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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士法相關解釋函令 

《地政士法第8條解釋函令7則》 

與地政士專業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及得折算專業訓練時數規定 
內政部91年8月29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84966號令 

內政部93年3月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30724124號

令修正第5點 

內政部94年12月2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7299741

號公告第1點中所稱「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刊物」 

一、於大專校院發行之學術期刊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刊物具名發

表1萬字以上有關土地行政之論文；每篇論文折算6小時，2人具名發表

者，第一位折算4小時，第二位折算2小時；3人以上具名發表者，第一

位折算3小時，第二位折算2小時，第三位折算1小時；第四位以後不計

折算時數。 

二、於大專校院講授有關土地行政課程之證明文件；每科目每學分每學期

之講授折算2小時。 

三、於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得辦理地政士專業訓練之機關(構)、學校、團體

擔任課程講授之證明文件，得按實際課程時數折算。但每年同一科目

最多不得超過4小時。 

四、具名著作有關土地行政2萬字以上之學術書籍；每一著作折算9小時，

2人具名發表者，第一位折算6小時，第二位折算3小時；三人具名發

表者，第一位折算4小時，第二位折算3小時，第三位折算2小時；第

四位以後不計折算時數。增訂或再版者，不予折算。 

五、參加主管機關、設有土地行政相關科(系、組)之學校或地政士公會舉

辦與土地行政相關之講(研)習會、研討會或專題演講者，得按實際講

(研)習會、研討會或演講時數計算，並由舉辦單位核發證明文件。但

每節不足50分鐘者，不予計算。 

六、第一點及第四點內容相同之部分，不得重複折算專業訓練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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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與地政士專業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及得折算專業訓練時數規定」第

1點中所稱「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刊物」，如附件。 

項次 期刊名稱 出版者 備註 

1 

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

引（TSSCI）正式或觀

察名單中之期刊 

 
請至下列網址查詢： 

http://ssrc.sinica

.edu.tw/ 

2 

國內外學術研討會或

座談會發表論文之刊

物 

  

3 土地問題研究季刊 中國地政研究所  

4 住宅學報 中華民國住宅學會  

5 土地經濟年刊 中國地政研究所  

6 經社法制論叢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7 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 中央研究經濟研究所  

8 臺灣土地金融季刊 臺灣土地銀行  

9 臺灣金融財務季刊 臺灣金融研訓院  

10 現代地政 現代地政雜誌社  

11 土地事務月刊 土地事務雜誌社  

12 
其他經內政部會商通

過之國外期刊 

 本 項 係 視 實 際 案

例，由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報內政

部召開會議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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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政士專業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及得折算專業訓練時數

規定」溯自91年4月24日地政士法施行日起適用 

內政部91年12月6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86301號函 

本部91年8月29日臺內中地字第0910084966號令發布「與地政士專業

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及得折算專業訓練時數規定」，溯自91年4月24日地政

士法施行日起適用。 

參加地政事務所辦理之土地行政之研討會或專題演講，不得

折算專業訓練時數 

內政部92年4月2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05183號函 

本部91年8月29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84966號令訂定「與地政士專業

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及得折算專業訓練時數規定」第5點：「參加主管機

關、設有土地行政相關科(系、組)之學校或地政士公會舉辦有關土地行政

之研討會或專題演講之證明文件；每次活動折算1小時。」，上開所稱主管

機關，依地政士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是以，地政事務所非

屬上開規定之主管機關；又得折算時數之活動，係指主管機關舉辦有關土

地行政之研討會或專題演講，如主管機關舉辦一般性法令宣導或座談會，

與上開規定有別，不得折算其時數。 

各直轄市政府地政處及縣(市)政府(地政局)所舉辦有關土地

行政之研討會或專題演講，得依「與地政士專業訓練相當之

證明文件及得折算專業訓練時數規定」第5點折算時數 

內政部93年2月1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30000796號函 

查本部以91年8月29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84966號令發布「與地政士

專業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及得折算專業訓練時數規定」第5點：「參加主管

機關、設有土地行政相關科(系、組)之學校或地政士公會舉辦有關土地行

政之研討會或專題演講之證明文件；每次活動折算1小時」，上開所稱主管

機關，依地政士法第3條規定，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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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另查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1款第4目及第19條第1

款第4目規定，土地行政分別為直轄市、縣(市)自治事項。準此，直轄市

政府地政處及縣(市)政府(地政局)所舉辦有關土地行政之研討會或專題

演講，自得依上開規定折算時數。 

地政士2人以上組織聯合事務所共同執行業務，原核發1張開

業執照，93年7月2日起改為1人1照 

內政部93年7月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30724694號函 

地政士2人以上組織聯合事務所共同執行業務，原核發1張開業執照，

自即日起改為1人1照，請查照。 

地政士2人以上組織聯合事務所，共同執業人因故申請單獨開

業，如其他共同執業人無法共同提出申請時，該地政士得單

獨申請開業登記 

內政部94年1月17日內授中辦字第0940040514號函 

一、按本部91年8月30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84969號令修正「地政士開業

及變更登記申請須知」第1點第2款變更登記第(2)目規定：「地政士申

請登記後，如有地政士法第9條第1項第1款至第4款或共同執業人變更

等原因者，應備具申請書、原開業執照及變更事項證明文件，向原登

記主管機關申請變更登記。」。實務上，辦理聯合事務所開業登記，

應由共同執業人全體提出申請，故辦理變更時亦同。惟如共同執業人

之一申請變更為單獨執業，他方共同執業人無法配合辦理者，主管機

關應先通知他方共同執業人限期會同辦理，逾期無法會同時，得由申

請人出具切結書並檢附相關書件單獨申請註銷己方原開業執照後，再

重行申請開業執照。 

二、事務所或聯合事務所名稱及地址變更時，地政士應於30日內，向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備查，為地政士法第9條第2項所明定。故主

