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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 基本資料

貳 研究創新

叁 便民服務

肆 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伍 整體性施政表現

陸 未來努力方向



基本資料

澎湖縣由90座島嶼組成，土地總面積為127.9636平
方公里縣轄1巿、5鄉即馬公巿、湖西鄉、白沙鄉、
西嶼鄉
、望安鄉、七美鄉。

壹



澎湖縣已登記土地總面積為12,469.72公頃，筆數
為207,230筆，本縣各鄉市已登記土地筆數面積資
料如下(資料統計至110年底)

基本資料壹

鄉市別 土地總筆數
（筆）

土地總面積
（公頃）

建物總筆數
（筆）

建物總面積
（㎡）

馬公市 69,663 3,396.32 19,968 4,535,345

湖西鄉 49,460 3,357.43 3,686 901,268

白沙鄉 31,742 1,972.35 2,122 342,787

西嶼鄉 30,100 1,895.69 2,016 279,707

望安鄉 15,486 1,170.56 797 96,520

七美鄉 10,779 677.37 648 80,880

合計 207,230 12,469.72 29,237 6,236,507



財政處有5科屬地政業務
為土地行政科及土地開發科

財政處(地政業務)
科長2人、編制科員5人
書記1人、專臨5人

111年預算8,095(千元)

澎湖地政事務所

111年預算64,301(千元)

主任、秘書、人事管理員及會計各1人、課長3人、課員14人(缺
額3人)辦事員2人、測量員4人、技佐2人、測量助理12人(缺額2
人) 、書記、助理員、技工、工友各1人、約僱4人、專臨1人、
僱工18人



土地開發科：

科長1人、編制科員3人、專業

臨時人員4人

職掌非都市土地管制及違規裁罰、

非都市土地第一次劃定、變更、更

正編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土地撥用及徵收、區段徵收、市地

及農地重劃、國土計畫分區功能劃

定、公有耕地管理及放租、農變建

、縣有農地清理排除占用等業務。

基本資料壹

財政處處長、副處長 督導綜理地政業務

設置 土地開發科 土地行政科

土地行政科：

科長1人、編制科員2人、書記

1人

職掌地籍、登記、測量、地政

資訊、三七五減租等業務及地

政士、不動產經紀業之管理。

組織編制

人力編制及配置情形：



另置：

約僱4人

專臨1人

僱工18人

壹 地所編制基本資料

主任、秘書、人事管理員及會計員各1人

登記課：

課長1人

課員8人

辦事員2人

測量課：

置課長1人

測量員4人

技佐2人

測助12人

工友1人

地價課：

課長1人

課員6人

助理員1人

書記1人

技工1人



本次考核期間創新事項及具體效益

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

貳 研究創新



本府地政業務歷年榮獲殊榮：
●本府獲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10度
地籍圖重測計畫評核經內政部評核
優等。

●本府獲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09度
地籍圖重測計畫評核經內政部評核
為優等第4名。

●本府獲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1~108年度地籍圖重測計畫評核
連續7年優等以上等第，107年獲得
全國第1名殊榮。

●地所107年度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年
度考核全縣第1名、105年度提升服
務品質年度考核第3組第1名，
推薦提報國家發展委員會第1屆
「政府服務獎」參獎機關。

榮 耀 時 刻



• 110年度志願服務評鑑成績
榮獲甲等。(縣內)

