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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屆 地 政 貢 獻 獎

得 獎 人 事 蹟

(依姓名筆劃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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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李 彥 弘 先生

內政部地政司簡任技正

地政工作既專業又繁瑣，且與民眾權益息息相關，我自民國78年進

入內政部加入地政工作行列服務，迄今已逾20年，此期間受命負責衛星

定位測量（GPS）計畫之推動、新國家坐標系統之研訂、一等水準測量之

測設、E-GPS即時動態定位系統之建置等多項重要工作，在內政部各級

長官的指導及地政司與國土測繪中心同仁的協助與配合下，均能不負所

託，圓滿達成任務，為國內測量科技奠定良好的基礎。

地政界人才輩出，此次能獲得這項殊榮，要感謝長官的推薦及評選

委員的厚愛，更要感謝共同努力打拼同仁之辛勞與付出，謹以此獎與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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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事蹟：

一、策劃完成臺閩地區8個衛星追蹤站之設置及728個衛星控制點之測

設。

二、策劃建立「TWD97新國家坐標系統」將臺、澎、金、馬、東、南沙等諸

島之坐標系統予以統一。

三、策劃完成水準原點及1,010個一等一級水準點之測設。

四、任職於土地測量局期間，督導辦理地籍圖重測、資訊安全防護及全

球資訊網站建置維護工作，績效良好。

五、推動「e-GPS即時動態定位系統」，將即時動態定位精度提升至公分

等級。

六、督辦耕地三七五租佃業務，健全耕地租約之管理。

七、督辦土地徵收業務，加速國內重大建設順利進行。

八、督辦「編印國家各級行政區域圖工作計畫」，採用雙語方式編印行政

區域圖（計357幅）。

九、督辦「臺灣地區地名查詢系統建置計畫」，完成地名查詢系統之開發

建置及各縣（市）地名資料庫的建立工作。   

地政機關類

共享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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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這份榮耀，是屬於臺北縣地政團隊，個人實不敢居功。

從事公職10餘年，堅守地政崗位，感謝一路提攜及教導的長官前地

政司孫寶鉅司長、臺北縣政府地政局方銘記局長，給予我學習及成長的

機會，擴展宏觀的視野；更要感謝一起打拼、同甘共苦的工作夥伴，感恩

大家全力的支持及協助，完成許多不可能的任務，何其有幸能與你們共

事！

獲此殊榮，是肯定，是鼓勵，更是一份責任，未來必當更加戮力從

公。最後，謹將此獎獻給一直在背後默默支持我的父母及家人。

高 明 慧 女士

臺北縣汐止地政事務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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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事蹟：

一、擔任臺北縣土地登記法令研商小組成員，研討法令及各項議案，提

升地政效能。

二、即時發覺偽冒申辦土地登記案件，有效防杜犯罪行為，確保民眾財產

權益。

三、督導編彙臺北縣不動產糾紛調處實務、土地登記審查手冊、土地登

記標準作業手冊、臺北縣各地政事務所登記案件行政救濟案例彙

編、我國地價制度之探討-以臺北縣為例、常用地政法令彙編等書

籍，提供全縣地政同仁業務執行之依據。

四、督辦全縣耕地三七五租約、租佃調處業務。

五、積極管理縣有耕地，輔導訂立租約並排除占用，追討使用補償金，維

護縣產權益。

六、擔任臺北縣政府不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委員，協助民眾解決不動產

糾紛爭議，活化土地利用。

七、擔任臺北縣基準地地價查估評議委員，順利完成基準地審議作業。

八、擔任臺北縣政府審查土地總登記登記名義人資料不全或不符申辦登

記案件處理委員會召集人，協助解決登記疑義，確保民眾財產權益。

九、運用網路科技，積極推辦臺北縣跨所辦理簡易登記案件、網路申辦

測量案件網路繳費作業、跨所核發英文不動產權利登記證明書、利

用簡訊、電子郵件、電話、傳真通知民眾案件辦理情形、登記案件單

一窗口案件辦理情形即時顯示系統等多項地政創新業務。

十、完成全縣人工登記簿掃描建檔作業，首創提供民眾跨所申請核發。

十一、督辦「98年提升不動產交易服務品質專案執行計畫」，保障消費者

權益。

十二、督導全縣土地登記、地價、地權、地政資訊業務，獲內政部業務考

核評定優等。

十三、研訂「地籍清理清查辦法」及「寺廟或宗教團體申請贈與公有土地

辦法」，以為全國辦理地籍清理工作依據。   

地政機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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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南投縣竹山地政事務所股長

梁 崇 智 先生

自8 0年加入地政行列轉眼間已近 2 0年，從地政事務所擔任測

工、測量員，到縣政府地政局擔任技士、課員，再回到地政事務所

擔任股長等職，在這期間經辦土地複丈、建物測量、9 2 1災區圖根

點補建成果驗收、9 2 1災區圖解地籍圖數值化工作、土地徵收、清

理舊徵收案以及土地登記等業務，一路走來承蒙長官的指導與提攜

及師長的諄諄教誨，使我在各方面的基本功更加紮實，獲益良多。

本次能獲得此項殊榮，首先要感謝長官的推薦及評選委員的厚愛，

更要感謝跟我ㄧ起打拼的測量團隊、地權團隊、登記團隊以及在背後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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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鄉辦理重測地區權利書狀換發，達成節能減碳政策，民眾滿意度

