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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壹章 第壹章 前言 第貳章  

 

 

 

 

 

 

 

 

 

 

 

 

 

 

 

 

 

 

 

二、土地登記作業權責劃分 

（一）收配件 

受理土地登記申請案件並分配予審查、登校人員。詳細說明請

參閱「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案件管理作業手

冊」。 

（二）規費 

規費人員之作業分為計費及收費。詳細說明請參閱「土地登記

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案件管理作業手冊」。 

（三）審查 

1、查詢地籍資料。 

2、查詢歸戶資料。 

3、使用案件管理系統。 

（四）登錄 

1、異動登記案件。 

2、查詢地籍資料。 

3、使用案件管理系統。 

（五）校對 

1、校對登記案件。 

2、查詢地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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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案件管理系統。 

（六）列印 

1、列印權利書狀。 

2、列印土地、建物登記謄本。 

3、列印（產製）土地、建物異動清冊。 

4、列印（產製）地籍異動索引表。 

5、列印（產製）各類報表。 

6、列印各項查詢畫面。 

（七）查詢 

1、查詢地籍資料。 

2、查詢歸戶資料，依權利人統一編號或姓名查詢該權利人有關

之地建號資料時，系統將自動記錄。 

3、閱覽查詢，協助民眾依地號、建號及門牌查詢地籍資料。 

（八）課（股）長、秘書、主任 

各類查詢系統功能及案件管理系統之使用。 

（九）系統管理 

以上各類作業之權限須經系統管理人員建立。詳細說明請參閱

「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管理操作手冊」。 

 第參章  審查作業  

 一、一般注意事項：  

（一）審查各類登記案件，應簽註登記名義人之登記次序。另他

項權利設定案件，應簽註義務人登記次序（該他項權利之

權利標的登記次序）；他項權利內容變更、分割案件，並

（一）審查各類登記案件，應簽註登記名義人之登記次序。另他

項權利設定案件，應簽註義務人登記次序（該他項權利之

權利標的次序）；他項權利內容變更、分割案件，並應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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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簽註該他項權利之各登記次序及他項權利檔號。 註該他項權利之各登記次序及他項權利檔號。 

（五）登記名義人有限制登記事項，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41條規

定得辦理移轉者，應加收內部收件先變更該限制事項為一

般註記事項；移轉後權利人需轉載原限制登記事項者，並

應註明限制登記內容，以利登錄作業；移轉後登記名義人

仍需保留該限制登記事項者，應再加收內部收件辦理註記

登記，將一般註記事項變更為限制登記事項。 

（五）登記名義人有限制登記事項，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41 條

規定得辦理移轉者，應加收內部收件先變更該限制事項

為一般註記事項；移轉後權利人需轉載原限制處分事項

者，並應註明限制登記內容，以利登錄作業；移轉後登記

名義人仍需保留該限制處分事項者，應再加收內部收件

辦理註記登記，將一般註記事項變更為限制登記事項。 

 

 （七）權利人辦理連前持分合併或申請分別繕狀不連前持分，

應注意及簽註以下事項： 

1、註明原登記次序及連前持分額。 

2、申請分別繕狀不連前持分時，應簽註相關對應資料，並於土

地所有權部註明所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之建號，及加收內部

收件於各區分所有建物之所有權部註明所對應土地所有權

人之登記次序。 

3、申請共有人信託給共有人時，應簽註分別繕狀不連前持分；

如申請之標的為區分所有建物時，另簽註相關對應資料，並

於土地所有權部註明所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之建號，及加收

內部收件於各區分所有建物之所有權部註明所對應土地所

有權人之登記次序。 

4、權利人與義務人為同一抵押權之擔保物提供人時，應特別敘

明他項權利承受情形，以利正確登錄他項資料。 

 

（十二）跨所共有物分割、交換、抵押權設定及依祭祀公業條例

第 50條第 1項規定辦理所有權變更登記為派下員分別

（十二）跨所共有物分割、交換、抵押權設定及依祭祀公業條例

第 50條第 1項規定辦理所有權變更登記為派下員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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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或個別所有之案件，如申辦之不動產分屬不同登

記機關管轄者，除得跨所登記外，經審核無誤後應填註

查詢聯繫單。 

共有或個別所有之案件，如申辦之不動產分屬不同登

記機關管轄者，經審核無誤後應填註查詢聯繫單。 

 二、依案件類別審查說明：  

 （一）第一次登記：  

1、未登記建物查封於未塗銷查封前受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者，應查明及簽註建物測量成果圖或建物標示圖是否相符： 

 

1、未登記建物查封於未塗銷查封前受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者，應查明及簽註建物測量成果圖是否相符： 

（1）建物測量成果與未登記建物查封之測量成果相同者，應簽

註原查封事項轉載，並加收內部收件辦理截止記載原未登

記建物建號內容。  

（2）建物測量成果與未登記建物查封之測量成果不同者，應簽

註將原查封事項予以轉載，並於原未登記建物標示部註

明：「已辦竣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編為○○○建號，本建

號俟囑託塗銷查封登記時註銷」。 

 

2、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上之臨時建物，領有主管建築機關

核發之臨時建築物使用許可證者，得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登記時應於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及建物所有

權狀內註明：「本建物為臨時建物，公共設施開闢時，應無條

件拆除。」 

2、依使用執照記載為臨時建物者，應簽註於建物標示部註明「本

建物為臨時建物，公共設施開闢時，應無條件拆除」。 

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法令補充

規定第8點 

3、建物坐落地號位置有部分占用鄰地者，應簽註於建物標示部

註明「本合法建物尚有部分面積因使用鄰地未予以登記」。 

 

3、建物基地坐落位置有部分占用鄰地者，應簽註於建物標示部

註明「本合法建物尚有部分面積因使用鄰地未予以登記」。 

 

4、建物坐落地號為地籍圖重測界址爭議未決土地者，應簽註於 4、建物基地坐落為地籍圖重測界址爭議未決土地者，應簽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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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標示部註明「本建物尚有部分涉及重測土地界址爭議未

登記」。 

建物標示部註明「本建物尚有部分涉及重測土地界址爭議未

登記」。 

6、建物坐落地號為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 42 條限制之

土地者，應簽註於建物所有權部註明：「本建物受獎勵民間參

與交通建設條例第 42條限制」。 

6、建物基地坐落為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42條限制之土

地者，應簽註於建物所有權部註明：「本建物受獎勵民間參與

交通建設條例第42條限制」。 

 

7、申請人於申請書備註欄註明「係依停車場法第16條第1項第2

款或第3款規定投資興建之停車場建築物及設施」者，應簽註

於建物標示部註明前述字樣。 

7、申請人於申請書備註欄註明「係依停車場法第16條第1項第

二（三）款規定投資興建之停車場建築物及設施」者，應簽

註於建物標示部註明前述字樣。 

 

8、受理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應依申請書適當欄

所載，於建物標示部註明該基地權利種類(如所有權或地上

權等)及範圍。同一所有權人在同一基地上擁有數個區分所

有建物，依當事人之申請加註基地權利範圍者，應簽註於建

物標示部註明基地號及權利範圍。 

8、受理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應依申請書適當欄

所載，於建物標示部註明該基地權利種類(以基地所有權或

地上權為限)及範圍。同一所有權人在同一基地上擁有數個

區分所有建物，依當事人之申請加註基地權利範圍者，應簽

註於建物標示部註明基地號及權利範圍。 

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法令補充

規定第20點 

9、經數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協議共用其共有部分之停車位

者，應簽註於各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部註明車位編號○○○

號與○○○建號共用。 

9、經數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協議共有部分之停車位者，應簽

註於各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部註明車位編號○○○號與○

○○建號共有。 

 

86.3.25台內地字

第8674739號函 

10、停車位（市場編號）以區分所有建物辦理登記，有協議共有

者，應簽註於各建物所有權部註明停車位（市場攤位）編號

○○○，與登記次序○○○○共有。 

 

10、停車位（市場編號）以區分所有建物辦理登記，有協議共有

者，應簽註於各建物所有權部註明停車位（市場攤位）編號

○○○，與○○○人共有。 

 

 12、需逕為辦理地目變更者，應加收內部收件辦理逕為地目變

更登記。 

106.1.1廢止「辦

理地目變更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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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12、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建物坐落有跨所（或他縣市）

時，應簽註於建物標示部註明跨所之坐落地號，並通知他所

辦理加註。 

 

13、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建物基地坐落跨所時，應簽註

於建物標示部註明跨所之基地坐落，並通知他所辦理加註。 

 

 17、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前取得農地，興建農舍者，應簽註於農舍

坐落地號土地標示部註明：「已興建農舍，使用執照核發日

期：○年○月○日」；於提供興建之地號土地標示部註明：

「已提供興建農舍，基地坐落：○○鄉（鎮、市、區）○○

段（小段）○○地號」。 

農舍註記移至

(八)其他登記 

 

16、為落實農業發展條例第 18條第 2項自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

滿 5 年始得移轉，及第 4 項農舍應與其坐落用地併同移轉

之管制規定，不論 89年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後取得農業用地

興建農舍或本辦法 102 年 7 月 3 日修正生效後核發建造執

照者，各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於核發使用執照後，

均應造具清冊，將農舍坐落之地號及提供興建農舍之所有

地號清冊函送地政機關於土地及地上農舍之登記簿標示部

其他登記事項欄註明：「農業發展條例民國 89年修正後取

得農地興建農舍，使用執照核發日期：」。該地上農舍於農

業用地囑託註記登記後始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

於辦理登記時，應依上開註記方式於建物登記簿標示部辦

理。 

 

18、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後取得農地，興建農舍者，應簽註於農舍

坐落地號土地標示部註明：「農業發展條例民國八十九年修

正後興建農舍，使用執照核發日期：○年○月○日」；於提

供興建之地號土地標示部註明：「已提供興建農舍，基地坐

落：○○鄉（鎮、市、區）○○段（小段）○○地號」。並

於辦理農舍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一併於建物標示部辦理

註記。 

103.4.10.內授中

辦地字第

1036650717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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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辦竣預為抵押權登記之建物興建完成後，辦理建物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時，應另編建號，並簽註將該預為抵押權登記

內容轉載於該建物他項權利部，同時刪除原編建號建物之

標示部及建號。 

 92.5.1內授中辦

地字第

0920082830號函 

 （二）標示變更登記：  

3、土地分割、合併，應簽註分割、合併前各部別之其他登記事

項欄資料轉載情形，另視案件需要加收內部收件修正建築基

地地號內容。如為合併且有設定他項權利時，另應簽註合併

後土地各所有權人各筆他項權利檔號、設定權利範圍、設定

義務人姓名、該他項權利轉載自合併前地號及其登記次序，

並註明是否更新所有權及他項權利或填寫他項權利轉載通

知書。對於同一所有權人合併涉及不同他項權利之登記次

序，倘無協議書者，應依登記先後順序排列。 

3、土地分割、合併，應簽註分割、合併前各部別之其他登記事

項欄資料轉載情形。如為合併且有設定他項權利時，另應簽

註合併後土地各所有權人各筆他項權利檔號、設定權利範

圍、設定義務人姓名、該他項權利轉載自合併前地號及其登

記次序，並註明是否更新所有權及他項權利或填寫他項權利

轉載通知書。對於同一所有權人合併涉及不同他項權利之登

記次序，倘無協議書者，應依登記先後順序排列。 

 

 

5、辦理重劃時應先內部收件辦理重劃前資料截止記載；如以批

次轉檔方式辦理者，抵充地應再內部收件辦理截止記載。但

原經完成數值法地籍整理後之市地重劃區內異議分配土地，

不在此限。 

 

5、辦理重劃時應先連件辦理重劃前資料截止記載；如以批次轉

檔方式辦理者，抵充地應再另案辦理截止記載。但原經完成

數值法地籍整理後之市地重劃區內異議分配土地，不在此

限。 

 

 

7、依重劃結果土地權利人尚有差額地價或工程費用未繳清者，

應依重劃主管機關囑託內容於所有權部簽註： 

（1）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之 1：「未繳清差額地價，除繼承外，

不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2）農地重劃條例第 36條：「農地重劃工程費用或差額地價未

7、依重劃結果土地權利人尚有差額地價未繳清者，應簽註於所

有權部註明：「未繳清差額地價，除繼承外，不得辦理所有權

移轉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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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清前不得移轉」 

（3）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 28條：「差額地價未繳清前，不

得移轉或設定負擔。」 

 (三）所有權變更登記：  

2、所有權經設定他項權利後移轉，應簽註該他項權利由義務人

保留之登記次序及由權利人承受之登記次序，並審核移轉後

之他項權利標的登記次序對應所有權人之權利範圍總和，是

否足以負擔該他項權利之設定權利範圍。 

2、所有權經設定他項權利後移轉，應簽註該他項權利由義務人

保留之登記次序及由權利人承受之登記次序，並審核移轉後

之他項權利標的次序對應所有權人之權利範圍總和，是否足

以負擔該他項權利之設定權利範圍。 

 

9、部分繼承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1 條之 1 規定申辦公同共

有之繼承登記者，未會同申辦之繼承人，如未繳清稅費，應

簽註免繕狀及於相關部別註明「未繳清遺產稅，不得辦理分

割、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登記」；另部分繼承人申請按應繼

分繳納登記規費者，應併同簽註「未會同申請，欠繳登記費

○○元及書狀費，繳清後發狀」。 

9、部分繼承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1條之1規定申辦公同共有

之繼承登記者，未會同申辦之繼承人，如未繳清稅費，應簽

註免繕狀及於相關部別註明「未繳清遺產稅，不得繕發所有

權狀」；另部分繼承人申請按應繼分繳納登記規費者，應併

同簽註「未會同申請，欠繳登記費○○元、書狀費○○元，

繳清後發狀」。 

107.6.8台內地字

第1070426621號

函、 

109.5.20台內地

字第1090262652

號函 

10、經法院為全體繼承人就繼承土地為分別共有之確定判決繼

承案，部分繼承人拒不辦理繼承登記，經申請人申請按應繼

分繳納登記規費者，應簽註免繕狀及於未會同申辦繼承人

相關部別註明「未會同申請，欠繳登記費○○元及書狀費，

繳清後發狀」。 

 

 

 

10、經法院為全體繼承人就繼承土地為分別共有之確定判決繼

承案，部分繼承人拒不辦理繼承登記，經申請人申請按應繼

分繳納登記規費者，應簽註免繕狀及於未會同申辦繼承人

相關部別註明「未會同申請，欠繳登記費○○元、書狀費○

○元，繳清後發狀」。 

11、共有土地經法院判決共有物分割後，部分共有人之繼承人

拒不辦理繼承登記，由他共有人代為申辦繼承登記時，於未

會同申請登記繼承人，應簽註免繕狀並於相關部別註明「未

會同申請，欠繳登記費○○元及書狀費○○元，繳清後發

109.5.20台內地

字第109026265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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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12、繼承人之一死亡，其再轉繼承人不願申報該繼承人遺產稅，

由其他繼承人檢具被繼承人之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免稅證

明書或同意移轉證明書申辦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時，應簽

註免繕狀及於未會同申請登記之再轉繼承人相關部別註明

「未繳清遺產稅，不得繕發所有權狀」；另申請按應繼分繳

納登記規費者，並應簽註於未會同申辦繼承人相關部別註

明「未會同申請，欠繳登記費○○元及書狀費○○元，繳清

後發狀」。 

109.5.20台內地

字第1090262652

號函 

 

