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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申領土地徵收未受領補償費標準作業程序 

壹、 目的：為使民眾了解申領土地徵收未受領補償費作業流程及相關規定，特

予說明標準作業程序。 

貳、 適用範疇：土地徵收補償費因受理遲延、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依法繳存專

戶保管之提領。 

參、 名詞解釋： 

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國庫設立土地徵

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因受領遲延、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之補償費，不適

用提存法之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土地徵收條例規定應發給

補償費之期限屆滿次日起三個月內存入專戶保管，並通知應受補償人。自通

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十五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保管專戶儲

存之補償費應給付利息，以實收利息照付。 

肆、 權責機關： 

一、本府地政處：接收申請、審查核符規定後通知發款。 

二、本府主計處：編製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支出傳票列帳及用印。 

伍、相關法令及規定： 

一、土地徵收條例第 26 條。 

二、土地徵收未受領補償費保管辦法。 

三、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 

陸、民眾應附證件、書表、表單、其他文件及份數： 

一、申請書（表一）。 

二、申請書參考範例（表二）。 

二、委託書（表三）。 

三、申請委託撥款書（表四）。 

四、領取徵收補償費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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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價補償費 

具領對象 應備文件 備    註 

（一）自然人 

1.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1.身分證明文件係指國民身分證正本。但未

領有國民身分證者，應檢附下列身分證明

文件： 

（1）外國人應檢附護照。 

（2）旅外僑民應檢附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

華僑身分證明書或經駐外使領館、代

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

認證或出具之華裔證明文件及其他附

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3）大陸地區人民應檢附經行政院設立或

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

身分證明文件。 

（4）香港、澳門居民應檢附護照或香港、

澳門永久居留資格證件。 

2.國民身分證住址與補償清冊住址不符時，

應檢附原住址（即清冊住址）及現址之戶

籍謄本，如統一編號相同或戶籍謄本，能

以電子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檢附。 

2.權利書狀或權狀遺失切結

書 

1.土地如經分割尚未換發新權狀者，先向所

轄地政事務所換領，或於領款時繳交舊權

狀，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送還地

政事務所作廢，並製作新權狀後，再通知

領取。 

2.權狀遺失時以切結書代替。 

3.他項權利清償證明、塗銷證

明或他項權利人同意土地

所有權人領款之同意書或

協議書 

土地設定有他項權利時，須檢附。並得就徵

收土地檢附部分清償或塗銷證明文件。 

4.原囑託查封、假扣押、假處

分或禁止處分機關之同意

文件 

有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禁止處分等限制

登記者須檢附。 

5.印鑑證明、公證書、認證書

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之文件 

委託他人領取時，須檢附上項文件之一。但

權利人親自到場，經核對身分無誤，得免檢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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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 

（1）委託書（委託他人領

取者須檢附） 

（2）授權書（旅外僑民授

權國內親友領取者須

檢附） 

（3）權利移轉證書或確定

判決證明書正本及影

本（經法院拍賣或經形

成判決確定者須檢附） 

（4）破產管理人資格證明

文件正本及影本（土

地屬破產財團所有者

須檢附） 

（5）清算人資格證明及印

鑑證明正本及影本（土

地為經撤銷、廢止登記

或解散之公司所有者

須檢附） 

解散之公司，進入清算程序後，應檢附清算

人經法院准予備查或裁定之證明文件為代表

人資格證明。 

（二）繼承人

（所有權人

死亡時） 

1.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

戶籍謄本及全體繼承人現

在戶籍謄本 

1.為證明繼承人與被繼承人間之身分關係。

倘就該戶籍謄本之內容未能證明其為合法

繼承人時，應檢附其他戶籍資料，以資佐

證。 

2.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於部分繼承人申請

按應繼分領取徵收補償費時，未能會同之

繼承人得以曾設籍於國內之戶籍謄本及敘

明未能檢附之理由書代之。如其曾設籍於

國內之戶籍謄本未能檢附時，於不影響申

領人應繼分之判斷原則下，得免檢附。 

3.本項戶籍謄本，能以電子處理達成查詢

者，得免檢附。 

2.繼承系統表 

繼承系統表由申請之繼承人依民法有關規定

自行製作，並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九

條第三項規定切結註明「如有遺漏或錯誤致

他人受損害時，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

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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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繼承權拋棄書及拋棄繼承