達100％。

二、利用VRS-R T K辦理圖根點新（補）建，輔助辦理法院囑託案件及土

地複丈案件，有效縮短測量時間。

三、完成國道6號南投段、南清水溝治理工程、東埔蚋溪防洪整治工程、

污水處理廠等重大工程用地徵收。

四、清理77-78年間擴大公共設施用地取得已徵收未完成產權移轉案

件，完成土地產權移轉登記。

五、完成「921災區圖解地籍圖數值化工作」並推動「圖解地籍圖數值化

管理系統」上線，完成跨所核發地籍圖謄本系統建置，正式邁入以網

路取代馬路之便民時代。

六、完成「地籍調查表」及「建物平面圖」掃描建檔工作並完成跨所核發

建物平面圖系統建置。

七、主辦「地政歷史資料掃描建檔計畫」。

八、利用公餘時間研究提出「利用V RS -R T K在圖根點新建、補建之探

討」、「VRS-RTK應用於圖根點測設成果分析－以竹山鎮為例」等研

究報告。

具體事蹟：

地政機關類

默支持我的家人，同時以這份榮耀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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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辦理土地開發工程是實現都市計畫劃定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地區一

項重要歷程，也是呈現開發成果給民眾最直接的第一印象，但實踐過程

必須兼顧都市計畫、區段徵收、市地重劃、環境影響評估、古蹟保護、老

樹保護、水土保持、工程及採購等不同領域之法律規定，並須通過各種

小組、委員會的審議，及須督促設計單位、施工廠商依規定完成工程設

計施工，整個過程足以「過五關斬六將」來形容。

   在地政機關推動工程之組織人力雖不如一般工務機關，但自接任工

程科長以來，蒙長官鼓勵、領導及同仁支持下仍能循序完成任務，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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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工程人員能受推薦並獲得「地政貢獻獎」更屬不易，除感謝長官的愛

戴及評選委員肯定外，這份榮耀實在應歸功於同仁一步一腳印努力的成

果！另外要特別感激陳總隊長錫禎的推薦及平時公正無私的領導！

  得獎是肯定也是鞭策的開始，願與同仁共同勉勵繼續為開發業務打

拚！

一、94年9月完成臺北市士林官邸附近地區區段徵收工程。

二、95年1月完成臺北市南港區第二期重劃區地上物補償及拆遷作業，接

續於96年4月完成重劃工程。

三、96年5月完成臺北市內湖區第五期重劃工程，並處理區內約100萬立

方公尺之混合物，96年1月24日蘋果日報大幅報導重劃工程使垃圾山

變成黃金地。

四、95年6月完成臺北市南港車站特定專用區區段徵收地上物拆遷，接續

推動工程於97年2月完工。

五、96年6月取得臺北市士林官邸北側地區區段徵收市民住宅建築執照，

並於98年3月順利取得市民住宅使用執照，係全國由政府興建住宅

安置區內拆遷戶之首例。

六、臺北市北投區奇岩新社區區段徵收配合都市計畫變更保護21株老

樹，於98年8月完成設計及工程發包，預期完工後可建立綠色生態社

區。

七、97年6月完成臺北市北投士林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工程規劃報告，98

年2月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報告，98年1月完成老樹保護報告，促使後

續開發工程設計發包施工於97年12日開始順利推展，預期將創造第

二個臺北科技金雞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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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初任公務人員分發進入桃園縣政府地政科服務，辦理有形建設土

地重劃業務，對農地結構規劃改革、提升農地生產環境及市地重劃公共

設施取得不遺餘力，再接任地價股長工作，於臺灣經濟起飛年代，因應

經濟快速成長連帶土地價格高漲，高公告現值及公告地價造成之民意

反彈，幾經耐心與民眾溝通說明及協調後，順利推動二價分離制度，再

擔任八德、中壢、桃園及楊梅四所主任職務，深覺地政工作與民眾權益

息息相關，有幸加入地政行列，驀然回首一視，45年多的地政工作，有形

的地政重劃及工業區開發建設歷歷在目，心中留有幾許的安慰。

黃 春 明 先生

桃園縣楊梅地政事務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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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事蹟：

一、辦理桃園縣第一期10年農地重劃：自民國53年起陸續辦理桃園縣10

餘農地重劃區，農地重劃面積達萬餘公頃，對桃園縣農地規劃、農業

發展奠定基礎。

二、積極辦理市地重劃，有效節省公共設施用地取得及工程建設費金額

達16億元；積極推動土地所有權人自辦市地重劃，催生「獎勵土地所

有權人自辦土地重劃辦法」，保證、保障其權益，並以重劃抵費地剩

餘款成立桃園縣平均地權基金專戶，提供政府繁榮地方及永續發展

重要基礎。

三、突破困境完成規定地價，落實二價分離制度，積極推動平均地權。

四、辦理工業區開發及用地管理，積極疏導協調地方正反勢力爭議，弭

平造成工業區開發之阻力，戮力奔走完成艱困任務，以促進桃園縣

工業及經濟發展。

五、積極開辦大潭電廠工業區，以供應臺灣電力公司設廠發電。

六、擔任楊梅地政事務所等4所主任期間，積極推動地政以客為尊服務

理念：

(一)積極辦理地籍圖重測工作，經中央評定優等。

(二)率先成立志工聯誼會，開啟地政志願服務理念，並獲地政士

公會積極支持，為地政志工隊之先驅。

(三)85年完成地籍總歸戶，87年推動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

地政資訊NT版建置作業。

(四)為提升行政效率及管理、響應政府節能減炭政策，推動公文電

子簽核作業，員工透過自然人憑證簽核上線處理公文，減少紙

本公文傳遞，並提高資安管理。

進入公務部門，自始秉持「人在公門好修行」理念，盡力做好各項為

民服務的工作，承蒙縣政府長官肯定提報，經地政貢獻獎評選委員抬

愛，今天有幸能得到此份殊榮，除了感謝長官提攜愛戴並要深誠感謝一

起努力辛勞付出之全體同仁。

地政機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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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主任工程司

