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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179期稅務地政法令彙刊 

出刊日期：105.5.20 

中央法規 

※訂定「中華民國 105年 2月 6日震災受災戶住 
  宅補貼作業規定」 

內政部民國 105 年 4 月 1 日台內營字第 1050804276 號令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二月六日震災受災戶住宅補貼作業規定 

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依據行政院一百零五年三月二十八 

日院臺建字第一○五○○一三九七一號函核定○二○六震災 

受災戶住宅補貼方案，為執行相關受災戶住宅補貼事宜，特 

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申請重建（購）住宅及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者，應為中華 

民國一百零五年二月六日震災（以下簡稱○二○六震災）之 

受毀損住宅所有權人，並於災害發生時設籍於該住宅，且該 

受毀損住宅符合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所定 

不堪居住程度。 

前項所定利息補貼，得由受毀損住宅所有權人、其配偶或直 

系親屬中一人申請。 

本專案中之重建（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修繕住宅貸款利 

息補貼及其他機關辦理之重建重購修繕賑助、補助，僅得擇 

一申辦一次，不得重複申請。 

三、申請重建（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者，應自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公告受理申請之日起一年內，檢附下列書件，向 

承辦金融機構提出申請；必要時，得向戶籍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延長一年： 

（一）下列受毀損自有住宅所有權證明文件之一： 

１、建物所有權狀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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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房屋稅收據或房屋稅籍證明文件。 

３、土地所有權狀或土地使用權之證明文件（如土地 

租賃契約等），並檢附設籍該土地上建築物之戶 

籍謄本；無戶籍謄本者，檢具切結屬實之門牌編 

釘證明或水電費繳費單據。 

（二）戶口名簿影本。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 

出具之因○二○六震災房屋滅失毀損且符合風災震災 

火災爆炸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所定不堪居住證明文件 

（如附表）。 

（四）切結未重複申請之書面聲明。 

（五）承辦金融機構要求之其他文件。 

四、申請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者，應自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公告受理申請之日起一年內，檢附下列書件，向承辦金 

融機構提出申請；必要時，得向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政府申請延長六個月： 

（一）受毀損自有住宅所有權證明文件： 

１、建物所有權狀影本。 

２、土地所有權狀或土地使用權之證明文件（如土地 

租賃契約等）。 

（二）戶口名簿影本。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 

出具之因○二○六震災房屋受損致需修繕之證明文件 

。 

（四）切結未重複申請之書面聲明。 

（五）承辦金融機構要求之其他文件。 

五、重建（購）及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受理申請期間、承辦金 

融機構及動撥期間，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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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另行公告。 

十四、租金補貼發給金額基準如下： 

（一）戶籍內人口三口以內者，每月最高發給新臺幣六千 

元。 

（二）戶籍內人口四口者，每月最高發給新臺幣八千元。 

（三）戶籍內人口五口者，每月最高發給新臺幣一萬元。 

（四）戶籍內人口六口者，每月最高發給新臺幣一萬二千 

元。 

（五）戶籍內人口七口者，每月最高發給新臺幣一萬四千 

元。 

（六）戶籍內人口八口以上者，每月最高發給新臺幣一萬 

六千元。 

前項戶籍內人口以與申請人設籍同一戶且實際居住之人數 

計算。 

租賃契約內登載之租金未超過核計之補貼金額者，以租賃 

契約內登載之金額補貼。 

租金補貼期限最長二十四個月；經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同意並由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接受之各界捐款或財 

團法人賑災基金會經費支應者，補貼期限得延長十二個月 

。 

非受毀損住宅所有權人或未設籍於該住宅，但實際居住者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並由該直轄市、縣（市） 

政府接受之各界捐款或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經費支應者， 

得參照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辦理租金補貼，補貼期限最長 

六個月。 

十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下列情形按月將租金補貼款 

項撥入申請人或指定之郵政儲金帳戶： 

（一）核發租金補貼核定函時已備齊第十三點規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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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界樁： 