13、部分共有人持憑法院確定判決、和解或調解筆錄單獨為全體

共有人申辦共有土地分割，其標示分割之土地分割複丈費

用，應簽註於欠繳之共有人相關部別註記「未會同申請，欠

繳土地複丈費○○元、登記費○○元及書狀費，繳清後發

狀」。 

13、部分共有人持憑法院確定判決、和解或調解筆錄單獨為全

體共有人申辦共有土地分割，其標示分割之土地分割複丈

費用，應簽註於欠繳之共有人相關部別註記「未會同申請，

欠繳複丈費○○元、登記費○○元及書狀費○○元，繳清後

發狀」。 

 

15、依「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列冊管理作業要點」第

14點第3項規定，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時，應簽註

於所有權部註明：「○○縣（市）政府○年○月○日○○字

第○○○號函移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公開標售」。 

15、依「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列冊管理作業要點」第

14點第3項規定，交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辦理標售時，應簽註

於所有權部註明：「○○縣（市）政府○年○月○日○○字

第○○○號函移送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公開標售」。 

 

 18、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後取得農地興建農舍於移轉登記時，應

加收內部收件，並簽註於土地及建物標示部註明：「已興建

農舍使用執照核發日期：○年○月○日」。 

90.10.1日台內中

地字第9083467號

令、95.11.27內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50726338 號 函



10 
 

109年版  101年版 備註 

停止適用 

18、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併同辦理繼承登記，則該他項權利之繼承

登記案，應以加收內部收件方式辦理。 

19、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併同辦理繼承登記，則該他項權利之繼

承登記案，應以加收內部收件方式辦理。 

 

19、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時，應

簽註於土地及建物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部註明：「本標的於

登記完畢後 3 年內不得辦權利移轉之預告登記，滿 3 年始

得移轉，但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或法院判決而移轉者，

不在此限。」及「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9

條及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

許可辦法第○條及第 14條規定許可取得（設定）。」 

20、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時，

應簽註於土地及建物所有權部註明：「本筆土地(建物)於取

得登記完畢後，滿3年始得移轉，但因繼承、強制執行、徵

收或法院之判決而移轉者，不在此限」。 

106.8.17台內地

字 第 1060430775

號 

20、已辦竣買賣、贈與等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土地及建物，事後因

雙方合意解除契約，應以原登記原因為登記原因，無須訂定

公定契約書，應簽註於土地及建物所有權部註明：「本案為

雙方合意解除契約」。 

21、已辦竣買賣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土地及建物，事後因雙方合

意解除契約，應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無須訂定公定契約書，

應簽註於土地及建物所有權部註明：「本案為雙方合意解除

契約」。 

108.6.26台內地

字第 1080123651

號函 

 

21、依民法第824條第3項及土地登記規則第100條之1規定申請

共有物分割登記，涉及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即法定抵押權

人)為未會同申請登記之共有人者，其未繳之登記規費，應

於其抵押權之其他登記事項欄註明「未會同申請，欠繳登記

費○○元及書狀費，繳清後發狀」。 

22、依民法第824條第3項及土地登記規則第100條之1規定申請

共有物分割登記，涉及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即法定抵押權

人)為未會同申請登記之共有人者，其未繳之登記規費，應

於其抵押權之其他登記事項欄註明「未會同申請，欠繳登記

費○○元及書狀費○○元，繳清後發狀」。 

99.7月 5日內授

中辦地字第

09907248791

號、 

109.5.20台內地

字第1090262652

號函 

 （四）他項權利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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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涉及設定權利範圍變更之案件，應查明並簽註是否需刪除或

增列該他項之權利標的登記次序，並審核其對應所有權人權

利範圍和是否足以負擔該他項之設定權利範圍。 

1、涉及設定權利範圍變更之案件，應查明並簽註是否需刪除或

增列該他項之權利標的次序，並審核其對應所有權人權利範

圍和是否足以負擔該他項之設定權利範圍。 

 

3、擔保物減少與部分清償或部分拋棄案連件辦理時，部分清償

（部分拋棄）案應簽註欲刪除之他項權利登記次序，擔保物

減少案僅需簽註他項權利檔號及其中任一筆標的物之登記

次序。 

3、擔保物減少應與部分清償或部分拋棄案連件辦理，部分清償

（部分拋棄）案應簽註欲刪除之他項權利登記次序，擔保物

減少案僅需簽註他項權利檔號及其中任一筆標的物之登記

次序。 

 

6、用益物權經設定抵押權後再行移轉時，應加收內部收件辦理

更正登記，修正該抵押權之權利標的登記次序。 

6、用益物權經設定抵押權後再行移轉時，應加收內部收件辦理

更正登記，修正該抵押權之權利標的次序。 

 

11、多筆土地設定用益物權，申請人主張以一標示一收件號者，

其收件方式及有關事宜如下： 

（1）申辦設定之土地標示及相關資料填載於同一份契約書上，

無須分件填載。 

（2）設定之筆數少於 10 筆者，僅收 1 母號，其餘土地則由登

記機關以內部收件方式加收子號辦理。 

（3）設定之筆數為 10筆（含 10筆）以上者，收 2件（含 2件）

以上之母號（例：10筆收 10件；20筆則收 3件，以下類

推），其餘土地則由登記機關分別將各該母號以內部收件

方式加收子號辦理。 

 89.9.26台內中地

字第8980748號函 

 （六）塗銷及消滅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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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抵押權塗銷，應簽註登記次序及他項權利檔號；若發現共同

擔保同一抵押權之標的物檔號不同時，應查明更正。 

1、抵押權塗銷，應簽註登記次序及他項權利檔號；若發現共同

擔保同一抵押權之標的物檔號不同時，應查明後另案辦理更

正。 

 

3、法院囑託部分塗銷抵押權，涉及設定權利範圍變更時，應簽

註變更後設定權利範圍及標的登記次序。 

3、法院囑託部分塗銷抵押權，涉及設定權利範圍變更時，應簽

註變更後設定權利範圍及標的次序。 

 

 4、不動產經法院拍賣囑託塗銷限制登記，如債務人有其他限制

登記事項，應簽註併同塗銷之限制事項；但市地重劃區內尚

未繳清差額地價之土地，經拍賣登記後，拍定人未繳清差額

地價前，應轉載「未繳清差額地價，除繼承外，不得辦理所

有權移轉登記」之註記。 

 

 （八）其他登記：  

7、依民事訴訟法第 254條第 5項規定辦理之註記登記，應簽註

於相關部別註明：「依○○法院○○年○○月○○日○○年

度訴聲字第○○號民事裁定，本件不動產現為該院○○年度

(訴)字第○○號○○案件訴訟繫屬中」。該註記之訴訟標的

辦理移轉時，應將該註記內容轉載。 

7、依民事訴訟法第 254條第 5項規定辦理之註記登記，應簽註

於相關部別註明：「依○○法院○年○月○日○○字第○○

○號函證明文件辦理註記，本件不動產現為該院○年度（訴）

字第○○○號○○○案件訴訟中」。該註記之訴訟標的辦理

移轉時，應將該註記內容轉載。 

106.9.14 台內地

字第 1060433793

號函 

10、農業用地及農舍依主管建築機關囑託之簽註內容: 

（1）農業發展條例89年修正前取得並提供興建農舍完成之農

業用地 

A、農舍坐落地號 

於土地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明未經解除套繪管制不

得辦理分割；已興建農舍使用執照核發日期。 

 102.10.30內授中

辦 地 字 第

1026652059號令、

103.4.10 內授中

辦 地 字 第

1036650717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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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提供興建農舍之地號 

(A)個別農舍 

於土地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明未經解除套繪管制

不得辦理分割；及已提供興建農舍基地坐落。 

(B)集村農舍 

於土地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明未經解除套繪管

制不得辦理分割；已提供興建集村農舍基地坐落。 

（2）配合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12條規定 

A、農舍坐落地號 

於土地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明未經解除套繪管制不

得辦理分割；已興建農舍建造執照核發日期。 

B、提供興建之地號 

於土地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明未經解除套繪管制不

得辦理分割；已提供興建集村農舍基地坐落。 

C、農業發展條例 89年修正後取得農業用地興建農舍或農業

用地興建農舍辦法 102 年 7 月 3 日修正生效後核發建造

執照者，於土地及地上農舍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明

農業發展條例民國 89 年修正後取得農地興建農舍及使

用執照核發日期。 

11、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住宅法第 31條第 1項、第 2項、

第 4 項及民間興辦社會住宅申請審查辦法第 6 條規定，列

冊囑託地政機關辦理相關註記，應於建物標示部註明社會

住宅及於所有權部註明本社會住宅應經直轄市、縣(市)主

 101.12.26內授中

辦 地 字 第

1016652585號函、

住宅法106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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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同意，始得辦理所有權移轉；於嗣後辦理移轉登記時

應簽註該註記內容一併轉載。前開註記事項應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囑託，始得辦理塗銷登記。 

 

12、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住宅法第 61條第 1項、第 3項

及住宅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至第 12 條規定，列冊囑託辦理

更名登記時，免繕發權利書狀： 

(1) 應簽註於所有權部註明：「本標的權利範圍應隨同○○

段○○小段○○建物移轉或設定負擔」嗣後辦理移轉登

記時註記內容一併轉載。 

(2) 另加收一內部收件於主建物標示部註明：「○○段○○

小段○○地/建號，其所有權應隨同本建物移轉或設定負

擔」。 

 101.12.26內授中

辦 地 字 第

1016652585號函、

住宅法 106 年修

正 

 第肆章  異動作業  

一、作業項目 

本項作業含括登錄與校對作業，茲分述如下： 

一、作業目的及項目 

為系統啟用後之經常性工作，其目的在維持最新之地籍資料，

本項作業涵括登錄與校對作業，茲分述如下： 

 

 二、登錄作業 

（一）登錄作業原則 

 

8、登錄人員應就所承辦之案件，依法令規定先後次序登錄；但

經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囑託登記機關辦理查封、假扣押、假

處分、暫時處分、破產登記或因法院裁定而為清算登記及其

他機關依法律規定囑託登記機關為禁止處分之限制登記案

8、登錄人員應就所承辦之案件，依法令規定先後次序登錄；但

限制登記案件應優先辦理。 

 

預告登記亦屬限

制登記，惟無須

優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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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應優先辦理。 

13、因所有權或他項權利登記次序﹝含支號﹞變動時，與其對應

之他項權利或權利標的登記次序，應配合調整。 

13、因所有權或他項權利登記次序﹝含支號﹞變動時，與其對

應之他項權利或權利標的次序，應配合調整。 

 

 

 

 

WEB版其他登記事項代碼類別 

（二）登錄作業項目： 

WEB版程式類別代碼表 

WEB版登記原因代碼表 

 

 

 （三）登錄作業方式及注意事項：  

 

1.程式類別：首次登記、變更更正、遺漏更正 

 

 

 

 

 

 

 

 

 

 

 

二、登記原因：第一次登記（02） 

1.程式類別：首次登記、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新地、建號（含子號）不得重複使用。 

（2）特別建物數棟併編一建號為母號（五位數），各棟建物編

為子號（三位數）。 

（3）建物層次或附屬建物用途代碼無法歸類時，應登錄「Z（見

其他登記事項）」及總和面積，並於該部別其他登記事項欄

以代碼「26（建物層次）」或「16（附屬建物用途）」輸入

個別內容及個別面積。建物主要用途及主要建材代碼無法

歸類時，應登錄「Z（見其他登記事項）」，並於該部別其

 

 

 

 

 

 

 

 

 

 

 

 

 



16 
 

109年版  101年版 備註 

 

 

 

 

 

 

 

 

 

 

 

（5）申請書備註欄有「係依停車場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2 款或

第 3款規定投資興建之停車場建築物及設施」，應依審查

之簽註，於建物標示部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

登錄內容為：「係依停車場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款規定

投資興建之停車場建築及設施」。 

（6）建物坐落地號為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 42 條限制

之土地，應依審查之簽註，於建物基地及建物所有權部以

代碼「99（限制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本建物受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 42條限制」。 

 

 

 

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11（主要用途）」或「12（主要建

材）」輸入完整資料。 

（4）區分所有建物含共有部分之登記： 

A、應先辦理區分所有建物之登錄，再辦理共有部分之登錄。

其中共有部分主要用途有多項時，建物標示部主要用途

欄應以代碼「Z」（見其他登記事項）輸入，並於標示部

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11（主要用途）」，登錄內容

為：「本共有部分之項目有○○、○○、○○、○○及

○○等○項」。 

B、於全部案件異動完成後，再列印權狀。避免所有權狀漏

列共有部分。 

（5）申請書備註欄有「係依停車場法第 16條第 1項第二（三）

款規定投資興建之停車場建築物及設施」，應依審查之簽

註，於建物標示部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

內容為：「係依停車場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二（三）款規

定投資興建之停車場建築及設施」。 

（6）建物基地坐落為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 42 條限制

之土地，應依審查之簽註，於建物基地及建物所有權部以

代碼「99（限制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本建物受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 42條限制」。 

（7）有停車位（市場攤位）編號之登記： 

A.以區分所有建物申辦登記： 

（A）標示部之其他登記事項欄應以代碼「DA(停車位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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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所有權人協議共有停車位（市場攤位）者，於各所有權

部之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E8(停車位編號)」、或

「E9(市場攤位編號)」，登錄內容為：「○號與登記次

序○共有」。 

 

 

 

 

 

B.以共有部分申辦登記： 

 

 

 

 

 

（C）數區分所有建物共用停車位時，應依審查之簽註，於各區

分所有建物所有權部之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88（權狀

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車位編號：○，與○建號

共用」，並將其列印於共有部分「含停車位編號○○○，

或「DB(市場攤位共計)」，登錄內容為：「○位」。 

（B）各所有權部之其他登記事項欄應以代碼「E8(停車位

編號)」、或「E9(市場攤位編號)」，登錄內容為：「○

號」。 

（C）所有權人協議共有停車位（市場攤位）者，於各所有

權部之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E8(停車位編號)」、

或「E9(市場攤位編號)」，登錄內容為：「○號與登

記次序○共用」。 

（D）區分所有建物為共有，其共有部分之法定停車位由各

共有人分管時，得依當事人之申請，於所有權部之其

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88（權狀註記事項）」，登錄

內容為：「分管停車位編號：○○」。 

B.以共有申辦登記： 

（A）標示部之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DA(停車位共計)」

或「DB(市場攤位共計)」，登錄內容為「○位」。 

（B）建物附表應依分配書或協議書內容逐筆登錄各區分所

有建物建號、權利範圍、停車位（市場攤位）編號、

權利範圍及持分和。 

（C）數區分所有建物共有停車位時，應依審查之簽註，於

各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部之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

「88（權狀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車位編號：

○，與○建號共有」，並將其列印於共有部分「含停

車位編號○○○，權利範圍×××分之×××」欄位之下方。 

 

 

 

 

 

 

 

 

 

 

 

 

 

 

 

 

 

 

 

 

 

86.3.25台內地

字第 867473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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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範圍×××分之×××」欄位之下方。 

 

 

（D）辦理區分所有建物共有人分管法定停車位之註記登

記，應依審查之簽註，於各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部之

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88（權狀註記事項）」，登

錄內容為：「分管停車位編號：○○」。 

（E）將區分所有建物應留設而作為其區分所有權人共有部

分之法定停車空間集中設置於同一街廓或相鄰街廓

之他棟不同建築執照之建築物基地上者，應依審查之

簽註，於建物標示部之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

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本建號共○車位，

提供建築執照○年○字第○○建造執照作法定停車

位」。 

（8）建物部分占用鄰地，應於建物標示部之其他登記事項欄以

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本合法建

物尚有部分面積因使用鄰地未予以登記」。 

函 

 

