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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屆地政貢獻獎得獎人名單 

第 1 屆 

丘永台（花蓮地政事務所主任） 

吳存金（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秘書） 

易立民（臺北市建成地政事務所秘書） 

林中流（臺灣省政府地政處科長） 

馬錦銘（屏東縣里港地政事務所課員） 

陳芳茂（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主任） 

楊永上（彰化縣鹿港地政事務所主任） 

賴玉霞（臺東縣太麻里地政事務所課長） 

謝進鳳（新竹縣政府地政科科長） 

李維廉（行政院秘書處第一組科長） 

邱大展（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籌備處組長） 

林中森（高雄市政府副市長） 

林茂雄（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技正） 

劉金標（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局長） 

林英彥（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劉延猷（中原大學教授） 

陳銘福（中華民國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公會全國聯合會理事長） 

黃志偉（臺北市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公會名譽理事長） 

 

第 2 屆 

吳萬順（內政部地政司副司長） 

李瑞清（臺灣省政府地政處土地測量局副局長） 

周仲榮（雲林縣斗南地政事務所課員） 

紀明賜（南投縣政府地政科科長） 

黃定川（雲林縣政府地政科科長） 

曾秋木（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專門委員） 

曾國鈞（臺中市政府地政科科長） 

路 申（臺北市政府地政處資訊室股長） 

葉南明（臺南市政府地政科科長） 

謝福來（高雄市政府地政處副處長） 

蕭萬禧（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測量課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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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清凉（國立成功大學測量工程學系教授） 

王進祥（現代地政雜誌社社長） 

謝潮儀（消費者文教基金會董事） 

 

第 3 屆 

王定平（內政部地政司簡任技正） 

李興武（基隆市政府地政科退休科長） 

林 明（臺灣省政府地政處副處長） 

林水池（高雄市政府地政處資訊室主任） 

張博文（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專門委員） 

陳世宗（金門縣地政事務所主任） 

陳裕章（屏東縣政府主任秘書） 

陳世儀（臺灣省政府地政處土地測量局設計師） 

趙金環（高雄市新興地政事務所課員） 

蔡雪枝（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秘書） 

黃榮峰（高雄市政府建設局局長） 

張慶輝（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科長） 

林元興（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韓 乾（逢甲大學土地管理學系教授） 

林旺根（林園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事務所負責人） 

張義權（大華不動產鑑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朱子緯（國立政治大學退休教授） 

 

第 4 屆 

李耿南（基隆市政府地政科科長） 

吳火焜（臺北市政府地政處主任秘書） 

沈敏欽（新竹市政府地政科科長） 

林國演（內政部地政司簡任技正） 

紀聰吉（內政部地政司副司長） 

莊素珠（南投縣埔里地政事務所課長） 

陳玉綿（臺南市東南地政事務所課長） 

曾德福（內政部土地測量局局長） 

潘素禎（經濟部工業局簡任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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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興緯（國立中正理工學院簡任副教授） 

莊孟翰（淡江大學副教授） 

楊龍士（逢甲大學副教授兼總務長） 

林 雄（臺灣省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公會聯合會理事長） 

卓輝華（宏大不動產鑑定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 煜（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顧問） 

顏愛靜（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第 5 屆 

方慶裕（臺南市臺南地政事務所測量員） 

李佩玲（臺北市政府地政處資訊室助理管理師） 

沈永祥（臺北市古亭地政事務所主任） 

洪慶堂（內政部土地測量局副局長） 

孫寶鉅（臺北縣政府地政局局長） 

楊昌和（彰化縣地政事務所課長） 

劉瑞煌（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局局長） 

謝見亮（桃園縣大溪地政事務所課長） 

蕭輔導（內政部中部辦公室地政業務執行秘書兼副主任） 

呂清福（內政部營建署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技正） 

李振燾（國防大學中正理工學院測繪工程學系上校副教授） 

吳明雲（逢甲大學學務長） 

吳榮波（大通房地法律事務所所長） 

林建元（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胡念祖（國立中山大學海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張瑞剛（明新技術學院副教授） 

鄭明安（崑山科技大學不動產經營管理系副教授） 

 