（一）都市計畫範圍界樁：豎立於都市計畫範圍 

      邊界之樁。 

（二）公共設施用地界樁：豎立於公共設施用地 

      邊界之樁。 

（三）土地使用分區界樁：豎立於住宅區、商業 

      區、工業區及其他使用分區等土地邊界之 

      樁。 

三、虛樁：樁點極易損毀或因地形地物等阻礙，無法 

    於實地豎立之樁。 

四、副樁：在虛樁附近適當地點另行設置以指示虛樁 

    位置之樁。 

第 四 條  都市計畫樁因地形地物之阻礙無法到達或樁點極易 

損毀者，得設虛樁，僅測定坐標，不埋設標石，並應 

在附近適當地點設置副樁以指示其位置。但情況特殊 

者，得免設置副樁。 

第 五 條  測量作業所採用之單位如下： 

一、長度：公尺。 

二、高度：公尺。 

三、角度：採用三百六十度制。 

第 六 條  本辦法之測量基準、參考系統，應依基本測量實施 

規則第三十五條辦理。但實施局部重新測製時，得依 

原公告測量基準、參考系統為之。 

第 七 條  都市計畫樁位測定使用之衛星定位接收儀及電子測 

距經緯儀，應至少每三年送至國家度量衡標準實驗室 

或簽署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相互承認辦法之認證機構 

所認證之實驗室辦理校正一次，並出具校正報告書。 

第 八 條  測定機關應於都市計畫樁測釘並經檢查校正完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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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之交點。 

（三）直線距離過長時，在其經過之山脊、山坳 

   及明顯且重要之地物處。 

（四）彎曲處按照單曲線選定相關樁位。但保護 

   區邊樁以採用折線為原則，且二折點間弦 

   線至弧線之最大垂距不得大於三公尺。 

（五）道路交叉口截角，依照截角規定，於指定 

   建築線時測定之，不另設樁。但都市計畫 

   書圖另有敘明及標示規定者，從其規定辦 

   理。 

（六）鄰接道路之邊樁，除交界樁外，沿道路之 

   邊樁免釘。 

第二十一條 都市計畫樁位選定後應依下列原則作有系統之編號 

： 

一、鄉街及鎮都市計畫：道路中心樁與界樁分別採用 

  全區統一編號。 

二、市都市計畫：道路中心樁與界樁應分別採用分區 

  統一編號。 

三、編號順序：縱向自上至下，橫向自左至右，環狀 

  順時針方向編號。 

第二十二條  都市計畫樁實地定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據都市計畫圖上選定之樁位及其有關之主要地 

形地物，測定地上樁位，並檢驗其相關樁位作適 

當調整，使其誤差減至最小。 

二、樁位附近缺少可資參考之地形地物時，可先在都 

  市計畫圖上量取重要樁位坐標值，依據已知點測 

  定其實地位置，然後據以推算其他點位。 

三、道路中心椿，以採用相交道路中心線之交會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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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虛樁之樁位，應依據都市計畫圖，以其相關之樁位 