• 110年縣府施政績效考核財
政處榮獲優等。

•本府110年度為民服務績效
評鑑各機關單位由澎湖地政
事務所榮獲第一名殊榮。

• 109年縣府志願服務評鑑為
績優單位（甲等）。

•澎湖縣政府108年度施政計
畫績效評估財政處優良等第
。 10

榮 耀 時 刻



本次考核期間創新事項貳 研究創新

1.藉由Google地球結合地價區估系統
檢討地價區段之劃分。

2.執行三維地籍建物整合建置作業落
實計畫。

3.志願服務人員服務措施建議機制。



貳 研究創新

本次考核期間創新事項

Google地球結合地價區估
系統檢討地價區段之劃分

藉由GIS圖台Google地球，結合現
有地價區估系統，地所自行研發以
多樣圖層套疊方式，執行111年地
價區段劃分檢討作業。

將地價區估系統買賣案例轉出shp
檔轉換為kml檔呈現



貳 研究創新

本次考核期間創新事項

Google地球結合地價區估系
統檢討地價區段之劃分

載入買賣實例，套疊後觀察市場交
易價格分布情形

以Google地球歷年衛星影像比對地
區的發展性及繁榮度變動，方便地
價人員調查、比較有關影響各區段
間地價之因素，落實檢討以達地價
均衡性之目標。



 實施後：人員藉由Google地球結合地價區
估系統檢討地價區段之劃分，平均1個地價
區段作業時間約需1.5小時，較實施前節省
0.5小時。

 買賣實例套疊Google地球，清晰比對各地
價區段間的交易行情，地價區段間的差異
性、繁榮程度、未來發展趨勢，適當調整
地價區段範圍。

 全縣共劃分599個地價區段，檢討完成總計
約節省299.5小時作業時間。

 統計至111年6月30日止，已檢討完成333個
地價區段，佔55.59％。

 將地價相近、地段相連、情況相同或相近
之土地劃為同一地價區段：湖西鄉擬合併5
個地價區段、七美鄉擬合併1個地價區段。

 8月底完成全縣地價區段之檢討，期能透過
此項創新措施使本縣地價區段劃分更趨合
理，地價更具公信力。

效益性



貳 研究創新

本次考核期間創新事項

執行三維地籍建物整合建置
作業落實計畫

• 新成屋之三維圖資，應於其辦
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日前
完成建置。

• 既有成屋建號資料，依內政部
編撰之QGIS軟體操作指引辦理
，如遇有建物登記或成果圖相
關疑義，應予造冊列管。



貳 研究創新

本次考核期間創新事項

執行三維地籍建物整合建置
作業落實計畫

本府按年度計畫完成目標數量

110年度預定辦理新成屋三維地
籍產權空間圖資700筆。

預定辦理既有成屋建號資料與
三維國家底圖接合作業5,931筆



效益性
實施完成本縣建物三維化，後續可與
國家三維底圖接合加值應用，本縣如
期完成目標，獲內政部評列優等：

1.將新成屋建物向量檔三維化及建置
既有成屋產權空間座標，可使圖資容
易判讀，解決傳統紙圖辨識方向及樓
層位置、高度不易之問題且納入相關
GIS圖臺後，查找定位，加值應用、
分析及決策使用。
2.使所有已登記建物，皆有三維空間
資訊，統一建置在TWD97坐標系統，
後續國土測繪中心整合加值後，作為
國家底圖數據庫基礎。



貳 研究創新

本次考核期間創新事項

志願服務人員服務措施建議機制

• 志工精神 -禮運大同篇
運用志工服務力量(律師 醫師 工程師 藝術表演 志工旅遊

-社會進步發展趨勢)



貳 研究創新

本次考核期間創新事項

志願服務人員服務措施建議機制

• 志工一線服務人員，與民眾直接面
對面接觸，透過接待、引導等流程
，能以客觀態度看待各項服務措施
完善、以民眾角度精進服務措施。

• 地所志工長期辛勞付出，為民服務
工作得以順利推動，鼓舞志工踴躍
提出對各項便民措施的寶貴意見，
訂定「志願服務人員服務措施建議
表」1種。



貳 研究創新

本次考核期間創新事項

志願服務人員服務措施建議機制

• 於每年底由志工依建議表項目
洽公環境、服務設施合宜、洽
公服務禮儀、電話應對禮貌、
櫃台諮詢回應、網站資訊內容
、專業訓練講習等7項及年終服
務感言與心得1項，回饋建言，
研議參採。

• 透過多元化管道，建立內部機
制運作，落實親民便民服務，
提升精進品質。



效益性
• 110年志工合計提供13項建議，均獲

地所檢討改進執行，將各項處理情形
通報志工。

• 完成志願服務人員服務措施建議彙整
表。

• 衛福部全國績優志工頒獎典禮~徐○
觀、顏洪○枝等2員，同時獲縣府(志
工主管單位社會處)頒獎。

• 善用長者志工的人生智慧，貢獻一己
之力、帶動志願服務社會風氣，在服
務過程中獲得心靈成長學習，老年生
活加添活躍。

• 志工與機關核心認同感，同心合力。



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貳 研究創新

4.實價登錄到府收件及代為登錄便民服務。
5.跨縣市案件退費簡化作業。
6.地籍異動即時通併案申請作業。
7.訂定「人民申請案件項目暨期限表」之SOP流程圖。
8.執行地政機關與國稅稽徵等機關橫向聯繫作業，
減少案件補正作業時間。

9.訂定「建物第一次登記測量標準作業程序」，縮
短案件處理期限。

10.強化地政事務所網站功能，提供便捷服務措施。



貳 研究創新

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

申請人因高齡、身體殘障、行動
不便等因素不克前往地所辦理。
服務內容：
（1）到府收件：無法親自到所辧
理紙本申報者，地所可派員到府
收取申報書表。

（2）代為登錄：無電腦作業者
，可由申報義務人填妥申報書表
後由地所協助代為登錄。

實價登錄到府收件及代為登錄
便民服務



此主動到府關懷的服務措施，
使地政服務更多元更符合民
眾需求，協助本轄區內年邁、
行動不便民眾便利申辦實價
登錄業務，以落實服務之理
念，照顧弱勢族群，讓有需
要之民眾受到妥善照顧。

