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6.10.1-10.31 大事紀彙整表
填表日：106.11.5
日期
司紀事
部紀事 備註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拜會立法院江○○委
員、吳○○委員辦公室主任，溝通「租賃住宅
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草案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拜會立法院林○
○委員辦公室主任，溝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
及管理條例」草案
周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逢甲大學召
2
開「地政整合資訊服務共享協作平台建置案」
法制專家座談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服務中心召開研
商「解決桃園市龜山區機場捷運 A7 站合宜住
宅聯外道路交通壅塞改善案」會議及現場會勘
辦理本部「106 年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機制
增修功能案(案號：SYC1051204)」第 1 期工作
驗收
3
花政務次長○○率王司長○○及相關同仁，拜
Ⅴ
會立法院曾○○委員討論「租賃住宅市場發展
及管理條例」草案協商事宜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拜會立法院尤○○委
員、鄭○○委員，溝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
管理條例」草案
張專門委員燕燕主持「租賃住宅管理人員專業
訓練及測驗制度規劃工作案」期中報告審查會
陳專門委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09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蔡○○委員服務處召開「基隆
市七堵區鶯歌石段石厝坑小段 49-1 地號土地
使用地類別疑義」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內政部海岸管理
審議會」第 12 次會議
5
林常務次長○○率陳專門委員○○及營建署
Ⅴ
同仁，出席行政院召開「工業用地盤點及缺地
因應對策」第 2 次研商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拜會立法院賴○○委
員，溝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草案
派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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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次工作小
組研商會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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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次
工作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部落聚會所興建涉及都市及非都市土地使
用之法令事宜」協調會
林常務次長○○主持「數值地形模型使用者會
議」開幕並致詞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向花政務次長○○、林
常務次長○○報告有關國發會要求廢止印鑑
證明評估意見
王司長○○出席新竹縣政府舉辦「106 年度全
縣地政人員研討會」，專題演講「地政業務現
況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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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員出席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召開研商「露營
之權責分工及管理等相關事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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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出席逢甲大學承辦「租賃住宅管理人員專
業訓練及測驗制度規劃座談會」第 3 次工作小
組會議

11

12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141 次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監察院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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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案」，請本
部到院接受詢問
鄭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國會
辦公室召開「嘉義縣水上鄉三界埔地區(嘉義
縣水上鄉三界埔段 583-6 地號)民眾反映土地
公告現值調整問題」協調會
本部辦理「地籍圖資對位及接合處理平台教育
訓練」(連續 2 日；共 4 期)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陪同葉部長○○，出席
國發會第 45 次委員會議(討論 107 年度國家發
展計畫績效指標)
陳專門委員○○率地籍科同仁，出席立法院許
○○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南投縣信義鄉豐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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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宮宮廟登記更名」協調會
陳專門委員○○出席「海洋委員會籌備小組」
第 2 次會議
派員出席經濟部召開研商「刪除公司登記表上
公司及負責人印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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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擴大彰化市都市計畫主
要計畫案」第 5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議
「彰化縣二林精密機械產業園區開發計畫暨
第一期開發區細部計畫」第 3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民眾陳為新北市石門區頭圍段崁子腳小段
285-2、285-3 地號土地面積更正疑義」協調
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何○○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台中市大里區健民段 314 及 314-2 地號土地
管理(優先購買權)疑義」協調會
派員出席逢甲大學承辦「租賃住宅管理人員專
業訓練及測驗制度規劃座談會」第 4 次工作小
組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服務中心召開「解
決桃園市龜山區機場捷運 A7 站合宜住宅聯外
道路交通壅塞改善及第二期開發時程案」會議
花政務次長○○率王司長○○及相關同仁拜
會立法院尤○○委員，溝通「租賃住宅市場發
展及管理條例」草案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陪同葉部長○○，出席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內政政策小組」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2 次會議(107 年預算編制重點)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與合團司向花政務次
長○○報告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草
案相關事宜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 106 年第 10
次人事甄審委員會及第 12 次考績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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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次審查會
辦理本部「106 年地政機房資源擴充整合精進
案」(案號：106SU0410)實地驗收
派員參加中華民國地圖學會舉辦第 17 屆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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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學術研討會
葉部長俊榮率花政務次長○○、王司長○○及
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召開朝野黨團協商「租
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草案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中國土地改革協
會舉辦「合理化房地產稅基」研討會，並擔任
「台灣精進地價查估計畫」主題報告人
王副司長○○出席本部 106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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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研商申辦土地登記案件
改進當事人親自到場替代措施會議
王 司 長 ○○ 率陳 專 門 委員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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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司長○○接受住展雜誌專訪「地政三法翻修
實價零時差時代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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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中國土地改革
協會「臺日房地產價格指數交流」座談會
王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召開研
商「產業創新條例第 46 條之 1 修正草案」會
議
鄭專門委員○○主持「研訂住宅租賃相關定型
化契約草案工作案」期中報告審查會
派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與歐洲在台商務協
會合作舉辦「國際法規透明度與公眾參與研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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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次會議
派員出席文化部召開「出資修復公有文化資產
租金減免辦法」適用疑義研商會議
18

