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地政學訊              
第 58 期，民國 105 年 9 月 11 日 

發行人：林子欽 系主任 

本期主編：劉小蘭 教授   

編輯：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學術發展委員會 

地址：臺北市 116 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電話：(02)2938-7106  傳真：(02)2939-0251 

網址：http://landeconomics.nccu.edu.tw 

 
    在這秋高氣爽的日子裡，又有一

批生力軍加入我們地政界的陣容，系

上除了竭誠歡迎各位同學的到來，希

望在你們/妳們能儘快地融入地政的

大家庭裡，由於大學教育不同於過去

之學習環境，各位有更自主的學習方

式，為了使各位同學對地政系更為了

解，以及未來學習的規劃，因此本期

將以師長的建言及學長姐過去之經驗，

與同學們分享。最後希望各位同學在

這地政的大家族裡能努力的充實自己，

不僅在學業上，更能在生活各方面有

著豐碩的成果，祝福大家。 

 

 
 

大學教育應該是令人興奮 

且充滿願景的 

林子欽 

(政治大學大地政系教授兼系主任) 

 

大學四年對於許多人來說，應該是最

後一段完整而且可以全心投入的學習

機會。正是因為這樣，這四年如何安

排，對於個人、社會、甚至國家的影

響是很大的。正值新生入學，藉著這

個系上的刊物，我想和各位分享對於

大學教育的看法。 

 

教育是互動的過程；也就是說，學生

和老師在學習的過程中，應該是互相

刺激的。我期待的，不僅是老師透過

課堂和討論，引導以及刺激學生，探

索他們的極限。學生也有義務和權利，

對於老師的觀點提出挑戰、甚至對於

內容提出質疑。太過簡單的教學，以

及太過容易的要求，是在浪費學生寶

貴的時間以及聰明才智。各位也是政

大實施課程精實的首屆：畢業所要求

的學分大幅降低，相對地，課程難度

以及通過門檻也會明顯提高。各位將

被給予更大的自由，以及賦予更多的

學習責任。這是一個好大學對於學生

的期待，也希望各位撐得住。 

 

大學教育已經進入全球競爭的年代；

各個大學都希望爭取好的學生，相對

的，學生也期待進入值得付出寶貴青

春的地方。做為高等教育的基層單位，

好的科系至少要能夠提供學生兩個不

可或缺的要素：首先是學習的興奮感，

另外則是未來的願景。如果沒有辦法

讓學生覺得所學的科目有趣、有挑戰

性、有困難度，是不可能讓學生有成

就感。另外，如果沒有辦法說服學生，

在投入時間努力學習之後，未來可以

憑著專業得到金錢報酬以及社會聲望

師長的話 

主編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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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可，就失去要求優秀學生留下來

的正當性。 

 

政大地政系不斷在進步，確實是個不

錯的科系。好，但是還可以更好。在

臺灣，我們的學術地位和社會發言權

無庸置疑。但是如果把地政系放在亞

洲以及國際的尺度下，我們的能見度

是嚴重不足的。如果國際化是未來大

學教育應該納入的元素，地政系要努

力的還很多。政大做為臺灣領導型的

大學，培養的不只是專業知識，更是

領導才能、以及必要時引領社會改革

的勇氣。陳之藩在劍河倒影中說過：

其他大學將學生當作礦物在處理，按

規定一步步的塑造。牛津、劍橋將學

生當作生物，讓他自由成長。我希望

有一天你們也會同意：地政系給你們

的是養分，讓你們一輩子勇敢往前的

養分。 

 

我期待和你們共同渡過令人興奮且充

滿願景的大學歲月。 

 

如何準備好面對法律課程 

戴秀雄 

 

(政治大學地政系助理教授) 

 

無論是管理組、資源組還是測量組的

同學，或許地政系共同課程當中普遍

常讓大家覺得困擾的，恐怕要算是幾

個法律科目，例如民法、土地法。嚴

格來說，地政系所培育的專業能力及

其涉及的就業方向，都或多或少與法

制方面的知識與操作能力有關，也是

地政系課程設計上，相較於都計、測

量等系有明顯的特徵之處。 
 
 

