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法規 B-001 

土地法 

民國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國民政府令制定公布全文三

九七條條文；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同府令自

次月一日施行；惟各地方開始辦理土地登記及開始

徵收地價稅日期，應依照各省巿地政施行程序大綱

之規定辦理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國民政府令修正公布全

文二四七條條文 

民國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一八條

條文 

民國六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一六

、一八、二一、三○、三七、三九、五一、五八、

七二、七三、一○四及二二二條；並增訂第三○條

之一、三四條之一、三七條之一、四六條之一～四

六條之三、七三條之一、七五條之一及七九條之一

條文 

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三

七條之一、四一、四四、五八、六四、六七、七六

、七八、七九、二一五、二一七、二一九、二二二

、二二三、二二五、二二七、二二八、二三○～二

三二、二三七、二四一及二四二條；增訂第四四條

之一、四七條之一、四七條之二及七九條之二；並

刪除第二四三條條文 

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三七條

之一條文 

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四、

八、一九、二○、二二、二五～二九、三一、三二

、三四條之一、三八～四○、四二、四五、五二、

五三、五五、五七、五九、六四、七三條之一、七

五、八一、八二、八四、八六、八九、九五～九七

、一○一、一○二、一二二、一二三、一二五～一

二七、一三三、一三五、一四○、一四一、一四九

、一五二、一五四、一五七、一五九、一六一、一

六四、一七一、一七九、二○一、二○四、二○六

、二一五、二一七、二一九、二二一、二二二、二

二五、二二七、二二八、二三○、二三二、二三四

、二三六～二三九、二四一、二四六及二四七條；

並刪除第三○、三○條之一、三三及二二三條條文 

民國九十年十月三十一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一七、

一九、二○、三四條之一、三七、三七條之一、四

四條之一、四七及二一四條；增訂第三四條之二；

並刪除第二一～二三及二一八條條文 

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五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一四條

條文 

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六九條

條文 

民國一百年六月十五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三四條之

一及一七二條；並刪除第八、三四及一七五條條文 

 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行政院公告第一七條

第二項、第七三條之一第二項、五項所列屬財政部

「國有財產局」之權責事項，自一○二年一月一日

起改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轄 

第一編 總 則 

第一章 法 例 

第一條 (土地之定義) 
本法所稱土地，謂水陸及天然富源。 

 土地法所稱之土地係謂：（100 身障） 
陸地       水陸及天然富源 
土地及建築改良物 土地及農作改良物 

 ·············································答案：B 

第二條 (土地之使用分類) 
Ⅰ土地依其使用，分為左列各類： 
第一類 建築用地，如住宅、官署、機

關、學校、工廠、倉庫、公

園、娛樂場、會所、祠廟、教

堂、城堞、軍營、砲台、船

埠、碼頭、飛機基地、墳場等

屬之。 
第二類 直接生產用地，如農地、林

地、漁地、牧地、狩獵地、礦

地、鹽地、水源地、池塘等屬

之。 
第三類 交通水利用地，如道路、溝

渠、水道、湖泊、港灣、海

岸、堤堰等屬之。 
第四類 其他土地，如沙漠、雪山等屬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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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2 不動產地政法典  

Ⅱ前項各類土地，得再分目。 
 依土地法規定，碼頭、墳場屬於下列何種用

地？（102 經） 
直接生產用地 交通水利用地 
建築用地   其他用地 ········· 答案：C 
 依土地法規定，下列何者土地為直接生產用

地？（100 初） 
海岸 湖泊 
船埠 水源地 ······················· 答案：D 
土地法將土地依其使用分為四類，其中第三類

為交通水利用地，下列何者非屬交通水利用地

項目？（100 經） 
溝渠 池塘 湖泊 堤堰 ··· 答案：B  
 下列何者屬於土地法所稱之建築用地？（98
經） 
港灣 船埠 堤堰 漁地 ··· 答案：B 
 土地法規定，土地依其使用，得分為各類。下

