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度 
內政部地政業務督導考評 
綜合整體表現業務簡報 

簡報人：陳錦珠 處長 日期：110年9月2日 

1 



壹、基本資料 

貳、研究創新 

參、便民服務 

肆、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伍、整體性施政表現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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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區介紹 壹、基本資料 

苗栗 

• 轄區鄉鎮人口總數：129,704人(較去年同期-1,180人) 

• 苗栗市：87,395人、頭屋鄉：10,142人、公館鄉：32,167人 

竹南 

• 轄區鄉鎮人口總數：134,388人(較去年同期-241人) 

• 竹南鎮：87,311人、後龍鎮：34,973人、造橋鄉：12,104人 

頭份 

• 轄區鄉鎮人口總數：120,528人(較去年同期+396人) 

• 頭份市：104,797人、南庄鄉：9,452人、三灣鄉：6279人 

銅鑼 

• 轄區鄉鎮人口總數：39,226人(較去年同期-955人) 

• 銅鑼鄉：17,065人、西湖鄉：6,650人、三義鄉：15,511人 

大湖 

• 轄區鄉鎮人口總數：39,550人(較去年同期-832人) 

• 大湖鄉：13,725人、卓蘭鎮：16,026人、泰安鄉：5,698人、獅潭鄉：4,101人 

通霄 

• 轄區鄉鎮人口總數：77,191人(較去年同期-940人) 

• 通霄鎮：32,746人、苑裡鎮：44,445人 

截至110年度6月本縣人口數
為54萬0587人，較去年減少
3,752人，原住民11,403人，
佔總人口比例2%，65歲以上
人口為17.44% ･ 20歲以下人
口為17.11% 。 
轄區僅頭份市竹南鎮人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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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區介紹 壹、基本資料 

已登記之土地面積1746.42平方公里 

都市土地74.57平方公里，非都市土地1671.84平方公里 

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比例分別為4.2%與95.8% 

非都市土地之各種使用地類別中以農牧用地、林業用地為大宗 

分別占所有類別用地中32.84%及22.74%，合計為55.58% 

以竹南所、苗栗所、頭份所轄
區人口數較多，故而編制上也
較多資源以因應其業務 

苗栗 

9% 
竹南 

9% 

頭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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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鑼 

10% 

大湖 

47% 

通霄 

10% 

苗栗縣各地所轄區面積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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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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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 苗栗 通霄 竹南 銅鑼 頭份 

地所轄區人口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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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 壹、基本資料 

處長 

副處長 

地 

籍 

科 

地 

價 

科 

地 

權 

科 

地 

用 

科 

重 

劃 

科 

地 

籍 

測 

量 

科 

專員 技正 

地政處組織編制 

主任 

秘書 

第一課 第二課 第三課 第四課 

(竹南、苗栗所) 

地政事務所組織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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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編制情形 壹、基本資料 

  地政處 苗栗 竹南 頭份 銅鑼 大湖 通霄 合計 

編制 
人員 

預算 42 42 42 41 27 26 29 249 

現職 42 37 37 37 22 22 28 225 
缺額 0 5 5 4 5 4 1 24 

工友 
技工 

預算 2 4 3 3 3 4 3 22 

現職 2 4 3 3 2 4 1 19 
缺額 0 0 0 0 1 0 2 3 

測量 
助理 

預算 20 26 28 26 16 18 20 154 

現職 20 26 28 26 16 18 20 154 

缺額 0 0 0 0 0 0 0 0 

約聘(僱)人
員 

預算 1 1 1 0 0 1 0 4 

現職 1 1 1 0 0 1 0 4 
缺額 0 0 0 0 0 0 0 0 

臨時(工程
助理)人員 

預算 26 12 10 9 7 5 8 77 

現職 26 12 9 9 7 5 8 76 

缺額 0 0 1 0 0 0 0 1 

合計 

預算 91 85 84 79 53 54 60 506 

現職 91 80 78 75 47 50 57 478 

缺額 0 5 6 4 6 4 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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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概況 壹、基本資料 

預算科目 歲出 

經常門 

地籍管理 7083萬3000元 

地價管理 188萬3000元 

地權管理 
 

54萬2000元 

地用管理 
 

169萬5000元 

重劃管理 138萬3000元 

測量管理 
 

1482萬9000元 

資本門 

平均地權基金 1500萬元 

其他公共建設-重
劃工程與設施 

2437萬2000元 

合    計： 1億1仟553萬7千元 

所別 歲出 

苗栗地政 7064萬3000元 

竹南地政 7649萬7000元 

大湖地政 4789萬6000元 

通霄地政 5627萬2000元 

頭份地政 7234萬3000元 

銅鑼地政 4903萬3000元 

合計 3億7268萬4000元 

地政處 地政事務所 地政處 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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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創新 

