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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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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03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函行檢送如附件所示不動產拍賣公告 1件，請貴會惠予

於拍賣期日前公開揭示。請 查照。 

111/10/03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地政士劉建良(身份證統一編號

S12184****)、賴癸羽(身份證統一編號 N22519****)業自 111年 10月 3日加入本

會為會員，請查照。 

111/10/03 田中地政事務所上午 10時召開 112年公告土地現值作業說明會。 

111/10/03 北斗地政事務所下午 2時召開 112年度公告現值調整作業說明會。 

111/10/04 新竹市政府函檢送「第 39屆全國地政盃活動競賽」秩序冊、開閉幕邀請卡、停車

證、貴賓證及地政之夜邀請卡，請查照。 

111/10/04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本縣王寶玉地政士自行停止執業，申請註銷地政士開業執照

案，業經本府註銷執照，請依說明辦理，請查照。 

111/10/04 彰化地政事務所上午 10時召開 112年公告土地現值調整作業說明會。 

111/10/04 員林地政事務所下午 2時召開 112年公告土地現值調整作業說明會。 

111/10/06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賴富玲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及事務所

地址變更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第 8條、第 9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

至民國 115年 8月 11日及事務所變更，請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10/06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馬秀芬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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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貴所依規定辦理，請查照。 

111/10/06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黃玉郎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及補發執

照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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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日及補發執照，請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10/06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陳祉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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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日，請

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10/06 彰化縣政府函為慶祝 111年地政節，訂於 111年 10月 30日(星期日)上午 8時起，

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寶山校區舉辦「111年地政節慶祝活動暨頒獎典禮」，檢送報

名表及活動流程表 1份，請鼓勵所屬同仁及眷屬、退休人員及地政志工踴躍參加，

請查照。 

111/10/06 鹿港地政事務所上午 10時召開 112年公告土地現值調整作業說明會。 

111/10/06 和美地政事務所下午 2時召開 112年公告土地現值調整作業說明會。 

111/10/07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本件聲請人因清償債務為就遺產(退休金等)行使權

利，向本院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案件(111年度司繼字第 563號)，有選任被繼承

人李易霖遺產管理人之必要，並認由法律專業之人擔任本件管理人為宜，請推薦

二至三名適合且有意願擔任之人選，請查照。 

111/10/07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為清查地政士簽證人隸屬於本會所屬各會員公

會之會籍資格異動情形，請 查照。 

111/10/07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陳新添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及換新執

照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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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6日及換新執照，請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10/07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王建喜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案，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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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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日，請

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10/07 二林地政事務所上午 10時召開 112年公告土地現值作業說明會。 

111/10/07 溪湖地政事務所下午 2時召開 112年公告土地現值作業調整說明會。 

111/10/11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函本分署定於 111年 10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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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11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函貴會訂於 111年 10月 20日(星期四)於本局舉辦會員專業教

育講習協助宣導一案，敬表同意，請查照。 

111/10/12 本會組隊參加 111年第 39屆全國地政盃競賽活動。 

111/10/14 賀！本會組隊參加 111年第 39屆地政盃活動競賽，榮獲桌球團體賽男子甲組第六

名！ 

111/10/14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張軒甄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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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貴所依規定辦理，請查照。 

111/10/14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卓旻潔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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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貴所依規定辦理，請查照。 

111/10/14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陳怡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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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5日及換

新執照，請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10/14 彰化縣政府函檢送 111年 9月本縣地政士開業及異動登記清冊 1份，請查照。 

111/10/14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本件聲請人向本院聲請選任財產管理人案件，因有

選任失蹤人蘇萬選財產管理人之必要，並認由具法律相關專業之人本件管理人為

宜，請推薦三名適合且有意願擔任之人選，請查照。 

111/10/14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本件聲請人向本院聲請選任財產管理人案件，因有

選任失蹤人蘇孫鼎財產管理人之必要，並認由具法律相關專業之人本件管理人為

宜，請推薦三名適合且有意願擔任之人選，請查照。 

111/10/14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本件聲請人向本院聲請選任財產管理人案件，因有

選任失蹤人蘇孫堅財產管理人之必要，並認由具法律相關專業之人本件管理人為

宜，請推薦三名適合且有意願擔任之人選，請查照。 

111/10/17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王敏祝地政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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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貴所依規定辦理，請查照。 

111/10/18 彰化縣政府函檢送 111年度第 4次彰化縣縣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計 3案)公告一

份，訂於 111年 11月 14日(星期一)上午 10時辦理公開標租，請惠予協助張貼公

告周知，請查照。 

11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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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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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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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18 通知陳理事長仕昌暨員林區理監事參加會員賴美蓉之女【111/10/23(日)12:36 

