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5.10.1-10.31 大事紀彙整表
填表日：105.11.6
日期
司紀事
部紀事 備註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參與本部與崔媽媽基
金會共同主辦「臺日住宅租賃研討會」
派員出席法務部「105 年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
國際研討會(即日起至 4 日止)」
3
許主任○○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法規會)審
查「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辦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王司長○○主持「105 年地政節慶祝大會委外
服務案」第 2 次工作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參與本部與崔媽媽基
金會共同主辦「臺日住宅租賃研討會工作坊」
王簡任技正○○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第883次會議
4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住宅法部分條文
修正案」第 49 條至第 57 條條文公聽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桃園市政
府簡報「變更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
特定區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商業區及住宅
區)案」第3次會議
派員出席財政部研商「房屋稅相關問題」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葉部長○○向立
法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內政業務及預算凍結案
等會議
施副司長○○主持「研商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第 19 條第 2 項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收回耕
地之補償事宜」會議
周專門委員○○出席「行政院離島建設指導委
員會工作小組」第 74 次會議
5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拜會財政部賦稅
署消費稅組李專門委員○○就「住宅租賃專
法」營業稅減(免)徵議題交換意見
派員出席立法院吳○○委員召開「臺灣迅捷股
份有限公司鐘○○先生陳情有關新北市中和
區健康段633地號等2筆土地徵收爭議案」協調

6

7

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高雄市政
府簡報「擴大及變更高雄市鳯山主要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第 2 次會議
花政務次長○○由施副司長○○陪同，與國發
會曾○○副主委聯席主持「彰化水五金田園化
生產聚落相關事宜」工作會議
王司長○○主持「檢討土地徵收免徵土地增值
稅相關規定」第 2 次座談會
施副司長○○率地用科同仁與桃園市政府高
○○副局長就桃園市科技工業園區第二期開
發計畫徵收案交換意見
王簡任技正○○出席立法院黃○○委員召開
研商宗祠(廟)建築納入「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
執行要點中申請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核准項目」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非都市土地編
定管制協調會報」第 7 次會議
葉部長○○由陳專門委員○○陪同，接見臺中
市林佳龍市長就徵收公共設施保留地時免徵
土地增值稅問題交換意見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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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常務次長○○主持續商「因應司法院釋字第
739 號解釋處理方案」第 3 次會議
王司長○○主持 105 年陸資申請取得設定或
移轉不動產物權第 6 次審查會
葉部長○○由王司長○○陪同，接見臺南市賴
○○市長就鹽行國中等案請求協助
派員出席立法院吳○○委員召開「新北市泰山
區港泰自辦市地重劃理事長改選疑義案」協調
會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趙○
○委員召開「氫能議題溝通協調會議」第 2 次
工作會議

V

V

V

11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張○
○委員為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辦理陳情人
邱○○分割繼承登記疑義召開協調會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邱○○委員國會
辦公室召開「私法人持憑申辦所有權移轉與農
業發展條例第 33 條規定之疑義」協調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戶政司)召開研商「推動廢止印
鑑證明事宜」會議
王簡任技正○○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呂○
○委員為陳情人吳○○陳情有關淡江大橋用
地徵收一事召開協調會
王簡任技正○○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趙○
○委員為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辦理石
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用地疑義協調會
陳專門委員○○率員出席立法院江○○、吳○
○國委員會辦公室共同召開之「房地產持有稅
何去何從-從房屋稅爭議談起」公聽會

12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116 次會議

V

葉部長○○由施副司長○○陪同，接見桃園市
鄭○○市長就桃園航空城及區段徵收後續等
交換意見
施副司長○○出席行政院林○○政務委員主
持「協助解決馬祖地區土地問題之辦理情形」
會議
施副司長○○主持我國海域使用管理議題研
析工作案評選會

V

林常務次長○○由王簡任技正○○陪同，接見
教育部林○○常務次長就為擴大公共化教保
服務擬就國中小場地辦理公幼及非營利幼兒
園者者，得免變更土地使用分區議題交換意見

V

陳專門委員○○出席「臺東縣延平鄉紅葉村及
大武鄉愛國部落災後復原重建」第 1 次專案平
台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臺中市政
府簡報「變更台中港特定區三通案」再提會討
論案第 2 次會議

