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

第  一  條    本細則依地籍清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四十二

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所定權利內容不完整或與現行

法令規定不符之地籍登記，包括下列各款情形： 

一、以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之土地。

二、以神明會名義登記之土地，或本條例施行前以神

明會以外名義登記，具有神明會性質及事實之

土地。

三、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以典權或

臨時典權登記之不動產質權、贌耕權、賃借權或

其他非以法定不動產物權名稱登記之土地權利。

四、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登記之抵

押權。

五、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登記之地

上權，未定有期限，且其權利人住所不詳或行

蹤不明，而地上權人在該土地上無建築改良物

或其他工作物者。

六、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前之查封、假

扣押、假處分登記。

七、共有土地，各共有人登記之權利範圍合計不等於

一。

八、土地總登記時或金門、馬祖地區實施戰地政務終

止前，登記名義人姓名、名稱或住址記載不全或

不符者。

九、非以自然人、法人或依法登記之募建寺廟名義登

記之土地權利。

十、原以寺廟或宗教團體名義登記，於中華民國三十

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前改以他人名義登記之土

地，自始為該寺廟或宗教團體管理、使用或收益

者。

十一、以神祇、未依法登記之寺廟或宗教團體名義登

記之土地，現為依法登記之募建寺廟或宗教

性質之法人使用者。

十二、日據時期經移轉為寺廟或宗教團體所有，而未

辦理移轉登記或移轉後為日本政府沒入，於

本條例施行時登記為公有土地。



第  三  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所稱重新辦理登記，指依本條

例清理後所為之更正、更名、塗銷或移轉登記。

第  四  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清理程序之公告，

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清理土地類型。

二、法令依據。

三、公告起訖日期。

四、清理之各筆土地標示、登記名義人姓名或名稱及

權利範圍。

五、受理申報或受理申請登記之機關。

六、申報或申請登記之期間。

七、未依限申報或申請登記之處理方式。

八、其他依規定應公告之事項。

本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七條及第三

十九條所定土地權利之清理，其公告，免記載前項第四

款事項。

本條例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所定所有權以外之

土地權利之清理，其公告，於第一項第四款所載事項

外，併予載明土地所有權人之姓名或名稱。

本條例第三十條所定查封、假扣押、假處分登記之清

理，其公告，於第一項第四款所載事項外，併予載明債

權人之姓名或名稱。

第  五  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八條、第十四條第三

項、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第三十六

條第一項及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公告，應揭示於下

列各款之公告處所：

一、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

二、土地所在地鄉 (鎮、市、區) 公所及村（里）辦

公處。

三、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

四、土地登記簿所載土地權利人住所地之村（里）辦

公處。但無從查明者，不在此限。

前項各款所為之公告期間，以公告文所載之起訖日

期為準。但張貼公告期日逾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十一

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所載之起始期日時，公告期日之計

算，應以最後公告機關將公告事項張貼於公告處所之翌

日起算。

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並得於其他



適當處所或以其他適當方式揭示公告；其公告期間，以

前項所定公告之期間為準。

第  六  條    土地權利人、利害關係人或相關機關，發現第四條

之公告事項有清查遺漏或錯誤時，應於公告期間內，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查明。

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查明屬清查遺漏者，

應就遺漏之土地補行公告九十日；屬清查錯誤者，應就

更正之土地重新公告九十日。但清查錯誤非屬本條例應清

理之土地權利，或屬依本條例第四條規定清查後公告時

之分類錯誤，且查明更正分類前後清理程序相同者，免

重新公告。

依前項規定補行或重新公告時，應一併通知本條例

第五條規定之土地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

土地權利人、利害關係人或相關機關於本條例第三條

第二項公告期滿後，發現有清查遺漏或錯誤情形者，除

該土地已依本條例辦竣更正、更名、塗銷、移轉登記或登記

為國有外，應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查明屬實後，依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依本條例第五條規定應於公告時一併通知能查明之

土地權利人，指下列各款人員： 

一、以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者：為原權利人

或其繼承人。

二、以神明會名義登記者：為現會員或信徒。

三、土地總登記時或金門、馬祖地區實施戰地政務終

止前，登記名義人之姓名或住址記載不全或不

符者：為登記名義人或其繼承人。

第  八  條    本條例第五條、第七條第一項、第九條第一項、第二

十條第二項、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

條所稱利害關係人、權利關係人或土地權利關係人，指因

依本條例規定申報或申請登記之結果，致其法律上之權

利或利益受影響之人。

第  九  條    本條例第五條規定之通知，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清理土地類型。