 

 

 

 

 

（9）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上領有臨時建築物使用許可證之

臨時建物應依審查之簽註，於建物標示部之其他登記事項

欄以代碼「88（權狀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本建物為

臨時建物，公共設施開闢時，應無條件拆除」。 

（9）領有使用執照之臨時建物應依審查之簽註，於建物標示部

之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88（權狀註記事項）」，登錄

內容為：「本建物為臨時建物，公共設施開闢時，應無條

件拆除」。 

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法令補充

規定第 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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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區分所有建物辦理第一次登記，應依審查之簽註，於建物

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分別以代碼：「DC（建築基地權利

（種類）範圍：），登錄內容為：「○○段○○小段○○

地號（○○權）○○○分之○○○」及代碼「88（權狀註

記事項）」，登錄內容為：「建築基地地號：○○段○○

小段○○、○○、○○地號等」。並加收內部收件，以登

記原因「註記」，於每筆建築基地地號之土地標示部其他

登記事項欄以代碼「88（權狀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

「○○段○○小段○○建號等之建築基地地號：○○段

○○小段○○、○○、○○地號」。 

（13）區分所有建物辦理第一次登記，應依審查之簽註，於建物

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分別以代碼：「DC（建築基地權

利（種類）範圍：），登錄內容為：「○○段○○小段

○○地號（○○權）○○○分之○○○」及代碼「88（權

狀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建築基地地號：○○

段○○小段○○、○○、○○地號等」。並加收內部收

件，以登記原因「註記」，於每筆建築基地地號之土地

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88（權狀註記事項）」，

登錄內容為：「○○段○○小段○○建號等之建築基地

地號」。 

89.3.20台內地

字第 8972408 號

函 

（18）辦理農舍第一次登記時： 

不論 89 年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後取得農業用地興建農舍或

地政機關配合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 102年 7月 3日修正

生效後核發建造執照者，各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

關於核發使用執照後，均應造具清冊，將農舍坐落之地號

及提供興建農舍之所有地號清冊函送地政機關於土地及

地上農舍之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9L(農

業發展條例民國 89 年修正後取得農地興建農舍，使用執

照核發日期：)」，登錄內容為「○○年○○月○○日」辦

理註記。該地上農舍於農業用地囑託註記登記後始申辦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地政機關於辦理登記時，應依上

開註記方式於建物登記簿標示部辦理。 

（18）辦理農舍第一次登記時： 

A.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前（89年 1月 26日修正）取得農地，

興建農舍者： 

（A）於農舍坐落地號土地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

「AT（已興建農舍，使用執照核發日期：）」，登錄

內容為：「○年○月○日」。 

（B）提供興建之地號土地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

「AR（已提供興建農舍，基地坐落：）」，登錄內容

為：「○○鄉（鎮、市、區）○○段（小段）○○地

號」。 

B.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後取得農地，興建農舍者： 

（A）該農舍辦理建物第一次登記時，於建物標示部其他登

103.4.10 內授中

辦 地 字 第

1036650717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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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事項欄以代碼「9L（農業發展條例民國 89 年修正

後興建農舍，使用執照核發日期：）」，登錄內容為：

「○年○月○日」。並加收內部收件於農舍坐落地號

土地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9L（農業發展條

例民國 89年修正後興建農舍，使用執照核發日期：）」，

登錄內容為：「○年○月○日，建號○○號」。 

（B）於提供興建之地號土地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

「AR（已提供興建農舍，基地坐落：）」，登錄內容

為：「○○鄉（鎮、市、區）○○段（小段）○○地

號」。 

（20）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如有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

行細則第 78 條第 2 項之情事，應依審查之簽註，於建物

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

登錄內容為：「地上權消滅時，建物所有權移轉予政府」。 

（20）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如有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施行細則第 56條之 1第 2項之情事，應依審查之簽註，

於建物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

項）」，登錄內容為：「地上權消滅時，建物所有權移轉

予政府」。 

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施行細

則 105年修正，原

第 56 條之 1 條次

變更為第 78條 

（21）臨時路外停車場依主管建築機關發給之臨時使用執照(許

可)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應依審查之簽註，於建

物標示部之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88（權狀註記事

項）」，登錄內容為：「臨時建築物」。 

 依利用空地申請

設置臨時路外停

車場辦法第 11條

規定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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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辦竣預為抵押權登記之建物興建完成後，辦理建物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時，應另編建號，並將該預為抵押權登記內

容轉載於該建物他項權利部，同時刪除原編建號建物之

標示部及建號。 

 92.5.1內授中辦

地字第

0920082830號函 

（23）新登錄地已有標示部僅建立所有權部時，以【遺漏更正】

程式類別辦理。 

  

（24）土地完成登記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21）土地完成登記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 

 

 

 

 

 

（4）重測期間界址爭議尚未解決之土地，標示部面積欄登錄重

測前面積，並於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88（權狀註記事

項）」，登錄內容為：「重測前面積：○○○平方公尺，本宗

土地重測界址爭議未解決。」並依審查之簽註，於土地標

示部其他登記事項註記跨地價區段之公告現值。 

三、登記原因：地籍圖重測（03） 

1.程式類別：重測、批次重測、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不產製 

4.注意事項： 

（1）辦理重測前，應先行產製地籍整理清冊。 

（2）土地與建物應分件辦理，且不列印權狀。 

（3）重測登記前應先完成逕為分割、合併登記（含地價異動）

及相關基地號變更登記。 

（4）重測期間界址爭議未決土地，標示部面積欄登錄重測前面

積，並於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AV（本宗土地重測異議

複丈處理中，其實際面積以異議複丈處理結果為準）」，

登錄內容為：「重測前面積：○○○平方公尺，重測公告

面積：○○○平方公尺」。 

 

 

 

 

 

 

 

 

 

 

102.9.6台內地字

第 1020292617 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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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測成果公告期間申請異議複丈而公告期滿尚未處理完竣

之土地，標示部面積欄登錄重測前面積，並於其他登記事

項欄以代碼「AV(本宗土地重測異議複丈處理中，其實際面

積以異議複丈處理結果為準)，登錄內容為：「；重測前面

積：○○○平方公尺，重測公告面積：○○○平方公尺」。 

（6）重測後標示部無用之資料應依審查之簽註予以刪除。 

（7）建物重測新編建號，遇有基地坐落跨不同地段時，應以先

異動完成之基地段別編列新建號，後異動完成基地段別所

重複編列之建號應予刪除。 

（8）重測時界址爭議，經補辦地籍圖重測公告確定辦理標示變

更者，應以【變更更正】程式類別辦理登記，除登錄重測

後面積外，並將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將原界址爭議註記內

容刪除。 

（9）土地完成登記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5）重測後標示部無用之資料應依審查之簽註予以刪除。 

（6）建物重測新編建號，遇有基地坐落跨不同地段時，應以先

異動完成之基地段別編列新建號，後異動完成基地段別

所重複編列之建號應予刪除。 

（7）重測時界址爭議，經補辦地籍圖重測公告確定辦理標示變

更者，應以【變更更正】程式類別辦理登記，除登錄重測

後面積外，並將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將原界址爭議註記

內容刪除。 

（8）土地完成登記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3. 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 

 

 

 

 

（3）辦理土地批次重劃轉檔前，應先另以內部收件辦理「截止

四、登記原因：土地重劃（04） 

1.程式類別：重劃、批次重測、首次登記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不產製 

4.注意事項： 

（1）辦理重劃前，應先行產製地籍整理清冊。 

（2）土地與建物應分件辦理，並按重劃後各段別分別收件，且

不列印權狀。 

（3）辦理土地批次重劃轉檔前，應先另以內部收件辦理「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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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登記。土地重劃之抵費地，應另內部收件辦理登記，

登記原因「土地重劃」，程式類別【首次登記】，所有權

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

容為：「本筆係重劃抵費地」。 

 

 

 

 

 

 

 

（5）重劃土地權利人若有應繳納差額地價或相關費用者，應依審

查之簽註，於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9I（未繳清

相關費用：）」，登錄內容分別為： 

A.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之 1：「未繳清差額地價，除繼承外，

不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B.農地重劃條例第 36條：「農地重劃工程費用或差額地價未

繳清前不得移轉」 

C.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 28條：「差額地價未繳清前，不

得移轉或設定負擔。」 

記載」登記。土地重劃之抵費地，應另案辦理登記，登記

原因「土地重劃」，程式類別【首次登記】，所有權部其

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

「本筆係重劃抵費地」。 

（4）農地重劃區內耕地所有權人主張優先購買權承購之抵費地

與其毗連原受配共有土地辦理合併，未能取得他共有人之

同意書或協議書而無法辦理者，應依審查之簽註，於抵費

地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

登錄內容為：「本筆土地應與同段○地號合併，在合併前，

其移轉及設定應併同其他原應辦理合併之土地共同為

之」。 

（5）重劃土地權利人若有應繳納差額地價者，應依審查之簽註，

於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9I（未繳清相關費

用：）」，登錄內容為：「未繳清差額地價，除繼承外，

不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6）建物重劃應以程式類別【批次重測】辦理。 

（7）土地完成登記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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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建物基地申辦分割，應依審查或土地複丈結果通知書簽

註，於分割案異動主檔完成，再辦理基地號變更登記。另

視案件需要加收內部收件修正建築基地地號內容。 

 

 

 

 

 

六、登記原因：分割（06） 

1.程式類別：分割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土地分割： 

A.子地號完全由母地號自動轉載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所

有權部、他項權利部的原有相關資料；並於母地號標示部

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A1（因分割增加地號：）」，登

錄內容為：「○○○地號」，於子地號標示部其他登記事

項欄以代碼「G1（分割自：）」，登錄內容為：「○○○

地號」。子地號標示部應依審查之簽註刪除無用之註記資

料。 

B.建物基地申辦分割，應依審查或土地複丈結果通知書簽

註，於分割案異動主檔完成，再辦理基地號變更登記。 

C.分割土地有用益物權者，應依審查或土地複丈結果通知

書簽註辦理轉載情形及其設定權利範圍、面積。 

D.分割案件與其他需異動地價資料之案件（如合併、共有

物分割等）連件申辦時，應依地籍登錄、地籍校對、異動

地籍主檔、地價登錄、地價校對、異動地價主檔等程序逐

件辦理。 

E.土地完成登記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2）建物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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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新建號完全由原建號轉載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所有權

部全部、他項權利全部；並於原建號標示部之其他登記事

項欄以代碼「D1（因分割增加建號：）」，登錄內容為：

「○○○建號」，於新建號標示部之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

碼「G1（分割自）」登錄內容：「○○○建號」。新建號

標示部應依審查之簽註刪除無用之註記資料。 

B.建物含共有部分申辦分割時，應同時依協議書內容或審

查之簽註更新分割前後建物之共有部分持分及相關停車

位等資料。 

(3) 辦理土地分割登記時，經申請人於申請書記明續辦共有物

分割免繕發權利書狀者，應依審查之簽註，於所有權部之

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GM（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

登錄內容為：「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 

 

 

 

 

 

 

（2）建物基地辦理逕為分割，應於登記異動主檔完畢，加收內

部收件辦理「基地號變更」登記及修正建築基地地號內容。 

七、登記原因：逕為分割（07） 

1.程式類別：分割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同「分割」（06）。 

（2）建物基地辦理逕為分割，應於登記異動主檔完畢，加收內

部收件辦理「基地號變更」登記。 

（3）無需列印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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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建物基地合併，涉及基地號變更者，應另案或加收內

部收件辦理「基地號變更」，異動完畢再辦理合併。另視

案件需要加收內部收件修正建築基地地號內容。 

（3）合併後地（建）號之所有權及他項權利，如經審查簽註應

予更新者，應配合新編登記次序；如需更新他項權利者，

應依審查簽註或案附「他項權利轉載通知單」依序登錄他

項權利資料（應特別注意設定權利範圍及權利標的登記次

序）。 

十一、登記原因：合併（11） 

1.程式類別：合併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合併後地（建）號標示部之其他登記事項欄應以代碼「G2(合

併自：)」，登錄內容為：「○地（建）號」，及登錄其他

依審查簽註應註記之資料。 

（2）申請建物基地合併，涉及基地號變更者，應另案或加收內

部收件辦理「基地號變更」，異動完畢再辦理合併。 

（3）合併後地（建）號之所有權及他項權利，如經審查簽註應

予更新者，應配合新編登記次序；如需更新他項權利者，

應依審查簽註或案附「他項權利轉載通知單」依序登錄他

項權利資料（應特別注意設定權利範圍及權利標的次序）。 

（4）建物含共有部分申辦合併時，應同時依協議書內容或審查

之簽註更新合併後建物之共有部分持分及相關停車位等

資料。 

（5）合併案件與分割、共有物分割等連件申辦時，應逐件於異

動主檔完畢（含地價異動作業）後再依序辦理。 

（6）土地完成登記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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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登記原因：更正（12） 

1、標示部之更正：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遺漏更正、消滅／滅失／清償 

（2）是否主登：主登（非主登者見注意事項）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依注意事項辦理 

（4）注意事項： 

A.有關面積更正、遺漏更正，應產製地籍或建物異動通知

書。 

B.區分所有建物之共有部分各欄位、共有部分建物附表及

其他登記事項欄之各欄位資料更正，為非主登。 

C.「登記日期」、「登記原因」及「收件年字號」等更正，

應逕於更正欄位登錄更正後資料。 

D.全筆資料因登記錯誤或其他原因，需更正回復截止記載

前或建檔前之原資料時，應以【遺漏更正】程式類別辦

理登記，更正為截止前之資料（含登記日期、登記原因

及收件年字號欄）。 

E.資料庫地建號重複使用、錯誤登記，欲塗銷整筆資料之

更正案，應以【消滅／滅失／清償】程式類別辦理登記。 

F.為加速處理速度及避免錯漏列狀，因標示部更正需列印

部分權狀者，配合審查之簽註不列狀時，得加收內部收

件，以登記原因「書狀換給」列印須繕發之權狀。 

G.涉及面積更正案件，土地完成登記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

理異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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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因建檔錯誤或登記錯誤，辦理不同權利主體更正，應以【消滅

／滅失／清償】程式類別整筆刪除，再內部收件以【遺漏更

正】程式類別新增，並回復原登記內容。 

2、所有權部更正：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遺漏更正、消滅／滅失／清償、所

有權移轉、統一編號更正、權利人資料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非主登（主登者見注意事項）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依注意事項辦理 

（4）注意事項： 

A. 有關權利人權利範圍更正、整筆登記次序補登或塗銷之

更正，應產製地籍或建物異動通知書。 

B. 登記次序之更正，應以【消滅／滅失／清償】程式類別

整筆刪除，再以【遺漏更正】程式類別新增。 

C. 「登記日期」、「登記原因」、「原因發生日期」及「收

件年字號」更正，應逕於更正欄位登錄更正後資料，為

主登。 

D. 整筆資料因登記錯誤或其他原因，需更正回復截止記載

前或建檔前之原資料時，應以【遺漏更正】程式類別辦

理登記，更正為截止前之資料（含登記日期、登記原因、

原因發生日期及收件年字號欄）。 

E. 因整筆重複建檔、錯誤登記，欲塗銷整筆登記次序資料

之更正案，應以「消滅／滅失／清償」程式類別辦理登

記。 

F. 所有權漏辦移轉登記更正案，應以【所有權移轉】程式

類別辦理。 

G. 因建檔錯誤或登記錯誤，辦理不同權利主體更正，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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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以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之土地，經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就其屬日本人之股權或出資比例部分依地籍清理條例第

