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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共有自耕保留地交換移轉登記問題之研究耕者有其田政策自

民國四十二年實施至今已將近一甲子，但政策實施重要的行

政工作，卻尚未能稱正式完成。當時政府以政策手段重新分

配土地所有權，將出租耕地徵收放領給現耕佃農，然而對於

共有土地實際存在之分管情形，並未詳加體察及研擬對策，

導致許多一部分自耕、一部分出租之共有分管土地，在出租

部分徵收放領後，自耕保留部分仍登記為全體共有之情形。 

 

行政機關及司法機關對此項共有自耕保留地問題，抱持著極

為不同的看法。行政機關認為此項問題乃政府施政之疏失，

先後以多項行政命令及函示，規定登記機關應逕行辦理「自

耕保留部分交換移轉登記」，將出租共有人之持分移轉予自

耕之共有人，若共有人提出異議，應循司法途徑由法院審

理。司法機關則認為法律並未授權行政機關逕為辦理此項登

記，且土地分管契約並不具分割之效力，因此徵收乃是向全

體共有人為之，自耕保留部分亦是全體共有，若特定共有人

領取徵收補償費，則應放棄其應有部分之所有權，然此項權

利義務關係，僅是共有人內部間得互相請求之債權關係，政

府不應以公權力積極介入。 

 

由於長久以來皆無法律明確規定共有自耕保留地問題之處理

方式，行政命令之效力又不被司法機關所承認，上述行政及

司法之矛盾便不斷發生。行政機關無法調處之異議案件，由

司法機關審理，司法機關又以此乃共有人內部間之債權債務

關係，不得由法院逕以判決確定產權之歸屬。雙方皆無權處

理的結果，使問題落入了難解的圈套。 

 

目前各地方政府雖訂定自治條例逐一進行清查，以將產權回

歸民國四時二年時之自耕共有人為原則。但仍面臨種種實務

上之困難。如原始資料破損或錯誤，難以判斷何者為出租共

有人，或是雖可判斷土地真正權屬，但仍需進行長時間的異

議處理等。目前清查之結果，以按原登記簿內容登記佔相當

高的比例，而確實將土地持分交換予自耕共有人之案件僅佔

很少部份。此與早期行政機關之作法以及當前處理之目標原

則似有不符。 

 

耕者有其田政策之意旨本在扶植自耕農，使「耕者」能「有

其田」，卻因執行上的疏失，使這些原本應受到保護、扶植

的自耕共有人，其土地所有權受到侵害。如此不僅違背了土

地改革的主要意旨，亦使其產權遭凍結數十年，有礙土地之

合理利用。為了保障財產權並促進土地利用，此類問題不得



不積極地來加以解決，當初實施政策的政府更是責無旁貸。

以目前行政機關處理結果觀之，大抵只能做到促進土地利

用，無法兼顧自耕共有人財產權之保障，實屬遺憾。 

 

究其原因，除了書件檔案之缺損及輔助證據隨時間消逝而嚴

重不足外，各界對這一段歷史缺乏了解，亦是問題難以解決

的主要原因之一。本研究藉由文獻之探討、司法審理實務之

整理以及行政機關之訪談，深入了解共有自耕保留地持分移

轉交換之問題，為歷史作一紀錄，希望成為後續辦理及研究

之參考。 

 

中文關鍵詞： 共有自耕保留地  未辦持分交換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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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共有自耕保留地持分移轉交換之問題，源於民國四十二年國民政府所實施之

耕者有其田政策。政策之主要內涵乃由政府將出租耕地徵收，並由現耕農民承領。

本研究探討之主要問題，即發生在經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徵收放領之共有土地。 

 

由於早期台灣農民囿於個人資金不足，往往必須集合眾人之資力以行開墾或

購買土地；而在多子均分繼承制下，為避免親族任意將土地變賣，又為示其合好

關係，在繼承時多不將土地分割，而是由繼承人間共有，以維護土地財產的完整

性。在上述各種情形下，逐漸演變出台灣耕地所有權由數人共有的習慣。根據一

九五二年地籍總歸戶之調查，台灣共有耕地面積佔總耕地面積之五十˙五五％1，

足見當時台灣土地共有情形相當普遍，大多數的土地皆是共有的型態。 

 

這些共有耕地，如經土地所有權人出租者，依據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八條

第一項第二款的規定，一律由政府徵收，轉放現耕農民承領2。然而，共有土地

雖為正式申請分割為個人所有，但為求利用方便，往往依地方習慣由各共有人協

議分管，立下分管協議書或鬮書，各自依照分管範圍使用收益。此類土地雖產權

                                                        
1 個人有共有與團體有之耕地面積（民國四十一年六月） 

 總計 百分比 

總計 681,154 100.00 

個人有耕地面積 303,723 44.59 

自耕地面積 189,874 27.88 

出租地面積 113,849 16.71 

共有耕地面積 344,307 50.55 

自耕地面積 222,318 32.64 

出租地面積 121,989 17.91 

團體有耕地面積 33,124 4.86 

自耕地面積 15,005 2.20 

出租地面積 18,119 2.66 

資料來源：省地政局民國 41年台灣省地籍總歸戶統計 
2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八條第一項： 

左列出租耕地，一律由政府徵收，轉放現耕農民承領： 

一、 地主超過本條例第十條規定保留標準之耕地。 

二、 共有之耕地。 

三、 公私共有之私有耕地。 

四、 政府代管之耕地。 

五、 祭祀公業宗教團體之耕地。 

六、 神明會及其他法人團體之耕地。 

七、 地主不願保留申請政府徵收之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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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登記為共有，但在使用收益時卻與個人有之土地無異，各共有人間互不干涉，

在分管範圍內可自由出租或自耕使用。因此會發生共有分管之耕地，一部分出租、

一部分自耕之情形。在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時如遇此類耕地，乃將出租部分分割

放領給佃農，其餘未出租之範圍則為自耕保留地。 

 

舉例而言，若一地號 10之土地，由甲乙兩人共有，持分各二分之一，兩人

建立分管契約，各自就分管部分使用收益。其中甲自耕其分管土地，乙則將其分

管部分出租予丙。則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時，乙之分管部分將被徵收，由地政機

關分割為地號 10-1，放領登記為丙所有，此地號 10-1之耕地產權相當明確，不

生疑義。但是地號 10之耕地，仍登記為甲乙兩人共有，持分各二分之一。（請參

照圖一） 

 

究竟此類自耕保留部分土地之產權如何歸屬，登記機關又應如何來處理，則

是本研究主要探討之問題所在。根據「台灣省實施耕者有其田聯合督導團」之觀

察，此類案件以台北縣、桃園縣為多3，且近年桃園縣政府正積極清查辦理共有

自耕保留地未辦持分交換之業務，故本研究之實務部份將主要以桃園縣為例。 

 

圖一  共有分管土地部分自耕、部分出租放領示意圖 

 

行政與司法之矛盾 

關於共有土地部分出租、部分自耕，出租部分徵收放領後，自耕保留部分之

產權歸屬問題，長久以來引發共有人間諸多糾紛，主要分為兩方見解： 

 

                                                        
3自實施徵收放領後，此種耕地，即發生諸多糾紛，其中尤以北部各縣市為甚。蓋北部各縣市共

有耕地特多，據報桃園、台北兩縣共有耕地，佔其徵收面積，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至其糾紛最

為普遍者，厥為部份出租，部份自耕問題。鄧文儀，《台灣實施耕者有其田紀實》，頁二九三。 

甲乙共有，持分各二分之一 

甲分管

自耕 

乙分管 

出租予丙 

地號 10 

由丙承領 

地號

10-1 
地號 10 

甲乙共有， 

持分各二分之一 

徵收放領 

自耕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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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照共有土地分管之事實，出租共有人之分管部分既已徵收放領給承租人，

自然失去其所有權，應將出租共有人之土地持分移轉登記為自耕之共有人所有。

但若按共有土地之性質，在未經正式分割前，自耕共有人之分管部分存在出租共

有人之所有權，出租共有人之分管部分亦存在自耕共有人之所有權，故自耕保留

部分維持原登記則並無不妥。 

 

究竟應顧及實際存在之分管情形，保障自耕共有人之權益，或否認分管契約

之法律效力，行政部門及司法部門並無同一的看法。 

 

一、行政機關之見解 

 

在行政機關方面，耕者有其田政策實施後，曾由中央及台灣省各部會與有關

機關之官員組成「台灣省實施耕者有其田聯合督導團」，於民國四十二年間兩次

至台灣各縣市鄉鎮進行考察4，並對政策實施進行多項檢討。其中包含前述之共

有耕地徵收放領後之自耕保留部分所有權登記問題： 

 

「依照事實，出租部份屬於某共有人，自耕部份屬於另一共有人，

但其共有耕地，乃係全體共有人中所共有，因分管而未分割，故某出租

共有人持分中，有另一共有人之所有權，反之，另一自耕共有人之持分

中，亦有某出租共有人之所有權。例如甲乙共有一耕地，甲之持分出租

與丙，乙之持分自耕。至耕者有其田實施時，甲之出租部份徵收放領與

丙，乙之自耕部份仍得保留自耕，在辦理此類放領耕地登記時，因乙之

自耕部份有甲之所有權，故仍為甲乙兩人共有登記，乙之部份原為自耕，

今竟變為甲乙兩人所共有，而甲又非自耕，其不合理，甚為明顯。…擬

請令飭各縣市政府，對此類案件，迅辦移轉登記，如照前例，應將甲乙

共有之自耕部份土地登記移轉與乙，由甲取得出租部份之耕地地價，如

各共有人持分不同，則照其持分比例領取地價。5」 

 

由上述督導報告之內容可知，聯合督導團由實施耕者有其田之政策目的為出

發點，認為既要扶植自耕農，則徵收之範圍應僅限出租共有人之分管部分，不能

包含自耕共有人之分管部份。而出租部份既已被徵收，則出租共有人之應有部分

所有權理當消滅，應由登記機關逕行將自耕保留部分全部持分登記為自耕共有人

所有。 

 

                                                        
4 鄧文儀，《台灣實施耕者有其田紀實》，頁二九三。 
5 鄧文儀，《台灣實施耕者有其田紀實》，頁三三○～三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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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見解影響嗣後行政部門之辦理方式，自民國四十二年至民國七十六年間，

為顧及土地實際上存在之分管情形，遂陸續頒發相關的行政規則與行政函釋，內

容大抵為出租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已因徵收而消滅，登記機關應該主動逕為辦理持

分交換移轉登記，將土地所有權登記為自耕共有人所有： 

 

1. 省政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府民地甲字第二八一０號頒令「共有耕地

部分自耕、部分出租，其出租部分徵收放領後自耕部分辦理所有權移轉變更

登記處理原則」，其第二項規定：「．．依照本省習慣上原係實際『分別』或

『分筆』使用之管業情形，已非為全體共有人所管業使用，為顧全實際情形

避免糾紛．．由縣市政府令發各地政事務所依照處理原則第二點規定逕辦移

轉登記」 

 

2. 省政府四十三年三月三十日府民地甲字第九三三號令各縣市政府第二點

規定：「登記範圍係指共有人之『戶』而言，每戶中自耕保留耕地之所有權，

依照前項處理原則第一點規定：『應移轉歸屬於自耕之共有人所有』，此項『自

耕之共有人』，係指該共有戶原有全部共有人除去出租之共有人外，所餘之

共有人全體而言。」 

 

3. 內政部六十五年十月九日台內字第六九七二一五號函示：「關於民國四十

二年實施耕者有其田時，部分出租部分自耕之共有耕地，其地籍上雖未辦理

分割，但實地上其共有人間均已自行協議分管，由各分管之共有人自耕或出

租，其屬出租部分，已就分管出租面積依法辦理分割徵收放領予現耕農民承

領，該出租部分之土地所有權全部，並由出租之共有人受領該項徵收補償地

價。由於出租共有人對上開共有耕地之權利持分已因徵收而喪失，殘餘自耕

保留部分之耕地所有權，自應全部歸自耕之共有人所有，並應於上述出租部

份經徵收放領移轉登記之同時，將殘餘自耕保留部分之耕地所有權，一併依

照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逕辦土地權利變更登記為自耕共有

人單獨所有…而實質上，該出租共有人之權利持分早經政府徵收並發給補償

地價而喪失，僅因地籍上對殘餘自耕保留部份未能及時逕辦土地權利變更登

記為自耕共有人單獨所有，以致出租共有人在土地登記簿上之記載仍具共有

人名義，承認此種遲緩辦理移轉登記之原因，並不能歸責於自耕保留之共有

人，關於事實之認定，即係以實施耕者有其田徵收放領交換移轉確定之結果

為準，並無困難…」 

 

接連頒發的行政命令表現出政府處理此項土地問題之決心，但同時亦表示相

同的問題一直未能獲得有效的解決。而在民國八十年行政院函頒「共有耕地自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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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作業要點」6後，行政機關處理相關問題之政策方向開始

有了重大的轉變，根據作業要點第三點規定，辦理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應

由權利人提出申請，登記機關不再主動辦理。7第四點並規定：自耕保留部分之

共有人或其繼承人，得檢附協議書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地政處或縣市政府申辦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 

 

原本由登記機關逕行辦理之自耕保留部分持分移轉交換業務，在「共有耕地

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作業要點」中，改由當事人提出證明文件主動提出申

請，再由登記機關予以審查。此項重大的政策轉變，影響了眾多共有人的權益。

因為數十年來皆無法處理之案件，往往是最為棘手而難以解決者，而此類案件隨

著時間經過而變得益加複雜，行政機關卻在此時將燙手山芋轉嫁給土地所有權人

來承受，難免有推諉卸責之嫌，並且使得共有自耕保留地問題的清查處理工作更

加窒礙難行。 

 

至民國九十年內政部認為共有自耕保留地問題在各縣市案件數量不一，部份

縣市僅剩下少數個案，因此無由中央制定規則之必要，故以民國 90年 10月 11

日內政部臺（90）內地字第 9073847號令廢止該作業要點，並責令各縣市政府依

地方情形自行訂定自治條例來清查辦理。內政部並定「○○縣（市）共有耕地自

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清理自治條例參考範例」，其中第三條乃是由各縣市政

府主動清查後，訂定執行計畫辦理自耕保留部分 之清理。8然而多數縣市在制定

自治條例時，並未依照參考範例之內容，規定由登記機關主動清查辦理，而是沿

用前述作業要點第三點之規定，亦即需由共有人提出申請，登記機關再予以審查。

近年來各縣市政府態度轉趨積極，陸續修正自治條例，規定由縣市政府訂定執行

計畫，主動清查辦理9。 

 

                                                        
6 行政院八十年五月十七日臺八十內字第一五八七七號函核定內政部八十年五月卅一日臺內地

字第九三二四○七號函頒「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作業要點」 
7第三點：辦理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之程序如下： 

（一）申請。  

（二）審查及調查。 

（三）協議。 

（四）公告及通知。 

（五）登記。 
8第三條：○○縣（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地政局（處）應即含請轄內地政事務所清查自耕

保留部分情形並予造冊後，依下列程序辦理自耕保留部分之清理： 

一、訂定執行計畫。 

二、審查及調查。 

三、公告及通知。 

四、異議處理。 

五、登記。 
9 如桃園縣、彰化縣、屏東縣等皆已修正為由登記機關主動辦理。台北縣、新竹市及南投縣等尚

須由共有人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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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交換移轉登記將產生物權變動之效力，為避免共有人間因此發生

糾紛，行政機關在調查及審查後，仍需將交換移轉登記內容通知各共有人，並進

行異議處理，以下為異議處理之相關規定： 

 

1.省政府 43年 12月 16日府民地甲字第四五三○號令： 

台灣省政府原呈所列耕者有其田「共有耕地部分自耕部分出租，出租部分徵

收放領後自耕部分辦理所有權移轉變更登記處理原則之實施程序」規定，對

於共有人自耕其持有部份之耕地，由該現耕之共有人取得所有權，與實施耕

者有其田條例相符，惟其辦理交換移轉登記之實施程序，與土地法有關土地

登記之規定略有出入，似應轉飭仍依土地法及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在辦理

登記前應將土地權利交換移轉知內容先行通知各權利人，俟無異議後，再依

照耕者有其田案有關問題處理委員會決議通過之處理原則逕辦移轉登記，始

可杜絕糾紛。 

 

2.「共有自耕地部份出租徵收放領部份自耕保留逕為交換移轉登記處理程序」

第二點規定： 

前項通知送達後，在限期內有異議者，參照土地法第 59條第二項規定，…

調處成立者，依調處結果逕為登記。調處不成立者，縣市政府應依法令規定

就各該權利應逕為登記內容做成決議，…決議內容通知送達後，異議關係人

訴願或訴訟者，俟訴爭完畢後，依訴爭結果依法辦理。 

 

3.「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份交換移轉登記作業要點」第八點規定： 

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處或縣市政府必要時得先邀相關權利人進行協議，並作

成記錄，協議不成者，應將申請案件駁回。 

 

4.○○縣（市）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清理自治條例參考範例

第九條： 

依前條規定期限內提出異議之案件，由本府訂期以書面通知當事人進行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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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起訴

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 

 

根據以上行政規則之規定，可歸納出以下二點： 

 

1.無論是由登記機關主動清查或由共有人提出申請，行政機關處理共有自耕

保留地問題時，其原則大抵是由登記機關查明後，將出租共有人之應有部分

逕為辦理交換移轉登記予自耕共有人所有。主要是依照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耕地承領人辦竣承領手續後，縣 (市) 政府應

即逕辦土地權利變更登記，發給土地所有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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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機關認為，共有自耕保留地問題乃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未完成之登記

手續，出租共有人之所有權已在徵收時即已消滅，交換移轉登記僅是使產權

狀態得以確定，並非剝奪出租共有人之所有權。若耕地之產權發生爭執而無

法藉由協議或調處來予以處理時，原本單純之登記作業，將轉而變成土地產

權歸屬之認定問題，則非登記機關之職權所及，應循司法途徑確認產權歸

屬。 

 

而在行政訴訟實務上，行政法院對登記機關權責之見解為何？以下判決內容

由最高行政法院七七年判字第五六四號及第一二○○號判決闡釋在案，其後各行

政法院之相關案件判決中亦經常加以引用10： 

 

於登記機關逕為辦理登記時，因限於「耕地承領人辦竣承領手續後，縣

市政府應即逕辦土地權利變更登記，發給土地所有權狀，固為實施耕者有其

田條例第 22條第 1項所規定，為此項規定係為保護耕地承領人而設，以免

其權利因依通常程序辦理聲請權利移轉登記等有所延誤，至於共有耕地部份

自耕、部份出租，其出租部份已應徵收而喪失其權利，自耕部份由縣市政府

逕辦權利變更登記，故無不合，但對於共有耕地，於出租部份移轉登記耕地

承領人後，其自耕保留部份之共有權利變更，是否亦得由縣市政府逕行辦理

變更登記，則為法律所未訂。」及「關於自耕保留部份得予辦理交換登記者，

係以實施耕者有其田調查時，查得之資料為依據，若於實施耕者有其田辦理

完竣後，始由權利人提出資料，據以查明該共有耕地何者係因出租被徵收放

領，何者為自耕，應予保留，則非經通知各該權利人均無異議後，不得辦理

交換移轉登記。蓋此際產權既有爭執係屬確認產權歸屬問題，屬司法審判範

疇，非登記機關所得僭越。」 

 

根據上述判決理由，行政法院認為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並未明確指出包含共有自耕保留部分之持分移轉登記，亦即相關行政規則可能

並無明確的法律授權，登記機關是否可以逕為辦理此類案件的持分交換移轉登記，

尚有爭議，此部分與行政機關之看法略有不同。但行政機關與行政法院皆一致認

為，若共有自耕保留部分產權有爭執，則係屬於確認產權歸屬問題，各權利人應

循司法途徑普通法院解決，俟判決確定後，登記機關再依判決結果據以辦理。 

 

                                                        
10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度訴字第三○○○號、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五年度判字第六四二號、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七年度訴字第九五○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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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法院之見解 

 

普通法院在訴訟實務上，對於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之效力是

否及於共有自耕保留土地之交換移轉登記之問題，與行政法院有相同之見解：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八十七年度重訴字第一四九號】 

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廿二條乃適用於「耕地承領人辦竣手續後」，縣

市政府使應即逕辦土地權利變更登記，發給土地所有權狀予「耕地承領

人」，而非「共有人」，行政機關率以行政命令或函示，認定該條之規定

可擴及自耕保留部份之耕地所有權亦得逕辦土地權利變更登記為自耕

共有人單獨所有，明顯超越母法而與民法、土地法及土地登記規則等法

令相抵觸。 

 

【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九十一年度重上更（二）字第一號】 

按謂耕地承領人辦竣承領手續後，縣（市）政府應即逕行將承領之耕地

由出租人名下辦理移轉登記與承領人名下，並發給承領人土地所有權狀

部份，固無不當，但應不包括將自耕保留之耕地因分管人將分管之耕地

出租，致被徵收而將分管人就自耕保留地之應有部份為塗銷登記，使分

管自耕保留耕地之共有人取得單獨所有權之行為在內。 

 

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同樣認為，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二十二條之規定並無

授權登記機關逕為辦理共有自耕保留部分土地持分交換移轉登記，因此行政機關

所訂定之行政命令或函示乃是擅自將法律擴張解釋，違反了法律保留原則。也就

是說，在各縣市訂定自治條例之前，行政機關數十年來將共有自耕保留地持分交

換登記予自耕共有人之行政處分，並無任何法源依據作為後盾。其所制定之行政

命令規定，「僅應解為自耕共有人得否請出租共有人將其存在於自耕保留土地之

持分移轉登記為其所有而已，尚難謂出租共有人之持分，即因此行政命令規定而

已經有登記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11 

 

既然共有自耕保留地之產權並不當然歸屬於自耕之共有人，那麼應如何來分

配？普通法院對於共有自耕保留地之產權歸屬問題看法如下： 

 

【最高法院四十七年台上字第八六一號判例】 

系爭土地既為兩造所共有，過去雖曾分管，在法律上仍不能認為分割，

                                                        
11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八十四年度重訴字第一一五號 及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八十七年度重訴字第一四九號判決內容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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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合法分割前，共有關係猶無稍變。且政府徵收放領之對象，又係向

共有人全體為之，則因徵收所生之損失，自應由全體共有人共同負擔。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八十四年度重訴字第一一五號】 

政府所發放之徵收補償金，仍均應歸屬於全體共有人所享有，惟如因共

有人間之內部協議或同意而願意將政府所發放之徵收補償金全部歸屬

於該被徵收土地之分管人，則為符公平原則，該土地共有人應將其對於

未被徵收而殘留之權利持分為變更、消滅，以使其他共有人得增加對於

系爭土地之持分比例。惟因此一權利持分變更、消滅之權利義務，僅係

屬於共有人內部間得互相請求之債權關係而已，政府於發給共有人徵收

補償金以後，政府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即屬已盡，共有人內部間之權

利義務本應要由共有人自行解決，政府無須再以絕對積極強制性質的公

權力介入共有人內部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政府徵收出租之共有土地

（耕地），係以共有人全體為對象，而非係以出租未自任耕作之特定共

有人為對象，故政府徵收時，亦係向共有人之代表人為之，而非係向出

租之共有人為之。而補償費之發放對象亦為全部共有人，但土地共有人

如為數眾多，得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台灣省施行細則第四十五條規定：

「徵收共有耕地之補償，除共有人中申請將其持分整數地價發給時，應

予核付外，依照習慣向共有耕地登記之第一人為之。」因此，此際係得

由土地登記簿所載共有人欄登記之第一人代表具領。惟因徵收土地之對

象為全體共有人，故自法律層次方面而言，政府發放徵收補償金之利益

應由全體共有人共享，因政府徵收之損失亦應由全體共有人負擔。而補

償費是發給全部共有人，至於補償金如何分配，是共有人之間內部的事

情。因此，土地被徵收的部分為全體共有，保留下來的部分也是全體共

有。（劃線為作者所加） 

 

普通法院認為共有人間之分管契約不具有正式合法分割之效力，土地雖有分

管之事實，但共有關係不受影響。因此當政府徵收土地時，並非針對出租之共有

人，而是向全體共有人為之，全體共有人就被徵收部分之權利都因而消滅，而就

保留部分則皆仍有效存在所有權。徵收補償亦是向全體共有人發放，根據實施耕

者有其田條例台灣省施行細則第四十五條之規定：「徵收共有耕地之補償，除共

有人中申請將其持分整數地價發給時，應予核付外，依照習慣向共有耕地登記之

第一人為之。」耕地徵收補償費是由共有登記之第一人代全體共有人領取，補償

費如何分配，即成為共有人間內部之協議。若特定共有人已領取補償費，則理應

將其應有部分放棄，但此僅是共有人內部間得互相請求之私法上債權債務關係而

已，政府不得積極以公權力介入。因此，當共有人循司法途徑提起確認之訴時，

部分判決中認為司法機關無權以確認判決逕予確認，而駁回其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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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八十八年度重訴字第七七號】 

能否准許原告等人就系爭土地辦理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份交換登記之

權責機關，係各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政府地政處或縣市政府，而目前尚

無其他法令規定得由司法機關以確認判決逕予確認，並拘束行政機關依

法院確定判決內容辦理之情事，故原告主張之此種不安狀態，尚無法由

本院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是以難認原告等人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其提起本件訴訟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上述普通法院之見解，可略分為以下三點： 

 

1.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中，並未授權行政機關得逕為辦理共

有自耕保留地之持分交換移轉登記，因此行政機關並無權將出租共有人之持

分逕為移轉予自耕共有人。 

 

2.由於分管契約不具分割效力，故徵收乃是向全體共有人為之，共有自耕保

留地之產權，原則上應屬全體共有人所有。共有自耕保留地之權利持分變更、

消滅之權利義務，僅係屬於共有人內部間得互相請求之債權關係而已。 

 

3.行政機關不得積極以公權力介入共有人內部之權利義務關係，法院亦不得

以確認判決逕予確認共有自耕保留地之產權歸屬，並拘束登記機關辦理。 

 

三、司法機關審理之實務 

  

當案件進入司法審理之程序，自耕共有人及出租共有人間如何攻防，法院又

是如何判決？以下將舉判決實例來加以探討，藉此更深入了解案件之內涵及其複

雜程度：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八十七年重訴字第 149號】 

 

案件概述： 

 

此件案例為最典型之共有自耕保留部分之產權糾紛，原告李家之祖先及被告

賴家之祖先於日據時代合資購買土地，兩造賴家及李家各管業一半，其中賴家並

未自耕，而將其分管之持分面積全部出租佃農，並於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時全部

被徵收放領。原告李家分管之土地則因自耕而依法保留，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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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保留之土地於徵收放領後，仍然登記為雙方共有，故李家向法院提起「確

認共有權不存在」之訴。 

 

自耕共有人之主張： 

  

1. 租賃契約、佃農聲請調解書、桃園縣鄉鎮共有自耕保留土地登記持分計

算表、業主戶地調查表皆明確記載賴家之持分出租而被徵收放領。 

2. 雙方代表人於徵收放領後曾訂立覺書，內容略謂：前開兩造共有土地由

電農耕作者全部賴家所有，被政府徵收補償地價實務債券四大公司股票

則由李傳忠領取交付賴家，至於自耕保留土地全部李家所得，雙方日後

手續應無條件供應保持書及印鑑等。並同時交付補償費予賴家代表人領

收。 

3. 李家單獨耕作自耕保留土地迄今四十餘年，賴家則完全未予參與耕作亦

未負擔任何田賦及水利費用。 

4. 參照省政府「共有耕地部份自耕部份出租其出租部份徵收放領後自耕部

份辦理所有權移轉變更登記處理原則」及內政部之各項行政命令，係爭

自耕保留土地應歸李家單獨所有，賴家之共有權不存在。 

 

出租共有人之主張： 

 

1. 確認之訴，須法律關係不明確，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始

得提起之。本件原告乃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而被告賴家先人亦為共有人，

此法律關係至為明確，若原告認為被告之先人已無共有之事實，而其權

利已為被告所侵害，則亦祇能提起給付之訴，不能提起確認之訴。 

2. 按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一五號：政府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所為之耕地

徵收與放領，人民僅得依行政救濟程序請求救濟，不得以其權力受有損

害為由提起民事訴訟，普通法院對此事見所為之相反判決不得執行。 

3. 其請求所謂將殘餘自耕保留部份之耕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其所有之請

求權迄今已於十五年，依民法第一二五條規定，其請求權亦已罹於時效

而消滅。 

4. 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已廢止，本案原告具早已失效之法律而為起訴求為

確認被告等共有權不存在，若法院不查仍予適用，本身即屬違法。 

5. 被告等否認賴家曾受領政府徵收補償之地價實務債券四大公司股票，而

李家  1/2 

原告 

自耕保留 

賴家  1/2 

被告 

出租放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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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李傳忠亦未交付賴家具領該等實務債券。覺書之記載僅應解為「約

定」，原告未能具體舉證曾為交付被告賴家實務債券、股票而有賴家立

據為憑之證據。 

  

 判決要旨： 

 

1. 本件共有之法律關係自屬在兩造間不明確，且其不明確以致原告之權利

或法律上地位有不安之危險，從而原告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原告尚非不得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本院亦有審判權。 

2. 系爭土地既為兩造所共有，過去雖曾分管，在法律上仍不能認為分割，

故在合法分割前共有關係猶無稍變，且政府徵收放領之對象又係向共有

人全體為之，則因徵收所生之損失，自應由全體共有人共同負擔，最高

法院五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二三八七號、四十七年度台上字第八六一號著

有判例在案。 

3. 縱認前開台灣省政府頒訂之「共有耕地部分自耕、部分出租，其出租部

分徵收放領及自耕部分辦理所有權移轉變更登記處理原則」係規定出租

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自耕而獲保留之土地特分，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

而於徵收同時歸於消滅，自耕保留土地部分，即應歸自耕之共有人所有，

亦應解為自耕共有人得否請出租共有人將其存在於自耕保留土地之持分

移轉登記為其所有而己，尚難謂出租共有人之持分，已有登記無效或得

撤銷之原因。 

4. 本件並無證據可資證明該李傳忠確有將所領收之債券及股票交付被告。

原告既未履行其依覺書約定應交付由李傳忠代表領取之徵收補償即債券

及股票，則被告拒絕其對待給付即不同意分割取得共有土地因出租佃農

致遭徵收部份，自無不合。原告片面主張請求確認被告共有權不存在，

洵非可採。 

 

在此件案例中，原告李家雖提出完整證據證明賴家之分管部分全部被徵收，

而賴家對此點亦不否認，但是法院自始至終皆不承認行政命令之效力，而認為產

權之歸屬應依照原登記，以全體共有為原則。關於自耕共有人對出租共有人間，

因領取補償費而得請求移轉持分之權利，則應由自耕共有人自行負舉證責任，法

院最終仍以無法證明補償費確已交付給出租共有人而判決自耕共有人敗訴。 

 

然而若自耕共有人能證明補償費之交付，結果是否會不一樣呢？在台灣高等

法院九十六年度上易字第五六○號判決之案例中，自耕共有人與出租共有人間，

於交付補償金時立有字據：拙者與貴殿共有之猴猴土地被徵收之實務債券、股券

全部鄙人領取之事屬實，特立憑單一紙付執為據。此致劉阿庚先生。但是高等法

院仍認為字據僅能證明自耕共有人將債券及股票交付給出租共有人，無法證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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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乃是為了取得其持分，而非基於其他的債權債務關係，將其上訴駁回。足見

法院對共有自耕保留地案件之審理，不僅要求自耕共有人必須付舉證責任，判決

亦十分的保守與嚴格。 

 

四、小結 

 

綜上所述，共有自耕保留地持分移轉問題如何處理，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抱

持完全不同的見解。主要之差異比較如下表： 

 

行政司法見解比較表 

 

 行政機關之見解 司法機關之見解 

1.得否逕為辦理  

行政機關得依實施耕者有其

田條例第二十二條授權訂定

之行政命令，查明後逕為登

記。 

行政命令並無法律授權，因而

此項登記僅應解為共有人間內

部之請求權，行政機關不得逕

為登記。 

2.產權之歸屬 

出租共有人之持分已因耕者

有其田政策徵收放領而消

滅，應將所有權登記為自耕

共有人所有。 

分管契約僅具債權效力，不等

於合法分割，因此徵收之損失

應由全體共有人承擔，自耕保

留之土地亦屬於全體共有人。 

3.異議之處理 
法院判決確認後，登記機關

再據以辦理。 

確認之訴無法拘束登記機關為

登記。 

 

依行政機關之見解，共有自耕保留地問題，乃是由於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政

策時，未予一併將持分交換移轉登記之疏失所導致，因此亦應由政府承擔起責任，

積極地來予以處理。而司法機關之見解，則推翻了行政機關逕為辦理方式之合法

性。導致行政機關在辦理時之作法漸趨保守，除非共有人對於持分交換移轉登記

皆無異議，否則承辦人員大多不敢辦理，案件清查往往因此而停擺。以下為中壢

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黃均耀先生口述： 

 

當時規定是說逕為辦理，但是問題是出租人是誰不知道。要逕為辦理，

大膽去辦，我也是會這樣想：「財產是你的，我辦好辦不好跟我有什麼

關係？現在我不會吃官司，辦下去我一定會吃官司。」因為民眾他不管

你，告你的時候他就告你勾結、貪瀆、圖利他人。這種東西法律就是：

「真的啊，他有名字你把他名字拿掉」，到最後我們會輸，我們也會很

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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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沒有明確的法律授權，登記機關不得逕自決定產權的歸屬，在案件遇到

異議時，終將以司法判決之結果為準。司法機關雖有確認產權歸屬之權限，但對

於案件審理之重點，是認為出租人之應有部分所有權不因徵收而當然消滅，持分

移轉交換只是共有人間內部之債權債務關係。在肯定出租共有人之所有權存在之

前提下，考量其內部補償金之分配、請求權時效等問題來進行判決。 

 

然而，即使判決確認共有人之土地所有權範圍，仍無法直接拘束土地登記，

因此法院常以此為由，不直接進行判決，要求共有人間自行協議。如此一來，不

論是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皆無權介入處理共有自耕保留地之持分移轉交換問題。

只有由全體共有人協議完成方有可能突破困境，無異於再度將案件辦理之責任推

往土地所有權人身上。 

 

部份縣市在自治條例修正後，賦予行政機關主動介入之公權力，應可解決此

項難題，然而在自治條例修正至今，司法機關尚無相關判決可供參考，有待後續

之觀察研究。 

 

自治條例修正後行政部門辦理實務（以桃園縣為例） 

 

在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份交換移轉登記清理自治條例修正前，登記機關不主

動清查辦理未辦持分交換之案件，桃園縣政府於民國95年修正自治條例完成後，

積極清查辦理，預計以五年的時間完成所有案件之登記。本研究至桃園縣各地政

事務所實地訪談調查，探討案件辦理之實務。 

 

一、現行規定 

 

目前對於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分之登記，中央並無訂定統一之規則，而是責

由各縣市政府自行訂定「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自治條例」（下稱

自治條例）清查辦理。以桃園縣民國 95年 12 月 19日公佈修正之自治條例為例，

將其意旨摘要如下： 

 

（一）共有人得自行協議後，向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申辦自耕保留部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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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移轉登記。12 

（二）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份之清理，由各縣市政府訂定執行計畫，由地政

事務所依下列程序辦理13： 

 

1. 審查及調查：查閱租約、課稅資料及徵收放領之原始資料或經實地調

查，以分別認定自耕共有人、出租共有人及其個別之應有部份。14 

2. 公告及通知：將其結果公告三個月，並以書面通知全體共有人或其繼

承人。15 

3. 異議處理：共有人不同意審查結果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證明文件

以書面向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提出異議。地政事務所應訂期以書面

通知其協議，協議不成者由縣市政府調處，不服調處結果者，應於收

到調處結果通之後十五日內訴請司法機關裁判，並於七日內將訴狀繕

本送縣市政府16 

4. 登記：逾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登記。或各共有人均無異議

者，該管地政事務所應於公告期滿報縣市政府核定後，辦理自耕保留

部份交換移轉登記。17 

 

二、辦理之步驟 

 

（一）案件之全面清查 

 

民國四十二年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辦理登記時，對於應辦理持分交換但出租

之共有人無法確定之案件，往往採取保留共有人姓名，但不加蓋校對人員名章之

方式來暫緩辦理。而依照土地登記規則第六條18規定，未經校對完竣者不符合登

記完畢之定義，因此該筆地號在正式登記完畢前不得進行任何移轉設定。 

 

以往登記人員如遇相關未登記完畢之案件，則必須調閱舊資料來判定其原因，

長此以往費時費力。故在調查完畢後為使將來作業方便，並避免誤將未辦持分交

                                                        
12 自治條例第四條：自耕保留部分得由共有人或其繼承人檢附全體共有人或其繼承人同意之協

議書，向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申辦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經地政事務所審查無誤，報本

府核定後，依其協議內容辦理登記。 
13 自治條例第五條規定。 
14 自治條例第六條、第七條規定。 
15 自治條例第八條、第九條規定 
16 自治條例第十條、第十一條規定。 
17 自治條例第十一條、第十二條規定。 
18 土地登記規則第六條第一項土地權利經登記機關依本規則登記於登記簿，並校對完竣，加蓋

登簿及校對人員名章後，為登記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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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之土地移轉，即在登記簿上加蓋「產權未定」、「未辦持分交換不得移轉設定」

等註記。此類註記方式中央並無統一規定，各縣市地政事務所之作法不一，甚至

一地政事務所中各承辦人員之作法亦可能不同。且大致皆屬零星清查，或有遺漏，

亦有非屬未辦持分交換之案件而誤蓋註記章者。 

其中遺漏未蓋註記者，有承辦耕者有其田業務經驗之地政人員，能從分割地

號之記載中看出是否應辦理持分交換，新進的地政人員則大部分不瞭解，計算持

分總和無誤後即校對完竣。加上採電腦作業之後，將紙本記載轉載於電腦上時，

新進人員由於不了解該註記之意義，未必將註記一併加以轉載。因此有必要在辦

理前全面清查相關案件，並列冊管理。凡是共有土地部份出租、部份自耕，並經

過耕者有其田政策分割放領者，皆在辦理之範圍。 

 

 （二）審查及調查 

 

 桃園縣之自治條例規定之辦理，以查明民國 42 年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當時

之分管情形，回復其真實權利狀態為原則，意即指認出租共有人為何，並將其持

分移轉交換予自耕共有人。故首先必須調閱民國 42 年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時之

原始資料，包括耕地三七五租約、自耕複查表、業主戶地調查表、佃農承租私有

耕地複查表、自耕保留交換清冊、徵收清冊、放領清冊、補償徵收耕地地價結計

清單、股票計算清單等。 

 

其中較為重要者有「耕地三七五租約」以及「徵收清冊」，如有記載出租人

姓名，即可查明出租共有人；而自耕複查表則記載自耕共有人。但由於自民國

42 年至今已將近一甲子，大部分的地政人員未承辦過相關案件，不了解此類書

件檔案之重要性而未加維護，原始資料有許多都在地政事務所遷移時遺失，或是

保存不良而風化、蟲蛀導致破損。尤其耕地三七五租約主要存放在各鄉鎮市公所，

不受永久保存規定之限制，因此遺失破損之情形更為嚴重。 

 

以下是中壢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黃均耀先生口述： 

 

當時我在中壢因為要辦這些，我就開始利用假日來整理，整理這些

複查表的時候全身癢，噴藥、戴口罩才被我整理出來。很多都被蟲咬的

破破洞洞，有時候也看不懂。事實上你調到的時候，其實你看的清楚的

部份都辦掉了，有些零零散散的我就不想辦了，那些資料很不好找。整

理出來只是把他整理的整齊而已，那些紙張的繩子都斷掉了，又破破爛

爛我也不敢裝訂，就一捆一捆把他綁著。但是事實上綁起來我也不曾去

找。哪有辦法找？翻下去就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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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縣市政府訂定自治條例積極加以清查，據本研究實地訪查，部分地政

機關已將僅存之重要相關資料裱褙裝訂。然而除了上述遺失破損之問題外，尚有

書件檔案原本就記載不完整的情形。據推測可能是由於耕者有其田政策實施需要

大量人力，而當時地政人員嚴重不足，故調集許多非地政專業人員協助辦理19，

彼等不瞭解土地登記事涉人民財產權的重要性，加上辦理時間倉促，且政府對於

共有土地之產權記載素不重視，何況土地即將被徵收，因此承辦人員在調查時往

往記載不明。 

 

登記機關辦理清查時最常見的問題，乃是相關資料中出租人部份只記載「某

某某外一人」、「某某某等兩人」等，並未明確指出是哪些共有人將土地出租。

所以在辦理持分交換移轉時，無法確定何者為出租共有人，應將其持分塗銷；何

者為自耕共有人，應保留其持分。 

 

此外，徵收清冊版本不一亦造成登記機關辦理之困擾。徵收清冊記載著被徵

收土地的地號、面積、所有權人、地價等資料，因此從徵收清冊中的所有權人部

份，可以清楚看出是何人的土地被徵收而應塗銷其持分，是辦理持分交換移轉登

記時的重要參考文件。根據耕地徵收須知第二點規定，徵收清冊共一式五份，分

送不同機關公告或留存20。而地政機關在辦理持分交換移轉登記時，發現有部分

徵收清冊之各版本內容不相吻合。推究其原因，可能在清冊公告期間內，鄉鎮公

所人員發現繕寫錯誤，依照耕地徵收須知第八點規定逕為更正時21，未將五份清

冊同時更正，以致徵收清冊出現不同版本。但時至今日，已無從辨別何種版本之

記載為正確，無法作為辦理時之參考。 

 

                                                        
19 各縣市直接參與工作之人員中，地政專業人員僅占百分之四： 

縣市政府地政科及地政事務所人員 1322人 

各鄉鎮公所配備業務人員 2400人 

縣市鄉鎮租佃委員 2032人 

村里長或村里幹事 6537人 

村里佃農自耕地業主代表 19611人 

總計 21902人 

資料來源：湯惠蓀編，《台灣之土地改革》，頁 77。 

 
20 耕地徵收須知第二點規定：徵收清冊分鄉鎮區編造，每戶一頁（不敷時加添）一式複寫五份、

以一份為公告之用、經公告期滿後，一份送地政事務所辦理移轉登記，一份送田賦徵收機關徵收

田賦，一份存縣市、一份報省。內政部編印，《台灣光復初期土地改革實錄專輯》，頁 1055。 
21 耕地徵收須知第八點規定：公告期內，被徵收耕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認為耕收有錯誤時，

應提出書面申請經鄉鎮（區）公所查核，如屬繕寫錯誤，得逕為更正（清冊五份同時更正），如

數重大錯誤或權利上之爭執時，應於查核後轉報縣市政府核定，公告屆滿前依法處理完竣。並將

處理情形，批覆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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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書件檔案不齊全或記載不明確的情形，實務上承辦人員須實地調查。若

能找到承領佃農或是當時之承辦人員，根據證詞即可得知土地是向何人承租，進

而確認出租共有人，以下是中壢地政事務所黃均耀先生之口述： 

 

有幾件我都是去訪查佃農，老闆是誰佃農最清楚，因為每年收成要繳穀

給他。所以我就問佃農你老闆是誰。我既然知道你老闆是誰就表示你老

闆的土地被徵收放領給佃農。那所以就是表示他的被徵收了，所以應該

把他的名字拿掉，剩下的才是自耕保留的部份。 

 

但自耕者有其田政策實施至今，已經過數十年，放領的耕地幾經繼承、移轉，

要找到當事人相當困難，即便順利找到，承辦的地政人員或是當事人也大都年老，

對當時情形的記憶有限，難以作為辦理時之參考。 

 

其餘之輔助證據，如補償徵收耕地地價結計清單、股票計算清單等，則記載

補償地價之領收人，如果能夠查明補償費由何人領取，即可推論其土地被徵收。

但是根據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台灣省施行細則第四十五條規定，徵收補償乃是向

登記第一人發放，再由共有人間自行分配，或由共有人申請分別發放，因此由發

放補償費之紀錄中，無法確認出租共有人。 

 

又如出租人有留存耕地租約，或於耕地徵收後領取之債券、股票等補償，即

可據以判定出租共有人為何。但是由於年代久遠，租約書件多已遺失，而債券及

股票亦早已轉賣，即使出租人留存至今，是否願意提供登記機關參考而塗銷自己

之所有權，亦成問題。 

 