擴散效益 

年度創新 

歷年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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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創新 本次考評研究創新 

 事前重宣導：結合社區資源：以村里鄰為單位，請村長、

鄰長依預為製作之調查清冊調查換狀需求。 

 預為製作相關注意事項表：透過村長、鄰長的說明，換

狀更方便更快速，提升民眾參與程度 

 配合民眾時間、地點：於村民平常聚集的社區活動中心

為換狀地點，並和村里長約定時間洽談下鄉換狀事宜。 

 多層次的宣導：換狀現場除了換狀櫃台，另有登記、測

量人員提供諮詢，鄉民更了解政府地籍圖重測的意義，

參與換狀民眾達8-9成。 

(一)重測換狀一次OK(前年度創新再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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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創新 本次考評研究創新 

 為強化實價登錄資料加值應用，讓同仁能快速精準掌握房地交易動態，精進地
價作業品質，即時提供民眾行情資訊 

 將實價登錄資料進階分析系統嵌入EXCEL功能表頁籤上，方便同仁操作使用，
並區分為價量分析表及建案分析表 

(二)實價登錄資料進階分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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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創新 本次考評研究創新 

 以轄內不動產交易熱點
為主軸，結合區域特性，
以相關統計數據進行分
析，製作買賣交易較為
頻繁集中區域之「交易
熱點區域圖」供民眾參
考，有效提升交易資訊
透明度，提供民眾更豐
富，更具參考性之交易
資訊 

(三)不動產買賣交易熱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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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創新 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 

於本處網站開設「土地徵收專區」 

特訂定「苗栗縣政府受理通信申請領取已存入保管專戶徵收補償費作業要點」 

民眾以通信申請方式領取新台幣10萬元以下,以匯款方式辦理 

經統計109年7月至110年6月間，申請件數為13件， 

依每案節省時間180分鐘計算，已達節省民眾時間2,340分鐘之效益 

(一)地政幸福列車-『徵』的粉『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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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創新 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 

苗栗縣各鄉鎮面積範圍及需用金額表 

轄區 鄉鎮 
拍攝面積(平方公

里) 
影像金額 小計 

第一階段
110年 

苗栗市 45 51,750 

1,124,700 

公館鄉 90 103,500 

頭屋鄉 61 70,150 

頭份市 65 74,750 

三灣鄉 69 79,350 

南庄鄉 185 212,750 

竹南鎮 52 59,800 

後龍鎮 100 115,000 

造橋鄉 64 73,600 

銅鑼鄉 99 113,850 

西湖鄉 51 58,650 

獅潭鄉 97 111,550 

小計 978 1,124,700 

第二階段
111年 

通霄鎮 136 156,400 

1,340,900 

苑裡鎮 86 98,900 

大湖鄉 113 129,950 

卓蘭鎮 94 108,100 

泰安鄉 656 754,400 

三義鄉 81 93,150 

小計 1,166 1,340,900 

總計 2,144 2,465,600 

本府規劃110年及111年分兩年採購

轄區高解析度衛星正射影像圖，精進

複丈業務效率，解決界址疑義糾紛，

確保人民財產權益，提升為民服務品

質，並輔助本縣各項建設政策規畫推

動。 

(二)只有『衛』您   提供最新衛星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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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創新 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 

願景 

相符 

相符 

提供民眾最新衛星影像圖 

圖資影像服務的重要性： 
 對民眾來說，能幫助土地所有權人

了解自家土地位置及周邊使用概略
狀況。 

 民眾了解真實地形地貌，減少民眾
申請土地複丈，亦節省民眾不必要
之開銷。 

 有利於不動產經紀業者，向買賣雙
方解釋不動產周遭環境，減少買賣
雙方不動產交易時程。 

(二)只有『衛』您   提供最新衛星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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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創新 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 

控制、圖根、補點雲端管理系統 VS 傳統紙張坐標優點 

項    目 雲端管理方式 傳統紙張方式 

紙張環保 現場螢幕查詢 需紙張列印攜出 

點位尋找 數值導航顯示-快 紙圖判斷尋找-慢 

土地複丈附近點位 即時位象顯示-正確 
紙圖相對顯示- 

需判斷 

新增點位共享 即時共享 個人專屬 

座標轉換 快 慢 

 透過建立一套雲端管理系統，

將所有公告後之圖根點上傳

GOOGLE雲端。 

 使用者透過APP可新增、查

詢、修改或刪除補點達成圖

根及補點共享。 

 輔以GOOGLE地圖導航搜

尋點位功能，顯示周圍點位

以及搜尋點位功能。 

 縱使數值區圖根點位遺失，

仍然可以使用GPS測得新

的圖根點位。 

(三)一支穿「雲」箭，圖根補點來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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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創新 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 

