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6.1.1-1.31 大事紀彙整表
填表日：106.2.7
日期
司紀事
部紀事 備註
廢除地目等則制度
Ⅴ
1
實施不動產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Ⅴ
載事項
財團法人台灣地理資訊中心陳建良董事長等 2
人到訪
中華民國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張○○理事
長等 6 人到訪
3
花政務次長○○由施副司長○○及相關同仁
陪同，接見原住民族委員會代表就部落遷建所
Ⅴ
需土地無法取得私有原住民保留地問題交換
意見
4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Ⅴ
第 124 次會議
王司長○○主持「106 年地政資訊硬體維護暨
機房操作維護案」建議書評選會
施副司長○○率同仁出席立法院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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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次協調會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法規
會)召開「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擬提出法案
制(修)定重點及進度」會議
王簡任技正○○出席立法院何○○委員就林
5
○○陳情霧峰山坡地保育區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無法申請建築執照協調會
張專門委員○○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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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次)
派員出席立法院吳○○委員國會辦公室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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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派員出席法務部召開研商「洗錢防制法新法授
權辦法訂立時程及相關配套」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推動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專

6

9

案小組」開發建設分組聯外運輸系統工作小組
第 18 次會議
派員出席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召開航空城範圍
內國一甲道路用地納入附近地區二期案
施副司長○○率同仁出席立法院陳○○委員
為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訴訟繫屬登記公示疑
義召開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苗栗縣政府辦理 128 線（3K+600-5K+780）
拓寬改善工程案」行政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楊○委員為不動產說明書應
記載事項問題建物適法性疑義
派員出席經濟部水利署召開雲林南部沿海地
區綜合治水規劃推動芻議-農田養水種電方案
可行性評估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為因應殯葬管理條例修法涉殯葬專區之土地
使用限制及相關配套問題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新北市政
府簡報「變更金山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暨都市計畫重製)變更內容綜理表編號
11.12-1.13 再提會討論案」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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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雄市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 1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林○○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協調大埔 3 戶和解事宜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向葉部長○○報告租
賃專法及土地徵收條例立(修)法進度
王簡任技正○○接見桃園航空城自救會民眾
陳情反對推動桃園航空城開發案
以台內地字第 1051310441 號令修正發布「地
籍測量實施規則」部分條文
張專門委員○○列席立法院黨團協商「電業法
修正草案」會議
周專門委員○○出席行政院召開「行政院長期
照顧推動小組」第 2 次委員會議

Ⅴ

10

王司長○○出席財團法人台灣地理資訊中心
董監事會議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績效評核
計畫草案研修會議
施副司長明賜向立法院蔣乃辛委員爭取 106
年預算解凍案
王簡任技正○○率相關同仁出席國家發展委
員會召開「研商經濟部函院陳報『工業區土地
出租優惠方案』會議」
王簡任技正○○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92 次會議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委員陳
○○國會辦公室召開 97 年行政院辦理原墾農
民訴求還我土地實施計畫與大南澳地區李○
○先生等人陳情案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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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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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次會議

11

12

張專門委員○○列席立法院召開第 9 屆第 2 會
期第 1 次臨時會，繼續黨團協商「電業法修正
草案」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研商「106 年度生活圈
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用地徵收執行事宜」會
議
派員至苗栗縣政府協商大埔 3 戶土地返還事
宜
派員出席經濟部召開「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區
段徵收提請國營會協調自來水管遷移及殘值
負擔」會議
周專門委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88 次會議
王司長靚琇出席行政院 006688 措施新政策套
案(草案)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舉辦臺東縣延

平鄉紅葉村及大武鄉愛國蒲部落災後復原重
建第 4 次專案平台會議
王司長○○出席中國土地改革協會理監事聯
席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研商桃園
航空城區段徵收環評事宜內部會議
施副司長○○出席內政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第 35 次會議

13

陳專門委員○○率同仁出席立法院林○○委
員召開「區分所有建物之一樓設置陽臺(法定
空地)，可否以附屬建物或共有部分辦理登記
疑義」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為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訴訟繫屬登記公示疑義召開第 2 次協調
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高○○○委員國會辦公室召
開原鄉長照立委推動平臺第 3 次會議

16

花次長○○率施副司長○○及相關同仁出席
科技部審查「無人載具製圖級感測器技術發展
計畫(107-110)」構想簡報會議

Ⅴ

邱政務次長○○率秦科長○○等出席立法院
鄭○○委員召開「土地法配合原住民基本法解
釋適用協調會」會議

Ⅴ

王司長○○出席法務部召開兩公約第 2 次國
家報告國際審查會(第一場)
派員出席考選部召開公務人員高考及普考專
業科目減列研商會議

17

施副司長○○出席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
聯合會會員大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簡○○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彭○○君陳情苗栗縣頭屋鄉象山段 101 地
號等 4 筆土地使用地編定」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台中市政

府簡報「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
次通盤檢討)案」第 6 次會議
王司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125
次會議
王司長○○出席 106 年第 1 次人事甄審委員會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林○
○委員召開「區分所有建物之一樓設置陽臺
(法定空地)，可否以附屬建物或共有部分辦理
登記疑義」第 2 次協調會

18

派員出席法務部召開兩公約第 2 次國家報告
國際審查會(第四場)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南投縣政
府簡報「變更草屯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第二階段】案」第 1 次會議

19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宜蘭縣政
府簡報「變更羅東都市計畫(部分工區及保護
區通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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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案範圍外新建地上物
越界」會議
即日起至 20 日止辦理「106 年度土地測量研
習主管班」(第 1 期)
林常務次長○○由王司長○○陪同，接見桃園
都發局盧○○局長就航空城事宜交換意見
施副司長○○主持「106 年陸資申請取得設定
或移轉不動產物權」第 1 次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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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檢討會議

Ⅴ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為「變更旗山都
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赴現場勘查
派員出席立法院林○○委員為劉○○購買北
市中正區建物違章疑義召開糾紛協調會
20

林常務次長○○主持「研商大陸地區人民商懷

Ⅴ

23

24

25

民等 44 人訴願案經行政院撤銷原處分後續處
理事宜」會議
派員參加本部(營建署)「研商訂定考古遺址容
積移轉辦法草案」第 3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蔡○○副院長辦公室召開臺
中 市 政 府為 新社 區 大 南台 地滯 洪 池 規劃 需
要，擬使用農委會種苗改良場經管國有土地案
協調會
王司長○○主持「農地重劃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第 2 次檢討會議
王司長○○主持「宜蘭縣、花蓮縣及臺東縣市
地重劃計畫書」審查會
派員出席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召開小水
力發電設施土地使用課題討論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土徵小組專案小組與本部都委
會專案小組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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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會議
陳專門委員○○主持研商「跨縣市收辦土地登
記」專案小組第 3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民政司)召開祭祀公業條例修
法第 2 次研商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研商租屋服務事業認
定及獎勵辦法(草案)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93 次會議
花政務次長○○主持「住宅租賃市場發展條例
草案」跨部會研商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孔○○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屏東縣來義鄉 106 年度部落（地方）建設座談
會

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