 除了判別出租共有人困難之外，登記機關進行審查時，可能會遇到各共有人

所協議分管的土地面積，與其登記簿上所載的持分面積不相等的問題： 

 

1.分管面積與持分面積不相等 

 

這是由於耕地之面積和產量並未存在絕對的比例關係，耕地會因為土壤肥沃

度、水源等等因素的不同，而使同一塊土地的各部份產量未必平均，因此共有人

間未必依照所有權持分來劃分分管面積，而往往協議耕地條件佳者分管較小面積，

條件差者分管較大面積，以求公平。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時，是按實際調查之分

管部份面積放領給現耕農民，因此造成土地登記簿所載和實際情形不符，而有短

少或剩餘的情形。以下為承辦人員黃志乾先生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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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假設一塊 3 甲土地由甲乙丙三人共有，持分各三分之一，受到灌

溉水源流向之影響，導致收穫量不平均。共有人協議分管時，約定由單位產量較

高者分較少的面積。甲分管 0.8 甲，乙分管 1 甲，丙分管 1.2 甲，而其中甲是自

耕，乙和丙將土地出租。乙和丙的土地被徵收放領之後，甲之自耕保留地仍登記

為三人共有，面積為 3 甲的三分之一，即 1 甲。但實際上該地面積僅有 0.8 甲，

此為土地短少的狀況。（如左下圖）相反地若分得較大面積的丙將土地留作自耕，

甲乙之土地被徵收放領後，登記簿上記載丙之分管耕地由三人共有，面積為 1

甲，而實際上丙之分管耕地面積為 1.2 甲，則是土地剩餘的情形。（如右下圖） 

 

分管面積與登記面積不符示意圖 

 

以土地短少的情況而言，登記機關應將甲所持分面積 1 甲之土地登記為甲單

獨所有，但甲之實際分管面積僅有 0.8 甲，即使共有人間達成協議，依照登記簿

所載之內容，由三人繼續共有甲之自耕保留地，其持分面積亦不足原來登記之面

積。登記機關得否逕行增減其登記面積，又是否會引發更多糾紛，尚有待討論，

此類情形在登記機關辦理持分移轉交換登記時，造成極大的困擾。 

 

2.附帶放領問題 

 

早期佃農除了承租耕地之外，其餘灌溉埤塘、曬穀場、田寮或農舍等，有些

未訂立租約，而是由耕地業主無償借予佃農使用。實施耕者有其田時，為避免業

主轉而要求佃農支付使用費或租金，遂將上述埤塘、建物等附帶放領予佃農，以

確保承領戶之使用權。然而當時附帶放領之面積持分計算有許多錯誤，造成登記

機關清查工作難以進行，以下是中壢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黃均耀先生之口述： 

 

放領時割埤去給他放領，當嫁妝，但是埤的部份他沒有分割，只用持分

附帶放領。假設持分附帶放領五分之一，登記簿剛好原所有權人五個人

自
耕  

甲 

出
租  

乙 

出
租  
丙 

水流方向 

0.8甲  1甲 1.2甲 

出
租  

甲 

出
租  

乙 

自
耕  

丙 

水流方向 

0.8甲  1甲 1.2甲 

土地面積短少之情形 土地面積剩餘之情形 



 
 

23 
 

每人五分之一，加上這五分之一就變五分之六，超過了，所以附帶放領

真的很麻煩。建地也一樣，佃農在這種田，要有得住、放農具。所以政

府也是把這部份的建地放領，當嫁妝給佃農。但是建地的部份他又不是

照持分移轉，當初建這間房子的面積多少，就照這個建地的面積，怎麼

算的我也不知道。建地和溜池是很大的問題，所以碰到附帶放領我就不

會處理了，要算就不知道怎麼算了。這種的南部就比較少，為什麼桃園

比較多呢？桃園縣的埤最多，所以這個問題就最多了。現在普通在統計

都只有耕地而已，附帶放領的部份都沒有在統計，所以這些數字其實不

是很正確的。 

 

其中埤塘之附帶放領，由於是多筆耕地共用一處灌溉埤塘，無法分割為單獨

所有，因此乃放領埤塘之持分。但埤塘持分之計算方式並不明確，登記簿上有各

所有權人持分總和大於一的情形。當時埤塘僅為灌溉使用，只要擁有持分即有埤

塘之使用權，不受持分多寡之影響，但現今許多埤塘皆已廢棄而填為平地，有些

甚至具有相當高的價值，因此共有人持分總和大於一，則將無法進行分配。而建

物之附帶放領，推測當時可能是為了減輕承領戶繳交地價的負擔，故只將建物所

佔部份之建地分割放領，其餘部分仍為業主按持分比例共有，持分計算十分困

難。 

 

（二）公告及通知。 

 

審查及調查完畢後，登記機關即應依調查結果公告及通知，如能查明出租之

共有人為何，則減去其持分並進行公告。如無法判定何人出租、何人自耕，或雖

可判定出租共有人，但自耕之共有人亦領有徵收補償等等情形，不能確認其真實

權利狀態者，則依照登記簿記載予以公告三個月。 

 

登記機關辦理持分交換之案件中，書件檔案齊全、證據充足者，幾乎都在早

期即已依行政命令登記為自耕共有人所有。目前尚未辦理者，大抵皆是參考資料

不足、無從分辨出租共有人之案件。因此登記機關在實務上以依登記簿內容公告

之方式為大多數。 

 

除公告外，根據自治條例之規定，尚須將處理結果通知全體共有人。但由於

年代久遠，共有人經過數代繼承，往往為數眾多，有些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有些

共有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擁有土地持分。承辦人員必須一一找出所有共有人，按地

址個別通知，因此通知往往是案件處理程序中最花時間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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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異議處理。 

 

共有人不同意審查結果者，應檢具證明文件於公告三個月期限內提出異議。

雖然自治條例中規定共有人提出異議應檢具證明文件，但實務上考量年代久遠，

證據多以亡佚，加上事涉土地產權之變動，務求謹慎圓滿以杜絕爭議，因此即使

共有人未能提出任何證明，登記機關亦不拒絕受理。 

 

實務上「依登記簿持分」公告者，面臨異議之情形較少，可能是因為距民國

42 年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至今已將近一甲子，土地權利皆處於不得移轉設定之

狀態，大多數共有人不明白過去的歷史，而單純信任登記簿所載，認為既不涉及

權利變動，又能使土地權利解除凍結狀態，異議者自然較少。依調查持分者，則

大多會有部份共有人之持分減少，異議情形則較多。 

 

異議之處理程序，分為協調、調處及訴訟三階段。首先由登記機關召開協調

會，由共有人出面協調，承辦人員就調查結果向共有人說明，一般而言協調會會

召開兩次。如無法達成協議，則由縣市政府開調處會，同樣也進行兩次，由調處

委員參考雙方說法及承辦人員之調查結果做出結論，共有人如不服調處結果，則

應於收到調處結果通知後 15 日內向司法機關提起訴訟。 

 

（四）登記。 

 

登記之種類分為依協議持分、依調查持分、依登記簿持分及依判決持分等。

登記機關如收到共有人自行協議之全體協議書，報縣府核定後即可依協議內容登

記。如由登記機關主動調查辦理者，公告三個月內無人異議，則登記機關可逕為

依公告內容登載於登記簿。如遇異議之情形，經協調會而達成協議者，報縣府核

定後進行登記，經調處而未於調處後 15 日內向司法機關提起訴訟者，依調處結

果登記。若共有人提起訴訟，則登記機關應待判決確定後，再依法院判決進行登

記。 

 

法院之判決如為給付判決，例如「某甲應將某地號土地之持分若干移轉與某

乙」，則登記機關可直接依判決結果辦理登記。但若為確認判決，確認共有人各

自之所有權存在或不存在，或其持分若干等，則無法直接拘束土地登記。登記機

關應如何處理？自治條例修正至今尚無依法院確認判決之登記實例，但或可另填

具登記申請書，並以判決確定書作為證明文件來辦理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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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理程序流程圖： 

1.地所主動清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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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事務所 

辦理登記 

列冊管理 

公告期間 

提出異議 

辦畢通知 

所有權人 

及稅捐機關 

未於 15日內訴請 

司法機關裁判 

司  於 

法  15 

機  日 

關  內 

裁  訴 

判  請 

是否達成

協議報府

核定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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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理民眾申請程序：（未檢附全體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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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民眾申請 

調處結果 

(裁處) 

是否達成協

議 

駁回申請 

審查及調查 

報府核

定 

無    

人 公 

提 告 

出 期 

異 滿 

議 

 

地政事務所 

召開協調會 

報府調處 

地政事務所 

辦理登記 

列冊管理 

是 

通知補

正 

公告及通知 

文件不符 

或欠缺 

逾 期 

未 補 

正 者 

補正完畢 

辦畢通知 

所有權人 

及稅捐機關 

 

符 

合 

未於 15日內訴請司法

機關裁判 

司  於 

法  15 

機  日 

關  內 

裁  訴 

判  請 

公告期間 

提出異議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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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理民眾申請程序：（檢附全體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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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民眾申請 

駁回申請 

審查及調查 

報府核定 

地政事務所 

辦理登記 

通知補

正 

文件不符 

或欠缺 

逾 期 

未 補 

正 者 

補正完畢 

辦畢通知 

所有權人 

及稅捐機關 

 

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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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結果 

 

 未辦持分交換案件之清理業務，以桃園縣為例，自民國 95年修正自治條例

至今，完成登記之情形如下表： 

 

桃園縣各地政事務所辦理未辦持分交換土地清理--完成登記類型及調處情行一覽表 

統計至 100年 8月 31日 

所

別 

應清

理筆

數 

已清理完成 面積 土地現值 
所有權

人 
繼承人 

協調會

（場） 

調處會

（場） 
備註 

項目 筆數 （平方公尺） (元） (人數) (人數) 
場

次 
人數 

場

次 
人數 

桃

園

所 

207 

依登記簿持分 135 250,609.90  830,758,413.00  3,594  4,971  

0 0 0 0   

依協議持分 6 5,092.00  21,386,400.00  54  0  

依調查持分 3 16,358.00  41,866,710.00  54  64  

塗銷註記 41 38,588.48  157,634,261.00  551  205  

法院審理 0 0.00  0  0  0  

小計 185 310,648.38  1,051,645,784.00  4,253  5,240  

中

壢

所 

460 

依登記簿持分 279 320,538.47  902,889,561.75  4,994  10,796  

4 266 2 253   

依協議持分 0 0.00  0.00  0  0  

依調查持分 21 14,849.72  102,382,053.23  1,818  5,742  

塗銷註記 29 12,015.97  54,117,166.00  147  0  

法院審理 0 0.00  0.00  0  0  

小計 329 347,404.16  1,059,388,780.98  6,959  16,538  

大

溪

所 

172 

依登記簿持分 95 21,558,838.00  431,847,320.00  3,047  4,314  

0 0 0 0   

依協議持分 0 0.00  0.00  0  0  

依調查持分 0 0.00  0.00  0  0  

塗銷註記 38 144,582.89  158,405,724.00  903  0  

法院審理 10 28,160.96  110,172,613.00  119  0  

小計 143 21,731,581.85  700,425,657.00  4,069  4,314  

蘆

竹

所 

546 

依登記簿持分 95 913,278.11  3,124,917,968.00  28,588  25,419  

20 792 18 621   

依協議持分 0 63,779.00  111,750,377.00  311  5  

依調查持分 0 14,735.00  53,333,484.00  178  298  

塗銷註記 38 158,257.89  490,987,204.00  2,651  449  

法院審理 10 39,762.00  226,836,148.00  365  527  

小計 143 1,189,812.00  4,007,825,181.00  32,093  26,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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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梅

所 

737 

依登記簿持分 115 200,935.00  339,508,234.00  2,860  8,858  

10 51 2 190 

應清

理筆

數應

扣除

70筆

附帶

放領

案件 

依協議持分 10 48,827.00  126,872,976.00  43  584  

依調查持分 38 117,402.00  276,709,800.00  518  1,099  

塗銷註記 191 123,394.00  230,531,854.00  3,892  188  

法院審理 0 0.00  0.00  0  0  

小計 354 490,558.00  973,622,864.00  7,313  10,729  

八

德

所 

83 

依登記簿持分 46 36,838.08  203,204,367.34  1,387  3,569  

4 1674 4 1674   

依協議持分 4 944.18  7,867,370.00  182  340  

依調查持分 1 1,096.00  3,507,200.00  16  46  

塗銷註記 7 3,197.04  45,741,511.77  324  290  

法院審理 25 42,371.08  247,095,712.03  1,293  1,674  

小計 83 84,446.38  507,416,161.14  3,202  5,919  

平

鎮

所 

71 

依登記簿持分 69 139,662.15  566,018,943.94  1,889  6,620  

6 53 2 18   

依協議持分 0 0.00  0.00  0  0  

依調查持分 1 3,618.00  653,400.00  69  92  

塗銷註記 0 0.00  0.00  0  0  

法院審理 0 0.00  0.00  0  0  

徵收 1 99.00  653,400.00  0  0  

小計 71 143,379.15  567,325,743.94  1,958  6,712  

合

計 
2276 

依登記簿持分 1024 23,420,699.71  6,399,144,808.03  46,359  64,547  

49 1646 28 2661   

依協議持分 33 118,642.18  267,877,123.00  590  929  

依調查持分 74 168,058.72  478,452,647.23  2,653  7,341  

塗銷註記 417 480,036.27  1,137,417,720.77  8,468  1,132  

法院審理 50 110,294.04  584,104,473.03  1,777  2,201  

其他 1 99.00  653,400.00  0  0  

合計 1599 24,297,829.92  8,867,650,172.06  59,847  76,150  

資料來源：桃園縣政府地政局地籍科 

 

上表中所謂「塗銷註記」者，指清查時納入未辦持分交換，並加蓋「未辦持

分交換不得移轉設定」註記之案件，在辦理時發現實際上並非屬於未辦持分之情

形，故直接將註記予以塗銷。將上表數據扣除塗銷註記之案件數後，完成登記類

型比例統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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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可看出，未辦持分案件辦理結果為「依登記簿持分」者佔絕大多數，

比例高達 86.63％。顯見自治條例之規定雖以回復民國 42年之真實權利狀態為

原則，但數十年未決之殘存案件，多是產權複雜有爭議或證據不足而無從回復者。

經過登記機關清查，雖無法回到真實權利狀態，但日後權利之移轉設定將不再受

限制，共有人亦皆同意登記，減少興訟之成本並有利於土地合理利用。 

 

結論 

 

早期行政機關辦理交換移轉登記案件時，由於資料完整，且承辦人員對政策

內容及各種書件檔案較為熟悉，查核資料後即將辦理持分交換移轉之結果通知當

事人。而當事人經歷過政策之洗禮，對共有自耕保留地之問題成因皆能理解，社

會上亦普遍認為出租共有人之持分既已被徵收即應歸於消滅，加上當時耕地價值

較低，因此異議案件較少，對行政機關逕為辦理登記之權責，亦較少提出質疑。 

 

隨著時間經過，資料較為完整之案件大部分皆已處理完畢，殘存者多為資料

不全或有爭議之案件。在登記機關難以處理的情況下，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完全

相反之見解，更增加了案件清理之阻礙。由於行政機關沒有強力的法源依據來介

入辦理，清理的腳步不僅消極且相當保守，許多案件最終仍需進入司法程序，但

司法機關又將之視為共有人間內部之債權債務關係，同樣不積極認定。 

 

站在自耕共有人的立場，他們在出租共有人的土地持分被徵收後，相信政府

會逕為辦理持分交換移轉登記，還給他們完整的所有權，但是政府卻在數十年後，

依登記簿持分 

86.63% 

依協議持分 

2.79% 

依調查持分 

6.26% 

法院審理 

4.23% 

其他 

0.08% 

依登記簿持分 

依協議持分 

依調查持分 

法院審理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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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案件越趨複雜難辦，乾脆要自耕共有人自求多福，循司法途徑解決。然而法

院忽視早期土地分管之事實與扶植自耕農之政策意旨，純粹就共有土地之法律關

係來審理案件，使得在付出大量成本、冗長的司法訴訟之後，自耕共有人仍然無

法得回他們應得的持分。只因行政機關處理其案件之時機較晚，待遇便與早期處

理之案件大不相同，對信任政府的自耕共有人實在是缺乏公平。 

 

目前各縣市陸續修正自治條例，賦予行政機關積極介入辦理案件之權責，並

以回復民國42年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後之真實權利狀態為原則，積極清查辦理。

而因產權爭議或資料缺失而無法回復者，則透過公告通知程序及異議之處理，取

得共有人間共識。清查之結果雖難以全數回到真實權利狀態，略有遺憾，但至少

可解除六十年來土地權利凍結之狀態，對土地所有權人而言較僵持不下為有利，

而就整體社會而言，亦有促進土地合理利用之效。 

 

計畫成果自評 

共有自耕保留地交換移轉之問題相當複雜難解，以致於經歷將近一甲子仍無

法完全解決，對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以及土地整體利用妨害甚大。本研究計畫之

主要目標，首先是對共有自耕保留地交換移轉之問題成因，由耕者有其田政策至

今之歷史背景深入探討，以釐清正確之辦理方向。其次，是分析六十年來行政與

司法部門各自對此類案件之見解，以及其中之落差對案件清查之影響。最後，是

詳加紀錄登記機關清查案件之實務，以及所遭遇之困難與解決之道，除了是珍貴

的歷史紀錄之外，更可作為其餘縣市未來辦理之參考。 

 

本計畫執行期間共訪問清查案件之現任基層承辦人員二位，縣市主管機關承

辦人員一位，以及過去承辦相關業務之退休承辦人員一位，並盡可能以逐字稿之

方式作成詳細之紀錄，應已大部分達成原先設定之目標。本計畫之成果結合歷史

文獻、法院判決、行政函釋及承辦人員之口述，此為過去相關之研究所缺乏的重

要部份，因此深具學術發表的可能性，未來將嘗試先參與相關學術研討會，聽取

各方意見，再以學術期刊論文方式來投稿。 

 

 本研究計畫最主要的限制，在於實地訪談之對象主要皆為公部門之承辦人員，

缺乏由共有耕地之所有權人角度觀察之見解。這主要是由於土地所有權人本身之

個人資料受到保護，以致聯繫管道難尋，加上由受訪之承辦人員口中間接瞭解，

由於距政策實施之年代久遠，絕大多數的所有權人對於此項問題瞭解十分有限，

因而無從找到合適之受訪者。此外，在桃園縣之自治條例修正後，尚未出現法院

判決實例可供分析探討，亦有待後續研究。 



 
 

36 
 

參考文獻 

內政部 

    1992，《台灣光復初期土地改革實錄專輯》。 

湯惠蓀 

1954，《臺灣之土地改革》，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特刊第九號。台北：中

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鄧文儀 

1955，《臺灣實施耕者有其田紀實》。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鐘玉美 

    2005，《共有耕地徵收放領後自耕保留部份土地所有權移轉變更登記問題之

探討》，土地問題研究季刊，第四卷第三期。台北：中國地政研究所。 

余郁芳 

    不詳，《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份交換移轉登記自治條例探討》。 

黃均耀、李淑貞 

 不詳，《共有耕地徵收放領後自耕保留部份未辦持分交換登記問題之探討》。 

不詳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裁判書，84年重訴字第 115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裁判書，87年重訴字第 149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裁判書，88年度重訴字第 77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裁判書，89年訴字第 1697 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裁判書，92年訴字第 1521 號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裁判書，91年重訴字第 102 號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裁判書，95年訴字第 143號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裁判書，89年訴更字第 3號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裁判書，95年訴字第 435號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裁判書，86年重上更（一）字第 50號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裁判書，91年重上更(二)字第一號 

    臺灣高等法院裁判書，96年度上更（二）字第 23號 

    臺灣高等法院裁判書，96年度上易字第 560號 

最高法院裁判書，88年台上字第 1423號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判書，89年訴字第 3275 號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判書，91年度訴字第 3000號 

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95年度判字第 642號 

司法院釋字第 115號 

 



 
 

37 
 

附錄 

一、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0年 10月 11日 

廢止 

           

一、為辦理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並健全地籍管理，特訂 

    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共有耕地自耕保留（以下簡稱耕保留）部分，係指於民國 

    四十二年間，經政府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規定，徵收共有出租耕地 

    ，其中出租部分徵收後，自耕保留部分，未辦交換移轉登記之耕地。 

三、辦理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之程序如左： 

  （一）申請 

  （二）審查及調查 

  （三）協議 

  （四）公告及通知 

  （五）登記 

四、自耕保留部分之共有人或其繼承人，得檢附協議書或其他足資證明文 

    件，向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政府地政處或縣市政府申辦自耕保留部分交 

    換移轉登記。 

五、直轄市政府地政處或縣市政府應將左列文件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彙整 

    成冊後，加以審查： 

  （一）原始之租約申請書、三七五租約副本。 

  （二）自耕複查表、業主戶地複查表、佃農承租私有耕地複查表、自耕 

        保留交換清冊。 

  （三）徵收清冊、放領清冊。 

六、辦理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得由直轄市政府地政處或縣市政府 

    邀集地政事務所及鄉（鎮、市、區）公所組成專案小組辦理審查、調 

    查事項。 

七、審查注意事項如次： 

  （一）凡漏訂租約者，依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或調處成立、司法確定裁 

        判或符合土地法第一百零六條規定，而以出租論之耕地案件為準 

        。 

  （二）若出租共有人之認定發生困難時，除查閱共有人連名簿外，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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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報財政部轉請該管稅捐稽徵機關提供課徵土地稅之財產資料以 

        資佐證。 

  （三）自耕保留部分分管事實之認定，應依其分管協議書、原始契約書 

        或民國四十二年間設籍之四鄰證明為佐證資料。 

  （四）自耕保留部分之共有人如已死亡，應由其繼承人同時辦理繼承登 

        記。 

  （五）對於自耕保留共有人之持分額及出租共有之徵收持分額發生疑問 

        ，或原始徵收放領資料難以認定時，得實地調查之。 

  （六）持分額參考計算方式如附表公式。 

八、直轄市政府地政處或縣市政府必要時得先邀相關權人進行協議，並作 

    成紀錄。協議不成者，應將申請案件駁回。 

九、直轄市政府地政處或縣市政府於審查完竣後，應將審查結果及交換移 

    轉登記內容，公告三十日，並按土地登記簿登記之各權利人姓名住所 

    ，依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至第一百三十九條規定，通知各權利 

    利害關係人，限期三十日內以書面提出同意或不同意之意見，通知書 

    可用「○○直轄市政府地政處或縣市政府土地登記通知書」。 

    公告及通知期限內有無異議，其處理方式如次： 

  （一）公告期滿及通知期限屆滿，各權利人無異議者，直轄市政府地政 

        處或縣市政府應作成囑託登記清冊，函囑各該地政事務所辦理交 

        換移轉登記。 

  （二）公告及通知期限內提出異議者，應邀集相關權利人協議，協議成 

        立者，依協議結果登記，協議不成者，應將申請案件駁回。 

十、登記 

  （一）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之有關登記程序，依土地登記規則及 

        有關規定辦理。 

  （二）交換移轉登記應以「自耕保留地交換移轉登記」為登記事由、「 

        自耕保留地持分交換」為登記原因，辦理移轉登記并發給（指原 

        書狀已呈繳者）或換發（指原書狀尚未呈繳者）土地所有權狀。 

  （三）共有自耕保留土地所有權人之原發書狀未呈繳者，應通知該共有 

        人將原發書狀限期呈繳註銷，逾期未呈繳者公告作廢。 

十一、自耕保留部分於交換移轉登記處理過程中，倘偶有登記名義人設定 

      或處分土地權利時，因已涉及私權爭執，登記機關即應依土地登記 

      規則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予以駁回，並俟司法機關判決 

      確定，再據以辦理。 

 

附表： 

      Yi 

Xi＝───Xi：某一共有人新持分，Yi：某一共有人自耕Σ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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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分，i：甲，乙，丙......。 

例一：共有人甲、乙、丙三人，甲持分 2/10，乙持分 3/10，丙持分 5/10， 

      甲全部出租被徵收。 

X甲＝0（甲之持分全部被徵收，故等於 0） 

          Y乙              3/10       3/10     3 

X乙＝───────＝───────＝───＝── 

     Y甲＋Y乙＋Y丙   0＋3/10＋5/10    8/10     8 

     （甲無自耕持分故 Y甲為 0） 

          Y丙              5/10       5/10     5 

X丙＝───────＝───────＝───＝── 

     Y甲＋Y乙＋Y丙   0＋3/10＋5/10    8/10     8 

例二：共有人甲、乙、丙三人，甲寺分 5/10，乙持分 3/10，丙持分 2/10， 

      共有地面積１．５公頃，甲分得之耕地中有０．４５頃出租被徵收 

X甲＝甲之舊持分，出租持分＝5/10－（甲出租面積／共 

     有地總面積）＝5/10－(0.45/1.5)＝5/10－3/10 

     ＝2/10 

          Y甲              2/10         2/10 

X甲＝───────＝────────＝───＝2/7 

     Y甲＋Y乙＋Y丙   2/10＋3/10＋2/10   7/10 

          Y乙              3/10         3/10 

X乙＝───────＝────────＝───＝3/7 

     Y甲＋Y乙＋Y丙   2/10＋3/10＋2/10   7/10 

          Y丙              2/10         2/10 

X丙＝───────＝────────＝───＝2/7 

     Y甲＋Y乙＋Y丙   2/10＋3/10＋2/10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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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園縣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清理自治條例 

 ( 民國 95 年 12 月 19 日 修正 )   

   

 第 1 條  

 桃園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 

，並健全地籍管理，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2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分（以下簡稱自耕保留部分），係指 

經政府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徵收共有出租耕地，其中出租部分因徵收而 

喪失權利後，自耕保留部分未辦交換移轉登記之耕地。 

   

 第 3 條  

 本縣各地政事務所（以下簡稱地政事務所）應清查自耕保留部分情形並予 

造冊報本府列管，倘有異動，應報本府備查。 

   

 第 4 條  

 自耕保留部分得由共有人或其繼承人檢附全體共有人或其繼承人同意之協 

議書，向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申辦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經地政 

事務所審查無誤，報本府核定後，依其協議內容辦理登記。 

   

 第 5 條  

 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分之清理，依本府訂定執行計畫，由地政事務所依下 

列程序辦理： 

一、審查及調查。 

二、公告及通知。 

三、異議處理。 

四、登記。 

   

 第 6 條  

 地政事務所審查時應向土地所在地鄉（鎮、市）公所或台灣土地銀行調閱 

下列文件： 

一、原始之租約申請書、耕地三七五租約副本。 

二、自耕複查表、業主戶地複查表、佃農承租私有耕地複查表、自耕保留 

    交換清冊。 

三、徵收清冊、放領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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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償徵收耕地地價結計清單。 

五、其他證明文件。 

   

 第 7 條  

 地政事務所審查應行注意事項如下： 

一、租約之有無不明者，依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或調處成立、司法確定裁 

    判或符合土地法第一百零六條規定，而以出租論之耕地案件為準。 

二、出租共有人之認定發生困難時，除查閱共有人連名簿外，得請該管稅 

    捐稽徵機關提供課徵土地稅之財產資料以資佐證。 

三、自耕保留部分分管事實之認定，應依實施耕者有其田徵收放領原始資 

    料為準或依其分管契約書、原始契約書或該耕地之四鄰證明為佐證資 

    料。 

四、自耕保留部分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及出租共有人之徵收應有部分如有疑 

    義，或原始徵收放領資料難以認定時，得實地調查之。 

五、應有部分參考計算方式如附表公式。 

   

 第 8 條  

 地政事務所於審查或實地調查後，應將其結果公告三個月，並以書面通知 

全體共有人或其繼承人。 

前項確實無法查明自耕保留情形者，應按現行登記簿資料公告三個月，並 

以書面通知全體共有人或其繼承人。 

   

 第 9 條  

 地政事務所依前條所為通知及公告，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按自耕保留地土地登記簿記載之各共有人姓名、住所。但住所不明 

    時，應查閱地價申報單、地價冊等資料，或洽稅捐稽徵處、戶政事務 

    所查明詳細住所後以書面通知。 

二、通知應依行政程序法送達之有關規定辦理。 

三、公告應揭示於土地所在地之地政事務所、本府布告欄及鄉鎮市公所。 

四、通知或公告之內容應敘明受通知人之姓名住所、土地標示、權利內容 

    、提出異議之方式與期限及其他有關事項。 

五、共有人已死亡者，應以其全體繼承人為通知或公告之對象。 

   

 第 10 條  

 共有人不同意審查結果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證明文件以書面向土地所 

在地地政事務所提出異議。 

各共有人均無異議者，該管地政事務所應於公告期滿報本府核定後，辦理 

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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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 條  

 依前條規定期限提出異議者，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應訂期以書面通知共 

有人及其繼承人進行協議。協議成立者，依協議結果報本府核定後，以其 

協議內容辦理登記。 

前項協議未成立者，由地政事務所報請本府調處。不服調處結果者，應於 

收到調處結果通知後十五日內訴請司法機關裁判，並於七日內將訴狀繕本 

送本府，逾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登記。 

本府應設立自耕保留交換調處委員會辦理前項調處，其設置規定由本府另 

定之。 

   

 第 12 條  

 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之有關登記程序，依土地登記規則及有關規定 

辦理，並以自耕保留地交換移轉登記為登記事由、自耕保留地持分交換為 

登記原因。 

辦竣移轉登記後，應發給土地所有權狀；其原發書狀未提出者，逕為公告 

註銷。 

   

 第 13 條  

 附帶徵收放領保留部分之土地，準用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第 14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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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桃園縣政府地政局地籍科科長余郁芳訪談紀錄 

 

受訪者：桃園縣政府地籍科科長余郁芳 

時間：2011年 9 月 14日上午九點 

地點：桃園縣政府地籍科 

訪問者：萬曉彤 

 

余郁芳：其實我們已經奮鬥了第四年了，地所大家也都做得很辛苦。 

萬曉彤：期限是到今年年底？ 

余郁芳：這中間要看，我們當初定計劃只是給大家一個期限，可是我們中間碰到

很多瓶頸、很多難題，現在大概確定年底做不完，現在三個所作得完，那其他所

也許再加一年應該做得完。楊梅所的部分他比較慢一點，像蘆竹中壢有可能，大

溪所也有可能，我現在算一算，到九月底如果他沒有把每一筆全部公告出去，今

年就鐵定來不及，因為公告三個月就 12 月 31 號。我們覺得時間只是一個步驟，

還是要把他做對來處理。 

我們一直在做還一直整理在想，更多更精緻的東西可以做，其實作業上面是還會

一直改，法律沒有改，這個是政府的一個流程，怎麼處理這個社會事件，只是說

法律要先鬆綁出來，從法律上留一條路去走，可是在執行這個法律的時候，還是

有很多實務上枝枝節節，不是我們想像中那樣的問題會出來。我們現在也在做評

鑑，評鑑委員他的想法，他覺得要怎麼看東西，我們再去修正。 

萬曉彤：大概想請教的就是辦理的實務上流程、會遇到什麼樣困難，如果無法協

議或調處的後續處理等等。 

余郁芳：這個是從實施耕者有其田，我們學地政的就不用從頭開始講了… 

 

 

 

（8：00）這是 ABC，A被指認出來說是被徵收出去，這個 60㎡應該剩下 B 的 30

㎡跟 C的 30㎡，現在就是因為這個在法律裡頭是政府直接逕為做，不需要你們

申請，政府就要把他從這邊處理到這邊來。早期有很多也處理掉，很好沒有問題，

都做到這邊來了，可是這中間就向我剛剛講的，還有兩千多筆地號，他還沒做完，

就留在這個狀況，可是一部分地就是甲在耕，就是說他現狀可能有人在耕。你要

知道台灣因為工業發展，也不見得每個地都有人在耕，所以他現況子孫有可能後

 

ABC 

 

甲       BC 

 

甲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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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也不耕了，所以到底是誰的？文件不見了，導致很多問題，行政單位也多管理

上的問題，比如說，當初有一個徵收清冊、一個放領清冊，徵收清冊會告訴你這

三個人中誰的土地被徵收，另外一個講放領出去，就是放領給甲，這個資料裡頭

如果很清楚，都對得出來，可是問題是這資料不見了。也有可能沒辦完是當時要

辦理徵收，要給甲，可是甲後來沒有錢去繳，可能就放棄。這很多原因啦，也搞

不清楚是後來停止不辦了，還是有異議不辦了，反正就沒有做完，變成 A、B和

C搞不清楚誰要出去。那我們登記簿裡頭他有割出來，割出來也放領給甲了，可

是剩下來的我們在登記簿裡頭是沒有去完成登記，沒有校對，可是登記簿就會抄

ABC，那時候作業就是說名字先寫下來，搞不清楚是誰，就不要完成登記啊，不

要校對啊，就卡到這邊的時候，ABC到底誰是權利人搞不清楚。 

萬曉彤：所以是當時就搞不清楚了，而不是說到現在因為資料不見才… 

余郁芳：對，現在更搞不清楚。早期其實做完正確的很多，完成登記的很多，那

有很多留下來的，這個地號放領出去，剩下這個地號到底是要留誰，搞不清楚，

那時候他們是原則上先把 ABC先寫下來，可是在我們登記的眼光裡面，沒有完成

校對，沒有校對，在我們登記人的眼光來看，我們登記規則有寫說，土地的所有

權要登記才有效力，可是登記簿裡頭沒有校對就沒有完成登記，等於說取得權利

的效力還沒有完備，所以我們會認為他的產權不確定，所以我們這邊會變成 ABC

不確定，這個不確定的時候，這名字就掛在那邊，他是照前面的抄，可能都是抄

1/3、1/3、1/3，就是沒有蓋校對章。在我們地政人員的眼光裡頭，雖然有名字，

但是沒蓋校對章，我們不會承認他具有法律上取得的權利，也不會發給他權狀，

沒有權狀，就覺得不是所有權人，所以在這個地號裡頭，我們會認為是土地狀況

叫做「產權未定」。那這個問題就會發生到，時間越隔越久，這個人會死亡，死

亡的時候可能就要辦繼承，那時候我們本來判斷說，產權未定基本上就不要動，

就一直掛著就好，後來又想說，在繼承的法律慣例裡是認為繼承的人對被繼承人

的權利和義務都要承受，不能說權利才要，債務你也要承受，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要來辦繼承，好，我繼承先給你辦，變成 A1、A2、A3，比如說 A就會變成三個

人，那 B沒有死亡，就是有 B的名字，C也有可能沒死亡，就 C，名字現在就變

五個人的。這邊因為沒有校對，這繼承名單下來之後，還是不覺得你有權利。所

以這個衍生下來越來越多人，傳到後來我們現在最高紀錄一個地號八百個共有人，

他登記簿裡頭最少有一百多個，走我們的程序要查到他繼承人，最高查到八百多

個，從 42年到現在子孫很多，他本來就也許共有人就上百個人。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也花很多精力，其實處理我們這個領域，花最多的是通知的程序、等待的程

序，那他這個過程就發生很多，這個地號用我們的眼光看是沒有完成登記，我們

就不覺得名字寫在上面的人取得所有權，你沒取得所有權我怎麼可能給你賣，或

者給你拿去借錢？所以我們這個地號都凍結，不可能給你移轉。這裡頭有趣就會

發生跟司法見解不一樣，司法判決的眼光跟我們可能解釋不一樣，我們行政人員

當初去看這件事情，跟法官去看這件事情，解讀會不一樣。所以我們在做自治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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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之前就有很多民眾說：「我產權沒拿到我不能移轉。」他們會認為：「這是我的

啊。」所以等到要辦的時候，我們說你還不能去辦，我們不積極的承認你是所有

權人，可是不懂的人看到：「裡頭就有寫我的名字啊。」你們是看名字，我們是

看校對章。這個落差就變成一個空間，那個空間是什麼？就是說像司法他的想法

是，當時我也跟一個律師對談的時候，他就用法官的判決來談這件事，那我就是

用實務來談這件事，我也不知道誰對誰錯，那我們的案件將來會不會被法官去判

錯，我不知道，因為還沒看到判的問題。可是我們用當初我們處以行政作業的方

法，其實我們當初的出發點，不是說我要凍結你的財產，不是「限制登記」，也

算限制登記啦，怎麼講，一直上面有人的見解會認為他是限制登記，我們的想法

是，你都還沒取得權利怎麼限制登記，根本就是產權未取得。你也許有看過我分

析一件東西，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同事鍾玉美寫的一篇，他寫的一篇是說限制登記，

他可能是朝法院的判決，我寫這一篇就是要解釋他這邊寫錯了。他這個先登的嘛，

土地問題研究季刊寫的，那我就因為他寫的是限制登記，那我就用實務的經驗去

講，有趣的地方就在這，差距就在這個地方。在法院裡頭，我上次有跟一個律師

也是我們的調處委員聊這個，我後來比較懂為什麼法官的想法，他說司法人員的

想法是說：原來的權利是這樣，你有經過變更以後就要看你前面的，就是照舊看。

可是我們登記規則也有一個特別法決定啊，土地登記規則第七條好像，我們的登

記程序要登錄下去完成校對程序，如果電腦化作業要異動到主檔才叫做完成登記，

那民法也有 758、759，登記完畢才有所有權的生效，那我們的眼光是這樣看，

我還沒有校對完畢，（權利）就還沒有給你，你怎麼說是限制？根本就沒有拿到

權利。我覺得跟司法中間這樣就有一點空間。法院判決是這樣，鐘玉美他看判決

就寫一篇，那我就覺得實務上的不是這樣出來的。是沒校對我就不給你，你說他

限制嗎？好像也是限制，其實積極點講，我根本不認為那是你的權利，叫產權沒

有確定，不過我也不知道哪個是對，這個地方我是看法官要怎麼判。1810 

 所以他今天的問題就回到說，我們訂這個自治條例其實不是只處理四十二年

的事情，會處理累積到現在所有的問題在上面，等於說我如果照原來的法條來講，

應該是要從資料去調查、從事實看，回到當初的事實狀況，可是這個時候，事實

調查的文件和證據，其實是有困難的。有時候那個文件一拿起來，就已經酥掉了，

沒有文件可以查證。理想化應該是回到原狀，可是實務上有讓你回不去的感覺，

就是每個人 abc都是有嫌疑啊，你要講誰是有嫌疑？當你回不去的時候，你敢讓

這個土地就給誰嗎？你也不敢啊。也許我們在法院講是說 abc都有分，那換個方

式講起來，這中間就有一個人拿了兩次的權利，第一個徵收的錢他拿走了，這邊

還有他，會損失另外兩個，這是法官沒看的事情。那我們剛才講的，某個人被徵

收去，就會領債券也好、實物補償也好，以前有補償過給他了啊，這次這邊你又

說他又有權，如果以回到事實歷史的解讀，這三個人有一個人拿了兩遍的錢，你

反而傷害了另外兩個人的權利變少。這是一個想法，那另外一個想法就是說，這

三個人有一個嫌疑犯要出局，問題是，是誰？那實務的證據就沒有。所以這樣的

問題卡在這邊的時候，你要踢誰都下不了手。你說全部都給他嗎？其實回到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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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田的理論，是不應該全部都存在才對，不應該這三個還有。 

萬曉彤：會造成不知道是誰的問題，會不會是因為早期對於「分管」的事實好像

不是把它當成有效力的？ 

余郁芳：像這些分管的東西，有時候早期的文件他寫的，有時候不像現在的行政

文書或行政的概念寫得很明確，比如說余郁芳等幾人，等張三李四什麼就沒寫，

以前都只寫什麼余郁芳外兩人，那外兩人加起來是三個人啊，那兩人是誰，名字

不知道，然後以當初早期的文化來講，概念來講，家族的觀念比較深，有時候長

孫都有一個特別的法，像我們繼承有時候長孫都會多給他一份，有時候就會用老

大寫名字，小的都聽哥哥的。然後領錢的話，以前的人不像現在的觀念說張三就

是張三的，李四就是不能代替張三領，可是以前的人就是，哥哥那就給他拿走，

回去分，有時候民俗習慣就這樣處理掉了，那可能後來回去哥哥也沒交給他，搞

不好就交給爸爸媽媽也不一定，所以那個後來弟弟長大了以後，才說：「我沒拿

到錢。」他找政府拿，其實以前的行政作業上沒像現在的法律觀念那麼強，講好

就好了，不會像現在這樣一絲不苟，沒有他蓋章、簽名就不算數，沒有這樣子，

以前人講一講就這樣過去了。所以有時候這樣拿就錢都被領走啦，老大作代表，

就簽名啦，那到底老大有沒有轉給弟弟？不曉得。那就會變成他們的債權債務的

關係。 

萬曉彤：如果是他們內部債權債務的關係的話，是不是就變成這個 abc內部要去

協議？ 

余郁芳：對，如果要走 42年當下那一段時間，就是他們去協議，可是不可能協

議啊，死掉了，若說八百個人你要怎麼召集一個會議去協議？還有一個他為什麼

不來協議？分下來一點點我幹嘛要辦？對啊，他為什麼要辦呢？像我們搞地政的

回家，最不會問的是家族財產問題，講財產人家都說不肖子，沒有人敢問，尤其

是搞地政的，我們都不會碰，回家都不談家族的財產，其實應該每個家庭大概都

這樣，就覺得講財產好像很現實，除非這個家庭比較明理、比較開明，所以在這

個家族裡頭，傳到後代，他根本不覺得這筆是他的財產，甚至他又不太常用，他

也不辦繼承，辦繼承幹嘛？我還要繳規費、還要繳代書費，我幹嘛花錢？分下來

一點點又卡在那裡。我幹嘛要辦？那整個土地停在那裡。 

 我們理想化是要協議，所以以前我們內政部也有訂一個作業要點，就是走民

法，全部來協議就給你。我們現在也有，自治條例也有一條，我們還是保留那一

條，讓你有這一條路走。基本上幾乎沒有，能講好以前就辦完了，我根本不用訂

自治條例。那後來他為什麼不協議？當然啊，他有方法要去協議啊，我就跟你講

說弄到後來八百個人，你要開會，他就：分到最後我分不到兩萬塊，幹嘛找八百

個人來談？乾脆放棄就不辦了，你看這樣算下來多少的土地，土地是有限資源，

講起來應該是大家去選擇那個公平性，到底處理這些少數人讓土地更好用，還是

就讓這些土地讓那些無所謂的人停在那邊不用？這就是我們訂自治條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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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 

 如果你單單要從這個點講這個土地，當然有方法啊，那現在不在乎啊，我就

是不辦啊，可是這些土地加起來，整個台灣面積三萬六千，就有多少公頃的土地

是空在那裡完全不可以動的，如果這樣講土地可不可以給這些人就在那邊浪費的

時候，政府要出來處理土地資源的問題，你就開始要想辦法怎麼讓他來辦，怎麼

讓他很願意來辦。怎麼讓他不用付代價也可以處理。但處理人家財產就一定會有

抗爭，那怎麼處理他的意見的問題，讓他得到公平的裁判，這是我們要設計的技

術。所以就是說這個理論大概是這樣來的。 

萬曉彤：最近幾年比較積極在處理，是不是和開發有關？ 

余郁芳：不是，我們這個是每次遇到這個個案，每次一拿到地政事務所就說「未

辦持分交換」買賣不可能。地所不會給你辦，所以人家以為是限制登記，其實以

我個人解讀，我不代表學術也不代表政府，我只覺得我自己做這幾年的體會，那

不叫做限制你的財產，是我根本沒承認那個財產是你的，因為不定性嘛，不曉得

那是你還是我啊，我們兩個都有嫌疑是誰出去的那一個，那我就你的財產還沒確

定是給你，怎麼去設定那個？當然弄到最後的結論好像感覺是限制一樣。我沒有

承認你不是所有權人，可是我也沒有承認你就是所有權人啊。這就是很妙的東西

在這裡，所有法律關係裡，這個是在灰色地帶那個地方。可能現在法官判決是走

名字有的他認為比較肯定認定，可是我是看到下面沒有，我是比較否定認定。這

個就是這個法律比較特別的地方。那我們現在訂自治條例只是設定一個程序，去

從今天的眼光看四十二年到現在累積下來的問題，不單單是怎麼指認你的問題，

還包括他造成土地沒有辦法有效利用，加起來這麼多面積卡在那邊，土地又不是

只有這些人有名字他有權利去耽誤他，如果這樣來講，我們就訂一條法律說，怎

麼訂一條路來走，讓這些土地總是要解開，你要知道要解開查不清楚一定會有人

受傷害啊，也許有些人會減少或是什麼。可是如果他得到的社會上的效果大於他，

他就要犧牲，就像分割一樣，強迫的事情就非要這樣做不可，不然的話就是大家

死在一起。概念大概是這樣出來的，所以現在這個法律，法官會說：就照登記簿

做，其實我們今天也不是，我這邊的報告有些還是依持分喔，沒有照法院判決的

認定，那法官的認定是，你沒有新的變更我就覺得照舊了，問題是這個實施耕者

有其田是政府強制自己做啊，沒有需要你同意，我就徵收了、我就放領了、我就

持分交換了，根本不用民眾申請。所以在這個內部運作裡頭，是政府就已經強迫

逕為做的。只要一公告實施耕者有其田，所有事情就是政府自己包下來，做到這

個步驟全部出來以後，就：「好，這個財產是你的。」這裡頭這些動作都是政府

強制做，不用問你的，因為以前實施耕者有其田是這麼說的。所以我們今天訂這

個條例就是從四十二年那時沒辦清楚也好，因為沒辦清楚，這些人又死掉又有新

的繼承的或新的法律問題，加起來就一大堆問題，所以我們今天想了一個從四十

二年累積到現在，所有的問題用自治條例去把他處理。我們做這個是這個用意，

處理這個不單純是只有四十二年處理那個點，而是處理那個點累積後來的問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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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處理。所以我們自治條例在訂的過程，還保留四十二年那個點要查的，我們都

