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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壹、研究創新

貳、便民服務

叁、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肆、整體性施政表現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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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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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南、苗栗所)

地政事務所組織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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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人數:91人
現職人數:89人

預算:1億1仟114萬4千元

編制人數 : 415人
現職人數：388人

預算:3億7仟854萬1千元

苗栗、竹南
頭份、銅鑼
通霄、大湖



轄區介紹基本資料

已登記之土地面積1746.65平方公里

都市土地74.11平方公里，非都市土地1672.53平方公里

都市土地占比4.2%、非都市土地占比95.8%

非都市土地之各種使用地類別中以農牧用地(32.84% )、林業

用地(22.74%)為大宗，合計為55.58%

以竹南所、苗栗所、頭份所轄
區人口數，及業務量占全縣
70% ，故而編制上也較多資
源以因應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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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創新 年度創新 三大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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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Qrcode
提供便捷完整
資訊

人手一機一掃便知 快速便捷提供完整資訊

依人事時地物的不同提供客製化文件
運用面廣 可研究深化題材多

資訊圖面立體化
運用3D

立體化的地形圖及剖面圖 資訊活化印象深刻
助於地價業務及測量業務等現場勘查業務的精進

善用大量資訊-
預售屋實價登錄
資訊

掌握最新資訊
專業能力的提升

有感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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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創新 本次考評研究創新事項一
一

運用Qrcode提供客製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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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登記依人、事、時、地、物

的不同其所需附的文件及書寫方

式亦有所不同，為因應各類申請

人的條件，藉QR-code提供客製化

服務。

◆ 申請人只要透過系統問答式的導

引並勾選符合目前自身的條件即

可產出提供最符合自己的「申請

書範例及空白申請書」。

◆ 整合相關文件書表以懶人包方式，

只要簡單用手機掃一下即可輕鬆

將個人化的空白申請文件及範例

帶回家參考使用。

繼承登記 

 

買賣登記 

 

共有物分割登記 

 

拍賣登記

 

贈與登記

 

書狀補給登記

 

書狀換給登記

 

抵押權設定登記

 

權利內容變更登記

 

更名登記

 

交換登記

 

地上權塗銷登記

 

住址變更登記

 

抵押權塗銷登記

 

土地分割

 

土地合併

 

 

以分割繼承登記為例



壹、研究創新 本次考評研究創新事項一

◆ 網站、公佈欄、各通知書及收據附QRcode供民眾掃描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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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Qrcode了解更多

◆ 未來努力方向-

1 目前客製化表單設計尚無法載入自動填寫之功能，期
能透過架接地籍存摺後，利用勾選自己名下不動產之
方式即可完成申請書之填寫。

2 線上完成繳費，民眾只需要透過行動裝置掃描網QR碼，
透過交易軟體付款即可快速付費，迅速又安全。

分流換狀時間



壹、研究創新 本次考評研究創新事項二

利用免費之QGIS軟體將匯出
之地價區段略圖SHP檔載入，
再利用Google Earth軟體，即
可將需檢視之地價區段略圖
展繪goole地圖上。

8

圖形資訊立體化-運用3D-檢討地價區段

對於人力無法到達的地區，
地價人員可藉此系統，掌
握現地狀況，做為檢討地
價區段的依據，有效提升
地價精度。

由區段地價估價作業系統
匯出地價區段略圖SHP檔。



壹、研究創新 本次考評研究創新事項二

◆ 立體化的地形圖、航照圖、剖面圖助於分析地形及協助坡度判斷，外業勘查工作藉由圖形

資訊立體化的運用，有助於事前準備與人力調配。

一圖形資訊立體化-立體化的地形圖及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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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創新 本次考評研究創新事項三

◆ 自110年7月1日起，預售屋交易案

件於簽約30日內，申報實價登錄，

為強化實價登錄資料加值應用。

◆ 將實價登錄資料進階分析系統嵌

入EXCEL功能表，方便同仁操作

使用，產生價量分析表及建案分

析表。

◆ 讓同仁在大量預售屋交易案件中，

能快速有效率的掌握預售屋交易

資訊，並可即時提供民眾預售屋

交易行情。

預售屋實價登錄價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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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創新 歷年創新事項一執行情形

⚫ 自去年頭份地政事務所 以
轄內不動產實價登錄交易
熱點為主軸，結合區域特
性，就交易資訊統計數據
進行歸納分析，製作「交
易熱點區域圖」供民眾參
考，有效提升交易資訊透
明度

⚫ 今年已推廣至六地所，提
供民眾更豐富，更具參考
性多元之交易資訊

不動產買賣交易熱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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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題

頭份市111年第二季實價登
錄買賣交易熱點分析

內
容

頭份市111年第二季買賣登記

揭露總件數為588件，大樓及華廈有

299件，透天厝119件，土地159件等。

交易件數較上季略增，交易平均單

價亦顯示較前季提高，均價上漲至2

字頭，其中以仁愛段、自強段、德

義段等段別交易量為多，買賣交易

較為頻繁集中之區域如交易熱點區

域圖所示，以昌隆廣場一帶建案、

尚順廣場北側建案及頭份國中西側

一帶建案為多，頻繁交易類型主要

以住宅大樓及華廈為主，交易均價

分別為每坪21.4萬、18.1萬及20.4萬。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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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款領取新台幣10萬元以下徵收補償費,

