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5.5.1-5.31 大事紀彙整表
填表日：105.6.6.
日期
司紀事
部紀事 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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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施副司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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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轉型正義條
例草案」第 1 場公聽會
王簡任技正○○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親民
黨團召開台中市烏日前竹地區區段徵收爭議
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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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案」第 3 次會議
王司長○○主持本部「104 年度東海與南海島
礁基礎影像購置及處理工作案」第 3 期成果審
查會
施副司長○○出席教育部「學產基金管理委員
3
會」第 70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移民署)「檢視各機關法規是否
符合及落實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精神之專家學者審查小組」第 6 次會議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促進轉型正義
條例草案」第 2 場公聽會
4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召開桃園市八德
區國有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變更編
定協調會
王司長○○出席本部 106 年計畫與預算統合
協調小組會議
派員出席教育部召開「研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5
機關核發之證明效用、考照誘因等相關事宜」
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周○○委員為屏東縣舊酒廠
市地重劃案召開協調會
以台內地字第 1051303449 號令修正頒布「耕
地分割執行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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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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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部長○○蒞臨我國大陸礁層與島礁調查計
畫(100~104 年)成果發表會並致詞
林常務次長○○主持「鄉村區更新改善(107
至 111 年度)計畫」(草案)研商會議
派員出席桃園市政府召開「機場捷運 A7 站地
區區段徵收開發案」公共設施移交接管、興建
及盈餘分配專案小組第 2 次會議
施副司長○○出席本部(法規會)「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行政監督小組」第 9 次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法規會審查
「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第 117 條、第 139
條修正草案會議
周專門委員○○主持「105 年度非都市土地違
規使用查處作業相關事宜」檢討會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王○
○委員召開地政士法、建築師法、不動產估價
師法修正討論會議
陳專門委員○○主持「LiDAR 技術更新數值地
形模型成果測製工作案」第 1 次工作會議
辦理簡易基線場設置與測量儀器校正說明會
(第 1 梯次)
派員列席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陳召集委
員○○召開「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教育及文
化委員會」第 18 次全體委員會議，繼續併案
審查各委員所提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草案
以台內地字第 10513039201 號函修正頒布「中
華民國地政貢獻獎選拔要點」
張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陳○
○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早期舊有社區活動中
心或公所申請修繕、興建工程經費得免附土地
使用同意書可行性評估案」行政諮詢協商座談
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簡○○委員召開屏東縣瑪家
鄉地方建設需求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74 次會議
辦理 105 年度地政人員資訊安全講習
辦理簡易基線場設置與測量儀器校正說明會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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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梯次)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106 次會議
施副司長○○主持研商「不動產經紀業及地政
士如何透過自律規範落實洗錢防制相關作為」
會議
施副司長○○出席立法院何○○委員國會辦
公室召開「關於耕地分割執行要點協調會」
王簡任技正○○率同仁出席「行政院資料開放
諮詢小組」第 2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蔣○○委員召開寧○○與長
紅建設公司買賣合約糾紛協調會
林簡任視察○○出席本部人權工作小組第 14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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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工作會議
連續 2 日派員列席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陳召集委員○○召開「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19 次全體委員會議，
繼續併案審查各委員所提文化資產保存法修
正草案
即日起至 13 日止，辦理 105 年度地價人員講
習(第 1 梯次)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向葉部長○
○、花政務次長○○簡報重大(健全住宅租賃
制度)議題規劃會議
王司長靚琇主持研商全面廢除地目等則制度
相關事宜會議
施副司長○○主持研商「地籍清理第 2 期實施
計畫 106 年補助款分配」會議
張專門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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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開第 3 場「促
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公聽會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 20 次全體委員會審議
要塞堡壘地帶法修正草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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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出席立法院林○○委員召開財政部國產
署代管台北市金華段 1 小段 312 地號土地上建
物事宜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75 次會議
派員陪同陳參事○○出席行政院消費者保護
會第 47 次會議
辦理簡易基線場設置與測量儀器校正說明會
(第 3 梯次)
即日起至 13 日止，辦理 105 年度耕地三七五
租佃業務研習會(臺中場次)
王司長○○出席 105 年第 8 次部務會報
王司長○○出席林常務次長○○向葉部長○
○進行業務簡報作業(第 1 階段)
派員至本部訴願委員會備詢台北士林科技園
區區段徵收抵價地分配訴願案
派員出席立法院賴○○委員為陳○○及胡○
○購買預售屋解約召開協調會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內政委
員會就「土地產權因法令規範不明致無法認定
所有權人等爭議，導致民眾權益受損」專題報
告並備質詢
林簡任視察○○出席立法院陳○○委員為「一
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第
3 條鎖定一定規模解釋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點狀使用面積定義召開協調會
陳專門委員○○出席 1996 內政服務熱線 105
年第 1 次工作會議
周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法規會
