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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召集人、第二召集人、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貴會第 13屆第 1次定期大會開議，治祥應邀前來報

告本局 107年下半年重要工作執行情形及未來願景規劃，深

感榮幸。承蒙貴會給予本局的支持與策勵，在此由衷表示感

謝。 

  本局為實踐「成為宜居永續城市」之施政願景目標、秉

持著「為市民服務、替城市創新」的核心價值與施政原則，

108 年致力推展「智慧創新 地政服務」、「租買有序 精進地

價」及「整體開發 智慧生態」等三大施政目標，期能整併

本府跨局處資源，結合各界力量公私協力，共同為邁向臺北

宜居永續城市的願景而努力，迎向光榮城市的未來！ 

以下謹就本局自 107年 7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之重要

工作執行情形及 108年上半年重要工作計畫期程做報告，敬

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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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本期重要施政成果 

 一、智慧地政 創新服務 

隨著物聯網、雲端運算、巨量資料等智慧型科技的發

展與應用，衝擊傳統社經運作模式，改變民眾生活型態。

智慧地政係啟動數位政府服務，契合民眾的需求，以「資

料力量」驅動、深化「資訊服務」整合、運用「群眾智慧」，

改變或擴大公共服務深度/廣度與方式，成果如下： 

 (一)智慧地所 

   1. 臺北智慧地所服務系統 

為因應國發會推動「第五階段電子化政府」及本市

地政事務所由「服務地所 3.0」邁向「智慧地所 4.0」的

目標，本局及各地所自 105 年自行研究推動智慧地所，

接續於 106 年著手建置整合跨平台、跨機關線上申辦土

地登記、測量案件的「臺北智慧地所服務系統」，並於

107年 3月 29日正式上線，擴大推動網路申辦，以自然

人憑證驗證身分並結合電子簽章，全面提供所有登記、

測量網路申辦，建構服務型的智慧政府。 

     另為優化系統，方便地政士使用且無需改變原有之

使用習慣，本系統自 107 年 5 月起提供標準匯入檔案格

式供代書軟體修改使用，地政士可利用該功能避免重複

登打。目前已有 5家代書軟體公司(地政士公會推薦使用)

完成資料產製匯入本系統功能且陸續擴充中。 

     為使民眾輕鬆繳納地政規費，本系統直接連接至全

國繳費網，使用晶片金融卡於網路進行電子支付；本市   

各地政事務所自 107年 11月 1日起，完成介接本府智慧

支付平台，民眾臨櫃繳納地政規費時，只要開啟智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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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綁定信用卡帳號的行動支付功能，無需攜帶現金及

卡片。 

     臺北智慧地所系統上線至 107年 12月，線上申辦案

件已達 8,612件。 

 

  

  2. 數位印鑑比對系統 

    本局自 106年 7月 1日起開始實施介接數位印鑑比對

系統查詢印鑑登記資料作業。截至 107年 12月 31日止，

民眾選擇不檢附紙本印鑑證明並同意地政機關連線查詢

戶政機關印鑑登記資料者，服務件數共 1,296件，有效節

省民眾至戶政事務所申請印鑑證明之時間及交通成本，提

高印鑑證明比對之正確性與科技化。 

(二)地政雲網再優化 

「地政雲」為本市單一窗口地政平台，民眾可以輕鬆

找到所需的地政資訊，並成為媒體引用不動產資訊之來源。  

「地政雲」除賡續優化圖台功能外，於 107 年 10 月新增

重測前地籍圖查詢功能，讓一般民眾可在網路上透過現在

▲臺北智慧地所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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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牌查詢到日據時期的番地位址；於同月完成智慧生態示