權人印鑑證明、法院核准拋

棄繼承備查文件、遺囑或遺

產分割協議書 

合法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應於知悉得

繼承之日起二個月內以書面為之。繼承開始

之日在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四日之前者，以書

面向法院、親屬會議或其他繼承人表示拋棄

之文件；繼承開始之日在民國七十四年六月

五日之後者，拋棄繼承權應檢附法院准予備

查之證明文件。 

4.其他文件 參照自然人應備文件檢附。 

（三）法人 

1.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

表人之資格證明 

法人領款時，須檢附公司登記證明及其代表

人資格證件。 

2.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表或

抄錄本之正本及影本 

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表或抄錄表之影本應由

公司切結「本登記表現仍為有效之資料，如

有不實，申請人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 

3.法人及其代表人印鑑章  

4.其他文件 參照自然人應備文件檢附。 

（四）祭祀公業 

1.管理人資格證明文件、規約

書或派下員名冊 
須經民政機關備案。 

2.派下員同意證明文件 

如有派下提出異議者，經管理人就領取徵收

補償費事宜召開派下員大會，以多數決授權

由管理人領取者，或未選定管理人須經派下

員全體之同意時須檢附。 

3.其他文件 參照自然人應備文件檢附。 

（五）神明會及

寺廟管理人 

1.管理人資格證明文件、規約

書或章程、信徒或會員名

冊、財產清冊 

須經民政機關備案。 

2.信徒或會員同意證明文件 未選定管理人者檢附。 

3.寺廟登記證 寺廟管理人領款時須檢附。 

4.其他文件 參照自然人應備文件檢附。 

（六）耕地三七

五承租人 

1.耕地租約書  

2.其他文件 參照自然人應備文件檢附。 

二、建築改良物補償費 

應備文件 備    註 

1.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1.身分證明文件係指國民身分證正本。但未領有國民身分

證者，應檢附下列身分證明文件： 

（1）外國人應檢附護照。 

（2）旅外僑民應檢附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

明書或經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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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部授權機構認證或出具之華裔證明文件及其他

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3）大陸地區人民應檢附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 

（4）香港、澳門居民應檢附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居

留資格證件。 

2.國民身分證住址與補償清冊住址不符時，應檢附原住址

（即清冊住址）及現址之戶籍謄本，如統一編號相同

或戶籍謄本，能以電子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檢附。 

2.權利書狀、權狀遺失切結書或

其他證明該建築改良物為其所

有之證明文件 

1.權狀遺失時以切結書代替。 

2.未經登記之合法建物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九條規

定檢附證明文件。 

3.他項權利清償證明、塗銷證明

或他項權利人同意建築改良物

所有權人領款之同意書或協議

書 

徵收建築改良物設定有他項權利時，須檢附。並得就徵

收建築改良物檢附部分清償或塗銷證明文件。 

4.其他文件 參照領取地價補償費之規定檢附。 

三、農作改良物補償費 

應備文件 備    註 

1.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1.身分證明文件係指國民身分證正本。但未領有國民身分

證者，應檢附下列身分證明文件： 

（1）外國人應檢附護照。 

（2）旅外僑民應檢附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

明書或經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

部授權機構認證或出具之華裔證明文件及其他附

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3）大陸地區人民應檢附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 

（4）香港、澳門居民應檢附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居

留資格證件。 

2.國民身分證住址與補償清冊住址不符時，應檢附原住址

（即清冊住址）及現址之戶籍謄本，如統一編號相同

或戶籍謄本，能以電子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檢附。 

2.切結書 

由領款人具結「如具領後，第三人提出異議或誤領補償

費經調查屬實，自願交還，如因導致第三人損害時，自

願負法律上一切之責任」。 

四、土地改良費用 

應備文件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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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良土地費用證明書 
指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規定申請驗證登

記，並由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書。 

2.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1.身分證明文件係指國民身分證正本。但未領有國民身分

證者，應檢附下列身分證明文件： 

（1）外國人應檢附護照。 

（2）旅外僑民應檢附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

明書或經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

交部授權機構認證或出具之華裔證明文件及其他

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3）大陸地區人民應檢附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 

（4）香港、澳門居民應檢附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居

留資格證件。 

2.國民身分證住址與補償清冊住址不符時，應檢附原住址

（即清冊住址）及現址之戶籍謄本，如統一編號相同

或戶籍謄本，能以電子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檢附。 

五、營業損失補償費 

應備文件 備    註 

1.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

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2.營業稅繳款書影本 設籍課稅者檢附。 

3.代表人或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1.身分證明文件係指國民身分證正本。但未領有國民身分