列何者錯誤？（97①經） 
建築用地   直接生產用地 
交通水利用地 要塞軍備用地 ·· 答案：D 

第三條 (執行機關) 
本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地政機關執

行之。 
 土地法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其執行機

關為：（100 身障） 
司法機關 地政機關 
農林機關 財政機關 ··············· 答案：B 

第四條 (公有土地之分類) 
本法所稱公有土地，為國有土地、直轄

巿有土地、縣（巿）有土地或鄉（鎮、

巿）有之土地。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為國營事業，其股份多

屬公股，少部分為民股。該公司所有之土地

為：（103 身障） 
國有土地 國、私共有土地 
私有土地 集體所有土地 ········· 答案：C 
 下列何者非屬現行土地法規定之公有土地？

（103 身障） 
國有土地 省有土地 
直轄市、縣（市）有土地 
鄉（鎮、市）有土地 ·················· 答案：B 
依土地法規定，公有土地之定義為何？（102
初） 

國有土地、直轄市政府所有土地、省政府所

有土地、縣（市）政府所有土地 
國有土地、直轄市有土地、縣（市）有土地

或鄉（鎮、市）有土地 
國有土地、省有土地、縣有土地、鄉有土地 
國有土地、省府有土地、縣（市）有土地、

鄉（鎮、市）有土地 ·················· 答案：B 
土地法所定義公有土地與國有土地兩者意涵範

圍之關係為何？（100 經） 
公有土地小於國有土地 
公有土地等於國有土地 
公有土地大於國有土地  
公有土地與國有土地無關係 ········· 答案：C 
 土地法所稱公有土地，係指：（97①經） 
國有土地、直轄市有土地、縣（市）有土地

或鄉（鎮、市）有之土地 
國有土地、直轄市有土地、縣（市）有土地

或國營企業有之土地 
國有土地、直轄市有土地、國營企業有之土

地或鄉（鎮、市）有之土地 
國有土地、國營企業有之土地、縣（市）有

土地或鄉（鎮、市）有之土地 ······ 答案：A 

第五條 (土地改良物之分類) 
Ⅰ本法所稱土地改良物，分為建築改良物

及農作改良物二種。 
Ⅱ附著於土地之建築物或工事，為建築改

良物。附著於土地之農作物及其他植物

與水利土壤之改良，為農作改良物。 
 依土地法規定關於農作改良物之定義，下列何

者不屬之？（102 經） 
農作物 維護保育 水利土壤之改良 
農作物以外之其他植物 ··············· 答案：B 
 土地法第五條所稱之建築改良物，係指：

（100 初） 
附著於土地之農作物 
附著於土地之建築物或工事 
附著於土地之農作改良物 
附著於土地之水利土壤改良物 ······ 答案：B 

第六條 (自耕之定義) 
本法所稱自耕，係指自任耕作者而言，

其為維持一家生活直接經營耕作者，以

自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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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法規 B-003 

第七條 (土地債券之定義) 
本法所稱土地債券，為土地銀行依法所

發行之債券。 
 政府發行土地債券，其目的在於提供政府徵收

或照價收買私人土地時補償之用，依土地法第

7 條規定，土地債券應由那家銀行發行？

（100 地特、95 經） 
中央銀行 臺灣銀行 
土地銀行 交通銀行 ··············· 答案：C 

第八條 (刪除) 

第九條 (施行法之制定) 
本法之施行法，另定之。 

第二章 地 權 

第十條 (私有土地與國有土地之區別) 
Ⅰ中華民國領域內之土地，屬於中華民國

人民全體，其經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權

者，為私有土地。 
Ⅱ私有土地之所有權消滅者，為國有土

地。 
 依土地法規定，下列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土地

之敘述，何者錯誤？（103 初） 
屬於中華民國人民全體 
屬於中華民國人民分別共有 
其經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權者，為私有土地 
私有土地之所有權消滅者，為國有土地 

 ············································· 答案：B 
 中華民國領域內之土地，私有土地之所有權消

滅者，為：（102 地特） 
無主土地 國有土地 
轄區直轄市或縣（市）有土地 
轄區鄉（鎮、市）有土地 ············ 答案：B 
依土地法規定，中華民國領域內之土地，屬於

中華民國人民全體，其經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權

者，為私有土地。私有土地所有權消滅者，為

下列何種土地？（102 初、100 初、99 經、95
經） 
直轄市有土地 縣（市）有土地 
無主土地   國有土地 ········· 答案：D 
 土地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中華民國領域

