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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 2 7 屆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於 89年進入營建署擔任約聘人員開啟了公務員生涯，之後輾轉
至其他機關，於 100年如願以償調任內政部（地政司），從辦理土地
登記業務又轉戰不動產交易管理，至今一直在學習及從事地政工作，
個中滋味，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地政工作與人民權益息息相關，登記審查結果攸關民眾財產權益；
登記法規的解釋，影響後續登記案件審查標準；不動產交易管理及法
律制定，則陷入市場、產業發展及民眾權益保護的困局，動輒得咎。

從事公職以來，大都兢兢業業，謹小慎微，所幸有許多長官、同
事的幫助，均能順利完成各項任務，感謝大家的協助和家人的支持，
此次獲獎是對個人辛勞及付出最大的肯定。

內政部地政司視察

江志宏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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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事蹟

ㄧ、辦理世界銀行《經商環境》評比業務，104年「財產登記」指標
大幅躍進至第 18名，歷年最佳。

二、規劃及推動全國地政事務所多元管道繳費措施。
三、修正夫妻聯合財產更名登記相關要點關於婦女歧視之規定。
四、完成權利書狀及地籍應用規費收費標準法制化。
五、製作指引及宣導，引導不動產經紀業落實一例一休規範。
六、建立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制度；參與亞太
防制洗錢組織第 3輪相互評鑑，我國成績為亞洲最佳。

七、研訂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訓練發證及收費辦法。
八、完成不動產服務業管理作業系統建置及更新。
九、研擬並推動預售屋銷售前備查、紅單管制等預售屋銷售新制，維
護交易安全，保障民眾權益。

十、研提平均地權條例修正草案，防杜不動產炒作。

地政機關類



14

中華民國第 2 7 屆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心懷感恩，秉持初衷⋯

得到本屆地政貢獻獎，首先要感謝的是蔡和昌處長和評審委員，
因為蔡處長及縣府長官的推薦以及評審委員的肯定，才能獲得本項殊榮。

回首從 18歲懵懵懂懂填完大學志願開始就和地政結下不解之緣，
一路走來有幸遇到諄諄不倦的師長、口才辨給的同學、提攜後進的長
官、相互扶持的夥伴、以及總是犧牲體諒的家人，才能在突破每次挑
戰後孕育出各項獲得肯定的成果，在心懷感恩之餘，謹以本次得獎的
榮耀與大家共享，並獻給遠在天上的父母。

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主任

何明修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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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類

地政工作承擔守護民眾身家財產的重責大任，期許所有夥伴能將
每個疑難個案都視為累積經驗的契機，每次業務變革都視為美好未來
的基礎，秉持初衷、堅持不懈，以身為地政人為榮。

具體事蹟

ㄧ、提升政府服務品質，督導田中地政事務所榮獲國家發展委員會政
府服務獎、和美地政事務所入圍政府服務獎決審，績效優異。

二、完善機關檔案管理，督導田中地政事務所榮獲機關檔案管理金檔
獎，並蒐集地政珍貴史料，績效優異。

三、硏議「鑑界一把照」業務創新及相關服務措施，屢獲肯定，著有
績效。

四、導入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督導機關通過國際標準 ISO27001 : 
2013資安認證，強化資訊安全，確保地政資料安全性及服務營運
不中斷。

五、督導機關研提多項業務創新，經擴散至其他地政機關參考採用，
改善整體地政便民服務作為，績效顯著。

六、建全地籍管理，督辦彰化縣地籍圖重測、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
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相關作業，連獲內政部評核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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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 2 7 屆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得獎感言

想著！想著！夢想就成真了。能獲此殊榮，首先要感謝長官的推
薦、評選委員的肯定以及一路以來共同打拼的夥伴們。

「地政貢獻獎」是地政人的最高榮譽，謝謝主辦單位 -內政部的
用心、貼心，得獎是努力的肯定也是責任的加重，今後我仍秉持初衷，
戮力推動地政業務，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在此，特別感謝新竹市政府的地政團隊，因為有您們，才能讓我
樂在工作；也因為有您們，讓我遇到許多的美好，這份榮耀是大家的，
與您們共享之。

