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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創新

便民服務
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整體性施政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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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介紹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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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局設置地政局設置地政局設置地政局設置8888科科科科4444室室室室
及所屬及所屬及所屬及所屬9999地所地所地所地所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新北市政府地政局新北市政府地政局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局長局長局長局長

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副局長
主任秘書主任秘書主任秘書主任秘書

專門委員專門委員專門委員專門委員 簡任技正簡任技正簡任技正簡任技正

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
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
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
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
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
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
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
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
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

新新新新北市北市北市北市轄區面積及人口數轄區面積及人口數轄區面積及人口數轄區面積及人口數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2,052.572,052.572,052.572,052.57㎢占全臺占全臺占全臺占全臺5.75.75.75.7％％％％
人口人口人口人口402402402402萬餘萬餘萬餘萬餘人人人人占全臺占全臺占全臺占全臺17171717％％％％

機關人員及預算數機關人員及預算數機關人員及預算數機關人員及預算數((((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地政局編制員額地政局編制員額地政局編制員額地政局編制員額230230230230人人人人

預算員額預算員額預算員額預算員額191191191191人人人人
109109109109年年年年預算預算預算預算319,433319,433319,433319,433(千元)

•地所編制員額地所編制員額地所編制員額地所編制員額838838838838人人人人
預算員額預算員額預算員額預算員額646646646646人人人人

109109109109年年年年預算預算預算預算1,072,573 1,072,573 1,072,573 1,072,573 (千元)

基本介紹基本介紹基本介紹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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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地籍地籍地籍清理條例清理條例清理條例清理條例
應應應應清理之土地清理之土地清理之土地清理之土地

登記案件登記案件登記案件登記案件 測量案件測量案件測量案件測量案件網路申請網路申請網路申請網路申請謄本謄本謄本謄本

20202020％％％％ 19191919％％％％ 17171717％％％％ 16161616％％％％
109109109109年完成年完成年完成年完成業務量比例占業務量比例占業務量比例占業務量比例占全國第一全國第一全國第一全國第一

8,700,950(張) 32,438筆(棟) 463,703(件) 116,504(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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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創新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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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創新策略六大創新策略六大創新策略六大創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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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青年參與平台創造青年參與平台創造青年參與平台創造青年參與平台

官官官官、學、學、學、學合作智慧治理合作智慧治理合作智慧治理合作智慧治理

重劃重劃重劃重劃輔遷智能管理輔遷智能管理輔遷智能管理輔遷智能管理 雲端共享雲端共享雲端共享雲端共享效率提升效率提升效率提升效率提升

實價登錄精進作為實價登錄精進作為實價登錄精進作為實價登錄精進作為

簡化便民智慧服務簡化便民智慧服務簡化便民智慧服務簡化便民智慧服務1

2

3

4

5

6

創造創造創造創造青年參與平台青年參與平台青年參與平台青年參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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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臺北大學簽訂與臺北大學簽訂與臺北大學簽訂與臺北大學簽訂MOU  MOU  MOU  MOU  開啟青年政策參與之路開啟青年政策參與之路開啟青年政策參與之路開啟青年政策參與之路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

簽訂MOU
深耕校園
長期合作

課程實作→測量實習課程
議題研究→地政大講堂
社會參與→國土服務團

1

3

2

9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吸引更多優秀人才 進入公務體系進入公務體系進入公務體系進入公務體系

地政地政地政地政大大大大講堂講堂講堂講堂專業零距離專業零距離專業零距離專業零距離 測量實地操作測量實地操作測量實地操作測量實地操作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法定流程

地方座談會

本局首創

國土服務團 國土服務專車

 攜手北大、政
大、北市大、
文化、銘傳五
校合作

 舉辦成立典禮

國土國土國土國土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團團團團攜手攜手攜手攜手北部五大學宣導國土計畫北部五大學宣導國土計畫北部五大學宣導國土計畫北部五大學宣導國土計畫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

10
國土服務團成立國土服務團成立國土服務團成立國土服務團成立5555校校校校68686868人人人人 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10101010場場場場參與人次參與人次參與人次參與人次136136136136人人人人



官官官官、學、學、學、學合作智慧治理合作智慧治理合作智慧治理合作智慧治理

11

舉辦愛連網創意競賽舉辦愛連網創意競賽舉辦愛連網創意競賽舉辦愛連網創意競賽 ---- 縮短學用落差縮短學用落差縮短學用落差縮短學用落差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

