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4.4.1-4.30 大事紀彙整表
日期

填表日：104.5.4

司紀事
施副司長明賜接受台北電臺專訪免附地籍謄本服
務推動情形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本部「1996 內政服務熱線」104
年第 1 次工作會議
周專委文樹主持 104 年度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服務作
業評審會議

1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
議「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草案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柯建銘委員召開「社團法人金門縣
下堡東翁氏二房宗親會」陳情申辦離島建設條例第
9 條之 5 執行疑義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林岱樺委員召開「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經管森林區國土保安用地變更程序及移撥
國有財產署」協調會
王司長靚琇率林簡任視察家正等同仁出席行政院第
7屆「政府服務品質獎」本司入圍之【實價詳細登 資
訊輕鬆查-不動產交易實價申報登錄查詢專案執行
計畫】實地評審

2

施副司長明賜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財政委員會第
5次全體委員會議「房地合一稅制改革中如何興建捷
運青年宅具體措施以照顧弱勢與青年」專題報告，
並備質詢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立法院林岱樺委員召開「高雄
市林園區五福里陳情協議價購土地」專案評估協調
會
陳專門委員杰宗出席立法院吳秉叡委員協商白蓮寺
陳情回復土地所有權案

7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立法委員陳節如國會辦公室
召開「租賃市場應不應該適用消費者保護法-兼談
租賃專法之必要性」公聽會

1

部紀事 備註

本部召開「應用電子簽章機制申辦土地登記之研
究」委託研究案發表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848次會議
7

即日起至8日止接受BSI公司第三方認證「資訊安全
管理系統(ISMS)」更版案
施副司長明賜率員出席立法院羅委員淑蕾召開「地
政士法第 51 條之 1」協調會
許副主任瑞明主持「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訓練機
構團體審查諮詢」第 6 次會議

8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經濟部能源局「福海示範風場
海氣象觀測塔施工船舶國安議題跨部會聯合審查會
議」
派員出席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公文檔案建檔及影像掃
描委外建置評審會議
即日起至 10 日止，辦理本部 104 年度土地登記及地
籍清理業務講習會(高雄場)
陳部長威仁率施副司長明賜出席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審查「住宅法」修正草案及「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8 條修正草案會議
王司長靚琇出席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戒嚴
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許主任瑞明主持 104 年「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機
制增修功能案」評選會議

9

王簡任技正成機主持我國海域使用管理議題研析工
作案評選會議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54 次
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委員鄭天財召開「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 18 條等修正條文黨團協商會前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桃園市政府簡報
變更大園(菓林)都市計畫(三通)第 3 次會議暨現勘

2

V

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與本部都委會專案
小組共同聽取金門縣政府簡報「變更金門特定區計
畫（金門大學附近地區）案」第 1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天財委員召開「原住民族基本法
及財團法人原民文化基金會設置條例草案」協商會
前會
10

王司長靚琇出席「台灣地理資訊中心」第 21 屆第 3
次董監事聯席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接受警察廣播電台專訪及免費宣導
「委託房仲買賣屋，服務費額可商議，以 6%為上
限?」
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02558 號令修正發布「不
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自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1 日生效

13

V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立法院審查原住民族自治暫
行條例草案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行政院「OSM 試繪災防地圖通用版電子地圖機敏地區問題」處理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新北市政府簡
報變更三峽都市計畫案
陳政務次長純敬率王司長靚琇視察「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區段徵收案」辦理情形
林常務次長慈玲主持研商「高雄林園高值化產業園
區協議價購案之土地估價事宜」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立法院姚文智委員召開「新北市
榮民服務處辦理故榮民龐書山所遺不動產過戶事
宜」協調會

14

周專門委員文樹出席行政院資訊安全辦公室「資訊
向上集中主管機關應辦事項建議作法」會議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立法院鄭天財委員協商台東
宜灣教會土地案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桃園市政府簡報
「變更中壢平鎮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
16 次會議
3

V
V

林常務次長慈玲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78
次會議
林常務次長慈玲主持本部租賃專法諮詢小組第 1 次
會議
王司長靚琇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交通委員會聽取
交通部報告開發機場園區必要性暨航空城土地徵收
聽證報告
15

V
V

王司長靚琇率相關同仁出席 100-103 年度「行政院
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第一期總成果發表會，並
接受毛院長治國頒發有功單位獎
施副司長明賜主持研商編印「103 年地價基準地查
估辦理成果報告」及修正「104 年地價基準地選定
及查估作業手冊」會議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立法院陳超明委員召開海域
區、海域用地容許使用疑義協調會
即日起至 17 日止，辦理本部 104 年度土地登記及地
籍清理業務講習會(臺中場)
王司長靚琇主持「104 年陸資申請取得設定或移轉
不動產物權第 3 次審查會」
施副司長明賜接待日本不動產研究所參訪人員

16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104 年度住宅資訊統計彙報
編定案 103 年第 4 季審查會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召開「房
屋租賃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疑義」座談會
派員出席本部區委會專案小組審議宜蘭縣礁溪鄉林
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開發計畫現勘
派員出席立法院段宜康委員協商池體演建築師陳情
建造執照變更設計案
派員出席行政院「網路智慧新臺灣-副院長與網路社
群有約」座談會

17

陳部長威仁率王司長靚琇接見立法院邱志偉委員
洽談「高雄市岡山壽天宮廟地案」

V

陳政務次長純敬率王司長靚琇接見鴻磐開發公司
林建榮董事長洽談萬華車站土地徵收及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區段徵收案 A7 站案

