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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前言 

    南投縣(以下簡稱本縣)地廣人稀、財政困難、交通便利性較差及部分地

政事務所所轄區域甚廣等因素影響下，整體地政業務推廣相較於都會地區

之機關，則有其在地性的特殊性需求，以提供因地制宜的優質服務品質，

希冀達到無死角之全功能服務。為瞭解本縣整體地政業務之辦理情形，首

先將先就全縣土地之概況及轄內各地政事務所(以下簡稱地所)之土地管轄

情形分別加以介紹。 

一、全縣土地概述 

瞭解全縣土地面積及人口分布、使用地編定及土地權屬等概況，將助

於為民服務的及整體地政業務的執行與改善方向，以下將分別就該等事項

予以介紹。 

(一)土地面積與人口 

本縣土地將近 40 萬公頃，

人口數約有 50 萬，據統計每 10

公頃土地上平均僅居住 12.5人，

乃所謂的「地廣人稀」。就土地

面積而言，以信義鄉最大，仁

愛鄉次之，面積最小者為集集

鎮；人口數而言，以南投市最

多(99,519 人)，草屯鎮次之，

人口數最少者為集集鎮。(詳表

1-1、圖 1-1、1-2) 

就人口聚集度而言，人口居

住最密集者為南投市（每 10公

頃聚集均 145.4 人），草屯鎮次

之；人口聚集程度最低者為信義

鄉，每 10 公頃聚集均 1.2 人(詳

圖1-1 南投縣土地面積分布圖

南 投 市 名 間 鄉 中 寮 鄉 草 屯 鎮

埔 里 鎮 魚 池 鄉 國 姓 鄉 仁 愛 鄉

集 集 鎮 水 里 鄉 信 義 鄉 竹 山 鎮

鹿 谷 鄉

圖1-2 南投縣人口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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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圖 1-3)。 

 

 

 

 

 

 

 

表 1-1 南投縣土地面積統計表 

鄉、鎮、市 面積(公頃) 人口數 聚集度(人數/每 10 公頃) 

南 投 市 6,847 99,519 145.4 

名 間 鄉 7,688 38,265 49.8 

中 寮 鄉 13,762 14,680 10.7 

草 屯 鎮 9,698 97,119 100.1 

埔 里 鎮 16,549 80,340 48.5 

魚 池 鄉 11,340 15,753 13.9 

國 姓 鄉 19,489 18,629 9.6 

仁 愛 鄉 120,766 15,969 1.3 

集 集 鎮 3,554 10,804 30.4 

水 里 鄉 10,084 17,496 17.4 

信 義 鄉 140,878 16,230 1.2 

竹 山 鎮 23,150 54,540 23.6 

鹿 谷 鄉 13,932 17,687 12.7 

合計 397,735 497,031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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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南投縣人口聚集程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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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編定與權屬 

本縣已登記非都市土地類別編定情形：占全縣面積比率最大者為林業用

地(53.3%)，其次為

國土保安用地

(16.3%)，兩者合計

已占全縣面積近

70%左右，再加上農

牧用地(15.6%)，三

者均屬資源保護之

編定類別(85.2%)，

故本縣非都市土地

編定類別主要乃以

天然資源保育利用為目的(如圖1-4)。另都市計畫內土地僅占全縣面積3.1%。

(詳如表 1-2)  

土地權屬：本縣已登記土

地面積有高達 80.9%為國有土

地，故公產管理則為相當重要

的課題之一(詳如圖 1-5)。 

土地私有率：以常見的使

用地類別觀之，轄內林業用地

與國土保安用地等私有比率

均不足 10%；其餘以開

發利用之土地使用地

類別大多有 70%以上

之私有率。(詳如圖

1-6) 

 

 

 

圖1-4 南投縣非都市土地使用地編定分析圖

甲種建築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

丙種建築用地 丁種建築用地

農牧用地 林業用地

養殖用地 鹽業用地

礦業用地 窯業用地

交通用地 水利用地

遊憩用地 古蹟保存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 國土保安用地

殯葬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暫未編定用地 其他用地

圖1-5 南投縣非都市土地權屬分析圖

公有 私有 公私共有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甲種建築…

丁種建築…

養殖用地

窯業用地

遊憩用地

國土保安…

暫未編定…

圖1-6 南投縣各種使用地類別私有情形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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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南投縣已登記土地編定與權屬統計表 
 

土

地 

類

型 

編定類別 公有 私有 
公私共

有 
合計 私有率 

所占比

率 

非

都

市 

土

地 

甲種建築用地 22.3 367.3 1.8 391.4 94.1% 0.1% 

乙種建築用地 127.5 888.0 8.1 1,023.6 87.1% 0.3% 

丙種建築用地 207.0 691.0 4.2 902.2 76.8% 0.2% 

丁種建築用地 88.0 229.0 0.0 317.0 72.2% 0.1% 

農牧用地 12,689.4 48,941.5 360.9 61,991.8 79.2% 15.6% 

林業用地 194,522.3 16,749.0 683.0 211,954.3 8.1% 53.3% 

養殖用地 5.8 11.8 0.0 17.6 67.1% 0.0% 

鹽業用地 - - - - - - 

礦業用地 28.6 13.2 0.0 41.9 31.6% 0.0% 

窯業用地 0 17.3 0.0 17.3 99.8% 0.0% 

交通用地 2,028.6 238.2 3.1 2,269.8 10.6% 0.6% 

水利用地 1,776.3 285.7 3.1 2,065.0 13.9% 0.5% 

遊憩用地 156.1 242.0 0.1 398.2 60.8% 0.1% 

古蹟保存用地 0.0 0.3 0.0 0.3 100.0% 0.0% 

生態保護用地 - - - - - - 

國土保安用地 64,407.4 241.6 8.1 64,657.1 0.4% 16.3% 

殯葬用地 616.4 46.9 0.0 663.3 7.1% 0.2%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950.8 685.3 2.7 1,638.8 41.9% 0.4% 

暫未編定用地 4,978.7 99.4 117.1 5,195.2 3.0% 1.3% 

其他用地 31,787.4 97.7 0.8 31,885.9 0.3% 8.0% 

合計 314,392.6 69,845.2 1,193.0 385,430.7 18.3% 96.9% 

都市土地及其他 6,735.3 5,519.0 50.1 12,304.4 45.1% 3.1% 

總計 321,127.9 75,364.2 1,243.1 397,735.1 19.1% 100.0% 

註 1：資料時間 107 年 12 月 
    

註 2：為利私有率統計，就公私共有面積部分採公私均分為統計基準。 

註 3：都市土地未區分使用分區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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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各地所管轄面積圖

南投所 草屯所 埔里所 水里所 竹山所

二、 轄內各地政事務之概述 

本縣轄內地事務所共有南投、草屯、埔里、竹山及水里等 5地所。 

(一) 各地所所在地點(如圖 1-7) 

 
 
 
 
 
 
 
 
 
 
 
 

 

圖 7 南投縣非都市土地權屬分析圖 

 

 

(二) 管轄區域 

本縣共有 13 個行政區域(鄉、鎮、市)，分別由南投、草屯、埔里、水

里、竹山等 5所土地登記機關所管轄，依管轄面積大小而言，最大者為埔

里所，其次為水里所，最小者為草

屯所(如圖 1-8、表 1-3)，其中管

轄面積較大的主要原因乃因轄管

仁愛鄉與信義鄉等山地鄉之故。 

各地所管轄土地占全縣比率

及管轄位置及範圍之情形詳見各

分析圖示。(詳表 1-3、圖 1-8、1-9) 

圖 1-7 南投縣各地所所在地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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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南投縣各地所管轄土地情形表 

地所別 管轄區域 
管轄面積 

(公頃) 

占全縣 

比率 

南投所 

南 投 市 

28,297  7.1% 名 間 鄉 

中 寮 鄉 

草屯所 草 屯 鎮 9,698  2.4% 

埔里所 

埔 里 鎮 

168,144  42.3% 
魚 池 鄉 

國 姓 鄉 

仁 愛 鄉 

水里所 

集 集 鎮 

154,515  38.8% 水 里 鄉 

信 義 鄉 

竹山所 
竹 山 鎮 

37,082  9.3% 
鹿 谷 鄉 

合計   397,735  100.0% 

圖 1-9 南投縣各地所管轄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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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創新 

本部分內容包括創新事項、研究報告等 2項。 

一、 創新事項 

內容包括本次考評創新事項及其效益性、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及其

效益性、實施成果評估與管理等作介紹。 

(一) 本次考評創新事項及其效益性 

本年度創新事項共 14項 (詳表 2-1)，在創新事項提出後，先試行辦理

與可行性評估，於試行辦理後所產生之效益及回饋意見，進行綜合評估，

作為決定繼續推動、修正後繼續推動或停止推動之參考，以加強創新事項

管理機制。 

推廣及應用：創新事項除因地制宜之項目外，充分討論推廣及應用於

其主辦業務之可能性。 

 

表 2-1 南投縣本次創新事項一覽表 

編號 創新事項 

1 建立「外業測繪圖資共享平台」 

2 自行研發「實價登錄-單價為公告現值檢核」系統 

3 「實價登錄買賣案件實際資訊預先查核」服務 

4 網站新增「實價登錄專區」及「地用業務專區」 

5 舉辦地政檔案展 

6  提升儀器管理品質 

7 地籍圖資加值服務-地段地號土地導航 

8 代購印花稅票便民服務。 

9 介接工研院 JUIKER 節費電話服務 

10 推動印鑑核對電子化 

11 建置雙向櫃台系統 

12 108 年度實價登錄買賣案件實際資訊預先查核實施計畫 

13 
公告土地現值（公告地價）及前次移轉現值（原規定地價）

查詢系統建置新舊地號轉換查詢功能 

14 徵收補償費通訊申請及匯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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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 1       建立「外業測繪圖資共享平台」 

目的：為達資源共享之目標，

強化本所外業後援實力，

提升外業成果之一致性，

進而降低再鑑界比例。 

作法：由各測量人員將歷次或

歷年外業資料，依統一規

則建檔並存放於該平台，

提供其他測量人員外業之參考。 

效益：以 107/7~108/3 間為例，原民眾有疑義之測量案件，經擴大檢測後，

報府再鑑界件數為 0件。 

 

創新 2   自行研發「實價登錄-單價為公告現值檢核」系統 

目的：為使地價承辦人針對

已完成實價登錄之案件，

透過自行研發程式輔助

人工檢核其揭露狀態是

否正確，除可有效縮短

地價人員作業時間外，

並可提高資料報送之正

確性。 

作法：將以往僅以人工比對的作

業方式，改為藉由自行研發之檢核程式，將收件檔及實價登錄檔作相

關連結，輔助比對已完成實價登錄之案件是否屬「應再確認之案件」。 

效益：運用該檢核系統，預估可縮短地價人員每件檢核時間約 3分鐘，以

107 年共計 648 件為例，約可節省地價人員作業時間約 1,944 分鐘。 

 

 

圖 2-1 外業測繪圖資共享平台示意圖 

圖 2-2 實價登錄-單價為公告現值檢核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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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 3   「實價登錄買賣案件實際資訊預先查核」服務 

目的：為確保不動產成交案件實

際資訊申報登錄之正確性，

避免資訊錯誤，以揭露正確

詳實之成交案件資訊提供各

界參考，落實不動產交易資

訊透明化之目的。 

作法：針對本縣各地政事務所受

理申辦之不動產買賣移

轉登記案件，未逾申報登

錄期間且由申報人主動提供買賣契約書者，由本所地價人員預先審核

申報資料正確性。 

效益：除落實不動產交易資訊透明化之目的外，亦可協助申報義務人避免

因申報錯誤而遭受裁罰。 

 

創新 4    網站新增「實價登錄專區」及「地用業務專區」 

目的：為便利民眾查詢實價登錄業務及地用業務相關資訊，並擴大業務宣

導效果。 

作法：在「實價登錄專區」中

提供實價登錄 Q&A、資訊分

析、申報系統使用手冊、

申報範例等相關資訊；在

「地用業務專區」中提供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相關

法令宣導及辦理中更正編

定案件進度一覽表。 

效益：讓民眾輕鬆掌握相關業務資訊，並提升業務宣導成效。 
 

圖 2-4「實價登錄專區」及「地用業務專區」網站圖 

圖 2-3「實價登錄買賣案件實際資訊預先查核」服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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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 5                舉辦地政檔案展 

