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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地政機關類

( 二 ) 學術研究類

( 三 ) 社會團體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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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一、主辦跨所申辦土地登記，開創高雄市地政便民新格局。

二、主辦土地登記業務，連續2年榮獲全國第一；督辦土地登

記業務，經內政部考列特優

三、參與研修土地登記規則、土地登記審查手冊，獲聘擔任不

動產登記法草案專案小組委員。

王名玲 女士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科長

具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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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地政工作是從西寧南路的建成地政事務所開始，青春的記憶彷若猶新，

一晃眼多年却已過去！

調高雄後，感謝施淑勉主任的推薦，讓我有機會到地政處接受歷練，開展對

於地政業務不同的視野；之後在謝福來前局長及黃進雄前局長提攜下，歷經

課長、股長、秘書及現今科長等職務，歷程中受到長官們的教導，地政先進

們無私的分享，今日才有機會獲得肯定。另外，也要感謝與我共同打拼的地

籍夥伴們，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謹將此榮耀與你們一起分享。

此次能獲殊榮，更由衷感謝陳冠福局長的推薦及評選委員的厚愛，讓我有幸

得到這莫大的榮耀，此後我將更努力貢獻及致力於地政業務！最後要感謝父

母親及家人對我的鼓勵及支持，我要把這份光榮獻給你們！

地政機關類

得獎感言

四、積極防偽作為，研訂補正駁回用語等標準作業方式，建立高雄市齊一標

準機制。

五、編印多本專書，精進土地登記業務；編撰手冊，保障不動產交易安全。

六、公私協力查處非法業者，致力保護民眾財產權益；導入公會協處機制，

運用公會力量有效解決消費爭議。

七、成立客製化地政快捷專車，深入各原鄉部落及鄰里社區辦理客製化地政

服務。

八、建立高雄市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評選制度，提升不動產從業人員服務品質。

九、以繼承平權為主題，榮獲行政院性別平等創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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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一、辦理重測業務自動化軟體開發及維護，促進數值地籍測量

之推展，完成地籍調查作業電腦化之研究、試辦及推廣訓

練，使重測地籍調查作業全面電腦化。

王建明 先生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課長

具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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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類

獲獎，如釋重負，終究不負中心長官推薦代表參加地政貢獻獎評選的美意，

感謝評選委員們的青睞，肯定了我們推動各項業務的努力與成果。

個人因緣際會投入地籍測量的行列，見證了數值法地籍測量、業務自動化及

電腦化的推展，也跨足了地理空間資訊領域，公職生活獲益良多。衷心感

謝，這一路走來，有各級長官的指導與支持和同仁們的協助與配合，才能順

利完成各階段的任務。

地籍圖重測地籍調查作業電腦化推展迄今，將近30年了，實地調查作業仍採

用紙本辦理，尚有發展數位化地籍調查作業的空間。隨著資訊軟硬體技術及

電子簽章制度日趨完善，能否藉以克服指界人簽章的問題，開創數位地籍調

查作業模式，將是未來可努力的方向，期許早日付諸實現。

得獎感言

二、督辦重測疑義案件處理及地籍資料庫業務，推動電子化單一窗口，落實

為民服務及資料管理，供應各界所需地籍圖資，促進圖資推廣應用。

三、督辦資訊系統閞發業務，研訂資訊作業規範，建立標準作業程序，全球

資訊網中英文網站每年均獲內政部評為服務優良網站。

四、督辦圖冊管理與供應及資訊安全業務，推動圖冊數位化、整合加值處

理、地籍圖接合對位、導入與建置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等工作，提供優質

服務，確保資料的完整與安全。

五、督辦重測業務，推動行政透明化，結合作業流程建置及提供資訊服務，

確保民眾知的權利；應用圖資套疊輔助重測現況測量及套繪檢查作業，

積極檢討修正重測作業法規，確保重測成果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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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一、穩健推動航空城計畫，藉由公開土地交易資訊、辦理全區

聽證、完善安置措施、辦理家戶及工廠訪談，澈底消弭民

眾疑慮，提升政府形象。

朱沅若 先生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專門委員

具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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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類

