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6.9.1-9.30 大事紀彙整表
填表日：106.10.5
日期
司紀事
部紀事 備註
王司長○○率登記科、地價科及交易科等同
仁，出席行政院唐○政務委員辦公室召開「開
放政府聯絡人第 17 次協作會議」
，討論「房價
改實坪計價，公設坪數可登記但不計價」案
鄭專門委員○○率地價科同仁，出席屏東縣政
府召開「106 年南臺灣三市縣地價業務會報」
1
本部辦理「106 年電腦大量估價模型建置工作
坊」(連續 3 日；本日為第 1 場第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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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會議
2
派員出席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
辦防制洗錢辦法及注意事項之宣導課程座談
會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土地重劃工
4
程處)辦理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第 1 期)區段徵
收公共工程聯合竣工典禮
陳專門委員○○出席本部(資訊中心)召開研
商「本部國土空間計畫審議主動提供全程直播
案」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召開
「機場捷運沿線週邊土地開發 A7 站區(第 2
期)開發案」防災計畫審查會
本部辦理「106 年電腦大量估價模型建置工作
坊」(連續 3 日；第 2 場)
5
王司長○○主持研商「地籍圖重測後續計畫第 2
期計畫(草案)」相關事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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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次會議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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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07 次會議
辦理
「土地複丈作業管理及外業測量(含 APP)」
教育訓練(共 8 期)
派員出席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召開「租
賃住宅管理人員專業訓練及測驗制度規劃工
作案(案號：106Y10 60710)」第 1 次工作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原住民族
特定區域計畫─泰雅族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
落」案專案小組會議第 1 次會議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139 次會議
派員出席臺南市政府召開「將軍外海商貨輪錨
泊影響漁民作業案」協調會
陳專門委員○○主持研商「土地法 34 條之 1
執行要點」修正草案會議
辦理 106 年內政部區段徵收業務研習會暨機
場捷運 A7 站開發實務分享(連續 2 日)
王司長○○擔任「106 年內政部區段徵收業務
研習會暨機場捷運 A7 站開發實務分享」-「土
地開發行為中，正當行政程序之檢視」課程講
座
王副司長○○主持研商「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更
新與共享機制事宜」會議
陳專門委員○○率地籍科同仁，出席立法院陳
○○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訴訟繫屬事實註記登記事宜協調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郭○○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民眾陳情地上權涉及塗銷法令依據、是否因年
代久遠而喪失權利等疑義協調會
張視察○○陞任方域科長
鄭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姜志俊律師
事務所召開「研訂住宅租賃相關定型化契約委
託案」工作小組第 2 次研商會議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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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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新營都市計畫(第三次
通盤檢討)(含計畫圖重製)案」第 5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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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
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第 9 次會議
全國測繪業相關公會代表拜會本司就測繪業
務推展交換意見
派員出席文化部水下文化資產專案小組 106
年第 9 次會議
花 政 務 次長 ○○ 率 王 司長 ○○ 及 地 價科 同
仁，出席財政部召開「內政部及財政部房地評
價及稅制研商平台」會議
周專門委員○○出席「行政院長期照顧推動小
組」第 4 次委員會議
派員出席臺北市政府社會局、都市發展局、財
政局及地政局共同舉辦「居住正義論壇 V」
派員出席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召開「租
賃住宅管理人員專業訓練及測驗制度規劃工
作案(案號：106Y10 60710)」第 2 次工作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劉○○委員國會辦公室為雲
林縣口湖鄉環保用地之認定疑義召開協調會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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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茄萣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第四次通盤檢討)案」第 2 次會議
辦理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為審查
桃園市政府「機場捷運 A20 站地區區段徵收開
發案」之抵價地比例報核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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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
開「許清永等人陳情客運園區至機場聯絡道路
新闢工程(環區北區志華興路)徵收案涉徵收
補償費低於協議價購金額疑義」協調會
林常務次長○○率本司(地用、區徵及重劃科

Ⅴ

科長)同仁及營建署同仁，出席行政院召開「兩
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跨部會點次審查會議」第 3 場次(議
題：住房與土地權)
王司長○○率同仁參加本部(秘書室)辦理模
擬立法委員質詢演練
王司長○○主持研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為
一般建築用地因實地建物毀損、坍塌或有修
(改、新)建得辦理更正編定法令檢討及實務執
行」會議
派員出席教育部法規會第 1886 次會議
辦理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與本部
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聽取臺北市政府簡
報「變更臺北市士林社子島地區主要計畫案」
第 4 次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舉辦洗錢
防制查詢系統規劃說明會
14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99 次會議
以台內地字第 1061305502 號函發布「內政部
土地徵收審議小組會議及會場管理要點」
花政務次長○○由王司長○○及鄭專門委員
○○陪同接見嘉義縣張○○縣長，就臺灣體育
大學嘉義校區土地歸還嘉義縣政府案交換意
見
王副司長○○主持本部委託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辦理「電子航行圖(ENC)推動暨技術
交流座談會」
周專門委員○○主持「地政整合資訊服務共享
協作平台建置案」第 4 次工作會議
張專門委員○○率本司同仁出席逢甲大學承
辦「租賃住宅管理人員專業訓練及測驗制度規
劃座談會」第 1 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鄭專門委員○○率陳科長○○出席行政院召
開研商「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防制及監理