範社區成果虛擬解說牌之建置及成果地圖之繪製，使民眾

更容易了解智慧生態設施的位置、類別、完成或預計完成

年度等內容。另於 12 月完成「預售建案契約管理平台」

之建置，將「預售契約」業者申報作業精進為系統管理，

並提供「核備契約」的查詢，再同步整合民眾檢舉功能，

行政管理機制再進化，維護本市不動產交易安全。 

(三)推動地籍資料庫集中共構計畫 

    現行「地政整合資料庫」係分散於本市 6個地所機房，

透過本計畫汰換設備將改採集中共構，於局端建置主、副

雙機之資料庫集中共構主站環境；於古亭地所建置備援環

境站點，若主站無法提供服務時，備援站點得持續營運，

除可確保營運不中斷，另可減少重複構置、提昇資訊安全

等級。 

 (四)行動測繪 

   1.測繪圖資建置管理 

(1)建築線與地籍線疑義精實管理 

    本府相關測量單位組成精實管理方案改善小組，並

於 106年 2月 13日起實施精實改善措施，新制實施後，

經統計自 107 年 7 月至 12 月底已受理 23 案，與舊制案

件平均辦理日數比較，縮短 26.9%案件處理時間，有效

縮短案件處理期程達 49日。 

(2)辦理建物測量成果圖數值化作業 

    持續辦理並完成本市信義區信義段五小段建物測量

成果圖數化作業，使本市信義區逐步完成建物測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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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衛星定位基準網服務範圍示意圖 

 

圖數化作業，俾能提供一完整之區段供後續各項示範服

務之研擬、推廣，做為智慧城市之基礎資料。 

(3)重測前地籍圖數位典藏 

    為臺北市歷史地籍圖之永久保存，增進相關研究、

測繪科技發展以及套繪成果之應用，本局特與中央研究

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合作，將本局典藏之日據時期

地籍圖辦理整理及掃描建檔等數位典藏作業，並於 106

年 9 月完成，刻正由中研院進行圖資定位作業，規劃於

108 年 5 月將重測前地籍圖資導入地政雲系統提供查

詢。 

(4)擴大衛星定位基準網服務 

    將衛星定位基準網原有系統結合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開發提供之電子化衛星導航定位系統（e-GNSS）「使用

者即時監控平台」及「後處理驗證系統」，以擴充本系統

功能，並改善使用者網頁介面，供後續管理及應用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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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測繪資訊系統應用 

    為提供行動裝置使用者能有友善的操作環境，以更有

效率的方式查詢臺北市控制點資料，進一步開發「臺北市

控制測量成果管理系統」行動版網頁，並於 107年 9月正

式上線。行動版網頁提供使用者簡潔的頁面、便利的點位

展示、點位搜尋導航、資料即時查詢等功能及操作環境。

持續優化應用測量成果管理系統功能，並更新收納本府各

機關測量成果資訊，共 29件公布於資訊平臺供各界查詢

共享。 

 

 二、健全房市 居住正義 

     為健全房市發展，本局結合本府相關機關從「資訊

透明」、「交易安全」、「價稅合理」三大面向，構築相關行

動方案，成果如下：  

(一)資訊透明  

   1.發布房市指標溫度計 

    為協助各界解讀房市動態，本局整合各公部門發布相

關統計資料，將房地產市場分為供給、需求、交易價格、

交易量能及負擔五大構面，透過科學化方式建構房市動態

評估指標，並參考國發會景氣指標分數及燈號的方式，於

107年 6月 15日全國首創發布「房市指標溫度計」，以視

覺化，直觀易讀的方式呈現溫度燈號，提供客觀、中立、

完整且貼近民眾感受的房市動態解讀資訊。截至 107 年

12月止累計發布房市指標溫度計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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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第 1季與第 2季住宅市場整體概況 

   

 

 

 

 

▲房市指標溫度計五大構面及指標組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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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發布不動產價格指數 

    為協助各界掌握房價變動趨勢，本局持續以實價登錄

資料為樣本，運用具理論與學術基礎的特徵價格法，每月

發布臺北市住宅價格指數及每半年（3 月、9 月）發布臺

北市商辦租金指數，建構透明、中立、嚴謹且具公信力的

房市指標，提供豐富多元的房市價格與租金資訊供各界參

考。截至 107年 12月止累計發布住宅價格指數 73期及商

辦租金指數 9期。 

 

 

 

 

 

 

 

 

3.發布不動產動態報導 

    為協助民眾整體性的解讀房市訊息，主動以實價登錄

資料為基礎，進行不動產交易量、交易總額、建物型態等

統計分析，並整合本市住宅價格指數相關資訊，按月編製

發布不動產動態月報，清楚呈現房市變化脈動，促進不動

產資訊透明。截至 107 年 12 月止累計發布不動產動態月

報 42則、年報 4則。 

 

