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闡釋不動產登記簿上之註記 
─兼論註記相關行政裁判之見解 

 

壹、前言 

貳、關於不動產登記簿上註記之詮釋 

一、不動產登記簿上註記之定義 

二、不動產登記簿上註記之發動方式及登記態樣 

三、不動產登記簿上註記之法律性質 

參、對於不動產登記簿上註記應有之認知─兼論相關行政

裁判之見解 

一、關於不動產登記簿上註記之發動方式─土地登記

之內涵與註記 

二、關於不動產登記簿上註記之法律性質 

三、影響不動產所有權圓滿狀態之註記 

肆、結語 

 

 

目  次 



土地法研究（三） 

 

2 

壹、前言 

土地登記1為不動產權利之公示制度。於我國，不動產物權

登記為不動產物權變動、處分（民法第 758條、民法第 759條）

或對抗（民法第 836 條之 1、民法第 873 條之 1 第 1 項）之要

件。土地法及其授權訂定之法令乃設有登記制度，以為辦理不動

產物權登記之準據2。依土地法令所設程序辦理不動產物權登

記，為確保個人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不動產物權之重要制度，

故登記須遵守嚴謹之程序，一經登記，其登記內容更須正確真

實，俾與不動產上之真實權利關係完全一致，以保障人民之財產

權及維護交易之安全（司法院釋字第 600 號解釋）。現行我國之

                                                           
 1  按土地法第 37 條第 1 項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2 條規定：「土地登記，謂土地及建築

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是以，現行我國實定法上所稱「土地登

記」，包含建築改良物相關權利登記之意涵。惟民法物權編所定登記之客體，為

不動產物權（民法第 758 條、第 759 條等）；且其所稱不動產，指土地及其定著

物（民法第 66 條）。若此，土地與建築改良物權利及其相關事項之登記，本以稱

「不動產登記」為宜；然長久以來，國內相關法令規定及文獻多使用「土地登

記」一語，於是本文行文上亦從之。但關於土地登記之簿冊，因土地登記行政上

有土地登記簿及建物登記簿（土地登記規則第 14 條第 5 款），為免混淆其與土地

登記之概念，爰將其合稱「不動產登記簿」。 
 2  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民法物權編所規定之登記，另以法律定

之。」但我國並未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規定另行制定關於不動產登記之專法；目

前土地登記之規範，僅係規定於土地法（第二編「地籍」）及其授權訂定之土地

登記規則中。又，民法物權編關於不動產權利登記之規定，請詳民法第 758 條、

第 759 條、第 769 條、第 770 條、第 772 條、第 826 條之 1 第 1 項、第 836 條之

1、第 836 條之 2 第 2 項、第 838 條第 2 項、第 841 條之 2 第 2 項、第 850 條之

3 第 2 項、第 873 條之 1 第 1 項、第 913 條第 3 項等。 



闡釋不動產登記簿上之註記

 

3 

不動產登記簿3格式內容，分標示部、所有權部及他項權利部

（土地登記規則第 16 條），且各部中均設「其他登記事項欄」

位；於是，土地登記機關往往將法定登記事項以外之特定事項登

載於不動產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即所謂「註記」），使其內容

得以公開於外部。由於土地登記相關法規對於註記事項之登載範

疇，未設明確規範；結果，土地登記實務上，藉由不動產登記簿

上之註記，以提供各種不動產資訊之作法，即任意、廣泛地被運

用。而登記於不動產登記簿之事項（包含註記），雖基於登記之

公示效果，得藉以維護不動產交易之安全；但相對地，對於登記

權利人而言，是項登記（包含註記）亦可能因不當、違法，致使

其權益蒙受不利益之影響。是以歷年關於土地登記事務之行政爭

訟事件中，因「註記」引生者，屢見不鮮。 
事實上，就現行土地登記相關法規整體內容以觀，「註記」

之解釋與運用，本應有一定之分際。然因土地登記行政實務上，

登記機關對於註記之運用，往往有未能確切掌握法規意涵與分際

之情事；且司法實務上，對於註記相關行政爭訟之見解，或囿於

對土地登記及相關註記本質與相關法規解釋之未明，致其見解亦

容有商榷餘地4。另一方面，學說上對於土地登記行政上註記問

題，從宏觀角度為全面且體系地檢視、探討之論著，誠非多見。

有感於此，本文爰擬對於不動產登記簿上之註記及其相關法律意

                                                           
 3  不動產登記簿，乃登記機關為登載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相關事項，而備置之紙本

