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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法規
※修正「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
則」
內政部民國 107 年 1 月 4 日台內營字第 1060820488 號令

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第四點規定
四、申請人申請變更都市計畫，於主要計畫核定前，應檢附全部
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使用變更同意書或同意開發證明文件，與
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簽定協議書，
同意下列事項，並納入都市計畫書規定，以利執行：
（一）應至少劃設變更都市計畫土地總面積百分之三十之土
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並應自行管理、維護。
（二）前款公共設施用地應無償捐贈予直轄市、縣（市）政
府或鄉（鎮、市）公所，無法全部捐贈者，經都市計
畫委員會同意得就無法捐贈部分改以捐贈代金；且於
捐贈土地或代金後，其餘變更後之工業區土地始得申
請核發使用執照。但因情形特殊，得採分期方式捐贈
；其所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於主要計畫使用分區仍
為工業區。
（三）前款捐贈代金之數額，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
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按變更後使用分區查估後，依下
列公式計算之；其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捐贈代
金之數額＝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變更後全部土地
價格（取最高價計算）╳變更後無法捐贈公共設施用
地面積／變更後全部土地面積。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應成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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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收支保管運用專戶，專供當地都市建設之用。
（五）申請人應自行擬定細部計畫，配置必要之公共設施，
並自行負擔所有開發經費；其細部計畫得與主要計畫
同時辦理擬定及審議，並於主要計畫完成法定程序後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核定發布實施。
（六）申請人未依核准開發期限完成擴建者，內政部同意依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十三條第四款規定
由該管都市計畫擬定機關迅即辦理通盤檢討，確實查
明於六個月內依法檢討變更恢復為原計畫之使用分區
，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或其
他建築用地。
（七）依法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者，環境影響評估與都市計
畫變更應採併行審查，並於各該都市計畫檢討變更案
報請核定時，檢附環保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
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相關書件，納入都市計畫
書規定。
（八）申請變更之工業區內扣除留設相關公共設施用地之可
建築基地，最大建蔽率、容積率分別為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二百十。

※修正「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租賃作業注意事項」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民國 107 年 1 月 11 日產署管字第 10740000210 號令

修正「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租賃作業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並自即
日生效。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租賃作業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二、本注意事項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日修正生效以後，國有
非公用不動產除符合第二項規定外，不得依國有財產法（以
下簡稱國產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出租作土石堆置、儲運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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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等興辦事業使用。
本注意事項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日修正生效前，土石堆
置、儲運及加工等興辦事業人已與出租機關訂定國有基地（
作土石堆置、儲運及加工等興辦事業使用）租約，且依約使
用，或出租機關已通知繳款訂約者，適用修正前之規定，並
得續約一次，租期至民國一百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滿
不再續租。
六、申租人依租賃作業程序第十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規定檢具
建築改良物確屬申租人所有切結書，依國產法第四十二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申租時，遇有下列情形，出租機關得逕行核
辦出租：
（一）地上建築改良物之水、電費收據，其用戶名稱與申租
人不同者。
（二）房屋稅納稅義務人與申租人不同者。
（三）原租期屆滿六個月以上之原承租人（或代表承租人）
與申租人不同，經申租人依租賃作業程序第十點第二
項規定檢附繼受證明文件者。
（四）國有非公用財產管理系統（以下簡稱產籍）或現存資
料之使用人與申租人不同，使用人未繳納使用補償金
者。
（五）產籍或現存資料之使用人與申租人不同，使用人已繳
納申租當月前一期使用補償金，申租人已依租賃作業
程序第十點第二項規定檢附繼受證明文件者。
（六）申租人業於建築改良物確屬申租人所有切結書具結為
繼受取得，並依租賃作業程序第十點第二項規定檢附
繼受證明文件者。
八、申租人檢附政府機關於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前攝製之
圖資作為申租國有基地實際使用時間證明文件，經套繪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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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得確認申租國有土地地上建築改良物使用情形，且無其他
反證資料者，得予採認為地上建築改良物建築時間證明文件
。
前項圖資經套繪地籍圖無法確認國有土地上建築改良物使用
情形時，得通知申租人可由其自行負擔費用取具政府機關之
圖資判釋結果，併同圖資作為實際使用之時間證明文件。
申租人檢附政府機關於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前攝製之
圖資作為申租國有農作地、畜牧地、造林地、養殖地實際使
用時間證明文件，其審查方式比照前二項規定辦理。
九、國有農作地、畜牧地、造林地、養殖地現使用人依國產法第
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租，該申租人之年齡於民國八
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前，應滿十六歲。
前項使用屬繼受取得者，申租人應檢附租賃作業程序第十點
第二項規定之繼受證明文件，及被繼承人或讓與人於民國八
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前已滿十六歲與申租人於申請時已滿十
六歲之相關證明文件。
第一項各類土地之過戶、繼承換約案，受讓人或繼承人於申
請時應滿十六歲。
十、申租農作地、畜牧地、造林地、養殖地，以國有土地所在地
村（里）長、毗鄰土地所有權人、毗鄰土地承租人或民國八
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前已實際使用毗鄰國有土地迄今，經出
租機關於同日後逕予出租或放租之現承租人出具之證明書作
為實際使用時間證明文件，依下列方式審查：
（一）行為能力之審查：依政府機關出具載有出生日期之文
件及相關記事，審查證明人於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十
一日前是否已具有行為能力。
（二）資格之審查：
１、土地所在地村（里）長：為於民國八十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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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日前任職之村（里）長，依任職村（里）
長之證明文件審查。
２、毗鄰土地所有權人：為於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十
一日前已取得該毗鄰土地所有權之所有權人，依
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或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審查。
３、毗鄰土地承租人：為於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
日前已取得該毗鄰土地承租權之承租人，依租賃
契約影本、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審查。但
毗鄰土地係向出租機關租用者，得免予檢附租約
影本。
４、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前已實際使用毗鄰國
有土地迄今，經出租機關於同日後逕予出租或放
租之現承租人：為於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前已實際使用毗鄰國有土地迄今，非該日以後繼
受使用關係之現承租人，其承租毗鄰土地為出租
機關（不含其他機關）於同日後逕予出租或放租
（不含標租）之國有土地，依租賃契約影本（由
出租機關調借現承租人租案，影印併案存檔）、
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審查。
前項證明書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以下簡稱出
租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辦理公告時，應避免將
證明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及住址之全銜一併公告，身分證統一
編號隱碼欄位為後四碼。
第一項所稱毗鄰，係指與申租範圍緊接相鄰，非以地籍圖經
界線為審認依據。
十一、出租管理辦法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一條之各條第一項規定不
予出租之情形，出租機關依下列方式查對：
~5~