內之土地……，其經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權者，

為私有土地。」一般教學上，將此一法條所定

私有土地所有權之取得，分為原始取得與繼受

取得二種。試申述其原始取得之原因。（95
地） 

第十一條 (他項土地權利種類依據) 
土地所有權以外設定他項權利之種類，

依民法之規定。 
 依土地法規定，土地所有權以外設定他項權利

之種類，依下列何者之規定？（103 初） 
憲法    民法 
行政程序法 土地登記規則 ······答案：B 

第十二條 (私有土地所有權消滅之原因及

回復) 
Ⅰ私有土地，因天然變遷成為湖澤或可通

運之水道時，其所有權視為消滅。 
Ⅱ前項土地，回復原狀時，經原所有權人

證明為其原有者，仍回復其所有權。 
 私有土地因天然變遷成為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

時，其所有權視為：（101 初） 
取得 消滅 變更 回復 ···答案：B 

第十三條 (湖澤岸地自然增加之取得優先

權) 
湖澤及可通運之水道及岸地，如因水流

變遷而自然增加時，其接連地之所有權

人，有優先依法取得其所有權或使用受

益之權。 
依土地法規定，湖澤及可通運之水道及岸地，

如因水流變遷而自然增加時，下列何種人有優

先依法取得其所有權或使用受益之權？（102
初） 
接連地所有權人 原所有權人 
接連地之使用人 原使用人 ····· 答案：A 

第三章 地權限制 

第十四條 (不得私有之土地及其徵收) 
Ⅰ左列土地不得為私有： 

一 海岸一定限度內之土地。 
二 天然形成之湖澤而為公共需用

者，及其沿岸一定限度內之土

地。 
三 可通運之水道及其沿岸一定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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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4 不動產地政法典  

內之土地。 
四 城鎮區域內水道湖澤及其沿岸一

定限度內之土地。 
五 公共交通道路。 
六 礦泉地。 
七 瀑布地。 
八 公共需用之水源地。 
九 名勝古蹟。 
十 其他法律禁止私有之土地。 

Ⅱ前項土地已成為私有者，得依法徵收

之。 
Ⅲ第一項第九款名勝古蹟，如日據時期原

屬私有，臺灣光復後登記為公有，依法

得贈與移轉為私有者，不在此限。 
 依土地法第 1 編第 3 章地權限制之規定，某些

土地不得為私有，茲請問該等土地如已成為私

有者，權責機關應如何處理？又此項規定之立

法本旨為何？試就有關規定分別說明之。

（103 地） 
 依土地法規定，不得私有之土地，不包括下列

何者？（103 初） 
海岸一定限度內之土地 
城鎮區域內沿岸一定限度外之水道湖澤 
可通運之水道及其沿岸一定限度內之土地 
公共需用之水源地 ····················· 答案：B 
 下列土地，何者非屬土地法第 14 條規定不得