管機關應通知他方共同執業人依上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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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停止執業經註銷登記後，重行申請開業登記相關規定 

內政部102年3月1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26650460號令 

一、地政士自行停止執業經註銷登記後，重行申請開業登記時，如原開業

執照效期尚未屆滿，應依地政士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檢附文件，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並得免附該細則第7條第1項第4

款4年內完成專業訓練30個小時以上或與專業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

經審查合於規定者，以原開業執照效期發給執照。原開業執照效期已

屆滿者，應依地政士開業執照換發相關規定辦理。 

二、本解釋令自即日生效，同時廢止本部93年6月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4656號令。 

《地政士法第10條解釋函令2則》 

地政士法第10條及第11條有關公告、通知及備查之辦理方式 

內政部91年5月7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84351號令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地政士登記

後，應公告與通知相關機關及地政士公會，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註

銷登記時，亦同。」同法第11條第2項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撤

銷或廢止地政士開業執照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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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有關公告、通知及備查之

辦理方式如下： 

一、公告應揭示於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公告處所，或刊登公報。 

二、公告、通知及備查內容應記明地政士姓名、出生日期、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證書字號、開業執照字號、事務所名稱及地址、或註銷登記、

撤銷、廢止開業執照原因。 

三、每月10日以前，應將上月開業、註銷登記及撤銷、廢止開業執照案件，

依所附「○○市、縣(市)地政士開業及異動登記清冊」格式，以電腦

作業系統列印後，函送該管地政士公會，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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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士之「出生日期」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於辦理開

業及註銷登記時，免於公告 

內政部93年8月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30010654號令 

為防杜地政士個人資料外洩，修正本部91年5月7日台內中地字第

0910084351號令有關地政士法第10條及第11條第2項辦理公告內容刪除

「出生日期」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政士法第13條解釋函令1則》 

地政士事務所不得使用易於使人誤認為與政府機關有關之名稱 

內政部91年9月11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84993號函 

查地政士法第13條規定：「地政士事務所名稱，應標明地政士之字

樣。」，自應依規定辦理。惟為避免地政士事務所與地政事務所名稱產生

混淆，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受理開業或變更登記時，得依具體實

情，參照商業登記法第26條，不得使用易於使人誤認為與政府機關有關之

名稱規定辦理。 

《地政士法第17條解釋函令4則》 

地政士法第 17 條所稱之「其他地政士」應以領有地政士開業

執照者始得為之 

內政部91年9月16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14264號函 

查地政士法第17條規定：「地政士應自己處理受託事務。但經委託人

同意、另有習慣或有不得已之事由者，得將業務委由其他地政士辦理。」

據此地政士接受委託案件後，如有上開但書規定情事，得經委託人同意將

業務委由其他地政士辦理；至委任之其他地政士應以依同法第7條規定領

有開業執照之地政士始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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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士法第17條所稱之「其他地政士」應即為複代理人，除

應領有地政士開業執照外，並應加入該管地政士公會 

內政部91年12月2日內授中辦字第0910085791號函 

地政士依地政士法第17條規定，將業務委由其他地政士辦理，該受委

託之「其他地政士」應即為複代理人，除應依地政士法第7條規定領有開

業執照外，並有同法第33條規定之適用。 

已辦理簽證人登記之地政士得為其他未辦簽證人登記之地政

士辦理簽證業務，惟雙方應具有委任關係 

內政部93年7月2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30725417號函 

查地政士法第17條規定：「地政士應自己處理受託事務。但經委託人

同意、另有習慣或有不得已之事由者，得將業務委由其他地政士辦理。」

另查本部91年12月2日內授中辦字第0910085791號函示：「地政士法第17條

所稱之『其他地政士』應即為複代理人，除應領有地政士開業執照外，並

有同法第33條規定之適用」。按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之簽證為地政士得執行

業務之一，地政士對其受理之委託案件辦理簽證時，如有前揭條文但書規

定情形者，得將簽證業務委由其他地政士辦理，惟委託人與代理人或複代

理人間應具有委任關係，亦即經簽證人簽證之申辦土地登記案件應以簽證

人為代理人或複代理人，始可簽證。 

複代理人受託代理申請土地登記案，於更換或增列複代理人

時，原則仍應由申請人同意始得辦理 

內政部96年8月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60049221號函 

查土地登記規則第36條、第37條第1項及地政士法第17條分別規定：

「登記申請書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由代理人申

請者，代理人並應於登記申請書或委託書內簽名或蓋章；有複代理人者，

亦同。」、「土地登記之申請，委託代理人為之者，應附具委託書；其委託

複代理人者，並應出具委託複代理人之委託書。但登記申請書已載明委託

關係者，不在此限。」及「地政士應自己處理受託事務。但經委託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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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習慣或有不得已之事由者，得將業務委由其他地政士辦理。」，據此，