 運用運用運用運用愛連網各項功能及政府愛連網各項功能及政府愛連網各項功能及政府愛連網各項功能及政府 OPEN DATAOPEN DATAOPEN DATAOPEN DATA，激發房地資訊創意活用之，激發房地資訊創意活用之，激發房地資訊創意活用之，激發房地資訊創意活用之火花火花火花火花
 參賽者參賽者參賽者參賽者需繳交需繳交需繳交需繳交專題報告及實作專題報告及實作專題報告及實作專題報告及實作影片影片影片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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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連網隨走隨估，一鍵查詢成交價格愛連網隨走隨估，一鍵查詢成交價格愛連網隨走隨估，一鍵查詢成交價格愛連網隨走隨估，一鍵查詢成交價格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

屬性資料
自動估價
模型

Add 
your title

手機定位
I-LAND網地

圖定位

可能成交價
區間

 快速查詢房價水準
 提升不動產價格透明度
 增進不動產交易安全

建物標示、空間
因子等資料

13

愛連網便民服務再精進愛連網便民服務再精進愛連網便民服務再精進愛連網便民服務再精進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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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三七五租佃管理系統耕地三七五租佃管理系統耕地三七五租佃管理系統耕地三七五租佃管理系統

Click To Add Title

PART THREE

 線上查詢租約登記
情形

 自動檢核地籍資料
 自動產製申請書

表、統計報表
 以GIS系統結合地籍

圖資，可查詢位置
並套疊航照圖

 租約管理有效率

15

重劃輔遷重劃輔遷重劃輔遷重劃輔遷智能管理智能管理智能管理智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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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區輔遷管理系統開發區輔遷管理系統開發區輔遷管理系統開發區輔遷管理系統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

17

提供跨局處輔導搬遷人員共同使用
訪視時上傳地上物搬遷進度及所有
權人遭遇困難等資訊
共建置4,846筆建物資料
區內公有土地遭傾倒廢棄物，或建
物占有即時通報，以維護開發環境
減少後續強制拆除地上物數量
即時了解民眾遭遇困難及提出因應
溝通協調方案

1.  圖面點選標的

2. 編輯、拍照紀錄

3.  統計地圖

積極推動市地積極推動市地積極推動市地積極推動市地重劃重劃重劃重劃 持續持續持續持續輔導民眾搬遷輔導民眾搬遷輔導民眾搬遷輔導民眾搬遷

跨局處輔導搬遷小組，共跨局處輔導搬遷小組，共跨局處輔導搬遷小組，共跨局處輔導搬遷小組，共11111111局處齊心合作局處齊心合作局處齊心合作局處齊心合作
地政局、經發局、勞工局、民政局、社會局、環保局、
交通局、農業局、城鄉局、動保處、體育處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協助，整合全方位一條龍服務協助，整合全方位一條龍服務協助，整合全方位一條龍服務協助，整合全方位一條龍服務
迄今已出動1萬餘人次前往訪視，提供用地媒合、就業輔導、
工廠、寺廟搬遷、中低收入戶救助金、寵物登記及狂犬病疫
苗注射等協助

效益效益效益效益
 遇有另建房屋或廠房之需求者，函請工務局加速審核7件
 制定工廠搬遷租金補助計畫，提升廠商搬遷意願 18



塭仔圳地上物拆遷補償公告異議協調會塭仔圳地上物拆遷補償公告異議協調會塭仔圳地上物拆遷補償公告異議協調會塭仔圳地上物拆遷補償公告異議協調會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

房子是我裝潢的，補償費是不是我也可以領！

房子是我蓋的，補償費應該由我領！

主動召開地上
物拆遷補償公
告異議協調會

 區內90件權屬異議案件，
全數經本府主動聯繫溝
通協調後，達成協議者
共計51件

 提供異議人溝通協調窗
口，協助雙方達成共識

 當場達成協議後，即時
辦理領取補償金作業

 減少⺠眾進⾏司法途徑
所需耗費的時間、金錢
成本 19

線上預約發價線上預約發價線上預約發價線上預約發價系統系統系統系統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

 疫情疫情疫情疫情3333級警戒服務不級警戒服務不級警戒服務不級警戒服務不間斷，應用線上預約系統控管人流間斷，應用線上預約系統控管人流間斷，應用線上預約系統控管人流間斷，應用線上預約系統控管人流

首創線上預約發價系統
依時段控管申辦人數，⺠
眾預約申領補償費，並以
匯款方式匯入指定帳戶。

線上預約⺠眾
到場申領補償費

受理237件預約申請

20



在地服務在地服務在地服務在地服務 傾聽民意傾聽民意傾聽民意傾聽民意
 駐點人員在地提供諮詢服務
 面對面溝通，服務更有溫度
 共受理3,307件異議申請

塭仔塭仔塭仔塭仔圳前進辦公室圳前進辦公室圳前進辦公室圳前進辦公室

21

成立成立成立成立塭仔圳前進塭仔圳前進塭仔圳前進塭仔圳前進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
新莊區公所
泰山區公所
瓊泰活動中心

