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5.7.1-7.31 大事紀彙整表
填表日：105.8.6
日期
司紀事
部紀事 備註
花政務次長○○主持「精進實價登錄與地價查
Ⅴ
估制度計畫（草案）
」審查會議
王司長○○主持研商「平均地權條例」(市地
1
重劃)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 3 次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研商電源開發方案問題盤點
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研商太陽光電-2 年推動計畫
王簡任技正○○出席本部都委會擴大專案小
組聽取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配合鐵路地下
2
化)(第一階段)案及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配
合鐵路地下化)(部分鐵、住變更公園道)案會
議
王司長○○主持「獎勵民間住宅出租」座談會
施副司長○○出席本部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
理專案小組 105 年第 1 次會議
施副司長○○出席本部法規會審查國有耕地
放租實施辦法第 6 條條文修正草案
4
王簡任技正○○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立
法院經濟委員會第 26 次全體委員會審查陳素
月委員等 18 人擬具「農業發展條例第 16 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
辦理 105 年耕地分割業務研習會(第 1 梯次)
花政務次長○○主持「不動產服務業跨入租賃
Ⅴ
住宅服務產業」座談會
王司長○○主持 105 年「地政整合資訊服務共
享協作平台建置案」評選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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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次工作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住宅法修正草案」聯
席審查第 2 次會議
5
派員出席本部區委會專案小組審議屏東縣潮
州鎮「臺鐵高雄-屏東潮州捷運化建設計畫（潮
州車輛基地）擴大開發許可變更案（車輛基地
暨機廠）
」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桃園市政

6

府簡報「變更觀音(草漯地區)都市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重劃地區第三、四、
五、六區整體開發單元)再提會討論案」第 1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暨土徵小組共
同聽取臺東縣政府簡報變更臺東都市計畫(配
合豐樂、豐榮地區區段徵收)案第 2 次會議
以內授中辦地字第1051305494號令修正「建物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8點(申辦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保留地上申請臨時建築使用之建物，應附文件
之一為主管建築機核給臨時建築物「使用許可
證」
，非「使用執照」)規定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110 次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受立法院吳○○委員
之邀，商談新北市土城區彈藥庫區段徵收案
施副司長○○出席本部例行記者會
許主任○○主持研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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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次）
陳專門委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營建
建設基金管理會」第 52 次會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司
法及法制委員會召開「原住民族促進轉型正
義」第 1 場公聽會
陳專門委員○○主持「內政部數值地形模型成
果供應與維護服務工作案（105-106）
」評選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蔡○○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等 7 人陳情已興建農舍之桃園市蘆竹
區坑子口段海湖小段 64-1699 地號耕地分割
案協調會
辦理 105 年耕地分割業務研習會(第 2 梯次)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召開「新竹縣竹東
鎮中員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協調會
派員出席交通部民航局召開桃園航空城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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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用地取得計畫內桃園海軍基地區段徵收
作價撥付事宜研商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討論風力發電 4 年專案推動
計畫會議
辦理「多媒體設計操作教育訓練」
林常務次長○○率王簡任技正○○及相關同
仁出席立法院許○○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中
興新村都市計畫文特用地損害賠償案」協調會
王司長○○出席沈主秘○○主持本部經立法
院同意撤回之主管法案評估是否重送審議事
宜會議
王司長○○出席土地改革協會第 25 屆第 2 次
理監事會聯席會議
施副司長○○主持「105 年度移動載台測量製
圖技術發展工作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陳專門委員杰宗率相關同仁出席花政務次長
敬群主持本部(營建署)辦理「採包租代管方式
辦理社會住宅」座談會
陳專門委員○○主持「105 年度三維地形圖資
技術發展工作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蘇○○委員為○○○陳情購
買嘉泉名璽預售建案買賣糾紛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楊○委員為陳情人辦理繼承
疑義協調會
林常務次長○○率施副司長○○及相關同仁
出席立法院許○○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中興
新村都市計畫文特用地損害賠償案」協調會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法規會審
查地籍測量實施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周專門委員○○出席研商本部(營建署)召開
都市計畫容積獎勵或變更回饋負擔方式興辦
社會住宅相關議題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吳○○委員國會辦公室為○
○○代理○○○等 89 人主張國防部前陸總軍
總司令 44 年年間徵收土城彈藥庫工程用地徵
收失效、廢止徵收及收回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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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出席立法院呂○○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 594 巷道路拓寬工程
徵收案審議進度」協調會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召開研
商「臺北市遷建基地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與
臺北市有土地依法出售價格不同後續處理方
式」會議
周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劉○○委員召開
推動「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部門」公聽會
張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黨團
協商民進黨團擬具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
12

