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地政司）106.12.1-12.31 大事紀彙整表
填表日：107.01.5
日期
司紀事
部紀事 備註
以台內地字第 1061307056 號令修正發布「土
Ⅴ
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
，自即日生效
王副司長○○主持「106 年度高程基準維運及
測量參考系統服務工作案」期末報告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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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新北市政府舉辦「106 年
1
度績優地政單位暨人員表揚大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黃○○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為都市計畫法台中市施行自治條例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台中市台中特色建築設計及鼓勵
回饋辦法，繳交回饋金陽台面積加大是否可行
辦理保存登記疑義」協調會
派員出席台中市太平區光明段 93 地號等 8 筆
土地辦理使用分區或使用地變更相關疑義研
商會議
3
派員赴菲律賓馬尼拉參加「東南亞測繪協會第
65 屆理事會議及區域研討會」(連續 4 日)
4
葉 部 長 ○○ 由王 司 長 ○○ 及區 段 徵 收科 同
Ⅴ
仁、本部營建署等陪同，接見台北市政府柯市
長○○就相關都市計畫案加速審議及大巨蛋
公共安全審查等議題交換意見(涉本司議案為
社子島開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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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許副主任○○出席行政院舉辦「防制洗錢暨打
擊資恐模擬評鑑國際會議」(連續 4 日)
鄭專門委員○○率編定科同仁出席行政院召
開審查「礦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 2 次會
議
派員出席本部 106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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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研商臺中市政府
修正「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部分
條文案會議
5

陳專門委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13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 106 年度研考聯繫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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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 147 次會議
王 司 長 ○○ 受邀 出 席 台灣 不動 產 投 資協 會
(CCIM)辦理新經濟型態的資產活化論壇，專題
演講「推動住宅租賃市場升級」
王司長○○出席本部統計委員會 106 年會議
王副司長○○主持「106 年度移動載台測量製
圖技術發展工作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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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行
政院離島建設指導委員會工作小組」第 76 次
會議
鄭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召開
朝野黨團協商會議，審查鄭○○Sra Kacaw 委
員等 19 人擬具「原住民族基本法增訂第 28 條
之 1 條文草案」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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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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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場)講座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
開「民眾陳為新竹縣竹北市社北段 718 地號土
地法定空地分割疑義」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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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派員出席本部(訴願審議委員會)召開「雲林縣
元長鄉農會因農地重劃差額地價事件(案號
1060470080)訴願案」會議
林常務次長○○主持土地徵收條例修法諮詢
小組第 4 次會議
林常務次長○○率登記、測量科同仁出席立法
委員曾○○國會辦公室召開研商塗銷信託登
記及新建案橫跨不同使用分區之土地合併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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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次全體委員會議
續審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內政部主管
收支部分)
王副司長○○主持「第 49 期都市地區地價指
數初審會議」
周專門委員○○出席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401 次會議
陳專門委員○○主持「106 年度三維地形圖資
技術發展工作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陳專門委員杰宗出席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召開「無人載具產業創新發展方案」第 5 次研
商會議
張專門委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召開行
政院第 8 次公共治理協調會報
派員擔任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舉辦 106
年度「土地取得及管理訓練班」─「土地徵收
與書圖製作」課程講座
派員擔任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舉辦 106
年度「土地取得及管理訓練班」─「非都市土
地變更及開發實務」課程講座

8

王司長○○主持研商原住民保留地地價查估
方式會議
陳專門委員○○主持 105 年度我國海域使用
管理議題研析工作案第 3 期成果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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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出席立法院吳○○委員國會辦公室與智
障者家長總會召開「如何當個成年監護人/輔
助人？執行成年監護/輔助相關職務的挑戰與
解方」研討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法制局召開「房地價格與持有
稅之法制問題研析專題研究報告(初稿)」座談
會
派員出席立法院林○○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新竹縣轄寶山鄉園區三、五路地區」案件所
涉土地徵收條例及相關函釋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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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及第 4 次專案小組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聽取
嘉義縣政府簡報「變更大林都市計畫(第四次
通盤檢討)補辦公展後再提會討論案」第 1 次
會議
王 司 長 ○○ 由秦 科 長 ○○ 及地 籍 科 同仁 陪
同，接見金門縣地政局局長就金門總登記時期
之未登記典權疑義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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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鄭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周○
○○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蘇○○先生陳請以
租用或以地易地方式取得徵收土地之使用權
或所有權」協調會
陳專門委員○○率地籍科同仁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促進轉型正義
回復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條例」等草案審查
會議
派員出席嘉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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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司長○○主持「106 年各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地價基準地審議會議」
王副司長○○主持研商「跨縣市收辦土地登記
案件作業要點（草案）」會議