目的：檔案紀載著政府施政的原始紀錄，每一份檔案均與民眾息息相關，

藉由登記與測量地政檔案

展覽，促使民眾了解演變

沿革。 

作法：於本所展覽地政業務相

關發展歷程，如登記簿演

進、權狀演進、早期測量

儀器、地租率算定表等。 

效益：讓民眾對地政有更深一

層的認識。 

 

創新 6                提升儀器管理品質 

目的：本所原測量儀器係放置於地下室倉庫(測量員進出頻繁，故未隨時上

鎖)或放置於測量員辦公座

位，不僅有安全疑慮且地下

是潮濕陰暗，均不利於儀器

保管。 

作法：建立儀器領用管制制度，

並延長儀器使用年限，於 107

年 12 月及 108 年 2 月陸續

改善儀器保管相關設備。 

效益：1.集中管理：每組均有專用保管櫃，於外業完成後即歸回專用櫃，

且有門禁管制，減少遺失及誤拿之風險。2.延長使用年限：放置地下

室潮濕陰暗，影響精密儀器保存品質，統一放置四樓儀器室較為通風

乾燥。 

 
 

圖 2-5 舉辦地政檔案展照片 

圖 2-6 測量儀器保管情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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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 7      地籍圖資加值服務-地段地號土地導航 

目的：結合內政部【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

務系統】與【Google 地圖】導航功能，

方便民眾尋找自己的土地。 

作法：利用內政部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

系統，將土地位置坐標轉換成經緯度

格式，並傳送至民眾手機，民眾即可

利用【Google 地圖】App 找到自己的

土地。 

效益：108 年度受理 11件，每件節省民眾

測量指界費用 400 元、等待指界測量

時間 7天，共節省 4,400 元、1848 小時。 

 

創新 8            代購印花稅票便民服務 

目的：為方便民眾自行申辦分割繼承登記，判決、調解、調處共有物分割

等案件時，常因不知道需張貼印花稅費而往返本所及郵局購買。 

作法：經申請人同意後由本所預先向民眾收取不動產權利價值 1/1000 之印

花稅費用，並交由審查人員查核後黏貼於協議文件正本。減少民眾往

返郵局及本所之時間每案約 50分鐘。 

效益：自 107 年 12 月起實試辦 1年，本年度共計受理 30件，節省時間 26

小時。 

 

創新 9        介接工研院 JUIKER 節費電話服務 

目的：無償介接工研院提供研發之 JUIKER 節費電話服務，不僅節省民眾撥

打本所電話之電話費，更有效節省本所電話總機費用。 

作法：民眾使用所提供之 APP 透過網路撥打本所專線電話則無須花費電話

費用。本所亦可有效節省總機電話費用，有效達成雙省目標。 

圖 2-7 地段地號土地導航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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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本所自 107 年 7月起介接 JUIKER 服務之後，電話費較去年同期有效

節省 9,623 元，平均每月節省電話費用 1,069 元，執行成效優異，有

效達成雙省目標。 
 

創新 10             推動印鑑核對電子化 

目的：為加強防範土地登記偽冒

情事及提昇登記案件審查

速度。 

作法：將印鑑數位建檔並以電腦

比對。 

效益：共計服務 464 件，共節省  

39 小時，節省金額 2,437

元。 

 

創新 11              建置雙向櫃台系統 

目的：除了可減少謄本用紙數量、

免除民眾填表作業、降低倉

管負擔及雙向溝通無隔閡

以外，電子簽名系統可進行

申請人服務滿意度線上調

查，即時回饋為民服務績

效。 

作法：藉由雙向螢幕顯示及電子簽名技

術，毋須手動切換即可將民眾簽名成果直接套上浮水印，置入申請書

簽名欄位內，透過電腦雙螢幕即時展示，民眾確認無誤後，申請書直

接以電子檔案方式歸檔。 

效益：期間內共計服務 452 件，節省 226 小時及 14,125 元。 

圖 2-8 印鑑核對電子化示意圖 

圖 2-9 雙向櫃台系統服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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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 12         108 年度實價登錄買賣案件 
實際資訊預先查核實施計畫 

目的：為確保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之正確性，避免資訊錯誤，

以揭露正確詳實之成交案件資訊提供各界參考，落實不動產交易資訊

透明化之目的。 

作法：針對本縣各地政事務所受理申辦之不動產買賣移轉登記案件，未逾

申報登錄期間，由申報人主動提供買賣契約書者。 

效益：統計至 108 年 1至 3月預先查核共計 115 件。 

 

創新 13   公告土地現值（公告地價）及前次移轉現值（原規定
地價）查詢系統建置新舊地號轉換查詢功能 

目的：為解決目前因重測產生之新舊地號問題，使民眾查詢相關地段號資

料時，無須重新輸入新舊地號進行查詢，由系統自動轉換提供資料。 

作法：系統轉入新舊地號相關資料，使民眾查詢相關地段號資料時，無須

重新輸入新舊地號進行查詢，由系統自動轉換提供資料。 

效益：便利民眾查詢新舊地號間之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資料。 

 

創新 14       徵收補償費通訊申請及匯款服務 

目的：擴大便民服務範圍、提升服務效益，辦理跨縣（市）代收申領土地

徵收補償費保管款案件服務。提供外縣市民眾多元申請管道，方便遠

地者，得就地提出申請，提供便捷務。 

作法：(1)108 年 3 月 27 日訂定本府「辦理跨縣（市）代收申領土地徵收補

償費保管款案件作業計畫」。(2)具體做法：1.申請人或代理人臨櫃申

辦代收案件服務者，應將申請書表及其附繳證件交由代收機關轉交管

轄機關辦理。2.代收他縣市轄區之申領案件，核對申請人或代理人之

身分後，影印申請書及相關當事人簽章之文件進行收文後，將代收申

請案件移文管轄機關，並副知申請人或代理人。 

效益：期間內共受理 111 件，節省民眾 444 小時時間與 44,400 元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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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及其效益性 

歷年創新事項中其中 14項簡化措施，本年度共服務 45,501 件合計節

省民眾 251,833 小時及 5,239,448 元金錢支出。 

表 2-2 南投縣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表 

編號 創新項目 受理件數 節省時間 節省金錢 

1 
設置仁愛、國姓及信義鄉遠端視訊及地籍謄

本核發櫃台 
3,410 8,697 734,796 

2 信用卡臨櫃繳納地政規費 3,702 3,789 132,300 

3 地方稅務傳真查欠服務 2,004 5,032 875,368 

4 金融機構代收抵押權塗銷案件 60 240 27,600 

5 遠途登記案件先行審查 308 4,459 116,860 

6 悠遊卡繳納地政規費 187 375 32,984 

7 登記案件領件章預示服務 23,541 5,704 356,500 

8 簡易案件單一窗口中午不打烊 17 31 600 

9 戶籍資料異動跨機關通報服務 1,031 3,122 311,900 

10 鑑界現場核發鑑界成果圖 4,673 120,899 675,605 

11 地籍異動即時通知(105.10) 76 105 7,500 

12 簡化地價改算通知書送達流程 2,270 84,846 164,435 

13 跨所受理登記案件 2,099 5,927 842,600 

14 跨縣市代收地政類申請案件 2,123 8,607 960,400 

  合計 45,501 251,833 5,239,448 

 

其他歷年創新事項尚有：實價登錄「表單登錄、紙本送件」代收服務、

地價改算通知書電子化作業(105.4) 、法院囑託案件免填申請書、土地複

丈案件單一窗口、測量案件移案登記簡化作業、國有財產署囑託土地複丈

案件簡化措施、實價登錄中午不打烊服務、歷年申報地價及歷年申報地價

歸戶查詢程式、簡化土地登記申請案件補正作業(電話補正) 、電話申辦住

址變更登記、簡化複丈原圖地籍調查表認章方式、提供代購小額印花稅票

服務、案件通信(網路、傳真)辦理、簡化退還規費作業流程、跨所謄本申

請、跨縣謄本申請、代填書表服務、案件辦畢郵寄到家、主動告知辦理不

動產實價登錄、簡易登記申請書列印服務、簡訊通知案件辦理情形服務、

建置地政便民服務網站、南投縣地政 e服務-App 等 23 項創新服務措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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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內共受理 3,946,885 件節省 163,032 小時及 8,301,192 元。 

(三)標竿學習機制-以竹山所為例 

竹山地政事務所標竿學習及內部創新機辦理情形 

為引進他機關優質實施成效良好方案，並融入本所 5心級服務品質理

念，本所依據每年度所訂定之標竿學習實施計畫，由同仁透過外部標竿學

習、參考縣內各所作法、自行發想提案及開放外界參與等，蒐集各項簡政

便民之提案，由各股於幹部會議及所務會議時提出，以推動本所各項創新

服務措施，提升行政效率，提供民眾更便捷服務，並定期檢討作為改進依

據。 

 

 

 

 

 

 

 

 

 

 

 

 

     

圖 2-10  標竿學習及內部創新機制示意圖 

 

 

 

 

 

•至其他機關進
行標竿學習
•參考其他機關
現行做法

標竿
學習

• 尋求提案、
公開獎勵

內部
提案

• 書面陳述
• 現場反應
• 問卷調查

開放
參與

 

提案 

討論 

定案 

定期檢討 

核定實施 
※電話申請住址變更。 
※繼承案件先審服務。 
※登記案件代購印花稅

票。 
※農業用地分割免附無

套繪證明。 
※複丈案件界標服務到

場。 
※介接工研院 JUIKER

服務。 
※地價改算流程簡化、

通知書電子化。 
※內部同仁滿意度調查

表採 google 表單。 
※身障者對講服務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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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竹山所各項創新服務精進績效表 

項 核定實施項目 具體績效 

1 代購印花稅票便民服

務。 

本年度共計受理 31 件，有效節省民眾時間 26 小時。 

2 介接工研院 Juiker 服務 除民眾透過 Juiker App 撥打本所電話享網路通話免費

外，本所電話費較去年同期節省 9,623 元，平均每月節

省總機電話費用 1,069 元，有效達成雙省目的。 

3 農業用地分割免附無

套繪證明 

本所主動傳真查詢，節省民眾往返縣政府申請時間，本

年度共計受理 31 件。 

4 繼承案件先審服務                     本年度共計受理 71 件。 

5 傳真查欠地方稅及工

程受益費服務 

本年度辦理 83 件。 

6 地價改算通知書電子

化 

本年度共計 282 件。 

7 電話申請住址變更                 本年度辦理 9 件。 

8 內部同仁滿意度調查

表 

                  使用 google 表單進行問卷調查，尊

重同仁隱私，並提高同仁填答意願及可靠度。 

9 歷年申報地價及歷年

申報地價歸戶查詢程

式。 

                 本年度受理繼承(分割繼承)案件共

424 件，計 3,908 筆；以每筆資料查詢時間 1 分鐘為例，

共可節省時間 58 小時。 

1

0 

鑑界案當場發放成果

圖。 

                 本年度辦理鑑界案件共計 805 件，節

省時間成本共計 38640 小時，郵資成本 4830 元。 

1

1 

簡化土地登記申請案

件補正作業。 

                本年度共記電話通知補正 137 件，節

省時間 6576 小時，紙張 274 張。 

1

2 

金融機構代收他項權

利塗銷登記案件。 

                   106.04.10 實施後，本年度共受理

28 件，節省民眾時間 112 小時，車資 8,400 元。 

1

3 

簡化複丈原圖地籍調

查表認章方式。 

                  自 106 年 3 月 6 日起正式實施，以

每件分割案平均減章 8 次，本年度共受理各類分割案件

計 257 件，共減章 2056 次，實施成效優異。 

全國首創 

便民服務再進化 

參考他所作法 

標竿學習成果 

便民服務再進化 

本縣地政機關首設 

民眾反映增設 

標竿學習成果 

同仁自行研發 

標竿學習成果 

參考他所作法 

本縣地政機關首設 

本縣地政機關首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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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便民服務成效管理機制-以南投所為例 

目的：為有效管理歷年創新便民服務執行成效，調整或終止執行不合時宜

的項目，減少不必要的人力配置，使人力資源運用更具效率。 

作法：檢視歷年創新便民服務項目，由各業務單位依據執行成效，評估未

來將「續行」、「調整」或「終止執行」，並將結果簽陳機關首長核定後實施。 

 

 

 

 

 