1.以縣有耕地清查結果替代續租換約現場勘查 

2. 下鄉定時定點收件並協助續租換約 

3.租約屆滿前主動通知併同寄送續租換約申

請書及範例 

縣有耕地 
清查計畫 

清查筆數 清查面積(公頃) 完成度 

106年 318 40.96 100% 

107年 496 57.35 100% 

108年 463 50.85 100% 

109年 400 26.25 100% 

110年(至6月) 344 30.57 100% 

110年度計有75筆縣

有耕地、50戶，預計

於110年12月到期，

預計可替承租人省下

代辦費100,000元

(50*2,000=100,000) 

(四)簡化縣有耕地合約「續約」「租約」「換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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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創新 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 

登記追蹤QR-CODE 測量定位QR-CODE 

複丈通知書加印土地位置的QR-CODE條

碼立即於Google地圖中定位顯示位置，

並可配合Google地圖導航至目的地。 

QR-CODEDE一份貼至於民眾申請之
土地登記申請書上，另一份則貼至民
眾繳納之登記案件收據聯上，提供即

時性的案件辦理資訊。 

(五)QR掃一掃，案件沒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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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創新 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 

(六)建物滅失一條龍服務 

主動辦理建物滅失勘查，辦

畢通知稅捐單位註銷稅籍及

戶政單位註銷門牌。 

節省民眾往返機關間之時間與成本，平

均每件節省時間6天，節省交通費200元，

勘查費400元，每件節省600元。 

自107年1月開辦以來，辦理依門牌整編及

行政區域調整資料辦理住址變更登記 

110考核年度共計幫民眾節省294小時 

統計年月 清理總筆數 
辦理住變筆

數 
節省時間(時) 

109第3季 52 40 60 

109第4季 90 69 103.5 

110第1季 40 28 42 

110第2季 77 59 88.5 

總計 337 196 294 

(七)戶政聯繫幫您辦住址變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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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創新 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 

建置前 建置後 

前置 

準備 

列印勘查區域區段圖、

航照圖…等圖資，並預先查看

區段或地段地號所處位置及前

往路線。 

免列印相關圖資，直接使

用勘查系統之區段或地段定位

功能並結合導航系統導引至勘

查現場。 

現場 

勘查 

1. 由各類圖資比對現況，檢討

區段劃分是否恰當。 

2.拍攝現況照片不易對應到圖

上，需憑記憶或另作註記。區

段欲修正範圍及相關備註註記

於圖紙上。 

1.可即時定位所處位置由系統套

合各類圖資協助勘查人員判斷區

段劃分是否合理。 

2. 欲修正範圍及相關備註可直接

註記於系統筆記功能內，並同步

儲存日期時間、座標、區段號、

地段地號等資訊，方便檢視。 

後續 

處理 

依圖上註記於地價系統修正區

段範圍。 

依勘查系統註記於地價系統修正

區段範圍 

由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及本處派員指導地政事務所，

建置國內六都外第1座95公尺電子測距經緯儀簡易

基線場 

落實測量儀器校正，供地政事務所及各界免費

使用（測量精準度向上提升），每月定期校正，

測量成果有保障，減少再鑑界及民眾陳情案數量，

也減少民眾申請費用，節省測量員人力成本。 

  

(八)地價勘查系統 (九)建置95M電子測距經緯儀簡易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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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創新 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 

從收件（含測量收件）、收費、領狀結案，均
可在同一櫃台完成，做到真正多功能櫃台，並
增加服務項目達十六項，並且搭配手寫板或觸
控式螢幕，民眾即可於櫃台進行電子化申請服
務 

      所別 
件數 苗

栗 
竹
南 

頭
份 

銅
鑼 

大
湖 

通
霄 

總
計 

109年考核期間累
計申請件數  

52 81 86 85 105 42 438 

110年考核期間累
計申請件數 

56 92 99 87 109 45 488 

成長率 
107
% 

113
% 

115
% 

102
% 

103
% 

107
% 

112
% 

110年度持續加強業務宣導、網路行銷、FB分享
等，於辦理重測換狀時，一併行銷推廣檢送地籍
異動即時通申請書，以及現場申辦即送小禮物，
使申請筆數相較於往年增加112%量，成績效果
相當顯著。 

(十)全縣多功能觸控式雙向櫃台 (十一)地籍異動即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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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便捷性 叁、便民服務 

跨縣市代收、代寄案件服務 提供多元繳納地政規費 

代收代寄申請案件項目 

土地登記 

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 

土地登記規則第二十四條所定之複印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 

複印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申請書原案 

依檔案法規定申請複印之公文 

英文不動產權利登記證明 

人工登記簿謄本 

利害關係人申請之異動索引、異動清冊 

複印信託專簿、共有物使用管理專簿及土地使用收益限制約定專簿 

代理人送件明細表 

土地複丈成果圖補發 

實價登錄「表單登錄、紙本送件」案件 

110年考核年度代收案件數量共1,097件；代
寄案件數量1,343件，替民眾節省3,273小時 

   