 

▲商辦租金指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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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安全 

1.預售屋管理新制 

    106 年 3 月 1 日全國首創預售屋管理新制，納管全市

預售建案銷售契約，迄 107年 12月 31日止，累計納管達

126案，其中經本局核備完成之建案契約計 97案；未完成

核備 29案(建商自主檢查中 10案，改正中 11案，審核中

8 案) 。本局並就完成核備之建案實地複查，複查結果計

1 件不合格，業已裁處新臺幣 4 萬元整，積極落實維護交

易安全。 

項目 

契約核備辦理情形 
公會
預審 

隨時
稽查 

裁罰 建商自主
檢查中 

審核中 改正中 
檢查
通過 

小計 

件數 10 8 11 97 126 0 129 1 

項次 建案名稱 行政區 建設公司 辦理情形 

1 耕云 大安 耕薪建設 
處新臺幣 4萬元罰鍰，並已輔導完
成改正。 

 

 

 

 

 

 

 

 

 

▲預售屋管理新制執行情形(統計至 107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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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售建案契約管理平台上線 

    為便利業者申報並讓業者於線上即時得知契約送審

進度，同時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本局於臺北地政雲建置「預

售建案契約管理平台」提供「預售建案契約申報」功能；

此外，該平台亦進一步整合「臺北市預售建案契約核備地

圖」及「預售屋價金信託履保專戶查詢網址」等資訊，提

供「契約核備地圖」查詢功能。預售建案契約管理平台於

107年 12月 21日正式上線提供服務。 

 

   

 

 

 

 

 

 

 

 

 

 
▲預售建案契約管理平台 

3.舉辦從業人員聯合講習 

    為提升臺北市不動產從業人員對業務及法令的專業

度，107 年 10 月 28 日與本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

會及本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共同舉辦不動產從業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mid=1uZz63jthzes0iQzlfyyvpM0j5qA86nMl&ll=25.046292096358428%2C121.54429854760747&z=14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mid=1uZz63jthzes0iQzlfyyvpM0j5qA86nMl&ll=25.046292096358428%2C121.54429854760747&z=14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98/7146725/60b27ff8-2582-4a81-864b-4a0bf1101d5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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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教育訓練，講授內容包含：租賃住宅服務業之執業規

範、租賃住宅服務業資訊提供辦法及實價登錄修法介紹、

不動產定型化契約糾紛之解析 -以房屋買賣定型化契約

為中心等，總計約 250 人踴躍報名參與，業者反映熱烈，

教育訓練圓滿成功。 

  4.辦理優良不動產從業人員選拔 

    為激勵不動產經紀業者提升服務品質及充實專業知

能，並樹立不動產業界之優良典範，持續辦理不動產經紀

人員評選，經審慎甄選、擇優錄取，107 年度計有 6 位不

動產經紀人及 7 位不動產經紀營業員獲選，並於 11 月 6

日頒獎表揚。 

5.多元宣導租賃專法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已於 106 年 6 月 27 日

正式上路，為讓市民了解租賃專法上路後，租賃住宅相關

權利義務，同時推動租賃專業管理機制，特製作宣導短片、

印製宣導摺頁、刊登捷運車廂廣告、設攤位、舉辦講座以

及與大專院校合作舉辦說明會等方式進行宣導，以維護租

賃交易安全，保障租賃權益。 

 

 

 

 

▲租賃專法宣導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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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價稅合理 

1.民眾參與、審慎評定 

    為周延擬訂 108年公告土地現值調整方案（作業年度

為 107 年），召開跨局處相關業務聯繫會議，掌握本市重

要都市計畫變更及重大市政建設之內容與期程，並依法於

107 年 10 月 30 日辦理公開說明會，受理民眾相關地價建

議意見，落實民眾參與，據以妥擬調整方案與分析。另為

審慎評估調整方案，於 107 年 11 月 23 日及同年 12 月 10

日召開地價評議委員會議充分討論後評定。 

   2.區段細緻、價稅合理 

    持續推動地價區段細緻化，促進價稅公平合理，分區

重點檢視區段劃分合宜性，合理反映區域地價水準；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作業全市地價區段數為 4,542個，較前一