第 6 屆 

白文貴（南投縣政府地政局局長） 

林清正（臺北縣新店地政事務所主任） 

林登建（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測量員） 

林燕山（內政部地政司專門委員） 

周高原（內政部中部辦公室地政司專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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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輝雄（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主任） 

徐福成（臺南市政府地政局技士） 

張杏端（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副處長） 

彭華興（花蓮縣玉里地政事務所主任） 

廖述培（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局副局長） 

吳家昌（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都市及住宅發展處副處長） 

廖蘇隆（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副組長） 

周天穎（逢甲大學土地管理學系副教授） 

郭玉樞（前臺灣省政府地政處土地測量局副局長） 

黃明聰（高雄市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公會理事長） 

陳立夫（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副教授） 

陳麗紅（國立成功大學都市計畫學系副教授） 

 

第 7 屆 

吳永福（臺北市政府地政處簡任技正） 

陳志旭（臺南市政府地政局技正） 

陳鴻益（內政部主任秘書） 

黃亮猛（內政部地政司簡任技正） 

葉秀榮（桃園縣政府簡任參議） 

劉正倫（內政部土地測量局組長） 

劉秋琴（南投縣竹山地政事務所主任） 

駱旭琛（臺北市政府地政處測量大隊秘書） 

薛 讚（內政部地政司專門委員） 

蘇信一（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局總工程司） 

陳芳雪（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中區辦事處副處長） 

羅坤龍（交通部鐵路改建工程局規劃組代組長） 

江渾欽（國立臺北大學地政學系副教授） 

張梅英（逢甲大學土地管理學系副教授兼領導知能中心主任） 

楊松齡（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于俊明（中華民國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副秘書長） 

李承嘉（國立臺北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高欽明（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秘書長） 

黃朝輝（臺北縣地政士公會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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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屆 

方銘記（臺北縣政府地政局副局長） 

林福涼（桃園縣蘆竹地政事務所主任） 

黃明管（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局秘書） 

陳錦白（南投縣政府地政局副局長） 

陳錫禎（內政部地政司專門委員） 

張明焜（臺北市松山地政事務所主任） 

游麗生（花蓮縣花蓮地政事務所主任） 

楊鴻謙（內政部地政司科長） 

簡玉昆（臺北市政府地政處科長） 

林頌富（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嘉義分處股長） 

王國雄（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顧問） 

卓梁城（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常務理事） 

 

第 9 屆 

王乃卿（內政部土地測量局課長） 

王嬌香（彰化縣政府地政局技正） 

吳政昌（行政院參議） 

吳堂安（臺北縣政府地政局專員） 

余惠慈（臺北市政府地政處股長） 

沈經為（花蓮縣政府地政局局長） 

邱元宏（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測量員） 

黃泉興（臺北市政府地政處資訊室股長） 

黃淑娥（高雄縣鳳山地政事務所課長） 

張志軒（內政部地政司科長） 

羅光宗（內政部地政司科長） 

陸恒寧（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中區辦事處課長） 

洪本善（逢甲大學土地管理系副教授） 

邊泰明（國立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 

陳見相（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顧問） 

 

第 10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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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彥廷（臺南市政府地政局技士） 

林錫淮（內政部土地測量局測量員兼工作站主任） 

孫亞明（臺北市政府地政處科長） 

連清輝（臺南縣新化地政事務所主任） 

陳成錦（花蓮縣鳳林地政事務所主任） 

陳杰宗（內政部地政司科長） 

陳惠玲（高雄市政府地政處資訊室主任） 

陳碧霞（高雄市政府地政處三民地政事務所主任） 

莊幸雄（彰化縣員林地政事務所主任） 

張志忠（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技士） 

張雅音（臺北市古亭地政事務所主任） 

葉政行（南投縣水里地政事務所股長） 

潘振良（高雄縣美濃地政事務所課員） 

鄭貴春（臺北縣政府地政局專員） 

陳煜熏（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副組長） 

吳清輝（文化大學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教授） 

謝靜琪（逢甲大學土地管理學系副教授） 

林子欽（國立臺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副教授） 

林寶結（高雄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理事長） 

蘇榮淇（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主任委員） 

 