為已知點推算其坐標。 

第二十四條  下列已完成地籍分割地區，得視實際情況減釘或免 

釘樁位： 

一、已依都市計畫開闢完成之公共設施用地。 

二、已辦理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地區。 

三、都市計畫界線以地籍界線為準地區。 

  前項地區測釘樁位時，應會同有關機關辦理。 

第二十五條  都市計畫樁公告實施後，因都市計畫變更，需另釘 

樁位時，應與鄰近相關樁位聯測，並依第八條規定辦 

理。 

第 四 章    埋樁與管理 

第二十六條  都市計畫樁之型式、規格規定如下： 

一、都市計畫樁鋼釘規格，如附圖一。 

二、樁位於泥土地者其埋樁型式，如附圖二。 

三、樁位釘樁深度於水泥地以五點一公分、柏油路面 

  以七點一公分為準，需以鑽孔方式並將螺紋鋼標 

  膠著固定，其形式如附圖二。 

第二十七條  都市計畫樁之埋設依下列規定： 

一、定位：挖坑前應先檢查樁位有無異動，是否正確 

，否則應重新測定，次在樁之垂直方向設置經緯 

儀或十字樁，以交會法對準樁之中心，然後固定 

經緯儀方向線或十字樁之交會線，以為標定樁位 

之依據。 

二、石樁挖坑：以樁位為中心開挖四十二公分方形坑 

，其深度至少為四十六公分，如樁頂露出地面超 

過十公分者，應於底層再舖大卵石、級配及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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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十 條  都市計畫樁經檢測發現異狀時，其處理方式如下： 

一、毀損、滅失或移位：由樁位管理維護機關查明原 

  因及要求行為人賠償，賠償費用準用前條重建樁 

  位工料費用計算，並洽請測定機關依原樁位資料 

  恢復樁位。 

二、埋設不良：樁位高出或低陷路面，妨礙交通安全 

  ，或埋樁不夠穩固，易遭破壞者，由樁位管理維 

  護機關洽請測定機關重行埋設。 

第三十一條 都市計畫樁有不足或漏釘情形，由測定機關依釘樁 

關規定補建，並與其相關樁位聯測後，辦理樁位公告 

。原設樁位毀損或滅失，必要時由樁位管理維護機關 

會同測定機關核對都市計畫書圖後，依據原樁位資料 

，並參照現地建築線及地籍圖資料恢復樁位；原樁位 

資料與建築線不符合時，應由有關機關會同檢測處理 

。 

第 五 章    成果整理 

第三十二條  都市計畫樁之測量紀錄內容規定如下，並按順序裝 

訂成冊： 

一、控制點檢測：包括基本控制點或加密控制點之坐 

  標、略圖、檢測紀錄、反算邊角、驗算成果等紀 

  錄。 

二、控制測量：包括控制點網圖、觀測紀錄、平差及 

  坐標成果圖表等。 

三、樁位聯測：包括樁位導線圖、邊角觀測紀錄、導 

  線計算及坐標成果表等。 

  前項測量紀錄內容，得視實際作業需求調整之。 

第三十三條  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圖規定如下： 

一、圖：採用都市計畫原圖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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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擇三點以上主要地物點繪製指示圖，以供樁位位 

  置參考。 

二、依幾何原理，利用樁位之關係位置，如方向距離 

  等測定其位置。（如附圖四） 

第 六 章    檢測基準 

第三十七條  基本控制測量之檢測基準，準用基本測量實施規則 

     之測量基準規定。 

第三十八條  導線點檢測之基準，準用第十四條、第十七條及第 

     十八條之規定。 

第三十九條  都市計畫樁位附近地形地物檢測規定如下： 

一、圖上地物平面位置誤差不得超過零點五毫米。 

二、圖上兩地物間之距離誤差不得超過零點七毫米。 

  如誤差超過前項規定，由有關單位會同檢測處理。 

第 四十 條  樁位檢測規定如下： 

一、依據計畫圖上樁位與其附近主要地形地物之相關 

  位置，核對實地相應位置，二者應該相符，如部 

  分校對不符，其較差未超出圖上零點五毫米者視 

  為無誤差。 

二、依據實地樁位，利用鄰近道路中心樁或界樁檢測 

  其相關之距離與角度，其角度誤差在六十秒以內 

  或樁位偏差在二公分以內者，且距離誤差在五千 

  分之一以內或樁位偏差在二公分以內者，視為無 

  誤差。 

三、依據控制點，選擇樁位附近之基本控制點、加密 

  控制點檢測樁位其閉合差在五千分之一以內或樁 

  位偏差在二公分以內者，視為無誤差。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四月十二日修正施行前 

已完成都市計畫樁位測定及公告地區，其原有樁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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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鍛冶或翻砂者。 

