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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化的趨勢，大學的學生利

用在學期間出國交換，以開展國際視

野，增加學習與生活經驗，成為許多同

學在學期間的重要學習規劃。本期學訊

將彙整 2010 年（99 學年度第 1 學期）至

2016 年（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止，針

對本系學生（包含碩士班及學士班學生）

出國交換地區及大學進行分析，以瞭解

本系學生出國交換之情形，作為有意出

國交換同學選擇交換地區及大學之參

考。【特別感謝鄭曉雯同學自上學期期末

以來，一直協助本次報導所需相關資料

之蒐集與整理，並提供寶貴建議。】 

一、 99-1 至 105-1 止地政系學生出國交

換之基礎分析 

（一）時間的分析 

在過去六年半 13 個學期中，本系的

碩士班及學士班學生共有91人次經校或

院級的申請出國交換。交換的期間多以

一學期為主，尤其同學們多選擇在第一

學期時進行交換，有 48 人次；選擇在第

二學期進行交換的則有 28 人次。但也有

15 個人次的交換期間為一學年。由圖 1

可看出，出國交換的學生人數有逐年增

加的趨勢。顯示想利用在學期間，進行

短期出國以體驗不同學習環境的同學愈

來愈多。 

 

圖 1  99-1～105-1 地政系出國交換生人次 

（二）身份別的分析 

若以學生的身份別來看，碩士班學生

約占全部交換生的 1/3（詳見圖 2）。在學

士班的交換生，以土地管理組同學佔總

交換人次的比例最高，約是本系學士班

交換生人數的 56%、其次是土地資源規

劃組的 25%，以及土地測量與資訊組的

19%。 

 

圖 2  99-1～105-1 地政系出國交換生人

次—依學生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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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換地區的分析 

本系申請出國交換的地點大致可分

為兩部份分析之：一為中國大陸，計有

49 人次。以及中國大陸以外的地區（以

下稱為亞歐美加地區），如亞洲的日本、

韓國、新加坡，歐洲的荷蘭、法國、德

國、芬蘭…等，與美國、加拿大等，計

有 42 人次(如圖 3 所示)。 

 

圖 3  99-1～105-1 地政系學生交換學生人

次—以地區分 

1.至中國大陸地區大學之交換情形 

本系學生到中國大陸進行交換，如圖

4 所示，以北京清華大學、北京大學、上

海同濟大學、南京大學及湖北武漢大學

等校的交換人次最多。 

圖 4  99-1～105-1 地政系至中國大陸交換

學生之大學與人次 

2.至亞歐美加地區之交換情形 

至於到亞歐美加區的交換分布，圖 5

顯示於各國的分布，交換學生人次相對

較多的歐洲，以芬蘭 9 個人次最多；其

次是美加的美國，有 7 個人次；而亞洲

則地區，雖總人次是低於歐洲的第 2，但

以國家來看，日本的 5 個人次，則是少

於美國，位於第 3。其餘國家皆低於 5

個人次，顯示過去學生選擇到亞歐美加

國家的交換相當分散。 

 
圖 5  99-1～105-1 地政系至亞洲、歐洲及美

加的交換學生人次 

二、碩士班及學士班三組之個別分析 

碩士班及學士班的土地管理組與土

地測量組的學生，皆以到中國大陸交換

的人次最多。而學士班資源規劃組的學

生則是到歐洲的交換人次較多。或許是

簽約學校的專業差異及語言能力的考

量，由圖 6 可發現土地資源規劃組的學

生在過去六年中並沒有同學到美加地區

交換，而土地測量組同學則沒有同學到

中國大陸以外的亞洲地區進行交換。整

體而言，地政系學生除了到中國大陸進

行交換，碩士班與學士班的土地管理組

學生的交換，較廣泛的分布在亞、歐、

美加等地區。而學士班土地資源規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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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到歐洲各國的交換為主。學士班土地

測量組學生則是平均分布在歐洲與美加

地區。 

 

圖 6  99-1～105-1 地政系出國交換生人次—依學生身份及交換地區 

以下則對碩士生及學士班的三組學

生的交換個別分析說明。 

(一)碩士班 

碩士班學生到中國大陸與其他地

區交換的人次大約各佔一半 (詳見圖

7)。過去到中國大陸進行交換的地區只

分布在北京及上海兩個城市，其中又以

北京的清華大學為大宗。清華大學的

「建築學院(School of Architecture)」設

有「城市規劃系」，該系除有「城市規

劃」及「住宅與社區」研究所，與規劃

或不動產管理皆有連結，或許是較多同

學選擇前往交換的原因之一。亞歐美加

的交換則大多是前往 Aalto 大學，可能

因其建築環境系與地政系有較頻繁的

交流，同時也優先提供給地政系同學前

往交換的機會，而成為同學們進行交換

的首選。 

 

