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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地政組）市政顧問座談會」會議紀錄 

主題：地政法令再檢討 

一、 時間：105 年 9 月 2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0 分 

二、 地點：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第一會議 

三、 主持人：地政局李局長得全（潘副局長玉女代理） 記錄：吳明宜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五、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簡報：如附件 1 

六、 與會人員發言摘要： 

(一) 議題 1：土地鑑界案件通知鄰地關係人法令規定與實務執行探討(測繪科) 

1. 吳顧問萬順 

(1) 為減少鄰地關係人抱怨情形，建議可於土地複丈通知書中敘明本通知係依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11條規定辦理，當事人不到場將予以逕行施測等說

明。 

(2) 針對測量當日因雨延期之狀況，可由土地複丈通知書中敘明倘當日天候不

佳順延複丈將另為通知，另申請人因故臨時改期鑑界，登記機關仍應指派

測量人員至現場妥為說明，並重新製發土地複丈通知書。 

(3)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11條應無修改之必要，惟在實務執行技巧上，可藉

由統一訂定作業規定讓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得以遵循。 

2. 溫顧問豐文 

(1) 鑑界通知鄰地關係人之目的，主要在於預防界址糾紛的發生。例如民法第

796 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權人如知其越界

而不即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而鑑界通知鄰地關係人即

可達到上開目的，為減少界址爭議，建議仍應辦理通知。 

(2) 對於鄰地為公寓大廈基地，但未成立管理委員會者，建議可修改條文增列

「管理負責人」得為通知對象。 

3. 曾顧問清凉 

(1) 純粹從測量角度及目的來看，暫不考慮民法相關之規定，其實應該無通知

之必要。臺北市土地業已辦理重測確定，土地界址均經過重新調查並由申

請人蓋章確認，鑑界行為只是由測量人員根據現有地籍圖資、數值坐標等

資料，以測量技術實地還原界址現地位置，不因所有權人或關係人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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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而有不同的測量成果，如果可以從法律面及權利面適度調整，如何讓測

量技術單純化，是我在這個議題中看到實質的問題，或許大家可以從另一

個角度去思考。 

(2)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鑑界之緣由，有時僅是因為建築房屋時所需要的法定程

序，其實申請人與鄰地關係人間並無任何爭議，是否有必要勞師動眾通知

所有鄰地關係人到現場仍有待商榷，建議讓測量有結果，完成鑑界後再為

通知鄰地關係人。 

4. 戴顧問秀雄 

我們要處理的是權利保障的問題，依法行政時民眾的情緒抱怨不屬於我們

處理的範疇，因此回歸到法規當初制訂的原因，鑑界複丈通知鄰地關係人

係為了保障行政體系及公務人員，即便土地鑑界本身是行政事實行為，惟

仍可能涉及後續的行政處分，爭議要在前端處理，讓當事人有訴說權利之

機會，避免一般民事糾紛變成行政問題，甚至衍生國家賠償，建議仍依法

辦理通知。 

5. 台北市地政士公會代表 

建議登記機關以雙掛號通知鄰地關係人，延期複丈時仍應派員到場，由行

政單位盡到應盡之責任，避免介入民事糾紛。 

6. 綜合意見： 

請測繪科統計鄰地關係人通知後到場情形，並綜合顧問及公會意見，研議

在維持現有法規及測量技術之下，於執行面上作適度修正。 

(二) 議題 2：市地重劃納入安置機制必要性之探討 

1. 戴顧問秀雄 

(1) 適當的居住權保障是必要的，惟應審慎避免重複補償、多重受益情形。 

(2) 內政部目前正進行市地重劃相關法令修法作業，並對市地重劃安置議題有

所著墨，該部似擬以「社會住宅」解決安置問題，並將相關成本納入共同

負擔。 

(3) 若為暫時性安置，其正當性有待商榷，拆遷戶承租期滿後，社會住宅將如

何運用等問題應先規劃清楚，否則宜予暫緩；若屬長期性安置（即出售安

置住宅予拆遷戶），則應注意避免列入重劃共同負擔之安置住宅成為拆遷

戶套利工具，進而衍生重大公益性問題。 

2. 曾顧問清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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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臺北市來說，重劃如不安置，可能造成社會問題，爰重劃應納入安置機