經統計110年7月至111年6月間，申請件數為15件，

依每案節省時間180分鐘計算，已達節省民眾時間2,700分鐘之效益

地政幸福列車-『徵』的粉『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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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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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最新衛星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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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民眾及本府同仁對圖資

之需求，本府已於110年採購本

縣12個行政區域高解析度衛星

影像，今(111)年接續採購6個

行政區域，預計於9月份更新圖

資，屆時全縣將有完整高解析

度衛星影像圖提供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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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於本府具時效性的縣有耕地清查，農

地違規及區段地價訂定-最新圖資顯示之
最新衛星影像至為重要。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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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紙張坐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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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透過建立一套控制、圖根、

補點雲端管理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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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穿「雲」箭，圖根補點來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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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創新 歷年創新事項執行情形

簡化縣有耕地合約「續約」「租約」「換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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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105年至110年之「縣有耕地清查計畫」2,179筆縣有耕地已
圓滿完成，為有效利用勘查成果及處理勘查後未依規定做耕作
使用或遭占用之土地，今年訂定「縣有耕地賡續清查計畫」，
賡續清查2,215筆縣有耕地

下鄉辦理定時定點收件並由專人協助填寫換約申請書

租約屆滿前主動通知併同寄送已填寫基本承租資料之
換約申請書

110 年 12 月 02 日於卓蘭鎮公所圖書館 

  

110 年 11 月 17、18 日於三義鄉農會 

  

110 年 10 月 27、28 日於銅鑼地政事務所 

  

 

利用本府110年購置(拍攝日期
109年7月1日以後)之航照圖，
為底圖套繪地籍圖，與105至
110年縣有耕地清查之土地勘
查表比對使用現況

 

縣有耕地賡續清查審核章 

比對日期  

比對結果 □相符□需複查 

比對人員  

科 長  



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便捷性貳、便民服務

單一窗口服務全功能程度 服務不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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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多功能櫃台，民眾抽號碼牌後，至任一櫃台
皆可辦理，不必奔波遊走於各櫃台甚至各樓層間

落實「一櫃收件，完整服務」理念。

1.登記收件 2.通信申請 3.書狀發給 4.登記收費

5.測量收件 6.測量收費 7.現金退費 8.界樁買賣

9.電子謄本 10.人工謄本 11.地籍圖謄本 12.地價證明書

13.航照圖 14.原案申請
15.總歸戶核

發

16.閱覽申

請

苗栗所於辦公室大門旁設置24小時簡易案
件收件郵筒，申請人能於下班後將申辦案
件投入郵箱內，次日由專人開啟辦理收件
手續，24小時貼心服務提升便利效能。

提供下班時段預約延時服務，以預

約制，延伸下班時段服務時間，提供

優質服務，加強為民服務。

提供多種整合服務



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便捷性貳、便民服務

代收代寄案件服務 提供多元繳納地政規費

111年考核年度代收代寄案件數量3567件(較
去年增加2224件)，替民眾節省1234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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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別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件數
節省
時間(
時)

件數
節省
時間(
時)

件數
節省
時間(
時)

件數
節省
時間(
時)

苗栗 322 966 154 462 182 546 733 3299

竹南 232 904 179 537 268 780 862 1896

頭份 169 338 251 225 345 380 347 1041

銅鑼 15 45 54 162 453 1359 645 2580

大湖 78 385 30 90 21 60 573 2551

通霄 50 120 31 74 74 185 407 977

總計 866 2758 699 1597 1343 3310 3567 12344

代收代寄申請案件項目

❑土地登記 ❑人工登記簿謄本

❑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 ❑利害關係人申請之異動索
引、異動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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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印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
申請書原案

❑代理人送件明細表

❑依檔案法規定申請複印之
公文

❑土地複丈成果圖補發

❑英文不動產權利登記證明 ❑實價登錄「表單登錄、紙
本送件」案件



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便捷性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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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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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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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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元
查詢管道



各項地政業務服務流程透明程度貳、便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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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案件查詢服務

年度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下載

量 

5,898 6,156 6,734 

 

截至111年6月下載量已達6,734次較去
年增加一成表示苗栗縣地政e便利能即時
反應案件進度確有其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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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R-CODE)案件查詢

使用二維條碼技術，透過上網裝置連結QR code案件查詢
平台，不須輸入案件編號，立即顯示該案件之辦理進度，
查詢案件辦理情形-透明又便捷

提供多元
查詢管道



各項地政業務服務場所親和專業程度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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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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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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 改善前

改善後 改善後



各項地政業務服務行為親和專業程度貳、便民服務

服務設施合宜程度各項便民服務措施

愛心鈴 電梯 無障礙坡道 飲水機

老花眼鏡 哺乳室 免費wifi 血壓機

升降椅 愛心傘 輪椅 無障礙廁所

停車場 代叫計程車 AED UBIKE

22

大湖地政與泰安鄉公所南三村聯合服務中心成立象鼻地
政工作站，竹南地政事務所與後龍鎮公所合作設立後龍
工作站，通霄地政事務則與苑裡鎮公所合作設置工作站，
民眾可至苑裡工作站辦理相關業務，

