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5.12.1-12.31 大事紀彙整表
填表日：106.1.6
日期
司紀事
部紀事 備註
1
施副司長○○出席新北市 105 年度績優地政
單位暨人員表揚大會
王簡任技正○○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鄭○
○委員召開「南投縣水社自辦市地重劃區內地
號水社段 450-2、450-3 等 6 筆使用分區問題
及重劃爭議案」協調會
陳專門委員○○主持「研商不動產登記法草
案」第 7 次會議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朝野
黨團協商「民進黨團擬具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
案」會議
張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廖○
○委員召開「三明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處分土地案」協調會
王簡任技正○○出席本部「海洋法政研習會」
並於開幕致詞
派員出席行政院召開研商「運用閒置空間推動
社區整體照顧模式相關事宜」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姚○○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原正一紙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廢止丁種建
築用地變更編定為甲種建築用地計畫後之土
地編定事宜」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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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通
盤檢討)(含都市計畫圖重製)案」第 4 次會議

2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特定區域土地使
用分區檢討變更涉及後續提內政部區域計畫
委員會審查事宜第 2 次座談會(區委會 386 次
會議)」
施副司長○○主持「105 年度高程基準維護及
高程系統服務工作案」期末報告審查會
施副司長○○主持「105 年度移動載台測量製
圖技術發展工作案」期末報告審查會
施副司長○○主持「105 年度三維地形圖資技
術發展工作案」期末報告審查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嘉義縣政
府簡報「變更嘉義縣治都市計畫(合併都計暨
第一次通檢)案」第 1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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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常務次長○○主持「研商地籍清理土地權利
價金保管款專戶不足支應發給價金因應方案」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花政務次長○○
主持「討論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有關
用地取得作業精進會議」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司法及
法制委員會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9 次全體委員
會議審查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修正草案
派員出席立法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召開立法院
第 9 屆第 2 會期經濟委員會審查「電業法修正
草案」等案公聽會（第 2 場）
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51309673 號令訂定「不
動產經紀業從事國外不動產仲介或代銷業務
規範」，自即日生效
王司長○○主持「內政部 105 年度服務品質獎
《向下扎根向上提升--落實測量儀器校正》」
實地評審會議
花政務次長○○由王司長○○陪同，赴行政院
與行政院林副院長○○研商「擬定擴大彰化都
市計畫案」本部擬處理方式
林常務次長○○（審查案第 6 案以後，由王司
長○○代理）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122 次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法規會)審
查「土地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 1 次會議
施副司長○○出席立法院柯○○委員國會辦
公室召開新竹市政府於前溪段 582、587 等地
號設置路外停車場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第 6 條規定臨時使用協調會
施副司長○○出席科技部「105 年 12 月至 106
年 3 月研究船航次海域通報跨部會協商會議」
許主任○○主持「105 年度農地重劃區農水路
及相關改善工程先期規劃」期末簡報會議、106
年度辦理農地重劃先期規劃地區複勘檢討會
議
陳專門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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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報告審
查會
派員出席財政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投資平
台」第 69 次會議-研商「如何辦理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法第 51 條規定事項管制事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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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蔡○○委員國會辦公室說明
嘉義縣政府辦理縣道 168 新闢外環道徵收案
應補正事項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洪○○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彰化縣北斗工業區管理權責歸屬問題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服務處召開「○○
冷凍空調公司之既有水池及地坪位於機場捷
運 A7 站區段徵收開發案」範圍內會勘
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51309606 號令訂定發布
「有關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
部分條文經司法院釋字第 739 號解釋宣告違
憲，該辦法修正施行前自辦市地重劃各階段作
業因應措施」
葉部長○○由王司長○○陪同，預校「經略南
海‧永保太平-收復南海諸島 70 周年紀念特
展」
林常務次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林○
○委員召開紅毛港遷村案區段徵收內代德宮
廟地案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與土地徵收審
議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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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總統○○蒞訪「經略南海‧永保太平-收復
南海諸島 70 周年紀念特展」
，並由葉部長○○
主持開幕致詞
王司長○○出席本部(人事處)105 年度內政部
員額評鑑結論報告(初稿)會議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羅○○
委員召開「新店區廣興長福岩(清水祖師廟)
六十三公合陳情土地正名登記申請」第 2 次協
調會
周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經濟部研商
「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納入
重劃方式」第 2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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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審查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高雄市簡