Ⅴ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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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8

措施效能」第 1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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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新社都市計畫（第 4 次
通盤檢討）案」第 1 次會議
王司長○○主持新北市及臺南市市地重劃計
畫書審查會議
王副司長○○主持「我國對南海主權主張與國
際法研析工作案」第 3 期成果審查會議
陳專門委員○○率地籍科同仁出席立法院陳
○○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訴訟繫屬事實註記登記事宜協調會
鄭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姜志俊律師
事務所召開「研訂住宅租賃相關定型化契約委
託案」工作小組第 3 次研商會議
鄭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姜志俊律師
事務所召開「研訂住宅租賃相關定型化契約草
案工作案」第 1 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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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移交接管、興建
及盈餘分配專案小組第 3 次會議
派員出席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召開研商各分署
辦理委外標售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
改良物相關事宜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原住民族
特定區域計畫─泰雅族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
落」案專案小組會議第 2 次會議
洪科長○○代表王司長○○出席中華民國土
地估價學會與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舉辦「不動產估價教育-學術與實務
的對話」研討會(司長為討論徵收補償地價議
題之與談人)
派員出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副主任委員○
○、經濟部龔政務次長○○，及本部花政務次
長○○共同主持召開「拆除農地上新增違規工
廠」第 3 次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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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副司長○○主持研商「跨縣市收辦土地登記
相關事宜」第 2 次會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本部 106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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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員出席國防部召開「花蓮縣秀林鄉佳民彈藥
庫周邊原住民保留地使用受限救濟案」救濟金
申請第 7 次審查會議
王司長○○主持研商「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 2 次會議
鄭專門委員○○率交易科同仁出席「行政院人
才政策會報-人才留用及延攬專案小組」第 2
次協調會議
鄭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姜志俊律師
事務所召開「研訂住宅租賃相關定型化契約委
託案」工作小組第 4 次研商會議
鄭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姜志俊律師
事務所召開「研訂住宅租賃相關定型化契約草
案工作案」第 2 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王副司長○○率張專門委員○○出席本日行
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舉辦國家洗錢及資恐
風險評估程序第 2 次會議(本會議連續召開 4
日)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08 次會議
派員出席交通部召開「續商大眾捷運法及大眾
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
議
辦理本司第 1 次模擬立法院質詢演練
王司長○○及人事處長向花政務次長○○說
明本司聘僱人員聘用計畫案
派員出席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召開臺北市實施
不動產登記免附印鑑證明措施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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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專門委員○○率交易科同仁，出席行政院

20 至 22 日續辦「國家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程
序第 2 次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召開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
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與建議跨部會點次
審查會議(第 4 場次)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140 次會議

Ⅴ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實施國土計畫所
受損失補償辦法（草案）
」第 2 次部會研商會
議
辦理「106 年地籍清理管理系統功能增修及維
護工作案」第 1 階段成果書面審查及驗收
辦理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聽取臺
東縣政府簡報「臺東縣豐榮、豐樂地區（南區）
區段徵收案」之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會議
辦理不動產交易業務研習會(第 2 梯次)(連續
2 日)
21

花政務次長○○率交易科同仁出席中華民國
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18 屆傑出金仲獎楷模頒獎典禮

Ⅴ

沈主任秘書○○主持研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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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7 條規定疑義」會議

Ⅴ

陳專門委員○○主持召開「我國垂直基準轉換
模式建置工作案」採購評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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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106 年度地方公有土地撥用研習會（第 1
期）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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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工作會議
王副司長○○主持「LiDAR 技術更新數值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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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成果工作案(105-106)」第 4 期成果審查
會議
王副司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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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次審查會
王副司長○○接見雲林縣警察局副局長到訪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陳○○、賴○○君陳情其親屬購買祭祀公業
黃亨坐落彰化縣田尾鄉福新段 634 地號土地
爭議，致使財產權益受損案」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組聽
取金門縣政府簡報「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配
合金湖鎮第二期區段徵收)案」第 2 次會議
林常務次長○○由本司編定科同仁及營建署
同仁陪同，出席行政院召開研商「拆除農地上
新增違規工廠行動方案(草案)」會議
王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林常務次長○
○主持本部(資訊中心)召開「研商內政部國土
空間計畫及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小組會議提
供直播服務事宜」會議
派員出席經濟部召開研商「流域綜合治理計
畫」推動小組第 7 次會議
葉部長○○邀集花政務次長、林常務次長、沈
主任秘書、本司王司長靚琇及營建署等同仁討
論本部辦理聽證事宜
陳專門委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
案小組聽取高雄市政府簡報「變更仁武都市計
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再提會討論案第 1 次
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召開「研商指定之非金融事業
或人員主管機關如何進行各該行業洗錢及資
恐風險評估會議」
王司長○○出席財團法人臺灣地理資訊中心