已服務白沙鄉通梁村、港子
村及馬公市陽明里等3位鄉
親申請，民眾倍感溫馨好評。

效益性



貳 研究創新

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

跨縣市案件退費簡化作業

民眾跨縣市申辦登記案件，時常
有撤回、駁回、標的減少衍生規
費溢繳退費。
1.承辦人員主動填寫完整退費申
請書及影印案件中之相關資料(如
身分資料、登記申請書)
2.初審人員審查無誤於退費申請
書核章後，將款項逕付當事人
(節省郵資及郵寄時間且
申請書免由申請人填寫)。



（1）110年7月1日至111年6月
30日計辦理退費27件。

（2）每件節省時間約8天（郵
寄來回各4天），合計節省時間
約216天。

（3）每件節省郵資約56元（郵
寄來回各28元），合計節省郵
資約1,512元。

（4）每件節省承辦員向當事人
說明如何填寫退費申請書之繁
瑣作業時間約30分鐘，合計節
省時間約13.5小時。

 【27件×30分鐘＝810分鐘＝11.5小時】

效益性



貳 研究創新

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

地籍異動即時通併案申請作業

鼓勵所有權人積極申辦異動即時通作
業，特訂定「地籍異動即時通併案申
請作業流程」1種。

承辦員收件時主動宣導，請民眾或地
政士併案填寫申請書，以有效提升政
府政策之執行。

提升主動通知所有權人服務之效率。



效益性
1.內部效益：
統計109年7月1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
申辦512件，其中併案申請為270件
佔52.73％，績效優異。

2.外部效益：
（1）保障不動產所有權人相關權益。
（2）民眾可即時掌握不動產異動資訊。
（3）杜絕偽冒申辦不動產抵押權設定或

移轉登記，衍生司法訴訟案件。

3.縣內社會財經秩序穩定 鄉親安居樂業



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

貳 研究創新

•合計訂定「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等57項SOP流程圖。申辦案
件公開透明化，提升服務品質。

• SOP流程圖以精簡流程呈現方式
提高識別度，內含業務承辦單位、
項目名稱、作業天數、圖形說明
等項。

•提供同仁自我學習訓練，所有流
程在繪製時，容易發現疏失之處，
可適時予以調整更正，使各項作
業更為嚴謹。

訂定「人民申請案件項目暨期限表」之
SOP 流程圖



項目
109年度
（件）

110年度
(件)

111年度
(件)

地所
協助
他機
關查
證

稅務局 5 0 1

國稅機關 1 0 0

戶政機關 1 0 1

地所
請他
機關
協助
查證

稅務局 76 204 206

國稅機關 13 6 8

戶政機關 117 34 68

國產署 7 15 18

金融機關 1 0 0

地政機關 - 4 2

法院 - - 1

合 計 221 263 305

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貳 研究創新

執行地政機關與國稅稽徵機關橫向聯繫作業，減少案件
補正作業時間

• 採行聯繫他機關同意後
，改填「資料聯繫單」
以傳真方式即時辦理查
詢作業，免寄送補正通
知書等待。

• 111年度請他機關協助查
證受理303件、協助他機
關查證受理2件，合計
305件。件數逐年增加。

• 每件約需10~20分鐘即可
，縮短民眾申辦遇案補
正來回奔波時間。



•縮短案件處理期限，建物第一次測量規定辦理日數為15日，開
辦前平均辦理日數9.27日。

• 111年度平均辦理日數為8.40日，較開辦前縮短0.87日，合計
縮短462.84日。

項目 實地測繪 轉繪 合計 平均辦理日數 平均縮短日數

109年度 6件 426件 432件 8.30日 6.70日

110年度 15件 426件 441件 9.00日 6.00日

111年度 8件 524件 532件 8.40日 6.60日

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貳 研究創新

訂定「建物第一次測量標準作業程序」，縮
短案件處理期限



• 申辦案件專區/新增「繳款資訊」，地所
保管金銀行戶名及帳號周知，加註匯款注
意事項。

• 表單下載專區/新增測量類「重測成果公
告期間同意以公告確定之結果為準之同意
書」資訊。

• 統計資料專區/各統計資料報表新增「澎
湖縣近10年公告土地現值調整幅度比較
表」、「澎湖縣111年各鄉市公告土地現
值及公告地價最高、最低地價表」等多項
民眾常用分析之檔案下載資訊。

