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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料 
一、組織介紹 

（一）組織編制及業務介紹 

    本處設置有 5 科及轄管 2 個地政事務所，各科職掌及人力配置如下所示： 

 

預算員額 現有員額 缺額 

編制員額 
正式人員（含

測量助理、技

工、工友） 

約聘僱、臨時

人員 

正式人員（含

測量助理、技

工、工友） 

約聘僱、臨時

人員 

人數 缺額/預

算員額=

百分比 

地政處 63 30 33 29 31 3 4.7％ 

宜蘭所 113 87 26 84 26 3 2.6％ 

羅東所 123 99 24 93 22 8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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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項目 總量 

測量業務 1.地籍圖重測﹙含中央補助款﹚： 

109 年辦理面積 1,099 公頃，計 10,461 筆。 

110 年辦理面積 829 公頃，計 9,915 筆。 

2.三圖合一： 

109 年辦理羅東鎮北成段﹙2/2﹚，面積 47.1 公

頃，計 1,291 筆。 

110 年辦理羅東鎮公正段﹙1/2﹚，面積 32.6 公

頃，計 1,312 筆。 

地籍清理 1.1-18 類清查公告筆數：2,211 筆。 

2.1-18 類完成登記筆數：783 筆。 

3.累計已辦理標售總筆數： 

 ﹙1﹚已標售筆數：358 筆。 

 ﹙2﹚登記國有筆數：350 筆。 

 ﹙3﹚標售總金額：473,777,738 元。 

4.登記名義人無登載統一編號清理筆數：

19,692 筆。 

地政士管理 開業地政士 196 人，受理地政士開業變更及助

理員備查共 42 件。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營業家數 188 家，不動產經紀人 214 人，並分

別成立仲介公會及代銷公會，受理經紀業許可

及備查共 640 件，經紀人證書核﹙換﹚發 62

件。 

租賃住宅服務業管理 許可有效家數 14 家，申請登記家數 12 家。 

地 

籍 

科 

外人地權 核准外國人取得及移轉土地建物案件共 20件。 

大陸地區人民取得我國不動產物權列管 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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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撥用 受理 62 件，630 筆土地、7 筆建物，面積共

80.476363 公頃﹙含國有土地﹚。 

土地徵收 1.核准徵收 1 件，7 筆土地，面積 0.336900 公

頃，合計補償費新台幣 13,548,176 元。 

2.未受領徵收補償費保管款領取共 59 件，總

金額 15,774,254 元。 

全縣地價區段數 6,267 個。 

基準地 96 點。 

不動產估價師開業管理 開業估價師 12 人，業務檢查 9 家。 

用 

地 

科 

耕地三七五租約 1.本縣管有私有耕地租約2,353件，土地5,092

筆，承租戶數 2,667 戶，出租戶數 3,871 戶，

面積 856.5 公頃。 

2.三七五租佃爭議調處會議 7 場。 

公地放租業務 1.本府經管縣有土地計有 312 筆，約 49 公頃，

出租計有 178 筆。 

2.定期勘查及不定期勘查縣有土地計 166 筆。 

地 

權 

科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及

管制 

1.變更編定：核准變更編定 29 件，64 筆土地，

面積 3.323132 公頃。 

2.更正編定：核定更正編定 44 件，80 筆土地，

面積 13.811966 公頃。 

3.註銷編定：核定註銷編定 3 件﹙5 筆﹚，面積

0.053086 公頃。 

4.違規裁罰：違規裁罰 73 件，95 筆土地，面

積 9.6296 公頃，裁罰收入 539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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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劃 

科 

農地重劃、 

農村社區更新業務 

1.辦理農地重劃區 1 件，面積計 121 公頃 

2.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2件，面積合計16.29

公頃。 

3.辦理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改善工程 54 件，總

工程費 7,234 萬 3,594 元。 

4.辦理歷年農地重劃區劃餘地標售，標脫 10

筆，總金額新臺幣 7,121 萬 7,768 元；阿蘭城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抵費地標售，標脫 8 筆，總

金額 1 億 747 萬 3,228 元。 

土 

開 

科 

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業務 

區段徵收 1 件，面積計 98.5 公頃。 

公辦市地重劃 3 件，面積合計 14.4 公頃。 

自辦市地重劃 4 件，面積合計 115.3 公頃。 

 

（二）組織預算（單位：千元，含追加減） 

年度 經常門預算數 資本門預算數 年度預算編列 

109 56,235 157,871 214,106 
地政處 

110 83,450 107,570 191,020 

109 100,529 3,917 104,446 
宜蘭所 

110 102,192 1,386 103,578 

109 116,375 2,588 118,963 
羅東所 

110 114,912 1,820 116,732 

 

基金名稱 年度預算 

區段徵收基金 445,063 仟元 

市地重劃基金 3,459 仟元 

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4,822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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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轄區介紹 

本縣轄管總面積 2,143.63 平方公里，以蘭陽溪為界， 

分置宜蘭及羅東 2 地政事務所，各所轄區狀況如下： 

 

 

 

 

 

 

 

 

 

 

 

 

單位 轄管面積 
（平方公里） 轄區人口數 已登記 

土地筆數 
已登記 

建物棟數 

宜蘭所 382.12 215,767 245,984 90,125 

羅東所 1761.51 236,567 270,502 85,366 

合計 2,143.63 452,334 516,486 175,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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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綜合整體表現 
一、研究創新 

（一）本次考評創新事項及效益性 

1.登記信託案件掃描數位化 

 推辦時間：109 年 7 月。 

 說    明：為加速登記原案核發速度，縮

短人工調閱時間，於 109 年 7 月開始針對

登記原因為「信託」之登記原案，進行掃

描建檔工作，將紙本文件變成電子檔案，

除建置檔案管理系統提供承辦人員快速查

找資料，並縮短民眾等待時間，提升行政

效能。 

 效    益：信託登記原案，宜蘭地政事務所已掃描建檔完成 98 至 107 年間

之信託案件，計 1,103 件且持續建置中、羅東地政事務所已掃描建檔完成

87 至 110 年間之信託案件，計 690 件且持續建置中。 

 

2.農地重劃區土地對照清冊數位化 

 推辦時間：109 年 7 月。 

 說    明：為方便調閱土地沿革，將歷年辦理之農地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原

有土地與新分配土地對照清冊掃描建檔，將紙本文件變成電子檔案，提供承

辦人員快速查找以釐清案情，提升行政效能。 

 效    益：合計 133,377 個檔案可供調閱且持續建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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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櫃台整併，好方便 

 推辦時間：109 年 8 月 3 日。 

 說    明：以往民眾赴所洽辦地政業務，好似無頭蒼蠅般，不知該抽取何種

號碼牌，亦不知該往何處申辦。現將登記、測量收件、收﹙退﹚費、實價登

錄及謄本櫃台等業務窗口整併，期程如下： 

宜蘭地政事務所 

A.第一階段﹙109 年 8 月 3 日起﹚：整併第 6、7、8 號收件櫃台為「綜合

收件」櫃台，服務項目為登記收件、測量收件、地政規費收費及退費、界

樁鋼釘買賣。 

B.第二階段﹙110 年 3 月 29 日起﹚：將第 5 號實價登錄櫃台整併至「綜合

收件」櫃台，新增實價登錄申報項目。 

C.第三階段﹙110 年 8 月 31 日前﹚：將第 1 至 4 謄本核發櫃台及 9 號櫃台

整併至「綜合收件」櫃台，即第 1 至 9 櫃台皆為「綜合收件」櫃台。服務

項目為謄本核發、登記收件、測量收件、地政規費收費及退費、界樁鋼釘

買賣、實價登錄申報。 

羅東地政事務所 

A.第一階段﹙110 年 6 月 28 日起﹚：整併相關櫃台為「綜合收件」櫃台，

服務項目為登記收件、測量收件、地政規費收費及退費、界樁鋼釘買賣及

實價登錄申報項目。 

B.第二階段﹙110 年 8 月 30 日起﹚：將謄本核發櫃台整併至「綜合收件」

櫃台。服務項目為謄本核發、登記收件、測量收件、地政規費收費及退費、

界樁鋼釘買賣、實價登錄申報。 

 

 效    益：民眾只需抽取 1 次號碼牌，即可辦理上述業務，且收件、收費 1

次完成，有別以往需等候兩次排隊人潮，節省民眾寶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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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辦理地政節慶祝活動 2.0 

 推辦時間：109 年 11 月 7 日。 

 說    明：本處於 104 年 11 月 11 日推辦地政節慶祝活動，每年皆於會中表

揚「地政志工、地政士志工、績優地政人員、優良地政士、優良不動產經紀

業及從業人員」及「地政士業務超過 30 年以上」之地政士，惜本次考評年

度因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蔓延，遂首採公益淨灘並致贈感謝狀予參與

之公會團體。 

 效    益：當日不但結合地政、財稅的法令政策宣導寓教於樂，並號召地政

處、各地政事務所同仁共襄盛舉，亦有宜蘭縣地政士公會、宜蘭縣地政業務

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宜蘭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不動產代

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仲介業從

業人員職業工會等超過 300 位業界夥伴的參與響應熱鬧非凡。 

 

5.結合縣府 LINE 官方帳號推播，提升訊息能見度﹙羅東所﹚ 

 推辦時間：109 年 12 月。 

 說    明：配合縣府 LINE 官方帳號管理機制，利用該帳

號眾多會員優勢，將重要訊息推播於該平台。 

 效    益：109 年度地籍圖重測所有權狀換發「假日夜間

換狀不打烊」點閱次數達 1,015 次，有效提升訊息能見

度。 

 

6.土地參考資訊檔，線上免費查 

 推辦時間：110 年 2 月。 

 說    明：內政部於 96 年 7 月 11 日正式施行「土地參考資訊檔」服務，係

整合各級政府機關建置與土地或建物有關資訊，提供社會大眾參考使用。又

為提供民眾更便捷及直覺化取得上開土地建物參考資訊，增進各政府機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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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該服務公示之效果，本處「住宅及不動產地理資訊系統」貼心連結內政部

「土地建物參考資訊檔」線上免費查詢服務﹙110.02.01﹚，民眾只需上網輸

入地號或建號，即可查詢相關機關註記的重要參考資訊，以維護自身不動產

交易安全。 

 效    益：目前該系統已有 6 個政府機關，登載 8 類、12,115 筆土地建物

參考資訊。 

 

7.貼近民意，申請門牌查詢免收取閱覽費 

 推辦時間：110 年 2 月。 

 說    明：過去倘僅知門牌而為查詢地、 

建號即須收取閱覽費﹙20 元/筆﹚，民眾 

因而質疑為何查詢自身土地、建物之地、建號仍需支付費用，多有抱怨。為

貼近民意，於 110 年起申請門牌查詢免收閱覽費。並因應行動裝置時代來臨

及服務型智慧政府，於謄本櫃台普遍設置地理資訊查詢系統，主動幫民眾查

詢門牌資料，建構貼心數位服務。 

 效    益：本次考評年度主動為民眾辦理門牌查詢地、建號，宜蘭地政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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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673 件、羅東地政事務所 6,330 件。 

 

8.地政資料集中化副中心﹙備援中心﹚建置完成 

 推辦時間：110 年 3 月。 

 說    明：配合本處地政集中化建構強化高可用性虛擬化網路作業平台，於

羅東地政事務所建置資料集中化副中心。 

 效    益：使業務運作不受網路中斷影響，為各項便民服務之基礎。 

 

9.跨域登記案件 QR Code，案件辦理情形查詢好方便﹙宜蘭所﹚ 

 推辦時間：110 年 3 月 2 日由宜蘭地政事務所率先推辦。 

 說    明：因應跨域登記收辦業務，就現有登記、測量案件 QR Code 查詢服

務，新增「跨域登記案件」QR Code 查詢，民眾只要透過行動裝置，掃描案

件領據之 QR Code，即可查詢案件辦理狀態。 

 效    益：本次考評年度跨域登記 QR Code 案件查詢 18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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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宜蘭地政 LINE 官方帳號，法令新知、重要訊息不漏接﹙宜蘭所﹚ 

