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4.7.1-7.31 大事紀彙整表

填表日：104.8.4
部紀
日期 司紀事
備註
事
修訂「大陸地區人民取得臺灣地區不動產採
行總量管制的數額及執行方式」
，自 104 年 7
V
1 月 1 日起，限制大陸地區人民在臺取得不動
產的集中度，同棟或同一社區的建物總戶數
以 10%為上限
召開全國地政精進業務座談會議
許副主任瑞明主持研商「地方政府辦理徵收
或購置已逾 15 年未完成產權移轉登記之土
地清理工作」會議（第 17 次）
2
派員出席立法院廖國棟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宜蘭縣大南澳地區住民還我土地自救會，
陳情大南澳地區土地補辦放領」協調會
施副司長明賜主持研商「地籍清理條例施行
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地籍清理清查辦
3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
派員出席經濟部辦理 104 年臺灣個人資料保
護與管理制度推廣說明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吳秉叡委員協商新北市樹林
6
土地申請建築物變更使用用途為視聽歌唱案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行政院研商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所報「高雄區農業改良場舊場址土地分
配爭議之處理方案」會議
7
本部委託高雄市政府辦理多目標地籍圖立體
圖資後端地政整合系統 WEB 版，及建物測量
繪圖軟體功能增修維運案啟動暨第 1 次工作
會議
王司長靚琇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85
次會議
8
王司長靚琇率相關同仁出席司法院大法官為
審理石金印聲請解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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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副司長明賜出席全國戶政日慶祝活動
王簡任技正成機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副院
長辦公室召開推動「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專
案小組」第 11 次委員會會前會
派員出席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103 年度「多目
標地籍圖立體圖資建置計畫案」第 3 次工作
會議
王司長靚琇主持「土地基本資料庫分組資料
庫擴充建置案」採購評選會
陳專門委員杰宗主持「104 年度替代役業務
聯合訪視座談會」
派員出席本部區委會審議「新竹縣新埔鎮「關
埔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第 3 次專案小
組會議
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05436 號令修正發
布「市地重劃實施辦法」部分條文
施副司長明賜主持「104 年度三維城市模型與
建築等級模型之整合機制工作案」期中報告
審查會議
陳專門委員杰宗主持「104 年度地形圖資料標
準訂定及推動工作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區委會專案小組審議宜蘭縣冬
山鄉「丸山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辦理現場
會勘
派員出席本部辦理超商(地點:台北市)開放
申請二類謄本測試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55 次會議
辦理 104 年台北市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發布第 44 期地價指數
以台內地字第 1041304730 號令廢止地籍清
理條例第 13 條及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
地代為標售辦法第 9 條有關優先購買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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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之解釋(100 年 11 月 9 日台內第地字第
1000207767 號)令，自即日生效
王司長靚琇接見前新北市議員李子昌協商萬
通台北 2011 案
王司長靚琇出席行政院研商「尚未完成造林
之國有林出租造林地處理方案」會議
陳專門委員杰宗主持韓國學者參訪地籍及測
量業務座談會
辦理 104 年新北市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即日起至 17 日止辦理「104 年度土地複丈研
習基礎班」(第 1 梯次)
王司長靚琇主持「104 年地政節慶祝大會活
動委外服務案評審」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率本司同仁出席楊曜立委召開
之澎湖非都市土地編定問題協調會
辦理 104 年桃園市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陳科長芳珍陞任秘書室簡任秘書
王司長靚琇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杜政務委
員紫軍主持審查「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
服務優質化工作坊」發表第 7 屆政府服務品
質獎本司獲獎專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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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員出席交通部 104 年第 4 次法規委員會會
議審查「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
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第 10 條、第 17 條修
正草案
派員出席陳政務次長純敬主持本部(戶政司)
研商晶片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事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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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104 年臺中市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即日起至 24 日止，辦理「103 年特種考試地
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測量製圖類科錄取人員
測量專業法令集中實務訓練」
王司長靚琇主持本部參加「第 33 屆全國地政
盃競賽活動」籌備工作第 1 次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本部 104 年度 7 月份「預
算執行協調會報」會議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
院所屬各機關 105 年度施政計畫草案」第 7
次會議，討論關鍵績效指標內容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新竹市政
府簡報「變更新竹(含香山)都市計畫(配合國
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湳雅院
區)案」第 2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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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簡報「擬定
新竹市都市計畫（頭前溪沿岸地區）主要計
畫案」第 8 次會議
辦理 104 年臺南市市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
地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陳政務次長純敬率施副司長明賜及相關同仁