（一）原住民保留地：依土地登記謄本或產籍資料辦理。
（二）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或各直轄市主管機關提供之查詢結果辦理。有
不明確情形，檢具申租土地清冊、地籍圖謄本影本
及國有土地地理資訊系統（以下簡稱地理資訊系統
）之影像圖，函請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於一個月內查復是否位於該範圍。
（三）位於水庫蓄水範圍：位於經濟部水利署所列查詢區
域者，檢具申租土地清冊、地籍圖謄本影本及相關
地理位置圖（標示申租土地位置，比例尺五千分之
一），函請經濟部水利署於一個月內查復是否位於
該範圍。
（四）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
離內地區：位於該劃定範圍所列行政轄區（鄉鎮、
村里）者，檢具申租土地清冊、地籍圖謄本影本、
地理資訊系統之影像圖套繪地籍圖之圖資及比例尺
二萬五千分之一（經建版）地形圖，函請土地所在
地之直轄市、縣（市）環保主管機關於一個月內查
復是否位於該範圍。依出租管理辦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申租者，於前述函加註倘經查位於飲用水水源水
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地區，並請查
復有無保護需要或安全之虞。
（五）保安林地：位於保安林所在行政轄區者，檢具申租
土地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影本，函請土地所在地之林
區管理處於一個月內查復是否為保安林。依出租管
理辦法第十九條規定申租者，於前述函加註倘經查
位於保安林地，並請查復有無保護需要或安全之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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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於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史蹟保存
區或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認定影響國家公園經營管
理之遊憩區：位屬國家公園行政轄區者，調閱國家
公園計畫使用分區證明依下列方式處理：
１、使用分區屬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史蹟保
存區者，不予出租。
２、使用分區屬遊憩區者：
(１) 墾丁、陽明山、台江國家公園之遊憩區土
地：不予出租。
(２) 其他國家公園之遊憩區土地：檢具使用分
區證明影本、申租土地清冊、地籍圖謄本
影本及地理資訊系統之影像圖套繪地籍圖
之圖資，函請土地所在地之國家公園管理
處於一個月內查復有無影響國家公園經營
管理。
（七）位於地下水管制區範圍：依地下水管制辦法第二條
規定公告之地下水管制區範圍認定。依出租管理辦
法第二十條規定申租之土地位屬該範圍者，不予出
租，但經申租人檢具申租土地屬經漁業主管機關核
定劃設為養殖漁業生產區，或經主管機關認定以海
水、地面水或地下水管制區外抽取地下水進行養殖
之相關文件者，不在此限。
（八）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設之自然保
護區：位於有自然保護區之行政轄區地段者，依地
理資訊系統之查詢結果辦理。有不明確情形，檢具
申租土地清冊、地籍圖謄本影本及申租土地位置套
繪比例尺五千分之一像片基本圖或比例尺二萬五千
分之一（經建版）地形圖（標示座標或道路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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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名稱之清楚彩色圖資，並於圖上明確標示各查
詢標的位置），函請內政部營建署（或該署指定之
機關）於一個月內查復是否位於該範圍。
（九）超限利用之山坡地：依產籍加註超限利用列管資料
，調閱相關文號確認。產籍未加註超限利用列管資
料，屬水土保持法第三條規定之山坡地者，檢具申
租土地清冊、地籍圖謄本影本及地理資訊系統之影
像圖，函請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於一個月內查復有無山坡地超限利用情形。
（十）其他依法令規定不得出租之土地：
１、河川區域內土地：
(１) 中央管轄河川區域：位於中央管轄河川之
河川區域所在行政轄區者，檢具申租土地
清冊、地籍圖謄本影本及地理資訊系統之
影像圖，函請經濟部水利署或所屬河川局
於一個月內查復有無位於該範圍。
(２) 縣市管轄河川區域：
Ａ、產籍有加註河川區域者，調閱相關文
號確認。
Ｂ、產籍未加註河川區域者，檢具申租土
地清冊、地籍圖謄本影本及地理資訊
系統之影像圖，函請土地所在地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一個月內
查復有無位於該範圍。
２、依行政院、財政部核示不予出租、停止出租或
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保護需要或有
安全之虞或通知應收回之土地：依行政院、財
政部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資料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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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前二目以外土地：依產籍加註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提供資料辦理。
前項申租土地位於行政院核定以國土保育為先之區域重建
綱要計畫（以下簡稱重建綱要計畫）重建規劃分區範圍，
應依重建綱要計畫等規定辦理第一類、第二 A 類策略分區
或依法劃定公告之特定區域不予出租情形及行政院核定例
外得辦理出租情形之查對事宜。
前二項不予出租情形之查對項目於主管機關查復後，出租
機關應將查對結果加註於產籍其他事項欄。日後受理其他
相同標的之申租案件，仍應重新辦理查註。
十二、依前點第一項或第二項送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復，如
逾期未獲查復、查復不明或未具體表示意見，經再次函詢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仍未獲具體答復者，出租機關得續依
國產法相關規定審辦出租。
出租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明屬依法令禁止作農作、
畜牧、造林、養殖或作建築物、設置雜項工作物或其他設
施使用或不得出租者，出租機關應依租約約定終止租約，
收回土地。但依出租管理辦法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一條之各
條第二項出租（含續約）者，以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
應收回之情形為限。
二十一、辦理申租案件，應追收歷年使用補償金之一般原則：
（一）依出租管理辦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向申租人追收使
用補償金，應自出租機關受理申租案件當月底起
追溯至無權使用日之次月止，最長以五年為限，
並得准予分期繳交；期間內已繳之租金或使用補
償金，應予扣除。但原經承租人附繳虛偽不實證
件，以詐欺不法手段取得租賃權，經撤銷或終止
租賃關係者，符合逕予出租規定申租人檢證申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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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應繳納歷年使用補償金，期間內原承租人已
繳納之使用補償金及租金，不予扣除。
（二）申租人係繼受取得使用者，應合併前手占有期間
，最長以五年為限。但因法院民事執行處、法務
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等基於國家公權力執行拍賣
而取得地上物者，自申租之當月底起追溯至領得
權利移轉證書日或點交日之次月止，最長以五年
為限。
前項第一款所稱無權使用日，係指申租人或前手占有人
無權使用國有不動產之起始日。因無人承認繼承收歸國
有、抵繳稅款、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或地籍清理條
例囑託登記為國有或國稅稽徵機關承受法務部行政執行
署各分署無法拍定之不動產，由本署取得不動產管理權
致形成無權占用者，其無權使用日之認定如下：
（一）因無人承認繼承收歸國有者：
１、法院裁定本署為遺產管理人者：為法院裁定
日。
２、非由本署任遺產管理人者：為完成國有登記
之日。
（二）因抵繳稅款者：為完成國有登記之日。
（三）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或地籍清理條例囑託登
記為國有者：為完成國有登記之日。
（四）因國稅稽徵機關承受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無
法拍定者：為完成國有登記之日。
二十六、使用補償金及其遲延利息超過五年部分，屬已判決確定
、取得支付命令裁定確定證明書、債權憑證或其他與確
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者，仍應予追收，不受最
長五年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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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接管他機關移交原以標租、標租以外方式出租、抵繳稅
款、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或地籍清理條例囑託登記
為國有或國稅稽徵機關承受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無
法拍定之出租不動產，出租機關依租賃作業程序第三十
一點或第四十一點規定辦理換訂本署租約之案件時，應
逐一審視其原租約約定是否有特別約定事項，或與本署
制式租約內容不合處，並將該特別約定事項轉加註於本
署租約或依原租約約定修正本署租約約定。
三十二、國有不動產各類租約依租約性質應約定：
（一）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不動產
，並保持其生產力，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論
為承租人所為或第三人所為，承租人均應負回復
原狀之義務：
１、堆置雜物。
２、掩埋廢棄物。
３、採取土石。
４、破壞水土保持。
５、造成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６、其他減損租賃不動產價值或效能之行為。
（二）遇有前款情形，經出租機關限期回復原狀而不為
回復原狀時，出租機關除得終止租約外，其因此
所致損害，承租人應負賠償之責。
（三）承租人因使用或管理租賃不動產，損害他人生命
、身體或財產，應負賠償責任，如致出租機關賠
償時，承租人應賠償出租機關。
（四）承租人因違背相關法令，經主管機關裁處出租機
關之罰鍰等費用，應由承租人負擔，承租人並應
負改善及賠償一切損失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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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承租人應善盡下列義務，以防止土壤及地下水遭
受污染：
１、租賃土地於出租時為閒置土地者，承租人應
依污染土地關係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認
定準則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採取管理措施，作
成紀錄，及於訂約之日起三個月內提供所設
置管理設施之相關照片予出租機關。如因未
採取前述管理措施，致出租機關須依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負連帶清償責任，除承租人應負一切損害賠
償責任外，出租機關得終止租約。
２、承租人承租土地當時作工廠、加油站、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九條
第一項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或其他事業
使用，或承租時未作前述之使用嗣經變更作
該等使用且不違反原租賃目的者，均應依相
關法令取得經營（設立）許可（執照或證明
），並按其事業使用情形，依污染土地關係
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認定準則第五條第
一項各款環保法令取得許可證明文件。倘未
取得許可即營運使用，違反法令規定，致出
租機關須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三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負連帶清償責任，除承租
人應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外，出租機關得終
止租約。
３、倘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九條第一項
各款規定之情事發生時，承租人應於行為前
向出租機關提出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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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同意之
土地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如未配合辦
理，致出租機關須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負連帶清償責任
，除承租人應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外，出租
機關得終止租約。
４、租賃土地如遭主管機關列為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管制範圍，承租人應自租賃土地受管制之
日起每年主動自費辦理租賃土地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檢測作業，並比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法施行細則規定之項目製作檢測資料二
份，一份送出租機關併於租案備考，一份報
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及於出
租機關所訂期限內改善污染情形至主管機關
解除管制。
５、因相關環境保護法規之污染整治管制措施致
出租機關受損害，承租人應賠償出租機關所
受之一切損害。
三十三、出租國有不動產，於租約終止、撤銷、無效或消滅時，
除另有規定外，承租人應拆除、騰空非屬國有之地上物
或掩埋之廢棄物，回復原狀後，返還租賃不動產，經出
租機關限期未獲承租人配合辦理者，依租約約定及民法
相關規定請求返還租賃不動產。
前項經租約終止、撤銷、無效或消滅之不動產，地上有
農作物、林作物等出產物者，除承租人拋棄外，出租機
關應訂期通知承租人會同點交，向承租人說明即日起地
上農作物、林作物等出產物依民法第六十六條、第七十
條及第七百六十六條規定屬國有，並製作點交紀錄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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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承租人未配合辦理者，以占用列管追收使用補
償金，並依租約約定及民法相關規定請求返還租賃不動
產。
前項點交紀錄格式，由本署另訂之。
三十四、出租國有不動產租期屆滿後，除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
例之養地租約或法令另有規定外，租賃關係消滅，原承
租人或其繼受人未依國產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於租期屆滿六個月內申請承租，出租機關得限期通知
原承租人或其繼受人依國產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申請承租，逾期未辦或不符合出租規定者，依前點
規定辦理收回不動產事宜。
三十六、承租人符合租賃作業程序第五十七點出租不動產租金優
惠規定者，得以書面或其他方式申請租金優惠，並檢附
下列證明文件：
（一）現役軍人及其家屬承租國有基地建築房屋自住或
承租國有房屋自住者：
１、承租人為現役軍人者：現役軍人證明文件、
承租人設籍於該地上房屋之現戶戶籍證明文
件影本及載明「作自用住宅使用，絕不出租
或營業使用，且承租人設有戶籍無訛，如有
不實或承租人有自○○縣市○○鄉鎮市區○
○路○○號房屋戶籍遷出，或有軍人及其家
屬優待條例規定停止優待之情形，租金優惠
原因即消滅，承租人願無條件自適用租金優
惠之原因、事實消滅發生日起改按全額計收
租金，並補繳租金差額，絕無異議」之切結
書。
２、承租人為現役軍人之家屬者：現役軍人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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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承租人為現役軍人家屬之證明文件、
承租人及現役軍人設籍於該地上房屋之現戶
戶籍證明文件影本及載明「作自用住宅使用
，絕不出租或營業使用，且承租人及現役軍
人○○○（姓名）設有戶籍無訛，如有不實
或現役軍人○○○（姓名）或承租人有自○
○縣市○○鄉鎮市區○○路○○號房屋戶籍
遷出，或有軍人及其家屬優待條例規定停止
優待之情形，租金優惠原因即消滅，承租人
願無條件自適用租金優惠之原因、事實消滅
發生日起改按全額計收租金，並補繳租金差
額，絕無異議」之切結書。
（二）國軍退除役官兵承租國有基地建築住宅者：國軍
退除役官兵證明文件影本。
（三）身心障礙者或其配偶，作自用住宅使用者：
１、承租人為身心障礙者：承租人身心障礙證明
文件、承租人設籍於該地上房屋之現戶戶籍
證明文件影本及載明「作自用住宅使用，絕
不出租或營業使用，且承租人設有戶籍無訛
，如有不實或承租人及其配偶均有自○○縣
市○○鄉鎮市區○○路○○號房屋戶籍遷出
，或身心障礙經鑑定解除之情形，租金優惠
原因即消滅，承租人願無條件自適用租金優
惠之原因、事實消滅發生日起改按全額計收
租金，並補繳租金差額，絕無異議」之切結
書。
２、承租人為身心障礙者之配偶：承租人之配偶
為身心障礙者證明文件、承租人設籍於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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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房屋之現戶戶籍證明文件影本及載明「作
自用住宅使用，絕不出租或營業使用，且承
租人設有戶籍無訛，如有不實或承租人有自
○○縣市○○鄉鎮市區○○路○○號房屋戶
籍遷出，或承租人之配偶身心障礙經鑑定解
除之情形，租金優惠原因即消滅，承租人願
無條件自適用租金優惠之原因、事實消滅發
生日起改按全額計收租金，並補繳租金差額
，絕無異議」之切結書。
（四）出租國有基地承租人作自用住宅使用者：設籍於
該地上房屋之現戶戶籍證明文件影本及載明「作
自用住宅使用，絕不出租或營業使用，且承租人
設有戶籍無訛，如有不實或承租人有自○○縣市
○○鄉鎮市區○○路○○號房屋戶籍遷出之情形
，租金優惠原因即消滅，承租人願無條件自適用
租金優惠之原因、事實消滅發生日起改按全額計
收租金，並補繳租金差額，絕無異議」之切結書
。
前項第一款所稱家屬，依軍人及其家屬優待條例辦理；
減租優待期間，出租機關應於每期通知繳租前，將享受
減租優待軍人名冊檢送當地役政機關核對。
第一項第四款國有出租基地供承租人作自用住宅使用，
其租金優惠面積之核計，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內者，租金得按五折計收
，其面積係以單一承租人為計算單位。
（二）國有出租基地上房屋有住家及營業等其他使用情
形者，得按承租人檢附之當年度房屋稅單或房屋
稅課稅明細表所載住家課稅現值比例核算之自用
~ 16 ~

