事業出資，而分受其營
前項合會金，係指會首及會員應交付之全
業所生之利益，及分擔其所生損失之契約。
部會款。
ௐ˛Ѻ˘୧ 隱名合夥，除本節有規定者
會款得為金錢或其他代替物。
外，準用關於合夥之規定。
ௐ˛Ѻ˝୧̝˟! 會首及會員，以自然人為
ௐ˛Ѻ˟୧ 隱名合夥人之出資，其財產權
限。
移屬於出名營業人。
會首不得兼為同一合會之會員。
ௐ˛Ѻˬ୧ 隱名合夥人，僅於其出資之限
無行為能力人及限制行為能力人不得為會
度內，負分擔損失之責任。
首，亦不得參加其法定代理人為會首之合會。
ௐ˛Ѻα୧ 隱名合夥之事務，專由出名營 ௐ˛Ѻ˝୧̝ˬ 合會應訂立會單，記載左
業人執行之。
列事項：
隱名合夥人就出名營業人所為之行為，對
一、會首之姓名、住址及電話號碼。
於第三人不生權利義務之關係。
二、全體會員之姓名、住址及電話號碼。
ௐ˛Ѻ̣୧ 隱名合夥人如參與合夥事務之
三、每一會份會款之種類及基本數額。
執行，或為參與執行之表示，或知他人表示
四、起會日期。
其參與執行而不否認者，縱有反對之約定，
五、標會期日。
對於第三人，仍應負出名營業人之責任。
六、標會方法。
ௐ˛Ѻ̱୧ 隱名合夥人，縱有反對之約
七、出標金額有約定其最高額或最低額之限
定，仍得於每屆事務年度終，查閱合夥之賬
制者，其約定。
簿，並檢查其事務及財產之狀況。
前項會單，應由會首及全體會員簽名，記明
如有重大事由，法院因隱名合夥人之聲
年月日，由會首保存並製作繕本，簽名後交每
請，得許其隨時為前項之查閱及檢查。
一會員各執一份。
ௐ˛Ѻ˛୧ 出名營業人，除契約另有訂定
會員已交付首期會款者，雖未依前二項規定
外，應於每屆事務年度終，計算營業之損益， 訂立會單，其合會契約視為已成立。
其應歸隱名合夥人之利益，應即支付之。
ௐ˛Ѻ˝୧̝α 標會由會首主持，依約定
應歸隱名合夥人之利益而未支取者，除另
之期日及方法為之。其場所由會首決定並應
有約定外，不得認為出資之增加。
先期通知會員。
ௐ˛Ѻˣ୧ 除依第六百八十六條之規定得
會首因故不能主持標會時，由會首指定或
聲明退夥外，隱名合夥契約，因下列事項之
到場會員推選之會員主持之。
一而終止：
ௐ˛Ѻ˝୧̝̣ 首期合會金不經投標，由
一、存續期限屆滿者。
會首取得，其餘各期由得標會員取得。
二、當事人同意者。
ௐ˛Ѻ˝୧̝̱ 每期標會，每一會員僅得
三、目的事業已完成或不能完成者。
出標一次，以出標金額最高者為得標。最高
四、出名營業人死亡或受監護之宣告者。
金額相同者，以抽籤定之。但另有約定者，
五、出名營業人或隱名合夥人受破產之宣告
依其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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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出標時，除另有約定外，以抽籤定其
得標人。
每一會份限得標一次。
ௐ˛Ѻ˝୧̝˛ 會員應於每期標會後三日
內交付會款。
會首應於前項期限內，代得標會員收取會
款，連同自己之會款，於期滿之翌日前交付
得標會員。逾期未收取之會款，會首應代為
給付。
會首依前項規定收取會款，在未交付得標
會員前，對其喪失、毀損，應負責任。但因
可歸責於得標會員之事由致喪失、毀損者，
不在此限。
會首依第二項規定代為給付後，得請求未
給付之會員附加利息償還之。
ௐ˛Ѻ˝୧̝ˣ 會首非經會員全體之同
意，不得將其權利及義務移轉於他人。
會員非經會首及會員全體之同意，不得退
會，亦不得將自己之會份轉讓於他人。
ௐ˛Ѻ˝୧̝˝ 因會首破產、逃匿或有其
他事由致合會不能繼續進行時，會首及已得
標會員應給付之各期會款，應於每屆標會期
日平均交付於未得標之會員。但另有約定
者，依其約定。
會首就已得標會員依前項規定應給付之各
期會款，負連帶責任。
會首或已得標會員依第一項規定應平均交
付於未得標會員之會款遲延給付，其遲付之
數額已達兩期之總額時，該未得標會員得請
求其給付全部會款。
第一項情形，得由未得標之會員共同推選
一人或數人處理相關事宜。

ௐ˟Ȉ༼! ϯᙋ!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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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而交付指示證券者，其債務於被指示人
為給付時消滅。
前項情形，債權人受領指示證券者，不得
請求指示人就原有債務為給付。
但於指示證券所定期限內，其未定期限者
於相當期限內，不能由被指示人領取給付
者，不在此限。
債權人不願由其債務人受領指示證券者，
應即時通知債務人。
ௐ˛ѺȈˬ୧ 被指示人雖對於指示人負有債
務，無承擔其所指示給付或為給付之義務。
已向領取人為給付者，就其給付之數額，對
於指示人，免其債務。
ௐ˛ѺȈα୧ 被指示人對於指示證券拒絕承
擔或拒絕給付者，領取人應即通知指示人。
ௐ˛ѺỊ̏୧ 指示人於被指示人，未向領取
人承擔所指示之給付或為給付前得撤回其指
示證券。其撤回應向被指示人以意思表示為
之。
指示人於被指示人未承擔或給付前，受破
產宣告者，其指示證券，視為撤回。
ௐ˛ѺȈ̱୧ 領取人得將指示證券讓與第三
人。但指示人於指示證券有禁止讓與之記載
者，不在此限。
前項讓與，應以背書為之。
被指示人對於指示證券之受讓人已為承擔
者，不得以自己與領取人間之法律關係所生
之事由，與受讓人對抗。
ௐ˛ѺȈ˛୧ 指示證券領取人或受讓人，對
於被指示人因承擔所生之請求權，自承擔之
時起，三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ௐ˛ѺȈˣ୧ 指示證券遺失、被盜或滅失
者，法院得因持有人之聲請，依公示催告之
程序，宣告無效。

ௐ˛ѺȈ୧ 稱指示證券者，謂指示他人將金
ௐ˟Ȉ˘༼! Щᙋ!ד
錢、有價證券或其他代替物給付第三人之證
ௐ˛ѺȈ˝୧ 稱無記名證券者，謂持有人對
券。
於發行人，得請求其依所記載之內容為給付
前項為指示之人，稱為指示人。被指示之
之證券。
他人，稱為被指示人。受給付之第三人，稱
ௐ˛Ѻ˟Ȉ୧ 無記名證券發行人，於持有人
為領取人。
提示證券時，有為給付之義務。但知持有人
ௐ˛ѺȈ˘୧ 被指示人向領取人承擔所指示
就證券無處分之權利或受有遺失被盜或滅失
之給付者，有依證券內容而為給付之義務。
之通知者，不得為給付。
前項情形，被指示人僅得以本於指示證券
發行人依前項規定已為給付者，雖持有人
之內容，或其與領取人間之法律關係所得對
就證券無處分之權利，亦免其債務。
抗領取人之事由，對抗領取人。
ௐ˛ѺȈ˟୧ 指示人為清償其對於領取人之 ௐ˛Ѻ˟Ȉ୧̝˘ 無記名證券持有人向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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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遺失、被盜或滅失之通知後，未於五日
內提出已為聲請公示催告之證明者，其通知
失其效力。
前項持有人於公示催告程序中，經法院通
知有第三人申報權利而未於十日內向發行人
提出已為起訴之證明者，亦同。
ௐ˛Ѻ˟Ȉ˘୧ 無記名證券發行人，其證券
雖因遺失、被盜或其他非因自己之意思而流
通者，對於善意持有人，仍應負責。
無記名證券，不因發行在發行人死亡或喪
失能力後，失其效力。
ௐ˛Ѻ˟Ȉ˟୧ 無記名證券發行人，僅得以
本於證券之無效、證券之內容或其與持有人
間之法律關係所得對抗持有人之事由，對抗
持有人。但持有人取得證券出於惡意者，發
行人並得以對持有人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
對抗之。
ௐ˛Ѻ˟Ȉˬ୧ 無記名證券持有人請求給付
時，應將證券交還發行人。
發行人依前項規定收回證券時，雖持有人
就該證券無處分之權利，仍取得其證券之所
有權。
ௐ˛Ѻ˟Ȉα୧ 無記名證券，因毀損或變形
不適於流通，而其重要內容及識別、記號仍
可辨認者，持有人得請求發行人，換給新無
記名證券。
前項換給證券之費用，應由持有人負擔。
但證券為銀行兌換券或其他金錢兌換券者，
其費用應由發行人負擔。
ௐ˛Ѻ˟Ị̏୧ 無記名證券遺失、被盜或滅
失者，法院得因持有人之聲請，依公示催告
之程序，宣告無效。
前項情形，發行人對於持有人，應告知關
於實施公示催告之必要事項，並供給其證明
所必要之材料。
ௐ˛Ѻ˟Ȉ̱୧ 無記名證券定有提示期間
者，如法院因公示催告聲請人之聲請，對於
發行人為禁止給付之命令時，停止其提示期
間之進行。
前項停止，自聲請發前項命令時起，至公
示催告程序終止時止。
ௐ˛Ѻ˟Ȉ˛୧ 利息、年金、及分配利益之
無記名證券，有遺失、被盜、或滅失而通知
於發行人者，如於法定關於定期給付之時效
期間屆滿前，未有提示，為通知之持有人得
向發行人請求給付該證券所記載之利息、年

金、或應分配之利益。但自時效期間屆滿後，
經過一年者，其請求權消滅。
如於時效期間屆滿前，由第三人提示該項
證券者，發行人應將不為給付之情事，告知
該第三人。並於該第三人與為通知之人合意
前，或於法院為確定判決前，應不為給付。
ௐ˛Ѻ˟Ȉˣ୧ 無利息見票即付之無記名證
券，除利息、年金及分配利益之證券外，不
適用第七百二十條第一項但書及第七百二十
五條之規定。

ௐ˟Ȉ˟༼! ֗ؠഇ!ܛ
ௐ˛Ѻ˟Ȉ˝୧ 稱終身定期金契約者，謂當
事人約定，一方於自己或他方或第三人生存
期內，定期以金錢給付他方或第三人之契約。
ௐ˛ѺˬȈ୧ 終身定期金契約之訂立，應以
書面為之。
ௐ˛ѺˬȈ˘୧ 終身定期金契約，關於期間
有疑義時，推定其為於債權人生存期內，按
期給付。
契約所定之金額有疑義時，推定其為每年
應給付之金額。
ௐ˛ѺˬȈ˟୧ 終身定期金，除契約另有訂
定外，應按季預行支付。
依其生存期間而定終身定期金之人，如在
定期金預付後，該期屆滿前死亡者，定期金
債權人取得該期金額之全部。
ௐ˛ѺˬȈˬ୧ 因死亡而終止定期金契約
者，如其死亡之事由，應歸責於定期金債務
人時，法院因債權人或其繼承人之聲請，得
宣告其債權在相當期限內仍為存續。
ௐ˛ѺˬȈα୧ 終身定期金之權利，除契約
另有訂定外，不得移轉。
ௐ˛ѺˬỊ̏୧ 本節之規定，於終身定期金
之遺贈準用之。

ௐ˟Ȉˬ༼! ྋ!
ௐ˛ѺˬȈ̱୧ 稱和解者，謂當事人約定，
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契
約。
ௐ˛ѺˬȈ˛୧ 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
利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契約所訂明權利
之效力。
ௐ˛ѺˬȈˣ୧ 和解不得以錯誤為理由撤銷
之。但有左列事項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和解所依據之文件，事後發見為偽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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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造，而和解當事人若知其為偽造或變
造，即不為和解者。
二、和解事件，經法院確定判決，而為當事
人雙方或一方於和解當時所不知者。
三、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當事人之資格
或對於重要之爭點有錯誤，而為和解者。

ௐ˟Ȉα༼!!ܲ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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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者，有左列各款情形之一時，得向主債
務人請求除去其保證責任：
一、主債務人之財產顯形減少者。
二、保證契約成立後，主債務人之住所、營
業所或居所有變更，致向其請求清償發
生困難者。
三、主債務人履行債務遲延者。
四、債權人依確定判決得令保證人清償者。
主債務未屆清償期者，主債務人得提出相當
擔保於保證人，以代保證責任之除去。
ௐ˛Ѻ̣Ȉ˘୧ 債權人拋棄為其債權擔保之
物權者，保證人就債權人所拋棄權利之限度
內，免其責任。
ௐ˛Ѻ̣Ȉ˟୧ 約定保證人僅於一定期間內
為保證者，如債權人於其期間內，對於保證
人不為審判上之請求，保證人免其責任。
ௐ˛Ѻ̣Ȉˬ୧ 保證未定期間者，保證人於
主債務清償期屆滿後，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
當期限，催告債權人於其期限內，向主債務
人為審判上之請求。
債權人不於前項期限內向主債務人為審判
上之請求者，保證人免其責任。
ௐ˛Ѻ̣Ȉˬ୧̝˘ 因擔任法人董事、監察
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而為該法人擔任保證
人者，僅就任職期間法人所生之債務負保證
責任。
ௐ˛Ѻ̣Ȉα୧ 就連續發生之債務為保證而
未定有期間者，保證人得隨時通知債權人終
止保證契約。
前項情形，保證人對於通知到達債權人後
所發生主債務人之債務，不負保證責任。
ௐ˛Ѻ̣Ị̏୧ 就定有期限之債務為保證
者，如債權人允許主債務人延期清償時，保
證人除對於其延期已為同意外，不負保證責
任。
ௐ˛Ѻ̣Ȉ̱୧ 委任他人以該他人之名義及
其計算，供給信用於第三人者，就該第三人
因受領信用所負之債務，對於受任人，負保
證責任。

ௐ˛ѺˬȈ˝୧ 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
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不履行債務時，由其代
負履行責任之契約。
ௐ˛ѺˬȈ˝୧̝˘ 本節所規定保證人之權
利，除法律另有規定外，不得預先拋棄。
ௐ˛ѺαȈ୧ 保證債務，除契約另有訂定
外，包含主債務之利息、違約金、損害賠償
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
ௐ˛ѺαȈ˘୧ 保證人之負擔，較主債務人
為重者，應縮減至主債務之限度。
ௐ˛ѺαȈ˟୧ 主債務人所有之抗辯，保證
人得主張之。
主債務人拋棄其抗辯者，保證人仍得主張
之。
ௐ˛ѺαȈ˟୧̝˘ 保證人得以主債務人對
於債權人之債權，主張抵銷。
ௐ˛ѺαȈˬ୧ 保證人對於因行為能力之欠
缺而無效之債務，如知其情事而為保證者，
其保證仍為有效。
ௐ˛ѺαȈα୧! 主債務人就其債之發生原因
之法律行為有撤銷權者，保證人對於債權
人，得拒絕清償。
ௐ˛ѺαỊ̏୧ 保證人於債權人未就主債務
人之財產強制執行而無效果前，對於債權人
得拒絕清償。
ௐ˛ѺαȈ̱୧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保
證人不得主張前條之權利：
一、保證人拋棄前條之權利。
二、主債務人受破產宣告。
三、主債務人之財產不足清償其債務。
ௐ˛ѺαȈ˛୧ 向主債務人請求履行，及為
其他中斷時效之行為，對於保證人亦生效力。
ௐ˟Ȉα༼̝˘! ˠְܲᙋ
ௐ˛ѺαȈˣ୧ 數人保證同一債務者，除契
ௐ˛Ѻ̣Ȉ̱୧̝˘
稱人事保證者，謂當事
約另有訂定外，應連帶負保證責任。
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受僱人將來因職務上
ௐ˛ѺαȈ˝୧ 保證人向債權人為清償後，
之行為而應對他方為損害賠償時，由其代負
於其清償之限度內，承受債權人對於主債務
賠償責任之契約。
人之債權。但不得有害於債權人之利益。
前項契約，應以書面為之。
ௐ˛Ѻ̣Ȉ୧ 保證人受主債務人之委任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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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Ȉ̱୧̝˟ 人事保證之保證人，以
僱用人不能依他項方法受賠償者為限，負其
責任。
保證人依前項規定負賠償責任時，除法律
另有規定或契約另有訂定外，其賠償金額以
賠償事故發生時，受僱人當年可得報酬之總
額為限。
ௐ˛Ѻ̣Ȉ̱୧̝ˬ 人事保證約定之期間，
不得逾三年。逾三年者，縮短為三年。
前項期間，當事人得更新之。
人事保證未定期間者，自成立之日起有效
期間為三年。
ௐ˛Ѻ̣Ȉ̱୧̝α 人事保證未定期間者，
保證人得隨時終止契約。
前項終止契約，應於三個月前通知僱用
人。但當事人約定較短之期間者，從其約
定。
ௐ˛Ѻ̣Ȉ̱୧̝̣ 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僱
用人應即通知保證人：
一、僱用人依法得終止僱傭契約，而其終止
事由有發生保證人責任之虞者。
二、受僱人因職務上之行為而應對僱用人負
損害賠償責任，並經僱用人向受僱人行
使權利者。
三、僱用人變更受僱人之職務或任職時間、
地點，致加重保證人責任或使其難於注
意者。
保證人受前項通知者，得終止契約。保證人
知有前項各款情形者，亦同。
ௐ˛Ѻ̣Ȉ̱୧̝̱ 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法
院得減輕保證人之賠償金額或免除之：
一、有前條第一項各款之情形而僱用人不即通
知保證人者。
二、僱用人對受僱人之選任或監督有疏懈者。
ௐ˛Ѻ̣Ȉ̱୧̝˛ 人事保證關係因左列事
由而消滅：
一、保證之期間屆滿。
二、保證人死亡、破產或喪失行為能力。
三、受僱人死亡、破產或喪失行為能力。
四、受僱人之僱傭關係消滅。
ௐ˛Ѻ̣Ȉ̱୧̝ˣ 僱用人對保證人之請求
權，因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ௐ˛Ѻ̣Ȉ̱୧̝˝ 人事保證，除本節有規
定者外，準用關於保證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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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並自中華民國 19 年 5 月 5 日施行
中華民國 88 年 4 月 21 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800085150 號令修正公布全文 36 條；並自中華
民國 89 年 5 月 5 日施行
中華民國 89 年 5 月 5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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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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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୧ 民法債編施行前發生之債，除本施行
法有特別規定外，不適用民法債編之規定；
其在修正施行前發生者，除本施行法有特別
規定外，亦不適用修正施行後之規定。
ௐ˟୧ 民法債編施行前，依民法債編之規
定，消滅時效業已完成，或其時效期間尚有
殘餘不足一年者，得於施行之日起，一年內
行使請求權。但自其時效完成後，至民法債
編施行時，已逾民法債編所定時效期間二分
之一者，不在此限。
依民法債編之規定，消滅時效，不滿一年
者，如在施行時，尚未完成，其時效自施行
日起算。
ௐˬ୧ 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之法定消滅時效
已完成者，其時效為完成。
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之法定消滅時效，其
期間較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後所定為長者，適
用修正施行前之規定。但其殘餘期間自民法
債編修正施行日起算，較民法債編修正施行
後所定期間為長者，應自施行日起，適用民
法債編修正施行後之規定。
ௐα୧ 前二條之規定，於民法債編所定，無
時效性質之法定期間，準用之。
ௐ̣୧ 修正之民法第一百六十四條之規定，
於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成立之懸賞廣告，亦
適用之。
ௐ̱୧ 修正之民法第一百六十五條第二項之
規定，於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所為之廣告定
有完成行為之期間者，亦適用之。
ௐ˛୧ 修正之民法第一百六十五條之一至第
一百六十五條之四之規定，於民法債編修正
施行前成立之優等懸賞廣告，亦適用之。
ௐˣ୧ 修正之民法第一百八十七條第三項之
規定，於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無行為能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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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限制行為能力人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者，
亦適用之。
ௐ˝୧ 修正之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之規定，
於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不法侵害他人信
用、隱私、貞操，或不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
或基於父、母、子、女、配偶關係之身分法
益而情節重大者，亦適用之。
ௐȈ୧ 民法第二百零四條之規定，於民法債
編施行前，所約定之利率，逾週年百分之十
二者，亦適用之。
ௐȈ˘୧! 民法債編施行前，發生之利息債
務，於施行時尚未履行者，亦依民法債編之
規定，定其數額。但施行時未付之利息總額
已超過原本者，仍不得過一本一利。
ௐȈ˟୧ 修正之民法第二百十三條第三項之
規定，於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因負損害賠償
責任而應回復原狀者，亦適用之。
ௐȈˬ୧ 修正之民法第二百十六條之一之規
定，於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發生之債，亦適
用之。
ௐȈα୧ 民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
及第二百十八條之規定，於民法債編施行
前，負損害賠償義務者，亦適用之。
修正之民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三項之規定，
於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被害人之代理人或使
用人與有過失者，亦適用之。
ௐỊ̏୧ 修正之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之
規定，於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發生之債，亦
適用之。
ௐȈ̱୧ 民法債編施行前發生之債務，至施
行後不履行時，依民法債編之規定，負不履
行之責任。
前項規定，於債權人拒絕受領或不能受領
時，準用之。
ௐȈ˛୧ 修正之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一之
規定，於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訂定之契約，
亦適用之。
ௐȈˣ୧ 民法第二百五十條至第二百五十三
條之規定，於民法債編施行前約定之違約
金，亦適用之。
ௐȈ˝୧ 民法第三百零八條之公認證書，由
債權人作成，聲請債務履行地之公證人、警
察機關、商業團體或自治機關蓋印簽名。
ௐ˟Ȉ୧ 民法第三百十八條之規定，於民法
債編施行前所負債務，亦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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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之民法第三百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
證，亦適用之。
於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所負債務，並適用之。 ௐˬȈα୧ 修正之民法第七百四十二條之一
ௐ˟Ȉ˘୧ 民法債編施行前之債務，亦得依
之規定，於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成立之保
民法債編之規定為抵銷。
證，亦適用之。
ௐ˟Ȉ˟୧ 民法債編施行前，所定買回契約定 ௐˬỊ̏୧ 新增第二十四節之一之規定，除
有期限者，依其期限，但其殘餘期限，自施
第七百五十六條之二第二項外，於民法債編
行日起算，較民法第三百八十條所定期限為
修正施行前成立之人事保證，亦適用之。
長者，應自施行日起，適用民法第三百八十 ௐˬȈ̱୧ 本施行法自民法債編施行之日施
條之規定，如買回契約未定期限者，自施行
行。
日起，不得逾五年。
中華民國八十八年四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
ௐ˟Ȉˬ୧ 修正之民法第四百二十二條之一
之民法債編修正條文及本施行法修正條文，
之規定，於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租用基地建
自八十九年五月五日施行。但民法第一百六
築房屋者，亦適用之。
十六條之一施行日期，由行政院會同司法院
ௐ˟Ȉα୧ 民法債編施行前所定之租賃契
另定之。
約，於施行後其效力依民法債編之規定。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民
前項契約，訂有期限者，依其期限，但其
法第六百八十七條及第七百零八條，自九十
殘餘期限，自施行日起算，較民法第四百四
八年十一月二十三日施行。
十九條所規定之期限為長者，應自施行日
起，適用民法第四百四十九條之規定。
ௐ˟Ị̏୧ 修正之民法第四百六十五條之一
之規定，於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成立之使用
借貸預約，亦適用之。
ௐ˟Ȉ̱୧! 修正之民法第四百七十五條之一
之規定，於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成立之消費
借貸預約，亦適用之。
ௐ˟Ȉ˛୧ 修正之民法第四百九十五條第二
項之規定，於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成立之承
攬契約，亦適用之。
ௐ˟Ȉˣ୧ 民法債編所定之拍賣，在拍賣法
未公布施行前，得照市價變賣，但應經公證
人、警察機關、商業團體或自治機關之證
明。
ௐ˟Ȉ˝୧ 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成立之旅
遊，其未終了部分自修正施行之日起，適用
修正之民法債編關於旅遊之規定。
ௐˬȈ୧ 修正之民法第六百十八條之一之規
定，於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遺失、被盜或滅
失之倉單，亦適用之。
ௐˬȈ˘୧ 修正之民法第六百二十九條之一
之規定，於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遺失、被盜
或滅失之提單，亦適用之。
ௐˬȈ˟୧ 修正之民法第七百二十二條之規
定，於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取得證券出於惡
意之無記名證券持有人，亦適用之。
ௐˬȈˬ୧ 修正之民法第七百三十九條之一
之規定，於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成立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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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中華民國 18 年 11 月 30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物權
編全文 210 條；並自中華民國 19 年 5 月 5 日施行
中華民國 84 年 1 月 16 日總統（84）華總（一）義
字第 0195 號令修正公布第 94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年 1 月 2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18501 號令修正公布第 757～759、764、
767～772、774、775、777～782、784～790、792
～794、796～800、802～807、810、816、818、
820、822～824、827、828、830 條條文；增訂第
759-1、768-1、796-1、796-2、799-1、799-2、800-1、
805-1、807-1、824-1、826-1 條條文；刪除第 760
條條文；並自公布後六個月施行
中 華 民 國 99 年 2 月 3 日 總 統華 總 一義 字第
09900022461 號令修正公布第 800-1、832、834
～836、838～841、851～857、859、882、911、
913、915、917～921、925、927、941～945、948
～954、956、959、965 條條文及第五章章名；
增訂第 833-1、833-2、835-1、836-1～836-3、
838-1、841-1～841-6、850-1～850-9、851-1、
855-1、859-1～859-5、917-1、922-1、924-1、
924-2、951-1、963-1 條文及第三章第一節節名、
第三章第二節節名、第四章之一章名；刪除第
833、842～850、858、914 條條文及第四章章名；
並自公布後 6 個月施行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1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100138141 號令修正公布第 805、805-1 條條文；
並自公布後六個月施行

ௐˬበ! ۏᝋ
ௐ˘ౢ! ఼!
ௐ˛Ѻ̣Ȉ˛୧ 物權除依法律或習慣外，不
得創設。
ௐ˛Ѻ̣Ȉˣ୧ 不動產物權，依法律行為而
取得、設定、喪失及變更者，非經登記，不
生效力。
前項行為，應以書面為之。
ௐ˛Ѻ̣Ȉ˝୧ 因繼承、強制執行、徵收、
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律行為，於登記前
已取得不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
其物權。
ௐ˛Ѻ̣Ȉ˝୧̝˘ 不動產物權經登記者，
推定登記權利人適法有此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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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信賴不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
律行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其變動之效
力，不因原登記物權之不實而受影響。
ௐ˛Ѻ̱Ȉ୧ （刪除）
ௐ˛Ѻ̱Ȉ˘୧ 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
交付，不生效力。但受讓人已占有動產者，
於讓與合意時，即生效力。
讓與動產物權，而讓與人仍繼續占有動產
者，讓與人與受讓人間，得訂立契約，使受
讓人因此取得間接占有，以代交付。
讓與動產物權，如其動產由第三人占有
時，讓與人得以對於第三人之返還請求權，
讓與於受讓人，以代交付。
ௐ˛Ѻ̱Ȉ˟୧ 同一物之所有權及其他物
權，歸屬於一人者，其他物權因混同而消滅。
但其他物權之存續，於所有人或第三人有法
律上之利益者，不在此限。
ௐ˛Ѻ̱Ȉˬ୧ 所有權以外之物權，及以該
物權為標的物之權利，歸屬於一人者，其權
利因混同而消滅。
前條但書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ௐ˛Ѻ̱Ȉα୧ 物權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因
拋棄而消滅。
前項拋棄，第三人有以該物權為標的物之
其他物權或於該物權有其他法律上之利益
者，非經該第三人同意，不得為之。
拋棄動產物權者，並應拋棄動產之占有。

ௐ˟ౢ!!ٙѣᝋ!
ௐ˘༼!!఼!
ௐ˛Ѻ̱Ị̏୧ 所有人，於法令限制之範圍
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
排除他人之干涉。
ௐ˛Ѻ̱Ȉ̱୧ 物之成分及其天然孳息，於
分離後，除法律另有規定外，仍屬於其物之
所有人。
ௐ˛Ѻ̱Ȉ˛୧ 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
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
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
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前項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物權，準用之。
ௐ˛Ѻ̱Ȉˣ୧ 以所有之意思，十年間和
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之動產者，取得其
所有權。
ௐ˛Ѻ̱Ȉˣ୧̝˘ 以所有之意思，五年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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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之動產，而其占
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取得其所有權。
ௐ˛Ѻ̱Ȉ˝୧ 以所有之意思，二十年間和
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不動產者，
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
ௐ˛Ѻ˛Ȉ୧ 以所有之意思，十年間和平、
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不動產，而其
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
所有人。
ௐ˛Ѻ˛Ȉ˘୧ 占有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其所有權之取得時效中斷：
一、變為不以所有之意思而占有。
二、變為非和平或非公然占有。
三、自行中止占有。
四、非基於自己之意思而喪失其占有。但依
第九百四十九條或第九百六十二條規定，回
復其占有者，不在此限。
依第七百六十七條規定起訴請求占有人返
還占有物者，占有人之所有權取得時效亦因
而中斷。
ௐ˛Ѻ˛Ȉ˟୧ 前五條之規定，於所有權以
外財產權之取得，準用之。於已登記之不動
產，亦同。

ௐ˟༼!!̙જயٙѣᝋ!
ௐ˛Ѻ˛Ȉˬ୧ 土地所有權，除法令有限制
外，於其行使有利益之範圍內，及於土地之
上下。如他人之干涉，無礙其所有權之行使
者，不得排除之。
ௐ˛Ѻ˛Ȉα୧ 土地所有人經營事業或行使
其所有權，應注意防免鄰地之損害。
ௐ˛Ѻ˛Ị̏୧ 土地所有人不得妨阻由鄰地
自然流至之水。
自然流至之水為鄰地所必需者，土地所有
人縱因其土地利用之必要，不得妨阻其全
部。
ௐ˛Ѻ˛Ȉ̱୧ 土地因蓄水、排水、或引水
所設之工作物、破潰、阻塞，致損害及於他
人之土地，或有致損害之虞者，土地所有人
應以自己之費用，為必要之修繕、疏通或預
防。但其費用之負擔，另有習慣者，從其習
慣。
ௐ˛Ѻ˛Ȉ˛୧ 土地所有人不得設置屋簷、
工作物或其他設備，使雨水或其他液體直注
於相鄰之不動產。
ௐ˛Ѻ˛Ȉˣ୧ 水流如因事變在鄰地阻塞，

土地所有人得以自己之費用，為必要疏通之
工事。但鄰地所有人受有利益者，應按其受
益之程度，負擔相當之費用。
前項費用之負擔，另有習慣者，從其習慣。
ௐ˛Ѻ˛Ȉ˝୧ 土地所有人因使浸水之地乾
涸，或排泄家用或其他用水，以至河渠或溝
道，得使其水通過鄰地。但應擇於鄰地損害
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前項情形，有通過權之人對於鄰地所受之
損害，應支付償金。
前二項情形，法令另有規定或另有習慣
者，從其規定或習慣。
第一項但書之情形，鄰地所有人有異議
時，有通過權之人或異議人得請求法院以判
決定之。
ௐ˛ѺˣȈ୧ 土地所有人因使其土地之水通
過，得使用鄰地所有人所設置之工作物。但
應按其受益之程度，負擔該工作物設置及保
存之費用。
ௐ˛ѺˣȈ˘୧ 水源地、井、溝渠及其他水
流地之所有人得自由使用其水。但法令另有
規定或另有習慣者，不在此限。
ௐ˛ѺˣȈ˟୧ 水源地或井之所有人對於他
人因工事杜絕、減少或污染其水者，得請求
損害賠償。如其水為飲用或利用土地所必要
者，並得請求回復原狀；其不能為全部回復
者，仍應於可能範圍內回復之。
前項情形，損害非因故意或過失所致，或
被害人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金額或免
除之。
ௐ˛ѺˣȈˬ୧ 土地所有人，因其家用或利
用土地所必要，非以過鉅之費用及勞力不能
得水者，得支付償金對鄰地所有人請求給與
有餘之水。
ௐ˛ѺˣȈα୧ 水流地對岸之土地屬於他人
時，水流地所有人不得變更其水流或寬度。
兩岸之土地均屬於水流地所有人者，其所
有人得變更其水流或寬度。但應留下游自然
之水路。
前二項情形，法令另有規定或另有習慣
者，從其規定或習慣。
ௐ˛ѺˣỊ̏୧ 水流地所有人有設堰之必要
者，得使其堰附著於對岸。但對於因此所生
之損害，應支付償金。
對岸地所有人於水流地之一部屬於其所有
者，得使用前項之堰。但應按其受益之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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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該堰設置及保存之費用。
前二項情形，法令另有規定或另有習慣
者，從其規定或習慣。
ௐ˛ѺˣȈ̱୧ 土地所有人非通過他人之土
地，不能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
線，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者，得通過他人
土地之上下而設置之。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
處所及方法為之，並應支付償金。
依前項之規定，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
或其他管線後，如情事有變更時，他土地所
有人得請求變更其設置。
前項變更設置之費用，由土地所有人負
擔。但法令另有規定或另有習慣者，從其規
定或習慣。
第七百七十九條第四項規定，於第一項但
書之情形準用之。
ௐ˛ѺˣȈ˛୧ 土地因與公路無適宜之聯
絡，致不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
之任意行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行周
圍地以至公路。
前項情形，有通行權人應於通行必要之範
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
之；對於通行地因此所受之損害，並應支付
償金。
第七百七十九條第四項規定，於前項情形
準用之。
ௐ˛ѺˣȈˣ୧ 有通行權人於必要時，得開
設道路。但對於通行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
支付償金。
前項情形，如致通行地損害過鉅者，通行
地所有人得請求有通行權人以相當之價額購
買通行地及因此形成之畸零地，其價額由當
事人協議定之；不能協議者，得請求法院以
判決定之。
ௐ˛ѺˣȈ˝୧ 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分割，
而與公路無適宜之聯絡，致不能為通常使用
者，土地所有人因至公路，僅得通行受讓人
或讓與人或他分割人之所有地。
數宗土地同屬於一人所有，讓與其一部或
同時分別讓與數人，而與公路無適宜之聯
絡，致不能為通常使用者，亦同。
前項情形，有通行權人，無須支付償金。
ௐ˛Ѻ˝Ȉ୧ 土地所有人得禁止他人侵入其
地內。但有下列情形之一，不在此限：
一、他人有通行權者。
二、依地方習慣，任他人入其未設圍障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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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牧場、山林刈取雜草，採取枯枝枯幹，
或採集野生物，或放牧牲畜者。
ௐ˛Ѻ˝Ȉ˘୧ 土地所有人，遇他人之物品
或動物偶至其地內者，應許該物品或動物之
占有人或所有人入其地內，尋查取回。
前項情形，土地所有人受有損害者，得請
求賠償。於未受賠償前，得留置其物品或動
物。
ௐ˛Ѻ˝Ȉ˟୧ 土地所有人因鄰地所有人在
其地界或近旁，營造或修繕建築物或其他工
作物有使用其土地之必要，應許鄰地所有人
使用其土地。但因而受損害者，得請求償
金。
ௐ˛Ѻ˝Ȉˬ୧ 土地所有人於他人之土地、
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有瓦斯、蒸氣、臭氣、
煙氣、熱氣、灰屑、喧囂、振動及其他與此
相類者侵入時，得禁止之。但其侵入輕微，
或按土地形狀、地方習慣，認為相當者，不
在此限。
ௐ˛Ѻ˝Ȉα୧ 土地所有人開掘土地或為建
築時，不得因此使鄰地之地基動搖或發生危
險，或使鄰地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受其損
害。
ௐ˛Ѻ˝Ị̏୧ 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之全
部，或一部有傾倒之危險，致鄰地有受損害
之虞者，鄰地所有人，得請求為必要之預防。
ௐ˛Ѻ˝Ȉ̱୧ 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
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
其越界而不即提出異議，不得請求移去或變
更其房屋。但土地所有人對於鄰地因此所受
之損害，應支付償金。
前項情形，鄰地所有人得請求土地所有
人，以相當之價額購買越界部分之土地及因
此形成之畸零地，其價額由當事人協議定
之；不能協議者，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
ௐ˛Ѻ˝Ȉ̱୧̝˘ 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
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更時，法
院得斟酌公共利益及當事人利益，免為全部
或一部之移去或變更。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
越地界者，不適用之。
前條第一項但書及第二項規定，於前項情
形準用之。
ௐ˛Ѻ˝Ȉ̱୧̝˟ 前二條規定，於具有與
房屋價值相當之其他建築物準用之。
ௐ˛Ѻ˝Ȉ˛୧ 土地所有人遇鄰地植物之枝
根有逾越地界者，得向植物所有人，請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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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期間內刈除之。
植物所有人不於前項期間內刈除者，土地
所有人得刈取越界之枝根，並得請求償還因
此所生之費用。
越界植物之枝根，如於土地之利用無妨害
者，不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ௐ˛Ѻ˝Ȉˣ୧ 果實自落於鄰地者，視為屬
於鄰地所有人。但鄰地為公用地者，不在此
限。
ௐ˛Ѻ˝Ȉ˝୧ 稱區分所有建築物者，謂數
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專有其一部，就專有部
分有單獨所有權，並就該建築物及其附屬物
之共同部分共有之建築物。
前項專有部分，指區分所有建築物在構造
上及使用上可獨立，且得單獨為所有權之標
的者。共有部分，指區分所有建築物專有部
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不屬於專有部分之附屬
物。
專有部分得經其所有人之同意，依規約之
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所有人共同使用；
共有部分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得經規約之約
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特定所有人使用。
區分所有人就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及
基地之應有部分，依其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
部分總面積之比例定之。但另有約定者，從
其約定。
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
權利，不得分離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
ௐ˛Ѻ˝Ȉ˝୧̝˘ 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
分之修繕費及其他負擔，由各所有人按其應
有部分分擔之。但規約另有約定者，不在此
限。
前項規定，於專有部分經依前條第三項之
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所有人共同使用
者，準用之。
規約之內容依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
分、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位置、面積、使用
目的、利用狀況、區分所有人已否支付對價
及其他情事，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不同意
之區分所有人得於規約成立後三個月內，請
求法院撤銷之。
區分所有人間依規約所生之權利義務，繼
受人應受拘束；其依其他約定所生之權利義
務，特定繼受人對於約定之內容明知或可得
而知者，亦同。
ௐ˛Ѻ˝Ȉ˝୧̝˟ 同一建築物屬於同一人

所有，經區分為數專有部分登記所有權者，
準用第七百九十九條規定。
ௐˣѺ୧ 第七百九十九條情形，其專有部分
之所有人，有使用他專有部分所有人正中宅
門之必要者，得使用之。但另有特約或另有
習慣者，從其特約或習慣。
因前項使用，致他專有部分之所有人受損
害者，應支付償金。
ௐˣѺ୧̝˘ 第七百七十四條至前條規定，
於地上權人、農育權人、不動產役權人、典
權人、承租人、其他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
作物利用人準用之。

ௐˬ༼!!જயٙѣᝋ!
ௐˣѺ˘୧ 動產之受讓人占有動產，而受
關於占有規定之保護者，縱讓與人無移轉所
有權之權利，受讓人仍取得其所有權。
ௐˣѺ˟୧ 以所有之意思，占有無主之動
產者，除法令另有規定外，取得其所有權。
ௐˣѺˬ୧ 拾得遺失物者應從速通知遺失
人、所有人、其他有受領權之人或報告警察、
自治機關。報告時，應將其物一併交存。但
於機關、學校、團體或其他公共場所拾得者，
亦得報告於各該場所之管理機關、團體或其
負責人、管理人，並將其物交存。
前項受報告者，應從速於遺失物拾得地或
其他適當處所，以公告、廣播或其他適當方
法招領之。
ௐˣѺα୧ 依前條第一項為通知或依第二
項由公共場所之管理機關、團體或其負責
人、管理人為招領後，有受領權之人未於相
當期間認領時，拾得人或招領人應將拾得物
交存於警察或自治機關。
警察或自治機關認原招領之處所或方法不
適當時，得再為招領之。
ௐˣѺ̣୧ 遺失物自通知或最後招領之日
起六個月內，有受領權之人認領時，拾得人、
招領人、警察或自治機關，於通知、招領及
保管之費用受償後，應將其物返還之。
有受領權之人認領遺失物時，拾得人得請
求報酬。但不得超過其物財產上價值十分之
一；其不具有財產上價值者，拾得人亦得請
求相當之報酬。
有受領權人依前項規定給付報酬顯失公平
者，得請求法院減少或免除其報酬。
第二項報酬請求權，因六個月間不行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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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滅。
第一項費用之支出者或得請求報酬之拾得
人，在其費用或報酬未受清償前，就該遺失
物有留置權；其權利人有數人時，遺失物占
有人視為為全體權利人占有。
ௐˣѺ̣୧̝˘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請
求前條第二項之報酬：
一、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供公眾往來之交
通設備內，由其管理人或受僱人拾得遺
失物。
二、拾得人未於七日內通知、報告或交存拾
得物，或經查詢仍隱匿其拾得遺失物之
事實。
三、有受領權之人為特殊境遇家庭、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依法接受急難救助、
災害救助，或有其他急迫情事者。
ௐˣѺ̱୧ 拾得物易於腐壞或其保管需費
過鉅者，招領人、警察或自治機關得為拍賣
或逕以市價變賣之，保管其價金。
ௐˣѺ˛୧ 遺失物自通知或最後招領之日
起逾六個月，未經有受領權之人認領者，由
拾得人取得其所有權。警察或自治機關並應
通知其領取遺失物或賣得之價金；其不能通
知者，應公告之。
拾得人於受前項通知或公告後三個月內未
領取者，其物或賣得之價金歸屬於保管地之
地方自治團體。
ௐˣѺ˛୧̝˘ 遺失物價值在新臺幣五百
元以下者，拾得人應從速通知遺失人、所有
人或其他有受領權之人。其有第八百零三條
第一項但書之情形者，亦得依該條第一項但
書及第二項規定辦理。
前項遺失物於下列期間未經有受領權之人
認領者，由拾得人取得其所有權或變賣之價
金：
一、自通知或招領之日起逾十五日。
二、不能依前項規定辦理，自拾得日起逾一
個月。
第八百零五條至前條規定，於前二項情形
準用之。
ௐˣѺˣ୧ 發見埋藏物而占有者，取得其
所有權。但埋藏物係在他人所有之動產或不
動產中發見者，該動產或不動產之所有人與
發見人，各取得埋藏物之半。
ௐˣѺ˝୧ 發見之埋藏物足供學術、藝
術、考古或歷史之資料者，其所有權之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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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特別法之規定。
ௐˣѺȈ୧ 拾得漂流物、沈沒物或其他因自
然力而脫離他人占有之物者，準用關於拾得
遺失物之規定。
ௐˣѺȈ˘୧ 動產因附合而為不動產之重要
成分者，不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
ௐˣѺȈ˟୧ 動產與他人之動產附合，非毀
損不能分離，或分離需費過鉅者，各動產所
有人，按其動產附合時之價值，共有合成物。
前項附合之動產，有可視為主物者，該主
物所有人，取得合成物之所有權。
ௐˣѺȈˬ୧ 動產與他人之動產混合，不能
識別，或識別需費過鉅者，準用前條之規定。
ௐˣѺȈα୧ 加工於他人之動產者，其加工
物之所有權，屬於材料所有人。但因加工所
增之價值顯逾材料之價值者，其加工物之所
有權屬於加工人。
ௐˣѺỊ̏୧ 依前四條之規定，動產之所有
權消滅者，該動產上之其他權利，亦同消滅。
ௐˣѺȈ̱୧ 因前五條之規定而受損害者，
得依關於不當得利之規定，請求償還價額。

ௐα༼! Вѣ!
ௐˣѺȈ˛୧ 數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一物
有所有權者，為共有人。
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不明者，推定其為均
等。
ௐˣѺȈˣ୧ 各共有人，除契約另有約定
外，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
使用收益之權。
ௐˣѺȈ˝୧ 各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
部分。
共有物之處分、變更、及設定負擔，應得
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ௐˣѺ˟Ȉ୧ 共有物之管理，除契約另有約
定外，應以共有人過半數及其應有部分合計
過半數之同意行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
分之二者，其人數不予計算。
依前項規定之管理顯失公平者，不同意之
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更之。
前二項所定之管理，因情事變更難以繼續
時，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以裁定變
更之。
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為管理之決定，有故
意或重大過失，致共有人受損害者，對不同
意之共有人連帶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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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物之簡易修繕及其他保存行為，得由
各共有人單獨為之。
ௐˣѺ˟Ȉ˘୧ 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
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復
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利益為
之。
ௐˣѺ˟Ȉ˟୧ 共有物之管理費及其他負
擔，除契約另有約定外，應由各共有人按其
應有部分分擔之。
共有人中之一人，就共有物之負擔為支
付，而逾其所應分擔之部分者，對於其他共
有人得按其各應分擔之部分，請求償還。
ௐˣѺ˟Ȉˬ୧ 各共有人，除法令另有規定
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
目的不能分割或契約訂有不分割之期限者，
不在此限。
前項約定不分割之期限，不得逾五年；逾
五年者，縮短為五年。但共有之不動產，其
契約訂有管理之約定時，約定不分割之期
限，不得逾三十年；逾三十年者，縮短為三
十年。
前項情形，如有重大事由，共有人仍得隨
時請求分割。
ௐˣѺ˟Ȉα୧ 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
議之方法行之。
分割之方法不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
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履行者，法
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列之分配：
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
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
配於部分共有人。
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
以價金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
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
價金分配於各共有人。
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
配，或不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金
錢補償之。
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利益或其他
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
共有人相同之數不動產，除法令另有規定
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
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數不動產，各該不
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不動產應
有部分過半數共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
定，請求合併分割。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不

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
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
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二人以
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
ௐˣѺ˟Ȉα୧̝˘ 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
效力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
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利不因
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其權利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
部分：
一、權利人同意分割。
二、權利人已參加共有物分割訴訟。
三、權利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參加。
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金分配或以金錢補
償者，準用第八百八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
或第八百九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前條第三項之情形，如為不動產分割者，
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就其補償金額，對於補
償義務人所分得之不動產，有抵押權。
前項抵押權應於辦理共有物分割登記時，
一併登記，其次序優先於第二項但書之抵押
權。
ௐˣѺ˟Ị̏୧ 各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因
分割而得之物，按其應有部分，負與出賣人
同一之擔保責任。
ௐˣѺ˟Ȉ̱୧ 共有物分割後，各分割人應
保存其所得物之證書。
共有物分割後，關於共有物之證書，歸取
得最大部分之人保存之。無取得最大部分
者，由分割人協議定之。不能協議決定者，
得聲請法院指定之。
各分割人，得請求使用他分割人所保存之
證書。
ௐˣѺ˟Ȉ̱୧̝˘ 不動產共有人間關於共
有物使用、管理、分割或禁止分割之約定或
依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決定，於
登記後，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
之人，具有效力。其由法院裁定所定之管理，
經登記後，亦同。
動產共有人間就共有物為前項之約定、決
定或法院所為之裁定，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
人或取得物權之人，以受讓或取得時知悉其
情事或可得而知者為限，亦具有效力。
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
就共有物因使用、管理或其他情形所生之負
擔連帶負清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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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ˣѺ˟Ȉ˛୧ 依法律規定、習慣或法律行
者，地上權人拋棄權利時，應於一年前通知
為，成一公同關係之數人，基於其公同關係， 土地所有人，或支付未到期之一年分地租。
而共有一物者，為公同共有人。
因不可歸責於地上權人之事由，致土地不
前項依法律行為成立之公同關係，以有法
能達原來使用之目的時，地上權人於支付前
律規定或習慣者為限。
二項地租二分之一後，得拋棄其權利；其因
各公同共有人之權利，及於公同共有物之
可歸責於土地所有人之事由，致土地不能達
全部。
原來使用之目的時，地上權人亦得拋棄其權
ௐˣѺ˟Ȉˣ୧ 公同共有人之權利義務，依
利，並免支付地租。
其公同關係所由成立之法律、法律行為或習 ௐˣѺˬỊ̏୧̝˘ 地上權設定後，因土地
慣定之。
價值之昇降，依原定地租給付顯失公平者，
第八百二十條、第八百二十一條及第八百
當事人得請求法院增減之。
二十六條之一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
未定有地租之地上權，如因土地之負擔增
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利行使，除
加，非當時所得預料，仍無償使用顯失公平
法律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
者，土地所有人得請求法院酌定其地租。
意。
ௐˣѺˬȈ̱୧ 地上權人積欠地租達二年之
ௐˣѺ˟Ȉ˝୧ 公同關係存續中，各公同共
總額，除另有習慣外，土地所有人得定相當
有人，不得請求分割其公同共有物。
期限催告地上權人支付地租，如地上權人於
ௐˣѺˬȈ୧ 公同共有之關係，自公同關係
期限內不為支付，土地所有人得終止地上
終止，或因公同共有物之讓與而消滅。
權。地上權經設定抵押權者，並應同時將該
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律另有規定外，
催告之事實通知抵押權人。
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
地租之約定經登記者，地上權讓與時，前
ௐˣѺˬȈ˘୧ 本節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
地上權人積欠之地租應併同計算。受讓人就
財產權，由數人共有或公同共有者準用之。
前地上權人積欠之地租，應與讓與人連帶負
清償責任。
ௐˬౢ!г˯ᝋ!
第一項終止，應向地上權人以意思表示為
之。
ௐ˘༼!఼г˯ᝋ!
ௐˣѺˬȈ̱୧̝˘ 土地所有權讓與時，已
ௐˣѺˬȈ˟୧ 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
預付之地租，非經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
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 ௐˣѺˬȈ̱୧̝˟ 地上權人應依設定之目
而使用其土地之權。
的及約定之使用方法，為土地之使用收益；
ௐˣѺˬȈˬ୧ （刪除）
未約定使用方法者，應依土地之性質為之，
ௐˣѺˬȈˬ୧̝˘! 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者，
並均應保持其得永續利用。
存續期間逾二十年或地上權成立之目的已不
前項約定之使用方法，非經登記，不得對
存在時，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請求，斟酌地上
抗第三人。
權成立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種類、性 ௐˣѺˬȈ̱୧̝ˬ 地上權人違反前條第一
質及利用狀況等情形，定其存續期間或終止
項規定，經土地所有人阻止而仍繼續為之
其地上權。
者，土地所有人得終止地上權。地上權經設
ௐˣѺˬȈˬ୧̝˟ 以公共建設為目的而成
定抵押權者，並應同時將該阻止之事實通知
立之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者，以該建設使用
抵押權人。
目的完畢時，視為地上權之存續期限。
ௐˣѺˬȈ˛୧ 地上權人，縱因不可抗力，
ௐˣѺˬȈα୧ 地上權無支付地租之約定
妨礙其土地之使用，不得請求免除或減少租
者，地上權人得隨時拋棄其權利。
金。
ௐˣѺˬỊ̏୧ 地上權定有期限，而有支付 ௐˣѺˬȈˣ୧ 地上權人得將其權利讓與他
地租之約定者，地上權人得支付未到期之三
人或設定抵押權。但契約另有約定或另有習
年分地租後，拋棄其權利。
慣者，不在此限。
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而有支付地租之約定
前項約定，非經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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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權與其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不得分
離而為讓與或設定其他權利。
ௐˣѺˬȈˣ୧̝˘ 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
物，同屬於一人所有，因強制執行之拍賣，
其土地與建築物之拍定人各異時，視為已有
地上權之設定，其地租、期間及範圍由當事
人協議定之；不能協議者，得請求法院以判
決定之。其僅以土地或建築物為拍賣時，亦
同。
前項地上權，因建築物之滅失而消滅。
ௐˣѺˬȈ˝୧ 地上權消滅時，地上權人得
取回其工作物。但應回復土地原狀。
地上權人不於地上權消滅後一個月內取回
其工作物者，工作物歸屬於土地所有人。其
有礙於土地之利用者，土地所有人得請求回
復原狀。
地上權人取回其工作物前，應通知土地所
有人。土地所有人願以時價購買者，地上權
人非有正當理由，不得拒絕。
ௐˣѺαȈ୧ 地上權人之工作物為建築物
者，如地上權因存續期間屆滿而消滅，地上
權人得於期間屆滿前，定一個月以上之期
間，請求土地所有人按該建築物之時價為補
償。但契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土地所有人拒絕地上權人前項補償之請求
或於期間內不為確答者，地上權之期間應酌
量延長之。地上權人不願延長者，不得請求
前項之補償。
第一項之時價不能協議者，地上權人或土
地所有人得聲請法院裁定之。土地所有人不
願依裁定之時價補償者，適用前項規定。
依第二項規定延長期間者，其期間由土地
所有人與地上權人協議定之；不能協議者，
得請求法院斟酌建築物與土地使用之利益，
以判決定之。
前項期間屆滿後，除經土地所有人與地上
權人協議者外，不適用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ௐˣѺαȈ˘୧ 地上權不因建築物或其他工
作物之滅失而消滅。

ௐ˟༼!!ડ̶г˯ᝋ!
ௐˣѺαȈ˘୧̝˘ 稱區分地上權者，謂以
在他人土地上下之一定空間範圍內設定之地
上權。
ௐˣѺαȈ˘୧̝˟ 區分地上權人得與其設
定之土地上下有使用、收益權利之人，約定

相互間使用收益之限制。其約定未經土地所
有人同意者，於使用收益權消滅時，土地所
有人不受該約定之拘束。
前項約定，非經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
ௐˣѺαȈ˘୧̝ˬ 法院依第八百四十條第
四項定區分地上權之期間，足以影響第三人
之權利者，應併斟酌該第三人之利益。
ௐˣѺαȈ˘୧̝α 區分地上權依第八百四
十條規定，以時價補償或延長期間，足以影
響第三人之權利時，應對該第三人為相當之
補償。補償之數額以協議定之；不能協議時，
得聲請法院裁定之。
ௐˣѺαȈ˘୧̝̣ 同一土地有區分地上權
與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同時存在者，其
後設定物權之權利行使，不得妨害先設定之
物權。
ௐˣѺαȈ˘୧̝̱ 區分地上權，除本節另
有規定外，準用關於普通地上權之規定。

ௐ!α!ౢ!ĞӁੵğ!
ௐˣѺαȈ˟୧ （刪除）
ௐˣѺαȈˬ୧ （刪除）
ௐˣѺαȈα୧ （刪除）
ௐˣѺαỊ̏୧ （刪除）
ௐˣѺαȈ̱୧ （刪除）
ௐˣѺαȈ˛୧ （刪除）
ௐˣѺαȈˣ୧ （刪除）
ௐˣѺαȈ˝୧ （刪除）
ௐˣѺ̣Ȉ୧ （刪除）

ௐαౢ̝˘!!ྺֈᝋ!
ௐˣѺ̣Ȉ୧̝˘ 稱農育權者，謂在他人土
地為農作、森林、養殖、畜牧、種植竹木或
保育之權。
農育權之期限，不得逾二十年；逾二十年
者，縮短為二十年。但以造林、保育為目的
或法令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ௐˣѺ̣Ȉ୧̝˟ 農育權未定有期限時，除
以造林、保育為目的者外，當事人得隨時終
止之。
前項終止，應於六個月前通知他方當事人。
第八百三十三條之一規定，於農育權以造
林、保育為目的而未定有期限者準用之。
ௐˣѺ̣Ȉ୧̝ˬ 農育權人得將其權利讓與
他人或設定抵押權。但契約另有約定或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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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者，不在此限。
前項約定，非經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
農育權與其農育工作物不得分離而為讓與
或設定其他權利。
ௐˣѺ̣Ȉ୧̝α 農育權有支付地租之約定
者，農育權人因不可抗力致收益減少或全無
時，得請求減免其地租或變更原約定土地使
用之目的。
前項情形，農育權人不能依原約定目的使
用者，當事人得終止之。
前項關於土地所有人得行使終止權之規
定，於農育權無支付地租之約定者，準用
之。
ௐˣѺ̣Ȉ୧̝̣ 農育權人不得將土地或農
育工作物出租於他人。但農育工作物之出租
另有習慣者，從其習慣。
農育權人違反前項規定者，土地所有人得
終止農育權。
ௐˣѺ̣Ȉ୧̝̱ 農育權人應依設定之目的
及約定之方法，為土地之使用收益；未約定
使用方法者，應依土地之性質為之，並均應
保持其生產力或得永續利用。
農育權人違反前項規定，經土地所有人阻
止而仍繼續為之者，土地所有人得終止農育
權。農育權經設定抵押權者，並應同時將該
阻止之事實通知抵押權人。
ௐˣѺ̣Ȉ୧̝˛ 農育權消滅時，農育權人
得取回其土地上之出產物及農育工作物。
第八百三十九條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
之。
第一項之出產物未及收穫而土地所有人又
不願以時價購買者，農育權人得請求延長農
育權期間至出產物可收穫時為止，土地所有
人不得拒絕。但延長之期限，不得逾六個
月。
ௐˣѺ̣Ȉ୧̝ˣ 農育權人得為增加土地生
產力或使用便利之特別改良。
農育權人將前項特別改良事項及費用數
額，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人，土地所有人於
收受通知後不即為反對之表示者，農育權人
於農育權消滅時，得請求土地所有人返還特
別改良費用。但以其現存之增價額為限。
前項請求權，因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ௐˣѺ̣Ȉ୧̝˝ 第八百三十四條、第八百
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百三十五條
之一至第八百三十六條之一、第八百三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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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二第二項規定，於農育權準用之。

ௐ̣ౢ!!̙જயԝᝋ!
ௐˣѺ̣Ȉ˘୧ 稱不動產役權者，謂以他人
不動產供自己不動產通行、汲水、採光、眺
望、電信或其他以特定便宜之用為目的之
權。
ௐˣѺ̣Ȉ˘୧̝˘ 同一不動產上有不動產
役權與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同時存在
者，其後設定物權之權利行使，不得妨害先
設定之物權。
ௐˣѺ̣Ȉ˟୧ 不動產役權因時效而取得
者，以繼續並表見者為限。
前項情形，需役不動產為共有者，共有人
中一人之行為，或對於共有人中一人之行
為，為他共有人之利益，亦生效力。
向行使不動產役權取得時效之各共有人為
中斷時效之行為者，對全體共有人發生效力。
ௐˣѺ̣Ȉˬ୧ 不動產役權不得由需役不動
產分離而為讓與，或為其他權利之標的物。
ௐˣѺ̣Ȉα୧ 不動產役權人因行使或維持
其權利，得為必要之附隨行為。但應擇於供
役不動產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ௐˣѺ̣Ị̏୧ 不動產役權人因行使權利而
為設置者，有維持其設置之義務；其設置由
供役不動產所有人提供者，亦同。
供役不動產所有人於無礙不動產役權行使
之範圍內，得使用前項之設置，並應按其受
益之程度，分擔維持其設置之費用。
ௐˣѺ̣Ị̏୧̝˘ 供役不動產所有人或不
動產役權人因行使不動產役權之處所或方法
有變更之必要，而不甚妨礙不動產役權人或
供役不動產所有人權利之行使者，得以自己
之費用，請求變更之。
ௐˣѺ̣Ȉ̱୧ 需役不動產經分割者，其不
動產役權為各部分之利益仍為存續。但不動
產役權之行使，依其性質祇關於需役不動產
之一部分者，僅就該部分仍為存續。
ௐˣѺ̣Ȉ˛୧ 供役不動產經分割者，不動
產役權就其各部分仍為存續。但不動產役權
之行使，依其性質祇關於供役不動產之一部
分者，僅對於該部分仍為存續。
ௐˣѺ̣Ȉˣ୧! （刪除）
ௐˣѺ̣Ȉ˝୧ 不動產役權之全部或一部無
存續之必要時，法院因供役不動產所有人之
請求，得就其無存續必要之部分，宣告不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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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役權消滅。
不動產役權因需役不動產滅失或不堪使用
而消滅。
ௐˣѺ̣Ȉ˝୧̝˘ 不動產役權消滅時，不
動產役權人所為之設置，準用第八百三十九
條規定。
ௐˣѺ̣Ȉ˝୧̝˟ 第八百三十四條至第八
百三十六條之三規定，於不動產役權準用
之。
ௐˣѺ̣Ȉ˝୧̝ˬ 基於以使用收益為目的
之物權或租賃關係而使用需役不動產者，亦
得為該不動產設定不動產役權。
前項不動產役權，因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
物權或租賃關係之消滅而消滅。
ௐˣѺ̣Ȉ˝୧̝α 不動產役權，亦得就自
己之不動產設定之。
ௐˣѺ̣Ȉ˝୧̝̣ 第八百五十一條至第八
百五十九條之二規定，於前二條準用之。

ௐ̱ౢ!!ٯ٪ᝋ!
ௐ˘༼!!఼ٯ٪ᝋ!
ௐˣѺ̱Ȉ୧ 稱普通抵押權者，謂債權人對
於債務人或第三人不移轉占有而供其債權擔
保之不動產，得就該不動產賣得價金優先受
償之權。
ௐˣѺ̱Ȉ˘୧ 抵押權所擔保者為原債權、
利息、遲延利息、違約金及實行抵押權之費
用。但契約另有約定者，不在此限。
得優先受償之利息、遲延利息、一年或不
及一年定期給付之違約金債權，以於抵押權
人實行抵押權聲請強制執行前五年內發生及
於強制執行程序中發生者為限。
ௐˣѺ̱Ȉ˟୧ 抵押權之效力，及於抵押物
之從物與從權利。
第三人於抵押權設定前，就從物取得之權
利，不受前項規定之影響。
以建築物為抵押者，其附加於該建築物而
不具獨立性之部分，亦為抵押權效力所及。
但其附加部分為獨立之物，如係於抵押權設
定後附加者，準用第八百七十七條之規定。
ௐˣѺ̱Ȉ˟୧̝˘ 抵押物滅失之殘餘物，
仍為抵押權效力所及。抵押物之成分非依物
之通常用法而分離成為獨立之動產者，亦同。
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得請求占有該殘餘物
或動產，並依質權之規定，行使其權利。

ௐˣѺ̱Ȉˬ୧ 抵押權之效力，及於抵押物
扣押後自抵押物分離，而得由抵押人收取之
天然孳息。
ௐˣѺ̱Ȉα୧ 抵押權之效力，及於抵押物
扣押後抵押人就抵押物得收取之法定孳息。
但抵押權人，非以扣押抵押物之事情，通知
應清償法定孳息之義務人，不得與之對抗。
ௐˣѺ̱Ị̏୧ 不動產所有人，因擔保數債
權，就同一不動產，設定數抵押權者，其次
序依登記之先後定之。
ௐˣѺ̱Ȉ̱୧ 不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
後，於同一不動產上，得設定地上權或其他
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成立租賃關
係。但其抵押權不因此而受影響。
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行抵押權受有影響
者，法院得除去該權利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
拍賣之。
不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不動
產上，成立第一項以外之權利者，準用前項
之規定。
ௐˣѺ̱Ȉ˛୧ 不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
後，得將不動產讓與他人。但其抵押權不因
此而受影響。
ௐˣѺ̱Ȉˣ୧ 抵押之不動產如經分割，或
讓與其一部，或擔保一債權之數不動產而以
其一讓與他人者，其抵押權不因此而受影
響。
ௐˣѺ̱Ȉ˝୧ 以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如經
分割或讓與其一部者，其抵押權不因此而受
影響。
前項規定，於債務分割或承擔其一部時適
用之。
ௐˣѺ˛Ȉ୧ 抵押權不得由債權分離而為讓
與，或為其他債權之擔保。
ௐˣѺ˛Ȉ୧̝˘ 同一抵押物有多數抵押權
者，抵押權人得以下列方法調整其可優先受
償之分配額。但他抵押權人之利益不受影響：
一、為特定抵押權人之利益，讓與其抵押權
之次序。
二、為特定後次序抵押權人之利益，拋棄其
抵押權之次序。
三、為全體後次序抵押權人之利益，拋棄其
抵押權之次序。
前項抵押權次序之讓與或拋棄，非經登
記，不生效力。並應於登記前，通知債務人、
抵押人及共同抵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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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第一項調整而受利益之抵押權人，亦得
實行調整前次序在先之抵押權。
調整優先受償分配額時，其次序在先之抵
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如有第三人之不動產為
同一債權之擔保者，在因調整後增加負擔之
限度內，以該不動產為標的物之抵押權消
滅。但經該第三人同意者，不在此限。
ௐˣѺ˛Ȉ୧̝˟ 調 整 可 優 先 受 償 分 配 額
時，其次序在先之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有保
證人者，於因調整後所失優先受償之利益限
度內，保證人免其責任。但經該保證人同意
調整者，不在此限。
ௐˣѺ˛Ȉ˘୧ 抵押人之行為，足使抵押物
之價值減少者，抵押權人得請求停止其行為。
如有急迫之情事，抵押權人得自為必要之保
全處分。
因前項請求或處分所生之費用，由抵押人
負擔。其受償次序優先於各抵押權所擔保之
債權。
ௐˣѺ˛Ȉ˟୧ 抵押物之價值因可歸責於抵
押人之事由致減少時，抵押權人得定相當期
限，請求抵押人回復抵押物之原狀，或提出
與減少價額相當之擔保。
抵押人不於前項所定期限內，履行抵押權
人之請求時，抵押權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債
務人提出與減少價額相當之擔保。屆期不提
出者，抵押權人得請求清償其債權。
抵押人為債務人時，抵押權人得不再為前
項請求，逕行請求清償其債權。
抵押物之價值因不可歸責於抵押人之事由
致減少者，抵押權人僅於抵押人因此所受利
益之限度內，請求提出擔保。
ௐˣѺ˛Ȉˬ୧ 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
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
物，就其賣得價金而受清償。
ௐˣѺ˛Ȉˬ୧̝˘ 約定於債權已屆清償期
而未為清償時，抵押物之所有權移屬於抵押
權人者，非經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
抵押權人請求抵押人為抵押物所有權之移
轉時，抵押物價值超過擔保債權部分，應返
還抵押人；不足清償擔保債權者，仍得請求
債務人清償。
抵押人在抵押物所有權移轉於抵押權人
前，得清償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以消滅該抵
押權。
ௐˣѺ˛Ȉˬ୧̝˟ 抵押權人實行抵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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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該不動產上之抵押權，因抵押物之拍賣
而消滅。
前項情形，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有未屆清
償期者，於抵押物拍賣得受清償之範圍內，
視為到期。
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未定清償期或清償期
尚未屆至，而拍定人或承受抵押物之債權人
聲明願在拍定或承受之抵押物價額範圍內清
償債務，經抵押權人同意者，不適用前二項
之規定。
ௐˣѺ˛Ȉα୧ 抵押物賣得之價金，除法律
另有規定外，按各抵押權成立之次序分配之。
其次序相同者，依債權額比例分配之。
ௐˣѺ˛Ị̏୧ 為同一債權之擔保，於數不
動產上設定抵押權，而未限定各個不動產所
負擔之金額者，抵押權人得就各個不動產賣
得之價金，受債權全部或一部之清償。
ௐˣѺ˛Ị̏୧̝˘ 為同一債權之擔保，於
數不動產上設定抵押權，抵押物全部或部分
同時拍賣時，拍賣之抵押物中有為債務人所
有者，抵押權人應先就該抵押物賣得之價金
受償。
ௐˣѺ˛Ị̏୧̝˟ 為同一債權之擔保，於
數不動產上設定抵押權者，各抵押物對債權
分擔之金額，依下列規定計算之：
一、未限定各個不動產所負擔之金額時，依
各抵押物價值之比例。
二、已限定各個不動產所負擔之金額時，依
各抵押物所限定負擔金額之比例。
三、僅限定部分不動產所負擔之金額時，依
各抵押物所限定負擔金額與未限定負擔
金額之各抵押物價值之比例。
計算前項第二款、第三款分擔金額時，各
抵押物所限定負擔金額較抵押物價值為高
者，以抵押物之價值為準。
ௐˣѺ˛Ị̏୧̝ˬ 為同一債權之擔保，於
數不動產上設定抵押權者，在抵押物全部或
部分同時拍賣，而其賣得價金超過所擔保之
債權額時，經拍賣之各抵押物對債權分擔金
額之計算，準用前條之規定。
ௐˣѺ˛Ị̏୧̝α 為同一債權之擔保，於
數不動產上設定抵押權者，在各抵押物分別
拍賣時，適用下列規定：
一、經拍賣之抵押物為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
所有，而抵押權人就該抵押物賣得價金
受償之債權額超過其分擔額時，該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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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所有人就超過分擔額之範圍內，得請
求其 餘未拍賣之其他第三人償還其供擔
保抵押物應分擔之部分，並對該第三人
之抵押物，以其分擔額為限，承受抵押
權人之權利。但不得有害於該抵押權人
之利益。
二、經拍賣之抵押物為同一人所有，而抵押
權人就該抵押物賣得價金受償之債權額
超過其分擔額時，該抵押物之後次序抵
押權人就超過分擔額之範圍內，對其餘
未拍賣之同一人供擔保之抵押物，承受
實行抵押權人之權利。但不得有害於該
抵押權人之利益。
ௐˣѺ˛Ȉ̱୧ 設定抵押權時，土地及其土
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而僅以土
地或僅以建築物為抵押者，於抵押物拍賣
時，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定，其地租、期間
及範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不能協議者，得
聲請法院以判決定之。
設定抵押權時，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
物，同屬於一人所有，而以土地及建築物為
抵押者，如經拍賣，其土地與建築物之拍定
人各異時，適用前項之規定。
ௐˣѺ˛Ȉ˛୧ 土地所有人於設定抵押權
後，在抵押之土地上營造建築物者，抵押權
人於必要時，得於強制執行程序中聲請法院
將其建築物與土地併付拍賣。但對於建築物
之價金，無優先受清償之權。
前項規定，於第八百六十六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之情形，如抵押之不動產上，有該權利
人或經其同意使用之人之建築物者，準用之。
ௐˣѺ˛Ȉ˛୧̝˘ 以建築物設定抵押權
者，於法院拍賣抵押物時，其抵押物存在所
必要之權利得讓與者，應併付拍賣。但抵押
權人對於該權利賣得之價金，無優先受清償
之權。
ௐˣѺ˛Ȉˣ୧ 抵押權人於債權清償期屆滿
後，為受清償，得訂立契約，取得抵押物之
所有權，或用拍賣以外之方法，處分抵押物。
但有害於其他抵押權人之利益者，不在此
限。
ௐˣѺ˛Ȉ˝୧ 為債務人設定抵押權之第三
人，代為清償債務，或因抵押權人實行抵押
權致失抵押物之所有權時，該第三人於其清
償之限度內，承受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債
權。但不得有害於債權人之利益。

債務人如有保證人時，保證人應分擔之部
分，依保證人應負之履行責任與抵押物之價
值或限定之金額比例定之。抵押物之擔保債
權額少於抵押物之價值者，應以該債權額為
準。
前項情形，抵押人就超過其分擔額之範
圍，得請求保證人償還其應分擔部分。
ௐˣѺ˛Ȉ˝୧̝˘ 第三人為債務人設定抵
押權時，如債權人免除保證人之保證責任
者，於前條第二項保證人應分擔部分之限度
內，該部分抵押權消滅。
ௐˣѺˣȈ୧ 以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其請求
權已因時效而消滅，如抵押權人，於消滅時
效完成後，五年間不實行其抵押權者，其抵
押權消滅。
ௐˣѺˣȈ˘୧ 抵押權除法律另有規定外，
因抵押物滅失而消滅。但抵押人因滅失得受
賠償或其他利益者，不在此限。
抵押權人對於前項抵押人所得行使之賠償
或其他請求權有權利質權，其次序與原抵押
權同。
給付義務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向抵押人為
給付者，對於抵押權人不生效力。
抵押物因毀損而得受之賠償或其他利益，
準用前三項之規定。

ௐ˟༼!!ࢨᗝٯ٪ᝋ!
ௐˣѺˣȈ˘୧̝˘ 稱最高限額抵押權者，
謂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其不動產為擔保，就
債權人對債務人一定範圍內之不特定債權，
在最高限額內設定之抵押權。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以由一定
法律關係所生之債權或基於票據所生之權利
為限。
基於票據所生之權利，除本於與債務人間
依前項一定法律關係取得者外，如抵押權人
係於債務人已停止支付、開始清算程序，或
依破產法有和解、破產之聲請或有公司重整
之聲請，而仍受讓票據者，不屬最高限額抵
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但抵押權人不知其情事
而受讓者，不在此限。
ௐˣѺˣȈ˘୧̝˟ 最高限額抵押權人就已
確定之原債權，僅得於其約定之最高限額範
圍內，行使其權利。
前項債權之利息、遲延利息、違約金，與
前項債權合計不逾最高限額範圍者，亦同。

民法第二編物權
ௐˣѺˣȈ˘୧̝ˬ 原債權確定前，抵押權
人與抵押人得約定變更第八百八十一條之一
第二項所定債權之範圍或其債務人。
前項變更無須得後次序抵押權人或其他利
害關係人同意。
ௐˣѺˣȈ˘୧̝α 最高限額抵押權得約定
其所擔保原債權應確定之期日，並得於確定
之期日前，約定變更之。
前項確定之期日，自抵押權設定時起，不
得逾三十年。逾三十年者，縮短為三十年。
前項期限，當事人得更新之。
ௐˣѺˣȈ˘୧̝̣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
之原債權，未約定確定之期日者，抵押人或
抵押權人得隨時請求確定其所擔保之原債
權。
前項情形，除抵押人與抵押權人另有約定
外，自請求之日起，經十五日為其確定期日。
ௐˣѺˣȈ˘୧̝̱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
之債權，於原債權確定前讓與他人者，其最
高限額抵押權不隨同移轉。第三人為債務人
清償債務者，亦同。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於原債權
確定前經第三人承擔其債務，而債務人免其
責任者，抵押權人就該承擔之部分，不得行
使最高限額抵押權。
ௐˣѺˣȈ˘୧̝˛ 原債權確定前，最高限
額抵押權之抵押權人或債務人為法人而有合
併之情形者，抵押人得自知悉合併之日起十
五日內，請求確定原債權。但自合併登記之
日起已逾三十日，或抵押人為合併之當事人
者，不在此限。
有前項之請求者，原債權於合併時確定。
合併後之法人，應於合併之日起十五日內通
知抵押人，其未為通知致抵押人受損害者，
應負賠償責任。
前三項之規定，於第三百零六條或法人分
割之情形，準用之。
ௐˣѺˣȈ˘୧̝ˣ 原債權確定前，抵押權
人經抵押人之同意，得將最高限額抵押權之
全部或分割其一部讓與他人。
原債權確定前，抵押權人經抵押人之同
意，得使他人成為最高限額抵押權之共有人。
ௐˣѺˣȈ˘୧̝˝ 最高限額抵押權為數人
共有者，各共有人按其債權額比例分配其得
優先受償之價金。但共有人於原債權確定
前，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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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人得依前項按債權額比例分配之權
利，非經共有人全體之同意，不得處分。但
已有應有部分之約定者，不在此限。
ௐˣѺˣȈ˘୧̝Ȉ 為同一債權之擔保，於
數不動產上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者，如其擔
保之原債權，僅其中一不動產發生確定事由
時，各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原債權均歸
於確定。
ௐˣѺˣȈ˘୧̝Ȉ˘ 最高限額抵押權不因
抵押權人、抵押人或債務人死亡而受影響。
但經約定為原債權確定之事由者，不在此限。
ௐˣѺˣȈ˘୧̝Ȉ˟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
保之原債權，除本節另有規定外，因下列事
由之一而確定：
一、約定之原債權確定期日屆至者。
二、擔保債權之範圍變更或因其他事由，致
原債權不繼續發生者。
三、擔保債權所由發生之法律關係經終止或
因其他事由而消滅者。
四、債權人拒絕繼續發生債權，債務人請求
確定者。
五、最高限額抵押權人聲請裁定拍賣抵押
物，或依第八百七十三條之一之規定為
抵押物所有權移轉之請求時，或依第八
百七十八條規定訂立契約者。
六、抵押物因他債權人聲請強制執行經法院
查封，而為最高限額抵押權人所知悉，
或經執行法院通知最高限額抵押權人
者。但抵押物之查封經撤銷時，不在此
限。
七、債務人或抵押人經裁定宣告破產者。但
其裁定經廢棄確定時，不在此限。
第八百八十一條之五第二項之規定，於前
項第四款之情形，準用之。
第一項第六款但書及第七款但書之規定，
於原債權確定後，已有第三人受讓擔保債
權，或以該債權為標的物設定權利者，不適
用之。
ௐˣѺˣȈ˘୧̝Ȉˬ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
保之原債權確定事由發生後，債務人或抵押
人得請求抵押權人結算實際發生之債權額，
並得就該金額請求變更為普通抵押權之登
記。但不得逾原約定最高限額之範圍。
ௐˣѺˣȈ˘୧̝Ȉα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
保之原債權確定後，除本節另有規定外，其
擔保效力不及於繼續發生之債權或取得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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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之權利。
ௐˣѺˣȈ˘୧̝Ị̏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
保之債權，其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如抵
押權人於消滅時效完成後，五年間不實行其
抵押權者，該債權不再屬於最高限額抵押權
擔保之範圍。
ௐˣѺˣȈ˘୧̝Ȉ̱! 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
保之原債權確定後，於實際債權額超過最高
限額時，為債務人設定抵押權之第三人，或
其他對該抵押權之存在有法律上利害關係之
人，於清償最高限額為度之金額後，得請求
塗銷其抵押權。
ௐˣѺˣȈ˘୧̝Ȉ˛! 最高限額抵押權，除
第八百六十一條第二項、第八百六十九條第
一項、第八百七十條、第八百七十條之一、
第八百七十條之二、第八百八十條之規定
外，準用關於普通抵押權之規定。

ௐˬ༼!!ٯ٪ᝋ!
ௐˣѺˣȈ˟୧ 地上權、農育權及典權，均
得為抵押權之標的物。
ௐˣѺˣȈˬ୧ 普通抵押權及最高限額抵押
權之規定，於前條抵押權及其他抵押權準用
之。

ௐ˛ౢ!!ኳᝋ!
第一節

動產質權

ௐˣѺˣȈα୧ 稱動產質權者，謂債權人對
於債務人或第三人移轉占有而供其債權擔保
之動產，得就該動產賣得價金優先受償之權。
ௐˣѺˣỊ̏୧ 質權之設定，因供擔保之動
產移轉於債權人占有而生效力。
質權人不得使出質人或債務人代自己占有
質物。
ௐˣѺˣȈ̱୧ 動產之受質人占有動產，而
受關於占有規定之保護者，縱出質人無處分
其質物之權利，受質人仍取得其質權。
ௐˣѺˣȈ˛୧ 質權所擔保者為原債權、利
息、遲延利息、違約金、保存質物之費用、
實行質權之費用及因質物隱有瑕疵而生之損
害賠償。但契約另有約定者，不在此限。
前項保存質物之費用，以避免質物價值減
損所必要者為限。
ௐˣѺˣȈˣ୧ 質權人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
意，保管質物。

質權人非經出質人之同意，不得使用或出
租其質物。但為保存其物之必要而使用者，
不在此限。
ௐˣѺˣȈ˝୧ 質權人得收取質物所生之孳
息。但契約另有約定者，不在此限。
ௐˣѺ˝Ȉ୧ 質權人有收取質物所生孳息之
權利者，應以對於自己財產同一之注意收取
孳息，並為計算。
前項孳息，先抵充費用，次抵原債權之利
息，次抵原債權。
孳息如須變價始得抵充者，其變價方法準
用實行質權之規定。
ௐˣѺ˝Ȉ˘୧ 質權人於質權存續中，得以
自己之責任，將質物轉質於第三人。其因轉
質所受不可抗力之損失，亦應負責。
ௐˣѺ˝Ȉ˟୧ 因質物有腐壞之虞，或其價
值顯有減少，足以害及質權人之權利者，質
權人得拍賣質物，以其賣得價金，代充質物。
前項情形，如經出質人之請求，質權人應
將價金提存於法院。質權人屆債權清償期而
未受清償者，得就提存物實行其質權。
ௐˣѺ˝Ȉˬ୧ 質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
而未受清償者，得拍賣質物，就其賣得價金
而受清償。
約定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為清償時，質
物之所有權移屬於質權人者，準用第八百七
十三條之一之規定。
ௐˣѺ˝Ȉα୧ 前二條情形質權人應於拍賣
前，通知出質人。但不能通知者，不在此限。
ௐˣѺ˝Ị̏條 第八百七十八條之規定，於
動產質權準用之。
ௐˣѺ˝Ȉ̱୧ 動產質權所擔保之債權消滅
時，質權人應將質物返還於有受領權之人。
ௐˣѺ˝Ȉ˛୧ 動產質權，因質權人將質物
返還於出質人或交付於債務人而消滅。返還
或交付質物時，為質權繼續存在之保留者，
其保留無效。
ௐˣѺ˝Ȉˣ୧ 質權人喪失其質物之占有，
於二年內未請求返還者，其動產質權消滅。
ௐˣѺ˝Ȉ˝୧ 動產質權，因質物滅失而消
滅。但出質人因滅失得受賠償或其他利益
者，不在此限。
質權人對於前項出質人所得行使之賠償或
其他請求權仍有質權，其次序與原質權同。
給付義務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向出質人為給
付者，對於質權人不生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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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質權人得請求出質人交付其給
付物或提存其給付之金錢。
質物因毀損而得受之賠償或其他利益，準
用前四項之規定。
ௐˣѺ˝Ȉ˝୧̝˘ 債務人或第三人得提供
其動產為擔保，就債權人對債務人一定範圍
內之不特定債權，在最高限額內，設定最高
限額質權。
前項質權之設定，除移轉動產之占有外，
並應以書面為之。
關於最高限額抵押權及第八百八十四條至
前條之規定，於最高限額質權準用之。
ௐˣѺ˝Ȉ˝୧̝˟ 質權人係經許可以受質
為營業者，僅得就質物行使其權利。出質人
未於取贖期間屆滿後五日內取贖其質物時，
質權人取得質物之所有權，其所擔保之債權
同時消滅。
前項質權，不適用第八百八十九條至第八
百九十五條、第八百九十九條、第八百九十
九條之一之規定。

第二節

權利質權

ௐ˝Ѻ୧ 稱權利質權者，謂以可讓與之債權
或其他權利為標的物之質權。
第˝Ѻ˘୧ 權利質權，除本節有規定外，
準用關於動產質權之規定。
ௐ˝Ѻ˟୧ 權利質權之設定，除依本節規
定外，並應依關於其權利讓與之規定為之。
ௐ˝Ѻˬ୧ 為質權標的物之權利，非經質
權人之同意，出質人不得以法律行為，使其
消滅或變更。
ௐ˝Ѻα୧ 以債權為標的物之質權，其設
定應以書面為之。
前項債權有證書者，出質人有交付之義務。
ௐ˝Ѻ̣୧ 為質權標的物之債權，以金錢
給付為內容，而其清償期先於其所擔保債權
之清償期者，質權人得請求債務人提存之，
並對提存物行使其質權。
為質權標的物之債權，以金錢給付為內
容，而其清償期後於其所擔保債權之清償期
者，質權人於其清償期屆至時，得就擔保之
債權額，為給付之請求。
ௐ˝Ѻ̱୧ 為質權標的物之債權，以金錢
以外之動產給付為內容者，於其清償期屆至
時，質權人得請求債務人給付之，並對該給
付物有質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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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୧̝˘ 為質權標的物之債權，以不
動產物權之設定或移轉為給付內容者，於其
清償期屆至時，質權人得請求債務人將該不
動產物權設定或移轉於出質人，並對該不動
產物權有抵押權。
前項抵押權應於不動產物權設定或移轉於
出質人時，一併登記。
ௐ˝Ѻ̱୧̝˟ 質權人於所擔保債權清償
期屆至而未受清償時，除依前三條之規定
外，亦得依第八百九十三條第一項或第八百
九十五條之規定實行其質權。
ௐ˝Ѻ̱୧̝ˬ! 為質權標的物之債權，如
得因一定權利之行使而使其清償期屆至者，
質權人於所擔保債權清償期屆至而未受清償
時，亦得行使該權利。
ௐ˝Ѻ̱୧̝α 債務人依第九百零五條第
一項、第九百零六條、第九百零六條之一為
提存或給付時，質權人應通知出質人，但無
庸得其同意。
ௐ˝Ѻ˛୧ 為質權標的物之債權，其債務
人受質權設定之通知者，如向出質人或質權
人一方為清償時，應得他方之同意。他方不
同意時，債務人應提存其為清償之給付物。
ௐ˝Ѻ˛୧̝˘ 為質權標的物之債權，其債
務人於受質權設定之通知後，對出質人取得
債權者，不得以該債權與為質權標的物之債
權主張抵銷。
ௐ˝Ѻˣ୧ 質權以未記載權利人之有價證
券為標的物者，因交付其證券於質權人，而
生設定質權之效力。以其他之有價證券為標
的物者，並應依背書方法為之。
前項背書，得記載設定質權之意旨。
ௐ˝Ѻ˝୧ 質權以未記載權利人之有價證
券、票據、或其他依背書而讓與之有價證券
為標的物者，其所擔保之債權，縱未屆清償
期，質權人仍得收取證券上應受之給付。如
有使證券清償期屆至之必要者，並有為通知
或依其他方法使其屆至之權利。債務人亦僅
得向質權人為給付。
前項收取之給付，適用第九百零五條第一
項或第九百零六條之規定。
第九百零六條之二及第九百零六條之三之
規定，於以證券為標的物之質權，準用之。
ௐ˝ѺȈ୧ 質權以有價證券為標的物者，其
附屬於該證券之利息證券、定期金證券或其
他附屬證券，以已交付於質權人者為限，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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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質權效力所及。
附屬之證券，係於質權設定後發行者，除
另有約定外，質權人得請求發行人或出質人
交付之。

ௐˣౢ!!ᝋ!
ௐ˝ѺȈ˘୧ 稱典權者，謂支付典價在他人
之不動產為使用、收益，於他人不回贖時，
取得該不動產所有權之權。
ௐ˝ѺȈ˟୧ 典權約定期限不得逾三十年。
逾三十年者縮短為三十年。
ௐ˝ѺȈˬ୧ 典權之約定期限不滿十五年
者，不得附有到期不贖即作絕賣之條款。
典權附有絕賣條款者，出典人於典期屆滿
不以原典價回贖時，典權人即取得典物所有
權。
絕賣條款非經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
ௐ˝ѺȈα୧ （刪除）
ௐ˝ѺỊ̏୧ 典權存續中，典權人得將典物
轉典或出租於他人。但另有約定或另有習慣
者，依其約定或習慣。
典權定有期限者，其轉典或租賃之期限，
不得逾原典權之期限，未定期限者，其轉典
或租賃，不得定有期限。
轉典之典價，不得超過原典價。
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一人所有，
而為同一人設定典權者，典權人就該典物不
得分離而為轉典或就其典權分離而為處分。
ௐ˝ѺȈ̱୧ 典權人對於典物因轉典或出租
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ௐ˝ѺȈ˛୧ 典權人得將典權讓與他人或設
定抵押權。
典物為土地，典權人在其上有建築物者，
其典權與建築物，不得分離而為讓與或其他
處分。
ௐ˝ѺȈ˛୧̝˘ 典權人應依典物之性質為
使用收益，並應保持其得永續利用。
典權人違反前項規定，經出典人阻止而仍
繼續為之者，出典人得回贖其典物。典權經
設定抵押權者，並應同時將該阻止之事實通
知抵押權人。
ௐ˝ѺȈˣ୧ 出典人設定典權後，得將典物
讓與他人。但典權不因此而受影響。
ௐ˝ѺȈ˝୧! 出典人將典物出賣於他人時，
典權人有以相同條件留買之權。
前項情形，出典人應以書面通知典權人。

典權人於收受出賣通知後十日內不以書面表
示依相同條件留買者，其留買權視為拋棄。
出典人違反前項通知之規定而將所有權移
轉者，其移轉不得對抗典權人。
ௐ˝Ѻ˟Ȉ୧ 典權存續中，典物因不可抗力
致全部或一部滅失者，就其滅失之部分，典
權與回贖權，均歸消滅。
前項情形，出典人就典物之餘存部分，為
回贖時，得由原典價扣除滅失部分之典價。
其滅失部分之典價，依滅失時滅失部分之價
值與滅失時典物之價值比例計算之。
ௐ˝Ѻ˟Ȉ˘୧ 典權存續中，典物因不可抗
力致全部或一部滅失者，除經出典人同意
外，典權人僅得於滅失時滅失部分之價值限
度內為重建或修繕。原典權對於重建之物，
視為繼續存在。
ௐ˝Ѻ˟Ȉ˟୧ 典權存續中，因典權人之過
失，致典物全部或一部滅失者，典權人於典
價額限度內，負其責任。但因故意或重大過
失，致滅失者，除將典價抵償損害外，如有
不足，仍應賠償。
ௐ˝Ѻ˟Ȉ˟୧̝一 因典物滅失受賠償而重
建者，原典權對於重建之物，視為繼續存在。
ௐ˝Ѻ˟Ȉˬ୧ 典權定有期限者，於期限屆
滿後，出典人得以原典價回贖典物。
出典人於典期屆滿後，經過二年，不以原
典價回贖者，典權人即取得典物所有權。
ௐ˝Ѻ˟Ȉα୧ 典權未定期限者，出典人得
隨時以原典價回贖典物。但自出典後經過三
十年不回贖者，典權人即取得典物所有權。
ௐ˝Ѻ˟Ȉα୧̝˘ 經轉典之典物，出典人
向典權人為回贖之意思表示時，典權人不於
相當期間向轉典權人回贖並塗銷轉典權登記
者，出典人得於原典價範圍內，以最後轉典
價逕向最後轉典權人回贖典物。
前項情形，轉典價低於原典價者，典權人
或轉典權人得向出典人請求原典價與轉典價
間之差額。出典人並得為各該請求權人提存
其差額。
前二項規定，於下列情形亦適用之：
一、典權人預示拒絕塗銷轉典權登記。
二、典權人行蹤不明或有其他情形致出典人
不能為回贖之意思表示。
ௐ˝Ѻ˟Ȉα୧̝˟ 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
物同屬一人所有，而僅以土地設定典權者，
典權人與建築物所有人間，推定在典權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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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存續中，有租賃關係存在；其僅以建築
物設定典權者，典權人與土地所有人間，推
定在典權存續中，有租賃關係存在；其分別
設定典權者，典權人相互間，推定在典權均
存續中，有租賃關係存在。
前項情形，其租金數額當事人不能協議
時，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
依第一項設定典權者，於典權人依第九百
十三條第二項、第九百二十三條第二項、第
九百二十四條規定取得典物所有權，致土地
與建築物各異其所有人時，準用第八百三十
八條之一規定。
ௐ˝Ѻ˟Ị̏୧ 出典人之回贖，應於六個月
前通知典權人。
ௐ˝Ѻ˟Ȉ̱୧ 出典人於典權存續中，表示
讓與其典物之所有權於典權人者，典權人得
按時價找貼，取得典物所有權。
前項找貼，以一次為限。
ௐ˝Ѻ˟Ȉ˛୧ 典權人因支付有益費用，使
典物價值增加，或依第九百二十一條規定，
重建或修繕者，於典物回贖時，得於現存利
益之限度內，請求償還。
第八百三十九條規定，於典物回贖時準用
之。
典物為土地，出典人同意典權人在其上營
造建築物者，除另有約定外，於典物回贖時，
應按該建築物之時價補償之。出典人不願補
償者，於回贖時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定。
出典人願依前項規定為補償而就時價不能
協議時，得聲請法院裁定之；其不願依裁定
之時價補償者，於回贖時亦視為已有地上權
之設定。
前二項視為已有地上權設定之情形，其地
租、期間及範圍，當事人不能協議時，得請
求法院以判決定之。

ௐ˝ౢ!!ཉᝋ!
ௐ˝Ѻ˟Ȉˣ୧ 稱留置權者，謂債權人占有
他人之動產，而其債權之發生與該動產有牽
連關係，於債權已屆清償期未受清償時，得
留置該動產之權。
債權人因侵權行為或其他不法之原因而占
有動產者，不適用前項之規定。
其占有之始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不知該動
產非為債務人所有者，亦同。
ௐ˝Ѻ˟Ȉ˝୧ 商人間因營業關係而占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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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與其因營業關係所生之債權，視為有
前條所定之牽連關係。
ௐ˝ѺˬȈ୧ 動產之留置，違反公共秩序或
善良風俗者，不得為之。其與債權人應負擔
之義務或與債權人債務人間之約定相牴觸
者，亦同。
ௐ˝ѺˬȈ˘୧ 債務人無支付能力時，債權
人縱於其債權未屆清償期前，亦有留置權。
債務人於動產交付後，成為無支付能力，
或其無支付能力於交付後始為債權人所知
者，其動產之留置，縱有前條所定之牴觸情
形，債權人仍得行使留置權。
ௐ˝ѺˬȈ˟୧ 債權人於其債權未受全部清
償前，得就留置物之全部，行使其留置權。
但留置物為可分者，僅得依其債權與留置物
價值之比例行使之。
ௐ˝ѺˬȈ˟୧̝˘ 留置物存有所有權以外
之物權者，該物權人不得以之對抗善意之留
置權人。
ௐ˝ѺˬȈˬ୧ 第八百八十八條至第八百九
十條及第八百九十二條之規定，於留置權準
用之。
ௐ˝ѺˬȈα୧ 債權人因保管留置物所支出
之必要費用，得向其物之所有人，請求償還。
ௐ˝ѺˬỊ̏୧ （刪除）
ௐ˝ѺˬȈ̱୧ 債權人於其債權已屆清償期
而未受清償者，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
限，通知債務人，聲明如不於其期限內為清
償時，即就其留置物取償；留置物為第三人
所有或存有其他物權而為債權人所知者，應
併通知之。
債務人或留置物所有人不於前項期限內為
清償者，債權人得準用關於實行質權之規
定，就留置物賣得之價金優先受償，或取得
其所有權。
不能為第一項之通知者，於債權清償期屆
至後，經過六個月仍未受清償時，債權人亦
得行使前項所定之權利。
ௐ˝ѺˬȈ˛୧ 債務人或留置物所有人為債
務之清償，已提出相當之擔保者，債權人之
留置權消滅。
第八百九十七條至第八百九十九條之規
定，於留置權準用之。
ௐ˝ѺˬȈˣ୧ （刪除）
ௐ˝ѺˬȈ˝୧! 本章留置權之規定，於其他
留置權準用之。但其他留置權另有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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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其規定。

ௐȈౢ!!Κѣ!
ௐ˝ѺαȈ୧ 對於物有事實上管領之力者，
為占有人。
ௐ˝ѺαȈ˘୧ 地上權人、農育權人、典權
人、質權人、承租人、受寄人，或基於其他
類似之法律關係，對於他人之物為占有者，
該他人為間接占有人。
ௐ˝ѺαȈ˟୧ 受僱人、學徒、家屬或基於
其他類似之關係，受他人之指示，而對於物
有管領之力者，僅該他人為占有人。
ௐ˝ѺαȈˬ୧ 占有人於占有物上行使之權
利，推定其適法有此權利。
前項推定，於下列情形不適用之：
一、占有已登記之不動產而行使物權。
二、行使所有權以外之權利者，對使其占有
之人。
ௐ˝ѺαȈα୧ 占有人推定其為以所有之意
思，善意、和平、公然及無過失占有。
經證明前後兩時為占有者，推定前後兩時
之間，繼續占有。
ௐ˝ѺαỊ̏୧ 占有依其所由發生之事實之
性質，無所有之意思者，其占有人對於使其
占有之人表示所有之意思時起，為以所有之
意思而占有。其因新事實變為以所有之意思
占有者，亦同。
使其占有之人非所有人，而占有人於為前
項表示時已知占有物之所有人者，其表示並
應向該所有人為之。
前二項規定，於占有人以所有之意思占有
變為以其他意思而占有，或以其他意思之占
有變為以不同之其他意思而占有者，準用之。
ௐ˝ѺαȈ̱୧ 占有之移轉，因占有物之交
付而生效力。
前項移轉，準用第七百六十一條之規定。
ௐ˝ѺαȈ˛୧ 占有之繼承人或受讓人，得
就自己之占有或將自己之占有與其前占有人
之占有合併，而為主張。
合併前占有人之占有而為主張者，並應承
繼其瑕疵。
ௐ˝ѺαȈˣ୧ 以動產所有權，或其他物權
之移轉或設定為目的，而善意受讓該動產之
占有者，縱其讓與人無讓與之權利，其占有
仍受法律之保護。但受讓人明知或因重大過
失而不知讓與人無讓與之權利者，不在此限。

動產占有之受讓，係依第七百六十一條第
二項規定為之者，以受讓人受現實交付且交
付時善意為限，始受前項規定之保護。
ௐ˝ѺαȈ˝୧ 占有物如係盜贓、遺失物或
其他非基於原占有人之意思而喪失其占有
者，原占有人自喪失占有之時起二年以內，
得向善意受讓之現占有人請求回復其物。
依前項規定回復其物者，自喪失其占有時
起，回復其原來之權利。
ௐ˝Ѻ̣Ȉ୧ 盜贓、遺失物或其他非基於原
占有人之意思而喪失其占有之物，如現占有
人由公開交易場所，或由販賣與其物同種之
物之商人，以善意買得者，非償還其支出之
價金，不得回復其物。
ௐ˝Ѻ̣Ȉ˘୧ 盜贓、遺失物或其他非基於
原占有人之意思而喪失其占有之物，如係金
錢或未記載權利人之有價證券，不得向其善
意受讓之現占有人請求回復。
ௐ˝Ѻ̣Ȉ˘୧̝˘ 第九百四十九條及第九
百五十條規定，於原占有人為惡意占有者，
不適用之。
ௐ˝Ѻ̣Ȉ˟୧ 善意占有人於推定其為適法
所有之權利範圍內，得為占有物之使用、收
益。
ௐ˝Ѻ̣Ȉˬ୧ 善意占有人就占有物之滅失
或毀損，如係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所致
者，對於回復請求人僅以滅失或毀損所受之
利益為限，負賠償之責。
ௐ˝Ѻ̣Ȉα୧ 善意占有人因保存占有物所
支出之必要費用，得向回復請求人請求償還。
但已就占有物取得孳息者，不得請求償還通
常必要費用。
ௐ˝Ѻ̣Ị̏୧! 善意占有人，因改良占有物
所支出之有益費用，於其占有物現存之增加
價值限度內，得向回復請求人，請求償還。
ௐ˝Ѻ̣Ȉ̱୧ 惡意占有人或無所有意思之
占有人，就占有物之滅失或毀損，如係因可
歸責於自己之事由所致者，對於回復請求
人，負賠償之責。
ௐ˝Ѻ̣Ȉ˛୧ 惡意占有人，因保存占有物
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對於回復請求人，得依
關於無因管理之規定，請求償還。
ௐ˝Ѻ̣Ȉˣ୧ 惡意占有人，負返還孳息之
義務。其孳息如已消費，或因其過失而毀損，
或怠於收取者，負償還其孳息價金之義務。
ௐ˝Ѻ̣Ȉ˝୧ 善意占有人自確知其無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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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權時起，為惡意占有人。
善意占有人於本權訴訟敗訴時，自訴狀送達
之日起，視為惡意占有人。
ௐ˝Ѻ̱Ȉ୧ 占有人，對於侵奪或妨害其占
有之行為，得以己力防禦之。
占有物被侵奪者，如係不動產，占有人得
於侵奪後，即時排除加害人而取回之；如係
動產，占有人得就地或追蹤向加害人取回之。
ௐ˝Ѻ̱Ȉ˘୧ 依第九百四十二條所定對於
物有管領力之人，亦得行使前條所定占有人
之權利。
ௐ˝Ѻ̱Ȉ˟୧ 占有人，其占有被侵奪者，
得請求返還其占有物；占有被妨害者，得請
求除去其妨害；占有有被妨害之虞者，得請
求防止其妨害。
ௐ˝Ѻ̱Ȉˬ୧ 前條請求權，自侵奪或妨害
占有或危險發生後，一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ௐ˝Ѻ̱Ȉˬ୧̝˘ 數人共同占有一物時，
各占有人得就占有物之全部，行使第九百六
十條或第九百六十二條之權利。
依前項規定，取回或返還之占有物，仍為
占有人全體占有。
ௐ˝Ѻ̱Ȉα୧ 占有，因占有人喪失其對於
物之事實上管領力而消滅。但其管領力僅一
時不能實行者，不在此限。
ௐ˝Ѻ̱Ị̏୧ 數人共同占有一物時，各占
有人就其占有物使用之範圍，不得互相請求
占有之保護。
ௐ˝Ѻ̱Ȉ̱୧ 財產權，不因物之占有而成
立者，行使其財產權之人，為準占有人。
本章關於占有之規定，於前項準占有準用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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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物權編施行法
中華民國 19 年 2 月 10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 16
條；並自中華民國 19 年 5 月 5 日施行
中華民國 96 年 3 月 2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37761 號令修正公布全文 24 條；並自公布
後六個月施行
中華民國 98 年 1 月 2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18511 號令修正公布第 4、11、13 條條文；
增訂第 8-1～8-5 條條文；並自公布後六個月施
行
中 華 民 國 99 年 2 月 3 日 總 統華 總 一義 字第
09900022471 號令增訂公布第 13-1、13-2 條條
文；並自公布後 6 個月施行

ௐ˘୧ 物權在民法物權編施行前發生者，除
本施行法有特別規定外，不適用民法物權編
之規定；其在修正施行前發生者，除本施行
法有特別規定外，亦不適用修正施行後之規
定。
ௐ˟୧ 民法物權編所定之物權，在施行前發
生者，其效力自施行之日起，依民法物權編
之規定。
ௐˬ୧ 民法物權編所規定之登記，另以法律
定之。
物權於未能依前項法律登記前，不適用民
法物權編關於登記之規定。
ௐα୧ 民法物權編施行前，依民法物權編之
規定，消滅時效業已完成，或其時效期間尚
有殘餘不足一年者，得於施行之日起，一年
內行使請求權。但自其時效完成後，至民法
物權編施行時，已逾民法物權編所定時效期
間二分之一者，不在此限。
前項規定，於依民法物權編修正施行後規
定之消滅時效業已完成，或其時效期間尚有
殘餘不足一年者，準用之。
ௐ̣୧ 民法物權編施行前，無時效性質之法
定期間已屆滿者，其期間為屆滿。
民法物權編施行前已進行之期間，依民法
物權編所定之無時效性質之法定期間，於施
行時尚未完成者，其已經過之期間與施行後
之期間，合併計算。
前項規定，於取得時效準用之。
ௐ̱୧ 前條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修正施行後
所定無時效性質之法定期間準用之。
但其法定期間不滿一年者，如在修正施行
時尚未屆滿，其期間自修正施行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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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୧ 民法物權編施行前占有動產而具備民
法第七百六十八條之條件者，於施行之日取
得其所有權。
ௐˣ୧ 民法物權編施行前占有不動產而具備
民法第七百六十九條或第七百七十條之條件
者，自施行之日起，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
ௐˣ୧̝˘ 修正之民法第七百八十二條規
定，於民法物權編修正施行前水源地或井之
所有人，對於他人因工事杜絕、減少或污染
其水，而得請求損害賠償或並得請求回復原
狀者，亦適用之。
ௐˣ୧̝˟ 修正之民法第七百八十八條第二
項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修正施行前有通行權
人開設道路，致通行地損害過鉅者，亦適用
之。但以未依修正前之規定支付償金者為限。
ௐˣ୧̝ˬ 修正之民法第七百九十六條及第
七百九十六條之一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修正
施行前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
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更其房屋時，亦適用之。
ௐˣ୧̝α 修正之民法第七百九十六條之二
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修正施行前具有與房屋
價值相當之其他建築物，亦適用之。
ௐˣ୧̝̣ 同一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區分所有
人間為使其共有部分或基地之應有部分符合
修正之民法第七百九十九條第四項規定之比
例而為移轉者，不受修正之民法同條第五項
規定之限制。
民法物權編修正施行前，區分所有建築物
之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
權利，已分屬不同一人所有或已分別設定負
擔者，其物權之移轉或設定負擔，不受修正
之民法第七百九十九條第五項規定之限制。
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基地，依前項規定有分
離出賣之情形時，其專有部分之所有人無基
地應有部分或應有部分不足者，於按其專有
部分面積比例計算其基地之應有部分範圍
內，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利，其權利
並優先於其他共有人。
前項情形，有數人表示優先承買時，應按
專有部分比例買受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
約定。
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依第二項規
定有分離出賣之情形時，其基地之所有人無
專有部分者，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利。
前項情形，有數人表示優先承買時，以抽
籤定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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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基地或專有部分之所有
人依第三項或第五項規定出賣基地或專有部
分時，應在該建築物之公告處或其他相當處
所公告五日。優先承買權人不於最後公告日
起十五日內表示優先承買者，視為拋棄其優
先承買權。
ௐ˝୧ 依法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者，如第三
條第一項所定之登記機關尚未設立，於得請
求登記之日，視為所有人。
ௐȈ୧ 民法物權編施行前，占有動產，而具
備民法第八百零一條或第八百八十六條之條
件者，於施行之日，取得其所有權或質權。
ௐȈ˘୧ 民法物權編施行前，拾得遺失物、
漂流物或沈沒物，而具備民法第八百零三條
及第八百零七條之條件者，於施行之日，取
得民法第八百零七條所定之權利。
ௐȈ˟୧ 民法物權編施行前，依民法第八百
零八條或第八百十一條至第八百十四條之規
定，取得所有權者，於施行之日，取得其所
有權。
ௐȈˬ୧ 民法物權編施行前，以契約訂有共
有物不分割之期限者，如其殘餘期限，自施
行日起算，較民法第八百二十三條第二項所
定之期限為短者，依其期限，較長者，應自
施行之日起，適用民法第八百二十三條第二
項規定。
修正之民法第八百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
於民法物權編修正施行前契約訂有不分割期
限者，亦適用之。
ௐȈˬ୧̝˘ 修正之民法第八百三十三條之
一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中華民國九十九年一
月五日修正之條文施行前未定有期限之地上
權，亦適用之。
ௐȈˬ୧̝˟ 民法物權編中華民國九十九年
一月五日修正之條文施行前發生之永佃權，
其存續期限縮短為自修正施行日起二十年。
前項永佃權仍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第一項永佃權存續期限屆滿時，永佃權人
得請求變更登記為農育權。
ௐȈα୧ 修正之民法第八百七十五條之一至
第八百七十五條之四之規定，於抵押物為債
務人以外之第三人所有，而其上之抵押權成
立於民法物權編修正施行前者，亦適用之。
修正之民法第八百七十五條之四第二款之
規定，於其後次序抵押權成立於民法物權編
修正施行前者，亦同。

ௐỊ̏୧ 修正之民法第八百七十九條關於為
債務人設定抵押權之第三人對保證人行使權
利之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修正施行前已成立
保證之情形，亦適用之。
ௐȈ̱୧ 民法物權編施行前，以抵押權擔保
之債權，依民法之規定，其請求權消滅時效
已完成者，民法第八百八十條所規定抵押權
之消滅期間，自施行日起算。但自請求權消
滅時效完成後，至施行之日已逾十年者，不
得行使抵押權。
ௐȈ˛୧ 修正之民法第八百八十一條之一至
第八百八十一條之十七之規定，除第八百八
十一條之一第二項、第八百八十一條之四第
二項、第八百八十一條之七之規定外，於民
法物權編修正施行前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
權，亦適用之。
ௐȈˣ୧ 修正之民法第八百八十三條之規
定，於民法物權編修正施行前以地上權或典
權為標的物之抵押權及其他抵押權，亦適用
之。
ௐȈ˝୧ 民法第八百九十二條第一項及第八
百九十三條第一項所定之拍賣質物，除聲請
法院拍賣者外，在拍賣法未公布施行前，得
照市價變賣，並應經公證人或商業團體之證
明。
ௐ˟Ȉ୧ 民法物權編修正前關於質權之規
定，於當舖或其他以受質為營業者，不適用
之。
ௐ˟Ȉ˘୧ 修正之民法第九百零六條之一之
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修正施行前為質權標的
物之債權，其清償期已屆至者，亦適用之。
ௐ˟Ȉ˟୧ 民法物權編施行前，定有期限之
典權，依舊法規得回贖者，仍適用舊法規。
ௐ˟Ȉˬ୧ 修正之民法第九百三十二條之一
之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修正施行前留置物存
有所有權以外之物權者，亦適用之。
ௐ˟Ȉα୧ 本施行法自民法物權編施行之日
施行。
民法物權編修正條文及本施行法修正條
文，自公布後六個月施行。

民法第四編親屬

民法
中華民國 19 年 12 月 26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親屬
編全文 171 條；並自中華民國 20 年 5 月 5 日施行
中華民國 74 年 6 月 3 日總統令修正公布第 971、
977、982、983、985、988、1002、1010、1013、
1016～1019、1021、1024、1050、1052、1058～
1060、1063、1067、1074、1078～1080、1084、
1088、1105、1113、1118、1131、1132 條條文；
增訂第 979-1、979-2、999-1、1008-1、1030-1、
1073-1、1079-1、1079-2、1103-1、1116-1 條條
文；並刪除第 992、1042、1043、1071 條條文暨
第二章第四節第三款第二目目名
中華民國 85 年 9 月 25 日總統（85）華總（一）義
字第 8500231840 號令修正公布第 999-1、1055、
1089 條條文；增訂第 1055-1、1055-2、1069-1、
1116-2 條條文；並刪除第 105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8 年 4 月 2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8800084000 號令修正公布第 106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9 年 1 月 19 日總統（89）華總（一）義
字第 8900011860 號令修正公布第 109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1 年 6 月 2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128090 號 令 修 正 公 布 第 1007 、 1008 、
1008-1、1010、1017、1018、1022、1023、1030-1、
1031～1034、1038、1040、1041、1044、1046、
1058 條條文；增訂第 1003-1、1018-1、1020-1、
1020-2、1030-2～1030-4、1031-1 條條文；並刪
除第 1006、1013～1016、1019～1021、1024～
1030、1035～1037、1045、1047、1048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6 年 5 月 2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64111 號令修正公布第 982、988、1030-1、
1052、1059、1062、1063、1067、1070、1073～
1083、1086、1090 條條文；增訂第 988-1、1059-1、
1076-1 、 1076-2 、 1079-3 ～ 1079-5 、 1080-1 ～
1080-3、1083-1、1089-1 條條文；刪除第 1068 條
條文；除第 982 條之規定自公布後一年施行，其
餘修正之條文自公布日施行
中 華 民 國 97 年 1 月 9 日 總 統華 總 一義 字第
0970000223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052、1120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7 年 5 月 2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700059171 號 令 修 正 公 布 第 1092 ～ 1101 、
1103、1104、1106～1109、1110～1113 條條文及
第二節節名；增訂第 1094-1、1099-1、1106-1、
1109-1、1109-2、1111-1、1111-2、1112-1、1112-2、
1113-1 條條文；刪除第 1103-1、1105 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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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公布後一年六個月（98 年 11 月 23 日）施行
中華民國 98 年 4 月 2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105881 號令增訂公布第 1052-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324501 號 令 修 正 公 布 第 1131 、 1133 、
1198、1210 條條文；並自 98 年 11 月 23 日施行
中華民國 99 年 1 月 2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020021 號令增訂公布第 1118-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2313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059、1059-1 條
條文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2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10028473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030-1 條條文；並
刪除第 1009、101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1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22520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055-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2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1184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132、121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4 年 1 月 1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0227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111-2、1183 條條
文

ௐαበ!!Ꮠᛳ!
ௐ˘ౢ! ఼!
ௐ˝Ѻ̱Ȉ˛୧ 稱直系血親者，謂己身所從
出或從己身所出之血親。
稱旁系血親者，謂非直系血親，而與己身
出於同源之血親。
ௐ˝Ѻ̱Ȉˣ୧ 血親親等之計算，直系血
親，從己身上下數，以一世為一親等；旁系
血親，從己身數至同源之直系血親，再由同
源之直系血親，數至與之計算親等之血親，
以其總世數為親等之數。
ௐ˝Ѻ̱Ȉ˝୧ 稱姻親者，謂血親之配偶、
配偶之血親及配偶之血親之配偶。
ௐ˝Ѻ˛Ȉ୧ 姻親之親系及親等之計算如
左：
一、血親之配偶，從其配偶之親系及親等。
二、配偶之血親，從其與配偶之親系及親等。
三、配偶之血親之配偶，從其與配偶之親系及
親等。
ௐ˝Ѻ˛Ȉ˘୧ 姻親關係，因離婚而消滅；
結婚經撤銷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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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 ބ
第一節

婚約

ௐ˝Ѻ˛Ȉ˟୧ 婚約，應由男女當事人自行
訂定。
ௐ˝Ѻ˛Ȉˬ୧ 男未滿十七歲，女未滿十五
歲者，不得訂定婚約。
ௐ˝Ѻ˛Ȉα୧! 未成年人訂定婚約，應得法
定代理人之同意。
ௐ˝Ѻ˛Ị̏୧ 婚約，不得請求強迫履行。
ௐ˝Ѻ˛Ȉ̱୧ 婚約當事人之一方，有左列
情形之一者，他方得解除婚約：
一、婚約訂定後，再與他人訂定婚約或結婚
者。
二、故違結婚期約者。
三、生死不明已滿一年者。
四、有重大不治之病者。
五、有花柳病或其他惡疾者。
六、婚約訂定後成為殘廢者。
七、婚約訂定後與人通姦者。
八、婚約訂定後受徒刑之宣告者。
九、有其他重大事由者。
依前項規定解除婚約者，如事實上不能向他
方為解除之意思表示時，無須為意思表示，自
得為解除時起，不受婚約之拘束。
ௐ˝Ѻ˛Ȉ˛୧ 依前條之規定，婚約解除
時，無過失之一方，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
求賠償其因此所受之損害。
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
得請求賠償相當之金額。
前項請求權不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契約
承諾，或已起訴者，不在此限。
ௐ˝Ѻ˛Ȉˣ୧ 婚約當事人之一方，無第九
百七十六條之理由而違反婚約者，對於他方
因此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之責。
ௐ˝Ѻ˛Ȉ˝୧ 前條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受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金額。但以
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
前項請求權，不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契
約承諾或已起訴者，不在此限。
ௐ˝Ѻ˛Ȉ˝୧̝˘ 因訂定婚約而為贈與
者，婚約無效、解除或撤銷時，當事人之一
方，得請求他方返還贈與物。
ௐ˝Ѻ˛Ȉ˝୧̝˟ 第九百七十七條至第九
百七十九條之一所規定之請求權，因二年間
不行使而消滅。

第二節

結婚

ௐ˝ѺˣȈ୧ 男未滿十八歲，女未滿十六歲
者，不得結婚。
ௐ˝ѺˣȈ˘୧ 未成年人結婚，應得法定代
理人之同意。
ௐ˝ѺˣȈ˟୧ 結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
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
機關為結婚之登記。
ௐ˝ѺˣȈˬ୧ 與左列親屬，不得結婚︰
一、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
二、旁系血親在六親等以內者。但因收養而
成立之四親等及六親等旁系血親，輩分
相同者，不在此限。
三、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輩分不相同
者。
前項直系姻親結婚之限制，於姻親關係消滅
後，亦適用之。
第一項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結婚之限制，於
因收養而成立之直系親屬間，在收養關係終止
後，亦適用之。
ௐ˝ѺˣȈα୧ 監護人與受監護人，於監護
關係存續中，不得結婚。但經受監護人父母
之同意者，不在此限。
ௐ˝ѺˣỊ̏୧ 有配偶者，不得重婚。
一人不得同時與二人以上結婚。
ௐ˝ѺˣȈ̱୧ （刪除）
ௐ˝ѺˣȈ˛୧ （刪除）
ௐ˝ѺˣȈˣ୧ 結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無
效：
一、不具備第九百八十二條之方式。
二、違反第九百八十三條規定。
三、違反第九百八十五條規定。但重婚之雙
方當事人因善意且無過失信賴一方前婚
姻消滅之兩願離婚登記或離婚確定判決
而結婚者，不在此限。
ௐ˝ѺˣȈˣ୧̝˘ 前條第三款但書之情
形，前婚姻自後婚姻成立之日起視為消滅。
前婚姻視為消滅之效力，除法律另有規定
外，準用離婚之效力。但剩餘財產已為分配
或協議者，仍依原分配或協議定之，不得另
行主張。
依第一項規定前婚姻視為消滅者，其剩餘
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
餘財產之差額時起，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自撤銷兩願離婚登記或廢棄離婚判決確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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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逾五年者，亦同。
前婚姻依第一項規定視為消滅者，無過失
之前婚配偶得向他方請求賠償。
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前婚配偶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金額。
前項請求權，不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契
約承諾或已起訴者，不在此限。
ௐ˝ѺˣȈ˝୧!!結婚違反第九百八十條之規
定者，當事人或其法定代理人得向法院請求
撤銷之。但當事人已達該條所定年齡或已懷
胎者，不得請求撤銷。
ௐ˝Ѻ˝Ȉ୧ 結婚違反第九百八十一條之規
定者，法定代理人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但
自知悉其事實之日起，已逾六個月，或結婚
後已逾一年，或已懷胎者，不得請求撤銷。
ௐ˝Ѻ˝Ȉ˘୧ 結婚違反第九百八十四條之
規定者，受監護人或其最近親屬得向法院請
求撤銷之。但結婚已逾一年者，不得請求撤
銷。
ௐ˝Ѻ˝Ȉ˟୧ （刪除）
ௐ˝Ѻ˝Ȉˬ୧ （刪除）
ௐ˝Ѻ˝Ȉα୧ （刪除）
ௐ˝Ѻ˝Ị̏୧ 當事人之一方，於結婚時不
能人道而不能治者，他方得向法院請求撤銷
之。但自知悉其不能治之時起已逾三年者，
不得請求撤銷。
ௐ˝Ѻ˝Ȉ̱୧ 當事人之一方，於結婚時係
在無意識或精神錯亂中者，得於常態回復後
六個月內向法院請求撤銷之。
ௐ˝Ѻ˝Ȉ˛୧ 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結婚
者，得於發見詐欺或脅迫終止後，六個月內
向法院請求撤銷之。
ௐ˝Ѻ˝Ȉˣ୧ 結婚撤銷之效力，不溯及既
往。
ௐ˝Ѻ˝Ȉ˝୧ 當事人之一方，因結婚無效
或被撤銷而受有損害者，得向他方請求賠償。
但他方無過失者，不在此限。
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
得請求賠償相當之金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
者為限。
前項請求權，不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契
約承諾或已起訴者，不在此限。
ௐ˝Ѻ˝Ȉ˝୧̝˘ 第一千零五十七條及第
一千零五十八條之規定，於結婚無效時準用
之。
第一千零五十五條、第一千零五十五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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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千零五十五條之二、第一千零五十
七條及第一千零五十八條之規定，於結婚經
撤銷時準用之。

第三節 婚姻之普通效力
ௐ˘˼୧!夫妻各保有其本姓。但得書面約定以
其本姓冠以配偶之姓，並向戶政機關登記。
冠姓之一方得隨時回復其本姓。但於同一
婚姻關係存續中以一次為限。
ௐ˘˼˘୧ 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但有不
能同居之正當理由者，不在此限。
ௐ˘˼˟୧ 夫妻之住所，由雙方共同協議
之；未為協議或協議不成時，得聲請法院定
之。
法院為前項裁定前，以夫妻共同戶籍地推
定為其住所。
ௐ˘˼ˬ୧! 夫妻於日常家務，互為代理人。
夫妻之一方濫用前項代理權時，他方得限制
之。但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ௐ˘˼ˬ୧̝˘ 家庭生活費用，除法律或
契約另有約定外，由夫妻各依其經濟能力、
家事勞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
因前項費用所生之債務，由夫妻負連帶責
任。

第四節 夫妻財產制

第一款 通則
ௐ˘˼α୧! 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以
契約就本法所定之約定財產制中，選擇其
一，為其夫妻財產制。
ௐ˘˼̣୧ 夫妻未以契約訂立夫妻財產制
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
其夫妻財產制。
ௐ˘˼̱୧ （刪除）
ௐ˘˼˛୧ 夫妻財產制契約之訂立、變更
或廢止，應以書面為之。
ௐ˘˼ˣ୧ 夫妻財產制契約之訂立、變更
或廢止，非經登記，不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前項夫妻財產制契約之登記，不影響依其
他法律所為財產權登記之效力。
第一項之登記，另以法律定之。
ௐ˘˼ˣ୧̝˘ 前二條之規定，於有關夫
妻財產之其他約定準用之。
ௐ˘˼˝୧ （刪除）
ௐ˘˼Ȉ୧ 夫妻之一方有左列各款情形之
一時，法院因他方之請求，得宣告改用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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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制：
一、依法應給付家庭生活費用而不給付時。
二、夫或妻之財產不足清償其債務時。
三、依法應得他方同意所為之財產處分，他
方無正當理由拒絕同意時。
四、有管理權之一方對於共同財產之管理顯
有不當，經他方請求改善而不改善時。
五、因不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他方剩餘
財產分配請求權有侵害之虞時。
六、有其他重大事由時。
夫妻之總財產不足清償總債務或夫妻難於
維持共同生活，不同居已達六個月以上時，前
項規定於夫妻均適用之。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得
以契約廢止其財產契約，或改用他種約定財
產制。
ௐ˘˼Ȉˬ୧ （刪除）
ௐ˘˼Ȉα୧ （刪除）
ௐ˘˼Ị̏୧ （刪除）

第二款 法定財產制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
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所有。不能證明為
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為婚後財產；不能
證明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推定為夫妻共有。
夫或妻婚前財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生
之孳息，視為婚後財產。
夫妻以契約訂立夫妻財產制後，於婚姻關
係存續中改用法定財產制者，其改用前之財
產視為婚前財產。
ௐ˘˼Ȉˣ୧ 夫或妻各自管理、使用、收
益及處分其財產。
ௐ˘˼Ȉˣ୧̝˘! 夫妻於家庭生活費用
外，得協議一定數額之金錢，供夫或妻自由
處分。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夫或妻於婚姻關係存續
中就其婚後財產所為之無償行為，有害及法
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後他方之剩餘財產分配請
求權者，他方得聲請法院撤銷之。但為履行
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與，不在此限。
夫或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就其婚後財產所
為之有償行為，於行為時明知有損於法定財

產制關係消滅後他方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者，以受益人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他
方得聲請法院撤銷之。
ௐ˘˼˟Ȉ୧̝˟ 前條撤銷權，自夫或妻
之一方知有撤銷原因時起，六個月間不行
使，或自行為時起經過一年而消滅。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夫妻就其婚後財產，互負
報告之義務。
ௐ˘˼˟Ȉˬ୧ 夫妻各自對其債務負清償
之責。
夫妻之一方以自己財產清償他方之債務
時，雖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亦得請求償還。
ௐ˘˼˟Ȉα୧ （刪除）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刪除）
ௐ˘˼˟Ȉˣ୧ （刪除）
ௐ˘˼˟Ȉ˝୧ （刪除）
ௐ˘˼ˬȈ୧ （刪除）
ௐ˘˼ˬȈ୧̝˘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
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
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
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列財產不在此
限：
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
二、慰撫金。
依前項規定，平均分配顯失公平者，法院
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
第一項請求權，不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
契約承諾，或已起訴者，不在此限。
第一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請
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起，二年間不
行使而消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
逾五年者，亦同。
ௐ˘˼ˬȈ୧̝˟ 夫或妻之一方以其婚後
財產清償其婚前所負債務，或以其婚前財產
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除已補償者
外，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分別納入
現存之婚後財產或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
計算。
夫或妻之一方以其前條第一項但書之財產
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其所負債務者，適用前
項之規定。
ௐ˘˼ˬȈ୧̝ˬ 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
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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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年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
特有財產之債務，而以共同財產清償者，有
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但為履行道
補償請求權，雖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亦得請
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與，不在此限。
求。
前項情形，分配權利人於義務人不足清償 ௐ˘˼ˬȈ˝୧ 夫妻之一方死亡時，共同
其應得之分配額時，得就其不足額，對受領
財產之半數，歸屬於死亡者之繼承人，其他
之第三人於其所受利益內請求返還。但受領
半數，歸屬於生存之他方。
為有償者，以顯不相當對價取得者為限。
前項財產之分劃，其數額另有約定者，從
前項對第三人之請求權，於知悉其分配權
其約定。
利受侵害時起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自法定
第一項情形，如該生存之他方，依法不得
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逾五年者，亦同。
為繼承人時，其對於共同財產得請求之數
ௐ˘˼ˬȈ୧̝α 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
額，不得超過於離婚時所應得之數額。
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 ௐ˘˼αȈ୧ 共同財產制關係消滅時，除
但夫妻因判決而離婚者，以起訴時為準。
法律另有規定外，夫妻各取回其訂立共同財
依前條應追加計算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
產制契約時之財產。
算以處分時為準。
共同財產制關係存續中取得之共同財產，
由夫妻各得其半數。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
第三款 約定財產制
定。
第一目 共同財產制
ௐ˘˼αȈ˘୧ 夫妻得以契約訂定僅以勞
力所得為限為共同財產。
ௐ˘˼ˬȈ˘୧ 夫妻之財產及所得，除特
前項勞力所得，指夫或妻於婚姻關係存續
有財產外，合併為共同財產，屬於夫妻公同
中取得之薪資、工資、紅利、獎金及其他與
共有。
勞力所得有關之財產收入。勞力所得之孳息
ௐ˘˼ˬȈ˘୧̝˘ 左列財產為特有財
及代替利益，亦同。
產：
不能證明為勞力所得或勞力所得以外財產
一、專供夫或妻個人使用之物。
者，推定為勞力所得。
二、夫或妻職業上必需之物。
夫或妻勞力所得以外之財產，適用關於分
三、夫或妻所受之贈物，經贈與人以書面聲
別財產制之規定。
明為其特有財產者。
第一千零三十四條、第一千零三十八條及
前項所定之特有財產，適用關於分別財產制
第一千零四十條之規定，於第一項情形準用
之規定。
之。
ௐ˘˼ˬȈ˟୧ 共同財產，由夫妻共同管
理。但約定由一方管理者，從其約定。
共同財產之管理費用，由共同財產負擔。
ௐ˘˼ˬȈˬ୧ 夫妻之一方，對於共同財
產為處分時，應得他方之同意。
前項同意之欠缺，不得對抗第三人。但第
三人已知或可得而知其欠缺，或依情形，可
認為該財產屬於共同財產者，不在此限。
ௐ˘˼ˬȈα୧ 夫或妻結婚前或婚姻關係
存續中所負之債務，應由共同財產，並各就
其特有財產負清償責任。
ௐ˘˼ˬỊ̏୧ （刪除）
ௐ˘˼三十六୧ （刪除）
ௐ˘˼ˬȈ˛୧ （刪除）
ௐ˘˼ˬȈˣ୧ 共同財產所負之債務，而
以共同財產清償者，不生補償請求權。
共同財產之債務，而以特有財產清償，或

第二目 （刪除）
ௐ˘˼αȈ˟୧ （刪除）
ௐ˘˼αȈˬ୧! （刪除）

第三目 分別財產制
ௐ˘˼αȈα୧ 分別財產，夫妻各保有其
財產之所有權，各自管理、使用、收益及處
分。
ௐ˘˼αỊ̏୧ （刪除）
ௐ˘˼αȈ̱୧ 分別財產制有關夫妻債務
之清償，適用第一千零二十三條之規定。
ௐ˘˼αȈ˛୧ （刪除）
ௐ˘˼αȈˣ୧ （刪除）

第五節
ௐ˘˼αȈ˝୧

離婚

夫妻兩願離婚者，得自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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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婚。但未成年人，應得法定代理人之同意。
ௐ˘˼̣Ȉ୧ 兩願離婚，應以書面為之，
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向戶政機關為離
婚之登記。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夫妻之一方，有下列情形
之一者，他方得向法院請求離婚：
一、重婚。
二、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
三、夫妻之一方對他方為不堪同居之虐待。
四、夫妻之一方對他方之直系親屬為虐待，
或夫妻一方之直系親屬對他方為虐待，
致不堪為共同生活。
五、夫妻之一方以惡意遺棄他方在繼續狀態
中。
六、夫妻之一方意圖殺害他方。
七、有不治之惡疾。
八、有重大不治之精神病。
九、生死不明已逾三年。
十、因故意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逾六個月
確定。
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
夫妻之一方得請求離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
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離婚。
ௐ˘˼̣Ȉ˟୧̝˘ 離婚經法院調解或法
院和解成立者，婚姻關係消滅。法院應依職
權通知該管戶政機關。
ௐ˘˼̣Ȉˬ୧ 對於前條第一款、第二款
之情事，有請求權之一方，於事前同意或事
後宥恕，或知悉後已逾六個月，或自其情事
發生後已逾二年者，不得請求離婚。
ௐ˘˼̣Ȉα୧ 對於第一千零五十二條第
六款及第十款之情事，有請求權之一方，自
知悉後已逾一年，或自其情事發生後已逾五
年者，不得請求離婚。
ௐ˘˼̣Ị̏୧ 夫妻離婚者，對於未成年
子女權利義務之行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
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不成者，
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利
機構或其他利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
之。
前項協議不利於子女者，法院得依主管機
關、社會福利機構或其他利害關係人之請求
或依職權為子女之利益改定之。
行使、負擔權利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
之義務或對未成年子女有不利之情事者，他

方、未成年子女、主管機關、社會福利機構
或其他利害關係人得為子女之利益，請求法
院改定之。
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
子女之利益酌定權利義務行使負擔之內容及
方法。
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行使或負擔
權利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年子女會面交
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女
之利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更之。
ௐ˘˼̣Ị̏୧̝˘ 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
依子女之最佳利益，審酌一切情狀，尤應注
意下列事項：
一、子女之年齡、性別、人數及健康情形。
二、子女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
三、父母之年齡、職業、品行、健康情形、
經濟能力及生活狀況。
四、父母保護教養子女之意願及態度。
五、父母子女間或未成年子女與其他共同生
活之人間之感情狀況。
六、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年子
女權利義務行使負擔之行為。
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
前項子女最佳利益之審酌，法院除得參考社
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
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金融機
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
業知識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
定之。
ௐ˘˼̣Ị̏୧̝˟ 父母均不適合行使權
利時，法院應依子女之最佳利益並審酌前條
各款事項，選定適當之人為子女之監護人，
並指定監護之方法、命其父母負擔扶養費用
及其方式。
ௐ˘˼̣Ȉ̱୧ 夫妻之一方，因判決離婚
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
償。
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
得請求賠償相當之金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
者為限。
前項請求權，不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契
約承諾或已起訴者，不在此限。
ௐ˘˼̣Ȉ˛୧ 夫妻無過失之一方，因判
決離婚而陷於生活困難者，他方縱無過失，
亦應給與相當之贍養費。
ௐ˘˼̣Ȉˣ୧ 夫妻離婚時，除採用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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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制者外，各自取回其結婚或變更夫妻財
產制時之財產。如有剩餘，各依其夫妻財產
制之規定分配之。

!ௐˬౢ!!ͭϓ̄̃
ௐ˘˼̣Ȉ˝୧! 父母於子女出生登記前，
應以書面約定子女從父姓或母姓。未約定或
約定不成者，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之。
子女經出生登記後，於未成年前，得由父
母以書面約定變更為父姓或母姓。
子女已成年者，得變更為父姓或母姓。
前二項之變更，各以一次為限。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法院得依父母之一
方或子女之請求，為子女之利益，宣告變更
子女之姓氏為父姓或母姓：
一、父母離婚者。
二、父母之一方或雙方死亡者。
三、父母之一方或雙方生死不明滿三年者。
四、父母之一方顯有未盡保護或教養義務之
情事者。
ௐ˘˼̣Ȉ˝୧̝˘ 非婚生子女從母姓。
經生父認領者，適用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之
規定。
非婚生子女經生父認領，而有下列各款情
形之一，法院得依父母之一方或子女之請
求，為子女之利益，宣告變更子女之姓氏為
父姓或母姓：
一、父母之一方或雙方死亡者。
二、父母之一方或雙方生死不明滿三年者。
三、子女之姓氏與任權利義務行使或負擔之
父或母不一致者。
四、父母之一方顯有未盡保護或教養義務之
情事者。
ௐ˘˼̱Ȉ୧ 未成年之子女，以其父母之
住所為住所。
ௐ˘˼̱Ȉ˘୧ 稱婚生子女者，謂由婚姻
關係受胎而生之子女。
ௐ˘˼̱Ȉ˟୧ 從子女出生日回溯第一百
八十一日起至第三百零二日止，為受胎期間。
能證明受胎回溯在前項第一百八十一日以內
或第三百零二日以前者，以其期間為受胎期
間。
ௐ˘˼̱Ȉˬ୧ 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
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女為婚生子女。
前項推定，夫妻之一方或子女能證明子女非
為婚生子女者，得提起否認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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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否認之訴，夫妻之一方自知悉該子女
非為婚生子女，或子女自知悉其非為婚生子
女之時起二年內為之。但子女於未成年時知
悉者，仍得於成年後二年內為之。
ௐ˘˼̱Ȉα୧ 非婚生子女，其生父與生
母結婚者，視為婚生子女。
ௐ˘˼̱Ị̏୧ 非婚生子女經生父認領
者，視為婚生子女。其經生父撫育者，視為
認領。
非婚生子女與其生母之關係，視為婚生子
女，無須認領。
ௐ˘˼̱Ȉ̱୧ 非婚生子女或其生母，對
於生父之認領，得否認之。
ௐ˘˼̱Ȉ˛୧ 有事實足認其為非婚生子
女之生父者，非婚生子女或其生母或其他法
定代理人，得向生父提起認領之訴。
前項認領之訴，於生父死亡後，得向生父
之繼承人為之。生父無繼承人者，得向社會
福利主管機關為之。
ௐ˘˼̱Ȉˣ୧ （刪除）
ௐ˘˼̱Ȉ˝୧ 非婚生子女認領之效力，
溯及於出生時。但第三人已得之權利，不因
此而受影響。
ௐ˘˼̱Ȉ˝୧̝˘ 非婚生子女經認領
者，關於未成年子女權利義務之行使或負
擔，準用第一千零五十五條、第一千零五十
五條之一及第一千零五十五條之二之規定。
ௐ˘˼˛Ȉ୧! 生父認領非婚生子女後，不
得撤銷其認領。但有事實足認其非生父者，
不在此限。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收養他人之子女為子女
時，其收養者為養父或養母，被收養者為養
子或養女。
ௐ˘˼˛Ȉˬ୧ 收養者之年齡，應長於被
收養者二十歲以上。但夫妻共同收養時，夫
妻之一方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而他方
僅長於被收養者十六歲以上，亦得收養。
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女時，應長於被
收養者十六歲以上。
ௐ˘˼˛Ȉˬ୧̝˘ 下列親屬不得收養為
養子女：
一、直系血親。
二、直系姻親。但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
子女者，不在此限。
三、旁系血親在六親等以內及旁系姻親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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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等以內，輩分不相當者。
ௐ˘˼˛Ȉα୧ 夫妻收養子女時，應共同
為之。但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單獨收
養：
一、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女。
二、夫妻之一方不能為意思表示或生死不明
已逾三年。
ௐ˘˼˛Ị̏୧ 除夫妻共同收養外，一人
不得同時為二人之養子女。
ௐ˘˼˛Ȉ̱୧ 夫妻之一方被收養時，應
得他方之同意。但他方不能為意思表示或生
死不明已逾三年者，不在此限。
ௐ˘˼˛Ȉ̱୧̝˘ 子女被收養時，應得其
父母之同意。但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不
在此限：
一、父母之一方或雙方對子女未盡保護教養
義務或有其他顯然不利子女之情事而拒
絕同意。
二、父母之一方或雙方事實上不能為意思表
示。
前項同意應作成書面並經公證。但已向法院
聲請收養認可者，得以言詞向法院表示並記明
筆錄代之。
第一項之同意，不得附條件或期限。
ௐ˘˼˛Ȉ̱୧̝˟ 被收養者未滿七歲
時，應由其法定代理人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年人被收養時，應得其
法定代理人之同意。
被收養者之父母已依前二項規定以法定代
理人之身分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或為同意
時，得免依前條規定為同意。
ௐ˘˼˛Ȉ˛୧ 養子女與養父母及其親屬
間之關係，除法律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女
同。
養子女與本生父母及其親屬間之權利義
務，於收養關係存續中停止之。但夫妻之一
方收養他方之子女時，他方與其子女之權利
義務，不因收養而受影響。
收養者收養子女後，與養子女之本生父或
母結婚時，養子女回復與本生父或母及其親
屬間之權利義務。但第三人已取得之權利，
不受影響。
養子女於收養認可時已有直系血親卑親屬
者，收養之效力僅及於其未成年且未結婚之
直系血親卑親屬。但收養認可前，其已成年
或已結婚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表示同意者，不

在此限。
前項同意，準用第一千零七十六條之一第
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
ௐ˘˼˛Ȉˣ୧ 養子女從收養者之姓或維
持原來之姓。
夫妻共同收養子女時，於收養登記前，應
以書面約定養子女從養父姓、養母姓或維持
原來之姓。
第一千零五十九條第二項至第五項之規
定，於收養之情形準用之。
ௐ˘˼˛Ȉ˝୧ 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
法院聲請認可。
收養有無效、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
律規定者，法院應不予認可。
ௐ˘˼˛Ȉ˝୧̝˘ 法院為未成年人被收
養之認可時，應依養子女最佳利益為之。
ௐ˘˼˛Ȉ˝୧̝˟ 被收養者為成年人而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不予收養之
認可：
一、意圖以收養免除法定義務。
二、依其情形，足認收養於其本生父母不利。
三、有其他重大事由，足認違反收養目的。
ௐ˘˼˛Ȉ˝୧̝ˬ 收養自法院認可裁定
確定時，溯及於收養契約成立時發生效力。
但第三人已取得之權利，不受影響。
ௐ˘˼˛Ȉ˝୧̝α 收養子女，違反第一千
零七十三條、第一千零七十三條之一、第一
千零七十五條、第一千零七十六條之一、第
一千零七十六條之二第一項或第一千零七十
九條第一項之規定者，無效。
ௐ˘˼˛Ȉ˝୧̝̣ 收養子女，違反第一
千零七十四條之規定者，收養者之配偶得請
求法院撤銷之。但自知悉其事實之日起，已
逾六個月，或自法院認可之日起已逾一年
者，不得請求撤銷。
收養子女，違反第一千零七十六條或第一
千零七十六條之二第二項之規定者，被收養
者之配偶或法定代理人得請求法院撤銷之。
但自知悉其事實之日起，已逾六個月，或自
法院認可之日起已逾一年者，不得請求撤銷。
依前二項之規定，經法院判決撤銷收養
者，準用第一千零八十二條及第一千零八十
三條之規定。
ௐ˘˼ˣȈ୧ 養父母與養子女之關係，得
由雙方合意終止之。
前項終止，應以書面為之。養子女為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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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人者，並應向法院聲請認可。
法院依前項規定為認可時，應依養子女最
佳利益為之。
養子女為未成年人者，終止收養自法院認
可裁定確定時發生效力。
養子女未滿七歲者，其終止收養關係之意
思表示，由收養終止後為其法定代理人之人
為之。
養子女為滿七歲以上之未成年人者，其終
止收養關係，應得收養終止後為其法定代理
人之人之同意。
夫妻共同收養子女者，其合意終止收養應
共同為之。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單獨終
止：
一、夫妻之一方不能為意思表示或生死不明
已逾三年。
二、夫妻之一方於收養後死亡。
三、夫妻離婚。
夫妻之一方依前項但書規定單獨終止收養
者，其效力不及於他方。
ௐ˘˼ˣȈ୧̝˘ 養父母死亡後，養子女
得聲請法院許可終止收養。
養子女未滿七歲者，由收養終止後為其法
定代理人之人向法院聲請許可。
養子女為滿七歲以上之未成年人者，其終
止收養之聲請，應得收養終止後為其法定代
理人之人之同意。
法院認終止收養顯失公平者，得不許可之。
ௐ˘˼ˣȈ୧̝˟ 終止收養，違反第一千
零八十條第二項、第五項或第一千零八十條
之一第二項規定者，無效。
ௐ˘˼ˣȈ୧̝ˬ 終止收養，違反第一千
零八十條第七項之規定者，終止收養者之配
偶得請求法院撤銷之。但自知悉其事實之日
起，已逾六個月，或自法院認可之日起已逾
一年者，不得請求撤銷。
終止收養，違反第一千零八十條第六項或
第一千零八十條之一第三項之規定者，終止
收養後被收養者之法定代理人得請求法院撤
銷之。但自知悉其事實之日起，已逾六個月，
或自法院許可之日起已逾一年者，不得請求
撤銷。
ௐ˘˼ˣȈ˘୧ 養父母、養子女之一方，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他方、主
管機關或利害關係人之請求，宣告終止其收
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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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他方為虐待或重大侮辱。
二、遺棄他方。
三、因故意犯罪，受二年有期徒刑以上之刑
之裁判確定而未受緩刑宣告。
四、有其他重大事由難以維持收養關係。
養子女為未成年人者，法院宣告終止收養關
係時，應依養子女最佳利益為之。
ௐ˘˼ˣȈ˟୧ 因收養關係終止而生活陷
於困難者，得請求他方給與相當之金額。但
其請求顯失公平者，得減輕或免除之。
ௐ˘˼ˣȈˬ୧ 養子女及收養效力所及之
直系血親卑親屬，自收養關係終止時起，回
復其本姓，並回復其與本生父母及其親屬間
之權利義務。但第三人已取得之權利，不受
影響。
ௐ˘˼ˣȈˬ୧̝˘ 法院依第一千零五十
九條第五項、第一千零五十九條之一第二
項、第一千零七十八條第三項、第一千零七
十九條之一、第一千零八十條第三項或第一
千零八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為裁判時，準用第
一千零五十五條之一之規定。
ௐ˘˼ˣȈα୧ 子女應孝敬父母。
父母對於未成年之子女，有保護及教養之
權利義務。
ௐ˘˼ˣỊ̏୧ 父母得於必要範圍內懲戒
其子女。
ௐ˘˼ˣȈ̱୧ 父母為其未成年子女之法
定代理人。
父母之行為與未成年子女之利益相反，依
法不得代理時，法院得依父母、未成年子女、
主管機關、社會福利機構或其他利害關係人
之聲請或依職權，為子女選任特別代理人。
ௐ˘˼ˣȈ˛୧ 未成年子女，因繼承、贈
與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為其特有財產。
ௐ˘˼ˣȈˣ୧ 未成年子女之特有財產，
由父母共同管理。
父母對於未成年子女之特有財產，有使
用、收益之權。但非為子女之利益，不得處
分之。
ௐ˘˼ˣȈ˝୧ 對於未成年子女之權利義
務，除法律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行使或
負擔之。父母之一方不能行使權利時，由他
方行使之。父母不能共同負擔義務時，由有
能力者負擔之。
父母對於未成年子女重大事項權利之行使
意思不一致時，得請求法院依子女之最佳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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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酌定之。
未能依第一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時，法院
法院為前項裁判前，應聽取未成年子女、
得依未成年子女、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
主管機關或社會福利機構之意見。
主管機關或其他利害關係人之聲請，為未成
ௐ˘˼ˣȈ˝୧̝˘!!父母不繼續共同生活
年子女之最佳利益，就其三親等旁系血親尊
達六個月以上時，關於未成年子女權利義務
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利機構或其他適當
之行使或負擔，準用第一千零五十五條、第
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
一千零五十五條之一及第一千零五十五條之
法院依前項選定監護人或依第一千一百零
二之規定。但父母有不能同居之正當理由或
六條及第一千一百零六條之一另行選定或改
法律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
ௐ˘˼˝Ȉ୧ 父母之一方濫用其對於子女
之人。
之權利時，法院得依他方、未成年子女、主
未成年人無第一項之監護人，於法院依第
管機關、社會福利機構或其他利害關係人之
三項為其選定確定前，由當地社會福利主管
請求或依職權，為子女之利益，宣告停止其
機關為其監護人。
權利之全部或一部。
ௐ˘˼˝Ȉα୧̝˘ 法院選定或改定監護
人時，應依受監護人之最佳利益，審酌一切
ௐαౢ! Ⴞ᜕!
情狀，尤應注意下列事項：
一、受監護人之年齡、性別、意願、健康情
第一節 未成年人之監護
形及人格發展需要。
ௐ˘˼˝Ȉ˘୧ 未成年人無父母，或父母
二、監護人之年齡、職業、品行、意願、態
均不能行使、負擔對於其未成年子女之權
度、健康情形、經濟能力、生活狀況及
利、義務時，應置監護人。但未成年人已結
有無犯罪前科紀錄。
婚者，不在此限。
三、監護人與受監護人間或受監護人與其他
ௐ˘˼˝Ȉ˟୧ 父母對其未成年之子女，
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及利害關係。
得因特定事項，於一定期限內，以書面委託
四、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類與內容，
他人行使監護之職務。
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人之利害關
ௐ˘˼˝Ȉˬ୧ 最後行使、負擔對於未成
係。
年子女之權利、義務之父或母，得以遺囑指 ௐ˘˼˝Ị̏୧ 監護人有正當理由，經法
定監護人。
院許可者，得辭任其職務。
前項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應於知悉其為監 ௐ˘˼˝Ȉ̱୧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
護人後十五日內，將姓名、住所報告法院；
為監護人：
其遺囑未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者，並
一、未成年。
應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人員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會同開具財產清冊。
三、受破產宣告尚未復權。
於前項期限內，監護人未向法院報告者，
四、失蹤。
視為拒絕就職。
ௐ˘˼˝Ȉ˛୧ 除另有規定外，監護人於
ௐ˘˼˝Ȉα୧ 父母均不能行使、負擔對
保護、增進受監護人利益之範圍內，行使、
於未成年子女之權利義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
負擔父母對於未成年子女之權利、義務。但
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
由父母暫時委託者，以所委託之職務為限。
職時，依下列順序定其監護人：
監護人有數人，對於受監護人重大事項權
一、與未成年人同居之祖父母。
利之行使意思不一致時，得聲請法院依受監
二、與未成年人同居之兄姊。
護人之最佳利益，酌定由其中一監護人行使
三、不與未成年人同居之祖父母。
之。
前項監護人，應於知悉其為監護人後十五
法院為前項裁判前，應聽取受監護人、主
日內，將姓名、住所報告法院，並應申請當
管機關或社會福利機構之意見。
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人員會同開具 ௐ˘˼˝Ȉˣ୧ 監護人於監護權限內，為
財產清冊。
受監護人之法定代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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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人之行為與受監護人之利益相反或依
法不得代理時，法院得因監護人、受監護人、
主管機關、社會福利機構或其他利害關係人
之聲請或依職權，為受監護人選任特別代理
人。
ௐ˘˼˝Ȉ˝୧ 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
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遺囑指定、
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
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
院。
前項期間，法院得依監護人之聲請，於必
要時延長之。
ௐ˘˼˝Ȉ˝୧̝˘ 於前條之財產清冊開
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
之財產，僅得為管理上必要之行為。
ௐ˘˼˘Ѻ୧ 監護人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
意，執行監護職務。
ௐ˘˼˘Ѻ˘୧ 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
產，非為受監護人之利益，不得使用、代為
或同意處分。
監護人為下列行為，非經法院許可，不生
效力：
一、代理受監護人購置或處分不動產。
二、代理受監護人，就供其居住之建築物或
其基地出租、供他人使用或終止租賃。
監護人不得以受監護人之財產為投資。但購
買公債、國庫券、中央銀行儲蓄券、金融債券、
可轉讓定期存單、金融機構承兌匯票或保證商
業本票，不在此限。
ௐ˘˼˘Ѻ˟୧ 監護人不得受讓受監護人
之財產。
ௐ˘˼˘Ѻˬ୧ 受監護人之財產，由監護
人管理。執行監護職務之必要費用，由受監
護人之財產負擔。
法院於必要時，得命監護人提出監護事務
之報告、財產清冊或結算書，檢查監護事務
或受監護人之財產狀況。
ௐ˘˼˘Ѻˬ୧̝˘ （刪除）
ௐ˘˼˘Ѻα୧!!監護人得請求報酬，其數
額由法院按其勞力及受監護人之資力酌定
之。
ௐ˘˼˘Ѻ̣୧ （刪除）
ௐ˘˼˘Ѻ̱୧ 監護人有下列情形之一，
且受監護人無第一千零九十四條第一項之監
護人者，法院得依受監護人、第一千零九十
四條第三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或依職權，另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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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適當之監護人：
一、死亡。
二、經法院許可辭任。
三、有第一千零九十六條各款情形之一。
法院另行選定監護人確定前，由當地社會
福利主管機關為其監護人。
ௐ˘˼˘Ѻ̱୧̝˘ 有事實足認監護人不
符受監護人之最佳利益，或有顯不適任之情
事者，法院得依前條第一項聲請權人之聲
請，改定適當之監護人，不受第一千零九十
四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法院於改定監護人確定前，得先行宣告停
止原監護人之監護權，並由當地社會福利主
管機關為其監護人。
ௐ˘˼˘Ѻ˛୧ 監護人變更時，原監護人
應即將受監護人之財產移交於新監護人。
受監護之原因消滅時，原監護人應即將受
監護人之財產交還於受監護人；如受監護人
死亡時，交還於其繼承人。
前二項情形，原監護人應於監護關係終止
時起二個月內，為受監護人財產之結算，作
成結算書，送交新監護人、受監護人或其繼
承人。
新監護人、受監護人或其繼承人對於前項
結算書未為承認前，原監護人不得免其責任。
ௐ˘˼˘Ѻˣ୧ 監護人死亡時，前條移交
及結算，由其繼承人為之；其無繼承人或繼
承人有無不明者，由新監護人逕行辦理結
算，連同依第一千零九十九條規定開具之財
產清冊陳報法院。
ௐ˘˼˘Ѻ˝୧ 監護人於執行監護職務
時，因故意或過失，致生損害於受監護人者，
應負賠償之責。
前項賠償請求權，自監護關係消滅之日
起，五年間不行使而消滅；如有新監護人者，
其期間自新監護人就職之日起算。
ௐ˘˼˘Ѻ˝୧̝˘ 法院於選定監護人、
許可監護人辭任及另行選定或改定監護人
時，應依職權囑託該管戶政機關登記。
ௐ˘˼˘Ѻ˝୧̝˟ 未成年人依第十四條
受監護之宣告者，適用本章第二節成年人監
護之規定。

第二節

成年人之監護及輔助

ௐ˘˼˘ѺȈ୧
人。

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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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Ȉ˘୧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
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年
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
利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數人為監
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管機關
或社會福利機構進行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
建議。監護之聲請人或利害關係人亦得提出
相關資料或證據，供法院斟酌。
ௐ˘˼˘ѺȈ˘୧̝˘ 法院選定監護人時，
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利益，優先考量
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見，審酌一切情狀，並
注意下列事項：
一、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狀態與生活及財
產狀況。
二、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女或其他
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狀況。
三、監護人之職業、經歷、意見及其與受監
護宣告之人之利害關係。
四、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類與內
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
之利害關係。
ௐ˘˼˘ѺȈ˘୧̝˟ 照護受監護宣告之人
之法人或機構及其代表人、負責人，或與該
法人或機構有僱傭、委任或其他類似關係之
人，不得為該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監護人。但
為該受監護宣告之人之配偶、四親等內之血
親或二親等內之姻親者，不在此限。
ௐ˘˼˘ѺȈ˟୧ 監護人於執行有關受監護
人之生活、護養療治及財產管理之職務時，
應尊重受監護人之意思，並考量其身心狀態
與生活狀況。
ௐ˘˼˘ѺȈ˟୧̝˘ 法院選定數人為監護
人時，得依職權指定其共同或分別執行職務
之範圍。
法院得因監護人、受監護人、第十四條第
一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撤銷或變更前項之指
定。
ௐ˘˼˘ѺȈ˟୧̝˟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
撤銷監護之宣告、選定監護人、許可監護人
辭任及另行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依職權
囑託該管戶政機關登記。
ௐ˘˼˘ѺȈˬ୧ 成年人之監護，除本節有
規定者外，準用關於未成年人監護之規定。
ௐ˘˼˘ѺȈˬ୧̝˘ 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
輔助人。

輔助人及有關輔助之職務，準用第一千零九
十五條、第一千零九十六條、第一千零九十
八條第二項、第一千一百條、第一千一百零
二條、第一千一百零三條第二項、第一千一
百零四條、第一千一百零六條、第一千一百
零六條之一、第一千一百零九條、第一千一
百十一條至第一千一百十一條之二、第一千
一百十二條之一及第一千一百十二條之二之
規定。

ௐ̣ౢ! Ԭዳ!
ௐ˘˼˘ѺȈα୧ 左列親屬，互負扶養之義
務：
一、直系血親相互間。
二、夫妻之一方與他方之父母同居者，其相
互間。
三、兄弟姊妹相互間。
四、家長家屬相互間。
ௐ˘˼˘ѺỊ̏୧ 負扶養義務者有數人時，
應依左列順序定其履行義務之人：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
二、直系血親尊親屬。
三、家長。
四、兄弟姊妹。
五、家屬。
六、子婦、女婿。
七、夫妻之父母。
同係直系尊親屬或直系卑親屬者，以親等
近者為先。
負扶養義務者有數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
各依其經濟能力，分擔義務。
ௐ˘˼˘ѺȈ̱୧ 受扶養權利者有數人，而
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力，不足扶養其全體
時，依左列順序，定其受扶養之人：
一、直系血親尊親屬。
二、直系血親卑親屬。
三、家屬。
四、兄弟姊妹。
五、家長。
六、夫妻之父母。
七、子婦、女婿。
同係直系尊親屬或直系卑親屬者，以親等
近者為先。
受扶養權利者有數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
按其需要之狀況，酌為扶養。
ௐ˘˼˘ѺȈ̱୧̝˘ 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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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卑親屬同，
其受扶養權利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
ௐ˘˼˘ѺȈ̱୧̝˟ 父母對於未成年子女
之扶養義務，不因結婚經撤銷或離婚而受影
響。
ௐ˘˼˘ѺȈ˛୧ 受扶養權利者，以不能維
持生活而無謀生能力者為限。
前項無謀生能力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
屬，不適用之。
ௐ˘˼˘ѺȈˣ୧ 因負擔扶養義務而不能維
持自己生活者，免除其義務。但受扶養權利
者為直系血親尊親屬或配偶時，減輕其義務。
ௐ˘˼˘ѺȈˣ୧̝˘ 受扶養權利者有下列
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
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
養義務：
一、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
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
上之不法侵害行為。
二、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理由未盡扶養義
務。
受扶養權利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
行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
義務。
前二項規定，受扶養權利者為負扶養義務者
之未成年直系血親卑親屬者，不適用之。
ௐ˘˼˘ѺȈ˝୧ 扶養之程度，應按受扶養
權利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力
及身分定之。
ௐ˘˼˘Ѻ˟Ȉ୧ 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
議定之；不能協議時，由親屬會議定之。但
扶養費之給付，當事人不能協議時，由法院
定之。
ௐ˘˼˘Ѻ˟Ȉ˘୧ 扶養之程度及方法，當
事人得因情事之變更，請求變更之。

ௐ̱ౢ!!छ!
ௐ˘˼˘Ѻ˟Ȉ˟୧ 稱家者，謂以永久共同
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
ௐ˘˼˘Ѻ˟Ȉˬ୧ 家置家長。
同家之人，除家長外，均為家屬。
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
一家者，視為家屬。
ௐ˘˼˘Ѻ˟Ȉα୧ 家長由親屬團體中推定
之；無推定時，以家中之最尊輩者為之；尊
輩同者，以年長者為之；最尊或最長者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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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不願管理家務時，由其指定家屬一人代理
之。
ௐ˘˼˘Ѻ˟Ị̏୧ 家務由家長管理。但家
長得以家務之一部，委託家屬處理。
ௐ˘˼˘Ѻ˟Ȉ̱୧ 家長管理家務，應注意
於家屬全體之利益。
ௐ˘˼˘Ѻ˟Ȉ˛୧ 家屬已成年或雖未成年
而已結婚者，得請求由家分離。
ௐ˘˼˘Ѻ˟Ȉˣ୧ 家長對於已成年或雖未
成年而已結婚之家屬，得令其由家分離。但
以有正當理由時為限。

ௐ˛ౢ!!Ꮠᛳົᛉ!
ௐ˘˼˘Ѻ˟Ȉ˝୧ 依本法之規定應開親屬
會議時，由當事人、法定代理人或其他利害
關係人召集之。
ௐ˘˼˘ѺˬȈ୧ 親屬會議，以會員五人組
織之。
ௐ˘˼˘ѺˬȈ˘୧ 親屬會議會員，應就未
成年人、受監護宣告之人或被繼承人之下列
親屬與順序定之：
一、直系血親尊親屬。
二、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尊親屬。
三、四親等內之同輩血親。
前項同一順序之人，以親等近者為先；親
等同者，以同居親屬為先，無同居親屬者，
以年長者為先。
依前二項順序所定之親屬會議會員，不能
出席會議或難於出席時，由次順序之親屬充
任之。
ௐ˘˼˘ѺˬȈ˟୧ 依法應經親屬會議處理
之事項，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由有召集
權人或利害關係人聲請法院處理之：
一、無前條規定之親屬或親屬不足法定人數。
二、親屬會議不能或難以召開。
三、親屬會議經召開而不為或不能決議。
ௐ˘˼˘ѺˬȈˬ୧ 監護人、未成年人及受
監護宣告之人，不得為親屬會議會員。
ௐ˘˼˘ѺˬȈα୧ 依法應為親屬會議會員
之人，非有正當理由，不得辭其職務。
ௐ˘˼˘ѺˬỊ̏୧! 親屬會議，非有三人以
上之出席，不得開會；非有出席會員過半數
之同意，不得為決議。
ௐ˘˼˘ѺˬȈ̱୧ 親屬會議會員，於所議
事件有個人利害關係者，不得加入決議。
ௐ˘˼˘ѺˬȈ˛୧ 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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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召集權之人，對於親屬會議之決議有不
服者，得於三個月內向法院聲訴。

民法親屬編施行法

民法親屬編施行法
中華民國 20 年 1 月 24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 15
條；並自中華民國 20 年 5 月 5 日施行
中華民國 74 年 6 月 3 日總統令修正公布第 1～4、
6、8、10、12～15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5 年九月 25 日總統（85）華總（一）義
字第 8500231830 號令增訂公布第 6-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9 年 2 月 2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8900028430 號令增訂公布第 14-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1 年 6 月 2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128100 號令增訂公布第 6-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6 年 5 月 2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64121 號令增訂公布第 4-1、8-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7 年 5 月 2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70005917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5 條條文；並增訂
第 14-2、14-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32452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5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2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100284721 號令增訂公布第 6-3 條條文

ௐ˘୧ 關於親屬之事件，在民法親屬編施行
前發生者，除本施行法有特別規定外，不適
用民法親屬編之規定；其在修正前發生者，
除本施行法有特別規定外，亦不適用修正後
之規定。
ௐ˟୧ 法親屬編施行前，依民法親屬編之規
定消滅時效業已完成，或其時效期間尚有殘
餘不足一年者，得於施行之日起一年內行使
請求權。但自其時效完成後，至民法親屬編
施行時，已逾民法親屬編所定時效期間二分
之一者，不在此限。
前項規定，於依民法親屬編修正後規定之
消滅時效業已完成，或其時效期間尚有殘餘
不足一年者，準用之。
ௐˬ୧ 前條之規定，於民法親屬編修正前或
修正後所定無時效性質之法定期間準用之。
但其法定期間不滿一年者，如在施行時或修
正時尚未屆滿，其期間自施行或修正之日起
算。
ௐα୧ 民法親屬編關於婚約之規定，除第九
百七十三條外，於民法親屬編施行前所訂之
婚約亦適用之。
修正之民法第九百七十七條第二項及第三
項之規定，於民法親屬編修正前所訂之婚約
並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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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α୧̝˘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五月四日修正
之民法第九百八十二條之規定，自公布後一
年施行。
修正之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條之規定，於民
法修正前重婚者，仍有適用。
ௐ̣୧ 民法第九百八十七條所規定之再婚期
間，雖其婚姻關係在民法親屬編施行前消滅
者，亦自婚姻關係消滅時起算。
ௐ̱୧ 民法親屬編施行前已結婚者，除得適
用民法第一千零零四條之規定外，並得以民
法親屬編所定之法定財產制為其約定財產
制。
修正之民法第一千零十條之規定，於民法
親屬編施行後修正前已結婚者，亦適用之。
其第五款所定之期間，在修正前已屆滿者，
其期間為屆滿，未屆滿者，以修正前已經過
之期間與修正後之期間合併計算。
ௐ̱୧̝˘ 中華民國七十四年六月四日以前
結婚，並適用聯合財產制之夫妻，於婚姻關
係存續中以妻之名義在同日以前取得不動
產，而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於本施行法中華
民國八十五年九月六日修正生效一年後，適
用中華民國七十四年民法親屬編修正後之第
一千零十七條規定：
一、婚姻關係尚存續中且該不動產仍以妻之
名義登記者。
二、夫妻已離婚而該不動產仍以妻之名義登
記者。
ௐ̱୧̝˟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民法親屬編修
正前適用聯合財產制之夫妻，其特有財產或
結婚時之原有財產，於修正施行後視為夫或
妻之婚前財產；婚姻關係存續中取得之原有
財產，於修正施行後視為夫或妻之婚後財產。
ௐ̱୧̝ˬ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十二月
七日修正施行前，經債權人向法院聲請宣告
債務人改用分別財產制或已代位債務人起訴
請求分配剩餘財產而尚未確定之事件，適用
修正後之規定。
ௐ˛୧ 民法親屬編施行前所發生之事實，而
依民法親屬編之規定得為離婚之原因者，得
請求離婚。但已逾民法第一千零五十三條或
第一千零五十四條所定之期間者，不在此限。
ௐˣ୧ 民法親屬編關於婚生子女之推定及否
認，於施行前受胎之子女亦適用之。
民法親屬編修正前結婚，並有修正之民法
第一千零五十九條第一項但書之約定而從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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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者，得於修正後一年內，聲請改姓母姓。
但子女已成年或已結婚者，不在此限。
修正之民法第一千零六十三條第二項之規
定，於民法親屬編修正前受胎或出生之子女
亦適用之。
ௐˣ୧̝˘! 夫妻已逾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五月
四日修正前之民法第一千零六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所定期間，而不得提起否認之訴者，得
於修正施行後二年內提起之。
ௐ˝୧ 民法親屬編施行前所立之嗣子女，與
其所後父母之關係，與婚生子女同。
ௐȈ୧ 非婚生子女在民法親屬編施行前出生
者，自施行之日起適用民法親屬編關於非婚
生子女之規定。
非婚生子女在民法親屬編修正前出生者，
修正之民法第一千零六十七條之規定，亦適
用之。
ௐȈ˘୧ 收養關係雖在民法親屬編施行前發
生者，自施行之日起有民法親屬編所定之效
力。
ௐȈ˟୧ 民法親屬編施行前所發生之事實，
依民法親屬編之規定得為終止收養關係之原
因者，得請求宣告終止收養關係。
民法親屬編施行後修正前所發生之事實，
依修正之民法第一千零八十條第五項之規定
得為終止收養關係之原因者，得聲請許可終
止收養關係。
ௐȈˬ୧ 父母子女間之權利義務，自民法親
屬編施行之日起，依民法親屬編之規定。其
有修正者，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ௐȈα୧ 民法親屬編施行前所設置之監護
人，其權利義務自施行之日起，適用民法親
屬編之規定。其有修正者，適用修正後之規
定。
ௐȈα୧̝˘ 本法於民國八十九年一月十四
日修正前已依民法第一千零九十四條任監護
人者，於修正公布後，仍適用修正後同條第
二項至第四項之規定。
ௐȈα୧̝˟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五月二日修
正之民法親屬編第四章條文施行前所設置之
監護人，於修正施行後，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ௐȈα୧̝ˬ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五月二日修
正之民法親屬編第四章之規定，自公布後一
年六個月施行。
ௐỊ̏୧ 本施行法自民法親屬編施行之日施
行。

民法親屬編修正條文及本施行法修正條
文，除另定施行日期，及中華民國九十八年
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一
條及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條自九十八年十一月
二十三日施行者外，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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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中華民國 19 年 12 月 26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繼承
編全文 88 條；並自中華民國 20 年 5 月 5 日施行
中華民國 74 年 6 月 3 日總統令修正公布第 1145、
1165、1174、1176～1178、1181、1195、1196、
1213、1219～1222 條條文暨第 3 章第 5 節節名；
增訂第 1176-1、1178-1 條條文；並刪除第 1142、
1143、1167 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97 年 1 月 2 日 總 統華 總 一義 字第
0960017903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148、1153、1154、
1156、1157、1163、1174、117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年 6 月 1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14288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148、1153、1154、
1156、1157、1159、1161、1163、1176 條條文；
增訂第 1148-1、1156-1、1162-1、1162-2 條條文；
刪除第 1155 條條文及第二章第二節節名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32450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198、1210 條條文；
並自 98 年 11 月 23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2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1184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21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4 年 1 月 1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0227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183 條條文；並增
訂第 1211-1 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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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其應繼分，依左列各款定之：
一、與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之
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與他繼承
人平均。
二、與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二順序或
第三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
分為遺產二分之一。
三、與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四順序之
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為遺產三
分之二。
四、無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至
第四順序之繼承人時，其應繼分為遺產
全部。
ௐ˘˼˘ѺαỊ̏୧ 有左列各款情事之一
者，喪失其繼承權：
一、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或雖未
致死因而受刑之宣告者。
二、以詐欺或脅迫使被繼承人為關於繼承之
遺囑，或使其撤回或變更之者。
三、以詐欺或脅迫妨害被繼承人為關於繼承
之遺囑，或妨害其撤回或變更之者。
四、偽造、變造、隱匿或湮滅被繼承人關於
繼承之遺囑者。
五、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
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不得繼承者。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規定，如經被繼承
人宥恕者，其繼承權不喪失。
ௐ˘˼˘ѺαȈ̱୧ 繼承權被侵害者，被害
人或其法定代理人得請求回復之。
前項回復請求權，自知悉被侵害之時起，
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自繼承開始時起逾十
年者亦同。

ௐ˘˼˘ѺˬȈˣ୧ 遺產繼承人，除配偶
外，依左列順序定之：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
二、父母。
三、兄弟姊妹。
四、祖父母。
ௐ˟ౢ!!ய̝ᚶٚ
ௐ˘˼˘ѺˬȈ˝୧ 前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
第一節 效力
承人，以親等近者為先。
ௐ˘˼˘ѺαȈ୧ 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 ௐ˘˼˘ѺαȈ˛୧ 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
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
而開始。
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 ௐ˘˼˘ѺαȈˣ୧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
承其應繼分。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
ௐ˘˼˘ѺαȈ˘୧ 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數
一切權利、義務。但權利、義務專屬於被繼
人時，按人數平均繼承。但法律另有規定者， 承人本身者，不在此限。
不在此限。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
ௐ˘˼˘ѺαȈ˟୧ （刪除）
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ௐ˘˼˘ѺαȈˬ୧ （刪除）
ௐ˘˼˘ѺαȈˣ୧̝˘ 繼承人在繼承開始
ௐ˘˼˘ѺαȈα୧ 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
前二年內，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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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
ௐ˘˼˘Ѻ̣Ȉ˝୧ 在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
前項財產如已移轉或滅失，其價額，依贈
所定之一定期限屆滿後，繼承人對於在該一
與時之價值計算。
定期限內報明之債權及繼承人所已知之債
ௐ˘˼˘ѺαȈ˝୧ 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
權，均應按其數額，比例計算，以遺產分別
之人，應由親屬會議依其所受扶養之程度及
償還。但不得害及有優先權人之利益。
其他關係，酌給遺產。
繼承人對於繼承開始時未屆清償期之債
ௐ˘˼˘Ѻ̣Ȉ୧ 關於遺產管理、分割及執
權，亦應依第一項規定予以清償。
行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但因繼承
前項未屆清償期之債權，於繼承開始時，
人之過失而支付者，不在此限。
視為已到期。其無利息者，其債權額應扣除
ௐ˘˼˘Ѻ̣Ȉ˘୧ 繼承人有數人時，在分
自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所定之一定期限屆滿
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
時起至到期時止之法定利息。
有。
ௐ˘˼˘Ѻ̱Ȉ୧ 繼承人非依前條規定償還
ௐ˘˼˘Ѻ̣Ȉ˟୧ 前條公同共有之遺產，
債務後，不得對受遺贈人交付遺贈。
得由繼承人中互推一人管理之。
ௐ˘˼˘Ѻ̱Ȉ˘୧ 繼承人違反第一千一百
ௐ˘˼˘Ѻ̣Ȉˬ୧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
五十八條至第一千一百六十條之規定，致被
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連帶責任。 繼承人之債權人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之責。
繼承人相互間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除法
前項受有損害之人，對於不當受領之債權
律另有規定或另有約定外，按其應繼分比例
人或受遺贈人，得請求返還其不當受領之數
負擔之。
額。
繼承人對於不當受領之債權人或受遺贈
第二節 （刪除）
人，不得請求返還其不當受領之數額。
ௐ˘˼˘Ѻ̣Ȉα୧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 ௐ˘˼˘Ѻ̱Ȉ˟୧ 被繼承人之債權人，不
權利、義務，不因繼承而消滅。
於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所定之一定期限內報
ௐ˘˼˘Ѻ̣Ị̏୧ （刪除）
明其債權，而又為繼承人所不知者，僅得就
ௐ˘˼˘Ѻ̣Ȉ̱୧ 繼承人於知悉其得繼承
賸餘遺產，行使其權利。
之時起三個月內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
ௐ˘˼˘Ѻ̱Ȉ˟୧̝˘ 繼承人未依第一千
前項三個月期間，法院因繼承人之聲請，
一百五十六條、第一千一百五十六條之一開
認為必要時，得延展之。
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者，對於被繼承人債權
繼承人有數人時，其中一人已依第一項開
人之全部債權，仍應按其數額，比例計算，
具遺產清冊陳報法院者，其他繼承人視為已
以遺產分別償還。但不得害及有優先權人之
陳報。
利益。
ௐ˘˼˘Ѻ̣Ȉ̱୧̝˘ 債權人得向法院聲
前項繼承人，非依前項規定償還債務後，
請命繼承人於三個月內提出遺產清冊。
不得對受遺贈人交付遺贈。
法院於知悉債權人以訴訟程序或非訟程序
繼承人對於繼承開始時未屆清償期之債
向繼承人請求清償繼承債務時，得依職權命
權，亦應依第一項規定予以清償。
繼承人於三個月內提出遺產清冊。
前項未屆清償期之債權，於繼承開始時，
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於第一項及第
視為已到期。其無利息者，其債權額應扣除
二項情形，準用之。
自清償時起至到期時止之法定利息。
ௐ˘˼˘Ѻ̣Ȉ˛୧! 繼承人依前二條規定陳 ௐ˘˼˘Ѻ̱Ȉ˟୧̝˟ 繼承人違反第一千
報法院時，法院應依公示催告程序公告，命
一百六十二條之一規定者，被繼承人之債權
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於一定期限內報明其債
人得就應受清償而未受償之部分，對該繼承
權。
人行使權利。
前項一定期限，不得在三個月以下。
繼承人對於前項債權人應受清償而未受償
ௐ˘˼˘Ѻ̣Ȉˣ୧ 繼承人在前條所定之一
部分之清償責任，不以所得遺產為限。但繼
定期限內，不得對於被繼承人之任何債權人
承人為無行為能力人或限制行為能力人，不
償還債務。
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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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人違反第一千一百六十二條之一規
之被繼承人之債務，移歸一定之人承受，或
定，致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受有損害者，亦應
劃歸各繼承人分擔，如經債權人同意者，各
負賠償之責。
繼承人免除連帶責任。
前項受有損害之人，對於不當受領之債權
繼承人之連帶責任，自遺產分割時起，如
人或受遺贈人，得請求返還其不當受領之數
債權清償期在遺產分割後者，自清償期屆滿
額。
時起，經過五年而免除。
繼承人對於不當受領之債權人或受遺贈 ௐ˘˼˘Ѻ˛Ȉ˟୧ 繼承人中如對於被繼承
人，不得請求返還其不當受領之數額。
人負有債務者，於遺產分割時，應按其債務
ௐ˘˼˘Ѻ̱Ȉˬ୧ 繼承人中有下列各款情
數額，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內扣還。
事之一者，不得主張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第 ௐ˘˼˘Ѻ˛Ȉˬ୧! 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
二項所定之利益：
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承人受有
一、隱匿遺產情節重大。
財產之贈與者，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
二、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情節重大。
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遺產。
三、意圖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利而為
但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者，
遺產之處分。
不在此限。
前項贈與價額，應於遺產分割時，由該繼
第三節 遺產之分割
承人之應繼分中扣除。
ௐ˘˼˘Ѻ̱Ȉα୧ 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
贈與價額，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
遺產。但法律另有規定或契約另有訂定者，
第四節 繼承之拋棄
不在此限。
ௐ˘˼˘Ѻ̱Ị̏୧ 被繼承人之遺囑，定有 ௐ˘˼˘Ѻ˛Ȉα୧ 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
權。
分割遺產之方法，或託他人代定者，從其所
前項拋棄，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
定。
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
遺囑禁止遺產之分割者，其禁止之效力以
拋棄繼承後，應以書面通知因其拋棄而應
十年為限。
為繼承之人。但不能通知者，不在此限。
ௐ˘˼˘Ѻ̱Ȉ̱୧ 胎兒為繼承人時，非保
ௐ˘˼˘Ѻ˛Ị̏୧ 繼承之拋棄，溯及於繼承
留其應繼分，他繼承人不得分割遺產。
開始時發生效力。
胎兒關於遺產之分割，以其母為代理人。
ௐ˘˼˘Ѻ˛Ȉ̱୧ 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
ௐ˘˼˘Ѻ̱Ȉ˛୧ （刪除）
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其
ௐ˘˼˘Ѻ̱Ȉˣ୧ 遺產分割後，各繼承人
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為繼承之人。
按其所得部分，對於他繼承人因分割而得之
第二順序至第四順序之繼承人中，有拋棄
遺產，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
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一順序之
ௐ˘˼˘Ѻ̱Ȉ˝୧ 遺產分割後，各繼承人
繼承人。
按其所得部分，對於他繼承人因分割而得之
與配偶同為繼承之同一順序繼承人均拋棄
債權，就遺產分割時債務人之支付能力，負
繼承權，而無後順序之繼承人時，其應繼分
擔保之責。
歸屬於配偶。
前項債權，附有停止條件或未屆清償期
配偶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與其
者，各繼承人就應清償時債務人之支付能
同為繼承之人。
力，負擔保之責。
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其親等近者均拋棄繼
ௐ˘˼˘Ѻ˛Ȉ୧ 依前二條規定負擔保責任
承權時，由次親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繼承。
之繼承人中，有無支付能力不能償還其分擔
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
額者，其不能償還之部分，由有請求權之繼
序之繼承人繼承。其次順序繼承人有無不明
承人與他繼承人，按其所得部分比例分擔
或第四順序之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者，準
之。但其不能償還，係由有請求權人之過失
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
所致者，不得對於他繼承人請求分擔。
因他人拋棄繼承而應為繼承之人，為拋棄
ௐ˘˼˘Ѻ˛Ȉ˘୧ 遺產分割後，其未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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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時，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日起三個月內
一百七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期間屆滿
為之。
後，不得對被繼承人之任何債權人或受遺贈
ௐ˘˼˘Ѻ˛Ȉ̱୧̝˘! 拋棄繼承權者，就
人，償還債務或交付遺贈物。
其所管理之遺產，於其他繼承人或遺產管理 ௐ˘˼˘ѺˣȈ˟୧ 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或受
人開始管理前，應與處理自己事務為同一之
遺贈人，不於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條第一項第
注意，繼續管理之。
三款所定期間內為報明或聲明者，僅得就賸
餘遺產，行使其權利。
第五節 無人承認之繼承
ௐ˘˼˘ѺˣȈˬ୧ 遺產管理人得請求報
ௐ˘˼˘Ѻ˛Ȉ˛୧ 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
酬，其數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關係、
有無不明者，由親屬會議於一個月內選定遺
管理事務之繁簡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
產管理人，並將繼承開始及選定遺產管理人
之，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
之事由，向法院報明。
ௐ˘˼˘ѺˣȈα୧ 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條所
ௐ˘˼˘Ѻ˛Ȉˣ୧ 親屬會議依前條規定為
定之期限內，有繼承人承認繼承時，遺產管
報明後，法院應依公示催告程序，定六個月
理人在繼承人承認繼承前所為之職務上行
以上之期限，公告繼承人，命其於期限內承
為，視為繼承人之代理。
認繼承。
ௐ˘˼˘ѺˣỊ̏୧ 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條所
無親屬會議或親屬會議未於前條所定期限
定之期限屆滿，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其遺
內選定遺產管理人者，利害關係人或檢察
產於清償債權並交付遺贈物後，如有賸餘，
官，得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理人，並由法院
歸屬國庫。
依前項規定為公示催告。
ௐˬౢ! ឤ
ௐ˘˼˘Ѻ˛Ȉˣ୧̝˘ 繼承開始時繼承人
之有無不明者，在遺產管理人選定前，法院
ௐ˘༼! ఼!
得因利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為保存遺
ௐ˘˼˘ѺˣȈ̱୧ 無行為能力人，不得為
產之必要處置。
遺囑。
ௐ˘˼˘Ѻ˛Ȉ˝୧ 遺產管理人之職務如
限制行為能力人，無須經法定代理人之允
左：
許，得為遺囑。但未滿十六歲者，不得為遺
一、編製遺產清冊。
囑。
二、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
三、聲請法院依公示催告程序，限定一年以 ௐ˘˼˘ѺˣȈ˛୧ 遺囑人於不違反關於特
留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
上之期間，公告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及受
遺贈人，命其於該期間內報明債權及為 ௐ˘˼˘ѺˣȈˣ୧ 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條喪
失繼承權之規定，於受遺贈人準用之。
願受遺贈與否之聲明，被繼承人之債權
人及受遺贈人為管理人所已知者，應分
ௐ˟༼! ͞ё!
別通知之。
ௐ˘˼˘ѺˣȈ˝୧ 遺囑應依左列方式之一
四、清償債權或交付遺贈物。
為之：
五、有繼承人承認繼承或遺產歸屬國庫時，
一、自書遺囑。
為遺產之移交。
二、公證遺囑。
前項第一款所定之遺產清冊，管理人應於
三、密封遺囑。
就職後三個月內編製之；第四款所定債權之
四、代筆遺囑。
清償，應先於遺贈物之交付，為清償債權或
五、口授遺囑。
交付遺贈物之必要，管理人經親屬會議之同
ௐ˘˼˘Ѻ˝Ȉ୧
自書遺囑者，應自書遺囑
意，得變賣遺產。
全文，記明年、月、日，並親自簽名；如有
ௐ˘˼˘ѺˣȈ୧ 遺產管理人，因親屬會
增減、塗改，應註明增減、塗改之處所及字
議，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或受遺贈人之請求，
數，另行簽名。
應報告或說明遺產之狀況。
ௐ˘˼˘Ѻ˝Ȉ˘୧
公證遺囑，應指定二人
ௐ˘˼˘ѺˣȈ˘୧ 遺產管理人非於第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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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見證人，在公證人前口述遺囑意旨，
由公證人筆記、宣讀、講解，經遺囑人認可
後，記明年、月、日，由公證人、見證人及
遺囑人同行簽名，遺囑人不能簽名者，由公
證人將其事由記明，使按指印代之。
前項所定公證人之職務，在無公證人之
地，得由法院書記官行之，僑民在中華民國
領事駐在地為遺囑時，得由領事行之。
ௐ˘˼˘Ѻ˝Ȉ˟୧ 密封遺囑，應於遺囑上
簽名後，將其密封，於封縫處簽名，指定二
人以上之見證人，向公證人提出，陳述其為
自己之遺囑，如非本人自寫，並陳述繕寫人
之姓名、住所，由公證人於封面記明該遺囑
提出之年、月、日及遺囑人所為之陳述，與
遺囑人及見證人同行簽名。
前條第二項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ௐ˘˼˘Ѻ˝Ȉˬ୧ 密封遺囑，不具備前條
所定之方式，而具備第一千一百九十條所定
自書遺囑之方式者，有自書遺囑之效力。
ௐ˘˼˘Ѻ˝Ȉα୧ 代筆遺囑，由遺囑人指
定三人以上之見證人，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
旨，使見證人中之一人筆記、宣讀、講解，
經遺囑人認可後，記明年、月、日及代筆人
之姓名，由見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行簽名，
遺囑人不能簽名者，應按指印代之。
ௐ˘˼˘Ѻ˝Ị̏୧ 遺囑人因生命危急或其
他特殊情形，不能依其他方式為遺囑者，得
依左列方式之一為口授遺囑：
一、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見證人，並口
授遺囑意旨，由見證人中之一人，將該
遺囑意旨，據實作成筆記，並記明年、
月、日，與其他見證人同行簽名。
二、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見證人，並口
述遺囑意旨、遺囑人姓名及年、月、日，
由見證人全體口述遺囑之為真正及見證
人姓名，全部予以錄音，將錄音帶當場
密封，並記明年、月、日，由見證人全
體在封縫處同行簽名。
ௐ˘˼˘Ѻ˝Ȉ̱୧ 口授遺囑，自遺囑人能
依其他方式為遺囑之時起，經過三個月而失
其效力。
ௐ˘˼˘Ѻ˝Ȉ˛୧ 口授遺囑，應由見證人
中之一人或利害關係人，於為遺囑人死亡後
三個月內，提經親屬會議認定其真偽，對於
親屬會議之認定如有異議，得聲請法院判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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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Ȉˣ୧ 下列之人，不得為遺囑
見證人：
一、未成年人。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
三、繼承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
四、受遺贈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
五、為公證人或代行公證職務人之同居人助
理人或受僱人。

ௐˬ༼! ड़˧!
ௐ˘˼˘Ѻ˝Ȉ˝୧ 遺囑自遺囑人死亡時發
生效力。
ௐ˘˼˟Ѻ୧ 遺囑所定遺贈，附有停止條件
者，自條件成就時，發生效力。
第一千二百零一條 受遺贈人於遺囑發生效力
前死亡者，其遺贈不生效力。
ௐ˘˼˟Ѻ˟୧ 遺囑人以一定之財產為遺
贈，而其財產在繼承開始時，有一部分不屬
於遺產者，其一部分遺贈為無效；全部不屬
於遺產者，其全部遺贈為無效。但遺囑另有
意思表示者，從其意思。
ௐ˘˼˟Ѻˬ୧! 遺囑人因遺贈物滅失、毀
損、變造、或喪失物之占有，而對於他人取
得權利時，推定以其權利為遺贈；因遺贈物
與他物附合或混合而對於所附合或混合之物
取得權利時亦同。
ௐ˘˼˟Ѻα୧ 以遺產之使用、收益為遺
贈，而遺囑未定返還期限，並不能依遺贈之
性質定其期限者，以受遺贈人之終身為其期
限。
ௐ˘˼˟Ѻ̣୧ 遺贈附有義務者，受遺贈
人以其所受利益為限，負履行之責。
ௐ˘˼˟Ѻ̱୧ 受遺贈人在遺囑人死亡
後，得拋棄遺贈。
遺贈之拋棄，溯及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力。
ௐ˘˼˟Ѻ˛୧ 繼承人或其他利害關係
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受遺贈人於期限內
為承認遺贈與否之表示；期限屆滿，尚無表
示者，視為承認遺贈。
ௐ˘˼˟Ѻˣ୧ 遺贈無效或拋棄時，其遺
贈之財產，仍屬於遺產。

ௐα༼! ેҖ!
ௐ˘˼˟Ѻ˝୧ 遺囑人得以遺囑指定遺囑
執行人，或委託他人指定之。
受前項委託者，應即指定遺囑執行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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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繼承人。
ௐ˘˼˟ѺȈ୧ 未成年人、受監護或輔助
宣告之人，不得為遺囑執行人。
ௐ˘˼˟ѺȈ˘୧ 遺囑未指定遺囑執行
人，並未委託他人指定者，得由親屬會議選
定之；不能由親屬會議選定時，得由利害關
係人聲請法院指定之。
ௐ˘˼˟ѺȈ˘୧̝˘ 除遺囑人另有指定
外，遺囑執行人就其職務之執行，得請求相
當之報酬，其數額由繼承人與遺囑執行人協
議定之；不能協議時，由法院酌定之。
ௐ˘˼˟ѺȈ˟୧ 遺囑保管人知有繼承開
始之事實時，應即將遺囑交付遺囑執行人，
並以適當方法通知已知之繼承人；無遺囑執
行人者，應通知已知之繼承人、債權人、受
遺贈人及其他利害關係人。無保管人而由繼
承人發現遺囑者，亦同。
ௐ˘˼˟ѺȈˬ୧ 有封緘之遺囑，非在親
屬會議當場或法院公證處，不得開視。
前項遺囑開視時，應製作紀錄，記明遺囑
之封緘有無毀損情形，或其他特別情事，並
由在場之人同行簽名。
ௐ˘˼˟ѺȈα୧ 遺囑執行人就職後，於
遺囑有關之財產，如有編製清冊之必要時，
應即編製遺產清冊，交付繼承人。
ௐ˘˼˟ѺỊ̏୧ 遺囑執行人有管理遺
產，並為執行上必要行為之職務。
遺囑執行人因前項職務所為之行為，視為
繼承人之代理。
ௐ˘˼˟ѺȈ̱୧ 繼承人於遺囑執行人執
行職務中，不得處分與遺囑有關之遺產，並
不得妨礙其職務之執行。
ௐ˘˼˟ѺȈ˛୧ 遺囑執行人有數人時，
其執行職務，以過半數決之。但遺囑另有意
思表示者，從其意思。
ௐ˘˼˟ѺȈˣ୧ 遺囑執行人怠於執行職
務，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時，利害關係人，得
請求親屬會議改選他人；其由法院指定者，
得聲請法院另行指定。

ௐ̣༼! ၣа!
ௐ˘˼˟ѺȈ˝୧ 遺囑人得隨時依遺囑之
方式，撤回遺囑之全部或一部。
ௐ˘˼˟Ѻ˟Ȉ୧ 前後遺囑有相牴觸者，
其牴觸之部分，前遺囑視為撤回。
ௐ˘˼˟Ѻ˟Ȉ˘୧ 遺囑人於為遺囑後所

為之行為與遺囑有相牴觸者，其牴觸部分，
遺囑視為撤回。
ௐ˘˼˟Ѻ˟Ȉ˟୧! 遺囑人故意破毀或塗
銷遺囑，或在遺囑上記明廢棄之意思者，其
遺囑視為撤回。

!!!ௐ̱༼! প̶!
ௐ˘˼˟Ѻ˟Ȉˬ୧ 繼承人之特留分，依
左列各款之規定：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特留分，為其應繼分
二分之一。
二、父母之特留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
三、配偶之特留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
四、兄弟姊妹之特留分，為其應繼分三分之
一。
五、祖父母之特留分，為其應繼分三分之一。
ௐ˘˼˟Ѻ˟Ȉα୧ 特留分，由依第一千
一百七十三條算定之應繼財產中，除去債務
額算定之。
ௐ˘˼˟Ѻ˟Ị̏୧ 應得特留分之人，如
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數不足
者，得按其不足之數由遺贈財產扣減之。受
遺贈人有數人時，應按其所得遺贈價額比例
扣減。

民法繼承編施行法

民法繼承編施行法
中華民國 20 年 1 月 24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 11
條；並自中華民國 20 年 5 月 5 日施行
中華民國 74 年 6 月 3 日總統令修正公布全文 11 條
中 華 民 國 97 年 1 月 2 日 總 統華 總 一義 字第
09600179041 號令增訂公布第 1-1 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97 年 5 月 7 日 總 統華 總 一義 字第
09700053521 號令增訂公布第 1-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年 6 月 1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14289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1 條條文；並增
訂第 1-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32453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2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10028471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年 1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01771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1、1-2 條條文

ௐ˘୧ 繼承在民法繼承編施行前開始者，除
本施行法有特別規定外，不適用民法繼承編
之規定；其在修正前開始者，除本施行法有
特別規定外，亦不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ௐ˘୧̝˘ 繼承在民法繼承編中華民國九十
六年十二月十四日修正施行前開始且未逾修
正施行前為拋棄繼承之法定期間者，自修正
施行之日起，適用修正後拋棄繼承之規定。
繼承在民法繼承編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十二
月十四日修正施行前開始，繼承人於繼承開
始時為無行為能力人或限制行為能力人，未
能於修正施行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
承，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但債權
人證明顯失公平者，不在此限。
前項繼承人依修正施行前之規定已清償之
債務，不得請求返還。
ௐ˘୧̝˟ 繼承在民法繼承編中華民國九十
七年一月四日前開始，繼承人對於繼承開始
後，始發生代負履行責任之保證契約債務，
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但債權人證
明顯失公平者，不在此限。
前項繼承人依中華民國九十七年四月二十
二日修正施行前之規定已清償之保證契約債
務，不得請求返還。
ௐ˘୧̝ˬ 繼承在民法繼承編中華民國九十
八年五月二十二日修正施行前開始，繼承人
未逾修正施行前為限定繼承之法定期間且未
為概括繼承之表示或拋棄繼承者，自修正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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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之日起，適用修正後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
八條、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條至第一千一百六
十三條之規定。
繼承在民法繼承編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五月
二十二日修正施行前開始，繼承人對於繼承
開始以前已發生代負履行責任之保證契約債
務，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但債權
人證明顯失公平者，不在此限。
繼承在民法繼承編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五月
二十二日修正施行前開始，繼承人已依民法
第一千一百四十條之規定代位繼承，以所得
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但債權人證明顯失
公平者，不在此限。
繼承在民法繼承編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五月
二十二日修正施行前開始，繼承人因不可歸
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者，於繼承開始
時無法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致未能於修正
施行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以所
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但債權人證明顯
失公平者，不在此限。
前三項繼承人依修正施行前之規定已清償
之債務，不得請求返還。
ௐ˟୧ 民法繼承編施行前，依民法繼承編之
規定，消滅時效業已完成，或其時效期間尚
有殘餘不足一年者，得於施行之日起，一年
內行使請求權。但自其時效完成後，至民法
繼承編施行時，已逾民法繼承編所定時效期
間二分之一者，不在此限。
ௐˬ୧ 前條之規定於民法繼承編所定無時效
性質之法定期間準用之。但其法定期間不滿
一年者，如在施行時尚未屆滿，其期間自施
行之日起算。
ௐα୧ 禁止分割遺產之遺囑，在民法繼承編
修正前生效者，民法第一千一百六十五條第
二項所定之期間，仍適用修正前之規定。但
其殘餘期間自修正施行日起算超過十年者，
縮短為十年。
ௐ̣୧ 民法繼承編修正前生效之口授遺囑，
於修正施行時尚未屆滿一個月者，適用修正
之民法第一千一百九十六條之規定，其已經
過之期間，與修正後之期間合併計算。
ௐ̱୧ 民法繼承編，關於喪失繼承權之規
定，於施行前所發生之事實，亦適用之。
ௐ˛୧ 民法繼承編施行前，所立之嗣子女，
對於施行後開始之繼承，其繼承順序及應繼
分與婚生子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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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ˣ୧ 繼承開始在民法繼承編施行前，被繼
承人無直系血親卑親屬，依當時之法律亦無
其他繼承人者，自施行之日起，依民法繼承
編之規定定其繼承人。
ௐ˝୧ 民法繼承編施行前所設置之遺產管理
人，其權利義務自施行之日起，適用民法繼
承編之規定。
ௐȈ୧ 民法繼承編關於特留分之規定，於施
行前所立之遺囑，而發生效力在施行後者，
亦適用之。
ௐȈ˘୧ 本施行法自民法繼承編施行之日施
行。
民法繼承編修正條文及本施行法修正條
文，除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十二月十五日修正
之民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條及第一千二百十
條自九十八年十一月二十三日施行者外，自
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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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計畫：係指依第十五條所定之主要
計畫書及主要計畫圖，作為擬定細部計
畫之準則。
二、細部計畫：係指依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所
為之細部計畫書及細部計畫圖，作為實
施都市計畫之依據。
三、都市計畫事業：係指依本法規定所舉辦
之公共設施、新市區建設、舊市區更新
等實質建設之事業。
四、優先發展區：係指預計在十年內，必須
優先規劃、建設發展之都市計畫地區。
五、新市區建設：係指建築物稀少，尚未依
照都市計畫實施建設發展之地區。
六、舊市區更新：係指舊有建築物密集，畸
零破舊，有礙觀瞻，影響公共安全，必
須拆除重建，就地整建或特別加以維護
之地區。
ௐˣ୧ 都市計畫之擬定、變更，依本法所定
之程序為之。

中華民國 28 年 6 月 8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 32
條
中華民國 53 年 9 月 1 日總統令修正公布全文 69 條
中華民國 62 年 9 月 6 日總統令修正公布全文 87 條
中華民國 77 年 7 月 15 日總統令修正公布第 49 條
至第 51 條；並增訂第 50 條之 1
中華民國 89 年 1 月 2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8900017390 號令修正第 79 條及 80 條
中華民國 91 年 5 月 1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095630 號令增訂第 27 條之 2；並修正第 19
條、第 23 條及第 26 條
中華民國 91 年 12 月 1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239060 號令增訂第 27 條之 1、第 50 條之 2
及第 83 條之 1 條文；並修正第 4 條、第 10 條、
第 11 條、第 13 條、第 14 條、第 18 條、第 20
條、第 21 條、第 25 條、第 27 條、第 29 條、第
30 條、第 39 條、第 41 條、第 64 條、第 67 條、
第 71 條、第 77 條至第 79 條、第 81 條、第 82
條、第 85 條及第 86 條條文(中華民國 91 年 12
月 11 日修正公布之都市計畫法第 50 條之 2，定 ௐ˟ౢ!ౌξࢍ൪̝ᑢؠăតՀă
自中華民國 93 年 3 月 1 日施行。)
൴ο̈́၁߉!
中 華 民 國 98 年 1 月 7 日 總 統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09700288161 號令修正公布第 83 條之 1 條文
ௐ˝୧ 都市計畫分為左列三種：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一、市（鎮）計畫。
09900123171 號令修正公布第 84 條條文
二、鄉街計畫。
中華民國 104 年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三、特定區計畫。
10400153661 號令修正公布第 42、46 條條文

ௐ˘ౢ!ᓁ!
ௐ˘୧ 為改善居民生活環境，並促進市、鎮、
鄉街有計畫之均衡發展，特制定本法。
ௐ˟୧ 都市計畫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法律之規定。
ௐˬ୧ 本法所稱之都市計畫，係指在一定地
區內有關都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
安、國防、文教、康樂等重要設施，作有計
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理之規劃而言。
ௐα୧ 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局）為
縣（市）
（局）政府。
ௐ̣୧ 都市計畫應依據現在及既往情況，並
預計二十五年內之發展情形訂定之。
ௐ̱୧ 直轄市及縣（市）
（局）政府對於都市
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得限制其使用人為妨礙
都市計畫之使用。
ௐ˛୧ 本法用語定義如左：

