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4.12.1-12.31 大事紀彙整表 填表日：105.1.6
部紀
日期
司紀事
備註
事
林常務次長慈玲率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行政
院張副院長善政主持研商「改善所得分配具
V
體方案(草案)」會議
王司長靚琇出席本部 104 年第 2 次廉政會報
會議
王司長靚琇主持「檢討土地徵收免徵土地增
1
值稅相關規定」座談會
施副司長明賜主持研商「地政機關與稅捐機
關橫向聯繫」第 2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邱志偉委員召開「典寶溪排
水中崎橋上游 1150 公尺至 1450 公尺段新建
工程土地徵收案疑義」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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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次審查會
王司長靚琇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研商本部
函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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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有關第 1 項
第 8 款第 2 目，遺址、聚落、文化景觀及自
然地景使用，得否辦理無償撥用會議
2 周專門委員文樹主持「105 年度全國土地基本
資料庫同步異動機制維護案」評審小組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本部法規委員會審查「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部分條文及第 27 條
附表 3 修正草案
周專門委員文樹主持研商「中央機關辦理區
段徵收土地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辦法」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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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修正會議
周專門委員文樹出席本部資訊發展推動小組
第 57 次會議暨本部及所屬機關資訊安全長會
議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立法院國土計畫法朝野
協商會議
陳專門委員杰宗主持「104 年度三維城市模型
與建築等級模型之整合機制工作案」期末報
告審查會
王司長靚琇主持「104 年度數值地形模型相關
成果維護管理及整合服務工作」期末報告審
查會
王司長靚琇主持第 45 期都市地價指數
（初稿）
審查會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新北市政府 104 年績優地
政單位暨人員表揚大會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立法院朝野協商簡東明等
人擬具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饋條
例草案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內政委員會考察台東縣
卑南鄉達魯瑪克部落及辦理海岸管理法施行
相關座談會
辦理不動產經紀業及地政士「洗錢防制宣導
說明會」
（高雄場）
自即日起至 4 日止，辦理本部「104 年度農業
用地處理法令與實務研習會」(臺北場)
王司長靚琇主持「104 年度水深資料及高程基
準分析工作案」期末報告審查會
張專門委員燕燕出席立法院蘇震清委員協調
屏東縣私立日新工商校地捐贈及後續登記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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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案
陳部長威仁率王司長靚琇等相關同仁出席立
法院第 8 屆第 8 會期內政委員會第 22 次全體
委員會議，審查「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8 條
條文修正草案及「都市計畫法」第 42 條、第
45 條及第 46 條條文修正草案
陳政務次長純敬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召開
「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專案小組」第 12 次委
員會議
王司長靚琇主持「104 年度地圖管理制度研析
工作案」第 3 期成果審查會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內政部統計委員會 104
年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65 次會議
林常務次長慈玲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98 次會議
王司長靚琇接見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組陸組
長信雄率員就「產業創新條例」擬增訂「合
作開發」方式等節交換意見
施副司長明賜主持「104 年度多平台製圖技術
工作案」期末審查會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
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推動小組」第
11 次會議
陳專門委員杰宗出席立法院陳亭妃委員召開
高雄市陳懷生土地重測案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高雄市政
府簡報「變更澄清湖特定區(第三次通盤檢
討)案」第 9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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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審查澎
湖縣政府函報馬公市光榮地區區段徵收開發
範圍會議
王司長靚琇主持研商「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
第 9 款規定名勝古蹟不得私有土地劃定原則」
會議
張專門委員燕燕主持「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
限公司 103 年度研究發展活動是否符合『公
司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第 2 條、
第 2 條之 1 及第 3 條規定」專案審查會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68 次審查
會議
袁視察世芬陞任編定科長
自即日起至 11 日止，辦理本部「104 年度農
業用地處理法令與實務研習會」(臺中場)
林常務次長慈玲率相關同仁，出席國家發展
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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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副司長明賜主持 104 年各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地價基準地審議會議紀錄
林簡任視察家正率相關同仁出席經濟部經貿
談判代表辦公室研商「我國是否開放獨立專
業人士來臺工作」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為「變更大甲
都市計畫(第 3 次通盤檢討)(第 3 階段)案」
赴現場勘查暨召開聽取簡報會議
派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研究「因應公
共建設及產業發展之創新土地開發方式」案
期中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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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出席交通部民航局規劃正式聽證會議相
關事宜
施副司長明賜主持「建物產權測繪作業簡化
措施」宣導講習會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本部(秘書室)「兩公約
第 2 次國家人權報告本部提送資料確認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高雄市政
府簡報「變更高雄市甲仙都市計畫(第 4 次通
盤檢討)案」第 2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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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出席自來水公司北區工程處召開機場捷
運 A7 站地區產業專區 A 標廠商致茂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申請水源供需及供水能力評估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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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合
併通盤檢討)(第 2 階段)案第 2 次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研商個人資料去識別化示範
案例驗證程序會議
邱常務次長昌嶽率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立法
院朝野黨團研商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行政院審查「高等教育創