本案複代理人受託代理申請土地登記案件後，如複代理人更換或增列時，

依上開規定意旨，原則仍應由申請人同意始得辦理。 

《地政士法第19條解釋函令4則》 

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簽證作業試辦要點於91年11月1日廢止

後，不動產契約或協議在廢止日以前簽訂者，仍得以簽證方

式申辦土地登記 

內政部91年12月19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19310號函 

查本部91年11月1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85759號令廢止「土地登記專

業代理人簽證作業試辦要點」，並自91年11月1日生效。原簽證人在未依地

政士法第19條規定取得簽證人資格前，其以簽證方式代理申請土地登記案

件，應以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之簽訂日期為準；亦即試辦要點廢止日(91年

11月1日)以前訂定契約者，其簽證人資格仍然存在，仍得以簽證方式申請

土地登記事項。 

地政士法第19條第1項第2款所稱一定金額 

內政部92年3月1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02649號令 

有關地政士法第19條第1項第2款所稱一定金額，於金門縣、連江縣、

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為新臺幣30萬元，其他縣(市)為新臺幣35萬元，

直轄市為新臺幣40萬元，並自中華民國92年4月1日起生效。 

地政士法施行前，已完成登記之簽證人，於該法施行後，有

關資格轉換作業補充規定 

內政部92年6月1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09093號函 

一、地政士法(以下簡稱本法)施行前，已依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簽證作業

試辦要點規定完成登記之簽證人，如於限期3個月內補繳簽證保證金

差額新臺幣10萬元者，依92年5月3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827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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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修正「地政士簽證責任及簽證基金管理辦法」第19條之1第1項規

定，視為已辦理簽證人登記。至有關資格轉換作業補充規定如下： 

(一)已補繳簽證保證金差額者，仍應依地政士法施行細則第14條規

定檢附申請書件，向開業登記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登記，惟得免附第3款「本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之資格證明文件

及其影本」，以資簡化。 

(二)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後，應依地政士法施行細則第15

條及本部91年12月1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10019733號函規定審

查並建檔後，製作簽證人名簿函送有關機關及公會。 

二、另為便於識別簽證人，請全國聯合會儘速依本部91年10月31日召開地

政士簽證座談會結論，研究製作簽證人識別標誌。 

地政士之事務所遷入他縣市，重新申請開業登記，無需重新
申請簽證人登記 

內政部96年11月2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60054463號函 

查地政士法第19條第1款規定，地政士申請簽證人登記係經由地政士

公會全國聯合會推薦；次查地政士簽證責任及簽證基金管理辦法第19條規

定，簽證人因自行停止執業、死亡或經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撤回推薦

者，方才喪失地政士簽證資格。地政士重新申請開業登記時，無需重新申

請簽證人登記；惟受理縣(市)政府應於審查合於規定，發給新開業執照，

同時通知原登記之主管機關將原簽證人名簿資料函送該府逕為登記後，再

由其將異動後之簽證人名簿函送所轄地政事務所、他縣(市)主管機關、該

地政士所屬地政士公會及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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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第15條解釋函令2則》 

簽證人名簿應以正本函送他縣(市)主管機關及其所轄地政事

務所 

內政部91年12月16日內授中辦字第0910019733號函 

查地政士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所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受理前條簽證人登記申請案件，其經審查合於規定者，應予建檔、製作簽

證人名簿，及將簽證人名簿函送所轄地政事務所、申請人所屬地政士公會

及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國聯合會)，並得依其申

請，將簽證人名簿函送他縣(市)主管機關及其所轄地政事務所。」，依前

揭規定函送之簽證人名簿，為爭取時效並避免影本資料模糊不清或影印比

例之誤差，應統一以正本，直接函送他縣(市)主管機關及其所轄地政事務

所。 

關於受理地政士申請簽證人登記案件之處理事項 

內政部92年8月1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84003號函 

查地政士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

理前條簽證人登記申請案件，其經審查合於規定者，應予建檔、製作簽證

人名簿，及將簽證人名簿函送所轄地政事務所、申請人所屬地政士公會及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國聯合會)，並得依其申請，

將簽證人名簿函送他縣(市)主管機關及其所轄地政事務所。廢止登記時，

亦同。」茲為統一簽證人登記申請案件准駁之作法，並使民眾易於識別簽

證人，請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受理簽證人登記申請案件，其經審查合於規定者，除應依地政士法施

行細則第15條規定辦理外，並依附件格式(如後附)函復申請人。駁回

申請時，應退還地政士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2款至第4款之文件。 

(二)加強宣導，請簽證人將主管機關發給之公函揭示於事務所明顯處，以

方便民眾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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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士法第21條解釋函令1則》 

地政士法第21條第6款權利價值逾新臺幣1千萬元之核算 

內政部94年9月1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051465號函 

按地政士依法向開業登記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簽證人登

記，於受託辦理業務時，對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之簽訂人辦理簽證，為地政

士法第19條第1項所明定。準此，有關地政士法第21條第6款權利價值逾新

臺幣1千萬元之登記，不得辦理簽證；其權利價值之核算，應以同一不動

產契約或協議之簽訂人之土地登記案件核算之。 

《地政士法第26條之1解釋函令9則》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於101年8月1日起應申報

案件之認定及相關事宜 

內政部101年7月5日台內地字第1010241729號函 

一、100 年 12 月 13 日立法院修正通過，12 月 30 日總統公布之地政士法

第26 條之 1、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 條之 1 及平均地權條例第

47條有關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相關條文之施行日期，業

經行政院以101 年 6 月 27 日院臺建字第1010135254 號令核定為101

年 8 月 1日。自該日起應申報登錄之成交案件，買賣案件以登記機關

該日起所收登記申請，登記原因為買賣之案件。租賃案件以該日起，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所簽定租賃契約書之案件。代銷案件以該日起，不

動產代銷經紀業簽有起造人或建築業委託代銷契約，所成交之案件。 

二、為確認申報義務人，本部業以101年6月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16651007

