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5.11.1-11.30 大事紀彙整表
填表日：105.12.6
日期
司紀事
部紀事 備註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研商「金門
馬祖地區土地爭議案件處理方式」會議
施副司長○○出席監察院約詢臺東縣金峰鄉
與太麻里鄉土地管理與行政區域爭議案
王簡任技正○○出席本部(營建署)研商「各都
1
市計畫擬定機關報請本部都委會審議之簡易
審議處理原則」會議
陳專門委員○○主持「租賃住宅服務業管理條
例」第 1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86 次會議
派員出席教育部召開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
條例草案研商會議
葉部長○○由王司長○○及相關同仁陪同，出
Ⅴ
席立法院民進黨團柯總召○○召開「本部不予
許可大陸地區人民商○○等 44 人取得臺灣地
2
區不動產，經行政院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並
由本部於 2 個月內另為妥適之處分 1 案」協調
會
林常務次長○○（審查案件第 10 案以後，由
Ⅴ
紀委員○○代理）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119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服務處召開「研商
桃園市龜山區樂捷段 160 地號都市計畫未完
成變更前，為配合樂善國小規劃中華電信現及
台電電纜電線其管線申請疑義案」
花政務次長○○由施副司長○○及相關同仁
3
Ⅴ
陪同，出席立法院蘇○○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木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廢止徵收案」協
調會
王司長○○出席本部與中國土地改革協會等
共同辦理「第 25 屆兩峽兩岸土地學術研討會」
王司長○○主持續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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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林○○
委員召開「農業專業訓練課程開設及認定疑
義」協調會

4

派員出席立法院趙○○委員國會辦公室為土
地謄本農舍興建註記疑義召開協調會
派員出席行政院召開「再生能源設置之相關法
規討論」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84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臺南市政
府簡報變更玉井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再提會討論案會議
以台內地字第 1051309601 號令修正發布「加
強防範偽造土地登記證明文件注意事項」部分
規定修正規定
林常務次長○○主持召開「因應司法院釋字第
739 號解釋處理方案」第 5 次會議
王司長○○主持「租賃住宅服務業管理條例」
第 2 次會議
施副司長○○主持「105 年地政節慶祝大會委
外服務案」第 3 次工作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吳○○委員召開「協助釐清有
關「北投區第 13 號道路及 138、139 號綠地」
工程用地取得方式適法性爭議」協調會
派員出席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辦理第 11 屆「海峽兩岸不動產估價學術
研討會」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研商「106 年度社會住
宅包租代管試辦計畫(草案)」會議
王司長○○出席國際土地政策研究訓練中心
執行委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許○○委員召開「○○資產管
理公司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等規定從事不動產廣告活動」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中央編列預算補助彰
化縣政府行拆除新違章建築工廠作業之可行
性」研商會議
本部 105 年實價登錄教育訓練(第 3 期)。
王司長○○主持「高雄市第 89 期(原少康營
區)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書」審查會議
張專門委員○○主持「實價登錄三法修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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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業」第 1 次工作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召開研商礦業案件踐行「原住
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規定之時點會議

8

9

10

派員出席行政院召開「研商原住民族土地及部
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草案」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法規會)審
查「平均地權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審查「產
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
施副司長○○出席研商本部 105 年績效評核
分數與年終考甲比率分配會議
許主任○○主持編定「農地重劃工作手冊」第
8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887 次會議
花政務次長○○由施副司長○○及相關同仁
陪同，出席行政院「105 年地價稅開徵情形及
因應措施」記者會
林常務次長○○（審查案件第 14 案以後，由
王司長○○代理）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120 次會議
施副司長○○出席教育部「學產基金管理委員
會」不動產經營運用組及法令修訂暨組織定位
組 105 年度第 4 次聯席小組會議
施副司長○○出席行政院研商「沙烏地阿拉伯
駐華商務辦事處在華承租我國有土地以自建
館舍計畫書修正案」相關會議
王簡任技正○○出席立法院鄭○○委員召開
「南投縣水社自辦市地重劃籌備會陳情案」協
調會
周專門委員○○主持地政業務推動「政府機關
(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作業」說明會
派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彰化水五金田
園化生產聚落相關事宜」部會第 2 次工作會議
辦理雲林斗六人文特區區段徵收公益性與必
要性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會議
王司長○○主持「租賃住宅服務業管理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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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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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次會議
葉部長○○主持 105 年地政節慶祝大會
11

