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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土地法規定，下列何者非租用建築房屋之基地出租人得收回之原因？ 

契約年限屆滿  承租人以基地供違反法令之使用時 

承租人轉租基地於他人時 承租人積欠租金額達一年時 

2 以自任耕作為目的，約定支付地租使用他人之農地者，依土地法之規定係指下列何者之定義？ 

農地經營 耕地租用 農業地標租 自耕農地 

3 依土地法規定，凡編為建築用地，未依法使用者，為： 

空地 荒地 道路用地 公共設施保留地 

4 依土地法規定，下列何者土地為直接生產用地？ 

海岸 湖泊 船埠 水源地 

5 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應發給之補償費，依法應於何時發給完竣？ 

徵收公告屆滿後三十日  徵收公告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利人時 

徵收公告期滿後十五日內 徵收案核准後第五十日 

6 地政機關所收登記費，應提存若干作為登記儲金？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7 為審議土地徵收案件，下列何機關應依法設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 

內政部 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財政部 

8 土地登記以電腦處理者，經依系統規範登錄、校對，並異動地籍主檔完竣者，為下列何者之定義？ 

總登記程序 異動登錄開始 登記完畢 登記效力 

9 下列何項土地之公開出售，應依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之程序辦理？ 

政府實施土地重劃而取得之可出售土地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管之公有土地 

政府依法為區段徵收後得出售之土地 政府依法照價收買之土地 

10 依農地重劃條例之規定，重劃後之農地坵塊劃設原則，下列何者不屬之？ 

能直接排水 面臨道路 能直接灌溉 可興建農舍 

11 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得依法申請與下列何種土地辦理交換？ 

國營事業用地 公有公用土地 公有非公用土地 公有交通水利用地 

12 重新實施地籍測量之結果，應予公告，其期間為： 

十日 十五日 二十日 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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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依土地法規定，地籍整理以什麼為單位？ 

直轄市或縣（市） 鄉鎮 村 里 

14 下列何者不享有優先承購權？ 

土地共有人之一出賣其應有部分時，其他之土地共有人 

基地出賣時，基地之地上權人 

基地出賣時，基地之典權人 

基地出買時，基地之地役權人 

15 依土地法規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應由出租人與承租人於契約訂立後幾個月內，聲請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地政機關為地上權之登記？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16 依土地法規定，基地出賣時，其優先購買權人於接到出賣通知後多久不表示者，其優先權視為放棄？ 

三日內 五日內 十日內 十五日內 

17 依規定，國家因國防、交通、水利等公共事業之需要，得以下列何種方式取得私有土地？ 

徵收 徵用 重劃 更新 

18 下列何者不得為預告登記？ 

土地權利移轉或使其消滅之請求權 土地權利內容或次序變更之請求權 

附條件或期限之請求權  以遺囑變更法律所定遺產繼承人之順序 

19 依土地法規定，下列何者非不定期租賃出租人得收回房屋的原因？ 

出租人收回自住  出租人重新建築 

承租人積欠租金達一個月 承租人以房屋供違反法令之使用 

20 土地法第五條所稱之建築改良物，係指： 

附著於土地之農作物  附著於土地之建築物或工事 

附著於土地之農作改良物 附著於土地之水利土壤改良物 

21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為處理土地法有關之不動產糾紛，應設下列何種委員會處理之？ 

不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  消費爭議調處委員會 

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  鄉鎮市調解委員會 

22 依土地法規定，私有土地之所有權消滅者，係成為何種權屬之土地？ 

鄉（鎮、市）有土地  縣（市）有土地 

省（市）有土地  國有土地 

23 土地總登記，應由權利人按申報地價或土地他項權利價值，繳納多少比例之登記費？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千分之一 千分之二 

24 共有土地之處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多少比例者，其人數得不予計算？ 

三分之二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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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依區域計畫法規定，區域計畫核定後，擬定計畫之機關應於何時公告實施？ 

