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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2】土地行政之概念 

 土地行政，就是管理土地的行政，為國家重要行政之一。狹義的土地行政，著重在具體的土

地管理制度、作業方法及各項行政業務的配合措施；廣義的土地行政尚包括土地政策與法規

的制定，涉及範圍極為廣泛。而其任務不外為執行土地法令、推行土地政策、解決土地問題。 

 總之，土地行政就是管理土地的行政，就是整理地籍、規定地價、促進利用、調整分配、平

均負擔，以期達到民生均富的行政。 

 我國現階段的土地行政，是以三民主義為最高指導原則，其範圍如下： 

i. 地籍行政：國家為了管理土地，必須對每一筆土地的面積、坐落、形狀、性質、使用

狀況及土地權利等有詳細瞭解，故土地行政工作項目包括地籍測量、土地登記、土地

調查及地籍管理等。 

ii. 地價行政：地價行政包括規定地價、照價收買、照價徵稅、漲價歸公等，其目的在達

到平均地權、地利共享、社會均富的大同地步。 

iii. 地權行政：地權行政指對各種土地權利的管理與限制而言，包括公地管理、地權調整、

外人地權的處理、私有地權的管理及土地徵收等。 

iv. 地用行政：地用行政包括耕地租用、荒地及空地的使用、房屋及基地的管理、土地重

劃及合作經營等。目的在地盡其利。 

v. 地稅行政：地稅行政包括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的徵收，土地改良物的管理及土地稅的

減免等。 

 土地為立國要素之一，人民生活的主要依據，在自由經濟的國家，更是人民重要的財產，為

求國家富強康樂，必須重視管理土地的行政。孟子云：「行仁政必自正經界始」，所謂自正

經界始，就是國家的一切施政，必須以辦好土地行政、解決土地問題為最基本的工作。聖人

為政，主張始於經界，國父建國，首重平均地權，足證土地行政，自古以來即被重視。而土

地問題是極為現實的問題，與社會大眾生活息息相關，不宜放任忽視，妨害民生經濟，代表

國家負責解決土地問題的土地行政，自更具其重要性。茲分述如下： 

i. 土地行政為人類生存的保障：土地為人類生活所必需，民生六大需要-食、衣、住、行、

育、樂，無不仰仗於土地。因此，如何妥善管理與利用有限的土地資源，以保障人類

的生存，為土地行政最重要之任務與課題。 

ii. 土地行政為政治建設的基礎：土地行政之職掌在管理土地，執行土地法令，貫徹土地

政策，解決土地問題。土地行政為政治建設之基礎，土地行政之良竅，更足以影響社

會之行動，政治之安危，故管子說：「地者政之本也。」 

iii. 土地行政為杜會進步的指示：土地問題為社會問題之一。古代漁獵社會，人類生活簡

陋，沒有土地問題發生；及至農業社會，人地關係日趨密切，土地問題逐漸產生，迨

工商社會時代，土地問題愈顯複雜、土地行政所要處理的事務更加繁重。 

iv. 土地行政為經濟發展的方針：土地為生產要素之一，任何經濟活動，無可脫離土地。

故土地分配不均、利用不當，均會影響農業之生產，阻礙國家經濟之發展，因此，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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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行政為衡量國家經濟發展之方針。 