ௐȈ୧ 左列各地方應擬定市（鎮）計畫：
一、首都、直轄市。
二、省會、市。
三、縣（局）政府所在地及縣轄市。
四、鎮。
五、其他經內政部或縣（市）
（局）政府指定
應依本法擬定市（鎮）計畫之地區。
ௐȈ˘୧ 左列各地方應擬定鄉街計畫：
一、鄉公所所在地。
二、人口集居五年前已達三千，而在最近五
年內已增加三分之一以上之地區。
三、人口集居達三千，而其中工商業人口占
就業總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地區。
四、其他經縣（局）政府指定應依本法擬定
鄉街計畫之地區。
ௐȈ˟୧ 為發展工業或為保持優美風景或因
其他目的而劃定之特定地區，應擬定特定區
計畫。
ௐȈˬ୧ 都市計畫由各級地方政府或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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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縣轄市公所依左列之規定擬定之：
二年完成細部計畫；並於細部計畫發布後，
一、市計畫由直轄市、市政府擬定，鎮、縣
最多五年完成公共設施。其他地區應於第一
轄市計畫及鄉街計畫分別由鎮、縣轄
期發展地區開始進行後，次第訂定細部計畫
市、鄉公所擬定，必要時，得由縣（局） 建設之。
政府擬定之。
未發布細部計畫地區，應限制其建築使用
二、特定區計畫由直轄市、縣（市）
（局）政
及變更地形。但主要計畫發布已逾二年以
府擬定之。
上，而能確定建築線或主要公共設施已照主
三、相鄰接之行政地區，得由有關行政單位
要計畫興建完成者，得依有關建築法令之規
之同意，會同擬定聯合都市計畫。但其
定，由主管建築機關指定建築線，核發建築
範圍未逾越省境或縣（局）境者，得由
執照。
縣（局）政府擬定之。
ௐȈˣ୧ 主要計畫擬定後，應先送由該管政
ௐȈα୧ 特定區計畫，必要時，得由內政部
府或鄉、鎮、縣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訂定之。
其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規定由內政部或縣
經內政部或縣（市）
（局）政府指定應擬定
（市）
（局）政府訂定或擬定之計畫，應先分
之市（鎮）計畫或鄉街計畫，必要時，得由
別徵求有關縣（市）（局）政府及鄉、鎮、縣
縣（市）
（局）政府擬定之。
轄市公所之意見，以供參考。
ௐỊ̏୧ 市鎮計畫應先擬定主要計畫書，並 ௐȈ˝୧ 主要計畫擬定後，送該管政府都市
視其實際情形，就左列事項分別表明之：
計畫委員會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
一、當地自然、社會及經濟狀況之調查與分
（局）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公開展覽
析。
三十天及舉行說明會，並應將公開展覽及說
二、行政區域及計畫地區範圍。
明會之日期及地點登報周知；任何公民或團
三、人口之成長、分布、組成、計畫年期內
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
人口與經濟發展之推計。
名稱及地址，向該管政府提出意見，由該管
四、住宅、商業、工業及其他土地使用之配
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參考審議，連同審
置。
議結果及主要計畫一併報請內政部核定之。
五、名勝、古蹟及具有紀念性或藝術價值應
前項之審議，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應於六
予保存之建築。
十天內完成。但情形特殊者，其審議期限得
六、主要道路及其他公眾運輸系統。
予延長，延長以六十天為限。
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修正，或經
七、主要上下水道系統。
內政部指示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及舉行說
八、學校用地、大型公園、批發市場及供作
明會。
全部計畫地區範圍使用之公共設施用
ௐ˟Ȉ୧ 主要計畫應依左列規定分別層報核
地。
定之：
九、實施進度及經費。
一、首都之主要計畫由內政部核定，轉報行
十、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政院備案。
前項主要計畫書，除用文字、圖表說明外，
二、直轄市、省會、市之主要計畫由內政部
應附主要計畫圖，其比例尺不得小於一萬分之
核定。
一；其實施進度以五年為一期，最長不得超過
三、縣政府所在地及縣轄市之主要計畫由內
二十五年。
政部核定。
ௐȈ̱୧ 鄉街計畫及特定區計畫之主要計畫
四、鎮及鄉街之主要計畫由內政部核定。
所應表明事項，得視實際需要，參照前條第
五、特定區計畫由縣（市）（局）政府擬定
一項規定事項全部或一部予以簡化，並得與
者 ， 由內政部核定；直轄市政府擬定
細部計畫合併擬定之。
者，由內政部核定，轉報行政院備案；
ௐȈ˛୧ 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九款所定之實施
內政部訂定者，報行政院備案。
進度，應就其計畫地區範圍預計之發展趨勢
主要計畫在區域計畫地區範圍內者，內政
及地方財力，訂定分區發展優先次序。第一
部在訂定或核定前，應先徵詢各該區域計畫
期發展地區應於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後，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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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之意見。
第一項所定應報請備案之主要計畫，非經
准予備案，不得發布實施。但備案機關於文
到後三十日內不為准否之指示者，視為准予
備案。
ௐ˟Ȉ˘୧ 主要計畫經核定或備案後，當地
直轄市、縣（市）
（局）政府應於接到核定或
備案公文之日起三十日內，將主要計畫書及
主要計畫圖發布實施，並應將發布地點及日
期登報周知。
內政部訂定之特定區計畫，層交當地直轄
市、縣（市）（局）政府依前項之規定發布實
施。
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未依第一
項規定之期限發布者，內政部得代為發布之。
ௐ˟Ȉ˟୧ 細部計畫應以細部計畫書及細部
計畫圖就左列事項表明之：
一、計畫地區範圍。
二、居住密度及容納人口。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四、事業及財務計畫。
五、道路系統。
六、地區性之公共設施用地。
七、其他。
前項細部計畫圖比例尺不得小於一千二百
分之一。
ௐ˟Ȉˬ୧ 細部計畫擬定後，除依第十四條
規定由內政部訂定，及依第十六條規定與主
要計畫合併擬定者，由內政部核定實施外，
其餘均由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實
施。
前項細部計畫核定之審議原則，由內政部
定之。
細部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應於一年內豎
立都市計畫樁、計算坐標及辦理地籍分割測
量，並將道路及其他公共設施用地、土地使
用分區之界線測繪於地籍圖上，以供公眾閱
覽或申請謄本之用。
前項都市計畫樁之測定、管理及維護等事
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細部計畫之擬定、審議、公開展覽及發布
實施，應分別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
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一條規定辦理。
ௐ˟Ȉα୧ 土地權利關係人為促進其土地利
用，得配合當地分區發展計畫，自行擬定或
變更細部計畫，並應附具事業及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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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
鎮、縣轄市公所依前條規定辦理。
ௐ˟Ị̏୧ 土地權利關係人自行擬定或申請
變更細部計畫，遭受直轄市、縣（市）（局）
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拒絕時，得分別
向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請求處理；經
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依法處理後，土
地權利關係人不得再提異議。
ௐ˟Ȉ̱୧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不得隨
時任意變更。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三年內或
五年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
況，並參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更。對於非
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應變更其使用。
前項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之辦理機關、
作業方法及檢討基準等事項之實施辦法，由
內政部定之。
ௐ˟Ȉ˛୧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
列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局）
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
迅行變更：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
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
重大設施時。
前項都市計畫之變更，內政部或縣（市）
（局）政府得指定各該原擬定之機關限期為
之，必要時，並得逕為變更。
ௐ˟Ȉ˛୧̝˘ 土地權利關係人依第二十四
條規定自行擬定或變更細部計畫，或擬定計
畫機關依第二十六條或第二十七條規定辦理
都市計畫變更時，主管機關得要求土地權利
關係人提供或捐贈都市計畫變更範圍內之公
共設施用地，可建築土地、樓地板面積或一
定金額予當地直轄市、縣（市）
（局）政府或
鄉、鎮、縣轄市公所。
前項土地權利關係人提供或捐贈之項目、
比例、計算方式、作業方法、辦理程序及應
備書件等事項，由內政部於審議規範或處理
原則中定之。
ௐ˟Ȉ˛୧̝˟ 重大投資開發案件，涉及都
市計畫之擬定、變更，依法應辦理環境影響
評估、實施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者，得採
平行作業方式辦理，必要時，並得聯合作業，
由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召集聯席會議審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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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重大投資開發案件之認定、聯席審議
利。
會議之組成及作業程序之辦法，由內政部會 ௐˬȈ̱୧ 工業區為促進工業發展而劃定，
商中央環境保護及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定之。
其土地及建築物，以供工業使用為主；具有
ௐ˟Ȉˣ୧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之變更，其
危險性及公害之工廠，應特別指定工業區建
有關審議、公開展覽、層報核定及發布實施
築之。
等事項，應分別依照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 ௐˬȈ˛୧ 其他行政、文教、風景等使用區
及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辦理。
內土地及建築物，以供其規定目的之使用為
ௐ˟Ȉ˝୧ 內政部、各級地方政府或鄉、鎮、 主。
縣轄市公所為訂定、擬定或變更都市計畫， ௐˬȈˣ୧ 特定專用區內土地及建築物，不
得派查勘人員進入公私土地內實施勘查或測
得違反其特定用途之使用。
量。但設有圍障之土地，應事先通知其所有 ௐˬȈ˝୧ 對於都市計畫各使用區及特定專
權人或使用人。
用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基地面積或基
為前項之勘查或測量，如必須遷移或除去
地內應保留空地之比率、容積率、基地內前
該土地上之障礙物時，應事先通知其所有權
後側院之深度及寬度、停車場及建築物之高
人或使用人；其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因而遭受
度，以及有關交通、景觀或防火等事項，內
之損失，應予適當之補償；補償金額由雙方
政部或直轄市政府得依據地方實際情況，於
協議之，協議不成，由當地直轄市、縣（市） 本法施行細則中作必要之規定。
（局）政府函請內政部予以核定。
ௐαȈ୧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應依建築
ௐˬȈ୧ 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公用事業及
法之規定，實施建築管理。
其他公共設施，當地直轄市、縣（市）
（局） ௐαȈ˘୧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其土地上
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認為有必要時，
原有建築物不合土地使用分區規定者，除准
得獎勵私人或團體投資辦理，並准收取一定
修繕外，不得增建或改建。當地直轄市、縣
費用；其獎勵辦法由內政部或直轄市政府定
（市）
（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認有
之；收費基準由直轄市、縣（市）（局）政府
必要時，得斟酌地方情形限期令其變更使用
定之。
或遷移；其因變更使用或遷移所受之損害，
公共設施用地得作多目標使用，其用地類
應予適當之補償，補償金額由雙方協議之；
別、使用項目、准許條件、作業方法及辦理
協議不成，由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
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府函請內政部予以核定。
ௐˬȈ˘୧ 獲准投資辦理都市計畫事業之私
ௐαౢ ̳Вన߉ϡг!
人或團體在事業上有必要時，得適用第二十
九條之規定。
ௐαȈ˟୧ 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

ௐˬౢ!˿гֹϡ̶ડგ!ט
ௐˬȈ˟୧ 都市計畫得劃定住宅、商業、工
業等使用區，並得視實際情況，劃定其他使
用區或特定專用區。
前項各使用區，得視實際需要，再予劃分，
分別予以不同程度之使用管制。
ௐˬȈˬ୧ 都市計畫地區，得視地理形勢，
使用現況或軍事安全上之需要，保留農業地
區或設置保護區，並限制其建築使用。
ௐˬȈα୧ 住宅區為保護居住環境而劃定，
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不得有礙居住之寧
靜、安全及衛生。
ௐˬỊ̏୧ 商業區為促進商業發展而劃定，
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不得有礙商業之便

情況，分別設置左列公共設施用地：
一、道路、公園、綠地、廣場、兒童遊樂
場、民用航空站、停車場所、河道及港
埠用地。
二、學校、社教機構、社會福利設施、體育
場所、市場、醫療衛生機構及機關用地。
三、上下水道、郵政、電信、變電所及其他
公用事業用地。
四、本章規定之其他公共設施用地。
前項各款公共設施用地應儘先利用適當之
公有土地。
ௐαȈˬ୧ 公共設施用地，應就人口、土地
使用、交通等現狀及未來發展趨勢，決定其
項目、位置與面積，以增進市民活動之便利，
及確保良好之都市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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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αȈα୧ 道路系統、停車場所及加油站，
應按土地使用分區及交通情形與預期之發展
配置之。鐵路、公路通過實施都市計畫之區
域者，應避免穿越市區中心。
ௐαỊ̏୧ 公園、體育場所、綠地、廣場及
兒童遊樂場，應依計畫人口密度及自然環
境，作有系統之布置，除具有特殊情形外，
其占用土地總面積不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
分之十。
ௐαȈ̱୧ 中小學校、社教場所、社會福利
設施、市場、郵政、電信、變電所、衛生、
警所、消防、防空等公共設施，應按閭鄰單
位或居民分布情形適當配置之。
ௐαȈ˛୧ 屠宰場、垃圾處理場、殯儀館、
火葬場、公墓、污水處理廠、煤氣廠等應在
不妨礙都市發展及鄰近居民之安全、安寧與
衛生之原則下，於邊緣適當地點設置之。
ௐαȈˣ୧ 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留地供
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
予以徵收或購買；其餘由該管政府或鄉、鎮、
縣轄市公所依左列方式取得之：
一、徵收。
二、區段徵收。
三、市地重劃。
ௐαȈ˝୧ 依本法徵收或區段徵收之公共設
施保留地，其地價補償以徵收當期毗鄰非公
共設施保留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必
要時得加成補償之。但加成最高以不超過百
分之四十為限；其地上建築改良物之補償以
重建價格為準。
前項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加成補償標準，由
當地直轄市、縣（市）地價評議委員會於評
議當年期公告土地現值時評議之。
ௐ̣Ȉ୧ 公共設施保留地在未取得前，得申
請為臨時建築使用。
前項臨時建築之權利人，經地方政府通知
開闢公共設施並限期拆除回復原狀時，應自
行無條件拆除；其不自行拆除者，予以強制
拆除。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臨時建築使用辦
法，由內政部定之。
ௐ̣Ȉ୧̝˘ 公共設施保留地因依本法第四
十九條第一項徵收取得之加成補償，免徵所
得稅；因繼承或因配偶、直系血親間之贈與
而移轉者，免徵遺產稅或贈與稅。
ௐ̣Ȉ୧̝˟ 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得申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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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非公用土地辦理交換，不受土地法、國
有財產法及各級政府財產管理法令相關規定
之限制；劃設逾二十五年未經政府取得者，
得優先辦理交換。
前項土地交換之範圍、優先順序、換算方
式、作業方法、辦理程序及應備書件等事項
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商財政部定之。
本條之施行日期，由行政院定之。
ௐ̣Ȉ˘୧ 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留地，
不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但得繼續為
原來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
ௐ̣Ȉ˟୧ 都市計畫範圍內，各級政府徵收
私有土地或撥用公有土地，不得妨礙當地都
市計畫。公有土地必須配合當地都市計畫予
以處理，其為公共設施用地者，由當地直轄
市、縣（市）
（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
所於興修公共設施時，依法辦理撥用；該項
用地如有改良物時，應參照原有房屋重建價
格補償之。
ௐ̣Ȉˬ୧ 獲准投資辦理都市計畫事業之私
人或團體，其所需用之公共設施用地，屬於
公有者，得申請該公地之管理機關租用；屬
於私有而無法協議收購者，應備妥價款，申
請該管直轄市、縣（市）（局）政府代為收買
之。
ௐ̣Ȉα୧ 依前條租用之公有土地，不得轉
租。如該私人或團體無力經營或違背原核准
之使用計畫，或不遵守有關法令之規定者，
直轄市、縣（市）（局）政府得通知其公有土
地管理機關即予終止租用，另行出租他人經
營，必要時並得接管經營。但對其已有設施，
應照資產重估價額予以補償之。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
（局）政府代為
收買之土地，如有移轉或違背原核准之使用
計畫者，直轄市、縣（市）
（局）政府有按原
價額優先收買之權。私人或團體未經呈報直
轄市、縣（市）
（局）政府核准而擅自移轉者，
其移轉行為不得對抗直轄市、縣（市）（局）
政府之優先收買權。
ௐ̣Ȉ̱୧ 私人或團體興修完成之公共設
施，自願將該項公共設施及土地捐獻政府
者，應登記為該市、鄉、鎮、縣轄市所有，
並由各該市、鄉、鎮、縣轄市負責維護修理，
並予獎勵。

ௐ̣ౢ!າξડ̝ޙ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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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主要計畫經公布實施後，當地直
四、建築物配置圖。
轄市、縣（市）
（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
五、工程進度及竣工期限。
公所應依第十七條規定，就優先發展地區，
六、財務計畫。
擬具事業計畫，實施新市區之建設。
七、建設完成後土地及建築物之處理計畫。
前項事業計畫，應包括左列各項：
前項私人或團體舉辦之新市區建設範圍內
一、劃定範圍之土地面積。
之道路、兒童遊樂場、公園以及其他必要之
二、土地之取得及處理方法。
公共設施等，應由舉辦事業人自行負擔經費。
三、土地之整理及細分。
ௐ̱Ȉ˟୧ 私人或團體舉辦新市區建設事
四、公共設施之興修。
業，其計畫書件函經核准後，得請求直轄市、
五、財務計畫。
縣（市）
（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
六、實施進度。
配合興修前條計畫範圍外之關連性公共設施
七、其他必要事項。
及技術協助。
ௐ̣Ȉˣ୧ 縣（市）
（局）政府為實施新市區
ௐ̱ౢ!ᖞξડ̝Հາ!
之建設，對於劃定範圍內之土地及地上物得
實施區段徵收或土地重劃。
ௐ̱Ȉˬ୧ 直轄市、縣（市）
（局）政府或鄉、
依前項規定辦理土地重劃時，該管地政機
鎮、縣轄市公所對於窳陋或髒亂地區認為有
關應擬具土地重劃計畫書，呈經上級主管機
必要時，得視細部計畫劃定地區範圍，訂定
關核定公告滿三十日後實施之。
更新計畫實施之。
在前項公告期間內，重劃地區內土地所有 ௐ̱Ȉα୧ 都市更新處理方式，分為左列三
權人半數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
種：
地區土地總面積半數者表示反對時，該管地
一、重建：係為全地區之徵收、拆除原有建
政機關應參酌反對理由，修訂土地重劃計畫
築、重新建築、住戶安置，並得變更其
書，重行報請核定，並依核定結果辦理，免
土地使用性質或使用密度。
再公告。
二、整建：強制區內建築物為改建、修建、
土地重劃之範圍選定後，直轄市、縣（市）
維護或設備之充實，必要時對部分指定
（局）政府得公告禁止該地區之土地移轉、
之土地及建築物徵收、拆除及重建，改
分割、設定負擔、新建、增建、改建及採取
進區內公共設施。
土石或變更地形。但禁止期間，不得超過一
三、維護：加強區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理，
年六個月。
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以保持其良好狀況。
土地重劃地區之最低面積標準、計畫書格
前項更新地區之劃定，由直轄市、縣（市）
式及應訂事項，由內政部訂定之。
（局）政府依各該地方情況，及按各類使用
ௐ̣Ȉ˝୧ 新市區建設範圍內，於辦理區段
地區訂定標準，送內政部核定。
徵收時各級政府所管之公有土地，應交由當 ௐ̱Ị̏୧ 更新計畫應以圖說表明左列事
地直轄市、縣（市）
（局）政府依照新市區建
項：
設計畫，予以併同處理。
一、劃定地區內重建、整建及維護地段之詳
ௐ̱Ȉ୧ 公有土地已有指定用途，且不牴觸
細設計圖說。
新市區之建設計畫者，得事先以書面通知當
二、土地使用計畫。
地直轄市、縣（市）
（局）政府調整其位置或
三、區內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之設計圖說。
地界後，免予出售。但仍應負擔其整理費用。 四、事業計畫。
ௐ̱Ȉ˘୧ 私人或團體申請當地直轄市、縣
五、財務計畫。
（市）
（局）政府核准後，得舉辦新市區之建
六、實施進度。
設事業。但其申請建設範圍之土地面積至少 ௐ̱Ȉ̱୧ 更新地區範圍之劃定及更新計畫
應在十公頃以上，並應附具左列計畫書件：
之擬定、變更、報核與發布，應分別依照有
一、土地面積及其權利證明文件。
關細部計畫之規定程序辦理。
二、細部計畫及其圖說。
ௐ̱Ȉ˛୧ 更新計畫由當地直轄市、縣（市）
三、公共設施計畫。
（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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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ˣ୧ 辦理更新計畫，對於更新地區範
二、工程受益費之收入。
圍內之土地及地上物，得依法實施徵收或區
三、土地增值稅部分收入之提撥。
段徵收。
四、私人團體之捐獻。
ௐ̱Ȉ˝୧ 更新地區範圍劃定後，其需拆除
五、中央或縣政府之補助。
重建地區，應禁止地形變更、建築物新建、
六、其他辦理都市計畫事業之盈餘。
增建或改建。
七、都市建設捐之收入。
ௐ˛Ȉ୧ 辦理更新計畫之機關或機構得將重
都市建設捐之徵收，另以法律定之。
建或整建地區內拆除整理後之基地讓售或標 ௐ˛Ȉˣ୧ 中央、直轄市或縣（市）
（局）政
售。其承受人應依照更新計畫期限實施重
府為實施都市計畫或土地徵收，得發行公債。
建；其不依規定期限實施重建者，應按原售
前項公債之發行，另以法律定之。
價收回其土地自行辦理，或另行出售。
ௐˣౢ!ჳ!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
（局）政府或鄉、
鎮、縣轄市公所為維護地區內土地使用及建 ௐ˛Ȉ˝୧ 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
築物之加強管理，得視實際需要，於當地分
使用，或從事建造、採取土石、變更地形，
區使用規定之外，另行補充規定，報經內政
違反本法或內政部、直轄市、縣（市）（局）
部核定後實施。
政府依本法所發布之命令者，當地地方政府
ௐ˛Ȉ˟୧ 執行更新計畫之機關或機構對於
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得處其土地或建築物
整建地區之建築物，得規定期限，令其改建、 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理人新臺幣六萬元以
修建、維護或充實設備，並應給予技術上之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勒令拆除、改建、
輔導。
停止使用或恢復原狀。不拆除、改建、停止
ௐ˛Ȉˬ୧ 國民住宅興建計畫應與當地直轄
使用或恢復原狀者，得按次處罰，並停止供
市、縣（市）
（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
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復
所實施之舊市區更新計畫力求配合；國民住
原狀之措施，其費用由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
宅年度興建計畫中，對於廉價住宅之興建，
人、使用人或管理人負擔。
應規定適當之比率，並優先租售與舊市區更
前項罰鍰，經限期繳納，屆期不繳納者，
新地區範圍內應予徙置之居民。
依法移送強制執行。
依第八十一條劃定地區範圍實施禁建地
ௐ˛ౢ!ᖐ̈́གྷ!
區，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ௐ˛Ȉα୧ 內政部、各級地方政府及鄉、鎮、 ௐˣȈ୧ 不遵前條規定拆除、改建、停止使
縣轄市公所為審議及研究都市計畫，應分別
用或恢復原狀者，除應依法予以行政強制執
設置都市計畫委員會辦理之。
行外，並得處六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都市計畫委員會之組織，由行政院定之。
ௐ˝ౢ!!ܢ
ௐ˛Ị̏୧ 內政部、各級地方政府及鄉、鎮、
縣轄市公所應設置經辦都市計畫之專業人 ௐˣȈ˘୧ 依本法新訂、擴大或變更都市計
員。
畫時，得先行劃定計畫地區範圍，經由該管
ௐ˛Ȉ̱୧ 因實施都市計畫廢置之道路、公
都市計畫委員會通過後，得禁止該地區內一
園、綠地、廣場、河道、港灣原所使用之公
切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並禁止變更
有土地及接連都市計畫地區之新生土地，由
地形或大規模採取土石。但為軍事、緊急災
實施都市計畫之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縣
害或公益等之需要，或施工中之建築物，得
轄市公所管理使用，依法處分時所得價款得
特許興建或繼續施工。
以補助方式撥供當地實施都市計畫建設經費
前項特許興建或繼續施工之准許條件、辦
之用。
理程序、應備書件及違反准許條件之廢止等
ௐ˛Ȉ˛୧ 地方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
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為實施都市計畫所需經費，應以左列各款籌
第一項禁止期限，視計畫地區範圍之大小
措之：
及舉辦事業之性質定之。但最長不得超過二
一、編列年度預算。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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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禁建範圍及期限，應報請行政院核定。
第一項特許興建或繼續施工之建築物，如
牴觸都市計畫必須拆除時，不得請求補償。
ௐˣȈ˟୧ 直轄市及縣（市）
（局）政府對於
內政部核定之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如有申
請復議之必要時，應於接到核定公文之日起
一個月內提出，並以一次為限；經內政部復
議仍維持原核定計畫時，應依第二十一條之
規定即予發布實施。
ௐˣȈˬ୧ 依本法規定徵收之土地，其使用
期限，應依照其呈經核准之計畫期限辦理，
不受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之限制。
不依照核准計畫期限使用者，原土地所有
權人得照原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
ௐˣȈˬ୧̝˘ 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取得、具
有紀念性或藝術價值之建築與歷史建築之保
存維護及公共開放空間之提供，得以容積移
轉方式辦理。
前項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種類、可移出容
積訂定方式、可移入容積地區範圍、接受基
地可移入容積上限、換算公式、移轉方式、
折繳代金、作業方法、辦理程序及應備書件
等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ௐˣȈα୧ 依本法規定所為區段徵收之土
地，於開發整理後，依其核准之計畫再行出
售時，得不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之限
制。但原土地所有權人得依實施都市平均地
權條例之規定，於標售前買回其規定比率之
土地。
ௐˣỊ̏୧ 本法施行細則，在直轄市由直轄
市政府訂定，送內政部核轉行政院備案；在
省由內政部訂定，送請行政院備案。
ௐˣȈ̱୧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其實施
狀況，當地直轄市、縣（市）
（局）政府或鄉、
鎮、縣轄市公所應於每年終了一個月內編列
報告，分別層報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
備查。
ௐˣȈ˛୧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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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
細則
中華民國 89 年 12 月 29 日內政部（89）台內營字
第 8985468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42 條；並自發布
日起施行
中華民國 90 年 10 月 30 日內政部（90）台內營字
第 9085969 號令修正發布第 5、18～21、30 條條
文
中華民國 91 年 1 月 23 日內政部（91）台內營字第
0910087136 號令修正發布第 3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1 年 2 月 6 日內政部（91）台內營字第
0910087155 號令修正發布第 18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1 年 6 月 14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10008131-1 號令修正發布第 18～2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1 年 11 月 27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10082107 號令修正發布第 29、3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2 年 2 月 26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20084714 號令修正發布第 27、29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2 年 7 月 22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20087955 號令修正發布第 39、40 條條文；並
增訂第 39-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10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20090661 號令修正發布第 29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3 年 3 月 22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30082876 號令修正發布第 15、18、29、39-1
條條文；增訂第 29-1、30-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5 年 7 月 21 日內政部台內中營字第
0950804204 號令修正發布第 3、5、11、15、17、
18、20、25、27、29、29-1、34、37、39-1 條條
文；並增訂第 29-2、39-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9 年 2 月 1 日內政部台內中營字第
0990800426 號令修正發布第 14、15、17、18、
20、25、27、29、29-1、30-1、31、32、34、35、
36、37 條條文；增訂第 24-1、32-1 條條文；並
刪除第 38、4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年 11 月 12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10337209 號令修正發布第 15～18、27、29、
29-1、30-1、35、40 條條文；並增訂第 34-1、34-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3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20374744 號令修正發布第 42 條條文；增訂第
34-3 條條文；除第 34-3 條第 1 項條文自 104 年 7
月 1 日施行外，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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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୧ 本細則依都市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八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但書所稱能確定
建築線，係指該計畫區已依有關法令規定豎
立樁誌，而能確定建築線者而言；所稱主要
公共設施已照主要計畫興建完成，係指符合
下列各款規定者：
一、面前道路已照主要計畫之長度及寬度興
建完成。但其興建長度已達六百公尺或
已達一完整街廓者，不在此限。
二、該都市計畫鄰里單元規劃之國民小學已
開闢完成。但基地周邊八百公尺範圍內
已有國小興闢完成者，不在此限。

ௐ˟ౢ!ౌξࢍ൪̝ᑢؠăតՀă
൴ο̈́၁߉!!
ௐˬ୧ 本法第十三條第三款規定之聯合都市
計畫，由有關鄉（鎮、市）公所會同擬定者，
應由各該鄉（鎮、市）公所聯合審議，並以
占全面積較大之鄉（鎮、市）公所召集之；
由縣政府擬定者，應先徵求鄉（鎮、市）公
所之意見。
ௐα୧ 聯合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之變更，依前
條之規定辦理；細部計畫之擬定及變更，其
範圍未逾越其他鄉（鎮、市）行政區域者，
得不舉行聯合審議。
ௐ̣୧ 縣（市）政府應於本法第十九條規定
之公開展覽期間內舉辦說明會，於公開展覽
期滿三十日內審議，並於審議完竣後四十五
日內將審議結果、計畫書圖及有關文件一併
報內政部核定。鄉（鎮、市）公所擬定之都
市計畫案件報核期限，亦同。
ௐ̱୧ 本法第十九條規定之公開展覽，應在
各該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所在
地為之，縣（市）政府應將公開展覽日期、
地點連同舉辦說明會之日期、地點刊登當地
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三日，並在有關村（里）
辦公處張貼公告。
ௐ˛୧ 主要計畫應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
九款及第十七條規定，以五年為一期訂定都
市計畫實施進度，擬定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並依有關公共設施完竣地區法令規定，就主
要計畫街廓核計街廓內除公有土地、公營事
業土地、公用設施用地及祭祀公業土地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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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建築用地使用率已達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地
縣政府於決議確定日起十二日內通知拒絕機
區，劃定為已發展區。
關及請求之土地權利關係人，如認為土地權利
前項已發展區，應於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後一
關係人有理由時，拒絕機關應依本法第二十三
年內完成細部計畫。
條規定辦理。
ௐˣ୧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或第六十一條規 ௐȈ˟୧ 內政部、縣（市）政府或鄉（鎮、
定，土地權利關係人自行擬定或變更細部計
市）公所為擬定或變更都市計畫，得依下列
畫時，應檢送申請書、圖及文件正、副本各
規定派員進入公私土地內為勘查及測量工
一份。
作，必要時，並得遷移或除去其障礙物：
前項申請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將工作地點及日期預先通知土地所有權
一、申請人姓名、出生年、月、日、住址。
人或使用人。
二、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事項。
二、攜帶證明身分文件。
三、全部土地權利關係人姓名、住址、權利
三、在日出前或日沒後不得進入他人之房
證明文件及其同意書。但以市地重劃開
屋。但經現住人同意者，不在此限。
發，且經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五分之三以
四、須遷移或除去其障礙物時，應於十五日
上，及其所有土地總面積超過範圍內私
前將應行遷移或除去物之種類、地點及
有土地總面積三分之二之同意者，僅需
日期通知所有人或使用人。
檢具同意之土地所有權人姓名、住址、 ௐȈˬ୧ 本法第二十九條及第四十一條所定
權利證明文件及其同意書。
之補償金遇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依法提存：
四、套繪細部計畫之地籍圖或套繪變更細部
一、應受補償人拒絕受領或不能受領者。
計畫之地籍圖。
二、應受補償人所在地不明者。
五、其他必要事項。
ௐˬౢ!˿гֹϡ̶ડგ!ט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申請變更細部計畫
者，除依前二項規定辦理外，並應檢附變更前 ௐȈα୧ 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得視實際發展
之計畫圖及變更部分四鄰現況圖。
情形，劃定下列各種使用區，分別限制其使
ௐ˝୧ 土地權利關係人申請擬定細部計畫，
用：
其範圍不得小於一個街廓。但有明顯之天然
一、住宅區。
界線或主要計畫書另有規定範圍者，不在此
二、商業區。
限。
三、工業區：
前項街廓，係指都市計畫範圍內四週被都市
（一）特種工業區。
計畫道路圍成之土地。
（二）甲種工業區。
ௐȈ୧ 內政部、縣（市）政府、鄉（鎮、市）
（三）乙種工業區。
公所擬定或變更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或土
（四）零星工業區。
地權利關係人依前二條規定自行擬定或變更
四、行政區。
細部計畫時，其計畫書附帶以市地重劃辦理
五、文教區。
者，應檢附當地市地重劃主管機關認可之可
六、體育運動區。
行性評估相關證明文件。
七、風景區。
前項計畫書規劃之公共設施用地兼具其他
八、保存區。
使用項目者，應於計畫書內載明其主要用途。 九、保護區。
ௐȈ˘୧ 土地權利關係人依本法第二十五條
十、農業區。
規定請求處理時，應繕具副本連同附件送達
十一、其他使用區。
拒絕機關，拒絕機關應於收到副本之日起十
除前項使用區外，必要時得劃定特定專用
五日內，提出拒絕理由及必要之關係文件，
區。
送請內政部或該管縣政府審議。內政部或該
都市計畫地區得依都市階層及規模，考量地
管縣政府應於受理請求之日起三個月內審議
方特性及實際發展需要，於細部計畫書內對住
決定之。
宅區、商業區再予細分，予以不同程度管制。
前項審議之決議及理由，應由內政部或該管 ௐỊ̏୧ 住宅區為保護居住環境而劃定，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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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為下列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
一、第十七條規定限制之建築及使用。
二、使用電力及氣體燃料（使用動力不包括
空氣調節、抽水機及其附屬設備）超過
三匹馬力，電熱超過三十瓩（附屬設備
與電熱不得流用於作業動力）
、作業廠房
樓地板面積合計超過一百平方公尺或其
地下層無自然通風口（開窗面積未達廠
房面積七分之一）者。
三、經營下列事業：
（一）使用乙炔從事焊切等金屬之工作
者。
（二）噴漆作業者。
（三）使用動力以從事金屬之乾磨者。
（四）使用動力以從事軟木、硬橡皮或合
成樹脂之碾碎或乾磨者。
（五）從事搓繩、製袋、碾米、製針、印
刷等使用動力超過零點七五瓩者。
（六）彈棉作業者。
（七）醬、醬油或其他調味品之製造者。
（八）沖壓金屬板加工或金屬網之製造
者。
（九）鍛冶或翻砂者。
（十）汽車或機車修理業者。但從事汽車
之清潔、潤滑、檢查、調整、維護、
總成更換、車輪定位、汽車電機業
務或機車修理業其設置地點面臨
十二公尺以上道路者，不在此限。
（十一）液化石油氣之分裝、儲存、販賣
及礦油之儲存、販賣者。但申請
僅供辦公室、聯絡處所使用，不
作為經營實際商品之交易、儲存
或展示貨品者，不在此限。
（十二）塑膠類之製造者。
（十三）成人用品零售業。
四、汽車拖吊場、客、貨運行業、裝卸貨物
場所、棧房及調度站。但申請僅供辦公
室、聯絡處所使用者，或計程車客運業、
小客車租賃業之停車庫、運輸業停車
場、客運停車站及貨運寄貨站設置地點
面臨十二公尺以上道路者，不在此限。
五、加油（氣）站或客貨運業停車場附設自
用加儲油加儲氣設施。
六、探礦、採礦。
七、各種廢料或建築材料之堆棧或堆置場、
廢棄物資源回收貯存及處理場所。但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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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僅供辦公室、聯絡處所使用者或資源
回收站者，不在此限。
八、殯葬服務業（殯葬設施經營業、殯葬禮
儀服務業）、壽具店。但申請僅供辦公
室、聯絡處所使用，不作為經營實際商
品之交易、儲存或展示貨品者，不在此
限。
九、毒性化學物質或爆竹煙火之販賣者。但
農業資材、農藥或環境用藥販售業經縣
（市）政府實地勘查認為符合安全隔離
者，不在此限。
十、戲院、電影片映演業、視聽歌唱場、錄
影節目帶播映場、電子遊戲場、動物園、
室內釣蝦（魚）場、機械式遊樂場、歌
廳、保齡球館、汽車駕駛訓練場、攤販
集中場、零售市場及旅館或其他經縣
（市）政府認定類似之營業場所。但汽
車駕駛訓練場及旅館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審查核准與室內釣蝦（魚）場其設置
地點面臨十二公尺以上道路，且不妨礙
居住安寧、公共安全與衛生者，不在此
限。
十一、舞廳（場）、酒家、酒吧（廊）、特種
咖啡茶室、浴室、性交易服務場所或
其他類似之營業場所。
十二、飲酒店。
十三、樓地板面積超過五百平方公尺
之大型商場（店）或樓地板面積超過
三百平方公尺之飲食店。
十四、樓地板面積超過五百平方公尺之證券
及期貨業。
十五、樓地板面積超過七百平方公尺之金融
業分支機構、票券業及信用卡公司。
十六、人造或合成纖或其中間物之製造者。
十七、合成染料或其中間物、顏料或塗料之
製造者。
十八、從事以醱酵作業產製味精、氨基酸、
檸檬酸或水產品加工製造者。
十九、肥料製造者。
二十、紡織染整工業。
二十一、拉線、拉管或用滾筒壓延金屬者。
二十二、金屬表面處理業。
二十三、其他經縣（市）政府認定足以發生
噪音、振動、特殊氣味、污染或有
礙居住安寧、公共安全或衛生，並
依法律或自治條例限制之建築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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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之使用。
未超過前項第二款、第三款第五目或第十三
款至第十五款之限制規定，與符合前項第三款
第十目但書、第四款但書、第九款但書及第十
款但書規定許可作為室內釣蝦（魚）場，限於
使用建築物之第一層；作為工廠（銀樓金飾加
工業除外）
、商場（店）
、汽車保養所、機車修
理業、計程車客運業、小客車租賃業之停車
庫、運輸業停車場、客運停車站、貨運寄貨站、
農業資材、農藥或環境用藥販售業者，限於使
用建築物之第一層及地下一層；作為銀樓金飾
加工業之工廠、飲食店及美容美髮服務業者，
限於使用建築物之第一層、第二層及地下一
層；作為證券業、期貨業、金融業分支機構者，
應面臨十二公尺以上道路，申請設置之樓層限
於地面上第一層至第三層及地下一層，並應有
獨立之出入口。
ௐȈ̱୧ 大型商場（店）及飲食店符合下列
條件，並經縣（市）政府審查無礙居住安寧、
公共安全與衛生者，不受前條第一項第十三
款使用面積及第二項使用樓層之限制：
一、主要出入口面臨十五公尺以上之道路。
二、申請設置之地點位於建築物地下第一層
或地面上第一層、第二層。
三、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加倍附設停車空
間。
四、大型商場（店）或樓地板面積超過六百
平方公尺之飲食店，其建築物與鄰地間
保留四公尺以上之空地（不包括地下
室）。
ௐȈ˛୧ 商業區為促進商業發展而劃定，不
得為下列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
一、第十八條規定限制之建築及使用。
二、使用電力及氣體燃料（使用動力不包括
空氣調節、抽水機及附屬設備）超過十
五匹馬力、電熱超過六十瓩（附屬設備
與電熱不得流用於作業動力）或作業廠
房之樓地板面積合計超過三百平方公尺
者。但報業印刷及冷藏業，不在此限。
三、經營下列事業：
（一）製造爆竹或煙火類物品者。
（二）使用乙炔，其熔接裝置容量三十公
升以上及壓縮氣或電力從事焊切
金屬工作者。
（三）賽璐珞或其易燃性塑膠類之加熱、
加工或使用鋸機加工者。

（四）印刷油墨或繪圖用顏料製造者。
（五）使用動力超過零點七五瓩之噴漆作
業者。
（六）使用氣體亞硫酸漂白物者。
（七）骨炭或其他動物質炭之製造者。
（八）毛羽類之洗滌洗染或漂白者。
（九）碎布、紙屑、棉屑、絲屑、毛屑及
其他同類物品之消毒、揀選、洗滌
或漂白者。
（十）使用動力合計超過零點七五瓩、從
事彈棉、翻棉、起毛或製氈者。
（十一）削切木作使用動力總數超過三點
七五瓩者。
（十二）使用動力鋸割或乾磨骨、角、牙
或蹄者。
（十三）使用動力研磨機三臺以上乾磨金
屬，其動力超過二點二五瓩者。
（十四）使用動力碾碎礦物、岩石、土
砂、硫磺、金屬玻璃、磚瓦、陶
瓷器、骨類或貝殼類，其動力超
過三點七五瓩者。
（十五）煤餅、機製煤餅或木炭之製造
者。
（十六）使用熔爐鎔鑄之金屬加工者。但
印刷所之鉛字鑄造，不在此限。
（十七）磚瓦、陶瓷器、人造磨石、坩
鍋、搪瓷器之製造或使用動力之
水泥加工，動力超過三點七五瓩
者。
（十八）玻璃或機製毛玻璃製造者。
（十九）使用機器錘之鍛冶者。
四、公墓、火化場及骨灰（骸）存放設施、
動物屍體焚化場。
五、廢棄物貯存、處理、轉運場；屠宰場。
但廢棄物貯存場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
查核准者，不在此限。
六、公共危險物品、高壓氣體及毒性化學物
質分裝、儲存。但加油（氣）站附設之
地下油（氣）槽，不在此限。
七、馬廄、牛、羊、豬及家禽等畜禽舍。
八、乳品工廠、堆肥舍。
九、土石方資源堆置處理場。
十、賽車場。
十一、環境用藥微生物製劑或釀（製）酒製
造者。
十二、其他經縣（市）政府認定有礙商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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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或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並依法
律或自治條例限制之建築物或土地之
使用。
ௐȈˣ୧ 乙種工業區以供公害輕微之工廠與
其必要附屬設施及工業發展有關設施使用為
主，不得為下列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但公
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一般商業設
施，不在此限：
一、第十九條規定限制之建築及使用。
二、經營下列事業之工業：
（一）火藥類、雷管類、氯酸鹽類、過氯
酸鹽類、亞氯酸鹽類、次氯酸鹽
類、硝酸鹽類、黃磷、赤磷、硫化
磷、金屬鉀、金屬鈉、金屬鎂、過
氧化氫、過氧化鉀、過氧化鈉、過
氧化鋇、過氧化丁酮、過氧化二苯
甲醯、二硫化碳、甲醇、乙醇、乙
醚、苦味酸、苦味酸鹽類、醋酸鹽
類、過醋酸鹽類、硝化纖維、苯、
甲苯、二甲苯、硝基苯、三硝基苯、
三硝基甲苯、松節油之製造者。
（二）火柴、賽璐珞及其他硝化纖維製品
之製造者。
（三）使用溶劑製造橡膠物品或芳香油
者。
（四）使用溶劑或乾燥油製造充皮紙布或
防水紙布者。
（五）煤氣或炭製造者。
（六）壓縮瓦斯或液化石油氣之製造者。
（七）高壓氣體之製造、儲存者。但氧、
氮、氬、氦、二氧化碳之製造及高
壓氣體之混合、分裝及倉儲行為，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
者，不在此限。
（八）氯、溴、碘、硫磺、氯化硫、氟氫
酸、鹽酸、硝酸、硫酸、磷酸、氫
氧化鈉、氫氧化鉀、氨水、碳酸鉀、
碳酸鈉、純碱、漂白粉、亞硝酸鉍、
亞硫酸鹽類、硫化硫酸鹽類、鉀化
合物、汞化合物、鉛化合物、銅化
合物、鋇化合物、氰化合物、三氯
甲甲烷、四氯化碳、甲醛、丙酮、
縮水乙碸、魚骸脂磺、酸銨、石碳
酸、安息香酸、鞣酸、乙醯苯銨
（胺）、合成防腐劑、農藥之調配
加工分裝、農藥工業級原體之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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殺菌劑、滅鼠劑、環境衛生用藥、
醋硫酸鉀、磷甲基酚、炭精棒及其
他毒性化學物質之製造者。但生物
農藥、生物製劑及微生物製劑等以
生物為主體之發酵產物之製造
者，不在此限。
（九）油、脂或油脂之製造者。但食用油
或脂之製造者及其他油、脂或油脂
以摻配、攪拌、混合等製程之製造
者，不在此限。
（十）屠宰場。
（十一）硫化油膠或可塑劑之製造者。
（十二）製紙漿及造紙者。
（十三）製革、製膠、毛皮或骨之精製者。
（十四）瀝青之精煉者。
（十五）以液化瀝青、煤柏油、木焦油、
石油 蒸餾產物 之殘渣為 原料之
物品製造者。
（十六）電氣用炭素之製造者。
（十七）水泥、石膏、消石灰或電石之製
造者。
（十八）石棉工業（僅石棉採礦或以石棉
為主要原料之加工業）。
（十九）鎳、鎘、鉛汞電池製造工業。但
鎳氫、鋰氫電池之製造工業，不
在此限。
（二十）銅、鐵類之煉製者。
（二十一）放射性工業（放射性元素分
裝、製造、處理）、原子能工
業。
（二十二）以原油為原料之煉製工業。
（二十三）石油化學基本原料之製造工
業，包括乙烯、丙烯、丁烯、
丁二烯、芳香烴等基本原料之
製造工業。
（二十四）以石油化學基本原料，產製中
間原料或產品之工業。
（二十五）以煤為原料煉製焦炭之工業。
（二十六）經由聚合反應製造樹脂、塑
膠、橡膠產品之工業。但無聚
合反應者，不在此限。
三、供前款第一目、第二目、第六目及第七
目規定之物品、可燃性瓦斯或電石處理
者。
四、其他經縣（市）政府依法律或自治條例
限制之建築物或土地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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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工廠必要附屬設施、工業發展有關
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一般商
業設施，指下列設施：
一、工廠必要附屬設施：
（一）研發、推廣、教育解說、實作體驗
及服務辦公室（所）。
（二）倉庫、生產實驗室、訓練房舍及環
境保護設施。
（三）員工單身宿舍及員工餐廳。
（四）其他經縣（市）政府審查核准與從
事製造、加工或修理業務工廠有關
產品或原料之買賣、進出口業務，
或其他必要之附屬設施。
二、工業發展有關設施：
（一）有線、無線及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二）環境檢驗測定業。
（三）消毒服務業。
（四）樓地板總面積超過三百平方公尺之
大型洗衣業。
（五）廢棄物回收、貯存、分類、轉運場
及其附屬設施。
（六）營造業之施工機具及材料儲放設施
。
（七）倉儲業相關設施。（賣場除外）
（八）冷凍空調工程業。
（九）機械設備租賃業。
（十）工業產品展示服務業。
（十一）剪接錄音工作室。
（十二）電影、電視設置及發行業。
（十三）公共危險物品、液化石油氣及其
他可 燃性高壓 氣體之容 器儲存
設施。
（十四）汽車運輸業停車場及其附屬設施
。
（十五）機車、汽車及機械修理業。
（十六）提供產業創意、研究發展、設計
、檢驗、測試、品質管理、流程
改善、製程改善、自動化、電子
化、資源再利用、污染防治、環
境保護、清潔生產、能源管理、
創業 管理等專 門技術服 務之技
術服務業。
（十七）經核定之企業營運總部及其相關
設施。
（十八）經縣（市）政府審查核准之職業
訓練、創業輔導、景觀維護及其

他工業發展有關設施。
三、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
（一）警察及消防機構。
（二）變電所、輸電線路鐵塔（連接站）
及其管路。
（三）自來水或下水道抽水站。
（四）自來水處理場（廠）或配水設施。
（五）煤氣、天然氣加（整）壓站。
（六）加油站、液化石油氣汽車加氣站。
（七）電信機房。
（八）廢棄物及廢（污）水處理設施或焚
化爐。
（九）土石方資源堆置處理場。
（十）醫療保健設施：指下列醫療保健設
施，且其使用土地總面積不得超過
該工業區總面積百分之五者：
1.醫療機構。
2.護理機構。
（十一）社會福利設施：
1.兒童及少年福利機構（托嬰中
心、早期療育機構）。
2.老人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
型、養護型及失智照顧型）
。
3.身心障礙福利機構。
（十二）幼兒園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
心。
（十三）郵局。
（十四）汽車駕駛訓練場。
（十五）客貨運站及其附屬設施。
（十六）宗教設施：其建築物總樓地板面
積不得超過五百平方公尺。
（十七）電業相關之維修及其服務處所。
（十八）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電相
關設施（不含沼氣發電）。
（十九）其他經縣（市）政府審查核准之
必要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
四、一般商業設施：
（一）一般零售業、一般服務業及餐飲
業：其使用土地總面積不得超過該
工業區總面積百分之五。
（二）一般事務所及自由職業事務所：其
使用土地總面積不得超過該工業
區總面積百分之五。
（三）運動設施：其使用土地總面積不得
超過該工業區總面積百分之五。
（四）銀行、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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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及保險公司等分支機構：其使用
三、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
土地總面積不得超過該工業區總
（一）變電所、輸電線路鐵塔（連接站）
面積百分之五。
及其管路。
（五）大型展示中心或商務中心：使用土
（二）電業相關之維修及其服務處所。
地面積超過一公頃以上，且其區
（三）電信機房。
位、面積、設置內容及公共設施，
（四）自來水設施。
經縣（市）政府審查通過者。
（五）煤氣、天然氣加（整）壓站。
（六）倉儲批發業：使用土地面積在一公
（六）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電相關
頃以上五公頃以下、並面臨十二公
設施（不含沼氣發電）。
尺以上道路，且其申請開發事業計
（七）其他經縣（市）政府審查核准之必
畫、財務計畫、經營管理計畫，經
要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
縣（市）政府審查通過者。
前項與特種工業有關之各項設施，應經縣
（七）旅館：其使用土地總面積不得超過
（市）政府審查核准後，始得建築；增建時，
該工業區總面積百分之五，並以使
亦同。
用整棟建築物為限。
ௐ˟Ȉ˘୧ 零星工業區係為配合原登記有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設施，應經縣（市） 案，無污染性，具有相當規模且遷廠不易之
政府審查核准後，始得建築；增建及變更使用
合法性工廠而劃定，僅得為無污染性之工業
時，亦同。第二款至第四款設施之申請，縣
（市） 及與該工業有關之辦公室、展售設施、倉庫、
政府於辦理審查時，應依據地方實際情況，對
生產實驗室、訓練房舍、環境保護設施、單
於各目之使用細目、使用面積、使用條件及有
身員工宿舍、員工餐廳、其他經縣（市）政
關管理維護事項及開發義務作必要之規定。
府審查核准之必要附屬設施使用，或為汽車
第二項第三款設施之使用土地總面積，不得
運輸業停車場、客貨運站、機車、汽車及機
超過該工業區總面積百分之二十；第四款設施
械修理業與儲配運輸物流業及其附屬設施等
之使用土地總面積，不得超過該工業區總面積
之使用。
百分之三十。
前項無污染性之工廠，係指工廠排放之廢
ௐȈ˝୧ 甲種工業區以供輕工業及無公共危
水、廢氣、噪音及其他公害均符合有關管制標
險之重工業為主，不得為下列建築物及土地
準規定，且其使用不包括下列危險性之工業：
之使用。但前條第二項各款設施，不在此限： 一、煤氣及易燃性液體製造業。
二、劇毒性工業：包括農藥、殺蟲劑、滅鼠
一、煉油工業：以原油為原料之製造工業。
劑製造業。
二、放射性工業：包含放射性元素分裝、製
三、放射性工業：包括放射性元素分裝、製
造及處理工業。
造、處理工業，及原子能工業。
三、易爆物製造儲存業：包括炸藥、爆竹、
硝化棉、硝化甘油及相關之爆炸性工業。 四、易爆物製造儲存業：包括炸藥、爆竹、
硝化棉、硝化甘油及其他爆炸性類工業。
四、液化石油氣製造分裝業。
五、重化學品製造、調和、包裝業。
甲種工業區中建有前條第二項各款設施
ௐ˟Ȉ˟୧ 依原獎勵投資條例或促進產業升
者，其使用應符合前條第三項之規定。
級條例規定編定開發之工業區內建築物及土
ௐ˟Ȉ୧ 特種工業區除得供與特種工業有關
地之使用，得依其有關法令規定辦理，不受
之辦公室、倉庫、展售設施、生產實驗室、
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之限制。
訓練房舍、環境保護設施、單身員工宿舍、
員工餐廳及其他經縣（市）政府審查核准之 ௐ˟Ȉˬ୧ 行政區以供政府機關、自治團
體、人民團體及其他公益上需要之建築物使
必要附屬設施外，應以下列特種工業、公共
用為主，不得建築住宅、商店、旅社、工廠
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之使用為限：
及其他娛樂用建築物。但紀念性之建築物與
一、甲種工業區限制設置並經縣（市）政府
附屬於建築物之車庫及非營業性之招待所，
審查核准設置之工業。
不在此限。
二、其他經縣（市）政府指定之特種原料及
ௐ˟Ȉα୧ 文教區以供下列使用為主：
其製品之儲藏或處理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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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藝術館、博物館、社教館、圖書館、科
四、公用事業、社會福利事業所必需之設施
學館及紀念性建築物。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電相關設
二、學校。
施。
三、體育場所、集會所。
五、採礦之必要附屬設施：電力設備、輸送
四、其他與文教有關，並經縣（市）政府審
設備及交通運輸設施。
查核准之設施。
六、土石方資源堆置處理。
ௐ˟Ȉα୧̝˘ 體育運動區以供下列使用為
七、廢棄物資源回收、貯存場及其附屬設施
主：
。
一、傑出運動名人館、運動博物館及紀念性
八、水質淨化處理設施及其附屬設施。
建築物。
九、造林及水土保持設施。
二、運動訓練設施。
十、為保護區內地形、地物所為之工程。
三、運動設施。
十一、汽車運輸業所需之停車場、客、貨運
四、國民運動中心。
站及其必需之附屬設施。
五、其他與體育運動相關，經縣（市）政府
十二、危險物品及高壓氣體儲藏、分裝等。
審查核准者。
十三、休閒農業設施。
ௐ˟Ị̏୧ 風景區為保育及開發自然風景而
十四、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
十五、原有合法建築物拆除後之新建、改建
劃定，以供下列之使用為限：
、增建。除寺廟、教堂、宗祠外，其
一、住宅。
高度不得超過三層或十點五公尺，建
二、宗祠及宗教建築。
蔽率最高以百分之六十為限，建築物
三、招待所。
最大基層面積不得超過一百六十五平
四、旅館。
方公尺，建築總樓地板面積不得超過
五、俱樂部。
四百九十五平方公尺。土地及建築物
六、遊樂設施。
除供居住使用及建築物之第一層得作
七、農業及農業建築。
小型商店及飲食店外，不得違反保護
八、紀念性建築物。
區有關土地使用分區之規定。
九、戶外球類運動場、運動訓練設施。但土
十六、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原有依法實際
地面積不得超過零點三公頃。
供農作、養殖、畜牧生產且未停止其
十、其他必要公共與公用設施及公用事業。
使用者，得比照農業區之有關規定及
前項使用之建築物，其構造造型、色彩、位
條件，申請建築農舍及農業產銷必要
置應無礙於景觀；縣（市）政府核准其使用前，
設施。但依規定辦理休耕、休養、停
應會同有關單位審查。
養或有不可抗力等事由，而未實際供
第一項第十款其他必要公共與公用設施及
農作、養殖、畜牧等使用者，視為未
公用事業之設置，應以經縣（市）政府認定有
停止其使用。
必要於風景區設置者為限。
前項第一款至第十三款設施之申請，
ௐ˟Ȉ̱୧ 保存區為維護名勝、古蹟及具有
縣（市）政府於辦理審查時，應依據
紀念性或藝術價值應保存之建築物，並保全
地方實際情況，對於其使用面積、使
其環境景觀而劃定，以供保存、維護古物、
用條件及有關管理維護事項作必要之
古蹟、歷史建築、民族藝術、民俗與有關文
規定。
物及自然文化景觀之使用為限。
ௐ˟Ȉ˛୧ 保護區為國土保安、水土保持、 ௐ˟Ȉˣ୧ 保護區內之土地，禁止下列行為
。但第一款至第五款及第七款之行為，為前
維護天然資源與保護環境及生態功能而劃
定，在不妨礙保護區之劃定目的下，經縣（市） 條第一項各款設施所必需，且經縣（市）政
府審查核准者，不在此限：
政府審查核准，得為下列之使用：
一、砍伐竹木。但間伐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一、國防所需之各種設施。
機關審查核准者，不在此限。
二、警衛、保安、保防、消防設施。
二、破壞地形或改變地貌。
三、臨時性遊憩及露營所需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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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破壞或污染水源、堵塞泉源或改變水路
臨時性設施。核准設置之各項設施，不得擅
及填埋池塘、沼澤。
自變更使用，並應依農業發展條例第十二條
四、採取土石。
繳交回饋金之規定辦理。
五、焚毀竹、木、花、草。
前項所定經縣（市）政府審查核准之社會
六、名勝、古蹟及史蹟之破壞或毀滅。
福利事業設施、幼兒園、加油（氣）站及運
七、其他經內政部認為應行禁止之事項。
動訓練設施，其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四十。
ௐ˟Ȉ˝୧ 農業區為保持農業生產而劃定，
縣（市）政府得視農業區之發展需求，於
除保持農業生產外，僅得申請興建農舍、農
都市計畫書中調整第一項所定之各項設施，
業產銷必要設施、休閒農業設施及農村再生
並得依地方實際需求，於都市計畫書中增列
相關公共設施。但第二十九條之一、第二十
經審查核准設置之其他必要設施。
九條之二及第三十條所規定者，不在此限。
縣（市）政府於辦理第一項及前項設施之
申請興建農舍須符合下列規定：
申請審查時，應依據地方實際情況，對於其
一、興建農舍之申請人必須具備農民身分，
使用面積、使用條件及有關管理維護事項，
並應在該農業區內有農業用地或農場。
作必要之規定。
二、農舍之高度不得超過四層或十四公尺， ௐ˟Ȉ˝୧̝˟ 毗鄰農業區之建築基地，為
建築面積不得超過申請興建農舍之該宗
建築需要依其建築使用條件無法以其他相鄰
農業用地面積百分之十，建築總樓地板
土地作為私設通路連接建築線者，得經縣
面積不得超過六百六十平方公尺，與都
（市）政府審查核准後，以農業區土地興闢
市計畫道路境界之距離，除合法農舍申
作為連接建築線之私設通路使用。
請立體增建外，不得小於八公尺。
前項私設通路長度、寬度及使用條件等相關
三、都市計畫農業區內之農業用地，其已申
事項，由縣（市）政府定之。
請建築者（包括百分之十農舍面積及百 ௐˬȈ୧ 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
分之九十之農業用地）
，主管建築機關應
建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宅使用之建築用
於都市計畫及地籍套繪圖上著色標示
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
之，嗣後不論該百分之九十農業用地是
者，其建築物及使用，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否分割，均不得再行申請興建農舍。
一、建築物簷高不得超過十四公尺，並以四
四、農舍不得擅自變更使用。
層為限，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
第一項所定農業產銷必要設施、休閒農業設
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八十。
施及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之項目由農業主
二、土地及建築物除作居住使用及建築物之
管機關認定，並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相關
第一層得作小型商店及飲食店外，不得
法令規定辦理，且不得擅自變更使用；農業產
違反農業區有關土地使用分區之規定。
銷必要設施之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六十，休
三、原有建築物之建蔽率已超過第一款規定
閒農業設施之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二十。
者，得就地修建。但改建、增建或拆除
前項農業產銷必要設施，不得供為居室、工
後新建，不得違反第一款之規定。
廠及其他非農業產銷必要設施使用。
ௐˬȈ୧̝˘ 電信專用區為促進電信事業之
第一項農業用地內之農舍、農業產銷必要設
發展而劃定，得為下列之使用：
一、經營電信事業所需設施：包括機房、營
施及休閒農業設施，其建蔽率應一併計算，合
業廳、辦公室、料場、倉庫、天線場、
計不得超過百分之六十。
展示中心、線路中心、動力室（電力室）
、
ௐ˟Ȉ˝୧̝˘ 農業區經縣（市）政府審查
衛星電臺、自立式天線基地、海纜登陸
核准，得設置公用事業設施、土石方資源堆
區、基地臺、電信轉播站、移動式拖車
置處理、廢棄物資源回收、貯存場、汽車運
機房及其他必要設施。
輸業停車場（站）、客（貨）運站與其附屬設
二、電信必要附屬設施：
施、汽車駕駛訓練場、社會福利事業設施、
（一）研發、實驗、推廣、檢驗及營運辦
幼兒園、加油（氣）站（含汽車定期檢驗設
公室。
施）、面積零點三公頃以下之戶外球類運動場
（二）教學、訓練、實習房舍（場所）及
及運動訓練設施、政府重大建設計畫所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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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宿舍。
九、農業區：百分之十。
（三）員工托育中心、員工幼兒園、員工
十、保存區：百分之六十。但古蹟保存區內
課輔班、員工餐廳、員工福利社、
原有建築物已超過者，不在此限。
員工招待所及員工醫務所（室）。
十一、車站專用區：百分之七十。
（四）其他經縣（市）政府審查核准之必
十二、加油（氣）站專用區：百分之四十。
要設施。
十三、郵政、電信、變電所專用區：百分之
三、與電信運用發展有關設施：
六十。
（一）網路加值服務業。
十四、港埠專用區：百分之七十。
（二）有線、無線及電腦資訊業。
十五、醫療專用區：百分之六十。
（三）資料處理服務業。
十六、露營區：百分之五。
四、與電信業務經營有關設施：
十七、青年活動中心區：百分之二十。
（一）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十八、出租別墅區：百分之五十。
（二）電信器材零售業。
十九、旅館區：百分之六十。
（三）通信工程業。
二十、鹽田、漁塭區：百分之五。
（四）金融業派駐機構。
二十一、倉庫區：百分之七十。
五、金融保險業、一般批發業、一般零售業、 二十二、漁業專用區、農會專用區：百分之
運動服務業、餐飲業、一般商業辦公大
六十。
樓。
二十三、再生能源相關設施專用區：百分之
七十。
作前項第五款使用時，以都市計畫書載明得
二十四、其他使用分區：依都市計畫書規定。
為該等使用者為限，其使用之樓地板面積，不
前項各使用分區之建蔽率，當地都市計畫書
得超過該電信專用區總樓地板面積之二分之
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另有較嚴格之規定
一。
者，從其規定。
ௐˬȈ˘୧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不合分區
使用規定之建築物，除經縣（市）政府或鄉 ௐˬȈ˟୧̝˘ 都市計畫地區內，依本細則
規定允許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電
（鎮、市）公所命其變更使用或遷移者外，
相關設施者，其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七
得繼續為原有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
十，不受該分區建蔽率規定之限制。
使用，並依下列規定處理之：
一、原有合法建築物不得增建、改建、增加 ௐˬȈˬ୧ 都市計畫地區內，為使土地合理
使用，應依下列規定，於都市計畫書內訂定
設備或變更為其他不合規定之使用。
容積管制規定：
二、建築物有危險之虞，確有修建之必要，
一、住宅區及商業區，應依計畫容納人口、
得在維持原有使用範圍內核准修建。但
居住密度、每人平均居住樓地板面積及
以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尚
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訂定平均容積率，
無限期要求變更使用或遷移計畫者為
並依其計畫特性、區位、面臨道路寬度、
限。
鄰近公共設施之配置情形、地形地質、
三、因災害毀損之建築物，不得以原用途申
發展現況及限制，分別訂定不同之容積
請重建。
率管制。
ௐˬȈ˟୧ 各使用分區之建蔽率不得超過下
列規定。但本細則另有規定者外，不在此限： 二、其他使用分區，應視實際發展情形需要
及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訂定。
一、住宅區：百分之六十。
三、實施容積率管制前，符合分區使用之合
二、商業區：百分之八十。
法建築物，改建時其容積規定與建築物
三、工業區：百分之七十。
管理事宜，應視實際發展情形需要及公
四、行政區：百分之六十。
共設施服務水準而訂定。
五、文教區：百分之六十。
舊市區小建築基地合併整體開發建築，或舊
六、體育運動區：百分之六十。
市區小建築基地合法建築物經縣（市）政府認
七、風景區：百分之二十。
定無法以都市更新或合併整體開發建築方式
八、保護區：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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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重建者，得於法定容積百分之三十之限度
內放寬其建築容積額度或依該合法建築物原
建築容積建築。
ௐˬȈα୧ 都市計畫地區各土地使用分區之
容積率，依都市計畫書中所載規定；未載明
者，其容積率不得超過下列規定：
一、住宅區及商業區：

場、體育場所、停車場、綠地、廣場及市場等
用地）與都市建築用地面積之比值。
前項都市建築用地面積，係指都市計畫總面
積扣除非都市發展用地（包括農業區、保護
區、河川區、行水區、風景區等非屬開發建築
用地，以都市計畫書為準）及公共設施用地之
面積。
鄰里性公共設施 鄰里性公共設施ௐˬȈα୧̝˘ 內政部、縣（市）政府或鄉
居住密度
用地
用地
（鎮、市）公所擬定或變更都市計畫，如有
（人／公 分區別
比值未逾百分之 比值超過百分之 增設供公眾使用停車空間及開放空間之必
頃）
十五
十五
要，得於都市計畫書訂定增加容積獎勵之規
住宅區 百分之一百二十 百分之一百五十
定。
未達二百
商業區 百分之一百八十 百分之二百十
ௐˬȈα୧̝˟ 都市計畫範圍內屋齡三十年
二百以上 住宅區 百分之一百五十 百分之一百八十
以上五層樓以下之公寓大廈合法建築物，經
未達三百 商業區 百分之二百十
百分之二百四十
所有權人同意辦理原有建築物之重建，且無
三百以上 住宅區 百分之一百八十 百分之二百
未達四百 商業區 百分之二百四十 百分之二百八十 法劃定都市更新單元辦理重建者，得依該合
住宅區 百分之二百
百分之二百四十 法建築物原建築容積建築；或符合下列條件
四百以上
商業區 百分之二百八十 百分之三百二十 者，得於法定容積百分之二十限度內放寬其
建築容積：
二、旅館區：
一、採綠建築規劃設計：建築基地及建築物
（一）山坡地：百分之一百二十。
採綠建築設計，取得候選綠建築證書及
（二）平地：百分之一百六十。
通過綠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上。
三、工業區：百分之二百十。
二、提高結構物耐震性能：耐震能力達現行
四、行政區：百分之二百五十。
規定之一點二五倍。
五、文教區：百分之二百五十。
三、應用智慧建築技術：建築基地及建築物
六、體育運動區：百分之二百五十。
採智慧建築設計，取得候選智慧建築證
七、風景區：百分之六十。
書，且通過智慧建築等級評估銀級以上。
八、保存區：百分之一百六十。但古蹟保存
四、納入綠色能源：使用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區內原有建築物已超過者，不在此限。
五、其他對於都市環境品質有高於法規規定
九、加油（氣）站專用區：百分之一百二十。
之具體貢獻。
十、郵政、電信、變電所專用區：百分之四
縣（市）政府辦理審查前項條件時，應就分
百。
級、細目、條件、容積額度及協議等事項作必
十一、醫療專用區：百分之二百。
要之規定。
十二、漁業專用區：百分之一百二十。
依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辦理重建者，不得
十三、農會專用區：百分之二百五十。
再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放寬建築容積。
十四、倉庫區：百分之三百。
ௐˬȈα୧̝ˬ 各土地使用分區除依本法第
十五、寺廟保存區：百分之一百六十。
八十三條之一規定可移入容積外，於法定容
十六、其他使用分區由各縣（市）政府依實
積增加建築容積後，不得超過下列規定：
際需要，循都市計畫程序，於都市計
一、依都市更新法規實施都市更新事業之地
畫書中訂定。
區：建築基地一點五倍之法定容積或各
前項第一款所稱居住密度，於都市計畫書中
該建築基地零點三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
已有規定者，以都市計畫書為準；都市計畫書
原建築容積。
未規定者，以計畫人口與可建築用地（住宅區
二、前款以外之地區：建築基地一點二倍之
及商業區面積和）之比值為準。所稱鄰里性公
法定容積。
共設施用地比值，係指鄰里性公共設施面積
舊市區小建築基地合併整體開發建築、高
（包括鄰里性公園、中小學用地、兒童遊樂
氯離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及放射性污染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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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拆除重建時增加之建築容積，得依第三十
三條、第四十條及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事件防
範及處理辦法規定辦理。
ௐˬỊ̏୧ 擬定細部計畫時，應於都市計畫
書中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並得就該
地區環境之需要，訂定都市設計有關事項。
各縣（市）政府為審核前項相關規定，得
邀請專家學者採合議方式協助審查。
第一項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應規定區
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最小建築基地面
積、基地內應保持空地之比率、容積率、綠
覆率、透水率、排水逕流平衡、基地內前後
側院深度及寬度、建築物附設停車空間、建
築物高度與有關交通、景觀、防災及其他管
制事項。
前項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之土地及
建築物使用，都市計畫擬定機關得視各都市
計畫區實際發展需要，訂定較本細則嚴格之
規定。

ௐαౢ!̳Вన߉ϡг!!

其容積率不得超過下列規定：
一、公園：
（一）面積在五公頃以下者：百分之四十
五。
（二）面積超過五公頃者：百分之三十五。
二、兒童遊樂場：百分之三十。
三、社教機構、體育場所、機關及醫療（事
）衛生機構用地：百分之二百五十。
四、停車場：
（一）平面使用：其附屬設施百分之二十。
（二）立體使用：百分之九百六十。
五、郵政、電信、變電所用地：百分之四百。
六、學校用地：
（一）國中以下用地：百分之一百五十。
（二）高中職用地：百分之二百。
（三）大專以上用地：百分之二百五十。
七、零售市場：百分之二百四十。
八、批發市場：百分之一百二十。
九、加油站：百分之一百二十。
十、火化場及殯儀館用地：百分之一百二十
。
十一、屠宰場：百分之三百。
十二、墳墓用地：百分之二百。
十三、其他公共設施用地：由各縣（市）政
府依實際需要，循都市計畫程序，於
都市計畫書中訂定。
ௐˬȈˣ୧ （刪除）

ௐˬȈ̱୧ 公共設施用地建蔽率不得超過下
列規定：
一、公園、兒童遊樂場：有頂蓋之建築物，
用地面積在五公頃以下者，建蔽率不得
超過百分十五；用地面積超過五公頃
者，其超過部分之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
之十二。
ௐ̣ౢ!!ܢ
二、社教機構、體育場所、機關及醫療（事
ௐˬȈ˝୧ 合法建築物因地震、風災、水災、
）衛生機構用地：百分之六十。
爆炸或其他不可抗力事變而遭受損害，經縣
三、停車場：
（市）政府認定為危險或有安全之虞者，土
（一）平面使用：百分之十。
地權利關係人得於一定期限內提出申請，依
（二）立體使用：百分之八十。
四、郵政、電信、變電所用地：百分之六十。 原建蔽率、原規定容積率或原總樓地板面積
重建。
五、港埠用地：百分之七十。
前項認定基準及申請期限，由縣（市）政府
六、學校用地：百分之五十。
定之。
七、市場：百分之八十。
ௐˬȈ˝୧̝˘ 都市計畫住宅區、風景區、
八、加油站：百分之四十。
保護區或農業區內之合法建築物，經依行政
九、火化場及殯儀館用地：百分之六十。
院專案核定之相關公共工程拆遷處理規定獲
十、鐵路用地：百分之七十。
准遷建，或因地震毀損並經全部拆除而無法
十一、屠宰場：百分之六十。
於原地重建者，得按其原都市計畫及相關法
十二、墳墓用地：百分之二十。
規規定之建蔽率、容積率、建築物高度或總
十三、其他公共設施用地：依都市計畫書規
樓地板面積，於同一縣（市）都市計畫住宅
定。
區、風景區、保護區或農業區之自有土地，
ௐˬȈ˛୧ 都市計畫地區公共設施用地容積
辦理重建。原拆遷戶於重建後自有土地上之
率，依都市計畫書中所載規定；未載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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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建、改建或拆除後新建，亦同。
位於九二一震災地區車籠埔斷層線二側各
十五公尺建築管制範圍內之建築用地，於震災
前已有合法建築物全倒或已自動拆除者，經縣
（市）政府審查核准，得依前項規定辦理重
建。
ௐˬȈ˝୧̝˟ 合法建築物因政府興辦公共
設施拆除後賸餘部分就地整建，其建蔽率、
容積率、前後院之退縮規定及停車空間之留
設，得不受本細則或都市計畫書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之限制。
ௐαȈ୧ 高氯離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經報縣
（市）政府專案核准拆除重建者，得就原規
定容積率或原總樓地板面積重建。原規定未
訂定容積率者，得依重建時容積率重建，並
酌予提高。但最高以不超過其原規定容積
率、重建時容積率或總樓地板面積之百分之
三十為限。
ௐαȈ˘୧ （刪除）
ௐαȈ˟୧ 本細則除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一
月三日修正之第三十四條之三第一項，自一
百零四年七月一日施行外，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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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中華民國 84 年 6 月 28 日總統（84）華總（一）義
字第 4316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52 條
中華民國 89 年 4 月 26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8900104430 號令修正公布第 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3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243911 號令修正公布全文 63 條；並自公布
日施行
中華民國 95 年 1 月 1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05871 號令修正公布第 29 條條文；增訂第
59-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25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4960 號公告第 17 條第 1 項所列屬「財政
部」之權責事項，經行政院公告自 93 年 7 月 1
日起變更為「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管
轄，自 101 年 7 月 1 日起改由「金融監督管理委
員會」管轄
中華民國 102 年 5 月 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082711 號令修正公布第 8、27 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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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舉行之會議。
八、住戶：指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承
租人或其他經區分所有權人同意而為專
有部分之使用者或業經取得停車空間建
築物所有權者。
九、管理委員會：指為執行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理維護工作，
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若干人為管理
委員所設立之組織。
十、管理負責人：指未成立管理委員會，由
區分所有權人推選住戶一人或依第二十
八條第三項、第二十九條第六項規定為
負責管理公寓大廈事務者。
十一、管理服務人：指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決議或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僱傭
或委任而執行建築物管理維護事務之
公寓大廈管理服務人員或管理維護公
司。
十二、規約：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
共同利益，確保良好生活環境，經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
項。

ௐ˘୧ 為加強公寓大廈之管理維護，提昇居
住品質，特制定本條例。
ௐ˟ౢ!ҝ̝͗ᝋӀཌྷચ!
本條例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令之規定。
ௐ˟୧ 本條例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 ௐα୧ 區分所有權人除法律另有限制外，對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其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
縣（市）政府。
排除他人干涉。
ௐˬ୧ 本條例用辭定義如下：
專有部分不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
一、公寓大廈：指構造上或使用上或在建築
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
執照設計圖樣標有明確界線，得區分為
分分離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
數部分之建築物及其基地。
ௐ̣୧ 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利用，不
二、區分所有：指數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有
得有妨害建築物之正常使用及違反區分所有
其專有部分，並就其共用部分按其應有
權人共同利益之行為。
部分有所有權。
ௐ̱୧ 住戶應遵守下列事項：
三、專有部分：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具有
一、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
使用上之獨立性，且為區分所有之標的
或行使其權利時，不得妨害其他住戶之
者。
安寧、安全及衛生。
四、共用部分：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外之
二、他住戶因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
其他部分及不屬專有之附屬建築物，而
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進入或使用其
供共同使用者。
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不得拒絕。
五、約定專用部分：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約
三、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因維護、修繕
定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者。
共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進入或使用
六、約定共用部分：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經
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不得拒
約定供共同使用者。
絕。
七、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指區分所有權人為
四、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
共同事務及涉及權利義務之有關事項，
或設置管線，必須使用共用部分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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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之同意後為
之。
五、其他法令或規約規定事項。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進入或使用，應擇其
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並應修復或補償
所生損害。
住戶違反第一項規定，經協調仍不履行時，
住戶、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得按其性質請
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
ௐ˛୧ 公寓大廈共用部分不得獨立使用供做
專有部分。其為下列各款者，並不得為約定
專用部分：
一、公寓大廈本身所占之地面。
二、連通數個專有部分之走廊或樓梯，及其
通往室外之通路或門廳；社區內各巷
道、防火巷弄。
三、公寓大廈基礎、主要樑柱、承重牆壁、
樓地板及屋頂之構造。
四、約定專用有違法令使用限制之規定者。
五、其他有固定使用方法，並屬區分所有權
人生活利用上不可或缺之共用部分。
ௐˣ୧ 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樓頂平
臺及不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更
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類
似之行為，除應依法令規定辦理外，該公寓
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
決議，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
報備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之限制。
公寓大廈有十二歲以下兒童之住戶，外牆開
口部或陽臺得設置不妨礙逃生且不突出外牆
面之防墜設施。防墜設施設置後，設置理由消
失且不符前項限制者，區分所有權人應予改善
或回復原狀。
住戶違反第一項規定，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
員會應予制止，經制止而不遵從者，應報請主
管機關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理，該住戶
並應於一個月內回復原狀。屆期未回復原狀
者，得由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回復原狀，
其費用由該住戶負擔。
ௐ˝୧! 各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
比例，對建築物之共用部分及其基地有使用
收益之權。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住戶對共用部分之使用應依其設置目的及
通常使用方法為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前二項但書所約定事項，不得違反本條例、區

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及建築法令之規定。
住戶違反第二項規定，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
員會應予制止，並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
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如有損害並得請
求損害賠償。
ௐȈ୧! 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
理、維護，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
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
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理、維
護，由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為之。其費用
由公共基金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
之應有部分比例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
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
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若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若涉及公共
環境清潔衛生之維持、公共消防滅火器材之維
護、公共通道溝渠及相關設施之修繕，其費用
政府得視情況予以補助，補助辦法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定之。
ௐȈ˘୧ 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
大修繕或改良，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
議為之。
前項費用，由公共基金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
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例分擔。
ௐȈ˟୧ 專有部分之共同壁及樓地板或其內
之管線，其維修費用由該共同壁雙方或樓地
板上下方之區分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但修繕
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之事由所致
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負擔。
ௐȈˬ୧ 公寓大廈之重建，應經全體區分所
有權人及基地所有權人、地上權人或典權人
之同意。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配合都市更新計畫而實施重建者。
二、嚴重毀損、傾頹或朽壞，有危害公共安
全之虞者。
三、因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
事變，肇致危害公共安全者。
ௐȈα୧ 公寓大廈有前條第二款或第三款所
定情形之一，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重建
時，區分所有權人不同意決議又不出讓區分
所有權或同意後不依決議履行其義務者，管
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區分所
有權人出讓其區分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
有部分。
前項之受讓人視為同意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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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之建造執照之申請，其名義以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
ௐỊ̏୧ 住戶應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及規約
使用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不得擅自變
更。
住戶違反前項規定，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
會應予制止，經制止而不遵從者，報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處理，並要求其回復原
狀。
ௐȈ̱୧ 住戶不得任意棄置垃圾、排放各種
污染物、惡臭物質或發生喧囂、振動及其他
與此相類之行為。
住戶不得於私設通路、防火間隔、防火巷
弄、開放空間、退縮空地、樓梯間、共同走廊、
防空避難設備等處所堆置雜物、設置柵欄、門
扇或營業使用，或違規設置廣告物或私設路障
及停車位侵占巷道妨礙出入。但開放空間及退
縮空地，在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範圍內，
得依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供營業使
用；防空避難設備，得為原核准範圍之使用；
其兼作停車空間使用者，得依法供公共收費停
車使用。
住戶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類似之工作
時，未經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不得破壞或
變更建築物之主要構造。
住戶飼養動物，不得妨礙公共衛生、公共安
寧及公共安全。但法令或規約另有禁止飼養之
規定時，從其規定。
住戶違反前四項規定時，管理負責人或管理
委員會應予制止或按規約處理，經制止而不遵
從者，得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理。
ௐȈ˛୧ 住戶於公寓大廈內依法經營餐飲、
瓦斯、電焊或其他危險營業或存放有爆炸性
或易燃性物品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保
險金額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其因此增加
其他住戶投保火災保險之保險費者，並應就
其差額負補償責任。其投保、補償辦法及保
險費率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前項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經催告於七日
內仍未辦理者，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應代
為投保；其保險費、差額補償費及其他費用，
由該住戶負擔。
ௐȈˣ୧ 公寓大廈應設置公共基金，其來源
如下：
一、起造人就公寓大廈領得使用執照一年內
之管理維護事項，應按工程造價一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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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或金額提列。
二、區分所有權人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繳納。
三、本基金之孳息。
四、其他收入。
依前項第一款規定提列之公共基金，起造人
於該公寓大廈使用執照申請時，應提出繳交各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庫代收之證明；
於公寓大廈成立管理委員會或推選管理負責
人，並完成依第五十七條規定點交共用部分、
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設備後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由公庫代為撥付。
同款所稱比例或金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公共基金應設專戶儲存，並由管理負責人或
管理委員會負責管理。其運用應依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之決議為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規定起造人應提列之公
共基金，於本條例公布施行前，起造人已取得
建造執照者，不適用之。
ௐȈ˝୧ 區分所有權人對於公共基金之權利
應隨區分所有權之移轉而移轉；不得因個人
事由為讓與、扣押、抵銷或設定負擔。
ௐ˟Ȉ୧ 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應定期將
公共基金或區分所有權人、住戶應分擔或其
他應負擔費用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情形公
告，並於解職、離職或管理委員會改組時，
將公共基金收支情形、會計憑證、會計帳簿、
財務報表、印鑑及餘額移交新管理負責人或
新管理委員會。
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拒絕前項公告或
移交，經催告於七日內仍不公告或移交時，得
報請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命其公告或移交。
ௐ˟Ȉ˘୧ 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積欠應繳納
之公共基金或應分擔或其他應負擔之費用已
逾二期或達相當金額，經定相當期間催告仍
不給付者，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得訴請
法院命其給付應繳之金額及遲延利息。
ௐ˟Ȉ˟୧ 住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由管理
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促請其改善，於三個月
內仍未改善者，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得
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訴請法院強制
其遷離：
一、積欠依本條例規定應分擔之費用，經強
制執行後再度積欠金額達其區分所有權
總價百分之一者。
二、違反本條例規定經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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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處以罰鍰後，仍不
一、發生重大事故有及時處理之必要，經管
改善或續犯者。
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請求者。
三、其他違反法令或規約情節重大者。
二、經區分所有權人五分之一以上及其區分
前項之住戶如為區分所有權人時，管理負責
所有權比例合計五分之一以上，以書面
人或管理委員會得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
載明召集之目的及理由請求召集者。
議，訴請法院命區分所有權人出讓其區分所有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第二十八條規定外，由
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於判決確定後三
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管理負責人、管理委員
個月內不自行出讓並完成移轉登記手續者，管
會主任委員或管理委員為召集人；管理負責
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得聲請法院拍賣之。
人、管理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理委員喪失區分
前項拍賣所得，除其他法律另有規定外，於
所有權人資格日起，視同解任。無管理負責人
積欠本條例應分擔之費用，其受償順序與第一
或管理委員會，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理負
順位抵押權同。
責人、主任委員或管理委員時，由區分所有權
ௐ˟Ȉˬ୧ 有關公寓大廈、基地或附屬設施
人互推一人為召集人；召集人任期依區分所有
之管理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令
權人會議或依規約規定，任期一至二年，連選
另有規定外，得以規約定之。
得連任一次。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未規
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範圍
定者，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一次。
外，下列各款事項，非經載明於規約者，不生
召集人無法依前項規定互推產生時，各區分
效力：
所有權人得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
一、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範圍及
定臨時召集人，區分所有權人不申請指定時，
使用主體。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指定
二、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建築物共用部分及其
區分所有權人一人為臨時召集人，或依規約輪
基地之使用收益權及住戶對共用部分使
流擔任，其任期至互推召集人為止。
用之特別約定。
ௐ˟Ȉ̱୧ 非封閉式之公寓大廈集居社區其
三、禁止住戶飼養動物之特別約定。
地面層為各自獨立之數幢建築物，且區內屬
四、違反義務之處理方式。
住宅與辦公、商場混合使用，其辦公、商場
五、財務運作之監督規定。
之出入口各自獨立之公寓大廈，各該幢內之
六、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有出席及同意之
辦公、商場部分，得就該幢或結合他幢內之
區分所有權人人數及其區分所有權比例
辦公、商場部分，經其區分所有權人過半數
之特別約定。
書面同意，及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
七、糾紛之協調程序。
規約明定下列各款事項後，以該辦公、商場
ௐ˟Ȉα୧ 區分所有權之繼受人，應於繼受
部分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立管理委員
前向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請求閱覽或影
會，並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報備。
印第三十五條所定文件，並應於繼受後遵守
一、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範圍之劃分。
原區分所有權人依本條例或規約所定之一切
二、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理
權利義務事項。
、維護範圍及管理維護費用之分擔方式。
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之無權占有人，應遵守依
三、公共基金之分配。
本條例規定住戶應盡之義務。
四、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印
無權占有人違反前項規定，準用第二十一
鑑、餘額及第三十六條第八款規定保管
條、第二十二條、第四十七條、第四十九條住
文件之移交。
戶之規定。
五、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與各該辦公、商
場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分工事
ௐˬౢ!გநᖐ!
宜。
第二十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至第三
ௐ˟Ị̏୧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由全體區分
十九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七
所有權人組成，每年至少應召開定期會議一
款及第五十四條規定，於依前項召開或成立之
次。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管理委員會及其主任委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召開臨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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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管理委員準用之。
ௐ˟Ȉ˛୧ 各專有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有一
表決權。數人共有一專有部分者，該表決權
應推由一人行使。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出席人數與表決權之
計算，於任一區分所有權人之區分所有權占全
部區分所有權五分之一以上者，或任一區分所
有權人所有之專有部分之個數超過全部專有
部分個數總合之五分之一以上者，其超過部分
不予計算。
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配偶、有行為能力之直
系血親、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承租人代理出
席；受託人於受託之區分所有權占全部區分所
有權五分之一以上者，或以單一區分所有權計
算之人數超過區分所有權人數五分之一者，其
超過部分不予計算。
ௐ˟Ȉˣ୧ 公寓大廈建築物所有權登記之區
分所有權人達半數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例
合計半數以上時，起造人應於三個月內召集
區分所有權人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立
管理委員會或推選管理負責人，並向直轄
市、縣 （市） 主管機關報備。
前項起造人為數人時，應互推一人為之。出
席區分所有權人之人數或其區分所有權比例
合計未達第三十一條規定之定額而未能成立
管理委員會時，起造人應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
會議一次。
起造人於召集區分所有權人召開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成立管理委員會或推選管理負責人
前，為公寓大廈之管理負責人。
ௐ˟Ȉ˝୧ 公寓大廈應成立管理委員會或推
選管理負責人。
公寓大廈成立管理委員會者，應由管理委員
互推一人為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理
委員會。主任委員、管理委員之選任、解任、
權限與其委員人數、召集方式及事務執行方法
與代理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
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管理委員、主任委員及管理負責人之任期，
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之規定，任期一至
二年，主任委員、管理負責人、負責財務管理
及監察業務之管理委員，連選得連任一次，其
餘管理委員，連選得連任。但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或規約未規定者，任期一年，主任委員、管
理負責人、負責財務管理及監察業務之管理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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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連選得連任一次，其餘管理委員，連選得
連任。
前項管理委員、主任委員及管理負責人任期
屆滿未再選任或有第二十條第二項所定之拒
絕移交者，自任期屆滿日起，視同解任。
公寓大廈之住戶非該專有部分之區分所有
權人者，除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或規約另
有規定外，得被選任、推選為管理委員、主任
委員或管理負責人。
公寓大廈未組成管理委員會且未推選管理
負責人時，以第二十五條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之
召集人或申請指定之臨時召集人為管理負責
人。區分所有權人無法互推召集人或申請指定
臨時召集人時，區分所有權人得申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住戶一人為管理負責
人，其任期至成立管理委員會、推選管理負責
人或互推召集人為止。
ௐˬȈ୧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由召集人於
開會前十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
分所有權人。但有急迫情事須召開臨時會
者，得以公告為之；公告期間不得少於二日。
管理委員之選任事項，應在前項開會通知中
載明並公告之，不得以臨時動議提出。
ௐˬȈ˘୧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
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
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例合計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以出席人數四分之三以上及其區分所
有權比例占出席人數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
上之同意行之。
ௐˬȈ˟୧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依前條規定未
獲致決議、出席區分所有權人之人數或其區
分所有權比例合計未達前條定額者，召集人
得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其開議除規約
另有規定出席人數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
人並五分之一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例合計
五分之一以上出席，以出席人數過半數及其
區分所有權比例占出席人數區分所有權合計
過半數之同意作成決議。
前項決議之會議紀錄依第三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後，各區分所有權人
得於七日內以書面表示反對意見。書面反對意
見未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
比例合計半數時，該決議視為成立。
第一項會議主席應於會議決議成立後十日
內以書面送達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之。
ௐˬȈˬ୧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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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下列各款事項辦理者，不生效力：
一、專有部分經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約定為
約定共用部分者，應經該專有部分區分
所有權人同意。
二、公寓大廈外牆面、樓頂平臺，設置廣告
物、無線電台基地台等類似強波發射設
備或其他類似之行為，設置於屋頂者，
應經頂層區分所有權人同意；設置其他
樓層者，應經該樓層區分所有權人同
意。該層住戶，並得參加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陳述意見。
三、依第五十六條第一項規定成立之約定專
用部分變更時，應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
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但該約定專用
顯已違反公共利益，經管理委員會或管
理負責人訴請法院判決確定者，不在此
限。
ௐˬȈα୧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作成會議紀
錄，載明開會經過及決議事項，由主席簽名，
於會後十五日內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
之。
前項會議紀錄，應與出席區分所有權人之簽
名簿及代理出席之委託書一併保存。
ௐˬỊ̏୧ 利害關係人於必要時，得請求閱
覽或影印規約、公共基金餘額、會計憑證、
會計帳簿、財務報表、欠繳公共基金與應分
攤或其他應負擔費用情形、管理委員會會議
紀錄及前條會議紀錄，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
員會不得拒絕。
ௐˬȈ̱୧ 管理委員會之職務如下：
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行。
二、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
一般改良。
三、公寓大廈及其周圍之安全及環境維護事
項。
四、住戶共同事務應興革事項之建議。
五、住戶違規情事之制止及相關資料之提供
。
六、住戶違反第六條第一項規定之協調。
七、收益、公共基金及其他經費之收支、保
管及運用。
八、規約、會議紀錄、使用執照謄本、竣工
圖說、水電、消防、機械設施、管線圖
說、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
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
報文件、印鑑及有關文件之保管。

九、管理服務人之委任、僱傭及監督。
十、會計報告、結算報告及其他管理事項之
提出及公告。
十一、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
施設備之點收及保管。
十二、依規定應由管理委員會申報之公共安
全檢查與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及
改善之執行。
十三、其他依本條例或規約所定事項。
ௐˬȈ˛୧ 管理委員會會議決議之內容不得
違反本條例、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ௐˬȈˣ୧ 管理委員會有當事人能力。
管理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
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
ௐˬȈ˝୧ 管理委員會應向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負責，並向其報告會務。
ௐαȈ୧ 第三十六條、第三十八條及前條規
定，於管理負責人準用之。

ௐαౢ!გநڇચˠ!
ௐαȈ˘୧ 公寓大廈管理維護公司應經中央
主管機關許可及辦理公司登記，並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領登記證後，始得執業。
ௐαȈ˟୧ 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管理負責
人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得委任或僱傭領有
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或認可證之公寓
大廈管理維護公司或管理服務人員執行管理
維護事務。
ௐαȈˬ୧ 公寓大廈管理維護公司，應依下
列規定執行業務：
一、應依規定類別，聘僱一定人數領有中央
主管機關核發認可證之繼續性從業之管
理服務人員，並負監督考核之責。
二、應指派前款之管理服務人員辦理管理維
護事務。
三、應依業務執行規範執行業務。
ௐαȈα୧ 受僱於公寓大廈管理維護公司之
管理服務人員，應依下列規定執行業務：
一、應依核准業務類別、項目執行管理維護
事務。
二、不得將管理服務人員認可證提供他人使
用或使用他人之認可證執業。
三、不得同時受聘於二家以上之管理維護公
司。
四、應參加中央主管機關舉辦或委託之相關
機構、團體辦理之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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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αỊ̏୧ 前條以外之公寓大廈管理服務人
當理由違反第三十五條規定者。
員，應依下列規定執行業務：
四、管理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理委員無正
一、應依核准業務類別、項目執行管理維護
當理由未執行第三十六條第一款、第五
事務。
款至第十二款所定之職務，顯然影響住
二、不得將管理服務人員認可證提供他人使
戶權益者。
用或使用他人之認可證執業。
ௐαȈ˝୧ 有下列行為之一者，由直轄市、
三、應參加中央主管機關舉辦或委託之相關
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
機構、團體辦理之訓練。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令其限期改善或履行義
ௐαȈ̱୧ 第四十一條至前條公寓大廈管理
務；屆期不改善或不履行者，得連續處罰：
維護公司及管理服務人員之資格、條件、管
一、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利用違反第
理維護公司聘僱管理服務人員之類別與一定
五條規定者。
人數、登記證與認可證之申請與核發、業務
二、住戶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九條第二項
範圍、業務執行規範、責任、輔導、獎勵、
關於公寓大廈變更使用限制規定，經制
參加訓練之方式、內容與時數、受委託辦理
止而不遵從者。
訓練之機構、團體之資格、條件與責任及登
三、住戶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擅自變更
記費之收費基準等事項之管理辦法，由中央
專有或約定專用之使用者。
主管機關定之。
四、住戶違反第十六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
者。
ௐ̣ౢ!ჳ!
五、住戶違反第十七條所定投保責任保險之
義務者。
ௐαȈ˛୧ 有下列行為之一者，由直轄市、
六、區分所有權人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
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
款規定未繳納公共基金者。
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令其限期改善或履行
七、管理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理委員違反
義務、職務；屆期不改善或不履行者，得連
第二十條所定之公告或移交義務者。
續處罰：
八、起造人或建築業者違反第五十七條或第
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集人、起造人或臨
五十八條規定者。
時召集人違反第二十五條或第二十八條
有供營業使用事實之住戶有前項第三款或
所定之召集義務者。
第四款行為，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一年以上七
二、住戶違反第十六條第一項或第四項規定
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者。
五百萬元以下罰金；致重傷者，處六個月以上
三、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違反第六條規定，
五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
主管機關受理住戶、管理負責人或管理
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委員會之請求，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
ௐ̣Ȉ୧ 從事公寓大廈管理維護業務之管理
不改善者。
維護公司或管理服務人員違反第四十二條規
ௐαȈˣ୧ 有下列行為之一者，由直轄市、
定，未經領得登記證、認可證或經廢止登記
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五千
證、認可證而營業，或接受公寓大廈管理委
元以下罰鍰，並得令其限期改善或履行義
員會、管理負責人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務、職務；屆期不改善或不履行者，得連續
之委任或僱傭執行公寓大廈管理維護服務業
處罰：
務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勒令其
一、管理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理委員未善
停業或停止執行業務，並處新臺幣四萬元以
盡督促第十七條所定住戶投保責任保險
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拒不遵從者，得按
之義務者。
次連續處罰。
二、管理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理委員無正
當理由未執行第二十二條所定促請改善 ௐ̣Ȉ˘୧ 公寓大廈管理維護公司，違反第
四十三條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
或訴請法院強制遷離或強制出讓該區分
改正；屆期不改正者，得予停業、廢止其許
所有權之職務者。
可或登記證或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
三、管理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理委員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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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罰鍰；其未依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申領
登記證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廢止其許可。
受僱於公寓大廈管理維護公司之管理服務
人員，違反第四十四條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
應通知限期改正；屆期不改正者，得廢止其認
可證或停止其執行公寓大廈管理維護業務三
個月以上三年以下或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
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前項以外之公寓大廈管理服務人員，違反第
四十五條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改
正；屆期不改正者，得廢止其認可證或停止其
執行公寓大廈管理維護業務六個月以上三年
以下或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
罰鍰。
ௐ̣Ȉ˟୧ 依本條例所處之罰鍰，經限期繳
納，屆期仍不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行。

用執照所記載之用途及下列測繪規定，辦理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一、獨立建築物所有權之牆壁，以牆之外緣
為界。
二、建築物共用之牆壁，以牆壁之中心為界
。
三、附屬建物以其外緣為界辦理登記。
四、有隔牆之共用牆壁，依第二款之規定，
無隔牆設置者，以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
區分範圍為界，其面積應包括四周牆壁
之厚度。
第一項共用部分之圖說，應包括設置管理維
護使用空間之詳細位置圖說。
本條例中華民國九十二年十二月九日修正
施行前，領得使用執照之公寓大廈，得設置一
定規模、高度之管理維護使用空間，並不計入
建築面積及總樓地板面積；其免計入建築面積
ௐ̱ౢ!!ܢ
及總樓地板面積之一定規模、高度之管理維護
使用空間及設置條件等事項之辦法，由直轄
ௐ̣Ȉˬ୧ 多數各自獨立使用之建築物、公
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寓大廈，其共同設施之使用與管理具有整體
不可分性之集居地區者，其管理及組織準用 ௐ̣Ȉ˛୧ 起造人應將公寓大廈共用部分、
約定共用部分與其附屬設施設備；設施設備
本條例之規定。
使用維護手冊及廠商資料、使用執照謄本、
ௐ̣Ȉα୧ 本條例所定應行催告事項，由管
竣工圖說、水電、機械設施、消防及管線圖
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以書面為之。
說，於管理委員會成立或管理負責人推選或
ௐ̣Ị̏୧ 本條例施行前已取得建造執照之
指定後七日內會同政府主管機關、公寓大廈
公寓大廈，其區分所有權人應依第二十五條
管理委員會或管理負責人現場針對水電、機
第四項規定，互推一人為召集人，並召開第
械設施、消防設施及各類管線進行檢測，確
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立管理委員會或
認其功能正常無誤後，移交之。
推選管理負責人，並向直轄市、縣（市）主
前項公寓大廈之水電、機械設施、消防設施
管機關報備。
及各類管線不能通過檢測，或其功能有明顯缺
前項公寓大廈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訂定規
陷者，管理委員會或管理負責人得報請主管機
約前，以第六十條規約範本視為規約。但得不
關處理，其歸責起造人者，主管機關命起造人
受第七條各款不得為約定專用部分之限制。
負責修復改善，並於一個月內，起造人再會同
對第一項未成立管理組織並報備之公寓大
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分期、分區、 管理委員會或管理負責人辦理移交手續。
分類（按樓高或使用之不同等分類）擬定計 ௐ̣Ȉˣ୧ 公寓大廈起造人或建築業者，非
經領得建造執照，不得辦理銷售。
畫，輔導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立管理委員
公寓大廈之起造人或建築業者，不得將共用
會或推選管理負責人，並向直轄市、縣（市）
部分，包含法定空地、法定停車空間及法定防
主管機關報備。
空避難設備，讓售於特定人或為區分所有權人
ௐ̣Ȉ̱୧ 公寓大廈之起造人於申請建造執
以外之特定人設定專用使用權或為其他有損
照時，應檢附專有部分、共用部分、約定專
害區分所有權人權益之行為。
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標示之詳細圖說及規
ௐ̣Ȉ˝୧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集人、臨時
約草約。於設計變更時亦同。
召集人、起造人、建築業者、區分所有權人、
前項規約草約經承受人簽署同意後，於區分
住戶、管理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理委員有
所有權人會議訂定規約前，視為規約。
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或第四十九條各款
公寓大廈之起造人或區分所有權人應依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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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情事之一時，他區分所有權人、利害關
係人、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得列舉事實
及提出證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處理。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處
理有關公寓大廈爭議事件，得聘請資深之專
家、學者及建築師、律師，並指定公寓大廈
及建築管理主管人員，組設公寓大廈爭議事
件調處委員會。
前項調處委員會之組織，由內政部定之。
ௐ̱Ȉ୧ 規約範本，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六條規約草約，得依前項規約範本制
作。
ௐ̱Ȉ˘୧ 第六條、第九條、第十五條、第
十六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
條、第二十九條及第五十九條所定主管機關
應處理事項，得委託或委辦鄉（鎮、市、區）
公所辦理。
ௐ̱Ȉ˟୧ 本條例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ௐ̱Ȉˬ୧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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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管理條例施行細則

公 寓大 廈管 理條 例施 行
細則
中華民國 85 年 10 月 2 日內政部（85）台內營字第
8585545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16 條
中華民國 94 年 11 月 16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40011177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14 條；並自發布
日施行

ௐ˘୧ 本細則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以下簡
稱本條例）第六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條例所稱區分所有權比例，指區分
所有權人之專有部分依本條例第五十六條第
三項測繪之面積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全部面
積總和之比。建築物已完成登記者，依登記
機關之記載為準。
同一區分所有權人有數專有部分者，前項區
分所有權比例，應予累計。但於計算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之比例時，應受本條例第二十七條第
二項規定之限制。
ௐˬ୧ 本條例所定區分所有權人之人數，其
計算方式如下：
一、區分所有權已登記者，按其登記人數計
算。但數人共有一專有部分者，以一人
計。
二、區分所有權未登記者，依本條例第五十
六條第一項圖說之標示，每一專有部分
以一人計。
ௐα୧ 本條例第七條第一款所稱公寓大廈本
身所占之地面，指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其代
替柱中心線以內之最大水平投影範圍。
ௐ̣୧ 本條例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按
工程造價一定比例或金額提列公共基金，依
下列標準計算之：
一、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者為千分之二十。
二、逾新臺幣一千萬元至新臺幣一億元者，
超過新臺幣一千萬元部分為千分之十
五。
三、逾新臺幣一億元至新臺幣十億元者，超
過新臺幣一億元部分為千分之五。
四、逾新臺幣十億元者，超過新臺幣十億元
部分為千分之三。
前項工程造價，指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建築機關核發建造執照載明之工程造價。
政府興建住宅之公共基金，其他法規有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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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者，依其規定。
ௐ̱୧ 本條例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
區分所有權總價，指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
會促請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改善時，建築
物之評定標準價格及當期土地公告現值之
和。
ௐ˛୧ 本條例第二十五條第三項所定由區分
所有權人互推一人為召集人，除規約另有規
定者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二人以上書面推
選，經公告十日後生效。
前項被推選人為數人或公告期間另有他人
被推選時，以推選之區分所有權人人數較多者
任之；人數相同時，以區分所有權比例合計較
多者任之。新被推選人與原被推選人不為同一
人時，公告日數應自新被推選人被推選之次日
起算。
前二項之推選人於推選後喪失區分所有權
人資格時，除受讓人另為意思表示者外，其所
為之推選行為仍為有效。
區分所有權人推選管理負責人時，準用前三
項規定。
ௐˣ୧ 本條例第二十六條第一項、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及第五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報備之資
料如下：
一、成立管理委員會或推選管理負責人時之
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名冊及出席區分所有
權人名冊。
二、成立管理委員會或推選管理負責人時之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會議紀錄或推選書或
其他證明文件。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理前項報備資
料，應予建檔。
ௐ˝୧ 本條例第三十三條第二款所定無線電
臺基地臺等類似強波發射設備，由無線電臺
基地臺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
ௐȈ୧ 本條例第二十六條第一項第四款、第
三十五條及第三十六條第八款所稱會計憑
證，指證明會計事項之原始憑證；會計帳簿，
指日記帳及總分類帳；財務報表，指公共基
金之現金收支表及管理維護費之現金收支表
及財產目錄、費用及應收未收款明細。
ௐȈ˘୧ 本條例第三十六條所定管理委員會
之職務，除第七款至第九款、第十一款及第
十二款外，經管理委員會決議或管理負責人
以書面授權者，得由管理服務人執行之。但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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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ௐȈ˟୧ 本條例第五十三條所定其共同設施
之使用與管理具有整體不可分性之集居地
區，指下列情形之一：
一、依建築法第十一條規定之一宗建築基地
。
二、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中華民國
九十二年三月二十六日修正施行前山坡
地開發建築管理辦法申請開發許可範圍
內之地區。
三、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
其共同設施之使用與管理具有整體不可
分割之地區。
ௐȈˬ୧ 本條例所定之公告，應於公寓大廈
公告欄內為之；未設公告欄者，應於主要出
入口明顯處所為之。
ௐȈα୧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住宅法

住宅法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97411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54 條；並自公布
後 1 年施行

ௐ˘ౢ!ᓁ!
ௐ˘୧ 為健全住宅市場，提升居住品質，使
全體國民居住於適宜之住宅且享有尊嚴之居
住環境，特制定本法。
ௐ˟୧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
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
（一）住宅政策及全國性住宅計畫之擬
訂。
（二）全國性住宅計畫之財務規劃。
（三）直轄市、縣（市）住宅業務之督導。
（四）全國性住宅相關資訊之蒐集及公
布。
（五）住宅政策、補貼、市場、品質及其
他相關之研究。
（六）基本居住水準之訂定。
（七）其他相關事項。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一）轄區內住宅施政目標之訂定。
（二）轄區內住宅計畫之擬訂及執行。
（三）轄區內住宅計畫之財務規劃。
（四）住宅補貼案件之受理、核定及查
核。
（五）地區性住宅相關資訊之蒐集及公
布。
（六）轄區內住宅補貼、市場供需與品
質狀況及其他相關之調查。
（七）社會住宅之規劃、興辦、獎勵及
管理。
（八）其他相關事項。
ௐˬ୧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住宅：指供居住使用，並具備門牌之合
法建築物。
二、社會住宅：指由政府興辦或獎勵民間興
辦，專供出租之用，並應提供至少百分
之十以上比例出租予具特殊情形或身分
者之住宅。
ௐα୧ 本法所定具特殊情形或身分，指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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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一者：
一、低收入戶。
二、特殊境遇家庭。
三、育有未成年子女三人以上。
四、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
法返家，未滿二十五歲。
五、六十五歲以上之老人。
六、受家庭暴力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女。
七、身心障礙者。
八、感染人類免疫缺乏病毒者或罹患後天免
疫缺乏症候群者。
九、原住民。
十、災民。
十一、遊民。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住宅租金與自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之額
度，應依據居住地區合理住宅價格租金水準、
受補貼家戶之所得、人口數量與弱勢狀況，以
及合理負擔能力標準等，計算合理補貼額度。
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行後二年內，完成相關
價格租金資料蒐集、負擔標準與合理補貼金額
計算方式之建立。
主管機關未完成第二項合理補貼額度之計
算前，得沿用現有方式繼續辦理之。
ௐ̣୧ 為使全體國民居住於適宜之住宅，且
享有尊嚴之居住環境需要，中央主管機關應
衡酌未來環境發展、住宅市場供需狀況、住
宅發展課題等，研擬住宅政策，報行政院核
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據中央住宅
政策，衡酌地方發展需要，擬訂住宅施政目
標，並據以研擬住宅計畫及財務計畫，報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據住宅政策、衡酌社會經
濟發展、國土空間規劃、區域發展、產業、人
口、住宅供需、中央及地方財政狀況，並參考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住宅計畫執行情形，
擬訂住宅計畫及財務計畫，報行政院核定。
主管機關為推動住宅計畫，得結合土地開
發、都市更新、融資貸款、住宅補貼或其他策
略辦理。
ௐ̱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諮詢、
審議住宅計畫、評鑑社會住宅事務，應邀集
相關機關、民間相關團體及專家學者共同參
與；其中民間相關團體及專家學者之比例，
不得少於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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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୧ 各級主管機關為健全住宅市場、辦理
住宅補貼、興辦社會住宅及提升居住環境品
質，得設置住宅基金。

ௐ˟ౢ!ҝшྃ෭!

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或第五款補貼之申請
資格、應檢附文件、自有一戶住宅之認定、修
繕之設施設備項目、評點方式、申請程序、審
查程序、補貼額度、期限、利率、補貼繼受及
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ௐȈ˘୧ 申請政府住宅補貼者，除修繕住宅
貸款利息或簡易修繕貸款利息補貼外，其受
補貼居住住宅須達第三十四條所定之基本居
住水準。
ௐȈ˟୧ 接受自建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其
土地於興建期間之地價稅，按自用住宅用地
稅率課徵。
前項土地經核准按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
地價稅後，未依建築主管機關核定建築期限完
工者，應自核定期限屆滿日當年期起，改按一
般用地稅率課徵地價稅。
第一項申請程序、前項申報改課程序及未依
規定申報之處罰，依土地稅法相關規定辦理。
ௐȈˬ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
期查核接受自建、自購、修繕住宅貸款利息
補貼或承租住宅租金補貼者之資格。
接受住宅補貼者有下列情事之一時，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停
止補貼，並作成書面行政處分追繳其自事實發
生之日起接受之補貼或重複接受之利息補貼
或租金：
一、已不符申請補貼資格。
二、申報資料有虛偽情事。
三、重複接受二種以上住宅貸款利息補貼。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辦理第一項查
核業務，應於核定自建、自購、修繕住宅貸款
利息及租金補貼後，將受補貼者之相關資料予
以建檔。

ௐˣ୧ 為協助一定所得及財產以下家庭或個
人獲得適居之住宅，政府得視財務狀況擬訂
計畫，辦理補貼住宅之貸款利息、租金或修
繕費用；其補貼種類如下：
一、自建住宅貸款利息。
二、自購住宅貸款利息。
三、承租住宅租金。
四、修繕住宅貸款利息。
五、簡易修繕住宅費用。
申請前項住宅補貼，同一年度僅得擇一辦
理。接受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除經行政院專
案同意外，不得同時接受二種以上住宅貸款利
息補貼；接受政府住宅費用補貼者，一定年限
內以申請一次為限。
第一項一定所得及財產基準，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ௐ˝୧ 前條第一項各種住宅補貼，同一家庭
由一人提出申請；其申請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補貼：以無
自有住宅之家庭或二年內建購住宅之家
庭為限。
二、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補貼：以無自有住宅
之家庭為限。
三、前條第一項第四款或第五款補貼：以自
有一戶住宅之家庭為限。
前條第一項住宅補貼對象之先後順序，以評
點結果決定之。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增加評點
權重；評點總分相同時，有增加評點權重情形
者，優先給予補貼：
一、具特殊情形或身分。
ௐˬౢ!ۤົҝш!
二、未達基本居住水準。
三、申請修繕住宅貸款利息或簡易修繕住宅 ௐȈα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評估
社會住宅之需求總量、區位及興辦戶數，納
費用補貼，其屬一定年限以上之老舊住
入住宅計畫及財務計畫。
宅整修外牆或汰換更新設備。
ௐỊ̏୧ 民間興辦社會住宅，應檢具申請
前項一定年限，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書、興辦事業計畫及有關文件，向興辦所在
ௐȈ୧ 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補貼之
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申請資格、應檢附文件、自有一戶住宅之認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理前項申請，
定、無自有住宅或二年內建購住宅之認定、
評點方式、申請程序、審查程序、住宅面積、 對申請資料不全者，應一次通知限期補正；屆
期不補正或不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補貼額度、期限、利率、補貼繼受及其他應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社會住宅申
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住宅法
請興辦案件，得邀請相關機關或學者、專家，
以合議制方式辦理；經審查符合規定者，應核
准其申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受理申請之
日起九十日內完成審查；必要時，得延長六十
日。
第一項至第三項申請興辦應備文件、審查事
項、核准、撤銷或廢止核准、事業計畫之內容、
變更原核定目的之處理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民間興辦之社會住宅，得以新建建
築物，或增建、改建、修建、修繕同一宗建
築基地之既有建築物等方式辦理。
前項新建建築物，其建築基地應符合下列規
定之一：
一、在實施都市計畫地區達五百平方公尺以
上，且依都市計畫規定容積核算總樓地
板面積達六百平方公尺以上。
二、在非都市土地甲種建築用地及乙種建築
用地達五百平方公尺以上。
三、在非都市土地丙種建築用地、遊憩用地
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達一千平方公尺以
上。
ௐȈ˛୧ 民間興辦之社會住宅，需用公有非
公用土地或建築物時，得由公產管理機關以
出租、設定地上權提供使用，並予優惠。
前項出租及設定地上權之優惠辦法，由財政
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民間需用基地內夾雜零星或狹小公有土地
時，應由出售公有土地機關依讓售當期公告土
地現值辦理讓售。
ௐȈˣ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補貼
民間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修繕社會住
宅貸款利息、部分建設費用或營運管理費用。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民
間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修繕社會住宅
資金融通之必要，向中長期資金主管機關申
請提供中長期資金。
ௐ˟Ȉ୧ 民間興辦之社會住宅於興建或營運
期間，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課徵之地價
稅，得予適當減徵。
前項減徵之期限、範圍、基準及程序之自治
條例，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並
報財政部備查。
ௐ˟Ȉ˘୧ 民間興辦之社會住宅，應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囑託地政機關，於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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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欄註記社會住
宅。
前項社會住宅興辦人變更其原核定目的之
使用時，應將依本法取得之優惠及獎勵金額結
算，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並繳
交全數結算金額；其有入住者應於安置妥善
後，始得由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囑託
地政機關塗銷社會住宅之註記。
第一項社會住宅興辦人辦理所有權移轉
時，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同意；同時變更原核定
目的之使用者，並應依前項規定辦理。
第二項及前項結算金額，應繳交該主管機關
設置之住宅基金；未設置住宅基金者，一律撥
充中央主管機關住宅基金。
第二項及第三項結算金額計算方式、計算基
準、同意條件、應檢具文件及其他應遵行事項
之辦法，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視社
會住宅之需求情形，於必要時得依下列方式
取得社會住宅：
一、新建。
二、利用公共建物增建、修建、修繕、改建。
三、接受捐贈。
四、租購民間房屋。
ௐ˟Ȉˬ୧ 前條以新建興辦社會住宅之方式
如下：
一、直接興建。
二、合建分屋。
三、設定地上權予民間合作興建。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ௐ˟Ȉα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
條規定興辦社會住宅，需用非公用之公有土
地或建築物者，得辦理撥用；因整體規劃使
用之需要，得與鄰地交換分合。
前項之鄰地為私有者，其交換分合不受土地
法第一百零四條及第一百零七條之限制。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興辦
之社會住宅，得保留一定空間供作社會福利
服務或社區活動之用。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民
間興辦之社會住宅，應考量其租住對象之身
心狀況、家庭組成及其他必要條件，提供適
宜之設施或設備。
前項設施、設備之項目，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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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社會住宅，得自行或委託經營管理。
ௐ˟Ȉˣ୧ 社會住宅承租者，應以無自有住
宅或一定所得、財產基準以下之家庭或個人
為限。
社會住宅承租者之申請資格、程序、租金計
算、分級收費、租賃與續租期限及其他應遵行
事項之辦法，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
之。
前項租金之訂定，不適用土地法第九十七條
之規定。
ௐ˟Ȉ˝୧ 社會住宅之經營管理，得視實際
需要，自行或結合物業管理及相關服務業，
提供文康休閒活動、社區參與活動、餐飲服
務、適當轉介服務、其他依入住者需求提供
或協助引進之服務，並收取費用。
前項費用之收取規定，社會住宅經營者應報
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ௐˬ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行
或委託機關（構）、學校、團體對社會住宅之
經營管理者進行輔導、監督及定期評鑑；評
鑑結果應公告周知。經評鑑優良者，應予獎
勵。
前項之評鑑及獎勵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ௐˬȈ˘୧ 民間興辦社會住宅因故無法繼續
營業，社會住宅經營者對於其入住之具特殊
情形或身分者，應即予以適當之安置；其無
法安置時，由直轄市、縣（市）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協助安置；經營者不予配合，強制實
施之，並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必要時，得予接管。
前項接管之實施程序、期限與受接管社會住
宅之經營權、財產管理權之限制及補助協助安
置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ௐˬȈ˟୧ 社會住宅之承租人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經營管理者得隨時終止租約收回住宅：
一、已不符承租社會住宅之資格。
二、將住宅部分或全部轉租或借予他人居
住。
三、改建、增建、搭蓋違建、改變住宅原狀
或變更為居住以外之使用。
四、其他違反租約規定之行為，經通知後三
十日內仍未改善。

!

ௐαౢ!اҝݡኳ!
ௐˬȈˬ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相
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營造住宅景觀及風
貌，得補助或獎勵新建、增建、改建、修建
或修繕具地方或民族特色之住宅。
前項補助或獎勵事項之辦法，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定之。
ௐˬȈα୧ 為提升居住品質，中央主管機關
應衡酌社會經濟發展狀況、公共安全及衛
生、居住需求等，訂定基本居住水準，作為
住宅政策規劃及住宅補貼之依據。
前項基本居住水準，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四年
進行檢視修正。
ௐˬỊ̏୧ 為提升住宅社區環境品質，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主動辦理下列事項，
並納入住宅計畫：
一、住宅社區無障礙空間之營造及改善。
二、公寓大廈屋頂、外牆、建築物設備及雜
項工作物之修繕及美化。
三、住宅社區發展諮詢及技術之提供。
四、社區整體營造、環境改造或環境保育之
推動。
五、住宅社區組織團體之教育訓練。
六、配合住宅計畫目標或特定政策之項目。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認有必要之事項。
ௐˬȈ̱୧ 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住宅品質之
提升，得定期舉辦居住環境改善之評鑑、獎
勵或競賽，並邀集相關機關、專家學者共同
參與，作為直轄市、縣（市）住宅計畫經費
補助之參考。
ௐˬȈ˛୧ 為提升住宅品質及明確標示住宅
性能，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住宅性能評估制
度，鼓勵住宅之興建者或所有權人申請評估。
前項評估制度之內容、基準、方法、鼓勵措
施、評估機構與人員之資格及管理等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ˬȈˣ୧ 為推動無障礙之住宅，中央主管
機關應訂定無障礙住宅之設計基準及獎勵辦
法。

ௐ̣ౢ!ҝшξಞ!
ௐˬȈ˝୧ 為引導住宅市場健全發展，中央
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蒐集、
分析住宅供給、需求、用地、金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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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價格及其他相關資訊，並定期公布住宅
與不動產統計數據及指數等資訊。
前項住宅資訊之蒐集，各級政府機關、金
融、住宅投資、生產、交易及使用等相關產業
公會及團體，應配合提供相關統計資訊。
資料蒐集、運用及發布，應遵守相關法令之
規定。
非營利組織、學術機構提供非營利性之住宅
相關資訊服務，政府得予獎勵。
住宅相關資訊之蒐集、管理及獎勵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αȈ୧ 中央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為穩定住宅市場，經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分析
住宅市場供給、需求資訊，得就有嚴重住宅
供需失衡之地區，視實際情形採取必要之市
場調節措施。
ௐα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建
置社會住宅相關資訊，並公開於網際網路。
ௐαȈ˟୧ 中央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鼓勵法人或個人，對無自有住宅或住宅
條件亟待改善之具特殊情形或身分者，提供
承租或購置適當住宅之市場資訊。
ௐαȈˬ୧ 從事住宅興建之公司，應於取得
建造執照申報開工時，將第三十九條所定應
配合提供之相關統計資訊，提供予住宅所在
地之建築相關產業公會。
ௐαȈα୧ 中央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為提升租屋市場健全發展，應研擬住宅租
賃發展政策，針對租賃相關制度及專業服
務，研擬短、中長期計畫。並就租屋市場資
訊、媒合服務、專業管理協助及糾紛諮詢等
提供相關服務。
前項服務之提供得以自行或輔導、獎勵民間
成立租屋服務平台方式辦理。
第二項輔導、獎勵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定之。

ௐ̱ౢ!اҝᝋӀπඈ!
ௐαỊ̏୧ 居住為基本人權，任何人皆應享
有公平之居住權利，不得有歧視待遇。
ௐαȈ̱୧ 任何人不得拒絕或妨礙住宅使用
人為下列之行為：
一、自費從事必要之居住或公共空間無障礙
修繕。
二、因協助視覺功能障礙者之需要飼養導盲
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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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法使用住宅之專有部分及非屬約定專
用之共用部分空間、設施、設備及相關
服務。
ௐαȈ˛୧ 發生前條規定之情事，住宅使用
人得於事件發生之日起一年內，向住宅所在
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有違反前條
規定情事時，應即通知違規行為人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理第一項之申
訴，應邀集比例不得少於三分之一之社會或經
濟弱勢代表、社會福利學者等參與。

ௐ˛ౢ!!ܢ
ௐαȈˣ୧ 中央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依本法就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所為之處分、
設定負擔或超過十年期間之租賃，不受土地
法第二十五條、第一百零四條、第一百零七
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地方政府公產
管理法令之限制。
ௐαȈ˝୧ 本法施行前，除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社會救助法外，政府已辦理之各類
住宅補貼或尚未完成配售之政府直接興建之
國民住宅，應依原依據之法令規定繼續辦
理，至終止利息補貼或完成配售為止。
本法施行前，政府已辦理之出租國民住宅，
其承租資格、辦理程序等相關事項，得依原依
據之法令規定繼續辦理，至該出租國民住宅轉
型為社會住宅或完成出、標售為止；政府直接
興建之國民住宅社區內商業、服務設施及其他
建築物之標售、標租作業，得依原依據之法令
規定繼續辦理，至完成標售為止。
ௐ̣Ȉ୧ 未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成立管理委
員會或推選管理負責人及完成報備之原由政
府直接興建之國民住宅社區，自本法施行之
日起，其社區管理維護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
之規定辦理。
國民住宅社區之管理維護基金結算有賸餘
或未提撥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以
該社區名義，於公庫開立公共基金專戶，並將
其社區管理維護基金撥入該專戶；社區依公寓
大廈管理條例成立管理委員會或推選管理負
責人及完成報備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將該專戶基金撥入社區開立之公共基金
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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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原由政府興建國民住宅社區之管
理站、地下室、巷道、兒童遊戲場、綠地與
法定空地外之空地及其他設施，已納入國民
住宅售價並登記為公有者，於本法施行後，
應由該管地方政府列冊囑託地政機關，將該
設施更名登記為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所有，其
權利範圍按個別所有權之比例計算。
前項個別所有權之比例，以個別專有部分之
樓地板面積占該住宅社區全部屬於專有部分
之樓地板面積比例計算。
地政機關辦理第一項更名登記，免繕發權利
書狀，其權利範圍於主建物辦理移轉登記時應
隨同移轉。
ௐ̣Ȉ˟୧ 以社區管理維護基金價購，政府
直接興建國民住宅社區之管理站、活動中心
及其他設施，未於本法施行之日前，完成移
交為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所有，或經社區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予以完成出售者，且係單
一社區管理維護基金出資並由該社區使用
者，依前條有關更名登記之規定辦理。
前項設施係由數社區管理維護基金共同出
資者，由該管地方政府依規定辦理出（標）售；
其所得價款，按原價購時之分擔比例交予各社
區作為公共基金。
ௐ̣Ȉˬ୧ 本法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ௐ̣Ȉα୧ 本法自公布後一年施行。

住宅法施行細則

住宅法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 101 年 10 月 9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10809338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14 條；並自住宅法
施行之日施行

ௐ˘୧ 本細則依住宅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五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具特殊形或身
分，其認定方式如下：
一、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六款至第
九款：指符合各該管法律規定，並依法
取得相關證明文件者。
二、第十款所定災民，指經各級災害主管機
關依法認定為遭受災害之人民，且其合
法房屋因受災致不堪居住者。
三、第十一款所定遊民，指經各直轄市、縣
（市）社政主管機關認定、列冊在案，
並認有安置必要者。
ௐˬ୧ 各級主管機關擬訂住宅計畫及財務計
畫，應視實際情形表明下列事項：
一、計畫目標。
二、相關計畫執行情形。
三、社會經濟發展、國土空間規劃、區域發
展、產業、人口、住宅供需及財政狀況。
四、住宅發展課題、對策及工作項目。
五、財務規劃：
（一）經費需求。
（二）經費籌措及分配。
六、計畫之預期效應及績效評估。
七、其他相關配合措施及事項。
ௐα୧ 本法第六條所定相關機關、民間相關
團體及專家學者，應包含社會福利、地政、
都市計畫、建築、財政及其他有助於住宅計
畫擬訂或社會住宅事務評鑑等相關領域。
ௐ̣୧ 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所定定期查核，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受補貼戶資
格現況每三年至少檢核一次，並得視需要隨
時辦理。
ௐ̱୧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興辦事業計
畫，應包含下列事項：
一、評估分析計畫。
二、興建計畫。
三、營運管理計畫。
四、財務計畫。
五、設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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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其他興辦事業計畫相關文件。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二
條規定興辦社會住宅時，應依前項規定擬訂興
辦事業計畫，報經首長核准後辦理；於委託經
營管理後，應納入地方社會住宅評鑑。
ௐ˛୧ 住宅使用人依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
規定提出申訴之日期，以主管機關收受申訴
書之日期為準。但以掛號郵寄方式向主管機
關提出者，以交郵當日之郵戳為準。
ௐˣ୧ 住宅使用人依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
規定提出申訴時，應檢具申訴書，載明下列
事項，由申訴人或其代理人簽名或蓋章：
一、申訴人之姓名、出生年月日、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住居所、電話。
二、有申訴代理人者，其姓名、出生年月
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電話。
三、被申訴人。
四、申訴請求事項。
五、申訴之事實及理由。
六、證據。但無法提供者，免附。
七、申訴之日期。
申訴書不符合前項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
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訴人於文到之次日起二
十日內補正。
ௐ˝୧ 主管機關審議申訴事件應以書面審查
為原則，並依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辦
理；必要時，得通知有關機關、申訴人、被
申訴人或利害關係人到達指定處所陳述意
見。
前項申訴之決定，應自主管機關收受申訴書
之次日起九十日內為之，並應將申訴決定通知
申訴人及被申訴人。
ௐȈ୧ 原由中央主管機關為興建國民住宅已
取得且尚未開發之國有土地，得委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管理維護。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
第五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辦理相關土
地或設施更名登記，於公寓大廈管理條例施
行前申請建造執照之國民住宅社區，應依本
法第五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辦理。但國民住宅
出售當時之售價計算書載有各戶原持有面積
者，得依各該計算書所載面積計算其權利範
圍。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理仍有困難者，
得請求中央主管機關邀集相關機關（單位）及
住戶代表研商處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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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原由政府興建獨立使用之國民住宅
社區依本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理綠地
及法定空地外之空地更名登記時，其個別所
有權之比例，以各宗土地專有部分之樓地板
面積占該整體住宅社區全部屬於專有部分之
樓地板面積比例計算。
ௐȈˬ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
第五十一條第一項囑託地政機關辦理更名登
記時，應於囑託登記清冊註明應隨同移轉或
設定負擔之主建物建號。地政機關辦理前項
囑託登記時，應於該主建物標示部及辦理更
名登記之土地或建物所有權部註記應隨同移
轉或設定負擔之情形。
ௐȈα୧ 本細則自本法施行之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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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項權利人或實施者，提供土地、建築
物、他項權利或資金，參與或實施都市
更新事業，於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實施完
成後，按其更新前權利價值及提供資金
比例，分配更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
有部分或權利金。
ௐα୧ 都市更新處理方式，分為下列三種︰
一、重建︰係指拆除更新地區內原有建築
物，重新建築，住戶安置，改進區內公
共設施，並得變更土地使用性質或使用
密度。
二、整建︰係指改建、修建更新地區內建築
物或充實其設備，並改進區內公共設施。
三、維護︰係指加強更新地區內土地使用及
建築管理，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以保持
其良好狀況。

中華民國 87 年 11 月 11 日華總一義字第 8700232460
號總統令公布
中華民國 89 年 4 月 26 日華總一義字第 8900104420
號總統令修正第二條條文
中華民國 92 年 1 月 29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200015200
號總統令增訂第 22 條之 1 及第 25 條之 1 條文；
並修正第 3 條、第 9 條、第 12 條、第 19 條、第
22 條及第 3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4 年 6 月 2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092851 號令修正公布第 22 條之 1、第 25 條
之 1、第 27 條、第 40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5 年 5 月 1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69691 號令修正公布第 2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6 年 3 月 2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34641 號令修正公布第 25 條之 1 條文
中 華 民 國 96 年 7 月 4 日 總 統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ௐ˟ౢ!Հາгડ̝ထ!ؠ
09600085771 號令修正公布第 2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7 年 1 月 1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ௐ̣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都市
09700003911 號令修正公布第 8、10、12、13、16、
之發展狀況、居民意願、原有社會、經濟關
18～22、25 條之 1、29～32、36、40、43～45、
係及人文特色，進行全面調查及評估，劃定
50、52、60 條條文；並增訂第 19 條之 1、29 條之
更新地區，並視實際需要分別訂定都市更新
1、61 條之 1 條條文
計畫，表明下列事項，作為擬定都市更新事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業計畫之指導︰
0990011657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9、19 條之 1、29～
一、更新地區範圍。
30、32、36 條條文

ௐ˘ౢ!ᓁ!
ௐ˘୧ 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利
用，復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
共利益，特制定本條例。
本條例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之規定。
ௐ˟୧ 本條例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
ௐˬ୧ 本條例用語定義如下：
一、都市更新：係指依本條例所定程序，在
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
護措施。
二、都市更新事業：係指依本條例規定，在
更新地區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事業。
三、更新單元：係指更新地區內可單獨實施
都市更新事業之分區。
四、實施者：係指依本條例規定實施都市更
新事業之機關、機構或團體。
五、權利變換：係指更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
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二、基本目標與策略。
三、實質再發展。
四、劃定之更新單元或其劃定基準。
五、其他應表明事項。
ௐ̱୧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優先劃定為更新地區︰
一、建築物窳陋且非防火構造或鄰棟間隔不
足，有妨害公共安全之虞。
二、建築物因年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之虞、
建築物排列不良或道路彎曲狹小，足以
妨害公共交通或公共安全。
三、建築物未符合都市應有之機能。
四、建築物未能與重大建設配合。
五、具有歷史、文化、藝術、紀念價值，亟
須辦理保存維護。
六、居住環境惡劣，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
會治安。
ௐ˛୧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時，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視實際情況，迅行劃定更
新地區，並視實際需要訂定或變更都市更新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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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戰爭、地震、火災、水災、風災或其
具都市更新事業計畫辦理。
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
ௐȈ˘୧ 未經劃定應實施更新之地區，土地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
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促進其土地再開發
三、為配合中央或地方之重大建設。
利用或改善居住環境，得依主管機關所定更
前項更新地區之劃定或都市更新計畫之擬
新單元劃定基準，自行劃定更新單元，依前
定、變更，上級主管機關得指定該管直轄市、 條規定，申請實施該地區之都市更新事業。
縣（市）主管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 ௐȈ˟୧ 申請實施都市更新事業之人數與土
辦理。
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比例之計算，不包括下列
ௐˣ୧ 更新地區之劃定及都市更新計畫之擬
各款：
定或變更，未涉及都市計畫之擬定或變更
一、依法應予保存之古蹟及聚落。
者，送各級主管機關遴聘（派）學者、專家、 二、經協議保留，並經直轄市、縣（市）主
熱心公益人士及相關機關代表審議通過後，
管機關核准且登記有案之宗祠、寺廟、
公告實施之；其涉及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或細
教堂。
部計畫之擬定或變更者，依都市計畫法規定
三、經政府代管或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
程序辦理，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得一併辦理
規定由地政機關列冊管理者。
擬定或變更。
四、經法院囑託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
採整建或維護方式處理之更新地區，得逕由
產登記者。
各級主管機關劃定公告實施之，免依前項規定
五、祭祀公業土地。但超過三分之一派下員
辦理審議。
反對參加都市更新時，應予計算。
ௐȈˬ୧ 都市更新事業得以信託方式實施
ௐˬౢ!ౌξՀາְຽ̝၁߉!
之。其依第十條第二項或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計算所有權人人數比例，以委託人人數
ௐ˝୧ 經劃定應實施更新之地區，除本條例
計算。
另有規定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
自行實施或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都市更新事 ௐȈα୧ 都市更新事業機構以依公司法設立
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但都市更新事業係以
業機構、同意其他機關（構）為實施者，實
整建或維護方式處理者，不在此限。
施都市更新事業；其依第七條第一項劃定之
都市更新地區，並得由直轄市、縣（市）主 ௐỊ̏୧ 逾七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規定自行實施都市更
管機關合併數相鄰或不相鄰之更新單元實施
新事業時，應組織更新團體，訂定章程載明
之。
下列事項，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由上級主管機關逕為
機關核准︰
劃定應實施更新之地區，其都市更新事業之實
一、團體之名稱及辦公地點。
施，上級主管機關得準用前項規定辦理。
二、實施地區。
ௐȈ୧ 經劃定應實施更新之地區，其土地及
三、成員資格、幹部法定人數、任期、職責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得就主管機關劃定之更
及選任方式等事項。
新單元，或依所定更新單元劃定基準自行劃
四、有關會務運作事項。
定更新單元，舉辦公聽會，擬具事業概要，
連同公聽會紀錄，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 五、有關費用分擔、公告及通知方式等事
項。
主管機關核准，自行組織更新團體實施該地
六、其他必要事項。
區之都市更新事業，或委託都市更新事業機
前項更新團體應為法人；其設立、管理及解
構為實施者實施之。
散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之申請，應經該更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
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十分之 ௐȈ̱୧ 各級主管機關為審議都市更新事業
計畫、權利變換計畫及處理有關爭議，應分
一，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樓地
別遴聘（派）學者、專家、熱心公益人士及
板面積均超過十分之一之同意；其同意比例已
相關機關代表，以合議制及公開方式辦理
達第二十二條規定者，得免擬具都市更新事業
之；必要時，並得委託專業團體或機構協助
概要，並依第十五條及第十九條規定，逕行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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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技術性之諮商。
條規定舉辦公開展覽、公聽會及審議：
ௐȈ˛୧ 各級主管機關應設專業人員辦理都
（一）第二十一條第二款所定事項之變
市更新業務。
更，於依第二十二條規定徵求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實施都市更新
意，並經原實施者與新實施者辦理
事業得設置專責機構。
公證。
ௐȈˣ୧ 各級主管機關為推動都市更新事
（二）第二十一條第十一款所定事項之變
業，得設置都市更新基金。以整建或維護方
更，經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
式實施都市更新之規劃設計及實施經費，或
權人同意。
組織更新團體以重建方式實施都市更新事業
二、第二十一條第七款至第十款所定事項之
之規劃設計費，得以前項基金酌予補助之；
變更，經各級主管機關認定不影響原核
其申請要件、補助額度及辦理程序等事項之
定之都市更新事業計畫者，免舉辦公開
辦法或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展覽、公聽會及依第二十二條規定徵求
ௐȈ˝୧ 都市更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
同意。
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審議通 ௐ˟Ȉ୧ 都市更新事業計畫之擬定或變更，
過後核定發布實施；其屬依第七條第二項規
涉及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變更者，應於依法
定辦理之都市更新事業，得逕送中央主管機
變更主要計畫後，依第十九條規定辦理；其
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並即公告三十
僅涉及主要計畫局部性之修正，不違背其原
日及通知更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
規劃意旨者，或僅涉及細部計畫之擬定、變
所有權人、他項權利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
更者，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得先行依第十九條
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變更時，亦同。
規定程序發布實施，據以推動更新工作，相
擬訂或變更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
關都市計畫再配合辦理擬定或變更。
公聽會，聽取民眾意見。
ௐ˟Ȉ˘୧ 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應視其實際情
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更後，送各級主
形，表明下列事項：
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
一、計畫地區範圍。
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並舉
二、實施者。
辦公聽會；實施者已取得更新單元內全體私有
三、現況分析。
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公開
四、計畫目標。
展覽期間得縮短為十五日。
五、細部計畫及其圖說。
前二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
六、處理方式及其區段劃分。
登報周知，並通知更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
七、區內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含配置
之設計圖說。
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利人、囑託限制登記
八、整建或維護區段內建築物改建、修建、
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
維護或充實設備之標準及設計圖說。
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
九、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含建築物配
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見，由各級主管
置及設計圖說。
機關予以參考審議。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
十、都市設計或景觀計畫。
者，免再公開展覽。
十一、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
依第七條規定劃定之都市更新地區或採整
十二、拆遷安置計畫。
建、維護方式辦理之更新單元，實施者已取得
十三、財務計畫。
更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
十四、實施進度。
所有權人之同意者，於擬訂或變更都市更新事
十五、效益評估。
業計畫時，得免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不受
十六、申請獎勵項目及額度。
前三項規定之限制。
十七、相關單位配合辦理事項。
ௐȈ˝୧̝˘ 市更新事業計畫之變更，得採
十八、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下列簡化作業程序辦理：
一、有下列情形之一而辦理變更者，得逕由 ௐ˟Ȉ˟୧ 實施者擬定或變更都市更新事業
計畫報核時，其屬依第十條規定申請獲准實
各級主管機關核定發布實施之，免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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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都市更新事業者，除依第七條劃定之都市
更新地區，應經更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
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
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樓地板
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外，應經更新單
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均超過五分之三，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
合法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均超過三分之二之
同意；其屬依第十一條規定申請獲准實施都
市更新事業者，應經更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
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三分之
二，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樓
地板面積均超過四分之三之同意。但其私有
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均超過五
分之四同意者，其所有權人數不予計算。
前項人數與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比例之計
算，準用第十二條之規定。
各級主管機關對第一項同意比例之審核，除
有民法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第九十二條
規定情事或雙方合意撤銷者外，以都市更新事
業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所有權人不同意
公開展覽之都市更新事業計畫者，得於公開展
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但出具同意書與報核
時之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權利義務相同者，不在
此限。
ௐ˟Ȉ˟୧̝˘ 依第七條劃定之都市更新地
區，於實施都市更新事業時，其同一建築基
地上有數幢或數棟建築物，其中部分建築物
毀損而辦理重建、整建或維護時，得在不變
更其他幢或棟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人之區分所
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之情形下，以
各該幢或棟受損建築物所有權人之人數、所
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為計算基礎，
分別計算其同意之比例。
ௐ˟Ȉˬ୧ 實施者為擬定都市更新事業計畫
，得派員進入更新地區範圍內之公私有土地
或建築物實施調查或測量；其進入土地或建
築物，應先通知其所有權人、管理人或使用
人。
依前項辦理調查或測量時，應先報請當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但主管機關辦
理者，不在此限。
依第一項辦理調查或測量時，如必須遷移或
除去該土地上之障礙物，應先通知所有權人、
管理人或使用人，所有權人、管理人或使用人
因而遭受之損失，應予適當之補償；補償金額

由雙方協議之，協議不成時，由當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
ௐ˟Ȉα୧ 更新地區劃定後，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公告禁止更
新地區範圍內建築物之改建、增建或新建及
採取土石或變更地形。但不影響都市更新事
業之實施者，不在此限。
前項禁止期限，最長不得超過二年。
違反第一項規定者，當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限期命令其拆除、改建、停止使用
或恢復原狀。
ௐ˟Ị̏୧ 都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
段之土地，以權利變換方式實施之。但由主
管機關或其他機關辦理者，得以徵收、區段
徵收或市地重劃方式實施之；其他法律另有
規定或經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
意者，得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之。
以區段徵收方式實施都市更新事業時，抵價
地總面積占徵收總面積之比例，由主管機關考
量實際情形定之。
ௐ˟Ị̏୧̝˘ 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都市更
新事業，未能依前條第一項取得全體土地及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經更新單元
範圍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及私有合法建築物總
樓地板面積均超過五分之四之同意，就達成
合建協議部分，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對
於不願參與協議合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
得以權利變換方式實施之，或由實施者協議
價購；協議不成立者，得由實施者檢具協議
合建及協議價購之條件、協議過程等相關文
件，按徵收補償金額預繳承買價款，申請該
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徵收後，讓售
予實施者。
ௐ˟Ȉ̱୧ 都市更新事業計畫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定發布實施後，範圍內應
行整建或維護之建築物，其所有權人或管理
人，應依實施進度辦理。逾期未辦理，經限
期催告仍不辦理者，得由實施者辦理，其所
需費用由實施者計算其數額，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定後，通知建築物所有權
人或管理人依限繳納；逾期未繳納者，得移
送法院強制執行。
前項由實施者辦理時，其需申請建築執照
者，以實施者名義為之，並免檢附土地權利證
明文件。
ௐ˟Ȉ˛୧ 都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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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及建築物，應一律參加都市更新，並依都
實施者為擬訂或變更權利變換計畫，須進入
市更新事業計畫處理之，不受土地法第二十
權利變換範圍內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實施調
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二十八條、第
查或測量時，準用第二十三條規定辦理。
六十六條、預算法第二十五條、第二十六條、
權利變換計畫應表明之事項及權利變換實
第八十六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理法令相關規
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定之限制。
ௐ˟Ȉ˝୧̝˘ 權利變換計畫之變更，得採
公有土地及建築物為公用財產而須變更為
下列簡化作業程序辦理：
非公用財產者，應配合當地都市更新事業計
一、有下列情形之一而辦理變更者，得逕由
畫，由各該級政府之非公用財產管理機關逕行
各級主管機關核定發布實施之，免依第
變更為非公用財產，統籌處理，不適用國有財
十九條規定舉辦公開展覽、公聽會及審
產法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五條及地方政府公
議：
產管理法令之相關規定。
（一）計畫內容有誤寫、誤算或其他類此
前二項公有財產依下列方式處理：
之顯然錯誤之更正。
一、自行辦理、委託其他機關（構）辦理或
（二）參與分配人或實施者，其分配單元
信託予信託機構辦理更新。
或停車位變動，經變動雙方同意。
二、由信託機構為實施者以信託方式實施都
（三）依第十三條辦理時之信託登記。
市更新事業，應信託予該信託機構。
（四）權利變換期間辦理土地及建築物之
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他機關以
移轉、分割、設定負擔及抵押權、
徵收、區段徵收方式實施都市更新事業
典權、限制登記之塗銷。
時，辦理撥用。
（五）依地政機關地籍測量或建築物測量
四、以權利變換方式實施都市更新事業時，
結果釐正圖冊。
除按應有之權利價值選擇參與分配或領
（六）第二十一條第二款所定事項之變
取補償金外，並得讓售實施者。
更，經原實施者與新實施者辦理公
五、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時，得以標售或專
證。
案讓售予實施者；其採標售方式時，除
二、有下列情形之一而辦理變更者，得逕由
原有法定優先承購者外，實施者得以同
各級主管機關核定發布實施之，免依第
樣條件優先承購。
十九條規定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
六、其他法律規定之方式。
（一）原參與分配人表明不願繼續參與分
公有土地上之舊違章建築戶，如經協議納入
配，或原不願意參與分配者表明參
都市更新事業計畫處理，並給付管理機關不當
與分配，經主管機關認定不影響其
得利使用補償金及相關訴訟費用後，管理機關
他權利人之權益。
得與該舊違章建築戶達成訴訟上之和解。
（二）第二十一條第七款至第十款所定事
ௐ˟Ȉˣ୧ 各級主管機關或鄉（鎮、市）公
項之變更，經各級主管機關認定不
所因實施或參與都市更新事業取得之土地、
影響原核定之權利變換計畫。
建築物或權利，其處分或收益，不受土地法 ௐˬȈ୧ 實施權利變換時，權利變換範圍內
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各級
供公共使用之道路、溝渠、兒童遊樂場、鄰
政府財產管理規則相關規定之限制。
里公園、廣場、綠地、停車場等七項用地，
除以各該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得
ௐαౢ!ᝋӀតೱ!
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路、溝渠、河川等公
有土地抵充外，其不足土地與工程費用、權
ௐ˟Ȉ˝୧ 以權利變換方式實施都市更新
利變換費用、貸款利息、稅捐、管理費用及
時，實施者應於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
都市更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更負
實施後擬具權利變換計畫，依第十九條規定
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勵及容積移轉所支
程序辦理審議、公開展覽、核定及發布實施
付之費用，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利
等事項；變更時，亦同。但必要時，權利變
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利價值比
換計畫之擬訂報核，得與都市更新事業計畫
例共同負擔，並以權利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
一併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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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建築物折價抵付；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
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時，
得改以現金繳納。
前項權利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應共同
負擔之比例，由各級主管機關考量實際情形定
之。
權利變換範圍內未列為第一項共同負擔之
公共設施，於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時，除原有土
地所有權人提出申請分配者外，以原公有土地
應分配部分，優先指配；其仍有不足時，以折
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及建築物指配之。但公
有土地及建築物管理機關（構）或實施者得要
求該公共設施管理機構負擔所需經費。
第一項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基準，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ௐˬȈ˘୧ 權利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
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
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利變換前之權利價值比
例，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但其不願參與
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
面積單元，無法分配者，得以現金補償之。
依前項規定分配結果，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
築物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繳納差額價
金；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少於應分配之面
積者，應發給差額價金。
第一項規定現金補償於發放或提存後，由實
施者列冊送請各級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
關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
依第一項補償之現金及第二項規定應發給
之差額價金，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應定期
通知應受補償人領取；逾期不領取者，依法提
存之。
第二項應繳納之差額價金經各級主管機關
核定後限期繳納。
應繳納差額價金而未繳納者，其獲配之土地
及建築物不得移轉或設定負擔；違反者，其移
轉或設定負擔無效。但因繼承而辦理移轉者，
不在此限。
ௐˬȈ˟୧ 權利變換計畫書核定發布實施後
二個月內，土地所有權人對其權利價值有異
議時，應以書面敘明理由，向各級主管機關
提出，各級主管機關應於受理異議後三個月
內審議核復。但因情形特殊，經各級主管機
關認有委託專業團體或機構協助作技術性諮
商之必要者，得延長審議核復期限三個月。
當事人對審議核復結果不服者，得依法提請

行政救濟。
前項異議處理或行政救濟期間，實施者非經
主管機關核准，不得停止都市更新事業之進
行。
前二項異議處理或行政救濟結果與原評定
價值有差額部分，由當事人以現金相互找補。
第一項審議核復期限，應扣除各級主管機關委
託專業團體或機構協助作技術性諮商及實施
者委託專業團體或機構重新查估權利價值之
時間。
ௐˬȈˬ୧ 實施權利變換地區，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於權利變換計畫書核定
後，公告禁止下列事項。但不影響權利變換
之實施者，不在此限︰
一、土地及建築物之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
二、建築物之改建、增建或新建及採取土石
或變更地形。
前項禁止期限，最長不得超過二年。
違反第一項規定者，當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限期命令其拆除、改建、停止使用
或恢復原狀。
ௐˬȈα୧ 依權利變換計畫申請建築執照，
得以實施者名義為之，並免檢附土地、建物
及他項權利證明文件。
ௐˬỊ̏୧ 權利變換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
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自分配結果確定之日
起，視為原有。
ௐˬȈ̱୧ 權利變換範圍內應行拆除遷移之
土地改良物，由實施者公告之，並通知其所
有權人、管理人或使用人，限期三十日內自
行拆除或遷移；屆期不拆除或遷移者，實施
者得予代為或請求當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代為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有代為拆除或遷移之義務；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並應訂定期限辦理強制拆除或遷
移，期限以六個月為限。其因情形特殊有正
當理由者，得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延長六
個月，並以二次為限。但應拆除或遷移之土
地改良物為政府代管或法院強制執行者，實
施者應於拆除或遷移前，通知代管機關或執
行法院為必要之處理。
前項因權利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良
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其補
償金額由實施者查定之，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
在應領補償金額內扣回；對補償金額有異議
時，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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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ˬȈ˛୧ 權利變換範圍內出租之土地及建
築物，因權利變換而不能達到原租賃之目的
者，租賃契約終止，承租人並得依下列規定
向出租人請求補償。但契約另有約定者，從
其約定︰
一、出租土地係供為建築房屋者，承租人得
向出租人請求相當一年租金之補償，所
餘租期未滿一年者，得請求相當所餘租
期租金之補償。
二、前款以外之出租土地或建築物，承租人
得向出租人請求相當二個月租金之補
償。
權利變換範圍內出租之土地訂有耕地三七
五租約者，應由承租人選擇依第三十九條或耕
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十七條規定辦理，不適用
前項之規定。
ௐˬȈˣ୧ 權利變換範圍內設定地役權之土
地，該地役權消滅。
前項地役權之設定為有償者，地役權人得向
土地所有權人請求相當補償；補償金額如發生
爭議時，準用第三十二條規定辦理。
ௐˬȈ˝୧ 權利變換範圍內合法建築物及設
定地上權、永佃權或耕地三七五租約之土
地，由土地所有權人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地上權人、永佃權人或耕地三七五租約
之承租人於實施者擬定權利變換計畫前，自
行協議處理。
前項協議不成，或土地所有權人不願或不能
參與分配時，由實施者估定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之權利價值及地上權、永佃權、或耕地三七五
租約價值，於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及建
築物權利範圍內，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地上
權、永佃權或耕地三七五租約價值占原土地價
值比例，分配予各該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地
上權人、永佃權人或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
納入權利變換計畫內。其原有之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地上權、永佃權或耕地三七五租約消滅
或終止。
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地上
權人、永佃權人或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對前
項實施者估定之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之價值及
地上權、永佃權或耕地三七五租約價值有異議
時，準用第三十二條規定辦理。
第二項之分配，視為土地所有權人獲配土地
後無償移轉；其土地增值稅準用第四十六條第
三款規定減徵並准予記存，由合法建築物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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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地上權人、永佃權人或耕地三七五租約
承租人於權利變換後再移轉時，一併繳納之。
ௐαȈ୧ 權利變換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經設
定抵押權、典權或限制登記，除自行協議消
滅者外，由實施者列冊送請各級主管機關囑
託該管登記機關，於權利變換後分配土地及
建築物時，按原登記先後，登載於原土地或
建築物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其
為合併分配者，抵押權、典權或限制登記之
登載，應以權利變換前各宗土地或各幢（棟）
建築物之權利價值，計算其權利價值。
土地及建築物依第三十一條第三項及第三
十六條第二項規定辦理補償時，其設有抵押
權、典權或限制登記者，由實施者在不超過原
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應得補償之數額內，代
為清償、回贖或提存後，消滅或終止，並由實
施者列冊送請各級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
關辦理塗銷登記。
ௐαȈ˘୧ 權利變換範圍內占有他人土地之
舊違章建築戶處理事宜，由實施者提出處理
方案，納入權利變換計畫內一併報核；有異
議時，準用第三十二條規定辦理。
ௐαȈ˟୧ 權利變換範圍內，經權利變換分
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實施者應以書面分別通
知受配人，限期辦理接管；逾期不接管者，
自限期屆滿之翌日起，視為已接管。
ௐαȈˬ୧ 經權利變換之土地及建築物，實
施者應依據權利變換結果，列冊送請各級主
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理權利變更或塗
銷登記，換發權利書狀；未於規定期限內換
領者，其原權利書狀由該管登記機關公告註
銷。

ௐ̣ౢ!ረӄ!
ௐαȈα୧ 都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
基地，得視都市更新事業需要，依下列原則
給予適度之建築容積獎勵：
一、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
物，其原建築容積高於法定容積者，得
依原建築容積建築。
二、更新後提供社區使用之公益設施，該公
益設施之樓地板面積不予計算容積。經
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設施，其產權
無償登記為公有者，除不計入容積外，
並得適度增加其建築容積。
三、主管機關依第六條或第七條規定優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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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行劃定之更新地區，在一定時程內申
請實施更新者，給予適度之容積獎勵。
四、其他為促進都市更新事業之辦理，經地
方主管機關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
五、前四款容積獎勵後，多數原土地及建築
物所有權人分配之建築物樓地板面積仍
低於當地居住樓地板面積平均水準者，
得適度增加其建築容積。
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劃定之更新地
區，於實施都市更新事業時，其建築物高度，
除因飛航安全管制外，不受建築法令及都市計
畫法令之建築高度限制；其建蔽率得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議通過，按原建蔽率
建築。
第一項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ௐαỊ̏୧ 更新地區範圍內公共設施保留
地、依法應予保存及獲准保留之建築所坐落
之土地或街區，或其他為促進更有效利用之
土地，其建築容積得一部或全部轉移至其他
建築基地建築使用，並準用依都市計畫法第
八十三條之一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可移出容
積訂定方式、可移入容積地區範圍、接受基
地可移入容積上限、換算公式、移轉方式及
作業方法等規定辦理。
前項建築容積經全部轉移至其他建築基地
建築使用者，其原為私有之土地應登記為公
有。
ௐαȈ̱୧ 更新地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依
下列規定減免稅捐︰
一、更新期間土地無法使用者，免徵地價稅
；其仍可繼續使用者，減半徵收。但未
依計畫進度完成更新且可歸責於土地所
有權人之情形者，依法課徵之。
二、更新後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徵收二年。
三、依權利變換取得之土地及建築物，於更
新後第一次移轉時，減徵土地增值稅及
契稅百分之四十。
四、不願參加權利變換而領取現金補償者，
減徵土地增值稅百分之四十。
五、實施權利變換應分配之土地未達最小分
配面積單元，而改領現金者，免徵土地
增值稅。
六、實施權利變換，以土地及建築物抵付權
利變換負擔者，免徵土地增值稅及契稅。
ௐαȈ˛୧ 以更新地區內之土地為信託財

產，訂定以委託人為受益人之信託契約者，
不課徵贈與稅。
前項信託土地，因信託關係而於委託人與受
託人間移轉所有權者，不課徵土地增值稅。
ௐαȈˣ୧ 以更新地區內之土地為信託財產
者，於信託關係存續中，以受託人為地價稅
或田賦之納稅義務人。
前項土地應與委託人在同一直轄市或縣
（市）轄區內所有之土地合併計算地價總額，
依土地稅法第十六條規定稅率課徵地價稅，分
別就各該土地地價占地價總額之比例，計算其
應納之地價稅。但信託利益之受益人為非委託
人且符合下列各款規定者，前項土地應與受益
人在同一直轄市或縣（市）轄區內所有之土地
合併計算地價總額︰
一、受益人已確定並享有全部信託利益者。
二、委託人未保留變更受益人之權利者。
ௐαȈ˝୧ 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都市更新事
業機構投資於經主管機關劃定應實施都市更
新地區之都市更新事業，得按其投資總額百
分之二十範圍內，抵減其都市更新事業計畫
完成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當年度不
足抵減時，得在以後四年度抵減之。
前項投資抵減，其每一年度得抵減總額，以
不超過該公司當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
百分之五十為限。但最後年度抵減金額，不在
此限。
第一項投資抵減之適用範圍，由財政部會商
內政部定之。
ௐ̣Ȉ୧ 證券管理機關得視都市更新事業計
畫財源籌措之需要，核准設立都市更新投資
信託公司，發行都市更新投資信託受益憑
證，募集都市更新投資信託基金。
前項都市更新投資信託公司之設置、監督及
管理之辦法，由證券管理機關定之。
第一項受益憑證之發行、募集及買賣，應依
證券交易法之規定辦理。
都市更新投資信託公司募集之都市更新投
資信託基金，應以投資信託基金專戶存放於信
託機構，其運用基金取得之財產並應信託予該
信託機構，與都市更新投資信託公司及信託機
構之自有財產分別獨立。都市更新投資信託公
司及信託機構就其自有財產所負債務，其債權
人不得對於基金資產請求扣押或行使其他權
利。
ௐ̣Ȉ˘୧ 都市更新投資信託基金之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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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及管理，由證券管理機關定之。
證券交易法第三十六條、第三十九條、第六
十四條及第六十六條之規定，於申請募集都市
更新投資信託基金之都市更新投資信託公司
準用之。
證券交易法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四條及第五
十六條之規定，於前項公司之人員準用之。
ௐ̣Ȉ˟୧ 實施者為新設立公司，並以經營
都市更新事業為業者，得公開招募股份；其
發起人應包括不動產投資開發專業公司及都
市更新事業計畫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及地上權人，且持有股份總數不得低於該
新設立公司股份總數之百分之三十，並應報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其屬公開招募新設立
公司者，應檢具各級主管機關已核定都市更
新事業計畫之證明文件，向證券管理機關申
報生效後，始得為之。
前項公司之設立，應由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內
土地、合法建築物之所有權人及地上權人，優
先參與該公司之發起。
實施者為經營不動產投資開發之上市公
司，為籌措都市更新事業計畫之財源，得發行
指定用途之公司債，不受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七
條之限制。
前項經營不動產投資開發之上市公司於發
行指定用途之公司債時，應檢具各級主管機關
核定都市更新事業計畫之證明文件，向證券管
理機關申報生效後，始得為之。
ௐ̣Ȉˬ୧ 因實施都市更新事業而興修之重
要公共設施，除本條例另有規定外，實施者
得要求該公共設施之管理者負擔該公共設施
興修所需費用之全部或一部；其費用負擔應
於都市更新事業計畫中訂定。
更新地區範圍外必要之關聯性公共設施，各
該主管機關應配合更新進度，優先興建，並實
施管理。

ௐ̱ౢ!Ⴞ༛̈́გந!
ௐ̣Ȉα୧ 實施者依第十條或第十一條規定
實施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應自獲准之日起一
年內，擬具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報核；逾期未
報核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撤銷
其更新核准。但不可歸責於實施者之事由而
遲誤之期間，應予扣除。
因故未能於前項期限內擬具都市更新事業
計畫報核者，得敘明理由申請展期；展期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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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每次不得超過六個月，並以二次為限。
ௐ̣Ị̏୧ 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核定後，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隨時或
定期檢查實施者對該事業計畫之執行情形。
ௐ̣Ȉ̱୧ 前條之檢查發現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限期令其
改善或勒令其停止營運並限期清理；必要
時，並得派員監管、代管或為其他必要之處
理︰
一、違反或擅自變更章程、事業計畫或權利
變換計畫。
二、業務廢弛。
三、事業及財務有嚴重缺失。
實施者不遵從前項命令時，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撤銷其更新核准，並得強制接管；
其接管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實施者應於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完
成後六個月內，檢具竣工書圖及更新成果報
告，送請當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備查。

ௐ˛ౢ!ჳ!
ௐ̣Ȉˣ୧ 不依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或第三十
三條第三項規定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
復原狀者，處新台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
拆除或採取恢復原狀措施，費用由土地或建
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理人負擔。
ௐ̣Ȉ˝୧ 實施者無正當理由拒絕、妨礙或
規避第五十五條之檢查者，處新台幣六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之。
ௐ̱Ȉ୧ 前二條所定罰鍰，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處罰之。

ௐˣౢ!!ܢ
ௐ̱Ȉ˘୧ 本條例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ௐ̱Ȉ˘୧̝˘ 都市更新案實施者申請建造
執照，其法規之適用，以擬定都市更新事業
計畫報核日為準，並應自擬定都市更新事業
計畫經核定之日起二年內為之。
以權利變換計畫實施，且其權利變換計畫與
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分別報核者，得依前項規定
延長一年。
未依前二項規定期限申請者，其法規之適
用，以申請建造執照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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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更新事業概要、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權利
變換計畫及其執行事項，直轄市、縣（市）政
府怠於或遲未處理時，實施者得向中央主管機
關請求處理，中央主管機關應即邀集有關機關
（構）、實施者及相關權利人協商處理，必要
時並得由中央主管機關逕行審核處理。
ௐ̱Ȉ˟୧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都市更新條例施行細則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
內政部 88.05.21 台內營字第 8873281 號令訂定
內政部 97.01.03 台內營字第 0960808166 號令修正
第 5 條、第 9 條；新增第 5 條之 1、第 9 條之 1
內政部 97.9.12 台內營字第 0970807013 號令修正第
2 條、第 3 條、第 9 條之 1、第 10 條、第 11 條、
第 14 條、第 17 條；新增第 12 條之 1
內政部 99.5.3 台內營字第 0990802920 號令修正第 5
條之 1、第 15 條條文
內政部 103.4.25 台內營字第 1030804047 號令修正部
分條文

ௐ˘୧ 本細則依都市更新條例 （以下簡稱本
條例） 第六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條例第八條所定公告，於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三十日內為之，
並將公告地點及日期刊登當地政府公報或新
聞紙三日。公告期間不得少於三十日。
ௐ˟୧̝˘ 實施者應於適當地點提供諮詢服
務，並於專屬網頁、政府公報、電子媒體、
平面媒體或會議以適當方式充分揭露更新相
關資訊。
ௐˬ୧ 更新地區之劃定及都市更新計畫之擬
定或變更，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七條
第二項規定逕為辦理時，其未涉及都市計畫
之擬定或變更並經審議通過者，交當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於三十日內依前條規
定公告實施之。
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未依前項規
定之期限公告實施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代為公
告實施之。
ௐα୧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九條規定委
託都市更新事業機構或同意其他機關（構）
為實施者時，應規定期限令其擬具都市更新
事業計畫報核。
前項實施者逾期且經催告仍未報核者，各該
主管機關得另行辦理委託或同意其他機關
（構）為實施者。
ௐ̣୧ 更新單元之劃定，應考量原有社會、
經濟關係及人文特色之維繫、整體再發展目
標之促進、更新處理方式之一致性、公共設
施負擔之公平性及土地權利整合之易行性等
因素。
ௐ̣୧̝˘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九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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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都市更新事業機構為
實施者，其委託作業，得委任所屬機關、委
託其他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辦理。
前項委託作業，包括公開評選、議約、簽約、
履約執行及其他有關事項。
第一項公開評選程序，得準用促進民間參與
公共建設法有關申請及審核程序之規定。
ௐ̱୧ 依本條例第十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
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舉辦公聽會時，應邀請有
關機關、學者專家及當地居民代表及通知更
新單元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
權利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
權人參加，並以傳單周知更新單元內門牌戶。
前項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於十日前刊登當
地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三日，並以專屬網頁周知
及張貼於當地村（里）辦公處之公告牌。
ௐ˛୧! 公聽會程序之進行，應公開以言詞為
之。
ௐˣ୧ 本條例第十條第一項所定事業概要，
應參照本條例第二十一條所列事項摘要表明
之。
ௐˣ୧̝˘ 依本條例第十條或第十一條申請
核准實施都市更新事業之案件，申請人或土
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應將都市更新事業
概要連同公聽會紀錄及土地、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人意見綜整處理表，送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十六條組成之組織審
議；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審議前，以書面載
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直轄巿、縣（巿）
主管機關提出意見，併同參考審議。
ௐˣ୧̝˟ 各級主管機關辦理審議事業概
要、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權利變換計畫及處
理有關爭議時，與案情有關之人民或團體代
表得列席陳述意見。
ௐ˝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理土地
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依本條例第十條或第
十一條規定申請核准實施都市更新事業之案
件，應自受理收件日起六十日內完成審核。
但情形特殊者，得延長審核期限一次，最長
不得逾六十日。
前項申請案件經審查不合規定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敘明理由駁回其申請；其
得補正者，應詳為列舉事由，通知申請人限期
補正，屆期未補正或經通知補正仍不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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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駁回其申請。
第一項審核期限，應扣除申請人依前項補正
通知辦理補正之時間。
申請人對於審核結果有異議者，得於接獲通
知之翌日起三十日內提請覆議，以一次為限，
逾期不予受理。
ௐ˝୧̝˘ 各級主管機關受理實施者依本條
例第十九條或第二十九條規定，申請核定都
市更新事業計畫或權利變換計畫之案件，應
自受理收件日起六個月內完成審核。但情形
特殊者，得延長審核期限一次，最長不得逾
六個月。
前項申請案件經審查不合規定者，各該主管
機關應敘明理由駁回其申請；其得補正者，應
詳為列舉事由，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
補正或經通知補正仍不符規定者，駁回其申
請。
第一項審核期限，應扣除實施者依前項補正
通知辦理補正及依各級主管機關審議結果修
正計畫之時間。
實施者對於審核結果有異議者，得於接獲通
知之翌日起三十日內提請覆議，以一次為限，
逾期不予受理。
ௐȈ୧ 各級主管機關審議都市更新事業計
畫、權利變換計畫或審議核復有關異議時，
認有委託專業團體或機構協助作技術性諮商
之必要者，於徵得實施者同意後，由其負擔
技術性諮商之相關費用。
ௐȈ˘୧ 依本條例第十九條第三項辦理三十
日公開展覽時，各級主管機關應將公開展覽
日期及地點，刊登當地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三
日，並張貼於當地村（里）辦公處之公告牌。
人民或團體於前項公開展覽期間內提出書
面意見者，以意見書送達或郵戳日期為準。
ௐȈ˘୧̝˘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十九
條、第十九條之一、第二十九條及第二十九
條之一規定核定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及權利變
換計畫前，應舉行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核定
前，應斟酌聽證全部結果，並說明採納或不
採納之理由。
ௐȈ˘୧̝˟ 依本條例第十九條第一項所為
之通知，應連同已核定之計畫送達更新單元
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利人、
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

依本條例第十九條第四項所為之通知，應連
同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及相關資訊送達前項之
人。
前二項應送達之計畫，得以書面製作或光碟
片儲存。
ௐȈ˟୧ 本條例第二十條所定都市更新事業
計畫之擬定或變更，僅涉及主要計畫局部性
之修正不違背其原規劃意旨者，應符合下列
情形：
一、除八公尺以下計畫道路外，其他各項公
共設施用地之總面積不減少者。
二、各種土地使用分區之面積不增加，且不
影響其原有機能者。
ௐȈ˟୧̝˘ 本條例第二十條所稱據以推動
更新工作，指依都市更新事業計畫辦理都市
計畫樁測定、地籍分割測量、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及建築執照核發及其他相關工作；所稱
相關都市計畫再配合辦理擬定或變更，指都
市計畫應依據已核定發布實施之都市更新事
業計畫辦理擬定或變更。
ௐȈˬ୧ 本條例第二十一條第五款及第七款
至第九款所定圖說，其比例尺不得小於五百
分之一。
ௐȈα୧ 本條例第二十一條第十七款所稱相
關單位配合辦理事項，指相關單位依本條例
第五十三條規定配合負擔都市更新地區內之
公共設施興修費用、配合興修更新地區範圍
外必要之關聯性公共設施及其他事項。
ௐỊ̏୧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或實施
者，依本條例第十條第二項或第二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取得之同意，應檢附下列證明文件：
一、土地及合法建築物之權利證明文件：
（一）地籍圖謄本或其電子謄本。
（二）土地登記謄本或其電子謄本。
（三）建物登記謄本或其電子謄本，或合
法建物證明。
二、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出具之
同意書。
前項第一款謄本及電子謄本，以於都市更新
事業概要或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報核之日所核
發者為限。
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之合法建物證明，其因
災害受損拆除之合法建築物，或更新單元內之
合法建築物，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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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先行拆除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
核發證明文件證明之。
ௐȈ̱୧! 本條例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十
三條第一項及第三十六條第一項所定公告，
應將公告地點刊登當地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三
日，並張貼於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
市、區）公所及當地村（里）辦公處之公告
牌。
ௐȈ˛୧ 本條例第二十四條第三項命令拆
除、停止使用或恢復原狀、第二十六條第一
項繳納費用、第三十一條第四項領取補償現
金及差額價金、第五項繳納差額價金及第三
十三條第三項命令拆除、停止使用或恢復原
狀之期限，均以三十日為限。
ௐȈˣ୧ 本條例第二十六條第一項所定限期
催告、通知建築物所有權人或管理人依限繳
納及移送法院強制執行之規定，均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辦理；所定限期催告
辦理之期限，以三個月為限。
ௐȈ˝୧ 以信託方式實施之都市更新事業，
其計畫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為
國有者，應以中華民國為信託之委託人及受
益人；為直轄市有、縣（市）有或鄉（鎮、
市）有者，應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為信託之
委託人及受益人。
ௐ˟Ȉ୧ 公有土地及建築物以信託方式辦理
更新時，各該管理機關應與信託機構簽訂信
託契約。
前項信託契約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委託人、受託人及受益人之名稱及住
所。
二、信託財產之種類、名稱、數量及權利範
圍。
三、信託目的。
四、信託關係存續期間。
五、信託證明文件。
六、信託財產之移轉及登記。
七、信託財產之經營管理及運用方法。
八、信託機構財源籌措方式。
九、各項費用之支付方式。
十、信託收益之收取方式。
十一、信託報酬之支付方式。
十二、信託機構之責任。
十三、信託事務之查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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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修繕準備及償還債務準備之提撥。
十五、信託契約變更、解除及終止事由。
十六、信託關係消滅後信託財產之交付及債
務之清償。
十七、其他事項。
ௐ˟Ȉ˘୧ 本條例第四十六條第一款所稱更
新期間，指都市更新事業計畫發布實施後，
都市更新事業實際施工期間；所定土地無法
使用，以重建或整建方式實施更新者為限。
前項更新期間及土地無法使用，由實施者申
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後，轉送主
管稅捐稽徵機關依法辦理地價稅之減免。
本條例第四十六條第一款但書所定未依計
畫進度完成更新且可歸責於土地所有權人之
情形，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後，
送請主管稅捐稽徵機關依法課徵地價稅。
ௐ˟Ȉ˟୧ 本條例第四十六條第二款所定更
新後地價稅之減徵，指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依前條第二項認定之更新期間截止日
之次年起，二年內地價稅之減徵；所定更新
後房屋稅之減徵，指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依前條第二項認定之更新期間截止日之
次月起，二年內房屋稅之減徵。
ௐ˟Ȉˬ୧ 更新地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依
本條例第四十六條規定減免稅捐時，應由實
施者列冊，檢同有關證明文件，向主管稅捐
稽徵機關申請辦理；減免原因消滅時，亦同。
ௐ˟Ȉα୧ 本條例第五十一條第三項所定都
市更新投資信託公司之人員，指辦理都市更
新投資信託受益憑證之募集及發行，或對於
都市更新投資信託基金之運用提供研究、分
析、建議，或執行買賣決策及內部稽核之相
關業務人員。
ௐ˟Ị̏୧ 本條例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所定不
動產投資開發專業公司，係指經營下列業務
之一之公司：
一、都市更新業務。
二、住宅及大樓開發租售業務。
三、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務。
四、特定專用區開發業務。
五、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務。
六、新市鎮或新社區開發業務。
七、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辦業務。
ௐ˟Ȉ̱୧ 本條例第五十五條所定之定期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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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至少每六個月應實施一次，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要求實施者提供有關都市
更新事業計畫執行情形之詳細報告資料。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
條例第五十六條第一項規定限期令實施者改
善時，應以書面載明下列事項通知實施者：
一、缺失之具體事實。
二、改善缺失之期限。
三、改善後應達到之標準。
四、逾期不改善之處理。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審酌所發生缺
失對都市更新事業之影響程度及實施者之改
善能力，訂定適當之改善期限。
ௐ˟Ȉˣ୧ 實施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依本條例第五十六條第一項規定限期改
善後，屆期未改善或改善無效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同條項規定勒令實施
者停止營運、限期清理，並以書面載明下列
事項通知實施者：
一、勒令停止營運之理由。
二、停止營運之日期。
三、限期清理完成之期限。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審酌都市更新
事業之繁雜程度及實施者之清理能力，訂定適
當之清理完成期限。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
條例第五十六條第一項規定派員監管或代管
時，得指派適當機關（構）或人員為監管人
或代管人，執行監管或代管任務。
監管人或代管人為執行前項任務，得遴選
人員、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派員
或調派其他機關（構）人員，組成監管小組
或代管小組。
ௐˬȈ୧ 實施者受直轄市、縣 （市） 主管
機關之監管或代管處分後，對監管人或代管
人執行職務所為之處置，應密切配合，對於
監管人或代管人所為之有關詢問，有據實答
覆之義務。
ௐˬȈ˘୧ 監管人之任務如下：
一、監督及輔導實施者恢復依原核定之章
程、事業計畫或權利變換計畫繼續實施
都市更新事業。
二、監督及輔導實施者改善業務，並協助恢
復正常營運。

三、監督及輔導事業及財務嚴重缺失之改
善。
四、監督實施者相關資產、權狀、憑證、合
約及權利證書之控管。
五、監督及輔導都市更新事業之清理。
六、其他有關監管事項。
ௐˬȈ˟୧ 代管人之任務如下：
一、代為恢復依原核定之章程、事業計畫或
權利變換計畫繼續實施都市更新事業。
二、代為改善業務，並恢復正常營運。
三、代為改善事業及財務之嚴重缺失。
四、代為控管實施者相關資產、權狀、憑
證、合約及權利證書。
五、代為執行都市更新事業之清理。
六、其他有關代管事項。
ௐˬȈˬ୧ 監管人或代管人得委聘具有專門
學識經驗之人員協助處理有關事項。
ௐˬȈα୧ 因執行監管或代管任務所發生之
費用，由實施者負擔。
ௐˬỊ̏୧ 受監管或代管之實施者符合下列
情形之一，監管人或代管人得報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終止監管或代管：
一、已恢復依照原經核定之章程、事業計畫
或權利變換計畫繼續實施都市更新事業
者。
二、已具體改善業務，並恢復正常營運者。
三、已具體改善事業及財務之嚴重缺失，並
能維持健全營運者。
ௐˬ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
條例第五十六條第二項規定撤銷實施者之更
新核准時，應以書面載明下列事項通知實施
者及主管稅捐稽徵機關：
一、不遵從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限期
改善或停止營運、限期清理命令之具體
事實。
二、撤銷更新核准之日期。
ௐˬȈ˛୧ 本條例第五十七條所定竣工書
圖，包括下列資料：
一、重建區段內建築物竣工平面、立面書圖
及照片。
二、整建或維護區段內建築物改建、修建、
維護或充實設備之竣工平面、立面書圖
及照片。
三、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之竣工書圖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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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ௐˬȈˣ୧ 本條例第五十七條所定更新成果
報告，包括下列資料：
一、更新前後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成果差異
分析報告。
二、更新前後建築物重建、整建或維護成果
差異分析報告。
三、原住戶拆遷安置成果報告。
四、權利變換有關分配結果清冊。
五、財務結算成果報告。
六、後續管理維護之計畫。
ௐˬȈˣ୧̝˘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
四月二十六日修正生效前已申請或報核尚未
核准或核定之事業概要、都市更新事業計畫
及權利變換計畫，於一百零三年四月二十六
日修正生效前，已踐行之公開展覽、公聽會
或審議等程序，適用修正前規定；未完成踐
行之程序，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ௐˬȈ˝୧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四月二十五日
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零三年四月二十六日
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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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實施辦法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
辦法
中華民國 88 年 3 月 31 日內政部（88）台內營字第
8872653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28 條
中 華 民 國 91 年 8 月 1 日 內 政部 台 內營 字 第
0910085352 號令修正發布第 8 條條文；並增訂第
7-1、7-2 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95 年 3 月 3 日 內 政部 台 內營 字 第
0950800506 號令修正發布第 6、7-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18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60807728 號令修正發布第 7-2、8 條條文；並
增訂第 7-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7 年 8 月 25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70806393 號令修正發布第 3、4、7-1、11、13、
17、23、24、2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16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20813949 號令修正發布第 13 條條文；並增訂
第 7-4 條條文

ௐ˘୧ 本辦法依都市更新條例（以下簡稱本
條例）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辦法所稱權利變換關係人，係指依
本條例第三十九條規定辦理權利變換之合法
建築物所有權人、地上權人、永佃權人及耕
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
ௐˬ୧ 權利變換計畫應表明之事項如下：
一、實施者姓名及住所或居所；其為法人或
其他機關（構）者，其名稱及事務所或
營業所所在地。
二、實施權利變換地區之範圍及其總面積。
三、權利變換範圍內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
登記地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路、
溝渠、河川等公有土地之面積。
四、更新前原土地所有權人及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人、他項權利人、耕地三七五租約
承租人、限制登記權利人、占有他人土
地之舊違章建築戶名冊。
五、土地、建築物及權利金分配清冊。
六、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所定費
用。
七、依本條例第三十條第一項各土地所有權
人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及建築物或
現金。
八、各項公共設施之設計施工基準及其權屬

P‐9‐1

。
九、工程施工進度與土地及建築物產權登記
預定日期。
十、不願或不能參與權利變換分配之土地所
有權人名冊。
十一、依本條例第三十六條第二項土地改良
物因拆除或遷移應補償之價值或建築
物之殘餘價值。
十二、公開抽籤作業方式。
十三、更新後更新範圍內土地分配圖及建築
物配置圖。其比例尺不得小於五百分
之一。
十四、更新後建築物平面圖、剖面圖、側視
圖、透視圖。
十五、更新後土地及建築物分配面積及位置
對照表。
十六、地籍整理計畫。
十七、本條例第四十一條之舊違章建築戶處
理方案。
十八、其他經各級主管機關規定應表明之事
項。
前項第五款之土地、建築物及權利金分配清
冊應包括下列事項：
一、更新前各宗土地之標示。
二、依第六條及第七條估定之權利變換前各
宗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之權利價值
及地上權、永佃權及耕地三七五租約價
值。
三、依第六條估定之更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
應有部分及權利變換範圍內其他土地之
價值。
四、更新後得分配土地及建築物之土地所有
權人及權利變換關係人名冊。
五、土地所有權人或權利變換關係人應分配
土地及建築物標示及無法分配者應補償
之金額。
六、土地所有權人、權利變換關係人與實施
者達成分配權利金之約定事項。
ௐα୧ 實施者依本條例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報請核定時，應檢附權利變換計畫及下列
文件：
一、經各級主管機關委託、同意或核准為實
施者之證明文件。
二、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都市更新事業計畫
之證明文件。但與都市更新事業計畫一
併辦理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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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權利變換公聽會紀錄及處理情形。
四、其他經各級主管機關規定應檢附之相關
文件。
ௐ̣୧ 實施者為擬定權利變換計畫，應就土
地所有權人及權利變換關係人之下列事項進
行調查：
一、參與分配更新后土地及建築物之意願。
二、更新后土地及建築物分配位置之意願。
ௐ̱୧ 權利變換前各宗土地及更新後建築物
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及權利變換範圍內其他土
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利價值，由實施者委託
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前項專業估價者，指不動產估價師或其他
依法律得從事不動產估價業務者。
ௐ˛୧ 本條例第三十九條第二項由實施者估
定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之權利價值及地上權、
永佃權或耕地三七五租約價值者，由實施者
協調土地所有權人及權利變換關係人定之，
協調不成時，準用前條規定估定之。
前項估定之價值，應包括本條例第三十九
條第四項准予記存之土地增值稅。
ௐ˛୧̝˘ 本條例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
定之現金補償數額，以依第六條評定之權利
變換前權利價值依法定清償順序扣除應納之
土地增值稅、田賦、地價稅及房屋稅後計算；
實施者應於實施權利變換計畫公告時，造具
清冊檢同有關資料，向主管稅捐稽徵機關申
報土地移轉現值。
前項補償金，由實施者於權利變換計畫發
布實施之日起二個月內，通知受補償人於通
知之日起三十日內領取。
ௐ˛୧̝˟ 權利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及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於權利變換後未受土地
及建築物分配或不願參與分配者，其應領之
補償金於發放或提存後，由實施者列冊送請
主管機關囑託登記機關辦理所有權移轉登
記。其土地或合法建築物經設定抵押權、典
權或辦竣限制登記者，應予塗銷。登記機關
辦理塗銷登記後，應通知權利人或囑託限制
登記之法院或機關。
前項補償金發放期限，準用前條第二項規
定。
ௐ˛୧̝ˬ 實施者於依本條例第三十九條第
二項估定地上權、永佃權或耕地三七五租約
價值，於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
物權利範圍內，按地上權、永佃權或耕地三

七五租約價值占原土地價值比例，分配予各
該地上權人、永佃權人或耕地三七五租約承
租人時，如地上權人、永佃權人或耕地三七
五租約承租人不願參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
及建築物因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
配者，得於權利變換計畫內表明以現金補償。
前項補償金於發放或提存後，由實施者列
冊送請主管機關囑託登記機關辦理地上權、
永佃權或耕地三七五租約塗銷登記。地上
權、永佃權經設定抵押權或辦竣限制登記
者，亦同。登記機關辦理塗銷登記後，應通
知權利人或囑託限制登記之法院或機關。
第一項補償金發放期限，準用第七條之一
第二項規定。
ௐ˛୧̝α 以權利變換方式參與都市更新事
業分配權利金者，其權利金數額，以經各級
主管機關核定之權利變換計畫所載為準，並
於發放後，由實施者列冊送請各級主管機關
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理權利變更登記，並準
用第七條之二第一項及第七條之三第二項規
定辦理塗銷登記。
前項權利金發放之稅賦扣繳，準用第七條
之一第一項規定辦理。
ௐˣ୧ 第六條及第七條之評價基準日，應由
實施者定之，其日期限於權利變換計畫報核
日前六個月內。但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六年
十二月十八日修正施行前已核定發佈實施之
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實施者於修正施行日起
六個月內申請權利變換計畫報核者，其評價
基準日，得以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核定發佈日
為準。
ௐ˝୧ 土地所有權人與權利變換關係人依本
條例第三十九條第二項協議不成，或土地所
有權人不願或不能參與分配時，第六條之土
地所有權人之權利價值應扣除權利變換關係
人之權利價值後予以分配或補償。
ௐȈ୧ 更新後各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權利
價值，應以權利變換範圍內，更新後之土地
及建築物總權利價值，扣除共同負擔之餘
額，按各土地所有權人更新前權利價值比例
計算之。
ௐȈ˘୧ 實施權利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
築物位置，應依都市更新事業計畫表明分配
方式辦理；其未表明分配方式者，得由土地
所有權人或權利變換關係人自行選擇。但同
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時，應以公開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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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方式辦理。
實施者應訂定期限辦理土地所有權人及權
利變換關係人分配位置之申請；未於規定期
限內提出申請者，以公開抽籤方式分配之。
其期限不得少於三十日。
ௐȈ˟୧ 更新前原土地或建築物如經法院查
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者，不得合
併分配。
ௐȈˬ୧ 本條例第三十條所定負擔及費用，
範圍如下：
一、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指都市更新事業計
畫核定發布日權利變換地區內依都市計
畫劃設之道路、溝渠、兒童遊樂場、鄰
里公園、廣場、綠地、停車場等七項公
共設施用地，業經各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鄉（鎮、市）公所取得所有
權或得依法辦理無償撥用者。
二、未登記地：指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核定發
布日權利變換地區內尚未依土地法辦理
總登記之土地。
三、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路、溝渠、河
川：指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日權
利變換地區內實際作道路、溝渠、河川
使用及原作道路、溝渠、河川使用已廢
置而尚未完成廢置程序之得無償撥用取
得之公有土地。
四、工程費用：包括權利變換地區內道路、
溝渠、兒童遊樂場、鄰里公園、廣場、
綠地、停車場等公共設施與更新後土地
及建築物之規劃設計費、施工費、整地
費及材料費、工程管理費、空氣污染防
制費及其他必要之工程費用。
五、權利變換費用：包括實施權利變換所需
之調查費、測量費、規劃費、估價費、
依本條例第三十六條第二項應發給之補
償金額、拆遷安置計畫內所定之拆遷安
置費、地籍整理費及其他必要之業務費。
六、貸款利息：指為支付工程費用及權利變
換費用之貸款利息。
七、管理費用：指為實施權利變換必要之人
事、行政、銷售、風險、信託及其他管
理費用。
八、都市計畫變更負擔：指依都市計畫相關
法令變更都市計畫，應提供或捐贈之一
定金額、可建築土地或樓地板面積，及
辦理都市計畫變更所支付之委辦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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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勵所支付之費用：
指為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勵所需費用及
委辦費，且未納入本條其餘各款之費用。
十、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指為申請
容積移轉所支付之容積購入費用及委辦
費。
前項第四款至第六款及第九款所定費用，以
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之權利變換計畫所載數
額為準。第七款及第十款所定費用之計算基
準，應於都市更新事業計畫中載明。第八款所
定都市計畫變更負擔，以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
之都市計畫書及協議書所載數額為準。
ௐȈα୧ 依本條例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以
原公有土地應分配部分優先指配之順序如
下：
一、本鄉（鎮、市）有土地。
二、本直轄市、縣（市）有土地。
三、國有土地。
四、他直轄市有土地。
五、他縣（市）有土地。
六、他鄉（鎮、市）有土地。
ௐỊ̏୧ 公有土地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免
依本條例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優先指配為同
條第一項共同負擔以外之公共設施：
一、權利變換計畫核定前業經協議價購、徵
收或有償撥用取得者。
二、權利變換計畫核定前已有具體利用或處
分計畫，且報經權責機關核定者。
三、權利變換計畫核定前，國民住宅主管機
關以國宅基金購置或已報奉核定列管為
國民住宅用地有案者。
四、非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學產地。
ௐȈ̱୧ 實施權利變換時，其土地及建築物
權利已辦理土地登記者，應以各該權利之登
記名義人參與權利變換計畫，其獲有分配
者，並以該登記名義人之名義辦理登記。
ௐȈ˛୧ 各級主管機關應於權利變換計畫核
定發布後公告三十日，將公告地點及日期刊
登政府公報及新聞紙三日，並張貼於當地村
（里）辦公處之公告牌。
前項公告，應表明下列事項：
一、權利變換計畫。
二、公告起迄日期。
三、土地所有權人提出異議之期限、方式及
受理機關。
四、權利變換範圍內應行拆除遷移土地改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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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預定公告拆遷日。
ௐȈˣ୧ 實施者應於權利變換計畫核定發佈
後，將下列事項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權利變換關係人及佔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
築戶：
一、更新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
二、應領之補償金額。
三、舊違章建築戶處理方案。
ௐȈ˝୧ 權利變換範圍內應行拆除遷移之土
地改良物，實施者應於權利變換核定發佈日
起十日內，通知所有權人、管理人或使用人
預定公告拆遷日。如為政府代管或法院強制
執行者，並應通知代管機關或執行法院。
前項權利變換計畫公告期滿至預定公告拆
遷日，不得少於二個月。
實施者為第一項之通知時，除政府代管或
法院強制執行者外，並應通知所有權人領取
本條例第三十六條第二項之補償金額。
ௐ˟Ȉ୧ 因權利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
良物，其補償金額扣除預估本條例第三十六
條第二項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之餘額，實施
者應於權利變換計畫核定發佈日起十五日內
發給之。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實施者得將補償金額
提存之：
一、應受補償人拒絕受領或不能受領者。
二、應受補償人所在地不明者。
ௐ˟Ȉ˘୧ 實施權利變換時，權利變換範圍
內供自來水、電力、電訊、天然氣等公用事
業所需之地下管道、土木工程及其必要設
施，各該事業機構應配合權利變換計畫之實
施進度，辦理規劃、設計及施工。
前項所需經費，依規定由使用者分擔者，
得列為工程費用。
ௐ˟Ȉ˟୧ 權利變換範圍內經權利變換之土
地及建築物，實施者於申領建築物使用執
照，並完成自來水、電力、電訊、天然氣之
配管及埋設等必要公共設施後，應以書面分
別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權利變換關係人於三
十日內辦理接管。
ௐ˟Ȉˬ୧ 權利變換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
實施者得視地籍整理計畫之需要，申請各級
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理實施權利變
換地區範圍邊界之鑑界、分割測量及登記。
權利變換工程實施完竣，實施者申領建築
物使用執照時，並得辦理實地埋設界樁，申

請各級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依權利變
換計畫中之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更新後
更新範圍內土地分配圖及建築物配置圖，辦
理地籍測量及建築物測量。
前項測量後之面積，如與土地及建築物分
配清冊所載面積不符時，各級主管機關應依
地籍測量或建築物測量結果，釐正相關圖冊
之記載。
ௐ˟Ȉα୧ 依本條例第三十條規定，權利變
換範圍內列為抵充或共同負擔之各項公共設
施用地，應登記為直轄市、縣（市）所有，
其管理機關為各該公共設施主管機關。
ௐ˟Ị̏୧ 權利變換完成後，實際分配之土
地及建築物面積與應分配面積有差異時，應
按評價基準日評定更新後權利價值，計算應
繳納或補償之差額價金，由實施者通知土地
所有權人及權利變換關係人應於接管之日起
三十日內繳納或領取。
ௐ˟Ȉ̱୧ 實施者依本條例第四十三條規定
列冊送該管登記機關辦理權利變更或塗銷登
記時，對於應繳納差額價金而未繳納者，其
獲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應請該管登記機關加註
未繳納差額價金，除繼承外不得辦理所有權
移轉登記或設定負擔字樣，於土地所有權人
繳清差額價金後立即通知登記機關辦理註
銷。
前項登記為本條例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
分配土地者，由實施者檢附主管機關核准分
配之證明文件影本，向主管稅捐稽徵機關申
報土地移轉現值，並取得土地增值稅記存證
明文件後，辦理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依第一項辦理登記完竣後，該管登記機關
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權利變換關係人及本
條例第四十條第一項之抵押權人、典權人於
三十日內換領土地及建築物權利書狀。
ௐ˟Ȉ˛୧ 本條例第三十九條第四項規定記
存之土地增值稅，於權利變換後再移轉該土
地時，與該次再移轉之土地增值稅分別計
算，一併繳納。
ௐ˟Ȉˣ୧ 本辦法自發佈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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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證明文件。
二、監造人部分：
（一）監造人姓名、住址、證書字號。
中華民國 72 年 7 月 7 日內政部（72）台內營字第
（二）常駐工地代表姓名、住址、學經歷
169702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26 條
證明文件。
中華民國 79 年 2 月 14 日內政部（79）台內營字第
前項常駐工地負責人及常駐工地代表，應以
777152 號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86 年 3 月 26 日內政部（86）台內營字第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修習相關工程科系畢業，並
8672450 號令修正發布第 3～5、7～10、14、17、
具工程經驗五年以上人員或相關之技術士為
19、20、23 條條文；並刪除第 25 條條文
之。
中華民國 88 年 11 月 10 日內政部（88）台內營字 ௐ̱୧ 雜項工程在施工期間，監造人或常駐
第 8877773 號令修正發布第 3 條條文
工地代表應常駐工地，監督工程之進行；承
中華民國 92 年 3 月 26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造人之常駐工地負責人應駐守工地，負責工
0920003336 號令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10 條；並
程施工及安全維護管理。承造人並應會同監
自發布日施行（原名稱：山坡地開發建築管理辦
造人依施工進度，分期分區記錄並拍照備
法），並修正全文
查，於申報完工時一併送審。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會同有關
ௐ˘୧ 本辦法依建築法第九十七條之一規定
機關隨時抽查，發現有不合格或有危害公共安
訂定之。
全、衛生、交通之虞者，應限期令其改善。必
ௐ˟୧ 本辦法以建築法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所
要時，得令其停工，俟該部分勘驗合格後，始
列地區之山坡地為適用範圍。
得繼續施工。
前項所稱山坡地，指依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
第三條規定劃定，報請行政院核定公告之公、 ௐ˛୧ 雜項工程進行時，應為下列之安全防
護措施：
私有土地。
ௐˬ୧ 從事山坡地建築，應向直轄市、縣（市） 一、毗鄰土地及改良物之安全維護。
二、施工場所之防護圍籬、擋土設備、施工
主管建築機關依下列順序申請辦理：
架、工作臺、防洪、防火等安全防護措
一、申請雜項執照。
施。
二、申請建造執照。
三、危石、險坡、坍方、落盤、倒樹、毒
前項建築農舍及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
蛇、落塵等防範。
府認定雜項工程必需與建築物一併施工者，其
四、挖土、填土或裸地表部分臨時坡面之防
雜項執照得併同於建造執照中申請之。
止沖刷設施。
ௐα୧ 起造人申請雜項執照，應檢附下列文
五、使用炸藥作業時，應依有關規定辦理申
件：
請手續，並妥擬安全措施。
一、申請書。
六、颱風、豪雨等天然災害來臨前之必要防
二、土地權利證明文件。
護措施。
三、工程圖樣及說明書。
四、水土保持計畫核定證明文件或免擬具水 ௐˣ୧ 雜項工程施工中，發現地形、地質與
實際工程設計不符時，起造人應會同承造人
土保持計畫之證明文件。
及監造人依法變更設計後，始得繼續施工。
五、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應實施環境
其有危害安全之虞者，主管建築機關得令其
影響評估者，檢附審查通過之文件。
停工，並為緊急處理。
ௐ̣୧ 起造人應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於雜項
工程開工前，檢附下列證件，併同施工計畫， ௐ˝୧ 山坡地應於雜項工程完工查驗合格後
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備查後， ，領得雜項工程使用執照，始得申請建造執
照。
始得動工：
申請建造執照，應檢附建築法第三十條規定
一、承造人部分：
之文件圖說及雜項工程使用執照。但依第三條
（一）承造人姓名、住址、證書字號。
第二項規定雜項執照併同於建造執照中申請
（二）技師姓名、住址、證書字號。
者，免檢附雜項工程使用執照。
（三）常駐工地負責人姓名、住址、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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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期間之施工管理，依建築法有關規定辦
理。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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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管道法
中華民國 89 年 6 月 14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8900147000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3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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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୧ 為提升城鄉生活品質，統合公共設施
管線配置，加強道路管理，維護交通安全及
市容觀瞻，推動共同管道建設，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令之規定。
ௐ˟୧ 本法用辭定義如下：
一、共同管道：指設於地面上、下，用於容
納二種以上公共設施管線之構造物及其
排水、通風、照明、通訊、電力或有關
安全監視（測）系統等之各種設施。
二、公共設施管線：指電力、電信（含軍、
警專用電信）
、自來水、下水道、瓦斯、
廢棄物、輸油、輸氣、有線電視、路燈、
交通號誌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認定供公眾使用之管線。
三、管線事業機關（構）
：指經營公共設施管
線之事業機關（構）。
ௐˬ୧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
ௐα୧ 中央主管機關，掌理下列事項：
一、共同管道發展政策及方案之釐訂。
二、共同管道法規之訂定。
三、共同管道技術之研究發展。
四、配合國家重大工程，辦理共同管道建設。
五、直轄市、縣（市）共同管道系統之核定。
六、跨越直轄市與縣（市）或二縣（市）以
上共同管道系統建設計畫與管理之核定
及協調。
七、直轄市、縣（市）推動共同管道之督導。
八、統籌督促各機關（構）建立全國各種管
線及共同管道資料庫。
九、其他有關全國性共同管道事項。
ௐ̣୧ 直轄市主管機關掌理下列事項：
一、直轄市共同管道單行法規之訂定。
二、直轄市共同管道系統規劃。
三、直轄市共同管道之建設及管理。
四、配合國家重大工程，辦理直轄市共同管
道建設。
五、其他有關全市性共同管道事項。

ௐ̱୧ 縣（市）主管機關掌理下列事項：
一、縣（市）共同管道單行規章之訂定。
二、縣（市）共同管道系統規劃。
三、縣（市）共同管道之建設及管理。
四、配合國家重大工程，辦理縣（市）共同
管道建設。
五、其他有關縣（市）共同管道事項。
ௐ˛୧ 各級主管機關為規劃、管理共同管
道，得設專責單位辦理。各管線事業機關（構）
得設專責單位配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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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ˣ୧ 各級主管機關應會商有關管線事業機
關（構）
，規劃轄區內共同管道系統。直轄市
及縣（市）共同管道系統應報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後公告之。變更或廢止時，亦同。
前項共同管道系統，跨越二個以上行政轄
區者，由有關主管機關協議辦理，協議不成，
報請其上級主管機關協調決定之。
共同管道系統經公告後，每三至五年應辦
理通盤檢討。但為配合國家重要政策或重大
工程之實施得隨時檢討之。
ௐ˝୧ 主管機關應依公告之共同管道系統，
協調有關管線事業機關（構）訂定實施計畫
建設共同管道。
前項協調未能一致者，應報由上級主管機
關會商有關管線事業機關（構）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決定之。
ௐȈ୧ 共同管道系統未公告之地區，各級主
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或依有關機關（構）之
申請，協調有關管線事業機關（構）訂定共
同管道工程計畫，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計畫應納入共同管道系統，依第八條
規定辦理公告。
ௐȈ˘୧ 新市鎮開發、新社區開發、農村社
區更新重劃、辦理區段徵收、市地重劃、都
市更新地區、大眾捷運系統、鐵路地下化及
其他重大工程應優先施作共同管道；其實施
區域位於共同管道系統者，各該主管機關應
協調工程主辦機關及有關管線事業機關
（構），將共同管道系統實施計畫列入該重大
工程計畫一併執行之。
ௐȈ˟୧ 市區道路修築時應將電線電纜地下
化，依都市發展及需求規劃設置共同管道；
設有共同管道之道路，應將原有管線納入共
同管道。但經主管機關核定不宜納入者，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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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限。
於管理辦法中定之。
ௐȈˬ୧ 主管機關訂定共同管道實施計畫
ௐαౢ!གྷᄃፉ!
時，應同時劃定禁止挖掘道路範圍並公告
之。但不影響共同管道建設工程，經主管機 ௐ˟Ȉ˘୧ 共同管道建設及管理經費分攤辦
關核准者，不在此限。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ௐȈα୧ 共同管道系統以劃設於道路用地範
機關定之。
圍為原則，如因工程之必要，得穿越公、私
共同管道完成後，未負擔共同管道經費之
有土地之上空、地下或附著於建築物、工作
新增管線進入共同管道佈設時，主管機關得
物。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收取使用費，其收費標準，由管理辦法中定
並以協議方式補償。
之。
前項私有土地因共同管道系統之穿越，致 ௐ˟Ȉ˟୧ 共同管道之管理及維護費用，由
不能為適當使用時，土地所有權人得於施工
主管機關及有關管線事業機關（構）依前條
之日起至完工後一年內請求徵收土地所有
經費分攤辦法所定比例提撥並設置專戶支
權，主管機關不得拒絕。
用，年度結束後結算之。
前二項土地上空或地下之使用程序、使用
天然災害緊急處理費用，由前項專戶中支
範圍、界線之劃分、登記、徵收、補償之審
應。
核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人為所致災害緊急處理費用，由各該主管
ௐỊ̏୧ 共同管道建設之施工，須將其他地
機關於第一項專戶中先行支應，並向行為人
下設施為必要之處置時，應事先與其所有權
求償。
人或有關機關（構）協議後為之。
ௐ˟Ȉˬ୧ 中央主管機關依管線事業機關
ௐȈ̱୧ 共同管道建設完成後，除情形特殊
（構）之申請，得就其應負擔共同管道建設
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禁止挖掘共同管道經
部分經費酌予貸款。
過之道路。
前項貸款，得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置共同管
道建設基金支應。

ௐˬౢ!გநᄃֹϡ!