要去調查，業主複查表、放領清冊、徵收清冊、三七五租約這些，這一條的重點

在回歸到四十二年的真實狀態，如果證據有的，優先認同那個事實，等於說那個

時候呈現那樣就做。這個部分當然就是去補充以前可能承辦人員沒有做，可他偷

懶漏掉做的，我們現在花時間去查一遍。那有些查的也是有查到，你看統計表，

還是有去查到，這個點的話才是真正回歸實施耕者有其田當初目的要處理掉的東

西。 

萬曉彤：那所以像這個依登記簿持分就是沒辦法查到？ 

余郁芳：就是新的問題，我就用新的方法解決這個，因為那時候的考慮就是，與

其大家死在一起，要不要總是有些人要犧牲一點來解套，讓整個土地就開放了。

不然那個土地你看，共有人只會越多啊。還有一個是，你擁有權利又如何？你又

不能賣，這個就是說我寧願大家都沒有份，我也不願意犧牲。土地是特殊的東西，

不是可以變多變少，那如果一樣的大家都卡在那裡，所有通通都搞不清楚，就變

成政府來處理這件事情。那個就是第一點用調查的，首先會依照調查持分，這個

才是真正四十二年那時候回歸真相，有查出證據來之後辦理。其實這種在公告也

是最多被抗爭的，其實我們很怕做這些，因為他們一般民眾看到，民眾的角度是

看到登記簿上有名字，他就認為是他的，在我們的眼光我們不是看那個，是看登

記規則講的要完成取得登記的程序才取得所有權，我們土地的法律程序是這樣講。

然後在這種的狀況下，不多。有可能是文件以前就保存不好，以前的公務體系，

那個時代讀書的人也不多，其實在辦耕者有其田那時候也沒有什麼正式的公務體

系，好像聽說那時候最有學問的就是老師，就抓會認字的人，抓他們半年要把這

個政策做完。 

萬曉彤：所以有可能是因為這樣他們才會只寫某某某外幾人。 

余郁芳：對，然後一般人那時候你到鄉下去問，一般通俗的人在講事情都比較和

善，不會像現在都市化那麼精明，我們不能用今天的尺去說以前的人做錯，因為

以前的環境就是這樣一諾千金，大家講了就算數，可是現在的人意識形態不一樣

啦，沒有的他也要：「名字有我。」他也要卡位。我覺得這個民族性時代有點不

大同。因為那時候通常去現場調查的時候會問說：「這個是誰？」也許父母就會

說：「這是他們兩個人。」他只是口頭報而已，不見得就是真的啊，不像我們現

在都是沒證據不要來談事情。可是以前的人通俗的話，像到戶政事務所取名字也

好，戶政的人會寫字，來的人種田的怎麼會講？不認識字啊那個時代。「他叫什

麼名字？」就隨便「罔市」啊，也許他的字就不是這樣，就講小名也不一定，有

的就叫偏名，結果戶政以為他講真的就把他抄成那個，所以真正他的名字也不是

這個名字。就是那個時代訪談，像這個調查，只是口頭談，你也不是叫每一個人

真的拿說他租，當然會計算啦，可是我覺得不見得就是很精確。你看像我們現在

科技那麼發達、那麼精確，公務員執行法也很少百分之百精確。那這個數量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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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的農地比較多，比台北市多很多，所以以那個比例看起來，在全國算多，

可是做完的更多，正確做完的還是很多。所以第一個我們做這個步驟是要回到原

狀，處理四十二年調查土地的程序，可是後來調查不出來的怎麼辦呢？第二個步

驟就是：「好吧，你們大家講好，每個有名字的人都有嫌疑嘛，你們大家同意我

就辦，照協議辦。」所以我們這邊就會有協議，這個協議就比較像民法的概念，

共有的關係的財產，管他怎麼分，大家同意就好，自己分多分少自願的嘛。這一

條比較像法官的概念。34:05 

萬曉彤：我看有些判決，即使已經拿出租約證明 A是出租人，他也不認為可以登

記成 A是可以踢掉。 

余郁芳：對，那個判決是自治條例還沒出來之前處理的，因為那時候他常常叫地

政要去處理，有時候地政不處理，民眾就告地政。那這種東西他的問題是出在說，

我們不動產的財產，有些是照文件去計算的，可是以前很多人私下就賣了，也給

人家用了，可是他就沒有到地政事務所辦理物權登記。所以這中間也會發生現場

用的跟登記的不見得是一致，所以真的要回歸到他用的就給他嗎？有時候也不見

得啊。他頂多以前沒有很注意法律，台灣的法律是要登了才算數，可是現在民間

很多「錢給你、住進去」他就覺得那個房子或土地是他的了。現在我們不承認，

我們全部要以地政事務所的登記為準，所以剛才那個現場調查的問題，也會有這

種問題。比如說我們兩個共有這塊，左邊你在用、右邊我在用，可是登記簿裡頭

我們就是各二分之一，一大塊啊，登記簿看不出你左邊、我右邊，可是現場就是

有啊。有一天我的部分又賣給別人的時候，右邊給這個 A了，那你在左邊是這一

塊，應該是 A和你，現場使用上是一人一塊，可是登記簿裡頭就沒寫，就寫各二

分之一，還是同一塊。這個就會跟現場落差，所以你說現場調查是很正確嗎？也

不見得耶，他根本就沒有移轉。還有，現場用的第三人，根本不是登記簿裡頭的

人，所以這中間也會發生一些誤差。所以我覺得法官為什麼不見得承認現場用的，

還是覺得登記簿的人有效，因為他可能會懷疑現在用的人，他到底是用承租權來

用，還是買所有權來用，這個地方可能就要分清楚，有時候他的判決會不會是這

樣。 

萬曉彤：登記機關只看物權有沒有變動，司法機關可能要看債權的所有權。 

余郁芳：對，我覺得這個地方應該是。現在所有判決應該都是在我自治條例修訂

以前判下來的，像我們現在新的調處以後上法院，我也在觀察，還沒有判下來，

他們還是有去告，還沒下來。也不曉得，又很有趣了，我就在看如果他照我們調

處結果做，就會衝突到前面的判決。我們就在觀察，上次一個調處也在講，很有

趣，我們就在等，說調處後如果有不服的人，就要以對造為被告民事提告，那目

前那個法庭還沒有判下來，我們就很好奇，他判下來看跟以前的法條。會不會跟

以前判的，剛才你講得，沒有新的變動就應該照原登記簿共有。不曉得，很有趣，

觀察那個應該是會有一些特別的東西，不曉得會不會，我們很好奇要等判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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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37:35 

 如果他要真正去研究我們自治條例設計的流程，就會跟它民法完全脫節，所

以我們訂這個自治條例，有幾種方式，一個是回歸四十二年原始狀況，能夠回到

原狀就給他回去，回去沒有的時候，第二步驟就是好吧，大家同意為準吧。我就

沒轍啦，你要叫我怎麼去剔掉誰？最沒轍的時候我就照登記簿定稿下去，可是定

稿下去可能就會回歸到司法認為那個共有人的觀念，又回到司法那個。可是這個

步驟不是我們認為第一步就要這樣做。那第一步這樣做也不是說他同意就是回到

真相，真相和同意是不同的概念。真相是真正是誰要出去要把他弄清楚，就是你

出去、就是我留下。他一定有人出去有人留下，不是全部留下。那另外一個是減

少爭議，大家同意遷就現況，我沒辦法回到原狀，大家同意沒人告就好，這也是

一個處理方式。可是有時候也沒辦法大家同意，也沒辦法回到真相，那怎麼辦？

那我們就是照登記簿公告，那我們這個用登記簿去公告是不得已，就像剛才講的，

你與其不去公告，他就是卡在通通沒份。如果有的話，頂多也許三個人，像這個

兩個 B和 C他應該要留下來，變成二分之一，如果真實狀況他要二分之一才對，

B和 C，可是我用登記簿公告他是每個人三分之一，他就差六分之一，他少了六

分之一的權利，總比他二分之一通通不能用好。我們後來用登記簿公告的，判斷

他的公益性，是抓這樣的概念去處理。起碼還有六分之二，我還可以借錢啊，這

個財產對我是有利，我還可以用啊，我還可以將來去賣啊、去借錢都可以。不然

的話，我雖然有六分之三，比六分之二還多，也不會給你借錢，你又舉證不出來。

概念大概是這樣出來的。 

萬曉彤：有沒有像比如說 B跟 C可能一直都在耕作，所以他其實也不需要賣、也

不需要借錢，只是要使用而已。A沒有在使用，那這樣子他們會不會有點反應。 

余郁芳：所以你 B和 C要舉證啊，所以我們後來這個自治條例訂了一個方法，就

改變了，就是說以前像實施耕者有其田前面要調查把 A查出去，事實調查就是這

個方法，是政府積極舉報，看到有就處理掉，要看到正面的有才處理，還有另外

一個是調查之後沒有，也是用協議，也是要看到協議書才有，要積極看到正面的

東西才登下去。可是到兩個都沒有的時候，他又不出面的時候，你看不到正面的

東西怎麼處理？就轉換成我強迫，我公告出去，你來提意見。你沒有提意見我就

是這樣。這就是設計法律的方法，這一招現在地籍清理就是走這個模式。現在地

籍清理條例的那些東西也是，那都是查不到的，等於說顛覆了我們行政單位處理

事情，以前我們是看到具體證據、積極的證據才能辦，可是地籍清理條例和自治

條例這些，是直接公告，來強迫民眾提反證，倒過來做，就是反向操作的意思。

不然你不這樣子做，根本就找不到了啊，所以有一點是用這樣。所以我們會設計

公告時間比較長，我們是三個月，其他彰化還是哪個縣市他好像只有一個月，宜

蘭好像也有，一個月。那我們是想說反正四十二年到現在五十幾年都放了，也不

差你兩個月。放久一點讓他舉證也是想說比較難舉證，我們公告的時候就會通知

當事人，這個地方私底下處理技巧是我們還要主動去查。先從登記簿的地址看在



 
 

51 
 

哪裡，比如說他是桃園的什麼番地，可能是日據時代的地址，我們就去戶政翻，

看他搬到中壢，追到最後斷線為止，常常追到一半他死掉了，我們現在很多很困

難就是死掉，他到抵有多少繼承人，我們法條有一個「全體繼承人」，要找到全

部繼承人，到戶政查，查到那邊張三，搬到中壢死掉，他有繼承人，再從戶籍裡

頭摸索，有三子，就有長子和次子，就這樣子追，所以這個登記就花很多工程是

花在這個地方。有的共有人一百個人，所以這延伸很多，就是查這個就是我們行

政作業上花很多時間的地方，查繼承人。那就公告出去，如果說你們三個都沒有

人說這樣不對，我就當作他對了，所以還會用登記簿公告，所以會有「依登記簿

持分」是這樣出來的。43：44 

萬曉彤：我看這個大溪所他全部都是依登記簿持分。 

余郁芳：對，意思就是事實調查也沒有。 

萬曉彤：是不是因為那邊的資料都不見了？ 

余郁芳：那邊的資料比較正確，應該是說其實有幾個地方可以觀察。其實有時候

行政單位去看那個單位那個時代的公務人員的風格，會很明顯的知道那個單位比

較退步還是進步。中壢楊梅為什麼多？楊梅所是中壢分出去的，我們的解讀是四

十二年那個時候，那時段的中壢所的承辦人員不夠認真，還是說那邊的民情很多

糾紛沒處理掉，所以他一分出去的時候，像平鎮所和楊梅所，是中壢所分出去的。

我們最早的是桃園所、中壢所、大溪所，是我們桃園早期就有的所，那後來楊梅

所是中壢分出去的，平鎮也是中壢分出去的，所以你看楊梅所和中壢所量都蠻大

的。那蘆竹所是桃園分出去的，大溪所獨立在那邊。所以蘆竹和桃園所那邊都還

好。尤其是中壢和楊梅那邊都很高，那邊登記的就很亂。 

萬曉彤：楊梅所那邊有溜池的問題。 

余郁芳：溜池是附帶放領的觀念，就把他當成是耕地一模一樣的意思，他那個溜

和建。 

萬曉彤：但是他那個問題是不但 ABC還在，還多了一個甲。 

余郁芳：他的意思是像我剛才舉例說，通常我們是把他割出來，楊梅所那個土地

沒有割。他要放領出去的，有時候是後面補辦的還是什麼，我覺得他給我的觀察

有些附帶放領後面承認下去的比較多，他那時候就沒有割。直接說 ABC知道，比

如說 A要給甲對不對？他的地號也沒割，直接就把甲放進來的，正常應該是甲放

進來這邊就要減下來，他甲放進去 ABC沒減下來。 

萬曉彤：四個人都三分之一就超過一。 

余郁芳：ABC是原來的持分，他等於說是放領的地號新放進去的時候他沒有去調

整這些，等於說他們那時承辦人處理事情只是說我徵收放領是一回事，剩下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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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我當另一回事，沒有把兩套夾在一起，他其實正常來講兩個應該是這個完了

以後接著就要繼續做才叫作結束，他就是說：「我只負責徵收放領」。其實我們能

清楚的是說有時候這種附帶放領是後面的承租人，他覺得地我耕的我也有繳租，

我也有繳徵收放領的錢，為什麼財產不是我的，他可能後面來講。也許後面在辦

的時候發現說要放領給你，就把名字登給你、權狀也給你了。可是那個時候要承

認後面的人也不知道是誰啊。他有時候資料會有，有一種叫做徵收清冊，徵收清

冊只是在證明誰的土地要被徵收，有一種是放領清冊，知道什麼地方要給哪個佃

農。現在楊梅所很多案子有這個資料，沒這個資料。知道放領給甲，可是這邊徵

收清冊找不出來是誰的地方徵收給甲，所以他就放到這樣。那我覺得楊梅所比較

特別，那個時候的承辦人，有時候很痛恨，搞到這樣。因為現在楊梅所比較複雜，

他是我現在最擔心的一個所，他們現在承辦人也是剛好一直換，經驗比較少一點，

最近我可能會下去輔導他們。 

萬曉彤：他們案件也特別多。 

余郁芳：他們其實也還好啦，因為當初計算的時候他們有把一些附帶放領的也算

進去。裡頭將近有七十筆是附帶放領，那是放領不是保留。我們現在處理的是地

主保留，不要做放領的部分。他當初報上來的時候把這個要放領的他也把數量放

進來，那就要看各所的行政經驗，可能當初他為了績效覺得報多一點。 

萬曉彤：不過這個也是算當時留下來的問題？ 

余郁芳：他的放領已經清楚了啊，其實這個池塘和溜要分開來看，他的方法一樣，

可是你要知道他們這個溜不是只有他們這一戶放就要給他喔，你知道這旁邊都很

多田，有可能還有 C、D，附帶放領的意思就是說，因為有放領田，田要灌溉啊，

就要有池塘啊，所以這個池塘分享的人是 ABCD，所以不能全部給甲，他還要給

這一組的人。 

萬曉彤：但如果 A的部份放領給甲，他就不需要再用到這個池了，所以應該是把

A的部分給甲？ 

余郁芳：不見得啊，實施耕者有其田有一個自耕保留部分，超出自己生活需要的

面積才徵收放領給人家，所以這個池塘，我是地主你不能把我全部徵收了，我要

怎麼過活，所以這個池塘還要留一份給我灌溉，所以這個池塘會更複雜。他不像

田，田給誰就結束了。可是附帶放領的意思就是說，因為我放領田給你，你耕田

需要灌溉，池塘也給你一份。可是這個池塘可能還有 CD、EF，要這麼多組來分

享這個喔。不是只查一組就池塘全部給你，可能你要查得更複雜。 

萬曉彤：楊梅所好像有一些問題是池塘的持分超過一。 

余郁芳：那是因為這個要放領給甲的就處理甲，甲就登下去了，這個 AB還放在

這邊，他就不處理這個，就是說應該是徵收放領這一個步驟，一步驟、二步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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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完，楊梅所是走到一，他偷懶沒有把地割出來，放在一起。放在一起也好，沒

關係，反正湊足 30平方公尺給你就好了，可是他放領下去的時候，他地號沒割，

所以擠在一起。像我剛才講的正常他是地號會割出，保留 1地號，割 1-1地號。

正常應該割出來放領，楊梅所的案子是這條線沒割，繼續保持 1，把甲放進來。

這邊 ABC還是沒處理，二步驟沒處理，他是這樣的問題而已，其實他的概念沒什

麼差，你就用面積的概念去講，不要講地號就比較清楚了。52：20 

萬曉彤：像這種附帶放領的就不算在處理的範圍內？ 

余郁芳：對，為什麼？他是徵收放領不是自耕保留的啊，而且他能登下去就表示

產權確定了，因為這個是新權利，你會放進去一定是他確實是有才會放進去啊。

像這個自耕保留是：我原來有我名字，到底誰剔掉以後剩下的才是我的，這個是

本來沒有你名字，你會把他搬進來一定是確定才會搬進去。那楊梅所我發現他最

近處理程序錯誤，我們去糾正他，他把甲也拿來公告，我說他概念就不對了。放

領的人就是放領的人，放領的人就不是自耕保留，自耕保留一定是「原地主」，

才會由自治條例處理。他把這個承領人，附帶放領就是佃農嘛。 

萬曉彤：像這樣的情形一塊地，AB各二分之一，A放領給甲，變成 AB共有 B的

二分之一，這一塊就是要辦的？ 

余郁芳：這一塊是自耕保留，就是剛才我講的，如果能夠找到是 A的話，那 A

就沒有，就登給 B，如果兩個協議就協議，就不見得是給 B了。你這個是有把地

割出來，其實這種狀況在耕地還是會一樣，不一定要附帶放領，一般真的耕地也

可能是，楊梅所也發生到說，他一樣是這麼大塊，本來是 AB，A要出去給甲，他

也是沒割，甲 AB放在一起，沒割，正常的應該是要把這地割兩塊，A在這邊、B

在這邊，A再給甲，正常是這樣，楊梅所還有連割都沒割，兩個混在一起就這樣

做的，他的概念只差在說有沒有把地號切成兩個而已。總面積還是 90M2分三個

人啊，跟 AB這個給甲一樣，只是這邊比較明確告訴你甲是這麼多，這只是說三

個人都不分清楚。 

萬曉彤：那他現在如果要處理這個池塘的話呢？ 

余郁芳：他應該是本來這個池塘是一，那這個我講他是徵收放領，他本來是完全

沒名字的，你會把他放下去，幾乎都已經校對下去了，校對下去我剛剛講登記簿

的概念，校對下去完成取得權利就要確定他的產權，他的權利是確定的，就要一

減掉甲，甲假設是二分之一，就去掉二分之一，那剩下的 AB去分二分之一才對

啊。最近楊梅所他就做錯了，我覺得你的概念要去問蘆竹啦，不要去問楊梅，楊

梅是我最弱的所。他們那個所的概念到目前為止最弱，最近還丟回去他的公告。

他把這個甲一起公告，我說他的權利已經確定了，怎麼還要把他公告徵詢異議勒？

他是屬於放領的佃農啊。本來沒他名字你會把他放進去，一定是你確定他有，你

才會放進去，確定他有的東西怎麼還來公告徵詢異議，這就不對了啊。今天甲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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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把他公告啊。所以我覺得他的作業程序就錯了，人家確定的產權，你把

他抬出來問大家，好險還沒有人把他附帶放領扯下去。56：50 

最近有一個我退下去，我說你公告怎麼會這樣？不對，他程序不對。本來今天有

一個先生要下去找他們協調，不過最近他們主管在換人，就等下個月再說吧。還

好都要報上來，我們就看了一下，看他的清冊就知道，怎麼可能附帶放領還公告

徵詢異議，奇怪。徵收放領前就沒他的名字，為什麼自耕保留他？他就不是原來

的地主怎麼會「保留」，你要想我們題目叫自耕保留喔，原來就是地主才叫自耕，

那個自耕不是佃農自耕，是地主保留的，自己要耕留下來有多少。所以這個不是

附帶放領，是另外一件事，不是這件事，他搬到這邊來。我最近他們放下去，研

究不要把楊梅所當指標，他把我整個概念、基礎架構都不太對。他把附帶放領也

放進去，我說你們都沒有搞清楚什麼叫「共有土地自耕保留」，地主自耕保留，

附帶放領的是佃農嘛，那佃農他就不是地主，怎麼叫自耕保留？他還把他用地主

自耕保留公告，我說他就不是地主，不是原地主啊。你看那附帶放領出去的名單，

絕對不是在四十二年以前有他的名字，完全沒這個名字啊。那我們現在要走的自

治條例是叫共有的耕地扣掉放領以後自耕，我自己留下來自己耕的地要交換的，

有些被徵收掉他就不是自耕嘛，那附帶放領的是佃農啊。 

萬曉彤：我有看到一個判決他是說本來這個是 AB，A租給甲，所以他不是自耕，

但是甲後來無力承領，所以他就保留，但是耕者有其田條例裡面又規定說像這種

情形要「另行放領」給另外一個人，可是如果說他租給甲，表示實際上甲一直在

這邊耕作，那他另行放領，也不知道要放領給誰？ 

余郁芳：他早期的可能會去調查一些，比如說這中間 A可能還會要先計算，他也

許很多耕地加起來是比方說一公頃好了，他可能有出租給佃農是兩千平方公尺好

了，自己是八千。這兩千可能租給一千給甲、一千給乙。像他這個 A來講，他可

能覺得留下八千就夠我生活無虞，其他的就徵收放領。那有些時候佃農本來就很

窮了，你要給他他還要繳租，他連那個租金都繳不起了，他就變成放棄。那他就

可以調查說要不要給其他的。其實你要徵收放領給佃農，也有佃農自動就說不要，

所以我們那個徵收清冊還有寫「還」的，意思就是說佃農沒有錢繳這個，你縱使

地要給我我也沒錢買啊。這兩千就要退還給 A，所以不見得你要徵收放領通通都

會成功。有時候是真的很窮，我們是不太能想像窮到錢繳不出來那種感覺，那時

候常常發生這種，那就要還給 A。通常這種看到清冊上有一個「還」，就是放領

給甲後來蓋一個章「還」，那這邊又沒有校對，我們通常這個地就會還給 A。 

萬曉彤：我看到那個判決他是說，因為有規定另行放領，但是實際上他沒有另行

放領。 

余郁芳：也有可能找不到人啊，或是第二個人也不要。 

萬曉彤：所以他就說這個不是 B的、也不是 A 的，就是沒有人的，不能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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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郁芳：他其實講的另行放領應該是說，如果這樣可以放領給其他沒農地的人，

那只是一個教示性的講說可以有另一個處理方式，也不見得第二個方式就會有別

人要。 

萬曉彤：對啊，可是那一個判決就是說既然徵收了，就不管放領給誰，總之已經

不可能還回去給你了，剛好這個又是遇到他是非自耕原因的保留，那如果是這個

情況也算在自治條例處理的範圍內嗎？ 

余郁芳：其實這個就不用，我們只要確定這一塊土地沒有放領給佃農。 

萬曉彤：假設 B的部份放領給乙，A的部份回到 A，但上面卻有 AB的名字。兩個

人都出租了，但是後來要還給 A，所以上面有 AB的名字，可是法院上說，B的名

字理論上是要拿掉的，可是 A的是徵收了也沒有放領，他也說這個也不是 A的。 

余郁芳：這個就是法律的見解是新的變更我才做，那我一直在講，我們行政單位

處理實施耕者有其田，第一個是怎麼樣？混在一起，之後直接割，這個都不要人

家申請，政府的公權力就直接做的，接著再辦標示分割、權利分割，其實我們地

政事務所都是直接跳，標示分割部分沒有落簿登，反而是保留的部份會留 AB，

我們所有登記簿查出來，只有這邊到這邊，假設說這是 2、這是 3，法官有 2的

觀念，再到 3，可是我們這邊登記的流程是 1 做完就是下面的，沒有出現這樣的

東西。這個東西是虛的，因為在放領清冊裡面是只有徵收的人是 A拿走，放甲，

我們有一個清冊，一個是徵收清冊，被徵收人是 A，依照這個清冊 A是不見的，

那依照放領清冊直接放甲。就把 A的位置依照徵收清冊把他去掉，然後依照放領

清冊把甲放下去。其實你不要分割就應該變成甲和 B了嘛，甲和 A 和 B啦。我們

在登記的觀念沒有這樣子，那我知道法官的觀念是用現在共有物分割的觀念看這

個案子。我們現在登記簿的共有物分割交換為單獨所有，我們的動作是這樣（標

示分割），然後再協議成 A在這邊 B在這邊，就這樣子出來共有土地變單獨所有。

今天我們共有物分割是這樣的觀念去處理，以前實施耕者有其田沒有現在這個動

作，是依照徵收清冊，徵收清冊是原始取得啊，我們依照徵收清冊就是發生效力

了，A就是沒有了。那放領清冊也是屬於原始取得的觀念，就直接給甲了。所以

這個文件有公告就發生效力，公告那一天就是說 A沒有了，公告放領給甲就是那

天就是甲的了。所以我們的動作是直接跳到甲，沒有中間 AB兩個人有這樣的觀

念，我們是直接用這兩個文件就登下去。在登記簿邏輯沒有這樣的觀念，那在法

官的邏輯就像剛才講的，他是覺得說沒有新的變更前要保持舊的，所以他就覺得

說兩個人的名字要繼續寫在這邊。這個民法的觀念跟地政物權的觀念有一點差距。

就是說我們的解讀是，我寫下到登記簿，沒跟你校對完成，那是事實認定的問題

的時候，就算事實是這樣，沒有法院查證說是，我沒蓋校對章我就不會承認是你

的。法官不是這樣，法官是認為說，你新的權利沒有經過完成變更前，繼續保持

舊的狀態，他是這樣子啊。所以我們會有一個空窗期就是，法官說照舊的，我們

說要確定我才給，就把他放空，因為登記規則有寫，沒有校對完成沒有取得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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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民法 758是登記生效，我就還沒登記給你啊，比方說像這個，我沒有登給甲

之前，你不能說是甲的。可是這個比較像 759的，我雖然還沒登，但是照徵收清

冊就是他的，他不能處分而已，所以我們的概念是甲早就取得了。因為這個徵收

清冊、放領清冊我把他認定是像道路徵收，他就是生效了，只是我還沒有落簿而

已。所以徵收清冊、放領清冊，只要我找到就承認這個權利，我不會承認 AB繼

續保留啊。因為從徵收清冊裡頭就已經把 A槓掉了，就已經確定否定你的權利。

01：08：20 

 因為這個案子全國大概桃園縣第一個在做，還沒有人在這個地方做辯論，我

也不知道哪個對，其實我也不知道到底法官要講對，只是我是從登記的角度看，

我們看登記簿的概念是：沒有校對完成就不是你的。可是像這個徵收清冊是原始

取得，公告了以後就是你的，只是還沒有登記不能處分而已。所以到這邊有徵收

放領清冊經過政府公告出來說徵收 A的地方，A的這三十平方公尺要被徵收，我

一公告以後你 A就沒有了，我雖然還沒有寫在登記簿，可是他就是。然後另外還

有一個放領清冊，這三十平方公尺原地主是 A，要放領給甲，我那清冊一公告就

生效了，只是說甲沒有到地政事務所拿到權狀你不能處分、賣啊或什麼。我們已

經承認 A不見、甲存在了，可是法官用登記簿轉載說還是繼續 AB，他覺得登記

簿裡頭還沒改變原來這個 AB的觀念。 

萬曉彤：那如果像甲無力承領的這個，他不是「自耕」保留。 

余郁芳：甲這個應該是放棄承領繼續還給原地主的意思，這塊地他的真實狀況也

不是（自耕），他只是原來的放領不做了。 

萬曉彤：那這樣有沒有適用自治條例呢？ 

余郁芳：不適用啊。他這樣回給甲只是把徵收放領這個動作回復。 

萬曉彤：可是這樣就會變成 B的部份是乙的，甲的部分變成 AB，這個部分能辦

嗎？ 

余郁芳：這個 AB就要去承認了，因為現在不知道是 A的放領出去還是 B的放領

出去。雖然 A複雜一點，照我們故事看來甲有回到 A，A應該是確定他權利在這

邊，可是在 B這邊也有徵收放領的問題啊，照理說 A這邊是不做徵收放領，就是

保留下來的土地。可是 B的地方被放領成功了，應該 B就要被徵收掉，如果回到

真實應該是這塊地 B應該被指認出來去掉，留下 A。 

萬曉彤：但他不屬於「自耕」保留，您剛剛說他不是自耕保留地，能夠一樣適用

嗎？ 

余郁芳：你這邊是 A要放領給甲，甲放棄了就是要保留給 A，他回到原來的地主，

保留給他自己啊。我們把這個自耕保留分兩個概念，這邊的概念是說我完全沒有

經過徵收，從來沒有要徵收放領的地，那這邊的土地是說我曾經有要被徵收放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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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個要放領的人沒有成功，土地就回到我原來地主，那就是變成我地主繼續

要保留下來的意思，我們的意思是這樣。那我現在懂你的意思，你們是要把他學

術理論非常地細。 

萬曉彤：我只是因為剛好看到這個情形，所以想問一下，如果他不是因為自耕而

保留。 

余郁芳：那你的定義是說，從來沒被公告徵收放領這個才叫做自耕保留？ 

萬曉彤：對，因為當時的規定是自耕的人才可以保留，如果有出租就是要徵收。 

余郁芳：對啊，可不是也有徵收失敗的要回給他自己嗎？ 

萬曉彤：對，但那個就不是屬於「自耕」保留。 

余郁芳：這是學術上面的字眼啦，在我們處理上面，總是要讓他回到原地主，你

要回給誰，我們認為是說，我本來要徵收放領給你的，他不要嘛，當然還給我原

來地主啊。那就變成地主自己要留下來，當我還沒有確定放領給第三個人，我還

是要給原地主啊。等於說整個實施耕者有其田制度，這一部分的面積還是我地主

要保留下來的，不做放領出去的意思。我們把自耕保留的意思放的是說，要徵收

放領出去的才叫做放領，沒放領出去的都叫做保留啦。我們把他想成這樣。 

萬曉彤：瞭解。 

余郁芳：我是在猜你可能是把怎麼算都不用徵收的那個叫做自耕保留，你是用那

個定義字眼啦。 

萬曉彤：因為他即使還給 A，有可能還是繼續租給甲耕作，還是不算自耕啊。 

余郁芳：那問題是物權上他還是承租人，不是所有權人，所以物權還是給 A保留

是對的。 

萬曉彤：所以這個自治條例重點是在保留而不是自耕就對了。 

余郁芳：對。其實我是在想說這個撤銷的案例應該是特殊案例，就是說我要放領

給你，他沒有繳錢過來，他有可能公告過要給你，後來他要分十年繳，他有時候

繳到五年真的就是沒辦法完成，不能說財產還是要給他，那就回到原地主，那我

們認為這個地方還是原地主要保留下來，除非我今天找到第二個佃農要給他的話，

這個還是原地主所有。我們公務體系在處理一個東西是這樣去就這麼回來，我們

不會像學術切得那麼細，太在乎那個字眼。實施耕者有其田裡面也沒有講到這麼

清楚說這個就是不叫做自耕，他保留下來沒放領給別人，當然他自己用啊，不然

要怎麼樣。01：15：25～01：18：57（略） 

 像我們楊梅所很多附帶放領最近才查到我有點擔心，能辦的早就辦了，現在

我們楊梅我現在還不清楚，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多沒有分割出來的。那我七十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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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就在楊梅，那時候承辦的也辦過，因為有人不能推論什麼事實，反正那時

候就很多佃農就來吵說：就是我，我也在耕啊，反正他就登下去了，就把附帶放

領也登在下面，原來那個 AB的二分之一還在上面，所以楊梅特別多。那我就在

看這個校對的人是誰，我們沒有預設立場，只是在推論說，那時候也知道，每個

公務員的素質也不是那麼一致，楊梅所特別會這樣，中壢所也是。 

萬曉彤：好像因為以前溜池就是水權，所以可能沒有注意到持分多少的問題，只

要有持分就可以放水。 

余郁芳：其實早期徵收和放領清冊，到我們這一代去看的時候就不是很齊，那有

些所搬很多次家，像楊梅所那時候八十二、八十三搬家，那時候前面的承辦人就

是很虎爛的那種承辦人啊。他那個資料都沒有（帶走），都在那個窗台下，那每

個人掌管的業務你就要帶走啊，所以還是有很多不是很認真的公務員。後來我們

搬走，是那個位子人家衛生所要，就去借，他看到打電話來說：「你們還有很多

東西。」「蛤？還有很多？」才去搬回來耶。所以楊梅所能夠查到，我記得那時

候資料都很亂。 

萬曉彤：我去看的時候他們徵收清冊跟放領清冊都在啊。 

余郁芳：那是我搬過來的，我搬過來的那時候櫥子大概是門板那麼高兩個鐵櫃這

樣。那時候就是以前在鎮公所搬到新城路那邊去的時候，那現在又搬第二次家了。

那個資料都很亂，沒有全部，那時候也沒清點到底總共是多少，不知道，原始多

少也不知道，因為他是從中壢所分出來的。以前也沒有像現在這樣總量有幾冊、

幾本，都沒有這種資料，看到就搬了啊。我們現在是已經還把他掃描起來了，可

是早期有很多、更多一拿起來根本不能看的，所以我不覺得楊梅所的案子會辦得

很清楚。除非他比較費心去算，找公所的三七五租約去算，不然其實那個資料沒

有很齊。 

萬曉彤：我看他們都有裱褙起來。 

余郁芳：後來有再補救這個，因為從九十五年訂出來，九十六年在清查嘛，各地

所找登記簿，哪些是跟這個有關係的，趕快去蓋註記，所以你看那個塗銷註記的

就是地所當初一查，他就不是這個問題也給他做上去，後來查說不是要用自治條

例，才會塗銷註記。所以這個數字現在就教你看。塗銷註記的部份你看一下楊梅

所有多少筆？01：22：39 

萬曉彤：191。 

余郁芳：這樣你懂嗎？這中間還要在多扣 70 筆，這就是他們以前數數量給我們

的東西就是很…塗銷註記的意思就是說我這個登記簿裡頭，有可能是以前重劃的

問題沒辦法確定，有時候我們登記簿以前人工作業，手寫的登記簿，校對看完一

定要蓋章，可是你也知道，那時候地所很忙啊，校對的人可能對好了以後，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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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那個章。剛剛有講，我們的概念是沒看到那章不承認是你的啦。所以那個章有

可能純粹只是漏蓋，也有可能是這個地號移轉，早期從總登記也好，什麼地方怪

怪的沒辦法確定，大家很忙的時候：好吧，名字先寫，不要校對，有空再來查。

那到後來有可能忘記，也有可能忙而沒查，什麼問題都有。所以你看楊梅所有很

多產權未定，有些是這個未辦持分交換的問題，都有未蓋校對章的狀況存在，那

可能他們清查，一看未蓋校對章全部都蓋未辦持分，後來發現不是這個問題。他

可是登記簿持分總登記的時候就大於一了，大家都不敢確定下去的問題，所以他

後來訂的時候就只能塗銷註記。如果老實講塗銷註記這個方式，是完全沒有走這

個程序，只是我們當初列管是先清查這個單位到底有多少筆土地要這樣處理的，

可是在查的時候要透過再去調資料，是這個問題才是要，可是那時候就是可能一

下沒有查清，不然就是像這個歷史觀念也不見得每個承辦人就會很清楚，我也是

摸索這麼多年才稍微比較進步一點，所以他們就蓋了很多，所以塗銷註記你可以

把他剔除是效益。 

 我們當初為了要執行這個計畫，就要大家全部數量出來，然後定計劃大家照

時間去照表操課，所以總數是這樣，後來他處理掉以後不是，因為總數已經定稿

了，每天這樣動也不是，那就用塗銷註記，我看懂了就好，就不認為你是持分交

換的績效，大概是這樣子。因為我們公部門在清理登記簿，會有一個列管的步驟，

才知道大家進行的如何。 

萬曉彤：那這個徵收是？ 

余郁芳：像這個自治條例不是要有時間嗎？要花時間去查，可是他還沒有查的時

候，政府就要開馬路、就要給你徵收了，那目前徵收條例他另外也有一個解釋啊，

如果登記簿是這樣，因為徵收就是一個比較強烈的手段，通常政府用從寬的手段

去處理，多就多吧，這個是有特別解釋。所以為了加速公共設施的取得，在處理

的時候就：好吧，已經公告徵收是你的，就當作登記簿是怎樣我就這樣子給你，

用錢補償給你。所以在徵收的地方本來也要辦這個，反正徵收一取得就公有了嘛，

管你同不同意，然後所有東西從優給民眾，就用現金補償給你，每個人都不用損

失，大於一的我就大於一的錢給你。 

萬曉彤：所以徵收等於是依登記簿持分的意思？ 

余郁芳：對，他徵收有一個地方是照登記簿的現況，如果目前查起來他的權利不

明者，就將就照登記簿就給你了，目前這是徵收的特別解釋。那我們解除的有一

些部分是這樣子。 

萬曉彤：目前看起來是一筆。 

余郁芳：對，一筆，那個是地所也：好啦好啦，反正都政府拿去了，就不要處理

了。那他們也同意。因為你照這個總是有人要減少，反而受傷害，就這樣就好了，

民眾也沒有受損，就把他處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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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曉彤：這樣看起來法院審理的案件其實不多？ 

余郁芳：對，蘆竹所比較多，蘆竹所其實調處的案子也有一點。後來有發現蘆竹

可能那邊的人因為現在他地價離桃園市很近，像現在航空城一翻下去，大家對土

地就比較注目，可能就比較會有。 

萬曉彤：如果他們要告到法院的話，是要以對方為被告請求移轉所有權嗎？ 

余郁芳：我們行政部門處理的程序就是清查跟公告，公告這個算是我們行政處分，

也不算啦，還沒有做出結果，算是我們內部行政處理，我們就公告這樣子出去之

後，有人提他的證據就提異議文件，那步驟是地所會自行先協議，那雙方來講講

看，雙方同意的話也可以當決議，這就是協議的意思啊，有時候在會前也有用協

議，公告之後大家來講一講、大家同意簽字的也有。辦這個會成功就是有時候拖

越久也比較容易處理這個問題，因為他們的子孫也搞不清楚，他覺得這是天上掉

下來的財產，你現在叫他提（證據）他也不知道，他反正就簽名。你五十年想處

理不可能用這樣處理，因為還太接近真實性，就吵到底啊。那有時候時間拖久了

以後，上一輩早就死掉了，也沒有人知道是怎麼樣，或是又上班又什麼，也不以

這行為吃飯，可能協調說：「人以和為貴」，可能他就簽字了。有時候時間拖越久

還蠻好協議的是因為懂得人都不在了，有時候也可以幫助一些處理掉，反正社會

大家同意就處理就好了。那我們協議通常會給他機會兩次，真的協議不成就送調

處委員會，那調處委員會重點在爭議。本來我是用登記簿公告這個持分，那異議

人一定是針對這個登記簿說不是嘛。可能就在調處會裡面他陳述意見，可能就看

委員對你們雙方辯論的意見誰比較有理，那委員就會有一個結果出來，通常也會

給他兩次機會。兩次之後委員就會決定是甲還是要給乙，不管他對不對，總是要

有一個仲裁出去。那仲裁出去還是有一方不同意，那只好就愛莫能助了，就請法

官來對照。 

比如說我今天判 A出去，B舉證出來了說 A應該出去，我的異議一定是這樣。那

我們地政事務所公告是 A二分之一、B二分之一，可是 B就會抗議說：根本不是

A二分之一，是我全部、A不見。如果我提的異議理由是這樣，那就協議，如果

兩個人同意就蓋章，或是 B同意後來又屈就，協議了同意簽字就沒事。那還是不

同意就上調處，也許我就會繼續辯論：我 B就是全部，A就應該沒有。那就看委

員聽不聽，委員覺得你講得有道理，就會說：對，你 A應該沒有，應該給 B。假

如說這樣裁，那當然 A可能就會不同意啊，不同意他就去告 B，其實他最主要是

告權利，那我們調處的是調處權利，是調處到底這個權利是誰的，雙方辯論吵贏

了就贏。那 A就要到法院去告說：B的權利應該二分之一要給我，或是要全部給

我，就看他怎麼告法。那就要走民事，因為是私權。 

萬曉彤：那他是直接請求法院確認他們兩個的權利，還是直接請求移轉？ 

余郁芳：這個就要看他們告的人要怎麼告，因為原告是他們私人，就看法官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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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受理他的告法。如果在理論上他應該要告說：我的權利應該多少？也許調處的

結果是 B三分之二、A三分之一，也許 A要告說：不對，我應該二分之一。他就

應該要訴求 B再給六分之一給我。我覺得要看訴訟人怎麼打，如果打說：我確定

我的權利應該要二分之一。還是說你要去告：B要移轉二分之一權利給我。這兩

個不一樣。B要移轉二分之一給我，你拿到就直接登二分之一，可是確定權利是

二分之一，那 A只是確定你權利，還要經過登記的程序。那這個地方還有一點我

們判決都還沒有出來過。目前我們一開始概念會想說他的處理方式，如果他請求

法官說判決 B應該再移轉三分之幾給我，那他就可以拿著這個直接到地政事務所

判決移轉登記。另外一種作法是他去訴訟的結果是說，確定這個地號我 A要二分

之一，法官說對，如果這樣的話，他這個文件拿到地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就要

再去內部寫成登記的申請書。登記是一個程序，可是這個確定產權他沒有登記的

動作，可能要回過頭來我們幫他去做。就有點把法院判決當成協議書的意思，協

議持分是多少。地政事務所目前有的在地價課、有的在行政課啦，那有些小所還

沒有行政課就在地價課。他拿到確定權利二分之一的判決之後，那地所要寫申請，

書，以這個當證明文件，A二分之一、B二分之一，地所再照這個申請書登成二

分之一。 

萬曉彤：所以如果直接請求移轉的話是比較好？ 

余郁芳：對，我現在是還沒有看到判決，如果有判決我現在的想像中這兩個原因

又不大一樣，如果他告B要移轉登記多少給我的，那我們就用判決移轉就可以了，

如果他是說確定 A二分之一、B二分之一，沒有講移轉兩個字，這個叫確認判決，

那剛才那個移轉的叫給付判決，那給付判決拿到就有給付力，就可以直接登，我

想想這個原因會掛不一樣。 

萬曉彤：但如果是確認判決的話，我看早期的判決都會寫說：確認之訴無法拘束

土地登記，然後因為這樣他不願意去做這個判決。 

余郁芳：所以現在有自治條例了啊，自治條例的後面不是有一個是說，也許我開

協議書就成立了，就取得了確定產權以後，拿到地政事務所，這是我地政處理的

程序，我查證之後確定產權，依照登記程序辦登記，那就變成我移過去，我們就

用持分交換登記。那當然我們現在還沒有判決下來的案子，如果以現在詳細分他

會有兩種登記原因是不一樣的。如果他是給付判決，民眾拿到這個判決書直接到

地政事務所用判決移轉就可以登了，登記原因用判決移轉登，直接就落簿登。 

萬曉彤：不過這樣會不會也有一個問題，就是比如說他判決甲要把持分移轉給乙，

但因為甲自己的持分產權都還不確定的情況之下，要怎麼去判？ 

余郁芳：對，我還沒有看到他們告的，所以我現在也不清楚。我們就在想，如果

他是給付判決就直接可以登。如果是確定判決就沒有執行力，那如果是確定判決

就視同我們剛剛查證的結果，把他當作證明文件，那我們有一條是地政事務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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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辦理。那他可以說已經拿到我確定權利是這樣，你幫我落簿登，這樣子地政事