服務站 象鼻工作站 後龍工作站 苑裡工作站
111年度

謄本申請數 41 1070 517

業務諮詢次數 5 8 6



各項地政業務服務行為親和專業程度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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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民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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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減少查詢各單

位聯絡資訊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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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地政業務服務行為親和專業程度貳、便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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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各類地政業務常見問題及便民措施精進
業務，亦增加近來民眾陳情事項及行政訴訟
題材並請資深同仁分享常年實務經驗，達成
薪火相傳的精神，亦提升服務專業程度，總
計辦理80場教育訓練。
80場教育訓練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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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主 題 效益

辦理法令宣導講習
實價登錄2.0
不動產交易安全

地籍圖重測
不動產相關業者及

測區民眾
參加人數550人

辦理下鄉宣導活動
宣導品夾帶宣導文宣

實價登錄2.0
不動產交易安全

地籍圖重測
參加人數4200人

地籍清理
未辦繼承

縣有耕地租約

自製圖片於FB及
本府網站宣導

實價登錄2.0 不動產交易安全

總計點閱數
50萬7181人

地籍圖重測 地籍清理
未辦繼承 三七五租約
縣有耕地租約 農地違規管制
農地市地重劃 土地標售

有關地政各類相關便
民措施

有關地政各類法令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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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實價登錄2.0與交易安全
策略 1 辦理法令宣導講習 對象 :不動產相關業者

計辦理3場法令宣導講習
1 111.1/14本府5樓
2 111.1/25上、下午各1場於本府5樓
由李森隆科長以簡報方式宣導實價登錄
2.0新制、行政院消保處陳諮議世元及
本府王德基消保官詳細講解相關法制與
實務概念亦提供契約條文常見錯誤樣態
分析，讓參與業者了解新制各項規定
效益：3場講習參與不動產相關業者計
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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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實價登錄2.0與交易安全
策略 2 辦理宣導活動:利用假日藉人潮較多的地
方性行銷活動，設攤以文宣及宣導品現場說明，
希民眾了解政府政策。對象 :一般民眾

計辦理3場宣導說明會時間地點
1 111.1/15 1/16獅潭鄉農會
2 111.4/2 4/3苗栗市貓貍喵公園
3 111.4/23 4/24三義鄉西湖渡假村

效益：3場6天參與活動人數約
共3000人，現場藉由文宣海報
及宣導品，相關問題以抽獎問
答，宣導品夾帶文宣，從中讓
參與民眾了解新制各項規定，
反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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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實價登錄2.0與交易安全
策略3同仁以自製宣導圖片及內政部製成之影片張貼於臉書及本府網站以擴大宣傳效益

 

宣導

期間 

110.8.10 起 
 

主題 
預售屋簽約 6 大陷阱 

 

 

 

 

宣導

內容 

買預售屋必看， 

教你避開預售屋買賣陷阱！ 

預售屋簽約 6 大陷阱 

陷阱 1:交屋期限 

陷阱 2:房地標示及停車位規格 

陷阱 3:驗收 

陷阱 4:保固期限及範圍 

陷阱 5:房地面積誤差及其價款找補 

陷阱 6:履約擔保機制 

更多詳細說明請看預售屋簽約六大陷阱影片 : 

https://reurl.cc/MAKAjm 

 

 

110年8月至111年6月，臉書曝光及
觸及人數達14,998人，貼文互動618
次。

110年9月至111年6月，臉書曝光
及觸及人數達7,831人，貼文互
動286次。

 

宣導

期間 

110.9.22 起 
 

主題 
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要由誰來

申報備查？何時申報?向誰申報? 

 

 

 

 

宣導

內容 

【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要由誰來申報備查？何時申報?向誰申

報?】 

依規定應由「銷售預售屋者」來申報，至於「銷售預售屋者」如何認定，

可以從該建案「預售屋(建物)買賣契約」的出賣人予以判斷。 

誰來申報備查？ 

1、預售屋為自建自售情形，由預售屋「買賣契約的出賣人」申報備查。 

2、預售屋採合建、都市更新或都老重建等方式，由建築業與土地所有

權人、原有建物所有權人等相關權利人共同合作開發情形，由預售屋

「建物買賣契約出賣人」報請備查。 

何時申報？ 

109 年 7 月 1 日以後銷售之預售屋案件，應於銷售前完成申報備查。 

向誰申報備查？ 

苗栗縣政府地政處地價科 037-559158 

 
110.9.17 起 

 

主題 
預售屋紅單禁止 轉售予第三人 

 

 

 

 

宣

導

內

容 

【預售屋紅單禁止 轉售予第三人】 

購屋預約單，通常為三聯式，客戶收到第一聯為紅色，俗稱 紅單。 

預售屋銷售新制上路後，應將建案資訊及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報請

地方政府備查。 

銷售預售屋收受定金時，應以書面契據確立標的物及價金等事項，並不

得約定銷售者保留出售、保留簽約的權利或其他不利於買方事項，且買

受人不得將預售屋紅單轉售予第三人；違法者將按戶（棟）處 15 萬元

至 100 萬元罰鍰，以防杜投機炒作。提供更透明、即時、正確的不動產

交易資訊，減少價格哄抬及消費糾紛，讓不動產市場發展更為健全。 

 
 

