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6.2.1-2.28 大事紀彙整表
填表日：106.3.3
日期
司紀事
部紀事 備註
派員出席立法院廖○○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2
「臺東縣東河鄉七里橋等附近地區海岸一定
限度內土地不得私有案協調會」
花政務次長○○率王司長○○及相關同仁，出
Ⅴ
席行政院張政務委員○○主持「研商內政部精
進實價登錄與地價查估制度計畫會議」
6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向葉部長○○報告「住
宅租賃市場發展條例草案」立法重點及進度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司法院召開訴
訟繫屬登記制度公聽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副院長蔡○○國會辦公室召
開詹○○先生等人，陳情取得苗栗縣卓蘭鎮中
角段 864 地號等 13 筆登記為「有應公祀」所
有土地協調會
王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桃園市政府
召開桃園航空城都市計畫後續推動程序研商
會議
即日起至 10 日止，辦理 105 年公務人員高普
考地政類科錄取人員地政專業法令集中實務
訓練班
施副司長○○主持研商「本部 106 年對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地政業務執行績效督導考評項
目」事宜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至政次長室討論「住宅
租賃市場發展條例草案」(部長報告後修正方
向)
7
派員出席立法院廖○○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三重區仁信段 33、35 地號三七五減租法規
疑慮」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中央住宅及都市
再生推動中心設置條例草案暨都市更新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公聽會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研商國家住宅及
都市再生推動中心設置條例(草案)」會議

8

9

10

施副司長○○出席本部 106 年度 2 月份「預算
執行協調會報」會議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年度業務檢討、現地勘查會議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葉部長○○主
持大埔三戶返還土地和解案協商會議
張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國發會召開
經濟部函院陳報興建國家會展中心(桃園、台
中、台南)綱要計畫(草案)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89 次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彰化水五金產業-田園化生
產聚落相關事宜部會」第 4 次工作會議
花政務次長○○由王司長○○率相關同仁陪
同，主持「住宅租賃發展條例」草案公聽會(臺
北場)
王司長○○由測量科同仁陪同，接見中華民國
測繪業商業同業公會高理事長○○等相關公
會代表就測繪業務推展交換意見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與陳○○老師討論土
地法第 34 條之 1 草案條文架構及修正重點
施副司長○○出席本部 105 年度施政績效評
估審核小組會議
許主任○○主持「105 年公務人員高普考地政
類科錄取人員地政專業法令集中實務訓練班」
結訓綜合座談
王司長○○主持「住宅租賃市場發展條例草
案」公聽會(臺中場)
王專門委員出席本部國會聯繫會報
派員出席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召開「臺北市政府
（地政組）市政顧問座談會」

13

派員出席立法院黃○○委員召開「鴻泰礦業公
司承租國有土地續約租金疑義」第 3 次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王○○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研商賽席爾商史蓋普科技公司台灣分公司
土地標售登記問題」協調會

Ⅴ

Ⅴ

即日起至 17 日止，辦理「105 年公務人員高
普考測量製圖類科錄取人員測量專業法令集
中實務訓練班」
以台內地字第 1061302427 號令修正發布「土
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並定自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1 日施行
14

Ⅴ

王司長○○主持「住宅租賃市場發展條例草
案」公聽會(高雄場)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94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洪○○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彰化縣芳苑鄉永興海埔新生地歸屬與活化
再利用案」協調會
派員出席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舉辦「APEC 跨境
隱私保護規則（CBPR）體系能力建構研討會」
派員出席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研商國有耕地放
租實施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實務執行疑
義」會議

15

16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126 次會議
林常務次長○○由張科長○○等相關同仁陪
同，出席監察院約詢調查新竹市茄苳接西濱聯
絡道路新闢工程案
王司長○○受邀參加本部國土測繪中心 70 週
年慶祝大會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研商「中央興辦社會住
宅出租辦法(草案)」會議
派員出席桃園市政府召開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
區段徵收開發案範圍內樂善福德祠金爐部分
結構越界事宜

Ⅴ

花政務次長○○由陳專門委員○○及測量科
同仁陪同，接見高雄市政府許副市長○○就景
觀陽臺辦理產權測繪登記問題交換意見

Ⅴ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向花政務次長○○報
告土地徵收條例修法諮詢小組委員建議名單

Ⅴ

許主任○○主持「106 年地籍資料優質化統計
分析系統功能擴充及數位服務個人化資訊系
統建置案」評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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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民眾申請承購新北市新店區國有地」協調會
王司長○○主持「105 年公務人員高普考測量
製圖類科錄取人員測量專業法令集中實務訓
練班」結訓綜合座談
派員出席立法院吳○○委員國會辦公室針對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段 2 小段 58 建號所有權移
轉登記疑義案召開協調會
17

派員出席立法院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地政機關因轉換電子檔作業失誤致未能如
實繼承登記，衍生買賣或贈與等時效責任疑
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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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次會議

18

20

21

王司長○○主持「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區段徵
收」第一期範圍外之土地、房舍及廠房於公共
工程完工後通行道路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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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次工作會
議工作會議
陳專門委員○○主持研商「跨縣市收辦土地登
記」專案小組第 4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法規會)審查「國家住宅及都市
更新中心設置條例」草案會議
周專門委員○○代表接見本部資訊中心施主

22

23

24

任○○率同該中心及移民署同仁到訪，討論地
政資訊大樓設置本部資料中心備援機房事宜
辦理「106 年度土地徵收研習班」第 1 梯次
賴委員○○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之專
案小組聽取「嘉義縣政府辦理『嘉義縣馬稠後
後期產業園區開發案』徵收土地之公益性及必
要性評估報告」第 2 次會議
辦理「106 年度土地徵收研習班」第 2 梯次
派員出席立法院蘇○○委員召開「大永興業股
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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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員出席行政院召開研商「擴大幼兒教保公共
化計畫草案」事宜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召開「再生能源發展狀況及推
動策略」會議
辦理「106 年度土地徵收研習班」第 3 梯次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90 次會議
派員出席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召開臺北市政府
（地政組）市政顧問座談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臺南市政
府簡報「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調整幹 3-1 號道路附近附帶條件地區)
案」第 1 次會議
花政務次長○○由施副司長○○及相關同仁
陪同，出席李○○委員召開有關嘉義市九華山
地藏庵擬將嘉義市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嘉義
濟美仁愛之家土地更名為該寺廟所有協商會
議
王司長○○主持 106 年我國海域基礎調查及
測繪工作案評選
王司長○○由洪○○科長陪同，接見金門縣政
府建設處李○處長等人就金城三期區段徵收
開發案交換意見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至行政院交通環境資
源處報告「住宅租賃發展條例」草案立法目

Ⅴ

的、內容及效益
王專門委員○○主持本部「105 年度我國海域
基礎調查測繪工作案」第 3 期成果審查會
周專門委員○○主持 106 年「資訊安全管理系
統(ISMS)」維運服務案評審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彰化縣政
府簡報變更「大城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第 1 次會議
派員出席經濟部工業局「彰化水五金產業-田
園化生產聚落工作小組」第 6 次會議暨院長會
議會前會
派員出席法務部召開「報請行政院指定排除適
用洗錢防制法第 9 條大額交易申報規定之事
業或人員會銜函(稿)」會議
派員出席台中高等行政法院辦理實地會勘原
告訴訟標的(高鐵彰化特定區行政訴訟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