住宅面積，予以核計租金優惠。
（三）國有出租基地上房屋為承租人與他人共有者，得
按承租人共有持分比例核算之自用住宅面積，予
以核計租金優惠。
政府機關租用國有基地，不論是否供營業等使用，其租
金均得優惠按六折計收。
非營利法人、慈善機關、公益團體、學校租用國有基地
作事業目的使用者，申請租金優惠應檢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發「承租之土地係作其事業目的使用」之證明文
件。
國有基地屬農民租用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土地，其租金
優惠依農業單位所送之清冊逕行核辦，免由承租人檢證
申請。
三十七、前點第六項租金優惠，以農業單位所送之清冊送達出租
機關之當年度一月起，其租金按六折計收。
原適用前項租金優惠，嗣發生繼承、轉讓租賃權等事實
，新承租人（指繼承人或受讓人）於申請繼承或過戶期
間之租金優惠，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屬下列不可歸責於新承租人之情形之一者，出租
機關於接獲農業單位所送清冊後，追溯自換約案
件起租當月起給予租金優惠：
１、繼承或過戶事實發生在當年度農業單位受理
查編期間結束之前，且新承租人已於租約約
定換約期限內申請換約，並於最近一次農業
單位可受理查編期間申請查編者。
２、繼承或過戶事實發生在當年度農業單位受理
查編期間之後，且新承租人已於最近一次農
業單位可受理查編期間申請查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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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款所列之新承租人未於最近一次農業單位可受
理查編期間申請查編者，屬可歸責於新承租人之
情形，出租機關自繼承或過戶事實發生當月起取
消租金優惠，俟接獲農業單位所送清冊後，追溯
自清冊送達之當年度一月起給予租金優惠。
出租機關依農業單位所送之清冊重新計算優惠之租金額
後，承租人已溢繳之租金，應辦理退還或經承租人同意
後抵繳日後應繳納之租金。
適用前點第六項租金優惠者，應於出租及換約時於租約
特約事項加註「本租約基地適用農民租用與農業經營不
可分離土地租金優惠，嗣後如發生過戶或繼承事實，受
讓人或繼承人（以下簡稱新承租人）應於租約約定換約
期限申請換約，並於最近一次直轄市、縣（市）政府農
業單位可受理申請查編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土地之期間
，向農業單位重新申請認定。經認定符合規定者，出租
機關於接獲農業單位所送清冊後，同意追溯自換約案件
起租當月起給予租金優惠。至重新計算優惠之租金額後
，新承租人已溢繳之租金，可抵繳日後應繳納之租金」
。

