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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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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郁 芳 女士

桃園縣政府地政處科長

參與地政工作行列，瞬間已20餘年，流逝的是揮汗歲月，換來的是

豐實滿滿的地政足跡。從事地政基礎工作，原以為只是枯燥又無助的默

默小兵，獲此殊榮，讓人體悟小兵也可閃耀無限的社會價值。

因為有眾多前輩及後進的努力基礎，才讓我比別人有更多的機會獲

此榮耀。非常感謝幫助過我、指導過我的先進、同僚及朋友。尤其感恩所

有給過我機會的長官，由於您的寬容才讓我有努力的空間。最後，我親愛

家人對我工作上的包容和精神上的支援，才是致勝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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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類

  具體事蹟：

一、策劃推動民國42年實施耕者有其田未辦持分交換土地清理，除發表

「共有耕地自耕保留部分交換移轉登記清理自治條例探討」研究論

文，並透過法令鬆綁，修訂相關自治條例及作業規範，有效解決56

年來土地共有關係糾紛，解決私有財產凍結限制，活絡地權，提升

土地利用。

二、致力推動地政業務資訊化，提升地政e化服務。

（一）參予「臺灣省第一階段地政資訊DOS版建置」及「第二階段地政

資訊NT版建置」，將地籍工作由人工推動進入電腦化作業。98

年進階辦理「桃園縣地政資訊整合WEB 版系統建置」，塑造網

路化作業環境，提升地政電子服務新紀元。

（二）辦理地政歷史資料e化建檔及服務，有效保存寶貴的地政歷史

檔案。

（三）積極推動自然人憑證公務應用系統開發，建置桃園縣各地政事

務所公文及檔案線上簽核作業。

三、主動積極辦理不動產糾紛調處，協助民眾解決不動產糾紛爭議，

成效卓著。

四、配合政策推動，參與地籍清理等相關法規研修，提供實務經驗及具

體建言。

五、訂頒地籍登記相關行政規則、統一流程，提升登記作業效率。

六、推動地政為民服務各項具前瞻性便民措施，參與桃園縣「智慧桃園-

縣政申辦新紀元」專案計畫，榮獲99年行政院第2屆政府服務品質獎，

著有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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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高雄市楠梓地政事務所主任

「等著瞧」一句簡單又極富想像力的字眼，在大學畢業紀念冊上，

我如此勾畫未來，整整28年的公務生涯，在每一個職位自許為學習成

長的機會。為提報參加地政貢獻獎，在蒐集資料的過程，勾起過去的回

憶，尤其在96年為活絡房地產景氣及宣導不動產交易安全，高雄市政

府地政處辦理全國第一次的房地產嘉年華會系列活動，除地政處同仁共

同努力外，對高雄市不動產代銷、仲介、地政士、估價師及建築開發

等公會的鼎力協助，活動得以圓滿完成點滴在心，深深覺得任何重要工

作，群策群力始得以竟功。

李 浚 昌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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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類

承蒙謝處長推薦參與獲此殊榮，衷心感謝所有長官的指導、提攜及

工作夥伴的努力，得獎是肯定同仁的努力，榮耀屬於大家的，扮演好自

己的角色，共同提升地政為民服務績效。

   具體事蹟：

一、擬訂地上物拆遷計畫，排除萬難指揮執行強制拆除作業，使後續重

劃作業得以順利進行。

二、督辦地籍及土地登記業務，獲內政部89年地政業務考評第1、2名。

三、強力執行不動產經紀業檢查及處罰違反規定之業者，保障合法業者

及消費者權益。

四、辦理全國首創「不動產資訊交流平台網站」建置作業，提供業者及民

眾多元、正確的不動產交易資訊。

五、督辦2007年高雄房地產嘉年華會活動、地政歷史資料掃描作業、跨

所申辦登記、消費爭議協調等作業，獲96年內政部地政業務考評土

地登記及不動產交易類第1名。

六、積極推動地政業務簡政便民革新措施，辦理預約申請、提供權狀送

到府服務及清理未領權狀通知領取等作業，方便民眾申辦及提高地

籍管理效能；改善民眾休息區及謄本申請填寫專區，提升舒適洽公

環境。

七、發現偽造證件申請登記案件，立即組成危機處理小組，即時通報遏

止1億4千萬元之抵押權冒貸案件，並配合警方當場逮捕不肖歹徒，確

保地籍登記正確性及民眾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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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李 素 蘭 女士

臺北縣政府地政局專門委員

這份殊榮，應歸於個人公務生涯中，所有提攜、指導以及支持我的

長官及同仁們！

地政乃國家建設的根基，有幸參與，實屬榮耀。臺北縣因為轄內土

地面積遼闊、人口眾多、城鄉差異懸殊，地政工作更是倍加辛苦，但臺

北縣的地政團隊一直充滿著高昂的士氣，屢創佳績，故更以身為臺北縣

的地政人為榮。獲獎是鼓勵，也是鞭策，日後仍當秉持維護民眾財產權

益的地政人使命，對地政業務盡一己之力。

最後，感謝評選委員的青睞、長官的肯定與推薦，以及默默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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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類