簿冊，包括土地登記簿及建物登記簿（但土地登記作業以電腦處理者，應指電子

化之地籍資料庫）。 
 4  具體言之，依內政部 86 年 3 月 20 日台內地字第 8602765 號函釋示：「未涉及物

權之公示性土地資料，不宜登載於土地登記簿。」然例如，卻仍有土地登記機關

於無法令依據，僅依其他機關之囑託，即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加註土地使用管制

法令所無之限制「公益用途」使用之情事；而行政法院對此仍予容認（最高行政

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74 號判決）。 



土地法研究（三） 

 

4 

涵，予以闡釋，並附帶地剖析若干行政判決關於註記之見解，以

提供為處理或論究註記相關法律議題之基礎參考。 

貳、關於不動產登記簿上註記之詮釋 

一、不動產登記簿上註記之定義 

關於土地及建築改良物登記簿上「註記」之概念，我國土地

登記主要準據之土地法及其授權訂定之土地登記規則，均未設明

文定義5。惟依內政部訂頒之「登記原因標準用語6」規定，其係

指：「在標示部、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內註記

資料之登記7。」又，所謂「註記」，僅是作為「登記原因」，而

由登記機關於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上其他登記事項欄內為註

記資料之行為，故學說上亦有將「註記」稱為「註記登記」，認

為屬土地登記類型之一者8。 
                                                           
 5  但土地登記規則中設有關於註記情形之明文（例如：同規則第 104 條第 2 項、第

144 條第 2 項）。 
 6  按「登記原因標準用語」，經內政部 75 年 1 月 29 日台內地字第 368633 號函訂定

發布，迄今經多次修正（內政部 110 年 1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1090267072 號令最

近一次修正）。 
 7  於此定義下之「註記」，就現行法規以觀，事實上並非僅限於此一用語，其他有

使用「註明」（例如：土地登記規則第 133 條、未繼承登記不動產辦理強制執行

聯繫辦法第 16 條規定）、「記明」（例如：土地登記規則第 130 條、第 133 條之

1）、「加註」（例如：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12 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53
條）或「登載」（例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2 條第 3 項）字樣，而將有

關事項內容記載於登記簿各部之其他登記事項欄內者，亦應解為同屬「註記」之

概念。 
 8  論者有謂土地登記，依其登記方式之不同，可分為主登記、附記登記及註記登

記。參閱溫豐文「註記登記之性質與救濟」現代地政 366 期（107 年 4 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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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依「登記原因標準用語」備註欄所列關於註記（註記

登記）之範圍，包含：（一）公告徵收9。（二）編為建築用地之

出租耕地。（三）代管10。（四）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45 條規定處

理。（五）國宅用地11。（六）重測面積更正中12。（七）依土地登

記規則第 104條規定辦理13。（八）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00條規定

                                                                                                                         
頁；溫豐文『土地法』（自版、109 年修訂版）183-184 頁。 

9  按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24 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公告

徵收時，同時囑託該管登記機關於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註記徵收公

告日期及文號，……。」 
10  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土地或建築改良物，自繼承開始之日起逾一年未辦

理繼承登記者，經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後，應即公告繼承人於三個

月內聲請登記；逾期仍未聲請者，得由地政機關予以列冊管理。……。」又，

依內政部 96 年 1 月 26 日台內地字第 0960012532 號函釋：「未辦繼承登記之土

地或建築改良物，應於登記簿所有權部內註明代管或列冊管理記事，……。」 
11  原國民住宅條例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1 項）政府出售國民住宅及其基

地……移轉時，其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得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集中辦理，……。（2 項）前項登記，應在土地登記

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內加註國民住宅用地字樣，建築改良物登記簿標示部

主要用途欄內註明國民住宅字樣，但基地非全部屬於國民住宅用地時，得於土

地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註明。……。」惟國民住宅條例業於 104 年 1 月 7 日

廢止，是本施行細則亦於 104 年 3 月 31 日廢止。 
12  依內政部 77 年 8 月 15 日台內地字第 622517 號函示，重測面積計算錯誤辦理更

正中之土地，可於土地登記簿加註「更正中」戳記，以促使權利關係人注意，

俾免產權發生爭議。而此項更正之依據為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32 條及土地法

第 69 條規定。 
13  土地登記規則第 104 條規定：「（1 項）法人或寺廟在未完成法人設立登記或寺廟

登記前，取得土地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者，得提出協議書，以其籌備人公推之代

表人名義申請登記。其代表人應表明身分及承受原因。（2 項）登記機關為前項

之登記，應於登記簿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取得權利之法

人或寺廟籌備處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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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14。（九）出租耕地終止租約限 1年內建築使用15。（十）公告

補發權狀16。（十一）限建17。（十二）三七五出租耕地18。（十三）

                                                           
14  土地登記規則第 100 條規定：「依據法院判決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者，部分共有

人得提出法院確定判決書及其他應附書件，單獨為全體共有人申請分割登記，

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通知他共有人。其所有權狀應俟登記規費繳納完畢

後再行繕發。」另，內政部 99 年 10 月 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5617 號函釋

