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5.9.1-9.30 大事紀彙整表
填表日：105.10.6
日期
司紀事
部紀事 備註
林常務次長○○主持因應司法院釋字第 739
Ⅴ
號解釋處理方案會議
王司長○○接見臺東縣政府地政處江處長○
○到訪
施副司長○○主持研商修正「加強防範偽造土
地登記證明文件注意事項」會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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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會議
派員出席新北市政府辦理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
區段徵收案地籍釐清會勘及範圍外排水銜接
水路及蝕溝治理用地協議價購會議
花政務次長○○主持「住宅租賃管理條例（草
Ⅴ
案）」第 4 次研商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研商臺南
2
鐵路地下化後續推動規劃情形會議
施副司長○○出席教育部學產基金管理委員
會第 71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屏東縣政
府簡報「變更東港都市計畫(配合東港共和新
村老舊眷村改建計畫)案」第 2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 Kolas Yotaka 委員元召開原
住民族農業發展研商會議
林常務次長○○出席今、明二日第四屆「海洋
3
Ⅴ
日期更
與臺灣研討會」-永續海洋與氣候變遷
正
施副司長○○主持研商「賡續推動民眾申辦案
件免附地籍謄本服務」會議
許主任○○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法規會)審
查中央機關辦理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標租及設
定地上權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
王簡任技正○○主持「104 年度我國南海諸島
經略紀要及歷史圖說編輯工作案」第 3 期成果
審查會議

5

6

7

派員出席經濟部召開「流域綜合治理計畫推動
小組」第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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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及變更高雄市主要計畫(配合高
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計畫填築用地)
案」第2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民政司)召開辦理協調「中國回
教協會購置基隆市臺北聖城回教墓園土地問
題」現勘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召開「信大水泥所
領台採字第 5622 號礦業權，有關已核定礦業
用地應依森林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變更作
非林業使用」協調會
花政務次長○○主持「住宅租賃管理條例」草
案聯席審查會議
王司長○○接見台灣地理資訊中心董事長及
總經理到訪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陳○○委
員國會辦公室召開「續商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
訴訟繫屬註記登記事宜」協調會
派員出席審計部召開審核台糖土地管理運用
成效專案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82 次會議
派員出席桃園市政府召開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
範圍內申請民眾集會所社福館及文中小用地現
地勘查
花政務次長○○由施副司長○○等相關同仁
陪同，接見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
公會全國聯合會林○○理事長等人就不動產
仲介經紀業報酬計收標準等交換意見。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115 次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法規會)籌
備聽證作業第 5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徐○○委員召開苗栗縣通霄
鎮秋茂天堂友愛靈園開發計畫變更之農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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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用同意權疑義協調會
林常務次長○○主持「中華民國第 21 屆地政
貢獻獎」評選會議
王司長○○出席 105 年第 16 次部務會報
許主任○○主持「編定農地重劃工作手冊」第
5 次會議
王簡任技正○○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召開
「有關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程序案」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召開「冠軍公司申
請苗栗縣造橋鄉牛欄湖段 21-1 地號地下水權
展延疑義」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區域計畫委員會
第 381 次會議聽取「彰化縣政府配合全國區域
計畫及行政院核定『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
方案』辦理該縣鹿港鎮、秀水鄉等 16 區特定
地區，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案」
派員出席立法院高○○○委員召開「臺中市和
平區民陳情租用谷關段 384 地號等公有土地
及其爭議等事宜」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土地重劃工程處)召開機場捷
運 A7 站地區黃○○陳情農業區興建圍牆案會
議
花政務次長○○由何科長○○陪同拜會財政
部吳次長○○商談「住宅租賃管理條例(草
案)」租稅優惠議題
王司長靚琇主持「105 年地政節慶祝大會委外
服務案」第 1 次工作會議
施副司長○○出席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34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張○○委員為新北市板橋區
西門福德宮欲辦理寺廟登記召開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為土地法與原住
民族基準法第 34 條第 2 項解釋協調會
辦理本部土徵小組專案小組與都委會專案小
組聯席聽取「高雄市政府簡報『變更澄清湖特
定區計畫(三通)保留續審案第 45-2 案與灣子
內地區都市計畫案第 8 案』
」第 3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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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司長○○受邀桃園市政府「智慧地政 e 化服
務-行動導覽 3D 生活」測繪科技發表會開幕致
詞，並擔任「智慧城市數位空間與地政資訊服
務專業論壇」與談人
王簡任技正○○主持 104 年度東海與南海島礁
資料蒐集及建置工作案第 3 期成果審查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高雄市政
府簡報「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配合茄
萣海岸防護改善工程）案」第 2 次會議
花政務次長○○主持「研商精進地政士業務」
相關會議