17、18 條規定申請更正登記為國有時，登記機關應同時於登

記簿登記名義人為會社或組合之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

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依○年○月○

日收件○○字第○○○號，將登記名義人之日人股權或出資

比例更正登記為權利人中華民國，管理者為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權利範圍○○○」 

 

 

 

【統一編號更正】程式類別辦理登記。 

H. 權利人類別更正，應以【權利人資料變更／更正】程式

類別辦理登記。 

I. 登記案之權利人統一編號與資料庫已存在權利人統一

編號重複，經審查人員已確認登記案之權利人統一編號

正確時，應另連件以登記原因「統一編號更正」、「更

正」辦理登記： 

（A） 第一件登記原因「統一編號更正」，程式類別【統

一編號更正】，先應查明資料庫已存在權利人之

正確統一編號，辦理異動主檔完成。 

（B） 第二件登記原因「更正」，程式類別【權利人資

料變更／更正】，將資料庫已存在該登記案權利

人之統一編號之姓名、住所、出生日期、類別更

正為登記案權利人資料，再辦理登記申請案。 

J. 以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之土地，經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就其屬日本人之股權或出資比例部分依地籍清

理條例第 17、18 條規定申請更正登記為國有時，登記

機關應同時於登記簿登記名義人為會社或組合之所有

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

登錄內容為：「依○年○月○日收件○○字第○○○號，

將登記名義人之日人股權或出資比例更正登記為權利

人中華民國，管理者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權利範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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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土地完成登記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3、他項權利部更正：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遺漏更正、消滅／滅失／清償、他

項權利移轉、統一編號更正、權利人資料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非主登（主登者見注意事項）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依注意事項辦理 

（4）注意事項： 

A. 非金融機構之設定案件及私人設定案件涉及利息（遲延

利息）等之更正應產製他項變更通知書。 

B. 登記次序之更正，應以【消滅／滅失／清償】程式類別

整筆刪除，再以【遺漏更正】程式類別新增。 

C. 「登記日期」、「登記原因」及「收件年字號」更正，

應逕於更正欄位登錄更正後資料，為主登。更正收件年

字號時，「他項權利檔號」應依審查之簽註是否需併同

更正。 

D. 整筆因登記錯誤或其他原因，需更正回復截止記載前或

建檔前之原資料時，應以【遺漏更正】程式類別辦理登

記，更正為截止前之資料（含登記日期、登記原因及收

件年字號等欄），並依審查之簽註確認權利標的登載。 

E. 他項權利補登記，若係同一義務人插入一順位抵押權，

應先以【消滅／滅失／清償】程式類別塗銷次順序抵押

權，再以【遺漏更正】程式類別補登各欄抵押權。 

F. 因整欄重複建檔、錯誤登記，欲塗銷整筆登記次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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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因建檔錯誤或登記錯誤，辦理不同權利主體更正，應以【消

滅／滅失／清償】程式類別整筆刪除，再內部收件以【遺漏

更正】程式類別新增，並回復原登記內容。 

之更正案，應以【消滅／滅失／清償】程式類別辦理登

記。 

G. 他項權利漏辦讓與登記，應以【他項權利移轉】程式類

別辦理。 

H. 因建檔錯誤或登記錯誤，辦理不同權利主體更正，應以

【統一編號更正】程式類別辦理登記。 

I. 權利人類別更正，應以【權利人資料變更／更正】程式

類別辦理登記。 

 

 

 

 

 

十四、登記原因：使用編定（15）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 

4.注意事項：同更正編定（14）。 

 

 

  

 

 

 

 

 

 

 

十五、登記原因：變更編定（16）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依特殊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之規定辦理變更編定

興建住宅者，應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

「特殊地區專案核准興建住宅」。 

（2）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26 條規定辦理時，應於標

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

 

 

 

 

 

90.4.26臺(九十)

內 中 地 字 第

9081152號令、 

107.3.19 修正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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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內容：「依據○○縣（市）政府○年○月○日○○字第

○○○號函核准分區及用地變更，限依其○○開發計畫作

為○○使用」。 

（3）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0 條第 5 項規定辦理時，

應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

登錄內容：「依據○○縣（市）政府○年○月○日○○字

第○○○號函核准變更編定，限依其○○○計畫作為○○

使用」。 

（4）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0 條第 3 項、第 4 項規定

辦理時： 

A.屬事業計畫變更者，應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

「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依據○○縣（市）

政府○年○月○日○○字第○○○號函，變更為○○事業

計畫，限依其變更後計畫作為○○使用」。 

B.事業未計畫變更者，應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

「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依據○○縣（市）

政府○年○月○日○○字第○○○號函，事業計畫內容變

更，限依其變更後計畫作為○○使用」。 

（5）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條第 1項規定之臨時性設

施：於土地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

記事項）」，登錄內容：「依據□□□○年○月○日○○

字第○○○號函核准作為○○臨時使用，自○年○月○日

起至○年○月○日止，為期○年」。 

制規則第 6、26、

3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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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事項： 

   （1）辦理建物部分滅失登記案件時，應檢視建物層數是否變

動。 

   （2）土地完成登記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十九、登記原因：部分滅失（20）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 

4.注意事項：土地完成登記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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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記原因：滅失（21） 

1.程式類別：消滅／滅失／清償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滅失而共有部分未滅失者，應

刪除該專有部分建物建號之標示部、所有權部及他項權利

部，另一併刪除共有部分附表之該專有部分建號及權利範

圍，惟應先刪除共有部分主建物附表之該專有部分建號及

權利範圍，再處理滅失登記案件，同時於共有部分建號之

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66(共有部分註記事項)」，

登錄內容為：「主建物○○段○○小段○○○建號，已於

○年○月○日○○字第○○○號收件辦竣滅失登記，尚存

原對應共有部分權利範圍○○○分之○○○（含停車位編

號○○○，權利範圍○○○分之○○○）」；及於對應之

基地地號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66(共有部分註

記事項）」，登錄內容為：「主建物○○段○○小段○○

○建號，已於○年○月○日○○字第○○○號收件辦竣滅

失登記，尚存共有部分○○○建號，權利範圍○○分之○

○（含停車位編號○○，權利範圍○○○分之○○○）。 

（2）土地完成登記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二○、登記原因：滅失（21） 

1.程式類別：消滅／滅失／清償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 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滅失而共有部分未滅失者，

應刪除該專有部分建物建號之標示部、所有權部及他項

權利部，另一併刪除共有部分附表之該專有部分建號及

權利範圍，同時於共有部分建號之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

欄以代碼「66(共有部分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主

建物○○段○○小段○○○建號，已於○年○月○日○

○字第○○○號收件辦竣滅失登記，尚存原對應共有部

分權利範圍○○○分之○○○（含停車位編號○○○，權

利範圍○○○分之○○○）」；及於對應之基地地號標示

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66(共有部分註記事項）」，

登錄內容為：「主建物○○段○○小段○○○建號，已於

○年○月○日○○字第○○○號收件辦竣滅失登記，尚

存共有部分○○○建號，權利範圍○○分之○○（含停車

位編號○○，權利範圍○○○分之○○○）」。 

（2）土地完成登記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二五、登記原因：地籍整理（26） 

1.程式類別：首次登記 

二五、登記原因：地籍整理（26） 

1.程式類別：首次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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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辦理地籍整理前，應先行產製地籍整理清冊，並與截止記

載須同一天完成，以免資料不一致。 

（2）地籍整理前地號，應加收內部收件辦理截止記載。 

（3）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

登錄內容為：「地籍整理前：○○段○○小段○○○地號」。 

（4）土地完成登記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辦理地籍整理前，應先行產製地籍整理清冊。 

(2)地籍整理前地號，應加收內部收件辦理截止記載。 

(3)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

錄內容為：「地籍整理前：○○段○○小段○○○地號」。 

(4)土地完成登記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二六、登記原因：門牌整編（28）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不產製 

4.注意事項： 

（1）建物門牌登錄作業方式，應依業務主管戶政機關編定之原

則辦理。 

（2）複合式門牌登錄方式，如屬同一街道名稱者，其門牌號及

樓層資料以「、」作為區隔，另不同街道名稱者，應以「；」

區隔。 

二六、登記原因：門牌整編（28）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不產製 

 

二八、登記原因：增建（30）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首次登記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建物異動通知書 

二八、登記原因：增建（30）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建物異動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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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事項： 

(1)辦理增建登記案件時，其登記日期、登記原因以最新資料登

載，至建築完成日期則保留第一次登記時之日期，並於標示

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以下內容；如有二次以上之增建，則

保留原「一般註記事項」註記內容，並就該次增建部分新增

「一般註記事項」之註記；至「權狀註記事項」則就最後一

次增建部分予以註記。 

A.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民國○年○

月○日增建第○○層，增建前面積：○○平方公尺」。(不

同分層應予分列增建前面積) 

B.以代碼「88(權狀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第○次增建，

增建建築完成日期：○年○月○日」。 

C.以代碼「D4（使用執照字號：）」，登錄增建之使用執照字

號。 

(2)增建登記如涉及所有權範圍協議者，另加收內部收件以程式

類別【所有權移轉】辦理；涉及他項權利範圍變動者，另加

收內部收件以程式類別【變更更正】(非主登)辦理，並視案

件類型產製他項變更通知書。 

4.注意事項：辦理增建登記案件時，其登記日期、登記原因以最

新資料登載，至建築完成日期則保留第一次登記時之日期，並

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以下內容；如有二次以上之增

建，則保留原「一般註記事項」註記內容，並就該次增建部分

新增「一般註記事項」之註記；至「權狀註記事項」則就最後

一次增建部分予以註記。 

(1)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民國○年○

月○日增建第○○層，增建前面積：○○平方公尺」。 

(2)以代碼「88(權狀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第○次增建，

增建建築完成日期：○年○月○日」。 

(3)以代碼「D4（使用執照字號：）」，登錄增建之使用執照字

號。 

 

 

 

 

 

 

 

 

 

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法令補充

規定第 21點 

 

 

 

 

 

三○、登記原因：查封（33） 

1.程式類別：限制登記 

2.是否主登：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不產製 

4.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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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限制登記需補正之案件，應先以原收件號辦理案件內容刪

除，再加收內部收件，以登記原因「註記」程式類別【變

更更正】辦理登錄，於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99(限制登

記事項)」，登錄內容為：「○年○○字第○○○號辦理囑

託限制登記補正中」，並於更正或補正後以原收件號辦理

限制登記及塗銷前項註記；倘該案件須駁回時，另加收內

部收件辦理塗銷前項註記。 

（1）於該債務人或擔保物提供人之標的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

碼「99(限制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年○月○日

○○字第○○○號，依○○法院○年○月○日○○字第○

○○號函辦理查封（假扣押、假處分）登記，債權人：○

○○，債務人：○○○，限制範圍：○○○，○年○月○

日登記」。 

（2）查封繼續執行接到行政執行分署或地方法院通知註記時，

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註記，登錄內容為：「○年

○月○日○○字第○○○號，依○○行政執行分署○年○

月○日○○字第○○○號函通知，本件原由○○行政執行

分署以○年○月○日○○字第○○○號函查封，現改由○

○地方法院○年度○○字第○○○號繼續執行」或「○年

○月○日○○字第○○○號，依○○地方法院○年○月○

日○○字第○○○號函通知，本件原由○○地方法院以○

年○月○日○○字第○○○號函查封，現改由○○行政執

行分署○年度○○字第○○○號繼續執行」。 

（3）限制登記需補正之案件，應先以原收件號辦理案件內容刪

除，再加收內部收件，以登記原因「註記」程式類別【變

更更正】辦理登錄，於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

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年○○字○○○號辦理

囑託限制登記補正中」，並於更正或補正後以原收件號辦

理限制登記及塗銷前項註記；倘該案件須駁回時，另加收

內部收件辦理塗銷前項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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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於接獲法院囑託塗銷查封登記並連件續封登記時，應先辦

理續封之查封登記後再辦理原查封登記之塗銷。 

 

 

 

 

 

 

 

 

 

 

 

 

 

 

 

 

 

E.法院囑託塗銷抵押權查封登記並以執行命令移轉抵押權與債

權人時，以一般註記事項代碼「00」，將註記內容登載於該

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事項欄，登錄內容為「依○○法院○年

三一、登記原因：塗銷查封（34）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消滅／滅失／清償 

2.是否主登：非主登（消滅／滅失／清償程式類別為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不產製 

4.注意事項： 

（1）土地或已登記建物之塗銷限制登記以【變更更正】程式類

別辦理登記時： 

A.全部塗銷，有拍定人時，應將其他登記事項欄限制登記註

記刪除，另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

「拍定人：○○○」。如有禁止處分或預告登記之註記時，

應依審查之簽註，同時將其註記刪除。 

B.部分塗銷，有拍定人時，除於其他登記事項欄修改限制登

記之限制範圍外，另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

內容為：「拍定人：○○○○（拍定權利範圍○○○分之

○○○）」。 

C.無拍定人時，將其他登記事項限制登記註記刪除。 

D.囑託同時塗銷抵押權，應加收內部收件辦理抵押權塗銷或

擔保物減少登記。 

（2）塗銷未登記建物查封，不論有無拍定人，應以程式類別【消

滅／滅失／清償】辦理建物標示部刪除。 

（3）塗銷查封之標的中有未登記建物者，應加收內部收件分別

 

 

 

 

 

 

 

 

 

 

 

103.12.31台內地

字第 103061399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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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字第○○○號函，該抵押債權及抵押權業經執行命

令移轉於債權人：○○○，債權範圍：○○」。 

以程式類別【變更更正】及【消滅／滅失／清償】辦理塗

銷原查封註記及刪除該未登記建物標示部。 

 

 

 

 

 

 

（1）部分共有人持憑法院確定判決、和解或調解筆錄單獨為全

體共有人申辦共有土地分割，應依審查之簽註，於欠繳之

共有人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

項)」，登錄內容為：「未會同申請，欠繳土地複丈費○○

元、登記費○○元、書狀費及代管費用(無代管情事者免

登載)，繳清後發狀」。另未會同之申請人，應依審查之

簽註不繕發權狀。 

 

三二、登記原因：判決共有物分割（35） 

1.程式類別：共有物分割、所有權移轉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部分共有人持憑法院確定判決、和解或調解筆錄單獨為全

體共有人申辦共有土地分割，應依審查之簽註，於欠繳之

共有人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

項)」，登錄內容為：「未會同申請，欠繳複丈費○○元、

登記費○○元、書狀費○○元及代管費用(無代管情事者

免登載)，繳清後發狀」。另未會同之申請人，應依審查

之簽註不繕發權狀。 

（2）應受補償人（即法定抵押權人）為未會同申請登記之共有

人，其未繳之登記規費，應依審查之簽註，於該抵押權之

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

為：「未會同申請，欠繳登記費○○元及書狀費○○元，

繳清後發狀」。 

（3）同「共有物分割」（38）。 

 

 

 

109.5.20 台內地

字第 1090262652

號函 

三六、登記原因：法人合併（39） 

1.程式類別：法人合併、所有權移轉、他項權利移轉 

 