新竹市政府地政處科長

林彩連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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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類

具體事蹟

ㄧ、主動清理新竹縣市分治前及早期徵收未結懸案，減少土地糾紛，
維護公產，釐正地籍。

二、訂定跨縣市代收申領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款案件作業計畫及徵收
補償費保管款逾 15年歸屬國庫清查計畫，保障民眾權益。

三、訂定已徵收尚未依計畫完成使用案件列管機制，全市無監察院列
管審計部調查已徵收未完成使用案件。

四、高效率辦理新竹市公道三道路工程用地取得作業，首創三項全國
第一。

五、為落實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及有效銜接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及使用
地轉換作業，訂定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清查計畫。

六、積極配合經濟部列管 105年 5月 19日以前既有非屬低汙染之未
登記工廠清查作業，親率執行斷水、斷電。

七、活化土地資源，點石成金，督辦清查公有閒置土地，提供各需用
土地人評估使用。

八、協助內政部土地徵收管理系統建置測試作業及法規研訂；地政業
務督導考核地用類考評成績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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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 2 7 屆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主任秘書

柯俊宏  先生

得獎感言

首先感謝蔡局長金鐘的推薦與評審委員們的肯定，也要感謝一路
以來提攜我的長官，以及在地政領域一起成長共學的夥伴們。

禮記大學篇曾言「有土斯有財」，自古以來，地政制度與管理，
攸關人民權利甚巨，且是國家治理穩定的重要立基之一。公務生涯 26
年來，歷經不同的職務歷練，當中有順遂的喜悅，也有無數的挫折和
挑戰，就在維護民眾權益與落實政策的初衷下，一步一腳印完成任務，
也因此累積寶貴的經驗，精進了地政的專業。現今桃園市政府推動航
空城開發工作，期許自己在長官帶領下，和大家並肩努力，一同完成
這項重大計畫。

最後，更要感謝父母自小栽培，妻子與二位女兒的後盾支持，因
為有你們，才能獲得如此美好的職涯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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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類

具體事蹟

ㄧ、辦理本市八德地區等多案區段徵收開發案著有績效，屢經內政部
業務督導考評優等，於 98年榮獲桃園縣政府模範公務人員，並於
101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入圍複審。

二、「建立區段徵收財務分析模型」，發表相關論文，並將實務經驗
轉化系統理論，運用於各區段徵收開發案，對財務計畫評估提供
有效助益。

三、推動航空城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區段徵收案、機場
捷運沿線各站等區段徵收開發案及觀音草漯地區等市地重劃開發
案，加速公共建設及促進地區發展。

四、推動地籍圖重測工作計畫、本市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
計畫地形圖套疊工作計畫，以釐整地籍及健全地籍管理，經內政
部考核為優等。

五、擔任多年桃園市常任府會聯絡員，積極溝通協調，致地政業務順
利推動，記功達 1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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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 2 7 屆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陳芸宏  先生

得獎感言

地政業務，經緯萬端，特別是開發部分牽涉許多地政範疇。自 11
年前接觸開發，前輩即告誡倘進了廚房就不要怕熱，抱著初生之犢不
怕虎的想法，多做多問堅持迄今。有幸承接廣達 634公頃、地主人數
約 7000人的本市第 13、14期公辦重劃區，特別是在土地分配階段，
因為是地主最關心的一環，確實花費了相當多精力來克服問題，很高
興終於順利完成登記交地。當然，要感謝辦理過程中各地政夥伴們的
協助，最重要仍歸功於重劃科團隊的通力合作，同仁們一起熬過那段
既要應付自辦重劃區的陳抗又得完成公辦重劃配地使命的艱困時間，
特別要感謝的是吳存金局長時刻的指導、協助與鼓勵，才有亮麗的績
效成果。最後感謝評審委員給予肯定及一直默默在背後支持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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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類