謝謝地政貢獻獎的評選委員，公職生涯獲此榮譽，對我而言真的是非常重要

的鼓勵與肯定，我非常熱愛地政工作，我會繼續努力，並以身為地政界的一

員為榮。

此外也要感謝蔡局長金鐘的提攜與信任，各級長官、同仁的指導、砥礪、付

出與協助，讓我在面對充滿挑戰的工作時，能夠充分發揮、突破困難，逐步

完成各項任務，更要感謝大家對我的包容與理解。

地政業務具有高度專業性及複雜性，且必須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與時俱進，

地政工作不僅攸關民眾權益，更是政府各項施政的基礎，因此期許自己莫忘

初衷、再接再厲，為地政奉獻一己之力。

最後謹以感恩、惜福的心情，感謝我的太太，她總是默默地給予支持，並且

給我一個溫暖的家庭，讓我能夠義無反顧全心投入工作。

得獎感言

二、航空城計畫首創就近安置、先建後遷，安置土地配回原地主供其自建住

宅或廠房，實現居住正義，並輔導工廠合法化，確保工廠營運不中斷。

三、規劃蘆竹二號社會住宅，作為航空城搬遷戶中繼住宅；建置租屋媒合平

台，使安置計畫無縫接軌；依照弱勢家戶人口數，發給合理救助金。

四、成立航空城安置搬遷服務小組，提供民眾自建住宅所需的建築設計圖及

相關諮詢服務，協助早日取得建築執照，並節省委託建築師的設計費用。

五、利用大園國中原有校區，統籌辦理辦公廳舍改善及管理，並協調市府各

局處，成立「航空城聯合服務中心」，做為整合人力及行政資源之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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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一、推動不動產交易市場健全管理，不斷提出全國首創行政革

新的創新作為，榮獲內政部連續8年特優2年優等，市府年

度服務品質優等奬；在對消費者保護不遺餘力，獲行政院

消保績效考核優等，市府表揚消保模範優良機關奬。

沈瑞芬 女士

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
主任

具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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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類

獲得地政貢獻獎殊榮，最想要感謝的是臺北市地政局局長張治祥的提攜與推

薦，一直以來，她在工作上都給我很多的信任，讓我自由的發揮，且不管是

做人做事方面，也都給我很多的支持與鼓勵，當然獲獎也要謝謝各位評審委

員的肯定。

地政公職生涯中，每個階段皆有不同的課題與歷練，每個階段成果都是團隊

的同仁齊心的付出與努力，我由衷感謝曾經指導我的每位長官，感謝陪我一

起打拼共事的每一位同仁，因為有你們的支持與協助，各項業務才能順利完

成，能夠獲獎的最後一哩路是地政局不動產交易科團隊共同努力的成果，這

份榮耀與大家共享!

我也要感謝我的先生及兒子們，給我最大的支持讓我可以無後顧之憂，最後

謹將此獎獻給天上的媽媽，希望榮耀於您。

得獎感言

二、協助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用地徵收作業，順利推動市政建設；主動清理

早年徵收、價購疑義案，積極維護市府產權。

三、完成大彎、小彎區段徵收案財務結算及工作成果報告書，為建立土地開

發模式參考依據，有助於爾後政府興辦公共事業用地之取得樹立標竽。

四、利用GPS衛星定位外業測量軟體巡查公有耕地強化勘查作業，確保農地

農用及維護市產權益；建立全市私有出租耕地管理換約作業標準流程，

榮獲內部頒發優等獎。

五、精進外國人地權作業系統，縮短政府行政作業處理時間，加速為民服務

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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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一、主辦高鐵新竹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307公頃）， 完成國

家重大建設，促進竹北地區都市發展。

二、修正「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101、106、

108年），提升正當行政程序，維護民眾權益。

姬世明 先生

內政部地政司
科長

具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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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類

民國80年剛來到黎明辦公區時，從未想過三十年後的變化，在這期間承辦過

不同領域的業務，面對各種的挑戰，感謝長官和先進的指導，才能夠順利克

服許多的難題。

有幸參與許多法案的推動和重大的開發建設，曾經一起合作打拼的伙伴，不

論是研商討論、現場勘查、與民眾溝通協調，點滴在心頭，能得到地政貢獻

獎這項殊榮，歸功於大家的協助和努力。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家人的陪伴永遠是我最寶貴、珍惜的，謝謝

妳們的支持。

得獎感言

三、研修「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訂定「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範圍勘選要

