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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料

一、組織介紹
﹙報告書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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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轄區介紹
﹙報告書P5﹚

轄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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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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及效益性

二、便民服務
﹙一﹚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便捷性
﹙二﹚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透明程度
﹙三﹚各項地政業務服務行為親和、專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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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今年業務上最大突破、改變或進步

四、整體性施政表現
﹙一﹚整體施政民眾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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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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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創新
﹙一﹚本次考評創新事項及效益性﹙共11項，報告書P6-11﹚

1.登記信託案件掃描數位化

 推辦時間：109年7月。

 效益：合計1,7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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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合計133,377件且持續建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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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櫃台整併，好方便

 推辦時間：109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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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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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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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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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地參考資訊檔，線上免費查

 推辦時間：11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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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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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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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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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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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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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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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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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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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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99年迄今自籌經費辦理地籍圖重
測

 推辦時間：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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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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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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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創新
﹙二﹚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及效益性﹙共11項，報告書P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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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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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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持續推動地籍異動即時通

 推辦時間：105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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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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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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

（1）佈設控制點（2）現況與地籍相符（3）地籍管理效益

6.官網結合響應式網頁設計

 推辦時間：1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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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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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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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本次考評年度合計辦有9場﹙109年5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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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地籍圖重測辦理換狀服務

 推辦時間：108年12月。

 效益：109年宜蘭地政事務所
換狀率約為58％；羅東地政
事務所換狀率約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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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本次考評年度使用件
數：2,323件﹙109年39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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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單一窗口服務全功能程度﹙報告書P19-20﹚

●地政處

二、便民服務
﹙一﹚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便捷性﹙計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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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徵收補償費

﹙用地科﹚

地政士、不動產經紀業、 租賃住宅服務業、 不動產估
價師。

專業人士

﹙地籍科、用地科﹚

地籍清理申領案件。地籍清理

﹙地籍科﹚

受理業務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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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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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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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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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測量案件收件
收費單一窗口

＊實價登錄櫃台

＊綜合謄本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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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諮詢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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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休時間服務不打烊

適用民眾親自洽辦之抵押權塗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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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易案件單一窗口

受理業務窗口

*其他：便民工作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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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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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辦案件流程簡化程度﹙報告書P21-24﹚

 外部跨機關合作

(1)跨縣市代收代寄服務

(2)與稅捐稽徵機關横向聯繫（登記、地價業務）

(3)與戶政機關橫向聯繫（登記業務）

(4)戶籍資料異動同步化(七合一) 

(5)配合本府民政處圓滿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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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流程簡化

(1)外縣市地區優先審查服務
(2)登記案件跨所送件服務

(3)人民申請案件郵寄到家服務

(4)簡易案件線上申辦

(5)現場核發土地複丈成果圖

(6)信用卡繳納地政規費

(7)登記規費計算系統

(8)簡化「退還規費」流程

(9)主動簽辦更正登記

(10)農曆年前抵押權設定登記案

件隨到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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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辦案件書表減量程度﹙報告書P25﹚

公文線上簽核

網路申領電子謄本作業

電子簽名服務

臨櫃申辦書表減量

電子化會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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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便民服務
﹙二﹚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透明程度﹙計2點﹚

1.案件處理流程查詢公開程度﹙報告書P26-29﹚

B.提供業務/案件辦理資訊：

案件收件後，即提供收件（領件）收據或通知書予申請
人，內容載明案件有關資訊並提醒民眾應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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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各業務及案件流程資訊：

於入口處標示樓層配置、辦公時間等資訊，並於法令諮
詢櫃台標示各類申請案件處理期限及作業流程，另設有
電子佈告欄，提供民眾最新業務資訊。

(1)洽公環
境業務公開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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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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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宜蘭縣政府E櫃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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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網站業
務公開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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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件處理流程主動回應程度﹙報告書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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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務親和程度
(1)電話服務禮貌
(2)友善服務櫃台
(3)界標宅配服務