圖 2-11 歷年創新便民服務措施管理流程圖 

年度檢討結果：本年度檢視歷年創新 15 項便民服務項目，經評估檢討後共

有 14 項繼續執行，而其中一項簡易登記案件中午不打烊，進行調整，除維

持每週三繼續辦理外，其餘午休時段採現場、電話、傳真或 e-mail 等「預

約」方式辦理，每日可節省 2名輪值人力，估計一年可節省輪值人力約 200

人次。 

表 2-4 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歷年研究創新服務執行成效評估表 

 

 

 

歷年創新便民服

務共 15 項 

續行？ 

調整？ 

 

業務單位

評估 

(評估表) 

簽陳首

⾧決定 

續行 14 項 
調整 1 項 

終止 0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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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報告 

(一) 本年度研究報告 

本年度研究報告計有 19篇(詳表 2-5)，有關本縣每年所有機關學校所

提之研究報告，本府計畫處均會邀請各相關業務主管擔任委員評審，並分

別評定為甲等獎(嘉奬 2次)、 乙等獎(嘉奬 1次)、佳作獎(口頭奬勵)等等

級及奬勵。為鼓勵繼續擴展研究價值，本府推行 108 年度「研究報告案執行

計畫」補助經費方案，分別補助竹山所 42 萬元與南投所 9萬 8千元之研究發

展經費。 

表 2-5 南投縣本年度研究報告一覽表 

類別 題目 是否具應用性 

1 

登記 

土地登記身分辨識自動化探討 建議性質 

2 
判決共有物分割金錢補償案件，應受補償共有人已受領證

明文件採認之實例探討 
建議性質 

3 祭祀公業產權清理之探討。 建議性質 

4 
介接使用數位印鑑比對系統―未來簡化免附印鑑證明可

行性之探討 
是 

5 

測量 

應用 e-GNSS 即時動態定位系統於數值區進行土地複丈

作業-已 Leica GS18 及本所數值區為例  
是 

6 
以變異數分析 e-GNSS 即時動態定位系統應用於數值地籍

測量精密度與準確度概論 
是 

7 遙感探測─南投縣竹山鎮綠覆率。 是 

8 運用 e-GNSS 整合土地複丈資料於同一框架下作業之研究 是 

9 

地價 

土地現值(地價)表電子化作業之探討 是 

10 實價登錄-單價為公告現值檢核 是 

11 基準地查估書表精進之探討 是 

12 
以實價登錄大數據資料分析埔里地政事務所所轄鄉鎮之

不動產 需求彈性  
建議性質 

13 
以信賴區間分析基準地設置與分級對大量估價策略影響

評估 
建議性質 

14 試論地價控制點分佈對地價區段之影響 建議性質 

15 
基層地價人員因應「地價查估技術精進與實價登錄資料應

用發展計畫」推動施行之研究。 
建議性質 

16 礦業用地之公告土地現值應如何查估訂定問題之探討 建議性質 

17 地用 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執行層面課題探討-以公地放領土地 建議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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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 為例  

18 土地徵收地價補償問題之探討 是 

19 補償市價查估地價-區段劃分之研究 是 

(二) 研究報告之評審成績與價值 

本府相關機關(單位)所研提的研究報告，經本府計畫處邀請各相關業

務主管擔任委員評審，業已評選完畢。依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 107 年度研

發報告評審結果(本府 107 年 8月 2日府計服字第 1070173178 號函)，列為

乙等者有「以 GPS 軌跡記錄輔助土地勘查與複丈指界之研究-李金輝」、「地

價基準地選定及查估之研究-李金輝」、「土地徵收地價補償問題之探討-蕭

月娟」、「分割繼承土地移轉與地價異動分析-孟敏慧」、「農業用地分割限制

之研究-林汝晉」、「以智慧型手機 APP 應用 KMLZ 結合地籍圖資於 Google 

Earth 平台整合模組之應用-以土地複丈指界為例-李金輝」、「初探時價登錄

於地價基準地之影響-以迴歸分析法為例-李金輝」、「研究創新及工作簡化

事項－透過開放式 GIS 軟體輔助測量外業為例-黃振傑」、「電腦大量估價架

構應用在公部門探討-蕭有宏」等 10篇。 

(三) 研究報告效益分析-以草屯所為例 

草屯所地價股三篇研究報告「以信賴區間分析基準地設置與分級對大

量估價策略影響評估」、「試論地價控制點分佈對地價區段之影響」、「以變

異數解析e-GNSS即時動態定位系統應用於數值地籍測量精密度與準確度概

論」之效益分析。 

前言： 

本所為因應全球邁向服務經濟時代，有效並即時發送推廣地價業務及

相關政策，除了平日不定期透過網路趨勢媒體平台廣播周知，凡是任何有

關地價及地政業務訊息，皆利用以上網路媒體平台即時發佈。在實務界流

傳一句名言，就是行銷與通路決定成敗。因此建議在新媒體發展趨勢下，

應用更多新媒體開展出的廣播途徑，讓成果、亮點更有效果呈現。 

研究是用主動和系統方式的過程，同時也是某一特殊主題的資訊收集。

是為了發現、解釋或校正事實、事件、行為、或理論，來把這樣事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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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或理論作出實際應用。 

效益分析： 

(一)利用有計劃與有系統的資料收集、分析和解釋的方法，獲得解 決問

題的過程。  

(二)應用科學的方法探求問題答案的一種方式，因為有計劃和有系統的

收集、分析與解釋資料的方法，正是科學所強調的手段。 

(三)如同自動改正的過程。通常來說，你能夠把基礎研究與實務應用的

問題點區別出來。 

(四)本所為求研究題目及內容能不流於空泛並與時俱進，另為確保品質

及重複性。其中地價股三篇研究項目：「以信賴區間分析基準地設置

與分級對大量估價策略影響評估」、「試論地價控制點分佈對地價區段

之影響」、「以變異數解析 e-GNSS 即時動態定位系統應用於數值地籍

測量精密度與準確度概論」，皆向國內各大期刊發表，並皆獲選邀稿。 

1、藉由各大期刊媒體發表，可有效於短期之內讓全國各產、官、學

界看見本縣地政同仁努力之成果。 

2、藉由此崇高地位平台，為本縣地政單位形象之提升。 

3、研究論文獲選之重要因素即為對該領域〝貢獻度〞為考量。因此

獲選就是對本所於地政業務貢獻的肯定。 

4、獲選研究期刊刊於全國，可對該研究題目之業務單位提供參採依

據，這也是大到無法估計之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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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參加 2019 第 13 屆全國房地產經營管理研討會獲選通知 

 

 

 

 

 

 

 

 

 

圖 2-13 參加 2019 第 17 屆土地研究學術研討會獲選通知 1 

 

 

 

 

 

 

 

 

 

 

圖 2-14 參加 2019 第 17 屆土地研究學術研討會獲選通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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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便民服務 

    便民服務內容包括：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便捷性、各項地政業務服

務流程透明程度、各項地政業務服務場所友善性、各項地政業務服務行為

親和、專業程度、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等 6項。 

一、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便捷性 

地政業務服務流程便捷性包括單一窗口服務全功能程度、申辦案件流

程簡化程度、申辦案件書表減量程度等 3項目。 

(一) 單一窗口服務全功能程度 

謄本單一窗口： 

服務項目含土地、建物登記謄

本、地籍圖謄本、建物平面圖、

地價謄本(包括跨所申請) 等申

請項目之核發事宜。期間內共受

理102,587件節省民眾11,583小

時辦理時間。 

 

 

 

簡易登記案件單一窗口： 

服務項目含住所變更、更名登

記、權利書狀換發、金融機構抵

押權塗銷、更正登記等申請項目

之辦理事宜。期間內共受理 5,219

件節省民眾 8,054 小時辦理時

間。 

 

 

 

圖 3-1 謄本單一窗口服務情形照片 

圖 3-2 簡易登記案件單一窗口服務情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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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單一窗口全功能服務情形表 

地所 

謄本單一窗口   簡易登記案件單一窗口 

受理件數 節省時間(小時) 受理件數(小時) 節省時間(小時) 

南投 26,508 4,418 998  2,994  

埔里 34,496 2,875 1,847  308  

草屯 17,497 1,165 790 395 

竹山 15,190 2,532 1,189 3,567 

水里 8,896 593 395 790 

合計 102,587 11,583 5,219 8,054  

 

(二) 申辦案件流程簡化程度 

申辦案件流程簡化主要有 12項，籍由流程的簡化，共節省民眾洽公時

間，並提升行政效率。期間內共受理 102,493 件，節省民眾 216,167 小時

洽公時間及 11,588,686 元金錢支出。 

 

表 3-2 申辦案件流程簡化情形表 

編號 項目 受理件數 
節省時間 

(小時) 

金錢 

(元) 

1 受理跨所登記案件 15,044 6,605 841,524 

2 代收跨縣市地政類案件 2,159 7,863 874,030 

3 遠途登記案件先行審查  308 4,423 109,660 

4 登記案件先以電話通知補正 1,714 57,840 168,220 

5 受理通信申請登記案件 183 1,043 104,100 

6 登記案件辦畢郵寄到家 2,717 8,077 1,031,600 

7 簡訊通知案件辦理情形服務 36,282 55,224 4,735,425 

8 提供電話語音查詢系統  1,153 2,631 281,400 

9 
法院囑託建物、土地複丈案免填申請

書便民措施 
2,547 6,901 620,550 

10 戶籍資料異動跨機關通報服務 1,031 3,122 311,900 

11 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查驗  39,355 62,439 2,510,277 

12 徵收補償費通訊申請及匯款服務 111 444 44,400 

合計 102,493 216,167 11,588,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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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辦案件書表減量程度 

本縣對於申辦案件書表減量所採取的措施主要有 7項簡量措施，期間

內共受理 73,077 件節省 186,694 小時。 

 

表 3-3 申辦案件書表減量情形表 

編號 項目 作法 受理件數 
節省時間 

(小時) 

1 
免檢附戶籍

謄本 

簡易登記案件透過戶役政電子閘門查詢

核對申請人身分資料。 
39,355 34,941 

2 
免檢附登記

清冊 

登記申請案件，檢附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已載明登記標示者，得免再檢附登記清

冊。 

13,913 11,304 

3 
土地鑑界免

附地籍資料 

鑑界案件無涉土地標示變更，申請人應附

地籍謄本等證明文件，由地所逕行查驗。 
4,703 3,350 

4 

法院囑託複

丈案免填申

請書 

以法院函文影本加蓋收件章後，即收件辦

理，免填土地複丈申請書。 
2,547 5,477 

5 

簡化土地登

記申請案件

補正作業 

補正案件先行以電話通知 1,303 8,494 

6 
當場核發鑑

界成果圖 

鑑界案件當場核發複丈成果圖，節省公無

文函送紙張及郵資。 
4,673 119,686 

7 

地價改算通

知書電子化

作業 

通知稅務局及歸檔免用紙本，以 PDF 檔

代替紙本。 
1,200 2,676 

合計 67,694 18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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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透明程度 

對於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透明程度之評量基準包括案件處理流程查

詢公開程度、案件處理流程主動回應程度等 2項。 

(一)案件處理流程查詢公開程度 

 

 

 

 

 

 

 

 

 

 

表 3-4 案件處理流程提供查詢統計表 

項目 查詢數量 

1 提供網路查詢系統 113,930 

2 
設置服務櫃台及志工服務台受理現場諮

詢服務 
12,083 

3 提供電話語音查詢服務 1,153 

4 南投縣地政 E 服務提供 App 案件查詢 43,818 

5 地政便民服務網(資料及案件處理情形) 3,845,045 

合計 4,016,029 

圖 3-3 案件處理流程提供查詢管道圖 

便民服
務網 

網路查
詢系統 

App 案
件查詢 

電話 
語音 

8 項查詢管道 

資訊即時  
管道通暢 

地政資
訊網 

觸控式
查詢 

即時顯
示系統 

現場諮
詢 



26 
 

(二)案件處理流程主動回應程度 

處理流程訊息 即時貼心告知 

為使民眾知悉其所申請之案件的進度及辦理情形，本縣各地所共採取

11 項主動通知服務措施，期間內通知數量達 92,679 件。 

 

 

 

 

 

 

 

 

 

 

 

 

表 3-5 案件處理流程主動通知統計表 
編號 項目 件數 

1 地籍異動即時通 102 

2 以簡訊、語音通知領件 37,287 

3 案件收件後承辦資訊主動通知 44,695 

4 先以電話通知補正 1,303 

5 實價登錄電話通知 700 

6 地籍清理主動通知權利人 1,946 

7 公共設施用地逕為分割通知及權利書狀換發 17 

8 書狀補發通知 1,278 

9 主動通知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2,198 

10 地價分算主動通知 2,205 

11 登記罰鍰主動通知 948 

合計 92,679 

 