簡化便民智慧服務簡化便民智慧服務簡化便民智慧服務簡化便民智慧服務

22



iiii 郵箱郵箱郵箱郵箱領件領件領件領件 24242424小時不打烊小時不打烊小時不打烊小時不打烊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

⺠眾可依其⽅便的時間
於指定的 自行取件

⺠眾需親至地所領取登記案件
且受限於地政機關之服務時間 23

異異異異業結盟業結盟業結盟業結盟----都更推動師駐點服務都更推動師駐點服務都更推動師駐點服務都更推動師駐點服務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

民眾疲於奔波
公文往返耗時
缺乏獲得專業信息管道

民眾無須往來奔波不同機關
查調地籍資料更迅速
提供專業諮詢 24



人臉辨識人臉辨識人臉辨識人臉辨識EEEE拍即拍即拍即拍即合合合合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

電腦電腦電腦電腦科技生物特徵比對的輔助科技生物特徵比對的輔助科技生物特徵比對的輔助科技生物特徵比對的輔助，，，，
強化強化強化強化查證能力，保護人民查證能力，保護人民查證能力，保護人民查證能力，保護人民財產財產財產財產
 強化強化強化強化查證更查證更查證更查證更安心安心安心安心

傳統以人工肉眼方式核對身分傳統以人工肉眼方式核對身分傳統以人工肉眼方式核對身分傳統以人工肉眼方式核對身分
基層同仁壓力較大基層同仁壓力較大基層同仁壓力較大基層同仁壓力較大

109109109109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
板橋板橋板橋板橋地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試辦試辦試辦試辦

110110110110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22222222日日日日
推推推推辦至全市辦至全市辦至全市辦至全市

25
自動比對歷次影像，增加準確度自動比對歷次影像，增加準確度自動比對歷次影像，增加準確度自動比對歷次影像，增加準確度

地籍清理土地整合查詢系統地籍清理土地整合查詢系統地籍清理土地整合查詢系統地籍清理土地整合查詢系統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

整合原有系統

增加全新功能

自110年1月系統開辦至6月瀏覽人次已達2萬2,677人 26



徵收徵收徵收徵收補償費申請書表合一補償費申請書表合一補償費申請書表合一補償費申請書表合一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

申請書
保管款逕撥入
帳戶申請書

權狀遺失切結書

農林作物具領
切結書

 All in one
(四書合一)

 節能減碳高效率

27

公寓大廈異動查詢公寓大廈異動查詢公寓大廈異動查詢公寓大廈異動查詢----全面跨所全面跨所全面跨所全面跨所

28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僅需申請時
間區間內有異動之所有權人謄本
減輕管委會費用負擔
(本年度計受理928件，平均節省費用4,000元
*928=371萬2,000元)

109年10月全面跨所
管委會可至新北市轄區任一地政事務所查詢

分析資料主動
周知好貼心 開放跨所增加

據點好便利



實價實價實價實價登錄精進作為登錄精進作為登錄精進作為登錄精進作為

29

預售屋新制五部曲，交易安全有保障預售屋新制五部曲，交易安全有保障預售屋新制五部曲，交易安全有保障預售屋新制五部曲，交易安全有保障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

四、局所合力共同審查

五、跨域合作宣導再進化

三、購屋預約單一併審查

一、實價登錄提前登錄

二、買賣定型化契約預審

 提供即時、透明預售屋資訊

30



揭露門牌區間縮小，反映民眾需求揭露門牌區間縮小，反映民眾需求揭露門牌區間縮小，反映民眾需求揭露門牌區間縮小，反映民眾需求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

區段化-區間由10號調整縮小至5號，並附註單(雙)號

提供透明的不動產交易資訊減少交易糾紛

31

109年8月25日實施

住住住住宅宅宅宅價價價價格格格格指指指指數數數數新新新新增增增增「「「「新新新新莊莊莊莊副副副副都都都都心心心心及及及及頭頭頭頭前前前前重重重重劃劃劃劃區區區區指指指指數數數數」」」」全國全國全國全國之冠之冠之冠之冠