務所送到登記課就要登「持分交換移轉登記」。因為我們現在自治條例用這個登

的登記原因就是持分交換移轉登記，我們登記原因會改掉，雖然有時候照登記簿

的名字，之前就有這三個名字在，只是沒校對、有註記，那如果經過程序公告沒

異議的，我們還是要抄一遍，那個登記原因就不一樣了，就是用持分交換移轉登

記。那我是覺得，如果他今天告的向法院是確定判決，我現在只是想像，還沒有

確定，等真正碰到可能再深入想想吧。如果是確定判決，我覺得他沒有執行力，

可能就要回到自治條例。當事人他一定會說：我贏了，我確定我權利多少了。他

可能就會拿給地政事務所說：我們以前那些吵的，開調處什麼公告異議的部分，

現在確定我就是這麼多了。那地政事務所拿到這個證明文件，法院判決的確定就

相當於調查的確定，是類似的概念，用持分交換登。那如果他今天向法院告也有

可能是告…他要怎麼告我們很難掌握。他若是告判決移轉，有時候法官的結論會

寫這個地號二分之一登給 A，看他判決怎麼寫，還沒有案例，他如果寫說這個帝

號有二分之一要登給 A，那就有給付的感覺。那既然給付判決就有執行的能力，

當事人拿到直接自己寫申請書登也可以。如果當事人要丟給地所做，我們再斟酌

啦。起碼把兩個人的關係搞懂了就好。 

萬曉彤：我看以前的法院判到後來都不了了之。 

余郁芳：那個是因為自治條例還沒訂。那現在其實法官如果行政單位能幫他處理，

他也不希望到司法去處理啊，那我們這邊是真正的，沒有實際調查的資料或是協

議書，就抱歉，私權糾紛就是司法處理。那目前我們就特別訂了一個自治條例，

來再把他往前進一點。可是如果照我們現在處理的比例來看，其實我覺得比我想

像中好很多。因為那時候在修自治條例之前，也是修徐老師的課，有請他看過，

我那時候就很怕，因為還沒訂，我很怕我們修法修得不夠妥適會被告。可是處理

下來還好，其實到後來我覺得也有可能時間在幫我們，因為現在留下的子孫他搞

不清楚以前是怎麼樣。他就覺得天上掉下來，本來就不能賣也不能借錢有什麼用？

現在有了他可能覺得他的考量還好。所以今天會比較多可以處理下來，我覺得時

間也是有幫助啦。 

萬曉彤：我之前有到現場去看，遇到一個所有權人，我有問他希不希望趕快處理？

他說他們自己沒辦法協議，但是他們也覺得政府沒有權力介入。 

余郁芳：有時候我們處理這個也很困難，我們縣地政局有好幾個有名的徐氏姊妹，

超會鬧的，他的情形更好玩，不是我們想像中權利變走才會鬧，我們照持分沒有

動他的，天天來吵我們。這個地方應該是法律要宣導給他知道。可是你知道這個

專業人都講得很困難了，碰到那個權利人每個人還沒來就臉紅脖子粗，像那個就

是我們照你的意思照登記簿，他那個也是上一輩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多少，可

是就是說，其實應該是他的土地現狀已經賣了，只是登記簿沒登，以前不是沒有

校對就不給你移轉嗎？可是私底下他們還是很多賣掉的啊，可是他現在後代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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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名字好像是他外公的吧，現在照登記簿公告，他就一直鬧：你政府怎麼可以

這樣這樣。我就說那你是要怎麼樣呢？我覺得他心裡就知道啦，土地本來他就沒

有在用，已經賣掉了，當然在公告的時候一定是用的人會提異議啊，後來那件案

子我們在行政處理上是以登記簿生效。你以前跟人家買賣沒取得產權，我們就當

他只是債權行為，不代表土地就是你的。所以我們現在原則上還是土地登誰的就

先他的。像那個反而是他的外孫女每天來地所吵，我就說：別人要怎麼異議我不

知道。他就說別人要異議，就一直鬧啊。他又沒有減少，他就一直鬧，鬧到後來

地所也把他裁了，就是照登記簿。民間的概念跟行政單位處理物權還是有脫節。

民眾一般常想我錢給你、我在用，他就覺得那是他的了，其實他們都還少了一步，

沒登記就什麼都不生效。可是我們地政單位在處理是看登記生效，所以沒登給你，

我根本不承認你在用。那一塊地是用的人在異議，他說：我以前就買來我在耕啊，

為什麼你現在用登記簿公告？他這種就是跟登記簿的人私下買，沒有經過地政事

務所登記，現在一直覺得給了錢、在用，他就覺得物權是他的了。民眾對財產權

的取得要拿到權狀的概念不是太強。 

萬曉彤：但這不是很容易，請他再來申請登記就好了嗎？ 

余郁芳：那時候就是不能登啊，還有持分交換沒清完啊。 

萬曉彤：但是先登記成 B的之後他就可以來申請。 

余郁芳：可是怕他時效超過 15年。有些物權的取得就是有訂，比如說買房子，

15年沒取得會時效消滅，15年內不請求登記為物權，那只是債權。那要看有些

地主願意給你就沒問題，有些就：剛好撿到了，錢拿一筆，物權又是我的。那是

法律訂的程序，像這個都超過 15年。今天來鬧的不是 C喔，是 B的孫女喔，我

說我們現在還把你權利放在上面，是我們走物權的概念去給你公告，他天天來。 

萬曉彤：他是什麼都不知道，但是登記簿上有他的名字他就要權利？ 

余郁芳：有他祖父的權利，現在還是有他祖父的權利，但他就天天來，他可能怕

C會鬧。跟她講解什麼他都聽不下去，我們又沒有讓你的權利（減少），還有你

的名字嘛，等看有沒有人異議。就天天來鬧，我就說他心裡已經知道，現場不是

他用，他就說你一定要給我，我就說現在就是你的名字，他就轉不通啊。那當然

這件案子 C還是來異議、來告，告了我們裁決還是照登記簿，因為當初你這樣賣，

又超過十五年，那他可能超過十五年，他可能覺得沒把握會贏，但是有機會異議

就異議這樣子處理。那現在這個案子已經告到法院去，法院又說：你們要不要事

前先協議？現在徐氏姊妹又來鬧我們。我說：你要問法官不是來找我們啊。他說：

誰叫你們調處的結果…他用調處的結果去上法院。我說調處結果其實對他比較有

利啊，可是人家去告，我們就會被枝枝節節一直這樣，過程會有一些枝節要處理。 

萬曉彤：像這種情況的話他是不是寧可都不處理，他就都沒有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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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郁芳：對啊，可是這中間會危害到土地的有效使用啊，就像剛才的危害到第三

個 C，你很難讓社會每個人都那麼有地政的專業知識，說要拿到權狀，我們只能

盡量宣導，因為他也是耕了一輩子啊。所以我們只能說土地在發生這種糾紛，只

能每年釐清多少算多少。其實這個觀念就是說，我做這幾年下來就感覺說，可能

不是處理四十二年那個點的問題，他後面的問題已經累積成另外一個新的問題。

就變成沒路可走我就訂一條自治條例來處理，不管他是四十二年那一天、那一點

發生的問題，還是累積的這中間，甚至我們中間老實講，中間也有地政事務所發

現真的就賣掉了，這中間有一點概念是賣掉的，那有一段時間的概念就是說，他

說：「好啊，你要賣是嗎？」以前我們不給他處理啊，這個東西應該叫案外案，

我們就不處理這個，其實這處理起來，公務沒辦法做，真的為了那些，我根本沒

辦法處理。只能將就沒有新的問題就好，其實公務員每天處理那個，沒那麼多時

間，為了這一點點事情整個扯到通通不能辦。那早期可能有人說：「我買了。」

現實的社會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理想，說不能移轉。他就寫切結：「我買的人就

願意，以後要減少我就減少，我負責嘛。」他也保證寫給你啊，什麼承諾也寫給

你，地所有時候就做了。我們桃園縣還好，很少，等下我要舉新北市，就登了。

可是過了十五年登記案件燒掉，你以後沒有保存他切結內容，今天要減少會不會

發生問題不知道，可是那個地號到後來大部分都是用登記簿公告，也是很幸運反

正體制上有就用這個處理掉，也沒有異議，反正就是把這個土地解套就對了。因

為我剛才講的，真的要回到原貌，不是那麼容易，不是你想這樣就這樣。反而是

一動不如一靜，保持原登記比較容易過關，是因為大家習慣這樣，真的要照實際

去查回去，反而風險更大，挑撥了民眾的心情，這是公務體制跟學術理論會拖結

的地方。像我們縣在處理的，很少，只有中壢所發生過這個，現在我想說好險喔，

案子燒掉了，你怎麼知道他有切結？以現在的眼光看，我怎麼知道你有切結？他

只是口頭問前輩以前怎麼登？「我們那時候都是個案啊，就簽切結，只要權利人

願意承受，他都願意承受了，你為什麼不給他做？」那時候他想說證明文件在手

上，沒問題，他真的願意啊，以後要抗議就說「你同意了啊」。可是你要知道這

一拖超過十五年早就燒掉了。那現在有趣的就是新北市，你看他現在，早上還跟

我們要我們的計畫，他好像也要修我們這個（自治條例），我們後來問他還有幾

筆，他說一百七十幾筆。他這個會期，大概九月十月就要開了，這個會期要通過

這個自治條例。他現在應該還沒拉下來，你有下載嗎？你現在把他印下來，不然

等到這個會期修完，舊的會不見，因為他在修，在修像我們這個版。他舊的版也

是等到全部有同意書了才辦，不然完全不辦，新北市。就只照事實調查有的辦，

還有全部同意人辦，他有個有趣的一條是，繼承他有允許辦，還有一個是承買人

切結可以辦，那一條有問題。因為大前年也是新北市的一個代書跑來抗議，因為

新北市不給人家清那個地號，那個地號就凍結不能買賣，他就來說為什麼新北市

不像我們可以主動幫人家清，因為要開發那個土地的就很急啊，卡在又那麼多人。

為什麼不像你們把他主動事情拿出來談？那時候有注意到他們好像同意他移轉，

可是他同意的條件是買的人要切結，像我以前講的，同意就辦。他現在好像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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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之前還在啦，現在網站上可能還找得到，你把他下載下來比較。十月下個會

期全國的議會就要開始了，他這次有丟出自治條例，可能會通過，會有修正版，

修正版好像就會像我們一樣要處理掉。我還沒看他修的草案啦，他當初找我們去

做，你可以比較看看跟現在的不大一樣。他現在是協議好或是有事實調查的文件，

那當然可以辦，可是他有允許一個，我們這邊是不確定你的權利是不能移轉設定，

他是說如果這個人要賣，買的人能夠承諾說我以後如果有減少我都願意承受，我

不會抗議，他是允許的。他現在條例是這樣，有差距。現在有好幾個版本，大概

有六七個吧，花蓮、南投、屏東也出來了，新竹是跟我們比較接近，新竹市前年

底出來的。 

萬曉彤：他好像有一個參考範例？ 

余郁芳：這個是內政部，當初內政部在做這個的時候，以前是有訂一個叫做「要

點」，他不是法律的層級，後來是因為行政程序法實施，他就覺得說與民眾有關

的一定要到法律層級，不可以用「要點」，要點是行政規則。所以前面政府有訂

這個處理，他也是要協議，後來這個內政部就不訂了，因為這個大家想說又不是

全國都有，自己縣市自己處理。所以就是說要怎麼去訂一個自治條例，只是把那

個要點的概念抄到這裡，只是內容好像只到同意為止吧，據我知道還是要同意書

嘛。我們剛開始修也是到這個程度，後來我們 95再修，差別最大應該是 95年

12月那個版本。後來地籍清理出來以後我就放心了，因為我覺得地籍清理處理

那個查到沒有的也是這樣的邏輯。我之前比較緊張，這樣會不會被告啊？後來地

籍清理的概念也是用公告，你沒有提異議我就確定這樣子。我就覺得比較放心，

起碼中央的法律也是這樣。 

萬曉彤：所以如果說以處理四十二年當時的問題來講，這個自治條例最大的貢獻

是在保護承辦人，我看他們回到原來持分的其實是非常少的，很難回到以前的狀

態。 

余郁芳：很少，還是有，但很少。其實這個問題就是行政程序法出來啊，沒有法

律你就是不能辦啊。所以在處理的時候大概就是在設計一條法律，讓公務員有依

行政程序法那一條天條一樣，卡得我們誰都不敢處理，那以前訂的法律層級就很

低啊，像那要點根本不用經過民意代表。行政單位想怎麼做就做，他就這樣搬了

你拿他也沒辦法。可是起碼行政程序法下來，也在保護公務員啊，反正我只要民

意代表通過，他就是一個罩門，幫我們公務員擋在前面，那當然民意代表要很認

真去看這個概念合不合情理。其實我們這個不懂的委員一開始跟她講，說：「你

不是解釋放領的人持分要變沒有，為什麼後面又要照登記簿去公告？」大家的問

題都一樣，我一換承辦人，每個人都想不通那個地方。我就說今天我如果是只處

理 42年那個點，我用登記簿公告你會感覺不合理，本來就有一個地主應該要出

去的，怎麼我今天就把留下來的通通有份？可是就是說累積到後來的效果，就會

變成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你覺得這件事件要怎麼去處理，效益是比較大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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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了方法，我們不是第一步就照登記簿公告，我還是有把回到真實面當第一步，

第二個是照當事人的意見，第三步才是將就（照登記簿），都沒有文件才去處理

的，是這樣的程序這樣去處理的，不然他還是卡在那邊啊。後來我就跟她講說剛

才我講的，本來比如說 AB各二分之一，面積真正應該是 B留下 30，可是我們照

登記簿，變成是一個人 15，那我們後來是說，與其不往下處理，他也不來協議

的時候。我們只是想像應該是這樣，可是這兩個人應該要指認誰啊？指認 A也不

對，搞不好是 B要出去耶。所以這個搞不清楚，如果真實面是 B應該要有 30平

方公尺，好像比較多，與其認不出來不給你動，卡在那裡，與其這樣，願不願意

你拿 15、他拿 15，解凍，還可以處理，你拿的 30和 0是一樣的，因為你不能處

理，也許還要繳稅。可能有一個人賺 15、一個人賠 15，誰賠不知道，因為找不

到，與其這樣你還撿到 15是權利。所以這個條例的重點是去平衡他的公益性。 

萬曉彤：會不會幾十年來沒有辦就是因為想不到這個辦法？ 

余郁芳：因為這個除非他雙方同意，公務員不會敢碰這種東西，因為財產不是自

己的。要有法律依據，所以訂了自治條例就是公務員才敢、有勇氣去辦。其實我

在辦的時候承辦人也是哇哇叫啊，查的時候要翻那個，翻得全身都會癢。 

萬曉彤：我之前去中壢所，他們說他們查這個即使查到真的出租人是誰，也不能

照調查的結果去公告，他說他們沒有權利直接登記。 

余郁芳：這要看他們的證據力，會不會像剛才講的後來又放棄或是什麼的。就像

當初說確定放領給甲，也許甲後來繳一繳就不繳了。那其實放領感覺有給你，因

為先公告啊，公告你才能十年繳清，搞不好他的義務都還沒盡完就不應該全部取

得，所以他可能概念會不會是講這樣？那如果說他相關查證的資料很齊的話，該

辦就是要辦，那個是個案確認的問題。 

萬曉彤：他那時候跟我說的是，不管查到的結果是怎麼樣，他會按照登記簿去通

知，不過我現在看起來好像他依調查持分的結果也蠻多的，可能通知之後還會再

修正。 

余郁芳：有可能，其實這中間有一些成份大概就是，不要講我們真正的法律，在

公務真正操作下去的時候，不是我們想像中法律訂下去就不會動了。操作的人員

還是有他的特性跟個性，有的比較有擔當的他就會做，沒擔當的他就給你耍賴。

其實我們這中間操作我不敢說我完全遵照法律，有些我也是權宜處理，像我們總

是桃園縣是一個公信力的政府，有些地所根本不用調處，該異議無效的就駁掉就

好了，可是地所他就推給你，沒擔當就想說調處給你處理。那當然我們一看就是

他異議無理你就有擔當就要處理掉，這是理想啦，其實在公部門處理很多事情不

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多理想，你要把一件事情處理掉，真的要做那個做不完啊。那

有些時候就想說：那就開吧，總是兩次就陪你走過來吧，到委員的時候結論還是

會一樣。我現在如果駁回，他已經開協議了，一大堆人都知道，今天如果退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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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就是打地所一個巴掌。民眾本來就在吵架了，地政事務所開會的時候，他其

實都還覺得你報上來，我們都尊重地所，如果今天我說他處理錯誤，他下次怎麼

協調老百姓？他會說：你地政事務所亂來，你看上級單位都說你錯誤。那我怎麼

辦，有時候我就覺得說就拖一點時間，這是讓政府對民眾一個公信力。那不會偏

他，不會說沒有的就辦掉，還不至於啦。也有很多不大擔當的就是說，根本他異

議就是亂七八糟沒道理，你還往下走，給他開會就開吧，也算了啦，給他多一次

機會，只是慢一點做結論。所以有時候在處理實務上也是有一些眉眉角角，只是

不可能黑的講成白的，那就不可能讓你允許，那有的只是程序問題，只要不要是

該做的卻便宜行事做掉，那就程序不對，那應該要補足，那如果是不應該做的多

做，那只是擔當程度而已。反正只是放慢，已經放了五十幾年也沒差個半年或幾

個月。所以有些地所的部份，有時候委員處理下來，我上次跟他們處理有一個委

員，他是律師的代表，他也是講說，前面調調調，一直做他自己腦袋會一直…有

時候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02：03：08 

萬曉彤：有遇過怎麼樣很無理的異議嗎？ 

余郁芳：有啊，像我們現在楊梅所哪個，還在告我訴願，他其實也告錯了，我其

實也很想幫他說你走行政…他已經調處了，決議就是這樣子了，他就是要告，就

走行政訴願，我就很想跟她講說你要走民事。他現在時間已經過掉了，我還是要

跟她打訴願的答辯，我們也還是要陪她打，可是就很想跟他說你趕快去民事，有

權利趕快去那邊爭，不然看著他時間消失，以後就喊到天也會輸啊，程序就輸了。

他那個案子就是一直…剛好在楊梅所的案子，那他可能附帶放領那邊有什麼問題，

楊梅所剛好也搞不清楚，當事人也搞不清楚，他就一直講附帶放領有問題，問題

是附帶放領已經確定下去了，他七十幾年就確定下去了，你不滿意那時候就應該

趕快告，那個地方我不應該多少持分，可是你那邊不改變，我現在處理剩下這邊

的時候，你一直告那邊那就不對了，我們也很頭痛。可是他太會罵人了，我就想

說算了大家都沒有那個體力去打電話，我就想說很想跟她講，可能跟她講也沒有

用啦，因為他已經大概跟地所糾纏 20年有了，因為我以前在那邊當承辦人。後

來我現在大概時間到了，調處結果通知送來，其實可以登記了，但我想說算了，

再慢一點，我等訴委會裁下來如果我們也贏了以後，理所當然他就無話可說，我

怕他等下我一登下去，他就又跳起來說：我跟你訴願還沒決定。你要跟這種人扯

這個程序問題很累，所以那個地方我還沒登。他還有三十四筆耶，所以地所急著

要績效，我說沒關係，程序再週延，不差這個，等他訴願結束，不管有沒有上訴，

起碼我登還有一個理由，起碼訴委會也沒有說我們程序錯誤。他就亂告啊，就把

我們行政單位告，他應該要走民事。 

 有一件也是啊，那個主任還在啦，他處理到一個，可能處理到心情不好，弄

到他過世。那個地方也是啊，公務裡頭也是很多問題要處理的。那件案子我們覺

得處理的有點遺憾，就是太慢了一點，地所應該可以再快一點。當初他很早就寫，

他可能要賣地，就寫申請書進來，請地所幫他提早調查，查到又調處、又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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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又很多，那件也糾纏很久，糾纏到後來開會說他死掉了，我們看到這樣就覺

得心情…可是他死掉了之後，後來協調就比較簡單了，因為民眾開協調會大家就

會說以和為貴，當初申請人是這樣，雖然你們之間…人家很不幸也百年去了，反

而對造他就軟化，我覺得有時候是人性的處理一些事情。所以那次調處就不像以

前那樣吵到這樣子，那後來他這一邊就是他兒子代替他來，他兒子說：沒意見，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處理這樣子。那一件大概他們處理到三年，應該是前年登

掉的，他好像 95年就申請，那一件就處理很久很久。 

萬曉彤：有沒有人比如說已經辦了繼承，然後要來處理這個案子，他會不會說當

初為什麼要給我繼承，現在又把我持分拿掉？ 

余郁芳：也會啊，那可能這個處理的方式只能跟他講，現在在地所處理，我們現

在權狀都會寫，未辦持分的案件，權狀交給你的時候，裡頭有註記這一句話，所

以我們辦繼承，雖然他拿到權狀，你的權狀有特別條款在裡頭啊。我們有個系統

代碼，權狀上面會寫「未辦持分交換不得移轉設定」。現在有這一條，我發給你

權狀就告訴你，你這一張權狀有這樣的問題了，那其實法律上債權債務你就要承

受啊。所以他不管怎麼樣，沒關係那你代替來協議嘛，那你覺得不是你，你舉證

我們就會查啊。如果他今天權利被減少下來，只能說要盡量舉證，因為你畢竟是

權利人，你可能舉證不足所以被裁下去。這個部份大概是告知很重要，程序非常

重要。 

 地所常常抗議我們那個自治條例說：為什麼要通知「全體」繼承人？把地所

搞得很慘。可是問題就是說，通知全體繼承人是比較週延，你怎麼知道他們什麼

時候的死亡繼承有協議過啊。你不能只通知一個啊，搞不好他本來就是想說我們

私下比如說兄弟分割財產的時候，那個地我沒有，只是分現金而已，他怎麼會跟

你講意見？可是地所就會抗議說：通知一個就好啦，比照土地法 73-1逾期未辦

繼承的。本來我想說好像也有道理，不然花太多時間，後來想說算了啦，我們都

快做完了。後來想想說要修法也比較困難，要經過議會。那就忍耐一下，我覺得

這個做比較完善一點啦，盡量查。 

所以我們現在登記簿裡頭有「未辦持分交換」，講到這個註記這個字，就是剛才

講限制登記的問題，其實我們那個註記，我剛才講說是你沒有取得產權，不是限

制登記。那個註記以前我們人工登記簿還有登，你看過我們人工登記簿謄本，手

寫的登記簿，蓋兩個章，一個登簿章一個校對章。校對章沒有蓋，登簿有蓋沒有

用，我們不認為權利是有。那後來應該是在 89年，楊梅大溪最早電腦化，電腦

化的東西是資料庫的東西，沒有那個影像，沒有這種概念，登記簿上有字的就抄

過來，可是抄過來以後有些產權未定的怎麼來表達他？所以後來也是想很多東西

就多寫一句，上面會寫「未辦持分交換不得移轉設定」，是用倒過來寫的。其實

在以前人工有些所有寫，有些沒有，聽說有些原先是碰到這個，他也沒有用字查

下去，我們以前查進去剛剛有講，登記簿沒有完成登記有很多原因，有些是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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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校對的人忙啊，就沒有蓋那個章，他就是漏掉那個東西，就沒辦法補。或是

持分大於一，還是什麼有疑義，還是這個實施耕者有其田，到底是哪一種我們不

確定。後來我在當初審的時候，常常看到登記簿沒校對就煩，民眾又催案子說我

趕快要過戶登記。可是看到這個又不知道什麼問題，需要講理由給人家，到倉庫

去看四十幾年總登記簿那些，都很花時間。後來就是想出一個辦法就是動員大家

去清登記簿，看到這個就寫這樣，才會有「未辦持分交換不得移轉設定」。只要

一看到這個，就是叫地價課去清，要清那個實施耕者有其田。註記是這樣來的。 

萬曉彤：可是其實有的不是未辦持分？ 

余郁芳：對，才區別，像在楊梅所還有「產權未定」的。如果他是持分交換的，

我們最近在清就已經把他明確寫進去，方便行政處理，像人家申請謄本看到這個

就來問：我這個為什麼產權未確定？那你要回答老百姓，不是你講說不知道就可

以了，那後來我們就查清楚，寫「未辦持分交換」，那就告訴他你這是這個原因，

到地價課去辦，或到行政課去請他幫你清，這個是我們才上上去的。所以那個鍾

玉美寫的理論說，甚至法官都說，那個註記是限制登記，其實不是啊，那個理由

是早期我們看到這個沒校對都煩死了，還要去查總登記，後來才說查到的寫清楚，

讓民眾一來馬上回答，是這樣來的。他不算限制他不給他移轉登記，以前沒有寫

那個，沒校對還是不給他過啊。所以有那個字和沒那個字是…不是因為那個字才

不給他過，沒那個字的時候，沒蓋校對章就不給你過了，是後來我把他的原因寫

清楚。所以那個字不是像鍾玉美寫的那個理由說「限制登記」，那判決也是寫「限

制登記」，我一直覺得那個限制登記其實故事不是這樣來的。那我們現在電腦化

以後，電腦又可以檢核，持分大於一，那個我們也不會給他過，是這樣來的。所

以以前會查產權不確定的，其實是要讓行政作業的便利性，趕快寫清楚來。他的

概念不像法院的查封、假扣押那種，或像稅捐單位的禁止處分概念，不是這樣。

不是因為有那個字才不可以，而是沒那個字之前就已經不可以了。所以現在不知

道的人一解讀，我會寫那一篇就是因為看到那個發現完蛋了，不能讓人家覺得我

們…也是很趕啦，不然那時鍾玉美一直寫一直寫，他現在是平鎮所的登記課長。

他一直寫，我就覺得說概念不是這樣。 

萬曉彤：他好像主張那是限制登記，但是又沒有效力，所以主張乾脆全部拿掉。 

余郁芳：因為他沒有做過登記，他之前一直在地權課辦理徵收，所以我也不便內

部講，就想乾脆我也寫一篇好了。反正那個東西我寫也不見得我適合，我只是從

實務面去講，也許從學術理論看會覺得…沒辦法我想說表達一下歷史留下來一些

遺跡也好，其實他真的不是限制登記。我就跟你講不寫那個不行，我訂這個自治

條例會給人家打，會跟我自治條例的概念會不一樣，他寫那個是看判決書寫的，

所以一直覺得說目前只有我想法會跟法官不一樣。上次有一個鄭律師我們跟他談

的時候，他也跟我談這個判決的問題，我說你那應該是自治條例之前的問題，那

他說那之前的爭議呢，我說寫那個只是我們地政的人很單純，只是為了說查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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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好來，不用下次再從頭查。因為以前早期有總登記簿，六十四年人工新抄的登

記簿就有格子的那一種，那我做的時候其實就是用格子的那一種，我們一看到沒

校對的，還要到倉庫去找總登記簿，那是四十二年的，都很花時間，公文都看不

完、做不完，所以那時候其實寫那個只是很單純很單純，打查好的問題寫好來就

好了，就這麼簡單。他不是因為寫了才不能移轉，以前就不能移轉，從頭到尾都

不能移轉，只有繼承給他過。所以我為什麼一直覺得不要再講那個是限制登記，

以前就沒有給他過過啊，也不是因為這個註記才不給他過。可是這個沒人講啦，

因為包括地政的，以前都沒人碰這個案例問題。我那時候也是因為我要訂自治條

例，不寫不行，我也很緊張，所以那時候就也很匆忙，就大概講一下那個概念。

我覺得那個概念不是法官講的那種問題，他沒有寫的時候就已經不給你移轉了。

除非那個新北市買賣切結就過，不一樣的概念。 

萬曉彤：怪不得我就覺得行政機關跟司法機關之間就是有一個地方不同。 

余郁芳：就是那個概念不一樣，那我們的意思是說，你沒有取得，怎麼可能有那

個？因為我們這邊對物權的概念是要積極取得確定才有權利，法官不是，他是說

我原來是這樣，在新的變化確定之前，我就是照舊的，他是這樣子想，因為法官

處理的是社會外面的事實啊，我們登記的界線在登記簿這邊當界線。我覺得我們

跟司法有一個空間，就是說可能司法講的是事實是怎麼樣，那我們地政講的是登

記怎麼樣，那你就想事實和登記會有一個時差。比如說買賣這件事情，我賣給你

對不對，我們打了契約不是還要報稅嗎？可是還沒登記啊，這中間事實看起來權

利應該要在你那邊，可是還沒有登記啊，地政不會承認這是你的，還是承認我啊。

這中間就有這個時間，如果照我們登記規則講，契約簽完一個月內要辦登記，就

變成這個「一個月」是空窗期。那現在法官是說，原來這個事實是這樣，今天這

個事實沒改變前，就要保留這後面的狀況，我們地政不是這樣看這件事，你還沒

有登完之前，如果這是 ABC的狀況好了，法官說本來是 A的，今天要有一個變更，

A變 B，有變更到 B的時候，A才變得不是，才變 B，是這樣子，由 B來改變 A

啦。可是我們地政不是這樣看，我們地政是說，B要取得才來改變 A，就會有這

個空窗。契約是你的，我說你沒登啊，我還是不承認你。我覺得好像是這個界線，

這中間有沒有學術理論我不曉得。我們現在就是說，沒有校對就不是你的啊，你

跟我吵你的權利。如果你自己權利法院判，如果是屬於行程判決就還好，判下來

就是你的，可是給付判決也是要登啊，就是你判好法律說是你的，你沒有經過登

的程序，我們權利還是不承認是你的啊。好像這個地方有點蠻有趣的。 

萬曉彤：希望他可以快點有新的判決出來，就知道了。 

余郁芳：應該是看我們桃園縣的判例，看法官會怎麼去判，因為走自治條例也是

新的，新的走到後面這樣的處理模式，法官看很有可能跟舊的有差別，他舊的的

想法是在處理 42年那個點，我今天這個自治條例是處理累積到今天的、或是移

轉掉的，就可能不只是四十二年那個點的問題，還包括這五十幾年中間買賣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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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了，就是以今年 95年看，有些什麼事情，就一起訂一個一次把他解決。他的

差別有點在這邊，也不曉得，也許學術研究會把這些事情釐清的更清楚。 

萬曉彤：就是要弄清楚為什麼這中間會有這麼大的落差。因為以行政機關的角度

都希望查清楚當時是誰出租，可是司法機關完全不管。他不在意誰出租，他認為

你們共有人全部就是一個整體，誰領了錢？誰出租？誰放領？都是你們自己內部

的問題這樣子。他認為是沒有領錢的人自己找有領錢的人，請求他移轉。 

余郁芳：那司法會覺得說這是你們私人本來要解決的，可是我們政府的角度看私

人，他也太可憐了吧。因為 42年辦的時候，完全沒有民眾申請的動作，完全政

府一手操刀。那今天法官說，今天其實應該是三角關係啦，當事人、政府、法院，

法院說：當時誰叫你們發生這樣的事，自己就要去處理啊。可是法官可能也沒有

注意到說，以前處理他們這些所有權事情的人，是政府操刀，他根本沒有表達意

見的機會，我覺得這個地方大概就是落差在這邊。他可能把一般社會民間的一些

形成就是說，我土地要賣給你，本來就是我們兩個人弄出來的事件。可是這實施

耕者有其田不是民眾弄出來的事件，是政府又有公權力去處理的事件，跟那個現

在民間有的交易糾紛，要訂買賣契約自己雙方弄出來的，當然這個後果我們兩個

要去解決啊，法官只要責成這樣就可以了啊。可是這件事情，我們兩個也是被逼

的啊，政府強迫我們兩個要這樣做，今天這個法官我覺得他就沒考慮到我們兩個

也是被害的，也是被政府強迫做事情的人。 

萬曉彤：法院好像是認為說持分交換這個東西一直以來都不需要去辦，因為登記

的時候也是登記大家共有，補償費發的時候也是大家一起領，所以他從頭到尾沒

有看「分管」這個事實，所以他認為不需要持分交換這個動作。所以幾十年到後

來他還是一直抱持這樣的態度。 

余郁芳：我覺得他比較像是坐在家裡看登記簿做事，就是跟現實狀況沒有結合。

像我們最近有一個抗議的，他的案子不是持分交換的案子，他是要陳情說他爸爸，

那時候他六歲，每天來，反正這個就陪他了吧，每天到我們申訴中心裡面，他窩

他 42年的時候，在實施耕者有其田之前，他爸爸就跟地主買了地。其實在社會

裡頭，共有土地比如說是掛我們兩個共有，事實上我們兩個人對這塊土地，其實

有時候都有分管，使用權和所有權其實有時候是兩回事。可是我們制度叫做登記

生效，所以在權利上就看登記簿，不去看現狀，實際上我們就是分好了。像這件

事件也很有趣，就是說他在實施耕者有其田，比如說他爸爸跟我買的，我們兩個

都是地主，他跟我買，那我們兩個也講好，這塊是我的，這塊是你的。其實他就

認定他跟我買這一塊地，那我也賣給他啊。可是那時候在賣的過程，正好實施耕

者有其田就是所有要停止，不要做異動，結果他買賣就沒有登，登記簿就是你和

我。可是這地號還在一起，就是你二分之一、我二分之一。還有一種狀況是我們

有三塊地號，每個地號都你一半、我一半，我們三塊都這樣。然後我們會分管啊，

這整塊地號比較大，我們就講好，這整塊地號我在用，剩下兩塊給你用，可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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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地號我們兩個人都有份啊。這個狀況，我在猜，我現在在猜他的故事，應該是

類似這樣的狀況。我分得大塊，另外兩塊加起來等於我這一塊大，可是三塊都有

我的名字啊。後來實施耕者有其田的時候，我們都剛好不是被徵收範圍的人，是

留下來的人，留下來的時候，其實我的地已經賣給他爸爸了。他後來在做持分交

換，他的持分交換都登好了，我們保留的人，因為都沒有要徵收放領，所以就繼

續共有沒差，就繼續這三個地號，每個人都二分之一，只是在使用上那一塊通通

我名字。後來這個耕者有其田實施以後，他爸爸說，我有跟你余郁芳買啊，你的

那個部份應該要過戶到我名字，那這中間也不知道怎麼樣，結果他爸爸就到法院

告，也判下來了，52年就判下來了，判下來之後說余郁芳什麼地號的有多少持

分，要移轉給那個人，比如說那個人是甲，他拿到法院判決書，也到地所登了，

這三個地號，我的名字就用判決移轉給這個甲，登完了。那他現在就在鬧說，42

年的時候我就是賣一塊土地，為什麼你給我分三塊，我們就跟他解釋說，本來就

是三塊，他就轉不通。那這個案子又複雜到什麼程度，到 71年辦理重劃，真的

被搞死了。重劃以後，當然這個是因為實施耕者有其田，可是我們還有別的地根

本跟實施耕者有其田沒關係，可是重劃是一個土地集中歸戶去配，那結果我們又

還有另外一塊地，另外一塊地也有我們，可是跟這個放領沒有關係。可是因為重

劃的關係，把你重劃前的面積加起來，看集中配在哪裡，配了以後會改編地號，

又複雜多了，包括那個沒有的又扯在一起配出去了。那配出去的時候通常他們都

沒有拆單，在重劃的時候當事人沒有特別講要拆單或是什麼，都會保持轉轉轉，

就只是把地號改到哪裡，頂多是說把這兩個地號改編成一個地號，還是共有狀況，

除非所有權人有特別約定。又轉過去，那重劃也會增減，又複雜多了，他現在就

一直吵說他面積變少，又說以前為什麼給我分開來這麼多筆。講不清楚，七十幾

年過了，八十幾年又重測，慘了，你知道重測面積會變多變少，他面積又變小，

又扯這三個時間，吵到不知道要怎麼去跟他講清楚。講完以後又發生什麼事？徵

收，他就又要徵收，他說他切下來的土地面積又不對，說我以前 42年的土地面

積就是這麼大，講不清楚啊。最近因為他那個農地，又碰到共有人違規使用，違

規使用罰單就要過去，可是因為是共有人掛名字，就要指認使用人，要罰那個使

用人，那看到他農地違規使用，就沒有免稅的條件啊，又改課地價稅，就慘了，

鬧到這樣子搞不清楚，昨天早上也來，鬧久了已經快變成朋友。他一直說他 42

年的時候如何，應該是民間一直覺得他買的地有具體的形式，在這塊位置。可是

真正登的時候不是你想像的說你看到在這塊就登給你，是每個地號共有的。 

萬曉彤：其實他可以辦分割就好。 

余郁芳：現在我們就輔導他分割，他就不要，他就一直要扯，原始取得這些法令

字眼也一堆，可是我們看出來是湊不到啦。他會用那個名詞不知道的以為他很有

學問。那我在猜他的問題是說：我以前的地就在這一塊，為什麼你給我分散成三

個位置這樣。那只是現實民眾有分管的概念，他買過去就是買這個位置，他就腦

子裡就覺得這就是我的，他跟登記簿的有出入。我覺得最大的困難大概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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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面就是這樣。 

萬曉彤：對啊以前人分管的問題真的很大。 

余郁芳：對，我現在講實施耕者有其田一定也有分管的問題。 

萬曉彤：分管就是這個啊，就是未辦持分。 

余郁芳：對啊，就是說他有很多都不是，可是民眾比較知道分管的概念。可是發

生法律問題是照登記簿啊，這就是落差。那民眾只承認：我用的就是我的。他就

不相信你登的，可是我們登記簿不是登你啊，法律是登記生效，縱使是使用，那

只是使用的問題。那事實上自治條例有調查，那也是啊，調查是調查，你們要有

概念是說，真的要落簿也不是說調查就算了，我覺得這個地方有趣也是複雜在這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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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桃園縣蘆竹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葉榮上訪談紀錄 

 

受訪者：蘆竹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葉榮上 

時間：2011年 5 月 24日上午九點 

地點：蘆竹地政事務所 

訪問者：萬曉彤 

 

萬曉彤：好像很多案件都很複雜，繼承人很多。 

葉榮上：其實主要就是查那個繼承簿，他大部分都是未辦繼承。 

萬曉彤：楊梅那邊如果是附帶放領的話，就比較麻煩，持分都不等於一。 

葉榮上：附帶放領不等於一，這個很少。我這裡附帶放領是比較單純，他那一部

份是放領給承領人，應該是不會有什麼… 

萬曉彤：這邊跟那邊可能作法又不一樣了。 

葉榮上：對，附帶放領大部分都是整筆的。我現在有看過附帶放領是有二分之一

放領出去，另外二分之一保留。 

萬曉彤：在楊梅那邊是常常遇到溜池附帶放領以後持分不等於一的情形。 

葉榮上：這邊比較沒有，大部分都是整筆的，整個溜池或是整個建地。他們（楊

梅）那時候地籍在登記可能比較亂一點。 

萬曉彤：清查的時候是只有自耕保留的案件會列入辦理範圍嗎？我有看到一個判

決是屬於佃農無力承領而保留的案件，但是耕者有其田條例又有規定像這種情形

應該要「另行放領」。 

葉榮上：這個我有碰過，他後來是放領掉，可是已經不是那一個（佃農），是另

外一個，好像是他兒子還是誰，到最後還是又放領掉了。 

萬曉彤：這部份我就覺得蠻奇怪的，因為耕者有其田政策應該是以現耕人為放領

對象，那「另行放領」究竟要放領給誰？ 

葉榮上：所以我上次看到的好像是他兒子還是誰，要查一下，這一時很不好查。 

萬曉彤：所以有可能另行放領是放領給這個佃農其他的親戚或是願意耕作的人？ 

葉榮上：對啊，有可能。可是還要再查，我看過是這樣子，他上面是寫說「佃農

無力承領」，後來又槓掉。可是在後面他又放領掉，又不是那一個佃農，是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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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 

萬曉彤：這個案件他是後來查不出有沒有放領掉，只有寫「無力承領」，然後也

是蓋了一個未辦持分交換的註記。那我想知道像這種無力承領的案件是不是也屬

於「自耕保留」的範圍，他其實不是自耕，他是無力承領的保留。 

葉榮上：他如果是跟那個人承租的話，應該是回復到原來那個持分。他如果說跟

這個地主承租，是只有承租他的部份，比如說有五個人，他（出租人）有五分之

一，放租給這個人，那他（承租人）要承領就承領這五分之一，可是他（承租人）

如果無力承領的話，這五分之一還是屬於他（出租人）的，就整筆來看，所有全

人還是照他原來的持分。 

萬曉彤：所以像這個其實是不需要辦持分交換。 

葉榮上：對啊，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應該是不用。可是我之前看到的是又放領掉。 

萬曉彤：如果沒有又放領的話，照道理是直接註記拿掉就好。 

葉榮上：對啊。看起來是不是應該就是那一筆土地完全沒有動到。 

萬曉彤：不過這個判決最後是法官認為註記可能代表共有人間本身另外有持分交

換的問題，就不讓他們按照登記簿登記，保留註記。 

葉榮上：不過這樣還是沒辦法解決，如果法院這部份沒辦法解決的話，我們再怎

麼清…其實這是不是回歸我們自治條例，一樣做清理、一樣公告，那如果他沒有

意見就好了，就拿掉了。 

萬曉彤：所以問題就出在像這樣的土地，算不算是「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份」，

因為他不是「自耕」保留，到底能不能適用自治條例？ 

葉榮上：對喔，他不是自耕，他是放領的土地，也不是自耕的部份，那如果他不

是自耕的部份當時為什麼給他蓋章呢？他蓋那個意思是說這部份放領掉了，剩下

這一些還是要做自耕保留土地的持分交換，那還是要做，就是把放租的那個剔除

掉。可是如果說這筆沒有放領，還是整筆完整的，我覺得就應該沒有那個問題，

他沒有放領就沒有自耕保留的問題。 

萬曉彤：應該在「無力承領」的章蓋下去的同時就要把未辦持分的註記拿掉，可

能卡在「另行放領」這一點，所以就沒有把他還回去原本的土地所有權人。 

葉榮上：所以說要看他有沒有另外放領，像我先前看到的那個他是有放領掉，他

裡面先無力承領，後來又放領，那這樣他那筆地號是屬於未辦持分。 

萬曉彤：像這種你們都會辦到對不對，只要有蓋「未辦持分交換」的都會辦？ 

葉榮上：對，對，都會辦。而且當初會去蓋有時候也不一定是蓋了就一定要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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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先前在舊登記簿它沒有分割的話，如果是在自耕保留部份，它在登記簿

上還是維持那些權利範圍，所有權部都還在，那如果有分割放領掉，那一部份是

保留的話，所有權部是空白的。在舊登記簿上，就是以前那種棉紙的，他上面所

有權部是空白的。那是保留的部份，因為保留的部份沒有辦持分交換的話，他就

不知道所有權人應該是哪些人，所以在所有權部他是空白的。你有看過那個登記

簿嗎？ 

萬曉彤：所以只要看到所有權部是空白的就是要辦的。 

 