11 項 

主動通知 

項目 

實價登錄電話通知 

公共設施用地逕為分割通知及權利書狀地籍清理主動通知權利人 

以簡訊、語音通知領件 

案件收件後承辦資訊主動通知 

先以電話通知補正 

登記罰鍰主動通知 

地價分算主動通知 

主動通知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 

書狀補發通知 

地籍異動即時通 

圖 3-4 案件處理流程主動通知項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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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項地政業務服務場所友善性 

各項地政業務服務場所友善情形包括洽公環境適切程度、服務設施合

宜程度等 2項目。 

(一)洽公環境適切程度 

本縣各地所對於洽公環境適切情形，分別有設置單一窗口服務、設置

志工服務台、提供各項申請書、填寫範本及填寫說明、辦公環境綠美化及

維護、員工服務及各項標示情形、建置雙語化環境等設施，整體服務滿意

度為 98.3%。 

表 3-6 洽公環境設置情形一覽表 

編號 項目 內容 

1 設置單一窗口服務 

受理申辦窗口儘量集中至一樓櫃台，並將申辦量最多之

謄本單一窗口規劃於大門入口處，使民眾一進門便達謄

本申辦窗口 

2 設置志工服務台 
於入口處設置志工服務台，運用志工提供輔導填寫、諮

詢及引導服務 

3 
提供各項申請書、填

寫範本及填寫說明 
便利民眾索取參考 並有服務人員指導協助。 

4 
辦公環境綠美化及維

護 

於辦公廳大門口、室外、停車場周遭等均進行環境綠化

及 

  美化工作 

5 
員工服務及各項標示

情形  

員工儀容合宜且均佩戴識別證，櫃台均標示承辦人及代

理人名牌 

6 建置雙語化環境  
辦公廳舍標示牌、員工職名牌、識別證…等中、英文雙

語標示 

總體滿意度調查 98.30% 

 

滿意度調查 南投 埔里 草屯 竹山 水里 

98.3% 98.6% 95.7% 99.2% 9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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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公環境適切情形照片 

 

 

 

 

 

 

 

 

 

 

 

 

 

 

 

 

 

 

 

設置單㇐窗口

服務 

設置志工服務台 

提供填寫
範本及說

明 

環境綠美

化及維護 

圖 3-5 洽公環境設置情形照片 1 

圖 3-6 洽公環境設置情形照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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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設施合宜程度 

本縣各地所服務設施之建置情形將分別就基本服務設施與特殊服務設

施等 2項作介紹， 
表 3-7 合宜服務設施設置情形一覽表 

項目 內容 

基本服務設施 

服務台、書寫台、飲水機、老花眼鏡、書報架、基本文具用品宣

導品、服務資訊、櫃台、等候區座椅、盥洗室（設有置物架及衣

帽掛勾並免費提供洗手乳及衛生紙等）等並提供各類申請案件申

辦書表和填寫範例、申辦流程及收費標準等 

特殊服務設施 

專用電腦提供免費上網查詢，提供手機免費充電服務、提供免費

無線上網服務、哺集乳室（免費提供尿布）、無障礙設施(包括

有斜坡道、電梯、專用停車位、身障專用盥洗室等)、博愛座、

高齡者專屬服務櫃台及身心障礙服務櫃台等 

建置雙語化環境

員工服務及各項

標示 

圖 3-7 洽公環境設置情形照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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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諮
詢服務櫃

台 

免費 

WiFi 

無障礙對
講服務系

統 

免費手機充

電站 

提供 

老花眼鏡 

血壓計 

多媒體觸控

系統 

圖 3-8 服務設施合宜照片 1 

圖 3-9 服務設施合宜照片 2 



31 
 

四、各項地政業務服務行為親和、專業程度 

(一)服務行為親和程度 

服務行為親和程度之表現包括電話禮貌測試、設置服務台、定期辦理

票選最佳服務人員、主動提供服務等 4項。整體服務滿意度為 97.8%。 

表 3-8 服務行為親和情形表 

編

號 
項目 內容 

1 
電話禮貌

測試 
南投縣政府每月不定期進行電話禮貌測試 

2 
設置服務

台 

各所均設有服務台，由同仁或地政士與退休人員擔任志工，提

供諮詢及協助、代填申請書服務 

3 

定期辦理

票選最佳

服務人員 

定期辦理櫃台服務人員票選活動，並於所務會議公開表揚服務

績優人員 

4 
主動提供

服務 

主動了解需求：由第一線櫃台服務人員主動協助洽公民眾。各

所股長、主任不定時走動式服務，遇洽公民眾有問題主動協助。

地籍圖重測區主動至社區辦理換狀服務 

滿意度調查 南投 埔里 草屯 竹山 水里 

97.8% 99.1% 98.6% 99.0% 95.0%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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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禮貌

測試 

設置服務

台 

主動提供

服務 

圖 3-9 服務行為親和情形照片 1 

圖 3-10 服務行為親和情形照片 2 

定期辦理

票選最佳

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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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程度 

積極辦理及參加在職訓練，提升本職學能，恪遵一次補正制度，運用

業務分類問答集，提高回應民眾問題之品質及正確率，以強化服務可信度，

並利用多元化法令查詢功能，增加民眾對地政業務之了解，降低服務之可

能性。 

表 3-9 專業程度執行情形表 

編

號 
項目 內容 

1 自辦專業教育訓練  
自辦專業教育訓練共計 21 場，參加人次 1,199 人次，

課程滿意度 99% 。 

2 參加專業研習訓練   
積極選派同仁參加各機關舉辦之專業訓練，共計

13,265 小時，建立訓練心得分享機制共 48 篇。 

3 

利用所務會議分享各類

法令研析或研究報告內

容  

由同仁擔任講師，鼓勵同仁提升專業素養，以達教

學相長的目的。 

4 
設置仁愛、信義、國姓

鄉遠端視訊法律諮詢  

民眾可於上班時間透過遠端視訊連線至地政事務

所， 進行線上法令諮詢。共受理 3160 件節省民眾

7,947 小時時間與 659,796 元金錢。  

5 
進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編

定案例研討   

承辦人員完成案件後，將所遭遇困難、辦理過程及

解決作法具體製作成表單，定期辦理實例教學。  

6 
臨櫃服務人員回應問題

正確率 

建立臨櫃人員間相互支援及主管即時補充說明機

制，俾提高正確比率 。 

7 提昇回應品質及正確率 
統一編印 Q&A 供同仁參考，並依各業務分類建立分

類問答集，提供較專業之問答準則。 

8 提昇服務可信度 

積極辦理在職訓練，提升本職學能，恪遵一次補正

制度，運用業務分類問答集，提高回應民眾問題之

品質及正確率，以強化服務可信度。 

9 提供地政法規檢索 
運用網際網路及其他管道，提供地政相關法令之檢

索服務。 

10 提供地政問答集 
利用網際網路、適當場地及其他宣傳管道，提高民

眾對地政問題之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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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依據各鄉鎮市民眾人文特色及生活習慣，於適當時間地點進行移動式

宣導，並於固定場地及網路宣導，不斷加強宣導方式及強度，期以多元宣

傳達眾所周知之效果。 

表 3-10 地政業務行銷宣傳方式一覽表 

編號 項目 內容 

1 櫃台宣導 櫃台多媒體播放設施便民服務項目 

2 網站宣導 
本府及各地所網站、FACEBOOK 粉絲頁等提供 24 小時資訊

取得管道  

3 門首宣導 運用跑馬燈及公布欄等設施進行宣導  

4 印製文宣 
結合便民措施擴大宣導效益，如提供民眾貼便利袋並黏貼文

宣貼紙、便條紙、資料夾  

5 

善用各種

集會、活動

場合進行

宣導 

配合茶葉博覽會、日月潭花火節、水里賞梅季、植樹節活動

如村里民大會、重測說明會、園遊會及博覽會等活動，及利

用夜間農閒時間共辦理 3 場地籍圖重測說明會 

6 主動宣導 拜訪轄區執業地政士共 41 位、經紀業共 39 家及房東 23 位  

7 媒體宣導 
本府網站刊登地政類新聞 100 則，利用平面媒體宣導地政業

務 4 則  

8 
電子看板

宣導 

善加利用行政機關、學校及經紀業公會之路口電子看板進行

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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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夜間農閒辦理地籍圖重測說明會 

表 3-11 利用夜間農閒辦理地籍圖重測說明會一覽表 

重測區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數 

竹山 1 竹山鎮秀林集會所 107/12/17 147 

中寮 1 中寮鄉內城活動中心 107/12/27 67 

埔里 1 
埔里鎮合成里太平社區活動中

心里 
106/12/26 47 

合計 3 
  

261 

 

 

 

 

 

 

 

 

 

 

 

 

圖 3-11 地政業務行銷宣傳方式圖 

圖 3-12 利用夜間農閒辦理地籍圖重測說明會照片 

電子
看板 

櫃台 

活動
會場 

印製
文宣 

媒體 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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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訪 

行動式及固
定式多元宣
導 期眾所

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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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台宣導 

網站宣導 

圖 3-13 地政業務行銷宣傳照片 1 

門首宣導 

印製文宣 

圖 3-13 地政業務行銷宣傳照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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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各種集會、活動
場合進行宣導 

圖 3-14 地政業務行銷宣傳照片 3 

主動宣導 

電子看板 

宣導 

圖 3-15 地政業務行銷宣傳照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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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宣導 

圖 3-16 地政業務行銷宣傳照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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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整體性施政表現 

整體性施政表現內容包括：一、整體地政業務施政民眾滿意度。二、

人力編制、調度及教育訓練辦理情形。三、土地開發及其後續利用與管理

維護情形。四、民眾陳情及糾紛案件處理情形。五、去年度專家學者之綜

合整體表現建議事項參採及改善情形。 

一、整體地政業務施政民眾滿意度 

整體地政業務施政民眾滿意度包括：服務滿意度、意見回應與改善程

度等 2項目。 

(一)服務滿意度 

 

 

 

 

 

 

 

 

 

 

 

 

 

多元民意交

流管道 

考評成績 

總體滿意度

為 99.4% 

1 定期辦理郵寄及臨
櫃民意調查 

2 不定期由主管進行
申辦案件電話訪查 

3 網站設置主任信
箱、民意交流 

4 機關門首設置民意
信箱 

107 年本處獲本府
為民服務第 2 名、
同仁鄧詩卿、莊耀
仁獲得 107 年個
人服務第 3 名、同
仁江美齡榮獲 107
年度績優工友第 2
名。 

圖 4-1 服務滿意度執行情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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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各地所整體為民服務滿意度調查情形表 

單位 
有效卷

數(張) 

非常滿意

(%)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  

無意見

(%) 
滿意率 

南投所 120 50.0% 50.0% 0.00% 0.00% 0.00% 100.0% 

埔里所 48 41.7% 58.3% 0.00% 0.00% 0.00% 100.0% 

草屯所 171 71.9% 26.9% 0.00% 0.00% 1.17% 98.8% 

竹山所 155 38.0% 61.0% 0.00% 0.00% 1.00% 99.0% 

水里所 192 64.6% 34.4% 0.00% 0.00% 1.00% 99.0% 

合計 686 53.2% 46.2% 0.00% 0.00% 0.6% 99.37% 

 

 

 

 

 

 

 

 

 

 

 

 

 

 

 

 

 

 

 

 

 

 

 

 

 

 

 

 

圖 4-2 服務成績優異授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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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 

處理 

民眾 

意見 現場 

回應 

(二)意見回應與改善程度 

即時處理民眾建議事項： 

首長民意信箱、主任網站

信箱及民意交流之民眾建議，

均由研考單位受理後立即移請 

各業務單位提出回應或改進措 

施，專責人員於 7日內回覆民眾。 

民調意見回應： 

民調綜合民眾反映意見彙整後，

移請各相關單位擬具改善措施，簽請核定後，改善措施會同仁配合辦理，

並將改善措施公布於本所網站。 

現場意見回應： 

受理民眾現場意見反應，由業務主管親自了解反應意見，適時予以處

理，並將處理過程及結果，做成紀錄簿陳閱。 

二、人力編制、調度及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本縣人力編制、調度及教育訓練辦理情形內容包括人力編制及配置、