新增「副都心及頭前重劃區」

 全市
 建物型態
 次分區
 新成屋
 整體開發區
 捷運沿線

共6大類24項
新北市住宅價格指數

32



雲端雲端雲端雲端即時即時即時即時檢核實價登錄申報資訊機制檢核實價登錄申報資訊機制檢核實價登錄申報資訊機制檢核實價登錄申報資訊機制
自動化檢核 2.0

定期彙整資料

提供好時價協助
自動化檢核

定期回傳結果

即時上傳資料

雲端檢核平台

即時回傳結果

自動化檢核 1.0
 即時上傳檢核
 即時取得結果
 加速揭露作業

省時省力 33

配合配合配合配合實價登錄新制上線實價登錄新制上線實價登錄新制上線實價登錄新制上線----多管道通知查詢服務多管道通知查詢服務多管道通知查詢服務多管道通知查詢服務

 簡訊主動通知簡訊主動通知簡訊主動通知簡訊主動通知實價登錄未申報實價登錄未申報實價登錄未申報實價登錄未申報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109109109109年年年年7777月起實施至今，計月起實施至今，計月起實施至今，計月起實施至今，計簡訊簡訊簡訊簡訊735735735735筆筆筆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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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一管道一管道一管道一
 網站提供查詢實價登錄案件申報情形網站提供查詢實價登錄案件申報情形網站提供查詢實價登錄案件申報情形網站提供查詢實價登錄案件申報情形
 主動告知是否已完成案件申報，避免主動告知是否已完成案件申報，避免主動告知是否已完成案件申報，避免主動告知是否已完成案件申報，避免民眾民眾民眾民眾

逾期逾期逾期逾期受罰。受罰。受罰。受罰。

管道管道管道管道二二二二



交易熱區交易熱區交易熱區交易熱區ft.ft.ft.ft.主力交易物件－新增跨桃園轄區資訊共享主力交易物件－新增跨桃園轄區資訊共享主力交易物件－新增跨桃園轄區資訊共享主力交易物件－新增跨桃園轄區資訊共享
結合生活或熱門話題結合生活或熱門話題結合生活或熱門話題結合生活或熱門話題

於考核於考核於考核於考核期間共計期間共計期間共計期間共計11111111篇篇篇篇

秒懂捷運房價，三鶯線秒懂捷運房價，三鶯線秒懂捷運房價，三鶯線秒懂捷運房價，三鶯線
串聯北桃生活圈串聯北桃生活圈串聯北桃生活圈串聯北桃生活圈!!!!

醫院設立=鄰避設施？影
響房價嗎？

成家青年在板橋 青年購
屋好「里」開箱

提升房價透明度、
觀察市況更細緻、
增進報導話題性

35
豐富度+參考度+

參與執行參與執行參與執行參與執行電腦大量估價試辦作業電腦大量估價試辦作業電腦大量估價試辦作業電腦大量估價試辦作業

 試辦成果作為各縣市優良之參考準則
 精進公部門地價查估技術

以基準地取代區段地價中位數作業

執行地價區段檢討及劃分、基準地選
定及估價 (本市土城區共劃分115個地價區段)

36

選定基準地
運用電腦大量估價
推估每宗土地價格



雲端共享雲端共享雲端共享雲端共享效率效率效率效率提升提升提升提升

37

建築基地範圍認定結果共享建築基地範圍認定結果共享建築基地範圍認定結果共享建築基地範圍認定結果共享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特殊地建號特殊地建號特殊地建號特殊地建號管制管制管制管制上上上上傳相傳相傳相傳相
關查調關查調關查調關查調資料資料資料資料內部內部內部內部作業更精進作業更精進作業更精進作業更精進

不同地所函詢工務局不同地所函詢工務局不同地所函詢工務局不同地所函詢工務局
造成重複發文造成重複發文造成重複發文造成重複發文

工務
局

地所 地所

地所地所

工務
局地所

地所

地所
特殊地
建號管
制

登記審查不費力登記審查不費力登記審查不費力登記審查不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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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輸入更新內容

雲端版審查手冊雲端版審查手冊雲端版審查手冊雲端版審查手冊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全國首創

因應法令即時更新因應法令即時更新因應法令即時更新因應法令即時更新內容每內容每內容每內容每季季季季
於法令研商會議彙整研討於法令研商會議彙整研討於法令研商會議彙整研討於法令研商會議彙整研討

 雲端版連結，減紙又環保雲端版連結，減紙又環保雲端版連結，減紙又環保雲端版連結，減紙又環保

3333----5555年編年編年編年編印紙本印紙本印紙本印紙本1111次無法次無法次無法次無法及時及時及時及時
更新法規函釋變動更新法規函釋變動更新法規函釋變動更新法規函釋變動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39

便民服務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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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單一窗口申辦
•重劃發放地上物補償費重劃發放地上物補償費重劃發放地上物補償費重劃發放地上物補償費
•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款申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款申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款申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款申
領領領領案件案件案件案件

• 租賃租賃租賃租賃住宅住宅住宅住宅服務業服務業服務業服務業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 地政士開業及變更地政士開業及變更地政士開業及變更地政士開業及變更
• 不動產經紀不動產經紀不動產經紀不動產經紀業及經紀人證書業及經紀人證書業及經紀人證書業及經紀人證書
• 估價師開業及變更證書核發估價師開業及變更證書核發估價師開業及變更證書核發估價師開業及變更證書核發
• 非都土地變更編定許可非都土地變更編定許可非都土地變更編定許可非都土地變更編定許可