王副司長○○出席本部 106 年法規鬆綁推動會
議
陳專門委員○○率相關同仁出席立法院廖○
○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土地登記涉及大陸法
人之處理程序疑義」協調會
陳專門委員○○主持研商「已徵收取得尚未依
徵收計畫完成使用之閒置土地列管進度」會議
人權專家 Miloon Kothari 教授等 6 人拜會葉
部長○○及花政務次長○○，就都市更新、土
地徵收、土地重劃、遊民、舊違建戶與社會住
宅等問題交流討論，本司由王司長○○及陳專
門委員○○參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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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辦理新竹縣「原住民族
特定區域計畫—泰雅族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
落」案現地會勘
派員出席本部(秘書室)辦理桃園航空城聽證
作業籌備會
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61307586 號令發布「有
關市地重劃區內遺址搶救發掘費用及依『共同
管道建設及管理經費分攤辦法』第三條規定提
撥 成 立 共同 管道 管 理 及維 護經 費 專 戶之 費
用，得認列重劃共同負擔」解釋令
王司長○○主持研訂「住宅租賃相關定型化契
約草案工作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王司長○○主持研商依行政程序法第 122 條
規定辦理廢止徵收處分事宜會議
王副司長○○主持本部「我國海域調查成果加
值應用與圖資管理工作案」第 3 期成果審查會
王副司長○○率地政資訊作業科同仁出席 106
年度個資保護管理制度管理審查會
周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楊○委員國會辦
公室召開農變建制度問題會議
陳專門委員○○率地籍科同仁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 20 次全體委
員會議，續審「促進轉型正義回復原住民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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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領域土地條例」等 8 草案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召開
審議海洋基本法草案會議
派員出席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召開「研商國有耕
地放租實施辦法第 6 條於 106 年 9 月 29 日修
正發布生效前後，本署各分署依該辦法第 8 條
第 1 項規定辦理國有耕地申租案件公告放租
程序及效力會議」
派員驗收本部電子航行圖資檢核及資訊服務
評台建置工作案第 3 期工作成果
王司長○○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內政委
員會第 29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王○○委員
等人及洪○○委員等人擬具地政士法修正草
案
王副司長○○出席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
組織調整協調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顏○○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高鐵台中車站綠地不足案協調會
王副司長成機出席「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小
組」第 18 次委員會議
派員擔任澎湖縣政府辦理土地徵收業務講習
「土地徵收作業實務」課程講座
派員出席立法院陳○○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離岸風力專法可行性評估」公聽會
派員出席交通部召開「桃園航空城計畫推動進
度暨歐盟建議自由貿易港區取消租稅競爭對
桃園航空城計畫新增自由貿易港區之影響案
等事宜」研商會議
派員擔任本部(營建署)辦理 106 年公務人員高
普考都市計畫技術類科與景觀類科錄取人員
集中實務訓練「土地徵收法規與開發實務」課
程講座
派員出席本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第 114 次
會議
王司長○○主持 106 年度農地重劃區農水路
暨相關改善工程先期規劃期末簡報會議暨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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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辦理農地重劃先期規劃地區複勘檢討會
王副司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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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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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員出席行政院召開「推動佈建長照服務資源
及充實照顧服務人力」研商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蔡○○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嘉義縣鹿草香頂潭段頂潭小段 164 地號土地
違規使用」協調會
王司長○○主持研商「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
理條例施行細則(草案)」第 1 次會議
王司長○○出席本部(法規委員會)召開審議
本部 107 年度法規整理計畫案會議
王副司長○○陪同葉部長○○及花政務次長
○○出席行政院召開加速投資台灣專案會議
第 6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辦理海岸資源調查第
二期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辦理 107 年地籍清理管理系統增修功能維護
需求訪談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民政司)召開「祭祀公業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法相關疑義研商會議
派員擔任臺南市政府辦理土地徵收業務講習
「土地徵收之公益性及必要性解析(綜合評估
及常見問題)」課程講座
派員出席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14 次會議
派員出席立法院施○○委員國會辦公室召開
「新店區青潭段土地合作開發案，釐清相關審
議作業程序」協調會
派員出席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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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會議」
葉部長○○主持台印尼「大地測量及空間資訊
測繪合作協定」簽署典禮
林常務次長○○主持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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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8 次會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第 37 次會議
許副主任○○率交易科同仁出席行政院洗錢
防制辦公室召開研商「亞太防制洗錢組織─第
三輪效能評鑑報告」內容會議(第 5 場)
21