點」，明定實施區位及擴大範圍之標準，有效維護優良農地。

四、研修「農地重劃條例」。執行農委會「加強農田水利建設計畫」，完成

農地重劃11區、面積1,200公頃；改善早期重劃區農水路工程156區、

長度381,757公尺。

五、修正「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程費分擔原則」，減輕土地所有權人負

擔。督導土地重劃工程處完成農村社區土地重劃2區、面積10.19公頃，

改善農村生活環境。

六、編撰市地重劃及農地重劃作業手冊。

七、辦理土地重劃60週年成果展覽、研討會，並編印中英文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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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一、提升政府服務品質，策辦及輔導本縣轄內8個地所計有5個

地所榮獲行政院國發會政府服務品質奬，3個地所入圍決

審，績效優異。

陳麗梅 女士

彰化縣政府地政處
副處長

具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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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類

得到地政貢獻獎這項殊榮，首先感謝蔡處長和昌的推薦及評審委員的肯定。

地政生涯28年，感謝歷任長官的提攜與照顧、以及共同打拼夥伴們的相互扶

持、還有家人的體諒，才有今日獲獎的喜悅。因緣際會，幸運的承擔過數次

專案任務，現今回首，任務愈是艱難，收獲的不僅僅是成就感，還有滿滿的

革命情感，這份情誼才是人生最豐碩甜美的果實。

界樁、地籍圖、登記簿、所有權狀，地政人的日常工作，卻是民眾心之所

繋、珍而重之的傳家資產。身為地政人，縱是日常工作，亦承擔守護民眾資

產的重要任務，不能因為是例行業務而輕忽懈怠。今天做得好，明天一定會

更好，願與所有同仁分享！

得獎感言

二、完善地政機關檔案管理，策辦及輔導本縣轄內8個地所榮獲國發會檔案

管理局第9~16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績效優異。

三、辦理員林184公頃市地重劃，帶動大員林地區整體建設發展。

四、辦理農地重劃表現優異，並策辦本縣農地重劃60週年活動，維護重劃

成果。

五、建全地籍管理，本縣地籍圖重測、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

地形圖套疊，連獲內政部評核優等。

六、導入地政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地政處及8地所皆通過國際資安認證，強

化資訊安全。

七、完成地政處及地所共9個電腦機房整併共構、核心資料庫及系統轉置作

業，集中管理效能，具有顯著效益，資訊考評連年為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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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一、推動實價登錄政策，協助系統測試辦理實地模擬演練，訂

定標準作業流程，執行有成效。

二、申報價格採自動科學檢核方式，縮小門牌揭露區間，並建

置發布新北市住宅價格指數及市場分析季報。

歐彥熙 先生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科長

具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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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類

獲此榮耀，內心雖有喜悅，但又感覺責任更重~

首先由衷感恩康局長的推薦，各位評審委員的肯定，感謝公職生涯以來給予

指導提攜的長官，更要感謝所有團隊夥伴的相挺與打拼，正因為大家共同努

力，擦亮新北招牌，屢創佳績，頗獲口碑，深感驕傲與榮幸。當然，父母和

牽手伴侶的支持與體諒，讓我可以全力以赴，謝謝您們。

在地政單位服務已超過20年，深刻體認基礎工作，與民眾最關心的安居樂業

實密不可分，市價徵收可以共創政府與民眾雙贏契機；實價登錄持續精進，

落實交易資訊透明化目標；而強化不動產業、租賃及預售屋市場的管制，更

是守護民眾財產權的重要課題。

最後期許自己莫忘初衷，秉持務實態度，展現創新思維，戮力推動地政業

務，繼續加油~

得獎感言

三、執行土地徵收市價補償政策，兼顧民眾權益及加速建設用地取得。

四、借重估價師專業協助基準地查估，試辦電腦輔助大量估價作業。

五、精進地價區段劃設及公告土地現值(公告地價)訂定合理性，兼顧財政稅

收及賦稅公平性。

六、規劃預售屋契約全面納管備查機制，成立聯合小組查核業者定型化契約。

七、訂定提升不動產交易服務品質執行計畫，保障消費者交易安全。

八、參與「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法制作業，執行相關業務，促進

租賃住宅市場健全發展。

九、協助建置相關不動產系統，提供多元整合化資訊。

十、編撰業務專書手冊，研究時事政策議題，展現專業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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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一、多元提供合法業者資訊，多面向宣導，強化民眾交易安全

意識，更加強查核強度及密度，維繫不動產從業秩序。

二、致力交易價格透明化，利用新竹市幸福宜居網，建置實價

登錄地理圖臺，提供多條件查詢及區域均價等功能，獲得

蔡孟娟 女士

新竹市政府地政處
科長

具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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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類