制，惟考量「受益付費」之重劃精神，安置費用應納入共同負擔。 

(2) 將社會住宅資源導入重劃安置機制，應認定為重劃完成後土地興建社會住

宅，再將之出租予安置戶的租賃行為，而非重劃階段應辦作業事項內容，

如此將不違背重劃精神。 

3. 吳顧問萬順 

(1) 若因重劃之辦理，致拆遷戶無家可歸者，政府應給予安置。如市地重劃目

的包含興建公宅，其拆遷安置更應該與公宅政策資源搭配，安置尺度則應

比較區段徵收之安置內容，妥適考慮公平性問題。 

(2) 公辦重劃既是由政府辦理，安置費用則應由公部門資源(政府機關)負擔；

但若是自辦市地重劃，安置問題應由重劃會處理。 

4. 溫顧問豐文 

(1) 重劃納入安置當有其必要，其方式應比照區段徵收安置規定—土地徵收條

例第 34條之 1，僅就經濟弱勢者給予安置。土地對其所有權人來說有 2種

關係，一是生存權性質，二是財產權性質，政府應予保障的是具生存權性

質的土地關係，使拆遷戶得以有效回復開發前的生活狀態，為完全之補償，

爰本人建議安置情形應視拆遷戶個案而定。 

(2) 依目前法令規定，安置費用不在共同負擔項目之列，而費用負擔主體，建

議應由主辦機關負擔。 

5. 台北市地政士公會代表 

市地重劃為政府都市治理之工具及手段，爰有安置拆遷戶之必要性，且相

關成本應由政府負擔，至於安置內容則由政府視實際情況考量。 

6. 韋總隊長彰武 

(1) 現行重劃法令之重劃負擔對於地上物處理，僅有財產損失的拆遷補償費，

重劃安置有其必要性，原因有二，一開發初期的地上物所有權人是「未蒙

其利，先受其害」，二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後可配回土地，而地

上物所有權人則無法發還原有建物。早期本府辦理市地重劃，其拆遷戶之

安置係比照公共工程拆遷戶安置方式辦理，由政府機關發給拆遷證明，拆

遷戶持憑該證明向國宅處依照成本價申請公共工程優先等候國宅的配售，

後因國宅停止興建，重劃案件也較少，爰近期無相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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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行重劃相關法令，重劃負擔僅限於補償費，無安置費用，本局前就安置

