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5.3.1-3.31 大事紀彙整表
填表日：105.4.6.
日期
司紀事
部紀事 備註
1
王司長○○主持研商「已辦竣農地重劃地區經
辦理地籍圖重測後，發現地籍誤謬之處理方
式」事宜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臺南市政
府簡報「變更新營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含計畫圖重製)案」第 1 次會議
2
周專門委員○○主持修訂「區段徵收作業手
冊」工作小組第 4 次會議
林簡任視察○○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周○
○委員協調陳○○陳情誤繕公契日期希辦理
更正登記案
3
林常務次長○○主持「大陸地區人民之配偶或
其一親等之血親、姻親不得在臺取得設定或移
轉不動產物權及免報請內政部許可案件是否
可行等事宜」會議
王司長○○出席 105 年第 4 次部務會報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雲林縣政
府簡報「變更西螺都市計畫(計畫圖重製檢討
暨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 1 次會議
4
王司長○○主持研商「修正土地登記規則部分
條文」會議
施副司長○○接受警察廣播電臺 Call out
內政部一手打造的官方電子地圖 Taiwan
e-Map 便民服務
施副司長○○出席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
聯合會理事長交接典禮
王司長○○主持「105 年度數值地形模型成果
7
加值應用服務工作案」評選會議
王司長○○主持「105 年度重力基準維護及重
力測量服務工作案」評選會議
8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機制
V
透明化事宜會議
王簡任技正○○主持「105 年度外國人地權資
料管理系統功能維護諮詢服務案」服務建議書

9

10

評審會議
陳專門委員○○主持「105 年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管理系統功能增修及維護諮詢服務
案」評審會議
派員與立法院林○○委員說明民眾陳情 A7 一
期區段徵收範圍內 88 筆土地廢止徵收案
周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賴○
○委員召開有關「高雄市小港區少康營區加速
開發」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新竹縣政
府簡報擴大及變更竹東都市計畫(五通)(含都
計圖重製)案第 1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70 次會議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102 次會議
施副司長○○主持「105 年度高程基準維護及
高程系統服務工作案」評選會議
陳專門委員○○主持「105 年地籍清理管理系
統功能增修及維護工作案」評審會議
林常務次長○○主持辦理土地徵收聽證作業
要點範本草案會議
施副司長○○主持「105 年度三維地形圖資技
術發展工作案」評選會議
施副司長○○主持「105 年度移動載台測量製
圖技術發展工作案」評選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劉廣傳反映民國 60 年
中壢工業區土地徵收面機短少案」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召開「研商臺灣地區老舊住宅及
建築物全面推動耐震性能評估實施計畫(草
案)」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研商陳○陳情 A7 區段徵收工程造成人員出
入不便案」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吳○○委員召開「北投士林科
技園區抵價地分配案」協調會

V

V

11

14

15

16

王司長○○出席政大信義不動產中心「2016
年上半年指導委員會」
周專門委員○○出席南投縣中興新村都市計
畫文特用地損害賠償行政訴訟案協商會議
林簡任視察○○出席立法院姚○○委員國會
辦公室召開「內政部 87.6.30 台內營字第
8772176 號函都市計畫法所稱『公共設施保留
地』之認定疑義案」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討論非都市土地
申請變更為太陽能發電設施使用興辦事業計
畫審查作業要點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審查法
務部所提「民法繼承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 4 條、第 9 條之 1」修
正草案第 3 次會議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內政、財政、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聯
席會議—委員擬具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等 7
案
派員出席原住民族委員會召開「原住民族土地
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劃設
辦法（草案）」跨部會研商會議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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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及變更高雄市鳯山主要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案」第 1 次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消保處研商「揭露建物(建材)
結構安全、地質安全相關購屋消費資訊」會議
陳政務次長○○接見桃園市王副市長○○討
論桃園區段徵收開發事宜
王司長○○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財政委
員會第 4 次全體委員會議「行政院改善所得分
配具體方案之執行與檢討」專題報告，並備質
詢
王司長○○主持「104 年度東海與南海島礁資
料蒐集及建置工作案」第 2 期成果審查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顏○○委員召開南屯區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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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1029 地號分割案協調會
王司長○○出席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就「土壤液
化防治與公私有建築物辦理耐震能力評估及
其配套措施」專題報告
施副司長○○主持召開新北市新、泰塭仔圳市
地重劃第一區及第二區等 2 案重劃計畫書審
查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許○○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趙○○君申請一併徵收高雄市大寮區磚仔
磘段 3372-1 及 3373-1 地號土地案」
協調會(第
1 次)
施副司長○○主持申請土地徵收注意事項部
分規定修正草案會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本部 105 年度 3 月份「預
算執行協調會報」會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李○○委員「與地
震共生系列二-既有合法建築物耐震評估與補
強促進條例」公聽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徐○○委員召開花蓮縣秀林
鄉愚掘段國有土地堆方物品爭議協調會
派員出席財政部召開新竹市文化局撥用非古
蹟或歷史建築定著之國有土地疑義案會議
王司長○○出席測繪業同業公會舉辦之「土地
及防救災測繪技術研討會」並於開幕典禮致詞
施副司長○○出席本部 104 年度政院管制及
部會管制個案計畫評核小組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呂○○委員召開桃園市平鎮
區山峰自辦市地重劃土增稅問題協調會
王司長○○主持研商「監察院調查金門馬祖地
區部分私有土地於戰地政務期間，軍方或政府
機關占用或登記為公有，民眾依相關歸還或取
得所有權規定仍未能取回並陳情不斷等情案」
相關事宜會議
許主任○○主持研商「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區
段徵收範圍外排水銜接水路及坑溝治理用地
取得作業」第 2 次會議