具體事蹟

ㄧ、積極辦理臺中市市地重劃業務，連獲內政部評核優等，績效卓著。

二、歷經 11年之第 14期美和庄市地重劃，突破困境完成土地分配，
無償取得約 178.89公頃公共設施，節省約 385億政府開發費用，
成果斐然。

三、突破防疫限制，首創土地分配「線上說明會」，完成歷時 12年之
第 13期大慶市地重劃土地分配公告及點交作業。

四、推動全國首例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跨區之第 15期大里杙市地重
劃，兼顧地主權益與公共利益，創造多贏效益。

五、推動「消弭公辦市地重劃土地分配異議措施」，法規鬆綁彈性調
整，成功調處消弭異議，著有成效。

六、推動「加強自辦市地重劃管理及監督機制」，強化審查管理及監
督，兼顧地主權益及公共利益。

七、推動多項重劃資訊公開透明措施，公開內容及資料完整性領先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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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 2 7 屆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陳俊達  先生

得獎感言

獲得地政貢獻獎首先要感謝康局長秋桂的推薦，以及局內長官長
期以來的栽培、指導與支持，更要感謝一起攜手併肩打拼的所有工作
夥伴，因為有你們，業務才得以順利推動並屢獲佳績，這份榮耀實屬
於新北地政團隊共同努力的成果。

進入公職 20餘年來一直從事地籍測量工作，業務展辦恪盡職守、
兢兢業業，期間亦不斷戮力於建立完整地籍圖資及快速精準地籍測量
方法，以有效保障民眾產權，成果更可做為各項重大建設之基礎。此
次獲獎是對多年來努力的肯定，但也是責任，更是鞭策自己持續努力
向前邁進的動力，未來除將持續創新精進地籍測量相關作業，更期許
能結合時代科技及各部門資源，建構優質、多元、便捷地政服務，開
創地政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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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類

具體事蹟

ㄧ、專業務實推動地籍測量業務，創新提升測量作業精準度，跨機關
業務，主動協調建立合作機制，績效卓著，連續 10年獲全國測量
業務考核優等。

二、積極推辦地籍圖重測計畫工作績效良好，連續 11年獲內政部考評
特優 (優等 )。

三、推辦「圖解數畫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作業」，
健全圖籍管理及國土資訊系統加值應用，連續 8年獲內政部考評
優等。

四、110年首辦「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作業」績
效良好，獲內政部考評優等。

五、協助開發區地籍整理相關作業，確保開發區地籍整理程序及範圍
正確性。

六、擔任計畫檢討評估委員及教育訓練講座，積極參與法令修訂。

七、地所期間業務展辦專業認真，落實行政互助合作及為民服務精神
表現優異。

八、辦理測量助理公開甄試，有效進用適任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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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 2 7 屆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專門委員

陸貴義  先生

得獎感言

自民國 74年進入地政機關以來，ㄧ路走來的學習與成長…承蒙
長官的指導與同仁的合作協助。期間先後服務於內政部地政司、鳳山、
岡山、高雄縣政府地政科、路竹、大寮、仁武地政事務所。民國 99年
高雄縣市改制合併後，續任職仁武、楠梓、鳳山、前鎮地政事務所。
民國 110年 3月間進入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服務，得以大量運用多目標
地籍圖資等系統，處理成就歷年地籍圖籍疑義案件，深深有感於現代
科技的應用與初任公職（民國74年間）收集紙本圖籍文件資料等相較，
對於處理業務與便民措施，其方便性實有天壤之別。

今特別感謝陳局長冠福的推薦參選，方有此機會回首 37年來的
地政生涯，更感謝評選委員們的不嫌棄，得以有幸讓此一雜文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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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類