年度增加 95個，新增率達 2.14%，統計 105年至 108 年累

計地價區段新增率達 13.98%，高於全國平均，且為六都第

一。 

 

 

 

 

 

 

3.合理查估、土地稅基 

    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經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綜

合考量近一年地價動態及整體經濟狀況後，評定全市 108

▲近 4 年地價區段新增率比較圖 

4.27 
4.79 

2.14 2.14 1.29 1.56 
1.24 1.08 

0.91 
1.09 0.79 0.45 

0

2

4

6

105 106 107 108

臺北市 全國 其他五都平均 

年 

％ 
累計區段新增率 

■臺北市 13.98% 

■全國 5.56% 

■其他五都平均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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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智慧生態示範社區推動架構圖 

年公告土地現值平均調幅為 0.80%，並如期於 108 年 1 月

1日公告。 

   4.徵收補償市價查估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攸關被徵收土地所有權

人財產權益之保障。為辦理 108 年上半年預定徵收 17 案 

(估價基準日為 107 年 9 月 1 日）之補償市價查估作業，

分於 107 年 11 月 11 日及 108 年 1 月 17 日先行召開專業

技術諮詢會議，確保查估結果之精確性及提升評議效能，

再將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提請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

員會評議，函送各需地機關。 

 

 三、智慧生態 示範社區 

    本局為辦理區段徵收、市地重劃等整體開發之主責機

關，經擇定本市 20處整體開發區作為優先推動地區，建

立跨域整合推動架構，推動臺北市智慧生態社區示範計畫，

藉由全市啟動公有土地活化利用、整體開發智慧永續、兩

大基金資源挹注，啟動由上而下的願景策略規劃及由下而

上的社區改造方案及後續執行，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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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地活化 

    為使公有土地能有效整合利用，自 104 年起全面清

查本市轄區內非市有、非市管之公有空地，將可供無償

撥用清查結果送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實際需求評估，

並召開專案會議協調由各機關辦理無償撥用。統計自 104

年 3月至 107年 12月底，經本府各用地機關已完成無償

撥用面積 45.33公頃，可達成公有土地「管用合一」，並

加速推動市政建設。 

    完成無償撥用土地之短期利用成果，已進行 18處公

園綠地美化、納管 9 條溪流及 100 條以上道路養護，加

速公地活化；本市奇岩 76田園基地為區段徵收其餘可供

建築土地，於正式開發前開放由當地里民認養做田園城

市基地使用，相關認養契約已於 107年 5月簽訂。 

 

 

 

 

 

 
▲各項公共設施用地取得面積圖示 

    為落實全民參與，挑選 4,814筆具有活化價值用地，

函詢各公地管理機關意願，經 5個管理機關同意 134 筆，

面積約 4.5萬坪，於 107年 4月 27日「臺北地政雲」之

「公有土地」項下建置「非市有公地活化提案平台」，提

供全民快速查詢及方便提出活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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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11月 22日公地活化提案平台全新上線，協調

財政局、總隊納入 91筆市有地，全市可提案土地 225筆、

面積總計達 7萬坪。 

     
 

 

 

 

 
 

▲可提案活化公地使用分區及面積統計分析表 

 

 (二)整體開發 

   1.導入參與式智慧生態社區 

    本局於 107年 7月辦理「2018 第二屆臺北智慧生態社

區設計競圖」頒獎典禮暨 4年成果展，並於 8至 9月辦理

3 場得獎作品回饋修正在地工作坊，將在地居民需求納入

設計作品修正，而後召開 2場可行性評估會議，將設計方

案交由本府權責機關評估執行。截至 107年底已累計導入

22處參與式智慧生態示範社區，智慧運用與生態環境的實

踐包括：如信義計畫區（松山二期重劃）的市政大樓前人

行道鋪面改善及象山公園太陽能充電基座、內湖科技園區

（內湖六期重劃）內湖運動中心前示範智慧路燈、潭美國

小及明美公園（內湖五期重劃）智慧生態校園及智慧園燈，

及中山地政事務所（中山三期重劃）LED 資訊看板與太陽

能板等智慧運用與生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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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 

