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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02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請查照。 

111/06/02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請查照。 

111/06/02 雲林縣北港地政事務所函檢送 111年度雲林縣第 1批農地重劃區內零星集中土地

(抵費地)公開標售公告文、公告清冊及投標須知各 1份，請張貼公告廣為宣傳，

並轉知轄內農戶踴躍參加投標，請查照。 

111/06/06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地政士邱姸禎(身份證統一編號 

H22464****)業自 111年 6月 6日加入本會為會員，請查照。 

111/06/08 全聯會轉知基隆市政府函 2022城市博覽會邀請函。 

111/06/08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楊瓊姝地政士事務所檢附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業務

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1份報請備查，符合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1/06/08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請查照。 

111/06/08 退會申請書-王柏棠地政士因考上高考二級法制，目前於新北市政府任職，將退出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之會員。 

111/06/08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王柏棠地政士，本會會員王柏

棠地政士申請退會，茲檢送出會名冊一份，請惠予登錄。 

111/06/10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許足申請僱用張彩孌為登記助理員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第

29條等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1/06/10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林庚芳、吳豐宇等 2員地政士事務所檢附個人資料檔案安全

維護計畫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1份報請備查，符合相關規定，予以備

查，請查照。 

111/06/13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陳怡中地政士事務所檢附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業務

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1份報請備查，符合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1/06/13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陳思妤申請終止僱用登記助理員謝永森案，經核符合地政士

法第 29條等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1/06/13 行文彰化縣各戶政事務所檢送臺灣地政士百年誌乙冊，供貴所推動各項政務之參

考。 

111/06/13 行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送臺灣地政士百年誌乙冊，供貴院推動各項政務之參考。 

111/06/13 行文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送臺灣地政士百年誌乙冊，供貴署推動各項政務之參

考。 

111/06/13 行文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檢送臺灣地政士百年誌乙冊供貴館收藏，俾利相關學術

研究之參考。 

111/06/14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邱許菊地政士申請註銷地政士登記案，經核符合規定，業經

本府准予註銷，請依說明辦理，請查照。 

111/06/14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施建宇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案，經核符合

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5年 8月 8日，請文到

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06/14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請查照。 

111/06/14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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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查照。 

111/06/14 彰化縣政府函檢送 111年 5月本縣地政士開業及異動登記清冊 1份，請查照。 

111/06/15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洪德裕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一案，經核符

合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5年 6月 22日，請文

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06/15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賴美蓉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一案，經核符

合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5年 7月 18日，請文

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06/15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姚麗麗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一案，經核符

合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5年 6月 1日及換新

執照，請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06/15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邱垂環申請換發地政士開業執照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第 8

條等規定，准予辦理，請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06/15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陳世照申請換發地政士開業執照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第 8

條等規定，准予辦理，請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06/16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函本分署定於 111年 6月 21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

分於本分署 3樓大會議室進行不動產拍賣事宜，並於同日下午 3時開標，請轉知

貴會會員踴躍前來參與投標競買，請查照。 

111/06/16 全聯會轉知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函檢送不動產拍賣公告 1份，會請將公告

事項轉知所屬會員踴躍應買，請查照。 

111/06/16 全聯會轉知內政部營建署函關於本署舉辦 111年度「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

自行實施更新作業暨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教育講習計畫(如附件)，

敬請轉知所屬單位(會員)踴躍報名參加，請查照。 

111/06/17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請查照。 

111/06/17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本會會員賴世昌申請終止陳淑媛之僱傭關係並申請賴

彥棠為登記助理員，請 鑒核。 

111/06/21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請查照。 

111/06/21 彰化縣政府副知林季錚地政士申請核發地政士開業執照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第

7條等規定，准予辦理，請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06/22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函檢送本區處辦理公開標售彰化縣和美鎮湖潭段

750地號共有土地公告，請惠予張貼公告週知，請查照。 

111/06/23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楊椀媚申請終止僱用登記助理員李嘉漳、楊婷惠案，經核符

合地政士法第 29條等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1/06/23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李庭宇申請終止僱用登記助理員巫宜庭，及僱用張又宇為登

記助理員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第 29條等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1/06/23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詹智淵申請終止僱用登記助理員楊彩顏案，經核符合地政士

法第 29條等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1/06/24 彰化縣政府函檢送本縣績優地政士獎勵要點(修正草案)及修正草案意見表各 1

