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4.5.1-5.31 大事紀彙整表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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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日：104.6.4

司紀事
部紀事 備註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原住民保留地土地使用及建
築管理合法化方案跨部會平台研商會議
林簡任視察家正率相關同仁出席監察院約詢「新竹
縣政府辦理『118 線關西外環道路新闢工程（0K+000
～3K+377 段）』
、『茄苳聯絡道路 A 段工程』及『茄
苳聯絡道路 B 段工程』之執行情形」
陳專門委員杰宗出席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消費者
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
召開「審查地政法令彙編地價業務相關法規解釋函
令事宜」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高金素梅委員為新北市烏來區溫
泉街 99~107 號既有房舍辦理保存登記及相關證照
現勘
派員出席立法院孔文吉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臺東
縣臺東市公所與國立臺東大學土地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桃園市政府簡
報「變更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案」第 5 次會議
王司長靚琇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第 8 屆第 7 會期
經濟委員會第 10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離島建設條
例第 9 條之 3 修正草案等案
王司長靚琇主持「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open
data 歷史資料提供方式」會議
王司長靚琇出席本部籌備小組第 7 次會議
王簡任技正成機主持「103 年度東海與南海島礁資
料蒐集及建置工作案」第 3 期審查會議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 104 年行政院中高階公務人員
在職培訓發展遴選小組第 2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高雄市政府簡
報「變更高雄市大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案」第 2 次會議
派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 105 年智慧國土先期
計畫初審會議
王司長靚琇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50 次會議
王司長靚琇主持「103 年東海與南海島礁基礎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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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及處理工作案」第 3 期成果審查會
周專門委員文樹主持「104 年度地理資訊應用系統
增修維護案」企劃書評審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臺中市政府簡
報「變更潭子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第 2
次會議
林常務次長慈玲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80
次會議
王司長靚琇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審查所得稅法
及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草案會議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出席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博
物館法草案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柯建銘委員為新北市永翠水岸綠
能特區自辦市地重劃區內環保用地土地分配疑義
協調會
陳部長威仁率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行政院第 3447
次會議報告本部擬具「平均地權條例」第 38 條之 1
修正草案
陳政務次長純敬率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行政院第
3447 次會議會後記者會
王司長靚琇接見桃園市政府地政局長陳局長錫禎
到訪
施副司長明賜主持研商「解決張岳仁先生等人所有
建物坐落法務部調查局經管新北市新店區竹林段
1482 地號國有地案」協調會議
陳專門委員杰宗主持研商 104 年版
「地政法令彙編」
登記類(地籍業務及土地登記業務）解釋函令審查
會議
派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家檔案館興建土地、
都市計畫變更及工程委託代辦相關事項」研商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研商使用內政部地政
資訊管理系統辦理農民健保業務查核相關事宜」會
議
行政院函送本部擬具之「平均地權條例」第 38 條
之 1 修正草案予立法院審議
陳部長威仁率王司長靚琇及相關同仁拜會立法院
黃昭順委員，商談本部 104.4.21 召開「研商精進
建物測繪登記相關業務會議」議題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行政院交通環境資源處研議增
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之授權核定及應檢附文件等相
關事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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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副司長明賜出席行政院審查金融機構合併法修
正草案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楊曜委員協商澎湖縣藝術拓荒(陳
扶氣)者工作室非都市土地編更合法使用方案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高雄市政府簡
報「變更路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 2
次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本部 105 年度計畫與預算統合協
調小組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法規委員會審
查「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及開業證書收費標準」第 2
條修正草案會議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審查台灣
與大陸地區海運直航許可管理辦法草案會議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立法院黨團協商博物館法草
案會議
陳專門委員杰宗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全面推廣政
府服務流程改造-免戶籍謄本工作圈」第 9 次會議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鄭天財
委員等 26 人擬具「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8 條條文修
正草案」等
派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研商「政府資料例外收費
準則」之圖資議題會議
陳部長威仁率王司長靚琇接見桃園市鄭市長文燦
洽談桃園市政府辦理區段徵收推動情形
林常務次長慈玲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81
次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行政院審查所得稅法及特種貨
物及勞務稅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第 3 次會議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原住民族
自治暫行條例草案公聽會
王專門委員月娥主持召開「104 年版地政法令彙編土地編定部分」審查會議
即日起至 15 日止，辦理 104 年度地價人員講習(北
區)
陳參事秀足率施副司長明賜出席行政院消護者保
護會「預售房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查核結果」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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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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審查會議