ௐȈ˛୧ 共同管道由各該主管機關管理，必
要時得委託投資興建者或專業機構代為管
理。其管理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各管線事
業機關（構）定之。
ௐȈˣ୧ 共同管道跨越二個行政區域時，由
雙方主管機關協商共同管理，無法協商時，
由上級主管機關指定一方管理之。
ௐȈ˝୧ 共同管道內之公共設施管線及其附
屬設施，由各該管線事業機關（構）檢修管
理，並定期巡檢作必要之安全措施。
前項定期巡檢之考核方式，於管理辦法中
定之。
ௐ˟Ȉ୧ 進入或使用共同管道應先經主管機
關許可。但相關技術人員或依法執行公務
者，因緊急事故進入或使用者，不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進入或使用共同管道後，應報
請主管機關備查。
未經許可或未依許可事項使用共同管道，
該主管機關得採取必要措施，所需費用由使
用人負擔。
依第一項進入或使用共同管道之許可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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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α୧ 放火或以火藥、蒸氣、電能、煤
氣或其他爆裂物破壞現有人所在之共同管道
者，處無期徒刑或七年以上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金。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金。
ௐ˟Ị̏୧ 放火或以火藥、蒸氣、電能、煤
氣或其他爆裂物破壞現未有人所在之共同管
道者，處三年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六月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金。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ௐ˟Ȉ̱୧ 決水浸害現有人所在之共同管道
者，處無期徒刑或五年以上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金。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ௐ˟Ȉ˛୧ 決水浸害現未有人所在之共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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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者，處一年以上七年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六月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金。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ௐ˟Ȉˣ୧ 以前四條以外之方法破壞共同管
道或致令不堪使用者，處六月以上五年以下
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ௐ˟Ȉ˝୧ 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未經
許可使用共同管道者，處其月使用費三倍以
上十倍以下罰鍰，並得連續罰之。
ௐˬȈ୧ 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
可進入共同管道或違反同條第四項之許可事
項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
ௐˬȈ˘୧ 於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劃定公告
之道路範圍內擅自施工挖掘，或違反第十六
條規定施工挖掘共同管道經過之道路者，處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應恢復原狀。
前項行為經主管機關制止仍不遵行者，得
按日連續處罰。
ௐˬȈ˟୧ 依本法所處罰鍰，經限期繳納逾
期未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ௐ̱ౢ!!ܢ
ௐˬȈˬ୧ 本法施行細則及共同管道工程設
計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ˬȈα୧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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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年期。
四、計畫年期內人口及經濟發展之推計。
五、住宅、商業、工業與其他土地使用之配
內政部 90.12.28 台內營字第 9067834 號令訂定
置及管制。
ௐ˘୧ 本細則依共同管道法（以下簡稱本法） 六、道路系統及相關建設計畫。
七、現有管線系統。
第三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八、各類管線系統在計畫年期內之需求規模
ௐ˟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
推計。
八條第一項規定辦理共同管道系統公告時，
九、實施建設進度、經費及財務計畫。
其公告期間為三十日，並通知當地相關公共
十、共同管道種類及平面配置；其配置圖之
工程主管機關及管線事業機關（構）。變更或
比例，不得小於一千分之一。
廢止時，亦同。
十一、共同管道斷面配置。
前項共同管道系統，得依實際情況分段公
十二、共同管道之預定使用管線事業機關（
告之，並應以文字或圖表表明下列事項：
構）及使用部分。
一、行政區域及規劃地區範圍。
十三、禁止挖掘道路之範圍及期間。
二、共同管道位置、名稱及種類。
ௐ̱୧ 前條第三款計畫年期之訂定，應考量
三、規劃目標年期。
下列因素：
四、共同管道系統規劃圖。
一、配合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之計畫年期。
五、相關都市計畫及區域計畫。
二、管線之需求年期。
前項第三款規劃目標年期，不得少於二十五
三、共同管道構造物之耐久年期。
年；第四款共同管道系統規劃圖，其比例不得
四、道路建設計畫年限。
小於一萬分之一。
五、共同管道種類。
ௐˬ୧ 共同管道系統公告後，申請計畫性挖
掘該系統內之道路者，應依下列規定，向直 ௐ˛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
九條第一項規定訂定實施計畫時，各該管線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檢討計畫：
事業機關（構）應配合辦理。
一、未規劃納入共同管道系統之管線事業機
ௐˣ୧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所稱實際需要，係
關（構）申請挖掘時，應提出配合共同
指配合都市發展、交通建設、管線建設、天
管道系統之管線網路檢討。
然災害、事變或其他公共建設等需要。
二、已規劃納入共同管道系統之管線事業機
關（構）申請挖掘時，應提出配合共同 ௐ˝୧ 有關機關（構）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
規定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時，應檢附共同管
管道系統之建設時程檢討。
道系統規劃書、圖及共同管道實施計畫書、
三、公共工程主辦機關申請挖掘時，應提出
圖。
配合共同管道系統之建設時程檢討。
前項共同管道系統規劃書、圖，應載明第二
ௐα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
條第二項之公告事項；共同管道實施計畫書、
八條第三項規定辦理共同管道系統通盤檢討
圖，應載明第五條之事項。
時，應考量下列因素：
ௐȈ୧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三條規定辦理禁
一、配合都市發展或都市計畫之變更。
止挖掘道路範圍之公告，應載明下列事項：
二、配合交通設施之新建或道路系統之更
一、共同管道種類。
新。
二、共同管道實施建設進度。
三、配合共同管道系統網路之建立。
三、禁止挖掘道路範圍及期間。
四、管線事業機關（構）之建議。
五、其他與共同管道系統有關之公共建設。 ௐȈ˘୧ 管線事業機關（構）依本法第二十
三條第一項規定提出貸款申請時，應檢附下
ௐ̣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
列文件：
九條第一項規定訂定實施計畫時，應視其實
一、工程或投資計畫及經費概算。
際情況，以文字或圖表表明下列事項：
二、申請貸款金額及償還計畫。
一、計畫名稱。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提出之
二、行政區域及計畫地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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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ௐȈ˟୧ 主管機關應將已完成之共同管道工
程之下列資料，建檔保管：
一、共同管道工程平面圖。
二、開工、竣工日期及竣工圖。
三、共同管道工程記事表。
四、共同管道收容管線數量表。
五、共同管道管線使用配置斷面圖及數量
表。
六、其他有關共同管道操作、維護、管理應
行記載事項。
ௐȈˬ୧ 本細則所定書、表格式，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ௐȈα୧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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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法
中華民國 73 年 12 月 21 日總統（73）華總（一）
義字第 6769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35 條
中華民國 89 年 12 月 20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
第 8900301080 號令修正公布第 3～5、9～11、
14、16、22、25、26、30 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96 年 1 月 3 日 總 統華 總 一義 字 第
09500186531 號令修正公布第 21 條條文

ௐ˘ౢ ᓁ!
ௐ˘୧ 為促進都市計畫地區及指定地區下水
道之建設與管理，以保護水域水質，特制定
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
ௐ˟୧ 本法用辭定義如左：
一、下水：指排水區域內之雨水、家庭污水
及事業廢水。
二、下水道：指為處理下水而設之公共及專
用下水道。
三、公共下水道：指供公共使用之下水道。
四、專用下水道：指供特定地區或場所使用
而設置尚未納入公共下水道之下水道。
五、下水道用戶：指依本法及下水道管理規
章接用下水道者。
六、用戶排水設備：指下水道用戶因接用下
水道以排洩下水所設之管渠及有關設
備。
七、排水區域：指下水道依其計畫排除下水
之地區。
ௐˬ୧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
ௐα୧ 中央主管機關辦理左列事項：
一、下水道發展政策、方案之訂定。
二、下水道法規之訂定及審核。
三、直轄市、縣（市）下水道系統發展計畫
之核定。
四、直轄市、縣（市）下水道建設、管理與
研究發展之監督及輔導。
五、下水道操作、維護人員之技能檢定及訓
練。
六、下水道技術之研究發展。
七、跨越直轄市與縣（市）或二縣（市）以
上下水道規劃、建設及管理之協調。
八、其他有關全國性下水道事宜。

前項各款事項涉及環保及水利者，應會同中
央環保及水利主管機關辦理之。
ௐ̣୧ 直轄市主管機關辦理左列事項：
一、直轄市下水道建設之規劃及實施。
二、直轄市下水道法規之訂定。
三、直轄市下水道技術之研究發展。
四、直轄市屬下水道之管理。
五、直轄市下水道操作、維護人員之訓練。
六、其他有關直轄市下水道事宜。
ௐ̱୧ 縣主管機關辦理左列事項：
一、縣下水道建設之規劃及實施。
二、縣下水道單行規章之訂定。
三、縣屬下水道之管理。
四、鄉（鎮、市）下水道建設與管理之監督
及輔導。
五、其他有關縣下水道事宜。
省轄市下水道，由省轄市主管機關準用前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之規定辦理。
ௐ˛୧ 公共下水道，由地方政府或鄉（鎮、
市）公所建設及管理。但必要時主管機關得
指定有關之公營事業機構建設、管理之。
ௐˣ୧ 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新開發社
區、工業區之專用下水道，由各該機關或機
構建設、管理之。
私人新開發社區、工業區或經主管機關指定
之地區或場所，應設置專用下水道。但必要
時，得由當地政府、鄉（鎮、市）公所或指定
有關之公營事業機構建設、管理之。其建設費
依建築基地及樓地板面積計算分擔之。
前項應分擔之建設費於申請核發建造執照
時，向各該建築物起造人徵收之。建設費徵收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୧ 中央、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
為建設及管理下水道，應指定或設置下水道
機構，負責辦理下水道之建設及管理事項。

ௐ˟ౢ!̍̈́ޙన!
ௐȈ୧ 下水道工程設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視
實際需要，配合區域排水系統，訂定區域性
下水道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循
法定程序納入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實施。
ௐȈ˟୧ 下水道工程之施工，應與其他有關
公共設施同時規劃並配合進行。
ௐȈˬ୧ 下水道機構因工程上之必要，得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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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有關主管機關使用河川、溝渠、橋樑、涵
洞、堤防、道路、公園、綠地等。但以不妨
礙原有效用為限。
ௐȈα୧ 下水道機構因工程上之必要，得在
公、私有土地下埋設管渠或其他設備，其土
地所有人、占有人或使用人不得拒絕。但應
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並應支付
償金。如對處所及方法之選擇或支付償金有
異議時，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為之。
因埋設前項管渠或其他設備，致其土地所有
權人無法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法定停車場
時，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勘查屬實者，得就該
埋設管渠或其他設備直接影響部分，免予附建
防空避難設備或法定停車場。
ௐỊ̏୧ 下水道機構因管渠或有關設之規劃
、設計與施工而須將其他地下設施為必要之
處置時，應事先與有關機關取得協議。協議
不成，應報請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決定之。
ௐȈ̱୧ 下水道機構因勘查、測量、施工或
維護下水道，臨時使用公、私土地時，土地
所有人、占有人或使用人不得拒絕。但提供
使用之土地因而遭受損害時，應予補償。如
對補償有異議時，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後為之。
ௐȈ˛୧ 下水道之規劃、設計及監造，得委
託登記開業之有關專業技師辦理。其由政府
機關自行規劃、設計及監造者，應由符合中
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技術人員擔任之。
ௐȈˣ୧ 下水道設施之操作、維護，應由技
能檢定合格人員擔任之。其技能檢定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ˬౢ!ֹϡăგந!

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條 用戶排水設備須經下水道機構檢
驗合格，始得聯接於下水道。其檢驗不合格
者，下水道機構應限期責令改善。
用戶排水設備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ௐ˟Ȉˬ୧ 下水道用戶非使用他人之排水設
備不能排洩下水者，應申請下水道機構核
准，始得聯接使用，並應按受益程度分擔其
設置、使用及維護費用。
前項用戶排水設備如需擴充、改良始得聯接
使用者，其擴充、改良費用，由申請聯接之用
戶負擔。
ௐ˟Ȉα୧ 下水道機構，得派員攜帶證明文
件檢查用戶排水設備、測定流量、檢驗水質。
ௐ˟Ị̏୧ 下水道可容納排入之下水水質標
準，由下水道機構擬訂，報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
下水道用戶排洩下水，超過前項規定標準
者，下水道機構應限期責令改善；其情節重大
者，得通知停止使用。

ௐαౢ!ֹϡ!
ௐ˟Ȉ̱୧ 用戶使用下水道，應繳納使用
費；其計收方式如左：
一、按下水道用戶使用自來水及其他用水之
用量比例計收。
二、按下水道用戶排放之下水水質及水量計
收。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
前項使用費計算公式及徵收辦法，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擬定，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之。
ௐ˟Ȉ˛୧ 下水道用戶不依規定繳納下水道
使用費者，得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每
逾三日加徵應納使用費額百分之一滯納金；
逾期一個月經催告而仍不繳納者，得移送法
院裁定後強制執行。

ௐȈ˝୧ 下水道機構，應於下水道開始使用
前。將排水區域、開始使用日期、接用程序
及下水道管理規章公告週知。
下水道排水區域內之下水，除經當地主管機
關核准者外，應依公告規定排洩於下水道之
內。
ௐ̣ౢ!Ⴞ༛ᄃᅃጱ!
ௐ˟Ȉ୧ 用戶排水設備之管理、維護，由下
水道用戶自行負責。
ௐ˟Ȉˣ୧ 下水道排放之放流水，超過水污
ௐ˟Ȉ˘୧ 用戶排水設備，應由登記合格之
染防治主管機關規定之放流水標準者，下水
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或自來水管承裝
道機構應即改善。
商承裝。承裝商僱用之技工，應經技能檢定 ௐ˟Ȉ˝୧ 主管機關對於未依規定期限，設
合格，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訓練合格。
置用戶排水設備並完成與下水道聯接使用
前項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管理規
者，除依第三十二條規定處罰外，並得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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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機構代為辦理，所需費用由下水道用戶
負擔。
前項下水道用戶，應負擔之費用，經催告逾
期不繳納者，得移送裁定後強制執行。
ௐˬ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
期檢查下水道機構各項設施、放流水水質、
器材、財務與有關資料及紀錄。

ௐ̱ౢ!ჳ!
ௐˬȈ˘୧ 毀損下水道主要設備或以其他行
為使下水道不堪使用或發生危險者，處六個
月以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金。
ௐˬȈ˟୧ 下水道用戶有左列情事之一者。
處一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一、不依規定期限將下水排洩於下水道者。
二、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未經檢驗合格而
聯接使用，或經檢驗不合格而不依限期
改善者。
三、拒絕下水道機構依第二十四條規定之檢
查或檢驗者。
四、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不依限期改
善者。
工廠、礦場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經依前項第四款規定連續處罰三次而不改善
者，主管機關得報請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
停業處分。
ௐˬȈˬ୧ 本法所定之罰鍰，由主管機關處
罰；經通知而逾期不繳納者，得移送法院強
制執行。

ௐ˛ౢ!!ܢ
ௐˬȈα୧ 本法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ௐˬỊ̏୧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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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法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 75 年 7 月 14 日內政部（75）台內營字第
421849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20 條
中華民國 76 年 4 月 13 日內政部（76）台內營字第
488652 號令增訂發布第 17-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6 年 7 月 16 日內政部（86）台內營字第
8673235 號令修正發布第 4、1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8 年 12 月 23 日內政部（88）台內營字
第 8878333 號令修正發布第 4、10 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96 年 6 月 5 日 內 政部 台 內營 字 第
0960080368 號令刪除發布第 17-1 條條文

ௐ˘୧ 本細則依下水道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三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法第一條所稱指定地區，指都市計
畫地區以外之左列地區：
一、水污染管制區。
二、自來水水源之水質水量保護區域。
三、工業區。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地區。
ௐˬ୧ 本法所稱下水道分為左列三種：
一、雨水下水道：專供處理雨水之下水道。
二、污水下水道：專供處理家庭污水及事業
廢水之下水道。
三、合流下水道：供處理雨水、家庭污水及
事業廢水之下水道。
ௐα୧ 本法第八條所稱新開發社區、工業
區，係指符合下列條件之地區，其申請開發
時經主管機關認定其開發完成時公共下水道
尚無法容納其廢污水者：
一、新開發社區：可容納五百人以上居住或
總計興建一百住戶以上之社區。
二、新開發工業區：
（一）政府機關、公民營事業機構開發供
事業設廠之地區。
（二）事業於政府依法劃設供工業使用之
土地設廠，其基地面積達二公頃以
上者。
前項第一款之新開發社區其人口計算基準
如左：
一、實施都市計畫地區：以建築物污水處理
設施設計技術規範所定使用人數方式計
算。
二、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以每人使用三
十平方公尺之樓地板面積計算。

ௐ̣୧ 依本法第八條規定應設置專用下水道
之地區或場所，於設置專用下水道前，應檢
附專用下水道規劃及設計圖說等資料，申請
該管主管機關核准，始得施工；完工後，須
經下水道主管機關查驗合格，始得使用。
在前項地區或場所內興建建築物，應於專用
下水道完工經查驗合格後，始得核發使用執
照。
ௐ̱୧ 下水道設施用地在都市計畫範圍內
者，下水道機構得洽請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
都市計畫法之規定設置下水道設施用地。
ௐ˛୧ 依本法第十四條規定使用公、私有土
地時，下水道機構應於工程計畫訂定後，以
書面通知土地所有人、占有人或使用人。
前項通知書應記載左列事項：
一、預定開工日期。
二、施工範圍。
三、埋設物之尺寸及構造。
四、施工方法。
五、施工期間。
六、償金。
七、償金支付日期及領取償金時所應提示之
證件。
ௐˣ୧ 依本法第十六條規定臨時使用公、私
有土地時，下水道機構應以書面通知土地所
有人、占有人或使用人，如情況急迫，得先
行施工，補行通知。
ௐ˝୧ 土地所有人、占有人或使用人依本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但書或第十六條但書提出異
議者，應於前二條之通知到達後三十日內，
以書面向下水道機構為之，逾期不予受理。
ௐȈ୧ 本法第十四條、第十六條規定支付之
償金或補償，其標準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訂定之。
ௐȈ˘୧ 在公、私有土地內既有之下水道管
渠或其他設施，非經主管機關核准，土地所
有人、占有人或使用人不得變更。
ௐȈ˟୧ （刪除）
ௐȈˬ୧ 本法第十七條所稱專業技師，指依
技師法規定取得環境（衛生）工程、土木或
水利科之工業技師。
ௐȈα୧ 下水道系統設施完成後，下水道機
構應將左列資料登錄建檔保管：
一、下水道排水區域圖。
二、管線系統分布平面圖。
三、管線縱橫斷面圖（包括管材、管徑、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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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位置、高度、坡度、長度流量等）。
四、處理設施及抽水設施平面圖、水位關係
圖、構造圖等。
五、放流口位置及設計圖。
六、放流水之水量及水質分析資料。
七、開工、竣工日期。
八、其他有關操作、維護、管理應行登錄記
載事項。
ௐỊ̏୧ 下水道完成地區申請建築時，應先
檢附用戶排水設備圖說、配置圖、排水口地
點等資料申請下水道機構核准；用戶排水設
備完工後，須經下水道機構檢驗合格，始得
聯接於下水道。
ௐȈ̱୧ 雨水及污水下水道分流地區，雨水
不得排洩於污水下水道，家庭污水及事業廢
水不得排洩於雨水下水道。
ௐȈ˛୧ 下水道可使用之地區，其用戶應於
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所定公告開始使用之
日起六個月內與下水道完成聯接使用。
ௐȈ˛୧̝˘ （刪除）
ௐȈˣ୧ 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新建建築
物，其下水道設備得由該建築物之建築師併
同設計之。
ௐȈ˝୧ 本法第三十一條所稱下水道主要設
備如左：
一、下水道系統管渠、放流口及其附屬設施。
二、下水道抽水站設施及其相關設備。
三、下水道處理廠設施及其相關設備。
四、其他有關下水道重要設施。
ௐ˟Ȉ୧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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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
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
內政部 93.4.30 台內營字第 0930083648 號函修正全
文
內政部 101.06.21 台內營字第 1010804716 號函修正
全文
內政部 102.12.12 台內營字第 1020812399 號函修正
全文
內政部 104.01.20 台內營字第 1030815810 號函修正
第 5 點、第 6 點、第 7 點及第 3 點附表 1、附表 2

一、為落實區域計畫之都市發展政策，及有效
規範非都市土地申請辦理新訂或擴大都市
計畫之作業程序及書圖文件，特訂定本要
點。
二、非都市土地申請辦理新訂或擴大都市計
畫，應以配合區域或都市發展所必須或依
都市計畫法第十條至第十二條規定辦理。
三、非都市土地申請辦理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之地區，都市計畫擬定機關應就是否位於
環境敏感地區（如附表一、附表二）先行
查詢，並將查詢結果併同申請書向內政部
（以下簡稱本部）徵詢意見後，依都市計
畫法定程序辦理。
本部辦理前項作業時，得提本部區域計畫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部區委會）徵詢意見，
如有補正事項者，應通知都市計畫擬定機
關限期補正。
都市計畫擬定機關為鄉（鎮、市）公所者，
前二項之申請書及補正資料，應報請縣政
府轉送本部。
四、第三點所定申請書內容，應以書圖就下列
事項表明之：
（一）辦理理由、目的及法令依據。
（二）擬定機關。
（三）計畫年期、計畫人口、計畫範圍、
計畫面積及行政區界。
（四）上位計畫及相關上位部門計畫之指
導。
（五）區位分析。
（六）規模分析。
（七）機能分析。
（八）開發方式。
（九）民眾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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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氣候變遷調適策略。
非都市土地如以發展產業、保持優美風
景、管制發展或其他特定目的，申請辦理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得視實際需要，簡
化前項全部或一部之內容。
五、非都市土地申請辦理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區位分析：
1.都市發展趨勢之關聯影響：
（1）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該申
請範圍所在之鄉（鎮、市、
區）既有都市計畫區都市發
展用地或計畫人口應達百分
之八十以上；如屬住商為主
型者，申請範圍周邊行車距
離十公里範圍內之既有都市
計畫發展率應達百分之八十
以上。其中都市發展用地部
分，應檢附最新版（一年內）
航空照片或衛星影像之分析
結果。
（2）為符合區域計畫所指定城鄉
發展優先次序，新訂或擴大
都市計畫，應先檢討利用鄰
近或原有都市計畫整體發展
地區、推動都市更新地區及
都市計畫農業區。
2.環境容受力：
（1）土地使用應考量環境限制因
素，以保育為原則，避免開
發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土
地。但計畫內容已研提改善
計畫，並徵得該管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
此限。
（2）不得將區域計畫所劃設之第
一級環境敏感地區納入計畫
範圍；為整體規劃需要，對
於不可避免夾雜之零星小面
積土地之第一級環境敏感地
區，如納入新訂或擴大都市
計畫，應規劃為保護區或保
育等相關分區為原則。
3.申請範圍劃為都市發展用地者，
應 避 免 破壞 農 業生 產 環境 之 完
整，並避免使用特定農業區農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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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曾經辦竣農地重劃及農業
專業生產區之地區。但經徵得農
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4.以比例尺五千分之一像片基本圖
或最新版（一年內）航空照片為
底製作示意圖，表明計畫範圍通
往該地區生活圈中心都市之高速
公路、主要幹道（含道路編號）、
軌道運輸系統、申請範圍所在之
鄉（鎮、市、區）既有都市計畫、
各類環境敏感地區及重大建設或
計畫，並說明土地使用現況、土
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等。
（二）規模分析：
1.全直轄市、縣（市）已發布實施
或擬訂中之都市計畫（含本部區
委會、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中或審議通過，但尚未發布實施
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與都市
計 畫 通 盤檢 討 案件 ） 其計 畫 人
口、計畫年期、計畫範圍、計畫
面積與區域計畫總量管制及成長
管理之配合情形（ 文件檔案： 附
表三 、 文件檔案： 附表四 ）。
2.應依據各該區域計畫對於目標年
人口與用地需求總量管制及成長
管理之指導，核實推估人口成長
與分布，及實際用地需求。
3.調查計畫範圍內之現況人口，並
說明擬引進計畫人口（含居住人
口或產業人口）之策略及優勢條
件。各類型都市計畫之計畫人口
規模推估方式如下：
（1）住商為主型：應以全國區域
計畫之人口分派量為基礎，
按其分派模式，考量既有都
市計畫實際居住人口數，核
實推估各該都市計畫地區之
人口數，並應具體說明人口
移動情形。
（2）產業為主型：依據產業發展
需要，核實推算就業人口，
並應經中央工業或產業主管
機關核可。
（3）管制為主型：核實推估計畫
人口；倘無人口發展需要

者，得免訂定計畫人口。
4.各類型都市計畫之計畫面積規模
推估方式如下：
（1）住商為主型：應按計畫人口
核實推算相關配套公共設施
（備）用地後，合理劃設計
畫範圍；為因應大眾運輸系
統發展需要者，其計畫範圍
應按其場站周邊五百公尺
（步行約十至十二分鐘以
內）為原則。
（2）產業為主型：應依據產業發
展需要，及水利主管機關審
查同意之用水計畫，核實劃
設計畫範圍。
（3）管制為主型：依據管制需要，
核實劃設計畫範圍。
（三）機能分析：
1.規劃原則、土地使用（如 文件檔
案： 附表五）、產業活動、交通
運輸及公共設施與公用設備等計
畫發展構想。
2.申請範圍內之相關重要公共建設
計畫興建時程與都市計畫建設時
程之配合情形。
3.自來水、電力、電信、瓦斯及雨
污水下水道等公共管線系統之配
合情形。
4.住商為主型申請案件，如採區段
徵收方式開發者，應增列提供一
定比率之社會住宅。
（四）開發方式：採區段徵收為原則，並
應經地政、財政等單位評估可行
性；不採區段徵收者，除符合行政
院所核定之特殊情形者外，應於依
都市計畫法辦理公開展覽前，專案
報請徵得行政院同意。
（五）民眾參與：應邀集學者、專家、民
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民意調查、
公告徵詢意見或其他適當方法廣
詢意見，並作成紀錄，作為擬訂或
審議之參考。
（六）氣候變遷調適策略：依據行政院核
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領，考
量都市計畫類型因地制宜就災
害、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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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海岸、能源供給及產業、農
業生產與生物多樣性及健康等調
適領域，研擬調適策略。
非都市土地以發展產業、保持優美風景、
管制發展或其他特定目的，申請辦理新訂
或擴大都市計畫者，得不受前項第一款之
限制。
六、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本部應就下列
事項徵詢有關機關提供意見：
（一）農地使用及變更。
（二）以徵收或區段徵收作為開發方式，
其土地徵收之公益性及必要性評
估。
（三）水資源供需情形。
七、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得逕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理，免受本要
點規定之限制：
（一）因都市計畫通盤檢討、行政界線調
整等需要辦理擴大都市計畫，且其
面積在十公頃以下。
（二）於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中已
將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區位、機
能、規模等事項表明，並經本部區
委會審查同意。
（三）屬配合國家重大建設需要。
八、本要點九十三年四月三十日修正生效前，
經行政院、本部或臺灣省政府同意之新訂
或擴大都市計畫案，未能於一百零三年十
二月三十一日前依法辦理公開展覽者，或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四月三十日至一百零一
年六月二十一日間，經本部同意之新訂或
擴大都市計畫案，未能於本部同意後五年
內依法辦理公開展覽者，原核可之案件廢
止。
本要點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十二月十二日
修正生效後，未能於本部區域計畫主管機
關提供意見後三年內依都市計畫法辦理公
開展覽者，應重新辦理意見徵詢。
都市計畫擬定機關得於本部區域計畫主管
機關提供意見前申請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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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
業規範
（壹、總編及貳、專編第十三編農村再生計畫
實施地區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中華民國 84 年 3 月 27 日內政部（84）台內營字
第 8472377 號函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84 年 7 月 13 日內政部（84）台內營字
第 8480083 號函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85 年 8 月 7 日內政部（85）台內營字
第 8504989 號函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86 年 5 月 9 日內政部（86）台內營字
第 8672765 號函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86 年 7 月 8 日內政部（86）台內營字
第 8673193 號函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87 年 2 月 16 日內政部（87）台內營字
第 8771255 號函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87 年 9 月 25 日內政部（87）台內營字
第 8772902 號函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88 年 9 月 28 日內政部（88）台內營字
第 8874729 號函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90 年 6 月 6 日內政部（90）台內營字
第 9083915 號令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2 點（原名
稱：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
中華民國 90 年 10 月 17 日內政部（90）台內營字
第 9085851 號令修正發布第 2 點第 10 編休閒
農場之第 5 小點條文
中 華 民 國 91 年 10 月 15 日 內 政 部 台 內 營 字
第 0910086758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2 點；並自即
日實施
中 華 民 國 92 年 3 月 13 日 內 政 部 台 內 營 字
第 0920084904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2 點
中 華 民 國 93 年 5 月 24 日 內 政 部 台 內 營 字
第 0930084011 號令修正發布第 1 點條文之十、
十三小點、第 2 點條文第十一編之一、三小點及
第十二編之二、十小點；並自即日起實施
中 華 民 國 94 年 5 月 16 日 內 政 部 台 內 營 字
第 0940083353 號令修
正發布全文 2 點；並自即日實施
15.中華民國 95 年 7 月 26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
第 0950802352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2 點；並自即
日生效
中 華 民 國 97 年 8 月 7 日 內 政 部 台 內 營 字
第 0970805739 號令修正發布第 1 點條文之總編
第 16、18-1 點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中 華 民 國 100 年 10 月 13 日 內 政 部 台 內 營 字
第 1000808063 號令修正部分規定及總編第五點
附件一、總編第六點附件二、附件三，自即日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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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1 年 8 月 30 日 內 政 部 台 內 營 字
第 1010807351 號令修正總編第十七點、第十八
點之一規定及第六點附件二、附件三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9 月 6 日 內 政 部 台 內 營 字
第 1020808863 號令修正部分規定及總編第五點
附件一、總編第六點附件二及附件三、總編第八
點附表二之一，自即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16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30813246 號令修正部分規定及總編第五點附
件一、第六點附件二、附件三、第八點附表二之
一、附表二之二，自即日生效
中 華 民 國 104 年 8 月 17 日 內 政 部 台 內 營 字
第 1040811078 號令修正部分規定及總編第五點
附件一、第八點附表一、住宅社區專編第十七點
附表四修正規定
中 華 民 國 104 年 11 月 12 日 內 政 部 台 內 營 字
第 1040815492 號令修正部分規定，自即日生效

ಥăᓁበ!
一、本規範依區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十五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面積足以影響原使用
分區劃定目的者，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規定，其土地使用計畫應經區域計畫
擬定機關審議者，除其他法令另有規定者
外，應以本規範為審查基準。
三、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區應符合各級區域計
畫所定下列事項：
（一）區域性部門計畫之指導。
（二）保育水土及自然資源、景觀及環境
等土地分區使用計畫。
位於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按全國區
域計畫所定下列條件劃設之設施型使用分
區變更區位者，免依本編第三點之一、第
三點之二辦理：
（一）環境資源劃設區位條件。
（二）成長管理劃設規模條件。
（三）開發性質劃設區位條件。
三之一、申請開發計畫應說明基地無法於下列
地 區開發 之理 由，經 徵得所 在直 轄
市、縣（市）政府及區域計畫委員會
審議同意後始得開發：
（一）都市計畫地區之推動都市更新地區
及整體開發地區。
（二）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得變更使用之都
市計畫農業區。
（三）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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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點第二項劃設區位。
廢棄物封閉掩埋場、廢棄物焚化處理
申請開發基地規劃內容屬興辦國防、行政
廠、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處理場
院核定之重大建設或緊急救災安置需要
及土石採取場等設施，於土地使用分
者，不受前項規定限制。
區變更計畫申請同意階段，應依總編
三之二、申請開發計畫應調查說明基地所在直
第三點、第三之一點、第三之二點、
轄市、縣（市）範圍內同興辦事業性
第八點、第九點、第十點、第十二點
質開發案件土地之分布、使用及閒置
至第十六點、第十八點、第二十四點、
情形，並從供需面分析開發需求與無
第二十六點、第二十九點規定，並應
法優先使用閒置土地之理由，並取得
考量區位適宜性與說明開發行為對鄰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見文件。
近地區之負面影響及防治措施。
前項規定之調查事項，經區域計畫委員會
開發基地如經區域計畫委員會依前項規定
討論認為申請開發行為情況特殊者，其調
審查無設置必要性或區位不適宜者，得不
查範圍得以區域計畫委員會指定之範圍辦
予同意。
理。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第八點規定受理
四、本規範計分總編、專編及開發計畫書圖三
第一項申請開發案件後，直轄市、縣（市）
部分，專編條文與總編條文有重複規定事
政府應召開聽取陳情民眾或相關團體意見
項者，以專編條文規定為準。未列入專編
會議，申請人應就民眾或相關團體陳述意
之開發計畫，依總編條文之規定。
見做成紀錄並研擬回應意見，於提報區域
五、為提供非都市土地擬申請開發者之諮詢服
計畫委員會審議時一併檢附。但已依土地
務，申請人得檢具附件一之資料，函請區
徵收條例、環境影響評估法或其他目的事
域計畫原擬定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
業法令規定辦理公聽會，且檢附相關資料
府就擬申請開發之基地，是否具有不得開
佐證其公聽會之說明內涵，包括開發計畫
發之限制因素，提供相關意見。
之範圍、計畫內涵及土地取得方式者，不
六、申請人申請開發許可，應檢具下列書圖文
在此限。
件：
九、申請開發之基地不得位於附表二之一 所列
（一）申請書。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但有下列情形之一
（二）開發計畫書圖。
者，不在此限：
（三）涉水土保持法令規定應檢附水土保
（一）屬內政部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持規劃書者及涉環境影響評估法
關認定由政府興辦之公共設施或
令規定應檢附書圖者，從其規定辦
公用事業，且經各項第一級環境敏
理。
感地區之中央法令規定之目的事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書圖文件格式如附件
業主管機關同意興辦。
二、附件三。
（二）為整體規劃需要，不可避免夾雜之
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發許可或開發同
零星小面積土地符合第九之一點
意後，申請變更開發計畫之書圖文件格式
規定者，得納入範圍，並應維持原
如附件六。
地形地貌不得開發使用。
七、申請開發者依本法有關規定應向直轄市、
（三）依各項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中央
縣（市）政府繳交開發影響費者，其費用
目的事業主管法令明定得許可或
之計算除依規定辦理外，並應載明於開發
同意。
計畫書中。
前項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中水庫集水區
八、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區域計畫擬定機
（供家用或公共給水），指現有、興建中、
規劃完成且定案（核定中）
，作為供家用及
關受理申請開發案件時，應查核其開發計
公共給水者（詳附表三）
；其範圍依各水庫
畫及有關文件（如附表一、 附表二之一 、
管理機關（構）劃定並由經濟部查認，送
附表二之二 ）；有須補正者，應通知申請
由內政部公告之範圍為標準，或大壩上游
人限期補正。
全流域面積
八之一、申請開發殯葬、廢棄物衛生掩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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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之一、申請開發基地內如有夾雜之零星屬於
第一項基地所在之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土地，須符合
區，於尚未依法公告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
下列情形，始得納入開發基地：
區之範圍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離前，其
（一）納入之夾雜地須基於整體開發規劃
開發除應依第一項規定辦理外，並應符合
之需要。
下列規定。但有特殊情形，基於國家社會
（二）夾雜地仍維持原使用分區及原使用
經濟發展需要者且無污染或貽害水源、水
地類別，或同意變更為國土保安用
質與水量行為之虞者，經提出廢水三級處
地。
理及其他工程技術改善措施，並經飲用水
（三）夾雜地不得計入保育區面積計算。
及自來水主管機關審查同意後，送經區域
（四）面積不得超過基地開發面積之百分
計畫委員會審查通過者，得不受本項第一
之十或二公頃，且扣除夾雜土地後
款及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之基地開發面積仍應大於得辦理
（一）距離豐水期水體岸邊水平距離一千
土地使用分區變更規模。
公尺之範圍，區內禁止水土保持以
（五）應擬定夾雜地之管理維護措施。
外之一切開發整地行為。
九之二、申請開發之基地位於第二級環境敏感
（二）取水口上游半徑一公里內集水區及
地區者，應就基地內位於環境敏感地
下游半徑四百公尺，區內禁止水土
區之土地說明下列事項，並徵詢各項
保持以外之一切開發整地行為。
環境敏感地區主管機關意見：
（三）距離豐水期水體岸邊水平距離一千
（一）就所屬環境敏感地區特性提出具體
公尺以外之水源保護區，其開發管
防範及補救措施，並不得違反各項
制應依自來水法之規定管制。
環境敏感地區劃設所依據之中央
（四）各主管機關依本編第六點審查有關
目的事業法令之禁止或限制規定。
書圖文件，且各該主管機關同意
（二）就所屬環境敏感地區特性規範土地
者。
使用種類及強度。
十一、申請開發之基地位於原住民保留地者，
十、申請開發之基地，如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
其申請開發之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保護區之範圍者，其開發應依自來水法之
並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同意者，得為礦
規定管制。其基地污水排放之承受水體未
業、土石、觀光遊憩及工業資源之開發，
能達到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公告該水體分類
不受本編第九點及第十點之限制。但不
之水質標準或河川水體之容納污染量已超
得違背其他法令之規定。
過主管機關依該水體之涵容能力所定之管 十二、申請開發之基地位於自來水淨水廠取水
制總量者或經水利主管機關認為對河防安
口上游半徑一公里集水區內，且基地尚
全堪虞者，不得開發。但經區域計畫委員
無銜接至淨水廠取水口下游之專用污水
會同意興辦之各項供公眾使用之設施，不
下水道系統者，暫停核發開發許可。但
在此限。
提出上述系統之設置計畫，且已解決該
開發基地所在之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已
系統所經地區之土地問題者，不在此
依法公告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
限，其設置計畫應列於第一期施工完成。
取水口一定距離內之地區者，其開發應依
前項基地如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前項規定及飲用水管理條例相關規定辦
之範圍者，則依第十點規定辦理，免依
理，不受第三項規定之限制。但如開發基
本點規定辦理。
地未位於該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已公告 十三、基地之原始地形或地物經明顯擅自變更
之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
者，除依法懲處外，並依水土保持法相
一定距離內之地區，並經飲用水主管機關
關規定暫停兩年申辦，其不可開發區之
說明該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內不再另外
面積，仍以原始地形為計算標準。
劃設其他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者，其開
前項開發案件經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
發僅依第一項規定辦理，不受第三項規定
議且獲致結論不同意者，請各該管直轄
之限制。
市、縣（市）政府確實遵照本法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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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及第二十二條相關規定，嚴格究辦
執行。
十四、基地土地形狀應完整連接，如位於山坡
地該連接部分最小寬度不得少於五十公
尺，位於平地不得小於三十公尺，以利
整體規劃開發及水土保持計畫。但經區
域計畫委員會認定情況特殊且符合整體
規劃開發，並無影響安全之虞者，不在
此限。
十五、基地內之公有土地或未登記土地，基於
整體規劃開發及水土保持計畫需要，應
先依規定取得同意合併開發或核准讓售
之文件。
十六、基地內之原始地形在坵塊圖上之平均坡
度在百分之四十以上之地區，其面積之
百分之八十以上土地應維持原始地形地
貌，且為不可開發區，其餘土地得規劃
作道路、公園、及綠地等設施使用。
坵塊圖上之平均坡度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未逾四十之地區，以作為開放性之公共
設施或必要性服務設施使用為限，不得
作為建築基地（含法定空地）。
滯洪設施之設置地點位於平均坡度在百
分之三十以上地區，且符合下列各款規
定者，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同意後，
得不受前二項規定限制：
（一）設置地點之選定確係基於水土保持
及滯洪排水之安全考量。
（二）設置地點位於山坡地集水區之下游
端且區位適宜。
（三）該滯洪設施之環境影響評估及水土
保持規劃業經各該主管機關審查
通過。
（四）申請人另提供位於平均坡度在百分
之三十以下地區，與滯洪設施面積
相等之土地。但該土地除規劃為保
育目的之綠地外，不得進行開發使
用。
申請開發基地之面積在十公頃以下者，
原始地形在坵塊圖上之平均坡度在百分
之三十以下之土地面積應占全區總面積
百分之三十或三公頃以上；申請開發基
地之面積在十公頃以上者，其可開發面
積如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認為不符經
濟效益者，得不予審查或作適度調整。
十七、基地開發應保育與利用並重，並應依下

列原則，於基地內劃設必要之保育區，
以維持基地自然淨化空氣、涵養水源、
平衡生態之功能：
（一）基地應配合自然地形、地貌及地質
不穩定地區，設置連貫並儘量集中
之保育區，以求在功能上及視覺上
均能發揮最大之保育效果。除必要
之道路、公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設
施、公用設備等用地無法避免之狀
況外，保育區之完整性與連貫性不
得為其它道路、公共設施、公用設
備用地切割或阻絕。
（二）保育區面積不得小於扣除不可開發
區面積後之剩餘基地面積之百分
之三十。保育區面積之百分七十以
上應維持原始之地形地貌，不得開
發。
（三）劃為保育區內之土地，如屬曾先行
違規整地、海埔新生地、河川新生
地或土地使用現況為漁塭、裸露
地、墾耕地者，應補充如何維持保
育功能之內容或復育計畫。
（四）保育區面積之計算不得包括道路、
公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設施、公用
設備，且不得於保育區內劃設建築
基地。
（五）滯洪設施如採生態工程方式設置，
兼具滯洪、生物棲息與環境景觀等
功能，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同
意，其面積得納入保育區面積計
算；前開設施面積納入保育區計算
者，仍應符合第二款規定。但基地
非屬山坡地範圍，基於公共安全及
防災需要，所規劃生態滯洪設施之
設置標準高於本規範規定者，經區
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同意，其變更原
始地形地貌之比例，得酌予調整。
（六）非屬山坡地範圍之基地設置以輔助
污水處理設施改善水質為目的之
人工濕地，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
同意，得納入保育區面積計算，且
其變更原始地形地貌之比例，得酌
予調整。
前項第五款及第六款得調整保育區變更
原始地形地貌比例，不得大於保育區面
積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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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開發基地內經調查有下列情形之一，且
地。
尚未依相關法規劃定保護者，應優先列 二十、整地應依審查結論維持原有之自然地形、
為保育區：
地貌，以減少開發對環境之不利影響，
（一）珍貴稀有之動、植物保護地區。
並達到最大的保育功能。其挖填方應求
（二）主要野生動物棲息地。
最小及平衡，不得產生對區外棄土或取
（三）林相良好之主要林帶。
土。但有特別需求者依其規定。
（四）文化資產之保護地區。
非屬山坡地之整地排水應依以下原則辦
（五）經濟部認定之重要礦區且地下有多
理：
條舊坑道通過之地區。
（一）挖填方計算應採用方格法，方格每
（六）特殊地質地形資源：指基地內特殊
一邊長為二十五公尺，並根據分期
之林木、特殊山頭、主要稜線、溪
分區計畫分別計算挖填土方量。
流、湖泊等自然地標及明顯而特殊
（二）整地應維持原有水路之集、排水功
之地形地貌。
能，有須變更原有水路者，應以對
（七）坡度陡峭地區：指坡度在百分之四
地形、地貌影響最小之方式做合理
十以上之地區。
之規劃，整治計畫並須徵得各該主
十八之一、申請開發基地規劃內容如屬廢棄物
管機關同意。
衛生掩埋場、廢棄物處理廠（場）、 二十一、基地開發不得妨礙上、下游地區原有
土 石 方 資 源 堆 置 處 理 場 等 掩埋 性
水路之集、排水功能。基地內凡處於
質、配合國家重大公共工程專土專
洪氾區之任何設施皆應遵照水利法之
用政策土石採取或大理石礦石開採
規定。
之開發行為，符合環境影響評估、 二十二、基地開發後，包含基地之各級集水區
水土保持審查通過之要件，並加強
，以二十五年發生一次暴雨產生對外
考量景觀、生態及公共與國土安全
排放逕流量總和，不得超出開發前之
之 措 施 ， 經 區 域 計 畫 委 員 會同 意
逕流量總和。並應以一百年發生一次
者，得不受第十六點第一項規定之
暴雨強度之計算標準提供滯洪設施，
限制。但於開發完成後，除滯洪池
以阻絕因基地開發增加之逕流量，有
為防災需要應予維持外，應按開發
關逕流係數之採用，得參考行政院農
前之原始地形，依第十六點第一項
業委員會訂頒之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及第十七點規定計算不可開發區及
並取上限值計算。
保育區面積，供作國土復育使用，
基地之範圍及形狀，無法自力提供滯
並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該部分土
洪設施者，應取得同一集水區相關地
地得配合土地開發合理性彈性規劃
主及居民之同意書，並協議共同提供
配置土地位置，其餘土地應依核定
相關基地之滯洪設施。
計畫整復，並加強環境景觀維護。
基地經過整地而改變集水區之範圍
前項供作國土復育使用之土地面積，不
者，應以改變後之集水區為審議之基
得小於全區總面積百分之五十。
本單元，並須經主管水土保持、水利
第一項大理石礦石開採基地與周邊土地
機關之同意。
使用不相容之範圍邊界，應退縮留設寬
第一項逕流量之計算，應經依法登記
度十五公尺以上之緩衝綠帶，其經區域
開業之相關專業技師簽證。但由政府
計畫委員會同意者，得不受第十七點第
相關專業機關提供，並由機關內依法
二款及第十八點第七款規定之限制。
取得相當類科技師證書者為之者，不
第三項開發完成後之土地使用及使用地
在此限。
編定，仍應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辦理。
第一項滯洪設施面積之計算標準，山
十九、列為不可開發區及保育區者，應編定為
坡地開發案件，如水土保持法相關規
國土保安用地，嗣後不得再申請開發，
定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但經區域
亦不得列為其它開發申請案件之開發基
計畫委員會審議認為該設施容量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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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荷瞬間暴雨量之虞者，申請人應收
量。
集鄰近地區氣象局測得之雨量氣候值
（二）前款道路系統無剩餘容量時，
統計資料，提出相關分析及因應對
暫停核發開發許可。但有計畫
策，於同意開發許可時，作成附帶條
道路或申請人提出交通改善計
件，納入規劃水土保持計畫送請審核。
畫能配合基地開發時程，且徵
二十三、基地開發後，基地排水系統在平地之
得該道路主管機關之同意，並
排水幹線（如箱涵、野溪）應依據二
符合前款規定者，不在此限。
十五年發生一次暴雨強度設計，排水 二十八、基地開發應視需要規劃或提供完善之
支線（如涵管）應依據十年發生一次
大眾運輸服務或設施。
暴雨強度設計，排水分線（如Ｕ型溝） 二十九、基地開發應檢附電力、電信、垃圾及
應依據五年發生一次暴雨強度設計。
自來水等相關事業主管機構之同意文
二十四、基地開發應分析環境地質及基地地質
件。但各該機構不能提供服務而由開
，潛在地質災害具有影響相鄰地區及
發申請人自行處理，並經各該機構同
基地安全之可能性者，其災害影響範
意者不在此限。高壓輸電力線經過之
圍內不得開發。但敘明可排除潛在地
土地，原則上規劃為公園、綠地或停
質災害者，並經依法登記開業之相關
車場使用，並應依電力主管機構有關
地質專業技師簽證，在能符合本規範
規定辦理。
其他規定之原則下，不在此限。
三十、基地內應依下水道法設置專用下水道系
潛在地質災害之分析資料如係由政府
統及管理組織，下水道系統應採用雨水
相關專業機關提供，並由機關內依法
與污水分流方式處理。
取得相當類科技師證書者為之者，不 三十一、為確保基地及周遭環境之品質與公共
受前項應經依法登記開業之相關地質
安全，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得依基地本
專業技師簽證之限制。
身及周遭之環境條件，降低開發區之
開發基地位於地質法公告之地質敏感
建蔽率、容積率；並得就地質、排水、
區且依法應進行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
污水、交通、污染防治等項目，委託
安全評估者，應納入地質敏感區基地
專業機構或學術團體代為審查，其所
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
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二十五、基地開發不得阻絕相鄰地區原有通行 三十二、開發後基地內之透水面積，山坡地不
之功能，基地中有部分為非申請開發
得小於扣除不可開發區及保育區面積
範圍之地區者，應維持該等地區原有
後剩餘基地面積的百分之五十，平地
通行之功能。
不得小於百分之三十。但經區域計畫
二十六、基地聯絡道路，應至少有獨立二條通
委員會認定無影響安全之虞者，不在
往聯外道路，其中一條其路寬至少八
此限。
公尺以上，另一條可為緊急通路且寬
基地位於依地質法劃定公告之地下水
度須能容納消防車之通行。但經區域
補注地質敏感區，其開發後基地內之
計 畫委員 會認 定情況 特殊且 足供 需
透水面積應依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
求，並無影響安全之虞者，不在此限。
查 及地質 安全 評估作 業準則 規定 辦
二十七、基地開發應依下列原則確保基地通往
理。
中心都市之縣級（含）以上道路系統 三十三、基地整地應配合自然景觀風貌，儘量
的順暢：
自然化，其整地之綠化應與自然環境
（一）基地開發完成後，其衍生之尖
配合。
峰小時交通流量不得超過該道 三十四、公共管線應以地下化為原則，管線如
路系統Ｄ級服務水準之最小剩
暴露於公共主要路線上時，應加以美
餘容量，且其對鄰近重要路口
化處理。
延滯不得低於Ｄ級服務水準， 三十五、開發區內建築配置應儘量聚集，並將
優先申請者得優先分配剩餘容
法 定空地 儘量 靠近連 貫既有 之保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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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使得建築物基地之法定空地能與
保育區相連貫，而發揮最大保育功能。
三十六、基地內之道路應順沿自然地形地貌，
並應依下列原則設置：
（一）避免道路整地造成長期之基地
開發傷痕，以維護基地之自然
景觀。
（二）路網之設置應表達基地之自然
地形結構，避免平行道路產生
之階梯狀建築基地平台所形成
之山坡地平地化建築現象，並
避免產生違背基地自然特性之
僵硬人工線條。
三十七、申請開發者，應依下列原則提供基地
民眾享有接觸良好自然景觀的最大機
會：
（一）優先提供良好之觀景點為公共
空間，如公園、步道及社區中
心等。
（二）以公共步道銜接視野優良之公
共開放空間。
（三）建物的配置應提供良好的視覺
景觀。
三十八、為維護整體景觀風貌及視野景觀品質
，申請開發之基地與相鄰基地同時暴
露於主要道路之公共視野中者，應配
合相鄰基地優良之景觀特色，塑造和
諧的整體意象。
三十九、申請開發者，其基地內建築物應尊重
自然景觀之特色，並應注意下列事項：
（一）建築量體、線條、尺度均應順
應自然地形地貌之結構，表達
並強化各個地形景觀。
（二）建築物之容許高度應隨坡地高
度之降低而調整，以確保大多
數坡地建築的視野景觀。
（三）建築尺度、色彩、材質及陰影
效果，均應與相鄰地形地貌配
合，並應保持以自然景觀為主
之特色。
（四）利用地形的高低差或建築物本
體，提供停車空間以避免增加
整地的面積及大片的停車景
觀。
（五）依建築法令綠建築相關規定辦
理之開發基地，應說明綠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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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構想並承諾未來於建築許
可階段配合辦理。
四十、申請開發案之土地使用與基地外周邊土
地使用不相容者，應自基地邊界線退縮
設置緩衝綠帶。寬度不得小於十公尺，
且每單位平方公尺應至少植喬木一株，
前述之單位應以所選擇喬木種類之成樹
樹冠直徑平方為計算標準。但天然植被
茂密經認定具緩衝綠帶功能者，不在此
限。
前項緩衝綠帶與區外公園、綠地鄰接部
分可縮減五公尺；基地範圍外鄰接依水
利法公告之河川區域或海域區者，其鄰
接部分得以退縮建築方式辦理，其退縮
寬度不得小於十公尺並應植栽綠化，免
依前項規定留設緩衝綠帶。
四十一、申請開發，需於基地季節風上風處設
置防風林帶者，其寬度比照緩衝綠帶
標準。
前項防風林帶得配合緩衝綠帶設置。
四十二、全區綠化計畫應先就現有植栽詳細調
查，樹高十公尺以上及樹高五公尺以
上且面積達五百平方公尺之樹林，應
予原地保存。但在允許改變地貌地區
得於區內移植。
前項樹林經中央林業主管機關核可得
砍伐林木者，不在此限。
四十三、全區綠化計畫應涵括機能植栽（緩衝、
遮蔽、隔離、綠蔭、防音、防風、防
火及地被等植栽）景觀植栽及人工地
面植栽等項目，並以喬木、灌木及地
被組合之複層林為主要配置型態。
前項綠化計畫範圍應包含基地私設之
聯絡道路。
四十四、開發區位於下列高速鐵路、高速公路
及區域計畫景觀道路行經範圍內，應
做視覺景觀分析：
（一）以高速鐵路、高速公路兩側二
公里範圍內或至最近稜線之範
圍內，並擇取其中範圍較小者。
（二）以區域計畫景觀道路（如附表
七）兩側一公里範圍內或至最
近山稜線之範圍內，並擇取其
中範圍較小者。
四十四之一、申請開發之基地位於河川新生地
範圍者，應符合下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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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發計畫書應敘明土地使
用性質及相關防洪計畫之
相容性，開發計畫應符合
河流流域之整體規劃，以
維持原有河系流向、河岸
之平衡及生態系之穩定，
將環境影響減至最小為原
則。開發區土地利用應採
低密度之規劃使用，明確
說明其土地需求之計量方
式，並依計畫目的及區位
環境特性，編定適當土地
使用分區及用地，且應視
開發區之土地利用方式及
鄰近地區需要，適當配置
相關排水設施及防汛通
路，以供防汛搶險之公共
安全使用。
（二）開發計畫中應包含築堤造
地計畫以敘明土地利用強
度及堤防設計關聯性，並
檢附於河川新生地開發築
堤造地計畫摘要簡表（如附
表六）。有關堤防結構型式
之規劃設計應先考慮新生
地之土地使用分區，以安
全、經濟與河岸景觀、生態
保育並重為原則，宜採親水
性及生態工法之設計。有關
堤防之興建及排水工程設
計，並應先報請水利主管機
關審核同意，施工前須向水
利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三）開發計畫中應研訂環境維
護計畫及土地處理計畫，
以分期分區方式辦理開發
者，並應說明開發各期與
分區之資金來源及資金運
用估算方式。因開發致可
能影響鄰近地區之安全或
對既有設施造成之損害，
所採取之河岸防護措施，
其防護計畫成本應納入開
發申請案財務計畫中。
前項所稱河川新生地開發，係指
涉及築堤造地及堤後新生地之開

發者。
四十四之二、為因應氣候變遷影響及不同天然
災害（如水災、土石流、颱風及
地震等）發生時之緊急避難與防
救災措施，開發案件應研擬防災
計畫內容。
四十四之三、申請開發案件如屬單一興辦事業
計畫使用者，於使用地變更規劃
時，除緩衝綠帶與保育區土地應
分割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滯洪
池應分割編定為水利用地及穿越
性道路應分割編定為交通用地
外，其餘區內土地均編定為該興
辦目的事業使用地。
申請開發案件如非屬單一興辦事
業計畫使用者，區內各種土地使
用項目仍應按審定土地使用計畫
內容與性質，分割編定為適當使
用地類別。
申請開發案件屬第一項情形者，
申請人應依第一項用地變更編定
原則規劃用地類別，並依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應編定之
用地類別，擬具各種用地之土地
使用強度對照表，本部區域計畫
委員會於審議時，得視個案之開
發類型及規模等因素，賦予開發
建築之建蔽率、容積率及有關土
地使用管制事項。
四十四之四、申請開發案經本部區域計畫委員
會審查會議審議通過，本部尚未
核發開發許可函前，非經申請人
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並查
明屬實者，應維持原決議。
四十四之五、申請開發之基地位於山坡地範圍
者，其基地整地、排水、景觀等
相關設施之規劃與配置，宜以尊
重生態之理念進行設計。
四十四之六、申請開發基地位於經濟部公告之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者，開發行為
所需水源應不得抽取地下水，並
應以低耗水使用為原則。
前項申請開發計畫應依所在區域
近五年內地面之年平均下陷量，
評估該區域未來可能之下陷總
量，並據此提出防洪、排水及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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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等相關措施，以防止基地之地
盤沈陷、海水入侵或洪水溢淹等
情形。
基地位於彰化縣、雲林縣轄區之
高速鐵路沿線兩側一公里範圍內
者，應知會高速鐵路主管機關；
基地位於高速鐵路兩側一百五十
公尺範圍內者，應進行開發基地
荷重對高速鐵路結構及下陷影響
評估分析，並取得高速鐵路主管
機關認定無影響高速鐵路結構文
件。
四十四之七、申請開發基地為行政院同意設立
之自由經濟示範區，得訂定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計畫，說明各種用
地之容許使用項目及強度。區內
土地依使用性質編定為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者，其容積率不得超過
百分之二百四十。
自由經濟示範區屬綜合性土地利
用型態者，應說明各分區使用項
目之相容性及管理方式，必要時
應說明各種不相容使用行為產生
衝突之解決方案。
自由經濟示範區應留設不得少於
全區面積百分之二十之公共設施
用地。
自由經濟示範區之開發，得免依
總編第十七點規定留設保育區。
四十五、本規範實施後，尚未經區域計畫原擬
定機關受理審查者，應依本規範審議
之。
四十六、本規範為審查作業之指導原則，若有
未盡事宜，仍以區域計畫委員會之決
議為準。
四十七、本規範經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實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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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區開發應遵循各該區域計畫指定之人口
及住宅用地之總量管制，或位於總編第三
點第二項所劃設區位。但屬鄰近重大產業
建設投資地區且符合該地區發展需要所衍
生住宅需求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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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之一、申請開發基地位於一般農業區者，面
積須為十公頃以上。
一之二、社區開發區位應符合下列原則。但申
請人提出之因應措施經區域計畫委員
會討論同意者，不在此限：
（一）位於鐵路、高速鐵路、都會捷運
等軌道系統或大眾運輸系統之
車站或轉運站道路距離三公里
範圍內。
（二）位於中、小學道路距離二公里範
圍內。
（三）位於警察及消防設施足以涵蓋之
服務範圍內。
（四）位於自來水供應範圍內。
（五）位於污水下水道設施涵蓋範圍
內。
基地位於總編第三點第二項所劃設區位
者，免受前項規定限制。
二、申請開發之基地位於山坡地者，其保育區
面積不得小於扣除不可開發區面積後之剩
餘基地面積的百分之四十。保育區面積之
百分之七十以上應維持原始之地形面貌，
不得開發。
三、基地內之原始地形在坵塊圖上之平均坡度
在百分之三十以下之土地面積應佔全區總
面積百分之三十以上或三公頃以上。
四、為減少主要河川流域過度開發，減輕水患
災害，如基地位於各該主要河川水源水質
水量保護區範圍內者，於整治工程未完成
前，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建議區域
計畫擬定機關暫緩核准開發。
五、基地開發之街廓，以獨立住宅或雙併住宅
為主者，其長邊應以八十公尺至一百二十
公尺為原則，短邊應以二十公尺至五十公
尺為原則；以集合住宅為主者，其邊長不
得超過二百五十公尺。其街廓內之停車
場、綠地、廣場、通路、臨棟間隔等應做
整體規劃。
基地位於山坡地者，其街廓得順應地形地
勢規劃，經區域計畫委員會認定需要者得
不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六、基地開發應確實標明每宗建築基地位置。
整地後每宗建築基地最大高差不得超過十
二公尺，且必須臨接建築線，其臨接長度
不得小於六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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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基地開發應於集合住宅或建築組群之外圍
設置十公尺以上緩衝帶，且得以道路為緩
衝帶。
八、居住人口數之核算，依每人三十平方公尺
住宅樓地板面積之標準計，又依每四人為
一戶核算戶數，並據以計算公共設施或必
要性服務設施及公用設備之需求。
九、基地開發應依下列原則確保基地連接縣道
（含）以上之聯絡道路系統交通之順暢：
（一）基地開發完成後所產生之平日尖峰
小時交通流量，不得超過該道路系
統Ｃ級服務水準之最小剩餘容量，
且其對鄰近重要路口延滯不得低於
Ｃ級服務水準，優先申請者優先分
配剩餘容量。
（二）前款道路系統無剩餘容量時，暫停
核發開發許可。但有計畫道路或申
請人提出交通改善計畫能配合基地
開發時程，且徵得該道路主管機關
之同意，並符合前款規定者，不在
此限。
十、基地內之主要道路應採人車分離規劃之原
則劃設人行步道，且步道寬度不得小於
一．五公尺。
十一、基地內除每一住戶至少應設置一路外停
車位外，並應設置公共停車場，停車場
面積並不得小於社區中心用地面積之百
分之十二且其停車位數不得低於停車需
求預估值。
十二、基地開發應設置國民中學、小學學校用
地，學校用地標準應依據教育部訂定之
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或縣（市）政府另
定並報經教育部備查之基準內之都市計
畫區外之校地面積標準作為計算標準，
校地應切結同意贈與直轄市、縣（市）。
學生數之核算，國民中學學生數以居住
人口數之百分之八計，國民小學學生數
以居住人口數之百分之十五計。依前項
設備基準，國中、小生每生二十五平方
公尺計。但縣（市）政府依其實際需要
另定基準者，從其規定。
如居住人口數未達設校經濟規模者，得
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自願贈與最少每一國中、小生二十
五平方公尺之完整建築基地提供給

當地直轄市、縣（市），作為取得
中、小學用地及建校之代用地。
（二）贈與建地給直轄市、縣（市）時，
應簽訂贈與契約，並註明標售所得
之費用，應作為該基地學區範圍內
購買學校用地及建校、改善學校服
務水準或 增建學校 設施等 所需 費
用。
前項第二款之贈與契約應於區域計畫
擬定機關核發許可後，縣（市）政府公
告開發許可內容前完成之。
學校用地應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規劃為代用地者，應一併整地並應
編定為建築用地。
申請人依規定繳交學校開發影響費
者，免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理。
十三、土地使用計畫中應敘明學校代用地所規
劃之建蔽率、容積率及計畫容納人口
數、戶數。
十四、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設置規模之面積大
小，應將學校代用地之容納人口數與開
發案之原計畫人口數合併計算其面積。
十五、基地應設置最少每人三平方公尺作為閭
鄰公園（含兒童遊樂場、運動場）用地，
每處面積不得小於○‧五公頃，短邊寬
度不得小於二十五公尺。
前項用地之設置應緊鄰住宅區，且不得
設置於本規範訂定之優先保育地區。
十六、閭鄰公園、社區道路應同意贈與鄉（鎮、
市）
，污水處理場應贈與直轄市、縣（市）
。
前項贈與應含土地及設施，但操作管理
維護仍由社區管理委員會負責。
十七、依規定設置中、小學（含代用地）、閭
鄰公園（含兒童遊樂場、運動場）、社
區道路、污水處理場之用地應於分割後
依其使用性質變更編定為適當用地。
公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設施如因開發期
程之延滯而會導致閒置毀損，得依附表
四之認定時間，經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同意並視實際情形由開發者切結及提
供公共設施興建保證金後，先行辦理變
更編定。
十七之一、（刪除）。
十八、基地應依下列規定設置規模適當的社區
中心用地，作為社區商業、圖書、集會、
交誼、康樂、醫療保健及其他公共設施

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P‐16‐11
或必要性服務設施之使用，以利社區意
識之形成：
（一）基地應設置每人面積不得超過四．
五平方公尺，作為社區中心用地，
且不得超 過住宅用 地面積 百分 之
八。
（二）社區中心應設置於基地內主要道路
上且應於距離各住宅單元或鄰里單
元八百公尺之步行半徑範圍。
（三）開發計畫應就社區中心可能使用之
內容，提供規劃構想。
十九、開發計畫中應明列由開發者提供之各項
社區服務設施內容、規模及工程品質，
並於分期分區發展計畫中明確說明該等
服務設施之完成時程。
二十、開發計畫書中應規定協助住戶成立「社
區管理委員會」之事項及作法，以保障
居民長期的安全及生活之便利。
二十一、開發之財務計畫及公共設施或必要性
服務設施營運管理計畫，應依公共設
施 或必要 性服 務設施 營運管 理計 畫
（格式如附件三）辦理。
二十二、（刪除）。
二十三、（刪除）。
二十四、依原獎勵投資條例規定編定工業區，
經工業主管機關解除工業區編定後，
九十九年六月十五日以前區內既存聚
集之住宅建築土地面積規模達一公頃
以上者，應依下列各款及本規範規定
申請審議。但本規範總編第十四點、
第十七點、第二十八點、第三十點、
第三十二點、第三十四點、第三十五
點、第三十九點、第四十點、第四十
四點及本編第二點、第三點、第五點
至第七點、第十二點至第十四點，不
在此限：
（一）申請範圍以位於原解除工業區編
定範圍為限；其申請面積不得大
於區內既存聚集住宅建築土地面
積之三倍。
（二）基地申請範圍鄰接丁種建築用地
者，應留設二十公尺以上之緩衝
綠帶或隔離設施。周邊丁種建築
用地屬特殊性工業使用者，其緩
衝綠帶或隔離設施寬度不得少於
六十公尺。

（三）開發基地內公共設施用地比例不
得低於扣除緩衝綠帶及隔離設施
剩餘基地土地面積之百分之二十
五；其開發或建築案，人口達下
水道法施行細則第四條規定之新
開發社區規模時，依規定設置專
用下水道。
（四）集合住宅或建築組群之外圍應設
置適當之緩衝帶，並得以道路、
防風林、綠帶、河川、區域灌排
水充當。
（五）開發計畫應說明附近商業設施、
醫療設施、教育設施（托兒所、
幼兒園、國小、國中）、公共設
施（自來水系統、下水道系統、
電力、垃圾處理、郵政電信服務、
警察派出所、消防站）之服務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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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刪除）。
二、保育區面積，不得小於扣除不可開發區面
積後之剩餘基地面積的百分之二十五；且
百分之七十的保育區應維持原始之地形面
貌，不得變更地形。
三、基地開發應對下列項目作調查分析：
（一）環境地質及基地地質之調查分析。
（二）主要脊谷縱橫剖面及挖、填方高度超
過二十公尺且可能影響相鄰地區安全
者應做深層滑動分析。
經分析後，凡具有影響相鄰地區及基
地安全之可能性者，其災害影響範圍
內，不得開發。但經依法登記開業之
相關地質專業技師簽證，可以排除潛
在災害者，在能符合本規範其它規定
之原則下，不在此限。
四、高爾夫球場會館建築基地面積不得大於一
公頃。
五、基地經過整地的面積扣除球道及會館建築
部分應考量原有生態系統予以綠化，其剩
餘面積每單位平方公尺應至少植喬木一
株。
前項之單位應以所選擇喬木種類之成樹樹
冠直徑平方為計算標準。
六、基地內任一球道，其安全距離形成之範圍
（詳附圖一），以不重疊於相鄰之球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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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境界線為原則。但若經區域計畫委員會
（二）以旅館性質為主者：有關遊客餐飲
同意，得視地形變化狀況適當調整之。
住宿設施建築基地面積應不得超過
七、基地應提供小客車停車位數不得小於下列
扣除不可開發區及保育區面積後剩
規定：
餘基地面積之百分之五十五；其餘
（一）球場為九洞者應提供至少一百五十
基地可開發之土地並應設置觀光遊
輛之停車位。
憩管理服務設施，其設施構造應與
（二）球場為十八洞者應提供至少二百輛
週邊景觀相調和，依核定計畫管制
之停車位。
之。
（三）超過十八洞者，每增加九洞提供至 五、保育區應以生態綠化方式強化及確保保育
少一百五十輛之停車位。
功能，高度十公尺以上之樹木及高度五公
八、高爾夫球場得設置附屬之住宿設施，並應
尺以上、面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樹林應
符合下列規定：
予保存。
（一）住宿設施樓地板面積以不超過核准 六、基地內必要性服務設施之提供應能滿足一
會館樓地板面積五分之一為則，且
般尖峰日旅遊人次需求，並應符合下列規
應位於會館建築基地範圍內。
定：
（二）有關住宿設施應參考觀光旅館業管
（一）基地內應設置停車場，其停車位數
理規則訂定住宿管理辦法，並納入
計算標準如下：
球場管理規章。
大客車停車位數：依實際需求推估。
（三）新增住宿設施應依高爾夫球場管理
小客車停車位數：不得低於每日單
規則第八條規定申請變更計畫，並
程小客車旅次之二分之一。
於申請建造執照時註明其用途。
機車停車位數：不得低於每日單程
機車旅次之二分之一。但經核准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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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區外停車場者，不在此限。
（二）以人為創造之遊樂區，基地內應設
一、遊憩設施區開發應接受該區域計畫區域性
置開放式公園、綠地。必要時並宜
觀光遊憩設施計畫之指導。
設置遊憩性腳踏車道、接駁巡迴巴
遊憩活動內容須與自然資源條件相配合，
士。
如係人為創造者，應符合區域性觀光遊憩
七、基地之大客車出入口若臨接公共道路，則
系統開發原則。
出入口應以多車道方式規劃，並留設大客
二、遊憩設施區自然遊憩資源應詳細調查，據
車暫停空間，以確保公共交通之順暢。
以擬定遊憩資源經營管理計畫。針對主要
遊憩資源詳擬具體可行的保育計畫，並採 八、為維護遊客之安全，應協調地方交通單位，
設置必要之交通號誌。
取立即有效的保育措施。
三、遊憩設施區應依據區域性旅遊人次空間分 九、開發單位須提供基地聯外道路之瓶頸路段
在週休二日日間連續十六小時（八時到二
派、交通、資源及區內遊憩承載量，訂定
十四時）的交通量調查資料，且至少調查
合理的使用容量，並據以提供遊憩服務及
假期開始前一日、假期中、以及假期結束
設施。
日等三種時間之資料。
四、遊憩設施區應以提供遊憩設施為主，
且依計畫設置必要性服務設施，有
ௐαበ ጯ७!
關遊客餐 飲住宿設 施建築 基地 面
積，依其遊憩設施區之主要用途之 一、學校之土地使用計畫應依不同之性質，如
不同規定如下：
行政區、教學研究區、試驗區、住宿區、
（一）以遊樂區性質為主者：有關遊客餐
校園活動、運動場及其他等單一或複合之
飲住宿設施建築基地面積應不得超
土地使用，說明各區建築配置之構想、校
過扣除不可開發區及保育區面積後
園意象之塑造、開放空間及道路動線系統
剩餘基地面積之百分之三十。
之規劃與必要之服務設施之設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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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區內宜設置人車分道系統，並應有完整
之人行步道系統。
三、住宿區應依設計容量預計其住宿人口數，
並據以設置必要性服務設施及公用設備。
四、基地開發應考量教職員生需求，規劃校園
活動系統，如運動場、綠帶、休憩綠地及
草坪、活動廣場及中庭等；其開放空間之
景觀塑造，應一併規劃。
五、學校之交通系統計畫，應含設校後人車集
結對附近環境及道路系統之衝擊、校內道
路之規劃、人車動線之佈設、大眾運輸系
統之調查、停車位之需求及交通旅次之預
測。
前項交通旅次之預測，應考量下列因素：
（一）住宿者：依宿舍設計容量預計其寄宿
人數，並據以推估其往返校區之發生
旅次。
（二）寄居者：指寄居於基地附近之教職員
及學生，其人數應依當地實際環境作
推估。寄居者之旅次得視同住宿者計
算。
（三）通勤者：非屬住宿及寄居者。其每日
旅次產生依運具選擇不同，得區分為
大眾運輸工具、大、小客車及機車旅
次，並應視基地交通條件推估之。
（四）其他蒞校者：如參觀、訪問等其他原
因來校之人員，其旅次視狀況推估之。
六、停車位應依下列原則留設：
（一）大客車停車位數：依實際需求推估。
（二）小客車停車位數：不得低於每日單程
小客車旅次之三分之二。
（三）機車停車位數：不得低於每日單程機
車旅次之三分之二。
前項停車位之設置，得以基地內之路
邊或路外之方式為之。
七、校地之利用除建築物、道路、廣場、及必
要性服務設施外，應以公園化為原則。除
必要之整地及水土保持設施外，應儘量維
持原地形並加以綠化，以作為開放空間。
基地內經常性之地面溪流，除必要性之公
共設施或為水土保持所需利用者外，應儘
量維持原狀，並改善水質，其兩岸並應植
生美化。基地如位於山坡地，其留設之永
久性沉砂池宜規劃為景觀湖泊，供師生休
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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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應於入口處、場區進出道路、管理辦
公室、磅秤室、保養廠等附屬設施附近設
置各種景觀美化設施，並利用場區內之空
地設置庭園綠地等設施以改善場區觀瞻。
二、垃圾處理採衛生掩埋法者，應建立地下水
監測系統，以觀測井監測地下水水質，並
於基地內設置四口以上合於下列規定之地
下水觀測井：
（一）至少有一口井位於場地水力坡線之上
游，俾利取得足以代表埋堆下地下水
質之水樣。
（二）至少有三口井位於場地水力坡線之下
游並應各具不同深度，俾利探查埋堆
下之地下水中是否有垃圾滲入水侵
入。
（三）前款三口井中至少有一口應靠近掩埋
場設置，其餘各井則位於基地境界線
內，俾可觀測基地內地下水之水質。
三、垃圾處理採衛生掩埋法者，應於開發計畫
中說明取棄土計畫。
四、垃圾處理採衛生掩埋法者，應於開發計畫
中說明最終土地利用計畫，並應考慮掩埋
地之沉陷及其結構特性與交通系統、周圍
環境條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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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殯葬設施之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除
依殯葬管理條例規定外，應接受區域計畫
殯葬設施規劃原則之指導，並於土地使用
分區變更計畫申請同意階段，根據其服務
範圍進行供需分析，評估實際需求。
二、公墓開發應以公園化為原則。平地之墳墓
造型應以平面草皮式為主。
山坡地之墳墓造型應順應地形地勢設置，
且墳頭後方須保持植栽坡面，不得興建護
壁或任何型式之設施物。
三、保育區內除水土保持設施及以自然素材構
成之步道、休憩亭台、座椅、垃圾筒、公
廁、安全及解說設施外，不得設置其他人
工設施。
四、基地內必要性服務設施之提供應依下列規
定：
（一）基地內應設置停車場，其計算標準如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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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墓及骨灰（骸）存放設施：應依掃
墓季節及平常日之尖峰時段估算實
際停車需求，並以該時段之實際停車
需求作為停車設置摽準，並應研擬掃
墓季節之交通運輸管理計畫（包括運
輸需求減量、配合或提昇公共運輸服
務或轉乘接駁措施等），以紓緩停車
空間之不足。
2.殯儀館及火化場：應依尖峰時段估算
實際停車需求，並以該時段實際停車
需求之百分之八十五作為停車設置
標準。
（二）設置公墓者，基地內應依殯葬管理條
例第十七條規定設置綠化空地。並得
計入前條保育區面積計算。但應符合
總編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五、基地應設置足夠之聯絡道路，其路寬應滿
足基地開發完成後，其聯絡道路尖峰小時
服務水準於Ｄ級以上，且不得低於六公
尺，如未達到該服務水準，並應研擬地區
交通運輸管理計畫，以減緩基地開發所產
生之交通衝擊。其尖峰小時，在公墓及骨
灰（骸）存放設施之開發型態係指掃墓季
節及平常日之尖峰小時。
如未採前項設置者，其路寬應依下列規定：
（一）計畫使用容量在二千以下者，其聯絡
道路路寬不得小於六公尺。
（二）計畫使用容量在二千以上，不滿五千
者，其聯絡道路路寬不得小於八公尺。
（三）計畫使用容量在五千以上者，其聯絡
道路路寬不得小於十公尺。
第一項及第二項聯絡道路之拓寬，如位於山
坡地範圍者，應避免造成對生態環境及地形
地貌之破壞。
六、第四點、第五點計畫使用容量包括墓基數
及骨灰罐數，其計算標準如下：
（一）屬埋藏性質之墓基數及骨灰罐數計算
標準依殯葬管理條例第二十三條之規
定。
（二）非屬埋藏性質之骨灰（骸）存放設施
者，其骨灰罐數依每骨灰罐占零點一
五平方公尺骨灰存放設施樓地板面積
之標準計算；骨骸罐數依每骨骸罐占
零點三平方公尺骨骸存放設施樓地板
面積之標準計算。

前項第一款屬埋藏性質之墓區應留設一定比
例土地作綠化空地、水土保持設施及墓區內
步道等使用。基地位於山坡地者，其比例不
得小於墓區面積百分之五十；位於平地者，
其比例不得小於墓區面積百分之三十。
七、（刪除）。
八、（刪除）。
九、（刪除）。
十、（刪除）。
十一、殯葬設施之設置應做視覺景觀分析。
十二、殯葬設施之服務設施區如管理中心、員
工宿舍、餐廳等，應集中設置，其面積
不得大於基地面積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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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聯絡道路路寬不得小於二十公尺。
二、基地若緊鄰公共道路，則靠基地側應設置
加減速轉彎車道，其長度不得小於六十公
尺。
三、基地出入口大門應以多車道方式規劃並留
設貨櫃車暫停空間，以確保公共交通之順
暢。
四、基地內貨櫃集散附屬設施，應先取得相關
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並應符合相關法規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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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工業區面積不得少於
十公頃。但依據產業創新條例等有關規定
申請開發者面積不得少於五公頃。有關開
發之審議，除其他法令另有規定者外，應
以本規範為基準。
二、工業區劃編應採開發計畫暨細部計畫二階
段辦理。申請開發工業區面積大於一百公
頃者，應先擬具開發計畫，經各該區域計
畫擬定機關審議同意劃編為工業區後，再
依核定開發計畫擬具細部計畫，報請各該
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審議。但申請開發工業
區面積小於一百公頃或經各該區域計畫擬
定機關同意者，其開發計畫得併同細部計
畫辦理。
申請工業區開發計畫書圖製作格式如附件
二。
三、開發計畫應檢附開發地區所在直轄市、縣
（市）工業區及工業用地利用或閒置情形
資料，分析所在直轄市、縣（市）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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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之供需狀況與開發必要性、計畫引進
工業區種類與區位，並說明能否與所在直
轄市、縣（市）產業及地方發展策略相互
配合。但區域計畫委員會得視工業區開發
類型及規模等因素，指定分析範圍。
工業區開發區位應距離高速公路或快速道
路交流道、高速鐵路車站、機場、港口或
鐵路車站道路距離三十公里範圍內，並符
合下列情形之一：
（一）基地周邊道路距離十公里範圍內已有
工業區、科學園區、產業園區或既有
工廠聚落產業，可提供申請產業發展
基礎或形成產業聚落潛能。
（二）基地周邊道路距離十公里範圍內已有
相關工業、科技、研發之大專院校或
研發機構資源，並可與其配合，提供
申請案研發及人力環境。
基地位於總編第三點第二項所劃設區位
者，免依前二項規定檢討。申請特殊性工
業區開發或於離島、偏遠地區設置者，免
依前項規定檢討。
四、申請開發之工業區位於依法劃定之海岸
（域）管制區、山地管制區、重要軍事設
施管制區或要塞堡壘地帶之範圍者，其開
發除應依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管制外，並
應先向該管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五、工業區內被劃為海岸（域）管制區、山地
管制區、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或要塞堡壘
地帶之土地，得列為基地內之國土保安、
工業區綠地等用地，並依相關法規管制。
六、工業區形狀應完整連接，連接部分最小寬
度不得少於五十公尺。但經區域計畫委員
會認定情況特殊且符合整體規劃開發，並
無影響安全之虞者，不在此限。
基地中有部分為非申請開發範圍之地區
者，應維持該等地區出入道路之功能。
七、工業區周邊應劃設二十公尺寬之緩衝綠帶
或隔離設施，並應於區內視用地之種類與
相容性，在適當位置劃設必要之緩衝綠帶
或隔離設施。
但在特定農業區設置工業區，其與緊鄰農
地之農業生產使用性質不相容者，其緩衝
綠帶或隔離設施之寬度不得少於三十公
尺；設置特殊工業區，其緩衝綠帶或隔離
設施之寬度以六十公尺為原則。
前項工業區周邊緩衝綠帶寬度不得低於十

公尺。基地緊鄰森林區或特定農業區者，
其緩衝綠帶寬度不得低於二十公尺。但公
園、綠地及滯洪池等設施因規劃考量須設
置於基地邊界者，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同意
且寬度符合上開規定者，不在此限。
第一項基地範圍毗鄰工業用地或工業區，
經工業主管機關認定二者引進產業之使用
行為相容，且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同意者，
其毗鄰部分之緩衝綠帶或隔離設施寬度得
予縮減，並應於其他範圍邊界依前二項規
定留設等面積之緩衝綠帶或隔離設施。
第一項所稱隔離設施應以具有隔離效果之
道路、平面停車場、水道、公園、綠地、
滯洪池、蓄水池等開放性設施為限。
申請開發面積在十公頃以下之工業區，經
區域計畫委員會認定情況特殊且符合整體
規劃開發，並無影響安全之虞者，得以空
地作為隔離設施，不受前項規定限制。其
以空地為隔離設施者，該部分土地面積不
予核給容積。
工業區之開發得免依總編第十七點規定留
設保育區。
八、工業區應依開發面積、工業密度、及出入
交通量，設置二條以上獨立之聯絡道路，
其主要聯絡道路路寬不得小於十五公尺。
前項聯絡道路其中一條作為緊急通路，其
寬度不得小於七公尺。
區域計畫委員會得依據工業區之鄉鎮地區
環境限制、區位條件、工業性質等酌減其
聯絡道路寬度。
九、工業區開發，需計畫利用附近區域大眾運
輸系統或其他相關交通建設計畫配合者，
應先徵求該管主管機關之同意。
十、工業區內應設置適當之廢污水處理設施，
並採雨水、廢污水分流排放方式，接通至
經環境保護主管機關認可之排水幹線、河
川或公共水域。廢污水並不得排放至農業
專屬灌排水渠道系統。
十一、工業區開發應依其規模大小於區內設置
郵政、金融、治安、消防、交通轉運站、
文康運動醫療保健、餐飲服務、圖書閱
覽及休閒運動等必要之服務設施設施。
該服務設施規模除須滿足工業區內之需
要外，且須與區外附近之服務設施相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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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業區細部計畫應符合開發計畫構想，有
變更開發計畫之必要者，應同時提出變更
申請。
二、申請非都市土地工業區細部計畫許可應檢
附下列書圖文件：
（一）申請書。
（二）開發建築計畫。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
（四）公共設施營運管理計畫。
前項書圖文件製作格式如附件三。
三、工業區街廓型態應配合工業區類型、功能
及標準廠房予以規劃，區內各種配置，應
依土地開發使用性質及核定之細部計畫，
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編定為適當
使用地。其中廠房用地、住宅社區用地部
分以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為原則，公共設
施用地、管理及商業服務用地以編定為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為原則，滯洪池以編定為
水利用地為原則，綠地則以編定為國土保
安用地為原則。
單一興辦工業人開發工業區，其土地使用
編定原則得依總編第四十四之三點規定辦
理。
四、工業區規劃應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
畫，說明容許使用項目及強度。
工業區開發如採大街廓規劃原則或須對外
招商者，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應說明
區內各種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強度、建築
退縮規定、退縮地之使用管制、建築高度
管制、停車空間設置標準、道路設計標準、
栽植及景觀綠化、建築附屬設施等。
第二項使用項目如含括員工宿舍者，其管
制計畫內容並應說明設置員工住宿所衍生
之相關休憩設施、公共設施之需求及規劃
設置方式。
第一項容許使用項目及強度不得違反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
五、工業區應依其環境特性及工業型態，於法
令限制之範圍規劃其開發強度。但區域計
畫主管機關得視基地本身及周遭環境條
件，降低建蔽率、容積率等以維持環境品
質。
六、非工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之基地內夾雜零
星或狹小之國有土地或未登錄土地，基於

整體規劃開發及水土保持計畫需要，其位
於山坡地者應先依規定取得同意合併開發
證明文件：位於平地者應先徵得該管國有
土地主管機關對該開發案使用國有土地之
處理意見。
七、工業區應依開發後之全部實際需求擬定交
通系統計畫。其實際交通量、停車場之計
算應依其土地使用之不同予以加總計算。
八、工業區內應依就業人口或服務人口使用之
車輛預估數之Ｏ．二倍，規劃公共停車場。
九、工業區內之運輸倉儲場站之貨櫃車輛出入
口臨接公共道路者，其出入口大門應以多
車道方式規劃並留設暫停空間，並於基地
設置加減速轉彎車道，以確保公共交通之
順暢。
十、運輸倉儲場站之設計，應無礙於運貨車輛
進出廠區、行進及裝卸之順暢。其作業廠
房主要運貨道路之設計應依交通部訂頒公
路路線設計規範規定辦理。
前項主要運貨道路任一車道寬度，不得小
於三‧七五公尺。其最小轉彎半徑，應依
未來營運時預估使用之最大大型車輛設
計。
十一、工業區內之道路系統，應依下列原則留
設：
（一）主要道路：指連接各分區之主要進
出口，或環繞全區及各分區以構成
完整之道路系統。道路寬度不得低
於十二公尺，全線並須予以植栽綠
化。
（二）次要道路：指主要道路以外構成各
街廓之道路系統。道路寬度不得低
於十公尺，並應視情況予以植栽綠
化。
（三）服務道路：指街廓內或建築基地內
留設之服務性道路。道路寬度不得
低於八公尺。
前項各款道路之容量應妥為規劃留設，
以確保區內行車之順暢。
十二、工業區內寬度超過十公尺之道路，應留
設人行道，並應連接其他道路人行道或
人行專用步道以構成完整步道系統。
前項人行道得於道路之二側或一側留
設，其寬度合計不得小於一‧五公尺，
並應予以植栽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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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工業區內人行步道系統與車道相接，其
計畫委員會審議具有防風林、綠帶
行車動線對人行安全造成重大之不利影
及緩衝綠帶等功能，其面積得併入
響者，應以立體化交叉方式規劃。
綠地面積計算。
十四、工業區開發應檢附自來水、工業用水、
興辦工業人開發為自用之工業
電力、電信、垃圾處理及廢棄土處理等
區，依工廠需求，劃設環保設施或
相關主管機關明確同意文件。
必要設施用地。
十五、工業區開發後透水面積不得小於基地面
（三）第三種：管理及商業服務用地工業
積之百分之三十。
區開發，得劃定指定區域作為服務
基地位於依地質法劃定公告之地下水補
及管理中心用地，其設置面積以不
注地質敏感區，其開發後基地內之透水
超過總面積之百分之十為原則。但
面積應依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
經行政院同意設立之自由經濟示
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規定辦理。
範區，不在此限。
十六、工業區之整地應配合自然景觀風貌，並
（四）第四種：住宅社區用地工業區得設
應依下列方式辦理：
置住宅社區，設置規模應依居住人
（一）整地後之坡面應處理成和緩之曲
口計算。但面積不得超過工業區內
面，凡暴露於公眾視野之坡面均應
扣除公共設施後總面積之十分之
模擬自然地形。
一。
（二）基地內除建築物、道路、水域及必
住宅社區規劃原則及其公共設施
要之作業、營運等人工設施外，應
（含土地）維護管理，應依本規範
予綠化，其綠覆率應達百分之六十
規定辦理。
以上。
（五）第五種：不可開發區及保育區基地
（三）研擬控制土壤沖蝕量之措施，並應
內依總編第十六點及第十八點留
防止土石流失成災害。
設之不可開發區及保育區等土
（四）整地計畫應說明表土之狀況並擬
地，應劃設為國土保安用地。除必
定表土貯存計畫。
要之生態體系保護設施、水源保護
（五）明確敘明棄土、取土地點、運送、
及水土保持設施、公用事業設施
其水土保持及安全措施。取、棄土
（限點狀或線狀使用）外，不得開
計畫並應依法取得相關主管機關
發整地或建築使用，並應採取適當
同意。
保護措施。
十七、工業區土地應依其土地使用性質劃定下
（六）第六種：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列使用地：
用地。
（一）第一種：廠房用地廠房用地主要 十八、廠房用地得作為下列各種使用：
供工業區製造業設廠作廠房、製
（一）廠房或作業場所廠房或作業場所
程中必要之相關附屬設施、標準
得配合工廠製程、生產需求，附
廠房、專業辦公大樓、試驗研究
設下列必須之附屬設施作該工廠
設施、及運輸倉儲設施等設施。
使用為限。
（二）第二種：公共設施用地或必要性
1.附屬辦公室。
服務設施用地公共設施用地之面
2.附屬倉庫。
積應佔工業區全區面積百分之二
3.附屬生產實驗或訓練房舍。
十以上，其中綠地不得少於全區面
4.附屬露天設施或堆置場所。
積百分之十。
5.附屬停車場。
綠地包括防風林、綠帶、緩衝綠帶
6.防治公害設備。
及公園，綠地內可供作無固定休閒
7.兼營工廠登記產品有關展示及
設施之用外，不得移作其他使用。
買賣業務。
但其面積不包括建築基地內綠化
8.高壓氣體製造設備及其他附屬
面積及滯洪池面積。保育區經區域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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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單身員工宿舍。
定之項目，辦理非都市土地容許使
（二）標準廠房
用。其開發計畫書圖格式另定之。
工業區除供製造業設廠外，得按 四、休閒農場內應辦理土地使用變更之使用地
開發工業區之計畫目的及性質，
內休閒農業設施與休閒農場範圍外緊鄰土
集中規劃部分土地作為標準廠
地使用性質不相容者，應設置適當之緩衝
房。
綠帶或隔離設施。
（三）專業辦公大樓
五、基地內必要性服務設施之提供應能滿足一
工業區依實際需要，得於廠房用
般尖峰日休閒人次需求，並依下列規定：
地內指定區域，規劃與該工業區
（一）休閒農場應設置足夠之聯絡道路，其
性質相關之專業辨公大樓，限作
路寬不得小於六公尺。但經農業主管
工業性質辦公大樓使用。
機關依法列入專案輔導之已開發休閒
（四）試驗研究設施
農場申請案，有具體交通改善計畫，
工業區依實際需要，得設試驗研
且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同意者，不在此
究設施，作為與工業區計畫目的
限。
及性質有關之試驗研究設施使
（二）休閒農場內應設置停車場，其停車位
用。
數計算標準如下：
（五）運輸倉儲設施
1.大客車停車位數：依實際需求推估。
工業區依實際需要，得劃定工業
2.小客車停車位數：不得低於每日單
區內一定區域作運輸倉儲設施使
程小客車旅次之二分之一。
用。
3.機車停車位數：不得低於每日單程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面積合計不得超
機車旅次之二分之一。但經核准設
過廠房用地面積百分之二十五。
置區外停車場者，不在此限。
十九、工業區住宅社區用地，建蔽率不得超過
（三）休閒農場內應辦理土地使用變更之使
百分之五十，容積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二
用地內除建築物、道路、廣場、及公
百：其在山坡地範圍，建蔽率不得超過
共設施外，宜多留設開放式公園、綠
百分之四十，容積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一
地，其景觀設計並應充分融合當地自
百二十。
然風貌及農業生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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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專編所稱之休閒農場，係指依據休閒農 一、填海造地開發係指在海岸地區築堤排水填
業輔導管理辦法經農業主管機關輔導設置
土造成陸地之行為，其申請以行政院專案
經營休閒農業之場地。
核准之計畫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二、休閒農場應在確保農業生產環境之原則
准興辦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為限。
下，依據農場周邊交通條件及農場休閒資 一之一、申請填海造地應一併檢附開發計畫及
源之承載量，訂定合理的使用容量，並據
造地施工計畫二部分書圖文件，但為
以設置休閒農業設施。
便於申請人作業需要，得先擬具開發
三、休閒農場各分區之土地使用規定如下：
計畫送審，並於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
（一）休閒農場內應辦理土地使用變更之使
會指定期限內檢具造地施工計畫申請
用地應依總編第十六點規定留設不
許可。其書圖製作格式如附件四。
可開發區，免留設保育區。其土地使
開發案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有
用計畫除本專編另有規定外，適用總
規定造地施工之書圖文件者，免製作
編條文之規定；並應依據審查結果編
附件四之造地施工計畫部分，逕由開
定為適當之用地。
發案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主管
（二）休閒農場內之農業用地，得依休閒農
法規進行審查。
業輔導管理辦法第十九條第八項規 二、同一區域內如有數件開發案件申請時，應
一併審查，並以環境衝擊最小，且公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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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濟價值最高者許可之。
（三）海流觀測每季辦理一次，每次觀測應
前項情形無優劣差別者，以沿岸土地所有
測得大潮與小潮（約為十五天）資料，
人之填築申請，且對其土地利用效益較大
累積資料一年以上。
者為優先，次以申請書之受理時間在先者
（四）漂沙及飛沙調查在冬季季節風及夏季
許可之。
颱風過後各辦理一次，累積資料一年
在受理申請機關受理同區域內第一件申請
以上。
案報送區域計畫擬定機關，並經區域計畫
海象觀測資料必須能滿足水工模型試驗及
委員會專案小組初審通過後始受理之申請
數值模擬計算所需驗證資料。
案，不適用前二項規定。
利用鄰近測站海象資料推算設計水位者，
三、填海造地其造地開發工程之規劃設計，應
須符合二地潮汐性質與地理位置相近之條
調查蒐集之基本資料如下：
件。
（一）自然環境資料：氣象、海象（波浪、 四、填海造地之開發，應優先保育自然資源，
潮汐、潮位、海流、漂沙等）、水深
保護歷史古蹟與重要文化資產，維護國防
與地形、飛沙、地質、土壤、水源（地
與公共安全、公共通行及鄰近海岸地區之
表水、地下水、伏流水、水庫供水情
保護。其開發計畫並應配合區域計畫、都
形及各標的計畫需水量）、水質、動
市計畫、行水計畫、港灣與航運計畫，以
植物生態等及其他敏感地區。
及其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公告之計
（二）海岸性質及既有海岸設施現況。
畫。申請填海造地開發，其地點不得位於
（三）開發區及鄰近地區土地使用現況與社
下列地區內。但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經狀況。
同意或認定不影響其目的事業計畫之實施
（四）工程材料來源資料。
及保護標的者，不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水深與地形圖，應為最近二年
（一）國家公園區域及其外五公里之範圍。
之實測圖。
（二）依法劃（指）定公告之保育區、保護
地質鑽探應製作鑽孔柱狀圖及地質剖面
區或保留區及其外五公里之範圍。
（屏狀）圖。鑽孔深度，抽沙區內以預計
（三）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抽沙完成後深度加抽沙厚度，填築區內以
公告之自然保護區及其外五公里之範
探測至確實具有充分支承力之承載層止為
圍或一般保護區內。
原則。於抽沙區內每二十五公頃至少應有
（四）要塞地帶區範圍及依國家安全法公告
一鑽孔，填築區內每十公頃至少應有一鑽
之海岸管制區、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
孔。每一開發案，抽沙區至少需有三鑽孔，
與依其他法令禁建、限建範圍。
填築區至少需有五鑽孔。鑽孔原則應均勻
（五）依法設立之海水浴場及其外三公里之
分佈於填築及抽沙區內，且填築區外圍鑽
範圍。
孔應位於規劃之堤防線上。
（六）縣（市）級以上風景特定區之範圍。
一百公頃以上之填海造地開發計畫，應有
（七）古蹟及重要考古遺址及其外三公里之
累積鄰近測站之實測氣象、海象資料，並
範圍。
以每季之平均分佈資料為準。其觀測規定
（八）重要濕地及其外三公里之範圍。
如下：
（九）海洋放流管三公里之範圍或海底通信
（一）氣象資料主要為雨量與風力，風速站
纜、海底電力纜、海底輸油管、海底
必需設置於海邊，不受建築物與林木
隧道及輸水管一公里之範圍。
遮蔽處，觀測作業按中央氣象局規定
（十）人工魚礁區及其外三公里之範圍。
辦理，累積資料五年以上。
（十一）中央管及縣（市）管河川河口區範
（二）波浪與潮汐觀測與資料統計參照中央
圍。
氣象局觀測作業規定辦理，累積資料
（十二）活動斷層五百公尺之範圍。
五年以上。
（十三）已依法令設定之礦區或土石區。
（十四）經劃編公告為保安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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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填海造地之開發應調查並分析基地及環境
之地形與地質，對於海底平均坡度大於百
分之十，土壤曾有液化情形或液化潛能及
附近有海岸侵蝕或地層下陷之基地，於潛
在災害影響範圍內，不得開發。但經依法
登記開業之地質、結構、土木、大地工程、
水利工程等相關專業技師簽證，得克服潛
在災害，並經主管機關委由專業機構或學
術團體審查結果相符者，不在此限。
開發區位在低潮線以外海域者，其工程應
經前項相關技師之簽證，必要時得由主管
機關委由專業機構或學術團體代為審查。
六、填海造地開發應以維持原有海岸沙源之平
衡與生態系之穩定，並將環境影響減至最
小為原則。開發面積以適用為原則，面積
在二百五十公頃以上者，應視開發區之土
地利用方式及內陸排水需要設置隔離水
道，其寬度應依水工模型試驗及數值模式
推算結果決定。開發基地之形狀，以接近
方形或半圓形為原則。
七、填海造地有關堤防之興建，應先徵得水利
主管機關同意，施工前並須向海堤管理機
關申請核准。其佈置應以安全及經濟並
重，並應依下列原則辦理：
（一）臨海堤線之走向宜與海底等深線走向
儘量一致，以配合當地自然條件，避
免過度影響海岸地形。
（二）堤線應力求平直圓順，不宜曲折佈置，
以避免波浪集中。
（三）堤址位置應選擇海底地形變化小、坡
度平坦與灘面穩定處，以確保安全。
（四）堤址位置應選擇地質良好之處，情況
特殊須於地質不佳處興築海堤者，應
以挖除或其他方式進行地盤改良。
（五）堤址水深之選擇，應能避免盛行風浪
在堤址前破碎。
八、堤防堤身須耐浪壓、土壓、上揚壓力及地
震等外力作用，為確保安全應進行堤身安
定性計算及基礎承載力分析。堤防結構型
式之選擇，應考慮各種結構型式之特性，
宜採用緩坡式或消波式海堤，並依下列事
項決定之：
（一）當地自然條件：如海岸地形、水深、
海灘底質及堤前波浪狀況等。
（二）堤線佈置。
（三）消波設施。

（四）築堤目的或重要性。
（五）施工條件。
（六）材料條件。
（七）維護難易。
（八）工期。
（九）工程費。
九、堤防結構設計時，應以第三點規定之實測
資料及模擬颱風資料為依據，相關暴潮位
及波浪之復現週期或迴歸期至少以五十年
為標準，或以模擬颱風配合各種可能颱風
路徑推算設計波浪。堤防之設計條件依下
列各項決定：
（一）波浪：包括季節風浪與颱風波浪。
（二）潮位：包括天文潮與暴潮位。
（三）水流：包括流向與流速。
（四）地形：包括海底與海灘地形。
（五）地質：地盤及堤身土壤之土質條件。
（六）地震震度與係數。
（七）材料。
（八）載重：分自重與外載重。
（九）堤內設施重要性。
（十）工程之環境影響。
十、堤頂高度得由設計潮位加波浪溯升高或容
許越波量決定之，並應預留可能之地層下
陷高度。
堤頂寬度應依波力、材料特性、堤岸構造
高度、堤後設施或使用之重要性、堤頂通
車要求、地層下陷後之加高方法及施工維
護方法等因素考慮。
十一、海埔地開發規模在三十公頃以上，或開
發區位於侵蝕海岸者，所興建之堤防應
辦理水工模型斷面試驗，並依試驗結
果，修正堤防斷面及堤線。
前項水工模型試驗至少應包括：安定試
驗、溯升或越波試驗，及堤基沖刷試驗。
海埔地開發規模在一百公頃以上，且開
發區為沙質海岸，應辦理漂沙水工模型
試驗或採用數值模式，且經由實測資料
校驗，以推算開發區及鄰近海岸之地形
變化。海埔地開發規模在二百五十公頃
以上時，水工模型試驗及數值模式推算
均應辦理，以相互驗證。
十二、潮口應依地形、地質、風、波浪、潮差
等因素，預先規劃其位置。
潮口長度、封堵方法、預定封堵時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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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所需材料及機具數量等，應納入
造地施工計畫之申請書圖。
十三、填海造地填築新生地，應做造地土源分
配規劃。填海造地開發計畫並應配合環
境條件及施工時序，採取分期分區方式
開發為原則。
十四、取土區應考慮公共安全因素，避免破壞
生態系或造成重大環境影響。使用海沙
造地，除潮汐灘地應予保留外，以優先
使用淤沙區、浚渫港灣、航道或預定水
道之土沙為原則，其浚渫深度不得影響
堤防安全及邊坡穩定，且於下列地區範
圍內禁止抽取海沙：
（一）平均低潮線及低潮高地之低潮線向
海延伸二公里或水深十五公尺以內
所涵蓋之範圍。
（二）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三）第四點之各項資源保護區內。
（四）現有或計畫堤線向海延伸一點五公
里範圍內。
十五、取土區內應進行地質調查及海底等深測
量，以確定沙層性質、分布、走向、與
厚度之變化情形。海沙抽取之品質與地
點，應考慮下列因素：
（一）海象條件。
（二）開發用途。
（三）水深與地質調查結果。
（四）填方材料性質與填方數量。
（五）施工期限。
（六）排泥距離與浚挖船作業能力。
（七）堤防安全。
（八）海岸邊坡與海底地形穩定。
（九）交通阻塞與海難預防。
（十）生態繁殖及其他環境影響。
十六、抽沙應儘可能維持海岸地形與生態系之
穩定，抽沙期間並應持續監測挖泥作業
對抽沙區與填築區之環境影響。土沙採
取、輸送及填埋施工時，其作業場應採
減低污染措施，並符合環境保護主管機
關之空氣及水質標準。
十七、填海之料源以無害且安定為原則，如屬
廢棄物者，並應符合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之檢出及相關規定。
廢棄物填海工程應有具體處理、管理及
填埋完成後再生利用計畫，並採取嚴格
排水、阻水及掩埋設施標準。其施工與

完工後，必須持續監測環境，該一監測
計畫並應納入開發申請案財務計畫中。
十八、造地高程應依填築區之潮位與海象情
況、堤防構造、區內土地使用、填土層
及原地層之沈陷量與區內外排水需要等
因素審慎決定。
前項高程依潮位計算時，除採機器排水
或適當補救措施者外，應在大潮平均高
潮位二公尺以上，或依暴潮位酌加餘裕
高。考慮區內排水因素者，造地高程應
為大潮平均高潮位加上最大水頭損失。
造地完成至建築使用前再依使用目的及
地質條件酌予加高。
十九、堤防應設排水設施。堤後之排水設計應
同時考慮堤頂越波量及至少十年之區域
降雨頻率，並取其和為計算依據。
設排水抽水站者，其抽水量設計須考慮
區內排水水位及潮位高度。
二十、填築之新生地須有定沙工作或鋪設覆蓋
土，以防止細沙飛揚飄失。
前項覆蓋土以粘性土，塑性指數九至二
十，厚度十五公分至二十公分為原則。
採用化學製劑定沙，其品質須不造成二
次公害。
二十一、為降低強風吹襲、減少鹽害、遮阻飛
沙、穩定水土保持、維護交通安全及
美化環境，填築之新生地除非有其他
替代措施，應配合土地使用，設置防
風、飛砂防止、潮害防備等保護林帶
及種植定沙植物。
前項保護林帶與定沙植物，應選擇數
種耐風、耐鹽、耐旱、耐溫度突變，
而易於海濱迅速成長之樹種或植物，
且以當地原生種植物優先考慮。
第一項保護林帶應配合風向、道路及
堤防系統栽植，其最小林帶寬度（縱
深）在主要受風面，主林帶以不小於
五十公尺，總寬度以不小於一百公尺
為原則，新生地供農、林、漁、牧使
用 者，保 護林 帶寬度 得減為 二分 之
一。在次要受風面，應視情況需要規
劃設置防風林。
填海造地之開發位於離島地區者，得
視實際情況需要設置防風林，其寬度
不受前項限制。

P‐16‐22 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二十二、填海造地之開發，應依區域整體發展
觀點，區分道路功能，建立區內與區
外完整之道路系統。基地應依開發之
面積、人口規模、產業密度及出入交
通量需求預測，設置足夠之聯絡道路。
主要聯絡道路容量設計，以尖峰時間
不低於Ｃ級之道路服務水準為考量，
且 道路等 級不 得小於 標準雙 車道 公
路。
開發區應開闢通路，以維護民眾之親
水 及公共 通行 權益； 並於緊 急情 況
時，供維護國防或公共安全使用。
二十三、開發區內應依使用性質適用本規範其
他專編及相關法規規定，劃設足敷計
畫發展所需之公共停車場。
二十四、水源供應應說明消防及各類用水需水
量預估、給水方式、路徑、加壓站、
配水池位置與容量、水質處理方式與
標準。開發地區不能供應自來水，而
須自行設法取用地面或地下水源時，
須依水利法、飲用水管理條例及相關
法令規定向水利及飲用水主管機關申
請核准。
二十五、填海造地開發之面積，以適用為原則，
不宜擴大需求，開發計畫應明確說明
其土地需求之計量方式。土地使用目
的 與造地 填築 材料性 質亦應 併同 考
量，以符合承載力要求。
填海造地之開發，應依核定之計畫目
的及區位環境特性，編定適當土地使
用分區及使用地。其使用類別與使用
強 度及結 構工 程之設 計建造 ，依 本
法、建築技術規則、本規範其他專編
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
供住宅、工業、商業及遊憩使用之填
海造地開發區內，綠地總面積不得少
於全區面積百分之十。綠地、公共設
施與必要性服務設施合計者，其合計
面積不得小於全區面積百分之三十。
供農、林、漁、牧者，不在此限。
二十六、開發區內工業區與區內或區外之集合
住宅或聚落，應有五十公尺以上寬度
之綠帶，作為緩衝區。
前項緩衝區之寬度，得將道路或隔離
水道併入計算。但其中綠帶寬度應至
少有二十公尺。

建築線與堤防胸牆外緣線間距離應在
五十公尺以上。
二十七、開發區內以重力排水為原則。採離岸
式佈置之填海造地，其隔離水道規劃
依下列規定：
（一）不變更陸域現有水系及現有排水
功能為原則，且陸域相關河川及
排水之計畫洪峰流量均能納入
隔離水道中宣洩。
（二）開發區內之排水，得視需要納入
隔離水道中排放。
（三）隔離水道內所容納之實際總排水
量，其抬高後之最高水位，應在
堤頂高度一公尺以下，且其迴水
不能影響現有堤防之安全及陸
域洪泛排洩。
基地儘可能於規劃排水時，選擇適宜地
點設置淡水調節池，以回收利用水資
源。
有關排水工程之興建，應先徵得水利及
下水道主管機關同意；施工前並須依水
利法及下水道法向水利及下水道主管
機關申請核准。
二十八、開發區內之公園、綠地與其他開放空
間，須兼顧環境保護及災害防止之目
的，其規劃應力求景觀品質之維護，
並與相鄰基地之景觀特色配合，塑造
和諧的整體意象。供住宅、商業、工
業、文教及遊憩使用者，應有造園或
綠化計畫。公用設備管線應利用綠地
或道路埋設，以地下化為原則。
二十九、填海造地開發區附近有侵蝕情形或可
能侵蝕之區段，開發者應採取海岸防
護措施，侵蝕防護計畫並應納入開發
申請案財務計畫中。
前項防護措施，包括興築突堤、離岸
堤、人工岬頭、及養灘工程等。侵蝕
嚴重之海岸，宜併用數種工程方法，
以提高海岸防護成效。
三十、開發計畫對於海岸地區既有設施或有關
權利所有人所造成之損害，應分別依法
賠償或興建替代設施。
三十一、申請人之財務計畫應包括下列內容：
（一）詳列開發計畫各項費用金額，各
項費用之估算應依開發工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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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費用、工程間接費用及財務成
本費用情形訂定估算標準。
（二）說明開發計畫總經費所需之資金
籌措方式並予必要之評析。
（三）檢具土地分區圖並編製土地處分
計畫書，計畫書內應說明或記載
土地分區編號、面積單位、處分
方式（讓售或租賃）、處分之預
定對象、處分之預定時日、以及
處分之預定等價金額，處分計畫
中若無特定之預定對象，則須記
載候選對象之資格條件。
（四）就開發計畫之施工時序及土地處
分計畫，編製現金流量分析表，
並說明開發各期及分區之資金
來源及資金運用估算方式。
（五）就整體財務計畫之損益平衡性給
予必要之分析。
三十二、申請人之財務計畫書其編製應注意或
記載下列各事項：
（一）開發工程直接費用應按各項硬體
建設工程之施工成本估列，間接
費用除須包括因硬體建設產生
之各項間接費用外，亦須包括廢
棄物填海工程在施工期間及完
工後之監測設施費用，以及整個
開發計畫期間之物價上漲因素。
（二）財務成本費用應依開發計畫之資
金籌措方式所載融資條件分列
其利息費用。
（三）土地處分計畫書所載之土地分區
編號應與所檢具之土地分區圖
編號相符，所列處分之特定預定
對象，應記載其姓名或名稱、住
址及其被選定之理由。
（四）土地處分之預定等價金額應以單
位面積估算之，並應附有估算方
式或推算基礎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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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規範所稱工商綜合區，係指中心都市近
郊交通便利之非都市土地，依其區位及當
地發展需要，以平面或立體方式規劃設置
綜合工業、倉儲物流、工商服務及展覽、
修理服務、批發量販或購物中心等一種或
數種使用。

二、（刪除）。
三、工商綜合區依其使用用途劃分為一種或數
種使用：
（一）綜合工業：指提供試驗研究、公害輕
微之零件組合裝配或與商業、服務業
關聯性較高之輕工業使用者。
（二）倉諸物流：指提供從事商品之研發、
倉儲、理貨、包裝或配送等使用者。
（三）工商服務及展覽：指提供設置金融、
工商服務、旅館、會議廳及商品展覽
場等設施使用者。
（四）修理服務：指提供汽機車修理服務、
電器修理服務及中古貨品買賣等行為
使用者。
（五）批發量販：指提供以棧板貨架方式陳
列商品之賣場，並得結合部份小商店
之使用者。
（六）購物中心：指提供設置結合購物、休
閒、文化、娛樂、飲食、展示、資訊
等設施之使用者。
開發計畫應分別明列開發後各使用之各項
硬體設施及預定使用事業。
其使用事業並需符合前項規定及經濟部核
定之興辦事業計畫。
四、工商綜合區如有多類使用內容者，應說明
各類使用之相容性。如同時包含工、商業
或其他之使用致互相干擾時，應以獨立進
出口、專用聯絡道路、綠帶，或其他之規
劃方式減低其不利影響。
五、基地聯絡道路，應至少有二條獨立通往外
接道路。其中一條路寬至少十五．五公尺
以上，另一條可為緊急通路，寬度不得小
於七．五公尺。
前項路寬經區域計畫委員會認定情況特
殊，有具體交通改善計畫，且經區域計畫
委員會同意者，不在此限。
六、基地供購物中心、工商服務及展覽或批發
量販使用者，其進出口之一之半徑五百公
尺內，如設有大眾捷運系統或鐵路之客運
車站時，則區域計畫委員會得視情況折減
其聯絡道路之寬度限制。
七、基地附近區域若有大眾捷運系統、鐵路系
統或其他交通建設計畫能配合基地開發時
程及需求者，應徵得該交通建設計畫主管
機關之同意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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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應依開發後衍生之交通需求（含交通量及
（四）貨車、平板車、貨櫃車：依實際需求
停車需求等）進行交通影響評估。其實際
量留設之。但供倉儲物流使用者應依
交通量及停車量之計算依其土地使用之不
平日尖峰作業時之最適需求留設之。
同應予以加總計算。
十一、生態綠地及供區域性使用之公共設施應
九、基地內應依事業計畫之性質設置足夠之私
提供公眾共享，不得以配置與其他方式
設停車空間或公共停車場，使開發後各型
降低其可及性及公共利益。
車輛停車位之需求供給比低於一。其停車 十二、基地內可建築基地面積（指申請開發之
位之設置量，不得低於本專編之規定。
土地總面積扣除生態綠地及相關必要性
十、各使用應依計畫推估下列停車位之留設量：
服務設施後之面積）之總建築物容積
（一）大客車停車位數：依實際之需求量留
率，應依附表五規定辦理。
設。但區內如設有大眾運輸場站設
前項可建築基地，得以總建築物容積率
施，其停車位數應加計預估停放之大
作為計算各宗建築基地容積率之依據，
眾運輸車輛；設有旅館者，應按其客
並應依核定之計畫管制之。
房數每滿五十間設置一輛大客車停車 十三、基地應依下列原則配合環境特性劃設必
位。
要之生態綠地，以維持自然景觀、淨化
（二）小客車停車位數：不得低於預估之營
空氣、涵養水源、及保護生態，得免依
業時段小客車停車數除以營業時段停
總編留設不可開發區及保育區：
車位平均轉換頻次之商，並受以下之
（一）生態綠地土地形狀應完整，其最小
限制：
寬度不得低於二十公尺，且總面積
(1)供綜合工業使用者，不得低於每滿
佔申請開發土地總面積之比例應
一百平方公尺樓地板面積計算一輛
依附表五規定辦理，除天然植被良
停車位之結果。
好或有其他保持原有生態環境及
(2)供工商服務及展覽、修理服務使用
地貌之需要者外，綠地皆應植樹成
者，不得低於每滿七十五平方公尺
林。其面積每單位平方公尺應至少
樓地板面積計算一輛停車位之結
植喬木一株，其單位應以所選擇喬
果，且不得低於三百輛。
木種類之成樹樹冠直徑平方為計
(3)供批發量販、購物中心使用者，不
算標準。
得低於每滿四十五平方公尺樓地板
（二）基地應配合自然地形、地貌及不穩
面積計算一輛停車位之結果，且不
定地區，設置連貫並儘量集中之生
得低於五百輛。
態綠地，以求在功能上及視覺上均
前三目所規定應留設之最低停車位
能發揮最大之保育效果。除必要之
數，如有下列情形得酌減或按比例計
道路、公共設施、公用設備等用地
算之：
無法避免之狀況外，生態綠地之完
(1)離島地區單獨規範可酌減之。
整性與連貫性不得為其它道路、公
(2)申請人如提出具體評估數據並經區
共設施、公用設備用地切割或阻
域計畫委員會討論同意者，得酌減
絕。
之。
（三）生態綠地應完全維持生態保護功
(3)得配合申請案件之開發期程需求，
能，除可供作無固定休閒設施用途
按各期比例計算之。但各期合計留
外，不得移作他用。
設停車位總數仍應符合最低停車位
（四）不具生態保育功能之道路植栽、休
數之規定。
憩景觀植栽及人工地盤植栽等或
(4)申請案件如有數種使用，可按各種
面積畸零狹小不能形成綠蔭之綠
使用比例計算之。
地或景點，不得當作生態綠地。
（三）機車停車位數：不得低於預估之營業
（五）列為生態綠地者，應編定為國土保
時段機車停車數除以營業時段停車位
安用地，嗣後不得再申請開發，亦
平均轉換頻次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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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列為其他開發申請案件之開
發基地。
十四、基地內之原始地形在坵塊圖之平均坡度
超過百分之三十以上之地區，其面積之
百分之八十以上土地應維持原始地形地
貌，不可開發並作為生態綠地，其餘部
份得就整體規劃需要開發建築。平均坡
度超過百分之十五以上之地區，以作生
態綠地使用為原則。
十五、下列地區優先劃設為生態綠地：
（一）主要野生動物棲息地。
（二）林相良好之主要林帶。
（三）經濟部認定之重要礦區且地下有多
條舊坑道通過之地區。
（四）特殊地質地形資源：岩石、特殊之
林木、特殊山頭、主要稜線、溪流
湖泊濕地、潮間帶等區址內自然地
標及明顯而特殊之地形地貌。
基地內被劃定為海岸（域）管制區、
山地管制區、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
或要塞堡壘地帶之土地，得列入生
態綠地計算，並應依相關法規管制。
十六、生態綠地面積之計算，不包括道路（維
護步道除外）、公共設施、公用設備，
且不得於內劃設建築用地。
十七、基地應依事業需求及環境特性，設置足
供區內因開發衍生行為所需之必要性服
務設施，其面積佔申請開發土地總面積
之比例應依附表五規定辦理。其用地並
應於分割後依其使用性質變更編定為適
當用地。
前項必要性服務設施，須與區外附近之
公共設施相配合。屬通過性之道路者，
應捐贈並分割移轉登記為該管地方政府
所有。
十八、必要性服務設施用地得作為下列各種使
用：
（一）道路。
（二）停車場：限作供公眾使用之停車場。
（三）污水處理排放、廢棄物處理及其他
必要之環保設施。
（四）雨水處理排放設施。
（五）水電供給及其他必要之公用事業設
施。
（六）景觀維護設施。
（七）服務及管理中心。

（八）休憩公園、廣場。
（九）海堤、護岸及其相關水岸設施：限
濱海及臨河川之基地。
（十）其他必要之服務設施。
前項服務設施由開發者或管理委員會負
責經營管理。
十九、基地內得劃定一處指定之區域設置服務
及管理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其功
能以服務區內員工為原則，並得作為下
列使用：
（一）公用事業設施。
（二）公用事業營業處所及辦事處。
（三）安全設施。
（四）行政機構。
（五）日用品零售及日常服務業；其總樓
地板面積不得大於一千平方公尺。
（六）餐飲業。
（七）金融、保險分支機構。
（八）衛生及福利設施。
（九）集會堂及會議設施。
（十）相關職業訓練教育設施。
（十一）轉運設施。
（十二）加油站及汽車加氣站。
（十三）招待所。
（十四）其他經計畫核准之使用。
因本中心之設置所衍生之停車需求，應
以設置停車場之方式容納之。
二十、基地內得依興辦事業實際需求設置單身
員工宿舍社區一處，並應悉以員工自住
為原則。其用地面積最大不得超過申請
開發土地總面積之百分之三；其樓地板
總面積最大不得超過依每位計畫住宿員
工三十平方公尺標準之合計。
前項員工宿舍社區之用地範圍應完整、
連接，以利整體規劃使用，並配置必要
之公共設施。
二十一、開發後基地內之透水面積不得小於扣
除生態綠地面積後剩餘基地面積的百
分之三十。但經區域計畫委員會認定
無影響安全之虞者，不在此限。
二十二、申請開發案件應依附件五「工商綜合
區都市設計管制計畫製作要點」之規
定，製作都市設計管制計畫，經核定
後作為該區開發建築之管制依據。
二十三、各種使用之可建築用地面積之建蔽率
不得超過下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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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綜合工業使用：百分之六十。
（二）倉儲物流使用：百分之八十。
（三）工商服務及展覽使用：百分之六
十。
（四）修理服務業使用：百分之七十。
（五）批發量販使用：百分之八十。
（六）購物中心使用：百分之六十。
前 項 各款 使 用以 垂直 混 合使 用規 劃
者，其建蔽率以較低者為限。
二十四、供倉儲物流使用者應提出其物流處理
方式，包括服務半徑、作業模式、預
估進出貨量、運輸能量、運輸車輛之
型式及排程、裝卸貨平均作業時間、
每日每季尖峰作業之需求、進出貨口
與倉儲等空間之規劃及最適停車台型
式之選擇。
二十五、倉儲物流使用之基地緊臨聯絡道路
者，其靠基地物流專業使用之側應設
置轉彎車道，長度不得小於六十公尺。
二十六、倉儲物流使用之基地內如設有貨櫃集
散站者，其貨櫃車輛出入口若臨接公
共道路，則出入口大門應以多車道方
式規劃並留設暫停空間，並於基地設
置加減速轉彎車道，以確保公共交通
之順暢。
二十七、工商服務及展覽使用之商業空間，其
任一販售展場面積不得小於三百平方
公尺。但會議廳、旅館、國際觀光旅
館、文康中心內附設之商店及商場，
不在此限。
二十八、購物中心及批發量販供百貨商場使
用、量販商場、便利商店、超級市場
等大型販售性質之空間，其樓層之使
用配置宜以不超過七樓為原則。
二十九、供購物中心使用者應對人車集結之現
象 妥為處 理， 並應規 劃人車 分道 系
統，行人專用步道除服務性質之車輛
外，禁止一切機動車輛進入。但行車
道路一側設置有寬二公尺以上之人行
道，且經區域計畫委員會認定無影響
人車安全之虞，得視為兼具人行功能
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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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專編適用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以位
於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為限。
二、符合第一點規定之申請案，應依本規範規
定申請審議。但本規範總編第十四點、第
十五點、第十七點、第二十六點至第二十
八點、第三十點、第三十二點、第三十四
點、第三十五點、第三十九點、第四十點、
第四十三點及第四十四點規定，不在此限。
三、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範圍應儘量避免使用特
定農業區。
農村社區得因區域整體發展或增加公共設
施之需要，適度擴大其範圍，其新增之建
築用地總面積，以不超過重劃前既有建築
用地總面積一點五倍為原則。
四、計畫書應就下列事項說明重劃合理性：
（一）公共設施改善計畫：包含居民需求調
查、改善項目、內容及其必要性等，
以及重劃後公共設施維護管理計畫。
（二）住宅用地需求變更：分析說明人口數
及家戶居住用地需求變動之推論。
（三）土地所有權人意願分析：輔以圖表說
明同意與不同意參與重劃之土地所有
權人意見與分布區位。
（四）財務計畫：包括資金需求總額、貸款
及償還計畫。
（五）周邊農業生產環境之維護管理：輔以
圖示說明重劃後農村社區對於所屬農
村再生計畫範圍內生產區之影響與維
護管理措施。
（六）勘選區位合理性：說明勘選聚落因地
籍凌亂、畸零不整、公共設施不足，
生活環境品質低落須辦理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之緣由。
五、計畫書應詳實記載下列有關基地與周邊生
產、生活及生態之事項：
（一）基地與所屬農村再生計畫範圍之農業
發展與生活環境情形。
（二）基地內古蹟民俗文物、信仰空間之現
況及區位。
（三）基地與所屬農村再生計畫範圍水資源
或其他自然資源之現況及區位。
計畫書應說明重劃後如何維護前項生產、
生活及生態資源。
六、計畫書應說明下列鄰近基地之設施服務範
圍：
（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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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療設施。
十、基地內乙種建築用地使用強度，平地不得
（三）教育設施（幼兒園、國小、國中）。
超過建蔽率百分之六十、容積率百分之一
（四）公共設施（自來水系統、下水道系統、
百五十，山坡地不得超過建蔽率百分之四
電力、垃圾處理、警察派出所及消防
十、容積率百分之一百。但基地內既存已
站）。
編定之建築用地或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
七、基地聯絡道路，應至少有獨立二條通往聯
同意者，不在此限。
外道路，其中一條路寬至少六公尺以上， 十一、基地建築型式及景觀設計構想應維持農
另一條可為緊急通路且寬度須能容納消防
村景觀及農業生產環境之特色，並依下
車之通行。但經區域計畫委員會認定情況
列事項辦理：
特殊且足供需求，並無影響安全之虞者，
（一）建築量體、線條、尺度、色彩、高
不在此限。
度均應順應當地農村風貌景觀，並
基地重劃完成後所產生之平日尖峰小時交
應維持當地農村自然景觀之特色。
通流量，應不得使基地連接縣道（含）以
（二）新建建築物高度不得超過三層樓且
上之聯絡道路系統交通服務水準低於 D 級
不得超過十點五公尺。
服務水準，優先申請者優先分配剩餘容量。 十二、住宅分區之外圍應設置適當之緩衝帶，
前項道路系統無剩餘容量時，申請人應提
且得以道路、防風林、綠帶、河川、區
出交通改善計畫及改善計畫內容能配合基
域灌排水路充當。但範圍內既存之建築
地重劃時程之證明，並經區域計畫委員會
用地不在此限。
審查同意。
八、農村社區公共設施項目應以改善生活環境
必須為原則，設施配置應儘量以維持農村
紋理進行規劃。公共設施項目與配置經區
域計畫委員會審查認為非屬必要或不合理
者，得作適度調整。
基地內既有社區道路應配合農村紋理，順
應農村社區發展現況予以設置，於考量安
全、災害防救需要需適度拓寬時，應以最
小拆遷為原則；既有社區外納入重劃部分
之新設道路，應儘量順沿自然地形地貌與
既有路徑，避免大規模道路整地行為影響
生態環境。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其開發或建築案，
人口達下水道法施行細則第四條所定新開
發社區規模時，應依規定設置專用下水道。
九、基地得依下列規定設置規模適當的社區中
心用地，作為社區商業、圖書、集會、交
誼、康樂、醫療保健及其他公共設施或必
要性服務設施之使用，以利提升社區生活
品質：
（一）以不超過住宅用地面積百分之八為原
則。
（二）計畫書應就社區中心可能使用之內
容，提供規劃構想。
基地內得考量集中留設與當地農業相關具
供公眾使用之農業經營相關設施所需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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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理由及公聽會之結論，修訂或廢止可行性
規劃報告，重行報核，並依其核定結果辦理
之。
新市鎮計畫範圍內之保護區土地，如逾二
十年未開發使用者，主管機關應併同新市鎮
開發辦理協議價購、區段徵收，或許可私人
或團體申請開發。

中華民國 86 年 5 月 21 日總統（86）華總（一）義
字第 8600118870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33 條
中華民國 89 年 1 月 26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8900022100 號令修正公布第 2、4～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年 5 月 2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132031 號令修正公布第 26 條條文
ௐˬౢ!˿гפᄃந!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25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4960 號公告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ௐ̱୧ 新市鎮特定區核定後，主管機關對於
項所列屬「財政部」之權責事項，經行政院公告
新市鎮特定區內之私有土地，應先與所有權
自 93 年 7 月 1 日起變更為「行政院金融監督管
人協議價購，未能達成協議者，得實施區段
理委員會」管轄，自 101 年 7 月 1 日起改由「金
徵收，並於區段徵收公告期滿一年內，發布
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管轄

ௐ˘ౢ!ᓁ!
ௐ˘୧ 為開發新市鎮，促進區域均衡及都市
健全發展，誘導人口及產業活動之合理分
布，改善國民居住及生活環境，特制定本條
例。
本條例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之規定。
ௐ˟୧ 本條例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
ௐˬ୧ 本條例所稱新市鎮，係指依本條例劃
定一定地區，從事規劃開發建設，具有完整
之都市機能，足以成長之新都市。

ௐ˟ౢ!າξᗉડҜ̝Ᏼࢍ̈́ؠ൪
̝ᑢ!ؠ
ௐα୧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區域及都市發展需
要，並參考私人或團體之建議，會同有關機
關及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勘選一定地
區內土地，擬具可行性規劃報告，報行政院
核定，劃定為新市鎮特定區。
新市鎮特定區之勘選原則及可行性規劃報
告內容，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୧ 中央主管機關於可行性規劃報告書
（圖）核定後，應公告三十日，公告期滿，
應即進行或指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進行新市鎮之規劃與設計，擬定新市鎮特定
區計畫，作為新市鎮開發之依據。
前項公告期間內應舉辦公聽會，特定區內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數以上，而其所有土地
面積超過特定區私有土地面積半數者，表示
反對時，中央主管機關應予調處，並參酌反

實施新市鎮特定區計畫。
前項協議價購成立者，免徵其土地增值稅。
耕地承租人因第一項徵收而領取之補償費，
自八十六年五月二十三日本條例公布生效日
後尚未核課確定者，不計入所得課稅。撥用
公有耕地之承租人準用之。
ௐ˛୧ 新市鎮特定區內之公有土地，應一律
按公告土地現值撥供主管機關統籌規劃開
發。
前項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原有附著於土地之
建築物及構造物，如需遷建者，得洽由主管
機關指定新市鎮開發基金代為辦理，遷建所
需費用，由其土地及附著於土地之建築物及
構造物之補償價款內支應。
ௐˣ୧ 新市鎮特定區內土地經取得並規劃整
理後，除以區段徵收方式辦理之抵價地，依
規定發交原土地所有權人外，由主管機關依
左列方式處理：
一、道路、溝渠、公園、綠地、兒童遊樂場、
體育場、廣場、停車場、國民學校用地，
於新市鎮開發完成後，無償登記為當地
直轄市、縣（市）有。
二、前款以外之公共設施用地，有償撥供需
地機關使用。
三、國民住宅、安置原住戶或經行政院專案
核准所需土地讓售需地機關。
四、社會、文化、教育、慈善、救濟團體舉
辦公共福利事業、慈善救濟事業或教育
事業所需土地，經行政院專案核准，得
予讓售或出租。
五、其餘可供建築土地，得予標售、標租、
自行興建。
原土地所有權人依規定領回面積不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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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基地面積者，應於規定期間內提出申請合
併、自行出售或由主管機關統籌興建建築物後
分配之。未於規定期間內申請者，於規定期間
屆滿之日起三十日內，按徵收前原土地面積之
協議地價發給現金補償。
前項土地如在農地重劃區內者，應按重劃前
之面積計算之。
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撥用或讓售地價
及標售底價，以開發總成本為基準，按其土地
之位置、地勢、交通、道路寬度、公共設施及
預期發展等條件之優劣估定之。
依第一項第五款標租時，其期限不得逾九十
九年。
第一項第五款土地之標售、標租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୧ 新市鎮特定區內之既成社區建築基地
及已辦竣財團法人登記之私立學校、社會福
利事業、慈善事業、宗教團體所使用之土地，
不妨礙新市鎮特定區計畫及區段徵收計畫，
且經規劃為該等建築或設施使用者，於實施
區段徵收時，其原建築面積得保留發還原土
地所有權人，免令其繳納差額地價，其餘土
地應參加區段徵收分配。但建築物法定空地
擬保留分配者，應依規定繳納差額地價。
前項應納之差額地價經限期繳納而逾期未
繳納者，得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ௐȈ୧ 主管機關取得新市鎮特定區內之土
地，於未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處理前免徵地
價稅。但未依新市鎮特定區計畫書規定之實
施進度處理者，於規定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依法課徵地價稅。
ௐȈ˘୧ 新市鎮特定區計畫範圍內之徵收土
地，所有權人於新市鎮範圍核定前已持有，
且於核定之日起至依平均地權條例實施區段
徵收發還抵價地五年內，因繼承或配偶、直
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免徵遺產稅或贈
與稅。
前項規定於本條例公布施行前，亦適用之。

ௐαౢ!ޙనᄃგ!ט
ௐȈ˟୧ 新市鎮特定區計畫發布後，主管機
關應擬訂整體開發計畫，依實施進度，分期
分區完成公共工程建設，並得視人口及產業
引進之情形，興建住宅、商業、工業及其他
都市服務設施。
前項住宅、商業、工業及其他都市服務設施

興建完成後，除本條例另有規定外，得辦理標
售、標租；其標售、標租及管理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ௐȈˬ୧ 新市鎮特定區內、外必要之公用事
業及公共設施，各該公用事業及公共設施主
管機關應配合新市鎮開發進度優先興建，並
實施管理。
ௐȈα୧ 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於新市鎮之建
設，得依左列各款獎勵及協助：
一、按其投資總額百分之二十範圍內抵減當
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當年度不
足抵減時，得在以後四年度內抵減之。
二、必要之施工機器設備得按所得稅法固定
資產耐用年數表所載年數，縮短二分之
一計算折舊；其縮短後之年數不滿一年
者，不予計算。
三、於施工期間免徵地價稅。但未依規定完
工者，應補徵之。
四、洽請金融機構就其建設所需資金提供優
惠貸款。
五、協助從證券市場籌募資金。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於新市鎮土地規劃整
理完成當年起第六年至第十年內投資建設
者，其優惠額度減半，第十一年起不予優惠。
前二項獎勵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
部定之。
ௐỊ̏୧ 需地機關或社會、文化、教育、慈
善、救濟團體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
款價購之土地，如有未依原核准進度使用、
違背原核准之使用計畫或擅自移轉者，主管
機關應強制買回。未經原核准讓售機關之核
准而擅自轉讓者，其移轉行為不得對抗主管
機關之強制買回。
ௐȈ̱୧ 主管機關依第八條標售或標租土地
時，投資人應附具投資計畫，經主管機關審
查核准，始得參與投標。
投資人標得土地後，應即依投資計畫規定之
進度實施建設。主管機關並應依投資計畫定期
或不定期檢查。經檢查發現有未依進度開工或
進度落後時，主管機關應通知於三個月內改
善。
得標人接獲通知，有正當理由未能於限期內
改善者，應敘明原因，申請展期；展期之期間
不得超過三個月。
得標人未完成建設前，不得以一部或全部轉
售、轉租或設定負擔。違反者，其轉售、轉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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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設定負擔之契約無效。
實施整體開發前，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
第一項投資計畫之審查準則，由中央主管機
用，得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管制之，不
關定之。
受都市計畫法規之限制。
ௐȈ˛୧ 投資人違反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
依前項辦法申請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者，經
定者，除依左列各款分別處罰外，並應由主
主管機關通知整體開發並限期拆除回復原狀
管機關強制收買或終止租約：
時，應自行無條件拆除；其不自行拆除者，予
一、未依投資計畫進度開工或進度落後，經
以強制拆除。
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者，處以
ௐ̣ౢ!ˠ˾ᄃயຽ̝͔ซ!
該宗土地當期公告地價百分之二以上百
分之五以下罰鍰，經再限期於三個月內 ௐ˟Ȉ˟୧ 主管機關為促進人口及產業之引
改善，逾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連續處
進，得協商財政部洽請金融機構提供長期優
罰。
惠貸款，並得於新市鎮開發基金內指撥專款
二、擅自轉售、轉租或設定負擔者，處以該
協助融資。
宗土地當期公告地價百分之一以上百分
前項優惠貸款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
之三以下罰鍰。
政部定之。
前項所定罰鍰經通知限期繳納，逾期仍不繳 ௐ˟Ȉˬ୧ 主管機關依第十二條規定興建之
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住宅，優先租售予在該新市鎮就業之家庭及
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強制收買時，對於土
其他公共建設拆遷戶；商業、工業及其他都
地上之設施，應限期投資人遷移，未於期限內
市服務設施，優先標租、標售予有利於新市
遷移者，視同放棄。
鎮發展之產業。
前項規定於主管機關依第一項終止租約
前項新市鎮就業家庭優先租購住宅應具備
時，準用之。
之條件，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十五條及本條第一項之規定強制收買
有利於新市鎮發展產業之範圍，由行政院視
者，其價格不得超出原出售價格。
各該新市鎮之發展需要定之。
ௐȈˣ୧ 主管機關為促進新市鎮之發展，得
第一項優先出售、出租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依新市鎮特定區計畫之實施進度，限期建築
關定之。
使用。逾期未建築使用者，按該宗土地應納 ௐ˟Ȉα୧ 主管機關得劃定地區，就左列各
地價稅基本稅額之五倍至十倍加徵地價稅；
款稅捐減免規定，獎勵有利於新市鎮發展之
經加徵地價稅滿三年，仍未建築使用者，按
產業投資經營：
該宗土地應納地價稅基本稅額之十倍至二十
一、於開始營運後按其投資總額百分之二十
倍加徵地價稅或由主管機關照當期公告土地
範圍內抵減當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
現值強制收買。
額，當年度不足抵減時，得在以後四年
前項限期建築之土地，其限期建築之期限，
度內抵減之。
不因移轉他人而受影響，對於不可歸責於土地
二、土地所有權人於出售原營業使用土地
所有權人之事由而遲誤之期間，應予扣除。
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二年內於
前項不可歸責於土地所有權人之事由，由中
新市鎮重購營業所需土地時，其所購土
央主管機關於施行細則中定之。
地地價，超過出售原營業使用之土地地
ௐȈ˝୧ 前二條強制收買之程序及其他相關
價扣除繳納土地增值稅後之餘額者，得
事項，除本條例另有規定外，準用平均地權
於開始營運後，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就
條例照價收買之有關規定。
其已納土地增值稅額內，退還其不足支
ௐ˟Ȉ୧ 新市鎮特定區內建築基地未達新市
付新購土地地價之數額。但重購之土地
鎮特定區計畫規定之最小建築基地面積者，
自完成移轉登記起五年內再轉讓或改作
不予核發建築執照。
非獎勵範圍內產業之用途者，應追繳原
共有人於其共有土地建築房屋，適用土地法
退還稅款。
第三十四條之一有關共有土地處分之規定。
前項第一款之獎勵，以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者
ௐ˟Ȉ˘୧ 新市鎮特定區計畫發布實施後，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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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稅捐之減免，自劃定地區起第六年至
政府代表、土地所有權人代表或其委託之代理
第十年內申請者，其優惠額度減半，第十一年
人及學者專家擔任；其組織章程及董監事人選
起不予優惠。
並應經立法院同意。
前三項獎勵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 ௐ˟Ȉˣ୧ 新市鎮特定區範圍內土地，區段
部、經濟部定之。
徵收前已設定抵押權，而於實施區段徵收後
ௐ˟Ị̏୧ 新市鎮特定區內之建築物於興建
領回抵價地者，主管機關應於辦理土地囑託
完成後，其房屋稅、地價稅及買賣契稅，第
登記前，邀集權利人協調，除協調結果該權
一年免徵，第二年減徵百分之八十，第三年
利消滅者外，應列冊送由該管登記機關，於
減徵百分之六十，第四年減徵百分之四十，
發還抵價地時，按原登記先後，登載於領回
第五年減徵百分之二十，第六年起不予減免。 之抵價地。其為合併分配者，抵押權之登載，
前項減免買賣契稅以一次為限。
應以區段徵收前各宗土地之權利價值，計算
其權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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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新市鎮開發之規劃設計經費，由
主管機關編列預算支應。
前項以外之土地取得、工程設計施工及經營
管理等經費，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置新市鎮開發
基金支應。
新市鎮開發基金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其來源如下：
一、主管機關循預算程序之撥入款。
二、本基金孳息收入。
三、應用本基金開發新市鎮之盈餘款。
四、其他有關收入。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對新市鎮開發有顯著效
益之相關聯外交通建設，視本基金營運效能及
財務狀況，補助其部分或全部建設經費。
ௐ˟Ȉ˛୧ 主管機關得設立財團法人機構辦
理左列新市鎮開發事項：
一、新市鎮可行性規劃報告及新市鎮特定區
計畫之研、修訂。
二、建設財源之籌措與運用。
三、土地及地上物之取得與處理。
四、各項公用事業公共設施之興建及管理維
護。
五、都市服務設施建設之協調推動。
六、住宅、商店、廠房之興建與租售。
七、土地使用管制與建築管理。
八、主管機關經管財產之管理與收益。
九、獎勵參與投資建設之公告、審查。
一○、違反獎勵規定之處理。
一一、新市鎮內加徵地價稅之提報及限期建
築使用之執行。
一二、人口與產業引進之協調推動。
一三、申請減免稅捐證明之核發。
前項財團法人機構之董監事，應有當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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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主管機關就土地所為之處分、設
定負擔或超過十年期間之租賃，不受土地法
第二十五條之限制。
土地或建築改良物依本條例出租者，其租金
率不受土地法第九十七條或第一百零五條之
限制。
ௐˬȈ୧ 本條例有關獎勵投資建設及人口、
產業引進之規定，如其他法律規定較本條例
更有利者，適用最有利之法律。
ௐˬȈ˘୧ 本條例公布施行前經行政院核定
開發之新市鎮，適用本條例之規定。
ௐˬȈ˟୧ 本條例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ௐˬȈˬ୧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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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鎮開發條例施行細
則（節錄）
中華民國 88 年 2 月 8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8872243
號令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88 年 10 月 16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8874927 號令修正發布第 4、6、10 條條文

ௐˬౢ!!˿гפᄃந!
ௐ˛୧ 本條例公布施行前經行政院核定之新
市鎮特定區計畫範圍內之私有土地，開發主
管機關應於分期分區開發前，依本條例第六
條第一項規定辦理協議價購。協議不成時，
除原新市鎮特定區計畫或行政院核定之開發
方式另有規定者外，得實施區段徵收。
ௐˣ୧ 開發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七條第一項
規定撥用公有土地，應先行告知公有土地主
管及管理機關，免徵求其同意。
ௐ˝୧ 新市鎮特定區內公有土地管理機關依
本條例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洽請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新市鎮開發基金代為辦理其原有附著
於土地之建築物及構造物之遷建者，該公有
土地及附著於土地之建築物及構造物之補償
價款，由開發主管機關先行撥入新市鎮開發
基金代為辦理，剩餘價款解繳公庫。
ௐȈ୧ 新市鎮特定區內之未登記土地，應視
其開發主管機關，無償登記為國有、直轄市
有及或縣 (市) 有，以開發主管機關或其指定
機關為管理機關，並由開發主管機關統籌規
劃、開發及處理。
ௐȈ˘୧ 本條例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之需地
機關或第四款之社會、文化、教育、慈善、
救濟團體申請讓售土地時，應檢具使用計
畫、預定辦理進度及財務計畫為之。
ௐȈ˟୧ 原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例第八條第
二項規定，申請由開發主管機關統籌興建建
築物後分配時，開發主管機關得興建建築物
或就拆遷安置原住戶住宅之剩餘住宅予以分
配，其作業要點由開發主管機關定之。
開發主管機關未能依本條例第八條第二項
規定統籌興建建築物分配時，應通知原土地所
有權人改依同條項規定申請合併或自行出售。
ௐȈˬ୧ 依本條例第八條第三項規定計算原
土地所有權人在農地重劃前之土地面積時，

其農地重劃相關資料滅失或不全者，除原土
地所有權人能提供可資證明文件外，以當地
直轄市、縣 (市) 行政轄區內辦理農地重劃土
地所有權人分擔農、水路用地面積比例之平
均值為基準計算之。
ௐȈα୧ 本條例第八條第四項所稱開發總成
本，指徵收私有土地之現金補償地價或協議
價購地價、有償撥用公有土地地價、公共工
程費用、土地整理費用及貸款利息等項之支
出總額。
前項所定公共工程費用，包括道路、橋樑、
溝渠、地下管道、公園、綠地、廣場、停車場、
兒童遊樂場、體育場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設
施之規劃設計費、整地費、施工費、材料費及
管理維護費。所定土地整理費用，包括土地改
良物或墳墓拆遷補償費、動力及機械設備或人
口搬遷補助費、營業損失補助費、自動拆遷獎
勵金、加成補償金、地籍整理費、救濟金及辦
理土地整理必要之業務費。
ௐỊ̏୧ 開發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八條第四
項規定估定撥用或讓售地價及標售底價時，
得委託當地直轄市、縣 (市) 政府或估價專業
機構預估，作為參考。
ௐȈ̱୧ 本條例第九條第二項繳納差額地
價、第十七條第二項繳納罰鍰、第三項遷移
土地上之設施及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拆除回復
原狀之期限，均以三十日為準。
ௐȈ˛୧ 開發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十條規定
申請免徵地價稅時，應列冊檢同有關證明文
件函送當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稽徵機關辦
理。免徵原因消滅，恢復課徵時，亦同。
ௐȈˣ୧ 本條例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新市鎮
特定區計畫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指新市鎮特
定區可行性規劃報告確定應實施區段徵收之
土地；所稱於新市鎮範圍核定前已持有，指
於新市鎮特定區可行性規劃報告確定之日前
已持有；所稱發還抵價地五年內，指囑託該
管登記機關完成抵價地所有權登記之日起五
年內。
ௐȈ˝୧ 本條例第十一條第二項所定亦適用
之，指本條例公布施行前經行政院核定開發
之新市鎮，於經行政院核定應實施區段徵收
或特定區計畫確定應實施區段徵收之日起，
至實施區段徵收發還抵價地五年內，應實施
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土地，因繼承或配偶、直
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亦適用同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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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制度法
中華民國 88 年 1 月 25 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800017850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88 條
中華民國 94 年 6 月 2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091911 號令修正公布第 5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4 年 11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192911 號令修正公布第 2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4 年 12 月 1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199361 號令修正公布第 5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6 年 5 月 2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64131 號令修正公布第 4、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6 年 7 月 1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87261 號令修正公布第 56、6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6 年 7 月 1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88111 號令修正公布第 9、88 條條文；並
自 96 年 1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98 年 4 月 1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97671 號令修正公布第 7 條條文；並增訂
第 7-1、7-2、87-1～87-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年 5 月 2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134361 號令修正公布第 79、88 條條文；並
自 98 年 11 月 23 日施行
中 華 民 國 99 年 2 月 3 日 總 統華 總 一義 字 第
09900022441 號令修正公布第 21、33、48、55、
58 條條文；並增訂第 7-3、24-1～24-3、40-1、
58-1、83-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2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13731 號令修正公布第 6、27、45、55～
57、62、77、82、83、87、88 條條文；增訂第
83-2～83-8 條條文及第 4 章之 1 章名；刪除第 22
條條文；除增訂之第 83-2～83-8 條條文、第 4
章之 1 及修正之第 87 條條文，其施行日期，由
行政院定之外，其餘自公布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3 年 5 月 28 日行政院院臺綜字第
1030135569 號令發布第 4 章之 1 及第 87 條自 103
年 5 月 28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4 年 2 月 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13421 號令修正公布第 79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4 年 6 月 1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0751 號令修正公布第 4 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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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୧ 本法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十八條及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一項制定
之。
地方制度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
用其他法律之規定。
ௐ˟୧ 本法用詞之定義如下：

Q‐1‐1

一、地方自治團體：指依本法實施地方自
治，具公法人地位之團體。省政府為行
政院派出機關，省為非地方自治團體。
二、自治事項：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憲法或本
法規定，得自為立法並執行，或法律規
定應由該團體辦理之事務，而負其政策
規劃及行政執行責任之事項。
三、委辦事項：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法律、上
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
督下，執行上級政府交付辦理之非屬該
團體事務，而負其行政執行責任之事項。
四、核定：指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對於下
級政府或機關所陳報之事項，加以審
查，並作成決定，以完成該事項之法定
效力之謂。
五、備查：指下級政府或機關間就其得全權
處理之業務，依法完成法定效力後，陳
報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知悉之謂。
六、去職：指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受撤職之
懲戒處分、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
被罷免或依本法規定被解除職權或職務
者。
ௐˬ୧ 地方劃分為省、直轄市。
省劃分為縣、市（以下稱縣（市）
）
；縣劃分
為鄉、鎮、縣轄市（以下稱鄉（鎮、市）
）。
直轄市及市均劃分為區。
鄉以內之編組為村；鎮、縣轄市及區以內之
編組為里。村、里（以下稱村（里））以內之
編組為鄰。
ௐα୧ 人口聚居達一百二十五萬人以上，且
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
特殊需要之地區得設直轄市。
縣人口聚居達二百萬人以上，未改制為直轄
市前，於第三十四條、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
條、第六十二條、第六十六條、第六十七條及
其他法律關於直轄市之規定，準用之。
人口聚居達五十萬人以上未滿一百二十五
萬人，且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地位重要之地
區，得設市。
人口聚居達十萬人以上未滿五十萬人，且工
商發達、自治財源充裕、交通便利及公共設施
完全之地區，得設縣轄市。本法施行前已設之
直轄市、市及縣轄市，得不適用第一項、第三
項及第四項之規定。
ௐ̣୧ 省設省政府、省諮議會。
直轄市設直轄市議會、直轄市政府；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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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縣（市）議會、縣（市）政府；鄉（鎮、市） ௐ˛୧̝˟ 前條改制計畫應載明下列事項：
設鄉（鎮、市）民代表會、鄉（鎮、市）公所， 一、改制後之名稱。
分別為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之立
二、歷史沿革。
法機關及行政機關。
三、改制前、後行政區域範圍、人口及面積
直轄市、市之區設區公所。
。
村（里）設村（里）辦公處。
四、縣原轄鄉（鎮、市）及村改制為區、里
ௐ̱୧ 省、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
，其改制前、後之名稱及其人口、面積。
區及村（里）名稱，依原有之名稱。
五、標註改制前、後行政界線之地形圖及界
前項名稱之變更，依下列規定辦理之：
線會勘情形。
一、省：由內政部報行政院核定。
六、改制後對於地方政治、財政、經濟、文
二、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提請直轄市議會
化、都會發展、交通之影響分析。
通過，報行政院核定。
七、改制後之直轄市議會及直轄市政府所在
三、縣（市）：由縣（市）政府提請縣（市）
地。
議會通過，由內政部轉報行政院核定。
八、原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
、學校，於改制後組織變
四、鄉（鎮、市）及村（里）
：由鄉（鎮、市）
相關機關（構）
更、業務調整、人員移撥、財產移轉及
公所提請鄉（鎮、市）民代表會通過，
自治法規處理之規劃。
報縣政府核定。
九、原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
五、直轄市、市之區、里：由各該市政府提
相關機關（構）
、學校，於改制後預算編
請市議會通過後辦理。
製及執行等事項之規劃原則。
鄉（鎮）符合第四條第四項規定，改制為縣
十、其他有關改制之事項。
轄市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ௐ˛୧ 省、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 ௐ˛୧̝ˬ 依第七條之一改制之直轄市，其
區之行政區域，應依相關法律規定整併之。
及區［以下簡稱鄉（鎮、市、區）］之新設、
廢止或調整，依法律規定行之。
ௐ˟ౢ!࠷߆عᄃ࠷Ꮩᛉົ!
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行
政區域合併改制為直轄市者，依本法之規定。 ௐˣ୧ 省政府受行政院指揮監督，辦理下列
村（里）
、鄰之編組及調整辦法，由直轄市、 事項：
縣（市）另定之。
一、監督縣（市）自治事項。
ௐ˛୧̝˘ 內政部基於全國國土合理規劃及
二、執行省政府行政事務。
區域均衡發展之需要，擬將縣（市）改制或
三、其他法令授權或行政院交辦事項。
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 ௐ˝୧ 省政府置委員九人，組成省政府委員
者，應擬訂改制計畫，徵詢相關直轄市政府、 會議，行使職權，其中一人為主席，由其他
縣（市）政府意見後，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特任人員兼任，綜理省政業務，其餘委員為
縣（市）擬改制為直轄市者，縣（市）政府
無給職，均由行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得擬訂改制計畫，經縣（市）議會同意後，由 ௐȈ୧ 省諮議會對省政府業務提供諮詢及興
內政部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革意見。
縣（市）擬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 ௐȈ˘୧ 省諮議會置諮議員，任期三年，為
制為直轄市者，相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
無給職，其人數由行政院參酌轄區幅員大
府得共同擬訂改制計畫，經各該直轄市議會、 小、人口多寡及省政業務需要定之，至少五
縣（市）議會同意後，由內政部報請行政院核
人，至多二十九人，並指定其中一人為諮議
定之。
長，綜理會務，均由行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
行政院收到內政部陳報改制計畫，應於六個
命之。
月內決定之。
ௐȈ˟୧ 省政府及省諮議會之預算，由行政
內政部應於收到行政院核定公文之次日起
院納入中央政府總預算，其預算編列、執行
三十日內，將改制計畫發布，並公告改制日
及財務收支事項，依預算法、決算法、國庫
期。
法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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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ˬ୧ 省政府組織規程及省諮議會組織規
程，均由行政院定之。

ௐˬౢ!г͞ҋ!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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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α୧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
地方自治團體，依本法辦理自治事項，並執
行上級政府委辦事項。
ௐỊ̏୧ 中華民國國民，設籍在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地方自治區域內者，為
直轄市民、縣（市）民、鄉（鎮、市）民。
ௐȈ̱୧ 直轄市民、縣（市）民、鄉（鎮、
市）民之權利如下：
一、對於地方公職人員有依法選舉、罷免之
權。
二、對於地方自治事項，有依法行使創制、
複決之權。
三、對於地方公共設施有使用之權。
四、對於地方教育文化、社會福利、醫療衛
生事項，有依法律及自治法規享受之權。
五、對於地方政府資訊，有依法請求公開之
權。
六、其他依法律及自治法規賦予之權利。
ௐȈ˛୧ 直轄市民、縣（市）民、鄉（鎮、
市）民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自治法規之義務。
二、繳納自治稅捐之義務。
三、其他依法律及自治法規所課之義務。

ௐ˟༼!ҋ!ีְڼ
ௐȈˣ୧ 下列各款為直轄市自治事項：
一、關於組織及行政管理事項如下：
（一）直轄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之實施。
（二）直轄市組織之設立及管理。
（三）直轄市戶籍行政。
（四）直轄市土地行政。
（五）直轄市新聞行政。
二、關於財政事項如下：
（一）直轄市財務收支及管理。
（二）直轄市稅捐。
（三）直轄市公共債務。
（四）直轄市財產之經營及處分。
三、關於社會服務事項如下：
（一）直轄市社會福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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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轄市公益慈善事業及社會救助。
（三）直轄市人民團體之輔導。
（四）直轄市宗教輔導。
（五）直轄市殯葬設施之設置及管理。
（六）直轄市調解業務。
四、關於教育文化及體育事項如下：
（一）直轄市學前教育、各級學校教育及
社會教育之興辦及管理。
（二）直轄市藝文活動。
（三）直轄市體育活動。
（四）直轄市文化資產保存。
（五）直轄市禮儀民俗及文獻。
（六）直轄市社會教育、體育與文化機構
之設置、營運及管理。
五、關於勞工行政事項如下：
（一）直轄市勞資關係。
（二）直轄市勞工安全衛生。
六、關於都市計畫及營建事項如下：
（一）直轄市都市計畫之擬定、審議及執
行。
（二）直轄市建築管理。
（三）直轄市住宅業務。
（四）直轄市下水道建設及管理。
（五）直轄市公園綠地之設立及管理。
（六）直轄市營建廢棄土之處理。
七、關於經濟服務事項如下：
（一）直轄市農、林、漁、牧業之輔導及
管理。
（二）直轄市自然保育。
（三）直轄市工商輔導及管理。
（四）直轄市消費者保護。
八、關於水利事項如下：
（一）直轄市河川整治及管理。
（二）直轄市集水區保育及管理。
（三）直轄市防洪排水設施興建管理。
（四）直轄市水資源基本資料調查。
九、關於衛生及環境保護事項如下：
（一）直轄市衛生管理。
（二）直轄市環境保護。
十、關於交通及觀光事項如下：
（一）直轄市道路之規劃、建設及管理。
（二）直轄市交通之規劃、營運及管理。
（三）直轄市觀光事業。
十一、關於公共安全事項如下：
（一）直轄市警政、警衛之實施。
（二）直轄市災害防救之規劃及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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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轄市民防之實施。
七、關於經濟服務事項如下：
十二、關於事業之經營及管理事項如下：
（一）縣（市）農、林、漁、牧業之輔導
（一）直轄市合作事業。
及管理。
（二）直轄市公用及公營事業。
（二）縣（市）自然保育。
（三）與其他地方自治團體合辦之事業。
（三）縣（市）工商輔導及管理。
十三、其他依法律賦予之事項。
（四）縣（市）消費者保護。
ௐȈ˝୧ 下列各款為縣（市）自治事項；
八、關於水利事項如下：
一、關於組織及行政管理事項如下：
（一）縣（市）河川整治及管理。
（二）縣（市）集水區保育及管理。
（一）縣（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之實
（三）縣（市）防洪排水設施興建管理。
施。
（四）縣（市）水資源基本資料調查。
（二）縣（市）組織之設立及管理。
九、關於衛生及環境保護事項如下：
（三）縣（市）戶籍行政。
（一）縣（市）衛生管理。
（四）縣（市）土地行政。
（二）縣（市）環境保護。
（五）縣（市）新聞行政。
十、關於交通及觀光事項如下：
二、關於財政事項如下：
（一）縣（市）管道路之規劃、建設及管
（一）縣（市）財務收支及管理。
理。
（二）縣（市）稅捐。
（二）縣（市）交通之規劃、營運及管理。
（三）縣（市）公共債務。
（三）縣（市）觀光事業。
（四）縣（市）財產之經營及處分。
十一、關於公共安全事項如下：
三、關於社會服務事項如下：
（一）縣（市）警衛之實施。
（一）縣（市）社會福利。
（二）縣（市）災害防救之規劃及執行。
（二）縣（市）公益慈善事業及社會救助。
（三）縣（市）民防之實施。
（三）縣（市）人民團體之輔導。
十二、關於事業之經營及管理事項如下：
（四）縣（市）宗教輔導。
（一）縣（市）合作事業。
（五）縣（市）殯葬設施之設置及管理。
（二）縣（市）公用及公營事業。
（六）市調解業務。
（三）縣（市）公共造產事業。
四、關於教育文化及體育事項如下：
（四）與其他地方自治團體合辦之事業。
（一）縣（市）學前教育、各級學校教育
十三、其他依法律賦予之事項。
及社會教育之興辦及管理。
ௐ˟Ȉ୧ 下列各款為鄉（鎮、市）自治事項：
（二）縣（市）藝文活動。
一、關於組織及行政管理事項如下：
（三）縣（市）體育活動。
（一）鄉（鎮、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四）縣（市）文化資產保存。
之實施。
（五）縣（市）禮儀民俗及文獻。
（二）鄉（鎮、市）組織之設立及管理。
（六）縣（市）社會教育、體育與文化機
（三）鄉（鎮、市）新聞行政。
構之設置、營運及管理。
二、關於財政事項如下：
五、關於勞工行政事項如下：
（一）鄉（鎮、市）財務收支及管理。
（一）縣（市）勞資關係。
（二）鄉（鎮、市）稅捐。
（二）縣（市）勞工安全衛生。
（三）鄉（鎮、市）公共債務。
六、關於都市計畫及營建事項如下：
（四）鄉（鎮、市）財產之經營及處分。
（一）縣（市）都市計畫之擬定、審議及
三、關於社會服務事項如下：
執行。
（一）鄉（鎮、市）社會福利。
（二）縣（市）建築管理。
（二）鄉（鎮、市）公益慈善事業及社會
（三）縣（市）住宅業務。
救助。
（四）縣（市）下水道建設及管理。
（三）鄉（鎮、市）殯葬設施之設置及管
（五）縣（市）公園綠地之設立及管理。
理。
（六）縣（市）營建廢棄土之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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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鄉（鎮、市）調解業務。
市）為處理跨區域自治事務、促進區域資源
四、關於教育文化及體育事項如下：
之利用或增進區域居民之福祉，得與其他直
（一）鄉（鎮、市）社會教育之興辦及管
轄市、縣（市）、鄉（鎮、市）成立區域合作
理。
組織、訂定協議、行政契約或以其他方式合
（二）鄉（鎮、市）藝文活動。
作，並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備查。
（三）鄉（鎮、市）體育活動。
前項情形涉及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
（四）鄉（鎮、市）禮儀民俗及文獻。
鄉（鎮、市）民代表會職權者，應經各該直轄
（五）鄉（鎮、市）社會教育、體育與文
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
化機構之設置、營運及管理。
會同意。
五、關於環境衛生事項如下：
第一項情形涉及管轄權限之移轉或調整
鄉（鎮、市）廢棄物清除及處理。
者，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應制（訂）
六、關於營建、交通及觀光事項如下：
定、修正各該自治法規。
（一）鄉（鎮、市）道路之建設及管理。
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對於直轄市、縣
（二）鄉（鎮、市）公園綠地之設立及管
（市）、鄉（鎮、市）所提跨區域之建設計畫
理。
或第一項跨區域合作事項，應優先給予補助或
其他必要之協助。
（三）鄉（鎮、市）交通之規劃、營運及
ௐ˟Ȉα୧̝˟ 直轄市、縣（市）、鄉（鎮、
管理。
市）與其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
（四）鄉（鎮、市）觀光事業。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訂定行政契約時，應視事
七、關於公共安全事項如下：
務之性質，載明下列事項：
（一）鄉（鎮、市）災害防救之規劃及執
一、訂定行政契約之團體或機關。
行。
二、合作之事項及方法。
（二）鄉（鎮、市）民防之實施。
三、費用之分攤原則。
八、關於事業之經營及管理事項如下：
四、合作之期間。
（一）鄉（鎮、市）公用及公營事業。
五、契約之生效要件及時點。
（二）鄉（鎮、市）公共造產事業。
六、違約之處理方式。
（三）與其他地方自治團體合辦之事業。
七、其他涉及相互間權利義務之事項。
九、其他依法律賦予之事項。
ௐ˟Ȉ˘୧ 地方自治事項涉及跨直轄市、縣 ௐ˟Ȉα୧̝ˬ 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應依約定履行其義務；遇有爭議時，得
（市）、鄉（鎮、市）區域時，由各該地方自
報請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協調或依司法程
治團體協商辦理；必要時，由共同上級業務
序處理。
主管機關協調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共同辦理
或指定其中一地方自治團體限期辦理。
ௐˬ༼!ҋڱڼఢ!
ௐ˟Ȉ˟୧ （刪除）
ௐ˟Ȉˬ୧ 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
對各該自治事項，應全力執行，並依法負其
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律及上級法規之授
責任。
權，制定自治法規。自治法規經地方立法機
ௐ˟Ȉα୧ 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
關通過，並由各該行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
與其他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合辦
條例；自治法規由地方行政機關訂定，並發
之事業，經有關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 布或下達者，稱自治規則。
鄉（鎮、市）民代表會通過後，得設組織經 ௐ˟Ȉ̱୧ 自治條例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
營之。
治團體之名稱，在直轄市稱直轄市法規，在
前項合辦事業涉及直轄市議會、縣（市）議
縣（市）稱縣（市）規章，在鄉（鎮、市）
會、鄉（鎮、市）民代表會職權事項者，得由
稱鄉（鎮、市）規約。
有關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
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就違反地方自
民代表會約定之議會或代表會決定之。
治事項之行政業務者，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
ௐ˟Ȉα୧̝˘ 直轄市、縣（市）、鄉（鎮、
他種類之行政罰。但法律另有規定者，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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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限。其為罰鍰之處罰，逾期不繳納者，得
委辦規則與憲法、法律、中央法令牴觸者，
依相關法律移送強制執行。
無效。
前項罰鍰之處罰，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
第一項及第二項發生牴觸無效者，分別由行
限；並得規定連續處罰之。其他行政罰之種類
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予以函告。
限於勒令停工、停止營業、吊扣執照或其他一
第三項發生牴觸無效者，由委辦機關予以函告
定期限內限制或禁止為一定行為之不利處分。 無效。
自治條例經各該地方立法機關議決後，如規
自治法規與憲法、法律、基於法律授權之法
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行政院、中央各該主
規、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例或該自治團體自治
管機關核定後發布；其餘除法律或縣規章另有
條例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
規定外，直轄市法規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
之。
管機關轉行政院備查；縣（市）規章發布後， ௐˬȈ˘୧ 地方立法機關得訂定自律規則。
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備查；鄉（鎮、市）規
自律規則除法律或自治條例另有規定外，由
約發布後，應報縣政府備查。
各該立法機關發布，並報各該上級政府備查。
ௐ˟Ȉ˛୧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
自律規則與憲法、法律、中央法規或上級自
（鎮、市）公所就其自治事項，得依其法定
治法規牴觸者，無效。
職權或法律、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自治條 ௐˬȈ˟୧ 自治條例經地方立法機關議決
例之授權，訂定自治規則。
後，函送各該地方行政機關，地方行政機關
前項自治規則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
收到後，除法律另有規定，或依第三十九條
體之名稱，並得依其性質，定名為規程、規則、 規定提起覆議、第四十三條規定報請上級政
府予以函告無效或聲請司法院解釋者外，應
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
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自治規則， 於三十日內公布。
自治法規、委辦規則依規定應經其他機關核
除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另有規定外，應
定者，應於核定文送達各該地方行政機關三十
於發布後分別函報行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
日內公布或發布。
關、縣政府備查，並函送各該地方立法機關查
自治法規、委辦規則須經上級政府或委辦機
照。
關核定者，核定機關應於一個月內為核定與否
ௐ˟Ȉˣ୧ 下列事項以自治條例定之：
之決定；逾期視為核定，由函報機關逕行公布
一、法律或自治條例規定應經地方立法機關
或發布。但因內容複雜、關係重大，須較長時
議決者。
間之審查，經核定機關具明理由函告延長核定
二、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
期限者，不在此限。
權利義務者。
自治法規、委辦規則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
三、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
至第三日起發生效力。但特定有施行日期者，
織者。
自該特定日起發生效力。
四、其他重要事項，經地方立法機關議決應
第一項及第二項自治法規、委辦規則，地方
以自治條例定之者。
行政機關未依規定期限公布或發布者，該自治
ௐ˟Ȉ˝୧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
法規、委辦規則自期限屆滿之日起算至第三日
（鎮、市）公所為辦理上級機關委辦事項，
起發生效力，並由地方立法機關代為發布。但
得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律、中央法規之授
經上級政府或委辦機關核定者，由核定機關代
權，訂定委辦規則。
為發布。
委辦規則應函報委辦機關核定後發布之；其
名稱準用自治規則之規定。
ௐα༼!ҋڼᖐ!
ௐˬȈ୧ 自治條例與憲法、法律或基於法律
第一款 地方立法機關
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例牴觸
者，無效。
ௐˬȈˬ୧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
自治規則與憲法、法律、基於法律授權之法
（鎮、市）民代表分別由直轄市民、縣（市）
規、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例或該自治團體自治
民、鄉（鎮、市）民依法選舉之，任期四年，
條例牴觸者，無效。
連選得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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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 內之原住民為選舉區，並得按平地原住民、山
民代表名額，應參酌各該直轄市、縣（市）、
地原住民或在其行政區域內劃分選舉區。
鄉（鎮、市）財政、區域狀況，並依下列規定，
臺北市第十一屆議員選舉，其原住民選舉區
於地方立法機關組織準則定之：
之變更，應於第十屆議員任期屆滿之日六個月
一、直轄市議員總額：
前公告，不受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七條
（一）區域議員名額：直轄市人口扣除原
第一項但書規定之限制。
住民人口在二百萬人以下者，不得
各選舉區選出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
超過五十五人；超過二百萬人者，
鄉（鎮、市）民代表名額達四人者，應有婦女
不得超過六十二人。
當選名額一人；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一
（二）原住民議員名額：有平地原住民人
人。
口在二千人以上者，應有平地原住
直轄市、縣（市）選出之山地原住民、平地
民選出之議員名額；有山地原住民
原住民名額在四人以上者，應有婦女當選名
人口在二千人以上或改制前有山
額；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一人。鄉（鎮、
地鄉者，應有山地原住民選出之議
市）選出之平地原住民名額在四人以上者，應
員名額。
有婦女當選名額；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
二、縣（市）議員總額：
一人。
（一）縣（市）人口在一萬人以下者，不
依第一項選出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
得超過十一人；人口在二十萬人以
鄉（鎮、市）民代表，應於
下者，不得超過十九人；人口在四
上屆任期屆滿之日宣誓就職。該宣誓就職典
十萬人以下者，不得超過三十三
禮分別由行政院、內政部、縣政府召集，並由
人；人口在八十萬人以下者，不得
議員、代表當選人互推一人主持之。其推選會
超過四十三人；人口在一百六十萬
議由曾任議員、代表之資深者主持之；年資相
人以下者，不得超過五十七人；人
同者，由年長者主持之。
口超過一百六十萬人者，不得超過 ௐˬȈα୧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
六十人。
（鎮、市）民代表會會議，除每屆成立大會
（二）縣（市）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一千
外，定期會每六個月開會一次，由議長、主
五百人以上者，於前目總額內應有
席召集之，議長、主席如未依法召集時，由
平地原住民選出之縣（市）議員名
副議長、副主席召集之；副議長、副主席亦
額。有山地鄉者，於前目總額內應
不依法召集時，由過半數議員、代表互推一
有山地原住民選出之縣議員名
人召集之。每次會期包括例假日或停會在
額。有離島鄉且該鄉人口在二千五
內，依下列規定：
百人以上者，於前目總額內應有該
一、直轄市議會不得超過七十日。
鄉選出之縣議員名額。
二、縣（市）議會議員總額四十人以下者，
三、鄉（鎮、市）民代表總額：
不得超過三十日；四十一人以上者不得
（一）鄉（鎮、市）人口在一千人以下者，
超過四十日。
不得超過五人；人口在一萬人以下
三、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總額二十人
以下者，不得超過十二日；二十一人以
者，不得超過七人；人口在五萬人
上者，不得超過十六日。
以下者，不得超過十一人；人口在
前項每年審議總預算之定期會，會期屆滿而
十五萬人以下者，不得超過十九
議案尚未議畢或有其他必要時，得應直轄市
人；人口超過十五萬人者，不得超
長、縣（市）長、鄉（鎮、市）長之要求，或
過三十一人。
由議長、主席或議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連
（二）鄉（鎮、市）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
署，提經大會決議延長會期。延長之會期，直
一千五百人以上者，於前目總額內
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鄉（鎮、市） 轄市議會不得超過十日，縣（市）議會、鄉（鎮、
市）民代表會不得超過五日，並不得作為質詢
民代表名額。
之用。
直轄市議員由原住民選出者，以其行政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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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 三、議決鄉（鎮、市）臨時稅課。
民代表會遇有下列情事之一時，得召集臨時
四、議決鄉（鎮、市）財產之處分。
會：
五、議決鄉（鎮、市）公所組織自治條例及
一、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
所屬事業機構組織自治條例。
長之請求。
六、議決鄉（鎮、市）公所提案事項。
二、議長、主席請求或議員、代表三分之一
七、審議鄉（鎮、市）決算報告。
以上之請求。
八、議決鄉（鎮、市）民代表提案事項。
三、有第三十九條第四項之情事時。
九、接受人民請願。
前項臨時會之召開，議長、主席應於十日內
十、其他依法律或上級法規、規章賦予之職
為之，其會期包括例假日或停會在內，直轄市
權。
議會每次不得超過十日，每十二個月不得多於 ௐˬȈˣ୧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
八次；縣（市）議會每次不得超過五日，每十
（鎮、市）公所，對直轄市議會、縣（市）
二個月不得多於六次；鄉（鎮、市）民代表會
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之議決案應予
每次不得超過三日，每十二個月不得多於五
執行，如延不執行或執行不當，直轄市議會、
次。但有第三十九條第四項之情事時，不在此
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得請
限。
其說明理由，必要時得報請行政院、內政部、
縣政府邀集各有關機關協商解決之。
ௐˬỊ̏୧ 直轄市議會之職權如下：
ௐˬȈ˝୧ 直轄市政府對第三十五條第一款
一、議決直轄市法規。
至第六款及第十款之議決案，如認為窒礙難
二、議決直轄市預算。
行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直轄市政府三十日
三、議決直轄市特別稅課、臨時稅課及附加
內，就窒礙難行部分敘明理由送請直轄市議
稅課。
會覆議。第八款及第九款之議決案，如執行
四、議決直轄市財產之處分。
有困難時，應敘明理由函復直轄市議會。
五、議決直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例及所屬事
縣（市）政府對第三十六條第一款至第六款
業機構組織自治條例。
及第十款之議決案，如認為窒礙難行時，應於
六、議決直轄市政府提案事項。
該議決案送達縣（市）政府三十日內，就窒礙
七、審議直轄市決算之審核報告。
難行部分敘明理由送請縣（市）議會覆議。第
八、議決直轄市議員提案事項。
八款及第九款之議決案，如執行有困難時，應
九、接受人民請願。
敘明理由函復縣（市）議會。
十、其他依法律賦予之職權。
鄉（鎮、市）公所對第三十七條第一款至第
ௐˬȈ̱୧ 縣（市）議會之職權如下：
六款及第十款之議決案，如認為窒礙難行時，
一、議決縣（市）規章。
應於該議決案送達鄉（鎮、市）公所三十日內，
二、議決縣（市）預算。
就窒礙難行部分敘明理由送請鄉（鎮、市）民
三、議決縣（市）特別稅課、臨時稅課及附
代表會覆議。第八款及第九款之議決案，如執
加稅課。
行有困難時，應敘明理由函復鄉（鎮、市）民
四、議決縣（市）財產之處分。
代表會。
五、議決縣（市）政府組織自治條例及所屬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
事業機構組織自治條例。
民代表會對於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
六、議決縣（市）政府提案事項。
（鎮、市）公所移送之覆議案，應於送達十五
七、審議縣（市）決算之審核報告。
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應於七日內召
八、議決縣（市）議員提案事項。
集臨時會，並於開議三日內作成決議。
九、接受人民請願。
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失效。覆議
十、其他依法律或上級法規賦予之職權。
時，如有出席議員、代表三分之二維持原議決
ௐˬȈ˛୧ 鄉（鎮、市）民代表會之職權如
案，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
下：
公所應即接受該決議。但有第四十條第五項或
一、議決鄉（鎮、市）規約。
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之情事者，不
二、議決鄉（鎮、市）預算。

地方制度法

Q‐1‐9

在此限。
律、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規定或逾越權限，或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預算案之
對維持政府施政所必須之經費、法律規定應負
覆議案，如原決議失效，直轄市議會、縣（市） 擔之經費及上年度已確定數額之繼續經費之
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應就直轄市政府、 刪除已造成窒礙難行時，準用前項之規定。
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原提案重行 ௐαȈ୧̝˘ 改制後之首年度直轄市總預算
議決，並不得再為相同之決議，各該行政機關
案，應由改制後之直轄市政府於該年度一月
亦不得再提覆議。
三十一日之前送達改制後之直轄市議會，該
ௐαȈ୧ 直轄市總預算案，直轄市政府應於
直轄市議會應於送達後二個月內審議完成，
會計年度開始三個月前送達直轄市議會；縣
並由該直轄市政府於審議完成日起十五日內
（市）、鄉（鎮、市）總預算案，縣（市）政
發布之，不受前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府、鄉（鎮、市）公所應於會計年度開始二
會計年度開始時，前項總預算案如未送達或
個月前送達縣（市）議會、鄉（鎮、市）民
審議通過，其預算之執行，依下列規定為之：
代表會。
一、收入部分依規定標準及實際發生數，覈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
實收入。
民代表會應於會計年度開始一個月前審議完
二、支出部分，除新興資本支出外，其維持
成，並於會計年度開始十五日前由直轄市政
政府施政所必須之經費得按期分配後覈
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發布之。
實動支。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 三、履行其他法定及契約義務之收支，覈實
民代表會對於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
辦理。
（鎮、市）公所所提預算案不得為增加支出之
四、因應前三款收支調度需要之債務舉借，
提議。
覈實辦理。
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總預算案，
前項收支，均應編入該首年度總預算案。
如不能依第一項規定期限審議完成時，其預算 ௐαȈ˘୧ 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
之執行，依下列規定為之：
總預算案之審議，應注重歲出規模、預算餘
一、收入部分暫依上年度標準及實際發生
絀、計畫績效，優先順序，其中歲入以擬變
數，覈實收入。
更或擬設定之收入為主，審議時應就來源別
二、支出部分：
分別決定之；歲出以擬變更或擬設定之支出
（一）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科目，須俟本
為主，審議時應就機關別、政事別及基金別
分別決定之。
年度預算完成審議程序後始得動
法定預算附加條件或期限者，從其所定。但
支。
該條件或期限為法律、自治法規所不許者，不
（二）前目以外之科目得依已獲授權之原
在此限。
訂計畫或上年度執行數，覈實動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
支。
民代表會就預算案所為之附帶決議，應由直轄
三、履行其他法定義務之收支。
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參
四、因應前三款收支調度需要之債務舉借，
照法令辦理。
覈實辦理。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總預算案 ௐαȈ˟୧ 直轄市、縣（市）決算案，應於
會計年度結束後四個月內，提出於該管審計
在年度開始後三個月內未完成審議，直轄市政
機關，審計機關應於決算送達後三個月內完
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得就原
成其審核，編造最終審定數額表，並提出決
提總預算案未審議完成部分，報請行政院、內
算審核報告於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
政部、縣政府邀集各有關機關協商，於一個月
總決算最終審定數額表，由審計機關送請直
內決定之；逾期未決定者，由邀集協商之機關
轄市、縣（市）政府公告。直轄市議會、縣
逕為決定之。
（市）議會審議直轄市、縣（市）決算審核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總預算案
報告時，得邀請審計機關首長列席說明。
經覆議後，仍維持原決議，或依前條第五項重
鄉（鎮、市）決算報告應於會計年度結束後
行議決時，如對歲入、歲出之議決違反相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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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個月內送達鄉（鎮、市）民代表會審議，並
第一項選舉投票及前項宣誓就職，均由第三
由鄉（鎮、市）公所公告。
十三條第七項規定所推舉之主持人主持之。
ௐαȈˬ୧ 直轄市議會議決自治事項與憲 ௐαȈ̱୧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議長、
法、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牴觸者無
副議長，鄉（鎮、市）民代表會主席、副主
效；議決委辦事項與憲法、法律、中央法令
席之罷免，依下列之規定：
牴觸者無效。
一、罷免案應敘述理由，並有議員、代表總
縣（市）議會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律或
額三分之一以上之簽署，備具正、副本，
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牴觸者無效；議決委辦事
分別向行政院、內政部、縣政府提出。
項與憲法、法律、中央法令牴觸者無效。
二、行政院、內政部、縣政府應於收到前款
鄉（鎮、市）民代表會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
罷免案後七日內將副本送達各該議會、
法律、中央法規、縣規章牴觸者無效；議決委
代表會於五日內轉交被罷免人。被罷免
辦事項與憲法、法律、中央法令、縣規章、縣
人如有答辯，應於收到副本後七日內將
自治規則牴觸者無效。
答辯書送交行政院、內政部、縣政府，
前三項議決事項無效者，除總預算案應依第
由其將罷免案及答辯書一併印送各議
四十條第五項規定處理外，直轄市議會議決事
員、代表，逾期得將罷免案單獨印送。
項由行政院予以函告；縣（市）議會議決事項
三、行政院、內政部、縣政府應於收到罷免
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予以函告；鄉（鎮、市）
案二十五日內，召集罷免投票會議，由
民代表會議決事項由縣政府予以函告。
出席議員、代表就同意罷免或不同意罷
第一項至第三項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
免，以無記名投票表決之。
律、中央法規、縣規章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 四、罷免案應有議員、代表總額過半數之出
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
席，及出席總數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罷
ௐαȈα୧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置議
免為通過。
長、副議長各一人，鄉（鎮、市）民代表會
五、罷免案如經否決，於該被罷免人之任期
置主席、副主席各一人，由直轄市議員、縣
內，不得對其再為罷免案之提出。
（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以無記名
前項第三款之罷免投票，罷免議長、主席
投票分別互選或罷免之。但就職未滿一年
時，由副議長、副主席擔任主席；罷免副議長、
者，不得罷免。
副主席時，由議長、主席擔任主席；議長、副
議長、主席對外代表各該議會、代表會，對
議長、主席、副主席同時被罷免時，由出席議
內綜理各該議會、代表會會務。
員、代表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ௐαỊ̏୧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議長、
第一項罷免案，在未提會議前，得由原簽署
副議長，鄉（鎮、市）民代表會主席、副主
人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撤回之。提出會議後，應
經原簽署人全體同意，並由主席徵詢全體出席
席之選舉，應於議員、代表宣誓就職典禮後
議員、代表無異議後，始得撤回。
即時舉行，並應有議員、代表總額過半數之
出席，以得票達出席總數之過半數者為當 ௐαȈ˛୧ 除依前三條規定外，直轄市議
會、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及鄉（鎮、
選。選舉結果無人當選時，應立即舉行第二
次投票，以得票較多者為當選；得票相同者， 市）民代表會主席、副主席之選舉罷免，應
於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
以抽籤定之。補選時亦同。
民代表會組織準則定之。
前項選舉，出席議員、代表人數不足時，應
即訂定下一次選舉時間，並通知議員、代表。 ௐαȈˣ୧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
（鎮、市）民代表會定期會開會時，直轄市
第三次舉行時，出席議員、代表已達議員、代
長、縣（市）長、鄉（鎮、市）長應提出施
表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得以實到人數進行選
舉，並均以得票較多者為當選；得票相同者， 政報告；直轄市政府各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
一級機關首長、縣（市）政府、鄉（鎮、市）
以抽籤定之。第二次及第三次選舉，均應於議
公所各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機關首長，均應
員、代表宣誓就職當日舉行。
就主管業務提出報告。
議長、副議長、主席、副主席選出後，應即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
依宣誓條例規定宣誓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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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於議會、代表會定期會開會時，有向前 ௐ̣Ȉα୧ 直轄市議會之組織，由內政部擬
項各該首長或單位主管，就其主管業務質詢之
訂準則，報行政院核定；各直轄市議會應依
權；其質詢分為施政總質詢及業務質詢。業務
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例，報行政院核定。
質詢時，相關之業務主管應列席備詢。
縣（市）議會之組織，由內政部擬訂準則，
ௐαȈ˝୧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
報行政院核定；各縣（市）議會應依準則擬訂
（鎮、市）民代表會大會開會時，對特定事
組織自治條例，報內政部核定。
項有明瞭必要者，得邀請前條第一項各該首
鄉（鎮、市）民代表會之組織，由內政部擬
長或單位主管列席說明。
訂準則，報行政院核定；各鄉（鎮、市）民代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委員會或鄉（鎮、 表會應依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例，報縣政府核
市）民代表會小組開會時，對特定事項有明瞭
定。
必要者，得邀請各該直轄市長、縣（市）長、
新設之直轄市議會組織規程，由行政院定
鄉（鎮、市）長以外之有關業務機關首長或單
之；新設之縣（市）議會組織規程，由內政部
位主管列席說明。
定之；新設之鄉（鎮、市）民代表會組織規程，
ௐ̣Ȉ୧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 由縣政府定之。
市）民代表會開會時，直轄市議員、縣（市）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
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對於有關會議事
民代表會之組織準則、規程及組織自治條例，
項所為之言論及表決，對外不負責任。但就
其有關考銓業務事項，不得牴觸中央考銓法
無關會議事項所為顯然違法之言論，不在此
規；各權責機關於核定後，應函送考試院備
限。
查。
ௐ̣Ȉ˘୧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
第二款 地方行政機關
（鎮、市）民代表除現行犯、通緝犯外，在
ௐ̣Ị̏୧
直轄市政府置市長一人，對外代
會期內，非經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
表該市，綜理市政，由市民依法選舉之，每
鄉（鎮、市）民代表會之同意，不得逮捕或
屆任期四年，連選得連任一屆。置副市長二
拘禁。
人，襄助市長處理市政；人口在二百五十萬
ௐ̣Ȉ˟୧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
以上之直轄市，得增置副市長一人，職務均
（鎮、市）民代表得支研究費等必要費用；
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由市長任命，並報請
在開會期間並得酌支出席費、交通費及膳食
行政院備查。
費。
直轄市政府置秘書長一人，由市長依公務人
違反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定召開之會議，不
員任用法任免
；其一級單位主管或所屬一級機
得依前項規定支領出席費、交通費及膳食費，
關首長除主計、人事、警察及政風之主管或首
或另訂項目名稱、標準支給費用。
長，依專屬人事管理法律任免外，其餘職務均
第一項各費用支給項目及標準，另以法律定
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由市長任免之。
之；非依法律不得自行增加其費用。
副市長及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之主管
ௐ̣Ȉˬ୧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
或首長，於市長卸任、辭職、去職或死亡時，
（鎮、市）民代表，不得兼任其他公務員、
隨同離職。
公私立各級學校專任教師或其他民選公職人
依第一項選出之市長，應於上屆任期屆滿之
員，亦不得兼任各該直轄市政府、縣（市）
日宣誓就職。
政府、鄉（鎮、市）公所及其所屬機關、事
業機構任何職務或名義。但法律、中央法規 ௐ̣Ȉ̱୧ 縣（市）政府置縣（市）長一人，
對外代表該縣（市），綜理縣（市）政，並指
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 導監督所轄鄉（鎮、市）自治。縣（市）長
由縣（市）民依法選舉之，每屆任期四年，
民代表當選人有前項不得任職情事者，應於就
連選得連任一屆。置副縣（市）長一人，襄
職前辭去原職，不辭去原職者，於就職時視同
助縣（市）長處理縣（市）政，職務比照簡
辭去原職，並由行政院、內政部、縣政府通知
任第十三職等；人口在一百二十五萬人以上
其服務機關解除其職務、職權或解聘。
之縣（市）
，得增置副縣（市）長一人，均由
就職後有前項情事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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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長任命，並報請內政部備查。
一項各款所列情事。
縣（市）政府置秘書長一人，由縣（市）長
二、依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或通緝。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免；其一級單位主管及所
直轄市之區由山地鄉改制者，其區長以山地
屬一級機關首長，除主計、人事、警察、稅捐
原住民為限。
及政風之主管或首長，依專屬人事管理法律任 ௐ̣Ȉˣ୧̝˘ 鄉（鎮、市）改制為區者，
免，其總數二分之一得列政務職，職務比照簡
改制日前一日仍在職之鄉（鎮、市）民代表，
任第十二職等，其餘均由縣（市）長依法任免
除依法停止職權者外，由直轄市長聘任為區
之。
政諮詢委員；其任期自改制日起，為期四年，
副縣（市）長及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之
期滿不再聘任。
主管或首長，於縣（市）長卸任、辭職、去職
區政諮詢委員職權如下：
或死亡時，隨同離職。
一、關於區政業務之諮詢事項。
依第一項選出之縣（市）長，應於上屆任期
二、關於區政之興革建議事項。
屆滿之日宣誓就職。
三、關於區行政區劃之諮詢事項。
ௐ̣Ȉ˛୧ 鄉（鎮、市）公所置鄉（鎮、市） 四、其他依法令賦予之事項。
長一人，對外代表該鄉（鎮、市）
，綜理鄉（鎮、
區長應定期邀集區政諮詢委員召開會議。
市）政，由鄉（鎮、市）民依法選舉之，每
區政諮詢委員為無給職，開會時得支出席費
屆任期四年，連選得連任一屆；其中人口在
及交通費。
三十萬人以上之縣轄市，得置副市長一人，
區政諮詢委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予解
聘：
襄助市長處理市政，以機要人員方式進用，
一、依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或通緝。
或以簡任第十職等任用，以機要人員任用之
副市長，於市長卸任、辭職、去職或死亡時， 二、有第七十九條第一項各款所列情事。
ௐ̣Ȉ˝୧ 村（里）置村（里）長一人，受
隨同離職。
鄉（鎮、市、區）長之指揮監督，辦理村（里）
山地鄉鄉長以山地原住民為限。
公務及交辦事項。由村（里）民依法選舉之，
鄉（鎮、市）公所除主計、人事、政風之主
任期四年，連選得連任。
管，依專屬人事管理法律任免外，其餘一級單
村（里）長選舉，經二次受理候選人登記，
位主管均由鄉（鎮、市）長依法任免之。
無人申請登記時，得由鄉（鎮、市、區）公所
依第一項選出之鄉（鎮、市）長，應於上屆
就該村（里）具村（里）長候選人資格之村（里）
任期屆滿之日宣誓就職。
民遴聘之，其任期以本屆任期為限。
ௐ̣Ȉˣ୧ 直轄市、市之區公所，置區長一
依第一項選出之村（里）長，應於上屆任期
人，由市長依法任用，承市長之命綜理區政，
屆滿之日就職。
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
直轄市之區由鄉（鎮、市）改制者，改制日 ௐ̱Ȉ୧ 村（里）得召集村（里）民大會或
基層建設座談會；其實施辦法，由直轄市、
前一日仍在職之鄉（鎮、市）長，由直轄市長
縣（市）定之。
以機要人員方式進用為區長；其任期自改制日
起，為期四年。但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得進 ௐ̱Ȉ˘୧ 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
市）長，應支給薪給；退職應發給退職金；
用：
因公死亡或病故者，應給與遺族撫卹金。
一、涉嫌犯第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
前項人員之薪給、退職金及撫卹金之支給，
款所列之罪，經起訴。
以法律定之。
二、涉嫌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公職人
村（里）長，為無給職，由鄉（鎮、市、區）
員選舉罷免法、農會法或漁會法之賄選
公所編列村（里）長事務補助費，其補助項目
罪，經起訴。
及標準，以法律定之。
三、已連任二屆。
ௐ̱Ȉ˟୧ 直轄市政府之組織，由內政部擬
四、依法代理。
訂準則，報行政院核定；各直轄市政府應依
前項以機要人員方式進用之區長，有下列情
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例，經直轄市議會同意
事之一者，應予免職：
後，報行政院備查；直轄市政府所屬機關及
一、有前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七十九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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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之組織規程，由直轄市政府定之。
六、財產收入。
縣（市）政府之組織，由內政部擬訂準則， 七、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報行政院核定；各縣（市）政府應依準則擬訂
八、補助及協助收入。
組織自治條例，經縣（市）議會同意後，報內
九、捐獻及贈與收入。
政部備查；縣（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之組
十、自治稅捐收入。
織規程，由縣（市）政府定之。
十一、其他收入。
前項縣（市）政府一級單位定名為處，所屬 ௐ̱Ị̏୧ 下列各款為鄉（鎮、市）收入：
一級機關定名為局，二級單位及所屬一級機關
一、稅課收入。
之一級單位除主計、人事及政風機構外，定名
二、工程受益費收入。
為科。但因業務需要所設之派出單位與警察及
三、罰款及賠償收入。
消防機關之一級單位，得另定名稱。
四、規費收入。
鄉（鎮、市）公所之組織，由內政部擬訂準
五、信託管理收入。
則，報行政院核定；各鄉（鎮、市）公所應依
六、財產收入。
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例，經鄉（鎮、市）民代
七、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表會同意後，報縣政府備查。鄉（鎮、市）公
八、補助收入。
所所屬機關之組織規程，由鄉（鎮、市）公所
九、捐獻及贈與收入。
定之。
十、自治稅捐收入。
新設之直轄市政府組織規程，由行政院定
十一、其他收入。
之；新設之縣（市）政府組織規程，由內政部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
定之；新設之鄉（鎮、市）公所組織規程，由
應分配之國稅、直轄市及縣（市）稅，依財
縣政府定之。
政收支劃分法規定辦理。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
公所與其所屬機關及學校之組織準則、規程及
之收入及支出，應依本法及財政收支劃分法
組織自治條例，其有關考銓業務事項，不得牴
規定辦理。
觸中央考銓法規；各權責機關於核定或同意
地方稅之範圍及課徵，依地方稅法通則之規
後，應函送考試院備查。
定。
地方政府規費之範圍及課徵原則，依規費法
ௐ̣༼!ҋڼੑ߆!
之規定；其未經法律規定者，須經各該立法機
ௐ̱Ȉˬ୧ 下列各款為直轄市收入：
關之決議徵收之。
一、稅課收入。
ௐ̱Ȉˣ୧ 直轄市、縣（市）預算收支之差
二、工程受益費收入。
短，得以發行公債、借款或移用以前年度歲
三、罰款及賠償收入。
計賸餘彌平；鄉（鎮、市）預算收支之差短，
四、規費收入。
得以借款或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彌平。
五、信託管理收入。
前項直轄市、縣（市）公債及借款之未償餘
六、財產收入。
額比例，鄉（鎮、市）借款之未償餘額比例，
七、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依公共債務法之規定。
八、補助收入。
ௐ̱Ȉ˝୧ 各上級政府為謀地方均衡發展，
九、捐獻及贈與收入。
對於財力較差之地方政府應酌予補助；對財
十、自治稅捐收入。
力較優之地方政府，得取得協助金。
十一、其他收入。
各級地方政府有依法得徵收之財源而不徵
ௐ̱Ȉα୧ 下列各款為縣（市）收入：
收時，其上級政府得酌減其補助款；對於努力
一、稅課收入。
開闢財源具有績效者，其上級政府得酌增其補
二、工程受益費收入。
助款。
三、罰款及賠償收入。
第一項補助須明定補助項目、補助對象、補
四、規費收入。
助比率及處理原則；其補助辦法，分別由行政
五、信託管理收入。
院或縣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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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中央費用與地方費用之區分，應明
縣（市）政府辦理自治事項違背憲法、法律
定由中央全額負擔、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分
或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
擔以及地方自治團體全額負擔之項目。中央
關報行政院予以撤銷、變更、廢止或停止其執
不得將應自行負擔之經費，轉嫁予地方自治
行。
團體。
縣（市）政府辦理委辦事項違背憲法、法律、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辦理其自
中央法令或逾越權限者，由委辦機關予以撤
治事項，應就其自有財源優先編列預算支應
銷、變更、廢止或停止其執行。
之。
鄉（鎮、市）公所辦理自治事項違背憲法、
第一項費用之區分標準，應於相關法律定
法律、中央法規或縣規章者，由縣政府予以撤
之。
銷、變更、廢止或停止其執行。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
鄉（鎮、市）公所辦理委辦事項違背憲法、
年度總預算、追加預算與特別預算收支之籌
法律、中央法令、縣規章、縣自治規則或逾越
劃、編製及共同性費用標準，除其他法律另
權限者，由委辦機關予以撤銷、變更、廢止或
有規定外，應依行政院訂定之中央暨地方政
停止其執行。
府預算籌編原則辦理。
第二項、第四項及第六項之自治事項有無違
地方政府未依前項預算籌編原則辦理者，行
背憲法、法律、中央法規、縣規章發生疑義時，
政院或縣政府應視實際情形酌減補助款。
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在司法院解釋前，不得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
予以撤銷、變更、廢止或停止其執行。
新訂或修正自治法規，如有減少收入者，應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
同時規劃替代財源；其需增加財政負擔者，
依法應作為而不作為，致嚴重危害公益或妨
並應事先籌妥經費或於法規內規定相對收入
礙地方政務正常運作，其適於代行處理者，
來源。
得分別由行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
ௐ˛Ȉˬ୧ 縣（市）
、鄉（鎮、市）應致力於
府命其於一定期限內為之；逾期仍不作為
公共造產；其獎助及管理辦法，由內政部定
者，得代行處理。但情況急迫時，得逕予代
之。
行處理。
ௐ˛Ȉα୧ 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對前項處
應設置公庫，其代理機關由直轄市政府、縣
分如認為窒礙難行時，應於期限屆滿前提出申
（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擬定，經各
訴。行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得審
該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 酌事實變更或撤銷原處分。
民代表會同意後設置之。
行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決定代
行處理前，應函知被代行處理之機關及該自治
ௐαౢ!̚δᄃг̈́͞г͞ม̝ᙯ 團體相關機關，經權責機關通知代行處理後，
該事項即轉移至代行處理機關，直至代行處理
ܼ!
完竣。
ௐ˛Ị̏୧ 省政府辦理第八條事項違背憲法
代行處理所支出之費用，應由被代行處理之
、法律、中央法令或逾越權限者，由中央各
機關負擔，各該地方機關如拒絕支付該項費
該主管機關報行政院予以撤銷、變更、廢止
用，上級政府得自以後年度之補助款中扣減抵
或停止其執行。
充之。
直轄市政府辦理自治事項違背憲法、法律或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對於代行
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
處理之處分，如認為有違法時，依行政救濟程
報行政院予以撤銷、變更、廢止或停止其執
序辦理之。
行。
ௐ˛Ȉ˛୧ 中央與直轄市、縣（市）間，權
直轄市政府辦理委辦事項違背憲法、法律、
限遇有爭議時，由立法院院會議決之；縣與
中央法令或逾越權限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
鄉（鎮、市）間，自治事項遇有爭議時，由
報行政院予以撤銷、變更、廢止或停止其執
內政部會同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解決之。
行。
直轄市間、直轄市與縣（市）間，事權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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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時，由行政院解決之；縣（市）間，事權
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例之罪，經判處有期
發生爭議時，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解決之；鄉
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
（鎮、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縣政府解
四、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
決之。
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未執
ௐ˛Ȉˣ୧ 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
行易科罰金或不得易服社會勞動者。
市）長、村（里）長，有下列情事之一者，
五、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者。
分別由行政院、內政部、縣政府、鄉（鎮、
但因緩刑而付保護管束者，不在此限。
市、區）公所停止其職務，不適用公務員懲
六、戶籍遷出各該行政區域四個月以上者。
戒法第三條之規定：
七、褫奪公權尚未復權者。
一、涉嫌犯內亂、外患、貪污治罪條例或組
八、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織犯罪防制條例之罪，經第一審判處有
九、有本法所定應予解除職權或職務之情事
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但涉嫌貪污治罪條
者。
例上之圖利罪者，須經第二審判處有期
十、依其他法律應予解除職權或職務者。
徒刑以上之刑者。
有下列情事之一，其原職任期未滿，且尚未
二、涉嫌犯前款以外，法定刑為死刑、無期
經選舉機關公告補選時，解除職權或職務之處
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年以上有期徒刑之
分均應予撤銷：
罪，經第一審判處有罪者。
一、因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情事而解除職權
三、依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或通緝者。
或職務，經再審或非常上訴判決無罪確
四、依檢肅流氓條例規定被留置者。
定者。
依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停止職務之人員，如
二、因前項第五款情事而解除職權或職務，
經改判無罪時，或依前項第三款或第四款停止
保安處分經依法撤銷，感訓處分經重新
職務之人員，經撤銷通緝或釋放時，於其任期
審理為不付感訓處分之裁定確定者。
屆滿前，得准其先行復職。
三、因前項第八款情事而解除職權或職務，
依第一項規定予以停止其職務之人員，經依
經提起撤銷監護或輔助宣告之訴，為法
法參選，再度當選原公職並就職者，不再適用
院判決撤銷宣告監護或輔助確定者。
該項之規定。
ௐˣȈ୧ 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
依第一項規定予以停止其職務之人員，經刑
市）、ܜ村（里）長，因罹患重病，致不能
事判決確定，非第七十九條應予解除職務者， 執行職務繼續一年以上，或因故不執行職務
於其任期屆滿前，均應准其復職。
連續達六個月以上者，應依前條第一項規定
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 程序解除其職務；直轄市議員、縣（市）議
於本法公布施行前，非因第一項原因被停職
員、鄉（鎮、市）民代表連續未出席定期會
達二會期者，亦解除其職權。
者，於其任期屆滿前，應即准其復職。
ௐ˛Ȉ˝୧ 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縣（市） ௐˣȈ˘୧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
（鎮、市）民代表辭職、去職或死亡，其缺
議員、縣（市）長、鄉（鎮、市）民代表、
額達總名額十分之三以上或同一選舉區缺額
鄉（鎮、市）長及村（里）長有下列情事之
達二分之一以上時，均應補選。但其所遺任
一，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由行政院分別解
期不足二年，且缺額未達總名額二分之一
除其職權或職務；縣（市）議員、縣（市）
長由內政部分別解除其職權或職務；鄉（鎮、 時，不再補選。
前項補選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
市）民代表、鄉（鎮、市）長由縣政府分別
（鎮、市）民代表，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解除其職權或職務，並通知各該直轄市議
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 第一項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
市）民代表之辭職，應以書面向直轄市議會、
村（里）長由鄉（鎮、市、區）公所解除其
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提出，
職務。應補選者，並依法補選：
於辭職書送達議會、代表會時，即行生效。
一、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或經法院判
決選舉無效確定，致影響其當選資格者。 ௐˣȈ˟୧ 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
二、犯內亂、外患或貪污罪，經判刑確定者。 市）長及村（里）長辭職、去職、死亡者，