其實，法律課程的學習具有強烈的延

續性且具有整體性，研修順序在後課

程的修習成果，往往需要學生在先前

修習課程所建立的良好基礎，才能有

所成就。也因此，能把大一民法(或是

測班的大二土地法)念好，就成為後續

法律科目研修的關鍵，更是參與國家

考試與證照考試所必要的礎石。所以，

這邊就試著跟同學們談談如何面對法

律科目。 
 
一、 念法律靠理解，不是靠記誦 
對於法科的初學者，最常犯的學習錯

誤就是狂背死記。但是，法律本就是

要運用在生活中的知識，其實正是最

需要活學活用的專業。更何況法律會

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動而跟著新訂、修

正，背誦條文幾乎可以說是最沒效益

的事情之一。至於法理方面，當然更

是著重理解，卻也無從背起。反之，

如果真正理解條文背後的法理，很多

條文的規範內容也就會自然浮現，事

實上也不需要刻意去死記。當然，更

現實的是，法理抓不住時，可能會發

生錯用條文的慘劇。 
 
(一) 法理的確實掌握是首要之務 
首先，法律科目的學習必須先有一個

認知，那就是法律規範在結構上由抽

象法理與具體的實定條文構成，因此，

這也表示法律的學習絕不會只是限定

在被實際訂出來的條文文字；因為，

第一方面立法者也是人，也是會犯錯

的，不見得符合法理，如果沒正確認

知這一點，就無法檢視法規的實質正

當性。進而，文字具有歧義性與多義

性，往往發生法概念或是規範邏輯結

構在解釋時呈現多種可能性，若不透

過對於法理的理解往往難以決定採取

哪種解釋方式較為妥當。反之，當條

文為何文字上這樣規定，其正確掌握

自也依賴對於條文背後法理的掌握。 
例如人因為具有自由意志，因此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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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自由意志決定下所造成後果負責，