張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劉櫂
豪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針對陳情人李○○請
求依據 59 年頒布之土地法及 62 年頒布農業發
展條例規定，對於非原住民使用原住民保留地
予設定耕作權，並無償取得土地所有權案」協
調會
派員出席行政院蔡政務委員○○主持研商「司
法院函送破產法（更名為債務清理法）修正草
案請本院會銜案相關事宜」會議（第 2 次）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71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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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臺中市政
府簡報「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
次通盤檢討）
（新增變更案件第 1 至 6）案」第
1 次會議
王司長○○至立法院蔡○○委員國會辦公室
商談土地徵收審議程序相關議題
王司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103
次會議
張專門委員○○主持研商「地方政府出售公有
不動產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相關事宜會議
王司長○○主持「研商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
王司長○○主持「LiDAR 技術更新數值地形模
型成果檢核與監審工作案(105-106)」評選會
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內政、司法及
法制委員會聯席會議--「政黨法草案」公聽會
派員出席中國土地改革協會舉辦「新政府土地
住宅政策方向研討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許○○委員國會辦公室為趙
○○君申請一併徵收高雄市大寮區磚仔磘段
3372-1 及 3373-1 地號土地案協調會(第 2 次)
周專門委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72 次會議
王司長○○主持南海諸島經略紀要及歷史圖
說編輯第 2 期成果審查會議
王司長○○出席 105 年第 5 次部務會報
施副司長○○主持「研商耕地分割執行要點修
正草案」會議
許主任○○主持「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訓練
機構團體審查諮詢」第 9 次會議
王簡任技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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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次審查會

25

周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國會
辦公室召開員林、和美汙水下水道及道路建
設；彰化市都市計畫採市地重劃辦理協調會
張專門委員○○出席法務部召開「信託法研究
修正小組」第 78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召開台灣地熱的
發展公聽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江○○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研議嘉泉建設公司預售嘉泉名璽大廈承購
戶權益受損」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屏東縣政
府簡報「變更潮州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第 1 次會議

28

王司長○○主持研商地政跨區登記服務第 1
次工作會議
派員出席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不動產審核機
制研商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召開新竹縣新豐

29

30

31

鄉光星自辦市地重劃區涉及國有土地權益(重
劃負擔)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臺南市政
府簡報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配合台南市區鐵
路地下化(第一階段)案暨變更臺南市主要計
畫(部分鐵路用地、住宅區變更為公園用地案
現勘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祭祀公業法人桃園縣劉廣傳反映民國 60 年
中壢工業區土地徵收面積短少案」協調會
許主任○○主持研商「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執
行要點第 5 點、第 7 點及第 2 點附件一、第 3
點附件二修正草案」會議
周專門委員○○主持 105 年地籍總歸戶系統維
護案委員評審會議
派員出席交通部召開「行政院推動桃園航空城
合心計畫專案小組」第 13 次委員會之會前會
王司長○○出席立法院柯建銘委員召開研商
房地合一稅有關重劃案時點認定疑義會議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第 9 屆
第 1 會期內政、財政、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 2
次聯席會議—委員擬具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
案等 10 案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鄭○○委
員國會辦公室召開「為本部訂定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不得私有土地劃定原則，涉
及人民權利義務應以法規命令定之」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李○○委員召開有關「地方建
議將雲林縣豐南、引西圳重劃區內農水路納入
相關建設計畫辦理改善案」協調會
王司長○○主持研商「修正不動產仲介經紀業
報酬計收標準規定」相關事宜會議
王司長○○於行政院院會第 3493 次會議報告
「應用先進航遙測技術發展空間資訊計畫成
效」並出席院會記者會

周專門委員○○主持 105 年地政網際網路服務
系統維護案評選委員會議
周專門委員○○主持 105 年內政部不動產實價
登錄機制增修功能案委員評審會議
張專門委員○○出席行政院審查本部(營建
署)所擬安家固園計畫草案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