  (1)專案住宅交屋作業 

    為確保承購戶權益，採專人全程式交屋服務，承購

戶得逐一檢視房屋屋況，確認屋況無虞後辦理交屋，本局

已於107年10月中全數交屋完成；又為利保固修繕事宜，

並安排施工廠商駐點於專案住宅現場，承購戶如有問題，

可立即向施工廠商反映，儘速安排工班進行修繕。 

  (2)第 1期土地點交及第 2期拆遷範圍地上物騰空點交作業 

    自 107 年 4 月開始辦理第 1 期土地(共 28 筆)點交，

截至 107年 12月 31日，已辦理 17筆土地點交；刻辦理

第 2期地上物騰空點交(共 632件)，截至 107年 12月 31

日已完成騰空點交 625 件，並持續與未完成騰空點交之

拆遷戶溝通協調儘速自行搬遷。 

 

臺北市 22處參與式智慧生態示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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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工程進度 

    第 2 期公共工程，除 T16、T17、T18 工區於 104 年

10 月 15 日開工外，其他工區均已於 107 年 7 月 20 日開

工。 

  (4)導入智慧生態設施 

    持續於第 2 期公共工程範圍新增智慧交通、智慧公

宅、智慧電網、智慧生態公園、生態堤防等設施，作為

臺北市智慧生態示範區。 

3.社子島地區開發先期作業 

(1)區段徵收開發範圍及抵價地比例報核前置作業 

    配合內政部都市計畫審定後，辦理開發範圍及抵價地

比例報核前置作業，及依附帶決議就社子島拆遷安置計

畫草案舉行聽證事宜，舉辦安置聽證作業計畫座談會及

籌辦聽證會準備工作。 

  (2)環境影響評估 

    依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法規，於 107 年 7 月 7 日至 8

日辦理社子島環境影響評估現勘及公聽會，並經本局土

地開發總隊 107年 10月 1日函送二階環評報告書予環保

局，經本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7 年 10 月 26 日

第 200次會議決議召開延續會議。 

公 2公園太陽能板 公 5公園風力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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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基金健全 

1.平均地權基金修法變革 

   「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業於 107年 7月 6日公告修正，使已辦竣之區段徵收及無

抵費地盈餘款之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區，可獲得平均地權基

金挹注建設維管，使整體開發區進一步持續發展，達成基

金永續經營之目標。 

2.抵費地基金營運精進 

    為使本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之運用發

揮更大效益、提升基金業務運作效率，107 年底完成「抵

費地基金 e點通」第 1階段管理系統建置，提供本府各機

關學校線上申請補助，全程電腦化作業，提升效能，並介

接「臺北地政雲」，對外提供基金運用情形查詢，落實資

訊公開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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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創新措施 

 一、啟動都市更新建物測量預審制度 

     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啟動都更建物於屋頂版完

成後，實施者即可向本市各地政事務所申請預為審核建物

測量成果，可節省都更時程約 6個月，經統計自 107年 7

月至 12月底已受理 2案，共計 184個建號預審案件，累

計 105年起迄今已達 26案，計 2,235個建號預審案件。 

二、建置金融機構印鑑管理系統 

    自 107年 11月 1日起金融機構印鑑管理系統全面上

線，供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查詢金融機構備查印鑑資料。截

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完成現有金融機構印鑑約 6.6

萬張印鑑卡掃描建檔。系統設計掃描器自動擷取圖章功能，

不需手動置於攝像鏡頭下進行比對，並提供調閱完整印鑑

卡之功能輔助審查人員目視比對，提供多元比對方式，維

護民眾產權。 

三、徵收保管款主動通知申領 

    為保障徵收應受補償人或其繼承人之權益，以避免因 

逾期致歸屬國庫，經主動清查尚未領款之案件，以書面通

知儘速提出申請。107年下半年主動通知應受補償人 46

件，完成申領者 35件、 核發 2千 480萬 545元。 

    為保障民眾權益，針對將於 110年屆滿 15年需繳庫

之案件 90件，107年下半年主動再次通知應受補償人儘

速前來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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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未領徵收保管款查詢服務再升級 