（十）汽車或機車修理業者。但從事汽車之清潔 

   、潤滑、檢查、調整、維護、總成更換、 

   車輪定位、汽車電機業務或機車修理業其 

   設置地點面臨十二公尺以上道路者，不在 

   此限。 

（十一）液化石油氣之分裝、儲存、販賣及礦油 

    之儲存、販賣者。但申請僅供辦公室、 

    聯絡處所使用，不作為經營實際商品之 

    交易、儲存或展示貨品者，不在此限。 

（十二）塑膠類之製造者。 

（十三）成人用品零售業。 

四、汽車拖吊場、客、貨運行業、裝卸貨物場所、棧 

  房及調度站。但申請僅供辦公室、聯絡處所使用 

  者，或計程車客運業、小客車租賃業之停車庫、 

  運輸業停車場、客運停車站及貨運寄貨站設置地 

  點面臨十二公尺以上道路者，不在此限。 

五、加油（氣）站或客貨運業停車場附設自用加儲油 

  加儲氣設施。 

六、探礦、採礦。 

七、各種廢料或建築材料之堆棧或堆置場、廢棄物資 

  源回收貯存及處理場所。但申請僅供辦公室、聯 

  絡處所使用者或資源回收站者，不在此限。 

八、殯葬服務業（殯葬設施經營業、殯葬禮儀服務業 

  ）、壽具店。但申請僅供辦公室、聯絡處所使用， 

  不作為經營實際商品之交易、儲存或展示貨品者 

  ，不在此限。 

九、毒性化學物質或爆竹煙火之販賣者。但農業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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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金屬表面處理業。 

二十三、其他經縣（市）政府認定足以發生噪音、振 

    動、特殊氣味、污染或有礙居住安寧、公共 

    安全或衛生，並依法律或自治條例限制之建 

    築物或土地之使用。 

  未超過前項第二款、第三款第五目或第十三款至第 

十五款之限制規定，與符合前項第三款第十目但書、 

第四款但書、第九款但書及第十款但書規定許可作為 

室內釣蝦（魚）場，限於使用建築物之第一層；作為 

工廠（銀樓金飾加工業除外）、商場（店）、汽車保 

養所、機車修理業、計程車客運業、小客車租賃業之 

停車庫、運輸業停車場、客運停車站、貨運寄貨站、 

農業資材、農藥或環境用藥販售業者，限於使用建築 

物之第一層及地下一層；作為銀樓金飾加工業之工廠 

、飲食店及美容美髮服務業者，限於使用建築物之第 

一層、第二層及地下一層；作為證券業、期貨業、金 

融業分支機構者，應面臨十二公尺以上道路，申請設 

置之樓層限於地面上第一層至第三層及地下一層，並 

應有獨立之出入口。 

第 十八 條 乙種工業區以供公害輕微之工廠與其必要附屬設施 

及工業發展有關設施使用為主，不得為下列建築物及 

土地之使用。但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不在 

此限： 

一、第十九條規定限制之建築及使用。 

二、經營下列事業之工業： 

（一）火藥類、雷管類、氯酸鹽類、過氯酸鹽類、 

亞氯酸鹽類、次氯酸鹽類、硝酸鹽類、黃 

磷、赤磷、硫化磷、金屬鉀、金屬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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鉀、磷甲基酚、炭精棒及其他毒性化學物 

