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6.11.1-11.30 大事紀彙整表
填表日：106.12.5
日期
司紀事
部紀事 備註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Ⅴ
第 144 次會議
CCIM 台灣不動產投資協會理事長黃○○到訪
辦理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之專案小組聽取
國防部軍備局辦理「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暨飛
彈砲兵學校新虎山訓練場新建工程」申請徵收
案第 1 次會議
陳專門委員○○率地籍科同仁出席行政院審
查「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第 2
次會議
1
鄭專門委員○○率地價科同仁出席立法院財
政委員會第 10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立法委
員盧○○、郭○○等 17 人擬具「不動產證劵
化條例第 46 之 1 條文修正草案」案
派員出席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舉辦「2017 國
際車聯網高峰論壇」
派員出席立法院張○○○委員國會辦公室召
開李○○君陳情土地徵收補償市價之「當期」
認定疑義案協調會
2
王司長○○主持「研商工業區違規作住宅使用
排除適用自用住宅及自住使用優惠稅率」會議
王副司長○○出席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
次會議
周專門委員○○主持研商「土地登記微縮作業
相關事宜」會議
何科長○○擔任澎湖縣政府 106 年不動產成
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查詢宣導說明會
講座
派員出席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舉辦「106 年在臺
陸商交流座談會」
3
王司長○○主持「106 年地政節慶祝大會活動」

第 4 次工作會議
本部辦理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
教育訓練(第 3 場：臺中場)
6

7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葉部長○○主持
賴院長○○下鄉，屏東縣政府研提涉內政部業
管業務背景基礎資料會議
王司長○○出席國際土地政策研究訓練中心
第 139 次執行委員會議
王副司長○○出席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召開
智慧機械雙週工業會議(第 8 次)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台灣電力公司施設通霄至義和 345KV 通霄
段輸電線路第 1 至 5 號鐵塔地下化期程疑義」
跨部會研商會議
辦理內政部 106 年度「新成屋產權登記三維地
籍建物模型建置」教育訓練第 1 梯次(北部場
次)
本部辦理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
教育訓練(第 4 場：高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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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次研商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二水鄉公所請託「申請撥用國有財產署新過圳
段 203 地號國有土地臨時暫置清疏土石相關程
序事宜」協調會
派員出席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召開「行政院海洋
事務推動小組」第 18 次委員會議會前協調會
辦理地政資訊機房因應災害破壞應變能力演
練
王司長○○率地籍科同仁，拜會立法院曾○○
委員研討土地法第 68 條及第 76 條修正草案
王司長○○主持研商協助東南亞測量協會第
66 次理事會議及區域研討會事宜

許主任○○主持召開本部中部辦公室（黎明）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內部稽核會議
周專門委員○○出席本部資訊發展推動小組
第 59 次會議暨 106 年內政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第 1 次會議
本司與中華電信共同規劃「地政大確幸‧好禮
獎不完」活動(即日起至 107 年 1 月底止)，鼓
勵民眾利用網路線上申請或查詢地籍資料
派員出席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召開研商「國有財
產估價作業程序修正草案」第 2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11 次會議
派員擔任經濟部專業人員研究中心「不動產估
價實務研習班」-土地徵收估價講師
派員出席原住民族委員會召開「原住民保留地
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合法化方案」第 5 次跨部
會平臺研商會議
8