新轉型條例」草案會議
周專門委員文樹主持「105 年度不動產服務業
管理作業系統維護及諮詢服務案」建議書評
審會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4 年組團出國專題研究住宅政策規劃與推
動班研究成果運用工作坊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機場捷運 A7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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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第 2 期開發水土保
持計畫之蝕溝治理先行施工會議
立法院三讀通過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8 條條文
修正草案
施副司長明賜主持「辦理『非都市土地違規
查處作業工作經驗分享』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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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審查會
派員出席桃園市鄭市長文燦視察機場捷運 A7
站區公共設施進度現場勘查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新北市政
府簡報新店都市計畫(二通第 3 階段)(B、J、
F 單元)案會議
自即日起至 18 日止，辦理本部「104 年度農
業用地處理法令與實務研習會」(高雄場)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本部 104 年度 12 月份「預
算執行協調會報」會議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立法院陳明文委員國會
辦公室召開「為討論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嘉義校區土地及建物撥用事宜」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嘉義市政
府簡報變更高速公路嘉義交流道附近地區特
定區計畫(嘉義市新都心地區)案第 2 次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本部 105 年法規整理計畫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協商「臺北市政
府及新北市政府取得林口國宅轉作社會住宅
相關事宜」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推動「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
專案小組」開發建設分組聯外運輸系統工作
小組第 15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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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司長靚琇接見周考試委員志龍討論緬甸參
訪團提問地政沿革議題
王簡任技正成機主持「104 年地名資料庫檢核
更新工作」案第 3 期成果審查會
王簡任技正成機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66 次會議
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11227 號令修正發布
「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
置及調處辦法」部分條文
林常務次長慈玲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99 次會議
王司長靚琇主持「104 年度大陸礁層調查工
作案」第 3 期成果審查會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行政院審查「高等教育創
新轉型條例」草案第 2 次會議
周專門委員文樹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69 次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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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次審查會
張專門委員燕燕出席法務部因應亞太防制洗
錢組織第三輪相互評鑑「非金融專業機構議
題」分組會議
陳專門委員杰宗出席法務部「信託法研究修
正小組」第 77 次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經濟部召開「國際經貿策
略小組產學諮詢會」第 7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總務司)電子化會議上線作業
說明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高雄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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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簡報「擴大及變更高雄市彌陀都市計畫(第
4 次通盤檢討)暨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案」第 1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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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新竹縣政
府簡報「新訂台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特定區
計畫案」第 9 次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台灣法學基金會舉辦土地
徵收法律與政策-兼評釋字第 732 號解釋研討
會
許副主任瑞明主持召開高雄市及桃園市市地
重劃計畫書審查會
施副司長明賜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秘書長
協商「大台南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陳
情有關房地合一課稅事宜
陳專門委員杰宗出席本部推動業務委託民間
辦理專案小組 104 年第 2 次會議
派員出席教育部召開「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條
例（草案）」行政院審查會後跨部會協商會議
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11299 號令修正發布
「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
辦法」，並自 104 年 12 月 31 日生效
林常務次長慈玲主持研商「非都市土地原住
民保留地辦理更正編定一般建築用地之合法
房屋證明文件及其面積認定範圍事宜」會議
王司長靚琇出席本部人權工作小組第 13 次會
議
周專門委員文樹主持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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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次）
張專門委員燕燕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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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住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 4 次會議
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53671 號令公布
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8 條修正條文，自 105 年 1
月 1 日生效
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11281 號令修正發布
「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第 8 點、
第 13 點及第 3 點附錄一之二、附錄二，自即
日生效
王司長靚琇主持本部召開續商不動產登記法
草案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出席「教育部學產基金管理委
員會」第 69 次會議
陳專門委員杰宗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召開研
商全面推廣政府服務流程改造-「免戶籍謄
本」工作圈第 10 次會議
派員出席桃園市政府研商「機場捷運 A7 站合
宜住宅使用執照核發公共設施完竣後疑義」
會議
王司長靚琇接見金門縣政府地政局許局長鴻
志
施副司長明賜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姚文智
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有關臺北市健康新城
國宅閒置多年，缺乏管理 1 事」記者會
林簡任視察家正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流
域綜合治理計畫」-土地開發小組後續作業方
式研商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臺中市政
府簡報「變更后里主要計畫第 3 次通盤檢討
案」第 3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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