13

張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朝野
黨團協商「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
派員出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訴字第
00395○○○等人因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廢止
土地徵收事件行政訴訟案準備庭
辦理 105 年新北市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78 次會議
派員出席「住宅法修正草案」聯席審查第 3 次
會議
派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 106 年度政府公
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部會說明會
葉部長○○率王簡任技正○○出席立法院內
政委員會就「於荷蘭海牙常設仲裁法庭舉行之
南海仲裁案，對我國主權、漁權等權益之影
響、國際關係之變化及相關主管機關之因應作
為」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施副司長○○主持「105 年度測繪資訊成果供
應管理系統擴充與維護工作案」評選會議
派員出席外交部審查本部委託中華經濟研究
院進行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之海洋經濟之
未來專題研究計畫對我國海洋政策及國際參
與意涵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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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出席考選部地政士考試審議委員會第 42
次會議，就地政士考試科目全免、經紀業考試
科目及不動產估價師個別學分認定資格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民政司)召開登記名義為自然
人之土地依祭祀公業條例 56 條規定申報疑義
研商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徐○○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先生針對臺中市龍井區忠和段 482 地
號等 7 筆耕地三七五租約土地，因依法變更為
工業用地，出租人申請終止租約，其承租人相
關權益案協調會
辦理 105 年臺北市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王簡任技正○○出席立法院召開陸非南海仲
裁案管轄權裁決朝野協商
陳專門委員○○率員出席立法院蘇○○院長
辦公室召開「協調有關臺中市大肚區遊園段
767、771 地號等土地徵收補償價額相關疑義」
會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司
法及法制委員會召開「原住民族歷史及土地正
義」公聽會(第 2 場)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77 次會議
辦理 105 年桃園市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派員出席本部土地重劃工程處「研商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臨時滯洪池廢除
相關事宜」
林常務次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監察院召開
「南投縣政府陳請協助特教學校訴訟賠償(即
○○○等因損害賠償事件提起行政訴訟)案」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段○○委員為民
眾陳情不動產登記事宜協調會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林○
○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說明促進轉型正義條
例及不當黨產條例各版本比較及其爭議點案
周專門委員○○出席行政院長期照顧推動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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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第 1 次委員會議
派員出席新竹縣「竹東鎮中員自辦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區」擬辦重劃範圍調整案現場會勘
辦理 105 年台中市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派員出席交通部觀光局召開研商「促進東北角
海岸地區土地利用興辦事業計畫(草案)」修正
確認會議
施副司長○○主持「強化我國住宅租賃權利義
務」座談會
陳專門委員○○出席本部 105 年度 7 月份預算
執行協調會報
派員出席財政部「國有非公用土地公開招標設
定地上權案」地租研商第二次座談會
派員出席行政院審查太陽光電-2 年推動計畫
派員出席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之專案小組
現勘臺南永康鹽行國中區段徵收案暨聽取臺
南市政府簡報會議
施副司長○○率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審查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程施政計畫（106 至
109 年度）及 106 年度施政計畫草案」第 4 場
次會議會議
派員向立法院林○○委員說明太平島與南海
諸島礁相對關係及現況
派員出席交通部召開行政院推動桃園航空城
核心計畫專案小組第 14 次委員會之會前會議
辦理 105 年台南市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111 次會議
陳專門委員主持「105 年度跨領域地形圖徵服
務架構建置○○工作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為民事訴
訟法第 254 條第 5 項訴訟註記案件及公示性協
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研商工程受益費徵收
條例施行細則第 81 條修正條文草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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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105 年高雄市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周專門委員○○出席行政院召開桃園航空城
第三跑道用地環評程序會議
花政務次長○○率王司長○○及相關同仁接
見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聯會高理事長○○
等人到訪討論實價三法修法案及非地政士送
件規定等事宜
辦理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之專案小組聽取
臺中市政府簡報「臺中烏日前竹區區段徵收
案」及現勘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為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申請許可條件法規適用疑義協調會
王司長○○接見臺灣省諮議會前議長余○○
為光復初期土地回復所有權事宜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吳○
○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黃○○君及黃○○君
向本部請求撤銷徵收新北市新莊區中港厝段
96-66 及 96-67 地號 2 筆土地暨新北市政府併
同申請廢止徵收 1 案」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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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次審查會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 105 年度替
代役業務聯合訪視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姚○○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新北市淡水區福寮段 248 地號農舍申請變
更使用執照即解除套繪管制案」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蘇○○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物產株式會社」陳情該社性質為祭祀
公業，為解決祀產土地登記及變更為祭祀公業
等問題
王司長○○出席本部(營建署)向葉部長○○
專案報告 A7 二期開發事宜
陳專門委員○○主持「105 年度重力基準維護
及重力測量服務工作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之專案小組聽取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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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台鐵局辦理「屏東縣潮州鎮台鐵高鐵-屏東
潮州捷運化建設計畫(潮州車輛基地)擴大開
發許可變更案(暨機廠)徵收公益性及必要性
評估報告案」第 1 次會議
辦理 105 年基隆市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以台內地字第 1051306149 號令修正發布「國
土測繪成果資料收費標準」第 2 條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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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次審查會
王簡任技正○○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79 次會議
林常務次長○○率本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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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次委
員會議
辦理 105 年花蓮縣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花政務次長○○率相關同仁拜會財政部吳常
務次長○○討論精進房地稅基查估事宜
王司長○○主持研商不動產登記法草案第 5
次會議
陳專門委員○○主持「105 年度數值地形模型
成果加值應用服務工作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派員出席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子法草案諮詢
會議(第二、三場)
辦理 105 年宜蘭縣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王司長○○主持本部「105 年地政節慶祝大會
活動委外服務案」評審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賴○○及陳○○委員為新政
府推動再生能源之機遇與挑戰公聽會
派員出席立院柯○○委員國會辦公室協調新
竹頭前溪特定區計畫開發(涉本司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等開發方式)進度案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78 次會議
辦理 105 年新竹市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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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司長○○主持檢討市地重劃相關規範公聽
會
陳專門委員○○出席台北市測量技師公會舉
辦之「建物產權測繪作業簡化措施法令介紹及
E-GNSS 營運現況及發展暨無人飛行系統發展
與測繪應用」研討會
辦理 105 年新竹縣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