應於接到核定公文之日起四十天內 應即依法公告三十日 

應於核定日起算第六十日 應再層請內政部核定公告實施 

26 依平均地權條例規定，公告土地現值之作用，下列何者不屬之？ 

補償徵收土地地價之依據 主管機關審核土地移轉現值之依據 

土地移轉時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參考 公有土地設定地上權計算權利金之依據 

27 下列何項租約之訂立、終止或換訂，應由租佃雙方申請登記？ 

耕地租約 林地租約 基地租約 不動產租賃 

28 設有典權之土地，地價稅應由何人繳納？ 

土地所有權人 地上權人 典權人 承租人 

29 下列何者非地籍圖重測之原因？ 

地籍原圖破損 地籍原圖滅失 比例尺變更 買賣 

30 依都市更新條例規定，都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下列何項區段土地以權利變換方式實施更新事業？ 

維護區段 重建區段 改建區段 整建區段 

31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例所稱農村社區之範圍，下列何者不屬之？ 

原住民聚落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鄉村區 

農業用地農舍區  農村聚落 

32 依土地法規定，出租人出售耕地時，何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之權？ 

承租人 典權人 地上權人 地役權人 

33 新市鎮特定區內公有土地如何撥供主管機關統籌規劃開發？ 

應一律按公告土地現值  以查估之市場價值 

以當期公告地價  依實際開發成本 

34 依土地徵收條例規定，下列何者為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之核准機關？ 

行政院 直轄市政府 內政部 內政部地政司 

35 政府依法提供部隊、學校使用之國有財產，屬於何種類之財產？ 

非公用財產 公務用財產 公共用財產 事業用財產 

36 土地所有權無償移轉者，依法以何人為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 

原土地所有權人 取得所有權之人 贈與人 信託人 

37 經市地重劃之土地，於何項情形下，其土地增值稅減徵百分之四十？ 

於重劃區土地分配時  於重劃後土地接管時 

於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  於土地被徵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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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主管全國觀光事務的交通部，得依法施行區段徵收者，係屬下列何項劃定範圍之土地？ 

國家公園區 特定農業區 風景特定區 觀光地區 

39 依土地法規定，土地總登記時，公有土地之囑託登記，其登記簿所有權人欄，下列何者依法不在登載註明

之列？ 

國營事業 國有 縣（市）有 直轄市有 

40 依土地法規定，和平繼續占有之土地，依民法時效取得之規定，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者，應於登記期限內，

經何人證明，聲請為土地所有權之登記？ 

原土地所有權人 地上權人 承租人 土地四鄰 

41 依土地法規定，下列何種土地得移轉於外國人？ 

林地 鹽地 農地 漁地 

42 房屋出賣時，下列何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 

地上權人 承租人 典權人 基地所有權人 

43 土地稅法所稱公告現值，係指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何法律公告之土地現值？ 

平均地權條例 土地稅法 土地法 稅捐稽徵法 

44 依土地法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不整，致不能為相當之使用時，所有權人得於徵收

公告期滿幾個月內，向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要求一併徵收之？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六個月 

45 契稅條例所規定契價之基準，係以下列何者評定之標準價格為準？ 

當地不動產評價委員會  當地地價評議委員會 

不動產估價師公會  當地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 

46 依土地法規定，下列有關徵收敘述，何者錯誤？ 

徵收土地應給予補償地價 徵收土地應給予補償費 

徵收土地應給予遷移費  徵收土地應給予救濟金 

47 下列何者之地價補償方式，得以徵收後可供建築之抵價地折價抵付？ 

一般徵收 區段徵收 保留徵收 一併徵收 

48 依土地法規定，地價申報滿五年，或一年屆滿而地價已較原標準地價有多少以上之增減時，得重新規定地

價？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五十 

49 依海埔地開發管理辦法規定，在海岸地區築堤排水填土造成陸地之行為，係屬下列何用辭之定義？ 

養地 海埔地 造地開發 新生地 

50 依土地法規定，下列土地何者得為私有？ 

公共水源地 遊憩用地 名勝古蹟 瀑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