示：「部分共有人或繼承人為全體共有人或繼承人申辦判決共有物分割之測量、

登記或相關繼承登記時，登記機關應於未會同申請之共有人或繼承人之所有權

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未會同申請，欠繳土地複丈費○○元、登記費○○

元、書狀費○○元及代管費用○○元，繳清後發狀。』等文字，並於繳費後才

得繕發書狀。」 
15  平均地權條例第 76 條規定：「（1 項）出租耕地經依法編為建築用地者，出租人

為收回自行建築或出售作為建築使用時，得終止租約。（2 項）依前項規定終止

租約，實際收回耕地屆滿一年後，不依照使用計畫建築使用者，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得照價收買之。」另內政部 69 年 9 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36238 號函

釋：「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六條第二項所規定得實施照價收買之土地，……，其

限期建築使用之對象，為該終止租約收回之土地，自不因土地所有權主體之異

動而受影響。準此，出租耕地經終止租約後，如……其所有權縱再移轉，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仍得依法實施照價收買。至為保護善意第三人權益，編為建築用

地之出租耕地經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准終止租約後，應轉知所轄地政事務所於

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備考欄內加註『出租耕地終止租約限一年內建築使用』以杜

糾紛。」惟嗣內政部 94 年 3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0940072631 號函略謂：

「（一）……平均地權條例第 76 條強制限期 1 年期限內建築使用之規定，已不

適現今之社經環境。又為尊重維護出租耕地終止租約後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

益，平均地權條例第 76 條規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以照價收買作為促進土

地利用之手段相對於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7 條規定，顯不合法律之衡平原

則。……。（二）由於平均地權條例第 76 條有關『得照價收買』之規定……施

行迄今，尚無實際執行案例，未具實效。故在該條文尚未修正刪除前，就土地

利用政策之考量，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對於依該條之規定終止租約之出租

耕地，應無執行照價收買之必要。（三）嗣後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76 條規定方式

終止租約者，無須再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備考欄內加註，內政部 69 年 9 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36238 號函，應予停止適用。……。」 

16  依內政部 89 年 9 月 6 日台內中地第 8980238 號函示，書狀補發案件於核准公告

後，應於登記簿註記「申請書狀補發公告中」。 
17  平均地權條例第 26 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私有空地，得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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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55 條之 1、第 155 條之 2 規定辦理。（十

四）其他一般行政法令規定事項19。 

二、不動產登記簿上註記之發動方式及登記態樣 

上述「登記原因標準用語」所釋「註記」之定義，近年來普

為各級行政法院裁判上所援用，並多認為不動產登記簿上之註

記，非屬土地法第 37條第 1項所定義之「土地登記」，從而不生

不動產物權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之效力20，或僅係客觀事實

                                                                                                                         
發展情形，分別劃定區域，限期建築、增建、改建或重建；逾期未建築、增

建、改建或重建者，按該宗土地應納地價稅基本稅額加徵二倍至五倍之空地稅

或照價收買。」 
18  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6 條規定，在鄉（鎮、市、區）公所辦畢三七五租約

登記之耕地，地政事務所應於土地登記簿予以註記〔地政事務所審查三七五租

約耕地出賣或出典案件與鄉（鎮、市、區）公所檢查聯繫作業要點第 2、3、5
點〕。 

19  例如：（1）公正第三人認可及其公開拍賣程序辦法第 12 條規定：「（1 項）公正

第三人受託辦理不動產之拍賣，應於受託後函請不動產登記機關於登記簿所有

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公正第三人拍賣中』。（2 項）如終止委託拍賣或發

生不再拍賣事由時，公正第三人應於七日內函請不動產登記機關塗銷前項註

記。」（2）國有財產贈與寺廟教堂辦法第 7 條規定：「（1 項）依本辦法贈與之不

動產，由受贈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依有關法令監督其使用，並應受下列各款規

定之限制：……二、不得以買賣、交換或贈與等方式為所有權之移轉。但移轉

對象為原受贈財團法人章程所定分支機構或附屬作業組織依法成立之宗教財團

法人，且其使用情形符合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並經該宗教財團

法人主管機關審查同意者，不在此限。三、不得設定典權、地上權或抵押權。

四、不得行使相關法規規定之容積移轉權利。……。（2 項）前項限制事

項，……，其中第二款至第四款之限制，分別註記於土地及建築改良物登記

簿。……。」據此，內政部 77 年 7 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613828 號函示：「國有

土地建物所有權贈與寺廟，應於登記簿加註『本物權受國有財產贈與寺廟教堂

辦法第七條規定限制』。」 
20  諸如：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692 號、105 年度判字第 354 號、10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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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記載21。但此種見解之正確性，事實上是容有商榷餘地。蓋如

