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6.7.1-7.31 大事紀彙整表
填表日：106.8.5
日期
司紀事
部紀事 備註
3
王司長○○與逢甲大學何○○副教授商談市
地重劃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工作案方向
王司長○○接見立法院張○○委員國會辦公
室林○○助理及新北市議員李○○，就新北市
港泰自辦市地重劃抵費地案交換意見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聆聽國立政治大學地
政學系陳○○教授講授「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之再檢視」
，並交換意見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委託辦理「辦理
海岸資源調查第二期計畫」期中報告審查會
派員出席經濟部水利署召開「水利事業穿越私
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收補償辦法」修
正草案跨部會第 2 次研商會議
鄭科長○○陞任專門委員
陳視察○○陞任土地登記科長；洪視察○○陞
任地用科長
地權科秦科長○○調任地籍科長；地用科張科
長○○調任地權科長
4
王司長○○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本部辦理
重大爭議案件座談會─以『擬定桃園國際機場
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為例」及赴現
場勘查
王副司長○○出席國安會南海議題專家學者
會議
陳專門委員 ○○率本司及營建署等相 關同
仁，拜會全國不動產及永慶房屋說明「106 年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及租賃住宅市場發展
及管理條例草案」推動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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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次）
花政務次長○○由洪科長天貺及營建署同仁
陪同，出席立法院黨團繼續研商「前瞻基礎建
設特別條例草案」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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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派員出席連江縣政府召開研商「馬祖地區土地
總登記推動小組」第 3 次會議
花政務次長 ○○率本司及營建署等 相關同
仁，拜會東森房屋及中信房屋等仲介業者，說
明「106 年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及租賃住宅
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草案」推動進度
王司長○○率本司及營建署等相關同仁，拜會
美商 ERA 不動產及群義房屋仲介業者，說明
「106 年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及租賃住宅
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草案」推動進度
王司長○○代理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135次會議
王副司長○○率地籍科同仁，出席立法院陳○
○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土地重劃因業務需要
申請第一類土地登記資料」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研商新北市政府
函報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整體檢討構
想工作會議
以內授中辦地字第1060422274號函釋，有關債
權人為確保債權，得否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
位請求退還已廢止營業許可之經紀業者原繳
存之營業保證金之處理原則
王司長○○由測量科及土地登記科同仁陪
同，與本部營建署同仁討論景觀陽臺登記事宜
陳專門委員 ○○率本司及營建署等 相關同
仁，拜會太平洋房屋仲介業者，說明「106 年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及租賃住宅市場發展
及管理條例草案」推動進度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容積移轉估價報告書
範本（含古蹟及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委託服
務案第 1 次工作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費○○委員召開陳情人葉○
○與信義房屋間價金斡旋疑有隱瞞，影響權益
問題協調會
王司長○○率王副司長○○及相關同仁，向葉
部長○○報告民眾申請收回被徵收之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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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菜市場土地案
王司長○○率本司及營建署等相關同仁，拜會
21 世紀不動產業者，說明「106 年社會住宅包
租代管計畫及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草案」推動進度
陳專門委員○○出席花政務次長○○主持本
部(營建署)召開「租賃住宅事務推動聯繫會
報」
派員出席經濟部召開「修正公司登記檔案卷保
存年限」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聽取
高雄市政府簡報「變更旗山都市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第 2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召開「全
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策略及指導原則」工作會
議
葉部長○○、王司長○○及王副司長○○等出
席本部舉辦「2017 新南向測繪及空間資訊國
際論壇」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林常務次長○○
主持本部籌備小組第 9 次會議會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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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協助政府宣導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暨地方問政
服務需要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蘇○○院長辦公室召開協調
有關「新北市三重區市地重劃相關疑義案」協
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召開
變更高雄市大坪頂以東地區主要計畫（第四次
通盤檢討）
（第二階段）案會議
派員出席科技部召開南海科學合作研究平台
協商會議
11