費用得否納入共同負擔函請內政部釋示，該部則函覆說明將安置費用納入

負擔係加諸法律所無之義務，應先修法方能進行，目前規劃之解決方式是

利用社會住宅或公共住宅進行安置，惟其限制為拆遷戶將無法擁有建物所

有權，只有承租的使用權，挑戰著國人有土斯有財、住者有其屋等觀念，

也容易與區段徵收拆遷戶得配售專案住宅之方式形成對比。 

(3) 目前法無明文規定安置費用的負擔主體，恐怕也無法從受益者付費的概念

來處理，同時如果類比區段徵收，安置的土地是要計算回收開發總費用的，

換句話說，區段徵收的安置費用並不是由政府負擔，也不是由地主負擔，

而是一種讓售的概念，不會有重複補償的問題，也就是拆遷補償是補償財

產損失，而配售安置住宅，則須付出成本價購置，如果是配租之情形，則

須依規定繳納租金。而這負擔亦非全然由地主負擔，有一大部分是政府代

墊開發費用，是代收代付的概念，將來由繳納的租金或價款來墊還興建費

用，本身是一個公平的機制。 

7. 綜合意見： 

市地重劃納入安置機制確有其必要性，惟有關安置方式及其內容，請土地

開發科及土地開發總隊參考顧問意見共同審慎研議，以利未來市地重劃案

之進行。 

(三) 議題 3：一般徵收辦理聽證程序必要性探討 

1. 戴顧問秀雄 

(1) 以目前市地重劃和都市更新的過程中，都必須舉辦聽證才符合正當法律程

序要求的情況下，一般徵收舉辦聽證確有其必要性。 

(2) 以目前司法實務上認定徵收處分機關為內政部，需地機關將徵收計畫書送

內政部承審後，始進入所謂行政程序的繫屬關係，才有舉辦聽證之必要，

並進一步適用行政程序法，是以現行土地徵收條例要求需地機關於徵收前

舉辦公聽會之規定，嚴格來說，並未進入行政程序當中。 

(3) 建議應由內政部於徵收計畫確定前舉辦聽證。 

2. 溫顧問豐文 

(1) 本次議題係屬徵收程序問題，贊成於徵收程序中舉辦聽證，並於聽證過程

中，應將表示贊成與反對的意見，提供核定機關參考，經辦理聽證程序後，

得免再舉辦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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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憲法 108條規定：「左列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

之：…十四、公用徵收。…」，故土地徵收舉辦聽證之程序，倘由臺北市

政府訂定自治規定辦理，恐有牴觸憲法規定並逾越地方政府應有權責，爰

建議將來中央主管機關修法時，將聽證程序納入土地徵收條例中規範。 

3. 吳顧問萬順 

(1) 因現行舉辦徵收公聽會多流於形式，故贊成於徵收作成處分前，如遇有重

大爭議之案件，應由徵收主管機關舉辦聽證，如此可藉由贊成與反對雙方

辯論攻防，釐清事實，讓證據較為明朗。 

(2) 一般徵收係就已確定之都市計畫劃定公共設施保留地，依都市計畫法規定

辦理，如有爭議，多產生於都市計畫訂定階段，故以徵收辦理公共設施用

地取得時，再遇有爭議，舉辦聽證可增加民眾表達意見之機會，惟該程序

仍建議由中央主管機關修法納入土地徵收條例中規範。 

4. 曾顧問清凉 

以徵收方式取得用地，其手段常為人所詬病，如有爭議，舉辦聽證充分了

解問題所在，可彌補訂定徵收計畫時的不足。 

5. 台北市地政士公會代表 

依大法官解釋針對都市更新事業概要僅 10 分之 1 即可辦理之規定，認為

其比例太少，易言之，如行政機關僅舉辦公聽會即作出徵收決定，將對被

徵收土地所有權人產生不公平的情形，故認為應舉辦層次更高的聽證。 

6. 本府捷運工程局 

(1) 捷運規劃及所通過之路線、位置於都市計畫確定前，已耗時約 3至 5年的

時間與民眾充分溝通，倘於用地徵收取得再辦理聽證，若產生規劃改變之

結果，將嚴重影響捷運工程作業，於實務執行上恐有困難。 

(2) 建議維持現行土地徵收條例之規定辦理。 

7. 溫顧問豐文 

需地機關辦理公共設施用地取得係源自於上游都市計畫之訂定，倘於都市

計畫規劃訂定階段已舉辦聽證，徵收程序中應毋須再辦。 

8. 吳顧問萬順 

因現行問題之癥結點在於都市計畫訂定階段舉辦之說明會多為象徵性，如

同政令宣導，民眾多未必了解對於其權利的影響，故贊成都市計畫訂定階

段舉辦之說明會改辦聽證，進入徵收程序時免再舉辦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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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1) 公聽會已有法定規範的程序、時間進行，倘舉辦聽證，需於 20日前通知權