• 統計資料專區/預告統計發布時間新增
「110年12月到111年12月預告統計發佈時
間表」資訊。

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貳 研究創新

強化地政事務所網站功能，提供便捷服務措施



• 「澎湖地政事務所全球資訊網」改版自
106年上線，輪播功能民眾對宣導內容
有深刻印象。

• 分類重新調整，常使用的功能以明顯清
楚的方塊磚呈現在首頁明顯的位置。網
站的頁尾部份則是以（條列式設計）資
料選單完整的呈現，方便民眾瀏覽網站。

• 地所不定期更新地政相關業務及法規新
訊、重要措施、最新消息、下載文件等
資訊，讓民眾使用網站的過程中可以更
快的找到所需的服務，提供便捷服務措
施。

• 地所網站點閱數統計至111年6月30日止
已達1,855,210人次。

效益性

貳 研究創新



服務流程便捷性

透明度及服務場所友善性

服務親和專業程度

便民服務參



單一窗口服務全功能程度
•農變建業務持續單一窗口服務，每件縮短流程計12天。

•110年7月至111年6月共受理1173件。

服務流程便捷性便民服務參



單一窗口服務全功能程度
地所設置服務台提供多元服務

，專櫃專人。

服務流程便捷性

供應各類申請書表

指導辦理土地登記
測量申請事項

引導解說服務

接受民眾電話查詢申請
案件辦理情形

代填各類地籍謄本及
閱覽申請書

換算土地建物面積

解答地政法令疑義

高齡友善設備



單一窗口服務全功能程度
•設置分類單一窗口：

提供民眾諮詢及引導解說

服務

•通信申請登記服務：

郵寄到家權狀換發

154件、1689筆。

服務流程便捷性便民服務參



•一般登記案件、簡

易登記案件、測量

案件實際完成天數

縮短，平均每件各

縮短1.03天、6.60

天及6.83天

服務流程便捷性便民服務參

申辦案件流程簡化程度



•簡化退還規費作業：

計辦理退費 264件，有效節省約88小時，減章264顆。

•申請地籍謄本「簽名即可辦」服務：
107年12月15日年度啟用「雙向櫃檯無紙化」

•預為分算共有土地分割登記前後差額服務：

•訂定「簡化重測換狀通知作業規定」1種，節省郵資

年度 案件數 每件申報約需天數 約縮短總天數

109 141 1 141

110 126 1 126

111 125 1 125

服務流程便捷性便民服務參

申辦案件流程簡化程度：



申辦案件書表減量程度
•土地鑑界免付所有權狀：

•網路電子謄本服務：

年度 鑑界案件數 鑑界筆數 再鑑界案件數 再鑑界筆數

109 1,124 1,364 1 1

110 1,219 1,495 0 0

111 1,258 1,671 0 0

年度 核發張數 較上期增減％

109 92,021 9.05

110 93,830 1.97

111 109,207 16.39

服務流程便捷性便民服務參



•地政電傳資訊及澎湖縣全方位地籍資料查詢系統服務：

•戶役政查詢系統：有效執行減紙措施：

年度 查詢張數 較上期增減％

109 25,066 41.22

110 25,610 2.17

111 30,139 17.68

服務流程便捷性便民服務參

申辦案件書表減量程度

合計查驗29,546次



服務流程便捷性便民服務參

申辦案件書表減量程度

網站e櫃檯-「申辦服務系統」：

建置47項申辦項目包含標示

免紙本替代查詢 便民申請

地政

戶政

稅務

健保
署

勞保
局

監理

台電

台水

八合一服務
111年通報462件

今年通報件數大幅成長1倍



案件處理流程查詢公開程度
•於登記櫃台、單位網站、為民服
務手冊等宣導。

•各項案件辦理流程、應備文件、
規費徵收標準電子檔置於網站，
供民眾查詢並即時更新。

•服務台配置專職人員，接受民眾
電話查詢申請案件辦理情形。

•地所網站建置QR code專區，民
眾以行動裝置掃描「案件辦理情
形」條碼連接 快速掌握案件進
度。

服務流程透明程度便民服務參



案件處理流程主動回應程度
•受理民眾申辦案件後，提供載有
承辦人員姓名、聯絡電話及注意
事項之確認收據。

•測量案件受理排定日期後，若有因雨
或障礙物延期時，均以電話通知再次複丈日期、時間。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案件主動以公文送達，通知繼承人
速辦繼承登記，計939人。

便民服務參 服務流程透明程度



案件處理流程主動回應

•登記案件倘需補正，承辦人先行以電話告知，並說明

處理流程及目前辦理情形，再予寄出補正通知書。

•地籍清理業務主動通知權利人。

•主動通知申請人或代理人退還溢繳規費及退費方式。

•辦理建物滅失後，主動定期報送稅務局辦理稅籍變更。

•土地分割、合併、共有物分割分算地價後主動通知稅

務局及土地所有權人。

便民服務參 服務流程透明程度



洽公環境適切程度
•舒適明亮的洽公環境：
•綠美藝化的辦公場所：
•型塑優質機關形象：
•雙語標示明確導引：
•辦公廳舍清潔維護：
•機關整體洽公環境
滿意度調查：