Q‐1‐16 地方制度法
直轄市長由行政院派員代理；縣（市）長由
三、應於一百零三年八月一日任期屆滿之鄉
內政部報請行政院派員代理；鄉（鎮、市）
（鎮、市）民代表及村（里）長。
長由縣政府派員代理；村（里）長由鄉（鎮、 四、應於一百零四年一月十六日任期屆滿之
市、區）公所派員代理。
臺北市里長。
直轄市長停職者，由副市長代理，副市長出
缺或不能代理者，由行政院派員代理。縣（市） ௐαౢ̝˘!ۡᔑξ̋гࣧҝϔડ!
長停職者，由副縣（市）長代理，副縣（市） ௐˣȈˬ୧̝˟ 直轄市之區由山地鄉改制
長出缺或不能代理者，由內政部報請行政院派
者，稱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以下簡稱山地
員代理。鄉（鎮、市）長停職者，由縣政府派
原住民區）
，為地方自治團體，設區民代表會
員代理，置有副市長者，由副市長代理。村
（里） 及區公所，分別為山地原住民區之立法機關
長停職者，由鄉（鎮、市、區）公所派員代理。 及行政機關，依本法辦理自治事項，並執行
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及
上級政府委辦事項。
村（里）長辭職、去職或死亡者，應自事實發
山地原住民區之自治，除法律另有規定外，
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但所遺任期不足
準用本法關於鄉（鎮、市）之規定；其與直轄
二年者，不再補選，由代理人代理至該屆任期
市之關係，準用本法關於縣與鄉（鎮、市）關
屆滿為止。
係之規定。
前項補選之當選人應於公告當選後十日內 ௐˣȈˬ୧̝ˬ 下列各款為山地原住民區自
宣誓就職，其任期以補足該屆所遺任期為限， 治事項：
並視為一屆。
一、關於組織及行政管理事項如下：
第一項人員之辭職，應以書面為之。直轄市
（一）山地原住民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長應向行政院提出並經核准；縣（市）長應向
之實施。
內政部提出，由內政部轉報行政院核准；鄉
（二）山地原住民區組織之設立及管理。
（鎮、市）長應向縣政府提出並經核准；村
（里）
（三）山地原住民區新聞行政。
長應向鄉（鎮、市、區）公所提出並經核准， 二、關於財政事項如下：
均自核准辭職日生效。
（一）山地原住民區財務收支及管理。
ௐˣȈˬ୧ 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縣（市）
（二）山地原住民區財產之經營及處分。
議員、縣（市）長、鄉（鎮、市）民代表、
三、關於社會服務事項如下：
鄉（鎮、市）長及村（里）長任期屆滿或出
（一）山地原住民區社會福利。
缺應改選或補選時，如因特殊事故，得延期
（二）山地原住民區公益慈善事業及社會
辦理改選或補選。
救助。
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縣（市）議員、縣
（三）山地原住民區殯葬設施之設置及管
（市）長依前項延期辦理改選或補選，分別由
理。
行政院、內政部核准後辦理。
（四）山地原住民區調解業務。
鄉（鎮、市）民代表、鄉（鎮、市）長、村
四、關於教育文化及體育事項如下：
（里）長依第一項規定延期辦理改選或補選，
（一）山地原住民區社會教育之興辦及管
由各該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核准後辦理。
理。
依前三項規定延期辦理改選時，其本屆任期
（二）山地原住民區藝文活動。
依事實延長之。如於延長任期中出缺時，均不
（三）山地原住民區體育活動。
補選。
（四）山地原住民區禮儀民俗及文獻。
ௐˣȈˬ୧̝˘ 下列地方公職人員，其任期
（五）山地原住民區社會教育、體育與文
調整至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十二月二十五日
化機構之設置、營運及管理。
止：
五、關於環境衛生事項如下：
一、應於一百零二年十二月二十日任期屆滿
山地原住民區廢棄物清除及處理。
之縣（市）長。
六、關於營建、交通及觀光事項如下：
二、應於一百零三年三月一日任期屆滿之縣
（一）山地原住民區道路之建設及管理。
（市）議員及鄉（鎮、市）長。
（二）山地原住民區公園綠地之設立及管

地方制度法 Q‐1‐17
理。
（三）山地原住民區交通之規劃、營運及
管理。
（四）山地原住民區觀光事業。
七、關於公共安全事項如下：
（一）山地原住民區災害防救之規劃及執
行。
（二）山地原住民區民防之實施。
八、關於事業之經營及管理事項如下：
（一）山地原住民區公用及公營事業。
（二）山地原住民區公共造產事業。
（三）與其他地方自治團體合辦之事業。
九、其他依法律賦予之事項。
ௐˣȈˬ୧̝α 山地原住民區以當屆直轄市
長任期屆滿之日為改制日，並以改制前之區
或鄉為其行政區域；其第一屆區民代表、區
長之選舉以改制前區或鄉之行政區域為選舉
區，於改制日十日前完成選舉投票，並準用
第八十七條之一第三項選舉區劃分公告及第
四項改制日就職之規定。
ௐˣȈˬ୧̝̣ 山地原住民區之自治法規未
制（訂）定前，繼續適用原直轄市自治法規
之規定。
山地原住民區由山地鄉直接改制者，其自治
法規有繼續適用之必要，得由山地原住民區公
所公告後，繼續適用二年。
ௐˣȈˬ୧̝̱ 山地原住民區之機關（構）
人員、資產及其他權利義務，應由直轄市制
（訂）定自治法規移撥、移轉或調整之。但
其由山地鄉直接改制者，維持其機關（構）
人員、資產及其他權利義務。
山地原住民區之財政收支劃分調整日期，由
行政院洽商直轄市政府以命令定之。未調整
前，相關機關（構）各項預算之執行，仍以直
轄市原列預算繼續執行。
山地原住民區首年度總預算，應由區公所於
該年度一月三十一日之前送達區民代表會，該
區民代表會應於送達後一個月內審議完成，並
由該區公所於審議完成日起十五日內發布
之。會計年度開始時，總預算案如未送達或審
議通過，其預算之執行，準用第四十條之一第
二項之規定。
依第一項移撥人員屬各項公務人員考試及
格或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
例轉任之現職公務人員者，其轉調準用第八十
七條之三第六項至第九項之規定。

依第一項移撥人員屬各種考試錄取尚在實
務訓練人員者，視同改分配其他機關繼續實務
訓練，其受限制轉調之限制者，比照前項人員
予以放寬。
ௐˣȈˬ୧̝˛ 山地原住民區實施自治所需
財源，由直轄市依下列因素予以設算補助，
並維持改制前各該山地鄉統籌分配財源水
準：
一、第八十三條之三所列山地原住民區之自
治事項。
二、直轄市改制前各該山地鄉前三年度稅課
收入平均數。
三、其他相關因素。
前項補助之項目、程序、方式及其他相關事
項，由直轄市洽商山地原住民區定之。
ௐˣȈˬ୧̝ˣ 第五十八條及第五十八條之
一規定，於山地原住民區不適用之。

ௐ̣ౢ !ܢ
ௐˣȈα୧ 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
市）長適用公務員服務法；其行為有違法、
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情事者，準用政務人員
之懲戒規定。
ௐˣỊ̏୧ 省政府、省諮議會、直轄市議會、
直轄市政府、縣（市）議會、縣（市）政府、
鄉（鎮、市）民代表會、鄉（鎮、市）公所
員工給與事項，應依公務人員俸給法及相關
中央法令辦理。
ௐˣȈ̱୧ 村（里）承受日據時期之財產，
或人民捐助之財產，得以成立財團法人方式
處理之。
ௐˣȈ˛୧ 本法公布施行後，相關法規應配
合制（訂）定、修正。未制（訂）定、修正
前，現行法規不牴觸本法規定部分，仍繼續
適用；其關於鄉（鎮、市）之規定，山地原
住民區準用之。
ௐˣȈ˛୧̝˘ 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
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應以當屆
直轄市長任期屆滿之日為改制日。縣（市）
議員、縣（市）長、鄉（鎮、市）民代表、
鄉（鎮、市）長及村（里）長之任期均調整
至改制日止，不辦理改選。
改制後第一屆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及里長
之選舉，應依核定後改制計畫所定之行政區域
為選舉區，於改制日十日前完成選舉投票。
前項直轄市議員選舉，得在其行政區域內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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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選舉區；其由原住民選出者，以其行政區域
該條例限制轉調機關規定之限制。但須於原轉
內之原住民為選舉區；直轄市議員選舉區之劃
任機關、移撥機關及所屬機關合計任職滿三年
分，應於改制日六個月前公告，不受公職人員
後，始得調任其他機關任職。
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之限 ௐˣȈˣ୧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制。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六年六月十四日修正之
改制後第一屆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及里
條文，自九十六年一月一日施行；九十八年五
長，應於改制日就職。
月十二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年十一月二十
ௐˣȈ˛୧̝˟ 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
三日施行；一百零三年一月十四日修正之第四
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原直轄市、 章之一及第八十七條，其施行日期，由行政院
縣（市）及鄉（鎮、市）自治法規應由改制
定之。
後之直轄市政府廢止之；其有繼續適用之必
要者，得經改制後之直轄市政府核定公告
後，繼續適用二年。
ௐˣȈ˛୧̝ˬ 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
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者，原直轄
市、縣（市）及鄉（鎮、市）之機關（構）
與學校人員、原有資產、負債及其他權利義
務，由改制後之直轄市概括承受。
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
併改制為直轄市之財政收支劃分調整日期，由
行政院以命令定之。
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
併改制為直轄市時，其他直轄市、縣（市）所
受統籌分配稅款及補助款之總額不得少於該
直轄市改制前。
在第二項財政收支劃分未調整前，改制後之
直轄市相關機關（構）、學校各項預算執行，
仍以改制前原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
原列預算繼續執行。
改制後之直轄市，於相關法律及中央法規未
修正前，得暫時適用原直轄市、縣（市）之規
定。
依第一項改制而移撥人員屬各項公務人員
考試及格之現職公務人員者，移撥至原分發任
用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或原得分發
之機關、原請辦考試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
以外之機關、學校服務時，得不受公務人員考
試法、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各項公務人員考試規
則有關限制轉調規定之限制。
前項人員日後之轉調，仍應以原考試及格人
員得分發之機關、原請辦考試機關或移撥機關
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有關職務為限。
各項公務人員考試法規定有限制轉調年限
者，俟轉調年限屆滿後，得再轉調其他機關。
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例
轉任，於限制轉調期間內移撥之人員，得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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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田賦實物經收機關為直轄市、縣（市）糧政
主管機關。
中華民國 66 年 7 月 14 日總統台統
（一）義字第 223
ௐˬ୧ 地價稅或田賦之納稅義務人如左：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59 條
一、土地所有權人。
中華民國 68 年 7 月 25 日總統台統
（一）義字第 3729
二、設有典權土地，為典權人。
號令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 78 年 10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三、承領土地，為承領人。
5912 號令修正公布
四、承墾土地，為耕作權人。
中華民國 82 年 7 月 30 日總統華總
（一）義字第 3702
前項第一款土地所有權屬於公有或公同共
號令修正公布刪除第 56 條條文
有者，以管理機關或管理人為納稅義務人；其
中華民國 83 年 1 月 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095
為分別共有者，地價稅以共有人各按其應有部
號令修正公布第 39、39-1 條條文
分為納稅義務人；田賦以共有人所推舉之代表
中華民國 84 年 1 月 18 日總統華總
（一）義字第 0247
人為納稅義務人，未推舉代表人者，以共有人
號令修正公布第 31、55-2 條條文中民國 86 年 1
各按其應有部分為納稅義務人。
月 1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8600011430 號令
ௐˬ୧̝˘ 土地為信託財產者，於信託關係
修正公布第 30 條條文
存續中，以受託人為地價稅或田賦之納稅義
中華民國 86 年 5 月 2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務人。
8600115490 號令修正公布第 39 條條文；並增訂
第 28-2 條條文
前項土地應與委託人在同一直轄市或縣
中華民國 86 年 10 月 2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市）轄區內所有之土地合併計算地價總額，
8600229650 號令修正公布第 30 條條文
依第十六條規定稅率課徵地價稅，分別就各該
中華民國 89 年 1 月 2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土地地價占地價總額之比例，計算其應納之地
8900017400 號令修正公布第 10、39-2 條條文；
價稅。但信託利益之受益人為非委託人且符合
並增訂第 39-3 條條文；刪除第 55-2 條條文
左列各款規定者，前項土地應與受益人在同一
中華民國 90 年 6 月 1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直轄市或縣（市）轄區內所有之土地合併計算
9000116090 號令修正公布第 2、7、13、25、59
地價總額：
條條文；並增訂第 3-1、5-2、28-3、31-1 條條文
一、受益人已確定並享有全部信託利益者。
中華民國 91 年 1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二、委託人未保留變更受益人之權利者。
09100018250 號令修正公布第 3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3 年 1 月 1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ௐα୧ 土地有左列情形之一者，主管稽徵機
09300007291 號令修正公布第 28-2、33 條條文
關得指定土地使用人負責代繳其使用部分之
中華民國 94 年 1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地價稅或田賦：
09400016321 號令修正公布第 33 條條文
一、納稅義務人行蹤不明者。
中華民國 96 年 7 月 1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二、權屬不明者。
09600087981 號令修正公布第 54 條條文
三、無人管理者。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四、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由占有人代繳者。
09800323211 號令修正公布第 31、34 條條文
土地所有權人在同一直轄市、縣（市）內有
中華民國 99 年 11 月 2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兩筆以上土地，為不同之使用人所使用時，如
09900317111 號令修正公布第 5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4 年 7 月 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土地所有權人之地價稅係按累進稅率計算，各
10400077091 號令修正公布第 31-1、35 條、53
土地使用人應就所使用土地之地價比例負代
條條文
繳地價稅之義務。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代繳義務人代繳之
ௐ˘ౢ! ᓁ!
地價稅或田賦，得抵付使用期間應付之地租或
ௐ˘༼! ˘ਠఢ!ؠ
向納稅義務人求償。
ௐ̣୧
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
ௐ˘୧ 土地稅分為地價稅、田賦及土地增值
一、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
稅。
二、土地為無償移轉者，為取得所有權之人。
ௐ˟୧ 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財政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三、土地設定典權者，為出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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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有償移轉，指買賣、交換、政府照
等用地。
價收買或徵收等方式之移轉；所稱無償移轉，
本法所稱工業用地，指依法核定之工業區土
指遺贈及贈與等方式之移轉。
地及政府核准工業或工廠使用之土地；所稱礦
ௐ̣୧̝˘ 土地所有權移轉，其應納之土地
業用地，指供礦業實際使用地面之土地。
增值稅，納稅義務人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 ௐȈ˘୧ 本法所稱空地，指已完成道路、排
者，得由取得所有權之人代為繳納。依平均
水及電力設施，於有自來水地區並已完成自
地權條例第四十七條規定由權利人單獨申報
來水系統，而仍未依法建築使用；或雖建築
土地移轉現值者，其應納之土地增值稅，應
使用，而其建築改良物價值不及所占基地申
由權利人代為繳納。
報地價百分之十，且經直轄市或縣（市）政
ௐ̣୧̝˟ 受託人就受託土地，於信託關係
府認定應予增建、改建或重建之私有及公有
存續中，有償移轉所有權、設定典權或依信
非公用建築用地。
託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轉為其自有土地 ௐȈ˟୧ 本法所稱公告現值，指直轄市及縣
時，以受託人為納稅義務人，課徵土地增值
（市）政府依平均地權條例公告之土地現值。
稅。
ௐȈˬ୧ 本法課徵田賦之用辭定義如左：
以土地為信託財產，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移轉
一、地目：指各直轄市及縣（市）地籍冊所
信託土地與委託人以外之歸屬權利人時，以該
載之土地使用類別。
歸屬權利人為納稅義務人，課徵土地增值稅。 二、等則：指按各種地目土地單位面積全年
ௐ̱୧ 為發展經濟，促進土地利用，增進社
收益或地價高低所區分之賦率等級。
會福利，對於國防、政府機關、公共設施、
三、賦元：指按各種地目等則土地單位面積
騎樓走廊、研究機構、教育、交通、水利、
全年收益或地價釐定全年賦額之單位。
給水、鹽業、宗教、醫療、衛生、公私墓、
四、賦額：指依每種地目等則之土地面積，
慈善或公益事業及合理之自用住宅等所使用
乘各該地目等則單位面積釐定之賦元所
之土地，及重劃、墾荒、改良土地者，得予
得每筆土地全年賦元之積。
適當之減免；其減免標準及程序，由行政院
五、實物：指各地區徵收之稻穀、小麥或就
定之。
其折徵之他種農作產物。
六、代金：指按應徵實物折徵之現金。
ௐ˟༼! Щෟؠཌྷ!
七、夾雜物：指實物中含帶之沙、泥、土、
ௐ˛୧ 本法所稱公有土地，指國有、直轄市
石、稗子等雜物。
有、縣（市）有及鄉、鎮（市）有之土地。
ௐ˟ౢ! гᆊඁ!
ௐˣ୧ 本法所稱都市土地，指依法發布都市
計畫範圍內之土地。所稱非都市土地，指都
ௐȈα୧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二十二
市土地以外之土地。
條規定課徵田賦者外，應課徵地價稅。
ௐ˝୧ 本法所稱自用住宅用地，指土地所有
ௐỊ̏୧ 地價稅按每一土地所有權人在每一
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
直轄市或縣（市）轄區內之地價總額計徵之。
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宅用地。
前項所稱地價總額，指每一土地所有權人依
ௐȈ୧ 本法所稱農業用地，指非都巿土地或
法定程序辦理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經核
都巿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依法
列歸戶冊之地價總額。
供下列使用者︰
ௐȈ̱୧ 地價稅基本稅率為千分之十。土地
一、供農作、森林、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
所有權人之地價總額未超過土地所在地直轄
者。
市或縣（市）累進起點地價者，其地價稅按
二、供與農業經營不可分離之農舍、畜禽
基本稅率徵收；超過累進起點地價者，依左
舍、倉儲設備、曬場、集貨場、農路、
列規定累進課徵：
灌溉、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地。
一、超過累進起點地價未達五倍者，就其超
三、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業使
過部分加徵千分之十五。
用之倉庫、冷凍（藏）庫、農機中心、
二、超過累進起點地價五倍至十倍者，就其
蠶種製造（繁殖）場、集貨場、檢驗場
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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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過累進起點地價十倍至十五倍者，就
其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三十五。
四、超過累進起點地價十五倍至二十倍者，
就其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四十五。
五、超過累進起點地價二十倍以上者，就其
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五十五。
前項所稱累進起點地價，以各該直轄市及縣
（市）土地七公畝之平均地價為準。但不包括
工業用地、礦業用地、農業用地及免稅土地在
內。
ௐȈ˛୧ 合於左列規定之自用住宅用地，其
地價稅按千分之二計徵：
一、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公畝部分。
二、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七公畝部分。
國民住宅及企業或公營事業興建之勞工宿
舍，自動工興建或取得土地所有權之日起，其
用地之地價稅，適用前項稅率計徵。
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年之受扶養
親屬，適用第一項自用住宅用地稅率繳納地價
稅者，以一處為限。
ௐȈˣ୧ 供左列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千
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未按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定規劃使用者，不適用之：
一、工業用地、礦業用地。
二、私立公園、動物園、體育場所用地。
三、寺廟、教堂用地、政府指定之名勝古蹟
用地。
四、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加油站及依都市
計畫法規定設置之供公眾使用之停車場
用地。
五、其他經行政院核定之土地。
在依法劃定之工業區或工業用地公告前，已
在非工業區或工業用地設立之工廠，經政府核
准有案者，其直接供工廠使用之土地，準用前
項規定。
第一項各款土地之地價稅，符合第六條減免
規定者，依該條減免之。
ௐȈ˝୧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在保留
期間仍為建築使用者，除自用住宅用地依第
十七條之規定外，統按千分之六計徵地價
稅；其未作任何使用並與使用中之土地隔離
者，免徵地價稅。
ௐ˟Ȉ୧ 公有土地按基本稅率徵收地價稅。
但公有土地供公共使用者，免徵地價稅。
ௐ˟Ȉ˘୧ 凡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定
應徵空地稅之土地，按該宗土地應納地價稅

R‐1‐3

基本稅額加徵二至五倍之空地稅。

ௐˬౢ! ϣኬ!
ௐ˟Ȉ˟୧ 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
或未規定地價者，徵收田賦。但都市土地合
於左列規定者亦同：
一、依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及保護區，限作
農業用地使用者。
二、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前，仍作農業用地使
用者。
三、依法限制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
四、依法不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
五、依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保留地，仍作
農業用地使用者。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以自耕農地及依耕地
三七五減租條例出租之耕地為限。
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業使用
之倉庫、冷凍（藏）庫、農機中心、蠶種製造
（繁殖）場、集貨場、檢驗場、水稻育苗用地、
儲水池、農用溫室、農產品批發市場等用地，
仍徵收田賦。
公有土地供公共使用及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保留地在保留期間未作任何使用並與使用中
之土地隔離者，免徵田賦。
ௐ˟Ȉ˟୧̝˘ 農業用地閒置不用，經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報經內政部核准通知限期
使用或命其委託經營，逾期仍未使用或委託
經營者，按應納田賦加徵一倍至三倍之荒地
稅；經加徵荒地稅滿三年，仍不使用者，得
照價收買。但有左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因農業生產或政策之必要而休閒者。
二、因地區性生產不經濟而休耕者。
三、因公害污染不能耕作者。
四、因灌溉、排水設施損壞不能耕作者。
五、因不可抗力不能耕作者。
前項規定之實施辦法，依平均地權條例有關
規定辦理。
ௐ˟Ȉˬ୧ 田賦徵收實物，就各地方生產稻
穀或小麥徵收之。不產稻穀或小麥之土地及
有特殊情形地方，得按應徵實物折徵當地生
產雜糧或折徵代金。
實物計算一律使用公制衡器，以公斤為單
位，公兩以下四捨五入。代金以元為單位。
ௐ˟Ȉα୧ 田賦徵收實物，依左列標準計徵
之：
一、徵收稻穀區域之土地，每賦元徵收稻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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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公斤。
課徵土地增值稅。
二、徵收小麥區域之土地，每賦元徵收小麥
前項受贈土地，於再移轉計課土地增值稅
二十五公斤。
時，贈與人或受贈人於其具有土地所有權之期
前項標準，得由行政院視各地土地稅捐負擔
間內，有支付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改良土
情形酌予減低。
地之改良費用或同條第三項增繳之地價稅
ௐ˟Ị̏୧ 實物驗收，以新穀同一種類、質
者，準用該條之減除或抵繳規定；其為經重劃
色未變及未受蟲害者為限；其所含沙、石、
之土地，準用第三十九條第四項之減徵規定。
泥、土、稗子等類雜物及水分標準如左：
該項再移轉土地，於申請適用第三十四條規定
一、稻穀：夾雜物不得超過千分之五，水分
稅率課徵土地增值稅時，其出售前一年內未曾
不得超過百分之十三，重量一公石在五
供營業使用或出租之期間，應合併計算。
十三公斤二公兩以上者。
ௐ˟Ȉˣ୧̝ˬ 土地為信託財產者，於左列
二、小麥：夾雜物不得超過千分之四，水分
各款信託關係人間移轉所有權，不課徵土地
不得超過百分之十三，重量一公石在七
增值稅：
十四公斤以上者。
一、因信託行為成立，委託人與受託人間。
因災害、季節或特殊情形，難達前項實物驗
二、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變更時，原受託
收標準時，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視實際
人與新受託人間。
情形，酌予降低。
三、信託契約明定信託財產之受益人為委託
ௐ˟Ȉ̱୧ 徵收實物地方，得視當地糧食生
人者，信託關係消滅時，受託人與受益
產情形，辦理隨賦徵購實物；其標準由行政
人間。
院核定之。
四、因遺囑成立之信託，於信託關係消滅
ௐ˟Ȉ˛୧ 徵收田賦土地，因交通、水利、
時，受託人與受益人間。
土壤及水土保持等因素改變或自然變遷，致
五、因信託行為不成立、無效、解除或撤
其收益有增減時，應辦理地目等則調整；其
銷，委託人與受託人間。
辦法由中央地政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設定典權
ௐ˟Ȉ˛୧̝˘ 為調劑農業生產狀況或因應
時，出典人應依本法規定預繳土地增值稅。
農業發展需要，行政院得決定停徵全部或部
但出典人回贖時，原繳之土地增值稅，應無
分田賦。
息退還。
ௐˬȈ୧ 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其申
ௐαౢ! ˿гᆧࣃඁ!
報移轉現值之審核標準，依左列規定：
一、申報人於訂定契約之日起三十日內申報
ௐ˟Ȉˣ୧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土地所有
者，以訂約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權移轉時，應按其土地漲價總數額徵收土地
二、申報人逾訂定契約之日起三十日始申報
增值稅。但因繼承而移轉之土地，各級政府
者，以受理申報機關收件日當期之公告
出售或依法贈與之公有土地，及受贈之私有
土地現值為準。
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
三、遺贈之土地，以遺贈人死亡日當期之公
ௐ˟Ȉˣ୧̝˘ 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利事
告土地現值為準。
業或依法設立私立學校使用之土地，免徵土
四、依法院判決移轉登記者，以申報人向法
地增值稅。但以符合左列各款規定者為限：
院起訴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一、受贈人為財團法人。
五、經法院拍賣之土地，以拍定日當期之公
二、法人章程載明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
告土地現值為準。但拍定價額低於公告
歸屬當地地方政府所有。
土地現值者，以拍定價額為準；拍定價
三、捐贈人未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
額如已先將設定抵押金額及其他債務予
利益。
以扣除者，應以併同計算之金額為準。
ௐ˟Ȉˣ୧̝˟ 配偶相互贈與之土地，得申
六、經政府核 定照價收買或協議購買之土
請不課徵土地增值稅。但於再移轉第三人
地，以政府收買日或購買日當期之公告土
時，以該土地第一次贈與前之原規定地價或
地現值為準。但政府給付之地價低於收
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數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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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日或購買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者，以
之現值，於因繼承取得之土地再行移轉者，係
政府給付之地價為準。
指繼承開始時該土地之公告現值。但繼承前依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申報人申報之移轉現
第三十條之一第三款規定領回區段徵收抵價
值，經審核低於公告土地現值者，得由主管機
地之地價，高於繼承開始時該土地之公告現值
關照其自行申報之移轉現值收買或照公告土
者，應從高認定。
地現值徵收土地增值稅。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土地移轉繳納土地增值
之申報移轉現值，經審核超過公告土地現值
稅時，在其持有土地期間內，因重新規定地價
者，應以其自行申報之移轉現值為準，徵收土
增繳之地價稅，就其移轉土地部分，准予抵繳
地增值稅。
其應納之土地增值稅。但准予抵繳之總額，以
八十六年一月十七日本條修正公布生效日
不超過土地移轉時應繳增值稅總額百分之五
後經法院判決移轉、法院拍賣、政府核定照價
為限。
收買或協議購買之案件，於本條修正公布生效
前項增繳之地價稅抵繳辦法，由行政院定
日尚未核課或尚未核課確定者，其申報移轉現
之。
值之審核標準適用第一項第四款至第六款及 ௐˬȈ˘୧̝˘ 依第二十八條之三規定不課
第二項規定。
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於所有權移轉、設定
ௐˬȈ୧̝˘ 依法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
典權或依信託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轉為
主管稽徵機關應依左列規定核定其移轉現值
受託人自有土地時，以該土地不課徵土地增
並發給免稅證明，以憑辦理土地所有權移轉
值稅前之原規定地價或最近一次經核定之移
登記：
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數額，課徵土
一、依第二十八條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公
地增值稅。但屬第三十九條第二項但書規定
有土地，以實際出售價額為準；各級政
情形者，其原地價之認定，依其規定。
府贈與或受贈之土地，以贈與契約訂約
因遺囑成立之信託，於成立時以土地為信託
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財產者，該土地有前項應課徵土地增值稅之情
二、依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免徵土地增值
形時，其原地價指遺囑人死亡日當期之公告土
稅之私有土地，以贈與契約訂約日當期
地現值。
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以自有土地交付信託，且信託契約明定受益
三、依第三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免徵土
人為委託人並享有全部信託利益，受益人於信
地增值稅之抵價地，以區段徵收時實際
託關係存續中死亡者，該土地有第一項應課徵
領回抵價地之地價為準。
土地增值稅之情形時，其原地價指受益人死亡
四、依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規定，免徵土
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地增值稅之農業用地，以權利變更之日
前項委託人藉信託契約，不當為他人或自己
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不適用該項規定。
ௐˬȈ˘୧! 土地漲價總數額之計算，應自該
第一項土地，於計課土地增值稅時，委託人
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經核定之申
或受託人於信託前或信託關係存續中，有支付
報移轉現值中減除下列各款後之餘額，為漲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改良土地之改良費
價總數額：
用或同條第三項增繳之地價稅者，準用該條之
一、規定地價後，未經過移轉之土地，其原
減除或抵繳規定；第二項及第三項土地，遺囑
規定地價。規定地價後，曾經移轉之土
人或受益人死亡後，受託人有支付前開費用及
地，其前次移轉現值。
地價稅者，亦準用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零四年六月十二日修正
二、土地所有權人為改良土地已支付之全部
之條文施行時，尚未核課或尚未核課確定案
費用，包括已繳納之工程受益費、土地
件，適用前三項規定。
重劃費用及因土地使用變更而無償捐贈
一定比率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者，其 ௐˬȈ˟୧! 前條之原規定地價及前次移轉時
核計土地增值稅之現值，遇一般物價有變動
捐贈時捐贈土地之公告現值總額。
時，應按政府發布之物價指數調整後，再計
前項第一款所稱之原規定地價，依平均地權
算其土地漲價總數額。
條例之規定；所稱前次移轉時核計土地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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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ˬȈˬ୧ 土地增值稅之稅率，依下列規定： 占基地公告土地現值百分之十者，不適用之。
一、土地漲價總數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
但自用住宅建築工程完成滿一年以上者不在
移轉時核計土地增值稅之現值數額未達
此限。
百分之一百者，就其漲價總數額徵收增
土地所有權人，依第一項規定稅率繳納土地
值稅百分之二十。
增值稅者，以一次為限。
二、土地漲價總數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
土地所有權人適用前項規定後，再出售其自
移轉時核計土地增值稅之現值數額在百
用住宅用地，符合下列各款規定者，不受前項
分之一百以上未達百分之二百者，除按
一次之限制：
前款規定辦理外，其超過部分徵收增值
一、出售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一‧五公畝部
稅百分之三十。
分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五公畝
三、土地漲價總數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
部分。
移轉時核計土地增值稅之現值數額在百
二、出售時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年
分之二百以上者，除按前二款規定分別
子女，無該自用住宅以外之房屋。
辦理外，其超過部分徵收增值稅百分之
三、出售前持有該土地六年以上。
四十。
四、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未成年子女於
因修正前項稅率造成直轄市政府及縣（市）
土地出售前，在該地設有戶籍且持有該
政府稅收之實質損失，於財政收支劃分法修
自用住宅連續滿六年。
正擴大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規模之規定施行
五、出售前五年內，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
前，由中央政府補足之，並不受預算法第二
因增訂前項規定造成直轄市政府及縣（市）
十三條有關公債收入不得充經常支出之用之
政府稅收之實質損失，於財政收支劃分法修
限制。
正擴大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規模之規定施行
前項實質損失之計算，由中央主管機關與直
前，由中央政府補足之，並不受預算法第二
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協商之。
十三條有關公債收入不得充經常支出之用之
公告土地現值應調整至一般正常交易價格。 限制。
全國平均之公告土地現值調整達一般正常
前項實質損失之計算，由中央主管機關與直
交易價格百分之九十以上時，第一項稅率應檢
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協商之。
討修正。
ௐˬȈα୧̝˘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按自用住
持有土地年限超過二十年以上者，就其土地
宅用地稅率課徵土地增值稅，應於土地現值
增值稅超過第一項最低稅率部分減徵百分之
申報書註明自用住宅字樣，並檢附戶口名簿
二十。
影本及建築改良物證明文件；其未註明者，
持有土地年限超過三十年以上者，就其土地
得於繳納期間屆滿前，向當地稽徵機關補行
增值稅超過第一項最低稅率部分減徵百分之
申請，逾期不得申請依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
三十。
徵土地增值稅。
持有土地年限超過四十年以上者，就其土地
土地所有權移轉，依規定由權利人單獨申
增值稅超過第一項最低稅率部分減徵百分之
報土地移轉現值或無須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
四十。
案件，稽徵機關應主動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其
ௐˬȈα୧ 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其自用住宅用
合於自用住宅用地要件者，應於收到通知之次
地者，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公畝部分或非
日起三十日內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不得適
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七公畝部分，其土地增
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土地增值稅。
值稅統就該部分之土地漲價總數額按百分之 ௐˬỊ̏୧ 土地所有權人於出售土地後，自
十徵收之；超過三公畝或七公畝者，其超過
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二年內重購土地合於
部分之土地漲價總數額，依前條規定之稅率
下列規定之一，其新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
徵收之。
土地地價，扣除繳納土地增值 稅後之餘額
者，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就其已納土地增
前項土地於出售前一年內，曾供營業使用或
值稅額內，退還其不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
出租者，不適用前項規定。
數額：
第一項規定於自用住宅之評定現值不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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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用住宅用地出售後，另行購買都市土
移轉時，應以原土地所有權人實際領回抵價地
地未超過三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地未超
之地價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數額，課徵土地
過七公畝部分仍作自用住宅用地者。
增值稅，準用前條第三項之規定。
二、自營工廠用地出售後，另於其他都市計 ௐˬȈ˝୧̝˟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
畫工業區或政府編定之工業用地內購地
轉與自然人時，得申請不課徵土地增值稅。
設廠者。
前項不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承受人於其
三、自耕之農業用地出售後，另行購買仍供
具有土地所有權之期間內，曾經有關機關查獲
自耕之農業用地者。
該土地未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令期
前項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於先購買土地後，自
限內恢復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令期
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二年內，始行出售土地
限內已恢復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
者，準用之。
情事時，於再移轉時應課徵土地增值稅。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規定，於土地出售前
前項所定土地承受人有未作農業使用之情
一年內，曾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不適用之。 事，於配偶間相互贈與之情形，應合併計算。
ௐˬȈ̱୧ 前條第一項所稱原出售土地地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於本法中華民國八
價，以該次移轉計徵土地增值稅之地價為
十九年一月六日修正施行後第一次移轉，或依
準。所稱新購土地地價，以該次移轉計徵土
第一項規定取得不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後
地增值稅之地價為準；該次移轉課徵契稅之
再移轉，依法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以該修正
土地，以該次移轉計徵契稅之地價為準。
施行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
ௐˬȈ˛୧ 土地所有權人因重購土地退還土
價總數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地增值稅者，其重購之土地，自完成移轉登
本法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六日修正施行
記之日起，五年內再行移轉時，除就該次移
後，曾經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農業用地再移轉，
轉之漲價總數額課徵土地增值稅外，並應追
依法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以該土地最近一次
繳原退還稅款；重購之土地，改作其他用途
課徵土地增值稅時核定之申報移轉現值為原
者亦同。
地價，計算漲價總數額，課徵土地增值稅，不
ௐˬȈˣ୧ （刪除）
適用前項規定。
ௐˬȈ˝୧ 被徵收之土地，免徵其土地增值 ௐˬȈ˝୧̝ˬ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申請不課
稅。
徵土地增值稅者，應由權利人及義務人於申
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留地尚未
報土地移轉現值時，於土地現值申報書註明
被徵收前之移轉，準用前項規定，免徵土地增
農業用地字樣提出申請；其未註明者，得於
值稅。但經變更為非公共設施保留地後再移轉
土地增值稅繳納期間屆滿前補行申請，逾期
時，以該土地第一次免徵土地增值稅前之原規
不得申請不課徵土地增值稅。但依規定得由
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
權利人單獨申報土地移轉現值者，該權利人
數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得單獨提出申請。
依法得徵收之私有土地，土地所有權人自願
農業用地移轉，其屬無須申報土地移轉現值
按公告土地現值之價格售與需地機關者，準用
者，主管稽徵機關應通知權利人及義務人，其
第一項之規定。
屬權利人單獨申報土地移轉現值者，應通知義
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其
務人，如合於前條第一項規定不課徵土地增值
稅之要件者，權利人或義務人應於收到通知之
土地增值稅減徵百分之四十。
次日起三十日內提出申請，逾期不得申請不課
ௐˬȈ˝୧̝˘ 區段徵收之土地，以現金補
徵土地增值稅。
償其地價者，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免徵其土
地增值稅。但依平均地權條例第五十四條第
ௐ̣ౢ! ቊᇈԔ!
三項規定因領回抵價地不足最小建築單位面
積而領取現金補償者亦免徵土地增值稅。
ௐαȈ୧ 地價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稽
區段徵收之土地依平均地權條例第五十四
徵機關按照地政機關編送之地價歸戶冊及地
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以抵價地補償其地價
籍異動通知資料核定，每年徵收一次，必要
者，免徵土地增值稅。但領回抵價地後第一次
時得分二期徵收；其開徵日期，由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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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定之。
由權利人單獨申請登記者，權利人得單獨申
ௐαȈ˘୧ 依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規定，得
報其移轉現值。
適用特別稅率之用地，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每
主管稽徵機關應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收件
年（期）地價稅開徵四十日前提出申請，逾
之日起七日內，核定應納土地增值稅額，並填
期申請者，自申請之次年期開始適用。前已
發稅單，送達納稅義務人。但申請按自用住宅
核定而用途未變更者，以後免再申請。
用地稅率課徵土地增值稅之案件，其期間得延
適用特別稅率之原因、事實消滅時，應即向
長為二十日。
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權利人及義務人應於繳納土地增值稅後，共
ௐαȈ˟୧ 主管稽徵機關應於每年（期）地
同向主管地政機關申請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
價稅開徵六十日前，將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
定典權登記。主管地政機關於登記時，發現該
適用特別稅率課徵地價稅之有關規定及其申
土地公告現值、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有
請手續公告週知。
錯誤者，立即移送主管稽徵機關更正重核土地
ௐαȈˬ୧ 主管稽徵機關於查定納稅義務人
增值稅。
每期應納地價稅額後，應填發地價稅稅單， ௐ̣Ȉ୧ 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於收到土地
分送納稅義務人或代繳義務人，並將繳納期
增值稅繳納通知書後，應於三十日內向公庫
限、罰則、收款公庫名稱地點、稅額計算方
繳納。
法等公告週知。
ௐ̣Ȉ˘୧ 欠繳土地稅之土地，在欠稅未繳
ௐαȈα୧ 地價稅納稅義務人或代繳義務人
清前，不得辦理移轉登記或設定典權。
應於收到地價稅稅單後三十日內，向指定公
經法院拍賣之土地，依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五
庫繳納。
款但書規定審定之移轉現值核定其土地增值
ௐαỊ̏୧ 田賦由直轄市及縣（市）主管稽
稅者，如拍定價額不足扣繳土地增值稅時，拍
徵機關依每一土地所有權人所有土地按段歸
賣法院應俟拍定人代為繳清差額後，再行發給
戶後之賦額核定，每年以分上下二期徵收為
權利移轉證書。
原則，於農作物收穫後一個月內開徵，每期
第一項所欠稅款，土地承受人得申請代繳或
應徵成數，得按每期實物收穫量之比例，就
在買賣、典價內照數扣留完納；其屬代繳者，
賦額劃分計徵之。
得向繳稅義務人求償。
ௐαȈ̱୧ 主管稽徵機關應於每期田賦開徵 ௐ̣Ȉ˟୧ 經徵收或收買之土地，該管直轄
前十日，將開徵日期、繳納處所及繳納須知
市、縣（市）地政機關或收買機關，應檢附
等事項公告週知，並填發繳納通知單，分送
土地清冊及補償清冊，通知主管稽徵機關，
納稅義務人或代繳義務人，持憑繳納。
核算土地增值稅及應納未納之地價稅或田
ௐαȈ˛୧ 田賦納稅義務人或代繳義務人於
賦，稽徵機關應於收到通知後十五日內，造
收到田賦繳納通知單後，徵收實物者，應於
具代扣稅款證明冊，送由徵收或收買機關，
三十日內向指定地點繳納；折徵代金者，應
於發放價款或補償費時代為扣繳。
於三十日內向公庫繳納。
ௐ̱ౢ! ჳ!
ௐαȈˣ୧ 田賦徵收實物之土地，因受環境
或自然限制變更使用，申請改徵實物代金 ௐ̣Ȉˬ୧ 納稅義務人或代繳義務人未於稅
者，納稅義務人應於當地徵收實物之農作物
單所載限繳日期內繳清應納稅款者，每逾二
普遍播種後三十日內，向鄉（鎮）
、
（市）
、
（區） 日按滯納數額加徵百分之一滯納金；逾三十
公所申報。
日仍未繳納者，移送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所屬
申報折徵代金案件，鄉（鎮）、（市）、（區） 行政執行分署強制執行。經核准以票據繳納
公所應派員實地調查屬實後，列冊送由主管稽
稅款者，以票據兌現日為繳納日。
徵機關會同當地糧食機關派員勘查核定。
欠繳之田賦代金及應發或應追收欠繳之隨
ௐαȈ˝୧ 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
賦徵購實物價款，均應按照繳付或徵購當時政
權利人及義務人應於訂定契約之日起三十日
府核定之標準計算。
內，檢附契約影本及有關文件，共同向主管 ௐ̣Ȉα୧ 納稅義務人藉變更、隱匿地目等
稽徵機關申報其土地移轉現值。但依規定得
則或於適用特別稅率、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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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事實消滅時，未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者，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逃稅或減輕稅賦者，除追補應納部分
外，處短匿稅額或賦額三倍以下之罰
鍰。
二、規避繳納實物者，除追補應納部分外，
處應繳田賦實物額一倍之罰鍰。
土地買賣未辦竣權利移轉登記，再行出售
者，處再行出售移轉現值百分之二之罰鍰。
第一項應追補之稅額或賦額、隨賦徵購實物
及罰鍰，納稅義務人應於通知繳納之日起一個
月內繳納之；屆期不繳納者，移送強制執行。
ௐ̣Ị̏୧ 依前條規定追補應繳田賦時，實
物部分按實物追收之；代金及罰鍰部分，按
繳交時實物折徵代金標準折收之；應發隨賦
徵購實物價款，按徵購時核定標準計發之。
ௐ̣Ị̏୧̝˘ 依第二十八條之一受贈土地
之財團法人，有左列情形之一者，除追補應
納之土地增值稅外，並處應納土地增值稅額
二倍之罰鍰：
一、未按捐贈目的使用土地者。
二、違反各該事業設立宗旨者。
三、土地收益未全部用於各該事業者。
四、經稽徵機關查獲或經人舉發查明捐贈人
有 以 任 何 方式 取 得 所捐 贈土地之利益
者。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刪除）

ௐ˛ౢ! !ܢ
ௐ̣Ȉ˛୧ 本法施行區域，由行政院以命令
定之。
ௐ̣Ȉˣ୧ 本法施行細則，由行攻院定之。
ௐ̣Ȉ˝୧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本法九十年五月二十九日修正條文施行日
期，由行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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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稅法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 68 年 2 月 22 日行政院(68)台財字第 1582
號函訂定發布全文 44 條
中華民國 79 年 10 月 12 日行政院(79)台財字 29496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63 條
中華民國 80 年 7 月 17 日行政院(80)台財字第 23631
號令修正發布第 20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7 年 4 月 8 日行政院(87)台財字第 14682
號函修正發布第 58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9 年 9 月 20 日行政院(89)台財字 27591
號令修正發布第 14、18、20、36、37、49、57
～60、62、63 條條文；本細則除另定施行日期者
外，自發布日施行
中華民國 90 年 6 月 20 日行政院(90)台財字第
034566 號令修正發布第 1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4 年 12 月 16 日行政院院臺財字第
0940048630 號令修正發布第 17～19、21、22、
24～26、45、51、57、58、61 條條文及第 53 條
條文之附件五；並增訂第 57-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13 日行政院院臺財字第
1020060316 號令修正發布第 8、9、14、44、49、
58 條條文；並刪除第 57-1 條條文

ௐ˘ౢ! ᓁ!
ௐ˘୧ 本細則依土地稅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五十八條之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法第六條所稱之減免標準及程序，
依土地稅減免規則之規定辦理。
ௐˬ୧ 地價稅、土地增值稅、田賦代金稅額
及隨賦徵購稻穀價款均以新臺幣為單位，計
算至元為止。
每年（期）地價稅，每戶稅額在新臺幣一百
元以下者，免予課徵。
每期田賦實際造單賦額，每戶未滿一賦元
者，免予課徵。
土地增值稅稅額，在新臺幣一百元以下者，
免予課徵。
ௐα୧ 本法第九條之自用住宅用地，以其土
地上之建築改良物屬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
偶、直系親屬所有者為限。

ௐ˟ౢ! гᆊඁ!
ௐ̣୧ 依本法第十六條第一項規定計算地價
稅時，其公式如附件一。
ௐ̱୧ 本法第十六條第二項所規定之累進起
點地價，其計算公式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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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累進起點地價，應於舉辦規定地價或重
新規定地價後當年（期）地價稅開徵前計算完
竣，並分別報請財政部及內政部備查。
累進起點地價以千元為單位，以下四捨五
入。
ௐ˛୧ 土地所有權人如有依本法第十六條規
定應予累進課徵地價稅之土地及本法第十七
條、第十八條或第十九條規定免予累進課徵
地價稅之土地，主管稽徵機關應分別計算其
應納稅額後，合併課徵。
ௐˣ୧ 土地所有權人在本法施行區域內申請
超過一處之自用住宅用地時，依本法第十七
條第三項認定一處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
以土地所有權人擇定之戶籍所在地為準；土
地所有權人未擇定者，其適用順序如下：
一、土地所有權人之戶籍所在地。
二、配偶之戶籍所在地。
三、未成年受扶養親屬之戶籍所在地。
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或未成年之受扶養
親屬分別以所有土地申請自用住宅用地者，應
以共同擇定之戶籍所在地為準；未擇定者，應
以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未成年之受扶養親
屬申請當年度之自用住宅用地地價稅最高者
為準。
第一項第三款戶籍所在地之適用順序，依長
幼次序定之。
ௐ˝୧ 土地所有權人在本法施行區域內申請
之自用住宅用地面積超過本法第十七條第一
項規定時，應依土地所有權人擇定之適用順
序計算至該規定之面積限制為止；土地所有
權人未擇定者，其適用順序如下：
一、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年之受扶養
親屬之戶籍所在地。
二、直系血親尊親屬之戶籍所在地。
三、直系血親卑親屬之戶籍所在地。
四、直系姻親之戶籍所在地。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適用順序，依長幼次
序定之。
ௐȈ୧ 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所稱國民住宅，
指依國民住宅條例規定，依左列方式興建之
住宅。
一、政府直接興建。
二、貸款人民自建。
三、獎勵投資興建。
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所稱企業或公營事業
興建之勞工宿舍，指興建之目的專供勞工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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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
ௐȈ˘୧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適用本法第十
七條第一項自用住宅用地特別稅率計徵地價
稅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戶口名簿影本及
建築改良物證明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
核定之。
ௐȈ˟୧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適用本法第十
七條第二項特別稅率計徵地價稅者，應填具
申請書，並依左列規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
請核定之。
一、國民住宅用地：其屬政府直接興建者，
檢附建造執照影本或取得土地所有權證
明文件。其屬貸款人民自建或獎勵投資
興建者，檢附建造執照影本及國民住宅
主管機關核准之證明文件。
二、企業或公營事業興建之勞工宿舍用地：
檢附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及勞工行
政主管機關之證明文件。
前項第一款貸款人民自建之國民住宅及第
二款企業或公營事業興建之勞工宿舍，自建築
完成之日起未供自用住宅或勞工宿舍使用
者，應由土地所有權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改
按一般用地稅率計徵。
第一項第一款貸款人民自建或獎勵投資興
建之國民住宅及第一項第二款企業或公營事
業興建之勞工宿舍，經核准按自用住宅用地稅
率課徵地價稅後，未依建築主管機關核准期限
建築完成者，應自核准期限屆滿日當年期起改
按一般用地稅率計徵地價稅。
ௐȈˬ୧ 依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特別稅率計
徵地價稅之土地，指左列各款土地經按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
一、工業用地：為依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
法劃定之工業區或依其他法律規定之工
業用地，及工業主管機關核准工業或工
廠使用範圍內之土地。
二、礦業用地：為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開採礦業實際使用地面之土地。
三、私立公園、動物園、體育場所用地：為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之私立公
園、動物園及體育場所使用範圍內之土
地。
四、寺廟、教堂用地、政府指定之名勝古蹟
用地：為已辦妥財團法人或寺廟登記之
寺廟、專供公開傳教佈道之教堂及政府指
定之名勝古蹟使用之土地。

五、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加油站及依都市
計畫法規定設置之供公眾使用之停車場
用地：為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之
加油站用地，及依都市計畫法劃設並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供公眾停車使用之
停車場用地。
六、其他經行政院核定之土地：為經專案報
行政院核准之土地。
ௐȈα୧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適用本法第十八
條特別稅率計徵地價稅者，應填具申請書，
並依下列規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定之：
一、工業用地：應檢附建造執照及興辦工業
人證明文件；建廠前依法應取得設立許
可者，應加附工廠設立許可文件。其已
開工生產者，應檢附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二、其他按特別稅率計徵地價稅之土地：應
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或行政院專
案核准之有關文件及使用計畫圖書或組
織設立章程或建築改良物證明文件。
核定按本法第十八條特別稅率計徵地價稅
之土地，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由土地所有權
人申報改按一般用地稅率計徵地價稅：
一、逾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期限尚未按
核准計畫完成使用者。
二、停工或停止使用逾一年者。
前項第二款停工或停止使用逾一年之土
地，如屬工業用地，其在工廠登記未被工業主
管機關撤銷或廢止，且未變更供其他使用前，
仍繼續按特別稅率計徵地價稅。
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應改按一般用地稅率
計徵地價稅之案件，至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九月
二十二日尚未核課或尚未核課確定者，適用前
項規定。
ௐỊ̏୧ 適用特別稅率之原因、事實消滅
時，土地所有權人應於三十日內向主管稽徵
機關申報，未於限期內申報者，依本法第五
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辦理。
ௐȈ̱୧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釘樁測量
分割前，仍照原有稅額開單課徵，其溢徵之
稅額，於測量分割後准予抵沖應納稅額或退
還。
ௐȈ˛୧ 依本法第二十條課徵地價稅之公有
土地應由管理機關於每年（期）地價稅開徵
四十日前，提供有關資料並派員前往主管稽
徵機關核對冊籍。
ௐȈˣ୧ 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加徵空地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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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倍數，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視都 ௐ˟Ȉα୧ 徵收田賦之土地，依下列規定辦
市發展情形擬訂，報行政院核定。
理：
ௐȈ˝୧ 欠繳地價稅之土地於移轉時，得由
一、第二十一條之土地，分別由地政機關或
移轉土地之義務人或權利人申請分單繳納，
國家公園管理機關按主管相關資料編造
分單繳納稅額之計算公式如附件三。
清冊，送稅捐稽徵機關。
前項欠繳地價稅稅單，已合法送達者，其分
二、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之土
單繳納稅款之限繳日期，以原核定限繳日期為
地，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地
準；未合法送達者，其分單繳納稅款及其餘應
區範圍圖編造清冊，送稅捐稽徵機關。
納稅款應另訂繳納期間，並予送達。如欠繳地
三、第二十二條第一款之土地，由稅捐稽徵
價稅案件已移送行政執行機關執行，稽徵機關
機關按平均地權條例於中華民國七十五
於分單稅款繳清時，應即向行政執行機關更正
年六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施行前徵收田
欠稅金額。
賦之清冊課徵。
ௐ˟Ȉ୧ 地價稅依本法第四十條之規定，每
四、第二十二條及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但
年一次徵收者，以八月三十一日為納稅義務
書規定之土地中供與農業經營不可分離
基準日；每年分二期徵收者，上期以二月二
之使用者，由農業機關受理申請，會同
十八日（閏年為二月二十九日）
，下期以八月
有關機關勘查認定後，編造清冊，送稅
三十一日為納稅義務基準日。各年（期）地
捐稽徵機關。
價稅以納稅義務基準日土記登記簿所載之所
五、第二十二條第二款之土地中供農作、森
有權人或典權人為納稅義務人。
林、養殖、畜牧及保育之使用者，由稅
前項規定自中華民國九十年一月一日施行。
捐稽徵機關受理申請，會同有關機關勘
查認定之。
ௐˬౢ! ϣኬ!
六、非都市土地未規定地價者，由地政機關
編造清冊送稅捐稽徵機關。
ௐ˟Ȉ˘୧ 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稱非都
七、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業使
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指依區域計畫
用之倉庫、冷凍（藏）庫、農機中心、
法編定之農牧用地、林業用地、養殖用地、
蠶種製造（繁殖）場、集貨場、檢驗場、
鹽業用地、水利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
水稻育苗中心等用地，由稅捐稽徵機關
保安用地及國家公園區內由國家公園管理機
受理申請，會同有關機關勘查認定之。
關會同有關機關認定合於上述規定之土地。
ௐ˟Ȉ˟୧ 非都市土地編為前條以外之其他 ௐ˟Ị̏୧ 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但書所定
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公共設施尚未完
用地合於下列規定者，仍徵收田賦：
竣地區、依法限制建築地區、依法不能建築
一、於中華民國七十五年六月二十九日平均
地區及公共設施保留地等之地區範圍，如有
地權條例修正公布施行前，經核准徵收
變動，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每年
田賦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
二月底前，確定變動地區範圍。
二、合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作農業用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對前項變動地區
地使用者。
內應行改課地價稅之土地，應於每年五月底前
ௐ˟Ȉˬ୧ 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所
列冊送稅捐稽徵機關。
稱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前，指道路、自來水、
ௐ˟Ȉ̱୧
依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課徵田賦
排水系統、電力等四項設施尚未建設完竣而
之土地，主管稽徵機關應依直轄市或縣（市）
言。
主管機關編送之土地清冊分別建立土地卡
前項道路以計畫道路能通行貨車為準；自來
（或賦籍卡）及賦籍冊按段歸戶課徵。
水及電力以可自計畫道路接通輸送者準；排水
土地權利、土地標示或所有權人住址有異動
系統以能排水為準。
時，地政機關應於登記同時更正地價冊，並於
公共設施完竣之範圍，應以道路兩旁鄰接街
十日內通知主管稽徵機關釐正土地卡（或賦籍
廓之一半深度為準。但道路同側街廓之深度有
卡）及賦籍冊。
顯著差異者或毗鄰地形特殊者，得視實際情形
公有土地管理機關應於每期田賦開徵三十
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劃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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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提供有關資料，並派員前往主管稽徵機
之鄉、鎮、市（區）公所或村里辦公處申請
關核對冊籍。
辦理。各鄉、鎮、市（區）公所應派員輔導
ௐ˟Ȉ˛୧ 田賦徵收實物，但合於本法第二
或代填申請書。
十三條第一項規定不產稻穀或小麥之土地及
前項申請書由各縣（市）主管稽徵機關印製
有特殊情形地方，得依左列規定折徵代金。
發交各鄉、鎮、市（區）公所免費供應申請人
一、田地目以外土地不產稻穀或小麥者，得
使用。
按應徵實物折徵代金。
ௐˬȈα୧ 單季田及輪作田之勘定，依左列
二、田地目土地受自然環境限制不產稻穀或
規定辦理。
小麥，經勘定為永久性單季田、臨時性
一、各鄉、鎮、市（區）公所接到單季田或
單季田及輪作田者，其不產稻穀或小麥
輪作田申請書後，應統一編號並即與土
之年（期），得按應徵實物折徵代金。
地賦籍冊核對納稅義務人或代繳義務人
三、永久性單季田如係跨兩期改種其他農作
姓名、土地座落、等則、面積、賦額等
物者，每年田賦仍應一期徵收實物，一
記載相符後，由鄉、鎮、市（區）公所
期折徵代金。
派員持同原申請書實地逐筆勘查，將初
四、永久性單季田及輪作田於原核定種植稻
勘意見，初勘日期填註於申請書各該
穀或小麥年（期）
，有第三十條所定情形
欄，並限於當地申請期間屆滿後五日內
之一經勘查屬實者，當期田賦實物仍得
初勘完竣。業經初勘之申請書，應由初
折徵代金。
勘人員簽章後按段裝訂成冊，並由財政
ௐ˟Ȉˣ୧ 納稅義務人所有課徵田賦實物之
課長、鄉、鎮、市（區）長於底頁簽章
土地，按段歸戶後實際造單時，賦額未超過
存案。
五賦元者，准予折徵代金。
二、各鄉、鎮、市（區）公所初勘完竣後，
ௐ˟Ȉ˝୧ 田地目土地有左列情形之一者，
應於申請期間屆滿後八日內將初勘結果
應勘定為永久性單季田。
擬核定為單季田或輪作田之土地，按段
一、土地因受自然環境限制、水量不足、氣
逐筆填造勘查成果清冊一式各三份，並
候寒冷或水量過多時，每年必有一期不
按段填造該鄉、鎮、市（區）勘查成果
產稻穀或小麥者。
統計表一式各三份，分別裝訂於清冊冊
二、屬於灌溉區域內土地，每年必有固定一
首。以一份存案，餘二份函送主管稽徵
期無給水灌溉，不產稻穀或小麥者。
機關派員複勘。
ௐˬȈ୧ 田地目土地有左列情形之一，當期
三、稽徵機關接到勘查成果清冊後，應於三
不產稻穀或小麥者，應勘定為臨時性單季田。
日內排定複勘日程表，洽請當地糧政主
一、因災害或其他原因，致水量不足者。
管機關派員會同複勘。
二、灌溉區域之稻田，因當期給水不足者。
四、複勘人員應攜帶地籍圖及勘查成果清冊
三、非灌溉區域之稻田，因當期缺水者。
前往實地逐筆複勘，填註複勘意見。如
ௐˬȈ˘୧ 田地目土地因非輪值給水灌溉年
經複勘結果不合規定應予剔除者，勘查
（期），不產稻穀或小麥者，應勘定為輪作
成果清冊上該筆土地應以紅筆雙線劃
田。
去，並由複勘人員會同加蓋職名章以示
ௐˬȈ˟୧ 臨時性單季田、永久性單季田及
負責，惟仍應將實地勘查情形詳實簽
輪作田之勘定，應由直轄市及縣（市）主管
註，以資查考。
稽徵機關參酌當地每期稻作普遍播種時期，
五、經複勘後之清冊，應經複勘人員及稽徵
分別訂定公告，以當地每期稻作普遍播種後
及糧食機關主管簽章，並填造勘查成果
三十日內為受理申請期間，函由各鄉、鎮、
統計表一式各二份，一併簽請縣（市）
市（區）公所接受申請。但永久性單季田及
長核定，分別裝訂於勘查成果清冊冊
輪作田，經核定有案者，免再提出申請。
首，並以清冊一份函送當地糧政主管機
ௐˬȈˬ୧ 納稅義務人或代繳義務人依前條
關。
規定申請勘定單季田及輪作田時，應依規定
六、經核定之永久性單季田及輪作田，應每
期間，按地段逐筆填妥申請書向土地所在地
三年依據各縣（市）原核定清冊辦理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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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勘一次。
於稻穀市價調查完畢次日公告實施。
七、單季田及輪作田，如因申報筆數過多，
五、直轄市之折徵代金標準及隨賦徵購稻穀
無法在本條各款規定期間內辦理完竣
價格，應比照毗鄰之縣份當期公告之價
者，得視當地實際情形酌予延展，惟其
格辦理。田地目土地、稻穀生產量較少
複勘工作至遲應在當地申報期限屆滿之
及稻穀市價調查期間經常未有實際交易
日起三十日內辦理完竣。
之稻穀市價可供調查之縣（市）
，其折徵
八、申請臨時性單季田土地，如部分種植稻
代金標準及隨賦徵購稻穀價格，應比照
穀面積超過該筆土地面積一半以上者，
毗鄰縣份當期公告之價格辦理。
不予核定為臨時性單季田。
六、稻穀市價調查及資料通報等有關作業事
前項規定於直轄市單季田及輪作田之申請
項，依各縣（市）政府之規定。
準用之。
ௐˬȈ˛୧ 主管稽徵機關應於每期田賦開徵
ௐˬỊ̏୧ 永久性單季田及輪作田，於原已
前，將田賦實物（代金）繳納通知單，送由
核定非種植稻穀之年（期）
，因水利改良改種
納稅義務人或代繳義務人依本法第四十七條
稻穀使用者，納稅義務人或代繳義務人應自
規定，持向指定經收公糧倉庫或經收（代收）
行申報改徵實物。
稅款公庫繳納，並應將田賦實物徵收底冊各
前項土地，納稅義務人或代繳義務人未自行
一份分別送交當地糧政主管機關及指定經收
申報改徵實物，被查獲或經檢舉而調查屬實
公糧倉庫。但納稅義務人或代繳義務人如居
者，依本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辦
住在土地所在地之鄉、鎮、市（區）轄區以
理。
外者，或住址不在指定經收公糧倉庫轄內，
ௐˬȈ̱୧ 田賦徵收實物之賦率及隨賦徵購
或因災害等特殊情形無法在原指定經收公糧
實物標準，由行政院公告之。
倉庫繳納田賦實物及隨賦徵購稻穀者，依左
田賦折徵代金標準及隨賦徵購實物價格規
列規定辦理之：
定如左：
一、納稅義務人或代繳義務人如居住在土地
一、田地目以外各地目按土地賦籍冊所載之
所在地之鄉、鎮、市（區）轄區以外者，
年賦額及依前項賦率徵收稻穀數量，按
主管稽徵機關得將田賦繳納通知單移送
各縣（市）當地田賦開徵前第二十日至
其居住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第十六日共五日期間，各主要生產鄉、
代為送達並代為徵收。其為繳納田賦實
鎮、市（區）當期生產之在來種稻穀平
物者，並得依照糧政主管機關之規定辦
均市價折徵代金。臺灣省澎湖縣田賦折
理易地繳納。
徵代金標準比照該省臺南縣第一期公告
二、納稅義務人或代繳義務人住址不在指定
之折徵代金價格折徵。
經收公糧倉庫轄內，或因災害等特殊情
二、隨賦徵購稻穀價格，以各縣（市）當期
形無法在原指定經收公糧倉庫繳納田賦
田賦開徵前第二十日至第十六日共五日
實物及隨賦徵購稻穀者，應將田賦實物
期間，各主要生產鄉、鎮、市（區）當
繳納通知單送交其住所所在
地鄉、
期生產之蓬萊種稻穀平均市價與在來種
鎮、市（區）公所彙送當地糧政主管機
稻穀平均市價為準，報由各縣（市）議
關辦理易地繳納。
會與縣（市）政府有關單位組織之隨賦
指定經收公糧倉庫經收田賦實物稻穀及隨
徵購稻穀價格評價委員會於當期田賦開
賦徵購稻穀，應核對徵收底冊與繳納通知單記
徵第十四日分別訂定之，其標準應優於
載相符，驗收稻穀加蓋經收稻穀日期及經收人
市價。
章戳，憑付款憑證聯發給隨賦徵購稻穀價款後
三、前二款之稻穀市價，由行政院農業委員
收回，附同當旬徵購價款旬報表送當地糧政主
會會同當地縣（市）政府、議會、農會
管機關，並將通知及收據聯交納稅人收執。報
及米穀商業同業公會調查之。
核聯由經收公糧倉庫連同當旬旬報表送主管
四、隨賦徵購稻穀價格由評價委員會評定
稽徵機關以憑辦理稅款劃解及銷號；銷號聯限
後，三日內送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
於繳納當日送鄉、鎮、市（區）公所以憑登記
實施。折徵代金標準，由縣（市）政府
銷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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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收（代收）稅款公庫於收訖田賦代金稅
款，加蓋經收（代收）公庫及經收人員章戳後
將通知及收據聯交納稅人收執。報核聯連同稅
收日報表送主管稽徵機關，以憑辦理劃解及
銷號；銷號聯限於收款當日送鄉、鎮、市
（區）公所，以憑登記銷號；存查聯留存公
庫備查。
田賦實物及田賦代金之徵收底冊及繳納通
知單之編造、分發程序暨其格式，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定之。
ௐˬȈˣ୧ 納稅義務人或代繳義務人如有重
複或錯誤繳納田賦及隨賦徵購稻穀時，得依
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申請主管稽徵
機關會同當地糧政主管機關辦理退還或抵繳
次期應繳田賦及隨賦徵購稻穀。但納稅義務
人或代繳義務人得僅申請退還田賦實物；其
申請退還或抵繳田賦代金者，免由當地糧政
主管機關會辦。
依前項規定退還之田賦實物及隨賦徵購稻
穀，應以退還當期之新穀，並以原繳納之同一
種類稻穀退還之。其退還隨賦徵購稻穀，應先
行按退還時當期政府核定隨賦徵購單價格計
算其徵購稻穀價款，繳付於指定退還實物經收
公糧倉庫後予以退還。
ௐˬȈ˝୧ 納稅義務人或代繳義務人，如因
災害或其他特殊情形，當期無稻穀或其稻穀
不合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驗收標準，
致無法繳納田賦實物者，各指定經收公糧倉
庫應按稻穀市價供納稅人購買繳納。但其價
格不得高於該倉庫購穀成本百分之一百零
三。
指定經收公糧倉庫，如無稻穀供納稅人購買
繳納時，納稅人得申請糧政主管機關指定公糧
倉庫洽購稻穀繳納。
糧政主管機關為便於法院執行收納舊欠田
賦實物，應在各縣市指定交通較方便地區之經
收公糧倉庫辦理代購稻穀事項，指定經收公糧
倉庫不得拒絕。
ௐαȈ୧ 田賦之徵收，以直轄市、縣（市）
各期田賦開徵前第三十日為納稅義務基準
日。各期田賦以納稅義務基準日土地登記簿
所載之土地所有權人或典權人、承領人、耕
作權人為納稅義務人。
ௐαȈ˘୧ 田賦開徵日期由省（市）政府定
之。

ௐαౢ! ˿гᆧࣃඁ!
ௐαȈ˟୧ 土地交換，應分別向原土地所有
權人徵收土地增值稅。
分別共有土地分割後，各人所取得之土地價
值與其分割前應有部分價值相等者，免徵土地
增值稅；其價值減少者，就其減少部分課徵土
地增值稅。
公同共有土地分割，其土地增值稅之課徵，
準用前項規定。
土地合併後，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價值與其合
併前之土地價值相等者，免徵土地增值稅。
其價值減少者，就其減少部分課徵土地增值
稅。
前三項土地價值之計算，以共有土地分割或
土地合併時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ௐαȈˬ୧ 本法第二十八條之一所稱社會福
利事業，指依法經社會福利事業主管機關許
可設立，以興辦社會福利服務及社會救助為
主要目的之事業。
所稱依法設立私立學校，指依私立學校法規
定，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許可設立之各級、各
類私立學校。
依本法第二十八條之一申請免徵土地增值
稅時，應檢附社會福利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立
之證明文件或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許可設立之
證明文件、捐贈文書、法人登記證書（或法人
登記簿謄本）、法人章程及當事人出具捐贈人
未因捐贈土地以任何方式取得利益之文書。
依本法第二十八條之一核定免徵土地增值
稅之土地，主管稽徵機關應將核准文號註記有
關稅冊，並列冊（或建卡）保管，定期會同有
關機關檢查有無本法第五十五條之一規定之
情形。
ௐαȈα୧ 土地所有權人申報出售在本法施
行區域內之自用住宅用地，面積超過本法第
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時，應依土地所有權人
擇定之適用順序計算至該規定之面積限制為
止；土地所有權人未擇定者，應以各筆土地
依本法第三十三條規定計算之土地增值稅，
由高至低之適用順序計算之。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一月十三日修
正施行前出售自用住宅用地尚未核課確定案
件，適用前項規定。
ௐαỊ̏୧ 土地出典人依本法第二十九條但
書規定，於土地回贖申請無息退還其已繳納

土地稅法施行細則
土地增值稅時，應檢同有關土地回贖已塗銷
典權登記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原納稅證明文
件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之。
前項土地登記簿謄本得以電腦處理達成查
詢者，得免提出。
ௐαȈ̱୧ 本法第三十一條所稱土地漲價總
數額，在原規定地價後未經移轉之土地，於
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以其申報移轉現
值超過原規定地價之數額為準。
ௐαȈ˛୧ 本法第三十一條所稱土地漲價總
數額，在原規定地價後曾經移轉之土地，於
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以其申報移轉現
值超過前次移轉時申報之現值之數額為準。
ௐαȈˣ୧ 本法第三十一條所稱土地漲價總
數額，在因繼承取得之土地，於所有權移轉
或設定典權時，以其申報移轉現值超過被繼
承人死亡時公告土地現值之數額為準。但繼
承土地有左列各款情形之一者，以超過各該
款地價之數額為準。
一、被繼承人於其土地第一次規定地價以前
死亡者，以該土地於中華民國五十三年
之規定地價為準。該土地於中華民國五
十三年以前己依土地法辦理規定地價，
或於中華民國五十三年以後始舉辦規定
地價者，以其第一次規定地價為準。
二、繼承人於中華民國六十二年二月八日起
至中華民國六十五年六月三十日止，依
當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十七條或依遺
產稅補報期限及處理辦法之規定補報遺
產稅，且於中華民國六十五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以前向地政機關補辦繼承登記
者，以該土地補辦繼承登記收件時之公
告土地現值為準。
三、繼承人於中華民國六十二年二月八日起
至中華民國六十五年六月三十日止，依
當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十七條或依遺
產稅補報期限及處理辦法之規定補報遺
產稅，於中華民國六十六年一月一日以
後始向地政機關補辦繼承登記者，以其
補報遺產稅收件時之公告土地現值為
準。
ௐαȈ˝୧ 依本法第三十二條計算土地漲價
總數額時，應按本法第三十條審核申報移轉
現值所屬年月已公告之最近臺灣地區消費者
物價總指數，調整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
申報之土地移轉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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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依本法第三十一條規定計算土地漲
價總數額時，其計算公式如附件四。
ௐ̣Ȉ˘୧ 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應自申報移轉現值中減除之費用，包括
改良土地費用、已繳納之工程受益費、土地
重劃負擔總費用及因土地使用變更而無償捐
贈作為公共設施用地其捐贈土地之公告現值
總額。但照價收買之土地，已由政府依平均
地權條例第三十二條規定補償之改良土地費
用及工程受益費不包括在內。
依前項規定減除之費用，應由土地所有權人
於土地增值稅繳納期限屆滿前檢附工程受益
費繳納收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發給
之改良土地費用證明書或地政機關發給之土
地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書及因土地使用變更
而無償捐贈作為公共設施用地其捐贈土地之
公告現值總額之證明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提
出申請。
ௐ̣Ȉ˟୧ 土地所有權人收到土地增值稅繳
納通知書後，發現主管稽徵機關未依本法第
三十一條第三項計算增繳地價稅或所計算增
繳地價稅金額不符時，得敘明理由，於土地
增值稅繳納期限屆滿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
更正。
ௐ̣Ȉˬ୧ 依本法第三十三條規定計算土地
增值稅應徵稅額之公式如附件五。
ௐ̣Ȉα୧ 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三項所稱自用
住宅之評定現值，以不動產評價委員會所評
定之房屋標準價格為準。所稱自用住宅建築
工程完成，以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之
日為準，或其他可確切證明建築完成可供使
用之文件認定之。
ௐ̣Ị̏୧ 土地所有權人因重購土地，申請
依本法第三十五條規定退還已納土地增值稅
者，應由土地所有權人檢同原出售及重購土
地向地政機關辦理登記時之契約文件影本，
或原被徵收土地徵收日期之證明文件及重購
土地向地政機關辦理登記時之契約文件影
本，提出於原出售或被徵收土地所在地稽徵
機關辦理。
重購土地與出售土地不在同一縣市者，依前
項規定受理申請退稅之稽徵機關，應函請重購
土地所在地稽徵機關查明有關資料後再憑辦
理；其經核准退稅後，應即將有關資料通報重
購土地所在地稽徵機關。
重購土地所在地稽徵機關對已核准退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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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及前項受通報之資料，應列冊（或建卡） 機關應將核准文號註記列管，並於核准後一
保管，在其重購土地之有關稅冊註明：
「重購
個月內，將有關資料送直轄市、縣（市）農
之土地在五年內移轉或改作其他用途應追繳
業主管機關。
原退之土地增值稅」等字樣。
ௐ̱Ȉ୧ 土地增值稅於繳納期限屆滿逾三十
前項稽徵機關對於核准退稅案件，每年應定
日仍未繳清之滯欠案件，主管稽徵機關應通
期清查，如發現重購土地五年內改作其他用途
知當事人限期繳清或撤銷原申報案，逾期仍
或再行移轉者，依本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辦理。 未繳清稅款或撤銷原申報案者，主管稽徵機
ௐ̣Ȉ̱୧ 依本法第三十九條第四項減徵土
關應逕行註銷申報案及其查定稅額。
地增值稅之重劃土地，以左列土地，於中華 ௐ̱Ȉ˘୧ 主管稽徵機關接到執行機關通知
民國六十六年二月二日平均地權條例公布施
之有關土地拍定或承受價額等事項後，除應
行後移轉者為限。
於七日內查定應納土地增值稅並填掣土地增
一、在中華民國五十三年舉辦規定地價或重
值稅繳納通知書註明執行拍賣字樣，送請執
新規定地價之地區，於該次規定地價或
行機關代為扣繳外，並應查明該土地之欠繳
重新規定地價以後辦理重劃之土地。
土地稅額參加分配。
二、在中華民國五十三年以前已依土地法規
ௐ̣ౢ! !ܢ
定辦理規定地價及在中華民國五十三年
以後始舉辦規定地價之地區，於其第一 ௐ̱Ȉ˟୧ 本細則所需各種書表由直轄市、
次規定地價以後辦理重劃之土地。
縣（市）政府擬定報請財政部核定之。
ௐ̣Ȉ˛୧ 本法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所稱 ௐ̱Ȉˬ୧ 本細則除另定施行日期者外，自
農業用地，其法律依據及範圍如下：
發布日施行。
一、農業發展條例第三條第十一款所稱之耕
地。
二、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各種使用分區內編
定之林業用地、養殖用地、水利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及供農路
使用之土地，或上開分區內暫未依法編
定用地別之土地。
三、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
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林區以外之
分區內所編定之農牧用地。
四、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內
之土地。
五、依國家公園法劃定為國家公園區內按各
分區別及使用性質，經國家公園管理處
會同有關機關認定合於前三款規定之土
地。
ௐ̣Ȉ˛୧̝˘ （刪除）
ௐ̣Ȉˣ୧ 依本法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申
請不課徵土地增值稅者，應檢附直轄市、縣
（市）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農業用地作農業
使用證明文件，送主管稽徵機關辦理。
直轄市、縣（市）農業主管機關辦理前項所
定作農業使用證明文件之核發事項，得委任或
委辦區、鄉（鎮、市、區）公所辦理。
ௐ̣Ȉ˝୧! 依本法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核
准不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農業用地，主管稽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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ܢІ˘! гᆊඁ̝ࢍზ̳ёĞ˿гඁ߉ڱҖௐ̣୧ܢІğ!
稅級別

計

算

公

式

第一級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未超過累進起點地價者）×稅率（10）

第二級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超過累進起點地價未達五倍者）×稅率（15）－累進差額
（累進起點地價×0.005）

第三級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超過累進起點地價五倍至十倍者）×稅率（25）－累進差額
（累進起點地價×0.065）

第四級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超過累進起點地價十倍至十五倍者）×稅率（35）－累進差
額（累進起點地價×0.175）

第五級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超過累進起點地價十五倍至二十倍者）×稅率（45）－累進
差額（累進起點地價×0.335）

第六級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超過累進起點地價二十倍以上者）×稅率（55）－累進差額
（累進起點地價×0.545）

ܢІ˟! гᆊඁซᕇгᆊ̝ࢍზ̳ёĞ˿гඁ߉ڱҖௐ̱୧ܢІğ!
地價稅累進起點地價＝［直轄市或縣（市）規定地價總額－（工業用地地價＋礦業用地地價＋
農業用地地價＋免稅地地價）］÷｛直轄市或縣（市）規定地價總面積
（公畝）－［工業用地面積＋礦業用地面積＋農業用地面積＋免稅地
面積（公畝）］｝×7

ܢІˬ! ̶ಏᘳৼгᆊඁᗝ̝ࢍზ̳ёĞ˿гඁ߉ڱҖௐȈ˝୧ܢІğ!
核准分單繳納當年（期）稅額＝分單土地之當年（期）課稅地價÷當年（期）課稅地價總額×
當年（期）應繳地價稅稅額

ܢІα! ˿гႚᆊᓁᇴᗝ̝ࢍზ̳ёĞ˿гඁ߉ڱҖௐ̣Ȉ୧ܢІğ!
土地漲價總數額＝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所申報之土地移轉現值×
（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數÷100）－（改良土地費用＋工程受益費＋
土地重劃負擔總費用＋因土地使用變更而無償捐贈作為公共設施用地
其捐贈土地之公告現值總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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ܢІ̣!!˿гᆧࣃඁᑕᇈඁᗝ̝ࢍზ̳ёĞ˿гඁ߉ڱҖௐ̣Ȉˬ୧ܢІğ!
稅級別
第一級

計

算

公

式

應徵稅額=土地漲價總數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報現值（按臺灣地區
消費者物價總指數調整後）未達百分之一百者】×稅率（20％）
應徵稅額=土地漲價總數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報現值（按臺灣地區
消費者物價總指數調整後）在百分之一百以上未達百分之二百者】×【稅
率（30％）－[(30％－20％)×減徵率]】－累進差額（按臺灣地區消費者

第二級

物價總指數調整後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A）
註：持有土地年限未超過 20 年者，無減徵，A 為 0.10
持有土地年限超過 20 年以上者，減徵率為 20％，A 為 0.08
持有土地年限超過 30 年以上者，減徵率為 30％，A 為 0.07
持有土地年限超過 40 年以上者，減徵率為 40％，A 為 0.06
應徵稅額=土地漲價總數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報現值（按臺灣地區
消費者物價總指數調整後）在百分之二百以上者】×【稅率（40％）－[(40
％-20％)×減徵率]】－累進差額（按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數調整後

第三級

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B）
註：持有土地年限未超過 20 年者，無減徵，B 為 0.30
持有土地年限超過 20 年以上者，減徵率為 20％，B 為 0.24
持有土地年限超過 30 年以上者，減徵率為 30％，B 為 0.21
持有土地年限超過 40 年以上者，減徵率為 40％，B 為 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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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例第二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規則所稱土地稅，包括地價稅、田
賦及土地增值稅。
ௐˬ୧ 本規則所稱私有土地，指公有土地以
外，經自然人或法人依法取得所有權之土地。
承墾人依法取得耕作權之墾竣土地及承領
人依法承領之土地，準用本規則關於私有土地
之規定。
ௐα୧ 本規則所稱供公共使用之土地，係指
供公眾使用，不限定特定人使用之土地。
ௐ̣୧ 同一地號之土地，因其使用之情形或
因其地上建物之使用情形，認定僅部分合於
本規則減免標準者，得依合於減免標準之使
用面積比率計算減免其土地稅。
ௐ̱୧ 土地稅之減免，除依第二十二條但書
規定免由土地所有權人或典權人申請者外，
以其土地使用合於本規則所定減免標準，並
依本規則規定程序申請核定者為限。

中華民國 25 年 4 月 17 日行政院(25)第 16 號令訂定
發布
中華民國 26 年 8 月 4 日行政院(26)第 5-21 號令修
正發布
中華民國 28 年 2 月 16 日行政院(28)呂字第 1455
號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31 年 5 月 5 日國民政府(31)准渝文字第
602 號指令核准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32 年 3 月 5 日國民政府(32)准渝文字第
345 號指令核准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34 年 4 月 28 日行政院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47 年 4 月 29 日行政院(47)台財字第 2392
號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59 年 4 月 3 日行政院(59)台財字第 2796
號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63 年 4 月 13 日行政院(63)台財字第 2666
號函修正發布第 1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69 年 5 月 5 日行政院(69)台財字第 5056
號令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36 條；並自發布日施
ௐ˟ౢ! ഴҺᇾ!
行（原名稱：土地賦稅減免規則）
中華民國 76 年 9 月 21 日行政院(76)台財字第 21636 ௐ˛୧ 下列公有土地地價稅或田賦全免：
一、供公共使用之土地。
號令發布增訂第 11 條之 1 條文
二、各級政府與所屬機關及地方自治機關用
中華民國 80 年 1 月 11 日行政院(80)台財字第 1301
號令修正發布
地及其員工宿舍用地。但不包括供事業
中華民國 83 年 10 月 24 日行政院(83)台財字第
使用者在內。
39856 號令修正發布第 7、22 條；並增訂第 11-2、
三、（刪除）。
11-3、11-4 條文
四、國防用地及軍事機關、部隊、學校使用
中華民國 85 年 1 月 24 日行政院(85)台財字第 02441
之土地。
號令修正發布第 7 條條文
五、公立之醫院、診所、學術研究機構、社
中華民國 88 年 4 月 28 日行政院(88)台財字第 16591
教機構、救濟設施及公、私立學校直接
號令修正發布第 7 條條文
用地及其員工宿舍用地，以及學校學生
中華民國 89 年 7 月 19 日行政院(89)台財字第 21562
實習所用之直接生產用地。但外國僑民
號令修正發第 8、11-4、15、20、31、32、33、
學校應為該國政府設立或認可，並依私
35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3 年 8 月 31 日行政院院臺財字第
立高級中等以下外國僑民學校及附設幼
0930037176 號令修正發布第 7 條條文
稚園設立及管理辦法設立，且以該國與
中華民國 94 年 2 月 24 日行政院院臺台財字第
我國有相同互惠待遇或經行政院專案核
0940004512 號令修正發布第 7、8、11-1、11-4、
定免徵者為限；本國私立學校，以依私
20、22、31、36 條條文；刪除第 19 條條文
立學校法立案者為限。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19 日行政院院臺財字第
六、農、林、漁、牧、工、礦機關直接辦理
0960055097 號令修正發布第 22 條條文；並增訂
試驗之用地。
第 11-5 條條文
七、糧食管理機關倉庫用地。
中 華 民 國 99 年 5 月 7 日 行 政院 院 臺財 字 第
八、鐵路、公路、航空站、飛機場、自來水
0990019583 號令修正發布第 7、9、22 條條文

ௐ˘ౢ! ᓁ!
ௐ˘୧

本規則依土地稅法第六條及平均地權

廠及垃圾、水肥、污水處理廠（池、場）
等直接用地及其員工宿舍用地。但不包
括其附屬營業單位獨立使用之土地在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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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引水、蓄水、洩水等水利設施及各項建
造物用地。
十、政府無償配供貧民居住之房屋用地。
十一、名勝古蹟及紀念先賢先烈之館堂祠廟
與公墓用地。
十二、觀光主管機關為開發建設觀光事業，
依法徵收或協議購買之土地，在未出
賣與興辦觀光事業者前，確無收益者。
十三、依停車場法規定設置供公眾使用之停
車場用地。
前項公有土地係徵收、收購或受撥用而取得
者，於其尚未辦妥產權登記前，如經該使用機
關提出證明文件，其用途合於免徵標準者，徵
收土地自徵收確定之日起、收購土地自訂約之
日起、受撥用土地自撥用之日起，準用前項規
定。
原合於第一項第五款供公、私立學校使用之
公有土地，經變更登記為非公有土地後，仍供
原學校使用者，準用第一項規定。
公立學校之學生宿舍，由民間機構與主辦機
關簽訂投資契約，投資興建並租與該校學生作
宿舍使用，且約定於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
宿舍之所有權予政府者，於興建及營運期間，
其基地之地價稅得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專案
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免徵。
ௐˣ୧ 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如
下：
一、財團法人或財團法人所興辦業經立案之
私立學校用地、為學生實習農、林、漁、
牧、工、礦等所用之生產用地及員生宿
舍用地，經登記為財團法人所有者，全
免。但私立補習班或函授學校用地，均
不予減免。
二、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合於私立社會
教育機構設立及獎勵辦法規定設立之私
立圖書館、博物館、科學館、藝術館及
合於學術研究機構設立辦法規定設立之
學術研究機構，其直接用地，全免。但
以已辦妥財團法人登記，或係辦妥登記
之財團法人所興辦，且其用地為該財團
法人所有者為限。
三、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對外絕對公
開，並不以營利為目的之私立公園及體
育館場，其用地減徵百分之五十；其為
財團法人組織者減徵百分之七十。
四、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之私立農、林、

漁、牧、工、礦試驗場，辦理五年以上，
具有試驗事實，其土地未作其他使用，
並經該主管機關證明者，其用地減徵百
分之五十。
五、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之私立醫院、
捐血機構、社會救濟慈善及其他為促進
公眾利益，不以營利為目的，且不以同
業、同鄉、同學、宗親成員或其他特定
之人等為主要受益對象之事業，其本身
事業用地，全免。但為促進公眾利益之
事業，經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免徵者外，
其餘應以辦妥財團法人登記，或係辦妥
登記之財團法人所興辦，且其用地為該
財團法人所有者為限。
六、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之私立公墓，
其為財團法人組織，且不以營利為目的
者，其用地，全免。但以都市計畫規劃
為公墓用地或非都市土地經編定為墳墓
用地者為限。
七、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興建之民營鐵、公
路或專用鐵、公路，經常開放並附帶客
貨運輸者，其基地，全免。
八、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興辦之農田水利事
業，所有引水、蓄水、洩水各項建造物
用地，全免；辦公處所及其工作站房用
地減徵百分之五十。
九、有益於社會風俗教化之宗教團體，經辦
妥財團法人或寺廟登記，其專供公開傳
教佈道之教堂、經內政部核准設立之宗
教教義研究機構、寺廟用地及紀念先賢
先烈之館堂祠廟用地，全免。但用以收
益之祀田或放租之基地，或其土地係以
私人名義所有權登記者不適用之。
十、無償供給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及軍事機
關、部隊、學校使用之土地，在使用期
間以內，全免。
十一、各級農會、漁會之辦公廳及其集貨
場、依法辦竣農倉登記之倉庫或漁會
附屬之冷凍魚貨倉庫用地，減徵百分
之五十。
十二、經主管機關依法指定之私有古蹟用
地，全免。
前項第一款之私立學校，第二款之私立學術
研究機構及第五款之私立社會救濟慈善各事
業，其有收益之土地，而將全部收益直接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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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該事業者，其地價稅或田賦得專案報請減
免。第三款、第四款、第六款、第七款、第八
款及第十一款之各事業用地，應以各該事業所
有者為限。但第三款之事業租用公地為用地
者，該公地仍適用該款之規定。
ௐ˝୧ 無償供公眾通行之道路土地，經查明
屬實者，在使用期間內，地價稅或田賦全免。
但其屬建造房屋應保留之法定空地部分，不
予免徵。
ௐȈ୧ 供公共通行之騎樓走廊地，無建築改
良物者，應免徵地價稅，有建築改良物者，
依左列規定減徵地價稅。
一、地上有建築改良物一層者，減徵二分之
一。
二、地上有建築改良物二層者，減徵三分之
一。
三、地上有建築改良物三層者，減徵四分之
一。
四、地上有建築改良物四層以上者，減徵五
分之一。
前項所稱建築改良物係指附著於土地之建
築物或工事。
ௐȈ˘୧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在保留
期間未作任何使用並與使用中之土地隔離
者，地價稅或田賦全免。
ௐȈ˘୧̝˘ 由國防部會同內政部指定海
岸、山地或重要軍事設施區，經依法劃為管
制區而實施限建或禁建之土地，減免地價稅
或田賦之標準如下：
一、限建之土地，得在百分之三十範圍內，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酌予減徵。
二、禁建之土地，減徵百分之五十。但因禁
建致不能建築使用且無收益者，全免。
ௐȈ˘୧̝˟ 水源水質水量保護區依都市計
畫程序劃定為水源特定區者，減免地價稅或
田賦之標準如左：
一、農業區及保護區，減徵百分之五十。
二、住宅區，減徵百分之三十。
三、商業區，減徵百分之二十。
ௐȈ˘୧̝ˬ 依法劃定為古蹟保存區或編定
為古蹟保存用地之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
之標準如左：
一、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及建造受限制者，
減徵百分之三十。
二、禁建之土地，減徵百分之五十；但因禁
建致不能建築使用且無收益者，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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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α 飛航管制區依航空站飛行場助
航設備四周禁止限制建築物及其他障礙物高
度管理辦法規定禁止建築之土地，其地價稅
或田賦減徵百分之五十。但因禁止建築致不
能建築使用且無收益者，全免。
依前項辦法規定限制建築地區之土地，因實
際使用確受限制者，其地價稅或田賦得在百分
之三十範圍內，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酌予減徵。
ௐȈ˘୧̝̣ 已發布主要計畫尚未發布細部
計畫之都市計畫地區，其主要計畫變更案於
本規則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十二月十九日修正
施行前，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因受限於防洪計畫致尚未能核定者，於該地
區細部計畫發布實施前，其地價稅或田賦得
在百分之三十範圍內，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
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酌予減徵。
ௐȈ˟୧ 因山崩、地陷、流失、沙壓等環境
限制及技術上無法使用之土地，或在墾荒過
程中之土地，地價稅或田賦全免。
ௐȈˬ୧ 經依法編定為森林用地，或尚未編
定為森林用地之山林地目，業經栽植竹木之
土地，田賦減徵百分之五十。但依法編定並
實際供保安林使用之土地，田賦全免。
ௐȈα୧ 已墾竣之土地，仍由原承墾人耕作
並經依法取得耕作權者，自有收益之日起，
免徵田賦八年。
免徵田賦期間內，原承墾人死亡，仍由繼承
人耕作者，得繼續享受尚未屆滿之免稅待遇。
ௐỊ̏୧ 農地因農民施以勞力或資本改良而
提高等則（包括地目等則變更）者，其增加
部分之田賦免徵五年。
家庭農場為擴大經營面積或便利農業經
營，在同一地段或毗鄰地段購置或交換耕地
時，於取得後連同原有耕地之總面積在五公頃
以下者，其新增部分，免徵田賦五年。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由繼承人或受遺贈
人承受者，自承受之年起，免徵田賦十年。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贈與民法第一千一
百三十八條所定繼承人者，自受贈之年起，免
徵田賦十年。
ௐȈ̱୧ 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規定，出租
人無償供承租人使用之農舍土地，地價稅或
田賦全免。
ௐȈ˛୧ 區段徵收或重劃地區內土地，於辦
理期間致無法耕作或不能為原來之使用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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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者，其地價稅或田賦全免；辦理完成後，
設立私立學校使用之土地，全免。但
自完成之日起其地價稅或田賦減半徵收二
以符合下列規定者為限：
年。
（一）受贈人為財團法人。
ௐȈˣ୧ 外國政府機關取得所有權或典權之
（二）法人章程載明法人解散時，其
土地，其土地稅之減免依各該國與我國互惠
賸餘財產歸屬當地地方政府所
規定辦理。
有。
ௐȈ˝୧ （刪除）
（三）捐贈人未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
ௐ˟Ȉ୧ 土地增值稅之減免標準如下：
贈土地之利益。
一、因繼承而移轉之土地，全免。
ௐˬౢ! ഴҺԔ!
二、各級政府出售或依法贈與之公有土地，
及受贈之私有土地，全免。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稽徵機關
三、被徵收之土地，全免。
應於每年（期）地價稅或田賦開徵六十日前，
四、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留地尚
將減免有關規定及其申請手續公告週知。
未被徵收前之移轉，全免。
ௐ˟Ȉ˟୧ 依第七條至第十七條規定申請減
五、依法得徵收之私有土地，土地所有權人
免地價稅或田賦者，公有土地應由管理機
自願按徵收補償地價售與需地機關者，
關，私有土地應由所有權人或典權人，造具
全免。
清冊檢同有關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
六、區段徵收之土地，以現金補償其地價
主管稽徵機關為之。但合於下列規定者，應
者，及因領回抵價地不足最小建築單位
由稽徵機關依通報資料逕行辦理或由用地機
面積而領取現金補償者，或以抵價地補
關函請稽徵機關辦理，免由土地所有權人或
償其地價者，全免。領回抵價地後第一
典權人申請：
次移轉時，減徵百分之四十。
一、依第八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全免者。
七、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第一次移轉
二、經地目變更為「道」之土地（應根據主
時，減徵百分之四十。但以下列土地，
管地政機關變更登記為「道」之地籍資
於中華民國六十六年二月二日平均地權
料辦理）。
條例公布施行後移轉者為限：
三、經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保留地（應根
（一）在中華民國五十三年舉辦規定地價
據主管地政機關通報資料辦理）。
或重新規定地價之地區，於該次規
四、徵收之土地或各級政府、軍事機關、學
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以後辦理重
校、部隊等承購之土地（應根據徵收或
劃之土地。
承購機關函送資料辦理）。
（二）在中華民國五十三年以前已依土地
五、私有無償提供公共巷道用地（應由工務、
法規定辦理規定地價及在中華民國
建設主管機關或各鄉（鎮、市、區）公
五十三年以後始舉辦規定地價之地
所建設單位，列冊送稽徵機關辦理）。
區，於其第一次規定地價以後辦理
六、辦理區段徵收或重劃之土地（應由主管
重劃之土地。
地政機關列冊送稽徵機關辦理）。
八、土地重劃時土地所有權人依法應負擔之
七、依第十一條之一規定減免之土地（應由
公共用地及抵費地，全免。於重劃區內
國防軍事機關列冊敘明土地標示及禁、
原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因未達最
限建面積及限建管制圖等有關資料送稽
小分配面積標準改領差額地價者，亦同。
徵機關辦理）。
九、分別共有土地分割後，各人所取得之土
八、依第十一條之二規定減免之土地（應由
地價值與其分割前應有部分價值相等
水源特定區管理機關列冊敘明土地標
者，全免。公同共有土地分割，各人所
示、使用分區送稽徵機關辦理）。
取得之土地價值與分割前相等者，亦同。 九、依第十一條之三規定減免之土地（應由
十、土地合併後，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價值與
古蹟主管機關列冊敘明土地標示、使用
其合併前之土地價值相等者，全免。
分區送稽徵機關辦理）。
十一、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利事業或依法
十、依第十一條之四規定減免之土地（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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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主管機關提供機場禁建限建管制圖
等有關資料送稽徵機關辦理）。
十一、依第十一條之五規定減徵之土地（應
由該管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提供該地區
主要計畫變更案之範圍等有關資料送
稽徵機關辦理）。
十二、經核准減免有案之土地，於減免年限
屆滿，由稽徵機關查明其減免原因仍
存在並准予繼續減免者。
ௐ˟Ȉˬ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稽徵機關
接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申請後，除左列規
定外，應即會同會辦機關派員，依據地籍圖
冊實地勘查，並得視事實需要，函請申請人
到場引導。
一、徵收土地或各級政府、軍事機關、學
校、部隊因公承購土地，於辦妥產權登
記前，依徵收或承購土地機關之申請或
檢附之證明文件核定減免，免辦實地勘
查。
二、公有土地，依管理機關或使用機關之申
請或檢附之證明文件核定減免，免辦實
地勘查。
三、無償提供公共或軍事機關、學校、部隊
使用之私有土地，依有關機關或使用機
關之申請或檢附之證明文件核定減免，
免辦實地勘查。
四、合於減免規定之私有土地，依所有權人
或典權人於申請減免時所檢附之相關資
料，足資證明其地上建築物之土地標示
者，得自行派員實地勘查。
前項實地勘查，其應勘查事項如左，會勘人
員並應將勘查結果會報主管稽徵機關。
一、核對原冊所列土地權屬、坐落、面積、
地號、地價或賦額是否相符。
二、查核申請減免案件是否與有關規定相
符。
三、逐筆履勘土地使用情形是否屬實。
四、其他有關事項。
ௐ˟Ȉα୧ 合於第七條至第十七條規定申請
減免地價稅或田賦者，應於每年（期）開徵
四十日前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自申請之
次年（期）起減免。減免原因消滅，自次年
（期）恢復徵收。
土地增值稅之減免應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
時，檢同有關證明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提出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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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稽徵機關
受理申請土地稅減免案件，應於查核會勘核
定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刪除）
ௐ˟Ȉˣ୧ 依第十八條規定減免土地稅者，
應由土地所有權人或典權人依照第二十二條
及第二十四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稽徵機關申請，層轉財政部會同內政部核定。

ௐαౢ! ᑭߤ҂८!
ௐ˟Ȉ˝୧ 減免地價稅或田賦原因事實有變
更或消滅時，土地權利人或管理人，應於三
十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稽徵機關申
報恢復徵稅。
ௐˬȈ୧ 土地權利人或管理人未依前條規定
申報，經查出或被檢舉者，除追補應納地價
稅或田賦外，並依土地稅法第五十四條第一
項之規定處罰。其為公有土地，該土地管理
機關主管及經辦人員，應予懲處。
ௐˬȈ˘୧ 已准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土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稽徵機關，應每年會
同會辦機關，普查或抽查一次，如有下列情
形之一，應即辦理撤銷或廢止減免，並依前
條規定處理：
一、未按原申請減免原因使用者。
二、有兼營私人謀利之事實者。
三、違反各該事業原來目的者。
四、經已撤銷、廢止立案或登記者。
五、土地收益未全部用於各該事業者。
六、減免原因消滅者。
前項普查或抽查成果，應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稽徵機關函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備查。
ௐˬȈ˟୧ 凡經減免土地稅之土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稽徵機關，除於有關稅冊
記載減免原因、期別及核准文號外，並應登
錄土地稅電腦稅籍主檔，按年（期）由電腦
列印明細表，函報直轄市主管機關、縣（市）
政府核備。
直轄市主管機關、縣（市）主管稽徵機關依
前項明細表，分別編造地價稅、田賦及土地增
值稅減免稅額統計表，函報財政部備查。
ௐˬȈˬ୧ 依本規則辦理土地稅減免所需之
表冊簿籍，其格式由直轄市主管機關、縣
（市）主管稽徵機關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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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稅減免規則

ௐˬȈα୧ 主管及會辦機關處理減免案件，
應隨到隨辦，不得積壓；如有勘辦不實或違
反規定情事，其主管及經辦人員，應予議處。
ௐˬỊ̏୧ 減免土地稅之土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或財政部，得隨時派員抽查之。

ௐ̣ౢ! !ܢ
ௐˬȈ̱୧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行。但中華民
國九十四年二月二十四日修正發布之第十一
條之一第一款規定，自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一
月一日施行。

增繳地價稅抵繳土地增值稅辦法

增繳地價稅抵繳土地增值
稅辦法
中華民國 58 年 5 月 12 日行政院
（58）台財字第 3771
號令訂定
中華民國 64 年 7 月 1 日行政院（64）台財字第 5318
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 66 年 5 月 26 日行政院
（66）台財字第 4257
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 80 年 8 月 16 日行政院（80）台財字第
27111 號函修正

ௐ˘୧ 本辦法依土地稅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三十一條第四項及平均地權條例（以下簡
稱本條例）第三十六條第四項之規定訂定之。
ௐ˟୧ 依本法第二十一條及本條例第二十六
條規定加徵之空地稅，不適用本辦法抵繳土
地增值稅之規定。
ௐˬ୧ 受贈土地在未辦妥登記前，原所有權
人所繳納之增繳地價稅，準用本辦法之規
定，抵繳受贈土地應納之土地增值稅。
ௐα୧ 增繳之地價稅，應以每筆土地計算；
其為分別共有之土地，就其應有部分計算之。
前項土地僅有部分移轉者，就其移轉部分比
例分別計算。
ௐ̣୧ 土地所有權人在持有土地期間，經重
新規定地價者，其增繳之地價稅，自重新規
定地價起（按新地價核計之稅額），每繳納一
年地價稅抵繳該筆土地應繳土地增值稅總額
百分之一（繳納半年者，抵繳百分之○．五）
。
如納稅義務人申請按實際增繳稅額抵繳其
應納土地增值稅者，應檢附地價稅繳納收據，
送該管稽徵機關按實抵繳，其計算公式如附
件。
依前項計算公式計算增繳之地價稅，因重新
規定地價、地價有變動或使用情形變更，致適
用課徵地價稅之稅率不同者，應分別計算之。
ௐ̱୧ 稅捐稽徵機關於辦理課徵土地增值稅
時，應先查明該土地有無欠繳地價稅。其有
欠稅者，應於繳清欠稅後，再計算增繳稅額，
並於查定之土地增值稅中予以扣除後，填發
土地增值稅繳納通知書交由納稅義務人持向
公庫繳納。
前項土地增值稅繳納通知書，應填明左列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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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核定土地增值稅額。
二、准予抵繳數額。
三、應納土地增值稅額。
ௐ˛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附件增繳地價稅之計算公式
（增繳地價稅抵
繳土地增值稅辦法辦法第五條附件）
一、原按特別稅率、公共設施保留地稅率及
基本稅率課徵地價稅者：
增徵之地價稅＝［（最近一次重新規定地
價之申報地價－取得土地時之原規定地
價或重新規定地價之申報地價）×原課徵
地價稅稅率］×同稅率已徵收地價稅年
數。
二、原按累進稅率課徵地價稅者：
增繳之地價稅＝［各該戶累進課徵地價
稅土地每年地價稅額÷各該戶累進課徵
地價稅土地課徵地價總額×（最近一次重
新規定地價之申報地價－取得土地時之
原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之申報地
價）］×同稅率已徵收地價稅年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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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繳地價稅抵繳土地增值稅辦法

規費法

規費法
中華民國 91 年 12 月 1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239000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22 條；並自公布
日施行

ௐ˘୧ 為健全規費制度，增進財政負擔公
平，有效利用公共資源，維護人民權益，特
制定本法。
ௐ˟୧ 各級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以下簡
稱各機關學校），對於規費之徵收，依本法之
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之規定。
法院徵收規費有特別規定者，不適用本法之
規定。
ௐˬ୧ 本法所稱規費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財
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在鄉（鎮、市）為鄉（鎮、
市）公所。
ௐα୧ 本法所稱業務主管機關，指主管第七
條及第八條各款應徵收規費業務，並依法律
規定訂定規費收費基準之機關學校；法律未
規定訂定收費基準者，以徵收機關為業務主
管機關。
本法所稱徵收機關，指辦理規費徵收業務之
機關學校。
ௐ̣୧ 徵收機關辦理本法規定之各項規費徵
收業務，得視需要，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
其他機關、公民營機構辦理。
ௐ̱୧ 規費分為行政規費及使用規費。
ௐ˛୧ 各機關學校為特定對象之權益辦理下
列事項，應徵收行政規費。但因公務需要辦
理者，不適用之：
一、審查、審定、檢查、稽查、稽核、查核、
勘查、履勘、認證、公證、驗證、審驗、
檢驗、查驗、試驗、化驗、校驗、校正、
測試、測量、指定、測定、評定、鑑定、
檢定、檢疫、丈量、複丈、鑑價、監證、
監視、加封、押運、審議、認可、評鑑、
特許及許可。
二、登記、權利註冊及設定。
三、身分證、證明、證明書、證書、權狀、執
照、證照、護照、簽證、牌照、戶口名簿、
門牌、許可證、特許證、登記證及使用證
之核發。
四、考試、考驗、檢覈、甄選、甄試、測驗。
五、為公共利益而對其特定行為或活動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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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管制或許可。
六、配額、頻率或其他限量、定額之特許。
七、依其他法律規定應徵收行政規費之事
項。
ௐˣ୧ 各機關學校交付特定對象或提供其使
用下列項目，應徵收使用規費：
一、公有道路、設施、設備及場所。
二、標誌、資料（訊）、謄本、影本、抄件、
公報、書刊、書狀、書表、簡章及圖說。
三、資料（訊）之抄錄、郵寄、傳輸或檔案
之閱覽。
四、依其他法律規定應徵收使用規費之項
目。
ௐ˝୧ 規費之繳費義務人如下：
一、向各機關學校申請辦理第七條各款事項
或使用第八條各款項目者。
二、經各機關學校依法令規定通知應繳規費
者。
ௐȈ୧! 業務主管機關應依下列原則，訂定或
調整收費基準，並檢附成本資料，洽商該級
政府規費主管機關同意，並送該級民意機關
備查後公告之：
一、行政規費：依直接材（物）料、人工及其
他成本，並審酌間接費用定之。
二、使用規費：依興建、購置、營運、維護、
改良、管理及其他相關成本，並考量市場
因素定之。
前項收費基準，屬於辦理管制、許可、設定
權利、提供教育文化設施或有其他特殊情形
者，得併考量其特性或目的定之。
ௐȈ˘୧ 規費之收費基準，業務主管機關應
考量下列情形，定期檢討：
一、辦理費用或成本變動趨勢。
二、消費者物價指數變動情形。
三、其他影響因素。
前項定期檢討，每三年至少應辦理一次。
ௐȈ˟୧ 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業務主管
機關得免徵、減徵或停徵應徵收之規費：
一、各機關學校辦理業務或教育宣導。
二、各機關學校間協助事項。
三、重大災害地區災民因災害所增加之規
費。
四、因處理緊急急難救助所負擔之規費。
五、老人、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之身分證
明文件。
六、基於國際間條約、協定或互惠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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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費法

七、其他法律規定得免徵、減徵或停徵者。
ௐȈˬ୧ 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規費主管
機關得免徵、減徵或停徵應徵收之規費：
一、為維護財政、經濟、金融穩定、社會秩
序或工作安全所辦理之事項。
二、不合時宜或不具徵收效益之規費。
三、基於公共利益或特殊需要考量。
ௐȈα୧ 規費於繳費義務人申請辦理第七條
各款事項或使用第八條各款項目時徵收之。
但依其性質係於完成申請辦理事項後，始予
徵收者，或屬於各機關學校依法令規定通知
繳納者，由業務主管機關訂定繳納期限。
ௐỊ̏୧ 訂有繳納期限之規費，繳費義務人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不可抗力之事由，不能
於規定期限內繳納者，除其他法律另有規定
者外，得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提出具體證
明，向徵收機關申請准予延期繳納，其延期
繳納期間不得逾一年。
ௐȈ̱୧ 訂有繳納期限之規費，其金額達一
定數額以上，繳費義務人不能於規定期限內
繳納者，除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外，得於繳
納期限內，向徵收機關申請核准，分二期至
六期繳納，每期間隔以不超過二個月為限。
前項一定數額，由業務主管機關定之。
規費經核准分期繳納者，應自原繳納期限屆滿
之次日起，至繳費義務人繳納之日止，依原繳
納期限屆滿之日郵政儲金匯業局之一年期定
期存款利率，按日加計利息，一併徵收。
繳費義務人對核准分期繳納之任何一期應
繳規費，未如期繳納者，徵收機關應於該期繳
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五日內，就未繳清之餘
額規費，發單通知繳費義務人，限十日內一次
全部繳清；屆期仍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
行。
ௐȈ˛୧ 訂有繳納期限之規費，於繳納期限
屆滿之次日起五年內，未經徵收者，不再徵
收；其於五年期間屆滿前，已依法移送強制
執行，或已依強制執行程序聲明參與分配，
或已依破產法規定申報債權者，仍得繼續徵
收。但自五年期間屆滿之日起已屆五年尚未
執行終結或依破產程序列入分配者，不得再
徵收。
應徵收之規費有第十五條、前條第一項或第
四項規定情事者，前項徵收期間，自各該變更
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
ௐȈˣ୧ 繳費義務人有溢繳或誤繳規費之情

事者，得於繳費之日起五年內，提出具體證
明，向徵收機關申請退還。
前項退費，應自繳費義務人繳納之日起，至
徵收機關核准退費之日止，按退費額，依繳費
之日郵政儲金匯業局之一年期定期存款利
率，按日加計利息，一併退還。
ௐȈ˝୧ 各機關學校對於繳費義務人申請辦
理第七條各款事項或使用第八條各款項目，
未能於法定處理期間內完成者，繳費義務人
得申請終止辦理，各機關學校於終止辦理
時，應退還已繳規費。但因可歸責於繳費義
務人之事由者，不予退還。
前項退費，應自繳費義務人繳納之日起，至
各機關學校終止辦理之日止，按退費額，依繳
費之日郵政儲金匯業局之一年期定期存款利
率，按日加計利息，一併退還。
ௐ˟Ȉ୧ 各機關對逾期繳納規費者，除法律
另有規定外，每逾二日按滯納數額加徵百分
之一滯納金；逾三十日仍未繳納者，除徵收
百分之十五滯納金外，並依法移送強制執行。
前項應納之規費及滯納金，應自滯納期限屆
滿之次日起，至繳費義務人繳納之日止，依第
十六條第三項規定之存款利率，按日加計利
息，一併徵收。
ௐ˟Ȉ˘୧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
（鎮、市）公所違反第七條或第八條規定有
應徵收之規費而不徵收者，其上級政府得視
實際情形，酌予減列或減撥補助款。
各機關學校違反第七條或第八條規定有應
徵收之規費而不徵收，或違反第十一條規定未
定期檢討者，經各該上級主管機關限期通知其
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對該機關學校首長予
以懲處。
ௐ˟Ȉ˟୧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不動產證券化條例（節錄）

不動產證券化條例(節錄)
中華民國 92 年 7 月 2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134060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68 條；並自公布
日施行
中華民國 98 年 1 月 2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15631 號令修正公布第 3～6、8、9、15、
17、19、23、29～31、36、38、47、48、56、59、
61～63 條條文；並增訂第 34-1、44-1、46-1 條條
文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25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4960 號公告第 3 條第 1 項所列屬「行政院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01 年 7
月 1 日起改由「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管轄
中華民國 104 年 2 月 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12411 號令修正公布第 3 條條文

ௐα୧ 本條例用詞，定義如下：
一、不動產：指土地、建築改良物、道路、橋
樑、隧道、軌道、碼頭、停車場與其他具
經濟價值之土地定著物及所依附之設
施，但以該設施與土地及其定著物分離即
無法單獨創造價值，土地及其定著物之價
值亦因而減損者為限。
二、不動產相關權利：指地上權及其他經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權利。
三、不動產相關有價證券：指受託機構或特
殊目的公司依本條例或金融資產證券化
條例發行或交付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
證券，其資產池含不動產、不動產相關
權利或不動產擔保貸款債權者。
四、證券化：指受託機構依本條例之規定成
立不動產投資信託或不動產資產信託，
向不特定人募集發行或向特定人私募交
付受益證券，以獲取資金之行為。
五、不動產投資信託：指依本條例之規定，
向不特定人募集發行或向特定人私募交
付不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以投資不
動產、不動產相關權利、不動產相關有
價證券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標的
而成立之信託。
六、不動產資產信託：指依本條例之規定，
委託人移轉其不動產或不動產相關權利
予受託機構，並由受託機構向不特定人
募集發行或向特定人私募交付不動產資
產信託受益證券，以表彰受益人對該信
託之不動產、不動產相關權利或其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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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益、孳息及其他收益之權利而成立之
信託。
七、受益證券：指下列不動產投資信託受益
證券及不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一）不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指受託
機構為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而發
行或交付表彰受益人享有該信託財
產及其所生利益、孳息及其他收
益之受益權持分之權利憑證或證
書。
（二）不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指受託
機構為不動產資產信託而發行或
交付表彰受益人享有該信託財產本
金或其所生利益、孳息及其他收
益之受益權持分之權利憑證或證
書。
八、受託機構：指得受託管理及處分信託財
產，並募集或私募受益證券之機構。
九、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指不動產投資信
託契約之信託財產，其範圍包括因募集
或私募不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所取得
之價款、所生利益、孳息與其他收益及
以之購入之各項資產或權利。
十、信託監察人：指由受託機構依不動產投
資信託契約或不動產資產信託契約之約
定或經受益人會議決議所選任，為受益
人之利益，行使本條例所定權限之人。
十一、利害關係人：指信託業法第七條所稱
之利害關係人。
十二、不動產管理機構：指受受託機構委任
管理或處分信託財產之不動產投資
業、營造業、建築經理業、不動產買
賣租賃業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機
構。
十三、封閉型基金：指於基金存續期間，投
資人不得請求受託機構買回其持有之
受益證券之基金。
十四、開放型基金：指投資人得請求受託機
構買回其持有之受益證券之基金。
十五、專業估價者：指不動產估價師或其他
依法律得從事不動產估價業務者。
十六、發起人：指受託機構申請或申報募集
或私募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時，已確
定投資之不動產之所有人、不動產相
關權利之權利人或現金出資人。
十七、安排機構：指對受益證券之募集或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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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安排規劃整體事務者。
十、受託機構之報酬、種類、計算方法、支
十八、開發型之不動產或不動產相關權利：
付時期及方法。
指正進行或規劃進行開發、建築、重
十一、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淨資產價值之計
建、整建之不動產或不動產相關權利。
算方法 (含不動產估價方法、評估基
前項第八款所定受託機構，以信託業法所稱
礎、進行估價期間、淨資產價值計算
之信託業為限，設立滿三年以上者，並應經主
之期間、應為公告之期限及公告方
管機關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
式)。
以上。
十二、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公告
僅辦理不動產投資信託或不動產資產信託
方式。
業務之信託業，主管機關應就其最低實收資本
十三、受託機構應召集受益人會議之事由。
額、股東結構、負責人資格條件、經營與管理
十四、受託機構應選任信託監察人之事由及
人員專門學識或經驗、業務限制另定之。
其專門學識或經驗。
第一項第十二款所定不動產管理機構，應符
十五、不動產投資信託契約之變更、解除、
合一定條件，並與受託機構簽訂記載其職權、
終止事由、終止程序及終止後之處理
義務、責任及應遵行事項之委任契約書。
事項。
前項一定條件及委任契約書之應記載事
十六、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不再存續時，基
項，由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洽商相關不動產管
金之清算方法及受益人請求返還金額
理機構之商業同業公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
或財產之計算方法、給付方式及時間。
定。
十七、其他依信託業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及主
第一項第十七款所定安排機構，應符合一定
管機關規定事項。
條件；其一定條件及應受規範，由信託業商業 ௐȈ˝୧! 受託機構得依不動產投資信託契約
同業公會洽商相關公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
之約定，以信託財產借入款項。但借入款項
定。
之目的，以不動產或不動產相關權利之取
ௐȈ୧ 不動產投資信託契約，應以書面為
得、開發、營運，或以配發利益、孳息或其
之，並記載下列事項：
他收益所必需者為限。
一、受託機構之名稱、地址；委任不動產管
受託機構得於借入款項之範圍，就信託財產
理機構進行信託財產之管理或處分者，
為不動產抵押權或其他擔保物權之設定；該擔
其受委任機構之名稱、地址。
保物權之權利人於不動產抵押權或其他擔保
二、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之名稱及其存續期
物權之設定範圍內，僅得對信託財產聲請法院
間。
裁定後強制執行。
三、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募集或私募總面
受託機構依第一項規定借入款項，應於借款
額、受益權單位總數。
契約生效日起二日內，於受託機構本機構所在
四、不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之發行或交付
地之日報或依主管機關規定之方式辦理公告。
方式、發行或交付日期、購買每一受益
為確保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之財務健全，主
權單位之金額、費用及其轉讓限制。
管機關得訂定受託機構依第一項規定借入款
五、受託機構之義務及責任；委任不動產管
項之比率上限。受託機構超過該比率上限者，
理機構進行信託財產之管理或處分者，
應於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調整之。
該機構之義務及責任。
ௐ˟Ȉ˟୧! 受託機構運用不動產投資信託基
六、運用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之基本方針、
金進行達主管機關規定之一定金額以上之不
範圍及投資策略。
動產或不動產相關權利交易前，應先洽請專
七、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有關借入款項與其
業估價者依不動產估價師法規定出具估價報
上限及閒置資金之事項。
告書。
八、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投資收益分配之項
不動產估價主管機關或不動產估價師公會
目、時間及給付方式。
應就前項之估價報告書，訂定估價報告書範
本。
九、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應負擔費用之項目
受託機構委請專業估價者出具估價報告書
及其計算方法、給付方式及時間。

不動產證券化條例（節錄）

S‐1‐3

時，應符合下列規定：
之淨資產價值無重大影響者，得依不動產投資
一、同一宗交易金額達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信託契約之約定，以附註揭露方式替代對該不
者，應由二位以上之專業估價者進行估
動產或信託財產資產價值重新估價計算。
價。若專業估價者間在同一期日價格之 ௐ˟Ȉ˝୧! 不動產資產信託之受託機構募集
估計達百分之二十以上之差異，受託機
或私募不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應檢具下
構應依不動產估價師法第四十一條規定
列書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
辦理。
其審核程序、核准或生效條件及其他應遵行
二、交易契約成立日前估價者，其價格日期
事項之處理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與契約成立日期不得逾六個月。
一、不動產資產信託計畫。
三、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應與交易當事
二、不動產資產信託契約。
人無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六號所定之關
三、不動產資產信託契約與定型化契約範本
係人或實質關係人之情事。
異同之對照表。
四、其他不動產估價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四、公開說明書或投資說明書。
第一項之交易行為，應於契約生效日起二日
五、不動產資產信託經營與管理人員符合主
內，於受託機構本機構所在地之日報或依主管
管機關規定之證明文件。
機關規定之方式辦理公告。
六、設有信託監察人者，其信託監察人之名
ௐ˟Ȉα୧! 不動產投資信託之信託財產，其
單、資格證明文件及願任同意書。
全部或一部依信託契約之約定出租時，其租
七、受託機構董事會決議募集或私募不動產
金得不受土地法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
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議事錄。
制；租賃期限不受民法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
八、信託財產之管理及處分方法說明書。委
項規定二十年之限制，但最長不得超過信託
任不動產管理機構進行信託財產之管理
契約之存續期間。
或處分者，該委任契約書或其他證明文
ௐ˟Ȉ̱୧! 受託機構依信託業法第二十一條
件。
規定設置之信託財產評審委員會，應至少每
九、信託財產之估價報告書。
三個月評審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之信託財產
十、第三十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之書件。
一次，並於報告董事會後，於本機構所在地
十一、受託機構填報及會計師或律師複核之
之日報或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公告之。
案件檢查表。
信託財產評審委員會於必要時或依不動產
十二、律師之法律意見書。
投資信託契約之約定，得洽請專業估價者或專
十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家出具相關估價報告書或意見，作為評審信託
主管機關於審核前項書件時，應洽商中央目
財產之參考。
的事業主管機關出具意見書。
前項專業估價者或專家，應與受託機構無財
委託人應將信託財產相關書件及資料，提供
務會計準則公報第六號所定之關係人或實質
受託機構，不得有虛偽或隱匿之情事。
關係人之情事。
委託人違反前項規定，對於受益證券取得人
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應對不動產投資信託
或受讓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基金之信託財產評審及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擬 ௐˬȈ୧! 依不動產資產信託契約移轉之財產
訂評審原則及計算標準，報經主管機關核定。 權，以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規
受託機構對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之淨資產
定者為限。但募集之不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
價值，應按主管機關依前項核定之淨資產價值
券，其信託財產以已有穩定收入之不動產或
計算標準、有關法令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
不動產相關權利為限。
之。
前項之財產權有設定抵押權者，委託人應予
受託機構應於每一營業日計算，並於本機構
塗銷，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予受託機構。因故
所在地之日報或依主管機關規定之方式公告
未能塗銷者，委託人應檢具抵押權人於信託契
約存續期間不實行抵押權之公證人公證同意
前一營業日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每受益權單
書。
位之淨資產價值。但不動產或其他信託財產之
委託人應提供債務明細之書面文件予受託
資產價值於公告期間內無重大變更，且對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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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並定一個月以上之期限，公告債權人於
之約定。
期限內聲明異議，並將聲明異議之文件予受託
八、委託人為受託機構之利害關係人，其交
機構。
易處理程序及內部控管方式之說明。
ௐˬȈ˘୧! 不動產資產信託計畫，應記載下
九、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列事項：
前項第四款第四目及第六款規定出具意見
一、受託機構、委託人之名稱、地址；委任
之專家，應與委託人及受託機構無財務會計準
不動產管理機構進行信託財產之管理或
則公報第六號所定之關係人或實質關係人之
處分者，其受委任機構之名稱、地址；
情事。
有安排機構者，其名稱、地址。
ௐˬȈˬ୧ 不動產資產信託契約，應以書面
二、不動產資產信託之名稱及其存續期間。
為之，並記載下列事項：
三、與不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有關之下列
一、信託目的。
事項：
二、信託契約之存續期間。
（一）不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募集或
三、信託財產之種類、內容及其依第三十四
私募總額、受益權單位總數。
條所為估價之價額。
（二）若募集或私募不同種類或期間之
四、委託人之義務及應告知受託機構之事
受益證券，其受益權之約定、受
項。
償順位及期間。
五、信託財產之管理及處分方法。委任不動
（三）不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發行
產管理機構管理或處分者，其受委任機
或交付方式、發行或交付日期、
構之名稱、義務及責任。
購買每一受益權單位之金額、費
六、信託財產本金或其所生利益、孳息及其
用及其轉讓限制。
他收益分配之方法。
（四）不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募集或
七、各種種類或期間之受益證券，其內容、
私募成立與不成立之條件及不成
受償順位及期間。
立時之處理方式。
八、受益證券之發行或交付方式及其轉讓限
四、與信託財產有關之下列事項：
制。
（一）信託財產之內容及經專業估價者
九、受託機構支出費用之償還及損害賠償之
估價之價值。
事項。
（二）信託財產上之負擔及對該等負擔
十、受託機構於處理信託事務時，關於借入
之處理方式。
款項與其上限及閒置資金之運用方法等
（三）信託財產之管理及處分方法。
事項。
（四）信託財產預期收益之評價方法、
十一、受託機構之報酬、種類、計算方法、
評估基礎及專家意見。
支付時期及方法。
五、受託機構因募集或私募受益證券自應募
十二、受託機構應召集受益人會議之事由。
人或購買人所收受對價之運用方法。
十三、受託機構應選任信託監察人之事由及
六、不動產開發計畫：包含預定開發之不動
其專門學識或經驗。
產或不動產相關權利之種類、地點、市
十四、其他依信託業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及主
場分析、可行性分析、產權調查報告、
管機關規定事項。
估價報告書、預定開發時程、計畫、取 ௐˬȈα୧ 受託機構依第二十九條規定向主
得、開發、銷售或經營管理等各階段計
管機關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前，應先洽請專
畫及控管程式、資金來源、運用及控管
業估價者就不動產資產信託之信託財產，依
程式、成本回收、財務預測及預估收益
不動產估價師法之規定出具估價報告書。
率、專家審查意見及自行評估計畫等事 ௐ̣Ȉ˘୧! 不動產投資信託或不動產資產信
項。
託以土地為信託財產，並以其為標的募集或
七、不動產開發計畫未完成或遲延之處理方
私募受益證券者，該土地之地價稅，於信託
式、對受益人權益之影響與受託機構、
關係存續中，以受託機構為納稅義務人。其
不動產管理機構及受益人間之權利義務
應納稅額之計算，就該信託計畫在同一直轄

不動產證券化條例（節錄）
市或縣 (市)轄區內之所有信託土地合併計算
地價總額，依土地稅法第十六條規定稅率課
徵地價稅。
ௐ̣Ȉ˟୧! 依不動產資產信託契約約定，信
託土地於信託終止後毋須返還委託人者，於
信託行為成立移轉土地所有權時，以委託人
為納稅義務人，課徵土地增值稅，不適用土
地稅法第二十八條之三規定。
ௐ̣Ȉ˝୧! 有下列情事之一，致生損害於公
眾、他人或信託財產者，其行為負責人處六
月以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
百萬元以下罰金：
一、受託機構依第六條第一項、第八條第一
項、第九條第三項、第十五條、第二十
九條第一項、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十
二條第三項或第三十六條準用第十五條
規定，所提供之文件或其記載事項有虛偽
不實或隱匿之情事。
二、受益證券之私募違反第十三條第六項準
用證券交易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
三、安排機構、不動產管理機構、發起人或
不動產資產信託之委託人，提供虛偽不
實之資料或以其他不正方法，使受託機
構於第六條第一項、第八條第一項、第
九條第三項、第十五條、第二十九條第
一項、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十二條
第三項或第三十六條準用第十五條規定
所列文件為虛偽不實之記載者。
四、違反第四十四條規定，就信用評等及信
用增強之情形有虛偽不實或隱匿之情
事。
五、違反第四十四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書表
有虛偽不實或隱匿之情事。
六、信託監察人或受益人會議依第四十七條
準用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二十七條第
一項規定選定之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
人不法之利益，而為違背職務之行為。
七、專業估價者依本條例規定所為之估價報
告書有虛偽不實或隱匿之情事。
ௐ̱Ȉ˟୧!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二
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並得責令限
期辦理或改正；屆期仍未辦理或改正者，得
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九條第二項或第三十二條第二項
規定而為不動產投資信託計畫或不動產
資產信託計畫之變更。

S‐1‐5

二、受託機構未依第十三條第四項、第十四
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三十六條準用第
十三條第四項、第十四條第二項或第三
項之規定報請備查。
三、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五項
至第七項所定之投資標的或比率、金額
限制，或未依同條第四項規定動用基金
款項。
四、違反第十八條、第三十六條準用第十八
條閒置資金之運用，或違反第三十條第
一項移轉財產權之限制。
五、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十
六條準用第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而借入款項。
六、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三
十四條或第三十六條準用第二十二條第
三項有關估價之規定。
七、信託監察人違反第四十七條準用金融資
產證券化條例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無正當理由，未出席受益人會議。
八、信託監察人違反第四十七條準用金融資
產證券化條例第二十六條第四項規定，
無正當理由，未出席特定種類受益人會
議。
九、信託監察人違反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準用
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二十八條第二項
規定。
十、信託監察人違反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準用
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三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無正當事由，拒絕為受益人行使
其權利。
十一、違反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為受託
機構之利害關係人、職員、受雇人或
不動產資產信託之委託人而擔任信託
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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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動產證券化條例施行細則（節錄）

不動產證券化條例施行細
則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2 日財政部台財融（四）字第
0924001186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14 條；並自發布
日施行
中華民國 98 年 6 月 19 日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金管銀票字第 09800256640 號令修正發布第
11 條條文；刪除第 5、8 條條文

ௐ˛୧!不動產投資信託辦理信託登記時，應以
受託機構名義登記，並於登記簿其他登記事
項欄記明為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信託財產。
ௐ˝୧ 委託人依本條例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
定提供之信託財產書件及資料，應包含表彰
信託財產之標示、權利性質、法定用途、使
用許可或管制、與信託財產有關之債務明
細、信託財產上之負擔等證明文件。
ௐȈ˘୧ 本條例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第
二目所稱信託財產上之負擔，指地上權、地
役權、抵押權、典權或租賃權等第三人得對
信託財產為直接請求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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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動產證券化條例施行細則（節錄）

國有財產法

國有財產法
中華民國 58 年 1 月 27 日總統制定公布全文 77 條
中華民國 60 年 5 月 5 日總統（60）台統（一）義
字第 810 號令修正公布第 60 條條文
中華民國 64 年 1 月 17 日總統（64）台統（一）義
字第 0283 號令修正公布第 8、32、38、42、44、
46、47、50、52、54 條條文；並刪除第 15 條條
文
中華民國 70 年 1 月 12 日總統（70）台統（一）義
字第 0182 號令修正公布第 13、4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1 年 4 月 6 日總統（81）華總（一）義
字第 1783 號令修正公布刪除第 7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9 年 1 月 12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8900002260 號令修正公布第 42、43、46、47、
49、52、58 條條文；並增訂第 52-1、52-2 條條
文
中華民國 91 年 4 月 24 日總統（91）華總一義字第
09100075640 號令修正公布第 50、51 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92 年 2 月 6 日 總 統華 總 一義 字 第
09200017720 號令修正公布第 52-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年 1 月 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97431 號令修正公布第 33、39、5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25 日行政院院臺規揆字第
1010154558 號公告第 9 條第 2 項、第 12 條、第
16 條、第 19 條、第 35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38 條第 2 項、第 39 條、第 47 條第 2 項、第 4
項、第 49 條第 4 項、第 52-2 條、第 53 條、第
54 條第 3 項、第 55 條第 2 項、第 63 條、第 65
條、第 68 條、第 69 條所列屬財政部「國有財產
局」之權責事項，自 102 年 1 月 1 日起改由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管轄

ௐ˘ౢ! 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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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權利：指地上權、地役權、典權、抵押權、
礦業權、漁業權、專利權、著作權、商標
權及其他財產上之權利。
前項第二款財產之詳細分類，依照行政院規
定辦理。
ௐα୧ 國有財產區分為公用財產與非公用財
產兩類。
左列各種財產稱為公用財產：
一、公務用財產：各機關、部隊、學校、辦公、
作業及宿舍使用之國有財產均屬之。
二、公共用財產：國家直接供公共使用之國有
財產均屬之。
三、事業用財產：國營事業機關使用之財產均
屬之。但國營事業為公司組織者，僅指其
股份而言。
非公用財產，係指公用財產以外可供收益或
處分之一切國有財產。
ௐ̣୧ 第三條第一項所定範圍以外之左列國
有財產，其保管或使用，仍依其他有關法令
辦理：
一、軍品及軍用器材。
二、圖書、史料、古物及故宮博物。
三、國營事業之生產材料。
四、其他可供公用或應保存之有形或無形財
產。
ௐ̱୧ 國家為保障邊疆各民族之土地使用，
得視地方實際情況，保留國有土地及其定著
物；其管理辦法由行政院定之。
ௐ˛୧ 國有財產收益及處分，依預算程序為
之；其收入應解國庫。
凡屬事業用之公用財產，在使用期間或變更
為非公用財產，而為收益或處分時，均依公營
事業有關規定程序辦理。
ௐˣ୧ 國有土地及國有建築改良物，除放租
有收益及第四條第二項第三款所指事業用者
外，免徵土地稅及建築改良物稅。

ௐ˘୧ 國有財產之取得、保管、使用、收益
及處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
用其他法律。
ௐ˟୧ 國家依據法律規定，或基於權力行
使，或由於預算支出，或由於接受捐贈所取
ௐ˟ౢ! ፟ၹ!
得之財產，為國有財產。
凡不屬於私有或地方所有之財產，除法律另 ௐ˝୧ 財政部承行政院之命，綜理國有財產
有規定外，均應視為國有財產。
事務。
ௐˬ୧ 依前條取得之國有財產，其範圍如左：
財政部設國有財產局，承辦前項事務；其組
一、不動產：指土地及其改良物暨天然資源。 織以法律定之。
二、動產：指機械及設備、交通運輸及設備， ௐȈ୧ 公用財產之主管機關，依預算法之規
暨其他雜項設備。
定。
三、有價證券：指國家所有之股份或股票及債
公用財產為二個以上機關共同使用，不屬於
券。
同一機關管理者，其主管機關由行政院指定

T‐1‐2

國有財產法

之。
ௐȈ˘୧ 公用財產以各直接使用機關為管理
機關，直接管理之。
ௐȈ˟୧ 非公用財產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
管理機關，承財政部之命，直接管理之。
ௐȈˬ୧ 財政部視國有財產實際情況之需
要，得委託地方政府或適當機構代為管理或
經營。
ௐȈα୧ 國有財產在國境外者，由外交部主
管，並由各使領館直接管理；如當地無使領
館時，由外交部委託適當機構代為管理。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設國有財產估價
委員會，為國有財產估價機構；其組織由財
政部定之。

ௐˬౢ! ܲგ!
ௐ˘༼! ൳!
ௐȈ˛୧ 第三條所指取得之不動產、動產、
有價證券及權利，應分別依有關法令完成國
有登記，或確定其權屬。
ௐȈˣ୧ 不動產之國有登記，由管理機關囑
託該管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為之。
動產、有價證券及權利有關確定權屬之程
序，由管理機關辦理之。
依本條規定取得之產權憑證，除第二十六條
規定外，由管理機關保管之。
ௐȈ˝୧ 尚未完成登記應屬國有之土地，除
公用財產依前條規定辦理外，得由財政部國
有財產局或其所屬分支機構囑託該管直轄
市、縣(市)地政機關辦理國有登記；必要時得
分期、分區辦理。
ௐ˟Ȉ୧ 國有財產在國境外者，應由外交部
或各使領館依所在地國家法令，辦理確定權
屬之程序。

ௐ˟༼! யᚱ!

法規定出售或贈與者，應由管理機關於三個
月內列表層轉財政部註銷產籍。但涉及民事
或刑事者不在此限。
ௐ˟Ȉα୧ 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三條所定
卡、帳、表、冊之格式及財產編號，由財政
部會商中央主計機關及審計機關統一訂定
之。

ௐˬ༼! ჯ᜕!
ௐ˟Ị̏୧ 管理機關對其經管之國有財產，
除依法令報廢者外，應注意保養及整修，不
得毀損、棄置。
ௐ˟Ȉ̱୧ 有價證券應交由當地國庫或其代
理機構負責保管。
ௐ˟Ȉ˛୧ 國有財產直接經管人員或使用
人，因故意或過失，致財產遭受損害時，除
涉及刑事責任部分，應由管理機關移送該管
法院究辦外，並應負賠償責任。但因不可抗
力而發生損害者，其責任經審計機關查核後
決定之。
ௐ˟Ȉˣ୧ 主管機關或管理機關對於公用財
產不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但其收益不
違背其事業目的或原定用途者，不在此限。
ௐ˟Ȉ˝୧ 國有財產在國境外者，非依法經
外交部核准，並徵得財政部同意，不得為任
何處分。但為應付國際間之突發事件，得為
適當之處理，於處理後即報外交部，並轉財
政部及有關機關。
ௐˬȈ୧ 國有不動產經他人以虛偽之方法，
為權利之登記者，經主管機關或管理機關查
明確實後，應依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提起塗
銷之訴；並得於起訴後囑託該管直轄市、縣(市)
地政機關，為異議登記。
前項為虛偽登記之申請人及登記人員，並應
移送該管法院查究其刑責。
ௐˬȈ˘୧ 國有財產管理人員，對於經管之
國有財產不得買受或承租，或為其他與自己
有利之處分或收益行為。
違反前項規定之行為無效。

ௐ˟Ȉ˘୧ 管理機關應設國有財產資料卡及
明細分類帳，就所經管之國有財產，分類、
編號、製卡、登帳，並列冊層報主管機關；
ௐαౢ! ֹϡ!
其異動情形，應依會計報告程序為之。
ௐ˘༼! ̳ϡੑய̝ϡ!
ௐ˟Ȉ˟୧ 財政部應設國有財產總帳，就各
ௐˬȈ˟୧ 公用財產應依預定計畫及規定用
管理機關所送資料整理、分類、登錄。
途或事業目的使用；其事業用財產，仍適用
ௐ˟Ȉˬ୧ 國有財產因故滅失、毀損或拆
營業預算程序。
卸、改裝，經有關機關核准報廢者，或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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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資源之開發、利用及管理，除法律另有
二、變更原定用途時。
規定外，應由管理機關善為規劃，有效運用。 三、於原定用途外，擅供收益使用時。
ௐˬȈˬ୧ 公用財產用途廢止時，應變更為
四、擅自讓由他人使用時。
非公用財產。但依法徵收之土地，適用土地
五、建地空置逾一年，尚未開始建築時。
法及土地徵收條例之規定。
ௐˬ༼! ̳ܧϡੑய̝ࣄϡ!
ௐˬȈα୧ 財政部基於國家政策需要，得徵
商主管機關同意，報經行政院核准，將公用 ௐαȈ୧ 非公用財產得供各機關、部隊、學
校因臨時性或緊急性之公務用或公共用，為
財產變更為非公用財產。
短期之借用；其借用期間，不得逾三個月。
公用財產與非公用財產得互易其財產類
如屬土地，並不得供建築使用。
別，經財政部與主管機關協議，報經行政院核
前項借用手續，應由需用機關徵得管理機關
定為之。
同意為之，並通知財政部。
ௐˬỊ̏୧ 公用財產變更為非公用財產時，
由主管機關督飭該管理機關移交財政部國有 ௐαȈ˘୧ 非公用財產經借用後，遇有左列
情事之一者，應由管理機關查明隨時收回：
財產局接管。但原屬事業用財產，得由原事
一、借用原因消滅時。
業主管機關，依預算程序處理之。
二、於原定用途外，另供收益使用時。
非公用財產經核定變更為公用財產時，由財
三、擅自讓由他人使用時。
政部國有財產局移交公用財產主管機關或管
非公用財產借用期間，如有增建、改良或修
理機關接管。
理情事，收回時不得請求補償。
ௐˬȈ̱୧ 主管機關基於事實需要，得將公
務用、公共用財產，在原規定使用範圍內變
ௐ̣ౢ! ќৈ!
更用途，並得將各該種財產相互交換使用。
前項變更用途或相互交換使用，須變更主管
ௐ˘༼! ̳ܧϡੑய̝১!
機關者，應經各該主管機關之協議，並徵得財
ௐαȈ˟୧ 非公用財產類不動產之出租，得
政部之同意。
以標租方式辦理。但合於左列各款規定之一
ௐˬȈ˛୧ 國家接受捐贈之財產，屬於第三
者，得逕予出租︰
條規定之範圍者，應由受贈機關隨時通知財
一、原有租賃期限屆滿，未逾六個月者。
政部轉報行政院，視其用途指定其主管機關。
二、民國八十二年七月二十一日前已實際使
ௐ˟༼! ̳ܧϡੑய̝ᇥϡ!
用，並願繳清歷年使用補償金者。
三、依法得讓售者。
ௐˬȈˣ୧ 非公用財產類之不動產，各級政
非公用財產類之不動產出租，應以書面為
府機關為公務或公共所需，得申請撥用。但
之；未以書面為之者，不生效力。
有左列情形之一者，不得辦理撥用：
非公用財產類之不動產依法已為不定期租
一、位於繁盛地區，依申請撥用之目的，非
賃關係者
，承租人應於規定期限內訂定書面契
有特別需要者。
約；未於規定期限內訂定書面契約者，管理機
二、擬作為宿舍用途者。
關得終止租賃關係。
三、不合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前項期限及非公用財產類不動產出租管理
規定者。
辦法，由財政部擬定報請行政院核定後發布
前項撥用，應由申請撥用機關檢具使用計畫
之。
及圖說，報經其上級機關核明屬實，並徵得財
政部國有財產局同意後，層報行政院核定之。 ௐαȈˬ୧ 非公用財產類之不動產出租，應
依左列各款規定，約定期限︰
ௐˬȈ˝୧ 非公用財產經撥為公用後，遇有
一、建築改良物，五年以下。
下列情事之一者，應由財政部查明隨時收
二、建築基地，二十年以下。
回，交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接管。但撥用土地
三、其他土地，六年至十年。
之收回，應由財政部呈請行政院廢止撥用後
約定租賃期限屆滿時，得更新之。
為之：
非公用財產類之不動產租金率，依有關土地
一、用途廢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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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規定；土地法律未規定者，由財政部斟酌
資之用。但以基於國家政策及國庫利益，確
實際情形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之。但以標租
有必要者為限。
方式出租或出租係供作營利使用者，其租金率
ௐ̱ౢ! ̶!
得不受有關土地法律規定之限制。
ௐαȈα୧ 非公用財產類之不動產出租後，
ௐ˘༼!̳ܧϡੑயᙷ̙જய̶̝!
除依其他法律規定得予終止租約收回外，遇
ௐαȈ˝୧ 非公用財產類之不動產，其已有
有左列情形之一者，亦得解約收回：
租賃關係者，得讓售與直接使用人。
一、基於國家政策需要，變更為公用財產
前項得予讓售之不動產範圍，由行政院另定
時。
之。
二、承租人變更約定用途時。
非公用財產類之不動產，其經地方政府認定
三、因開發、利用或重行修建，有收回必要
應與鄰接土地合併建築使用者
，得讓售與有合
時。
併使用必要之鄰地所有權人。
承租人因前項第一、第三兩款規定，解除租
第一項及第三項讓售，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約所受之損失，得請求補償。其標準由財政部
辦理之。
核定之。
非公用財產類之不動產解除租約時，除出租 ௐ̣Ȉ୧ 非公用財產類之不動產，為國營事
業機關或地方公營事業機構，因業務上所必
機關許可之增建或改良部分，得由承租人請求
需者，得予讓售。
補償其現值外，應無償收回；其有毀損情事
前項讓售，由各該主管機關，商請財政部核
者，應責令承租人回復原狀。
准，並徵得審計機關同意為之。
ௐαỊ̏୧ 非公用財產類之動產，以不出租
為原則。但基於國家政策或國庫利益，在無 ௐ̣Ȉ˘୧ 非公用財產類之不動產，為社
會、文化、教育、慈善、救濟團體舉辦公共
適當用途前，有暫予出租之必要者，得經財
福利事業或慈善救濟事業所必需者，得予讓
政部專案核准為之。
售。
ௐ˟༼! ̳ܧϡੑய̝Ӏϡ!
前項讓售，由各該主管機關商請財政部轉報
行政院核定，並徵得審計機關同意為之。
ௐαȈ̱୧ 國有耕地得提供為放租或放領之
用；其放租、放領實施辦法，由內政部會商 ௐ̣Ȉ˟୧ 非公用財產類之土地，經政府提
供興建國民住宅或獎勵投資各項用地者，得
財政部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予讓售。
邊際及海岸地可闢為觀光或作海水浴場等
前項讓售，依國民住宅條例及其他有關規定
事業用者，得提供利用辦理放租；可供造林、
農墾、養殖等事業用者，得辦理放租或放領。 辦理。
其辦法由財政部會同有關機關擬訂，報請行政 ௐ̣Ȉ˟୧̝˘ 非公用財產類之不動產，有
左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專案報經財政部核
院核定之。
准讓售︰
ௐαȈ˛୧ 非公用財產類不動產，得依法改
一、使用他人土地之國有房屋。
良利用。
二、原屬國有房屋業已出售，其尚未併售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得以委託、合作或信託方
建築基地。
式，配合區域計畫、都市計畫辦理左列事項︰
三、共有不動產之國有持分。
一、改良土地。
四、獲准整體開發範圍內之國有不動產。
二、興建公務或公共用房屋。
五、非屬公墓而其地目為「墓」並有墳墓之
三、其他非興建房屋之事業。
土地。
經改良之土地，以標售為原則。但情形特
六、其他不屬前五款情況，而其使用情形或
殊，適於以設定地上權或其他方式處理者，得
位置情形確屬特殊者。
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非公用財產類之不動產，基於國家建設需
第二項各款事業，依其計畫須由財政部國有
要，不宜標售者，得專案報經行政院核准讓
財產局負擔資金者，應編列預算。
售。
ௐαȈˣ୧ 非公用財產類之動產，得提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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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用財產類之不動產，為提高利用價值，
得專案報經財政部核准與他人所有之不動產
交換所有權。其交換辦法，由財政部擬訂，報
請行政院核定之。
ௐ̣Ȉ˟୧̝˟ 非公用財產類之不動產，於
民國三十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供建
築、居住使用至今者，其直接使用人得於民
國一百零四年一月十三日前，檢具有關證明
文件，向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或所屬分支機構
申請讓售。經核准者，其土地面積在五百平
方公尺以內部分，得按第一次公告土地現值
計價。
ௐ̣Ȉˬ୧ 非公用財產類之空屋、空地，並
無預定用途，面積未達一千六百五十平方公
尺者，得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辦理標售。面
積在一千六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者，不得標
售。
ௐ̣Ȉα୧ 非公用財產類之不動產，使用人
無租賃關係或不合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之規定者，應收回標售或自行利用。其有左
列情形之一者，得經財政部核准辦理現狀標
售：
一、經財政部核准按現狀接管處理者。
二、接管時已有墳墓或已作墓地使用者。
三、使用情形複雜，短期間內無法騰空辦理
標售，且因情形特殊，急待處理者。
前項標售，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辦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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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委員會議訂，由財政部報請行政院核定
之。但放領土地地價之計算，依放領土地有
關法令規定辦理。
有價證券之售價，由財政部核定之。
ௐ̣Ȉ˝୧ 非公用財產之預估售價，達於審
計法令規定之稽察限額者，應經審計機關之
同意。

ௐα༼! ᙑᄃ!
ௐ̱Ȉ୧ 在國外之國有財產，有贈與外國政
府或其人民必要者，得層請行政院核准贈與
之。
在國內之國有財產，其贈與行為以動產為
限。但現為寺廟、教堂所使用之不動產，合於
國人固有信仰，有贈與該寺廟、教堂依法成立
之財團法人必要者，得贈與之。
前項贈與辦法，由行政院定之。

ௐ˛ౢ! ᑭ८!
ௐ˘༼! ੑயᑭߤ!

ௐ̱Ȉ˘୧ 國有財產之檢查，除審計機關依
審計法令規定隨時稽察外，主管機關對於各
管理機關或國外代管機構有關公用財產保
管、使用、收益及處分情形，應為定期與不
定期之檢查。
ௐ̱Ȉ˟୧ 財政部對於各主管機關及委託代
管機構管理公用財產情形，應隨時查詢。
ௐ˟༼! ̳ܧϡੑயᙷજயăѣᆊᙋ דௐ̱Ȉˬ୧ 財政部對於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及
委託經營事業機構管理或經營非公用財產情
̈́ᝋӀ̶̝!
形，應隨時考查，並應注意其撥用或借用後，
ௐ̣Ị̏୧ 非公用財產類之動產不堪使用
用途有無變更。
者，得予標售，或拆卸後就其殘料另予改裝
ௐ˟༼! ੑயಡӘ!
或標售。
前項標售或拆卸、改裝，由財政部國有財產
ௐ̱Ȉα୧ 管理機關或委託代管機構，應於
局報經財政部，按其權責核轉審計機關報廢後
每一會計年度開始前，擬具公用財產異動計
為之。
畫，報由主管機關核轉財政部審查。
ௐ̣Ȉ̱୧ 有價證券，得經行政院核准予以
ௐ̱Ị̏୧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及委託經營事
出售。
業機構，於每一會計年度開始前，應對非公
前項出售，由財政部商得審計機關同意，依
用財產之管理或經營擬具計畫，報財政部審
證券交易法之規定辦理。
定。
ௐ̣Ȉ˛୧ 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財產上權利
ௐ̱Ȉ̱୧ 財政部應於每一會計年度開始
之處分，應分別按其財產類別，經主管機關
前，對於公用財產及非公用財產，就第六十
或財政部核定之。
四條及第六十五條所擬之計畫加具審查意
見，呈報行政院；其涉及處分事項，應列入
ௐˬ༼! ࢍᆊ!
中央政府年度總預算。
ௐ̣Ȉˣ୧ 國有財產計價方式，經國有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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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管理機關及委託代管機構，應於
每一會計年度終了時，編具公用財產目錄及
財產增減表，呈報主管機關彙轉財政部及中
央主計機關暨審計機關。
ௐ̱Ȉˣ୧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及委託經營事
業機構，應於每一會計年度終了時，編具非
公用財產目錄及財產增減表，呈報財政部，
並分轉中央主計機關及審計機關。
第̱Ȉ˝୧ 財政部應於每一會計年度終了
時，就各主管機關及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等所
提供之資料，編具國有財產總目錄，呈報行
政院彙入中央政府年度總決算。
ௐ˛Ȉ୧ 第六十四條至第六十九條所指之計
畫、目錄及表報格式，由財政部會商中央主
計機關及審計機關定之。

ௐˣౢ! !ܢ
ௐ˛Ȉ˘୧ 國有財產經管人員違反第二十一
條之規定，應登帳而未登帳，並有隱匿或侵
占行為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ௐ˛Ȉ˟୧ 國有財產被埋藏、沉沒者，其掘
發、打撈辦法，由行政院定之。
ௐ˛Ȉˬ୧ 國有財產漏未接管，經舉報後發
現，或被人隱匿經舉報後收回，或經舉報後
始撈取、掘獲者，給予舉報人按財產總值一
成以下之獎金。
ௐ˛Ȉα୧ （刪除）
ௐ˛Ị̏୧ 本法施行區域，由行政院以命令
定之。
ௐ˛Ȉ̱୧ 本法施行細則，由行政院定之。
ௐ˛Ȉ˛୧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國有財產法施行細則

T‐2‐1

另依其他法令保管或使用之國有財產，於發
生處分行為時，應改列為非公用財產。
ௐ˛୧
（刪除）
中華民國 59 年 3 月 27 日行政院
（59）台財字第 2581

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75 條
中華民國 64 年 4 月 30 日行政院
（64）台財字第 3136
號令修正發布第 11、26、30、35、53、54、56、
71 條條文；並增訂第 56-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70 年 9 月 14 日行政院（70）台財字第
13132 號令修正發布第 10、35、44、50、53、54、
75 條條文；並刪除第 45、5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72 年 2 月 28 日行政院
（72）台財字第 3603
號令修正發布第 7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9 年 11 月 15 日行政院令修正發布第 5、
8、9、15、22、25、26、29～32、48、53、55、
57、59、70 條條文；增訂第 43-1、43-2、48-1～
48-3、55-1～55-3、68-1 條條文；並刪除第 7、
19、35、37、44、46、50～52、54、62 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96 年 3 月 2 日 行 政院 院 臺財 字 第
0960005783 號令修正發布第 55-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9 年 7 月 23 日行政院院臺財字第
0990032235 號令修正發布第 31、32、43-2、48-1
條條文；並刪除第 10、17 條條文

ௐ˟ౢ! ፟ၹ!
ௐˣ୧ 本法第十條所稱公用財產主管機關，
係指預算法第三條第二項所稱之本機關。
ௐ˝୧ 本法第十一條所稱管理機關，係指直
接使用公用財產，依法設置，具有獨立編制
及預算，並得對外行文之機關、學校。
前項所稱獨立預算，係指預算法第十六條之
單位預算、單位預算之分預算、附屬單位預
算、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依本法第十四條規定國有財產在國
境外者，由外交部委託適當機構代為管理
時，應由外交部通知財政部。

ௐˬౢ! ܲგ!
ௐ˘༼! ൳

ௐȈ˟୧ 國有財產屬於不動產者，應依民法
及土地法規定為國有登記；屬於動產、有價
ௐ˘୧ 本細則依國有財產法（以下簡稱本法） 證券及權利者，應依民法及其他有關特別法
第七十六條之規定訂定之。
之規定，分別確定其權屬為國有。
ௐ˟୧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所稱財產之取得 ௐȈˬ୧ 屬於公用財產之動產、有價證券及
「依據法律規定」係指依其他法律規定由國
權利，其有關確定權屬之程序，由管理機關
家取得其財產權；所稱「基於權力行使」係
辦理之；其屬於非公用財產者，由財政部國
指國家基於公權力之行使，經接收、沒收或
有財產局辦理之。
征收而取得財產權；所稱「由於預算支出」 ௐȈα୧ 非公用財產之登記，以財政部國有
係指依預算撥款而營建或購置財產；所稱「由
財產局為管理機關。
於接受捐贈」係指國內外以中華民國政府為 ௐỊ̏୧ 本法第十九條所稱尚未完成登記應
對象而捐贈財產。
屬國有之土地，係指本法第二條第二項應屬
ௐˬ୧ 本法第二條第二項所稱「凡不屬於私
國有之下列未登記土地：
有或地方所有之財產」，係指未經登記之不動
一、海埔新生地。
產或未確定權屬為私有或地方所有之財產。
二、港灣新生地。
ௐα୧ 本法所稱土地及改良物，其定義依土
三、河川新生地。
地法之有關規定。所稱天然資源，係指原始
四、廢道、廢渠、廢堤。
森林、天然氣、地熱、溫泉、水資源、地下
五、其他未登記土地。
資源及海底資源等。
前項未登記土地，除第四款所列廢道、廢
ௐ̣୧ 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動產，
渠、廢堤土地原為地方政府所有者外，應由財
係以耐用年限在二年以上，且其價值在一定
政部國有財產局會商該管直轄市、縣(市)地政
金額以上者為限。
機關先辦地籍測量，再行囑託國有登記。
前項一定金額，依行政院所定財物標準分類
第一項各款土地，係經地方政府投資開發
之規定。
者，得陳報行政院核准，登記為地方政府所
ௐ̱୧ 本法第五條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
有。

ௐ˘ౢ! 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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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在國境外之國有財產經外交部委託
適當機構代為管理者，其有關確定權屬之程
序，由該代管機構辦理之。

ௐ˟༼! யᚱ!
ௐȈ˛୧ （刪除）
ௐȈˣ୧ 依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應設之國有
財產總帳，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主辦之。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國有財產因故滅失、毀損、拆卸或
改裝，其報廢程序依有關法令之規定。
ௐ˟Ȉ˘୧ 國有不動產，依前條規定報廢，
或依本法規定出售或贈與，並經註銷產籍
者，應由管理機關依法申辦滅失登記或移轉
登記。

ௐˬ༼! ჯ᜕!

ௐαౢ
ௐ˘༼

ֹϡ!

̳ϡੑய̝ϡ!

ௐ˟Ȉ̱୧ 本法第三十三條所稱公用財產用
途廢止，係指下列各款情形之一：
一、原定用途或事業目的消滅者。
二、原使用機關裁撤而無接替機關者。
三、未依預定計畫及規定用途或事業目的使
用已逾一年者。
四、原定用途之時限屆滿者。
五、其他基於事實情況無繼續使用必要者。
公用財產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時，原管理機
關應向主管機關自動申報；其另無適當用途
者，應由主管機關函請財政部核定變更為非公
用財產。
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奉准撥用之
土地，撥用機關因事實需要不能在一年內使用
者，得向財政部申請展期。但以半年為限。
ௐ˟Ȉ˛୧ 公用財產奉准變更為非公用財產
移交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接管時，其屬於不動
產者，除情形特殊經商得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同意報經財政部核准者外，應騰空點交，並
應辦理管理機關變更登記；其屬於動產者，
應就現狀盡量保持完整。
ௐ˟Ȉˣ୧ 公用財產主管機關將公務用、公
共用財產，在原規定使用範圍內變更用途或
將各該種財產交換使用時，或因使用單位改
組或裁併須移由接替單位接管使用時，應通
知財政部。
ௐ˟Ȉ˝୧ 依本法第三十七條接受捐贈之財
產，主管機關應指定管理機關辦理國有登記
或確定其權屬之程序。
前項接受損贈之財產附有負擔者，受贈機關
在接受損贈前，應一併通知財政部轉報行政院
核定。

ௐ˟Ȉ˟୧ 管理機關經管之國有財產，除應
經常為適當之保養外，其可能發生之災害，
應事先妥籌防範；並得視財產性質、價值及
預算財力，辦理保險；如發現因災害有所損
毀時，應即整修，或依規定程序報廢。
ௐ˟Ȉˬ୧ 管理機關經管之國有財產，除設
置產籍外，其屬於動產者，應分類編號，並
粘釘金屬製標籤或烙火印；其屬於不動產之
建築物，應加釘產籍標誌。
ௐ˟Ȉα୧ 有價證券應由管理機關分類編
號，詳細記載；並委託國庫或其代理機構負
責保管。
前項委託保管之有價證券，於還本中籤或息
票到期或股利發放時，應由管理機關適時兌領
收帳。其管理機關之經管人員，因故意或過失
逾時未兌領收帳，致遭受損害時，應依本法第
二十七條規定辦理。
ௐ˟Ị̏୧ 本法第二十八條所稱處分，係指
出售、交換、贈與或設定他項權利；所稱收
ௐ˟༼ ̳ܧϡੑய̝ᇥϡ!
益，係指出租或利用。
本法第二十八條但書所稱不違背其事業目 ௐˬȈ୧ 各級政府機關依本法第三十八條規
定申請撥用非公用不動產，應備具申請撥用
的，係指主管機關或管理機關之組織法規或其
書類；其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主管法律規定，得將經管之財產提供他人使
用；所稱不違背其原定用途，係指管理機關依 ௐˬȈ˘୧ 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得
申請撥用非公用不動產之各級政府機關，其
計畫及規定用途使用中，兼由他人使用者。
申請名義如下：
違反本法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規定
一、中央各級機關、學校，以各該機關、學
者，主管機關或管理機關對於有關人員，應依
校名義申請之。
法查究責任，並責令賠償損失；其涉及刑責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
者，應移送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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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以各該機關、學校名義申請之；
鄉（鎮、市）公所，以鄉（鎮、市）公
所名義申請之；直轄市、縣（市）議會，
以各該議會名義申請之；鄉（鎮、市）
民代表會，以鄉（鎮、市）公所名義申
請之。
三、國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部隊，以該
部軍備局名義申請之。
四、省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以省政府及其所
屬機關名義申請之；省諮議會，以省諮
議會名義申請之。
ௐˬȈ˟୧ 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所稱上級
機關，指下列機關：
一、前條第一款之中央各級機關學校，為總
統府或各院部會行處局署。
二、前條第二款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
其所屬機關學校，為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鄉（鎮、市）公所，為縣政府；
直轄市、縣（市）議會，為各議會。
三、前條第三款之國防部軍備局，為國防
部。
四、前條第四款之省政府及其所屬機關，為
省政府；省諮議會，為省諮議會。
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所稱核明屬實，指就
其所擬使用計畫、實需面積、圖說及經費來
源，加以審核，認定有無撥用之必要。
ௐˬȈˬ୧ 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所
稱「繁盛地區」
，係指位於都市計畫商業區或
其地價在一定金額以上之土地，其金額由財
政部國有財產局定之。
ௐˬȈα୧ 申請撥用國有土地供建築使用
者，其建築面積應按建蔽率標準計算。但國
防及交通重要設施需用之土地或學校及訓練
機關需用之操場用地，不在此限。
申請撥用國有土地興建辦公廳舍營房及校
舍等，應儘量利用建築高度，提高土地利用價
值。
ௐˬỊ̏୧ （刪除）
ௐˬȈ̱୧ 非公用不動產經撥用後，財政部
國有財產局承財政部之命，得隨時派員實地
視察其使用情形。
ௐˬȈ˛୧ （刪除）
ௐˬȈˣ୧ 撥用土地因受撥機關改組或裁
併，須移由接替機關接管使用時，應先洽經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各分支機構查核層報財政
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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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ˬ༼! ̳ܧϡੑய̝ࣄϡ!
ௐˬȈ˝୧ 依本法第四十條申請借用非公用
財產，應備具借用申請書，其格式由財政部
國有財產局定之。
ௐαȈ୧ 本細則第三十一條之規定，於非公
用不動產之借用準用之。
ௐαȈ˘୧ 非公用財產借用機關於借期屆滿
前半個月，或於中途停止使用時，應即通知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各該管分支機構，定期派
員收回接管，不得擅自處理。
ௐαȈ˟୧ 借用機關保管借用物應盡善良管
理人之責任。
借用機關違反前項規定致有毀損者，應照財
政部國有財產局規定價格賠償。
ௐαȈˬ୧ 借用物因不可抗力而致毀損或滅
失時，借用機關應在三日內將實際情形通知
出借機關，經出借機關查明確屬不能使用
時，即行終止借用關係，收回借用物，或辦
理報損或報廢手續。

ௐ̣ౢ! ќৈ!
ௐ˘༼ ̳ܧϡੑய̝১!
ௐαȈˬ୧̝˘ 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所稱
標租，係指以公開招標方式，將國有非公用
不動產出租與得標人。
ௐαȈˬ୧̝˟ 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三
款所定依法得讓售者得逕予出租之非公用不
動產，指依本法或其他法律規定得予讓售之
不動產。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不予出租：
一、經地方政府認定應與鄰接土地合併建築
使用之土地。
二、抵稅不動產。
三、因土地徵收、重劃、照價收買、價購取
得或變產置產，經列入營運開發之土地。
四、興建國民住宅之用地。
五、經經濟部依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核
定編定為工業區或依產業創新條例核定
設置為產業園區之土地，且其核定編定
或設置非屬興辦工業人或興辦產業人申
請者。
六、使用他人土地之國有房屋。
七、獲准整體開發範圍內之國有不動產。
八、非屬公墓而其地目為「墓」並有墳墓之
土地。
九、其他情形特殊不宜出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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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前項規定得逕予出租之不動產，免經權責
機關核定讓售，逕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辦理出
租。但其讓售依法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轉
者，應由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先行審核，再核
辦出租。
ௐαȈα୧ （刪除）
ௐαỊ̏୧ （刪除）
ௐαȈ̱୧ （刪除）
ௐαȈ˛୧ 非公用動產，其出租方式、租期、
租金計算標準，與其他應行約定事項，由財
政部視實際情形於核准出租時專案核定。

ௐ˟༼! ̳ܧϡੑய̝Ӏϡ!
ௐαȈˣ୧ 依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辦
理之事項，應訂定工作計畫，報請財政部核
定。
前項計畫，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計畫緣起。
二、計畫依據。
三、計畫範圍及其不動產權利狀況。
四、計畫目標。
五、土地使用現況及利用管制規定。
六、辦理方式。
七、辦理機關及期間。
八、辦理機關與委託、合作或信託對象之權
利義務。
九、經改良之土地，其處理方式。
一○、經費籌措方式。
一一、效益評估。
ௐαȈˣ୧̝˘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辦理本法
第四十七條第二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事
項，得經財政部核准，指定由具有專業能力
之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為之。
ௐαȈˣ୧̝˟ 以信託方式辦理本法第四十
七條第二項規定之事項，應以中華民國為信
託之委託人及受益人。
ௐαȈˣ̝୧ˬ 依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
定辦理之事項，應與委託、合作或信託對象
簽訂契約。

ௐ̱ౢ! ̶!
ௐ˘༼! ̳ܧϡੑயᙷ̙જய̶̝!
ௐαȈ˝୧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對非公用財產
類不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或超過十年期間
之租賃，應報經財政部核准後，依本細則有

關規定辦理，並列冊彙報行政院備查。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刪除）
ௐ̣Ȉˬ୧ 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所稱直接
使用人，係指現使用國有非公用不動產，並
與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或其所屬分支機構訂立
租約之承租人。
ௐ̣Ȉα୧ （刪除）
ௐ̣Ị̏୧ 本法第五十一條所稱社會、文
化、教育、慈善、救濟團體，以已依法設立
之財團法人為限。
前項團體申購非公用不動產時，應先備具事
業計畫，指明價款來源，依本法第五十一條第
二項報請該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轉辦理。
ௐ̣Ị̝̏˘୧ 依本法第五十二條之一第一
項辦理讓售，其讓售對象如下：
一、他人土地上之國有房屋，為該土地所有
權人。
二、原屬國有房屋業已出售，其尚未併售之
建築基地，為該房屋現所有人。
三、共有不動產之國有持分，為他共有人。
四、獲准整體開發範圍內之國有不動產，為
開發人。
五、非屬公墓而其地目為「墓」並有墳墓之
土地，為該墳墓之墓主。
六、其他使用情形或位置情形確屬特殊者，
為實際需用人。
前項所稱之獲准整體開發，應經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本法第五十二條之一第一項第六款所稱之使
用情形或位置情形確屬特殊，係指下列情形之
一：
一、已被私有合法建築物使用之土地，收回
有困難者。
二、與私有土地交雜，無法單獨利用者。
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為興辦公用事
業需要者。
四、經相關主管機關認定有提供使用必要
者。
五、經財政部就事實狀況認定情形特殊者。
ௐ̣Ị̏୧̝˟ 本法第五十二條及第五十二
條之二規定之讓售，向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或
所屬分支機構申請辦理之。
ௐ̣Ị̏୧̝ˬ 本法第五十二條之二所稱非
公用財產類之不動產，指下列各款以外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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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不動產：
一、抵稅不動產。
二、公共設施用地。
三、依法不得私有之不動產。
四、原屬宿舍、眷舍性質之不動產。
本法第五十二條之二所稱直接使用人，指本
法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十四日修正生效前
已使用，至讓售時仍繼續使用之下列各款之
人：
一、國有土地，其地上已有私有建築物，包括
主體建物及併同主體建物居住使用之場
所或附屬設施者，為主體建物所有人或實
際分戶使用人。
二、國有房地，為設有戶籍之現居住使用人。
前項第一款之實際分戶使用人，以屬建物所
有人遺產之法定繼承人，且依事實狀況有分戶
使用必要者為限。其分戶使用必要情形，及前
項第一款，併同主體建物居住使用之場所或附
屬設施範圍之認定基準，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定之。
本法第五十二條之二所稱第一次公告土地
現值，指依平均地權條例規定第一次公告之土
地現值。於辦理第一次公告土地現值之地區，
該土地屬未登記土地者，得以該土地所屬地價
區段之區段地價為準，其未劃屬地價區段者，
以毗鄰地價區段之平均區段地價為其公告土
地現值。
前項土地現值資料，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所
屬分支機構洽當地地政機關提供。
依本法第五十二條之二辦理讓售之國有非
公用房屋或面積逾五百平方公尺之土地部
分，其售價依國有財產計價方式辦理計估。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國有非公用財產類之不動
產，依本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辦理現狀標售
者，概照現狀點交予得標人。
ௐ̣Ȉ˛୧ 國有房屋使用其他公有土地，或
其他公有房屋使用國有基地，或房、地屬中
央與地方共有者，得經各方同意，委託一方
辦理出售。其所得價款，分別解繳各該公庫。
國有與其他公有不動產相毗鄰，併同出售較
有實益者，得比照前項規定辦理。

殘料另予改裝之動產，其無提供公用或提供
投資或暫予出租之必要者，仍應標售。
ௐ̣Ȉ˝୧ 有價證券不能依本法第五十六條
第二項規定出售者，應採取公開標售方式處
理。但經行政院核准者，不在此限。
ௐ̱Ȉ୧ 本法第五十七條規定「財產上權利
之處分，應分別按其類別經主管機關或財政
部核定」，係指屬於公用部份之財產上權利，
其處分應經公用財產主管機關核定；屬於非
公用部份之財產上權利，其處分應經財政部
核定。

ௐˬ༼! ࢍᆊ!
ௐ̱Ȉ˘୧ 本法第五十八條第一項所稱之
「計價方式」
，係指計算方法及估價標準。
ௐ̱Ȉ˟୧ （刪除）

ௐα༼! ᙑᄃ!
ௐ̱Ȉˬ୧ 依本法第六十條規定以在國外之
國有財贈與外國政府或其人民時，其屬於公
用之不動產而有採取緊急措施必要者，得免
依本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用財產變更為非公
用財產之程序，並得由原管理機關逕依行政
院決定為之。

ௐ˛ౢ! ᑭ८!
ௐ˘༼! ੑயᑭߤ!
ௐ̱Ȉα୧ 本法第六十一條規定之定期檢
查，應於每一會計年度決算後施行；不定期
檢查應視實際情況為之；檢查人員應於檢查
完畢二十日內，將檢查結果報告該主管機關
核辦。
ௐ̱Ị̏୧ 本法第六十二條規定之查詢，得
採用派員訪問或書面詢問方式；情況特殊
者，得專案調查。
前項查詢，財政部得授權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為之。
ௐ̱Ȉ̱୧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依本細則規定
派員實地測量、視察、檢查、調查，應製發
國有財產調查證，交由指派人員攜帶使用之。

ௐ˟༼! ੑயಡӘ!