三六、登記原因：法人合併（39） 

1.程式類別：法人合併 

2.是否主登：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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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他

項讓與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同「買賣」（64）。 

（2）辦理法人合併，依審查之簽註辦理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部

之登錄，並應於登錄完畢後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3）完成法人或寺廟設立登記申辦更名為法人或寺廟，及原登

記為胎兒之名，於胎兒出生辦理戶籍登記後申辦更名登記，

三八、登記原因：更名（41）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權利人資料變更／更正、統一編號更

正、所有權移轉 

2.是否主登：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他

項變更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更名登記，以【權利人資料變更／更正】程式類別辦理登

記。另為加速處理速度及避免錯漏列狀，因管理者之換狀

及權利人僅需列印部分權狀者，應加收內部收件以登記原

因「書狀換給」程式類別【變更更正】列印需繕發之權狀。  

（2）他項權利之義務人或債務人之更名登記，以【變更更正】

程式類別辦理登記。如為義務人變更，他項權利應逐筆修

改。 

（3）完成法人或寺廟設立登記申辦更名為法人或寺廟，及原登

記為胎兒之名，於胎兒出生辦理戶籍登記後申辦更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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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統一編號更正】程式類別辦理登記。前項寺廟設立登

記辦理更名為法人或寺廟，倘涉及管理者變更，應加收內

部收件以登記原因「管理者變更」辦理登記，及以登記原

因「塗銷註記」刪除其他登記事項欄籌備處註記內容。 

 

 

 

 

 

 

記，以【統一編號更正】程式類別辦理登記。前項寺廟設

立登記辦理更名為法人或寺廟，倘涉及管理者變更，應加

收內部收件以登記原因「管理者變更」辦理登記。 

（4）神明會依地籍清理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完成法

人登記，辦理神明會土地更名為該法人所有時，以【統一

編號更正】程式類別辦理登記。 

（5）法人或寺廟未能完成設立登記申辦更名登記為已登記之代

表人所有或籌備人全體共有時，以【所有權移轉】程式類

別辦理登記。 

（6）法人或寺廟在未完成法人設立登記或寺廟登記前已以籌備

人之代表人名義登記，其代表人變更者，以【統一編號更

正】程式類別辦理登記。 

（7）私立學校或宗教團體以自有資金取得而以自然人名義登記

辦理之更名登記，以【所有權移轉】程式類別辦理登記。 

（8）祭祀公業法人依祭祀公業條例第 28 條申辦更名登記，僅

登載法人名稱、統一編號及主事務所住址，代表人之個人

資料無須登載，另應加收內部收件，以登記原因「管理者

變更」塗銷原祭祀公業管理人之登記資料。 

（9）土地完成登記後涉及所有權移轉之登記案件應移送地價單

位辦理異動作業。 

 

 

 

四二、登記原因：管理者變更(46)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統一編號更正 

2.是否主登：非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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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事項：同一土地上 2 個以上管理機關需用不同空間範圍

分別辦理撥用時，應依行政院核准撥用函或撥用計畫書，將各

個管理機關分別登載於管理者欄，並應依審查之簽註於所有

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一般註記事項代碼「00」註明各機關分

別管有之權利範圍。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他

項變更通知書 

4.注意事項：同一土地上二個以上管理機關需用不同空間範圍

分別辦理撥用時，應依行政院核准撥用函或撥用計畫書，將各

個管理機關分別登載於管理者欄，並應依審查之簽註於所有

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明各機關分別管有之權利範圍。 

 

 

 

 

 

 

 

 

 

 

（2）限制登記需補正之案件，應先以原收件號辦理案件內容刪

除，再加收內部收件以登記原因「註記」程式類別【變更

更正】辦理登錄，於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99(限制登記

事項)」，登錄內容為：「○年○○字第○○○號辦理囑託

限制登記補正中」，並於更正或補正後以原收件號辦理限

四六、登記原因：破產登記(51) 

1.程式類別：限制登記 

2.是否主登：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不產製 

4.注意事項： 

（1）於該破產人所有標的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99(限制登

記事項)」，登錄內容為：「○年○月○日○○字第○○

○號，依○○法院○年○月○日○○字第○○○號函辦理

破產登記，破產人：○○○，限制範圍：○○○，○年○

月○日登記」。 

（2）限制登記需補正之案件，應先以原收件號辦理案件內容刪

除，再加收內部收件以登記原因「註記」程式類別【變更

更正】辦理登錄，於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

記事項)」，登錄內容為：「○年○○字第○○○號辦理

囑託限制登記補正中」，並於更正或補正後以原收件號辦

理限制登記及塗銷前項註記；倘該案件須駁回時，另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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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登記及塗銷前項註記；倘該案件須駁回時，另加收內部

收件辦理塗銷前項註記。 

內部收件辦理塗銷前項註記。 

 

 

 

 

 

 

 

 

 

 

 

 

 

 

 

 

 

 

 

 

 

四七、登記原因：禁止處分(52) 

1.程式類別：限制登記 

2.是否主登：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不產製 

4.注意事項： 

（1）同查封(33) 

（2）依稅捐稽徵機關來文，於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99(限

制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年○月○日○○字第

○○○號，依○○稅捐稽徵機關○○字第○○○號函辦理

禁止處分登記，納稅義務人：○○○，限制範圍：○○○，

○年○月○日登記」。 

（3）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4條規定辦理產權移轉眷戶，

以代碼「99(限制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依國防部

總政治作戰局○年○月○日○○字第○○○號函辦理禁

止處分登記，除依法繼承外，不得出售、出典、贈與或交

換，○年○月○日登記」。 

（4）依銀行法第 62 條之 1 規定於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

「99(限制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年○月○日○

○字第○○○號，依○○機關○○字第○○○號函辦理禁

止處分登記，禁止移轉、交付或設定他項權利，○年○月

○日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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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院或其他機關囑託辦理之禁止處分，應於相關其他登記

事項欄以代碼：「99(限制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依

○○機關○年○月○日○○字第○○○號函辦理禁止處

分登記，義務人：○○○，限制範圍：○○○，○年○月

○日登記」。 

（5）其他機關囑託辦理之禁止處分，應於相關其他登記事項欄

以代碼：「99(限制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依○○

機關○年○月○日○○字第○○○號函辦理禁止處分登

記，義務人：○○○，限制範圍：○○○，○年○月○日

登記」。 

「刑事訴訟法」第

116 條之 2 及第

133條、「檢察機

關實施搜索扣押

應行注意事項」第

7點 

 

 

 

 

 

 

 

 

 

 

（3）公告期滿辦理書狀補給登記時，應併同將其他登記事項欄

原公告註記刪除。若公告中申請撤銷或有異議時，則再加

收內部收件塗銷相關註記。 

 

 

 

五四、登記原因：書狀補給（59）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不產製 

4.注意事項： 

（1）辦理所有權移轉或他項權利設定案件，義務人之書狀遺失

者，應加收內部收件辦理「書狀補給」。 

（2）公告前應加收內部收件，以「註記」為登記原因，於其他

事項欄以代碼：「9G(申請書狀補給公告中：)」，登錄內

容為：「依○年○月○日○○字第○○○號辦理」。 

（3）公告期滿辦理書狀補給登記時，應併同將其他登記事項欄

原公告註記刪除。若公告中申請撤銷或有異議時，則再加

掛內部收件號塗銷相關註記。 

（4）權利人於同一地建號，同時擁有二張以上權利書狀時，於

書狀補給時，應依審查之簽註將其他登記事項欄中之書狀

註記刪除。 

（5）共有人就同一不動產取得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辦理所有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A040090041012000-20180830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A040090041012000-20180830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A040090041012000-2018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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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共有人就同一不動產取得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辦理所有

權移轉登記時，如承受人之土地所有權狀遺失無法檢附

者，應連件申請書狀補給登記，得先就新取得應有部分辦

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至其土地所有權狀應俟權狀遺失公告

30日期滿無人異議後再行繕發。公告期滿無人提出異議辦

理書狀補給登記時，應刪除「申請書狀補給公告中」之註

記。如承受人有多登記次序時，應加收內部收件登記原因

為「持分合併」，辦理連前持分登記，並修改為新取得登記

次序之「登記日期」、「登記原因」、「原因發生日期」及「收

件年字號」後出狀。 

權移轉登記時，如承受人之土地所有權狀遺失無法檢附

者，應連件申請書狀補給登記，得先就新取得應有部分辦

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至其土地所有權狀應俟權狀遺失公告

三十日期滿無人異議後再行繕發。公告期滿無人提出異議

辦理書狀補給登記時，應刪除「申請書狀補給公告中」之

註記。如承受人有多登記次序時，應加收內部收件登記原

因為「持分合併」，刪除新登記之登記次序，辦理連前持

分登記，修改其登記日期、登記原因、原因發生日期及收

件年字號後出狀。 

76.1.19台內地字

第 469926號函 

 

 

 

 

 

 

（1）應內部收件以登記原因「混同」辦理原耕作權之塗銷登記。 

（2）依 108 年 7 月 3 日修正前之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規

定取得所有權之案件，以【所有權移轉】程式類別登記。 

 

五七、登記原因：耕作權期間屆滿(62) 

1.程式類別：所有權移轉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應先以登記原因「混同」辦理原耕作權之塗銷登記。 

（2）依原住民保留地管理辦法規定耕作權限期屆滿五年取得所

有權之案件，以【所有權移轉】程式類別登記。 

（3）土地完成登記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五九、登記原因：買賣(64) 

1.程式類別：所有權移轉、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主登（變更更正程式類別者為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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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同共有人取得同一標的物相同或不同之公同共有部分，

除另增登記次序，並依審查之簽註，於所有權部其他登記

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登

記次序○○、○○公同共有」外，並加收內部收件以「註

記」為登記原因於各權利人所有權部維護原公同共有登記

次序資料。 

 

 

 

 

 

 

 

4.注意事項： 

（1）義務人有他項權利時，應依審查之簽註辦理他項權利承受

情形。 

（2）法人或寺廟在未完成法人設立登記或寺廟登記前，取得土

地建物所有權，以其籌備人公推之代表人名義申請登記，

須依審查之簽註，於相關部別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

「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法人或寺廟籌備

處：○○○」。 

（3）同一權利人取得同一標的物為不同之共有型態時，應另增

登記次序。 

（4）公同共有人取得同一標的物相同或不同之公同共有部分，

除另增登記次序，並依審查之簽註，於所有權部其他登記

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登

記次序○○、○○公同共有」外，另以「註記」案於各權

利人所有權部維護原公同共有登記次序資料。 

（5）所有權人同一筆土地上有一棟以上區分所有建物，應分擔

之基地應有部分，應依審查之簽註分開繕狀，並註記下列

事項： 

A.土地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88(權狀加註事

項)」，登錄內容為：「○○○建號基地之應有部分」。 

B.建物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

項)」，登錄內容為：「○○段○○小段○○地號土地所

有權人登記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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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取得建物權利範圍為全部時，須另加收內部收件以「註

記」為登記原因，於建物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

「DC(建築基地權利（種類）範圍：)」，登錄內容為：

「○○段○○小段○○地號（○○權）○○○分之○○

○」。 

 

 

 

 

 

 

 

 

（8）大陸地區人民依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

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第 7條第 2項規定取得之不動產，應

於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下列事項： 

C.基地權利範圍之註記： 

（A）取得建物權利範圍為部分時，於建物所有權部其他登

記事項欄以代碼「DC(建築基地權利（種類）範圍：)」，

登錄內容為：「○○段○○小段○○地號（○○權）

○○○分之○○○」。 

（B）取得建物權利範圍為全部時，須另加收「註記」案件，

於建物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DC(建築基地

權利（種類）範圍：)」，登錄內容為：「○○段○○

小段○○地號（○○權）○○○分之○○○」。 

（C）如建物於辦理第一次登記時已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

欄註記基地坐落權利範圍，嗣後辦理分開繕狀註記

時，該權利範圍不予重複註記。 

（6）二區分所有建物僅申辦移轉共有部分時，以【變更更正】

程式類別（非主登）辦理登記。 

（7）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4 條規定，於產權移轉眷戶

同時於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99（限制登記事

項）」，登錄內容為：「承購戶自產權登記之日未滿 5年，

不得自行將住宅及基地出售、出典、贈與或交換」。 

（8）大陸地區人民依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

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第 6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取得之不動

產，應於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H2（本標的於

登記完畢後三年內，不得辦理土地權利移轉之預告登記，

滿三年始得移轉，但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或法院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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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以代碼「H2（本標的於登記完畢後三年內不得辦理權利移

轉之預告登記，滿三年始得移轉，但因繼承、強制執行、

徵收或法院判決而移轉者，不在此限）」。 

B.以代碼「HJ(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9條

及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

許可辦法)」，登錄內容為：「第○條及第 14 條規定許

可取得 (設定)」。 

C.以代碼「GN(大陸地區人民身分證號：)」，登錄內容為：

「○○○○○○○○○○」。 

 

決而移轉者，不在此限。）」註記。 

（9）已辦竣買賣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後因雙方合意解除契約案

件，應以「買賣」為登記原因，並於所有權部之其他登記

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本

案為雙方合意解除契約」。 

（10）連件辦理權利人(或義務人)統一編號變更、所有權移轉

登記時，應先辦理統一編號變更登記，待校對異動完成

後，再續辦所有權移轉登記。 

（11）同一義務人或權利人連件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應先

異動完成第一件之地價案件異動作業後，再續辦第二件

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12）土地完成登記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1. 91.12.24台內

地字第

0910074047號

函-「GN」 

2. 98.8.26台內

地字第

0980160075號

函、99.8.9台

內地字第

0990159277號

函-「H2」 

3. 102.11.13台

內地字第

1020344260號

函-「HJ」 

4.106.8.17台內

地字第

1060430775號

函-「第 O條及

第 14條」 

 

 

 

六○、登記原因：贈與(65) 

1.程式類別：所有權移轉、他項權利移轉、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主登（變更更正程式類別者為非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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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有財產署囑辦國有土地建物所有權贈與寺廟時，於登記

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99(限制登記事項)」，

登錄內容為：「本物權受國有財產贈與寺廟教堂辦法第 7

條規定限制」。 

 

 

 

 

 

 

 

（5）已辦竣贈與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後因雙方合意解除契約案

件，應以「贈與」為登記原因，並於所有權部之其他登記

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本

案為雙方合意解除契約」。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他

項讓與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所有權移轉案件同買賣(64)。 

（2）他項權利移轉案件同讓與（96）。 

（3）國有財產局囑辦國有土地建物所有權贈與寺廟時，於登記

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99(限制登記事項)」，

登錄內容為：「本物權受國有財產贈與寺廟教堂辦法第 7

條規定限制」。 

（4）依「寺廟或宗教團體申請贈與公有土地辦法」核定贈與之

公有土地於辦理所有權贈與登記時，應於所有權部其他

登記事項欄以代碼「9Ｏ（本物權受寺廟或宗教團體申請

贈與公有土地辦法第 7條規定限制：）」，登錄內容為：

「本筆土地除經主管機關審查同意移轉為其他募建寺廟

或宗教性質法人所有外，不得以買賣、交換、贈與、信託

或以其他方式為所有權之移轉」。 

 

 

 

六三、登記原因：繼承(68) 

1.程式類別：所有權移轉、他項權利移轉 

2.是否主登：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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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部分繼承人或再轉繼承人未會同申請，應依審查之簽註，