※修正「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
內政部民國 107 年 1 月 25 日台內營字第 1060816880 號令

修正「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第三十三點、第四十
點，自即日生效。
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
三十三、應依第三十二點規定劃設而未能在變更使用範圍內劃設
提供之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應提供完整可建築土地予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作為設置之代用地，或經都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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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委員會同意後，得改捐贈代金方式折算捐贈。
前項捐贈代金之數額，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
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按變更後土地使用分區查估後，
依下列公式計算之，並得以分期方式捐贈；其所需費用
，由申請人負擔。
捐贈代金之數額＝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變更後全部
可建築土地之價格（取最高價計算）╳變更後應捐贈可
建築土地面積／變更後全部可建築土地面積。
四十、申請變更使用範圍內規劃做為商業使用之土地，應提供三
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變更後商業使用土地價格（取最高
價計算）之百分之五金額，其中二分之一撥中央農業主管
機關供農業建設；二分之一撥供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從
事地方、鄉村建設及辦理農地使用管制經費。

※修正「地政士法」
總統民國 107 年 1 月 31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11061 號令

修正公布地政士法第 11 條條文；並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第 十一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發給開業執照；已領者，撤
銷或廢止之：
一、經撤銷或廢止地政士證書。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三、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前項之撤銷或廢止時
，應公告並通知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地政
士公會，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規定不發、撤銷或廢止開
業執照者，於原因消滅後，仍得依本法之規定，請領
開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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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法令
※有關繼承人按其法定應繼分會同申請繼承或
共有型態變更登記為分別共有之解釋令
內政部民國 107 年 1 月 19 日台內地字第 10613082103 號函

主旨：「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有關繼承人按其法定應繼分會
同申請繼承或共有型態變更登記為分別共有之解釋令，業
經本部於 107 年 1 月 19 日以台內地字第 1061308210 號令
訂定發布，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網址 http://gazette.nat.
gov.tw）下載，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本部 102 年 3 月 2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032404 號函內
容與旨揭解釋令未合，應停止適用。
附件：
內政部民國 107 年 1 月 19 日台內地字第 1061308210 號令

繼承人按其法定應繼分會同申請繼承登記為分別共有，因繼承人
已全體同意依民法規定之應繼分辦理，未涉及權屬之變動，且可
消滅公同共有關係，避免後續處分或權利行使複雜化，茲為簡政
便民，是類案件無需當事人親自到場及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條
規定程序辦理；已辦竣公同共有繼承登記之土地及建物，繼承人
按其法定應繼分會同申請共有型態變更登記為分別共有者，亦同
。

※印鑑證明申請目的欄位將予刪除「不限定用
途」項目，地政申請案件檢附印鑑證明之處
理方式
內政部民國 107 年 1 月 31 日台內地字第 1071301292 號函

主旨：印鑑證明申請目的欄位將予刪除「不限定用途」項目，地
政申請案件檢附印鑑證明之處理方式 l 案，請查照並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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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
說明：
一、依據本部 107 年 1 月 23 日台內戶字第 10612043954 號函辦
理，並檢送該函及其附件影本各 l 份。
二、本部將於 107 年 3 月間辦理戶役政資訊系統版本更新，刪
除印鑑證明使用目的欄之「不限定用途」項目。按戶政機
關核發之印鑑證明如已依民眾需求登載特定使用目的，地
政人員於受理相關地政業務申請案件係檢附印鑑證明時，
仍應依本部 103 年 7 月 1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6035492
號函規定配合審查，以保障其權益；至印鑑證明申請目的
登載「當事人申請不載明」者，經地政機關核對登記原因
證明文件所蓋用之印章與其所附印鑑證明之印文相符，則
間接佐證該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確屬當事人意思表示，以兼
顧簡政便民與真意確認，毋庸再要求當事人親自到場核對
身分。
附件：
內政部民國 107 年 1 月 23 日台內戶字第 10612043954 號函

主旨：有關印鑑證明申請目的欄應依民眾實際需求登載，如拒絕
提供申請目的者，則依實際受理情形登載「當事人申請不
載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 107 年 1 月 23 日台內戶字第 1061204395 號令修
正「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登記作業規定之各類書表格式」
之委任書、在營軍人申請印鑑登記/證明委任書、矯正機關
收容人申請印鑑登記/證明委任書、隨船航行船員證明書，
刪除申請目的「不限定用途」項目辦理。
二、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登記作業規定第 13 點規定:「當事人
得申請於印鑑證明上載明申請目的。」立法理由:「旨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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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民眾權益，避免印鑑證明遭他人不當使用。」
三、現行印鑑證明申請書、印鑑證明及委任書等相關格式均設
有「申請目的」欄位，並於戶役政資訊系統明列「法院公
證、提存」、「不動產登記」等 13 項申請目的，復考量需
用印鑑證明之業務項目多樣，無法均予明列，爰設有「其
他」欄位，提供當事人依實際需求登載 50 個字數以內（含
標點符號）之申請目的，如當事人不欲限定申請目的時，
始登載「不限定用途」，共計 15 項。
四、按實務屢發生民眾申請印鑑證明申請目的之內容與需用機
關之要求不符遭退件之情形，民眾為避免遭退件情事，申
請印鑑證明登載「不限定用途」之數量日增，惟恐因未載
明實際申請目的，增加印鑑證明遭不當使用之風險。爰依
本部 106 年 11 月 27 日研商「需用機關（機構、單位）辦
理印鑑證明替代措施及停止使用印鑑證明期程事宜」會議
決議，刪除旨揭書表格式之申請目的「不限定用途」項目
，申請目的欄應依民眾實際需求登載，如民眾拒絕提供申
請目的者，則依戶政事務所實際受理申請情形，於「其他
」欄位登載「當事人申請不載明」，由需用印鑑證明機關
審慎確認當事人真意。
五、本部 103 年 7 月 2 日台內戶字第 1030200165 號函、103 年
7 月 18 日台內戶字第 1030212995 號函、103 年 12 月 1 日台
內戶字第 1030611977 號函、104 年 1 月 8 日台內戶字第
1030617572 號函、 105 年 1 月 15 日台內戶字第 1051200215
號書函、105 年 5 月 24 日台內戶字第 1050418478 號函、105
年 12 月 20 日台內戶字第 1050447146 號函、106 年 5 月 22
日台內戶字第 1061201435 號函（詳如附件），有關民眾無
意願載明使用目的，則登載「不限定用途」之規定，與旨
揭意旨不符部分，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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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另本部預計於 107 年 3 月 23 日完成戶役政資訊系統版本
更新，刪除印鑑證明使用目的欄之「不限定用途」項目，
版本更新前，請戶政事務所受理民眾申辦印鑑證明時，依
旨揭意旨，印鑑證明申請目的欄應依民眾申請情形登載（
如民眾確係向地政機關申請土地或建物登記，而無法精確
說明申辦登記原因，得建議選用「不動產登記」之使用目
的）；民眾另有需求者，可於「其他」欄位依實際需求登
載 50 個字數以內之申請目的（民眾已明確表明申請載明
「不限定用途」者，亦可於「其他」欄內登載）；惟民眾
拒絕提供申請目的者，則依戶政事務所實際受理申請情形
登載「當事人申請不載明」，由需用印鑑證明機關審慎確
認當事人真意。