 推辦時間：110 年 4 月 1 日。 

 說    明：近年因 LINE 的便利性，成為臺灣民眾使用率最高之通訊軟體，

為將法令新知、重要訊息

廣為推播，特設立宜蘭地

政 LINE 官方帳號，歡迎各

界加入，讓大眾更為瞭解

地政相關法令，保障自身

權益。 

 效    益：本次考評年度

已邀請好友人數 96 人加

入，並推播 3 則重要訊息。 

 

11.網站新增原住民保留地專區﹙羅東所﹚ 

 推辦時間：110 年 5 月。 

 說    明：羅東地政事務所轄管大同及南澳兩個原民鄉，為了讓原住民朋友

瞭解自身權益，特於該所網站—便民服務設置「原住民保留地專區」，內容 

包括：﹙1﹚原住民保留地介紹﹙2﹚登記相關法規﹙3﹚登記作業流程﹙4﹚

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5﹚身分認定﹙6﹚Q&A 等資訊。 

 效    益：強化轄管原住民對於原住民保留地資訊取得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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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及效益性 

1.自 99 年迄今自籌經費辦理地籍圖重測 

 推辦時間：99 年。 

 說    明：本縣在人力及財政拮据下，仍

積極爭取經費辦理地籍圖重測，針對地籍

圖破損、地籍誤謬較為嚴重等地區辦理重

測，以確實釐整地籍，杜絕經界糾紛，保

障國民合法產權。 

 效    益：累計籌措經費 1 億 9 仟 4 佰餘

萬元，辦理 103,475 筆重測土地。 

 

 

年度 自籌經費(萬元) 辦理筆數 

99 1,417 7,541 

100 1,621 8,920 

101 1,262 6,642 

102 1,401 7,373 

103 1,481 7,294 

104 1,775 9,871 

105 1,814 9,711 

106 1,803 9,487 

107 1,777 10,266 

108 1,551 7,715 

109 1,510 8,740 

110 1,989 9,915 

合計 19,401 10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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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政士公會駐點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推辦時間：100 年 11 月 10 日。 

 說    明：於地政事務所設置地政士專業諮

詢服務台，由本縣地政士公會安排資深地政

士進駐，提供免費諮詢服務，服務時間為每

週二、四，上午 9 時至 12 時。 

 效    益：本次考評年度因受疫情影響，服務人次略為下滑：161 人(109 年

194 人，108 年 271 人)。 

 

3.多目標地籍圖資地理資訊系統 

 推辦時間：104 年 12 月 15 日驗收。 

 說    明：地籍資

料為各項建設之

根本，本處積極開

發「宜蘭縣多目標

地籍圖資地理資

訊系統」，以介接

地籍資料為底

層，結合各單位權

管圖資，完成圖資

整合，提供本府及所屬機關 24 小時查詢土地標示及權屬及各類圖層套合分

析，成效顯著，爰經本府秘書長指示本系統為本府唯一共通性公務用圖台，

期加速縣政決策之效能。 

 效    益：目前累計有 38 個機關(單位)申請人數 917 人，累計有 203,020

公務人次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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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持續推動地籍異動即時通 

 推辦時間：105 年 10 月 31。 

 說    明：為避免不肖人士以偽冒之文件申辦不動產登記損害民眾財產權

利，內政部自 105 年 10 月 31 日起提供「地籍異動即時通」服務，當申請人

所有不動產權利遇有買賣、拍賣、贈與、夫妻贈與、信託、書狀補給、抵押

權設定及書狀補給等登記案件，將主動通知義務人或權利人，減少發生偽冒

貸款或產權移轉之情形。地政事務所並採取多項配合措施如下： 

(1)製作地籍異動即時通懶人包供民眾下載參閱。 

(2)主動宣導受理申請，如相關座談會、說明會之「地政充電站」、下鄉宣導

等。 

(3)服務台人員協助宣導及受理申請，另增加登記案件隨案申請服務，於 106

年 10 月 16 日起實施。 

 效    益：本次考評年度申請件數：771 件 (109 年 807 件，108 年 972 件

【其中羅東地政事務所受理件數(6 都之外)全國第 1】)。 

 

5.員山鄉深洲農地重劃區地籍圖檢測計畫 

 推辦時間：106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說    明：員山鄉深洲農地重劃於 88 年辦竣，重劃面積 945 公頃，土地筆

數約 8,880 筆，礙於重劃當時儀器設備，成果精度不良，重劃後陸續因人民

申請土地複丈而發現圖地簿不符情形層出不窮，因此待更正筆數計有 150

筆。近年來，人民對土地權利日益重視，本府自 106 年 7 月起運用專戶經費

辦理全區檢測計畫，分年度分段辦理，透過基本控制測量及 e-GNSS 即時動

態定位系統，與全測站電子光波測距經緯儀等設備，測設加密控制點，辦理

圖籍整合、套疊及檢核作業，將區內圖籍系統及成果轉換至 1997 臺灣大地

基準系統（TWD97），期以加速不同坐標系統之整合，亦提升農地重劃區內各

項測量、工程及相關地理資訊運用作業效率，並可釐清並解決農地重劃圖籍

誤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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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    益： 

（1）佈設控制點： 

原有區內控制點遺失率高達 90%，經過重新佈設測量後，新設加密控制點 24 點

及 337 點圖根點，可提供其他地形圖或相關圖資之測繪作業使用。 

（2）現況與地籍相符： 

原有圖、地不符多達 330 筆，經全面實地測量分析檢討現況可靠界址點有 20,059

點（佔總界址點數 76%），將圖、地不符界址點經研討修正後，調整公有農水路

用地界址後，正確率達 100%，地政機關辦理土地複丈時，可減少現況測量之工

作量，並可提升成果一致性。 

（3）地籍管理效益： 

檢測後整合成果資料為高精度地籍圖資料，提升地政服務品質，落實 e 化政府

之目標。整合成果納入地政資料庫管理應用後，使圖、簿、地皆相符，計畫辦

理期間人民申請土地複丈筆數有73筆，已無發生界址爭議及再鑑界案申請提出。 

 

6.官網結合響應式網頁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簡稱 RWD 

 推辦時間：107 年 6 月。 

 說    明：本府地政處網站於 107 年 6 月全新改版，所轄地政事務所網站亦

隨之配合改版上線﹙宜蘭地政事務所 107 年 9 月 12 日、羅東地政事務所 108

年 6 月 28 日﹚，除版面重新規劃清晰易懂，並採用響應式網頁設計﹙RWD﹚，

使網站在不同的裝置﹙從桌面電腦顯示器到行動電話或其他行動產品裝置﹚

上瀏覽時對應不同解析度皆有適合的呈現，減少使用者進行縮放、平移和捲

動等操作行為。 

 效    益：地政處官網累計瀏覽人次：857,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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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前瞻建設地政雙向櫃台 

 推辦時間：107 年 12 月 28 日。 

 說    明：本縣地政事務所提供雙向櫃台作

業，正式進入無紙化服務。優先開辦謄本申

請作業，免填具申請書，由櫃台人員與民眾

確認申請項目與標的後，透過電腦螢幕即時

顯示申請內容，經民眾於手寫板簽名確認

後，提供謄本並將申請書以電子方式歸檔。 

 效    益：本次考評年度受理雙向電子簽名 11,456 件﹙109 年 3,278 件，

108 年 314 件﹚。 

 

8.宜蘭地政 e 互動 app 

 推辦時間：108 年 5 月 28 日（Android 系統）、6

月 17 日（iOS 系統）上架。 

 說    明：為整合本縣各登記機關為民服務 app

各項功能並撙節 app 公務帳號費用，本府爰將宜

蘭地政事務所「宜蘭地政 e 好查」及羅東地政事

務所「羅東地政得來速」二項 app 整合為一，透

過 Play 商店（Android 系統）或 App Store（iOS

系統）下載，除有多項查詢功能外，並可設定案

件推播通知，主動接收所送案件（登記及測量）

辦理情形，立即掌握申辦案件狀態。 

 效    益：本次考評年度 4.5 顆星評等，累計超

過 1000 次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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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策略結盟．合作宣導地政業務 

 推辦時間：108 年 8 月。 

 說    明：實施前，本處各項地政業務宣導侷限於自行辦理之方式，惟為擴

大宣導範圍及對象，於 108 年 8 月開始藉由行政機關的橫向結盟聯繫，透過

經驗分享及紮實的互動，激盪更優質和創新的服務，發揮 1＋1 大於 2 的效

果。 

 效    益：本次考評年度合計辦有 9 場﹙109 年 5 場﹚。 

日期 說明-合作單位 人次 

1090926 2020 南方澳鲭魚節-宜蘭縣政府海洋及漁業發展所 150 

1091010 2020 國慶升旗-宜蘭縣政府民政處 300 

1091031 2020 宜蘭國際馬拉松-宜蘭縣政府教育處 100 

1091107 109 年地政節淨灘-﹙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 300 

1091206 財政部統一發票盃路跑活動﹙宜蘭場﹚-財政部北區國稅

局宜蘭分局 

300 

1100116 110 年度 119 消防節擴大防火宣導-宜蘭縣政府消防局 100 

1100409 

及 

1100416 

2021 綠色博覽會-宜蘭縣政府農業處 200 

1100424 110 年「淨灘˙靚心˙敬海」-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 200 

 

10.地籍圖重測辦理換狀服務 

 推辦時間：108 年 12 月。 

 說    明：為免去土地所有權人交通往返之負

擔，地籍圖重測於 106 年開辦下鄉換狀服務，

108 年除延續主動深入地區辦理假日換狀

外，為提供多元服務時段，於平日上班時間另

推出延時「夜間換狀服務」，嘉惠廣大上班民

眾。此外，為服務轄區高齡人口，推出預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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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換狀服務，凡設籍本縣年滿 75 歲以上且無子女代為換狀者，皆可預約申

請。 

 效    益：109 年宜蘭

地政事務所應換發權

狀計有13,234張，109

年 12 月 6-10 日下鄉

換狀共發 7,711 張，

換狀率約為 58％；羅

東地政事務所應換發

權狀計有 6,866 張，

109 年 12 月 11-13 日下鄉換狀共發 3,719 張，換狀率約為 54％。 

 

11.行動支付多卡通 

 推辦時間：宜蘭地政事務所 108 年 6 月 20

日，羅東地政事務所 108 年 8 月 13 日。 

 說    明：以推動樂活智慧城鄉為基石，提

供卡務應用服務，本縣地政事務所於謄本櫃

檯全面裝設「行動支付多卡通」系統，方便

民眾持用悠遊卡、信用卡等多種票證小額付

款使用，塑造第一線政府機關貼近民眾需求

之服務。 

 效    益：本次考評年度使用件數：2,323

件﹙109 年 39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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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便民服務 

（一）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便捷性 

1.單一窗口服務全功能程度 

為便利民眾申辦查詢地政業務，本處及所屬地政事務所透過內部整合作

業，設置專業服務窗口，減化洽公流程，節省等待時間，完善一處收件全程服

務。 

窗口 受理業務 備註 

地籍清理 地籍清理申領案件﹙地籍科﹚。 3 件 

專業人士 地政士﹙地籍科﹚。 

不動產經紀業﹙地籍科﹚。 

租賃住宅服務業﹙地籍科﹚。 

不動產估價師﹙用地科﹚。 

42 件 

702 件 

11 件 

7 件 

地

政

處 
土地徵收補償費 整合本處及縣庫代理銀行，於本處窗口

受理或派員至社區發放徵收補償費﹙用

地科﹚。 

45 人次 

地

政

事

務

所 

簡易案件單一窗

口 

適用民眾親自洽辦之扺押權塗銷、住址

變更、姓名變更、 建物門牌變更、書狀

換給及更正登記案件。 

民眾親辦時，僅須提供身分證明文件、

印章及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等，由承辦人

員受理登打至系統並自動產製申請書及

清冊，免由民眾填寫，隨到隨辦，一處

收件，全程服務。 

 

宜蘭所 

3,948 件 

羅東所 

2,78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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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測量案件收

