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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簡介

地理位置
本縣北接宜蘭縣，南臨台

東縣，東臨太平洋，西與

台中市、南投縣及高雄市

等三縣市為鄰。

本縣地形狹長，南北長達

137公里，已登記土地面積

44萬8181公頃，為全台面

積最大的縣市。惟平原僅

占全縣土地面積10％，截

至110年6月30日設籍人口

數為32萬310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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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區介紹

秀林鄉

萬榮鄉

卓溪鄉

富里鄉

玉里鎮

瑞穗鄉

豐濱鄉

光復鄉

鳳林鎮

壽豐鄉

吉安鄉

新城鄉

花蓮市 本縣已登記土地面積44萬8181
公頃。

本縣計有13個鄉鎮市，轄區分

設花蓮、鳳林、玉里3個地政

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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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花蓮縣政府地政處

處長

副處長

專員

花蓮地政事務所

鳳林地政事務所

玉里地政事務所

地
籍
科

地
價
科

地
權
科

地
用
科

重
劃
科

測
量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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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願景

完善地籍圖資
健全地價制度
便民服務升級
土地適度開發利用
創建優質生活環境

五大策略

便捷優質地政服務
公地利用促進建設
整體開發繁榮花蓮

三大目標

便民服務
國土永續發展

二大主軸

便民E世紀，生活更便利地政願景

幸福花蓮、花園城市縣政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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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級縣長帶領親民的縣政團隊

本縣縣長徐榛蔚自107年12月25日就任以來，對
於縣民福祉始終念茲在茲。經常親率縣府親民
行動團隊，主動下鄉訪察，深入民意，積極打
拼縣政。

徐縣長上任後，承襲歷任縣長建立的良好基礎
和口碑，每年舉辦多項大型觀光活動，緊密結
合觀光資源，以提昇花蓮能見度及增加招商引
資之機會。

【遠見雜誌】2021年縣市長施政滿意度調查，
徐縣長再獲五星殊榮，為非六都中唯二的五星
縣市，在八大施政面向滿意度達77.2%，高居全
台第一，施政成果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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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的小事即政府的大事

一、訂定「花蓮縣政府縣長親民時間實施要點」，每個月週三輪流
於本府(花蓮市)、鳳林鎮及玉里鎮(北中南三區)接受人民面對
面陳情，由縣長或副縣長親自主持，率一級及二級主管站在第
一線為民服務。

二、本考核年度，縣長親民時間受理地政類案件計2件，受理後由
研考單位列管、稽催至承辦單位函復民眾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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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考評創新事項
(一)本府於109年4月1日起，實施土地徵收補償費發放

預約到府服務及專戶保管款通信申領服務。

說明及效益：

1. 為便利弱勢族群領取土地徵收補償費，本府推辦「徵收補償
費發放預約到府服務」便民措施。此外，存入專戶保管款金
額在新臺幣10萬元以下者，不分族群均可使用通信申領服
務，以上措施皆可節省民眾時間及交通成本。

2. 徵收補償費發放預約到府服務：截至110年6月30日止，計有1
人申請，申領金額為新臺幣16萬元整。

3. 專戶保管款通信申領服務：109年度申請民眾合計5人，申領
金額為新臺幣9萬6,121元整；110年度截至6月30日止，申請
民眾合計7人，申領金額為新臺幣18萬401元整，使用人次成
長率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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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提供本縣偏遠地區民眾享有便利地政服務，自110年
度起本縣各地政事務所全面開辦地政專車服務。

說明及效益：

1. 本縣鳳林地政事務所，為提供偏遠地區便利地政服務，自109年5月

起試辦地政專車行動服務，因試辦成效頗受民眾及民意代表肯定，

本府爰請花蓮所及玉里所應規劃自110年度起辦理轄區之「地政專

車服務」。

2. 辦理地點以轄區內交通不便之偏遠地區或原鄉部落為原則，每季至

少辦理1次，服務項目應包含地政業務諮詢、核發謄本、轄區登記

及測量案件收件、受理申請地籍異動即時通、跨所、跨縣市及代收

代寄登記案件、宣導地政業務及便民措施等六項目。

3. 本項地政專車服務，係針對轄區地緣及居民特性所推出之客製化服

務，除可提供偏遠轄區民眾可及性、便利性更高之地政服務外，並

藉由與民眾互動之機會，協助解答地政問題及增進地政業務之宣導

成效。

4. 本考核年度，本縣三地所計辦理7次專車服務，服務人次105人（詳

細辦理情形，請參閱績效報告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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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縣花蓮地政事務所於110年5月17日起，就所受理
申報實價登錄案件，實施簡訊通知申報人再次檢視
申報登錄之價格，以降低申報錯誤率及減少裁罰引
發之民怨。