份，惠請研提具體修正意見後，於本(111)年 7月 1日前將意見表送本府彙整，請

查照。 

111/06/27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請查照。 

111/06/27 內政部書函本部訂於本(111)年 6月至 8月辦理「110年各級人民團體活動概況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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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敬請貴團體惠予支持合作，配合填報本調查表，請查照。 

111/06/28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函本分署定於 111年 7月 5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於本分署 3樓大會議室進行不動產拍賣事宜，並於同日下午 3時開標，請轉知貴

會會員踴躍前來參與投標競買，請查照。 

111/06/28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鐘銀苑地政士事務所檢附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業務

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1份報請備查，符合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1/06/29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施景鈜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案，經核符合

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5年 6月 21日及換新執

照，請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06/29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陳秋津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案，經核符合

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5年 7月 4日及換新執

照，請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06/30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請查照。 

111/06/30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請查照。 

111/06/30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陳盈志地政士申請註銷地政士登記案，經核符合規定，業經

本府准予註銷，請依說明辦理，請查照。 

111/06/30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許世達申請僱用許育涵為登記助理員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

第 29條等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1/06/30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黃瀛誼申請終止僱用登記助理員邱創會，及僱用邱湧荃為登

記助理員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第 29條等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1/06/30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吳文仁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案，經核符合

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5年 8月 10日，請文到

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06/30 通知參加屏東縣地政士公會第十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聯誼餐會。

【111/7/22(五)16:30，和樂餐廳】 

111/06/30 行文各會員為舉辦「耕地分割之共有物分割特殊實務研討」教育講習，請查照。 

111/06/30 行文各會員為舉辦「地政士如何避免無效抵押權登記案例解析」線上教育講習，

請查照。 

111/06/30 行文各會員為參加全國 111年第 39屆全國地政盃活動競賽，請各會員踴躍報名參

賽。 

失敗就是教訓， 

受挫就是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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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成立後，債務人給付不能已確定者，縱原約定之履行期未屆至，亦屬給付不能，

如有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債權人即得請求其負賠償責任 

裁判字號：110年度台上字第 2998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05 月 18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債權人在履行期屆至前，固不得請求債務人給付；惟契約成立後，債務人給付 

          不能已確定者，縱原約定之履行期未屆至，亦屬給付不能，如有可歸責於債務 

          人之事由，債權人即得請求其負賠償責任。 

----------------------------------------------------------------------------- 
買受人發見房屋瑕疵，不知出賣人住居所乃透過仲介轉知，未獲回覆遂以起訴狀繕
本之送達作為減少價金之意思表示，能否謂其怠為通知，非無再行研求之餘地 
裁判字號：111年度台上字第 904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05 月 26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買受人應按物之性質，依通常程序從速檢查其所受領之物。如發見有應由出賣 
          人負擔保責任之瑕疵時，應即通知出賣人。不能即知之瑕疵，至日後發見者， 
          應即通知出賣人，怠於為通知者，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倘買受人發見瑕疵 
          後，因不知出賣人之住居所，乃透過仲介轉知，因未獲回覆，遂提起訴訟，以 
          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作為減少價金之意思表示，則其雖未另以網路蒐尋出賣人住 
          居所或向法院聲請公示送達，能否謂其怠於為通知而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房 
          屋，非無再行研求之餘地。 

----------------------------------------------------------------------------- 
債務人明知時效完成之事實而仍為承認行為，當屬拋棄時效利益之默示意思表示，
然是否有為承認行為，應以其有明示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已為默示承認 
裁判字號：110年度上易字第 533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05 月 04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債務人明知時效完成之事實而仍為承認行為，當屬拋棄時效利益之默示意思表 

          示，然債務人是否有為承認行為，應以其有明示或依其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 

          間接推知已為默示承認者而言，若單純之沉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 

          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承認。 

----------------------------------------------------------------------------- 
未辦理建物第一次所有權以前，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非謂建造
執照或使用執照所載之起造人，必為興建建物而原始取得所有權之人 
裁判字號：111年度台上字第 1200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06 月 15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主管機關核發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所載之起造人，僅為聲請核照之人而已，未 