          ，皇潮鼎宴】 

111/10/18 通知全體理、監事及榮譽理事長、名譽理事長暨彰化縣政府社會處、地政處及員

林地政事務所召開本會第 11屆第 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11/10/27(四)3:00，

員林地政事務所 2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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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20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楊中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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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4日，

請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10/20 行文彰化縣地方稅務局本會為增進會員對土地增值稅稽徵實務之瞭解，舉辦會員

專業教育講習，敬請指派講師協助宣導，如說明，請查照。 

111/10/20 行文各會員本會舉辦 111年第 1期地政士專業訓練研習班，請查照。 

111/10/20 行文各會員為舉辦「土地法第 34條之 1關於優先購買權與農地套繪管制解除套繪

之法院判決見解評析」教育講習，請查照。 

111/10/20 本會假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3樓簡報室舉辦 111年度第 10次會員教育講習。 

111/10/21 全聯會轉知內政部營建署函檢送本署舉辦 111年度「政府主導都市更新講習會」

教育講習計畫，敬請派員並轉知所屬單位(會員)踴躍報名參加，請查照。 

111/10/23 會員賴美蓉之女文定之喜，本會依婚喪禮儀辦法致送禮金恭賀。 

111/10/24 彰化縣政府函檢送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修訂「自主防疫指引」1份，請查照。 

111/10/24 內政部函為推廣地政數位櫃臺網路申報服務，本部訂於 111年 11月 8日、15日

及 22日下午舉辦「111年數位櫃臺系統增修功能推廣說明會」，請轉知所屬踴躍

報名參加。 

111/10/24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函檢送如附件所示不動產拍賣公告 1件，請貴會惠予於

拍賣期日前公開揭示。請 查照。 

111/10/24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地政士張軒甄(身份證統一編號

N22607****)業自 111年 10月 24日加入本會為會員，請查照。 

111/10/25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為宣揚雙地政士制度意義及其如何保障不動產

交易安全之功能任務，本會特與政大不動產研究中心、台北市及新北市地政士公

會聯合舉辦「交易安全與雙地政士制度論壇」活動，以資彰顯地政士乃為不可或

缺的專業守護地位，爰請 貴會依分配名額惠於 11月 10日前儘速派員並填具報名

表以電子郵件向本會登記出席參加，請 查照。 

111/10/25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本會即日起開放受理線上報名參加不動產學院

第 1期「財產(遺產)規劃系列」(中部)學程活動詳如說明，請查照。 

111/10/26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為慶祝 111年地政節，內政部訂於本(111)年

11月 11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起，假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卓

越堂舉行地政節慶祝大會，敬請 貴會依分配名額薦派代表參加，請查照。 

111/10/27 本會假員林地政事務所 2樓召開本會第 11屆第 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11/10/28 通知陳理事長仕昌暨鹿港區理監事參加會員黃美慧之公公黃公桂煌老先生往生告

別式【111/11/7(一)下午 2:30】 

111/10/28 行文郭麗美地政士(818)申請加入本會案，業經本會第十一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審查通過並已為您投保團體傷害保險，茲檢附會員證書一份，請查收。 

111/10/28 行文劉建良地政士(819)申請加入本會案，業經本會第十一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審查通過並已為您投保團體傷害保險，茲檢附會員證書一份，請查收。 

111/10/28 行文賴癸羽地政士(820)申請加入本會案，業經本會第十一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審查通過並已為您投保團體傷害保險，茲檢附會員證書一份，請查收。 

111/10/28 行文張軒甄地政士(821)申請加入本會案，業經本會第十一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審查通過並已為您投保團體傷害保險，茲檢附會員證書一份，請查收。 

111/10/30 彰化縣政府舉辦「111年地政節慶祝活動暨頒獎典禮」，地點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寶山校區舉行。 

111/10/31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函本分署定於 111年 11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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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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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公會會員踴躍前來參與投標競買，請查照。 

111/10/31 彰化縣政府副知獲選 111年本縣績優地政士，茲訂於 111年 10月 30日(星期日)

上午 8時起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寶山校區舉辦「111地政節慶祝活動暨頒獎典禮」

活動中頒發獎狀表揚，請蒞臨受獎(請於當日上午 8時前現場完成報到)，請查照。 

111/10/31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劉建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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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31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林茗檀地政士申請僱用陳舒扉、林韋呈為登記助理員案，經

核符合地政士法第 29條等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貴所依規定辦理，請查照。 

 