號函發布修正土地登記申請書格式，增列「不動產經紀業名稱及統一

編號」及「不動產經紀業電話」2欄，請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買賣登記

案件收件時，如遇非地政士所送案件，應向送件人說明或提示，該案

件如屬經紀業居間或代理成交，請其於登記申請書上開相關欄位填載

資訊，以利確認申報義務人及辦理後續申報登錄稽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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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另有關申報書格式及填寫說明，本部業以101年6月18日台內地字第

1010217549號令發布有案，為利相關業者及民眾申報填寫有參考依

循，本部並已完成買賣、租賃及預售屋交案件填寫範例，置於本部地

政司全球資訊網實價登錄專區，各單位可逕至網頁參考。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須由申報義務人自行申報登錄 

內政部101年8月3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16038766號函 

一、依據「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買賣)」填寫說明第 4點略以：

「…由地政士申報登錄者，申報書相關欄位由權利人確認後予以簽

章，其簽章方式為『簽名』或『蓋章』。權利人如為法人則蓋法人章及

負責人章。」係為使權利人確認申報書相關欄位之填載，以免發生申

報不實情形，至於受理申報登錄機關得收受原已由權利人完成簽章之

申報書及臨櫃登錄列印之申報書併案裝訂存查。 

二、另按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第2項及第3項……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交

案件實際資訊，無論申報義務人為權利人、地政士或不動產經紀業，

依上開規定均須由申報義務人自行申報登錄。 

實價登錄不實者有觸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於公

文書罪」之虞 

內政部101年9月7日台內地字第1010296604號函 

依法務部101年7月2日法檢字第10100124160號函略謂「…依最高法院

73年度臺上字第1710號判例意旨，刑法第214條所謂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

項於公文書罪，須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並依

其所為之聲明或申報予以登載，而屬不實之事項者，始足構成，若其所為

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尚須為實質之審查，以判斷其真實與否，始得為一定

之記載者，即非本罪所稱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是以，申報人登錄不實，

是否該當刑法第214條之罪責，端視公務員對於申報事項有無實質審查義

務而定。…」依實價登錄制度之立法意旨觀之，主管機關對申報人申報登

錄資料並無實質審查之義務，又各主管機關係於申報人完成申報登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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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進行抽查核對登錄資料之正確性，尚非實質審查，故申報不實之法律效

果及是否屬資料提供者構成該刑責，請依法務部上開號函意旨辦理。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備註欄註明事項 

內政部101年10月19日台內地字第1010339352號函 

一、本部101 年 6 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1010217549 號令發布之「不動產成

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格式」，其中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

(買賣)備註欄，係指與不動產交易相關資訊未盡事項，可於本欄內註

明。另以買賣為登記原因，卻無實際交易價格者，亦可於備註欄敘明

無交易價金之詳細理由；租賃及預售屋申報書亦有類此規定。 

二、備註欄所備註之事由如未影響價格而可對外提供查詢者，本部將於剔

除姓名等個人資料後，一併對外揭露。另備註欄註記事項應與交易事

實相符，以免有申報不實之疑慮。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請書備註欄勿輸入相關個人資料 

內政部101年12月4日台內地字第1010380022號函 

為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施行，於申報登錄案件時，申報義務人勿於

備註欄輸入相關個人資料，以免違反相關法令而遭受處罰。 

申報書之交易日期欄位原則上採私契簽訂日期(個案) 

內政部102年6月19日台內地字第1020216102號函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買賣)之交易日期依申報書填寫說

明係「指成交案件簽訂契約之日期，亦得以登記(簿)謄本所載之原因發生

日期填載。」原則上盡量採私契簽訂日期申報登錄。申報登錄義務人對於

交易日期採私契簽訂日期申報登錄，以避免價格資訊被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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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價登錄不得將仲介費納入買賣成交價格一併申報 

內政部102年7月1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26651368號函 

一、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登錄資訊之發布與提供查詢，旨在促進不動產交

易資訊透明化，減少不動產價格哄抬現象，使房地產市場更為健全發

展，實現居住正義。近期報載部分申報登錄案件疑似有「低價高報」

及「假登錄、真撐盤」等情事，本部業以 102 年 6 月 18 日台內地字

第10202238281 號函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規定篩選異常案件

不予揭露，並優先進行查核；同日台內地字第1020223828 號函(諒達)

請 貴會轉知所轄各公會及會員，核實提供交易資訊辦理實價申報登

錄事宜在案。 

二、邇來有部分房仲業者將約定由買方負擔之仲介費用納入買賣成交價格

一併申報情形，依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買賣)填寫說明

「9.房地交易總價」(本部101年6月20日台內地字第1010226350號函

諒達)規定：「…賡續上例，如總價1000萬元，賣方負擔土地增值稅50

萬元、仲介服務費20萬元，雖賣方實際淨收取930萬元，如買賣契約

書即載明1000萬元，本欄仍需填載1000萬元。如屬買方負擔稅費(俗

稱賣清)情形，仍以買賣契約書金額填載，並請於備註欄註明，且儘

量註明買方負擔金額，以利明瞭。」以此類推，如雖由買方負擔一定

金額仲介服務費，仍需依契約書所載1000萬元申報登錄，不得將買方

負擔仲介費納入買賣成交價格一併申報，如買方(權利人)認為有必要

者，得於備註欄內註明仲介服務費之金額。基此，實價登錄之交易總

價，仍請確依買賣契約書之買賣總價款申報登錄。 

為避免部分人士藉由實價登錄制度進行不動產價格哄抬行為 

內政部102年10月16日台內地字第1020326384號函 

一、製造假成交價墊高區域行情及假報高租金，意圖哄抬不動產價格、干

擾不動產市場健全發展之情事，其行為除已違反平均地權條例、地政

士法、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等規定，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15 萬元