 我國現階段的土地行政，是以實現三民主義，建立「平均地權」的新土地制度為主要目標，

其性質約可分為下列三項： 

i. 建設性質的行政：我國現行的「平均地權」制度，為建設三民主義國家的主要途徑，

故其所需的土地行政亦為國家建設的重要部門，以我國現階段的地政工作而言，如地

籍測量、土地調查、荒地墾殖、土地重劃、調整地權及土地稅的實施等，無一不是國

家建設的基本措施，而且多為我國前所未有者，所以其本身即為一項建設性質的工作。 

ii. 技術性質的行政：近代的行政工作，已漸有通才行政變為專家行政的趨勢，尤其地政

工作，不但需要專門智識，尤需具有熟練的技術始能應付裕如，否則，必會輒有失之

毫釐，謬以千里的可能，此為一般行政所未有的特殊性質。 

iii. 創作性質的行政：其他行政工作，有的為我國所固有，有的為其他國家所已有，故多

有參考借鏡之處，而我國現行的土地行政，則為任何國家所未有，因此既無前例可援，

也無成規可循，全係根據建國理想，探索進行，雖有政策指導，法律依據，但均係原

則性質，彈性很大，故每一行政措施，必須酌情處理，審慎處置。由試辦至實施，可

說無一不是創作性質的行政。 

iv. 為地籍整理：目的在使全國每宗土地的坐落、性質、面積、權利關係及使用情形等，

均有圖冊詳實記載，以為國家一切施政的依據，並確保私人產權。 

v. 為規定地價：目的在確定公私有土地的地價，作為照價徵稅、照價收買、漲價歸公、

土地徵收補償的依據。 

vi. 為調整地權：在使所有土地之權利，均有適當分配，按土地性質不同，宜於公有者歸

公有，宜於私有者歸私有，以達地權平均之目的。 

vii. 為促進土地利用：使各種土地均能達到合理的、經濟的、有效的利用，以發揮土地應

有的功能，達到地盡其利的目的。 

viii. 為公平土地課稅：在建立合理的土地稅制，使土地稅負公平，以達漲價歸公、地利共

享之目的。 

 土地行政與土地政策的關係： 

i. 土地政策，是解決土地問題的方針，也可以說，是土地行政的方針，因為土地行政的

任務，是在解決土地問題，所以土地行政與土地政策的關係非常密切。 

ii. 就土地政策來說，土地政策能否實現，全看土地行政是否健全，就土地行政來說，土

地行政能否辦得好，也一樣需有良好的政策作為工作的方針。 

iii. 因此，土地行政與土地政策必須相互配合，相輔為用，方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土地行政與土地立法的關係： 

i. 土地法規為土地行政之準繩，土地行政為土地法規之執行。土地行政各項措施，不僅

要有良好的土地政策作為工作方針，並需有完備的土地立法，作為實施的規範。土地

政策只能指出解決土地問題應走的方向，有了方向，仍無法解決土地問題。蓋先有土

地問題，然後有解決問題的土地政策，政策既經決定，便應依據政策來立法，有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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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土地行政便應依法切實執行，如此才能樹立新的土地制度，解決土地問題。土地

行政只能依據法律執行，因之土地立法，必須依照土地政策，然後由土地行政確實執

行，才能實現政策目標，解決土地問題。有健全的土地行政，如無完備的立法，那將

是「無法不能以自行」。有良好的土地立法，如無健全的土地行政，那將是「徒法不

能以自行。」因之土地立法是否完備，能否完全依照政策的主張來制定法律，對於土

地行政，實具有極大的影響。 

ii. 土地在最古的時候和空氣一樣讓人自由占用，不必支付代價。後來人口不斷增加，土

地顯然不足，變成私有財產的一種，於是形成農民欲耕作而無地可耕，被迫向地主租

用土地，竟然成為農奴，終年辛勞而不得溫飽，地主生活富裕，全係坐享其成，這就

是土地問題所產生的結果。 

iii. 針對上述問題，提出解決的方針、對付的政策，那便是土地政策了。 

iv. 依據解決土地問題的對策，由立法機關訂立具體的土地法律，有時行政機關為了執行

有效與方便起見，再補充訂定各種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等行政命令，這些土地法

規完全依據土地政策而擬訂的。 

v. 土地行政僅係遵照土地法規，切實予以執行。 

vi. 總之土地行政健全，貫徹執行土地法規，那麼土地政策就可實現，土地問題隨之而可

合理的解決了。 

vii. 凡土地問題產生後，我們分析土地問題之本質，並依據國家目標以制定土地政策，又

為促使政策目標早日實現，我們乃依土地政策的理想制定土地法規，以為土地行政的

執行依據，其相互間之關係，正如回饋的過程。 

viii. 土地行政機構與土地金融機構係推行平均地權之雙翼；蓋行政機構係以政治力量為土

地政策之推行，而金融機構則以經濟力量為之相輔而行。土地政策如僅依政治的力量，

其效果遲緩，且將限於消極的管理，而不能有積極而迅速之措施，必藉土地金融之力

量，以貸款的方式為政策之推行，於是無論為地利之促進或地權分配之調整，均能迅

速見效。所以土地政策的推行，須由土地行政與土地金融做密切的配合，如此才能解

決土地問題，促進土地利用，達到地盡其利的目標。 

 就農業方面來說：土地利用與農業技術有不可分的關係，農業技術落後的國家，常發生土地

利用不良的現象。若解決農地利用問題，必須在農業方面求改良求進步，如耕作方法不改良，

農場制度不建立，土壤不改良，水利不興修，則農地利用，便難達到地盡其利的目的。欲求

農業技術的改良與進步，也必須解決土地問題。 

 就林政方面來說：森林與溫度、雨量、水土保持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林政的好壞，直接與土