    於本局網站「徵收保管款查詢」專區新設查詢系統，

民眾可以輸入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姓名或統一編號，即

可查詢自 89年度起各年度存入保管專戶之案件資訊。 

    107 年 12 月新增建置將於 109 年下半年繳庫之保管

案件，提供民眾查詢。 

五、智慧生態社區指標建立 

    107年建立智慧生態社區指標系統，透過國內外相關

指標系統資料蒐集整理、專家學者諮詢、府內各權責單位

檢視確認及驗證試算，建立 7大面向共 20項指標，用以

評估各整體開發區地區改善成效，並將各社區依其優勢進

行分類，找出社區特色及可持續推動的永續性發展趨勢，

為政府決策提供導引，使市政資源有效分配，並可激發在

地居民自主由下而上參與行動，找出具特色、可持續推動

的永續性發展趨勢，據以追蹤執行。 

▲智慧生態社區指標 7大面向 

  

http://w2.land.gov.taipei/CA/CAQ.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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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8年上半年重要工作計畫  

 一、智慧創新 地政服務 

     為達到簡政便民服務及因應當前智慧行動化服務之

潮流，「臺北智慧地所服務系統」已於 107年 3月 29日全

面上線，並持續精進地政雲網 4.0智慧服務、結合「行動

測繪」即時定位，未來將以更多元、安全、便捷之方式提

供地政業務服務。 

 (一)優化臺北智慧地所系統 

    開創地政事務所之數位化服務，並以資料庫介接方

式比對地政士開業資料，全面開放地政士線上申請代辦

登記、測量案件，提供民眾及地政專業人士另一種申辦

登記、複丈之管道。 

    智慧地所系統以資料庫為核心，建立「電子簽章，

驗證比對」、「全面上線，資料匯入」、「網路申辦，自動

分案」、「客製通知，多元支付」等智慧化資訊服務，可

帶來安全、方便、快速、貼心等 4 大效益，本系統已於

107 年 3 月 29 日全面上線，預計 108 年上半年配合稅捐

機關試辦「不動產移轉網實整合服務」線上查驗完稅資

料，並規劃新增代理人送件明細表為智慧地所系統網路

申辦項目，及規劃書表製作功能，另將積極配合內政部

研議第三方處所(地政士)核對身分驗證之方式規劃。 

 (二)未辦繼承不動產主動清查列管 

    為督促繼承人儘速辦理繼承登記，促使地籍資料與實

際相合，主動清查所有權人死亡超過 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

之不動產，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於 4 月 1 日公告 3

個月，並通知繼承人儘速辦理繼承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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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動通知民眾領取徵收補償費保管款 

    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未領取徵收補償費存入國庫專

戶保管，經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 15年未領取即

歸屬國庫，為保障民眾權益，針對將於 110 年屆滿 15年

需繳庫之案件 85件，預計於 108年上半年主動再次通知

應受補償人儘速前來領款。另將屆繳庫期限之保管案件，

建置資料於本局網站，提供民眾查詢。 

 (四)臺北地政雲更精進 

    辦理 108年度系統規劃，除優化圖台及系統功能外，

並進行估價師業務檢查預約、地政士/估價師/經紀業者

業務管理等內部管理全面 e 化。另持續擴大空間資料及

屬性資料，使得市民可獲取更多地政資訊，達成資訊公

開、資料共享之目的。 

 (五)賡續推動地籍資料庫集中共構計畫 

    現行「地政整合資料庫」係分散於本市 6 個地所機

房，透過本計畫汰換設備將改採集中共構，本計畫於 107

年度（第 1 階段）於局端建置主、副雙機之資料庫集中

共構與地政系統系統主站作業環境；於古亭地所建置備

援站點作業環境並進備援電力、空調及環控系統等實體

環境改善，若主站無法提供服務時，備援站點得持續營

運。108年度（第 2階段）賡續辦理各地所老舊網路及資

安設備汰換招標採購作業中，以增進本局及所屬各地所

地政資訊作業效能並提昇整體資安防護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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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行動測繪 