註記之意義，係指「在標示部、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

事項欄內註記資料之登記」，則該「登記原因標準用語」關於註

記用語備註欄標號 1 至 13 所列者，僅是註記之例示；實際上，

就內政部 101 年 12 月編印之「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

系統登記作業手冊」內容以觀，於土地登記行政上，註記之原

因、登記方式（態樣）甚為多樣，致其性質非可一概而論（詳於

後述）。為釐清註記之法律性質，是以以下，擬先彙整闡明現行

法令所定註記之發動方式及其登記方式（態樣）。 

（一）註記之發動方式 

按登記機關辦理土地登記，依其發動方式之不同，可分為：

「申請登記」、「囑託登記」及「逕為登記」三種22（土地登記規

則第 26 至 29 條）。申言之，1. 登記機關依人民申請所為之登

記，稱為申請登記。其登記之發動，原則上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

會同申請（土地登記規則第 26 條、土地法第 73 條第 1 項第 1
句）；但土地登記規則第 27 條第 1 至 23 款列舉之情形及其他依

法律得單獨申請登記者（同規則第 27 條第 24 款），得由權利人

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土地法第 73 條第 1 項第 2 句）。2. 登

記機關依其他行政機關或法院函囑（通知）所為之登記，稱為囑

                                                                                                                         
判字第 674 號、107 年度判字第 28 號、107 年度判字第 74 號、109 年度判字第

218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度訴更一字第 13 號、105 年度訴更二字

第 60 號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306 號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

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25 號、106 年度訴字第 267 號判決。 
21  諸如：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459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

字第 54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度訴更一字第 13 號判決。 
22  李鴻毅『土地法論』（自版、90 年 25 版）267 頁以下；溫豐文，前揭書（註 8）

176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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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登記。其登記之發動，除土地登記規則第 29條第 1至 11款列

舉之情形外，其餘者應有法規之依據（同規則第 29 條第 12
款）。3. 由登記機關本於職權直接（主動）辦理之登記，稱為逕

為登記。其登記之發動，除土地登記規則第 28 條第 1 至 4 款列

舉之情形外，其餘者應有法律之依據（同規則第 28條第 5款）。

而綜觀現行土地登記相關法令，註記之辦理（登記），其發動方

式亦不例外，而有此三種方式23。 

1. 依人民之申請辦理者（即申請登記） 

登記機關依人民申請而辦理註記之情形，例如： 
（1）依民事訴訟法第 254條第 5、9項規定，訴訟標的基於

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

應登記者，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原告得聲請受訴法院以裁

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經裁定後，由原告持向該管登記

機關申請登記。於此情形，登記機關於土地所有權部（或他項權

利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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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不動產共有人就共有不動產使用、管理、分割或禁止

分割約定向登記機關申請登記。登記機關對於是項登記，應於登

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記明收件年月日字號及共有物使用、

管理、分割內容詳共有物使用管理專簿（土地登記規則第 155 條

之 1、民法第 826 條之 1 第 1 項）。又，區分地上權人與設定之

土地上下有使用、收益權利之人間之使用收益限制約定事項之登

記，應於該區分地上權及與其有使用收益限制之物權其他登記事

                                                           
23  溫豐文，前揭文（註 8）23-24 頁。 
24  內政部 106 年 9 月 14 日台內地字第 1060433793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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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欄記明收件年月日字號及使用收益限制內容詳土地使用收益限

制約定專簿（土地登記規則第 155條之 2、民法第 841條之 2）。

前開二種登記內容，於登記後有變更者，其變更登記，登記機關

應將收件年月日字號、變更事項及變更年月日，於登記簿標示部

或該區分地上權及與其有使用收益限制之物權所有權部或他項權

利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明（土地登記規則第 155條之 4）。 
（3）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區分所有權人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時，應於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登記機

關為登記時，應於建物登記簿標示部適當欄記明基地權利種類及

範圍（土地登記規則第 83條第 2項）。 

2. 依行政機關或法院之通知辦理者（即囑託登記） 

依登記機關以外行政機關或法院通知辦理註記之情形，例

如： 
（1）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於營運核准時，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依住宅法第 31 條第 1 項及第 4 項規定囑託地

政機關於建物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為社會住宅，並

於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明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同意，始得辦理所有權移轉（住宅法第 31 條、民間興辦社會住

宅申請審查辦法第 6條）。 
（2）依新市鎮開發條例第 15 條、第 16 條第 4 項規定，對

使用或處分、設定負擔限制之新市鎮特定區土地，新市鎮開發主

管機關應列冊送請登記機關於土地登記簿內註記（新市鎮開發條

例施行細則第 23條）。 
（3）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物

濃度達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之土地，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公告為土壤、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