件收費單一窗口 

受理簡易案件以外其他登記案件。 

土地複丈、建物測量等案件，於完成收

件手續後，同時排定測量日期並告知測

量人員姓名及等候地點。 

實價登錄櫃台 垂直整合本處及地政事務所諮詢、收件

服務，並於地政事務所設立實價登錄申

報櫃台，由專人一對一指導申報作業，

免去民眾自行摸索時間。 

綜合謄本櫃台 便利民眾於同一櫃台申請地籍謄本、地

籍圖、地價謄本、舊登記簿及全國電子

謄本等服務。 

本次考評年

度推辦「綜合

收件」櫃台進

行整併相關

業務﹙請見報

告書第 7 頁﹚ 

法令諮詢櫃台 專人答詢地政法令疑義及協助申辦案

件，舉凡法令依據、作業流程、應附文

件之疑義均可獲得解決，初步釐正民眾

所送案件，加速後端審核案件進度。 

宜蘭所 

6,467 

羅東所 

5,178 

午休時間服務不

打烊 

為服務上班時間內，無法來所洽公的民

眾，於週一至週五中午時間，受理各類

電子謄本申請與核發。 

宜蘭所 

1,035 

羅東所 

872 

其

他 

地政便民工作站 於各公所及本府為民服務聯合中心設置

地政便民工作站，提供單一窗口隨到隨

辦電子地籍謄本、地籍圖、地價謄本申

請服務。 

44,070/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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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辦案件流程簡化程度 

為縮短作業流程與時間，本處及所屬地政事務所致力於建立外部跨機關合

作、內部流程簡化，以達最佳行政效率與效果，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外部跨機關合作 

（1）跨縣市代收代寄服務：與全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合作，共同提供互相代

收代寄土地及建物登記、測量案件，並於案件處理完畢後，將相關文件寄還申

請人，解決民眾因故無法親赴送件問題。本次考評年度本縣代收他所案件合計

569 件、他所代收本縣案件合計 1,813 件，108-110 年代收他所、他所代收案件

情形如下： 

 

 

 

 

 

 

 

 

 

 

 

 

 

 

 

 

 



 
綜合整體表現-便民服務 

 22 

國道五號通車以來，北部區域已形成一日生活圈，雙北與宜蘭居民互動頻繁，

本次考評年度本縣受理其他縣市案件統計以新北市為最多(共 344 件)，其他縣

市受理本縣案件統計以台北市為最多(共 217 件)。 

（2）與稅捐稽徵機關横向聯繫（登記、地價業務）：與本縣地方稅務局合作以

傳真方式代替公文來往，包括登記案件查詢欠稅服務或提供相關地價資料，節

省行政作業及民眾奔波時間。本次考評年度計有 766 件以傳真連繫辦理(109 年

578 件，108 年 389 件)。 

（3）與戶政機關橫向聯繫（登記業務）： 

A.查對印鑑登記日期：以傳真聯繫單方式取代公文書，加快內部審核案件進程。 

B.「戶」動通報服務：民眾於本縣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姓名、統一編號異動

時，可同時填寫申請書，由該所轉送資料至地政事務所辦理其名下不動產之住

址變更登記。 

（4）戶籍資料異動同步化(七合一)：考量

民眾需求及機關權責結合戶政、稅務(地方

稅、國稅)、地政、宜蘭監理站、自來水公

司、電力公司及電信公司等跨機關合作機

制，提供戶籍資料異動跨機關(七合一)便民

服務民眾只要辦理戶籍、姓名、身分證編號

異動，即可同時申請變更稅單投遞地址等資

料，1 處送件 7 個機關完成服務，節省奔波

往返各機關 6 小時。本次考評年度計受理

210 件(109 年 163 件，108 年 134 件)。 

（5）配合本府民政處圓滿式計畫：106 年 9 月起配合民政處開辦宜蘭縣圓滿式

計畫，民眾前往戶政單位辦理除戶登記後，系統即依申請人需求﹙死亡喪葬、

津貼補助，輔具捐贈、財產異動、金融機構等 5 大項﹚同步轉知相關單位，地

政事務所於接獲訊息後，主動電話通知被繼承人辦理不動產繼承登記等各種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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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讓宜蘭縣民的身後事得到圓滿的妥善服務。本次考評年度計服務 153

件(109 年 142 件，108 年 189 件)。 

 內部流程簡化 

（1）外縣市地區優先審查服務：民眾從外縣市親自至地政事務所遞送案件且在

案件符合要件下，可填寫申請單，由審查人員予以優先審查，減少民眾遠途交

通之時間。本次考評年度計服務 211 件(109 年 198 件，108 年 247 件)，以每件

補正需多耗費 8 小時計算，約可節省 1,688 小時。 

（2）登記案件跨所送件服務：宜蘭縣境內登記案件跨所代收件服務，節省民眾

洽公往返時間，達全方位跨所服務效益。 

本次考評年度宜蘭所代收羅東所：1,781 件(109 年 1,224 件，108 年 1,445 件)。 

本次考評年度羅東所代收宜蘭所：2,092 件(109 年 1,803 件，108 年 1,850 件)。 

（3）人民申請案件郵寄到家服務：民眾可於申請案件時，以貼足回郵的方式，

同時申請本項服務，當案件辦理完畢後，由地政事務所代為協助所送案件之權

利書狀或是土地謄本郵寄到家，減少民眾往返次數及等待時間。本次考評年度

計服務 2,029 件(109 年 2,164 件，108 年 856 件)，以每人到所領狀所需 4 小時

計算，約可節省 8,116 小時。 

（4）簡易案件線上申辦：提供民眾每日 24 小時線上申請地址或姓名變更登記

及土地鑑界、建物勘查等服務，方便民眾在家即可利用網路申請簡易案件。 

（5）現場核發土地複丈成果圖：為縮短土地鑑界作業流程及處理期限，辦理土

地鑑界後，經申請人在土地複丈圖上確認者，當場核發土地複丈成果圖。本次

考評年度計核發 4,542 件(109 年 3,512 件，108 年 3,40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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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信用卡繳納地政規費： 

105 年 4 月起增加信用卡臨櫃刷卡服務，申請人

於地政事務所申辦地政業務時，得以信用卡繳納

地政規費，減少民眾、地政士攜帶現金之風險，

及找零錢之不便。本次考評年度信用卡臨櫃繳費

案件數：5,299 件(109 年 3,172 件，108 年 1,122

件)。 

（7）登記規費計算系統： 

為縮短收件時間，藉由系統計算應繳納之登記規

費，加速處理流程並提高行政效能。 

（8）簡化「退還規費」流程：原登記、測量案件

駁回或溢繳規費，申請人依法申請退費時，需由申請人（或代理人）填寫退費

申請書及收據辦理退費手續，俟審核後，再通知申請人領取退費。現為提升服

務效率，於駁回通知書（或溢繳規費退費通知書）上填明退費金額及應附文件

後，申請人僅需持憑該單據，即可向收費人員當場辦理現金退費，縮短作業流

程。 

（9）主動簽辦更正登記：遇有地籍資料庫建檔錯誤，或民眾電話、口頭陳情，

經查明係登記錯誤或遺漏有案可稽者，依土地法第 69 條但書規定，由專人即時

處理簽辦更正，免再民眾提出申請，協助民眾解決登記案件等疑難。本次考評

年度計辦理 245 件(109 年 204 件，108 年 212 件)。 

（10）農曆年前抵押權設定登記案件隨到隨審：將原本工作日為 1 日之抵押權

設定案件縮短為 3 小時，於春節前 10 日開始，調派專人優先審查金融機構之抵

押權設定登記或權利內容變更登記案件，便利民眾於農曆年前之資金運用需

求。期間計服務受理 174 件(109 年 160 件，108 年 186 件)，以每人節省 5 小時

計算，約可節省 87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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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辦案件書表減量程度 

（1）電子簽名服務：提供多項申請業務免填申請書，由櫃台人員與民眾確認申

請項目與標的後，透過雙向螢幕即時顯示申請內容，經民眾於手寫板簽名確認

並自動產製申請書電子檔(含簽名)留存。本次考評年度受理 11,456 件﹙109 年

3,278 件，108 年 314 件﹚。 

（2）臨櫃申辦書表減量： 

A.簡易登記案件免填書表，本次考評年度受理 6,662 件﹙109 年 6,612 件﹚。 

B.土地複丈免附地籍資料，本次考評年度受理 6,164 件﹙109 年 9,385 件﹚。 

C.簡化補正作業﹙先行電話通知﹚，本次考評年度辦理 3,369 件﹙109 年 2,911 件﹚。 

D.隨案申請地籍異動即時通，本次考評年度辦理 771 件﹙109 年 807 件﹚。 

E.重測換狀免填申請書，本次考評年度核發 15,885 張﹙109 年 7,009 件﹚。 

（3）網路申領電子謄本作業：民眾透過地政電傳資訊

（https://www.land.nat.gov.tw/CityInformations/CityInformation/115）

及地政電子謄本（https://ep.land.nat.gov.tw/），網路申領電子謄本作業，

服務項目計有登記謄本、地價謄本、地籍圖謄本、建物測量成果圖謄本、異動

索引及建物門牌查詢。本次考評年度申辦電傳 181,584 筆、謄本 457,944 張(109

年電傳 194,002 筆、謄本 445,433 張，108 年電傳 158,664 筆、謄本 409,829 張)。 

（4）公文線上簽核：配合公文資訊整合趨勢及節能減紙之環保政策，本次考評

年度本處線上收創簽核公文為 18,641 件，佔所有公文簽核類別比例之 7 成。 

（5）電子化會議措施：本處及各地政事務所舉辦會議時，會議資料皆隨電子交

換公文或以電子檔方式傳送，會上不另發送紙本資料，且改以電子化設備（如

投影機等)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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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透明程度 

1.案件處理流程查詢公開程度 

（1）洽公環境業務公開程度 

A.各業務及案件流程資訊：於辦公廳舍入口處

標示樓層配置、辦公時間等資訊，法令諮詢櫃

台標示各類申請案件處理期限及作業流程，並

於入口大廳設有電子佈告欄，播放登記、測量

案件、政令宣導、最新消息(跑馬燈)等資訊，提供民眾最新業務資訊。 

B.提供業務/案件辦理資訊：登記案件收件後，即提供收件（領件）收據予申請

人收執，內容載明收件日期及收件號、承辦人員及應注意事項等資訊；測量案

件收件後，即提供測量通知書，內容載明測量日期、時間、測量人員及應注意

事項等資訊。民眾輸入收件字號或掃描收據上之 QR Code 即可查詢登記（含跨

域）及測量案件辦理情形，隨時掌握案件最新進度。 

C. 測量儀器電子履

歷系統：民眾利用手

機掃瞄儀器外盒上之

QR Code，即時掌握該

次測量案件使用之儀

器校正情形，除提升

複丈業務品質外，更

能增加人民信任感，

減少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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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站業務公開程度 

A.宜蘭縣政府 E 櫃檯：為使各機關及民

眾瞭解申辦地政業務相關規定，於本府

官網-宜蘭縣政府 E 櫃檯，就各項經常性

業務予以分類，並標示作業流程、申請

說明、表單下載、工作天、申辦方式供

各界參閱及下

載使用，使作

業流程透明

化，提昇服務

效能。 

 

 

 

 

B.本處及所屬地政事務所網站：建有各類查詢服務及主題專區，提供申辦案件

說明及表單下載，便利民眾查詢使用。 

類別 ﹙資料﹚查詢服務 主題﹙業務﹚專區 

地政處 

住宅不動產資訊系統 

未辦繼承查詢 

新舊地號查詢 

公告現值及地價 

案件辦理情形 

土地增值稅試算 

地段號定位 

電傳資訊 

地籍清理專區 

不動產交易安全專區 

外國人取得地權專區 

土地開發專區 

土地徵收與撥用專區 

實價登錄 2.0 專區 

租賃住宅專法專區 

住宅補貼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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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謄本 

地政線上申請 

宜蘭縣法規資訊網 

縣有土地標售資訊 

租賃住宅服務業查詢系統 

線上書表填寫系統 

繼承系統書表製作系統 

不動產經紀業資訊系統 

不動產地政士資訊系統 

不動產估價師資訊系統 

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資訊 

性別統計專區 

宜蘭所 

案件申請須知及辦理期限 

案件辦理情形查詢 

跨所案件辦理情形查詢 

測量案件辦理排定時間查詢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使用地查詢 

逾期未辦理繼承土地資料查詢 

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 

段代碼對照 

地政規費及逾期登記罰鍰 

新舊地建號查詢 

案件辦理流程表 

地籍資料各部別錄數查詢 

分割合併前後地建號查詢 

 

 

檔案應用專區 

地籍清理專區 

實價登錄專區 

地籍圖重測專區 

廉政專區 

地理資訊系統應用專區 

宜蘭房市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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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東所 