 

圖 7  99-1～105-1 到各校交換人次－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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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士班—土地管理組 

土地管理組的同學到中國大陸交換

的比例大約佔土地管理組交換的 60%，

雖然交換的城市與碩士班同學的選擇相

似，多以北京及上海為多，但不同的是，

前往進行交換的大學較多元性(詳見圖

8)。此外到亞歐美加進行交換也有相同

的情形，各地區皆有同學前往進行交

換，但有相對較多的同學選擇在亞洲的

日韓等國進行交換。 

 

 

 
 

(三)學士班—土地資源規劃組 

土地資源與規劃組同學選擇的交換

地區，與碩士班其他兩組學生較大不同

的是，到中國大陸交換的比例約只有

1/3，反而是到其他地區進行交換的學生

較多（詳見圖 9）。而到亞歐美加地區的

交換生則是絕大多數集中在歐洲地區各

地的大學。交換的國家相當多元，包括

法國、荷蘭、德國、瑞典、義大利、愛

爾蘭及列支敦斯登等國（參見圖 6）。相

對而言，德國的波昂大學及列支敦斯登

的列支敦斯登大學 

 

圖8  99-1～105-1到各校交換人次

－學士班土地管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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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士班—土地測量與資訊組 

測量組的交換情形，以地區性來看，

與碩士班及土地管理組的交換情況類

似，到中國大陸的交換生為多數（詳見

圖 10）。比較不同的是，測量組同學在中

國大陸的交換有超過一半的學生選擇到

武漢大學，此可能與武漢大學設置有測

繪學院，與測量組的所學專長十分契合

有關。而到亞歐美加交換的學生則是平

均分佈在歐洲及美國。 

 

 

 
 
 

圖9  99-1～105-1到各校交換人次

－學士班土地資源規劃組 

圖 10  99-1～105-1 到各校交換人次 

－學士班土地測量與資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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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從時間軸觀之，地政系同