地利用有關，並且也有關土地分配。臺灣省自實施耕者有其田後，曾有一部分地主將耕地變

為林地，以避免徵收，因此林地之增加，耕地減少，對於耕地分配問題的解決，有很大的妨

礙。如何管理林地，以配合耕地改革，實為一重要課題。所以土地行政與農林行政，一定要

相互配合，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就農村社會來說：農民生活的主要依據為土地，所以要改善農民生活，安定農村社會，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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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解決土地問題著手。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歷代農民的暴動，均與土地問題有關。根

本解決的途徑，惟有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實現農地農有。所以土地行政，對於改善農民生

活，安定農村社會，有極重要的關係。 

 就都市社會來說：一般市民住的問題，不僅與生活安定有關，並且與健康有很大的影響。房

屋問題的解決，係屬土地行政工作，關係重要可見一般。良好的社會秩序，主要是建築在人

民的良好生活上，而人民的生活，則有賴良好的土地行政。 

 經濟行政包括甚廣，工礦、水力等項均與地政有關。欲求充足的工商業資金，曾有人主張將

地主的土地，轉變為工商業資金，也就是所謂土地資金化。 

 土地問題的發生與商業資本的發展極有關係。所以要解決土地問題，才能使土地資金，轉變

為工商業資金。 

 工業建設愈進步，對土地的需要範圍愈擴大，也就是對於富源地的利用愈迫切。富源地的開

發利用，不論礦產或水力，對於工業建設，均有不可分的關係。 

 工業的產品，必須有廣大的農村作為市場。所以要擴大工業產品的市場，必須實施土地改革，

解決土地問題，然後才能改善農民生活，增加農民購買力。 

 工業的發展，可使都市繁榮，促進市地利用，檯高市地地價。工業的進步，可促進土地改良，

使農業科學化，可以吸收農業方面過剩的人口，以解決土地不敷分配問題。所以土地行政與

經濟行政實有不可分的關係。 

 地方自治係政治的基本建設。實施地方自治，不僅係民權問題，並且為民生問題。地方自治

工作，如只能達到政治建設當中人盡其才的目的，與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則無關。

所以實施地方自治，選舉議員，選舉官吏，必須能代表多數人利益，由選賢與能，達到人盡

其才，由人盡其才，來實現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這樣的地方自治才有價值。 

 過去各地民意機關代表選舉的結果，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多半是由地主包辦，廣大的自耕農

以及佃雇農，反而沒有機會當選。這樣名為地方自治，其實無異地主階層統治。造成這種現

象的原因，就是土地行政沒有辦好，土地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因為農民參政，首先須求得生

活的改善，教育程度的提高，然後才有參政的興趣與參政的機會。 

 臺灣省自實施三七五減租後，一般農民生活改善，參政的機會增多，便是很好的例子。土地

問題得不到解決，農民的經濟便不會平等，經濟不平等，真正的民主政治便不會實現，這種

地方自治也就有名無實。所以自古以來就以地政為實行仁政的開始，確有至理。 

 當前應完成土地行政工作：土地漲價應該全部歸公。速即研訂辦法處理三七五保留耕

地。加重廢耕農地之課稅。積極辦理農地重劃。加強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之宣傳工作。

積極開發山坡地與海埔地。促速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 

 我國歷代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約可分為五種：即夏商時代的「井田法」，漢代董仲舒的「限

田法」，王莽的「王田法」，晉武帝的「占田法」及北魏孝文帝的「均田法」，前三種辦法，

是實行土地公有，而將土地分配給農民耕種，後二種辦法是實行土地私有但限制其面積，歷

代土地問題的發生，多是由於土地私有，豪強兼併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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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3】地政機關 

 我國中央地政機關的設置，起源甚早，遠在三代時期，即有司空官職之設，職權崇高，專管

土地行政。 

 組織體系 

 

 
 