預算及教育訓練辦理等情形加以說明。 

(一) 人力編制及配置情形 

表 4-2 人力編制及配置情形表 

單位別  總員額 
編制員額  

測量助理  技工  工友 臨時人員  
編制員額  缺額 

地政處  72 34 3 10 0 28 

南投所  74 44 2 18 5 7 

草屯所  49 29 0 12 3 5 

埔里所  80 47 5 22 4 8 

竹山所  52 31 2 15 2 4 

水里所  34 20 0 8 2 4 

合  計  362 205 12 82 16 60 

  

現缺課員 2 人、測量員 8 人、技佐 2 名 

編制員額缺額均列 108 年度高普考及地方特考或雇用職務代理 

圖 4-3 意見回應與改善情形圖 

民調意
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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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情形 

表 4-3 年度預算情形表 

機關 歲入(千元) 歲出(千元) 

地政處 20,250  81,020  

南投地政 32,652  72,465  

埔里地政 34,285  75,116  

草屯地政 24,880  48,587  

竹山地政 14,498  52,753  

水里地政 6,000  33,481  

合計 132,565  363,422  

 

(三)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本縣在本次考核期間內共辦理教育訓練包括不動產交易糾紛預防與包

租代管之機制等 21 場，上課時數為 117 小時，參加人數為 1199 人次，對

課程滿意度為 99%。 

 

圖 4-2 人力編制及配置情形圖 

圖 4-4 人力編制及配置情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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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教育訓練辦理情形一覽表 

編號 單位 課程時間 

上

課

時

數 

課程名稱 
參加 

人數 
滿意率 

1 地政處 107.7.16 4 
不動產交易糾紛預防與包租代管

之機制 
170 100% 

2 地政處 107.11.1 4 住宅租賃法令與實務 80 100% 

3 地政處 107.11.1 1 住宅租賃消防實務分享 80 100% 

4 地政處 107.11.28 3 租賃交易糾紛預防與處理 70 100% 

5 地政處 108.5.13 6 
區段地價估價作業系統新增功能

「地價基準地選定查估子系統」 
50 100% 

6 地政處 108.5.22 3 
分割繼承再轉繼承與代位繼承移

轉與地價異動登錄案件注意事項 
80 100% 

7 地政處 108.5.29 3 
不動產成交案件常見錯誤樣態 

110 100% 

8 地政處 108.6.14 3 
實價登錄資料應用發展計畫分享 

110 100% 

9 地政處 107.11.8、9 9 地籍圖重測教育訓練  20 99% 

10 地政處 107.12.12、13 10 
舉辦 e-ＧNSS、ＲＴＫ操作教育訓

練 
35 100% 

11 地政處 108.3.11~15 36 
測量人員土地複丈實務班教育訓

練 
31 88.41% 

12 地政處 108.6.20 4 土地徵收及公地撥用法令講習 70 95% 

13 南投所 107.12.13 3 107 年度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39 100% 

14 南投所 108.4.22 1 

土地登記教育訓練(大陸人民及法

人取得不動產業務、外國人地權業

務及地籍清理業務) 

29 100% 

15 草屯所 107.11.26 3 
不動產判決案件登記方法與關鍵

要項分析 
57 100% 

16 草屯所 107.12.11 3 資訊安全講習 22 100% 

17 竹山所 107.12.12 3 107 年度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2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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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竹山所 107.7.27 3 
e-GNSS 及 RTK 等儀器操作教育訓

練 
21 100% 

19 埔里所 107.8.10 0.5 檔案清理教育訓練 45 100% 

20 埔里所 107.12.10 3 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28 100% 

21 埔里所 
107.12.12、

12、24 
11.5 測量儀器設備教育訓練 29 100% 

合計 117   1199 99% 

 

 

 

 

 

 

 

 

 

 

 

 

e-GNSS 及
RTK 等儀器
操作教育訓
練 107.5.10 

107 年舉辦
多場資訊安
全教育訓練 

圖 4-5 教育訓練情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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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土地開發及其後續利用與管理維護情形 

本縣土地開發及其後續利用與管理維護情形包含平均地權基金、市地

重劃基金、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基金、農地重劃區農水路管理維護工程、各

基金餘額等情形。年度工程預算數合計為 49,172,000 元，各種重劃基金之

經費餘額為 442,716,673 元（以下涉及工程經費之貨幣單位為千元）。 

(一)土地開發區後續維護管理與預算執行情形 

本縣 107 年土地開發區後續維護管理預算執行包括平均地權（改善維

護工程共 5件）、市地重劃（改善維護工程共 2件）、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改

善維護工程共 7件）、農地重劃（改善維護工程共 11件）等 4項基金之預

算執行及運用情形。 

表 4-5 各項基金預算執行與土地開發區後續維護管理情形表 

名     稱 
工程預算 

(千元) 
改善情形 

平均地權基金 5,793 辦理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區改善維護工程共計 5 件 

市地重劃基金 2,961 辦理市地重劃區改善維護工程共計 2 件 

農村社區土地重

劃基金 
9,825 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改善維護工程共計 7 件 

 農地重劃基金 

（包含行政院農

委會補助款及配

合款） 

30,593 辦理農地重劃區改善維護工程共計 11 件 

總       計  49,172   

 

(二)平均地權基金管理運用情形 

本年度平均地權基金管理運用上包括 107 年度隘寮市地重劃區公共設

施改善工程、107 年度杷城市地重劃區、107 年度太平路東側市地重劃區、

107 年度硘磘市地重劃區、107 年度草屯行政專用區及新社區開發跨區區段

徵收區等 5項公共設施改善工程，工程總經費 5,79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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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平均地權基金管理運用情形表 

 

 

 

 

 

 

 

 

 

 

 

 

 

 

工程名稱 工程經費 開工日期 完工日期 

107 年度隘寮市地重劃區公共設施改善工程 1,050 107.7.20 107.10.19 

107 年度杷城市地重劃區公共設施改善工程 960 107.10.18 107.11.27 

107 年度太平路東側市地重劃區公共設施改善

工程 
1,389 107.11.7 107.12.10 

107 年度硘磘市地重劃區公共設施改善工程 1,500 107.12.11 108.1.30 

107 年度草屯行政專用區及新社區開發跨區區

段徵收區公共設施改善工程 
894 107.11.22 107.12.10 

總計 5,793     

改善後 改善前 

圖 4-6 杷城市地重劃區公共設施改善工程照片 

改善前 
改善後 

圖 4-7 隘寮市地重劃區公共設施改善工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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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地重劃基金管理運用情形 

本年度市地重劃基金管理運用情形包括水里市地重劃區公、日月村截

流溝排水等 2項共設施改善工程，工程總經費為 2,961 元。 

表 4-7 市地重劃基金管理運用情形表 

工程名稱 工程經費 開工日期 完工日期 

107 年度水里市地重劃區公共設施改善工程 990 107.11.29 107.12.21 

107 年度日月村截流溝排水工程 1,971 107.11.18 107.12.20 

總計 2,961     

 

 

 

 

 

 

 

 

 

 

 

 

 

 

圖 4-8 水里市地重劃區公共設施改善工程照片 

改善前 改善後 

圖 4-9 日月村截流溝排水工程照片 

改善前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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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基金管理運用情形 

107年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基金管理運用情形包括107年度北投埔農村

社區土地重劃區、溝仔墘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水長流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區、番子田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大湳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紅瑶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區、內凹仔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等 7件公共設施改善工程，工

程總經費為 9,825 元。 

表 4-8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基金管理運用情形表 

工程名稱 工程經費 開工日期 完工日期 

北投埔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公共設施改善工程 665 107.5.22 107.7.12 

溝仔墘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公共設施改善工程 3,318 107.3.21 107.7.30 

水長流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公共設施改善工程 1,408 107.11.16 107.12.26 

番子田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活動中心增建改善工

程 
1,100 107.11.20 108.5.16 

大湳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洗衣亭改善工程 320 107.10.18 107.11.15 

紅瑶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公共設施改善工程 1,703 107.12.4 108.1.28 

內凹仔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公共設施改善工程 1,311 108.3.26 108.6.30 

總計 9,825     

 

 

 

 

 

 

 改善前 改善後 

圖 4-10 北投埔農村社區公共設施改善工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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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農地重劃區農水路管理維護工程辦理情形 

107 年度本縣農地重劃區農水路管理維護工程辦理情形，包括信義鄉羅

娜農地重劃區公共設施改善工程等 11案 51 件改善工程均已完工，工程總

經費 30,593 元。 

表 4-9 農地重劃區農水路管理維護工程辦理情形表 

項次 工程名稱 工程預算 開工日期 完工日期 

1 信義鄉羅娜農地重劃區公共設施改善工程 1,000 107.7.20 107.9.25 

2 
北投埔重劃區北投埔段 2324 地號農路改善工

程等 9 件 
2,988 107.10.11 107.11.29 

3 
草屯重劃區中興段 1305、1305-1 及 1314 地號

農路改善工程等 9 件 
4,997 107.10.1 107.11.15 

4 
新庄重劃區北投堡段 771 地號水路改善工程

等 6 件 
1,977 107.10.11 107.12.28 

5 南埔(二)農地重劃區公共設施改善工程 5,770 107.10.1 107.11.19 

6 
草屯鎮北投埔重劃區碧山路 727 巷及史館路

50 巷農路改善工程 
400 107.12.26 108.1.25 

7 
草屯鎮南埔(二)重劃區青宅段 621 地號農路

改善工程等 4 件 
2,940 107.11.9 107.12.20 

8 
仁愛鄉清流重劃區清流段 1469 地號南北 14

路農水路改善工程等 2 件 
4,385 107.12.20 108.6.18 

圖 4-11 北投埔農村社區公共設施改善工程照片 

改善後 
改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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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義鄉羅娜重劃區信義段 380 地號農水路改

善工程等 5 件 
4,118 107.12.26 108.3.14 

10 
草屯鎮新光重劃區新光段 1892-2 地號水路改

善工程等 2 件 
931 107.12.26 108.1.14 

11 
草屯鎮北投埔農地重劃區復興里碧山路 763

巷改善工程 
1,086 108.2.21 108.4.29 

  總計 30,593    

 

 

 

 

 

 

 

 

 

 

 

 

 

 

 

圖 4-12 信義鄉羅娜農地重劃區公共設施改善工程照

改善後 改善前 

圖 4-13 草屯農地重劃區農路改善工程照片 

改善後 改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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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基金餘額情形 

本縣各基金餘額包括各農地重劃區經費餘額 140,490 元、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區經費餘額 256,509 元、市地重劃基金經費餘額 45,716 元等，共計

442,716 元。 

A. 各農地重劃區經費餘額 

表 4-10 各農地重劃區經費餘額一覽表 

農地重劃區 餘額 

早期農地重劃區 5,111 

南埔農地重劃區 4,170 

南埔(二)農地重劃區 131,208 

合計 140,490 

 

 

B. 各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經費餘額 

表 4-11 各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經費餘額一覽表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 餘額 

溝仔墘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 5,564 

軍功寮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 4,509 

大丘園寮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 2,731 

圖 4-14 新庄重劃區水路改善工程照片 

改善前 改善後 



52 
 

水長流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 2,648 

紅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 8,010 

過坑寮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 2,327 

營南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 5,439 

番子田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 59,690 

三層巷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 1,636 

虎山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 12,617 

下埔仔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 2,087 

水汴頭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 31,621 

北投埔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 7,204 

大湳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 94,355 

內凹仔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 16,064 

合計 256,509 

C. 各市地重劃基金經費餘額 

表 4-12 各市地重劃基金經費餘額一覽表 

市地重劃區 餘額 定期存款餘額 

水里鄉水里市地重劃區 1,113 4,500 

魚池德化社市地重劃區 1,158 2,000 

草屯鎮府西市地重劃區 22,562   

草屯鎮敦和市地重劃區 20,882   

合計 45,716 6,500 

 

 

 

 

四、民眾陳情及糾紛案件處理情形  

本縣對於民眾陳情案件、民眾糾紛案件及各類行政救濟案件 之處理情

形如下： 

(一)民眾陳情案件處理情形 

本縣受理民眾陳情之管道包括縣長室交辦、網站「民意信箱」、縣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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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1999 專線及經常性的口頭或書面陳情等方式。 

 

 

 

 

 

 

 

 

 

 