服務場所友善性



二、便民服務

服務設施合宜程度﹕
•設置核心設施(含法定設施)及一般設施

服務場所友善性



主動積極親切服務
•地所共召募志工6人，以輪值
方式主動招呼、協助檢證件
協助檢查證件、並引導至受
理櫃台辦理。

•運用擴大就業方案僱用1名人
力，支援登記櫃台招呼洽公
民眾、引導至申辦窗口及奉
茶等事宜。

•地所推動「推動主管走動式
服務實施計畫」1種，由主管
至登記櫃台督導服務。

服務親和程度專業程度



電話禮貌測試績效

便民服務參 服務親和程度專業程度

訂定「電話服
務禮貌及測試
實施計畫」暨
「電話服務禮
貌測試成績表」
各1種 測試36
人次 均分
94.17分

訂定「電話服
務禮貌與應對
範例」1種 ，
編印「電話接
聽禮貌注意事
項」規範

縣府每月不
定期測試各
課服務人員
電話接聽禮
貌，電話禮
貌測試計12
次，平均分
數為98.08分



服務禮儀滿意度調查

便民服務參 服務親和程度專業程度

常態辦理民眾
對洽公服務禮
儀滿意度調查
2次，回收189
份，滿意度達
4.78分，(滿分

級距為5分)

原續辦「到府
訪談為民服務
工作滿意度問
卷調查」抽樣
30份訪談，後
因疫情嚴峻影
響，爰暫緩實
施。

辦理「地政士
及助理員為民服
務滿意度問卷調
查」2次，計回
收28份，對櫃台
諮詢服務及應對
禮貌滿意度達
4.86分
(滿分級距為5分)



（1）110年12月9日縣府辦
理110年度為民服務講習1次。

（2）訂定「為民服務講習
實施計畫」1種。

（ 3） 111年 6月 21日辦理
「澎湖縣地政士及不動產經
紀業座談會暨政令宣導講座」
1場次，視訊講習相關人員
約22人共同參與，創新便民，
自宅參與免群聚，大受地方
業者好評。

便民服務參 服務親和程度專業程度

辦理為民服務講習



•111年度合計114件，
每件約需排定日數7日，

約縮短總日數798日，
合計296筆，節省地所
人力成本及民眾勘查

規費計達11萬8400元。

便民服務參 服務親和程度專業程度

運用地籍圖套疊空照圖
免費提供民眾閱覽



年度 當場核發
件數

每件郵資
成本（元）

約節省郵資
成本（元）

每件等待
天數

總縮短等待天
數

109 922 10 9,220 2 1,844

110 1,108 10 11,080 2 2,216

111 1,063 10 10,630 2 2,126

便民服務參 服務親和程度專業程度

數值區土地鑑界當場核發複丈成果圖



•111年度受理土地登記
案件遠距先審服務，
計33件，避免遠途民
眾往返奔波申辦時間
及交通成本。

•申請本項服務民眾

較110年度(16件)

大幅成長1倍

便民服務參 服務親和程度專業程度

土地登記先行審查、遠途民眾免奔波



•修訂「澎湖縣各鄉公所代

收澎湖地政事務所土地登

記複丈及建物測量案件便

民服務計畫」。節省民眾

往返時間提升服務效能。

•計受理七美鄉公所代收

36件。(以書狀換發為大宗)

便民服務參 服務親和程度專業程度

鄉公所協助代收案件便民措施：



午休時間服務
不打烊措施：

年度

簡易
登記
案件
（件）

一般
登記
案件
（件）

測量
案件
（件）

服務諮
詢（人
次）

小計
（件/人
次）

109 36 102 19 139 296

110 39 79 7 142 267

111 38 74 7 100 219

年度
登記
謄本
（件）

地籍圖
謄本
（件）

地價
謄本
（件）

其他/
電話/
傳真/
閱覽
（件）

小計
（件）

109 165 55 0 1 221

110 168 70 0 1 239

111 114 57 0 4 175

便民服務參 服務親和程度專業程度

合計394件民眾節省197個工作小時



•旅台鄉親申請勘查
(隨到隨辦) ：

•主動代為操作申報實
價登錄作業：
地所主動代為操作申報
實價登錄 (土地177件、
建物3件、房地34件)
合計214件。

年度 案件數 筆數

109 14 37

110 10 24

111 12 36

便民服務參 服務親和程度專業程度



「跨越海峽、地政好厝邊」便民服務：
本縣與6都及其他縣市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越海峽、地政
好厝邊」便民服務，案件以郵遞方式寄送，有效節省民眾往
返台澎交通及等候時間與成本，節省交通費用：僅估搭乘飛
機票價，每往返一趟以均價約3,600元計算。