的家人。

   具體事蹟：

一、積極專研土地管理規劃與開發利用議題，圓滿完成「地籍總歸戶」、

「國土利用調查業務」、「地政資訊化」等作業；並參與臺灣省87年

度公務人員研習發展「土地管理規劃與開發利用」研習報告，赴日參

與研習計畫，因應省政建設之推展及前瞻性規劃。

二、法令實務素養深受肯定，受聘擔任臺北縣不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臺

北縣地政局土地登記及地價法令研商小組成員等各項委員，致力奉

獻所學、經驗及土地法令政策之精研分享。

三、推動各項地價作業檢討與標準作業程序訂定、完成「臺北縣地政同

仁專題報告論文輯」彙編作業、擔任「我國地價制度之探討-以臺北

縣為例」之編審委員及推辦土地登記審查手冊，貢獻所學經驗達致

經驗傳承。

四、推動訂定「臺北縣政府暨所屬聯合防範偽冒事件處理機制」，加強機

關間橫向聯繫，有效防範地政偽冒事件發生，型塑地政機關形象貢

獻良多。

五、積極推動地政業務資訊作業，對於土地行政業務之革新精進奉獻良

多，讓地政服務真正落實「地政E世紀，生活好便利」之境界。 

六、擔任新店、板橋地政事務所主任期間，致力地政業務推展，多管道行

銷地政業務，深獲好評並屢獲內政部地政業務及為民服務考評佳

績。

七、榮獲91年度臺北縣工作績優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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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主管地用科業務已有9年時間，尤以主辦土地徵收業務，涉及民眾

權益甚巨，辦理期間無不戰戰兢兢、克盡職責，高效率辦理公共建設用

地取得，使市民早日享受市政建設之成果，並達成零抗爭、低訴願、少

陳情之目標，是以歷年績效考評均獲佳績。惟此成績非ㄧ人所能成就，

係全科同仁共同努力的成果，感謝他們的協助與努力，讓我有幸獲此地

政最高殊榮，同時也要感謝洪處長怡芬的提攜、推薦與評選委員的厚

愛，併此致謝。

李 國 清 先生

新竹市政府地政處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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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事蹟：

一、主辦地用業務，經內政部地政業務績效考評，92年獲評定為第1名，

93年為第3名，並自94年起至98年連續5年均獲得評定為第1名。

二、協助推動國家重大建設及市政建設，高效率辦理公共建設用地取

得，獲選為新竹市政府98年績優公務人員。

三、協助內政部編輯土地徵收作業手冊，供各單位辦理徵收業務之參考

依據。

四、配合內政部辦理區域計畫第1次通盤檢討，辦理非都市土地使分區

調整作業，圓滿完成，並如期完成河川區之劃定。

五、推動土地徵收資料掃描建檔作業，確保徵收資料之永久完整保存。

六、協助內政部辦理土地徵收管理系統及土地利用管理系統之測試作

業。

七、協助各需地單位協議價購取得所需公共建設用地，縮短用地取得

時程，減少民眾異議抗爭，計完成協議價購案95件，802筆土地，約

1,280人。

八、協助開發各項地政業務資訊應用系統，以利地政業務推動並提升業

務效能。



‧18‧

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邱素香 女士

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主任

因緣際會投身地政界，轉瞬間已32寒暑。此次能獲此殊榮，首先感

謝長官的推薦及評選委員的厚愛。

得獎是一份肯定、更是一份責任。回首公務生涯30餘年，從地政

事務所土地登記業務員學起，歷經地價課長、登記課長、縣政府地用股

長、地價股長、埔里地政事務所主任等職務，一路上受到許多長官的教

導、提攜，所涉工作領域雖繁雜萬端，但終能排除萬難完成任務。

衷心感謝全體工作夥伴們，因為有你們的支持，讓我樂在工作。感

謝親愛的家人，因為有你們的支持，讓我無後顧之憂。願以此榮耀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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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類

  具體事蹟：

一、辦理土地登記、土地登記簿縮影作業，履獲省政府地政處評列優

等。

二、推行為民服務工作成績優良，獲行政院頒發「服務楷模獎」績效優

異。

三、督辦集集共同引水計畫攔河堰工程、貓羅溪軍功橋至平林橋整治工

程等用地取得，順利完成。

四、督導都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地籍整理業務，成績優良。

五、督辦地政資訊業務，圓滿達成任務。

六、配合中央政策試辦基準地選定及查估作業、國有林班地地籍測量及

土地登記、原住民保留地分割測量、區域計畫第1次、第2次通盤檢

討作業，圓滿達成任務。

七、督導協助民眾辦理經政府代管未辦繼承登記土地，績效良好。

八、督辦南投縣各地政事務所ISO9002國際品質保證驗證通過。

九、協助921震災地區組合屋用地取得。

十、督導辦理埔里地政事務所公文處理暨人民陳情案件，績效優良。

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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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內政部地政司專門委員

吳靜吉在其「青年的四個大夢」一書中認為年輕人應有夢，第一個

夢想是「追求人生的價值」；第二為「尋找一份終身可奉獻的志業」；

三為「找尋一位良師益友」；四為「追尋一位終身伴侶」，在地政司服

務，我已實現這些夢想。

生活的目的何在？生命的意義為何？有人說是「人生以服務為目

的」，也有人說是「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生活的目的在

增進人類全體之生活」，在地政司工作，可以為民服務，追求人生真正

的價值，做大事而非做大官，這是可以貢獻一生的地方；另地政司有許

邱鈺鐘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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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類