免列印權狀，並於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事項

欄註記： 

A.部分繼承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1 條之 1 規定申辦公

同共有之繼承登記者，未會同申辦之繼承人，如未繳清

稅費，以代碼「9F（未繳清遺產稅，不得辦理分割、處分、

變更或設定負擔登記）」。 

B.部分繼承人申辦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再轉繼承人不願

申報或繳納遺產稅者，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

登錄內容為：「未繳清遺產稅，不得繕發所有權狀」。 

C.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未會同申

請，欠繳登記費○○元及書狀費，繳清後發狀」。 

D.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主登記

次序○○、○○公同共有」。 

（5）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後，公同共有人再繼承同一標的物時，

除另增登記次序，並依審查之簽註，於所有權部其他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他

項讓與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所有權移轉案件同買賣(64)。 

（2）他項權利移轉案件同讓與（96）。 

（3）被繼承人有限制登記事項，可逕行辦理登記，並依審查人

員之簽註，於所有權部轉載原限制登記事項。 

（4）部分繼承人或再轉繼承人未會同申請，應依審查之簽註，

免列印權狀，並於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事項欄

註記： 

A.以代碼「9F（未繳清遺產稅，不得辦理分割、處分、變更

或設定負擔登記）」。 

B.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未會同申

請，欠繳登記費○○元，書狀費○○元，繳清後發狀」。 

C.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主登記次

序○○、○○公同共有」。 

（5）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後，公同共有人再繼承同一標的物時，

除另增登記次序，並依審查之簽註，於所有權部其他登記

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主

登記次序○○、○○公同共有」外，另以「註記」案於各

權利人所有權部維護原公同共有登記次序資料。 

（6）外國人繼承土地法第 17 條第 1 項土地時，應於所有權部

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

 

 

 

 

 

 

 

 

 

 

107.6.8台內地

字第 1070426621

號函 

 

 

 

 

109.5.20 台內地

字第 109026265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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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

「主登記次序○○、○○公同共有」外，並加收內部收件

以「註記」為登記原因於各權利人所有權部維護原公同

共有登記次序資料。 

容為：「本筆土地應於○年○月○日前移轉與本國人，逾

期辦理公開標售」。 

 

 

 

 

 

 

 

 

 

 

 

 

 

 

 

 

 

 

 

六五、登記原因：徵收(70) 

1.程式類別：全部徵收、所有權移轉、消滅／滅失／清償、他項

權利設定、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主登（變更更正程式類別者為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他

項設定通知書、他項塗銷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全部徵收以【全部徵收】程式類別辦理登記，如有他項權

利以登記原因「徵收」、程式類別【消滅／滅失／清償】

辦理塗銷登記。如有限制登記則以登記原因「逕為塗銷」、

程式類別【變更更正】辦理塗銷登記。 

（2）徵收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時，以【所有權移轉】程式類別辦

理登記。 

（3）依「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

法」第 8條規定，以「徵收」辦理地上權登記時，以【他

項權利設定】程式類別辦理登記，權利範圍登錄「見其他

登記事項」，並於其他登記事項登錄權利範圍「本件地上

權係設定於特定空間範圍，其範圍詳位置圖」，及一般登

記事項「捷運系統路線穿越地，依○○機關○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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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為全部徵收則應加收內部收件辦理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

欄原徵收註記之塗銷登記。如為部分徵收則應加收內部收

件辦理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原徵收註記之塗銷登記。 

 

○○字第○○○號辦理」。 

（4）如有預告登記，於囑託徵收登記時應以登記原因「逕為塗

銷」、程式類別【變更更正】辦理塗銷登記，登記機關於

登記完畢，並應通知原預告登記申請人。 

（5）如為全部徵收則應加收內部收件辦理標示部原徵收註記之

塗銷登記。 

（6）土地完成登記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4.注意事項： 

(1)依臺灣省國有耕地放領工作要點第 14 規定辦理所有權移轉

登記時，應刪除土地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之「放領註記」，

並於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99（限制登記事

項）」，登錄內容為：「本宗土地於民國○年○月○日登記

取得所有權之日起五年內不得移轉及申請變更使用」。 

(2)土地完成登記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六六、登記原因：放領(71) 

1.程式類別：所有權移轉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 

4.注意事項：土地完成登記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六八、登記原因：交換(73) 

1.程式類別：所有權移轉、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主登（變更更正程式類別為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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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停車位（市場攤位）分別以專有部分型態及共有部分型態之

登記資料辦理交換，該專有部分以【所有權移轉】程式類別

辦理登記；共有部分則加收內部收件以【變更更正】程式類

別辦理變更登記。 

(3) 遇有跨所交換登記案件，依審查之簽註，於其他登記事項

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與○○縣

（市）○○鄉（鎮、市、區）○○段○○地（建）號辦理交

換」。 

4.注意事項： 

（1）所有權交換以【所有權移轉】程式類別辦理登記。 

（2）停車位（市場攤位）分別以主建物型態及共有型態之登記

資料辦理交換，該主建物以【所有權移轉】程式類別辦理

登記；共有部分則加收內部收件以【變更更正】程式類別

辦理變更登記。 

（3）遇有跨所交換登記案件，依審查之簽註，於其他登記事項

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與○○○辦

理交換」。 

（4）土地完成登記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七五、登記原因：設定(83) 

1.程式類別：他項權利設定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他項設定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債務人為一般行號（非公司）時，應依審查之簽註，註明

商號名稱及負責人姓名(「○○○○，負責人：○○○」)。 

（2）辦理設定及擔保物增加之連件案件，應將設定案件之他項

權利檔號更改為審查簽註之原他項權利檔號，並點選出

狀；但經審查簽註免列印書狀僅就原權狀加註者，應配合

審查之簽註辦理。另擔保物增加案應配合審查簽註免登

記。 

（3）辦理設定及權利內容等變更之連件案件，除將設定案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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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設定不動產役權，於供役不動產之他項權利部以代碼「HB（需

役不動產及權利人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登錄內

容為：「○○縣（市）○○鄉（鎮、市、區）○○段(小段)

○○地（建）號；○○○權」，並加收內部收件，於需役不

動產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HA（供役不動產：），

登錄內容為：「○○縣（市）○○鄉（鎮、市、區）○○段

(小段)○○地（建）號」。 

 

(7)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如有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

細則第 78 條第 1 項之情事，應依審查之簽註，於土地登記

簿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

容為：「地上權消滅時，建物所有權移轉予政府」。 

 

 

 

 

他項權利檔號依審查之簽註輸入原他項權利檔號外，不點

選出狀；並應於異動完成後辦理他項權利內容等變更案，

再行點選出狀或於原權利證明書加註。 

（4）跨所之抵押權設定，應在他項權利部以代碼「88（權狀註

記事項）」，登錄內容為：「與○○縣市（鄉鎮市區）○○

段○○地號、○○建號共同為權利標的」。 

（5）設定不動產役權，於供役不動產之他項權利部以代碼「HB

（需役不動產及權利人使用需役不動產權利關係：）」，登

錄內容為：「○○段(小段)○○地（建）號；○○○權」，

並加收內部收件，於需役不動產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

代碼「HA（供役不動產：），登錄內容為：「○○段(小段)

○○地(建)號」。 

（6）土地部分持分、面積或特定範圍設定用益物權，應於其他

登記事項以代碼「GA(權利位置詳位置圖)」註記。 

（7）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如有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

行細則第 56 條之 1 第 1 項之情事，應依審查之簽註，於

土地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

登錄內容為：「地上權消滅時，建物所有權移轉予政府」。 

（8）土地所有權人與原地上權人間就地上權之存續期間屆滿而

消滅時處理該土地上建物之約定事項，應依審查之簽註，

於土地登記簿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欄以代碼「00(一般註

記事項)」註記存續期間屆滿建物歸屬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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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與其基地應有部分分屬不同人者，

該基地應有部分設定典權時，應依申請人之簽註於該他項

權利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一般註記事項代碼「00」加註該專

有部分建號。 

99.7.21內授中辦

地字第

0990724973號令 

 

 

 

 

4.注意事項：他項權利設定權利範圍變更應逐筆辦理變更，並依

審查之簽註辦理標的登記次序異動。 

八三、登記原因：權利範圍變更(92)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他項變更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 

4.注意事項：他項權利設定權利範圍變更應逐筆辦理變更，並

依審查之簽註辦理標的次序異動。 

 

 

 

 

 

4.注意事項：辦理抵押權部分清償與擔保物減少或權利內容等

變更連件案件時，以擔保物減少或權利內容等變更案列印權

狀。 

八四、登記原因：部分清償(93) 

1.程式類別：消滅／滅失／清償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他項塗銷通知書 

4.注意事項：辦理抵押權部分清償與擔保物減少連件案件時，

僅辦理部分清償案件，並以擔保物減少案列印權狀。 

 

 

1. 程式類別：他項權利移轉 

 

  

4.注意事項：權利種類及標的種類均為典權，權利標的登記次序

為原典權之登記次序。 

八六、登記原因：轉典(95) 

1.程式類別：他項權利設定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他項設定通知書 

4.注意事項：權利種類及標的種類均為典權，權利標的次序為

原典權之登記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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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債權確定後之最高限額抵押權辦理移轉登記時，依審查

之簽註，應同時於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加註代碼

「GY（本最高限額抵押權已確定）」。 

八七、登記原因：讓與(96) 

1.程式類別：他項權利移轉、所有權移轉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他

項讓與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對於尚未完成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無法於他項權利

部辦理登記，則其抵押權讓與，登記機關應將收件年月日

字號及異動內容於建物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

（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年○月○日○○字第

○○○號辦理抵押權讓與登記，權利人：○○○」。 

（2）原債權確定後之最高限額抵押權辦理移轉登記時，應同時

於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加註代碼「GY（本最高限額

抵押權已確定）」。 

（3）對於金融機構辦理概括讓與，以【所有權移轉】程式類別

辦理登記，並於土地登記完畢後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

業。 

（4）如有涉及分開繕狀情形時，應加收內部收件以【變更更正】

程式類別修改讓與後之他項權利檔號及內容後再行繕狀。 

 

 

 

 

 

一百零五、登記原因：法定(AR) 

1.程式類別：他項權利設定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他項設定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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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判決共有物分割涉數個法定抵押權登記並區分抵押權擔保

檔號時，申請人得僅以 1 收件案提出申請，於抵押權少於

10 個者，僅收 1 母號，剩餘抵押權則由登記機關以內部收

件方式加收子號新增他項權利檔號；若抵押權多於 10 個

（含 10個）以上者，收 2個（含 2個）以上之母號，剩餘

抵押權則由登記機關分別將各該母號以內部收件方式加收

子號新增他項權利檔號之方式辦理。 

4.注意事項： 

（1）同「設定」(83)，惟應配合審查之簽註是否列印權狀。 

（2）已存在之法定抵押權於設定後，若為擔保物增加時，他項

權利檔號應輸入原他項權利檔號。 

（3）國宅單位囑託登記之法定抵押案件，其登記原因為「法定」，

應於其所附清冊上依申請人編列收件號，不需列印權狀。 

 

 

 

 

99.7.5內授中辦

地字第

09907248791號

函 

 

 

 

 

 

 

 

(2）抵押權分割登記，如以程式類別【他項權利分割】登載分割

後之新權利內容，分割後之抵押權數量倘少於 36個時，以

一收件號辦理，多於 36個則由登記機關以內部收件方式加

收子號新增他項權利檔號方式辦理。新分割出之抵押權其

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

一百零六、登記原因：權利分割(AS) 

1.程式類別：權利分割、變更更正、他項權利分割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他項變更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 僅能辦理一筆用益物權分割登記，一筆以上他項權利需加

收內部收件分件辦理。 

(2）抵押權分割登記，如有新增分割後之抵押權者，以程式類別

【他項權利分割】登載分割後之新權利內容，並於新分割

出之抵押權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

登錄內容為：「分割自○年○○字第○○○號抵押權（他項

權利檔號：○○○）」。另加收內部收件以程式類別【變更更

 

 

 

 

 

 

 

登記系統操作手

冊、 

109.5.11台內地 

字第 109026242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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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自○○年○○字第○○號抵押權（他項權利檔號：○

○）」。另視案件需要得加收內部收件以程式類別【變更更

正】辦理因抵押權分割之權利內容變更登記。 

正】辦理分割後之權利內容變更登記。 

 

 

 

 

 

 

 

 

 

 

 

 

（4）未辦繼承登記案，應於土地（建物）所有權部以代碼「9H

（未辦繼承登記，列冊管理：）」，登錄內容為：「列冊

管理機關：○○○，列冊管理日期：○年○月○日，列冊

管理文號：○○○政府（地政局）○年○月○日○字第○

號函」經列冊管理滿 15 年，移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公開

標售之土地或建物，應於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

「GP（列冊管理期滿）」，登錄內容為：「○○縣（市）

一百零九、登記原因：註記(AX)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標示部為主登、其他部別為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不產製 

4.注意事項： 

（1）含各部別其他登記事項欄內容之新增及修改，應依審查之

簽註資料辦理登錄。 

（2）補發書狀公告註記，應以代碼「9G（申請書狀補給公告中）」，

登錄內容為：「依○年○月○日○○字第○○○號辦理」。 

（3）土地上有他所之地上建物時，應於土地標示部以代碼「13

（跨所建物建號）」，登錄內容為：「跨所建物建號：○市、

（縣）市○段○建號」。 

（4）未辦繼承登記案，應於土地（建物）所有權部以代碼「9H

（未辦繼承登記，列冊管理：）」，登錄列冊管理機關、日

期及文號等資料。經列冊管理滿 15 年，移送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公開標售之土地或建物，應於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

項欄以代碼「GP（列冊管理期滿）」，登錄內容為：「○○

縣（市）政府○年○月○日○○字第○○○號函移請財政

部國有財產局公開標售」。 

（5）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辦理一併徵收加註公告戳記時，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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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年○月○日○○字第○○○號函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6）申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 254條第 5項規定辦理之註記，應

依審查之簽註意見，於土地（建物）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

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HO（依民事訴訟法第 254條規

定辦理註記：）」，登錄內容為：「依○○法院○○年○

○月○○日○○年度訴聲字第○○號民事裁定，本件不動

產現為該院○○年度(訴)字第○○號○○案件訴訟繫屬

中」。 

 

 

 

 

 

 

 

 

 

 

 

 

 

審查之簽註，於土地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

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一併徵收之所有權人：○

○○、○○○等」。 

（6）申請人依民事訴訟法第 254條第 5項規定辦理之註記，應

依審查之簽註意見，於土地（建物）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

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

容為：「○○法院○年○月○日○○字第○○○號函證明

文件辦理註記，本件不動產現為該院○年度（訴）字第○

○○號○○○案件訴訟中」。 

（7）預告登記所保全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死亡時辦理預告登

記之繼承登記，應依審查之簽註，於土地（建物）所有權

部或他項權利部以代碼「99（限制登記事項）」，登錄內容

為：「○年○月○日○○字第○○○號，預告登記請求權

人：○○○繼承人○○○，內容：○○○○○○ (應登錄

土地法第 79 之 1 條規定之各項請求權)，義務人：○○

○，限制範圍：○○○，○年○月○日登記」，另新增代

碼「GZ(預告登記請求權人：)」，登錄內容為：「繼承人○

○○統一編號○○○」。 

（8）已辦竣信託登記之土地，受託人會同委託人檢附「土地建

築改良物信託（內容變更）契約書」辦理變更者，依審查

之簽註，於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

記事項）」，登錄內容為：「○年○月○日收件○○○號信

託內容變更詳信託專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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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自益信託關係存續中受益人死亡，由全體繼承人會同受託

