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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內 容 摘 要 建  議  事  項 建 議 參 採 機 關 

  因應資訊時代及配合電

子化政府、洽公免檢附書證

謄本政策之推行，電子化、

網路化為當前趨勢，電子簽

章法通過，可作為推動權狀

電子化之法源依據。依據我

國土地登記制度於登記完

畢後發給權利書狀之現行

作法，是否有將權狀電子化

之必要，為本文探討重點。 

  本研究透過統整相關文

獻及針對親自申請書狀補

給登記之洽公者進行問卷

調查，以作為本研究之參考

依據。 

   

一、由中央主管單位成立專案

小組研議「權狀電子化」之

推行。 

二、逐步改變民眾觀念，提供民

眾繕發權狀之選擇權。 

三、導入「權狀存摺｣之概念，

集中保管並逐步達成權狀

減量目標。 

四、配合推動全程線上申辦案

件，權利書狀得以電子簽章

核發。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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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隨著資訊時代來臨，我國自民國 87年開始推動以網際網路為基礎

之電子化政府，所謂「電子化政府」，根據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的定義，

係指政府機關運用資訊與通信科技形成網網相連，並透過不同資訊服

務設施（包括電話、網際網路、公用電腦站等），對機關、企業及民眾

在其方便時間、地點及方式下，提供自動化服務之總體概念。簡而言

之，也就是「透過資訊與通信科技，將政府機關、民眾、資訊連在一

起，建立互動系統，讓政府資訊及服務更加方便，隨時隨地可得」（行

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97）。 

  在電子化政府的推動下，地政機關也隨之推行各項相關服務，從

地政事務所系統資訊整合、建置全國性地籍資料庫、推行線上申辦系

統、電子謄本至現階段研擬之開放地政跨域整合服務計畫，顯示在業

務資訊化的潮流下，民眾透過網際網路取得資訊服務，為推行政策之

首要目標。其中電子謄本係基於電子簽章法推動之地政便民業務，提

供網路申領謄本的管道，減少民眾往返公務機關時間。民國 90年立法

院三讀通過電子簽章法，主要目的在於解決電子文件、電子簽章、數

位簽章使用之法律效力問題，做為推動電子商務及電子化政府之法源

依據。而依據我國土地登記制度於登記完畢後發給權利書狀之現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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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否有將權狀電子化之必要，為本文探討重點。 

二、研究目的 

  以我國土地登記制度及電子簽章法為基礎，針對民眾意見及現行

法規制度，評估權狀電子化實施之可行性。 

三、研究範圍 

  以本所書狀補給案件量為基礎，觀察權狀電子化之推行是否降低

地政機關行政成本。並以親自申請書狀補給案件之民眾為研究對象，

針對其權狀遺失補發之相關意見進行分析，評估民眾對電子權狀之看

法。 

四、研究方法 

（一）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利用問卷，針對親自至本所辦理書狀補給登記之民眾進行

書面調查，從而對調查搜集到的資料進行分析及歸納，以作為權狀電

子化概念實施之基礎。 

（二）文獻研究法 

  藉由蒐集相關文獻，了解各國土地登記制度及電子權狀機制建置

之概念，對於本國所有權狀應用電子簽章申辦之可行性為評估。 

貳、文獻探討 

一、土地登記審查制度之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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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保障人民財產權、管理地籍及課徵土地稅賦，土地登記制度之

