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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名稱
繁榮街道路線
價區段劃設對
地價影響之研
究-以花蓮縣
為例

報告內容摘要

建議事項

研究
人員

近 年 來 政 府 積 極 推 一、建議縣政府修正「花蓮 洪淑麗
動居住正義之主張，且為
縣繁榮街道路價區段
鍾佩貞
達成此目標推出相關政
宗地地價計算原則」，
策，如實價登錄及徵收補
增訂劃設繁榮街道路
償照市價補償等，而以上
線價區段之基準；並建
政策都與規定地價息息
請內政部修正地價調
相關，而規定地價也是推
查估計規則第18 條中
行平均地權政策，如照價
關於劃設繁榮路線價
徵稅、漲價歸公等之依
區段之規定，有必要針
據，因關係人民權益甚
對繁榮街道路線價區
大。其中考量宗地個別條
段之基準加以界定，以
件之劃設方式，僅有劃設
符合理論與客觀量化
為「繁榮街道路線價區
基礎，避免因地價人員
段」之宗地；但因法令無
主觀認定，造成地價訂
明確規定劃設參考基
定不公情事產生。
準，屢遭民眾質疑劃設基 二、編列經常門預算以貫徹
準為何之情形。
執行，因劃設繁榮街道
本研究透過相關文獻之
路線價區段之基準，基
研析，初擬劃設基準推論
於範圍廣大，人力不足
可由商店的種類、分布位
等因素，建議第一次認
置與機能度等，得知商業
定可由地方政府機關
活動之顯著性，並經實地
編列預算委託學術單
勘查量化，以實證分析結
位研究，以為建立客觀
果得知訂定劃設基準。
之量化依據，再由地價
經研究後，商業活動
人員每年小幅修改，並
會影響繁榮街道路線價
定期如五年重新檢討
區段之劃設，而劃設基準
劃設基準，將低於劃設
可由商業活動機能度分
基準區段改為一般路
析而得，確實可改善法令
線價區段，如區段編號
訂定之繁榮街道路線價
B1 中 正 路 及 C2 中 華 路
區段劃設主觀裁量不一
應修正為一般路線價
致情形，供政府劃設作業
區段。
時參採。

如何提升地籍
登記業務之行
政效率-以強
化內部顧客為
焦點

「地政 e 網通計畫」及地
政 資 訊 安 全 （ ISMS ） 機
制，加速了全國地政資訊
系統整合及全國連線，以
全方位對外提供資訊服
務，並配合時代脈動與政
策腳步逐年創新，雖在在
值得拍手叫好但社會
化、全球化使社會經濟、
社會結構型態快速變
遷，土地建物登記異動情
形頻繁，其權利變動法律
關係更形複雜，由於地政
業務性質特殊，稍有不慎
產生錯誤，即生損害賠償
問題；致登記人員因法令
繁瑣及人員有限，工作負
荷過量備感壓力。
地籍登記效率是內部組
織與外在環境交互影響
的生態行政，如何在業務
繁重；人員不足下，能省
人、省錢、省物、省時以
最經濟的收手段獲取最
大效果迅速適應變遷的
環境，以提升地籍登記效
率及服務品質，實克不容
緩。

一 、立 即 可 行 之 建 議
1 資 訊 ： 落 實 總機語音案
件查詢功能。
2.收件：建議收件人員以可
核對申請 人身分人員擔
任。
3.審定：建 請 多 訓 練 數 位
審查人員。
‧免掃描案附身分證並加
蓋職章。
‧補正有異議案，由承辦
人繕簽將電腦承辦案
件併同紙本原案逐級
陳核。
‧建請需通知性公文予以
定型化。
4.登簿：建議登簿、校對人
員，輪調勿過於頻繁。
5.領狀：建請於登記收件清
冊蓋原章，委託他人代領
加附收據即可。
6.諮詢及整理申請書：建議
由兩位專 責登記審查擔
任服務台人員。
8.額外服務：建議加強本所
志工技能訓練。
二、長期 可 行 之 建 議
1.風格改變：給予打掃人員
適當補休。服務台及櫃檯
人員人員適當午餐、午休
休憩地點。
2.民主參與：攸關全所同仁
權益或公 共事務建請充
分討論。
3.課內溝通與跨課聯繫：加
強課內共識及課間聯繫。
4.放寬加班管制：例行性較
繁瑣案件或業務量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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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無法完成任務，擬經
課室主管同意加班處理。
5.善用社會資源：加強志工
技能訓練。
6.加強服務台功能：用具熱
忱和對地 籍登記及地籍
測量熟稔之人擔心。
7.強化審查人員素質：建議
除考試及格外，不宜輪調
過於頻繁。
8.落實無縫接軌：建請人員
調動從熟 悉自身業務後
再課內調動；熟悉課內業
務後，課間調動前，並給
其學習時間。
9.獎勵制度：推動「案件績
優卡」「公文績優卡」換
禮活動。
10.提示下班訊息：在傍晚
五時以走馬燈及播放晚
安曲提示下班訊息。
測量案件以區
域配件之效益
評估－以花蓮
地政事務所為
例