葉部長○○、花政務次長○○率王司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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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同仁，參加亞洲不動產學會暨世界華人不
動產學會 2017 年國際聯合學術研討會(連續 2
日)
派員會同本部法規委員會出席國家發展委員
會召開研商「法規政策影響評估作業手冊」會
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聽取
臺中市政府簡報「變更豐原都市計畫(第三次
通盤檢討)案」第 1 次會議
辦理 106 年新北市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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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葉部長○○主持
本部籌備小組第 9 次會議
王副司長○○主持「106 年度數值地形模型成
果加值應用服務工作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王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吳○○
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有關臺北市政府興辦
『社子大橋新建工程第一期第 2 標（北投端
Sta.1k 700~2k 525）』奉准徵收臺北市北投區
八仙段二小段 58-2 地號等 46 筆土地，原土地
所有權人已完成再續切結無償提供使用，後續
辦理廢止徵收之適法性研議」會議
王副司長○○主持「106 年陸資申請取得設定
或移轉不動產物權」第 5 次審查會
陳專門委員○○主持「106 年度三維地形圖資
技術發展工作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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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案」協調會
辦理 106 年臺北市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花政務次長○○由王司長○○及張科長○
○、洪科長○○等陪同，接見臺南市政府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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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書長及需用土地人交通部鐵路改建
工程局代表，就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仁
德區)土地徵收案交換意見
王司長○○率陳專門委員○○及地價、交易二
科科長暨營建署同仁，與花政務次長○○討論
租賃住宅政策推動情形之說明資料
王司長○○主持本司 106 年第 3 次擴大主管會
談
王司長○○出席 106 年第 8 次人事甄審委員會
及第 8 次考績委員會會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林常務次長○○主持「兩
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管考規劃討論會議」
派員與本部資訊中心研商內政部組改資訊業
務分工協調會
派員出席台南市議員王○○服務處召開「余○
○先生同一建築基地辦理法定空地分割程序
執行疑義」案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桃園市觀音區下埔頂段 1024、1027 地號等 2
筆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設置小型風力發電機
設置申請爭議協調會
派員出席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召開「原住
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暨土地及海域使用管制機
制專家學者座談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廖○○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李清澄君陳為有關新北市泰山區大窼坑段大
窼坑小段 438-2 地號土地分割及地籍圖重測
成果公告損害權益事宜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法制局召開交通路線穿越私
有土地上下空間之權利保障與修法方向研析
專題研究報告（初稿）座談會
15

派員出席台北市測量技師公會舉辦第 6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無人飛行系統在測繪領域
的應用趨勢及 e-GNSS 定位系統營運現況及後

驗證服務研討會」及工程倫理課程
周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召開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第 1 期特別預算案聯席審查會議(連續
3 日)

17

18

陳專門委員 ○○率本司及營建署等相關同
仁，拜會信義房屋仲介業者，說明「106 年社
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及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
管理條例草案」推動進度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 105 年度「編製住
宅價格指數並定期發布」委託專業服務案 106
年第 1 季季報審查會
辦理 105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測量製圖類科錄取人員測量專業集中實務訓
練(連續 5 日)
以台內地字第 1061305153 號函停止適用「改
進地政風紀要點」
，自即日生效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林常務次長○○
主持本部籌備小組第 10 次會議會前會
王司長○○出席財團法人台灣地理資訊中心
第 21 屆第 10 次董監事聯席會
王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受理桃園市龍岡路
合理拓寬自救會民眾遞交陳情書
王副司長○○率地用科及編定科同仁，出席監
察院約詢龍崎工廠設置事業廢棄物掩埋場等
相關案情
陳專門委員○○率地籍科同仁，出席國家發展
委員會審查「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107 年度施政
計畫草案」第 6 場次會議─審查本部 107 年度
施政計畫草案
陳專門委員○○主持「106 年度高程基準維運
及測量參考系統服務工作案」期中報告審查會

議
鄭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2 次臨時會經濟委員會第 1 次全體委員會召開
審查「礦業法修正草案」會議
派員至立法院陳○○委員國會辦公室說明
106 年新修正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訴訟繫屬註
記登記之實務辦理情形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03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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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106 年澎湖縣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王司長○○代理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136 次會議
王副司長○○出席本部 106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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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2 次臨時會經濟委員會第 1 次全體委員會召開
審查「礦業法修正草案」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姚○○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亞昕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陳情建議維持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73 條修正前屋簷及雨
遮得以附屬建物辦理測量案」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日據時期戶主死亡得否由配偶繼承爭議案協
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姚○○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新北市板橋區永翠段 33、38 地號等 2 筆土
地申請土地增值稅重新核定案」協調會
辦理 106 年新竹縣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葉部長○○主持
本部籌備小組第 10 次會議
王司長○○接受住展雜誌訪問預售屋契約議
題

王副司長○○主持「106 年度跨領域地形圖徵
服務架構建置工作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王副司長○○出席行政院召開保護農地之策
進作法及田園化生產聚落推動規劃事宜會議
周專門委員○○主持宜蘭縣及高雄市市地重
劃計畫書審查會議
鄭專門委員惠月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2 次臨時會經濟委員會第 1 次全體委員會審查
「礦業法修正草案」會議
周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逢甲大學何
○○副教授召開研訂市地重劃條例及其施行
細則工作案第 1 場工作小組研商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聽取
桃園市政府簡報變更觀音(新坡地區)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 1 次會議
派員出席交通部港務局召開研商「金門自大陸
引水工程」申請大陸船舶至金門海域施工會議
辦理 106 年新竹市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21