第 11 屆 

朱金水（內政部土地測量局課長） 

周文樹（內政部地政司科長） 

高淑敏（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課長） 

許冠生（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分析師） 

陳顯道（臺南縣政府地政局課長） 

黃國峰（臺北縣政府地政局課長） 

黃鉅富（內政部地政司技士） 

楊明玉（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總隊科長） 

鄭永白（臺北市古亭地政事務所管理師） 

盧政民（南投縣水里地政事務所股長） 

魏寶桂（新竹市政府地政局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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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翠雲（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主任秘書） 

簡俊發（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技正兼科長） 

徐世榮（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陳玉霖（臺北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理事長） 

陳明燦（國立臺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專任教授兼系主任） 

謝金聰（嘉禾地政士事務所負責人） 

 

第 12 屆 

王年水（臺北縣板橋地政事務所主任） 

王銀和（彰化縣政府地政局局長） 

李文聖（高雄縣政府地政局課長） 

施錦芳（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處長） 

韋彰武（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總隊副總隊長） 

陳芳珍（內政部地政司科長） 

張簡麗月（高雄市政府地政處主任秘書） 

張麗美（臺北市建成地政事務所主任） 

黃國富（新竹市政府地政局課長） 

鄭彩堂（內政部土地測量局技正） 

鄭傑民（金門縣政府地政局副局長） 

賴世冠（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課長） 

龔振霖（高雄市政府地政處專門委員） 

林澤民（法務部法規委員會科長） 

王世燁（國立臺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副教授） 

林森田（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林書弘（高雄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理事長） 

胡剛毅（臺北市地政士公會理事長） 

蔡哲晃（臺北縣地政士公會常務理事） 

 

第 13 屆 

王聖文（臺北縣新店地政事務所主任） 

王靚琇（內政部地政司專門委員） 

古瓊漢（新竹縣政府地政處科長） 

朱杏修（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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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木東（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課長） 

吳相忠（臺南縣政府地政處科長） 

林健智（臺北市松山地政事務所主任） 

洪怡芬（新竹市政府地政處副處長） 

秦錚錚（內政部地政司視察） 

莊子明（臺中市政府地政處科長） 

陳炳烘（臺中縣東勢地政事務所主任） 

郭鳳瑛（嘉義市地政事務所課長） 

張寵文（高雄市政府地政處專門委員） 

廖安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企劃處處長） 

陳奉瑤（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副教授） 

高書屏（國立中興大學土木學系副教授） 

趙坤麟（佳榮地政士事務所負責人） 

 

第 14 屆 

李彥弘（內政部地政司簡任技正） 

高明慧（臺北縣汐止地政事務所主任） 

梁崇智（南投縣竹山地政事務所股長） 

莊貿欽（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總隊科長） 

黃春明（桃園縣楊梅地政事務所主任） 

劉昌文（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主任工程司） 

劉鴻勛（臺北縣中和地政事務所主任） 

魏文寬（高雄市前鎮地政事務所主任） 

蕭再源（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秘書） 

蘇百鴻（臺南縣政府地政處科長） 

蘇惠璋（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副主任） 

黃耀光（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課長） 

林秋綿（國立臺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副教授） 

賴宗裕（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賴碧瑩（國立屏東商業技術學院不動產經營系副教授） 

李瑞倉（中國土地改革協會理事） 

陳永鐘（臺北市地政士公會理事） 

許 松（朝陽科技大學都市計畫與景觀建築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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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能政（臺北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總幹事） 

鄭子賢（臺北縣地政士公會副理事長） 

 