110年10月至111年6月，臉書曝光及
觸及人數達12,146人，貼文互動401
次。

預售屋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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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地籍圖重測
策略1辦理法令宣導講習

110年8月至111年6月，臉書曝光及
觸及人數達14,998人，貼文互動618

次。

110年9月至111年6月，臉書曝光
及觸及人數達7,831人，貼文互動
286次。

地籍圖重測作業宣導說明會 
 

宣導

期間 

110.11.23 起 
 

主題 
111 年度本縣三灣鄉銅鑼圈段大銅鑼

圈小段地籍圖重測作業宣導說明會來

囉⋯ 

 

 

 

 

 

宣導

內容 

111 年度本縣三灣鄉銅鑼圈段大銅鑼圈小段地籍圖重測作業宣導說

明會來囉⋯ 

為讓民眾充分瞭解 111 年度三灣鄉大銅鑼圈段大銅鑼圈小段地籍

圖重測事由、目的，土地所有權人於地籍調查、測量前後應行配

合事項，進而配合辦理地籍圖重測工作，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

益。  

本所於 110 年 11 月 24 日上午 10 時於銅鏡社區活動中心（苗栗

縣三灣鄉銅鏡村 1 鄰 6 號）舉辦地籍圖重測作業宣導會，歡迎重

測區內土地所有權人踴躍出席參加，以確保民眾權益喔！  

 

 

 

 

推動數值化地籍測量 
 

宣導

期間 

110.10.8 起 
 

主題 
推動數值化地籍測量–【後龍鎮大山腳

段農地重劃區地籍整理】 

 

 

 

 

 

 

宣導

內容 

推動數值化地籍測量–【後龍鎮大山腳段農地重劃區地籍整理】 

早期農地重劃區地籍圖以圖解法測繪，後因地籍圖使用頻繁，圖

紙破損嚴重，雖已辦理數化，惟圖籍精度並無改善，誤謬情形仍

十分普遍，致使土地複丈作業窒礙難行，易生糾紛。 

苗栗縣竹南地政事務所選定民國 64 年後龍鎮大山腳段農地重劃

區土地辦理圖解數值化整合建置作業及村莊土地以地籍圖重測方

式辦理，自 111 年度起至 114 年度分 4 年辦理。 

辦理後之成果可以改善圖幅接圖及圖地不符情形，建立無接縫整

合地籍圖，推動數值化地籍測量，便利土地複丈作業，釐正圖籍

資料，減少損害賠償情事發生。 

推動數值化地籍測量–
農地重劃區地籍整理】

策略2同仁自製宣導圖片以擴大宣傳效益

宣導

期間 

110.11.24起 主

題 

苗栗縣 111 年度三灣鄉、西湖鄉、大

湖鄉、通霄鎮地籍圖重測作業宣導說

明會。 

宣導

內容 

苗栗縣政府地政處於 110 年 11月 24、25、29日及 12 月 3日

在三灣鄉銅鏡社區活動中心、西湖鄉四湖社區活動中心、大

湖鄉武榮社區活動中心、通霄鎮坪頂社區活動中心辦理 111

年度地籍圖重測作業宣導說明會，宣導內容如下： 

一、業務簡報及作業宣導 

     1、辦理地籍圖重測的原因、重要性及其各項作業期

程。 

     2、相關法規、規定之宣導與說明。 

     3、各作業期程土地所有權人需配合及注意事項。 

     4、土地所有權人相關權益維護事項。 

二、播放宣導短片 

     播放由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針對地籍圖重測重點項目製 

     作生動活潑之宣導影片，加深及回應先前之宣導內容。 

三、現場互動座談 

     由現場民眾提問，予以回應及補充說明。 

 

藉業務簡報、播放宣導影片及現場互動座談，
解決民眾疑慮，分於三灣西湖大湖通霄等辦
理4場座談說明參與活動人數共345人反應
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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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櫃檯網路申請登記流程 
  

宣導

期間 

110.8.10 起 
 

主題 
數位櫃檯網路申請登記流程 

 

 

 

 

宣導

內容 

自 110 年 8 月 1 日起 

至數位櫃檯進行網路申請登記  

免臨櫃辦理 

申辦流程： 

1.登入數位櫃檯 

2.輸入申請資料、產製書表 

3.線上電子簽章 

4.線上送件及提交紙本附件 

***申請書表線上送出*** 

***紙本附件郵寄到地政事務所*** 

***申請人與代理人不必臨櫃*** 

內政部地政司-網路申請土地登記免臨櫃懶人包網址：

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Lazybagdet/1133?lid=18 

110年8月至111年6月，臉
書曝光及觸及人數達10,886
人，貼文互動271次。

地政好宅系列「電子謄本申請三步驟」 
  

宣導

期間 

110.8.23 起 
 

主題 
地政好宅系列「電子謄本申請

三步驟」 

 

 

 

 

 

宣導

內容 

地政好宅系列「電子謄本申請三步驟」 

 

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結合了憑證管理及電子簽章機制，透過數

位電子簽章取代傳統書面文字及簽名、蓋章制度，民眾僅需至系

統網站即可申請謄本，無需撥空親自到地政事務所申請，不用找

停車位，在家也能申請全國之地籍謄本！ 

 