3,600元×1,905件＝約節省7,569,600元交通費
直轄市別 案件數 往返機票費用（元） 節省交通費用（元）

臺北市 52

約3,800元

19萬7,600

新北市 189 71萬8,200

桃園市 93 35萬3,400

臺中市 154 58萬5,200

臺南市 143 54萬3,400

高雄市 1,086 412萬6,800

其他縣市 275 104萬5,000

合計 1,992 756萬9,600

便民服務參 服務親和程度專業程度



•原有住址變更、更名、書狀
換給、門牌整編、更正、預
告、塗銷預告等7種。

•自109年7月1日起試辦新增
拍賣登記、抵押權塗銷登記、
抵押權設定等服務：

•民眾就近選擇於任一地政事
務所申辦土地登記案件，並
全程辦理完畢，節省時間及
交通成本。

•總計合作收辦案件：187件。

便民服務參 服務親和程度專業程度

類 別
110.07.01~

111.06.30

案件數

他縣市收辦本
縣案件

/登記完成
130

本縣收辦他縣
市案件

/登記完成
57

合 計 187

跨縣市收辦土地登記案件
」便民服務再躍進：



• 多元化宣導、周知鄉親多加運用：印製廣
播稿各1份，持續請鄉公所轉發各村辦處
，多次廣播。刊登地方報新聞。
地所facebook臉書專頁貼文

• 訂定「110年重測換狀辦理計畫」110年12
月11日派員派員至重測區七美鄉離島，收
取民眾舊權狀133件（人）、有1,435張權
狀。

• 111年3月5日再次派員至重測區七美鄉，
於同地點發還民眾新權狀。

• 有效減少民眾往返路程、船程及申辦等候
時間，離島鄉親倍感親民便捷。

便民服務參 服務親和程度專業程度

主動赴重測區收取民眾舊權狀、
返所換製新權狀再發還



•本府訂定地政人員教育訓練研習實施計
畫含 地政資訊、公地撥用、用地變更
、測量等主題。

•本處及地所各編製業務「Q&A」問答集分
發所屬員工詳閱並不定時測試。

• 110年9月3日接受內政部地政司辦理地政
業務督導考評1次。另縣府辦理至地所辦
理地政業務督導考評3次，以掌握進度。

•地所於課務會議中加強各類專業法令釋例
及研討處理流程，成效頗佳。

•地所各課依「研修測試計畫」 辦理專業
測試、研習測驗。

便民服務參 服務親和程度專業程度

加強專業知能督考及測試



便民服務參 服務親和程度專業程度

辦理專業知識教育訓練及積極派員參與
•參與22場次各項專業知識研習訓練課程及辦理4場
次教育訓練合計160人次參加。



多元化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肆



111年度地
籍圖重測作
業政令宣導
說明會2場

111年公告
土地現值作
業說明會

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肆

多元化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召開政令宣導說明會

望安鄉西安社區活動中
心舉辦，計77人參加
白沙鄉後寮社區活動中
心舉辦，計34人參加

各鄉市辦理共6場次，
計356人參加



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肆

多元化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服務措施政法令宣導和活動

• 本府110年11月10日結合澎科大新生座談會
• 辦理房屋租賃法令常識宣導
• 保護旅外學子權益推廣地政法令青年深耕教育 成效良好



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肆

多元化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地方報紙、facebook臉書粉絲團及網站宣導

•發布施政新聞22則，刊登於地方報
紙宣導29次。

•於地所facebook臉書粉絲專頁發布
貼文宣導21則，粉絲案讚676次。

•地所網站「跑馬燈」、「便民服務
」、「資訊公告」、「法令園區」
、「線上申辦」、「線上查詢」、
「申辦案件須知」、「表單下載」
、「各統計資料」等專區

•建置地政業務及便民措施宣導66項
次。



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肆

多元化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服務措施政令宣導張貼周知
印製各類宣導品多元宣導
• 印製「為民服務手冊」及「透

明資料文件袋放置服務櫃台供
民眾取閱並於各項活動中發送
閱，以達宣導效果。

• 本處於服務台放置地政各類文
宣摺頁放置櫃台供民眾索閱。

• 本府，地所及鄉市公所公
佈欄張貼地政法令等海報
宣導。



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肆

多元化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積極服務措施政法令宣導活動

4月25日配合澎湖花火節20周年
開幕擴大活動人潮盛況 宣導地政業務



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肆

多元化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服務措施政法令宣導和活動

• 本府111.10.2各局處聯合辦理親子野餐會
進行地政法令宣導活動。



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肆

今年業務使民眾相當「有感」極高效益作為

主動告知地籍異動即時通併案
申請作業：
1.推動「地籍異動即時通服務
」，讓民眾掌握不動產異動資
訊，保障財產安全。
2.印製宣導摺頁，利用各項集
會、活動、家訪、網站多元方
式廣為宣導周知。