葉榮上：這個案子是現在已經到法院去了，就是他們有異議，異議之後經過兩次

協議，沒有達成協議，再經過兩次縣政府調處，調處是有結果，只是說他們如果

不服調處結果，就到法院去告。 

萬曉彤：這個是一個案件嗎？一個案件就這麼多。 

葉榮上：還有更多的。這是筆數比較少的。一般相關資料我們都是會盡量收集。

這個是他們有異議，那有開協議會，那有經過調處，到最後他就是到法院。 

萬曉彤：協調是在地所協調，調處是在縣政府？ 

葉榮上：調處也是在這裡，只是說我們要報給縣政府調處。 

萬曉彤：如果提起訴訟是用什麼樣的訴訟啊？是確認之訴還是請求移轉所有權、

塗銷所有權？ 

葉榮上：這要看他們用什麼去告。一般我們都是會做一個整理，他是以「戶」為

單位，這些表格我都有慢慢再改過，有一些正在清查，我會自己整理成一個表格。 

萬曉彤：列出哪些是出租、哪些是自耕，然後你們就會依照調查結果去公告跟通

知？ 

葉榮上：大部分都是依照登記簿，因為我們還會跟公所要資料，那一般公所那邊

大部份都沒有什麼資料可以提供。 

萬曉彤：像這樣已經調查完了，如果沒有確切的證據還是只能照登記簿去公告？ 

葉榮上：我現在有一個是依照登記簿，然後他們有來異議，提出他們原始的一些

證明文件，就開協議調處，最後就依照他提的證明。 

萬曉彤：是他們自己手上的文件比地所能夠查到的更具有證據能力？ 

葉榮上：不過那也是經過調處委員他們共同決定，認為說他這個可以採信。也是

經過調查，調查他跟別戶的有做交換，我們去調那一戶出來看，確實是有做交換，

那等於是他們在這幾戶都沒有持分，他們的部分就全部都放領掉。所以有一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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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依照調處結果，把另外一戶的持分拿掉，他們也沒有意見，另外跟他們有相

關的那一戶我就是依照這個結果，一次把那個拿掉，現在是公告中，他們還沒有

來異議，或許他們也知道說他們在這兩戶上面應該都沒有持分。 

萬曉彤：有沒有可能按照登記簿登記後，有人來反應他早就沒有持分。 

葉榮上：沒有人這樣。因為已經經過六十年，後面的人大概都不瞭解以前是什麼

狀況，所以他們都是有也好、沒有也好，大部分都不表示意見。公告大部分都是

依照登記簿嘛，那他們反正對以前不了解，那就是你公告怎麼樣他們就怎麼樣，

大部分是這樣子。因為依照我們自治條例，有異議你要提證明，一般正常來講都

提不出來。除非比較老一輩的還在，像那一次就是因為那個人已經八十幾歲了，

他對當時是蠻瞭解的，所以才會提出。 

萬曉彤：交換是指放領之後又再交換嗎？ 

葉榮上：他們在放領之前有兩戶，姓游的跟姓劉的，那這一戶也是一樣姓游的跟

姓劉的，姓劉的他是放租給一個人，那個人如果兩邊都租的話他兩邊要作，所以

他就跟姓游的講說：「要不我這一部份持分給你、你那一部份持分給我。」我就

整整一大塊放租給那個人作。所以說這樣子的話他在兩邊應該都沒有持分，不過

登記簿上還是姓游跟姓劉都登記在上面。當時我們清查並沒有看到另外一戶，因

為我們是一戶一戶清，而且我們也不知道他們有這種交換的關係，所以說我在清

理這一戶的時候我是依照登記簿來公告，因為那時候也沒有租約，跟公所要也沒

有要到租約，沒有租約證明。 

萬曉彤：如果找得到另外一戶的話，在登記簿裡面看得出來有交換嗎？ 

葉榮上：看不出來，後來是有經過他異議以後我們才去查。這個案例是比較特殊，

因為他們自己私下有持分交換，然後他說這個人他的徵收面積是這樣子，那我們

就把他兩戶的面積加起來。 

萬曉彤：這是他們共有人間自己寫的嗎？ 

葉榮上：對，這是他們 43年在分那個補償的時候。那時候我們是清理這一戶，

後來扯出這兩戶出來。 

萬曉彤：所以在這邊其實看不出來有交換，但是如果對照到前面那個表格，從面

積可以算出來。然後他們也都同意的話就可以辦。 

葉榮上：對啊，也是經過他們提供這個，算面積就是這樣子。我們就把他兩邊的

面積加起來，這是 0.252，那這是 0.467，他是放領給一個人 0.763。像這種辦

起來就比較有依據，有一個直接的依據。這兩個面積加起來的話就剛好等於這

個。 

萬曉彤：這大概是唯一一件異議之後按照實際情況登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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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榮上：按照異議人他們所提的證明文件，這個是經過調處委員後來決議的，應

該是第三次，一般他們是開兩次，因為這件是情形比較特殊而且有證明文件，所

以還特別加開第三次。就是讓對方，姓劉那一方回去看有沒有提出證明，因為這

個持分有變動。 

萬曉彤：有沒有那種明知自己持分已經被放領，但因為當時領得補償太少，或是

補償有分給其他共有人，所以要求按照登記簿登記的情形？ 

葉榮上：那個是沒有。可是我們有資料是顯示說哪些人放租，可是在徵收補償的

時候，他又把補償分給大家都有。那個自耕複查表看是某些人自耕，可是徵收補

償又是大家都有領。那我是依照登記簿（公告），他們自耕的有提異議，因為他

們認為說應該全部都是他們的，可是我從地價結計清單看的話，他們又有領。 

萬曉彤：但是地價結計清單不都是首名去領嗎？還是他們有申請個別發放？ 

葉榮上：對啊，這個是比較特殊的。所以我就依照他們持分應該領的去算一算，

又跟放領清冊和地價結計清單的總額是一樣。 

萬曉彤：那像這樣子也是要經過協調？ 

葉榮上：對啊我還是依照登記簿啊，因為我調查出來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啊。 

萬曉彤：我看過一個判決，首名是自耕共有人，他去領了地價之後交給出租共有

人，也寫了收據，但是法院認為可能這個交付是基於其他債權債務關係，所以還

是判決按照登記簿。所以我想你們這樣看這個其實也是蠻危險的，萬一法官認為

他們各自領了之後可能又交付給出租的人，也沒辦法證明他沒有交。 

葉榮上：其實我覺得我們行政機關跟法院不一樣的是，我們不能說誰的就是誰的，

我們只能說依照我所調查的資料，我認為比較可能是屬於那一部份，我就用那個

去公告，那你們都可以提出異議。我們不能說誰的就是誰的，而且也不能說這看

起來就不是他的，可是我公告全部都是他的。我們是以手邊資料來看，比較傾向

於哪一個方向，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萬曉彤：所以最後還是要所有權人同意，調查結果只是參考而已。 

葉榮上：對啊，我也不能說我調查結果百分之八十是這樣子，可是我用百分之二

十去公告，這樣好像也怪怪的。 

萬曉彤：那像這個自耕共有人提了異議之後怎麼辦？ 

葉榮上：依照自治條例他們應該要提出證明文件啊，可是我們是他們異議我們就

開協議，因為一些證明文件他們也拿不出來，我們也不能因為說沒有證明文件就

把他們擋掉、一開始就把他封殺掉，這樣也不行。或許他們有什麼人證，或許他

們雙方去談，搞不好可以談出一個結果出來，我們也不能說把這個機會就給他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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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掉。 

萬曉彤：所以最重要的是共有人間協調的結果。 

葉榮上：對，如果他們能協議出來那是更好。 

萬曉彤：這樣就比較不會有問題。可是好像同樣的案件、同樣的證據，可能行政

機關跟法院的看法可能會完全相反。 

葉榮上：法院他們是講求證據啊，如果說證據不足的話，他們就整個否定掉。可

是我們在清的時候是證據力比較夠的我們就依照那個去公告，除非完全沒有比較

直接的證據，那我們就依照登記簿。像我這個就是按照登記簿，因為照這樣看他

們是每個人都領了，他們分作三組，有姓李的、姓許的。我們這個顯示說這個補

償他們全部都領了，雖然租約上是顯示姓許的出租，可是領的時候又是大家都有

領。而且這些領的不是放領的都他們領，而是依照個別持分。 

萬曉彤：按照持分發放會蓋這個補償持分的章？這我第一次看到，大部分都是首

名共有人去領。 

葉榮上：對啊，也是整筆全部領，那他回去到底有沒有交付我們就不知道。 

萬曉彤：當時這個持分交換之所以沒有辦，是不是因為早期對共有的觀念還是把

他當成一個整體？所以領也是一個人領、繳稅也是一個人繳，所以才會沒有去注

意到這個？ 

葉榮上：當時他們想法可能是，這些共有人誰是自耕、誰是出租，他們自己是最

清楚。而且要通知他們來領補償，也不可能說全部都通知，只能通知首名，可是

首名的有可能是自耕的、也有可能是放租的。以前他們雖然在登記簿上是都有持

分，但是實際耕作的部份，可能我自己的持分我有在作了，又作到別人的持分去，

那可能就要看有沒有租約，如果有租約的話，他的部分可能就要放領給你。有時

候沒有那個租約，那個人可能就想說：「我就沒有在作，我的部份就給你作。我

也不跟你收租，那你的收成部分就是你自己收去。」就這樣，那如果到時候要算

那個自耕保留的部分，在自耕保留複查表他或許會寫說：「現共有人自耕的面積

超過持分」，那可是他超過部份又不表示說就完全是他的，也不能這樣子看。因

為他可能是去作到別人的，那別人想說：「我就不跟你收租。」也有這樣子的。 

萬曉彤：像這樣子的話，假設一塊地甲乙各持分二分之一，其中甲耕作面積超過

二分之一，剩餘部份由乙出租，要怎麼登記呢？乙能保留甲耕作超過二分之一的

部份嗎？ 

葉榮上：應該還是有，好比說持分各二分之一，乙把他自己二分之一持分中的部

分放租掉，所以他這部分都徵收放領掉，尤其如果補償全部都他領得。那這一部

分乙沒有自認耕作，他讓給甲耕作，而且在自耕複查表上面沒有註明他有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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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屬於有租的話，他這一部分也要放領給甲，沒有租約的話，這一部分應該還是

他的。如果自耕部分已經超過自己的持分的話，不一定全部都是他的，不一定。 

萬曉彤：這樣登記簿看得出來嗎？ 

葉榮上：登記簿看的可能還是各二分之一，可是各二分之一的話這個可能就不正

確了。 

萬曉彤：可能到持分交換之後會變成甲三分之二、乙三分之一。 

葉榮上：或許會這樣，就是他那個持分就要減少。 

萬曉彤：像這樣的情況看得出來他到底多作了多少嗎？ 

葉榮上：其實已我們在登記簿是看不出來，可是我們知道他放領掉是放領這一部

分，要有租約證明當時是放租給誰、放租多大，因為沒有租約的話不知道是他們

兩個一起放租還是只有他放租。如果單純是乙放租，那他面積一定會減少。那如

果租約上面寫說是他們兩個一起放租給他的，那剩下的部分還是應該各二分之一。

其實租約是一個比較有力的證據，如果沒有租約的話，我都不敢說到底是誰比較

多、比較少。 

萬曉彤：租約是不是沒有規定一定要保留啊？ 

葉榮上：好像沒有，一般是保留在公所，所以我們都是跟公所要，可是公所他們

一般來文都是說：「我們沒有保留租約。」 

萬曉彤：所以登記簿是一定會有，租約可能就沒有。那如果總共共有人有五個人，

租約上面出租人寫某某等三人，就分不出來是哪些人了。 

葉榮上：對啊那就看不太出來了。 

萬曉彤：像這種情況的話要怎麼去判別？有一個人已經可以確定，但其他兩個不

曉得是誰。 

葉榮上：像這樣就沒辦法。 

萬曉彤：只要有一點不確定就要按照登記簿了？ 

葉榮上：對。為我們沒辦法去給他做一個類似判決一樣。 

萬曉彤：那像你們在這邊辦調處或協調會的時候，共有人之間… 

葉榮上：場面火爆的也有啊，會吵架。 

萬曉彤：那是因為他們知道實際的情況，還是其實什麼都不知道，只是想要維持

自己的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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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榮上：有的是認為說他們就一直在耕作，他們上一代傳下來就一直在耕作。 

萬曉彤：像這樣一該就沒有什麼爭議了吧？如果一直在耕做的話，他就應該是自

耕啊？ 

葉榮上：不見得，像這個就是（分別領取地價案件），這個自耕保留部分還是異

議人他們在耕作，一直還是他們在耕作，但是補償費又大家都領了。其實這個就

類似像這一塊一樣，他們已經作超過，但別人想說你們喜歡作就讓你們作，我也

不跟你們計較，可是我持分還是在上面。 

萬曉彤：就變成是無償借他們繼續耕作。 

葉榮上：對啊，變成說保留的部分還是自耕的那個人繼續作，所以他們認為說他

們從以前就一直這樣作，這一部分就是他們的，而且他們保留部分還是原來的持

分，他們沒有考慮到說徵收補償他們也領了。 

萬曉彤：所以現在就是他繼續耕作，但是土地上有其他人的名字。對他來說會不

會保有註記反而比較好，至少可以繼續耕作，如果註記拿掉可能就會被變賣。 

葉榮上：不一定啊，或許註記拿掉他可以跟他們買回來。因為有註記什麼都不能

動，如果說判決下來大家都有持分在上面，那個註記拿掉或許他可以跟他們談：

「這一直都是我在作，要不然乾脆就賣給我」。而且他們也有優先購買權，共有

人優先購買權。 

萬曉彤：有沒有可能共有人自己協議好了之後把案件送進來請你們幫他們拿掉註

記？ 

葉榮上：有啊，有一件是這樣子，共有人他們協議，那時候協議好像是按照登記

簿，協議說：「就照登記簿上面的」。那個也有，那個就直接拿掉（註記）了。 

萬曉彤：像這種是不是有代書協助？ 

葉榮上：有啊，有代書幫他們弄。他們就每一個所有權寫同意書，等於說全體同

意，就沒有異議。 

萬曉彤：這樣就輕鬆很多。 

葉榮上：對啊，也不用去查了。像那個是比較單純，因為全部都他們姓林的，他

們比較好講話。 

萬曉彤：我有去案件現場看過，遇到一個太太，他不是那個案件的當事人，是隔

壁的土地，還沒辦到的，他說他們自己沒辦法解決，但是也認為政府沒有權力幫

他們解決。你們有遇到過像這種認為：「你們有什麼權力管我們？」的嗎？ 

葉榮上：可是這樣一塊地放在那裡都不能動也不行啊。目前是還沒有碰過，有些



 
 

82 
 

人他們覺得很高興的也有，他說我一塊地在那邊都不能動，你們現在這樣做，我

就可以動了，也有。 

萬曉彤：既然這樣他們為什麼不主動來做呢？ 

葉榮上：沒辦法主動，沒辦法講好，有的人或許不認為這樣子啊，所以說你還是

要依照一個程序來做。 

萬曉彤：所以還是要由地所這邊請他們過來大家才好講。 

葉榮上：我們也不是說請他們過來，我們是主動清理，沒有說事先找他們來講說

我要怎麼做，沒有。這樣太繁瑣了，你要全部通知的到很難，而且也有一些繼承

人。 

萬曉彤：像你剛剛說有可能有代書會幫忙協助他們共有人之間先協議好，再送案

件進來。那代書要怎麼知道哪裡有這些案件？ 

葉榮上：其實他們不知道，應該是說有人去找他們：「我們這塊地好像都不能動，

我們就想說要怎麼做。」才去問代書，就來問說這個要怎麼弄。那我們就講說這

個大家都同意就好了，那就最單純。 

萬曉彤：那也要共有人不多，而且大家都有繼承的才好處理。 

葉榮上：對，而且有達成共識。另外有的是主動要求我們先把他清理了。或許他

們想要有什麼動作吧，可能是想要賣或是怎麼樣，可是那個都不能動，所以來問

說：「那我們這塊地要怎麼處理。」我們說：「要先做一些清理的動作、要公告。」

那他們就說：「你能不能先幫我們做。」那我們就先抽出來做。 

萬曉彤：像你們這邊清查案件是怎麼樣去決定誰先辦、誰後辦？ 

葉榮上：一般我們都是先由共有人比較少、或是筆數比較少、要不然就是流水編

比較少的優先清。所以我現在清到後面都是共有人越多的、筆數越多的，要不然

就是流水編比較多的。 

萬曉彤：剩下這最後的都是最難辦的，可能早期他們也都是先辦簡單的，所以最

後都剩難的。 

葉榮上：對啊，才有進度。更早期的話是民眾有申請的。其實他這個清理並不是

說最近才開始清理，六十幾年就已經有在辦了，六七十年，持續都一直有在辦，

只是那後辦可能沒有那麼積極。 

萬曉彤：有一段時期是地所不主動辦，完全由民眾申請。 

葉榮上：對，先前也有一個條例在做這一方面的清理，後來才整個就移給地方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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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曉彤：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 22條有規定逕為辦理，但他後來好像解釋所謂逕

為辦理不是指這個。 

葉榮上：不是這個，是徵收放領以後自耕保留的部分地政事務所要逕為辦理權利

變更。四十二年的時候要逕辦，可是那時候就是沒有做，所以才會有這個問題。

更早先之前好像是有通知共有人，然後再請他們附協議書過來，那可能六十幾年

的時候。因為這個問題一直存在，並不是說我們最近才在清。在四十二年以後，

五十幾、六十幾、七十幾，這個過程都一直在進行清理。 

萬曉彤：在沒有自治條例之前，是不是很容易有糾紛，或是承辦人員可能面臨被

告或是怎麼樣？ 

葉榮上：對啊，因為沒有依據…其實當時辦這個應該也是依據某個規定來辦，只

是後來有自治條例或許會比較明確一點。要不然更早先都是比如說他們來申請塗

銷註記。 

萬曉彤：只要他們申請塗銷註記就可以拿掉嗎？只要他們協議好。 

葉榮上：對，要全體同意，就直接拿掉。 

萬曉彤：現在就比較沒有人來申請。 

葉榮上：現在就沒有，因為要所有權人同意，有的人他想：「我幹麼要去做這個

動作？我還要準備去找人，那乾脆就擺著吧，看誰去做。」是不是變這樣子？如

果不急的話我就擺著就好啦。 

萬曉彤：像那種好幾代都沒有辦繼承的話，是不是還要先辦繼承？ 

葉榮上：對，還是要辦繼承啊，我們在公告的時候我們會通知繼承人，把繼承人

全部都找出來，那如果公告三個月都沒有異議的話，我們持分交換移轉登記還是

依照原來的共有人，可是辦畢我們會通知他們要來辦繼承。 

萬曉彤：如果調查結果他是出租共有人，那持分被減掉，就不用辦繼承了。 

葉榮上：對啊他就沒有了。 

萬曉彤：如果他已經先辦過繼承，後來持分被劃掉，會不會針對這個就有異議？ 

葉榮上：好像有一件就是要把他的持分拿掉，他那個繼承人是一堆。 

萬曉彤：他可能光代書費就已經付了好多錢。 

葉榮上：其實那後續的部分我還沒考慮到，如果他們已經繼承了，持分被拿掉，

那他們以前辦繼承的那一些…那增加的部分我們是回復到四十二年當時的共有

人啊，像這一個案件，姓劉的已經拿掉了，那姓游的持分就增加了，可是增加的

部分是當時的共有人，他們或許已經不在了，那這一部分還是要補辦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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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曉彤：那稅要補繳嗎？ 

葉榮上：應該是要。因為他們繼承是繼承原本的部分，那後來增加的部分（要補

稅）。 

萬曉彤：不過稅的部分因為大多是農地所以還好，只是繼承這部分可能比較容易

有爭議。 

葉榮上：被拿掉的部分如果已經繼承，他們會想說：「我繼承所繳的一些費用，

怎麼去算？」這我還沒考慮到。 

萬曉彤：除了協調、調處走司法訴訟這一途，有沒有遇過行政訴訟或是訴願？ 

葉榮上：訴願好像沒有，都照著那個程序走，到最後就是到法院。 

萬曉彤：你會擔心被告嗎？ 

葉榮上：還好耶，我就依照程序走，也都有經過公告啊。 

萬曉彤：公告是公告在哪裡啊？ 

葉榮上：縣政府也有，這裡也有。 

萬曉彤：楊梅那邊好像有放在網路上，貼在公佈欄可能比較少人看。 

葉榮上：要更嚴謹一點的話，公報上面也可以放，只是有沒有需要做到這樣，我

們就按照行政程序法做。行政程序法或許會跟你講說有好幾項，你要擇一就可以

了，是不是要每一樣都做到，也未必，只要符合那個規定就可以了。 

萬曉彤：你覺得在辦這個業務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 

葉榮上：最困難在查繼承人的部分會比較麻煩一點。 

萬曉彤：調查持分的部分反而還好。 

葉榮上；對啊，只要有相關資料收集，最主要租約都有拿到，如果沒有租約的話

我們就是依照登記簿。大部分是這樣子，因為沒有租約我們不知道當時到底是誰

出租。有時候我們看一些表，只知道有租約可是不知道是誰。 

萬曉彤：你們有可能會去問佃農嗎？問他當時是跟誰租的。 

葉榮上：沒有。 

萬曉彤：佃農都跟辦理案件無關？ 

葉榮上：等於都無關，因為放領跟這個都無關。或許已經隔了好幾代，問也問不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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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曉彤：自耕共有人有沒有可能找佃農來作證，說他是跟另一個人租的這樣。 

葉榮上：目前是沒有，以前或許會有，可是目前大部分都不在了。因為四十二年

那時候的佃農可能大部分都是有家庭比較多，都三、四十歲，你看經過六十年，

九十幾歲了，很少。以前年輕力壯現在都八十幾歲了，所以這個大部分都找不到，

就算找到或許也年紀大，記憶力不清楚。 

萬曉彤：像你們在辦這個案件會去現場看嗎？ 

葉榮上：先前有幾件有去看，後來像這個就沒有了。 

萬曉彤：去現場可以看出什麼端倪嗎？ 

葉榮上：也是看不出來，而且去現場看的當時如果沒有人在作，或是有時候都…

現在休耕的很多，說不定都長雜草了，你也不知道誰在作啊。 

萬曉彤：如果現場看看得出來誰在作，大概就可以知道誰是自耕了嗎？如果沒有

像剛剛那個分別領補償的情形的話。 

葉榮上：可是自耕的情形，到現在也很難講說自耕的人就是原本的那些人，也不

一定。他們有的都不在了，或許是別人在耕作也有可能，可能又給別人作。所以

去那邊或許也問不出來，所以目前大部分都是做清查的部分。 

萬曉彤：看現場看不出什麼來，我之前去看也是看不出。 

葉榮上：看不出什麼啦，你就算看到現場有一個人在作，你去問他這是不是你的

地，他說不定也跟你說這不是我的地。 

萬曉彤：所以主要還是看租約跟結計清單？ 

葉榮上：對啊，主要是一些書面資料。如果書面資料有辦法證明什麼是最好，那

如果說沒有辦法證明什麼，就依照登記簿。 

萬曉彤：那你們有沒有可能把一些案件請代書來幫忙處理？ 

葉榮上：沒辦法，他們現在也沒辦法處理，我們現在都主動清理，都是我們在做。

他們資料也拿不到，都是公部門的資料啊，他們拿不到。 

 好像每個所的清理方式都不太一樣？ 

萬曉彤：不太一樣，蘆竹跟楊梅差不多。 

葉榮上：他們有用這個表嗎？ 

萬曉彤：沒有看到這個表耶。 

葉榮上：他們先前有來，我有用我的資料給他們參考。我想說大家資料如果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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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共享的話，就盡量提供給他參考。我是用顏色去區分，像這個就是他們元

來的地號、這就是放領掉的、這是保留下來的。 

萬曉彤：中壢那邊好像都是按照登記簿，所以他們很快。 

葉榮上：現在有幾個所他們是說都按照登記簿。可是我是認為不能這樣做，因為

你的前製作業還是要做好，如果完全都不去做清查的話，都按照登記簿。 

萬曉彤：應該還是會做清查吧？ 

葉榮上：應該還是會，相關資料還是要收集。因為公告的時候有時候相關資料就

放在本所，人家來調閱，你總不能說我什麼資料都沒有。所以應該資料還是要收

集。 

萬曉彤：通常如果按照登記簿的話就不太會有異議？ 

葉榮上：比較少。 

萬曉彤：反而按照實際調查結果會比較有異議。 

葉榮上：對啊，因為持分有變動的話大家都會比較怕。本來有的變沒有，他們一

定會異議。 

萬曉彤：那開協調會的結果大部分是按照哪一個？ 

葉榮上：都不會有結果，沒有辦法達成協議。那我們就要報縣政府調處，調處一

定會有一個結果出來。他調處結果或許是依照登記簿，那如果說異議人他們覺得

說：「我不同意。」那他就去法院告。 

萬曉彤：那調處的結果大部分都按照登記簿嗎？ 

葉榮上：我現在剛好有整理一個表，這是有異議有開協議會的。 

萬曉彤：看起來不很多。 

葉榮上：目前只有這樣子。 

萬曉彤：協議都是未達成協議，那像這個「依會中結果辦理」？ 

葉榮上：他們後來有達成協議，就是持分有變動。 

萬曉彤：是持分沒有完全拿掉，但是讓他分少一點？ 

葉榮上：對，最早先是有一個他提出要塗銷，他要照登記簿上面的持分。但是依

照我們調查，其實他是應該完全沒持分，照資料上看是這樣子。他們後來就沒辦

法達成協議，因為他們一方認為說：「你應該沒有了啊。」另外一方就認為說我

只要把他塗銷掉，所以還是有二分之一。後來是經過調處以後，一方也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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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曉彤：有沒有可能自耕的人只想要把註記拿掉，也不介意自己持分減少，然後

要求塗銷？ 

葉榮上：那就是依照登記簿，他們也沒有要求啦，就是公告的時候他們就不異議，

不過那個大部分當時自耕的現在都不在了。都是後代的人啊，後代的人反正也不

清楚，就算了，反正就是怎麼做就怎麼做。 

萬曉彤：這個共有人有兩百九十六個啊？像這樣子要怎麼開會？ 

葉榮上：這是登記簿上面有的人，真的來開會沒有那麼多。 

萬曉彤：那如果沒有來開會的話怎麼去協議？ 

葉榮上：就是沒辦法達成協議，因為人數沒有到齊就沒辦法，可是到調處的時候

還是會送達。兩次沒有來，還是要有一個結果出來。 

萬曉彤：人數只要沒有完全到齊就沒辦法達成協議，調處就沒有這個限制？ 

葉榮上：對啊，因為我已經有送達給你，沒有說你不來我就不能辦，不能這樣子。 

萬曉彤：「依原始證明文件計算重新持分」這個就是… 

葉榮上：姓游的那一件，他們依照他們那個證明。 

萬曉彤：像這種的才算是真的辦成功的吧？ 

葉榮上：對。其他的等於好像有點跟當時不一樣。 

萬曉彤：可是這種成功的就少。 

葉榮上：不過那個還是要老一輩有在啊，那個人他八十幾了，所以他當時應該還

是有參與，那一張持分計算表，他們分配那個，是他寫的。那時候因為他有讀過

書，所以他們那幾個長輩都找他寫。然後他也是共有人之一，所以他比較清楚，

當初那整塊地持分已經交換給他們，他們就一整塊放租給誰，然後整個放領掉，

他們在這邊完全沒有。所以那時候我們也就是採信他，而且相關證據經過我們清

查，再把另外一部分調出來去做整理，照他講的好像沒有錯。 

萬曉彤：像這樣如果其他共有人還是不服的話就要打官司了。 

葉榮上：對。他們收到調處結果以後要去告。不過他們自己也知道應該沒有了。 

萬曉彤：您覺得我有沒有可能可以訪問當事人？ 

葉榮上：當時的當事人可能很少，現在的當事人大概也都不瞭解。而且鄉下你白

天去不一定找得到人，他們大部分白天如果有在種田的，大部分都在田裡，下午

都去串門子，晚上才找得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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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曉彤：難怪我下午去都沒有人。 

葉榮上：而且現在大園那邊做農作的好像越來越少，大部分都是休耕的比較多，

不然就是長草，種稻的很少。 

萬曉彤：楊梅那邊還是有在種，但是他們的案件比較多是溜池，這裡的溜池多嗎？ 

葉榮上：好像少耶，像以前如果說有一些是墓地的，或是建啊、水啊或是道的，

我們都是把他辦更正掉了，就把註記拿掉了。因為他那個是不屬於自耕保留土地

的，那個不屬於耕地，可是以前他們從舊登記簿轉到新的登記簿的時候，他們就

是按照持分計算表，上面有的地號他全部都給他蓋，不然有的如果說不屬於耕地

的話，應該是不屬於自耕保留的部分。 

萬曉彤：所以這裡的案件就比較少附帶放領的？ 

葉榮上：附帶放領屬於自耕保留的沒有，因為附帶放領大部分都不是耕地，或者

不是自耕。 

萬曉彤：所以不在辦理的範圍內。但在楊梅他們的這種案件蠻多，而且反而是比

較難辦的。 

葉榮上：他們當時如果說部分去放領給佃農，要查出是誰放租給這個佃農，那這

個人的部分就拿掉，那這個持分就不會有問題了。 

萬曉彤：蘆竹這邊的案件就都是耕地，附帶放領都是整筆。可能早期辦的方式不

一樣吧。 

葉榮上：如果是屬於佃農他耕作需用的話，就附帶放領給佃農。那假如是佃農跟

其他自耕的人在用，那可能就是部分附帶放領掉，他那個應該屬於部分附帶放領。

如果全部附帶放領就很單純了，全部附帶放領給佃農。 

萬曉彤：所以這邊都沒有這個問題，就好辦很多。 

葉榮上：我這裡有一些統計資料，每個月都要報縣政府。 

萬曉彤：一個月大概可以辦幾件啊？ 

葉榮上：不一定。 

萬曉彤：快的話呢？ 

葉榮上：要看筆數，以前會比較快，現在人越來越多。 

萬曉彤：這邊有遇過已經訴訟完之後再來辦登記的嗎？ 

葉榮上：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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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曉彤：那判決確定之後是直接由法院囑託登記還是由當事人拿著判決來這邊申

請？ 

葉榮上：不知道，因為我還沒碰過這個。是依照判決，可是到底是誰送過來，我

還沒碰到過。要等他們到法院那最後判決結果才知道。 

萬曉彤：蘆竹這邊大概還有剩下幾件啊？ 

葉榮上：剩下的 114。那如果算戶的話…去年有 169筆、46戶，現在已經又少了。

我現在正在清這一個，三戶五十幾筆，已經差不多了，現在在等那個繼承人。 

萬曉彤：有沒有遇過已經私底下先移轉過了，只是沒有辦登記？ 

葉榮上：就是不能登記啊，那個我們還是要辦。我現在有在辦一個山鼻子的，125

筆，那個也是經過調處，調處是依照登記簿，他們也沒有到法院去，我就照登記

簿。結果那個是很早以前就已經有移轉了，只是沒辦法登記而已，辦完以後登記

案就一直進來，買賣的啊，登記案就開始移轉。 

萬曉彤：那萬一他是出租人，登記簿上有他的持分，他就把他移轉過了，最後他

的持分是減掉的怎麼辦？ 

葉榮上：我是還沒碰過這種，因為像我們有移轉的大部分都是依照登記簿來登，

所以都沒有這個問題。那萬一有這種情形，那就屬於他們私權爭執，因為如果這

樣的話，你們本來就沒有持分。而且當初這個權利等於是屬於未定，就是說你或

許沒有這個持分，你本來就不應該去做買賣，如果說他繼續選擇做這個動作，那

就是屬於他們私權的爭執。 

萬曉彤：我是看到法院判決有一些這樣的情形。那你們在辦的時候會考量到因為

他已經有移轉過、特別複雜，就把他按照登記簿嗎？ 

葉榮上：沒有，因為他們私下有沒有移轉我們完全不知道。 

萬曉彤：所以目前是剛好有移轉過的都是按照登記簿。 

葉榮上：因為他們有沒有移轉我們不知道，他怎麼移轉？沒辦法登記啊。所以大

部分是他們私下的契約行為。 

萬曉彤：會不會常常是調查了很久，結果最後按照登記簿，很像做白工？ 

葉榮上：對啊。因為你資料還是都要收集，其實也不能說做白工，因為你資料收

集的越完整，你對自己是不是比較有保障？不要說我都不清，那都按照登記簿。

如果說真的有人去異議，告到法院去，法院說：「那你資料拿出來看。」你不能

只有說要依照登記簿，什麼資料都沒有。那至少說我資料都收集了，可是我無法

知道說到底當時是什麼情形，因為資料沒辦法顯示出來，那就是依照登記簿，我

依照自治條例就是依照登記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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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曉彤：所以這是對公務人員的一個保障。 

葉榮上：對啊，該做的還是要做、該收集還是要收集完備。 

萬曉彤：我看了很多判決，總覺得法院不管證據如何齊全，比較偏向全部都按照

登記簿。可能是因為法院對這段歷史比較不瞭解，也有可能是他們還必須考量其

他債權債務關係。 

葉榮上：對啊，所以到最後這個要讓法院來判，其實他們也很難判。 

萬曉彤：有時候看判決覺得好無力，行政機關查了很多資料，他們都不看。 

葉榮上：他們也沒辦法去認定啊，他們是講求證據，證據要充分，他們才能夠去

做這個判決。可是行政機關沒辦法這樣做啊，我們如果說要到證據很充分才去想

說要做什麼公告，那就什麼事都不能做了。我就卡在那邊，因為我證據不充分，

所以我沒辦法公告。 

萬曉彤：事實上就算證據很充分，只要有異議還是要協議。 

葉榮上：對，因為證據上是這樣子，可是私底下他們是不是有另外的協議，我們

不知道。所以說我們只能夠依照我證據力到哪裡，我就公告，那另外的或許他們

私下有什麼協議我不知道。 

萬曉彤：通知的時候會遇到什麼困難嗎？像楊梅那邊就有遇到共有人已經搬到巴

西，還是要通知。 

葉榮上：對、對，國外的都要，我們都要查，他如果說已經出境的話我們要請外

交部查他們在哪邊，他們那邊會有紀錄。他們查到給我們我們還要公告再通知也

要寄到那邊。 

萬曉彤：他們會為了這個回來開會嗎？ 

葉榮上：不會，而且他們大部分都是繼承人比較多，所以他們大部分也不會去關

心這個問題。只是說我們那個程序還是要做到。那國外的我們就要請外交部轉寄、

轉送。我現在就有一個是請外交部查，查到住址，可是寄去又被退回來。所以我

就用公示送達，境外公示送達，不是我們這邊的。我們這邊也要貼，另外還要請

外交部轉到那邊的領事館，在那邊公示送達，然後他們那邊再回來，他們再給我

蓋個章。 

萬曉彤：這樣往來可能就要好幾個月了？ 

葉榮上：對，而且境外公示送達要六十天，要六十天才達到效力。 

萬曉彤：所以這樣前前後後可能要半年？一個案件整個辦下來大概要多久啊？最

順利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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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榮上：最順利的話就是清查一個月、公告三個月，再來就是報縣政府核定，然

後就送登記，正常大概五個月。 

萬曉彤：最快要五個月，久的話就是… 

葉榮上：久的話就是有異議要開協議的啊，拖兩年的也有。我這一件就拖很久，

這一件 99年 3月，然後到調處 100年，這是有可以協議，之前公告、清查的部

分加上去。 

萬曉彤：他們自己應該也會覺得煩吧？ 

葉榮上：有，其實他們這個案件在七八十年的時候就已經有在處理了，有爭執，

然後有請縣政府做調處，又去鄉公所調解委員會，可是都還是一直沒結果。直到

我這邊我再重新在清，因為以前都沒有說做很完整的一個清查，所以說他們資料

都不是很完整。只是說你要怎樣、我要怎樣看能不能雙方去協議一個結果出來。 

萬曉彤：像這邊在清查是不單純看註記，會去看所有權部是不是空白。 

葉榮上：登記簿上都有註記，那有註記的我們就會再去把徵收清冊、放領清冊調

出來。 

萬曉彤：會不會有一些他其實是未辦持分可是沒有蓋到註記的？ 

葉榮上：也有。 

萬曉彤：那那種會清查出來嗎？ 

葉榮上：會啊，我們在清查的時候就碰到，那碰到我們就趕快把他再加註上去。 

萬曉彤：那如果他早就移轉了呢？ 

葉榮上：也有移轉的啊。 

萬曉彤：那怎麼辦？ 

葉榮上：就一樣先限制起來，因為清查結果大部分還是會依照登記簿，可是還是

要一起把他做清查。以前或許有的都已經移轉掉了，或者沒有註記，那剛開始有

時會疏忽掉，或者已經有移轉掉了，那他們有的就不去清他，還是針對有蓋的部

分。 

萬曉彤：所以如果漏蓋、又移轉掉，就沒辦法清了？ 

葉榮上：早先有那個就不管他了，後來清到最後覺得應該還是要清。所以後來我

還是如果有漏蓋的我就再把他加進來進行清理。 

萬曉彤：那突然把土地凍結起來不會又造成抗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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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榮上：不會啦，因為我們已經在清了，就是已經清理了，所以才發現到，所以

大概頂多限制也是四個月、五個月。 

萬曉彤：那像這種情況就真的只能按照登記簿了？ 

葉榮上：大部分還是會按照登記簿，因為沒有租約可以證明。 

萬曉彤：所以早期在蓋這個註記其實並不是非常嚴謹，有的該蓋的沒有蓋，有的

不需要蓋的他卻蓋了。 

葉榮上：對，有的會漏蓋。以前的登記簿是這個，那他如果是屬於未辦的話，他

所有權部會空白。他這個「實施耕者有其田，由原地號分割轉載」這個就有分割，

像這個原本是 185地號，那他有分割這麼多筆出來。然後他有出租放領掉，那這

個是自耕的部分，那屬於自耕是誰的不知道，因為他沒有做一個權利變更。所以

他這個分割出來，185已經放領掉了，這個就寫放領，然後他分割之 3、之 4之

5、之 6、之 7，之 3也是放領掉，之 4是自耕保留。這個是共有人蔡 xx是自耕，

可是是不是全部都他的，不知道，不敢登，沒有做一個持分交換，所以這個是空

白。所以這個就是未辦持分交換。 

萬曉彤：像你們在清查的時候，在電腦上就只能看到像這個是 185之 3，所以就

要查他分割前的地號，再去查他總共分了幾個，全部查出來？ 

葉榮上：對。 

萬曉彤：那如果光從電腦資料是不是看不出來總共分了幾個？ 

葉榮上：對啊，看不出來，因為這個資料都要對照，然後他有的有放領掉就是整

個，保留的部分就是空白。然後他後來在轉人工登記簿的時候，他會轉載過來。 

萬曉彤：這個是什麼時候轉載的？ 

葉榮上：這個是六十七年從這邊轉到新的人工登記簿，65到 67七年，因為當時

量很大，所以他日期不一定是在一起。新的人工登記簿在所有權部他上面就有蓋，

這些地方要怎麼找出來，你要看徵收清冊，他這一戶裡面有徵收的他就會在這

裡。 

萬曉彤：這個也是地所的資料嗎？ 

葉榮上：對，我們這邊都有資料在。還有這個是放領清冊、這個是自有耕地複查

表，像這個都是屬於自耕。像這個他都沒有寫，表示他可能都在上面自耕，或許

只作他自己的部分，或許有作到別人的部分也有可能。所以說你說保留這一筆是

不是全部都他的？不知道。或許這個會超過他的持分面積也不一定。 

萬曉彤：像這個如果沒有租約的話就沒辦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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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榮上：像這個就是無租，他是共有的，那他可能去作別人的地，那別人就想說：

「我就沒有作，那地也不要讓他空著，你要作就讓你去作。」他也不會去跟他收

錢，像這樣子那塊地也剛好就保留下來了，因為是屬於自耕的部分。等於說你的

部分你沒有作、我幫你作，可是我們沒有租約，我也沒有付你租金，所以說你地

也不可能放領給我，可是你的部分也是屬於自耕的部分。因為你也是屬於共有的

自耕嘛，所以你的部分也保留下來。 

萬曉彤：好像有一些是因為比較貧瘠或是沒有水，所以雖然持分一樣但是分多一

點。 

葉榮上：那個應該也是屬於他們私底下的契約。像你們那邊有分管的你有沒有看

過？ 

萬曉彤：沒有耶，判決書有看過鬮書。 

葉榮上：對，我有看到，可是那個不知道什麼意思，而且那個字也很少。會不會

是他們私下的一些合約還是什麼？ 

萬曉彤：應該是吧，約定這一塊地哪裡到哪裡是他作、哪裡到哪裡是他作這樣，

但是沒有實際看過。 

葉榮上：像這個南崁下段這個應該已經又去法院告，這是最近 4月 28號才第二

次調處，第二次調處結果是依照登記簿，可是我公告的話我是把他持分拿掉，調

處的時候調處委員他們是依照登記簿，等於是跟我的公告是不一樣的。調處委員

的組成你知道嗎？就是要找當地一些比較有頭有臉的，這就是調處委員名單。 

萬曉彤：地政處處長、地所主任、調解委員會主席、律師、校長退休。 

葉榮上：這個是一個立委的哥哥，就是在地方上常幫人處理一些糾紛什麼的。這

個都是我們選出來的，然後要報給縣政府，去聘他們。 

萬曉彤：任期是一年？ 

葉榮上：對，我們調處會的時候就是雙方都要到，然後聽他們陳述意見，再做一

個決議就對了。 

萬曉彤：那他們這次的決議就是按照現行登記簿？ 

葉榮上：他們會依照雙方的陳述，再去考量一些書面資料什麼的，作成一個決議，

不一定跟我們的公告會一樣，因為我們公告也未必說一定就是那樣子，我們是就

我們手邊所收集的資料去做公告。 

萬曉彤：所以他們還蠻有可能會去告上法院的？ 

葉榮上：這個會啊，這個因為他們當時七十幾年八十年一直在爭的就是這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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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都覺得說應該全部是他們的，而且就我調查的資料看也應該都是他們的，所以

他們自己就會去告。可是委員是合意制的，他們認為證據力或是怎麼樣，或者是

全部都給他們好像證據力還是不夠，所以他們不敢這樣，就還是依照登記簿上的，

通常是會考量雙方的陳述。 

萬曉彤：這樣看來希望不大，在我覺得這就不算辦成功，沒有按照真實狀況登記。 

葉榮上：可是是不是真實的其實也難講耶，我是照我書面資料是這樣子，可是去

領錢的又是首名，首名又是自耕的那一個。那他領了錢有沒有交給另一個，就根

本不是我們能夠去釐清的。可是我公告不能說：「你領了錢有沒有給他我不知道，

所以說我要照登記簿。」好像也不能這樣子，我是以證據力。因為你那一部分不

是我去釐清的，所以我只能依照我書面上的資料，應該是怎麼樣子去公告。 

萬曉彤：首名是自耕的這就很難。 

葉榮上：對啊，那他有沒有去分應該也不是我們去給他推究的。 

萬曉彤：但是如果在法院可能就要。 

葉榮上：對，他們可能就會：「你有沒有拿錢給他們，這個我沒辦法判辨，所以

就按照登記簿。」也有可能。可是我們不能去給他們做這個判決，我們行政機關

還是依照我們的證據去認定。 

萬曉彤：所以地價結計清單除了是共有人各自領，如果是由代表人自己去領的話，

好像沒有什麼幫助。 

葉榮上：沒有什麼幫助。 

萬曉彤：那有沒有那種沒有去領的？ 

葉榮上：沒有去領的也有啊，也有就是提存，提存法院，等於大家都沒領。自耕

的人講說他沒有去領，出租的人講說：「我沒有領到、他沒有分給我。」結果大

家都沒有去領。可能就提存到法院去了，也有可能。像我去土銀調那個案子，他

們就有一冊是提存法院的。 

萬曉彤：這個調處委員就是要由你們自己去請？ 

葉榮上：對，我們去徵詢，再報給縣政府，這個是一定的，當然委員，這個是公

所的調解委員，我們當然優先考量，這個是我們希望盡量找一個有律師的，他會

對這些法令可以提供給我們做諮詢。 

萬曉彤：在調處的時候承辦人員也要在場，那你也會提供你的意見這樣？ 

葉榮上：對啊，我們都會做簡報，協議會也要做簡報、調處也要做簡報。 

萬曉彤：這樣子他們共有人都可以瞭解前因後果是怎麼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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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榮上：你說瞭解，有時候他們說實在他們自己也不瞭解，因為自耕保留這一塊，

沒有去研讀的話根本也不知道什麼叫做自耕保留。 

萬曉彤：那你會解釋給他們聽嗎？還是他們也未必想聽。 

葉榮上：不會，他們大概只想說：「我只要我的部分能維持住就好了。」其實你

跟他們講他們大概也不想聽那麼多，他們不想去瞭解過程，他們只要那個結果是

「我的持分還在」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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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桃園縣楊梅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牛培忠訪談紀錄 

 

受訪者：楊梅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牛培忠 

時間：2011年 4 月 28日上午九點 

地點：楊梅地政事務所 

訪問者：萬曉彤、蔡尚謙 

 