具體事蹟

ㄧ、擔任內政部地理圖形資訊系統小組組員及開辦圖解地籍圖數值化
試辦作業。

二、任職測量課電腦室管理人員，積極推動土地複丈業務之數值測量
工作。

三、辦理高雄新市鎮特定區開發作業，完成區段徵收計畫書公告之階
段性任務。

四、任職路竹、大寮、仁武、楠梓、鳳山、前鎮等 6地政事務所主任
期間，完成上級交辦及應辦之政策、經常性業務與便民措施。

五、任職楠梓、鳳山地政事務所所主任期間，榮獲國家發展委員會之
第 14、15屆金檔獎殊榮。

六、積極督辦市轄地籍測量疑義案件，俾解決地主間地籍測量紛爭並
杜絕後續衍生之訴訟案件。

七、督辦本市三維地籍建物產權模型推動作業及建物塑模資訊系統開
發、暨本市地政資訊作業。

八、督辦本市受託地政整合系統web版功能增修與維運管理案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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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 2 7 屆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主任秘書

潘依茹  女士

得獎感言

❖ 嗡嗡嗡打卡上班

7:30手握麥克風，前一日拔智齒的不適感還在發酵，「好開始 !」
昨夜反覆出現在腦海的模擬，自然又自動的在有限時間中完成。「你
好 !我是 OO報的記者，想請教這個月住宅價格指數的問題 ~」。「各
位都更委員 ...，今天有10位登記發言，每人3分鐘請掌握 !」一天日常。

❖ 因為有需求所以能改變

座談會的大眾心聲 ~實價登錄門牌區間可以再縮小範圍 ?揭露的
時間再快一些 ?－冒險向中央建議，內政部總是站在我們這一邊；建
系統、數據分析，通過檢測今日登明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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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類

又要馬兒肥又要馬兒不吃草 ~好的估價品質來自合理報酬，我們
來建立－市府各機關委託估價，酬金標準表是最好選擇。

❖ 謝謝張治祥局長一路的包容與相挺

謝謝地價團隊湧泉似的創意、古亭地所有默契的助攻

斜槓人生再添榮耀 !!

具體事蹟

ㄧ、建立地價查估 SOP並透明估價程序，提升可信賴性；創新建置大
數據估價輔助系統，兼顧價稅合理與財政紀律，內政部考核 2次
特優。

二、推動實價登錄新制上路，申報 0逾期；首推智慧系統查核實價，
今日登記明日揭露，資訊更新速度全國第一。

三、推出房市指標溫度計、社區交易履歷、大數據扣車位算房價等全
國創新作為，提升實價透明度。

四、訂定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基準，協助各機關用地取得，順利推
動市政建設。

五、創新估價師 E化管理，訂定公部門委託估價給付酬金參考表，友
善估價環境，提升估價品質。

六、精實管理手法及理念推展地政基層業務，績效顯著。

七、擔任臺北市都市更新權利及爭議處理審議委員、容積代金審議委
員，提供地政專業，拓展地政人的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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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 2 7 屆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行政院交通環境資源處副處長

黃文祥  先生

得獎感言

民國 73年特種考試分發至台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服務，即開始
接觸地政方面的業務，地政業務繁雜，與人民權益息息相關，稍有不
慎，即造成民眾財產的損失，亦可能成為被告甚至興訟，故深深體會
到地政人員工作的辛勞，對地政人員長期的努力與付出除深深表達敬
佩外，也感謝各級長官及同仁的不吝指正與教誨，讓我在地政業務中
不斷的學習與增長，實獲益良多，今日很幸運獲得長官之推薦與評審
委員的厚愛，以及地政同仁先進的承讓，獲得此項殊榮，心中自然感
到無比的光榮與驕傲，目前我的工作業務包括營建與地政，也涉及國
土規畫、都市計畫、都市更新、危老重建等方面，爾後自當繼續秉持
在地政與營建多年習得之專業與工作態度，積極瞭解民瘼及解決問題，
希望能多付出一點心力，以不負各級長官的期許與厚愛，謹此與地政
同仁、先進共同學習並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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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行政機關類