網址 https://ep.land.nat.gov.tw/Home/HHomeMain 

歡迎大家多多使用！ 

110年8月至111年6月，臉書曝光
及觸及人數達17,917人，貼文互
動391次。

貓貍地政小學堂  開學囉！ 
 

宣導

期間 

110.9.14 起 
 

主題 
貓貍地政小學堂，開學囉！ 

---Lesson 1 什麼是謄本分級制？--- 

 

 

 

 

 

宣導

內容 

【貓貍地政小學堂，開學囉！】 

---Lesson 1 什麼是謄本分級制？--- 

為保障民眾個人資料之隱私權，兼顧土地整合利用及處理不動產

事務等需要，地政機關提供土地登記及地價資料時採分級作業，

分為第一類謄本、第二類謄本、第三類謄本如下： 

（一） 第一類：個人全部登記及地價資料均予顯示，其他共有

人、他項權利人及其管理者之出生日期、部分姓名、部分統一編

號、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設定義務人及其他依法令規定需隱匿

之資料不予顯示。 

得由登記名義人或其他依法令得申請者提出申請。 

（二）第二類：隱匿登記名義人之出生日期、部分姓名、部分統

一編號、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設定義務人及其他依法令規定需

隱匿之資料。 

得由任何人申請之。 

（三）第三類：隱匿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出生日期之資料。 

得由登記名義人或利害關係人申請之。 

110年9月至111年6月，臉
書曝光及觸及人數達
16,131人，貼文互動438次

地政小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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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0月至111年6月，臉
書曝光及觸及人數達11,497
人，貼文互動526次。

110年8月至111年6月，臉書曝光
及觸及人數達17,917人，貼文互
動391次。

111年3月至111年6月，臉
書曝光及觸及人數達
15,787人，貼文互動325次

解讀土地的身分證 
  

宣導

期間 

110.10.15 起 
 

主題 
解讀土地的身分證，如何看

懂土地登記謄本】 

 

 

 

 

宣導

內容 

【解讀土地的身分證，如何看懂土地登記謄本】 

謄本就像是不動產的身分證，分為土地謄本和建物謄本，在不動產交易前，應

先申請土地、建物登記謄本，以了解所有權人、面積(坪數)、有無設定抵押，

或被限制登記(包括預告登記、查封、假扣押、假處分及其他依法律所為禁止

處分之登記)等資料。 

兩種謄本都分為三部分，分別是標示部、所有權部、他項權利部： 

標示部：主要記錄一些不動產的基

本資料，例如面積、登記日期、登記原

因、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土地公告

現值、地上建物建號、其他登記事項；

建物謄本部分還會有主要用途、建築

完成日期、附屬建物面積和用途、共有

部分的面積和權利範圍等資料。 

所有權部：主要記錄不動產的所有

權狀態，例如所有權人、權利範圍、權

狀字號、前次移轉現值、其他登記事

項。所有權人的土地建物如被限制登

記，在未辦理塗銷前，無法辦理產權移

轉登記。 

他項權利部：主要記錄他項權利狀

態，查對他項權利種類(抵押權、地上

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典權)及他

項權利人姓名等。如有設定他項權利，

最好是先塗銷再購買；如果該權利不塗銷而續由買方承受，則應進一步了解他

項權利之全部內容，以免權益受損。 

為保障民眾個人資料之隱私權，地政機關提供謄本資料採三級制，請參考： 

https://www.facebook.com/miaoliland/posts/2380697062066396  

申請謄本除了可以到各地政事務所申請外，也可以使用線上申請的方式喔，請參考： 

https://www.facebook.com/miaoliland/posts/2362185923917510 

 

1.衛星影像變異點比對 土地違規使用無所遁形 
 

宣導

期間 

110.9.10 起 
 

主題 
衛星影像變異點比對，土地違規使用

無所遁形 

 

 

 

 

 

宣導

內容 

【違規行為立即舉發，透過衛星影像變異點比對，土地違規使用

無所遁形】 

運用衛星影像及遙測技術協助辦理土地利用監測工作，透過比對

前後期衛星影像，篩選出不合常態變化的變異點，通報各地方政

府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現地查報，並定期追蹤查報及回報處

理情形，強化山坡地濫墾及農地違規使用立即舉報的成效。 

比對衛星影像變異點，已經達到「違規行為立即舉發」的境界，請

大家勿違規使用，以免受罰，共同愛護美好家園。 

 

本縣 110 年度農地重劃區緊急農路改善工程業已全數竣工 

  

宣導

期間 

111.3.15 起 
 

主題 
本縣 110 年度農地重劃區緊急

農路改善工程業已全數竣工 

 

 

 

 

宣導

內容 

【本府辦理 110 年度本縣農地重劃區緊急農路改善工程業已全數竣工，改善農路總長度

約 7,523.8 公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以下稱農水署)於 110 年初核定補助本縣 2,085 萬餘元，