二、法令依據。

三、公告起訖日期及處所。

四、受理申報或受理申請登記之機關。

五、申報或申請登記之期間。

六、未依限申報或申請登記之處理方式。



七、其他依法令規定應通知之事項。

第  十  條    登記機關依本條例受理申請登記，除本條例或本細

則另有規定外，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一 條    本條例第八條、第十四條第三項、第十五條第二項、

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三十八

條第一項規定之公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公告事由。

二、法令依據。

三、公告起訖日期。

四、土地標示、登記名義人姓名或名稱、權利種類及

範圍。

五、土地權利關係人得提出異議之期限、方式及受理

機關。

六、公告期滿無人提出異議之法律效果。

七、其他依法令規定應公告之事項。

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及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之公

告，免予記載前項第四款之登記名義人之姓名或名稱。但

應於同款所載事項外，併予載明權利人之姓名或名稱。

本條例第三十條第一項或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

公告，於第一項第四款所載事項外，併予載明債權人或

申請人之姓名或名稱。

本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之公告，於第一項第

四款所載事項外，併予載明寺廟或法人名稱與所在地、負

責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及住所。

第 十二 條    本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代為標售之土地，於決標或

依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登記為國有前，權利人依

本條例規定申報或申請登記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或登記機關應予受理。

第 十三 條    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及第十五條第二項申請發

給土地價金者，除第十八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另有規定外，應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下列文件：

一、身分證明文件。

二、權利人已死亡者，應檢附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

之戶籍謄本、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及繼承系統

表。

三、權利書狀。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證明文件。



前項第二款規定之繼承系統表，應依民法有關規定

自行訂定，註明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申請

人願負法律責任，並簽名。

申請人未能提出第一項第三款之權利書狀，除本條

例第三十二條規定之情形，應依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

規定辦理外，經申請人檢附切結書敘明其未能檢附之事

由，註明如致真正權利人受損害，願負法律責任並簽名

者，得免予檢附。

第 十四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請發給土地價金

案件後，應即審查，經審查應予補正者，通知申請人於

六個月內補正。

第 十五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請發給土地價金

案件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以書面駁回：

一、依法不應發給。

二、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權利關係人間涉有私權爭

執。

三、不能補正或屆期仍未補正。

第 十六 條    依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協議時，應由

不明部分之原權利人或其繼承人協議其應有部分；協議

不成者，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就不明部分之土地應有

部分，申請登記為不明部分之原權利人均等，並於登記

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協議不成之事由及簽名。

第 十七 條    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更正登記，於辦理本

條例第八條所定之公告時，有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但

書之情形者，應通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第 十八 條    以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之土地經標售完成

後，權利人應檢附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文件及其股權

或出資比例之證明，申請按其股權或出資比例發給土地

價金。

權利人申請土地價金時，並應檢附切結書，切結權

利人如有遺漏或錯誤，願負法律責任並簽名。

前二項規定，於權利人依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申請發給土地價金者，準用之。

第 十九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審查公告前，有二人以

上就神明會土地提出申報者，依本條例第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辦理。

於本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公告期間，就該神明會土

地再行提出申報者，視為對公告內容提出異議，準用本



條例第二十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辦理。

第 二十 條    神明會土地位於不同直轄市或縣(市)者，受理申報

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核

發驗印之神明會現會員或信徒名冊、系統表及土地清

冊，或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更正現會員或信徒名冊

或土地清冊時，應一併通知神明會其他土地所在之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及管轄登記機關。

第二十一條    神明會申報人依本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或第二十

五條規定向登記機關申請神明會土地更名登記為法人所

有，或為現會員或信徒分別共有或個別所有者，登記機

關應於辦竣登記後，通知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之

民政機關或單位。

第二十二條    本條例第十九條及第二十六條規定之土地標售完成

後，權利人依本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申報並取得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驗印之現會員或信徒名冊及相

關證明文件，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發給土

地價金時，其領取方式，規約有明確規定者，依其規

定，無規約或規約無明確規定者，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神明會已選定管理人，且向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之民政機關或單位備查有案者，得由管

理人切結其領取土地價金未違背規約。但現會員

或信徒提出異議者，應由管理人就領取土地價

金召開會員或信徒大會決議領取方式。

二、神明會未選定管理人或管理人死亡尚未依規定選

任新管理人者，應經現會員或信徒全體之同意。

三、神明會管理人權限如有爭議，且已繫屬法院，應

俟法院判決確定後，再行處理。

前項規定，於權利人依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申請發給土地價金者，準用之。

第二十三條    神明會土地之權利人依前條規定申請發給土地價金

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第十三條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文件。