多「學有專精」的人才，讓我有亦師亦友的感受，多位長官及同仁都是

我終身學習的「業師」(mentor)；而愛情的追尋，仍是最甜美的夢，相

知相惜的愛侶，我也在此找到！地政司確實是實現夢想的地方。

謹以此獎獻給所有一起打拼的地價同仁。

     具體事蹟：

一、內政部地政司地價科科長任內完成不動產估價師法立法工作，訂定

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等相關子法共5種，建立不動產估價師制度。

二、策劃辦理「土地政策研究班」，培訓地政高級人才，自86年至94年，

共辦理5期，培育學員共200人，學員現多擔任地政界重要幹部。

三、配合農地開放自由買賣、行政程序法之實施、省政府組織精簡、增值

稅減半徵收、增值稅優惠稅率一生一屋等政策，研修平均地權條例

配套條文，落實法制及政策。

四、93年策劃推動地價基準地制度，每年直轄市、縣（市）政府均試辦

查估基準地，自98年起正式辦理(共查估1,200點基準地)，對地價人

員不動產估價技術之提升有相當大的助益。

五、規劃編輯「中華民國房地產交易價格簡訊」，並建立資料庫提供網路

查詢，每季提供地價資訊作為民間買賣、抵押、投資及政府機關施

政之重要參考。

六、完成「地價作業手冊」，提供全國地價同仁辦理業務時之查閱運用。

七、參與「不動產證券化條例」之制定，訂定「證券化不動產估價報告書

範本」，審核國內多項不動產資產信託、不動產投資信託之不動產估

價案，活絡不動產市場。



‧22‧

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唐仁梂 先生

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課長

在偶然的機緣下從事了地政的工作，一路由臨時人員、約僱人員、

通過普考及基層三等考試到任課長乙職，均懷著敬業樂群及努力學習

的態度，能幸獲象徵地政人員最高榮譽的獎項，除感謝評選委員的厚愛

外，首要感謝各級長官的教導、提攜及推薦，更要感謝共事同仁的付出

與協助，以及家人的支持，有您們才有機會獲此殊榮，所以這份榮耀是

屬於您我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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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事蹟：

一、對所辦理之地政業務均戮力而為，且提出創新與改革建議，經評核

獲選為臺中市政府99年度模範公務人員。

二、研提多項創新簡政便民措施，著有實績並多獲好評，襄助機關於民

國98年獲行政院第一屆「政府服務品質獎」。

三、創新建置地籍與文史資料連結之部落格檔案，強化地籍圖資檔案管

理及掃瞄建檔，襄助機關於民國98年獲「第七屆機關檔案管理金檔

獎」。

四、配合督辦各項市政建設辦理地籍分割整體開發等多項業務，及受理

土地複丈與建物測量等案件，連續經臺中市政府評定為第1名，並獲

98年內政部地政業務考評測量類第1名。

五、配合地籍測量業務革新，民國95年間擔任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研訂

「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都市計畫地形圖套疊作業工作手冊」

小組成員，參與手冊製定並將成果實際運用於土地複丈；民國98年

參加內政部「多目標地籍圖立體圖資建置計畫」試辦作業，計完成臺

中市惠國段等建物繪製，頗具成效。

六、為解決臺中市大里溪水患問題，辦理廍子地區區段徵收工作，克服

921地震斷層帶經過等多項重大困難問題，完成該區之土地徵收、申

領抵價地作業及多項工程作業，解決都市計畫及工程施工問題，圓

滿達成任務。

七、提出有效簡政便民措施，首創研擬跨域（機關）簡化建物滅失勘查

便民工作，讓稅務人員免派員勘查，有效節省時間提昇行政效率，亦

讓建物所有權人免去委託地政士之委託費用，並對「直轄市縣（市）

不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第19條提出修法建議並獲

參採等案，著有成效。

八、撰寫自行研究報告，獲臺中市政府97、98年度甲等獎。

   

地政機關類

獲獎是一種肯定，也是另一個任重道遠之責任的開始。嗣後將更竭

盡所學全力以赴，貢獻在地政專業的領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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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涂炳鑫 先生

臺北縣新莊地政事務所主任

從民國66年麻豆地政事務所入行迄今，一轉眼過了33個年頭，當中

從登記到測量、地價、地用甚至開發工作，都有幸參與學習。回望來時

路，從懵懵懂懂到領軍奮戰，從內勤伏首案頭到外業穿山越嶺，種種過

往酸甜苦辣盡在心頭，但樂觀的個性讓自己始終樂在其中而未曾卻步，

且在地政的大家庭中找到動力與揮灑的空間。

此次能獲此殊榮，除感謝歷來長官的指導、關照與提攜，諸位評選

委員的厚愛及曾經共事過的每一位同仁鼎力相助外，更要感謝家人，尤

其內人多年的體諒與用心，讓自己得以心無旁騖全心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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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事蹟：