一般的公共工程或土地開發人員，通常以默默奉獻如期如質完成付

託任務居多；過去，慶祝地政節也對地政業務有貢獻的人員予以頒獎表

揚，惟獨本處得獎機會較少；這次個人能代表獲此殊榮，除感謝蕭處長

的推薦外，處內所有同仁也以績效作為我的後盾，特別感恩！

以地政手段開發土地，支持國家、市政建設已有諸多成功案例，本處

近年協助完成高速鐵路桃園、台中等五處站區土地區段徵收，如期配合

高速鐵路全線通車，也奠定各站區未來繁榮的基礎；長久以來，內政部

及本處採用地政法規為執行手段，如將生產面的農業設施以農地重劃完

劉 昌 文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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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除改善農村逐漸老化的勞力，重劃設施地區也提高農產收益；民國

90年後，再以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示範推廣農村的生活面，也配合節能減

碳、三生一體等理念，讓環境永續在基層得到新契機。因此，國家的進步

也有本處努力的痕跡，個人也願意為守護全島珍貴土地資源再賣力。

  具體事蹟：

一、自民國90年起，推廣「多孔隙瀝青混凝土」材料，應用於市地重劃區

之道路工程，以提高使用者之安全與舒適。

二、民國92年起，籌組團隊研究「以自然淨化溼地處理農村社區生活汙

水」，並達成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配合水資源再利用之推廣。

三、民國96年籌組「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區道路截角設置分析探討」，對

於重劃工程處辦理市區道路施工的執行，具有明顯效益。

四、督辦「高速鐵路五處車站特定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施工監造作業

如期完成，達成國家重大工程建設任務，並協助臺灣高速鐵路如期

通車。

五、協辦本部公共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且97年度內政部查核工程曾

榮獲「第8屆公共工程金質獎品質查核績優獎」。

六、督辦重劃工程處辦理94～97年度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四年示範計畫，

如期完成施工建設計12區，經內政部評核為優等，績效優良；並於

98年5月完成示範計畫成果總報告一冊。

七、督辦編撰「農村社區土地重劃六年（98年～103年度）示範計畫」中

程施政計畫，圓滿達成任務，並獲行政院審查通過；如期於98年初

度展開執行。

八、督辦97年度全國示範計畫的「農村社區公共設施改善」，如期完成建

設改善計267區，符合提升鄉村地區新觀瞻及生活品質效益。

地政機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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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因緣際會投身地政之領域，轉眼間已過20餘年。這期間，承蒙先進

及各級長官的提攜與教導，所經歷的種種歷練與經驗，都是督促著我在

地政界這個大家庭中努力並進步的動力。

能獲得此獎項，特別感恩歷年來各級長官的愛護及支持，因為有您

們的協助，才有今日的我，得以接受更嶄新的挑戰。得獎是一份殊榮、一

種肯定，更是壓在肩頭的責任，感謝長官的推薦及評選委員的厚愛，更要

感謝許多默默辛勤的同仁們平時的切磋鼓勵，因為你們的努力及奉獻，

使得地政這塊專業領域更為精進及茁壯，願將此項榮耀與一同共事奮鬥

劉 鴻 勛 先生

臺北縣中和地政事務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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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事蹟：

一、84-86年辦理為民服務工作及業務督導考核，成績良好。

二、督辦配合公路局辦理道路拓寬工程、審核高鐵等測量用地徵收。

三、規劃並首創臺北縣政府及所屬各地政事務所測量助理甄試作業。

四、督辦臺北縣網路申領電子謄本作業，提升服務品質。

五、督辦89年度為民服務工作獲頒行政院服務品質獎。

六、辦理89年度臺北縣政府服務品質工作成果暨示範觀摩會，圓滿達成

任務。

七、督辦臺灣省地籍圖重測後續計畫第三期四年計畫，第四年評定優

等。

八、督辦93-96年試辦基準地選定及查估作業，績效卓越。

九、督辦跨所申辦簡易及金融機構抵押權設定登記案件，提升便民效

能。

十、編輯土地複丈暨建築改良物測量作業手冊、測量錯誤案例解析等測

量專書。

十一、督辦97年地籍圖重測計畫中和測區業務，評核特優。

十二、辦理圖解地籍圖數值化計畫執行作業，提早2年完成並跨所核  

發。

十三、推展建物測量成果圖掃描建檔作業，且於全國首先辦理跨所核發

謄本。

十四、辦理基隆河治理工程初期實施計畫，在最短期間完成用地取得作

業。

十五、協助臺北縣汐止、中和地政事務所納莉颱風來襲後重建工作。

地政機關類

同仁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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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自民國70年畢業，72年當兵退伍即在臺北縣三重地政事務所基層任