 



積極協助臨櫃民眾併案一次申辦
自109年7月1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總計申辦
512件，其中併案申請為270件，佔52.73％，
績效優異 事先預防違法事件 保障鄉親財產

內外部效益：
保障不動產所有權人相關權
益、民眾可即時掌握不動產
異動資訊、減少偽冒申辦不
動產抵押權設定或移轉登記。

本縣均無偽冒貸款或移轉
事件發生。
杜絕偽冒申辦不動產抵押
權設定或移轉登記，衍生
司法訴訟案件。
縣內社會財經秩序穩定 鄉
親安居樂業。

效益性 主動告知地籍異動
即時通併案申請作業



111年03月09日：
本縣租佃協調委員會，辦理吳直磨8人與吳石利
爭議調處會議，會議協調到最後階段，雙方都
基於情面上的僵持，原已不願再商議，將各走
司法程序。

資深前縣議員深知民眾心理，且司法程序曠日
廢時，不力解決問題。委員不願放棄協調，積
極苦口婆心，又因與承租人老農有所認識，私
下再次勸說利弊得失能各有所折衷終能達成補
償金額共識確定和解，

免去承租方老農不熟悉的繁瑣法院程序，承租
方吳先生，事後非常感謝縣府協調用心，也省
卻了他的一樁心事，讚賞現在公部門服務的同
仁，用心為民設想，勇於解決民眾的問題。



111年04月26日：
蕭姓民眾2人，111年4月6日申請分割繼承登記
，送件當下未核對身分即返台，因缺漏印鑑證
明，唯其2人均返回新北市居所

時下疫情嚴峻，2人向地所表明無法檢附印鑑
證明或返澎核對身分，希望以其他替代方式協
助

業務單位召集研議，視訊方式替代，依核對身
分SOP規定流程，由承辦人員與該2人視訊完成
核對身分

登記課主動發揮了便民的服務精神，在疫情嚴
峻不便下，提供民眾另一管道，克服台灣往返
的不便，也獲得當事人讚賞便民。



•設置為民服務調查問卷回收箱，放置櫃台採常
態辦理，供洽公民眾與地政士逕行填寫，滿意
度達4.72分(滿分級距為5分)。

•辦理「地政士及助理員為民服務滿意度問卷調
查」2次，整體滿意度達4.76分(滿分級距為5
分)。

•臨櫃問卷調查民眾提供建議事項及處理情形：9
案，均能妥善處理回應。

伍 整體性施政表現 整體地政業務施政
民眾滿意度

服務滿意度



•滿意度問卷調查：臨櫃、為民服務調查問卷、地政士及助理員問
卷調查等項，民眾意見儘速研辦，處理情形公布於網站。

•陳情：現場、電話、書面（或傳真）等管道。」

•訂定「民眾意見處理機制及標準作業要點」及「受理民眾陳述意
見紀錄表暨處理回復民眾滿意度調查表」。

伍 整體性施政表現 整體地政業務施政
民眾滿意度

意見回應與改善程度
• 多元建議及反映管道：包括地所
主任與民有約、.網站財政處信
箱、首長電子信箱、檢舉暨行政
革新信箱、網站「討論區」。各
級主管及資訊管理員即時參與討
論並提供建言與處理方式。



管理維護情形：

1.文澳市地重劃區
開闢兒童公園及停車
場，供社區兒童遊憩
及社區民眾停車使用。

2.光明營區除開闢
公園及綠地外，並設
置兒少館提供兒童少
年社會服務且綠地設
置槌球場，供中老年
人活動，人行道增設
座椅供散步或運動民
眾休憩使用。

伍
整體性施政表現

土地開發及其後續利用與管理維護情形

（包含平均地權基金、 重劃抵費地標售盈餘運用情形）



伍
整體性施政表現

土地開發及其後續利用與管理維護情形

（包含平均地權基金、 重劃抵費地標售盈餘運用情形）

目

計畫區名稱
鄉市

總面積
(公頃)

重劃後
可建築面積

(公頃)

標售盈餘
款

(新臺幣
元)

取得公共設
施用地面積(

公頃)

公共設施用
地

重劃完
成日期

澎湖縣第一期
文澳

市地重劃區
馬公市 9.7936 6.8087

15,950,0
00

3.1034

機關用地、
停車場、兒
童遊戲場、
市場、廣場、
公園、道路

78.02.2
8

澎湖縣第二期
光明營區
市地重劃區

馬公市
3.5721

72
2.390516

6,700,00
0

1.181656

鄰里公園兼
兒童遊戲場、
住宅區、道
路、人行步
道

89.05.1
6

澎湖縣第三期
通梁

市地重劃區
白沙鄉

0.2005
20

0.150228 197,177 0.050292 公園用地
101.04.