   

 

鑑於智慧型手機行動支付日益普及，苗栗地
政事務所於107年3月新設「臨櫃行動支付地
政規費服務」真正體驗「智慧在手，行動支
付跟著走」的科技便利，未來將規劃Line Pay
等行動支付導入地政事務所。 21 



               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便捷性 叁、便民服務 

地政線上申辦 其他各項簡化流程及書表減量服務 
簡易登記案件申辦種類 

線上複丈案件申辦種類 

為配合網路時代，減少民眾往返奔波，以網路代替
馬路，透過地政線上申辦系統，提供線上案件申辦
服務，同時也提升申辦案件書表減量程度；並結合e
政府服務平台電子付費機制，讓民眾不必出門，即
能網路申辦地政業務及線上繳費，提昇為民服務品
質及效益 

申請書表減量 申請土地建物謄本免填申請書 

持憑法院函文申辦測量案件免填申請書 

測量簡易案件免填申請書 

登記簡易案件免填申請書 
 

簡化退還規費作
業 
 

現金退費（免填退費申請書）及匯款退費
（免匯費）將退費整併於多功能櫃台，節省
行政程序 

縮短決行層級-
修正分層負責明
細表 

研訂分層負責表，將各類公文、案件逐一定
明處理期限及決行層級，大幅縮短處理期間 

簡化行政裁罰 將行政裁罰作業流程簡化為二層決行-課長
層級即可核定案件，每件節省約1小時辦理
時間，有效提高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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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透明程度 叁、便民服務 

線上公告標準化流程 實體明示各項作業辦理期間及標準流程 

共訂定41項標準化作業流程並公布於縣府網
站，民眾及承辦人員皆可清晰明瞭各項業務
流程，有完整SOP程序及作業流程圖，新進
承辦員亦可藉標準化作業流程快速上手各項
業務承辦 

製作案件流程、規費收費圖表及各類登
記及複丈案件處理期限懸掛看板於各所
明顯處，使洽辦民眾一目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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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透明程度 叁、便民服務 

建置1999縣民熱線常見問答集 各項案件查詢服務 

透過預先建立之常見問答集，可做即時的回
應，如客服人員無法回答，再行轉接至承辦
人員，也舒緩承辦人員與民眾解釋所費時間
與工作量，同時，民眾亦可自行上網搜尋常
見問答集，即可立即解決民眾常見之一般性
問題 

民眾可利用網站下載地
政便民行動 APP 「苗
栗縣地政e便利」，透
過簡易之使用者介面，
快速連結案件狀態查詢
平臺，立即顯示該案件
之辦理進度可供查詢，
並提供使用者送件之相
關案件訊息的主動通知
服務，截至110年6月

下載量已達6,156次。 24 



              各項地政業務服務場所友善性 叁、便民服務 

 洽公環境適切程度 

改善等待區擁擠現象，將櫃台服
務人員工作區退縮，擴大民眾洽
公區域，提供舒適環境，緩解民
眾等待時塞車不耐情緒 

語言無障礙 

新住民、原住民服務窗口、預約通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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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地政業務服務場所友善性 叁、便民服務 

服務設施合宜程度 各項便民服務措施 

便

民

升

降

椅 

設

立

便

民

工

作

站 26 



              各項地政業務服務場所友善性 叁、便民服務 

持續加強電話禮貌測試 

每月本府不定期辦理電話禮貌測試，測試為
(良)之同仁應再次測試直到(優)為止，地政處
及事務所測試結果皆達85分以上(優)。 

全方位延續服務 

基於行政一體性，推出全方位延續服務，解

決民眾真正詢問涉及各項問題的權屬單位，一次

性全方位說明，民眾即可一目了然，也減少溝通

上的誤會及查詢各單位聯絡資訊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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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地政業務服務場所友善性 叁、便民服務 

各項地政業務服務行為親和、專業程度 

地政 

公所 

稅務 

為簡化行政作業流程，擴大服務層面，
全面實施，全面簡化土地(建物)登記案件

傳真查欠聯繫作業」。透過機關間的橫向
聯繫，主動與地方稅務局建立溝通平台，
遇有民眾申辦該類「需辦理查欠而未查註」
之案件，即由初審人員主動傳真相關文件
至地方稅務局，減少民眾路途奔波的勞苦 

提升服務專業程度 
於110年起將登記會議擴大為地政登記業
務精進會議，納入收件、審查、登簿及校
對，除了探討各式登記問題並請資深同仁
分享常年實務經驗，達成薪火相傳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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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今年業務行銷突破： 
整合本府及6個地政事務所之資訊，統
一由地政處臉書定期發佈地政業務相
關貼文結合自製業務宣導圖片，有效
吸引民眾觸及及按讚，藉以提升整體
曝光度，達到有效行銷之效果。 