一、參與地政資訊管理方案新店地政事務所辦公空間機房之規劃與興

建。

二、完成臺北縣新店轄區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調整示範作業。

三、督辦林口新市鎮、泰山東側、蘆洲南港子及新板橋車站等4個重劃區

開發工作，89、90、92年重劃業務獲全國考評第1。

四、首創臺北縣土地行銷小組，主動拜訪行銷及標售開發區土地，提升

土地價值並帶動景氣繁榮，績效卓越。

五、擔任臺北縣土地開發BT案研究小組成員，研創委外開發可行方案，

活化開發方式。

六、推動網站建置、地籍圖數值化、網路申領謄本、跨所簡易及抵押權設

定登記等資訊創新作業。

七、督辦臺北縣測量助理甄試工作，落實職場公平競爭、用人惟才原

則。

八、以服務導向理念帶領地政團隊，90、91年獲優質網站獎勵、95年臺

北縣地政業務考核第1名、97年第2名，98年入圍行政院服務品質

獎。 

九、安排世界20多國學員到所參訪登記、測量作業，促進國際交流。

十、配合國道五楊段拓寬工程用地取得，將原定需時4個月之測量分割

作業提早2個月完成，加速國家重大交通建設有功。

地政機關類

衷心期盼未來的日子裡，能在長官指導與工作夥伴齊心協力下，平

順推展各項業務，為自己公務生涯畫下一個完美的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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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莊瑞西 先生

臺南縣玉井地政事務所主任

獲得此項殊榮，實應感謝縣府地政處長官的提攜及同仁的協助，同

時以這份榮耀與工作夥伴大家分享。從事地政工作近34年，致力於測

量、市地重劃、農地重劃、早期農地重劃區農水路更新改善、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等工作，深覺地政業務既專業，法令又繁多，直接影響民衆權

益，亦關係到地方建設及產業發展。

獲獎是殊榮及受肯定與鼓勵，更是責任的加重，身為地政工作人

員，更應讓地政業務獲得民衆的信賴與支持，這應是地政同仁共同努力

的目標。



‧27‧

  具體事蹟：

一、辦理臺南縣七股鄉十分塭農地重劃，該重劃區因所有權權屬複雜，

共有人衆多，故土地分配執行過程尤其困難，經逐一克服，順利完成

重劃業務，榮獲96年內政部考核評列全國第1名。

二、辦理臺南縣七股鄉十分塭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從先期規劃、開發許

可、環境影響評估、工程細部設計到重劃設計開發，經突破萬難，順

利完成社區土地重劃，榮獲96，97年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考核評

列甲等。

三、積極辦理早期農地重劃區農水路更新改善業務：早期農地重劃區農

水路更新改善工程，完成之面積及經費均為全國之冠，過程中遭遇

原物料飊漲，經逐一克服困難，順利完成農水路更新改善業務，榮

獲內政部考核93、96、97年評列第1名；88下半年及89年評列第2

名；91、92年評列第3名；94、95、98年優等；90年評列甲等，績效優

異。

四、推動臺南縣七股鄉十分塭農地重劃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整合作業：

本項業務屬全國首創，由於兩種重劃之法律依據、辦理期程及公共

設施需求不同，辦理過程多次邀集所有權人、規劃單位辦理說明會

及溝通協調，整合度極高，成果效益顯著，各縣市均蒞臨該社區觀

摩，為農村再生先期示範豎立典範。

  

地政機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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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張鵬修 先生

內政部地政司技士

對於成就此份殊榮的所有人，致上深深的感謝！感謝長官的舉薦，

以及在工作上一起打拼的同仁，還有各縣市朋友們在業務推動的相挺

與幫忙。「地政業務電腦化」是一件創新、繁瑣且需較長時間才能彰顯

成效的工作，經由團隊群策群力的付出及努力，成果也已逐漸彰顯。今

天能夠獲得「地政貢獻獎」，是團隊績效的展現，更是對參與推動「地

政業務電腦化」每個人的肯定。另外，要感謝亦師亦友的盧司長鄂生、

王主任燕峰、陳處長守禮、黃科長慧鈴、陳主任惠玲及已逝的王技正文

忠…等，在地政資訊專業上，給我啟蒙及一路指導、學習的機緣。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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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類