葉部長○○率王司長○○及地價科同仁出席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第 9 屆 4 會期審查委員顏○
○等 18 人擬具「平均地權條例增訂第 36 之 1
條文草案」及委員鄭○○Sra Kacaw 等 16 人
擬具「平均地權條例第 25 條條文修正草案」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145 次會議
王司長○○率相關同仁進行 106 年地政節慶
祝大會活動預演
鄭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 106 年
廉政會報並由本司進行「辦理土地徵收案件審
議流程策進作為」專題報告。
鄭專門委員○○率區段科同仁出席立法院陳
○○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平均地權條例第 22
條修法諮詢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召開「新設（含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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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科學園區政策評估說明書」專案小組第 2
次意見徵詢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新竹市政
府簡報「擴大及變更新竹(含香山)都市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暫予保留案第一 案部分住
宅區、道路用地、河川區、非都市土地為園道
用地、河川區兼供園道使用)(配合公道三(竹
光路延伸銜 接至景觀大道)新闢道路工程)
案」第 3 次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召開地熱與小水力推動現況
與遭遇困難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召開太陽
光電土地與饋線盤點會議
葉部長○○及花政務次長○○出席 106 年地
政節慶祝大會並致詞嘉勉地政人員
林常務次長○○率營建署及本司同仁出席行
政院召開推動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專案小組
第 15 次委員會議(非正式會議)
鄭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為原
住民族基本法公布施行 12 年，相關部會落實
原住民族基本法概況請原委會進行專題報告
並備質詢
行政院以院臺建字第 1060029847 號令修正發
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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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部分條文
陳專門委員○○出席本部委託中國地理學會
辦理「106 年度地名資訊研討會與成果發表」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
開「巨和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情所有坐落桃園
市楊梅區和平段 956 地號土地，亟需開設道路
通往公路(通行權)現地會勘」協調會
派員出席科技部召開研商「無人載具科技創新
實驗條例(草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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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司長○○主持召開宜蘭縣、新竹市及台東縣
市地重劃計畫書審查會
王副司長○○主持研商「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
資訊申報登錄實務作業檢討」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與
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共同聽取「本部營建
署城鄉發展分署簡報『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
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再提會討論案」第
1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委員林○○國會辦公室召開新
竹縣竹北市溝貝段 105 年度地籍圖重測實施
計畫書協調會
王司長○○率周專門委員○○等相關同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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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王副司長○○主持「LiDAR 技術更新數值地形
模型成果工作案(105-106)」第 5 期成果審查
會議
王副司長○○主持研商「修正預售屋買賣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履約保證機制補充規定第 2
點（同業連帶擔保）規定相關事宜」會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中華不動產仲裁協會召開
土地法第 34 條之 2 及第 46 條之 2 相關糾紛調
處紀錄附註增列：
「或依仲裁法規定提付仲裁」
暨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21 條座談會
派員出席本部(移民署)召開外籍配偶入國前
輔導計畫輔導員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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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內政部 106 年度「新成屋產權登記三維地
籍建物模型建置」教育訓練第 2 梯次(中部場
次)
花政務次長敬群主持研商「實價登錄得否併入
不動產買賣移轉登記案件辦理案」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函報「東北
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風景特定區
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整體檢討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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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審查會議
派員出席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審理台中烏日前
竹區段徵收行政訴訟案
辦理地籍清理管理系統增修功能教育訓練
王副司長成機出席研商本部 106 年績效評核
分數與年終考績甲等比率分配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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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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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次研商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劉○○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雲林縣口湖鄉公所環保用地之認定協調會
派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研商院交議，農
委會「加強農田水利建設(中長程)計畫 106 至
109 年度(第五期)」案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劉○○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雲林縣口湖鄉環保用地認定事宜」協調會
辦理內政部 106 年度「新成屋產權登記三維地
籍建物模型建置」教育訓練第 3 梯次(南部場
次)
王司長○○率陳專門委員○○、地籍科同仁，
就立法院段宜康委員國會辦公室關切薇閣基
金會黃先生陳情桃園市觀音區三座屋段新興
小段 612 地號土地錯誤登記疑義案進行瞭解
王副司長○○主持本部「東海與南海島礁環境
變遷監測及水深分析技術發展工作案」第 3 期
成果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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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聽取
新北市政府簡報「變更板橋都市計畫(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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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會議
王副司長○○率相關同仁出席本部研商「印鑑
證明制度檢討調整事宜」第 1 次會議
許副主任○○主持研商「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
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宣導輔導及風險評
估實施計畫會議」
派員出席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舉辦「兩岸經貿交
流回顧與前瞻」國際研討會
派員出席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與
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共同聽取本部營建
署城鄉發展分署簡報「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
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再提會討論案第 2
次會議
王司長○○率員陪同葉部長○○出席立法院
第 9 屆第 4 會期內政委員會第 18 次全體委員
會議，審查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內政
部主管收支部分)。
陳專門委員○○主持研商「機關(構)及團體辦
理租賃住宅事務輔導及獎勵辦法草案」及「出
租人或承租人團體輔導及獎勵辦法草案」
陳專門委員○○主持本部 ASEAN 測繪法規與
專業認證實務探討服務工作案」評審小組會議
派員擔任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舉辦「2017 海外
不動產論壇」-「海外不動產交易安全管理」
議題引言人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都市計畫容積移
轉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計算公式未
來修法方向」公聽會
派員出席行政院召開地熱與小水力發電追蹤
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彰化縣田尾鄉廣福祠因地籍清理條例申請

土地更名、鄉民長年租用廣福祠持有土地之相
關權益」協調會
21

王司長○○率重劃科同仁出席本部法規委員
會審查「農地重劃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
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蕭○○委員國會
辦公室召開「花蓮縣花蓮市重慶路東南側農業
區整體開發區」協調會
以台內地字第 1061307354 號訂定「依門牌整
編及行政區域調整資料辦理住址變更登記作
業原則」
，自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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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專門委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12 次會議