宣導
期間 

110.0

1.24起 
主
題 

苗栗縣政府地政處配合獅潭鄉農

會橘莓戀行銷活動辦理政令宣導 

宣導
內容 

苗栗縣政府地政處今日（1月24日）配合獅潭
鄉農會橘莓戀行銷活動辦理政令宣導，縣長徐耀昌
到場蒞臨，活動熱絡，鄉親熱情參與！ 

宣導
策略 

配合獅潭鄉農會所舉辦之橘莓戀活動所帶動之
人潮，有效行銷地政業務。 

宣導
效益 

1.當天參與活動人數共約1,100人，現場服務民
眾相關問答，反應熱絡。 

2.110年1月至110年6月間，臉書觸及人數達591
人及4貼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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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宣導
期間 

110.05.0

7起 
主題 

線上聲明 再升級 

宣導
內容 

為提供更便捷的地政服務，內政部自110
年4月1日起擴大線上聲明申辦土地登記範圍，
提供公司法人可以運用「工商憑證」上網登
錄出售不動產或設定抵押權等聲明，經由地
政士或律師核對身分及驗證後，即可免再親
自到登記機關查驗。歡迎大家多加利用！ 

宣導
策略 

透過本處臉書粉專「地政IN苗栗」宣導，
藉由自製逗趣漫畫風格圖片，吸引點閱率。  

宣導
效益 

110年5月至110年6月間，臉書觸及人數
達5,777人及24貼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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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宣導
期間 

110.0

4.19起 

主
題 

送登記案件，在家就可以 

宣導
內容 

平常忙著上班抽不出時間送案件嗎？ 
還是熊熊想到要送案件的時候，地政事務所卻已經下班了？ 
不用煩惱免緊張！現在只要有自然人憑證 
就可以在數位櫃台申請下列案件喔 
1.住址變更2.住址更正3.門牌整編4.更名5.姓名更正 
6.出生日期更正7.統一編號更正 
在家就能送件，便利又可兼顧防疫，是不是很棒呢！ 
內政部數位櫃台：https://dc.land.moi.gov.tw/ 
  

宣導
策略 

藉由苗栗縣吉祥物貓裏喵，製作仿聊天APP視窗的對話

圖片，吸引民眾目光以達到宣導線上申辦業之成效。 

宣導
效益 

110年4月至110年6月間，臉書觸及人數達8,031人及22

貼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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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宣導
期間 

110.0

5.18起 

主
題 

全民共同防疫，宅在家也能申辦案

件 

宣導
內容 

台灣本土疫情激增，苗栗縣進入準三級警戒 
防疫關鍵時刻，若非必要盡量不要外出 
透過網路與自然人憑證，也能線上申辦許多地政業務喔！ 
請大家多多利用下列服務： 
線上申辦7種登記案件 代收代寄服務減少跨域流動 
線上聲明 網路申請謄本 
數位櫃台 https://dc.land.moi.gov.tw/ 
地政服務 https://www.land.nat.gov.tw/ 
為防止疫情擴大  請洽公民眾務必 
●全程配戴口罩●手部消毒●保持社交距離 

團結抗疫，大家一同攜手共度難關。 

宣導
策略 

透過本處臉書粉專「地政IN苗栗」宣導，藉由自製

宣導圖片吸引點閱率，傳達地政業務及防疫事宜。 

宣導
效益 

110年5月至110年6月間，臉書觸及人數達9,621人

及27貼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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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地政處整體施政滿意度 

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表 

109年7月到110年6月統計地政處

洽公民眾填具之「苗栗縣地政處問

卷調查表」共收集112張問卷 

整體滿意度達83.92% 

針對不滿意部分，尤以動線規劃及

導引標示不滿意，加強指示牌，並

宣導同仁如遇洽公民眾主動協助加

以指引等措施，以加強服務滿意度。 

                伍、整體性施政表現 服務滿意度 

33 



109年7月到110年6月統計本縣

各地所洽公民眾填具之問卷調查

表，共收集382張問卷 

                伍、整體性施政表現 服務滿意度 

整體環

境整潔

及布置 

動線規

劃及導

引標示 

等候區

空間配

置及導

引標示 

提供申

請書表

服務 

承辦員

的服務

態度及

禮貌滿

意度 

承辦員

業務熟

練及解

說清楚

滿意度 

申辦案

件遇有

不符規

定，能

一次告

知補正 

整體滿

意度 

滿意 329 332 326 320 340 335 326 347

尚可 53 50 56 62 42 47 56 35

不滿意 0 0 0 0 0 0 0 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民眾對地政事務所整體施政滿意度 

