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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料

本府地政處設有5個業務科，
分為：地籍暨資訊科、地價科、
地用科、重劃科及測量科；地
政處下設4個地政事務所，分
為：臺東地政事務所、關山地
政事務所、太麻里地政事務所
及成功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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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創新

• (一) 「臺東縣多目標行動外業調查系統」建置、啟用與共享

• (二) 「臺東縣多目標地理資訊系統」功能與圖層擴充

• (三) 「幸福縣民5告好勢」免附謄本計畫修訂與執行

• (四) 公私部門合作「地所主動協助農會查對資料」

• (五) 「工程用地取得」一條龍服務

• (六) 「QR CODE」登記案件一掃就通

一、本次考評創新事項及效益

•經篩選後共20項，其中優化創新2項，其餘持續推動中

二、歷年創新事項

貳、研究創新



(一)「臺東縣多目標行動外業調
查系統」建置、啟用與共享

質化效益

➢ 全方位使用者

➢ 加速行政決策及辦理效率

➢ 數位科技推展

量化效益

➢ 預計1年可節省設備及圖資購買成本約2,100
萬元

➢ 啟用至今短短6個月，線上登入次數達3,166
次；線上查詢次數達4,150次

貳、研究創新
一、本次考評創新事項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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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創新
一、本次考評創新事項及效益



(二) 「臺東縣多目標地理資訊系統」功能與
圖層擴充

新增「多筆地號，一次
定位」功能

開放所有土地「地號」
線上1次查詢功能

新增疫情資訊圖層

貳、研究創新
一、本次考評創新事項及效益 7



(三) 「幸福縣民5告好勢」免
附謄本計畫修訂與執行

貳、研究創新
一、本次考評創新事項及效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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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私部門合作「地所主動協助農會查對
資料」，減少謄本申請量

+ 質化效益

➢ 過公私部門協調與合作

➢ 改變作業流程

➢ 減少謄本申請量

+ 量化效益

➢ 協助農會確認案件數150件

➢ 民眾端達到節省謄本費共

3,000(20元/張)

與農業主管機關及各農會協商會議

貳、研究創新
一、本次考評創新事項及效益 9



共計辦理6案件、219筆土地、
面積1.67公頃工程用地產權移
轉行政作業，平均天數約27天

節省行政時間說明 辦理期程

未啟動本服務前 1案辦理42天

啟動本服務後 1案辦理27天

1案可節省 42天-27天=15天

今年度共節省 15天*6案=90天

工程用地取得一條龍服務建
設案例-太平溪路堤共構

工程用地取得一條龍服務建設
案例-富岡濱海綠廊景觀道路

貳、研究創新
一、本次考評創新事項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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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程用地取得」一條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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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QR CODE」
登記案件一掃就通

以109年1月至10月服務民眾共
計473人次計算，可為民眾節省
約169.2萬至676.8萬元不等之代
書費，以及來回路程約為2小時，
交通成本約11萬元、節省時間
946小時。

貳、研究創新
一、本次考評創新事項及效益



二、歷年創新事項

項目 內容 開辦日 持續推動或優化情形 效益

跨所不分區服

務（含代收案

件）

本縣跨地政事務所不分轄區之登

記案件收件及登記服務。

102.6.1 優化更新。

本府於109年12月16日修訂「臺東縣

政府所屬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登記

實施要點」，增加申請登記項目以除

外列舉方式辦理，擴大跨所登記案件

適用類型，增加便民服務項目。

109年7月至110年6月期間，共

辦理1,546件。

臺東縣多目

標地理資訊

系統

由本處建置系統，提供「公務土

地查詢」、「不動產資訊網」、

「產業開發土地」、「縣有耕地

管理」、「地理資訊網路服務分

享平臺」、

「地籍圖行動版查詢系統」6個

主功能。介接及蒐集圖層、圖資，

供一般民眾及公務機關使用。

104.8.17 優化更新。

已爭取到第三期花東基金，並與廠商

簽約，除完成網站安全性升級及持續

更新空拍圖、衛星影像圖等圖資外，

現正辦理系統改版作業，後續將有鑲

嵌式圖臺啟用亮相。

109年7月至110年6月期間，共

點閱79,274次。較上一考核年

度之 68,677次，點閱次增加

15%。

貳、研究創新
二、歷年創新事項



參、便民服務

• 1.單一窗口服務全功能程度。

• 2.申辦案件流程簡化程度。

• 3.申辦案件書表減量程度。

(一)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便捷性。

• 1.案件處理流程查詢公開程度。

• 2.案件處理流程主動回應程度

(二)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透明程度。

• 1.服務行為親和程度

• 2.服務專業程度

(三)各項地政業務服務行為親和、專業程度

參、便民服務



今年度優化實體服務

• 「簡易櫃臺」處理流

程精實改善(臺東地

所)

• 「實價登錄」服務流

程再進化(臺東地所)

