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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版序
最近，美中貿易戰，臺商回流。復，全世界新冠疫情嚴
峻，而臺灣防疫得宜，我國經濟反而受益。又，政府採行寬鬆
貨幣政策，引導利率下降。綜合上開三項因素，造成我國房市
與股市回溫，甚至過熱。政府針對房市過熱現象，實施選擇性
信用管制及實價登錄2.0，加以抑制。效果如何，值得關注。
本次改版，民法、平均地權條例、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
例、地政士法、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等，均有重要修正。每經一次改版，本書內容就向前邁進一
步。追求完美，止於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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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土地法規乃規範人與地關係之法律與規章。雖然我國土地
相關法規多如牛毛，然觀其脈絡以「土地法」與「平均地權條
例」為基本架構，向外延伸至特別事項（如土地徵收條例、耕
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等是）、特別地區（如區域計畫法、都市計
畫法等是）及特別身分（如不動產估價師法、地政士法等
是），形成完整而複雜之體系。
本法典收錄實用之土地法規八十餘種，編排上力求體系之
呈現，並針對「土地法」、「平均地權條例」及「土地徵收條
例」等三種主要法律，加入名詞解釋、歷屆考題、司法院解
釋、體系圖等，以收見樹又見林之實效。
本法典之編輯雖已盡心盡力，然疏漏、錯誤恐將難免，尚
祈讀者惠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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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書收錄之法規
本書係針對地政系學生及不動產從業人員的使用習慣與需
求，收錄重要且常用之土地法規共80餘種，依性質區分為
基本法規、徵收法規、登記法規、地權法規、計畫法規、
重劃法規、都更法規、地價法規、地稅法規、經紀法規、
農業法規、住宅法規、證券法規、相關法規等十四大類。
本書收錄至110年2月最新之法規，如下：
‧110.01.27修正公布之《平均地權條例》
‧110.01.27修正公布之《地政士法》
‧110.01.27修正公布之《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110.01.20修正公布之《民法》
‧110.01.20修正公布之《民法債編施行法》
‧110.01.20修正公布之《遺產及贈與稅法》
‧110.01.13修正公布之《民法總則施行法》
‧110.01.13修正公布之《民法親屬編施行法》
‧109.12.25修正公布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
‧109.08.14修正公布之《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
‧109.08.14修正公布之《住宅租賃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
事項》
‧109.05.13修正公布之《稅捐稽徵法》
‧109.05.06修正公布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
條例》
‧109.04.21修正公布之《國土計畫法》
‧109.04.09修正公布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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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書體例
法規分類
目錄中分類法規前，以「基本法規」、「徵收法規」、
「登記法規」……標示法規分類，並於內文中以出血設
計，以便讀者直接翻閱查詢。
沿 革
立法及歷次修法沿革，附列於法規名稱之後、條文之前，
使讀者瞭解各法規之演變。
條文要旨
在各法條條號後，標明條文要旨，如「第1條（土地之意
義）」。
名詞解釋
以 標示。重要法條之下，主要基本名詞輔以簡明闡述，
俾使讀者建立基本概念。
大法官解釋
以

表示。收錄大法官釋字解釋文及解釋爭點。

行憲前之司法院解釋
以 表示。收錄院字、院解字解釋文。
歷屆考題
以表示。主要法規之後收錄相關國家考試申論試題，以供
讀者查閱對照、演練。
體系圖
主要法規之後增列體系表，讀者於閱讀時能清楚理解土地
法規之精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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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

土地法（第1～2條）

中華民國19年6月30日國民政府公
布全文397條；並自25年3月1日施
行
中華民國35年4月29日國民政府修
正公布全文247條
中華民國44年3月19日總統令修正
公布第18條條文
中華民國64年7月24日總統令修正
公 布 第 16 、 18 、 21 、 30 、 37 、
39、51、58、72、73、104、222
條條文；並增訂第30之1、34之
1、37之1、46之1、46之2、46之
3、73之1、75之1、79之1條條文
中華民國78年12月29日總統令修
正公布第223、225、227、228、
230、231、232、237、241、242
條條文；並增訂第44之1、47之
1、47之2、79之2條條文；並刪除
第243條條文
中華民國84年1月20日總統令修正
公布第37之1條條文
中華民國89年1月26日總統令修正
公布第4、8、19、20、22、25～
29、31、32、34之1、38～40、
42、45、52、53、55、57、59、
64、73之1、75、81、82、84、
86 、 89 、 95 ～ 97 、 101 、 102 、
122 、 123 、 125 ～ 127 、 133 、
135 、 140 、 141 、 149 、 152 、
154 、 157 、 159 、 161 、 164 、
171 、 179 、 201 、 204 、 206 、
215 、 217 、 219 、 221 、 222 、
225 、 227 、 228 、 230 、 232 、
234、236～239、241、246、247
條條文；並刪除第30、30之1、
33、223條條文
中華民國90年10月31日總統令修
正公布第17、19、20、34之1、
37、37之1、44之1、47、214條條

文；並增訂第34之2條條文；並刪
除第21～23、218條條文
中華民國94年6月15日總統令修正
公布第14條條文
中華民國95年6月14日總統令修正
公布第69條條文
中華民國100年6月15日總統令修
正公布第34之1、172條條文；並
刪除第8、34、175條條文
中華民國101年12月25日行政院公
告第17條第2項、第73之1條第2
項、第5項所列屬財政部「國有財
產局」之權責事項，自102年1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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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條 （土地之意義）
本法所稱土地，謂水陸及天然富
源。
土地
就總體而言，指陸地、水地
及自然資源；就個體而言，指土
地之四至或界址。
第2條 （土地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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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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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法規

土地法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689

壹-2

土地法（第3～5條）

基本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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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前項各類土地，得再分目。
地類
土地使用類別。土地法將土
地種類分為四種，即建築用地、
直接生產用地、交通水利用地、
其他土地。惟目前實務不用。
地目
將土地種類，再予細分，稱
為地目。日治時期將地目分為21
種，即建（指房屋基地）、雜
（指雜用土地）、祠（指祠廟神
社）、鐵（指火車站）、公（指
公園）、墓（指墳墓用地）、田
（指水田）、旱（指旱田）、林
（指林地）、養（指魚池）、牧
（指畜牧用地）、礦（指礦泉
地）、鹽（指製鹽用地）、池
（指池塘）、道（指街道）、線
（指鐵道路線）、水（指埤
圳）、溜（指灌溉用之塘湖）、
溝（指溝渠）、堤（指堤防）、
原（指荒蕪未利用土地）。地目
等則制度自民國106年1月1日正
式廢除。
第3條 （執行機關）
本法除法律另有規定外，由地政
機關執行之。

第4條 （公有土地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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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有土地
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所擁有
之土地。公有土地分為四種，即
國有土地、直轄市有土地、縣
（市）有土地、鄉（鎮、市）有
土地。
國有土地
土地登記簿之所有權人登記
為中華民國。
直轄市有土地
土地登記簿之所有權人登記
為台北市、新北市、桃園市、台
中市、台南市或高雄市。
縣（市）有土地
土地登記簿之所有權人登記
為新竹縣、嘉義縣、新竹市或嘉
義市等。
鄉（鎮、市）有土地
土地登記簿之所有權人登記
為埔里鎮、仁愛鄉或屏東市等。
第5條 （土地改良物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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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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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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