說明及效益：

1. 自109年7月1日起不動產買賣案件申請登記時應一併申報登錄

成交價格，另申報義務人回歸買賣雙方，如經查獲申報價格

不實之案件逕予裁罰新臺幣3~15萬元並限期改正。

2. 本項措施係以人工半自動方式產生簡訊，於申報義務人申報

實價登錄至買賣案件登記完畢前，將其申報之總價以簡訊發

送至申報義務人及申報代理人手機，申報人或代理人可再次

檢視申報之價格是否詳實無誤，倘有錯誤可立即電話告知地

所更正。

3. 本簡訊通知機制，可避免因申報價格誤繕而受裁罰及減少民

怨，並提升實價登錄之正確性。本服務計發送簡訊數1,344

封，因收到簡訊通知而申請更正者計2件，避免誤繕遭裁罰金

額計6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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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府於110年6月30日函頒修正「花蓮縣違反區域計畫法罰鍰案
件裁罰基準」部分條文，加強維護農地農用並促進土地合理利
用。

說明及效益：
1. 本府前於96年8月27日函頒本裁罰基準。
2. 本次修正原因：依區域計畫法第21條第1項規定，裁處機關得限期

令違反管制使用土地者「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其他地上物恢
復原狀」。因考量行為人如積極配合改善，已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提出合法申請及拆除地上物恢復原狀，為配合有關機關審查時程需
要，應得酌予調整改善期限依內政部109年10月29日台內地字第
1090265731號函示，執行停止供水、供電之措施以位於「特定農業
區農牧用地」且屬「105年5月20日以後新增違規行為」及「潛在易
轉作工廠之大型違章建築」之客觀條件者，為優先處理對象，爰配
合修正本裁罰基準將該違規態樣列為優先執行停止供水、供電之對
象。

3. 修正重點：新增「限期改善時程延長」之規定。依內政部上開
函示配合新增潛在易轉作工廠之大型違章建築，於第二次裁處時併
同執行停止供水、供電為原則。

4. 本裁罰基準修正後，讓積極配合改善合法化行為人能因應各申請合
法過程調整改善期限，免除查報單位一再查報及行為人一再申請展
期作業。另有關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於105年5月20日以後新增之未
登記工廠，經裁罰後未改善者，於第二次進行停水、停電措施，以
加強維護農地農用，促進土地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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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處及地政事務所同仁110考核年度依「花蓮縣政
府自行研究案件評審暨獎勵作業要點」提出自行研
究報告計4件。

說明及效益：

1. 本府為鼓勵所屬機關同仁積極從事研究發展工作，訂有
本評審暨獎勵作業要點。110考核年度，本府各局處暨
所屬機關同仁共計提出自行研究案件10件，其中本處及
地所計有4件，經評審後獲得優等1件、甲等2件、乙等1
件之佳績，顯示本縣地政人員對於業務之用心與努力。

2. 同仁從事自行研究案件，有助於業務之興革與推展，案
經本府核定敘獎者，所提之建議事項由研究單位人員依
下列方式辦理：報請機關首長核定實施。報請上級
機關參採。函送有關機關參考 (自行研究案件評審情
形表請參閱績效報告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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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縣玉里地政事務所協助本府農業處順利建置「農
業資材補助受理及審核系統」，有效提昇行政效
率，嘉惠農民。

說明及效益：

1. 本縣為農業大縣，農業資材補助向來為縣內年度重要事
務。歷年來農民為申請資材補助，需申請土地登記謄本向
鄉鎮市公所申請補助建檔後，再送由地所協助人工勾稽地
籍資料之正確性，所需耗費之人力及物力繁瑣頗不便民。

2. 本府農業處為建置「農業資材補助受理及審核系統」以提
昇行政效率，玉里所資訊人員研提系統架構之作業流程，
經測試並經農業處及各鄉鎮公所決議採行，確實達成簡化
及縮短申請流程，嘉惠全縣農民。

3. 改善後流程:

於每年3月份開放申請前，本府農業處函請各地所將相
關地籍資料匯入系統，系統提供鄉鎮公所受理民眾申請案
建檔與查核，免再人工登打。

受理時間結束後，本府農業處再次函請各地所將相關地
籍資料匯入系統，系統可自動勾稽二次滙入資料之差異情
形，如有不符時再視個案情形處理，大幅降低以往全由人
工逐筆勾稽之耗時與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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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
(一)本縣自104年6月22日起分階段實施跨所申辦登