王司長○○主持研商「土地法第 12 條規定回
復所有權登記相關處理事宜」會議
王司長○○主持研商修正「預售屋買賣契約書
範本暨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會議
王副司長○○主持「我國垂直基準轉換模式建
置工作案」第 2 期成果審查會
派員出席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全國國土
計畫」(草案)之「國土保育」專案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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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擔任高雄市政府地政局辦理「大陸地區人
民取得在臺不動產物權之許可及管理」講習會
課程講座
王司長○○接受中央警察廣播電台「下午楓一
點」節目 call out 專訪，說明「租賃住宅市
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推動重點
王司長○○接受工商時報專訪 107 年推動地
政業務重大政策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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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次審查會
派員出席交通部召開研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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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戶政司)召開研商「原住民傳統
姓名僅以原住民族文字登記之相關影響及配
套」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訴願審議委員會第 1164 次會議
派員出席連江縣政府召開 106 年「馬祖地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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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總登記推動小組」第 5 次會議
派員出席本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第 115 次
會議
王司長○○主持研商「解決機場捷運 A7 站地
區區段徵收案第 1 期範圍內地上物越界及範
圍外之土地、房舍於公共工程完工後無道路出
入問題」會議
王副司長○○出席第 9 屆第 4 會立法院內政委
員會審查王榮璋委員等 17 人擬具「不動產估
價師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等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經
濟委員會第 22 次全體委員會議續審林淑芬委
員等人擬具及行政院函請審議「礦業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
陳專門委員○○主持「106 年度地名資訊應用
推廣及資料維護工作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派員驗收 106 年度地政整合資訊服務共享協
作平台建置案
派員驗收本部 106 年度向臺灣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及經濟部工業局依共同供應契約購買伺
服器案
王司長○○出席本部 106 年第 12 次人事甄審
委員會及第 16 次考績委員會會議
王副司長○○率測量科同仁出席行政院科技
會報辦公室召開「108 年度新興重點政策額度
計畫」審查會議(第 3 場次)
華總一經字第 10600155821 號總統令公布發
布「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王司長○○主持研商「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
理條例施行細則(草案)」第 2 次會議
王司長○○率地價科同仁出席立法院第 9 屆
第 4 會期內政委員會續審王○○委員等 17 人
擬具「不動產估價師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等案
王副司長○○出席本部召開行政院「中央與地
方落實前瞻基礎建設暨長期照顧業務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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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場次)地方提案辦理情形追蹤會議會前
會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經
濟委員會第 22 次全體委員會議，續審林○○
委員等人擬具及行政院函請審議「礦業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
陳專門委員○○出席國家發展委員會研商行
政院交議，交通部陳報「高雄-屏東間東西向
第二條快速公路可行性研究」報告書會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本部推動業務委託民間
辦理專案小組 106 年第 2 次會議
派員驗收本部「106 年地政節慶祝大會活動暨
地政業務宣導委外服務案(案號：106SU0706)」
第 2 階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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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三峽都市計畫(第三次
通盤檢討)案」第 5 次會議
派員驗收本部「數值地形模型成果供應與維護
服務工作案(105-106)(案號：SYC1050616)」
第 2 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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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副主任○○率交易科同仁出席行政院洗錢
防制辦公室召開研商「亞太防制洗錢組織─第
三輪效能評鑑報告」內容會議(第 7 場)
周專門委員○○召開「107 年度內政部不動產
專業人員訓練服務網作業系統維護及諮詢服
務案」企劃書評審會議
陳專門委員○○出席立法院黨團協商「立法院
內政委員會審查趙○○委員等 17 人擬具『殯
葬管理條例』第 24 條條文修正草案」報告等
會議
鄭專門委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擬定
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再
公開展覽修正草案聽證會議第 1 次準備會議
辦理「107 年度內政部不動產專業人員訓練服

務網作業系統維護及諮詢服務案」企劃書評審
會
派員出席本部(營建署)召開「編製住宅價格指
數並定期發布」委託專業服務案 106 年第 3 季
全國及 6 直轄市季報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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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出席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全國國土
計畫」(草案)之「國土防災」專案小組審查會
議
王司長○○率地價科同仁出席本部營建建設
基金管理會第 58 次會議
王副司長○○接受中央警察廣播電台 CALL
OUT-107 年建物測量登記新制
鄭專門委員○○率地籍科同仁出席本部司改
決議第 1 次進度管考會議
派員驗收本部 106 年「資安(ISMS)e 化管理系
統」
軟體維護及諮詢服務案(案號 106SU0331)」
派員出席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召開「加強取締船
舶海上油案」跨部會協商會議
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61307740 號函訂頒「內
政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強化地政資訊
作業執行管考業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