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4.3.1-3.31 大事紀彙整表
日期

2

填表日：104.4.9

司紀事
陳部長威仁聽取王司長靚琇專案報告不動產估價
師法第 14 條與建築師法第 16 條規範業務執行範疇
相關函釋競合爭議案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歐珀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李後
照等承租宜蘭縣蘇澳鎮朝陽 521 地號等 11 筆國有地
申請 104 年申報種稻、轉作、休耕案」協調會

部紀事 備註
V

派員出席立法院蕭美琴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赤柯
山國有林地解編後續土地移交作業問題」協調會
召開本部 104 年度「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更
版案專案啟動會議

3

以台內地字第 1041301492 號令訂定「辦理加密控
制測量注意事項」，自即日生效

V

林常務次長慈玲主持研商「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修正案施行時間相關事宜

V

派員出席本部宗教團體法草案聯席審查會第1次會
議
陳部長威仁率王司長靚琇為本部優先法案立法進度
拜會立法院廖國棟、李桐豪委員
4

V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本部例行記者會，說明免附地籍
謄本辦理情形
周專門委員文樹出席本部「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
業規範」增訂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專編草案座談會
派員出席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受行政院委託辦理
「2015 年資訊服務產業策略會議」
陳部長威仁率王司長靚琇為本部優先法案立法進度
拜會立法院柯建銘委員

5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立法院邱議瑩委員召開高雄市大
樹區姑婆寮農地購買分割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52 次會議
1

V

6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立法院洪秀柱副院長國會辦
公室召開「陳情人張岳仁等 3 人祖宅建物坐落法務
部調查局經管新北市新店區竹林段 1482 地號國有
地如何調整解決案」協調會
陳專門委員杰宗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呂玉玲委
員國會辦公室召開「平鎮市延平段 56 地號與國產
署經管重測前中壢市興南段中壢老小段 188-10、
188-22 地號土地重復設籍」協調會
召開本部 104 年「地政資料微縮檔案典藏庫房設備
案」資格標審查會議
陳部長威仁率施副司長明賜為本部優先法案立法進
度拜會立法院國民黨團賴士葆執行長
王司長靚琇出席本部法規委員會審查「大陸地區人
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
修正草案」會議
王司長靚琇主持「103 年度我國當前重要海域權利
主張及維護策略研析工作案」期中成果審查會議

9

10

施副司長明賜主持「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管理
系統功能增修及維護諮詢服務案」評審會議
許副主任瑞明率相關同仁出席監察院約詢彰化縣第
8 期員林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單元 1-10 市地重劃區內
排除以未建築土地抵付重劃負擔疑義案
張專門委員燕燕出席立法院盧嘉辰委員協調民法第
799 條之 2 後續執行事宜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天財委員服務處召開「儘速將壽
豐鄉鹽寮部落土地劃出海岸一定限度內不得私有範
圍，俾利鹽寮部落原住民申請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
協調會
施副司長明賜主持「104 年度大陸礁層調查工作案」
評選會議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46 次
會議
周專門委員文樹主持 104 年「地政資料微縮檔案典
藏庫房設備案」評審委員會議

2

V

林簡任視察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呂學樟委員國會
辦公室召開為滕嗣棟等34人陳情，有關新竹市南寮
地區信義新村之大陳義胞，主管機關就應辦理信義
新村政府興建房舍及坐落基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大
陳義胞，因執行延宕數十年致生損害權益案協調座
談會
派員出席本部（民政司）召開宗教團體法草案聯席
審查會第2次會議

11

陳部長威仁率王司長靚琇等員出席立法院第 8 屆第
7 會期內政委員會第 3 次全體會議進行業務報告及
備詢

V

陳政務次長純敬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推動航空城
計畫專案小組第 10 次委員會

V

林常務次長慈玲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76
次會議

V

施副司長明賜主持「104年地籍清理管理系統功能增
修及維護工作案」評審會議
派員出席經濟部研商修正「公司之登記及認許辦法」
第16條附表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103年度「國土
規劃資訊系統擴充暨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流通更新維
護計畫」委託資訊服務案期末審查會議
王司長靚琇出席立法院徐志榮委員協調苗栗縣通霄
鎮6筆土地變更編定補正案
12

召開本部104年度地政資料微縮影作業設備維護案
開資格標會議
召開本部104年地政司全球資訊網功能增修維護案
議價決標會議
派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研商行政院交議國家人權
博物館中程計畫(草案)會議

3

13

王司長靚琇主持本部研商監察院「為改制前臺北縣
政府辦理『新店溪左岸中正橋周邊高灘地整治工
程』，相關人員涉有重大財務違失等情案之續處情
形」囑就審核意見確實檢討並將具體改進結果見復
案會議
林常務次長慈玲率相關同仁聽取財政部續予說明現
行「房地合一稅制」研議及與外界溝通情形
王簡任技正成機主持「103年度釣魚臺列嶼主權議題
資料蒐整研析工作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主持「104 年地名資料庫檢核更新工
作案」購評選會議