以下罰鍰外，申報義務人另有觸犯刑法第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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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於公文書罪之虞，不實資訊提供者亦有刑法第28 條為共同實行犯

罪行為之虞。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請持續依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

查詢收費辦法相關規定，篩選異常案件不予揭露，並優先進行查核；

且得要求當事人提供買賣（租賃）契約及付款或資金流向等書面證明

文件，以確保申報登錄價格之真實正確。 

預售屋換約後於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後之買賣不動產成交

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 

內政部102年11月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26038124號 

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1第2項規定，經營代銷業務者，對

於起造人或建築業委託代銷之案件，應於委託代銷契約屆滿或終止30日

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訊。有關不動產代銷經紀業受託

銷售之預售屋，於委託代銷契約期間成交之預售屋案件（簽訂預售屋買賣

契約），買受人又自行或委託他人（例如仲介業者）轉售予第3人（簽訂權

利買賣契約），並與起造人或建築業更換原買賣契約（即變更買受人名稱

等），依上開規定，不動產代銷經紀業應於委託代銷契約屆滿或終止30日

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訊（預售屋買賣契約所載相關資

訊）。至於不動產代銷經紀業已申報登錄之預售屋案件，日後興建完成後

委託地政士申請買賣移轉登記者，仍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第3項及地

政士法第26條之1第1項規定由地政士申報登錄實際交易等相關資訊。 

《地政士法第27條解釋函令1則》 

地政士刊登借（貸）款業務廣告違反地政士法第27條規定 

內政部100年10月2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00050720號函 

有關地政士刊登借(貸)款業務廣告有無違反地政士法第27條規定疑

義乙案，茲檢送本部100年6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00724792號函及100

年11月2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00050142號函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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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100年6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00724792號函 

按「地政士不得有下列行為：…四、為開業、遷移或業務範圍以外之

宣傳性廣告。…」、「違反第27條第4款規定者，應予申誡或停止執行業務。」

分別為地政士法第44條第2款所明定。本案貴市開業地政士執行借(貸)款

業務是否違反金融相關法規或涉刑事責任應該等相關法規處理。又本案相

關廣告如經查明確屬地政士所刊載，且其執行借(貸)款業務係以地政士名

義為之，或具相當之關聯性者，因借(貸)款業務非地政士法第16條所定地

政士得執行之業務，自應依地政士法第44條第2款規定予以懲戒。 

內政部100年11月2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00050142號函 

按地政士法第27條第4款規定，地政士不得為開業、遷移或業務範圍

以外之宣傳性廣告。地政士違反該規定者，依地政士法第44條第2款規定，

應予申誡或停止執行業務。……地政士刊登借(貸)款業務之廣告(「高額

借貸」、「急用可當天先撥款」等)，依上開規定意旨，係屬地政士法定業

務範圍以外之宣傳性廣告，至其是否確有執行該廣告內容之借(貸)款業

務，尚非審認之必要事項。 

《地政士法第29條解釋函令6則》 

登記助理員所具專科以上學校地政相關系科畢業之認定 

內政部91年6月24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09262號令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

地政、土地資源、土地管理、法律、不動產經營、土地管理與開發等

科、系、組、所畢業，領有畢業證書或專科同等資格證明書。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畢

業，領有畢業證書或專科同等資格證明書，曾修習土地法、土地登記

2科，民法、土地行政、土地稅、土地測量4科中至少2科，合計12學

分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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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助理員資格為高中或高職以上學校畢業之認定 

內政部91年10月8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15631號函 

按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3項規定：「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

學、獨立學院、2年制專科學校肄業或5年制專科學校4年級肄業持有證明

文件者，視同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有關地政士法第29條第2項第3款

規定，登記助理員為高中或高職以上學校畢業之認定，得參照上開規定辦

理。 

已開業登記之地政士得申請為他人之登記助理員 

內政部91年10月15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15757號函 

有關已申請開業登記之地政士可否申請為他人之登記助理員乙案，查

地政士法第29條規定並無限制已開業登記之地政士不得為他人之登記助

理員。 

地政士僱用登記助理員代為送件及領件以2人為限，其餘職員

人數，則不受限制 

內政部91年11月26日內授中辦字第0910085785號函 

地政士法第29條第3項規定僱用登記助理員應於僱傭關係開始前或終

止後，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所在地之地政士公會申請備查，自應

依規定辦理。其送件及領件之登記助理員以2人為限，至其餘職員人數，

則不受限制。 

地政士法第29條第2項第3款，有關地政士事務所服務2年以上

之年資，是否包括律師事務所服務之年資 

內政部92年3月24日內授中辦字第0920003799號函 

按地政士法第29條第2項第3款規定：「高中或高職以上學校畢業，並

於地政士事務所服務2年以上者。」，得申請為地政士登記助理員。查律師

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律師得辦理商標、專利、工商登記、土地登記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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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依法得代理之事務。」；另查本部86年4月14日台內地字第8675020號函

頒「律師辦理土地登記代理業務聯繫要點」第1點：「律師依律師法第20條

第2項之規定向地政機關申辦土地登記代理業務時，應親自到場，並出示

律師公會會員證供地政機關收件人員核對。」。準此，律師得申辦土地登

記代理業務，而服務其事務所之人，在律師指導下從事助理工作，應與地

政士事務所之服務相當，其出具之服務證明文件得採計年資。至證明文件

內容，除依本部91年7月29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11125號令第4點第1款規

