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5.4.1-4.30 大事紀彙整表
填表日：105.5.6.
日期
司紀事
部紀事 備註
1
王司長○○主持「105 年全國土地基本資料庫
同步作業機制精進案」採購評選會議
王司長○○主持「105 年度我國海域資料及圖
資整合建置工作案」採購評選會議
施副司長○○主持「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
及臺南市市地重劃計畫書」聯合審查會議
王司長○○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內政委
6
員會第 6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委員黃○○等
21 人擬具土地法第 25 條、委員陳○○等 19
人擬具土地法第 14 條、委員鍾○○等 17 人擬
具土地法第 16 條等條文修正草案。
王簡任技正○○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交
通委員會審查台灣郵政協會 103 年結算及 105
年預算(有關中華郵政投資 A7 產專用地)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經
濟委員會審議「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修
正草案」
林簡任視察○○出席台電公司永興風力發電
計畫及離岸風力一期計畫海陸纜連接站土地
核定機關研商會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人民團體法修正草案第 7
次聯席會議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蔡政
務委員○○召開「研商航測圖資開放事宜」會
議
派員出席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聯會第四號公
報研修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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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會議暨現場勘
查
7
施副司長○○主持「105 年陸資申請取得設定
或移轉不動產物權」第 3 次審查會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司
法及法制、經濟委員會第 1 次聯席會議，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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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派員出席研議洗錢防制法部分條文草案跨機
關會議
王司長○○主持研商司法院為遷建其所屬智
慧財產法院等需要，擬有償撥用坐落新北市新
莊區新知段 43 地號 1 筆新北市有土地，其有
償撥用價格事宜會議
王司長○○出席 105 年第 6 次部務會報
施副司長○○主持研商編印「104 年地價基準
地查估辦理成果報告」及修正「105 年地價基
準地選定及查估作業手冊」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召開桃園市民陳
○○先生質疑「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第一期)
區段徵收開發案」合宜住宅基地未進行地質調
查影響住宅安全及廢止徵收違法案
王司長○○主持「台緬農業發展與土地改革問
題國際學術交流-介紹台灣土地改革與農地管
制概況」會議
施副司長○○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財
政、內政委員會第 1 次聯席會議，審查「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含附屬單位決
算及綜計表)案」關於行政院、中央選舉委員
會及所屬、大陸委員會等支(使)用預算相關事
宜
陳專門委員○○出席銓敘部召開研商「職系說
明書」及「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修正草案
會議
林簡任視察○○出席立法院賴士葆委員國會
辦公室召開「張○○先生之私人土地未經同意
遭設市有地上物影響權益之疑義」協調會
陳專門委員○○主持「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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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審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鍾○○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關於 128 線通霄路段拓寬改善工程」相關會
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72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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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本司 105 年第 2 次擴大主管會報
以台內地字第 1051302710 號公告本部 104 年
臺灣一等水準網水準測量成果
王司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104
次會議
許主任○○主持「105 年 全 國 地 籍 資 料 優 質
化 統 計 分 析 資 訊 系 統 建 置 案 」採購評 選 會
議
陳專門委員杰宗參加「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
技方案-第二期」104 年度成果研討會，並向張
○○院長簡報本司災防科技研發成果
即日起至 15 日止，辦理 105 年度土地登記及
地籍清理業務講習會(第 1 梯次)
王司長靚琇主持「研商地籍測量實施規則」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
王司長○○主持「續商新北市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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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副司長○○主持本部「104 年度大陸礁層調
查作業整合服務工作」第 2 期成果審查會議
許主任○○主持台緬農業發展與土地改革問
題國際學術交流-介紹台灣農地重劃概況與成
果會議
周專門委員○○主持「105 年地政資訊網路訊
息服務維護案」採購評審會議
林簡任視察○○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11 次全體委
員會議，併案審查委員陳○○等 19 人擬具「文
化資產保存法修正草案」等 9 案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徐○○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林○○君陳為改制前臺南縣政府公告辦理
都市計畫四等一號道路工程，未一併徵收渠所
有房屋 1 案」協調會
派員出席交通部民航局召開桃園航空城聽證
工作小組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73 次會議
王司長○○主持「LiDAR 技術更新數值地形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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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成果測製工作案(105-106)」評選會議
林簡任視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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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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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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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及變更高雄市彌陀都市計畫(第
四次通盤檢討)暨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案」現勘
派員出席立法院徐○○委員召開苗栗縣銅鑼
鄉樟樹段 174 地號土地更正編定協調會
王司長○○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內政委
員會第 9 次全體委員會議繼續併案審查委員
黃○○等 21 人擬具土地法第 25 條、委員陳○
○等 19 人擬具土地法第 14 條、委員鍾○○等