          辦理建物第一次所有權以前，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非謂建 

          造執照或使用執照所載之起造人，必為興建建物而原始取得所有權之人。此 

          外，法院審酌當事人是否已盡舉證之責時，應就調查之事證，綜合全辯論意旨 

          以為判斷，不得就證據為割裂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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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釋個人適用所得稅法第 14-8 條規定退還或扣抵自住房地交易所得稅款，符合一

定條件者，得免追繳原退還或扣抵稅款之規定 

發文單位：財政部 

發文字號：台財稅字第 11100584750 號 

發文日期：民國 111 年 06 月 09 日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第 28 卷 106 期 

要  旨：令釋個人適用所得稅法第 14-8 條規定退還或扣抵自住房地交易所得稅款 

          ，符合一定條件者，得免追繳原退還或扣抵稅款之規定 

全文內容：個人重購自住房屋、土地，經核准依所得稅法第 14條之 8第 1項或第 2項 

          規定退還或扣抵稅額，於重購後 5年內，因未成年子女就讀或擬就讀學校 

          訂有應設戶籍於該學區之入學條件、本人或配偶因公務派駐國外、或原所 

          有權人死亡，致戶籍遷出或未設戶籍於該重購房屋者，倘經查明該房屋實 

          際仍作自住使用，確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情事，得認屬未改作 

          其他用途，免依同條第 3項規定追繳原退還或扣抵稅額。但經稽徵機關查 

          明有藉法律形式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之安排或情事者，不適用之。 

-------------------------------------------------------------------------------- 

土地徵收公告之註記日期及徵收登記之原因發生日期為徵收公告日 

發文單位：內政部 

發文字號：台內地字第 1110262548號 

發文日期：民國 111年 06月 22日 

資料來源：內政部地政司 

主    旨：徵收（含一般徵收、區段徵收）公告之註記日期，及徵收登記之原因發生 

          日期應為徵收公告日（即公告發文日） 

說    明：一、按土地徵收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18 條及第 23 條規定，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接到中央主管機關通知核准徵收案時，應即 

              公告，並以書面通知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被徵 

              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 

              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 

              ，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及本條例施行細則第 24 條規 

              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公告徵收時，同時囑託該管登記 

              機關於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註記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是 

              以，本條例第 23 條所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徵收公告 

              日」起，即限制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爰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應於公告徵收時，同時囑託該管登記機關於被徵收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登記簿註記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嗣徵收補償發給完竣辦理 

              徵收登記，亦以「徵收公告日」為原因發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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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為利實務登記作業，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囑託辦理徵收公告 

              註記前，請與所屬登記機關加強聯繫，並得提前將徵收公告註記登記 

              之相關資料送交登記機關預為準備，俾以即時辦理登記。 

-------------------------------------------------------------------------------- 

總統令修正「土地法」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100050791號令修正公布第 73-1

條條文 

第 73-1 條 土地或建築改良物，自繼承開始之日起逾一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者，經該管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後，應即公告繼承人於三個月內聲請登記，並 

           以書面通知繼承人；逾期仍未聲請者，得由地政機關予以列冊管理。但有 

           不可歸責於聲請人之事由，其期間應予扣除。 

           前項列冊管理期間為十五年，逾期仍未聲請登記者，由地政機關書面通知 

           繼承人及將該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清冊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公開標售。繼 

           承人占有或第三人占有無合法使用權者，於標售後喪失其占有之權利；土 

           地或建築改良物租賃期間超過五年者，於標售後以五年為限。 

           依第二項規定標售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前應公告三個月，繼承人、合法使用 

           人或其他共有人就其使用範圍依序有優先購買權。但優先購買權人未於決 

           標後三十日內表示優先購買者，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 

           標售所得之價款應於國庫設立專戶儲存，繼承人得依其法定應繼分領取。 

           逾十年無繼承人申請提領該價款者，歸屬國庫。 

           第二項標售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最高價未達標售之 

           最低價額者，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定期再標售，於再行標售時，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應酌減拍賣最低價額，酌減數額不得逾百分之二十。經五次標售 

           而未標出者，登記為國有並準用第二項後段喪失占有權及租賃期限之規定 

           。自登記完畢之日起十年內，原權利人得檢附證明文件按其法定應繼分， 

           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申請就第四項專戶提撥發給價金；經審查無誤，公告 

           九十日期滿無人異議時，按該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第五次標售底價分算發給 

           之。 

-------------------------------------------------------------------------------- 

內政部公告「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4 條條文修正草案 

法規名稱：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 

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27 日 

公告文號：台內地字第 1110263509 號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 第 28 卷 118 期 