定應包括該登記助理員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服務期間外，於該

證明文件內應加註「該員於律師事務所服務期間，確實有協助辦理土地登

記代理業務」字樣，以資證明。 

地政士受託代理申辦土地登記申請案件，得否由其登記助理
員持憑原申請案件之收件收據及原收件印章辦理領件事宜 

內政部103年4月1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650810號函 

按地政士法第29條規定，地政士受託向登記機關辦理土地登記之送件

及領件工作，得由其僱用之登記助理員為之，地政士僱用之登記助理員，

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後，得協助辦理土地登記之送件及領件

工作。又「登記助理員於送(領)件時，須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並於土地登

記申請書『備註』欄內，載明登記助理員姓名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前經本部91年9月30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14272號函釋有案，鑑於登記助

理員制度，係為協助地政士向地政事務所辦理送件及領件工作，以利業務

之執行，故登記助理員依上開地政士法規定辦理土地登記之送(領)件時，

如已出示證明文件並於土地登記申請書備註欄記明姓名及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並簽章，同時經地政士簽註由該登記助理員送(領)件及用印者，得

准由該登記助理員持憑原申請案件之收件收據及原收件印章辦理領件，以

資簡政便民及避免領件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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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士法第30條解釋函令1則》 

地政士法第30條第2項「在同一區域內，同級之地政士公會，

以1個為原則。但2個以上之同級公會，其名稱不得相同。」

之規定執行疑義（個案） 

內政部100年7月1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00047035號函 

查地政士法第30條第1項明定地政士公會之組織區域依現有行政區域

劃分為直轄市公會、縣(市)公會及全國聯合會等三個級別，其第2項雖規

定同一區域內同級之地政士公會以一個為原則，但並未限制人民另組地政

士公會之權利，僅限制2個以上之同級公會，其名稱不得相同。是以本案

所敘申請籌組成立第2個以上之直轄市或公會、縣(市)公會，依上開規定

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本於職權依法核處。 

《地政士法第46條解釋函令1則》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懲戒委員會行政幕僚事務，得就

報請案件先行調查事實及證據，並擬具處理意見 

內政部102年7月2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26651454號函 

按地政士法第45條第1項、第46條及第47條第1項之立法意旨觀之，地

政士懲戒事項，應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設立之地政士懲戒委員會審

議處理，殆無疑義。惟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懲戒委員會行政幕僚事

務，自得就報請案件先行調查事實及證據，並擬具處理意見，以供懲戒委

員會處理之參據。至於直轄市、縣(市)政府經調查事實及證據後，倘認顯

非事實或證據未臻明確，為順利懲戒委員會進行審議作業，自得請報請人

再檢附相關具體事證後憑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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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士法第49條解釋函令5則》 

違反地政士法第49條或第50條之裁罰主管機關 

內政部92年10月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15545號函 

查地政士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又同法第7條規定：「地政

士應檢具申請書及資格證明文件，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登記，

並領得地政士開業執照(以下簡稱開業執照)，始得執業。」，次查同法第

49條規定：「未依法取得地政士證書或地政士證書經撤銷或廢止，而擅自

以地政士為業者，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25萬元以下罰鍰。」，同法第50條規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擅自以地政士為業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改正或停止其行

為；屆期仍不改正或停止其行為者，得繼續限期命其改正或停止其行為，

並按次連續處罰至改正或停止為止：一、未依法取得開業執照。二、領有

開業執照未加入公會。三、領有開業執照，其有效期限屆滿未依本法規定

辦理換發。四、開業執照經撤銷或廢止者。五、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

有關違反地政士法第50條第2款、第3款或第5款情事時，依地政士法第3條

及第7條規定意旨，應由核發開業執照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處罰，

俾事權統一；另如違反地政士法第49條或第50條第1款、第4款情事時，則

由行為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處罰。 

領有地政士開業執照未加入公會之為業認定事宜 

內政部93年4月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30004304號函 

土地法第37條之1第3項及地政士法第49條、第50條有關為業認定執行

事宜，前經本部以92年3月2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81579號函釋，以事

實認定為原則。該函第10點「領有地政士開業執照者，代理申請土地登記

案件時，不得以切結方式聲明非以地政士身分為業。」，為因應實務執行

修正為：「領有地政士開業執照者，代理申請土地登記案件時，不得以切

結方式聲明非以地政士身分為業。但有親屬關係證明文件，代理配偶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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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等內親屬辦理者，不在此限。惟應由委託人於申請書或委託書內切結：

