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公報 第 023 卷 第 106 期  20170609  內政篇 

 

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9 日 

台內地字第 1061304150 號 

修正「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 
附修正「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 

部  長 葉俊榮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六十九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以下簡稱陸

資公司）申請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不動產物權之標的為下列不動產時，應不予許可： 
一、 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或第十七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之土地。 
二、 依國家安全法及其施行細則所劃定公告一定範圍之土地。 
三、 依要塞堡壘地帶法所劃定公告一定範圍之土地。 
四、 各港口地帶，由港口主管機關會同國防部及所在地地方政府所劃定一定範圍

之土地。 
五、 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應予禁止取得之土地。 

第 三 條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陸資公司申請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

或移轉不動產物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許可： 
一、 影響國家重大建設。 
二、 涉及土地壟斷投機或炒作。 
三、 影響國土整體發展。 
四、 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為足以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 

第 四 條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不動產登記之權利主體： 
一、 大陸地區人民。但現擔任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構）、

團體之職務或為成員者，不得取得或設定不動產物權。 
二、 經依本條例許可之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三、 經依公司法認許之陸資公司。 

第 五 條  依本辦法所檢附大陸地區製作之文書，應先經由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

之民間團體予以驗證。 
第 六 條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

件，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審核： 
一、 申請人大陸地區常住人口登記卡。 
二、 依前條規定經驗證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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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取得、設定或移轉契約書影本。 
四、 其他經內政部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第 七 條  大陸地區人民取得之不動產所有權或地上權，限已登記並供住宅用，且每人限單

獨取得一戶，並不得出租或供非住宅之用。 
   取得前項供住宅用不動產所有權或地上權，於登記完畢後三年內不得移轉或辦理

不動產所有權或地上權移轉之預告登記。但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判決或依

第十七條規定而移轉者，不在此限。 
第 八 條  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陸資公司，為供下列需要，得申請取得、設

定或移轉已登記之不動產物權： 
一、 業務人員居住之住宅。 
二、 從事工商業務經營之廠房、營業處所或辦公場所。 
三、 大陸地區在臺金融機構辦理授信業務。 

   依前項規定申請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

件，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政府申請審核： 
一、 第四條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之資格證明文件。 
二、 依第五條規定經驗證之證明文件。 
三、 取得、設定或移轉契約書影本。 
四、 其他經內政部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第 九 條  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陸資公司，從事有助於臺灣地區整體經濟或

農牧經營之投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得申請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

物權。 
   依前項規定申請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

件，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政府申請審核： 
一、 第四條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之資格證明文件。 
二、 依第五條規定經驗證之證明文件。 
三、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之文件。 
四、 取得、設定或移轉契約書影本。 
五、 其他經內政部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第一項所稱整體經濟之投資，指下列各款開發或經營： 
一、 觀光旅館、觀光遊樂設施及體育場館。 
二、 住宅及大樓。 
三、 工業廠房。 
四、 工業區及工商綜合區。 
五、 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投資項目。 

   第一項所稱農牧經營之投資，指符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之農業技術密集或資

本密集類目標準之經營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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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之投資人，從事該辦法之投資行為，應依該辦法

之規定，經經濟部許可後，始得申請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 
第 十一 條  依第九條第一項規定申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時，其投資計畫涉及二以上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申請人應依其投資事業之主要計畫案，向該管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申請；該管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無法判定者，由行政院指定之。 
第 十二 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視發展現況及產業需求，訂定各類用地總量管制基準，

作為准駁之依據，並於核准後列冊管理。 
第 十三 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之申請案後，應函復申請人，並函

知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未經核准者，應敘明理由函復申請人。 
   前項同意函之內容，應敘明下列事項： 

一、 申請案件經同意後，應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之程序辦理。 
二、 申請取得之土地，其使用涉及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土地使用分區與用

地變更及土地開發者，仍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程序辦理。 
第 十四 條  申請人依第六條、第八條第二項或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檢附之文件，有不符規定或

不全而得補正者，直轄市或縣（巿）政府應通知申請人於二個月內補正；屆期不補正

或補正不全者，不予受理其申請。 
   直轄巿或縣（巿）政府依第六條、第八條第二項或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審核通過

後，應併同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案件簡報表，報請內政部許可。 
   前項許可之文件有效期限為一年。 
   經許可取得或設定之不動產物權，因法院、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分署或依金

融機構合併法授權認可之公正第三人之拍賣，由臺灣地區人民拍定，申請移轉該不動

產物權者，得逕向不動產所在地之登記機關辦理登記，不適用第六條、第八條第二項

或第九條第二項規定。 
   經許可取得、設定或移轉之不動產物權，內政部及直轄巿或縣（巿）政府，應列

冊管理。 
   經許可取得或設定不動產物權，直轄市或縣（巿）政府應定期稽查其取得、設定

後之使用情形，並報內政部。 
第 十五 條  內政部為第六條、第八條或第九條規定之許可，必要時得邀集有關機關審查之。 
   內政部為第六條或第八條規定之許可，得訂定一定金額、一定面積及總量管制，

作為准駁之依據。 
第 十六 條  經許可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應由申請人檢附許可文件及土地登記規則

第三十四條規定之文件，向不動產所在地之登記機關辦理登記。 
   登記機關依前項及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辦理登記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內政部

及不動產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第九條所定案件登記結果，並應副知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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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第一項規定辦竣登記後，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定居，設

有戶籍並辦竣統一編號更正登記，準用前項規定。 
第 十七 條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陸資公司依第六條或第八條規定申請

取得或設定不動產物權經許可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內政部應撤銷或廢止其許可，

並通知不動產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限期令其於一年內移轉： 
一、 依第六條規定申請取得不動產物權之權利人，擔任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

政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務或為其成員。 
二、 權利人為不符第七條第一項或第八條第一項所定申請目的之使用。 
三、 經劃定屬第二條各款所定之土地。 
四、 經查有第三條各款所定情形。 
五、 違反其他法令規定。 

   前項所定各款情形，為權利人明知或故意為之者，或其不動產物權之取得、設定

對國家安全、公共利益、社會秩序有立即影響者，內政部應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通

知不動產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巿）政府，依第十九條規定逕為標售。 
   內政部依前二項規定撤銷或廢止許可時，應副知有關機關。 
第 十八 條  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陸資公司依第九條規定取得或設定不動產物

權，應依核定之投資計畫期限及用途使用；其因故未能依核定期限使用者，應敘明原

因，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同意展期。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稽查其取得、設定不動產物權後之使用情形，並

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 未依核定期限使用者，應通知內政部廢止其許可，並由內政部通知直轄市、

縣（市）政府限期令其於二年內移轉。 
二、 有與核准計畫用途使用情形不符之情事者，應予制止，通知內政部廢止其許

可，並由內政部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限期令其於一年內移轉。 
三、 有違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法令規定之使用者，應予制止，通知內政部廢

止其許可，並由內政部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限期令其於六個月內移轉。 
   內政部依前項各款規定廢止許可時，應副知有關機關。 
第 十九 條  屆期未依第十七條第一項或前條第二項規定移轉之不動產物權，由土地所在地之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逕為標售，所得價款於扣除應納稅賦及百分之八行政處理費

後，發還原權利人；其土地上有改良物者，得併同標售。 
   前項標售之處理程序、價款計算、異議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準用依土地法第

二十條第四項所定之標售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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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 條  本辦法所定申請書、表格式，由內政部定之。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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