報「變更高雄市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配
合和發產業園區開發後土地處理方式）案」第
2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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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聽取臺
南市政府簡報「變更南科特定區計畫(不含科
學園區部分)(新市區建設區 F 及 G 區)」區段
徵收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會議
花政務次長○○由姬科長○○陪同，與國家發
展委員會曾副主委旭正聯席主持「彰化水五金
田園化生聚落相關事宜」跨部會協商第 3 次會
議
施副司長○○出席本部(統計處)「內政部統計
委員會」105 年會議
王簡任技正○○參加立法院社福及衛環委員
會辦理桃園市復興區三民基國派教會、衛生
所、比亞外部落長照服務據點及機構用地及建
築物取得與合法使用問題相關業務考察
許主任○○主持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104 年度研發活動是否符合「公司研究發展支
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第 2 條、第 2 條之 1 及
第 3 條規定專案審查會
陳專門委員○○主持「LiDAR 技術更新數值地
形模型成果工作案(105-106)」第二期成果審
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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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審查會
張專門委員○○主持研商「跨縣市收辦土地登
記」專案小組第 2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林○○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研商農地上工廠相關法案事宜
派員出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召開研商「山坡地
保育利用條例」第 37 條修正草案會議
辦理機場捷運 A7 站開發區產業專用區讓售案
土地點交作業
王司長○○主持 105 年地政機房網路佈線設
計暨升級精進案評選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90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蔡○○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嘉義縣政府辦理縣道 168 新闢外環道徵收
作業事宜」協調會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吳○○委
員國會辦公室說明「金○○代理邱○○等請求
確認徵收失效案」
王司長○○主持「105 年各直轄市及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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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地價基準地審議會議」
施副司長○○主持本部第 47 期「都市地區地
價指數」(初稿)審查會
施副司長○○出席本部(會計處)召開「內部控
制專案小組」第 11 次委員會議
施副司長○○出席本部(秘書室)召開「內部稽
核專案小組」第 3 次會議
周專門委員○○出席「內政部資訊發展推動小
組」第 58 次會議暨「內政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第 2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召開第 13 次全體
委員會議變更議程，繼續併案審查「電業法修
正草案」等 11 案會議
派員出席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區段徵收範圍廢止徵收行政訴訟案
派員出席本部(役政署)「105 年下半年替代役
績優單位及役男表揚大會」
王司長○○主持「105 年陸資申請取得設定或
移轉不動產物權」第 7 次審查會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張廖○
○委員召開地價稅爭議修法研商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研商有關原始編定之山坡地保育區丁種建
築用地及窯業用地位屬第一級環境敏感水庫
集水區範圍者申請變更編定疑義」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召開第 13 次全體
委員會議變更議程，繼續併案審查「電業法修
正草案」等 11 案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87 次會議
派員出席交通部航港局召開研商紅毛港遷村
計畫用地區段徵收財務結算等事宜會議
花政務次長○○由王司長○○等陪同，出席行
政院(由張政務委員○○主持)召開「田園化生
產聚落工作小組」第 5 次會議
王司長○○主持「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
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等公會代表就地籍測量實
施規則第 273 條修正草案內容會談」會議
王司長靚琇率相關同仁與不動產經紀業者溝
通租賃住宅服務業管理條例規範內容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就全
部 繼 承 人無 法聲 請 繼 承登 記之 原 住 民保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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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涉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執行釋疑協調
會
陳專門委員○○出席本部(建研所)「研商本部
配合勞動部青年就業領航計畫開發優質職缺
後續辦理事宜會議」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司法及
法制委員會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22 次全體委員
會議續審陳○○等人擬具查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修正草案會議
花政務次長○○主持研商「實價登錄三法修正
草案」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法規會)審
查「土地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 2 次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向花政務次長○○及
林常務次長○○報告土地徵收條例修法方向
施副司長○○主持「104 年度釣魚臺列嶼主權
議題資料蒐整研析工作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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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研商「院交議農
委會所報為配合交通部辦理『奮起湖地區整體
振興計畫之規劃』案，請同意嘉義縣竹崎鄉奮
起湖地區 1.839677 公頃國有土地內符合 82 年
7 月 21 日前已實際使用者 48 筆 0.477741 公
頃，不受『以國土保育為先之區域重建綱要計
畫』公有土地出租限制一案」會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國會
辦公室召開林○○君陳情「東引東段 144-2(1)
地號測量界址糾紛」暨「馬祖地區權屬未定登
記糾紛」協商會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邱○○委員召開
「私法人持憑申辦所有權移轉與農業發展條
例 33 規定疑義」第 2 次協調會
王簡任技正○○參加「部長聽取『原住民現有
建築物之合法化問題與解決方式-以蘭嶼為
例』及『雨遮及地下停車位公設建築與登記問
題與解決方式』專案簡報會議
林常務次長○○（審查案第 7 案以前，由王司