縣長室交辦暨總收發收受民眾陳情書 

本府縣長室受理民眾陳情時或收文處收到民眾陳情書時，責由計畫處

彙整列管，並交由主管單位查處，且隨時追蹤、催辦，期間內共受理 27 件，

均於期限內儘速回復。 

縣民時間 

由縣長親自受理民眾陳情或洽詢事項，

並紀錄於陳情事項交辦單；期間內共受理 8

件，均立即予以回復 。 

本府網站「民意信箱」 

本處於接獲電子信箱民眾陳情案件，即

由處長批示交由主辦科即時查處，並

填具回覆單，送地籍管理科上網回覆，

期間內共受理 20 件，均於期限內儘速

回復。 

1999 專線 

民眾只要在縣轄內以手機或市話

撥打 1999，就能與縣府直接聯繫，本府有指

縣⾧室 

交辦 

民眾 
陳情  

縣民 
時間 

網站「民
意信箱」 

1999 
專線 

圖 4-15 民眾陳情管道圖 

圖 4-17 網站「民意信箱 

圖 4-16 縣民時間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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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專人為聯絡窗口，在接獲陳情先以電話回復，未能立即答覆者，即轉由

權責單位或透過系統錄案，移送業務主管單位處理。期間內共受理 2件，

已處理完竣。 

 

(二)民眾糾紛案件處理情形 

本縣考核期間內地籍圖重測界址爭議案共計 6件，其中 5件經不動產

糾紛調處委員會調處完竣，尚餘 1件仍在調處進行中；又依調處結果補辦

重測共計 19 筆土地。另期間內並無共有物分割、共有型態變更、時效取得

土地所有權等民眾糾紛事件，提本府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調處之案件。 

表 4-13 地籍圖重測界址爭議案件辦理情形表 

重測區 

移送不動產糾

紛調處委員會

調處件數 

經不動產糾紛

調處委員會調

處完竣件數 

尚未調

處完竣 

年度界址

爭議件數 

補辦重測 

情形 
備註 

埔里 5 

南投 1 
6 5 1 6 補辦重測 19 筆 

 

(三)各類行政救濟案件  

各類行政救濟案件之統計資料及處理情形，本縣考核期間內訴願案件

共 11 件均（訴願駁回）已結案；不服訴願提起行政訴訟者共 4件，除 1件

尚在審理中，其餘 3件均（判決駁回）已判決確定；提起國家賠償事件者

共 5件，2件已結案，其餘尚在審理中。 

提起訴願之原因：包括不動產登記 4件、土地徵收 2件、地價 1件、

土地編定及使用 3件、測量 1件。 

民眾提起行政救濟案件已大幅減少：本縣針對過去人民提起行政救濟

之主要爭點，蒐集及整理相關之問題，加強對於民眾的宣導與說明，本年

度民眾因不服行政處分提起訴願之件數，已由上一年度 19件，大幅降為 1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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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轄內各地所積極與較遠地區

之金融機構協商推動結果，目前

有水里所與竹山所等2地所，本

年度分別受理32及28件。 

本年度創新事項已明列案件數

量及實施成效。 

駐點仁愛國中處理偏遠地區土
地複丈案件數量及實施成效（詳

附錄）。  

表 4-14 各類行政救濟案件統計表 

機關(單

位) 

訴願 行政訴訟 國家賠償 

件數 結案 件數 結案 件數 結案 

地政處 7 7 2 2 2 1 

南投所 2 2 0 0 2 0 

埔里所 0 0 0 0 0 0 

草屯所 0 0 0 0 0 0 

竹山所 2 2 2 1 1 1 

水里所 0 0 0 0 0 0 

合計 11 11 4 3 5 2 

上年度 19 14 6 6 3 3 

 說明 11 件訴願駁回 
判決駁回 3 件 

審理中 1 件 

拒絕賠償 2 件 

審理中 3 件 

 

五、去年度專家學者之綜合整體表現建議事項參採及改善情形  

(一) 金融機構代收及代為製作登記申

請書之抵押權塗銷案件的寄送件

服務，建議推展至各地所 

 

(二) 創新事項建議應增列案件量及實

施成效 

 

(三) 駐點仁愛國中處理偏遠地區土地

複丈案件，用意良好，建議應增列

受理案件量及檢討實施成效暨有

無人力成本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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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每年均有對於全縣研究創

新進行評審，成績優良者均有予

以嘉奬之建議，本年度已將評審

結果臚列於考核資料內。 

已加強問卷回收比率。  

針對民調結果不滿意意見，已加

強處理機制。  

補實編制人力：針對出缺測量人力，以

網路公開徵才商調方式遞補，又將缺額

提報高、普考試或地方基層特考列缺分

發；未能補實之缺額，於行政院人事總

處網站公開徵才職務代理以約僱方式

進用，彌補人力不足問題。 

補實編制人力：針對出缺測量人力，以

網路公開徵才商調方式遞補，又將缺額

提報高、普考試或地方基層特考列缺分

發；未能補實之缺額，於行政院人事總

處網站公開徵才職務代理以約僱方式

進用，彌補人力不足問題。 

 

(四) 對於研究報告結果值得參採之同

仁建議予以適當嘉獎 

 

 

(五) 洽公環境滿意度問卷回收率較為

偏低 

 

(六) 定期舉辦郵寄及臨櫃民意調查，總

體滿意度為 98.01%。其中埔里地政

有 2.88%不滿意，宜請了解檢討改

善 

(七) 全縣地政編制員額205人，

缺額 19 人，其中測量員缺

10 人最為嚴重，建請報缺

國家考試儘速補足。埔里地

政所人民申請複丈天數離

法定期限 15 天尚遠，建請

儘速設法改善。 

 

(七) 全縣地政編制員額205人，

缺額 19 人，其中測量員缺

10 人最為嚴重，建請報缺

國家考試儘速補足。埔里地

政所人民申請複丈天數離

法定期限 15 天尚遠，建請

儘速設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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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已納入本次考評資料內 

本次考評已提供書面報告。 

本縣不動產交易資訊服務網已

整合相關地政資訊，如公告現

值、公告地價、新舊地號、土地

標示、建物標示等。 

草屯所地價股3篇研究項目：「以信賴區間分析

基準地設置與分級對大量估價策略影響評

估」、「試論地價控制點分佈對地價區段之影

響」、「以變異數解析e-GNSS即時動態定位系統

應用於數值地籍測量精密度與準確度概論」，

皆向國內各大期刊發表，並皆獲選邀稿。 

本次考評資料內已列出人員參

加外部訓練之時數與受訓後心

得分享機制。 

 

 

(八) 建議並將歷年農地重劃區、農村社

區重劃區、市地重劃區、區區段徵

收區各基金餘額列表統計並繼續

妥善應用各該盈餘款 

(九) 建議除簡報外，宜有一較詳細的綜

合整體表現報告 

 

(十) 建議整合地政資訊與實價登錄，地

政處的網站可能創造出最多人次瀏

覽的縣政府入口網站的目標努力。 

 

 

(十一) 建議對於值得推

廣至全國之研究事

項，可以投稿至土地

問題季刊等專業刊

物。。 

 

 

(十二) 參加外部教育訓練，建議參加人

員就外部訓練之經驗與專業心得，

開設另一場專業課程，分享給同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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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辦理5場地政士座談會與1場不動

產經紀業暨經紀人座談會；107年度辦理租

賃專法教育訓練均與南投縣不動產聯盟協

會、南投縣地政士公會與南投縣不動產仲

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配合辦理。 

為幫助高齡化社會之老人辦理地政

業務，已加強老人便民服務措施。 

本次考評資料內已敘明處理情

形；另對比重較高之類別，已加

強宣導及溝通協調，以杜紛爭。 

 

(十三) 建議每年分別與地政

士、經紀業公會合辦一

至兩場座談會、研討會

或教育訓練課程，並開

放給一般民眾參與，以

擴大地政業務推廣行

銷。 

(十四) 建議加強對於高齡化社會

的地政業務服務 

 

 

(十五) 建議將民眾陳情、糾紛或行政救

濟等案件分類與說明處理情形，並

對陳情或糾紛比重較高之類別，建

立事前加強宣導之具體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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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其他整體性施政表現 

本縣其他整體性施政表現分別為：積極配合辦理公共建設(設施)用地

取得、公正合理地價及交易安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理、促進土地開發、

測量業務精進情形、健全地籍及地政資訊安全等 6項予以介紹。 

一、積極配合辦理公共建設(設施)用地取得 

 

 

 

 

(一)公共工程用地徵收案辦理情形 

本年度公共工程用地徵收案共計 8件均已發放補償費辦竣。 

表 5-1 公共工程用地徵收案辦理情形表 

編號 辦理情形 

1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辦理「貓羅溪石川延長段防災減災工程（三)」申請徵

收草屯鎮新光段 2120 地號等 5 筆土地，合計面積 0.209975 公頃 1 案，本府以 108

年 4 月 3 日府地權字第 10800746301 號公告徵收。108 年 5 月 17 日發放補償費。 

2 

本府辦理「埔里鎮福興農場聯外道路（投 76-1 線）新闢工程」需要，申請徵收

埔里鎮福興段 1742-1 地號等 27 筆土地，合計面積 1.654753 公頃 1 案，本府以 108

年 4 月 22 日府地權字第 1080089827 號公告徵收，於 108 年 5 月 31 日在埔里鎮福

興里集會所發放補償費。 

3 

本府辦理「投 55 線 10K+915~11K+300 道路拓寬改善工程(補辦)」需要，申請徵

收鹿谷鄉文昌段 551-1 地號土地，持分面積 0.017283 公頃，及同段 368-2 地號上

之土地改良物 1 案，本府業以 108 年 3 月 13 日府地權字第 10800573011 號公告徵

收。 

4 

本府辦理「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中興路分洪工程」需要，申請徵收南投市內興

段 43-2 地號等 19 筆土地，合計面積 0.090211 公頃 1 案，本府業以 107 年 11 月

13 日府地權字第 10702566331 號公告徵收，並於 107 年 12 月 26 日發放補償費。 

5 
本府辦理「草屯鎮立人路投 9 線 4k+597~4k+912 道路拓寬改善工程」需要，申請

徵收草屯鎮上林段 182-2 地號等 2 筆土地，合計面積 0.002542 公頃 1 案，經本府

公共工程用

地徵收 

重要公地撥

用收 

配合重大建設鳥嘴潭人工
湖工程用地取得 

南投埔里福興農場是全
國首例非都市土地以區

段徵收開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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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1 月 13 日府地權字第 10702563991 號公告徵收，並於 107 年 12 月 25 日發

放補償費。 

6 

國姓鄉公所為辦理「國姓都市計畫公兒二公園」興建工程需要，申請徵收國姓鄉

中興段 760 地號等 3 筆土地，合計面積 0.018232 公頃 1 案，經本府 107 年 11 月 7

日府地權字第 10702563991 號公告徵收，並於 107 年 12 月 14 日發放補償費。 

7 

本府辦理「草屯鎮立人路投 9 線 4k+597~4k+912 道路拓寬改善工程」需要，申請

徵收草屯鎮上林段 182-2 地號等 2 筆土地，合計面積 0.002542 公頃 1 案，經本府

107 年 11 月 13 日府地權字第 10702563991 號公告徵收，並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發

放補償費。 

8 

本府辦理「投 86 線 0k+700～lk+090 道路拓寬改善工程」需要，申請徵收南投市

西施厝坪段西施厝坪小段 62-6 地號等 14 筆土地，合計面積 0.124533 公頃 1 案，

經本府 107 年 8 月 21 日以府地權字第 10701814891 號公告徵收，並於 107 年 10

月 3 日發放補償費。 

 

(二)重要公地撥用辦理情形 

本年度重要公地撥用案件共計 16件均已辦竣。 

表 5-2 公共工程用地徵收案辦理情形表 

編號 辦理情形 

1 

本府為分洪道工程用地需要，申請無償撥用南投市內興段 69-2 地號等 5 筆國

有土地 1 案，報經行政院 108 年 2 月 15 日院授財產公字第 10800031390 號函

核准。 

2 

本府為 149 線道路需要，申請無償撥用竹山鎮新勞水坑段 1154 地號等 9 筆國

有土地 1 案，報經行政院 108 年 1 月 14 日院授財產公字第 10800004600 號函

核准。 

3 

本府為作 149 甲線道路使用，申請無償撥用竹山鎮桶頭段 174-35 地號等 2 筆

國有土地 1 案，報經行政院 108 年 1 月 14 日院授財產公字第 10800004580 號

函核准。 

4 

竹山鎮雲林國民小學為該校校舍及操場等學校用地使用需要，申請無償撥用

貴縣竹山鎮雲林段 1067 地號 1 筆竹山鎮有土地 1 案，報經行政院 107 年 11 月

28 日院授內地字第 1070082318 號函核准。 

5 

本府為「南投縣貓羅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生態水環境改善計畫（生態環境解說

及生態濕地環境營造）」用地需要，申請無償撥用南投市福溪段 904 地號國有

土地 1 案，報經行政院 107 年 11 月 12 日院授財產公字第 10700344190 號函核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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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府為立人路用地需要，申請無償撥用草屯鎮上林段 367 地號等 2 筆國有土地