稅務法令
※106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新臺幣與人民幣
之折算率
財政部民國 107 年 1 月 15 日台財稅字第 10704508120 號令
核定 106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新臺幣與人民幣之折算率為
4.4986 比 1。

※核釋「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2 第 4 項有關農
業用地部分面積供作道路或其他公共設施使
用課徵土地增值稅相關規定
財政部民國 107 年 1 月 18 日台財稅字第 10600685270 號令

一、農業用地部分面積供作道路或其他公共設施使用，經農業主
管機關依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第 6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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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款規定核發整筆土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並經稽徵機關查
明其餘面積於 89 年 1 月 28 日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2 修正生效
時均作農業使用，移轉時准依同條第 4 項規定課徵土地增值
稅。
二、廢止本部 98 年 1 月 15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774570 號函。

※核釋「所得稅法」第 14 條規定，有關個人出
資者參與土地重劃獲取抵費地計算其他所得
課稅規定
財政部民國 107 年 1 月 19 日台財稅字第 10600727830 號令

個人出資者與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規定組織之
重劃會簽訂土地買賣預售契約書，約定按重劃進度提供開發資金
，換取未來開發後之抵費地，該抵費地之取得及價值，具有不確
定之風險及利潤報酬，與一般土地出售有別，類似投資之性質，
該出資者提供資金參與重劃所賺取之所得，核屬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0 類規定之其他所得，應以所取得抵費地之重劃後評
議地價減除所支付資金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計入
登記取得抵費地所屬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但前開重劃後評議
地價低於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者，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核釋「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及「土地稅法
」第 6 條規定，經教育部列為專案輔導之私
立大專校院自有房地自益信託，可免經申請
繼續免徵房屋稅及地價稅
財政部民國 107 年 1 月 25 日台財稅字第 10600730200 號令

學校財團法人所設之私立大專校院經教育部依教育部輔導私立大
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或其他相關法規列為專案輔導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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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原依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免徵房屋稅及地價稅之房地，信託登記予經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其屬自益信託
且房地使用情形未變更者，可免經申請繼續免徵房屋稅及地價稅
。嗣信託關係消滅，辦理信託塗銷登記，亦同。

※核釋「房屋稅條例」第 5 條規定，經主管機關
逕行認定之公益出租人，由稽徵機關逕於認定
有效期間內，按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稅率課徵
房屋稅
財政部民國 107 年 1 月 29 日台財稅字第 10704517340 號令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內政部訂定「公益出租人資格認
定作業要點」認定之公益出租人，未向主管機關申請按房屋稅條
例第 5 條規定之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稅率課徵房屋稅者，應由稽
徵機關逕依主管機關提供之公益出租人名單，於認定有效期間內
，按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稅率課徵房屋稅，免由納稅義務人依同
條例第 7 條規定申報變更使用情形。

※訂定「稽徵機關核算一百零六年度執行業務者
收入標準」，自即日生效
財政部國 107 年 1 月 31 日台財稅字第 10600688500 號令

訂定「稽徵機關核算一百零六年度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並自
即日生效。
稽徵機關核算一百零六年度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
執行業務者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或未依法設帳記載並保存憑證
，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得依下列標準
（金額以新臺幣為單位）計算其一百零六年度收入額。但經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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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確實收入資料較標準為高者，不在此限：
一、律師：
（一）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刑事偵查、刑事審判裁定、刑
事審判少年案件：每一程序在直轄市及市（即原省轄
市，下同）四萬元，在縣三萬五千元。但義務案件、
發回更審案件或屬「保全」、「提存」、「聲請」案
件，經提出約定不另收費文件，經查明屬實者，免計
；其僅代撰書狀者，每件在直轄市及市一萬元，在縣
九千元。
（二）公證案件：每件在直轄市及市五千元，在縣四千元。
（三）登記案件：每件五千元。
（四）擔任檢查人、清算人、破產管理人、遺囑執行人或其
他信託人案件：按標的物財產價值百分之九計算收入
；無標的物每件在直轄市及市二萬元，在縣一萬六千
元。
（五）代理申報遺產稅、贈與稅案件：遺產稅每件在直轄市
及市四萬元，在縣三萬五千元；贈與稅每件在直轄市
及市二萬元，在縣一萬五千元。
（六）代理申請復查或異議、訴願、行政訴訟及再審：每一
程序在直轄市及市四萬五千元，在縣三萬五千元。
（七）受聘為法律顧問之顧問費及車馬費，另計。
二、會計師：
（一）受託代辦工商登記：每件在直轄市及市七千元，在縣
六千元。
（二）代理申請復查或異議、訴願、行政訴訟及再審：每一
程序在直轄市及市四萬五千元，在縣三萬五千元。
（三）代理申報遺產稅、贈與稅案件：遺產稅每件在直轄市
及市四萬元，在縣三萬五千元；贈與稅每件在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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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市二萬元，在縣一萬五千元。
（四）本標準未規定之項目，由稽徵機關依查得資料核計。
三、建築師：按工程營繕資料記載之工程造價金額百分之四點五
計算。但承接政府或公有機構之設計、繪圖、監造之報酬，
應分別調查按實計算。
四、助產人員（助產師及助產士）：按接生人數每人在直轄市及
市二千八百元，在縣二千二百元。但屬全民健康保險由中央
健康保險署給付醫療費用者，應依中央健康保險署通報資料
計算其收入額。
五、地政士：按承辦案件之性質，每件計算如下：
（一）保存登記：在直轄市及市三千元，在縣二千五百元。
（二）繼承、賸餘財產差額分配、贈與、信託所有權移轉登
記：在直轄市及市八千元，在縣六千五百元。
（三）買賣、交換、拍賣、判決、共有物分割等所有權移轉
登記：在直轄市及市七千元，在縣五千五百元。
（四）他項權利登記（地上權、抵押權、典權、地役權、永
佃權、耕作權之設定移轉登記）：在直轄市及市二千
五百元，在縣二千元。
（五）非共有土地分割登記：在直轄市及市二千五百元，在
縣二千元。
（六）塗銷、消滅、標示變更、姓名住所及管理人變更、權
利內容變更、限制、更正、權利書狀補（換）發登記
及其他本標準未規定項目：在直轄市及市一千五百元
，在縣一千二百元。
六、著作人：依查得資料核計。
七、經紀人：依查得資料核計。
八、藥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九、中醫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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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西醫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一、獸醫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二、醫事檢驗師（生）：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三、工匠：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四、表演人：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五、節目製作人：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六、命理卜卦：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七、書畫家、版畫家：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八、技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十九、引水人：依查得資料核計。
二十、程式設計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二十一、精算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二十二、商標代理人：
（一）向國內註冊商標（包括正商標、防護商標、聯合
商標、服務標章、聯合服務標章、延展、移轉、
商標專用權授權使用等）：每件五千八百元。
（二）向國外註冊商標：每件一萬三千元。
（三）商標異議、評定、再評定、答辯、訴願、行政訴
訟及再審：每一程序三萬四千元。
二十三、專利代理人：
（一）發明專利申請（包括發明、追加發明、申請權讓
與、專利權讓與、專利權租與等）：每件三萬四
千元。
（二）新型專利申請（包括新型、追加新型、申請權讓
與、專利權讓與、專利權租與等）：每件二萬元
。
（三）新式樣專利申請（包括新式樣、聯合新式樣、申
請權讓與、專利權讓與、專利權租與等）：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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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五千元。
（四）向國外申請專利：每件五萬八千元。
（五）專利再審查、異議、答辯、訴願、行政訴訟及再
審：每一程序八萬三千元。
二十四、仲裁人：依查得資料核計。
二十五、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人或未具會計師資格，辦理工
商登記等業務者：適用會計師收入標準計算；其代為記
帳者，不論書面審核或查帳案件，每家每月在直轄市及
市二千五百元，在縣二千元。
二十六、未具律師資格，辦理訴訟代理人業務者：適用律師收入
標準計算；其僅代撰書狀者，每件在直轄市及市五千元
，在縣四千五百元。
二十七、未具建築師資格，辦理建築規劃設計及監造等業務者：
適用建築師收入標準計算。
二十八、未具地政士資格，辦理土地登記等業務者：適用地政士
收入標準計算。
二十九、受大陸地區人民委託辦理繼承、公法給付或其他事務者
：每件在直轄市及市五千元，在縣四千五百元。
三 十、公共安全檢查人員：依查得資料核計。
三十一、依公證法規定之民間公證人：依公證法第五章規定標準
核計。
三十二、不動產估價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三十三、物理治療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三十四、職能治療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三十五、營養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三十六、心理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三十七、受委託代辦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之承租、續租、過戶及繼
承等申請者：每件在直轄市及市一千五百元，在縣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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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元。
三十八、牙體技術師（生）：依查得資料核計。
三十九、語言治療師：依查得資料核計。
附註：
一、自營利事業、機關、團體、學校等取得之收入，得依扣繳資
料核計。
二、執行業務者辦理案件所屬地區在準用直轄市之縣者，其收入
標準按縣計算；在縣偏僻地區者，除收入標準依查得資料核
計者外，收入標準按縣之八折計算，至偏僻地區範圍，由稽
徵機關依查得資料認定。執行業務者辦理案件所屬地區在九
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改制前之臺北縣、臺中縣、臺南縣、
高雄縣及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改制前之桃園縣者，其
收入標準仍按縣計算。
三、本標準未規定之項目，由稽徵機關依查得資料認定。
四、地政士執行業務收費計算應以「件」為單位，所稱「件」，
原則上以地政事務所收文一案為準，再依下列規定計算：
（一）依登記標的物分別計件：包括房屋及基地之登記，實
務上，有合為一案送件者，有分開各一送件者，均視
為一案，其「件」數之計算如第四款。
（二）依登記性質分別計算：例如同時辦理所有權移轉及抵
押權設定之登記，則應就所有權移轉登記及抵押權設
定登記分別計算。
（三）依委託人人數分別計件：以權利人或義務人一方之人
數計算，不得將雙方人數合併計算。但如係共有物之
登記，雖有數名共有人，仍以一件計算，且已按標的
物分別計件者，即不再依委託人人數計件。
（四）同一收文案有多筆土地或多棟房屋者，以土地一筆為
一件或房屋一棟為一件計算；另每增加土地一筆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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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一棟，則加計百分之二十五，加計部分以加計至百
分之二百為限。