記案件，並分別於104年10月26日及105年6月1
日，新增得受理跨所登記之項目。

說明及效益：

1. 目前得受理跨所登記案件計有18個項目。

2. 本項措施可節省民眾往返管轄登記機關申請登記案件之
交通時間及費用，相關辦理收件數如下：

110年度節省申請人時間約3,073小時，交通費用約35萬9千元。

1,475662751,134110

109年度節省申請人時間約2,663小時，交通費用約31萬4千元。

108年度節省申請人時間約1,858小時，交通費用約21萬6千元。

備註

1,275671921,016109

89146174671108

合計玉里所鳳林所花蓮所考核年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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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縣各地政事務所自104年1月28日起，陸續可使用悠
遊卡（聯名卡）、「公務機關信用卡繳費平台」、
行動支付台灣Pay等多元方式繳納地政規費。

說明及效益：
1. 自104年1月28日起，各地所可使用悠遊卡(或聯名卡)繳

納地政規費，105年4月1日起新增可使用信用卡，自109
年2~6月間新增可使用行動支付台灣Pay繳納地政規費。

2. 本項措施可降低申請人攜帶現金風險，減少錯誤找補情
形，讓繳費流程更迅速便利，節省等待時間，辦理情形
如下：

81萬2千元37309萬9千元13322萬5千元91110

12萬8千元25251萬9千元9311萬6千元84109

--177萬9千元4801萬4千元69108

金額件數金額件數金額件數

台灣pay信用卡悠遊卡
考核年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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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104年5月1日起，本縣與全國各縣市之地政事務所均可互
相受理「土地登記、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等相關案件跨
縣市代收代寄便民服務。

說明及效益：

1. 本縣自103年2月10日起陸續與各縣市政府合作推辦本項便民服

務，自104年5月1日起完成全國各縣市之合作。

2. 本項措拖可突破空間上的藩籬限制，建立地政業務跨區域交流合
作，有效節省申請人往返二地洽公之時間及金錢，相關辦理情形

如下：

110年度節省申請人時間約3,144小時，交通費用約56萬3千元。

1,7157134436034941923612110

109年度節省申請人時間約3,921小時，交通費用約71萬1千元。

108年度節省申請人時間約3,143小時，交通費用約58萬6千元。（以本縣代收案件
數估算，以下同）

備註

1,7808784998435937922757109

1,6287074925731318823632108

他縣市代收本縣代收
他縣市代

收
本縣代收

他縣市代
收

本縣代收
他縣市代

收
本縣代收

合計玉里所鳳林所花蓮所
考核年度



21

(四)辦理遠途民眾申請登記案件先行審查作業服務

說明及效益：

1.本縣對外交通不發達，縣境內部分地區亦地處偏遠，交通
不甚便利，故自95年起實施本項服務，以減少遠途民眾申
辦土地登記往返奔波。本項服務本府於103年8月14日配合
內政部之推動政策，修正本縣之作業要點，並於107年5月
30日修正部分條文。

2.相關辦理情形如下：

110年度節省申請人時間約561小時，交通費用約5萬4千元。

748858110

109年度節省申請人時間約661小時，交通費用約6萬9千元。

108年度節省申請人時間約684小時，交通費用約8萬8千元。

備註

8291162109

82131059108

合計玉里所鳳林所花蓮所考核年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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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
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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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一窗口服務全功能程度

1.地政處單一窗口一覽表

非都市土地開發案件申請許可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
作業

5

不動產估價師各項業務不動產估價師管理4

地政士各項業務地政士管理3

租賃住宅服務業各項業務租賃住宅服務業2

經紀業、經紀人員各項業務不動產經紀業管理1

受理業務窗口名稱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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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政事務所單一窗口一覽表

免下車申領各類謄本168免下車謄本6

買賣、租賃案件之實際資訊申報實價登錄收件5

土地複丈、建物測量等案件之收件測量案件收件4

簡易案件以外登記案件之收件一般登記案件3

抵押權塗銷登記等八類簡易案件之收
件、領件

簡易登記案件2

申領各類謄本各類謄本1

受理業務窗口名稱
項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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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辦案件流程簡化程度