 沿革：民國初年，為貫徹土地政策地盡其利、地利共享之目標，全國土地行政事宜，概由內

務部主管。民國四年，成立「全國經界籌辦處」，同年六月成立「經界局」。民國十六年，

於內政部設土地司，主管土地行政事宜。民國十九年土地法公布後，二十一年曾一度設立「中

央地政機關籌備處」。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將土地司改稱地政司。民國三十年七月設立地價

申報處，專司地價申報事宜。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內政部地政司及地價申報處合併改設為地

政署，直隸於行政院。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地政署改制地政部。民國三十八年四月，迫於時勢，

緊縮機構，地政、農林、糧食、水利、衛生、社會等部同時裁併，地政部縮編為地政署，改

隸於內政部。同年八月地政署改為地政司，迄今未有變更。茲為配合臺灣省功能業務與組織

調整，承受原臺灣省政府之地政業務，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於原臺灣省政府地政處之辦

公地址設置「內政部中部辦公室（地政業務）」 

 員額：地政司現有十三科，編制人員為二三四人，置司長一人，北部辦公室置副司長一人、

簡任技正二人、專門委員一人、科長六人、技正十二人、技士十二人、科員一人、辦事員一

人、約聘人員二十八人、約僱人員二人；中部辦公室置執行秘書兼副主任一人、專門委員四

人、科長七人、秘書三人、技正三人、視察六人、股長十四人、分析師一人、估計專員十一

人、契據專員五人、技士七人、科員四十六人、設計師四人、技佐三人、辦事員五人、書記

一人、約聘人員七人、約僱人員三十九人。 

 我國現行院轄市地政機關為市政府地政處，設處長一人，承市長之命，綜理處務，並指揮監

督所屬機關及職員，設副處長一人襄理處務，處下設五科及資訊、秘書、會計、人事、政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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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考等六室。科設科長一人，室設主任一人，另外置有主任秘書、專門委員、技正、秘書、

視察、契據專員、估計專員、股長、科員、技士、技佐、辦事員及雇員等。各科室之職掌如

下： 

i. 第一科：土地登記、測量、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管理及督導地政事務所登記、測量業

務、土地開發總隊測量業務之推行。 

ii. 第二科：規定地價、照價收買、漲價歸公及地政事務所地價業務督導等事項。 

iii. 第三科：地權清理、公耕地放租管理、執行耕地三七五減租政策、租佃爭議調處。 

iv. 第四科：土地徵購及公地撥用等事項。 

v. 第五科：土地重劃、區段徵收及督導土地開發總隊工作推行等事項。 

vi. 資訊室：各項地政業務資訊化作業之規劃、督導、推廣、審議及執行與協調聯繫、全

市地政資訊業務重要方案之研究及審議。 

vii. 秘書室：法規、議事、公共關係、文書、印信、檔案、事務、出納、財產、職工管理

等事項。 

viii. 會計室，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ix. 人事室：辦理人事管理等事項。 

x. 政風室：辦理政風事項。 

xi. 研考室：辦理研考事項。 

 另為有效執行上述各項職掌，又設土地開發總隊及地政事務所，其職掌如下： 

i. 土地開發總隊：土地重劃、區段徵收、填海造陸及全市土地測量等事項。 

ii. 地政事務所：掌理土地登記、測量、地價等事項。 

 依「縣（市）各級組織綱要」規定，縣（市）的地政機關應為地政局（科），直隸縣（市）

政府，設局（科）長一人，下設地籍、地價、地權及地用四課（股）。為辦理土地重劃，本

省並於各縣內增設重劃課（股），各設課（股）長一人。此外，並設契據專員、估計專員、

技士、科員及辦事員各若干人。該局（科）管理事項包括： 

i. 公私土地地籍整理。 

ii. 中規定地價及土地改良物估價。 

iii. 地權調整。 

iv. 私有耕地出租及爭議調處。 

v. 公有耕地放租放領。 

vi. 荒地開墾與土地徵收。 

vii. 土地重劃及土地使用管制。 

viii. 有關圖冊繪製保管及地籍異動土地變更之測繪登記事項。 

ix. 法院託辦之各種登記事項。 

x. 其他有關地政事項。 

 臺灣在日據時代，法院為了辦理土地登記，曾在各地有土地「出張所」的設置，每一「出張

所」負責數鄉（鎮、區）的土地登記業務，光復後，政府將土地「出張所」更名為地政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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