所以人在無意識狀態下的舉動自也原

則上不負責任，由此也就可以導出行

政處罰，仍然必須以受處罰人違反行

政法上義務有故意過失為限，根本無

須刻意記誦條文。 
 
其次，法條只是法理的展現，因為特

定規範目的或功能上的分工，單一敖

文可能只是處理否種法理的一小部分，

而實際躲在該條文背後的法理呈現體

項網絡的結構，實際牽扯非常多的條

文，這在地政息息相關的不動產登記

領域特明顯，例如登記作為一種行政

行為，其實實體法上相關效力與衍生

權利義務大體上都屬民法物權之一環，

但在行政事務特性上仍受行政程序及

行政救濟相關規定的規制，因此在適

用與解釋登記相關條文時，不會侷限

在單一條文，而且更要參酌民事與行

政相關法律，一併予以考量才行。 
 
最後，實定法(條)除了展現其所源由的

法理而由此處繼受特定的價值觀點(設
定)之外，在其立法過程，其實也另外

會因為實定法所要被運用在的主客觀

社會環境而受到立法政策的影響，因

此在研習法規之際，除了基礎法理的

理解外，更要了解個別法規、條文所

含的價值與制度功能設定，這樣才是

真正擁有從文義到概念完整運用「法」

規範的能力。 
 
(二) 概念與邏輯的精度  
具體條文在現實生活裡的運用，除了

抽響法理作為基礎外，其實由於法規

範透過文字呈現，每個用以法概念的

文字運用便因此必須精確，因為在法

律用語上為了區分不同概念的不同意

涵，就不能讓語言文字的運用「差不

多」就好，否則就會很容易變成跟日

常生活裡的對話，可能大家嘴裡都在

談政府該「賠」給某人民多少錢，但

是法律上一樣是「賠錢」，實質到底指

的是賠償還是補償，就會因為原因不

同、賠補償標的不同而賠補償範圍不

同。換言之，學法律必須對文字的運

用練就錙銖必較的精神，徹底精確化

語言與文字的理解與表達。 
 
至於，法規範的結構不管是一種命令

或是禁制，都是建立在邏輯結構之下，

簡單地說，就是設定一定的條件作為

前提，當這些前提被滿足，即產生(法
律上之)結果。這些法規範的前提我們

稱之為「構成要件」，而每個構成要件

間還必須注意其邏輯關聯為何，例如

最常見就是「要件 A 和要件 B」還是

「要件 A 或要件 B」，然後各要件及其

間關聯都必須在實際案件中逐一與事

實核對是否被滿足，以確定規範結果

是不是發生。這樣的邏輯操作過程術

語上被稱為「合致」，這個思考、推理

過程的正確性就必須依賴前面所提到

對各要件概念與邏輯推演的精度。 
 
(三) 案例事實的確實分析 
學法律就是要用在現實生活之中，而

案件事實有沒辦法合致構成要件，除

了對於相關法規範概念與邏輯，就是

對於案件事實的完整掌握。例如在的

結契約時，當事人對於購買標的物究

竟是弄錯要買的標的物還是弄錯標的

物的品質、功能，對於該契約的後續

處理就會有不同的解決路徑。因此，

對於案例(特別是發生在生活周遭的真

實事件)要養成先仔細把案情弄清楚再

思考可能適用的法規，不要靠直觀亂

抓條文，這樣很容易發生差之毫釐失

之千里的法律悲劇。 
 
(四) 不以結果定是非，推論過程才是

關鍵 
學法律另外一個關鍵就是論理，也就

是把腦中的思考與推理環環相扣、不

跳躍地轉換成文字。例如有個案子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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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車不慎撞到乙，導致乙受重傷並右

腳截肢，於是向甲請求新台幣一億元

賠償，可以簡單的就寫本案符合民法

第 184 條侵權行為構成要件，所以乙

可以向甲請求新台幣一億元賠償。畢

竟，甲駕車撞到乙是否已經是客觀上

無所避免，或是乙對於發生車禍也有

錯，甚至是求償額度是否恰當，就算

這確實屬於侵權行為的類型，都應該

仔細把是用條文的構成要件逐一論述

其是否合致才行，這除了確保思考的

精度之外，也才有辦法進行思考上的

除錯。 
 
二、 大量延伸文獻閱讀與思考 
法律科目的學習極端仰賴思考與理解，

因此以下提供一些學習上可以注意的

事項給大家做參考。 
 
首先，聽課時重點要放在「why?」，也

就是理解教師所講授內容的論理與思

考，而不是放掉原因論理卻抓著結果

死記。畢竟學說常有爭議，而且案例

事實一旦有細微改變，法理縱使不變，

推理卻可能因為碰上例外類型案件而

受影響。至於，作課堂筆記的功夫自

然也是得留心這樣的要領。 
 
其次，教科書只是整理過後的濃縮性

學理介紹，真正有爭議或奧微之處，

其實都無法論及。因此，要能建立法

律實戰能力，就絕不能只靠念念教科

書。在這裡，要強調的是深入分析個

別問題的各種學術專論，尤其專書、

專業期刊上的專文、碩博士論文更是

不可或缺的延展閱讀，好補足教科書

論說太過簡略的缺陷。只是，延伸閱

讀必須養成種自發性的習慣，而不是

等到教師或助教提示，其原因更在於

透過資料搜尋的過程，找到自主學習

與處理不熟悉文獻資料的能力與習

慣。 
 

三、 充分的預習、複習與討論 
其實從上面提到的，不難看出法律的

學習從初入門就需要投入大量的心力，

如要達到一定成效，沒投入大量時間

進行思考能力、學習習慣的改變及基

礎法理知識的建立，其實幾乎是不可

能的。因此，充分的預習與複習其實

只是最基本的，而最能快速提升實力

的，則是在預習、複習之外帶入討論，

這樣可以透過論辯進一步強化對於法

規範細節的理解與根本地提升論述能

力。 
 
最後有一個小小的提示給大家，法學

思考的方法眾多，而每個人最有效的

思考方式也不同，因此往往還是需要

每個人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思考與學習

方法，在這裡，期盼各位同學都能盡

早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法律思考與學習

方法。 
 

上學去 

林士淵 

 

(政治大學地政系副教授) 

 

    我女兒準備讀幼稚園的時候，她

很興奮，我告訴她：「妳長大了，要去

讀幼稚園了，也因為妳已經長大了，

我希望妳開始上學之後可以試著做到

一件事。」 
 
「什麼事？」 
「要學習控制自己。」 
 
「什麼是控制？」 
 
對幼稚園小朋友好像有點難解釋，不

過我還是試著說了：「控制就是做可以

做的事。就好像妳之前在家裏，因為

危險所以告訴妳不能去廚房，妳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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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奇廚房裏面有什麼、媽媽都在裏