二、規約。但無規約者，免附。

三、管理人備查文件。但無管理人或管理人死亡尚未

依規定選任新管理人者，免附。

四、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驗印之現會員或信徒

名冊及土地清冊。

前項規定，於權利人依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或第



三十七條規定申請發給土地價金者，準用之。

第二十四條    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申請塗銷地

上權登記時，應檢附地上權人在該土地上確無建築改良

物或其他工作物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及足資證明地上權

人住址不詳或行蹤不明之文件。

前項土地複丈成果圖，應先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請土

地複丈或勘查。

第二十五條    本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得由登記機

關逕為辦理更正登記者，免予公告，並應將登記結果通

知各相關共有人。

第二十六條    本條例第三十二條所稱登記名義人之姓名、名稱或

住址記載不全或不符，指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一、登記名義人之姓名或名稱空白、缺漏或僅有一

字，或姓名與戶籍所載有同音異字、筆劃錯誤，

或認定與土地登記簿所載為同一自然人或法人

有疑義。

二、登記名義人之登記住址記載空白、無完整門牌

號、與戶籍記載不符，或以日據時期住址登載缺

漏町、目、街、番地號碼。

第二十七條    土地總登記時登記名義人姓名、名稱或住址記載不

全或不符之土地經依本條例第十一條規定標售完成後，

權利人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申請發給土地價金

時，除應檢附第十三條規定文件外，原登記名義人姓名

與戶籍謄本姓名相符，其住址有不符、不全或無記載之

情事者，應檢附或由戶政機關提供合於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文件：

一、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或土地臺帳所載原登記名義

人之住址，與其日據時期戶籍謄本所載住址相

符者。

二、原登記名義人與其他共有人於日據時期取得數宗

共有土地之時間、原因相同，其中某宗地號登記

簿上未載明原登記名義人之住址，而其他共有

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載有其住址，且與戶籍

謄本相符者。

三、原登記名義人與其他共有人之一，依日據時期戶

籍謄本所載有直系血親、配偶或三親等內旁系血

親關係者。

四、原登記名義人住址記載不全，而有原登記名義人



日據時期之登記濟證、光復後首次核發之原權利

書狀或共有人保持證者。

五、原登記名義人住址番地號碼與其戶籍謄本所載住

址番地號碼不符時，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依戶政機關提供該鄉（鎮、市、區）與該登