證者，應檢附下列身分證明文件： 

（1）外國人應檢附護照。 

（2）旅外僑民應檢附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

明書或經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

交部授權機構認證或出具之華裔證明文件及其他

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3）大陸地區人民應檢附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 

（4）香港、澳門居民應檢附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居

留資格證件。 

2.國民身分證住址與補償清冊住址不符時，應檢附原住址

（即清冊住址）及現址之戶籍謄本，如統一編號相同

或戶籍謄本，能以電子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檢附。 

4.法人及其代表人印鑑章或設籍

課稅者之店章 
 

六、遷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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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備文件 備    註 

1.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1.身分證明文件係指國民身分證正本。但未領有國民身分

證者，應檢附下列身分證明文件： 

（1）外國人應檢附護照。 

（2）旅外僑民應檢附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

明書或經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

交部授權機構認證或出具之華裔證明文件及其他

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3）大陸地區人民應檢附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 

（4）香港、澳門居民應檢附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居

留資格證件。 

2.國民身分證住址與補償清冊住址不符時，應檢附原住址

（即清冊住址）及現址之戶籍謄本，如統一編號相同

或戶籍謄本，能以電子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檢附。 

2.遷移前後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

簿影本 

1.領取人口遷移費時檢附。 

2.本項戶籍謄本，能以電子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檢附。 

3 切結書 

由領款人具結「如具領後，第三人提出異議或誤領補償

費經調查屬實，自願交還，如因導致第三人損害時，自

願負法律上一切之責任」。 

 

柒、內部行政作業使用表單、附件： 

付款憑單（表五）。 

捌、其他：無。 

玖、作業內容： 

一、流程圖：如後附。 

二、流程說明：如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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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申領土地徵收未受領補償費標準作業流程圖 

 

申請人 

 

 

地政處 

 

 

 

 

 

地政處 

主計處 

 

 

地政處 

保管銀行 

 

 

 

 

 

 

 

 

存入保管專

戶通知送達

發生效力之

日起，十五年

內得隨時提

出申請 

一般：7日 

特殊案件：依

特殊情形需

另會同主管

單位審核 

 

 

10 日 

 

 

 

7 日 

 

 

 

 

 

 

 

 

1.申請 

3.簽辦核發及

用印 

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作業期限 

2.1審查 

4.通知領取付款
憑單或銀行撥

入帳戶 

符
合 

2.2補正 

不符合 



文件名稱：宜蘭縣政府申領土地徵收未受領補償費標準作業流程 編碼：LN用地 09 

機關/單位：地政處 撰寫者：張惠瑜 批准者：賴錫祿 

實施日期：104/11/17 版本：1.0 頁次：10/11 
 

宜蘭縣政府申領土地徵收未受領補償費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作業 

流程 

權責 

單位 

步驟說明 作業 

期限 

1.申請 申請人 一、自接獲本府未受領補償費存入「土地徵

收補償費保管專戶」通知送達發生效力

之日起，十五年內以書面向本府地政處

申請領取（申請書-表一、參考範例-表

二），逾期不予受理。 

二、申請人應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

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定提

出相關證明文件；委託代理人領取補償

費者，代理人應親自到場，並應附具委

託書（表三）及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如未能親自領款，得申請委託撥入金融

機構帳戶（申請委託撥款書-表四），並

檢附金融機構帳號影本。 

存入保管專戶

通知送達發生

效力之日起，十

五年內得隨時

提出申請 

2.1 審

查 

地政處 經依規定審核各項證明文件無誤者，簽辦核

發。 

一般：7日。 

特殊案件：依特

殊情形另會同

主管單位審核 

2.2 補

正 

地政處 不符規定者，以電話或書面通知補正。 同上 

3.簽辦

核發及

用印 

地政處 

主計處 

一、填寫付款憑單（表五）一式 3 份（第 1

聯：台灣銀行宜蘭分行，第 2 聯：本府

主計處核銷，第 3聯：由領款人收執），

簽請核發補償費。 

二、奉核後，付款憑單送主計處編製支出傳

票列帳及用印。 

10日 

4.通知

領取付

款憑單

地政處 

保 管 銀

行 

一、簽准後通知申請人領取付款憑單至保管

銀行台灣銀行宜蘭分行領款。 

二、申請人申請委託撥入金融機構帳戶者，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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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流程 

權責 

單位 

步驟說明 作業 

期限 

或銀行

撥入帳

戶 

本府應填寫匯款申請書，連同付款憑單

及金融機構帳號影本通知保管銀行台灣

銀行宜蘭分行撥款，並副知申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