22

辦理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採購宣
導品案驗收
葉部長○○率王司長○○及相關同仁出席立
法院蘇○○院長召開「立法院黨團協商」會
議，研商處理「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草案」相關事宜
花政務次長○○由王司長○○及相關同仁陪
同，接見桃園市地政局陳局長○○就 A20、A21
及中壢運動公園等 3 區區段徵收案交換意見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146 次會議（第 1、2 案由王司長○○代理
主持）
王副司長○○出席行政院舉辦洗錢防制誓師
大會-「金流透明 世界好評+」
陳專門委員○○出席本部「106 年度科技發展
推動小組」第 2 次會議
派員出席經濟部工業局召開「研議公有土地主
管機關就開發產業園區需用公有非公用土地
訂定處理原則」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邱○○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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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中信房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編號
L0113701 案」協調會
邱常務次長○○由廖視察○○陪同，出席立法
院內政委員會第 9 屆第 4 會期全體委員會繼續
審查委員鄭○○Sra Kacaw 等 19 人擬具「原
住民族基本法增訂第 28 條之 1 條文草案」等
5案
王司長○○出席經濟部召開「前瞻基礎建設水
環境計畫」推動小組第 1 次會議
王副司長○○出席本部 106 年度「績效評核審
議小組」期末評核會議
周專門委員○○出席本部資安防護改善計畫
檢討會議
派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研商院交議，經
濟部陳報「全國循環專區試點暨新材料循環產
業園區申請設置計畫」會議
派員參加臺中市土地改革協會與臺中市政府
地政局共同辦理「由大法官解釋談資訊不對稱
與土地登記」教育訓練
派員出席立法委員陳○○國會辦公室召開「陳
情人盧○○先生所有宜蘭市壯一段 97-110 地
號之土地及建物，因地籍圖重測與毗鄰同段
97-112 地號土地發生界址爭議」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辦理「第 32 屆中日工
程技術研討會」-日本都市再生機構(UR)運作
機置之探討工作坊
王司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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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次審查會
王副司長○○主持「108 年度政府科技發展計
畫新興重點政策額度計畫構想」座談會
王副司長○○主持研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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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所需相關申請文件及成果報告格式」修正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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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會議
陳專門委員○○率地籍科同仁出席立法院陳
超明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若案件發生土地登
記規則第 141 條假扣押或假處分等停止登記
之原因，是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第 9 項
但書或第 11 項」訴訟繫屬事實註記登記事宜
協調會
派員出席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召開「海洋保育
署組織調整工作圈」第 1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訴願審議委員會第 1163 次會議
王司長○○聽取交易科簡報「住宅轉租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及「住宅包
租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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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工作會議
派員出席桃園市政府辦理「機場捷運 A7 站地
區區段徵收開發案」抵價地土地點交作業
派員出席立法院高○○委員召開「桃園大園區
海口老社區聚落 80 多戶居民，陳情納入航空
城區段徵收開發範圍案」協調會
派員出席本部(戶政司)召開研商「需用機關
（機構、單位）辦理印鑑證明替代措施及停止
使用印鑑證明期程事宜」會議
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61307501 號令修正「非
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第 4 點、第 8 點
及第 3 點附錄 2，自即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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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
王司長○○出席本部人事甄審委員會 106 年
第 11 次會議、考績委員會第 15 次會議
驗收本部「我國因應國際海洋法及氣候變遷策

Ⅴ

29

略與人才培力研析工作案(案號：
SYC1060223)」第 2 期成果報告審查案
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10 次會議三讀通過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王司長○○主持「106 年陸資申請取得設定或
移轉不動產物權」第 8 次審查會
周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逢甲大學召
開「研訂市地重劃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工作案」
第 4 場工作小組研商會議
陳專門委員○○主持研商「辦理租賃住宅事務
機關(構)團體輔導及獎勵辦法草案」及「出租
人或承租人團體輔導及獎勵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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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相
關事宜(民進黨團提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國發會召開研商科技部
函報中興園區籌設計畫(第二次修正)(草案)
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土地重劃工程處召開 106 年度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辦理地區第 3 次工作會議
辦理查驗機場捷運 A7 站開發區產業專用區（A
標）必要之公共設施會勘作業
派員出席社團法人數位經濟暨產業發展協會
舉辦「2017 數位轉型高峰會」
派員出席行政院召開太陽光電廠商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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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擔任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
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 106 年洗錢防制及打擊
資恐教育訓練宣導說明會(台中場)講座
王副司長○○主持本部「106 年海域基礎調查
及測繪工作案」第 3 期成果審查會
許副主任○○主持研商「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部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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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會議
陳專門委員○○率地籍科同仁出席立法院黨
團協商，續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案相
關事宜(民進黨團提議)
鄭專門委員○○率編定科同仁出席行政院召
開審查「礦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
秦科長○○主持 106 年度第 2 次地籍清理業務
工作會報暨觀摩會
派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研商「2018 年
世界銀行經商環境改革工作」第 1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聽取
臺南市政府簡報「擬定北門都市計畫案」第 2
次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