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33 條規定申辦信託內容變更登記

者，應依審查之簽註，於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

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原受益人因

死亡而繼承，依○年○月○日收件○○字第○○○號申請

信託內容變更，詳信託專簿」，登記完竣後送地價。 

（10）依水質水量保護區土地受限補償金發放標準第 6 條規定

辦理之註記登記，應依審查之簽註，於土地標示部其他登

記事項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已

與經濟部或○○鄉（鎮、市、區）締結行政契約並領取水

質水量保護區土地受限補償金，爾後不再對同一土地發

放該補償金」，移轉登記時本項註記內容應一併轉載。 

（11）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規定辦理之更生登記，應依審查

之簽註於登記簿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事項欄

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年○月

○日○○字○○○號，依○○法院○年度○○字第○○

○號民事裁定辦理更生登記」。 

（12）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規定辦理之清算登記，應依審查

之簽註，於登記簿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事項

欄以代碼「9M(清算登記)」，登錄內容為：「○○地方法院

○年○月○日○○字第○○○號函於○年○月○日○時

以○年度○○字○○○號裁定開始清算」。 

（13）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 25條第 1項規定，行政院原子能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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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檢送轄區內有遭受放射污染之虞之建物名冊時申請

註記時，應依審查之簽註，於建物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

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本建物有

遭受放射性污染之虞其移轉應出示輻射偵測證明」。 

（14）依公正第三人認可及其公開拍賣程序辦法第 12條規定，

依公正第三人之申請註記登記，依應審查之簽註，於登記

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

項）」，登錄內容為：「公正第三人拍賣中」。 

（15）登記機關受理共有物使用管理登記時，應於土地或建物

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H1(共有物使用、管理、

分割內容詳共有物使用管理專簿)」，登錄內容為：「○年

○月○日○○字第○○○號辦理共有物使用管理登記」。 

（16）共有物使用管理專簿內容變更，應於土地或建物標示部

其他登記事項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

為：「○年○月○日○○字第○○○號辦理共有物使用

（管理或分割）內容變更詳共有物使用管理專簿，○年○

月○日變更」。 

（17）依地籍清理條例公告清理之土地建物，應於土地所有權

部或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

項）」，登錄內容為：「依○○市、縣（市）政府○年○月

○日○○字第○○○號公告屬地籍清理清查辦法第 3 條

第○款之土地（建物）」。 

（18）經鄉(鎮、市、區)公所依祭祀公業條例公告清理之土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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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應於登記簿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部之其他登記事

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依○

○市、縣(市)○○鄉(鎮、市、區)公所○年○月○日○○

字第○○○號公告屬祭祀公業清查處理原則第 3 點第○

款之土地(建物)」。 

（19）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

標售辦法囑託登記機關辦理地籍清理代為標售相關註記

如下： 

A.代為標售註記：於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

碼「HE（依地籍清理條例第 11條第 1項規定代為標售）」。 

B.標售移轉註記： 

（A）於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HF(地籍

清理代為標售土地（建物）)」，登錄內容為：「承買

人：○○○，權利範圍：○○」。 

（B）承買人有 2人（含）以上者，應分別註明全部承買人

之姓名及其權利範圍。 

C.停止標售註記：於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

碼「HG（依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辦法第

21條第 1項）」，登錄內容為：「第○款規定停止標售；如

停止標售原因消滅後，應通知○○○政府」。 

D.暫緩標售註記：於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

碼「HH（依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辦法第

（19）依「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辦法」第 4 條

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標售土地前，囑託登

記機關自公告標售日於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

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依地籍清理條例

第 11條第 1項代為標售」。 

 

102.2.21台內地字

第1020107174號函 

、102.2.26台內地

字第1020114089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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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條第 1項規定暫緩標售；如暫緩標售原因消滅後，應

通知）」，登錄內容為：「○○○政府」。 

 

（20）地政機關配合住宅法及其相關子法規定辦理相關註記登

記執行事宜： 

A.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住宅法第 31條及民間興辦

社會住宅申請審查辦法第 6條規定： 

（A）列冊囑託地政機關辦理相關註記登記時，地政機關應

於建物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DE（社

會住宅）」辦理註記，及於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

代碼「HD（本社會住宅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同意，始得辦理所有權移轉）」辦理註記；於嗣後辦

理移轉登記時，應一併轉載該註記內容。 

（B）上開註記事項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囑託，

始得辦理塗銷登記。 

B.直轄市、縣（市）政府依住宅法第 61條及住宅法施行細

則第 11 條至第 12 條規定，列冊囑託地政機關辦理更名

登記時，依下列方式辦理： 

（A）以程式類別【所有權移轉】（主登記）辦理更名登記，

同時於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

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本標的權利範圍應隨同○

○段○○小段○○建物移轉或設定負擔」辦理註記。 

 101.12.26內授中

辦地字第

101665258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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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另加收一內部收件於主建物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

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段

○○小段○○地/建號，其所有權應隨同本建物移轉或

設定負擔」辦理註記。 

（C）於嗣後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應將（A）之註記內容

一併轉載。 

（D）上開更名登記，免繕發權利書狀。 

(21)農業用地及農舍依主管建築機關囑託之簽註內容: 

A.農業發展條例89年修正前取得並提供興建農舍完成之農業

用地 

(A)農舍坐落地號 

於土地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9P（未經解除套

繪管制不得辦理分割）」；及以代碼「AT(已興建農舍，使

用執照核發日期：)，登錄內容為「○○年○○月○○日」。 

(B)提供興建農舍之地號 

a.個別農舍 

於土地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9P（未經解除

套繪管制不得辦理分割）」；及以代碼「AR(已提供興建

農舍，基地坐落：)」，登錄內容為「○○鄉（鎮、市、

區）○○段（小段）○○地號」。 

b.集村農舍 

於土地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9P（未經解除

套繪管制不得辦理分割）」；及以代碼「AX(已提供興建

 102.10.30內授中

辦地字第

1026652059號

令、103.4.10內

授中辦地字第

1036650717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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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村農舍，基地坐落：)」，登錄內容為「○○鄉（鎮、

市、區）○○段（小段）○○地號」。 

B.配合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12條規定 

(A)農舍坐落地號 

於土地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9P（未經解除套

繪管制不得辦理分割）」；及以代碼「AW(已興建農舍，

建造執照核發日期：)」，登錄內容為「○○年○○月○

○日」。 

(B)提供興建之地號 

於土地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9P（未經解除套

繪管制不得辦理分割）」；及以代碼「AX(已提供興建集

村農舍，基地坐落：)」，登錄內容為「○○鄉（鎮、市、

區）○○段（小段）○○地號」。 

(C)農業發展條例 89年修正後取得農業用地興建農舍或農業

用地興建農舍辦法 102 年 7 月 3 日修正生效後核發建造

執照者，於土地及地上農舍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

碼「9L(農業發展條例民國 89 年修正後取得農地興建農

舍，使用執照核發日期：)」，登錄內容為「○○年○○

月○○日」。 

(22)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51條第 3項規

定列冊囑託該管登記機關於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

以代碼「HC(本標的出售、設定負擔或為其他處分時，應取

得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證明文件)」辦理註記登記。 

 101.11.26內授中

辦地字第

1016041194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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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祭祀公業條例第 50條第 3項及地

籍清理條例第 24條第 2項規定辦理囑託登記，囑託文件倘

有註明派下員、會員或信徒行方不明者，應於登記簿該派下

員、會員或信徒所有權部之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HI（地

籍清理行方不明者：）」，登錄內容：「依○○市、縣（市）

政府○○○年○○月○○日○○字第○○○號函囑託文件

註記」辦理註記。 

 102.4.18台內地

字第1020163906

號函 

(24)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祭祀公業土地代為標售囑託註記

作業應注意配合辦理事項」規定辦理祭祀公業土地代為標

售作業相關註記如下： 

A.代為標售註記：於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

「HK（依祭祀公業條例第 51條第 1項規定代為標售）」。 

B.標售移轉註記： 

（A）於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HL〔祭祀

公業代為標售土地（建物）〕」，登錄內容為：「承買人：

○○○，權利範圍：○○」。 

（B）承買人有 2人(含)以上者，應分別註明全部承買人之

姓名及其權利範圍。 

C.停止標售註記：於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

「HM（依祭祀公業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辦法第 21條

第 1 項）」，登錄內容為：「第○款規定停止標售；如停止

標售原因消滅後，應通知○○○政府」。 

 103.11.21台內地

字第1031351968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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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暫緩標售註記：於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

「HN（依祭祀公業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辦法第 22條

第 1項規定暫緩標售；如暫緩標售原因消滅後，應通知）」，

登錄內容為：「○○○政府」。 

(25)配合「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及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申請承

受耕地移轉許可準則」第 9 條第 4 項規定，避免農企業法

人於承受耕地後再次移轉自然人，致原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之經營利用計畫難以持續執行，於土地所有權部其他登

記事項欄以代碼「B2（本筆土地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34條規

定申請許可承受）」註記。 

 104.2.25內授中辦

地字第1041301703

號函 

 

(26)輔助人持憑民事裁定書辦理輔助宣告之註記，登記機關依

其申請將輔助宣告情形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加註

於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 

 99.8.19內授中辦

地字第0990049230

號函 

 

 

 

 

 

（1）應內部收件以登記原因「混同」辦理原地上權之塗銷登記。 

 

一百十七、登記原因：地上權期間屆滿（BF） 

1.程式類別：所有權移轉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應先以登記原因「混同」辦理原地上權之塗銷登記。 

（2）同「耕作權期間屆滿」（62）。 

 

 

 

 

一百十九、登記原因：分割繼承（BH） 

1.程式類別：所有權移轉、他項權利移轉、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主登（變更更正程式類別為非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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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分割繼承登記，涉及停車位分別以專有部分型態及共

有部分型態之登記資料辦理交換，該專有部分以【所有權

移轉】程式類別辦理登記；另案之共有部分以【變更更正】

程式類別辦理變更登記。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他

項讓與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同「繼承」（68）。 

（2）辦理分割繼承登記，涉及停車位（市場攤位）分別以主建

物型態及共有型態之登記資料辦理交換，該主建物以【所

有權移轉】程式類別辦理登記；另案之共有部分以【變更

更正】程式類別辦理變更登記。 

 

 

 

 

 

4.注意事項：辦理登錄時，逕以遺產管理人資料登錄，並於其他

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管理

者為遺產管理人」；如有逾期未辦繼承列冊管理、移送標售相

關註記一併刪除。 

一百二十、登記原因：遺產管理人登記（BJ）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他

項變更通知書 

4.注意事項：辦理登錄時，逕以遺產管理人資料登錄，並於其他

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管

理者為遺產管理人」。 

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築改良物

列冊管理作業要

點第 10、17點 

 

 

 

 

 

一百二十一、登記原因：遺囑執行人登記（BK）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他

項變更通知書 

4.注意事項：辦理登錄時，逕以遺囑執行人資料登錄，並於其他

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築改良物

列冊管理作業要

點第 10、17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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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事項：辦理登錄時，逕以遺囑執行人資料登錄，並於其他

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管

理者為遺囑執行人」；如有逾期未辦繼承列冊管理、移送標售

相關註記一併刪除。 

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管

理者為遺囑執行人」。 

 

 

 

 

4.注意事項：應依審查之簽註，於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

「99(限制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年○月○日○○字第

○○○號，依○○囑託機關○○字第○○○號函辦理保全處

分登記，公司(或債務人、受益人、轉得人)、受處分人：○○

○○，限制範圍：○○○，○年○月○日登記」。 

一百二十二、登記原因：保全處分（BL） 

1.程式類別：限制登記 

2.是否主登：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不產製 

4.注意事項：應依審查之簽註，於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

「99(限制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年○月○日○○字

第○○○號，依○○囑託機關○○字第○○○號函辦理保全

處分登記，公司：○○○○，限制範圍：○○○，○年○月○

日登記」。 

 

 

 

 

 

 

4.注意事項：辦理登錄時，逕以破產管理人資料登錄，並於其他

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管

理者為破產管理人」；如有逾期未辦繼承列冊管理、移送標售

相關註記一併刪除。 

 

一百二十三、登記原因：破產管理人登記（BM）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他

項變更通知書 

4.注意事項：辦理登錄時，逕以破產管理人資料登錄，並於其他

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管

理者為破產管理人」。 

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築改良物

列冊管理作業要

點第10、17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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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事項：他項權利設定權利範圍變更應逐筆辦理變更，並依

審查之簽註辦理標的登記次序異動。 

一百二十八、登記原因：權利內容等變更（BS）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他項變更通知書 

4.注意事項：他項權利設定權利範圍變更應逐筆辦理變更，並

依審查之簽註辦理標的次序異動。 

 

 

 

 

 

4.注意事項： 

(1)存續期間屆滿，土地所有權人單獨申請地上權、不動產役權

或臨時典權滅失登記。 

(2)以地上權及建物共同擔保設定之抵押權，該地上權倘因存續

期間屆滿，於受理相關地上權塗銷登記時，應併案(內部收

件)辦理逕為抵押權部分塗銷及內容變更登記。 

一百二十九、登記原因：存續期間屆滿（BT） 

1.程式類別：消滅∕滅失∕清償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他項塗銷通知書 

4.注意事項：存續期間屆滿，土地所有權人單獨申請地上權或

臨時典權滅失登記。 

 

91.7.1台內中地

字第0910007918

號函 

 

1.程式類別：截止登記(含批次)、消滅／滅失／清償 

 

 

 

 

 

一百三十、登記原因：截止記載（BU） 

1.程式類別：截止記載、消滅／滅失／清償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辦理重劃、權利變換前應先行產製地籍整理清冊並依相關

規定辦理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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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重劃、權利變換前應加收支號為9之內部收件辦理截

止記載，以【截止登記(含批次)】之程式類別辦理。 

 （3）土地重劃之抵充地，應另內部收件以程式類別【消滅／滅

失／清償】辦理登記。 

 

（2）辦理重劃、權利變換前應加收一內部收件，以【截止記載】

之程式類別辦理。 

（3）土地重劃之抵充地，應另案以程式類別【消滅／滅失／清

償】辦理登記。 

（4）土地完成登記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登記系統操作手

冊 

 

 

 

 

4.注意事項：未登記建物僅塗銷部分限制登記者，應保留原限制

登記，並依審查之簽註，於該建物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依

囑託機關囑託將該院之文號、塗銷查封之門牌號、樓層及面積

登載之，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依

○○法院○年○月○日○○○字第○○○號函辦理未登記建

物查封部分塗銷，塗銷門牌號、樓層為○○路○○號○樓、面

積○○○」。 

一百三十三、登記原因：查封部分塗銷（BX）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不產製 

4.注意事項：未登記建物僅塗銷部分限制登記者，應依審查之

簽註，於該建物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依囑託機關囑託將

該院之文號、塗銷查封之門牌號及樓層登載之，並保留原限

制登記，另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依

○○法院○年○月○日○○○字第○○○號函辦理未登記建

物查封部分塗銷，塗銷門牌號及樓層為○○路○○號○樓」。 

 

 

 

1.程式類別：消滅／滅失／清償、變更更正、所有權移轉 

 

 

 

 

 