具體事蹟

ㄧ、辦理「實價登錄地政三法」（平均地權條例第 47條、第 81條之 2、
第87條；地政士法部分條文；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1、
第 24條之 2、第 29條）修正，促進不動產交易市場健全發展。

二、辦理「地政士法第 51條之 1修正條文覆議案」，避免實價登錄
申報制度發生動搖。

三、辦理「平均地權條例」部分條文修正，限制預售屋等不得換約轉
售，防止不動產炒作。

四、辦理「都市更新條例」修正及成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強
化政府執行公辦都更能量。

五、辦理「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 3條、第 6條及
第 8條修正，提升危老建物重建意願，鼓勵大面積重建。

六、核定「都市更新發展計畫（108-111年）」及後續112-115年計畫，
加速推動都市更新。

七、提升都市計畫容積獎勵，加速工業區立體化發展。

八、核定「內政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紓
困辦法」第 5條、第 7條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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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 2 7 屆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中國文化大學農學院土地資源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李家儂  先生

得獎感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天道酬勤，
是我在地政這條路上的自我期許，默默做事，如果能貢獻自己，將是
無比的榮耀。厚德載物，是我在處世與教育的精神，農夫不會因為土
壤貧瘠而不去耕作，君子有教無類，對於發展地政事務與教育，從小
處著手，一步一腳印，循循善誘，看到教育的學子們，每個在不動產
與地政領域發光發熱，更令人欣慰。

能榮獲第二十七屆地政貢獻獎，是建立在前輩們努力的基礎上，
後學竭盡心力，貢獻所學，方能促成，對我而言，能獲得這個獎項，
非常感恩與惶恐，感恩我們地政大家庭，一直團結和諧。惶恐的是，
能在這麼多優秀的參獎者得獎，身為後輩的我，得獎只是開始，終身
貢獻，才是身為地政人的驕傲。



31

學術研究類

具體事蹟

ㄧ、推動地價與房價政策，擔任地政司大量估價顧問、住宅價格指數
委員、各縣市地價評議委員。主持精進地價指數編製案、桃園市
建置房價指數委託專業研究案。

二、協助不動產經紀業發展與法制修正，精進不動產經紀業。

三、推動包租代管、社會住宅發展，擔任公會顧問，推動租服業發展。

四、把關國土資源，擔任各縣市國土計畫委員。

五、地政人才教育，擔任科技部地政學門講座、各縣市政府、公會教
育訓練講師。 

六、推動地政相關學術研究發展，發表論文共計 114篇，國際 22篇、
國內 26篇、國內外研討會 64篇、專書論文 8本。

七、擔任地政相關學會理事與秘書長。

八、承辦 2022第二十屆土地研究學術研討會。

九、承接地政計畫超過 30件，其中科技部計畫達 20件。

十、獲選科技部特殊優秀人才獎、國際獎Webb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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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 2 7 屆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蔡育新  先生

得獎感言

台灣這個社會是我們學習與成長的環境。多樣的正向機會、與挑
戰的歷練，都讓我們不斷地緩緩向前走。這些過程也提供我們在個人
茁壯後，有些微的能力可以反饋不斷滋潤我們的社會。

謝謝台灣，也謝謝內政部地政司這次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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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類

具體事蹟

ㄧ、從事地政、都市計畫教育與研究 20年，對相關領域人才之培育與
研究，多有貢獻。

二、積極從事都市計畫、交通與土地使用規劃、空間分析之研究與教
學。發表於國際頂級期刊論文 (政大社科院 )3篇 (單一或第一作
者 )，其他第一作者之國際 SSCI/SCI期刊、國內 TSSCI期刊論文、
或國內外專章共 8篇。