職，爾後一直在高雄市土地測量大隊、地政處、楠梓與前鎮地政事務所

等地政機關服務，未曾離開，回首公職生涯，已匆匆20餘載。從來以兢兢

業業的心情來學習，以實實在在的態度來做事，堅守崗位，盡我本份，其

間受到各級長官的指導與支持，同事間的扶持與共患難，才能順利完成

各項工作，也才有些許的成就。

這次承蒙謝處長福來的厚愛，提名推薦參加中華民國第14屆地政貢

獻獎選拔，能夠獲獎，是身為地政人最大的肯定。對於高雄市政府地政

魏 文 寬 先生

高雄市前鎮地政事務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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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事蹟：

一、完成楠梓地政事務所轄區地籍測量資料電腦化，確實辦理圖簿總校

對工作，全面釐正地籍。

二、推行簡政便民措施，78年至82間屢獲高雄市政府評定為民服務績優

機關，並榮獲行政院評定全國地政類績優機關。

三、辦理土地徵收業務如期完成徵收工程計347件，績效卓著，適時提供

市政建設所需用地。

四、辦理交通部高雄港務局中興商港第四貨櫃中心用地牴觸戶拆除工

作，排除萬難，圓滿完成任務，解決十多年沈疴。

五、主辦業務獲內政部地政業務考核於89年得測量類全國第1名，93年

地政資訊類、土地登記類分獲第2名、第3名。

六、參與中央法規政策研擬，擔任內政部「革新建物測量工作圈」圈員，

提供建物測量法規制度及行政實務上之見解。

七、93年修繕楠梓地政事務所老舊辦公廳舍及辦公設備，創造良好洽

公環境。修改服務動線，首創「單一窗口簡易案件辦理進度顯示系

統」，簡政便民。

八、擔任主任期間，推廣建物測量成果圖電腦繪製，研究創新製作「實用

密技」教本，經內政部肯定並函頒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廣為參採應

用。

九、督導發現身分證及印鑑證明偽造案，積極處理消弭意外事端；並研

創將歷年權狀樣式、歷任主任姓名及其任期用印格式建檔，供審查

人員對照，防杜犯罪發生。

十、98年修繕前鎮地政事務所30年老舊辦公廳舍，更新大樓機電設備、

重新規劃服務設施。執行內政部98年度「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

資計畫—建築風貎環境整建示範計畫」。

 

團隊長官及同仁在工作上的提攜與協助，抱懷感恩的心，致上最大的祝

福。

將我的榮耀，獻與人生旅途上的工作伙伴、支持我的家人共同分

享。

地政機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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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一介地政老兵，蒙各級長官厚愛及評審委員們肯定，獲頒「地政貢獻

獎」，實屬殊榮，此一榮耀願與眾多共同努力打拼過的同仁共享。

回首來時路，自初中畢業後，於偶然機會踏進地政之門，迄今已有42

個歲月；歷經半工半讀，民國64年通過地政特考進入公務員生涯，一直

在最基層的地政事務所從事為民服務工作，遍嚐箇中酸、甜、苦、辣滋

味，惟始終秉持著「身在公門好修行」的理念，在不違背法令原則下，盡

可能的幫助、服務民眾，並以此與同仁們共勉。

蕭 再 源 先生

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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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事蹟：

一、辦理「九二一地震災區圖根點新建及補建計畫」，落實地震災區地籍

控制點之重建工作，奠立爾後地籍圖修正測量計畫之基礎。

二、辦理「九二一震災地區地籍圖修正測量計畫」，積極執行如期完成，

獲內政部核定績效特優，嗣後並協助災民完成以地易地計78筆。

三、推動地籍圖數值化，擔任數化測試委員，順利完成臺中市中正地政事

務所圖解地籍圖數值化；避免圖籍因頻繁使用繼續破損，且提供以

電腦繪製複丈圖，整齊劃一，提昇測量精度。

四、推動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測量課工作簡化業務，創新便民措施，

提升服務品質，達到簡政便民之效。

五、辦理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測量業務ISO認證通過成績特優。

六、督導辦理「e點通地政查棧」、「區段徵收抵價地發放土地所有權狀

服務到家」、「為民服務簡易登記案件辦理進度即時顯示系統」等措

施，對創新便民服務暨提升行政效能著有績效。

七、參與規劃辦公廳舍及外圍環境修繕工程，推動辦公環境環保及綠、

美化，致力塑造地政現代化之辦公環境，提供民眾更舒適的洽公環

境，提昇為民服務品質，深獲民眾之肯定。

八、民國76年、78年、79年分別經臺中市政府評定為績優人員。

 

地政機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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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榮獲地政人員視為最高的殊榮，非常感謝各級長官「遲來的掌聲」，

回顧這掌聲的背後是一個長達37年的故事。

原來是主修土木工程，自民國61年起，做過地形測量、都市計畫釘椿

測量、林班地登錄測量、工程測量、路線測量、公地管理、三七五租約、

土地徵收、土地複丈、市地重劃、區段徵收、工業區開發、地籍整理測

量，都與測量有關。

藉這個機會表達地政基層工作者的看法，希望提供地籍測量同仁及

高層決策者參考：

蘇 百 鴻 先生

臺南縣政府地政處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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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理臺南市土城等區市地重劃業務，研究創新將地籍、都計、工程測