地政事務所滿意度調查表 

整體滿意度達9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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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整體性施政表現 服務滿意度 

109年7月到110年6月以回收有效

問卷調查表，共收集88張問卷 

整體滿意度達88.6% 

地政處內部滿意度 

內部員工滿意度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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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整體性施政表現 服務滿意度 

109年7月到110年6月以回收有效

問卷調查表，共收集348張問卷 

整體滿意度達93.6% 

地政事務所員工內部滿意度 
內部員工滿意度調查表 

提供同

仁意見

表述的

管道暢

通程度 

受理同

仁申訴

案件能

公平處

理無差

別待遇 

同仁反

映問題

主管均

能適當

的協調

處理 

主管領

導方式

滿意度 

注重團

隊合

作，忙

碌時其

他同仁

皆能提

供協助

與支持 

辦理教

育訓練

是否滿

意 

「工作

環境」

滿意度 

業務上

使用的

電子化

系統便

利性是

否滿意 

業務上

提供的

資源滿

意度 

整體綜

合滿意

度 

非常滿意 89 85 101 95 95 86 72 60 34 56

滿意 231 240 230 236 238 234 251 264 300 270

普通 22 19 11 14 14 27 24 23 14 22

不滿意 6 4 6 3 1 1 1 1 0 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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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整體性施政表現 人力編制及調度情形 

單位 
缺額
人數 

出缺原因 對應方式 

地政處 - - - 

苗栗所 5人 
調職1人 
考試分配2人 
留職停薪2人 

報考試缺4人 

竹南所 6人 
退休2人 
調職4人 

報考試缺5人。 
外補1人(臨時人員) 

頭份所 4人 調職4人 報考試缺4人 

銅鑼所 6人  

內陞遺缺2人 
退休1人 
調職2人 
辭職1人 

工友出缺不補1人 
報考試缺5人 

大湖所 4人 調職4人 報考試缺4人 

通霄所 3人 
內陞遺缺1人 
退休2人 

報考試缺1人 
外補2人 

 地政處及地政事務

所現職員額總計478

人 

 缺額人數28人已較

去年(19人)增加9人 

 行政職系7員(1外補、6

報考試缺)、測量職系17

員(報考試缺)、工友3員、

臨時人員1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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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整體性施政表現 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類別 
訓練
場次 

課程、訓練名稱 參與人數 

地政處辦理
相關教育訓 

12 

土地登記審查會議 
土地登記及地籍清理教育訓練  
不動產估價作業 
區分所有建物估價技術實務探討 
地價區段劃分及區段地價估價作業系統 
研討苗縣地價調查估計作業規定 
外資及陸資在臺取得不動產業務研習 
地籍圖重測地籍調查教育訓練 
繼承關係及應繼分實例研討 

 

335 

地政事務所
辦理相關教

育訓 
59 

 

客語能力初級認證班 
土地登記線上聲明教育訓練 
地籍清理、未辦繼承及土地登記教育訓練 
實價登錄新制介紹 
環境教育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測量儀器操作訓練 
地籍圖重測業務教育訓練 
測量儀器操作訓練 
地政業務便民教育訓練 
資訊安全業務 
審查注意事項會議 
內部稽核作業教育訓練 
測量教育訓練-地籍調查資料處理系統介紹 
 

792 

訓練課程內容重點 

 新進人員教育訓練 
 登記審查 
 未辦繼承及地籍清理 
 資訊安全業務 
 地籍圖重測相關業務 
 測量儀器操作 
 實價登錄新制 

 

定期辦理教育訓練 

總計辦理 
71場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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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整體性施政表現 土地開發及後續利用與管理維護情形 

已辦竣公辦市地重劃區 

自64年迄今完成公辦市地重劃計7區，總面
積130.41公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35.48公頃，目前無辦理中公辦市地重劃 

案名 原文中四 袍澤(東側) 袍澤(西側) 

計畫範圍 

東：緊鄰公兒17
及甲種工業區。 
西：緊鄰甲種工
業區。 
南：以中華路為
界。 
北：緊臨頭份工
業區。 

東：以苗栗都市
計畫範圍為界。 
西：以中正路為
界。 
南：以水源路為
界。 
北：緊鄰機19用
地(苗栗地方法院
)。 

東：以中正路為界。 
西：以恭敬路為界 
南：以林森街為界 
北：以中興街(中正路
1218巷)為界。 
(剔除部分已建築使用、
申請建築之土地及已開
闢未取得部分土地等)。 