『本人未給付報酬予代理人，如有虛偽不實，願負法律責任。』及代理人

切結：『本人確未收取報酬，如有虛偽不實，願負法律責任。』，委託人及

代理人分別簽章及記明委託日期。」。 

非地政士代理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委託人及代理人於申請書

或委託書內簽註切結時得免記明委託時間 

內政部94年8月1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050417號函 

一、查「土地登記之申請，委託代理人為之者，應附具委託書；其委託複

代理人者，並應出具委託複代理人之委託書。但登記申請書已載明委

託關係者，不在此限。」為土地登記規則第37條第1項所明定，復查

本部訂定之「各項土地登記申請書、契約書、登記清冊之格式、填寫

說明、填寫範例」其中土地登記申請書填寫範例第(7)欄委任關係均

未規定應加列委任時間。 

二、本案同意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意見，對於非地政士代理申辦土地登記案

件，委託人及代理人於申請書或委託書內簽註切結時得免記明委託時間。 

公司法人擅自設置載有地政士字樣之廣告招牌，其應受裁罰

之行為人 

內政部101年12月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16041817號函 

一、地政士資格與執業態樣皆受限於本國自然人始得為之，尚未包含公司

法人型態得執行地政士業務；又地政士法第49條所稱「擅自以地政士

為業者」，固未明文規範行為人為自然人或公司法人；惟為維護不動

產交易安全，保障人民財產權益，建立地政士制度，並遏止非地政士

以公司法人名義(非以自然人名義)擅自設置載有「地政士」或「地政

士事務所」字樣之廣告招牌對不特定人公開招攬業務，足使不特定多

數人知悉其從事執行地政士業務，仍得依地政士法第49條規定裁罰該

公司法人。 

二、至於公司法人之代表人或其他受僱(從業)之人是否應予處罰，應視具

體個案情形，參酌行政罰法第7條、第14條或第15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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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第37條之1第3項及地政士法第49條、第50條有關擅自

以地政士「為業」者之認定 

內政部102年12月2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266525643號函 

一、凡非地政士代理之案件，委託人及代理人均應於登記申請書或委託書

內簽註切結。委託人切結：「本人未給付報酬予代理人，如有虛偽不

實，願負法律責任。」；代理人切結：「本人並非以代理申請土地登記

為業，且未收取報酬，如有虛偽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並由委託人

及代理人分別簽章。 

二、領有地政士開業執照者，代理申請土地登記案件時，不得以切結方式

聲明非以地政士身分執業。凡非地政士代理之案件，登記機關應予建

檔統計，以利爾後之稽核與查證，如發現代理人所簽註之切結有不實

情事者，應即追究其法律責任。 

三、未依法取得地政士證書或地政士證書經撤銷或廢止、未領有地政士開

業執照、未加入地政士公會、領有開業執照而其有效期限屆滿未重行

換照、領有地政士開業執照經撤銷、廢止或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者，

其代理之案件，登記機關應於每月10日以前，運用電腦作業系統列印

清冊，函送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處。如經處罰鍰者，應函

知所轄登記機關及其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內政部102年12月2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26652564號令 

內政部103年10月1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1301441號令 

一、土地法第37條之1第3項及地政士法第49條、第50條規定所稱「為業」

者，指以反覆同種類之行為為目的，獲取報酬並藉以維生之義，尚難

僅以固定之件數為認定標準(法務部83年3月19日(83)法律決字第

05573號函釋參照)，故有關是否以地政士為業，登記機關應以事實認

定為準。為兼顧法律規定及便利登記機關執行，除申請人舉證且經登

記機關認其顯非以此為業外，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不予受理： 

(一)同1年內於同一登記機關申請超過2件，或曾於同一登記機關申

請超過5件。但其權利人及義務人與前案相同者，不在此限。 

(二)經檢舉或相關機關(構)、團體通報並檢具具體事證(如是否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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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處所、招牌、刊登廣告、印製名片或其他明顯事證等)。 

(三)曾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地政士法第49條或第50條規定

處罰鍰。 

(四)有其他具體事證足以認定擅自以地政士為業。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受前開申請件數之限制： 

(一)權利人及義務人雙方無法會同申請時，得由當事人之一方附具

委託書，委託他方代理申辦土地登記案件時，以其為申請當事

人，毋須簽註切結。 

(二)政府機關任用之公務人員因執行公務，有足資證明文件且未收

取報酬，得免簽註切結。 

(三)從事不動產相關業者(如不動產經紀業、建設公司等)、一般金

融機構(如銀行、合作社等)，及人民團體(如農會、漁會等)，

基於土地管理業務之需要，委由員工代為申辦所屬土地或建物

之鑑界、複丈、分割、合併、更正、住址變更、地目變更、基

地號變更、書狀換(補)給及更名等不涉及相對人或第三人之測

量、登記案件(即其權利人皆為同一主體)。 

(四)有關國營公司基於營運及管理資產之需，委由員工代為申辦不

涉及相對人或第三人之測量或登記案件(如土地或建物之鑑

界、複丈、分割、合併、更正、住址變更、地目變更、基地號

變更、書狀換(補)給及更名等)，有足資證明文件且未收取報

酬，得免簽註切結。至國營公司委由員工代為申辦所屬土地或

建物涉及相對人或第三人之測量、登記案件，仍應受上開申請

件數之限制。 

三、本部92年3月2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81579號函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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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士法第50條解釋函令4則》 

已執業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於地政士法施行後，仍適用

該法第50條第2款規定 

內政部91年9月2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13255-1號令 

已執業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於地政士法施行後，尚未加入該管直

轄市或縣(市)地政士公會者，請加強宣導該等人員於91年10月31日前加入

公會，逾期未加入公會，而擅自以地政士為業者，依地政士法第50條第2

款規定辦理。 

地政事務所受理地政士送件時，該地政士是否加入地政士公

會，非屬審認範圍 

內政部91年9月23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14030號函 

一、按地政士法第7條規定：「地政士應檢具申請書及資格證明文件，向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登記，並領得地政士開業執照，始得執

業。」，又同法第16條第1款及第2款規定，代理申請土地登記及土地

測量事項，屬地政士得執行之業務項目。另查土地登記規則第54條及

第55條規定，登記機關接收登記申請書時，應即收件，並進行審查。

是以凡領有開業執照者，即得依法向地政事務所代理申辦案件；至是

否加入公會依現行土地登記相關規定，非屬審認範圍。 

二、次查同法第33條第1項規定，地政士登記後，非加入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地政士公會，不得執業。又領有地政士開業執照未加入公會，而