地所全功能櫃檯
多功能服務中心

•櫃臺：登記、測量案櫃臺：登記、測量案櫃臺：登記、測量案櫃臺：登記、測量案
件收件、謄本申請件收件、謄本申請件收件、謄本申請件收件、謄本申請

•愛心櫃檯愛心櫃檯愛心櫃檯愛心櫃檯((((樂齡親善樂齡親善樂齡親善樂齡親善))))、、、、
原住民、新住民、陸原住民、新住民、陸原住民、新住民、陸原住民、新住民、陸
籍及外籍人士服務籍及外籍人士服務籍及外籍人士服務籍及外籍人士服務

疫情期間在疫情期間在疫情期間在疫情期間在市府一樓市府一樓市府一樓市府一樓
大廳設置單一窗口受大廳設置單一窗口受大廳設置單一窗口受大廳設置單一窗口受
理收件服務理收件服務理收件服務理收件服務

疫疫疫疫情情情情採採採採實聯制實聯制實聯制實聯制等防疫等防疫等防疫等防疫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便捷便捷便捷便捷性性性性單一窗口服務全功能程度單一窗口服務全功能程度單一窗口服務全功能程度單一窗口服務全功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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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窗口延伸窗口延伸窗口延伸窗口服務全服務全服務全服務全功能程度功能程度功能程度功能程度

塭仔圳前進塭仔圳前進塭仔圳前進塭仔圳前進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

• 老人共餐老人共餐老人共餐老人共餐

• 以現以現以現以現地地地地工作室形式派工作室形式派工作室形式派工作室形式派
員進駐新莊、泰山區員進駐新莊、泰山區員進駐新莊、泰山區員進駐新莊、泰山區
公所及瓊泰活動中心公所及瓊泰活動中心公所及瓊泰活動中心公所及瓊泰活動中心

• 受理自動搬遷獎勵金受理自動搬遷獎勵金受理自動搬遷獎勵金受理自動搬遷獎勵金
申請及異議處理申請及異議處理申請及異議處理申請及異議處理

•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110110110110年年年年6666月止月止月止月止受理受理受理受理
3,3073,3073,3073,307件件件件異議申請異議申請異議申請異議申請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便捷便捷便捷便捷性性性性

行動治理行動治理行動治理行動治理 地政專車地政專車地政專車地政專車 小而能工作站小而能工作站小而能工作站小而能工作站

• 汐科行動辦公室及其汐科行動辦公室及其汐科行動辦公室及其汐科行動辦公室及其
他行動治理服務他行動治理服務他行動治理服務他行動治理服務6666場場場場

• 重測換狀受理重測換狀受理重測換狀受理重測換狀受理1,7721,7721,7721,772
件件件件

• 門牌整編下里換狀門牌整編下里換狀門牌整編下里換狀門牌整編下里換狀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452452452452件件件件

• 共出隊共出隊共出隊共出隊81818181場場場場，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868868868868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 加開加開加開加開2222場場場場重測換狀重測換狀重測換狀重測換狀服服服服
務，受理務，受理務，受理務，受理111111111111件件件件

• 共設置共設置共設置共設置23232323處小而能處小而能處小而能處小而能
工作站工作站工作站工作站

• 受理謄本件數受理謄本件數受理謄本件數受理謄本件數70,11870,11870,11870,118
件件件件

• 新增地籍異動即時通新增地籍異動即時通新增地籍異動即時通新增地籍異動即時通
及住址隱匿申請代收及住址隱匿申請代收及住址隱匿申請代收及住址隱匿申請代收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42



電話申請指界
簡易案件一站式服務

改算通知書併同逕為分割
暨換狀通知書寄送

線上簽核紙本併同歸檔 便捷
便民
效提供線上申辦簡易登記案件、

鑑界測量成果圖便利購、建築
資地範圍資料共享等新增8項措
施，便利申辦、提升效率

內部內部內部內部
精進精進精進精進

跨機關提跨機關提跨機關提跨機關提
供服務供服務供服務供服務

愛連網新增開發區輔遷管理、三七五租
佃管理系統、地所應用地籍清理價金申
領案件管理暨查詢系統等新增6項功
能，簡化查證、建檔、輸出流程

 109.7~110.6
受理1萬5,400件

近3年皆成⻑
全國全國全國全國

代收代代收代代收代代收代寄寄寄寄

簡簡簡簡政政政政
便民便民便民便民

防疫防疫防疫防疫簡化簡化簡化簡化

資訊系統資訊系統資訊系統資訊系統

新增申辦流申辦流申辦流申辦流
程簡化程簡化程簡化程簡化

書書書書表減表減表減表減量量量量簡化徵收補償費保管
款申請書表合一

雲端版審查手冊

流程簡化書表減流程簡化書表減流程簡化書表減流程簡化書表減量量量量

書書書書表表表表
減減減減量量量量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便捷便捷便捷便捷性性性性
 都更諮詢服務都更諮詢服務都更諮詢服務都更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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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流程查詢公開案件流程查詢公開案件流程查詢公開案件流程查詢公開
網站整合流程透明不漏接