V

4

王司長靚琇主持「103 年我國南海諸島經略紀要及
歷史圖說編輯工作案」第 3 期成果審查會議

17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行政院審查「石油管理法」草
案第 2 次會議
張專門委員燕燕出席立法院陳節如、田秋菫等委員
共同主辦「農地應該農用，農舍更應該農用」公聽
會
派員出席本部「國土資訊系統標準制度推動及審議
工作小組」第 17 次會議
104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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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訪談會議
王司長靚琇主持「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區段徵收案」
辦理進度控管相關事宜第 2 次會議

20

21

王司長靚琇主持研商開放公有土地地籍資料相關事
宜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本部 104 年度 4 月份「預算執行
協調會報」會議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行政院張副院長善政召開「研
商殯葬用地建設基地台案」會議
派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
『推動各部會善用網路參
與機制』工作小組」第 3 次會議
王司長靚琇主持研商精進建物測繪登記相關業務會
議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49 次
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為新竹縣與新竹市農
村社區土地重劃案現勘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本部輿情晨報會議

22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立法院陳超明委員國會辦公室
研商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條文修正草案事宜

23

即日起至 24 日止，辦理本部 104 年度土地登記及地
籍清理業務講習會(臺北場)
林常務次長慈玲率施副司長明賜出席中華民國工商
建設研究會拜會行政院院長會前會

5

V

王司長靚琇出席本部(會計處)召開 105 年概算請增
經費額度協調會議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立法院內政委員會討論兩岸共
同打擊海域犯罪
張專門委員燕燕出席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審查企業併
購法及水土保持法修正條文草案
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02764 號令廢止「大陸地區
土地及營建專業人士（乙類）來臺從事不動產相關
活動審查作業要點」
，自即日生效

24

V

以台內地字第 1040412256 號令修正發布「地籍總歸
戶實施辦法」部分條文

V

陳政務次長純敬率施副司長明賜等相關同仁視察本
部國土測繪中心及土地重劃工程處業務

V

林常務次長慈玲率林簡任視察家正及相關同仁出席
行政院審查「土地稅法」第 31 條之 1 修正草案、
「平
均地權條例」第 38 條之 1 修正草案

V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行政院審查「水下文化資產保
存法草案」第 2 次會議
林簡任視察家正率地籍科同仁出席立法院陳超明委
員國會辦公室研商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條文修正草
案事宜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南投縣政府簡報
「變更水里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保留案第
一案)(部分機關用地為住宅區、道路用地及綠地用
地)案」第
1 次會議
召開本部「104
年地籍總歸戶系統維護案」資格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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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審查會議
預告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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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派員出席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全國聯合會第 4 屆
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
陳部長威仁率王司長靚琇等同仁出席立法院第 8 屆
第 7 會期內政委員會第 14 次全體會議審查「地籍清
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等及請願文書 12 案進
行務報告及備詢
周專門委員文樹主持「104 年地籍總歸戶系統維護
案」評審會議
6

V

28

派員出席立法院孫大千委員召開桃園市塗窟段山坡
地保育區土地興建集會所協調會
林常務次長慈玲率施副司長明賜出席「中華民國工
商建設研究會」拜會行政院院長會議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立法院陳雪生委員研議離島建
設條例第 9 條第 6 項規定案
林簡任視察家正率相關同仁出席監察院約詢「桃園
市政府(原桃園縣政府)於 98 年辦理國道 1 號五楊高
速公路機械設備及商號拆遷委外查估服務案，涉有
違失等情案」
張專門委員燕燕主持研商「104 年版地政法令彙編
(不動產交易類)編印等相關事宜」會議
陳專門委員杰宗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陳素月委員
召開「王秋鵬代理謝源倍申請彰化縣建築基地分割
案」協調會

V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歐珀委員召開發展地熱發電公聽
會
派員出席福海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申請電業籌
設現勘及審查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苗栗縣政府簡報
「變更竹南頭份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為
商業區)案」第 1 次會議

29

派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網路智慧新臺灣政策白
皮書全民意見」徵詢會議
林常務次長慈玲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79
次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接受中視「60 分鐘」專訪陸資在臺購
買房地產相關議題
周專門委員文樹主持「Fb 粉絲團維運小組」第 1 次
會議」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立法院交通內政委員會聯席審
查「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海運直航許可管理辦法」
修正草案會議
陳政務次長純敬率林簡任視察家正等同仁出席立法
院經濟委員會續審雲嘉農業特區發展條例草案會議
7

V

V

陳專門委員杰宗出席本部 104 年度研考聯繫會報

30

派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改善所得分配小
組」第 1 次會議－專家學者諮詢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召開「研商修正原
住民保留地建築用地統一規劃作業須知草案」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召開「中國不動產因廢止不動產經
紀人專業訓練認可案」言詞辯論會
陳啓明專員陞任不動產交易科科長
辦理本部 104 年地籍清理管理系統增修功能開發案
新增功能需求訪談事宜會議
陳政務次長純敬率王司長靚琇拜會經濟部沈榮津次
長協商璞玉案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原住民保留
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饋條例草案
許主任瑞明主持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第一期）補辦
區段徵收協議價購暨公聽會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55 次
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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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次會議
張專門委員燕燕出席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民法刪除第 166 條之 1 草案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段宜康委員召開陳世雄與宏泰人壽
因預售屋買賣爭議案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田秋堇委員召開宜蘭縣民陳情所有
土地編定問題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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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