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4.9.1-9.30 大事紀彙整表
填表日：104.10.5
日期 司紀事
部紀事 備註
陳視察慶梅陞任地籍科長
1 派員出席立法院高志鵬委員召開桃園市龍潭
區銅鑼圈段工業用地廢止案協調會
陳政務次長純敬率張專門委員燕燕出席行政
院審查「農業發展條例」第 18 條之 1 修正草
V
案會議
林常務次長慈玲率施副司長明賜接見南投縣
V
林明溱縣長洽商福興農場區段徵收案
2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本部(秘書室)召開國會
聯繫會報
派員出席立法院蘇清泉委員為民宿管理辦法
有關設置溫泉井疑義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費鴻泰委員召開陳情人委託
購買成屋因房屋結構瑕疵爭議疑義協調會
王司長靚琇出席本部第 10 次人事甄審委員
會及第 9 次考績委員會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本部法規委員會審查不動
產經紀營業員專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辦法修
正草案
即日起至 4 日止，舉辦 104 年度私有耕地三
3
七五租佃業務研習會(臺中場次)
派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落實『溫室氣體
減量及管理法』與潔淨能源政策相關配套措
施」研商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研商河川區域私有
土地容積移轉換算公式草案」第 2 次會議
王司長靚琇會見教育部高教司長到訪，商談
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條例第 12 條修正草案意
見
4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本部(秘書室)召開行政院
短期提振消費措施研商會議
1