利關係人，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針對徵收補償費與必要性有爭議時，需於

一定期間內以書面提出，並再由本處給予回應，耗費時程，恐造成工程延

宕，不利市政建設推動。 

(2) 以過往本處舉辦道路用地徵收取得為例，於徵收前已依土地徵收條例舉辦

兩次公聽會與協議價購會議，產生爭議較小，建議就爭議小、規模較小的

徵收案件，仍維持舉辦公聽會之規定，遇有重大工程或爭議較大之案件，

再依個案舉辦聽證。 

10. 吳顧問萬順 

因一般徵收辦理道路用地取得程序冗長，如再辦理聽證恐影響用地取得時

程，故建議可視其用地取得規模或爭議較小者，得免再舉行聽證。 

11. 本府都市發展局 

就現行都市計畫訂定期間，已有舉辦說明會提供民眾陳述意見之機會，另

一方面，於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階段，亦有通知權利關係人到場表達意見，

倘需舉辦聽證，仍需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規範。 

12. 吳顧問萬順 

現行問題之癥結點在於都市計畫通過後，日後需地機關依已確定之都市計

畫辦理徵收視為理所當然，內政部即使認為有不合理處亦無理由予以駁回。 

13. 溫顧問豐文 

徵收或市地重劃僅為達成都市計畫之手段，故於都市計畫規劃訂定階段舉

辦聽證，就釐清爭議而言變得非常重要。 

14. 綜合意見 

基於給予民眾充分表達意見機會，於都市計畫劃定公共設施用地範圍階段，

宜踐行聽證程序；或於徵收計畫確定前，視徵收案件規模與爭議程度，由

核定處分之機關內政部舉辦聽證，以釐清爭議。至於辦理聽證程序，應由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規範。 

(四) 議題 4：地政士逾實價登錄申報期限，主動申請更正實價登錄資料之可罰性

探討 

1. 台北市地政士公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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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士為實價登錄制度之代罪羔羊，苗栗有案例，地政士受裁罰不服，向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法院提請大法官解釋。如實價登錄由地政士申報是擬

定代理或意定代理，裁罰由地政士承擔，無法信服，強烈抗議，現行法規

有待商榷，責由地政士申報之法條應全部刪除，修正為由仲介業者申報，

至於修法是否應由中央修法，或臺北市訂定自治條例規範。 

2. 潘副局長玉女 

實價登錄實施之初，因地政士對於法令及系統操作尚不熟悉，又因系統不

穩定等情形，本局針對實價登錄不實案例，分析申報錯誤態樣後，從寬認

定許多項目。 

實價登錄已實施數年，內政部也針對各界反映之意見，研擬相關三法修正

案提送立法院審議，惟該法案因故尚未完成修法，建議公會適時向中央反

映，促成法案修法通過。 

3. 溫顧問豐文 

若要更正須具備 3個要件：無誤導市場價格、當事人無故意且在ㄧ定期間。

另地政士主動申請更正是否免罰，可思考從地方制度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1款第 4目及行政罰法規定解套。 

4. 吳顧問萬順 

仲介訂立契約後直接送去地政事務所辦理實價登錄即可，不知現行制度為

何如此複雜？實價登錄如有錯誤，ㄧ定要更正才能反映實價登錄精神，反

映真實價格，但反對浮濫更正實價登錄價格，應注意是否有誤導市場價格。 

5. 曾顧問清涼 

如有規定地政士實價登錄，應建立正確資訊，不應給予錯誤更正機會，地

政士如主動更正實價登錄建議從寬認定。 

6. 戴顧問秀雄 

請參考李惠宗與本人之論文。地政士之實價登錄義務為從屬於交易當事人

申報義務之附屬義務，地政士就此應僅負忠實傳達實價資料及其申報之義

務，並依其主觀要件是否合致論斷。 

7. 綜合意見： 

請業務科參照市政顧問提供之相關法規，研議地政士於一定期限內主動申

請更正，未誤導市場價格資訊且申請人無惡意，得免予處罰之審認標準。 

七、 散會：下午 5 時 0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