Ⅴ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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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屆第 1 次董監事聯席會議
王司長○○主持召開「研訂市地重劃條例及其
施行細則工作案」研商會議
辦理「地政整合資訊服務共享協作平台試營運
暨推廣說明會」
本部辦理「地籍圖資對位及接合處理平台」教
育訓練(註：共 4 期，上下午各 1 期)
邱常務次長○○由陳專門委員○○陪同，出席
海洋委員會籌備小組第 2 次會議會前會
林常務次長○○主持研商「耕地三七五減租條
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事宜」第 2 次會議
王司長○○主持「106 年地政節慶祝大會活動」
第 2 次工作會議
周專門委員○○率資訊科同仁，至本部(資訊
中心)協調組改分工及強化政府基層機關資安
聯防計畫事宜
陳專門委員○○率地籍科同仁，出席立法院馬
○○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針對內政部行文法
務部有關「贈與人基於民法第 419 條規定之不
當得利請求權，向受贈人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
示後，與贈與人做成之和解筆錄或調解筆錄之
性質疑義」協調會
陳專門委員○○率地籍科同仁出席立法院蔡
○○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研商依「原墾農民訴
求『還我土地』實施計畫」，有關洪○○聲請
返還土地之爭議協調會
鄭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監察院以房
養老政策研析調查研究座談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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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次

Ⅴ
Ⅴ

協調會
派員出席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召開研商「國有輻
射污染建物及其基地原所有權人申請購回之
出售法令疑義」會議
辦理不動產交易業務研習會(第 1 梯次，原訂
13 日舉辦，因泰利颱風延期辦理)(連續 2 日)
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事項應如何建
置土地參考資訊檔說明會」(原訂 14 日舉辦，
因泰利颱風延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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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政務次長○○由陳專門委員○○陪同，出席
行政院召開盤點「工業用地及強制收買土地
案」研商會議
王司長○○率姬科長○○等同仁，出席監察院
陳○○委員調查高雄市政府辦理第 71 期市地
重劃，卻假「內政部認為都市計畫稱免計公共
設施用地負擔似有違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
之名義，要求變更都市計畫，造成陳訴人權益
受損案，約詢會議
王司長靚琇率相關同仁出席監察院調查「審計
部函報：查核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辦
理社子大橋新建工程第 1 期工程用地徵收補
償情形案」
，進行現場履勘
王副司長○○出席本部主管(首長)以上人員
人權教育專題演講及分享會課程
王副司長○○代表王司長○○出席 106 年第
17 次部務會報
辦理 106 年度地方公有土地撥用研習會（第 2
期）
派員出席立法院周○○○委員召開陳情人陳
為新北市台北港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抵押權
重新設定協調會

Ⅴ

派員出席本部委託國力立交通大學辦禮「海洋
與生活：空間資訊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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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內地字第 1060434606 號令修正發布「國
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第 6 條
王司長○○主持召開本部 106 年度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地政業務辦理督導考評成績檢
討會議
王司長○○出席本部(統計處)召開「內政大數
據連結應用推動構想」討論會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國會
辦公室召開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分割複丈經
費及人力不足之解決暨先行登記他項權利協
調會
陳專門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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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次會議
辦理本部「106 年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
服務網增修功能案(案號：SYC1051209)」第 1
期工作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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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季季報審查會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研商「修正古蹟土
地容積移轉辦法、訂定考古遺址容積移轉辦法
之計算公式及河川區域私有土地容積移轉換
算公式」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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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專門委員○○主持研商「不動產開發業之不
動產銷售廣告揭露主建物單價及其計算說明

Ⅴ

相關事宜」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民政司)召開「殯葬管理條例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適用疑義」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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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員林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部分乙種工業區)﹝原臺豐食品罐頭工廠股
份有限公司使用﹞為商業區)案」第 1 次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副主任委員○
○、經濟部龔政務次長○○，及本部花政務次
長○○共同主持召開「保護農地-處理農地上
新增違規工廠」第 4 次研商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