為私有之土地？（103 身障） 
農田水利用地 礦泉地 
瀑布地    名勝古蹟 ········ 答案：A 
 依土地法第 14 條之規定，不得私有的土地，

若已成為私有者，則如何處理之？（101 經） 
得依法徵收之   得照價收買 
逕登記為國有土地 所有權視為消滅 

 ············································ 答案：A 
 下列何種土地，非屬土地法規定不得為私有之

土地？（101 初） 
市場用地 礦泉地 
瀑布地  公共需用之水源地 ·· 答案：A 
 依土地法規定，下列土地何者得為私有？

（100 初） 
公共水源地 遊憩用地 
名勝古蹟  瀑布地 ··············· 答案：B 

 下列何者並非土地法所稱不得為私有之土地？

（100 地特） 
溝渠  礦泉地 
瀑布地 名勝古蹟 ·················· 答案：A 
 依土地法第 14 條規定，則下列土地何者得為

私有？（99 經） 
公共交通道路 礦泉地 
瀑布地    林地 ··············· 答案：D 

第十五條 (不得私有之礦產) 
Ⅰ附著於土地之礦，不因土地所有權之取

得而成為私有。 
Ⅱ前項所稱之礦，以礦業法所規定之種類

為限。 
第十六條 (私有土地所有權行使之限制) 
私有土地所有權之移轉、設定負擔或租

賃，妨害基本國策者，中央地政機關得

報請行政院制止之。 
 依土地法規定，私有土地所有權之移轉、設定

負擔或租賃，妨害基本國策者，得如何處置？

（103 初） 
由轄區地政事務所逕行辦理塗銷登記 
由轄區地政事務所報請直轄市、縣（市）政

府核定後，辦理逕為塗銷登記 
由轄區地政事務所報請直轄市、縣（市）政

府，轉報內政部核定後，辦理逕為塗銷登記 
由中央地政機關報請行政院制止之 

 ············································ 答案：D 
 依土地法第 16 條規定，私有土地所有權之移

轉，妨害基本國策者，得如何處置？（102 地

特） 
登記機關得以「依法不應登記」為由逕予駁

回登記之申請 
登記機關得報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定後制

止之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報內政部核定後制止之 
中央地政機關得報請行政院制止之 

 ············································ 答案：D 
 私有土地所有權之移轉，在下列何項情況下，

中央地政機關得報請行政院制止之？（96②
經） 
涉及國土改造 妨害兩岸交流 
妨害基本國策 涉及土地炒作圖利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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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法規 B-005 

 ············································· 答案：C 
 內政部於民國九十一年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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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該規定及土地法規定仍有那些土地

不得移轉？請說明之。（97 地） 
 依土地法規定，私有土地所有權在處分上有何

限制？試申述之。（97①經） 

第十七條 (禁止外國人取得土地權利之情

形) 
Ⅰ左列土地不得移轉、設定負擔或租賃於

外國人： 
一 林地。 
二 漁地。 
三 狩獵地。 
四 鹽地。 
五 礦地。 
六 水源地。 
七 要塞軍備區域及領域邊境之土

地。 
Ⅱ前項移轉，不包括因繼承而取得土地，

但應於辦理繼承登記完畢之日起三年內

出售與本國人，逾期未出售者，由直轄

市或縣（市）地政機關移請國有財產局

辦理公開標售，其標售程序準用第七十

三條之一相關規定。  
Ⅲ前項規定，於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因繼承

取得第一項所列各款土地尚未辦理繼承

登記者，亦適用之。 
 外國人因繼承而取得我國境內之林地，其未於

繼承登記完畢之日起三年內出售與本國人者，

依土地法規定，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應

如何處理？（103 初） 
依法徵收 依法照價收買 
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辦理公開標售 
逕為辦理國有登記 ····················· 答案：C 
 依土地法規定下列何種土地，不受不得移轉、

設定負擔或租賃於外國人限制？（102 地特） 
鹽地 漁地 林地 農地 ··· 答案：D 
 按土地法、平均地權條例及土地徵收條例中，

均各有若干限制土地所有權人行使土地權利之

規定。請就其中，舉出三項「禁止土地所有權

移轉」之規定內容。又，都市計畫法對於公共

設施保留地之使用，有何限制之規定？請敘述

之。（102 經） 
外國人在臺灣境內因繼承取得下列何種土地

時，應於辦理繼承登記完畢之日起三年內出售

給本國人？（102 初） 
農地   林地 
工業用地 學校用地 ···············答案：B 
依土地法規定，下列何種土地不得移轉、設定

負擔或租賃於外國人？（102 初） 
住宅用地 醫院用地 
林地  耕地 ·····················答案：C 
外國人因繼承取得我國水源地，逾期未出售與

本國人時，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應如何

處理？（102 初） 
移請法院公開拍賣 
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公開標售 
依法照價收買 依法申請徵收 ·· 答案：B  
 外國人因繼承而取得林地，依土地法第 17 條