13

14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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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第 3 期成果審查會
派員出席國發會舉辦國家空間資料資產分類
與分級原則討論會
林常務次長○○主持研商「行政區劃法草案」
重新檢討會議」
許主任○○主持「編定農地重劃工作手冊」第
7次會議
王簡任技正○○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蔡○
○副院長辦公室召開協調加速核定台中市烏
日前竹地區區段徵收案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105年住宅及不動產
資訊系統擴充及管理維護計畫」
花政務次長○○由王司長○○等陪同，出席立
法院柯○○委員國會辦公室為前新竹縣長林
○○關心持葡萄牙護照之澳門居民不得取得
不動產及土地徵收條例修法事宜等案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移民署)召開外籍配偶入國前
輔導計畫輔導員座談會
林常務次長○○主持「內政部加速公共建設推
動用地專案小組」105年度第1次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拜會財政部賦稅署李
署長○○就「住宅租賃專法」所得稅、營業稅
及持有稅等租稅減(免)徵議題交換意見
王司長○○主持研商「不動產經紀業從事國外
不動產仲介或代銷業務之規範(草案)」會議
王簡任技正○○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84次會議
即日起至 19 日止，辦理「土地使用圖資整合
應用系統」使用管理及土地重劃(農地重劃、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及市地重劃)相關資訊登錄
說明會

V

V

V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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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員出席立法院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戴○○等 18 人陳情將所有土地納入桃園航空
城特定區(第三跑道)區段徵收範圍內協調會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117 次會議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會見「一般財團法人
日本不動產研究所」成員到訪，就外人投資不
動產政策交換意見
施副司長○○出席本部 105 年度 10 月份「預
算執行協調會報」會議
周專門委員○○出席行政院召開「田園化生產
聚落工作小組」第 3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臺中市政
府簡報變更大里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大里
區聯合行政中心周邊地區整體開發)案第一次
會議
葉部長○○、花政務次長○○由施副司長○○
等相關同仁陪同，出席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查
住宅法修正草案
王司長○○出席「第 10 屆國際地籍測量學術
研討會」並於大會開幕致詞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內政委
員會審查住宅法修正草案
派員出席立法院邱○○委員召開大永興業株
式會社名義登記之桃園市大園區竹圍段竹圍
小段 7、7-1 地號土地辦理更名爭議案協調會
辦理 105 年度實價登錄教育訓練-第 1 期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83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研商變更苗栗大埔專
案通檢案相關事宜」會議
林常務次長○○主持續商「因應司法院釋字第
739 號解釋處理方案」第 4 次會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親民黨立法院黨團召開
之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

V

V

V

24

25

26

27

辦法第 3 條第 3 款規定年限調整之可行性協調
會
花政務次長○○由施副司長○○陪同出席立
法院財政委員會「國有土地如何配合政府政
策，推動社會住宅及其進度」專題報告
周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江○○委員召開
中小企業於毗鄰原廠區土地增建廠房涉「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特農區使用限制協調
會
派員出席「原住民保留地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
合法化方案」第 4 次跨部會平臺研商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推動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專
案小組」第 15 次委員會會前會
施 副 司 長○ ○率 相 關 同仁 出席 國 家 安全 局
「105 年空間情報管制協調會報」前置會議
周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召開
「桃園農業局長違規玩農地－農委會管不管」
記者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85 次會議
辦理 105 年度實價登錄教育訓練-第 2 期
派員出席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張○○等人因廢止土
地徵收事件行政訴訟案
林常務次長○○（第 6 案起，由王委員○○）
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118 次會議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劉○○
委員召開「大法官會議 739 號之解釋文，以解
民間土地開發業者之辦理困境」說明會議
張專門委員○○主持研商公有土地地籍資料
清理相關事宜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吳○○委員國會辦公室土城
彈藥庫徵收失效案協調會
派員參加國發會舉辦-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眾開講」工作坊
許主任○○主持研商「如何以公私協力方式加
強查處非法不動產經紀業」會議

V

V

28

31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召開嘉義縣水上
鄉三界埔段土地公告土地現值疑義協調會
王司長○○主持研商「在中華民國大陸礁層舖
設維護變更海底電纜或管道之路劃定許可辦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桃園市政
府簡報變更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
特定區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商業區及住宅
區)案第 3 次會議
開辦「地籍異動即時通」便民服務
花政務次長○○主持本部「105 年度空間測繪
應用計畫成果發表會暨移動製圖技術防救災
應用論壇」開幕式，國發會曾副主委旭正並蒞
臨致詞
王司長○○出席行政院(交通環境資源處)「研
商金門馬祖地區土地爭議案件處理方式」會議
會前會
王司長○○出席 105 年監察院內政及少數民
族委員會巡察本部會議
施副司長○○出席桃園市龜山地政事務所啟
用典禮
張專門委員○○主持「實價登錄三法修法作
業」第 1 次工作會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財
政委員會第 9 次全體委員會審查預算法第
28、29 條修正草案
派員出席財政部「被占用國有非公用土地聯合
清理小組」第 7 次會議

V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