ௐ̱Ȉ˛୧ 本法第六十四條所稱「公用財產
異動計畫」，應包括使用用途之變更或廢止，
財產類別之變更或互易，各種財產之相互交
本法第五十五條所稱拆卸後就其
換使用及準備申請撥用非公用不動產之擬

ௐ˟༼! ̳ܧϡੑயᙷજயѣᆊᙋ̈́ד
ᝋӀ̶̝!
ௐ̣Ȉˣ୧

T‐2‐5

T‐2‐6

國有財產法施行細則

議。
業程序，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另定之。
ௐ̱Ȉˣ୧ 依本法第六十九條編具國有財產 ௐ˛Ị̏୧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總目錄，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辦理。

ௐˣౢ! !ܢ
ௐ̱Ȉˣ̝˘୧ 本法規定應由行政院、財政
部或國有財產局辦理之事項，得委託其他機
關或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行之。
ௐ̱Ȉ˝୧ 本法第七十三條所稱漏未接管之
財產，係指應屬國有而未經各級政府機關接
管或使用之財產而言；所稱被人隱匿之財
產，係指原不知其應屬國有，被人隱匿經人
舉報後，始知其應屬國有之財產而言。
前項財產屬於未經地籍登記之土地者，舉報
人不得請發獎金。
ௐ˛Ȉ୧ 依本法第七十三條給予舉報人之獎
金，其標準規定如下：
一、漏未接管之財產：動產部分，給予總值
百分之八之獎金；不動產部分，給予總
值百分之四之獎金。
二、被人隱匿之財產：動產部分，給予總值
百分之十之獎金；不動產部分，給予總
值百分之五之獎金。
三、埋藏沉沒之財產：依照國有埋沉財產申
請掘發打撈辦法辦理。
前項各款中動產部分，其給予舉報人之獎
金，得照規定標準，改發實物。
ௐ˛Ȉ˘୧ 依本法第七十三條給予之獎金，
其所舉報之財產為依法應辦登記者，按登記
程序完成時政府公定價格計算之；其為毋需
辦理登記者，按點收接管時政府公定價格計
算之；無政府公定價格者，按財政國有財產
局估定之價格計算之。
前項應發獎金，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報請財
政部核發。但仍應補辦預算程序。
ௐ˛Ȉ˟୧ 本法施行後，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所管之國有財產，其保管、使用、收益及處
分不合本法規定者，應改依本法辦理。其應
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管理之非公用財產，應
由各原經管機關列冊移交該局管理。
ௐ˛Ȉˬ୧ 本法施行前，有關國有不動產糾
紛未結案件及尚未判決或已判決尚未執行終
結之訴訟案件，如對方當事人請求依照本法
或本細則有關規定處理時，財政部國有財產
局得視實際情況，予以處理結案。
ௐ˛Ȉα୧ 依本法及本細則應規定之各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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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八、關於放領邊際養殖用地之清查檢討評
估，擬具放領或公用之處理意見，為財
政部國有財產局。
九、關於放領土地之調查、公告、審定、測
中華民國 84 年 5 月 18 日財政部台財產二字第
量及登記業務，中央為內政部、直轄市
84010851 號令訂定發布
為直轄市政府地政處，縣（市）為縣（市）
中華民國 87 年 2 月 24 四日財政部台財產二字第
87002328 號令修正第 2 條、第 19 條
政府地政科（局）及地政事務所。
中華民國 88 年 12 月 13 日財政部台財產二字第
為辦理前項各款業務，中央主辦機關得訂定
88029650 號令修正第 2 條、第 17 條、第 21 條、
相關作業要點。
第 23 條、第 25 條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於辦理放領時，應組
中華民國 90 年 7 月 12 日財政部台財產二字第
成公地放領工作小組，其設置要點由直轄市或
0900016718 號令修正第 5 條、第 7 條條文
縣（市）政府定之。
中華民國 91 年 2 月 20 日財政部台財產二字第
ௐˬ୧
依本辦法辦理放領之國有邊際養殖用
0910002593 號令修正第 9 條條文
地，指供養殖使用，經依法完成總登記，編
定為養殖用地，且在中華民國六十五年九月
ௐ˘୧ 本辦法依國有財產法第四十六條第二
二十四日以前經依法放租之國有土地。但有
項規定訂定之。
左列情形之一者，不予放領。
ௐ˟୧ 本辦法有關業務之主辦機關（單位）
一、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
劃分如左：
二、政府計畫開發為新市區、新社區、新港
一、關於水源涵養、國土保安及自然保育之
口、風景區、工業區或其他非供養殖使
認定，中央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直轄
用。
市為直轄市政府建設局，縣（市）為縣
三、政府計畫供公共建設使用或自行開發利
（市）政府農業局（科）或建設局。
用。
二、關於環境保護之認定，中央為行政院環
四、影響水源涵養、國土保安、自然保育或
境保護署，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
環境保護。
護局，縣（市）為縣（市）政府環境保
五、影響國家公園經營管理。
護局。
六、為原住民保留地。
三、關於政府計畫供公共建設使用之認定，
中央為各目的事業主管部、會、署、處、 ௐα୧ 未登記土地於中華民國六十五年九月
二十四日以前已依法放租，且無前條但書各
局，省為省政府，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款情形之一者，其承租人得依本辦法規定申
各目的事業主管處、局，縣（市）為縣
請承領。
（市）政府。
前項土地於地籍測量登記後，經依規定編定
四、關於政府計畫開發新市區、新社區及都
為非養殖用地者，不予放領。
市計畫範圍之認定，中央為內政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工務局或都市發展 ௐ̣୧ 國有邊際養殖用地放領對象，除第六
條規定者外，為中華民國六十五年九月二十
局，縣（市）為縣（市）政府工務局或
四日以前已承租該國有邊際養殖用地，至本
建設局。
辦法發布時仍繼續承租使用者。依法換約承
五、關於政府計畫開發新港口、風景區之認
租使用者或由其繼承人繼承承租使用者。
定，中央為交通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前項承租人於本辦法發布後，公告放領前，
府交通局或建設局，縣（市）為縣（市）
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其換約承租使用者得列入
政府建設局。
放領對象：
六、關於政府計畫開發工業區之認定，中央
一、承租人因年邁體衰，而由其同戶籍原共
為經濟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建設
同使用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或家屬現耕、
局，縣（市）為縣（市）政府工務局或
使用而依法換約承租使用者。
建設局。
二、承租人死亡，由其繼承人繼承承租使用
七、關於影響國家公園經營管理之認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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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一、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應清查中華民國六十
前二項承租國有邊際養殖用地者，如有積
五年九月二十四日以前已有租賃關係至
欠租金者，應先向放租機關繳清後再辦理放
本辦法發布時仍出租之國有邊際養殖用
領。
地，造具清冊，送交第二條規定之主辦
ௐ̱୧ 合作農場或其他與農業有關之團體
機關查註意見後，檢討評估，就符合第
（以下簡稱農業團體）於中華民國六十五年
三條規定得予放領之土地，造具擬辦國
九月二十四日以前已承租國有邊際養殖用地
有邊際養殖用地放領清冊（含土地及承
者，由該土地管理機關與其承租人終止租
租人資料）並附具相關圖說，送請內政
約，並依規定與合作農場場員、農業團體會
部公地放領審議委員會審議。
員重新訂立租約後放領與本辦法發布時使用
二、內政部公地放領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
該土地之合作農場場員、農業團體會員。
後，應將清冊送回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報
前項所定場員或會員之身分，由該合作農場
財政部核准。
或農業團體確認之。
三、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依法完成處分程序
ௐ˛୧ 依本辦法放領之面積，以申請承領人
後，應將國有邊際養殖用地放領清冊送
原租約面積為準。但因地形限制或一筆土地
交土地所在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理放
內部分承租，致申請承領人實際使用面積與
領。
租約面積不符者，依左列規定辦理：
前項第一款清查檢討評估之土地，包括第四
一、實際使用面積未達租約面積者，經申請
條規定之未登記之土地。
承領人同意就其租約面積超過實際使用
內政部公地放領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由
面積部分終止租約後，依其實際使用面
內政部定之。
積辦理放領。
第一項先期作業之聯繫要點，由財政部定
二、實際使用面積超過租約面積未達百分之
之。
十者，依其實際使用面積辦理放領。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理國有邊際
三、實際使用面積超過租約面積百分之十
養殖用地放領程序如左：
者，依其租約面積加百分之十辦理放
一、接收國有邊際養殖用地放領清冊。
領，其餘部分應收回另行處理，但該其
二、公告並通知受理申請承領。
部分面積在一公頃以下者，併予放領，
三、現場調查並確認現使用承租人身分。
不予收回。
四、未登記土地辦理地籍測量登記，已登記
依前項第二款、第三款放領面積超出租約
土地得經申請人之申請辦理土地複丈。
面積辦理放領部分，應由放租機關依左列期
五、審定及公告確定放領。
間計收使用補償金：
六、編造國有邊際養殖用地承領戶清冊分送
一、自受理申請承領之當月起，追收至開始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地價經收行庫、該
使用時止。但最長以五年為限。
管地政事務所及直轄市政府建設局或縣
二、自受理申請承領之次月起，至承領人承
（市）政府農業局（科）或建設局。
領之前一個月止。
七、通知申請人繳納第一期地價，並以書面
ௐˣ୧ 放領地價以中華民國七十九年之公告
承諾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二條
土地現值為計算標準。部分土地無七十九年
所定各項限制。
之公告土地現值者，以其所屬地價區段或參
八、發給承領證書。
照鄰近土地七十九年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其放
九、繳清全部地價後囑託辦理所有權移轉登
領地價之計算標準，並按年利率百分之三本
記並通知承領人領取土地所有權狀。
利合計，分十五年每年上下二期均等攤繳。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前條第二
但承領人得提前繳清地價。
款規定公告受理申請承領之期間為三十日。
前項每期應攤繳地價，承領人應於通知繳納
承租人逾期未申請承領者，視為放棄承領。
之日起三十日內繳清。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第十條第
ௐ˝୧ 辦理國有邊際養殖用地放領前，應先
三款規定調查時，應會同農業機關及放租機
依左列程序辦理先期作業：
關（構）逐筆調查，並通知承租人備具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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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到場指界。
前，有左列情形之一者，由直轄市或縣（市）
經依前項調查，符合左列情形者，應依第
政府收回土地另行處理。
十條第四款規定辦理之。
一、死亡無人繼承。
一、現使用人與國有邊際養殖用地放領清冊
二、因遷徙或轉業，不能繼續承領。
所載承租人相符。
前項經收回土地所繳之地價，除承領人死亡
二、邊際養殖用地現供養殖使用。
無人繼承者依民法處理外，直轄市或縣（市）
三、承租邊際養殖用地界址無糾紛。
政府應通知承領人一次無息發還。
四、邊際養殖用地承租權無糾紛。
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收回土地之地上物得
經調查結果，不符合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限期由承領人處理；或由直轄市或縣（市）政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造具放領國有邊際養
府併同特別改良估定價格，予以補償。
殖用地現況不符清冊送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查 ௐȈ˝୧ 承領人在繳清地價取得土地所有權
明處理。
前，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應由直轄市或縣（市）
ௐȈˬ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第十條第
政府撤銷承領收回土地。
四款規定辦理地籍測量或土地複丈時，應由
一、冒名頂替矇請承領。
放租機關（構）會同申請人現場指界。
二、轉讓或出租。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理前項地區地籍測
三、違反使用編定容許使用，經通知限期改
量或土地複丈，應訂定年度測量計畫，分期分
正而逾期不改正者。
區辦理。
四、承領人不自任養殖。
ௐȈα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審定及公告
依前項第二款撤銷承領收回土地者，所繳之
確定放領後，應委託地價經收行庫開發第一
地價不予發還。其餘各款撤銷承領收回土地
期地價繳納通知書、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
者，所繳之地價一次無息發還。
之日起三十日內繳清第一期地價。
依第一項第二款撤銷承領收回之土地，其土
申請人繳清第一期地價，並以書面承諾第
地之特別改良或地上物不予補償，其餘各款撤
十八條至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二條所定各項限
銷承領收回之土地，其地上物由承領人依限
制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於三個月內發
處理，逾期未處理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給承領證書。
得逕行清除，不予補償。
申請人不按第一項規定辦理者，視為放棄承 ௐ˟Ȉ୧ 承領人逾期繳納第一期以後各期地
領。
價者，依左列規定按當期應納地價加收違約
ௐỊ̏୧ 承領人於繳清全部地價後，應檢具
金。
身分證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送
一、逾期未滿一個月者，加收百分之二。
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囑託該管地政事務
二、逾期一個月以上未滿二個月者，加收百
所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並憑原承領證書領
分之五。
取土地所有權狀。
三、逾期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者，加收百
ௐȈ̱୧ 承領人自承領之當期起免繳租金。
分之十。
但應負擔地價稅或田賦。
四、逾期三個月以上者，加收百分之十五。
ௐȈ˛୧ 承領之邊際養殖用地，於承領人未
逾期四個月仍未繳納者，得予撤銷承領收回
繳清地價前，因不可抗力致部分或全部不能
土地，其已繳地價一次無息發還，土地之特別
使用者，由承領人向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改良或地上物比照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辦理。
申請勘查屬實，經直轄市政府核准或縣（市） ௐ˟Ȉ˘୧ 放領地價之繳納，由國家行庫、
直轄市行庫及其分支機構辦理經收，悉數解
政府報內政部核准後，其不能使用部分，自
繳國庫。
申報之日起准予減免其應繳之地價。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及直轄市或縣（市）政
前項免繳地價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府辦理放領所需經費，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編
註銷承領，並收回其承領證書。但承領數筆土
列預算支應。
地僅部分土地免繳地價者，於原承領證書加註
ௐ˟Ȉ˟୧ 承領人繳清地價，取得土地所有
後發還之，其已繳之地價應無息退還。
權後滿五年始得移轉。
ௐȈˣ୧ 承領人在繳清地價取得土地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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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領人取得土地所有權後五年內，除政府實
施國家經濟政策或公共需用，辦理區段徵收
外或徵收外，不得變更使用。
ௐ˟Ȉˬ୧ 依本辦法辦理放領之工作要點，
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定之，報內政部備
查；在縣（市），由內政部定之。
ௐ˟Ȉα୧ 山坡地範圍內國有邊際養殖用地
之放領，除依本辦法規定辦理外，其水土保
持之處理與維護、承領後之移轉登記等事
項，準用公有山坡地放領辦法規定辦理。
ௐ˟Ị̏୧ 直轄市有、縣（市）有及鄉（鎮、
市）有養殖用地之放領，得比照本辦法之有
關規定辦理。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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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୧ 本辦法所稱租金率，指依下列基準計
算年租金之比率。但在造林地者，為林木砍
伐時，出租機關應分得造林利益之比率：
一、建築基地：當期土地申報地價總額。
二、建築改良物：當期房屋課稅現值。
中華民國 90 年 9 月 3 日財政部（90）台財產管字
三、養地及其他農業用地：地方政府公告當
第 0900021539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45 條；並自發
期正產物收穫總量折算代金。
布日施行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
理辦法

中華民國 90 年 8 月 16 日行政院台九十財字第
ௐ˟ౢ! ᇾ১!
031592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6 年 11 月 2 日財政部台財產管字第
ௐ̱୧ 非公用不動產標租之程序如下：
0964001885 號令修
一、選定標租之非公用不動產。
正發布第 3、5、15、19、20、25、37 條條文；並
二、決定招標內容。
增訂第 19-1 條條文
三、公告。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25 日行政院院臺規揆字第
四、開標。
1010154558
五、訂約。
號公告第 2 條第 1 項、第 2 項所列屬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之權責事項，自 102 年 1 月 1 日起改由
前項第三款公告，其期間不得少於十四日。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轄
ௐ˛୧ 非公用不動產，無預定用途者，得辦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25 日財政部台財產管字第
理標租。
10200367360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47 條；並自發布
被占用非公用不動產無下列情形之一者，得
日施行
逕按現狀辦理標租，其歷年使用補償金，應向
中華民國 104 年 6 月 10 日財政部台財產管字第
實際占用人追收：
10400154150 號令修正發布第 7、15、22、47 條
一、經出租機關排除占用收回後，原占用人
條文；增訂第 13-1 條條文；並自發布日施行，
再度占用。
但第 22 條條文，自 102 年 12 月 27 日施行

二、出租機關已知占用人因占用涉有犯罪嫌
疑，經司法警察調查、司法機關偵查或
審理中，尚未結案。
ௐ˘୧! 本辦法依國有財產法（以下簡稱本法）
三、依確定判決或與確定判決同一效力之執
第四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行名義應返還，尚未完成執行。
ௐ˟୧ 本辦法所定管理機關，為財政部國有
四、原有合法使用契約關係，因違反約定經
財產署。
出租機關撤銷、終止、解除契約，未騰
本辦法所定出租機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空返還。
所屬分署。
五、原依財政部規定辦理一年以下委託經
ௐˬ୧ 非公用不動產除法令另有規定外，得
營，委託經營期限屆滿，未經騰空收回。
辦理出租。
六、影響國土保安或公共安全等占用情節重
前項出租之方式，包括標租及逕予出租。
大。
國有耕地另依本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訂定
非公用不動產於本條文中華民國一百零四
之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規定辦理放租，不適
年六月十日修正施行以後被占用，且無前項
用本辦法規定。
各款情形者，以其原有合法使用契約關係，
ௐα୧ 已形成不定期租賃關係之非公用不動
該契約關係非因違反約定經出租機關撤銷、
產，出租機關應以書面通知承租人於三個月
終止、解除契約而消滅，始得逕按現狀辦理
內申請訂定書面契約；承租人未於期限內申
標租。
請訂定書面契約者，管理機關得依本法施行
ௐˣ୧ 非公用土地標租，應收取訂約權利金
細則第六十八條之一規定，委任出租機關終
及年租金，並以訂約權利金競標，以有效投
止租賃關係。
標單之投標金額最高者，為得標人。最高者
前項期限，承租人死亡者，得延長為六個
有二標以上相同時，當場由主持人抽籤決定
月。
得標人。

ௐ˘ౢ! 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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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訂約權利金底價，不得低於依法令規定
逕予出租之年租金乘以年期之租金總額；其訂
定基準，由財政部定之。
第一項之訂約權利金及年租金，分別按得標
之訂約權利金及依法令規定逕予出租之年租
金計收。
ௐ˝୧ 非公用土地及建築改良物一併標租
時，依年租金競標，並以有效投標單之投標
金額最高者，為得標人。最高者有二標以上
相同時，當場由主持人抽籤決定得標人。
前項年租金底價，不得低於依法令規定逕予
出租之年租金；其訂定基準，由財政部定之。
第一項不動產之年租金，按得標之年租金計
收。
得標後，因法令規定逕予出租之租金率發生
變動，法令規定逕予出租之年租金高於承租人
得標之年租金時，改按法令規定逕予出租之年
租金計收。
第一項不動產屬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之
文化資產者，其租金計收之基準及方式，另由
財政部會商相關機關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
ௐȈ୧ 標租非公用不動產，得標人應繳交履
約保證金；其計收基準及充當種類，由財政
部定之。
ௐȈ˘୧ 前條履約保證金，於租期屆滿或租
約終止時，抵付欠繳租金、拆除地上物或騰
空租賃物、損害賠償等費用後，如有賸餘，
無息退還，如有不足，由承租人另行支付。
承租人依第三十九條規定轉讓其租賃權，其
已繳交之履約保證金，於受讓人提供同額之履
約保證金後，無息退還。
ௐȈ˟୧ 承租人為於標租非公用土地上興建
建築改良物或設施，需取得土地使用權同意
書者，由出租機關核發之；其得辦理建物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者，於辦理該項登記時，應
會同出租機關連件向登記機關辦理預告登
記。
前項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核發相關事項，由財
政部定之。
ௐȈˬ୧ 標租非公用土地租期屆滿或終止租
約前六個月，出租機關視地上物狀況，通知
承租人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地上物尚有使用價值者，其所有權應無
償移轉為國有。
二、地上物無使用價值者，承租人應自行拆
除地上物。

依前項第一款規定辦理者，承租人應於租期屆
滿或終止租約三個月前，會同出租機關完成所
有權移轉登記手續。地上物移轉為國有至租期
屆滿或終止租約期間，仍由土地承租人使用維
護，出租機關不另計收該地上物租金。
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理者，承租人於租期
屆滿或終止租約時未拆除之地上物，由出租機
關依租約約定拆除，所需處理費用由承租人負
擔。
ௐȈˬ୧̝˘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十
二月二十五日修正施行以後一併標租之非公
用土地及建築改良物，出租機關無其他處分
利用計畫，於租期屆滿前，重新辦理標租並
完成決標時，承租人得依決標之年租金優先
承租及簽訂新租約。
前項重新標租，承租人得標或優先承租者，
其起租日期為原租期屆滿之次日，原租期屆滿
時不受第十四條有關應返還租賃物並停止使
用之限制。
承租人有意優先承租者，應於租期屆滿前一
定期限內申請出租機關重新辦理標租；該一定
期限由管理機關定之，不得少於六個月。
ௐȈα୧ 標租非公用不動產於租期屆滿或租
約終止時，承租人應返還租賃物並停止使
用，且不得向出租機關要求任何補償。
ௐỊ̏୧ 第二十六條、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
八條第一項後段得減免租金之規定，於標租
時準用之。

ௐˬౢ! ూ̟১!
ௐȈ̱୧ 非公用不動產逕予出租之程序如
下：
一、申請。
二、收件。
三、勘查。
四、審查。
五、通知繳交歷年使用補償金。
六、訂約。
ௐȈ˛୧ 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各款規定
逕予出租之對象如下：
一、第一款為逕予出租之原承租人或其繼受
人。但出租標的為建築改良物或建築改
良物連同基地者，其繼受人僅限於原承
租人之繼承人。
二、第二款為現使用人。但地上有非國有建
築改良物時，屬已辦理建物所有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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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登記者，為建物登記謄本記載之所有
區、史蹟保存區或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
權人；屬未辦理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認定影響國家公園經營管理之遊憩區。
者，為該改良物出資之原始建造人、繼
七、超限利用之山坡地。
受該改良物之繼承人、買受人及受贈人。 八、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
三、第三款為依本法或其他法律得承購之
設之自然保護區。
人。
九、其他依法令規定不得出租之土地。
ௐȈˣ୧ 國有非公用土地屬農業發展條例施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十二月二十五
行細則第二條第二款至第五款規定之農業用
日修正施行前，已出租或曾成立租賃關係之
地或依法劃定專供農作、畜牧之使用區或特
土地，仍作造林使用者，得出租予最近一次
定專用區，已實際作農作、畜牧使用者，除
租約之原承租人或其繼承人。但法令另有規
有下列情形之一不予出租外，得依本法第四
定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應收回者，不
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理出租，訂定農
再出租。
作地、畜牧地租約：
ௐ˟Ȉ୧ 國有非公用土地屬農業發展條例施
一、原住民保留地。
行細則第二條規定之農業用地或依法劃定專
二、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
供養殖之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已實際作養
三、位於水庫蓄水範圍。
殖使用者，除有下列情形之一不予出租外，
四、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
得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理
水口一定距離內地區。
出租，訂定養殖地租約：
五、保安林地。
一、原住民保留地。
六、位於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特 別景觀
二、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
區、史蹟保存區或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
三、位於水庫蓄水範圍。
認定影響國家公園經營管理之遊憩區。
四、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
七、超限利用之山坡地。
水口一定距離內地區。
八、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
五、保安林地。
設之自然保護區。
六、位於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
九、其他依法令規定不得出租之土地。
區、史蹟保存區或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十二月二十五
認定影響國家公園經營管理之遊憩區。
日修正施行前，已出租或曾成立租賃關係之土
七、位於地下水管制區範圍。但經漁業主管
地，仍作農作、畜牧使用者，得出租予最近一
機關核定劃設為養殖漁業生產區者，或
次租約之原承租人或其繼承人。但法令另有規
經主管機關認定以海水、地面水或地下
定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應收回者，不再
水管制區外抽取地下水進行養殖者，不
出租。
在此限。
ௐȈ˝୧ 國有非公用土地屬農業發展條例施
八、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
行細則第二條規定之農業用地或依法劃定專
設之自然保護區。
供造林之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已實際作造
九、超限利用之山坡地。
林使用者，除有下列情形之一不予出租外，
十、其他依法令規定不得出租之土地。
得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理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十二月二十五
出租，訂定造林地租約：
日修正施行前，已出租或曾成立租賃關係之土
一、原住民保留地。
地，仍作養殖使用者，得出租予最近一次租約
二、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
之原承租人或其繼承人。但法令另有規定或經
三、位於水庫蓄水範圍。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應收回者，不再出租。
四、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 ௐ˟Ȉ˘୧ 國有非公用土地已實際作建築使
水口一定距離內地區。
用者，除有下列情形之一不予出租外，得依
五、保安林地，且經林務主管機關認定有保
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理出
護需要或有安全之虞。
租，訂定基地租約：
六、位於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
一、原住民保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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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
三、位於水庫蓄水範圍。
四、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
水口一定距離內地區，且經相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認定有保護需要或有安全之
虞。
五、保安林地。
六、位於國家公園生 態保護區、 特別景觀
區、史蹟保存區或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
認定影響國家公園經營管理之遊憩區。
七、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劃設之自然保護區。
八、其他依法令規定不得出租之土地。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十二月二十五
日修正施行前，已出租或曾成立租賃關係之土
地，仍作建築使用者，得出租予最近一次租約
之原承租人或其繼承人。但法令另有規定或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應收回者，不再出租。
ௐ˟Ȉ˟୧ 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申請租用非公用不動產者，應檢附下列
實際使用之時間證明文件。但出租機關得審
認實際使用時間者，免予檢附：
一、租用建築基地：戶籍證明、房屋稅繳納
證明、水電費收據、建物所有權狀影本、
建物登記謄本、門牌證明書、政府機關
於中華民國八十二年七月二十一日前攝
製之圖資或其他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
構出具之證明文件。
二、租用建築改良物或建築改良物連同基
地：戶籍證明或其他政府機關、公營事
業機構出具之證明文件。
三、租用其他土地：當地農漁會、鄉鎮市
（區）公所或其他政府機關出具之證明
文件，或在中華民國八十二年七月二十
一日前任職當地村里長、在同日前已具
有行為能力且為毗鄰土地所有權人、毗
鄰土地承租人出具之證明文件。
前項第三款之證明文件，除當地農漁會、鄉
鎮市（區）公所或其他政府機關出具之證明文
件外，應經出租機關公告三十日，無人異議
後，再據以採認。
ௐ˟Ȉˬ୧ 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得逕予出租之非公用不動產，其範圍
及辦理程序，依本法施行細則第四十三條之
二規定辦理。
ௐ˟Ȉα୧ 租用非公用不動產案件之申請書

表不合格式，或檢附證件有欠缺者，應通知
限期補正。
ௐ˟Ị̏୧ 申請租用非公用不動產案件，有
下列情形之一者，得予註銷，並退還原申請
書所附證件：
一、依前條規定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
二、不屬管理機關管理之不動產。
三、依法令規定不得出租之不動產。
四、有使用糾紛或產權尚未確定。
五、有預定用途、使用計畫或其他處理方式。
六、逾期未繳清歷年使用補償金。
七、不符法令規定之出租要件。
八、申請書或所附文件記載內容與事實不符。
ௐ˟Ȉ̱୧! 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各款規
定申請租用非公用不動產，其已有使用事實
者，應自出租機關受理申請之當月底起追溯
收取使用補償金，最長以五年為限。期間內
已繳之租金或使用補償金，應予扣除，並得
准分期繳交。
前項使用補償金，按使用當期法令規定逕予
出租之租金基準計收，不適用租金優惠之規
定。但屬經法院判決確定使用補償金計算基準
者，按法院判決確定之基準計收。
ௐ˟Ȉ˛୧ 租賃契約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雙方當事人。
二、租賃標的。
三、租期。
四、租金及繳納方式、逾期違約金及計收基
準。
五、使用限制。
六、終止租約條件。
七、其他約定事項。
ௐ˟Ȉˣ୧ 逕予出租不動產之租金，依法令
規定之租金基準計收；法令有優惠規定者，
從其規定。因天然災害等不可抗力事由致收
益減少或不堪使用者，得減免租金；其減免
計收基準，由財政部定之。
租賃關係存續期間，法令規定逕予出租之租
金率、土地申報地價、當期公告之正產物全年
收穫總量或折收代金基準有變動時，其租金應
配合調整。
ௐ˟Ȉ˝୧ 國私共有土地，得經共有人協議
分管後，就國有分管範圍，辦理逕予出租。
ௐˬȈ୧ 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申請承租國有非公用不動產案件，於出租
機關通知其繳清歷年使用補償金及訂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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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依本法第五十條至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二
條之一第二項、本法施行細則第五十五條之
一第三項第三款、第四款或其他特別法律規
定申請承購相同標的之案件時，先審辦申購
案。其他為相同標的之租、購案件競合時，
按收件時間順序審辦。
ௐˬȈ˘୧ 租期屆滿時，除法令另有規定
外，租賃關係消滅，出租機關不另通知。承
租人應依租約約定返還租賃物並停止使用，
且不得向出租機關要求任何補償。
承租人有意續租時，應於租期屆滿前之一定
期限內申請換約。
前項期限，由管理機關定之，不得少於三個
月。

ௐαౢ! ১ࡗ̝გந!
ௐˬȈ˟୧ 出租機關得視承租人每月應繳租
金額，於租約內訂明按月或按若干月繳交。
前項租金為實物者，得依折收代金基準核計
後，通知承租人繳交。
ௐˬȈˬ୧ 承租人未依限繳交租金者，應加
收逾期違約金。
前項逾期違約金之計收基準，由管理機關定
之。
ௐˬȈα୧ 出租機關對於積欠租金之承租
人，依下列程序催收之：
一、催告限期繳納。
二、聲請法院發支付命令或依法起訴。
三、聲請法院強制執行。
ௐˬỊ̏୧ 二人以上共同承租非公用不動產
時，承租人應就租約所訂事項，負連帶責任。
ௐˬȈ̱୧ 承租人應依約定用途使用租賃
物，且不得轉租他人使用。
ௐˬȈ˛୧ 承租人除經出租機關同意發給土
地使用權同意書外，不得擅自增建、修建、
改建或新建地上建築改良物、設置雜項工作
物或其他設施。
違反前項規定，屬標租者，出租機關應終止
租約；屬逕予出租者，由出租機關通知承租人
於一個月內繳納發現當月租金額二倍之違約
金，承租人屆期未繳納違約金，出租機關應終
止租約。
ௐˬȈˣ୧ 租賃關係存續期間，承租人對租
賃物不繼續使用時，應申請終止租約返還租
賃物。
ௐˬȈ˝୧ 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辦理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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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或逕予出租之不動產仍依約定用途使用
者，承租人轉讓其租賃權或變更承租人名
義，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應先經出租機關同
意。
違反前項規定，依下列方式處理：
一、造林地租約，由出租機關通知承租人依
第四十二條規定會同受讓人申請換約續
租，未配合辦理者，終止租約。
二、租用建築改良物或建築改良物連同其基
地者，終止租約。
三、前二款以外之租約，除法令另有規定
外，由出租機關通知承租人於一個月內
繳納轉讓或變更承租人名義當月租金額
二倍違約金，並依第四十二條規定會同
受讓人申請換約續租，未配合辦理者，
終止租約。
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之出租養地，除承
租人因年邁體衰、分戶或財產權之分配，得由
其最初訂約時同一戶籍原共同養殖之直系血
親卑親屬或家屬換約承租外，不得轉讓租賃權
或變更承租人名義。但經出租機關同意，由其
現耕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換約承租，並訂定適用
農業發展條例之養殖地租約者，不在此限。
ௐαȈ୧ 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辦理標租
或依同條項第一款、第二款逕予出租者，承
租人得轉讓其租賃權或變更承租人名義之對
象如下：
一、租用基地，為地上非國有建築改良物移
轉後之所有人。
二、租用其他不動產，為承受使用人。
ௐαȈ˘୧ 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逕予出租者，承租人得轉讓其租賃權之
對象，為依本法或其他法律亦得為讓售者。
ௐαȈ˟୧ 承租人依第三十九條至前條轉讓
租賃權或變更承租人名義時，受讓人應履行
原租約約定之義務，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應
於轉讓或變更承租人名義之日起一個月內會
同受讓人向出租機關申請換約續租。
違反前項規定，依下列方式處理：
一、造林地租約，由出租機關通知承租人於
一個月內會同受讓人申請換約續租，未
配合辦理者，終止租約。
二、前款以外之租約，除法令另有規定外，
由出租機關通知承租人於一個月內繳納
逾期違約金，並會同受讓人申請換約續
租，未配合辦理者，終止租約。

T‐4‐6

國有非公用不動產出租管理辦法

前項違約金之計收基準，逾期每滿一個月加
收轉讓或變更承租人名義當月一個月之租金
額，至多以五個月租金額為限。
ௐαȈˬ୧ 租賃關係存續期間，承租人死
亡，繼承人應於繼承開始之日起六個月內申
請繼承換約。但不可歸責於繼承人或經各主
管機關核准者，得申請展期。
違反前項規定，依下列方式處理：
一、造林地租約，由出租機關通知繼承人於
一個月內申請繼承換約，未配合辦理
者，終止租約。
二、前款以外之租約，除法令另有規定外，
由出租機關通知繼承人於一個月內繳納
逾期違約金，並會同辦理繼承換約，未
配合辦理者，終止租約。
全體繼承人無法會同申請繼承換約者，除法
令另有規定外，得由部分繼承人以全體繼承人
之名義申請辦理。
第二項第二款違約金之計收基準，逾期每滿
一個月加收繼承事實發生當月一個月之租金
額，至多以五個月租金額為限。
ௐαȈα୧ 租約終止或消滅，承租人拆除騰
空非屬國有之地上物，返還租賃物時，除法
令另有規定外，不得要求任何補償。
ௐαỊ̏୧ 承租人申請承租，附繳之證件有
虛偽不實時，應撤銷租約，所繳租金及歷年
使用補償金不予退還。

ௐ̣ౢ! !ܢ
ௐαȈ̱୧ 本辦法所需申請書表及租賃契約
書之格式，由管理機關定之。
ௐα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但中華民
國一百零四年六月十日修正發布之第二十二
條條文，自一百零二年十二月二十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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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交換辦
法
中華民國 89 年 9 月 8 日財政部（89）台財管字第
8900022211 號令訂定
中華民國 98 年 10 月 23 日財政部台財產管字第
09800277670 號令修正第 2、5 條；增訂第 5-1 條
中華民國 102 年 6 月 26 日財政部台財產管字第
10200165290 號令修正發布第 4、9、15 條條文

ௐ˘୧ 辦法依國有財產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五十二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法第五十二條之一第三項所稱提高
利用價值，指下列情形之一：
一、國有土地之地形狹長或零星分散，經交
換後可集中坵塊，作更有效之規劃利用
者。
二、國有土地與他人所有之土地夾雜，或地
籍線曲折不整，經交換後地形較方整，
作更有效之規劃利用者。
三、可建築使用之國有土地，未達建築基地
最小面積，致無法單獨建築使用，經交
換後可單獨建築使用，或可併同毗鄰國
有土地建築使用者。
四、可建築使用之國有土地，已達建築基地
最小面積，經交換後作更有效之規劃利
用者。
五、國有土地及地上建築改良物與他人共
有，經交換後可增加其應有部分，作更
有效之規劃利用者。
六、國有土地及地上建築改良物經交換後，
可併同毗鄰國有土地及地上建築改良物
使用者。
七、為公務或公共需要，國有土地經交換
後，作更有效之規劃利用者。
八、其他交換後可作更有效之規劃利用者。
ௐˬ୧! 本辦法所稱交換，指不動產所有權之
相互移轉。
ௐα୧ 本辦法所稱執行機關，為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所屬各分署。
ௐ̣୧ 執行機關依第二條第一款至第六款及
第八款規定辦理交換之作業程序如下：
一、受理申請。
二、會勘。
三、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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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價。
五、通知申請人協商決定交換方案。
六、層報財政部核定。
七、依核定結果辦理不動產分割、所有權交
換登記及相互點交等事宜。
ௐ̣୧̝˘ 依第二條第七款規定辦理交換
者，不適用第六條、第七條、第八條第一款、
第五款、第七款、第九條第三項及第十條至
第十三條規定。
依第二條第七款規定辦理交換者，用地需求
機關應擬訂土地使用計畫，報請行政院核定。
前項土地使用計畫，應載明取得土地標示、
取得目的、取得方式及使用現況，並檢附土地
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等
文件。
執行機關依第二條第七款規定辦理交換之
作業程序如下：
一、會勘。
二、審查。
三、計價。
四、協商決定交換方案。
五、層報財政部核定。
六、依核定結果辦理不動產分割、所有權交
換登記及相互點交等事宜。
ௐ̱୧ 國有不動產與他人所有不動產辦理交
換，屬於都市計畫範圍內者，須位於同一或
毗鄰之街廓；屬於都市計畫範圍外者，須為
同一使用分區及使用地，且位於同一或毗鄰
之地段範圍內。但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開發許可之整體開發案，其開發範圍內
之國有土地得與該範圍內或毗鄰或同一鄉
(鎮、市、區) 內可供單獨建築使用之他人所
有土地辦理交換。
ௐ˛୧ 國有不動產屬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
與他人所有不動產辦理交換：
一、公共設施用地。
二、已設定他項權利。但經他項權利人同意
者，不在此限。
三、已出租。但經承租人同意者，不在此
限。
四、抵稅不動產。但交換後取得之不動產較
易於變價者，不在此限。
五、已被占用。但經申請人承諾自行處理
者，不在此限。
ௐˣ୧ 他人所有不動產屬下列情形之一者，
不得與國有不動產辦理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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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設施用地。
二、共有不動產。但經全體共有人申請交換
或原為國、私共有者，不在此限。
三、已設定他項權利。但經他項權利人同意
於辦理交換登記時，同時塗銷原設定之
他項權利者，不在此限。
四、已出租、出借。
五、已被占用。
六、已有地上物。但地上物經認定不妨礙不
動產處理，且其所有權人同意贈與國有
者，不在此限。
七、既成道路或溝渠。
ௐ˝୧ 國有不動產與他人所有不動產辦理交
換，應以價值相等為原則。
前項價值，依國有財產計價方式查估評定或
計算；價值不等時，得分割後辦理交換。
申請人對前項查估評定之價值有異議者，得
申請複估，並以一次為限。
ௐȈ୧ 申請人依本辦法申請交換時，應檢附
下列文件：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土地 (或建物) 登記 (簿) 謄本。
四、地籍圖或建物平面圖謄本。
五、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或編定使用種類證明
文件。但土地登記 (簿) 謄本已有記載
者免附。
六、建物課稅現值證明文件或當期公告土地
現值證明。但土地登記 (簿)謄本已有記
載者免附。
七、交換方案。
八、其他證明文件。
前項第一款申請書，申請人應載明同意依國
有財產計價方式規定估定不動產價值；第七款
交換方案內容，應包括國有與申請人所有不動
產標示、權利範圍、位置、圖說、交換前後情
形及價值不等時之處理方式。
ௐȈ˘୧ 執行機關審查前條申請交換案件，
有不符規定而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應通知申
請人於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註銷
其申請案。
ௐȈ˟୧ 申請交換案件經審查符合規定者，
執行機關應訂期通知申請人協商決定交換方
案後，層報財政部核定。協商不成或申請人
不接受核定結果者，註銷其申請案。
同一國有不動產有二人以上申請交換，依下

列順序及方式處理。但依第六條但書規定申請
交換者，優先處理之：
一、收件日期在先者。
二、收件時間為同一日者，以抽籤方式定之。
ௐȈˬ୧ 依第六條但書規定經財政部核准辦
理交換之國有土地，如須先行核發國有土地
使用同意書，應先預估土地產價收取保證
金，俟完成交換後無息退還。
ௐȈα୧ 依本辦法辦理交換所需各項稅費，
由雙方依相關法令各自負擔。
ௐỊ̏୧ 辦理交換所需各項書表格式，由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定之。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國有財產贈與寺廟教堂辦法

國有財產贈與寺廟教堂辦
法
中華民國 61 年 10 月 13 日行政院（61）台財字第
9916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9 條
中華民國 84 年 7 月 19 日行政院（84）台財字第
26513 號令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8 條（原名稱：
臺灣地區國有財產捐贈寺廟教堂辦法）
中華民國 88 年 11 月 3 日行政院令修正發布第 4、5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3 年 8 月 25 政院院臺財字第 0930032954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9 條；並自發布日施行
中華民國 94 年 9 月 16 日行政院院臺財字第
0940039157 號令修正發布第 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7 年 3 月 27 日行政院院臺財字第
0970009849 號令修正發布第 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年 7 月 27 日行政院院臺財字第
0980038186 號令修正發布第 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25 日行政院院臺規揆字第
1010154558 號公告第 4 條第 1 項、第 3 項、第 5
條、第 6 條第 1 項所列屬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之權責事項，自 102 年 1 月 1 日起改由財政部
「國
有財產署」管轄
中華民國 104 年 9 月 11 日行政院院臺財字第
1040045824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9 條；並自發布日
施行

ௐ˘୧ 本辦法依國有財產法第六十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ௐ˟୧ 依本辦法贈與之國有不動產，應符合
下列條件：
一、臺灣光復前為寺廟、教堂使用之土地及
其地上建築改良物；或臺灣光復後為住
持、負責人所有或私人提供寺廟、教堂
使用，因無人承認繼承收歸國有之土地
及其地上建築改良物。
二、現由寺廟、教堂使用。
三、非坐落於公共設施用地。
四、非屬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公告之古
蹟及其坐落基地。但如日據時期原屬私
有，臺灣光復後登記為國有者，不在此
限。
五、非屬國家有償取得。
前項第四款本文所定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
定、公告之古蹟及其坐落基地，以其坐落基地
屬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不得私
有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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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ˬ୧ 使用前條第一項國有不動產之寺廟、
教堂，合於下列條件者，得申請辦理贈與手
續：
一、所信奉之教義合於我國固有信仰。
二、現有住持或負責人主持，並供有神像或
經常傳教集會。
三、已依法成立財團法人，捐助章程內容合
於本辦法規定。
原附屬於前項寺廟、教堂內之神像法器等動
產，為該寺廟、教堂繼續使用並為宗教活動實
際所必要者，亦得同時贈與。
ௐα୧ 依前條規定申請贈與者，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符合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條件之
證明文件、財團法人登記證書及捐助章程影
本，向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申請，經
其查核加註意見後，轉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辦理。
前項申請書，應記載之事項如下：
一、設置沿革。
二、信奉之對象與教義。
三、房屋土地面積、房屋構造型態、權屬登
記及是否為公共設施用地。
四、神像或法器等物之名稱及數量。
五、現在使用狀況及活動情況。
六、現任住持或負責人姓名；由團體管理
者，其團體名稱及代表人姓名。
第一項申請書之格式及證明文件之種類，由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定之。
ௐ̣୧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對於依前條規定申
請之案件，經查明合於規定者，應檢具原申
請書件，報請財政部會同內政部、直轄市政
府、縣（市）政府等有關機關審查，並應由
申請贈與之寺廟、教堂依法成立之財團法人
主管機關切實審查捐助章程所定之組織是否
健全，重要管理制度是否具備；其有變更捐
助章程必要者，應責成該財團法人依法變更
捐助章程後，函告財政部核定贈與。
ௐ̱୧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及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受理申請贈與案件應分別於三個
月內完成審查；經審查有辦理補正需要者，
應敘明事由通知申請人於二個月內補正，必
要時得予延長一個月。
申請贈與案件不符本辦法規定或未依前項
規定補正者，應敘明理由及法令依據駁回申
請。
ௐ˛୧ 依本辦法贈與之不動產，由受贈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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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之主管機關依有關法令監督其使用，並
應受下列各款規定之限制：
一、受贈財團法人解散時，依本辦法受贈之
財產，應歸屬於國有。
二、不得以買賣、交換或贈與等方式為所有
權之移轉。但移轉對象為原受贈財團法
人章程所定分支機構或附屬作業組織依
法成立之宗教財團法人，且其使用情形
符合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
定，並經該宗教財團法人主管機關審查
同意者，不在此限。
三、不得設定典權、地上權或抵押權。
四、不得行使相關法規規定之容積移轉權
利。
五、因徵收、重劃或都市更新權利變換無法
繼續作寺廟、教堂使用者，受贈財團法
人領取之補償費或權利金應歸屬國有；
其依法分配之不動產，未續作寺廟、教
堂使用者，亦同。
六、贈與之國有建物不得拆除改建。但因老
舊不堪使用或有公共安全疑慮等情形，
由受贈財團法人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經
受贈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認定有拆除改
建必要，核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同意且
改建建物登記為該財團法人所有，仍作
寺廟、教堂使用者，不在此限。
前項限制事項，受贈財團法人應以書面承
諾，並記載於法人捐助章程，其中第二款至第
四款之限制，分別註記於土地及建築改良物登
記簿。
依第一項第二款但書承受依本辦法贈與之
不動產所有權者，不得再行移轉，且仍應受第
一項各款限制，並依前項規定辦理。
依第一項第六款但書規定拆除改建者，不得
就該改建建物以買賣、交換或贈與等方式為所
有權之移轉及設定典權或抵押權；受贈財團法
人應以書面承諾，並記載於法人捐助章程及註
記於建築改良物登記簿。
為保全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五款後段之請求
權，依本辦法贈與之不動產及第一項第五款依
法分配之不動產應辦理預告登記。
ௐˣ୧ 贈與之國有財產，應依規定計算價
格，並完成預算程序。
ௐ˝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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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或鄉（鎮、市）有非公用土地交換；
無可供交換之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
有非公用土地者，以國有非公用土地辦理交
換。
ௐ̱୧ 公有土地管理機關應定期清查可供交
換之公有非公用土地，並將其標示、面積、
公告現值、權利狀態及使用現況等資料製作
中華民國 92 年 11 月 28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成冊，於每年三月底前送執行機關。公有非
0920090375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15 條；本辦法施
行日期，由內政部定之
公用土地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予列入交換：
中華民國 93 年 3 月 15 日內政部臺內營字第
一、公共設施保留地。
090004537 號令發布定自 93 年 3 月 1 日施行
二、依法不得為私有之土地。
中華民國 94 年 11 月 15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三、已有處分、利用等計畫或限制用途。
0940086881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15 條；並自發布
四、抵稅土地。但經稅捐稽徵主管機關同意
日施行
者，不在此限。
中 華 民 國 96 年 2 月 9 日 內 政部 台 內營 字 第
五、已設定他項權利。但經他項權利人同意
0960800539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17 條；並自發布
者，不在此限。
日施行
六、已出租。但經承租人同意者，不在此
限。
ௐ˘୧ 本辦法依都市計畫法第五十條之二第
七、依建築法指定建築線有案且已建築完成
二項規定訂定之。
之現有巷道或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
ௐ˟୧! 本辦法所稱執行機關，為直轄市、縣
路。
（市）政府。
ௐˬ୧ 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與公有 ௐ˛୧ 執行機關接獲可供交換之公有非公用
非公用土地交換，以屬同一直轄市、縣（市） 土地清冊後，得視實際需要會勘確認，並應
於每年六月底前整理成適當之交換標的，於
行政區域內者為限。
各該機關網站、公布欄及各該鄉（鎮、市、
ௐα୧ 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有下列情形之一
區）公所公布欄公告受理私有公共設施保留
者，不得與公有非公用土地辦理交換：
地交換資格審查（以下簡稱交換資格審查），
一、都市計畫書規定應以市地重劃、區段徵
並將公告日期、地點登報周知。
收或開發許可等整體開發方式取得。
前項公告至少三十日，公告期間得於交換標
二、已設定他項權利。但經他項權利人同意
的現場豎立公告牌張貼公告。
於辦理交換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時，同
第一項公告應載明下列事項：
時塗銷原設定他項權利者，不在此限。
一、交換標的之標示、面積及公告現值。
三、出租、出借、被占用、限制登記或有產
二、交換標的之權利狀態及使用現況。
權糾紛情形。
三、受理申請交換資格審查及個人或團體提
四、已興建臨時建築使用。但經臨時建築物
出交換標的異議之機關及期間。
權利人同意於勘查前自行拆除騰空，或
四、申請交換資格審查應備之文件：
願意贈與公有並經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同
（一）申請書
意者，不在此限。
（二）交換資格審查收件截止日前二個月
五、持有年限未滿十年。因繼承或配偶、直
內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其持有年限
書、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圖
得予併計。
謄本。
ௐ̣୧ 應由中央政府取得之私有公共設施保
（三）符合第四條第五款之證明文件。
留地，以國有非公用土地辦理交換；無可供
（四）其他執行機關規定申請交換資格審
交換之國有非公用土地者，以直轄市、縣（市）
查應備之文件。
或鄉（鎮、市）有非公用土地辦理交換。
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 五、其他必要事項。
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土地所有權人為辦理
公所取得之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以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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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公有非公用土地，得申請鑑界，其費用應
自行負擔。
第一項可供交換之公有非公用土地有變更
土地使用分區之必要時，得依都市計畫法第二
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變更後，再辦理交
換。
ௐˣ୧ 執行機關審查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符
合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後，核發私有公共設
施保留地交換資格證明書（以下簡稱交換資
格證明書），並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屬中央應取得或地方應取得。
二、劃設年限。
三、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土地標示、面積、
公告現值、所有權人姓名與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
四、其他經執行機關認為必要事項。
前項交換資格證明書有效期限以當次交換
使用為限。
ௐ˝୧ 執行機關受理交換資格審查申請後，
經審查其文件不合規定者，應通知申請人於
十五日內補正。
前項申請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駁回之：
一、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不符合第三條或第
四條規定。
二、未依前項規定補正。
ௐȈ୧ 執行機關依第七條規定公告交換標的
後，查明交換標的有第六條第二項各款情
形，或於投標前認為個人或團體所提異議確
有理由或其他情形特殊者，得公告撤銷或廢
止該交換標的。
ௐȈ˘୧ 執行機關於交換資格審查完竣，應
即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程序，公告交換標的
投標及開標日期。
ௐȈ˟୧ 取得交換資格證明書之私有公共設
施保留地之土地所有權人得單獨或聯合其他
土地所有權人於交換標的投標期間，備妥下
列文件放入封存袋，並將袋口密封後，向執
行機關投標：
一、投標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土地所有權人姓名、住址；其為法
人者，其法人名稱、代表人姓名及
主事務所。
（二）投標之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標示、
面積、權利狀態、當期土地公告現
值及土地總價值。
（三）交換標的。

（四）其他經執行機關規定之事項。
二、交換資格證明書。
三、土地所有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其為法
人者，其法人登記證明文件。
四、開標日三個月內之土地登記（簿）及地籍
圖謄本。
五、其他經執行機關規定之證明文件。
前項第一款第三目之交換標的，以一件為
限。
ௐȈˬ୧ 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辦理交換之優
先順位，以下列方式定之：
一、劃設皆逾二十五年未經政府取得者為優
先。
二、部分劃設逾二十五年未經政府取得者其
次。
前項各款有二件以上投標，以土地總價較高
者得標，土地總價相同時，以抽籤方式定之。
第一項土地總價之計算，以投標當期土地公告
現值為準。
ௐȈα୧ 投標之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總價不
得低於交換標的。
ௐỊ̏୧ 執行機關應於開標日審查投標案件
決定得標人後，將交換優先順位結果公告七
日。
執行機關應於前項公告後三十日內會同得
標人及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勘查交換之土地；公
有土地管理機關應與得標人於勘查完竣後三
十日內簽約，並辦理交換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及點交事宜。
得標人未依前項規定辦理，或擬交換之私有
公共設施保留地實際情形與其交換資格證明
書所載資料明顯不符時，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得
與得標人解約，並免依交換優先順位結果遞
補。
ௐȈ̱୧ 交換標的投標案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不決標予該投標人：
一、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不符合第三條或第
四條規定。
二、未依第五條規定投標。
三、交換標的有第十條規定情形。
四、不符合第十四條規定。
五、土地所有權人與交換資格證明書所載土
地所有權人不同。
六、應備文件缺漏、影本與正本不符，或投
標書填寫內容不全、字跡不清無法辨識。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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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建設條例（節錄）
中華民國 89 年 4 月 5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8900089260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20 條；並自公布
日起施行
中華民國 91 年 2 月 6 日總統（91）華總一義字第
09100023630 號令修正公布第 11、14、17、18
條條文；並增訂第 9-1、9-2 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97 年 1 月 9 日 總 統華 總 一義 字 第
09700002261 號令增訂公布第 10-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年 1 月 2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18541 號令修正公布第 9～10-1、13、16、
17 條條文；並增訂第 10-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9 年 12 月 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331521 號令修正公布第 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年 1 月 1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00298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2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131061 號令修正公布第 9、13 條條文；增
訂第 9-3、12-1、15-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年 1 月 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00080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年 1 月 2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01141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1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22523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2-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3 年 1 月 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00591 號令修正公布第 9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4 年 6 月 1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67461 號令修正公布第 9-3、12-1 條條文

ௐˣ୧ 離島重大建設投資計畫所需用地，屬
公有土地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辦理撥用
後，訂定期限以出租、設定地上權、信託或
以使用土地之權利金或租金出資方式，提供
民間機構使用，不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
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或地方政府公產管理法
令之限制。
離島重大建設投資計畫屬交由民間機構辦
理公共建設者，其所需用地屬私有土地時，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民間機構與土地所有權
人協議以一般買賣價格價購，協議不成或無法
協議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辦理徵收；於徵
收計畫中載明以聯合開發、委託開發、合作經
營、出租、設定地上權、信託或以使用土地之
權利金或租金出資方式，提供民間機構開發、
興建、營運，不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
產法第二十八條或地方政府公產管理法令之

T‐8‐1

限制。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縣（市）政府為因應民
間機構投資離島重大建設取得所需土地，得選
定適當地區，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逕行辦
理區段徵收；區段徵收範圍確定後，經規劃為
因應民間機構投資之土地得預為標售，不受平
均地權條例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五條之二之
限制。
ௐ˝୧ 本條例適用之地區，於實施戰地政務
終止前，或實施戰地政務期間被占用於終止
後，因徵收、價購或徵購後登記為公有之土
地，土地管理機關已無使用或事實已廢棄使
用者，最遲應於本條例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
十二月二十日修正施行之日起二年內全數公
告；原土地所有人或其繼承人並得於公告之
日起五年內，向該管土地管理機關申請按收
件日當年度公告地價計算之地價購回其土
地。但徵收、價購或徵購之價額超出該計算
所得之地價時，應照原徵收、價購或徵購之
價額購回。
土地管理機關接受申請後，應於三十日內答
覆申請人；其經審查合於規定者，應通知該申
請人於三十日內繳價，屆期不繳價者，註銷其
申請；不合規定者，駁回其申請，申請人如有
不服，得向土地所在地縣（市）政府申請調處。
前項期間於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
縣（市）政府為第二項調處時，得準用土地
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處理。
金門地區土地，非經有償徵收或價購等程序
登記為公有，於實施戰地政務終止前，其地上
已有建物或墳墓等足資證明其所有者，原土地
所有人或其繼承人或占有人得於本條例中華
民國一百零二年十二月二十日修正施行之日
起五年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土地管理機
關會同地政機關勘查，經確認屬實且無公用之
情形者，得就其建物、墳墓所在位置核算面
積，並按申請收件日當年度公告地價計價讓售
其土地。
馬祖地區之土地，自民國三十八年起，非經
有償徵收或價購等程序登記為公有，致原土地
所有人或合於民法物權編施行法第九條規定
之視為所有人或其繼承人喪失其所有權，土地
管理機關已無使用土地之必要者，應自本條例
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十二月二十日修正施行
之日起五年內，依原土地所有人、視為所有人
或其繼承人之申請返還土地；土地管理機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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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使用土地之必要者，應依法向原土地所有
人、視為所有人或其繼承人辦理徵收、價購或
租用。其已依金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安全及輔
導條例提出請求經駁回者，得再依本條例之規
定提出申請。
前項返還土地實施辦法由行政院定之。
第一項申請購回、第五項申請讓售及第六項
申請返還土地，不受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三條、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
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五條或地方
政府公產管理法令之限制。
澎湖地區之土地，凡未經政府機關依法定程
序徵收、價購或徵購者，應比照辦理。
ௐ˝୧̝˘! 本條例適用之土地於金門馬祖東
沙南沙地區安全及輔導條例第十四條之一適
用期間申請發還土地者，因該土地為政府機
關使用或已移轉於私人致無法發還土地，得
自本條例修正施行之日起二年內，請求該公
地管理機關或原處分機關以申請發還時之地
價補償之，其補償地價準用土地徵收條例第
三十條規定辦理。
前項補償條件、申請期限、應附證件及其他
事項之辦法，由行政院定之。
ௐ˝୧̝˟! 本條例適用之地區於實施戰地政
務終止前，曾於金馬地區申請核准荒地承墾
並已依限實施開墾，倘其後因軍事原因致未
能繼續耕作取得所有權者，承墾人或其繼承
人自本條例修正施行之日起二年內，得向該
公地管理機關申請補償其開墾費，其已取得
耕作權者，按其取得耕作權之年限，以申請
時之公告土地現值計算補償之。
前項補償條件、申請期限、應附證件、補償
金額及其他事項之辦法，由行政院定之。
ௐ˝୧̝ˬ 金門地區位於雷區範圍內之土
地，非經徵收或價購等程序有償取得登記為
公有者，中華民國六十年四月三十日佈雷前
之原權利人、合於民法規定時效完成取得土
地所有權之占有人或其繼承人，得於本條例
一百零四年五月二十六日修正之條文施行之
日起五年內，向土地所在地地政機關申請返
還。
依前項申請返還土地者，應檢具其屬佈雷前
原可主張取得土地所有權或合於民法規定時
效完成取得土地所有權之下列證明文件之一：
一、佈雷前之土地權利證明文件。
二、當地鄉（鎮）公所或其他政府機關出具

之證明。
三、雷區土地所在二人以上四鄰證明或村
（里）長出具之證明書。
前項第三款出具證明書之四鄰證明人或村
（里）長，於被證明之事實發生期間，應設籍
於申請返還土地所在或毗鄰之村（里）且具有
行為能力，並應會同權利人到場指界測量確認
界址，經土地所在地地政機關通知二次均未到
場者，駁回其申請。上開證明書應載明約計之
土地面積及係證明人親自觀察之具體事實，而
非推斷之結果。證明人證明之占有期間戶籍如
有他遷之情事者，申請人得另覓證明人補足
之。
第一項申請返還土地案件應檢具之證明文
件有不全者，土地所在地地政機關應通知申請
人於三個月內補正；不能補正或屆期未補正
者，駁回之。經土地所在地地政機關審查無誤
者，公告六個月，並通知土地管理機關，公告
期滿無人提出異議者，由土地所在地地政機關
辦理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土地管理機關有
繼續使用土地之必要者，應依法向土地所有權
人辦理租用、價購或徵收。
土地所在地地政機關辦理前項審查，當地縣
政府、土地管理機關及相關機關應配合會同辦
理；公告期間如有他人提出異議，準用土地法
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予以調處。
第一項申請返還土地，不受都市計畫法第五
十二條、第五十三條、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
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五
條或地方政府公產管理法令之限制。
第一項雷區範圍內之未登記土地辦理土地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該土地於佈雷前已完成時
效占有，因佈雷而喪失占有者，視為占有不中
斷；其登記案件審查之補正、公告期間及證明
人之資格、條件等，準用第三項及第四項規
定。

國軍老舊眷村改建條例（節錄）

國 軍老 舊眷 村改 建條 例
(節錄)
中華民國 85 年 2 月 5 日總統（85）華總字第
8500027130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30 條
中華民國 86 年 11 月 26 日總統（86）華總（一）
義字第 8600251030 號令修正公布第 5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0 年 5 月 30 日總統（90）華總一義字第
9000102430 號令修正公布第 5、9、11、16、18、
23、27 條條文；並增訂 21-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0 年 10 月 31 日總統（90）華總一義字
第 9000213950 號令修正公布第 8、13、14 條條
文
中 華 民 國 96 年 1 月 3 日 總 統華 總 一義 字 第
09500184551 號令修正公布第 21-1、2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6 年 1 月 2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09801 號令修正公布第 2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1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16456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4、11、14 條條
文
中華民國 98 年 5 月 2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13425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1、2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9492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4、10、12、16、
20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15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1134 號公告第 4 條第 3 項所列屬「行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01 年 5 月 20
日起改由「文化部」管轄

!
ௐα୧ 國軍老舊眷村土地及不適用營地之名
稱、位置，主管機關應列冊報經行政院核定。
主管機關為執行國軍老舊眷村改建或做為
眷村文化保存之用，得運用國軍老舊眷村及不
適用營地之國有土地，興建住宅社區、處分或
為現況保存，不受國有財產法有關規定之限
制。
前項眷村文化保存之用，應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選擇騰空待標售且尚未拆除建物之
國軍老舊眷村、擬具保存計畫向國防部申請保
存；其選擇及審核辦法，由國防部會同行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定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前項辦法公布後
六個月內提出申請，申請期間不得再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之規定指定相關文化資產；其經國防
部核准申請後，不得撤銷、變更、廢止保存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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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୧ 本條例計畫辦理改建之國有老舊眷村
土地處分收支，循特別預算程序辦理；歲入
按行政院核定眷村土地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作
價之收入編列；歲出之編列除原眷戶之輔助
購宅款外，其餘部分為改建基金。
前項歲出部分所列原眷戶之輔助購宅款在
未支用前，得移作改建基金週轉之用。
行政院核定之國軍老舊眷村土地權屬為直
轄市有、縣(市)有或鄉(鎮、市)有者，應由各
級地方政府於本條例施行之日起六個月內擬
定計畫，執行國軍老舊眷村改建，逾期未擬定
者，除公共設施用地外，各級地方政府應將其
土地以繳款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讓售主管機關
移撥改建基金。
前項土地出售，不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及各
級政府財產管理規則之限制。
ௐȈ˝୧ 國軍老舊眷村或不適用營地，因整
體規劃必需與鄰地交換分合者，經雙方同意
後，報其上級機關核定之，不受土地法第二
十五條、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百零四條及
第一百零七條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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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中華民國 65 年 4 月 29 日總統制定公布全文 37 條
中華民國 75 年 1 月 10 日總統（75）華總（一）義
字第 0119 號令修正公布全文 39 條
中華民國 87 年 1 月 7 日總統（87）華總（一）義
字第 8600284230 號令修正公布第 6、9、10、12、
15、17、25、33～35 條條文；增訂第 15-1、30-1、
35-1 條條文；並刪除第 7、24、30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9 年 5 月 17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8900118400 號令修正公布第 2～4、6、11、16、
22、28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1 年 6 月 1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120580 號令修正公布第 12、16 條條文；並
增訂第 12-1、32-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5 年 6 月 1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85901 號令修正公布第 3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25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4960 號公告第 29 條所列屬「財政部」之
權責事項，經行政院公告自 93 年 7 月 1 日起變
更為「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管轄，自 101
年 7 月 1 日起改由「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管轄

ௐ˘ౢ!ᓁ!
Ğዋϡቑಛğ!!
ௐ˘୧ 山坡地之保育、利用，依本條例規定；
本條例未規定者，依其他法律規定。
Ğგ፟ᙯğ!!
ௐ˟୧ 本條例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政
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縣（市）為縣（市）政府。
有關山坡地之地政及營建業務，由內政部
會同中央主管機關辦理；有關國有山坡地之
委託管理及經營，由財政部會同中央主管機
關辦理。
Ğ̋гቑಛğ!
ௐˬ୧ 本條例所稱山坡地，係指國有林事業
區、試驗用林地及保安林地以外，經中央或
直轄市主管機關參照自然形勢、行政區域或
保育、利用之需要，就合於左列情形之一者
劃定範圍，報請行政院核定公告之公、私有
土地：
一、標高在一百公尺以上者。
二、標高未滿一百公尺，而其平均坡度在百
分之五以上者。
Ğ̳ѣ̋гᙷ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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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α୧ 本條例所稱公有山坡地，係指國有、
直轄市有、縣（市）有或鄉（鎮、市）有之
山坡地。
ĞܲֈӀϡؠཌྷğ!!
ௐ̣୧ 本條例所稱山坡地保育、利用，係指
依自然特徵、應用工程、農藝或植 生方法，
以防治沖蝕、崩坍、地滑、土、石流失等災
害，保護自然生態景觀，涵養水源等水土保
持處理與維護，並為經濟有效之利用。
Ğֹϡડထࢍܲ˿ͪ̈́ؠ൪ğ!
ௐ̱୧ 山坡地應按土地自然形勢、地質條
件、植生狀況、生態及資源保育、可利用限
度及其他有關因素，依照區域計畫法或都市
計畫法有關規定，分別劃定各種使用區或編
定各種使用地。
前項各種使用區或使用地，其水土保持計
畫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視需要分別
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實施；
其變更時，亦同。
ௐ˛୧ 刪除
ௐˣ୧ （公有地測量登記）公有山坡地未經
實施地籍測量或土地總登記者，應定期實施
測量，並辦理總登記。
Ğͪ˿ܲཌྷચˠğ!
ௐ˝୧ 在山坡地為下列經營或使用，其土地
之經營人、使用人或所有人，於其經營或使
用範圍內，應實施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
一、宜農、牧地之經營或使用。
二、宜林地之經營、使用或採伐。
三、水庫或道路之修建或、養護。
四、探礦、採礦、採取土石、堆積土石或設
置有關附屬設施。
五、建築用地之開發。
六、公園、森林遊樂區、遊憩用地、運動場
地或軍事訓練場之開發或經營。
七、墳墓用地之開發或經營。
八、廢棄物之處理。
九、其他山坡地之開發或利用。
Ğ̙ጽጩΚϡğ!
ௐȈ୧ 在公有或他人山坡地內，不得擅自墾
殖、占用或從事前條第一款至第九款之開
發、經營或使用。
Ğܲؠֈ͞ёğ!
ௐȈ˘୧ 加強保育、利用之必要者，其水土
保持處理與維護，應依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指定方式實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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Ğͪ˿ܲ၁߉̈́ᑭߤğ!
ௐȈ˟୧ 山坡地之經營人、使用人或所有
人，應依主管機關規定之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及期限，實施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
前項實施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其期限
最長不得超過三年；已完成水土保持處理
後，應經常加以維護，保持良好之效果，如
有損壞，應即搶修或重建。
主管機關對前二項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
應隨時稽查。
Ğͪ˿̝ܲᑭߤğ!
ௐȈ˟୧̝˘ 宜農、牧地完成水土保持處
理，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派員檢查
合格者，發給宜農、牧地水土保持合格證明
書。
宜林地完成造林後，經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理機關派員檢查合格屆滿三年，其成活
率達百分之七十者，發給造林水土保持合格
證明書。
Ğ˿гϹೱ̶Ъğ!
ௐȈˬ୧ 政府為增進山坡地之利用或擴大經
營規模之需要，得劃定地區，辦理土地重劃、
局部交換或協助農民購地，並輔導農民合作
經營、共同經營或委託經營。
Ğϡгᇈќ̈́ྃᐺğ!
ௐȈα୧ 政府為實施山坡地保育、利用，興
建公共設施之需要，得徵收或收回左列土地：
一、私有地。
二、未繳清地價之放領地。
三、放租地。
前項土地有特別改良或地上物者，由政府予
以補償；其為放領地者，並發還已交繳之地
價。
Ğღާநğ!
ௐỊ̏୧ 山坡地之開發、利用，致有發生災
害或危害公共設施之虞者，主管機關應予限
制，並得緊急處理；所需費用，由經營人、
使用人或所有人負擔。
前項所造成之災害或危害，經營人、使用
人或所有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Ğထߤ֟ؠડğ!
ௐ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參照行政區域或保育利用管理之需要，劃定
巡查區，負責查報、制止及取締山坡地違規
使用行為。

ௐ˟ౢ!ྺຽֹϡ!
ĞΞӀϡࢨؠߤޘğ!
ௐȈ̱୧ 山坡地供農業使用者，應實施土地
可利用限度分類，並由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
關完成宜農、牧地、宜林地、加強保育地查
定。土地經營人或使用人，不得超限利用。
前項查定結果，應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於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公告
之；公告期間不得少於三十日。
第一項土地可利用限度分類標準，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經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查
定之宜林地，其已墾殖者，仍應實施造林及
必要之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
Ğྺຽፋវ൴णఢထ̈́ረᐽğ!
ௐȈ˛୧ 山坡地依第六條第一項劃定使用區
後，其適於農業發展者，主管機關應辦理整
體發展規劃，並擬訂水土保持細部計畫，輔
導農民實施。
山坡地面積在五十公頃以上，具有發展潛
力者，主管機關得優先協助土地經營人、使
用人或所有人實施水土保持，改善農業經營
條件；其所需費用，得予協助辦理貸款或補
助。
ĞϏฟ൴̋г̝நğ!
ௐȈˣ୧ 未開發之宜農、牧、林山坡地，其
開發依農業發展條例有關規定辦理。
ĞѣԠྺຽܦѐ̝˿гפğ!
ௐȈ˝୧ 志願從事農業具有經營計畫之青
年，得依農業發展條例之規定，開發或承受
公有山坡地。
Ğٸ১ăٸᅳࢬ᎕ࢨטğ!
ௐ˟Ȉ୧ 公有宜農、牧、林山坡地，放租或
放領予農民者，其承租、承領面積，每戶合
計不得超過二十公頃。但基於地形限制，得
為百分之十以內之增加。
本條例施行前，原承租面積超過前項規定
者，其超過部分，於租期屆滿時不得續。
公有山坡地放租、放領辦法，由內政部會
同有關機關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ĞҺᇈኬඁğ!
ௐ˟Ȉ˘୧ 未放租、放領之公有山坡地，免
徵賦稅。
（地價減免）第二十二條承領之山坡
地，因不可抗力致全部或部分不能使用者，
其不能使用部分，經承領人層報中央或直轄
市主管機關核准者，自申報日起，減免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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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承領之山坡地，因不可抗力致全
部或部分不能使用者，其不能使用部分，經
承租人層報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核准者，
自申報日起，減免地價。
Ğխႆ̝гᆊ̈́১ܛநğ!
ௐ˟Ȉˬ୧ 承領人承領之山坡地，遇有重大
災歉，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勘查
屬實，當期地價得暫緩繳付。但應於原定全
部地價繳清年限屆滿後，就其緩繳期數依次
補繳。
承租人承租之山坡地有前項災歉者，報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勘查屬實後，減
免當期租金。
Ğͪ˿ܲϡ̶ፉğ!
ௐ˟Ȉα୧ 刪除
ĞࢨӀϡநğ!
ௐ˟Ị̏୧ 山坡地超限利用者，由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通知經營人、使用人或所
有人限期改正；屆期不改正者，依第三十五
條之規定處罰，並得依下列規定處理：
一、放租、放領或登記耕作權之山坡地屬於
公有者，撤銷其承租、承領或耕作權，
收回土地，另行處理；放領地所已繳之
地價不予發還。
二、借用或撥用之山坡地屬於公有者，由原
所有或管理機關收回。
三、山坡地為私有者，停止其使用。
前項各款土地之地上物，由經營人、使
用人或所有人依限收割或處理；屆期不
為者，主管機關得逕行清除，不予補償。
Ğᖼ১̈́ͤ১ࡗநğ!
ௐ˟Ȉ̱୧ 依本條例承租之公有山坡地，不
得轉租；承租人轉租者，其轉租行為無效，
由主管機關撤銷其承租權，收回土地，另行
處理；土地之特別改良及地上物均不予補償。
承租人死亡無人繼承，或無力自任耕作，
或因遷徙、轉業，不能繼續承租者，由主管
機關終止租約，收回土地，另行處理。地上
物得限期由承租人收割、處理，或由主管機
關估定價格，由新承租（承領）人補償承受，
原承租人所有特別改良併同辦理。
Ğٸᅳг̝ொᖼğ!
ௐ˟Ȉ˛୧ 依本條例承領之公有山坡地，承
領人在繳清地價取得土地所有權前，不得轉
讓或出租；承領人轉讓或出租者，其轉讓或
出租行為無效，由主管機關撤銷其承領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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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土地另行處理；所繳地價不予發還，土
地之特別改良或地上物均不予補償。
承領人在繳清地價取得土地所有權前死亡
無人繼承，或無力自任耕作，或因遷徙、轉
業，不能繼續承領者，由主管機關收回土地
另行處理；所繳地價除死亡無人繼承者依民
法處理外，一次發還；其特別改良或地上物，
比照前條第二項規定辦理。
承領人繳清地價，取得土地所有權後，其
屬宜林地者，承領人應依規定先行完成造
林，始得移轉；屬宜農、牧地者，其移轉之
承受人以能自耕者為限。
Ğ̋гฟ൴ૄܛğ!
ௐ˟Ȉˣ୧ 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為推動
山坡地開發及保育、利用，得設立山坡地開
發基金；其資金來源如左：
一、政府指撥之專款。
二、國、直轄市有森林用地解除後之林木砍
伐收入。
三、國、直轄市有森林用地、原野地委託地
方政府代為管理部分之租金、放領之地
價，扣除支付管理費及放租應繳田賦後
之餘款。
四、其他收入。
前項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行政院
定之。
Ğૄܛഠğ!
ௐ˟Ȉ˝୧ 為配合前條山坡地開發基金之運
用，中央主管機關，得會同財政部指定行庫，
依各地區發展計畫，按年訂定貸款計畫，辦
理貸款。

ௐˬౢ!ྺܧຽֹϡ!
Ğྺܧຽֹϡ̝ͪ˿ܲࢍ൪̈́ᒖဩᇆᜩෞ
Ҥğ!
ௐˬȈ୧ 刪除
ௐˬȈ୧̝˘ 從事第九條第三款至第九款之
經營或使用行為、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擅自開發者，除依水土保持法有關規定處理
外，自第一次處罰之日起兩年內，暫停該地
之開發申請。
Ğͪऱăྮ̝ܲֈğ!
ௐˬȈ˘୧ 水庫或道路管理機關，應編列經
費，實施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其屬私有水
庫或道路者，應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督
導實施維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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ĞะͪડܲֈӀϡğ!
未依核定之水土保持計畫實施者。
ௐˬȈ˟୧ 集水區內之山坡地保育、利用，
二、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未在期限
應配合各該所在地集水區經營計畫辦理，並
內改正者。
於興建水庫時，優先納入興建計畫內實施。
前項各款情形之一，經限期改正而不改正，
（水庫集水區內非農業使用之同意）
或未依改正事項改正者，得按次分別處罰，至
ௐˬȈ˟୧̝˘ 於水庫集水區內修建道路、
改正為止；並得令其停工，沒入其設施及所使
伐木、探礦、採礦、採取或堆積土石、開發
用之機具，強制拆除及清除其工作物，所需費
建築用、開發或經營遊憩與墳墓用地、處理
用，由經營人、使用人或所有人負擔。
廢物及為其他開發或利用行為者，應先徵得
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致生水土流失、毀損
其治理機關（構）之同意，並報經各該目的
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設施或釀成災害者，處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六月以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六
前項治理機關（構）
，指水庫管理機關或經
十萬元以下罰金；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年以
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構）。
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十萬元
第一項治理機關（構）得隨時派員查勘，
以下罰金；致重傷，處一年以上七年以下有期
遇有危害水庫安全之虞時，得報請目的事業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六十萬元以下罰金。
主管機關通知山坡地經營人、使用人或所有 ௐˬỊ̏୧̝˘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
人停工；於完成加強保護措施、經檢查合格
人之代理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
後，方得繼施工。
行業務犯第三十四條或第三十五條第三項之
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行為人外，對
ௐαౢ!ረᘂ!
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金。
ĞჳᔫૻેטҖğ!
Ğረᐽྃӄğ!
ௐˬȈˬ୧ 處理山坡地之保育利用管理之查 ௐˬȈ̱୧ 前條所定罰鍰，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處罰；經通知逾期不繳納者，
報與取締工作，確有績效者，及違規使用山
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坡地經處罰有案者之舉發人，由主管機關給
與獎金。
前項獎勵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ĞងΚЖჳğ!
ௐˬȈα୧ 違反第十條規定者，處六月以上
五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六十萬元
以下罰金。
前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五年以上十二年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
罰金；致重傷者，處三年以上十年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十萬元以下罰金。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致釀成災害者，處一
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六十萬元以
下罰金。
第一項未遂犯罰之。
犯本條之罪者，其墾殖物、工作物、施工
材料及所使用之機具沒收之。
Ğ࿁ఢჳğ!
ௐˬỊ̏୧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六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依法應擬具水土保持計畫而未擬具，或
水土保持計畫未經核定而擅自實施，或

ௐ̣ౢ!!ܢ
Ğ̋гܲгֹϡொᖼğ!
ௐˬȈ˛୧ 山坡地範圍內山地保留地，輔導
原住民開發並取得耕作權、地上權或承租
權。其耕作權、地上權繼續經營滿五年者，
無償取得土地所有權，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
途，如有移轉，以原住民為限；其開發管理
辦法，由行政院定之。
Ğ߉Җğ!
ௐˬȈˣ୧ 本條例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Ğ߉Җ͟ഇğ!
ௐˬȈ˝୧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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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期限，送達於山坡地經營人、使用人或
所有人。
Ğͪ˿ܲԆјഇࢨğ!!
ௐ̱୧ 山坡地經營人、使用人或所有人依本
條例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實施水土保持處
中華民國 66 年 9 月 30 日經濟部（66）經農字第
理，其完成期限如下：
28853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25 條
一、宜農、牧地：經營或使用面積在二公頃
中華民國 76 年 6 月 30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76）
農林字第 6101096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22 條
以下者，自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中華民國 88 年 5 月 31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88）
通知實施之日起一年內完成，超過二公
農林字第 88118880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17 條
頃者，三年內完成；其屬於長期勤耕作
中華民國 88 年 12 月 31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88）
物者，得自清園後起算。
農林字第 88160813 號令修正發布第 12 條之附件
二、宜林地：經營或使用面積在二公頃以下
中華民國 92 年 2 月 27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水
者，自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通知
保字第 0921801944 號令增訂發布第 8-1、11-1、
造林之日起一年內完成，超過二公頃
16-1 條條文；並刪除第 8、9、16 條條文
者，三年內完成。
三、加強保育地：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Ğֶፂğ!
機關定之。
ௐ˘୧ 本細則依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以下
四、非農業使用之山坡地：依水土保持法施
簡稱本條例）第三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行細則第十四條所核定之施工期限。
Ğ̋гቑಛ̳Әğ!!
ௐ˟୧ 本條例第三條規定之公告，由中央、 Ğͪ˿ܲԫఙఢቑğ!!
直轄市主管機關為之，於公告後，在縣（市） ௐ˛୧ 本條例第十二條第一項所稱主管機關
規定之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指中央主管機關
應將其圖說交有關縣（市）主管機關轉交鄉
依水土保持法第八條第二項公告之水土保持
（鎮、市、區）公所；在直轄市交區公所分
技術規範。
別公開展示，展示期間不得少於三十日。展
示後並應保存清晰之圖說一份，以供閱覽。 Ğͪ˿̝ܲᑭߤğ!
ௐˣ୧ （刪除）
Ğͪ˿ܲࢍ൪̰टğ!
ௐˬ୧ 本條例第六條第二項規定之水土保持 ௐˣ୧̝˘ 本條例第十二條之一第一項之宜
農、牧地完成水土保持處理，屬中央水土保
計畫，其內容如下：
持機關輔導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一、使用區內各使用地之水土保持處理與維
得委託中央水土保持機關實施檢查合格，發
護事項及其義 務人。
給宜農、牧地水土保持合格證明書。
二、分期分區完成期限。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十
三、經費及其來源。
二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實施檢查時，應會同該
四、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規劃圖（比例尺不
管林業主管機關辦理。
得小於一萬分之一）。
宜農、牧地水土保持合格證明書及造林水
Ğͪ˿ܲࢍ൪̳Әğ!!
土保持合格證明書之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
ௐα୧ 前條水土保持計畫之公告，由中央、
直轄市主管機關為之，於公告後，在縣（市） 定之。
應將其圖說交有關縣（市）主管機關轉交鄉 Ğͪ˿ܲჯ᜕ğ!
（鎮、市、區）公所；在直轄市交區公所， ௐ˝୧ 刪除
分別公開展示，展示期間不得少於三十日。 Ğͪ˿̳ܲВ̝̍ଯજğ!
展示後並應保存清晰完整之圖說一份，以供 ௐȈ୧ 水土保持有關道路、排水系統、野溪
治理、灌溉、防砂工程之興建及維護，得由
閱覽。
地方人士組織委員會推動之，並受直轄市或
Ğܲ͞˿ͪؠёğ!!
縣（市）主管機關輔導、監督。
ௐ̣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例
第十一條指定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之方式 ĞღާநԔğ!!
者，應載明地區、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方法、 ௐȈ˘୧ 本條例第十五條第一項所稱致有發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施
行細則

U‐2‐2

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施行細則

生災害或危害公共設施之虞，指下列各款情
形之一而言；主管機關採取緊急處理時，應
通知山坡地經營人、使用人或所有人。但無
法通知者，不在此限：
一、土砂或渣物淤塞河床或水道。
二、破壞地表或地下水源涵養。
三、水、土壤或其他環境受污染。
四、土地發生崩塌或土石流失。
五、損害田地、房舍、道路、橋樑安全。
六、有礙防洪、排水、灌溉、其他水資源保
護或水利設施。
七、其他有妨礙公共安全事項。
Ğ؎Ᏹநߤಡפ̍үğ!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
行本條例第十五條之一規定之查報、制止山
坡地違規使用行為，得委託相關集水區治理
機關（構）或當地鄉（鎮、市、區）公所辦
理。
ĞΞӀϡࢨᙷ̶ޘᇾğ!!
ௐȈ˟୧ 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應依本條例
第十六條第三項所定之山坡地土地可利用限
度分類標準（如附件）
，完成宜農、牧地、宜
林地、加強保育地查定。
前項查定結果，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於公告時並應通知土地管理機關或土地所
有人。
Ğڒآгͪ˿ܲğ!!
ௐȈˬ୧ 依本條例第十六條實施土地可利用
限度分類查定之宜林地，其已墾殖者，仍應
實施造林及必要之水土保持處理。
前項造林及必要之水土保持處理，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包括林業主管單）
應輔導山坡地經營人、使用人或所有人實施
之。 育林、伐木、集材、運材等作業，應避
免引起沖蝕、破壞地表或損及排水系統。
Ğፋវ൴णఢထ̈́ͪ˿ܲొࢍ൪ğ!
ௐȈα୧ 本條例第十七條第一項所稱整體發
展規劃，指依國土綜合發展計畫、區域計畫
或都市計畫指定地區，辦理農業區域發展規
劃，就農業發展、自然文化景觀及生態維護、
水土資源保育利用、產銷配合發展等所訂區
域性農業綜合規劃；所稱水土保持細部計
畫，指配合區域性農業發展所實施水土保持
處理與公共設施及其維護計畫。
ĞረᐽડાّܲֈநࢋІğ!
ௐỊ̏୧ 本條例第十七條第二項所稱具有農

業發展潛力者，指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而言：
一、能配合區域性農業發展計畫者。
二、區域內自然條件及農業經營形態具有代
表性者。
三、區域宜農牧地集中，且具有繼續開發可
能者。
四、區域內土地能積極實施適當水土保持處
理，推行機械化經營與公
共設施興建者。
Ğͪऱะͪડ̰ྺܧຽֹϡ̝Тຍğ!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依本條
例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指定治理機關
（構）之分工如下：
一、水庫集水區在直轄市行政區域者，由直
轄市主管機關指定之。
二、水庫集水區在縣（市）行政區域或跨越
直轄市與縣（市）行政區域者，由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
Ğ߉Җ͟ഇğ!!
ௐȈ˛୧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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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山坡地土地可利用限度之分類分級查定基準規定如下：
（一）坡度：指一坵塊土地之平均傾斜比，以百分比表示之，其分級如下：
坡度級別

分

級

範

圍

一級坡

坡度百分之五以下。

二級坡

坡度超過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

三級坡

坡度超過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三十。

四級坡

坡度超過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

五級坡

坡度超過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五。

六級坡

坡度超過百分之五十五。

（二）土壤有效深度：指從土地表面至有礙植物根系伸展之土層深度，以公分表示之，其
分級如下：
有效深度級別
甚

級

範

層

超過九十公分。

深

層

超過五十公分至九十公分。

淺

層

超過二十公分至五十公分。

層

二十公分以下。

甚

深

分

淺

圍

（三）土壤沖蝕程度：依土地表面所呈現之沖蝕徵狀與土壤流失量決定之，其分級如下：
沖蝕程度級別

土地沖蝕徵狀及土壤流失量

輕微

地面無小沖蝕溝跡象，表土流失量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下。

中等

地面有蝕溝系統之跡象，礫石、碎石含量在百分之二十以
下，表土流失量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七十五。

嚴重

地面沖蝕溝甚多，片狀沖蝕活躍，土石顏色鮮明，礫石、
碎石含量超過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底土流失量在百
分之五十以下。

極嚴重

掌狀蝕溝分歧交錯，含石量超過百分之四十，底土流失量
超過百分之五十，甚至母岩裸露，局部有崩塌現象。

（四）母岩性質：依土壤下接母岩之性質對植物根系伸展及農機具施工難易決定之，其分
類如下：
母岩性質類別

母

岩

特

性

軟質母岩

母岩鬆軟或呈碎礫狀，部分植物根系可伸入其間，農機具
施工無大礙者。

硬質母岩

母岩堅固連接，植物根系無法伸入其間，農機具施工有礙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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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坡地土地之可利用限度分類標準如下：
土地可利
用限度類
別

土地等級

二級地

甚深層之二、三級
坡。
同上
深層之二級坡。
淺層之一級坡。

三級地

甚深層之四級坡。
深層之三級坡。 同上
淺層之二級坡。

宜農牧地

註

1

甚深層之五級坡。
深層之四、五級
坡。
淺 層 之 三 、 四 級 同上
坡。
甚淺層之一、二、
三級坡。

2

1.土地利用僅限於種常年地面覆蓋不須
淺層之五級坡。
全面擾動土壤之多年生果樹或牧草。
甚淺層之四級坡。 2.如必須栽種勤耕作物，應由主管機關指
定其水土保持設施。

四級地

加強
保育地

備

甚深層之一級坡。 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水土保持技術規
深層之一級坡。 範實施水土保持。

一級地

宜林地

土地特性

五級地

甚深層、深層、淺
層之六級坡。
甚淺層之五、六級
坡。
應行造林或維持自然林木或植生覆蓋，
淺層之五級坡，土
不宜農耕之土地，初期造林有沖蝕嚴重
壤沖蝕嚴重者。
現象時，應配合必要之水土保持。
甚淺層之四級
坡，土壤沖蝕嚴重
或下接硬質母岩
者。

六級地

沖蝕極嚴重、崩
坍、地滑、脆弱母
岩裸露等，應加強 依主管機關指定方式實施水土保持。
保育處理，減免災
害發生之土地。

三、山坡地有下列情事之一者，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得查定為宜林地，不受前二點規定之
限制：
（一）必須依賴森林或林木以預防災害，保育水土資源，維護公共安全之土地或林業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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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及重要母樹或紀念性林木生育之土地。
（二）保護自然文化景觀、生態環境、名勝、古蹟、公共衛生之用地。
（三）水庫集水區或河川保護地帶。
（四）區域計畫擬定機關配合山坡地多目標發展之保育利用，所擬整體發展計畫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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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條例

農業發展條例
中華民國 62 年 9 月 3 日總統（62）台統（一）義
字第 4031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38 條
中華民國 69 年 1 月 30 日總統令修正公布第 3、20、
21、23、24 條條文；並增訂第 21-1、26-1 條條
文
中華民國 72 年 8 月 1 日總統（72）台統（一）義
字第 4301 號令修正公布全文 53 條
中華民國 75 年 1 月 6 日總統（75）華總（一）義
字第 0056 號令修正公布第 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9 年 1 月 26 日總統（88）華總（一）義
字第 8900017370 號令修正公布全文 77 條；並自
公布日施行
中華民國 91 年 1 月 30 日總統（91）華總一義字第
09100019010 號令修正公布第 12、18、25、71
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92 年 2 月 7 日 總 統華 總 一義 字 第
092000200080 號令修正公布第 3、5、8、16、17、
20～22、26、27、30～32、36、37、39、43、52、
54、55、63～65、67、69、74、77 條條文；增訂
第 8-1、9-1、22-1、25-1、67-1、67-2 條條文；
並刪除第 11、1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6 年 1 月 1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01891 號令修正公布第 31、39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6 年 1 月 2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10991 號令修正公布第 2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9 年 12 月 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331471 號令增訂公布第 38-1 條條文

ௐ˘ౢ!ᓁ!
ௐ˘୧ 為確保農業永續發展，因應農業國際
化及自由化，促進農地合理利用，調整農業
產業結構，穩定農業產銷，增進農民所得及
福利，提高農民生活水準，特制定本條例；
本條例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之規定。
ௐ˟୧ 本條例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政
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縣（市）為縣（市）政府。
ௐˬ୧ 本條例用辭定義如下：
一、農業：指利用自然資源、農用資材及科
技，從事農作、森林、水產、畜牧等產
製銷及休閒之事業。
二、農產品：指農業所生產之物。
三、農民：指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之自然人。
四、家庭農場：指以共同生活戶為單位，從
事農業經營之農場。
五、休閒農業：指利用田園景觀、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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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環境資源，結合農林漁牧生產、農業
經營活動、農村文化及農家生活，提供
國民休閒，增進國民對農業及農村之體
驗為目的之農業經營。
六、休閒農場：指經營休閒農業之場地。
七、農民團體：指農民依農會法、漁會法、
農業合作社法、農田水利會組織通則所
組織之農會、漁會、農業合作社及農田
水利會。
八、農業企業機構：指從事農業生產或農業
試驗研究之公司。
九、農業試驗研究機構：指從事農業試驗研
究之機關、學校及農業財團法人。
十、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
業區、保護區範圍內，依法供下列使用
之土地：
（一）供農作、森林、養殖、畜牧及保育
使用者。
（二）供與農業經營不可分離之農舍、畜
禽舍、倉儲設備、曬場、集貨場、
農路、灌溉、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
地。
（三）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
業使用之倉庫、冷凍（藏）庫、農
機中心、蠶種製造（繁殖）場、集
貨場、檢驗場等用地。
十一、耕地：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
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及
森林區之農牧用地。
十二、農業使用：指農業用地依法實際供農
作、森林、養殖、畜牧、保育及設置
相關之農業設施或農舍等使用者。但
依規定辦理休耕、休養、停養或有不
可抗力等事由，而未實際供農作、森
林、養殖、畜牧等使用者，視為作農
業使用。
十三、農產專業區：指按農產別規定經營種
類所設立，並建立產、製、儲、銷體
系之地區。
十四、農業用地租賃：指土地所有權人將其
自有農業用地之部分或全部出租與他
人經營農業使用者。
十五、委託代耕：指自行經營之家庭農場，
僅將其農場生產過程之部分或全部作
業，委託他人代為實施者。
十六、農業產銷班：指土地相毗連或經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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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產業之農民，自願結合共同從事農
執照。但農業設施面積在四十五平方公尺以
業經營之組織。
下，且屬一層樓之建築者，免申請建築執照。
十七、農產運銷：指農產品之集貨、選別、
本條例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一月十三日修正施
分級、包裝、儲存、冷凍（藏）
、加工
行前，已興建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面積在
處理、檢驗、運輸及交易等各項作業。 二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下而無安全顧慮者，得免
十八、農業推廣：指利用農業資源，應用傳
申請建築執照。
播、人力資源發展或行政服務等方
前項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與興建之種類、興建
式，提供農民終身教育機會，協助利
面積與高度、申請程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
用當地資源，發展地方產業之業務。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ௐα୧ 為期本條例之有效實施，政府各級有
對於農民需求較多且可提高農業經營附加
關機關應逐年將有關工作，編列年度施政計
價值之農業設施，主管機關得訂定農業設施標
畫及預算，積極推動。
準圖樣。採用該圖樣於農業用地施設者，得免
前項預算，應由中央政府配合補助。
由建築師設計監造或營造廠承建。
ௐ̣୧ 主管機關為推動農業經營管理資訊 ௐ˝୧ 中央主管機關為維護農業發展需要，
化，辦理農業資源及產銷統計、分析，應充
應配合國土計畫之總體發展原則，擬定農業
實資訊設施及人力，並輔導農民及農民團體
用地需求總量及可變更農地數量，並定期檢
建立農業資訊應用環境，強化農業資訊蒐集
討。
機制。
ௐ˝୧̝˘ 為促進農村建設，並兼顧農業用
鄉（鎮、市、區）公所應指定專人辦理農
地資源有效利用與生產環境之維護，縣（市）
業資源及產銷資料之調查、統計，層報該管
主管機關得依據當地農業用地資源規劃與整
主管機關分析處理。
體農村發展需要，徵詢農業用地所有權人意
ௐ̱୧ 主管機關為執行保護農業資源、救
願，會同有關機關，以土地重劃或區段徵收
災、防治植物病蟲害、家畜或水產動植物疾
等方式，規劃辦理農業用地開發利用。
病等特定任務時，得指定人員為必要之措施。
前項農業用地開發利用之規劃、協調與實施
ௐ˛୧ 為強化農民團體之組織功能，保障農
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
民之權益，各類農民團體得依法共同設立全
關機關定之。
國性聯合會。
ௐȈ୧ 農業用地於劃定或變更為非農業使用
時，應以不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並先
ௐ˟ౢ!ྺгӀϡᄃგந!
徵得主管機關之同意；其變更之條件、程序，
另以法律定之。
ௐˣ୧ 主管機關得依據農業用地之自然環
在前項法律未制定前，關於農業用地劃定或
境、社會經濟因素、技術條件及農民意願，
變更為非農業使用，依現行相關法令之規定辦
配合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土地使用分區
理。
之劃定，擬訂農地利用綜合規劃計畫，建立
ௐȈ˘୧ （刪除）
適地適作模式。
前項完成農地利用綜合規劃計畫地區，應至 ௐȈ˟୧ 第十條第一項用地之變更，應視其
事業性質，繳交回饋金，撥交第五十四條中
少每五年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當地發展情況作
央主管機關所設置之農業發展基金，專供農
必要之修正。
業發展及農民福利之用。
ௐˣ୧̝˘ 農業用地上申請以竹木、稻草、
各目的事業相關法令已明定土地變更使用
塑膠材料、角鋼、鐵絲網或其他材料搭建無
應捐贈或繳交相當回饋性質之金錢或代金
固定基礎之臨時性與農業生產有關之設施，
者，其繳交及使用，依其法令規定辦理。但其
免申請建築執照。直轄市、縣（市）政府得
土地如係農業用地，除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
斟酌地方農業經營需要，訂定農業用地上搭
年一月四日修正施行前已收繳者，得免予撥交
建無固定基礎之臨時性與農業生產有關設施
外，各相關機關應將收繳之金錢或代金之二分
之審查規範。
之一依前項規定辦理。
農業用地上興建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應
前二項有關回饋金、金錢或代金之繳交、撥
先申請農業設施之容許使用，並依法申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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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與分配方式及繳交基準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ௐȈ˛୧ 本條例修正施行前，登記有案之寺
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廟、教堂、依法成立財團法人之教堂（會）、
第十條第一項用地之變更，有下列情形之一
宗教基金會或農民團體，其以自有資金取得
者，得免繳交回饋金：
或無償取得而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之農業用
一、政府興辦之公共建設及公益性設施。
地，得於本條例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一月十三
二、政府興辦之農村建設及農民福利設施。
日修正施行後一年內，更名為該寺廟、教堂
三、興辦之建設、設施位於經濟部公告為嚴
或依法成立財團法人之教堂（會）、宗教基金
重地層下陷地區，或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會或農民團體所有。
偏遠、離島地區。
ௐȈˣ୧ 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四日
ௐȈˬ୧ 地政主管機關推行農地重劃，應會
修正施行後取得農業用地之農民，無自用農
同農業及水利等有關機關，統籌策劃，配合
舍而需興建者，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實施。
關核定，於不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
ௐȈα୧ （刪除）
展，得申請以集村方式或在自有農業用地興
ௐỊ̏୧ 主管機關對於集水區之經營管理，
建農舍。
應會同相關機關作整體規劃。對於水土保
前項農業用地應確供農業使用；其在自有農
持、治山防災、防風林、農地改良、漁港、
業用地興建農舍滿五年始得移轉。但因繼承或
農業專用道路、農業用水、灌溉、排水等農
法院拍賣而移轉者，不在此限。
業工程及公共設施之興建及維護應協調推
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四日修正施
動。
行前取得農業用地，且無自用農舍而需興建
ௐȈ̱୧ 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
者，得依相關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法令規定，
○．二五公頃者，不得分割。但有下列情形
申請興建農舍。
之一者，不在此限：
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四日修正施
行前共有耕地，而於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
一、因購置毗鄰耕地而與其耕地合併者，得
一月四日修正施行後分割為單獨所有，且無自
為分割合併；同一所有權人之二宗以上
用農舍而需興建者，亦同。
毗鄰耕地，土地宗數未增加者，得為分
第一項及前項農舍起造人應為該農舍坐落
割合併。
土地之所有權人；農舍應與其坐落用地併同移
二、部分依法變更為非耕地使用者，其依法
轉或併同設定抵押權；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
變更部分及共有分管之未變更部分，得
用地不得重複申請。
為分割。
前四項興建農舍之農民資格、最高樓地板面
三、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四日修正
積、農舍建蔽率、容積率、最大基層建築面積
施行後所繼承之耕地，得分割為單獨所
與高度、許可條件、申請程序、興建方式、許
有。
可之撤銷或廢止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
四、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四日修正
施行前之共有耕地，得分割為單獨所有。 內政部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對以集村方式興建農舍者應予獎
五、耕地三七五租約，租佃雙方協議以分割
勵，並提供必要之協助；其獎勵及協助辦法，
方式終止租約者，得分割為租佃雙方單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獨所有。
六、非農地重劃地區，變更為農水路使用者 ௐȈ˝୧ 為確保農業生產環境，避免地下水
及土壤污染，影響國民健康，農業用地做為
。
廢棄物處理場（廠）或污染性工廠等使用，
七、其他因執行土地政策、農業政策或配合
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進行環境影響評估。
國家重大建設之需要，經中央目的事業
農業用地設立廢棄物處理場（廠）或污染性
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得為分割。
工廠者，環境主管機關應全面普查建立資料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定共有耕地，辦理分
庫，廢棄物處理場（廠）或工廠設立者應於廢
割為單獨所有者，應先取得共有人之協議或法
棄物處理場（廠）或污染性工廠四周，設立地
院確定判決，其分割後之宗數，不得超過共有
下水監控系統，定期檢查地下水或土壤是否遭
人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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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污染，經監控確有污染者，應依照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有關限制土地使用、賠償、整治
及復育等事項之相關法規辦理。
ௐ˟Ȉ୧ 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四日
修正施行後所訂立之農業用地租賃契約，應
依本條例之規定，不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
例之規定。本條例未規定者，適用土地法、
民法及其他有關法律之規定。
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四日修正施
行前已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或已依土地法
及其他法律之規定訂定租約者，除出租人及承
租人另有約定者外，其權利義務關係、租約之
續約、修正及終止，悉依該法律之規定。
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四日修正施
行前所訂立之委託經營書面契約，不適用耕地
三七五減租條例之規定；在契約存續期間，其
權利義務關係，依其約定；未約定之部分，適
用本條例之規定。
ௐ˟Ȉ˘୧ 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四
日修正施行後所訂立之農業用地租賃契約之
租期、租金及支付方式，由出租人與承租人
約定之，不受土地法第一百十條及第一百十
二條之限制。租期逾一年未訂立書面契約
者，不適用民法第四百二十二條之規定。
前項農業用地租賃約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
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不適用民法第四百五十
一條及土地法第一百零九條、第一百十四條之
規定；當事人另有約定於期限屆滿前得終止租
約者，租賃關係於終止時消滅，其終止應於六
個月前通知他方當事人；約定期限未達六個月
者，應於十五日前通知。
農業用地租賃未定期限者，雙方得隨時終止
租約。但應於六個月前通知對方。
ௐ˟Ȉ˟୧ 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四
日修正施行後所訂立之農業用地租賃契約，
其租賃關係終止，由出租人收回其農業用地
時，不適用平均地權條例第十一條、第六十
三條、第七十七條、農地重劃條例第二十九
條及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第二十七條有關由出
租人給付承租人補償金之規定。
ௐ˟Ȉ˟୧̝˘ 主管機關為促進農地流通及
有效利用，得輔導農民團體辦理農業用地買
賣、租賃、委託經營之仲介業務，並予以獎
勵。

!

ௐˬౢ!ྺຽϠய!
ௐ˟Ȉˬ୧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全國農業產
銷方案、計畫，並督導實施。
前項方案、計畫之擬訂，應兼顧農業之生
產、生活及生態功能，發展農業永續經營體
系。
ௐ˟Ȉα୧ 中央主管機關必要時得會同有關
機關，指定農產品或農產加工品，輔導業者
設置各該業發展基金。
前項基金之管理及運用，中央主管機關得會
同有關機關指導及監督。
ௐ˟Ị̏୧ 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就農
業資源分布、生產環境及發展需要，規劃農
業生產區域，並視市場需要，輔導設立適當
規模之農產專業區，實施計畫產、製、儲、
銷。
農產專業區內，政府指定興建之公共設施，
得酌予補助或協助貸款。
ௐ˟Ị̏୧̝˘ 主管機關為發展農業科技，
得輔導設置農業科技園區；其設置、管理及
輔導，另以法律定之。
ௐ˟Ȉ̱୧ 農民自願結合共同從事農業經
營，符合一定條件者，得組織農業產銷班經
營之；主管機關並得依其營運狀況予以輔
導、獎勵、補助。
農業產銷班之設立條件、申請程序、評鑑方
式、輔導、獎勵、補助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種用動植物、
肥料、飼料、農藥及動物用藥等資材，應分
別訂定規格及設立廠場標準，實施檢驗。
為提升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品質，維護消費
者權益，中央主管機關應推動相關產品之證明
標章驗（認）證制度。
ௐ˟Ȉˣ୧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農業機械化
發展計畫，輔導農民或農民團體購買及使用
農業機械，並予協助貸款或補助。
ௐ˟Ȉ˝୧ 農業動力用電、動力用油、用水，
不得高於一般工業用電、用油、用水之價格。
農業動力用電費用，不採累進計算，停用期
間，免收基本費。
農業動力用電、動力用油、用水之範圍及標
準，由行政院定之。
ௐˬȈ୧ 主管機關應獎勵輔導家庭農場，擴
大經營規模；並籌撥資金，協助貸款或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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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擴大經營規模，得以組織農業產銷班、 模或其他條件，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租賃耕地、委託代耕或其他經營方式為之。
關同意者，得申請不課徵土地增值稅。
ௐˬȈ˘୧ 耕地之使用及違規處罰，應依據
前二項不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承受人於
區域計畫法相關法令規定；其所有權之移轉
其具有土地所有權之期間內，曾經有關機關查
登記依據土地法及民法之規定辦理。
獲該土地未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令
ௐˬ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農業用
期限內恢復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令
地之違規使用，應加強稽查及取締；並得併
期限內已恢復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
同依土地相關法規成立之違規聯合取締小組
用情事者，於再移轉時應課徵土地增值稅。
辦理。
前項所定土地承受人有未作農業使用之情
為加強農業用地違規使用之稽查，中央主管
事，於配偶間相互贈與之情形，應合併計算。
機關得訂定農業用地違規使用檢舉獎勵辦法。 ௐˬȈˣ୧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
ௐˬȈˬ୧ 私法人不得承受耕地。但符合第
農作物，由繼承人或受遺贈人承受者，其土
三十四條規定之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
地及地上農作物之價值，免徵遺產稅，並自
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經取得許可者，不在此限。 承受之年起，免徵田賦十年。承受人自承受
ௐˬȈα୧ 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
之日起五年內，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
試驗研究機構，其符合技術密集或資本密集
且未在有關機關所令期限內恢復作農業使
之類目及標準者，經申請許可後，得承受耕
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令期限內已恢復作農
地；技術密集或資本密集之類目及標準，由
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應追繳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應納稅賦。但如因該承受人死亡、該承受土
地被徵收或依法變更為非農業用地者，不在
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
此限。
構申請承受耕地，應檢具經營利用計畫及其他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贈
規定書件，向承受耕地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
與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繼承人者，其
（市）主管機關提出，經核轉中央主管機關許
土地及地上農作物之價值，免徵贈與稅，並自
可並核發證明文件，憑以申辦土地所有權移轉
受贈之年起，免徵田賦十年。受贈人自受贈之
登記。
日起五年內，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
中央主管機關應視當地農業發展情況及所
在有關機關所令期限內恢復作農業使用，或雖
申請之類目、經營利用計畫等因素為核准之依
在有關機關所令期限內已恢復作農業使用而
據，並限制其承受耕地之區位、面積、用途及
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應追繳應納稅賦。
他項權利設定之最高金額。
但如因該受贈人死亡、該受贈土地被徵收或依
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
法變更為非農業用地者，不在此限。
構申請承受耕地之移轉許可準則，由中央主管
第一項繼承人有數人，協議由一人繼承土地
機關定之。
而需以現金補償其他繼承人者，由主管機關協
ௐˬỊ̏୧ 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
助辦理二十年土地貸款。
試驗研究機構依前條許可承受耕地後，非經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不得擅自變更經營利用 ௐˬȈˣ୧̝˘ 農業用地經依法律變更為非
農業用地，不論其為何時變更，經都市計畫
計畫或閒置不用。
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下列各款情形之一，並取
ௐˬȈ̱୧ 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
得農業主管機關核發該土地作農業使用證明
試驗研究機構依本條例許可承受之耕地，不
書者，得分別檢具由都市計畫及農業主管機
得變更使用。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經營
關所出具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適用第
利用計畫，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用地變更
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
者，不在此限。
項規定，不課徵土地增值稅或免徵遺產稅、
ௐˬȈ˛୧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與自
贈與稅或田賦：
然人時，得申請不課徵土地增值稅。作農業
一、依法應完成之細部計畫尚未完成，未能
使用之耕地依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規定
准許依變更後計畫用途使用者。
移轉與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及農業試驗
二、已發布細部計畫地區，都市計畫書規定
研究機構時，其符合產業發展需要、一定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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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實施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於公告實
關定之。
施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計畫前，未依變 ௐαȈ̱୧ 農民或農民團體辦理共同供銷、
更後之計畫用途申請建築使用者。
運銷，直接供應工廠或出口外銷者，視同批
本條例中華民國七十二年八月三日修正生
發市場第一次交易，依有關稅法規定免徵印
效前已變更為非農業用地，經直轄市、縣（市） 花稅及營業稅。
政府視都市計畫實施進度及地區發展趨勢等 ௐαȈ˛୧ 農民出售本身所生產之農產品，
情況同意者，得依前項規定申請不課徵土地增
免徵印花稅及營業稅。
值稅。
ௐαȈˣ୧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有關主管機
ௐˬȈ˝୧ 依前二條規定申請不課徵土地增
關，對各種農產品或農產加工品，得實施計
值稅或免徵遺產稅、贈與稅、田賦者，應檢
畫產銷，並協調農業生產、製造、運銷各業
具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向該管稅捐
間之利益。
稽徵機關辦理。
ௐαȈ˝୧ 農產品加工業，得由主管機關，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之認定標準，前項之農
或經由農民團體或農產品加工業者之申請，
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之申請、核發程序及
劃分原料供應區，分區以契約採購原料。已
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劃定之原料供應區，主管機關得視實際供需
有關機關定之。
情形變更之。
ௐαȈ୧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經核准不
不劃分原料供應區者，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
課徵土地增值稅或免徵遺產稅、贈與稅、田
機關統籌協調原料分配。
賦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會同有 ௐ̣Ȉ୧ 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協助農
關機關定期檢查或抽查，並予列管；如有第
民或農民團體實施產、製、儲、銷一貫作業，
三十七條或第三十八條未依法作農業使用之
並鼓勵工廠設置於農村之工業用地或工業區
情事者，除依本條例有關規定課徵或追繳應
內，便利農民就業及原料供應。
納稅賦外，並依第六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理。 ௐ̣Ȉ˘୧ 外銷之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得
ௐαȈ˘୧ 家庭農場為擴大經營面積或便利
簽訂公約，維持良好外銷秩序。
農業經營，在同一地段或毗鄰地段購置或交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農產品，由農民團體、
換耕地時，於取得後連同原有耕地之總面積
公營機構專責外銷或統一供貨。
在五公頃以下者，其新增部分，免徵田賦五
外銷農產加工品輸入其所需之原料與包裝
年；所需購地或需以現金補償之資金，由主
材料，及外銷農產品輸入其所需之包裝材料，
管機關協助辦理二十年貸款。
其應徵關稅、貨物稅，得於成品出口後，依關
ௐαȈ˟୧ 農業學校畢業青年，購買耕地直
稅法及貨物稅條例有關規定申請沖退之。
接從事農業生產所需之資金，由主管機關協 ௐ̣Ȉ˟୧ 貿易主管機關對於限制進口之農
助辦理二十年貸款。
產品於核准進口之前，應徵得中央主管機關
ௐαȈˬ୧ 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三十八條第
之同意。
三項、第四十一條及前條之協助貸款，其貸
財政主管機關應於實施農產品關稅配額
款對象、期限、利率、額度及相關事項之辦
前，就配額之種類、數量、分配方式及分配期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間，先行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後公告之。
農產品或其加工品因進口對國內農業有損
ௐαౢ!ྺயྻዚăᆊॾ̈́ !ٽ害之虞或損害時，中央主管機關應與中央有關
機關會商對策，並應設置救助基金新臺幣一千
ௐαȈα୧ 主管機關為維持農產品產銷平衡
億元，對有損害之虞或損害者，採取調整產業
及合理價格，得辦理國內外促銷或指定農產
或防範措施或予以補助、救濟；農產品受進口
品由供需雙方依契約生產、收購並保證其價
損害救助辦法及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金
格。
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行政院定之。
ௐαỊ̏୧ 為因應國內外農產品價格波動，
前項基金之來源，除由政府分三年編列預算
穩定農產品產銷，政府應指定重要農產品，
補足，不受公共債務法之限制外，並得包括出
由政府或民間設置平準基金；其設置辦法及
售政府核准限制進口及關稅配額輸入農產品
保管運用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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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加工品之盈餘或出售其進口權利之所得。 擊，提高農業競爭力，加速調整農業結構，
ௐ̣Ȉˬ୧ 為維護進口農產品之產銷秩序及
應建立獎勵老年農民離農退休，引進年輕專
公平貿易，中央主管機關得協調財政及貿易
業農民參與農業生產之制度。
主管機關依有關法令規定，採取關稅配額、 ௐ̱Ȉ୧ 農業生產因天然災害受損，政府得
特別防衛及其他措施；必要時，得指定單位
辦理現金救助、補助或低利貸款，並依法減
進口。
免田賦，以協助農民迅速恢復生產。
農產品貿易之出口國對特定農產品指定單
前項現金救助、補助或低利貸款辦法，由中
位辦理輸銷我國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協商貿易
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指定或成立相對單位辦理該國是項
辦理第一項現金救助、補助或低利貸款所需
農產品之輸入。
經費，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置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基金支應之；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行
ௐ̣ౢ!ྺϔӀ̈́ྺՅޙన!
政院定之。
ௐ̣Ȉα୧ 為因應未來農業之經營，政府應 ௐ̱Ȉ˘୧ 為改善農村生活環境，政府應籌
撥經費，加強農村基層建設，推動農村社區
設置新臺幣一千五百億元之農業發展基金，
之更新，農村醫療福利及休閒、文化設施，
以增進農民福利及農業發展，農業發展基金
以充實現代化之農村生活環境。
來源除捐贈款外，不足額應由政府分十二年
農村社區之更新得以實施重劃或區段徵收
編列預算補足。
方式為之，增加農村現代化之公共設施，並得
前項捐贈，經主管機關之證明，依所得稅法
之規定，免予計入當年度所得，課徵所得稅， 擴大其農村社區之範圍。
ௐ̱Ȉ˟୧ 為維護農業生產及農村生活環
或列為當年度費用。
境，主管機關應採取必要措施，防止農業生
中央主管機關所設置之農業發展基金，應為
產對環境之污染及非農業部門對農業生產、
農民之福利及農業發展之使用，其收支、保管
農村環境、水資源、土地、空氣之污染。
及運用辦法，由行政院定之。
ௐ̣Ị̏୧ 為確保農業生產資源之永續利 ௐ̱Ȉˬ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
據各地區農業特色、景觀資源、生態及文化
用，並紓解國內農業受進口農產品之衝擊，
資產，規劃休閒農業區，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應對農業用地做為休耕、造林等綠
劃定。
色生態行為予以獎勵。
休閒農場之設置，應報經直轄市或縣（市）
ௐ̣Ȉ̱୧ 中央政府應設立農業金融策劃委
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員會，策劃審議農業金融政策及農業金融體
第一項休閒農業區之劃定條件、程序與其他
系；其設置辦法，由行政院定之。
應遵行事項，及前項休閒農場設置之輔導、最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據前項政策，訂定農貸計
小面積、申請許可條件、程序、許可證之核發、
畫，籌措分配農貸資金，並建立融資輔導制
廢止、土地之使用與營建行為之管理及其他應
度。
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為協助農民取得農業經營所需資
金，政府應建立農業信用保證制度，並予獎
ௐ̱ౢ!ྺຽࡁտ̈́ଯᇃ!
勵或補助。
ௐ̣Ȉˣ୧ 為安定農民收入，穩定農村社 ௐ̱Ȉα୧ 為提高農業科學技術水準，促進
農業產業轉型，主管機關應督導所屬農業試
會，促進農業資源之充分利用，政府應舉辦
驗研究機構，加強農業試驗研究及產業學術
農業保險。
合作，並推動農業產業技術研究發展。
在農業保險法未制定前，得由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為落實農業科技研發成果於
訂定辦法，分區、分類、分期試辦農業保險，
產業發展，應依法加強農業科技智慧財產權之
由區內經營同類業務之全體農民參加，並得委
管理及運用，並得輔導設置創新育成中心。
託農民團體辦理。
前項創新育成中心之設置及輔導辦法，由中
農民團體辦理之農業保險，政府應予獎勵與
央主管機關定之。
協助。
ௐ̣Ȉ˝୧ 為因應農業國際化自由化之衝 ௐ̱Ị̏୧ 為確保並提升農業競爭優勢，中央

U‐3‐8

農業發展條例

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教育及科技主管機關，
就農業實驗、研究、教育、訓練及推廣等事
項，訂定農業研究、教育及推廣合作辦法。
中央主管機關應加強辦理農業專業訓練，並
應編列預算，獎助志願從事農業之青年就讀相
關校院科、系、所及學程，以提升農業科技水
準及農業經營管理能力。
主管機關辦理農業推廣業務，應編列農業推
廣經費。
ௐ̱Ȉ̱୧ 為擴大農場經營規模，鼓勵農民
轉業，主管機關應會同職業訓練主管機關，
對離農農民，專案施以職業訓練，並輔導就
業。
ௐ̱Ȉ˛୧ 主管機關應指定專責單位，或置
農業推廣人員，辦理農業推廣業務，必要時，
得委託校院、農民團體、農業財團法人、農
業社團法人、企業組織或有關機關（構）
、團
體辦理，並予以輔導、監督及評鑑；其經評
鑑優良者，並得予以獎勵。
前項評鑑項目、計分標準、成績評定、獎勵
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ௐ̱Ȉ˛୧̝˘ 提供農業推廣服務者，得收
取費用。
ௐ̱Ȉ˛୧̝˟ 為強化農業試驗研究成果推
廣運用，建立農民終身學習機制，主管機關
應建構完整農業推廣體系，並加強培訓農業
經營、生活改善、青少年輔導、資訊傳播及
鄉村發展等相關領域之專業農業推廣人員。
中央主管機關應指定專責單位，規劃辦理農
業推廣及專業人力之教育、訓練及資訊傳播發
展工作。
ௐ̱Ȉˣ୧ 農業實驗、研究、教育及推廣人
員對農業發展有貢獻者，主管機關應予獎
勵；其獎勵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ჳ!
ௐ̱Ȉ˝୧ 農業用地違反區域計畫法或都市
計畫法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應依區域計畫
法或都市計畫法規定處理。
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
構依本條例許可承受之耕地，違反第三十六條
規定，擅自變更使用者，除依前項規定辦理
外，對該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
研究機構之負責人，並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

ௐ˛Ȉ୧ 未經許可擅自設置休閒農場經營休
閒農業者，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限期改正；屆期不改正者，按次
分別處罰。
ௐ˛Ȉ˘୧ 休閒農場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自
行變更用途或變更經營計畫者，由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正；屆期不改
正者，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按次分別處罰；情節重大者，並得廢
止其許可登記證。
ௐ˛Ȉ˟୧ 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
試驗研究機構違反第三十五條之規定，未經
核准擅自變更經營利用計畫或將耕地閒置不
用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之
罰鍰並限期改正；逾期不改正者，按次分別
處罰。
ௐ˛Ȉˬ୧ 本條例所定之罰鍰，由主管機關
處罰之。
ௐ˛Ȉα୧ 依本條例所處之罰鍰，經限期繳
納，屆期仍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行。

ௐˣౢ!!ܢ
ௐ˛Ị̏୧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例受理申請
登記、核發證明文件，應向申請者收取審查
費、登記費或證明文件費；其收費標準，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本條例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ௐ˛Ȉ˛୧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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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 64 年 10 月 1 日行政院
（64）台經字第 7438
號函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69 年 11 月 13 日行政院（69）台經字第
13122 號函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73 年 9 月 7 日行政院
（73）
台經字第 14848
號令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89 年 6 月 7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89）
農企字第 890128321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22 條
中華民國 94 年 6 月 10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企字
第 0940010268 號令修正發布第 2、11、15、16
條條文；增訂第 14-1 條條文；刪除第 3、6、7、
10 條條文

ௐ˘୧ 本細則依農業發展條例（以下簡稱本
條例）第七十六條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條例第三條第十款所稱依法供該款
第一目至第三目使用之農業用地，其法律依
據及範圍如下：
一、本條例第三條第十一款所稱之耕地。
二、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各種使用分區內所
編定之林業用地、養殖用地、水利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及供農路
使用之土地，或上開分區內暫未依法編
定用地別之土地。
三、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
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林區以外之
分區內所編定之農牧用地。
四、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內
之土地。
五、依國家公園法劃定為國家公園區內按各
分區別及使用性質，經國家公園管理處
會同有關機關認定合於前三款規定之土
地。
ௐˬ୧ （刪除）
ௐα୧ 本條例第七條所稱依法共同設立全國
性聯合會，係指依人民團體法，設立一個全
國性之聯合團體。
ௐ̣୧ 本條例第十條第二項所稱依現行相關
法令之規定，包括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十條
第一項決定是否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所訂
定之相關作業規定。
ௐ̱୧ （刪除）
ௐ˛୧ （刪除）
ௐˣ୧ 本條例第十二條第三項第一款所稱政
府興辦之公益性設施，係指政府興建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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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慈善、醫療、衛生、社會福利及民眾活
動中心等公益性設施。
ௐ˝୧ 本條例第十五條所定集水區經營管理
之整體規劃與農業工程及公共設施興建及維
護之協調推動，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在直轄市、縣（市）行政區域內者，由
該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理。但
規模龐大，非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所能辦理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辦理。
二、跨越二直轄市、縣（市）以上行政區域
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辦理。
ௐȈ୧ （刪除）
ௐȈ˘୧ 本條例第十六條第一項第七款所稱
執行土地政策或農業政策者，係指下列事項：
一、政府辦理放租或放領。
二、政府分配原住民保留地。
三、地權調整。
四、地籍整理。
五、農地重劃區之農水路改善。
六、依本條例核定之集村興建農舍。
七、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
者。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行本條例第十
六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事項，得委辦直轄市或
縣 （市）政府辦理。
ௐȈ˟୧ 依本條例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設
置之發展基金，應報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後
設立財團法人；其基金之捐助、管理及運用，
應於章程內訂明，並專戶存儲。
各業發展基金應將年度計畫、預算及年度業
務報告、決算，層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備。
ௐȈˬ୧ 農產專業區計畫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並視農民意願，協調有關機構及團體研擬，
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其變更或廢止時，
亦同。
農產專業區計畫書應記載下列事項：
一、農產種類及經營型態。
二、設置地區、位置及其面積。
三、區域內農戶數。
四、經營方法或作業計畫，包括實施計畫
產、製、儲、銷。
五、加強農民組織及教育訓練計畫。
六、公共設施之配置及其管理、維護計畫。
七、預算經費，包括補助款、配合款及貸款
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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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預期效益。
ௐȈα୧ 農產專業區計畫，由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執行，或協調有關機
構及團體辦理之。
前項農產專業區跨越直轄市、二縣（市）以
上者，其執行機關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ௐȈα୧̝˘ 農業用地經依法律變更為非農
業用地，經該法律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下列各
款情形之一，並取得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
明書者，得適用本條例第三十七條第一項、
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不課徵土
地增值稅或免徵遺產稅、贈與稅或田賦：
一、依法應完成之細部計畫尚未完成，未能
准許依變更後計畫用途使用者。
二、已發布細部計畫地區，都市計畫書規定
應實施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於公告實
施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計畫前，未依變
更後之計畫用途申請建築使用者。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依
本條例第三十九條規定核發證明文件之案
件，應於該證明文件核發後，予以建檔列管，
並應依本條例第四十條規定，會同區域計畫
法或都市計畫法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主管機
關或地政事務所、稅捐稽徵處或國稅局等有
關機關，定期檢查或抽查。
稅捐稽徵處、國稅局或地政事務所依法核准
農業用地不課徵土地增值稅、免徵遺產稅或贈
與稅或耕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案件，應自行列
管或於登記資料上註記，並於核准後一個月
內，將有關資料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於前項之建檔列管案件加以註記。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理第一項定期
檢查或抽查，於發現有未依法作農業使用情事
之案件時，應予列冊專案管理，並依下列方式
處理：
一、通知該農業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依本
條例第三十七條第三項、第三十八條第
一項或第二項之規定，限期令其恢復作
農業使用，並追蹤其恢復作農業使用情
形，註記所專案列管之資料。
二、通知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之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六十
九條第一項處理。
三、農業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有本條例第三
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未恢復作農業使
用或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通知該

管國稅局或稅捐稽徵處追繳遺產稅、贈
與稅或田賦；其有本條例第三十七條第
三項或第四項未恢復作農業使用或再有
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應於第一款之資
料內註記，並通知該管稅捐稽徵處註
記，該農業用地於再移轉時，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於依本條例第三十
九條規定核發之證明文件內，註明上開
情事。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執行
本條例第四十條規定之相關事項，得訂定相
關規定辦理之。
ௐȈ˛୧ 本條例第四十一條所稱交換，係指
與家庭農場間為有利於農業經營而交換坐落
在同一地段或毗鄰地段之耕地；所稱耕地總
面積，係指共同生活戶內各成員所有耕地之
總和。
家庭農場依本條例第四十一條規定申請免
徵田賦，應向該管稽徵機關報明其購置或交換
前後之耕地總面積及標示。
ௐȈˣ୧ 本條例第四十二條所稱農業學校畢
業，係指公立或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立案或
認可之國內外中等以上學校農業有關系科畢
業。所稱青年，係指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
下者。
ௐȈ˝୧ 依本條例第四十四條規定由政府輔
導業者與農民訂定契約收購農產品，其契約
內容應包括產品品質、規格、標準、收購數
量、保證或收購價格，並由收購者將所訂契
約條款及鄉鎮別契約數量表，函送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ௐ˟Ȉ୧ 中央主管機關為依本條例第四十八
條規定，對特定農產品或農產加工品實施計
畫產銷，得會同有關機關為下列之措施：
一、訂定生產目標。
二、劃分農產品或原料供應區。
三、訂定產銷配額。
四、訂定農產品或原料收購規格。
五、訂定最低收購價格。
六、輔導產銷業者採行契約生產或契約收購。
ௐ˟Ȉ˘୧ 本條例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所定原
料供應區之劃分或變更，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訂定，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ௐ˟Ȉ˟୧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水土保持法

水土保持法
中華民國 83 年 5 月 27 日總統（83）華總（一）義
字第 2845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39 條
中華民國 83 年 10 月 21 日總統（83）華總（一）
義字第 6295 號令修正公布第 4、7、8、13～16、
19、23、3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9 年 5 月 17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8900118410 號令修正公布第 2、3、5、16～18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1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235601 號令修正公布第 6、12 條條文；增
訂第 6-1、14-1、38-1、38-2 條條文；並刪除第
13 條條文

ௐ˘ౢ!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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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引水口）全流域稜線以內所涵蓋之地
區。
七、保護帶：係指特定水土保持區內應依法
定林木造林或維持自然林木或植生覆蓋
而不宜農耕之土地。
八、保安林：係指森林法所稱之保安林。
ௐα୧ 公、私有土地之經營或使用，依本法
應實施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者，該土地之經
營人、使用人或所有人，為本法所稱之水土
保持義務人。
ௐ̣୧ 對於興建水庫、開發社區或其他重大
工程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中央或直轄市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指定有關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公營事業機構或公法人監督管理
之。
ௐ̱୧ 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在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規模以上者，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水
土保持技師、土木工程技師、水利工程技師、
大地工程技師等相關專業技師或聘有上列專
業技師之技術顧問機構規劃、設計及監造。
但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及公法人自
行興辦者，得由該機關、機構或法人內依法
取得相當類科技師證書者為之。
ௐ̱୧̝˘ 前條所指水土保持技師、土木工
程技師、水利工程技師、大地工程技師或聘
有上列專業技師之技術顧問機構，其承辦水
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之調查、規劃、設計、
監造，如涉及農藝或植生方法、措施之工程
金額達總計畫之百分之三十以上者，主管機
關應要求承辦技師交由具有該特殊專業技術
之水土保持技師負責簽證。
ௐ˛୧ 中央主管機關應加強水土保持推廣、
教育、宣導及試驗研究，並會同有關機關訂
定計畫實施之。

ௐ˘୧ 為實施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以保
育水土資源，涵養水源，減免災害，促進土
地合理利用，增進國民福祉，特制定本法。
水土保持，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律之規定。
ௐ˟୧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ௐˬ୧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係指應用工
程、農藝或植生方法，以保育水土資源、
維護自然生態景觀及防治沖蝕、崩塌、
地滑、土石流等災害之措施。
二、水土保持計畫：係指為實施水土保持之
處理與維護所訂之計畫。
三、山坡地：係指國有林事業區、試驗用林
地、保安林地，及經中央或直轄市主管
機關參照自然形勢、行政區域或保育、
利用之需要，就合於下列情形之一者劃
定範圍，報請行政院核定公告之公、私 ௐ˟ౢ!˘ਠͪ˿̝ܲநᄃჯ
有土地：
᜕!
（一）標高在一百公尺以上者。
（二）標高未滿一百公尺，而其平均坡度 ௐˣ୧ 下列地區之治理或經營、使用行為，
在百分之五以上者。
應經調查規劃，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
四、集水區：係指溪流一定地點以上天然排
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
水所匯集地區。
一、集水區之治理。
五、特定水土保持區：係指經中央或直轄市
二、農、林、漁、牧地之開發利用。
主管機關劃定亟需加強實施水土保持之
三、探礦、採礦、鑿井、採取土石或設置有
處理與維護之地區。
關附屬設施。
六、水庫集水區：係指水庫大壩（含離槽水
四、修建鐵路、公路、其他道路或溝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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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於山坡地或森林區內開發建築用地，或
設置公園、墳墓、遊憩用地、運動場地
或軍事訓練場、堆積土石、處理廢棄物
或其他開挖整地。
六、防止海岸、湖泊及水庫沿岸或水道兩岸
之侵蝕或崩塌。
七、沙漠、沙灘、沙丘地或風衝地帶之防風
定砂及災害防護。
八、都市計畫範圍內保護區之治理。
九、其他因土地開發利用，為維護水土資源
及其品質，或防治災害需實施之水土保
持處理與維護。
前項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
ௐ˝୧ 各河川集水區應由主管機關會同有關
機關進行整體之治理規劃，並針對水土資源
保育及土地合理利用之需要，擬定中、長期
治理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由各
有關機關、機構或水土保持義務人分期分區
實施。
前項河川集水區，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有
關機關劃定之。
ௐȈ୧ 宜農、宜牧山坡地作農牧使用時，其
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應配合集水區治理
計畫或農牧發展區之開發計畫，由其水土保
持義務人實施之。
ௐȈ˘୧! 國、公有林區內水土保持之處理與
維護，由森林經營管理機關策劃實施；私有
林區內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由當地森林
主管機關輔導其水土保持義務人實施之。
ௐȈ˟୧! 水土保持義務人於山坡地或森林區
內從事下列行為，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
送請主管機關核定，如屬依法應進行環境影
響評估者，並應檢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果
一併送核：
一、從事農、林、漁、牧地之開發利用所需
之修築農路或整坡作業。
二、探礦、採礦、鑿井、採取土石或設置有
關附屬設施。
三、修建鐵路、公路、其他道路或溝渠等。
四、開發建築用地、設置公園、墳墓、遊憩
用地、運動場地或軍事訓練場、堆積土
石、處理廢棄物或其他開挖整地。
前項水土保持計畫未經主管機關核定前，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不得逕行核發開發或利
用之許可。

第一項各款行為申請案依區域計畫相關法
令規定，應先報請各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審議
者，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規劃書，申請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送該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級之主
管機關審核。水土保持規劃書得與環境影響
評估平行審查。
第一項各款行為，屬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種類，且其規模未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者，
其水土保持計畫得以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代
替之；其種類及規模，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ˬ୧ （刪除）
ௐȈα୧ 國家公園範圍內土地，需實施水土
保持處理與維護者，由各該水土保持義務人
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請主管機關會同國家
公園管理機關核定，並由主管機關會同國家
公園管理機關監督水土保持義務人實施及維
護。
ௐȈα୧̝˘ 主管機關依第十二條規定審核
水土保持計畫或水土保持規劃書，應收取審
查費；其費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十二條規定擬具之水土保持計畫、水
土保持規劃書或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其內
容、申請程序、審核程序、實施監督、水土
保持施工許可證之發給與廢止、核定施工之
期限、開工之申報、完工之申報、完工證明
書之發給及水土保持計畫之變更等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宜農、宜牧山坡地水土保持義務人
非土地所有人時，應依照主管機關規定，就
其使用地實施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經檢
查合於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者，得以書面將處
理費用及政府補助與水土保持義務人所付之
比率通知所有人；於返還土地時，由所有人
就現存價值比率扣除政府補助部分補償之。
但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費用，法律另有規定
或所有人與水土保持義務人間另有約定者，
不在此限。
對於前項處理費用及現存價值有爭議時，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調處之。

ௐˬౢ!প̝ܲ˿ͪؠநᄃჯ
᜕!
ௐȈ̱୧ 下列地區，應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
區：
一、水庫集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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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河川上游之集水區須特別保護者。
水平距離三十公尺或至五十公尺範圍內，設
三、海岸、湖泊沿岸、水道兩岸須特別保護
置保護帶。其他特定水土保持區由管理機關
者。
視實際需要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
四、沙丘地、沙灘等風蝕嚴重者。
前項保護帶內之私有土地得辦理徵收，公
五、山坡地坡度陡峭，具危害公共安全之虞
有土地得辦理撥用，其已放租之土地應終止
者。
租約收回。
六、其他對水土保育有嚴重影響者。
第一項水庫集水區保護帶以上之區域屬森
前項特定水土保持區，應由中央或直轄市
林者，應編為保安林，依森林法有關規定辦
主管機關設置或指定管理機關管理之。
理。
ௐȈ˛୧ 特定水土保持區在縣（市）或跨越 ௐ˟Ȉ˘୧ 前條保護帶內之土地，未經徵收
二直轄市與縣（市）以上行政區域者，由中
或收回者，管理機關得限制或禁止其使用收
央主管機關劃定公告之；在直轄市行政區域
益，或指定其經營及保護之方法。
內者，由直轄市主管機關劃定，報請中央主
前項保護帶屬森林者，應編為保安林，依
管機關核定公告之。
森林法有關規定辦理。
前項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則，由
第一項之私有土地所有人或地上物所有人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所受之損失得請求補償金。補償金估算，應
ௐȈˣ୧ 特定水土保持區應由管理機關擬定
依公平合理價格為之。
長期水土保持計畫，報請直轄市主管機關層
第三項補償金之請求與發放辦法，由中央
轉或逕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實施之。
主管機關定之，並送立法院核備。
前項長期水土保持計畫，每五年應通盤檢
ௐαౢ!Ⴞ༛̈́გந!
討一次，並得視實際需要變更之；遇有特殊
需要，並得隨時報請直轄市主管機關層轉或 ௐ˟Ȉ˟୧ 山坡地超限利用者，或從事農、
逕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變更之。
林、漁、牧業，未依第十條規定使用土地或
ௐȈ˝୧ 經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各類地
未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之處理
區，其長期水土保持計畫之擬定重點如下：
與維護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會
一、水庫集水區：以涵養水源、防治沖蝕、
同有關機關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限期改正；
崩塌、地滑、土石流、淨化水質，維護
屆期不改正或實施不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自然生態環境為重點。
者，得通知有關機關依下列規定處理：
二、主要河川集水區：以保護水土資源，防
一、放租、放領或登記耕作權之土地屬於公
治沖蝕、崩塌，防止洪水災害，維護自
有者，終止或撤銷其承租、承領或耕作
然生態環境為重點。
權，收回土地，另行處理；其為放領地
三、海岸、湖泊沿岸、水道兩岸：以防止崩
者，所已繳之地價予以沒入。
塌、侵蝕、維護自然生態環境、保護鄰
二、借用、撥用之土地屬於公有者，由原所
近土地為重點。
有或管理機關收回。
四、沙丘地、沙灘：以防風、定砂為重點。
三、土地為私有者，停止其開發。
五、其他地區：由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情形
前項各款之地上物，由經營人、使用人或
指定之。
所有人依限收割或處理；屆期不為者，主管
經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各類地區，區
機關得會同土地管理機關逕行清除。其屬
內禁止任何開發行為，但攸關水資源之重大
國、公有林地之放租者，並依森林法有關規
建設、不涉及一定規模以上之地貌改變及經
定辦理。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之自然遊憩區，經中 ௐ˟Ȉˬ୧ 未依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規定之
央主管機關核定者，不在此限。
一所核定之水土保持計畫實施水土保持之處
前項所稱一定規模以上之地貌改變，由中
理與維護者，除依第三十三條規定按次分別
央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訂定之。
處罰外，由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ௐ˟Ȉ୧ 經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之水庫集
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限期改正；屆期不改正
水區，其管理機關應於水庫滿水位線起算至
或實施仍不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者，應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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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強制拆除或撤銷其許可，已完工部分
他道路或溝渠時，應於施工預算內編列集水
並得停止使用。
區治理或道路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經費。
未依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規定之一擬具水 ௐˬȈ୧ 為發展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政
土保持計畫送主管機關核定而擅自開發者，
府應按年編列預算，辦理下列工作：
除依第三十三條規定按次分別處罰外，主管
一、辦理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所需資金之
機關應令其停工，得沒入其設施及所使用之
融通。
機具，強制拆除及清除其工作物，所需費用， 二、實施緊急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之經
由經營人、使用人或所有人負擔，並自第一
費。
次處罰之日起兩年內，暫停該地之開發申請。 三、辦理水土保持調查、研究及技術改進所
已完工道路或設施之養護，準用前兩項之規
需之補助。
定。
四、促進水土保持國際交流與合作之經費。
ௐ˟Ȉα୧ 有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
五、其他有關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事項。
之開發、經營或使用行為者，應繳納水土保
ௐ̱ౢ!ረᐽ!
持保證金；其繳納及保管運用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ௐˬȈ˘୧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
前項保證金於依規定實施水土保持之處理
酌予補助或救濟：
與維護，經檢查合於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後發
一、實施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增進公共
還之。
安全而蒙受損失者。
有前二條情形之一，經限期改正而屆期不
二、實施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交換土地或
改正或實施不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者，應由
遷移而蒙受損失者。
主管機關會同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為履
三、因實施第二十六條緊急水土保持之處理
行，並向水土保持義務人徵收費用，或自其
與維護而傷亡者。
繳納之保證金中扣抵。
ௐ˛ౢ!ჳ!
ௐ˟Ị̏୧ 為辦理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需
用公有土地時，主管機關得辦理撥用；土地 ௐˬȈ˟୧ 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或國、公有
權屬私有者，主管機關得依法徵收之。遇因
林區或他人私有林區內未經同意擅自墾殖、
緊急處理需徵收土地時，得報經行政院核准
占用或從事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
先行使用土地。
開發、經營或使用，致生水土流失或毀損水
ௐ˟Ȉ̱୧ 為保護公共安全，實施緊急水土
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設施者，處六月以上五
保持之處理與維護，主管機關得就地徵用搶
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六十萬元以
修所需之物料、人工、土地，並得拆除障礙
下罰金。但其情節輕微，顯可憫恕者，得減
物。
輕或免除其刑。
前項徵用之物料、人工、土地及拆毀之物，
前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加重其刑至二分
主管機關應於事後酌給相當之補償。對於補
之一；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五年以上十二年
償有異議時，得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之。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
ௐ˟Ȉ˛୧ 主管機關於依本法實施水土保持
罰金；致重傷者，處三年以上十年以下有期
之處理與維護地區，執行緊急處理及取締工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十萬元以下罰金。
作時，得行使警察職權。必要時，並得商請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致釀成災害者，處一
轄區內之軍警協助之。
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六十萬元以
下罰金。
ௐ̣ౢ!གྷ̈́ྤ!ܛ
第一項未遂犯罰之。
ௐ˟Ȉˣ୧ 各級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應按年
犯本條之罪者，其墾殖物、工作物、施工
編列計畫，寬籌經費辦理水土保持之處理與
材料及所使用之機具沒收之。
維護、推廣、教育、宣導及試驗研究之有關 ௐˬȈˬ୧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六
工作。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ௐ˟Ȉ˝୧ 興建水庫或修建鐵路、公路、其
一、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未依水土保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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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或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並已實施而尚未完成之開
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未在規定期限
發、經營或使用行為，依本法之規定應實施
內改正或實施仍不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者，其水土保持義務
者。
人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期限內依本法規
二、違反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規定之一，未
定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經主管機關核定後
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或未依核定計畫實
實施；水土保持義務人未於規定期限內辦理
施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者，或違反第
或其實施未依本法相關規定者，應依本法及
二十三條規定，未在規定期限內改正或
相關法律規定處理。
實施仍不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者。
前項水土保持計畫在提送及審核期間，於
前項各款情形之一，經繼續限期改正而不
作好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及相關安全措施
改正者或實施仍不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者，
下，得繼續其開發、經營或使用行為。
按次分別處罰，至改正為止，並令其停工， ௐˬȈ˝୧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得沒入其設施及所使用之機具，強制拆除及
清除其工作物，所需費用，由經營人、使用
人或所有人負擔。
第一項第二款情形，致生水土流失或毀損
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設施者，處六月以上
五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六十萬元
以下罰金；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年以上十
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十萬元以
下罰金；致重傷者，處一年以上七年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六十萬元以下罰金。
ௐˬȈα條 因執行業務犯第三十二條或第三
十三條第三項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
其行為人外，對僱用該行為人之法人或自然
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金。
ௐˬỊ̏୧ 本法所定之罰鍰，由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處罰之。
ௐˬȈ̱୧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經通知限期
繳納，逾期仍未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ௐˣౢ!!ܢ
ௐˬȈ˛୧ 本法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ௐˬȈˣ୧! 為落實本法保育水土資源，減免
災害之目的，主管機關應擬定輔導方案，並
於五年內提出實施水土保持之成效報告。
前項輔導方案，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並
送立法院核備。
ௐˬȈˣ୧̝˘ 中華民國八十四年七月二日
本法施行細則生效前，已依山坡地保育利用
條例核定尚未完工之水土保持計畫，得依原
核定計畫繼續施工。但原核定計畫有變更
時，仍應依本法規定辦理。
ௐˬȈˣ୧̝˟ 中華民國七十五年一月十二
日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修正生效前，經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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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84 年 6 月 30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84）
農林字第 4131108A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42 條
中華民國 86 年 9 月 17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86）
農林字第 86147912 號令修正發布第 4、5、8 條
條文
中華民國 89 年 2 月 29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89）
農林字第 890106407 號令修正發布第 2～4、8、
11、21、23～25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3 年 8 月 31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水
保字第 0931842786 號令修正發布第 4 、30 條條
文；並刪除第 5、6、8～19、40、4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5 年 5 月 1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水保
字第 0951843044 號令修正發布第 4、20、21、29、
30、35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年 8 月 29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水
保字第 1001862411 號令修正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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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條第一項應擬具水土保持計畫之行
為，其種類及規模非屬同條第四項得以
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者。
三、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九款所定之治理或
經營、使用行為：其開挖整地面積在二
千平方公尺以上或挖填土石方之挖方及
填方加計總和在五千立方公尺以上。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視轄區環境特
性或需要，擬訂較前項嚴格之條件，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Ğ࠹ᙯຽԫरࡊҾᄮؠğ!
ௐ̣୧ （刪除）
Ğপঅຽԫఙ̝ᘪᙋğ!
ௐ̱୧ （刪除）

ௐ˟ౢ!˘ਠͪ˿̝ܲநᄃჯ
᜕!!

Ğ̋ێآྺآг̝ࠧؠğ!
ௐ˛୧ 本法第十條及第十五條所稱宜農、宜
牧山坡地，係指依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訂定
Ğֶፂğ!
之山坡地土地可利用限度分類標準所查定之
ௐ˘୧ 本細則依水土保持法（以下簡稱本法）
宜農牧地。
第三十七條規定訂定之。
Ğᑕᑢࢍܲ˿ͪ൪̝ᙷğ!
（法定林木造林）
ௐˣ୧ （刪除）
ௐ˟୧ 本法第三條第七款所稱法定林木造
Ğͪ˿ܲࢍ൪̝ᆶ८Ԕğ!
林，係指依中央或直轄市林業主管機關所指
ௐ˝୧ （刪除）
定之樹種、方法及密度，從事造林及撫育者。
Ğͪ˿ܲࢍ൪̶̝ഇ߉̍ğ!
ĞؠႾ༛გந̝Ԕğ !
ௐȈ୧ （刪除）
ௐˬ୧ 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條
Ğͪ˿ܲࢍ൪̝ᆶ८̈́ధΞ̶̍ğ!
規定指定有關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營事
ௐȈ˘୧ （刪除）
業機構或公法人監督管理水土保持之處理與
（水土保持計畫委託審查）
維護時，應將指定監督管理之範圍予以公
ௐȈ˟୧ （刪除）
告，變更時亦同。前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核發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應副知地方機關）
者，應副知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由
ௐȈˬ୧ （刪除）
直轄市主管機關指定者，應報中央主管機關
（施工期限）
備查。
ௐȈα୧ （刪除）
Ğԫरᘪᙋ̝ᙷ̈́ఢሀğ!
（申報開工）
ௐα୧ 本法第六條所定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
ௐỊ̏୧ （刪除）
護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規模以上者，其規模
ĞԆ̍Ϧಡ̈́ᑭߤğ!
如下：
ௐȈ̱୧ （刪除）
一、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六款至第
ĞតՀ̝ಡ౯ğ!
八款所定之治理或經營、使用行為：其
ௐȈ˛୧ （刪除）
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費用在新臺幣二
Ğͪ˿ܲࢍ൪̝តՀğ!
千萬元以上。
ௐȈˣ୧ （刪除）
二、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所定
Ğޙ̝ۏଵੵ୧ഠğ!
之治理或經營、使用行為：符合本法第

ௐ˘ౢ!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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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刪除）

ௐˬౢ!প̝ܲ˿ͪؠநᄃჯ
᜕!
Ğܜഇͪ˿ܲࢍ൪̝̰टğ!
ௐ˟Ȉ୧ 依本法第十九條所擬定之特定水土
保持區長期水土保持計畫，其內容如下：
一、劃定類別及目的。
二、劃定位置、範圍、面積。
三、土地利用現況圖（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千
分之一）。
四、環境現況基本資料，包括環境地質、土
壤、生態、氣象、水文、土地權屬及其
管理機關。
五、水土保持整體規劃配置圖（比例尺不得
小於五千分之一） 。
六、分期、分區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順序圖
（比例尺同前款，以分期處理別著色標
示） 。
七、分期、分區處理計畫內容、執行單位、
執行方法、估計經費。
八、管制事項。
九、須以特殊工法或綜合工法處理之地點、
範圍、內容及理由。
十、經費及來源。
Ğ᜕ܲనཉ̝Ԕğ!
ௐ˟Ȉ˘୧ 特定水土保持區管理機關依本法
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設置保護帶時，應實施
測量、埋設明顯界樁或植界木，並檢具下列
資料，報請直轄市主管機關層轉或逕送中央
主管機關核准：
一、設置依據。
二、設置目的。
三、保護帶範圍（包括位置圖及範圍圖，其
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千分之一）及面積。
四、前款各宗土地之地號、面積、所有權人
及公有土地合法使用人姓名、住所、土
地使用現狀及管制事項。
五、實施之日期。
Ğ᜕ܲЕࠎͪऱᎸࢍޙ൪ีϫğ!
ௐ˟Ȉ˟୧ 依本法第二十九條興建水庫時，
應將水庫保護帶列為水庫興建計畫之重要項
目，同時辦理。
Ğ᜕ܲထ̈́ؠតՀԔğ!
ௐ˟Ȉˬ୧ 特定水土保持區內經劃定為保護

帶，其屬山坡地者，特定水土保持區管理機
關應主動向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申請變更
查定為宜林地或加強保育地後，造冊轉請地
政主管機關依規定變更編定為林業用地或國
土保安用地。
前項特定水土保持區管理機關得加成獎勵
水土保持義務人完成造林。第一項變更結
果，特定水土保持區管理機關應通知土地經
營人、使用人或所有人；土地屬公有者，並
應通知土地管理機關。
Ğͪऱ᜕ܲͽ˯ᛳڒ۰በࠎܲщڒԔğ!
ௐ˟Ȉα୧ 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三項規定，特
定水土保持區管理機關應將保護帶以上屬森
林之區域，造冊送請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
變更查定為宜林地，並轉請林業主管機關依
森林法編為保安林。
前項土地屬國有林事業區、試驗用林地或
保安林地者，特定水土保持區管理機關應逕
送請森林經營管理機關辦理。
Ğ᜕̰ܲ˿гበࠎܲщ̝ڒԔğ!
ௐ˟Ị̏୧ 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保
護帶內之土地屬森林之區域者，除前條所定
外，特定水土保持區管理機關應造冊，送請
直轄市主管機關層轉或逕送中央林業主管機
關依森林法編為保安林。

ௐαౢ!Ⴞ༛̈́გந!!
Ğ̋гࢨӀϡ̝ࠧؠğ!
ௐ˟Ȉ̱୧ 本法第二十二條所稱山坡地超限
利用，係指於依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規定查
定為宜林地或加強保育地內，從事農、漁、
牧業之墾殖、經營或使用者。
Ğێྺآгౄٕڒჯҋ͢ڒğ!
ௐ˟Ȉ˛୧ 山坡地經依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
規定查定為宜農牧地者，其水土保持處理與
維護之實施，得以造林或維持自然林木方式
為之。
ĞࢨഇԼϒ̝Ԕğ!
ௐ˟Ȉˣ୧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二條至第
二十四條及本法第三十三條規定限期改正
者，應以書面載明地區、改正事項及完成期
限，送達水土保持義務人。
Ğღާநॡ̝ღާ֨խࢍ൪ğ!!
ௐ˟Ȉ˝୧ 有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情
形之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
第二十六條規定實施緊急處理與維護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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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限期採取必要之緊急防
災措施，並副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其有必
要者，應限期命水土保持義務人提送緊急防
災計畫，經核可後實施。
水土保持計畫施工期間有前項情形者，水
土保持義務人應暫行停工。
原水土保持計畫須配合緊急防災計畫之實
施而辦理變更者，應即辦理變更，並經主管
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查緊急防災措
施或緊急防災計畫之實施合格後，始得繼續
施工；其原施工期限，主管機關得視實際狀
況酌予展延。
Ğღާ֨խࢍ൪̝̰टğ!
ௐˬȈ୧ 前條之緊急防災計畫，其內容如下：
一、水土保持義務人之姓名、住、居所，如
係法人或團體者，其名稱、事務所或營
業所及代表人或管理人之姓名、住、居
所。
二、開發使用位置、範圍。
三、災害（或違規）現況說明。
四、防災對策及工程內容、配置圖（比例尺
不得小於五千分之一）。
五、完成期限。
Ğૻ̝ੵٕੵٵטԔğ!
ௐˬȈ˘୧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三條或第
三十三條第二項強制拆除或清除其工作物
時，得指定水土保持義務人自行拆除或清除
工作物之內容及完成期限。屆期不拆除或清
除其工作物者，由主管機關強制拆除及清除
之。
前項由主管機關執行強制拆除或清除所需
費用，應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二十
四條第三項，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限期繳納
或自其繳納之水土保持保證金中扣抵。
Ğௐ˘Ѩჳ̝͟ğ!
ௐˬȈ˟୧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所稱第一
次處罰之日，係指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第一次裁處罰鍰，通知送達水土保持義
務人之日。
ĞυࢋࠎᆹҖ̝ࠧؠğ!
ௐˬȈˬ୧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認為
有必要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代為履
行：
一、有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定之山坡地
超限利用，或從事農、林、漁、牧業，
未依本法第十條規定使用土地或未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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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之處理與
維護，由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限期改
正而屆期不改正或實施不合水土保持技
術規範，致有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
形之一者。
二、違反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
定之一，由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限期改正，而屆期不改正或實施仍
不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或令其停工、
強制拆除、清除工作物而不為，經主管
機關認為有必要代為履行者。
ĞࠎᆹҖ̝Ԕğ!
ௐˬȈα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
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代為履行時，應將
代為履行項目及經費，通知水土保持義務
人，並於各該主管機關公告處公告之。
Ğღާந̝୧Ї́Ԕğ!
ௐˬỊ̏୧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
為維護水土保持之需要，依本法第二十五條
至第二十七條規定執行緊急處理；執行緊急
處理時，主管機關應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
並於各該主管機關公告處公告之：
一、土砂或渣物淤塞河床或水道。
二、破壞地表或地下水源涵養。
三、水、土壤或其他環境受污染。
四、土地發生崩塌或土石流失。
五、損害田地、房舍、道路、橋樑安全。
六、有礙防洪、排水、灌溉、其他水資源保
護或水利設施。
七、違反特定水土保持區管制事項，有直接
影響水土保持功能或目的之虞。
八、其他有妨礙公共安全事項。
主管機關執行前項之緊急處理時，準用前條
之規定。
ĞҖֹᛋ၅ᖚᝋٕથኛᛋםӄְ̝ีğ!
ௐˬȈ̱୧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七條
規定得行使警察職權或得商請轄區內軍警協
助執行緊急處理及取締工作之事項如下：
一、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緊急處理
。
二、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所定禁止開發行為
之取締。
三、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所定地上物之清
除。
四、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定之停工、強
制拆除、撤銷其許可或已完工部分之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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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使用。
五、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所定之停工、設
施、機具之沒入或工作物之強制拆除及
清除。
六、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所定之代為履行
。
七、本法第二十六條第一項所定物料、人工
、土地之徵用及障礙物之拆除。
八、其他第三十八條所定事項之查報、制止
或取締。
ĞҖֹᛋ၅ᖚᝋᑕׂᙊҾᙋğ!
ௐˬȈ˛୧ 各級主管機關派員依本法第二十
七條行使警察職權時，應佩帶識別證件。
Ğͪ˿ܲߤಡפ̶̈́̍ğ!
ௐˬȈˣ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經
常派員巡視檢查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情
形，有違反本法規定者，應迅即查報、制止、
取締。
前項實施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之土地屬於
國有林事業區、試驗用林地及保安林地內
者，其查報、制止及取締，由林業經營管理
機關實施之。於颱風、豪雨季節，應加強前
二項之監督檢查。
Ğረᐽᄃྃӄğ!
ௐˬȈ˝୧ 實施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績
效優良之水土保持義務人，由主管機關酌予
獎勵或依本法第三十一條予以補助。
執行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或從事查報、
制止及取締之機關或其人員，著有績效，或
舉發違反本法相關規定及違規使用山坡地，
經處罰有案之舉發人，由主管機關給予獎勵
或獎金。
執行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或從事查報、
制止與取締之機關或其人員，有顯然怠忽或
廢弛職務者，主管機關應予懲處。

ௐ̣ౢ!!ܢ
Ğ൴ο߉Җ݈̝ͪ˿ܲࢍ൪ğ !!
ௐαȈ୧ （刪除）
Ğ˘ࢎؠ३ᙋܑ̝ॾёğ!
ௐαȈ˘୧ （刪除）
Ğ൴ο߉Җ͟ğ!
ௐαȈ˟୧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
中華民國 90 年 4 月 26 日內政部（90）台內營字第
9083054 號令、行政院農業委員會（90）農輔字
第 900116718 號令會銜訂定發布全文 12 條；並
自發布日起施行
中 華 民 國 92 年 1 月 3 日 內 政部 臺 內營 字 第
0910087422 號令、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輔字第
0910051253 號令會銜修正發布第 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3 年 6 月 16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30083788 號令、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水保字
第 0931848628 號令會銜修正發布第 6、8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年 7 月 1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20805247 號令、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水保字第
1021865656 號令會銜修正發布全文 17 條；並自
發布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4 年 9 月 4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40813558 號令、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水保字第
1041816006 號令會銜修正發布第 2 條條文；並增
訂第 3-1 條條文

ௐ˘୧ 本辦法依農業發展條例（以下簡稱本
條例）第十八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依本條例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興
建農舍之申請人應為農民，且其資格應符合
下列條件，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定：
一、年滿二十歲或未滿二十歲已結婚者。
二、申請人之戶籍所在地及其農業用地，須
在同一直轄市、縣（市）內，且其土地
取得及戶籍登記均應滿二年者。但參加
興建集村農舍建築物坐落之農業用地，
不受土地取得應滿二年之限制。
三、申請興建農舍之該筆農業用地面積不得
小於零點二五公頃。但參加興建集村農
舍及於離島地區興建農舍者，不在此限。
四、申請人無自用農舍者。申請人已領有個
別農舍或集村農舍建造執照者，視為已
有自用農舍。但該建造執照屬尚未開工
且已撤銷或原申請案件重新申請者，不
在此限。
五、申請人為該農業用地之所有權人，且該
農業用地應確供農業使用及屬未經申請
興建農舍者；該農舍之興建並不得影響
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
前項第五款規定確供農業使用與不影響農
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之認定，由申請人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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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經營計畫書格式，載明
該筆農業用地農業經營現況、農業用地整體配
置及其他事項，送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審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辦理第一項申
請興建農舍之核定作業，得由農業單位邀集環
境保護、建築管理、地政、都市計畫等單位組
成審查小組，審查前二項、第三條、第四條至
第六條規定事項。
ௐˬ୧ 依本條例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申請興
建農舍之申請人應為農民，且其資格應符合
前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五款規定，其申請興
建農舍，得依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五條授權訂
定之施行細則與自治法規、實施區域計畫地
區建築管理辦法、建築法、國家公園法及其
他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ௐˬ୧̝˘ 農民之認定，由農民於申請興建
農舍時，檢附農業生產相關佐證資料，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同專家、學者會
勘後認定之。但屬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或
全民健康保險第三類被保險人者，不在此限。
ௐα୧ 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二十八
日修正施行前取得之農業用地，有下列情形
之一者，得準用前條規定申請興建農舍：
一、依法被徵收之農業用地。但經核准全部
或部分發給抵價地者，不適用之。
二、依法為得徵收之土地，經土地所有權人
自願以協議價購方式讓售與需地機關。
前項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興建農舍，以自完成
徵收所有權登記後三十日起或完成讓售移轉
登記之日起三年內，於同一直轄市、縣（市）
內取得農業用地並提出申請者為限，其申請面
積並不得超過原被徵收或讓售土地之面積。
本辦法九十二年一月三日修正施行後至一
百零二年七月一日修正施行前，屬本條第一項
適用案件且已於公告徵收或完成讓售移轉登
記之日起一年內，於同一直轄市、縣（市）內
重新購置農業用地者，得自一百零二年七月一
日修正施行後二年內申請興建農舍。
ௐ̣୧ 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不得依本辦法申請興建農舍：
一、非都市土地工業區或河川區。
二、前款以外其他使用分區之水利用地、生
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或林業用地。
三、非都市土地森林區養殖用地。
四、其他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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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有下列情形之一
關取得土地應滿二年與第三款最小面積規定
者，不得依本辦法申請興建集村農舍：
限制。
一、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
本辦法所定農舍建築面積為第三條、第十條
二、非都市土地森林區農牧用地。
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相關法規所稱之基
三、都市計畫保護區。
層建築面積；農舍用地面積為法定基層建築面
ௐ̱୧ 申請興建農舍之申請人五年內曾取得
積，且為農舍與農舍附屬設施之水平投影面積
個別農舍或集村農舍建造執照，且無下列情
用地總和；農業經營用地面積為申請興建農舍
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其
之農業用地扣除農舍用地之面積。
他主管機關應認不符農業發展條例第十八條 ௐ˝୧ 興建農舍起造人應為該農舍坐落土地
第一項、第三項所定需興建要件而不予許可
之所有權人。
興建農舍：
興建農舍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建造執照已撤銷或失效。
一、農舍興建圍牆，以不超過農舍用地面積
二、所興建農舍因天然災害致全倒、或自行
範圍為限。
拆除、或滅失。
二、地下層每層興建面積，不得超過農舍建
ௐ˛୧ 申請興建集村農舍之農業用地如屬經
築面積，其面積應列入總樓地板面積計
濟部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應先依水利
算。但依都市計畫法令或建築技術規則
法施行細則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由水利主管機
規定設置之法定停車空間，得免列入總
關審查同意用水計畫書或取得合法水源證明
樓地板面積計算。
文件。
三、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其農舍用地
ௐˣ୧ 起造人申請興建農舍，除應依建築法
面積不得超過該農業用地面積百分之
規定辦理外，應備具下列書圖文件，向直轄
十，扣除農舍用地面積後，供農業生產
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申請建造執照：
使用部分之農業經營用地應為完整區
一、申請書：應載明申請人之姓名、年齡、
塊，且其面積不得低於該農業用地面積
百分之九十。但於離島地區，以下列原
住址、申請地號、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
因，於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二
用地面積、農舍用地面積、農舍建築面
十八日修正生效後，取得被繼承人或贈
積、樓層數及建築物高度、總樓地板面
與人於上開日期前所有之農業用地，申
積、建築物用途、建築期限、工程概算
請興建農舍者，不在此限：
等。申請興建集村農舍者，並應載明建
（一）繼承。
蔽率及容積率。
（二）為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遺
二、相關主管機關依第二條與第三條規定核
產繼承人於繼承開始前因被繼承
定之文件、第九條第二項第五款放流水
人之贈與。
相關同意文件及第六款興建小面積農舍
四、興建之農舍，應依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同意文件。
設置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其為預鑄式
三、地籍圖謄本。
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者，應於申報開工
四、土地權利證明文件。
時檢附該設施依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理
五、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設施管理辦法取得之審定登記文件影
六、工程圖樣：包括農舍平面圖、立面圖、
本，並於安裝時，作成現場安裝紀錄。
剖面圖，其比例尺不小於百分之一。
五、農舍之放流水應符合放流水標準，並排
七、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配置圖，包括
入排水溝渠。放流水流經屬灌排系統或
農舍用地面積檢討、農業經營用地面積
私有水體者，並應符合下列規定：
檢討、排水方式說明，其比例尺不小於
（一）排入灌排系統者，應經該管理機關
一千二百分之一。
（構）同意及水利主管機關核准。
申請興建農舍變更起造人時，除為繼承且在
（二）排入私有水體者，應經所有人同意。
施工中者外，應依第二條第一項規定辦理；施
六、同一筆農業用地僅能申請興建一棟農
工中因法院拍賣者，其變更起造人申請面積依
舍，採分期興建方式辦理者，申請人除
法院拍賣面積者，不受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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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申請人外，均須符合第二條第一項資
明。其通路之面積，應計入法定空地計
格，且農舍建築面積應超過四十五平方
算。
公尺。但經直轄市、縣（市）農業單位
八、農舍建築應依下列規定退縮，並應計入
或其他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農舍用地面積：
ௐȈ୧ 個別興建農舍之興建方式、最高樓地
（一）農舍用地面臨經都市計畫法或相關
板面積、農舍建築面積、樓層數、建築物高
法規公告之道路者，建築物應自道
度及許可條件，應依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五條
路境界線退縮八公尺以上建築。
授權訂定之施行細則與自治法規、實施區域
（二）面臨前目經公告之道路、現有巷道
計畫地區建築管理辦法、建築法、國家公園
其寬度未達八公尺者，其退縮建築
法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深度至少應為該道路、現有巷道之
ௐȈ˘୧ 以集村方式興建農舍者，其集村農
寬度。
舍用地面積應小於一公頃，以分幢分棟方式
九、興建集村農舍應配合農業經營整體規
興建十棟以上未滿五十棟，一次集中申請，
劃，符合自用原則，於農舍用地設置公
並符合下列規定：
共設施；其應設置之公共設施如附表。
一、二十位以上之農民為起造人，共同在一
!ܑܢ
筆或數筆相毗連之農業用地整體規劃興
戶數
公共設施項目及設置基準
建二十棟以上之農舍。但離島地區，得 十棟以上未 一、每戶至少一個停車位。
以十位以上之農民提出申請十棟以上之 滿三十棟
二、基地內通路。
三、社區公共停車場：二十棟以下應
農舍。
至少設置二個車位。超過二十棟
二、除離島地區外，各起造人持有之農業用
未滿三十棟時，應至少設置三個
地，應位於同一鄉（鎮、市、區）或毗
停車位。
鄰之鄉（鎮、市、區）
，並應位同一種類
四、公園綠地：以每棟六平方公尺計
算。
之使用分區。但各起造人持有之農業用
地位於特定農業區者，得以於一般農業 三十棟以上 一、每戶至少一個停車位。
未滿五十棟 二、基地內通路。
區之農業用地興建集村農舍。
三、社區公共停車場：三十棟以上未
三、參加興建集村農舍之各起造人所持有之
滿四十棟時，應至少設置四個車
農業用地，其農舍建築面積計算，應依
位。四十棟以上未滿五十棟時，
應至少設置五個車位。
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五條授權訂定之施行
四、公園綠地：以每棟六平方公尺計
細則與自治法規、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
算。
築管理辦法、建築法、國家公園法及其
五、廣場：以每棟九平方公尺計算。
他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為辦理前
四、依前款相關法令規定計算出農舍建築面
項興建集村農舍建築許可作業，應邀集相關
積之總和為集村興建之全部農舍用地面
單位與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辦理。
積，並應完整連接，不得零散分布。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於
五、興建集村農舍坐落之農舍用地，其建蔽
核發建造執照後，應造冊列管，同時將農舍
率不得超過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超
坐落之地號及提供興建農舍之所有地號之清
過百分之二百四十。但農舍用地位於山
冊，送地政機關於土地登記簿上註記，並副
坡地範圍者，其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
知該府農業單位建檔列管。
四十，容積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一百二十。
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直轄市、縣
六、農舍坐落之該筆或數筆相毗連之農業用
（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於地籍套繪圖上，將已
地，應有道路通達。該道路寬度十棟至
興建及未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分別著色標
未滿三十棟者，為六公尺；三十棟以上
示，未經解除套繪管制不得辦理分割。
未滿五十棟者，為八公尺。
已申請興建農舍領有使用執照之農業用地
七、農舍用地內通路之任一側應增設寬度一
經套繪管制，除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外，不得
點五公尺以上之人行步道通達各棟農
解除：
舍，並有適當之喬木植栽綠化及夜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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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舍坐落之農業用地已變更為非農業用
前取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其他主
地。
管機關依第二條或第三條核定文件之申請興
二、非屬農舍坐落之農業用地已變更為非農
建農舍案件，於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
業用地。
築機關申請建造執照時，得適用中華民國一
三、農舍用地面積與農業用地面積比例符合
百零二年七月一日修正施行前規定辦理。
法令規定，經依變更使用執照程序申請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解除套繪管制後，該農業用地面積仍達
零點二五公頃以上。
前項第三款農舍坐落該筆農業用地面積大
於零點二五公頃，且二者面積比例符合法令規
定，其餘超出規定比例部分之農業用地得免經
其他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逕依變更使用執照
程序解除套繪管制。
第三項農業用地經解除套繪管制，或原領得
之農舍建造執照已逾期失其效力經申請解除
套繪管制者，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
應將農舍坐落之地號、提供興建農舍之所有地
號及解除套繪管制之所有地號清冊，囑託地政
機關塗銷第一項之註記登記。
ௐȈˬ୧ 起造人提出申請興建農舍之資料不
實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撤銷其
核定，並由主管建築機關撤銷其建築許可。
經撤銷建築許可案件，其建築物依相關土地使
用管制及建築法規定。
ௐȈα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得
依本辦法規定，訂定符合城鄉風貌及建築景
觀之農舍標準圖樣。
採用農舍標準圖樣興建農舍者，得免由建築
師設計。
ௐỊ̏୧ 依本辦法申請興建農舍之該農業用
地應維持作農業使用，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將農舍及其農業用地造冊列管。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他主管機關為加
強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稽查及取締，應邀集農
業、建築管理、地政、都市計畫及相關單位等
與農業專家組成稽查小組定期檢查；經檢查農
業用地與農舍未依規定使用者，由原核定機關
通知主管建築機關及區域計畫、都市計畫或國
家公園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處理，並通知其限
期改正，屆期不改正者，得廢止其許可。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他主管機關應將
前二項辦理情形，於次年度二月前函報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中央主管機關並得不定期至直轄
市、縣（市）政府或其他主管機關稽查辦理情
形。
ௐȈ̱୧ 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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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會農地重劃區
經費專戶設置運用及管
理要點
中華民國 93 年 03 月 31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水
字第 930030115 號訂定
中華民國 95 年 10 月 11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水
字第 0950030661 號修正第 4 點、第 5 點規定，
並自即日生效

一、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為輔導監督各農田水利
會設置農地重劃區經費專戶（以下簡稱專
戶），以落實農地重劃條例第三十七條第三
項管理、維護水路及有關水利設施之任
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指專戶，係指已辦理農地重劃區
內登記為農田水利會所有之水路用地，如
因變更用途，不再作水路使用，其變更使
用所得之價款，應由農田水利會設置專戶
存儲，並依農地重劃區水路用地所屬縣
（市）別列帳。
三、專戶之收支、保管及運用，除農田水利會
財務處理辦法及農田水利會會計制度另有
規定外，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理。
四、專戶用途如下：
（一）農地重劃區田間輸配水路及水利設
施維護管理費用。
（二）農地重劃區水路更新、改善、災害
搶修及修復工程之費用。
（三）農地重劃區水路更新、改善、災害
搶修及修復之工程所需用地費及
地上物補償費用。
（四）農地重劃區水路用地所屬縣（市）
政府因圖簿面積不符需發給差額
地價補償之費用，由縣（市）政府
與當地農田水利會協商，縣（市）
政府並應設專戶專款專用。
五、農田水利會應每年十月底前將專戶動支計
畫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准。執行成果亦
應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備查，並副知內政
部及相關各縣市政府。
縣（市）政府每年六月底前得提出與第四
點有關之工作項目及優先順序，函送當地
農田水利會，並由農田水利會就其所提工

U‐8‐1

作項目邀請縣（市）政府開會協商辦理。
六、專戶有關會計事務及財務處理；其預算編
製與執行及決算編造，均應依農田水利會
財務處理辦法、農田水利會會計制度及相
關法令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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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例（節錄）

V‐1‐1

規定之限制。
前項以出租方式辦理者，其租金及擔保金之
計算，不受土地法第九十七條、第九十九條第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一項及第一百零五條規定之限制；其終止租約
09900112301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72 條；並自公布
或收回，不受民法第四百四十條第二項、第三
日施行，但第 10 條施行期間自 99 年 1 月 1 日起
項及土地法第一百條、第一百零三條規定之限
至 108 年 12 月 31 日止
中華民國 103 年 6 月 1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制；以設定地上權方式辦理者，不受民法第八
1030009264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0、70 條條文
百三十六條第一項撤銷地上權需積欠地租達
二年總額規定之限制。
ௐαȈ˟୧ 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ௐ̣Ȉ˟୧ 本條例施行前開發之工業區，得
主管機關為開發產業園區需用私有土地時，
依第五十條規定成立管理機構。
得徵收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本條例施行前
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開發之工業區，由中央主管機關管理者，中央
為開發產業園區需用公有土地時，由各該出售
主管機關得移交該工業區予直轄市、縣（市）
公地機關逕行辦理讓售，不受土地法第二十五
主管機關接管，並辦理工業區內之公共設施用
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理法令規定之限制。
地及公共建築物與設施之權利變更登記，不受
前項公有土地讓售價格，按產業園區徵收私
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及地方政府公
有土地同一地價區段原使用性質相同土地之
產管理法令規定之限制。
補償地價計算。但產業園區內土地均為公有
前項移交、接管條件、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
時，其讓售價格，按一般公有財產處分計價標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準計算。
ௐ̱Ị̏୧ 興辦工業人因擴展工業或設置污
ௐαȈˬ୧! 公民營事業或興辦產業人為開發
染防治設備，需使用毗連之非都市土地時，
產業園區需用私有土地時，應自行取得。但
其擴展計畫及用地面積，應經直轄市、縣（市）
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申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定後發給工業用地證明書，辦理
主管機關辦理徵收：
使用地變更編定。
一、因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死亡，其繼承人於
前項擴展工業，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繼承開始之日起二年內未聲請辦理繼承
關認定之低污染事業為限。
登記。
依第一項規定擴展工業時，應規劃變更土地
二、因祭祀公業管理人死亡致無法承購。
總面積百分之十作為綠地，並由直轄市、縣
依前項規定徵收之土地，應由辦理徵收之直
（市）主管機關辦理變更編定為國土保安用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逕行出售予前項之公
地。
民營事業或興辦產業人，不受土地法第二十五
興辦工業人為擴展工業或設置污染防治設
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理法令規定之限制；其出
備，於使用地變更編定前，應繳交回饋金；其
售價格，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定。 回饋金之計算及繳交，準用第三十四條第一項
公民營事業或興辦產業人為開發產業園區
規定。
需用公有土地時，應由出售公地機關辦理讓
第一項擴展範圍內之公有土地，由各該出售
售，其公有土地面積不超過設置總面積十分之
公地機關辦理讓售或出租，不受土地法第二十
一或總面積不超過五公頃者，不受土地法第二
五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理法令規定之限制；其
十五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理法令規定之限
計價方式，按一般公有財產計價標準計算。
制；其讓售價格，應按一般公有財產處分計價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擴展計畫，
標準計算。
應向申請人收取審查費。
ௐαỊ̏୧ 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第一項擴展計畫之申請要件、應備書件、申
主管機關開發之產業園區內土地、建築物及
請程序、申請面積限制、第二項低污染事業之
設施，由各該主管機關依本條例之規定使
認定基準、前項審查費收取基準及其他相關事
用、收益、管理及處分，不受土地法第二十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五條、國有財產法及地方政府公產管理法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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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例施行細則（節錄）

產業創新條例施行細則
（節錄）
中 華 民 國 99 年 10 月 15 日 經濟 部 經 工 字 第
09904606920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21 條；並自發布
日施行

ௐ˛୧ 公民營事業或興辦產業人申請設置產
業園區需使用私有土地者，應提出足資證明其
為土地所有權人之文件或土地所有權人之同
意書。但依本條例第四十三條第一項但書規定
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理徵收者，
不在此限。
公民營事業或興辦產業人申請設置產業園
區需用公有土地者，應先洽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會同各該公有土地管理機關會勘，作
成紀錄，並於申請時檢附該會勘紀錄。

V‐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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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例施行細則（節錄）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 W‐1‐1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
中華民國 89 年 2 月 9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8900032910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57 條；並自公布
日起施行
中華民國 90 年 10 月 31 日總統（90）華總一義字
第 9000214000 號令修正公布第 3 條條文；中華
民 國 101 年 6 月 25 日 行 政 院 院 臺 規 字 第
1010134960 號公告第 31 條、第 35 條所列屬財政
部」之權責事項，經行政院公告自 93 年 7 月 1
日起變更為「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管
轄，自 101 年 7 月 1 日起改由「金融監督管理委
員會」管轄；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25 日行政院
院臺規揆字第 1010154558 號公告第 5 條第 1 項
所列屬「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權責事項，
自 102 年 1 月 1 日起改由「財政部」管轄
中華民國 104 年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52841 號令修正公布第 3～6、8、9、11、
13～16、18、29～31、35～41、46、51、52～54
條條文；增訂第 6-1、48-1、51-1 條條文；刪除
第 27 條條文

ௐ˘ౢ!ᓁ!
ௐ˘୧ 為提升公共服務水準，加速社會經濟
發展，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特制定本法。
ௐ˟୧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依本法之規
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律之規
定。
ௐˬ୧ 本法所稱公共建設，指下列供公眾使
用且促進公共利益之建設：
一、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
二、環境污染防治設施。
三、污水下水道、自來水及水利設施。
四、衛生醫療設施。
五、社會及勞工福利設施。
六、文教設施。
七、觀光遊憩設施。
八、電業設施及公用氣體燃料設施。
九、運動設施。
十、公園綠地設施。
十一、工業、商業及科技設施。
十二、新市鎮開發。
十三、農業設施。
十四、政府廳舍設施。
本法所稱重大公共建設，指性質重要且在一

定規模以上之公共建設；其範圍，由主管機關
會商內政部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ௐα୧ 本法所稱民間機構，指依公司法設立
之公司或其他經主辦機關核定之私法人，並
與主辦機關簽訂參與公共建設之投資契約
者。
前項民間機構有政府、公營事業出資或捐助
者，其出資或捐助不得超過該民間機構資本總
額或財產總額百分之二十。
第一項民間機構有外國人持股者，其持股比
例之限制，主辦機關得視個案需要，報請行政
院核定，不受其他法律有關外國人持股比例之
限制。但涉國家安全及能源自主之考量者，不
在此限。
ௐ̣୧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財政部。
本法所稱主辦機關，指主辦民間參與公共建
設相關業務之機關：在中央為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主辦機關依本法辦理之事項，得
授權所屬機關（構）執行之。
主辦機關得經其上級機關核定，將依本法辦
理之事項，委託其他政府機關執行之。
前項情形，應將委託事項及所依據之前項規
定公告之，並刊登於政府公報、新聞紙、或公
開上網。
ௐ̱୧ 主管機關掌理下列有關政府促進民間
參與公共建設事項：
一、政策與制度之研訂及政令之宣導。
二、資訊之蒐集、公告及統計。
三、專業人員之訓練。
四、各主辦機關相關業務之協調與公共建設
之督導及考核。
五、申訴之處理。
六、其他相關事項。
主辦機關辦理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
宜由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專業人員為之。
前項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專業人員之資
格、考試、訓練、發證、管理及獎勵辦法，由
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ௐ̱୧̝˘ 主辦機關依本法辦理民間參與公
共建設前，應先進行可行性評估。
前項可行性評估應納入計畫促進公共利益
具體項目、內容及欲達成之目標，並於該公共
建設所在鄉鎮邀集專家學者、地方居民與民間
團體舉行公聽會，對於專家學者、地方居民與
民間團體之建議或反對意見，主辦機關如不採

W‐1‐2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
納，應於可行性評估報告中具體說明不採之理
由。
ௐ˛୧ 公共建設，得由民間規劃之。
ௐˣ୧ 民間機構參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如下：
一、民間機構投資新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
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
二、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
得所有權，並由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
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三、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一次或
分期給付建設經費以取得所有權，並由
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
運權歸還政府。
四、民間機構投資增建、改建及修建政府現
有建設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
運權歸還政府。
五、民間機構營運政府投資興建完成之建
設，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六、配合國家政策，由民間機構自行備具私
有土地投資新建，擁有所有權，並自為
營運或委託第三人營運。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
前項各款之營運期間，由各該主辦機關於核
定之計畫及投資契約中訂定之。其屬公用事業
者，不受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例第十九條之限
制；其訂有租賃契約者，不受民法第四百四十
九條、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
八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理法令之限制。
ௐ˝୧ 前條第一項各款之新建、增建、改建、
修建（以下簡稱興建）或營運工作，得就該
公共建設之全部或一部為之。
ௐȈ୧ 主辦機關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方式
興建公共建設者，應於實施前將建設及財務
計畫，報請行政院核定或由各該地方政府自
行核定，並循預算程序編列賒借及建設計畫
相關預算，據以辦理。
前項建設工程，其經完成估驗者，視同該估
驗部分之賒借及建設計畫均已執行。
ௐȈ˘୧ 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簽訂投資契
約，應依個案特性，記載下列事項：
一、公共建設之規劃、興建、營運及移轉。
二、土地租金、權利金及費用之負擔。
三、費率及費率變更。
四、營運期間屆滿之續約。
五、風險分擔。
六、施工或經營不善之處置及關係人介入。

七、稽核、工程控管及營運品質管理。
八、爭議處理、仲裁條款及契約變更、終止。
九、其他約定事項。
ௐȈ˟୧ 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之權利義務，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投資契約之約定；契
約無約定者，適用民事法相關之規定。
投資契約之訂定，應以維護公共利益及公平
合理為原則；其履行，應依誠實及信用之方
法。

ௐ˟ౢ!ϡг̈́פฟ൴!
ௐȈˬ୧ 本章所稱公共建設所需用地，係指
經主辦機關核定之公共建設整體計畫所需之
用地，含公共建設、附屬設施及附屬事業所
需用地。
前項用地取得如採區段徵收方式辦理，主辦
機關得報經行政院核准後，委託民間機構擬定
都市計畫草案及辦理區段徵收開發業務。
第一項附屬事業之容許項目，由主辦機關會
同內政部及有關機關定之。附屬事業之經營，
須經其他有關機關核准者，應由民間機構申請
取得核准。民間機構經營第一項附屬事業之收
入，應計入公共建設整體財務收入。
ௐȈα୧ 公共建設所需用地涉及都市計畫變
更者，主辦機關應協調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
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辦理迅行變更；
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變更者，主辦機關應協
調區域計畫主管機關依區域計畫法令辦理變
更。
前項屬重大公共建設案件所需用地，依法應
辦理環境影響評估、實施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
護者，應依都市計畫法令及區域計畫法令，辦
理平行、聯席或併行審查。
ௐỊ̏୧ 公共建設所需用地為公有土地者，
主辦機關得於辦理撥用後，訂定期限出租、
設定地上權、信託或以使用土地之權利金或
租金出資方式提供民間機構使用，不受土地
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地
方政府公產管理法令之限制。其出租及設定
地上權之租金，得予優惠。
前項租金優惠辦法，由內政部會同主管機關
定之。
民間機構依第八條第一項第六款開發公共
建設用地範圍內之零星公有土地，經公共建設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符合政策需要者，得由
出售公地機關將該公有土地讓售予民間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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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不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及地方政府公產 ௐȈˣ୧ 民間機構興建公共建設，需穿越公
管理法令之限制。
有、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除其他法律另
ௐȈ̱୧ 公共建設所需用地為私有土地者，
有規定外，應與該土地管理機關或所有權人
由主辦機關或民間機構與所有權人協議以市
就其需用之空間範圍，協議設定地上權。其
場正常交易價格價購。價購不成，且該土地
屬公有土地而協議不成時，得由民間機構報
係為舉辦政府規劃之重大公共建設所必需
請主辦機關核轉行政院核定，不受土地法第
者，得由主辦機關依法辦理徵收。
二十五條之限制。其屬私有土地而協議不成
前項得由主辦機關依法辦理徵收之土地如
時，準用徵收規定取得地上權後，租與民間
為國防、交通或水利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
機構使用，其租金優惠準用第十五條第一項
者，得由主辦機關依法逕行辦理徵收，不受前
及第二項之規定。
項協議價購程序之限制。
前項土地因公共建設路線之穿越，致不能為
主辦機關得於徵收計畫中載明辦理聯合開
相當使用時，土地所有權人得自施工之日起至
發、委託開發、合作經營、出租、設定地上權、 開始營運後一年內，向主辦機關申請徵收土地
信託或以使用土地之權利金或租金出資方
所有權，主辦機關不得拒絕；其徵收補償地
式，提供民間機構開發、興建、營運，不受土
價，依第十六條規定，並於扣除原設定地上權
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地
取得之對價後補償之。其所增加之土地費用，
方政府公產管理法令之限制。
應計入公共建設成本中。
本法施行前徵收取得之公共建設用地，得依
前二項土地上空或地下使用之程序、使用範
前項規定之方式，提供民間機構開發、興建、 圍、界線之劃分及地上權之設定、徵收、補償、
營運，不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
登記及審核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二十八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理法令之限制。
會同內政部定之。
徵收土地之出租及設定地上權，準用前條第 ௐȈ˝୧ 以區段徵收方式取得公共建設所需
一項及第二項租金優惠之規定。
用地，得由主辦機關洽請區段徵收主管機關
ௐȈ˛୧ 依公共建設之性質有加速取得前條
先行依法辦理區段徵收，並於區段徵收公告
重大公共建設所需用地之必要時，主辦機關
期滿一年內，發布實施都市計畫進行開發，
得協調公有土地管理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依
不受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二條之限制。
法讓售其管理或所有之土地，以利訂定開發
依前項規定劃定為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經
計畫，依法開發、處理，並提供一定面積之
規劃整理後，除依下列規定方式處理外，並依
土地、建築物，准由未領補償費之被徵收土
區段徵收相關法令辦理：
地所有權人就其應領補償費折算土地、建築
一、路線、場站、交流道、服務區、橋樑、
物領回。
用
隧道及相關附屬設施所需交通
前項公有土地之開發或處理，不受土地法第
地，無償登記為國有或直轄市、縣 （市）
所有。但大眾捷運系統之土地產權，依
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地方政府
大眾捷運法之規定。
公產管理法令之限制。其由被徵收土地所有權
二、轉運區、港埠及其設施、重大觀光遊憩
人折算土地、建築物領回時，並不受國有財產
設施所需土地，依開發成本讓售予主辦
法第七條及預算法第二十五條之限制。
機關或需地機關。
第一項被徵收土地未領地價之補償費及開
三、其餘可供建築用地，由主辦機關會同直
發土地後應領土地、建築物之計價，應以同一
轄市或縣（市）政府依所需負擔開發總
基準折算之。申請時，應於土地徵收公告期間
成本比例取得之。
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市或
依第十三條規定委託民間機構辦理者，其土
縣（市）政府具結不領取補償費，經轉報主辦
地處理方式，亦同。
機關同意者，視為地價已補償完竣。
主辦機關依第二項規定取得之土地，得依第
第一項開發、處理及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領
十五條、第二十七條規定出租或設定地上權予
回土地、建築物之折算計價基準辦法及其施行
民間機構或逕為使用、收益及處分，不受土地
日期，由主辦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擬訂，報請行
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地方
政院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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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產管理法令之限制；其處理辦法，由主
辦機關會同內政部定之。
ௐ˟Ȉ୧ 依第十六條及第十八條規定徵收之
土地所有權或地上權，其使用期限應依照核
准之計畫期限辦理。未依核准計畫期限使用
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核准計畫期限屆滿
之次日起五年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
地政機關申請照原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
ௐ˟Ȉ˘୧ 重大公共建設所需用地及依第十
九條規定辦理區段徵收之範圍，主辦機關得
視實際需要報經上級機關核准後，通知該用
地所在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分別或同
時公告禁止下列事項：
一、土地移轉、分割、設定負擔。
二、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及採取土石
或變更地形。
前項禁止期間，不得逾二年。
ௐ˟Ȉ˟୧ 為維護重大公共建設興建及營運
之安全，主辦機關對該公共建設毗鄰之公
有、私有建築物及廣告物，得商請當地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勘定範圍，公告禁止或限
制建築及樹立，不適用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規定。其範
圍內施工中或原有之建築物、廣告物及其他
障礙物有礙興建或營運之安全者，主辦機關
得商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法限期修改或
拆除；屆期不辦理者，逕行強制拆除之。但
應給予相當補償；對補償有異議時，應報請
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為之。其補償費，應計
入公共建設成本中。
前項禁建、限建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內政
部定之。
ௐ˟Ȉˬ୧ 民間機構為勘測、鑽探、施工及
維修必要，經主辦機關許可於三十日前通知
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所有人、占有人、使
用人或管理人後，得進入或使用公、私有土
地或建築物，其所有人、占有人、使用人或
管理人不得拒絕。但情況緊急，遲延即有發
生重大公共利益損害之虞者，得先行進入或
使用。
依前項規定進入或使用私有土地或建築物
時，應會同當地警察到場。
第一項土地或建築物因進入或使用而遭受
損失時，應給予相當補償；對補償有異議，經
協議不成時，應報請主辦機關核定後為之。其
補償費，應計入公共建設成本中。

ௐ˟Ȉα୧ 依前條規定使用公、私有土地或
建築物，有拆除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全部或
一部之必要者，民間機構應報請主辦機關同
意後，由主辦機關商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通
知所有人、占有人或使用人限期拆除之。但
屆期不拆除或情況緊急遲延即有發生重大公
共利益損害之虞者，主辦機關得逕行或委託
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強制拆除之。
前項拆除及因拆除所遭受之損失，應給予相
當補償；對補償有異議，經協議不成時，應報
請主辦機關核定後為之。其補償費，應計入公
共建設成本中。
ௐ˟Ị̏୧ 民間機構因施工需要，得報請主
辦機關協調管理機關同意，使用河川、溝渠、
涵洞、堤防、道路、公園及其他公共使用之
土地。
ௐ˟Ȉ̱୧ 民間機構於市區道路、公路、鐵
路、其他交通系統或公共設施之上、下興建
公共建設時，應預先獲得各該管主管機關同
意；其需共架、共構興建時，主辦機關應協
調各該管機關同意後，始得辦理。
經依前項辦理未獲同意時，主辦機關應商請
主管機關協調；協調不成時，主辦機關得敘明
理由，報請行政院核定後辦理。
ௐ˟Ȉ˛୧ （刪除）
ௐ˟Ȉˣ୧ 民間捐獻公共建設所需用地或其
相關設施予政府者，主辦機關得獎勵之。

ௐˬౢ!Ꮙྤ̈́১ඁᐹ!
ௐ˟Ȉ˝୧ 公共建設經甄審委員會評定其投
資依本法其他獎勵仍未具完全自償能力者，
得就其非自償部分，由主辦機關補貼其所需
貸款利息或按營運績效給予補貼，並於投資
契約中訂明。
主辦機關辦理前項公共建設，其涉及中央政
府預算者，實施前應將建設計畫與相關補貼，
報請行政院核定；其未涉及中央政府預算者，
得依權責由主辦機關自行核定。
第一項之補貼應循預算程序辦理。
ௐˬȈ୧ 主辦機關視公共建設資金融通之必
要，得洽請金融機構或特種基金提供民間機
構中長期貸款。但主辦機關提供融資保證，
或依其他措施造成主辦機關承擔或有負債
者，應提報各民意機關審議通過。
ௐˬȈ˘୧ 金融機構對民間機構提供用於重
大交通建設之授信，係配合政府政策，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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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金管會）
限、程序、施行期限、抵減率、補繳及其他相
核准者，其授信額度不受銀行法第三十三條
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
之三、第三十八條及第七十二條之二之限制。 主管機關定之。
ௐˬȈ˟୧ 外國金融機構參加對民間機構提 ௐˬȈˣ୧ 民間機構及其直接承包商進口供
供聯合貸款，其組織為公司型態者，就其與
其興建重大公共建設使用之營建機器、設
融資有關之權利義務及權利能力，與中華民
備、施工用特殊運輸工具、訓練器材及其所
國公司相同，不受民法總則施行法第十二條
需之零組件，經主辦機關證明屬實，並經經
及公司法第三百七十五條之限制。
濟部證明在國內尚未製造供應者，免徵進口
ௐˬȈˬ୧ 參與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得公開
關稅。
發行新股，不受公司法第二百七十條第一款
民間機構進口供其經營重大公共建設使用
之限制。但其已連續虧損二年以上者，應提
之營運機器、設備、訓練器材及其所需之零組
因應計畫，並充分揭露相關資訊。
件，經主辦機關證明屬實，其進口關稅得提供
ௐˬȈα୧ 民間機構經依法辦理股票公開發
適當擔保，於開始營運之日起，一年後分期繳
行後，為支應公共建設所需之資金，得發行
納。
指定用途之公司債，不受公司法第二百四十
民間機構進口第一項規定之器材，如係國內
七條、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二款及第二百五十
已製造供應者，經主辦機關證明屬實，其進口
條第二款之限制。但其發行總額，應經證券
關稅得提供適當擔保於完工之日起，一年後分
主管機關徵詢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期繳納。
ௐˬỊ̏୧ 民間機構在公共建設興建、營運
依前二項規定辦理分期繳納關稅之貨物，於
期間，因天然災變而受重大損害時，主辦機
稅款繳清前，轉讓或變更原目的以外之用途
關應會商金管會及有關主管機關協調金融機
者，應就未繳清之稅款餘額依關稅法規定，於
構或特種基金，提供重大天然災害復舊貸款。 期限內一次繳清。但轉讓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
ௐˬȈ̱୧ 民間機構得自所參與重大公共建
者，准由受讓人繼續分期繳稅。
設開始營運後有課稅所得之年度起，最長以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免稅、分期繳納關稅及補
五年為限，免納營利事業所得稅。
繳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之民間機構，得自各該重大公共建設開 ௐˬȈ˝୧ 參與重大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在
始營運後有課稅所得之年度起，四年內自行選
興建或營運期間，供其直接使用之不動產應
定延遲開始免稅之期間；其延遲期間最長不得
課徵之地價稅、房屋稅及取得時應課徵之契
超過三年，延遲後免稅期間之始日，應為一會
稅，得予適當減免。
計年度之首日。
前項減免之期限、範圍、標準、程序及補繳，
第一項免稅之範圍及年限、核定機關、申請
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擬訂，提請各該議會
期限、程序、施行期限、補繳及其他相關事項
通過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ௐαȈ୧ 營利事業原始認股或應募參與重大
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因創立或擴充而發行之
關定之。
記名股票，其持有股票時間達四年以上者，
ௐˬȈ˛୧ 民間機構得在所參與重大公共建
得以其取得該股票之價款百分之二十限度
設下列支出金額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限度
內，抵減當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當
內，抵減當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當
年度不足抵減時，得在以後四年度內抵減之。
年度不足抵減時，得在以後四年度抵減之：
前項投資抵減，其每一年度得抵減總額，以
一、投資於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
不超過該營利事業當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
二、購置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
稅額百分之五十為限。但最後年度抵減金額，
三、投資於研究發展、人才培訓之支出。
不在此限。
前項投資抵減，其每一年度得抵減總額，以
第一項投資抵減之核定機關、申請期限、程
不超過該機構當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
序、施行期限、抵減率、補繳及其他相關事項
百分之五十為限。但最後年度抵減金額，不在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此限。
關定之。
第一項各款之適用範圍、核定機關、申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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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αȈ˘୧ 民間機構依第十三條規定所經營
之附屬事業，不適用本章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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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辦機關提供土地、設施案件，由民間
申請人提出規劃構想書，經主辦機關初
審通過後，依初審結果備具第一項之文
件，由主辦機關依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辦理評審。
經依前項審查程序評定之最優申請人，應按
規定時間籌辦，並依主辦機關核定之計畫，取
得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並與主辦機關簽訂投
資契約後，始得依法興建、營運。
第三項第二款之申請案件未獲審核通過、未
按規定時間籌辦完成或未與主辦機關簽訂投
資契約者，主辦機關得基於公共利益之考量，
及相關法令之規定，將該計畫依第四十二條規
定公告徵求民間投資，或由政府自行興建、營
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申請文件、申請與審核程
序、審核原則、審核期限及相關作業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ௐαȈ˛୧ 參與公共建設之申請人與主辦機
關於申請及審核程序之爭議，其異議及申
訴，準用政府採購法處理招標、審標或決標
爭議之規定。
前項爭議處理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ௐαȈˣ୧ 依本法核准民間機構興建、營運
之公共建設，不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ௐαȈˣ୧̝˘ 投資契約應明定組成協調委
員會，以協調履約爭議；並得明定協調不成
時，提付仲裁。

ௐαȈ˟୧ 經主辦機關評估得由民間參與政
府規劃之公共建設，主辦機關應將該建設之
興建、營運規劃內容及申請人之資格條件等
相關事項，公告徵求民間參與。
前項申請人應於公告期限屆滿前，向主辦機
關申購相關規劃資料。
ௐαȈˬ୧ 依前條規定參與公共建設之申請
人，應於公告所定期限屆滿前，備妥資格文
件、相關土地使用計畫、興建計畫、營運計
畫、財務計畫、金融機構融資意願書及其他
公告規定資料，向主辦機關提出申請。
ௐαȈα୧ 主辦機關為審核申請案件，應設
甄審委員會，按公共建設之目的，決定甄審
標準，並就申請人提出之資料，依公平、公
正原則，於評審期限內，擇優評定之。
前項甄審標準，應於公告徵求民間參與之時
一併公告；評審期限，依個案決定之，並應通
知申請人。
第一項甄審委員會之組織及評審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甄審委員會委員應有二分之一以
上為專家、學者，甄審過程應公開為之。
ௐαỊ̏୧ 經評定為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
應自接獲主辦機關通知之日起，按評定規定
時間籌辦，並與主辦機關完成投資契約之簽
約手續，依法興建、營運。
ௐ̣ౢ!Ⴞ༛̈́გந!
經評定為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如未於前項
規定時間籌辦，並與主辦機關完成投資契約簽 ௐαȈ˝୧ 民間機構參與之公共建設屬公用
事業者，得參照下列因素，於投資申請案財
約手續者，主辦機關得訂定期限，通知補正
務計畫內擬訂營運費率標準、調整時機及方
之。該申請人如於期限內無法補正者，主辦機
式：
關得決定由合格之次優申請案件申請人遞補
簽約或重新依第四十二條規定公告接受申請。 一、規劃、興建、營運及財務等成本支出。
二、營運及附屬事業收入。
ௐαȈ̱୧ 民間自行規劃申請參與公共建設
三、營運年限。
者，應擬具相關土地使用計畫、興建計畫、
四、權利金之支付。
營運計畫、財務計畫、金融機構融資意願書
及其他法令規定文件，向主辦機關提出申請。 五、物價指數水準。
前項民間機構擬訂之營運費率標準、調整時
前項申請案件所需之土地、設施，得由民間
機及方式，應於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簽訂投資
申請人自行備具，或由主辦機關提供。
契約前，經各該公用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核定
第一項申請案件受申請機關如認為不符政
策需求，應逕予駁回；如認為符合政策需求， 後，由主辦機關納入契約並公告之。
前項經核定之營運費率標準、調整時機及方
其審查程序如下：
式，於公共建設開始營運後如有修正必要，應
一、民間申請人自行備具私有土地案件，由
經各該公用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核定後，由主辦
主辦機關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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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修正投資契約相關規定並公告之。
ௐ̣Ȉ୧ 依本法營運之公共建設，政府非依
法律不得要求提供減價之優惠；其依法優惠
部分，除投資契約另有約定者外，應由各該
法律之主管機關編列預算補貼之。
ௐ̣Ȉ˘୧ 民間機構依投資契約所取得之權
利，除為第五十二條規定之改善計畫或第五
十三條規定之適當措施所需，且經主辦機關
同意者外，不得轉讓、出租、設定負擔或為
民事執行之標的。
民間機構因興建、營運所取得之營運資產、
設備，非經主辦機關同意，不得轉讓、出租、
設定負擔。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轉讓、出租或設定負
擔之行為，無效。
民間機構非經主辦機關同意，不得辦理合併
或分割。
ௐ̣Ȉ˘୧̝˘ 主辦機關應於營運期間內，
每年至少辦理一次營運績效評定。
經主辦機關評定為營運績效良好之民間機
構，主辦機關得於營運期限屆滿前與該民間機
構優先定約，由其繼續營運。優先定約以一次
為限，且延長期限不得逾原投資契約期限。
第一項營運績效評估項目、標準、程序、績
效良好之評定方式等作業辦法，應於投資契約
明定之。營運績效評定，應納入民間機構營運
績效及品質查核紀錄。
ௐ̣Ȉ˟୧ 民間機構於興建或營運期間，如
有施工進度嚴重落後、工程品質重大違失、
經營不善或其他重大情事發生，主辦機關依
投資契約應為下列處理，並以書面通知民間
機構：
一、要求定期改善。
二、屆期不改善或改善無效者，中止其興建、
營運一部或全部。但經主辦機關同意融
資機構、保證人自行或擇定符合法令規
定之其他機構，於一定期限內暫時接管
該公共建設繼續辦理興建或營運者，不
在此限。
三、因前款中止興建或營運，或經融資機構、
保證人或其指定之其他機構暫時接管
後，持續相當期間仍未改善者，終止投
資契約。
主辦機關依前項規定辦理時，應通知融資機
構、保證人及政府有關機關。
主辦機關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終止投資契

約並完成結算後，融資機構、保證人得經主辦
機關同意，自行或擇定符合法令規定之其他機
構，與主辦機關簽訂投資契約，繼續辦理興建
或營運。
ௐ̣Ȉˬ୧ 公共建設之興建、營運如有施工
進度嚴重落後、工程品質重大違失、經營不
善或其他重大情事發生，於情況緊急，遲延
即有損害重大公共利益或造成緊急危難之虞
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令民間機構停
止興建或營運之一部或全部，並通知政府有
關機關。
依前條第一項中止及前項停止其營運一
部、全部或終止投資契約時，主辦機關得採取
適當措施，繼續維持該公共建設之營運。必要
時，並得予以強制接管營運；其接管營運方
式、範圍、執行、終止及其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ௐ̣Ȉα୧ 民間機構應於營運期限屆滿後，
移轉公共建設予政府者，應將現存所有之營
運資產或營運權，依投資契約有償或無償移
轉、歸還予主辦機關。

ௐ̱ౢ!!ܢ
ௐ̣Ị̏୧ 本法施行前政府依法與民間機構
所訂公共建設投資契約之權利義務，不受本
法影響。投資契約未規定者，而本法之規定
較有利於民間機構時，得適用本法之規定。
本法施行前政府依法公告徵求民間參與，而
於本法施行後簽訂投資契約之公共建設，其於
公告載明該建設適用公告當時之獎勵民間投
資法令，並將應適用之法令於投資契約訂明
者，其建設及投資契約之權利義務，適用公告
當時之法令規定。但本法之規定較有利於民間
機構者，得適用本法之規定。
ௐ̣Ȉ̱୧ 本法施行細則，由主管機關擬
訂，報請行政院核定後發布之。
ௐ̣Ȉ˛୧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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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施行細則（節錄）
中華民國 89 年 10 月 25 日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9）工程技字第 89030388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63 條；並自發布日起施行
中華民國 91 年 5 月 29 日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1）工程技字第 91021814 號令修正發布第 2、
11、17 條條文；增訂第 6-1、19-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2 年 8 月 13 日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
程技字第 09200320590 號令修正發布第 2、4、5、
7、8、10、14、19-1、39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4 年 2 月 23 日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
程技字第 094 00056490 號令修正發布第 11、14、
18、19-1、22、23、40、42、4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5 年 2 月 15 日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
程技字第 09500049710 號令修正發布第 7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7 年 1 月 21 日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
程技字第 09700012610 號令修正發布第 2、3、8、
11、16、17、18、19-1、21、22、23、31、40 條
條文；並增訂第 20-1、20-2、22-1～22-4、28-1、
37-1、40-1、41-1、41-2、43-1、46-1、56-1 條條
文
中華民國 98 年 4 月 24 日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
程促字第 09800162570 號令修正發布第 2、7、1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7 日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
程促字第 09900225170 號令修正發布第 2、17 條
條文
中華民國 103 年 3 月 13 日財政部台財促字第
10300532330 號令修正發布第 7、8、10、11、16、
17、19-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4 年 10 月 7 日財政部台財促字第
10400673670 號令修正發布第 8、10 條條文

ௐ˟Ȉα୧ 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所定得委託
民間機構辦理之區段徵收開發業務如下：
一、現況調查及地籍測量。
二、區段徵收工程之規劃、設計、施工及管
理。
三、土地改良物價值及區段徵收後地價之查
估。
四、抵價地分配之規劃設計。
五、編造有關清冊。
主辦機關委託民間機構辦理前項業務者，應
於委託契約中明定區段徵收工程之經費計算
方式、品質監督及驗收等規定。

ௐ˟Ị̏୧ 主辦機關依本法第十九條規定洽
請區段徵收主管機關辦理區段徵收者，應事
先擬定開發計畫，報請行政院核定。
前項開發計畫，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該公共建設事業計畫之特性及與相關上
位計畫之關係。
二、開發目標。
三、預定開發地區範圍。
四、主要公共設施項目。
五、開發地區及鄰近地區發展現況。
六、整體發展構想。
七、自行或委託辦理之開發方式。
八、預定抵價地比例。
九、拆遷安置構想。
一○、開發進度。
一一、土地使用計畫。
一二、財務分析及計畫。
一三、配合措施。
一四、責任分工。
一五、預期效益。
一六、其他應載明事項。
前項第十二款財務分析及計畫，如將第二十
六條之其他公共設施費用計入者，其得計入本
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區段徵收開發總成本之額
度上限，應於開發計畫中敘明，並應納入徵求
民間參與公告內容。
開發計畫報請行政院核定後，主辦機關應備
齊相關之地籍藍曬圖、範圍圖、基地附近地區
發展現況資料、都市計畫圖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圖及用地編定圖等，會同區段徵收主管機
關及都市計畫、地政、環境保護、交通等有關
機關，現場評估勘定區段徵收之範圍後，洽請
區段徵收主管機關依法辦理區段徵收。
開發計畫因配合都市計畫或土地徵收審議
委員會審議調整者，主辦機關應修正開發計
畫，報請行政院備查。
ௐ˟Ȉ̱୧ 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所稱開發總
成本，指徵收私有土地之現金補償地價或協
議價購地價、有償撥用公有土地地價、公共
設施費用、土地整理費用及貸款利息等項之
支出總額。
前項所稱公共設施費用，包括道路、橋樑、
溝渠、地下管道、鄰里公園、廣場、綠地、停
車場之規劃設計費、施工費、材料費、工程管
理費及整地費。經主辦機關報請公共建設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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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同。
第一項所稱土地整理費用，包括土地改良物
或墳墓拆遷補償費、動力及機械設備或人口遷
移費、營業損失補償費、自動拆遷獎助金、加
成補償金、地籍整理費、救濟金及辦理土地整
理必要之業務費。
ௐ˟Ȉ˛୧ 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委託民間
機構辦理區段徵收開發業務者，得於委託契
約中約定區段徵收開發總成本中主辦機關應
負擔之資金由民間機構籌措。
前項約定，除應明定資金總額、加計之利
息、利率、償還年限及期次等項目外，並得訂
定如主辦機關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三款
規定取得之可供建築用地經依法處理，而未能
完成處分，致收入不足償付民間機構所支付之
開發總成本中主辦機關應負擔金額時，由民間
機構按各筆土地依法估定之標售底價，承受該
未能處分之可供建築用地。但以補足應償付之
數額為限。
ௐ˟Ȉˣ୧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定禁止
事項，由中央辦理時，應由主辦機關會商內
政部及當地政府勘定範圍報請行政院核准
後，通知該用地所在之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公告之。
ௐ˟Ȉˣ୧̝˘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公
告，主辦機關應協調該用地所在之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於投資契約簽訂前為之。
ௐ˟Ȉ˝୧ 民間機構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
項但書規定先行進入或使用公、私有土地或
建築物時，仍應事先經主辦機關許可，並通
知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之所有人、占有人、
使用人或管理人。但無法事先通知者，得於
事後補行通知。
ௐˬȈ୧ 公共建設依本法第二十六條第一項
規定需與市區道路、公路、鐵路、其他交通
系統或公共設施共架、共構興建時，其因共
架、共構興建所需增加之費用，由民間機構
負擔。但市區道路、公路、鐵路、其他交通
系統或公共設施係新建、改建者，其因共架、
共構興建所需之費用，得經由協商依其單獨
興建所需費用之比例分擔之。
ௐˬȈ˘୧ 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所稱附屬
事業，指民間機構於公共建設所需用地辦理
公共建設及其附屬設施以外之開發經營事
業。
民間機構經營公共建設及前項附屬事業之

收支，應分別列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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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
條例（節錄）
中華民國 83 年 12 月 5 日總統（83）華總（一）義
字第 7446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49 條
中華民國 91 年 4 月 24 日總統（91）華總一義字第
09100075700 號令修正公布第 3、12～1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1 年 6 月 1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121030 號令修正公布第 30、43、4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25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4960 號公告第 26 條第 3 項、第 27 條第 2
項所列屬「財政部」之權責事項，經行政院公告
自 93 年 7 月 1 日起變更為「行政院金融監督管
理委員會」管轄，自 101 年 7 月 1 日起改由「金
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管轄
中華民國 104 年 6 月 1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0761 號令修正公布第 4 條條文

ௐȈ୧ 本條例所獎勵交通建設之交通用地及
依第十二條規定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土地，屬
公有土地者，主管機關依程序辦理撥用後，
得訂定期限出租或設定地上權與民間機構使
用，不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及國有財產法第
二十八條之限制，其租金得予優惠。
前項租金優惠辦法由交通部會同財政部定
之。
ௐȈ˘୧ 本條例所獎勵交通建設之交通用
地，屬私有土地者，主管機關得視交通建設
之需要，依法報請徵收，並得於徵收計畫書
載明辦理聯合開發、委託開發、合作經營或
依前條規定出租或設定地上權與民間機構開
發、興建、營運。
ௐȈˬ୧ 為加速第十一條交通用地之取得，
主管機關得協調公有土地管理機關或公營事
業，就其管理或所有土地訂定開發計畫，依
法開發、處理，並提供開發計畫範圍內一定
面積之土地、建築物，准由未領補償費之被
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就其應領補償費折算土
地、建築物領回。
前項被徵收土地未領地價之補償費及開發
土地後應領土地、建築物之計價，應以同一基
準折算之。申請時，應於土地徵收公告期間檢
具相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當地市、縣地政主
管機關具結不領取補償費，經轉報主管機關同
意者，視為地價已補償完竣；主管機關並應通
知公有土地管理機關或公營事業。

第一項公有土地之開發或處理不受土地法
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限制。
第一項開發、處理及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領
回開發土地、建築物之折算計價基準辦法及其
施行日期，由交通部會同經濟部、內政部、財
政部、直轄市政府等有關機關擬訂，報請行政
院核定之。
ௐȈ˛୧ 本條例所獎勵交通建設之交通用
地，主管機關報經上級機關核准後，應通知
該用地所在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公告禁止
下列事項：
一、土地移轉、分割、設定負擔。
二、建築改良物之新建、增建、或改建，及
採取土石或變更地形。
前項禁止期間，不得逾二年。
ௐȈ˝୧ 民間機構興建本條例所獎勵之交通
建設，需穿越公、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
應與該土地管理機關或所有權人就其需用之
空間範圍協議取得地上權。其屬公有土地而
協議不成時，得由民間機構報請主管機關核
轉行政院核定，不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之限
制；其屬私有土地而協議不成時，準用徵收
規定取得地上權後，租與民間機構使用，其
租金優惠準用第十條之規定。
前項土地因交通建設路線之穿越，致不能為
相當使用時，土地所有權人得自施工之日起至
開始營運後一年內，向主管機關請求徵收土地
所有權，主管機關不得拒絕；徵收土地之地價
依法補償之。但原設定地上權取得之對價，應
扣除之。
前二項土地上空或地下使用之程序、使用範
圍、界線之劃分及地上權之設定、徵收、補償、
登記之審核辦法，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ௐ˟Ȉ˟୧ 依前條規定使用公、私有土地或
建築物，有拆除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全部或
一部之必要者，民間機構應先報請主管機
關，經主管機關商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法
令所有人、占有人或使用人拆除之；如緊急
需要或逾期不拆除者，主管機關得逕行或委
託當地建築主管機關強制拆除之。
前項拆除及因拆除所遭受之損失應給與相
當之補償；對補償有異議時，應報請其主管機
關核定後為之。
ௐαȈα୧ 本條例所獎勵之民間機構，經廢
止興建或營運許可者，其因本條例規定取得
之土地地上權及租約應予終止；其必要且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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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營運資產及興建中之工程，主管機關得
強制收買之。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強制收買之營運資產
或興建中之工程，得移轉其他依法核准之民間
機構繼續興建或營運，或由指定之政府專責機
構興建、營運。
ௐαỊ̏୧ 本條例所獎勵之民間機構於第七
條所定許可經營期限屆滿時，應將現存所有
全部營運資產，依原許可條件有償或無償概
括移轉予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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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捷運法（節錄）
中華民國 77 年 7 月 1 日總統（77）華總（一）義
字第 2683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54 條
中華民國 86 年 5 月 28 日總統（86）華總（一）義
字第 8600122620 號令修正公布第 4、5、7、10、
12～15、17、19、21、22、24、25、28、32、38、
50、51、52 條條文；並增訂第 24-1、24-2、32-1、
38-1、50-1、51-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0 年 5 月 30 日總統（90）華總一義字第
9000102290 號令修正公布第 4、7、14、15、19、
31、38、38-1、45、51、51-1、53 條條文；並增
訂第 7-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2 年 5 月 2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088650 號令修正公布第 3、42、4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3 年 5 月 1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300091471 號令修正公布第 5、7、7-1、13～
15、19、25、45、50、50-1、52、53 條條文；並
增訂第 13-1、45-1～45-3 條條文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26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4960 號公告
第 47 條第 2 項所列屬「財政部」之權責事項，
經行政院公告自 93 年 7 月 1 日起變更為「行政
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管轄，自 101 年 7 月 1
日起改由「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管轄
中華民國 102 年 6 月 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106141 號令修正公布第 3、11～13、15、
19、24、24-1、25、31、38、40、44、47、49～
50-1、51-1、52 條條文；增訂第 32-2 條文；並刪
除第 32-1、38-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3 年 6 月 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85811 號令修正公布第 24-2、28 條條文

ௐ˘ౢ!ᓁ!
ௐ˘୧ 為加強都市運輸效能，改善生活環
境，促進大眾捷運系統健全發展，以增進公
共福利，特制定本法。
ௐ˟୧ 大眾捷運系統之規劃、建設、營運、
監督及安全，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律之規定。
ௐˬ୧ 本法所稱大眾捷運系統，指利用地
面、地下或高架設施，使用專用動力車輛，
行駛於導引之路線，並以密集班次、大量快
速輸送都市及鄰近地區旅客之公共運輸系
統。
前項大眾捷運系統，依使用路權型態，分
為下列二類：
一、完全獨立專用路權：全部路線為獨立專
用，不受其他地面交通干擾。

二、非完全獨立專用路權：部分地面路線以
實體設施與其他地面運具區隔，僅在路
口、道路空間不足或其他特殊情形時，
不設區隔設施，而與其他地面運具共用
車道。
大眾捷運系統為非完全獨立專用路權者，其
共用車道路線長度，以不超過全部路線長度四
分之一為限。但有特殊情形，經中央主管機關
報請行政院核准者，不在此限。
第二項第二款之大眾捷運系統，應考量路口
行車安全、行人與車行交通狀況、路口號誌等
因素，設置優先通行或聲光號誌。
ௐα୧ 大眾捷運系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交
通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路網跨越不相隸屬之行政區域者，由各有關
直轄市、縣（市）政府協議決定地方主管機關，
協議不成者，由交通部指定之。
ௐ̣୧ 建設大眾捷運系統所需經費及各級政
府分擔比例，應依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納入
規劃報告書財務計畫中，由中央主管機關報
請或核轉行政院核定。
前項建設由民間辦理者，除其他法令另有規
定外，所需資金應自行籌措。
ௐ̱୧ 大眾捷運系統需用之土地，得依法徵
收或撥用之。
ௐ˛୧ 為有效利用土地資源，促進地區發
展，主管機關得辦理大眾捷運系統路線、場、
站土地及其毗鄰地區土地之開發。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為前項所稱之毗鄰地區土
地：
一、與捷運設施用地相連接。
二、與捷運設施用地在同一街廓內，且能與
捷運設施用地連成同一建築基地。
三、與捷運設施用地相鄰之街廓，而以地下
道或陸橋相連通。
第一項開發用地，主管機關得協調內政部或
直轄巿政府調整當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或
區域土地使用管制。
大眾捷運系統路線、場、站及其毗鄰地區辦
理開發所需之土地，得依有償撥用、協議價
購、巿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取得之；其依協
議價購方式辦理者，主管機關應訂定優惠辦
法，經協議不成者，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
收。
主管機關得會商都巿計畫、地政等有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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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路線、場、站及其毗鄰地區劃定開發用
二、人口分布。
地範圍，經區段徵收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先
三、生態環境。
行依法辦理區段徵收，並於區段徵收公告期滿
四、土地之利用計畫及其發展。
後一年內，發布實施都巿計畫進行開發，不受
五、社會及經濟活動。
都巿計畫法第五十二條規定之限制。
六、都市運輸發展趨勢。
以區段徵收方式取得開發用地者，應將大眾
七、運輸系統之整合發展。
捷運系統路線、場、站及相關附屬設施用地， 八、採用非完全獨立專用路權路段所經鄰近
於區段徵收計畫書載明無償登記為主管機關
道路之交通衝擊。
所有。
九、其他有關事項。
第一項開發之規劃、申請、審查、土地取得 ௐȈ˟୧ 大眾捷運系統規劃報告書，應由中
程序、開發方式、容許使用項目、申請保證金、 央主管機關報請或核轉行政院核定；其內容
履約保證金、獎勵及管理監督之辦法，由交通
應包含下列事項：
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一、規劃目的及規劃目標年。
主管機關辦理開發之公有土地及因開發所
二、運量分析及預測。
取得之不動產，其處分、設定負擔、租賃或收
三、工程標準及技術可行性。
益，不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
四、經濟效益及財務評估。
十八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理法令之限制。
五、路網及場、站規劃。
ௐ˛୧̝˘ 主管機關為辦理前條第一項之土
六、興建優先次序。
地開發，得設置土地開發基金；其基金來源
七、財務計畫。
如下：
八、環境影響說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一、出售（租）因土地開發所取得之不動產
書。
及經營管理之部分收入。
九、土地取得方式及可行性評估。
二、辦理土地開發業務所取得之收益或權利
十、依第十條第二項規定召開公聽會之經過
金。
及徵求意見之處理結果。
三、主管機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十一、其他有關事項。
四、本基金利息收入。
大眾捷運系統規劃為採用非完全獨立專用
五、其他收入。
路權型態時，前項規劃報告書並應記載非完全
前項基金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其基金
獨立專用路權所經鄰近道路之交通衝擊分析
屬中央設置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行
及道路交通管制配套計畫。
政院核定發布；其基金屬地方設置者，由地方
民間自行規劃大眾捷運系統者，第一項規劃
主管機關定之。
報告書應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經層報中央主
ௐˣ୧ 為謀大眾捷運系統通信便利，大眾捷
管機關核轉行政院核定。
運系統工程建設或營運機構，經交通部核
ௐˬౢ!ޙన!
准，得設置大眾捷運系統專用電信。
ௐ˝୧ 各級主管機關為促進大眾捷運系統之 ௐȈˬ୧ 大眾捷運系統之建設，由中央主管
發展，得設協調委員會，負責規劃、建設及
機關辦理。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報請行政院同
營運之協調事項。
意後，得由地方主管機關辦理。
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為建設大眾捷運系
ௐ˟ౢ!ఢထ!
統，得設立工程建設機構，依前條核定之大
ௐȈ୧ 大眾捷運系統之規劃，由主管機關或
眾捷運系統路網計畫，負責設計、施工。
民間辦理。
前項大眾捷運系統之建設，中央或地方主
辦理大眾捷運系統規劃時，主管機關或民間
管機關得委任、委託其他機關辦理或甄選民
應召開公聽會，公開徵求意見。
間機構投資建設，並擔任工程建設機構。
ௐȈ˘୧ 大眾捷運系統之規劃，應考慮下列
大眾捷運系統由民間投資建設者，申請人
因素：
申請投資捷運建設計畫時，其公司最低實收
一、地理條件。
資本額不得低於新臺幣十億元，並應為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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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經費百分之十以上。取得最優申請人資格
需要，得使用河川、溝渠、涵洞、堤防、道
者，應於六個月內完成最低實收資本額為總
路、公園及其他公共使用之土地。但應事先
工程經費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之股份有限公司
通知各有關主管機關。
設立登記。
ௐȈ˝୧ 大眾捷運系統因工程上之必要，得
民間機構在籌辦、興建及營運時期，其自
穿越公、私有土地及其土地改良物之上空或
有資金之最低比率，均應維持在百分之二十
地下，或得將管、線附掛於沿線之建物上。
五以上。
但應擇其對土地及其土地改良物之所有人、
中央主管機關為整合各捷運系統建設之經
占有人或使用人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
驗，應蒐集各該路網之建設合約、土地取得、 之，並應支付相當之補償。
拆遷補償、管線遷移及涉外民事仲裁事件等
前項須穿越私有土地及其土地改良物之上
有關資料，主動提供各該工程建設機構參考
空或地下之情形，主管機關得就其需用之空
使用。
間範圍，在施工前，於土地登記簿註記，或
ௐȈˬ୧̝˘ 大眾捷運系統及其附屬設施之
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設定地上權，協議不成
公共工程，其設計、監造業務，應由依法登
時，準用土地徵收條例規定徵收取得地上權。
記執業之相關專業技師簽證。但主管機關自
前二項私有土地及其土地改良物因大眾捷
行辦理者，得由機關內依法取得相關專業技
運系統之穿越，致不能為相當之使用時，土
師證書者辦理。
地及其土地改良物所有人得自施工之日起至
前項相關專業技師之科別，由中央主管機
完工後一年內，請求徵收土地及其土地改良
關會商中央技師主管機關定之。
物，主管機關不得拒絕。私有土地及其土地
ௐȈα୧ 地方主管機關建設之大眾捷運系
改良物所有人原依前二項規定取得之對價，
統，應由地方主管機關備具下列文書，報請
應在徵收土地及其土地改良物補償金額內扣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辦理：
除之。
一、經核定之規劃報告書。
第一項穿越之土地為建築基地之全部或一
二、初步工程設計圖說。
部時，該建築基地得以增加新建樓地板面積
三、財源籌措計畫書。
方式補償之。
四、工程實施計畫書。
前四項土地及其土地改良物上空或地下使
五、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之設立計畫及營
用之程序、使用範圍、地籍逕為分割及設定
運計畫書。
地上權、徵收、註記、補償、登記、增加新
六、營運損益估計表。
建樓地板面積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中央主管機關建設之大眾捷運系統，應備具
關會同內政部定之。
前項各款文書，報請行政院核定後辦理。
主管機關依第三項規定徵收取得之土地及
ௐỊ̏୧ 大眾捷運系統建設，其開工及竣工
其土地改良物，其處分、設定負擔、租賃或
期限，應由中央工程建設機構或地方主管機
收益，不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
第二十八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理法令有關規
關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其不能依
定之限制。
限開工或竣工時，應敘明理由，報請中央主
ௐ˟Ȉ୧ 因舖設大眾捷運系統地下軌道或其
管機關核准展期。
他地下設備，致土地所有人無法附建防空避
路網全部或一部工程完竣，應報請中央主
難設備或法定停車空間時，經當地主管建築
管機關履勘；非經核准，不得營運。
機關勘查屬實者，得就該地下軌道或其他地
ௐȈ̱୧ 大眾捷運系統路線穿越河川，其築
下設備直接影響部分，免予附建防空避難設
墩架橋或開闢隧道，應與水利設施配合；河
備或法定停車空間。
岸如有堤壩等建築物，應予適度加強，並均
土地所有人因無法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法
應商得水利主管機關同意，以防止危險發生。
定停車空間所受之損害，大眾捷運系統工程建
ௐȈ˛୧ 大眾捷運系統路線建設工程之施
設機構應依前條規定予以補償或於適當地點
工，主管機關應協同管、線、下水道及其他
興建或購置停車場所以資替代。
公共設施之有關主管機關，同時配合進行。
ௐȈˣ୧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建設機構因施工 ௐ˟Ȉ˘୧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建設機構為勘