新北地政E服務

我的新北市

網站查詢案件流程

我的新北不動產權利
人、義務人、代理人

皆可查

本局網站新增顯
示實價登錄情形

地籍清理

塭仔圳重劃區

地所網站省時好貼心

金融機構印鑑卡備
查目錄查詢

自辦案件Easy吧
引導辦理一點就懂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透明透明透明透明性性性性

44

APP隨手查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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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籍清理標售結果、未辦繼承等
5項專案外，新增分析公寓大廈
居民申請謄本需求主動周知

專案通知

 簡訊、電子郵件系主動通
知案件辦理情形，今年新
增實價登錄未申報、申報
金額通知

系統通知
 新增第三級警戒期間地籍圖重
測人員分流或取消、不動產糾
紛調處會議暫緩辦理等皆主動
通知

因應疫情

 未領土地改良物補償費、異議
雙方到場協調等簡訊通知、申
報實價登錄電話通知主動通知

其他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便捷便捷便捷便捷性性性性案件流程主動回應案件流程主動回應案件流程主動回應案件流程主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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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滿足人民需求，真正滿足人民需求，真正滿足人民需求，真正滿足人民需求，追求追求追求追求最好的服務最好的服務最好的服務最好的服務

服務親服務親服務親服務親和無所不在和無所不在和無所不在和無所不在 親親親親和和和和專業專業專業專業性性性性

塭塭塭塭仔圳輔導搬遷仔圳輔導搬遷仔圳輔導搬遷仔圳輔導搬遷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統統統統整問題迅速解決整問題迅速解決整問題迅速解決整問題迅速解決

訪視出動訪視出動訪視出動訪視出動1111萬餘萬餘萬餘萬餘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集中發價集中發價集中發價集中發價服務在地居民服務在地居民服務在地居民服務在地居民

已已已已發出發出發出發出約約約約59595959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防疫期間預約發價防疫期間預約發價防疫期間預約發價防疫期間預約發價
控管人流兼顧安全控管人流兼顧安全控管人流兼顧安全控管人流兼顧安全

受理受理受理受理237237237237件件件件
櫃檯服務櫃檯服務櫃檯服務櫃檯服務禮禮禮禮儀儀儀儀親親親親
和性和性和性和性滿意度達滿意度達滿意度達滿意度達

95%95%95%95%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網頁獲無障礙
2.0A等級標章 標準化作業程序文件共計156項

各類業務法令研商會議9場31項提案

自行研究報告34篇
重要議題研析報告27項

研討報告提升專業研討報告提升專業研討報告提升專業研討報告提升專業 親親親親和和和和專業專業專業專業性性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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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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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門之都塭國門之都塭國門之都塭國門之都塭仔仔仔仔圳重劃區圳重劃區圳重劃區圳重劃區行銷策略行銷策略行銷策略行銷策略 行行行行銷銷銷銷結合結合結合結合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近13家媒體轉載報導

多家媒體進行現場聯訪

臉書直播、宣傳影片臉書觸
及人數達10,997人

服務最前線~前進辦公室揭牌儀式展決心!!

49

國門之都塭國門之都塭國門之都塭國門之都塭仔仔仔仔圳重劃區圳重劃區圳重劃區圳重劃區行銷策略行銷策略行銷策略行銷策略 行行行行銷銷銷銷結合結合結合結合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體育處地政局

動保處

跨機關合作拍攝輔遷系列影片

農業局

設置專案網站
瀏覽人數21,316人

紀錄影片 臉書直播互動 網站
在重劃區取材深入行銷獲好評

8場說明會，場場直播，觸及人數
31,16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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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地政局粉絲專頁經營績效新北地政局粉絲專頁經營績效新北地政局粉絲專頁經營績效新北地政局粉絲專頁經營績效 行行行行銷宣銷宣銷宣銷宣導導導導效益評效益評效益評效益評估估估估

成長期 成熟期

新北地政局粉專成長曲線

經營轉型時事梗 直播 代入感
整裝出發再衝一波up  up up

109年7月粉絲破萬
粉絲粉絲粉絲粉絲數數數數

12,416
追蹤數追蹤數追蹤數追蹤數

13,268

Now
重要活動現場直播
過程全公開，民眾有信心

拍攝紀錄片情感上有代入感
政府突破困難,民眾好放心

不只是地政還很有梗
你想到的事,就是我的事

51

民眾最有感民眾最有感民眾最有感民眾最有感及及及及高效益之行銷作為高效益之行銷作為高效益之行銷作為高效益之行銷作為 行行行行銷宣銷宣銷宣銷宣導導導導最有感最有感最有感最有感、、、、高效益高效益高效益高效益