案件辦理情形 

各部別錄數查詢 

新舊地建號 

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查詢 

土地增值稅試算 

得來速 APP(Android) 

得來速 APP(IOS) 

未辦理繼承登記查詢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查詢 

案件申請須知及辦理期限 

地政規費及逾期登記罰鍰 

應附繳證件來源機關一覽表 

地政案件辦理情形查詢(全國) 

檔案應用專區 

地籍清理專區 

房地產景氣瞭望台 

未辦繼承登記專區 

實價登錄專區 

廉政專區 

地政士專業諮詢區 

重測行動網 

地理資訊系統服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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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件處理流程主動回應程度 

為維護民眾知的權利，提供以下主動回應案件處理流程方式： 

（1）配合內政部地政司「地籍產權異動即時通」，以簡訊或電子郵件方式通知。 

（2）書狀補給登記案件主動通知所有權人，確立民眾產權，維護真正權利人

之權益。 

（3）主動於民眾收件領據上載明收件日期及收件號、承辦人員及應注意事項

等資訊。 

（4）主動以手機簡訊、電話語音或傳真方式於案件完成時通知民眾。 

（5）案件或公文因故無法於規定期限內辦畢者，經主管同意展延後，主動以

電話告知當事人說明原因及處理情況。 

（6）主動通知申請人溢繳規費申請退費相關事宜。 

（7）主動協助民眾或地政士透過「海外授權書查詢系統」查證駐外單位核發

授權書之真偽，維護民眾權益。 

（8）測量承辦人如因天氣因素影響無法測量時，主動以電話或親至現場告知

申請人，並告知更改施測時間。 

（9）其他政策性業務主動通知，如未辦繼承、地籍清理、實價登錄申報、逕

為分割、重測換狀等，維護民眾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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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項地政業務服務行為親和、專業程度 

1.服務親和程度 

（1）電話服務禮貌：為提升為民服務品質，針對本府各處及所屬機關單位每季

實施電話禮貌檢測，由本府 1999 為民服務專線值機人員，以隨機、不定時之方

式抽測各單位電話禮貌，並依接聽速度﹙30 分﹚、電話禮貌﹙60 分﹚及成功轉

接﹙10 分﹚等三面向評分，並將檢測結果進行公告，使各單位持續重視接聽電

話禮貌，以提供民眾最佳之電話禮貌服務。近期電話禮貌測試結果：本處﹙含

各地政事務所﹚為 96.25 分﹙及格 80 分﹚。 

（2）友善服務櫃台：除答詢一般民眾地政法令疑義並配合志工輪值服務，營造

友善洽公環境，提供年邁長輩、行動不便民眾免抽號碼牌、免等候，直接引導

至櫃台申辦案件。 

（3）界標宅配服務：於申辦測量案件時同時交付界標費用，申請人可選擇當場

領樁或於測量當日由測量人員攜至現場，有效提升土地界標販售數及埋設率，

同時兼顧民眾土地權益。 

 

2.服務專業程度 

（1）宜蘭縣服務品質卓越獎：為提升服務品質，持續檢討服務領域及作業流程， 

以縣民立場，提供客製化及創新服務，依據行政院函頒「政府服務躍升方案」

及國家發展委員會函頒「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由本府計畫處組成評審小

組，辦理各﹙單位﹚機關考核評審作業。 

國家發展委員會金標章：為強化與永續發

展政府資料開放，並提升政府資料品質及

其加值應用效益，爰規劃藉由標章認證及

民眾參與機制，鼓勵各機關（構）優化資

料開放作業。 

法務部廉政署透明晶質獎：由該署 108 年起委託專業研究機構提出一套「以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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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措施方式對公共機構進行廉潔評估」機制，以國家級獎項及相關評核機制為

研究基礎，提出「透明晶質獎」﹙Integrity Awards﹚試評獎制度。 

年度 獲獎名單 

107 羅東地政事務所-宜蘭縣服務品質卓越獎第 2 名 

108 羅東地政事務所-宜蘭縣服務品質卓越獎第 2 名 

羅東地政事務所-國家發展委員會授予金標章 
109 

宜蘭地政事務所-法務部廉政署透明晶質獎《特優機關》 

 

（2）自行研究報告：為鼓勵同仁積極從事自行研究工作，每年年初由本處及所

屬地政事務所研提自行研究案，並於 8 月底前將研究報告送府辦理評選。 

年度 研究人員 主題 

吳斯凱 
改變「城」見，「銀」在起跑點–以樂齡生活規劃宜蘭縣

城鄉發展之初探 108 

賴玉麒 宜蘭縣農舍管制對策整理與建議 

朱志杰 既有鑑界資料載入圖解地籍圖整合建置之研究 
109 

萬容均 地政業務應用人臉辨識系統研析-以核對身分為例 

110 簡聿侖 共有物分割免申報土地增值稅之研究 

 

（3）業務督導制度 

A.公文稽催管考：本處近一個月公文量為 1,069 件﹙收文及創稿﹚，辦結平均日

數為 1.61 天，為落實稽催制度加強公文控管，於每週簽辦「已逾期」、「將逾期」、

「列管」等報表，依限辦結率 98％，高於本府 90％之管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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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央業務督導考核： 

年度 獲獎項目 

107 三圖套疊計畫考評優等 

三圖套疊計畫考評優等﹙前 6 名﹚ 

地籍圖重測計畫考評甲等 

108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地區考核： 

重劃工程地區-員山鄉阿蘭城社區優等 

測量及地籍整理地區-冬山鄉丸山社區甲等 

三圖套疊計畫考評優等 

地籍圖重測計畫考評甲等 109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業務考評甲等 

 

C.自我業務督導考核：定期檢核業務執行成效及辦理意見交流，藉以激勵同仁

保持良好服務。 

年度 辦理日期 受考核單位 

109 年 12 月 30 日 宜蘭所 
109 年下半年業務督導考核 

109 年 12 月 28 日 羅東所 

110 年上半年業務督導考核 書面考核 宜蘭所、羅東所 

 

D.其他機關參訪交流 

日期 說明 

109/09/02 基隆市政府地政處及基隆市地政事務所蒞臨羅東地政事務所參訪 

109/09/18 台中市政府地政局暨所屬地政事務所蒞臨宜蘭地政事務所參訪 

109/12/11 台中中山地政事務所蒞臨宜蘭地政事務所參訪 

110/01/18 羅東地政事務所至桃園市八德地政事務所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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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座談會：為強化與民間溝通管道，藉由定

期舉辦座談活動，蒐集各方提案事項並邀請有關

單位派員參與，藉由面對面的雙向溝通，業界所

提寶貴建言將作為政府機關日後改進之參考，期

以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創造民眾與政府機關互信

多贏的局面，合計辦理 6 場。 

日期 
座談會 

﹙辦理地點﹚ 
參與單位 

參加 

人數 

109/07/03 

宜蘭縣不動產經紀業、地

政士、租賃住宅服務業座

談會﹙宜蘭縣政府﹚ 

公部門：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

局、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所、

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本府

地政處 

私部門：宜蘭縣不動產仲介經

紀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不動

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宜

蘭縣地政士公會、宜蘭縣地政

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宜蘭

縣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30 

109/08/13 

宜蘭縣不動產代銷業訪視

座談會-預售屋實價登錄

申報與農、建地合建銷售

之所有權使用管理實務

﹙宜蘭縣政府﹚ 

 

公部門：本府地政處 

私部門：宜蘭縣不動產代銷經

紀商業同業公會 

8 



 
綜合整體表現-便民服務 

 35 

109/10/05 
與縣長有約~擴大商業座

談會﹙宜蘭縣議會﹚ 

公部門：宜蘭縣政府﹙含地政

處﹚ 

私部門：本縣各大公會 

100 

109/12/14 
宜蘭縣不動產代銷業訪視

座談會﹙宜蘭縣政府﹚ 

公部門：本府地政處 

私部門：宜蘭縣不動產代銷經

紀商業同業公會 

10 

110/04/08 

宜蘭縣不動產代銷業訪視

座談會-預售屋銷售資訊

備查及申報登錄﹙宜蘭縣

政府﹚ 

公部門：本府地政處 

私部門：宜蘭縣不動產代銷經

紀商業同業公會 

12 

110/05/14 

宜蘭縣不動產代銷業訪視

座談會-預售屋銷售資訊

備查及申報登錄﹙宜蘭縣

政府﹚ 

公部門：本府地政處 

私部門：宜蘭縣不動產代銷經

紀商業同業公會 

10 

 

（5）專業系列講座：本處及所屬地政事務所辦

理之系列講座，除邀請相關公務單位外，另依課

程性質開放業界或民眾參加，合計辦理 27 場。 

 

 

 

日期 
課程名稱 

﹙辦理地點﹚ 

參加 

人數 
主講人 

109/08/05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

錄作業教育訓練﹙山頂會館﹚ 

 

25 

宜蘭、羅東地政事務所/ 

陳俊欽課長 

黃美燕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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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8/17 

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補辦編

定、補註用地﹚沿革及法令規定、

案例疑義研討與實務研析﹙宜蘭

地政事務所﹚ 

33 
內政部地政司/ 

袁世芬科長 

109/08/17 

「私有耕地三七五租約期滿處理

工作及換約流程」教育訓練﹙宜

蘭縣政府﹚ 

20 

壯圍鄉、宜蘭市公所/ 

黃春華課員 

羅雅涵課員 

109/08/28 

地政士暨租賃住宅商業同業公會

稅務法令講習﹙宜蘭縣政府財政

稅務局﹚ 

70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吳建國經理 

109/10/07 
基準地估價方法選用之探討暨經

驗分享(宜蘭地政事務所) 
12 

宇豐不動產/ 

陳志豪估價師 

109/10/15 
WEB 版土地及建物測量系統教育

訓練﹙宜蘭地政事務所﹚ 
23 

旭德資訊有限公司/ 

盧怡星經理 

109/10/28 
基準地查估方法探討及實務分享

﹙羅東地政事務所﹚ 
23 

君鴻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林均鴻估價師 

109/11/12 
論地價區段劃分之合理性﹙羅東

地政事務所﹚ 
9 

羅東地政事務所/ 

徐志郎主任 

109/11/30 
住宅租賃契約宣導及不動產糾紛

實務講習﹙宜蘭縣政府﹚ 
100 

內政部地政司/ 

葉秋容視察 

及本府不動產消費爭議

陳景文委員 

109/12/15 

「109 年底私有出租耕地租約期

滿處理實務研習會」教育訓練﹙壯

圍鄉公所﹚ 

 

20 

壯圍鄉、宜蘭市公所/ 

黃春華課員 

羅雅涵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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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2/18 
土地徵收法令與實務解析﹙宜蘭

縣政府﹚ 

40 
內政部/ 

許嘉紋視察 

110/01/18 
土地徵收補償查估作業﹙羅東地

政事務所﹚ 
10 

羅東地政事務所/ 

李自立課員 

110/02/08 
QGIS 與地價業務關聯之簡介﹙宜

蘭地政事務所﹚ 
11 

宜蘭地政事務所/ 

李文達課員 

110/02/19 
「當地政遇到外國人、大陸人」

講習﹙宜蘭縣議會﹚ 
100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潘玉女副局長 

110/02/19 
地籍測量演進與重測面積分析要

領﹙羅東地政事務所﹚ 
25 

羅東地政事務所/ 

顏世明課長 

110/02/23 

「私有耕地三七五租約期滿出

（承）租人收益審核標準實務研

習」教育訓練﹙宜蘭縣政府﹚ 

20 

壯圍鄉、宜蘭市公所/ 

黃春課員華 

羅雅涵課員 

110/04/06 

110 年度宜蘭住宅及不動產地理

資訊系統互動式網業宣導會﹙宜

蘭縣政府﹚ 

30 
本府地政處/ 

劉志哲技士 

110/04/07 
「外人地權登記法令與實務研

討」教育訓練﹙宜蘭縣政府﹚ 
10 

本府地政處/ 

史佩娟技士 

110/06/02 

110/06/10 

110/06/11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

錄及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作業教

育訓練﹙線上教學﹚ 

195 
本府地政處/ 

葛若虹科長 

110/06/16 

至 

110/06/30 

「不動產經紀業備查申請書及應備文

件」、「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備

查申報書及填寫說明」及「不動產成交

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預售屋)及填寫

說明」﹙計 32場次﹚ 

96 

本府地政處/ 

簡嘉盈、 

黃慧明、簡賁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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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一﹚行銷主題、對象與策略、方法之結合情形及效益評估 