發展成為國家推行土地政策之基礎。土地登記即法律授權由地政機關

依法定程序，將應登記之事項記載於登記簿，確保登記內容之公信力

及絕對效力，確定其權利之歸屬與權利狀態公示於第三人，避免登記

遺漏錯誤，造成人民之財產損失。土地登記制度之良窳攸關國家土地

政策之執行並對人民財產權之保障影響甚鉅（蔡瑞仁，2006）(台北縣

地政局，2010)。一般而言依各地社會經濟因素、國情、政治習慣及地

區政策特性分為契據登記制、權利登記制及托倫斯登記制三種。 

   我國不動產登記制度，依民法物權編及土地法之規定，兼採澳洲

托倫斯登記制與德國權利登記制之特點後，再依我國之國情與社會經

濟因素考量後所發展之土地登記制度(尤重道，2015)。托倫斯登記制

又稱為權利書狀交付主義，係先由政府為土地權利之總整理，並於登

記完畢後發給權利書狀以確認產權，而使物權交易與移轉更為便利。

考量民眾心理，若登記發生錯誤或遺漏致生損害者，由政府設置之賠

償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陳明燦，2009)。而我國與托倫斯制度不同處

在於土地採強制登記而建物為非全面強制性登記、登記同時完成規定

地價程序以及登記簿公開並採物的編成主義。權利登記制之主要特色

為土地權利之得喪變更，除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外，尚需向政府機關

登記後始發生效力，即權利登記制因以登記為生效要件，故登記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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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登記案件要作實質審查，而登記具有公信力。綜說我國不動產登記

制度特點如下： 

（一）登記要件主義 

  在已依法辦理區域，土地權利之取得、設定、移轉、變更或消滅，

皆應依法辦理登記。但因繼承、強制執行、公用徵收或法院之判決，

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非經登記，不得處分其物權。 

（二）土地所有權採強制登記 

  凡已辦理地籍測量之直轄市或縣(市)土地之全部依法辦理土地總

登記。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目前法無規定應採強制登記。 

（三）登記具有絕對效力 

  土地法地 43 條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具有絕對效力。」絕

對效力是指信賴登記之人取得的權利，不因原登記的權利有瑕疵而受

影響。物權變動經登記後，縱登記情況與實質權利不符，應保障信賴

登記而取得權利之第三人。 

（四）登記採實質審查主義 

  除應核對申請書之記載內容與土地登記資料所載是否相符外，申

請人之權利能力、行為能力，法律行為或事實均須以實質審查之認定，

附繳文件是否虛偽以及是否有管轄權等，如認為有瑕疵，即予以限期

補正或駁回，不予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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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登記簿之編製採物的編成主義 

  登記簿應按地號或建號順序，採用活頁裝訂之，並按登記機關轄

區情形按地段登記之。 

（六）登記簿公開 

  基於登記公示原則，土地登記簿採公開主義。任何人均得申請發

給登記簿之謄本或節本。 

（七）地政機關設置登記儲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土地法第 70條中規定該損害賠償的經費來源為從登記規費提存百

分之十作為登記儲金，專備賠償之用。我國對土地登記錯誤之損害賠

償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亦即只要因登記發生錯誤、遺漏或虛偽致

受損害者，且其發生原因不可歸責於受害人時，地政機關即須負起損

害賠償責任。 

（八）登記確定後發給權利書狀 

  地政機關於辦妥登記後，分別依登記類別發給所有權狀或他項權

利證明書，以為享有權利之憑證。 

（九）登記時完成規定地價程序 

  人民申請總登記時，同時申報地價，據以編造地價冊及總歸戶冊，

送該管直轄市或縣市財政機關作為地價稅課徵之標準。（張淑娟，2011）

(黃志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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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子簽章法: 

(一)概述 

  電子簽章是指依附於電子文件並與其相關連，用以辨識及確認電

子文件簽署人身分、資格及表示簽署者同意電子文件之內容。我國電

子簽章法於 2001年完成立法，2002年 4月 1日正式實施，主要精神是

建立電子簽章機制，以增進電子通信及交易安全，並進而確定電子簽

章及電子文件之法律效力(林素寶， 2011)。電子簽章法通過後，電子

簽章與電子文件就可以取代傳統簽名、蓋章與書面，而發生一定的法

律效力。如果要在網路上進行依據法律規定必須要以書面方式表示意

思、締結契約或保存文件的行為時，只要透過當事人約定，完整呈現

電子文件的內容，沒有依法令或行政機關的公告排除適用之情形，即

產生法律效力(顏雅倫、賴文智，2001)。 

（二）立法目的 

  網際網路隨著資訊工業發展已成為溝通交流的重要方式，為確保

資訊在網路傳輸過程中不易遭到偽造、竄改或竊取，建立安全及可信

賴的網路環境，且能鑑別交易雙方的身分，電子簽章法第 1條規定:「為

推動電子交易之普及運用，確保電子交易之安全，促進電子化政府及

電子商務之發展，特制定本法。」電子簽章法立法之重要目的在於確

定電子簽章及電子文件之法律地位，建立電子憑證機構之管理制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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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憑證機構與使用者之權責，以解決網路匿名性所帶來之不確定性、