「雲端運算」開展之際，運用創新科技，提升行政效率及強化為民服務

品質，永遠是我們不斷努力向前推進的目標。

我們相信──永遠有不同的方法來做同樣的一件事。

  具體事蹟：

一、參與數值地籍測量地籍圖重測、土地複丈、圖解地籍圖數值化…等

系統軟體設計維護工作，奠定地籍測量電腦化基礎。

二、主辦「地政資訊管理方案後續實施計畫」電腦設備採購及「地政整合

系統」（NT版）開發建置案，奠定地政業務電腦化全面發展基礎，創

造多面向網際網路服務及地政ｅ化根基。

三、兼任「內政部地政資訊整體規劃小組委員」擘劃地政資訊整體發展

策略。兼任「內政部地籍總歸戶作業小組委員」協助地籍總歸戶系統

建置。

四、主辦「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規劃、管理工作，拉近民眾與地政

專業距離，屢獲評選為優良網站。

五、主辦「國土資訊系統土地基本資料庫分組」工作，規劃開發GIS相關

系統，提供民眾便捷的地籍空間資訊服務；創新研擬「多目標地籍圖

立體圖資建置計畫」，將國內GIS帶入向量化的3D實作應用。92年地

政司獲選首屆「辦理國土資訊系統基礎環境建置計畫推動工作績效

特優單位」，本人亦獲選「特優人員」。

六、創新規劃「簡化建物第一次測量便民服務網」，革新建物測量業務

與作業流程。

七、辦理「地政服務即時通計畫」，運用「電子憑證」，進行案件申辦，並

藉由與「e政府服務平台」電子付費介接，提供效率、創新、便民的金

流、物流網路服務單一窗口。

八、規劃推動地政業務電腦化教育訓練，並受聘兼任前省訓團、前省政

府地政處、內政部、國立成功大學、中國文化大學…等訓練班講師，

授課總時數3,000小時以上，積極協助培訓電腦化作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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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溫博煌 先生

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課長

身為地政從業人員，此次能夠榮獲地政貢獻獎之殊榮，內心充滿無

限的喜悅與感恩。衷心感謝曾處長國鈞、莊主任子明的提攜、推薦與評

選委員的青睞，更感激與我一起打拼、同甘共苦的中正地政事務所工作

夥伴，有了大家的支持及協助，才能有此一成果。當然，也要感謝一直

在背後默默奉獻與扶持我的家人，這份肯定是屬於您們的！

地政公職是從學校畢業的第一份工作，轉眼間已經過16年，從基層

地政事務所擔任登記審查工作開始，歷經市政府地政處的磨練，再回任

地政事務所擔任課長，期間大都從事第一線的爲民服務工作，始終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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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類

著「身在公門好修行」的服務理念。然在今日講求以民為尊的時代潮流

中，民眾的需求一直在改變，如何與時俱進，並能以熱情來融化對立，

以溝通來化解衝突，時常考驗著第一線地政同仁的IQ與EQ。幸好一路走

來在逢甲大學土地管理系師長的教導下，培育我具有地政專業方面紮實

的基本功，更承蒙長官的指導與提攜，使我在這專業領域更為精進及茁

壯，才足以勝任。得獎是對過去努力成果的肯定與鼓勵，更是督促我未

來繼續努力的動力。

  具體事蹟：

一、協助警方偵破詐欺刑案，對維護治安工作，防杜犯罪行為之發生，績

效卓著。

二、86年承辦案件認真負責，適時發現偽造權利書狀；98年督辦土地登

記案件時，適時察覺偽（變）造文件，有效防杜不法申請登記案件之

發生，確保民眾財產權益。

三、推動地政業務工作簡化及創新便民措施，如「首辦區段徵收抵價地

發放土地所有權狀服務到家」等31項簡政便民服務措施，塑造地政

機關親民、便民形象，榮獲行政院核定為第2屆「政府服務品質獎」

得獎機關。

四、參與內政部98年修訂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認真負責，

時提建言，圓滿完成任務。

五、主辦民國84至87年度地政業務，連續4年均經省府考核評列為優等；

辦理臺中市91年至94年地政業務均獲內政部評列成績優異；督辦95

年及98年地政業務考評土地登記類等項目經市府評列第1名，績效

卓著。

六、辦理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業務ISO9002國際品質保證驗

證通過，落實業務及品質管理，提升作業效能，成績特優。

七、利用公餘時間研究，提出「空地抵押後之地上權設定問題探討」、

「區分地上權制度之探討」、「地政單一窗口服務滿意度之研究-以

臺中市地政事務所為例」等7篇自行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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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劉至忠 先生

  自民國83年加入國土測繪中心（前土地測量局）工作，轉眼間已15

年，從測量隊擔任測量員、檢查員、站主任，再到中心本部擔任股長、

課長等職，在這期間辦理地籍圖重測、921災區控制點檢測、EGPS即時

動態定位系統建置及相關作業手冊研擬等業務，一路走來承蒙長官的指

導與提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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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努力奮鬥的工作同仁，以及在背後默默支持我的家

人，同時以這份榮耀與大家分享。得獎是一種肯定與激勵，未來將更盡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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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己之力，為地政測量有所貢獻。

地政機關類

  具體事蹟：

一、參與研訂（修）重要測量法令：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第8條地籍

測量處理對策研訂、九二一震災災區重新實施地籍測量辦法、地籍

測量實施規則修正、地籍圖重測法規研修等。

二、參與研修地籍圖重測作業、成果檢查及委外作業相關手冊，建立標

準作業程序，提升成果品質，績效良好。

三、研訂辦理四等控制點衛星測量作業手冊及審查程序標準化，確保重

測及相關地籍整理控制測量成果品質，提升測量公信力，維護人民

合法權益。

四、自88年~92年配合縣辦地籍圖重測作業，規劃辦理縣政府地政人員

GPS衛星控制測量平差計算訓練，提升各縣政府運用測量先進技術，

辦理地籍圖重測及其他地籍整理控制測量業務之能力。

五、於92年規劃督辦開發中文化基本控制測量網形平差及點位速度場

變化量分析模式，完成四等控制測量作業審查資料標準化及自動產

製，並提供縣政府地政單位下載使用，建立快速、統一之標準作業模

式，提升作業效率與成果品質，著有積效。

六、研擬規劃、建置「全國性e- G P S衛星定位基準站即時動態定位系

統」，於98年1月1日正式對外提供服務營運，提供各縣政府地政機

關、測繪業及其他與測繪相關之單位及學校高精度且快速之定位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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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羅樹勛 先生