1.住宅租賃契約及不動產交易安全宣導 

 對象：不動產業界及一般民眾 

 策略：內政部修正之「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住宅

租賃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自 109 年 9 月 1 日生效，為推動各界使用

新制租約，避免不動產消費糾紛，特列為本年度重點宣導項目，除於 109 年

11 月 30 日舉辦專業講座，以直接互動方式，有效達成政策宣導目的，當日

參與人數 100 人。 

 方法： 

機關網站﹙9 則﹚  □報章新聞  主題式座談會﹙1091130﹚ 

配合相關活動設攤﹙計 9 場，如下表﹚  □其他 

日期 說明 人次 

1090926 2020 南方澳鲭魚節 150 

1091010 2020 國慶升旗 300 

1091031 2020 宜蘭國際馬拉松 100 

1091107 109 年地政節淨灘 300 

1091206 財政部統一發票盃路跑活動﹙宜蘭場﹚ 300 

1100116 110 年度 119 消防節擴大防火宣導 100 

1100219 「當地政遇到外國人、大陸人」講習 70 

1100406 110 年度宜蘭住宅及不動產地理資訊系統互動式網業宣導會 20 

1100424 110 年「淨灘˙靚心˙敬海」 200 

 

 效益： 

內部效益→透過專業講座進行政策傳達，與業界培養良性之互動關係，亦可

節省執行之行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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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效益→化被動為主動，藉由當面向民眾宣導所產生立即性效果，以最低

成本獲取最大效益。座談會及設攤宣導人次計 1,640 人，本處 FB 粉絲專頁

訊息觸及率計 2,843 人次，以每人次宣導金額 5 元計算，已達到 22,415 元

之宣導效益。 

 成本：座談會 7,640 元。 

 益本比【註】：2.93﹙效益 22,415 元／成本 7,640 元﹚ 

【註】益本比係效益淨值除以成本淨值，當益本比大於 1，便表示此計畫方案通過了經濟效

率的測試，也代表此方案越有效率。 

 

2.實價登錄 2.0 新制 

 對象：不動產業界 

 策略：按 109 年 12 月 30 日立法院三讀「平均地權條例」、「地政士法」及「不

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修正條文，將不動產成交案件門牌、地號完整揭露、

預售屋銷售前報備查、全面納管且即時申報成交資訊、增訂主管機關查核權

及加重屢不改正罰責，並納入預售屋資訊與買賣定型化契約及紅單交易管理

之規定，經總統於本（110）年 1 月 27 日公布，復經行政院於同年 5 月 21

日以院臺建字 1100015199 號令定自同年 7 月 1 日施行。 

因應實價登錄 2.0 新制施行在即，且正值疫情嚴峻時期，本處於 110 年 6 月

2 日以視訊會

議方式向宜

蘭、羅東地政

事務所地價同

仁辦理教育訓

練，藉由增進

同仁專業知

能，培養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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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進而強化宣導能量。 

另為使建築業、經紀業及地政士等業者瞭解新制措施，落實交易資訊透明及

避免不諳法令而誤蹈法網，本處於 110 年 6 月 10 日及 11 日辦理 2 場線上宣

導會，報名人數合計約 170 人，透過 YOUTUBE 直播方式，向業者簡報說明，

並由業者以留言方式提問，本處於簡報後進行回答，使業者即時得到回饋訊

息，有效達成宣導目的。 

 方法： 

機關網站﹙8 則﹚  □報章新聞  主題式座談會﹙計 35 場，如下表﹚ 

□配合相關活動  □其他 

日期 說明 人次 

1100602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預售屋銷售資訊備

查作業教育訓練﹙線上教學-地政事務所﹚ 

25 

1100610 

1100611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預售屋銷售資訊備

查作業教育訓練﹙線上教學-不動產業界﹚ 

170 

1100616 

至 

1100630 

「不動產經紀業備查申請書及應備文件」、「預售屋資訊及

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申報書及填寫說明」及「不動產成交

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預售屋)及填寫說明」﹙計 32 場次﹚ 

96 

 效益： 

內部效益→邀請合作夥伴分享其專業，雙向善用彼此資源，藉以提升本處同

仁專業知能。 

外部效益→藉由與地政士及相關從業人員彼此互惠合作，以最少的人力物

力，產生最大之服務效益。座談會宣導人次計 291 人，本處 FB 粉絲專頁訊

息觸及率計 2,072 人次，以每人次宣導金額 5 元計算，已達到 11,815 元之

宣導效益。 

 成本：自製宣導無另編費用。 

 益本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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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告土地現值暨公告地價作業說明會 

 對象：土地所有權人 

 策略：地政機關就地價調查、區段劃分及地價估計情形等相關作業流程及最

近 1 年地價動態透過公開說明會的方式使民眾瞭解政府訂定地價作業情

形，以提送本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作為評議之參考。 

 方法： 

機關網站﹙2 則﹚  □報章新聞  主題式座談會﹙計 12 場，如下表﹚ 

□配合相關活動  □其他 

日期 場次 

1090817﹙上午﹚ 羅東地政事務所 

1090817﹙下午﹚ 蘇澳鎮公所 

1090818﹙上午﹚ 三星鄉公所 

1090818﹙下午﹚ 大同鄉公所 

1090819﹙上午﹚ 宜蘭地政事務所、冬山鄉公所 

1090819﹙下午﹚ 員山鄉立圖書館、五結鄉公所 

1090820﹙上午﹚ 頭城鎮公所、南澳鄉公所 

1090821﹙上午﹚ 礁溪鄉公所 

1090821﹙下午﹚ 壯圍鄉公所 

 效益： 

內部效益→透過說明會進行政策傳達，培養良性之互動關係，亦可節省執行

之行政成本。 

外部效益→傳達正確資訊，使地價評議作業公開透明化，提升民眾參與的意

願。座談會宣導人次計 120 人，2 所 FB 粉絲專頁訊息觸及率計 576 人次，

以每人次宣導金額 5 元計算，已達到 3,480 元之宣導效益。 

 成本：善用公務資源無另編費用。 

 益本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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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籍圖重測作業說明會 

 對象：土地所有權人 

 策略：受疫情影響，為使土地所有權人了解重測意義及地籍調查測量前後應

注意配合事項，本年度替代說明會措施如下： 

1.網站及各地政事務所跑馬燈宣傳重測有關訊息 

2.併同通知書附加重測作業說明單通知測區土地所有權人。 

3.拜訪 3 公所及當地村里長 13 人說明重測作業應注意事項並發送「地籍圖

重測」介紹摺頁，請轉致有需求之民眾。 

 方法： 

機關網站﹙4 則﹚  □報章新聞  □主題式座談會 

□配合相關活動  其他﹙跑馬燈、通知書、摺頁﹚ 

 效益： 

內部效益→有效運用公務資源達到宣傳效果。 

外部效益→透過替代方式進行政策傳達，提升地政業務之親和度及宣導能見

度，並轉變土地所有權人對地籍圖重測的看法，提升民眾參與的意願。本處

及 2 所 FB 粉絲專頁訊息觸及率計 1,220 人次，以每人次宣導金額 5 元計算，

已達到 6,100 元之宣導效益。 

 成本：善用公務資源無另編費用。 

 益本比：-- 

 

5.各項便民服務 

 對象：一般民眾 

 策略：為擴大宣導範圍及對象，除於機關網站張貼有關訊息，本處及所屬地

政事務所亦積極參與對外之各項活動，透過輕鬆活潑與貼近生活之方式，例

如有獎徵答與民眾互動，藉以宣傳地籍異動即時通、跨縣市收辦登記等多項

便民服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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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機關網站﹙6 則﹚  □報章新聞  □主題式座談會 

配合相關活動﹙計 31 工作日，如下表﹚  □其他 

日期 說明 人次 

1090804

至 

1090831 

109 年度住宅補貼﹙第一次受理﹚ 

﹙不動產交易安全、地籍清理、未辦繼承登記等業務宣導﹚ 

1602 

1091206 財政部統一發票盃路跑活動﹙宜蘭場﹚ 

﹙地籍異動即時通、跨縣市收辦登記、地籍清理、未辦繼承登記等

業務宣導﹚ 

300 

1091206 

至 

1091210 

地籍圖重測下鄉換狀﹙溪北﹚ 

﹙地籍異動即時通、跨縣市收辦登記、地籍清理、未辦繼承登記等

業務宣導﹚ 

7711 

1091211 

至 

1091213 

地籍圖重測下鄉換狀﹙溪南﹚ 

﹙地籍異動即時通、跨縣市收辦登記、地籍清理、未辦繼承登記等

業務宣導﹚ 

3719 

1100409 

及 

1100416 

2021 綠色博覽會 

﹙地籍異動即時通、跨縣市收辦登記、地籍清理、未辦繼承登記等

業務宣導﹚ 

200 

 

 效益：  

內部效益→配合相關活動以節省執行之行政成本。 

外部效益→結合多方資源多管齊下，擴大宣導成效。設攤宣導人次計 13,532

人，本處及 2 所 FB 粉絲專頁訊息觸及率計 2,238 人次，以每人次宣導金額

5 元計算，已達到 78,850 元之宣導效益。 

 成本：善用公務資源無另編費用。 

 益本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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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今年業務上最大突破、改變或進步 

★109 年重測-親善到府換狀服務 

    本府配合中央政策，積極辦理地籍圖重

測作業並於 109 年 10 月 31 日完成重測結果

公告程序，登記機關旋據以辦理土地標示變

更登記，將登記結果，以書面通知所有權人

換發權利書狀。 

    基於擴大為民服務精神，提供民眾更便

利的服務，減少返往地政事務所的時間，使

所有權人能就近換發新權狀，106 年起開辦

「下鄉換狀服務」，108 年起加碼「平日延時

夜間換狀服務」，讓換狀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現場同時設置「地政充電站」受理地籍異動

即時通服務之申請及地政法令宣導，深獲民眾支持及好評。 

    此外，考量換狀期間適逢雨季天氣轉冷，為服務轄區高齡人口，顧及其路

途安全與不便，107 年推辦「到府換狀服務」，凡設籍本縣年滿 75 歲以上且無子

女代為換狀者，皆可預約申請。為提升使用率，本次﹙109 年重測換狀﹚民眾可

自行以電話或書面申請，承辦單位亦主動致電徵詢，由地政事務所主任率員於

109 年 12 月 7-8 日間計服務 8 人，當日除辦理換狀作業並親切問候長者悉心解

惑，有效提升民眾信賴及機關形象，創造人民有感之貼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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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體性施政表現 

（一）整體施政民眾滿意度 

1.服務滿意度調查 

 外部服務滿意度調查 

（1）調查時間：110 年 5 月 3 日至 110 年 5 月 7 日，共計 5 個工作天。 

（2）調查方式：以至本處及所屬地政事務所洽公之一般民眾及不動產相關專業

人士﹙地政士、經紀業、估價師等﹚，分就「業務服務」、「洽公環境」、「便民服

務」等三大面向進行調查。 

（3）問卷填答數： 

單位 問卷發放數 回收問卷 有效樣本 填答率 

一般民眾 地
政
處

 地政士 

40 

20 

37 

13 

36 

12 

90％ 

60％ 

一般民眾 宜
蘭
所

 地政士 

75 

75 

41 

36 

41 

36 

55％ 

48％ 

一般民眾 羅
東
所

 地政士 

75 

75 

30 

21 

30 

21 

40％ 

28％ 

（4）調查結果 

 業務服務：分就「等待時間」、「服務態度」、「服務專業程度」、「服務速度」、

「整體服務態度及品質」等 5 面向進行調查，在本處及地政事務所不論一般

民眾或地政士，選擇非常滿意及滿意的人數皆高於 9 成 5。 

 洽公環境：分就「標示、方向引導及動線規劃」、「各項設施」、「舒適整潔及

綠﹙美﹚化」、「整體洽公環境」等 4 面向進行調查，在本處及地政事務所不

論一般民眾或地政士，選擇非常滿意及滿意的人數皆高於 9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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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頁滿意度：調查分析如下圖，地政士因業務需要「瀏覽過地政機關網站」