花政務次長○○由王司長○○及相關同仁陪
同，出席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
會全國聯合會第八屆理事長暨理監事授證典
禮
王副司長○○主持「我國海域調查成果加值應
用與圖資管理工作案」第 2 期成果審查會議
王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國家發展委員
會召開「107 年度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
業」委員會前會議
王副司長○○主持「106 年試辦電腦大量估價
模型建置委託專業服務案」第 1 次工作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周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
開苗栗縣大湖鄉南湖段 946-2 地號界址爭議
及 946-5 等地號徵收補償爭議協調會
派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2017 年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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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總會白皮書」建言之回應及處理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研商花蓮縣政府
函報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整體檢討構
想工作會議
派員出席國有財產署召開「研商新北市土城區
『運校自辦市地重劃區』範圍內本署經管運校
段 150-2、149-4、1139-2 地號等 3 筆國有土
地地下掩埋物清運及代墊費用抵扣相關事宜」
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秘書室)召開研商本部聴證作
業手冊第 3 次會議
派員出席苗栗地方法院審理苗栗大埔國賠案
辦理 106 年苗栗縣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王司長○○主持「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修正草
案」政策諮詢會議；司法院謝前副院長在全受
邀出席提供意見
王副司長○○主持「106 年度重力基準維運及
重力測量服務工作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王副司長○○主持「106 年度移動載台測量製
圖技術發展工作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王副司長○○率編定科同仁，出席行政院召開
沼氣發電相關法規之調適會議
派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研商院交議，
交通部陳報『國道 3 號銜接台 66 線增設系統
交流道工程』建設計畫」會議
派員出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鄭副主任委員○
○拜會花政務次長敬群商談「陸銀在臺分行辦
理不動產抵押貸款業務之程序」等議題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林○○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高雄市仁武區通法寺陳情「仁武仁和南街 27
巷開闢工程」協調會(第 4 次)
陳視察○○陞任公地行政科長
Rosslyn Noonan 女士率小組來台進行國家人
權委員會之評估並拜會葉部長○○，本司由王
副司長○○代表本司共同出席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林常務次長
○○主持本部籌備小組第 11 次會議會前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04 次會議
派員出席財政部召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投資
平台第 80 次推動會議-106 年『促參招商及投
資契約參考文件修訂』專業服務案成果草案」
期中審查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賴○○委員國會辦公室召
開李○○陳情前桃園縣大園鄉竹圍段田寮子
小段 527-1 地號等土地徵收補償費相關法令
釋疑案協調會
辦理 106 年桃園市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26

周專門委員○○率陳科長○○與本部資訊中
心討論「內政部組改資訊業務權責分工」協調
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研商新竹市政府
函報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整體檢討構
想工作會議

27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為審
議宜蘭縣冬山鄉「丸山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
辦理第 2 次現地會勘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研商租屋服務事
業認定相關事宜會議
辦理 106 年臺中市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61305305 號令修正發布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部分
條文
陳科長○○陞任專門委員
王司長○○主持「研商市地重劃區內遺址搶救
發掘費用、因保存遺址發給所有權人之損失補
償費、保存獎勵金，及自辦市地重劃區內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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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管理及維護費用得否納入重劃共同負擔
項目」會議
王司長○○率本司同仁會同本部法規委員會
及營建署同仁，向花政務次長○○及林常務次
長○○報告高雄市景觀陽臺案
王司長○○向花政務次長○○報告財團法人
亞洲土地改革及農村發展中心解散及清算辦
理情形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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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和美都市計畫（第四次
通盤檢討）案」第 3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海岸管理審查會第 10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趙○○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有關金門縣金寧鄉公所擬依『離島建設條
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補公告該鄉鎮西段
2006 地號等 41 筆土地疑義案」協調會
辦理 106 年彰化縣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沈主任秘書○○由營建署及本司編定科同仁
陪同，代表葉部長○○出席行政院原住民族基
本法推動會第 6 次會議
王司長靚琇主持本部參加第 35 屆全國地政盃
活動競賽籌備工作會議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蔡副
院長○○召開「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後之農業用
地興建農舍領得使用執照，農舍所有權人為二
人共有，建物得否辦理分割案」協調會
簡○○委員代理王召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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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次審查會
周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逢甲大學何
○○副教授召開研訂市地重劃條例及其施行
細則工作案第 2 場工作小組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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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出席立法院 Kolas Yotaka 委員國會辦公
室召開研商花蓮縣玉里鎮安座段土地陳情案
第 1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林○○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高雄市仁武區通法寺陳情「仁武仁和南街 27
巷開闢工程」協調會(第 5 次會議)
辦理 106 年南投縣政府暨所轄地政事務所地
政業務督導考評事宜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葉部長○○主持
本部籌備小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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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13 線鄉道(同新
路)道路拓寬工程」補辦徵收員山鄉慶安段
1167 地號土地案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專案小組與都市
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共同聽取臺南市政府簡
報「變更歸仁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含
計畫圖重製案」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聽取
臺南市政府簡報「變更歸仁都市計畫(第四次
通盤檢討)(含計畫圖重製)案」第 2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吳○○委員召開「有關臺北市
政府興辦『社子大橋新建工程第一期第 2 標
（北投端 Sta.1k 700~2k 525）』
，奉准徵收臺
北市北投區八仙段二小段 58-2 地號等 46 筆土
地，原土地所有權人已完成再續切結無償提供
使用，後續辦理廢止徵收之適法性研議」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探討農地在綠能發展中的角色與如何兼顧農
地農用座談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花蓮服務處召開
花蓮縣鳳林鎮擬興建中興部落聚會所用地取
得疑義案為例等協調會
本司同仁與營建署同仁共同代表葉部長○○
出席行政院審查「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
例」草案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研商台東縣政府
函報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整體檢討構
想工作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