第 15 屆 

余郁芳（桃園縣政府地政處科長） 

李浚昌（高雄市政府地政處楠梓地政事務所主任） 

李素蘭（臺北縣政府地政局專門委員） 

李國清（新竹市政府地政處科長） 

邱素香（南投縣埔里地政事務所主任） 

邱鈺鐘（內政部地政司專門委員） 

唐仁梂（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課長） 

涂炳鑫（臺北縣新莊地政事務所主任） 

莊瑞西（臺南縣玉井地政事務所主任） 

張鵬修（內政部地政司技士） 

温博煌（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課長） 

劉至忠（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課長） 

羅樹勛（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隊長） 

郭宏榮（法務部法律事務司科長） 

黃明耀（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局長） 

黃金聰（國立臺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副教授） 

劉小蘭（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宋清泉（前臺北市及高雄市政府地政處處長） 

楊祥銘（臺中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名譽理事長） 
 

第 16 屆 

王成機 （內政部地政司科長） 

王昌富 （桃園縣桃園地政事務所主任） 

沈秀珍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呂明勳 （新竹縣政府地政處科長） 

吳東霖 （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課長） 

莊月桂 （新北市新店地政事務所主任） 

康秋桂 （新北市政府地政局局長） 

陳錦屏 （屏東縣政府地政處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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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燕燕 （內政部地政司科長） 

曾耀賢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簡任技正） 

潘玉女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副處長） 

蔡和昌 （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副處長） 

蔣 麟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總隊副總隊長） 

莊玉雯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企劃處處長） 

林秋瑾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王又興 （南投縣地政士公會理事長） 

郭國任 （臺北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常務理事） 

黃昭閔 （臺中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理事長） 

蕭 經 （財團法人土地改革紀念館董事長） 

 

第 17 屆 

王美華 （臺北市政府地政局主任） 

吳榮發 （宜蘭縣政府地政處副處長） 

林至真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林慶玲 （內政部地政司科長） 

陳玉屏 （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主任） 

陳俊裕 （桃園縣桃園地政事務所課長） 

陳冠福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處長） 

張國基 （彰化縣鹿港地政事務所主任） 

彭 丈 （新竹市政府地政處科長） 

游適銘 （內政部地政司科長） 

蕭子慧 （臺北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魏念銘 （新北市淡水地政事務所主任） 

黃灝雄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副教授） 

張元旭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不動產資訊中心董事長） 

梁仁旭 （中國文化大學土地資源學系副教授） 

  （高雄市地政士公會理事長） 

崔國強 （國立宜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副教授） 

詹勳敏 （臺北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常務理事） 

 

第 18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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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玲 （臺北市建成地政事務所主任） 

李文恭 （新北市樹林地政事務所主任） 

吳月真 （臺北市政府地政局主任） 

林志清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課長） 

林家正 （內政部地政司科長） 

徐信誠 （花蓮縣花蓮地政事務所課長） 

莊仲甫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副處長） 

黃信煊 （新北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賴清陽 （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課長） 

羅春娥 （南投縣政府地政處科長） 

蘇貴香 （內政部地政司視察） 

陳有方 （交通部鐵路改建工程局簡派工程司） 

戴玉萍 （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後勤處專員） 

林左裕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洪鴻智 （國立臺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 

江東融 （臺中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總幹事） 

呂政源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副理事長） 

施景鈜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常務理事） 

彭建文 （國立臺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 

游榮富 （台灣不動產物業人力資源協會理事長） 

 

第 19 屆 

王玉真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技正兼科長） 

王敏雄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技正) 

古美和 （新北市政府地政局專員） 

江慧卿 （臺東縣政府地政處處長） 

李吳喜 （新竹市政府地政處副處長） 

汪懋功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林老生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副教授） 

林德恭 （金門縣地政局局長） 

花敬群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不動產投資與經營學位學程副教授） 

施明賜 （內政部地政司專門委員） 

孫慶餘 （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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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瓊 （南投縣政府地政處科長） 

陳元祿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專門委員） 

陳啟明 （內政部地政司專員兼代理科長） 

陳國華 （國立臺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副教授） 

曾錫雄 （臺北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楊悅君 （新北市政府地政局專門委員） 

蔡全烈 （彰化縣員林地政事務所主任） 

 

第 20 屆 

毛惠玲（大興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所長） 

吳盈奮（臺北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林士哲（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管理師） 