1.臨櫃案件流程簡化

(1)建置掃描新式身分證條碼收件系統：兼具快速、正

確及防偽功能，節省大量人工登打時間。

(2)研發「土地登記案件審查配件系統」及「土地登記

案件登錄、校對配件系統」程式：每一案件縮短處

理流程5分鐘，減少配置1個人力。

(3)申請各類謄本免填申請書：每件至少節省3分鐘。

(4)簡易登記案件代填申請書：節省民眾填寫書表時

間，每件至少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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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辦案件流程簡化程度

(5)測量成果到宅用印服務(花蓮所)：民眾申辦相關

測量案件時，得申請到宅用印服務(認章)，該所

於測量成果完成後，依案件排定整合最短路徑，

派員送至民眾端認章，節省民眾往返所方之交通

時間及金錢成本。

(6)依內政部令頒「跨直轄市、縣（市）收辦土地登

記案件作業要點」受理得跨直轄市、縣（市）申

辦之土地登記項目，受理所全程辦理登記程序完

畢，有效節省申請人交通時間及交通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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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非臨櫃案件，簡化申辦流程

1,935件

2,502件

102件

42萬925張

110年度

2,532件2,335件戶籍資料異動
跨機關通報

2,216件1,854件案件登記完畢
郵寄到家

92件211件通信申請案件

42萬797張39萬6,372張線上申辦謄本

109年度108年度辦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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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辦案件書表減量程度

1.地籍謄本減量：

使用「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服務」系統查詢地籍資
料。經統計近三年，公務單位使用本系統人數逐
年增加，查詢量趨於穩定，顯示地籍謄本減量之
績效相當良好。

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服務查詢系統統計表

71,762

110（1-6月）109108107

159,089141,813146,282

75347

服務查詢量(張）使用人數使用機關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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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辦案件書表減量程度

2.戶籍謄本減量：

利用戶役政資訊系統查詢戶籍資料，減少民眾申
辦案件應附之戶籍謄本，達成戶籍謄本減量。

戶役政資訊系統查詢統計表

26,380

2,045

6,512

3,362

14,461

110（1-6月）

29,45925,76625,340花蓮所

8,0127,2847,877鳳林所

13,64511,00710,024玉里所

3,0651,137868地政處

54,18145,19444,109合計

109108107單位/年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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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辦案件書表減量程度
3. 印鑑證明減量：宣導民眾使用印鑑證明替代措施，例

如於地所辦理土地登記印鑑卡、地政士簽證
或親自申辦等方式，以減少印鑑證明書之使
用量。

4.權利書狀減量： 積極宣導公務機關辦理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得免繕發權利書狀，省下權狀費用及保管權
狀的困擾。

5.雙向螢幕整合服務：謄本櫃檯人員將民眾申請資料登打後，申請
資料即顯示於面對民眾之螢幕供民眾確認無
誤後，民眾即可於手寫板上進行線上簽名，
免再列印紙本申請書，縮短申辦時間及大量
紙張。

6.公文紙張減量： 本府暨所屬各機關於101年起陸續推動公文系
統線上簽核作業，將例行性、案情簡易、附
件少、保存年限10年內之電子公文，以線上
簽核完成處理程序，無需再行列印紙本存
檔，大幅減少紙張用量，並節省公文傳遞時
間，提高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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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
透明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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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處理流程查詢公開程度

申辦案件提供多項公開查詢管道，可查詢辦
理進度及相關資訊，申請人可依個人喜好自
由選擇查詢方式：

1.各地所大廳皆設置觸控式螢幕電腦：民眾可
自行操作查詢登記、測量各類案件辦理進
度。

2.設置多功能服務櫃台：不熟悉電腦操作民
眾，服務台人員提供民眾詢問案件進度及業
務諮詢(午休時段不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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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處理流程查詢公開程度

3.網路查詢服務：地政處網頁建置【花蓮縣地
政e服務】，提供多項地政業務查詢，全年無
休，不分時空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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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電話查詢：各地所均提供電話語音及人工接聽服
務，查詢申辦案件處理進度及案件相關資訊。

5.非都市土地違規案件：經實勘認定違反相關規定
據以裁罰之案件，均就(1)土地標示(2)違規面積
(3)土地所有權人或違規使用人(揭露姓氏，隱匿
名字)(4)裁罰金額及後續處理情形等資訊，逐筆
公開建置於本府網站，便利民眾瞭解及查詢相關
案件資訊。

6.非都市土地變更（更正）編定案件進度查詢： 自
108年6月1日起，民眾上網即可查詢所申請非都
市土地變更或更正編定案件之審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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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件處理流程主動回應程度
1.設置語音叫號系統，清楚指引民眾申辦事項。