我的公務生涯是一場奇幻之旅，旅程起始於計劃外轉折，卻遇到許多無私的

伙伴，激盪出許多美麗的火花。

起點是新竹所，師傅一路陪伴讓半路出家的我，得以除卻內心不安與惶恐，

長官信任與提點，猶如一盞明燈，使我在未知的領域前行，在迷惘中找到方

向，而同事猶如家人般的關懷，更陪我渡過受挫的低潮，點燃站起的勇氣；

轉折後，獨自前行，但長官照彿依舊，更遇到相挺到底的好伙伴，以及無數

提供寶貴經驗與人生智慧的先進，此刻，旅程仍進行中，或許難免波折，但

終將轉化為支持我茁壯的養分。

最後，告慰我的母親，您是我人生旅途的起點，此刻雖無您的陪伴，但您以

身教代替言教，任勞、不計較、不取巧的處事態度，已化為我的骨血，一路

相伴，勇敢前行。

得獎感言

109年政府資料開放應用獎肯認，並定期發布在地價格指數，方便民眾

掌握價格資訊與走勢。

三、透過大數據分析，提供地價調整或民眾購屋時參考，有效運用政府公開

資訊，提升服務效能。

四、推動優良不動產從業人員選拔及表揚流程，透過品牌建立，提升交易服

務品質，保障消費者權益。

五、確立新竹市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以需地機關委託不動產估價師為原

則，公私協力，確保查估中立、合理，保障財產權。

六、推動「稅捐地政機關查欠便民服務作業」，透過跨機關聯繫平臺，提高

地政服務效能。



32

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一、規劃執行、協助地籍測量人員養成、在職訓練。

二、回溯原始追索土地標示產生之脈絡，建構辨證地籍圖資錯
誤與否有效方法。

三、積極參與數值地籍重測、複丈管理、圖解數化及成果管理應
用等之規範、手冊研訂。最關鍵者其為界址參考點納為基
本檔及建置地號歷史檔。

邱仲銘 先生

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教授

具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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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類

多年持續關注地籍測量議題，諸多現象了然胸中，因為寄望，所以直言。

地籍登記圖資日治肇建，民國繼承，百餘年來綿延不斷，是地政所依無價珍
寶；年代久遠無可稽竟成現今回函熟語！

回溯原始追索土地標示產生脈絡，以逆向操作思維處理老舊地籍，於複丈、
重測是辨證既存圖資謬誤與否的有效方法。

土地標示非僅是獨立欄位，排列其間產出先後、評比可信程度，配合土地標
示廣義認定應用，於測量實務大有助益。

憲法保障每一財產生命；因受理學會提供之諮詢服務，個案當事人偶因行
政、司法遭受冤屈帶來悲憤無奈，實感同身受。

地籍測量業務翻新可以從倫理、資訊、教育、實踐四個面向著手，此有賴各
層級參與者的企圖與堅持。

老驥伏櫪壯心不已，還要繼續努力。

得獎感言

四、持續相關專題研究，推動並積極參與研修地籍測量法規。

五、參與研訂都市土地重劃、區段徵收法規草案，並完成建置農地重劃土地
分配流程。

六、推廣角邊觀測加密網嚴密平差，全面提昇成果品質。

七、建立角邊控制測量觀測規範、點位成果內部外部品質標準，完成作業規
劃、測算、品質確認、管理供應完整系統PC版原型建置。

八、97系統公佈前決定基隆、台南都計航測製圖GPS控制採類67最少約制
平差，維持成果內部精度。

九、新型專利測量點位回復器開放使用，設置成本低，回復精度毫米級，設
置、回復操作快速簡易。

十、積極受理諮詢申請，促進當事人、測量員、法官、律師良性互動，提昇
鑑測及司法審判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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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一、擔任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系主任，推動「地政實務講堂」、

籌 備 成 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社 會 科 學 學 院 不 動 產 研 究 中

心」，強化產業連結、不動產相關研究。

二、擔任「財團法人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房屋委員會」委員，協

助地政與不動產相關消費問題分析。

孫振義 先生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教授

具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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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類