 我們不可能一下子變得那麼優秀 

 不可能一下子就減掉肥肉 

 不可能一下子就培養出一個好習慣 

 畢竟任何事都需要一個過程 

 只要我們認真對待這個過程 

 最後一定是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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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之祭祀公業年代久遠，派下身分之舉證實屬不易，法院於個案中應斟酌民

事訴訟法第 277 條但書之規定予以調整，綜合全辯論意旨而為認定 

裁判字號：111年度台上字第 1198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09 月 15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臺灣地區之祭祀公業年代久遠，人物全非，親族戶籍資料每難查考，當事 

          人爭訟時倘又缺乏原始規約及其他確切書據足資憑信，輒致祭祀公業之設 

          立方式乃至設立人及其派下究竟為何未明，於派下身分之舉證實屬不易。 

          法院於個案中，自應斟酌民事訴訟法第 277條但書之規定予以調整，並依 

          誠信原則，審酌兩造各自提出之人證、物證等資料，綜合全辯論意旨而為 

          認定。此外，證人為不可代替之證據方法，如果確係在場見聞待證事實， 

          而其證述又非虛偽者，縱令證人與當事人有親屬、親戚或其他利害關係， 

          其所為證言亦非不可採信。又民事訴訟之傳聞證人所為之證詞，本非絕無 

          證據能力，其與直接證人陳述親自見聞之證言比較，祇是證據力之強弱而 

          已，尚非不得採為證據方法而使用，法院對該傳聞證據之價值，仍可由法 

          官依自由心證予以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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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害名譽權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者，須以行為人意圖散布於眾，故意或過

失詆毀他人名譽為必要，如此始有使他人之名譽在社會之評價受到貶損之虞 

裁判字號：111年度勞訴字第 59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09 月 30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侵害名譽權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者，須以行為人意圖散布於眾， 

          故意或過失詆毀他人名譽為必要，如此始有使他人之名譽在社會之評價受 

          到貶損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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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盟者於加盟契約終止後，仍繼續經營類似之營業，競業侵害情形僅影響特定區域

競爭市場之營業，競業禁止之範圍應限於「原授權加盟地區」為限 

裁判字號：111年度上易字第 57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08 月 24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連鎖加盟機構基於專門知識及營業秘密於法律上、經濟上應受保護之利益 

          ，可能遭受競業侵害之態樣有二種，其一為加盟者於加盟契約終止後，仍 

          繼續經營類似之營業；其二為加盟者另設加盟機構，招攬加盟者形成另一 

          連鎖機構經營類似之加盟營業。前者之競業侵害情形僅影響特定區域競爭 

          市場之營業，自應以該授權加盟地區為限；後者競業侵害態樣已從加盟者 

          躍昇為加盟機構，招商範圍及競爭市場均擴大，侵害範圍已非特定在原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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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營業區域，故競業禁止範圍應以原加盟機構所進行招商範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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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寓大廈區分所有人約定部分法定空地供特定區分所有人使用者，在不違反規定之

範圍內，依其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與約定為使用，不得擅自變更用途 

裁判字號：111年度台上字第 320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09 月 28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公寓大廈區分所有人約定部分法定空地供特定區分所有人使用者，該特定 

          區分所有人自得在不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9條第 2項、第 3項規定之 

          範圍內，依其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與約定為使用，不得擅自變更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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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賃關係於租期屆滿而消滅後，承租人仍逕占有租賃物者，自屬無權占有，出租人

得請求返還租賃物，並依不當得利請求承租人返還其所受之利益 

裁判字號：111年度台上字第 2180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10 月 05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 

          後，應返還租賃物與出租人。所謂返還租賃物與出租人，當係指依債務本 

          旨，向出租人移轉租賃物之占有而言。如租賃關係於租期屆滿而消滅後， 

          承租人仍逕占有租賃物者，自屬無權占有，倘出租人為租賃物之所有人時 

          ，自得本於所有權之作用，請求返還租賃物，並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承 

          租人返還其所受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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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理係依法律規定而發生之代理權，非因授權行為而發生，故民法第 169 條

關於表見代理之規定，唯意定代理始有其適用，法定代理無適用之餘地 

裁判字號：111年度台上字第 2209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10 月 06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法定代理係依法律規定而發生之代理權，既非因授權行為而發生，即使有 

          授權事實之表示，亦與法定代理權之發生無關。故民法第 169條關於表見 

          代理之規定，唯意定代理始有其適用，若代表或法定代理，則無適用之餘 

          地。因此，原審認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無權代表公司簽訂買賣契約，類推適 

          用民法第 169條規定，公司應負授權人之責任，所持法律上見解，顯有錯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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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設巷道若未得該土地所有人同意或已成公眾通行之既有巷道，不能遽以土地鄰接