範圍面積 4.08公頃 1.68公頃 2.08公頃 

取得公共設施
用地 

1.22公頃 0.55公頃 0.46公頃 

提供可建築用
地 

2.86公頃 1.13公頃 1.62公頃 

節省政府開發
費 

3100萬元 2600萬元 2400萬元 

辦理時程 
99.1~102.9 101.1~106.9 101.1~106.9 

辦理情形 已將盈餘一半撥
充本縣實施平均
地權基金。 

辦理抵費地標售
作業。 

辦理抵費地標售作業。 

辦理中自辦市地重劃區共計4區 

苗栗市福全自辦市地重劃區 
苗栗市公館鄉水鶴自辦市地重劃區 
頭份市大亨自辦市地重劃區 
竹南鎮頭份市南科自辦市地重劃區 

網站建置方面 
針對已核准實施市地重劃之公、自辦市地
重劃區，於機關網站公告重劃相關資訊 

市地重劃 

39 



                伍、整體性施政表現 土地開發及後續利用與管理維護情形 

後續利用 

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56
條規定，抵費地售出後所得
價款應優先抵付重劃總費用，
如有盈餘時，應以其半數撥
充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半數
作為增添該重劃區公共設施
建設、管理、維護之費用。
原文中四市地重劃區104年已
撥充約498萬元於本縣實施平
均地權基金 

平均地權基金應用 
109年7月至110年6月平均地
權基金除運用於抵費地環境
維護、辦公郵電費差旅費，
另支應公務車險、油燃料等
相關費用。 
 

市地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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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整體性施政表現 土地開發及後續利用與管理維護情形 

高速鐵路苗栗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 

開發總費用為新
台幣54億7,475萬
1,194元，至110
年6月標(讓)售收
入77億4,706萬
1,410元，目前尚
未辦竣標(讓)售
之土地共計6筆，
後續仍持續辦理
標(讓)售 

  
標(讓)售出

筆數 
標(讓)售出面積(㎡) 開發金額(元) 標(讓)售出金額(元) 備註 

98年度 1 469.00  9,183,020  9,180,083    

99年度 2 7,428.05  148,698,253  148,698,253    

100年度 1 49,038.60  900,005,426  900,000,000    

101年度 13 113,496.85  2,403,645,043  2,543,071,155    

102年度 8 4,194.32  81,472,806  122,566,284    

103年度 4 20,458.43  397,222,464  967,439,642    

104年度 17 57,705.56  1,047,532,598  2,639,513,993    

108年度 3 2,067.19 41,107,204 73,726,000   

109年度 5 9,070.42 156,866,922 342,866,000   

合計 54 263,928.42 5,185,733,735 7,747,061,410   

上網標售 6 8,398.28 146,437,547 338,083,176 標售總底價 

區段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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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整體性施政表現 土地開發及後續利用與管理維護情形 

竹科竹南基地周邊地區區段徵收 

開發總費用為新台
幣59億7,771萬
9,676元，至110年
06月標(讓)售收入
73億4,104萬9,966
元，目前尚未辦竣
標(讓)售之土地共
計2筆，後續仍持
續辦理標(讓)售 

  
標(讓)售出

筆數 
標(讓)售出面積(㎡) 開發金額(元) 標(讓)售出金額(元) 備註 

101年度 5 166,240.43 3,324,819,610 3,810,889,999   

102年度 9 29,384.68 652,305,470 1,033,726,356   

103年度 6 49,980.37 1,154,525,919 1,407,248,906   

104年度 2 4,073.81 187,802,641 320,405,129   

109年度 8 16,109.72 458,365,992 932,139,888   

110年度 3 936.47 20,621,562 40,052,888   

合計 33 266,725.48 5,798,441,194 7,341,049,966   

上網標售 2 938.39 23,163,875 53,539,971 標售總底價 

區段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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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整體性施政表現 民眾陳情處理情形 

人民陳情案件具體載明陳情事項、姓

名及聯絡方式(電話、住址email等)  

  

縣長信箱 

縣民熱線1999 

在110年度考核年總計有22件，平均辦理天數3.6天 
 

縣民熱線1999總計有24件，平均辦理天數2.5天 
 

縣長信箱處理情形 

縣民1999辦理情形 

案件類型 辦理件數 比例 辦理天數 平均天數 
登記 8 36% 26.9 3.4 
地價 2 9% 8.6 4.3 
地權 2 9% 7.9 3.9 
地用 3 14% 9.3 3.1 
重劃 4 18% 16.3 4.1 
測量 3 14% 8.9 2.9 

總計/平均 22 100% 89.3 3.6 

案件類型 辦理件數 比例 辦理天數 平均天數 

登記 15 63% 37.4 2.5 

地價 0 0% 0 0 

地權 1 4% 4.6 4.6 

地用 0 0% 0 0 

重劃 1 4% 1.4 1.4 

測量 7 29% 12.6 1.8 

總計/平均 24 100% 5.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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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整體性施政表現 民眾糾紛案件情形 

          類型 
結果 

不動產糾
紛調處 

測量案件糾
紛調處 

耕地租
佃糾紛 

消費爭議處理
情形 

合計 比例 

結案 0 34 1 31 66 56% 

不成立移送(
法院、調解委
員) 

