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5.6.1-6.30 大事紀彙整表
填表日：105.7.6.
日期
司紀事
部紀事 備註
派員出席行政院召開審議萬通國際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提起訴願案會議
1
即日起至 3 日止，辦理 105 年地價人員講習會
(第 3 期)
辦理土地使用圖資系統及非都違規資訊登錄
說明會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葉部長○○向立
法院內政委員會針對土地轉型正義、社會住
宅、租屋政策、都市更新等「土地政策」進行
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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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審查會
施副司長○○接見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
2
聯合會高○○理事長等人
派員出席立法院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釐清臺北市天母段三小段 70 地號等 3 筆土
地之確切使用分區暨以該地抵扣○○○遺產
稅之要件」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新北市政
府簡報「變更中和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第 4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徐○○委員召開花蓮縣瑞穗
鄉國有耕地承租資格協調會
派員出席苗栗地方法院召開準備程序(苗栗大
埔國賠訴訟案)
3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臺中市政
府簡報「變更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不包括高速鐵路臺中車站地區）（二通
保留第 4 案兒五西側（原廣二用地）變更）案」
第 1 次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實地訪查臺中市中興
地政事務所實價登錄預申報流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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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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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附表、第 17 條附表修正草案(第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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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營建
署)召開研商住宅法修正草案第 1 次會議
王司長○○主持本部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地政業務督導考評行前會議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第 9 屆
第 1 會期內政、財政、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開
第 4 次聯席會議，繼續審查委員或黨團擬具之
「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等 11 案
王司長○○主持本部第 46 期「都市地區地價
指數」(初稿)審查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吳○○委員國會辦公室及臺
北市議員陳○○為釐清臺北市大同區玉泉段
一小段 60、63 地號等土地，係已徵收、已開
闢但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嗣經移轉第三人
之公共設施用地，得否認屬公共設施保留地及
適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等疑義 1 案協調會
派員出席行政院張○○政務委員召開研商提
升台灣養豬產業競爭力策略協調會議
派員出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等人
因廢止土地徵收事件提起行政訴訟案準備程
序庭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新竹縣政
府簡報「變更高速鐵路新竹車站特定區主要計
畫(三通)案」第 1 次會議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108 次會議
實價登錄預申報流程教育訓練
林常務次長○○率施副司長○○及相關同仁
出席行政院秘書長討論有關機場捷運 A7 站汙
水處理廠用地與興建經費事宜
王司長○○出席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辦理「2016
台灣國際房地產博覽會-不動產論壇」
陳專門委員○○出席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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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次（第 6 屆第 4 次）會議
施副司長○○出席本部(秘書室)召開 106-109
年度中程施政計畫及 106 年度施政計畫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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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工作會議
陳專門委員○○主持「105 年度數值地形流通
供應平台資訊設備維護服務案」評審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76 次會議
施副司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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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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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促進轉型
正義條例草案」第 4 場公聽會
周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舉辦
「從推動新農業討論制定農業基本法系列公
聽會(一)」
陳專門委員杰宗率測量科同仁出席「105 年固
安工作聯合督訪機關保防體系」會議
王司長○○出席本部 105 年第 10 次部務會報
周專門委員○○出席高階人員領導與激勵研
習班第 3 期
派員出席立法院許○○委員國會辦公室為民
眾申請高雄市大寮區磚仔窯段土地一併徵收
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召開有關「新竹縣
竹東鎮中員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協調會
以台內地字第 1051305249 號令廢止「內政部
獎勵績優地政志工要點」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陳○○
委員國會辦公室說明「新竹縣竹東鎮中員自辦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協調會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營建
署)「住宅法修正草案」第 2 次會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召開
花蓮縣壽豐鄉 13 筆原住民保留地不得私有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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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國會辦公室，說明台
東獎學會土地何以未納入地籍清理案
派員出席立法院親民黨團召開○○○購買上
品硯預售屋與信義房屋糾紛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召開研商桃園市
龜山區樂善寺管理委員會陳情保留原樂善寺
東側綠地、公園、涼亭供民眾使用案
許主任○○召開非都市土更正編定為一般建
築用地法令研析及實務執行座談會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司
