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6.5.1-5.31 大事紀彙整表
填表日：106.6.5
日期
司紀事
部紀事 備註
派員出席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召開「消費者保
1
護法第 56 條之 1 適用疑義」研商會議
2
王司長○○主持研商「原住民地區路牌標示地
名書寫方式」會議
施副司長○○出席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
聯合會與日本司法書士會連合會友好協議締
結典禮
王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 107 年
度零基預算檢討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蔡○○委員召開耕地三七五
減租落日事宜討論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賴○○委員高雄服務處召開
「高雄臺鐵機廠遷移時程及未來規劃」協調會
3
林常務次長○○主持「106 年陸資申請取得設
Ⅴ
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第 3 次審查會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林常務
次長○○主持本部(營建署)召開「法定空地買
賣移轉及土地登記事宜」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續審「前瞻基礎建
設特別條例草案」
4
派員出席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續審「前瞻基礎建
設特別條例草案」案
林常務次長○○主持研商「耕地三七五減租條
Ⅴ
5
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事宜」會議
林常務次長○○由王司長○○、周專門委員○
Ⅴ
○及營建署等同仁陪同，出席立法院 Kolas
Yotaka 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檢視市地重劃
程序正義公聽會」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蘇○○
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屏東縣公館新興天后宮
陳情「茲因援用日本本土工業神明會土地採分

別共有嚴重違誤。未依據原日據法院公證書，
該地段為公館 462 等 5 筆派下會員證明書確為
『公同共有物』
，請依土地法第 6 8 條及 69 條
規定重審更正」協調會
王專門委員○○出席臺中市林○○市長拜會
行政院張政務委員○○協調「臺中市動物屍體
處理自治條例修正草案涉用地變更事宜」
王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鄭○
○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不得私有土地劃定原則修正後相
關機關應配合辦理事項」協調會
張專門委員○○出席行政院召開研商「臺中設
置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中心之可行性」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蔣○○委員召開陳情人吳○
○因購屋資訊不足陳情事宜協調會
派員出席監察院調查龍崎工廠設置廢棄物掩
埋場案現地會勘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臺中市政府函報
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整體檢討構想審
查會議

8

施副司長○○主持研商「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
金保管款管理辦法」修正草案事宜
王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內
政委員會第 21 次全體委員會議續審「原住民
族語言發展法草案」
派員出席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召開研商適用耕
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國有耕、養地租約管理法
令適用疑義會議
派員出席親民黨立法院黨團召開研商「興建曾
文水庫時，因『以地易地』而遷出之農民有關
1、可否比照翡翠水庫之先例，依『從其原來
之使用』原則，解決耕種爭議。2、山坡地可

9

利用限度查定問題。3、暫未編定土地補辦編
定。4、
『從其原來之使用』的農民納入農損補
償對象等議題」專案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服務處召開研商
「桃園市龜山區華亞山莊銜接機場捷運 A7 站
地區區段徵收完成計畫道路(文藝路)需經私
人用地」協調會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法規委員
會)審查實價登錄地政三法修正草案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曾○○委
員詢問土地法第 76 條登記規費過高會議
施副司長○○率姬科長○○，出席葉部長○○
接見新北市政府朱○○市長就請助事項交換
意見(涉本司業務者為新泰塭仔圳市地重劃等
案)
王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召開朝野黨團協
商，審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原住民土地或部
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會議
王專門委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99 次會議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李○
○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臺北市內湖區派樂地
社區(地上權使用權住宅)」第 2 次協調會
派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研商行政院交
議交通部陳報「東西向快速公路台 76 線(原漢
寶草屯線)台 19 線以西路段改線工程」建設計
畫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法規委員會)召開審查住宅法
施行細則修正草案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召開
「106 年研商農舍相關議題」第 1 次會議
發布本部「2017 國土測繪圖資 GIS 專題應用
競賽」新聞稿

Ⅴ

10

11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56451 號令公布修
正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及第 17 條條文

Ⅴ

花 政 務 次長 ○○ 率 施 副司 長 ○ ○ 及 相關 同
仁，出席行政院張政務委員○○聽取本部報告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
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修正草案會議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131 次會議
王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內
政委員會第 21 次全體委員會議續審「原住民
族語言發展法草案」
派員出席立法院林○○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說明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佛頂山朝聖寺申辦福田孝親紀念園區興建
計畫基地開發免受 10 公頃限制案」行政協商
會議
王司長○○主持研商跨縣市收辦土地登記相
關事宜會議

Ⅴ

Ⅴ

司法院民事廳邱廳長○○率相關同仁，拜會王
司長○○研商討論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訴訟
繫屬註記登記修正事宜
派員出席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續審「前瞻基礎建
設特別條例草案」
12