王司長靚琇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356次審查
會議
張專門委員燕燕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鄭天財委
員國會辦公室召開「黃聯廷陳情南投縣魚池鄉水社
段469、469-3地號原住民保留地權利賦予」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審查自來水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
派員出席監察院召開公職人員財產作業財產資料
介接討論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宜蘭縣礁溪林
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開發計畫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
陳部長威仁率王司長靚琇及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
第 8 屆第 7 會期中國國民黨黨團第 4 次黨團大會協
商房地合一稅制案
王司長靚琇列席營建署向陳部長威仁簡報河川區
域私有土地容積移轉換算公式草案辦理情形會議
許主任瑞明主持召開「104 年同步異動作業效能提
升與改善硬體建置案」服務建議書評審會議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海洋委
員會增設海洋保育署連動之國家海洋發展研究院
組織法等會議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本部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行政
監督小組第 7 次會議
王司長靚琇主持「桃園市第 35 期觀音區草漯(第 1
區整體開發單元)市地重劃計畫書(草案)」
，及「高
雄市第 78 期市地重劃區重劃計晝書(草案)」審查
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30 次
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本部預算執行協調會報
陳專門委員杰宗出席財政部研商國有財產贈與寺
廟教堂辦法修正草案會議
王司長靚琇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51 次會議
王司長靚琇主持修正「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
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相關事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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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使用帳號管理
維護說明會
即日起至 22 日止，辦理 104 年度地價人員講習(中
區)
王司長靚琇主持土地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 3 次會
議
王司長靚琇率相關同仁拜會立法院姚文智委員洽
商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內政部預算凍結項
目報告案
王司長靚琇向陳部長威仁專案簡報陸資取得不動
產許可辦法修正內容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本部 105 年度計畫與預算統合協
調小組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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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次審查會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海洋委
員會下設海洋發展研究院等組織法會議
周專門委員文樹主持辦理 104 年不動產交易查詢服
務網增修功能案採購評選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全國區域計畫
修正案之「區域性部門計畫專案小組」第 7 次，及
「環境敏感地區專案小組」第 4 次審查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亭妃委員為釐清民眾陳情承租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經管土地爭議協調會
辦理本部 104 年度推動全面免附地籍謄本服務教育
訓練
派員出席立法院林國正委員協商翁昇德君陳情有
巢氏購屋爭議協調會
王司長靚琇出席陳部長威仁主持立法院第 8 屆第 7
會期內政委員會第 23 次全體委員會議處理 104 年
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內政部預算凍結項目報告
案會前會
王司長靚琇出席國際土地政策研究訓練中心召開
第 134 次執行委員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出席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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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審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條文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查原住
民自治暫行條例草案會議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審查工廠
管理輔導法會議
陳專門委員杰宗主持本部召開研商 104 年版「地政
法令彙編」測量類解釋函令審查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全國區域計畫
修正案之農地分組專案小組第 3 次審查會議
陳部長威仁率王司長靚琇接見南投縣長洽談重大
案件懇請本部協助解決事項
王司長靚琇接見臺南市地政局林局長燕山洽談陸
軍砲兵訓練場徵收案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行政院審查電業法修正草案會
議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立法院許淑華委員協商國有
耕地放租實施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修正案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經濟部福海離岸風力發電示
範計畫國安審查會議
陳部長威仁率王司長靚琇出席立法院第 8 屆第 7 會
期內政委員會第 23 次全體委員會議(全日及 28 日)
處理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內政部預算凍結
項目報告案
楊委員松齡代理林常務次長慈玲主持本部土地徵
收審議小組第 82 次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立法院楊應雄委員國會辦公室
召開釐清並協調離島建設條例第 9 條第 5 項有關公
有土地申請讓售之請求權時效疑義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討論機
場捷運 A7 站區段徵收相關事宜
派員出席研商「臺灣省第十期臺南縣善化市地重劃
區」區內重劃前坐駕段 322-25 地號土地，辦理塗
銷陳英宗等 3 人所有權登記及移轉登記為臺南市所
有案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天財委員協商行水區域申請原
住民保留地之限制會議
王司長靚琇主持「研商修定房屋租賃契約書範本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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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本部 105 年度施政計畫草案版關
鍵績效指標研商會議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57 次
審查會議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行政院研商未登記工廠輔導
措施統一對外說明方式會議
陳部長威仁率王簡任技正成機等員出席立法院第 8
屆第 7 會期中國國民黨黨團第 5 次黨團大會協商房
地合一稅案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本部 104 年第 1 次廉政會報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農業部籌備小組第 9 次會議
王司長靚琇主持本部 104 年對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地政業務辦理督導考評行前座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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