※訂定「一百零六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
，自即日生效
財政部民國 107 年 1 月 31 日台財稅字第 10600688501 號令

訂定「一百零六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並自即日生效。
一百零六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
執行業務者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或未依法設帳記載並保存憑證
，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一百零六年度應依核定
收入總額按下列標準（金額以新臺幣為單位）計算其必要費用。
但稽徵機關查得之實際所得額較依下列標準計算減除必要費用後
之所得額為高者，應依查得資料核計之：
一、律師：百分之三十。但配合政府政策辦理法律扶助案件之收
入為百分之五十。
二、會計師：百分之三十。
三、建築師：百分之三十五。
四、助產人員（助產師及助產士）：百分之三十一。但全民健康
保險收入為百分之七十二。
五、地政士：百分之三十。
六、著作人：按稿費、版稅、樂譜、作曲、編劇、漫畫及講演之
鐘點費收入減除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十三款規定免稅
額後之百分之三十。但屬自行出版者為百分之七十五。
七、經紀人：
（一）保險經紀人：百分之二十六。
（二）一般經紀人：百分之二十。
（三）公益彩券甲類經銷商：百分之六十。
八、藥師：百分之二十。但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藥費收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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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九十四；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已區分藥費收入及藥事服
務費收入者，藥費收入為百分之百，藥事服務費收入為百分
之三十五（以上全民健康保險之藥費收入，均含保險對象依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
費用）。
九、中醫師：
（一）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及依全
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執業之核付點
數）：依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八元。
（二）掛號費收入：百分之七十八。
（三）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
１、醫療費用收入不含藥費收入：百分之二十。
２、醫療費用收入含藥費收入：百分之四十五。
十、西醫師：
（一）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及依全
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執業之核付點
數）：依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八元。
（二）掛號費收入：百分之七十八。
（三）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
１、醫療費用收入不含藥費收入：百分之二十。
２、醫療費用收入含藥費收入，依下列標準計算：
(１)
(２)
(３)
(４)
(５)

內科：百分之四十。
外科：百分之四十五。
牙科：百分之四十。
眼科：百分之四十。
耳鼻喉科：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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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婦產科：百分之四十五。
(７) 小兒科：百分之四十。
(８) 精神病科：百分之四十六。
(９) 皮膚科：百分之四十。
(１０) 家庭醫學科：百分之四十。
(１１) 骨科：百分之四十五。
(１２) 其他科別：百分之四十三。
（四）診所與衛生福利部所屬醫療機構合作所取得之收入，
比照第一款至第三款減除必要費用。
（五）人壽保險公司給付之人壽保險檢查收入，減除百分之
三十五必要費用。
（六）配合政府政策辦理老人、兒童、婦女、中低收入者、
身心障礙者及其他特定對象補助計畫之業務收入，減
除百分之七十八必要費用。
（七）自費疫苗注射收入，減除百分之七十八必要費用。
十一、醫療機構醫師依醫師法第八條之二規定，報經主管機關核
准前往他醫療機構從事醫療業務，其與該他醫療機構間不
具僱傭關係者，按實際收入減除百分之十必要費用。
十二、獸醫師：醫療貓狗者百分之三十二，其他百分之四十。
十三、醫事檢驗師（生）：
（一）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
：依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七八元
。
（二）掛號費收入：百分之七十八。
（三）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百分之四十三。
十四、工匠：工資收入百分之二十。工料收入百分之六十二。
十五、表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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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演員：百分之四十五。
（二）歌手：百分之四十五。
（三）模特兒：百分之四十五。
（四）節目主持人：百分之四十五。
（五）舞蹈表演人：百分之四十五。
（六）相聲表演人：百分之四十五。
（七）特技表演人：百分之四十五。
（八）樂器表演人：百分之四十五。
（九）魔術表演人：百分之四十五。
（十）其他表演人：百分之四十五。
十六、節目製作人：各項費用全部由製作人負擔者百分之四十五
。
十七、命理卜卦：百分之二十。
十八、書畫家、版畫家：百分之三十。
十九、技師：百分之三十五。
二十、引水人：百分之二十五。
二十一、程式設計師：百分之二十。
二十二、精算師：百分之二十。
二十三、商標代理人：百分之三十。
二十四、專利代理人：百分之三十。
二十五、仲裁人，依仲裁法規定辦理仲裁業務者：百分之十五。
二十六、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人或未具會計師資格，辦理工
商登記等業務或代為記帳者：百分之三十。
二十七、未具律師資格，辦理訴訟代理人業務者：百分之二十三
。
二十八、未具建築師資格，辦理建築規劃設計及監造等業務者：
百分之三十五。
二十九、未具地政士資格，辦理土地登記等業務者：百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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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十、受大陸地區人民委託辦理繼承、公法給付或其他事務者
：百分之二十三。
三十一、公共安全檢查人員：百分之三十五。
三十二、依公證法規定之民間公證人：百分之三十。
三十三、不動產估價師：百分之三十五。
三十四、物理治療師：
（一）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
用）：依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
七八元。
（二）掛號費收入：百分之七十八。
（三）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百分之四十三。
三十五、職能治療師：
（一）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
用）：依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
七八元。
（二）掛號費收入：百分之七十八。
（三）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百分之四十三。
三十六、營養師：百分之二十。
三十七、心理師：百分之二十。
三十八、受委託代辦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之承租、續租、過戶及繼
承等申請者：百分之三十。
三十九、牙體技術師（生）：百分之四十。
四 十、語言治療師：
（一）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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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依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
七八元。
（二）掛號費收入：百分之七十八。
（三）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百分之二十。
附註：
一、本標準未規定之項目，由稽徵機關依查得資料或相近業別之
費用率認定。
二、配合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勞動基準法，執行
業務者一百零六年度於週休二日上班致增加人事費用者，如
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並於辦理該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檢
附聲明書及相關資料並切結屬實供稽徵機關查核者，其適用
之費用率為規定之費用率加百分之一（不含全民健康保險收
入部分）；執行業務者應備妥受影響之相關資料，稽徵機關
必要時得調閱審查：
（一）已依法為員工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二）給付員工薪資已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扣繳。