一百三十四、登記原因：法院囑託塗銷（BY） 

1.程式類別：消滅／滅失／清償、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主登（變更更正程式類別為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他項塗銷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囑託機關囑託塗銷限制登記時，應加收內部收件以【消滅

／滅失／清償】之程式類別辦理囑託塗銷所有他項權利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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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囑託塗銷為部分塗銷者，應以【變更更正】之程式類別辦

理權利範圍變更，並依審查之簽註辦理權利標的登記次序

之變更。 

記。 

（2）囑託塗銷為部分塗銷者，應以【變更更正】之程式類別辦

理權利範圍變更，並依審查之簽註辦理權利標的次序之變

更。 

 

 

 

 

 

 

 

 

（2）依祭祀公業條例第50條第1項第3款規定申請登記為派下員

分別共有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同條第3項規定囑

託登記機關辦理均分登記為派下員分別共有者，應以「共

有型態變更」為登記原因辦理登記。依地籍清理條例第24

條規定已清理神明會辦理為信徒(或會員)分別共有者亦

同。 

 

 

一百三十五、登記原因：共有型態變更（BZ）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他

項變更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除依登記案件內容變更權利範圍外，並刪除其他登記事項

欄相對應之公同共有登記次序之資料。 

（2）依祭祀公業條例第50條第1項第3款規定申請登記為派下員

分別共有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同條第3項規定囑

託登記機關辦理均分登記為派下員分別共有者，應以「共

有型態變更」為登記原因辦理登記。 

（3）辦理多次繼承之共有型態變更登記，應依審查之簽註加收

內部收件，分別就各次繼承案件辦理共有型態變更及持分

合併。 

（4）異動權利範圍類別及持分之土地登記完畢後移送地價單位

辦理異動作業。 

 

 

 

 

 

 

 

 

 

 

 

97.9.25台內地字

第0970148902號

函 

 

 

一百三十八、登記原因：地建號更正（CC） 

1.程式類別：重測(含地建號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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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事項： 

(1)該地號上建物坐落地號、建築基地地號等應另內部收件辦理

變更。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該地號上建物之基地坐落應內部收件辦理變更。 

（2）土地登記完成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4.注意事項：  

（1）如未涉及新的權利變動，發現整筆誤刪須回復登記並輸入

原登記次序；或遺漏補建登記須輸入新登記次序，且次序

不得重覆使用。 

 

 

 

（3）他項權利部補登記時，同時應注意他項權利登記次序及標

的登記次序之補登錄。 

 

一百四十七、登記原因：遺漏更正（CN） 

1.程式類別：遺漏更正、消滅∕滅失∕清償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他

項塗銷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如未涉及新的權利變動，發現整筆誤刪須回復登記，或遺

漏補建登記須輸入登記次序，且次序不得重覆使用。 

（2）辦理遺漏更正登記，應依原登記全部資料登錄，並依審查

之簽註，於相關部別其他登記事項欄以「00（一般註記事

項）」，登錄內容：「依○年○○字第○○○號辦理遺漏

更正」。 

（3）他項權利部補登記時，同時應注意他項權利登記次序及標

的次序之補登錄。 

（4）地、建號重複、錯誤登記、重劃截止或其他原因必須整筆

刪除，或刪除某一所有權或某一他項權利，以【消滅∕滅

失∕清償】程式類別辦理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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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電腦上線後發現重測前後標示均遺漏建檔者： 

A.應先以【遺漏更正】程式類別辦理重測前標示資料，異動

主檔完成及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B.第二件更正案，以「地籍圖重測」為登記原因。 

（6）遇有地號遺漏更正登記完成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

業。 

 

 

2.是否主登：非主登、他項權利移轉為主登 

 

4.注意事項 

 

 

 (3) 受理法院囑託塗銷抵押權查封登記並以執行命令移轉抵

押權與債權人時，以一般註記事項代碼「00」，將註記內

容登載於該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事項欄，登錄內容為「依

○○法院○年○月○日字第○○○號函，該抵押債權及抵

押權業經執行命令移轉於債權人：○○○，債權範圍：

○○」。 

一百五十、登記原因：執行命令（CR） 

1.程式類別：限制登記、他項權利移轉 

2.是否主登：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他項讓與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同「查封」（33）。 

（2）他項權利移轉案件，同「讓與」(96)之注意事項。 

 

103.12.31台內地

字第1030613998

號函 

 

 

 

 

一百五十三、登記原因：信託（CU） 

1.程式類別：所有權移轉、他項權利移轉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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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事項： 

 

 

 

 

（2）同一地號土地共有人辦理信託予同一受託人，以其所有權

之應有部分信託並分別與受託人訂定信託契約，應以分開

登記次序並分別繕發書狀方式辦理。 

（3）不動產證券化受託機構辦理不動產投資信託案件之信託財

產登記時，於登記申請書敍明「○○○不動產投資信託基

金信託財產」者，應依審查之簽註，於所有權部其他登記

事項欄以代碼「88(權狀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

○○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信託財產」。 

項讓與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依審查之簽註於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GJ(委託人)」註

記委託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以代碼「GH(信託財產，信託內

容詳信託專簿)」，登錄內容為：「：依○年○月○日○○

字第○○○號辦理」。 

（2）同一地號土地共有人辦理信託予同一受託人應以分開登記

次序並分別繕發書狀方式辦理。 

（3）不動產證券化受託機構辦理不動產投資信託案件之信託財

產登記時，於登記申請書敍明「○○○不動產投資信託基

金信託財產」者，應依審查之簽註，於所有權部其他登記

事項欄以代碼「88(權狀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

○不產投資信託基金信託財產」。 

（4）土地登記完畢後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92.10.6.內授中

辦地字第

0920084443號函 

 

 

 

 

 

4.注意事項： 

（1）依審查之簽註於相關部別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

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依○年○月○日收件○○字

一百五十四、登記原因：受託人變更（CV） 

1.程式類別：所有權移轉、他項權利移轉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他

項讓與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依審查之簽註於相關部別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

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依○年○月○日收件○○

字第○○○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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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號辦理受託人變更」。並將代碼 GH及 GJ相關註

記予以轉載。 

（2）土地登記完畢後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1.程式類別：首次登記、他項權利設定 

 

一百五十九、登記原因：領回抵價地（DA） 

1.程式類別：所有權移轉、他項權利設定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他項設定通知書 

4.注意事項：土地登記完畢後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區段徵收作業手

冊 

 

 

 

 

4. 注意事項： 

(1)應於土地標示部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

「依○○縣市政府○○字第○○○號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調整公告確定」。 

(2)如一筆土地部分在河川區，如其以河川區編定其用地且分區

調整清冊備註欄上有註記「部分屬○○區○○用地」，則應

於土地標示部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

「部分屬○○區○○用地」。 

一百六十一、登記原因：分區調整（DC）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不產製 

4.注意事項：應於土地標示部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項)」，登

錄內容為：「依○○縣市政府○○字第○○○號辦理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調整公告確定」。 

 

 

1.程式類別：所有權移轉、他項權利移轉、變更更正 

一百六十三、登記原因：賸餘財產分派（DE） 

1.程式類別：所有權移轉、他項權利移轉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他

因應區段徵收財

務結算後之賸餘

土地依約定比例

分派所為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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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讓與通知書 

4.注意事項：土地登記完畢後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109.5.28台內地

字 第 1090262609

號令) 

 

 

 

 

 

4.注意事項： 

(1)若同時申請書狀補給案件，同「書狀補給」(59)注意事項(5)。 

 

一百六十四、登記原因：持分合併（DF） 

1.程式類別：所有權移轉、他項權利移轉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他

項讓與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共有人就同一不動產取得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辦理所有權

移轉登記時，如承受人之土地所有權狀遺失無法檢附者，應

連件申請書狀補給登記，得先就新取得應有部分辦理所有權

移轉登記，至其土地所有權狀應俟權狀遺失公告三十日期滿

無人異議後再行繕發。公告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時，應辦理書

狀補給登記，刪除「申請書狀補給公告中」之註記。如承受

人有多登記次序時，應加收內部收件以登記原因「持分合併」

刪除新登記之登記次序，辦理連前持分登記，修改其登記日

期、登記原因、原因發生日期後出狀。 

(2)土地登記完畢後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1.程式類別：首次登記 

一百六十七、登記原因：領回土地（DI） 

1.程式類別：所有權移轉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 

區段徵收作業手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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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事項：土地登記完畢後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B）取得建物權利範圍為全部時，須另加收內部收件以「註

記」為登記原因，於建物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

一百七十五、登記原因：持分分割（DQ） 

1.程式類別：所有權移轉、他項權權利分割 

2.是否主登：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

他項讓與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有關新登記次序之「登記日期」「登記原因」「收件年字號」

「登記原因發生日期」四欄之登錄方式依原取得之資料登

錄。 

（2）所有權持分分割 

A.土地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88(權狀加註事

項)」，登錄內容為：「○○○建號基地之應有部分」。 

B.建物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00(一般註記事

項)」，登錄內容為：「○○段○○小段○○○地號土地所有

權人登記次序○○○」。 

C.基地權利範圍之註記： 

（A）取得建物權利範圍為部分時，於建物所有權部其他登記

事項欄以代碼「DC(建築基地權利（種類）範圍：)」，

登錄內容為：「○○段○○小段○○○地號（○○○權）

○○○分之○○○」。 

（B）取得建物權利範圍為全部時，須另加收「註記」案件，

於建物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DC(建築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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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DC(建築基地權利（種類）範圍：)」，登錄內容為：

「○○段○○小段○○○地號（○○○權）○○○分之

○○○」。 

 

權利（種類）範圍：)」，登錄內容為：「○○段○○小

段○○○地號（○○○權）○○○分之○○○」。 

（C）如建物於辦理第一次登記時已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

欄註記基地坐落權利範圍，嗣後辦理分開繕狀註記時，

該權利範圍不予重複註記。 

（3）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為地上權者，以【他項權權利分

割】程式類別辦理，於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事項欄登載所

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之「建號」。 

（4）土地登記完畢後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1.程式類別：法人合併、所有權移轉、他項權利移轉 

 

 

 

4.注意事項： 

（1）辦理法人分割，依審查之簽註辦理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部

之登錄，並於登錄完畢後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2）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65 條規定發給申請人權利書狀，但得

就原書狀加註者，得加註之；倘申請人於登記申請書上記

明他項權利證明書未能檢附之原因者，得免繕發之，原書

狀號碼先予保留，俟日後權利辦理異動登記時，一併辦理

註銷。 

一百七十六、登記原因：法人分割（DR） 

1.程式類別：法人合併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他

項讓與通知書 

4.注意事項：土地登記完畢後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96.12.28內授中

辦地字第

096072815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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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式類別：法人合併、所有權移轉、他項權利移轉 

 

一百七十九、登記原因：法人收購（DU） 

1.程式類別：法人合併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他

項讓與通知書 

4.注意事項：土地登記完畢後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一百八十、登記原因：改設法人（DV） 

 

 

 

 

 

 

一百八十、登記原因：改設醫療法人（DV） 

1.程式類別：法人合併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他

項讓與通知書 

4.注意事項：土地登記完畢後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一百八十二、登記原因：遺產清理人登記（DX）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他

項變更通知書 

4.注意事項：辦理登錄時，逕以遺產清理人資料登錄，並於其他

登記事項欄註明「管理者為遺產清理人」。 

非訟事件法於 102

年 5月 8日修正，

已刪除遺產清理人

相關規定 

 

 

 

 

一百九十四、登記原因：地籍清理部分塗銷（EJ） 

1.程式類別：消滅∕滅失∕清償、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主登（變更更正程式類別者為非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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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設定權利範圍或義務人變更時，以程式類別【變更更

正】逐筆辦理變更，並依審查之簽註辦理標的登記次序異

動。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他項塗銷通知書、他項變更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 依地籍清理條例第 28 條規定辦理抵押權部分塗銷，以程

式類別【消滅∕滅失∕清償】辦理該塗銷登記。 

（2） 涉及設定權利範圍或義務人變更時，以程式類別【變更更

正】逐筆辦理變更，並依審查之簽註辦理標的次序異動。 

 

 

 

 

4.注意事項： 

（1）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囑託塗銷都市更新前已設定

之他項權利時，以程式類別【消滅∕滅失∕清償】辦理他

項權利之塗銷；囑託塗銷限制登記或耕地三七五租約註記

時，以程式類別【變更更正】辦理塗銷該註記。 

（2）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

第 19 條規定囑託塗銷原住民保留地已設定之耕作權、地

上權等他項權利時，以程式類別【消滅∕滅失∕清償】辦

理他項權利之塗銷。 

一百九十六、登記原因：囑託塗銷（EL） 

1.程式類別：消滅∕滅失∕清償、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主登（變更更正程式類別者為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他項塗銷通知書、他項變更通知書 

4.注意事項：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囑託塗銷都市更新前

已設定之他項權利時，以程式類別【消滅∕滅失∕清償】辦理

他項權利之塗銷；囑託塗銷限制登記或耕地三七五租約註記

時，以程式類別【變更更正】辦理塗銷該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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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十二、登記原因：暫時處分（FB） 

1.程式類別：限制登記 

2.是否主登：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 類別：不產製 

4.注意事項：法院依家事事件法規定囑託辦理，以代碼「99（限

制登記事項）」，登錄內容為「○年○月○日○字第○號，

依○法院○年○月○日○字第○號函辦理暫時處分登記，內

容:○○○（登錄法院裁定主文所示，命令或禁止為一定行

為），限制範圍：○，○年○月○日登記」。 

 103.5.22內授中

辦地字第

10366510603號函 

二百十三、登記原因：塗銷暫時處分（FC） 

1.程式類別：變更更正 

2.是否主登：非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不產製 

 

  

二百十四、登記原因：農育權期間屆滿（FD） 

1.程式類別：所有權移轉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應內部收件以登記原因「混同」辦理原農育權之塗銷登記。 

（2）同「耕作權期間屆滿」（62）。 

  

二百十五、登記原因：減資退還股款（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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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式類別：所有權移轉、他項權利移轉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建物異動通知書、他

項讓與通知書、他項變更通知書 

4.注意事項：同「退股」(EM)。 

二百十六、登記原因：權利取得（FF） 

1.程式類別：所有權移轉 

2.是否主登：主登 

3.產製異動通知書類別：地籍異動通知書 

4.注意事項： 

(1)如原有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者，應內部收件以登記原

因「混同」辦理該他項權利之塗銷登記。 

(2)土地完成登記後應移送地價單位辦理異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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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所有權或共有部分持分移轉案件，校對時應檢查所有權持

分或共有部分之持分和是否為 1。 

三、校對作業原則 

為確保地籍主檔之安全，登錄人員不得同時兼任校對人員，登

錄人員僅能登錄異動資料;而校對人員僅能校對資料，如發現登

錄不正確，應即退還登錄人員更正，資料經校對無誤後，始得進

行更新地籍主檔之處理。 

（一）登記案件應加收內部收件或未簽註者，應退回相關人員

辦理。 

（二）若遇修改或刪除時，須驗證（校對）異動前資料。 

（三）視需要得進入審查畫面閱覽相關資料，以利校對。 

（四）各案件之相關異動，當其處理註記為「C」（校對正確）時，

係由電腦自動轉載。 

（五）各程式類別對應之登記原因請參考二、登錄作業。 

（六）各登記原因之一般注意事項請參考二、登錄作業。 

（七）列印之權狀中，若有罕用字，且未能即時造字者，應依「電

子處理作業新字補註處理表」所載新字，以人工補註之，

並加蓋校對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