牛培忠：桃園縣議會還沒有通過自治法規的時候，內政部的版本，就是清理要點

好像是民眾…就是我們沒有主動去清理這個註記，然後現在自治法規就加了一個

由地所主動來清理有這個註記的案件。這個註記有可能是因為以前註記很亂，可

能有些會加一個「產權未定」，或是也有加註…用詞不明。之後要清理之前，縣

政府有統一一個規範，我們要開始清理的時候，我們會全部清查地所裡面如果有

屬於實施耕者有其田這樣的情況，那我們就會統一用語，就是註記成「未辦持分

交換前不得移轉及設定負擔」，像這就是算民國四十二年遺留下來的問題。 

萬曉彤：所以這個曾經全體清查過一次？ 

牛培忠：對。清查過一次，有屬於的我們就是統一用語。 

萬曉彤：那這個清查是怎麼去辨識他是不是因為耕者有其田的關係？ 

牛培忠：如何辨識，之前我也不太會辨識。舊簿應該有看過吧，如果總登記簿有

記載四十二年有因實施耕者有其田逕為分割地號，這就是屬於民國四十二年遺留

下來的。 

萬曉彤：只要有分割就算？ 

牛培忠：要因實施耕者有其田，以前就是都一大片土地，那可能有分管契約，那

個政策就是他會把佃農實際有在耕作的部份分割出來，就把他跟原來共有人分開，

所以才會有逕為分割的這個。 

萬曉彤：所以你們會直接從他這個部份去看？ 

牛培忠：對，然後再去釐清。 

萬曉彤：我之前有查到這些案件本來就有蓋章，所以說你們不只單純看這個蓋章，

也是會從地號有沒有分割過。 

牛培忠：對，像這個 48-7、48-8，這個之前有陸陸續續在辦，自耕保留的地。 

萬曉彤：這一個案件是他們自己來申請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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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培忠：當時我不太清楚，可是他是寫「逕為交換移轉」，應該是我們政府這邊、

行政機關來逕為交換移轉。 

萬曉彤：最早的規定是逕為辦理。 

牛培忠：耕者有其田條例第二十二條吧，逕為交換土地權利移轉，應該是用這個

條例。只是陸陸續續，你看這個登記原因是四十二年十二月，可能是因為人手不

足吧，因為之前的編制或怎麼樣，所以五十五年才（辦理）。徐老師不是有提到，

之前要實施耕者有其田，因為人手不足，大量去僱用一些老師或者其他，這是前

期的作業，所以後續放領的都已經放領，現在留下的是自耕保留，就是剩下地主。

如果說我是出租人，我應該把我的土地要消滅，這後續有一些已經逕為辦理了，

可是有一部分還沒有辦理，這就是現在延續下來的問題，就是未辦持分交換的問

題。 

萬曉彤：你們在調查的時候會去現場看嗎？ 

牛培忠：大部分不會，有疑義的時候才會，我們調查的時候會去調資料，我們會

調閱相關的文件，包括我們地所的資料，就是徵收清冊、地積計算表，就是現在

的分割，然後是自耕複查表，私有耕地自耕，就是有自耕情形他會去填載，然後

還有一個佃農承租私有耕地複查表，還有另外一個，剛好這份沒有資料，也就是

附帶徵收的調查表。這有很多他有徵收清冊、放領清冊，還有附帶放領清冊，自

耕複查表、業主戶地調查表…，這個我們所好像沒有保存到吧。 

萬曉彤：自耕保留交換清冊？ 

牛培忠：對，我們所沒有看到，可能六十一年搬遷的時候… 

萬曉彤：這個是不是早期地政人員已經辦好交換的部份？ 

牛培忠：應該是，我看我們所內是沒有這一份資料。然後第二個就是當時的租約，

鄉鎮市公所保存。我們在審查的時候會很重視這一份資料，因為這一份資料就可

以確定當時誰是出租人，所以是比較關鍵的資料，比較能拿掉人家持分的資料。 

萬曉彤：如果確定誰是出租人、誰是自耕，你們就會直接把出租的人拿掉了嗎？ 

牛培忠：對，就會拿掉。大部分拿掉人家持分當然是應該都過了一兩代、至少一

代，所以大部分的人是沒辦法接受，所以自治法規才會訂一個公告三個月來徵詢

的動作，如果他們有疑義就可以提出證明文件來向我們申請。如果證明文件確實

是這樣我們會召開協調會，如果協調成功當然成功，大部分有召開協調會的結果

都是依照現行登記簿來登載，因為大部分人也不想撕破臉，以前的共有人大部份

都是親戚。這又牽扯到一個問題，以前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土地所有權狀，只有首

名才有土地所有權狀，其他都是保持狀，然後台灣施行細則裡面有規定以首名的

人來領錢，可是當時可能首名的不是被徵收者，是他的其他兄弟才是被徵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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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走可能他沒有（交付），這就是屬於債權的部份，他是依照規定發給首名的，

所以產生有一些糾紛。就是：「我也沒領到錢，你為什麼把我的持分拿掉？」可

是很明確他就是出租人。之後就是再協調，可能當時他領到錢，現在也沒有錢來

補償他，所以就是依照現行登記簿來登載。 

萬曉彤：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的時候他們都清楚以前的事情嗎？ 

牛培忠：他們不清楚啊，因為畢竟過了很多代。即使一代，他們都不住在現場，

就是都不住在土地的附近，可能都已經搬遷，也不曉得有這一塊。而且大部分有 

一些還沒有來辦繼承，所以他可能也不清楚他有這一塊土地。 

萬曉彤：如果他沒有辦繼承的話，你們通知會通知到…？ 

牛培忠：自治法規是規定要通知共有人，就是所有權人、有註記的所有權人，如

果所有權人死掉要通知他的繼承人，那如果他的繼承人再死掉的話，就再通知他

的孫子。 

萬曉彤：要查這個其實也蠻辛苦的？ 

牛培忠：對。就是要查戶政機關提供資料，不像現在地籍清理，地籍清理如果要

涉及拍賣可能就是找…只要找一兩個繼承人就可以了，就通知他，所以我們自治

法規可能比較嚴謹，就是要通知他，國外的也要通知啊。所以我們也會去…如果

查不到、如果他出境了，就要請外交部盤查他外國的地址，出境他會有留下一些

資料，我們再發給他，如果他們都沒有接到或國內的沒接到，就用行政程序法的

公示送達。所以一個案子如果牽涉到國外，可能整個流程三個月加上…如果都沒

有異議的話，三個月，然後國外被退回來，因為寄到國外要…寄到美國要兩個月

多，然後回來，大部分也要半年以上的時間才能結案。 

 然後接下來就是土銀的他有一個「補償耕地地價結計清單」，就是被徵收者

他領的錢，還有佃農的「歸戶底卡」，就是他有沒有繳錢的記錄、有沒有繳清地

價。他們也有保存徵收清冊、放領清冊和附帶放領清冊，因為聽說好像之前簿冊

都有做三份，一份是地所保管，另一份就是當地的縣政府，那另一份就是土銀。

聽說是這樣子，確切的…縣政府那邊我是沒有看到，確切的我只能跟你說地所這

邊有保存，然後土地銀行有保存，就可以去作一些佐證。 

萬曉彤：這個領地價的應該是首名？ 

牛培忠：對啊，所以剛剛說過造成很多糾紛。然後再來就是都調齊了之後就會審

查，審查是不是這個作佐證或是怎麼樣。由我審查完畢之後就交給課長、秘書、

主任簽名，之後就可以公告，公告就有地段、地號、土地標示的部份，還有權利

範圍，就是他的權利範圍是多少，如果有減掉人家持分就會寫原權利範圍，然後

再來就是交換移轉後的範圍是多少，然後也會列出他所有權人的姓名住址、異議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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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曉彤：我有看到你們有公告在網路上，但是其他所好像沒有。 

牛培忠：對，全國地政事務所應該只有我們有一個專區，未辦持分專區。因為我

們桃園縣是最多筆數的，我們有七百多筆，我們主管說讓當地可能有一些人可以

上網、或是代書會上網去看，然後讓他瞭解有這個註記在，因為有些有碰到過，

大部分民眾來都詢問：「這個通知函是什麼意思？」為什麼要成立那個專區，就

是實務上在公告後，民眾會陸陸續續來問說是怎麼回事，有些是減他的持分，他

會問說：「為什麼減我持分？」這樣。我們就把這個問題整理起來，然後成立一

個專區，專區裡面其中一項就有一個 Q＆A。Q＆A你點進去還要再選一個未辦持

分交換的欄位，那有大概五個問題，整理出來的。 

我一年多前在做的時候，也碰到幾乎是沒有頭緒，因為不知道是怎麼樣，然

後網路上也找不到。就問一下主管能不能成立一個（專區），資源共享，因為新

北市也問我，他們也要清。 

萬曉彤：新北市還有嗎？ 

牛培忠：應該是全省都還有，只是比較少。 

萬曉彤：但好像只有桃園有自治條例？ 

牛培忠：對，其他都是行政規則，就是要點，比較沒有像徐老師比較重視的程序

正義吧，就是要到「法」的階段。我們自治法規是縣議會通過的，所以比較符合

民意，就是有民意基礎來通過的，這樣也是對我們承辦員比較有保障。因為大部

分減人家持分總是心裡不太高興，總是要一個法律的保障。像昨天就開調處會，

他們不承認當年四十二年有放領這個事情。之前我那一件也是有打行政訴訟，他

就跟法官說，應該撤銷這道…算行政命令嗎？實施耕者有其田、四十二年徵收放

領的。 

萬曉彤：那個是法律，但是三七五減租一開始是行政命令。 

牛培忠：所以也不太可能，因為牽扯太廣，要整個撤銷那大家都已經…很難。所

以我們都是按照來做一些事項。我不知道你們研究的東西要怎樣的東西。 

萬曉彤：就大概先瞭解一下怎麼進行，在中壢那邊他們是直接按照登記簿，那他

們的說法是他們沒有權利去決定財產權的問題，那個要交給司法。 

牛培忠：有很多如果確定的話，我們自治法規有規定是要去調查，當然他們有另

外考量的方向啦，可是我們依照自治法規賦予我們的權力就是去勘查到底誰是出

租人、誰應該要減掉他的持分，就維持算正義方向吧，看誰是出租人我們就把他

的持分減掉。不管是不是徐老師說的這個共有人不應該（被徵收），因為不是以

前大地主，台灣都是小地主，這些撇開不論，就是單就這個已經徵收放領的情形

來看，我們就是盡量做到合情合理，就是應該誰的土地被減掉就減掉。如果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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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登記簿，我們也比較好做，可是就比較不符合正當合理性。如果調查屬實，又

維持現行登記簿的話，那比較說不過去。 

萬曉彤：有沒有遇過那種實在調查不出來他是誰的情形？ 

牛培忠：就是很難，因為很多租約大部分都…可以以前沒有電腦化吧，都是手寫，

現在也會啦，如果共有人很多都會寫「等幾人」，那我們就沒辦法判斷。「等幾人」

可能張三等六人，你不可能只單單減張三，那又對其他真正（所有權人）不公平，

所以我們大部分，如果真的調查不出來我們就是用現行登記簿來登載，然後公告

三個月。我們還是有這個程序，就是公告三個月，如果他們…大部分是沒異議，

大部分依現行登記簿是（沒有異議），因為他們也沒辦法提出證據，畢竟已經經

過快六十年了。所以他們也沒辦法提出證據，或提出一些分管契約的證明，所以

依照登記簿大部分是沒有異議的。 

萬曉彤：所以按照登記簿就比較不會有問題，按照實際登記反而異議比較多。 

牛培忠：對，所以這可能也是中壢所考量的吧，我們也是盡量按照登記簿，因為

登記簿畢竟已經登載了快六十年。最近我也碰到一個案子，他已經辦繼承了，然

後我們調查，租約上就單單列名張三，沒有什麼「等幾人」，然後承租人就是李

四，那他租約上還有很多地號，我們去查那些地號，全部的地號就只剩我調查的

那一筆沒有辦自耕保留交換，其他筆都有做自耕保留交換，而且都是減張三的持

分，唯一減掉他的持分，就很明顯的。可是他的後代，他在八十九年過世，就辦

繼承，牽扯比較多是他有繳稅了，就會牽扯到說他繳了稅，然後又繼承登記，如

果他又被罰鍰，那是不是罰鍰要不要還他？我是不清楚這些法律啦。所以會牽扯

比較多的問題，可是沒有辦法，因為明明知道正確的、調查就是他，沒辦法睜眼

說瞎話，就按現行登記簿，也沒辦法這樣啊。我們就是按照程序，也有讓他們申

訴的管道，三個月讓他提出對他有利的證據，我們清冊都會附給他，上面都有地

址，他就可以循這個地址去問其他沒有減掉持分的所有權人，去問他願不願意依

照登記簿，他們可以私下協議，這也是對他也有保障啦。 

萬曉彤：像這樣異議的情形多嗎？ 

牛培忠：異議的情形應該佔兩成吧，不會太多，因為大部分都是按照現行登記簿。 

蔡尚謙：那有異議成功的嗎？ 

牛培忠，異議成功…沒有耶。就是異議之後他如果協調，有協調成功，協調也是

依照現行登記簿。異議成功就我現在承辦的是沒有，幾乎是沒有人，提不出任何

確切的證據，足以推翻我們審查的資料。畢竟是已經六十年，他們也釐不清楚，

或者是資料遺失或散失。 

萬曉彤：那協調成功的比例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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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培忠：我們所去年就有三件、四件吧，比例也不算高啦。會協調大部分是持分

完全沒有，又牽扯到另外一個附帶徵收放領，我不知道你們附帶徵收放領有沒有

著墨，那一個區塊會比較難、牽扯比較複雜。我不曉得你了不瞭解，我就我知道

的大概說明一下。為什麼有附帶徵收放領，實施耕者有其田有提到說建築物或是

池沼會附帶的，像溜池，以前的田在石門水庫沒有建之前，有些田需要灌溉，他

就有需要吃水的地方。就像昨天協調會，有一些鄉親有說，其實我也不知道，有

很多說法，有一種說法是，他舉了一個例子，如果附帶徵收放領有寫一個 49分

之 11，他那一個地方解釋是說放水的時間，如果有 49小時的話，他可以放 11

個小時，有些人是這樣子，至於是怎樣，有很多說法，我昨天是第一次聽到用放

水時間來計算持分，也有另外一種說法，但我不太記得，這是昨天我聽到的。 

萬曉彤：我之前有訪問一位退休的老前輩，他說當初在辦的時候，溜池假設有五

個人共有，持分就五分之五，但是放領之後佃的部份又直接再給他五分之一，所

以總共持分就變成超過一，這你有遇過嗎？ 

牛培忠：有，大部分附帶徵收放領都大部分是這樣，就要依比例剔減。就是先調

查誰是出租人，像我這一筆是溜池，他有持分附帶放領，就放領給這些人，這裡

他有寫「剩餘持分」，就是不是完全放領掉。 

萬曉彤：那這個剩餘持分就是自耕的？ 

牛培忠：對，就是原所有權人，然後我們會去調查當時誰是出租人，如果查到誰

是出租人我們就把他拿掉，剩下來分配剩餘的持分。通常就是依現行登記簿，然

後再依原來共有人名簿上這些持分來分配剩餘的持分，大部分是這樣做，前提是

調查不出來誰是出租人，就是依原來共有人來分配剩餘的比例，持分這樣才會變

成一。 

萬曉彤：這個是放領清冊嗎？有寫「剩餘持分」的。 

牛培忠：這個應該是以前登記員來寫的，這個案件是林熊祥的，徵收清冊大部分

會蓋章，這是他用寫的，蓋章是這邊會蓋一個「附帶徵收放領什麼，詳見清冊第

幾冊第幾頁」。以前作業在附記他會寫他持分有多少、承領人持分有多少，都會

寫在附記這邊，有些是空白，空白就是他確定是全部或是多少持分，這就可能要

先調查出租人。 

萬曉彤：所以是先把承領人有的持分都先扣掉？ 

牛培忠：因為承領人大部份都已經確定了，都已經確定附帶放領了，剩餘的才歸

剩餘共有人。 

萬曉彤：假設像我剛剛舉的五分之一，扣掉就剩五分之四，但是這五個土地所有

權人又不能確定誰是出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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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培忠：那就依比例減，就五分之四乘上五分之一，每個人 25分之 4。按原來

比例剔減會比較公平啦，因為比例是他們原來的比例，如果誰多拿，我們也沒證

據誰要多、誰要少，所以要依他們原來的持分比例來做一個減的動作會比較公平。

附帶徵收是比較多，因為我們桃園縣有很多溜池、埤塘。我調查大概有一、兩百

筆附帶徵收都是溜池，溜池還有一些是不計價的。實施耕者有其田不知道第幾條

有規定說建築物可以不計價，不計價就是比較麻煩，土銀那邊就沒有資料，土銀

沒有資料就對我們提出的證據力會不足，因為他也沒付價，到底有沒有附帶放領

給他？雖然附帶徵收放領清冊有他的名字，可是…因為其實以前法律不是說很明

確，或是說怎麼樣，會牽涉到說有一些有蓋校對章，就是確定他這一個劃掉，有

些他有劃掉、沒蓋校對章，到底是有沒有劃掉？可能是以前的行政程序沒有規範

很嚴謹吧，有些他沒劃掉，可是總登記簿上他沒有寫，這樣到底有沒有放領的情

形就不得而知，這就靠我們要去調查。 

萬曉彤：一般整個程序下來最花時間的可能就是這個部份？ 

牛培忠：最花時間是找人的部份，因為畢竟我們是地政機關，不是戶政機關，也

有涉及調它機關的資料，大部分我們有跟…楊梅戶政事務所就在隔壁，我們就會

自己去調閱，最終的環節就是人的部份會比較費時，尤其當時女生，大部分都會

有一個媳婦在，就是童養媳，女生得部份就會比較難找，因為有些他們…我不知

道你有沒有看過日據時代的簿子，他們大部分都用毛筆字寫，像我們登記簿也是，

日據時代的登記簿也是很草，就是找不到很多會遇到一個瓶頸。這個資料還好，

我們會大部分都是依照這個清冊為準，清冊上有誰就有誰，他可能登記簿上沒有

登記，歷史的資料我們也不太清楚到底為什麼他沒登錄，就是按照清冊有的資料

來公告。公告之後如果他們有證據或怎麼樣…其實這樣想起來也對他們很不公平，

誰會保存四、五十年？所以我們盡量求審慎，怕有（地所資料）塗改或是什麼人

為的因素，所以我們才會調閱土銀的，因為土銀他只有發價，大部分不會去更改

這些資料，我們就會比對簿冊，所以他（自治條例）才會叫我們去調閱土銀的資

料，因為土銀也有保存徵收、放領、附帶放領清冊，來比較對照，比較不會被人

家說我們單方面來認定，因為我們有去查證簿冊比對到底哪一個是正確、哪一個

是錯誤的。 

萬曉彤：這個看起來都很清楚、保存的很好。 

牛培忠：對。有些所可能有搬遷遺失，去年我們登記課有做一個土地總登記簿等

地政資料的掃描，然後我們也就把這些資料都掃描進去。像這些都是土銀的資料，

這是剛才說的歸戶底卡、這是繳錢的資料，這邊他就有寫地號。 

萬曉彤：這個「欠」是什麼意思？ 

牛培忠：「欠」大概是欠地價沒有繳吧，這一期的，他有分幾期、應繳的地價多

少，他可能當年沒有繳就蓋一個「欠」，之後補繳就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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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曉彤：那這個部份是承領佃農的部份？ 

牛培忠：對，接下來就是歸戶底卡，這是結計清單，就是補償費發放，林熊祥等

八人，誰領就在這邊蓋章。 

萬曉彤：可是他是姓楊的？ 

牛培忠：代領，代理人代領。 

萬曉彤：那這個人是共有人嗎？ 

牛培忠：應該不是，應該是林熊祥的代理人來領吧。這個（補償金部份）我們就

看不太出來，他裡面的內容到底是怎樣換算的。這個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們都

是以戶號來命名，他如果是林熊祥等九人，他又會變另一個戶號，每一戶都要同

一批人，其中一個人如果不一樣就是可能會再用一個戶號。佃農也給他一個戶號，

還有一個帳號，他有一個總括，還有一個細項編號，用來繳錢。 

萬曉彤：這個我們可能就沒辦法調閱到了？ 

牛培忠：這個我們是可以調閱，土銀的你都可以調閱。 

萬曉彤：如果調處的結果沒有成立，那是會用到訴訟？ 

牛培忠：對，調處結果如果不服，他可以十五日內訴請司法機關裁判。 

萬曉彤：那他們提起的是什麼訴訟？ 

牛培忠：還沒遇到過耶。 

蔡尚謙：所以你還沒被告過？ 

牛培忠：對，但是蘆竹好像有，蘆竹地政，可以問問看。 

萬曉彤：您剛剛有提到說像昨天的案子他有打過行政訴訟？ 

牛培忠：他是告楊梅地政事務所。其實行政訴訟我不知道是怎麼樣，程序上就是

先協調，協調不成就調處，調處不成，可能不知道會不會走訴願。通常像我們地

價課如果徵收價錢不滿意，我們會重評，就是地價評議委員會，如果他不服就提

內政部訴願，之後才提行政訴訟，這個我是不清楚到底行政訴訟是擺哪個位置。 

萬曉彤：所以如果按照正常程序要處理這個案件，是應該要走一般訴訟，不能走

行政訴訟？ 

牛培忠：行政訴訟也可以，就是他會告我們有行政瑕疵，之前他告我們是因為持

分不等於一。所以我們就逕為更正，把那個確定的沒有動，剩下的部份我剛才說

依比例剔減。他就去行政法院說這個程序違法，不可以因為不等於一就逕為更正。

因為要透過這個條例，未辦持分交換來公告三個月，他應該是告我們行政有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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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 

萬曉彤：如果他是要透過行政訴訟來讓他的持分維持不被減，是沒有辦法的？ 

牛培忠：沒辦法，因為當時我們行政機關程序有做，只是沒有做完，就是剩下共

有人保留部份沒有剔減，可是放領部份已經確定了，他是看我們這個比例剔減是

依什麼法律來比例剔減。他告我們就是說不能用事務所一個行政規則來逕為更正

他的持分。 

萬曉彤：如果說他們告了之後，判決也確定了之後，是由法院來囑託這邊登記？ 

牛培忠：對，囑託說回復原來登記。 

萬曉彤：我有看一些判決是很多人都提「確認之訴」，可是法院又會跟他說「確

認之訴」是沒有辦法去拘束土地登記，那他到底是應該如何去打這個官司？ 

牛培忠：你是說這個持分官司？持分不等於一的。 

萬曉彤：不是。就是比方說共有人的持分被減掉，然後他希望按照登記簿登記。 

牛培忠：這個我還沒有碰到過。剛才那一件是附帶徵收放領，就是溜池。有八甲

多，又經過重劃，牽涉的又更多，一些補償費又更多。 

萬曉彤：未辦持分是不能移轉設定變更，那如果重劃的話算不算是變更？ 

牛培忠：重劃聽說他是會同一批人，不會加另外一個人，這因為牽扯到分配問題，

他是用同一批。因為有很多是很多塊一起來分配，大部分如果是一起，他會找一

樣的人、一樣性質、一樣有未辦持分註記的來做一個重劃的動作，不會說加一個

都沒有這個註記的然後綁在一起，因為會更牽扯不清。 

萬曉彤：如果變更之後變成建地，會不會讓這個在處理上變得更難？ 

牛培忠：這就是附帶徵收，昨天開的就是價值提高，原本是池塘，後來填平或怎

麼樣，變成建地，價值就增加。 

萬曉彤：這樣比較容易有異議？ 

牛培忠：對，就是價金比較高，可能也不能怪他們，以前不毛之地現在變成黃金

地，他當然原來有二分之一，然後現在變成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地變少，領的

錢就變少了。 

萬曉彤：像這種情況會有地政士從中協助嗎？ 

牛培忠：也有啦，可能撇開持分不為一，有些就是看到登記簿上有這個註記，他

會來詢問我們地政事務所，會去找共有人，去幫他們解決，賺取一些費用。因為

他們要移轉也是一個變數，不能移轉、只能繼承或徵收，他沒辦法賣給第三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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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困擾。 

萬曉彤：像這樣的情況你們就比較輕鬆？ 

牛培忠：其實也不會，因為要看人數的多寡，代書他掌握的資源其實有限，其實

最主要是找人的問題，如果一筆土地有十個人，有一半、五個人沒來繼承，雖然

他可以幫他們辦，收取繼承費用，但是單單要找那五個人，其實很多沒有來登記

的大部分都是散居各地，就我去戶政單位調查，有些已經很早過世，或是子女一

大堆，所以代書可能比較無能為力。或是經過兩三代了，再追溯很難，就我們公

告的案件，其實真正來辦繼承的很少，因為幾乎都散居各地，然後就那一點點持

分，繼承下來價值還不夠付代書費。那如果要自己跑，有些住在美國，我有遇到

過一個住在台北、一個屏東，就很困難。 

萬曉彤：所以你也沒有遇到過共有人之間自己協調好，請你把註記塗銷？ 

牛培忠：有，也有。去年就有一筆，可是中華電信要買，那也是牽扯到附帶徵收

放領，也放領一部分，原共有人其中一個子孫來去找其他人，因為大部分都是親

戚，來做一個協調。他們有一個就很多人，他蓋很多章，幾百個人的章，因為程

序上是要先辦繼承，繼承要確定，他才可以處分，協議的章才有效力。如果是代

書來做，是有他的困難點存在，如果人很少是 OK的。 

萬曉彤：如果出租人的後代他自己知道他已經沒有所有權了，所以他沒有來辦繼

承，如果為了這個他必須先辦繼承，然後再把他的持分塗銷嗎？ 

牛培忠：那我們就逕為塗銷啦，因為有公告了嘛。公告之後，我們有做一個清冊，

就是原權利範圍是多少，然後交換後是多少。公告這三個月他都沒有來異議，那

我們就報請縣政府核定，核定下來我們才會辦一個未辦持分交換，他有一個登記

用語叫做「自耕保留持分交換移轉登記」，就直接把他塗銷掉。 

萬曉彤：那你跟土地所有權人之間的接觸可能就只有在調處的時候了？ 

牛培忠：公告之後他們會來問，大概公告兩個禮拜內陸陸續續就有人來問：「是

怎麼回事？」。然後等到公告截止後一兩個禮拜他也會來問「有沒有把我塗消掉？」 

萬曉彤：有沒有人公告截止之後才來提異議？ 

牛培忠：應該這個所內是沒有。幾乎都會在三個月內提出異議。 

萬曉彤：還有一個純粹好奇的是，為什麼這個業務是地價課辦理？ 

牛培忠：他們職務分配吧，從以前到現在都是這樣子，因為我們沒有行政課，如

果你去中壢地政事務所，他應該是行政課來處理的，我聽說如果有行政課大部分

都是由行政課來接收。因為地價課有比較主要的業務就是每年公告土地現值，還

有三年一次公告地價，還有另外因為我們沒有行政課，行政課還有一個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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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變更編定。歷史沿革都是由地價課來處理這些，可能是因為我們有牽扯到發

價的問題吧，可是又沒有啊…我是搞不清楚，有人說可能有牽扯到錢，就是現值

的問題，所以就歸我們。另外的原因可能是登記課平日要處理一些買賣或是設定

負擔這一些登記案件，如果再給他們可能就沒辦法負荷吧。尤其現在地籍清理下

來，其實他的人力又要處理其他業務、又要處理地清業務，其實人手會不夠。 

萬曉彤：像這個你一年大概可以辦幾個案件啊？ 

牛培忠：我一個個人嗎？以去年來說的話，公告的案件大概是六十筆吧。那是碰

到啦，就是他有同一批所有權人有分割成好幾筆地號，都牽扯到未辦持分。像現

在越處理到後面就越複雜，因為我們會先處理比較簡單的，就是他已經辦完繼承、

有統編。以前沒有統編只有流水編，就是你還要對他的名字、住址，在我們事務

所登記，才確定這個人，這部份比較難找。那越往後面剩下的會比較難找，人的

部份會比較難找，因為人數又多。共有人有最多的，一筆地號裡面就有一百五十

幾個人。然後又牽扯，我是不知道他有幾個流水編，就是沒有統編，應該有一半

以上沒有統編。那繼承人也有很多，因為我曾經找過好幾代，應該四代吧，就是

他的曾孫都是很下面的人，這就比較麻煩。因為我們都照法律程序，像我們找繼

承人我們會碰到就是戶主相續，就是依照他們之前繼承法，依照日據時代的，如

果他是日據時代，就看誰是戶主相續人，那會比較簡單，只要找戶主相續人，然

後他的子女都不必再找了，會比較簡單。不然他如果活了七、八十歲，民國以前

的都生很多，像林熊祥就有十男十女，總共二十個，那找人會比較麻煩。 

萬曉彤：那他是出租人？ 

牛培忠：這其實是有點複雜，這個案子還在處理，因為他的持分是公同共有，他

的兒子、女兒都列名，以前好像是大有株式會社還是什麼的，他都是一些董監事，

就是公同共有，他這五筆又是附帶徵收放領，到底是給他多少持分比較不明確。

找人的部份大部分已經找好了，找人的部份有花一點時間，剩下就是要比較仔細，

重點耗費時間就是人的部份，其他找資料、調資料，只要你有時間去找，就是所

內的，比較不必花頭腦。這個調戶籍還要去對他父母親、出生點，才能確定他是

他這一掛的人，不然如果一不小心弄錯很糟糕，其他調閱這其實都只是比例的部

份，大概就是這樣。 

 你可以去問一下蘆竹地政事務所，他們是全縣筆數第二多的，那處理也有進

入司法程序的。 

萬曉彤：全部處理的案件中，按照登記簿登記的比例多嗎？最後的結果。 

牛培忠：調處我們才碰到過第一個調處，你說公告之後，比例我是沒有算，但是

算占比較多的。 

萬曉彤：那按照真實產權狀況登記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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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培忠：對，我們有分「依調查持分登記」、「依現行登記簿登記」然後「依協議

登記」。 

萬曉彤：那協議通常都是依現行登記簿？ 

牛培忠：對，有分這幾項，你有去問縣政府地籍科嗎？你可以問他，因為他是統

籌，他的資料就是統籌我們桃園縣，他的比例會比較準，因為他是統合的機關，

資料會對你們的研究比較真實吧。 

萬曉彤：像你們查得這麼辛苦，好不容易查到他真實的產權狀況，結果一協議就

變成按照登記簿，會不會覺得好像很氣餒？ 

牛培忠：只會說是不是做白工或是什麼，可是也好啦，如果他們自行協議，當然

是比較符合公平的方法，畢竟公告是我們這一方說的，那協議是他們自己心甘情

願的，大家會比較樂意。 

萬曉彤：那你們開調處會的時候，場面會不會很火爆？ 

牛培忠：會比較生氣啦，像昨天就是那個陳情人也說，如果他不發這一口氣的話，

他很難受，不生氣的話就很難受。可是調處會我們也沒有裁判權、也沒有調查權，

所以我們主任也說，這些都沒有，那你們也討論不出一個結果，那就交給司法機

關，他們有調查權，比較有公正性。我們所只是行政機關，不是司法機關，當然

不能說這個分給你、那個分給你或怎麼樣，也不能裁判。像有一個所有權人也說，

他附帶放領沒有分割，像現在有些標示分割要先把承領人跟共有人分開，就有承

領人說：「既然已經附帶放領掉了，能不能把我們剩下的這一塊土地，把他切一

半分給我們，就不要跟佃農在一起。」可是我們沒辦法，我們不是司法機關，司

法機關是可以，司法機關有一個裁判分割，就可以把他分割出來。 

萬曉彤：有這種情況嗎？放領之後沒有分割出一個地號給佃農。 

牛培忠：那是附帶放領才會這樣，像溜很難把水池這樣分。 

萬曉彤：我有查到一個最新公告的，他的溜被分成三塊。 

牛培忠：他可能已經不是溜了。像高鐵在建可能有通過溜或埤塘，他可能會先把

水抽掉。大部分的附帶徵收放領是不會做一個標示分割，會跟原來的共有人在一

起，因為附帶徵收放領還有「建」啊，還有農舍他可能會擺農機具、曬穀場，也

不可能把房子切一半，以前好像也沒有公寓大廈，房子都是單獨所有權狀，房子

的部份幾乎沒有持分關係，就我目前為止幾乎沒有碰到過附帶徵收放領有另外再

分割出來，像放領一樣一個母地號分割很多筆，實際狀況也都在耕作就放領給他，

就一分之一給他，幾乎附帶放領是沒有。清理上他們就會說：「能不能分。」我

們沒有這個權力，只能訴請司法機關，他有一項是如果協議不成可以訴請法院來

裁判分割，都是要透過法院來做一個仲裁。法院我們有碰過竟然幫人家分割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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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等於一，他可能是小數點問題，可能三分之一他就用 0.333…，他應該是要

用分數來，他是用小數來加總，然後就造成持分不等於一，造成我們登記機關很

困擾，因為來我們就要照他那樣登，可是又不等於一，我們就再回覆他，請求能

不能再更正或怎麼樣，後續就不太清楚。為什麼會知道持分不等於一，因為那時

候在做地價分算的時候，我們程式跑出來不等於一，就有這個狀況。司法機關要

專門處理土地、瞭解的法官才懂得我們作業程序，這個你可以問縣政府，我也有

提到我們有一個作業手冊，但是作業手冊是我們發的，我也沒辦法提供給你們。 

蔡尚謙：您剛才有提到這個作業手冊是縣政府寫給你們的，能夠寫出這個作業手

冊的人應該很懂程序該怎麼做？ 

牛培忠：像我們地籍科科長，余科長，前年的地政貢獻獎裡面就有提到他主辦這

個業務，未辦持分交換，他以前也是有待過楊梅所啦，你可以問他，余科長他比

較有經驗，他有專門寫過這個自治法規的文章。他現在在縣政府，地籍科科長。

因為他是統籌主辦的，他會比較清楚問題的重點，但他只是看整體上的，就是我

們所呈報的，實際作業可能要問地所，實際作業方面可能他們沒有接觸。我們公

告後沒有異議才報給縣政府核定，所以統籌的一些統計資料他會比較清楚，清點

績效、碰到的問題類型他大概會知道，就我們所也有碰到蠻多類型的，也不是很

多，因為類型只有一個，只是衍生出來有租約、沒租約的又分很多情形，然後登

記簿上登載的問題。 

萬曉彤：有沒有可這些以前的資料自己對不起來？ 

牛培忠：以前的資料大部分是對得起來，你說對不起來是…？ 

蔡尚謙：就是資料查到最後斷了。 

牛培忠：不太可能，因為資料都保存，我可以說登記簿，土地總登記他們保存比

較完整，像徵收清冊或放領清冊，好像檔案法也沒有說要保存幾年，搬遷的時候

多多少少會缺頁或是散失。我們是有倉庫，可是倉庫沒有列管，像二樓的他們有

列管，聽說如果簿冊少了或是怎麼，那個主管都要記過，我說的是土地總登記簿

還有重造新簿，以前還沒有上電腦，這些聽說都會有處分的狀況，所以他保存一

定是最完整的，一定是不會散失，除非是蟲蛀掉，日據時代都有蟲，坑坑疤疤可

能字就沒了。徵收清冊、放領清冊也不能說保存不完整，只是可能沒有這麼重視

吧。 

萬曉彤：訪問過的地政老前輩他說他整理的時候也只能把他整疊拿出來用繩子綁

起來，因為翻下去就破了。 

牛培忠：對，我們也有整理，以前不是這種紙，我們在整理的時候會在後面再貼

一個白紙，把他整理出來，有很多都散失、也有缺頁或散失的狀況。 

萬曉彤：以前這個都是單面的嗎？ 



 
 

109 
 

牛培忠：對，都是單面，A3的紙。 

萬曉彤：你覺得我們有沒有可能訪問到土地所有權人？ 

牛培忠：土地所有權人很少耶，真正土地所有權人幾乎都已經過世了。如果要訪

問到也是可以，只是比較困難，我是沒有實際去訪問，大部分都是後代，後代其

實也搞不太清楚當時的狀況，就我目前接觸的大部分都不是很清楚到底當時是怎

麼回事。也有些人說：「怎麼我有這一筆土地我也不知道。」 

萬曉彤：但他們不是都要繳稅嗎？ 

牛培忠：稅務機關都是依我們的地籍資料，有一些沒有來繼承的，繼承人他會說：

「為什麼我有這一塊土地？」 

萬曉彤：那一辦繼承他就要把之前的稅都繳清嗎？ 

牛培忠：這我不清楚，可能要問稅務局吧。因為稅務局都是用我們的資料，如果

稅務局他能找到，他可能會發給戶政去找繼承人，不然就是法律上有代繳人，就

是找實際在耕作或怎麼樣的情況。 

萬曉彤：所以我們就算找到土地所有權人可能也沒什麼幫助？ 

牛培忠：也是可以去當地問一下，只是大部分人不是死掉就是搬走，如果做研究

可能就是能問到幾個會比較貼近事實，可是大部分我接觸到幾乎都是後代的人，

大部分他們都不太瞭解狀況，也沒有什麼資料，也不住在這邊。 



 
 

110 
 

六、退休承辦人員黃均耀先生訪談紀錄 

受訪者：黃均耀先生 

訪問者：徐世榮教授 

時間：2007/12/31  下午三點 

地點：平鎮市 

 

黃均耀：可能這樣，這塊地可能說兩甲地，兩公頃好了。那這個土地是共有的，那我要舉例

假設說這個是五個人共有的，那就是他這個土地因為兩甲地五個人共有，那在耕作的時候一

定要把他分開嘛，一定把他切成五份嘛，那變成五份時候，我現在把他切成五份好了，假如

說這五份，這五份就是五個人分管，每個人分管一塊。假設說這個分管的土地這樣子，一人

一塊，但是這個是分管但是沒有分割，這整塊還是一個地號，假設說 3地號好了，他這地號

是沒有（分割），還是整筆，整筆五個人共有，只是在為了耕作方便，他把他分成五份，每一

個人甲你去耕作這一塊，乙是這一塊。那耕者有其田。 

徐世榮：那我能不能插個嘴，所以土地面積未必是平均的？ 

黃均耀：未必平均，因為他們大概分一下而已，那有些是好田，比較好的田，有的不好的，

那我現在講的是剛好這是一塊，有可能他們這五個人在別的地方還有，不一定會連在一起。

所以他分管有時候丁跟戊他剛好分到這邊，他們就可能分管大概分一下而已啦。所以這個那

我現在是把他當成整塊來說明，事實上他有可能說分的很散，五個人的土地分的很散，或許

是這邊有兩個人在耕作，這邊還有另外三個人在耕作都有可能。那我現在就是把他假設說就

用這一塊來講就好了。那五個人共有他現在開始分管，分管好以後他就實施耕者有其田。耕

者有其田的時候政府就是說，因為甲乙丙丁戊個人分管的時候，有可能甲或是乙或是丙，有

可能甲，因為當時他可能是在外面作生意的關係，他這邊不作，可能就給佃農作了。這佃農，

阿這個可能作生意的關係，或是當老師啦或什麼有工作的他就沒有在本地，離開別的地方，

所以他可能就會給佃農作。那耕者有其田的時候，就是政府在徵收的時候，把這一塊土地和

這一塊土地把他徵收起來，徵收的時候他是這一塊土地、分管的土地，甲的，甲耕作整塊。

甲的部份應該是說有五個人共有嘛，因為它這一塊是五個人共有、這一塊是五個人共有，都

共有嘛，所以他徵收的時候就是徵收這一塊，那就是五個人的名字一起徵收，然後再放領給

佃農，然後這個戊他也是放領給佃農，也是五個人全部被政府徵收，然後放領給佃農。那放

領的部份不會有問題，這個已經政府放領出去再給佃農，所以這部份是沒有問題的。那因為

徵收過以後，紅色的部份變成是說，這部份是乙在作、這丙在作、這丁在作，那甲已經政府

把他徵收，分管這塊的甲，政府把他徵收放領給佃農。所以放領的部份這個甲戊，政府在放

領的時候就把他分割出來了，這筆是有分割喔。所以地號可能變成 3-1，這個可能變成 3-2。

政府是放領 3-1給 A，放領 3-2給戊（B），這有分割，那剩下的就是紅色的部份還是沒有分

割的，還是保留這樣形狀，還是分管。那事實上這個就是保留土地，保留土地甲跟戊還是名

字有存在，那這塊土地還是五個人共有，阿事實上徵收當時補償的時候這個是給甲領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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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個是給戊領去了。阿這個剩下的部份應該只有剩下乙丙丁嘛。但是現在我們目前登記簿

上就是甲乙丙丁戊都有，阿這兩個名字要消掉，重新…假設說原來五分之一、五分之一，這

兩個名字要去掉就變成說這塊土地，乙丙丁持分一人三分之一，那就是說放領過後這個後續

部份沒有做。這個叫做未辦持分。現在困擾當時為什麼會形成？就是說他其實在耕者有其田

裡面就有 22條裡面，現在已經廢掉了，那原來就有規定說放領剩下這塊土地要去辦理權利變

更，有規定的。這塊土地要辦權利變更的時候，就是說這塊土地變成乙丙丁三個人，阿這兩

個人要拿掉。其實在耕者有其田是有這樣規定的啦。後來為什麼沒有做，現在政府在徵收的

時候，他們作調查嘛，那當時是因為忽然間說要辦耕者有其田，那那時候地政人員不足嘛，

就從學校調老師來做，所以那當時的紀錄就沒有寫清楚，這個出租人，甲就是出租人嘛，那

戊也是出租人。這兩個出租人，阿 A跟 B是佃農，那當時他三七五租約裡面有一種租約他有

寫說出租人是誰，出租人是甲，承租人是寫 A，出租人可能是甲，那有時候就可能承租人是

寫 B，那問題就是說如果說都寫的清清楚楚那就沒問題。我現在就先說明這個部份就是自耕

保留的部份，那這個部份就是放領的部份，那為什麼會造成說今天甲跟戊為什麼名字沒有拿

掉，就是這裡面名字沒有寫清楚。他當時三七五租約裡面，他事實上就這個租約裡面，像這

樣就很清楚，承租人出租人，像這種案子就不會有問題。那現在就是承租人都沒有問題，出

租人他都會寫黃勝先等兩人等三人，或是外一人外兩人，那變成說黃勝先以外另外一個人我

不知道是誰，等兩人到底另外一個是誰不知道，所以到這邊的時候就是說出租人是甲，那我

知道啊，他的就被徵收，那這樣就可以把這塊土地變成剩下只有這三個，那戊如果很清楚就

知道說這兩個人是被徵收的嘛。那就是因為出租人這邊以前都寫著：出租人寫甲等兩人，那

這等兩人我就不知道說是戊還是乙丙丁戊另外一個是誰不知道。所以就沒辦法把這兩個人，

把這個名字消掉，只能消掉一個而已。會造成問題都是這樣來的，那所以他們現在不敢辦就

是：到底誰出租掉了？（01003）今天我們明確的說：就是甲跟戊，他就把他們的持分重新換

算就好了，這樣就清楚了，政府放領的部份都沒問題喔，因為這是政府公權力行使他徵收，

然後再把他放領出去，和他們私底下這些無關，這一部份都是很清楚的。現在就是留下來他

們自耕，他們當時分管的叫做自耕的部份，自耕的部份現在沒辦法解決。像說假如五分之一，

大家都五分之一，那這兩個名字去除掉以後，甲有三分之一、乙有三分之一、丙也三分之一。

那這樣就整個就清清楚楚，那今天造成這種問題就是這一部份沒解決。 

徐世榮：出租人等幾人。 

黃均耀：對對，阿外幾人。所以他那個問題就出在這邊的時候，到現在大家不敢辦，所以因

為這個東西我們從這裡面，其實這一部份喔，這法律裡面都講得很清楚。原來從這法律裡面

去看喔，從行政命令去說明整個過程，如果你從字面上看，很多人看不懂，所以我就一定要

用這個圖例，那一邊是出租那一邊是承租的話，這樣配合這樣來看，就把未辦持分交換說明

的很清楚。阿他這裡面有講到二十二條，要辦理權利變更。 

徐世榮：我再請教，那當初要把這個甲跟戊，名字要把他拿掉，如果說我們這邊寫的都很清

楚的話，那他們甲跟戊會不會主張說：這塊土地上還有我的名字。 

黃均耀：不會啊，因為你出租了政府就把你徵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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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榮：也是根據這個二十二條。 