申報書範本
及宣導文宣 處理流程

規劃動線
實價登錄
新制解說

櫃台人員
整體服務

申報整體
處理時間

97979797%%%%95% 94% 93%90%

櫃檯人員服務滿意度高達9成7
觀察實施半年後近半數(46.13%)受測
者認為申報作業無任何困擾，無逾期

申報裁罰案件，宣導有成

平均每週增加3萬7千餘造訪人次
活動前三個月平均每月造訪人次為
419,564人，分享得獎作品後平均每
月造訪人次增加為567,580人

最有感實價登錄新制上路 高效益愛連網創意活用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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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整體施政表現

53

重視重視重視重視民眾滿意度民眾滿意度民眾滿意度民眾滿意度 整體施政整體施政整體施政整體施政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調查時間：110年3月22日至4月13日
問卷發放數： 1,470份，皆為有效問卷
分析方式：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五點計分法

110年整體施政平均滿意度
地政士94.5 ％一般民眾 92.4％

受訪者第一次至地政機關申辦案受訪者第一次至地政機關申辦案受訪者第一次至地政機關申辦案受訪者第一次至地政機關申辦案
件件件件比例比例比例比例29.8%29.8%29.8%29.8%
設計三類謄本點菜單、分類帽提設計三類謄本點菜單、分類帽提設計三類謄本點菜單、分類帽提設計三類謄本點菜單、分類帽提
供民眾及櫃檯同仁使用供民眾及櫃檯同仁使用供民眾及櫃檯同仁使用供民眾及櫃檯同仁使用

分析

應用

54
高齡友善服
務未安排叫
號、引導

依分析結果進行改善

服務號碼牌」
設計「優先
服務號碼牌」



關心關心關心關心員工感受員工感受員工感受員工感受 內部內部內部內部員工員工員工員工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110年內部員工滿意評分皆3.5以上
工作感受3.9機關認同3.8員工福利3.8

調查時間：110年3月15日至4月1日
線上問卷：應填302份，完成240份,填答率79.47%
分析方式：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五點計分法

本次平均數最低前3名
 很放心的提出申訴或抱怨(平均數3.61)
 工作績效表現是陞遷最關鍵的因素(3.63)
 現有提供適當的管道可協助紓解工作壓力(3.65) 

依分析結果進行改善

 利用會議加強說明本局重視同仁意
見，且無論意見採納與否均不會對
同仁有不利之處理。

 鼓勵同仁提出工作或生活遭遇困
難，共同商議解決方案。

3.73.753.83.853.93.95
工作感受 機關認同 員工福利滿意度

110110110110年滿意度各項比較年滿意度各項比較年滿意度各項比較年滿意度各項比較110110110110年滿意度各項比較年滿意度各項比較年滿意度各項比較年滿意度各項比較
工作感受平
均數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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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編制編制編制及教育訓練及教育訓練及教育訓練及教育訓練人力人力人力人力均衡均衡均衡均衡專業培訓專業培訓專業培訓專業培訓
本局及地所舉辦多場教育訓練
自辦、參訓及分享共計172場、2,758人次

適時調整人力，落實教育訓練
用心栽培留住優秀人才

疫情期間教育訓練以視訊方式進行
定期檢討地
所業務消長

每半年分析跨所案量、每3年
檢討及進行人力調整
109年度實際調整30人次

訂定測量助理
調任計畫 109年調任2位本局測量助理，

分別至樹林、新莊地政事務所 56



已辦竣開發區管理維護情形已辦竣開發區管理維護情形已辦竣開發區管理維護情形已辦竣開發區管理維護情形 土地土地土地土地開發開發開發開發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維護維護維護維護

依本市整開區土管維護要
點定期派員巡查未標售土
地及每月巡查維護

定期辦理除草、刺絲網圍
籬等環境維護發包作業，
適時派工清除雜草及修繕。

持續監控辦理中開發區及
辦理完成後未標售土地、
抵費地紅火蟻疫情

委託專業廠商配合農業局
防治期程，並不定期自主
進場防治

林口工⼀超前部署整合
公有地，使本區完工後
即可快速推動招商、規
劃並媒合廠商，並促進
大面積土地利用，作為
招商示範基地

待標售土地管理維護 紅火蟻防治 土地整合招商超前部署

提供⺠眾宜居環境 有效控制紅火蟻入侵 增加土地使用效益

57

重劃抵費地標重劃抵費地標重劃抵費地標重劃抵費地標售盈餘售盈餘售盈餘售盈餘款款款款建設新市政建設新市政建設新市政建設新市政 土地土地土地土地開發開發開發開發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維護維護維護維護