的比例相較一般民眾為高，而在瀏覽過的群組中地政士的「使用頻率」亦較

一般民眾為高，其他調查項目則呈現落差情形，恐因樣本數不足，導致訊息

不足，僅供參考，本處將持續檢討改進問卷調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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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建議：多為肯定第一線服務同仁作為，已請所屬業務單位適度予以表

揚，同時鼓勵同仁思齊，激勵士氣，以共同營造優質服務團隊。其餘建議亦

一併請業務單位分析可行性與效益後做必要之推動。相關意見羅列如下： 

類別 反應事項 後續處理 

廁所衛生不佳﹙地政

處﹚ 

業將民眾反映事項轉知本府秘書處，請指派

專人定時巡邏清掃，避免再有類似情況發

生。 洽公環境 

熱﹙羅東所﹚ 
請總務隨時注意溫度變化調整空調或冷氣

開啟時間，避免再有類似情況發生。 

不會使用網站﹙宜蘭

所﹚ 

為服務不會使用上網設備民眾，除持續經營

網路資訊業務，將加強設攤宣導便民措施及

臨櫃服務。 

建議增加數幣機，以

利點收硬幣﹙羅東所﹚ 
研議辦理。 其他 

問卷建議增加抽獎活

動，提高民眾回覆意

願﹙羅東所﹚ 

將持續檢討改進問卷調查方式，以提高民眾

回覆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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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員工滿意度調查 

（1）調查時間：110 年 2 月 1 日至 110 年 2 月 5 日，共計 5 個工作天。 

（2）調查方式：本﹙110﹚年度首採不記名方式之線上問卷方式進行，以本處

及所屬地政事務所之員工為調查對象（皆不含主管及地所政風、人事、會計），

分就「個人工作感受」、「主管領導方式」、「員工福利」等三大面向進行調查。 

（3）問卷填答數： 

單位 應填人數 填答人數 填答率 

地政處 55 38 69％ 

宜蘭所 101 50 50％ 

羅東所 108 73 68％ 

 

（4）調查結果 

 個人工作感受：選擇非常同意及同意的人數如下圖所示，本處及地政事務所

同仁在各項感受評價上相當接近，業將調查結果通知各單位主管，請適時將

同仁反應意見於主管會議提出討論，以做為管理改善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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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領導方式：選擇非常同意及同意的人數如下圖所示，本處因工作繁雜，

故同仁在各項感受評價上較地政事務所略低，尤在業務分配一項滿意度僅有

3 成 7，業將調查結果通知各單位主管，請適時關懷所屬工作狀況並作合理

之調配。 

 

 員工福利：選擇非常同意及同意的人數如下圖所示，本處及地政事務所同仁

在各項感受評價上相當接近，惟在文康活動內容安排一項滿意度皆僅有 4 成

多，將再予評估改進，以符合多數同仁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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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建議：業將調查結果通知該單位主管並列入本處管理改善之參考。 

建議單位 建議內容 

地政處 業務應輪調 

員工旅遊幾乎沒有 

能否不要在一樓洗手台抽菸，煙味會飄進室內影響其他人 
宜蘭所 

員工旅遊應該辦理，這是讓員工互相交流的機會，不然在辦公室

內見面真的還不認識耶 

羅東所 工作職務滿 10 年者能有輪調 

 

2.意見回應與改善程度 

（1）業務相關團體座談會後續處理改善：本處定期辦理各項座談活動，蒐集各

方提案事項並邀請有關單位派員參與，並就建議事項加以列管追蹤處理情形。 

 

 

 

 

建議單位 建議摘要 處理情形 

宜蘭縣地政士公會 農業用地上興建有固定基礎之農業

設施，辦理理建物第一次登記時註記

方式。 

土地法 34 條之一執行要點通知優先

購買權人之方式。 

建請訂定申請稅籍證明足資認定利

害關係之證明文件。 

宜蘭縣地政業務從

業人員職業工會 

請同意登記案件之全體申請人得檢

附授權書敘明授權事項，同意由其中

皆已處理完成，並

通知提案單位 

開會通知 會議紀錄 列管追蹤 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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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申請人持與登記案件相同樣式

﹙印文﹚之印章，作為登記案件之登

記申請書、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以文書

之騎縫章。 

有關農舍之配合耕地經多次移轉

後，始經鄉鎮公所囑託註記，地政事

務所辦竣後應通知地主。 

宜蘭縣不動產仲介

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實價登錄記載內容登記應更加彈性。 

宜蘭縣租賃住宅服

務商業同業公會 

社會住宅有關房屋稅及地價稅優惠

公告時程。 

 

（2）新聞輿情處理情形 

 丸山農路重劃疑設計不當，三間民宅正路沖﹙1100310-聯禾宜蘭新聞﹚： 

本案經提交社區更新協進會調解已獲決議，目前本處已彙整重劃計畫書、圖公

告期間民眾異議案，涉及公共設施調整共 7 處﹙含本案﹚，編製開發計畫書圖變

更對照表，報經主管機關本府建設處審核後，以 110 年 3 月 12 日府建國字第

1100041336 號函同意備查，後續民眾如對本案仍有異議，得於修正重劃計畫書、

圖公告期間，提起行政救濟。另該段工程已責請施工廠商暫緩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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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力編制、配置及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1.人力編制及配置情形 

    本處暨所屬地政事務所現有服務人力預算員額 299 人，現有員額 285 人，

缺額 14 人，為加速人員遴補作業，有關職缺均積極上網公告徵才或申請考試分

發。 

（1）地政處（人力配置情形如右圖） 

 

 

 

 

 

 

 

類別 主管 專員 
科員 

技士 
辦事員 書記 

測量 

助理 

約聘僱 

臨時 
合計 

編制 

員額 
7 1 14 1 1 6 33 63 

預算 

員額 
7 1 14 1 1 6 33 63 

現有 

員額 
7 1 13 1 1 6 31 60 

缺額 0 0 1 0 0 0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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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宜蘭地政事務所 

類別 主管 課員 
辦事

員 
書記 

技士/ 

測量員 

技佐 
測量

助理 

技工

工友 

約僱

臨時 
合計 

編制

員額 
10 25 5 2 14 3 24 4 26 113 

預算

員額 
10 25 5 2 14 3 24 4 26 113 

現有

員額 
10 25 5 1 13 2 24 4 26 110 

缺額 0 0 0 1 1 1 0 0 0 3 

 

（3）羅東地政事務所 

類別 主管 課員 
辦事

員 
書記 

技士/

測量員 
技佐 

測量

助理 

技工

工友 

約僱

臨時 
合計 

編制

員額 
10 29 6 2 15 3 28 6 24 123 

預算

員額 
10 29 6 2 15 3 28 6 24 123 

現有

員額 
10 28 4 2 15 1 27 6 22 115 

缺額 0 1 2 0 0 2 1 0 2 8 

 

 

 

 



 
綜合整體表現-整體性施政表現 

 54 

2.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本處及所屬地政事務所針對業務需求於本次考評年度辦理多項專業系列講

座﹙請見報告書第 35-37 頁﹚，另為強化各級人員知能並提升服務品質，亦鼓勵

同仁參與本府各級機關單位所舉辦之教育訓練活動。 

（1）數位學習：必修業務相關課程 10 小時﹙含﹚以上，資安宣導 3 小時﹙含﹚

以上，參與率及完成率皆 100％。 

（2）新進人員教育訓練：為充實新進同仁所需工作知能，俾具備本府組織業務

概況、法令與政策之基礎知識，期建立正確之態度與價值觀，加速融入縣府團

隊，助於業務推行，提升為民服務品質，於 110 年 3 月 23 日至 4 月 14 日辦理

新進人員研習班計 4 場，又為提升公文時效與品質，另於 109 年 10 月 20 日辦

理公文教育訓練計 1 場。 

（3）文書軟體教育訓練：配合行政院「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標準格式實

施計畫」，本府於縣內各公家機關力推 ODF﹙開放文件格式﹚文書軟體，禁止公

家電腦使用及安裝商業文書軟體，2015 年年底，縣府官網供民眾下載之可編輯

式附件，全面提供 ODF 檔案格式，2016 年 7 月起要求所有府內經由公文系統發

文的可編輯式附件，非 ODF 檔案比率需降為 0％，即不再採用特定商用文書軟體

格式。為協助同仁使用 ODF 文書格式，本次考評年度辦理 ODF 文件軟體

(NDC-LibreOffice)訓練課程計 17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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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訓練課程：合計辦理 32 場。 

日期 課程名稱 

109/08/18 1999 專線派案系統操作教育訓練 

109/08/26 員工協助方案「走過人生轉角~珍愛生命」課程 

109/08/27 109 年度推展公證法治教育研習及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 

109/09/09 109 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暨利益衝突迴避宣導說明會 

109/09/15 109 年度國家賠償及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講習 

109/09/23 

109/10/22 
宜蘭縣環境教育推廣人員系統操作輔導說明會 

109/09/24 109 年志工來廉線廉政教育訓練﹙宜蘭地政事務所﹚ 

109/09/28 臺北惜物網處理動產網路拍賣教育訓練 

109/10/05 

109/10/08 
中階主管研習營 

109/10/07 109 年度公有財產(物品)管理資訊系統教育訓練 

109/10/14 員工協助方案「團隊領導與激勵」教育訓練 

109/10/23 自我挑戰再升級（國考輔導計畫）-考前衝刺班-行政法專班 

109/10/27 109 年度資安政策宣導及個人電腦防護﹙宜蘭地政事務所﹚ 

109/10/29 兒童權利公約-參與式預算研習 

109/11/06 「全民國防教育」及「性騷擾防治」政策宣導研習班 

109/11/06 員工協助方案「3C 時代挑戰-幼童安全上網與家庭網路（含

桌遊）安全意識」講座 

109/11/16 資訊安全與個資保護﹙羅東地政事務所﹚ 

109/11/20 109 年度消費者保護教育訓練 

109/12/02 109 年度消防暨複合式災害訓練講座﹙宜蘭地政事務所﹚ 

109/12/04 員工協助方案「職場壓力管理-都是壓力惹的禍」課程 

110/03/17 C.P.R.急救訓練﹙羅東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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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18 員工協助方案「助人必學防心術」課程 

110/03/25 

110/04/01 
宜蘭縣政府 110 年中階主管研習營 

110/04/06 員工協助方案「跨域協調與合作～高效能府際關係」課程 

110/04/15 新進人員廉政法令教育訓練﹙宜蘭地政事務所﹚ 

110/04/22 110 年宜蘭縣政府高階主管及所屬機關首長策勵營 

110/04/28 公文管制及寫作教育訓練﹙宜蘭地政事務所﹚ 

110/05/05 員工協助方案「如何面對民眾的不理性-洗滌心靈的角落」

課程 

110/05/05 110 年宜蘭縣政府天然災害預防行政作業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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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開發及其後續利用與管理維護情形 

1.已辦竣開發地區管理維護情形 

（1）礁溪湯圍溫泉溝、宜蘭市運動公園省道以西、宜蘭市生物醫學產業特定專

用區、宜蘭市北津地區、羅東都市計畫（鐵路以東地區）光榮路以西、羅東都

市計畫（鐵路以東地區）光榮路以東、礁溪健康休閒專用區(別墅區)及宜蘭運

動公園省道以東，計 8 市地重劃案，已公告財務結算，並依規定將半數撥充本

縣實施平均地權基金，餘半數作為增添本區公共設施建設、管理、維護之費用。 

（2）有關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之管理及運用係依照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56 條及

本縣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辦法規定辦理，該基金之運用分別如下。 

A.辦理開發區辦理公共設施增修建：本府針對

以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開發完成之地區其公

共設施除定期之維護管理外，如有其他設施需

修繕或增設，亦由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支應辦

理，109 年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辦理公共設修繕

或增設之項目如下表： 

單位：元 

案名 工程項目 總經費 

頭城烏石漁港區段徵收 
辦理烏石港宜蘭厝電信管道埋設 

27,060 

礁溪健康休閒專用區別墅

區市地重劃 

辦理礁溪健康休閒專用區別墅區市地重劃共同

管道原設計少 1處，故辦理增設相關設施 
98,175 

羅東竹林區段徵收及礁溪

健康休閒專用區別墅區市

地重劃 

辦理羅東竹林區段徵收及礁溪健康休閒專用區

別墅區抵費地除草 
25,983 

礁溪健康休閒專用區別墅

區市地重劃 

辦理礁溪健康休閒專用區別墅區市地重劃共同

管道原設計少 1處，故辦理增設，挖掘馬路及

修護等相關費用 

44,520 

羅東後站光榮路以西市地

重劃 

辦理羅東後站光榮路以西市地重劃除草 
21,627 

烏石港 10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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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東竹林區段徵收及礁溪