0 0 2 8 10 8% 

審理中或待下
次調(解)處 

1 24 0 4 29 24% 

撤回申請 1 0 0 13 14 12% 

合計 2 58 3 56 119 100% 

類別 
結果 

 
地政處 地政事務所 合計 比例 

勝訴 3 6 9 50% 

敗訴 4 0 4 22% 

審理中 0 5 5 28% 

合計 7 11 18 100% 

類別 
結果 

 
地政處 地政事務所 合計 比例 

勝訴 0 1 1 11% 

敗訴 0 1 1 11% 

審理中 4 3 7 78% 

合計 4 5 9 100% 

各類糾紛調處處理情形 
 

訴願統計表 

行政訴訟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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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整體性施政表現 
前年度專家學者之綜合整體表現 
建議事項參採及改善情形 

序號 內政部建議事項 改進辦理情形 

1 地政處辦公室分散於大樓不同樓層之各處，建
議在一樓應有明顯指引，或聯合服務台提供諮
詢。尤其是不管地政處或地政事務所不滿意事
項皆為動線方面的問題 

本處辦公室位於本府第二辦公大樓二樓，一樓之
服務台人員及警衛均會協助指引，已依委員建議
加強各項導引指標，明確指引各科辦公位置，改
善動線問題 

2 區段徵收抵價地標售行銷，抵價地係供地主領
回，有剩餘才會標售，建議釐清及加強說明，
免生誤解 

區段徵收抵價地標售，已依委員建議改以配餘地
之名稱辦理標售 

3 標售底價高於標脫金額，建議應說明是否第一
次未標脫，後有降底價再予標售之情形，以免
產生誤解 

標售底價高於標脫金額，係為筆誤所致；本府目
前以每半年依實價登錄資料檢討標售單價之以利
標售順利 

4 行銷重點在介紹區段徵收配餘地標售，其他地
政業務之行銷僅以表格呈現，無法看出效益如
何，且皆以說明會或座談會方式進行，建議可
再行研議多元管道，以提高業務行銷效果 

已依委員建議改進辦理，再研議多以不同呈現方
式(例：社群媒體、結合地方活動宣導等…)提高行
銷效果 

5 年度創新中，結合社區資源，對於重測換狀再
進化，以及透過雲端管理系統，建置數值區圖
根點，有助於迅速獲得正確資訊，值得嘉許。
至於，採購高解析度衛星正攝影像圖，係於民
國110、111年添購，固可提升測量精確度，解
決界址糾紛，為宜列為下一年度之創新事項 

感謝委員建議，衛星正攝影像圖已列為本年度之
創新事項,已於今年4月底完成招標作業 ，10月份
將可提供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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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整體性施政表現 
前年度專家學者之綜合整體表現 
建議事項參採及改善情形 

序號 內政部建議事項 改進辦理情形 

6 因應疫情之防護宣導，以及配合中央政策(如縣
市收辦案件)等，不宜列為年度創新 

依委員建議，將重新評估選列創新事項 

7 有關民眾利用便民行動APP，了解申請案件之
進度，該APP下載次數，108年度只有500次
(據檢保所述係誤載，但未呈現真實次數)，今年
至109年6月下旬已達5898次，效益已漸明顯，
宜繼續加強，並將各年其數據加以比較 

感謝委員建議，持續保持加強，將各年度數據納
入考慮，並透過社群媒體持續推廣 

8 關於實價登錄新制之行銷，有錄製各種語言之
文宣，尤其是原住民語，多元行銷方式，至為
正確；但委外製作宣導影片，但劇中人表現過
於樣板，難以發揮行銷效益，殊為可惜 

有關宣導方式，持續多元行銷，增加效益，惟本
府宣導影片為求樽節預算經費，未委外製作，後
續將持續精進，提升影片品質 

9 民眾對於地政處洽公環境因規劃動線不加及欠
缺引導標示乙節，雖屬非戰之罪，但建議市府
秘書處加強動態指引 

感謝委員建議，誠如前述說明，將加強動態指引，
已增加路線指引標示牌， 

10 整體人力缺額上不足19名，雖以較前一年度減
少4名，仍宜盡力補足 

本府含轄內各地政事務所年度預算編列506人，
現職478人，缺額28人，時有人員異動調職、退
休等情形，有關人力缺額，將持續加強努力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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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本年度雖受疫情影響，諸多對外宣導及對內教育訓練
的場次皆較往年減少，然地政同仁對影響人民財產甚
鉅的地政業務仍未鬆懈，除遵從中央、及相關法令處
理並隨時檢討改進外，開創新理念提升便民服務亦為
本府所重視，今後仍請各委員給予本縣繼續協助與指
導，希冀苗栗更為進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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