7

8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新竹縣政
府簡報「新台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特定區計
畫案」第 8 次會議
林常務次長慈玲率林簡任家正視察出席立法
院吳宜臻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苗栗市玉華里
活動中心遭縣政府撤照協調會
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聽取桃園市
政府簡報「機場捷運 A10 站地區區段徵收開
發案」區段徵收計畫書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委辦故鄉調查公司辦
理「104 住宅狀況抽樣調查」專家學者座談
會
王司長靚琇主持「續商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區
段徵收開發範圍內聯外道路及民生管線尚待
處理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黃志雄委員召開新北市鶯歌
區橋仔頭段 648 地號等耕地分割合併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辦理「你租我管試辦
計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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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會議
許副主任瑞明率相關同仁出席監察院約詢農
地農用政策缺失案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 859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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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次會議
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審查「中壢
運動公園區段徵收開發案」開發範圍及抵價
地比例會議
林常務次長慈玲主持研商「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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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第 2
條、第 21 條修正草案」會議
林常務次長慈玲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89 次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本部分層負責及權責劃分
實施要項(草案)會議
周專門委員文樹出席交通部召開「桃園航空
城機場園區暨附近地區（第一期）特定農業
區農牧用地納入徵收必要性預備聽證」第 1
次會前說明會
陳專門委員杰宗出席本部(民政司)召開人民
團體法修正草案第 2 次聯席審查會議
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審查桃園市
政府「機場捷運 A20 站地區」區段徵收之抵
價地比例報核會議
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07408 號令新增發
布「農地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推選之協進會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由他人代理」
即日起至 11 日止，舉辦「104 年內政部區段
徵收業務研習會暨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開發
經驗分享」(第 1 梯次)
即日起至 11 日止，舉辦 104 年度私有耕地三
七五租佃業務研習會(高雄場次)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新北市政
府簡報「變更樹林(三多里)主要計畫(三通)
案」第 4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田秋堇委員召開農地違章工
廠就地合法討論會
王簡任技正成機主持「104 年地名資料庫檢核
更新工作案」第 2 期成果審查會議
派員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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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簡
報「變更鳳山市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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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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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暫予保留第十四案」第 4 次會議
陳專門委員杰宗出席本部(民政司)召開人民
團體法修正草案第 3 次聯席審查會議
邱常務次長昌嶽率張專門委員燕燕出席行政
院召開協商改定「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
復條例」主管機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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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次審查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馬文君委員召開南投縣廬山
溫泉業者易地遷建台糖公司埔里福興農場安
置辦理作業土地區段徵收案協調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教育部學產基金委員會」
104 年第 4 次聯席會議
林常務次長慈玲主持研商解決宜蘭縣大南澳
地區土地問題相關事宜
陳專門委員杰宗出席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第 31 次（第 6 屆第 2 次）會議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率相關同仁出席監察院約詢臺
北市政府辦理該府轉運站及北車交九用地開
發案涉促參公有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租金
優惠辦法案
陳部長威仁率王司長靚琇應邀拜會民主進步
黨立法院黨團柯總召建銘說明本部審議萬通
台北 2011 建案進度
王簡任技正成機主持「104 年度大陸礁層調查
工作案」第 2 期成果審查會議
派員出席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召開「桃園航空
客運園區內公共設施移交接管相關事宜」會
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蘇震清委員召開莊順成君申
請設立佳葉康復之家土地編定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邱志偉委員召開加油站全國
聯合會請願有關毛利及土地管制限制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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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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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副司長明賜出席立法院柯建銘委員召開原
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饋條例草案向
黨團說明會
許副主任瑞明主持研商「修正不動產經紀業
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第 17 條及
經紀業執行業務相關文件保存年限、聯賣服
務等相關事宜」會議
林常務次長慈玲率林簡任視察家正接見新竹
縣楊文科秘書長洽商高鐵橋下連絡道延伸工
程二期徵收事宜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62 次審查
會議
即日起至 18 日止，舉辦「104 年內政部區段
徵收業務研習會暨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開發
經驗分享」(第 2 梯次)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本部 104 年度 9 月份「預算
執行協調會報」會議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立法院廖國棟委員召開
「原住民保留地合理化政策辦理進度會議」協
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節如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漲價歸公、照價課稅的愛恨情仇—地價要怎
18
麼調才合理?」公聽會
派員出席行政院召開研商「台鐵資產活化利用
等相關事宜」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邱文彥委員研商「如何建立我
國官方電子海圖製作標準等事宜」會議
派員出席交通部召開「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暨
附近地區（第一期）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納入
徵收必要性預備聽證」第 2 次會前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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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施副司長明賜主持研商修正「辦理不動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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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各項定型化契約查核作業注意事項」等事宜會
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姚文智委員召開公共設施保
留地容積移轉疑義協調會
王司長靚琇主持行政院 104 年政府機關(構)資
通安全稽核會議(本司中部辦公室場)
王簡任技正成機主持「104 年度地圖管理制度
研析工作案」第 2 期成果審查會議
22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立法院邱文彥委員召開
國土計畫法專家會議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打造綠
色產業通道-產業用地利用管理制度檢討及改
善方案辦理情形」會議
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07921 號令廢止「優
良不動產經紀業認證作業要點」
，自即日生效
林常務次長慈玲(啟始)、邱常務次長昌嶽(結
束)主持行政院 104 年政府機關(構)資通安全
稽核會議(部本部場)
林常務次長慈玲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90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顏寬恒委員為陳情人召開「烏
日區勞胥福德祠座落之基地所有權」協調會
23 派員出席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專
案小組為聽取桃園市政府「變更南崁地區都市
計畫（文高一用地為住宅區油業事業用地及文
小用地）案」區段徵收之公益性與必要性評估
報告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查「國土計畫
法草案」
、「國土復育條例草案」
、
「海域管理
法草案」等會議
派員出席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
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16 屆金仲獎頒獎典禮
派員出席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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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桃園市政府簡報「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
(文高一用地為住宅區、油業事業用地及文小
用地)案」區段徵收之公益性與必要性評估報
告會議
行政院以院臺建字第 1040050285 號函核定「落
實智慧國土-國土測繪圖資更新及維運計畫
(105-109 年度)」
王司長靚琇主持研商本部「國土測繪成果資料
收費標準」修正草案及歷年臺灣地區像片基本
24 圖密等與供應事宜會議
王司長靚琇出席本部(法規委員會)審查「中央
機關辦理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
權辦法」第 3 條之 1 修正草案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法制局召開「不動產糾紛調
處適用對象及其效力問題之研析」專題研究
報告(初稿)座談會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台灣法學基金會「陸資來
台投資不動產法律與政策」座談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臺中市政
府簡報「變更后里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案)」第 2 次會議
25 張專門委員燕燕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研商住
宅法第 3 條、第 7 條之 1、第 7 條之 2 修正
草案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田秋堇委員召開農地違章工
廠協調會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本部例行性記者會
30

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為聽取雲林
縣政府簡報「變更斗六（含大潭地區）都市
計畫（人文特區）案」區段徵收之公益性與

7

V

必要性會議並赴現場勘查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立法院吳秉叡委員召開
許萬生主張新北市泰山區大窠坑段土地廢止
徵收案
王司長靚琇主持研商「全面免附地籍謄本服
務」第 10 次工作會議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內政部史料展覽委外
服務案」第 2 次會議
66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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