1 案，報經行政院 107 年 10 月 9 日院授財產公字第 10700307140 號函核准。 

7 

本府辦理「埔里鎮福興農場聯外道路（投 76-1 線）新闢工程」需要，申請申

請無償撥用埔里鎮福興段 1711 地號國有土地案，報經行政院 107 年 10 月 2 日

院授財產公字第 10700289030 號函核准。 

8 

本府消防局為遷（興）建該局第二大隊魚池消防分隊需要，申請無償撥用魚

池鄉興池段 878 地號等 2 筆漁池鄉有土地案，報經行政院 107 年 7 月 25 日院

授內地字第 1070053845 號函核准。 

9 
名間鄉公所為民眾進出新民村集會所通行需要，申請無償撥用該鄉外埔段 980

地號 1 筆國有土地案。 

10 
本府為南投旺來產業園區聯外排水用地需要，申請無償撥用南投市茄苳腳段

775-4 地號國有土地案。 

11 
本府為景觀遊憩陸橋使用需要，申請無償撥用仁愛鄉幼獅段 247-3 地號國有土

地自地面起向上垂直高度 4.6 公尺至 10 公尺空間範圍案。  

12 
埔里鎮公所為道路用地需要，申請無償撥用該鎮紅瓦厝段 979 地號國有土地

案，報經行政院 107 年 7 月 9 日院授財產公字第 10700208400 號函核准。 

13 

草屯鎮公所為道路用地需要，申請無償撥用該鎮草屯段 739-2 地號等 7 筆國有

土地 1 案，報經行政院 108 年 2 月 21 日院授內中地字第院授財產公字第

10800046740 號函核准。 

14 

草屯鎮公所為道路用地需要，申請無償撥用該鎮新僑光段 114 地號等 15 筆國

有土地 1 案，報經行政院 107 年 11 月 1 日院授財產公字第 10700338010 號函

核准。 

15 
埔里鎮公所為道路用地需要，申請無償撥用該鎮籃城段 1304 地號國有土地 1

案，報經行政院 107 年 10 月 9 日院授財產公字第 10700306780 號函核准。 

16 

名間鄉公所為道路用地需要，申請無償撥用該鄉新南段 1187 地號等 2 筆國有

土地 1 案，報經行政院 108 年 1 月 15 日院授財產公字第 10800013130 號函核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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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合重大建設鳥嘴潭人工湖工程用地取得 

本府配合重大建設鳥嘴潭人工湖工程用地取得作業，業於 107 年 8 月底完

成產權移轉登記。 
表 5-3 配合重大建設鳥嘴潭人工湖工程用地取得辦理情形表 

基本資料 

位置 草屯烏溪炎峰橋至國道六號東草屯交流道間。  

面積 262 公頃，其中 63％，計 165 公頃為私有土地。  

總蓄水量 
1,450 萬立方公尺。每日供水 25 萬公噸，21 萬公噸供應彰化縣使用，4 萬

公噸留供本縣使用。  

 

效益 

 

（一）增供地下水，減抽地下水。  

（二）減緩地層下陷。  

（三）穩定區域供水，降低缺水風險，因應區域發展需求。  

（四）人工湖周邊環境營造效益。  

配合推動情形： 

1 
辦理地上物查估：106 年 3 月 13 日進場查估，每天出動二組人力，以一組

人力一天查估 3 公頃速度進行，至 106 年 7 月 7 日完成。   

2 
協助辦理公聽會： 於 105 年 11 月 24 日及 106 年 3 月 2 日於草屯當地永安

宮各開辦 1 場。  

3 
協議價購：於 106 年 12 月 11 日起自 106 年 12 月 15 日於草屯當地永安宮

辦理 9 場協議價議會議。   

4 

本案經多次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調結果，最後有 94 ％土地完成協議價購，

剩餘草屯鎮土城段 16-1 地號等 113 筆土地（面積 10.424229 公頃）1 案，經

內政部 107 年 5 月 3 日核准，本府 107 年 5 月 10 日公告徵收。  

5 
本案徵補償費，本府已於 107 年 6 月 20、21、25 日三天在草屯鎮北勢湳永

安宮活動中心發放。並於 108 年 8 月底完成產權移轉登記。  

 

 

(四)南投埔里福興農場是全國首例非都市土地以區段徵收開發案 

福興農場開發案目前辦理事項包括：工程施工、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

專案讓售計畫、地籍整理等工作，俟該等工作完成後，將接續辦理抵價地

分配、可標售土地之處理、交地、財務結算、成果報告、專案讓售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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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南投埔里福興農場區段徵收開發案辦理情形表 

基本資料 

開發緣由 
為安置原廬山溫泉區之受災業者，提供產業重建及投資發展平台，結

合在地文化、觀光遊憩與地方產業，創造產業重建的典範。  

坐落 埔里鎮福興段  

總面積 55.6770 公頃、 私有地 51.2550 公頃、 公有地 4.4217 公頃  

開發總預算 33.7759 億  

抵價地比例 0.4 

開發後       

總面積 55.6770 公頃  

使用分區 特定專用區  

使用地類別 
 遊憩用地：28.6912 公頃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1.2612   水利用地：

3.3251   國土保安用地：14.8368   交通用地：7.5627  

規劃配置 

旅館區、商店

區 
 23.8077 公頃（42.76％）  

公共設施  31.8693 公頃（57.24％）  

本處已執行經

費 
（11.08 億元）  

地價補償費 7.87 億元  

地上物補償費 3.21 億元  

目前進度 

1 工程經費十六億六千多萬元，106 年 3 月發包，106 年 6 月 13 日開工。 

2 第一階段工程預計於 107 年 8 月底完工。  

3 

目前辦理作業：工程施工、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專案讓售計畫、地

籍整理，俟上開工作項完成後接續辦理抵價地分配、可標售土地之處

理、交地、財務結算、成果報告。  

4 

專案讓售部分，訂有「南投埔里福興農場區段徵收土地專案讓售廬山

地區業者實施計畫」，107 年 11 月 29 日公告受理讓售對象申購，至

108 年 3 月 4 日計受理 20 家申請，其後又展延至 108 年 4 月 8 日止，

計受理 25 家申請，至 4 月底又受理 1 家申請，共 26 家提出申請。受

理期間，本府在 108 年 3 月 4 日邀請銀行業者與廬山溫泉區業者舉辦

說明會，並透過電話逐一詢問業者申購意願。其後再以 108 年 5 月 7

日府地權字第 1080101883 號函通知未提出申請業者，展延申請時間至

同年 6 月 10 日，並請廬山溫泉觀光協會理事長協助宣導。 

 

 



64 
 

二、公正合理地價及交易安全 

本府為整體地價之公正合理與不動產交易安全，包括辦理 108 年公告

土地現值與 107 年、108 年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以及實價登錄裁罰等工

作。 

(一)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辦理情形 

辦理內容：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40條第 4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不得低於一

般正常交易價值之一定比例。」及第 5項「前項一定比例，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同財政部與直轄市、縣（市）政府會商後定之。但應逐年接近一般正

常交易價格。」。 

方法： 

本縣 13 鄉、鎮、市土地依法辦理 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調整，經轄內各

地政事務所地價人員赴實地查勘，搜集各項地價動態資料及製作買賣實例

調查表 5,106 件、6,459 筆，按地價調查估計規則有關規定查計完竣。 

效益： 

經分析統計全縣已登記土地面積 3,977,240,450 平方公尺，筆數

658,457 筆，原有（107 年）5,922 個地價區段，108 年擬修正劃分為 5,955

個地價區段，計增加 33個地價區段；其區段地價未調整者 5,344 個區段，

調漲者 570 個區段，調跌者 41個區段，與 107 年相較，平均調幅 0.18﹪，

占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百分比為 93.03％，超過全國平均 91.64％。 

 

(二)107 年、108 年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理情形 

辦理內容： 

107 年 8月 29 日南投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 107 年第 5次會評

定草屯鎮立人路投 9線 4K+597~4K+912 道路拓寬改善工程徵收案。 

方法： 

107 年 12 月 7日南投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 107 年第 6次會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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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評定南投市平林溪廣興(一)堤段防災減災工程、草屯鎮貓羅溪石川延長

段防災減災工程(三)、集集鎮民生路 5巷開闢工程、鹿谷鄉投 55 線

10K+915-11K+300道路拓寬改善工程及埔里鎮福興農場聯外道路(投76-1線)

新闢工程等 5件工程用地徵收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評議案。 

效益： 

108 年 6月 25 日南投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 108 年第 1次會共

計評定「名間鄉十號道路新建工程(第二期)及五十號道路拓寬工程」、「名

間鄉大庄地區仁和巷新闢及拓寬工程」及草屯鎮都市計畫 57 號道路用地等

4項徵收案 4件工程用地徵收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評議案。 

 

(三)實價登錄裁罰案件辦理情形 

本年度實價登錄逾期申報共 2件各裁罰 3萬元；登錄總價金額與契約

書不符者共 2件 1件通知限期改善，1件進行裁罰 3萬元。 
表 5-5 南投埔里福興農場區段徵收開發案辦理情形表 

類型 錯誤態樣 案件數 執行情形 裁罰金額 

逾期申報 - 

1 件 進行裁罰（水里地政） 30,000 元 

1 件 進行裁罰（台中市） 30,000 元 

價格資料 

登錄總價金額與

契約書不符 
1件（權利人） 限期改善 

  

登錄總價金額與

契約書不符 
1 件 進行裁罰（台中市） 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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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理情形 

本年度辦理編定管制業務包括：積極辦理非都市土地第一次劃定使用

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一大三社專案放領業務、查處非都市土地使用違規案

件等工作。 

(一)積極辦理非都市土地第一次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 

依據「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暨「非

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

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非都市土地第一次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

地。107 年度陸續辦竣 547 筆、面積 63.183744 公頃，俾利實施管制。 

(二)積極辦理一大三社專案放領業務 

依據內政部 78 年 8 月 17 日頒布「專案辦理台中縣示範林場等三處土

地放領土地要點」規定，一大三社專案放領土地核准放領 11,449 筆 7,760

公頃，至今已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達 93.95%、已繳清地價未辦所有權移轉

登記4%、依規撤(註)銷承領2.05% 。積極協助承領人儘速取得土地所有權，

使土地「使用」及「權屬」之法律關係單純化，俾利土地有效利用 。 

(三) 積極辦理查處非都市土地使用違規案件 

依據區域計畫法第 21、22 條規定，辦理違反區域計畫法第 15條之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案件，依同法處以罰鍰者計27件共新台幣192萬元；

限期令行為人恢復、變更使用或申請合法之使用者共 27 件。具有遏止違規

使用行為，以維護土地利用秩序、資源保育及災害防免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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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進土地開發辦理情形 

本縣促進土地開發目前辦理情形，包括草屯鎮敦和里敦和市地重劃區、

草屯鎮山腳里府西市地重劃區、南投市藍田市地重劃區、魚池鄉水社自辦

市地重劃區等 4開發案。 

(一)草屯鎮敦和里敦和市地重劃區 

重劃緣由： 

本計畫原為草屯都市計畫「市三」市場用地，因考量市場己無使用需

求，於辦理草屯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時，配合都市整體發展之需

要，附帶條件並指定以市地重劃方式整體開發，將本計畫區變更為住宅區。 

重劃範圍： 

重劃範圍東至草屯段 124-1、125-1、125-2 地籍線為界， 西至草屯段

41-100、119-7、124-14 地號地籍線為界，南至草屯段 125-1、127、128 地

號地籍線（臨敦和宮大型車停車場及籃球場）為界，北至草屯段 141-3 地

號土地地籍線（臨 18公尺計畫道路信義街）為界。 

重劃效益： 

重劃面積 0.4453 公頃，所有權人平均負擔比率 21.8％，重劃完成後可

取得綠地、道路等公共設施用地合計 0.0898 公頃，可節省政府經費約 3,592

萬元及建設經費約 500 萬元。   

 