量結合，大幅縮短辦理期程，績效優良。

二、辦理南科園區1038公頃用地地籍分割及徵收取得，辦竣數值法地籍

整理，圓滿釐正地籍，奠定園區快速發展良好基礎。

三、配合縣政府辦理南科特定區優先發展區890公頃細部計畫地籍分

割，促進南科特定區快速發展。

四、配合縣政府辦理南科特定區L、M區段徵收區78公頃用地開發，辦竣

地籍整理，打造南科光電新市鎮。

五、配合縣政府辦理南科樹谷園區247公頃用地分割徵收取得，辦竣地

籍整理，打造臺灣矽谷。

六、配合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推動「圖解法地籍圖數化成果整合應用於

土地複丈作業試辦計畫」，協助辦理業務觀摩、實務講習、成果展示

會及作業手冊修訂等，成效優良。

七、清理聯測新化地政事務所轄內山區日據時期地籍三角點，將圖解地

籍圖數化成果建置於TWD97坐標作業平台，全面採用數值方式辦理

土地複丈。

八、建置地籍資料庫倉儲管理作業系統，整合建置圖、地、簿相符新圖

籍，全面以數值方式辦理土地複丈，精度和效率明顯提昇，前後二

次複丈成果均一致。

1.圖解法地籍圖數值化只做了一半，其後續加值應用（數值化土地複

丈）是要的課題。2.臺灣山區丘陵地帶面積廣大，其地籍圖多未重測，應

清理聯測地籍三角點、圖根點，推動數值化土地複丈。3.雲嘉南平原農

地重劃區面積廣大，其圖籍普遍不佳，圖地簿不符情形嚴重，宜擬訂計畫

逐步改善。4.農村社區數量龐大，其地籍紊亂、產權複雜，宜藉助重劃更

新，以釐正地籍及促進土地利用。5.近年來退休潮造成事務所測量人員

年輕化，已出現斷層，應加強技術及經驗傳承。

 最後，再一次感謝長官的肯定，更感謝一路走來共同打拼的工作伙

伴，這榮耀應與您共享。

地政機關類

具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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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就讀中興大學地政系時接觸了測量，歷任地政事務所測量員，地政

處技佐、技士、契據專員、股長，測量總隊測量員、隊長、重測組長、主任

秘書、副局長，現為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副主任，一路走來都與測量脫

離不了關係。

在地政機關服務迄今28年有餘，對長官交付任務，無不兢兢業業，

全力以赴完成各項艱鉅任務，在公職生涯中要感謝很多長官不辭提攜及

照顧；也要感謝與我共事期間給我很多幫助及共同打拼的同仁，沒有您

們付出的辛勞與努力，就沒有今天的我。願此地政貢獻獎能與大家分享

蘇 惠 璋 先生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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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事蹟：

一、參與研訂（修）重要地籍測量及重測法令。

二、研訂圖解法土地複丈作業手冊，建立標準作業程序。

三、參與研修「法院囑託土地界址鑑定測量作業手冊」（第6版），建立

標準程序。

四、督導執行「國有林班地地籍測量及土地登記計畫」第2期4年計畫，

全臺國有林班土地地籍測量登記全面完成。

五、參與執行「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都市計畫地形圖套疊計畫」

作業，達到多目標地籍圖運用。

六、督導執行「國土測繪資訊整合流通系統規劃暨系統開發」，完成測 

繪資訊整合流通系統測繪服務等措施。

七、參與執行「國土利用調查計畫」及後續成果更新、圖資現況調查作

業，完成全國國土利用調查成果，提升成果之使用壽命及圖資壽命週

期。

八、78年榮獲省府頒發工作模範；96年榮獲內政部頒發模範公務人員。

地政機關類

得獎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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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黃 耀 光 先生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課長

  不論是擁有聰明才智或是具備傑出能力，如果沒有發揮的空間、表

演的舞台，都不可能有一番成就，感謝從事公職ㄧ路以來，高雄縣政府、

鳳山地政事務所、路竹地政事務所、大寮地政事務所，及現在國有財產

局長官對於我的指導、提攜及信任，同仁在工作上對於我的協助，讓我

能快速成長學習、發揮所長完成夢想，這份榮耀是屬於他們每ㄧ個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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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事蹟：

一、配合地籍圖重測及圖解地籍圖數值化作業，自行研發PDA外業自動

化系統、地籍圖GPS導航系統，協助辦理指界及現場即時測量計算

等工作，提高外業複丈作業效率。

二、配合矩陣式地籍資料庫設計，自行研發矩陣式地籍資料庫索引系統，

提高地籍資料搜尋速度，增進資料庫管理效率。

三、依據複丈業務表格特性自行研發複丈作業表格自動化系統，配合內

部網站建置，提高承辦人作業效率外，提升為民服務品質，提高民眾

滿意度。

四、督導地籍圖重測業務評定為優等。

五、督導辦理臺灣省圖解數值化業務獲內政部評定為優等。

六、辦理高雄縣政府TIO工作圈及協助高雄縣政府開發PPSS，獲得第5

屆行政院經建會法制再造工作圈金釜獎-銀斧獎項及第6屆行政院

經建會法制再造工作圈金釜獎-銀斧獎項，大幅降低地政事務所測

量外業工作量，提高政府稅收。

七、榮獲94年度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優秀員工。

八、督導財政部國有財產局94、95年度國有未登記土地登錄計畫作業，

較原計畫提前完成。

九、開發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估價資料整合管理系統，提

供估價作業整合作業環境及南部各縣市政府估價案例參考，深獲肯

定，並榮獲財政部97年下半年創意提案創新甲等獎。

其他行政機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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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林 秋 綿 女士