2.登記案件於收件後掣給收據，印有預定結案時間、領件資訊，並
加註承辦人員姓名、聯絡電話等資訊，另民眾可透過手機掃瞄收
據上的QR-CODE，即可連結查詢辦理進度。

3.測量案件收件後，同時排定測量日期主動告知當事人，並於收據
背面註明承辦測量員姓名、聯絡電話及相關規定等資訊。

4.簡易登記案件隨到隨辦，申請人即可即時掌握案件辦理情形。

5.設置手機簡訊及E-Mail自動回覆服務系統，主動通知民眾有關申
請案件辦理情形。

6.按月清查比對死亡登記除戶資料，主動通知申報人轉告繼承人儘
速於期限內申辦繼承登記。

7.依「地籍異動即時通便民服務作業原則」，辦理登記名義人申請
產權異動通知服務。

8.設置縣長親民時間、縣長電子信箱、縣民1999熱線等多元管道提
供縣民陳情、建言或諮詢服務，民眾所反應之問題或建議，均依
規定之處理時效儘速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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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項地政業務服務場所
友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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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洽公環境適切程度

辦公大廳寬敞明亮 動線標示清楚

處理流程看板 處理期限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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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洽公環境適切程度

法令宣導櫥窗 電子字幕機 承辦櫃台雙語標示

語音叫號系統 志工服務台 親切走動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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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洽公環境適切程度

愛心眼鏡 愛心傘 擦鞋機

冷熱飲水機 血壓機 愛心輪椅

提供各項貼心用品或設備，以備民眾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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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設施合宜程度

各類業務窗口儘量集中於一樓大廳，設置適量櫃
台符合民眾需求，各櫃台及服務台降低高度，拉近
與民眾距離，並設置舒適座椅，提供親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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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設施合宜程度

規劃設置無障礙設施、溫馨休息區、育嬰哺乳室等。

身障專用道 身障停車位 身障廁所

愛心服務鈴 溫馨休息區 育嬰哺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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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設施合宜程度

友善環境，裝置節能照明設備，落實環境綠美化。

裝置T5、T6高效能燈具 採用太陽能路燈

花蓮地政事務所 鳳林地政事務所 玉里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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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項地政業務服務行為

親和、專業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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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行為親和程度
1.本府訂定「為民服務考核工作計畫」、「加強電話禮貌

測試實施要點」等規定，據以推展為民服務工作並督促
所屬各機關同仁落實親民和善的服務態度。

2.本處及各地所每年均定期辦理服務滿意度問卷調查，並
就調查結果分析及研擬改進措施。

3.各地所招募地政志工計29人，負責現場引導民眾申辦案
件及協助民眾填寫各項申辦案件表格等多項服務。

4.各地所排定走動式輪值服務，秘書、各單位主管同仁均
參與輪值，落實走動式管理，並適時處理突發狀況。

5.花蓮所每年舉辦一次服務禮貌人員票選活動，藉由民眾
投票，選出服務品質最佳人員，以激勵同仁提昇為民服

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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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行為專業程度

本處及各地所推動以下作為，以提高同仁服務專業度。

1.自辦多項業務研習，並鼓勵同仁多加參與相關專業知能
研習課程，增進專業知能，以提升專業知識及業務熟悉
度。

2.蒐集民眾常見問題，編製「Ｑ＆Ａ」提供同仁應用，並
刊登於網頁上供民眾參閱。

3.服務台選派資深審查人員輪值，以主動且正確地提供與
問題有關的完整資訊予詢問民眾。

4.辦理承辦業務同仁之相關法令測試，以加強業務熟悉及
專業程度。

5.提供「一次告知」服務，主動告知申辦案件所需證件、
費用及處理時效，避免民眾來回補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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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網路宣導：本處及各所網頁提供各類最新資訊、查詢及相關
連結，內容充實詳盡。

2.文宣宣導：設置法令宣導櫥窗宣導政令、文宣品放置服務台
民眾索取。

3.電子字幕機：各地所大廳均有設置電子字幕機(跑馬燈)，隨
時播放政策或法令宣導供民眾參閱。

4.行動宣導：透過測量工程車之車身塗裝標示，宣導機關企業
識別之能見度，並提高測量人員專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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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配合活動之宣導：每年利用各機關舉辦各類型活動場合，設
攤宣導地政業務。