出席行政院召開「行政院推動桃園航空城核
心計畫專案小組」第 11 次委員會議
林常務次長慈玲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86 次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本部召開例行性記者會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政府
資料分類及授權利用收費原則會議
陳專門委員杰宗主持「104 年度水深資料及高
程基準分析工作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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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專門委員杰宗主持「104 年度重力基準維護
及重力測量服務工作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派員出席邱志偉委員召開之建築基地包含乙
工、特農區丁種建地申請建造疑義協調會
辦理 104 年屏東縣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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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次審查會議
王司長靚琇接見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業同業
公會全國聯合會王明成理事長等 5 人，洽談
同時兼營「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及「不動產
代銷經紀業之公司或行號，應至少擇一業加
入登記所在地之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案
周專門委員文樹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60 次審查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素月委員協調蕭振邦申請
收回彰化和美紡織博物館工程徵收案
派員出席本部區委會審議新竹縣竹北市「犁
頭山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開發計畫」第
3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
辦理 104 年基隆市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王司長靚琇主持研商修訂房屋租賃契約書範
本暨訂定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第 2 次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主持「104 年度數值地形模型
相關計畫成果維護管理及整合服務工作案」
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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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次審查會
陳專門委員杰宗主持「103 年特種考試地方
政府公務人員考試測量製圖類科錄取人員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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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專業法令集中實務訓練」綜合座談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新北市政
府簡報「變更中和都市計畫（配合捷運萬大
線-中和-樹林線第一期路線）
（部分乙種工業
區、住宅區、農業區、保護區、綠地用地為
捷運系統用地）案」
、
「變更土城都市計畫（配
合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路線）
（部分
工業區、農業區、保護區、人行步道用地為
捷運系統用地）案、
「變更板橋都市計畫（配
合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路線）
（部分
農業區為捷運系統用地）再提會討論案」第
1 次會議
派員出席教育部召開政策研發競賽優勝團隊
向部會請益會議
辦理 104 年花蓮縣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王司長靚琇出席立法院廖國棟委員國會辦公
室為「宜蘭縣大南澳地區土地補辦放領」案
召開協調會及實地會勘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本部(秘書室)「精進消費
者保護業務執行成效」會議
派員出席監察院調查農地興建農舍履勘
派員出席本部服務品質成果示範觀摩會協調
會
辦理 104 年宜蘭縣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林常務次長慈玲率本司及營建署同仁出席監
察院調查農地興建農舍履勘
王司長靚琇率本司及國土測繪中心同仁出席
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落實智慧國土-國土測
繪圖資更新及維運計畫」審議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主持「104 年度多平台製圖技術
工作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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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56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高志鵬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基宏興業有限公司申請通行中庄調整池下游
輸水路共構段工程維修道路案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委託高雄市政府辦理「104 年
區段地價估價作業系統」工作會議
辦理 104 年苗栗縣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王司長靚琇接受銓敘部委託中央大學人員訪
談「高階文官領導職能經驗分享」
王司長靚琇率相關同仁出席「內政部國家賠
償事件處理審議小組審查林邱和勤請求國家
賠償案」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率相關同仁出席 104 年南臺灣
三市縣地價業務會報
派員出席監察院調查農地興建農舍履勘
辦理 104 年連江縣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即日起至 31 日止辦理「104 年度土地複丈研
習基礎班」(第 2 梯次)
王司長靚琇主持研商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
款規定不得私有土地劃定原則修正草案會議
陳專門委員杰宗出席「行政院毛治國院長與
商業領袖座談會」
辦理 104 年新竹市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即日上午 9 時起， 便利超商可申請地政電子
謄本
王司長靚琇主持研商「精進建物測繪登記相
關業務」第 2 次會議
王司長靚琇出席本部(總務司)評選 8 樓簡報
室走廊空間展示史料特展資格廠商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監察院 104 年原住民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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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權利保障研討會
派員出席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召開研提
「政府建設之大眾捷運系統財產管理辦法」
條文草案第 4 次會議
辦理 104 年新竹縣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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