林榮祿（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秘書） 

邱千惠（信義不動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行協理） 

孫昆祥（高雄市岡山地政事務所主任） 

徐鳳儀（新北市政府地政局專門委員） 

袁世芬（內政部地政司專員兼代理科長） 

張鴻煒（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北區第二開發隊隊長） 

陳杏莉（內政部地政司科長） 

陳俊傑（彰化縣政府地政處科長） 

湯凱佩（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專員） 

溫豐文（東海大學法律學系教授） 

詹進發（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副教授） 

蔡金鐘（桃園市政府地政局副局長） 

盧德華（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資訊室主任） 

賴世剛（國立臺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 

 

第 21 屆 

王宏仁（高雄市政府地政局資訊室主任) 

何憲棋（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林泳玲（新北市新莊地政事務所主任) 

洪天貺（內政部地政司科長) 

洪郁惠（內政部地政司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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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淑英（新竹市政府地政處副處長) 

黃建華（桃園市政府地政局主任秘書) 

蔡季欣（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課長) 

賴如慧（新北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葉大綱（臺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系教授) 

王璽仲（中華民國不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副理事長) 

李嘉嬴（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副理事長) 

盧鄂生（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榮譽理事長) 

 

第 22 屆 

林妙憶（新北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邱君萍（新北市三重地政事務所主任) 

高鈺焜（桃園市政府地政局副局長) 

陳永志（內政部地政司科長) 

楊曉龍（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劉坤松（彰化縣政府地政處處長) 

吳舜龍（交通部總務司司長) 

白仁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李泳龍（長榮大學校長) 

劉維真（臺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助理教授) 

陳 諶（遠見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所長) 

 

第 23 屆 

王瑞雲（臺北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何圳達（內政部地政司科長) 

余俊政（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吳聲鴻（新竹市政府地政處科長) 

林圭宏（新北市樹林地政事務所主任) 

梁旭文（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簡任技正) 

陳素霞（新北市淡水地政事務所主任) 

葉鳳嬌（臺東縣關山地政事務所課長) 

陳淑美（崑山科技大學房地產開發與管理系教授) 

楊 名（國立成功大學測量及空間資訊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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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森（聯勤建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謝國鏞（宏大不動產估價師聯合事務所總經理） 

 

第 24 屆 

王耀聰（新北市政府地政局專門委員) 

吳志偉（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林昌鑑（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課長) 

林建良（臺南市東南地政事務所主任) 

胡純英（臺南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張倩維（內政部地政司科長) 

黃進雄（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局長) 

蕭巧如（桃園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史天元（國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張淑淨（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專任教授) 

陳建元（逢甲大學土地管理學系教授) 

陳怡君（屏東縣地政士公會理事長) 

 

第 25 屆 

朱上岸（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副局長） 

李先智（新北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邱榮杰（臺南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洪慧媛（臺北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張則民（內政部地政司科長） 

劉瑞德（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主任） 

蔣門鑑（臺北市政府地政局主任） 

邱式鴻（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副教授） 

徐國城（中國文化大學都市計劃與開發管理學系副教授） 

衛萬明（國立臺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特聘教授） 

楊長達（戴德梁行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所長） 

潘惠燦（社團法人新北市地政士公會理事長） 

   

第 26 屆 

王名玲（高雄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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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明（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課長） 

朱沅若（桃園市政府地政局專門委員） 

沈瑞芬（臺北市建成地政事務所主任） 

姬世明（內政部地政司科長） 

陳麗梅（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副處長） 

歐彥熙（新北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蔡孟娟（新竹市政府地政處科長） 

邱仲銘（成功大學測量及空間資訊學系教授） 

孫振義（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莊谷中（合晨地政士事務所地政士） 

蕭麗敏（政大不動產估價師聯合事務所所長） 

 

第 27 屆 

江志宏（內政部地政司視察） 

何明修（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主任） 

林彩連（新竹市政府地政處科長） 

柯俊宏（桃園市政府地政局主任秘書） 

陳芸宏（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陳俊達（新北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陸貴義（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專門委員） 

潘依茹（臺北市政府地政局主任秘書） 

黃文祥（行政院交通環境資源處副處長） 

李家儂（中國文化大學農學院土地資源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蔡育新（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林士博（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副理事長） 

郭世琛（鼎盛不動產估價師聯合事務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