私設巷道，即謂該土地非袋地 

裁判字號：111年度台上字第 1946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09 月 07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土地成為袋地，並非是因土地所有人讓與或分割之任意行為所致，並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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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先所能預期，即無民法第 789條第 1項之適用。此外，私設巷道，若未 

          得該土地所有人同意或已成公眾通行之既有巷道，不能遽以土地鄰接私設 

          巷道，即謂該土地非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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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人群共處相互容忍之必要，及社會大眾知之利益，肖像權之保護自應於適當之

情形下受限制，即在法益衡量後有阻卻違法之適用 

裁判字號：111年度訴字第 1456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10 月 06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可受公評之事，依事件之性質與影響，應受公眾為適當之評論，至是否屬 

          可受公評之事，應就具體事件以客觀之態度、社會公眾之認知及地方習俗 

          等認定之。又行為人對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 

          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 

          ，亦不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此外，肖像權屬重要之人格法益之一 

          種，受侵害之被害人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惟人格權侵害責任之成立以 

          「不法」為要件。又基於人群共處相互容忍之必要，及社會大眾知之利益 

          ，肖像權之保護自應於適當之情形下受限制，即在法益衡量後有阻卻違法 

          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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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承人因繼承而取得之遺產，於受侵害時所生不當得利債權，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

全體之同意，或由公同共有人全體為原告，其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 

裁判字號：110年度台上字第 1346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09 月 29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而 

          公同共有債權之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因此，繼承人因繼承而取得之遺產，於受侵害時，其所生不當得利債權， 

          乃公同共有債權，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或由公同共有人全體 

          為原告，其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 

兒時 笑容是與生俱來的情緒  

後來 笑容是不為人知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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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釋個人交易 105.01.01 以後依土地徵收條例經廢止徵收發還土地，依所得稅法

第 4-4、14-4 條規定計算土地交易所得，該土地之取得日、持有期間及取得成本

認定相關規定 

發文單位：財政部 

發文字號：台財稅 字第 11104647190 號 

發文日期：民國 111 年 10 月 06 日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 第 28 卷 190 期 

要  旨：令釋個人交易 105.01.01以後依土地徵收條例經廢止徵收發還土地，依所 

          得稅法第 4-4、14-4條規定計算土地交易所得，該土地之取得日、持有期 

          間及取得成本認定相關規定 

全文內容：核釋個人交易 105年 1月 1日以後依土地徵收條例經廢止徵收發還之土地 

          ，依所得稅法第 4條之 4及第 14條之 4規定計算土地交易所得，該土地之 

          取得日、持有期間及取得成本認定如下： 

          一、原土地所有權人交易其領回土地： 

          （一）土地取得日以原核准徵收機關核准廢止徵收日為準。 

          （二）土地持有期間之計算，以核准廢止徵收日起算至交易日止之期間， 

                與該土地被徵收前原所有權人取得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日起算至徵 

                收日止之期間，合併計算。 

          （三）土地取得成本，以原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51條規定繳清 

                應繳納之價額為準。但該土地被徵收前之原始取得成本高於上開應 

                繳納價額，並提示相關證明文件者，以原始取得成本為準。 

          二、廢止徵收時原土地所有權人已死亡，由其繼承人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 

              取得經廢止徵收發還之土地： 

              繼承人交易該土地之取得日、持有期間及取得成本，準用前點第 1款 

              、第 2款及第 3款本文規定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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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交換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月十八日財政部台財產管字第 11100318600號令修正發布第 2、5

～6、9、12、13 條條文；增訂第 15-1條條文 

第 2 條    本法第五十二條之一第三項所稱提高利用價值，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國有土地之地形狹長或零星分散，經交換後可集中坵塊，作更有效之 

               規劃利用者。 

           二、國有土地與他人所有之土地夾雜，或地籍線曲折不整，經交換後地形 

               較方整，作更有效之規劃利用者。 

           三、可建築使用之國有土地，未達建築基地最小面積，致無法單獨建築使 

               用，經交換後可單獨建築使用，或可併同毗鄰國有土地建築使用者。 

           四、可建築使用之國有土地，已達建築基地最小面積，經交換後作更有效 

https://www.lawbank.com.tw/news/RedirectLaw.ashx?lsid=FL006981&ldate=20221018&lno=15.1
https://www.lawbank.com.tw/news/RedirectLaw.ashx?lsid=FL006981&ldate=20221018&l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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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規劃利用者。 