本府遂函請各公所提報轄內急需辦理改善之農路路段，嗣後經該署於 110 年 5 月 5 日派

員複勘並予以核定。 

本縣核定補助工程位於苗栗市、頭份市、竹南鎮、後龍鎮、通霄鎮、苑裡鎮、造橋鄉、

頭屋鄉、公館鄉等 9 鄉鎮市，由本府地政處分 9 工程案招標辦理，施作項目包含路基

整理、AC 路面刨除加封、PC 路面新設及劃設道路兩側標線等，改善總長度約 7,523.8

公尺，工程總經費約 2,024 萬元。 

另於工程執行期間，由農水署派員督導本縣苑裡鎮新復、社苓農地重劃區農路改善工

程，查驗工程相關文件並就農路ＡC 厚度、壓實度進行鑽心抽驗，對路面鋪設品質予以

肯定。 

本縣農地重劃由民國 48 年展辦，已辦竣面積計 12,720 公頃，部分重劃區內農路年久失

修，影響農機具及農民進出安全；本計畫辦理農路改善工程完工後，將方便農耕機具進

出，維護農民通行安全，提升區域農村發展，期望後續農水署能增加工程補助經費，造

福苗栗縣農民。 

 

農地重劃區緊急農路改善工程

衛星影像變異點比對土地違規

解讀土地身份證
認識土地登記謄本



叁、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32

行銷效益評估

110年6月至111年7月本處臉書粉絲專頁「地政
IN苗栗」相較於去年同期
觸及人數自2萬成長到9萬5千餘人，成長近5倍
訪客人數從300人增長到9,244人，年增30倍
按讚數由40提升至271近6倍的成長幅度
顯見本專頁成功被大量觸及觀看使用

訪客人數

按讚數

效益評估
1.圖文並茂易吸引民眾目光

觸及人數增加
2.題材接近時事為民眾所需求

按讚數增加

努力方向
1.俟疫情趨緩宣導方式要更多元
擴大與民眾接觸面

2.主動結合地方社團力量
加強宣導深度



叁、地政業務行銷宣導有效程度

33

最大突破

今年業務上最大突破為自110年7月起發布之
貼文，因自製業務宣導圖片及題材的提升，
有別以往僅有文字之敘述，有效吸引民眾觸
及、提升按讚數。本處臉書及轄內6個地政
事務所定期發佈地政業務相關貼文，並廣佈
於本縣18鄉鎮大小事等地方性網路社團，藉
以提升整體曝光度，達到有效行銷之效果。

110年7月至111年6月共發布191篇有關地

政業務行銷貼文，截至考核期間運用臉書宣

導曝光及觸及人數達50萬7181人次，貼文互

動2萬053次，閱覽者年齡層分布從18歲至65

歲以上。

宣導主題以實價登錄2.0與交易安全，題

材貼近時事最易受到民眾關注，點閱及按讚

數最高，為最成功宣導案例。

3%

13% 5%
15%13%11%

16%

14%
2%

9% 10%
4%



民眾對地政處
整體施政滿意度

110年7月到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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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張問卷

整體滿意度達90%

針對不滿意部分，宣導同仁如

遇洽公民眾主動提供協助，以

加強服務滿意度。

肆、整體性施政表現 服務滿意度

34

民眾對地政事務所
整體施政滿意度

110年7月到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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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張問卷

整體滿意度達
92.5%

地政處及地政事務所
內部滿意度

110年7月到111年6月 運用

線上匿名問卷調查表，回收

356份

整體滿意度達92%

依調查結果顯示:本處主管對

於同仁反映問題的協調及教育

訓練，可以加強。



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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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人
調職1人
育嬰留停1人

職務代理2人

苗栗所 7人

調職３人
育嬰留停3人
退休1人

報考試缺3人
職務代理2人
外補商調2人

竹南所 9人

調職3人
考試錄取分配他機關2人
內陞遺缺1人
退休2人 辭職1人

報考試缺7人。
外補商調1人
工友遇缺不補1人

頭份所 5人
調職2人
考試錄取分配他機關2人
辭職1人

報考試缺4人
外補1人

銅鑼所 1人 考試錄取分配他機關1人 報考試缺1人

大湖所 2人
調職1人

考試錄取分配他機關1人
報考試缺2人

通霄所 3人 考試錄取分配他機關3人 報考試缺3人

地政處及地政事務所

編制人數:506人

現職員額總: 477人

缺額人數29人較去年

(28人)增加1人

35



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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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土地登記業務精進會議
不動產與消費者保護議題研討教育訓練
預設屋買賣契約備查法制與實務教育訓練課程
風水與不動產估價教育訓練
外國人及大陸人士地權業務及防災(震)安全研習會
耕地三七五租店爭議調解調處案例研析
地籍圖重測地籍調查教育訓練
地籍圖重測外業觀測及成果檢查教育訓練
地籍圖重測成果檢查、協助指界、補正表製作教育訓練
三維建物整合建置教育訓練

607

地政事務所
辦理相關教

育訓
67

客語深耕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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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領取徵收補償費保管款應備文件教育訓練
實價登錄(預售屋新制)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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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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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定期辦理地政專業教育訓練

總計辦理
80場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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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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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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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案名 袍澤(東側) 袍澤(西側)

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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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公頃 2.08公頃

取得公共設施用
地

0.55公頃 0.46公頃

提供可建築用地 1.13公頃 1.62公頃

節省政府開發費 2600萬元 2400萬元

辦理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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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將盈餘一半撥充本縣
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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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袍澤(東側)(西側)重劃區110年
已撥充6,432萬元於本縣實施
平均地權基金。