6.發布新聞： 對於新聞事件、地政便民服務措施或相關
法令等，主動發布新聞，俾利民眾瞭解知
悉。

7.說明會座談會： 每年透過舉辦公告土地現值、市地重劃、
地籍圖重測等說明會、不動產業界座談會
等場合辦理業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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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彈性到府服務：本縣地形狹長，部分轄區地處偏遠，交
通不便且年邁長者及行動不便族群亦多
有所在。為關懷弱勢族群，各所對於因
特殊因素不克到所者，實施彈性到府服
務，並藉此措施宣導提昇地政人員專業
便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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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考核年度行銷地政業務最成功之案例

 緣起：為利簡政便民，內政部自109年3月起，新增民眾申辦土地登記
可採用線上聲明措施，當事人真意經地政士或律師線上驗證後，可免
除親自到所核對身分或檢附印鑑證明。

 遭遇困難：本縣民風較為保守，習於傳統作為，對於科技應用接受
度較低地政士誤解此機制加重其責任，配合意願不高。

 解決方式：利用各種管道積極宣導，提高本措施曝光度請各地所
加強與地政士面對面溝通宣導，實務討論與演練，協助處理所遭遇問
題辦理110年地政士座談會時，以提案方式進行討論，並加強說明
本措施之便利性、安全性及趨勢性。

 執行績效：

經本府及各地所約半年多的努力推廣，本縣地政士公會理事長為響
應政策，率先於110年1月於花蓮所使用本項措施申辦土地登記，嗣後
鳳林所亦陸續傳出佳績。

截至110年6月底止，本縣共計有6件土地登記案件使用本項措施(花
蓮所3件、鳳林所3件) 。

雖仍有很大進步空間，惟確實已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本府及本縣各
地所將持續努力推廣，使本項便民措施能讓大眾提高接受度並廣為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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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地政業務施政
民眾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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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滿意度

1.實施計畫：訂定「花蓮縣政府地政處暨花蓮縣各地政事務

所地政業務施政滿意度調查實施計畫」據

以辦理年度整體地政業務施政民眾滿意度

調查。

2.調查時間：(1)109年12月14日至24日(一般民眾）

(2)110年5月5日至18日（一般民眾及地政士）

3.調查對象：至本處及各地政事務所洽公之民眾及地政士。

4.發放問卷：(1)一般民眾紙本問卷200份(地政處10份，花

蓮所100份，鳳林所40份，玉里所50份)。

(2)地政士紙本問卷80份（地政處10份，花蓮

所100份，鳳林所40份，玉里所50份)。

5.各問卷項目滿意度調查結果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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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地政業務整體施政滿意度調查表（一般民眾200份）

0.78

2

1

2

1

0

2

3

3

0

第2次

0.16

0

1

2

0

0

0

0

0

0

第1次

未回答

001411184189案件處理速度

0.0504.564.6794.6195.17滿意度平均值（%）

00512194187整體人員及資訊服務

001114187184網站資訊提供服務

0068193192承辦人員的服務態度及服務品質

0067194193人員主動式導引服務態度及品質

10107187193整體提供之洽公環境與設備

00146183194廁所整潔度

0089189191無障礙設施

00810192190書寫用具、填寫範例、桌椅設施

第2次第1次第2次第1次第2次第1次

不滿意尚可滿意
問卷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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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便民服務措施使用滿意度調查表(一般民眾200份）

4.29

7

8

11

9

10

8

7

第2次

3.86

7

6

10

8

7

8

8

第1次

未回答

00810185183地籍異動即時通

101614175180土地登記線上聲明

0.1405.576.149090滿意度平均值（%）

101615172175花蓮縣地政e服務APP

001213179179使用信用卡、悠遊卡繳納規費

001012180181土地登記案件遠途先審服務

00711185181跨縣市、縣內跨所申辦土地登記

00911184181跨縣市、縣內案件代收代寄

第2次第1次第2次第1次第2次第1次

不滿意尚可滿意
問卷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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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地政業務整體施政滿意度調查表（地政士80份）

0

0

0

0

0

0

0

0

0

0

未回答

0278案件處理速度

0.141.1198.75滿意度平均值（%）

0080整體人員及資訊服務

0080網站資訊提供服務

0179承辦人員的服務態度及服務品質

0080人員主動式導引服務態度及品質

1178整體提供之洽公環境與設備

0377廁所整潔度

0179無障礙設施

0080書寫用具、填寫範例、桌椅設施

不滿意尚可滿意問卷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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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便民服務措施使用滿意度調查表(地政士80份）