※訂定「一百零六年度私人辦理補習班幼兒園
與養護療養院所成本及必要費用標準」，自
即日生效
財政部民國 107 年 1 月 31 日台財稅字第 10600688502 號令

訂定「一百零六年度私人辦理補習班幼兒園與養護療養院所成本
及必要費用標準」，並自即日生效。
一百零六年度私人辦理補習班幼兒園與養護療養院所成本及必
要費用標準
私人辦理補習班、幼兒園與養護、療養院（所），其創辦人、設
立人或實際所得人如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或未依法設帳記載並
保存憑證，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依下列標準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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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其成本及必要費用：
一、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為收入之百分之六十五。
二、文理類（升學、語文、法商及其他）補習班：為收入之百分
之五十。
三、技藝類（縫紉、美容、美髮、音樂、舞蹈及其他）補習班：
為收入之百分之五十。
四、私立托嬰中心、幼兒園：為收入之百分之八十。
五、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為收入之百分之六十。
六、私立養護、療養院（所）：為收入之百分之七十五。但依「
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設置之私立護理機構、依「老人福
利機構設立標準」設立之機構及依「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管
理辦法」設置之精神復健機構，為收入之百分之八十五。
附註：
一、私人辦理補習班、幼兒園與養護、療養院（所）等，如同時
經營兩項以上業務，應就各類業務收入分別適用各該類別之
成本及必要費用標準，計算所得額。
二、私立養護、療養院（所）經營之業務範圍，屬應辦理營業登
記並課徵營業稅者，不適用本標準計算其成本及必要費用。
三、配合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勞動基準法，私人
辦理補習班、幼兒園與養護、療養院（所）一百零六年度於
週休二日上班致增加人事費用，如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並於
辦理該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檢附聲明書及相關資料並切
結屬實供稽徵機關查核者，其適用之費用率為規定之費用率
加百分之一；私人辦理補習班、幼兒園與養護、療養院（所
）應備妥受影響之相關資料，稽徵機關必要時得調閱審查：
（一）已依法為員工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二）給付員工薪資已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扣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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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令
※有關「農業產銷必要設施之建蔽率不得超過百
分之六十」之適用疑義
內政部民國 107 年 1 月 11 日內授營中字第 1071103101 號函

主旨：有關函詢「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29 條第 3 項「
農業產銷必要設施之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六十」之適用
疑義案。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6 年 11 月 23 日農授糧字第 1060
245375 號函辦理並復貴府 106 年 10 月 7 日屏府農企字第 10
674617100 號函。
二、查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29 條第 3 項規定略以：「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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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業已明定應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
定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故都市計畫農業區申請設置農業產
銷必要設施，除應符合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有關規
定外，應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
許使用審查辦法暨上開函示規定辦理。
三、檢附上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6 年 11 月 23 日農授糧字第
1060245375 號函影本乙份供參，另本部 92 年 7 月 1 日台
內營字第 0920087606 號函自即日停止適用。

判解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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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以自有資金為子女購置財產應定性為贈
與，抑或僅係借用子女名義買賣房地，應視
其管理、處分、及受益權能歸屬於何人而定
，而不得遽認係屬贈與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判字第 59 號判決
案由摘要：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
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2 月 9 日
要
旨：父母以自有資金為子女購置財產之類型，究係應定性
為贈與行為，抑或僅係借用子女名義買賣房地，應視
所價購而來的財產，其法律上及經濟上管理、處分、
及受益權能歸屬於何人而定；且藉用子女名義買賣房
地亦屬常見，應依買賣之過程、動機及其他事證判斷
之。如遽認係屬贈與，其適用法規顯有不當。

※為明瞭當事人有無自耕或委託自耕之能力，
應有由法院通知其到庭說明之必要，若當事
人未能出庭，法院亦可依職權調查證據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判字第 60 號判決
案由摘要：耕地三七五租約
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2 月 9 日
要
旨：為明瞭當事人有無自耕或委託自耕之能力，應有由法
院通知其到庭說明之必要；若確實未能出庭，其原因
究竟為何，又是否有就醫之紀錄等，亦有命其說明之
必要，法院亦可依職權調查證據。如未進一步調查審
認，即遽認當事人並無不能自任耕作之情形，尚嫌速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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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契約既已到期，當事人於租期屆滿前雖
有提出繼續使用之申請，但業經主管機關否
准許可繼續使用，即含有否准繼租之意，兩
造間已無租賃關係存在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4 年上字第 317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請求同意續租
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2 月 14 日
要
旨：私法契約只要不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及公序良俗，均得
由當事人依其自由意志及雙方意思表示合致後自行約
定；契約既未約定當事人於租期屆至後，即當然取得
優先承租或續訂租約之權利，且公有市場店鋪之使用
，並無強制一方負有訂約之法律依據。因此，兩造原
有之租賃契約，既已到期，當事人於租期屆滿前雖有
提出繼續使用之申請，但業經主管機關否准許可繼續
使用，即含有否准繼租之意，兩造間就該攤位已無租
賃關係存在。

※租賃物為房屋，而其租金約定於每期開始時
支付者，非於承租人遲付之租金總額達二個
月之租額，且遲延給付逾二個月時，出租人
不得終止契約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6 年台上字第 757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
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2 月 15 日
要
旨：於無害出租人之利益範圍內，為保護承租人之利益，
自不得因當事人以契約預先排除之。且租賃物為房屋
，而其租金約定於每期開始時支付者，非於承租人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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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之租金總額達二個月之租額，且遲延給付逾二個月
時，出租人不得終止契約。

※建設公司交付房屋未提出契約所定之溫泉水
供當事人使用，構成不完全給付，其瑕疵已
無法補正，得請求其賠償未提供溫泉水所受
之損害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6 年台上字第 106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請求減少價金等
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2 月 23 日
要
旨：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
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不完
全給付之情形可能補正者，債權人可依遲延之法則行
使其權利；如其給付不完全之情形不能補正者，則依
給付不能之法則行使權利。因此，建設公司交付房屋
未提出契約所定之溫泉水供當事人使用，未依債務本
旨為給付，構成不完全給付。

※主管機關於辦理徵購前，土地所有權人對於
地下，仍得自由使用收益，對於地下之自由
使用收益受有限制，因此所受損失，應給予
相當之補償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判字第 87 號判決
案由摘要：自來水法
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2 月 23 日
要