規定，應於辦理繼承登記完畢之日起幾年內出

售與本國人？（101 初） 
 3 年  4 年  5 年  6 年 ·· 答案：A 
 依土地法之規定，下列何種土地，不得移轉、

設定負擔或租賃於外國人？（101 初） 
農地 漁地 牧地 建地 ···答案：B 
 依土地法規定，下列何種土地得移轉於外國

人？（100 初、98 經） 
林地 鹽地 農地 漁地 ···答案：C 
下列何者可移轉（不包括繼承）、設定負擔或

租賃於外國人？（100 經） 
林地 漁地 牧地 鹽地 ···答案：C 
 不得移轉、設定負擔或租賃於外國人之土地，

不包括因繼承而取得土地。但應於辦理繼承登

記完畢之日起多少年內出售與本國人，逾期未

出售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移請財

政部國有財產局辦理公開標售？（100 身障）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答案：C 
 下列土地不得移轉、設定負擔或租賃於外國

人，何項完全正確？（100 身障） 
林地、漁地、狩獵地、礦泉地、鹽地、水源

地、要塞軍備區域及領域邊境之土地 
林地、漁地、狩獵地、瀑布地、鹽地、礦

地、要塞軍備區域及領域邊境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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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漁地、狩獵地、鹽地、水源地、礦

地、要塞軍備區域及領域邊境之土地 
林地、漁地、狩獵地、名勝古蹟、鹽地、水

源地、要塞軍備區域及領域邊境之土地 
 ············································· 答案：C 

 依土地法之規定，下列那一種用途非屬外國人

為供自用、投資或公益之目的使用而可取得之

土地？（99 經） 
醫院 教堂 墳場 林地 ·· 答案：D 
 下列土地中，何者「得」依平等互惠原則，移

轉、設定負擔或租賃於外國人？（97①經） 
林地 牧地 漁地 礦地 ··· 答案：B 
 外國人因繼承而取得我國林地者，下列敘述何

者不符土地法之規定？（96②經） 
應於辦理繼承登記完畢之日起 3 年內出售與

本國人 
逾期 3 年未出售者，應由地方地政機關移送

請國有財產局辦理公開標售 
應於辦理繼承登記完畢之日起 3 年內依法徵

收或將標售所得歸於國庫 
土地法修正施行前已因繼承取得第 17 條第

1 項所列各款土地，尚未辦理繼承登記者，

亦適用同條第 2 項之規定 ············ 答案：C 
 下列何種土地得移轉於外國人？（95 經） 
水源地 商業地 
林業地 狩獵地 ····················· 答案：B 
 試依土地法之規定，說明外國人取得土地權利

之限制內容。（97②經） 
 試依土地法之規定，說明外國人在我國取得土

地種類之限制為何？外國人在我國取得土地，

未能依核定期限使用時，應如何處理？（96
地） 

第十八條 (外國人取得地權之互惠原則) 
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取得或設定土地權

利，以依條約或其本國法律，中華民國

人民得在該國享受同樣權利者為限。 
 依土地法規定，關於土地移轉、設定負擔或租

賃於外國人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103
初） 
要塞軍備區域及領域邊境之土地不得移轉 
外國人為供自用、投資或公益之目的使用，

得取得土地 

外國人取得土地，應檢附相關文件，申請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准 
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取得或設定土地權利，以

有邦交國為原則 ························ 答案：D 
 土地法規定，外國人在我國取得或設定土地權

利，是基於何種原則？（96①經） 
外交原則 建交換使 
平等互惠 不平等條約 ············ 答案：C 

第十九條 (外國人租購土地之限制) 
Ⅰ外國人為供自用、投資或公益之目的使

用，得取得左列各款用途之土地，其面

積及所在地點，應受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依法所定之限制： 
一 住宅。 
二 營業處所、辦公場所、商店及工

廠。 
三 教堂。 
四 醫院。 
五 外僑子弟學校。 
六 使領館及公益團體之會所。 
七 墳場。 
八 有助於國內重大建設、整體經濟

或農牧經營之投資，並經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 
Ⅱ前項第八款所需土地之申請程序、應備

文件、審核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行政院定之。 
外國人依土地法規定取得我國土地時，其面積

及地點應受何機關依法所定之限制？（102
初） 
直轄市、縣（市）政府 內政部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行政院 