1.25

1

1

1

1

1

1

1

未回答

0178地籍異動即時通

0376土地登記線上聲明

01.7996.96滿意度平均值（%）

0277花蓮縣地政e服務APP

0376使用信用卡、悠遊卡繳納規費

0178土地登記案件遠途先審服務

0079跨縣市、縣內跨所申辦土地登記

0079跨縣市、縣內案件代收代寄

不滿意尚可滿意問卷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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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力編制、調度及
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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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編制及調度情形

一、地政處及各地政事務所人員編制情形

10

3

4

3

0

職務
代理

52474552玉里所

19

7

5

0

缺額

27334229248合計

3713239鳳林所

12112106111花蓮所

63174646地政處

現有總人數臨時
人員

現有員額編制員額單位

二、各單位之缺額除辦理外補者外，辦理考試
分發者，多數已僱用職務代理人，以維護
服務品質。

三、各單位內部人員配置情形，請參閱績效報
告P54~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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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1.為涵養公務人員人文精神，提升工作生活品質，
發揮創新思維，塑造學習型政府，強化為民服務
效能，本府每年度訂定「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發展多元學習進修管道，提供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機會。

2.地政處及各地所110年度自行辦理地政相關教育
訓練課程、專題演講等計92場，參加人次約計
1543人次，辦理情形請參閱書面報告P57~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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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開發及其後續利用
與管理維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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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縣農村社區開發後續利
用及管理維護情形

富里、石牌羅山9.6162
富里
鄉

羅山924

堺學田9.0570
富里
鄉

學田863

舞鶴掃叭頂9.2417
瑞穗
鄉

掃叭頂852

月眉壽月7.4496
壽豐
鄉

月眉811

重劃前段別重劃後段別面積
鄉鎮
別

重劃區
名稱

年
度
別

編號

本縣歷年共計辦理4處農村社區更新案，分別為壽
豐鄉月眉社區、瑞穗鄉掃叭頂社區、富里鄉學田
社區及羅山社區。個案辦理情形，請參閱績效報
告（P58~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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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縣歷年共計辦理17期市地重劃案及2期自辦市地
重劃案，各期重劃區分別位於花蓮市(6區)，吉安
鄉（1區），新城鄉(1區)，壽豐鄉（1區）、光復
鄉(2區)，玉里鎮(8區)。

2.目前正辦理之市地重劃區：
(1)第14~17 期（玉里鎮民權、忠勇、仁愛、民國
市地重劃區）。
(2)花蓮縣第1期自辦市地重劃區（吉安鄉住一住
宅區）。
(3)花蓮縣第2期自辦市地重劃區（壽豐鄉東華不
大學特定區優先發展區）。

3.個案辦理情形，請參閱績效報告(P60~P67)。

(二)本縣市地重劃區開發後續
利用及管理維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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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地權基金、重劃抵費地標售盈餘運用情形

1.本縣實施平均地權基金餘額：截至110年4月30日止計新台
幣9,892萬9,102元。

2.尚未標脫之抵費地：僅剩花蓮市第六期舊火車站市地重劃
區民生段民生小段95地號等5筆土地，面積合計8,045.96
平方公尺。

3.盈餘運用情形:主要是運用於實施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前
籌備、規劃、設計所需人事及業務費用、市地重劃之工程
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區段徵收土地之開發費用及
市地重劃抵費地標售土地所得款不足抵付重劃負擔總費用
貼補等之用。

4.本縣第8、11及12期市地重劃基金專戶尚有餘額，每年各
編列10萬元供重劃區內道路、公園及兒童遊樂場等公共設
施維護管理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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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縣歷年辦理農地重劃地區，自民國50年起至81年
止，總計辦理完成32區，合計面積達7,149公頃。

2. 目前辦理之農地重劃區：吉安鄉永興農地重劃區。

3. 後續利用及管理維護情形：

（1）辦理早期農地重劃更新改善工程。

（2）辦理緊急農水路改善工程。

（3）辦理農地重劃區農水路管理維護工作。

3.  個案辦理情形，請參閱績效報告（P68~P76)。

(三)本縣農地重劃區開發後續利用
及管理維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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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災區復舊施工前 玉里災區復舊施工後

無人機空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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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眾陳情及糾紛案件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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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訂定人民陳情案件相關規定處理人民陳情案件。
2.多元陳情管道：除一般書面陳情案件外，尚提供縣長電