質之製造者。但生物農藥、生物製劑及微 

生物製劑等以生物為主體之發酵產物之製 

造者，不在此限。 

（九）油、脂或油脂之製造者。但食用油或脂之 

   製造者及其他油、脂或油脂以摻配、攪拌 

   、混合等製程之製造者，不在此限。 

（十）屠宰場。 

（十一）硫化油膠或可塑劑之製造者。 

（十二）製紙漿及造紙者。 

（十三）製革、製膠、毛皮或骨之精製者。 

（十四）瀝青之精煉者。 

（十五）以液化瀝青、煤柏油、木焦油、石油蒸 

    餾產物之殘渣為原料之物品製造者。 

（十六）電氣用炭素之製造者。 

（十七）水泥、石膏、消石灰或電石之製造者。 

（十八）石棉工業（僅石棉採礦或以石棉為主要 

    原料之加工業）。 

（十九）鎳、鎘、鉛汞電池製造工業。但鎳氫、 

    鋰氫電池之製造工業，不在此限。 

（二十）銅、鐵類之煉製者。 

（二十一）放射性工業（放射性元素分裝、製造 

     、處理）、原子能工業。 

（二十二）以原油為原料之煉製工業。 

（二十三）石油化學基本原料之製造工業，包括 

     乙烯、丙烯、丁烯、丁二烯、芳香烴 

     等基本原料之製造工業。 

（二十四）以石油化學基本原料，產製中間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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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五百平方公尺。 

（十七）電業相關之維修及其服務處所。 

（十八）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電相關設施 

    （不含沼氣發電）。 

（十九）倉儲批發業：使用土地面積在一公頃以 

    上五公頃以下、並面臨十二公尺以上道 

    路，且其申請開發事業計畫、財務計畫 

    、經營管理計畫，經縣（市）政府審查 

    通過者。 

（二十）運動設施：其使用土地總面積不得超過 

    該工業區總面積百分之五。 

（二十一）旅館：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 

     ，並應面臨十二公尺以上道路，其使 

     用土地總面積不得超過該工業區總面 

     積百分之五，並以使用整棟建築物為 

     限。 

（二十二）其他經縣（市）政府審查核准之必要 

     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設施，應經縣（市）政府審 

查核准後，始得建築；增建及變更使用時，亦同。第 

二款及第三款設施之申請，縣（市）政府於辦理審查 

時，應依據地方實際情況，對於各目之使用細目、使 

用面積、使用條件及有關管理維護事項及開發義務作 

必要之規定。 

  第二項第三款設施之使用土地總面積，不得超過該 

工業區總面積百分之二十。 

第 二十 條 特種工業區除得供與特種工業有關之辦公室、倉庫 

、展售設施、生產實驗室、訓練房舍、環境保護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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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待所。 

四、旅館。 

五、俱樂部。 

六、遊樂設施。 

七、農業及農業建築。 

八、紀念性建築物。 

九、戶外球類運動場、運動訓練設施。但土地面積不 

  得超過零點三公頃。 

十、飲食店。 

十一、其他必要公共與公用設施及公用事業。 

  前項使用之建築物，其構造造型、色彩、位置應無 

礙於景觀；縣（市）政府核准其使用前，應會同有關 

單位審查。 

第一項第十一款其他必要公共與公用設施及公用事 

業之設置，應以經縣（市）政府認定有必要於風景區 

設置者為限。 

第二十七條  保護區為國土保安、水土保持、維護天然資源與保 

護環境及生態功能而劃定，在不妨礙保護區之劃定目 

的下，經縣（市）政府審查核准，得為下列之使用： 

一、國防所需之各種設施。 

二、警衛、保安、保防、消防設施。 

三、臨時性遊憩及露營所需之設施。 

四、公用事業、社會福利事業所必需之設施。 

五、採礦之必要附屬設施：電力設備、輸送設備及交 

  通運輸設施。 

六、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 

七、廢棄物資源回收、貯存場及其附屬設施。 

八、水質淨化處理設施及其附屬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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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自然保育設施、綠能設施及農村再生相關公共 