學於在學期間到海外進行交換的學生人

次呈現增加的趨勢。顯示有愈來愈多的

同學選擇於在學期間，願意利用交換生

的機會，到不同的環境增加學習經驗、

增進人際交流溝通以及拓展國際視野等

能力。以身份別來看，以學士班土地管

理組同學的交換人次最多、其次為碩士

班同學；而土地資源規劃組及測量資訊

組同學的交換，則相對較少，約是土地

管理組的一半弱。 

在交換地區的選擇上，可能是語言的

考量，以到中國大陸交換為多。然碩士

班及學士班三組之間仍存在差異。碩士

班與學士班土地管理組、規劃組同學，

以北京及上海等大城市的大學為主要的

交換對象，尤其是北京大學，清華大學

及同濟大學等校皆為較多同學們喜愛的

交換學校。學士班測量組的同學相對有

較不同的選擇，或為考量專業領域之

故，使位於內陸的武漢大學成為交換的

首選。 

若以亞歐美加地區來看，選擇到歐洲

交換的人次有絕對的多數，其中芬蘭的

阿爾托大學吸引了相對多數學生前往交

換，尤其以碩士班學生為多。此可能受

到社科院與阿爾托大學的合作合約中，

限制在不動產及空間資訊研究領域，且

本系也與該校的建築環境系（前為不動

產、規劃與空間學系）有較為密切的交

流合作有關。 

綜合上述分析，發現本系學生在出國

交換的選擇上，可歸納為幾項特性： 

1.沒有同學到紐澳等地進行交換。雖然院

校級皆有締約之姊妹校，且紐澳大學

中與本系相關的科系亦不在少數，但

並未獲得同學們前往交換的青睞。 

2.碩士班同學在歐洲的交換，只到芬蘭的

阿爾托大學。歐洲地區的國家與大學

具多樣性，但同學們卻只集中到一所

大學，似較缺少探索的精神。對於碩

士班的研究生而言，應可以更積極的

態度來利用此類交換的機會。 

3.學士班則在各組有不同的特徵。從過去

的資料上發現，土地管理組同學較偏

好亞洲地區，或可更勇敢的到其他區

域，觀察國際性的不動產相關課題。

土地資源規劃組的同學則偏好到歐洲

地區的交換；雖然系上的規劃專業多

師自於美加地區及日本，卻沒有同學

選擇到美加及日本進行交換，令人感

到些許意外。土地測量組同學是以到

武漢大學交換為大宗；相對其他組同

學而言，較缺乏到中國大陸以外地區

交換的意願，在未來同學的交換選擇

中，或可以更多元的思考交換的地

區，以增加交換的廣度。 

若在學期間的交換經驗，同學們認同

其是一項具正向意義的活動，則多元性

的發展可加深其效果，亦可帶來無限的

可能性。本次的分析，則是希望藉由資

料的彙整，提供思考出國交換同學們的

參考。 

三、交換學生締約學校－社科院合約與

計畫 

社科院與多所大學締結姊妹校，然是

否簽署交換生之計畫，則須進一步查詢，

這些姊妹校，詳見社科院網站

（http://www.css.nccu.edu.tw/blank-45）。而由國

合處則可查詢校方所締結的姊妹校資訊

（http://oic.nccu.edu.tw/files/11-1000-148.php）。 

以下則從國合處所列的資訊中，篩選出

社科院與之簽署交換生合約或計畫之相

關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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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JAPAN   大學／該校執行單位 

北海道大學（HOKKAIDO UNIVERSITY）／公共政策學共

同研究部 
http://www.hokudai.ac.jp/ 

京都大學（KYOTO UNIVERSITY）／FACULTY AND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http://www.kyoto-u.ac.jp/ja 

金澤大學（KANAZAWA UNIVERSITY）／科學與工程院 
http://www.kanazawa-u.ac.jp/ 

筑波大學（UNIVERSITY OF TSUKUBA）／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科、人文‧文化學群、社會‧國際學群 
http://www.tsukuba.ac.jp/ 

明海大學（MEIKAI UNIVERSITY）／不動產學部 
http://www.meikai.ac.jp/ 

東北大學（TOHOKU UNIVERSITY）／大學院經濟學研究

科 
http://www.tohoku.ac.jp/en/ 

靜岡大學（SHIZUOKA UNIVERSITY）／人文社會科學部 
http://www.shizuoka.ac.jp/ 
 
澳洲 AUSTRALIA   大學／該校執行單位 

澳洲國立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http://www.anu.edu.au/ 

蒙納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TAIWAN 
RESEARCH UNIT IN SCHOOL OF LANGUAGES, 
CULTURES AND LINGUISTICS 
http://www.monash.edu/ 
 
澳門 MACAU   大學／該校執行單位 

澳門大學（UNIVERSITY OF MACAU）／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http://www.umac.mo/ 
 
韓國 KOREA   大學／該校執行單位 

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THE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www.yonsei.ac.kr/cn_sc/ 

高麗大學（KOREA UNIVERSITY）／THE INSTITUTE OF 
GOVERNMENTAL STUDIES 
http://portal.korea.ac.kr/front/Intro.kpd 

首爾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http://www.useoul.edu/ 

韓國外國語大學（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http://ruxue.hufs.ac.kr/ 

北韓研究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KOREAN 
STUDIES）／UNIVERSITY OF NORTH KOREAN STUDIES 
http://www.nk.ac.kr/ENG/UNKS_main.aspx 

慶南大學（KYUNGNAM UNIVERSITY）／THE INSTITUTE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http://ch.kyungnam.ac.kr/main/main.asp 
 
香港 HONG KONG   大學／該校執行單位 

香港浸會大學（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http://www.hkbu.edu.hk/eng/main/index.jsp 

香港大學（HONG KONG UNIVERSITY）／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http://www.hku.hk/ 
 
俄羅斯 RUSSIA   大學／該校執行單位 

國立莫斯科大學（LOMONOSOV MOSCOW STATE 
UNIVERSITY）／INSTITUTE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http://www.msu.ru/en/ 

國民經濟學院（ACADEMY OF NATIONAL ECONOMY）

／THE FACULTY OF REAL ESTATE MANAGEMENT 
http://www.ranepa.ru/eng/ 

俄羅斯科學院（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FAR EASTERN STUDIES 
http://www.ras.ru/index.aspx?_Language=en 