花政務次長○○主持研商「宜蘭縣政府請求協
助釐清變更礁溪都市計畫(休閒渡假區整體開
發區)都市計畫程序」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 107 年度計
畫與預算統合協調小組會議─審議本部及所
屬 107 年度派員出國及赴大陸計畫、歲入及歲
出概算額度、額度外請增經費等項目
施副司長○○主持「106 年陸資申請取得設定

Ⅴ

或移轉不動產物權」第 4 次審查會

15

16

本部舉辦「應用衛星光學影像於東南海島礁調
查技術交流會議」
花政務次長○○由施副司長○○、陳專門委員
○○及相關同仁陪同，接見立法院江○○委員
及吳○○委員就租賃住宅市場發展條例(草
案)交換意見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科技會報
就本部「地價查估技術精進與實價登錄資料應
用發展計畫」107 年度經費召開協調會議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至立法院賴○○
委員國會辦公室說明「租賃住宅市場發展條例
草案」重點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黃○
○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臺中市不動產開發商
業公會詢問「一例一休」之施行，是否得依公
告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順延預售屋之交屋期限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續審「前瞻基礎建
設特別條例草案」
派員出席桃園市政府召開研商遠雄建設所有
機場捷運 A7 抵價地點交疑義
施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蔡○○
委員召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得否持憑
法院核發之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
移轉登記疑義協調會
許主任○○主持研商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
防制洗錢辦法及注意事項等 2 種草案第 2 次會
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吳○○委員召開「為陳○○君
陳情林口工一市地重劃案建築改良物查估補
償爭議」協調會
派員出席桃園市政府召開研商致茂電子投資

Ⅴ

林口新市鎮(A7 產業專區)申請投資抵減事宜
17

葉部長○○率王司長○○及相關同仁，出席立
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內政委員會第 22 次全體
委員會議審議「租賃住宅市場發展條例草案」

Ⅴ

施副司長○○出席本部(法規委員會)審查「國
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第 6 條條文修正草案
施副司長○○主持研商「本部 106 年對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地政業務辦理督導考評」行前
會議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陳○
○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
訴訟繫屬登記事宜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邱○○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農業用地申設太陽光電設施回饋金計收基準
修正辦法協調會
18

花政務次長○○率王司長○○及相關同仁，出
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內政委員會第 23 次
全體委員會議審議「租賃住宅市場發展條例草
案」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司法
及法制委員會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18 次全體委
員續審「陳○○委員等擬具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條文修正草案」會議
派員出席桃園市政府召開機場捷運 A7 站產業
專用區專案讓售案土地鑑界點交作業

19

施副司長○○率地價科同仁，出席本部 106 年
5 月份「預算執行協調會報」
、
「公共建設推動
會報」暨「全民督工檢討會議」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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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次會議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陳○
○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
訴訟繫屬登記事宜會議
22

花政務次長○○率王司長○○及相關同仁，出
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內政委員會第 24 次
全體委員會議審議「租賃住宅市場發展條例草
案」
，案經審議完竣並交付黨團協商

Ⅴ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法規委員
會)審查「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辦市地重劃辦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 1 次會議
施副司長○○出席本部「2017 國土測繪圖資
GIS 專題應用競賽」首場研習會(臺中場次)

23

派員出席行政院張政務委員○○召開農地保
護原則會議
王司長○○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00
次會議
施副司長○○主持「105 年度我國海域資料及
圖資整合建置工作案」第 3 期成果審查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高雄市政
府簡報「變更大坪頂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三次
通盤檢討)案」第 2 次會議

24

派員出席桃園市政府召開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
區段徵收開發案抵價地基地高程問題案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132 次會議
林常務次長○○主持「土地徵收條例修法諮詢

Ⅴ
Ⅴ

25

26

31

小組」第 3 次會議
辦理「電子航行圖資檢核及資訊服務平台建置
工作案」第 1 期成果驗收
派員出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召開公有不動產
無償撥用相關法令適用疑義討論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召開審查電信管理法草案會
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黃○○委員國會辦公室針對
國內重要藍藻產業認定歧異，恐造成國內業者
所有生產基地均為違法，嚴重響產業發展，召
開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研商下水道法全
案修正第 10 次會議
派員出席中華民國地籍測量學會召開第 19 屆
第 1 次會員大會暨「測繪圖資技術與地籍複丈
作業創新應用研討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聽取
彰化縣政府簡報「擬定擴大彰化市都市計畫主
要計畫案」第 4 次會議
王司長○○主持本部「在中華民國大陸礁層舖
設維護變更海底電纜或管道路線劃定許可案
第 113 次審查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聽取
雲林縣政府簡報「變更北港都市計畫(配合糖
廠文化園區及其附近土地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
盤檢討)案」第 2 次會議
王專門委員○○主持研議「我國垂直基準轉換
模式建置相關事宜」會議
陳專門委員○○率地籍科同仁，出席立法院黨
團協商，研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相關
事宜
派員出席立法院邱○○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變更條文內容適用疑義

協調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