(二)草屯鎮山腳里府西市地重劃區 

重劃緣由： 

草屯都市計畫自發布實施至今，因政府財源困難至今未予徵收，考量

政府財政及人民權益，並減輕地方政府財政壓力，加速公共設施開闢，故

於辦理變更草屯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時，配合都市整體發展之需

要，附帶條件並指定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將本計畫區變更為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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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範圍： 

重劃範圍東至民族路（不含）為界，西至太平路（不含）為界，南至

府西段 627、618、617、611、610、609、608 地號南側地籍線為界，北至

府西段 624、622 地號北端地籍線為界。 

重劃效益： 

重劃面積 0.8266 公頃，所有權人平均負擔比率 47.62％，重劃完成後

可取得綠地、道路等公共設施用地合計 0.3306 公頃，可節省政府經費約

13,224 萬元及建設經費約 900 萬元。 

 

(三)南投市藍田市地重劃區 

重劃緣由： 

為區內雜亂不整、畸零破碎之土地予以交換分合成為一方整之地形，

配合縣府住宅政策，增加平價住宅供給，讓居民能安居樂業。並改善區內

現有道路、排水等公共設施，活化公有土地，提升土地使用效率並提升地

區環境品質，遂公告發布實施本縣都市計畫「擬定南投（含南崗地區）都

市計畫（配合藍田街宿舍區市地重劃）細部計畫案」。 

重劃範圍： 

重劃範圍東以計畫道路 9-12M（彰南路二段）（不含）為界。西：以南

投段 307 地號（含）及臨計畫道路 25-12M（建國路）（不含），而且不包含

路旁既有建成區。南：以南投段 365-4 地號（含）及計畫道路 73-8M（藍田

街）（不含）為界。北：以南投段 307-34、307、307-5、307-57、307-33

地號（含）及現有建成區（不含）為界。 

重劃效益： 

重劃面積 1.2864 公頃，所有權人平均負擔比率 25.17%，重劃完成後可

取得道路等公共設施用地合計 0.2031 公頃，可節省政府經費約 6,700 萬元

及建設經費約 3,5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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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魚池鄉水社自辦市地重劃區 

重劃緣由： 

本區係依南投縣政府 75年 10 月 24 日投府建都字第 107224 號公告實

施之日月潭特定區都市計畫案辦理，又依南投縣政府 101 年 8月 6日府建

都字第 101015272 號函意旨，本區都市計畫具有細部計畫實質內容；因本

區位屬山坡地且區內地形高低起伏，非全區施作水土保持設施，區內地主

無法就自己所有土地逕行整地，難以申請發照建築，爰以市地重劃方式開

發。 

重劃範圍： 

重劃範圍東以都市計畫住宅區與保護區為界。西：以中正路為界。南：

以都市計畫住宅區與保護區為界。北：以都市計畫住宅區與保護區為界。 

重劃效益： 

重劃面積 3.3802 公頃，所有權人平均負擔比率 42%，重劃完成後可取

得道路等公共設施用地合計 0.7448 公頃，可節省政府經費約 12,700 萬元

及建設經費約 6,000 萬元。 

 

 

五、測量業務精進情形 

本年度測量業務精進情形包括 106 年度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

市計畫地形圖套疊、測量設備汰舊換新等 2項。 

(一)106 年度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 

本縣 107 年度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工作，

南投市牛運堀段(2/2)，筆數 3,377 筆、面積 80公頃；草屯鎮草屯段(3/3) 

筆數 2,585 筆、面積 60公頃。 

本項計畫經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管考結果以 108年 1月 19日測籍字第

1081560030 號函評核為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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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量設備汰舊換新 

鑑於本縣財政拮据，預算編列困難，本處 107 年度平均地權基金編列

新臺幣 1,745 萬元，本府編列新臺幣 180 萬元、本縣南投及埔里所各編列

新臺幣 30 萬元，共計新臺幣 1,985 萬元整。購置 GPS(15 部)、全測站經緯

儀(16 部)、公務車輛(11 部)。 

107 年度本府自籌經費辦理仁愛鄉清境地區松岡段地籍整理(日據時期

及林班解除地－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套疊工作)150 萬元。 

 

(三) 積極辦理重測有效減少再鑑界案件 

本府逐年積極辦竣重測後，民眾申請再鑑界與陳情案件數量明顯降低。

以 107 年 7月至 108 年 6月考核期間全縣辦理鑑界筆數為 5,443 筆、受理

再鑑界 33 件佔再鑑界百分比為 0.61，地籍圖重測區再鑑界 1件佔再鑑界百

分比為 0.01。 

由於重測成果皆以高測量精度並以數值化方式進行保存，民眾土地四

至界址皆以坐標方式儲存，除了可使日後鑑界成果保持一致外，更能使民

眾財產明確，減少界址爭議，進而提升轄內各地政事務所工作效率，加強

為民服務品質，成效顯著。 

 

(三) 購置精密測量儀器提升測量效率與品質 

e-GNSS 是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基於 VBS-RTK 之即時動態定位服務，

採用網路傳輸技術即時結合多個基準站觀測資料，建構區域性定位誤差改

正模型，有效擴展 RTK 的作業距離，並建置 24 小時連續觀測的固定式基

準站，使用者不須自行架設主站，可節省作業時間，降低作業成本，各基

準站長期 24 連續的觀測資料經過嚴密的基線計算及網形平差分析，可提升

基準站間之相對精系統辦理地籍測量，具有速度快、無須通視、高精度、

可靠度高之優點。e-GNSS 測量方法與傳統測量方法之優劣情形分析如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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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e-GNSS 測量與傳統測量方法優劣分析表 

        方法 

項目 

傳統（經緯儀）測量

方法 
(e-GNSS)衛星定位測量 

天氣 下雨即無法進行測 不論晴雨，皆可進行測量 

地形限制 點對間必須通視良

好，選點限制較大 

單點透空率良好即可 

控制點透空性 無影響 需要良好 

設備成本 一台儀器搭配一組菱

鏡即可進行施測，因

此成本較低 

可縮短作業時間，增加產

能，降低作業成本 

人力使用 至少需測站及前後

視，需使用較多人力 

無須和傳統測量至少須測

站及前後視，1人 1機即

可使用 

施測時間 視附近圖根點存在與

否 

所有使用者皆在同一框架

下進行即時定位 

測量範圍 以小區域為主 可擴大有效作業範圍，提

高定位精度及可靠度 

人員訓練 無須花費太多時間訓

練 

無須花費太多時間訓練 

 

 

六、健全地籍及地政資訊安全 

本年度健全地籍及地政資訊安全之工作內容包括地政資訊機房資訊安

全管理系統(ISMS)建置計畫、地政集中化架構及資安防護環境建置計、地

籍清理等 3項業務加以說明。 

 

(一)地政資訊機房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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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6 年通過國際驗證公司 TAF 驗證 

B.107 年通過複評驗證  

 

C.實施對象：本府地政處暨本縣各地政事務所 

D.工作項目辦理情形：  

 

表 5-7 地政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工作情形表 

 

圖 5-1 地政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驗證及複評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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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政集中化架構及資安防護環境建置計畫 

A.目的： 

建立地政資訊系統集中式運作架構，資料即時交換與同步作業，並完

成資訊安全強化集中防護機制  

B.作業效果： 

a.建置跨(域)縣市辦理登記案件作業環境 

b.改善並提升資訊安全防護能力 

c.維持與地政司全國土地基本資料庫同步異動機制正常運作 

d.節省運作電力達到節能減碳  

C.辦理進度：  

  a.招標委外作業：107 年 6 月完成招標委外作業，得標廠商已依契約規定

陸續辦理交貨及安裝作業，並已完成驗收結案。 

  b.環境建置 108 年 1 月完成環境建置，俟內政部發交新版程式後，即可   

規劃逐步完成集中化作業。 

 

(三)地籍清理 

本縣著手辦理地籍清理業務，逐年下來已將符合規定之土地類型進行

全面清查，其實施情形茲臚列如下： 

A.代為標售(共 4類)： 

清查公告 862 筆 

已完成登記 432 筆 

公共設施用地 127 筆 

已辦理標售公告 301 筆，已標出 117 筆 

已登記國有 157 筆 

B.預算執行：  

已撥款 418,600 元 

實支數 123,65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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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率 30% 

C.流水編土地清理： 

已清理 25,844 筆  

尚待清理筆 9,112 筆  

D.專戶存管： 

已標(讓)售 105,285,599 元 

已申領價金：期間內 107.7.05 江 00 等 11 人申領 437,697 元 

總計申領 5,922,397 元 

保管款本金專戶餘額 69,357,088 元  

E.本縣考核期間內並無標出土地，故無標出土地補助款繳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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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語 

本縣地廣人稀、財政困難、交通便利性較差及部分地政事務所所轄區

域甚廣等因素影響下，整體地政業務推廣相較於都會地區之機關，則有其

特殊之需求，在同仁秉持著受服務者的心態，為了提供更優質服務，常運

用巧思及創意，逐年提出創新事項及研究報告，不斷積累服務的強度，希

冀達到無死角之全功能服務。 

就創意事項執行效益的評估，亦為本府首重事項，為配合社會環境變

遷、地區性人群生活習慣、地理環境及文化等因素的影響，適時作出執行

情形與結果的成效分析，因地制宜，調整出最佳的創意事項的運作方式(例

如：中午不打烊服務)，或終止執行，以免浪費公帑之情形。另就研究報告

部分，同仁於工作之餘辛苦提出的研究報告，為發揮其價值，本府乃對研

究報告的實用性進行評估，及研究結果對整體地政業務具有價值者，利用

相關媒介管道推廣至全國。且本府亦提供「研究報告案執行計畫」補助經費，

使地所有支應繼續擴展研究價值的經費需求。 

本縣地政權管業務，縣政府與各地政事務所均密切配合，圓滿達成任

務，首先本府地籍科主要業管登記、地籍及為民服務等事項，又資通安全

管理法施行後，地政資訊安全的維護事項，亦為本府所著重的工作。其次

本縣公共建設(設施)用地取得及重劃業務，在中央協助下，也都能順利推

展；精進地價查估技術公正合理地價，有效宣導維護交易安全；積極辦理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維護土地使用正義；增加人力、購置先進儀器，有

效解決山地測量問題。本縣整體地政業務，經過逐年委員的指導，已有所

進步，惟政府服務無遠弗屆，希望各位委員、專家學者不吝指教，以督促

本縣地政業務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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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仁愛鄉駐點效益分析 

一、 駐點說明 : 

一組 2 人(測量員與測量助理)，每 5 星期工作天換一組。 

駐點地點 : 仁愛國中(與埔里地政事務所約 1 小時車程) 

二、 駐點效益 :  

      本所從 107 年實施仁愛鄉駐點至今，已約 16 個月，駐點 11    

      組，經與駐點人員討論，分析如下: 

1、 複丈案件外業測量部分多出 1 小時至 1.5 小時時間，可避免測

量不足需再辦理簽延，特別秋冬山區 11 點因起霧無法測量，如

能 9 點半前到達現場測量，可讓當天案件仍順利完成。 

2、 駐點案件都盡可能排在同一星期，例如翠巒段案件盡可能集中

這星期，可讓駐點人員有更充分時間測量，減少舟車勞頓之苦，

也減少測量員簽延率。 

3、 減少油耗費用或住宿費用，如以往當天來回減少 2 小時油耗費

用，如以住宿計算，減少一天住宿費用(2 人共 3200 元)。 

4、 仍有窒礙難行部分，如天候因素及道路交通問題，山區天候較

容易多變，下雨或起霧是無法測量因素之一，如簽延一次至少

一個月多，在加上梅雨季節豪大雨造成力行產業道路坍方及維

護，每年重新修路至少 1 個月半，今年維護日期 7 月 16 日至 8

月 23 日分為 3 段禁行道路，造成本所複丈業務無法順利進行需

延後辦理。 

5、 如以每件案件量化計算，可減少 2 小時(車程時間)，費用部分以

每組 5 個星期工作計算，25 天 25 件，25 件中平均有 7 天住宿(翠

巒段、望洋段及華岡段)，換算每件可省 896 元。 

3200(元) X 7 (天) / 25(件) = 896(元/每件) 

          仁愛鄉公所每件從收件至結案約為 40 天(統計 108 年度 2  

          月至 4 案件)，因案件集中、天候等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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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每組 25 件中，有 5 件為駁回、 2 件撤回，其餘結            

          案。 

6、 另有測量員提出可否新的駐點，離本所車程約 1.5 小時 

至 2 小時，因目前尚無找到地點可供本所駐點，本所仍會積極

選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