W‐4‐4 大眾捷運法（節錄）
測、施工或維護大眾捷運系統路線及其設
或埋設之管、線、溝渠時，該設施之所有人
施，應於七天前通知所有人、占有人或使用
或使用人不得拒絕；其所需費用分擔，依前
人後始得進入或使用公、私土地或建築物。
條第三項規定及第四項所定辦法辦理。
但情況緊急，遲延即有發生重大公共危險之
依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定大眾捷運系
虞者，得先行進入或使用。
統，其地面路線之設置標準、規劃、管理養
前項情形工程建設機構應對所有人、占有人
護及費用分擔原則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或使用人予以相當之補償，如對補償有異議
央主管機關會同內政部定之。
時，應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定後為之。
共用車道路線維護應劃歸大眾捷運系統。
依第一項但書規定進入或使用私有土地或 ௐ˟Ȉα୧̝˟ 大眾捷運系統建設及車輛製
建築物時，應會同當地村、里長或警察到場見
造之技術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證。
前項技術規範，應包含無障礙設備及設施
ௐ˟Ȉ˟୧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建設機構依前
之設置與維護方式。
條使用公、私土地或建築物，有拆除建築物
ௐαౢ!ᒉྻ!
或其他工作物全部或一部之必要時，應先報
請當地主管機關限期令所有人、占有人或使 ௐ˟Ị̏୧ 中央主管機關建設之大眾捷運系
用人拆除之；如緊急需要或逾期不拆除者，
統，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地方主管機關設立
其主管機關得逕行或委託當地主管建築機關
營運機構或經甄選後許可民間投資籌設營運
強制拆除之。
機構營運。
前項拆除應給予相當補償；對補償有異議
地方主管機關建設之大眾捷運系統，由地方
時，應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定後為之。
主管機關設立營運機構或經甄選後許可民間
ௐ˟Ȉˬ୧ 大眾捷運系統所需電能，由電業
投資籌設營運機構營運。
機構優先供應；經電業主管機關之核准，得
政府建設之大眾捷運系統財產，依各級政府
自行設置供自用之發電、變電及輸電系統之
出資之比率持有。由中央政府補助辦理者，由
一部或全部。
路線行經之各該地方政府，按自償及非自償經
ௐ˟Ȉα୧ 於大眾捷運系統設施附掛管、
費出資比率共有之，營運機構不共有大眾捷運
線，應協調該工程建設機構同意後，始得施
系統財產；該財產以出租方式提供營運機構使
工。
用、收益者，營運機構應負責管理維護。
於大眾捷運系統用地內埋設管、線、溝渠
前項大眾捷運系統財產之租賃期間及程
者，應具備工程設計圖說，徵得該工程建設機
序，不受民法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土地法
構同意，由其代為施工或派員協助監督施工。 第二十五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理法令之限制。
工程興建及管、線、溝渠養護費用，由該設施
第三項財產之定義、範圍、管理機關、產權
之所有人或使用人負擔。
登記、交付、增置、減損、異動、處分、收益、
依前二項規定附掛或埋設之管、線、溝渠， 設定負擔、用途、租賃及管理等事項之辦法，
因大眾捷運系統業務需要而應予拆遷時，該設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施之所有人或使用人不得拒絕；其所需費用，
依原設施標準，按新設經費減去拆除材料折舊
價值後，應由該設施之所有人或使用人與大眾
捷運系統工程建設或營運機構各負擔二分之
一。
前三項管、線、溝渠處理分類、經費負擔、
結算給付、申請手續、施工期程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α୧̝˘ 大眾捷運系統在市區道路或
公路建設，應先徵得該市區道路或公路主管
機關同意。
前項大眾捷運系統之建設，須拆遷已附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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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土地相關事項，得授權主管機關所屬之工
程建設機構（以下簡稱需地機構）執行之。
ௐ̣୧ 需地機構應將確定使用之空間範圍及
界線之劃分，測繪於捷運系統改良物之平面
圖、立面圖及剖面圖上。剖面圖應加測高程，
其基準自平均海水面為零公尺起算，並自水
準點引測之。
中華民國 79 年 6 月 15 日內政部（79）台內地字第
800408 號令、交通部（79）交路發字第 7916 號 ௐ̱୧ 需地機構應於依第二條規定公告期滿
令會銜訂定發布全文 16 條
後，豎立路線中心樁或邊界樁，計算座標，
中華民國 85 年 4 月 17 日內政部（85）台內地字第
並檢送空間範圍公告圖說、樁位座標表、樁
8574320 號令、交通部（85）交路發字第 8515
位圖及有關資料送請當地直轄市或縣（市）
號令會銜修正發布全文 18 條
地政機關據以辦理地籍逕為分割、測量及登
中華民國 87 年 12 月 15 日交通部（87）交路發字
記。
第 8749 號令、內政部（87）台內地字第 8787680
前項穿越空間範圍位於都市土地者，准照都
號令會銜修正發布全文 21 條及名稱（原名稱：
市計畫樁測定及管理辦法有關規定自行測定
大眾捷運系統路線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理及
都市計畫樁位，並將有關資料及測量成果送請
審核辦法）
都市計畫樁測定機關檢查校正完竣後，準用該
中華民國 89 年 12 月 30 日交通部（89）交路發字
辦法第七條規定辦理。
第 8979 號令、內政部（一）台內地字第 8971232
號令會銜修正發布全文 24 條；並自發布日起實 第七條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穿越之空間範圍有
施
設定地上權之必要者，需地機構應通知土地
中 華 民 國 92 年 8 月 1 日 交 通部 交 路發 字 第
所有人或管理人及他項權利人進行協議設定
092B000058 號 令 、 內 政 部 台 內 地 字 第
地上權；如經通知未參與協議、協議不成立
0920072607 號令會銜修正發布第 5、7、10、16、
或未於協議成立後約定期限內辦理設定地上
20 條條文及第 10 條條文之附表二
權者，即視為協議不成立。
中 華 民 國 100 年 9 月 19 日 交通 部 交 路 字 第
1000007990 號令、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00182283 ௐˣ୧ 依前條協議不成立者，需地機構應報
請主管機關徵收地上權。
號令會銜修正發布第 11～13、23 條條文
前項擬徵收之穿越部分，已依都市計畫程序
ௐ˘୧ 本辦法依大眾捷運法（以下簡稱本法） 註明捷運系統工程穿越於計畫圖上者，都市計
畫主管機關應核發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文
第十九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件；未依都市計畫程序辦理者，由都市計畫主
ௐ˟୧ 大眾捷運系統主管機關於確定捷運工
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現地勘查有無妨礙都市
程需穿越公、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時，應
計畫，並將會勘紀錄連同徵收計畫書一併報
將穿越部分使用之空間範圍，以適當之圖說
核。
公告之。前項穿越部分之空間範圍，穿越土
ௐ˝୧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穿越之空間範圍無
地之上空者，以捷運工程構造物之外緣加六
設定地上權之必要者，應由需地機構通知土
公尺為使用邊界；穿越土地之地下者，以捷
地所有人或管理人領取補償費同時副知他項
運工程構造物之外緣加三公尺為使用邊界。
權利人，並列冊送交管轄土地登記機關，於
但捷運工程構造物之外緣在本法第十八條規
土地登記簿標示部註明「捷運系統工程穿越
定之公共使用土地內者，以捷運工程構造物
地」。
之外緣為使用邊界。
依前項規定應領補償費，而未於通知期限內
ௐˬ୧ 前條第一項之公告，應以公告牌公告
具領者，需地機構應再限期通一次，仍不具領
於穿越土地附近適當場所，並張貼於當地鄉
者，提存法院。
（鎮、市、區）公所公告欄，其公告期間為
三十日，應登報周知公告之日期及地點。前 ௐȈ୧ 地上權之補償除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
情形者外，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條第一項空間範圍之圖說，主管機關應置於
一、穿越土地之上空為：
適當處所，免費供公眾查閱。
公告土地現值總額×穿越地上高度補償
ௐα୧ 主管機關為辦理捷運系統工程穿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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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如附表一）＝地上權補償費
二、配合捷運系統建設，其地面可計入法定
二、穿越土地之下方為：
空地者。
公告土地現值總額×穿越地下深度補償
三、捷運系統及其相關設施使用樓地板面積
率（如附表二）＝地上權補償費
部分經免計樓地板面積者。
需穿越同一土地之上空及地下者，不適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穿越經與土地所有人協
用本辦法之規定。
議同意無償提供設定地上權或註記之土地
第一項補償之土地屬私有者，應比照當
者，依其協議辦理。
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徵收土地之加 ௐȈ˟୧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因施工需要使用
成補償標準補償之。
本法第十八條規定之公有土地者，不適用第
六條至第十一條、第十三條至第二十二條規
附表一 穿越地上高度補償率表
定。
捷運工程構造物之下緣距
地上權補償率
ௐȈˬ୧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穿越需取得地上
地表高度
權之土地，於捷運工程進行穿越時仍存在並
七○％
○公尺－未滿九公尺
定著於土地有牆壁及頂蓋之合法建築物，或
五○％
九公尺－未滿十五公尺
三○％
十五公尺－未滿二十一公尺
領有建造執照施工中建築物，依下列基準計
一五％
二十一公尺－未滿三十公尺
算補償：
一○％
三十公尺以上
一、穿越地下深度未滿十三公尺者，發給建
註一：
築物造價百分之九十之補償費。
1.捷運工程構造物之下緣距地表高度係以需地機構依
二、穿越地下深度十三公尺至未滿二十四公
第五條測繪之縱剖面圖上，於軌道中心線處自地表
尺者，發給建築物造價百分之六十五之
起算至捷運工程構造物最下緣之高度為準。
補償費。
2.於同一筆土地內捷運工程構造物之最下緣穿越不同
補償率之高度時，應分別計算補償。
三、穿越地下深度達二十四公尺以上者，發
3.在同一剖面上穿越地上高度跨越表內二種以上高度
給建築物造價百分之四十之補償費。
者，以補償率較高者計算補償。
前項建築物位於依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註記
之土地者，其補償依前項規定基準之百分之五
附表二 穿越地下深度補償率表
十計算之。
捷運工程構造物之上緣
前二項建築物造價依當地主管機關所定之
地上權補償率
距地表之深度
建築物造價基準計算之。
○公尺以上－未滿十三公尺
五○％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建築物，需地機構得與其
十三公尺－未滿十六公尺
四○％
所有人協議不予補償。
十六公尺－未滿二十公尺
三○％
第一項建築物同一戶被穿越所賸餘之樓地
二十公尺－未滿二十四公尺
二○％
二十四公尺－未滿二十八公尺
一○％
板面積未達該戶面積三分之一，或面積達三分
二十八公尺以上
五％
之一而在三十平方公尺以下者，得併入計算補
註一：
償，補償之面積依捷運工程細部設計圖量取及
1.捷運工程構造物之上緣距地表深度係以需地機構依
現場核對計算之。
第五條測繪之縱剖面圖上，於軌道中心線處自地表
穿越土地上之土地改良物需一併拆遷時，其
起算至捷運工程構造物最上緣之深度為準。
2.於同一筆土地內捷運工程構造物之最上緣穿越不同
補償應依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理公共
補償率之深度時，應分別計算補償。
工程用地拆遷補償規定辦理，並應將第一項、
3.於地面以明挖方式向下施工者，其地上權補償率依
第二項及第五項之建築物穿越補償費予以扣
地下深度○公尺之標準計算。
除。
4.在同一剖面上穿越地下深度跨越表內二種以上深度
ௐȈα୧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穿越需取得地上
者，以補償率較高者計算補償。
權者，依本辦法計算之補償費經歸戶後，低
於新臺幣二千元者，以二千元計算補償；需
ௐȈ˘୧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穿越下列土地之
於土地登記簿註記者之補償費歸戶後，低於
一者，其補償標準依第十條規定補償費之百
新臺幣一千元者，以一千元計算補償。
分之五十補償之：
ௐỊ̏୧ 被徵收取得地上權之土地設定有他
一、依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註記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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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權利者，土地所有人於領取補償費時，應
建築法第一百零二條之一規定由起造人繳納
會同他項權利人或檢附債務清償證明、他項
代金者，應由需地機構代為繳納，但以依第三
權利塗銷證明文件或他項權利人同意所有人
條規定公告期滿後，第一次新建或增建且以公
領款之同意書辦理。
告期滿當日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應附設之停
ௐȈ̱୧ 依本法辦理之地上權登記，除其他
車位數為限，超過部分由起造人自行繳納。
法令另有規定者外，依下列規定辦理：
ௐȈ˝୧ 凡建築基地含有大眾捷運系統地區
一、協議設定地上權者，應由需地機構檢具
穿越需註記或取得地上權之土地，為適當補
相關文件囑託管轄土地登記機關辦理地
償土地所有人、占有人或使用人之損失，得
上權設定登記或辦理他項權利內容變更
依下列規定增加新建樓地板面積：
或塗銷登記。
一、穿越之捷運隧道全部進入該建築基地所
二、依本法徵收取得之地上權，直轄市或縣
在之街廓內，且該建築基地被穿越部分
（市）主管機關應於補償完竣後三十日
符合下列規定者，得增加之樓地板面積
內囑託管轄土地登記機關辦理地上權登
為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法定容積之百分
記。已登記之他項權利與地上權登記空
之三十。
間範圍重疊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二、穿越之捷運隧道未全部進入該建築基地
機關應一併囑託管轄土地登記機關辦理
街廓內者：
他項權利內容變更或塗銷登記。
（一）建築基地所在之整體街廓被捷運隧
三、穿越土地之上空者，於附表一補償率對
道沿建築線方向穿越，且該建築基
應之級距自低限為起點以上全部登記地
地被穿越部分符合下列規定者，由
上權；穿越土地之地下者，以附表二補
被隧道穿越之道路邊緣起算，以隧
償率對應之級距自淺限為起點以下全部
道穿越各該建築基地最大深度之
登記地上權。
五倍範圍之土地，該部分土地容積
ௐȈ˛୧ 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土地
得予增加為法定容積之百分之三
所有人因無法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所受之損
十。該隧道穿越各該建築基地最大
害，需地機構應依下列公式予以補償：
深度值之五倍未達三十公尺者，以
無法附建部分投影於水平面之面積×公告土地
三十公尺計。
現值×地下深度補償率×％＝無法附建部分之
（二）建築基地所在街廓之部分被捷運隧
補償費。
道沿建築線方向穿越者，由被隧道
前項所稱地下深度補償率係指無法附建部
穿越之道路邊緣起算，以隧道穿越
分之上緣距地表之深度依附表二之補償率，扣
各該建築基地最大深度之五倍範
除該土地已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補償之補償
圍之內之土地，該部分土地容積得
率。
予增加為法定容積之百分之三
第一項補償，應比照當地直轄市或縣（市）
十，該隧道穿越各該建築基地最大
政府徵收土地之加成標準補償之。關於應予補
深度值之五倍未達三十公尺者，以
償無法附建之防空避難設備，依建築法第一百
三十公尺計。
零二條之一規定由起造人繳納代金者，應由需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圖例中所稱捷運穿越隧
地機構代為繳納，但以依第三條規定公告期滿
道寬度，係指隧道結構體外緣之垂直投影兩側
各加三公尺之寬度。如非屬上述穿越情形者，
後，第一次新建或增建且以公告期滿當日之建
由主管機關會同當地都市計畫、建築主管機關
築技術規則規定所應附建之防空避難設備面
認定之。
積為限，超過部分由起造人自行繳納。
第一項被大眾捷運系統地上穿越之建築基
ௐȈˣ୧ 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土地所有
地，如符合其他法令之容積獎勵者，得同時適
人因無法附建法定停車空間，需地機構無法
用之，但各地區之都市計畫對建築基地被捷運
於適當地點興建或購置停車場所替代者，需
系統地下穿越之土地另訂有容積增加規定
地機構應依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計算補
者，從其規定，不適用本條之規定。
償土地所有人所受之損害。
前項應予補償無法附建之法定停車空間，依 ௐ˟Ȉ୧ 土地所有人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

W‐5‐4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理及審核辦法
規定請求徵收土地所有權時，應於大眾捷運
給。
系統工程施工之日起至完工後一年內，以申 ௐ˟Ȉˬ୧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於中華民國八
請書敘明不能為相當使用之理由，向主管機
十九年十二月三十日本辦法修正施行前，已
關提出申請，逾期不予受理，其徵收補償，
依施行前規定補償完竣者，不適用本辦法修
依有關規定辦理。
正後之補償等規定。
前項土地所有人於申請期間內有建築計畫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於中華民國一百年九月
者，其徵收土地所有權之申請書應於建築申報
十九日本辦法修正施行前，已依施行前規定
開工日前提出申請。
就捷運穿越用地之土地及建築物之補償基準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為第一項所稱因大眾捷
公開辦理說明會者，其補償適用修正施行前
運系統之穿越致不能為相當之使用：
之規定。
一、依法建築使用時，為保護捷運系統工程 ௐ˟Ȉα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之安全，致可建之容積小於規定之基準
容積，經需地機構會同當地建築主管機
關認定者。
二、無法附建足夠之法定停車空間或防空避
難空間，經需地機構會同當地建築主管
機關認定者。
三、其他不能為相當使用之情形經需地機構
會同當地都市計畫、建築及地政相關主
管機關勘查認定確屬捷運工程之穿越所
致者。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土地所有人如有支
出必要設計費用者，需地機構應予合理之補
償。
第一項申請徵收土地上之土地改良物除法
律另有規定外，應一併辦理徵收。其改良物為
區分所有建築物時，得僅徵收申請人所有及持
分共同使用部分。
ௐ˟Ȉ˘୧ 依本辦法補償之土地被徵收時，
除第十七條第三項及第十八條第二項所列情
形外，土地所有人依本辦法取得之對價，應
在徵收土地補償金額內扣除。
ௐ˟Ȉ˟୧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之上
空或地下因施工圍籬致營業用建築物主要出
入通道寬度減少為未滿二公尺者，依下列規
定發給營業損失補償。
一、同工程累計圍籬期間達三年以上者，依
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舉辦公共工
程拆遷補償辦法規定之營業損失補償費
全額發給。
二、累計未滿三年者按月數比例計算，其未
滿一個月部分，以一個月計算。
前項營業損失補償營業人向需地機構提出
申請後，需地機構應於每年十二月底計算及發
放當年度應發給之營業損失補償，屬前項第一
款者發至滿三年期間之營業損失補後不再發

外國船舶無害通過中華民國領海管理辦法

外國船舶無害通過中華民
國領海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91 年 1 月 30 日行政院院臺交字第
0910002252 號令訂定
中華民國 103 年 2 月 27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1030125872 號公告第 10 條第 2 項所列屬「行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03 年 3 月
3 日起改由「科技部」管轄

ௐ˘୧ 本辦法依中華民國領海及鄰接區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七條第五項及第九條規
定訂定之。
ௐ˟୧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外國船舶：指非依中華民國法律註冊登
記或列管之船舶，包括民用船舶、軍用
船舶、公務船、潛水艇及其他潛水器。
二、船舶所有人：指船舶所有權人、承租
人、經理人或營運人。
三、有害物質：指依聯合國國際海事組織所
定國際海運危險品準則所指定之物質。
四、核物質：指含有鉓、鈾二三三元素或含
鈾二三五占鈾之成分重量比在百分之
○‧七一一以上之物料，或其他經原子
能主管機關指定者。
ௐˬ୧ 外國船舶通過中華民國領海，依本法
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停船或下錨後，應即通知
當地航政主管機關。
ௐα୧ 中華民國領海內設備、設施、地形、
水文之新增或變遷，致影響航行安全者，航
政主管機關應隨時公告。
外國船舶通過中華民國領海時，發現海上
設備、設施、地形、水文之新增或變遷致影
響航行安全者，船長應即個當地航政主管機
關報告。
ௐ̣୧ 外國船舶通過中華民國領海時，應遵
守中華民國海洋污染防治法及其相關規定，
避免造成污染。
ௐ̱୧ 外國船舶通過中華民國領海，應設置
防止污染設備，並備置海洋污染防止證明書。
ௐ˛୧ 外國船舶通過中華民國領海發生海難
事故者，船長應即將下列事項，通知當地航
政主管機關。
一、案由。
二、發生時間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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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船舶資料，包括船名、國籍、船長、船
舶所有人名稱、所在地及負責人姓名與住
所。
四、污染及災害情形。
五、已採及應採措施。
六、其他報告事項。
航政主管機關得對海難事故進行調查，或
委託有關機關調查或鑑定。
前項調查或鑑定之人員，於出示證件後，
得登臨船舶進行調查或鑑定、詢問相關船員
或要求提供調查所需之文書或物品。
航政主管機關之調查人員，必要時得指示
船舶停止航行、駛往指定地點或封鎖現場。
ௐˣ୧ 外國船舶通過中華民國領海發生沉船
或擱淺事件，其船舶所有人應儘速清（移）
除其沉沒或擱淺船舶、物質或漂流物，並依
當地航政主管機關、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漁
業主管機關通知辦理。
ௐ˝୧ 外國船舶通過中華民國領海時，應將
漁具妥為收藏，不得置入水中，並不得採捕
水產動植物。
前項行為之查察及取締，由海岸巡防機關
執行，必要時，得會同漁業主管機關執行。
ௐȈ୧ 外國船舶通過中華民國領海時，未經
許可，不得進行海洋科學研究及水文測量活
動。
前項行為之查察及取締，由海岸巡防機關
執行，必要時，得會同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執行。
ௐȈ˘୧ 外國船舶通過中華民國領海時，除
中華民國電信法令另有規定外，未經許可，
不得廣播或干擾中華民國通訊系統。
前項作業之監督及管理，由交通部為之。
ௐȈ˟୧ 外國核動力船舶或載運核物質之船
舶，欲通過中華民國領海者，應持有國際協
定認可之證書，並檢附下列資料，於抵達之
十日前，送達原子能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
通過：
一、船名及國籍。
二、核動力反應爐功率與所用核子燃科或載
運核物質之名稱、持有人、數量、總活
度、包裝方式及運送總指數。
三、預計抵達及離開之時間。
四、航行路線。
五、上一港口及目的港。
前項外國船舶通過中華民國領海時，由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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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主管機關會同海岸巡防機關，全程監管。
四、武器系統研發試驗。
ௐȈˬ୧ 載運有害物質之外國船舶，欲通過
五、作戰演訓。
中華民國領海者，應持有國際協定認可之證
六、建構國防機密工程。
書，並檢附下列資料，於抵達之十日前，送
七、其他有關國家利益或安全事項。
達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通過：
前項第四款至第六款特定海域之範圍及期
一、船名及國籍。
間，行政院得委任國防部公告，並依國軍實
二、載運物質、種類及數量。
彈射擊通報作業程序及彈藥處理要點，通報
三、預計抵達及離開之時間。
送達各機關。
四、航行路線。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日施行。
五、上一港口及目的港。
前項外國船舶通過中華民國領海時，由中
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會同海岸巡防機關，全
程監管。
ௐȈα୧ 外國軍用船舶欲通過中華民國領海
時，應將下列事項，由所屬國政府、駐華使
領館或代表機構，於抵達之十日前，送達外
交部轉知國防部：
一、船名及國籍。
二、船型。
三、編號。
四、噸位。
五、呼號。
六、敵我識別型碼。
七、通訊方法。
八、通訊頻率。
九、船長姓名。
十、船載人數。
十一、是否配載飛機。
十二、預計抵達及離開之時間。
十三、航行路線。
前項外國軍用船舶通過中華民國領海時，
國防部應通飭所屬，全程監控。
ௐỊ̏୧ 外國公務船舶欲通過中華民國領海
時，應將下列事項，由所屬國政府、駐華使
領館或代表機構，於抵達之十日前，送達外
交部轉知相關機關：
一、船名及國籍。
二、目前船位。
三、船速。
四、執行之公務。
五、目的港。
ௐȈ̱୧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暫停外國船
舶在領海特定海域內無害通過：
一、發生內亂戒嚴，須防止外力介入。
二、與外國發生武裝衝突或敵對狀態。
三、發生海上緊急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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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
或大陸礁層建造使用改變
拆除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
許可辦法
中華民國 89 年 10 月 4 日行政院 89 台內字第 28891
號令訂定

ௐ˘୧! 本辦法依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
陸礁層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ௐˬ୧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人工島嶼：指依海事工程建造之固定式
或浮體式可供活動使用之基地。
二、設施：指配合人工島嶼之使用目的或依
海事工程獨立建造之固定式或浮體式可
供活動使用之設備。
三、結構：指連結或支撐人工島嶼、設施或
依海事工程獨立建造屬於前二款以外之
構造物。
四、建造：指新建或設置人工島嶼、設施或
結構之行為。
五、使用：指依建造之目的利用人工島嶼、
設施或結構之行為。
六、改變：指增建或改建人工島嶼、設施或
結構之行為。
七、拆除：指拆卸移除全部人工島嶼、設施
或結構之行為。
ௐα୧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陸礁層
建造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應檢附下列文
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申請書。
二、建造計畫書、圖。
三、使用計畫書、圖。
四、財務計畫書。
五、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對海域生態與漁
業影響評估報告及減輕影響對策。
六、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在海域礦區者，
該礦區經營人之同意書。
七、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不影響航行安
全，經航政主管機關認可之證明文件。
八、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者，該管環境保護主管機關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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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九、依漁業法規定應請求漁業權變更、撤銷
或停止行使者，該管漁業主管機關之同
意文件。
十、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依法令規定應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該管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之許可文件。
十一、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ௐ̣୧ 依前條規定申請取得許可者，應於建
造施工期間，依施工進度分期分區記錄及拍
照。
ௐ̱୧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陸礁層
使用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應於建造完成
後，檢附下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變更使用時亦同：
一、申請書。
二、使用計畫書、圖。但與原核定使用計畫
書、圖完全相符者，免附。
三、建造許可影本。
四、建造施工期間分期分區記錄資料及照
片。
五、竣工平面圖、立面圖及竣工照片。
六、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及其附近海底地
形實測資料。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ௐ˛୧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陸礁層
改變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應檢附下列文
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申請書。
二、改變計畫書、圖。
三、建造許可影本。
四、第四條第三款至第十款規定應檢附之各
項文件、圖說。但與原核定建造許可所
檢附資料完全相符者，免附。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ௐˣ୧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陸礁層
拆除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應檢附下列文
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申請書。
二、使用許可影本。
三、拆除計畫書、圖。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ௐ˝୧ 外國人申請第四條或第六條至前條之
許可，應經由中華民國駐外使領館、代表處、
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轉請外交部函
轉主管機關辦理之。

X‐2‐2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陸礁層建造使用改變拆除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許可辦法

但其在中華民國設有分支或代理機構者，得
由該取得授權之分支或代理機構，向主管機關
申請。
申請人提出之文件係外文者，應檢具中文譯
本，並經中華民國駐外使領館、代表處、辦事
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證明。
前項中文譯本，亦得依公證法規定，由公證
人認證。
ௐȈ୧ 主管機關受理許可申請後，應於六個
月內審查完竣，必要時得延長六個月；經審
查不符合規定，而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應訂
期限通知申請人補正，不依限補正者，駁回
其申請。
ௐȈ˘୧ 主管機關為辦理本辦法所定申請許
可事項，得邀集相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組
成專家小組審查：並得會同有關機關進行勘
驗。
前項審查內容涉及專門技術或知識者，得委
託專業機構或學術團體代為審查；其所需費
用，由申請人負擔。
ௐȈ˟୧ 從事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之建
造、使用、改變或拆除者，應建立警示裝置
及浮標；並通知航政主管機關公告該警示裝
置與浮標之位置、深度、大小及人工島嶼、
設施或結構之施工期間。
ௐȈˬ୧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陸礁
層建造、使用、改變或拆除人工島嶼、設施
或結構，須經中華民國領海及領海基線以內
者，其申請許可，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ௐȈα୧ 本辦法所定書圖及照片之格式，由
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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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為前條第一項各款申請之審查，除
第一款得採書面方式為之外，應邀請相關機關
及學者專家組成審查會為之。
ௐ̣୧ 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所稱必要時，包括
下列情形：
一、未依計畫進行研究者。
二、違反本法第九條第二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中華民國 89 年 8 月 16 日行政院台 89 科字第 24401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
號令訂定
中華民國 103 年 2 月 27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ௐ̱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
或大陸礁層從事海洋科學
研究許可辦法

1030125872 號公告第 2 條、第 4 條、第 5
條、第 6 條第 3 款所列屬「行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03 年 3 月 3 日起改由「科
技部」管轄
中華民國 104 年 5 月 15 日行政院院臺科字第
1040000386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6 條

ௐ˘୧ 本辦法依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
陸礁層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之。
ௐ˟୧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科技部。
ௐˬ୧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陸礁層
從事海洋科學研究者，應由申請人填具申請
書連同計畫，依下列規定提出申請：
一、臺灣地區之自然人、私法人、民間團體
或機構單獨為之者，應於研究預定開始
日期四個月前，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二、大陸地區大學校院或學術研究機構與臺
灣地區大學校院或學術研究機構合作為
之者，應於研究預定開始日期六個月
前，經由合作之臺灣地區大學校院或學
術研究機構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三、外國大學校院、學術研究機構或國際組
織之研究人員單獨或與臺灣地區大學校
院或學術研究機構之研究人員合作為之
者，應於研究預定開始日期六個月前，
經由中華民國駐外使領館、代表處或辦
事處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但其本國在
中華民國設有使領館、代表處、辦事處
或其他該國政府授權機構者，得經由該
等機構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前項申請書及計畫之內容及格式，由主管
機關定之。
ௐα୧ 主管機關受理前條第一項之申請後，
應審查申請之計畫是否能遵守或符合本法第
九條第二項各款及其他相關法令之規定，並
於受理申請之日起四個月內作成決定，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及副知相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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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巡防法

海岸巡防法
中華民國 89 年 01 月 2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8900018490 號令制定

ௐ˘୧ 為維護臺灣地區海域及海岸秩序，與
資源之保護利用，確保國家安全，保障人民
權益，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有關法律之規定。
ௐ˟୧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臺灣地區︰指臺灣、澎湖、金門、馬祖
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
二、海域︰指中華民國領海及鄰接區法、中
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陸礁層法規定
之領海、鄰接區及專屬經濟海域。
三、海岸︰指臺灣地區之海水低潮線以迄高
潮線起算五百公尺以內之岸際地區及近
海沙洲。
四、海岸管制區︰指由國防部會同海岸巡防
機關、內政部根據海防實際需要，就臺
灣地區海岸範圍內劃定公告之地區。
ௐˬ୧!!行政院設海岸巡防機關 （以下簡稱巡
防機關） ，綜理本法所定事項；其組織以法
律定之。
ௐα୧ 巡防機關掌理下列事項︰
一、海岸管制區之管制及安全維護事項。
二、入出港船舶或其他水上運輸工具之安全
檢查事項。
三、海域、海岸、河口與非通商口岸之查緝
走私、防止非法入出國、執行通商口岸
人員之安全檢查及其他犯罪調查事項。
四、海域及海岸巡防涉外事務之協調、調查
及處理事項。
五、走私情報之蒐集，滲透及安全情報之調
查處理事項。
六、海洋事務研究發展事項。
七、執行事項︰
（ 一） 海上 交通 秩序 之管 制及維 護事
項。
（二）海上救難、海洋災害救護及海上
糾紛之處理事項。
（ 三） 漁業 巡護 及漁 業資 源之維 護事
項。
（四）海洋環境保護及保育事項。
八、其他有關海岸巡防之事項。
前項第五款有關海域及海岸巡防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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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部分，應受國家安全局之指導、協調及
支援。
ௐ̣୧ 巡防機關人員執行前條事項，得行使
下列職權︰
一、對進出通商口岸之人員、船舶、車輛或
其他運輸工具及載運物品，有正當理
由，認有違反安全法令之虞時，得依法
實施安全檢查。
二、對進出海域、海岸、河口、非通商口岸
及航行領海內之船舶或其他水上運輸工
具及其載運人員、物品，有正當理由，
認有違法之虞時，得依法實施檢查。
三、對航行海域內之船舶，有正當理由，認
有違法之虞時，得命船舶出示船舶文
書、航海紀錄及其他有關航海事項之資
料。
四、對航行海域內之船舶、其他水上運輸工
具，根據船舶外觀、國籍旗幟、航行態
樣、乘載人員及其他異常舉動，有正當
理由，認有違法之虞時，得命船舶或其
他水上運輸工具停止航行、回航，其抗
不遵照者，得以武力令其配合。但武力
之行使，以阻止繼續行駛為目的。
五、對航行海域內之船舶或其他水上運輸工
具，如有損害中華民國海域之利益及危
害海域秩序行為或影響安全之虞者，得
進行緊追、登臨、檢查、驅離；必要時，
得予逮捕、扣押或留置。
巡防機關人員執行前項職權，若有緊急需
要，得要求附近船舶及人員提供協助。
ௐ̱୧ 巡防機關人員行使前條所定職權，有
正當理由認其有身帶物件，且有違法之虞
時，得令其交驗該項物件，如經拒絕，得搜
索其身體。搜索身體時，應有巡防機關人員
二人以上或巡防機關人員以外之第三人在
場。
搜索婦女之身體，應命婦女行之。
ௐ˛୧ 巡防機關人員執行第四條所定查緝走
私、非法入出國事項，必要時得於最靠近進
出海岸之交通道路，實施檢查。
ௐˣ୧ 巡防機關人員執行第四條所定查緝走
私、非法入出國事項，遇有急迫情形時，得
於管轄區域外，逕行調查犯罪嫌疑人之犯罪
情形及蒐集證據，並應立即知會有關機關。
ௐ˝୧ 巡防機關人員執行第四條所定查緝走
私，應將查緝結果，連同緝獲私貨，移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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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處理。
巡防機關人員執行第四條所定查緝走私及
防止非法入出國，因而發現犯罪嫌疑者，應依
法移送主管機關辦理。
ௐȈ୧ 巡防機關主管業務之簡任職、上校、
警監、關務監以上人員，執行第四條所定犯
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
九條之司法警察官。
前項以外巡防機關主管業務之薦任職、上
尉、警正、高級關務員以上人員，執行第四條
所定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
三十條之司法警察官。
巡防機關前二項以外之人員，執行第四條所
定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
十一條之司法警察。
前三項人員，除原具司法警察身分者外，須
經司法警察專長訓練，始得服勤執法；其辦法
由行政院定之。
ௐȈ˘୧ 巡防機關與國防、警察、海關及其
他相關機關應密切協調、聯繫；關於協助執
行事項，並應通知有關主管機關會同處理。
前項協調聯繫辦法，由巡防機關會同有關機
關定之。
ௐȈ˟୧ 巡防機關執行第四條所定事項，應
配置設備及性能適合執行任務之艦艇、航空
器、車輛、武器、彈藥、高科技監控系統及
其他必要之器械。
前項艦艇、航空器、車輛、武器、彈藥、監
控系統等，應予編號，並附加專用標誌，其制
式，由巡防機關定之。
ௐȈˬ୧ 巡防機關人員，執行第四條所定事
項，得使用武器及其他必要之器械；其使用
辦法，以法律定之，在未完成立法前，除適
用警械使用條例之規定外，由巡防機關另定
之。
ௐȈα୧ 巡防機關人員執行職務時，應穿著
制服或出示證明文件。
前項制服、證明文件之制式，由巡防機關定
之。
ௐỊ̏୧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一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節錄）

一九八二年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節錄）
ௐ˟୧ 領海及其上空、海床和底土的法律地
位
一、沿海國的主權及於其陸地領土及其內水
以外鄰接的一帶海域，在群島國的情形
下則及於群島水域以外鄰接的一帶海
域，稱為領海。
二、此項主權及於領海的上空及其海床和底
土。
三、對於領海的主權的行使受本公約和其他
國際法規則的限制。
ௐˬ୧ 領海的寬度
每一國家有權確定其領海的寬度，直至從按
照本公約確定的基線量起不超過十二浬的界
限為止。
ௐ̣୧ 正常基線
除本公約另有規定外，測算領海寬度的正常
基線是沿海國官方承認的大比例尺海圖所標
明的沿岸低潮線。
ௐ˛୧ 直線基線
一、在海岸線極為曲折的地方，或者如果緊
接海岸有一系列島嶼，測算領海寬度的
基線的劃定可採用連接各適當點的直線
基線法。
二、在因有三角洲和其他自然條件以致海岸
線非常不穩定之處，可沿低潮線向海最
遠處選擇各適當點，而且，儘管以後低
潮線發生後退現象，該直線基線在沿海
國按照本公約加以改變以前仍然有效。
三、直線基線的劃定不應在任何明顯的程度
上偏離海岸的一般方向，而且基線內的
海域必須充分接近陸地領土，使其受內
水制度的支配。
四、除在低潮高地上築有永久高於海平面的
燈塔或類似設施，或以這種高地作為劃
定基線的起訖點已獲得國際一般承認者
外，直線基線的劃定不應以低潮高地為
起訖點。
五、在依據第一款可以採用直線基線法之
處，確定特定基線時，對於有關地區所
特有的並經長期慣例清楚地證明其為實
在而重要的經濟利益，可予以考慮。
六、一國不得採用直線基線制度，致使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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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領海同公海或專屬經濟區隔斷。
ௐˣ୧ 內水
一、除第四部分另有規定外，領海基線向陸
一面的水域構成國家內水的一部分。
二、如果按照第七條所規定的方法確定直線
基線的效果使原來並未認為是內水的區
域被包圍在內成為內水，則在此種水域
內應有本公約所規定的無害通過權。
ௐ˝୧ 河口
如果河流直接流入海洋，基線應是一條在兩
岸低潮線上兩點之間橫越河口的直線。
ௐȈ୧ 海灣
一、本條僅涉及海岸屬於一國的海灣。
二、為本公約的目的，海灣是明顯的水曲，
其凹入程度和曲口寬度的比例，使其有
被陸地環抱的水域，而不僅為海岸的彎
曲。但水曲除其面積等於或大於橫越曲
口所劃的直線作為直徑的半圓形的面積
外，不應視為海灣。
三、為測算的目的，水曲的面積是位於水曲
陸岸周圍的低潮標和一條連接水曲天然
入口兩端低潮標的線之間的面積。如果
因有島嶼而水曲有一個以上的曲口，該
半圓形應劃在與橫越各曲口的各線總長
度相等的一條線上。水曲內的島嶼應視
為水曲水域的一部分而包括在內。
四、如果海灣天然入口兩端的低潮標之間的
距離不超過二十四浬，則可在這兩個低
潮標之間劃出一條封口線，該線所包圍
的水域應視為內水。
五、如果海灣天然入口兩端的低潮標之間的
距離超過二十四浬，二十四浬的直線基
線應劃在海灣內，以劃入該長度的線所
可能劃入的最大水域。
六、上述規定不適用於所謂「歷史性」海灣，
也不適用於採用第七條所規定的直線基
線法的任何情形。
ௐȈ˘୧ 港口
為了劃定領海的目的，構成海港體系組成部
分的最外部永久海港工程視為海岸的一部
分。近岸設施和人工島嶼不應視為永久海港工
程。
ௐȈ˟୧ 泊船處
通常用於船舶卸裝和下錨的泊船處，即使全
部或一部位於領海的外部界限以外，都包括在
領海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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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ˬ୧ 低潮高地
或為救助遇險或遭難的人員、船舶或飛
一、低潮高地是在低潮時四面環水並高於水
機的目的為限。
面但在高潮時沒入水中的自然形成的陸 ௐȈ˝୧ 無害通過的意義
地。如果低潮高地全部或一部與大陸或
一、通過只要不損害沿海國的和平、良好秩
島嶼的距離不超過領海的寬度，該高地
序或安全，就是無害的。這種通過的進
的低潮線可作為測算領海寬度的基線。
行應符合本公約和其他國際法規則。
二、如果低潮高地全部與大陸或島嶼的距離
二、如果外國船舶在領海內進行下列任何一
超過領海的寬度，則該高地沒有其自己
種活動，其通過即應視為損害沿海國的
的領海。
和平、良好秩序或安全：
ௐȈα୧ 確定基線的混合辦法
（Ａ）對沿海國的主權、領土完整或政治
沿海國為適應不同情況，可交替使用以上各
獨立進行任何武力威脅或使用武
條規定的任何方法以確定基線。
力，或以任何其他違反「聯合國憲
ௐỊ̏୧ 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間領海界限的
章」所體現的國際法原則的方式進
劃定
行武力威脅或使用武力；
如果兩國海岸彼此相向或相鄰，兩國中任何
（Ｂ）以任何種類的武器進行任何操練或
一國在彼此沒有相反協議的情形下，均無權將
演習；
其領海伸延至一條其每一點都同測算兩國中
（Ｃ）任何目的在於搜集情報使沿海國的
每一國領海寬度的基線上最近各點距離相等
防務或安全受損害的行為；
的中間線以外。但如因歷史性所有權或其他特
（Ｄ）任何目的在於影響沿海國防務或安
殊情況而有必要按照與上述規定不同的方法
全的宣傳行為；
劃定兩國領海的界限，則不適用上述規定。
（Ｅ）在船上起落或接載任何飛機；
ௐȈ̱୧ 海圖和地理坐標表
（Ｆ）在船上發射、降落或接載任何軍事
一、按照第七、第九和第十條確定的測算領
裝置；
海寬度的基線，或根據基線劃定的界
（Ｇ）違反沿海國海關、財政、移民或衛
生的法律和規章，上下任何商品、
限，和按照第十二和第十五條劃定的分
貨幣或人員；
界線，應在足以確定這些線的位置的一
（Ｈ）違反本公約規定的任何故意和嚴重
種或幾種比例尺的海圖上標出。或者，
的污染行為；
可以用列出各點的地理坐標並註明大地
（Ｉ）任何捕魚活動；
基準點的表來代替。
（Ｊ）進行研究或測量活動；
二、沿海國應將這種海圖或地理坐標表妥為
（Ｋ）任何目的在於干擾沿海國任何通訊
公布，並應將各該海圖和坐標表的一份
系統或任何其他設施或設備的行
副本交存於聯合國秘書長。
為；
ௐȈ˛୧ 無害通過權
（Ｌ）與通過沒有直接關係的任何其他活
在本公約的限制下，所有國家，不論為沿海
動。
國或內陸國，其船舶均享有無害通過領海的權
ௐ˟Ȉ୧ 潛水艇和其他潛水器
利。
在領海內，潛水艇和其他潛水器，須在海面
ௐȈˣ୧ 通過的意義
上航行並展示其旗幟。
一、通過是指為了下列目的，通過領海的航
ௐ˟Ị̏୧ 沿海國的保護權
行：
一、沿海國可在其領海內採取必要的步驟以
（Ａ）穿過領海但不進入內水或停靠內水
防止非無害的通過。
以外的泊船處或港口設施；或
二、在船舶駛往內水或停靠內水外的港口設
（Ｂ）駛往或駛出內水或停靠這種泊船處
備的情形下，沿海國也有權採取必要的
或港口設施。
步驟，以防止對准許這種船舶駛往內水
二、通過應繼續不停和迅速進行。通過包括
或停靠港口的條件的任何破壞。
停船和下錨在內，但以通常航行所附帶
三、如為保護國家安全包括武器演習在內而
發生的或由於不可抗力或遇難所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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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沿海國可在對外國船舶之間在
一國的領海同公海或專屬經濟區隔斷。
形式上或事實上不加歧視的條件下，在
六、如果群島國的群島水域的一部分位於一
其領海的特定區域內暫時停止外國船舶
個直接相鄰國家的兩個部分之間，該鄰
的無害通過。這種停止僅應在正式公布
國傳統上在該水域內行使的現有權利和
後發生效力。
一切其他合法利益以及兩國間協定所規
ௐˬȈˬ୧ 鄰接區
定的一切權利，均應繼續，並予以尊重。
一、沿海國可在鄰接其領海稱為鄰接區的區
七、為計算第一款規定的水域與陸地的比例
域內，行使為下列事項所必要的管制：
的目的，陸地面積可包括位於島嶼和環
（Ａ）防止在其領土或領海內違犯其海
礁的岸礁以內的水域，其中包括位於陡
關、財政、移民或衛生的法律和規
側海台周圍的一系列灰岩島和乾礁所包
章；
圍或幾乎包圍的海台的那一部分。
（Ｂ）懲治在其領土或領海內違犯上述法
八、按照本條劃定的基線，應在足以確定這
律和規章的行為。
些線的位置的一種或幾種比例尺的海圖
二、鄰接區從測算領海寬度的基線量起，不
上標出。或者，可以用列出各點的地理
得超過二十四浬。
坐標並註明大地基準點的表來代替。
ௐαȈ̱୧ 用語
九、群島國應將這種海圖或地理坐標表妥為
為本公約的目的：
公布，並應將各該海圖或坐標表的一份
（Ａ）「群島國」是指全部由一個或多個
副本交存於聯合國秘書長。
群島構成的國家，並可包括其他島 ௐ̣Ị̏୧ 專屬經濟區的特定法律制度
嶼；
專屬經濟區是領海以外並鄰接領海的一個
（Ｂ）「群島」是指一群島嶼，包括若干
區域，受本部分規定的特定法律制度的限制，
島嶼的若干部分、相連的水域和其
在這個制度下，沿海國的權利和管轄權以及其
他自然地形，彼此密切相關，以致
他國家的權利和自由均受本公約有關規定的
這種島嶼、水域和其他自然地形在
支配。
本質上構成一個地理、經濟和政治 ௐ̣Ȉ̱୧ 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的權利、
的實體，或在歷史上已被視為這種
管轄權和義務
實體。
一、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有：
ௐαȈ˛୧ 群島基線
（Ａ）以勘探和開發、養護和管理海床上
一、群島國可劃定連接群島最外緣各島和各
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資
乾礁的最外緣各點的直線群島基線，但
源（不論為生物或非生物資源）為
這種基線應包括主要的島嶼和一個區
目的的主權權利，以及關於在該區
域，在該區域內，水域面積和包括環礁
內從事經濟性開發和勘探，如利用
在內的陸地面積的比例應在一比一到九
海水、海流和風力生產能等其他活
比一之間。
動的主權權利；
二、這種基線的長度不應超過一百浬。但圍
（Ｂ）本公約有關條款規定的對下列事項
的管轄權：
繞任何群島的基線總數中至多百分之三
（1）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的建造
可超過該長度，最長以一百二十五浬為
和使用；
限。
（2）海洋科學研究；
三、這種基線的劃定不應在任何明顯的程度
（3）海洋環境的保護和保全；
上偏離群島的一般輪廓。
（Ｃ）本公約規定的其他權利和義務。
四、除在低潮高地上築有永久高於海平面的
二、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根據本公約行使
燈塔或類似設施，或者低潮高地全部或
其權利和履行其義務時，應適當顧及其
一部與最近的島嶼的距離不超過領海的
他國家的權利和義務，並應以符合本公
寬度外，這種基線的劃定不應以低潮高
約規定的方式行事。
地為起訖點。
三、本條所載的關於海床和底土的權利，應
五、群島國不應採用一種基線制度，致使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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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第六部分的規定行使。
任何設施或結構，應予以撤除，以確保
ௐ̣Ȉ˛୧ 專屬經濟區的寬度
航行安全，同時考慮到主管國際組織在
專屬經濟區從測算領海寬度的基線量起，不
這方面制訂的任何為一般所接受的國際
應超過二百浬。
標準。這種撤除也應適當地考慮到捕
ௐ̣Ȉˣ୧ 其他國家在專屬經濟區內的權利
魚、海洋環境的保護和其他國家的權利
和義務
和義務。尚未全部撤除的任何設施或結
一、在專屬經濟區內，所有國家，不論為沿
構的深度、位置和大小應妥為公布。
海國或內陸國，在本公約有關規定的限
四、沿海國可於必要時在這種人工島嶼、設
制下，享有第八十七條所指的航行和飛
施和結構的周圍設置合理的安全地帶，
越的自由，舖設海底電纜和管道的自
並可在該地帶中採取適當措施以確保航
由，以及與這些自由有關的海洋其他國
行以及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的安全。
際合法用途，諸如同船舶和飛機的操作
五、安全地帶的寬度應由沿海國參照可適用
及海底電纜和管道的使用有關的並符合
的國際標準加以確定。這種地帶的設置
本公約其他規定的那些用途。
應確保其與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的性
二、第八十八至第一一五條以及其他國際法
質和功能有合理的關聯；這種地帶從人
有關規則，只要與本部分不相牴觸均適
工島嶼、設施或結構的外緣各點量起，
用於專屬經濟區。
不應超過這些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周
三、各國在專屬經濟區內根據本公約行使其
圍五百公尺的距離，但為一般接受的國
權利和履行其義務時，應適當顧及沿海
際標準所許可或主管國際組織所建議者
國的權利和義務，並應遵守沿海國按照
除外。安全地帶的範圍應妥為通知。
本公約的規定和其他國際法規則所制定
六、一切船舶都必須尊重這些安全地帶，並
的與本部分不相牴觸的法律和規章。
應遵守關於在人工島嶼、設施、結構和
ௐ̣Ȉ˝୧ 解決關於專屬經濟區內權利和管
安全地帶附近航行的一般接受的國際標
轄權的歸屬的衝突的基礎
準。
在本公約未將在專屬經濟區內的權利或管
七、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及其周圍的安全
轄權歸屬於沿海國或其他國家而沿海國和任
地帶，不得設在對使用國際航行必經的
何其他一國或數國之間的利益發生衝突的情
公認海道可能有干擾的地方。
形下，這種衝突應在公平的基礎上參照一切有
八、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不具有島嶼地位。
關情況，考慮到所涉利益分別對有關各方和整
它們沒有自己的領海，其存在也不影響
個國際社會的重要性，加以解決。
領海、專屬經濟區或大陸礁層界限的劃
ௐ̱Ȉ୧ 專屬經濟區內的人工島嶼、設施和
定。
結構
ௐ˛Ȉˬ୧ 沿海國法律和規章的執行
一、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應有專屬權利建
一、沿海國行使其勘探、開發、養護和管理
造並授權和管理建造、操作和使用：
在專屬經濟區內的生物資源的主權權利
（Ａ）人工島嶼；
時，可採取為確保其依照本公約制定的
（Ｂ）為第五十六條所規定的目的和其他
法律和規章得到遵守所必要的措施，包
經濟目的的設施和結構；
括登臨、檢查、逮捕和進行司法程序。
（Ｃ）可能干擾沿海國在區內行使權利的
二、被逮捕的船隻及其船員，在提出適當的
設施和結構。
保證書或其他擔保後，應迅速獲得釋放。
三、沿海國對於在專屬經濟區內違犯漁業法
二、沿海國對這種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應
律和規章的處罰，如有關國家無相反的
有專屬管轄權，包括有關海關、財政、
協議，不得包括監禁，或任何其他方式
衛生、安全和移民的法律和規章方面的
的體罰。
管轄權。
四、在逮捕或扣留外國船隻的情形下，沿海
三、這種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的建造，必
國應通過適當途徑將其所採取的行動及
須妥為通知，並對其存在必須維持永久
隨後所施加的任何處罰迅速通知船旗
性的警告方法。已被放棄或不再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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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的各定點，不應超過從測算領海寬度的
ௐ˛Ȉα୧ 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間專屬經濟
基線量起三百五十浬，或不應超過連接
區界限的劃定
二千五百公尺深度各點的二千五百公尺
一、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間專屬經濟區的界
等深線一百浬。
限，應在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所指
六、雖有第五款的規定，在海底洋脊上的大
國際法的基礎上以協議劃定，以便得到
陸礁層外部界限不應超過從測算領海寬
公平解決。
度的基線量起三百五十浬。本款規定不
二、有關國家如在合理期間內未能達成任何
適用於作為大陸邊自然構成部分的海
協議，應訴諸第十五部分所規定的程序。
台、海隆、海峰、暗灘和坡尖等海底高
三、在達成第一款規定的協議以前，有關各
地。
國應基於諒解和合作的精神，盡一切努
七、沿海國的大陸礁層如從測算領海寬度的
力作出實際性的臨時安排，並在此過渡
基線量起超過二百浬，應連接以經緯度
期間內，不危害或阻礙最後協議的達
坐標標出的各定點劃出長度各不超過六
成。這種安排應不妨害最後界限的劃定。
十浬的若干直線，劃定其大陸礁層的外
四、如果有關國家間存在現行有效的協定，
部界限。
關於劃定專屬經濟區界限的問題，應按
八、從測算領海寬度的基線量起二百浬以外
照該協定的規定加以決定。
大陸礁層界限的情報應由沿海國提交根
ௐ˛Ȉ̱୧ 大陸礁層的定義
據附件二在公平地區代表制基礎上成立
一、沿海國的大陸礁層包括其領海以外依其
的大陸礁層界限委員會。委員會應就有
陸地領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擴展到大陸
關劃定大陸礁層外部界限的事項向沿海
邊外緣的海底區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
國提出建議，沿海國在這些建議的基礎
從測算領海寬度的基線量起到大陸邊的
上劃定的大陸架界限應有確定性和拘束
外緣的距離不到二百浬，則擴展到二百
力。
浬的距離。
九、沿海國應將永久標明其大陸礁層外部界
二、沿海國的大陸礁層不應擴展到第四至第
限的海圖和有關情報，包括大地基準
六款所規定的界限以外。
點，交存於聯合國秘書長。秘書長應將
三、大陸邊包括沿海國陸塊沒入水中的延伸
這些情報妥為公布。
部分，由陸架、陸坡和陸基的海床和底
十、本條的規定不妨害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
土構成，它不包括深洋洋底及其洋脊，
間大陸礁層界限劃定的問題。
也不包括其底土。
ௐ˛Ȉ˛୧ 沿海國對大陸礁層的權利
四、
（Ａ）為本公約的目的，在大陸邊從測算
一、沿海國為勘探大陸礁層和開發其自然資
領海寬度的基線量起超過二百浬
源的目的，對大陸礁層行使主權權利。
的任何情形下，沿海國應以下列兩
二、第一款所指的權利是專屬性的，即：如
種方式之一，劃定大陸邊的外緣：
果沿海國不勘探大陸礁層或開發其自然
資源，任何人未經沿海國明示同意，均
（1）按照第七款，以最外各定點為
不得從事這種活動。
準劃定界線，每一定點上沉積
三、沿海國對大陸礁層的權利並不取決於有
岩厚度至少為從該點至大陸
效或象徵的占領或任何明文公告。
坡腳最短距離的百分之一；或
四、本部分所指的自然資源包括海床和底土
（2）按照第七款，以離大陸坡腳的
的礦物和其他非生物資源，以及屬於定
距離不超過六十浬的各定點
居種的生物，即在可捕撈階段在海床上
為準劃定界線。
或海床下不能移動或其軀體須與海床或
（Ｂ）在沒有相反證明的情形下，大陸坡
底土保持接觸才能移動的生物。
腳應定為大陸坡坡底坡度變動最
ௐ˛Ȉ˝୧ 大陸礁層上的海底電纜和管道
大之點。
一、所有國家按照本條的規定都有在大陸礁
五、組成按照第四款（Ａ）項（1）和（2）
層上舖設海底電纜和管道的權利。
目劃定的大陸礁層在海床上的外部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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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沿海國除為了勘探大陸礁層，開發其自
然資源和防止、減少和控制管道造成的
污染有權採取合理措施外，對於舖設或
維持這種海底電纜或管道不得加以阻
礙。
三、在大陸礁層上舖設這種管道，其路線的
劃定須經沿海國同意。
四、本部分的任何規定不影響沿海國對進入
其領土或領海的電纜或管道訂立條件的
權利，也不影響沿海國對因勘探其大陸
礁層或開發其資源或經營在其管轄下的
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而建造或使用的
電纜和管道的管轄權。
五、舖設海底電纜和管道時，各國應適當顧
及已經舖設的電纜和管道。特別是，修
理現有電纜或管道的可能性不應受妨
害。
ௐˣȈ୧ 大陸礁層上的人工島嶼、設施和結
構
第六十條比照適用於大陸礁層上的人工島
嶼、設施和結構。
ௐˣȈ˘୧ 大陸礁層上的鑽探
沿海國有授權和管理為一切目的在大陸礁
層上進行鑽探的專屬權利。
ௐˣȈˬ୧ 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間大陸礁層
界限的劃定
一、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間大陸礁層的界
限，應在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所指
國際法的基礎上以協議劃定，以便得到
公平解決。
二、有關國家如在合理期間內未能達成任何
協議，應訴諸第十五部分所規定的程序。
三、在達成第一款規定的協議以前，有關各
國應基於諒解和合作的精神，盡一切努
力作出實際性的臨時安排，並在此過渡
期間內，不危害或阻礙最後協議的達
成。這種安排應不妨害最後界限的劃定。
四、如果有關國家間存在現行有效的協定，
關於劃定大陸礁層界限的問題，應按照
該協定的規定加以決定。
ௐ˘ѺȈ˘୧ 緊追權
一、沿海國主管當局有充分理由認為外國船
舶違反該國法律和規章時，可對該外國
船舶進行緊追。此項追逐須在外國船舶
或其小艇之一在追逐國的內水、群島水
域、領海或鄰接區內時開始，而且只有

追逐未曾中斷，才可在領海或鄰接區外
繼續進行。當外國船舶在領海或鄰接區
內接獲停駛命令時，發出命令的船舶並
無必要也在領海或鄰接區內。如果外國
船舶是在第三十三條所規定的鄰接區
內，追逐只有在設立該區所保護的權利
遭到侵犯的情形下才可進行。
二、對於在專屬經濟區內或大陸礁層上，包
括大陸礁層上設施周圍的安全地帶內，
違反沿海國按照本公約適用於專屬經濟
區或大陸礁層包括這種安全地帶的法律
和規章的行為，應比照適用緊追權。
三、緊追權在被追逐的船舶進入其本國領海
或第三國領海時立即終止。
四、除非追逐的船舶以可用的實際方法認定
被追逐的船舶或其小艇之一或作為一隊
進行活動而以被追逐的船舶為母船的其
他船艇是在領海範圍內，或者，根據情
況，在鄰接區或專屬經濟區內或在大陸
礁層上，緊追不得認為巳經開始。追逐
只有在外國船舶視聽所及的距離內發出
視覺或聽覺的停駛信號後，才可開始。
五、緊追權只可由軍鑑、軍用飛機或其他有
清楚標誌可以識別的為政府服務並經授
權緊追的船舶或飛機行使。
六、在飛機進行緊追時：
（Ａ）應比照適用第一至第四款的規定；
（Ｂ）發出停駛命令的飛機，除非其本身
能逮捕該船舶，否則須其本身積極
追逐船舶直至其所召喚的沿海國
船舶或另一飛機前來接替追逐為
止。飛機僅發現船舶犯法或有犯法
嫌疑，如果該飛機本身或接著無間
斷地進行追逐的其他飛機或船舶
既未命令該船停駛也未進行追
逐，則不足以構成在領海以外逮捕
的理由。
七、在一國管轄範圍內被逮捕並被押解到該
國港口以便主管當局審問的船舶，不得
僅以其在航行中由於情況需要而曾被押
解通過專屬經濟區的或公海的一部分為
理由而要求釋放。
八、在無正當理由行使緊追權的情況下，在
領海以外被命令停駛或被逮捕的船舶，
對於可能因此遭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應
獲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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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୧ 陸地來源的污染
對海洋環境的污染，應按照第十一部分
一、各國應制定法律和規章，以防止、減少
制訂國際規則、規章和程序。這種規則、
和控制陸地來源，包括河流、河口灣、
規章和程序應根據需要隨時重新審查。
管道和排水口結構對海洋環境的污染，
二、在本節有關規定的限制下，各國應制定
同時考慮到國際上議定的規則、標準和
法律和規章，以防止、減少和控制由懸
建議的辦法及程序。
掛其旗幟或在其國內登記或在其權力下
二、各國應採取其他可能必要的措施，以防
經營的船隻、設施、結構和其他裝置所
止、減少和控制這種污染。
進行的「區域」內活動造成對海洋環境
三、各國應盡力在適當的區域一級協調其在
的污染。這種法律和規章的要求的效力
這方面的政策。
應不低於第一款所指的國際規則、規章
四、各國特別應通過主管國際組織或外交會
和程序。
議採取行動，盡力制訂全球性和區域性 ௐ˟ѺȈ୧ 傾倒造成的污染
規則、標準和建議的辦法及程序，以防
一、各國應制定法律和規章，以防止、減少
止、減少和控制這種污染，同時考慮到
和控制傾倒對海洋環境的污染。
區域的特點，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能力及
二、各國應採取其他可能必要的措施，以防
其經濟發展的需要。這種規則、標準和
止、減少和控制這種污染。
建議的辦法及程序應根據需要隨時重新
三、這種法律、規章和措施應確保非經各國
審查。
主管當局准許，不進行傾倒。
五、第一、第二和第四款提及的法律、規章
四、各國特別應通過主管國際組織或外交會
、措施、規則、標準和建議的辦法及程
議採取行動，盡力制訂全球性和區域性
序，應包括旨在在最大可能範圍內盡量
規則、標準和建議的辦法及程序，以防
減少有毒、有害或有礙健康的物質，特
止、減少和控制這種污染。這種規則、
別是持久不變的物質，排放到海洋環境
標準和建議的辦法及程序應根據需要隨
的各種規定。
時重新審查。
ௐ˟Ѻˣ୧ 國家管轄的海底活動造成的污
五、非經沿海國事前明示核准，不應在領海
染
和專屬經濟區內或在大陸礁層上進行傾
一、沿海國應制定法律和規章，以防止、減
倒，沿海國經與由於地理處境可能受傾
少和控制來自受其管轄的海底活動或與
倒不利影響的其他國家適當審議此事
此種活動有關的對海洋環境的污染以及
後，有權准許、規定和控制這種傾倒。
來自依據第六十和第八十條在其管轄下
六、國內法律、規章和措施在防止、減少和
的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對海洋環境的
控制這種污染方面的效力應不低於全球
污染。
性規則和標準。
二、各國應採取其他可能必要的措施，以防 ௐ˟ѺȈ˘୧ 來自船隻的污染
止、減少和控制這種污染。
一、各國應通過主管國際組織或一般外交會
三、這種法律、規章和措施的效力應不低於
議採取行動，制訂國際規則和標準，以
國際規則、標準和建議的辦法及程序。
防止、減少和控制船隻對海洋環境的污
四、各國應盡力在適當的區域一級協調其在
染，並於適當情形下，以同樣方式促進
這方面的政策。
對劃定航線制度的採用，以期盡量減少
可能對海洋環境，包括對海岸造成污染
五、各國特別應通過主管國際組織或外交會
和對沿海國的有關利益可能造成污染損
議採取行動，制訂全球性和區域性規
害的意外事件的威脅。這種規則和標準
則、標準和建議的辦法及程序，以防止、
應根據需要隨時以同樣方式重新審查。
減少和控制第一款所指的海洋環境污
二、各國應制定法律和規章，以防止、減少
染。這種規則、標準和建議的辦法及程
和控制懸掛其旗幟或在其國內登記的船
序應根據需要隨時重新審查。
隻對海洋環境的污染。這種法律和規章
ௐ˟Ѻ˝୧ 來自「區域」內活動的污染
至少應具有與通過主管國際組織或一般
一、為了防止、減少和控制「區域」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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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會議制訂的一般接受的國際規則和
定是符合的，該沿海國即可對該區
標準相同的效力。
域制定防止、減少和控制來自船隻
三、各國如制訂關於防止、減少和控制海洋
的污染的法律和規章，實施通過主
環境污染的特別規定作為外國船隻進入
管國際組織使其適用於各特別區域
其港口或內水或在其岸外設施停靠的條
的國際規則和標準或航行辦法。在
件，應將這種規定妥為公布，並通知主
向該組織送發通知滿十五個月後，
管國際組織。如兩個或兩個以上的沿海
這些法律和規章才可適用於外國船
國制訂相同的規定，以求協調政策，在
隻；
通知時應說明那些國家參加這種合作安
（Ｂ）沿海國應公布任何這種明確劃定的
排。每個國家應規定懸掛其旗幟或在其
特定區域的界限；
國內登記的船隻的船長在參加這種合作
（Ｃ）如果沿海國有意為同一區域制定其
安排的國家的領海內航行時，經該國要
他法律和規章，以防止、減少和控
求應向其提送通知是否正駛往參加這種
制來自船隻的污染，它們應於提出
合作安排的同一區域的國家，如係駛往
上述通知時，同時將這一意向通知
這種國家，應說明是否遵守該國關於進
該組織。這種增訂的法律和規章可
入港口的規定。本條不妨害船隻繼續行
涉及排放和航行辦法，但不應要求
使其無害通過權，也不妨害第二十五條
外國船隻遵守一般接受的國際規
第二款的適用。
則和標準以外的設計、建造、人員
四、沿海國在其領海內行使主權，可制定法
配備或裝備標準；這種法律和規章
律和規章，以防止、減少和控制外國船
應在向該組織送發通知十五個月
隻，包括行使無害通過權的船隻對海洋
後適用於外國船隻，但須在送發通
的污染。按照第二部分第三節的規定，
知後十二個月內該組織表示同意。
這種法律和規章不應阻礙外國船隻的無
七、本條所指的國際規則和標準，除其他外
害通過。
，應包括遇有引起排放或排放可能的海
五、沿海國為第六節所規定的執行的目的，
難等事故時，立即通知其海岸或有關利
可對其專屬經濟區制定法律和規章，以
益可能受到影響的沿海國的義務。
防止、減少和控制來自船隻的污染。這 ௐ˟ѺȈα୧ 關於來自海底活動的污染的執
種法律和規章應符合通過主管國際組織
行
或一般外交會議制訂的一般接受的國際
各國為防止、減少和控制來自受其管轄的海
規則和標準，並使其有效。
底活動或與此種活動有關的對海洋環境的污
六、
（Ａ）如果第一款所指的國際規則和標準
染以及來自依據第六十和第八十條在其管轄
不足以適應特殊情況，又如果沿海
下的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對海洋環境的污
國有合理根據認為其專屬經濟區某
染，應執行其按照第二○八條制定的法律和規
一明確劃定的特定區域，因與其海
章，並應制定必要的法律和規章和採取其他必
洋學和生態條件有關的公認技術理
要措施，以實施通過主管國際組織或外交會議
由，以及該區域的利用或其資源的
制訂的可適用的國際規則和標準。
保謢及其在航運上的特殊性質，要 ௐ˟ѺαȈ̱୧ 專屬經濟區內和大陸礁層上
求採取防止來自船隻的污染的特別
的海洋科學研究
強制性措施，該沿海國通過主管國
一、沿海國在行使其管轄權時，有權按照本
際組織與任何其他有關國家進行適
公約的有關條款，規定、准許和進行在
當協商後，可就該區域向該組織送
其專屬經濟區內或大陸礁層上的海洋科
發通知，提出所依據的科學和技術
學研究。
證據，以及關於必要的回收設施的
二、在專屬經濟區內和大陸礁層上進行海洋
情報。該組織收到這種通知後，應
科學研究，應經沿海國同意。
在十二個月內確定該區域的情況與
三、在正常情形下，沿海國應對其他國家或
上述要求是否相符。如果該組織確
各主管國際組織按照本公約專為和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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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為了增進關於海洋環境的科學知識
說明：
以謀全人類利益，而在其專屬經濟區內
（Ａ）計畫的性質和目標；
或大陸礁層上進行的海洋科學研究計
（Ｂ）使用的方法和工具，包括船隻的船
畫，給予同意。為此目的，沿海國應制
名、噸位、類型和級別，以及科學
定規則和程序，確保不致不合理地推遲
裝備的說明；
或拒絕給予同意。
（Ｃ）進行計畫的精確地理區域；
四、為適用第三款的目的，儘管沿海國和研
（Ｄ）研究船最初到達和最後離開的預定
究國之間沒有外交關係，它們之間仍可
日期，或裝備的部署和拆除的預定
存在正常情況。
日期，視情況而定；
五、但沿海國可斟酌決定，拒不同意另一國
（Ｅ）主持機構的名稱、其主持人和計畫
家或主管國際組織在該沿海國專屬經濟
負責人的姓名；和
區內或大陸礁層上進行海洋科學研究計
（Ｆ）認為沿海國應能參加或有代表參與
畫， 如果該計畫：
計畫的程度。
（Ａ）與生物或非生物自然資源的勘探和 ௐ˟ѺαȈ˝୧ 遵守某些條件的義務
開發有直接關係；
一、各國和各主管國際組織在沿海國的專屬
（Ｂ）涉及大陸礁層的鑽探、炸藥的使用
經濟區內或大陸礁層上進行海洋科學研
或將有害物質引入海洋環境；
究時，應遵守下列條件：
（Ｃ）涉及第六十和第八十條所指的人工
（Ａ）如沿海國願意，確保其有權參加或
島嶼、設施和結構的建造、操作或
有代表參與海洋科學研究計畫，特
使用；
別是於實際可行時在研究船和其
（Ｄ）含有依據第二四八條提出的關於該
他船隻上或在科學研究設施上進
計畫的性質和目標的不正確情
行，但對沿海國的科學工作者無須
報，或如進行研究的國家或主管國
支付任何報酬，沿海國亦無分擔計
際組織由於先前進行研究計畫而
畫費用的義務；
對沿海國負有尚未履行的義務。
（Ｂ）經沿海國要求，在實際可行範圍內
六、雖有第五款的規定，如果沿海國已在任
儘快向沿海國提供初步報告，並於
何時候公開指定從測算領海寬度的基線
研究完成後提供所得的最後成果
量起二百浬以外的某些特定區域為已在
和結論；
進行或將在合理期間內進行開發或詳探
（Ｃ）經沿海國要求，負責供其利用從海
作業的重點區域，則沿海國對於在這些
洋科學研究計畫所取得的一切資
特定區域之外的大陸礁層上按照本部分
料和樣品，並同樣向其提供可以複
規定進行的海洋科學研究計畫，即不得
製的資料和可以分開而不致有損
行使該款（Ａ）項規定的斟酌決定權而
其科學價值的樣品；
拒不同意。沿海國對於這類區域的指定
（Ｄ）如經要求，向沿海國提供對此種資
及其任何更改，應提出合理的通知，但
料、樣品及研究成果的評價，或協
無須提供其中作業的詳情。
助沿海國加以評價或解釋；
（Ｅ）確保在第二款限制下，於實際可行
七、第六款的規定不影響第七十七條所規定
的情況下，儘快通過適當的國內或
的沿海國對大陸礁層的權利。
國際途徑，使研究成果在國際上可
八、本條所指的海洋科學研究活動，不應對
以取得；
沿海國行使本公約所規定的主權權利和
（Ｆ）將研究方案的任何重大改變立即通
管轄權所進行的活動有不當的干擾。
知沿海國；
ௐ˟ѺαȈˣ୧ 向沿海國提供資料的義務
（Ｇ）除非另有協議，研究完成後立即拆
各國和各主管國際組織有意在一個沿海國
除科學研究設施或裝備。
的專屬經濟區內或大陸礁層上進行海洋科學
二、本條不妨害沿海國的法律和規章為依據
研究，應在海洋科學研究計畫預定開始日期至
第二四六條第五款行使斟酌決定權給予
少六個月前，向該國提供關於下列各項的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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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預先同意使計畫中對勘探和開發自然
資源有直接關係的研究成果在國際上可
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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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法
中華民國 83 年 1 月 11 日總統（83）華總（一）義
字第 0165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64 條
中華民國 92 年 1 月 2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007610 號令修正公布第 2、6、7、13～17、
35、38、39、41、42、49、50、57、58、62 條條
文；並增訂第 7-1、10-1、11-1、19-1、44-1、45-1
～45-5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2 年 5 月 26 日行政院院臺聞字第
0920020214 號令發布第 45-4 條第 4 項之小額消
費爭議額度定為新臺幣 10 萬元
中 華 民 國 94 年 2 月 5 日 總 統華 總 一義 字 第
09400017751 號令增訂第 22-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16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1000109431 號公告第 39 條、第 40 條第 1 項、第
41 條第 1、2 項、第 44-1 條、第 49 條第 1、4 項
所列屬「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之權責事
項，自 101 年 1 月 1 日起改由「行政院」管轄；
第 40 條第 2 項所列「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
會」，自 101 年 1 月 1 日起改為諮詢審議性質之
任務編組「行政院消費者保護會」，並以設置要
點定之；第 60 條所列屬「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
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01 年 1 月 1 日起停止辦
理
中華民國 104 年 6 月 1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0691 號令修正公布第 2、8、11-1、13、
17、18、19、22、29、39～41、44-1、45、45-4、
46、49、51、57、58、60、62、64 條條文及第三
節節名；增訂第 17-1、19-2、56-1 條條文；刪
除第 19-1 條條文；並自公布日施行，但第 2 條
第 10、11 款及第 18～19-2 條條文之施行日期，
由行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 104 年 12 月 31 日行政院院臺消保字第
1040155873 號令發布第 2 條第 10、11 款及第 18
～19-2 條，定自 105 年 1 月 1 日施行

ௐ˘ౢ!ᓁ!
ௐ˘୧ 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
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特制定本
法。
有關消費者之保護，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
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
ௐ˟୧ 本法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易、使
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
二、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生產、製造、
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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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費關係：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
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律關係。
四、消費爭議：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因
商品或服務所生之爭議。
五、消費訴訟：指因消費關係而向法院提起
之訴訟。
六、消費者保護團體：指以保護消費者為目
的而依法設立登記之法人。
七、定型化契約條款：指企業經營者為與多
數消費者訂立同類契約之用，所提出預
先擬定之契約條款。定型化契約條款不
限於書面，其以放映字幕、張貼、牌示、
網際網路、或其他方法表示者，亦屬之。
八、個別磋商條款：指契約當事人個別磋商
而合意之契約條款。
九、定型化契約：指以企業經營者提出之定
型化契約條款作為契約內容之全部或一
部而訂立之契約。
十、通訊交易：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
電話、傳真、型錄、報紙、雜誌、網際
網路、傳單或其他類似之方法，消費者
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下而與企業經營
者所訂立之契約。
十一、訪問交易：指企業經營者未經邀約而
與消費者在其住居所、工作場所、公
共場所或其他場所所訂立之契約。
十二、分期付款：指買賣契約約定消費者支
付頭期款，餘款分期支付，而企業經
營者於收受頭期款時，交付標的物與
消費者之交易型態。
ௐˬ୧ 政府為達成本法目的，應實施下列措
施，並應就與下列事項有關之法規及其執行
情形，定期檢討、協調、改進之：
一、維護商品或服務之品質與安全衛生。
二、防止商品或服務損害消費者之生命、身
體、健康、財產或其他權益。
三、確保商品或服務之標示，符合法令規定。
四、確保商品或服務之廣告，符合法令規定。
五、確保商品或服務之度量衡，符合法令規
定。
六、促進商品或服務維持合理價格。
七、促進商品之合理包裝。
八、促進商品或服務之公平交易。
九、扶植、獎助消費者保護團體。
十、協調處理消費爭議。
十一、推行消費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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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辦理消費者諮詢服務。
該商品之設計、生產、製造者或服務之提供
十三、其他依消費生活之發展所必要之消費
者，負本法第七條之製造者責任。
者保護措施。
ௐȈ୧ 企業經營者於有事實足認其提供之商
政府為達成前項之目的，應制定相關法律。
品或服務有危害消費者安全與健康之虞時，
ௐα୧ 企業經營者對於其提供之商品或服
應即回收該批商品或停止其服務。但企業經
務，應重視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並向消費
營者所為必要之處理，足以除去其危害者，
者說明商品或服務之使用方法，維護交易之
不在此限。
公平，提供消費者充分與正確之資訊，及實
商品或服務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
施其他必要之消費者保護措施。
或財產之虞，而未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並附
ௐ̣୧ 政府、企業經營者及消費者均應致力
載危險之緊急處理方法者，準用前項規定。
充實消費資訊，提供消費者運用，俾能採取 ௐȈ୧̝˘ 本節所定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或
正確合理之消費行為，以維護其安全與權益。 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責任，不得預先約定限制
ௐ̱୧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目的事
或免除。
業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ௐ˟༼!!ࡗݵ̼ݭؠ
（市）為縣（市）政府。
ௐȈ˘୧ 企業經營者在定型化契約中所用之
ௐ˟ౢ!ঐ۰ᝋৈ!
條款，應本平等互惠之原則。
定型化契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利於消
ௐ˘༼!ઉᄃщБܲᅪ!
費者之解釋。
ௐ˛୧ 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 ௐȈ˘୧̝˘ 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立定型
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流通進入市
化契約前，應有三十日以內之合理期間，供
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
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
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理期待之安全
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契約條款使消費者拋
性。
棄前項權利者，無效。
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
違反第一項規定者，其條款不構成契約之內
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
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契約之內
緊急處理危險之方法。
容。
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
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行業，參酌定型化
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連帶賠償責任。但企業
契約條款之重要性、涉及事項之多寡及複雜程
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
度等事項，公告定型化契約之審閱期間。
責任。
ௐȈ˟୧ 定型化契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
ௐ˛୧̝˘ 企業經營者主張其商品於流通進
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
入市場，或其服務於提供時，符合當時科技
定型化契約中之條款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推
或專業水準可合理期待之安全性者，就其主
定其顯失公平：
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
商品或服務不得僅因其後有較佳之商品或
二、條款與其所排除不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
服務，而被視為不符合前條第一項之安全性。
立法意旨顯相矛盾者。
ௐˣ୧ 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或服
三、契約之主要權利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
務所生之損害，與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
制，致契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
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連帶負賠償責任。但 ௐȈˬ୧ 企業經營者應向消費者明示定型化
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
契約條款之內容；明示其內容顯有困難者，
以相當之注意而仍不免發生損害者，不在此
應以顯著之方式，公告其內容，並經消費者
限。
同意者，該條款即為契約之內容。
前項之企業經營者，改裝、分裝商品或變更
企業經營者應給與消費者定型化契約書。但
服務內容者，視為第七條之企業經營者。
依其契約之性質致給與顯有困難者，不在此
ௐ˝୧ 輸入商品或服務之企業經營者，視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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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化契約書經消費者簽名或蓋章者，企業
一、企業經營者之名稱、代表人、事務所或
經營者應給與消費者該定型化契約書正本。
營業所及電話或電子郵件等消費者得迅
ௐȈα୧ 定型化契約條款未經記載於定型化
速有效聯絡之通訊資料。
契約中而依正常情形顯非消費者所得預見
二、商品或服務之內容、對價、付款期日及
者，該條款不構成契約之內容。
方式、交付期日及方式。
ௐỊ̏୧ 定型化契約中之定型化契約條款牴
三、消費者依第十九條規定解除契約之行使
觸個別磋商條款之約定者，其牴觸部分無效。
期限及方式。
ௐȈ̱୧ 定型化契約中之定型化契約條款，
四、商品或服務依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排除
全部或一部無效或不構成契約內容之一部
第十九條第一項解除權之適用。
者，除去該部分，契約亦可成立者，該契約
五、消費申訴之受理方式。
之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但對當事人之一方
六、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顯失公平者，該契約全部無效。
經由網際網路所為之通訊交易，前項應提供
ௐȈ˛୧ 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
之資訊應以可供消費者完整查閱、儲存之電子
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契約之公平化，
方式為之。
得選擇特定行業，擬訂其定型化契約應記載 ௐȈ˝୧ 通訊交易或訪問交易之消費者，得
或不得記載事項，報請行政院核定後公告之。 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以退回商
前項應記載事項，依契約之性質及目的，其
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契約，無須說明理由
內容得包括：
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
一、契約之重要權利義務事項。
但通訊交易有合理例外情事者，不在此限。
二、違反契約之法律效果。
前項但書合理例外情事，由行政院定之。
三、預付型交易之履約擔保。
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
四、契約之解除權、終止權及其法律效果。
時，未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提供消費者解
五、其他與契約履行有關之事項。
除契約相關資訊者，第一項七日期間自提供之
第一項不得記載事項，依契約之性質及目
次日起算。但自第一項七日期間起算，已逾四
的，其內容得包括：
個月者，解除權消滅。
一、企業經營者保留契約內容或期限之變更
消費者於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期間內，已交
權或解釋權。
運商品或發出書面者，契約視為解除。
二、限制或免除企業經營者之義務或責任。
通訊交易或訪問交易違反本條規定所為之
三、限制或剝奪消費者行使權利，加重消費
約定，其約定無效。
者之義務或責任。
ௐȈ˝୧̝˘ （刪除）
四、其他對消費者顯失公平事項。
ௐȈ˝୧̝˟ 消費者依第十九條第一項或第
違反第一項公告之定型化契約，其定型化契
三項規定，以書面通知解除契約者，除當事
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契約之效力，依前條規
人另有個別磋商外，企業經營者應於收到通
定定之。
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至原交付處所或約定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
處所取回商品。
於定型化契約，仍構成契約之內容。
企業經營者應於取回商品、收到消費者退回
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契約者，主管機關得
商品或解除服務契約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
隨時派員查核。
內，返還消費者已支付之對價。
ௐȈ˛୧̝˘ 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立定型
契約經解除後，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關於
化契約，主張符合本節規定之事實者，就其
回復原狀之約定，對於消費者較民法第二百五
事實負舉證責任。
十九條之規定不利者，無效。
ௐ˟Ȉ୧ 未經消費者要約而對之郵寄或投遞
ௐˬ༼!পϹ!ٽ
之商品，消費者不負保管義務。
ௐȈˣ୧ 企業經營者以通訊交易或訪問交易
前項物品之寄送人，經消費者定相當期限通
方式訂立契約時，應將下列資訊以清楚易懂
知取回而逾期未取回或無法通知者，視為拋棄
之文句記載於書面，提供消費者：
其寄投之商品。雖未經通知，但在寄送後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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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未經消費者表示承諾，而仍不取回其商品
二、保證之內容。
者，亦同。
三、保證期間及其起算方法。
消費者得請求償還因寄送物所受之損害，及
四、製造商之名稱、地址。
處理寄送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
五、由經銷商售出者，經銷商之名稱、地址。
ௐ˟Ȉ˘୧ 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分期付款買
六、交易日期。
賣契約應以書面為之。
ௐ˟Ȉ̱୧ 企業經營者對於所提供之商品應
前項契約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按其性質及交易習慣，為防震、防潮、防塵
一、頭期款。
或其他保存商品所必要之包裝，以確保商品
二、各期價款與其他附加費用合計之總價款
之品質與消費者之安全。但不得誇張其內容
與現金交易價格之差額。
或為過大之包裝。
三、利率。
ௐˬౢ!ঐ۰᜕ܲဥវ!
企業經營者未依前項規定記載利率者，其利
率按現金交易價格週年利率百分之五計算之。 ௐ˟Ȉ˛୧ 消費者保護團體以社團法人或財
企業經營者違反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之規
團法人為限。
定者，消費者不負現金交易價格以外價款之給
消費者保護團體應以保護消費者權益、推行
付義務。
消費者教育為宗旨。
ௐ˟Ȉˣ୧ 消費者保護團體之任務如下：
ௐα༼!ঐྤੈ̝ఢቑ!
一、商品或服務價格之調查、比較、研究、
ௐ˟Ȉ˟୧ 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
發表。
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不得低於廣告之
二、商品或服務品質之調查、檢驗、研究、
內容。
發表。
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容，於契約
三、商品標示及其內容之調查、比較、研
成立後，應確實履行。
究、發表。
ௐ˟Ȉ˟୧̝˘ 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從事與
四、消費資訊之諮詢、介紹與報導。
信用有關之交易時，應於廣告上明示應付所
五、消費者保護刊物之編印發行。
有總費用之年百分率。
六、消費者意見之調查、分析、歸納。
前項所稱總費用之範圍及年百分率計算方
七、接受消費者申訴，調解消費爭議。
式，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八、處理消費爭議，提起消費訴訟。
ௐ˟Ȉˬ୧ 刊登或報導廣告之媒體經營者明
九、建議政府採取適當之消費者保護立法或
知或可得而知廣告內容與事實不符者，就消
行政措施。
費者因信賴該廣告所受之損害與企業經營者
十、建議企業經營者採取適當之消費者保護
負連帶責任。
措施。
前項損害賠償責任，不得預先約定限制或拋
十一、其他有關消費者權益之保護事項。
棄。
ௐ˟Ȉ˝୧ 消費者保護團體為從事商品或服
ௐ˟Ȉα୧ 企業經營者應依商品標示法等法
務檢驗，應設置與檢驗項目有關之檢驗設備
令為商品或服務之標示。
或委託設有與檢驗項目有關之檢驗設備之機
輸入之商品或服務，應附中文標示及說明
關、團體檢驗之。
書，其內容不得較原產地之標示及說明書簡
執行檢驗人員應製作檢驗紀錄，記載取樣、
略。
儲存樣本之方式與環境、使用之檢驗設備、檢
輸入之商品或服務在原產地附有警告標示
驗方法、經過及結果，提出於該消費者保護團
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體。
ௐ˟Ị̏୧ 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保證商品或
消費者保護團體發表前項檢驗結果後，應公
服務之品質時，應主動出具書面保證書。
布其取樣、儲存樣本之方式與環境、使用之檢
前項保證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驗設備、檢驗方法及經過，並通知相關企業經
一、商品或服務之名稱、種類、數量，其有
營者。
製造號碼或批號者，其製造號碼或批號。
消費者保護團體發表第二項檢驗結果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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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時，應主動對外更正，並使相關企業經營者
時，除為前條之處置外，應即在大眾傳播媒
有澄清之機會。
體公告企業經營者之名稱、地址、商品、服
ௐˬȈ୧ 政府對於消費者保護之立法或行政
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措施，應徵詢消費者保護團體、相關行業、 ௐˬȈˣ୧ 中央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亦得
學者專家之意見。
為前五條規定之措施。
ௐˬȈ˘୧ 消費者保護團體為商品或服務之 ௐˬȈ˝୧ 行政院、直轄市、縣（市）政府
調查、檢驗時，得請求政府予以必要之協助。 應置消費者保護官若干名。
ௐˬȈ˟୧ 消費者保護團體辦理消費者保護
消費者保護官任用及職掌之辦法，由行政院
工作成績優良者，主管機關得予以財務上之
定之。
獎助。
ௐαȈ୧ 行政院為監督與協調消費者保護事
務，應定期邀集有關部會首長、全國性消費
ௐαౢ!Җ߆Ⴞ༛!
者保護團體代表、全國性企業經營者代表及
學者、專家，提供本法相關事項之諮詢。
ௐˬȈˬ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認為企業
經營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損害消費者生 ௐαȈ˘୧ 行政院為推動消費者保護事務，
辦理下列事項：
命、身體、健康或財產之虞者，應即進行調
一、消費者保護基本政策及措施之研擬及審
查。於調查完成後，得公開其經過及結果。
議。
前項人員為調查時，應出示有關證件，其調
二、消費者保護計畫之研擬、修訂及執行成
查得依下列方式進行：
果檢討。
一、向企業經營者或關係人查詢。
三、消費者保護方案之審議及其執行之推
二、通知企業經營者或關係人到場陳述意見
動、連繫與考核。
。
四、國內外消費者保護趨勢及其與經濟社會
三、通知企業經營者提出資料證明該商品或
建設有關問題之研究。
服務對於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或財
五、消費者保護之教育宣導、消費資訊之蒐
產無損害之虞。
集及提供。
四、派員前往企業經營者之事務所、營業所
六、各部會局署關於消費者保護政策、措施
或其他有關場所進行調查。
及主管機關之協調事項。
五、必要時，得就地抽樣商品，加以檢驗。
ௐˬȈα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於調查時， 七、監督消費者保護主管機關及指揮消費者
保護官行使職權。
對於可為證據之物，得聲請檢察官扣押之。
，由行政
消費者保護之執行結果及有關資料
前項扣押，準用刑事訴訟法關於扣押之規
院定期公告。
定。
ௐˬỊ̏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理 ௐαȈ˟୧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設消費
者服務中心，辦理消費者之諮詢服務、教育
檢驗，得委託設有與檢驗項目有關之檢驗設
宣導、申訴等事項。
備之消費者保護團體、職業團體或其他有關
直轄市、縣（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得於
公私機構或團體辦理之。
轄區內設分中心。
ௐˬ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企業
經營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經第三十三條之
ௐ̣ౢ!ঐۋᛉ̝ந!
調查，認為確有損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
康或財產，或確有損害之虞者，應命其限期
ௐ˘༼!Ϧ෦ᄃአྋ!
改善、回收或銷燬，必要時並得命企業經營
ௐαȈˬ୧ 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因商品或服
者立即停止該商品之設計、生產、製造、加
務發生消費爭議時，消費者得向企業經營
工、輸入、經銷或服務之提供，或採取其他
者、消費者保護團體或消費者服務中心或其
必要措施。
分中心申訴。
ௐˬȈ˛୧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於企業經
企業經營者對於消費者之申訴，應於申訴之
營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對消費者已發生重
日起十五日內妥適處理之。
大損害或有發生重大損害之虞，而情況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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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依第一項申訴，未獲妥適處理時，得 ௐαỊ̏୧̝̣ 當事人對前條之方案，得於
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官申訴。 送達後十日之不變期間內，提出異議；未於
ௐαȈα୧ 消費者依前條申訴未能獲得妥適
異議期間內提出異議者，視為已依該方案成
處理時，得向直轄市或縣（市）消費爭議調
立調解。
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當事人於異議期間提出異議，經調解委員另
ௐαȈα୧̝˘ 前條消費爭議調解事件之受
定調解期日，無正當理由不到場者，視為依該
理、程序進行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行
方案成立調解。
政院定之。
ௐαȈ̱୧ 調解成立者應作成調解書。
ௐαỊ̏୧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設消費
前項調解書之作成及效力，準用鄉鎮市調解
爭議調解委員會，置委員七名至二十一名。
條例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九條之規定。
前項委員以直轄市、縣（市）政府代表、消
ௐ˟༼!ঐ෦!
費者保護官、消費者保護團體代表、企業經營
者所屬或相關職業團體代表、學者及專家充任 ௐαȈ˛୧ 消費訴訟，得由消費關係發生地
之，以消費者保護官為主席，其組織另定之。 之法院管轄。
ௐαỊ̏୧̝˘ 調解程序，於直轄市、縣（市） ௐαȈˣ୧ 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
得設立消費專庭或指定專人審理消費訴訟事
政府或其他適當之處所行之，其程序得不公
件。
開。
法院為企業經營者敗訴之判決時，得依職權
調解委員、列席協同調解人及其他經辦調解
宣告為減免擔保之假執行。
事務之人，對於調解事件之內容，除已公開之
ௐαȈ˝୧ 消費者保護團體許可設立二年以
事項外，應保守秘密。
上，置有消費者保護專門人員，且申請行政
ௐαỊ̏୧̝˟ 關於消費爭議之調解，當事
院評定優良者，得以自己之名義，提起第五
人不能合意但已甚接近者，調解委員得斟酌
十條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或第五十三條不作
一切情形，求兩造利益之平衡，於不違反兩
為訴訟。
造當事人之主要意思範圍內，依職權提出解
消費者保護團體依前項規定提起訴訟者，應
決事件之方案，並送達於當事人。
委任律師代理訴訟。受委任之律師，就該訴
前項方案，應經參與調解委員過半數之同
訟，得請求預付或償還必要費用。
意，並記載第四十五條之三所定異議期間及未
消費者保護團體關於其提起之第一項訴
於法定期間提出異議之法律效果。
訟，有不法行為者，許可設立之主管機關應廢
ௐαỊ̏୧̝ˬ 當事人對於前條所定之方案
，得於送達後十日之不變期間內，提出異議。 止其許可。
優良消費者保護團體之評定辦法，由行政院
於前項期間內提出異議者，視為調解不成
定之。
立；其未於前項期間內提出異議者，視為已依
ௐ̣Ȉ୧ 消費者保護團體對於同一之原因事
該方案成立調解。
件，致使眾多消費者受害時，得受讓二十人
第一項之異議，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應通知
以上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後，以自己名
他方當事人。
義，提起訴訟。消費者得於言詞辯論終結前，
ௐαỊ̏୧̝α 關於小額消費爭議，當事人
終止讓與損害賠償請求權，並通知法院。
之一方無正當理由，不於調解期日到場者，
前項訴訟，因部分消費者終止讓與損害賠償
調解委員得審酌情形，依到場當事人一造之
請求權，致人數不足二十人者，不影響其實施
請求或依職權提出解決方案，並送達於當事
訴訟之權能。
人。
第一項讓與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包括民法第
前項之方案，應經全體調解委員過半數之同
一百九十四條、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非財產
意，並記載第四十五條之五所定異議期間及未
上之損害。
於法定期間提出異議之法律效果。
前項關於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利
第一項之送達，不適用公示送達之規定。
益，應依讓與之消費者單獨個別計算。
第一項小額消費爭議之額度，由行政院定
消費者保護團體受讓第三項所定請求權後，應
之。

消費者保護法
將訴訟結果所得之賠償，扣除訴訟及依前條第
二項規定支付予律師之必要費用後，交付該讓
與請求權之消費者。
消費者保護團體就第一項訴訟，不得向消費
者請求報酬。
ௐ̣Ȉ˘୧ 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
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
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金；但因重大過失所
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
金，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
以下之懲罰性賠償金。
ௐ̣Ȉ˟୧ 消費者保護團體以自己之名義提
起第五十條訴訟，其標的價額超過新臺幣六
十萬元者，超過部分免繳裁判費。
ௐ̣Ȉˬ୧ 消費者保護官或消費者保護團
體，就企業經營者重大違反本法有關保護消
費者規定之行為，得向法院訴請停止或禁止
之。
前項訴訟免繳裁判費。
ௐ̣Ȉα୧ 因同一消費關係而被害之多數人
，依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之規定，選定一
人或數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者，法院得徵求
原被選定人之同意後公告曉示，其他之被害
人得於一定之期間內以書狀表明被害之事
實、證據及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併案請求
賠償。其請求之人，視為已依民事訴訟法第
四十一條為選定。
前項併案請求之書狀，應以繕本送達於兩
造。
第一項之期間，至少應有十日，公告應黏貼
於法院牌示處，並登載新聞紙，其費用由國庫
墊付。
ௐ̣Ị̏୧ 民事訴訟法第四十八條、第四十
九條之規定，於依前條為訴訟行為者，準用
之。

ௐ̱ౢ!ჳ!
ௐ̣Ȉ̱୧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或
第二十六條規定之一者，經主管機關通知改
正而逾期不改正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
十萬元以下罰鍰。
ௐ̣Ȉ̱୧̝˘ 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契
約，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第一項公
告之應記載或不得記載事項者，除法律另有
處罰規定外，經主管機關令其限期改正而屆
期不改正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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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罰鍰；經再次令其限期改正而屆期不改
正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ௐ̣Ȉ˛୧ 企業經營者規避、妨礙或拒絕主
管機關依第十七條第六項、第三十三條或第
三十八條規定所為之調查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ௐ̣Ȉˣ୧ 企業經營者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
十六條或第三十八條規定所為之命令者，處
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ௐ̣Ȉ˝୧ 企業經營者有第三十七條規定之
情形者，主管機關除依該條及第三十六條之
規定處置外，並得對其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
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ௐ̱Ȉ୧ 企業經營者違反本法規定，生產商
品或提供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
健康之虞者，影響社會大眾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定為情節重大，中央主管機關或行政院得
立即命令其停止營業，並儘速協請消費者保
護團體以其名義，提起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
ௐ̱Ȉ˘୧ 依本法應予處罰者，其他法律有
較重處罰之規定時，從其規定；涉及刑事責
任者，並應即移送偵查。
ௐ̱Ȉ˟୧ 本法所定之罰鍰，由主管機關處
罰，經限期繳納後，屆期仍未繳納者，依法
移送行政執行。

ௐ˛ౢ!!ܢ
ௐ̱Ȉˬ୧ 本法施行細則，由行政院定之。
ௐ̱Ȉα୧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但中華民國
一百零四年六月二日修正公布之第二條第十
款與第十一款及第十八條至第十九條之二之
施行日期，由行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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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83 年 11 月 2 日行政院令訂定發布全文 43
條
中 華 民 國 92 年 7 月 8 日 行 政院 院 臺聞 字 第
0920031836 號令修正發布第 5、12、17、18、19、
22、23、24、39 條條文；並刪除第 3、6、7、9、
10、11、35、38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16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1000109431 號公告第 27 條所列屬「行政院消費
者保護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01 年 1 月 1 日
起改由「行政院」管轄
中華民國 104 年 12 月 31 日行政院院臺消保字第
1040155767 號令修正發布第 15、18、23、27 條
條文及第 2 章第 3 節節名；並刪除第 16、19、20
條條文

ௐ˘ౢ!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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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情事，致難以注意其存在或辨識者，該條
款不構成契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
款仍構成契約之內容。
ௐȈˬ୧ 定型化契約條款是否違反誠信原
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應斟酌契約之性質、
締約目的、全部條款內容、交易習慣及其他
情事判斷之。
ௐȈα୧ 定型化契約條款，有下列情事之一
者，為違反平等互惠原則：
一、當事人間之給付與對待給付顯不相當者。
二、消費者應負擔非其所能控制之危險者。
三、消費者違約時，應負擔顯不相當之賠償
責任者。
四、其他顯有不利於消費者之情形者。
ௐỊ̏୧!!定型化契約記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應記載之事項者，仍有本法關於定型化契
約規定之適用。!

ௐ˘୧ 本細則依消費者保護法 （以下簡稱本
ௐˬ༼!পϹ!ٽ
法）第六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ௐȈ̱୧ （刪除）
ௐ˟୧ 本法第二條第二款所稱營業，不以營
ௐȈ˛୧ 消費者因檢查之必要或因不可歸責
利為目的者為限。
於自己之事由，致其收受之商品有毀損、滅
ௐˬ୧ （刪除）
失或變更者，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解
除權不消滅。
ௐ˟ౢ!ঐ۰ᝋৈ!
ௐȈˣ୧ 消費者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前，
ௐ˘༼!ઉᄃщБܲᅪ!
亦得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以書面通
ௐα୧ 本法第七條所稱商品，指交易客體之
知企業經營者解除契約。
不動產或動產，包括最終產品、半成品、原 ௐȈ˝୧ （刪除）
料或零組件。
ௐ˟Ȉ୧ （刪除）
ௐ̣୧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所定商品或服務符 ௐ˟Ȉ˘୧ 企業經營者應依契約當事人之人
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理期待之安全
數，將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契約書作成
性，應就下列情事認定之：
一式數份，由當事人各持一份。有保證人者，
一、商品或服務之標示說明。
並應交付一份於保證人。
二、商品或服務可期待之合理使用或接受。 ௐ˟Ȉ˟୧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二款所
三、商品或服務流通進入市場或提供之時期。 稱各期價款，指含利息之各期價款。
ௐ̱୧ （刪除）
分期付款買賣契約書所載利率，應載明其計
ௐ˛୧ （刪除）
算方法及依此計算方法而得之利息數額。
ௐˣ୧ 本法第八條第二項所稱改裝，指變
分期付款買賣之附加費用，應明確記載，且
更、減少或增加商品原設計、生產或製造之
不得併入各期價款計算利息；其經企業經營者
內容或包裝。
同意延期清償或分期給付者，亦同。

ௐ˟༼!!ࡗݵ̼ݭؠ

ௐα༼!ঐྤੈ̝ఢቑ!

ௐ˝୧ （刪除）
ௐ˟Ȉˬ୧ 本法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三條所
ௐȈ୧ （刪除）
稱廣告，指利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
ௐȈ˘୧ （刪除）
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
ௐȈ˟୧ 定型化契約條款因字體、印刷或其
腦、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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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六條規定命其就商品或服務限期改善、
方法，可使多數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
回收或銷毀者，應將處理過程及結果函報主
ௐ˟Ȉα୧ 主管機關認為企業經營者之廣告
管機關備查。
內容誇大不實，足以引人錯誤，有影響消費
者權益之虞時，得通知企業經營者提出資
ௐ̣ౢ!ঐۋᛉ̝ந!
料，證明該廣告之真實性。
ௐ˟Ị̏୧ 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標示，應 ௐˬỊ̏୧ （刪除）
標示於適當位置，使消費者在交易前及使用 ௐˬȈ̱୧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十五
時均得閱讀標示之內容。
日之期間，以企業經營者接獲申訴之日起算。
第˟Ȉ̱୧ 企業經營者未依本法第二十五條
ௐˬȈ˛୧ 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所稱消費
規定出具書面保證書者，仍應就其保證之品
者保護專門人員，指該團體專任或兼任之有
質負責。
給職或無給職人員中，具有下列資格或經歷
之一者：
ௐˬౢ!ঐ۰᜕ܲဥវ!
一、曾任法官、檢察官或消費者保護官者。
ௐ˟Ȉ˛୧ 主管機關每年應將依法設立登記
二、律師、醫師、建築師、會計師或其他執
之消費者保護團體名稱、負責人姓名、社員
有全國專門職業執業證照之專業人士，
人數或登記財產總額、消費者保護專門人員
且曾在消費者保護團體服務一年以上
姓名、會址、聯絡電話等資料彙報行政院公
者。
告之。
三、曾在消費者保護團體擔任保護消費者工
ௐ˟Ȉˣ條 消費者保護團體依本法第二十九
作三年以上者。
條規定從事商品或服務檢驗所採之樣品，於
ௐˬȈˣ୧ （刪除）
檢驗紀錄完成後，應至少保存三個月。但依
ௐˬȈ˝୧ 本法第五十條第五項所稱訴訟及
其性質不能保存三個月者，不在此限。
支付予律師之必要費用，包括民事訴訟費
ௐ˟Ȉ˝୧ 政府於消費者保護團體依本法第
用、消費者保護團體及律師為進行訴訟所支
三十一條規定請求協助時，非有正當理由不
出之必要費用，及其他依法令應繳納之費用。
得拒絕。
ௐαȈ୧ 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所稱企業經
營者重大違反本法有關保護消費者規定之行
ௐαౢ!Җ߆Ⴞ༛!
為，指企業經營者違反本法有關保護消費者
規定之行為，確有損害消費者生命、身體、
ௐˬȈ୧ 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所稱出示有
健康或財產，或確有損害之虞者。
關證件，指出示有關執行職務之證明文件；
其未出示者，被調查者得拒絕之。
ௐ̱ౢ!ჳ!
ௐˬȈ˘୧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二
項第五款抽樣商品時，其抽樣數量以足供檢 ௐαȈ˘୧ 依本法第五十六條所為通知改
正，其期間應由主管機關依個案性質決定
驗之用者為限。
之；但最長不得超過六十日。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八條規
定，公開調查經過及結果前，應先就調查經過
ௐ˛ౢ!!ܢ
及結果讓企業經營者有說明或申訴之機會。
ௐˬȈ˟୧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六條或第 ௐαȈ˟୧ 本法對本法施行前已流通進入市
場之商品或已提供之服務不適用之。
三十八條規定對於企業經營者所為處分，應
ௐαȈˬ୧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以書面為之。
ௐˬȈˬ୧ 依本法第三十六條所為限期改
善、回收或銷毀，除其他法令有特別規定外，
其期間應由主管機關依個案性質決定之；但
最長不得超過六十日。
ௐˬȈα୧ 企業經營者經主管機關依本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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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本法規定事項，涉及其他部會之職掌者，由
主管機關商同各該部會辦理之。

中華民國 80 年 2 月 4 日總統（80）華總（一）義
字第 0704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49 條
ௐ˟ౢ!ࢨטᚮ!ۋ
中華民國 88 年 2 月 3 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800025770 號令修正公布第 10、11、16、18～ ௐ˛୧ 本法所稱獨占，指事業在相關市場處
21、23、35～37、40～42、46、49 條條文；並增
於無競爭狀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
訂第 23-1～23-4 條條文
競爭之能力者。
中華民國 89 年 4 月 26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
二以上事業，實際上不為價格之競爭，而其
8900104450 號令修正公布第 9 條條文
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視
中華民國 91 年 2 月 6 日總統（91）華總一義字第
為獨占。
09100025040 號令修正公布第 7、8、11～17、
ௐˣ୧
事業無下列各款情形者，不列入前條
23-4、40 條條文；並增訂第 5-1、11-1、27-1、
獨占事業認定範圍：
42-1 條條文
一、一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占有率達二分之
中 華 民 國 99 年 6 月 9 日 總 統華 總 一義 字 第
09900140691 號令修正公布第 21 條條文
一。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2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二、二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率達三分
10000259771 號令 修正公布第 21、41 條條
之二。
文；增訂第 35-1 條條文
三、三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率達四分
中華民國 101 年 2 月 3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之三。
1010122318 號公告第 9 條第 1、2 項所列屬「行
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其個別事業於相關市
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01 年 2
場占有率未達十分之一或上一會計年度事業
月 6 日起改由「公平交易委員會」管轄
總銷售金額未達主管機關所公告之金額者，該
中華民國 104 年 2 月 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事業不列入獨占事業之認定範圍。
10400014311 號令修正公布全文 50 條：除第 10、
事業之設立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
11 條條文自公布三十日後施行外，自公布日施行
入相關市場，受法令、技術之限制或有其他足
中華民國 104 年 6 月 2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3861 號令增訂公布第 47-1 條條文
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力之情事者，雖

ௐ˘ౢ!ᓁ!
ௐ˘୧ 為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益，確保
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特制定本法。
ௐ˟୧ 本法所稱事業如下：
一、公司。
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行號。
三、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人或團
體。
事業所組成之同業公會或其他依法設立、促
進成員利益之團體，視為本法所稱事業。
ௐˬ୧ 本法所稱交易相對人，指與事業進行
或成立交易之供給者或需求者。
ௐα୧ 本法所稱競爭，指二以上事業在市場
上以較有利之價格、數量、品質、服務或其
他條件，爭取交易機會之行為。
ௐ̣୧ 本法所稱相關市場，指事業就一定之
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
ௐ̱୧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公平交易委員

有前二項不列入認定範圍之情形，主管機關仍
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
ௐ˝୧ 獨占之事業，不得有下列行為：
一、以不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
業參與競爭。
二、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不當之決定
、維持或變更。
三、無正當理由，使交易相對人給予特別優
惠。
四、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
ௐȈ୧ 本法所稱結合，指事業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
一、與他事業合併。
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
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數或資本總額
三分之一以上。
三、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
業或財產。
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
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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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
十日；對於延長期間之申報案件，應依第十三
事任免。
條規定作成決定。
計算前項第二款之股份或出資額時，應將與
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七項但書之延長通知
該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該事
或前項之決定者，事業得逕行結合。但有下列
業受同一事業或數事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
情形之一者，不得逕行結合：
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一併計
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期間。
入。
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不實。
ௐȈ˘୧ 事業結合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ௐȈ˟୧ 前條第一項之規定，於下列情形不
應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
適用之：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率達三分之
一、參與結合之一事業或其百分之百持有之
一。
子公司，已持有他事業達百分之五十以
二、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率達四
上之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再與該他
分之一。
事業結合者。
三、參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銷售
二、同一事業所持有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
金額，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之金額。
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事業間結合者。
前項第三款之銷售金額，應將與參與結合之
三、事業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財產
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參與結
或可獨立營運之全部或一部營業，讓與
合之事業受同一事業或數事業控制之從屬關
其獨自新設之他事業者。
係事業之銷售金額一併計入，其計算方法由主
四、事業依公司法第一百六十七條第一項但
管機關公告之。
書或證券交易法第二十八條之二規定收
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股之人或團體，視為本
回股東所持有之股份，致其原有股東符
法有關結合規定之事業。
合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形者。
前項所稱控制性持股，指前項之人或團體及
五、單一事業轉投資成立並持有百分之百股
份或出資額之子公司者。
其關係人持有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
六、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類型。
額，超過他事業已發行有表決權之股份總數或
ௐȈˬ୧ 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
資本總額半數者。
對整體經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者，
前項所稱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主管機關不得禁止其結合。
一、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
主管機關對於第十一條第八項申報案件所
親。
為之決定，得附加條件或負擔，以確保整體經
二、前款之人持有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總數
濟利益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益。
或資本總額超過半數之事業。
三、第一款之人擔任董事長、總經理或過半 ௐȈα୧ 本法所稱聯合行為，指具競爭關係
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契約、協議或其他
數董事之事業。
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
四、同一團體與其代表人、管理人或其他有
數量、技術、產品、設備、交易對象、交易
代表權之人及其配偶與二親等以內血
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而足
親。
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
五、同一團體及前款之自然人持有已發行有
能者。
表決權股份總數或資本總額超過半數之
前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契約、協議
事業。
以外之意思聯絡，不問有無法律拘束力，事
第一項第三款之銷售金額，得由主管機關擇
實上可導致共同行為者。
定行業分別公告之。
聯合行為之合意，得依市場狀況、商品或服
事業自主管機關受理其提出完整申報資料
務特性、成本及利潤考量、事業行為之經濟合
之日起算三十日內，不得為結合。但主管機關
理性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
認為必要時，得將該期間縮短或延長，並以書
第二條第二項之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藉章
面通知申報事業。
程或會員大會、理、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
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長之期間，不得逾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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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亦為本法之聯合行
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易
為。
之行為。
ௐỊ̏୧ 事業不得為聯合行為。但有下列情
二、無正當理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
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經
行為。
申請主管機關許可者，不在此限：
三、以低價利誘或其他不正當方法，阻礙競
一、為降低成本、改良品質或增進效率，而
爭者參與或從事競爭之行為。
統一商品或服務之規格或型式。
四、以脅迫、利誘或其他不正當方法，使他
二、為提高技術、改良品質、降低成本或增
事業不為價格之競爭、參與結合、聯合
進效率，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服務或
或為垂直限制競爭之行為。
市場。
五、以不正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
三、為促進事業合理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
條件，而與其交易之行為。
展。
ௐˬౢ!̙̳πᚮ!ۋ
四、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
競爭予以約定。
ௐ˟Ȉ˘୧ 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
五、為加強貿易效能，而就國外商品或服務
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
之輸入採取共同行為。
足以影響交易決定之事項，為虛偽不實或引
六、因經濟不景氣，致同一行業之事業難以
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
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易決定
求而限制產銷數量、設備或價格之共同
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
行為。
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
七、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率，或加強其
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
競爭能力所為之共同行為。
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
八、其他為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
事業對於載有前項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表
效率所必要之共同行為。
示之商品，不得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
主管機關收受前項之申請，應於三個月內為
前三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一次。
廣告代理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情形下，仍製
ௐȈ̱୧ 主管機關為前條之許可時，得附加
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與廣告主負連帶
條件或負擔。
損害賠償責任。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
許可應附期限，其期限不得逾五年；事業如
其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仍予
有正當理由，得於期限屆滿前三個月至六個月
傳播或刊載，亦與廣告主負連帶損害賠償責
期間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請延展；其延展
任。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薦
期限，每次不得逾五年。
證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者，與廣告主
ௐȈ˛୧ 聯合行為經許可後，因許可事由消
負連帶損害賠償責任。但廣告薦證者非屬知名
滅、經濟情況變更、事業逾越許可範圍或違
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或機構，僅於受廣告主報
反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一項所附加之條件或負
酬十倍之範圍內，與廣告主負連帶損害賠償責
擔者，主管機關得廢止許可、變更許可內容、 任。
令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
前項所稱廣告薦證者，指廣告主以外，於廣
ௐȈˣ୧ 主管機關對於前三條之許可及其有
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見、信賴、發現
關之條件、負擔、期限，應主動公開。
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或機構。
ௐȈ˝୧ 事業不得限制其交易相對人，就供 ௐ˟Ȉ˟୧ 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
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
務，不得有下列行為：
價格。但有正當理由者，不在此限。
一、以著名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
前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其他顯
ௐ˟Ȉ୧ 有下列各款行為之一，而有限制競
示他人商品之表徵，於同一或類似之商
爭之虞者，事業不得為之：
品，為相同或近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
一、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
品混淆，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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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該項表徵之商品者。
其他必要之資料或證物。
二、以著名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
三、派員前往當事人及關係人之事務所、營
標章或其他表示他人營業、服務之表
業所或其他場所為必要之調查。
徵，於同一或類似之服務為相同或近似
依前項調查所得可為證據之物，主管機關得
之使用，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
扣留之；其扣留範圍及期間，以供調查、檢驗、
活動混淆者。
鑑定或其他為保全證據之目的所必要者為限。
前項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
受調查者對於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所為
器、包裝、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或服務之
之調查，無正當理由不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表徵，依法註冊取得商標權者，不適用之。
執行調查之人員依法執行公務時，應出示有
第一項規定，於下列各款行為不適用之：
關執行職務之證明文件；其未出示者，受調查
一、以普通使用方法，使用商品或服務習慣
者得拒絕之。
上所通用之名稱，或交易上同類商品或 ௐ˟Ȉˣ୧ 主管機關對於事業涉有違反本法
服務之其他表徵，或販賣、運送、輸出
規定之行為進行調查時，事業承諾在主管機
或輸入使用該名稱或表徵之商品或服務
關所定期限內，採取具體措施停止並改正涉
者。
有違法之行為者，主管機關得中止調查。
二、善意使用自己姓名之行為，或販賣、運
前項情形，主管機關應對事業有無履行其承
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姓名之商品或服
諾進行監督。
務者。
事業已履行其承諾，採取具體措施停止並改
三、對於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所列之表
正涉有違法之行為者，主管機關得決定終止該
徵，在未著名前，善意為相同或近似使
案之調查。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恢復調
用，或其表徵之使用係自該善意使用人
查：
連同其營業一併繼受而使用，或販賣、
一、事業未履行其承諾。
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表徵之商品或
二、作成中止調查之決定所依據之事實發生
服務者。
重大變化。
事業因他事業為前項第二款或第三款之行
三、作成中止調查之決定係基於事業提供不
為，致其商品或服務來源有混淆誤認之虞者，
完整或不真實之資訊。
得請求他事業附加適當之區別標示。但對僅為
第一項情形，裁處權時效自中止調查之日
運送商品者，不適用之。
起，停止進行。主管機關恢復調查者，裁處權
ௐ˟Ȉˬ୧ 事業不得以不當提供贈品、贈獎
時效自恢復調查之翌日起，與停止前已經過之
之方法，爭取交易之機會。
期間一併計算。
前項贈品、贈獎之範圍、不當提供之額度及
ௐ̣ౢ!ຫचኪᐺ!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ௐ˟Ȉα୧ 事業不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 ௐ˟Ȉ˝୧ 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
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不實情事。
人權益者，被害人得請求除去之；有侵害之
ௐ˟Ị̏୧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不
虞者，並得請求防止之。
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 ௐˬȈ୧ 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
平之行為。
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ௐˬȈ˘୧ 法院因前條被害人之請求，如為
ௐαౢ!አߤ̈́Ԕ!
事業之故意行為，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
ௐ˟Ȉ̱୧ 主管機關對於涉有違反本法規
額以上之賠償。但不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
定，危害公共利益之情事，得依檢舉或職權
三倍。
調查處理。
侵害人如因侵害行為受有利益者，被害人得
ௐ˟Ȉ˛୧ 主管機關依本法調查，得依下列
請求專依該項利益計算損害額。
程序進行：
ௐˬȈ˟୧ 本章所定之請求權，自請求權人
一、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陳述意見。
知有行為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年間不行使
二、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提出帳冊、文件及
而消滅；自為行為時起，逾十年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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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ˬȈˬ୧ 被害人依本法之規定，向法院起
訴時，得請求由侵害人負擔費用，將判決書
內容登載新聞紙。

ௐ̱ౢ!ჳ!
ௐˬȈα୧ 違反第九條或第十五條規定，經
主管機關依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限期令停
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而屆
期未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未採取必要更正措
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違反行為者，處行為
人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一億元以下罰金。
ௐˬỊ̏୧ 違反第十五條之事業，符合下列
情形之一，並經主管機關事先同意者，免除
或減輕主管機關依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項
所為之罰鍰處分：
一、當尚未為主管機關知悉或依本法進行調
查前，就其所參與之聯合行為，向主管
機關提出書面檢舉或陳述具體違法，並
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
二、當主管機關依本法調查期間，就其所參
與之聯合行為，陳述具體違法，並檢附
事證及協助調查。
前項之適用對象之資格要件、裁處減免之基
準及家數、違法事證之檢附、身分保密及其他
執行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ௐˬȈ̱୧ 違反第十九條或第二十條規定，
經主管機關依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限期令停
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而屆
期未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未採取必要更正措
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違反行為者，處行為
人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五千萬元以下罰金。
ௐˬȈ˛୧ 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者，處行為
人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五千萬元以下罰金。
法人之代表人、代理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
人員，因執行業務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者，除
依前項規定處罰其行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處
前項之罰金。
前二項之罪，須告訴乃論。
ௐˬȈˣ୧ 第三十四條、第三十六條、第三
十七條之處罰，其他法律有較重之規定者，
從其規定。
ௐˬȈ˝୧ 事業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七
項規定而為結合，或申報後經主管機關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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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履行第十三條第二項
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主管機關得禁止
其結合、限期令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
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
其他必要之處分，並得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
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
事業對結合申報事項有虛偽不實而為結合
之情形者，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令其
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
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並得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事業違反主管機關依前二項所為之處分
者，主管機關得命令解散、勒令歇業或停止營
業。
前項所處停止營業之期間，每次以六個月為
限。
ௐαȈ୧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九條、第十五
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規定之事業，得限
期令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
施，並得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
罰鍰；屆期仍不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未採取
必要更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令停止、改正
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
幣二十萬元以上一億元以下罰鍰，至停止、
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為止。
事業違反第九條、第十五條，經主管機關認
定有情節重大者，得處該事業上一會計年度銷
售金額百分之十以下罰鍰，不受前項罰鍰金額
限制。
前項事業上一會計年度銷售金額之計算、情
節重大之認定、罰鍰計算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ௐαȈ˘୧ 前二條規定之裁處權，因五年期
間之經過而消滅。
第四十二條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規定之事業，得限
期令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
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
以下罰鍰；屆期仍不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未
採取必要更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令停止、
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按次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
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為止。
ௐαȈˬ୧ 第二條第二項之同業公會或其他
團體違反本法規定者，主管機關得就其參與
違法行為之成員併同罰之。但成員能證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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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知、未參與合意、未實施或在主管機關開 ௐαȈˣ୧ 對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之處分或
始調查前即停止該違法行為者，不予處罰。
決定不服者，直接適用行政訴訟程序。
ௐαȈα୧ 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七條規定進行
本法修正施行前，尚未終結之訴願事件，依
調查時，受調查者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
訴願法規定終結之。
定，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ௐαȈ˝୧ 本法施行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鍰；受調查者再經通知，無正當理由規避、 ௐ̣Ȉ୧ 本法除中華民國一百零四年一月二
妨礙或拒絕者，主管機關得繼續通知調查，
十二日修正之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條文自公布
並按次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
三十日後施行外，自公布日施行。
鍰，至接受調查、到場陳述意見或提出有關
帳冊、文件等資料或證物為止。

ௐ˛ౢ!!ܢ
ௐαỊ̏୧ 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專利法
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法規行使權利之正當行
為，不適用本法之規定。
ௐαȈ̱୧ 事業關於競爭之行為，優先適用
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律另有規定且不牴觸
本法立法意旨者，不在此限。
ௐαȈ˛୧ 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或團體，就
本法規定事項得為告訴、自訴或提起民事訴
訟。但以依條約或其本國法令、慣例，中華
民國人或團體得在該國享受同等權利者為
限；其由團體或機構互訂保護之協議，經主
管機關核准者亦同。
ௐαȈ˛୧̝˘ 主管機關為強化聯合行為查
處，促進市場競爭秩序之健全發展，得設立
反托拉斯基金。
前項基金之來源如下：
一、提撥違反本法罰鍰之百分之三十。
二、基金孳息收入。
三、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四、其他有關收入。
第一項基金之用途如下：
一、檢舉違法聯合行為獎金之支出。
二、推動國際競爭法執法機關之合作、調查
及交流事項。
三、補助本法與涉及檢舉獎金訴訟案件相關
費用之支出。
四、辦理競爭法相關資料庫之建置及維護。
五、辦理競爭法相關制度之研究發展。
六、辦理競爭法之教育及宣導。
七、其他維護市場交易秩序之必要支出。
前項第一款有關檢舉獎金適用之範圍、檢舉
人資格、發給標準、發放程序、獎金之撤銷、
廢止與追償、身分保密等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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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୧ 本法第二條第二項所稱同業公會或其
他團體之代表人，得為本法聯合行為之行為
人。
中華民國 81 年 6 月 24 日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ௐ̱୧ 本法第十條第二項與第十一條第二項
（81）公秘字第 015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32 條
所稱控制與從屬關係，指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中華民國 88 年 8 月 30 日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一、事業持有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
（88）公秘法字第 02420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35
條；並自發布日起施行
額，超過他事業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總
中華民國 91 年 6 月 19 日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公
數或資本總額半數。
秘法字第 0910005518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37 條；
二、事業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人事、財
並自發布日施行
務或業務經營，而致一事業對另一事業
中華民國 103 年 4 月 18 日公平交易委員會公法字
有控制力。
第 10315603001 號令刪除發布第 29 條條文
三、二事業間，有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
中華民國 104 年 7 月 2 日公平交易委員會公法字第
或第四款所定情形，而致一事業對另一
10415605721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37 條；並自發布
事業有控制力。
日施行
四、本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之人或團體及其關
係人持有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
ௐ˘୧ 本細則依公平交易法（以下簡稱本法）
額，超過他事業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總
第四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數或資本總額半數。
ௐ˟୧ 本法第二條第二項所稱同業公會如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
下：
係：
一、依工業團體法成立之工業同業公會及工
一、事業與他事業之執行業務股東或董事有
業會。
半數以上相同。
二、依商業團體法成立之商業同業公會、商
二、事業與他事業之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總
業同業公會聯合會、輸出業同業公會及
數或資本總額有半數以上為相同之股東
聯合會、商業會。
持有或出資。
三、依其他法規規定成立之律師公會、會計
師公會、建築師公會、醫師公會、技師 ௐ˛୧ 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銷售
金額，指事業之營業收入總額。
公會等職業團體。
前項營業收入總額之計算，得以主管機關調
本法第二條第二項所稱其他依法設立、促進
查所得資料或其他政府機關記載資料為基準。
成員利益之團體，指除前項外其他依人民團體
法或相關法律設立、促進成員利益之事業團 ௐˣ୧ 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事業結合，由
下列之事業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
體。
一、與他事業合併、受讓或承租他事業之營
ௐˬ୧ 本法第七條所稱獨占，應審酌下列事
業或財產、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
項認定之：
託經營者，為參與結合之事業。
一、事業在相關市場之占有率。
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者，
二、考量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務
為持有或取得之事業。但持有或取得事
在相關市場變化中之替代可能性。
業間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或受同一
三、事業影響相關市場價格之能力。
事業或數事業控制者，為最終控制之事
四、他事業加入相關市場有無不易克服之困
業。
難。
三、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
五、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
事任免者，為控制事業。
ௐα୧ 計算事業之市場占有率時，應先審酌
應申報事業尚未設立者，由參與結合之既存
該事業及該相關市場之生產、銷售、存貨、
事業提出申報。
輸入及輸出值（量）之資料。
金融控股公司或其依金融控股公司法具控
計算市場占有率所需之資料，得以主管機關
制性持股之子公司參與結合時
，由金融控股公
調查所得資料或其他政府機關記載資料為基
司提出申報。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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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୧ 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事業結合，應
備者，主管機關得敘明理由限期通知補正；
備下列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
屆期不補正或補正後所提資料仍不齊備者，
一、申報書，載明下列事項：
不受理其申報。
（一）結合型態及內容。
ௐȈ˘୧ 本法第十一條第七項所定受理其提
（二）參與事業之姓名、住居所或公司、
出完整申報資料之日，指主管機關受理事業
行號或團體之名稱、事務所或營業
提出之申報資料符合第九條規定且記載完備
所。
之收文日。
（三）預定結合日期。
ௐȈ˟୧ 事業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但書規
（四）設有代理人者，其代理人之姓名及
定申請許可，應由參與聯合行為之事業共同
其證明文件。
為之。
（五）其他必要事項。
前項事業為本法第二條第二項所定之同業
二、參與事業之基本資料：
公會或其他團體者，應由該同業公會或團體為
（一）事業設有代表人或管理人者，其代
之。
表人或管理人之姓名及住居所。
前二項之申請，得委任代理人為之。
（二）參與事業之資本額及營業項目。
ௐȈˬ୧ 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但書規定申
（三）參與事業、與參與事業具有控制與
請許可，應備下列文件：
從屬關係之事業，以及與參與事業
一、申請書，載明下列事項：
受同一事業或數事業控制之從屬
（一）申請聯合行為之商品或服務名稱。
（二）聯合行為之型態。
關係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之營業
（三）聯合行為實施期間及地區。
額。
（四）設有代理人者，其代理人之姓名及
（四）每一參與事業之員工人數。
其證明文件。
（五）參與事業設立證明文件。
（五）其他必要事項。
三、參與事業上一會計年度之財務報表及營
二、聯合行為之契約書、協議書或其他合意
業報告書。
文件。
四、參與事業就該結合相關商品或服務之生
產或經營成本、銷售價格及產銷值（量） 三、實施聯合行為之具體內容及實施方法。
四、參與事業之基本資料：
等資料。
（一）參與事業之姓名、住居所或公司、
五、實施結合對整體經濟利益及限制競爭不
行號、公會或團體之名稱、事務所
利益之說明。
或營業所。
六、參與事業未來主要營運計畫。
（二）事業設有代表人或管理人者，其代
七、參與事業轉投資之概況。
表人或管理人之姓名及住居所。
八、本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之人或團體，持有
（三）參與事業之營業項目、資本額及上
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之概況。
一會計年度之營業額。
九、參與事業之股票在證券交易所上市，或
五、參與事業最近三年與聯合行為有關之商
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者，其最近一期
品或服務價格及產銷值（量）之逐季資
之公開說明書或年報。
料。
十、參與事業之水平競爭或其上下游事業之
六、參與事業上一會計年度之財務報表及營
市場結構資料。
業報告書。
十一、主管機關為完整評估結合對競爭影響
七、參與事業之水平競爭或其上下游事業之
所指定之其他文件。
市場結構資料。
前項申報書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八、聯合行為評估報告書。
事業結合申報，有正當理由無法提出第一項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應備文件或資料者，應於申報書內表明並釋明
前項申請書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之。
ௐȈ୧ 事業結合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提出 ௐȈα୧ 前條第一項第八款聯合行為評估報
告書，並應載明下列事項：
申報時，所提資料不符前條規定或記載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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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參與事業實施聯合行為前後成本結構及
變動分析預估。
二、聯合行為對未參與事業之影響。
三、聯合行為對該市場結構、供需及價格之
影響。
四、聯合行為對上、下游事業及其市場之影
響。
五、聯合行為對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之具體
效益與不利影響。
六、其他必要事項。
ௐỊ̏୧ 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三款或第八款規定申請許可者，其聯合行為
評估報告書除依前條規定外，並應詳載其實
施聯合行為達成降低成本、改良品質、增進
效率、促進合理經營、產業發展或技術創新
之具體預期效果。
ௐȈ̱୧ 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申請許可者，其聯合行為評估報告書除第十
四條規定外，並應詳載下列事項：
一、個別研究開發及共同研究開發所需經費
之差異。
二、提高技術、改良品質、降低成本或增進
效率之具體預期效果。
ௐȈ˛୧ 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申請許可者，其聯合行為評估報告書除第十
四條規定外，並應詳載下列事項：
一、參與事業最近三年之輸出值（量）與其
占該商品總輸出值（量）及內外銷之比
例。
二、促進輸出之具體預期效果。
ௐȈˣ୧ 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申請許可者，其聯合行為評估報告書除第十
四條規定外，並應詳載下列事項：
一、參與事業最近三年之輸入值（量）。
二、事業為個別輸入及聯合輸入所需成本比
較。
三、達成加強貿易效能之具體預期效果。
ௐȈ˝୧ 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六款規定
申請許可者，其聯合行為評估報告書除第十
四條規定外，並應詳載下列事項：
一、因經濟不景氣，而致同一行業之事業難
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之資料。
二、參與事業最近三年每月之產能、設備利
用率、產銷值（量）
、輸出入值（量）及
存貨量資料。
三、最近三年間該行業廠家數之變動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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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該行業之市場展望資料。
五、除聯合行為外，已採或擬採之自救措施。
六、實施聯合行為之預期效果。
除前項應載事項外，主管機關得要求提供其
他相關資料。
ௐ˟Ȉ୧ 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
申請許可者，其聯合行為評估報告書除第十
四條規定外，並應詳載下列事項：
一、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資料。
二、達成增進經營效率或加強競爭能力之具
體預期效果。
ௐ˟Ȉ˘୧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七款所稱
中小企業，依中小企業發展條例規定之標準
認定之。
ௐ˟Ȉ˟୧ 事業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但書
規定申請聯合行為許可時，所提資料不全或
記載不完備者，主管機關得敘明理由限期通
知補正；屆期不補正或補正後所提資料仍不
齊備者，駁回其申請。
ௐ˟Ȉˬ୧ 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所定三個月
期限，自主管機關收文之次日起算。但事業
提出之資料不全或記載不完備，經主管機關
限期通知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
ௐ˟Ȉα୧ 事業依本法第十六條第二項規定
申請延展時，應備下列資料，向主管機關提
出：
一、申請書。
二、聯合行為之契約書、協議書或其他合意
文件。
三、實施聯合行為之具體內容及實施方法。
四、參與事業之基本資料。
五、參與事業最近三年與聯合行為有關之商
品或服務價格及產銷值（量）之逐季資
料。
六、參與事業上一會計年度之財務報表及營
業報告書。
七、參與事業之水平競爭或其上下游事業之
市場結構資料。
八、聯合行為評估報告書。
九、原許可文件影本。
十、申請延展之理由。
十一、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或資料。
前項第三款應符合原申請許可之內容，如逾
越許可範圍，應重新提出申請。
事業依本法第十六條第二項規定申請聯合
行為延展時，所提資料不全或記載不完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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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得敘明理由限期通知補正；屆期不補
正或補正後所提資料仍不齊備者，駁回其申
請。
ௐ˟Ị̏୧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但書所稱正
當理由，主管機關得就事業所提事證，應審
酌下列因素認定之：
一、鼓勵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率或品
質。
二、防免搭便車之效果。
三、提升新事業或品牌參進之效果。
四、促進品牌間之競爭。
五、其他有關競爭考量之經濟上合理事由。
ௐ˟Ȉ̱୧ 本法第二十條第二款所稱正當理
由，應審酌下列情形認定之：
一、市場供需情況。
二、成本差異。
三、交易數額。
四、信用風險。
五、其他合理之事由。
差別待遇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當事
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
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實施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
響等加以判斷。
ௐ˟Ȉ˛୧ 本法第二十條第三款所稱低價利
誘，指事業以低於成本或顯不相當之價格，
阻礙競爭者參與或從事競爭。
低價利誘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當事
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
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實施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
響等加以判斷。
ௐ˟Ȉˣ୧ 本法第二十條第五款所稱限制，
指搭售、獨家交易、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
制及其他限制事業活動之情形。
前項限制是否不正當而有限制競爭之虞，應
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
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履行情況對市場競
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
ௐ˟Ȉ˝୧ 事業有違反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
項、第四項規定之行為，主管機關得依本法
第四十二條規定，令其刊登更正廣告。
前項更正廣告方法、次數及期間，由主管機
關審酌原廣告之影響程度定之。
ௐˬȈ୧ 主管機關對於無具體內容、未具真
實姓名或住址之檢舉案件，得不予處理。
ௐˬȈ˘୧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為通知時，應以書面載明下列

事項：
一、受通知者之姓名、住居所。受通知者為
公司、行號、公會或團體者，其負責人
之姓名及事務所、營業所。
二、擬調查之事項及受通知者對該事項應提
供之說明或資料。
三、應到之日、時、處所。
四、無正當理由不到場之處罰規定。
前項通知，至遲應於到場日四十八小時前送
達。但有急迫情形者，不在此限。
ௐˬȈ˟୧ 前條之受通知者得委任代理人到
場陳述意見。但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通
知應由本人到場。
ௐˬȈˬ୧ 第三十一條之受通知者到場陳述
意見後，主管機關應作成陳述紀錄，由陳述
者簽名。其不能簽名者，得以蓋章或按指印
代之；其拒不簽名、蓋章或按指印者，應載
明其事實。
ௐˬȈα୧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為通知時，應以書面載明下列
事項：
一、受通知者之姓名、住居所。受通知者為
公司、行號、公會或團體者，其負責人
之姓名及事務所、營業所。
二、擬調查之事項。
三、受通知者應提供之說明、帳冊、文件及
其他必要之資料或證物。
四、應提出之期限。
五、無正當理由拒不提出之處罰規定。
ௐˬỊ̏୧ 主管機關收受當事人或關係人所
提出之帳冊、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資料或證物
後，應依提出者之請求製發收據。
ௐˬȈ̱୧ 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
情狀，並注意下列事項：
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
益。
二、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
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
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益。
五、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
六、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
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ௐˬȈ˛୧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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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
中華民國 88 年 2 月 3 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800027120 號令公布全文 175 條；並自 90 年 1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89 年 12 月 27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
第 8900305050 號令增訂公布第 174-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0 年 6 月 20 日總統（90）華總一義字第
9000119000 號令修正公布第 174-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0 年 12 月 28 日總統（90）華總一義字
第 9000265010 號令修正公布第 174-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4 年 12 月 2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212541 號令刪除公布第 44、45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年 5 月 2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09201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3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4 年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5155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27、175 條條文；
並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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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刑事案件犯罪偵查程序。
四、犯罪矯正機關或其他收容處所為達成收
容目的所為之行為。
五、有關私權爭執之行政裁決程序。
六、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為達成教育目的之
內部程序。
七、對公務員所為之人事行政行為。
八、考試院有關考選命題及評分之行為。
ௐα୧ 行政行為應受法律及一般法律原則之
拘束。
ௐ̣୧ 行政行為之內容應明確。
ௐ̱୧ 行政行為，非有正當理由，不得為差
別待遇。
ௐ˛୧ 行政行為，應依下列原則為之：
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
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
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不得與欲達成
目的之利益顯失均衡。
ௐˣ୧ 行政行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
，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理之信賴。
ௐ˝୧ 行政機關就該管行政程序，應於當事
人有利及不利之情形，一律注意。
ௐȈ୧ 行政機關行使裁量權，不得逾越法定
之裁量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

ௐ˘୧ 為使行政行為遵循公正、公開與民主
之程序，確保依法行政之原則，以保障人民
權益，提高行政效能，增進人民對行政之信
賴，特制定本法。
ௐ˟୧ 本法所稱行政程序，係指行政機關作
成行政處分、締結行政契約、訂定法規命令
ௐ˟༼!გᔑ!
與行政規則、確定行政計畫、實施行政指導 ௐȈ˘୧ 行政機關之管轄權，依其組織法規
及處理陳情等行為之程序。
或其他行政法規定之。
本法所稱行政機關，係指代表國家、地方自
行政機關之組織法規變更管轄權之規定，而
治團體或其他行政主體表示意思，從事公共事
相關行政法規所定管轄機關尚未一併修正
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
時，原管轄機關得會同組織法規變更後之管轄
受託行使公權力之個人或團體，於委託範圍
機關公告或逕由其共同上級機關公告變更管
內，視為行政機關。
轄之事項。
ௐˬ୧ 行政機關為行政行為時，除法律另有
行政機關經裁併者，前項公告得僅由組織法
規定外，應依本法規定為之。
規變更後之管轄機關為之。
下列機關之行政行為，不適用本法之程序規
前二項公告事項，自公告之日起算至第三日
定：
起發生移轉管轄權之效力。但公告特定有生效
一、各級民意機關。
日期者，依其規定。
二、司法機關。
管轄權非依法規不得設定或變更。
三、監察機關。
ௐȈ˟୧ 不能依前條第一項定土地管轄權
下列事項，不適用本法之程序規定：
者，依下列各款順序定之︰
一、有關外交行為、軍事行為或國家安全保
一、關於不動產之事件，依不動產之所在地
障事項之行為。
。
二、外國人出、入境、難民認定及國籍變更
二、關於企業之經營或其他繼續性事業之事
之行為。
件，依經營企業或從事事業之處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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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經營或應從事之處所。
人民於法定期間內提出申請，依前項規定移
三、其他事件，關於自然人者，依其住所地
送有管轄權之機關者，視同已在法定期間內向
，無住所或住所不明者，依其居所地，
有管轄權之機關提出申請。
無居所或居所不明者，依其最後所在 ௐȈˣ୧ 行政機關因法規或事實之變更而喪
地。關於法人或團體者，依其主事務所
失管轄權時，應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之機
或會址所在地。
關，並通知當事人。但經當事人及有管轄權
四、不能依前三款之規定定其管轄權或有急
機關之同意，亦得由原管轄機關繼續處理該
迫情形者，依事件發生之原因定之。
案件。
ௐȈˬ୧ 同一事件，數行政機關依前二條之 ௐȈ˝୧ 行政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行政機
規定均有管轄權者，由受理在先之機關管
能，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
轄，不能分別受理之先後者，由各該機關協
行政機關執行職務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議定之，不能協議或有統一管轄之必要時，
得向無隸屬關係之其他機關請求協助︰
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指定管轄。無共同上級機
一、因法律上之原因，不能獨自執行職務者。
關時，由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之。
二、因人員、設備不足等事實上之原因，不
能獨自執行職務者。
前項機關於必要之情形時，應為必要之職務
三、執行職務所必要認定之事實，不能獨自
行為，並即通知其他機關。
調查者。
ௐȈα୧ 數行政機關於管轄權有爭議時，由
四、執行職務所必要之文書或其他資料，為
其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無共同上級機關
被請求機關所持有者。
時，由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之。
五、由被請求機關協助執行，顯較經濟者。
前項情形，人民就其依法規申請之事件，得
六、其他職務上有正當理由須請求協助者。
向共同上級機關申請指定管轄，無共同上級機
前項請求，除緊急情形外，應以書面為之。
關者，得向各該上級機關之一為之。受理申請
被請求機關於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拒絕之︰
之機關應自請求到達之日起十日內決定之。
一、協助之行為，非其權限範圍或依法不得
在前二項情形未經決定前，如有導致國家或
為之者。
人民難以回復之重大損害之虞時，該管轄權爭
二、如提供協助，將嚴重妨害其自身職務之
議之一方，應依當事人申請或依職權為緊急之
執行者。
臨時處置，並應層報共同上級機關及通知他
被請求機關認有正當理由不能協助者，得拒
方。
絕之。
人民對行政機關依本條所為指定管轄之決
被請求機關認為無提供行政協助之義務或
定，不得聲明不服。
有拒絕之事由時，應將其理由通知請求協助機
ௐỊ̏୧ 行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
關。請求協助機關對此有異議時，由其共同上
分，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行之。
級機關決定之，無共同上級機關時，由被請求
行政機關因業務上之需要，得依法規將其權
機關之上級機關決定之。
限之一部分，委託不相隸屬之行政機關執行
被請求機關得向請求協助機關要求負擔行
之。
政協助所需費用。其負擔金額及支付方式，由
前二項情形，應將委任或委託事項及法規依
請求協助機關及被請求機關以協議定之；協議
據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不成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定之。
ௐȈ̱୧ 行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
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理。
ௐˬ༼!༊ְˠ!
前項情形，應將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
ௐ˟Ȉ୧ 本法所稱之當事人如下︰
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一、申請人及申請之相對人。
第一項委託所需費用，除另有約定外，由行
二、行政機關所為行政處分之相對人。
政機關支付之。
三、與行政機關締結行政契約之相對人。
ௐȈ˛୧ 行政機關對事件管轄權之有無，應
四、行政機關實施行政指導之相對人。
依職權調查；其認無管轄權者，應即移送有
五、對行政機關陳情之人。
管轄權之機關，並通知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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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其他依本法規定參加行政程序之人。
ௐ˟Ȉ˘୧ 有行政程序之當事人能力者如
下︰
一、自然人。
二、法人。
三、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理人者。
四、行政機關。
五、其他依法律規定得為權利義務之主體
者。
ௐ˟Ȉ˟୧ 有行政程序之行為能力者如下︰
一、依民法規定，有行為能力之自然人。
二、法人。
三、非法人之團體由其代表人或管理人為行
政程序行為者。
四、行政機關由首長或其代理人、授權之人
為行政程序行為者。
五、依其他法律規定者。
無行政程序行為能力者，應由其法定代理人
代為行政程序行為。
外國人依其本國法律無行政程序之行為能
力，而依中華民國法律有行政程序之行為能力
者，視為有行政程序之行為能力。
ௐ˟Ȉˬ୧ 因程序之進行將影響第三人之權
利或法律上利益者，行政機關得依職權或依
申請，通知其參加為當事人。
ௐ˟Ȉα୧ 當事人得委任代理人。但依法規
或行政程序之性質不得授權者，不得為之。
每一當事人委任之代理人，不得逾三人。
代理權之授與，及於該行政程序有關之全部程
序行為。但申請之撤回，非受特別授權，不得
為之。
行政程序代理人應於最初為行政程序行為
時，提出委任書。
代理權授與之撤回，經通知行政機關後，始
對行政機關發生效力。
ௐ˟Ị̏୧ 代理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
代理當事人。
違反前項規定而為委任者，其代理人仍得單
獨代理。
代理人經本人同意得委任他人為複代理人。
ௐ˟Ȉ̱୧ 代理權不因本人死亡或其行政程
序行為能力喪失而消滅。法定代理有變更或
行政機關經裁併或變更者，亦同。
ௐ˟Ȉ˛୧ 多數有共同利益之當事人，未共
同委任代理人者，得選定其中一人至五人為
全體為行政程序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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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選定當事人，而行政機關認有礙程序之正
常進行者，得定相當期限命其選定；逾期未選
定者，得依職權指定之。
經選定或指定為當事人者，非有正當理由不得
辭退。
經選定或指定當事人者，僅得由該當事人為
行政程序行為，其他當事人脫離行政程序。但
申請之撤回、權利之拋棄或義務之負擔，非經
全體有共同利益之人同意，不得為之。
ௐ˟Ȉˣ୧ 選定或指定當事人有二人以上
時，均得單獨為全體為行政程序行為。
ௐ˟Ȉ˝୧ 多數有共同利益之當事人於選定
或經指定當事人後，仍得更換或增減之。
行政機關對於其指定之當事人，為共同利益
人之權益，必要時，得更換或增減之。
依前二項規定喪失資格者，其他被選定或指
定之人得為全體為行政程序行為。
ௐˬȈ୧ 當事人之選定、更換或增減，非以
書面通知行政機關不生效力。
行政機關指定、更換或增減當事人者，非以
書面通知全體有共同利益之當事人，不生效
力。但通知顯有困難者，得以公告代之。
ௐˬȈ˘୧ 當事人或代理人經行政機關之許
可，得偕同輔佐人到場。
行政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命當事人或代理人
偕同輔佐人到場。
前二項之輔佐人，行政機關認為不適當時，
得撤銷其許可或禁止其陳述。
輔佐人所為之陳述，當事人或代理人未立即
提出異議者，視為其所自為。

ௐα༼!ਫ਼ᔖ!
ௐˬȈ˟୧ 公務員在行政程序中，有下列各
款情形之一者，應自行迴避︰
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
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
事件之當事人時。
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
事人有共同權利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
者。
三、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理人、輔
佐人者。
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ௐˬȈˬ୧ 公務員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
當事人得申請迴避︰
一、有前條所定之情形而不自行迴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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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行職務有偏頗之
虞者。
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向該公務員
所屬機關為之，並應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
避之公務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見書。
不服行政機關之駁回決定者，得於五日內提
請上級機關覆決，受理機關除有正當理由外，
應於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置。
被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在其所屬機關就該申
請事件為准許或駁回之決定前，應停止行政程
序。但有急迫情形，仍應為必要處置。
公務員有前條所定情形不自行迴避，而未經
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由該公務員所屬機關依
職權命其迴避。

ௐ̣༼!Ԕ̝ฟؕ!
ௐˬȈα୧! 行政程序之開始，由行政機關依
職權定之。但依本法或其他法規之規定有開
始行政程序之義務，或當事人已依法規之規
定提出申請者，不在此限。
ௐˬỊ̏୧ 當事人依法向行政機關提出申請
者，除法規另有規定外，得以書面或言詞為
之。以言詞為申請者，受理之行政機關應作
成紀錄，經向申請人朗讀或使閱覽，確認其
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ௐ̱༼!አߤְ၁̈́ᙋፂ!

以書面為鑑定者，必要時，得通知鑑定人到
場說明。
ௐαȈ˟୧ 行政機關為瞭解事實真相，得實
施勘驗。
勘驗時應通知當事人到場。但不能通知者，
不在此限。
第四十三條 行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行政行
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
果，依論理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
將其決定及理由告知當事人。

ௐ˛༼!ྤੈ̳ฟ!
ௐαȈα୧ （刪除）
ௐαỊ̏୧ （刪除）
ௐαȈ̱୧ 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得向行政機
關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料或
卷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律上利益有必要
者為限。
行政機關對前項之申請，除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外，不得拒絕︰
一、行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
件。
二、涉及國防、軍事、外交及一般公務機
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三、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
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四、有侵害第三人權利之虞者。
五、有嚴重妨礙有關社會治安、公共安全或
其他公共利益之職務正常進行之虞者。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無保密必要之部分，仍
應准許閱覽。
當事人就第一項資料或卷宗內容關於自身
之記載有錯誤者，得檢具事實證明，請求相關
機關更正。
ௐαȈ˛୧ 公務員在行政程序中，除基於職
務上之必要外，不得與當事人或代表其利益
之人為行政程序外之接觸。
公務員與當事人或代表其利益之人為行政
程序外之接觸時，應將所有往來之書面文件附
卷，並對其他當事人公開。
前項接觸非以書面為之者，應作成書面紀
錄，載明接觸對象、時間、地點及內容。

ௐˬȈ̱୧ 行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不
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利及不利
事項一律注意。
ௐˬȈ˛୧ 當事人於行政程序中，除得自行
提出證據外，亦得向行政機關申請調查事實
及證據。但行政機關認為無調查之必要者，
得不為調查，並於第四十三條之理由中敘明
之。
ௐˬȈˣ୧ 行政機關調查事實及證據，必要
時得據實製作書面紀錄。
ௐˬȈ˝୧ 行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
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見。
通知書中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得
否委託他人到場及不到場所生之效果。
ௐαȈ୧ 行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
要，得要求當事人或第三人提供必要之文
ௐˣ༼!ഇ͟ᄃഇม!
書、資料或物品。
ௐαȈ˘୧ 行政機關得選定適當之人為鑑 ௐαȈˣ୧ 期間以時計算者，即時起算。
期間以日、星期、月或年計算者，其始日不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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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在內。但法律規定即日起算者，不在此
限。
期間不以星期、月或年之始日起算者，以最
後之星期、月或年與起算日相當日之前一日為
期間之末日。但以月或年定期間，而於最後之
月無相當日者，以其月之末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
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間之末
日為星期六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
日。
期間涉及人民之處罰或其他不利行政處分
者，其始日不計時刻以一日論；其末日為星期
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照計。但依第
二項、第四項規定計算，對人民有利者，不在
此限。
ௐαȈ˝୧ 基於法規之申請，以掛號郵寄方
式向行政機關提出者，以交郵當日之郵戳為
準。
ௐ̣Ȉ୧ 因天災或其他不應歸責於申請人之
事由，致基於法規之申請不能於法定期間內
提出者，得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申請回
復原狀。如該法定期間少於十日者，於相等
之日數內得申請回復原狀。
申請回復原狀，應同時補行期間內應為之行
政程序行為。
遲誤法定期間已逾一年者，不得申請回復原
狀。
ௐ̣Ȉ˘୧ 行政機關對於人民依法規之申
請，除法規另有規定外，應按各事項類別，
訂定處理期間公告之。
未依前項規定訂定處理期間者，其處理期間
為二個月。
行政機關未能於前二項所定期間內處理終
結者，得於原處理期間之限度內延長之，但以
一次為限。
前項情形，應於原處理期間屆滿前，將延長
之事由通知申請人。
行政機關因天災或其他不可歸責之事由，致
事務之處理遭受阻礙時，於該項事由終止前，
停止處理期間之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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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有顯著之延滯者，其因延滯所生之費用，
由其負擔。
ௐ̣Ȉˬ୧! 證人或鑑定人得向行政機關請求
法定之日費及旅費，鑑定人並得請求相當之
報酬。
前項費用及報酬，得請求行政機關預行酌給
之。
第一項費用，除法規另有規定外，其標準由
行政院定之。

ௐȈ༼!ᙋԔ!

ௐ̣Ȉα୧ 依本法或其他法規舉行聽證時，
適用本節規定。
ௐ̣Ị̏୧ 行政機關舉行聽證前，應以書面
記載下列事項，並通知當事人及其他已知之
利害關係人，必要時並公告之︰
一、聽證之事由與依據。
二、當事人之姓名或名稱及其住居所、事務
所或營業所。
三、聽證之期日及場所。
四、聽證之主要程序。
五、當事人得選任代理人。
六、當事人依第六十一條所得享有之權利。
七、擬進行預備程序者，預備聽證之期日及
場所。
八、缺席聽證之處理。
九、聽證之機關。
依法規之規定，舉行聽證應預先公告者，行
政機關應將前項所列各款事項，登載於政府公
報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公告之。
聽證期日及場所之決定，應視事件之性質，
預留相當期間，便利當事人或其代理人參與。
ௐ̣Ȉ̱୧ 行政機關得依職權或當事人之申
請，變更聽證期日或場所，但以有正當理由
為限。
行政機關為前項之變更者，應依前條規定通
知並公告。
ௐ̣Ȉ˛୧ 聽證，由行政機關首長或其指定
人員為主持人，必要時得由律師、相關專業
人員或其他熟諳法令之人員在場協助之。
ௐ̣Ȉˣ୧ 行政機關為使聽證順利進行，認
ௐ˝༼!ϡ!
為必要時，得於聽證期日前，舉行預備聽證。
ௐ̣Ȉ˟୧ 行政程序所生之費用，由行政機
預備聽證得為下列事項︰
關負擔。但專為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利益所
一、議定聽證程序之進行。
支出之費用，不在此限。
二、釐清爭點。
因可歸責於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之事由，致
三、提出有關文書及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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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更聽證之期日、場所與主持人。
預備聽證之進行，應作成紀錄。
ௐ̣Ȉ˝୧ 聽證，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應公
開以言詞為之。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主持人得依職權或當
事人之申請，決定全部或一部不公開︰
一、公開顯然有違背公益之虞者。
二、公開對當事人利益有造成重大損害之虞
者。
ௐ̱Ȉ୧ 聽證以主持人說明案由為始。
聽證開始時，由主持人或其指定之人說明事
件之內容要旨。
ௐ̱Ȉ˘୧ 當事人於聽證時，得陳述意見、
提出證據，經主持人同意後並得對機關指定
之人員、證人、鑑定人、其他當事人或其代
理人發問。
ௐ̱Ȉ˟୧ 主持人應本中立公正之立場，主
持聽證。
主持人於聽證時，得行使下列職權︰
一、就事實或法律問題，詢問當事人、其他
到場人，或促其提出證據。
二、依職權或當事人之申請，委託相關機關
為必要之調查。
三、通知證人或鑑定人到場。
四、依職權或申請，通知或允許利害關係人
參加聽證。
五、許可當事人及其他到場人之發問或發
言。
六、為避免延滯程序之進行，禁止當事人或
其他到場之人發言；有妨礙聽證程序而
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退場。
七、當事人一部或全部無故缺席者，逕行開
始、延期或終結聽證。
八、當事人曾於預備聽證中提出有關文書
者，得以其所載內容視為陳述。
九、認為有必要時，於聽證期日結束前，決
定繼續聽證之期日及場所。
十、如遇天災或其他事故不能聽證時，得依
職權或當事人之申請，中止聽證。
十一、採取其他為順利進行聽證所必要之措
施。
主持人依前項第九款決定繼續聽證之期日
及場所者，應通知未到場之當事人及已知之利
害關係人。
ௐ̱Ȉˬ୧ 當事人認為主持人於聽證程序進
行中所為之處置違法或不當者，得即時聲明

異議。
主持人認為異議有理由者，應即撤銷原處
置，認為無理由者，應即駁回異議。
ௐ̱Ȉα୧ 聽證，應作成聽證紀錄。
前項紀錄，應載明到場人所為陳述或發問之
要旨及其提出之文書、證據，並記明當事人於
聽證程序進行中聲明異議之事由及主持人對
異議之處理。
聽證紀錄，得以錄音、錄影輔助之。
聽證紀錄當場製作完成者，由陳述或發問人
簽名或蓋章；未當場製作完成者，由主持人指
定日期、場所供陳述或發問人閱覽，並由其簽
名或蓋章。
前項情形，陳述或發問人拒絕簽名、蓋章或
未於指定日期、場所閱覽者，應記明其事由。
陳述或發問人對聽證紀錄之記載有異議者，得
即時提出。主持人認異議有理由者，應予更正
或補充；無理由者，應記明其異議。
ௐ̱Ị̏୧ 主持人認當事人意見業經充分陳
述，而事件已達可為決定之程度者，應即終
結聽證。
ௐ̱Ȉ̱୧ 聽證終結後，決定作成前，行政
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再為聽證。

ௐȈ˘༼!ਖ਼྿!
ௐ̱Ȉ˛୧ 送達，除法規另有規定外，由行
政機關依職權為之。
ௐ̱Ȉˣ୧ 送達由行政機關自行或交由郵政
機關送達。
行政機關之文書依法規以電報交換、電傳文
件、傳真或其他電子文件行之者，視為自行送
達。
由郵政機關送達者，以一般郵遞方式為之。
但文書內容對人民權利義務有重大影響者，應
為掛號。
文書由行政機關自行送達者，以承辦人員或
辦理送達事務人員為送達人；其交郵政機關送
達者，以郵務人員為送達人。
前項郵政機關之送達準用依民事訴訟法施
行法第三條訂定之郵政機關送達訴訟文書實
施辦法。
ௐ̱Ȉ˝୧ 對於無行政程序之行為能力人為
送達者，應向其法定代理人為之。
對於機關、法人或非法人之團體為送達者，
應向其代表人或管理人為之。
法定代理人、代表人或管理人有二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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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送達得僅向其中之一人為之。
無行政程序之行為能力人為行政程序之行
為，未向行政機關陳明其法定代理人者，於補
正前，行政機關得向該無行為能力人為送達。
ௐ˛Ȉ୧ 對於在中華民國有事務所或營業所
之外國法人或團體為送達者，應向其在中華
民國之代表人或管理人為之。
前條第三項規定，於前項送達準用之。
ௐ˛Ȉ˘୧ 行政程序之代理人受送達之權限
未受限制者，送達應向該代理人為之。但行
政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送達於當事人本人。
ௐ˛Ȉ˟୧ 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
事務所或營業所為之。但在行政機關辦公處
所或他處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於會晤處所
為之。
對於機關、法人、非法人之團體之代表人或
管理人為送達者，應向其機關所在地、事務所
或營業所行之。但必要時亦得於會晤之處所或
其住居所行之。
應受送達人有就業處所者，亦得向該處所為
送達。
ௐ˛Ȉˬ୧! 於應送達處所不獲會晤應受送達
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理能力之同居
人、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
前項規定於前項人員與應受送達人在該行
政程序上利害關係相反者，不適用之。
應受送達人或其同居人、受雇人、接收郵件
人員無正當理由拒絕收領文書時，得將文書留
置於應送達處所，以為送達。
ௐ˛Ȉα୧ 送達，不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
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地方自治或警察
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兩份，一份黏貼於應
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
處所門首，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
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
前項情形，由郵政機關為送達者，得將文書
寄存於送達地之郵政機關。
寄存機關自收受寄存文書之日起，應保存三
個月。
ௐ˛Ị̏୧ 行政機關對於不特定人之送達，
得以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代替之。
ௐ˛Ȉ̱୧ 送達人因證明之必要，得製作送
達證書，記載下列事項並簽名︰
一、交送達之機關。
二、應受送達人。
三、應送達文書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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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送達處所、日期及時間。
五、送達方法。
除電子傳達方式之送達外，送達證書應由收
領人簽名或蓋章；如拒絕或不能簽名或蓋章
者，送達人應記明其事由。
送達證書，應提出於行政機關附卷。
ௐ˛Ȉ˛୧ 送達係由當事人向行政機關申請
對第三人為之者，行政機關應將已為送達或
不能送達之事由，通知當事人。
ௐ˛Ȉˣ୧ 對於當事人之送達，有下列各款
情形之一者，行政機關得依申請，准為公示
送達︰
一、應為送達之處所不明者。
二、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
達而無效者。
三、於外國或境外為送達，不能依第八十六
條之規定辦理或預知雖依該規定辦理而
無效者。
有前項所列各款之情形而無人為公示送達
之申請者，行政機關為避免行政程序遲延，認
為有必要時，得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
當事人變更其送達之處所而不向行政機關
陳明，致有第一項之情形者，行政機關得依職
權命為公示送達。
ௐ˛Ȉ˝୧ 依前條規定為公示送達後，對於
同一當事人仍應為公示送達者，依職權為之。
ௐˣȈ୧ 公示送達應由行政機關保管送達之
文書，而於行政機關公告欄黏貼公告，告知
應受送達人得隨時領取；並得由行政機關將
文書或其節本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ௐˣȈ˘୧ 公示送達自前條公告之日起，其
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者，自最後刊登之日
起，經二十日發生效力；於依第七十八條第
一項第三款為公示送達者，經六十日發生效
力。但第七十九條之公示送達，自黏貼公告
欄翌日起發生效力。
ௐˣȈ˟୧ 為公示送達者，行政機關應製作
記載該事由及年、月、日、時之證書附卷。
ௐˣȈˬ୧ 當事人或代理人經指定送達代收
人，向行政機關陳明者，應向該代收人為送
達。
郵寄方式向行政機關提出者，以交郵地無住
居所、事務所及營業所者，行政機關得命其於
一定期間內，指定送達代收人。
如不於前項期間指定送達代收人並陳明
者，行政機關得將應送達之文書，註明該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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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代理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交付
一、期限。
郵政機關掛號發送，並以交付文書時，視為送
二、條件。
達時。
三、負擔。
ௐˣȈα୧ 送達，除第六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四、保留行政處分之廢止權。
交付郵政機關或依第二項之規定辦理者外，
五、保留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更。
不得於星期日或其他休息日或日出前、日沒 ௐ˝Ȉα୧ 前條之附款不得違背行政處分之
後為之。但應受送達人不拒絕收領者，不在
目的，並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理之
此限。
關聯。
ௐˣỊ̏୧ 不能為送達者，送達人應製作記 ௐ˝Ị̏୧ 行政處分除法規另有要式之規定
載該事由之報告書，提出於行政機關附卷，
者外，得以書面、言詞或其他方式為之。
並繳回應送達之文書。
以書面以外方式所為之行政處分，其相對人
ௐˣȈ̱୧ 於外國或境外為送達者，應囑託
或利害關係人有正當理由要求作成書面時，處
該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領館
分機關不得拒絕。
或其他機構、團體為之。
ௐ˝Ȉ̱୧ 行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
不能依前項規定為送達者，得將應送達之文
下列事項︰
書交郵政機關以雙掛號發送，以為送達，並將
一、處分相對人之姓名、出生年月日、性別
掛號回執附卷。
、身分證統一號碼、住居所或其他足資
ௐˣȈ˛୧ 對於駐在外國之中華民國大使、
辨別之特徵；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理
公使、領事或其他駐外人員為送達者，應囑
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
託外交部為之。
營業所，及管理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出
ௐˣȈˣ୧ 對於在軍隊或軍艦服役之軍人為
生年月日、性別、身分證統一號碼、住
送達者，應囑託該管軍事機關或長官為之。
居所。
ௐˣȈ˝୧ 對於在監所人為送達者，應囑託
二、主旨、事實、理由及其法令依據。
該監所長官為之。
三、有附款者，附款之內容。
ௐ˝Ȉ୧ 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
四、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該機關
為送達者，得囑託外交部為之。
有代理人或受任人者，須同時於其下簽
ௐ˝Ȉ˘୧ 受囑託之機關或公務員，經通知
名。但以自動機器作成之大量行政處
已為送達或不能為送達者，行政機關應將通
分，得不經署名，以蓋章為之。
知書附卷。
五、發文字號及年、月、日。
六、表明其為行政處分之意旨及不服行政處
ௐ˟ౢ!Җ߆̶!
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理機關。
前項規定於依前條第二項作成之書面，準用
ௐ˘༼!Җ߆̶̝јϲ!
之。
ௐ˝Ȉ˟୧ 本法所稱行政處分，係指行政機
ௐ˝Ȉ˛୧ 書面之行政處分有下列各款情形
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
之一者，得不記明理由︰
力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律效果之單方行政
一、未限制人民之權益者。
行為。
二、處分相對人或利害關係人無待處分機關
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定，而依一
之說明已知悉或可知悉作成處分之理由
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為一般處分，適
者。
用本法有關行政處分之規定。有關公物之設
三、大量作成之同種類行政處分或以自動機
定、變更、廢止或其一般使用者，亦同。
器作成之行政處分依其狀況無須說明理
ௐ˝Ȉˬ୧ 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有裁量權
由者。
時，得為附款。無裁量權者，以法律有明文
四、一般處分經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
規定或為確保行政處分法定要件之履行而以
紙者。
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為限，始得為之。
五、有關專門知識、技能或資格所為之考試、
前項所稱之附款如下︰
檢定或鑑定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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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依法律規定無須記明理由者。
以確認者。
ௐ˝Ȉˣ୧ 處分機關告知之救濟期間有錯誤
六、限制自由或權利之內容及程度，顯屬輕
時，應由該機關以通知更正之，並自通知送
微，而無事先聽取相對人意見之必要者。
達之翌日起算法定期間。
七、相對人於提起訴願前依法律應向行政機
處分機關告知之救濟期間較法定期間為長
關聲請再審查、異議、復查、重審或其
者，處分機關雖以通知更正，如相對人或利害
他先行程序者。
關係人信賴原告知之救濟期間，致無法於法定
八、為避免處分相對人隱匿、移轉財產或潛
期間內提起救濟，而於原告知之期間內為之
逃出境，依法律所為保全或限制出境之
者，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
處分。
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 ௐ˘Ѻα୧ 行政機關依第一百零二條給予
更正，致相對人或利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
相對人陳述意見之機會時，應以書面記載下
分書送達後一年內聲明不服時，視為於法定期
列事項通知相對人，必要時並公告之︰
間內所為。
一、相對人及其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ௐ˝Ȉ˝୧ 對於行政處分聲明不服，因處分
二、將為限制或剝奪自由或權利行政處分之
機關未為告知或告知錯誤致向無管轄權之機
原因事實及法規依據。
關為之者，該機關應於十日內移送有管轄權
三、得依第一百零五條提出陳述書之意旨。
之機關，並通知當事人。
四、提出陳述書之期限及不提出之效果。
前項情形，視為自始向有管轄權之機關聲明
五、其他必要事項。
不服。
前項情形，行政機關得以言詞通知相對人，
ௐ˘Ѻ୧ 書面之行政處分，應送達相對人及
並作成紀錄，向相對人朗讀或使閱覽後簽名或
已知之利害關係人；書面以外之行政處分，
蓋章；其拒絕簽名或蓋章者，應記明其事由。
應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
ௐ˘Ѻ̣୧ 行政處分之相對人依前條規定
一般處分之送達，得以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
提出之陳述書，應為事實上及法律上陳述。
或新聞紙代替之。
利害關係人亦得提出陳述書，為事實上及法
ௐ˘Ѻ˘୧ 行政處分如有誤寫、誤算或其
律上陳述，但應釋明其利害關係之所在。
他類此之顯然錯誤者，處分機關得隨時或依
不於期間內提出陳述書者，視為放棄陳述之
申請更正之。
機會。
前項更正，附記於原處分書及其正本，如不 ௐ˘Ѻ̱୧ 行政處分之相對人或利害關係
能附記者，應製作更正書，以書面通知相對人
人得於第一百零四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期限
及已知之利害關係人。
內，以言詞向行政機關陳述意見代替陳述書
之提出。
ௐ˟༼!ౘຍ֍̈́ᙋ!
以言詞陳述意見者，行政機關應作成紀錄，
ௐ˘Ѻ˟୧ 行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
經向陳述人朗讀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
自由或權利之行政處分前，除已依第三十九
後，由陳述人簽名或蓋章；其拒絕簽名或蓋章
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見，或決定
者，應記明其事由。陳述人對紀錄有異議者，
舉行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
應更正之。
見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ௐ˘Ѻ˛୧ 行政機關遇有下列各款情形之
ௐ˘Ѻˬ୧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行政
一者，舉行聽證︰
機關得不給予陳述意見之機會︰
一、法規明文規定應舉行聽證者。
一、大量作成同種類之處分。
二、行政機關認為有舉行聽證之必要者。
二、情況急迫，如予陳述意見之機會，顯然 ௐ˘Ѻˣ୧ 行政機關作成經聽證之行政處
違背公益者。
分時，除依第四十三條之規定外，並應斟酌
三、受法定期間之限制，如予陳述意見之機
全部聽證之結果。但法規明定應依聽證紀錄
會，顯然不能遵行者。
作成處分者，從其規定。
四、行政強制執行時所採取之各種處置。
前項行政處分應以書面為之，並通知當事
五、行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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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୧ 不服依前條作成之行政處分
者，其行政救濟程序，免除訴願及其先行程
序。

ௐˬ༼!Җ߆̶̝ड़˧!
ௐ˘Ѻ˘Ȉ୧ 書面之行政處分自送達相對人
及已知之利害關係人起；書面以外之行政處
分自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時起，
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容對其發生效力。
一般處分自公告日或刊登政府公報、新聞紙
最後登載日起發生效力。但處分另訂不同日期
者，從其規定。
行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
而失效者，其效力繼續存在。
無效之行政處分自始不生效力。
ௐ˘ѺȈ˘୧ 行政處分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
者，無效︰
一、不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
二、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
三、內容對任何人均屬不能實現者。
四、所要求或許可之行為構成犯罪者。
五、內容違背公共秩序、善良風俗者。
六、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
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者。
七、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
ௐ˘ѺȈ˟୧ 行政處分一部分無效者，其他
部分仍為有效。但除去該無效部分，行政處
分不能成立者，全部無效。
ௐ˘ѺȈˬ୧ 行政處分之無效，行政機關得
依職權確認之。
行政處分之相對人或利害關係人有正當理
由請求確認行政處分無效時，處分機關應確認
其為有效或無效。
ௐ˘ѺȈα୧ 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行政處
分，除依第一百十一條規定而無效者外，因
下列情形而補正︰
一、須經申請始得作成之行政處分，當事人
已於事後提出者。
二、必須記明之理由已於事後記明者。
三、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見之機會已於事後
給予者。
四、應參與行政處分作成之委員會已於事後
作成決議者。
五、應參與行政處分作成之其他機關已於事
後參與者。
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補正行為，僅得於訴

願程序終結前為之；得不經訴願程序者，僅得
於向行政法院起訴前為之。
當事人因補正行為致未能於法定期間內聲
明不服者，其期間之遲誤視為不應歸責於該當
事人之事由，其回復原狀期間自該瑕疵補正時
起算。
ௐ˘ѺỊ̏୧ 行政處分違反土地管轄之規定
者，除依第一百十一條第六款規定而無效者
外，有管轄權之機關如就該事件仍應為相同
之處分時，原處分無須撤銷。
ௐ˘ѺȈ̱୧ 行政機關得將違法行政處分轉
換為與原處分具有相同實質及程序要件之其
他行政處分。但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不
得轉換︰
一、違法行政處分，依第一百十七條但書規
定，不得撤銷者。
二、轉換不符作成原行政處分之目的者。
三、轉換法律效果對當事人更為不利者。
羈束處分不得轉換為裁量處分。
行政機關於轉換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見
之機會。但有第一百零三條之事由者，不在此
限。
ௐ˘ѺȈ˛୧ 違法行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
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
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但有下列
各款情形之一者，不得撤銷︰
一、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
二、受益人無第一百十九條所列信賴不值得
保護之情形，而信賴授予利益之行政處
分，其信賴利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
之公益者。
ௐ˘ѺȈˣ୧ 違法行政處分經撤銷後，溯及
既往失其效力。但為維護公益或為避免受益
人財產上之損失，為撤銷之機關得另定失其
效力之日期。
ௐ˘ѺȈ˝୧ 受益人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
者，其信賴不值得保護︰
一、以詐欺、脅迫或賄賂方法，使行政機關
作成行政處分者。
二、對重要事項提供不正確資料或為不完全
陳述，致使行政機關依該資料或陳述而
作成行政處分者。
三、明知行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不知
者。
ௐ˘Ѻ˟Ȉ୧ 授予利益之違法行政處分經撤
銷後，如受益人無前條所列信賴不值得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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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其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財產上之損
失者，為撤銷之機關應給予合理之補償。
前項補償額度不得超過受益人因該處分存
續可得之利益。
關於補償之爭議及補償之金額，相對人有不服
者，得向行政法院提起給付訴訟。
ௐ˘Ѻ˟Ȉ˘୧ 第一百十七條之撤銷權，應
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知有撤銷原因時
起二年內為之。
前條之補償請求權，自行政機關告知其事由
時起，因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自處分撤銷時
起逾五年者，亦同。
ௐ˘Ѻ˟Ȉ˟୧ 非授予利益之合法行政處
分，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
廢止。但廢止後仍應為同一內容之處分或依
法不得廢止者，不在此限。
ௐ˘Ѻ˟Ȉˬ୧ 授予利益之合法行政處分，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由原處分機關依
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
一、法規准許廢止者。
二、原處分機關保留行政處分之廢止權者。
三、附負擔之行政處分，受益人未履行該負
擔者。
四、行政處分所依據之法規或事實事後發生
變更，致不廢止該處分對公益將有危害
者。
五、其他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
者。
ௐ˘Ѻ˟Ȉα୧ 前條之廢止，應自廢止原因
發生後二年內為之。
ௐ˘Ѻ˟Ị̏୧ 合法行政處分經廢止後，自
廢止時或自廢止機關所指定較後之日時起，
失其效力。但受益人未履行負擔致行政處分
受廢止者，得溯及既往失其效力。
ௐ˘Ѻ˟Ȉ̱୧ 原處分機關依第一百二十三
條第四款、第五款規定廢止授予利益之合法
行政處分者，對受益人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
財產上之損失，應給予合理之補償。
第一百二十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一百二十
一條第二項之規定，於前項補償準用之。
ௐ˘Ѻ˟Ȉ˛୧ 授予利益之行政處分，其內
容係提供一次或連續之金錢或可分物之給付
者，經撤銷、廢止或條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
失效之情形時，受益人應返還因該處分所受
領之給付。其行政處分經確認無效者，亦同。
前項返還範圍準用民法有關不當得利之規

定。
行政機關依前二項規定請求返還時，應以書
面行政處分確認返還範圍，並限期命受益人返
還之。
前項行政處分未確定前，不得移送行政執
行。
ௐ˘Ѻ˟Ȉˣ୧ 行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
過後，具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相對人或
利害關係人得向行政機關申請撤銷、廢止或
變更之。但相對人或利害關係人因重大過失
而未能在行政程序或救濟程序中主張其事由
者，不在此限：
一、具有持續效力之行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
事後發生有利於相對人或利害關係人之
變更者。
二、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者，但以如經
斟酌可受較有利益之處分者為限。
三、其他具有相當於行政訴訟法所定再審事
由且足以影響行政處分者。
前項申請，應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三個月
內為之；其事由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自發
生或知悉時起算。但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已
逾五年者，不得申請。
ௐ˘Ѻ˟Ȉ˝୧ 行政機關認前條之申請為有
理由者，應撤銷、廢止或變更原處分；認申
請為無理由或雖有重新開始程序之原因，如
認為原處分為正當者，應駁回之。
ௐ˘ѺˬȈ୧ 行政處分經撤銷或廢止確定，
或因其他原因失其效力後，而有收回因該處
分而發給之證書或物品之必要者，行政機關
得命所有人或占有人返還之。
前項情形，所有人或占有人得請求行政機關
將該證書或物品作成註銷之標示後，再予發
還。但依物之性質不能作成註銷標示，或註銷
標示不能明顯而持續者，不在此限。
ௐ˘ѺˬȈ˘୧ 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
人為行政機關時，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因五
年間不行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
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因十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
前項時效，因行政機關為實現該權利所作成
之行政處分而中斷。
ௐ˘ѺˬȈ˟୧ 行政處分因撤銷、廢止或其
他事由而溯及既往失效時，自該處分失效時
起，已中斷之時效視為不中斷。
ௐ˘ѺˬȈˬ୧ 因行政處分而中斷之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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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行政處分不得訴請撤銷或因其他原因失其
行政契約違反第一百三十五條但書或第一
效力後，重行起算。
百三十八條之規定者，無效。
ௐ˘ѺˬȈα條 因行政處分而中斷時效之請 ௐ˘ѺαȈ˟୧ 代替行政處分之行政契約，
求權，於行政處分不得訴請撤銷後，其原有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
時效期間不滿五年者，因中斷而重行起算之
一、與其內容相同之行政處分為無效者。
時效期間為五年。
二、與其內容相同之行政處分，有得撤銷之
違法原因，並為締約雙方所明知者。
ௐˬౢ!Җ߆!ࡗݵ
三、締結之和解契約，未符合第一百三十六
條之規定者。
ௐ˘ѺˬỊ̏୧ 公法上法律關係得以契約設
四、締結之雙務契約，未符合第一百三十七
定、變更或消滅之。但依其性質或法規規定
條之規定者。
不得締約者，不在此限。
ௐ˘ѺˬȈ̱୧ 行政機關對於行政處分所依 ௐ˘ѺαȈˬ୧ 行政契約之一部無效者，全
部無效。但如可認為欠缺該部分，締約雙方
據之事實或法律關係，經依職權調查仍不能
確定者，為有效達成行政目的，並解決爭執， 亦將締結契約者，其他部分仍為有效。
得與人民和解，締結行政契約，以代替行政 ௐ˘ѺαȈα୧ 行政契約當事人之一方為人
民者，行政機關得就相對人契約之履行，依
處分。
書面約定之方式，為必要之指導或協助。
ௐ˘ѺˬȈ˛୧ 行政機關與人民締結行政契
行政契約當事人之一方為人
ௐ˘ѺαỊ̏୧
約，互負給付義務者，應符合下列各款之規
民者，其締約後，因締約機關所屬公法人之
定︰
其他機關於契約關係外行使公權力，致相對
一、契約中應約定人民給付之特定用途。
二、人民之給付有助於行政機關執行其職務。 人履行契約義務時，顯增費用或受其他不可
預期之損失者，相對人得向締約機關請求補
三、人民之給付與行政機關之給付應相當，
償其損失。但公權力之行使與契約之履行無
並具有正當合理之關聯。
直接必要之關聯者，不在此限。
行政處分之作成，行政機關無裁量權時，代
締約機關應就前項請求，以書面並敘明理由
替該行政處分之行政契約所約定之人民給
決定之。
付，以依第九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得為附款者為
第一項補償之請求，應自相對人知有損失時
限。
起一年內為之。
第一項契約應載明人民給付之特定用途及
關於補償之爭議及補償之金額，相對人有不
僅供該特定用途使用之意旨。
服者，得向行政法院提起給付訴訟。
ௐ˘ѺˬȈˣ୧ 行政契約當事人之一方為人
民，依法應以甄選或其他競爭方式決定該當 ௐ˘ѺαȈ̱୧ 行政契約當事人之一方為人
民者，行政機關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
事人時，行政機關應事先公告應具之資格及
危害，得於必要範圍內調整契約內容或終止
決定之程序。決定前，並應予參與競爭者表
契約。
示意見之機會。
前項之調整或終止，非補償相對人因此所受
ௐ˘ѺˬȈ˝୧ 行政契約之締結，應以書面
之財產上損失，不得為之。
為之。但法規另有其他方式之規定者，依其
第一項之調整或終止及第二項補償之決
規定。
定，應以書面敘明理由為之。
ௐ˘ѺαȈ୧ 行政契約依約定內容履行將侵
相對人對第一項之調整難為履行者，得以書
害第三人之權利者，應經該第三人書面之同
面敘明理由終止契約。
意，始生效力。
相對人對第二項補償金額不同意時，得向行
行政處分之作成，依法規之規定應經其他行
政法院提起給付訴訟。
政機關之核准、同意或會同辦理者，代替該行
政處分而締結之行政契約，亦應經該行政機關 ௐ˘ѺαȈ˛୧ 行政契約締結後，因有情事
重大變更，非當時所得預料，而依原約定顯
之核准、同意或會同辦理，始生效力。
失公平者，當事人之一方得請求他方適當調
ௐ˘ѺαȈ˘୧! 行政契約準用民法規定之結
整契約內容。如不能調整，得終止契約。
果為無效者，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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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行政契約當事人之一方為人民
四、有訂定法規命令之必要者，著手研擬草
時，行政機關為維護公益，得於補償相對人之
案。
損失後，命其繼續履行原約定之義務。
ௐ˘Ѻ̣Ȉα୧ 行政機關擬訂法規命令時，
第一項之請求調整或終止與第二項補償之
除情況急迫，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者外，
決定，應以書面敘明理由為之。
應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載明下列事
相對人對第二項補償金額不同意時，得向行
項︰
政法院提起給付訴訟。
一、訂定機關之名稱，其依法應由數機關會
ௐ˘ѺαȈˣ୧! 行政契約約定自願接受執行
同訂定者，各該機關名稱。
時，債務人不為給付時，債權人得以該契約
二、訂定之依據。
為強制執行之執行名義。
三、草案全文或其主要內容。
前項約定，締約之一方為中央行政機關時， 四、任何人得於所定期間內向指定機關陳述
應經主管院、部或同等級機關之認可；締約之
意見之意旨。
一方為地方自治團體之行政機關時，應經該地
行政機關除為前項之公告外，並得以適當之
方自治團體行政首長之認可；契約內容涉及委
方法，將公告內容廣泛周知。
辦事項者，並應經委辦機關之認可，始生效 ௐ˘Ѻ̣Ị̏୧ 行政機關訂定法規命令，得
力。
依職權舉行聽證。
第一項強制執行，準用行政訴訟法有關強制 ௐ˘Ѻ̣Ȉ̱୧ 行政機關為訂定法規命令，
執行之規定。
依法舉行聽證者，應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
ௐ˘ѺαȈ˝୧ 行政契約，本法未規定者，
告，載明下列事項：
準用民法相關之規定。
一、訂定機關之名稱，其依法應由數機關會
同訂定者，各該機關之名稱。
ௐαౢ!ڱఢ̈́΄Җ߆ఢ!
二、訂定之依據。
三、草案之全文或其主要內容。
ௐ˘Ѻ̣Ȉ୧! 本法所稱法規命令，係指行政
四、聽證之日期及場所。
機關基於法律授權，對多數不特定人民就一
五、聽證之主要程序。
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律效果之規
ௐ˘Ѻ̣Ȉ˛୧ 法規命令依法應經上級機關
定。
核定者，應於核定後始得發布。
法規命令之內容應明列其法律授權之依
數機關會同訂定之法規命令，依法應經上級
據，並不得逾越法律授權之範圍與立法精神。
機關或共同上級機關核定者，應於核定後始得
ௐ˘Ѻ̣Ȉ˘୧ 行政機關訂定法規命令，除
會銜發布。
關於軍事、外交或其他重大事項而涉及國家
法規命令之發布，應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
機密或安全者外，應依本法所定程序為之。
紙。
但法律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ௐ˘Ѻ̣Ȉˣ୧ 法規命令，有下列情形之一
法規命令之修正、廢止、停止或恢復適用，
者，無效︰
準用訂定程序之規定。
一、牴觸憲法、法律或上級機關之命令者。
ௐ˘Ѻ̣Ȉ˟୧ 法規命令之訂定，除由行政
二、無法律之授權而剝奪或限制人民之自
機關自行草擬者外，並得由人民或團體提議
由、權利者。
為之。
三、其訂定依法應經其他機關核准，而未經
前項提議，應以書面敘明法規命令訂定之目
核准者。
的、依據及理由，並附具相關資料。
法規命令之一部分無效者，其他部分仍為有
ௐ˘Ѻ̣Ȉˬ୧ 受理前條提議之行政機關，
效。但除去該無效部分，法規命令顯失規範目
應依下列情形分別處理︰
的者，全部無效。
一、非主管之事項，依第十七條之規定予以
ௐ˘Ѻ̣Ȉ˝୧ 本法所稱行政規則，係指上
移送。
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
二、依法不得以法規命令規定之事項，附述
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
理由通知原提議者。
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力之一般、抽象之
三、無須訂定法規命令之事項，附述理由通
規定。
知原提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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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規則包括下列各款之規定︰
一、關於機關內部之組織、事務之分配、業
務處理方式、人事管理等一般性規定。
二、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令、
認定事實、及行使裁量權，而訂頒之解
釋性規定及裁量基準。
ௐ˘Ѻ̱Ȉ୧ 行政規則應下達下級機關或屬
官。
行政機關訂定前條第二項第二款之行政規
則，應由其首長簽署，並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
之。
ௐ˘Ѻ̱Ȉ˘୧ 有效下達之行政規則，具有
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及屬官之效力。
ௐ˘Ѻ̱Ȉ˟୧ 行政規則得由原發布機關廢
止之。
行政規則之廢止，適用第一百六十條規定。

ௐ̣ౢ!Җ߆ࢍ൪!
ௐ˘Ѻ̱Ȉˬ୧ 本法所稱行政計畫，係指行
政機關為將來一定期限內達成特定之目的或
實現一定之構想，事前就達成該目的或實現
該構想有關之方法、步驟或措施等所為之設
計與規劃。
ௐ˘Ѻ̱Ȉα୧ 行政計畫有關一定地區土地
之特定利用或重大公共設施之設置，涉及多
數不同利益之人及多數不同行政機關權限
者，確定其計畫之裁決，應經公開及聽證程
序，並得有集中事權之效果。
前項行政計畫之擬訂、確定、修訂及廢棄之
程序，由行政院另定之。

ௐ̱ౢ!Җ߆ጱ!

ௐ˛ౢ!ౘଐ!
ௐ˘Ѻ̱Ȉˣ୧ 人民對於行政興革之建議、
行政法令之查詢、行政違失之舉發或行政上
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
ௐ˘Ѻ̱Ȉ˝୧ 陳情得以書面或言詞為之；
其以言詞為之者，受理機關應作成紀錄，並
向陳情人朗讀或使閱覽後命其簽名或蓋章。
陳情人對紀錄有異議者，應更正之。
ௐ˘Ѻ˛Ȉ୧ 行政機關對人民之陳情，應訂
定作業規定，指派人員迅速、確實處理之。
人民之陳情有保密必要者，受理機關處理
時，應不予公開。
ௐ˘Ѻ˛Ȉ˘୧ 受理機關認為人民之陳情有
理由者，應採取適當之措施；認為無理由者，
應通知陳情人，並說明其意旨。
受理機關認為陳情之重要內容不明確或有
疑義者，得通知陳情人補陳之。
ௐ˘Ѻ˛Ȉ˟୧ 人民之陳情應向其他機關為
之者，受理機關應告知陳情人。但受理機關
認為適當時，應即移送其他機關處理，並通
知陳情人。
陳情之事項，依法得提起訴願、訴訟或請求
國家賠償者，受理機關應告知陳情人。
ௐ˘Ѻ˛Ȉˬ୧ 人民陳情案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得不予處理︰
一、無具體之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或住址
者。
二、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理，並已明確答
覆後，而仍一再陳情者。
三、非主管陳情內容之機關，接獲陳情人以
同一事由分向各機關陳情者。

ௐ˘Ѻ̱Ị̏୧ 本法所稱行政指導，謂行政
ௐˣౢ!!ܢ
機關在其職權或所掌事務範圍內，為實現一
ௐ˘Ѻ˛Ȉα୧ 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不服行
定之行政目的，以輔導、協助、勸告、建議
政機關於行政程序中所為之決定或處置，僅
或其他不具法律上強制力之方法，促請特定
得於對實體決定聲明不服時一併聲明之。但
人為一定作為或不作為之行為。
行政機關之決定或處置得強制執行或本法或
ௐ˘Ѻ̱Ȉ̱୧! 行政機關為行政指導時，應
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注意有關法規規定之目的，不得濫用。
相對人明確拒絕指導時，行政機關應即停 ௐ˘Ѻ˛Ȉα୧̝˘ 本法施行前，行政機關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訂定之命令，須以
止，並不得據此對相對人為不利之處置。
法律規定或以法律明列其授權依據者，應於
ௐ˘Ѻ̱Ȉ˛୧ 行政機關對相對人為行政指
本法施行後二年內，以法律規定或以法律明
導時，應明示行政指導之目的、內容、及負
列其授權依據後修正或訂定；逾期失效。
責指導者等事項。
前項明示，得以書面、言詞或其他方式為 ௐ˘Ѻ˛Ị̏୧ 本法自中華民國九十年一月
一日施行。
之。如相對人請求交付文書時，除行政上有特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行。
別困難外，應以書面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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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領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領域內違反行
政法上義務。

中 華 民 國 94 年 2 月 5 日 總 統華 總 一義 字 第
ௐ˟ౢ!యЇ!
09400016841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46 條；並自公
ௐ˛୧! 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行為非出於故意
布後一年施行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2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或過失者，不予處罰。
10000259791 號令修正公布第 26、27、32、45、
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理人之非法人團體、
46 條條文；並自公布日施行
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行政法上義

ௐ˘ౢ!!ּڱ

務者，其代表人、管理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
或實際行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
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
ௐˣ୧ 不得因不知法規而免除行政處罰責
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ௐ˝୧ 未滿十四歲人之行為，不予處罰。
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行為，得減輕處
罰。
行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不能
辨識其行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識而行為之能
力者，不予處罰。
行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識行為違法或
依其辨識而行為之能力，顯著減低者，得減輕
處罰。
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行招致者，
不適用之。
ௐȈ୧ 對於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事實之發生，
依法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不防止者，與
因積極行為發生事實者同。
因自己行為致有發生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事
實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
ௐȈ˘୧ 依法令之行為，不予處罰。
依所屬上級公務員職務命令之行為，不予處
罰。但明知職務命令違法，而未依法定程序向
該上級公務員陳述意見者，不在此限。
ௐȈ˟୧ 對於現在不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
自己或他人權利之行為，不予處罰。但防衛
行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ௐȈˬ୧ 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
由、名譽或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不得已之
行為，不予處罰。但避難行為過當者，得減
輕或免除其處罰。

ௐ˘୧ 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
其他種類行政罰之處罰時，適用本法。但其
他法律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ௐ˟୧ 本法所稱其他種類行政罰，指下列裁
罰性之不利處分：
一、限制或禁止行為之處分：限制或停止營
業、吊扣證照、命令停工或停止使用、
禁止行駛、禁止出入港口、機場或特定
場所、禁止製造、販賣、輸出入、禁止
申請或其他限制或禁止為一定行為之處
分。
二、剝奪或消滅資格、權利之處分：命令歇
業、命令解散、撤銷或廢止許可或登記、
吊銷證照、強制拆除或其他剝奪或消滅
一定資格或權利之處分。
三、影響名譽之處分：公布姓名或名稱、公
布照片或其他相類似之處分。
四、警告性處分：警告、告誡、記點、記次、
講習、輔導教育或其他相類似之處分。
ௐˬ୧ 本法所稱行為人，係指實施違反行政
法上義務行為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
或管理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
其他組織。
ௐα୧ 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行為時
之法律或自治條例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ௐ̣୧ 行為後法律或自治條例有變更者，適
用行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律或自治條例。
但裁處前之法律或自治條例有利於受處罰
者，適用最有利於受處罰者之規定。
ௐ̱୧ 在中華民國領域內違反行政法上義務
應受處罰者，適用本法。
ௐˬౢ!ВТ࿁׀̈́ڱТჳ!
在中華民國領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航空器
或依法得由中華民國行使管轄權之區域內違 ௐȈα୧ 故意共同實施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
反行政法上義務者，以在中華民國領域內違反
行為者，依其行為情節之輕重，分別處罰之。
論。
前項情形，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立之違
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行為或結果，有一在中
反行政法上義務行為，其無此身分或特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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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仍處罰之。
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致處罰有重輕或免
除時，其無此身分或特定關係者，仍處以通常
之處罰。
ௐỊ̏୧ 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
人，因執行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利益為行
為，致使私法人違反行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
者，該行為人如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除法
律或自治條例另有規定外，應並受同一規定
罰鍰之處罰。
私法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因執行
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利益為行為，致使私法人
違反行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私法人之董事
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如對該行政法上義務之
違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未盡其防止義務
時，除法律或自治條例另有規定外，應並受同
一規定罰鍰之處罰。
依前二項並受同一規定處罰之罰鍰，不得逾
新臺幣一百萬元。但其所得之利益逾新臺幣一
百萬元者，得於其所得利益之範圍內裁處之。
ௐȈ̱୧ 前條之規定，於設有代表人或管理
人之非法人團體，或法人以外之其他私法組
織，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者，準用之。
ௐȈ˛୧ 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公法組織違
反行政法上義務者，依各該法律或自治條例
規定處罰之。

前項情形，得對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者施以糾
正或勸導，並作成紀錄，命其簽名。
ௐ˟Ȉ୧ 為他人利益而實施行為，致使他人
違反行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該行為人因
其行為受有財產上利益而未受處罰時，得於
其所受財產上利益價值範圍內，酌予追繳。
行為人違反行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他人因
該行為受有財產上利益而未受處罰時，得於其
所受財產上利益價值範圍內，酌予追繳。
前二項追繳，由為裁處之主管機關以行政處
分為之。
ௐ˟Ȉ˘୧ 沒入之物，除本法或其他法律另
有規定者外，以屬於受處罰者所有為限。
ௐ˟Ȉ˟୧ 不屬於受處罰者所有之物，因所
有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致使該物成為違反
行政法上義務行為之工具者，仍得裁處沒入。
物之所有人明知該物得沒入，為規避沒入之
裁處而取得所有權者，亦同。
ௐ˟Ȉˬ୧ 得沒入之物，受處罰者或前條物
之所有人於受裁處沒入前，予以處分、使用
或以他法致不能裁處沒入者，得裁處沒入其
物之價額；其致物之價值減損者，得裁處沒
入其物及減損之差額。
得沒入之物，受處罰者或前條物之所有人於
受裁處沒入後，予以處分、使用或以他法致不
能執行沒入者，得追徵其物之價額；其致物之
價值減損者，得另追徵其減損之差額。
ௐαౢ!̝ᆶ੩ΐഴ̈́ᕖૺ!
前項追徵，由為裁處之主管機關以行政處分
為之。
ௐȈˣ୧ 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行政法上義
務行為應受責難程度、所生影響及因違反行
ௐ̣ౢ!ಏ˘Җࠎ̈́ᇴҖࠎ̝ჳ!
政法上義務所得之利益，並得考量受處罰者
ௐ˟Ȉα୧ 一行為違反數個行政法上義務規
之資力。
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
前項所得之利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
裁處。但裁處之額度，不得低於各該規定之
於所得利益之範圍內酌量加重，不受法定罰鍰
罰鍰最低額。
最高額之限制。
前項違反行政法上義務行為，除應處罰鍰
依本法規定減輕處罰時，裁處之罰鍰不得逾
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類行政罰之處罰者，得
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二分之一，亦不得低於法定
依該規定併為裁處。但其處罰種類相同，如從
罰鍰最低額之二分之一；同時有免除處罰之規
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行政目的者，不得重複裁
定者，不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三分之一，亦
處。
不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三分之一。
一行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其他行政法
但法律或自治條例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上義務規定而應受處罰，如已裁處拘留者，不
其他種類行政罰，其處罰定有期間者，準用前
再受罰鍰之處罰。
項之規定。
ௐȈ˝୧ 違反行政法上義務應受法定最高額 ௐ˟Ị̏୧ 數行為違反同一或不同行政法上
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
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之處罰，其情節輕
ௐ˟Ȉ̱୧ 一行為同時觸犯刑事法律及違反
微，認以不處罰為適當者，得免予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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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律處罰之。
為地、結果地、行為人之住所、居所或營業
但其行為應處以其他種類行政罰或得沒入之
所、事務所或公務所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管轄。
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
在中華民國領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或航空
前項行為如經不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
器內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者，得由船艦本籍地、
或為無罪、免訴、不受理、不付審理、不付保
航空器出發地或行為後在中華民國領域內最
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
初停泊地或降落地之主管機關管轄。
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
在中華民國領域外之外國船艦或航空器於
第一項行為經緩起訴處分或緩刑宣告確定
依法得由中華民國行使管轄權之區域內違反
且經命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
行政法上義務者，得由行為後其船艦或航空器
體、政府機關、政府機構、行政法人、社區或
在中華民國領域內最初停泊地或降落地之主
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支付一定之
管機關管轄。
金額或提供義務勞務者，其所支付之金額或提
在中華民國領域外依法得由中華民國行使
供之勞務，應於依前項規定裁處之罰鍰內扣抵
管轄權之區域內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者，不能依
之。
前三項規定定其管轄機關時，得由行為人所在
前項勞務扣抵罰鍰之金額，按最初裁處時之
地之主管機關管轄。
每小時基本工資乘以義務勞務時數核算。
ௐˬȈ୧ 故意共同實施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
依第二項規定所為之裁處，有下列情形之一
行為，其行為地、行為人之住所、居所或營
者，由主管機關依受處罰者之申請或依職權撤
業所、事務所或公務所所在地不在同一管轄
銷之，已收繳之罰鍰，無息退還：
區內者，各該行為地、住所、居所或所在地
一、因緩起訴處分確定而為之裁處，其緩起
之主管機關均有管轄權。
訴處分經撤銷，並經判決有罪確定，且 ௐˬȈ˘୧ 一行為違反同一行政法上義務，
未受免刑或緩刑之宣告。
數機關均有管轄權者，由處理在先之機關管
二、因緩刑裁判確定而為之裁處，其緩刑宣
轄。不能分別處理之先後者，由各該機關協
告經撤銷確定。
議定之；不能協議或有統一管轄之必要者，
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指定之。
ௐ̱ౢ!ॡड़!
一行為違反數個行政法上義務而應處罰
鍰，數機關均有管轄權者，由法定罰鍰額最高
ௐ˟Ȉ˛୧ 行政罰之裁處權，因三年期間之
之主管機關管轄。法定罰鍰額相同者，依前項
經過而消滅。
規定定其管轄。
前項期間，自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行為終了
一行為違反數個行政法上義務，應受沒入或
時起算。但行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
其他種類行政罰者，由各該主管機關分別裁
發生時起算。
處。但其處罰種類相同者，如從一重處罰已足
前條第二項之情形，第一項期間自不起訴處
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無罪、免訴、不受理、 以達成行政目的者，不得重複裁處。
第一項及第二項情形，原有管轄權之其他機
不付審理、不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
關於必要之情形時，應為必要之職務行為，並
確定日起算。
將有關資料移送為裁處之機關；為裁處之機關
行政罰之裁處因訴願、行政訴訟或其他救濟
應於調查終結前，通知原有管轄權之其他機
程序經撤銷而須另為裁處者，第一項期間自原
關。
裁處被撤銷確定之日起算。
ௐ˟Ȉˣ୧ 裁處權時效，因天災、事變或依 ௐˬȈ˟୧ 一行為同時觸犯刑事法律及違反
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者，應將涉及刑事部分移
法律規定不能開始或進行裁處時，停止其進
送該管司法機關。
行。
前項移送案件，司法機關就刑事案件為不起
前項時效停止，自停止原因消滅之翌日起，
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不
與停止前已經過之期間一併計算。
受理、不付審理、不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
ௐ˛ౢ!გᔑ፟ᙯ!
撤銷緩刑之裁判確定，或撤銷緩起訴處分後經
判決有罪確定者，應通知原移送之行政機關。
ௐ˟Ȉ˝୧ 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行為，由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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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移送案件及業務聯繫之辦法，由行政 ௐˬȈ˝୧ 扣留物，應加封緘或其他標識，
院會同司法院定之。
並為適當之處置；其不便搬運或保管者，得
命人看守或交由所有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保
ௐˣౢ!Ԕ!
管。得沒入之物，有毀損之虞或不便保管者，
得拍賣或變賣而保管其價金。
ௐˬȈˬ୧ 行政機關執行職務之人員，應向
易生危險之扣留物，得毀棄之。
行為人出示有關執行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
足資辨別之標誌，並告知其所違反之法規。 ௐαȈ୧ 扣留物於案件終結前無留存之必
要，或案件為不予處罰或未為沒入之裁處
ௐˬȈα୧ 行政機關對現行違反行政法上義
者，應發還之；其經依前條規定拍賣或變賣
務之行為人，得為下列之處置：
而保管其價金或毀棄者，發還或償還其價
一、即時制止其行為。
金。但應沒入或為調查他案應留存者，不在
二、製作書面紀錄。
此限。
三、為保全證據之措施。遇有抗拒保全證據
扣留物之應受發還人所在不明，或因其他事
之行為且情況急迫者，得使用強制力排
故不能發還者，應公告之；自公告之日起滿六
除其抗拒。
個月，無人申請發還者，以其物歸屬公庫。
四、確認其身分。其拒絕或規避身分之查證
，經勸導無效，致確實無法辨認其身分 ௐαȈ˘୧ 物之所有人、持有人、保管人或
利害關係人對扣留不服者，得向扣留機關聲
且情況急迫者，得令其隨同到指定處所
明異議。
查證身分；其不隨同到指定處所接受身
前項聲明異議，扣留機關認有理由者，應發
分查證者，得會同警察人員強制為之。
還扣留物或變更扣留行為；認無理由者，應加
前項強制，不得逾越保全證據或確認身分目
具意見，送直接上級機關決定之。
的之必要程度。
對於直接上級機關之決定不服者，僅得於對
ௐˬỊ̏୧ 行為人對於行政機關依前條所為
裁處案件之實體決定聲明不服時一併聲明
之強制排除抗拒保全證據或強制到指定處所
之。但第一項之人依法不得對裁處案件之實體
查證身分不服者，得向該行政機關執行職務
決定聲明不服時，得單獨對第一項之扣留，逕
之人員，當場陳述理由表示異議。
行提起行政訴訟。
行政機關執行職務之人員，認前項異議有理
第一項及前項但書情形，不影響扣留或裁處
由者，應停止或變更強制排除抗拒保全證據或
程序之進行。
強制到指定處所查證身分之處置；認無理由
者，得繼續執行。經行為人請求者，應將其異 ௐαȈ˟୧ 行政機關於裁處前，應給予受處
罰者陳述意見之機會。但有下列情形之一
議要旨製作紀錄交付之。
者，不在此限：
ௐˬȈ̱୧ 得沒入或可為證據之物，得扣留
一、已依行政程序法第三十九條規定，通知
之。
受處罰者陳述意見。
前項可為證據之物之扣留範圍及期間，以供
二、已依職權或依第四十三條規定，舉行聽
檢查、檢驗、鑑定或其他為保全證據之目的所
證。
必要者為限。
三、大量作成同種類之裁處。
ௐˬȈ˛୧ 對於應扣留物之所有人、持有人
四、情況急迫，如給予陳述意見之機會，顯
或保管人，得要求其提出或交付；無正當理
然違背公益。
由拒絕提出、交付或抗拒扣留者，得用強制
五、受法定期間之限制，如給予陳述意見之
力扣留之。
機會，顯然不能遵行。
ௐˬȈˣ୧ 扣留，應作成紀錄，記載實施之
六、裁處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
時間、處所、扣留物之名目及其他必要之事
認。
項，並由在場之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其
拒絕簽名、蓋章或按指印者，應記明其事由。 七、法律有特別規定。
扣留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在場或請 ௐαȈˬ୧ 行政機關為第二條第一款及第二
款之裁處前，應依受處罰者之申請，舉行聽
求時，應製作收據，記載扣留物之名目，交付
證。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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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前條但書各款情形之一。
二、影響自由或權利之內容及程度顯屬輕微
。
三、經依行政程序法第一百零四條規定，通
知受處罰者陳述意見，而未於期限內陳
述意見。
ௐαȈα୧ 行政機關裁處行政罰時，應作成
裁處書，並為送達。

ௐ˝ౢ!!!ܢ
ௐαỊ̏୧! 本法施行前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
行為應受處罰而未經裁處，於本法施行後裁
處者，除第十五條、第十六條、第十八條第
二項、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二條規定外，均適
用之。
前項行政罰之裁處權時效，自本法施行之日
起算。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年十一月八日修正之第
二十六條第三項至第五項規定，於修正施行前
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行為同時觸犯刑事法
律，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應受行政罰之處罰而
未經裁處者，亦適用之；曾經裁處，因訴願、
行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經撤銷，而於修正施
行後為裁處者，亦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年十一月八日修正施行
前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行為同時觸犯刑事法
律，於修正施行後受免刑或緩刑之裁判確定
者，不適用修正後之第二十六條第二項至第五
項、第二十七條第三項及第三十二條第二項之
規定。
ௐαȈ̱୧ 本法自公布後一年施行。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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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გᔑ!
ௐα୧ 訴願之管轄如左：

一、不服鄉（鎮、市）公所之行政處分者，
中華民國 19 年 3 月 24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 14
條
向縣（市）政府提起訴願。
中華民國 26 年 1 月 8 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全文 13 條
二、不服縣（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之行政
中華民國 59 年 12 月 23 日總統令修正公布全文 28 條
處分者，向縣（市）政府提起訴願。
中華民國 68 年 12 月 7 日總統令修正公布第 26 條條
三、不服縣（市）政府之行政處分者，向中
文
央主管部、會、行、處、局、署提起訴
中華民國 84 年 1 月 16 日總統（84）華總（一）義
願。
字第 0196 號令修正公布第 26 條條文
四、不服直轄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之行政處
中華民國 87 年 10 月 28 日總統（87）華總（一）
分者，向直轄市政府提起訴願。
義字第 8700221320 號令修正公布全文 101 條
五、不服直轄市政府之行政處分者，向中央
中華民國 88 年 7 月 31 日行政院（88）台規字第
主管部、會、行、處、局、署提起訴願。
29626 號令發布：本次修正條文，定自 89 年 7
月 1 日起施行
六、不服中央各部、會、行、處、局、署所
中華民國 89 年 6 月 14 日總統（89）華總（一）義
屬機關之行政處分者，向各部、會、行、
字第 8900146990 號令修正公布第 4、9、41 條條
處、局、署提起訴願。
文；並自 89 年 7 月 1 日起施行
七、不服中央各部、會、行、處、局、署之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2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行政處分者，向主管院提起訴願。
10100146371 號令修正公布第 90 條條文；施行日
八、不服中央各院之行政處分者，向原院提
期，由行政院以命令定之
起訴願。
中華民國 101 年 7 月 12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ௐ̣୧
人民對於前條以外之中央或地方機關
1010136526 號令發布定自 101 年 9 月 6 日施行

ௐ˘ౢ!ᓁ!
ௐ˘༼!෦ᙸְІ!
ௐ˘୧ 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行政處
分，認為違法或不當，致損害其權利或利益
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律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各級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對上級監
督機關之行政處分，認為違法或不當，致損害
其權利或利益者，亦同。
ௐ˟୧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
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不作為，認
為損害其權利或利益者，亦得提起訴願。
前項期間，法令未規定者，自機關受理申請
之日起為二個月。
ௐˬ୧ 本法所稱行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
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
權力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律效果之單方行
政行為。
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定，而依一
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亦為行政處分。
有關公物之設定、變更、廢止或一般使用者，
亦同。

之行政處分提起訴願時，應按其管轄等級，
比照前條之規定為之。
訴願管轄，法律另有規定依其業務監督定之
者，從其規定。
ௐ̱୧ 對於二以上不同隸屬或不同層級之機
關共為之行政處分，應向其共同之上級機關
提起訴願。
ௐ˛୧ 無隸屬關係之機關辦理受託事件所為
之行政處分，視為委託機關之行政處分，其
訴願之管轄，比照第四條之規定，向原委託
機關或其直接上級機關提起訴願。
ௐˣ୧ 有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依法辦理上級
機關委任事件所為之行政處分，為受委任機
關之行政處分，其訴願之管轄，比照第四條
之規定，向受委任機關或其直接上級機關提
起訴願。
ௐ˝୧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或其所屬
機關及鄉（鎮、市）公所依法辦理上級政府
或其所屬機關委辦事件所為之行政處分，為
受委辦機關之行政處分，其訴願之管轄，比
照第四條之規定，向受委辦機關之直接上級
機關提起訴願。
ௐȈ୧ 依法受中央或地方機關委託行使公權
力之團體或個人，以其團體或個人名義所為
之行政處分，其訴願之管轄，向原委託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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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訴願。
ௐȈ˘୧ 原行政處分機關裁撤或改組，應以
承受其業務之機關視為原行政處分機關，比
照前七條之規定，向承受其業務之機關或其
直接上級機關提起訴願。
ௐȈ˟୧ 數機關於管轄權有爭議或因管轄不
明致不能辨明有管轄權之機關者，由其共同
之直接上級機關確定之。
無管轄權之機關就訴願所為決定，其上級機關
應依職權或依申請撤銷之，並命移送於有管轄
權之機關。
ௐȈˬ୧ 原行政處分機關之認定，以實施行
政處分時之名義為準。
但上級機關本於法定職權所為之行政處分，交
由下級機關執行者，以該上級機關為原行政處
分機關。

ௐˬ༼!ഇ̈́͟ഇม!
ௐȈα୧ 訴願之提起，應自行政處分達到或
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利害關係人提起訴願者，前項期間自知悉時
起算。但自行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後，已逾
三年者，不得提起。
訴願之提起，以原行政處分機關或受理訴願
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
訴願人誤向原行政處分機關或受理訴願機
關以外之機關提起訴願者，以該機關收受之
日，視為提起訴願之日。
ௐỊ̏୧ 訴願人因天災或其他不應歸責於己
之事由，致遲誤前條之訴願期間者，於其原
因消滅後十日內，得以書面敘明理由向受理
訴願機關申請回復原狀。
但遲誤訴願期間已逾一年者，不得為之。
申請回復原狀，應同時補行期間內應為之訴
願行為。
ௐȈ̱୧ 訴願人不在受理訴願機關所在地住
居者，計算法定期間，應扣除其在途期間。
但有訴願代理人住居受理訴願機關所在地，
得為期間內應為之訴願行為者，不在此限。
前項扣除在途期間辦法，由行政院定之。
ௐȈ˛୧ 期間之計算，除法律另有規定外，
依民法之規定。

ௐα༼!෦ᙸˠ!
ௐȈˣ୧ 自然人、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或其
他受行政處分之相對人及利害關係人得提起

訴願。
ௐȈ˝୧ 能獨立以法律行為負義務者，有訴
願能力。
ௐ˟Ȉ୧ 無訴願能力人應由其法定代理人代
為訴願行為。
地方自治團體、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應由其
代表人或管理人為訴願行為。
關於訴願之法定代理，依民法規定。
ௐ˟Ȉ˘୧ 二人以上得對於同一原因事實之
行政處分，共同提起訴願。
前項訴願之提起，以同一機關管轄者為限。
ௐ˟Ȉ˟୧ 共同提起訴願，得選定其中一人
至三人為代表人。
選定代表人應於最初為訴願行為時，向受理
訴願機關提出文書證明。
ௐ˟Ȉˬ୧ 共同提起訴願，未選定代表人
者，受理訴願機關得限期通知其選定；逾期
不選定者，得依職權指定之。
ௐ˟Ȉα୧ 代表人經選定或指定後，由其代
表全體訴願人為訴願行為。但撤回訴願，非
經全體訴願人書面同意，不得為之。
ௐ˟Ị̏୧ 代表人經選定或指定後，仍得更
換或增減之。
前項代表人之更換或增減，非以書面通知受
理訴願機關，不生效力。
ௐ˟Ȉ̱୧ 代表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
代表共同訴願人為訴願行為。
ௐ˟Ȉ˛୧ 代表人之代表權不因其他共同訴
願人死亡、喪失行為能力或法定代理變更而
消滅。
ௐ˟Ȉˣ୧ 與訴願人利害關係相同之人，經
受理訴願機關允許，得為訴願人之利益參加
訴願。受理訴願機關認有必要時，亦得通知
其參加訴願。
訴願決定因撤銷或變更原處分，足以影響第
三人權益者，受理訴願機關應於作成訴願決定
之前，通知其參加訴願程序，表示意見。
ௐ˟Ȉ˝୧ 申請參加訴願，應以書面向受理
訴願機關為之。
參加訴願應以書面記載左列事項：
一、本訴願及訴願人。
二、參加人與本訴願之利害關係。
三、參加訴願之陳述。
ௐˬȈ୧ 通知參加訴願，應記載訴願意旨、
通知參加之理由及不參加之法律效果，送達
於參加人，並副知訴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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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理訴願機關為前項之通知前，得通知訴願
人或得參加訴願之第三人以書面陳述意見。
ௐˬȈ˘୧ 訴願決定對於參加人亦有效力。
經受理訴願機關通知其參加或允許其參加而
未參加者，亦同。
ௐˬȈ˟୧ 訴願人或參加人得委任代理人進
行訴願。每一訴願人或參加人委任之訴願代
理人不得超過三人。
ௐˬȈˬ୧ 左列之人，得為訴願代理人：
一、律師。
二、依法令取得與訴願事件有關之代理人資
格者。
三、具有該訴願事件之專業知識者。
四、因業務或職務關係為訴願人之代理人
者。
五、與訴願人有親屬關係者。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訴願代理人，受理訴
願機關認為不適當時，得禁止之，並以書面通
知訴願人或參加人。
ௐˬȈα୧ 訴願代理人應於最初為訴願行為
時，向受理訴願機關提出委任書。
ௐˬỊ̏୧ 訴願代理人就其受委任之事件，
得為一切訴願行為。但撤回訴願，非受特別
委任不得為之。
ௐˬȈ̱୧ 訴願代理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
單獨代理訴願人。
違反前項規定而為委任者，其訴願代理人仍
得單獨代理。
ௐˬȈ˛୧ 訴願代理人事實上之陳述，經到
場之訴願人本人即時撤銷或更正者，不生效
力。
ௐˬȈˣ୧ 訴願代理權不因訴願人本人死
亡、破產或喪失訴願能力而消滅。法定代理
有變更、機關經裁撤、改組或公司、團體經
解散、變更組織者，亦同。
ௐˬȈ˝୧ 訴願委任之解除，應由訴願人、
參加人或訴願代理人以書面通知受理訴願機
關。
ௐαȈ୧ 訴願委任之解除，由訴願代理人提
出者，自為解除意思表示之日起十五日內，
仍應為維護訴願人或參加人權利或利益之必
要行為。
ௐαȈ˘୧ 訴願人、參加人或訴願代理人經
受理訴願機關之許可，得於期日偕同輔佐人
到場。
受理訴願機關認為必要時，亦得命訴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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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人或訴願代理人偕同輔佐人到場。
前二項之輔佐人，受理訴願機關認為不適當
時，得廢止其許可或禁止其續為輔佐。
ௐαȈ˟୧ 輔佐人到場所為之陳述，訴願
人、參加人或訴願代理人不即時撤銷或更正
者，視為其所自為。

ௐ̣༼!ਖ਼྿!
ௐαȈˬ୧ 送達除別有規定外，由受理訴願
機關依職權為之。
ௐαȈα୧ 對於無訴願能力人為送達者，應
向其法定代理人為之；未經陳明法定代理人
者，得向該無訴願能力人為送達。
對於法人或非法人之團體為送達者，應向其
代表人或管理人為之。
法定代理人、代表人或管理人有二人以上
者，送達得僅向其中一人為之。
ௐαỊ̏୧ 對於在中華民國有事務所或營業
所之外國法人或團體為送達者，應向其在中
華民國之代表人或管理人為之。
前項代表人或管理人有二人以上者，送達得
僅向其中一人為之。
ௐαȈ̱୧ 訴願代理人除受送達之權限受有
限制者外，送達應向該代理人為之。但受理
訴願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送達於訴願人或參
加人本人。
ௐαȈ˛୧ 訴願文書之送達，應註明訴願
人、參加人或其代表人、訴願代理人住、居
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交付郵政機關以訴願
文書郵務送達證書發送。
訴願文書不能為前項送達時，得由受理訴願
機關派員或囑託原行政處分機關或該管警察
機關送達，並由執行送達人作成送達證書。
訴願文書之送達，除前二項規定外，準用行
政訴訟法第六十七條至第六十九條、第七十一
條至第八十三條之規定。

ௐ̱༼!෦ᙸ!؟ס
ௐαȈˣ୧ 關於訴願事件之文書，受理訴願
機關應保存者，應由承辦人員編為卷宗。
ௐαȈ˝୧ 訴願人、參加人或訴願代理人得
向受理訴願機關請求閱覽、抄錄、影印或攝
影卷內文書，或預納費用請求付與繕本、影
本或節本。
前項之收費標準，由主管院定之。
ௐ̣Ȉ୧ 第三人經訴願人同意或釋明有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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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利害關係，經受理訴願機關許可者，亦
得為前條之請求。
ௐ̣Ȉ˘୧! 左列文書，受理訴願機關應拒絕
前二條之請求：
一、訴願決定擬辦之文稿。
二、訴願決定之準備或審議文件。
三、為第三人正當權益有保密之必要者。
四、其他依法律或基於公益，有保密之必要
者。

ௐ˟ౢ!෦ᙸᆶᛉ؎ࣶົ!
ௐ̣Ȉ˟୧ 各機關辦理訴願事件，應設訴願
審議委員會，組成人員以具有法制專長者為
原則。
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由本機關高級職員及
遴聘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擔任之；其中
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人數不得少於二分
之一。
訴願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及審議規則，由主
管院定之。
ௐ̣Ȉˬ୧ 訴願決定應經訴願審議委員會會
議之決議，其決議以委員過半數之出席，出
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ௐ̣Ȉα୧ 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訴願事件，
應指定人員製作審議紀錄附卷。委員於審議
中所持與決議不同之意見，經其請求者，應
列入紀錄。
訴願審議經言詞辯論者，應另行製作筆錄，
編為前項紀錄之附件，並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二
百十二條至第二百十九條之規定。
ௐ̣Ị̏୧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或委員
對於訴願事件有利害關係者，應自行迴避，
不得參與審議。

ௐˬౢ!෦ᙸԔ!
ௐ˘༼!෦ᙸ̝೩!