• 主動出擊，「即時異

動」零距離(關山地

所)

歷年執行中實體服務

• 設置「綜合服務櫃檯」

• 「簡易登記案件」單

一窗口

• 設置「服務諮詢櫃臺」

• 「臺東縣民服務中心」

設置地政櫃檯

歷年執行中線上服務

• 自行建置「臺東地政

心服務」APP(地籍暨

資訊科)

參、便民服務
(一)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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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單一窗口服務全功能程度



今年度優化實體服務

• 不「動產交易定型化

契約」複查預審(地

籍暨資訊科)

• 「退費申請」得來速

(臺東地所)

• 「更正編定」預約審

(成功地所)

歷年執行中實體服務

• 「公地撥用」預審制

度(地價科)

• 「變更編定」單一窗

口聯席審查(地用科)

• 「縣有耕地」業務就

近辦(地價科)

• 「代為查欠」服務

• 「跨所不分區」登記

服務

• 「農漁會」聯合登記

服務

• 「領狀1次補」簡化

流程

歷年執行中線上服務

• 「E化」公地管理(地

價科)

• 測量外業手簿自動化

處理(成功地所)

參、便民服務
(一)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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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辦案件流程簡化程度



今年度優化實體服務

• 「不動產經紀業許可

備查」線上申辦

歷年執行中實體服務

• 「地籍謄本」免填申

請書

• 「複丈」免填申請書

• 免附「登記清冊」

歷年執行中線上服務

• 「地政資訊網際網路」

線上查詢

• 「地政電子資料流通

網」線上查詢

• 地政線上「電子謄本

及電傳」服務

• 「縣地租約異動」全

面免附地籍謄本

• 推動「戶籍謄本」減

量

參、便民服務
(一)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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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辦案件書表減量程度



1.案件處理流程查詢公開程度

歷年執行中實體服務

• 現場電視螢幕佈告

• 現場電腦查詢

歷年執行中線上服務

• 自行建置「臺東地政便民服務系統」供線上查詢

• 自行建置「臺東地政心服務」APP線上查詢

• 「重劃及區段徵收」案件進度線上查詢

• 「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款」線上查詢

• 「更正編定」案件進度線上查詢

• 「電腦化前新舊地號」線上查詢

• 「OPEN DATA」活化應用一起來

參、便民服務
(二)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透明程度 17



2.案件處理流程主動回應程度

參、便民服務
(二)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透明程度 18

今年度優化實體服務

• 「實價登錄」先通知

歷年執行中實體服務

• 「縣有土地申租」案件辦理情形主動通知

• 「登記及測量」案件辦理情形主動簡訊通知

• 「遠途登記」案件辦畢郵寄到府

• 「未辦繼承」主動提醒

• 其他案件主動通知服務

歷年執行中線上服務

• 「登記及測量」案件辦理情形通知系統

• 「不動產買賣成交」案件資訊揭露



1.服務行為親和程度

參、便民服務
(三)各項地政業務服務行為親和、專業程度 19

今年度優化實體服務

• 「無套繪管制證明」跨機

關全方位服務

• 「平常日洽辦時間」預約

延時

• 「重測預約換狀」權利書

狀零庫存

歷年執行中實體服務

•協助未申領「徵收保管款」民眾辦理

繼承登記

•於公聽會協助「母語溝通」及「法令

諮詢」

•「抵押權登記」案件馬上辦

•協助民眾登打「實價登錄資訊」服務

•民眾「自辦率」高達3分之1

•樂齡學習補給站

•重測換狀服務

•「午間不打烊」服務

•客製化母語服務

•其他主動積極親切服務

歷年執行中線上服務

• 智慧辦公服務

• 臺東、太麻里與關山地所

建置「無障礙網頁」



2.服務專業程度

參、便民服務
(三)各項地政業務服務行為親和、專業程度 20

今年度優化實體服務

• 建置「數位印鑑比對系統」

• Litu(利稻)，除舊「圖」新

• 「爭議界樁點之記」管理計畫

• 自製「無使用執照建物辦理保存登記」內部稽核表

• 機房向上集中，落實資通安全

今年度修訂相關規定及計畫6項

辦理研討會或座談會等15項



肆、地政業務行銷
宣導有效程度

肆、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21

• 行動外業調查系統推廣及免附謄本業務推

廣

• 50位機關單位代表出席、4家新聞媒體刊

登報導

• 啟用後短時間內登入查詢人次達4150次

幸福縣民『5告好勢』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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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航路兩側市地重劃
補繳差額地價過高案

肆、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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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價購至各縣市
簽約案

節省行政時間說明 辦理期程

未啟動本服務前 1案辦理42天

啟動本服務後 1案辦理27天

1案可節省 42天-27天=15天

今年度共節省 15天*6案=90天

肆、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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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整體性施政表現

伍、整體性施政表現

針對一般民眾滿意度調查

針對地政士滿意度調查

近3年全體滿意度調查



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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