蒙古 MONGOLIA   大學／該校執行單位 

蒙古政治教育學院（ACADEMY OF POLITICAL 
EDUCATION）／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EDUCATION 
http://www.academy.org.mn/ 
 
法國 FRANCE   大學／該校執行單位 

索邦巴黎第一大學（PARIS 1 PANTHEON-SORBONNE 
UNIVERSITY）／CES 
http://www.univ-paris1.fr/ 
 
波蘭 POLAND   大學／該校執行單位 

亞當密坎凱維奇大學（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JOURNALISM 
https://international.amu.edu.pl/ 
 
芬蘭 FINLAND   大學／該校執行單位 

阿爾托大學（AALTO UNIVERSITY）／AALTO 
UNIVERSITY 
http://www.aalto.fi/en/ 
 
英國 UK   大學／該校執行單位 

倫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http://www.london.ac.uk/ 
 
加拿大 CANADA   大學／該校執行單位 

英屬哥倫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THE 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http://www.ubc.ca/ 
 
美國 USA   大學／該校執行單位 

夏威夷大學希羅分校（UNIVERSITY OF HAWAII AT 
HILO）／UHH 
https://hilo.hawaii.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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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5 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技師考試暨普通考試不動產經紀

人考試及格名單於 106 年 2 月 9 日

放榜，本系同學及系友多人金榜題

名： 

(1) 都市計畫技師：陳姿伶、朱冠

臻、楊宗名。 

(2) 測量技師：林柔安、周君芸。 

(3) 不動產經紀人：廖沛恩、張玉

駬、林伯松、田捷克、劉冠廷、

陳富宸、張祖瑜、李庭瑜、王怡

文、楊舒婷、劉  敏、吳欣怡、

周哲暐、林哲宇、游蕙瑜、汪芷

均、丁彥豪、蔡雨潔、張忠賀、

曾懷萱、洪偉銘、陳韋諠、劉乃

榕、洪浩庭、莊品萱、林惠娟、

陳永笙、吳筑瑞、陳宣佑、陳蕙

瑩、林怡君、林清和、丁肇毅、

李昇達、谷  元、林郁芬、劉宸

凱、林昱翔、徐祥恩、陳姿伶、

許志安、林慧珍、劉靖陽、王詩

婷、詹嘉翔、陳怡伶、賴偉政、

李哲豪、尤翊珊、王俐穎、史蕙

綺、鄭欣夷、張雅雯、辛佩霓、

陳畇錙、謝芳琳、許竣翔、江佳

樺、林哲安、吳欣樺、林佳樺、

吳孟璇、張明正、吳宜庭、李怡

萱、林志銘、陳韻如、陳威霖。 

2. 105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

考試及格名單於 106 年 3 月 1 日放

榜，本系同學及系友多人金榜題名： 

(1) 三等考試地政：積沛辰、李昇

達、蔡侑成(臺北市)；郭旭庭、

陳佑軒、陳俊宏、曾俞翔、湯婷

婷、史蕙綺(新北市)；張昱諄、

許芷涵(基宜區)；王靖怡、丁彥

豪(雲嘉區)；林耀宗(花東區)。 

(2) 三等考試都市計畫技術：溫靖

儒(臺北市)；朱冠臻(台中市)。 

(3) 三等考試測量製圖：陳玠穎(臺

北市)；郭怡伶(臺南市)；黃姿

瑜(高雄市)。 

(4) 四等考試地政：黃筠芳、陳薏

如、李庭瑜(臺北市)；何彥伯、

汪芷均、鍾承翰、廖珮君(新北

市)；楊子萱(雲嘉區)。 

(5) 四等考試都市計畫技術：梁紹

芳、楊子嫻(臺北市)；張斯帖(花

東區)。 

(6) 四等考試測量製圖：江政矩(新

北市)。 

(7) 五等考試地政：傅瀞萱(新北

市） 

 

1. 本系於 106 年 3 月 3 日 14 時至 16

時邀請海軍大氣海洋局崔怡楓上校

局長於綜合院館 270624 教室演講

「海洋測量科技現況與未來展望」。 

2. 本系於 106 年 3 月 10 日 14 時至 16

時邀請國立成功大學都市計劃學系

陳彥仲教授於綜合院館270624教室

演講「從住宅研究到都市再生能源

應用與土地使用」。 

 
 

＊ 本 學 訊 可 至 地 政 學 系 網 站
(http://landeconomics.nccu.edu.tw)下載 
 

地政活動紀實 

榮譽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