設施。但第二十九條之一、第二十九條之二及第三十 

條所規定者，不在此限。 

 申請興建農舍須符合下列規定： 

一、興建農舍之申請人必須具備農民身分，並應在該 

  農業區內有農業用地或農場。 

二、農舍之高度不得超過四層或十四公尺，建築面積 

  不得超過申請興建農舍之該宗農業用地面積百分 

  之十，建築總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六百六十平方 

  公尺，與都市計畫道路境界之距離，除合法農舍 

  申請立體增建外，不得小於八公尺。 

三、都市計畫農業區內之農業用地，其已申請建築者 

  （包括百分之十農舍面積及百分之九十之農業用 

  地），主管建築機關應於都市計畫及地籍套繪圖 

  上著色標示之，嗣後不論該百分之九十農業用地 

  是否分割，均不得再行申請興建農舍。 

四、農舍不得擅自變更使用。 

  第一項所定農業產銷必要設施、休閒農業設施、自 

然保育設施、綠能設施及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之項 

目由農業主管機關認定，並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且不得擅自變更使用；農業產銷 

必要設施之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六十，休閒農業設 

施之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自然保育設施之建 

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 

  前項農業產銷必要設施，不得供為居室、工廠及其 

他非農業產銷必要設施使用。但經核准工廠登記之農 

業產銷必要設施，不在此限。 

  第一項農業用地內之農舍、農業產銷必要設施、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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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拖車機房及其他必要設施。 

二、電信必要附屬設施： 

（一）研發、實驗、推廣、檢驗及營運辦公室。 

（二）教學、訓練、實習房舍（場所）及學員宿 

   舍。 

（三）員工托育中心、員工幼兒園、員工課輔班 

   、員工餐廳、員工福利社、員工招待所及 

   員工醫務所（室）。 

（四）其他經縣（市）政府審查核准之必要設施 

   。 

三、與電信運用發展有關設施： 

（一）網路加值服務業。 

（二）有線、無線及電腦資訊業。 

（三）資料處理服務業。 

四、與電信業務經營有關設施： 

（一）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二）電信器材零售業。 

（三）電信工程業。 

（四）金融業派駐機構。 

五、金融保險業、一般批發業、一般零售業、運動服 

  務業、餐飲業、一般商業辦公大樓。 

  作前項第五款使用時，以都市計畫書載明得為該等 

使用者為限，其使用之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該電信 

專用區總樓地板面積之二分之一。 

第三十二條  各使用分區之建蔽率不得超過下列規定。但本細則 

另有規定者外，不在此限： 

一、住宅區：百分之六十。 

二、商業區：百分之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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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釋「平均地權條例」第 3條第 7款有關建築 
 改良物「所占基地」範圍認定 

內政部民國 105 年 4 月 1 日台內地字第 1051302665 號令 

平均地權條例第三條第七款有關建築改良物「所占基地」範圍 

之認定，該建築改良物如係實施建築管理後建造者，其「所占基 

地」範圍應以其使用執照所載「地號」及「基地面積」為準。 

 

※有關「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12條相關 

 函釋之處理規定，自即日生效 
內政部民國 105 年 4 月 27 日台內營字第 1050804906 號令 

有關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二條規定相 

關函釋之處理如下，並自即日生效： 

一、停止適用本部一百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台內營字第一○三○ 

  八○四五一一號函（如附件）。 

二、上開號函停止適用前，已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並經法院判 

  決分割確定者，得檢附法院確定判決書，逕向地政機關申辦 

  分割；惟其套繪及解除套繪管制事項，仍應依本辦法第十二 

  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辦理。 

附件： 

 內政部民國 103 年 4 月 29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4511 號函 

主旨：有關已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經法院判決共有物分割確定， 

   申請人得檢附法院確定判決書，逕向地政機關申辦分割 1 

   案，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屏東縣政府 103 年 3 月 3 日屏府地測字第 10304418300 

  號、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103 年 2 月 25 日中市地籍一字第 

  1030006565 號及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103 年 1 月 13 日高市地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publication/law2/1050804906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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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4 年 7 月 3 日農授水保字第 1040 