以本研究建立區域配件
模型進行配件及區域小
組測量成果共享機制。預
計每年可省下 22.9 萬元
之油耗成本，每人每年可
省 下 20.3 天 之 工 作 時
間，相當於每人可多出將
近 1 個月工作天辦理案
件，提升 7.71%之工作效
率。

立即可行性建議：
1.建立區域配件模型進行
配件。
2.建立區域小組測量成果
共享機制。
長期性建議：
本研究建立區域配件模
型，南區與北區所耗費車程
時間較長，若指定同組人員
有失公平，建議以半年為週
期輪流排定。

張志宇

服務品質與電
話禮貌提昇機
關形象之研究
以花蓮地政事
務所為例

地方政府實施
內部控制之研
究--以花蓮地
政事務所為例

以本研究建立區域配
件模型進行配件及區域
小組測量成果共享機制
。預計每年可省下 22.9
萬元之油耗成本，每人每
年可省下 20.3 天之工作
時間，相當於每人可多出
將近 1 個月工作天辦理案
件，提升 7.71%之工作效
率。

立即可行性建議：
1.建立區域配件模型進行
配件。
2.建立區域小組測量成果
共享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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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性建議：
本研究建立區域配件模
型，南區與北區所耗費車程
時間較長，若指定同組人員
有失公平，建議以半年為週
期輪流排定。

內部控制無法排除人 一、主任決心及各業務主管
等管理階層重視及投入
為決策錯誤、必須考量成
，且在內部控制制度建
本效益間的關係、對人為
立實行前要分配有足夠
疏失可造成控制的障礙
資源(人、時間、承諾)
無法預測、對串謀可避開
。
控制作為無效、對管理階 二、成立「內部控制」推動
層踰越無法排除、對設計
小組，依提升施政效能
不適合內部控制無法預
、遵循法令規定、保障
測修正、更無法排除執行
資產安全、提供可靠資
訊目標訂立，結合各項
成效在真實性上存在錯
績效管理工具運用，檢
誤或偏見、更受限法規、
視各項業務執行上風險
環境、政策改變外力影響
(變異)，在業務流程中
，不能保證業務執行效率
加入控制點及控制措施
、效能、成功，但一個良
。
好內部控制制度建立，是 三、檢視及整理各業務所遵
一定可以反應業務執行
偱的法規、命令、作業
中曾考風險問題及排除
手冊、作業模式標準化
原設計中風險，對內部控
，將相關規定內化為控
制作為於日常業務作業
制實施是需要配合個案
流程中。
內部文化、組織運作流程
、教育訓練、績效獎懲、 四、檢視各項業務流程，在
風險(變異)較大之處所
資源投入，所塑造整體作
建立內部控制點，加入
為，是需要外部業務流程
職能分離、多人參與、
、環境與內部資源成本、
分層稽核、定時輪調、
滿意平衡考量作為。
機器代理、處理紀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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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措施，並以表格化
建立每一種內控制度
紀錄或採用科技設備管
，需要培養出推動內控制
理做成紀錄，供個案日
度的組織及文化，皆要機
後稽核。
關首長能以智慧、決心及
五、在各項業務流程中，建
魄力來推動，對於執行內
立訂期檢核及信息回饋
部控制制度所需文化氛
機制，將執行情形反應
圍建立，亦賴個案首長引
管理階層，供管理階層
領及全體員工投入，點滴
修正業務執行缺失及瞭
檢討建置，方可能建立希
解業務執行情形。
望中的「內部控制制度」六、排訂檢核內部控制制度
執行成效週期，依實務
。
執行情形及配合環境變
化、法規變動需要修正
已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使符合事實需要。
七、建立屬於個案知識管理
建置，將建立內部控制
制度相關知識做有效經
驗傳承。
地政機關資訊
人力員額配置
之研究－以花
蓮縣花蓮地政
事務所為例

由於服務於政府機關資
訊單位的人力是推動政
府資訊業務的主要力
量，且地政機關資料安全
攸關民眾財產權益，因此
地政機關內之現有資訊
員額能否同時因應地政
創新便民服務及資訊安
全管理政策所需，會是一
個重要的議題。在本研究
中，我們主要探討在花蓮
地政事務所內的資訊人
力員額配置現況，並從時
間與空間兩層面進行數
值分析比較，研究結果期
能提供地政機關作為參
考。

立即可行性建議：
重新檢視並調整資訊人力
員額配置。
長期性建議：
地政機關資訊員額配置法
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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