黃均耀：對對對，就是把你名字拿掉。就是二十二條裡面就是要辦理權利變更，徵收掉了你

的部份就不存在了。這樣就很清楚。 

徐世榮：那另外上次我跟您請教的，您跟我提到說您辦了一個很成功的案子。 

黃均耀：對，因為這個部份是如果是到法院告的時候，因為這個事實上他們兩個沒有了，但

是登記簿上都有，所以告的時候這三個人會告輸，這兩個人會一定告贏。事實上他們沒有了，

但是如果去法院告一定告贏。法院的觀點就是說，登記簿上有他們兩個的名字，絕對效力。

我碰到那個案子就是說，告的時候就是保持原來登記簿上的所有權人名字，那才對的，他們

是這樣認為。當時那個案子我就不管他啦，那個案子是兩甲地，兩甲地以後他就是剛好有分

楊家，二三十個人啦，剛好有分兩個姓。事實上這個土地是楊家在耕作，莊家的放領掉了，

全部被徵收放領掉了，那因為我剛好去調查的時候，那時候這個案子是在法院已經告完確定

了。他們就要維持持分，連莊家也要他名字還是有。 

徐世榮：所以就像你剛剛講的，法院還是判莊家是贏的。 

黃均耀：對，因為登記簿上有他名字。所以那時候我就去實地去看了一下，我去現場看的時

候，這個一甲地我就問旁邊的人是誰的，結果那時候剛好是稻子快要收成了，這種稻子的東

西你需要現場看，你作的跟我作的，那長的絕對不一樣。因為每一個人那「手路」不一樣，

你若同個人那種出來的稻子都同款同款。那還有時間，有的比較早種，有的比較慢。所以去

看的時候我看一甲，這應該是同一個人，那我就問那個田那附近的鄰居，我問說那田誰的，

都說是楊家的。再問說：「莊家呢？」「莊家沒有作了啦。」這邊沒有田了啦，那我知道以後，

當時我就不管他，我就依照我們未辦持分交換的辦法，其實那時候還沒有那個…現在我們是

縣裡面有自治條例，未辦持分那個自治條例，那自治條例好像是在九十二年。 

徐世榮：那他主要不是說要大家協商啊 

黃均耀：對，其實還沒有自治條例之前，這種案子是有規定要逕為辦理的。這本來就是政府

給人家徵收所以遺留下來的，政府要親自去辦啊。 

徐世榮：政府應該承擔起這個責任才對啊。 

黃均耀：對，但是就是因為承辦人也怕啊，這兩個人到時候一定會來吵啊。 

徐世榮：而且法院他們都是贏的。 

黃均耀：對，所以我當時就不管他，我就覺得說我訪查的結果可以很確定說事實上你莊家就

是沒有。已經被徵收掉了，只是我不知道你們莊家誰被徵收，但是就是像這個出租人一樣嘛，

他會寫莊某某等好幾人這樣，他又有些繼承下來了。想一想一定是楊家有莊家沒有，因為它

剛好同祖公的，分很開啦，但是莊家的沒有。所以我那時候回來，就不管他我就把他莊家的

名字拿掉。把他剩下楊家的名字全部把他留下來，我就把他辦掉了，辦掉以後，我就通知，

因為辦好以後一定要通知。那辦好了我現在把名字拿掉了，你們如果對我這個辦理有不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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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去用訴願。 

徐世榮：你也很有魄力啊。 

黃均耀：那我就去辦了，後來訴願，他們有訴願。訴願他們就輸嘛，因為訴願那個時候我名

字把他拿掉啦，你當然會輸我啊。還沒有辦之前名字你是有嘛，所以你會贏，那我把他辦掉

以後，你名字不在了，你要告我，可能我被告的話可能我會輸，有可能吃官司啦，但是我公

文是說，你如果不服（用訴願）。阿我聽說是莊家裡面有一個在市公所上班，那所以他們就會

用走行政訴訟，行政訴訟他就輸我了。因為訴願的話就會碰到我們地政本身的人員，那就會

贏。這個案子他就輸我了，就這樣確定下來。 

徐世榮：那這個楊家不是要一直跟你感謝？ 

黃均耀：就是楊家來吵我，被他煩死了。就把他辦掉了。 

徐世榮：他應該特別謝謝你才對。 

黃均耀：因為這個楊家裡面有一個就是我們地政人員退休的，他就是以前有辦放領，其實很

多東西我都是從他身上學到的。因為我辦這案子辦很久，就從他這邊學到的。他很厲害喔，

他到台北那個台泥，查股票。那時候我都還不懂這些啊。他說你看莊家有分到股票。因為那

時候發股票跟債券嘛。 

徐世榮：這個資料現在還查的到啊？ 

黃均耀：對啊，他好像在台泥還是哪裡… 

徐世榮：對，台泥，有四家。台泥、農林、工礦… 

黃均耀：他去查那股票，把他印出來。 

徐世榮：那真有心耶。 

黃均耀：因為他以前就辦這種案子。他有承辦這個業務。其實我未辦持分從他那邊學蠻多的。

不然我在那以前我也不懂。因為那個案子我過來中壢接辦的時候，第一個案子就是他的案子。

那第一個案子剛好是他很清楚，所以他資料都收集得很齊全。那就也是楊家的人，所以這個

案子後來我才會去做。後來連法院我都把他推翻掉了，不管法院，這個案子我就把他接下來。 

徐世榮：好厲害。 

黃均耀：還有幾件我都是去訪查佃農，因為我剛才講要逕為辦理，但是大家都不想要主動去

辦理，那人家申請來我們一定要辦，所以我都案子拿著我去訪查佃農。因為它三七五他要你

所耕作的收穫量只能留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剩下的要交給你老闆。所以我都問佃農，佃農最

清楚啊，老闆他最清楚啊，每年收成要繳穀給他。所以我就問佃農你老闆是誰。（02000）我

既然知道你老闆是誰就表示你老闆的土地被徵收放領給佃農。他的土地就是被徵收放領給他

啊。那所以就是表示他的沒有了，他的被徵收了，所以應該把他的名字拿掉，剩下的才是自

耕保留的部份。那時候我也怕怕的，我就跟佃農講，我說我要辦，可是我辦的時候萬一他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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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你要不要出來作證。他說他一定會幫我作證，那我就說你幫我簽名蓋手印。辦完以後都

會通知，你們如果有不服的話，就是用書面，都是用這樣方式。後來我想一想，這樣不大對。

因為你這個案子，我們地政的很多東西不會馬上發現問題，都經過一段時間以後才發生問題，

那我怕他死掉啦那印章沒有用啦。我就蓋手印，因為照民法規定手印才比較有效嘛。 

徐世榮：所以你那時候去訪查的那些佃農，年紀都大了。 

黃均耀：五六十歲。後來辦完我想說請求權十五年，等到十五年過掉以後，那時候辦過的案

子實在自己也怕怕的。就是一直在等，反正後來沒有辦了，那就等到十五年過掉。 

徐世榮：心才會放下來喔？ 

黃均耀：真的會怕，因為你把土地下去把人家名字拿掉，那對他來講… 

徐世榮：財產損失，對他而言。 

黃均耀：那不是說幾千塊幾萬塊，都好幾百萬的，而且這些面積都蠻大的。因為共有的嘛，

隨便都一甲地有，好幾筆啦，好幾筆加一加都整甲地。突然間不見了，他的名字不見了，怎

麼會不找你。在楊梅的時候有幾個常常被告我也知道啊，那時候在楊梅的時候沒有辦這個業

務，但是我那承辦人他常常被告。 

徐世榮：尤其到後代他不知道以前發生過什麼事。 

黃均耀：到後代就不會有問題了，因為事實上他們就是沒有在耕作，他們只是有名字而已，

事實上如果在現場，他們根本就沒有在耕作。所以你到他的後代，他們都不知道說我有田好

耕作啊。那後來這些問題都是因為我們辦總歸戶，地價辦總歸戶，那地價要分成個人的持分

個人去繳納，是那時候他們才發現說我怎麼還有土地。都是這樣來的啦。那以前他這個共有

耕地，以前他通知，那時候還沒有總歸戶的時候，他是通知頭名。頭名你們自己再去分。你

們繳多少再去分。所以他們都不知道，摻到誰的都不知道。那耕作他們清楚嘛，今天他們自

己耕作的部份他們很清楚，所以他們都會把自己所繳的稅他們自行分配。那後來六十六年全

面平均地權時歸戶出來了，個人個人的持分都出來了，個人財產都出來了。那時候就通知個

人，那時候就發現到說我怎麼哪裡有土地、哪裡又土地。因為他要繳稅繳的莫名其妙啊，就

會去跟國稅局去查，說我哪裡有田。所以到後來不好辦就是這樣子。早期的話，那時候早期

田根本沒有價值，而且很多事實上到現在很多沒有辦的到後來都在街上，也有蠻多的，那都

市計畫下去以後價值一出來的話，到時候就很不好辦了。所以我現在是像我在平鎮跟他們講

還有楊梅，我是比較傾向於既然處理不下，就還是維持，如果比較好的部份其實還是維持共

有，因為其實早期徵收那補償費不是多啦，那現在來講就是給他們一些也無妨。我是這樣認

為。但是我就分兩種狀況，因為現在清查，有那自治條例現在開始要清查要作了嘛，我個人

的看法我是想說，你們去清查的時候就是說現場去看，那些田如果還是有固定人在耕作的話，

未辦持分交換的部份，我說最好是把他用協商的方式來處理。你不協商的話，突然說這個甲

跟戊他要去討他們，他說我有持分我要討來作的時候，那就麻煩了，所以我就覺得說這一部

份可能要注意一下。不要說把五個人名字照登記簿來還是把他當成這個就是這樣，應該有分

啦。那如果說到現場這塊土地已經荒廢很久了，那我個人就是算了啦，就照這樣把持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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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因為事實上農民他一耕作是耕作好幾年下來，忽然間跑出人來向他要土地的時候，他哪

裡受的了，這一部份就小心啦。我的看法是這樣。 

徐世榮：我們地政人員有像你這樣實地去調查的，我看應該不多啦。 

黃均耀：因為當時碰到這個案子我也怕怕的啊，蠻慎重。我是對楊家這個，忽然間楊家要損

失一半，我感覺到說這個沒有公平，所以我是比較大膽。當時他拿法院的判決書來以後，我

去請教人家，他說你就照法院把他登下去好了啦，就沒事了。照法院登下去莊家也不會…。

我想說那個是在市區平鎮的，不是在鄉下，那個稻田種的真的很漂亮，長得很漂亮。我想說

忽然間你要損失掉一半，莊家拿去，我覺得說好像… 

徐世榮：沒有一個社會公平喔，你也是充滿正義感。 

黃均耀：我那個時候就想說我就把他辦掉好了，不管他啦，出事再來說。不過其實我周圍的

我都有訪查過，這個楊家到底耕作多久了，莊家有沒有在作。他們都跟我講說沒有在作，所

以我就可以確定說莊家是沒有。 

徐世榮：所以這個個案算蠻單純的。 

黃均耀：他剛好是楊家跟莊家在辦這個案子他們雙方都有找議員，阿你雙方有議員我就比較

好處理，因為我怕說民眾事實上比較沒有理智，那議員的話我跟兩位議員比較好溝通。所以

你輸贏反正我已經這樣決定，那議員他們自己也是同事嘛，那他們自己去化解，會比較好啦。

那當時他們當初雙方都有找議員。 

徐世榮：議員也是民眾會相信的。 

黃均耀：對。阿如果不然莊家人那麼多，他加一加繼承下來二三十個，楊家也是二三十個，

人那麼多，那只要一兩個人講話的話，我就很不好處理了，所以當時有兩個議員出來，一人

一邊，我就把他辦掉。辦掉以後我就馬上通知他我說如果不服就用訴願。 

徐世榮：那楊家有沒有付出一些… 

黃均耀：沒有啊，都沒有。他很兇啊，都來跟我吵啊。「那是我們的～！」他很氣啦因為莊家

要來向他們要啊。那他很氣啊。我當時說你法院都輸掉了我就照法院辦，他很不服氣啊對我

大小聲。我想說我也怕壞人。但是他比較好就是說他資料拿很齊全，台泥拿的那些股票都印

出來呢，叫我去找我也不會找。 

徐世榮：他很熟悉那一段時間那段歷史。 

黃均耀：對啊，你說我要去台泥公司那邊，他哪裡會給你。阿他就有辦法，印了很多出來喔，

像這樣長長的可能電腦列印，資料很齊全。所以他因為資料很齊全，我就把他辦掉，我想說

證據確切，股票誰的名字都有名字啦。他是資料收集得很齊全啦，但是其實我照法院判決把

他登下去其實我也沒有事啦。 

徐世榮：你也比較輕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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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均耀：對啦，但是就是很不公平啦。 

徐世榮：不過心啦。 

黃均耀：對啊。 

徐世榮：這個值得我們後輩敬仰啊。（03112） 

黃均耀：那個時候拿去，我還不大敢拿去呢。訴願決定書啊，那時候要去的時候，想起來我

要送給莊家我還很怕，去一個人…想起來很多狗，我很怕。去他們不收，那夫人她不收。他

說家裡沒有人在，那沒有關係啊沒有人在，我是把他唬一唬啦。我說沒有關係啊妳先把我收

下，如果不接受要退還給我的時候你再退還給我啦。他就收下了。 

徐世榮：表示說你已經送達了。 

黃均耀：對。 

徐世榮：這就重要了，行政程序。 

黃均耀：因為我知道那個人在市公所上班，我想說你是公務員的話一定到最後你看到這個東

西會收下來。因為我知道他在上班，公務員。所以我就跟他夫人講說你等某某人回來以後交

給他，那他認為有問題不收，你那時候再退還給我。他就收下了，收下以後我事情就解決了。

後來訴願他們就輸了，我辦好了通知我親自送去，訴願還是輸我。 

徐世榮：請教秘書你大概辦了幾個案子？ 

黃均耀：我那三年大概辦了六個案子，六七個案子而已啦。因為這個案子也是很大，大概六

七個而已。因為這個一個案子都…有一個案子是我丈人，那件我不敢辦。那個案子其實我很

清楚，但是我因為要迴避，後來別人辦，辦到已經快要完了啦，好像正要登記的時候，好像

那個人還不知道怎麼樣找法院，搞到最後有兩三筆沒有登到，不然那時候已經可以說幾乎完

成了啦。後來也有幾筆沒有登是那時候局裡面我們縣政府那邊不同意。事實上那個案子是沒

有問題的。我跟他說局裡面不知道什麼…那個是因為我丈人他有一個兄弟分給人家。所以事

實上他是沒有，而且他當老師，當老師的人事實上他是沒有。他就開始吵吵吵要他們兄弟要

分，後來在都市計畫內要分。原來不是我辦的我是接辦，前面已經辦了…他也是去訪查、做

紀錄，後來我接辦的時候看到這是我丈人的部份我就把他簽出來說迴避。迴避以後但是我變

成說換另外一個人辦的時候，因為他又完全不懂啊，那變成我是居於幕後，我變藏鏡人。教

他要怎麼辦。也辦很久，辦到後來那個人也沒有辦，他就調走，後來又另外換一個辦，那個

就把他辦掉，因為前面我們都剩下什麼都弄得差不多了。到現在縣政府有幾件辦掉了，有幾

件後來縣政府來擋說不能再辦，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所以那一件也沒有辦完，那一件…向

這種一個案子辦下來很長，你看我丈人那個差不多辦三四年。 

徐世榮：辦的成功也是極少數中的少數。 

黃均耀：因為這一部份大部分他申請進來我們在通知的時候，像這個甲戊他一定要（土地）

的，所以事實上逕為辦理就是說，你資料蒐集齊全以後把他逕為辦理，辦畢以後通知，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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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這樣爭議比較少。如果事先我去說協商，我跟你講他絕對不放手，我蓋章就要錢，多少不

知道啦。所以我說事實上用協議的方式辦不會成啦。 

徐世榮：所以我們現在要用協議的辦法可能成功的機會也不是很大。 

黃均耀：很小，機率很小。不太會成功，他們不會放棄嘛。 

徐世榮：現在土地又那麼值錢。 

黃均耀：對啊，所以我就常常想說，回想過去放領的時候領補償金也不多啊，當時股票到現

在有效沒效我是不知道。 

徐世榮：聽說變成壁紙。 

黃均耀：對啊，就這樣啊。他哥哥很多股票，他阿公的時候是大財主，大財主被人徵收，所

以他還有股票啊，我們登記課課長啊，他阿公那時候…他們還有股票啊。我說那你們就是土

地有被徵收，才有股票。那時候幾家公司現在好像礦工好像沒有了嘛。 

徐世榮：台灣農林、台灣工礦（都沒有了）。 

黃均耀：現在唯一可能就是不知道他們願意不願意讓人家查，不然其實從那邊著手還有辦法

辦。 

徐世榮：再跟你請教，像這樣這是當初我們去辦的時候，時間很倉促，從一個觀點來看，政

府也應該負起一些責任才對。 

黃均耀：但是說是這樣說啦，所以當時他就是說逕為辦理，其實他就是要解決這些。但是問

題是這樣啊，我就是名字…我就是說這兩個人不知道啊，你說要叫承辦人去抓這兩個人（出

租人）他哪有地方抓，你說要逕為辦理，大膽去辦，我也是會這樣想啊，財產是你的，我辦

好辦不好跟我有什麼關係？現在我不會吃官司啊，辦下去我一定會吃官司啊。因為他民眾他

不管你，告你的時候他就告你勾結啦、貪瀆啦，都這樣啊。 

徐世榮：圖利他人 

黃均耀：對啊都圖利他人這樣啊。這種東西法律他就是：真的啊，他有名字你把他名字拿掉，

到最後我們會輸，我們也會很慘。在當時還有地政處的時候我就開會，我就一年到頭都在開

會，全省的人什麼？？會啦、法規會啦什麼都去，多少人討論，討論都說這個不能用法院啊，

辦好一定要用訴願。老百姓他那知道，那是我們本身開會地政的人在說不能從法院，老百姓

那管你這些，就直接給你告啦，法院一樣要受理啊。所以那時候開會其實都有講到這些，但

是你講歸講，承辦人員不敢辦。風險太大，沒人敢辦。其實全省這種案子就屬桃園縣最多，

其他縣市很少。 

徐世榮：這是什麼原因？ 

黃均耀：就是我們桃園縣共有耕地多啊，桃園縣是農業縣呢，早期都農地重劃什麼東西，是

農業縣啊。都是共有的，就是都是共有的，才會比較有這種問題。如果是單獨的，就是你放



 
 

118 
 

領多少剩下還是你的，那就沒問題了。（04000）這裡都共有的多，這種案件就多了，桃園最

多。那天我看大家報告出來的資料，為什麼那麼多我也不懂，我想是共業多的原因。我看報

表蠻多的呢。平鎮因為你們那邊是？？工業區弄掉以後就比較少了啦。其實那個還沒有很準

啦，用電腦跑的。事實上他們還不會去判斷啊，像這種東西，因為現在登記簿上是蓋有說「未

辦持分交換不得移轉設定」不能設定移轉，事實上很多沒有蓋到的啦，因為他們不會去判斷

說這個是不是屬於未辦持分交換。未辦持分交換像這種就很清楚啦，如果現在早期的登記簿，

看到這種章，有看到這個就是了。未辦持分交換就是分割保留土地轉載換發書狀，這後面都

沒有加蓋章的，這所有權部嘛，沒有所有權，這一部份大家就可以知道說這屬於未辦持分交

換，從這邊是可以判斷出來。但是有一種，你看這就是分割…現在乙丙丁這一部份就是這個，

放領的部份你看這個就是分配地號，這是從那一個地號分割來的，他這邊一定有一個徵收，

就是政府先徵收然後再放領出去，所以這個是屬於放領的部份都不會有問題。你看這個地號

就是 62-5，他就是從 62地號分割出來的，那 62地號是不是放領的，假如沒有放領就是未辦

持分交換，這個他們就不知道啦他們就不會去發現說這個事實上也是未辦持分交換。因為只

要有放領，剩下的部份就是要辦持分交換的啊。像這個 62，剛剛那個就是從這邊分割出來的

嘛，這個裡面你看這邊，所有蓋章都有完成校對喔，事實上這也是未辦持分交換，但是這個

從登記簿上看沒有，因為這個上面都有校對章，事實上都已經完成校對了。這個登記簿轉載

到電腦以後，都以為是正確的，事實上因為只要你這個有放領，62他分割 62-5 -6 -7，事實

上這有放領出去的部份剩下來沒有放領的部份就是一定要辦持分交換，因為這是共有，放領

就要辦。但是他移轉什麼都沒有問題，事實上這個要辦持分交換也是要辦的，但是他們現在

在登記簿上有很多的他們沒有辦法去判斷，所以沒有蓋那個未辦持分交換那個（註記）。應該

還有，不只這些，所以其實我是要從這樣去判斷，要去看從哪裡分割出來，這裡 62地號的部

份很多都會有蓋這種章，這就是要辦持分交換的。分割出來有些是放領的，那放領就不管他，

剩下就要辦持分交換。如果分成登記簿上面那樣就看不出來了，像這種東西他們都看不出來。

只有最早的登記簿是棉紙登記簿才看得出來，這個是人工的，棉紙的部份才看得出來說這個

是不是未辦持分交換的，那到這邊就看不出來。但是有些他就會蓋，未辦持分交換不得移轉

設定…這一部份都要轉載，像這個就有轉載，有些就沒有轉載到。 

徐世榮：秘書跟你請教一下，像你一般在辦的這些案子還有你接觸到很多的案子，一般像這

樣沒有辦的地塊，你剛剛有說好像面積都蠻大的，大概一甲或是兩甲，大概都是這樣的規模

嗎？ 

黃均耀：不是，他這些共有人可能沒有辦的是好幾筆，加起來都超過一甲。 

徐世榮：有超過三甲嗎？ 

黃均耀：你說平均嗎？平均沒有啦。都差不多一甲多而已。也有幾分地的也有。（04525） 

黃均耀：這個五個人的共有，就講整體啦，五個人共有他就有可能是他會跑好多地方，那被

放領以後剩下的你如果把他每個地方加起來，就是屬於這三個人的部份加起來面積就超過一

甲多啦。 

徐世榮：這當初是我們桃園這個地方有這個文化？這五個大部分都是兄弟還是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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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均耀：大部分都是兄弟，會摻到別種姓的。大部分都會這樣啦。 

徐世榮：摻一個、幾個別種姓的這樣。 

黃均耀：這是後來繼承下來，其實很多都是兄弟，後來一直移轉才變成說還有其他。那不然

的話照講都是兄弟比較多啦。不然就是鄰居，因為他沒作嘛。還有一種狀況就是說，出租人

大部分都是不在地主，這裡沒厝了，不住在這裡，已經出外去了。這個東西我們就不太敢做

他的…因為戶籍遷來遷去隨便都可以啊。但是事實上以前我辦也會考慮到說，當時這個人他

住哪，嘉義、台中還是宜蘭、台東。事實上他是根本沒在作了，有時候這種東西我也是把他

認定事實上他是被徵收。但是這種東西講證據比較薄弱，事實上當時他們是不在地主，他沒

作他當然絕對給別人作啊。其實這個東西也是作參考啦，你戶籍沒在這，那時候交通不像現

在這麼方便啊，所以說不在本縣跑去別的地方，那就表示你根本就租人了，被徵收了。這個

也是可以作（佐證）。 

徐世榮：所以說甲、戊其實他的土地面積都沒說那麼大，沒有說很大。 

黃均耀：對，沒有。事實上是這樣啦，甲他放領給 A佃農，或許在別的地方還有放領給不是

同一個佃農，他會分散開來。事實上耕者有其田他當時就有規定好像說地主保留的你如果太

多好像三公頃嘛（三甲），只能留三甲，那你超過的部份都會被徵收掉啊，那所以他放領出去

事實上他不是放領一個佃農而已，他會放領給好幾個佃農，那你要把好幾個佃農加起來就才

是甲的。那個到底多少我是沒有做這樣統計過啦。因為假設說這五個人在這邊，那他可能這

一部份就是別的佃農。從這也可以看得出來啦。（04908）像其實這個徵收清冊… 

徐世榮：徵收清冊現在還找的到嗎？ 

黃均耀：我們事務所留下來的啊。 

徐世榮：還有嗎？ 

黃均耀：都有啊，你看黃義傑等三人，這十三個就共有人，你看 595他分割出這個，所以已

經放領的嘛，那他就會寫放領給誰，那分割之 2啊這個之 4就放領出去。你找放領清冊的時

候，事實上放領清冊不會全部都…像這個 595 之 2之 3之 4這個是徵收清冊，到放領清冊的

時候可能不會剛好 one by one，他有可能之 2 會放領給別人。這十三個人的，他徵收之後放

領這邊這個人，之 3跑來這邊放給 XXX。你如果要算的話就要把之 2、之 3放領的面積加起來，

才知道說他到底被徵收多少。因為它放領出去不會放領給同一個人，五個人的土地不會都放

領給同一個人。你看這個兄弟就不一樣，之 2 放領給他、之 3放領給他，但是其實他們的所

有權都一樣，是十三個人的。有的人就是不要放領那就變成地主保留。（張：如果他繳不起呢？）

大部分是繳的起但是就是他不要作啦。（也有可能同一個佃農承領好多地？）他這個放領清冊

事實上你如果去查他，可能就是好幾個人的地方來的，放領清冊會同一個，但是土地可能是

不同地主的。 

徐世榮：我看那個資料，有三十戶佃農，他承領的面積超過十甲。那這是很諷刺的事情，我

們那時候認為說地主最多能保留三甲，結果佃農承領的竟然達到十甲，有三十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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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均耀：那種人可能是有那種眼光啦。 

徐世榮：可能家裡小孩子多，作得多。 

黃均耀：我是想可能是像二房東。我作不了啊，那塊我給你作，請長工啊。以前人都請長工，

我請長工沒差啊，就你去作啊。因為以前很多長工。事實上如果去訪查，如果確實是請的長

工那就可以直接放領了，就實地耕種的啊，只是說他在租約上，鄉鎮公所的租約上他是可能

沒有名字他們沒有訂立三七五租約。但是耕者有其田裡面的第三條還第四條就有規定了，你

雖然沒有定三七五租約，但是你是從事在那邊還是以自耕論。（第六條）但第幾條我忘記了。 

徐世榮：不過我看那統計資料，承領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佃農，只有百分之五是雇農。 

黃均耀：對啊他那個是沒有租約，條例裡面也有規定以自耕論嘛。 

徐世榮：所以我們四十二年辦耕者有其田的時候大概是根據三七五減租的租約來辦理的。 

黃均耀：對對對。當時就是那租約沒有寫清楚啊。 

徐世榮：就是三十八年就沒有寫清楚。 

黃均耀：對啊，等幾人啊外幾人。都這樣寫，很奇怪為什麼當初會這樣寫我就不清楚了。我

是知道說當時要辦的時候是調學校老師來做的啦。 

徐世榮：時間很趕。 

黃均耀：很趕啊，忽然說要。我是聽說陳誠啊那時候說要辦，就開始去辦。你看那時候地政

人員，我六十四年進地政機關，我進去的時候那時候地政人員，楊梅才十二個還十幾個而已。

那你說要辦放領，一個桃園縣一個地政事務所管的轄區那麼多，要去作調查，短期內要辦好，

那一定要調學校老師，不然哪裡有辦法做。像我在七十年我辦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的時候，一

樣啊我還是需要很多人力才有辦法去現況調查。你要短期之內要辦好，哪裡會正確。而且老

師有些比較不是專業，他想就大概做一做就好了，但是他不知道說如果這種土地的東西、財

產的東西隨便做就會造成後代很大的困擾他們大概不會去想到這些問題啦。而且早期土地也

是沒有那麼有價值，所以可能在心態上大家想說隨便就好，也有這種可能。因為那時候四十

二年土地誰要啊？有些人還是不要。他做的要死啊，以前哪裡有什麼機械化的，以前都養牛

啊、人工的啊，大概也不會說很想要作啦。當時稅金也重，是用蕃薯價來算的樣子。 

張：記得我們繳穀子啊，每一年曬一曬幾乎都全繳光了，只剩下一些放在家裡。 

黃均耀：都繳實物，稻穀、也有蕃薯，看要繳什麼都可以。 

徐世榮：資料很豐富耶。 

張：這些清冊辦公室裡都還有。 

黃均耀：然後還有一個大問題，講到這裡我就想到，這個清冊也有問題，因為當時要公告的

時候，清冊已經做好了，可能因為要趕時間，分送銀行還是縣政府什麼，做好以後，後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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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不對了，就直接抽換掉，地政事務所有些就是這樣，這一部份我就比較頭痛了，到底那一

份才是正確的不知道。 

？：更正的時候有沒有時間點？幾月幾號。 

黃均耀：沒有啊，他哪時候改的我也不知道。現在來看這些東西他兩種清冊，兩本那一本正

確不知道。他可能送過去之後，但是後來發現不對了，那就抽換了，公告還是繼續公告。先

送走就先送走了，事後有些抽換的，結果現在很多東西，銀行的資料和我們地政事務所的資

料不一樣，銀行那一部份沒有去抽換，所以事務所變成有兩種清冊。尤其是平鎮，奇怪了怎

麼兩個清冊都不一樣。 

徐世榮：這我第一次聽到。 

黃均耀：所以可能就是當時真的很急著去公告。所以才造成說…因為還在公告中嘛，那他們

還是繼續做，那發現要改的，結果改的時候沒有連銀行那份順便把他抽換。變成說事務所本

身他只有一份是正確的，那一份抽換了，但他還是把那份不正確的留著，現在發現說有兩種

清冊。 

徐世榮：秘書我跟你報告，謝謝你提供我這個訊息，因為那個施行細則是四月二十三號才公

布，那我們之前地政人員之前在辦的時候，是根據我們民政局自己頒行的工作手冊來辦理，

兩個不一樣。所以問題就大在這邊，四月二十三號公布的施行細則跟我們之前依據的工作手

冊不一樣，所以二十三號到五月一號時間就太趕，才一個禮拜七八天而已。你不可能再全部

重來，所以我們現在最嚴重的問題出在這。 

黃均耀：其實不然的話根據他清冊來做，事實上應該可以解決很多啦。然後問題存在事實上

我瞭解還是共有那部份沒有處理，問題還是在那部份比較多。 

徐世榮：從三十八年一直過來嘛。 

黃均耀：當時他有一個業主複查表，那些資料到現在可以辦的部份幾乎都辦掉了。不能辦的

部份現在就是因為那麼多年了，那是紙本式的，像這樣印出來，結果那蟲很會吃，就被他吃

的爛爛的，現在根本就不敢去翻。當時我在中壢整理這些複查表時候全身癢啊。因為一直沒

有人在整理，那我接辦這個東西我開始把它去整理。因為要辦這些我就把他整理，結果很多

都是蟲咬的破破洞洞，有時候也看沒有啊。事實上你調到的時候其實你看的清楚的部份其實

都辦掉了。那有些零零散散的我就不想辦了，因為那些資料很不好找。所以以前縣政府說請

你們檢附什麼複查表，叫我怎麼去找。尤其很多辦公室搬家搬了好幾次了，那些資料誰要去

管你。 

徐世榮：搞不好有些都丟了。 

黃均耀：丟了啦，人家不會知道那個重要性啦。 

徐世榮：對啊那很可惜耶。 

黃均耀：只要不是你去承辦這個業務你就不會知道這個重要性。但是其實那個算是寶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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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現在去找真的都破破洞洞，被蟲咬了。我在整理這個，我利用假日來整理，噴啊、戴口

罩才被我整理出來，後來我也沒辦法用啊，因為整理出來只是把他整理的整齊而已，我也沒

有辦法去找，所以我都是一捆一捆把他綁著，因為那些紙張那繩子都斷掉了，又破破爛爛我

也不敢去把他裝訂，我就整個把他綁起來但是事實上綁起來我也不曾去找。那哪有辦法找，

翻下去就破了。 

徐世榮：那很可惜耶，那個應該要好好保存才對。 

黃、張：紙張都變粉狀。 

徐世榮：我還透過網拍，買到一些，很少，從嘉義那邊買到。 

黃均耀：我們中壢很多。我整理好就綁一捆，整鐵櫃喔。 

徐世榮：但是還在政府機關裡面啊。 

黃均耀：對啊在政府機關裡面。 

徐世榮：我買到的是從地政事務所流到外面來的，我不知道怎麼來的，然後我透過網路上看

到趕快跟他買下來，但是也不多啊。 

黃均耀：中壢事務所很多啊，因為那時候我都有把他整理出來，但是我是不曾去參考啦，那

真的要找很不好找，我是要讓他不要破爛時候人家隨便丟。用一個繩子綁起來而已，把他弄

得整整齊齊綁起來，事實上不曾去參考。沒辦法，不好找。所以縣政府每次說要檢附那些東

西，我說不用啊，我常常用公文說：「本所搬家數次，資料不全如何如何。」我都這樣跟他們

答覆掉就好，因為你拿到那個東西你要做什麼，縱使提出那個東西給你，你敢辦嗎？還是等

兩人那兩人就抓不到啊，哪兩人不知道啊。縱使我附給你，你敢辦嗎？不敢辦啊。所以那不

是那個資料的問題。 

徐世榮：是當初寫的。 

黃均耀：對，（寫的）沒有完全，那現在說要現在的人來當法官去把他判，誰敢？我看他還被

法官判呢，這很麻煩。 

徐世榮：秘書我再跟你請教，在你接觸的這些地主當中，有沒有發現他們的生活狀況大概怎

麼樣？ 

黃均耀：早期因為我那時候七十三年辦的時候，那些都還不錯啦，尤其佃農的部份都還不錯。

地主的部份，地主我們是沒有去接觸，因為我都是找佃農的部份。因為我要辦我就問你的老

闆是誰？ 

徐世榮：就找這個 A佃農跟 B佃農，那我請教一下，這個乙丙丁地主有沒有接觸？ 

黃均耀：沒有，我只是要把這個甲跟戊把他拿掉，剩下你留著我不會去找他們啊。我主要是

找這個的老闆，要把老闆找出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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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榮：因為我在南崁那邊，聽到有地主跟我講，也有佃農跟我講，就我剛剛跟秘書報告的，

耕者有其田之後，這些地主的生活狀況非常的不好。 

黃均耀：應該是地主是會比較不好，佃農會比較好，因為佃農他是一向就跟著田的人。那地

主是因為他分管，地主的部份還是維持共有，那維持共有就有可能說他沒有耕種。因為早期

農業社會，你說要叫他們好壞應該和這個保留的應該無關，你今天要去外面打拚，也不一定

都要作田啊，你如果說要靠作田生活會比較好，我想沒有幾個啦。從以前到現在，靠耕田有

錢的有幾個？最多我土地好，賣掉而已，賣掉我有錢。其他你說要靠耕田的收益，那是不可

能好的，包括佃農也一樣，那都三頓有得吃這樣而已。 

徐世榮：那個時候面積都很小。 

黃均耀：對啊，其實他們都自耕，自己作來自己吃而已。不然繳農會什麼的，都只剩一點點，

所以人家說作田怎麼划得來，所以現在很多人在辦休耕，休耕領的錢比他耕作的那些還好。

因為種田都要雇人啊，從稻子播種到收成，其實都請人，現在都機械化啊。你如果因為田不

多要買機器怎麼划得來，都馬划不來。所以現在都一群人在包，包這個是說像以前從北開始

做，慢慢往南，兩三台機器這樣。反而那種人賺錢啦，因為他買那個機械政府有補助，割稻

機、播種機政府都有補助。那他們耕作剛好南北這樣一直往南作。 

徐世榮：作得多 

黃均耀：對啊，你如果說本身幾分地，收成不可能去買機器啊，買起來要多少錢，划不來啊。

早期人工是鄉下大家都交換工，都這樣而已。 

徐世榮：我幫你忙，你幫我忙。 

黃均耀：對啊，我那時候唸書的時候也有種田啊，都選禮拜天，大家都不用上課，就大家（11030）、

大家換工。不然早期是人工的，現在都機械化了。 

徐世榮：靠自己的人工。 

黃均耀：對啊，都只有人工，那是吃三餐沒有問題，如果說要強，哪有人強？（11040）所以

說佃農說地主當時生活不好，事實上靠那田說要怎麼好，其實都一樣啦，早期的農業社會哪

有人多好。 

--------------------------------------------------------------------------------

------------------------------------------------ 

黃均耀：割埤去給他放領，當嫁妝，但是埤的部份很頭痛，他沒有分割，只用持分附帶放領。

假設持分附帶放領他剛好五分之一，那剩下五分之四啊，五分之四到底是誰的？附帶放領已

經五分之一出來了，那登記簿剛好都是五分之一、五分之一，剛好五個人每人五分之一，加

上這五分之一就變五分之六了，超過了，也有這種問題啊。所以附帶放領真的很麻煩。建地

也一樣，因為建地的部份，當時田…我在這種田，我要有得住、放農具。所以政府也是把這

部份的建地放領，當嫁妝給佃農。但是建地的部份他又不是照持分移轉，當初建這間房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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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多少，就照這個建地的面積，怎麼算的我也不知道，建地和溜池也是很大的問題，所以

碰到附帶放領我就不會處理了。要算就不知道怎麼算了，埤是算的到，埤是水利會（管轄），

這口埤灌溉範圍多少，面積當分母，那耕地的面積當分子，就是附帶放領的持分。我是知道

這樣算，但是現在我不知道說，水利單位所管這口埤灌溉的範圍我不知道，那是只有水利單

位知道我不知道，所以持分到底多少我就算不出來了。所以這也是一個大問題，附帶放領也

是一個大問題，比耕地還難處理。本來當嫁妝的也是搞的不清楚。這種的南部就比較少，為

什麼桃園比較多呢？桃園埤多，全省桃園的埤最多，當時的埤是要灌溉用的。所以當時客家

話說埤塘，那時的埤塘就是灌溉用的，桃園縣的埤最多，所以變成這個問題就最多了。現在

普通在統計都只有耕地而已，附帶放領的部份都沒有在統計，所以這些數字其實不是很正確

的。 

徐世榮：所以我們看的那些都沒有附帶徵收的部份。現在對外都稱是十四萬多甲，這些都只

有耕地的部份而已，嫁妝都沒有算。感謝感謝，我真的不知道耶。 

黃均耀：遇到埤我就不會辦，持分不會算。剛剛他說以前他的同事，就辦到這個溜池，辦好

可能幾百人。辦好一件那個成就感真的很高興。 

張：對啊他到現在退休了還是很高興他那時候辦一百多人的建地附帶放領。 

徐世榮：這是做功德耶。像你當初那個也是做功德。 

黃均耀：那個辦掉其實我那時候蠻怕的，我很怕他告我。後來我跟他說你用訴願，他就照我

的公文去訴願，後來他輸了，我就覺得很高興啦那時候。那時候打訴願啊，打一打到最後（對

方）輸掉以後，等於說正義伸張啊，很高興。真的我成就感，感覺真的是很好。但是就是事

後我沒有辦了以後，我調走後來沒辦，我心裡在想辦過這段時間，我們地政很多問題不會馬

上發生，要經過幾年以後，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天人家來告我，我就一直在等那十五年過掉。

真的那心理上期待，現在還是想一想怕怕的。因為事實上真的證據不是很充足，我都是去找

佃農而已，我想說十五年佃農死了怎麼辦，因為我是叫他用手印，手印比較好，印章隨便刻

也有啊，所以我就說你幫我簽個名順便蓋手印。我不用叫他蓋章，因為蓋章他還要回去拿，

我都是現場田裡面找的耶，他一來現場我就說你幫我簽名蓋印。當時是大部分都不會主動去

辦，你申請進來我不辦不行。這種案子去辦很累的，地政事務所大家接到這個業務就怕，有

的接到這個業務，辭職不做了。他剛接那時候我還沒有被調走，當然這只是其中之一，他原

來就有想不做了，那剛好這個業務又交給他，他就不要做了。 

？：之前都沒事，這個案子到現在以經經過快要五十年了都沒事，就在這一兩年我們地政事

務所很積極要清查，而且要訂出一個目標值，每年要達到一個目標，所以經辦的壓力就很大。

因為以前五十年都沒有去做處理，到他這一代要清出一個成果出來。 

黃均耀：所以他做不下去就走了啊。我們局長在議會被人家攻了嘛，他就說那好他要來訂一

個計畫，那時候大概六年計畫吧，要整個清完，我印象中好像那報表，你現在有多少，就第

一年你要做幾筆、第二年做幾筆、第三年做幾筆。 

徐世榮：有沒有教說要怎麼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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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均耀：沒有啊。 

徐世榮：那怎麼要用協商協商不出來啊。 

黃均耀：那時候我還沒有退休，我說你要清，你只是做一個報表出來，各所自己去做，第一

年地要做多少筆、第二年…那要怎麼做啊，縣政府也沒有一個工作手冊教人家怎麼做，都沒

有啊，只有一個公文說要清理，我那時候就感覺到這樣根本就不會有人去動啦，誰要做？你

如果有訂出一個計畫說要怎麼做怎麼做。現在大家都不懂啊，你如果說沒有，那誰有本事去

做。我就說沒用，那時候我就看出沒用。我那時候已經過來中壢了，我說你報，第一年最好

不要報太多，第一年你就做五件就好了，五件你做過有經驗以後，你後來就越做越多。因為

大家完全陌生的情況之下，你要叫他去做，不知道怎麼去著手。所以我說第一年不要做那麼

多，你就試試看，你如果做到說覺得在整個的作業流程上很順暢，開始做比較多，因為你已

經有經驗了，照這個模式去做，做到最後可能清的掉。他不是啊，只有說都沒有教人家怎麼

做啊，大家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有這種心裡啊。難做啦，都沒人要做。你沒有給他一個

說要怎麼辦，本來就怕怕的東西又沒有說要怎麼辦，我怎麼敢辦？我第一次上課是給那些各

所的承辦人，我有問各所的情形，有的人很認真，有的人聽聽就說…原來未辦持分交換是什

麼東西，其實都沒有人知道，我就跟他們解釋未辦持分交換是怎麼來的，你懂這些才知道怎

麼去辦。那有的就很認真，經常打電話，晚上八點還打電話給我，我都會跟他講要怎麼做怎

麼做。有的人是說案件沒有進來我懶得辦。那一個案子為什麼要很久？共有人多，有些都死

亡到後續因為你要通知嘛，自治條例有規定要通知，你就查這戶籍資料就要花很多時間，比

較困難的是這個部份，人家都沒有在管，過去都不知道這筆土地，都睡著啦，有名字也不知

道有土地，死了也沒人會來繼承。這如果開始清查下去，已經死掉了，就可能到第三代來了，

第二代也有人死掉，就開始要找他的繼承人、他的住址，問題就來了，這個時間就耗掉很久。

所以這種困難性現在依照我們自治條例要辦的話，就是查戶籍的部份麻煩。事務所很簡單啊，

我現在把你的共有人的土地都把他列出來，戶籍每一個人的住所都查的到，我就是要告訴你

這土地我要照原來登記簿的持分去把他登掉，就公告三個月給你知道，沒有異議，三個月到

了就登掉了，那現在就手續就完成就沒問題，不然查戶籍資料，現在難就難在這邊。其實這

也是唯一解決的辦法，我們當時訂這個自治條例的時候還是葉局長，我們葉局長是蠻有魄力

的，一想要處理這個問題，所以才會訂出這個自治條例。我看自治條例最重要的重點就是公

告三個月，那個是對承辦人員的保障，法定程序完成縱使錯了，告也沒關係。最重要的法定

程序如果有公告，沒有異議，縱使不對了也沒事情。做這個事情沒有困難，問題是查戶籍資

料很難查，好幾代了，可能中間又有人死亡，越來越多越來越多。所以我常講說你如果通知

各房有人提供你們這些人的戶籍資料，來辦會很困難嗎？不會啦。我認為說按自治條例來辦

沒有問題，法定程序走完我就通知你，你沒異議就好了，就辦掉了，其實這可以解決啊。 

張：中壢所有一件，他公告到一半的時候… 

黃均耀：來異議了？那就不行啦。 

張：可是他提書面異議，可是叫他檢附證據他又拿不出來，然後公告就中斷。 

黃均耀：那你要看他異議的內容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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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就隨便寫的啊，他就寫異議，那 XX就覺得很奇怪，這樣子到底要不要受理，他有提書面