三、擔任政治大學總務長、校長特助、副總務長、社科院副院長、行
管碩執行長。

四、擔任傅爾布萊特基金會 Campus Advisor: 2020~

五、獲得科技部研究案經費補助 18次，擔任科技部複審委員計 3年：
2019, 2020, 2021以及初審委員計 9年：2013~。

六、擔任期刊編輯：社科院社會科學論叢副主編

七、擔任內政部營建署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1/2021-

八、擔任新竹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4/2019- 12/2020

九、擔任考試院典試委員一次以及命題委員四次

十、擔任桃園市非都審查小組委員：8/2015-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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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 2 7 屆地政貢獻獎得獎人事蹟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

林士博  先生

得獎感言

地政貢獻獎是地政人的奧斯卡，是地政界至高無上的榮譽有幸獲得。

士博要感謝逢甲、東海、台大老師們培育之恩，使自己在執業專
業領域有穩固根基，每次有法令上疑惑張梅英、張宏浩老師無私的授
業、解惑讓我在地政廣闊領域中有正確且專業的觀念，更於我擔任中
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兼資訊主委期間，政府推動網實整
合數位化系統之實施（線上聲明）及各類地政業務 E化提供建設性觀
念讓我受益深遠，更感謝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全體理監事的推薦，
同時感謝全體評選委員的支持肯定，有您們的支持及愛護是士博成長
的動力，一切的榮耀歸於全國地政士，未來自我期許更要努力為地政
業界貢獻所學，最後謝謝我家人的體諒讓我能全心為地政界貢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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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團體類

具體事蹟

ㄧ、調解不動產糾紛，息爭止訟，扮演政府與民眾間最佳溝通橋樑，
深獲各界肯定。

二、成立志工隊，接受市民免費專業諮詢，造福市民，不遺餘力。    

三、全勤出席政府地價評議委員會，認真、專業付出，義助推動公共
政策。    

四、因應日新月異的地政法令變動，積極舉辦專業講座，提昇地政士
專業智能。    

五、響應政府智慧資訊系統之運用，發揮個人專長精進網站，彰顯數
位化時代來臨。    

六、秉持「地盡其利」信念，參與籌組民間專責團體以實現政府與人
民雙嬴的理想目標。    

七、造福偏鄉地區的國家新生代，為其舉辦農村育樂營，奠定其地政
學養基礎。    

八、鑽研地政學術及法規成果豐碩，完成個人著作專書，以供各界參考。    

九、敬業樂群，無私奉獻，使命必達，善盡職守參與「臺灣地政士百
年誌」編輯，完成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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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所長

郭世琛  先生

得獎感言

不動產估價屬於技能且充滿技術性之工作，需要高度精密之知
識、豐富之經驗與正確之判斷力，持續提升估價專業能力更顯重要，
也才能得到完善估價結果。我們敬重的林英彥教授曾說過，不動產估
價師應具備諸多職業要素與倫理要素。於職業要素中，包含專門知識、
調查才能、判斷推理能力、熟練經驗及圓滿常識；於倫理要素中，包
含自覺責任重大、正直而誠實、廉潔、公平無私、估價自信及不違背
社會信任。這些，世琛都謹記在心，也感謝各位地政界的長官、全聯
會理事長、各友會的業界先進們、以及台中公會的會兄會姐們不吝賜
教，讓世琛能時時鞭策自己，保持對估價產業貢獻心力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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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團體類

具體事蹟

ㄧ、長期參與台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及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會務之營運。

二、參與研訂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四號公報、第七號公報「容積代
金估價報告書範本」、第八號公報「房地成本法及房地分離估價
準則」。

三、擔任台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理事長期間，積極拓展不動產估價
業務、舉辦估價相關之座談會、教育訓練並協助整合產官學合作
專案計畫。

四、創先與逢甲大學產學合作專案計畫「臺中市住宅交易價格資訊揭
露與價格指數編製之研究」。

五、協助推動公會參與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容積代金估價報告書協
審作業。

六、積極拓展公會業務，致使公會財務倍數成長，並減收會員會費，
儲備購買房舍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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