法及法制委員會舉行「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
案」第 5 場公聽會
即日起至 6/24 止，辦理 105 年資訊安全管理
系統主導稽核員教育訓練
施副司長○○出席本部 105 年度 6 月份「預算
執行協調會報」會議
派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6 經濟自由化說
帖撰寫分工及原則會議
辦理 105 年實價登錄預申報宣導講習(高雄
場)
派員驗收 105 年度我國海域資料及圖資整合
建置工作案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高雄市政
府簡報「變更燕巢都市計畫(四通)案」第 1 次
會議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109 次會議
王簡任技正○○率相關同仁與挪威 PRIMAR 人
員洽談 ENC 合作協議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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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審民進黨團
擬具「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
周專門委員○○出席本部(訴願會)第 1146 次
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花蓮縣政
府簡報「變更東華大學城特定區主要計畫(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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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通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第 1 次會議
派員出席交通部民航局召開航空城聽證工作
小組會議
花政務次長○○主持「改進土地稅基查估制
度」座談會
林常務次長○○主持「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補
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之分割複丈作業待辦
事項協調事宜」
王司長○○出席葉部長○○召開本部主管法
律制定或修正重點內容及辦理情形會議
周專門委員○○出席 105 年桃園市區段徵收
研討會(綜合座談-與談人)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司
法及法制委員會續審民進黨團擬具促進轉型
正義條例草案
王簡任技正○○率相關同仁向立法院王○○
委員說明中研院南部院區土地專案讓售計畫
後續辦理程序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審查「土地
稅法」第 54 條修正草案會議
王司長○○出席本部 105 年第 9 次考績委員會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列席法務部信託法
研修小組第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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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次審查會
陳專門委員○○率員赴立法院姚○○委員國
會辦公室說明「○○○君（代理人○○○律師）
申請公開臺北市政府公告、登記社子島土地產
權案件受理登記過程資訊」
派員出席立法院顏○○委員召開神明會陳姓
協恭季設立案協調會
周專門委員○○出席 105 年桃園市區段徵收
研討會(綜合座談-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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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營建
署)「住宅法修正草案」第 3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許○○委員國會辦公室為瞭
解宏森木業公司主張撤銷或廢止徵收屏東縣
屏東市頭前溪段 1253-31 地號土地之適法性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高雄市簡
報「變更高雄市主計（灣仔內社區）機關用地
（部分機 4 及 17）為住宅區及商業區案」第 1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桃園市政
府簡報「變更楊梅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案」第 10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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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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主任○○主持研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
機構團體認可辦法修正草案」會議
許主任○○主持 105 年度「地理資訊應用系統
增修維護案」採購評選委員評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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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次全體委
員會議，審查黨團及委員擬具原住民族相關權
利回復法案等 5 案
辦理實施實價登錄預申報說明會(台北場)
王簡任技正○○主持台菲重疊海域法政研析
工作案期末審查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孔○○委員召開有關「○○○
收回其叔公於民國 78 年被徵收之土地疑義
案」協調會
辦理 105 年實價登錄預申報宣導講習(臺北
場)
派員出席立法院徐○○國會辦公室召開「針對
士林區天山段 1 小段之租金爭議辦理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蘇○○嘉全院長辦公室召開
協調有關「新北市新店區和平社區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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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涉及大面積地方公地處分疑義
派員出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4 年度推動
公有建物及土地設置基地台績優機關頒獎典
禮
派員出席本部區委會審議「新竹縣竹東鎮中員
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開發計畫」行政程序審
查專案小組會議
即日起至 29 日止，辦理 105 年全國地政機關
精進業務座談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77 次會議
施副司長○○出席本部(秘書室)研商「本部緊
急事件通報機制相關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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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次全體委
員會議續審委員陳○等 17 人擬具「促進轉型
正義條例草案」等 5 案
派員出席本部(法規會)召開「住宅法修正草
案」聯席審查第 1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邀請環保署等機關報告省電議題
王司長○○出席本部 105 年第 11 次部務會報
施副司長○○主持 105 年第 1 次地籍清理工作
會報
陳專門委員○○出席銓敘部「研商職系說明書
及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修正草案相關問題
第 2 場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江○○委員服務處召開○○
○ 先 生 陳情 臺中 市 東 勢 區 東勢 段 石 角小 段
2528 地號國有耕地辦理放領案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新北市政
府簡報「變更中和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第 5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76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許○○委員召開民眾○○○
等陳情希與海軍續訂公有耕地 375 租約協調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