旨：既成道路符合一定要件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土地所
有權人之自由使用收益受有限制，惟主管機關於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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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徵購前，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地下，仍得自由使用
收益，對於地下之自由使用收益受有限制，因此所受
損失，應給予相當之補償。而此所稱損失，係因主管
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埋設管線，人民對其實體財產自
由使用收益之自由權因公益之故而遭受特別限制或剝
奪所致。惟土地所有權人依自來水法第 53 條第 1 項規
定之補償請求權，為公法上請求權，亦應於得請求時
起適用一般之公法上請求權時效期間規定。

※公共設施保留地為停車場設施使用之建築物
，應向所在地主管建築機關辦理申請，若所
興建之建築物妨礙既成巷路之通行，即為法
所不許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判字第 97 號判決
案由摘要：巷道爭議
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2 月 24 日
要

旨：作為道路預定地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是否得興建停車場
，與市區道路維護機關對於妨礙道路通行障礙之排除
間，兩者係屬二事。此外，於公共設施保留地為停車
場設施使用之建築物，應向所在地主管建築機關辦理
申請，若所興建之建築物妨礙既成巷路之通行，即為
法所不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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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 月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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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年

637.3 642.1 640.1 614.1 610.7 599.9 590.1 575.3 584.0 580.3

591.5

603.8

民國 58 年

598.8 591.1 593.2 590.4 597.1 591.8 579.9 568.5 568.9 521.6

545.3

570.8

民國 59 年

577.3 567.9 564.4 561.6 564.4 568.9 559.7 543.8 530.1 538.3

545.0

550.3

民國 60 年

540.3 542.6 545.3 546.4 545.8 545.8 545.6 536.3 536.6 532.9

534.6

535.7

民國 61 年

543.8 532.4 533.5 532.9 530.4 524.9 520.3 502.7 504.0 524.4

531.2

522.2

民國 62 年

536.0 528.5 530.1 522.5 515.8 510.3 496.3 485.6 465.9 431.9

423.4

421.0

民國 63 年

383.5 332.9 328.4 330.6 333.3 334.4 330.1 326.5 316.3 316.8

312.3

314.2

民國 64 年

317.1 316.7 319.4 317.3 317.1 310.1 310.1 309.0 309.4 305.5

308.0

313.5

民國 65 年

308.2 307.0 304.6 303.9 305.5 306.7 305.4 303.2 303.4 305.1

305.8

302.5

民國 66 年

298.6 293.8 295.0 292.7 291.5 282.6 282.3 270.4 274.2 277.2

282.0

283.4

民國 67 年

278.6 276.5 276.2 271.2 271.3 271.6 272.3 267.4 263.4 261.2

262.1

263.3

民國 68 年

262.4 261.2 257.6 252.6 250.5 247.9 245.7 239.5 232.0 232.6

236.0

234.0

民國 69 年

224.8 220.4 219.2 218.2 214.1 208.5 207.1 202.4 194.9 191.5

191.3

191.5

民國 70 年

183.2 180.1 179.3 178.6 179.3 177.6 177.0 175.2 173.2 174.1

175.3

175.5

民國 71 年

174.4 175.0 174.5 174.1 173.0 172.7 172.8 167.7 169.3 170.6

172.0

171.4

民國 72 年

171.3 169.6 168.9 168.2 169.3 168.1 170.0 170.1 169.6 169.6

171.1

173.4

民國 73 年

173.3 171.6 171.1 170.8 168.8 168.9 169.3 168.7 168.2 168.8

169.8

170.6

民國 74 年

170.5 169.2 169.1 169.9 170.5 170.7 170.6 171.3 168.5 168.7

171.1

172.9

民國 75 年

171.3 170.8 170.8 170.4 170.2 169.7 170.2 169.2 165.0 165.4

167.7

168.5

民國 76 年

168.9 169.3 170.6 170.0 170.0 169.9 167.9 166.6 166.0 167.5

167.0

165.3

民國 77 年

168.0 168.7 169.6 169.4 167.5 166.5 166.5 164.2 163.6 162.5

163.3

163.5

民國 78 年

163.5 162.0 161.7 160.2 159.0 159.5 160.2 158.9 154.8 153.4

157.4

158.5

民國 79 年

157.4 157.6 156.5 154.9 153.3 153.9 152.9 150.4 145.4 148.6

151.5

151.6

民國 80 年

149.9 149.0 149.8 148.8 148.3 148.0 146.9 146.6 146.4 145.0

144.5

145.9

民國 81 年

144.5 143.2 143.0 140.8 140.3 140.7 141.7 142.3 137.9 137.9

140.2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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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年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民國 82 年

139.4 139.0 138.5 137.0 137.4 134.8 137.2 137.8 136.9 136.3

136.0

134.9

民國 83 年

135.5 133.7 134.1 132.9 131.7 132.0 131.7 128.7 128.3 129.7

130.9

131.4

民國 84 年

128.7 129.3 129.1 127.2 127.5 126.1 126.8 126.5 125.8 126.1

125.6

125.6

民國 85 年

125.8 124.6 125.3 123.7 123.9 123.2 125.0 120.4 121.1 121.6

121.7

122.5

民國 86 年

123.4 122.1 124.0 123.1 123.0 121.0 121.0 121.2 120.4 122.0

122.3

122.2

民國 87 年

121.0 121.7 121.0 120.6 121.0 119.2 120.0 120.6 119.9 118.9

117.7

119.7

民國 88 年

120.5 119.2 121.5 120.7 120.4 120.2 121.0 119.2 119.2 118.4

118.8

119.5

民國 89 年

119.9 118.1 120.2 119.2 118.5 118.6 119.3 118.9 117.3 117.3

116.2

117.6

民國 90 年

117.1 119.4 119.7 118.7 118.7 118.8 119.2 118.4 117.9 116.1

117.5

119.6

民國 91 年

119.1 117.7 119.7 118.5 119.0 118.7 118.7 118.7 118.8 118.1

118.2

118.7

民國 92 年

117.9 119.5 119.9 118.6 118.7 119.4 119.8 119.4 119.0 118.2

118.7

118.8

民國 93 年

117.8 118.8 118.8 117.5 117.6 117.3 116.0 116.4 115.8 115.4

116.9

116.9

民國 94 年

117.3 116.5 116.2 115.6 114.9 114.6 113.3 112.4 112.3 112.4

114.1

114.3

民國 95 年

114.2 115.4 115.7 114.2 113.1 112.6 112.4 113.1 113.7 113.7

113.8

113.6

民國 96 年

113.8 113.4 114.7 113.4 113.2 112.5 112.7 111.3 110.3 108.0

108.6

109.9

民國 97 年

110.6 109.2 110.3 109.2 109.1 107.2 106.6 106.3 106.9 105.4

106.5

108.5

民國 98 年

108.9 110.6 110.5 109.7 109.2 109.3 109.1 107.2 107.9 107.5

108.3

108.8

民國 99 年

108.7 108.1 109.1 108.2 108.4 108.0 107.7 107.7 107.6 106.9

106.7

107.5

民國 100 年

107.5 106.7 107.6 106.8 106.6 106.0 106.3 106.2 106.1 105.5

105.6

105.3

民國 101 年

105.0 106.4 106.3 105.3 104.8 104.1 103.7 102.7 103.1 103.1

103.9

103.7

民國 102 年

103.8 103.4 104.9 104.2 104.0 103.5 103.7 103.5 102.2 102.5

103.2

103.3

民國 103 年

103.0 103.4 103.2 102.5 102.4 101.8 101.9 101.4 101.5 101.4

102.3

102.7

民國 104 年

104.0 103.6 103.8 103.4 103.1 102.4 102.5 101.9 101.2 101.1

101.8

102.6

民國 105 年

103.1 101.2 101.8 101.5 101.9 101.5 101.3 101.3 100.8 99.4

99.8

100.9

民國 1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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