健康休閒專用區別墅區市

地重劃 

辮理羅東竹林區段徵收及礁溪健康休閒專用區

別墅區市地重劃抵費地除草 
25,983 

羅東竹林區段徵收 
辦理羅東竹林區段徵收公共設施修復工程 

112,393 

羅東竹林區段徵收及礁溪

健康休閒專用區別墅區市

地重劃 

辮理羅東竹林區段徵收及礁溪健康休閒專用區

別墅區抵費地除草 
25,983 

羅東竹林區段徵收及礁溪

健康休閒專用區別墅區市

地重劃 

辮理羅東竹林區段徵收及礁溪健康休閒專用區

別墅區市地重劃抵費地除草 
25,698 

羅東後站光榮路以西市地

重劃 

辦理羅東後站光榮路以西市地重劃除草 
17,906 

羅東竹林區段徵收 
辦理羅東竹林區段徵收公共設施修復工程 

262,251 

合計 687,579 

 

B.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繳庫數：本縣實施平均地權基金除辦理開發完成地區公共

設施之修繕及增設外，亦依本縣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辦法第五條

規定：「本基金如有賸餘，得視財務狀況簽奉機關首長核可，經由預算程序予以

繳庫。」規定辦理繳庫，歷年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繳庫數如下表： 

年度 實際繳庫數 

102  8.5 億元 

103  5.11 億元 

104  1 億元 

105  2.8 億元 

106  0.25 億元 

107          - 

108  3.88 億元 

109 0.8 億元 

合計 22.34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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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劃抵費地標售盈餘款增添建設情形 

（1）羅東後站光榮路以西市地重劃基金：本基金於 109 年 5 月依本縣區段徵收

及市地重劃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管理維護及補助要點規定，補助羅東鎮公所 135

萬元，為本開發區後續管理維護使用。 

（2）歷年辦竣農地重劃區劃餘地標售剩餘款依規定於土地銀行開立專戶，截至

110 年 5 月，結存數合計 7 億 3,696 萬 8,530 元，本次考評年度運用相關農地重

劃區劃餘地標售剩餘款辦理改善工程及管理維護計有 9 件工程案，總經費 3,053

萬元。 

單位：萬元 

編號 工程摘要明細 金額 

1 110 年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補助農地重劃區緊急農水路改善

工程配合款 

115 

2 110 年度宜蘭縣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改善工程專戶支應款 2000 

3 宜壯(七)早期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更新改善工程配合款 89 

4 110 年度三星鄉阿里史農地重劃區東西 3路補路 1-9 及東西 2路補路 1-5

農路改善工程費(三星鄉公所代辦) 

170 

5 三星鄉阿里史農地重劃區張公圍圳板橋改善工程費(三星鄉公所代辦) 20 

6 冬山鄉南富農地重劃區南北 9路（富農路一段 571 巷）改善工程費(冬山

鄉公所代辦) 

180 

7 壯圍鄉功勞村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改善工程費(壯圍鄉公所代辦) 40 

8 員山鄉深洲農地重劃區農路(尚好路及惠深一路)改善工程費(員山鄉公

所代辦) 

403 

9 員山鄉大湖(二)農地重劃區大湖路二期植栽改善工程費(員山鄉公所代

辦) 

36 

合計 3,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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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均地權基金運用於與地政業務相關

之人力、設備、訓練或研究發展等情形 

    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於109年11月運用

於辦理本縣地政節慶祝活動及績優地政從

業人員表揚大會相關經費計 10 萬餘元。 

 

 

 

 

 

 

 

 

 

 

 

 

 

北富-改善前 北富-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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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眾陳情及糾紛案件處理情形 

1.民眾陳情案件處理情形 

（1）陳情管道：開放民眾多元陳情管道且均依規定期限妥善處理回應，並主動

自報章雜誌蒐集輿情反映，簽請各相關單位參辦或公告通知。 

 

 

 

 

 

 

 

 

 

 

 

 

 

（2）處理機制： 

A.落實走動式管理：藉由業務主管不定時巡視之管理，實際瞭解同仁與洽公民

眾應對狀況，倘遇有衝突情形，可立即關心協助，第一時間化解民怨。 

B.強化專業知能、服務禮貌：定期辦理專業系列講座及加強新進人員教育訓練，

期提升同仁專業能力及服務態度，並配合走動式人員﹙志工﹚主動引導服務，

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C.建立陳情案件 SOP：依本府人民陳情案件管制作業要點，視業務性質分別訂定

處理期限，如有民眾大量陳情者，應針對案件加以檢討分析，提出改進建議，

供機關首長及有關單位參採。 

民眾陳情 

交由列管並依案

情分配權責單位

辦理 

機關首長核判 

回復陳情人 

 陳情書函 53件 

 1999 服務專線 13件 

 民意信箱 37件 

 粉絲專頁 0件 

 地籍 

 地權 

 用地 

 重劃 

 土地開發 

 登記 

 測量 

 地價 

 地用 

 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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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眾陳情書函案件統計：  

類別 登記 測量 地價 編定 重劃 其他 

陳情書函 1 8 4 11 
8﹙農地﹚ 

16﹙市地﹚ 

5 

1999專線 0 0 1 4 2﹙農地﹚ 6 

民意信箱 3 5 1 11 
2﹙農地﹚ 

5﹙市地﹚ 
10 

合計 4 13 6 26 33 21 

本府受理編定相關陳情案件計有 26 件，多係民眾舉報違反區域計畫法管制

土地使用規定，皆悉依規定辦理且回復陳情人。次查重劃相關陳情案件中以反

對納入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者為主要事由，多因民眾認遭強迫劃進重劃或徵收

範圍，恐家園被強制拆除，侵害其財產權與居住權所致，本府除辦理多場說明

會廣納各方意見，更重視每一位所有權人的心聲並妥為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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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眾糾紛案件處理情形 

（1）不動產消費爭議協調：民眾遇有不動產經紀業消費爭議時，由消費者服務

中心受理後送本處辦理，如經紀業者與當事人間無法協調，由本處召開協

調會議，本次考評年度計受理 27 件不動產消費爭議案件。 

處理情形 

處理中 撤回 協調成立 協調不成立 
合計 

5 7 15 0 27 

 

（2）不動產糾紛調處：本次考評年度計辦理 3 件不動產糾紛案件。 

A.共有物分割案 2 件。 

調處情形 完成調處後處理情形 

處理中 撤回 
逕行 

裁處 

協調 

成立 

合計 依調處結果

完成登記 

不服調處結

果提起訴訟 

1 1 0 0 2 0 0 

B.時效取得地上權 1 件。 

調處情形 完成調處後處理情形 

處理中 撤回 
逕行 

裁處 

協調 

成立 

合計 依調處結果

完成登記 

不服調處結

果提起訴訟 

0 0 1 0 1 1 0 

 

（3）再鑑界：為確保土地複丈與建物測量品質，本處訂有再鑑界標準作業程序，

以維政府公信力、保障民眾權益，本次考評年度計辦理 16 件再鑑界。 

處理情形 

處理中 相符 不符 撤回 
合計 

不同意再鑑界結果 

訴請法院審理數量 

3 10 0 3 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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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類行政救濟案件之統計資料及處理情形 

（1）訴願：民眾不服本處及所屬地政事務所之行政處分，而向內政部或本府訴

願審議委員會提起訴願之案件，共計 5 案，其中尚在審理中計 1 案。 

訴願決定 

審理中 撤銷 

原處分 
駁回 不受理 

撤回 其他 合計 

1 4 0 0 0 0 5 

 

（2）行政訴訟：本處及所屬地政事務所辦理行政訴訟案件，共計 17 案，其中

尚在審理中計 13 案。 

判決結果 
審理中 

撤銷原處分 駁回 
撤回 其他 合計 

13 0 4 0 0 17 

 

（3）國家賠償：本處國家賠償案件計有 1 案。 

賠償義務機關 
處理中 

拒絕賠償 協議 
撤回 其他 合計 

0 1 0 0 0 1 

 

民事判決結果 
審理中 

賠償 勝訴 駁回 
撤回 其他 合計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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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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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事項 改進辦理情形 

【委員一】 

一、研究創新 

1.宜蘭縣政府持續有創新作為，共計

14 項，值得嘉許與肯定。且部分具有

在地特色之創舉如下鄉換狀、規劃成立

宜蘭房市觀測站；其中首創成立地籍資

訊課符合趨勢發展，非常值得肯定。 

 

 

1.感謝委員肯定，本府將持續積極辦

理。 

2.列舉之創新作法之效益上，應盡量提

供數據以衡量或與過去比較，了解差異

的原因為何?如地籍異動即時通辦理的

件數似乎較前年低?原因為何自籌經費

辦理地籍圖重測，立意極佳，目前全縣

土地已完成多少比例? 

2.遵照辦理。地籍異動即時通前（108）

期列入年度宣導重點項目，故申請件數

創下新高（972 件），相較之下，本（109）

次考評年度受理件數略為下降（807

件），惟該項服務將持續推動受理。本

縣計有 682 地段土地，已完成數值重測

者計有 298 段，完成比例 43.7%。 

 

3.宜蘭縣有鼓勵同仁自行研究案件之

獎勵，不知是否有實質獎金鼓勵同仁?

可更加實質鼓勵同仁。 

3.本府訂有「宜蘭縣政府獎勵自行研究

發展案件評審作業要點」，按評分級距

各有相對應獎勵（例：95 分以上，發

給新臺幣 5,000 等值獎勵及行政獎勵

記功 1 次，並得頒發獎狀）。 

4.推動多元繳費服務，符合社會新興潮

流，不知目前現以金支付的比例仍然還

有多少? 

4.內政部於 105 年推動信用卡繳納地

政規費、本縣自 108 年推動悠遊卡等多

種票證小額支付，截至 109 年 6 月多元

支付（非現金）比例達 15%，本項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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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改進辦理情形 

服務將持續宣導推動。 

二、便民服務 

1.宜蘭縣用心推動具特色之便民措施

如重測夜間換狀、圓滿式計畫、農曆年

前抵押權設定案件隨到隨審，值得肯定

與持續推動。 

 

1.感謝委員肯定，本府將持續積極辦

理。 

2.宜蘭縣也大力推動各式重要地政業

務單一窗口便民措施，也值得持續推

動。這些特色與單一窗口的服務之效益

的量化數據若有年度的比較，應可更為

強化其服務效益。 

2.參採辦理。 

3.各項地政業務都可透過多元管道主

動回應與資訊公開，減少民眾疑慮與確

保民眾權益，值得繼續保持。 

3.感謝委員肯定，本府將持續積極辦

理。 

4.從宜蘭所與羅東所的查詢系統與服

務功能建置規畫上，兩者似乎有所不

同，不知原因為何? 

4.兩地所因轄管地域有別，地籍資料、

硬體建置等歷程皆不盡相同，因此有了

各自表述，與眾不同的業務風貌，而在

大方向上仍由本府進行整合，以實現異

中求同的目標。 

5.地所服務場所設施持續改善如設置

節能燈具與 AED，與時俱進，值得肯定。 

5.感謝委員肯定，本府將持續積極辦

理。 

6.跨所代辦業務中與跨縣市代收服務

對於宜蘭縣而言，應該是一項重要的地

政便民服務措施，其數據背後之原因，

應該加以深了解，作為未來地政業務之

6.業依建議事項辦理（請見報告書第

21-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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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改進辦理情形 

參考。代收案件中可針對各不同縣市別

予以統計分析，可了解宜蘭縣與其他縣

市不同程度連結關係。 

7.其他如新的便民措施如印鑑證明替

代措施上，並無說明線上聲明辦理情

形，不知推動狀況如何 ? 

7.線上聲明措施自 109 年 3 月起推辦，

截至 109 年 6 月本縣受理 2 件，本項便

民服務將持續宣導推動。 

8.目前宜蘭縣登記案件中自行辦理與

委託地政士之案件數量與比例為何? 