記名義人同姓名人之所有戶籍資料，審查無同

名同姓之人於該土地登記之番地號碼設籍，且

有原登記名義人日據時期之登記濟證、光復後首

次核發之原權利書狀或共有人保持證者。

六、土地登記簿未載明原登記名義人住址，其日據時

期戶籍謄本所載住址之番地號碼與已標售土地

之日據時期之地號相符時，經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依戶政機關提供該鄉（鎮、市、

區）與該登記名義人同姓名人之所有戶籍資

料，審查無同名同姓之人於該土地登記之番地

號碼設籍，且有原登記名義人日據時期之登記

濟證、光復後首次核發之原權利書狀或共有人保

持證者。

原登記名義人之住址，依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所

載，與權利人檢附之日據時期戶籍資料所載住址相符，

姓名有同音異字或筆劃錯誤者，除應檢附原登記名義人

日據時期之登記濟證或光復後首次核發之原權利書狀或

共有人保持證外，並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戶

政機關提供該鄉（鎮、市、區）與該登記名義人同姓名人

之所有戶籍資料，審查無同名同姓之人於該土地登記之

番地號碼設籍者。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情形，如未能提出第十

三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權利書狀，經申請人檢附切結書

者，得免檢附。

前三項規定，於權利人依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申請發給土地價金者，準用之。

第二十八條    合於前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或第二項情形，而

未能檢附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權利書狀者，應檢附

村（里）長、土地共有人（含繼承人）、土地四鄰之土

地、建物所有權人或其使用人一人之證明書，並於申請

書備註欄內切結本申請案確無虛偽不實之情事，如有不

實，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

前項所稱村（里）長，指土地所在地現任或歷任之



村（里）長。

出具證明書之證明人，應具完全之法律行為能力，

證明書應載明其親自觀察之具體事實，而非其推斷之結

果，並應檢附其印鑑證明書。

第二十九條    前條第一項規定之證明書未能檢附者，申請人得檢

附下列文件之一：

一、土地課稅證明文件。

二、地上房屋稅籍證明文件。

三、鄉（鎮、市、區）公所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資料。

四、放領清冊或地價繳納（清）證明文件。

五、土地四鄰、共有人或房屋使用人持有之相關文

書。

六、與登記名義人取得土地權利時相關申請案之登記

情形或資料。

七、與申請標示有關之訴訟或公文往來書件。

八、其他足資參考文件。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無法審查認定前項文件

時，應派員實地查訪，並以申請人戶籍所在地或相關之

鄉（鎮、市、區）為範圍，由戶政機關或自行派員至戶政

機關全面清查全鄉（鎮、市、區）與該登記名義人同名同

姓之人並就戶籍資料，按土地權利取得時間，逐一就年

齡、住所及地緣關係審查認定。

第 三十 條    本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金門、馬祖地區實施戰地政

務終止前，登記名義人姓名、名稱或住址記載不全或不

符之土地經依本條例第十一條規定標售完成後，權利人

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申請發給土地價金時，除

應檢附第十三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文件外，應檢附下列

各款文件之一：

一、原登記名義人為自然人在國內設有戶籍者，應檢

附可資證明與原登記名義人係同一人之戶籍資

料；依其戶籍資料無法證明者，應檢附土地關

係人一人之證明書。

二、原登記名義人為華僑者，應檢附該縣同鄉會出具

證明與原登記名義人係同一人之文件，並經僑

居地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

授權機構驗證及土地關係人一人之證明書。

三、以非法人團體、管理人名義登記者，應於依法完

成法人登記後，檢附該法人主管機關核發原登



記名義人與該依法登記之法人係同一主體之備

查文件、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資格證

明文件，並應檢附土地關係人一人之證明書。

前項各款土地關係人之證明書因故無法取得者，除

應敘明具體理由外，並應檢附土地四鄰之土地、建物所有

權人或其使用人一人之證明書。

權利人依前二項規定申請時應於申請書適當欄切結

本申請案確無虛偽不實之情事，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

法律責任。

第一項所稱土地關係人，指該土地之管理者、共有人

或原申請登記案之關係人或其繼承人。

前四項規定，於權利人依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申請發給土地價金者，準用之。

第三十一條    第二十七條至前條規定應檢附或由戶政機關提供之

相關證明文件，於土地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依本條例第

三十二條規定申請更正登記時，準用之。

第三十二條    募建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依本條例第三十四條規

定申報發給證明書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

件：

一、寺廟登記或法人登記之證明文件。

二、現任寺廟負責人或法人代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日據時期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土地臺帳、登記濟

證、其他足資證明為寺廟或宗教團體名義取得或

出資購買之證明文件，或由寺廟或宗教團體立

具該土地為其所有之切結書。

四、土地自始為該寺廟或宗教團體管理、使用或收益

之文件。

五、土地登記名義人或繼承人之同意書及印鑑證明

書；其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並應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備查之文件。

六、土地清冊。

七、最近三個月內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土地登記名義人已死亡者，應檢附載有被繼承人死

亡記事之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過

半數繼承人及其應繼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書與印鑑證明

書。

前項規定之繼承系統表，應依民法有關規定自行訂

定，註明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申請人願負



法律責任，並簽名。

第三十三條    募建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依本條例第三十五條規

定申報發給證明書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

件：

一、寺廟登記或法人登記之證明文件。

二、現任寺廟負責人或法人代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土地現為該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使用之文件。

四、寺廟登記經過及沿革資料。

五、土地清冊。

六、最近三個月內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以神衹名義登記者，並應檢附該神衹自始為寺廟所

奉祀神祇之證明文件。

第三十四條    募建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依本條例第三十七條規

定申請讓售土地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讓售之土地為依法登記之募建寺廟或宗教性

質之法人使用之文件。

二、寺廟登記或法人登記之證明文件。

三、現任寺廟負責人或法人代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依法登記之募建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取得讓售土

地，向登記機關申辦所有權移轉登記時，免檢附土地所

有權狀；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將該權狀公告註銷。

第三十五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三十八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公告期滿無人異議或經調處成立者，應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於三個月內繳清價款。

依本條例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經法院判決

確定者，申請人應自確定之日起三個月內繳清價款。

逾前二項繳納期限未繳清價款者，視為放棄購買。

第三十六條    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二款、第三十二條第一

項第二款及第二項、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十四

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身分證明文件或戶籍謄本，及第三

十二條第一項第七款、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六款所定土

地登記謄本或地籍圖謄本，得以電腦完成查詢者，免予

檢附。

第二十八條第三項及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

之印鑑證明書，於證明人或同意人親自到場，並提出國

民身分證正本，當場於證明書或同意書內簽名，經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人員核符後同時簽證，或證

明書、同意書經依法公證或認證者，免予檢附。



第三十七條    本細則所需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八條    已登記建築改良物權利之清理，依本條例第四十一

條規定，準用本細則規定辦理。

第三十九條    本細則自本條例施行之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