1.測繪圖資建置管理 

   (1)重測前地籍圖資發布及地籍圖重測原圖掃描建檔 

    持續與中央研究院合作，規劃於 108 年 5 月將重測

前圖資結合地政雲提供查詢服務，另預計於 108 年 6 月

底前完成地籍圖重測原圖掃描建檔。 

   (2)賡續辦理建物測量成果圖數值化作業 

    持續辦理本市信義區信義段四、五小段三維地籍建

物模型建置作業，建立本市信義區信義段全段三維建物

模型及建物測量成果圖，俾能提供一完整之區段供後續

各項示範服務之研擬、推廣，做為智慧城市之基礎資料。 

2.測繪資訊系統應用 

    為使各機關提報之應用測量成果能視覺化展示，規劃

於應用測量成果管理系統新增圖形顯示測量成果之功能，

讓使用者能一目了然本市之應用測量成果。 

3.臺北市衛星定位基準網系統功能擴充 

    為解決本市因高樓大廈林立、偶透空不良造成衛星定

位基準網解算成果不佳之情形，本年度將新增衛星定位基

準網多星系解算功能，以提升市區使用基準網服務之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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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租買有序 精進地價  

    聚焦透明房市資訊、維護交易安全、精進地價查估三

大策略，推動相關行動方案，維護不動產交易秩序與市場

環境，提升地價查估公平與效率，引導不動產市場健全發

展。  

 (一)透明房市資訊 

1.精進實價查詢服務 

    從民眾需求及使用習慣出發，持續優化「臺北地政雲」

不動產價格查詢介面與功能，預計增加「實價登錄案例樓

層篩選」、「同棟建物交易履歷」等查詢服務，讓民眾查詢

不動產交易資訊更輕鬆有效率。 

2.發布實價加值服務 

    為建構多元房市指標與資訊供各界參考，賡續以實價

登錄資料為基礎，發布不動產動態報導月報與年報、臺北

市熱門路段房價&租金索驥、臺北市住宅價格指數、臺北

市商辦租金指數、房市指標溫度計等實價登錄加值應用服

務，另規劃編製「小宅價格指數」，豐富不動產價格指數

類型，讓民眾解讀整體房市脈動趨勢更容易。 

 (二)維護交易安全 

1.賡續辦理不動產經紀業業務檢查 

    為辦理 108年度不動產經紀業業務、廣告、契約查核

於 108年 1月訂定「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8年不動產經紀

業查核實施計畫」，並依據查核實施計畫進行相關查核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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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不動產租賃服務業業務檢查 

    自租賃專法上路以來至 108 年 1 月 31 日止，已取得

不動產租賃服務業登記證之業者計有 26 家，為有效管理

業者執業符合規定，特訂定「不動產租賃服務業查核實施

計畫」，並依據查核實施計畫進行相關查核業務。 

3.辦理「內湖五期不得作住宅使用地區不動產交易查核」 

    本市內湖五期地區之特定專用區包含工商混合區、辦

公服務區一、辦公服務區二及工商服務展售區等使用分區，

依其都市計畫規定均不得作住宅使用，為使民眾均能知悉

上開訊息，已完成土地參考檔之註記，另為督促本市不動

產經紀業確實依使用管制規定及使用執照之法定用途製

作不動產說明書與廣告，並執行該地區之不動產經紀業務，

本局自 108年起針對該地區周邊之不動產經紀業者持續進

行業務查核，並加強於各大不動產銷售網站巡檢，落實業

者管理，保障消費者權益，維護交易秩序及促進不動產交

易安全。 

  4.訂定本局處理違反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統一裁罰

基準 

    為辦理違反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之裁罰事

件有公平、客觀之統一裁罰標準，遂研訂「臺北市政府地

政局處理違反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統一裁罰基

準」(草案)，俾利執行上有所依循，該裁罰基準係以查獲

違規行為次數為基準，於法定罰鍰額度內訂定各次違規行

為之裁罰標準，該裁罰基準預計於 108年 4月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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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精進地價查估 

   1.合理查估土地稅基 

    依工作計畫辦理本市 109年公告土地現值與公告地價

各項前置作業、地價查估教育訓練，並賡續推動地價區段

細緻化，同時規劃建置大數據估價輔助系統，檢視地價區

段劃分合理性與地價均衡性。另賡續參與中央「房地評價

及稅制研商平臺」，積極建議並協助中央推動精進稅基查

估及稅制改革。 

   2.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 

    依土地徵收條例等相關規定期程，辦理土地徵收補償

市價查估及市價變動幅度計算作業，查估成果預定於 5月

中旬召開專業技術諮詢會議、6 月中旬召開地價評議委員

會評議後，函送各需地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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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整體開發 智慧生態  