Ⅴ

施副司長○○出席行政院召開「崙尾及台西工
業區再生能源設置案」會議
派員向立法院姚○○委員國會辦公室說明地
價基準地及臺北市地價相關議題

13

14

派員參加巢運、房市改革行動聯盟、台灣土地
社會聯盟、都市改革組織及崔媽媽基金會共同
召開「地價税妥協就是居住正義跳票!呼籲中
央、地方政府堅持改革」記者會
林常務次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林○
○委員召開「高雄市仁武區通法寺北側計畫道
路開闢事宜」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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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陳○
○委員召開「苗栗縣竹南鎮大埔段中大埔小段
489 地號等 78 筆土地登記名義人金○○地籍
清理土地疑義案」協調會
辦理本部 105 年實價登錄教育訓練(第 4 期)
派員出席本部(民政司)召開「祭祀公業條例修
法研商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召開「嘉義鹽田設置太陽光電
辦理情形」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許○○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協調會
即日起至 16 日止，辦理 5 梯次「外國人地權
資料管理系統」教育訓練

15

王司長○○出席國安局空間情報管制協調會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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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副司長○○主持研商修正預售屋買賣履約
保證機制「同業連帶擔保」
、「公會連帶擔保」
及其補充規定相關事宜會議
許主任○○主持本司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MS)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88 次會議
派員出席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召開「研商修正國
有財產法第 42 條第 1 項第 2 款實際使用時間
及相關證明文件」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服務處召開「研商
桃園市龜山區舊路區舊路里淹水問題後續之
舊路溪改善工程辦理情形」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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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專門委員○○主持研商「跨縣市收辦土地登
記」專案小組第 1 次會議
王簡任技正○○出席立法院鄭○○委員召開
「南投縣水社自辦市地重劃籌備會陳情案」協
調會

17

派員出席立法院蔡○○、莊○○委員國會辦公
室召開「保障自用住宅 夫妻登記應放寬」記
者會
派員出席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委託鑑價公司辦
理實地會勘原告訴訟標的(高鐵彰化特定區行
政訴訟案)
派員出席經濟部研商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是否納入重劃方式會議
辦理金門金城三期及安歧一期區段徵收公益
性必要性報告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拜會財政部賦稅署討
論「租賃住宅服務業管理條例」相關事宜。
王簡任技正○○出席本部委託中國地理學會
舉辦 105 年地名資訊研討會與成果發表

派員出席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民法親屬編
部分條文等法案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研商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以設定地上權方式開
發之土地租金計收事宜」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85 次會議
王簡任技正○○出席立法院鄭○○委員召開
南投縣水社自辦市地重劃籌備會陳情區內土
地編定及塗銷註記事宜協調會
派員出席桃園市政府召開「機場捷運 A7 占地
區區段徵收案圖根點尚未佈設前土地鑑界作
業及點交作業處理模式會議」
王司長○○主持「研商不動產登記法草案」第
6 次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召開「研商
因公告地價調漲，國有土地及國營事業機構所
有土地之租金調整事宜」會議
許主任○○率相關同仁至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協調 A7 站區段徵收範圍外蝕溝用地取得協議
價購事宜
18

王簡任技正○○出席行政院審查原住民族語
言發展法草案
派員出席立法院許○○委員召開「桃園市大溪
區烏塗窟段 364、365 地號做宗教興辦事業計
畫等相關事宜」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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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旗山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第 1 次會議

21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法規會)「租
賃住宅服務業管理條例」草案聯席審查第 1 次
會議
施副司長○○出席本部 105 年度 11 月份「預
算執行協調會報」會議