 ············································ 答案：A 
 依土地法規定，外國人為供自用、投資或公益

之目的使用，可取得下列何種用途之土地權

利？（100 地特） 
墳場 林地 漁地 鹽地 ··· 答案：A 

第二十條 (外國人租購土地程序) 
Ⅰ外國人依前條需要取得土地，應檢附相

關文件，申請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核准；土地有變更用途或為繼承以外

之移轉時，亦同。其依前條第一項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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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取得者，並應先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 
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前項之准駁，

應於受理後十四日內為之，並於核准後

報請中央地政機關備查。 
Ⅲ外國人依前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取得土

地，應依核定期限及用途使用，因故未

能依核定期限使用者，應敘明原因向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展期；其未依

核定期限及用途使用者，由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於通知送

達後三年內出售。逾期未出售者，得逕

為標售，所得價款發還土地所有權人；

其土地上有改良物者，得併同標售。 
Ⅳ前項標售之處理程序、價款計算、異議

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地政機關定之。 
 外國人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以「有助

於國內重大建設之投資」為目的所購置之土

地，其未依核定期限及用途使用，經限期命其

出售，逾期未出售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如

何處置？（102 地特） 
依其原購買價格照價收買 
依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照價收買 
依法辦理徵收 
逕為標售，得款發還土地所有權人 

 ············································· 答案：D 
 依土地法第 19 條及第 20 條規定，外國人因在

我國建立教堂之需擬取得土地時，應檢附相關

文件提出申請，其核准之權限機關為下列何

者？（101 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內政部 外交部 ····················· 答案：B 
 外國人以投資農牧經營為由，於我國購置之土

地，未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期限及

用途使用者，經限期出售，逾期未出售者，得

如何處置？（100 身障） 
依法徵收 照價收買 加徵荒地稅 
逕為標售，得款發還土地所有權 ··· 答案：D 
 法國籍之蒙娜麗沙小姐欲於臺南市購買商店用

地，則依法其應向何單位申請核准？（99
經） 

內政部地政司     國防部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臺南市政府 

 ············································ 答案：D 
 依土地法規定，外國人取得之土地，未依核定

期限及用途使用者，由縣（市）政府通知所有

權人於通知送達後幾年內出售？（98 經） 
一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答案：C 
 試依土地法之規定，說明外國人在我國取得土

地種類之限制為何？外國人在我國取得土地，

未能依核定期限使用時，應如何處理？（96
地） 

第二十一條 (刪除) 

第二十二條 (刪除) 

第二十三條 (刪除) 

第二十四條 (外國人租購土地之權利義務) 
外國人租賃或購買之土地，經登記後，

依法令之所定，享受權利，負擔義務。 

第四章 公有土地 

第二十五條 (公有土地處分之限制條件) 
直轄巿或縣（巿）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

土地，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並

經行政院核准，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

為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 
 依土地法規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其

所管公有土地，除經何機關同意外，尚須經行

政院核准，方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超過十年

期間之租賃？（103 初） 
立法院同意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 
土地所在地鄉鎮市區代表會同意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同意 ···············答案：B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之

處理，下列何者依土地法規定免經民意機關同

意之程序？（102 經） 
處分 設定負擔 
撥用 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 ······答案：C 
依土地法規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其

所管公有土地，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

並經行政院核准，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超

過多少期間之租賃？（102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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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 答案：A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

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並經何機關核

准，不得處分？（101 初） 
行政院 內政部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 答案：A 
 下列何項土地之公開出售，應依土地法第二十

五條規定之程序辦理？（100 初） 
政府實施土地重劃而取得之可出售土地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管之公有土地 
政府依法為區段徵收後得出售之土地 
政府依法照價收買之土地 ············ 答案：B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其所經管之公有土地，

為下列何種處置方式，無須經該管區內民意機

關同意及經行政院核准之雙重限制？（100 地

特） 
處分 設定負擔 無償撥用 
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 ·················· 答案：C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不

得為超過多少年期間之租賃？（100 身障） 
五年  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 答案：B 
 依土地法規定，縣（市）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

土地，非經民意機關同意，不得為超過幾年期

間之租賃？（98 經、95 經） 
五年  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 答案：B 
 A 縣因財政困窘，擬出售其所管非公用土地若