平均地權基金應用
110年7月至111年6月平均地
權基金運用：購買最新衛星
影像圖、抵費地環境維護、
辦公郵電費差旅費等，另購
置公務車25輛，現辦理招標
程序中。

市地重劃

38



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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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39

開發總費用為新台幣
54億7,475萬1,194元，
至111年6月標(讓)售
收入79億4,545萬
5,210元，目前尚未辦
竣標(讓)售之土地共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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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 3 4,752.95 86,488,459 198,393,800

合計 57 268,681.37 5,272,222,194 7,945,455,210

上網標售 3 3,645.33 59,949,088 155,443,809
標售總底
價



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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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06月標(讓)售
收入75億4,446萬
3,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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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段徵收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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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4,463,166

上網標售 2 938.39 23,163,875 54,255,989
標售總
底價



肆、整體性施政表現 民眾陳情處理情形

在111年度考核年總計有28件，平均辦理天數2.3天 縣民熱線1999總計有17件，平均辦理天數2.4天

縣長信箱處理情形 縣民1999辦理情形

41

案件類型 辦理件數 比例 辦理天數 平均天數
登記 9 32% 19.3 2.1
地價 6 21% 12.2 2.0
地權 1 4% 0.6 0.6
地用 3 11% 9.3 3.1
重劃 2 7% 7.3 3.6
測量 7 25% 18.4 2.6

總計/平均 28 100% 67.1 2.3

案件類型 辦理件數 比例 辦理天數 平均天數

登記 2 12% 5 2.5

地價 1 6% 3.2 3.2

地權 0 0 0 0

地用 10 58% 23.2 2.3

重劃 4 24% 9.9 2.4

測量 0 0 0 0

總計/平均 17 100% 41.3 2.4



肆、整體性施政表現 民眾糾紛案件情形

訴願統計表 行政訴訟統計表

42

類別
訴願決定

登記 重劃 地權 地用 地價 測量 合計 比例

不受理 1 0 0 0 0 1 2 10%

駁回 3 2 2 5 2 0 14 70%

撤銷 1 0 0 0 0 1 2 10%

審理中 0 0 1 0 0 1 2 10%

合計 5 2 3 5 2 3 20 100
%

類別
判決結果

登記 重劃 地權 地用 地價 測量 合計 比例

不受理 1 0 0 0 0 0 1 8%

勝訴 2 0 0 1 0 0 3 25%

敗訴 0 0 0 1 0 0 1 8%

審理中 1 2 2 2 0 0 7 59%

合計 4 2 2 4 0 0 12 100%

一件行政訴訟敗訴，其案由為系爭土地申請由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變更編定為同區農牧用地，本府農業

處(林務科)以「本案土地查定結果為宜林地，不宜變更農牧使用」，故據以駁回，申請人不服提起訴願，訴

願審議委員會作成訴願駁回之決定。申請人不服續提起行政訴訟，判決本府敗訴，另為處分。其判決敗訴

理由為，本案不得僅依查定結果為「宜林地」不得變更而駁回，應踐行森林法第6條第2項規定程序，請申

請人提出「使用計畫書」或興辦事業計畫文件辦理。



肆、整體性施政表現 民眾糾紛案件情形

各類糾紛調處處理情形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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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權)

消費爭議處
理情形
(地價)

合計 比例

結案 0 39 1 9 30 79 70%

不成立移送(
法院、調解委

員)
0 0 2 0 10 12 10%

審理中
或

待下次調(解)
處

1 0 3 0 9 13 11%

撤回申請 3 0 0 2 4 9 9%

合計 4 39 6 11 53 113

本年度總計113件調處案，查測量
糾紛調處39件均為雙方指界不一
致。
結案與撤案佔比高達79%，顯示8
成糾紛案件在調處階段皆能取得
共識獲得解決，發揮調處最大功
能，疏減訟源及降低解決私權糾
紛之成本。



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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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計有3件研究創新，其中重測換狀為歷年研究創新之推
動_大湖所，不知其他4所是否亦有跟進。另兩項利用資訊科
技服務有效掌握實價登錄脈動，方便同仁作後續業務精進之
參考，有其前瞻性發展，後續應推動各地所同步執行，建立
全縣資訊一致性。

重測下鄉換狀因疫情期間且重測區多在市區故本考核年
度未辦理重測下鄉換狀；仍製作民眾郵寄換狀申請書及
分流預約辦理申請書，鼓勵民眾郵寄換狀或配合疫情分
流預約來所辦理申請換狀。

2 研究創新除利用現有資料如實價登錄進行加值應用，以及諸
多便民服務創新外，是否有其他前瞻性推動地政業務之思考
或鼓勵同仁自我研究機制與成果。縣府未來可以配合政策推
動、技術研發、整體發展等大面向提出研究創新構想與理念，
必要時建議中央協助發展。

本年增加各地政事務所對於實價登錄價量資訊之加值應
用為研究題材，以提供民眾最新資訊。

3 地政業務服務作了完整之說明與統計，惟不知跨所服務與地
政線上申請案件如何？可補充說明。

本縣六個地政事務所受理他所案件情形如下：苗栗：
1,190件、竹南2,049件、頭份1,942件、銅鑼546件、大
湖63件、通霄98件，總計5,888件。

4 地政線上申辦的情形如何? 本縣地政線上申辦情形如下：簡易登記案件：1,678件、
線上複丈案件：2件、線上繳費：2件、線上聲明：7件。

5 地政工作站的設立可有效協助服務偏遠地區民眾，目前3個工
作站均為早期建立(104年前)，成效如何？是否有結合地方專
業人士參與？若有需要預訂何時增加？又目前除SKYPE外也有
其他免費視訊服務工具可利用。