224073 號函（如附件 2 ）說明三載明：「經法院判決變賣 

共有物，以價金分配予各共有人，其已興建農舍之農業用 

地似已發生移轉之效力，應有農業發展條例第 18 條第 2 

項滿 5 年始得移轉及同條第 4 項農舍應與其坐落用地併同 

移轉等規定之適用。」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前以 103 年 10 

月 2 日農授水保字第 1031821075 號及 103 年 2 月 24 日農授 

水保字第 1030203714 號函表示，已興建農舍農業用地之共 

有農業用地辦理分割，應受本辦法第 12 條所規範。 

四、是以，本部以 105 年 4 月 27 日台內營字第 1050804906 號 

令停止適用旨揭 103 年 4 月 29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4511 

號函（如附件 3），並自 105 年 4 月 27 日生效，有關已興 

建農舍之農業用地辦理分割及解除套繪管制事宜，請依農 

業發展條例及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以落實農業發展條例 

避免農業用地細分之立法政策。 

 

其他法令 

※核釋「地質法」第 3條第 7款及第 8條所稱「 

 土地開發行為」之相關情形 

經濟部民國 105 年 4 月 13 日經地字第 10504601550 號令 

有關地質法第三條第七款及第八條所稱「土地開發行為」，指資 

源開發、土地開發利用、工程建設、廢棄物處置、天然災害整治 

或法令規定有關土地開發之規劃、設計及施工，而有下列情形之 

一： 

一、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五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 

二、應適用或準用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規定，且其依相關法令規定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publication/law2/10508049062-3.pdf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publication/law2/1050804906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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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送審之書圖文件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應用地質技師、大地 

  工程技師、土木工程技師、採礦工程技師、水利工程技師或 

  水土保持技師辦理及簽證者。 

三、應擬具水土保持計畫，且其依相關法令規定須送審之書圖文 

  件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應用地質技師、大地工程技師、土木 

  工程技師、採礦工程技師、水利工程技師或水土保持技師辦 

  理及簽證者。 

四、依建築法相關規定，應進行基地地下探勘者。 

 

※廢止經濟部 103 年 12 月 26 日經地字第 1030 
  4606540 號有關「地質法」第 3 條第 7 款及第 

  8條規定之解釋令 
內政部民國 105 年 4 月 1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51352032 號函 

主旨：有關經濟部 103 年 12 月 26 日經地字第 10304606540 號令 

發布有關「地質法」第 3 條第 7 款及第 8 條規定之解釋令 

業經該部廢止，茲檢送發布令及原解釋令影本各 1 份供參 

，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部地政司案陳經濟部 105 年 4 月 13 日經地字第 10 

504601561 號函辦理。 

附件一： 

經濟部民國 105 年 4 月 13 日經地字第 10504601560 號令 

廢止本部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經地字第一�D 

三�D四六�D六五四�D號令發布有關「地質法」第三條第七款及第 

八條規定之解釋。 

 

附件二： 

經濟部民國 103 年 12 月 26 日經地字第 10304606540 號令 

核釋地質法第三條第七款及第八條所稱「土地開發行為」，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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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旨：按依債之契約同意設定役權之一方，固負有使他方取 

得該役權之義務，惟他方在登記為役權人之前，仍不 

得據以對抗不動產所有人，主張有通行等便宜之用之 

權利存在。是當事人間所簽訂之協議書乃就土地約定 

設定通行地役權，並無於該地役權設定登記前，賦予 

取得地役權人即得通行之意，則依協議書將取得地役 

權人在登記為該土地之地役權人之前，即似未取得通 

行該土地之權利。 

 

※投資未確定徵收範圍之都市計畫土地本即有不 
  可預測之風險，因投資而遭受之不利益，並非 

  必然即係因他人施用詐欺所致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重上字第 883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返還土地買賣價金等 

裁判日期：民國 104 年 9 月 22 日 

要  旨：所謂詐欺，係指欲使相對人陷於錯誤，故意示以不實 

之事，令其因錯誤而為意思表示者而言，倘行為人主 

觀上並無詐欺之意思，縱相對人之原意思表示有錯誤 

，亦不能遽認係屬詐欺之行為。因此，投資尚未審議 

通過即未確定徵收範圍之都市計畫土地本即有不可預 

測之風險，投資人為投資行為之決定時，亦有一定程 

度之風險，故投資人因投資而遭受之不利益，並非必 

然即係因他人施用詐欺所致。 

 