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副教授

首先感謝系上的推薦與評選委員的青睞。回母系（國立臺北大學不

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前身為國立中興大學地政學系）擔任教職至今，正

好屆滿20年，值此之際，能獲得地政貢獻奬的殊榮，對我來說自是意義

非凡。感恩地政系、不動產城鄉系歷任的師長之指導與提攜，感恩系上各

位夥伴的協助及支持，特別謝謝趙淑德教授將我帶入地政的大門，讓我

與地政結緣。

獲奬是殊榮也是肯定，但也代表了更重的責任與承擔，期許自己秉持

精益求精的精神，在地政的領域中持續努力，盡自己的本分貢獻一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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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事蹟

一、積極從事有關原住民土地問題及不動產相關學術研究，發表相關論

文。

二、主持並協助有關土地利用、祭祀公業土地、重劃及原住民土地問題多

項研究之進行。

三、推動學術交流活動，參與並協辦多項研討會（含國際性研討會）。

四、擔任中華民國土地估價學會理事，土地問題相關研究，對於地政學

術之研究不遺餘力。

五、擔任「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委員、「內政部中央都市更新基金管理

會」委員、「教育部學產基金管理委員會」委員、「臺北市不動產估價

師懲戒委員會」委員，以及國家特考之閱卷委員，為地政事務貢獻專

業智能不遺餘力。

六、內政部地政司98年地價人員講習授課講員、臺北市及臺中市政府地

政處地價教育訓練講員。

學術研究類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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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非常感謝系上推薦及評選委員之肯定，獲得地政貢獻獎之殊榮，實

應歸功於系上師長之支持與地政界先進之勉勵。從事地政教育及研究工

作近20年，致力於成長管理、都市計畫、土地使用規劃與管制、土地開

發管理、土地政策、國土規劃等相關議題之探討，深覺地政學術涉及層

面既廣且深，所涵蓋之範圍不僅影響人民財產權益，亦關係到土地徵收

以因應地方建設與產業發展之需，甚至國土規劃與防災皆是地政領域之

事務。

有幸從事與民眾、社會、國家事務密切相關之地政研究，從獲獎開

賴 宗 裕 先生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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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事蹟：

一、為內政部草擬開發影響費課徵機制，成為「非都市土地開發影響費

徵收辦法」之基礎，內政部已於90年8月29日發布施行。

二、擔任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協助法規修訂、制度建立與土地開

發許可審議之工作。

三、獲聘為內政部土地徵收委員會委員，協助土地徵收相關案件之審理

工作。

四、擔任行政院金融重建基金評價小組兼任委員，協助銀行不動產資產

之評價工作。

五、積極參與國土計畫法（草案）修訂工作。

六、主辦「全國土地政策論壇」，加強學界與行政部門間的合作交流，共

同探討土地政策問題。

七、舉辦「全國不動產管理論壇」，加強學界與業界經驗交流，期使不動

產管理產業發展更臻健全。

八、擔任地政系主任期間努力聯繫地政校友與行政機關，加強合作關

係。

九、戮力於地政教育及研究工作10餘年，發表期刊及研討會論文百餘

篇，著作「都市成長與土地開發管理」一書，研究成長管理議題，為

相關領域之重要著作。

  

始自是另一個責任之開端，在當前社會環境的氛圍下，如何精進地政學

術，提昇民眾認知與政府對地政實務之重視，誠為吾人共同努力之目

標，但願不負地政前輩之提攜與厚愛，朝此目標繼續努力前進。

學術研究類



‧38‧

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今獲地政貢獻獎，倍感殊榮，心中想說的是：「感恩」。承蒙國立屏東

商業技術學院不動產經營系同仁的協助，地政司長官及諸位評選委員的

肯定，才能獲此榮耀，一路走來其實得到許多朋友、師長、家人協助才能

使我獲得此一獎項，讓我對地政有些許的貢獻，在此，我要謝謝所有曾

經教我、指導我、幫我的人。

得獎也使自己體認到未來的責任更為加重，尤其身為教育工作者，我

的責任是將學生教好；身為地政從業人員，我的責任是讓地政業務更符

合民眾需要，讓業界更信賴地政制度。這些絕不是我個人可以做到，而是

賴 碧 瑩 女士

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不動產經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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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事蹟：