地政工作站辦理情形(謄本申請數)如下：象鼻工作站：

130件、後龍工作站：1,149件、苑裡工作站：29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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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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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辦繼承登記即將列冊期滿案件是否有主動通知？ 2020年列
冊期滿移交國產署標售有923筆土地17.15公頃。

本府尚無此項之辦理。

7 地政處網站資訊為縣府主要對外行銷宣導之工具，應注意資
訊的更新，如活動花絮、宣導影片等，可將本年度14項宣導
資訊即時更新。

依委員建議，已確實即時更新各項地政業務活動。

8 目前宣導策略似著重於臉書粉專「地政IN苗栗」，是否有提

供其他社群媒體的宣導。
目前除了地政處網站及Facebook為主要宣導窗口，亦分
享至各鄉鎮地方網站，未來將評估是否加入Youtube、

Line等社群媒體，俾利業務宣導。

9 除本14篇特定行銷主題外，縣府與地所如何進行自我行銷宣
導？未來可簡述說明。

依委員建議改進辦理，再研議縣府與地所以更多元方式

進行自我行銷宣導。

1
0

滿意度調查問卷梯度似可加大，較易反應程度。調查的時間
點如何?苗栗地所民眾滿意度應為93%，建議未來可考慮分上
下年度進行調查,更亦顯現滿意度!

依委員建議將加大問卷梯度；調查的時間點分為上、下
半年度進行問卷調查。

1
1

缺額28員似較去年增加9員(預算編列506、現職476，缺額為
30，但報告書缺額加總為28員)，缺額類型宜補充說明，出缺
情況除報考試缺外，如何因應? 又每年報考試缺，報到情形
如何？

本年度缺額為28員，報告書30員部分為誤植，已完成
更正。出缺情形除報考試缺外，另有外補、職代等因應
方式。每年報考試缺的部分良好。

45



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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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縣府及地所同仁參與外部教育訓練或研習情形
如何？是否有辦理外縣市地政觀摩研習活動，
藉以交換心得以吸取經驗。

本年度因疫情關係，較少參與外部教育訓練及研
習，下年度將依委員建議視疫情狀況至外縣市地
政觀摩研習活動。

13 涉新政策之推動時，參與者如何與同仁
分享作業?(如內政部實價登錄2.0、三維
地籍建物整合建置，未見自辦研習)

涉新政策推動，參與者將利用會議的方式進行簡
報說明分享。惟今年因疫情關係，僅辦理3場實體
說明會議。

14 本年度縣府有2件公辦市地重劃案，2件區段徵
收案，其中平均地權基金(縣府調借情形嚴重)，
應善加應用除必要之維護開銷外，應運用添購
測量所需相關設備與運載工具，及因應新科技
的發展與需求(網路環境擴充、空間資訊用)，規
劃經費使用。也讓辛苦多年之成果能夠運用於
地政業務上，以強化地政業務之推動與發展。

有關縣府借調乙節，配合縣政需要借調，調借期
間亦收取借支利息，且辦理平均地權相關業務，
至於平均地權基金的運用：用於本府自辦地籍圖
重測及購置衛星影像圖，令研擬購買公務車，以
強化地政業務之推動與發展。

15 民眾陳情書函、申訴電話、民眾意見箱等應屬
較溫和之反應，案件情況如何？以案件類型分
配如何？

有關民眾陳情書函、申訴電話等陳情案件，以案
件辦理情形及服務態度居多；使用信箱或電話給
予民眾清楚答覆，重視民眾感受度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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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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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各類行政救濟案件，應說明事由與處理情形，
藉以了解發生之原因，尋求減少發生之可能。

不知道與上年度相差數量如何？

依委員建議辦理說明事由及辦理情形，本年度本
府及各地所訴願計18件，行政訴訟計9件；上年度
訴願計14件，行政訴訟計6件，較去年略為增加，
本府依民眾訴訟主旨為文宣宣導及專業教育訓練
之題材，以宣導民眾知悉亦加強本質學能。

17 歷年創新持續推動措施，戶政聯繫幫您辦住址
變更登記項目，建議可進一步善用「戶役政資
料查詢系統」、「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服務查詢
系統」減少地籍、戶籍謄本紙本用量，且縮短
民眾申請往返時間提升案件辦理效率

依委員建議辦理，減少紙本用量，提升案件辦理
效率

18 設置單一窗口多功能雙向櫃臺，每一櫃臺均提
供16大項服務，落實「一櫃收件，完整服務」
的服務理念；午休時間對於謄本、地籍圖之申
領亦不中斷，此措施應可嘉惠許多上班民眾，
建議中午不打烊服務可增加「收件」項目，擴
大服務範圍便利民眾。

感謝委員建議，目前因人力不足問題，無法增加
收件服務項目，未來將視情況評估並滾動式調整。
依委員建議辦理，將持續推動精進，提升服務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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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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