學水利工程的我，因緣際會於退伍後進入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服

務，匆匆已過10餘年，期間有幸參與國內以及金門地區多項地政建設工

作，一路走來，業務雖然繁瑣辛苦，惟承蒙本處長官、先進的細心指導

與協助，工作多能順利圓滿完成，所學所為能對社會盡棉薄之力，是最

為欣慰的事。

此次獲獎，特別感謝前處長，現任蕭司長輔導提攜推薦以及評選委

員厚愛。獲此殊榮，代表的是土地重劃工程處全體同仁的努力得到肯

定，而本人僅為受獎代表。願將這份榮耀與共同打拼的工作夥伴以及全

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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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事蹟

一、辦理臺北縣臺北商港第1期工程聯外道路區段徵收開發案施工監造

業務，如期完成。

二、辦理臺北縣林口新市鎮第3期(3、4區)市地重劃工程施工監造業務，

如期完成。

三、辦理臺北縣三重重陽橋引道附近地區市地重劃工程施工監造業務，

如期完成。

四、辦理桃園縣第25期八德(大湳地區)第1、2、3鄰里市地重劃工程施

工監造業務，如期完成。

五、辦理宜蘭縣大隱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程設計工作。

六、辦理宜蘭縣雙和農地重劃區農水路工程施工監造業務，相關排水工

程〈人和排水〉結合生態工程概念，以石籠工法施工，如期完成，績

效良好。

七、辦理金門縣大山頂農地重劃區農水路工程及金湖市港區段徵收工程

之設計及施工監造業務。

八、辦理臺北水源特定區、北海岸風景特定區及基隆市、新竹縣之都市

計劃樁位測定工作。

九、協助新竹縣農地重劃委員會辦理及推動該縣農地重劃業務事宜。

十、協助內政部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查核小組並榮獲「第8屆公共工

程金質獎品質查核績優獎」。

  

地政機關類

力支持我的家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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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郭宏榮 先生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科長

從來沒有想過會以法律人的身分飛象過河得到這份「地政人」最高

榮耀！

首先還是要先感謝法務部長官的推薦，再加上評選委員及內政部長

官的厚愛，才能在如此激烈的競爭中僥倖勝出獲獎。從92年起負責民法

物權編修法業務，其實也沒有把握這部歷經學者專家長期琢磨孕育的草

案，何時才能修成正果，沒想到立法院袞袞諸公自96年起至99年快速完

成三階段修法，開展物權法的新紀元，如果今日獲獎原因之一是這部民

法物權之修正，自應歸功於法務部民法物權編研究修正專案小組全體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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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及工作同仁。

其次，物權編之修正固為民法學界之盛事，惟徒法不足以自行，尤

其在不動產登記方面，更胥賴內政部地政司之配合調整，以及全體地政

登記同仁之勉力執行，自擔保物權起，終於用益物權，登記公示機能欲

發揮極致，如無內政部長官及地方第一線登記同仁協力合作，更難以花

開見佛，在此謹併致最高謝意及敬意。

最後，感謝父母養育之恩，今日所為不敢謂立身行道，但求不辱雙

親。還有最親愛的內人陳淑貞老師，沒有她身兼數職，操持家務，照顧

一雙可愛調皮的兒女，亦當然無此今日之善果。

    具體事蹟：

一、全程參與協助內政部配合民法物權編3階段修正土地登記規則，研

提具體法制意見。

二、協助內政部因應立法委員及監察院關切陽臺、屋簷或雨遮等附屬建

物之所有權登記方式，參與地籍測量實施規則修正草案等相關會

議，提供具體法制意見及修正文字。

三、因應二公約施行及民法物權編修正，參加土地法研修會議協助修法

工作。

四、主動邀集內政部地政司以「抵押權登記制度之解構與再造工作圈」

參加行政院法制再造工作圈評選，並榮獲銀斧獎。

五、參加行政院「解決馬祖地區土地相關問題」專案小組會議，提供法

律見解，協助解決長久以來馬祖地區土地總登記測量申請案爭議問

題。

六、協助內政部修正登記書表及增訂專簿格式。

七、依內政部函詢土地行政具體個案適用法律疑義，分析研提法規諮商

意見供參，俾助解決個案爭議問題。

八、擔任內政部、各縣市政府及地政士公會全聯會研習會講座，宣導民

法物權修正條文，俾加速相關人員瞭解修正條文意旨，以確保民眾財

產權及登記業務之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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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黃明耀 先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局長