土地管理是國家治理重要的一環，地政領域涉及的範疇更是廣闊。能夠在政

治大學地政學系任教12個寒暑，和法制、經濟、規劃及測量各領域師資共同

作育英才，實乃三生有幸。除校內教學、研究義務工作外，亦曾任政大公企

中心、秘書處與地政學系行政職務，更幸得營建署、環保署、新北市、基隆

市、臺北市、桃園市、台中市、花蓮縣與金門縣等機關擔任地政、都計、環

評委員，貢獻綿薄之力。

今感謝中國土地改革協會、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與政大地政學系的推薦，經

評選小組成員肯定、頒給獎項，此非但是獎勵，更是莫大激勵！今後，除了

不改初衷致力於地政、都計、建築相關領域教學與研究外，更當結合實務與

社會服務經驗報效國家，以不枉大部頒給獎項之期許。

得獎感言

三、擔任「基隆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委員，協助地價及標準地價

評議。

四、擔任「臺中市市地重劃委員會」委員，協助市地重劃審議、異議調處。

五、擔任環境保護署、新北、桃園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委員，協

助環評審議與地政課題研析。

六、擔任臺中市、花蓮縣、嘉義縣「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及劃定專

案審議小組」委員，協助非都土分區變更審議。

七、擔任「中國土地改革協會」、「中國土地經濟學會」、「政大地政學系

友會」理事，協助會務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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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一、主編《臺灣地政士百年誌》，編寫「地政士制度百年變

遷」，敘述地政士制度變遷、以及業者為協助政府部門，

共臻完善臺灣地政事業的企圖。

莊谷中 先生

合晨地政士事務所
地政士

具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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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團體類

回顧成長歷程，無師自通考取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執照，踏入地政領域，毫

無執業經驗，沒有任何奧援，困窘煎熬的從事代書工作，進而漸入佳境，遊

刃有餘，已近30年。執業過程，跌跌撞撞的經驗，深刻體悟書到用時方恨

少；重回校園，從頭學習，進而初窺堂奧，自我期許一日地政士，終生地政

士，要為健全臺灣地政事業，貢獻畢生心力！

有幸成為逢甲大學土管系碩士在職專班、政治大學地政系博士班的畢業生，

感謝二系所所有師長循循善誘，尤其二位授業師，碩士班階段的戴秀雄老

師、博士班階段的楊松齡老師，無私的授業、解惑，以及身教言教，讓我終

生受用不盡！獲得第26屆地政貢獻獎，一切榮耀與肯定，都要歸功於諸位老

師諄諄教誨；諸位敬愛的師長，謝謝您們！

得獎感言

二、發表「從制度變遷路徑依賴視角，檢視光復初期從「契據登記制」轉換

為「權利登記制」之過渡措施，兼論地籍清理個案：「王番」與「王生

番」之爭議」、「光復初期『會社』改為『公司』之歷程探源－兼評地

籍清理條例第17-18條妥適性」論文，為完善土地登記法制提出建言。

三、著作《共有土地分割課徵土地增值稅適法性之探討》，為完善共有土地

分割機制提出建言。

四、導入勞動部「訓練品質評核系統（TTQS）」，優化地政士訓練品質，

協助彰化縣地政士公會榮獲銅牌獎。

五、專責法規爭議問題研究與建議，足堪地政士參與學術研究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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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一、主辦國際交流活動，提升不動產估價產業研究發展量能。

二、擔任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及學術社團幹部，積極推展各項事

務，健全估價產業發展。

蕭麗敏 女士

政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所長

具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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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團體類

以不動產估價師身分獲得地政貢獻獎，是地政人至高無上的榮耀。

首先要感謝政大地政系的培育之恩，讓麗敏的專業知識有穩固的根基；感謝

一直給予麗敏指導與提攜的長官與前輩、地政司及臺北市地政局對不動產估

價師的重視與協助，更感謝全體不動產估價師，在麗敏擔任秘書長期間的支

持，讓會務可以順利推動，感謝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中

華民國土地估價學會的推薦；最後要感謝我的合夥估價師—楊峻瑋同學的全

力支持，讓我可以開心參與公會會務及公部門委員，對估價產業貢獻心力；

更要感謝我的家人，體諒與理解這些工作佔據了我們相處的時間。

“無論什麼事，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

了，就感謝天罷。“

得獎感言

三、產官學合作，共享研究成果，提升不動產估價技術與品質。

四、公私協力，貢獻專業，共創多贏成果。

五、長期講授不動產專業知識，提升金融機構從業人員基礎能力，掌握不動

產放款重點。

六、提升不動產估價師專業形象，教育不動產相關知識不遺餘力。

七、樂愛經驗傳承與分享，希冀在校同學充實專業，成為專業地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