長○○代理）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123 次會議
王司長○○率出席本部(政風處)105 年第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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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會報
施副司長○○賜出席本部預算協調會報
林常務次長○○率施副司長○○及相關同仁
出席「行政院離島建設指導委員會」第 14 次
會議會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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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司長○○主持「研商不動產登記法草案」第
8 次會議
施副司長○○出席本部(法規會)審議 106 年
度法規整理計畫
施副司長○○主持本部「104 我國當前重要海
域權利主張及維護策略研析工作案」期末報告
審查會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柯○○委員國會
辦公室召開「臺大新竹分院湳雅院區擴建計畫
案」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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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簡任技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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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農委會水保局召開「研商機場
捷運 A7 站地區區段徵收第二期開發水土保持
計畫變更事宜」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法務部研商「戒嚴
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修正事宜會議
王司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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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次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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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會議
王簡任技正○○主持我國海域調查成果加值
運用與圖資管理評選會議
王簡任技正○○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蘇○
○院長召開「協調新北市三重區市地重劃相關
疑義案」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趙○○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氫能示範站」之土地使用法規、安檢法規及
其他相關設立提醒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訴願會)召開「內政部訴願審議
委員會」第 1152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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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向立法院陳○○委員國會辦公室說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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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地價、公告現值、地價税、房屋税等税率問
題
林常務次長○○率王簡任技正○○及相關同
仁出席立法院鄭○○委員召開桃園航空城區
段徵收權益保障公聽會
沈主任秘書淑妃由施副司長○○及相關同仁
陪同，出席行政院離島建設指導委員會第 14
次會議
王司長靚琇率相關同仁出席張政務委員○○
主持雲林離島工業區台西區設置再生能源設
施規劃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召開雲林
縣政府請助事項第 2 次會議（雲林離島工業區
台西區未來發展）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91 次會議
派員出席新北市政府召開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
區段徵收範圍外排水及銜接水路及蝕溝治理
用地取得協議價購第 2 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向葉部長○○專案報
告萬通案(大陸地區人民商懷民等 44 人訴願
案經行政院撤銷原處分後續處理事宜)進度及
租賃專法推動歷程與辦理情形
王司長○○出席本部 105 年第 10 次人事甄審
委員會及第 16 次考績委員會
施副司長○○出席本部例行性記者會(本司為
不動產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
施副司長○○主持「已徵收取得尚未依徵收計
畫完成使用之閒置土地列管進度」會議
派員出席原住民族委員會第 127 次委員會議
派員出席經濟部召開「工業區土地市價化優惠
方案跨部會推動小組」第 14 次會議
花政務次長○○及林常務次長○○由施副司
長○○率相關同仁陪同，共同接見高雄市許副
市長○○及經濟發展局就和發產業專用區案
交換意見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司法及法
制委員會召開「原墾民權益與環境保護、國土
保安之衡平－因政策管理機關不同造成事權
不一，未來原墾民地權應如何劃分權責主管機
關」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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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副司長○○主持建置「房地價稅制度研商平
台」籌備會議
施副司長○○出席本部人權工作小組第 15 次
會議
周專門委員○○主持 106 年全國土地基本資
料庫精進案評選會
派員出席本部(戶政司)召開研商全面推廣政
府服務流程改造─「免戶籍謄本」工作圈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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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
次通盤檢討)案」第 4 次會議
派員出席桃園市政府召開研商「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部分範圍外越界地上
物後續處理方案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秘書室)召
開內政業務與公民社會策略研析座談會
施副司長○○接受中央警察廣播電台 Call
out 不動產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
王簡任技正○○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水
資源相關議題及農田多目標水塘開發議題會
議
派員驗收 105 年度地名資訊應用推廣及資料
庫維護機制研擬工作案
派員驗收 104 年度我國當前重要海域權利主
張及維護策略研析工作案
派員出席立法院李○○委員召開「孫○○君為
高雄市第 67 期烏松區華美自辦市地重劃籌備
會權益」協調會
以台內地字第 1050448537 號令核釋發布土地
法第 18 條有關塞席爾共和國人在我國取得土
地權利之解釋
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50084707 號令核釋發布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壹第 13 點（驗收）有關「接通自來水、
電力」及「達成天然瓦斯配管可接通狀態」之
管線費用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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