 

 

 

 





~ 52 ~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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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80 年  147.8  146.9  147.6  146.7  146.2  145.8  144.8  144.5  144.3  142.9  142.4  143.8  

民國 81 年  142.4  141.2  141.0  138.7  138.2  138.6  139.6  140.3  135.9  136.0  138.2  139.1  

民國 82 年  137.4  137.0  136.5  135.0  135.4  132.9  135.2  135.8  134.9  134.3  134.0  132.9  

民國 83 年  133.5  131.8  132.1  131.0  129.8  130.1  129.8  126.8  126.4  127.8  129.0  129.5  

民國 84 年  126.9  127.4  127.2  125.4  125.6  124.3  125.0  124.7  124.0  124.3  123.8  123.8  

民國 85 年  124.0  122.8  123.5  122.0  122.1  121.4  123.2  118.7  119.4  119.8  119.9  120.8  

民國 86 年  121.6  120.3  122.2  121.3  121.2  119.2  119.3  119.4  118.6  120.2  120.6  120.5  

民國 87 年  119.2  120.0  119.2  118.8  119.2  117.5  118.3  118.9  118.1  117.2  116.0  118.0  

民國 88 年  118.8  117.5  119.8  119.0  118.6  118.5  119.3  117.5  117.5  116.7  117.1  117.8  

民國 89 年  118.2  116.4  118.5  117.5  116.8  116.9  117.6  117.2  115.6  115.6  114.5  115.9  

民國 90 年  115.4  117.6  118.0  117.0  117.0  117.1  117.4  116.7  116.2  114.4  115.8  117.9  

民國 91 年  117.4  116.0  117.9  116.8  117.3  117.0  117.0  117.0  117.1  116.4  116.5  117.0  

民國 92 年  116.1  117.8  118.2  116.9  116.9  117.6  118.1  117.7  117.3  116.5  117.0  117.0  

民國 93 年  116.1  117.0  117.1  115.8  115.9  115.6  114.3  114.8  114.1  113.8  115.3  115.2  

民國 94 年  115.6  114.8  114.5  113.9  113.3  112.9  111.6  110.8  110.7  110.7  112.4  112.7  

民國 95 年  112.6  113.7  114.0  112.5  111.5  111.0  110.8  111.4  112.0  112.1  112.2  111.9  

民國 96 年  112.2  111.7  113.1  111.8  111.5  110.9  111.1  109.7  108.7  106.4  107.0  108.3  

民國 97 年  109.0  107.6  108.8  107.6  107.5  105.6  105.0  104.8  105.4  103.9  105.0  107.0  

民國 98 年  107.4  109.0  108.9  108.1  107.6  107.7  107.5  105.6  106.3  105.9  106.7  107.2  

民國 99 年 107.1  106.5  107.6  106.7  106.8  106.5  106.1  106.1  106.0  105.3  105.1  105.9  

民國 100 年 105.9  105.1  106.1  105.3  105.1  104.4  104.7  104.7  104.6  104.0  104.1  103.8  

民國 101 年 103.5  104.9  104.8  103.8  103.3  102.6  102.2  101.2  101.6  101.6  102.4  102.2  

民國 102 年 102.4  101.9  103.4  102.7  102.5  102.0  102.2  102.0  100.7  101.0  101.7  101.8  

民國 103 年 101.5  101.9  101.7  101.0  100.9  100.4  100.4  100.0  100.0  100.0  100.9  101.2  

民國 104 年 102.5  102.1  102.4  101.9  101.6  100.9  101.0  100.4  99.7  99.6  100.3  101.1  

民國 105 年 101.6  99.7  100.3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