干筆，試依據土地法之規定，說明其須符合那

些要件。（101 地） 

第二十六條 (公有土地之撥用) 
各級政府機關需用公有土地時，應商同

該管直轄巿或縣（巿）政府層請行政院

核准撥用。 
依土地法規定，下列何者非直轄市、縣（市）

地政機關之主管業務？（102 初） 
辦理重新規定地價 
照價收買逾期未建築使用之私有空地 
核准公地撥用 
發給徵收補償地價 ····················· 答案：C 
 各級政府因公務或公共用途，需用其他機關經

管之公有土地時，得循何種方式取得土地使用

權？（100 地特） 
徵收 撥用 借用 徵用 ··· 答案：B 
 各級政府機關需用公有土地時，應如何辦理？

（98 經、97②經） 
應向內政部申請核准撥用 
應向行政院申請核准撥用 
應商同該管縣（市）政府層請內政部核准撥用 
應商同該管縣（市）政府層請行政院核准撥

用 ········································· 答案：D 

第二十七條 (公有土地收益之列入預算) 
直轄巿或縣（巿）政府應將該管公有土

地之收益，列入各該政府預算。 

第五章 地權調整 

第二十八條 (私有土地面積之最高額限制) 
Ⅰ直轄巿或縣（巿）政府對於私有土地，

得斟酌地方情形，按土地種類及性質，

分別限制個人或團體所有土地面積之最

高額。 
Ⅱ前項限制私有土地面積之最高額，應經

中央地政機關之核定。 
第二十九條 (超額土地之處理) 
Ⅰ私有土地受前條規定限制時，由該管直

轄巿或縣（巿）政府規定辦法，限令於

一定期間內，將額外土地分劃出賣。 
Ⅱ不依前項規定分劃出賣者，該管直轄巿

或縣（巿）政府得依本法徵收之。 
Ⅲ前項徵收之補償地價，得斟酌情形搭給

土地債券。 
 依土地法規定，私有土地超出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所限制土地面積最高額時，額外土

地應如何處理？（98 經） 
限期分劃出賣，逾期得徵收之 
強制出租，否則由該管政府徵收 
限期放領，逾期得照價收買 
視土地種類及性質而定 ··············· 答案：A 

第三十條 (刪除) 

第三十條之一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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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土地最小面積及再分割之禁

止) 
Ⅰ直轄巿或縣（巿）地政機關於其管轄區

內之土地，得斟酌地方經濟情形，依其

性質及使用之種類，為最小面積單位之

規定，並禁止其再分割。 
Ⅱ前項規定，應經中央地政機關之核准。 
第三十二條 (耕地負債最高額之限制) 
直轄巿或縣（巿）政府得限制每一自耕

農之耕地負債最高額，並報中央地政機

關備案。 
第三十三條 (刪除) 

第三十四條 (刪除) 

第三十四條之一 (共有物處分) 
Ⅰ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

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

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

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

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Ⅱ共有人依前項規定為處分、變更或設定

負擔時，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

其不能以書面通知者，應公告之。 
Ⅲ第一項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應得之對

價或補償，負連帶清償責任。於為權利

變更登記時，並應提出他共有人已為受

領或為其提存之證明。其因而取得不動

產物權者，應代他共有人申請登記。 
Ⅳ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

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 
Ⅴ前四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 
Ⅵ依法得分割之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

共有人不能自行協議分割者，任何共有

人得申請該管直轄市、縣（市）地政機

關調處，不服調處者，應於接到調處通

知後十五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屆

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 
 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關於共有土地或

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

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之規定，下列何者錯

誤？（103 初） 
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 

共有人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為

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時，應事先以書面通

知他共有人 
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

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 
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得比照多數決處分方

式分割 ··································· 答案：D 
 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6 項規定，得分割之

共有土地，共有人不能協議分割而申請調處分

割，不服調處結果者，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幾

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103 身障） 
 7 日   10 日 
 15 日  20 日 ························答案：C 
 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所定共有人優先購買權，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103 身障） 
行使主體須為他共有人 須以買賣為前提 
優先購買權之行使，須於出賣通知到達後