啊，可是你叫他檢附租約、副本那些證件他提不出來。然後他就是來異議而已。 

黃均耀：那可能他是保留人吧。 

張：不知道，那他就問那我這樣公告期滿算不算。 

黃均耀：提出異議就不算數了啦。所以我就說，大部分來講是不會有問題啦，只要你碰到一

個有異議的話，這案子就辦不下去了。但這種案子變成要怎麼樣呢？既然說案子辦不成了，

我就可以把這些人再集合起來，推出一個代表，因為有人提出異議你人也要來啊，大家知道

說誰提出異議的，讓每一個人知道。另外這個案子你們有異議，不辦，這塊土地就死掉了，

不活了沒用了，你們大家都得不到，你一定要讓我們公告期滿把他辦好，不然這塊土地永遠

永遠都已經變沒用的土地了，就在那裡打（官司）而已。這種東西你要去說明啦。所以那個

代書現在就是要辦一件，那他是說很多人…他就是請我去幫他說明啦。就是我幫你處理完，

不管怎麼樣我就把他登掉，我找人來買起來，解決你們的問題，大家分到錢就好了，不辦你

就賣不掉啊。所以代書就說我現在要幫你們辦，但是他不會講，叫我去幫他解釋，解釋完大

家都沒意見，聽一聽說原來是這樣：好！給你辦好。我叫人幫你買起來，你分錢。不然這塊

地本來就是忽然間撿到的，辦好然後有人要買，拿現金最好啊，對不對。這樣也是可以解決

問題啊，所以有人有異議，事實上就要召集起來跟他們說明啦。很多人只是不瞭解說早期，

不要說代書啦，地政事務所都不知道未辦持分交換是什麼東西。我是在楊梅中壢我快要退休

的時候我才有幫他們上課，我怕有人不知道把他蓋掉，起碼觀念上，未辦持分交換是怎麼來

的，我是教他們一個觀念，至於要怎麼辦我就很難了啦。 

徐世榮：七八年前人家跟我講這個我也聽不懂。 

黃均耀：尤其你說內政部那個文，如果你說從書面去看，看沒有，所以我現在用圖例再去看

就很清楚了。我那時候看內政部那個看的眼花撩亂，到底在寫什麼？我去上課從書面跟人家

講的時候人家會聽不懂。我就想說用圖例來說明這樣就很清楚，起碼你要知道說未辦持分是

怎麼來的。每次在登記簿上看到「未辦持分交換前不得移轉設定」，為什麼要辦持分交換，登

記簿加起來剛好會等於一啊，為什麼要辦持分交換？大家都不知道怎麼來的。因為加起來剛

好都等於一啊，都很正確啊，為什麼要辦持分交換？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我們本身地政人員

沒有去接觸這個業務都不知道。所以我就那時候要退休了才想說：講一下讓大家知道，不要

說（都不知道），所以我才有在楊梅上（課），後來調來中壢再上（課）。後來地政單位又叫我

去幫他們上一下。 

徐世榮：這很有必要。 

黃均耀：就是說給他們個觀念，現在我們局裡有想要清查嘛。 

徐世榮：我想這個不只有行政人員要知道，代書、仲介也都需要知道。 

黃均耀：所以就是這個明芳他拜託我幫他們上啊，我想說退休我不管。 

徐世榮：你也很有眼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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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均耀：幫他們上課以後？？（02000） 

徐世榮：沒關係啦，下次再釣更大尾的。 

黃均耀：有一個代書，跟我講半個小時，他問我問題嘛，我就講了半小時，我想說電話費那

麼貴，最後他問我住哪裡，我說住中壢，他說那好我現在去收集一些資料以後，才來找我，

才要問我，其實這種你問我義務還是跟你講。因為我的想法是說，代書你懂，最起碼幫地政

事務所，這都是互相的啦。所以代書業者我常常講說，你如果辦好好，到地政事務所，他們

再辦起來就輕鬆，所以這兩者是相互扶持的。所以我才會聽到他們講我就想說好，幫你們上，

然後案子送到地政事務所去，地政事務所也不是很懂，但是最起碼說人家做好好的你就照他

這樣去辦。 

徐世榮：一個模式啦。 

黃均耀：對，照這模式去做，對地政事務所有幫助啦，對他也好。我常常在笑他們這些代書，

因為你這種案子辦好以後，很多人案子都是死亡了喔，接著你們代書就要開始辦他們死亡繼

承的案子，辦不完喔，我常常說代書傻傻的。 

X：那我問你喔，假如現在我名字萬一有繼承，要不要先辦繼承才可以去調解？ 

黃均耀：都可以啦，他現在如果死亡有一個問題就是通知的部份，其實我是認為說依照死亡

人去把他登掉也沒關係，因為我不是說死亡登記，我只是把他的權利重新確定而已。 

X：對對，把註記拿掉而已，那以後你自己辦繼承就好了。先辦後辦而已 

黃均耀：對啊對啊，註記拿掉而已。把註記拿掉等於你這個案子已經確定了。那後續的繼承

你就辦不完了。有代書說怕沒案件可以做，你如果撿到這種案件，共有人那麼多，像阿航比

較聰明啦，他就是說：我要把他辦掉，辦好以後開始辦繼承，繼承好以後，他就叫人來買，

中人錢也賺、代書案件也賺。真的喔，我就跟他們講啊，代書怕沒案件，光是這種土地的共

有人，你就辦到昏掉，不怕沒案件好做。然後他們那些土地都是沒有人在管理的啊，我就說

啊，叫人買起來，順便賺中人錢，對不對，便宜賣也甘願啊，反正是撿到的，天上掉下來的

禮物啊，他怎麼會不賣，辦好賣掉啊。 

徐世榮：本來也沒想說有這塊地。 

黃均耀：對啊，所以我有時候幫他們上課就說，你們怕沒案件，因為他們也不會半這種案子，

我說你們要辦這種案子很多，辦不完。那裡面真的很多人都死亡了，你看那土地像那共有有

時候二三十個，經常二三十個很多，只要五個人，可能不只五個，五到十個人你就五萬到十

萬了，對不對，你怎麼怕沒案件，接下來把他買下來，便宜買不用貴，他就問我這樣講，我

說找人買起來，划得來啊。他們人多那塊土地已經變成他們事實上就是說：我留著不知道要

做什麼。直接賣掉處理掉就好，那麼多人共有的啊。因為共有的大家都會想說把他賣掉啦，

不然共有人看誰要的就誰買去，共有的東西難處理就是這樣，乾脆賣掉就好了。那這樣就很

好，賣掉以後就比較單純嘛。我就想說這種案子現在依自治條例也沒有什麼困難，只是說要

查這些繼承人他的住址什麼，比較困擾是這樣而已啦。不然自治條例已經有把那些公告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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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法定程序一定要做，那是保護承辦人的，那弄好以後就通知，如果大家沒異議，有的想

說：土地在哪裡我也不知道啊，隨隨便便啦，我也不用異議了。那這樣就完成了啊，完成以

後要賣什麼就很好處理了。代書就可以哪些人死亡了就去辦繼承，這些案件就做不完了，所

以我就說這些代書實在傻子。 

徐世榮：可能沒有這個眼光。 

黃均耀：因為這類案件沒幾個人知道啦，地政事務所問也不知道，本身地政人員對這個案件

也不太瞭解，只知道有這種東西但是怎麼來的不知道。 

張：我有看過？？在辦，分割很多，而且那鄉下地方，一個人就有十個小孩，原本共有人就

多，所以越來越多，每一筆地都一本登記簿滿滿的，放不下要放到第二本去。 

黃均耀：對啦所以這就共有人太多，又繼承下來，人就上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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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99-2410-H-004-182 

計畫名稱 共有自耕保留地交換移轉登記問題之研究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徐世榮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兼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主任 

會議時間地點 民國 100 年 11 月 24-26 日 

會議名稱 第 7 屆亞太地區第三部門學術研究年會 

發表論文題目 Taiwan Rural Front and the Land Justice Movement in Taiwan 

 

一、參加會議經過 

本次亞太地區年會是於印尼巴里島（Bali, Indonesia）召開，主辦單位為印尼 Trisakti 大學

的「企業、變遷及第三部門中心（The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Change, and Third Sector, 

CECT），共有 60 多篇個別學術論文、及 3 個自組的學術場次（panel）發表，與會人士共約

有七十餘人，分別來自印度、尼泊爾、阿拉伯聯合大公國、印尼、菲律賓、台灣、日本、韓

國、澳洲及美國等從事於第三部門研究的學者及實務工作者，其中參與最多的人士是來自於

印尼主辦國，澳洲學者及日本學者。台灣參與之學者除本人之外，還有輔仁大學洪哲生、周

宗穎及李禮孟教授、文藻外語學院高明瑞副校長及其同仁（高副校長因公臨時無法出席）、長

榮大學謝祿宜教授及南華大學陳慧如教授等。 

 

本次會議之主題為「企業社會責任及第三部門（Busines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ird 

Sector）」，其他會議之主題相當的多元，包含了：社會企業、社會資本、第三部門治理、微型

財務、貧窮消除、倡導及社會運動、社會正義、慈善、大學服務學習等議題，其中有許多場

次是著重於社會企業，也就是說，由於目前的第三部門組織往往面臨了財務的困難，因此如

何透過第三部門組織本身的相關營利行為來籌措所需的經費，並且實現原先的目的，就變得

相當的重要。印尼主辦單位相當專注於此，除了在會議場合介紹個案研究之外（CSR and the 

Third Sector: Indonesian Experiences），會後也安排一天的參訪行程，直接參訪當地珊瑚復育組

織，彼等藉由旅客的來訪，一方面教育珊瑚復育（coral rehabilitation）的重要性，同時也經由

旅客直接進行的珊瑚復育行為（稱之為珊瑚領養，adopted coral，參與者必需繳交費用），籌

措該復育組織及地方社區發展所需的資金。 

 

本次會議雖為亞太地區年會，但是 ISTR 全球主席 Brenda Gainer 教授也親自出席，同時

也邀請 ISTR 主要學術期刊（Voluntas）主編 Bernard Enjolras 教授與會，請他直接與會員見面，

授予期刊文章發表的相關經驗（Getting Published in Scientific Journals）。同時，大會也安排了

一個重要的場次，為「全球第三部門學者現在及未來的挑戰（Third Sector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 Present and Future Challenges）」，主持人及參與人皆為 ISTR 的核心委員會的委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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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對於全球政治、經濟及環境情勢的變遷來思慮第三部門所面對的嚴峻挑戰。如日本學者

Naoto Yamauchi 教授談論日本於 311 地震及海嘯之後，審視政府對於第三部門政策的轉變（如

捐款抵稅部分），他發覺第三部門在此重大事件中扮演了非常重要的角色。澳洲 Wendy Earles

教授則是論述經濟蕭條及社區發展所面臨的困境，其中也有學者對於新自由主義

（ Neoliberalism）所採行的私有化（privatization）及 BOT 發展模式持相當批判的觀點。 

 

二、與會心得 

 此次會議敝人之主要心得如下： 

1、亞太國家第三部門之研究以往似乎較著重於貧窮消除及民主倡導，但是今年則是大不

同，今年非常著重於社會企業及企業社會責任，這可以由許多學者所發表之論文得到印證，

由此或可得到一個印象，即亞太地區學者可能是受到歐美學者的影響，社會企業及企業社會

責任逐漸成為研究的重點。而這樣的轉變可能也與 2008 年以降的金融危機有關，由於經濟發

展出現了困境，捐款大幅減少，使得第三部門組織的財務也連帶出現了問題，因此第三部門

組織如何自立自強，就成為一個研究重點。例如，輔仁大學洪哲生、周宗穎及李禮孟教授除

了著重於社會企業的理論建構之外，李禮孟教授也著重於他曾在菲律賓參與的個案研究；南

華大學陳慧如教授則是報告國內紙風車劇團的成果，他們的報告都受到了與會者相當大的關

注。 

 

2、對於日本與會者而言，捐贈（giving）已成為研究的重點。日本參與者主要是來自於

大阪大學的非營利組織研究中心，這是由 Naoto Yamauchi 教授負責的研究機構，該中心研究

人員及經費皆相當充沛，近年來把捐贈及志工奉獻（Giving and Volunteering）當成研究的重

點，該中心在日本從事大規模的調查，並出版重要的調查報告（Giving Japan 2010）。敝人以

為，我國未來或可學習該中心，進行台灣相關的調查工作，出版 Giving Taiwan 的調查報告，

未來並可進行相關的比較研究。 

 

3、除了社會企業之外，如何透過第三部門來達成公共政策治理的轉變（Transformation of 

Governing）也是一個研究重點。社區發展及認同、倡導、及社會運動也是會議的重點之一，

敝人今年之論文是著重於「台灣農村陣線與土地正義」，主要是探討苗栗大埔不當土地徵收之

後所引起的農民抗爭，及台灣農村陣線組織的成形，經由農民及台灣農村陣線組織成員的直

接參與及行動，來改變國家的公共政策。敝人報告之後，與會者相當感到興趣，之後並有熱

烈的討論。 

 

4、自然災害與環境永續發展的議題也是個討論的重點，多位學者發表了如何透過第三部

門來減少自然災害，並協助那些受災戶進行復甦及受災地區的重建。長榮大學謝祿宜教授就

著重於八八風災之後，高雄原住民部落所受到的苦難及第三部門的相關協助經驗（如紅十字

會及慈濟功德會所給予的協助），她的報告也受到相當大的關注。 

 

5、與以往相當不同的，大學服務學習成為本次會議的主題之一。少數幾位教授研究大學

服務學習課程，希望藉由大學生的社會實踐，來提升大學的教育品質。與會者之一來自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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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印第安那大學，對於服務學習相當有經驗，敝人經由他的報告學習了許多。由於敝人此刻

負責政治大學的服務學習工作，藉由此次會議擴展了敝人於服務學習的國際視野。 

 

 6、與以往會議一樣，本次會議另一感觸是我國相當缺乏與聯合國及其他國際相關組織接

觸的機會，在會議當中，時常可以聽到與會學者論及了聯合國的相關政策，及他們由某國際

組織獲得了研究的補助或協助，這對於我們而言都是沒有的，因此，我國無緣參加聯合國的

確是一大的損失。 

  

以上報告及心得，還請不吝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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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Delegate. 

 

Hope you have received the acceptance of your paper for the ISTR Bali Conference. 

Please note early registration for the ISTR Bali Conference will be opened within the next couple of 

weeks. 

 

We will greatly appreciate your earliest confirmation of the presentation (though we appreciate the 

fact that you may still be waiting for funding/travel approval). 

 

But just in case your circumstance has changed and you no longer can attend the Conference (which 

will be greatly disappointing to us), please let us know. 

 

If you need further assistance,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contact us. Thank you 

 

Kind Regards, 

Widyamurti Paramita (Utie) 

for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7th ISTR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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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7th ISTR Asia-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 Bali, Indonesia 

 

Taiwan Rural Front and the Land Justice Movement in Taiwan 

 

Shih-Jung Hsu1 and Li-Min Liao2 

 

The Taiwan society was astonished because of a horrible story took place at Dapu of the 

Miaoli County last year. The local government abused the power of land expropriation or eminent 

domain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new community next to a science park. Peasants were expelled by 

policemen from their homes and farmlands. Rice in paddy fields ready for harvest soon was totally 

destroyed by bulldozers. Even the earth was dug up and discarded to prevent peasants re-cultivate 

their lands anymore. The event seriously violated social norms and it also against bill of human 

rights regulated in the Constitution. 

 

The other terrible case also occurred at Siangsihliao of the Changhua County approximate at 

the same time. Many elderly peasants were forced to leave their homes and farmlands because the 

government planned to construct a science park at their homes. The government’s forcible land 

expropriation came like a bolt of lightning. The elderly peasants of now find themselves at a loss, 

not knowing what will become of them. The elderly peasants have gone to Taipei several times to 

petition authorities — the Cabinet, the legislature and the president — saying that they don’t want 

to be kicked off their land. They said the government was worse than robbers, because robbers 

would at least leave them with land on which to grow food. 

 

The Taiwan Rural Front (TRF), an advocacy NGO organization, was established three years 

ago. It proclaims that land expropriation is a very serious state measure. With the assistances of the 

TRF, farmers gathered and protested on July 17 and 18, 2010 and July 16 and 17, 2011 in front of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at Taipei. They voiced grievances over the government’s planned brutal 

expropriation of their land, complaining that they would have nothing with which to make a living. 

They also indicated the disregard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once again 

raise serious questions about both the legitimac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government’s public 

policymaking. They asked the government to stop land expropriation immediately. The protest 

activities led by the TRF are called the Land Justice Movement, which has great influence in 

Taiwan society recently. 

 

Impacts of Financial Tsunami3 

 Taiwan economy is greatly embedd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it is impossible for 

                                                 
1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the Third Secto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Email: srshiu@nccu.edu.tw. 
2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pei, Taiwan. Email: 
gliao@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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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to escape from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especially the financial tsunami erupted at July 2008. 

Taiwan economy stepped into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at that time. Many economic reports 

continuously lessened their statistic forecasts concerning with economic growth. Some reports even 

claimed negative growth, which had seldom took place in Taiwan history. For example,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8 is -8.61%. In addition,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of 2008 and 2009 are 0.06% and -4.04%, respectively. 

 

Table 1  Economic Growth Rates at Some Countries    (percentage: %) 

Year（Quarter） Taiwan 
South 
Korea

Singapore
Hong 
Kong 

Japan China

1998 4.55  -6.9 -1.4  -6.0 -2.0  7.8 

1999 5.75  9.5 7.2  2.6 -0.1  7.6 

2000 5.77  8.5 10.1  8.0 2.9  8.4 

2001 -2.17 4.0 -2.4  0.5 0.2  8.3 

2002 4.64  7.2 4.2  1.8 0.3  9.1 

2003 3.50  2.8 3.5  3.0 1.4  10.0 

2004 6.15  4.6 9.0  8.5 2.7  10.1 

2005 4.16  4.0 7.3  7.1 1.9  10.4 

2006 4.80  5.2 8.4  7.0 2.0  11.6 

2007 5.70  5.1 7.8  6.4 2.3  13.0 

2008 0.06  2.2 1.1  2.4 -0.7  9.0 

Q1 6.25  5.5 6.7  7.3 1.3  10.6 

Q2 4.56  4.3 2.5  4.1 0.6  10.1 

Q3 -1.05 3.1 0.0  1.5 -0.3  9.0 

Q4 -8.61 -3.0 -4.2  -2.6 -4.3  6.8 

2009(f) -4.04 1.9 -4.5  -2.9 -6.5  8.0 

Q1(r) -10.13 -4.2 -9.5  -7.8 -8.7  6.1 

Q2(p) -7.54 -2.5 -3.5  -3.8 -6.4  7.9 

Q2(f) 3.92  1.2 3.7  3.1 0.8  10.1 

Source: Statistic Bureau, Executive Yuan, 2009. 

 

Comparing with some major Asian countries, Taiwan economy almost received the worst 

impact, which might be named as economic stagnated growth. Furthermore, it did have great effects 

on Taiwan society. There are probably four major negative effects: increasing of unemployment rate, 

reducing of personal and family income, increasing of low and middle income families, and 

enlarging the gap between high income and low income. Above all, it does show that poverty, 

equity and justice problems are all become very serious ones. 

 

1. Rising of Unemployment Rates 

 Taiwan was always proud of its economic growth and full employment for several decades. 

                                                                                                                                                                  
3 Data of this section are quote from Cha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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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the situation was completely changed in 2008 and 2009. Several reports showed that 

unemployment rate did start to increase since the late 2008. At July and September 2009, 

unemployment rate did reach 6%, which means that unemployed population did at least have 

660,000 persons. The unemployment rates of 2008 and 2009 did break the record in Taiwan history. 

It did have great impacts upon family livelihood. 

 
Table 2   Unemployment Rates and Unemployed Population 

Unit: %; thousand 
Year(Month) Rates Population 

1998 2.69 257 

1999 2.92 282 

2000 2.99 293 

2001 4.57 449 

2002 5.17 515 

2003 4.99 503 

2004 4.44 454 

2005 4.13 428 

2006 3.91 411 

2007 3.91 419 

2008 4.14 450 

M8 4.14 452 

M9 4.27 464 

M10 4.37 476 

M11 4.64 507 

M12 5.03 549 

2009(1~9) 5.85 637 

M1 5.31 578 

M2 5.75 624 

M3 5.81 630 

M4 5.76 625 

M5 5.82 633 

M6 5.94 647 

M7 6.07 663 

M8 6.13 672 

M9 6.04 661 

Source: Statistic Bureau, Executive Yuan, 2009. 

 

2. Reducing Average Family Income and Enlarging the Disparity between High Income 

and Low Income Households 

 The rising of unemployment rates does have great impacts on average family income.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f family income investigation released by the Statistic Bureau, the average 

family income is NT$ 1,159,120 in 2008. Comparing with average family income in 2007, it 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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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e NT$11,454. The disposable income is NT$913,687 in 2008. Comparing with the disposable 

income in 2007, it does reduce NT$11,087.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each household is 

NT$705,413. Comparing with 2007, it does also reduce NT$10,681. In Table 3, it also show that 

number of the lowest 20% income households increase, and their disposable income is NT$ 

303,517, which is 2.76% lower than the number of 2007. In 2008, the disposable income even 

lower than th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which does mean each household have NT$5,902 deficit. 

 

 In 2008, the ratio of household income, top 20% to lowest 20% is 6.05, and the Gini 

coefficient is 0.341. When income transferring to the poor had been excluded, the ratio reached 7.73, 

which was the highest number in Taiwan history. Above all, the biggest impacts of financial tsunami 

are reduction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y, decreasing of working income, and enlarging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Poverty and equity have become serious problems since 

2008. 

 

Table 3   Disposable Income and Personal Consumption 
Unit: household; person; NT$; %

Total 
Household 

Year Average 

Disposable Income According to Income Quintile 

1 2 3 4 5 
(the lowest 
20%)       (the top 

20%) 

Number   
(Household) 

1998 6,273,056 1,254,611 1,254,611 1,254,611 1,254,611 1,254,611 

2007 7,414,281 1,482,856 1,482,856 1,482,856 1,482,856 1,482,856 

2008 7,544,629 1,508,926 1,508,926 1,508,926 1,508,926 1,508,926 
Average 

Number of 
household  
(person) 

1998 3.77  2.13  3.47  4.12  4.38  4.77  

2007 3.38  1.93  2.94  3.65  4.07  4.32  

2008 3.35  1.88  2.91  3.62  4.06  4.29  

Disposable 
Income   
(NT$) 

1998 873,175  310,865 560,766 765,375 1,014,770 1,714,097 

2007 923,874  312,145 571,128 799,418 1,069,885 1,866,791 

2008 913,687  303,517 564,893 796,225 1,068,804 1,834,994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NT$) 

1998 646,343  288,889 496,500 632,744 763,930  1,049,654 

2007 716,094  313,309 530,417 699,698 868,505  1,168,540 

2008 705,413  309,419 522,744 687,699 849,967  1,157,234 

Saving   
(NT$) 

1998 226,831  21,976 64,267 132,630 250,840  664,443 

2007 207,780  -1,164 40,711 99,720 201,380  698,251 

2008 208,274  -5,902 42,149 108,526 218,837  677,760 

Saving Rates 
(%)     

1998 25.98  7.07  11.46 17.33 24.72  38.76 

2007 22.49  - 7.13  12.47 18.82  37.40 

2008 22.79  - 7.46  13.63 20.47  36.94 

Source: Statistic Bureau, Executive Yuan, 2009. 

 

Transformation of the NPOs – Towar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 Taiwan, the law requests that any organizations must officially register, which is nam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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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ople Organization. There are three categories within the People Organizatio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PO), Vocation Organization (VO),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SO).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there are 31,994 registered SOs in 2008. Most of SOs is basicall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POs). Within the SO category, the Social Service and Charity Organizations 

(SSCOs) is the largest group, and they are very important for Taiwan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security. There are 10,288 SSCO. The second largest group is the Academic, Culture and Arts 

Organization (ACAO), whose number is 5,165. 

 

 In order to reach its mission and goal, how to have stable and sufficient financial resources is 

alway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in SSCOs. Most of SSCOs mainly receive their financial support 

from general public donation and state subsidy. According to Shih’s investigation concentrated on 

SSCOs (1997), general public donation accounts for 39.9%, and state subsidy accounts for 28.7%. 

Nevertheless, the state did make a research on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in 2006, and it found 

that state subsidy accounts for 45.4%, service income accounts for 37.2%, and public donation 

accounts for 9.6% (Statistic Bureau, 2006). Since some of the service income coming from the state, 

it is very clear that state subsidy is very important for SSCOs. On the other hand, according to 

another state investigation in 2004, 76% of PO indicates that they do have the problem of financial 

difficulty. Within them, 52.9% belongs to the SO (Statistic Bureau, 2003). 

 

 The financial tsunami did have serious impacts toward SO in Taiwan. Many public cut their 

donation immediately since their income had shrunk. In addition, Typhoon Morakot heavily beat 

Southern Taiwan on August 8 2009, and it took at least 677 people life because of great areas of 

mudslides. Many people focused their donation on this event, and they probably did not have other 

money for other NPOs. It meant that donation for the NPOs had been excluded because of the 

August 8 natural disaster. Wang, Yu-Ling(王幼玲),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League of Welfare 

Organizations for the Disabled, proclaimed in 2009 that public donation had reduced 30-40% at 

that year. For example, the famous Citizen Congress Watch only received NT$400,000, but it need 

to have at least NT$8,000,000 for its operation per year. Wang said “the NPOs have also attacked 

by serious disaster.” (Lin, 2009) 

 

 Tsao, Ai-Lan(曹愛蘭), advisor to the League of Welfare Organizations for the Disabled, also 

maintained that many NPOs had met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because of shortage of fund. “There 

will have a wave of NPOs’ shut down,” she said. However, NPOs did employ several approaches to 

prevent their shutdown. Some lay off their employees; some lent money from banks; some lessened 

their businesses; and etc. They also requested the state to help them. Representatives coming from 

18 well-known SSCOs, for example the League of Welfare Organizations for the Disabled, 

Federation for the Welfare of the Elderly, Child Welfare League Foundation, Federation for Family 

Care, made an official visit to the Premier of the Executive Yuan in December 2009. They hope the 

state can have much more subsidy or to propose some bail out packages for them and other NPOs. 

Tsao said many experienced employees in NPOs did own great skills in their works, and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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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ed the state for social service either planning or delivery. “It would be a great loss to the whole 

society if NPOs could not survive,” she indicated. (Lin, 2009) 

 

 On the contrary, request for social service has increased since 2008. Many people lose their 

jobs and income, and they are much more depended upon the society for their surviving. It was very 

important to supply necessary social services at this critical juncture. The Dandelion Counseling 

Center of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indicated that cases of their counselors increase 38% in 

2008. However, public donation had dwindled 40% comparing with the same month in 2007 (Hsieh, 

2010: 6). The NPOs faced a contradictory and difficult situation. This was a common problem to 

the NPOs since the late 2008. 

 

Another example did come from the Culture and Arts organizations. These organizations do 

heavily depend upon the state subsidy. The state has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Foundation to assist them. The Foundation entrusted four investment trust corporations to handle its 

investment in stock market. Unfortunately, it did lose a great amount of money in 2008. The amount 

was NT$160,000,000 approximately, and the return on investment (ROI) was -20%. In addition, the 

investment operated by the Foundation itself did also lose money in 2008. The amount was around 

NT$70,000,000, and the ROI was -1.19%. (He & Wu, 2008) The Foundation also received negative 

investment results in 2009. It does have great impacts toward Cultural and Arts organizations since 

many organizations complained that they could not receive subsidy from the state. 

 

 This probably is one of major reasons that NPOs try to promote the idea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hey would like to create business to make money for their social services. For 

example, members of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do make hand-made chocolate and beautiful 

glass beads for sale. With the help from the state, the Sunshine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operates 

a car wash and beauty center in downtown Taipei. The Eden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operates a 

gas station in downtown Taipei. The Children Are Us Foundation (CAREUS) creates bakeries and 

restaurants at Kaohsiung, Taipei, and Hsinchu. Not only to make some money, these car wash, gas 

station, bakeries, and restaurants provide work opportunities to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or physical 

disabilities, allowing them to show they are capable of being productive, thus reducing government 

and society’s burden of care. However, as a matter of fact, concerning with financial support how 

much money these businesses can contribute to their foundations or organizations is still not quite 

clear.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 – from Authoritarianism to Corporatism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was controlled by the authoritarian Nationalist Party (or 

Kuomintang-KMT), which maintained a lock on political control over the island from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until very recently. The KMT regime has mainly pursued economic growth since 1960, 

and the land has been basically treated as a productive base for industry. The result is that Taiwan is 

commonly touted as an economic miracle because of its rapid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last sev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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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ades. Indeed, the numbers are impressive.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of Taiwan annually 

increased an average of 8.7 percent from 1953 to 1982. During the peak years 1963-1972, the 

country’s GNP averaged an extraordinary 10.8 percent increase per year. Trade surpluses occurred 

nearly every year from 1970, and foreign reserves amounted to $7 billion in 1980, $15.7 billion at 

the end of August 1984, nearly $76 billion in 1988, and $72 billion by February 1991. 

 

The high economic growth rate is ascribed by Ranis (1992), Fei, Ranis, and Kuo (1979), Kuo 

(1983), Amsden (1985), Gold (1986), and Clark (1989) to the government’s single-minded policy 

focus on economic growth. In this regard, the state has been identified as the key growth-promoting 

institution. Thus, Amsden argues that the state in Taiwan played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She argues “to understand Taiwan’s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its potent state” (1985, 78). Gold has reached the same conclusion: “any 

explanation of Taiwan’s growth with stability must start with the national party-state” (1986, 122). 

 

After allowing opposition parties—especially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to 

share the political stage since the late 1980s, the KMT tried to strengthen its political position by 

focusing on business relations with capitalists. Tending to the needs of its business partners and 

local political factions, it was able to remain the dominant force in Taiwan's political system. An 

island in the grip of political authoritarianism found itself yielding to corporatism after political 

controls eased. Under corporatism, the state relies on close alliances with large industrialists, big 

conglomerates, and local political factions to maintain its hold on power.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state-corporatism was already resident in Taiwan before the late 

1980s. The KMT had organized a comprehensive corporatist structure to represent the major sectors 

of Taiwanese society through government-controlled farmers’ associations, trade unions, and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hambers. Nevertheles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se sectors and the state 

was not corporatist at that time, but more like a patron-client relation. The single-party state was the 

powerful patron with access to all of the society’s resources and could dispense them to clients in 

exchange for their political support. Since these clients were protected by the state, they were 

unwilling to challenge the state and, in any case, did not have the power to do so. 

 

 This relation of patron-client gradually transformed as the challenge of the opposition 

movements springing up in civil society in the mid-1980s left the state with little choice-either to 

crackdown but with unpredictabl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r find some means to compromise. 

Finally, the KMT was forced to make political concessions as a result of the combined pressure of 

social dissent and restive capital. The state has increased its cooperation with the country’s major 

capitalists, and major capitalists have been elevated from their earlier status of clients to junior 

partners (Wang 1993, 89). 

 

How to improve the domestic investment environment for capitalists in order to rev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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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economy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goal for the government, especially after the 

financial tsunami in 2008. Both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proposed many Big 

Projects. They have tried to remove obstacles to major private investment projects. The big business 

conglomerates and local political factions have become major partners with the state in their pursuit 

of Taiwan’s economic growth. Although many local protests have emerged concerning the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or eminent domain, the government still tries to use its hegemonic 

power to supply them with land at prices that are much cheaper than the market value. Regretfully, 

many important meanings and values of the land are all discarded because of power domination. 

 

Emergence of Advocacy NPOs 

Taiwan’s development is concentrated on economic growth, especially after the financial 

tsunami. The state itself has serious problem of financial deficit, and it need to have several ways to 

improve economic growth. To reach this goal the governing regime uses its hegemonic power to 

create pro-growth myths, institutions, policies, agenda and plans. For example, privatization, BOT, 

zone expropriation, Science Park, Big Plans are all related with this goal. To realization these plans, 

there is one common factor among these plans: they all request the land. Therefore, a great amount 

of good quality farm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in the western plain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industrial 

and urban uses recently. The state employs the power of eminent domain, for example zone 

expropriation, to condemn farmlands. Many farmers are excluded from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nd are forced to leave their homes and farmlands. In eastern Taiwan, the state plans to 

release state-own land to big conglomerates, which plan to establish luxurious resort and villa 

around the sea coast because of beautiful sighting scene. Even though most of land officially 

belongs to the state, the land in eastern Taiwan is historically belonged to the indigenous people. 

Many social movements have erupted recently because of these taking and selling out activities. 

 

Several advocate NPOs have been created, and they try to help farmers, indigenous, and 

powerless people in Taiwan society. The most important organization is the Taiwan Rural Front 

(TRF), which has not yet officially registered. Cooperated with several young scholars, students, 

and local activists,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help to establish the TRF in February 2009. The TRF 

tightly works together with farmers and local residents coming from different communities to stop 

land grabbing activities from the state. They even demonstrated several times in front of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The first big demonstrations took place on July 16, 2010 because of zone 

expropriation at the Dapu (大埔), Miaoli County, and they stayed there two days. 

 

1. The Case of Dapu 

A rice crop — grown from seeds from Dapu were taken to Taipei for a farmers’ protest on July 

17, 2010 and then planted in Kaohsiung County’s Meinung Township (美濃) — was harvested, 

leaving the gigantic Chinese characters for “land justice” (tudi zhengyi, 土地正義) carved out of 

the paddy field like a crop circle. A day earlier, thousands of farmers and their supporters braved the 

rain to join hands and demonstrate on the streets of Taipei, warning that continued expans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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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petrochemical industry was putting the country in peril. The TRF argues that those in 

government would do well to heed the important message conveyed by these protest movements 

and outcries, namely that the public has quite different ideas from the government about Taiwan’s 

future and the meaning of “progress.” 

 

In Taiwan, our land is seen by the government only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 whose only value 

lies in its contribution to GDP. Farmland and wetlands keep being forcibly turned over for industrial 

use. This poses a grave threat to the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land is a 

very valuable asset and is seen as a commodity ripe for speculation. The government keeps 

removing restrictions on the buying and selling of land, and it takes rising land prices as a sign of 

progress. A lot of farmland has been reassigned for urban construction. The government inflates 

target population numbers to designate additional urban development zones. 

 

This is meant to accumulate private capital and alleviate the government’s financial difficulties. 

It is also a means by which those in government curry favor with powerful local factions for whom 

land speculation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profit. Land is not just an economic commodity, but a 

political one, too. 

 

However, the TRF maintains that the mode of development that strips people of their rights to 

property, subsistence and a healthy environment is a regressive one. A development model that talks 

only of economics while avoiding any mention of politics o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s very 

outdated. Progress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economics. It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o uphol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ocial justice and political rights. Taiwan is not just a base for 

production. It is our home, and we rely on this land for our survival. As to the backward mod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hat has held sway up to now, the TRF argues that we just can’t swallow it 

anymore. 

 

 2. The Case of Science Park 

Next, in the case of the fourth stage of the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the TRF also stand 

firmly with farmers. The TRF maintains that the approval of this development project and the 

disregard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once again raise serious questions 

about both the legitimac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government’s public policymaking. At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s Regional Planning Committee’s meeting, teary-eyed senior citizens from Changhua 

County voiced grievances over the government’s planned brutal expropriation of their land, 

complaining that they would have nothing with which to make a living. All in attendance were 

touched and could feel their sorrow. 

 

Land expropri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state measure. The TRF indicates that most advanced 

democracies are reluctant to use it, and see it as a last resort because of the serious consequences. In 

Taiwan, however, land expropriation has long been abused. The government exercises this right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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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turn, making it the favored method for policymaking. This is a great irony in Taiwan, a 

country that claims to adhere to democracy and to guarantee the right to private ownership. The 

TRF maintains that the initiation of land expropriation must be predicated on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fulfillment of the public interest requires strict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nd the full 

participation of local residents to reach the widest possible consensus. 

 

However, the Non-urban Land Use Control Regulations (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and the 

Land Expropriation Act (土地徵收條例) are seriously flawed, turning the “public interest” into the 

best excuse and the sharpest tool for those in power — such as local governments — to deprive 

people of their right to own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ir right to survival. The sad thing is that current 

legislation gives local residents and landowners no right to oppose expropriation. Despite legal 

requirements for public hearings, pric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landowners and 

reviews by the local land planning committees, these are all empty promises. 

 

The TRF maintains that local residents are closely tied to the land they call home, and have a 

different take on farmland from that of the government or big business. Such land should not be 

viewed from the economic aspect alone, because the safety and lives of local residents depend on 

this land and they identify with it on a spiritual level. It is exceedingly important,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are now in their 70s or 80s. They feel that if they have their land, there is hope that their 

lives and livelihoods will continue. Most Taiwanese farming villages are dealing with aging 

populations, but these elderly residents also have the fundamental right to survival, and this right 

should not be sacrificed on the altar of economic production value. 

 

 3. Fiscal Deficit and Land Expropriation 

On July 17, 2011, farmers took to the streets of Taipei to protest again. A year has passed, but 

th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act as though nothing is wrong even though land expropriation cases 

have been just as appalling this year as they were last year. Why is this happening? The TRF 

maintains that one reason is that the government mistakenly believes land expropriation to be an 

important way to develop land and improve its fiscal position. 

 

Government finances are in serious jeopardy, but instead of imposing higher taxes on the 

wealthy to boost revenue, the rich are given tax breaks, tax exemptions and other economic 

privileges. So where else is the funding for much neede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o be found? The 

answer is to use land expropriation to prop up land development. Land-related taxes such as the 

land value tax and land value increment tax are the main sources of tax income for local 

governments. In this context, it is hardly surprising that how to collect more tax revenue becomes 

the focus of much policy debate. In addition, those in power can utilize l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to co-opt local politicians, thereby killing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The reason local governments are using every means possible to turn farmland into urban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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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at farmland is not taxable and as such brings in no revenue. The government regulates that all 

expansion or renewal of urban planning, or reassignment of farmland or protected zones as land for 

construction, must be achieved through zone expropriation. This has caused the expropriation of 

farmland to double. Zone expropriation allows the government to expropriate large areas of land 

and subsequently make huge profits by auctioning it off or selling it by tender. 

 

Because government has the final say when it comes to urban planning, many urban planning 

districts have been continually expanded and more designated areas are being established near 

industrial and science parks. As a result, urban planning has gotten out of hand as local 

governments exaggerate population numbers and use falsified data as a pretext to turn farmland into 

urban land. At present there is a difference of more than 7 million between fabricated population 

numbers and the actual population. Although there is still much unused land in industrial and 

science parks,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se exaggerated figures creates the false impression that 

construction on this land is necessary. The government has deliberately established such a distorted 

mechanism to expropriate land because it can then carry out its own land development agenda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revenue intake. 

 

It is most regrettable that the strict regulations and guidelines that should govern land 

expropriation have been willfully pushed aside, and that the basic property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guaranteed by the Constitution have been neglected. As a result, the members of one of society’s 

most disadvantaged groups — farmers — are being forced to bear the burden of funding 

governmen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is cannot be accepted by the TRF.   

 

4. Amendment of the Land Expropriation Act 

Land expropri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top issue in Taiwan society, and the government 

finally promise to amend the Land Expropriation Act (土地徵收條例). The issue became 

controversial and a few days ago the government finally made an official response. For one, it 

promised compensation at market prices, subject to twice-yearly reviews. However, is this go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Is this what the farmers were thinking about when they asked for changes? The 

TRF fear the government has come up with a seriously flawed solution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it 

has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First, forced land expropriation involves human 

rights and is not a simple matter of how much compensation is offered. Forced expropriations are 

uncommon in constitutional democracies — unlike in Taiwan. This is because these nations view 

the issue as one involving human rights and one that needs to be strictly observed. The 1793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 that emerged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specified 

that property “is an inviolable and sacred right.” This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positions of the time and was later adopted by constitutional democracies. The second chapt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nstitution —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People — was also influenced 

by this idea and has similar sti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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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so important about property rights? Aside from involving the balance of wealth, they 

are also intimately related, and inseparable from, the right to life and liberty.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an absolut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right to life and liberty and their right to own property 

and to use it, or dispose of it, as they see fit. It follows, then, that in violating people’s property 

rights, those responsible for forcibly stripping them of their land are also denying them their rights 

to life and liberty. This concept has been repeatedly emphasized in the Council of Grand Justices’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s on the matter — Interpretations 400 and 596 being cases in point. The 

issue of how much compensation is to be paid is, of course, important, but whether these forced 

expropriations violate human rights guarantees are even more so. 

 

Second, land expropriation is a structural issue and not merely a matter of technical evaluation. 

Because land expropriation robs people of the constitutionally guaranteed rights mentioned above, 

expropriation must meet very strict conditions — it must serve the community, be necessarily 

proportional, a last resort and fully compensated. Not one of these conditions should be ignored. 

The latest draft amendment has a special clause which states that when someone applies to have 

land expropriated, the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and the necessity of the purpose for their 

application must be evaluated based on social, economic, cultural,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and 

other aspects specific to the expropriation plan. How are services to the community and necessity to 

be determined, and by whom? 

 

This involves the im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the party applying to use the land and the 

landowner and cannot be solved merely by technical evaluations. The amendment proposes giving 

this right to the party applying to use the land, which is precisely what current public hearings have 

done. Article 10, Section Two of the Land Expropriation Act states that a public hearing should be 

held in which the opinions of landowners and stakeholders are obtained before those applying to 

use the land have their plans and applications approved by the authorities. Since the interests of 

those applying to use the land are in direct conflict with the interests of landowners and 

stakeholders, allowing the party applying to use the land to hold public hearings is tantamount to 

letting them be both player and referee, making the hearings a mere formality lacking any real 

significance. The draft amendment will bring the same result, since it hands the right to interpret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and necessity to those applying to use the land. 

 

The version of the amendment proposed by the TRF emphasizes that after a land expropriation 

plan has been proposed, strict public hearing procedures should be followed, placing those applying 

to use the land, the landowners and the stakeholders on a level standing and providing sufficient 

information to allow landowners and stakeholders to freely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fter questioning, 

discussing and debating the issue, an objective and neutral third party should judge whether the 

decision made serves the community, is necessary and has not been monopolized by the party 

applying to use the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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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Scott (1976), a sociologist whose research focuses on farmers’ movements, has 

formulated a concept he calls the “subsistence ethic.” He believes that in the capitalist era, the 

subsistence ethic of farmers is often ignored. This makes farmers incapable of providing for 

themselves and is the main reason why farmers rebel. Taiwanese farmers’ protests caused by 

excessive land expropriation can also be viewed in this light. The TRF argues that it is really a pity 

that the amendments proposed by the government have not been aimed at solving the real problem. 

This means that the subsistence ethic of farmers will continue to be exploited and that farmers and 

advocate NPOs will have to keep on fighting for their rights. 

 

Conclusions – Opposing Reactions from NPOs 

The financial tsunami does have great impacts on Taiwan. Economic growth rate dramatically 

plummeted. The biggest impacts are reduction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y, decreasing of working 

income, and enlarging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Poverty and equity have become 

serious problems since 2008. In Taiwan, most of SSCOs mainly receive their financial support from 

general public donation and state subsidy. Public donation had reduced 30-40% at that year. Many 

SSCOs request the state to have much more subsidy; they were also forced to accept and to 

implement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However, as a matter of fact, concerning with financial support 

how much money these businesses can contribute to their foundations or organizations is still not 

quite clear. In addition, the SSCOs seem has become much more docile than before. 

 

On the contrary, the most important goal for the state is to revive Taiwan’s economy. Both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proposed many Big Plans. They have tried to remove 

obstacles to major private investment projects. Big business conglomerates and local political 

factions have become major partners with the state in their pursuit of Taiwan’s economic growth. 

Unfortunately, many citizens are excluded from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these Big Plans. The 

governing regime employs the power of eminent domain, for example zone expropriation, to 

condemn farmlands, wetlands, and indigenous traditional areas. Many farmers are forced to leave 

their homes and farmlands. Many serious protests have emerged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At the same time, new advocate NPOs has been created, and they strongly ask for equity and 

justice. Within them, the TRF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rganizations. It unites many scholars, 

students, activists around Taiwan through internet to have direct actions. It accompanies with 

farmers and local residents to demonstrate in front of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It also creates many 

valuable discourses which can be used to support for their movements and to ask for change of the 

laws and governmental policies. Their brave reaction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SSCO’s passive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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