17 人擬具土地法第 16 條等條文修正草案
施副司長○○主持研商「編印全國各地政事務
所專刊」事宜會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本部 105 年度 4 月份「預
算執行協調會報」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召開邱○○先生
申請頭份鎮興隆勞工國宅建築保留地使用權
利釋疑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高雄市政
府簡報「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小港區)機關
用地(機十二)為商業區、公園用地案」第 2 次
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召開洪○○申請
宜蘭縣三星鄉新大洲段 195 地號土地相關適
法性釋疑案行政諮詢協商會議
王司長○○主持研商「平均地權條例」(市地
重劃)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
林簡任視察○○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營建
署)「整體住宅政策及財務計畫(105 年-108
年)」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召開研商林○○
陳情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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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住戶無道路通行及民生用水管線遭阻絕會
勘
派員出席臺南市政府召開研議台糖於臺南市
和順寮農場區段徵收領回抵價地遭設置灌溉
溝渠及排水箱涵處理方式會議
王司長○○主持「檢討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補
償價格計算方式」第 3 次會議
王司長○○出席本部(人事處)105 年所屬機關
員額評鑑結論報告會商綜合座談會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研商「106 年度獎勵民
間興辦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試辦計畫(草案)」會
議
即日起至 22 日止，辦理 105 年度土地登記及
地籍清理業務講習會(第 2 梯次)
派員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經濟委員會審
議天然氣事業法、水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
議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第 9 屆
第 1 會期內政委員會第 9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
原住民族基本法修正草案，併同鄭○○委員等
5 人所提「土地法第 14 條條文修正草案」之
修正動議續審會議
許主任○○出席立法院黃○○委員召開陳○
○申請彰化市土地地目變更法律適法性問題
協調會
王簡任技正○○出席本部國土資訊推動小組
第 4 次會議
林簡任視察○○出席本部 105 年第 1 次廉政會
報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 18 次全體委
員會議審查民進黨黨團擬具「促進轉型正義條
例草案」
王司長○○主持研商「不動產登記法草案」第
4 次會議
王司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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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次審查會
派員出席交通部民航局召開「桃園航空城計
畫」聽證爭點詢答之模擬演練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委託辦理「房價負擔能
力資訊統計分析與發布」委託專業服務後續擴
充（104 年度）案 104 年第 4 季審查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104 年度編製住宅價
格指數並定期發布委託服務案」104 年第 4 季
季報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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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常務次長○○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推動
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專案小組」第 13 次會議
林簡任視察○○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73 次會議
王司長○○接待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量
測技術發展中心林主任○○等人來訪並進行
業務交流座談
陳專門委員○○出席考選部「研商將產業發展
納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類科認定基準
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高○○志鵬委員召開國有林
地暫准放租建地水田旱地解除林地實施後續
計畫協調會
即日起至 28 日止，辦理 105 年度土地登記及
地籍清理業務講習會(第 3 梯次)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105 次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蘇○○委
員研商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變更為同區甲種
建築用地及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
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疑義
王司長○○聽取財團法人台灣地理資訊中心
代表報告該中心之組織章程修正事宜
王司長○○接見司法院秘書處邱處長等商談
遷建其所屬智慧財產法院等需要，擬有償撥用
坐落新北市新莊區新知段 43 地號 1 筆新北市
有土地，其有償撥用價格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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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副司長○○出席立法院朝野黨團就親民黨
黨團建請立法院針對國際仲裁法庭「陸菲南海
仲裁案」管轄權裁決所作決議之提案召開協商
會議
派員出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考古遺址容積移
轉辦法草案機關研商會議」
林常務次長○○主持「中華民國地政貢獻獎選
拔要點(草案)修正事宜」會議
王司長○○出席 105 年第 7 次部務會報
林簡任視察○○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教
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14 次全體委員會議，併案
審查委員陳○○等 19 人擬具「文化資產保存
法修正草案」等 12 案會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本部建築研究所「104 年
度研究成果發表講習會」
，主持「建築等級與
都市等級房屋模型轉換與整合」場次議程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內
政、財政、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開「不當黨產
處理條例」等 11 個法案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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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勘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74 次會議
王司長○○出席本部專業獎章審查小組 105
年第 2 次會議
辦理 105 年第 1 次 ISO27001:2013 資訊安全管
理系統外部稽核活動
施副司長○○出席中華民國不動產國際代銷
協會第 1 屆理事長及理監事授證典禮
派員出席行政院蔡政務委員○○主持研商電
信基礎設施與資源管理法草案會議
即日起至 30 日止，派員出席交通部辦理「桃
園航空城計畫桃園機場/附近地區（第一期）
特定區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納入徵收必要性
聽證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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