22

23

陳專門委員○○率同仁出席立法院親民黨團
為新北市林口區力行段 73 地號土地原所有權
人陳炘(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繼承登記疑義案
召開協調會
派員出席新北新莊區公所召開機場捷運 A7 站
地區區段徵收範圍外蝕溝用地取得協議價購
說明會
派員出席本部(戶政司)召開研商晶片國民身
分證換發計畫事宜會議
許主任○○主持本司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MS)內部稽核會議
派員出席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舉辦「105 年在臺
陸商交流座談會」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召開「內政
部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監督小組」第 10
次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風力發電 4 年推動計畫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海岸管理審議會第 5
次會議
派員出席財政部促參平台第 68 次會議-研商
促參公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第 2
條修正案
派員出席臺南市政府召開「研議台糖於臺南市
和順寮農場區徵案領回抵價地上設有灌溉溝
渠及排水箱涵處理方式之現場會勘」
派員出席新北市泰山區公所召開「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區段徵收範圍外排水及銜接水路及
蝕溝治理用地取得協議價購」會議
花政務次長○○由王司長○○及相關同仁陪
同，出席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全臺地價税飆漲
情形與新政府後續因應之道」專題報告
林常務次長○○（審查案件第 3 案以前，由林
委員○○代理）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121 次會議
施副司長○○出席 105 年度績效評核審議小
組期末評核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資訊中心)地理資訊圖資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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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務平台頒獎暨成果研討會
派員出席原住民族委員會召開「原住民保留地
開發管理辦法修正草案」第 2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本部區域計畫委
員會審議「彰化縣政府依據行政院核定輔導未
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及全國檢討變更案」第
3 次行政程序審查專案小組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服務處召開「研商
機場捷運 A7 站區段徵收開發案範圍外，龜山
區牛角坡段牛角坡小段 100-1、100-3、100-19
地號陳情無道路出入案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變更土城
都市計畫(三通)案」會議
辦理桃園大溪行政園區區段徵收公益性必要
性現場會勘及聽取桃園市政府簡報會議
王司長○○出席本部(營建署)社會住宅及公
辦都更任務編組工作會議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趙○○
委員召開經濟部為辦理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
程計畫用地（阿姆坪工程隧道）疑義協調會
派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舉辦公共政策網路
參與平臺「國民提議之主協辦機關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吳○○委員召開「陳情人因台
北市區段徵收配售專案住宅事件提起訴願辦
理情形相關疑義案」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高雄市政
府簡報變更燕巢都市計畫(四通)案第 2 次會
議
花政務次長○○由姬科長○○陪同，出席經濟
部工業局出席召開「彰化水五金產業-田園化
生產聚落工作小組」第 4 次會議
王司長○○主持「東海與南海島礁環境變遷監
測及水深分析技術發展工作案」評選會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法規會)「租
賃住宅服務業管理條例」草案聯席審查第 2 次
會議
施副司長○○接受警廣 call out 採訪本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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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地籍異動即時通便民服務」
施副司長○○主持「105 年度跨領域地形圖徵
服務架構建置工作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王簡任技正○○主持「在中華民國大陸礁層鋪
設維護變更海底電纜或管道路線劃定許可案
第 110 次審查會」會議
周專門委員○○出席行政院召開協調指定露
營活動之主管機關會議
王簡任技正○○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吳○
○委員召開「協助釐清有關北投區八仙段二小
段 58-2 地號等 46 筆土地其中 37 筆土地，是
否適用徵收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第 2 款條文規
定，辦理廢止徵收」協調會
張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趙○
○委員高雄服務處召開「農地土地套繪管制相
關事項」協調會
以台內地字第 1051309601 號令修正發布「限
制登記作業補充規定」第 2 點規定，自即日生
效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內政委員
會審查 106 年度中央政府預算案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法規會)
「租賃住宅服務業管理條例」草案聯席審查第
3 次會議
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51308935 號令修正發布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部分條文及第 6
條附表一、第 6 條之 1 附表五、第 17 條附表
二、附表二之一、第 28 條附表四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臺北市政
府簡報「變更臺北市士林社子島地區主要計畫
案」第 1 次會議
施副司長○○率同仁出席司法院大法官為審
理會台字第 12198 號監察院聲請統一解釋案
說明會
許主任○○主持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審
查會議
王簡任技正○○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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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 次會議
陳專門委員○○主持地籍清理第 2 次工作會
報暨觀摩會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法規
會)「租賃住宅服務業管理條例」草案聯席審
查第 4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法制局召開「設定典權以房養
老之法制問題研析」專題研究報告
派員出席財政部召開「以國土保育為先之區域
重建綱要計畫有關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例外得
辦理租售案件，宜否增列嚴重地層下陷地區範
圍內依國有財產法辦理逕予出租、放租案件類
型」會議
林常務次長○○主持「經略南海‧永保太平收復南海諸島 70 周年紀念特展」會議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住宅法
修正草案」朝野協商
周專門委員○○出席 105 年本部及所屬網站
服務優良單位頒獎暨專題演講
辦理桃園市科技工業園區第二期開發計畫徵
收案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第 1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臺中市簡
報「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
盤檢討)」第 3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召開立法院
第 9 屆第 2 會期經濟委員會第 11 次全體委員
會議，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電業法修正草案」
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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