三、原行政處分機關。
四、訴願請求事項。
五、訴願之事實及理由。
六、收受或知悉行政處分之年、月、日。
七、受理訴願之機關。
八、證據。其為文書者，應添具繕本或影本。
九、年、月、日。
訴願應附原行政處分書影本。
依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提起訴願者，第一項第
三款、第六款所列事項，載明應為行政處分之
機關、提出申請之年、月、日，並附原申請書
之影本及受理申請機關收受證明。
ௐ̣Ȉ˛୧ 訴願人在第十四條第一項所定期
間向訴願管轄機關或原行政處分機關作不服
原行政處分之表示者，視為已在法定期間內
提起訴願。但應於三十日內補送訴願書。
ௐ̣Ȉˣ୧ 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行政
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
原行政處分機關對於前項訴願應先行重新
審查原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其認訴願為有理由
者，得自行撤銷或變更原行政處分，並陳報訴
願管轄機關。
原行政處分機關不依訴願人之請求撤銷或
變更原行政處分者，應儘速附具答辯書，並將
必要之關係文件，送於訴願管轄機關。
原行政處分機關檢卷答辯時，應將前項答辯
書抄送訴願人。
ௐ̣Ȉ˝୧ 訴願人向受理訴願機關提起訴願
者，受理訴願機關應將訴願書影本或副本送
交原行政處分機關依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
定辦理。
ௐ̱Ȉ୧ 訴願提起後，於決定書送達前，訴
願人得撤回之。訴願經撤回後，不得復提起
同一之訴願。
ௐ̱Ȉ˘୧ 訴願人誤向訴願管轄機關或原行
政處分機關以外之機關作不服原行政處分之
表示者，視為自始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
前項收受之機關應於十日內將該事件移送
於原行政處分機關，並通知訴願人。
ௐ̱Ȉ˟୧ 受理訴願機關認為訴願書不合法
定程式，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訴願人
於二十日內補正。

ௐ̣Ȉ̱୧ 訴願應具訴願書，載明左列事
項，由訴願人或代理人簽名或蓋章：
一、訴願人之姓名、出生年月日、住、居所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如係法人或其他
設有管理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
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理人或代表人之姓
ௐ˟༼!෦ᙸᆶᛉ!
名、出生年月日、住、居所。
二、有訴願代理人者，其姓名、出生年月日 ௐ̱Ȉˬ୧ 訴願就書面審查決定之。
受理訴願機關必要時得通知訴願人、參加人或
、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訴願法
利害關係人到達指定處所陳述意見。
訴願人或參加人請求陳述意見而有正當理
由者，應予到達指定處所陳述意見之機會。
ௐ̱Ȉα୧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得指定
委員聽取訴願人、參加人或利害關係人到場
之陳述。
ௐ̱Ị̏୧ 受理訴願機關應依訴願人、參加
人之申請或於必要時，得依職權通知訴願
人、參加人或其代表人、訴願代理人、輔佐
人及原行政處分機關派員於指定期日到達指
定處所言詞辯論。
ௐ̱Ȉ̱୧ 言詞辯論之程序如左：
一、受理訴願機關陳述事件要旨。
二、訴願人、參加人或訴願代理人就事件為
事實上及法律上之陳述。
三、原行政處分機關就事件為事實上及法律
上之陳述。
四、訴願或原行政處分機關對他方之陳述或
答辯，為再答辯。
五、受理訴願機關對訴願人及原行政處分機
關提出詢問。
前項辯論未完備者，得再為辯論。
ௐ̱Ȉ˛୧ 受理訴願機關應依職權或囑託有
關機關或人員，實施調查、檢驗或勘驗，不
受訴願人主張之拘束。
受理訴願機關應依訴願人或參加人之申
請，調查證據。但就其申請調查之證據中認為
不必要者，不在此限。
受理訴願機關依職權或依申請調查證據之
結果，非經賦予訴願人及參加人表示意見之機
會，不得採為對之不利之訴願決定之基礎。
ௐ̱Ȉˣ୧ 訴願人或參加人得提出證據書類
或證物。但受理訴願機關限定於一定期間內
提出者，應於該期間內提出。
ௐ̱Ȉ˝୧ 受理訴願機關得依職權或依訴願
人、參加人之申請，囑託有關機關、學校、
團體或有專門知識經驗者為鑑定。
受理訴願機關認無鑑定之必要，而訴願人或
參加人願自行負擔鑑定費用時，得向受理訴願
機關請求准予交付鑑定。受理訴願機關非有正
當理由不得拒絕。
鑑定人由受理訴願機關指定之。
鑑定人有數人者，得共同陳述意見。但意見
不同者，受理訴願機關應使其分別陳述意見。
ௐ˛Ȉ୧ 鑑定人應具鑑定書陳述意見。必要
時，受理訴願機關得請鑑定人到達指定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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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ௐ˛Ȉ˘୧ 鑑定所需資料在原行政處分機關
或受理訴願機關者，受理訴願機關應告知鑑
定人准其利用。但其利用之範圍及方法得限
制之。
鑑定人因行鑑定得請求受理訴願機關調查
證據。
ௐ˛Ȉ˟୧ 鑑定所需費用由受理訴願機關負
擔，並得依鑑定人之請求預行酌給之。
依第六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交付鑑定所得結
果，據為有利於訴願人或參加人之決定或裁判
時，訴願人或參加人得於訴願或行政訴訟確定
後三十日內，請求受理訴願機關償還必要之鑑
定費用。
ௐ˛Ȉˬ୧ 受理訴願機關得依職權或依訴願
人、參加人之申請，命文書或其他物件之持
有人提出該物件，並得留置之。
公務員或機關掌管之文書或其他物件，受理
訴願機關得調取之。
前項情形，除有妨害國家機密者外，不得拒
絕。
ௐ˛Ȉα୧ 受理訴願機關得依職權或依訴願
人、參加人之申請，就必要之物件或處所實
施勘驗。
受理訴願機關依前項規定實施勘驗時，應將
日、時、處所通知訴願人、參加人及有關人員
到場。
ௐ˛Ị̏୧ 原行政處分機關應將據以處分之
證據資料提出於受理訴願機關。
對於前項之證據資料，訴願人、參加人或訴
願代理人得請求閱覽、抄錄或影印之。受理訴
願機關非有正當理由，不得拒絕。
第一項證據資料之閱覽、抄錄或影印，受理
訴願機關應指定日、時、處所。
ௐ˛Ȉ̱୧ 訴願人或參加人對受理訴願機關
於訴願程序進行中所為之程序上處置不服
者，應併同訴願決定提起行政訴訟。

ௐˬ༼!෦ᙸՙ!ؠ
ௐ˛Ȉ˛୧ 訴願事件有左列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為不受理之決定：
一、訴願書不合法定程式不能補正或經通知
補正逾期不補正者。
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或未於第五十七條
但書所定期間內補送訴願書者。
三、訴願人不符合第十八條之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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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訴願人無訴願能力而未由法定代理人代
為訴願行為，經通知補正逾期不補正者。
五、地方自治團體、法人、非法人之團體，
未由代表人或管理人為訴願行為，經通
知補正逾期不補正者。
六、行政處分已不存在者。
七、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訴願事件重行提起
訴願者。
八、對於非行政處分或其他依法不屬訴願救
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
ௐ˛Ȉˣ୧ 分別提起之數宗訴願係基於同一
或同種類之事實上或法律上之原因者，受理
訴願機關得合併審議，並得合併決定。
ௐ˛Ȉ˝୧ 訴願無理由者，受理訴願機關應
以決定駁回之。
原行政處分所憑理由雖屬不當，但依其他理
由認為正當者，應以訴願為無理由。
訴願事件涉及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自治事
務者，其受理訴願之上級機關僅就原行政處分
之合法性進行審查決定。
ௐˣȈ୧ 提起訴願因逾法定期間而為不受理
決定時，原行政處分顯屬違法或不當者，原
行政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得依職權撤銷或
變更之。但有左列情形之一者，不得為之：
一、其撤銷或變更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
二、行政處分受益人之信賴利益顯然較行政
處分撤銷或變更所欲維護之公益更值得
保護者。
行政處分受益人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其信賴
不值得保護：
一、以詐欺、脅迫或賄賂方法，使原行政處
分機關作成行政處分者。
二、對重要事項提供不正確資料或為不完全
陳述，致使原行政處分機關依該資料或
陳述而作成行政處分者。
三、明知原行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不
知者。
行政處分之受益人值得保護之信賴利益，因
原行政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依第一項規定
撤銷或變更原行政處分而受有損失者，應予補
償。但其補償額度不得超過受益人因該處分存
續可得之利益。
ௐˣȈ˘୧ 訴願有理由者，受理訴願機關應
以決定撤銷原行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得
視事件之情節，逕為變更之決定或發回原行
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但於訴願人表示不服

之範圍內，不得為更不利益之變更或處分。
前項訴願決定撤銷原行政處分，發回原行政
處分機關另為處分時，應指定相當期間命其為
之。
ௐˣȈ˟୧ 對於依第二條第一項提起之訴
願，受理訴願機關認為有理由者，應指定相
當期間，命應作為之機關速為一定之處分。
受理訴願機關未為前項決定前，應作為之機
關已為行政處分者，受理訴願機關應認訴願為
無理由，以決定駁回之。
ௐˣȈˬ୧ 受理訴願機關發現原行政處分雖
屬違法或不當，但其撤銷或變更於公益有重
大損害，經斟酌訴願人所受損害、賠償程度、
防止方法及其他一切情事，認原行政處分之
撤銷或變更顯與公益相違背時，得駁回其訴
願。
前項情形，應於決定主文中載明原行政處分
違法或不當。
ௐˣȈα୧ 受理訴願機關為前條決定時，得
斟酌訴願人因違法或不當處分所受損害，於
決定理由中載明由原行政處分機關與訴願人
進行協議。
前項協議，與國家賠償法之協議有同一效
力。
ௐˣỊ̏୧ 訴願之決定，自收受訴願書之次
日起，應於三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
長，並通知訴願人及參加人。延長以一次為
限，最長不得逾二個月。
前項期間，於依第五十七條但書規定補送訴
願書者，自補送之次日起算，未為補送者，自
補送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其依第六十二條規
定通知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
者，自補正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ௐˣȈ̱୧ 訴願之決定以他法律關係是否成
立為準據，而該法律關係在訴訟或行政救濟
程序進行中者，於該法律關係確定前，受理
訴願機關得停止訴願程序之進行，並即通知
訴願人及參加人。
受理訴願機關依前項規定停止訴願程序之
進行者，前條所定訴願決定期間，自該法律關
係確定之日起，重行起算。
ௐˣȈ˛୧ 訴願人死亡者，由其繼承人或其
他依法得繼受原行政處分所涉權利或利益之
人，承受其訴願。
法人因合併而消滅者，由因合併而另立或合
併後存續之法人，承受其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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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二項規定承受訴願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
起三十日內，向受理訴願機關檢送因死亡繼受
權利或合併事實之證明文件。
ௐˣȈˣ୧ 受讓原行政處分所涉權利或利益
之人，得檢具受讓證明文件，向受理訴願機
關申請許其承受訴願。
ௐˣȈ˝୧ 訴願決定書，應載明左列事項：
一、訴願人姓名、出生年月日、住、居所、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如係法人或其他設
有管理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事
務所或營業所，管理人或代表人之姓
名、出生年月日、住、居所、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
二、有法定代理人或訴願代理人者，其姓名
、出生年月日、住、居所、身分證明文
件字號。
三、主文、事實及理由。其係不受理決定者
，得不記載事實。
四、決定機關及其首長。
五、年、月、日。
訴願決定書之正本，應於決定後十五日內送
達訴願人、參加人及原行政處分機關。
ௐ˝Ȉ୧ 訴願決定書應附記，如不服決定，
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行政法
院提起行政訴訟。
ௐ˝Ȉ˘୧ 對於得提起行政訴訟之訴願決
定，因訴願決定機關附記錯誤，向非管轄機
關提起行政訴訟，該機關應於十日內將行政
訴訟書狀連同有關資料移送管轄行政法院，
並即通知原提起行政訴訟之人。
有前項規定之情形，行政訴訟書狀提出於非
管轄機關者，視為自始向有管轄權之行政法院
提起行政訴訟。
ௐ˝Ȉ˟୧ 訴願決定機關附記提起行政訴訟
期間錯誤時，應由訴願決定機關以通知更正
之，並自更正通知送達之日起，計算法定期
間。
訴願決定機關未依第九十條規定為附記，或
附記錯誤而未依前項規定通知更正，致原提起
行政訴訟之人遲誤行政訴訟期間者，如自訴願
決定書送達之日起一年內提起行政訴訟，視為
於法定期間內提起。
ௐ˝Ȉˬ୧ 原行政處分之執行，除法律另有
規定外，不因提起訴願而停止。
原行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行政
處分之執行將發生難以回復之損害，且有急迫

Z‐7‐7

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利益所必要者，受
理訴願機關或原行政處分機關得依職權或依
申請，就原行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
行。
前項情形，行政法院亦得依聲請，停止執
行。
ௐ˝Ȉα୧ 停止執行之原因消滅，或有其他
情事變更之情形，受理訴願機關或原行政處
分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撤銷停止執行。
前項情形，原裁定停止執行之行政法院亦得
依聲請，撤銷停止執行之裁定。
ௐ˝Ị̏୧ 訴願之決定確定後，就其事件，
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就其依第十條提
起訴願之事件，對於受委託行使公權力之團
體或個人，亦有拘束力。
ௐ˝Ȉ̱୧ 原行政處分經撤銷後，原行政處
分機關須重為處分者，應依訴願決定意旨為
之，並將處理情形以書面告知受理訴願機關。

ௐαౢ!ГᆶԔ!
ௐ˝Ȉ˛୧ 於有左列各款情形之一者，訴願
人、參加人或其他利害關係人得對於確定訴
願決定，向原訴願決定機關申請再審。但訴
願人、參加人或其他利害關係人已依行政訴
訟主張其事由或知其事由而不為主張者，不
在此限：
一、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
二、決定理由與主文顯有矛盾者。
三、決定機關之組織不合法者。
四、依法令應迴避之委員參與決定者。
五、參與決定之委員關於該訴願違背職務，
犯刑事上之罪者。
六、訴願之代理人，關於該訴願有刑事上應
罰之行為，影響於決定者。
七、為決定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者。
八、證人、鑑定人或通譯就為決定基礎之證
言、鑑定為虛偽陳述者。
九、為決定基礎之民事、刑事或行政訴訟判
決或行政處分已變更者。
十、發見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
者。
前項聲請再審，應於三十日內提起。
前項期間，自訴願決定確定時起算。但再審
之事由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自知悉時起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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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ܢ
ௐ˝Ȉˣ୧ 依本法規定所為之訴願、答辯及
應備具之書件，應以中文書寫；其科學名詞
之譯名以國立編譯館規定者為原則，並應附
註外文原名。
前項書件原係外文者，並應檢附原外文資
料。
ௐ˝Ȉ˝୧ 本法修正施行前，尚未終結之訴
願事件，其以後之訴願程序，依修正之本法
規定終結之。
本法修正施行前，尚未終結之再訴願案件，
其以後之再訴願程序，準用修正之本法有關訴
願程序規定終結之。
ௐ˘Ѻ୧ 公務人員因違法或不當處分，涉有
刑事或行政責任者，由最終決定之機關於決
定後責由該管機關依法辦理。
ௐ˘Ѻ˘୧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法修正條文之施行日期，由行政院以命令定
之。

行政訴訟法

行政訴訟法
中華民國 21 年 11 月 17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
27 條；並自中華民國 22 年 6 月 23 日施行
中華民國 26 年 1 月 8 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全文 29
條
中華民國 31 年 7 月 27 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全文 30
條
中華民國 58 年 11 月 5 日總統令修正公布第 24 條
條文
中華民國 64 年 12 月 12 日總統令修正公布全文 34
條
中華民國 87 年 10 月 28 日總統（87）華總（一）
義字第 8700221330 號令修正公布全文 308 條
中華民國 88 年 7 月 8 日司法院（88）院台廳行一
字第 17712 號令定自 89 年 7 月 1 日起施行
中 華 民 國 96 年 7 月 4 日 總 統華 總 一義 字 第
09600083721 號令修正公布 49、98～100、103、
104、107、276 條條文；並增訂第 12-1～12-4、
98-1～98-6 條條文；施行日期，由司法院以命令
定之
中華民國 96 年 7 月 31 日司法院院台廳行一字第
0960016042 號令發布定自 96 年 8 月 15 日施行
中華民國 99 年 1 月 1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006281 號令修正公布第 6、12-2、12-4、15、
16、18～20、24、37、39、43、57、59、62、64、
67、70、73、75、77、81、83、96、97、100、
104～106、108、111、112、121、128、129、131、
132、141、145、146、149、151、154、163、166、
176、189、196、200、204、209、229、230、243、
244、253、259、272、273、277、286 條條文；
並增訂第 12-5、15-1、15-2、274-1、307-1 條條
文；施行日期，由司法院以命令定之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3 日司法院院台廳行一字第
0990009843 號令發布定自九十九年五月一日施
行
中華民國 100 年 5 月 2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104001 號令修正公布第 73、229 條條文；
增訂第 241-1 條條文；施行日期，由司法院以命
令定之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6 日司法院院台廳行一字第
1000032864 號函定自一百零一年九月六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2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57891 號令修正公布第 4～6、8、16、21、
42、55、63、75、76、106、107、113、114、120、
143、148、169、175、183～185、194、199、216、
217、219、229、230、233、235、236、238、244、
246、248、267、269、275、294、299、300、305
～307 條條文、第二編編名及第一章、第二章章
名；增訂第 3-1、98-7、104-1、114-1、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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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1、178-1、235-1、236-1、236-2、237-1～
237-9、256-1 條條文及第二編第三章章名；刪除
第 252 條條文；施行日期，由司法院以命令定之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6 日司法院院台廳行一字第
1000032864 號函定自 101 年 9 月 6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2 年 1 月 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00079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31 條條文；並增
訂第 130-1 條條文；施行日期，由司法院以命令
定之
中華民國 102 年 6 月 7 日司法院院台廳行一字第
1020015332 號函定自 102 年 6 月 10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3 年 6 月 1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93281 號令修正公布第 49、73、204、229
條條文；並增訂第 237-10～237-17 條條文及第二
編第四章章名；施行日期，由司法院以命令定之
中華民國 103 年 6 月 18 日司法院院台廳行一字第
1030017140 號令發布第 49、73、204 條定自公布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4 年 2 月 4 日司法院院台廳行一字第
1040003715 號令發布第 229 條及第 2 編第 4 章
（第 237-10～237-17 條）定自 104 年 2 月 5 日施
行
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26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1030158355 號公告第 229 條第 2 項第 5 款、第
237 條之 12 第 1 項、第 2 項、第 237 條之 13 第
2 項及第 237 條之 16 第 1 項涉及「內政部入出國
及移民署」之權責事項，自一百零四年一月二日
起改由「內政部移民署」管轄

ௐ˘በ!ᓁ!
ௐ˘ౢ!Җ߆෦ְІ!
ௐ˘୧ 行政訴訟以保障人民權益，確保國家
行政權之合法行使，增進司法功能為宗旨。
ௐ˟୧ 公法上之爭議，除法律別有規定外，
得依本法提起行政訴訟。
ௐˬ୧ 前條所稱之行政訴訟，指撤銷訴訟、
確認訴訟及給付訴訟。
ௐˬ୧̝˘ 辦理行政訴訟之地方法院行政訴
訟庭，亦為本法所稱之行政法院。
ௐα୧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行政處
分，認為損害其權利或法律上之利益，經依
訴願法提起訴願而不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
逾三個月不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
二個月不為決定者，得向行政法院提起撤銷
訴訟。
逾越權限或濫用權力之行政處分，以違法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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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人以外之利害關係人，認為第一項訴願決
定，損害其權利或法律上之利益者，得向行政
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ௐ̣୧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
之案件，於法令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不作
為，認為其權利或法律上利益受損害者，經
依訴願程序後，得向行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
關應為行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行政處分
之訴訟。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
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利或法律上利益受違
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行政法院提
起請求該機關應為行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
之行政處分之訴訟。
ௐ̱୧ 確認行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律
關係成立或不成立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
認判決之法律上利益者，不得提起之。其確
認已執行而無回復原狀可能之行政處分或已
消滅之行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
確認行政處分無效之訴訟，須已向原處分機
關請求確認其無效未被允許，或經請求後於三
十日內不為確答者，始得提起之。
確認訴訟，於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
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者，不得提
起之。但確認行政處分無效之訴訟，不在此
限。
應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誤為提起
確認行政處分無效之訴訟，其未經訴願程序
者，行政法院應以裁定將該事件移送於訴願管
轄機關，並以行政法院收受訴狀之時，視為提
起訴願。
ௐ˛୧ 提起行政訴訟，得於同一程序中，合
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
ௐˣ୧ 人民與中央或地方機關間，因公法上
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或請求作成行政處分
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給付，得提起給付訴
訟。因公法上契約發生之給付，亦同。
前項給付訴訟之裁判，以行政處分應否撤
銷為據者，應於依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三項提
起撤銷訴訟時，併為請求。原告未為請求者，
審判長應告以得為請求。
ௐ˝୧ 人民為維護公益，就無關自己權利及
法律上利益之事項，對於行政機關之違法行
為，得提起行政訴訟。但以法律有特別規定
者為限。
ௐȈ୧ 選舉罷免事件之爭議，除法律別有規

定外，得依本法提起行政訴訟。
ௐȈ˘୧ 前二條訴訟依其性質，準用撤銷、
確認或給付訴訟有關之規定。
ௐȈ˟୧ 民事或刑事訴訟之裁判，以行政處
分是否無效或違法為據者，應依行政爭訟程
序確定之。
前項行政爭訟程序已經開始者，於其程序確
定前，民事或刑事法院應停止其審判程序。
ௐȈ˟୧̝˘ 起訴時法院有受理訴訟權限者
，不因訴訟繫屬後事實及法律狀態變更而受
影響。
訴訟繫屬於行政法院後，當事人不得就同一
事件向其他不同審判權之法院更行起訴。
ௐȈ˟୧̝˟ 行政法院認其有受理訴訟權限
而為裁判經確定者，其他法院受該裁判之羈
束。
行政法院認其無受理訴訟權限者，應依職權
以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受理訴訟權限之管轄
法院。數法院有管轄權而原告有指定者，移送
至指定之法院。
移送之裁定確定時，受移送之法院認其亦無
受理訴訟權限者，應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
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受移送之法院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無受理
訴訟權限者，應再行移送至有受理訴訟權限之
法院。
當事人就行政法院有無受理訴訟權限有爭
執者，行政法院應先為裁定。
前項裁定，得為抗告。
行政法院為第二項及第五項之裁定前，應先
徵詢當事人之意見。
ௐȈ˟୧̝ˬ 移送訴訟前如有急迫情形，行
政法院應依當事人聲請或依職權為必要之處
分。
移送訴訟之裁定確定時，視為該訴訟自始即
繫屬於受移送之法院。
前項情形，行政法院書記官應速將裁定正本
附入卷宗，送交受移送之法院。
ௐȈ˟୧̝α 行政法院將訴訟移送至其他法
院者，依受移送法院應適用之訴訟法定其訴
訟費用之徵收。移送前所生之訴訟費用視為
受移送法院訴訟費用之一部分。
應行徵收之訴訟費用，行政法院未加徵收、
徵收不足額或溢收者，受移送法院應補行徵收
或退還溢收部分。
ௐȈ˟୧̝̣ 其他法院將訴訟移送至行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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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者，依本法定其訴訟費用之徵收。移送前
所生之訴訟費用視為行政法院訴訟費用之一
部分。
應行徵收之訴訟費用，其他法院未加徵收、
徵收不足額或溢收者，行政法院應補行徵收或
退還溢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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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審判權者。
二、因管轄區域境界不明，致不能辨別有管
轄權之行政法院者。
三、因特別情形由有管轄權之行政法院審
判，恐影響公安或難期公平者。
前項聲請得向受訴行政法院或直接上級行
政法院為之。
ௐ˟ౢ!Җ߆!ੰڱ
ௐȈ˛୧ 定行政法院之管轄以起訴時為準。
ௐȈˣ୧ 民事訴訟法第三條、第六條、第十
ௐ˘༼!გᔑ!
五條、第十七條、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
ௐȈˬ୧ 對於公法人之訴訟，由其公務所所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二十九條至
在地之行政法院管轄。其以公法人之機關為
第三十一條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
被告時，由該機關所在地之行政法院管轄。
ௐ˟༼!̝ءڱਫ਼ᔖ!
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
之訴訟，由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行 ௐȈ˝୧ 法官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自行迴
政法院管轄。
避，不得執行職務：
對於外國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
一、有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第一款至第六
體之訴訟，由其在中華民國之主事務所或主營
款情形之一。
業所所在地之行政法院管轄。
二、曾在中央或地方機關參與該訴訟事件之
ௐȈα୧ 前條以外之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
行政處分或訴願決定。
行政法院管轄，其住所地之行政法院不能行
三、曾參與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民刑事裁
使職權者，由其居所地之行政法院管轄。
判。
被告在中華民國現無住所或住所不明者，以
四、曾參與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公務員懲戒
其在中華民國之居所，視為其住所；無居所或
事件議決。
居所不明者，以其在中華民國最後之住所，視
五、曾參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
為其住所；無最後住所者，以中央政府所在
六、曾參與該訴訟事件再審前之裁判。但其
地，視為其最後住所地。
迴避以一次為限。
訴訟事實發生於被告居所地者，得由其居所 ௐ˟Ȉ୧ 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八
地之行政法院管轄。
條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
ௐỊ̏୧ 因不動產徵收、徵用或撥用之訴 ௐ˟Ȉ˘୧ 前二條規定於行政法院之司法事
訟，專屬不動產所在地之行政法院管轄。
務官、書記官及通譯準用之。
除前項情形外，其他有關不動產之公法上權
ௐˬౢ!༊ְˠ!
利或法律關係涉訟者，得由不動產所在地之行
政法院管轄。
ௐ˘༼!༊ְˠਕ˧̈́෦ਕ˧!
ௐỊ̏୧̝˘ 關於公務員職務關係之訴訟，
ௐ˟Ȉ˟୧ 自然人、法人、中央及地方機關、
得由公務員職務所在地之行政法院管轄。
非法人之團體，有當事人能力。
ௐỊ̏୧̝˟ 因公法上之保險事件涉訟者，
得由為原告之被保險人、受益人之住居所地 ௐ˟Ȉˬ୧ 訴訟當事人謂原告、被告及依第
四十一條與第四十二條參加訴訟之人。
或被保險人從事職業活動所在地之行政法院
ௐ˟Ȉα୧ 經訴願程序之行政訴訟，其被告
管轄。
為下列機關：
前項訴訟事件於投保單位為原告時，得由其
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行政法院管轄。 一、駁回訴願時之原處分機關。
二、撤銷或變更原處分時，為撤銷或變更之
ௐȈ̱୧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直接上級
機關。
行政法院應依當事人之聲請或受訴行政法院
ௐ˟Ị̏୧ 人民與受委託行使公權力之團體
之請求，指定管轄：
或個人，因受託事件涉訟者，以受託之團體
一、有管轄權之行政法院因法律或事實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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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個人為被告。
前項規定於以公益為目的之非法人之團體
ௐ˟Ȉ̱୧ 被告機關經裁撤或改組者，以承
準用之。
受其業務之機關為被告機關；無承受其業務
前二項訴訟實施權之授與，應以文書證之。
之機關者，以其直接上級機關為被告機關。
第三十三條之規定，於第一項之社團法人或第
ௐ˟Ȉ˛୧ 能獨立以法律行為負義務者，有
二項之非法人之團體，準用之。
訴訟能力。
ௐˬȈ̱୧ 民事訴訟法第四十八條、第四十
法人、中央及地方機關、非法人之團體，應
九條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
由其代表人或管理人為訴訟行為。
ௐˬ༼!ВТ෦!
前項規定於依法令得為訴訟上行為之代理
ௐˬȈ˛୧ 二人以上於下列各款情形，得為
人準用之。
共同訴訟人，一同起訴或一同被訴：
ௐ˟Ȉˣ୧ 民事訴訟法第四十六條至第四十
一、為訴訟標的之行政處分係二以上機關共
九條、第五十一條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
同為之者。
ௐ˟༼!Ᏼؠ༊ְˠ!
二、為訴訟標的之權利、義務或法律上利益
ௐ˟Ȉ˝୧ 多數有共同利益之人得由其中選
，為其所共同者。
定一人至五人為全體起訴或被訴。
三、為訴訟標的之權利、義務或法律上利益
訴訟標的對於多數有共同利益之人，必須合
，於事實上或法律上有同一或同種類之
一確定而未為前項選定者，行政法院得限期命
原因者。
為選定，逾期未選定者，行政法院得依職權指
依前項第三款同種類之事實上或法律上原
定之。
因行共同訴訟者，以被告之住居所、公務所、
訴訟繫屬後經選定或指定當事人者，其他當
機關、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在同一行政
事人脫離訴訟。
法院管轄區域內者為限。
ௐˬȈ୧ 多數有共同利益之人於選定當事人 ௐˬȈˣ୧ 共同訴訟中，一人之行為或他造
或由行政法院依職權指定當事人後，得經全
對於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行為及關於其一人
體當事人之同意更換或增減之。
所生之事項，除別有規定外，其利害不及於
行政法院依前條第二項指定之當事人，如有
他共同訴訟人。
必要，得依職權更換或增減之。
ௐˬȈ˝୧ 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
依前兩項規定更換或增減者，原被選定或指
必須合一確定者，適用下列各款之規定：
定之當事人喪失其資格。
一、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行為有利益於共同
ௐˬȈ˘୧ 被選定或被指定之人中有因死亡
訴訟人者，其效力及於全體；不利益者，
或其他事由喪失其資格者，他被選定或被指
對於全體不生效力。
定之人得為全體為訴訟行為。
二、他造對於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行為，其
ௐˬȈ˟୧ 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訴訟當事
效力及於全體。
人之選定、指定及其更換、增減應通知他造
三、共同訴訟人中之一人，生有訴訟當然停
當事人。
止或裁定停止之原因者，其當然停止或
ௐˬȈˬ୧ 被選定人非得全體之同意，不得
裁定停止之效力及於全體。
為捨棄、認諾、撤回或和解。但訴訟標的對 ௐαȈ୧ 共同訴訟人各有續行訴訟之權。
於多數有共同利益之各人非必須合一確定，
行政法院指定期日者，應通知各共同訴訟人
經原選定人之同意，就其訴之一部為撤回或
到場。
和解者，不在此限。
ௐα༼!෦ણΐ!
ௐˬȈα୧ 訴訟當事人之選定及其更換、增
ௐαȈ˘୧
訴訟標的對於第三人及當事人一
減，應以文書證之。
造必須合一確定者，行政法院應以裁定命該
ௐˬỊ̏୧ 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法人，於其
第三人參加訴訟。
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由多數有共同利益之
社員，就一定之法律關係，授與訴訟實施權 ௐαȈ˟୧ 行政法院認為撤銷訴訟之結果，
第三人之權利或法律上利益將受損害者，得
者，得為公共利益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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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職權命其獨立參加訴訟，並得因該第三人
之聲請，裁定允許其參加。
前項參加，準用第三十九條第三款規定。參
加人並得提出獨立之攻擊或防禦方法。
前二項規定，於其他訴訟準用之。
訴願人已向行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利害關
係人就同一事件再行起訴者，視為第一項之參
加。
ௐαȈˬ୧ 第三人依前條規定聲請參加訴訟
者，應向本訴訟繫屬之行政法院提出參加書
狀，表明下列各款事項：
一、本訴訟及當事人。
二、參加人之權利或法律上利益，因撤銷訴
訟之結果將受如何之損害。
三、參加訴訟之陳述。
行政法院認前項聲請不合前條規定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
關於前項裁定，得為抗告。
駁回參加之裁定未確定前，參加人得為訴訟
行為。
ௐαȈα୧ 行政法院認其他行政機關有輔助
一造之必要者，得命其參加訴訟。
前項行政機關或有利害關係之第三人亦得
聲請參加。
ௐαỊ̏୧ 命參加之裁定應記載訴訟程度及
命參加理由，送達於訴訟當事人。
行政法院為前項裁定前，應命當事人或第三
人以書狀或言詞為陳述。
對於命參加訴訟之裁定，不得聲明不服。
ௐαȈ̱୧ 第四十一條之參加訴訟，準用第
三十九條之規定。
ௐαȈ˛୧ 判決對於經行政法院依第四十一
條及第四十二條規定，裁定命其參加或許其
參加而未為參加者，亦有效力。
ௐαȈˣ୧ 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九條至第六十
一條、第六十三條至第六十七條之規定，於
第四十四條之參加訴訟準用之。

ௐ̣༼!෦நˠ̈́ᅃҥˠ!
ௐαȈ˝୧ 當事人得委任代理人為訴訟行
為。但每一當事人委任之訴訟代理人不得逾
三人。
行政訴訟應以律師為訴訟代理人。非律師具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亦得為訴訟代理人：
一、稅務行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二、專利行政事件，具備專利師資格或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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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為專利代理人。
三、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辦理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
件相關業務。
四、交通裁決事件，原告為自然人時，其配
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二親等內之姻
親；原告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時，其所
屬人員辦理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委任前項之非律師為訴訟代理人者，應得審
判長許可。
第二項之非律師為訴訟代理人，審判長許其
為本案訴訟行為者，視為已有前項之許可。
前二項之許可，審判長得隨時以裁定撤銷
之，並應送達於為訴訟委任之人。
訴訟代理人委任複代理人者，不得逾一人。
前四項之規定，於複代理人適用之。
ௐ̣Ȉ୧ 訴訟代理人應於最初為訴訟行為時
提出委任書。但由當事人以言詞委任經行政
法院書記官記明筆錄者，不在此限。
ௐ̣Ȉ˘୧ 訴訟代理人就其受委任之事件，
有為一切訴訟行為之權。但捨棄、認諾、撤
回、和解、提起反訴、上訴或再審之訴及選
任代理人，非受特別委任不得為之。
關於強制執行之行為或領取所爭物，準用前
項但書之規定。
如於第一項之代理權加以限制者，應於前條
之委任書或筆錄內表明。
ௐ̣Ȉ˟୧ 訴訟代理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
單獨代理當事人。
違反前項之規定而為委任者，仍得單獨代理
之。
ௐ̣Ȉˬ୧ 訴訟代理權不因本人死亡、破產
或訴訟能力喪失而消滅。法定代理有變更或
機關經裁撤、改組者，亦同。
ௐ̣Ȉα୧ 訴訟委任之終止，應以書狀提出
於行政法院，由行政法院送達於他造。
由訴訟代理人終止委任者，自為終止之意思
表示之日起十五日內，仍應為防衛本人權利所
必要之行為。
ௐ̣Ị̏୧ 當事人或訴訟代理人經審判長之
許可，得於期日偕同輔佐人到場。但人數不
得逾二人。
審判長認為必要時亦得命當事人或訴訟代
理人偕同輔佐人到場。
前二項之輔佐人，審判長認為不適當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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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其許可或禁止其續為訴訟行為。
其實施辦法由司法院會同行政院定之。
ௐ̣Ȉ̱୧ 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二條、第七十 ௐ̱Ȉˬ୧ 行政法院得向送達地之地方法院
五條及第七十七條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
為送達之囑託。
ௐ̱Ȉα୧ 對於無訴訟能力人為送達者，應
ௐαౢ!෦Ԕ!
向其全體法定代理人為之。但法定代理人有
二人以上，如其中有應為送達處所不明者，
ௐ˘༼!༊ְˠ३!ې
送達得僅向其餘之法定代理人為之。
ௐ̣Ȉ˛୧ 當事人書狀，除別有規定外，應
對於法人、中央及地方機關或非法人之團體
記載下列各款事項：
為送達者，應向其代表人或管理人為之。
一、當事人姓名、性別、年齡、身分證明文
代表人或管理人有二人以上者，送達得僅向其
件字號、職業及住所或居所；當事人為
中一人為之。
法人、機關或其他團體者，其名稱及所
無訴訟能力人為訴訟行為，未向行政法院陳
在地、事務所或營業所。
明其法定代理人者，於補正前，行政法院得向
二、有法定代理人、代表人或管理人者，其
該無訴訟能力人為送達。
姓名、性別、年齡、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ௐ̱Ị̏୧ 對於在中華民國有事務所或營業
職業、住所或居所，及其與法人、機關
所之外國法人或團體為送達者，應向其在中
或團體之關係。
華民國之代表人或管理人為之。
三、有訴訟代理人者，其姓名、性別、年齡、
前項代表人或管理人有二人以上者，送達得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職業、住所或居所。 僅向其中一人為之。
四、應為之聲明。
ௐ̱Ȉ̱୧ 訴訟代理人除受送達之權限受有
五、事實上及法律上之陳述。
限制者外，送達應向該代理人為之。但審判
六、供證明或釋明用之證據。
長認為必要時，得命送達於當事人本人。
七、附屬文件及其件數。
ௐ̱Ȉ˛୧ 當事人或代理人經指定送達代收
八、行政法院。
人，向受訴行政法院陳明者，應向該代收人
九、年、月、日。
為送達。但審判長認為必要時，得命送達於
ௐ̣Ȉˣ୧ 當事人、法定代理人、代表人、
當事人本人。
管理人或訴訟代理人應於書狀內簽名或蓋 ௐ̱Ȉˣ୧ 送達代收人經指定陳明後，其效
章；其以指印代簽名者，應由他人代書姓名， 力及於同地之各級行政法院。但該當事人或
記明其事由並簽名。
代理人別有陳明者，不在此限。
ௐ̣Ȉ˝୧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六條第三 ௐ̱Ȉ˝୧ 當事人或代理人於中華民國無住
項、第一百十八條至第一百二十一條之規
居所、事務所及營業所者，應指定送達代收
定，於本節準用之。
人向受訴行政法院陳明。
ௐ̱Ȉ୧ 於言詞辯論外，關於訴訟所為之聲 ௐ˛Ȉ୧ 當事人或代理人未依前條規定指定
明或陳述，除依本法應用書狀者外，得於行
送達代收人者，行政法院得將應送達之文書
政法院書記官前以言詞為之。
交付郵務機構以掛號發送。
前項情形，行政法院書記官應作筆錄，並於 ௐ˛Ȉ˘୧ 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
筆錄內簽名。
事務所或營業所行之。但在他處會晤應受送
前項筆錄準用第五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達人時，得於會晤處所行之。
一百十八條至第一百二十條之規定。
對於法人、機關、非法人之團體之代表人或
管理人為送達者，應向其事務所、營業所或機
ௐ˟༼!ਖ਼྿!
關所在地行之。但必要時亦得於會晤之處所或
ௐ̱Ȉ˘୧ 送達除別有規定外，由行政法院
其住居所行之。
書記官依職權為之。
應受送達人有就業處所者，亦得向該處所為
ௐ̱Ȉ˟୧ 送達由行政法院書記官交執達員
送達。
或郵務機構行之。
ௐ˛Ȉ˟୧ 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
由郵務機構行送達者，以郵務人員為送達人； 或機關所在地不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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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付與有辨別事理能力之同居人、受雇人
或願代為收受而居住於同一住宅之主人。
前條所定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視為前
項之同居人或受雇人。
如同居人、受雇人、居住於同一住宅之主人
或接收郵件人員為他造當事人者，不適用前二
項之規定。
ௐ˛Ȉˬ୧ 送達不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
得將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
並作送達通知書二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
人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門首，一份交由
鄰居轉交或置於應受送達人之信箱或其他適
當之處所，以為送達。
前項情形，如係以郵務人員為送達人者，得
將文書寄存於附近之郵務機構。
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十日發生效
力。
寄存之文書自寄存之日起，寄存機關或機構
應保存三個月。
ௐ˛Ȉα୧ 應受送達人拒絕收領而無法律上
理由者，應將文書置於送達處所，以為送達。
前項情形，如有難達留置情事者，準用前條
之規定。
ௐ˛Ị̏୧ 送達，除由郵務機構行之者外，
非經審判長或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送達地
地方法院法官之許可，不得於星期日或其他
休息日或日出前、日沒後為之。但應受送達
人不拒絕收領者，不在此限。
前項許可，書記官應於送達之文書內記明。
ௐ˛Ȉ̱୧ 行政法院書記官於法院內將文書
付與應受送達人者，應命受送達人提出收據
附卷。
ௐ˛Ȉ˛୧ 於外國或境外為送達者，應囑託
該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領館
或其他機構、團體為之。
不能依前項之規定為囑託送達者，得將應送
達之文書交郵務機構以雙掛號發送，以為送
達。
ௐ˛Ȉˣ୧ 對於駐在外國之中華民國大使、
公使、領事或其他駐外人員為送達者，應囑
託外交部為之。
ௐ˛Ȉ˝୧ 對於在軍隊或軍艦服役之軍人為
送達者，應囑託該管軍事機關或長官為之。
ௐˣȈ୧ 對於在監所人為送達者，應囑託該
監所長官為之。
ௐˣȈ˘୧ 行政法院對於當事人之送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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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情形之一者，得依聲請或依職權為公示
送達：
一、應為送達之處所不明。
二、於有治外法權人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
而無效。
三、於外國為送達，不能依第七十七條之規
定辦理或預知雖依該條規定辦理而無
效。
ௐˣȈ˟୧ 公示送達，自將公告或通知書黏
貼牌示處之日起，其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
自最後登載之日起，經二十日發生效力；於
依前條第三款為公示送達者，經六十日發生
效力。但對同一當事人仍為公示送達者，自
黏貼牌示處之翌日起發生效力。
ௐˣȈˬ୧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六條、第
一百三十一條、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百四
十一條、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百四十四條、
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一百
五十三條及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一之規定，於
本節準用之。

ௐˬ༼!ഇ̈́͟ഇม!
ௐˣȈα୧ 期日，除別有規定外，由審判長
依職權定之。
期日，除有不得已之情形外，不得於星期
日或其他休息日定之。
ௐˣỊ̏୧ 審判長定期日後，行政法院書記
官應作通知書，送達於訴訟關係人。但經審
判長面告以所定之期日命其到場，或訴訟關
係人曾以書狀陳明屆期到場者，與送達有同
一之效力。
ௐˣȈ̱୧ 期日應為之行為於行政法院內為
之。但在行政法院內不能為或為之而不適當
者，不在此限。
ௐˣȈ˛୧ 期日，以朗讀案由為始。
期日，如有重大理由，得變更或延展之。
變更或延展期日，除別有規定外，由審判長
裁定之。
ௐˣȈˣ୧ 期間，除法定者外，由行政法院
或審判長酌量情形定之。
行政法院或審判長所定期間，自送達定期間
之文書時起算，無庸送達者，自宣示定期間之
裁判時起算。
期間之計算，依民法之規定。
ௐˣȈ˝୧ 當事人不在行政法院所在地住居
者，計算法定期間，應扣除其在途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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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訴訟代理人住居行政法院所在地，得為
期間內應為之訴訟行為者，不在此限。
前項應扣除之在途期間，由司法院定之。
ௐ˝Ȉ୧ 期間，如有重大理由得伸長或縮短
之。但不變期間不在此限。
伸長或縮短期間由行政法院裁定。但期間係
審判長所定者，由審判長裁定。
ௐ˝Ȉ˘୧ 因天災或其他不應歸責於己之事
由，致遲誤不變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一
個月內，如該不變期間少於一個月者，於相
等之日數內，得聲請回復原狀。
前項期間不得伸長或縮短之。
遲誤不變期間已逾一年者，不得聲請回復原
狀，遲誤第一百零六條之起訴期間已逾三年
者，亦同。
第一項之聲請應以書狀為之，並釋明遲誤期
間之原因及其消滅時期。
ௐ˝Ȉ˟୧ 因遲誤上訴或抗告期間而聲請回
復原狀者，向為裁判之原行政法院為之；遲
誤其他期間者，向管轄該期間內應為之訴訟
行為之行政法院為之。
聲請回復原狀，應同時補行期間內應為之訴
訟行為。
ௐ˝Ȉˬ୧ 回復原狀之聲請，由受聲請之行
政法院與補行之訴訟行為合併裁判之。但原
行政法院認其聲請應行許可，而將上訴或抗
告事件送交上級行政法院者，應由上級行政
法院合併裁判。
因回復原狀而變更原裁判者，準用第二百八
十二條之規定。
ௐ˝Ȉα୧ 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關於其所為
之行為，得定期日及期間。
第八十四條至第八十七條、第八十八條第一
項、第二項及第九十條之規定，於受命法官或
受託法官定期日及期間者，準用之。

ௐα༼!෦!؟ס
ௐ˝Ị̏୧ 當事人書狀、筆錄、裁判書及其
他關於訴訟事件之文書，行政法院應保存
者，應由行政法院書記官編為卷宗。
卷宗滅失事件之處理，準用民刑事訴訟卷宗
滅失案件處理法之規定。
ௐ˝Ȉ̱୧ 當事人得向行政法院書記官聲請
閱覽、抄錄、影印或攝影卷內文書，或預納
費用請求付與繕本、影本或節本。
第三人經當事人同意或釋明有法律上之利

害關係，而為前項之聲請者，應經行政法院裁
定許可。
當事人、訴訟代理人、第四十四條之參加人
及其他經許可之第三人之閱卷規則，由司法院
定之。
ௐ˝Ȉ˛୧ 裁判草案及其準備或評議文件，
除法律別有規定外，不得交當事人或第三人
閱覽、抄錄、影印或攝影，或付與繕本、影
本或節本；裁判書在宣示或公告前，或未經
法官簽名者，亦同。

ௐ̣༼!෦ϡ!
ௐ˝Ȉˣ୧ 訴訟費用指裁判費及其他進行訴
訟之必要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但為
第一百九十八條之判決時，由被告負擔。
起訴，按件徵收裁判費新臺幣四千元。適用
簡易訴訟程序之事件，徵收裁判費新臺幣二千
元。
ௐ˝Ȉˣ୧̝˘ 以一訴主張數項標的，或為
訴之變更、追加或提起反訴者，不另徵收裁
判費。
ௐ˝Ȉˣ୧̝˟ 上訴，依第九十八條第二項
規定，加徵裁判費二分之一。
發回或發交更審再行上訴，或依第二百五十
七條第二項為移送，經判決後再行上訴者，免
徵裁判費。
ௐ˝Ȉˣ୧̝ˬ 再審之訴，按起訴法院之審
級，依第九十八條第二項及前條第一項規定
徵收裁判費。
對於確定之裁定聲請再審者，徵收裁判費新
臺幣一千元。
ௐ˝Ȉˣ୧̝α 抗告，徵收裁判費新臺幣一
千元。
ௐ˝Ȉˣ୧̝̣ 聲請或聲明，不徵收裁判
費。但下列聲請，徵收裁判費新臺幣一千元：
一、聲請參加訴訟或駁回參加。
二、聲請回復原狀。
三、聲請停止執行或撤銷停止執行之裁定。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
五、聲請重新審理。
六、聲請假扣押、假處分或撤銷假扣押、假
處分之裁定。
ௐ˝Ȉˣ୧̝̱ 下列費用之徵收，除法律另
有規定外，其項目及標準由司法院定之：
一、影印費、攝影費、抄錄費、翻譯費、運
送費及登載公報新聞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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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證人及通譯之日費、旅費。
三、鑑定人之日費、旅費、報酬及鑑定所需
費用。
四、其他進行訴訟及強制執行之必要費用。
郵電送達費及行政法院人員於法院外為訴
訟行為之食、宿、交通費，不另徵收。
ௐ˝Ȉˣ୧̝˛ 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費，第
二編第三章別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ௐ˝Ȉ˝୧ 因可歸責於參加人之事由致生無
益之費用者，行政法院得命該參加人負擔其
全部或一部。
依第四十四條參加訴訟所生之費用，由參加
人負擔。但他造當事人依第九十八條第一項及
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九條至第八十四條規
定應負擔之訴訟費用，仍由該當事人負擔。
ௐ˘Ѻ୧ 裁判費除法律別有規定外，當事人
應預納之。其未預納者，審判長應定期命當
事人繳納；逾期未納者，行政法院應駁回其
訴、上訴、抗告、再審或其他聲請。
進行訴訟之必要費用，審判長得定期命當事
人預納。逾期未納者，由國庫墊付，並於判決
確定後，依職權裁定，向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人
徵收之。
前項裁定得為執行名義。
ௐ˘Ѻ˘୧ 當事人無資力支出訴訟費用
者，行政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准予訴訟救
助。但顯無勝訴之望者，不在此限。
ௐ˘Ѻ˟୧ 聲請訴訟救助，應向受訴行政
法院為之。
聲請人無資力支出訴訟費用之事由應釋明
之。
前項釋明，得由受訴行政法院管轄區域內有
資力之人出具保證書代之。
前項保證書內，應載明具保證書人於聲請
訴訟救助人負擔訴訟費用時，代繳暫免之費
用。
ௐ˘Ѻˬ୧ 准予訴訟救助者，暫行免付訴
訟費用。
ௐ˘Ѻα୧ 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之二十
六、第七十九條至第八十五條、第八十七條
至第九十四條、第九十五條、第九十六條至
第一百零六條、第一百零八條、第一百零九
條之一、第一百十一條至第一百十三條、第
一百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一百十五條之規定，
於本節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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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በ!ௐ˘ᆶԔ!
ௐ˘ౢ!ඈҖ߆఼ੰڱ૱෦
Ԕ!
ௐ˘༼!෦!
ௐ˘Ѻα୧̝˘ 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事
件，以高等行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ௐ˘Ѻ̣୧ 起訴，應以訴狀表明下列各款
事項，提出於行政法院為之：
一、當事人。
二、起訴之聲明。
三、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
訴狀內宜記載適用程序上有關事項、證據方
法及其他準備言詞辯論之事項；其經訴願程序
者，並附具決定書。
ௐ˘Ѻ̱୧ 第四條及第五條訴訟之提起，
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應於訴願決定書送達後
二個月之不變期間內為之。但訴願人以外之
利害關係人知悉在後者，自知悉時起算。
第四條及第五條之訴訟，自訴願決定書送達
後，已逾三年者，不得提起。
不經訴願程序即得提起第四條或第五條第
二項之訴訟者，應於行政處分達到或公告後二
個月之不變期間內為之。
不經訴願程序即得提起第五條第一項之訴
訟者，於應作為期間屆滿後，始得為之。但於
期間屆滿後，已逾三年者，不得提起。
ௐ˘Ѻ˛୧ 原告之訴，有下列各款情形之
一者，行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
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一、訴訟事件不屬行政訴訟審判之權限者。
但本法別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訴訟事件不屬受訴行政法院管轄而不能
請求指定管轄，亦不能為移送訴訟之裁
定者。
三、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力者。
四、原告或被告未由合法之法定代理人、代
表人或管理人為訴訟行為者。
五、由訴訟代理人起訴，而其代理權有欠缺
者。
六、起訴逾越法定期限者。
七、當事人就已起訴之事件，於訴訟繫屬中
更行起訴者。
八、本案經終局判決後撤回其訴，復提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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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之訴者。
九、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或和解之效力所及
者。
十、起訴不合程式或不備其他要件者。
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原告於訴狀誤列
被告機關者，準用第一項規定。
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律上顯無理
由者，行政法院得不經言詞辯論，逕以判決駁
回之。
ௐ˘Ѻˣ୧ 行政法院除依前條規定駁回原
告之訴或移送者外，應將訴狀送達於被告。
並得命被告以答辯狀陳述意見。
原處分機關、被告機關或受理訴願機關經行
政法院通知後，應於十日內將卷證送交行政法
院。
ௐ˘Ѻ˝୧ 審判長認已適於為言詞辯論
時，應速定言詞辯論期日。
前項言詞辯論期日，距訴狀之送達，至少應
有十日為就審期間。但有急迫情形者，不在此
限。
ௐ˘ѺȈ୧ 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律
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但第
三人如經兩造同意，得代當事人承當訴訟。
前項情形，僅他造不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
或第三人得聲請行政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
當訴訟。
前項裁定得為抗告。
行政法院知悉訴訟標的有移轉者，應即以書
面將訴訟繫屬情形通知第三人。
訴願決定後，為訴訟標的之法律關係移轉於
第三人者，得由受移轉人提起撤銷訴訟。
ௐ˘ѺȈ˘୧ 訴狀送達後，原告不得將原訴
變更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行政法院
認為適當者，不在此限。
被告於訴之變更或追加無異議，而為本案之
言詞辯論者，視為同意變更或追加。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訴之變更或追加，應予
准許：
一、訴訟標的對於數人必須合一確定，追加
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
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更，但其請求之
基礎不變。
三、因情事變更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
明。
四、應提起確認訴訟，誤為提起撤銷訴訟。
五、依第一百九十七條或其他法律之規定，

應許為訴之變更或追加。
前三項規定，於變更或追加之新訴為撤銷訴
訟而未經訴願程序者不適用之。
對於行政法院以訴為非變更追加，或許訴之
變更追加之裁判，不得聲明不服。但撤銷訴
訟，主張其未經訴願程序者，得隨同終局判決
聲明不服。
ௐ˘ѺȈ˟୧ 被告於言詞辯論終結前，得在
本訴繫屬之行政法院提起反訴。但對於撤銷
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不得提起反訴。
原告對於反訴，不得復行提起反訴。
反訴之請求如專屬他行政法院管轄，或與本
訴之請求或其防禦方法不相牽連者，不得提
起。
被告意圖延滯訴訟而提起反訴者，行政法院
得駁回之。
ௐ˘ѺȈˬ୧ 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
全部或一部。但於公益之維護有礙者，不在
此限。
前項撤回，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論者，應
得其同意。
訴之撤回，應以書狀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
詞為之。
以言詞所為之撤回，應記載於筆錄，如他造
不在場，應將筆錄送達。
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
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
以書狀撤回者，自前項筆錄或撤回書狀送達之
日起，十日內未提出異議者，視為同意撤回。
ௐ˘ѺȈα୧ 行政法院就前條訴之撤回認有
礙公益之維護者，應以裁定不予准許。
前項裁定不得抗告。
ௐ˘ѺȈα୧̝˘ 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事
件，因訴之變更或一部撤回，致其訴之全部
屬於簡易訴訟程序或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
之範圍者，高等行政法院應裁定移送管轄之
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
ௐ˘ѺỊ̏୧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
第二百四十六條、第二百四十八條、第二百
五十二條、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二百五十七
條、第二百六十一條、第二百六十三條及第
二百六十四條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

ௐ˟༼!ઃͤેҖ!
ௐ˘ѺȈ̱୧ 原處分或決定之執行，除法律
另有規定外，不因提起行政訴訟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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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訴訟繫屬中，行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或決
當事人應就訴訟關係為事實上及法律上之
定之執行，將發生難於回復之損害，且有急迫
陳述。
情事者，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行。但
當事人不得引用文件以代言詞陳述。但以舉
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原告之訴在法律上顯無
文件之辭句為必要時，得朗讀其必要之部分。
理由者，不得為之。
ௐ˘Ѻ˟Ȉˬ୧ 行政法院調查證據，除別有
於行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行
規定外，於言詞辯論期日行之。
將發生難於回復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行
當事人應依第二編第一章第四節之規定，聲
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
明所用之證據。
停止執行。
ௐ˘Ѻ˟Ȉα୧ 審判長開始、指揮及終結言
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不在此限。
詞辯論，並宣示行政法院之裁判。
行政法院為前二項裁定前，應先徵詢當事人之
審判長對於不服從言詞辯論之指揮者，得禁
意見。如原處分或決定機關已依職權或依聲請
止發言。
停止執行者，應為駁回聲請之裁定。
言詞辯論須續行者，審判長應速定其期日。
停止執行之裁定，得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 ௐ˘Ѻ˟Ị̏୧ 行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
效力、處分或決定之執行或程序之續行之全
關係，不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
部或部份。
審判長應注意使當事人得為事實上及法律
ௐ˘ѺȈ˛୧ 前條規定，於確認行政處分無
上適當完全之辯論。
效之訴訟準用之。
審判長應向當事人發問或告知，令其陳述事
ௐ˘ѺȈˣ୧ 停止執行之原因消滅，或有其
實、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明及陳述；
他情事變更之情形，行政法院得依職權或依
其所聲明或陳述有不明瞭或不完足者，應令其
聲請撤銷停止執行之裁定。
敘明或補充之。
ௐ˘ѺȈ˝୧ 關於停止執行或撤銷停止執行
陪席法官告明審判長後，得向當事人發問或
之裁定，得為抗告。
告知。
ௐ˘Ѻ˟Ị̏୧̝˘ 行政法院為使訴訟關係
ௐˬ༼!֏ෟኢ!
明確，必要時得命司法事務官就事實上及法
ௐ˘Ѻ˟Ȉ୧ 原告因準備言詞辯論之必要，
律上之事項，基於專業知識對當事人為說明。
應提出準備書狀。
行政法院因司法事務官提供而獲知之特殊
被告因準備言詞辯論，宜於未逾就審期間二
專業知識，應予當事人辯論之機會，始得採為
分之一以前，提出答辯狀。
裁判之基礎。
ௐ˘Ѻ˟Ȉ˘୧ 行政法院因使辯論易於終 ௐ˘Ѻ˟Ȉ̱୧ 凡依本法使受命法官為行為
結，認為必要時，得於言詞辯論前，為下列
者，由審判長指定之。
各款之處置：
行政法院應為之囑託，除別有規定外，由審判
一、命當事人、法定代理人、代表人或管理
長行之。
人本人到場。
ௐ˘Ѻ˟Ȉ˛୧ 分別提起之數宗訴訟係基於
二、命當事人提出圖案、表冊、外國文文書
同一或同種類之事實上或法律上之原因者，
之譯本或其他文書、物件。
行政法院得命合併辯論。
三、行勘驗、鑑定或囑託機關、團體為調查。
命合併辯論之數宗訴訟，得合併裁判之。
四、通知證人或鑑定人，及調取或命第三人 ௐ˘Ѻ˟Ȉˣ୧ 行政法院書記官應作言詞辯
提出文書、物件。
論筆錄，記載下列各款事項：
五、使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調查證據。
一、辯論之處所及年、月、日。
行政法院因闡明或確定訴訟關係，於言詞辯
二、法官、書記官及通譯姓名。
論時，得為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處置，並得
三、訴訟事件。
將當事人或第三人提出之文書、物件暫留置
四、到場當事人、法定代理人、代表人、管
之。
理人、訴訟代理人、輔佐人及其他經通
ௐ˘Ѻ˟Ȉ˟୧ 言詞辯論，以當事人聲明起
知到場之人姓名。
訴之事項為始。
五、辯論之公開或不公開；如不公開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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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由。
ௐ˘Ѻ˟Ȉ˝୧ 言詞辯論筆錄內，應記載辯
論進行之要領，並將下列各款事項記載明確：
一、訴訟標的之捨棄、認諾、自認及訴之撤
回。
二、證據之聲明或撤回，及對於違背訴訟程
序規定之異議。
三、當事人所為其他重要聲明或陳述，及經
告知而不為聲明或陳述之情形。
四、依本法規定應記載筆錄之其他聲明或陳
述。
五、證人或鑑定人之陳述，及勘驗所得之結
果。
六、審判長命令記載之事項。
七、不作裁判書附卷之裁判。
八、裁判之宣示。
ௐ˘ѺˬȈ୧ 筆錄或筆錄內所引用附卷或作
為附件之文書內所記前條第一款至第六款事
項，應依聲請於法庭向關係人朗讀或令其閱
覽，並於筆錄內附記其事由。
關係人對於筆錄所記有異議者，行政法院書
記官得更正或補充之。如以異議為不當，應於
筆錄內附記其異議。
以機器記錄言詞辯論之進行者，其實施辦法
由司法院定之。
ௐ˘ѺˬȈ୧̝˘ 當事人、代理人之所在處
所或所在地法院與行政法院間，有聲音及影
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而得直接審理者，行
政法院認為適當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該
設備審理之。
前項情形，其期日通知書記載之應到處所為
該設備所在處所。
依第一項進行程序之筆錄及其他文書，須陳
述人簽名者，由行政法院傳送至陳述人所在處
所，經陳述人確認內容並簽名後，將筆錄及其
他文書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回行政
法院。
第一項之審理及前項文書傳送之辦法，由司
法院定之。
ௐ˘ѺˬȈ˘୧ 第四十九條第三項至第六
項、第五十五條、第六十六條但書、第六十
七條但書、第一百條第一項前段、第二項、
第一百零七條第一項但書、第一百十條第四
項、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
款、第二項、第一百二十四條、第一百二十
五條、第一百三十條之一及民事訴訟法第四

十九條、第七十五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條
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二百條、第二百零七條、第二百零八條、
第二百十三條第二項、第二百十三條之一、
第二百十四條、第二百十七條、第二百六十
八條、第二百六十八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
第二百六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三百七十一
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百七十二條關於法
院或審判長權限之規定，於受命法官行準備
程序時準用之。
ௐ˘ѺˬȈ˟୧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五條
至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二百條、第二百零一
條、第二百零四條、第二百零六條至第二百
零八條、第二百十條、第二百十一條、第二
百十四條、第二百十五條、第二百十七條至
第二百十九條、第二百六十五條至第二百六
十八條之一、第二百六十八條之二、第二百
七十條至第二百七十一條之一、第二百七十
三條至第二百七十六條之規定，於本節準用
之。

ௐα༼!ᙋፂ!
ௐ˘ѺˬȈˬ୧ 行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應依
職權調查證據；於其他訴訟，為維護公益者，
亦同。
ௐ˘ѺˬȈα୧ 前條訴訟，當事人主張之事
實，雖經他造自認，行政法院仍應調查其他
必要之證據。
ௐ˘ѺˬỊ̏୧ 當事人因妨礙他造使用，故
意將證據滅失、隱匿或致礙難使用者，行政
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或
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前項情形，於裁判前應令當事人有辯論之機
會。
ௐ˘ѺˬȈ̱୧ 除本法有規定者外，民事訴
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
ௐ˘ѺˬȈ˛୧ 習慣及外國之現行法為行政
法院所不知者，當事人有舉證之責任。但行
政法院得依職權調查之。
ௐ˘ѺˬȈˣ୧ 行政法院得囑託普通法院或
其他機關、學校、團體調查證據。
ௐ˘ѺˬȈ˝條 行政法院認為適當時，得使
庭員一人為受命法官或囑託他行政法院指定
法官調查證據。
ௐ˘ѺαȈ୧ 受訴行政法院於言詞辯論前調
查證據，或由受命法官、受託法官調查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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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行政法院書記官應作調查證據筆錄。
第一百二十八條至第一百三十條之規定，於前
項筆錄準用之。
受託法官調查證據筆錄，應送交受訴行政法
院。
ௐ˘ѺαȈ˘୧ 調查證據之結果，應告知當
事人為辯論。
於受訴行政法院外調查證據者，當事人應於
言詞辯論時陳述其調查之結果。但審判長得令
行政法院書記官朗讀調查證據筆錄代之。
ௐ˘ѺαȈ˟୧ 除法律別有規定外，不問何
人，於他人之行政訴訟有為證人之義務。
ௐ˘ѺαȈˬ୧ 證人受合法之通知，無正當
理由而不到場者，行政法院得以裁定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證人已受前項裁定，經再次通知仍不到場
者，得再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拘提
之。
拘提證人，準用刑事訴訟法關於拘提被告之
規定；證人為現役軍人者，應以拘票囑託該管
長官執行。
處證人罰鍰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中應停
止執行。
ௐ˘ѺαȈα୧ 以公務員、中央民意代表或
曾為公務員、中央民意代表之人為證人，而
就其職務上應守秘密之事項訊問者，應得該
監督長官或民意機關之同意。
前項同意，除有妨害國家高度機密者外，不
得拒絕。
以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為證人
者，準用前二項之規定。
ௐ˘ѺαỊ̏୧ 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或下列
之人受刑事訴追或蒙恥辱者，得拒絕證言：
一、證人之配偶、前配偶或四親等內之血
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親屬關係
或與證人訂有婚約者。
二、證人之監護人或受監護人。
ௐ˘ѺαȈ̱୧ 證人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
者，得拒絕證言：
一、證人有第一百四十四條之情形。
二、證人為醫師、藥師、藥商、助產士、宗
教師、律師、會計師或其他從事相類業
務之人或其業務上佐理人或曾任此等職
務之人，就其因業務所知悉有關他人秘
密之事項受訊問。
三、關於技術上或職業上之秘密受訊問。

前項規定，於證人秘密之責任已經免除者，
不適用之。
ௐ˘ѺαȈ˛୧ 依前二條規定，得拒絕證言
者，審判長應於訊問前或知有該項情形時告
知之。
ௐ˘ѺαȈˣ୧ 證人不陳明拒絕之原因事實
而拒絕證言，或以拒絕為不當之裁定已確定
而仍拒絕證言者，行政法院得以裁定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前項裁定得為抗告，抗告中應停止執行。
ௐ˘ѺαȈ˝୧ 審判長於訊問前，應命證人
各別具結。但其應否具結有疑義者，於訊問
後行之。
審判長於證人具結前，應告以具結之義務及
偽證之處罰。
證人以書狀為陳述者，不適用前二項之規
定。
ௐ˘Ѻ̣Ȉ୧ 以未滿十六歲或因精神障礙不
解具結意義及其效果之人為證人者，不得令
其具結。
ௐ˘Ѻ̣Ȉ˘୧ 以下列各款之人為證人者，
得不令其具結：
一、證人為當事人之配偶、前配偶或四親等
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親
屬關係或與當事人訂有婚約。
二、有第一百四十五條情形而不拒絕證言。
三、當事人之受雇人或同居人。
ௐ˘Ѻ̣Ȉ˟୧ 證人就與自己或第一百四十
五條所列之人有直接利害關係之事項受訊問
者，得拒絕具結。
ௐ˘Ѻ̣Ȉˬ୧ 第一百四十八條之規定，於
證人拒絕具結者準用之。
ௐ˘Ѻ̣Ȉα୧ 當事人得就應證事實及證言
信用之事項，聲請審判長對於證人為必要之
發問，或向審判長陳明後自行發問。
前項之發問，與應證事實無關、重複發問、
誘導發問、侮辱證人或有其他不當情形，審判
長得依聲請或依職權限制或禁止。
關於發問之限制或禁止有異議者，行政法院
應就其異議為裁定。
ௐ˘Ѻ̣Ị̏୧ 行政法院應發給證人法定之
日費及旅費；證人亦得於訊問完畢後請求之。
但被拘提或無正當理由拒絕具結或證言
者，不在此限。
前項關於日費及旅費之裁定，得為抗告。
證人所需之旅費，得依其請求預行酌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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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Ȉ̱୧ 鑑定，除別有規定外，準用
本法關於人證之規定。
ௐ˘Ѻ̣Ȉ˛୧ 從事於鑑定所需之學術、技
藝或職業，或經機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於
他人之行政訴訟有為鑑定人之義務。
ௐ˘Ѻ̣Ȉˣ୧ 鑑定人不得拘提。
ௐ˘Ѻ̣Ȉ˝୧ 鑑定人拒絕鑑定，雖其理由
不合於本法關於拒絕證言之規定，如行政法
院認為正當者，亦得免除其鑑定義務。
ௐ˘Ѻ̱Ȉ୧ 鑑定人於法定之日費、旅費
外，得請求相當之報酬。
鑑定所需費用，得依鑑定人之請求預行酌給
之。
關於前二項請求之裁定，得為抗告。
ௐ˘Ѻ̱Ȉ˘୧ 行政法院依第一百三十八條
之規定，囑託機關、學校或團體陳述鑑定意
見或審查之者，準用第一百六十條及民事訴
訟法第三百三十五條至第三百三十七條之規
定。其鑑定書之說明，由該機關、學校或團
體所指定之人為之。
ௐ˘Ѻ̱Ȉ˟୧ 行政法院認有必要時，得就
訴訟事件之專業法律問題徵詢從事該學術研
究之人，以書面或於審判期日到場陳述其法
律上意見。
前項意見，於裁判前應告知當事人使為辯
論。
第一項陳述意見之人，準用鑑定人之規定。
但不得令其具結。
ௐ˘Ѻ̱Ȉˬ୧ 下列各款文書，當事人有提
出之義務：
一、該當事人於訴訟程序中曾經引用者。
二、他造依法律規定，得請求交付或閱覽者。
三、為他造之利益而作者。
四、就與本件訴訟關係有關之事項所作者。
五、商業帳簿。
ௐ˘Ѻ̱Ȉα୧ 公務員或機關掌管之文書，
行政法院得調取之。如該機關為當事人時，
並有提出之義務。
前項情形，除有妨害國家高度機密者外，不
得拒絕。
ௐ˘Ѻ̱Ị̏୧ 當事人無正當理由不從提出
文書之命者，行政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
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
實。
前項情形，於裁判前應令當事人有辯論之機
會。

ௐ˘Ѻ̱Ȉ̱୧ 聲明書證係使用第三人所執
之文書者，應聲請行政法院命第三人提出或
定由舉證人提出之期間。
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二項、第三項
之規定，於前項聲請準用之。
文書為第三人所執之事由及第三人有提出
義務之原因，應釋明之。
ௐ˘Ѻ̱Ȉ˛୧ 行政法院認應證之事實重要
且舉證人之聲請正當者，應以裁定命第三人
提出文書或定由舉證人提出文書之期間。
行政法院為前項裁定前，應使該第三人有陳
述意見之機會。
ௐ˘Ѻ̱Ȉˣ୧ 關於第三人提出文書之義
務，準用第一百四十四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
及第一百六十三條第二款至第五款之規定。
ௐ˘Ѻ̱Ȉ˝୧ 第三人無正當理由不從提出
文書之命者，行政法院得以裁定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下罰鍰；於必要時，並得為強制處分。
前項強制處分之執行，適用第三百零六條規
定。
第一項裁定得為抗告，抗告中應停止執行。
ௐ˘Ѻ˛Ȉ୧ 第三人得請求提出文書之費
用。
第一百五十五條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
之。
ௐ˘Ѻ˛Ȉ˘୧ 文書之真偽，得依核對筆跡
或印跡證之。
行政法院得命當事人或第三人提出文書，以
供核對。核對筆跡或印跡，適用關於勘驗之規
定。
ௐ˘Ѻ˛Ȉ˟୧ 無適當之筆跡可供核對者，
行政法院得指定文字，命該文書之作成名義
人書寫，以供核對。
文書之作成名義人無正當理由不從前項之
命者，準用第一百六十五條或第一百六十九條
之規定。
因供核對所書寫之文字應附於筆錄；其他供
核對之文件不須發還者，亦同。
ௐ˘Ѻ˛Ȉˬ୧ 本法關於文書之規定，於文
書外之物件，有與文書相同之效用者，準用
之。
文書或前項物件，須以科技設備始能呈現其
內容或提出原件有事實上之困難者，得僅提出
呈現其內容之書面並證明其內容與原件相
符。
ௐ˘Ѻ˛Ȉα୧ 第一百六十四條至第一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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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條之規定，於勘驗準用之。
ௐ˘Ѻ˛Ị̏୧ 保全證據之聲請，在起訴
後，向受訴行政法院為之；在起訴前，向受
訊問人住居地或證物所在地之地方法院行政
訴訟庭為之。
遇有急迫情形時，於起訴後，亦得向前項地
方法院行政訴訟庭聲請保全證據。
ௐ˘Ѻ˛Ị̏୧̝˘ 行政法院於保全證據
時，得命司法事務官協助調查證據。
ௐ˘Ѻ˛Ȉ̱୧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五條、
第二百十七條至第二百十九條、第二百七十
八條、第二百八十一條、第二百八十二條、
第二百八十二條之一、第二百八十四條至第
二百八十六條、第二百九十一條至第二百九
十三條、第二百九十五條、第二百九十六條、
第二百九十六條之一、第二百九十八條至第
三百零一條、第三百零四條、第三百零五條、
第三百零九條、第三百十條、第三百十三條、
第三百十三條之一、第三百十六條至第三百
十九條、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三百二十二條、
第三百二十五條至第三百二十七條、第三百
三十一條至第三百三十七條、第三百三十九
條、第三百四十一條至第三百四十三條、第
三百五十二條至第三百五十八條、第三百六
十一條、第三百六十四條至第三百六十六
條、第三百六十八條、第三百七十條至第三
百七十六條之二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

ௐ̣༼!෦Ԕ̝ઃͤ!
ௐ˘Ѻ˛Ȉ˛୧ 行政訴訟之裁判須以民事法
律關係是否成立為準據，而該法律關係已經
訴訟繫屬尚未終結者，行政法院應以裁定停
止訴訟程序。
除前項情形外，有民事、刑事或其他行政爭
訟牽涉行政訴訟之裁判者，行政法院在該民
事、刑事或其他行政爭訟終結前，得以裁定停
止訴訟程序。
ௐ˘Ѻ˛Ȉˣ୧ 行政法院就其受理訴訟之權
限，如與普通法院確定裁判之見解有異時，
應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聲請司法院大法
官解釋。
ௐ˘Ѻ˛Ȉˣ୧̝˘ 行政法院就其受理事
件，對所適用之法律，確信有牴觸憲法之疑
義時，得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前項情形，行政法院應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ௐ˘Ѻ˛Ȉ˝୧ 本於一定資格，以自己名義

為他人任訴訟當事人之人，喪失其資格或死
亡者，訴訟程序在有同一資格之人承受其訴
訟以前當然停止。
依第二十九條規定，選定或指定為訴訟當事
人之人全體喪失其資格者，訴訟程序在該有共
同利益人全體或新選定或指定為訴訟當事人
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
ௐ˘ѺˣȈ୧ 第一百七十九條之規定，於有
訴訟代理人時不適用之。但行政法院得酌量
情形裁定停止其訴訟程序。
ௐ˘ѺˣȈ˘୧ 訴訟程序當然停止後，依法
律所定之承受訴訟之人，於得為承受時，應
即為承受之聲明。
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
ௐ˘ѺˣȈ˟୧ 訴訟程序當然或裁定停止
間，行政法院及當事人不得為關於本案之訴
訟行為。但於言詞辯論終結後當然停止者，
本於其辯論之裁判得宣示之。
訴訟程序當然或裁定停止者，期間停止進
行；自停止終竣時起，其期間更始進行。
ௐ˘ѺˣȈˬ୧ 當事人得以合意停止訴訟程
序。但於公益之維護有礙者，不在此限。
前項合意，應由兩造向受訴行政法院陳明。
行政法院認第一項之合意有礙公益之維護
者，應於兩造陳明後，一個月內裁定續行訴
訟。
前項裁定不得聲明不服。
不變期間之進行不因第一項合意停止而受
影響。
ௐ˘ѺˣȈα୧ 除有前條第三項之裁定外，
合意停止訴訟程序之當事人，自陳明合意停
止時起，如於四個月內不續行訴訟者，視為
撤回其訴；續行訴訟而再以合意停止訴訟程
序者，以一次為限。如再次陳明合意停止訴
訟程序，視為撤回其訴。
ௐ˘ѺˣỊ̏୧ 當事人兩造無正當理由遲誤
言詞辯論期日，除有礙公益之維護者外，視
為合意停止訴訟程序。如於四個月內不續行
訴訟者，視為撤回其訴。但行政法院認有必
要時，得依職權續行訴訟。
行政法院依前項但書規定續行訴訟，兩造如
無正當理由仍不到者，視為撤回其訴。
行政法院認第一項停止訴訟程序有礙公益
之維護者，除別有規定外，應自該期日起，一
個月內裁定續行訴訟。
前項裁定不得聲明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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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ˣȈ̱୧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六十八條
者，不得為較原處分或決定不利於原告之判
至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
決。
百七十四條、第一百七十六條至第一百八十 ௐ˘Ѻ˝Ȉ̱୧ 行政處分已執行者，行政法
一條、第一百八十五條至第一百八十七條之
院為撤銷行政處分判決時，經原告聲請，並
規定，於本節準用之。
認為適當者，得於判決中命行政機關為回復
原狀之必要處置。
ௐ̱༼!ҿ!
撤銷訴訟進行中，原處分已執行而無回復原
ௐ˘ѺˣȈ˛୧ 裁判，除依本法應用判決者
狀可能或已消滅者，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
外，以裁定行之。
法律上利益時，行政法院得依聲請，確認該行
ௐ˘ѺˣȈˣ୧ 行政訴訟除別有規定外，應
政處分為違法。
本於言詞辯論而為裁判。
ௐ˘Ѻ˝Ȉ˛୧ 撤銷訴訟，其訴訟標的之行
法官非參與裁判基礎之辯論者，不得參與裁
政處分涉及金錢或其他代替物之給付或確認
判。
者，行政法院得以確定不同金額之給付或以
裁定得不經言詞辯論為之。
不同之確認代替之。
裁定前不行言詞辯論者，除別有規定外，得 ௐ˘Ѻ˝Ȉˣ୧ 行政法院受理撤銷訴訟，發
命關係人以書狀或言詞為陳述。
現原處分或決定雖屬違法，但其撤銷或變更
ௐ˘ѺˣȈ˝୧ 行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
於公益有重大損害，經斟酌原告所受損害、
全辯論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論理及經
賠償程度、防止方法及其他一切情事，認原
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不
處分或決定之撤銷或變更顯與公益相違背
在此限。
時，得駁回原告之訴。
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不能證明其數額
前項情形，應於判決主文中諭知原處分或決
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切情
定違法。
況，依所得心證定其數額。
ௐ˘Ѻ˝Ȉ˝୧ 行政法院為前條判決時，應
得心證之理由，應記明於判決。
依原告之聲明，將其因違法處分或決定所受
ௐ˘Ѻ˝Ȉ୧ 行政訴訟達於可為裁判之程度
之損害，於判決內命被告機關賠償。
者，行政法院應為終局判決。
原告未為前項聲明者，得於前條判決確定後
ௐ˘Ѻ˝Ȉ˘୧ 訴訟標的之一部，或以一訴
一年內，向行政法院訴請賠償。
主張之數項標的，其一達於可為裁判之程度 ௐ˟Ѻ୧ 行政法院對於人民依第五條規定請
者，行政法院得為一部之終局判決。
求應為行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行政處分
前項規定，於命合併辯論之數宗訴訟，其一
之訴訟，應為下列方式之裁判：
達於可為裁判之程度者，準用之。
一、原告之訴不合法者，應以裁定駁回之。
ௐ˘Ѻ˝Ȉ˟୧ 各種獨立之攻擊或防禦方
二、原告之訴無理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
法，達於可為裁判之程度者，行政法院得為
三、原告之訴有理由，且案件事證明確者，
中間判決；請求之原因及數額俱有爭執時，
應判命行政機關作成原告所申請內容之
行政法院以其原因為正當者，亦同。
行政處分。
ௐ˘Ѻ˝Ȉˬ୧ 行政訴訟進行中所生程序上
四、原告之訴雖有理由，惟案件事證尚未臻
之爭執，達於可為裁判之程度者，行政法院
明確或涉及行政機關之行政裁量決定
得先為裁定。
者，應判命行政機關遵照其判決之法律
ௐ˘Ѻ˝Ȉα୧ 行政訴訟有關公益之維護
見解對於原告作成決定。
者，當事人兩造於言詞辯論期日無正當理由 ௐ˟Ѻ˘୧ 行政機關依裁量權所為之行政
均不到場時，行政法院得依職權調查事實，
處分，以其作為或不作為逾越權限或濫用權
不經言詞辯論，逕為判決。
力者為限，行政法院得予撤銷。
ௐ˘Ѻ˝Ị̏୧ 行政法院認原告之訴為有理 ௐ˟Ѻ˟୧ 當事人於言詞辯論時為訴訟標
由者，除別有規定外，應為其勝訴之判決；
的之捨棄或認諾者，以該當事人具有處分權
認為無理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
及不涉及公益者為限，行政法院得本於其捨
撤銷訴訟之判決，如係變更原處分或決定
棄或認諾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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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ˬ୧ 公法上契約成立後，情事變
更，非當時所得預料，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
公平者，行政法院得依當事人聲請，為增、
減給付或變更、消滅其他原有效果之判決。
為當事人之行政機關，因防止或免除公益上
顯然重大之損害，亦得為前項之聲請。
前二項規定，於因公法上其他原因發生之財
產上給付，準用之。
ௐ˟Ѻα୧ 經言詞辯論之判決，應宣示
之；不經言詞辯論之判決，應公告之。
宣示判決應於辯論終結之期日或辯論終結
時指定之期日為之。
前項指定之宣示期日，自辯論終結時起，不
得逾二星期。
判決經公告者，行政法院書記官應作記載該
事由及年、月、日、時之證書附卷。
ௐ˟Ѻ̣୧ 宣示判決，不問當事人是否在
場，均有效力。
判決經宣示後，其主文仍應於當日在行政法
院牌示處公告之。
判決經宣示或公告後，當事人得不待送達，
本於該判決為訴訟行為。
ௐ˟Ѻ̱୧ 判決經宣示後，為該判決之行
政法院受其羈束；其不宣示者，經公告主文
後，亦同。
ௐ˟Ѻ˛୧ 經言詞辯論之裁定，應宣示之。
終結訴訟之裁定，應公告之。
ௐ˟Ѻˣ୧ 裁定經宣示後，為該裁定之行
政法院、審判長、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受其
羈束；不宣示者，經公告或送達後受其羈束。
但關於指揮訴訟或別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ௐ˟Ѻ˝୧ 判決應作判決書記載下列各款
事項：
一、當事人姓名、性別、年齡、身分證明文
件字號、住所或居所；當事人為法人、
機關或其他團體者，其名稱及所在地、
事務所或營業所。
二、有法定代理人、代表人、管理人者，其
姓名、住所或居所及其與法人、機關或
團體之關係。
三、有訴訟代理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
四、判決經言詞辯論者，其言詞辯論終結日
期。
五、主文。
六、事實。
七、理由。

八、年、月、日。
九、行政法院。
事實項下，應記載言詞辯論時當事人之聲明
及所提攻擊或防禦方法之要領；必要時，得以
書狀、筆錄或其他文書作為附件。
理由項下，應記載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
見及法律上之意見。
ௐ˟Ѻ˘Ȉ୧ 判決，應以正本送達於當事人。
前項送達，自行政法院書記官收領判決原本時
起，至遲不得逾十日。
對於判決得為上訴者，應於送達當事人之正
本內告知其期間及提出上訴狀之行政法院。
前項告知期間有錯誤時，告知期間較法定期
間為短者，以法定期間為準；告知期間較法定
期間為長者，應由行政法院書記官於判決正本
送達後二十日內，以通知更正之，並自更正通
知送達之日起計算法定期間。
行政法院未依第三項規定為告知，或告知錯
誤未依前項規定更正，致當事人遲誤上訴期間
者，視為不應歸責於己之事由，得自判決送達
之日起一年內，適用第九十一條之規定，聲請
回復原狀。
ௐ˟Ѻ˘Ȉ˘୧ 不得上訴之判決，不因告知
錯誤而受影響。
ௐ˟Ѻ˘Ȉ˟୧ 判決，於上訴期間屆滿時確
定。但於上訴期間內有合法之上訴者，阻其
確定。
不得上訴之判決，於宣示時確定；不宣示
者，於公告主文時確定。
ௐ˟Ѻ˘Ȉˬ୧ 訴訟標的於確定之終局判決
中經裁判者，有確定力。
ௐ˟Ѻ˘Ȉα୧ 確定判決，除當事人外，對
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者及為當事
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有效
力。
對於為他人而為原告或被告者之確定判
決，對於該他人亦有效力。
ௐ˟Ѻ˘Ị̏୧ 撤銷或變更原處分或決定之
判決，對第三人亦有效力。
ௐ˟Ѻ˘Ȉ̱୧ 撤銷或變更原處分或決定之
判決，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原處分或決定經判決撤銷後，機關須重為處
分或決定者，應依判決意旨為之。
前二項判決，如係指摘機關適用法律之見解
有違誤時，該機關即應受判決之拘束，不得為
相左或歧異之決定或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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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項之規定，於其他訴訟準用之。
內容者，準用第二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ௐ˟Ѻ˘Ȉ˛୧ 第二百零四條第二項至第四 ௐ˟Ѻ˟Ȉ˛୧ 第三人參加和解成立者，得
項、第二百零五條、第二百十條及民事訴訟
為執行名義。
法第二百二十八條規定，於裁定準用之。
當事人與第三人間之和解，有無效或得撤銷
ௐ˟Ѻ˘Ȉˣ୧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四
之原因者，得向原行政法院提起宣告和解無效
條、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八條、第
或撤銷和解之訴。
二百三十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百三十
前項情形，當事人得請求就原訴訟事件合併
三條、第二百三十六條、第二百三十七條、
裁判。
第二百四十條、第三百八十五條至第三百八 ௐ˟Ѻ˟Ȉˣ୧ 第二百二十四條至第二百二
十八條、第三百九十六條第一項、第二項及
十六條之規定，於前條第二項情形準用之。
第三百九十九條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

ௐ˛༼!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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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Ȉ˝୧ 當事人就訴訟標的具有處分權
且其和解無礙公益之維護者，行政法院不問 ௐ˟Ѻ˟Ȉ˝୧ 適用簡易訴訟程序之事件，
以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訴訟程度如何，得隨時試行和解。受命法官
下列各款行政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
或受託法官，亦同。
外，適用本章所定之簡易程序：
第三人經行政法院之許可，得參加和解。行
一、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
政法院認為必要時，得通知第三人參加。
在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者。
ௐ˟Ѻ˟Ȉ୧ 因試行和解，得命當事人、法
二、因不服行政機關所為新臺幣四十萬元以
定代理人、代表人或管理人本人到場。
下罰鍰處分而涉訟者。
ௐ˟Ѻ˟Ȉ˘୧ 試行和解而成立者，應作成
三、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
和解筆錄。
的之金額或價額在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
第一百二十八條至第一百三十條、民事訴訟
者。
法第二百十四條、第二百十五條、第二百十七
四、因不服行政機關所為告誡、警告、記
條至第二百十九條之規定，於前項筆錄準用
點、記次、講習、輔導教育或其他相類
之。
之輕微處分而涉訟者。
和解筆錄應於和解成立之日起十日內，以正
五、關於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下簡稱
本送達於當事人及參加和解之第三人。
入出國及移民署）之行政收容事件涉
ௐ˟Ѻ˟Ȉ˟୧ 和解成立者，其效力準用第
訟，或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
二百十三條、第二百十四條及第二百十六條
給付者。
之規定。
六、依法律之規定應適用簡易訴訟程序者。
ௐ˟Ѻ˟Ȉˬ୧ 和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
前項所定數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
者，當事人得請求繼續審判。
令減為新臺幣二十萬元或增至新臺幣六十萬
ௐ˟Ѻ˟Ȉα୧ 請求繼續審判，應於三十日
元。
之不變期間內為之。
第二項第五款之事件，由受收容人受收容或
前項期間，自和解成立時起算。但無效或得
曾受收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管
撤銷之原因知悉在後者，自知悉時起算。
轄，不適用第十三條之規定。但未曾受收容
和解成立後經過三年者，不得請求繼續審
者，由被告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
判。但當事人主張代理權有欠缺者，不在此
管轄。
限。
ௐ˟ѺˬȈ୧
前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
ௐ˟Ѻ˟Ị̏୧ 請求繼續審判不合法者，行
訴，因訴之變更，致訴訟標的之金額或價額
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逾新臺幣四十萬元者，其辯論及裁判改依通
請求繼續審判顯無理由者，得不經言詞辯
常訴訟程序之規定，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並
論，以判決駁回之。
應裁定移送管轄之高等行政法院；追加之新
ௐ˟Ѻ˟Ȉ̱୧ 因請求繼續審判而變更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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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或反訴，其訴訟標的之金額或價額逾新臺
幣四十萬元，而以原訴與之合併辯論及裁判
者，亦同。
ௐ˟ѺˬȈ˘୧ 起訴及其他期日外之聲明或
陳述，概得以言詞為之。
以言詞起訴者，應將筆錄送達於他造。
ௐ˟ѺˬȈ˟୧ 簡易訴訟程序在獨任法官前
行之。
ௐ˟ѺˬȈˬ୧ 言詞辯論期日之通知書，應
與訴狀或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二項之筆錄一併
送達於他造。
ௐ˟ѺˬȈα୧ 判決書內之事實、理由，得
不分項記載，並得僅記載其要領。
ௐ˟ѺˬỊ̏୧ 對於簡易訴訟程序之裁判不
服者，除本法別有規定外，得上訴或抗告於
管轄之高等行政法院。
前項上訴或抗告，非以原裁判違背法令為理
由，不得為之。
對於簡易訴訟程序之第二審裁判，不得上訴
或抗告。
ௐ˟ѺˬỊ̏୧̝˘ 高等行政法院受理前條
第一項訴訟事件，認有確保裁判見解統一之
必要者，應以裁定移送最高行政法院裁判之。
前項裁定，不得聲明不服。
最高行政法院認高等行政法院裁定移送之
訴訟事件，並未涉及裁判見解統一之必要者，
應以裁定發回。受發回之高等行政法院，不得
再將訴訟事件裁定移送最高行政法院。
ௐ˟ѺˬȈ̱୧ 簡易訴訟程序除本章別有規
定外，仍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
ௐ˟ѺˬȈ̱୧̝˘ 對於簡易訴訟程序之裁
判提起上訴或抗告，應於上訴或抗告理由中
表明下列事由之一，提出於原地方法院行政
訴訟庭為之：
一、原裁判所違背之法令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料可認為原裁判有違背法令之
具體事實。
ௐ˟ѺˬȈ̱୧̝˟ 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
事件，第一審誤用簡易訴訟程序審理並為判
決者，受理其上訴之高等行政法院應廢棄原
判決，逕依通常訴訟程序為第一審判決。但
當事人於第一審對於該程序誤用已表示無異
議或無異議而就該訴訟有所聲明或陳述者，
不在此限。
前項但書之情形，高等行政法院應適用簡易
訴訟上訴審程序之規定為裁判。

簡易訴訟程序之上訴，除第二百四十一條之
一規定外，準用第三編規定。
簡易訴訟程序之抗告、再審及重新審理，分
別準用第四編至第六編規定。
ௐ˟ѺˬȈ˛୧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條、
第四百三十一條及第四百三十三條之規定，
於本章準用之。

ௐˬౢ!Ϲ఼ՙְІ෦Ԕ!
ௐ˟ѺˬȈ˛୧̝˘ 本法所稱交通裁決事件
如下：
一、不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八條及第
三十七條第五項之裁決，而提起之撤銷
訴訟、確認訴訟。
二、合併請求返還與前款裁決相關之已繳納
罰鍰或已繳送之駕駛執照、計程車駕駛
人執業登記證、汽車牌照。
合併提起前項以外之訴訟者，應適用簡易訴
訟程序或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
第二百三十七條之二、第二百三十七條之
三、第二百三十七條之四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ௐ˟ѺˬȈ˛୧̝˟ 交通裁決事件，得由原
告住所地、居所地、所在地或違規行為地之
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管轄。
ௐ˟ѺˬȈ˛୧̝ˬ 交通裁決事件訴訟之提
起，應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逕向管轄之地
方法院行政訴訟庭為之。
交通裁決事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
書送達後三十日之不變期間內為之。
前項訴訟，因原處分機關未為告知或告知
錯誤，致原告於裁決書送達三十日內誤向原
處分機關遞送起訴狀者，視為已遵守起訴期
間，原處分機關並應即將起訴狀移送管轄法
院。
ௐ˟ѺˬȈ˛୧̝α 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收
受前條起訴狀後，應將起訴狀繕本送達被告。
被告收受起訴狀繕本後，應於二十日內重新
審查原裁決是否合法妥當，並分別為如下之處
置：
一、原告提起撤銷之訴，被告認原裁決違法
或不當者，應自行撤銷或變更原裁決。
但不得為更不利益之處分。
二、原告提起確認之訴，被告認原裁決無效
或違法者，應為確認。
三、原告合併提起給付之訴，被告認原告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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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有理由者，應即返還。
四、被告重新審查後，不依原告之請求處置
者，應附具答辯狀，並將重新審查之紀
錄及其他必要之關係文件，一併提出於
管轄之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
被告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為處置
者，應即陳報管轄之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被
告於第一審終局裁判生效前已完全依原告之
請求處置者，以其陳報管轄之地方法院行政訴
訟庭時，視為原告撤回起訴。
ௐ˟ѺˬȈ˛୧̝̣ 交通裁決事件，按下列
規定徵收裁判費：
一、起訴，按件徵收新臺幣三百元。
二、上訴，按件徵收新臺幣七百五十元。
三、抗告，徵收新臺幣三百元。
四、再審之訴，按起訴法院之審級，依第一
款、第二款徵收裁判費；對於確定之裁
定聲請再審者，徵收新臺幣三百元。
五、本法第九十八條之五各款聲請，徵收新
臺幣三百元。
依前條第三項規定，視為撤回起訴者，法院
應依職權退還已繳之裁判費。
ௐ˟ѺˬȈ˛୧̝̱ 因訴之變更、追加，致
其訴之全部或一部，不屬於交通裁決事件之
範圍者，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應改依簡易訴
訟程序審理；其應改依通常訴訟程序者，並
應裁定移送管轄之高等行政法院。
ௐ˟ѺˬȈ˛୧̝˛ 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
得不經言詞辯論為之。
ௐ˟ѺˬȈ˛୧̝ˣ 行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
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
前項情形，行政法院得命當事人提出費用計
算書及釋明費用額之文書。
ௐ˟ѺˬȈ˛୧̝˝ 交通裁決事件，除本章
別有規定外，準用簡易訴訟程序之規定。
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準用第二百三十五
條、第二百三十五條之一、第二百三十六條之
一、第二百三十六條之二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
二百三十七條之八規定。
交通裁決事件之抗告、再審及重新審理，分
別準用第四編至第六編規定。
ௐ˟ѺˬȈ˛୧̝Ȉ 本法所稱收容聲請事件
如下：
一、依入出國及移民法、臺灣地區與大陸地
區人民關係條例及香港澳門關係條例提
起收容異議、聲請續予收容及延長收容

事件。
二、依本法聲請停止收容事件。
ௐ˟ѺˬȈ˛୧̝Ȉ˘ 收容聲請事件，以地
方法院行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前項事件，由受收容人所在地之地方法院行
政訴訟庭管轄，不適用第十三條之規定。
ௐ˟ѺˬȈ˛୧̝Ȉ˟ 行政法院審理收容異
議、續予收容及延長收容之聲請事件，應訊
問受收容人；入出國及移民署並應到場陳述。
行政法院審理前項聲請事件時，得徵詢入出
國及移民署為其他收容替代處分之可能，以供
審酌收容之必要性。
ௐ˟ѺˬȈ˛୧̝Ȉˬ 行政法院裁定續予收
容或延長收容後，受收容人及得提起收容異
議之人，認為收容原因消滅、無收容必要或
有得不予收容情形者，得聲請法院停止收容。
行政法院審理前項事件，認有必要時，得訊
問受收容人或徵詢入出國及移民署之意見，並
準用前條第二項之規定。
ௐ˟ѺˬȈ˛୧̝Ȉα 行政法院認收容異議
、停止收容之聲請為無理由者，應以裁定駁
回之。認有理由者，應為釋放受收容人之裁
定。
行政法院認續予收容、延長收容之聲請為無
理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認有理由者，應為
續予收容或延長收容之裁定。
ௐ˟ѺˬȈ˛୧̝Ị̏ 行政法院所為續予收
容或延長收容之裁定，應於收容期間屆滿前
當庭宣示或以正本送達受收容人。未於收容
期間屆滿前為之者，續予收容或延長收容之
裁定，視為撤銷。
ௐ˟ѺˬȈ˛୧̝Ȉ̱ 聲請人、受裁定人或
入出國及移民署對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所為
收容聲請事件之裁定不服者，應於裁定送達
後五日內抗告於管轄之高等行政法院。
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不得再為抗告。
抗告程序，除依前項規定外，準用第四編之
規定。
收容聲請事件之裁定已確定，而有第二百七
十三條之情形者，得準用第五編之規定，聲請
再審。
ௐ˟ѺˬȈ˛୧̝Ȉ˛ 行政法院受理收容聲
請事件，不適用第一編第四章第五節訴訟費
用之規定。但依第九十八條之六第一項第一
款之規定徵收者，不在此限。
收容聲請事件，除本章別有規定外，準用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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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訴訟程序之規定。

ௐˬበ!˯෦ᆶԔ!
ௐ˟ѺˬȈˣ୧ 對於高等行政法院之終局判
決，除本法或其他法律別有規定外，得上訴
於最高行政法院。
於上訴審程序，不得為訴之變更、追加或提
起反訴。
ௐ˟ѺˬȈ˝୧ 前條判決前之裁判，牽涉該
判決者，並受最高行政法院之審判。但依本
法不得聲明不服或得以抗告聲明不服者，不
在此限。
ௐ˟ѺαȈ୧ 當事人於高等行政法院判決宣
示、公告或送達後，得捨棄上訴權。
當事人於宣示判決時，以言詞捨棄上訴權
者，應記載於言詞辯論筆錄；如他造不在場，
應將筆錄送達。
ௐ˟ѺαȈ˘୧ 提起上訴，應於高等行政法
院判決送達後二十日之不變期間內為之。但
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之上訴，亦有效力。
ௐ˟ѺαȈ୧̝˘ 對於高等行政法院判決上
訴，上訴人應委任律師為訴訟代理人。但有
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上訴人或其法定代理人具備律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立學院公
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二、稅務行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理人
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三、專利行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理人
具備專利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利代理人
者。
非律師具有下列情形之一，經最高行政法院
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理人：
一、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等內之姻親具備律師資格者。
二、稅務行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三、專利行政事件，具備專利師資格或依法
得為專利代理人者。
四、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辦理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
件相關業務者。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六十六條之一第三項、第
四項、第四百六十六條之二及第四百六十六條
之三之規定，於前二項準用之。

ௐ˟ѺαȈ˟୧ 對於高等行政法院判決之上
訴，非以其違背法令為理由，不得為之。
ௐ˟ѺαȈˬ୧ 判決不適用法規或適用不當
者，為違背法令。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
令：
一、判決法院之組織不合法。
二、依法律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參與裁判。
三、行政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別不當或違背
專屬管轄之規定。
四、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理或代表。
五、違背言詞辯論公開之規定。
六、判決不備理由或理由矛盾。
ௐ˟ѺαȈα୧ 提起上訴，應以上訴狀表明
下列各款事項，提出於原高等行政法院為之：
一、當事人。
二、高等行政法院判決，及對於該判決上訴
之陳述。
三、對於高等行政法院判決不服之程度，及
應如何廢棄或變更之聲明。
四、上訴理由。
前項上訴狀內並應添具關於上訴理由之必
要證據。
ௐ˟ѺαỊ̏୧ 上訴狀內未表明上訴理由
者，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提出理
由書於原高等行政法院；未提出者，毋庸命
其補正，由原高等行政法院以裁定駁回之。
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前項
期間應自判決送達後起算。
第˟ѺαȈ̱୧ 上訴不合法而其情形不能補
正者，原高等行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上訴不合法而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原高等行
政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不於期間內補
正，原高等行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ௐ˟ѺαȈ˛୧ 上訴未經依前條規定駁回
者，高等行政法院應速將上訴狀送達被上訴
人。
被上訴人得於上訴狀或第二百四十五條第
一項理由書送達後十五日內，提出答辯狀於原
高等行政法院。
高等行政法院送交訴訟卷宗於最高行政法
院，應於收到答辯狀或前項期間已滿，及各當
事人之上訴期間已滿後為之。
前項應送交之卷宗，如為高等行政法院所需
者，應自備繕本、影本或節本。
ௐ˟ѺαȈˣ୧ 被上訴人在最高行政法院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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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前得提出答辯狀及其追加書狀於最高行
政法院，上訴人亦得提出上訴理由追加書狀。
最高行政法院認有必要時，得將前項書狀送達
於他造。
ௐ˟ѺαȈ˝୧ 上訴不合法者，最高行政法
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
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上訴不合法之情形，已經原高等行政法院命
其補正而未補正者，得不行前項但書之程序。
ௐ˟Ѻ̣Ȉ୧ 上訴之聲明不得變更或擴張
之。
ௐ˟Ѻ̣Ȉ˘୧ 最高行政法院應於上訴聲明
之範圍內調查之。
最高行政法院調查高等行政法院判決有無
違背法令，不受上訴理由之拘束。
ௐ˟Ѻ̣Ȉ˟୧ （刪除）
ௐ˟Ѻ̣Ȉˬ୧ 最高行政法院之判決不經言
詞辯論為之。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依職
權或依聲請行言詞辯論：
一、法律關係複雜或法律見解紛歧，有以言
詞辯明之必要。
二、涉及專門知識或特殊經驗法則，有以言
詞說明之必要。
三、涉及公益或影響當事人權利義務重大，
有行言詞辯論之必要。
言詞辯論應於上訴聲明之範圍內為之。
ௐ˟Ѻ̣Ȉα୧ 除別有規定外，最高行政法
院應以高等行政法院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
基礎。
以違背訴訟程序之規定為上訴理由時，所舉
違背之事實，及以違背法令確定事實或遺漏事
實為上訴理由時，所舉之該事實，最高行政法
院得斟酌之。
依前條第一項但書行言詞辯論所得闡明或
補充訴訟關係之資料，最高行政法院亦得斟酌
之。
ௐ˟Ѻ̣Ị̏୧ 最高行政法院認上訴為無理
由者，應為駁回之判決。
原判決依其理由雖屬不當，而依其他理由認
為正當者，應以上訴為無理由。
ௐ˟Ѻ̣Ȉ̱୧ 最高行政法院認上訴為有理
由者，就該部分應廢棄原判決。
因違背訴訟程序之規定廢棄原判決者，其違
背之訴訟程序部分，視為亦經廢棄。
ௐ˟Ѻ̣Ȉ̱୧̝˘ 應適用簡易訴訟程序或
交通裁決訴訟程序之事件，最高行政法院不

得以高等行政法院行通常訴訟程序而廢棄原
判決。
前項情形，應適用簡易訴訟或交通裁決訴訟
上訴審程序之規定。
ௐ˟Ѻ̣Ȉ˛୧ 最高行政法院不得以高等行
政法院無管轄權而廢棄原判決。但違背專屬
管轄之規定者，不在此限。
因高等行政法院無管轄權而廢棄原判決
者，應以判決將該事件移送於管轄行政法院。
ௐ˟Ѻ̣Ȉˣ୧ 除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二項第
一款至第五款之情形外，高等行政法院判決
違背法令而不影響裁判之結果者，不得廢棄
原判決。
ௐ˟Ѻ̣Ȉ˝୧ 經廢棄原判決而有下列各款
情形之一者，最高行政法院應就該事件自為
判決：
一、因基於確定之事實或依法得斟酌之事
實，不適用法規或適用不當廢棄原判
決，而事件已可依該事實為裁判。
二、因事件不屬行政法院之權限，而廢棄原
判決。
三、依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一項行言詞辯論。
ௐ˟Ѻ̱Ȉ୧ 除別有規定外，經廢棄原判決
者，最高行政法院應將該事件發回原高等行
政法院或發交其他高等行政法院。
前項發回或發交判決，就高等行政法院應調
查之事項，應詳予指示。
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行政法院，應以最高行
政法院所為廢棄理由之法律上判斷為其判決
基礎。
ௐ˟Ѻ̱Ȉ˘୧ 為發回或發交之判決者，最
高行政法院應速將判決正本附入卷宗，送交
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行政法院。
ௐ˟Ѻ̱Ȉ˟୧ 上訴人於終局判決宣示或公
告前得將上訴撤回。
撤回上訴者，喪失其上訴權。
上訴之撤回，應以書狀為之。但在言詞辯論
時，得以言詞為之。
於言詞辯論時所為上訴之撤回，應記載於言
詞辯論筆錄，如他造不在場，應將筆錄送達。
ௐ˟Ѻ̱Ȉˬ୧ 除本編別有規定外，前編第
一章之規定，於上訴審程序準用之。

ௐαበ ԩӘԔ!
ௐ˟Ѻ̱Ȉα୧

對於裁定得為抗告。但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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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許抗告之規定者，不在此限。
四、依法律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參與裁判。
ௐ˟Ѻ̱Ị̏୧ 訴訟程序進行中所為之裁
五、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理或代表。
定，除別有規定外，不得抗告。
六、當事人知他造之住居所，指為所在不明
ௐ˟Ѻ̱Ȉ̱୧ 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之裁
而與涉訟。但他造已承認其訴訟程序
定，不得抗告。但其裁定如係受訴行政法院
者，不在此限。
所為而依法得為抗告者，得向受訴行政法院
七、參與裁判之法官關於該訴訟違背職務，
提出異議。
犯刑事上之罪。
前項異議，準用對於行政法院同種裁定抗告
八、當事人之代理人、代表人、管理人或他
之規定。
造或其代理人、代表人、管理人關於該
受訴行政法院就異議所為之裁定，得依本編
訴訟有刑事上應罰之行為，影響於判決。
之規定抗告。
九、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
繫屬於最高行政法院之事件，受命法官、受
十、證人、鑑定人或通譯就為判決基礎之證
託法官所為之裁定，得向受訴行政法院提出異
言、鑑定或通譯為虛偽陳述。
議。其不得上訴最高行政法院之事件，高等行
十一、為判決基礎之民事或刑事判決及其他
政法院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所為之裁定，亦
裁判或行政處分，依其後之確定裁判
同。
或行政處分已變更。
ௐ˟Ѻ̱Ȉ˛୧ 抗告，由直接上級行政法院
十二、當事人發現就同一訴訟標的在前已有
裁定。
確定判決或和解或得使用該判決或和
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不得再為抗告。
解。
ௐ˟Ѻ̱Ȉˣ୧ 提起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
十三、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
十日之不變期間內為之。但送達前之抗告亦
該證物。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利益
有效力。
之裁判為限。
ௐ˟Ѻ̱Ȉ˝୧ 提起抗告，應向為裁定之原
十四、原判決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
行政法院或原審判長所屬行政法院提出抗告
漏未斟酌。
狀為之。
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律或命令，經司法
關於訴訟救助提起抗告，及由證人、鑑定人
院大法官依當事人之聲請解釋為牴觸憲法
或執有證物之第三人提起抗告者，得以言詞為
者，其聲請人亦得提起再審之訴。
之。
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款情形，以宣告有罪之
ௐ˟Ѻ˛Ȉ୧ 關於捨棄上訴權及撤回上訴之
判決已確定，或其刑事訴訟不能開始或續行非
規定，於抗告準用之。
因證據不足者為限，得提起再審之訴。
ௐ˟Ѻ˛Ȉ˘୧ 依本編規定，應為抗告而誤 ௐ˟Ѻ˛Ȉα୧ 為判決基礎之裁判，如有前
為異議者，視為已提起抗告；應提出異議而
條所定之情形者，得據以對於該判決提起再
誤為抗告者，視為已提出異議。
審之訴。
ௐ˟Ѻ˛Ȉ˟୧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條至 ௐ˟Ѻ˛Ȉα୧̝˘ 再審之訴，行政法院認
第四百九十二條及第四百九十五條之一第一
無再審理由，判決駁回後，不得以同一事由
項之規定，於本編準用之。
對於原確定判決或駁回再審之訴之確定判
決，更行提起再審之訴。
ௐ˟Ѻ˛Ị̏୧ 再審之訴專屬為判決之原行
政法院管轄。
ௐ˟Ѻ˛Ȉˬ୧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得
對於審級不同之行政法院就同一事件所為
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不服。但
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者，專屬上級行政法院合
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或知其事由而不
併管轄之。
為主張者，不在此限：
對於最高行政法院之判決，本於第二百七十
一、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三條第一項第九款至第十四款事由聲明不服
二、判決理由與主文顯有矛盾。
者，雖有前二項之情形，仍專屬原高等行政法
三、判決法院之組織不合法。
院管轄。

ௐ̣በ!Гᆶ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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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Ѻ˛Ȉ̱୧ 再審之訴應於三十日之不變
期間內提起。
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
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理由發生或
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
依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項提起再審之訴
者，第一項期間自解釋公布當日起算。
再審之訴自判決確定時起，如已逾五年者，
不得提起。但以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五
款、第六款或第十二款情形為再審之理由者，
不在此限。
對於再審確定判決不服，復提起再審之訴
者，前項所定期間，自原判決確定時起算。但
再審之訴有理由者，自該再審判決確定時起
算。
ௐ˟Ѻ˛Ȉ˛୧ 再審之訴，應以訴狀表明下
列各款事項，並添具確定終局判決繕本，提
出於管轄行政法院為之：
一、當事人。
二、聲明不服之判決及提起再審之訴之陳述
。
三、應於如何程度廢棄原判決及就本案如何
判決之聲明。
四、再審理由及關於再審理由並遵守不變期
間之證據。
再審訴狀內，宜記載準備本案言詞辯論之事
項。
ௐ˟Ѻ˛Ȉˣ୧ 再審之訴不合法者，行政法
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再審之訴顯無再審理由者，得不經言詞辯論，
以判決駁回之。
ௐ˟Ѻ˛Ȉ˝୧ 本案之辯論及裁判，以聲明
不服之部分為限。
ௐ˟ѺˣȈ୧ 再審之訴雖有再審理由，行政
法院如認原判決為正當者，應以判決駁回之。
ௐ˟ѺˣȈ˘୧ 除本編別有規定外，再審之
訴訟程序準用關於各該審級訴訟程序之規
定。
ௐ˟ѺˣȈ˟୧ 再審之訴之判決，對第三人
因信賴確定終局判決以善意取得之權利無影
響。但顯於公益有重大妨害者，不在此限。
ௐ˟ѺˣȈˬ୧ 裁定已經確定，而有第二百
七十三條之情形者，得準用本編之規定，聲
請再審。

!

ௐ̱በ!ࢦາᆶந!
ௐ˟ѺˣȈα୧ 因撤銷或變更原處分或決定
之判決，而權利受損害之第三人，如非可歸
責於己之事由，未參加訴訟，致不能提出足
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攻擊或防禦方法者，得對
於確定終局判決聲請重新審理。
前項聲請，應於知悉確定判決之日起三十日
之不變期間內為之。但自判決確定之日起已逾
一年者，不得聲請。
ௐ˟ѺˣỊ̏୧ 重新審理之聲請準用第二百
七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管轄之規定。
ௐ˟ѺˣȈ̱୧ 聲請重新審理，應以聲請狀
表明下列各款事項，提出於管轄行政法院為
之：
一、聲請人及原訴訟之兩造當事人。
二、聲請重新審理之事件，及聲請重新審理
之陳述。
三、就本案應為如何判決之聲明。
四、聲請理由及關於聲請理由並遵守不變期
間之證據。
聲請狀內，宜記載準備本案言詞辯論之事
項。
ௐ˟ѺˣȈ˛୧ 聲請重新審理不合法者，行
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ௐ˟ѺˣȈˣ୧ 行政法院認為第二百八十四
條第一項之聲請有理由者，應以裁定命為重
新審理；認為無理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
ௐ˟ѺˣȈ˝୧ 聲請人於前二條裁定確定前
得撤回其聲請。
撤回聲請者，喪失其聲請權。
聲請之撤回，得以書狀或言詞為之。
ௐ˟Ѻ˝Ȉ୧ 開始重新審理之裁定確定後，
應即回復原訴訟程序，依其審級更為審判。
聲請人於回復原訴訟程序後，當然參加訴
訟。
ௐ˟Ѻ˝Ȉ˘୧ 聲請重新審理無停止原確定
判決執行之效力。但行政法院認有必要時，
得命停止執行。
ௐ˟Ѻ˝Ȉ˟୧ 第二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於重
新審理準用之。

ௐ˛በ!ܲБԔ!
ௐ˟Ѻ˝Ȉˬ୧ 為保全公法上金錢給付之強
制執行，得聲請假扣押。
前項聲請，就未到履行期之給付，亦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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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ௐ˟Ѻ˝Ȉα୧ 假扣押之聲請，由管轄本案
之行政法院或假扣押標的所在地之地方法院
行政訴訟庭管轄。
管轄本案之行政法院為訴訟已繫屬或應繫
屬之第一審法院。
假扣押之標的如係債權，以債務人住所或擔
保之標的所在地，為假扣押標的所在地。
ௐ˟Ѻ˝Ị̏୧ 假扣押裁定後，尚未提起給
付之訴者，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提起；逾
期未起訴者，行政法院應依聲請撤銷假扣押
裁定。
ௐ˟Ѻ˝Ȉ̱୧ 假扣押裁定因自始不當而撤
銷，或因前條及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條第
三項之規定而撤銷者，債權人應賠償債務人
因假扣押或供擔保所受之損害。
假扣押所保全之本案請求已起訴者，前項賠
償，行政法院於言詞辯論終結前，應依債務人
之聲明，於本案判決內命債權人為賠償；債務
人未聲明者，應告以得為聲明。
ௐ˟Ѻ˝Ȉ˛୧ 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二十三
條、第五百二十五條至第五百二十八條及第
五百三十條之規定，於本編假扣押程序準用
之。
ௐ˟Ѻ˝Ȉˣ୧ 公法上之權利因現狀變更，
有不能實現或甚難實現之虞者，為保全強制
執行，得聲請假處分。
於爭執之公法上法律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
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必要時，得聲請
為定暫時狀態之處分。
前項處分，得命先為一定之給付。
行政法院為假處分裁定前，得訊問當事人、
關係人或為其他必要之調查。
ௐ˟Ѻ˝Ȉ˝୧ 得依第一百十六條請求停止
原處分或決定之執行者，不得聲請為前條之
假處分。
ௐˬѺȈ୧ 假處分之聲請，由管轄本案之行
政法院管轄。但有急迫情形時，得由請求標
的所在地之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管轄。
ௐˬѺ˘୧ 關於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非
有特別情事，不得命供擔保以代釋明。
ௐˬѺ˟୧ 除別有規定外，關於假扣押之
規定，於假處分準用之。
ௐˬѺˬ୧ 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五條及
第五百三十六條之規定，於本編假處分程序
準用之。

ௐˣበ!ૻેטҖ!
ௐˬѺα୧ 撤銷判決確定者，關係機關應
即為實現判決內容之必要處置。
ௐˬѺ̣୧ 行政訴訟之裁判命債務人為一
定之給付，經裁判確定後，債務人不為給付
者，債權人得以之為執行名義，聲請地方法
院行政訴訟庭強制執行。
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應先定相當期間通知
債務人履行；逾期不履行者，強制執行。
債務人為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公法人
者，並應通知其上級機關督促其如期履行。
依本法成立之和解，及其他依本法所為之裁
定得為強制執行者，或科處罰鍰之裁定，均得
為執行名義。
ௐˬѺ̱୧ 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為辦理行
政訴訟強制執行事務，得囑託民事執行處或
行政機關代為執行。
執行程序，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應視執行機
關為法院或行政機關而分別準用強制執行法
或行政執行法之規定。
債務人對第一項囑託代為執行之執行名義
有異議者，由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裁定之。
ௐˬѺ˛୧ 債務人異議之訴，依其執行名
義係適用簡易訴訟程序或通常訴訟程序，分
別由地方法院行政訴訟庭或高等行政法院受
理；其餘有關強制執行之訴訟，由普通法院
受理。
ௐˬѺ˛୧̝˘ 民事訴訟法之規定，除本
法已規定準用者外，與行政訴訟性質不相牴
觸者，亦準用之。

ௐ˝በ !ܢ
ௐˬѺˣ୧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本法修正條文施行日期，由司法院以命令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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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
中華民國 84 年 8 月 11 日總統（84）華總（一）義
字第 5960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45 條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2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25121 號令修正公布名稱及全文 56 條；施
行日期，由行政院定之，但現行條文第 19～22、
43 條之刪除，自公布日施行（原名稱：電腦處理
個人資料保護法）
中華民國 101 年 9 月 21 日行政院院臺法字第
1010056845 號令發布除第 6、54 條條文外，其餘
條文定自 101 年 10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4 年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52861 號令修正公布第 6～8、11、15、16、
19、20、41、45、53、54 條條文；施行日期，由
行政院定之

ௐ˘ౢ!ᓁ!
ௐ˘୧ 為規範個人資料之蒐集、處理及利
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料
之合理利用，特制定本法。
ௐ˟୧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個人資料：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年月
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
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
病歷、醫療、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
犯罪前科、聯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
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識別該
個人之資料。
二、個人資料檔案：指依系統建立而得以自
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方式檢索、整
理之個人資料之集合。
三、蒐集：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料。
四、處理：指為建立或利用個人資料檔案所
為資料之記錄、輸入、儲存、編輯、更
正、複製、檢索、刪除、輸出、連結或
內部傳送。
五、利用：指將蒐集之個人資料為處理以外
之使用。
六、國際傳輸：指將個人資料作跨國（境）
之處理或利用。
七、公務機關：指依法行使公權力之中央或
地方機關或行政法人。
八、非公務機關：指前款以外之自然人、法
人或其他團體。
九、當事人：指個人資料之本人。
ௐˬ୧ 當事人就其個人資料依本法規定行使

Z‐9‐1

之下列權利，不得預先拋棄或以特約限制之：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更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理或利用。
五、請求刪除。
ௐα୧ 受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委託蒐集、
處理或利用個人資料者，於本法適用範圍
內，視同委託機關。
ௐ̣୧ 個人資料之蒐集、處理或利用，應尊
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
不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
之目的具有正當合理之關聯。
ௐ̱୧!!有關病歷、醫療、基因、性生活、健
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料，不得蒐集、
處理或利用。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
限：
一、法律明文規定。
二、公務機關執行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履
行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
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三、當事人自行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
人資料。
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療、衛
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
究而有必要，且資料經過提供者處理後
或經蒐集者依其揭露方式無從識別特定
之當事人。
五、為協助公務機關執行法定職務或非公務
機關履行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
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六、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但逾越特定目的之
必要範圍或其他法律另有限制不得僅依
當事人書面同意蒐集、處理或利用，或
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不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蒐集、處理或利用個人資料，準
用第八條、第九條規定；其中前項第六款之書
面同意，準用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
規定，並以書面為之。
ௐ˛୧!!第十五條第二款及第十九條第一項第
五款所稱同意，指當事人經蒐集者告知本法
所定應告知事項後，所為允許之意思表示。!
第十六條第七款、第二十條第一項第六款所
稱同意，指當事人經蒐集者明確告知特定目的
外之其他利用目的、範圍及同意與否對其權益
之影響後，單獨所為之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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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料保護法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明確告知當事人第
八條第一項各款應告知事項時，當事人如未表
示拒絕，並已提供其個人資料者，推定當事人
已依第十五條第二款、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
之規定表示同意。
蒐集者就本法所稱經當事人同意之事實，應
負舉證責任。
ௐˣ୧!!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十五條或
第十九條規定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料時，應
明確告知當事人下列事項：
一、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名稱。
二、蒐集之目的。
三、個人資料之類別。
四、個人資料利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
式。
五、當事人依第三條規定得行使之權利及方
式。
六、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料時，不
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項之告知：
一、依法律規定得免告知。
二、個人資料之蒐集係公務機關執行法定職
務或非公務機關履行法定義務所必要。
三、告知將妨害公務機關執行法定職務。
四、告知將妨害公共利益。
五、當事人明知應告知之內容。
六、個人資料之蒐集非基於營利之目的，且
對當事人顯無不利之影響。
ௐ˝୧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十五條或
第十九條規定蒐集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
料，應於處理或利用前，向當事人告知個人
資料來源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所列
事項。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項之告知：
一、有前條第二項所列各款情形之一。
二、當事人自行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
人資料。
三、不能向當事人或其法定代理人為告知。
四、基於公共利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之目的
而有必要，且該資料須經提供者處理後
或蒐集者依其揭露方式，無從識別特定
當事人者為限。
五、大眾傳播業者基於新聞報導之公益目的
而蒐集個人資料。
第一項之告知，得於首次對當事人為利用時
併同為之。

ௐȈ୧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依當事人之
請求，就其蒐集之個人資料，答覆查詢、提
供閱覽或製給複製本。但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不在此限：
一、妨害國家安全、外交及軍事機密、整體
經濟利益或其他國家重大利益。
二、妨害公務機關執行法定職務。
三、妨害該蒐集機關或第三人之重大利益。
ௐȈ˘୧!!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維護個人
資料之正確，並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更
正或補充之。
個人資料正確性有爭議者，應主動或依當事
人之請求停止處理或利用。但因執行職務或業
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並經註明其
爭議者，不在此限。
個人資料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
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
理或利用該個人資料。但因執行職務或業務所
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不在此限。
違反本法規定蒐集、處理或利用個人資料
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蒐
集、處理或利用該個人資料。
因可歸責於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之事
由，未為更正或補充之個人資料，應於更正或
補充後，通知曾提供利用之對象。
ௐȈ˟୧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
定，致個人資料被竊取、洩漏、竄改或其他
侵害者，應查明後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人。
ௐȈˬ୧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受理當事人
依第十條規定之請求，應於十五日內，為准
駁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之期間
不得逾十五日，並應將其原因以書面通知請
求人。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受理當事人依第十
一條規定之請求，應於三十日內，為准駁之決
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之期間不得逾三
十日，並應將其原因以書面通知請求人。
ௐȈα୧ 查詢或請求閱覽個人資料或製給複
製本者，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得酌收必要
成本費用。

ௐ˟ౢ!̳ચ፟ᙯ၆࣎ˠྤफ़̝ᄓ
ะăந̈́Ӏϡ!
ௐỊ̏୧!!公務機關對個人資料之蒐集或處
理，除第六條第一項所規定資料外，應有特

個人資料保護法

Z‐9‐3

定目的，並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
特定之當事人。
一、執行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五、經當事人同意。
二、經當事人同意。
六、為增進公共利益所必要。
三、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七、個人資料取自於一般可得之來源。但當
ௐȈ̱୧!!公務機關對個人資料之利用，除第
事人對該資料之禁止處理或利用，顯有
六條第一項所規定資料外，應於執行法定職
更值得保護之重大利益者，不在此限。
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
八、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符。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
蒐集或處理者知悉或經當事人通知依前項
之利用：
第七款但書規定禁止對該資料之處理或利用
一、法律明文規定。
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
二、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利益所必要
理或利用該個人資料。
。
ௐ˟Ȉ୧!!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料之利用，除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
第六條第一項所規定資料外，應於蒐集之特
產上之危險。
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列情形之一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利用：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利益
一、法律明文規定。
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料經
二、為增進公共利益所必要。
過提供者處理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露方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
式無從識別特定之當事人。
產上之危險。
六、有利於當事人權益。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七、經當事人同意。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利益
ௐȈ˛୧ 公務機關應將下列事項公開於電腦
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料經
網站，或以其他適當方式供公眾查閱；其有
過提供者處理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露方
變更者，亦同：
式無從識別特定之當事人。
一、個人資料檔案名稱。
六、經當事人同意。
二、保有機關名稱及聯絡方式。
七、有利於當事人權益。
三、個人資料檔案保有之依據及特定目的。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利用個人資料行銷
四、個人資料之類別。
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行銷時，應即停止利
ௐȈˣ୧ 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料檔案者，應
用其個人資料行銷。
指定專人辦理安全維護事項，防止個人資料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行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
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漏。
示拒絕接受行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ௐ˟Ȉ˘୧ 非公務機關為國際傳輸個人資
ௐˬౢ!̳ܧચ፟ᙯ၆࣎ˠྤफ़̝ 料，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得限制之：
ᄓะăந̈́Ӏϡ!
一、涉及國家重大利益。
ௐȈ˝୧!!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料之蒐集或處
二、國際條約或協定有特別規定。
理，除第六條第一項所規定資料外，應有特
三、接受國對於個人資料之保護未有完善之
定目的，並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
法規，致有損當事人權益之虞。
一、法律明文規定。
四、以迂迴方法向第三國（地區）傳輸個人
二、與當事人有契約或類似契約之關係，且
資料規避本法。
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ௐ˟Ȉ˟୧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
三、當事人自行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
市、縣（市）政府為執行資料檔案安全維護、
人資料。
業務終止資料處理方法、國際傳輸限制或其
四、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利益為統計或學
他例行性業務檢查而認有必要或有違反本法
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料經過提供者處
規定之虞時，得派員攜帶執行職務證明文
理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露方式無從識別
件，進入檢查，並得命相關人員為必要之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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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配合措施或提供相關證明資料。
四、公布非公務機關之違法情形，及其姓名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或名稱與負責人。
政府為前項檢查時，對於得沒入或可為證據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個人資料或其檔案，得扣留或複製之。對於應
政府為前項處分時，應於防制違反本法規定情
扣留或複製之物，得要求其所有人、持有人或
事之必要範圍內，採取對該非公務機關權益損
保管人提出或交付；無正當理由拒絕提出、交
害最少之方法為之。
付或抗拒扣留或複製者，得採取對該非公務機 ௐ˟Ȉ̱୧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
關權益損害最少之方法強制為之。
市、縣（市）政府依第二十二條規定檢查後，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未發現有違反本法規定之情事者，經該非公
政府為第一項檢查時，得率同資訊、電信或法
務機關同意後，得公布檢查結果。
律等專業人員共同為之。
ௐ˟Ȉ˛୧ 非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料檔案
對於第一項及第二項之進入、檢查或處分， 者，應採行適當之安全措施，防止個人資料
非公務機關及其相關人員不得規避、妨礙或拒
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漏。
絕。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指定非公務機關
參與檢查之人員，因檢查而知悉他人資料
訂定個人資料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止
者，負保密義務。
後個人資料處理方法。
ௐ˟Ȉˬ୧ 對於前條第二項扣留物或複製
前項計畫及處理方法之標準等相關事項之
物，應加封緘或其他標識，並為適當之處置； 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其不便搬運或保管者，得命人看守或交由所
ௐαౢ!ຫचኪᐺ̈́ဥវ෦!
有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保管。
扣留物或複製物已無留存之必要，或決定不 ௐ˟Ȉˣ୧ 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
予處罰或未為沒入之裁處者，應發還之。但應
資料遭不法蒐集、處理、利用或其他侵害當
沒入或為調查他案應留存者，不在此限。
事人權利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損害因天
ௐ˟Ȉα୧ 非公務機關、物之所有人、持有
災、事變或其他不可抗力所致者，不在此限。
人、保管人或利害關係人對前二條之要求、
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
強制、扣留或複製行為不服者，得向中央目
之金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為回復名
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聲
譽之適當處分。
明異議。
依前二項情形，如被害人不易或不能證明其
前項聲明異議，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
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以每
轄市、縣（市）政府認為有理由者，應立即停
人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二萬元以下計
止或變更其行為；認為無理由者，得繼續執
算。
行。經該聲明異議之人請求時，應將聲明異議
對於同一原因事實造成多數當事人權利受
之理由製作紀錄交付之。
侵害之事件，經當事人請求損害賠償者，其合
對於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計最高總額以新臺幣二億元為限。但因該原因
（市）政府前項決定不服者，僅得於對該案件
事實所涉利益超過新臺幣二億元者，以該所涉
之實體決定聲明不服時一併聲明之。但第一項
利益為限。
之人依法不得對該案件之實體決定聲明不服
同一原因事實造成之損害總額逾前項金額
時，得單獨對第一項之行為逕行提起行政訴
時，被害人所受賠償金額，不受第三項所定每
訟。
人每一事件最低賠償金額新臺幣五百元之限
ௐ˟Ị̏୧ 非公務機關有違反本法規定之情
制。
事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第二項請求權，不得讓與或繼承。但以金額
（市）政府除依本法規定裁處罰鍰外，並得
賠償之請求權已依契約承諾或已起訴者，不在
為下列處分：
此限。
一、禁止蒐集、處理或利用個人資料。
ௐ˟Ȉ˝୧ 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
二、命令刪除經處理之個人資料檔案。
人資料遭不法蒐集、處理、利用或其他侵害
三、沒入或命銷燬違法蒐集之個人資料。
當事人權利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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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無故意或過失者，不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請求賠償者，適用前條第二項至
第六項規定。
ௐˬȈ୧ 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
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因二年間不行使而
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年者，亦同。
ௐˬȈ˘୧ 損害賠償，除依本法規定外，公
務機關適用國家賠償法之規定，非公務機關
適用民法之規定。
ௐˬȈ˟୧ 依本章規定提起訴訟之財團法人
或公益社團法人，應符合下列要件：
一、財團法人之登記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一千
萬元或社團法人之社員人數達一百人。
二、保護個人資料事項於其章程所定目的範
圍內。
三、許可設立三年以上。
ௐˬȈˬ୧ 依本法規定對於公務機關提起損
害賠償訴訟者，專屬該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
院管轄。對於非公務機關提起者，專屬其主
事務所、主營業所或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管轄。
前項非公務機關為自然人，而其在中華民國
現無住所或住所不明者，以其在中華民國之居
所，視為其住所；無居所或居所不明者，以其
在中華民國最後之住所，視為其住所；無最後
住所者，專屬中央政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管
轄。
第一項非公務機關為自然人以外之法人或
其他團體，而其在中華民國現無主事務所、主
營業所或主事務所、主營業所不明者，專屬中
央政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管轄。
ௐˬȈα୧ 對於同一原因事實造成多數當事
人權利受侵害之事件，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
法人經受有損害之當事人二十人以上以書面
授與訴訟實施權者，得以自己之名義，提起
損害賠償訴訟。當事人得於言詞辯論終結前
以書面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與，並通知法院。
前項訴訟，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公告曉示
其他因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之當事人，得於
一定期間內向前項起訴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
團法人授與訴訟實施權，由該財團法人或公益
社團法人於第一審言詞辯論終結前，擴張應受
判決事項之聲明。
其他因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之當事人未
依前項規定授與訴訟實施權者，亦得於法院公
告曉示之一定期間內起訴，由法院併案審理。
其他因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之當事人，亦

Z‐9‐5

得聲請法院為前項之公告。
前二項公告，應揭示於法院公告處、資訊網
路及其他適當處所；法院認為必要時，並得命
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或用其他方法公告之，
其費用由國庫墊付。
依第一項規定提起訴訟之財團法人或公益
社團法人，其標的價額超過新臺幣六十萬元
者，超過部分暫免徵裁判費。
ௐˬỊ̏୧ 當事人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撤回訴
訟實施權之授與者，該部分訴訟程序當然停
止，該當事人應即聲明承受訴訟，法院亦得
依職權命該當事人承受訴訟。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依前條規定起訴
後，因部分當事人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與，致
其餘部分不足二十人者，仍得就其餘部分繼續
進行訴訟。
ௐˬȈ̱୧ 各當事人於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其時效應分別計
算。
ௐˬȈ˛୧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就當事
人授與訴訟實施權之事件，有為一切訴訟行
為之權。但當事人得限制其為捨棄、撤回或
和解。
前項當事人中一人所為之限制，其效力不及
於其他當事人。
第一項之限制，應於第三十四條第一項之文書
內表明，或以書狀提出於法院。
ௐˬȈˣ୧ 當事人對於第三十四條訴訟之判
決不服者，得於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上
訴期間屆滿前，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與，依
法提起上訴。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於收受判決書正
本後，應即將其結果通知當事人，並應於七日
內將是否提起上訴之意旨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ௐˬȈ˝୧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應將第
三十四條訴訟結果所得之賠償，扣除訴訟必
要費用後，分別交付授與訴訟實施權之當事
人。
提起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訴訟之財團法人或
公益社團法人，均不得請求報酬。
ௐαȈ୧ 依本章規定提起訴訟之財團法人或
公益社團法人，應委任律師代理訴訟。

ௐ̣ౢ!ჳ!
ௐαȈ˘୧!!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利益
或損害他人之利益，而違反第六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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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第十六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 ௐ̣Ȉ୧ 非公務機關之代表人、管理人或其
第一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
他有代表權人，因該非公務機關依前三條規
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令或處分，足生
定受罰鍰處罰時，除能證明已盡防止義務者
損害於他人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外，應並受同一額度罰鍰之處罰。
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金。
ௐ̱ౢ!!ܢ
ௐαȈ˟୧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利益
或損害他人之利益，而對於個人資料檔案為 ௐ̣Ȉ˘୧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適用本法
非法變更、刪除或以其他非法方法，致妨害
規定：
個人資料檔案之正確而足生損害於他人者，
一、自然人為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
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而蒐集、處理或利用個人資料。
幣一百萬元以下罰金。
二、於公開場所或公開活動中所蒐集、處理
ௐαȈˬ୧ 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領域外
或利用之未與其他個人資料結合之影音
對中華民國人民犯前二條之罪者，亦適用之。
資料。
ௐαȈα୧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力、機會
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在中華民國領域外
或方法，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對中華民國人民個人資料蒐集、處理或利用
一。
者，亦適用本法。
ௐαỊ̏୧!!本章之罪，須告訴乃論。但犯第 ௐ̣Ȉ˟୧ 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六條規定由
四十一條之罪者，或對公務機關犯第四十二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條之罪者，不在此限。
政府執行之權限，得委任所屬機關、委託其
ௐαȈ̱୧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律有較重處
他機關或公益團體辦理；其成員因執行委任
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或委託事務所知悉之資訊，負保密義務。
ௐαȈ˛୧ 非公務機關有下列情事之一者，
前項之公益團體，不得依第三十四條第一項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規定接受當事人授與訴訟實施權，以自己之名
政府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義提起損害賠償訴訟。
鍰，並令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 ௐ̣Ȉˬ୧!!法務部應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罰之：
機關訂定特定目的及個人資料類別，提供公
一、違反第六條第一項規定。
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參考使用。
二、違反第十九條規定。
ௐ̣Ȉα୧!!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九年五月二十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
六日修正公布之條文施行前，非由當事人提
四、違反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
供之個人資料，於本法一百零四年十二月十
條規定限制國際傳輸之命令或處分。
五日修正之條文施行後為處理或利用者，應
ௐαȈˣ୧ 非公務機關有下列情事之一者，
於處理或利用前，依第九條規定向當事人告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知。
政府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
前項之告知，得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零四年
幣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行後首次利用時
一、違反第八條或第九條規定。
併同為之。
二、違反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或第
未依前二項規定告知而利用者，以違反第九
十三條規定。
條規定論處。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
ௐ̣Ị̏୧ 本法施行細則，由法務部定之。
四、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或未依第二項訂 ௐ̣Ȉ̱୧ 本法施行日期，由行政院定之。
定個人資料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
現行條文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二條及第四十三
止後個人資料處理方法。
條之刪除，自公布日施行。
ௐαȈ˝୧ 非公務機關無正當理由違反第二
前項公布日於現行條文第四十三條第二項
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指定之事業、團體或個人應於指定之日起六個
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處新臺幣二萬
月內辦理登記或許可之期間內者，該指定之事
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業、團體或個人得申請終止辦理，目的事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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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於終止辦理時，應退還已繳規費。已辦
理完成者，亦得申請退費。
前項退費，應自繳費義務人繳納之日起，至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終止辦理之日止，按退費
額，依繳費之日郵政儲金之一年期定期存款利
率，按日加計利息，一併退還。已辦理完成者，
其退費，應自繳費義務人繳納之日起，至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申請之日止，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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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 85 年 5 月 1 日法務部
（85）
法令字第 10259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46 條
中 華 民 國 101 年 9 月 26 日 法務 部 法 令 字 第
10103107360 號令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33 條；並
自 101 年 10 月 1 日施行（原名稱：電腦處理個
人資料保護法施行細則）

ௐ˘୧ 本細則依個人資料保護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法所稱個人，指現生存之自然人。
ௐˬ୧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得以間接方式
識別，指保有該資料之公務或非公務機關僅
以該資料不能直接識別，須與其他資料對
照、組合、連結等，始能識別該特定之個人。
ௐα୧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病歷之個人資
料，指醫療法第六十七條第二項所列之各款
資料。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醫療之個人資料，指
病歷及其他由醫師或其他之醫事人員，以治
療、矯正、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
或其他醫學上之正當理由，所為之診察及治
療；或基於以上之診察結果，所為處方、用藥、
施術或處置所產生之個人資料。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基因之個人資料，指
由人體一段去氧核醣核酸構成，為人體控制特
定功能之遺傳單位訊息。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性生活之個人資
料，指性取向或性慣行之個人資料。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健康檢查之個人資
料，指非針對特定疾病進行診斷或治療之目
的，而以醫療行為施以檢查所產生之資料。
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犯罪前科之個人資
料，指經緩起訴、職權不起訴或法院判決有罪
確定、執行之紀錄。
ௐ̣୧ 本法第二條第二款所定個人資料檔
案，包括備份檔案。
ௐ̱୧ 本法第二條第四款所稱刪除，指使已
儲存之個人資料自個人資料檔案中消失。
本法第二條第四款所稱內部傳送，指公務機
關或非公務機關本身內部之資料傳送。
ௐ˛୧ 受委託蒐集、處理或利用個人資料之
法人、團體或自然人，依委託機關應適用之
規定為之。
ௐˣ୧ 委託他人蒐集、處理或利用個人資料

時，委託機關應對受託者為適當之監督。
前項監督至少應包含下列事項：
一、預定蒐集、處理或利用個人資料之範
圍、類別、特定目的及其期間。
二、受託者就第十二條第二項採取之措施。
三、有複委託者，其約定之受託者。
四、受託者或其受僱人違反本法、其他個人
資料保護法律或其法規命令時，應向委
託機關通知之事項及採行之補救措施。
五、委託機關如對受託者有保留指示者，其
保留指示之事項。
六、委託關係終止或解除時，個人資料載體
之返還，及受託者履行委託契約以儲存
方式而持有之個人資料之刪除。
第一項之監督，委託機關應定期確認受託者
執行之狀況，並將確認結果記錄之。
受託者僅得於委託機關指示之範圍內，蒐
集、處理或利用個人資料。受託者認委託機關
之指示有違反本法、其他個人資料保護法律或
其法規命令者，應立即通知委託機關。
ௐ˝୧ 本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八條第
二項第一款、第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十
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所稱法律，指法律或法律具體明確授權之法
規命令。
ௐȈ୧ 本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八條第
二項第二款及第三款、第十條第二款、第十
五條第一款、第十六條所稱法定職務，指於
下列法規中所定公務機關之職務：
一、法律、法律授權之命令。
二、自治條例。
三、法律或自治條例授權之自治規則。
四、法律或中央法規授權之委辦規則。
ௐȈ˘୧! 本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八條
第二項第二款所稱法定義務，指非公務機關
依法律或法律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令所定
之義務。
ௐȈ˟୧ 本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適當
安全維護措施、第十八條所稱安全維護事
項、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所稱適當之安全措
施，指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為防止個人資
料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漏，採取
技術上及組織上之措施。
前項措施，得包括下列事項，並以與所欲達
成之個人資料保護目的間，具有適當比例為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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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置管理之人員及相當資源。
二、界定個人資料之範圍。
三、個人資料之風險評估及管理機制。
四、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
五、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之內部管理
程序。
六、資料安全管理及人員管理。
七、認知宣導及教育訓練。
八、設備安全管理。
九、資料安全稽核機制。
十、使用紀錄、軌跡資料及證據保存。
十一、個人資料安全維護之整體持續改善。
ௐȈˬ୧ 本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九條
第二項第二款、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
當事人自行公開之個人資料，指當事人自行
對不特定人或特定多數人揭露其個人資料。
本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九條第二項第
二款、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已合法公開
之個人資料，指依法律或法律具體明確授權之
法規命令所公示、公告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公開
之個人資料。
ௐȈα୧ 本法第七條所定書面意思表示之方
式，依電子簽章法之規定，得以電子文件為
之。
ௐỊ̏୧ 本法第七條第二項所定單獨所為之
書面意思表示，如係與其他意思表示於同一
書面為之者，蒐集者應於適當位置使當事人
得以知悉其內容並確認同意。
ௐȈ̱୧ 依本法第八條、第九條及第五十四
條所定告知之方式，得以言詞、書面、電話、
簡訊、電子郵件、傳真、電子文件或其他足
以使當事人知悉或可得知悉之方式為之。
ௐȈ˛୧ 本法第九條第二項第四款、第十六
條但書第五款、第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
二十條第一項但書第五款所稱資料經過處理
後或依其揭露方式無從識別特定當事人，指
個人資料以代碼、匿名、隱藏部分資料或其
他方式，無從辨識該特定個人。
ௐȈˣ୧ 本法第十條第三款所稱妨害第三人
之重大利益，指有害於第三人個人之生命、
身體、自由、財產或其他重大利益。
ௐȈ˝୧ 當事人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向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請求更正或補充其
個人資料時，應為適當之釋明。
ௐ˟Ȉ୧ 本法第十一條第三項所稱特定目的
消失，指下列各款情形之一：

一、公務機關經裁撤或改組而無承受業務機
關。
二、非公務機關歇業、解散而無承受機關，
或所營事業營業項目變更而與原蒐集目
的不符。
三、特定目的已達成而無繼續處理或利用之
必要。
四、其他事由足認該特定目的已無法達成或
不存在。
ௐ˟Ȉ˘୧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屬於本
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但書所定因執行職務或業
務所必須：
一、有法令規定或契約約定之保存期限。
二、有理由足認刪除將侵害當事人值得保護
之利益。
三、其他不能刪除之正當事由。
ௐ˟Ȉ˟୧ 本法第十二條所稱適當方式通知
，指即時以言詞、書面、電話、簡訊、電子
郵件、傳真、電子文件或其他足以使當事人
知悉或可得知悉之方式為之。但需費過鉅
者，得斟酌技術之可行性及當事人隱私之保
護，以網際網路、新聞媒體或其他適當公開
方式為之。
依本法第十二條規定通知當事人，其內容應
包括個人資料被侵害之事實及已採取之因應
措施。
ௐ˟Ȉˬ୧ 公務機關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為
公開，應於建立個人資料檔案後一個月內為
之；變更時，亦同。公開方式應予以特定，
並避免任意變更。
本法第十七條所稱其他適當方式，指利用政
府公報、新聞紙、雜誌、電子報或其他可供公
眾查閱之方式為公開。
ௐ˟Ȉα୧ 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料檔案者，
應訂定個人資料安全維護規定。
ௐ˟Ị̏୧ 本法第十八條所稱專人，指具有
管理及維護個人資料檔案之能力，且足以擔
任機關之個人資料檔案安全維護經常性工作
之人員。
公務機關為使專人具有辦理安全維護事項
之能力，應辦理或使專人接受相關專業之教育
訓練。
ௐ˟Ȉ̱୧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
契約或類似契約之關係，不以本法修正施行
後成立者為限。
ௐ˟Ȉ˛୧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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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關係，包括本約，及非公務機關與當事
人間為履行該契約，所涉及必要第三人之接
觸、磋商或聯繫行為及給付或向其為給付之
行為。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類似契約
之關係，指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非公務機關與當事人間於契約成立前，
為準備或商議訂立契約或為交易之目
的，所進行之接觸或磋商行為。
二、契約因無效、撤銷、解除、終止而消滅
或履行完成時，非公務機關與當事人為
行使權利、履行義務，或確保個人資料
完整性之目的所為之連繫行為。
ௐ˟Ȉˣ୧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七款所稱
一般可得之來源，指透過大眾傳播、網際網
路、新聞、雜誌、政府公報及其他一般人可
得知悉或接觸而取得個人資料之管道。
ௐ˟Ȉ˝୧ 依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實施檢查
時，應注意保守秘密及被檢查者之名譽。
ௐˬȈ୧ 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扣
留或複製得沒入或可為證據之個人資料或其
檔案時，應掣給收據，載明其名稱、數量、
所有人、地點及時間。
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實
施檢查後，應作成紀錄。
前項紀錄當場作成者，應使被檢查者閱覽及
簽名，並即將副本交付被檢查者；其拒絕簽名
者，應記明其事由。
紀錄於事後作成者，應送達被檢查者，並告
知得於一定期限內陳述意見。
ௐˬȈ˘୧ 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所稱之公
益團體，指依民法或其他法律設立並具備個
人資料保護專業能力之公益社團法人、財團
法人及行政法人。
ௐˬȈ˟୧ 本法修正施行前已蒐集或處理由
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料，於修正施行後，得
繼續為處理及特定目的內之利用；其為特定
目的外之利用者，應依本法修正施行後之規
定為之。
ௐˬȈˬ୧ 本細則施行日期，由法務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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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法

委託人或受託人為法人時，因解散或撤銷設
立登記而消滅者，適用前項之規定。

中華民國 85 年 1 月 26 日總統（85）華總字第
ௐ˟ౢ!ܫੑய!
8500017250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86 條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ௐ˝୧ 受託人因信託行為取得之財產權為信
09800324491 號令修正公布第 21、45、53、86
託財產。
條條文；並自 98 年 11 月 23 日施行
受託人因信託財產之管理、處分、滅失、毀

ௐ˘ౢ!ᓁ!

損或其他事由取得之財產權，仍屬信託財產。
ௐȈ୧ 受託人死亡時，信託財產不屬於其遺
產。
ௐȈ˘୧ 受託人破產時，信託財產不屬於其
破產財團。
ௐȈ˟୧ 對信託財產不得強制執行。但基於
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利、因處理信託事
務所生之權利或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不在
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者，委託人、受益人或受託人
得於強制執行程序終結前，向執行法院對債權
人提起異議之訴。
強制執行法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三項之規
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ௐȈˬ୧ 屬於信託財產之債權與不屬於該信
託財產之債務不得互相抵銷。
ௐȈα୧ 信託財產為所有權以外之權利時，
受託人雖取得該權利標的之財產權，其權利
亦不因混同而消滅。
ௐỊ̏୧ 信託財產之管理方法，得經委託
人、受託人及受益人之同意變更。
ௐȈ̱୧ 信託財產之管理方法因情事變更致
不符合受益人之利益時，委託人、受益人或
受託人得聲請法院變更之。
前項規定，於法院所定之管理方法，準用
之。

ௐ˘୧ 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
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
人之利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理或處分信託
財產之關係。
ௐ˟୧ 信託，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應以契約
或遺囑為之。
ௐˬ୧ 委託人與受益人非同一人者，委託人
除信託行為另有保留外，於信託成立後不得
變更受益人或終止其信託，亦不得處分受益
人之權利。但經受益人同意者，不在此限。
ௐα୧ 以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為信託者，
非經信託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以有價證
券為信託者，非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於
證券上或其他表彰權利之文件上載明為信託
財產，不得對抗第三人。
以股票或公司債券為信託者，非經通知發
行公司，不得對抗該公司。
ௐ̣୧ 信託行為，有左列各款情形之一者，
無效：
一、其目的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者。
二、其目的違反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
三、以進行訴願或訴訟為主要目的者。
四、以依法不得受讓特定財產權之人為該財
產權之受益人者。
ௐ̱୧ 信託行為有害於委託人之債權人權利
ௐˬౢ!צৈˠ!
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
前項撤銷，不影響受益人已取得之利益。但 ௐȈ˛୧ 受益人因信託之成立而享有信託利
受益人取得之利益未屆清償期或取得利益時
益。但信託行為另有訂定者，從其所定。
明知或可得而知有害及債權者，不在此限。
受益人得拋棄其享有信託利益之權利。
信託成立後六個月內，委託人或其遺產受破 ௐȈˣ୧ 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
產之宣告者，推定其行為有害及債權。
時，受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其處分。受益人
ௐ˛୧ 前條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
有數人者，得由其中一人為之。
時起，一年間不行使而消滅。自行為時起逾
前項撤銷權之行使，以有左列情形之一者為
十年者，亦同。
限，始得為之：
ௐˣ୧ 信託關係不因委託人或受託人死亡、
一、信託財產為已辦理信託登記之應登記或
破產或喪失行為能力而消滅。但信託行為另
註冊之財產權者。
有訂定者，不在此限。
二、信託財產為已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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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證券上或其他表彰權利之文件上載明
任。
其為信託財產之有價證券者。
ௐ˟Ȉˣ୧ 同一信託之受託人有數人時，信
三、信託財產為前二款以外之財產權而相對
託財產為其公同共有。
人及轉得人明知或因重大過失不知受託
前項情形，信託事務之處理除經常事務、保
人之處分違反信託本旨者。
存行為或信託行為另有訂定外，由全體受託人
ௐȈ˝୧ 前條撤銷權，自受益人知有撤銷原
共同為之。受託人意思不一致時，應得受益人
因時起，一年間不行使而消滅。自處分時起
全體之同意。受益人意思不一致時，得聲請法
逾十年者，亦同。
院裁定之。
ௐ˟Ȉ୧ 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至第二百九十
受託人有數人者，對其中一人所為之意思表
九條之規定，於受益權之讓與，準用之。
示，對全體發生效力。
ௐ˟Ȉ˝୧ 受託人有數人者，對受益人因信
ௐαౢ!צˠ!
託行為負擔之債務負連帶清償責任。其因處
理信託事務負擔債務者，亦同。
ௐ˟Ȉ˘୧ 未成年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
ௐˬȈ୧ 受託人因信託行為對受益人所負擔
人及破產人，不得為受託人。
之債務，僅於信託財產限度內負履行責任。
ௐ˟Ȉ˟୧ 受託人應依信託本旨，以善良管
ௐˬȈ˘୧ 受託人就各信託，應分別造具帳
理人之注意，處理信託事務。
簿，載明各信託事務處理之狀況。
ௐ˟Ȉˬ୧! 受託人因管理不當致信託財產發
受託人除應於接受信託時作成信託財產目
生損害或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委
錄外，每年至少定期一次作成信託財產目錄，
託人、受益人或其他受託人得請求以金錢賠
並編製收支計算表，送交委託人及受益人。
償信託財產所受損害或回復原狀，並得請求
ௐˬȈ˟୧ 委託人或受益人得請求閱覽、抄
減免報酬。
錄或影印前條之文書，並得請求受託人說明
ௐ˟Ȉα୧ 受託人應將信託財產與其自有財
信託事務之處理情形。
產及其他信託財產分別管理。信託財產為金
利害關係人於必要時，得請求閱覽、抄錄或
錢者，得以分別記帳方式為之。
影印前條之文書。
前項不同信託之信託財產間，信託行為訂定
ௐˬȈˬ୧ 受託人關於信託財產之占有，承
得不必分別管理者，從其所定。
繼委託人占有之瑕疵。
受託人違反第一項規定獲得利益者，委託人
前項規定於以金錢、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
或受益人得請求將其利益歸於信託財產。如因
為給付標的之有價證券之占有，準用之。
而致信託財產受損害者，受託人雖無過失，亦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受託人證明縱為分別管 ௐˬȈα୧ 受託人不得以任何名義，享有信
託利益。但與他人為共同受益人時，不在此
理，而仍不免發生損害者，不在此限。
限。
前項請求權，自委託人或受益人知悉之日
ௐˬỊ̏୧
受託人除有左列各款情形之一
起，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自事實發生時起，
外，不得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或於該
逾五年者，亦同。
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利：
ௐ˟Ị̏୧ 受託人應自己處理信託事務。但
一、經受益人書面同意，並依市價取得者。
信託行為另有訂定或有不得已之事由者，得
二、由集中市場競價取得者。
使第三人代為處理。
三、有不得已事由經法院許可者。
ௐ˟Ȉ̱୧ 受託人依前條但書規定，使第三
前項規定，於受託人因繼承、合併或其他事
人代為處理信託事務者，僅就第三人之選任
由，概括承受信託財產上之權利時，不適用
與監督其職務之執行負其責任。
之。於此情形，並準用第十四條之規定。
前條但書情形，該第三人負與受託人處理信
受託人違反第一項之規定，使用或處分信託
託事務同一之責任。
財產者，委託人、受益人或其他受託人，除準
ௐ˟Ȉ˛୧ 受託人違反第二十五條規定，使
用第二十三條規定外，並得請求將其所得之利
第三人代為處理信託事務者，就該第三人之
益歸於信託財產；於受託人有惡意者，應附加
行為與就自己之行為負同一責任。
利息一併歸入。
前項情形，該第三人應與受託人負連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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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請求權，自委託人或受益人知悉之日
起，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自事實發生時起逾
五年者，亦同。
ௐˬȈ̱୧ 受託人除信託行為另有訂定外，
非經委託人及受益人之同意，不得辭任。但
有不得已之事由時，得聲請法院許可其辭任。
受託人違背其職務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時，法
院得因委託人或受益人之聲請將其解任。
前二項情形，除信託行為另有訂定外，委託
人得指定新受託人，如不能或不為指定者，法
院得因利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選任新受
託人，並為必要之處分。
已辭任之受託人於新受託人能接受信託事
務前，仍有受託人之權利及義務。
ௐˬȈ˛୧ 信託行為訂定對於受益權得發行
有價證券者，受託人得依有關法律之規定，
發行有價證券。
ௐˬȈˣ୧ 受託人係信託業或信託行為訂有
給付報酬者，得請求報酬。
約定之報酬，依當時之情形或因情事變更
顯失公平者，法院得因委託人、受託人、受
益人或同一信託之其他受託人之請求增減其
數額。
ௐˬȈ˝୧ 受託人就信託財產或處理信託事
務所支出之稅捐、費用或負擔之債務，得以
信託財產充之。
前項費用，受託人有優先於無擔保債權人受
償之權。
第一項權利之行使不符信託目的時，不得為
之。
ௐαȈ୧ 信託財產不足清償前條第一項之費
用或債務，或受託人有前條第三項之情形
時，受託人得向受益人請求補償或清償債務
或提供相當之擔保。但信託行為另有訂定
者，不在此限。
信託行為訂有受託人得先對受益人請求補
償或清償所負之債務或要求提供擔保者，從其
所定。
前二項規定，於受益人拋棄其權利時，不適
用之。
第一項之請求權，因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ௐαȈ˘୧ 受託人有第三十九條第一項或前
條之權利者，於其權利未獲滿足前，得拒絕
將信託財產交付受益人。
ௐαȈ˟୧ 受託人就信託財產或處理信託事
務所受損害之補償，準用前三條之規定。

前項情形，受託人有過失時，準用民法第二
百十七條規定。
ௐαȈˬ୧ 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
四十條及第四十一條之規定，於受託人得自
信託財產收取報酬時，準用之。
第四十一條規定，於受託人得向受益人請求
報酬時，準用之。
ௐαȈα୧ 前五條所定受託人之權利，受託
人非履行第二十三條或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所
定損害賠償、回復原狀或返還利益之義務，
不得行使。
ௐαỊ̏୧ 受託人之任務，因受託人死亡、
受破產、監護或輔助宣告而終了。其為法人
者，經解散、破產宣告或撤銷設立登記時，
亦同。
第三十六條第三項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
用之。
新受託人於接任處理信託事務前，原受託人
之繼承人或其法定代理人、遺產管理人、破產
管理人、監護人、輔助人或清算人應保管信託
財產，並為信託事務之移交採取必要之措施。
法人合併時，其合併後存續或另立之法人，亦
同。
ௐαȈ̱୧ 遺囑指定之受託人拒絕或不能接
受信託時，利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
選任受託人。但遺囑另有訂定者，不在此限。
ௐαȈ˛୧ 受託人變更時，信託財產視為於
原受託人任務終了時，移轉於新受託人。共
同受託人中之一人任務終了時，信託財產歸
屬於其他受託人。
ௐαȈˣ୧ 受託人變更時，由新受託人承受
原受託人因信託行為對受益人所負擔之債
務。
前項情形，原受託人因處理信託事務負擔之
債務，債權人亦得於新受託人繼受之信託財產
限度內，請求新受託人履行。
新受託人對原受託人得行使第二十三條及
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所定之權利。
第一項之規定，於前條第二項之情形，準用
之。
ௐαȈ˝୧ 對於信託財產之強制執行，於受
託人變更時，債權人仍得依原執行名義，以
新受託人為債務人，開始或續行強制執行。
ௐ̣Ȉ୧ 受託人變更時，原受託人應就信託
事務之處理作成結算書及報告書，連同信託
財產會同受益人或信託監察人移交於新受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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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ௐ̱ౢ!̝ܫႾ༛!
前項文書經受益人或信託監察人承認時，原
受託人就其記載事項，對受益人所負之責任視 ௐ̱Ȉ୧ 信託除營業信託及公益信託外，由
法院監督。
為解除。但原受託人有不正當行為者，不在此
法院得因利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為信
限。
託事務之檢查
，並選任檢查人及命為其他必要
ௐ̣Ȉ˘୧ 受託人變更時，原受託人為行使
之處分。
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二條或第四十三條所定
之權利，得留置信託財產，並得對新受託人 ௐ̱Ȉ˘୧ 受託人不遵守法院之命令或妨礙
其檢查者，處新台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就信託財產為請求。
罰鍰。
前項情形，新受託人提出與各個留置物價值
相當之擔保者，原受託人就該物之留置權消
ௐ˛ౢ!ܫᙯܼ̝ঐໝ!
滅。
ௐ̱Ȉ˟୧ 信託關係，因信託行為所定事由
ௐ̣ౢ!ܫႾ၅ˠ!
發生，或因信託目的已完成或不能完成而消
滅。
ௐ̣Ȉ˟୧ 受益人不特定、尚未存在或其他
ௐ̱Ȉˬ୧
信託利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
為保護受益人之利益認有必要時，法院得因
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
利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選任一人或數
前項委託人或其繼承人於不利於受託人之
人為信託監察人。但信託行為定有信託監察
時期終止信託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有不
人或其選任方法者，從其所定。
得已之事由者，不在此限。
信託監察人得以自已名義，為受益人為有關
ௐ̱Ȉα୧
信託利益非由委託人全部享有
信託之訴訟上或訴訟外之行為。
者，除信託行為另有訂定外，委託人及受益
受益人得請求信託監察人為前項之行為。
人得隨時共同終止信託。
ௐ̣Ȉˬ୧ 未成年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
委託人及受益人於不利受託人之時期終止
人及破產人，不得為信託監察人。
信託者，應負連帶損害賠償責任。但有不得已
ௐ̣Ȉα୧ 信託監察人執行職務，應以善良
之事由者，不在此限。
管理人之注意為之。
ௐ̣Ị̏୧ 信託監察人有數人時，其職務之 ௐ̱Ị̏୧ 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
屬，除信託行為另有訂定外，依左列順序定
執行除法院另有指定或信託行為另有訂定
之：
外，以過半數決之。但就信託財產之保存行
一、享有全部信託利益之受益人。
為得單獨為之。
二、委託人或其繼承人。
ௐ̣Ȉ̱୧ 法院因信託監察人之請求，得斟
ௐ̱Ȉ̱୧
信託關係消滅時，於受託人移轉
酌其職務之繁簡及信託財產之狀況，就信託
信託財產於前條歸屬權利人前，信託關係視
財產酌給相當報酬。但信託行為另有訂定
為存續，以歸屬權利人視為受益人。
者，從其所定。
ௐ̣Ȉ˛୧ 信託監察人有正當事由時，得經 ௐ̱Ȉ˛୧ 第四十九條及第五十一條之規
定，於信託財產因信託關係消滅而移轉於受
指定或選任之人同意或法院之許可辭任。
益人或其他歸屬權利人時，準用之。
ௐ̣Ȉˣ୧ 信託監察人怠於執行其職務或有
ௐ̱Ȉˣ୧
信託關係消滅時，受託人應就信
其他重大事由時，指定或選任之人得解任
託事務之處理作成結算書及報告書，並取得
之；法院亦得因利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
受益人、信託監察人或其他歸屬權利人之承
將其解任。
認。
ௐ̣Ȉ˝୧ 信託監察人辭任或解任時，除信
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
託行為另有訂定外，指定或選任之人得選任
之。
新信託監察人；不能或不為選任者，法院亦
得因利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選任之。
ௐˣౢ!̳ৈ!ܫ
信託監察人拒絕或不能接任時，準用前項規
ௐ̱Ȉ˝୧ 稱公益信託者，謂以慈善、文化、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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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技藝、宗教、祭祀或其他以公共利益
為目的之信託。
ௐ˛Ȉ୧ 公益信託之設立及其受託人，應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
前項許可之申請，由受託人為之。
ௐ˛Ȉ˘୧ 法人為增進公共利益，得經決議
對外宣言自為委託人及受託人，並邀公眾加
入為委託人。
前項信託對公眾宣言前，應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
第一項信託關係所生之權利義務，依該法人
之決議及宣言內容定之。
ௐ˛Ȉ˟୧ 公益信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
督。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隨時檢查信託事務及
財產狀況；必要時並得命受託人提供相當之擔
保或為其他處置。
受託人應每年至少一次定期將信託事務處
理情形及財務狀況，送公益信託監察人審核
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並公告之。
ௐ˛Ȉˬ୧ 公益信託成立後發生信託行為當
時不能預見之情事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
參酌信託本旨，變更信託條款。
ௐ˛Ȉα୧ 公益信託之受託人非有正當理由
，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不得辭任。
ௐ˛Ị̏୧ 公益信託應置信託監察人。
ௐ˛Ȉ̱୧ 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
十六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四十五條第二項、
第四十六條、第五十六條至第五十九條所定
法院之權限，於公益信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行之。但第三十六條第二項、第三項、第
四十五條第二項及第四十六條所定之權限，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得依職權為之。
ௐ˛Ȉ˛୧ 公益信託違反設立許可條件、監
督命令或為其他有害公益之行為者，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許可或為其他必要之處
置。其無正當理由連續三年不為活動者，亦
同。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前項處分前，應通知委
託人、信託監察人及受託人於限期內表示意
見。但不能通知者，不在此限。
ௐ˛Ȉˣ୧ 公益信託，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撤銷設立之許可而消滅。
ௐ˛Ȉ˝୧ 公益信託關係消滅，而無信託行
為所訂信託財產歸屬權利人時，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得為類似之目的，使信託關係存續，

或使信託財產移轉於有類似目的之公益法人
或公益信託。
ௐˣȈ୧ 公益信託關係依第六十二條規定消
滅者，受託人應於一個月內，將消滅之事由
及年月日，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報。
ௐˣȈ˘୧ 公益信託關係消滅時，受託人應
於依第六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信託監察人
承認後十五日內，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報。
ௐˣȈ˟୧ 公益信託之受託人有左列情事之
一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台幣二萬元
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帳簿、財產目錄或收支計算表有不實之
記載。
二、拒絕、妨礙或規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
檢查。
三、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不實之申報或隱
瞞事實。
四、怠於公告或為不實之公告。
五、違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之命令。
ௐˣȈˬ୧ 未經許可，不得使用公益信託之
名稱或使用易於使人誤認為公益信託之文
字。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
台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ௐˣȈα୧ 公益信託除本章另有規定外，適
用第二章至第七章之規定。
ௐˣỊ̏୧ 公益信託之許可及監督辦法，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ௐ˝ౢ!!ܢ
ௐˣȈ̱୧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十二月十五日修正
之條文，自九十八年十一月二十三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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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公業條例
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1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167571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60 條；本條例施
行日期，由行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 97 年 5 月 19 日行政院院臺秘字第
0970018139 號令發布定自 97 年 7 月 1 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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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二）派下現員：祭祀公業或祭祀公業法
人目前仍存在之派下員。
五、派下權：祭祀公業或祭祀公業法人所屬
派下員之權利。
六、派下員大會：由祭祀公業或祭祀公業法
人派下現員組成，以議決規約、業務計
畫、預算、決算、財產處分、設定負擔
及選任管理人、監察人。
ௐα୧ 本條例施行前已存在之祭祀公業，其
派下員依規約定之。無規約或規約未規定
者，派下員為設立人及其男系子孫（含養
子）。
派下員無男系子孫，其女子未出嫁者，得為
派下員。該女子招贅夫或未招贅生有男子或收
養男子冠母姓者，該男子亦得為派下員。
派下之女子、養女、贅婿等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亦得為派下員：
一、經派下現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同意。
二、經派下員大會派下現員過半數出席，出
席人數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
ௐ̣୧ 本條例施行後，祭祀公業及祭祀公業
法人之派下員發生繼承事實時，其繼承人應
以共同承擔祭祀者列為派下員。

ௐ˘୧ 為祭祀祖先發揚孝道，延續宗族傳統
及健全祭祀公業土地地籍管理，促進土地利
用，增進公共利益，特制定本條例。
ௐ˟୧ 本條例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在鄉（鎮、市）為鄉（鎮、
市）公所。
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
（一）祭祀公業制度之規劃與相關法令之
研擬及解釋。
（二）對地方主管機關祭祀公業業務之監
督及輔導。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一）祭祀公業法人登記事項之審查。
（二）祭祀公業法人業務之監督及輔導。
ௐ˟ౢ!̳ۥຽ̝Ϧಡ!
三、鄉（鎮、市）主管機關：本條例施行前
已存在之祭祀公業，其申報事項之處 ௐ̱୧ 本條例施行前已存在，而未依祭祀公
理、派下全員證明書之核發及變動事項
業土地清理要點或臺灣省祭祀公業土地清理
之處理。
辦法之規定申報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祭
前項第三款之權責於直轄市或市，由直轄市
祀公業，其管理人應向該祭祀公業不動產所
或市主管機關主管。
在地之鄉（鎮、市）公所（以下簡稱公所）
本條例規定由鄉（鎮、市）公所辦理之業務， 辦理申報。
於直轄市或市，由直轄市或市之區公所辦理。
前項祭祀公業無管理人、管理人行方不明或
第二項未列舉之權責遇有爭議時，除本條例
管理人拒不申報者，得由派下現員過半數推舉
或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派下現員一人辦理申報。
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決定之。
ௐ˛୧ 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應自本條
ௐˬ୧ 本條例用詞定義如下：
例施行之日起一年內清查祭祀公業土地並造
一、祭祀公業：由設立人捐助財產，以祭祀
冊，送公所公告九十日，並通知尚未申報之
祖先或其他享祀人為目的之團體。
祭祀公業，應自公告之日起三年內辦理申報。
二、設立人：捐助財產設立祭祀公業之自然 ௐˣ୧ 第六條之祭祀公業，其管理人或派下
人或團體。
員申報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文件：
三、享祀人：受祭祀公業所奉祀之人。
一、推舉書。但管理人申報者，免附。
四、派下員：祭祀公業之設立人及繼承其派
二、沿革。
下權之人；其分類如下：
三、不動產清冊及其證明文件。
（一）派下全員：祭祀公業或祭祀公業法
四、派下全員系統表。
人自設立起至目前止之全體派下
五、派下全員戶籍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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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派下現員名冊。
七、原始規約。但無原始規約者，免附。
前項第五款派下全員戶籍謄本，指戶籍登記
開始實施後，至申報時全體派下員之戶籍謄
本。但經戶政機關查明無該派下員戶籍資料
者，免附。
ௐ˝୧ 祭祀公業土地分屬不同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者，應向面積最大土地
所在之公所申報；受理申報之公所應通知祭
祀公業其他土地所在之公所會同審查。
ௐȈ୧ 公所受理祭祀公業申報後，應就其所
附文件予以書面審查；其有不符者，應通知
申報人於三十日內補正；屆期不補正或經補
正仍不符者，駁回其申報。
同一祭祀公業有二人以上申報者，公所應通
知當事人於三個月內協調以一人申報，屆期協
調不成者，由公所通知當事人於一個月內向法
院提起確認之訴並陳報公所，公所應依法院確
定判決辦理；屆期未起訴者，均予駁回。
ௐȈ˘୧ 公所於受理祭祀公業申報後，應於
公所、祭祀公業土地所在地之村（里）辦公
處公告、陳列派下現員名冊、派下全員系統
表、不動產清冊，期間為三十日，並將公告
文副本及派下現員名冊、派下全員系統表、
不動產清冊交由申報人於公告之日起刊登當
地通行之一種新聞紙連續三日，並於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公所電腦網站刊登
公告文三十日。
ௐȈ˟୧ 祭祀公業派下現員或利害關係人對
前條公告事項有異議者，應於公告期間內，
以書面向公所提出。
公所應於異議期間屆滿後，將異議書轉知申
報人自收受之日起三十日內申復；申報人未於
期限內提出申復書者，駁回其申報。
申報人之申復書繕本，公所應即轉知異議
人；異議人仍有異議者，得自收受申復書之次
日起三十日內，向法院提起確認派下權、不動
產所有權之訴，並將起訴狀副本連同起訴證明
送公所備查。
申報人接受異議者，應於第二項所定三十日
內更正申報事項，再報請公所公告三十日徵求
異議。
ௐȈˬ୧ 異議期間屆滿後，無人異議或異議
人收受申復書屆期未向公所提出法院受理訴
訟之證明者，公所應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
其經向法院起訴者，俟各法院均判決後，依

確定判決辦理。
前項派下全員證明書，包括派下現員名冊、
派下全員系統表及不動產清冊。
ௐȈα୧ 祭祀公業無原始規約者，應自派下
全員證明書核發之日起一年內，訂定其規約。
祭祀公業原始規約內容不完備者，應自派下全
員證明書核發之日起一年內，變更其規約。
規約之訂定及變更應有派下現員三分之二
以上之出席，出席人數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
經派下現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書面同意，並報公
所備查。
ௐỊ̏୧ 祭祀公業規約應記載下列事項：
一、名稱、目的及所在地。
二、派下權之取得及喪失。
三、管理人人數、權限、任期、選任及解任
方式。
四、規約之訂定及變更程序。
五、財產管理、處分及設定負擔之方式。
六、解散後財產分配之方式。
ௐȈ̱୧ 祭祀公業申報時無管理人者，應自
派下全員證明書核發之日起一年內選任管理
人，並報公所備查。
祭祀公業設有監察人者，應自派下全員證明
書核發之日起一年內選任監察人，並報公所備
查。
祭祀公業管理人、監察人之選任及備查事
項，有異議者，應逕向法院提起確認之訴。
祭祀公業管理人、監察人之選任及解任，除
規約另有規定或經派下員大會議決通過者
外，應經派下現員過半數之同意。
ௐȈ˛୧ 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核發後，
管理人、派下員或利害關係人發現有漏列、
誤列派下員者，得檢具派下現員過半數之同
意書，並敘明理由，報經公所公告三十日無
人異議後，更正派下全員證明書；有異議者，
應向法院提起確認派下權之訴，公所應依法
院確定判決辦理。
ௐȈˣ୧ 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核發後，
派下員有變動者，管理人、派下員或利害關
係人應檢具下列文件，向公所申請公告三十
日，無人異議後准予備查；有異議者，依第
十二條、第十三條規定之程序辦理：
一、派下全員證明書。
二、變動部分之戶籍謄本。
三、變動前後之系統表。
四、拋棄書（無人拋棄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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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派下員變動前後之名冊。
十、祭祀事務。
六、規約（無規約者，免附）。
十一、章程之訂定及變更程序。
ௐȈ˝୧ 祭祀公業管理人之變動，應由新管
十二、財產管理、處分及設定負擔之方式。
理人檢具下列證明文件，向公所申請備查，
十三、定有存立期間者，其期間。
無需公告：
十四、解散之規定。
一、派下全員證明書。
十五、解散後財產分配之方式。
二、規約（無規約者，免附）。
ௐ˟Ị̏୧ 祭祀公業得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三、選任之證明文件。
下列文件，報請公所轉報直轄市、縣（市）
ௐ˟Ȉ୧! 祭祀公業申報時所檢附之文件，有
主管機關申請登記為祭祀公業法人：
虛偽不實經法院判決確定者，公所應駁回其
一、派下現員過半數之同意書。
申報或撤銷已核發之派下全員證明書。
二、沿革。
三、章程。
ௐˬౢ!̳ۥຽڱˠ̝൳!
四、載明主事務所所在地之文件；設有分事
務所者，亦同。
ௐ˟Ȉ˘୧ 本條例施行前已存在之祭祀公
業，其依本條例申報，並向直轄市、縣（市） 五、管理人備查公文影本；申報前已有管理
人者，並附管理人名冊。
主管機關登記後，為祭祀公業法人。
六、監察人備查公文影本；申報前已有監察
本條例施行前已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祭
人者，並附監察人名冊；無監察人者，
祀公業，視為已依本條例申報之祭祀公業，得
免附。
逕依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申請登記為祭祀
七、派下全員證明書。
公業法人。
八、祭祀公業法人圖記及管理人印鑑。
祭祀公業法人有享受權利及負擔義務之能
前項祭祀公業法人圖記之樣式及規格，由中
力。
央主管機關定之。
祭祀公業申請登記為祭祀公業法人後，應於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理
祭祀公業名稱之上冠以法人名義。
祭祀公業法人登記之申請，經審查符合本條
ௐ˟Ȉ˟୧ 祭祀公業法人應設管理人，執行
例規定者，發給祭祀公業法人登記證書。
祭祀公業法人事務，管理祭祀公業法人財
前項法人登記證書應於祭祀公業名稱之上
產，並對外代表祭祀公業法人。管理人有數
冠以法人名義。
人者，其人數應為單數，並由管理人互選一
祭祀公業法人登記證書之格式，由中央主管
人為代表人；管理事務之執行，取決於全體
機關定之。
管理人過半數之同意。
ௐ˟Ȉˬ୧ 祭祀公業法人得設監察人，由派 ௐ˟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理
祭祀公業法人登記，應備置法人登記簿，並
下現員中選任，監察祭祀公業法人事務之執
記載下列事項：
行。
一、祭祀公業法人設立之目的、名稱、所在
ௐ˟Ȉα୧ 祭祀公業法人章程，應記載下列
地。
事項：
二、財產總額。
一、名稱。
三、派下現員名冊。
二、目的。
四、管理人之姓名及住所；定有代表法人之
三、主事務所之所在地。
管理人者，其姓名。
四、財產總額。
五、設有監察人者，其姓名及住所。
五、派下權之取得及喪失。
六、定有存立期間者，其期間。
六、派下員之權利及義務。
七、祭祀公業法人登記證書核發之日期。
七、派下員大會之召集、權限及議決規定。
八、祭祀公業法人圖記及管理人印鑑。
八、管理人之人數、權限、任期、選任及解
祭祀公業法人登記簿之格式，由中央主管機
任方式。
關定之。
九、設有監察人者，其人數、權限、任期、
ௐ˟Ȉˣ୧ 管理人應自取得祭祀公業法人登
選任及解任方式。

Z‐12‐4 祭祀公業條例
記證書之日起九十日內，檢附登記證書及不
同意；依前條規定取得同意書者，應取得派
動產清冊，向土地登記機關申請，將其不動
下現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
產所有權更名登記為法人所有；逾期得展延
一、章程之訂定及變更。
一次。
二、財產之處分及設定負擔。
未依前項規定期限辦理者，依第五十條第三
三、解散。
項規定辦理。
祭祀公業法人之章程定有高於前項規定之
ௐ˟Ȉ˝୧ 祭祀公業法人登記後，有應登記
決數者，從其章程之規定。
之事項而不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更而 ௐˬȈα୧ 祭祀公業法人為訂定及變更章程
不為變更之登記者，不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
召開派下員大會時，應報請直轄市、縣（市）
人。
主管機關派員列席。
ௐˬỊ̏୧ 祭祀公業法人管理人、監察人之
ௐαౢ!̳ۥຽڱˠ̝Ⴞ༛!
選任及解任，除章程另有規定或經派下員大
會議決通過者外，應經派下現員過半數之同
ௐˬȈ୧ 祭祀公業法人派下員大會每年至少
意。
定期召開一次，議決下列事項：
ௐˬȈ̱୧ 管理人就祭祀公業法人財產之管
一、章程之訂定及變更。
理，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僅得為保全及以利
二、選任管理人、監察人。
用或改良為目的之行為。
三、管理人、監察人之工作報告。
ௐˬȈ˛୧
祭祀公業法人之派下現員變動
四、管理人所擬訂之年度預算書、決算書、
者，應檢具下列文件，報請公所轉報直轄市、
業務計畫書及業務執行書。
縣（市）主管機關辦理派下員變更登記：
五、財產處分及設定負擔。
一、派下全員證明書。
六、其他與派下員權利義務有關之事項。
二、派下員變動部分之系統表。
祭祀公業法人應將派下員大會會議紀錄於
三、變動部分派下員之戶籍謄本。
會議後三十日內，報請公所轉報直轄市、縣
四、派下員變動前名冊及變動後現員名冊。
（市）主管機關備查。
五、派下權拋棄書；無拋棄派下權者，免
ௐˬȈ˘୧! 祭祀公業法人派下員大會，由代
附。
表法人之管理人召集，並應有派下現員過半
六、章程。
數之出席；派下現員有變動時，應於召開前
前項祭祀公業法人之派下現員之變動，經直
辦理派下員變更登記。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三十日，無人異
管理人認為必要或經派下現員五分之一以
議者，予以備查；有異議者，依第十二條、第
上書面請求，得召集臨時派下員大會。
十三條規定之程序辦理。
依前二項召集之派下員大會，由代表法人之
ௐˬȈˣ୧ 祭祀公業法人管理人或監察人變
管理人擔任主席。
動者，應檢具選任管理人或監察人證明文
管理人未依章程或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召
件，報請公所轉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集會議，得由第二項請求之派下現員推舉代表
關辦理管理人或監察人變更登記。
召集之，並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祭祀公業法人之管理人、監察人之選任及變
ௐˬȈ˟୧ 為執行祭祀公業事務，依章程或
更登記，有異議者，應逕向法院提起民事確認
本條例規定應由派下員大會議決事項時，祭
之訴。
祀公業法人派下員大會出席人數因故未達定
額者，得由代表法人之管理人取得第三十三 ௐˬȈ˝୧ 祭祀公業法人之不動產變動者，
應檢具土地、建物變動證明文件及變動後不
條所定比例派下現員簽章之同意書為之。
動產清冊，報請公所轉報直轄市、縣（市）
ௐˬȈˬ୧ 祭祀公業法人派下員大會之決
主管機關辦理變更登記。
議，應有派下現員過半數之出席，出席人數
過半數之同意行之；依前條規定取得同意書 ௐαȈ୧ 祭祀公業法人圖記或管理人印鑑變
動者，應檢具新圖記、印鑑及有關資料，報
者，應取得派下現員二分之一以上書面之同
請公所轉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理
意。但下列事項之決議，應有派下現員三分
變更登記。
之二以上之出席，出席人數超過四分之三之

祭祀公業條例 Z‐12‐5
ௐαȈ˘୧ 祭祀公業法人應設置帳簿，詳細
ௐ̣ౢ!̳ۥຽ˿г̝ந!
記錄有關會計事項，按期編造收支報告。祭
祀公業法人應自取得法人登記證書之日起三 ௐαȈ˝୧ 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核發
後，管理人、派下現員或利害關係人發現不
個月內及每年度開始前三個月，檢具年度預
動產清冊內有漏列、誤列建物或土地者，得
算書及業務計畫書，年度終了後三個月內，
檢具派下現員過半數之同意書及土地或建物
檢具年度決算及業務執行書，報請公所轉報
所有權狀影本或土地登記（簿）謄本，報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公所公告三十日無人異議後，更正不動產清
ௐαȈ˟୧ 祭祀公業法人設有監察人者，監
冊。有異議者，應向法院提起確認不動產所
察人得隨時查核業務執行情形及財務簿冊文
有權之訴，由公所依法院確定判決辦理。
件，並對管理人提出之各種表冊、計畫，向
ௐ̣Ȉ୧
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核發，經
派下員大會報告監察意見。
選任管理人並報公所備查後，應於三年內依
ௐαȈˬ୧ 祭祀公業法人有下列情形之一
下列方式之一，處理其土地或建物：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糾正，
一、經派下現員過半數書面同意依本條例規
並通知限期改善：
定登記為祭祀公業法人，並申辦所有權
一、違反法令或章程規定。
更名登記為祭祀公業法人所有。
二、管理運作與設立目的不符。
二、經派下現員過半數書面同意依民法規定
三、財務收支未取具合法憑證或未有完備之
成立財團法人，並申辦所有權更名登記
會計紀錄。
為財團法人所有。
四、財產總額已無法達成設立目的。
三、依規約規定申辦所有權變更登記為派下
祭祀公業法人未於前項期限內改善者，直
員分別共有或個別所有。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解除其管理人之
本條例施行前已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祭
職務，令其重新選任管理人或廢止其登記。
祀公業，應自本條例施行之日起三年內，依前
ௐαȈα୧ 祭祀公業法人之目的或其行為，
項各款規定辦理。
有違反法律、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法院
未依前二項規定辦理者，由直轄市、縣（市）
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請
主管機關依派下全員證明書之派下現員名
求，宣告解散。
冊，囑託該管土地登記機關均分登記為派下員
ௐαỊ̏୧ 祭祀公業法人發生章程所定解散
分別共有。
之事由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廢止
ௐ̣Ȉ˘୧
祭祀公業土地於第七條規定公告
其登記時，解散之。
之日屆滿三年，有下列情形之一者，除公共
祭祀公業法人解散時，應由清算人檢具證明
文件及財產清算計畫書，報請直轄市、縣（市） 設施用地外，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代為標售：
主管機關備查。
一、期滿三年無人申報。
ௐαȈ̱୧ 祭祀公業法人解散後，其財產之
二、經申報被駁回，屆期未提起訴願或訴請
清算由管理人為之。但章程有特別規定或派
法院裁判。
下員大會另有決議者，不在此限。
三、經訴願決定或法院裁判駁回確定。
ௐαȈ˛୧ 不能依前條規定定其清算人時，
前項情形，祭祀公業及利害關係人有正當理
法院得因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察
由者，得申請暫緩代為標售。
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選任清算
前二項代為標售之程序、暫緩代為標售之要
人。
件及期限、底價訂定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
ௐαȈˣ୧ 清算人之職務如下：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了結現務。
ௐ̣Ȉ˟୧
依前條規定代為標售之土地，其
二、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優先購買權人及優先順序如下：
三、移交分配賸餘財產。
一、地上權人、典權人、永佃權人。
祭祀公業法人至清算終結止，在清算之必要
二、基地或耕地承租人。
範圍內，視為存續。
三、共有土地之他共有人。

Z‐12‐6 祭祀公業條例
義登記之不動產，具有祭祀公業之性質及事
四、本條例施行前已占有達十年以上，至標
實，經申報人出具已知過半數派下員願意以
售時仍繼續為該土地之占有人。
祭祀公業案件辦理之同意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前項第一款優先購買權之順序，以登記之先
足以認定者，準用本條例申報及登記之規
後定之。
定；財團法人祭祀公業，亦同。
ௐ̣Ȉˬ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代為
前項不動產為耕地時，得申請更名為祭祀公
標售土地前，應公告三個月。
前項公告，應載明前條之優先購買權意旨， 業法人或以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成立之祭祀公
業所有，不受農業發展條例之限制。
並以公告代替對優先購買權人之通知。優先購
買權人未於決標後十日內以書面為承買之意 ௐ̣Ȉ˛୧ 管理人、派下員或利害關係人對
祭祀公業申報、祭祀公業法人登記、變更及
思表示者，視為放棄其優先購買權。
備查之事項或土地登記事項，有異議者，除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代為標售公告
依本條例規定之程序辦理外，得逕向法院起
清理之土地前，應向稅捐、戶政、民政、地政
訴。
等機關查詢；其能查明祭祀公業土地之派下現
員或利害關係人者，應於公告時一併通知。 ௐ̣Ȉˣ୧ 中央主管機關得訂定獎勵措施，
鼓勵祭祀公業運用其財產孳息興辦公益慈善
ௐ̣Ȉα୧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
及社會教化事務。
國庫設立地籍清理土地權利價金保管款專
ௐ̣Ȉ˝୧ 新設立之祭祀公業應依民法規定
戶，保管代為標售土地之價金。
成立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將代為標售土
本條例施行前，已成立之財團法人祭祀公
地價金，扣除百分之五行政處理費用、千分之
業，得依本條例規定，於三年內辦理變更登記
五地籍清理獎金及應納稅賦後，以其餘額儲存
為祭祀公業法人，完成登記後，祭祀公業法人
於前項保管款專戶。
主管機關應函請法院廢止財團法人之登記。
祭祀公業自專戶儲存之保管款儲存之日起
十年內，得檢附證明文件向直轄市或縣（市） ௐ̱Ȉ୧ 本條例施行日期，由行政院定之。
主管機關申請發給土地價金；經審查無誤，公
告三個月，期滿無人異議時，按代為標售土地
之價金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並加計儲存於
保管款專戶之實收利息發給之。
前項期間屆滿後，專戶儲存之保管款經結算
如有賸餘，歸屬國庫。
地籍清理土地權利價金保管款之儲存、保
管、繳庫等事項及地籍清理獎金之分配、核發
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୧ 依第五十一條規定代為標售之土
地，經二次標售而未完成標售者，由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囑託登記為國有。
前項登記為國有之土地，自登記完畢之日起
十年內，祭祀公業得檢附證明文件，向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發給土地價金；經審
查無誤，公告三個月，期滿無人異議時，依該
土地第二次標售底價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
額，並加計儲存於保管款專戶之應收利息發
給。所需價金，由地籍清理土地權利價金保管
款支應；不足者，由國庫支應。

ௐ̱ౢ!!ܢ
ௐ̣Ȉ̱୧

本條例施行前以祭祀公業以外名

環境影響評估法 Z‐13‐1

環境影響評估法
中 華 民 國 92 年 1 月 8 日 總 統華 總 一義 字 第
09100255720 號 令修正公布第 12 條至第 14 條及
第 23 條條文

ௐ˘ౢ!ᓁ!