12

Ⅴ

王司長○○出席本部(秘書室)召開內政部聽
證作業儲備主持人遴選小組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召開「田園化生產聚落工作小
組」第 2 次會議

13

19

20

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51307496 號令修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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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第 3 點附件 2 規定，自
即日生效
施副司長○○率同仁出席法務部召開「信託法
研究修正小組」第 80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服務處研商「桃園
市龜山區機場捷運站 A7 合宜住宅出入道路交
通壅塞」協調會
王司長○○出席本部召開 925 凱道反迫遷集
會遊行活動記者會
施副司長○○主持研商「健全房地產市場方
案」實務執行方式會議
王簡任技正○○由姬科長○○陪同接見新莊泰山塭仔圳市地重劃反迫遷聯盟之陳情
陳專門委員○○出席「海洋與生活：空間資訊
研習營」並於開幕致詞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研商生活圈道路
交通系統建設計畫用地徵收執行事宜會議
王司長○○主持研商「房地價稅制度改革方
向」座談會
陳專門委員○○主持「106 年度推動創新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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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發補助旗艦計畫構想」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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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設有灌溉溝渠
及排水箱涵處理方式」會議
派員出席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辦理 TPP 整體影
響評估專家評論會-投資議題會議
花政務次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第 17 屆「金
仲獎」楷模頒獎典禮
王司長○○出席台灣地理資訊中心臨時董監
事會議(董事長改選)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召開審
查「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
張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黃○
○委員召開「有關台灣大學實驗林管處原墾地
歸還於民之可行性」會議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法規
會)審查「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31 條、
第 66 條修正草案會議及審查「土地徵收補償
市價查估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
王簡任技正○○出席行政院研商「嘉義縣政府
請助事項」第 2 次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召開「審議大陸地區人民商懷
民等 51 人申請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事件提起訴
願案」言詞辯論
派員出席本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苗栗縣政府
簡報變更高速鐵路苗栗車站特定區主要計畫
(一通)案第 1 次會議
派員出席財政部召開研商「國有出租基地租金
計收因應方案」會議
王司長○○出席臺北市第七屆優良不動產估
價師評選委員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營建署)召
開內政部計畫審議制度改善與實務問題座談
會
施副司長○○出席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查住
宅法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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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5
26

許主任○○主持「編定農地重劃工作手冊」第
6 次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政風處通報台灣人權促進會
施副秘書長○○率相關反迫遷團體遞送邀請
卡，邀請院長與六都市長參加 925 凱道反迫遷
集會遊行活動
派員出席臺南市政府召開 105 年南臺灣三縣
市地價業務會報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區域計畫委員會
第 382 次會議聽取為「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
報請行政院備案事宜等案
花政務次長○○由周專門委員○○陪同接見
行政院全球招商及攬才聯合服務中心何執行
長○○等人洽談永興發電主管機關權責疑義
林常務次長○○主持研商因應司法院釋字第
739 號解釋處理方案第 2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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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次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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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第 2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張○○委員為祭祀公業法人
新北市許○○陳情之相關疑義召開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委鄭○○服務處研商機場捷運 A7
站區段徵收案範圍外，龜山區牛角坡段牛角坡
小段 138、138-3、138-1 地號陳情無道路出入
案會勘
派員出席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召開「房屋租賃
適用消保法疑義」第 3 次座談會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苗栗大埔張藥房
原地重建案會議
即日起至 29 日止，施副司長○○率員赴日本
京都參加「泛太平洋估價會議」
周專門委員○○出席行政院召開研商永興風力
發電計畫暨海陸纜連接站之土地核定機關案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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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國會辦公室協調苗
栗縣金○○地籍清理土地疑義案
林常務次長○○主持研商「土地徵收條例」修
法相關事宜會議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列席立法院內政
委員會舉辦「住宅法修正草案」公聽會
辦理本部徵審小組專案小組與都委會專案小
組共同聽取新北市政府簡報「變更新店都市計
畫(二通第 3 階段)B、J、F 單元案」會議
派員出席財政部召開研商「國有出（放）租農
業用地放寬同意興建農業設施限制之可行性」
會議
陳參事○○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召開「行政
院第 22 次政策列管會議（大林蒲計畫規劃）」
會前會
王司長○○主持本部 105 年對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地政業務執行績效督導考評檢討會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 105 年度
內部稽核計畫實地查核會議
施副司長○○接受警察廣播電臺 call out-實
價登錄申報管道新增加預申報方式
王簡任技正○○出席內政部第一屆聽證主持
人經驗分享交流會
派員出席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召開「釐清露營
或活動消費者保護業務主管機關」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高○○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研商二重疏洪道工程用地違法徵收案(徵收
戶陳情准以配售土地救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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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水里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案」第 2 次會議暨現場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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