    持續透過公民參與、跨域合作及市府各機關內部整合，

以公地活化、整體開發及基金健全三大策略推動臺北市智

慧生態社區示範計畫。 

 (一)公地活化 

    清查非市有、非市管之閒置公有空地，列管辦理撥用

進度，本局依各用地機關訂定之無償撥用計畫期程，持續

控管追蹤各用地機關辦理撥用進度及開闢時程，促進土地

活化利用。 

    預計 108上半年申請無償撥用 200筆土地、面積約 6

公頃，開闢公共設施用地，加速公地活化。另將持續擴大

非市有公地活化平台內容及功能，媒合活化提案、落實公

地公用、邁向宜居永續城市。 

(二)整體開發  

1.智慧生態社區實證 

    延續過去 4年的推動經驗與成果，進一步提升計畫推

動的廣度與深度，將建立智慧生態社區行動綱領，提供未

來推動方向之指導原則；並進行實證場域規劃，使理念可

具體實踐於整體開發區示範展示，營造創新、節能、低碳、

環保、永續、高齡友善與人性化的優質生活環境。 

2.辦理南港區第三期市地重劃財務結算前置作業 

    本重劃區 C 區三角公園工程已於 108 年 2 月 15 日竣

工，刻辦理竣工驗收、初驗及複驗，已收集財務結算相關

資料，將俟工程完成後辦理財務結算及成果報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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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賡續推動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開發作業 

(1)完成第 1期土地點交及第 2期拆遷範圍地上物騰空點  

   交作業 

    第 1期土地共 28筆，尚未辦理點交之 11筆土地，

因該街廓土地上暫屯有第 2期工程所需土方，俟該土方

移置作業完成後即可接續辦理土地點交，預計於 108

年 6 月底完成；第 2 期地上物騰空點交，於 108 年 3

月底完成。 

(2)工程進度 

    賡續進行第 2期工程範圍（含 T16、T17、T18及以

外工區）填土整地工程施工。 

    (3)導入智慧生態設施 

    賡續召開專案會議協調各機關，於第 2期公共工程

範圍推動新增智慧交通、智慧公宅、智慧電網、智慧生

態公園、生態堤防等設施，以跨域營造創新、節能、低

碳、環保永續及人性化的智慧生態社區，可提供市民優

質的生活環境，提高城市韌性與容受力，強化環境生態、

綠能產業、交通旅遊、安全防災及健康生活五大構面，

期冀成為臺灣及臺北落實智慧生態城市的國際示範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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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智慧生態社區示意圖 

 

 

 

 

 

 

 

 

 

 

 

   4.社子島地區開發先期作業 

    (1)環境影響評估 

    賡續依委員會審議意見編撰意見回應表送本府環

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續審。 

    (2)辦理安置計畫草案聽證作業 

    訂於 108 年 4 月 13 日辦理聽證，希望透過聽證程

序，讓居民表達訴求，進而釐清爭點、凝聚共識，後續

將依聽證結果精進本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畫內容。 

    (3)積極辦理開發準備作業 

    為加速都市計畫定案後之區段徵收辦理時程，本局

除持續溝通研議安置計畫外，已提前準備地上物查估委

外事宜，研擬協力造屋機制及專案住宅與公共工程規劃

設計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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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基金健全 

1.兩大基金修法支援市政建設 

    新（修）訂「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管理運用作業

要點」、「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審議原則」及「臺北市

平均地權及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管理委員會作業

要點」，使各機關學校申請補助標準明確，並加速委員會

審議，提升基金支援建設效能。 

   2.抵費地基金管理系統上線 

   「抵費地基金 e點通」108年 2月 12日正式上線啟用，

線上受理各機關學校申請補助之提案。同時於臺北地政雲

新增「抵費地基金查詢」功能，將抵費地盈餘款運用於各

重劃區之情形公開上網供民眾查詢，落實資訊公開透明目

標，促進資訊流通運用。為使系統更加優化，108 年度將

推動第 2階段擴增功能，包含自動通知、稽催、視覺化統

計圖表及計畫進度管控等功能。 

 

肆、結語 

    以上是本局本期重要工作執行情形及 108年上半年重

要工作計畫期程，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繼續督促、指

導與支持，期使本局業務更臻完善，提供市民大眾更高品

質的服務，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