回顧35年公務生涯，始終脫離不了地政領域。

民國64年到省政府地政局負責辦理非都市土地使用編定工作，設計

一套編定表，8種使用分區、18種土地使用地編定類別，還有「○、×、

＋、－」等編出、編入符號，頗值回味！這也奠定往後各縣執行非都市

土地使用管制之基礎。

68年到農委會，以特定農業區為精華農業生產環境作基礎，依土地

合理利用及適地適作原則，規劃推動農地利用綜合規劃工作，以200公

頃為區段進行規劃及輔導成立共同經營產銷班，促進農地合理利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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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產業發展，對農地利用與農業產銷班之發展具有深遠影響。

84年，規劃訂定「農地釋出方案」，建立符合國土保育、兼顧經濟

發展與維護資源之農地釋出原則。

89年完成農業發展條例修正案及相關配套法案立法程序，農地政

策由「農地農有農用」調整為「放寬農地農有，落實農地農用」政策，

鬆綁僵化之農地租佃制度，促進農地使用權之流通，為土地制度一大變

革。

其後，在擔任輔導處處長及主任秘書期間，配合國土政策，檢討休

閒農業區及休閒農場之土地使用原則及管理機制，並協調行政機關之聯

繫，使地政業務順利執行。

因緣際會，99年5月接任水土保持局局長，全力推動農村再生，期能

解決並突破台灣農村發展所遭遇問題與困境，打造有品質、安居樂業的

富麗新農村。

  具體事蹟：

一、製定「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變更編定表」，建立土地使用管制

準則，提高行政執行效率。

二、辦理全國農地利用綜合規劃，確立農地利用方針，並輔導組織共同

經營班，促進農地合理利用及兼顧產業發展。

三、制定「農地釋出方案」，建立符合國土保育、經濟與產業發展等需求

之農地釋出條件。

四、籌劃辦理第4次全國農業會議農地政策議題，確立符合國土永續發

展之農地利用及管理政策方向。

五、完成農業發展條例及相關配套法案之修法作業，確立「放寬農地農

有，落實農地農用」政策。

六、健全休閒農業土地管理機制，協助未登記休閒農場土地使用合法

化，促進休閒產業發展及兼顧國土資源合理利用。

七、進行創新性新農地管理機制之研究，強化土地利用效率。

八、督導組織配合相關土地管理法規之制定、檢討及修正，有助於地政

業務執行順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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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黃金聰 先生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副教授  

感謝國立臺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江主任的推薦，並經全系

的決議及主辦單位和評選委員的厚愛與支持，使我能僥倖進入本屆地政

貢獻獎名單之列，獲此殊榮深感榮幸。

自大學畢業後即在學校服務迄今20餘年，期間在軍旅服務21年後

有幸於民國90年進入臺北大學地政系(現更名為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繼續教學工作。很幸運的在服務單位中，仍能繼續從事與測量和地政有

關的教學課程、研究與服務工作，藉由與同儕的互動中學習到原本較不

熟悉的不動產、城鄉規劃等領域的專業知識，也因此，個人的研究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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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類

也逐漸能與其他地政相關的應用更加緊密的結合。不但在教學上教學相

長，在研究上也能同步擴展視野。

能獲得此項殊榮，要感謝地政前輩的提攜、本系同仁的勉勵以及同

學們的良性互動，謹以這份榮耀與他們分享。

   具體事蹟：

一、從事與地政相關的學術教學28年，並兩度獲得臺北大學優良教師。

二、積極從事航測、遙測、地籍測量相關學術與研究，發表相關論文於

期刊14篇，參與並發表國內、外研討會論文35篇，此外擔任測量工程

期刊編輯審查委員以及國內、外期刊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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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擔任內政部相片基本圖製作審查委員，農委會多項專案計畫審查委

員以及國家高、普、特考之命題及閱卷委員，為地政事務貢獻專業智

能不遺餘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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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劉小蘭  女士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首先感謝系上的推薦及評選委員的肯定。從大學進入政大地政系

開始，受系上歷任師長之教誨，深知地政領域之寬廣及與民眾關係之密

切，使我體認到須更進一步的研究。回母系任教後，感謝系上各位老師

之協助與支持，使我能貢獻所學。

獲獎是鼓勵也是更重的責任與承擔的開始，期許自己未來在地政領

域中持續努力，盡自己的本分，精進地政學術，對地政之教學及研究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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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事蹟：

一、92-95年擔任行政院國土規劃推動委員會委員，提供推動國土規劃

相關議題之建言。

二、98年迄今，擔任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委員，協助審查土地使用及

土地變更使用及公共設施之開發案件。

三、95-96年擔任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委員，提供資產鑑價資訊。

四、97年迄今，擔任經濟部移轉民營評價委員會委員，提供資產鑑價資

訊。

五、99迄今，擔任財政部所屬事業移轉民營評價委員會諮詢委員，提供資

產鑑價資訊。

六、88-91年擔任臺北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委員，協助審查土地使用及土

地變更使用及公共設施之開發案件。

七、92-96年擔任臺北市都市更新審議委員會委員，協助審查權利變換

及土地估價案件。

八、96年迄今，擔任臺北市都市設計及土地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委員，

協助審查土地開發許可之案件，並提供相關諮詢。

九、擔任公務人員高等、普通暨初等考試地政相關科目典試委員。

分心力，以回饋社會。



‧44‧

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宋清泉 先生

前臺北市政府地政處、高雄市政府地政處處長

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從出校門到臨老退休34年間，歷經工業區土地徵收與開發、市地

