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4.8.1-8.31 大事紀彙整表
填表日：104.9.5
日期
司紀事
部紀事 備註
3 王司長靚琇於 3 日至 5 日赴蘭嶼辦理中華民
國臨海基點標示牌巡查維護工作
派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審議「落實智慧國
土－內政圖資整合應用計畫」會議
辦理 104 年嘉義縣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4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辦理「104 年度土地參考資訊檔電腦作業系統
(web 版)維護及諮詢服務案」第 1 階段修改功
能第 2 次測試
辦理 104 年雲林縣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5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施副司長明賜率本司同仁出席高雄市陳副市
長金德為高雄市政府辦理該市和發產業園區
申請徵收案拜會行政院秘書長會議
6 辦理 104 年南投縣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研商「中和都更
案」有關實施者確認及相關作業事宜
施副司長明賜接受警廣 Call out 專訪修正發
布之地籍清理條例部分條文規範內容
7
辦理 104 年彰化縣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研商「科技部報院國家
10 海洋科技能量建置計畫(草案)相關事宜」會
議
王司長靚琇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服務品質成
11
果示範觀摩會，並領受本部 103 年度服務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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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獎及將第 7 屆政府服務品質獎獎座呈獻部
長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57 次會議
辦理 104 年金門縣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06528 號修正發布
「農地重劃區農路水路工程設施規劃設計標
準」第 2 條條文
林常務次長慈玲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87 次會議
王司長靚琇主持研商「不動產登記法(草案)
建物登記事宜」會議會前會
林常務次長慈玲接見桃園市政府地政局陳錫
禎局長商談該市推動辦理機場捷運 A10、
A20、A21 站，中壢運動園區及南崁文高一等
區段徵收開發案審查事宜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立法院田秋堇委員為釐清
斜井穿越土地編定與民法第 733 條相關疑義
會議
王司長靚琇出席立法院丁守中委員為協商富
源國家森林遊樂區土地編定陳情案

V

V

V

王司長靚琇出席本部(秘書室)高階主管（首
長）人權專題演講
辦理 104 年高雄市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14

以台內地字第 10413068253 號令修正「不動
產估價師證書及開業證書收費標準」第 2 條
2

V

17

條文
王司長靚琇主持研商「陸資在臺購買預售屋
規範相關事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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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次審查會
王司長靚琇主持「103 年度釣魚臺列嶼主權議
題資料蒐整研析工作案」期末審查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率相關同仁出席法務部「信託
法研究修正小組」第 76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新北市政
府簡報「變更三芝都市計畫(三通)案」第 2
次會議及現勘
辦理 104 年台東縣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本部委託國立中山大學海洋政策研究中心自
即日起至 18 日止，辦理 2015 海洋法政基礎
班研習會，並由王司長靚琇開幕致詞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本部(總務司)「內政部
史料展覽委外服務案」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
陳專門委員杰宗出席人民團體法修正草案聯
席會議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
「虛擬世界法規調適規劃方案-共享經濟之
房屋共享」研商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南投縣政
府 簡 報 「 變 更南 投 ( 含 南 崗 ) 都 計 ( 合 併 通
檢)(第二階段)案」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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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雄體育場用地案」第 1 次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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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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項會議」第 3 次會議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立法院陳學聖委員為詹
○○君辦理農業用地移轉登記協調會
派員出席行政院研商「個人資料去識別化」
驗證標準規範(草案)會議
派員出席監察院調查高雄旗山區部分土地遭
回填，且疑似混入不明廢棄物等情案現勘
派員出席立法院賴士葆委員為陳情人與甲山
林機構簽訂房屋買賣預約單內容爭議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法制局召開「從所得稅觀點
檢討土地增值稅之法制問題研析」座談會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研商「修正古蹟土地
容積移轉及都市計畫容積移轉換算公式之計
算基準」第 2 次會議
派員出席臺北市政府地政局研商「影響地價
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評價基準明細表產製勞
務採購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辦理 104 年地籍清理管理系統新增功能開發
測試作業
王司長靚琇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88
次會議
王司長靚琇接見交通部總務司吳舜龍副司長
來訪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本部 104 年度 8 月份「預
算執行協調會報」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
發總隊總隊長交接典禮
即日起至 20 日止，辦理「機場捷運 A7 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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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區段徵收開發案」抵價地抽籤及配地說明
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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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委託國立中山大學海洋政策研究中心辦
理「第 1 次海域使用管理議題與制度研討座
談會」，並由王簡任技正成機於開幕致詞
辦理 104 年澎湖縣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陳部長威仁率王司長靚琇等出席行政院第
3462 次會議報告「實價登錄資訊 OPEN DATA
成效」
王司長靚琇出席本部委託國立中山大學海洋
政策研究中心辦理「2015 海洋法政種子班」
研習會
施副司長明賜主持研商「登記機關受理跨縣
市代收土地登記複丈及建物測量案件作業原
則」修正草案會議
陳專門委員杰宗出席行政院張副院長善政主
持「104 年度行政院資料開放諮詢小組」第 3
次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立法院徐欣瑩委員為獎勵
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疑義協調會
王簡任技正成機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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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資訊中心)open data 數位服
務第 5 次工作會議
派員出席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作業
說明會
辦理 104 年嘉義市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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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簡任視察家正率相關同仁聽取機場捷運 A7
站自救會之陳情
104 年第 4 次擴大主管會談
林常務次長慈玲主持中華民國第 20 屆地政貢
獻獎評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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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期成
果審查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58 次會議
辦理 104 年地政司 FB 粉絲團維運教育訓練
王司長靚琇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營建署城鄉
發展分署向部長專案報告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
區段徵收第二期開發案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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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次審查會
施副司長明賜主持研商「地政機關與稅捐稽
徵機關橫向聯繫作業」會議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立法院黃志雄委員為 A7
站區區段徵收非合法被拆遷工廠安置配售事
宜協調會
即日起至 28 日止，辦理「104 年度土地複丈
研習進階班」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第三十四屆測量及空
間資訊研討會」
派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創意臺灣智慧政
府計畫」說明會議
王司長靚琇主持本部召開「土地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第 4 次會議
王司長靚琇主持「改進 105 年公告土地現值
及重新規定地價作業方式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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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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次審查會
林簡任視察家正率相關同仁陪同陳部長威仁
赴徐志榮委員辦公室，會晤苗栗縣徐耀昌縣
長為苗栗市玉華里社區活動中心興建計畫案
王司長靚琇主持「104 年地政節慶祝大會委外
服務案」第 1 次工作會議
王司長靚琇赴立法院向田秋堇委員說明機場
捷運 A7 站地區區段徵收抽籤配地事宜
派員出席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召開「不動產
委託銷售契約書範本，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查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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