16

施副司長明賜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蔡煌瑯委員國
會辦公室召開江靖淵等 3 人陳情南投縣鹿谷鄉溪頭
段 95 地號土地補辦放領案協調會
施副司長明賜主持「104年度測繪成果資料整合及其
供應管理系統擴充與維護工作」案採購評選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主持編修「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
業手冊」第 2 次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本部 103 年度政院管制及部會管
制施政計畫(含莫拉克)評核小組會議

17

18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行政院離島建設指導委員會
工作小組」第 71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資訊中心）研商「本部暨所屬機關
資訊安全責任等級分級相關事宜」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非都市土地開發審
議規範」部分規定修正草案(配合全國區域計畫申請
設施需分區變更)座談會
派員出席本部(民政司)召開宗教團體法草案聯席審
查會第3次會議
王司長靚琇主持精進實價登錄作業方式及試辦併登
記案件申報檢討會議
王司長靚琇出席本部舉辦「公告土地現值與公告地
價查估技術與評議作業改進方向」專題講座

4

V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審查金融機構
合併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18

周專門委員文樹接待國際土地政策研究訓練中心
「知識經濟與都市競爭」研討班學員，並安排參訪
本部中部辦公室區段徵收業務，及高鐵台中車站開
發建設成果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本部 104 年度 3 月份「預算執
行協調會報」會議
以台內地字第 1040404695 號令修正發布「大陸地區
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
法」第 14 條規定有關「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
得不動產物權採行總量管制之數額及執行方式」
，自
104 年 7 月 1 日生效

19

20

王司長靚琇拜訪行政院法規會主任委員劉文仕洽談
實價登錄事宜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審查羅明才、
許添財、王惠美、蔡正元等立法委員擬具金融機構
合併法修正案會議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行政院審查「原住民族土地及
海域法草案」第 3 次會議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53 次
會議
陳專門委員杰宗出席本部（資訊中心）
「網路智慧新
台灣政策白皮書智慧國土分組」第一階段第 2 次實
體會議
派員出席教育部召開研商「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條例」
跨部會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接受警察廣播電臺專訪本司免附地籍
謄本推動情形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立法院廖正井召開陳情人為桃
園航空城計畫範圍內拒辦全區聽證協調會
王專門委員月娥主持研商「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編
定規費費額訂定相關事宜」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國家公園委員會第 110 次會議

5

V

23

24

王司長靚琇主持 104 年度東海與南海島礁基礎影像
購置評選案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簡東明委員召開屏東縣來義中學
周邊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案及既設輸電線路用地協
調會
林常務次長慈玲主持本部「全面免附地籍謄本服
務」第 8 次工作會議

V

王司長靚琇主持本部 104 年陸資申請取得設定或移
轉不動產物權第 2 次審查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47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民政司）召開宗教團體法草案聯席
審查會第4次會議
林常務次長慈玲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77
次會議
王司長靚琇出席本部舉辦「徵收補償市價查估」專
題演講

25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立法院財政委員會邀請行政院主
計總處主計長就近年編列特別預算有關公共建設
(包含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等)執行情形及其檢討作
專案報告並備質詢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行政院審查「原住民族土地及
海域法」第 4 次會議
陳專門委員杰宗出席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研
商「試辦103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專業類科錄取人員
集中實務訓練」會議
周專門委員文樹主持「104年地政資訊網路訊息功能
增修案」資格標審查會議

26

27

周專門委員文樹主持「104 年版地政法令彙編-土地
重劃部分」審查會議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續
審博物館法草案會議
王司長靚琇主持本部召開續商土地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會議
6

V

王司長靚琇出席本部與中國土地改革協會共同辦
理土地政策研討會
施副司長明賜率張專門委員燕燕出席行政院審查
法務部所報「民法繼承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
「民
法繼承編施行法第 4 條、第 9 條之 1 修正草案」第
2 次會議
王簡任技正成機主持「申請在中華民國大陸礁層舖
設維護變更海底電纜或管道之路線劃定許可案」第
93 次審查會
27

林簡任視察家正率相關同仁參加立法院法制局召開
金門馬祖地區土地返還及登記問題之研析-兼評離
島建設條例第 9 條之 3 修正草案專題研究報告（初
稿）座談會
召開本部辦理 104 年度地政業務督導考核工作小組
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審查「所得稅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
例」第 6 條之 1 修正草案會議

30

召開本部 104 年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服務作業維護案
資格標審查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智慧國土政
策白皮書」第 2 階段實體會議
召開本部 104 年不動產實價登錄機制增修功能案資
格標審查會議

31

派員出席本部（民政司）召開宗教團體法草案聯席
審查第 5 次會議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