重劃與區段徵收、行政綜理與跨區域、跨機關e化服務，每一階段都極

具挑戰性，臨淵履薄需智力、耐力與團隊力，本著「公門好修行」的信

念，一生的職場生涯未曾離開過地政工作，我這地政老兵熱愛地政工

作，也摯愛地政大家庭！

老兵退休了，雖仍關心地政業務之推動與突破，與師長、同仁、地

政團體伙伴間之聯繫亦仍密切，但萬萬沒想到退離職場6年後，以社會團

體身分獲頒這獎座！對於這飛來之意外，還是要感謝中國土地改革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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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理事長及全體理監事的推薦，暨貢獻獎全體評選委員的肯定，更要感

謝這30多年來一起打拼的長官與工作同仁。地政工作如有成果，那是團

隊精神的表現，今天我這老兵是代表大家來領獎的，願與團隊們一起來

分享這份榮譽！

最後，對現職地政人對國家社會的貢獻，在此特表敬意，對後起之

秀們屢有創新利民之措施，我也引以為榮。希望日後貢獻獎的選拔，能

給他們更多的機會與鼓勵。

    具體事蹟：

一、於民國59-70年間參與工業區土地徵收與開發，先後計有：高雄大社工

業區、雲林豐田工業區、基隆大武崙工業區、桃園中壢工業區、花蓮美

崙工業區、南投南崗工業區、苗栗竹南工業區、彰化芳苑工業區、屏東內

埔工業區等，為臺灣經濟發展奠基工作盡一份力量。

二、民國70-87年間參與高雄市市地重劃工作計34處，面積1484公頃，為

政府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500公頃，為市庫節省100餘億元（依當

時幣值累計，包含開發費用），同時增加高雄市可建用地，繁榮地方不

動產市場。

三、民國70-87年間主導高雄市區段徵收4處，開發面積計440餘公頃，無

償取得大學用地120公頃，提供教育部設置高雄大學、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高雄餐旅技術學院及高雄海洋大學，有助於南臺灣高等教育發

展。

四、於高雄市政府地政處處長任內，參與高雄市地政電腦化及後續地政

業務資訊化，並首推全國地籍、地價電傳視訊作業，奠定地政e化之基

礎。

五、於臺北市政府地政處處長任內，賡續地政業務自動化及網路化，首推

跨縣市跨機關申領地籍謄本，為地政資訊「全國通」奠下基礎，隨後更

建立與法院間之連線，開辦網路抵押權塗銷登記，利用便捷的網際網

路即時處理更新，達到行政效率提高與便民雙重功能，為當時政府業

務運用網際網路創新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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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楊祥銘 先生

臺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名譽理事長

估價這個工作改變了我的人生觀。我曾經被訓練成凡事都從經濟價

值去衡量的人，斤斤計較、重視結果，所以日子過得庸庸碌碌。一直到

10年前中部地區發生九二一大地震，因為工作需要，所以參與了一些社

區的災後重建，期間看到了許多悲慘的事件，也認識了許多無私奉獻的

人。但每當這些受災社區得以家園重建時，那些發自內心、真誠對著曾

經幫助過他們的人說出的感謝話語時，總會深深打動了我……，我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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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到什麼是真正有價值的人生！

也許，在過去3年擔任估價師公會理事長期間，做過一些有一點價

值的事，但今天獲得「地政貢獻獎」，卻深覺愧不敢當。爾後，將秉持

熱誠的心並付出最大的心力，積極參與地政與估價相關公共事務，以符

合得獎人應有的責任與榮耀。

   具體事蹟：
一、積極推動不動產估價師公會暨全國聯合會會務運作，建立更完善之會

務機制：

   (一)擔任不動產估價師全國聯合會第1屆名譽理事。

   (二)擔任不動產估價師全國聯合會第2屆常務理事暨財務主委。

   (三)擔任臺中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第2屆理事長及第3屆名譽理事長。

二、協助地方政府部門辦理不動產估價業務：

   (一)擔任臺中市、臺中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委員。

   (二)擔任臺中市基準地選定及查估專案小組委員

三、推廣不動產估價之專業知識：

   (一)協助內政部地政司辦理公務人員教育訓練。

   (二)協助臺中市政府辦理不動產經紀人教育訓練。

   (三)擔任不動產估價師公會講師。

   (四)擔任農田水利會地上權估價講師。

   (五)擔任逢甲大學都市更新實務講師。

   (六)擔任長榮大學不動產估價講師。

四、弘揚不動產估價師之社會職能與義務：

   (一)主辦2008及2009年臺中市不動產高峰論壇。

   (二)參與司法院與民座談，以提高法院之判決效率及公信力。

五、促進不動產估價之專業技術：

   (一)參與不動產估價師全國聯合會擬定「不動產估價技術公報」。

   (二)參與並贊助國際不動產估價學術研討會。

   (三)擬定「不動產估價之學術研究論文」相關辦法。

六、協助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

   (一)協助擬定22個社區都市更新重建計畫。

   (二)協助查估61個社區之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