8.查 109 年 6 月登記案件，委託專業代

理人辦理案件佔總件數比例約為 30%。 

三、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1.宜蘭縣宣傳對象多元包含地政士、經

紀業、一般民眾、大學生等，可見其用

心之處，值得肯定。 

 

1.感謝委員肯定，本府將持續積極辦

理。 

2.目前宣傳管道多以傳統模式為主如

文宣品、海報、說明會與座談會。較少

利用新興行銷媒體管道如臉書與

Line，或是年輕人較常使用之 Ig，也

可鼓勵年輕同仁發揮創意製作影片放

置於 Youtube。 

2.囿於社經背景不同及城鄉數位落

差，本縣民眾對於資訊科技使用率尚待

提升，故本府宣傳管道多以傳統模式為

主(官方臉書亦有經營)，感謝委員提

示，相關建議事項，本府參採辦理。 

四、整體性施政表現 

1.宜蘭縣民眾滿意度施測結果顯示宜

蘭縣地政服務外部滿意度高，並有針對

滿意度較低的部分，深入研究原因並提

出改善之道，用心值得肯定。 

 

1.感謝委員肯定，本府將持續積極辦

理。 

2.其中滿意度較低的有友善櫃台與地

政 e 互動 app，原因可能因ㄧ般民眾非

2.感謝委員肯定，有關施政效益填答方

式及評估作業本府將持續改進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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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改進辦理情形 

有經常性地政業務需要與專業人士有

所不同，故較缺乏使用誘因，分析結果

個人也很認同。建議未來可對民眾與地

政士作區分，以了解與區分不同的需求

與偏好特性。 

3.內部員工滿意度較低，尤其是地政

處。但可見同仁願意將真實意見呈現出

來，仍是非常值得鼓勵。惟對不滿意之

處仍應深入分析，如未來可以在透過年

齡與性別進行區分，針對不同群體與共

同對話與思考解決之道，更可加強向心

力。 

3.感謝委員肯定，有關員工滿意度填答

方式及評估作業本府將持續改進辦理。 

4.宜蘭縣有關民眾陳情及糾紛、訴願案

件中，數量不多且最終結果地政局並無

疏忽之處，可見地政服務具有高度專

業，值得肯定。但不知今年宜蘭縣對於

相關裁罰案件數量與種類有多少?並未

說明。此外，對於常發生的不動產糾紛

種類仍需注意與進行分析，加以預防。 

4.感謝委員肯定，本次考評年度有關裁

罰案件及不動產糾紛案件種類補充說

明如下： 

(1)違反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裁罰

案 1 件(地政士申報不實)。 

(2)違反地政士法裁罰案 1 件(地政士

未確實核對委託人身分)。 

(3)違反區域計畫法裁罰案 48 件。 

(4)不動產糾紛案件 8 件，其中重測案

件 4 件，共有物分割案 4 件(截至 109

年 11 月，餘 1 件處理中)。 

5.去年度專家學者建議有關平權基金

運用於地政相關業務上過低，今年已有

5.感謝委員肯定，本府將持續積極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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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提升，值得肯定。 

【委員二】 

一、研究創新 

1.本次考評創新事項 計列有六項，均

能積極創新服務人民。 

 

 

1.感謝委員肯定，本府將持續積極辦

理。 

2.大同鄉、南澳鄉幅員廣闊，特安排二

次在鄉公所設立臨時櫃台，受理測量 1

件，法令諮詢 9 件，地籍異動即時通

23 件，加強為偏鄉民眾服務。 

2.本府將視業務狀況與民眾需求持續

積極辦理。 

3.地籍圖重測夜間換狀服務，凡 75 歲

以上且無子女代為換狀者皆可預約申

請，用心良苦！建議年齡可酌予降低。 

3.參採辦理。 

4.地政事務所成立地籍資訊課，強化諮

詢安全，建立資訊 E 化便民服務。 

4.本府將持續督導辦理地籍資訊業

務，以強化資訊安全，建構資訊 e 化便

民服務。 

5.防疫再升級，取號機加裝揮手感應裝

置，第一線服務櫃台增設透明壓克力隔

板，使民眾安心洽公，同仁安心上班。 

5.本府將以更嚴謹的防疫作為，共同為

維護國內防疫安全努力。 

6.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計列有 14

項，均能持續積極為民服務。 

6.感謝委員肯定，本府將持續積極辦

理。 

二、便民服務 

1.地政處設置五項單一窗口全功能服

務，地政事務所設置六項單一窗口全功

能服務，各項服務成果列表清晰詳細，

值得嘉許！ 

 

1.感謝委員肯定，本府將持續積極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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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縣市代收 614 件、他縣市代收

1,952 件。較之前期代收 506 件、他縣

市代收 715 件均有增加。如能將與各縣

市相互代收量列明更佳。 

2.業依建議事項辦理（請見報告書第

21-22 頁）。 

3.結合戶政、稅務（地方稅國稅）、地

政、監理站、自來水、電力、電信等跨

機關合作（七合一）便民服務，年度受

理 163 件（前期 134 件）。 

3.係外部跨機關合作便民服務，受理件

數歷年皆有所增減。 

4.農曆年前抵押設定隨到隨辦，將工作

日 1 日縮短為 3 小時，便利民眾資金運

用 。計受理 160 件（前期 184 件）。 

4.係內部流程簡化便民服務，受理件數

歷年皆有所增減。 

5.每年辦理防火演練，並成立災害應變

中心，執行重大災害及自衛防護事宜。 

5.為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本府將持

續積極辦理。 

6.縣府電話禮貌測試結果，地政處 85

分高於平均 84 分。地政事務所亦可考

慮一併納入辦理。 

6.本項測試係由本府計畫處以公平公

正立場對於各局處及一級機關單位實

施辦理，委員建議事項，業轉知主辦局

處參採辦理。 

7.年度計有鑑界、人臉辨識等二篇自行

研究報告送府辦理評選，其他業務亦宜

斟酌納入自行研究報告。 

7.本府將持續鼓勵同仁積極從事自行

研究工作。 

8.108 下半年、109 上半年地政處均對

二地政事務所作業務督導考核、意見交

流，激勵同仁保持良好服務。 

8.感謝委員肯定，本府將持續積極辦

理。 

9.專業系列講座計辦理 18 場次，並依

性質開放地政士、仲介業公會與民眾參

9.感謝委員肯定，本府將持續積極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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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創造良好互動交流。 

三、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1.透過網路媒體及舉辦各項活動，有效

傳達法令新知及各項措施服務，提升行

銷效益。 

 

1.感謝委員肯定，本府將持續積極辦

理。 

2.政策行銷主題有：租賃住宅包租代管

業務、區段徵收說明會、地籍圖重測說

明會、不動產交易安全、實價登錄新制

宣導說明會等。 

2.本府將持續配合中央政策，積極宣導

地政業務。 

3.便民服務銷主題有：跨縣市收辦服

務、跨所收辦土地登記、地籍異動即時

通、行動支付多卡通、線上聲明等。 

3.本府將持續推辦使民眾有感的便民

服務。 

4.大安地政所、花蓮地政所、苗栗縣政

府、竹南地政所分別參訪羅東地政所，

相互交流行銷。 

4.本府將持續與他機關相互交流，藉由

經驗分享及座談討論，深化擴大參訪學

習效果。 

5.簡報時，並無說明 1 項年度行銷地政

業務最成功的案例。 

5.前（109）年度行銷地政業務最成功

案例為-策略結盟．合作宣導地政業務

(109 年業務-簡報 P28 已有說明)：透

過行政機關的橫向結盟聯繫，以經驗分

享及紮實的互動，激盪更優質和創新的

服務，發揮 1＋1 大於 2 的效果。 

四、整體性施政表現 

1.整體地政業務施政民眾滿意度調

查，問卷發放地政處 50 份、地政所各

150 份，有效問卷 335 份。業務服務非

 

1.感謝委員提示，本府將修正後續調查

評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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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滿意、滿意、尚可均達八成，洽公環

境近九成。惟一般問卷調查滿意度係指

非常滿意與滿意，尚可非屬滿意之範

疇。 

2.內部員工滿意度調查地政處發放 53

份有效樣本 51 份、宜蘭所發放 96 份有

效樣本 82 份、羅東所發放 108 份有效

樣本 89 份，調查結果員工有不滿意部

分，宜請自行審慎斟酌檢討改善。 

2.針對調查結果於處務會議檢視討論

並鼓勵同仁提出建言，以做為管理改善

依據。 

3.配合縣府組織編制調整政策，地政處

及各地政所分別減置 1 名人力。地政處

編制員額 63 人，缺額 3 人。宜蘭所編

制員額 113 人，缺額 5 人。羅東所編制

員額 123 人，缺額 5 人。總計編制員額

299 人，缺額 13 人，占比率 4.35%，建

請儘速商調或提報國家考試晉用補足。 

3.有關人員缺額將以商調、提報國家考

試或公開徵才方式儘速辦理補足。 

4.專業系列講座計 18 場次，建議於表

增列序號及參加總人數。新進人員於員

工入口網教育訓練 22 場，其他訓練課

程有 17 場，內含有大陸事務研習、風

險與危機管理、提升主管敏感度訓練

等，立意甚佳。 

4.感謝委員肯定，有關成果報告呈現方

式本府將持續改進辦理。 

5.歷年農地重劃區各專戶結存款合計

7 億 200 萬餘元，年度辦理管理維護改

善工程 7 案計 1,504 萬元，嘉惠重劃區

5.感謝委員肯定，本府將持續積極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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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建議繼續積極妥善運用該結餘

款，造福農民。 

6.礁溪湯圍溫泉溝、運動公園省道以

西、生醫產業專區、北津地區、羅東光

榮路以西、羅東光榮路以東等六個市地

重劃區已公告財務結算，依規將半數撥

充平均地權基金。 

6.該項 6 個市地重劃案，依規定將半數

撥充本縣實施平均地權基金，餘半數作

為增添本區公共設施建設、管理、維護

之費用。 

7.烏石港區段徵收、羅東光榮路以西市

地重劃、竹林區段徵收、縣治中心區段

徵收等四區計辦理管理維護改善工程

32 案 1,592 萬餘元。各案甚多未達 1

萬元，太過瑣碎，建議將同一區整合為

一欄即可。 

7.感謝委員提示，有關成果報告呈現方

式本府將持續改進辦理。 

8.平均地權基金歷年繳庫 21.54 億

元，其中 108 年繳庫 3.88 億元。目前

平均地權基金有多少？建議平均地權

基金除將盈餘款做改善公共設施管理

維護工程外，亦應在符合平均地權基金

設置管理辦法規定下，增加編列預算支

應地政機關為民服務所需之相關費用。 

8.截至 109 年 11 月帳上餘額計

153,849 仟元，如有為民服務所需，將

依規定循預算程序編列相關費用。 

9.民眾陳情案件計登記 3 件、測量 7

件、地價 4 件、編定 6 件、農地重劃

11 件、市地重劃 13 件，共計 44 件。

其中市地重劃多係民眾反對納入自辦

市地重劃區者為數最多。 

9.分析民眾反對納入自辦市地重劃區

之理由，無非認為參加重劃並無實質受

益事實，將通知重劃籌備會妥與溝通協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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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民眾糾紛案件處理計不動產消費爭

議 3 件、協調成立 8 件。重測調處完成

2 件、2 件不服提起訴訟。共有物分割

調處完成登記 1 件、3 件處理中。再鑑

界 14 件均符合，甚佳，惟複丈案件平

均超過 16 天有待加強。 

10.查係人員異動、山區測量案件增加

及宜蘭多雨天氣等因素造成平均辦理

日數超過規定天數，將增補測量人力因

應，必要時以重測或專案人員支援複

丈，以縮減辦理日數並加強督導改進。 

11.訴願案駁回 4 件，撤回 1 件、審理

中 3 件，共計 8 件。行政訴訟計 15 件，

審理中 12 件、駁回 2 件、撤回 1 件。

國家賠償 2 件，民事判決駁回。 

11.截至109年11月各類行政救濟案件

維持原決定比例 100%，顯見本府致力

於提升案件品質之努力已達一定成效。 

 

12.去年專家學者之綜合整體表現建議

事項均能參採及改善。 

12.感謝委員肯定，本府將持續積極辦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