10 日內表示 
此優先購買權具有物權之效力 ····· 答案：D 
 共有土地設定何種他項權利，不得適用土地法

第 34 條之 1 條規定以多數決方式為之？（102
地特） 
地上權 農育權 
典權  抵押權 ···················· 答案：D 
 共有土地之共有人因不能協議分割而申請調處

時，有何人數限制？（102 地特） 
任一共有人即可申請 
應有共有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應有共有人數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

數之同意 
應有共有人數超過三分之二之同意 

 ············································ 答案：A 
 甲、乙、丙、丁、戊五人共有土地一筆，持分

各 4/10、3/10、1/10、1/10、1/10。請問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102 地特） 
甲出售其應有部分 4/10 時，不須乙、丙、

丁、戊之同意 
只須甲、乙之同意，即可就共有土地之全部

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 
乙、丙、丁、戊四人同意，即可就共有土地

出售予他人 
縱經甲、乙之同意，仍不得就共有土地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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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0 不動產地政法典  

部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 ··············· 答案：B 
 甲、乙、丙、丁四人共同繼承其先祖遺留之可

建築土地一筆，各人持分依序為 1/3、4/9、
1/9、1/9，關於該筆共有土地之出售，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102 經） 
甲乙同意出售即可 
甲丙同意出售即可 
甲丁同意出售即可 
乙丙或乙丁同意出售即可 ··········· 答案：A 
 不動產糾紛案件，除由登記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主動移送調處外，下列何種情形應

由當事人申請調處？（102 初） 
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6 項規定之共有物分

割爭議 
土地法第 46 條之 2 規定之地籍圖重測界址

爭議 
土地法第 59 條第 2 項規定之土地權利爭議 
土地登記規則第 84 條規定之建物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爭議 ·························· 答案：A 
依土地法規定，共有土地之處分、變更及設

定，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何種他項權利，不得以

多數決方式將共有土地之全部設定？（102
初） 
地上權   農育權 
不動產役權 抵押權 ·············· 答案：D 
 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共有土地設定下

列何種他項權利時，不得援用共有人過半數及

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而為之？（101
經、100 地特） 
設定典權  設定地上權 
設定抵押權 設定不動產役權 ··· 答案：C 
下列之優先購買權，何者僅具有債權效力？

（100 經） 
租地建屋者出賣房屋時，基地所有權人之優

先購買權 
出租人出賣耕地時，承租人之優先購買權 
基地所有權人出賣基地時，地上權人、典權

人之優先購買權 
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之優先

購買權 ··································· 答案：D 
依法得分割之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有人

不能自行協議分割者，任何共有人得申請該管

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調處。不服調處

者，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幾日內向司法機關訴

請處理？（100 經） 
十五日  二十日 
二十五日 三十日 ·················· 答案：A 
 依現行規定，下列何種權利，應得共有人全體

同意，始得設定？（101 初） 
典權  地上權 
抵押權 不動產役權 ··············· 答案：C 
 下列何者不享有優先承購權？（100 初） 
土地共有人之一出賣其應有部分時，其他之

土地共有人 
基地出賣時，基地之地上權人 
基地出賣時，基地之典權人 
基地出買時，基地之地役權人 ······ 答案：D 
 共有土地之處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多少比例

者，其人數得不予計算？（100 初、98 經） 
三分之二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 答案：A 
 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與第 104 條有關優先購買

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100 地特） 
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之優先購買權具債權效力 
土地法第 104 條之優先購買權具物權效力 
二者競合時以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優先適用 
二者競合時以土地法第 104 條優先適用 

 ············································ 答案：C 
 下列各種情形之優先購買權，何者僅具債權效

力？（100 身障） 
土地法第 34-1 條規定共有人間之優先購買權 
土地法第 104 條規定基地出租人與承租人間

之優先購買權 
土地法第 107 條規定耕地承租人之優先購買權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5 條規定耕地承租

人之優先購買權 ························ 答案：A 
 共有人對於共有土地為下列何種行為，不得依

土地法第 34-1 條第 1 項規定以多數決之方式

為之？（100 身障） 
處分 變更 設定地上權 
共有土地之協議分割 ·················· 答案：D 
 共有土地設定下列何種他項權利，適用土地法

第 34 條之 1 多數決之規定？（99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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