不具匿名性等問題（許宣儀，2011）。 

（三）電子謄本之應用 

  根據電子簽章法第 4之 1條:「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文件為

表示方法。」、第 9 之 1 條:「依法令規定應簽名或蓋章者，經相對人

同意，得以電子簽章為之。」及司法院 91 年 9 月 13 日院台資一字第

18667 函:「……各法院於審理案件時，若民眾檢附利用前揭作業列印

謄本功能印製之紙本，應予受理；惟若法官認具體個案有需要，仍得

請當事人提供資料核對，以補電子謄本之不足。……」之規定，藉由

政府憑證管理中心(GCA)所發出之電子憑證，及利用電子簽章加密機制，

賦予網路網路申領地政電子謄本與地政事務所臨櫃所核發之地籍謄本

具有同等文書證明效力。 

  地政電子謄本服務係配合電子簽章法之規定，規劃以電子簽章及

電子憑證機制，透過數位電子簽章取代傳統書面文件及簽名、蓋章制

度（作業流程如圖 1），於 92 年 11 月全國全面提供服務，申領之數

量由 92 年的 378 萬張， 到 105 年已達 3,590萬張的申領量（黃慧

鈴，2012）。其防偽機制包含使用政府憑證管理中心所發出之憑證，對

原文重現檔作數位簽章，確保電子檔不被竄改；產製謄本時，於每頁

自動列印押花及「○○縣○○地政事務所」字樣之浮水印，並於跨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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謄本時，加蓋騎縫章；對電子謄本加印防偽校對字組，並於中心端應

用系統提供查驗功能(如圖 2) (林素寶， 2011)。 

 

圖 1 電子謄本申請作業流程 

資料來源：黃慧鈴，土地基本資料網路流通應用，政府機關資訊通報

第 29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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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地政電子謄本樣式 

資料來源：黃慧鈴，土地基本資料網路流通應用，政府機關資訊通報

第 291 期 

三、日本電子登記制度 

日本在平成16年（西元2004年）不動產登記法制定時，導入不動產登

記電子申請制度。網路線上申請制度，僅需初次於日本法務大臣所指

定之登記所辦理線上申請之登記識別資訊後，日後則不必直接親自到

該等窗口（於新法中也全面採取透過郵寄方式進行書面申請），即可進

行不動產登記之申請。日本舊法中不動產登記完畢後發給登記濟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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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申請代理人有受領權限，是為重要的權利憑證，申請登記資料

時亦需一併檢附。新法中不動產的所有權移轉登記等手續結束後登記

機關（法務局）會發給「登記識別情報通知」。「登記識別情報」是由

英文字母和數字組成的12位數密碼，其設計為登記完畢時，登記官依

據個別申請人或個別不動產分別作成，使其具不規則性，以防止登記

識別資訊洩漏。經由登記所向申請完畢之不同不動產、不同登記事項、

不同登記名義人，分別進行通知。登記識別資訊的通知方式有電子申

請及書面申請兩種，電子申請會將登記識別情報暗號化後由申請人下

載，書面申請通知書上記載的登記識別資訊會以封印貼紙蓋住。臺灣

過去所有土地登記制度的建立與相關資料幾乎從日本繼受而來，日本

法制部分可供我國參考。(黃健彰，2014) 

 

圖3 登記識別情報樣式範例 

資料來源：黃健彰，應用電子簽章機制申辦土地登記之研究案， 2014

年 12 月 

参、結果分析 

  為了解民眾對權狀電子化之想法，遂於士林所全功能櫃檯針對親

自申請書狀補給登記之洽公者進行問卷調查，以作為本研究之參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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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日後待相關單位成立專案小組，方可擴大樣本數，使其更具公信

力。本研究問卷調查期間為 106 年 5 月 11 日至 7 月 31 日，共計發出

120份問卷，回收 91份，回收率為 75.8%。調查結果分析如下: 

一、請問這是您第幾次辦理書狀補給登記？ 

  91.21%的民眾為第一次辦理書狀補給登記，第二次辦理者比率為

6.59%，另有 2.2%為第三次以上辦理。近 9成民眾為第一次辦理書狀補

給登記。 

 

圖 3 

二、請問您權狀持有多久後遺失？ 

  47.25%之受訪者為持有 5年以下，19.78%持有 5至 10年，7.69%

持有 10至 15年，5.49%持有 15至 20 年，18.68%持有 20年以上，其

中 1人未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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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三、請問您權狀保管之方式為何 ?  