子信箱、縣長親民時間、1999縣民熱線等多種管道。
3.落實管考：民眾陳情案件，皆由研考單位登錄列管、稽

催至結案，並於每週縣長主持之「主管會報」中提報各
單位公文處理情形。

4.110考核年度陳情案件總數較109年度增加28件，年增率
約38.3%。

(一)、民眾陳情案件處理情形

101

61

18

2

20

110年

38.3%7384合計

60.5%3846紙本陳情

-10%20191999縣民熱線

-33.3%36縣長親民時間

66.6%1213縣長電子信箱

110年增減率109年108年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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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縣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於92年成立，至110年6月止，總
計作成調處結果計40件。110考核年度本府尚無受理民眾申請
或機關移送之不動產糾紛調處案件。

2. 三七五租佃爭議：本考核年度辦理調解案1件，調解成立並終
止租約。

3. 不動產交易消費糾紛：本考核年度受理計25件，糾紛原因較
多者：(1)終止委售或買賣契約9件(2)標的物瑕疵爭議6件(3)
服務報酬爭議5件(4)糾紛經調解達成協議或自行和解者計21
件。

4. 再鑑界：本考核年度再鑑界案件計申請3件，其中1件經本處
檢測分析處理後，申請人自行撤案，其餘2件尚在辦理中。

(二)、民眾糾紛案件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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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考核年度本處及各地所辦理各類行政救濟案件統
計資料及處理情形詳如以下各表：

(三)、各類行政救濟案件之統計資料及
處理情形

不受理原因：非屬行政處分。不受理2地籍圖重測

駁回1件無提起行政訴訟。
駁回1件
審理中1件

2違反區域計畫法

另行研議適法之處分。撤銷原處分1
更正徵收溢領地
價補償費

1.訴願案件處理情形統計表（2-1）

駁回1件無提起行政訴訟。
自行撤回1件
駁回1件

2
不動產經紀業管
理條例

後續處理情形訴願決定
件
數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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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類行政救濟案件之統計資料及
處理情形

未結案部分，依規續處。

自行撤回1件
不受理2件
駁回3件
審理中4件

撤銷原處分2件

12小計

1.訴願案件處理情形統計表（2-2）

1.駁回1件無提起行政訴訟。

2.撤銷原處分案，於重新處分
前，該標的物復經司法機關函
囑禁止處分，以致原申請登記
案屬依法不應登記情形，爰依
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2
款予以駁回。

駁回1件
審理中3件
撤銷原處分1件

5土地登記

後續處理情形訴願決定
件
數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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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類行政救濟案件之統計資料及處理情形

俟判決結果依規續處。審理中1徵收放領土地

有關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經
法院判決撤銷部分，依規續
處。

原處分主文第2項，關
於具固定基礎之圍籬
部分及該部分訴願決
定，均撤銷。

1違反區域計畫法

未結案部分，依規續
處。

駁回1件
審理中2件
部分撤銷1件

4小計

2.行政訴訟案件處理情形統計表

台北高等法院裁定駁回。駁回1土地登記

俟判決結果依規續處。審理中1更正編定

後續處理情形判決結果件數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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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類行政救濟案件之統計資料
及處理情形

拒絕賠償2件2小計

俟請求權人提起訴訟後續處。拒絕賠償1地籍圖重測

3.國家賠償案件處理情形統計表

俟請求權人提起訴訟後續處。拒絕賠償1土地登記

後續處理情形辦理情形件數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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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整體性施政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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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土永續發展兼顧土地開發

1.加強取締非都市土地違規使用：110考核年度裁
罰違規使用土地筆數計88筆，面積8.71公頃，
裁罰金額483萬元，加強遏止非法使用，促進土
地合理利用。

2.設置「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單一窗口，
輔導合法開發業者加速開發流程，累計已受理
37件開發案件，核准開發許可、開發計畫變更
及變更內容對照表案件計21件。

(二)、加速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
更新國土資訊

積極向中央爭取補助款及編列地方配合款辦理
「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
套疊計畫」及「地籍圖重測計畫」，建立完整
國土地籍管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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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爭取中央補助款及編列地方配合款
積極辦理地籍測量業務

2,909千元1,819千元中央補助款

1.109年圖解數化計畫，榮獲內政部評
列「優等」。

2.109年地籍圖重測計畫，榮獲內政部
評列「優等」。

辦理成效

489千元202千元地方配合款

531公頃89.74公頃面積

秀林鄉景美段、
玉里鎮大禹段合

計1,523筆

吉安鄉仁廉段、仁
恥段及玉里鎮玉璞
段都市計畫土地計
5,572筆

筆數

地籍圖重測計畫圖解數化計畫項目



76

地籍圖重測計畫獲本府圓夢團隊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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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努力方向

塑造「幸福花蓮、花園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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