配合區內重大政策
臺灣電影文化園區-國家電影中心興建工程

興建區內公共工程
新莊昌平國小辦理昌平城堡多功能樂活館興建工程、林口區東
湖國民小學校舍暨市民多元服務設施新建工程等

改善區內地方生活
三重區興榖國小辦理校舍整建工程、公41公園新闢工程、德厚
公園增設共融性遊具案、二重公園增設共融遊具工程等

市市市市地重劃區盈餘款共地重劃區盈餘款共地重劃區盈餘款共地重劃區盈餘款共補助補助補助補助4444億億億億7,1537,1537,1537,153萬萬萬萬8888千千千千元元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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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土地土地土地開發開發開發開發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維護維護維護維護

配合區內重大政策
臺北大學社區特定區礫間淨化場周邊部分綠地開放暨整建工
程、泰山十八甲重劃區、蘆洲南港子市地重劃區等污水下水道
建設
興建區內公共工程
蘆洲區三民公園新設共融遊戲場、新店區央北二路/斯馨二路
公園廣場新設特色遊戲場

改善區內地方生活
樹林區景觀萬坪公園景觀及遊憩設施改善工程、五股區水碓觀
景公園設施改善工程 59

平平平平均地均地均地均地權權權權基基基基金金金金建設建設建設建設新市政新市政新市政新市政
平均地權基金平均地權基金平均地權基金平均地權基金共補助共補助共補助共補助2222億億億億2,5752,5752,5752,575萬萬萬萬1111千千千千元元元元

平平平平均地均地均地均地權權權權基基基基金金金金用用用用於於於於地政地政地政地政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土地土地土地土地開發開發開發開發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維護維護維護維護

研究開發輔導搬遷作業系統研究開發輔導搬遷作業系統研究開發輔導搬遷作業系統研究開發輔導搬遷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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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愛連網I-Land系統

增增增增添添添添設設設設備用於備用於備用於備用於開發區土地量測與開發區土地量測與開發區土地量測與開發區土地量測與踏勘踏勘踏勘踏勘
 實價登錄實價登錄實價登錄實價登錄2.02.02.02.0及租賃、報及租賃、報及租賃、報及租賃、報表等功表等功表等功表等功能優能優能優能優化化化化
 土地土地土地土地法第法第法第法第14141414條條條條不不不不得私有得私有得私有得私有土地土地土地土地範圍圖範圍圖範圍圖範圍圖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結合結合結合結合國土測國土測國土測國土測繪繪繪繪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三維近似化建物模型
(LOD(LOD(LOD(LOD1111))))

 屬屬屬屬性性性性資料資料資料資料新增新增新增新增學學學學區與土地參區與土地參區與土地參區與土地參考資考資考資考資訊訊訊訊



民眾民眾民眾民眾陳陳陳陳情情情情妥妥妥妥為為為為因應因應因應因應 陳陳陳陳情及情及情及情及糾紛糾紛糾紛糾紛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110年5月起已協調
完成51件

首創地上物補償
異議私權協調會

積極協助新、泰塭仔圳重劃區民眾
減少民眾法律訴訟 加速補償金申領

陳情陳情陳情陳情案件處理案件處理案件處理案件處理
及滿意度及滿意度及滿意度及滿意度

平均回覆天數平均回覆天數平均回覆天數平均回覆天數2.762.762.762.76天天天天
民眾回復滿意者達民眾回復滿意者達民眾回復滿意者達民眾回復滿意者達64%64%64%64%

不滿意者，均再
進行電話訪查，
積極溝通找出原
因所在，解決民
眾問題 61

民眾民眾民眾民眾糾紛糾紛糾紛糾紛協調協調協調協調處處處處理理理理 陳陳陳陳情及情及情及情及糾紛糾紛糾紛糾紛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統計期間
109年7月至
110年6月

調處成功532件in !!
機制 受理 辦理中 結案 續行訴訟案

不動產糾紛調處 97 32 65 2
地籍圖重測糾紛調處 14 0 14 3

租佃委員會調處 6 0 6 5
不動產交易消費糾紛 554 97 457 0

總計 671 129 542 10 62



行政救濟 依法妥處

本局行政處分無遭訴願決定或法院判決撤銷之情形
維持率高達98.3％

109年度地政訴願暨行政訴訟遭撤銷分析改進報告

設置「法制業務交流機制」每季召開會報

訂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小組設置要點暨標準作業程序

建置「法制作業雲端資料庫專區」

成立「法制討論區LINE群組」

連續2年
新北市政府法制作
業績效考核獲獎

109
特優

63

未來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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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全齡服務友善全齡服務友善全齡服務友善全齡服務 發展產業創新發展產業創新發展產業創新發展產業創新
強化強化強化強化數位數位數位數位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健全房地管理健全房地管理健全房地管理健全房地管理
跨跨跨跨域齊心合作域齊心合作域齊心合作域齊心合作 推動土地開發推動土地開發推動土地開發推動土地開發



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Thank you for your download to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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