審查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部分條文及第 6
條附表、第 17 條附表修正草案(第 1 次)
施副司長○○出席 105 年度消費者保護工作
績效考核諮詢會議
陳專門委員○○主持研商「內政部獎勵績優地
政志工要點檢討修正事宜」會議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營建
署)研商「住宅法修正草案」座談會
派員出席行政院原民會「原住民保留地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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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建築管理合法化方案」第 3 次跨部會平台
研商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向葉部長○○進行業
務簡報作業(第 2 階段:土地徵收制度現況、強
化實價申報登錄制度)
施副司長○○主持研商「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
法」第 6 條修正草案會議
派員出席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召開「臺北市政府
(地政組)市政顧問座談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桃園縣政
府簡報「變更楊梅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案」第 9 次會議
辦理 105 年地政整合系統維運案啟動暨第 1 次
工作會議(地點:高雄)
施副司長○○出席本部 105 年度 5 月份「預算
執行協調會報」會議
派員列席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黃召集委
員○○召開「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教育及文
化委員會」第 20 次全體委員會議，邀集教育
部列席報告「國立高中職改隸市立之規劃狀
況」
、
「教育部學產基金及國有學產房地經營與
運作狀況」等 2 案
林簡任視察○○出席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
會審查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等(涉及扣
押禁止處分之限制登記)
即日起至 20 日止，辦理 105 年度耕地三七五
租佃業務研習會(高雄場次)
派員出席立法院李○○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台北聖化懿德慈善協會購買之不動產辦理
更名登記疑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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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新市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再提會討論案」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變更臺南
市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不含科學園區部
分)(新市區建設地區開發區塊 FG)第 2 次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陪同葉部長○○出席

行政院「行政立法政策協調會報」研商「促進
轉型條例」及「紅十字會法」會議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法規會審
查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部分條文及第 6
條附表、第 17 條附表修正草案(第 2 次)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列席立法院朝野
黨團協商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等 9 案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高雄市政
府簡報「變更高雄市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主要
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第
1 次會議
24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高雄市政
府簡報「變更大坪頂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三次
通盤檢討)案」第 1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資訊中心)推動國家共通底圖
服務第 2 次研商會議
王司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107
次會議
施副司長○○主持我國海域使用管理議題研
析工作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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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雲林縣政
府簡報「變更斗六嘉東地區特定區計畫(第一
次通盤檢討)案」第 3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柯○○委員為大鵬灣守護祖
先土地南平自救會陳情終止屏東縣東港鎮大
鵬灣自辦市地重劃案召開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高雄市政
府簡報「變更路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案」第 3 次會議
即日起至 27 日止，辦理 105 年度地價人員講
習(第 2 梯次)
王司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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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次全體委員
會議，審查委員鄭○○等 23 人擬具「促進轉

型正義回復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條例草案」
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歷史正義與權利回復法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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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司長○○主持「高雄市第 92 期仁武區仁新
及第 93 期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書(草案)」審
查會議
施副司長○○出席本部 105 年第 9 次部務會報
陳專門委員○○、張專門委員○○共同出席立
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內政、財政、司法及法制
委員會召開第 3 次聯席會議，繼續審查委員或
黨團擬具「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等 11 案
即日起至 27 日止，辦理 105 年度耕地三七五
租佃業務研習會(臺北場)
王司長○○陪同葉部長○○視察本部黎明辦
公室(含國土測繪中心及土地重劃工程處)
施副司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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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次審查會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國會辦
公室召開「有關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地政機
關未布設圖根點及控制點，以致無法複丈分
割」協調會
王司長○○率王簡任技正○○出席立法院內
政委員會邀請葉部長○○報告內政業務並備
質詢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國會
辦公室召開「花蓮縣玉里鎮德武段 1489 地號
國有土地讓售範圍爭議」協調會
派員出席國際土地政策研究訓練中心理監事
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為工業園區產業
用地(二)做為旅館用途疑義召開協調會
王司長○○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75
次會議
王司長○○主持「平均地權條例(市地重劃)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 2 次會議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陳○○
委員竹南服務處召開「金聯成陳○等 4 人名下
苗栗縣竹南鎮大埔段中大埔小段 489 地號個
別權利主體釋疑案」行政協商暨說明會
辦理「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使用管理
及區段徵收案件資訊登錄說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