2.服務專業程度
(1)宜蘭縣服務品質卓越獎

國家發展委員會金標章
法務部廉政署透明晶質獎

(2)自行研究報告
(3)業務督導制度

A.公文稽催管考
B.中央業務督導考核
C.自我業務督導考核
D.其他機關參訪交流

(4)座談會﹙報告書P34-35﹚
(5)專業系列講座﹙報告書P35-37﹚

二、便民服務
﹙三﹚各項地政業務服務行為親和、專業程度﹙報告書P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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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住宅租賃契約及不動產交易安全宣導

2.實價登錄2.0新制
• 因應實價登錄2.0新制施行正值疫情嚴

峻時期，本處於110年6月2日以視訊會
議方式向地所同仁辦理教育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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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辦理多場小型宣導說明會廣
獲業界好評，且持續加開辦理中。

3.公告土地現值暨公告地價作業說明會
4.地籍圖重測作業說明會
5.各項便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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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書P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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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重測-親善到府換狀服務
• 109年地籍圖重測作業於同年10月31日完成結果公告程序，登記機關旋據以辦理土地標

示變更登記，通知所有權人換發權利書狀。

• 基於擴大為民服務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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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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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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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二﹚今年業務上最大突破、改變或進步﹙報告書P44﹚



29

1.服務滿意度調查

●外部服務滿意度調查﹙報告書P45-4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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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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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整體性施政表現
﹙一﹚整體施政民眾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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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頁滿意度：調查分
析如右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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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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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員工滿意度調查﹙報告書P48-5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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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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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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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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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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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見回應與改善程度
﹙報告書P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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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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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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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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力編制及配置情形﹙報告書P52-53﹚

四、整體性施政表現
﹙二﹚人力編制、調度及教育訓練辦理情形﹙計2點﹚

6.5％822932499123
羅
東
所

2.6％326842687113
宜
蘭
所

4.7％33129333063
地
政
處

百分比人數約聘僱、
臨時人員

正式人員約聘僱、
臨時人員

正式人員

缺額現有員額預算員額

編制員額

▲本處人力配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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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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P35-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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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進人員教育訓練

（3）文書軟體教育訓練

（4）其他訓練課程﹙報告書P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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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辦竣開發地區管理維護情形﹙報告書P57-58﹚

（1）礁溪湯圍溫泉溝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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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繳庫數

四、整體性施政表現
﹙三﹚土地開發及其後續利用與管理維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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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劃抵費地標售盈餘款增添建設情形﹙報告書P59-60﹚

（1）羅東後站光榮路以西市地重劃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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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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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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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 北富-改善後北富-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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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眾陳情案件處理情形

(1)陳情管道

(2)處理機制

A.落實走動式管理

B.強化專業知能、服務禮貌

C.建立陳情案件SOP 

四、整體性施政表現
﹙四﹚民眾陳情及糾紛案件處理情形﹙計3點，報告書P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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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眾陳情書函案件統計

5
8﹙農地﹚

16﹙市地﹚
11481陳情書函

62﹙農地﹚41001999專線

10
2﹙農地﹚

5﹙市地﹚
11153民義信箱

21

其他

33

重劃地價 編定登記

6 264 13合計

測量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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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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1575件數

合計協調不成立協調成立撤回處理中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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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動產糾紛調處

A.共有物分割案

B.時效取得地上權

0020011

不服調處
結果提起

訴訟

依調處結
果完成登

記

協調

成立

逕行

裁處
撤回處理中

完成調處後處理情形

合計

調處情形

0110100

不服調處
結果提起

訴訟

依調處結
果完成登

記

協調

成立

逕行

裁處
撤回處理中

完成調處後處理情形

合計

調處情形



46

(3)再鑑界

01630103

撤回不符相符處理中

不同意再鑑界結果

訴請法院審理數量
合計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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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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訴願決定

不受理駁回
撤銷

原處分

0

其他

0 50041

撤回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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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訴訟

合計

判決結果

駁回
撤銷

原處分

0

其他

1704013

撤回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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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家賠償

合計

賠償義務機關

協議拒絕賠償

0

其他

10010

撤回處理中

0

駁回

合計

民事判決結果

勝訴賠償

0

其他

00000

撤回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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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體性施政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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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P6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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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