  4.40%放置於保險箱，43.96%於櫃子收納，39.56%未特別保管，

8.79%其他，有 3人未填答。填寫其他者為由其家人保管。 

 

圖 5 

四、請問您書狀補給後之用途為何 ? 

  56.04%無特殊用途，12.09%買賣，2.20%贈與，13.19%設定，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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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其中 1人未填答。半數以上登記名義人書狀補給後無任何用途，

顯見權利書狀之使用頻率並不頻繁。 

 

圖 6 

五、請問您是否知悉權利狀態係以本所地籍資料為主並非權狀本身？ 

  67.03%是，31.87%否，1人未填答，權利狀態係動態，可推論過半

數之受訪者知悉權狀並不具備一定之效力。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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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果權狀核發與否可自行選擇，您是否贊成？ 

  82.42%是，16.48%否，1人未填答。 

 

圖 8 

七、承上，您會如何選擇 ? 

  78.02%之受訪者仍會申請權利書狀，另有 12.09%選擇不繕發紙本

權狀。 

 

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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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受訪者填答可看出將近 5 成比例之民眾持有產權後權狀不

到 5年即因遺失而辦理書狀補給登記，8成以上的民眾針對權狀未特別

收藏，可推論民眾對於所有權狀之重視度並不高。5成以上民眾辦理書

狀補給登記後無特殊使用用途，僅因遍尋不著辦理補發以備不時之需，

可見民眾了解日後辦理相關登記須檢附權利書狀。近 7 成受訪者表示

知悉權利狀態係以本所地籍資料為主並非權狀本身，即其了解地籍資

料係動態資料，權狀資料之靜態顯示非絕對之權利狀態。又有近 8 成

民眾贊成權狀核發仍以紙本為主，顯見權狀為權利憑證之想法已深植

民心。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因應資訊時代及配合電子化政府推行，電子化、網路化為當前趨

勢，電子簽章法通過，可作為推動權狀電子化之法源依據。觀察近五

年來本所受理書狀補給登記案件量 101年為 1,057件、102年 1,041

件、103年 997件、104年 935件、105年 1,008件，各年均維持固定

數量未因知識水平提高而有消減。 

依土地法第 79條：「土地所有權狀及土地他項權利證明書……因

滅失請求補給者，應敘明滅失原因，檢附有關證明文件，經地政機關

公告三十日，公告期滿無人就該滅失事實提出異議後補給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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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規則第 155條：「申請土地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補給時……

經登記機關公告三十日，並通知登記名義人，公告期滿無人提出異議

後，登記補給之。」規定，登記機關受理書狀補給登記應公告 30天，

常使得民眾急用時備受困擾；另外依據加強防範偽造土地登記證明文

件注意事項第 7點：「權利書狀補給登記之通知依行政程序法送達規定

辦理之。……前項通知之送達處所有下列各款情形者，應以登記名義

人其他相關住所併同通知(一)送達登記名義人之住所與登記簿登記住

所不同者。(二)送達登記名義人之居所、事務所、營業所、就業處所

或法定代理人、指定代收人處所與登記名義人之申請案載住所、登記

簿登記住所不同者。(三)登記名義人最近一次於戶政機關辦竣變更前

之住所與送達處所不同者。」，審查人員依前項規定需以雙掛號郵寄通

知登記名義人之新、舊地址，耗費不少行政資源。 

  再依上述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近半數以上受訪者申請補發後並無

特殊用途，顯見權狀之使用頻率並不高，在權狀使用頻率及地政機關

耗費之資源兩相權衡下，似有浪費行政成本之虞。另近 7 成受訪者表

示知悉權利狀態係以地籍資料為主，但又有近 8 成民眾選擇日後仍申

請核發紙本權利書狀，可推論權利書狀雖僅為證明權利的文件，並非

權利本身，但民眾持有紙本權狀之觀念仍不易改變。多數民眾未將權

狀特別收納保管，以致需用時遍尋不著未能及時使用而致其權利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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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況發生。我國藉由電子簽章憑證認證機制推行之地政電子謄本服