           五、國有土地及地上建築改良物與他人共有，經交換後作更有效之規劃利 

               用者。 

           六、國有土地及地上建築改良物經交換後，可併同毗鄰國有土地及地上建 

               築改良物使用者。 

           七、中央機關為公務或公共需要，國有不動產經交換後，作更有效之規劃 

               利用者。 

           八、其他交換後可作更有效之規劃利用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及第八款規定情形，應考量國有不動產交換後對其毗 

           鄰國有不動產（含公用及非公用不動產）利用之影響。 

第 5 條    執行機關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及第八款規定辦理交換之作業程 

           序如下： 

           一、受理申請。 

           二、會勘。 

           三、審查。 

           四、計價。 

           五、通知申請人協商決定交換方案。 

           六、層報財政部核定。 

           七、依核定結果辦理不動產分割、所有權交換登記及相互點交等事宜。 

第 5-1 條  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辦理交換者，不適用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 

           第一款、第五款至第七款及第十條至第十三條規定。 

           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辦理交換者，不動產需求機關應擬訂不動產使 

           用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 

           前項不動產使用計畫，應載明取得不動產標示、取得目的、取得方式及使 

           用現況，並檢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等文件。 

           執行機關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辦理交換之作業程序如下： 

           一、會勘。 

           二、審查。 

           三、計價。 

           四、協商決定交換方案。 

           五、層報財政部核定。 

           六、依核定結果辦理不動產分割、所有權交換登記及相互點交等事宜。 

           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交換取得私有不動產者，前項第三款所定計價 

           ，應由不動產需求機關依國有財產計價方式規定，委由不動產估價師或適 

           當機構查估不動產價值，並將估價報告書函送執行機關依規定辦理評定。 

           國有財產估價小組及國有財產估價委員會有修正意見時，不動產需求機關 

           應交由受託之不動產估價師或適當機構配合修正估價報告書。 

第 6 條    國有不動產與他人所有不動產辦理交換之區位範圍，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均屬於都市計畫範圍內，且位於同一或毗鄰之街廓或位於同一重劃區 

               ；或屬於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國有不動產，與同一都市計畫內，可供單 

               獨建築使用之他人所有土地。 

https://www.lawbank.com.tw/news/RedirectLaw.ashx?lsid=FL006981&ldate=20221018&lno=5
https://www.lawbank.com.tw/news/RedirectLaw.ashx?lsid=FL006981&ldate=20221018&lno=5.1
https://www.lawbank.com.tw/news/RedirectLaw.ashx?lsid=FL006981&ldate=20221018&l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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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均屬於都市計畫範圍外，為同一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且位於同一 

               或毗鄰之地段範圍內；或屬於都市計畫範圍外之國有不動產，與同一 

               或毗鄰鄉（鎮、市、區）內，可供單獨建築使用之他人所有土地。 

               國有不動產如屬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發許可之整體開發案 

               範圍內之國有土地，限與該範圍外，且位於同一都市計畫內或同一或 

               毗鄰鄉（鎮、市、區）內可供單獨建築使用之他人所有土地辦理交換 

               ，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街廓，依都市計畫範圍內四周被都市計畫道路圍成之土 

           地認定；前二項所定可供單獨建築使用之他人所有土地，依通常可建築使 

           用之使用分區或使用地類別認定，或由申請人檢具該土地可供單獨建築使 

           用之足資證明文件，經執行機關洽相關建築主管機關查明認定。 

第 9 條    國有不動產與他人所有不動產辦理交換，應以價值相等為原則。 

           前項價值，依國有財產計價方式查估評定或計算；價值不等時，得分割後 

           辦理交換。 

           申請人或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辦理交換之私有不動產所有權人對前 

           項查估評定之價值得提出異議，並以一次為限。 

第 12 條   申請交換案件經審查符合規定者，執行機關應訂期通知申請人協商決定交 

           換方案，層報財政部核定。協商不成或申請人不接受核定結果者，註銷其 

           申請案。 

           同一國有不動產有二人以上申請交換，依下列順序及方式處理。但依第六 

           條第二項規定申請交換者，優先處理之： 

           一、收件日期在先者。 

           二、收件時間為同一日者，以抽籤方式定之。 

第 13 條   依第六條第二項規定經財政部核准辦理交換之國有土地，如須先行核發國 

           有土地使用同意書，應先預估土地產價收取保證金，俟完成交換後無息退 

           還。 

第 15-1 條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月十八日修正施行前已受理尚未結案之案件 

           ，適用申請時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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