一、擔任中華民國土地估價學會副理事長，協助國內取得「國際評價準

則」IVS繁體版翻譯權，舉辦國際不動產估價論壇，讓國內可以深

入探索澳洲不動產估價制度。必且廣邀國外學者至高雄演講提升政

府機關之國際視野。致力臺灣地價制度創新、不動產價格電腦估價

CAMA制度模型建立。

二、於國立屏東商業技術學院不動產經營系從事地政教學10多年，獲得

全校優良教學教師獎。

三、協助全聯會制訂服務酬金規範，參與內政部修訂「不動產估價技術

規則」，健全不動產估價制度。

四、長期協助南部縣市基準地地價調查事務，擔任屏東縣地政局基準地

地價審查委員、高雄市地政處基準地地價審查委員及高雄市政府不

動產估價師懲戒委員會委員。

五、長期擔任營建署都市計畫委員會委員，協助地政與都市計畫事務接

合。並獲任營建署住宅顧問團委員，協助各縣市住宅及不動產資訊

工作建立，同時也擔任都市更新審議工作，為土地發展努力。

六、擔任國有財產局南區分處估價小組委員，協助於公有土地標讓售事

務。

七、擔任考選部典試委員協助辦理不動產考試事宜及不動產估價師考試

資格之修訂工作。

八、擔任桃園縣區域計畫委員，協助航空城區域計畫訂立工作。

九、長期於國內、國際發表不動產相關文章，PP C 2 3屆在美國年會並

獲得大會之Fin alis t  B e s t  P a p e r榮譽，目前擔任Pa cific 

Rim  Real  Estate  S o ciety(PR R E S)理事及Inter n ation al 

Journal of Property Sciences期刊Associate Editors 

，致力提升臺灣在國際不動產的能見度。

 

學術研究類

需要地政界每個人共同努力，因此我要說：地政加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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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李 瑞 倉 先生

中國土地改革協會理事  

在離開公職生涯年餘之後，心境已如古井不生波。此際獲得地政貢

獻獎，對我來說，究屬枯木萌綠芽的喜悅，或應視為臨去秋波的掌聲，已

無暇論斷。但我仍衷心感念能獲取此一殊榮，畢竟，這是每一位地政人

引頸企盼的光環。

從民國57年考進政大地政系開始，我就以地政人自豪，但以當年環

境，其中難免有自我安慰的成分。祇是畢業後，有幸能學以致用，從事土

地行政及財產管理的工作，並有幸在前輩指引與同仁協助下，得以奉獻

所學，或案牘勞形，於例行業務中，為民眾處理或解決其切身問題；或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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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事蹟：

一、任職內政部地政司期間（民國63年至77年），積極研修相關法令，

改進實務作業。尤以對農地政策、土地徵收及區段徵收業務，著力最

深，所提興革意見，影響迄今。 

二、先後擔任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中、南、北區辦事處處長，積極結

合、協調地政機關改進國有土地管理處分業務。 

三、民國88年起始任國產局長，積極推動各項業務方案，配合國家社會

經濟發展。 

四、於民國91年4月受行政院之命，籌組國家資產經營管理委員會，全面

清查閒置、低度利用以及被占用之國有土地。

五、93年5月起四年間，於財政部政務次長任內，並每月實際代理主持該

委員會會議，促進國有土地之有效調配及運用。

突發事件中，面臨挑戰，化解爭議；或於制度法令不足處，補苴罅漏。回

首來時路，亦有幸留下些許腳踏實地的足跡，或可供敝帚自珍，引以為慰

者。

   凡此種種，本為側身公務機關，日常應有作為，不足掛齒，更難登大

雅之堂。但於地政人同道間，何妨就其間甘苦，獻曝於賢者，資為茶餘

飯後談笑之素材。

社會團體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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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因緣際會擔任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以來，深體身為專門職業人員的

職責，故期許自身以專業智能誠信執行業務，服務社會並奉獻國家，以

贏得各界的尊重與信賴。而執業期間，歷經土地代書人管理規則之廢止

及嗣後「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管理辦法」之發布及「地政士法」之創制立

法，亦有幸能與各界先進一起為上開法規之創制而努力，俾以健全之土

地登記專業代理人制度，使更名後之地政士從業人員之執業邁向新紀

元。

時光荏苒，兢兢業業從事地政士業務倏忽已數十餘年。此次承蒙中

陳 永 鐘  先生

臺北市地政士公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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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及臺北市地政士公會之推薦，及各界之鞭

策與支持，幸得獲頒地政貢獻獎之殊榮，在此，謹願與各位先進及全體

會員分享，並期許未來能貫徹地政士法所定，精通專業法令及實務，並依

法誠信執行業務，以資回饋社會。

    具體事蹟：

一、長期研究日據時期繼承法規，並融合實務見解編撰成「日據時期繼

承權利之實務解析」，為目前頗受引用之經典參考用書，其擔任主講

之訓練課程，更受業界歡迎及肯定。

二、嫻熟地政及行政救濟相關法令，曾受民眾委託辦理土地所有權持分

更正登記事件，而受託時該事件已遭最高法院判決駁回敗訴確定，

經重新向臺北市政府提起訴願勝訴，維護民眾之權益，此行政救濟

案件成為地政經典案例，並廣受業界肯定，足堪地政界之表率。

三、多次邀集地政有關人員，率團參訪日本及韓國司法書士會(現名法務

士會)，藉以蒐集並交流國際間相關不動產登記法、司法書士法、法

務士法，其詳加研究分析後送請立法委員協助，順利完成土地法第

37條之1修法及地政士法之創制程序，促進房地產交易之安全，確

保民眾法益。

四、擔任臺北市地政士公會理事暨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會務

諮詢委員，對地政相關法令研究精闢，常受邀出席中央部會召開之信

託登記、地政士法、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地籍清理條例施行細

則草案等之制定會議及參加地政機關舉行之登記案件請示研討會

議，其所提供之意見並廣為各單位採納，有效解決地政實務上之各

項疑難雜症，促進社會之建設有傑出貢獻。

社會團體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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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地政人，一生奉獻地政，今得地政貢獻獎，感慨良多：

土地情、長青路，感恩心。

遲來的榮譽，彌足珍貴!