花政務次長○○由何科長○○陪同，與民進黨
立法院黨團柯○○總召集人研商「租賃住宅市
場發展條例」草案增訂租金實價登錄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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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林常務次長○○（審查案件第 3 案以後，由紀
委員聰吉代理）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142 次會議
陳專門委員○○率地籍科同仁，出席行政院至
本部辦理 106 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
業務實地考核會議
陳專門委員○○率編定科同仁，出席立法院朝
野黨團協商趙○○委員等 17 人擬具「殯葬管
理條例第 24 條條文修正草案」等案
鄭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行政院接見
台灣山地鄉平地人民權利促進會，陳情有關平
地人民使用原住民保留地及國有林地之取得
所有權及租用問題
派員出席立法院鄭○○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花蓮縣工業區丁種建築用地使用限制疑義」
協調會
派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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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次工作小組會
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邱○○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湖口交流道特定區高速公路連絡道路拓寬
工程以其他方式取得」及高速公路「國道 1 號
南下 91.25k 至 91.40k 處金屬防噪隔牆音設
置」相關問題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陪同葉部長○○，出席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7 次全體
委員會議(列席報告業務概況)
張專門委員○○率交易科同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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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林常務次長○○主持「兩公約第 2 次國家報告
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38、39、40
點次審查會議」
王司長○○出席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信義不
動產研究發展中心召開「2017 年下半年指導委
員會」
周專門委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招
商服務投資中心組織及定位」研商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邱○○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李○○先生申請失蹤人孫祥輝先生死亡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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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記疑義案」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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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次會議
王副司長○○主持研商「國土測繪成果資料收
費標準修正事宜」會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許○○委員國會
辦公室召開「南投縣信義鄉豐進宮宮廟登記更
名案(土地登記規則)」協調會
派員參加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舉辦
「南海議題與臺灣—區域歷史、國際法與政策
研究研討會」
王司長○○主持「106 年地政節慶祝大會活動」
第 3 次工作會議
許副主任○○主持研商「本部 107 年度補助地
方政府汰換地政資訊設備相關執行事宜」會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10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洪○○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露營亂象誰負責」─露營業納管機制座談會
派員出席逢甲大學召開研訂「市地重劃條例及
其施行細則工作案」第 3 場工作小組研商會議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143 次會議
王副司長○○出席行政院召開「臺北都會區司
法園區案」第 2 次研商會議
許副主任○○與逢甲大學周主任○○共同主
持研商「地政整合資訊服務共享協作平台建置
案」地方政府加盟試營運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陳情人胡○○先生陳情其申報登記祭祀公業
案協調會
派員出席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召開「臺北市智慧
地所服務系統建置案」期末報告審查會
派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400 次會議
派員出席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風險社會與政
策研究中心舉辦「2017 社會影響評估國際趨
勢系列講座」
王副司長○○出席「106 年監察院內政及少數
民族委員會巡察本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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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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鄭專門委員○○、張專門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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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次工作小組會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研
商院交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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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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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北門都市計畫案」第 1
次會議暨現場勘查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本部海案管理審
議會審議國防部海軍司令部申請 N-WH 計畫
(威海計畫)海案利用管理說明書專案小組會
議
派員出席台糖股份有限公司舉辦「循環經濟之
租賃住宅交流論壇」，並由何科長圳達介紹內
政部推動租賃住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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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次會議
本部辦理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
教育訓練(第 1 場：臺東場)
30

派員出席經濟部礦務局召開研商「礦業法第
46 條有關礦業用地租金估價計算」會議
派員出席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辦理「房市指標溫
度計」專家學者座談會

31

王司長○○主持本部「106 年試辦電腦大量估
價模型建置委託專業服務案」期中成果審查會
張專門委員○○主持研商「委託銷售、承購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草案相關事宜」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召開審查「祭祀公業條例」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移民署)辦理「106 年度國家關

鍵基礎設施防護演練訪評」會議
本部辦理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
教育訓練(第 2 場：臺北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