場之開發。
三、土石採取及探礦、採礦。
四、蓄水、供水、防洪排水工程之開發。
五、農、林、漁、牧地之開發利用。
六、遊樂、風景區、高爾夫球場及運動場地
之開發。
七、文教、醫療建設之開發。
八、新市區建設及高樓建築或舊市區更新。
九、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
十、核能及其他能源之開發及放射性核廢料
儲存或處理場所之興建。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前項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其認
定標準、細目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於本法公布施行後
一年內定之，送立法院備查。

ௐ˘୧ 為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造成不
良影響，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特制定
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令之
規定。
ௐ˟୧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政院
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
（巿）為縣（巿）政府。
ௐˬ୧ 各級主管機關為審查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有關事項，應設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以下簡稱委員會）。
ௐ˟ౢ!ෞҤăᆶߤ̈́Ⴞ༛!
前項委員會任期二年，其中專家學者不得少
於委員會總人數三分之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ௐ̱୧ 開發行為依前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者，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環境影響
為開發單位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員應迴避
評估作業準則，實施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
表決。
中央主管機關所設之委員會，其組織規程， 估，並作成環境影響說明書。
前項環境影響說明書應記載下列事項：
由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後
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
發布之。
二、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
直轄巿主管機關所設之委員會，其組織規
編號。
程，由直轄巿主管機關擬訂，報請權責機關核
三、環境影響說明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
定後發布之。
撰寫者之簽名。
縣（巿）主管機關所設之委員會，其組織規
四、開發行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
程，由縣（巿）主管機關擬訂，報請權責機關
五、開發行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核定後發布之。
六、開發行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
ௐα୧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及環境現況。
一、開發行為：指依第五條規定之行為。其
七、預測開發行為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
範圍包括該行為之規劃、進行及完成後
八、環境保護對策、替代方案。
之使用。
九、執行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
二、環境影響評估：指開發行為或政府政策
十、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
對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
策摘要表。
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
程度及範圍，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 ௐ˛୧ 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行為時，應檢
具環境影響說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
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提出環境
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
管理計畫，並公開說明及審查。環境影
查。
響評估工作包括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環
主管機關應於收到前項環境影響說明書後
境影響評估及審查、追蹤考核等程序。
五十日內，作成審查結論公告之，並通知目的
ௐ̣୧ 下列開發行為對環境有不良影響之虞
事業主管機關及開發單位。但情形特殊者，其
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期限之延長以五十日為限。
一、工廠之設立及工業區之開發。
前項審查結論主管機關認不須進行第二階
二、道路、鐵路、大眾捷運系統、港灣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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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環境影響評估並經許可者，開發單位應舉行
公開之說明會。
ௐˣ୧ 前條審查結論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
之虞，應繼續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者，開發單位應辦理下列事項：
一、將環境影響說明書分送有關機關。
二、將環境影響說明書於開發場所附近適當
地點陳列或揭示，其期間不得少於三十
日。
三、於新聞紙刊載開發單位之名稱、開發場
所、審查結論及環境影響說明書陳列或
揭示地點。
開發單位應於前項陳列或揭示期滿後，舉行
公開說明會。
ௐ˝୧ 前條有關機關或當地居民對於開發單
位之說明有意見者，應於公開說明會後十五
日內以書面向開發單位提出，並副知主管機
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ௐȈ୧ 主管機關應於公開說明會後邀集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機關、團體、學者、專
家及居民代表界定評估範疇。
前項範疇界定之事項如下：
一、確認可行之替代方案。
二、確認應進行環境影響評估之項目；決定
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之方法。
三、其他有關執行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之事項。
ௐȈ˘୧ 開發單位應參酌主管機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有關機關、學者、專家、團體
及當地居民所提意見，編製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書（以下簡稱評估書）初稿，向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提出。
前項評估書初稿應記載下列事項：
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
二、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
編號。
三、評估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
簽名。
四、開發行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
五、開發行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六、環境現況、開發行為可能影響之主要及
次要範圍及各種相關計畫。
七、環境影響預測、分析及評定。
八、減輕或避免不利環境影響之對策。
九、替代方案。
十、綜合環境管理計畫。
十一、對有關機關意見之處理情形。

十二、對當地居民意見之處理情形。
十三、結論及建議。
十四、執行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
十五、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
對策摘要表。
十六、參考文獻。
ௐȈ˟୧!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收到評估書初稿
後三十日內，應會同主管機關、委員會委員、
其他有關機關，並邀集專家、學者、團體及
當地居民，進行現場勘察並舉行公聽會，於
三十日內作成紀錄，送交主管機關。
前項期間於必要時得延長之。
ௐȈˬ୧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前條之勘察
現場紀錄、公聽會紀錄及評估書初稿送請主
管機關審查。
主管機關應於六十日內作成審查結論，並將
審查結論送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開發單
位；開發單位應依審查結論修正評估書初稿，
作成評估書，送主管機關依審查結論認可。
前項評估書經主管機關認可後，應將評估書
及審查結論摘要公告，並刊登公報。但情形特
殊者，其審查期限之延長以六十日為限。
ௐȈˬ୧̝˘ 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書初稿
經主管機關受理後，於審查時認有應補正情
形者，主管機關應詳列補正所需資料，通知
開發單位限期補正。開發單位未於期限內補
正或補正未符主管機關規定者，主管機關應
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駁回開發行為許可之
申請，並副知開發單位。
開發單位於前項補正期間屆滿前，得申請展
延或撤回審查案件。
ௐȈα୧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說明
書未經完成審查或評估書未經認可前，不得
為開發行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
經主管機關審查認定不應開發者，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不得為開發行為之許可。但開發單位
得另行提出替代方案，重新送主管機關審查。
開發單位依前項提出之替代方案，如就原地
點重新規劃時，不得與主管機關原審查認定不
應開發之理由牴觸。
ௐỊ̏୧ 同一場所，有二個以上之開發行為
同時實施者，得合併進行評估。
ௐȈ̱୧ 已通過之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
書，非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不得變更原申請內容。
前項之核准，其應重新辦理環境影響評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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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於本法施行細則定之。
ௐȈ̱୧̝˘ 開發單位於通過環境影響說明
書或評估書審查，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發之開發許可後，逾三年始實施開發行為
時，應提出環境現況差異分析及對策檢討報
告，送主管機關審查。主管機關未完成審查
前，不得實施開發行為。
ௐȈ˛୧ 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說明書、評
估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論，切實執行。
ௐȈˣ୧ 開發行為進行中及完成後使用時，
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追蹤，並由主管機關
監督環境影響說明書、評估書及審查結論之
執行情形；必要時，得命開發單位定期提出
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
開發單位作成前項調查報告書時，應就開發
行為進行前及完成後使用時之環境差異調
查、分析，並與環境影響說明書、評估書之預
測結果相互比對檢討。
主管機關發現對環境造成不良影響時，應命
開發單位限期提出因應對策，於經主管機關核
准後，切實執行。
ௐȈ˝୧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追蹤或主管機關
監督環境影響評估案時，得行使警察職權。
必要時，並得商請轄區內之憲警協助之。

ௐˬౢ!ჳ!
ௐ˟Ȉ୧ 依第七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或
第十八條規定提出之文書，明知為不實之事
項而記載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金。
ௐ˟Ȉ˘୧ 開發單位不遵行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本法所為停止開發行為之命令者，處負
責人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
幣三十萬元以下罰金。
ௐ˟Ȉ˟୧ 開發單位於未經主管機關依第七
條或依第十三條規定作成認可前，即逕行為
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之開發行為者，處新臺幣
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由
主管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止
實施開發行為。必要時，主管機關得逕命其
停止實施開發行為，其不遵行者，處負責人
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三
十萬元以下罰金。
ௐ˟Ȉˬ୧ 有下列情形之一，處新臺幣三十
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日連續處罰：

一、違反第七條第三項、第十六條之一或第
十七條之規定者。
二、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未提出環境影響
調查報告書或違反第十八條第三項，未
提出因應對策或不依因應對策切實執行
者。
三、違反第二十八條未提出因應對策或不依
因應對策切實執行者。
前項情形，情節重大者，得由主管機關轉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止實施開發行為。
必要時，主管機關得逕命其停止實施開發行
為，其不遵行者，處負責人三年以下有期徒刑
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金。
開發單位因天災或其他不可抗力事由，致不
能於第一項之改善期限內完成改善者，應於其
原因消滅後繼續進行改善，並於三十日內以書
面敘明理由，檢具有關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
申請核定賸餘期間之起算日。
第二項所稱情節重大，指下列情形之一：
一、開發單位造成廣泛之公害或嚴重之自然
資源破壞者。
二、開發單位未依主管機關審查結論或環境
影響說明書、評估書之承諾執行，致危
害人體健康或農林漁牧資源者。
三、經主管機關按日連續處罰三十日仍未完
成改善者。
開發單位經主管機關依第二項處分停止實
施開發行為者，應於恢復實施開發行為前，檢
具改善計畫執行成果，報請主管機關查驗；其
經主管機關限期改善而自行申報停止實施開
發行為者，亦同。經查驗不合格者，不得恢復
實施開發行為。
前項停止實施開發行為期間，為防止環境影
響之程度、範圍擴大，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
關，依據相關法令要求開發單位進行復整改善
及緊急應變措施。不遵行者，主管機關得函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
第一項及第四項所稱按日連續處罰，其起算
日、暫停日、停止日、改善完成認定查驗及其
他應遵行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開發單位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
關命令而主管機關疏於執行時，受害人民或公
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行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
知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六十日內
仍未依法執行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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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行職務之行為，直接
向行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令其執行。
行政法院為前項判決時，得依職權判令被告
機關支付適當律師費用、偵測鑑定費用或其他
訴訟費用予對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造
成不良影響有具體貢獻之原告。
第八項之書面告知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ௐ˟Ȉˬ୧̝˘ 開發單位經依本法處罰並通
知限期改善，應於期限屆滿前提出改善完成
之報告或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報請查驗。
開發單位未依前項辦理者，視為未完成改
善。
ௐ˟Ȉα୧ 依本法所處罰鍰，經通知限期繳
納，屆期不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ௐαౢ!!ܢ
ௐ˟Ị̏୧ 開發行為涉及軍事秘密及緊急性
國防工程者，其環境影響評估之有關作業，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國防部另定之。
ௐ˟Ȉ̱୧ 有影響環境之虞之政府政策，其
環境影響評估之有關作業，由中央主管機關
另定之。
ௐ˟Ȉ˛୧ 主管機關審查開發單位依第七
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或第十八條規定提
出之環境影響說明書、評估書初稿、評估書
或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得收取審查費。
前項收費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ௐ˟Ȉˣ୧ 本法施行前已實施而尚未完成之
開發行為，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命開發
單位辦理環境影響之調查、分析，並提出因
應對策，於經主管機關核准後，切實執行。
ௐ˟Ȉ˝୧ 本法施行前已完成環境影響說明
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並經審查作成審
查結論，而未依審查結論執行者，主管機關
及相關主管機關應命開發單位依本法第十八
條相關規定辦理，開發單位不得拒絕。
ௐˬȈ୧ 當地居民依本法所為之行為，得以
書面委任他人代行之。
ௐˬȈ˘୧ 本法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ௐˬȈ˟୧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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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୧ 本細則依環境影響評估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三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法第三條第四項及第五項之權責機
關為中央主管機關。
ௐˬ୧ 本法所定中央主管機關之權限如下：
一、有關全國性環境影響評估政策、計畫之
研訂事項。
二、有關全國性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法規之訂
定、審核及釋示事項。
三、依第十二條第一項分工所列之環境影響
說明書、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以下簡
稱評估書）
、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及其他
環境影響評估書件之審查事項；政府政
策環境影響評估之諮詢。
四、有關中央主管機關審查通過或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移轉管轄權至中
央主管機關之開發行為環境影響說明
書、評估書及審查結論或環境影響調查
報告書及其因應對策執行之監督事項。
五、有關全國性環境影響評估資料之蒐集、
建立及交流事項。
六、有關全國性環境影響評估之研究發展事
項。
七、有關全國性環境影響評估專業人員訓練
及管理事項。
八、有關全國性環境影響評估宣導事項。
九、有關直轄市及縣（市）環境影響評估工
作之監督、輔導事項。
十、有關環境影響評估之國際合作事項。
十一、其他有關全國性環境影響評估事項。
ௐα୧ 本法所定直轄市主管機關之權限如
下：
一、有關直轄市環境影響評估工作之規劃及
執行事項。
二、有關直轄市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法規之訂
定、審核及釋示事項。
三、依第十二條第一項分工所列之環境影響
說明書、評估書、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
及其他環境影響評估書件之審查事項。

四、有關直轄市主管機關審查通過或由中央
主管機關移轉管轄權至直轄市主管機關
之開發行為環境影響說明書、評估書及
審查結論或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及其因
應對策執行之監督事項。
五、有關直轄市環境影響評估資料之蒐集、
建立及交流事項。
六、有關直轄市環境影響評估之研究發展事
項。
七、有關直轄市環境影響評估專業人員訓練
及管理事項。
八、有關直轄市環境影響評估宣導事項。
九、有關直轄市環境影響評估工作之監督、
輔導事項。
十、其他有關直轄市環境影響評估事項。
ௐ̣୧ 本法所定縣（市）主管機關之權限如
下：
一、有關縣（市）環境影響評估工作之規劃
及執行事項。
二、有關縣（市）環境影響評估相關規章之
訂定、審核及釋示事項。
三、依第十二條第一項分工所列之環境影響
說明書、評估書、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
及其他環境影響評估書件之審查事項。
四、有關縣（市）主管機關審查通過或由中
央主管機關移轉管轄權至縣（市）主管
機關之開發行為環境影響說明書、評估
書及審查結論或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及
其因應對策執行之監督事項。
五、有關縣（市）環境影響評估資料之蒐集
、建立及交流事項。
六、有關縣（市）環境影響評估之研究發展
事項。
七、有關縣（市）環境影響評估宣導事項。
八、其他有關縣（市）環境影響評估事項。
ௐ̣୧̝˘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條所定
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
會）組織規程，應包含委員利益迴避原則，
除本法所定迴避要求外，另應依行政程序法
相關規定迴避。
本法第三條第二項所稱開發單位為直轄
市、縣（市）政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為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之主辦機關，而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辦理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時，
直轄市、縣（市）政府機關委員應全數迴避出
席會議及表決，委員會主席由出席委員互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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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擔任之。
委員應出席人數之計算方式，應將迴避之委
員人數予以扣除，作為委員總數之基準。
ௐ̱୧ 本法第五條所稱不良影響，指開發行
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引起水污染、空氣污染、土壤污染、噪
音、振動、惡臭、廢棄物、毒性物質污
染、地盤下陷或輻射污染公害現象者。
二、危害自然資源之合理利用者。
三、破壞自然景觀或生態環境者。
四、破壞社會、文化或經濟環境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市、縣（市）以上之開發行為，由中央主管機
關為之。
不屬附表一之開發行為類型或主管機關分
工之認定有爭議時，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之。
前三項規定施行後，受理審查中之環境影響
評估案件，管轄權有變更者，原管轄主管機關
應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之主管機關。但經開發
單位及有管轄權主管機關之同意，亦得由原管
轄主管機關繼續辦理至完成環境影響說明書
審查或評估書認可後，後續監督及變更再移送
有管轄權主管機關辦理。
ௐȈ˟୧̝˘ 本法所稱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ௐ˟ౢ!ෞҤăᆶߤ̈́Ⴞ༛!
，依開發行為所依據設立之專業法規或組織
ௐ˛୧ 本法所稱開發單位，指自然人、法人、 法規定之。
前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認定如有爭議
團體或其他從事開發行為者。
時，依行政程序法規定辦理。
ௐˣ୧ 本法第六條第一項之規劃，指可行性
研究、先期作業、準備申請許可或其他經中 ௐȈˬ୧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
就環境影響說明書或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
央主管機關認定為有關規劃之階段行為。
規定就評估書初稿進行審查時，應將環境影
前項認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
響說明書或評估書初稿內容、委員會開會資
業主管機關為之。
訊、會議紀錄及審查結論公布於中央主管機
ௐ˝୧ （刪除）
關指定網站（以下簡稱指定網站）。
ௐȈ୧ （刪除）
前項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書初稿內容及
ௐȈ୧̝˘ （刪除）
開會資訊，應於會議舉行七日前公布；會議紀
ௐȈ˘୧ 開發單位依本法第七條第一項提出
錄應於會後三十日內公布；審查結論應於公告
環境影響說明書者，除相關法令另有規定程
後七日內公布。
序者外，於開發審議或開發許可申請階段辦
ௐȈα୧ （刪除）
理。
ௐȈ˘୧̝˘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收到開發單 ௐỊ̏୧ 本法第七條及第十三條之審查期
限，自開發單位備齊書件，並向主管機關繳
位所送之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書初稿後，
交審查費之日起算。
應釐清非屬主管機關所主管法規之爭點，並
前項所定審查期限，不含下列期間：
針對開發行為之政策提出說明及建議，併同
一、開發單位補正日數。
環境影響說明書或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
二、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令釋示或與其他
勘察現場紀錄、公聽會紀錄、評估書初稿轉
機關（構）協商未逾六十日之日數。
送主管機關審查。
三、其他不可歸責於主管機關之可扣除日數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未依前項規定辦理者，主
。
管機關得敘明理由退回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
ௐỊ̏୧̝˘
（刪除）
估書初稿。
本法及本細則所規範之環境影響評估流程 ௐȈ̱୧ 本法第七條第二項但書及第十三條
第三項但書所稱情形特殊者，指開發行為具
詳見附圖。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ௐȈ˟୧ 主管機關之分工依附表一定之。必
一、開發行為規模龐大，影響層面廣泛，非
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辦直轄市、縣（市）
短時間所能完成審查者。
主管機關。
二、開發行為爭議性高，非短時間所能完成
二個以上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行
審查者。
為，合併進行評估時，主管機關應合併審查。
ௐȈ˛୧
本法第七條第三項所稱許可，指目
涉及不同主管機關或開發基地跨越二個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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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業主管機關對開發行為之許可。
ௐȈˣ୧ 開發單位依本法第七條第三項舉行
公開之說明會，應於開發行為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後動工前辦理。
ௐȈ˝୧! 本法第八條所稱對環境有重大影響
之虞，指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依本法第五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且屬附表二所列開發行為，並經委員會
審查認定。
二、開發行為不屬附表二所列項目或未達附
表二所列規模，但經委員會審查環境影
響說明書，認定下列對環境有重大影響
之虞者：
（一）與周圍之相關計畫，有顯著不利之
衝突且不相容。
（二）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性，有顯著不
利之影響。
（三）對保育類或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息
生存，有顯著不利之影響。
（四）有使當地環境顯著逾越環境品質標
準或超過當地環境涵容能力。
（五）對當地眾多居民之遷移、權益或少
數民族之傳統生活方式，有顯著不
利之影響。
（六）對國民健康或安全，有顯著不利之
影響。
（七）對其他國家之環境，有顯著不利之
影響。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開發單位於委員會作成第一階段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結論前，得以書面提出自願進行第二
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
主管機關審查。
ௐ˟Ȉ୧ 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及本細則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二十六條第
二項所稱之適當地點，指開發行為附近之下
列處所：
一、開發行為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
所及村（里）辦公室。
二、毗鄰前款鄉（鎮、市、區）之其他鄉（鎮
、市、區）公所。
三、距離開發行為所在地附近之學校、寺廟
、教堂或市集。
四、開發行為所在地五百公尺內公共道路路
側之處所。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處所。

開發單位應擇定前項五處以上為環境影響
說明書陳列或揭示之處所，並力求各處所平均
分布於開發環境區域內。
開發單位於陳列或揭示環境影響說明書
時，應將環境影響說明書公布於指定網站至少
三十日。
ௐ˟Ȉ˘୧ 開發單位依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第
三款刊載新聞紙，應連續刊載三日以上。
ௐ˟Ȉ˟୧ 開發單位依本法第七條第三項或
第八條第二項舉行公開說明會，應將時間、
地點、方式、開發行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
於十日前刊載於新聞紙及公布於指定網站，
並於適當地點公告及通知下列機關或人員：
一、有關機關。
二、當地及毗鄰之鄉（鎮、市、區）公所。
三、當地民意機關。
四、當地村（里）長。
前項公開說明會之地點，應於開發行為所在
地之適當地點為之。
開發單位於第一項公開說明會後四十五日
內，應作成紀錄函送第一項機關或人員，並公
布於指定網站至少三十日。
ௐ˟Ȉ˟୧̝˘ 開發單位依本法第十條所提
出之範疇界定資料，主管機關應公布於指定
網站至少十四日，供民眾、團體及機關以書
面表達意見，並轉交開發單位處理。
主管機關舉辦範疇界定會議七日前，應公布
於指定網站，邀集委員會委員、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相關機關、團體、學者、專家及居民代
表界定評估範疇，並由主管機關指定委員會委
員擔任主席。
主管機關完成界定評估範疇後三十日內，應
將本法第十條第二項所確認之事項，公布於指
定網站。
ௐ˟Ȉˬ୧ 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第十一款及
第十二款所稱之處理情形，應包括下列事項：
一、就意見之來源與內容作彙整條列，並逐
項作說明。
二、意見採納之情形及未採納之原因。
三、意見修正之說明。
ௐ˟Ȉα୧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二
條第一項進行現場勘察時，應發給參與者勘
察意見表，並彙整作成勘察紀錄，一併送交
主管機關。
ௐ˟Ȉα୧̝˘ 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十
三條第一項所稱公聽會，指目的事業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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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向主管機關、委員會委員、有關機關、專
家學者、團體及當地居民，廣泛蒐集意見，
以利後續委員會審查之會議。
ௐ˟Ị̏୧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條規定界定
評估範疇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二
條第一項規定進行現場勘察、舉行公聽會
時，應考量下列事項，邀集專家學者參加：
一、個案之特殊性。
二、評估項目。
三、各相關專業領域。
ௐ˟Ȉ̱୧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二
條第一項舉行公聽會時，應於十日前通知主
管機關、委員會委員、有關機關、專家、學
者、團體及當地居民，並公布於指定網站至
公聽會舉行翌日。
公聽會應於開發行為所在地之適當地點行
之。
第一項當地居民之通知，得委請當地鄉
（鎮、市、區）公所轉知。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公聽會議紀錄作成
後三十日內，公布於指定網站。
ௐ˟Ȉ˛୧ （刪除）
ௐ˟Ȉˣ୧ 開發單位依本法第七條、第十三
條及第十八條提出環境影響說明書、評估書
及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時，應提供包含預測
與可行方案之完整資料。
主管機關於審查之必要範圍內，認為開發單
位所提供之資料不夠完整時，得定相當期間命
開發單位提供相關資料或報告，或以書面通知
其到場備詢。
前項資料涉及營業或其他秘密之保護者，依
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ௐ˟Ȉ˝୧ 開發單位未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二
項審查結論修正評估書初稿時，主管機關應
敘明理由，還請開發單位限期補正。
ௐˬȈ୧ 本法第七條第二項及第十三條第三
項之公告，應於開發行為所在地附近適當地
點陳列或揭示至少十五日，或刊載於新聞紙
連續五日以上。
ௐˬȈ˘୧ （刪除）
ௐˬȈ˟୧
開發單位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二
項但書重新將替代方案送主管機關審查者，
應依本法第六條及第七條所定程序辦理。
於原地點重新規劃同一開發行為之替代方
案者，開發單位應檢具環境影響說明書，向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轉送原審查主管機關審查，不受第十二條第一
項及第二項分工之限制。
ௐˬȈˬ୧ 本法第十五條所稱同一場所，指
一定區域內，各開發場所環境背景因子類
似，且其環境影響可合併評估者。
ௐˬȈα୧ 二個以上開發行為合併進行評估
者，關於評估之執行、審查程序之進行、環
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書之作成及其他相關事
項，各開發單位應共同負責。
前項情形，各開發單位應各派代表或共同推
舉代表執行評估、參與審查程序及其他相關事
項。
ௐˬỊ̏୧ （刪除）
ௐˬȈ̱୧
本法第十六條第一項所稱之變
更原申請內容，指本法第六條第二項第一
款、第四款、第五款及第八款或本法第十一
條第二項第一款、第四款、第五款、第八款
及第十款至第十二款之內容有變更者。
屬下列情形之一者，非屬前項須經核准變更
之事項，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
關備查：
一、開發基地內非環境保護設施局部調整位
置。
二、不立即改善有發生災害之虞或屬災害復
原重建。
三、其他法規容許誤差範圍內之變更。
四、施工期間於基地可開發範圍內設置之臨
時性施工設施。
五、依據環境保護法規之修正，執行公告之
檢驗或監測方法。
六、在原有開發基地範圍內，計畫產能或規
模降低。
七、提升環境保護設施之處理等級或效率。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未涉及環境保護事
項或變更內容對環境品質維護有利。
ௐˬȈ˛୧ 開發單位依本法第十六條第一項
申請變更環境影響說明書、評估書內容或審
查結論，無須依第三十八條重新進行環境影
響評估者，應提出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
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轉送主管機關
核准。但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檢附變更
內容對照表，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
轉送主管機關核准：
一、開發基地內環境保護設施調整位置或功
能。但不涉及改變承受水體或處理等級
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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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既有設備提昇產能或改變製程而污染總
十以上者。
量未增加。
二、土地使用之變更涉及原規劃之保護區、
三、環境監測計畫變更。
綠帶緩衝區或其他因人為開發易使環境
四、因開發行為規模降低、環境敏感區位劃
嚴重變化或破壞之區域者。
定變更、環境影響評估或其他相關法令
三、降低環保設施之處理等級或效率者。
之修正，致原開發行為未符合應實施環
四、計畫變更對影響範圍內之生活、自然、
境影響評估而須變更原審查結論。
社會環境或保護對象，有加重影響之虞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對環境影響輕微。
者。
ௐˬȈ˛୧̝˘ 依第三十六條第二項提出備
五、對環境品質之維護，有不利影響者。
查之內容如下：
六、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地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
址。
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二、符合第三十六條第二項之情形、申請備
開發行為完成並取得營運許可後，其有規模
查理由及內容。
擴增或擴建情形者，仍應依本法第五條規定實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施環境影響評估。
依前條提出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應記載 ௐˬȈˣ୧̝˘ 本法第十六條之一所稱開發
許可包括許可證、同意、核定等形式之許可，
下列事項：
其認定由開發行為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
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地
之。
址。
開發許可，起始日依下列順序認定：
二、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
一、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開發許可之
三、本次及歷次申請變更內容與原通過內容
日。
之比較。
二、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函送主管機關公告
四、開發行為或環境保護對策變更之理由及
之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書審查結論之
內容。
日。
五、變更內容無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各款應重
三、依開發行為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書經
新辦理環境影響評估適用情形之具體說
主管機關作成審查結論公告之日。
明。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如涉及二個以上目的
六、開發行為或環境保護對策變更後，對環
事業主管機關，依下列順序認定：
境影響之差異分析。
一、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發許可日期最
七、環境保護對策之檢討及修正，或綜合環
先者；如部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無核發
境管理計畫之檢討及修正。
許可程序者，依有核發許可之日期最先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者。
依前條提出變更內容對照表，應記載下列事
二、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函送主管機關公告
項：
之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書審查結論之
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地
日期最先者；如部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址。
未函送，依有函送之日期最先者。
二、符合前條之情形、申請變更理由及內容。
ௐˬȈ˝୧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八
三、開發行為現況。
條所為之追蹤事項如下：
四、本次及歷次申請變更內容與原通過內容
一、核發許可時要求開發單位辦理之事項。
之比較。
二、開發單位執行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書
五、變更後對環境影響之說明。
內容及主管機關審查結論事項。
六、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三、其他相關環境影響事項。
ௐˬȈˣ୧ 開發單位變更原申請內容有下列
前項執行情形，應函送主管機關。
情形之一者，應就申請變更部分，重新辦理
ௐαȈ୧ 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之環境影響調
環境影響評估：
查報告書，應記載下列事項：
一、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路線延伸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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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地
址。
二、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
項目撰寫者之簽名。
三、開發行為現況。
四、開發行為進行前及完成後使用時之環境
差異調查、分析，並與環境影響說明書、
評估書之預測結果相互比對檢討。
五、結論及建議。
六、參考文獻。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本法第十八條第三項之因應對策，應記載下
列事項：
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地
址。
二、依據前項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判定之結
論或主管機關逕行認定對環境造成不良
影響之內容，提出環境保護對策之檢
討、修正及預定改善完成期限。
三、執行修正後之環境保護對策所需經費。
四、參考文獻。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ௐαȈ˘୧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
執行本法第十八條所定職權，得派員赴開發
單位或開發地點調查或檢驗其相關運作情
形。
ௐαȈ˟୧ （刪除）
ௐαȈˬ୧ 主管機關審查環境影響說明書或
評估書作成之審查結論，內容應涵括綜合評
述，其分類如下：
一、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二、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三、應繼續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四、認定不應開發。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ௐαȈα୧ （刪除）
ௐαỊ̏୧ （刪除）
ௐαȈ̱୧ （刪除）
ௐαȈ˛୧ （刪除）

ௐˬౢ!!ܢ
ௐαȈˣ୧ 本法第二十八條所稱主管機關認
有必要時，指第十九條所列各款情形之一，
經依其他相關法令處理後仍未能解決者。
ௐαȈ˝୧ 依本法第二十八條辦理環境影響
調查、分析及提出因應對策之書面報告，應

記載下列事項：
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
二、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
號。
三、開發行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
四、開發行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五、開發行為所採之環境保護對策及其成
果。
六、環境現況。
七、開發行為已知或預測之環境影響。
八、減輕或避免不利環境影響之對策。
九、替代方案。
十、執行因應對策所須經費。
十一、參考文獻。
ௐ̣Ȉ୧ 本法第二十九條所稱相關主管機
關，指本法施行前辦理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
估書之原審查機關。
前項機關應依本法第十八條規定辦理監督
工作，主管機關得會同執行。
ௐ̣Ȉ˘୧ 本法施行前已完成環境影響說明
書或評估書，經審查作成審查結論者，開發
單位申請變更原申請內容者，準用第三十六
條至第三十八條規定。
ௐ̣Ȉ˘୧̝˘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
轄市、縣（市）政府就認定標準、細目或環
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等相關法規提出建議修
正時，應邀集有關機關及多元民間團體舉辦
公開研商會，將共識意見彙整為草案，函請
中央主管機關召開公聽會，並由中央主管機
關依法制作業程序辦理。
ௐ̣Ȉ˟୧ 本法及本細則所定處分書、委任
書或其他書表之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ௐ̣Ȉˬ୧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本細則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零四年七
月三日修正發布之第五條之一、第十一條之一
及第十二條自發布後六個月施行外，自發布日
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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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行為類型
一、工廠之設立及
工業區之開發
二、道路、鐵路、
大眾捷運系
統、港灣及機
場之開發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及監督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

（一）國營事業工廠之設立。
（二）園區開發面積逾三十公頃。
（一）國道、省道及跨越二直轄市
、縣（市）以上之道路。
（二）鐵路。
（三）大眾捷運系統。
（四）商港、軍港、漁港、工業專
用港、遊艇港。
（五）機場。
三、土石採取及探 探礦、採礦。
礦、採礦
四、蓄水、供水、
抽水、引水及
防洪排水工程
之開發

五、農、林、漁、
牧地之開發利
用。
六、遊樂、風景區
、高爾夫球場
及運動場地之
開發。

七、文教、醫療建
設之開發。

八、新市區建設及
高樓建築或舊
市區更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一）非國營事業工廠之設立。
（二）園區開發面積三十公頃以下。
市道、縣道、區道、鄉道、市區道
路及其他位於直轄市、縣（市）內
之道路。

（一）採取土石。
（二）土石採取碎解、洗選場。
（三）採取窯業用土。
（一）蓄水工程。
（一）直轄市、縣（市）管河川之
（二）越域引水工程。
河川水道變更及疏濬工程。
（三）海水淡化廠工程。
（二）直轄市、縣（市）轄區內之
（四）中央管河川之河川水道變更
水利工程。
及疏濬工程。
（三）非國營自來水事業之工程。
（五）跨越二直轄市、縣（市）以
上之水利工程。
（六）國營自來水事業之工程。
（七）專供工業用之給水處理廠。
國有林之砍伐林木。
（一）休閒農場或農產品加工場所。
（二）公有林或私有林之砍伐林木。
（三）魚塭或魚池。
（四）畜牧場。
（一）位於國家公園或國家風景區 （一）非位於國家公園或國家風景
之遊樂區。
區之遊樂區。
（二）國有林森林遊樂區之育樂設 （二）公有林或私有林森林遊樂區
施區之開發。
之育樂設施區之開發。
（三）高爾夫球場。
（三）運動場地。
（四）動物園。
（一）文化、教育、訓練設施或研
究機構。
（二）教育或研究機構附設畜牧場
。
（三）學校或醫院以外之研究機構
。
（四）宗教之寺廟、教堂。
（五）醫療建設。
新市鎮興建或擴建。
（一）社區興建。
（二）高樓建築。
（三）舊市區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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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環境保護工程 （一）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 （一）水肥處理廠。
之興建
物再利用機構。
（二）污水下水道工程。
（二）除再利用外，以焚化、掩埋 （三）堆肥場。
或其他方式處理事業廢棄物 （四）廢棄物轉運站。
之 中 間 處 理 或 最 終 處 置 設 （五）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
施，且為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物掩埋場或焚化廠。
機關輔導設置之廢棄物清除 （六）焚化、掩埋、堆肥或再利用
處理設施或許可之共同清
以外之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
除、處理機構。
業廢棄物處理場。
（三）有機污泥、污泥混合物或有 （七）一般廢棄物之垃圾分選場。
害事業廢棄物再利用機構。 （八）除再利用外，以焚化、掩埋
或其他方式處理事業廢棄物
之中間處理或最終處置設
施，且非為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輔導設置之廢棄物清
除處理設施或許可之共同清
除、處理機構。
（九）以物理方式處理混合五金廢
料之處理場或設施。
（十）棄土場、棄土區等土石方資
源堆置處理場、營建混合物
資源分類處理場或裝潢修繕
廢棄物分類處理場。
十、核能及其他能 （一）核能電廠。
火力發電之自用發電設備或汽電共
源之開發及放 （二）水力發電廠。
生廠。
射性核廢料儲 （三）火力發電廠。
存或處理場所 （四）風力、太陽光電、潮汐、潮
之興建
流、海流、波浪、溫差及地
熱等再生能源發電。
（五）放射性廢棄物貯存或處理設
施。
十一、其他經中央 （一）輸電線路工程。
（一）綜合工業分區、物流專業分
主管機關公 （二）超高壓變電所。
區、工商服務及展覽分區、
告者
（三）港區申請設置水泥儲庫。
修理服務分區、購物中心分
（四）輸送天然氣或油品管線工程
區等工商綜合區、購物專用
。
區或大型購物中心。
（五）軍事營區、海岸（洋）巡防 （二）展覽會、博覽會或展示會場
營區、飛彈試射場、靶場或
。
雷達站等國防工程。
（三）公墓。
（ 六 ） 設 置 液 化 天 然 氣 接 收 站 （四）殯儀館、骨灰（骸）存放設
（港）。
施。
（七）人工島嶼之興建或擴建工程 （五）屠宰場。
。
（六）動物收容所。
（八）核子反應器設施之除役。
（七）地下街。
（九）纜車之興建或擴建。
（八）安養中心、護理機構或長期
（十）矯正機關、保安處分處所或
照護機構、養護機構、安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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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以拘禁、感化為目的之
收容機構。
（十一）深層海水之開發利用。
（十二）氣象雷達站。
（十三）於海域築堤排水填土造成
陸地。
（十四）於海域設置固定之氣象、
海象或地震等觀測設施。

機構等老人福利機構。
（九）觀光（休閒）飯店、旅（賓）
館。
（十）火化場。
（十一）工廠變更用地作為非工廠
開發使用。
（十二）設置石油管理法所定之石
油、石油製品貯存槽。
（十三）其他位於直轄市、縣（市）
內之開發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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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園區之開發
（一）石化工業區面積達五十公頃以上。
（二）其他園區面積達一百公頃以上。
二、道路之開發
（一）高速公路或快速道(公)路之新建。
（二）高速公路或快速道(公)路之延伸工程，長度達三十公里以上。
三、鐵路之開發
（一）高速鐵路新建。
（二）鐵路之開發或延伸工程長度達三十公里以上。
四、大眾捷運系統之開發（不含輕軌）
（一）大眾捷運系統路網新建工程。
（二）大眾捷運系統路線延伸工程，長度達三十公里以上。
五、商港、漁港、工業專用港、遊艇港新建工程。
六、機場跑道新建工程。
七、新增探礦、採礦工程，面積達五十公頃以上。
八、水利工程之開發
（一）水庫工程之新建。
（二）越域引水工程。
九、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或有害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或焚化廠之新建(園區內之開發不在
此限)。
十、核能電廠新建或添加機組擴建工程。
十一、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之新建。
十二、新建火力電廠、汽電共生廠或自用發電設備，屬以燃油、燃煤或其他非燃氣燃料發電，裝
置容量一百萬瓩以上者。
十三、三百四十五千伏或一百六十一千伏輸電線路架空或地下化線路鋪設長度五十公里以上者。
十四、超高壓變電所新建工程。
十五、水力發電廠，裝置或累積裝置容量五萬瓩以上。
十六、海域築堤排水填土造成陸地面積達五十公頃以上者，或減少自然海岸線長度一公里以上。
十七、新市鎮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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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環評

符合認定標準之應實施環評開發行為
開發單位擬具「開發行為規劃內容」

上網公開蒐集意見20日

書面告知有
關機關

開發單位書面告知有關機關

適當地點陳
列揭示30日

公開說明會後45日內作成紀錄，
並上網公開

表列或自願進二階
環評案件
否
上網公開20日

上網公開
30日

開發單位舉行公開說明會，並上網公開

開發單位擬具說明書主要章節內容

是

刊登新
聞紙3日

主管機關召開範疇界定會議
開發單位舉行
公開會議

開發單位製作評估書初稿

開發單位將
說明書送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理現勘及公聽會，並上網公開
開發單位將說明書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非屬主管機關
所主管法規之爭點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非屬主管機關
所主管法規之爭點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作成紀錄，
開發單位依據紀錄修正評估書初稿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勘察現場、公聽
會紀錄及評估書初稿送主管機關審查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說明書轉送主管機關
環評委員會審查
無
主管機關公告審查結論
開發單位依審查結論修正說明書
送主管機關
開發單位舉行公開說明會

有重大環境影響之虞

環評委員會審查，作成審查結論
開發單位依審查結論修正評估書初稿，
作成評估書，送主管機關認可
主管機關公告審查結論及評估書

附圖：環境影響評估流程圖

Z‐14‐12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

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Z‐15‐1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中華民國 102 年 9 月 12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
綜字第 1020078054 號令修正發布第 3、10、28、
36、38、41 條條文及第 39 條條文附表五；並自
發布日施行

ௐ˘୧ 本標準依環境影響評估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相關法令所未禁止之開發行為，其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細目及範圍，依本標準
規定。
ௐˬ୧ 工廠之設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附表一之工業類別，新設或增加生產線
者。
二、附表一之工業類別，擴增產能符合下列
規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區。
（六）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七）位於 海 拔高 度一 千五 百公 尺 以
上。
（八）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台灣
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九）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意變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十）擴增產能百分之十以上。但空氣
污染、水污染排放總量及廢棄物
產生量未增加，經檢具相關證明
文件，送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審核同意者，不在此限。
三、附表二之工業類別，新設或擴增產能符
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區。
（六）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但
設於本法公布施行前已設立之工
業區內，其廢水以專管排至自來
水水質水量保護區外，其擴增產
能百分之二十以下，且取得工業
區污水處理廠之同意納管證明
者，不在此限。
（七）位於 海 拔高 度一 千五 百公 尺 以
上。
（八）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台灣
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九）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意變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十）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
（十一）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上。
四、其他工廠，新設或擴增產能符合下列規
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開發面積
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開發面
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國
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申請開發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開發面積
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區，符合下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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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之 1 規定屬附表二之一所列行業之工廠，如
1.屬附表二之一所列行業。但位於
亦屬附表一或附表二所列工業類別之工廠，應
第二級水庫集水區，申請開發面
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辦理。
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開
第一項第四款屬僅從事砂石碎解、洗選之工
發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
廠，應依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理。
下，經水庫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
申請設立工廠，應依下列方式認定應否實施
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環境影響評估：
2.非屬附表二之一所列行業，位於
一、應於設廠前取得設立許可之工廠，於申
第一級水庫集水區。但申請開發
請設立時認定。
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
二、非屬應於設廠前取得設立許可之工廠，
開發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
依下列方式認定：
下，經水庫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
（一）申請廠房建造執照時確定工廠業
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別者，於申請建造執照時認定。
（六）位於 海拔 高 度一 千五 百公 尺 以
（二）申請廠房建造執照時未確定工廠
上。
業別者，或申請工廠登記內容超
（七）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出申請建造執照時所述之業別或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
規模者，或申請廠房建造執照與
護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申請工廠登記之開發單位不同
一公頃以上。
者，於申請工廠登記時認定。
（八）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ௐα୧ 園區之開發，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意變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累積
一、位於國家公園。
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
前項第三款第八目至第十一目、第四款第七
息環境。
目或第八目，申請設立於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完成之工業區、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
環保科技園區、生物科技園區或其他供業者進
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駐從事生產、製造、技術服務等相關業務之園
五、位於水庫集水區。
區（以下簡稱園區）內，其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六、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積均增為二倍。
七、位於原住民保留地。
第一項屬汰舊換新工程，其產能及污染量未
八、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增加，且單位能耗降低，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九、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台灣沿海地
審核同意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
工廠申請設立於已完成公共設施及整地之園
護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
區內，免依第一項第二款第八目、第三款第八
以上。
目或第四款第七目所定位於山坡地區位之規
十、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
定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更使用，
第一項第三款屬附表二所列醱酵工業之釀
且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酒業，或第一項第四款非屬附表二之一所列行
上。
業之其他工廠，設立於台灣本島以外地區，如
十一、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
位於園區內，且其廢水經處理後以專管排至水
面積五公頃以上。
庫集水區外，並經當地主管機關同意，免依第
十二、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一項第三款第五目或第四款第五目之 2 規定
發面積十公頃以上。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於中華民國九十九年三月二日前既有之國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其他工廠，指非屬附表
際航空站及國際港口管制區域範圍內設置自
一及附表二所列工業類別之工廠；同款第五目
由貿易港區，不受前項規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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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୧ 道路之開發，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高速公路或快速道（公）路之興建。
二、道（公）路興建或延伸工程、高速公路
或快速道（公）路之延伸工程或連絡道
路、交流道之興建，符合下列規定之一
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區。
（六）位於 海 拔高 度一 千五 百公 尺 以
上。
（七）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長度二．五公里以上或挖
填土石方五萬立方公尺以上；其
同時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
區，長度一．五公里以上或挖填
土石方二．五萬立方公尺以上。
（八）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意變更使用，且長度二．五公里
以上或挖填土石方五萬立方公尺
以上，或其附屬隧道、地下化工
程長度合計一公里以上。
（九）位於山坡地、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都市土地或非都市土地，其
附屬隧道或地下化工程長度合計
一公里以上。
（十）位於都市土地或非都市土地，其
附屬高架路橋、橋梁或立體交叉
工程長度合計五公里以上。
（十一）位於非都市土地，長度十公里以
上。
三、道（公）路、高速公路或快速道（公）
路之拓寬，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長度二．五公里
以上，或挖填土石方五萬立方公尺
以上。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長度一公里以上。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長度一公里
以上。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長
度一公里以上。
（五）位於水庫集水區，長度一公里以
上。
（六）位於海拔高度一 千五百公尺以
上。
（七）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拓寬寬度增加一車道之寬
度以上且長度五公里以上，或挖
填土石方五萬立方公尺以上。
（八）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意變更使用，拓寬寬度增加一車
道之寬度以上且長度五公里以
上，或挖填土石方五萬立方公尺
以上。
（九）位於非都市土地，拓寬寬度增加
一車道之寬度以上且長度十公里
以上。
四、既有高架路橋、橋梁或立體交叉工程之
重建、擴建或拓寬，並銜接既有道路，
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長度二．五公里
以上。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國家重要濕地、
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或水庫集
水區，長度五百公尺以上。
（三）位於海拔高度一 千五百公尺以
上。
（四）長度五公里以上。
前項所稱道路，指國道、省道、縣道、鄉
道、市區道路、專用道路、產業道路等供動
力車輛行駛之路及其用地範圍內之各項設
施。
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所定長度，應將高
架路橋、橋梁、立體交叉工程、隧道、地下
化工程、匝道或引道之長度，合併計算。
第一項第四款所定高架路橋、橋梁或立體
交叉工程，其匝道或引道以高架方式興建
者，應將匝道或引道之長度，納入高架路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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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梁或立體交叉工程之長度合併計算。
ௐ̱୧ 鐵路之開發，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高速鐵路興建、拓寬或延伸工程。
二、高速鐵路以外之鐵路興建或延伸工程，
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區。
（六）位於海拔高 度一千五百公尺以
上。
（七）位於山坡地、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都市土地或非都市土地，
其附屬隧道或地下化工程長度合
計一公里以上。
（八）長度五公里以上。
三、高速鐵路以外之鐵路拓寬，符合下列規
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長度二．五公里
以上，或挖填土石方五萬立方公
尺以上。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長度一公里以上。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長度一公里
以上。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長
度一公里以上。
（五）位於水庫集水區，長度一公里以
上。
（六）位 於海 拔高度 一千五 百公 尺 以
上。
（七）位於山坡地、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都市土地或非都市土地，
其附屬隧道或地下化工程長度合
計一公里以上。
（八）長度五公里以上。
四、既有鐵路高架路橋、橋梁或立體交叉工
程之重建或擴建，並銜接既有鐵路，符
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長度二．五公里
以上。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國家重要濕地、
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或水庫集
水區，長度五百公尺以上。
（三）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四）長度五公里以上。
五、鐵路機車場、調車場興建或擴建工程，
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擴建面積
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
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國
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
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區。但申請擴建面
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
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
水庫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六）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但
申請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累積擴建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
尺以下，經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
區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者，不在此限。
（七）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八）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一公頃以上。
（九）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意變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累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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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七）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十）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累積
（八）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
（十一）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累
護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積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上。
一公頃以上。
前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所定長度，應將高架
（九）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路橋、橋梁、立體交叉工程、隧道、地下化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工程或引道之長度，合併計算。
意變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累積
第一項第四款所定高架路橋、橋梁或立體
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交叉工程，其引道以高架方式興建者，應將
（十）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累積
引道之長度，納入高架路橋、橋梁或立體交
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
叉工程之長度合併計算。
（十一）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
ௐ˛୧! 大眾捷運系統之開發，有下列情形之
累積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上。
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ௐˣ୧! 港灣之開發，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
一、大眾捷運系統興建工程。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二、大眾捷運系統擴建工程，其地面、高架
一、商港、軍港、漁港或工業專用港興建工
或地下化長度延伸一公里以上。
程。
三、機車場、調車場興建或擴建工程，符合
二、遊艇港興建或擴建工程，符合下列規定
下列規定之一者：
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擴建面積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擴建面積
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
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
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國
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國家
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
重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面積五
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面積五百平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
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二千
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生
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生動物重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限。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水庫集水區。但申請擴建面
（五）位於水庫集水區。但申請擴建面
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
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
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
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
水庫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
水庫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六）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但
（六）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但
申請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申請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累積擴建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
或累積擴建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
尺以下，經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
尺以下，經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區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同意者，不在此限。
意者，不在此限。
（七）位於原住民保留地。但申請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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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
建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經原住民保留地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八）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一公頃以上。
（九）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
變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
面積一公頃以上。
（十）碼頭席位一百艘以上或同一場所
各案開發總席位達二百艘以上。
三、商港、軍港、漁港、工業專用港擴建工
程（不含既有港區範圍內之擴建工程）
或商港區域外之特種貨物裝卸及其他特
殊設施之興建或擴建，符合下列規定之
一者：
（一）前款第一目至第四目規定之一。
（二）碼頭或防波堤，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發長度五百公尺以上。
ௐ˝୧ 機場之開發，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機場興建。
二、興建機場跑道、跑道延長五百公尺以上
或跑道中心線遷移。
三、機場擴建客運航廈、貨運站、停車場或
站區道路等工程，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
面積五公頃以上。
四、直昇機飛行場等民營飛行場（不含專供
綜合醫院緊急醫療救護使用之直昇機飛
行場）之興建或擴建工程，符合下列規
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擴建面積
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
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國
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
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原住民保留地。但申請擴建
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
建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經原住民保留地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六）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但
申請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累積擴建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
尺以下，經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
區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者，不在此限。
（七）位於海拔高度一 千五百公尺以
上。
（八）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
以上或每日起降二十架次以上。
五、航空器修護棚廠（不含位於已開發完成
之機場範圍內）興建或擴建工程，符合
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擴建面積
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
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國
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
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原住民保留地。但申請擴建
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
建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經原住民保留地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六）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七）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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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一公頃以上。
（八）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
以上。
ௐȈ୧ 土石採取，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採取土石（不含磚、瓦窯業業者之窯業
用土採取）及其擴大工程，符合下列規
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原住民保留地。
（六）位於水庫集水區。
（七）位於 海拔高 度 一 千 五 百 公 尺 以
上。
（八）位於海域。但在既有港區範圍內
之維護浚挖，不在此限。
（九）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台灣
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含所
需區外道路設施面積）
，或在河床
採取，沿河身計其申請開採或累
積開採長度五百公尺以上，或申
請採取土石方八十萬立方公尺以
上。
（十）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台灣
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護區，其同時位於
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二．五公頃以
上（含所需區外道路設施面積），
或在河床採取，沿河身計其申請
開採或累積開採長度二百五十公
尺以上，或申請採取土石方四十
萬立方公尺以上。
（十一）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意變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含所需區
外道路設施面積）
，或申請採取土
石方八十萬立方公尺以上。

（十二）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十公頃
以上，或在河床採取，沿河身計
其申請開採或累積開採長度一千
公尺以上，或申請採取土石方四
十萬立方公尺以上。
（十三）位於山坡地之土石採取區開發，
符合下列規定之一，其申請之開
發面積應合併計算，且累積達第
九目或第十目規定規模：
1.土石採取區位於同一筆地號。
2.土石採取區之地號互相連接。
3.土石採取區邊界相隔水平距離
在五百公尺範圍內。
（十四）位於非山坡地之土石採取區，其
同時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
區，符合下列規定之一，其申請
之開發面積應合併計算，且達第
十目至第十二目規定規模之一：
1.土石採取區位於同一筆地號。
2.土石採取區之地號互相連接。
3.土石採取區邊界相隔水平距離
在五百公尺範圍內。
二、土石採取碎解、洗選場興建或擴建工程，
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前款第一目至第五目及第七目規
定之一。
（二）位於水庫集水區。但屬攔河堰集
水區，僅碎解、洗選來自河川之
土石，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一公頃以下，設有廢（污）水處
理設施，且放流口經水庫管理機
關（構）確認距離水庫蓄水範圍
邊界一公里以上，並經當地主管
機關同意，不在此限。
（三）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台灣
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四）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意變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五）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十公頃
以上。
三、磚、瓦窯業業者申請或擴大採取窯業用
土，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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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於國家公園。
二、申請中尚未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開發許可。
重要棲息環境。
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同意註銷未達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一年。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ௐȈ˘୧ 探礦、採礦，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五）位於原住民保留地。
一、探礦、採礦及其擴大工程，符合下列規
（六）位於水庫集水區。
定之一者：
（七）位 於海 拔高度 一千五 百公 尺 以
（一）位於國家公園。
上。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八）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台灣
重要棲息環境。
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含所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需區外道路設施面積）
，或申請採
（五）位於原住民保留地。
取土石方八十萬立方公尺以上。
（六）位於水庫集水區。
（九）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台灣
（七）位於 海 拔 高 度 一 千 五 百 公 尺 以
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上。
公告之一般保護區，其同時位於
（八）位於海域。但未涉及鑽井或開挖
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申請開
之探礦，不在此限。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二．五公頃以
（九）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台灣
上（含所需區外道路設施面積），
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或申請採取土石方四十萬立方公
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核定或
尺以上。
累積核定礦業用地面積（含所需
（十）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區外道路設施面積）二公頃以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上，或在河床探採，沿河身計其
意變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累積
申請開採或累積開採長度一公里
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含所需區
以上。
外道路設施面積）
，或申請採取土
（十）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台灣
石方八十萬立方公尺以上。
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十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
公告之一般保護區，其同時位於
頃。
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申請核
前項第一款屬政府核定之疏濬計畫，應依
定或累積核定礦業用地面積（含
第十四條第二款規定辦理。
所需區外道路設施面積）一公頃
二個以上土石採取區申請開發（不含磚、瓦
以上，或在河床探採，沿河身計
窯業業者之窯業用土採取）
，因申請在後者之
其申請開採或累積開採長度五百
提出申請致有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三目或第十
公尺以上
。
四目之情形，且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合併
（十一）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
計算符合第一項第一款第九目至第十二目規
劃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
定規模之一者，該未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
關同意變更使用，且申請核定
可之各個後申請土石採取區均應實施環境影
或累積核定礦業用地面積（含
響評估。
所需區外道路設施面積）二公
符合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三目或第十四目規
頃以上。
定面積合併計算之土石採取區應包括下列各
（十二）申請核定或累積核定礦業用地
情形：
面積（含所需區外道路設施面
一、取得開發許可。
積）五公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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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位於山坡地之申請核定礦業用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地，符合下列規定之一，其申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請核定或累積核定之面積應合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併計算，且達第九目或第十目
（五）位於原住民保留地。
規定規模：
（六）位於海拔高 度 一 千五 百 公 尺以
1.申請核定或累積核定礦業用
上。
地位於同一筆地號。
（七）堰壩高度十五公尺以上或蓄水容
2.申請核定或累積核定礦業用
量五百萬立方公尺以上；其位於
地之地號互相連接。
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堰壩高
3.申請核定或累積核定礦業用
度七‧五公尺以上或蓄水容量二
地邊界相隔水平距離在五百
百五十萬立方公尺以上。
公尺範圍內。
（八）申請蓄水範圍面積一百公頃以上
二、礦業冶煉洗選廠興建或擴大工程，符合
者。
下列規定之一者：
二、蓄水工程擴建或洩洪道加高工程符合前
（一）前款第一目至第七目規定之一。
款第一目至第六目規定之一，或加高高
（二）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台灣
度二公尺以上。
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三、越域引水工程。
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累 ௐȈˬ୧ 供水、抽水或引水工程之開發，有
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三）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一、抽水、引水工程，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一）抽、引取地面水、伏流水每秒抽
意變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累積
水量二立方公尺以上。但抽取海
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水供冷卻水或養殖用水使用者，
（四）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
或引水供農業灌溉使用者，不在
以上。
此限。
同時有二個以上申請核定礦業用地或擴大
（二）抽取地下水每秒抽水量○．二立
礦業用地，有前項第一款第十三目之情形，
方公尺以上。
且申請面積合併計算符合前項第一款第九目
（三）抽取溫泉（不含自然湧出之溫泉）
或第十目規定規模者，各個礦業用地均應實
每秒抽水量○．○二立方公尺以
施環境影響評估。
上。
第一項第一款申請核定（或擴大）礦業用
（四）抽取地下水位於地下水管制區。
地，得先就所屬之礦業權區整體實施環境影響
但抽取地下水每秒抽水量未達
評估。
○．二立方公尺、抽取溫泉（不
符合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三目規定面積合併
含自然湧出之溫泉）每秒抽水量
計算之礦業用地應包括下列各情形：
未達○．○二立方公尺或抽取地
一、取得開發許可。
下水目的為工程施工，經地下水
二、申請中尚未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
管制區主管機關同意者，或抽取
開發許可。
地下水目的為地下水污染改善或
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同意註銷未達
整治、檢測水質或進行水文地質
一年。
特性調查者，不在此限。
ௐȈ˟୧ 蓄水工程之開發，有下列情形之一
二、海水淡化廠興建或擴建，申請每日設計
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出水量一千公噸以上。
一、蓄水工程興建，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三、淨水處理廠或工業給水處理廠興建或擴
（一）位於國家公園。
建，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擴建面積
重要棲息環境。
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

Z‐15‐10 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國
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者，不在此限。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長度五
重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面積五
百公尺以下，經野生動物重要棲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
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生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但申請擴建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長度五百公尺以下，經濕地主管
限。
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者，不在此限。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但
（五）位 於海 拔高度 一千五 百公 尺 以
申請擴建長度五百公尺以下，經
上。
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六）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主管機關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
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
護區，申請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在此限
。
（七）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五）同一排水路沿河身計其長度十公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里或累積長度二十公里以上。但
意變更使用，且申請開發面積一
已完成之排水路，其長度不納入
公頃以上。
累積。
（八）申請每日設計出水量二十萬噸以
（六）河堤工程，沿河身計其長度十公
上。
里以上，或同一主、支流河川之
前項第三款第一目至第五目屬簡易之淨水
河堤長度累積二十公里以上，或
處理設施，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免
同一水系之河堤長度累積三十公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里以上。但已完成之河堤工程，
第一項第一款屬臨時救急之亢旱救旱抽
其長度不納入累積。
水、引水工程，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四、防洪排水之滯洪池工程，申請開發面積
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百公頃以上。但利用廢棄之鹽田、魚
ௐȈα୧ 防洪排水工程之開發，有下列情形
塭開發或位於嚴重地層下陷地區者，不
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在此限。
一、河川水道變更工程。但河川天然改道， ௐỊ̏୧ 農、林、漁、牧地之開發利用，其
不在此限。
設置提供住宿、餐飲或溫泉服務之休閒農場
二、河川疏濬計畫，沿河身計其長度五公里
或農產品加工場所（不含屬農產運銷加工設
以上，或同一主、支流河川之疏濬長度
施之農產品加工室），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
累積五公里以上，或同一水系之疏濬長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度累積十五公里以上。但已經環境影響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開發面積五百平
評估審查或已完成之疏濬計畫，其長度
方公尺以下或累積開發面積二千五百平
不納入累積。
方公尺以下，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
三、防洪排水、兼具灌溉工程之防洪排水，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其興建或擴建工程（不含加高加強工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
程），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擴建長度
申請開發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
五百公尺以下，經國家公園主管
開發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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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
物為害之森林，經林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免
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ௐȈ˛୧ 魚塭或魚池之興建，有下列情形之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
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一、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
五、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六、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
境，申請開發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
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上，或挖填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土石方十萬立方公尺以上；其同時位於
二、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申請開發或累
三、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
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或挖填土石方
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萬立方公尺以上。
四、位於地下水管制區，申請開發面積二十
七、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三十公頃以上。
五公頃以上。
前項農產品加工場所屬應申請工廠設立登
五、申請開發面積五十公頃以上。
記者，應依第三條規定辦理。
ௐȈˣ୧ 牧地之開發利用，其設置畜牧場，
ௐȈ̱୧ 依森林法規定之林地或森林之開發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利用，其砍伐林木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實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開發面積五百平
施環境影響評估：
方公尺以下或累積開發面積二千五百平
一、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
方公尺以下，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
息環境。但皆伐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或同一保護區或重要棲息環境最近五年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
內累積皆伐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
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下，經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
境，申請開發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
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林業主管機關同意
累積開發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者，不在此限。
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二、位於國家重要濕地。但皆伐面積五百平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方公尺以下或同一濕地最近五年內累積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皆伐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國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
家重要濕地主管機關及林業主管機關同
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意者，不在此限。
五、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三、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
六、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
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但皆伐面積五百
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
平方公尺以下或同一自然保護區最近五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年內累積皆伐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
七、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上。
下，經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ௐȈ˝୧ 遊樂區之開發，有下列情形之一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主管機關及林業
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一、遊樂區、動物園之興建或擴建，符合下
四、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尺以上。但皆
列規定之一者：
伐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林業主管
（一）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重要棲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
五、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
重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面積五
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皆伐面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
積二公頃以上。
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生
六、皆伐面積四公頃以上。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前項屬平地之人工造林、受天然災害或生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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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二）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意變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累積
（三）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或挖填土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石方五萬立方公尺以上。
（四）位 於海 拔高度 一千五 百公 尺 以
三、國家公園遊憩區內之遊憩設施興建或擴
上。
建，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五）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一）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
（二）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護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公頃以上，或挖填土石方五萬
（三）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但
立方公尺以上；其同時位於自來
申請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水水質水量保護區，申請開發或
或累積擴建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
累積開發面積二．五公頃以上，
尺以下，經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
或挖填土石方二．五萬立方公尺
區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以上。
同意者，不在此限。
（六）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四）位 於海 拔高度 一千五 百公 尺 以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上。
意變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累積
（五）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
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或挖填土
以上，或挖填土石方五萬立方公
石方五萬立方公尺以上。
尺以上。
（七）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十公頃 ௐ˟Ȉ୧! 風景區之開發，其遊憩設施或運動
以上。
公園之興建或擴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
二、森林遊樂區之育樂設施區興建或擴建，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
（一）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重要棲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
境，申請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
重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面積五
累積擴建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
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生動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的
二、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三、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
（二）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三）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四、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
（四）位 於海 拔高度 一千五 百公 尺 以
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
上。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或挖填
（五）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土石方五萬立方公尺以上；其同時位於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
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申請開發或累
護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積開發面積二．五公頃以上，或挖填土
五公頃以上，或挖填土石方五萬
石方二．五萬立方公尺以上。
立方公尺以上；其同時位於自來
六、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
水水質水量保護區，申請開發或
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更使用，
累積開發面積二．五公頃以上，
且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
或挖填土石方二．五萬立方公尺
上，或挖填土石方五萬立方公尺以上。
以上。
七、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上。
（六）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ௐ˟Ȉ˘୧! 高爾夫球場之開發，其興建或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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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位於國家公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
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六、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
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或挖填
土石方五萬立方公尺以上。
七、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
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更使用，
且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
上，或挖填土石方五萬立方公尺以上。
八、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上。
ௐ˟Ȉ˟୧ 運動場地之開發，其興建或擴建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申請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
累積擴建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二、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三、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
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四、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五、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
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室內球場、體育館面積一
公頃以上；挖填土石方五萬立方公尺以
上。
六、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
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更使用，
且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室內球場、體育
館面積一公頃以上；挖填土石方五萬立
方公尺以上。
七、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室內球場、體育館
面積三公頃以上。
八、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運動場地面積五公
頃以上。
運動場地位於學校內，且主要供校內師生
作為教學使用者，適用文教建設之開發。
ௐ˟Ȉˬ୧ 文教建設之開發，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各種文化、教育、訓練設施或研究機構
之興建或擴建，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開發或累
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下，經國家
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但申請開發面積
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開發面
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
此限。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但申請開發
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開
發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經國家重要濕地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但
申請開發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累積開發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
尺以下，經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
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
區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者，不在此限。
（五）位 於海 拔高度 一千五 百公 尺 以
上。
（六）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五公頃以上；其同時位於自來水
水質水量保護區或水庫集水區，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
以上。
（七）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意變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
（八）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十公頃
以上。
二、教育或研究機構附設畜牧場興建或擴
建，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擴建面積
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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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國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
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面積一公頃以下，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
重要棲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
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重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面積五
境，申請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
累積擴建面積二千五百
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生
平方公尺以下，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境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者，不在此限。
限。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但申請擴
（五）位 於海 拔高度 一千五 百公 尺 以
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
上。
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自來水水
（六）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質水量保護區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護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六、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一公頃以上。
七、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
（七）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累積
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
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八）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累
八、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
積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上。
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更使用，
三、學校或醫院以外之研究機構，設有化
且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學、醫藥、生物、有害性、同步輻射或
上。
高能量實（試）驗室，其興建或擴建，
九、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
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ௐ˟Ị̏୧ 新市區建設，有下列情形之一
（一）前款第一目至第六目規定之一。
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二）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一、社區興建或擴建，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開發或累
意變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累積
積開發面積未滿一公頃或未滿一
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百住戶或未滿五百人居住，經國
（三）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累積
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四）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累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積開發面積二公頃以上。
重要棲息環境。
四、宗教之寺廟、教堂，其興建或擴建符合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第二款第一目至第六目規定之一，或申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前項第三款之研究機構，申請設立於經環
（五）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但
境影響評估審查完成之園區內，其開發或累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未滿一
積開發面積均增為二倍。
公頃或未滿一百住戶或未滿五百
ௐ˟Ȉα୧! 醫療建設之開發，其醫院興建或
人居住，經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
擴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
區主 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
評估：
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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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尺以
環境影響評估。
上。但原住民族社區，經原住民 ௐ˟Ȉ̱୧ 高樓建築，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族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七）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一、住宅大樓，其樓層三十層以上或高度一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
百公尺以上。
護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二、辦公、商業或綜合性大樓，其樓層二十
一公頃以上。
層以上或高度七十公尺以上。
（八）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ௐ˟Ȉ˛୧ 拆除重建、整舊復新或維護保存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等舊市區更新，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實施
意變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累積
環境影響評估：
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更新面積未滿一
（九）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累
公頃或未滿一百住戶或未滿五百人居
積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上。
住，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
二、新市鎮興建。
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三、新市鎮申請擴建，累積面積為原面積百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
分之十以上。
息環境。
前項第一款之社區，其位於山坡地，申請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下，但與毗連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
土地面積合計逾一公頃而有下列情形之一
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五、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但申請更
一、尚未取得雜項執照，申請基地毗連尚未
新面積未滿一公頃或未滿一百住戶或未
興建完成之山坡地住宅（含申請雜項執
滿五百人居住，經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
照、建造執照中、整地、建築施工中或
區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尚未取得使用執照）
，二案以上建築物規
者，不在此限。
劃連結或規劃使用相同之公共設施系
六、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尺以上。但原
統，合計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者，該新
住民族社區，經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同意
申請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者，不在此限。
二、尚未取得建造執照，毗連之基地於新案
七、申請更新面積二十公頃以上。
申請建造執照之日前一年內取得建造執
依前項規定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以市地重
照，二案以上建築物規劃連結或規劃使
劃或區段徵收取得土地者，應於都市計畫之
用相同之公共設施系統，合計開發面積
細部計畫核定前辦理。
一公頃以上者，該新申請案應實施環境
已完成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而未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影響評估者，其興建或擴建住宅社區，依第
三、原屬不同申請人之二案以上，已取得建
一項規定辦理。但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已完
造執照，但尚未開發，而申請變更為同
成公共設施或整地者，免依本條規定實施環
一申請人，合計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境影響評估。
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ௐ˟Ȉˣ୧ 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有下列情
前項所稱公共設施系統，係指基地內之排
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水、污水處理系統或連通之地下停車場。
一、水肥處理廠興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處理
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量，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以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取得土地者，應於都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擴建面積
市計畫之細部計畫核定前辦理。
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
已完成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而未實施環境
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國
影響評估者，其興建或擴建社區，依第一項
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第一款規定辦理。但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已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完成公共設施或整地者，免依本條規定實施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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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棲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
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 於海 拔高度 一千五 百公 尺 以
上。
（六）位於水庫集水區。但申請擴建面
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
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
水庫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七）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
公頃以上。
（八）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意變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九）每月最大處理量二千五百公噸以
上。
二、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污水處理廠興建或擴
建工程符合前款第二目至第五目、第七
目或第八目規定之一，或污水處理廠之
目標年服務人口在二十五萬人以上者。
三、堆肥場興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處理量，
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第 一款 第一目 至第六 目規 定 之
一。
（二）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
二公頃以上；其同時位於自來水
水質水量保護區，申請開發或累
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三）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意變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發面積二公頃以上。
（四）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

以上。
（五）位於工業區，每月最大處理廢棄
物量二千五百公噸以上。
（六）位於都市土地（不含工業區）
，每
月最大處理廢棄物量一千二百五
十公噸以上。
（七）位於非都市土地（不含工業區）
，
每月最大處理廢棄物量五千公噸
以上。
四、廢棄物轉運站興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轉
運量，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八目規定之一。
（二）每月最大轉運廢棄物量二千五百
公噸以上。
五、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或
焚化廠興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處理量。
但擴建工程非位於第一款第一目至第六
目規定區位，且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
在此限。
六、焚化、掩埋、堆肥或再利用以外之一般
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處理場（不含
以物理方式處理混合五金廢料之處理
場）興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處理量。但
擴建工程非位於第一款第一目至第六目
規定區位，且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
下，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
此限。
七、一般廢棄物之垃圾分選場（不含位於既
設掩埋場或焚化廠內）
，其興建或擴建工
程，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第一款第一目至第六目規定之一。
（二）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
以上。
八、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再利用機
構（不含有機污泥或污泥混合物再利用
機構）
，其興建、擴建工程或擴增再利用
量，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八目規定之一。
（二）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但
申請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累積擴建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
尺以下，經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
區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者，不在此限。
（三）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累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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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
（四）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累
積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上。
九、除再利用外，以焚化、掩埋或其他方式
處理有害事業廢棄物之中間處理或最終
處置設施（不含移動性中間處理或最終
處置設施、醫院設置之滅菌設施、以物
理方式處理混合五金廢料之設施）興
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處理量。但擴建工
程非位於第一款第一目至第六目規定區
位，且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十、以物理方式處理混合五金廢料之處理場
或設施，其興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處理
量，符合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八目規定之
一者。
十一、有機污泥、污泥混合物或有害事業廢
棄物再利用機構興建、擴建工程或擴
增再利用量。但符合下列規定，經檢
具空氣污染、水污染排放總量、廢棄
物產生量及污染防治措施等資料，送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同
意者，不在此限：
（一）非位於第一款第一目至第六目規
定區位。
（二）非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三）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台灣
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下。
（四）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意變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下。
（五）位於都市土地（不含工業區）
，每
月最大廢棄物再利用量一千二百
五十公噸以下。
（六）位於工業區或非都市土地，每月
最大廢棄物再利用量二千五百公
噸以下。
十二、棄土場、棄土區等土石方資源堆置處
理場、營建混合物資源分類處理場或
裝潢修繕廢棄物分類處理場，其興
建、擴建工程或擴增處理量，符合下
列規定之一者：
（一）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五目規定之

一。
（二）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台
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
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
上，或堆積土石方十萬立方公
尺以上；其同時位於自來水水
質水量保護區內，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二．五公頃以
上，或堆積土石方五萬立方公
尺以上。
（三）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
劃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
關同意變更使用，且申請開發
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
或堆積土石方十萬立方公尺以
上。
（四）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十公
頃以上。
前項第三款至第六款，屬緊急性處理，經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免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第八款或第十一款，屬以堆肥方式
再利用者，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理。
第一項第六款或第八款，非屬應申請設
置、變更及操作許可證之固定空氣污染源，
且適用水污染防治法簡易排放許可或工業區
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同意納管者，依第一項
第十款規定辦理。但第八款同時屬以堆肥方
式再利用者，應依前項規定辦理。
第一項第八款或第十一款，屬試驗計畫，
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同意
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屬汰舊換新工程，其處理量及污染
量未增加，且單位能耗降低，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審核同意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開發行為於增加處理量、轉運量、
堆積量或再利用量後，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規定者，非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
其處理量、轉運量、堆積量或再利用量不得
逾原許可量。
申請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或清理機構之許
可，應依下列方式認定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一、設場（廠）前應取得同意設置文件者，
或應變更同意設置文件者，於申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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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文件時認定。
二、以既有之工廠或廢棄物處理設施申請處
理或清理許可證者，或取得處理或清理
許可證後，因申請變更原許可內容或重
新申請許可而應進行試運轉者，於申請
試運轉時認定。
三、申請處理或清理許可證內容超出申請同
意設置文件內容者，或申請處理或清理
許可證內容超出申請試運轉內容者，或
取得處理或清理許可證後，申請變更原
許可內容或重新申請許可，但未涉及應
變更同意設置文件或應進行試運轉者，
於申請處理或清理許可證時認定。
第一項屬曾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廢棄物
清理法規定許可之既有設施，由相同或不同
開發單位申請廢棄物清理法規定之相同或不
同種類之許可，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符
合下列各款規定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原許可未經撤銷或廢止，且申請日期未
逾原許可期限三年。
二、曾依原許可內容實際處理廢棄物。
三、申請內容未超出原許可之場（廠）區範
圍。
四、申請內容與原許可之設施及處理方式相
同，且未超出原許可之廢棄物種類及其
數量。本款規定之原許可指既有設施最
近一次之處理許可。但原許可如屬事業
廢棄物再利用許可，原許可之廢棄物數
量以最大許可再利用總數量認定，其許
可再利用總數量之計算以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之個案或通案再利用量合併
計之。
五、申請內容除污染防制設施及收集或處理
溫室氣體之設施外，未涉及其他工程。
ௐ˟Ȉ˝୧ 核能及其他能源之開發，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核能電廠興建或添加機組擴建工程。
二、水力發電廠（不含川流式水力發電系
統）興建或添加機組擴建工程，符合下
列規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尺以
上。
（六）位於水庫集水區。
（七）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八）裝置或累積裝置容量二萬瓩以
上。
三、火力發電廠興建或添加機組擴建工程。
但添加全黑啟動機組者，或位於台灣本島
以外地區，非位於前款第一目至第五目規
定區位，且燃氣裝置或累積燃氣裝置容量
十萬瓩以下者，或燃油、燃煤、其他燃料
裝置或累積燃油、燃煤、其他燃料裝置容
量五萬瓩以下者，不在此限。
四、火力發電之自用發電設備或汽電共生廠
興建或擴建工程，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擴建面積
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
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國
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面積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
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海拔高 度 一 千五 百 公 尺以
上。
（六）位於都市土地，燃氣裝置或累積
燃氣裝置容量十萬瓩以上，或燃
油、燃煤、其他燃料裝置或累積
燃油、燃煤、其他燃料裝置容量
五萬瓩以上。
（七）位於非都市土地，燃氣裝置或累
積燃氣裝置容量二十萬瓩以上，
或燃油、燃煤、其他燃料裝置或
累積燃油、燃煤、其他燃料裝置
容量十萬瓩以上。
五、設置風力發電離岸系統。
六、設置風力發電機組，符合下列規定之一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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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二款 第一目 至第五 目規 定 之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一。
（七）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二）位於台灣沿海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設置五
意變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累積
座機組以上，或同一保護區內，
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申請設置之機組數目與已取得目
（八）設置貯存設施容量一千立方公尺
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機組數目
以上、液體廢棄物處理設施每日
合計達二十座以上。
處理量一百公秉或每月處理量二
（三）位於保安林地。
千公秉以上、壓縮設備每日處理
（四）任一風機基座中心與最近建築物
量二十公噸以上。
（指於風力發電開發計畫向目的
二、放射性廢棄物焚化爐興建或擴建工程。
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時，領有
三、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
使用執照或門牌號碼之他人建築
四、用過核燃料中期貯存設施。
物）邊界之直線距離二百五十公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核能主管機關核准
尺以下。
之研究用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貯存設施或計
七、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位於國家重要
畫，不適用前項規定。
濕地。
第一項開發行為於增加貯存設施容量或處
八、設置潮汐、潮流、海流、波浪或溫差發
理量後，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規定者，
電機組。但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
非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其貯存設施容
試驗性計畫，不在此限。
量或處理量不得逾原許可量。
九、設置地熱發電機組。但經目的事業主管 ௐˬȈ˘୧ 附件檔案 其他開發行為，有下列
機關核准之試驗性計畫，不在此限。
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前項第四款第六目及第七目，屬不加輔助
一、綜合工業分區、物流專業分區、工商服
燃料之複循環機組者，其裝置容量增為一．
務及展覽分區、修理服務分區、購物中
五倍；屬加裝先進潔淨化石能源系統，經目
心分區等工商綜合區、購物專用區或大
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者，其裝置容量增為二
型購物中心之興建或擴建工程，符合下
倍。
列規定之一者：
第一項屬利用再生能源之自用發電設備，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擴建面積
其裝置容量未達五百瓩者，免實施環境影響
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
評估。
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國
ௐˬȈ୧ 放射性廢棄物貯存或處理設施興
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估：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一、放射性廢棄物貯存或處理設施興建或擴
重要棲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
建工程，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重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面積五
（一）位於國家公園。
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
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生
重要棲息環境。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限。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五）位 於海 拔高度 一千五 百公 尺 以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上。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六）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台灣
（五）位 於海 拔高度 一千五 百公 尺 以
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上。
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
（六）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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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七）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意變更使用，且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八）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累積
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
（九）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累
積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上。
二、展覽會、博覽會或展示會場之興建工程
符合前款第一目至第七目規定之一，或
申請開發建築樓地板面積（以應申請建
造執照、雜項執照及使用執照之建築樓
地板面積為計算基準）三萬平方公尺以
上。
三、公墓興建或擴建工程，符合下列規定之
一者：
（一）第 一款 第一目 至第四 目規 定 之
一。
（二）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台灣
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護區，其同時位於
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二．五公頃以
上。
（三）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
以上。
四、殯儀館、骨灰（骸）存放設施興建或擴
建工程符合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七目規定
之一，或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二公
頃以上。
五、屠宰場興建或擴建工程符合第一款第一
目至第五目規定之一，或申請開發或累
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六、動物收容所設置，符合第一款第一目至
第九目規定之一。
七、地下街工程，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長度
一公里以上，或申請開發建築樓地板面
積（以應申請建造執照、雜項執照及使
用執照之建築樓地板面積為計算基準）
十五萬平方公尺以上。
八、輸電線路工程，其三百四十五千伏或一
百六十一千伏輸電線路符合下列規定之
一者：

（一）線路架空通過第一款第一目至第
四目規定區位之一。
（二）線路架空通過原住民保留地。
（三）架空之線路，其線路或鐵塔投影
邊界與國民中小學（含編定用地）
邊界之直線距離五十公尺以下。
（四）架空之線路，其線路或鐵塔投影
邊界與醫院邊界之直線距離五十
公尺以下。
（五）架空或地下化線路舖設長度五十
公里以上。
九、超高壓變電所興建或擴建工程。
十、港區申請設置水泥儲庫之儲存容量一萬
八千立方公尺以上。
十一、輸送天然氣或油品管線工程，其舖設長
度五十公里以上。
十二、安養中心、護理機構或長期照護機構、
養護機構、安養機構等老人福利機構，
其興建或擴建工程符合第一款第一目
至第九目規定之一。
十三、軍事營區、海岸（洋）巡防營區、飛彈
試射場、靶場或雷達站之興建或擴建工
程，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五目規定之
一。
（二）位於水庫集水區。但申請擴建
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
擴建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
下，經水庫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三）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台
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
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十公頃以
上。
十四、觀光（休閒）飯店、旅（賓）館之興建
或擴建，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下，經
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或開發基地
邊界與保護區、重要棲息環境
邊界之直線距離五百公尺（台
灣本島以外地區為二百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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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但申請擴建面積五百平
方公尺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二
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生
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三）位於國家重要溼地，或開發基
地邊界與濕地邊界之直線距離
五百公尺（台灣本島以外地區
為二百公尺）以下。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
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
區。
（五）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但申請擴建面積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或累積擴建面積二千五百
平方公尺以下，經自來水水質
水量保護區主管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六）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尺以
上。
（七）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台
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
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八）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
劃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
關同意變更使用，且申請開發
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九）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累
積開發面積五公頃。
（十）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十公頃。
（十一）位於既設高爾夫球場。
十五、設置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港）。
十六、人工島嶼之興建或擴建工程。
十七、核子反應器設施之除役。但研究用核
子反應器設施之除役，不在此限。
十八、火化場之開發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火化場興建工程。
（二）火化場擴建工程符合下列規定
之一者：
1.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五目規定
之一。
2.累積擴建面積一公頃以上。

3.新設火化爐。但於原基地以原
規模汰舊換新方式設置者，不
在此限。
十九、纜車之興建或擴建。但位於動物園或
其他既設遊樂區（不含森林遊樂區、
國家公園）範圍內，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二十、矯正機關、保安處分處所或其他以拘
禁、感化為目的之收容機構之興建或
擴建工程，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第一款 第一 目 至第 五目規 定 之
一。
（二）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台灣
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其同
時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或
水庫集水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三）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
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
意變更使用，申請開發或累積開
發面積五公頃以上。
（四）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十公頃
以上。
二十一、深層海水之開發利用，符合下列規
定之一者：
（一）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七目規定
之一。
（二）每日最大抽取水量五千公噸
以上。
（三）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十
公頃以上。
二十二、氣象雷達站之興建或擴建工程，符
合 第一款 第一 目至第 七目規 定之
一。
二十三、設置石油管理法所定之石油、石油
製品貯存槽，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位於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以
外之分區；或位於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其貯存槽總貯
存容量或累積貯存容量三百
公秉以上。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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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者；其工業類別於中華民國八十六年一月十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
六日後變更者，依較嚴格工業類別認定之。
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
第一項第二十六款屬試驗性計畫或使用年
護區。
限五年以下之臨時設施，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五）位於水庫集水區。
關同意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六）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ௐˬȈ˟୧ 除第三條至第三十一條及本法第
其貯存槽總貯存容量或累積
五條第一項第十一款公告規定外，有下列情
貯存容量三百公秉以上。
形之一，屬主管機關認定其開發行為對環境
（七）位於港區，其貯存槽總貯存
有不良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容量或累積貯存容量三百公
一、依本法第十四條規定，經主管機關審查
秉以上。
認定不應開發，開發單位於原地點重新
（八）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尺
規劃同一開發行為之替代方案。
以上。
二、經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專
（九）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
案小組獲致認定不應開發之結論，開發
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單位於撤回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書
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後，於原地點重新規劃同一開發行為。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
開發行為有前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開
積一公頃以上。
發單位應檢具環境影響說明書，向原目的事
（十）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
業主管機關提出，並由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重劃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
轉送原審查主管機關審查；其環境影響說明
管機關同意變更使用，且申
書或評估書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者，非於開
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
發行為完成後，開發單位不得依第四十條第
頃以上。
一項規定申請變更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
（十一）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發
書、審查結論內容。
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 ௐˬȈˬ୧ 第三條至第三十一條之開發行
上，或其貯存槽總貯存容
為，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另行公告其應
量或累積貯存容量一萬五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細目及範圍。
千公秉以上。
ௐˬȈα୧ 於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核）完
（十二）位於非都市土地，申請開
成之開發行為（計畫）內，其內之各開發行
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十公頃
為符合下列各款規定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
以上，或其貯存槽總貯存
估：
容量或累積貯存容量三萬
一、產業類別符合原核定。
公秉以上。
二、經開發行為（計畫）之管理機關（構）確
二十四、工廠變更用地作為非工廠開發使
認未超出原核定污染總量。但任一污染物
用，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排放量達該項污染物核定總量百分之二
（一）工業類別符合附表三規定。
十以上或粒狀污染物、氮氧化物、硫氧化
（二）工業類別符合附表四規定，
物及揮發性有機物任一排放量達每年一
變更用地面積一公頃以上。
百公噸以上者，應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
二十五、於海域築堤排水填土造成陸地。但
主管機關同意。
在既有港區範圍內者，不在此限。
前項開發行為（計畫）之管理機關（構），
二十六、於海域設置固定之氣象、海象或地
應執行污染總量管制，並每年向當地主管機
震等觀測設施，其開發場址水深未
關申報污染總量核配情形。
達十公尺，且任一設施中心半徑二
第一項之開發行為，原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公里範圍內之設施投影面積合計五
（核）未核定產業類別或污染總量者，開發
百平方公尺以上。
單位得依本法第十六條規定辦理變更；於納
前項第二十四款所稱工廠，指已開發使用
入產業類別或污染總量並經審查（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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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其內之各開發行為，適用第一項規定。
ௐˬỊ̏୧ 開發行為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於工程進行前應報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及主管機關備查：
一、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屬災害復原重
建之清淤疏濬或屬災害復原重建、搶通之
緊急性工程。但屬第五條至第七條規定開
發行為之災害復原重建，其重建工程並
應符合因災害受損及銜接原道路、鐵路或
大眾捷運系統之原則。
二、經專業技師公會認定不立即改善，將有
發生災害之虞，且經管理機關（構）完成
封閉禁止使用。
ௐˬȈ̱୧ 曾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開
發行為，因變更開發單位或其他因素重新申
請相同開發行為許可，於重新申請許可時，
仍應依本標準規定辦理。但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確認符合下列各款規定者，得免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
一、原許可未經撤銷或廢止，且申請日期未
逾原許可期限三年。
二、原開發行為已完成並曾實際營運。
三、重新申請許可內容，未超出原許可內
容。原許可內容曾經變更或屬多階段許
可，以最後之許可內容認定。
四、申請內容除污染防制設施及收集或處理
溫室氣體之設施外，未涉及其他工程。
五、開發行為如為工廠，重新申請許可之工
業類別、生產設施及製程應與原工廠相
同。
前項開發行為如為廢棄物處理設施，應依
第二十八條第九項規定辦理。
ௐˬȈ˛୧ 開發行為之開發基地，同時位於
本標準所列各種開發區位並符合下列情形之
一，應以申請開發之整體規模進行環境影響
評估：
一、其中任一區位，不分規模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者。
二、其中任一區位，開發規模符合該區位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規定者。
三、位於較嚴格區位之規模依序與較寬鬆區
位之規模合計，符合該較寬鬆區位規定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但區位重疊部
分之規模不重複計算。
四、非以面積或長度規範開發規模者，其開
發規模符合最嚴格區位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規定者。
ௐˬȈˣ୧ 第三條至第三十一條及依本法第
五條第一項第十一款公告所定開發行為之定
義及開發區位之範圍，除本標準另有規定
外，依各主管機關相關法令規定認定之。
本標準所稱國家重要濕地指經濕地主管機
關評選劃設之國家重要濕地範圍。
本標準所稱水庫集水區指經濟部公告水庫
之集水區，第一級水庫集水區指附表四之一
所列水庫之集水區，第二級水庫集水區指非
第一級水庫集水區之水庫集水區，攔河堰集
水區指附表四之二所列水庫之集水區。
ௐˬȈ˝୧ 第三條至第三十一條所定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之累積開發規模，依下列方式
計算：
一、開發行為於中華民國九十九年三月二日
後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興建許可
者，其累積開發規模為申請興建與歷次擴
建（擴大）規模之合計總和。
二、開發行為於中華民國九十九年三月二日
前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建許可或向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興建許可者，其累
積開發規模為歷次擴建（擴大）規模之合
計總和，其累積開發規模之累積起算日期
及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認定標準，依附
表五規定辦理。
ௐαȈ୧ 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完成之開發行
為，事後於開發行為進行中或完成後，有下
列情形之一，致原開發行為未符合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之規定者，開發單位得依本法第
十六條規定辦理變更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
書、審查結論內容：
一、開發行為規模降低。
二、環境敏感區位劃定之變更。
三、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修正。
四、其他相關法令之修正。
開發行為於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完成前，有
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致原開發行為未符合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者，主管機關應將
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書退回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
ௐαȈ˘୧ 本標準施行日期，除第三條至第
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九條自發布後三個月施行
外，自發布日施行。
本標準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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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
業準則
中華民國 104 年 7 月 3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
字第 1040051962E 號令修正發布第 3-1、5-1、6、
10-1、11 條條文

ௐ˘ౢ!!ᓁ!!
ௐ˘୧ 本準則依環境影響評估法 (以下簡稱
本法) 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依「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
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以下簡稱認定標準) 認
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行為 (以下簡
稱開發行為) ，其環境影響說明書 (以下簡稱
說明書) 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以下簡稱
評估書) 之製作，依本準則之規定；本準則未
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令。
ௐ˟୧̝˘ 本法第六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
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綜合評估者，應具有
下列資格之一：
一、領有本國環境工程技師證書，且有一年
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歷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
學歷，且有二年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
作經歷，並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訓練
達四十小時以上領有合格證明者。
三、曾擔任二案以上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
綜合評估者。
四、具有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之一，且有三
年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歷者。
本法第六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
項第三款所定影響項目撰寫者，應具有下列資
格之一：
一、領有本國技師證書，且其執業範圍與撰
寫內容相關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
學歷，且有一年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
關項目工作經歷或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
業訓練達十小時以上領有合格證明者。
三、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專科以上
學歷，且有二年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
關項目工作經歷或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
業訓練達二十小時以上領有合格證明者。
前二項所定專業訓練，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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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之相關機關（構）、團體辦理之。
第一項綜合評估者及第二項影響項目撰寫
者之資格，應依附表填報並檢附證明文件。
ௐˬ୧ 開發行為對環境之影響及環境品質之
評估，均應符合相關環境保護法令之規定。
其因環境之特性，開發單位應採用更嚴格之
約定值、最佳可行污染防制 (治) 技術、總量
抵減措施或零排放等方式為之，以符合環境
品質標準或使現已不符環境品質標準者不致
繼續惡化。
前項約定值係指開發單位評估環境負荷後
設定之排放值，或於說明書、評估書所作之
承諾值，亦或為主管機關於審查時之設定值。
ௐˬ୧̝˘ 開發單位得於製作說明書時，檢
具本法第六條第二項第四款至第八款資料，
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預審。
主管機關得就環境影響評估有關事項邀集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委員、專家學者及
相關機關、團體召開預審會議；其會議結論，
開發單位應納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重點。
ௐα୧ 主管機關收到說明書或評估書初稿，
應進行程序審查，確定其程序及書件內容是
否符合相關規定（附件一）；其未符者，主管
機關得不予受理，並副知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但經主管機關同意限期補件者除外。
ௐα୧̝˘ 經第二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之綜合評估者簽名或開發單位委託經中
央主管機關最近連續二次評鑑合格之技術顧
問機構製作之說明書或評估書初稿，依本法
第七條或第十三條送主管機關審查時，主管
機關得免程序審查。
前項書件未依本法第六條第二項或第十一
條第二項各款所列事項記載或不符本準則
者，主管機關得視情形對該綜合評估者或技
術顧問機構公告其不符事項，或對日後由其
簽名、製作之書件從嚴程序審查。
ௐ̣୧ 開發單位應先查明開發行為之基地，
是否位於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
調查表（附件二）所列之環境敏感區位及特
定目的區位，並應檢附有關單位公函、圖件
或實地調查研判資料等文件，並敘明選擇該
開發區位之原因。
開發基地位於環境敏感區位或特定目的區
位者，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開發基地位於相關法律所禁止開發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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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區域，從其規定；其說明書或評估書
經提請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
會審查後應不予通過。
二、位於相關法令所限制開發利用之區域，
應取得有關主管機關之同意。
三、區位中應予保護之範圍及對象，應詳予
評估及研訂因應對策。
ௐ̣୧̝˘! 開發單位於開始進行環境影響評
估時，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網站（以下簡
稱指定網站）
，刊登下列事項，供民眾、團體
及機關於刊登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或於指定
網站表達意見：
一、開發行為之名稱。
二、開發行為之內容、場所及地理位置圖。
三、預定調查或蒐集之項目。
開發單位除為前項之公開外，並應將公開
內容，以書面告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開發行為所在地之直轄市政府、縣（市）政
府、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
市、區）公所、鄉（鎮、市）代表會及鄉（鎮、
市、區）之村（里）長辦公室。
開發單位應參酌民眾、團體及機關表達之
意見，檢討規劃及評估內容，並記錄檢討內
容編製於說明書。
ௐ̱୧ 說明書及評估書應依說明書應記載事
項及審查要件（附件三）
、評估書初稿、評估
書應記載事項及審查要件（附件四）及說明
書、評估書初稿應檢送之圖件（附件五）規
定辦理。
開發單位依附件三之附表六進行環境品質
現況調查時，應優先引用政府已公布之最新
資料，資料不足時再進行現地調查。
開發單位因區位環境或開發行為特性得調
整附件三之附表六所規定之調查項目、方
法、地點、時間或頻率。但應於附件三之附
表七敘明理由。
開發行為符合本法施行細則第十九條附表
二或自願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者，其
說明書附件三之附表六環境品質現況調查改
依附表六之一提供資料。
ௐ˛୧ 說明書、評估書、環境影響差異分析
報告、變更內容對照表、環境現況差異分析
及對策檢討報告、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環
境影響調查、分析及因應對策或主管機關指
定之其他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書件等之文字以
橫式書寫，文字、圖、表頁之字體須清晰且

間距分明，編製應精要確實，每頁用紙規格
為菊八開（二十一公分乘三十公分，俗稱
A4） ，除圖表外應採雙面印製。
說明書之本文不得超過一百五十頁，評估
書之本文不得超過三百頁。相關資料、文件、
數據等得以附錄形式編製。但大眾捷運系統
開發、高速公路開發、高速鐵路開發、新市
鎮興建、核能電廠開發、放射性核廢料儲存
處理場所之興建或其他開發行為因規模龐
大、環境影響範圍較廣、環境評估項目眾多，
且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其說明書及評估書之
頁數，不在此限。
地圖或照片應註明出處。圖、表超過規格
時，得摺頁處理，其縮小或影印不得模糊難
以閱讀。
開發單位提出第一項規定書件初稿時，應
依主管機關所定電腦建檔作業規範，檢附電
腦檔案；依審查結論提送定稿本時，亦同。
ௐˣ୧ 說明書或評估書主體內容之編排與陳
述，應符合下列原則：
一、內容應有焦點，著重於與開發行為有關
之結構性與關鍵性環境影響項目。
二、立論應有依據，其單項或綜合之環境影
響分析，必須有客觀、科學之依據。
三、結論應具體清楚，條理清晰、文字淺顯
易懂、內容具體。
ௐ˝୧ 開發單位評估開發行為對環境之影
響，其影響程度、範圍及對象可量化者，應
於適當比例尺之圖件上標明其分布、數量或
以數據量化敘述。
ௐȈ୧ 開發單位預測開發行為對環境之影響
所引用之各項環境因子預測推估模式，應敘
明引用模式之適用條件、設定或假設之重要
參數以及應用於開發行為之精確性與適當
性。
ௐȈ୧̝˘ 開發單位作成說明書前，應檢具
本法第六條第二項第四款至第八款說明書主
要章節內容，刊登於指定網站供民眾、團體
及機關於刊登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或於指定
網站表達意見。另依第五條之一第二項規
定，辦理書面告知。
開發單位於作成說明書前，應邀請當地居
民或有關團體舉行公開會議，並將時間、地
點及會議資料，於十日前公布於指定網站。
以書面、網站及公開會議所蒐集之意見，應
將其辦理情形及居民意見處理回應，編製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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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書。
開發行為符合本法施行細則第十九條附表
二或自願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者，開
發單位免依第一項上網刊登說明書主要章節
內容；前項之公開會議於第二階段環境影響
評估時，與公開說明會合併辦理。

第二章

環境影響之預防對策

ௐȈ˘୧ 開發單位施工及營運之用水，依水
資源相關法規須檢附用水計畫書者，應先向
水資源主管機關提出用水計畫書之申請。
前項開發行為位於地下水管制區者，如需
抽取地下水時，應依水利法及地下水管制辦
法等相關規定辦理。
抽取地下水者，應調查開發基地內地下水
水位、水質，並提出有效防止地下水污染及
地盤（層）下陷措施。
ௐȈ˟୧ 開發行為對施工及營運期間所產生
之點源及非點源污染，應予預防、管理並訂
定因應對策。廢（污）水應妥善處理，始得
排放；其經前處理，排放至既有之污水下水
道系統者，應附該有關主管機構之同意文
件。自行規劃設置廢（污）水處理設施者，
應併案進行現場調查、分析及影響預測，並
承諾依計畫實施或引進污染源前先完成試運
轉。
開發行為產生之廢（污）水排放至河川、
海洋、湖泊、水庫或灌溉、灌排系統者，應
評估對該水體水質、水域生態之影響，並訂
定因應對策。
前項排放廢（污）水之承受水體，自放流
口以下至出海口前之整體流域範圍內有取用
地面水之自來水取水口者，應依開發行為類
型、廢（污）水特性、承受水體用途及水質、
廢（污）水處理設施之處理能力等因素進行
分析及評估。
ௐȈ˟୧̝˘ 開發單位應就廢棄物儲存清除
處理設施或儲槽等設施，評估其對土壤及地
下水體之影響。
ௐȈˬ୧ 開發單位應規劃設置廢棄物貯存、
清除及處理系統，處理施工及營運期間所產
生之各種廢棄物；並評估其可能之負面影
響。如委託執行機關或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理機構代為清除處理者，開發單位須調查合
格機構之家數，並說明其處理能力及可能容
納之數量，並承諾未完成委託前不得施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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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
自行設置廢棄物焚化 (資源回收) 廠、掩埋
場或其他處理設施處理廢棄物者，其對環境
之影響應併入開發行為同時評估，並承諾依
計畫實施。開發單位應評估整地作業及取土
與棄土運輸之負面影響，在整地土方之地形
圖上標示挖填方位置、深度及推估數量，並
訂定因應對策。
前項如屬線形開發者，得以規劃示意圖替
代地形圖，並視需要標示深度。
ௐȈα୧ 開發單位應事前估計開發行為在施
工及營運期間，不同排放源可能產生之空氣
污染物排放量，以適當精確方法計算擴散稀
釋距離、濃度；或由相關資料推估空氣污染
物之稀釋擴散濃度，並研判其影響之程度、
範圍、時間以及是否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並
訂定因應對策。
ௐỊ̏୧ 開發單位應由相關資料及量測現場
背景噪音或振動數據，計算推估施工中及營
運時是否符合現行管制法規中各項標準；同
時分析噪音或振動強度對周圍環境之影響，
提出因應對策。
ௐȈ̱୧ 開發單位應評估開發行為於施工及
營運期間交通運輸所產生空氣污染及噪音振
動之影響，並訂定因應對策。
ௐȈ˛୧ 開發單位應推估施工及營運期間對
周遭環境美質與景觀之負面影響，提出具體
因應對策及訂定綠覆計畫。
ௐȈˣ୧ 開發行為易造成噪音、振動、空氣
污染、臭味、化學災害或輻射影響者，應依
當地氣象條件、污染之質量、污染控制措施
之效率、災害風險與人口聚集社區、村落之
距離及其他相關因素於周界內規劃足敷需要
之緩衝地帶並訂定密集植樹計畫，以減輕影
響及維持景觀。
ௐȈ˝୧! 開發單位應對基地及毗鄰之受影響
地區預測評估邊坡穩定、地基沈陷、地質災
變、土壤污染及土壤液化等潛在可能性，並
提出因應對策。
ௐȈ˝୧̝˘ 開發基地應以下列原則進行規
劃：
一、應避免使用地質敏感或坡度過陡之土
地。
二、開發基地林相良好者，應予儘量保存，
並有相當比率之森林綠覆面積。
三、開發基地動植物生態豐富者，應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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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四、應考量生態工程，並維持視覺景觀之和
諧。
五、開發基地與下游影響區之間，應有足夠
寬度、深度之緩衝帶。
ௐ˟Ȉ୧ 開發基地位於海岸地區，其規劃應
符合下列原則：
一、避免影響重要生態棲地或生態系統之正
常機能。
二、避免嚴重破壞水產資源。
三、避免海岸侵蝕、淤積、地層下陷、陸域
排洪影響等。
四、避免破壞海洋景觀、遊憩資源及水下文
化資產。
五、維持親水空間。
ௐ˟Ȉ˘୧ 開發單位應評估設置節約能源措
施、雨水截流儲存利用設施、污水處理水回
收為中水道沖洗廁所及澆灌利用或其他中水
道系統等之可能性。對於施工及營運期間所
產生之大量廢棄物、廢氣、廢熱或廢（污）
水，應評估其回收及再使用之可能性。
ௐ˟Ȉ˟୧ 開發行為中除煙囪外有七十公尺
以上之高層結構體者，其可能產生之風場、
日照、電波以及空氣污染物擴散之干擾等負
面影響，應予預測及評估，並提出因應對策；
必要時應進行相關之模擬分析或試驗。
ௐ˟Ȉˬ୧ 開發行為屬地下管線、箱涵、隧
道或採地下化方式開發者，開發單位應調查
或蒐集地下埋藏之文化史蹟或遺址，鄰近建
築物以及行經地區之河道、堤防、溝圳、排
水系統、地下管路、地下坑道等之分布與過
去挖填紀錄及資料，說明現存結構體之安全
穩定程度，評估開發行為對各該現有結構體
可能產生之負面影響，並提出因應對策。
ௐ˟Ȉα୧ 開發單位對於開發行為因基礎開
挖與處理、抽沙、填土、高填方或地下深開
挖包含隧道、涵管以及營運期間可能造成之
各種地面沈陷或地下水位變化等現象，應予
預測研判其可能影響，並提出因應對策。
ௐ˟Ȉα୧̝˘ 開發單位應預測評估開發行
為改變地形地貌對下游及鄰近地區排水系統
之影響，並提出因應對策。
ௐ˟Ị̏୧ 開發行為在施工及營運期間產生
溫排水、廢熱或熱島效應者，均應事前研究
分析其負面影響範圍及程度，並妥善規劃可
行之因應對策。

ௐ˟Ȉ̱୧ 開發單位應評估在施工及營運期
間發生火災、風災、水災、地震、爆炸、化
學災害、油污染等意外災害之風險，以及對
周圍環境可能產生之影響與範圍；配合周圍
之道路系統、防災系統、排水系統與當地其
他條件，訂定緊急應變計畫等因應對策。
ௐ˟Ȉ˛୧ 開發單位應參考文獻資料進行實
地補充調查，說明開發基地及毗鄰受影響地
區植物之種類、群落與分布、動物之種類、
相對數量及棲息狀況；分析將來因開發對生
物數量及棲息地之影響，包括影響範圍及干
擾程度等，並針對上述影響提出可行之保護
或復育計畫。
開發行為在水域中施工者，應調查該水體
之水生物、底質與水質現況，分析可能之影
響，提出減輕對策與維護管理或保育措施。
開發行為位於已開發地區或其開發基地經
勘查認為植物生態貧乏或無野生物棲息環境
者，以圖、相片等資料於書件中說明，得免
進行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調查及預測評估。
ௐ˟Ȉˣ୧! 開發單位應評估開發行為在施工
與營運期間，對周遭環境之文化資產（含水
下文化資產）
、文化景觀、人口分布、當地居
民生活型態、土地利用型式與限制、社會結
構、相關公共設施包括公共給水、電力、電
信、瓦斯與排水或污水下水道設施之負荷、
產業經濟結構、教育結構等之影響；並對負
面影響提出因應對策或另覓替代方案。
ௐ˟Ȉ˝୧ （刪除）
ௐˬȈ୧ 開發行為經審查認定須進行第二階
段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於評估範疇界
定前，應依說明書審查結論填寫範疇界定指
引表 (附件六) ，並視需要列出不同替代方案
之環境影響評估範疇，送主管機關依本法第
十條召開會議討論確定評估範疇。
開發單位提送之評估書初稿，應敘明前項
評估範疇之辦理情形。
ௐˬȈ୧̝˘ 開發行為可能運作或運作時衍
生危害性化學物質者，開發單位應依健康風
險評估技術規範進行健康風險評估，並將其
納入說明書或評估書初稿。
ௐˬȈ˘୧ 開發單位應於開發行為施工前三
十日內，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原
審查之主管機關其預定施工日期。
說明書或評估書內容採分段（分期）開發
者，以提報各段（期）開發之第一次施工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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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預定施工日期為原則。
ௐˬỊ̏୧ 港灣、港埠工程或填海造地之開
ௐˬȈ˟୧ 開發單位預測開發行為在規劃、
發，應說明各該結構物對沿岸流、漂砂、鄰
進行及完成後之使用，不發生第十一條至第
近海域生態、水下文化資產以及未來之海岸
二十八條中任一可能影響事項者，在說明書
地形變遷、或對河口之影響，並提出因應對
或評估書製作時，對該事項得免進行調查及
策。
評估，但應於說明書或評估書中條列說明理
設有隔離水道者，應就相鄰之填海造地與
由及根據。
陸域間之各河口、浮游生物與底棲生物、沿
岸流、潮汐、海岸地形變遷、沉積物流失、
第三章 不同開發行為之評估事項 排水、水質交換等問題，說明其整體之負面
影響，並提出因應對策。
ௐˬȈˬ୧ 工廠設立應評估各種製程產生各
在海域抽沙或浚挖航道水域者，應詳細調
項污染物之質與量，繪製質量平衡圖表，預
查水域地形及地質探查，評估對海底、水域
測各項污染物之增量，評估其影響程度及範
水質、生物、漁業及水下文化資產之影響範
圍，並提出因應對策。
圍與其程度，並提出因應對策。
工廠於試車及營運期間可能產生有害事業
ௐˬȈ̱୧
開發單位評估機場營運產生噪音
廢棄物或有毒氣體者，應說明其可能影響範
之影響，應依規劃之最大運量、飛航機種，
圍及程度，提出可行之防制（治）措施及應
預測航空噪音日夜音量，繪製全年等噪音線
變應變計畫。
圖，標示各級航空噪音管制區範圍、敏感受
工業區開發應預測引進產業之種類、規模
體分布情況並提出因應對策。在噪音之影響
與各項污染物之質與量，訂定工業區污染物
範圍內，涉及學校、圖書館、醫療安養機構、
總量管制方式，規範各產業引進後，能符合
住宅或其他易受飛航噪音干擾之土地使用，
當地環境品質標準或使現已不符環境品質標
開發單位如採取補償或其他替代方案者，其
準者不致繼續惡化。
處理方式及可行性，應先行規劃評估。
工業區產生之廢（污）水及事業廢棄物（含
航站大廈、機場聯絡道路、機場跑道或滑
污泥）以在工業區內處理為原則，處理設施
行道以及各項建築物 (含機棚、修護工廠等)
應併案評估。
所增加之不透水面積，應評估分析對附近地
工業區外開發基地設立數座工廠合併評估
區排水系統及地下水之影響，並訂定因應改
者，比照第三項規定辦理。
善對策。
園區開發應評估設置汽電共生或汽冷熱共
興建或整建跑道地區之鳥類或其他野生動
生設備、區域供冷供熱系統等各項節能措施
物，如干擾飛航安全，應予調查評估，研訂
之可行性。
預防對策。
ௐˬȈα୧ 鐵路、高速公路、快速道 (公)
路、一般性道路之開發如位於現有、興建中、 ௐˬȈ˛୧ 土石採取 (含堆積土石) 、探礦、
採礦之廢 (污) 水處理設施與廢棄物處理設
或已定案之重要水庫集水區，應以穿越性、
施，應於計畫實施或引進污染源前，完成試
封閉型、且不得設置機廠 (場) 、站及交流道
運轉。
為限；但情形特殊，經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
開發單位應分析開發土石採取 (含堆積土
估審查委員會審查同意者，不在此限。
石) 、礦場所產生裸露地面與土石渣、礦渣或
道路、鐵路或大眾捷運系統之開發，應詳
堆積物之穩定性，訂定防止地下水脈切斷、
細調查、分析營運時噪音及振動之影響程
地表沖刷、水污染與植生綠化等環境保護對
度、範圍及受體，據以訂定噪音與振動防制
策。
措施；且為因應環境音量標準之提昇，應事
開發單位應預測開發期限屆滿或開發計畫
先規劃對策。採路塹或路堤方式者，應評估
停止後，可能引起之污染與景觀問題，並訂
其對積水、洩洪、橫交設施或動物通過之影
定具體之解決對策及復整 (舊) 計畫。
響，並訂定因應對策。
車站或場站之停車場及轉乘設施應提出規 ௐˬȈˣ୧ 開發單位應分析堰壩或其他攔水
設施於施工期間或興建後，對上、下游集水
劃構想；車站或場站採聯合開發者，在說明
區之居民所產生之社會、經濟、文化之正、
書及評估書內應列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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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影響，並針對負面影響訂定因應對策。
系統、雨水貯留利用系統、生活雜排水回收
另對河川上、下游水道變遷、水量變化 (含基
再利用系統為中水道沖洗廁所及澆灌利用或
流量) 、地下水互補、水體涵容能力與水域生
其他中水道系統等各項節能省水措施之可行
態之影響，亦應納入評估。對淹沒區內之陸
性。
域或水域、造成保育類野生動物或珍貴稀有
舊市區之更新，舊房舍與公共設施拆除所
植物之不利影響，應訂定移植復育計畫等相
產生之廢棄物，須先詳細調查、規劃運輸路
關因應對策。
線及適當之處理場。
開發單位興建水力發電或越域引水者，應
規劃高樓建築時，應重視其品質與景觀之
分析引水期間對本流上、下游可用流量、基
整體性；並評估高樓建築對周遭環境所產生
流量及下游地下水補注之變化與所造成之影
之風場、日照、電波、交通、停車或帷幕牆
響，並與該水道之有關機構協商因應對策。
反光以及室內停車場廢氣排放等之衝擊。
開發單位興建防洪工程或河道整治工程， ௐαȈˬ୧ 開發單位規劃興建污水下水道系
應配合與該河川之治理基本計畫一併分析檢
統工程，應調查、預測、分析廢 (污) 水合流
討。對於河口之治理，應說明其治理後對海
或分流排放對於承受水體水質、水量及生態
岸之影響。
之影響。承受水體為河川者，調查及評估期
開發單位興建排水工程，應分析抽水或攔
間應包括豐水期及枯水期。採海洋放流者，
水所造成之水文與生物之影響。
除蒐集附近地區海域資料外，並應進行實地
ௐˬȈ˝୧ 農、林、漁、牧地之開發行為應
海域生態與環境調查，評估其影響範圍及程
分析其土地利用之潛力與適宜性。說明引進
度，提出因應對策。水肥處理廠之評估，亦
外來之物種或生產技術所造成對當地社區或
比照辦理。
生態、水文環境等之影響，提出因應對策。
規劃廢棄物焚化 (資源回收) 廠及廢棄物
ௐαȈ୧ 遊樂區、風景區、高爾夫球場及運
處理場 (廠) 工程 (含轉運站)時，應評估焚燒
動場地之整地，不宜開挖山頭；坡度超過百
處理流程中以及儲存或掩埋或其他方式處理
分之四十之山坡地，其原有樹林地貌儘量保
廢棄物產生臭味及滲出水之影響，其處理設
留；原有溪流溝坑之改道或填平，應先徵詢
施應妥善規劃。訂定廢棄物掩埋未能即日覆
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意見。
土或天候不良條件下之防制應變計畫。對於
開發單位應預測未來假日或慶典期間所引
掩埋場封閉或使用期限屆滿後之復育計畫、
入大量遊客及車輛，對交通運輸、停車場、
土地利用計畫以及二次污染問題，應預為規
用水量以及環境衛生等所造成之影響，提出
劃研擬因應對策。
因應對策。
開發單位應妥善規劃廢棄物清運工具、運
ௐαȈ˘୧ 開發單位興建教育、研究機構、
輸時段及運輸路線，預防廢棄物運送所引起
行政辦公中心或醫療院所，凡設有實驗室、
之臭味、噪音、振動污染及交通影響。
解剖室、手術室與感染性事業廢棄物處理設
開發單位規劃廢 (污) 水處理系統、廢棄物
施者，對所產生之廢液、感染性事業廢棄物、 處理系統、轉運站或廢棄物焚化 (資源回收)
污泥及其它廢棄物等，應分別估算產生量，
廠時，均應考慮未來其營運管理維護之實務
規劃設置分類、貯存、收集運輸及處理系統。 問題，訂定營運管理計畫，其內容應包括左
不能自行處理者，應檢附合格清除、處理機
列各項：
構之證明文件或調查當地合格清除、處理機
一、處理系統產權之歸屬與移轉。
構之家數，且註明最終處理 (置) 地點之容量
二、管理組織及專責單位或人員之設立方式。
負荷，並承諾取得同意處理之文件後發包施
三、營運操作管理之財源籌措。
工。
四、管理組織之權責分工及管理方式。
ௐαȈ˟୧ 開發單位規劃舊市區更新、新市
五、試運轉方式。
區、新市鎮或新社區時，應預測其對當地及 ௐαȈα୧ 火力發電或汽電共生工程如以
鄰近地區水源供應、排水或防洪系統、廢棄
煤、油、天然氣或烏瀝乳（天然瀝乳）為燃
物清理及交通設施等之影響；並應評估設置
料，應依當地氣象條件、產生污染物之質與
汽電共生或汽冷熱共生設備、區域供冷供熱
量、污染控制措施之效率、與人口聚集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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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落之距離及其他相關因素，於周界內規劃
設置緩衝地帶。
前項緩衝地帶，如於廠址所在之工業區已
整體規劃設置者，得免辦理。
應評估燃料之運輸、裝卸、儲存，所產生
之負面影響。用海水作為冷卻用水，應就海
域環境調查之結果，評估對生態與漁業之影
響；其溫水排放亦同。火力發電或汽電共生
工程所產生之飛灰、灰燼與溫排水等，其各
種負面影響應予分析，並提出因應對策。
火力發電廠應評估使用熱電共生系統，供
應附近工業區或社區區域冷、熱需求之可行
性，並考量採用超超臨界或複循環等高發電
效率機組，以利提昇供熱能力。
計畫輸電線路之兩側調查範圍，每側不得
少於五十公尺，其景觀與當地環境之和諧
性，應為評估之重點。
超高壓輸電線路工程，所產生之電磁效應
及對居民之可能影響，應予預測及評估。
ௐαỊ̏୧ 放射性核廢料儲存或處理場所之
興建，應依評估之環境影響因子、程度、範
圍，訂定營運期間環境保護對策，包括核廢
料運送規劃、營運廢液或廢棄物處理、空氣
污染防制、水污染防治、噪音防制、陸域水
域生態保育及其他有關對策；並對儲存或處
理場所封閉或停止使用後，可能引起之二次
污染問題，提出因應對策，包括拆除建築物
或其他設備產生廢棄物及廢 (污) 水處理、自
然景觀保護、地下水與土壤保護、土地再利
用、植被覆蓋及其他有關對策。
對於可能發生意外事故之評估，應包括型
態、嚴重性、發生之可能性及對環境影響之
程度與範圍。評估之影響期間，應分短、中、
長期及其他潛在影響之期間。意外事故型
態，包括輻射外洩、設備故障、操作錯誤、
火災、化學爆炸、運輸工具事故及其他事故，
其緊急應變措施，應就通知、動員、事故評
估與預測、疏散方式、搶救與搶修、防護行
動及復原作業等予以評估規劃。儲存或處理
場所於營運及封閉階段時，應評估核種外洩
之風險、影響程度及範圍，並訂定因應對策，
包括減輕或避免核種外洩之設計考量、公眾
輻射防護措施、工作人員輻射防護措施、輻
射監測計畫、設置輻射劑量顯示板及其他有
關對策。
以各種方式運送放射性核廢料，應就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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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時段，分析可能之影響並提出因應對
策。
ௐαȈ̱୧ 開發單位規劃核能電廠時，對於
核燃料運送、電廠除役方式及除役後可能造
成之環境影響、營運及除役拆廠階段核種外
洩風險性之影響程度、範圍等，應依前條第
一項、第二項規定辦理。
既有核能電廠廠址興建或增建機組，應將
已產生之環境影響與興建、增建機組之環境
影響併予加成評估。核能電廠開發及產生放
射性核廢料之儲存處理，應合併進行評估。
評估輻射影響應敘明分析原理、程式基本
假設、功能限制、曝露途徑、模式程式結構、
計算流程、輸入輸出資料、使用參數及分析
結果等。並分別評估預期輻射影響與意外事
故輻射影響。
既有核能電廠內興建放射性核廢料儲存或
處理場所者，應將相關環境影響予以加成評
估。
核能電廠應設置之緩衝地帶、溫排水及輸
電線路之影響評估，應依第四十四條規定辦
理。
ௐαȈ˛୧ 開發單位規劃工商綜合區、展覽
會、博覽會或展示會場或地下街工程，對於
假日或慶典節日所引進之大量人口對周遭地
區所造成之交通、停車、廢棄物、噪音、環
境衛生等影響，應依宏觀預測訂定其因應對
策及緊急應變措施。
墳墓、靈 (納) 骨堂 (塔) 、屠宰場 (含人
工屠宰場、電動屠宰場) 、動物收容所、殯儀
館、煤氣廠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對環境有
不良影響之虞之開發行為，應加強植栽綠化
及視覺景觀之設計，並依可能產生污染之程
度、範圍，開發基地與人口聚集社區、村落
之距離，視覺景觀之影響及其他相關因素，
於周界內規劃設置適當緩衝綠帶。對野生植
物、動物生態有影響之虞者，其植栽綠化應
以原生植種及保護野生動物棲地為主，並評
估可能受影響之生物通道及棲息地屏障，規
劃配置綠帶。
ௐαȈˣ୧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開發
行為，其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用本準則之相
關規定。

第四章
ௐαȈ˝୧

附則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會商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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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訂定評估技術規範，並公告之。
ௐ̣Ȉ୧ 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法令
未規定者，以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
員會之決議為準。
ௐ̣Ȉ˘୧ 本準則施行前受理審查中之說明
書或評估書之處理，得依開發單位提出申請
時所依據各該原適用準則之規定辦理。
ௐ̣Ȉ˟୧!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行。
本準則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三月十一日及一
百零二年三月二十七日修正條文，自發布後三
個月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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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綜合評估者

姓名：

□

影響項目撰寫者

公司（機構）名稱及現職：

專科以上相關學歷（應附證明文件）：

證照或相關專業訓練（應附證明文件）：

相關工作經歷（應附證明文件，並含起迄時間）：

其他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或影響項目撰寫者簽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附註：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二條之一：
本法第六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綜合評估者，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領有本國環境工程技師證書，且有一年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歷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歷，且有二年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歷，並
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訓練達四十小時以上領有合格證明者。
三、曾擔任二案以上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綜合評估者。
四、具有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之一，且有三年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歷者。
本法第六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影響項目撰寫者，應具有下列資格之
一：
一、領有本國技師證書，且其執業範圍與撰寫內容相關者。
二、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歷，且有一年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
歷或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訓練達十小時以上領有合格證明者。
三、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專科以上學歷，且有二年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
經歷或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訓練達二十小時以上領有合格證明者。
前二項所定專業訓練，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相關機關（構）、團體辦理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資格，應以文件證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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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說明書：
１、□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
２、□說明書項目與內容，不符環境影響評估法第六條第二項以及開發行為環
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之規定者。
３、□開發範圍圖未標明土地使用現況。
二、評估書初稿：
１、□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
２、□評估書初稿項目與內容，不符環境影響評估法第十一條第二項以及開發
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之規定者。
３、□開發範圍圖未標明土地使用現況。
４、□說明書未分送有關機關。
５、□說明書未經陳列或揭示，或陳列、揭示未達三十日以上。
６、□未於新聞紙刊載開發單位之名稱、開發場所、審查結論及說明書陳列或
揭示地點。
７、□說明書未舉辦公開說明會。
８、□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舉辦之現場勘察紀錄、公聽會紀錄。
９、□未依範疇界定會議之規定執行有關事項。
三、評估書：
□是否依審查結論修正評估書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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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區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是否位於「台灣沿海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或「一般保護區」？
是否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是否位於河口、海岸潟湖、紅樹林
沼澤、草澤、沙丘、沙洲、珊瑚礁
或其他濕地？
是否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是否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水量保護
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離？
排放廢（污）水之承受水體，自放
流口以下至出海口前之整體流域範
圍內是否有取用地面水之自來水取
水口，或事業廢水預定排入河川，
自預定放流口以下二十公里內是否
有農田水利會之灌溉用水取水口?
是否位於水庫集水區、蓄水範圍或
興建中水庫計畫區？
是否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
是否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
是否位於獵捕區、垂釣區？
是否有保育類野生動物或珍貴稀有
之植物、動物？
是否位於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所
稱之文化資產（含水下文化資產）
所在地或保存區或鄰接地？
是否位於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或
其他風景特定區？
是否有獨特珍貴之地理景觀？
是否位於保安林地、國有林、國有
林自然保護區或森林遊樂區？
是否位於取得礦業權登記之礦區
(場)或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是否位於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漁業權區、人工魚礁網具類禁魚區
或其他漁業重要使用區域？
是否位於河川區域、地下水管制
區、洪水平原管制區、水道治理計
畫用地、排水設施或排水集水區域
範圍？

是 未知 否
□ □ □

相關證明資料、
文件

備註
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
境保護計畫

□ □ □
□ □ □
□ □ □

自來水法

□ □ □

飲用水管理條例

□ □ □

□ □ □

水利法

□ □ □

水土保持法

□ □ □

野生動物保育法

□ □ □

野生動物保育法
野生動物保育法及文
化資產保存法

□ □ □
□ □ □

文化資產保存法

□ □ □

國家公園法、發展觀
光條例、風景特定區
管理規則

□ □ □
□ □ □

森林法

□ □ □

礦業法

□ □ □

□ □ □

水利法、排水管理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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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是否位於地質構造不穩定區（活動
斷層、地質災害區）或河岸、海岸
侵蝕地帶？

□ □ □

20

是否位於地質法公告之地質敏感
區？

□ □ □

21
22
23

是否位於空氣污染三級防制區？
是否位於第一、二類噪音管制區？
是否位於水污染管制區？

□ □ □
□ □ □
□ □ □

24

是否位於海岸、山地、重要軍事管
制區、要塞堡壘地帶、軍事飛航管
制區或影響四周之軍事雷達、通
訊、通信或放射電波等設施之運
作？

□ □ □

25

是否位於已劃設限制發展地區（不
可開發區及條件發展區）

□ □ □

26

是否位於飛航管制區﹖

□ □ □

27

是否位於山坡地或原住民保留地？

□ □ □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開發基地面積是否百分之五十以上
位於百分之四十坡度以上﹖
是否位於森林區或林業用地？
是否位於特定農業區、山坡地保育
區、古蹟保存用地、生態保護用地
或國土保安用地？
是否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
劃之農業用地?
是否位於都市計畫之保護區？
是否位於核子設施周圍之禁建區及
低密度人口區？
是否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尺以
上?
是否有其他環境敏感區或特定區？

河岸、海岸侵蝕地帶
應進行實地調查。
位於地質法公告之
地質敏感區且依法
應進行基地地質調
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地質法
者，應檢附地質敏
感區基地地質調查
及地質安全評估報
告書。
空氣污染防制法
噪音管制法
水污染防治法
要塞堡壘地帶法
國安法暨其施行細則
海岸、山地及重要軍
事管制區與禁建、限
建範圍劃定、公告及
管制作業規定
區域計畫
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航空站飛行場助航設
應提供開發基地
備四周禁止限制建築
之經緯度、高程
物及其他障礙物高度
及最大開發高度
管理辦法
水土保持法及原住民
保留地開發管理辦法

□ □ □
□ □ □

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

□ □ □

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

□ □ □
□ □ □

都市計畫法

□ □ □
□ □ □
□ □ □

註：1.可明顯判定不位於上述區位者，得免附證明文件。但應於備註欄說明理由。
2.位於上述環境敏感區位或特定目的區位，應敘明法規限制並訂定相關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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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宅社區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

住宅社區開發環境影響評
估審議規範
中華民國 89 年 9 月 14 日（89）環署綜字第 0053004
號修正

̳!!Ә!
一、為強化住宅社區開發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效率，提昇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作業品質，
落實預防及減輕住宅社區開發行為對環境
造成不良之影響，以提昇住宅社區品質，
特訂定本審議規範。
二、本審議規範係提供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委員會，作為住宅社區開發環境影響說明
書、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等審查
之基準。
三、住宅社區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包括下
列各項類別：
（一）物理及化學因子（地形、地質、土
壤、水文、水質、氣象、空氣品質、
噪音、振動、惡臭、廢棄物等）。
（二）生態因子（水陸域動物、植物、棲
息環境等）。
（三）遊憩因子（遊憩資源等）。
（四）社會經濟因子（影響區人口、產
業、土地使用、公共設施衝擊、交
通衍生效應、居民意見等）。
（五）文化因子（古蹟、遺址等）。
（六）其他環境因子。
四、住宅社區開發環境影響評估之地理範圍。
包括開發區及開發行為影響區。
五、住宅社區開發環境影響評估現況資料之蒐
集或調查應符合「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
作業準則」規定。
六、住宅社區開發對環境之影響，其污染預
測、引用模式之使用應符合已公告技術規
範；技術規範尚未公告者應符合國內外已
採行者。
七、住宅社區開發對環境之影響及環境品質之
評估，均應符合相關環境保護法令之規
定，並審酌國家環境保護計畫之各期程規
劃目標。
八、住宅社區開發，不得位於下列地區：
（一）非都市土地森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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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水庫集水區。
（三）依飲用水管理條例公告之飲用水水
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
距離內之地區。但原住民部落因人
口自然增加形成之社區或為居民生
活所必須要且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不在此限。
（四）相關主管機關依法劃定或相關法規
規定禁止開發之地區。
前項第二款所稱重要水庫集水區，其認
定係依相關主管機關之規定。
九、住宅社區開發，如位於依自來水法公告之
水源水質水量保護區之範圍者，其開發除
應依自來水主管機關公告之管制事項管制
外，並應符合下列之規定：
（一）水岸緩衝區（指距離豐水期水體岸
邊水平距離一千公尺之範圍）：區
內禁止水土保持以外之一切開發整
地行為。
（二）取水口緩衝區（指取水口上游一公
里半徑內集水區及下游半徑四百公
尺）：區內禁止水土保持以外之一
切開發整地行為。
（三）一般管制區（指距離豐水期水體岸
邊水平距離一千公尺以外之水源保
護區）：其開發管制應依自來水主
管機關公告之管制事項管制。
前項基地污水排放之承受水體如未能達到
政府公告該水體分類之水質標準或河川水
體之容納污染量已超過主管機關依該水體
之涵容能力所定之管制總量者，應不得開
發。
十、住宅社區開發位於相關法令所限制開發利
用之區域，應取得有關主管機關之同意；
區位中應予保護之範圍及對象，應詳予評
估及研訂因應對策。
十一、住宅社區開發位於空氣污染防制區內，
其營造建築物、舖設道路、運送工程材
料、廢棄物或其他工事應有適當防制措
施，以避免引起塵土飛揚或污染空氣。
十二、住宅社區開發位於噪音管制區內，在施
工及營運期間所產生之噪音不得超過噪
音管制標準。
十三、住宅社區開發位於第三級航空噪音管制
區內，不宜新建或增建住宅。
十四、住宅社區之施工期間營建工地應對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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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污染，實施污染控制最佳管理作業。 二十三、住宅社區開發對野生動植物之負面影
十五、住宅社區開發應規劃採用雨水與廢（污）
響，應訂定具體保育措施或計畫。
水分流方式之處理系統，其排放廢（污） 二十四、住宅社區開發對周遭環境美質與景觀
水於地面水體，至少應符合放流水標準。
之負面影響，應提出具體因應對策及
十六、住宅社區開發所在區域，如因事業密集
訂定綠覆計畫。
以放流水標準管制仍未能達到水體之水 二十五、住宅社區開發應就施工及營運期間發
質標準者，或需特予保護者，應依該水
生火災、風災、水災、地震等意外災
體之涵容能力，以廢（污）水排放之總
害之風險，訂定具體防災計畫。
量管制方式管制之。
二十六、住宅社區申請開發應檢附自來水主管
十七、住宅社區開發不得在水體或其沿岸規定
機關明確同意供水文件。但該主管機
距離內棄置垃圾、水肥、污泥、建築廢
關不能提供供水服務，而由開發單位
料或其他污染物。
自行開發水源者，其環境影響應併入
十八、住宅社區開發產生之廢棄物應自行或委
評估。
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負責 二十七、基地應設置足夠之連外道路，其路寬
清除、處理之；如委由政府機關清除、
至少八公尺以上，並應考慮人行道與
處理，應取得其同意證明文件。
機車車道。連外道路，應至少有獨立
十九、住宅社區開發之廢棄物貯存、清除或處
二條通往外接道路，其中一條可為緊
理方法及設施，應符合廢棄物清理法及
急通路且寬度須能容納消 防車 之通
其相關法令規定。
行。
二十、住宅社區開發環境現況調查結果，有土
基地開發完成後所產生之平日尖峰小
壤污染、地下水污染潛在影響者，應依
時交通流量，不得超過基地通往中心
該污染項目、特質與施工計畫、營運後
都市之縣級（含）以上道路系統Ｃ級
之土地利用，進行風險評估，以確保受
服務水準之最小剩餘容量。
體得以被保護及土地規劃、使用之合理 二十八、住宅社區開發所產生交通運輸、停車
性，該風險評估應至少包括：
問題，及其衍生之空氣污染與噪音振
（一）污染來源之評估。
動之影響，應訂定具體因應對策。
（二）建立污染源、傳輸路徑及受體之 二十九、住宅社區開發應進行古蹟、遺址之調
關係。
查、評估工作，施工期間若發現古蹟、
（三）評估污染源對受體可能引起之潛
遺址時，應即停止該地區 工程 之進
在傷害。
行，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有關規定辦
（四）風險值及危害程度評估。
理。
（五）清除計畫或相關整治措施。
三 十 、住宅社區開發位於山坡地，應依下列
前項風險評估結果，經本署環境影響評
規定辦理：
估審查委員會審查認定該土壤或地下水
（一）基地之開發以盡量利用原有之
污染應予清除、整治者，該受污染區未
地形、地貌，維持自然度及既
經清除、整治完成前，不得進行開發使
有生態機能為原則。
用。
（二）整地工程之挖填方應求最小及
二十一、住宅社區開發應依綠建築指標規劃設
平衡，且整地之挖填平均深度
計，包括基地綠化、基地保水、水資
應在二公尺以下為原則。
源、日常節能、二氧化碳減量、廢棄
前款平均深度係以挖填土方量
物減量及污水垃圾改善指標。
除以整地面積。
二十二、住宅社區開發位於地下水管制區或地
（三）開發區整地前後坵塊圖之平均
層（盤）下陷區者，禁止規劃取（抽）
坡度改變量不得大於百分之十
用地下水。但施工需要之必要抽取，
五。
或其他特殊情形，經主管 機關 同意
（四）整地工程應採分區分期方式規
者，不在此限。
劃且應於下游之沈沙池、滯洪

住宅社區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
池等防災工程完成後始得進
行。第一期工程必須位於整地
範圍之最下游側，其面積不得
大於總整地面積百分之三十，
且應於影響區之間規劃足夠緩
衝綠帶。第一期完工後方得進
行後續工程。
（五）整地應維持原有水路之集排水
功能，並避免破壞湖泊、埤塘
等有關水體生態系統之完整
性，如必須變更原有水路，以
對地形、地貌影響最小之方式
做合理之規劃，且應評估該項
水路變更對開發區上下游之水
文改變量所致生之環境效應及
提出減輕對策，原有水路之整
治計畫並須徵得各該主管機關
同意。
（六）整地坡面之綠覆率應於整地工
程完成後一年內達百分之九十
五以上。
（七）開發完成後之森林綠覆率（含
原有保留及新植者）至少應達
總基地面積之百分之五十。
前款基地 如位於水 源水質 水量 保護
區，開發完成後之森林綠覆率至少應
達基地總面積之百分之六十。
三十一、住宅社區開發位於農地，應依下列規
定辦理：
（一）住宅社區開發，不得影響其周
圍農業之生產環境。
（二）基地範圍內之原有水路、農路
功能應儘量予以維持，如必須
變更原有水路、農路，應以對
地形、地貌影響最小之方式合
理規劃。
（三）開發區產生之廢（污）水，禁止
排放至農業專屬灌排水系統，以
確保生態環境及避免污染農業
灌溉水質。但情形特殊，採搭排
至農業專屬灌排水系統者，其廢
（污）水應處理至符合灌溉水質
標準。
（四）開發基地位屬特定農業區，與
緊臨農地之農業生產使用性質
不相容者，應配置適當隔離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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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或隔離設施其寬度至少須二
十公尺以上。開發基地如位屬
一般農業區，其隔離綠帶或隔
離設施至少須十公尺以上。
（五）整地之挖除表土，應於基地內
之保育區或綠地再利用為原
則。
三十二、住宅社區開發涉及水土保持應依水土
保持主管機關審查水土保持規劃書及
計畫辦理，土地使用應依土地使用主
管機關審查結果辦理，建築安全應依
建築主管機關審查意見辦理。
三十三、住宅社區開發應於施工前訂定施工環
境保護執行計畫，並記載執行環境保
護工作所需經費；如委託施工，應納
入委託之工程契約書。該計畫或契約
書，開發單位於施工前應送本署備查。
三十四、開發單位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
之開發許可後，逾三年始實施開發行
為時，應提出環境現況差異分析及對
策檢討報告，送本署審查。本署未完
成審查前，不得實施開發行為。
三十五、本審議規範實施後，尚未經本署受理
程序審查者，應按本規範審議之。
三十六、本審議規範為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指
導原則，如有未盡事宜，以本署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之決議為準。
三十六、本審議規範經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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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省各縣市辦竣地籍整理測繪成果繳驗作業要點

臺灣省各縣市辦竣地籍整
理測繪成果繳驗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88 年 10 月 26 日內政部土地測量局地測
二字第 16057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94 年 6 月 24 日內政部土地測量局測圖字
第 0941300038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7 年 3 月 12 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測資
字第 0971100065 號函修正「臺灣省各縣市辦竣
地籍整理測量成果繳驗作業要點」為「臺灣省各
縣市辦竣地籍整理測繪成果繳驗作業要點」並修
正全部規定

一、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為建立臺灣省完整地籍資料，並加強異地
保存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臺灣省各縣市辦竣地籍整理，除地籍圖重
測外，應於登記機關辦理登記完畢後 ，將
相關測繪成果，依繳交清單所列資料項
目，併同計畫書繳交本中心集中保管。
前項測繪成果，採圖解法測量者，其繳交清
單格式如附表一；採數值法測量者，其繳交
清單格式如附表二。
三、前點測繪成果資料，除依地籍測量實施規
則規定辦理外，其調製規定如下：
（一）範圍圖，以比例尺四千八百分之一
或五千分之一地籍藍曬圖上用紅色
繪註地籍整理區域範圍。
（二）加密控制測量及圖根測量之觀測原
始紀錄、計算成果表及坐標成果表
應加附封面(底)裝訂成冊。
（三）土地面積計算表，應按地號順序(由
小而大)繕造後加附封面(底)裝訂成
冊。
（四）採數值法測量，其各項表冊，應以
A4 紙張直式橫書印製並加附封面
裝訂成冊。
（五）戶地測量採圖解法測量者，其地籍
原圖、段接續一覽圖，應採用鑲鋁
片圖紙或五百磅透明膠片繪製，圖
廓橫長為四十公分、縱長為三十公
分(圖紙橫長為五十公分、縱長為四
十公分)繪製；採數值法測量者，免
予繪製。
（六）地籍藍曬底圖依據地籍原圖或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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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同一比例尺複（繪）製，採用三
百磅透明膠片並以標準圖廓坐標四
幅接合為一幅。採數值法測量者，
免予繪製。
四、各類測繪成果電子檔，應依土地登記複丈
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或圖解地籍圖數值
化成果管理系統資料格式建檔送繳。
五、各項測量作業繪製之地籍圖冊，應由各級
人員逐級審核並加蓋職名章。
六、本中心地籍資料庫點收各類測繪成果資料
後，應依照本中心地籍資料庫管理相關規
定辦理保存及管理維護。

臺灣省各縣市辦竣地籍整理測繪成果繳驗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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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圖解法測量適用）
縣市
作

業

名

1.規劃準備

鄉鎮市區
稱資

料

區地籍測繪成果繳交清單
項

目

計畫書及範圍圖

數量

備註

份

1.觀測原始紀錄（含點之記）
2.加密控制測量

2.計算成果表

冊

含略圖

冊

含略圖

3.坐標成果表
1.觀測原始紀錄（含點之記）
3.圖根測量

2.計算成果表
3.坐標成果表

4.戶地測量

5.面積計算

1.地籍原圖

幅

2.段接續一覽圖

幅

3.地籍藍曬底圖

幅

面積計算表

冊

成果繳交日期：

年

月

日

繳交單位：
承辦人

科（課）長

處（局）長（主任）

點收單位：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測繪資訊課
承辦人

技 正

課 長

臺灣省各縣市辦竣地籍整理測繪成果繳驗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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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數值法測量適用）
縣市

鄉鎮市區

作業名稱

區地籍測繪成果繳交清單

資料項目

數量

1.規劃準備

計畫書及範圍圖
1.觀測（含檢測）紀錄（內含已知點、新設
點點之記及相片）
2.加密控制測量 2.加密控制點強制附合平差檔
3.原始觀測資料檔
4.加密控制點坐標檔(.CTL)
1.觀測（含檢測）紀錄(含略圖)
2.點位網絡圖
3.導線網平差檔
4.圖根點坐標檔(.CTL)
5.網絡圖繪圖檔
3.圖根測量
6.導線計算成果檔
1.觀測點位基線分布圖
2.外業觀測紀錄檔
3.坐標成果檔
4.測區坐標轉換參數

份

4.戶地測量

1.觀測原始紀錄(含略圖)

冊

5.成果電子檔

1.宗地資料檔(.PAR)
2.地號界址檔(.BNP)
3.界址坐標檔(.COA)
4.圖幅索引檔(.MAP)
5.各類繪圖檔（含地籍圖、段接續一覽圖）

片

成果繳交日期：

年

月

冊

冊

採電子測距經緯
儀辦理者。

冊

採 RTK 辦理測量
者。

日

繳交單位：
承辦人

科（課）長

處（局）長（主任）

點收單位：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測繪資訊課
承辦人

技

正

附記事項：若無電子檔可繳交者，應繳交書面資料。

備註

課 長

無外業自動化觀
測資料者繳觀測
原始紀錄
1.各 項 電 子 檔 燒
錄於唯讀光碟
片。
2.地 籍 圖 重 測 成
果依數值法地
籍圖重測作業
手冊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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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處理方案

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處
理方案
內政部 91.7.16 台內營字第 0910085117 號函訂頒
內政部 98.5.8 台內營字第 0980804103 號函修正

ಥăࡦഀᄲ!ځ
按都市計畫書附帶規定應辦理整體開發之
土地，多為原屬非建築用地變更為建築用地或
低使用價值土地變更為高使用價值之土地，應
依規定辦理整體開發，始符合都市計畫實施之
公平原則及其基本精神。惟因地方政府未能積
極推動辦理，且都市計畫法規定亦未盡周延，
致產生建築執照核發之爭議及公共設施保留地
未能有效取得之問題。為進一步協助直轄市、
縣（市）政府儘速妥善解決都市計畫書附帶規
定整體開發之問題，爰訂定本方案。

෮ăયᗟ̶!ژ
都市計畫書附帶規定辦理整體開發地區未
能依規定辦理整體開發之成因，分述如下：
一、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部分建築用地所有
權人反對與阻撓納入整體開發，惟公共設
施保留地之所有權人多贊同納入整體開
發，協調不易。
二、部分地區公共設施負擔偏高，自償性不足。
三、現有合法建築物密集，建築物所有權人之
阻抗。
四、景氣低迷、開發成本難以回收，辦理整體
開發之意願不高。
五、屬於後期發展地區，尚無發展需求。
六、直轄市、縣（市）政府人力及經費不足。
七、規定由土地所有權人自行辦理整體開發整
合困難。

ણăྋՙ၆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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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以都市更新方式辦理整體開發：建築物
密集之舊市區，依計畫書規定實施整體開
發確有困難者，得予劃定為都市更新地
區，改採都市更新法規有關之獎勵協助規
定，實施再開發。
三、降低容積率後解除整體開發限制：已發展
之市區，依計畫書規定實施整體開發確有
困難者，得適切調降該地區之容積率後，
部分剔除於整體開發或全部解除整體開發
之限制；其未能整體開發取得之公共設施
用地，由政府編列預算或以容積移轉方式
取得之。
四、提高財務計畫之自償性：因共同負擔偏高
致整體開發發生困難者，得適度檢討降低
公共設施用地、其他負擔之比例、提高土
地使用強度，或者藉由先行標售市地重劃
抵費地籌措開發經費，以提高財務計畫之
自償性。
五、改採開發許可或使用許可方式：經依勘選
市地重劃地區評估作業要點及區段徵收實
施辦法規定之評估方式辦理可行性評估不
可行後，適宜由私人或團體開發者，應於
主要計畫書內增訂開發許可之條件，或明
定自行提供土地或代金之比例，由私人或
團體申請開發，或於自行提供一定比例之
土地或代金後申請建築使用；其重要公共
設施用地，並得由主管機關先行取得興闢。
六、經依勘選市地重劃地區評估作業要點規定
之評估方式辦理可行性評估後，如屬可行
惟缺乏開發財源者，得依平均地權條例第
六十一條規定，先行辦理重劃土地之交換
分合、測定界址及土地分配、登記及交接，
以利民眾申請建照。至於公共設施工程，
則視都市之發展情形另行辦理，其工程費
用依徵收工程受益費之規定辦理，或由土
地所有權人集資自行興設。
七、恢復原來使用分區：土地所有權人配合開
發意願偏低，且當地都市發展無迫切需要
者，檢討恢復為原來使用分區，俟當地確
有發展需要時，再行檢討變更都市計畫。

一、積極辦理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經依勘選
市地重劃地區評估作業要點及區段徵收實
施辦法規定之評估方式辦理可行性評估
དྷă၁߉ഇᄃགྷ!
後，如屬可行並有足夠財源者，應積極辦
理。政府於辦理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時， 一、實施期程：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函
報內政部備案之各階段辦理情形予以列
得依規定將得委外辦理之事項，委由事業
管。
機構、法人或學術團體辦理。
二、實施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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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所需財源，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自行籌措。
（二）土地權利關係人依都市計畫法第二
十七條之一規定所提供或捐贈之金
額，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建立
受益回饋代金專戶挹注。

Ёă੨ЪᏱநְี!
一、各級政府於辦理都市計畫新訂、擴大或變
更時，如擬於都市計畫書規定以市地重
劃、區段徵收或其他方式辦理整體開發
者，應先會同當地地政機關或其他相關機
關評估可行性，以避免無法辦理整體開發
之都市計畫案件增加。
二、由內政部定期邀集直轄市、縣（市）政府
業務主管或至直轄市、縣（市）政府舉辦
座談會，以暸解本方案實際執行情形及輔
導解決個案遭遇之困難。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節錄）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節錄)
中華民國 81 年 7 月 31 日總統（81）華總（一）義
字第 3736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96 條
中華民國 81 年 9 月 16 日行政院
（81）台法字第 3166
號令發布定自 81 年 9 月 18 日起施行
中華民國 82 年 2 月 3 日總統（82）華總（一）義
字第 0450 號令修正公布第 18 條條文；並自 82
年 9 月 18 日起施行
中華民國 83 年 9 月 16 日總統（83）華總（一）義
字第 5545 號令修正公布第 66 條條文；並自 83
年 9 月 18 日起施行
中華民國 84 年 7 月 19 日總統（84）華總（一）義
字第 5116 號令修正公布第 6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4 年 7 月 19 日行政院令定自 84 年 7 月
2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85 年 7 月 30 日總統（85）華總（一）義
字第 8500190160 號令修正公布第 68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5 年 8 月 19 日行政院（85）台法字第
28201 號令定自 85 年 9 月 18 日起施行
中華民國 86 年 5 月 14 日總統（86）華總（一）義
字第 8600109250 號令修正公布第 5、10、11、15
～18、20、27、32、35、67、74、79、80、83、
85、86、88、96 條條文；並增訂第 26-1、28-1、
67-1、75-1、95-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6 年 6 月 30 日行政院（86）台法字第
26660 號令發布該次修正條文；定於 86 年 7 月 1
日起施行
中華民國 89 年 12 月 20 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
第 8900301110 號令修正公布第 2、16、21 條條
文；並增訂第 17-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0 年 2 月 16 日行政院（90）台法字第
005737 號令發布定自 90 年 2 月 22 日起施行
中華民國 91 年 4 月 24 日總統（91）華總一義字第
09100075590 號令修正公布第 24、35、69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1 年 6 月 21 日行政院（91）院臺秘字第
0910029324 號令發布自 91 年 7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92 年 10 月 2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199770 號令修正公布全文 96 條；本條例施
行日期，由行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29 日行政院院臺秘字第
0920069517 號令發布第 1、3、6～8、12、16、
18、21、22-1、24、28-1、31、34、41～62、64、
66、67、71、74、75、75-1、76～79、84、85、
87～89、93、95 條，定自 92 年 12 月 31 日施
行；其餘修正條文，定自 93 年 3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95 年 7 月 1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500102611 號令修正公布第 9 條條文；施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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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由行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 95 年 10 月 17 日行政院院臺陸字第
0950046979 號令發布第 9 條定自 95 年 10 月 19
日施行
中華民國 97 年 6 月 2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700110991 號令修正公布第 38、92 條條文；
施行日期，由行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 97 年 6 月 26 日行政院院臺陸字第
0970027042 號令發布第 38、92 條定自 97 年 6
月 26 日施行
中 華 民 國 98 年 7 月 1 日 總 統華 總 一義 字 第
0980016009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7、17-1、18、57、
67 條條文；刪除第 12 條條文；施行日期，由行
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 98 年 8 月 11 日行政院院臺陸字第
0980091474 號令發布定自 98 年 8 月 14 日施行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50561 號令增訂公布第 29-1 條條文；施行
日期由行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 99 年 6 月 18 日行政院院臺陸字第
0990036140 號令發布定自 99 年 6 月 18 日施行
中 華 民 國 99 年 9 月 1 日 總 統華 總 一義 字 第
09900223401 號令修正公布第 22 條條文；刪除
第 22-1 條條文；施行日期由行政院定之
中 華 民 國 99 年 9 月 3 日 行 政院 院 臺陸 字 第
0990050859 號令發布定自 99 年 9 月 3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83831 號令增訂公布第 80-1 條條文；施行
日期由行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 101 年 3 月 3 日行政院院臺法字第
1010008895 號令發布定自 101 年 3 月 2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15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1134 號公告第 37 條第 2 項所列屬「行政
院新聞局」之權責事項，自 101 年 5 月 20 日起
改由「文化部」管轄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25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4960 號公告第 36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3 項、第 4 項、第 81 條第 2 項所列屬「財政部」
之權責事項，經行政院公告自 93 年 7 月 1 日起
變更為「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管轄，自
101 年 7 月 1 日起改由「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管轄；第 38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4 項、第 5
項所列屬「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之權責
事項，自 101 年 7 月 1 日起改由「金融監督管理
委員會」管轄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25 日行政院院臺規揆字第
1010154558 號公告第 67-1 條第 1 項所列屬財政
部「國有財產局」之權責事項，自 102 年 1 月 1
日起改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轄
中華民國 102 年 10 月 25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1020151451 號 公告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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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條第 3 項、第 6 項所列屬「行政院國軍退除役
會商有關機關擬訂管理辦法，報請行政院核
官兵輔導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02 年 11 月 1
定之。
日起改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管轄 ௐ̱Ȉ̱୧!!大陸地區人民繼承臺灣地區人民
中華民國 103 年 2 月 14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之遺產，應於繼承開始起三年內以書面向被
1030124618 號公 告第 11 條第 4 項、第 6 項、第
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為繼承之表示；逾期視
7 項、第 13 條第 1 項、第 2 項所列屬「行政院勞
為拋棄其繼承權。
工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03 年 2 月 17 日起
大陸地區人民繼承本條例施行前已由主管
改由「勞動部」管轄
機關處理，且在臺灣地區無繼承人之現役軍
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26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人或退除役官兵遺產者，前項繼承表示之期
1030158355 號公告第 18 條第 2 項所列屬「內政
間為四年。
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之權責事項，自 104 年 1 月
2 日起改由「內政部移民署」管轄
繼承在本條例施行前開始者，前二項期間
中華民國 104 年 5 月 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自本條例施行之日起算。
10400052211 號令修正公布第 80-1 條條文；施行 ௐ̱Ȉ˛୧! 被繼承人在臺灣地區之遺產，由
日期，由行政院定之
大陸地區人民依法繼承者，其所得財產總
中華民國 104 年 6 月 1 日行政院院臺法字第
額，每人不得逾新臺幣二百萬元。超過部分，
1040027653 號令發布定自 104 年 6 月 15 日施行
歸屬臺灣地區同為繼承之人；臺灣地區無同
中華民國 104 年 6 月 1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為繼承之人者，歸屬臺灣地區後順序之繼承
1040007070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8 條條文；增訂第
人；臺灣地區無繼承人者，歸屬國庫。
18-1、18-2、87-1 條條文；施行日期，由行政院
前項遺產，在本條例施行前已依法歸屬國
定之
庫者，不適用本條例之規定。其依法令以保
中華民國 104 年 7 月 1 日行政院院臺法字第
1040034260 號令發布定自 104 年 7 月 3 日施行
管款專戶暫為存儲者，仍依本條例之規定辦

ௐȈ୧ 大陸地區人民非經主管機關許可，不
得進入臺灣地區。
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之大陸地區人民，不
得從事與許可目的不符之活動。
前二項許可辦法，由有關主管機關擬訂，
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ௐȈ୧̝˘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
團聚、居留或定居者，應接受面談、按捺指
紋並建檔管理之；未接受面談、按捺指紋者，
不予許可其團聚、居留或定居之申請。其管
理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ௐˬȈα୧ 依本條例許可之大陸地區物品、
勞務、服務或其他事項，得在臺灣地區從事
廣告之播映、刊登或其他促銷推廣活動。
前項廣告活動內容，不得有下列情形：
一、為中共從事具有任何政治性目的之宣傳。
二、違背現行大陸政策或政府法令。
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
第一項廣告活動及前項廣告活動內容，由
各有關機關認定處理，如有疑義，得由行政
院大陸委員會會同相關機關及學者專家組成
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
第一項廣告活動之管理，除依其他廣告相
關法令規定辦理外，得由行政院大陸委員會

理。
遺囑人以其在臺灣地區之財產遺贈大陸地
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者，其總額
不得逾新臺幣二百萬元。
第一項遺產中，有以不動產為標的者，應
將大陸地區繼承人之繼承權利折算為價額。
但其為臺灣地區繼承人賴以居住之不動產
者，大陸地區繼承人不得繼承之，於定大陸
地區繼承人應得部分時，其價額不計入遺產
總額。
大陸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其繼
承在臺灣地區之遺產或受遺贈者，依下列規
定辦理：
一、不適用第一項及第三項總額不得逾新臺
幣二百萬元之限制規定。
二、其經許可長期居留者，得繼承以不動產
為標的之遺產，不適用前項有關繼承權
利應折算為價額之規定。但不動產為臺
灣地區繼承人賴以居住者，不得繼承
之，於定大陸地區繼承人應得部分時，
其價額不計入遺產總額。
三、前款繼承之不動產，如為土地法第十七
條第一項各款所列土地，準用同條第二
項但書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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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前條第一項之遺產事件，其
繼承人全部為大陸地區人民者，除應適用第
六十八條之情形者外，由繼承人、利害關係
人或檢察官聲請法院指定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為遺產管理人，管理其遺產。
被繼承人之遺產依法應登記者，遺產管理
人應向該管登記機關登記。
第一項遺產管理辦法，由財政部擬訂，報
請行政院核定之。
ௐ̱Ȉˣ୧!!現役軍人或退除役官兵死亡而無
繼承人、繼承人之有無不明或繼承人因故不
能管理遺產者，由主管機關管理其遺產。
前項遺產事件，在本條例施行前，已由主
管機關處理者，依其處理。
第一項遺產管理辦法，由國防部及行政院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分別擬訂，報請
行政院核定之。
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五年九月十八日修正
生效前，大陸地區人民未於第六十六條所定
期限內完成繼承之第一項及第二項遺產，由
主管機關逕行捐助設置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
金會，辦理下列業務，不受第六十七條第一
項歸屬國庫規定之限制：
一、亡故現役軍人或退除役官兵在大陸地區
繼承人申請遺產之核發事項。
二、榮民重大災害救助事項。
三、清寒榮民子女教育獎助學金及教育補助
事項。
四、其他有關榮民、榮眷福利及服務事項。
依前項第一款申請遺產核發者，以其亡故現
役軍人或退除役官兵遺產，已納入財團法人榮
民榮眷基金會者為限。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金會章程，由行政院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擬訂，報請行政院核
定之。
ௐ̱Ȉ˝୧ 大陸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
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非經
主管機關許可，不得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
或移轉不動產物權。但土地法第十七條第一
項所列各款土地，不得取得、設定負擔或承
租。
前項申請人資格、許可條件及用途、申請
程序、申報事項、應備文件、審核方式、未
依許可用途使用之處理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
辦法，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ௐˣȈ˝୧ 委託、受託或自行於臺灣地區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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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以外大陸地區物品、勞
務、服務或其他事項之廣告播映、刊登或其
他促銷推廣活動者，或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二
項、或依第四項所定管理辦法之強制或禁止
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
前項廣告，不問屬於何人所有或持有，得
沒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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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節錄）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
區許可辦法（節錄）
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30 日內政部台內移字第
1020958528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56 條；並自發布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26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1030158355 號公告第 4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5
條第 3 項、第 11 條第 2 項、第 12 條第 3 項、第
17 條、第 18 條第 1 項、第 19 條第 3 項、第 41
條第 2 項、第 4 項、第 49 條第 3 項、第 50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4 項、第 53 條第 1 項、第 2
項所列屬「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之權責事
項，自 104 年 1 月 2 日起改由「內政部移民署」
管轄

ௐ˘୧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
係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十條第三項及
第十六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主管機關審查相關申請事項，必要時得會同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相關機關處理之，或由主
管機關邀集國家安全局、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及
中央相關機關組成聯合審查會
（以下簡稱聯審
會）會商處理之。
ௐˬ୧!!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從事
下列活動之一者，應依本辦法規定辦理：
一、社會交流：
（一）探親。
（二）團聚。
（三）奔喪。
（四）探視。
二、專業交流：
（一）宗教教義研修。
（二）教育講學。
（三）投資經營管理。
（四）科技研究。
（五）藝文傳習。
（六）協助體育國家代表隊培訓。
（七）駐點服務。
（八）研修生。
（九）短期專業交流。
三、商務活動交流：
（一）演講。
（二）商務研習。
（三）履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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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國企業內部調動服務。
（五）短期商務活動交流。
四、醫療服務交流：
（一）就醫。
（二）健康檢查或美容醫學。
ௐ̱୧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應
依下列順序尋覓一人為保證人：
一、由本人申請或臺灣地區親屬代申請者：
（一）臺灣地區配偶或直系血親。
（二）有能力保證之臺灣地區三親等內
親屬。
（三）有正當職業之臺灣地區公民，其
每年保證不得超過五人。
二、由邀請單位代申請者：
（一）負責人或臺灣地區代理人；邀請單
位為法人者，法人應連帶擔任保證
人。
（二）業務主管。
符合下列情形之一且有正當理由，經主管機
關同意，得變更保證人順序、改覓其他機關
（構）、人員擔任保證：
一、無前項規定之保證人。
二、前項申請人有特殊情形，或不宜由前項
人員或法人擔任保證人。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符合下列
情形之一者，得免覓保證人：
一、已取得臺灣地區不動產所有權，並以該
事由申請進入臺灣地區。
二、以投資經營管理申請進入臺灣地區，且
已實行投資。
三、為大陸地區之非營利法人、團體或其他
機構，經各該主管機關許可，在臺灣地區
設立辦事處或分支機構，其所派駐在臺灣
地區從事業務活動之人員。
ௐ˝୧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主
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公告限制人數
或團數。
ௐȈ˟୧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不予許可；已許可者，
得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其入出境許可
證：
一、現擔任大陸地區黨務、軍事、行政或具
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務或為成
員。
二、參加暴力或恐怖組織或其活動。
三、涉有內亂罪、外患罪重大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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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臺灣地區外涉嫌重大犯罪或有犯罪習
慣。
五、曾有本條例第十八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
一。
六、持用偽造、變造、無效或經撤銷之文
書、相片申請。
七、有事實足認其係現（曾）與臺灣地區人
民通謀而為虛偽結婚。
八、曾在臺灣地區有行方不明紀錄二次或達
二個月以上。
九、有違反善良風俗之行為。
十、患有重大傳染性疾病。
十一、現（曾）於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時，為
虛偽之陳述或隱瞞重要事實。
十二、原申請事由或目的消失，且無其他合
法事由。
十三、未通過面談或無正當理由不接受面談
或不捺指紋。
十四、同行人員未依規定同時入出臺灣地
區。
十五、經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認定，對臺灣地區政治、社會、經濟
有不利影響。
十六、從事違背對等尊嚴原則之不當行為。
十七、違反第六條第二項或第七條第二項變
更保證人順序或更換保證人、第三十
六條或第四十三條未事先報請備查或
第四十二條轉任、兼任職務之規定。
十八、有事實足認其無正當理由現（曾）未
與臺灣地區配偶共同居住。
十九、邀請單位、旅行業或代申請人未配合
遵守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要求之行為，或
拒絕、規避、妨礙各該機關依規定進
行訪視、隨團或查核。
二十、有事證顯示進入臺灣地區，將有逾期
停留之疑慮。
二十一、分別以不同事由申請進入臺灣地
區。
二十二、已領有有效之入出境許可證，再申
請進入臺灣地區。
二十三、違反其他法令規定。
有前項第十款情形者，再次申請進入臺灣地
區時，應檢附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有第一項第二十一款或第二十二款情形
者，移民署得定期命申請人說明，屆期未說明

或無正當理由，得一部或全部不予許可。但第
一項第二十二款情形，將有效之入出境許可證
繳回移民署者，不在此限。
ௐỊ̏୧ 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就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計畫內容
及活動，或邀請單位、旅行業及代申請人代
辦業務情形，得自行派員或會同相關機關組
成聯合查核小組，進行訪視、隨團或其他查
核行為，並得要求邀請單位、旅行業或代申
請人配合遵守下列行為：
一、提供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活動報
告。
二、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活動期間應團
體行動。
三、提供相關資料文件。
邀請單位、旅行業或代申請人應遵守前項主
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要求，並不
得有拒絕、規避、妨礙該機關進行訪視、隨團
或查核之行為。
ௐ˟Ȉ˘୧ 大陸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
區，其停留期間、核發許可證件類別、申請
延期及不得延期條件，依附表一之規定。
ௐ˟Ȉ˟୧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
從事社會交流，應由臺灣地區親友或邀請單
位代申請之。
ௐ˟Ȉ˝୧ 大陸地區人民符合下列情形之一
者，得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探視或進行其他相
關活動：
一、其親屬為大陸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
或外國人在臺灣地區經司法機關羈押或
執行徒刑，而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
最輕本刑為五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其
申請案，每年一次並以二人為限。
二、其親屬為大陸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
或外國人在臺灣地區遭遇不可抗拒之重
大災變致死亡或重傷，或因重大疾病住
院。其申請案，每次以二人為限。
三、因刑事案件經司法機關傳喚，須進入臺
灣地區進行訴訟。
四、因民事訴訟經司法機關通知，須進入臺
灣地區進行訴訟。但經主管機關認定有
從事與許可目的不符之虞者，得不予許
可。
五、符合本條例第二十六條之一規定得領取
公法給付。但同一申請事由之申請人有
二人以上時，應協議委託其中一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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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進入臺灣地區，並以一次為限。
請單位資格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權責，
六、被繼承人在臺灣地區之遺產，依本條例
依附表三之規定。
第六十七條之一或第六十八條規定由機 ௐ̣Ȉ̱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關管理中，且申請人符合該規定得領取
遺產。但同一申請事由之申請人有二人
以上時，應協議委託其中一人代表申請
進入臺灣地區，並以一次為限。
七、已取得臺灣地區不動產所有權。
大陸海峽兩岸關係協會、大陸紅十字會總會
或大陸地區公務機關（構）人員，為協助前項
第一款及第二款之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
區處理相關事務，並符合平等互惠原則，得申
請進入臺灣地區陪同探視。
大陸地區人民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
定申請進入臺灣地區，經主管機關同意，得不
受每次二人或親屬關係之限制。
ௐˬȈˬ୧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許可進入臺灣
地區從事社會交流，其應備文件及機關審查
權責，依附表二之規定。
ௐˬȈα୧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
從事專業交流，應由經核准設立有案相關專
業領域且領有組織及團體憑證或工商憑證之
臺灣地區邀請單位代申請之。
本章所稱專業交流，指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
灣地區從事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
專業領域之活動。
ௐˬỊ̏୧!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
從事宗教教義研修、教育講學、投資經營管
理、科技研究、藝文傳習、協助體育國家代
表隊培訓、駐點服務、研修生等專業交流，
應送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從事參觀、
訪問、考察、領獎、參與研討會、會議、參
觀展覽及參加展覽之短期專業交流，免送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其他短期專業交流應
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
前項交流，如參訪行程或人員身分涉及機
敏、邀請單位資格有疑慮、或有其他特殊情形
者，應提送聯審會審查。
ௐˬȈ̱୧ 大陸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
區從事專業交流，其主要專業活動，不得變
更；預定進入臺灣地區日期或行程有變更
者，邀請單位於入境前或行程變更前，應檢
具確認行程表及原核定行程表，送主管機關
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ௐˬȈˣ୧!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
從事專業交流，其申請資格、應備文件、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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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物品勞務服務在
臺灣地區從事廣告活動管
理辦法
中華民國 92 年 12 月 31 日行政院大陸委員會陸法
字第 0920024854-1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13 條；並
自 92 年 12 月 3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0 年 12 月 28 日行政院大陸委員會陸法
字第 1009910750-1 號令修正發布第 5～7、13 條
條文；並自發布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2 年 8 月 29 日行政院大陸委員會陸法
字第 1029907756 號令修正發布第 10 條條文；並
增訂第 9-1 條條文

ௐ˘୧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
係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三十四條第四項
規定訂定之。
ௐ˟୧ 臺灣地區、外國、香港、澳門或大陸
地區之人(居)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就
大陸地區物品、勞務、服務或其他事項，符
合本條例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且其他有
關法令無禁止從事廣告活動者，得在臺灣地
區從事廣告之播映、刊登或其他促銷推廣活
動(以下簡稱廣告活動)。但依其他法令規定，
應先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從其規
定辦理。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廣告，訂有相關
法令規定者，大陸地區物品、勞務、服務或其
他事項之廣告活動，亦應依其規定辦理。
ௐˬ୧ 廣告活動，依其他法令規定，有下列
應遵循之事項者，從其規定辦理：
一、應標示警語。
二、廣告物限制設置地點或方式者。
三、廣告活動限制或指定播映時間者。
四、廣告活動應保存委託刊播者之姓名或名
稱、住所、電話、國民身分證或事業登記
證字號等資料者。
五、其他依法令應遵循之事項。
ௐα୧ 廣告活動應以正體字為之。但為大陸
地區物品、勞務、服務或其他事項本身原有
之簡體字文字或標示者，不在此限。
ௐ̣୧ 下列事項得在臺灣地區從事廣告活
動：
一、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貿易許可辦法，
准許輸入之大陸地區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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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大陸地區出版品電影片錄影節目廣播
電視節目進入臺灣地區或在臺灣地區發
行銷售製作播映展覽觀摩許可辦法，取
得許可之大陸地區出版品、電影片、錄
影節目或廣播電視節目。
三、臺灣地區旅行業辦理赴大陸地區旅遊活
動之業務；依大陸地區觀光事務非營利
法人來臺設立辦事處從事業務活動許可
辦法，取得許可在臺灣地區設立辦事處
者，就其許可之業務活動事項。
四、依大陸地區人民來臺投資許可辦法，取
得投資許可者，就主管機關許可之營業
項目及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
許可得經營之業務項目。
五、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空運直航許可管
理辦法，取得許可營運兩岸航線之大陸
地區民用航空運輸業，就其許可之營運
項目。
六、依試辦金門馬祖澎湖與大陸地區通航實
施辦法或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海運直航
許可管理辦法，取得許可從事兩岸海上
客、貨運輸業務者，得委託臺灣地區船
務代理業代為招攬之客、貨運業務；其
在臺灣地區設立分公司者，得由分公司
就其許可之營運項目。
七、其他依本條例許可之事項。
ௐ̱୧ 下列事項，不得在臺灣地區從事廣告
活動或以置入性行銷方式為之：
一、招攬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
機構於大陸地區投資。
二、不動產開發及交易。
三、婚姻媒合。
四、專門職業服務。
五、未經許可之大陸地區物品、勞務、服務
或其他事項；已許可嗣後經撤銷或廢止
許可者，亦同。
六、依其他法令規定，不得從事廣告活動
者。
ௐ˛୧ 廣告活動內容，不得有下列情形：
一、為中共從事具有任何政治性目的之宣傳。
二、違背現行大陸政策或政府法令。
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
前項各款情形，亦不得以置入性行銷方式為
之。
ௐˣ୧ 廣告活動內容，有凸顯中共標誌、標
語、旗幟、圖像或其他政治性標示者，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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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例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第一款所稱為中共從
刊登或其他促銷推廣活動。
事具有任何政治性目的之宣傳。但依其性
二、廣告活動內容違反本條例第三十四條第
質，該標示為物品、勞務、服務或其他事項
二項規定。
之成分、商標或其他不可分割之內容，且非
三、廣告活動違反本辦法之強制或禁止規
刻意凸顯者，不在此限。
定。
ௐ˝୧ 廣告活動或其內容，由各目的事業主
前項廣告，不問屬於何人所有或持有，得由
管機關認定處理；違反本辦法規定從事廣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八十九條第二
活動者之認定處理，亦同。
項規定沒入之。
ௐ˝୧̝˘ 前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事 ௐȈˬ୧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二年十二月
項如附表。
三十一日施行。
數機關對廣告活動或其內容均有管轄權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行。
者，由各該機關協調單一機關統一管轄，或由
主要廣告活動內容之權責機關統一管轄；數廣
告活動內容具關聯性、整體性，有統一管轄之
必要時，亦同。
不能依前項規定確定管轄之機關，或各機關
均認為無管轄權時，由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協調
確定。
ௐȈ୧! 第九條情形，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
定處理如有疑義，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廣告活動或其內容有為中共從事具政治
性目的之宣傳，或違背現行大陸政策之
疑義者，由行政院大陸委員會邀集相關
機關，並得視個案性質邀請熟諳法律、廣
告、行銷或大陸事務之學者、專家、相關
團體等，共同組成審議委員會審議，並將
審議建議送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權責
處理。
二、前款以外之情形，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視情形會商相關機關、學者、專家或
相關團體後，本其權責認定處理。
ௐȈ˘୧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基於調查事實
及證據之必要，得要求廣告活動之委託人、
受託人或製作人等，提供經許可進入臺灣地
區之大陸地區物品、勞務、服務或其他事項
之許可文件、文書、資料及其廣告物。
前項委託人為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
其他機構於境外設立之子公司或其他法人、機
構者，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要求該臺灣地區
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提供相關許可文
件、文書、資料及其廣告物。
ௐȈ˟୧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依本條例第八
十九條規定處理：
一、委託、受託或自行於臺灣地區從事本條
例第 三 十 四 條第一項以外大陸地區物
品、勞務、服務或其他事項之廣告播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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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執行事項
主管機關
1、不動產開發與交易、婚姻媒合、宗教及其他與內政業務相關之廣告活動
內政部
或其內容
2、酒品、稅務代理人、記帳士執業服務及其他與財政業務相關之廣告活動
財政部
或其內容
3、教育機構之招生事宜、居間介紹、運動會及其他與教育、體育業務相關
教育部
之廣告活動或其內容
4、律師執業服務及其他與法律業務相關之廣告活動或其內容
法務部
5、招商投資、工商業、商標與專利等智慧財產權之代理及其他與經濟業務
經濟部
相關之廣告活動或其內容
6、交通運輸、郵政、觀光旅遊及其他與交通業務相關之廣告活動或其內容
交通部
7、勞工人力資源之勞務提供、就業服務及其他與勞工業務相關之廣告活動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或其內容
8、農業（農、林、漁、牧）及其他與農業業務相關之廣告活動或其內容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9、藥物、食品、化粧品、菸品、醫療服務及其他與衛生福利業務相關之廣
衛生福利部
告活動或其內容
10、出版品、電影片、錄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視覺藝術產業、音樂與表
演藝術產業、展演設施產業、工藝產業、流行音樂、文化內容產業，及
文化部
其他與文化業務相關之廣告活動或其內容
11、金融服務業（銀行、證券、期貨、保險）及其他與金融機構業務相關之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廣告活動或其內容
會
12、電信服務業及其他與電信事業相關之廣告活動或其內容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依各部會業務職掌區
13、其他廣告活動或其內容
分
附註：1、廣告活動依其內容之性質，由各有關機關本於權責管理之。
2、有關各機關權責，仍應依各機關組織法規及作用法規規定作為判斷依據。
3、本權責事項表所列廣告活動，包含置入性行銷。
4、本權責事項表所列各機關之處理事項，於各該機關組織或業務調整時，由承受業務
之機關處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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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
法
中華民國 79 年 3 月 26 日行政院（79）台內字第
05901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41 條
中華民國 84 年 3 月 22 日行政院（84）台內字第
10021 號令修正發布名稱及部分條文（原名稱：
山胞保留地開發管理辦法）
中華民國 87 年 3 月 18 日行政院（87）台內字第
11301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43 條
中華民國 89 年 2 月 16 日行政院令修正發布第 2、5
～9、12、17、21、24、26、30、40、43、44 條
條文；並自發布日起施行
中華民國 90 年 12 月 12 日行政院（90）台內字第
071570 號令修正發布第 1、8、9、10、18、23、
24、28、4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2 年 4 月 16 日行政院院臺內字第
0920015391 號令修正發布第 4～9、12、17、21、
23、24、30、40、4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6 年 4 月 25 日行政院院臺建字第
0960013991 號令修正發布第 2、5～9、12、17、
21～24、30、40、4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25 日行政院院臺規揆字第
1010154558 號公告第 23 條第 2 項所列屬財政部
「國有財產局」之權責事項，自 102 年 1 月 1 日
起改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轄
中華民國 103 年 3 月 24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1030128812 號公告第 2 條第 1 項所列屬「行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03 年 3 月 26
日起改由「原住民族委員會」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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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ௐ̣୧ 原住民保留地之總登記，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囑託當地登記機關為之；
其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管理機關為中央主
管機關，並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
項欄註明原住民保留地。
已完成總登記，經劃編、增編為原住民保留
地之公有土地，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會同原土地管理機關，囑託當地登記機關，辦
理管理機關變更登記為中央主管機關，並依前
項規定註明原住民保留地。
ௐ̱୧ 原住民保留地所在之鄉（鎮、市、區）
公所應設原住民保留地土地權利審查委員
會，掌理下列事項：
一、原住民保留地土地權利糾紛之調查及調
處事項。
二、原住民保留地土地分配、收回、所有權
移轉、無償使用或機關學校使用申請案
件之審查事項。
三、原住民保留地改配土地補償之協議事
項。
四、申請租用原住民保留地之審查事項。
前項原住民保留地土地權利審查委員會之
委員，應有五分之四為原住民；其設置要點，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原住民保留地申請案件應提經原住民保留
地土地權利審查委員會審查者，鄉（鎮、市、
區）公所應於受理後一個月內送請該委員會審
查；委員會應於一個月內審查完竣，並提出審
查意見，屆期未提出者，由鄉（鎮、市、區）
公所逕行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
鄉（鎮、市、區）公所應將第一項第一款事
項以外之原住民保留地土地權利審查委員會
審議結果，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

ௐ˘୧ 本辦法依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第三十
七條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ௐ˟ౢ!!˿гგந!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有關農業事項，中央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會 ௐ˛୧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輔導原
住民設定原住民保留地之耕作權、地上權及
同中央主管機關辦理。
本辦法之執行機關為鄉（鎮、市、區）公所。 取得承租權、所有權。
ௐˬ୧ 本辦法所稱原住民保留地，指為保障 ௐˣ୧ 原住民保留地合於下列情形之一者，
原住民得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向當地登記機關
原住民生計，推行原住民行政所保留之原有
申請設定耕作權登記：
山地保留地及經依規定劃編，增編供原住民
一、本辦法施行前由原住民開墾完竣並自行
使用之保留地。
耕作之土地。
ௐα୧ 本辦法所稱原住民，指山地原住民及
二、由政府配與該原住民依區域計畫法編定
平地原住民。
為農牧用地、養殖用地或依都市計畫法
前項原住民身分之認定，依原住民身分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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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並供農作、養殖
或畜牧使用之土地。
ௐ˝୧ 原住民保留地合於下列情形之一者，
原住民得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向當地登記機關
申請設定地上權登記：
一、本辦法施行前已由該原住民租用造林，
並已完成造林之土地。
二、該原住民具有造林能力，由政府配與依
區域計畫法編定為林業用地或依都市計
畫 法劃定為保護區並供造林使用之土
地。
ௐȈ୧ 原住民依前二條規定申請設定耕作權
或地上權，其面積應以申請時戶內之原住民
人口數合併計算，每人最高限額如下：
一、依第八條設定耕作權之土地，每人一公
頃。
二、依前條設定地上權之土地，每人一點五
公頃。
前項耕作權與地上權用地兼用者，應合併比
例計算面積。
依前二項設定之土地權利面積，不因申請後
分戶及各戶人口之增減而變更；其每戶面積合
計不得超過二十公頃。但基於地形限制，得為
百分之十以內之增加。
ௐȈ˘୧ 原住民使用之原住民保留地設定耕
作權或地上權超過前條面積標準者，應由鄉
(鎮、市、區) 公所限期收回；其土地屬耕作
使用者，應於收益季節後次期作業開始前為
之；屬造林地者，以林木之伐期齡為準；屬
竹園者，以租約屆滿時為準。
ௐȈ˟୧ 原住民於原住民保留地內得就原有
自住房屋基地申請設定地上權，其面積以建
築物及其附屬設施實際使用者為準。
為適應居住需要，原住民並得就依法得為建
築使用之原住民保留地申請設定地上權。
前二項土地面積合計每戶不得超過零點一
公頃。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地上權，應由原住民會同
中央主管機關向當地登記機關申請設定地上
權登記。
ௐȈˬ୧ 原住民因經營工商業，得擬具事業
計畫向鄉 (鎮、市、區) 公所申請，經原住民
保留地土地權利審查委員會通過，核轉直轄
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核准後，租用依法得為
建築使用之原住民保留地，每一租期不得超
過九年，期滿後得續租。

前項事業計畫不得妨害環境資源保育、國土
保安或產生公害。
ௐȈα୧ 原住民因興辦宗教建築設施，得於
主管宗教機關核准後，擬具計畫向鄉(鎮、市、
區)公所申請，經原住民保留地土地權利審查
委員會通過後，核轉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
關核准，無償使用原住民保留地內依法得為
建築使用之土地，使用期間不得超過九年，
期滿後得續約使用，其使用面積不得超過零
點三公頃。
ௐỊ̏୧ 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留地之耕作
權、地上權、承租權或無償使用權，除繼承
或贈與於得為繼承之原住民、原受配戶內之
原住民或三親等內之原住民外，不得轉讓或
出租。
前項原住民保留地，原住民為擴大經營面積
或便利農業經營，得經直轄市、縣 (市) 主管
機關核准後交換使用，並辦理權利變更登記。
ௐȈ̱୧ 原住民違反前條第一項規定者，除
得由鄉 (鎮、市、區) 公所收回原住民保留地
外，應依下列規定處理之：
一、已為耕作權或地上權登記者，訴請法院
塗銷登記。
二、租用或無償使用者，終止其契約。
ௐȈ˛୧ 依本辦法取得之耕作權或地上權登
記後繼續自行經營或自用滿五年，經查明屬
實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耕作權人或地上
權人，向當地登記機關申請辦理所有權移轉
登記。
前項土地，於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前，因實
施都市計畫或非都市土地變更編定使用土地
類別時，仍得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與原耕作權
人或地上權人。
ௐȈˣ୧ 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留地所有權
後，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其移轉之承
受人以原住民為限。
前項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指政府因興辦土
地徵收條例規定之各款事業需要。
ௐȈ˝୧ 原住民取得耕作權、地上權、承租
權或無償使用權之原住民保留地，因死亡無
人繼承、無力自任耕作、遷徙或轉業致不能
繼續使用者，經原住民保留地土地權利審查
委員會通過後，由鄉 (鎮、市、區) 公所收回
之。
前項耕作權、地上權之登記，應訴請法院塗
銷。但於存續期間屆滿後，由直轄市或縣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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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囑託登記機關辦理塗銷登記。
ௐ˟Ȉ୧ 依本辦法收回之原住民保留地，得
由鄉 (鎮、市、區) 公所公告三十日後，按下
列順序辦理改配與轄區內之原住民：
一、原受配面積不足，且與該土地具有傳統
淵源關係者。
二、尚未受配者。
三、原受配土地面積較少者。
原住民有違法轉讓、轉租原住民保留地者，
不得申請受配。
第一項收回之原住民保留地，其土地改良
物，由鄉 (鎮、市、區) 公所通知土地改良物
之所有權人限期收割或拆除；逾期未收割或拆
除者，由鄉 (鎮、市、區) 公所逕行處理。
前項土地改良物為合法栽種或建築者，經鄉
(鎮、市、區) 公所估定其價值，由新受配人
補償原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後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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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各級主管機關對轄區內原住民保
留地，得根據發展條件及土地利用特性，規
劃訂定各項開發、利用及保育計畫。
前項開發、利用及保育計畫，得採合作、共同
或委託經營方式辦理。
ௐ˟Ȉ˟୧ 內政部、直轄市、縣（市）政府
對原住民保留地得依法實施土地重劃或社區
更新。
ௐ˟Ȉˬ୧ 政府因公共造產或指定之特定用
途需用公有原住民保留地時，得由需地機關
擬訂用地計畫，申請該管鄉（鎮、市、區）
公所提經原住民保留地土地權利審查委員會
擬具審查意見並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後，
辦理撥用。但公共造產用地，以轄有原住民
保留地之鄉（鎮、市、區）公所需用者為限；
農業試驗實習用地，以農業試驗實習機關或
學校需用者為限。
前項原住民保留地經辦理撥用後，有國有財
產法第三十九條各款情事之一者，中央主管機
關應即通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層報行政院撤
銷撥用。原住民保留地撤銷撥用後，應移交中
央主管機關接管。
ௐ˟Ȉα୧ 為促進原住民保留地礦業、土
石、觀光遊憩、加油站、農產品集貨場倉儲
設施之興建、工業資源之開發、原住民文化
保存或社會福利事業之興辦，在不妨礙國土
保安、環境資源保育、原住民生計及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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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之原則下，優先輔導原住民開發或興辦。
原住民為前項開發或興辦，申請租用原住民
保留地時，應檢具開發或興辦計畫圖說，申請
該管鄉（鎮、市、區）公所提經原住民保留地
土地權利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層報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並俟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
發或興辦文件後，租用原住民保留地；每一租
期不得超過九年，期滿後得依原規定程序申請
續租。
前項開發或興辦計畫圖說，包括下列文件：
一、分年開發或興辦計畫。
二、申請用地配置圖，並應標示於比例尺不
小於五千分之一之地形圖及地籍套繪
圖。
三、土地登記簿謄本。
四、輔導原住民就業或轉業計畫。
公、民營企業或未具原住民身分者（以下簡
稱非原住民）申請承租開發或興辦，應由鄉
（鎮、市、區）公所先公告三十日，公告期滿
無原住民申請時，始得依前二項規定辦理。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輔導措施，規範第三項
第四款之輔導原住民就業或轉業計畫。
ௐ˟Ị̏୧ 依前條申請續租範圍係屬原核准
開發或興辦範圍及開發或興辦方式，且其申
請續租應檢附之文件與原申請開發或興辦承
租檢附之文件相同，於申請書並敘明參用原
申請文件者，得免檢送相關書件，並免依前
條第四項規定辦理。
ௐ˟Ȉ̱୧ 依第二十四條規定申請開發或興
辦時，原住民已取得土地所有權者，應協議
計價層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同意後參
與投資；投資權利移轉時，其受讓人以原住
民為限。
原住民已取得耕作權、地上權或承租權，應
協議計價給予補償，並由原土地管理機關囑託
當地登記機關辦理耕作權或地上權之塗銷登
記。
ௐ˟Ȉ˛୧ 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之原住
民保留地承租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終止
租約收回土地，其所投資之各項設施不予補
償：
一、未依開發或興辦計畫開發或興辦，且未
報經核准變更計畫或展延開發、興辦期
限者。
二、違反計畫使用者。
三、轉租或由他人頂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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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於租約中明定應終止租約之情事
者。
ௐ˟Ȉˣ୧ 非原住民在本辦法施行前已租用
原住民保留地繼續自耕或自用者，得繼續承
租。
因都市計畫新訂、變更或非都市土地變更編
定為建築用地之已出租耕作、造林土地於續訂
租約時，其續租面積每戶不得超過零點零三公
頃。
非原住民在轄有原住民保留地之鄉 (鎮、
市、區) 內設有戶籍者，得租用該鄉 (鎮、市、
區) 內依法得為建築使用之原住民保留地作
為自住房屋基地，其面積每戶不得超過零點零
三公頃。
ௐ˟Ȉ˝୧ 依前條租用之原住民保留地，不
得轉租或由他人受讓其權利。
違反前項規定者，應終止租約收回土地。
ௐˬȈ୧ 原住民保留地之租金，由當地直轄
市或鄉（鎮、市、區）公庫代收，作為原住
民保留地管理及經濟建設之用；其租金之管
理及運用計畫，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材積平均在三十立方公尺以下者。
ௐˬỊ̏୧ 違反前條規定採伐者，依有關法
令之規定處理，並追回所採林產物；原物無
法繳回者，應負賠償責任。
ௐˬȈ̱୧ 原住民保留地內之造林竹木，其
採伐查驗手續依林產物伐採查驗規則辦理。
ௐˬȈ˛୧ 鄉 (鎮、市、區) 公所於原住民保
留地公共造產之竹木，屬於鄉 (鎮、市) 所有。
ௐˬȈˣ୧ 為維護生態資源，確保國土保
安，原住民保留地內竹木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應由該管主管機關限制採伐：
一、地勢陡峻或土層淺薄復舊造林困難者。
二、伐木後土壤易被沖蝕或影響公益者。
三、經查定為加強保育地者。
四、位於水庫集水區、溪流水源地帶、河岸
沖蝕地帶、海岸衝風地帶或沙丘區域者。
五、可作為母樹或採種樹者。
六、為保護生態、景觀或名勝、古蹟或依其
他法令應限制採伐者。
ௐˬȈ˝୧ 原住民保留地內國、公有林產物
之採伐勞務，除屬於技術性質者外，以僱用
原住民為原則。
ௐαౢ!!ڒயۏგந!
ௐαȈ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會同
有關機關對於原住民保留地之造林，予以輔
ௐˬȈ˘୧ 原住民保留地天然林產物之處
導及獎勵；其輔導及獎勵措施，由中央主管
分，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國有林林產物處分
機關定之。
規則之規定。
ௐˬȈ˟୧ 鄉 (鎮、市、區) 公所為促進原住
ௐ̣ౢ!!ܢ
民保留地之開發利用或籌措建設事業經費，
得編具原住民保留地伐木計畫層報中央林業 ௐαȈ˘୧ 原住民使用之原住民保留地及其
所有之地上改良物，因政府興辦公共設施，
主管機關核定後，報請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
限制其使用或採伐林木，致其權益受損時，
機關公開標售。
應予補償。
ௐˬȈˬ୧ 前條伐木計畫應在永續生產及不
妨礙國土保安之原則下，配合原住民行政政 ௐαȈ˟୧ 原住民依法於原住民保留地取得
之土地或設定之地上權，得為抵押權之標的
策及土地利用計畫編定之。
物。
ௐˬȈα୧ 原住民保留地內天然林產物有下
列情形之一者，得向鄉 (鎮、市、區) 公所申 ௐαȈˬ୧ 本辦法所定有關原住民保留地各
種用地開發、管理事項屬中央主管機關應辦
請，經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專案核准採
理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訂定相關
取之：
作業須知。
一、政府機關為搶修緊急災害或修建山地公
ௐαȈα୧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共設施所需用材。
二、原住民於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劃
定之區域內無償採取副產物或其所需自
用材。
三、原住民為栽培菌類或製造手工藝所需竹
木。
四、造林、開墾或作業之障礙木每公頃立木

原住民族基本法（節錄）

原住民族基本法（節錄）
中 華 民 國 94 年 2 月 5 日 總 統華 總 一義 字 第
09400017741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35 條；並自公布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4 年 2 月 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13291 號令修正公布第 8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4 年 6 月 2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3911 號令修正公布第 21、24、34 條條文

ௐ˟୧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原住民族：係指既存於臺灣而為國家管
轄內之傳統民族，包括阿美族、泰雅族、
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魯凱族、鄒
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蘭族、
太魯閣族及其他自認為原住民族並經中
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民族。
二、原住民：係指原住民族之個人。
三、原住民族地區：係指原住民傳統居住，
具有原住民族歷史淵源及文化特色，經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行政院核定
之地區。
四、部落：係指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一定
區域內，依其傳統規範共同生活結合而
成之團體，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
定者。
五、原住民族土地：係指原住民族傳統領域
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留地。
ௐ˟Ȉ୧ 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
權利。
政府為辦理原住民族土地之調查及處理，
應設置原住民族土地調查及處理委員會；其
組織及相關事務，另以法律定之。
原住民族或原住民所有、使用之土地、海
域，其回復、取得、處分、計畫、管理及利
用等事項，另以法律定之。
ௐ˟Ȉ˘୧ 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
落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土地
開發、資源利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
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落同意或參與，原
住民得分享相關利益。
政府或法令限制原住民族利用前項土地及
自然資源時，應與原住民族、部落或原住民
諮商，並取得其同意；受限制所生之損失，
應由該主管機關寬列預算補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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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營利所得，應提撥一定比例納入原
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作為回饋或補償經費。
前三項有關原住民族土地或部落及其周邊一
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之劃設、諮商及取得原
住民族或部落之同意或參與方式、受限制所
生損失之補償辦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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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門關係條例（節錄 1~5、38~42、56~62） Z‐25‐1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節錄
1~5、38~42、56~62）
中華民國 86 年 4 月 2 日總統（86）華總（一）義
字第 8600080010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62 條
中華民國 86 年 6 月 19 日行政院（86）台僑字第
25199 號令發布本條例涉及香港部分，定於中華
民國 86 年 7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87 年 6 月 17 日總統（87）華總（一）義
字第 8700121280 號令修正公布第 24 條條文
中華民國 88 年 11 月 16 日行政院（88）台僑字第
41883 號令發布本條例涉及澳門部分，定自中華
民國 88 年 12 月 20 日施行
中華民國 92 年 10 月 2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199780 號令修正公布第 41 條條文；增訂第
41-1 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93 年 1 月 5 日 行 政院 院 臺秘 字 第
0920071409 號令發布定自 93 年 3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95 年 5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75871 號令修正公布第 47、62 條條文；並
自 95 年 7 月 1 日施行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15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1134 號公告第 23 條所列屬「行政院新聞
局」之權責事項，自 101 年 5 月 20 日起改由「文
化部」管轄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25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4960 號公告第 32 條、第 33 條第 2 項所列
屬「財政部」之權責事項，經行政院公告自 93
年 7 月 1 日起變更為「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管轄，自 101 年 7 月 1 日起改由「金融監督
管理委員會」管轄中華民國 103 年 2 月 14 日行
政院院臺規字第 1030124618 號公告第 13 條第 2
項所列屬「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
103 年 2 月 17 日起改由「勞動部」管轄
中華民國 104 年 6 月 1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0721 號令修正公布第 14 條條文；增訂第
14-1、14-2、47-1 條條文；施行日期，由行政院
定之
中華民國 104 年 7 月 1 日行政院院臺法字第
1040034574 號令發布定自 104 年 7 月 3 日施行

ௐ˘୧ 為規範及促進與香港及澳門之經貿、
文化及其他關係，特制定本條例。
本條例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令之規
定。但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除
本條例有明文規定者外，不適用之。
ௐ˟୧ 本條例所稱香港，指原由英國治理之
香港島、九龍半島、新界及其附屬部分。

本條例所稱澳門，指原由葡萄牙治理之澳門半
島、氹仔島、路環島及其附屬部分。
ௐˬ୧ 本條例所稱臺灣地區及臺灣地區人
民，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之
規定。
ௐα୧ 本條例所稱香港居民，指具有香港永
久居留資格，且未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
照或香港護照以外之旅行證照者。
本條例所稱澳門居民，指具有澳門永久居留
資格，且未持有澳門護照以外之旅行證照或雖
持有葡萄牙護照但係於葡萄牙結束治理前於
澳門取得者。
前二項香港或澳門居民，如於香港或澳門分
別於英國及葡萄牙結束其治理前，取得華僑身
分者及其符合中華民國國籍取得要件之配偶
及子女，在本條例施行前之既有權益，應予以
維護。
ௐ̣୧ 本條例所稱主管機關為行政院大陸委
員會。
ௐˬȈˣ୧ 民事事件，涉及香港或澳門者，
類推適用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涉外民事法
律適用法未規定者，適用與民事法律關係最
重要牽連關係地法律。
ௐˬȈ˝୧ 未經許可之香港或澳門法人、團
體或其他機構，不得在臺灣地區為法律行為。
ௐαȈ୧ 未經許可之香港或澳門法人、團體
或其他機構以其名義在臺灣地區與他人為法
律行為者，其行為人就該法律行為，應與該
香港或澳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負連帶
責任。
ௐαȈ˘୧ 香港或澳門之公司，在臺灣地區
營業，準用公司法有關外國公司之規定。
ௐαȈ˘୧̝˘ 大陸地區人民、法人、團體
或其他機構於香港或澳門投資之公司，有臺
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七十三條
所定情形者，得適用同條例關於在臺投資及
稅捐之相關規定。
ௐαȈ˟୧ 在香港或澳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
判，其效力、管轄及得為強制執行之要件，
準用民事訴訟法第四百零二條及強制執行法
第四條之一之規定。
在香港或澳門作成之民事仲裁判斷，其效
力、聲請法院承認及停止執行，準用商務仲裁
條例第三十條至第三十四條之規定。
ௐ̣Ȉ̱୧ 臺灣地區與香港或澳門司法之相
互協助，得依互惠原則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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ௐ̣Ȉ˛୧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直接通信、
通航或通商前，得視香港或澳門為第三地。
ௐ̣Ȉˣ୧ 香港或澳門居民，就入境及其他
依法律規定應經許可事項，於本條例施行前
已取得許可者，本條例施行後，除該許可所
依據之法規或事實發生變更或其他依法應撤
銷者外，許可機關不得撤銷其許可或變更許
可內容。
ௐ̣Ȉ˝୧ 各有關機關及第六條所規定之機
構或民間團體，依本條例規定受理申請許
可、核發證照時，得收取審查費、證照費；
其收費標準由各有關機關定之。
ௐ̱Ȉ୧! 本條例施行後，香港或澳門情況發
生變化，致本條例之施行有危害臺灣地區安
全之虞時，行政院得報請總統依憲法增修條
文第二條第四項之規定，停止本條例一部或
全部之適用，並應即將其決定附具理由於十
日內送請立法院追認，如立法院二分之一不
同意或不為審議時，該決定立即失效。恢復
一部或全部適用時，亦同。
本條例停止適用之部分，如未另定法律規
範，與香港或澳門之關係，適用臺灣地區與大
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相關規定。
ௐ̱Ȉ˘୧ 本條例施行細則，由行政院定之。
ௐ̱Ȉ˟୧ 本條例施行日期，由行政院定之。
但行政院得分別情形定其一部或全部之施行
日期。
本條例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五月五日修正之
條文，自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七月一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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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門關係條例施行
細則（節錄 1~7、37）
中華民國 86 年 6 月 27 日行政院（86）台僑字第
26399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37 條
中華民國 89 年 10 月 25 日行政院臺 89 僑字第 30801
號令修正發布第 37 條條文；刪除第 8 條條文；
並自發布日起施行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15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1134 號公告第 26 條所列屬「行政院新聞
局」之權責事項，自 101 年 5 月 20 日起改由「文
化部」管轄
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25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4960 號公告第 31 條第 1 項、第 2 項所列
屬「財政部」之權責事項，經行政院公告自 93
年 7 月 1 日起變更為「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管轄，自 101 年 7 月 1 日起改由「金融監督
管理委員會」管轄
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26 日行政院院臺規字第
1030158355 號公告第 21 條、第 24 條第 1 項所列
屬「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理局」之權責事項，
自 104 年 1 月 2 日起改由「內政部移民署」管轄
中華民國 105 年 1 月 11 日行政院院臺法字第
1050150101 號令修正發布第 2、11、12、20、22、
24、26、27、29、31、37 條條文；刪除第 17、
19、21 條條文；並自發布日施行

ௐ˘୧ 本細則依香港澳門關係條例 （以下簡
稱本條例） 第六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ௐ˟୧ 本條例所稱大陸地區，係指臺灣地區
以外，但不包括香港及澳門之中華民國領
土；所稱大陸地區人民，依臺灣地區與大陸
地區人民關係條例之規定。
ௐˬ୧ 本條例第四條第一項所稱香港護照，
係指由香港政府或其他有權機構核發，供香
港居民國際旅行使用，具有護照功能之旅行
證照。
ௐα୧ 本條例第四條第二項所稱澳門護照，
係指由澳門政府或其他有權機構核發，供澳
門居民國際旅行使用，具有護照功能之旅行
證照。
ௐ̣୧ 香港居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或在臺灣
地區主張其為香港居民時，相關機關得令其
陳明未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或香港護
照以外旅行證照之事實或出具證明。
ௐ̱୧ 澳門居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或在臺灣
地區主張其為澳門居民時，相關機關得令其
陳明未持有葡萄牙護照或澳門護照以外旅行

證照之事實或出具證明。
前項葡萄牙護照，以葡萄牙結束其治理前，
於澳門取得者為限。
ௐ˛୧ 本條例第四條第三項所稱取得華僑身
分者，係指取得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
證明書者。
香港或澳門居民主張其已取得前項華僑身
分者，應提出前項華僑身分證明書，必要時，
相關機關得向僑務委員會查證。
ௐˬȈ˛୧ 本細則自本條例施行之日施行。
但有本條例第六十二條第一項但書情形時，
分別自本條例一部或全部施行之日施行。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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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附 錄
廢止或停止適用之地政法規
1.土地權利信託登記作業辦法（91.7.1 廢止）
2. 台 灣 地 區 土 地 房 屋 強 制 執 行 聯 繫 辦 法
（93.10.29 廢止）
3.土 地總 登記 登記 名義 人之 資料 不 全或不
符申辦登記審查注意事項（99.12.14 停止
適用）
4.日據時期會社土地清理要點（93.9.22 廢止）
5.祭祀公業土地清理要點（97.7.1 廢止）
6.典權登記法令補充規定（99.12.20 廢止）
7.土 地登 記案 件補 正及 駁回 作業 補 充規定
（93.10.18 停止適用）
8.土 地法 第六 十七 條及 第七 十九 條 之二規
定之書狀費、工本費及閱覽費收費基準表
（103.3.17 廢止）
9.九 二一 大地 震災 民申 辦繼 承登 記 或書狀
補（換）給等簡化作業要點（89.3.24 停止
適用）
10.九二一地震災區囑託辦理建物消滅登記
簡化程序作業規定（89.3.24 停止適用）
11.直轄市縣（市）不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
置辦法（92.3.7 廢止）
12.不動產糾紛調處作業規定（92.3.7 停止適
用）
13. 內 政 部 公 地 放 領 審 議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程
（91.8.15 廢止）
14.公有土地劃分原則（93.03.09 停止適用）
15.提昇直轄市及縣（市）有土地管理績效獎
勵要點（97.4.3 停止適用）
16.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被徵收土地所有權
人優先承租公有或公營事業機構所有農
業用地作業要點（103.09.30 廢止）
17.不動產仲介經紀業電腦處理個人資料管
理辦法 （99.08.27 廢止）

18.大陸地區土地及營建專業人士（乙類）來
臺從事不動產相關活動審查作業要點
（104.4.23 廢止）
19.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委託公營事業機構辦
理市地重劃業務要點（96.11.23 廢止）
20. 土 地 徵 收 補 償 地 價 加 成 補 償 注 意 事 項
（101.8.13 廢止並自 101.9.1 生效）
21.民間不動產業者提供不動產交易資訊獎
勵要點（102.4.9 廢止）
22.平均地權保護自耕農及重劃工程基金收
支保管及運用辦法（94.4.29 廢止）
23.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二十四條補充
規定（95.2.17 廢止）
24.縣（市）實施平均地權基金設置管理要
點（95.3.22 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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