許　 松 先生

朝陽科技大學都市計畫與景觀建築學系副教授

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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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事蹟：

一、於臺灣省政府地政處處長任內，推動簡政便民措施、地政業務電腦

化、地籍圖重測、地籍圖數值化、市地重劃、區段徵收、農地重劃、農

村社區更新，並辦理高速鐵路桃園、新竹、臺中、嘉義、臺南等五個

車站特定區之開發等業務，成效卓著。

二、於內政部地政司擔任科長期間，研訂「區段徵收改進要點」，首創

改良式區段徵收，提出抵價地之構想，並納入修正平均地權條例實

施，對區段徵收制度之創新，具有重大貢獻。

三、退休後於朝陽科技大學教學研究，並獲政府機關與社團聘請擔任各

項諮詢、顧問、委員、理監事等社會服務工作，致力於宣揚地政學術

與法令。

社會團體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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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張 能 政 先生

臺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總幹事

得到這份殊榮，對我而言是一份意外驚喜！從事不動產估價17年，專

注在同一個領域上，工作歷程讓我學習許多，也讓我積極耕耘在不動產

估價的專業上。這幾年，臺北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及全國聯合會陸續成

立後，有更多接觸外界的機會，也很榮幸公會的同業前輩給我很多服務

的機會，可以在參與的過程中成長。除了意外，心中不免存在僥倖的想

法！過去幾年不動產估價產業發展已有基礎，只是業務來源受限，無法提

供大量專業人員投入，十足可惜，寄望未來有更多的專業人才投注。

最後，我要謝謝過去給我很多指導的長官、老師及同事，也最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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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事蹟：

一、獲選臺北市政府選拔2008年度「優良不動產估價師」（第一屆）。

二、擔任公會幹部，並協助內政部及公會擬定相關證券化估價報告書範

本及二號、四號及五號技術公報。

三、積極參與都市更新權利變換估價技術探討，協助都市更新權利變換

及估價專業技術提升與推動。

四、擔任地方政府有關不動產專業相關委員，協助辦理不動產價值評估

作業。

五、參與內政部相關法令研議，如：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及證劵化報告書

範本修訂等。

六、協助籌辦95年「海峽兩岸第一屆及第二屆不動產估價學術研討會」，

促進兩岸學術交流。

七、長期從事臺灣金融研訓院不動產估價班、政大公企中心及崑山科技

大學不動產估價學分班講師，培育優秀估價人才。

八、擔任各金融銀行機構、地政機關及學校估價相關課程講座，推廣不

動產估價專業知識。

激這個領域中給我最多專業教導、提拔的卓輝華理事長，以及這幾年給

我許提攜的陳玉霖理事長。

社會團體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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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鄭 子 賢 先生

臺北縣地政士公會副理事長

民國58年初中畢業後，因緣投入土地代書(地政士)此一特殊傳統

行業，從助理做起，迄今已將近40年，漫長的歲月裡，有幸遇上許多同業

的老前輩及諸多同行不吝惜的教導與愛護，讓我從一個生澀的新手成長

為他人口中的「老代書」。而我始終謹記前輩所言：「我們所從事房地產

之案件，對代書而言雖是輕而易舉的一件小事，然對當事人而言，卻可能

是人生中一輩子一次的大事。」凡事皆須以當事人之立場感受著手，秉持

「誠信、公正」的立場處理，依此謹慎行事，不敢稍有懈怠及輕忽。

   能夠獲得地政貢獻獎的肯定，毋寧是對一個平凡而實在的執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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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事蹟：

一、積極參與地政士相關組織20餘年，為地政從業人員提供完整服務：

（一）民國76年參與籌組成立臺北縣土地登記代理人協會；民國   

80年參與籌組成立臺北縣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公會(社團

法人臺北縣地政士公會前身)。

（二）民國77年參與籌組成立臺北縣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職業工

會(現更名為臺北縣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

二、建構學習環境，舉辦專業講習：

  於95年至98年在公會擔任教育福利委員會主任委員任內，策劃推動

會員地政士專業訓練，就法令研討與地政相關議題課程，舉辦近60

場次，受惠相關從業人員逾9000人次，協助執業人員取得時數證明，

得以順利換照，提升專業服務素養，成效卓著。

三、參與多次內政部舉辦之地政盃活動，帶領地政士投入比賽，得獎無

數。

四、配合政府機關舉辦各項座談會議及活動達數十場，推行法令研討及

相關政策宣導。

五、致力參與社會服務工作：

加入中和地政事務所志工諮詢服務多年，襄助地政機關推行業務，

擔綱政府與民眾溝通橋樑，熱心公益，關懷社會。

者一種鼓勵，並給予過去一路走在地政道路上的耕耘者莫大欣慰，也將

是我繼續往前邁進的動力。

面對日益更新的法令條文及社會快速的變遷，對於地政業務種種的

相關事項，個人尚有諸多必須學習的，在此感謝「臺北縣地政士公會」歷

屆理監事、與會務人員、全體會員以及「全聯會」的諸位前輩在執業上的

提攜和指導，藉此聊表本人感激之意，沒有你們一路上的照顧與督促也

就沒有今日的我。

社會團體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