擅自以地政士為業者，依同法第50條第2款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改正或停止

其行為；屆期仍不改正或停止其行為者，得繼續限期命其改正或停止

其行為，並按次連續處罰至改正或停止為止。上開規定係藉由處罰督

促地政士早日加入公會，非為不得執業之手段。倘將地政士法第33條

第1項規定所稱非加入公會，不得執業，解為不得收件，則第50條第2

款領有開業執照未加入公會應處罰之規定，將失所附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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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士法第50條之處罰執行原則 

內政部93年3月1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30724148號函 

查地政士法第50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擅自以地政士為業者，

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

命其改正或停止其行為；屆期仍不改正或停止其行為者，得繼續限期命其

改正或停止其行為，並按次連續處罰至改正或停止為止：一、未依法取得

開業執照。二、領有開業執照未加入公會。三、領有開業執照，其有效期

限屆滿未依本法規定辦理換發。四、開業執照經撤銷或廢止者。五、受停

止執行業務處分。」，上開違法之處罰，係為落實地政士法有關業必歸會

及建立證照制度之立法意旨，藉由處罰手段督促當事人早日加入地政士公

會或依法取得開業執照，非以處罰為目的。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

上開規定處罰時，請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處分書中除視情節輕重裁處罰鍰外，並應請其立即停止其行為及限期

改正。 

二、在第一次行政處分前，如發現有已無法踐行限期改正或停止其行為之

同一性違規者，得納入裁量範圍，予以處罰。 

委託未取得申請標的之其他繼承人代理申辦分割繼承案件，委

託人及代理人得免簽註切結未給付或收取報酬之字樣 

內政部95年12月2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055428號函 

一、本部92年3月2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81579號函說明三及說明四：

「凡非地政士之代理案件，委託人及代理人均應於申請書或委託書內

簽註切結。委託人切結：『本人未給付報酬予代理人，如有虛偽不實，

願負法律責任。』；代理人切結：『本人並非以代理申請土地登記為業，

且未收取報酬，如有虛偽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並由委託人及代理

人分別簽章及記明委託時間。」、「土地登記之申請，倘權利人及義務

人無法會同申請時，如由當事人之一方附具委託書，委託他方代理申

辦土地登記案件，以其為申請當事人，登記機關應予受理，毋須簽註

切結，亦不受件數之限制。」，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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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依民法第1151條、第759條及第1168條規定，繼承人欲分割公同共

有遺產，本應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先行辦理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後，

始得依民法第823條及第824條規定協議分割共有之遺產。為考量加強

便民服務及登記作業實務需要，前經本部84年4月28日台(84)內地字

第8474679號函釋，同意免先辦理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而逕申辦分

割繼承登記。是以，分割繼承登記案件，參與協議之繼承人同為申請

權利人兼義務人，其雖簡化得由協議分割繼承取得人單獨申請登記，

他繼承人實際視為該申請分割繼承登記之義務人。 

三、本案同意貴處意見，對於此類分割繼承案件，得委託未取得申請標的

之其他繼承人代理申請登記，登記機關應予受理，毋須簽註切結，亦

不受件數之限制。 

《地政士法第51條之1解釋函令1則》 

地政士法第51條之1規定之裁罰主管機關 

內政部101年6月2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16651105號 

不動產經紀業、地政士及權利人違反申報登錄相關規定時，應分別依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9條第1項第2款」、「地政士法第51條之1」及

「平均地權條例」第81條之2規定予以處罰，其裁處機關依上開規定，不

動產經紀業由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為之；開業地政士由核發

開業執照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之；權利人由申報登錄標的所在地

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為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亦得委任所屬

機關裁處。該裁處是否委任，事涉地方主管機關自治權責，由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本於職權自行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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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士法第53條解釋函令1則》 

地政士法施行前已執業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亦應適用地政

士法相關規定 

內政部91年7月29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11125號令 

地政士法(以下簡稱本法)業經 總統於90年10月24日公布，自91年4

月24日施行。有關本法施行後相關執行事宜規定如下： 

一、本法施行前，已執業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依

本法第53條第1項規定，無須換發地政士開業執照，以地政士身分繼

續執業4年，惟該等人員仍有本法第33條規定之適用。 

二、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開業執照，於本法施行之日起4年內申請補發或

換發時，應發給地政士開業執照，而其有效期限應自本法施行之日起

算4年，期滿前，應依本法第八條規定申請換發，始得繼續執業。 

三、本法施行前，已執業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之事務所名稱，應於本法施

行後依本法第13條規定，標明地政士之字樣。 

四、本法第29條第2項第3款，有關登記助理員資格服務證明文件及第3項

備查事宜： 

(一)登記助理員資格為高中或高職以上學校畢業，所應檢附於地政士

事務所服務2年以上之證明文件，得由地政士自行提出該登記助

理員於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或地政士事務所服務2年以上之證明

文件並切結之。文件內容應包括該登記助理員之姓名、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服務期間。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地政士公會，受理地政士申請登記助

理員備查案件時，應互為連繫，以免發生2個單位處理不一致之

情事。地政士事務所所在地之地政士公會尚未成立前，地政士僱

用登記助理員時，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備查即可；惟

公會成立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登記助理員備查資料

列冊函送公會。 

(三)已開業登記之地政士及其助理員資料由本部地政司及各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規劃上網，以方便民眾查詢。 

五、本法第19條申請簽證人登記、第29條僱用登記助理員及第44條違反規

定之懲戒等規定，本法施行前已執業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亦應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