預告終止日：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18 日 

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八十四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於六十六年四月一日發布施行後，歷經十九次

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因應重劃後取得抵費地種類多元，為利

主管機關得視個別抵費地條件及重劃區情形，靈活運用抵費地，爰擬具本細則第八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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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放寬抵費地處分限制，除公開標售外，得逕採標租或招標設定地上權方式處分，

以多元化開發利用，擴大重劃效益。 

第 84 條  本條例第六十條第一項所稱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指以重劃區內未 

          建築土地按評定重劃後地價折價抵付。 

          前項折價抵付之土地（簡稱抵費地），除得按底價讓售為社會住宅用地、公共 

          事業用地或行政院專案核准所需用地外，應訂底價公開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 

          地上權。經公開標售而無人得標時，得於不影響重劃區財務計畫之原則下，予 

          以降低底價再行公開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地上權。 

          前項抵費地處理所得價款，除抵付重劃負擔總費用外，剩餘留供重劃區內增加 

          建設、管理、維護之費用及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不足由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貼補之。 

-------------------------------------------------------------------------------- 

內政部公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54 條條文修正草案 

法規名稱：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27日 

公告文號：台內地字第 1110263509號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第 28卷 118期 

預告終止日：中華民國 111年 7月 18日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五十四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之原名稱為「都市土地重劃實施辦法」，係內政部

於六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依職權訂定，於七十七年六月十三日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六

條第四項授權規定，修正為本辦法現行名稱並修正全文，作為辦理市地重劃之依據，歷經

十三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施行為一百零四年七月十三日。因應重劃後取得抵費地種類多

元，為利主管機關得視個別抵費地條件及重劃區情形，靈活運用抵費地，爰擬具本辦法第

五十四條修正草案，放寬抵費地處分限制，除公開標售外，得逕採標租或招標設定地上權

方式處分，以多元化開發利用，擴大重劃效益。 

第 54 條  主管機關對於重劃區內之抵費地，於土地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除得按底價讓 

          售為社會住宅用地、公共事業用地或行政院專案核准所需用地外，應訂定底價 

          辦理公開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地上權。經公開標售而無人得標時，得於不影 

          響重劃區財務計畫之原則下，予以降低底價再行公開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地 

          上權。 

          前項標售、讓售底價不得低於各宗土地之評定重劃後地價。但經降低底價再行 

          公開標售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標租、招標設定地上權權利金之底價，應由主管機關視當地實際情況訂 

          定之。 

          第一項所稱公共事業，指政府機關或所屬事業機構直接興辦以公共利益或社 

          會福利服務、社會救助為主要目的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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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重購自住房地退抵稅 5 年內未涉籍且符一定條件免追繳稅款 

財政部九日核釋個人重購自住房屋、土地，經核准依所得稅法第 14條之 8第 1項或第 2

項規定退還或扣抵稅額，於重購後五年內，因故致戶籍遷出或未設戶籍於該重購房屋者，

倘經查明該房屋實際仍作自住使用，確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情事，可認屬未改

作其他用途，免依同條第 3項規定追繳原退還或扣抵稅額。 

依據財政部 111年 6月 9日台財稅字第 11100584750號令的內容，這些原因包含：一、未

成年子女就讀或擬就讀學校訂有應設戶籍於該學區之入學條件。二、本人或配偶因公務派

駐國外。三、原所有權人死亡。 

財政部說明，個人適用該法第 14條之 8房地合一稅重購退還或扣抵優惠，出售及購買之

房屋均應符合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第 20點辦竣戶籍登記的要件，且為避免

投機，以落實保障自住權益的立法目的，重購後五年內該重購房地改作其他用途或再行移

轉者，應追繳原退還或扣抵稅款。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依上開規定，個人於重購後五年內，應於重購的自住房屋辦竣戶籍登

記。但實務上可能發生前開三類無法持續設戶籍於該重購房屋的特殊情形，考量該等情形

非屬投機且該房屋實際仍作自住使用，所以發布令釋規範該等房屋免予追繳稅款，以適度

保障納稅義務人權益。 

 

 

生命的美好不在於我可以活多久， 

而在於我不可以活得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