18



伍
整體性施政表現

土地開發及其後續利用與管理維護情形

（包含平均地權基金、 重劃抵費地標售盈餘運用情形）

附表2 澎湖縣市地重劃區抵費地出售盈餘款運用調查表

項次 重劃區
名

增添重劃區建設或管
理維護費用
預算編列數(萬元)

增添重劃區建設或管
理維護費用
實際執行(萬元)-截至
111.6.30

抵費地出售盈餘
款專戶累積賸餘
(萬元)

-截至111.6.30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 文澳市地
重劃區

50 50 50 50 50 0 1,424

2 光明營區
市地重劃
區

50 50 50 50 50 0 489

3 通梁市地
重劃區

0 0 0 0 0 0 21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0 1,934
備註：108年12月31日前已裁撤之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專戶無須填列。



伍
整體性施政表現

土地開發及其後續利用與管理維護情形

（包含平均地權基金、 重劃抵費地標售盈餘運用情形）

附表3 澎湖縣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調查表

年度 預算編列數(萬元) 實際執行數(萬元)-
截至111.06.30

平均地權
基金累積
賸餘
(萬元)

地政業
務

增添開
發區建
設或管
理維護

解繳縣
庫

地政業
務

增添開
發區建
設或管
理維護

解繳市
庫

109 78 0 0 75 0 0 3,034

110 80 0 0 76 0 0 2,986

111 81 0 0 32 0 0 2,915

備註:地政業務係指辦理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地政局(處)及所轄地政事
務所辦公廳舍軟硬體設備提升、系統開發及研究創新計畫等。



伍 整體性施政表現

土地開發及其後續利用與管理維護情形

（包含平均地權基金、 重劃抵費地標售盈餘運用情形）

1. 本府市地重劃盈餘款，每年度補助馬公
市公所辦理市地重劃區公共設施之管理
及維護，共計1百萬元整。

2. 本縣馬公市光榮(公五、公六)地區區段
徵收可標售土地計64筆，自109年6月起
辦理首次土地標售作業，截至111年6月
止，共辦理4次土地標售，標出土地28筆，
金額約3億4,379萬元，標售款項優先償
還本區開發費用所借款項。

標售盈餘款運用情形



•民眾陳情案件處理情形

•訂定「民眾意見處理機制及標準作業要點」、「受理民眾

陳述意見紀錄表暨處理回復民眾滿意度調查表」各1種。

•民眾陳情案件立即掛號受理並分辦列入管制，計受理陳情

3案，均依限處理完竣答復陳情人。

•行政訴訟1案，訴願2案。

•糾紛協調，國家賠償：無。

•去年專家學者之綜合整體表現建議事項均配合推動辦理。

(辦理情形報告書表)

伍 整體性施政表現
民眾陳情及

糾紛案件處理情形



未來努力方向陸

馬公市光榮(公五、公六)區

段徵收案完成

四維路以北農業區都市計畫

另有西衛地區及重光地區區

段徵收計畫，本府接續努力

推動，促進土地合理使用

馬公都市計畫區住宅用地逐

漸飽和，既有發展區逐漸向

外擴張、公共設施不足之情

況得為舒緩。



未來努力方向陸

推動縣政大樓外遷案 地政事務所合署建築

縣政大樓外遷案以建築群的構想設計，將採
分期、分棟興建方式規劃。

包括縣議會、縣府本部、各府內單位、警察
局、衛生局、稅務局、農漁局、地政事務所
及警察通訊所等；並預留足量空間規劃，以
利未來搬遷、興建之需。規劃「5年內完成啟
動」為目標。

本府行政處於111年7月27日召開縣政大樓外
遷第15次協調會，針對原址基地重建方案之
園區規劃、配置及興建順序等事項進行研議
。



未來努力方向陸

策定機關目標 精進地政業務

「創新、便捷、關懷、友善」
等四大策略，以「地政行動化
、服務全方位」為機關目標，
提升為民服務工作品質。

持續地籍清理、土地利用
積極土地開發、精進測量作業
，落實實價登錄、健全不動產
交易、精進地價查估。
推展學習型組織，永續經營培
育地政業務人才。



未來努力方向陸

策定機關目標 精進地政業務

講美國小少棒隊歷史，由老教頭
王長壽一手培養出的講美傳奇，
2002年講美國小代表台灣，參加第
2屆亞洲盃少棒錦標賽奪冠。
台灣棒壇歷史的講美國小少棒隊

，繼紅葉傳奇之後再創講美傳奇。
由於講美國小是迷你小學，全校學
生人數僅雙位數，但卻能在台灣棒
壇屢傳佳績實屬不易，更已成為澎
湖人共同的驕傲記憶。

迷你小學校
講美少棒隊精神

地政機關團隊
共同自勉努力與

期許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