務，目前並無資訊安全上之嚴重疏失，若能以電子謄本之經驗為借鏡，

並加強防偽造設計機制，權狀電子化之推行不僅能解決上述問題，並

能有效減少民眾往返公務機關之時間，達成電子化政府「網路代替馬

路」之訴求，亦能響應行政院節能減紙方案之推動，包含節省印製權

狀之預算、銷毀權狀之經費及對於環境保護皆有一定之效益。 

二、建議 

(一) 短期-由中央主管單位成立專案小組研議「權狀電子化」之 

     推行 

權狀電子化涉及中央法規之修法及現行土地登記權狀使用習慣之

改變，建議中央主管單位邀集相關部會並整合學者、地政士、銀行

公會及民眾等意見成立專案小組，研議推行權狀電子化。 

（二）中長期-逐步改變民眾觀念，提供民眾繕發權狀之選擇權 

地政線上申辦系統自開辦以來，民眾使用率並不高，顯示民眾就地

政相關業務線上申辦可能存有資訊安全上之疑慮並習慣至所臨櫃

申辦業務，又權利書狀為所有權憑證之作法已行之有年，如何使民

眾接受權狀電子化之推行，建議可在初期先修正土地登記規則第

65 條之適用範圍，提供民眾繕發書狀之選擇權，讓民眾擁有自行

選擇繕發權狀與否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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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中長期-導入「權狀存摺｣之概念，集中保管並逐步達成權狀減 

      量目標 

目前多數民眾對於所有權狀仍有持有意願，有鑒於此，建議參採有

價證券集中保管概念設立「權狀存摺｣，一方面將個人名下不動產

集中保管紀錄於存摺中，另一方面亦得逐步減少權狀核發數量，節

省行政資源。 

（四）長期-配合推動全程線上申辦案件，權利書狀得以電子簽章核發 

權利書狀為登記完畢後發給權利人之一項權利憑證，核其性質屬靜

態資料顯示，因此權狀載有「以上○○權業經依法登完畢，合行發

給本權狀（證明書）以憑執管」字樣，惟並未記載全部登記資料，

核發後權利是否變更或設定他項權利，均需重新查詢地籍資料。儘

管如此，持有權利書狀之習慣已深植民心，且權利書狀目前仍為審

查人員核審案件之重要依據，於本國登記制度全面變革前仍有存在

之必要。為因應資訊時代及配合電子化政府推行，權利書狀如能透

過電子簽章核發，未來地政事務所的各項申案均能透過網路完成，

使地政電子化的績效將會更彰顯，讓民眾享受“ｅ”世紀真正的便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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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 106年度研究發展實
施計畫 

意見調查表 

親愛的先生、女士： 

      您好！歡迎蒞臨本所洽公，為撰寫本局及所屬機關研究發展實施計畫-權狀電子

化之研究，麻煩您撥冗填寫此問卷，您寶貴的意見將是我們研究的重要依據。 

一、 請問這是您第幾次辦理書狀補給登記？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3次以上 

二、 請問您權狀持有多久後遺失？  

 □5年以下 □5-10年 □10-15年 □15-20年 □20年以上 

三、 請問您權狀保管之方式為何 ?         

     □保險箱 □櫃子 □未特別保管  □其他________ 

四、 請問您書狀補給後之用途為何 ? 

     □無特殊用途 □買賣 □贈與  □設定  □其他________ 

五、 請問您是否知悉權利狀態係以本所地籍資料為主並非權狀本身？ □是  

□否 

六、 如果權狀核發與否可自行選擇，您是否贊成？  □是  □否(若答否，請答

第八題) 

七、 承上，您會如何選擇 ? □仍會申請核發  □不核發 

八、 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年齡：□19歲以下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

歲    

□60歲以上 

 

～再次感謝您撥冗提供我們寶貴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