面做什麼，所以偶爾還是會跑進廚房，

但是大部分的時間妳都記得告訴自己，

不能進去廚房，這就是懂得控制的一

個例子。又或是我常常提醒妳，在公

共場所講話不要太大聲，雖然妳偶爾

會因為太高興而忘記，但是大多數的

情況下，妳都會記得要小聲說話，這

也是懂得控制的一個例子。」 
 

「那我知道了，我會控制自己。」 
 

********************************
*********************** 

 
隨著她對學校的同學愈來愈熟悉，她

常會跟我說：「那個誰誰誰很可愛耶，

我都喜歡找她一起玩。或是說那個誰

誰誰很調皮耶，今天一直來鬧我」。我

告訴她：「每個人的個性或是喜歡的事

本來就不一樣，妳要多多觀察妳的同

學，有些同學可能只是現在還沒有認

識，但是如果妳覺得妳可能會喜歡他

們，那就要找機會試試跟他們多說說

話。」我告訴我女兒，知道怎麼交朋

友很重要喔，她說我知道。 
 
自然的發展一陣子之後，她跟幾個同

學變得比較要好，但是卻也開始帶來

一些煩惱。她說：「那個誰誰誰常常要

我只能跟她玩，不准我跟另一個誰誰

誰一起玩；偶爾也會說，我很喜歡跟

誰誰誰一起玩，可是她常常都要我一

定要跟她畫一樣的人物或是選一樣的

玩具，雖然我不想，可是我還是都會

照做。」我說：「那個誰誰誰雖然是妳

的好朋友，可是不代表她要妳做的事

妳都一定要照做，如果她說要玩的妳

也想玩，那就一起玩，但如果她說要

玩的妳不喜歡，那就要拒絕。」 
 
「可是我不知道怎麼拒絕。」我就跟

她沙盤推演的演練一下可能的對話，

她看來是比較安心了，然後說她知道

該怎麼做了。 
 

********************************
*********************** 

 
一個學期過後，班上來了新老師。經

過一段時間，我問她覺得新老師如何？

她馬上擺出不開心的臉說：「新老師很

奇怪耶，常常要我們遵守一些奇怪的

限制與規定。」我聽一聽，有些是讓

人摸不著頭緒，不過因為我女兒個性

散散，也不知她說的可信度有幾成，

所以我就說：「我也想知道老師是不是

真的很奇怪，所以請妳幫我一個忙，

下次老師再提出新的規定的時候，請

妳仔細聽，要聽清楚喔，沒聽清楚要

舉手問。」 
 
「我都有聽得很清楚啊，你不用講這

麼多次。聽清楚之後呢？」 
 
「聽清楚之後呢要認真想：妳懂得老

師的意思嗎？懂得要怎麼做嗎？」 
 
「聽清楚不就是表示懂了嗎？」我說：

「沒有耶，聽是耳朵聽，想是頭腦想，

做是動手做。等妳頭腦想過、動手做

過之後，我們就可以確定老師的規定

是不是真的很奇怪了。」我女兒聽完

馬上露出一付怎麼這麼麻煩，我只是

隨口抱怨一下而已的表情。顯然她有

聽清楚我的話了！也懂得我的意思了！

只不過很可能在她動手做之前，就也

已經在頭腦中得到爸爸很奇怪的結論

了。 
 

********************************
*********************** 

 
某天下課後回家路上，她說她想學鋼

琴，我說好，然後就在家附近找了音

樂教室，上了幾次之後，她跟我說：「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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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老師說每天都要練習，可是我晚上

回家之後洗完澡吃完飯後常常都要幹

嘛幹嘛幹嘛，所以沒有時間練習耶。」

我說：「練習很重要，如果只有跟老師

上課的時候彈琴而平常沒有練習，妳

是不會進步的。」 
 

「可是我真的沒有時間耶。」 
 

「那可不可以先試試看一個星期練習

兩次，每次只要彈一遍就好？她說應

該可以喔。那就來試試，練習時間她

來選。」 
 

********************************
*********************** 

 
兩年幼稚園的學習結束，她今年要讀

小學了，她很興奮，我告訴她：「妳長

大了，要去讀小學了，也因為妳長大

了，我希望妳開始上學之後可以試著

做到這些事。」 
 
哪些事？其實就是上面那些，不過就

在我開始說沒多久，她問我：「什麼是

控制？」 
 

********************************
*********************** 

 
各位同學，歡迎你們來到政大地政系，

你們準備要念大學了，應該很興奮，

劉小蘭老師問我說是不是可以跟你們

說些話，我想到了我跟我女兒說的那

些，也把那些送給你們。 

 
 
 
 
 
 
 

話說當年 

陳奉瑤 

 

（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 

 

有人說，當你開始回憶往事，那表示

你開始變老了，這，我承認! 大一，是

個離我非常遙遠的名詞，相對於最近

的瘋狂抓寶，我的大學生活就顯得平

淡無奇，但那個美好年代發生的佚事，

卻深印在我心中，說來聽聽，或嫌無

趣或有領略，就看個人了。 
 

垃圾進垃圾出的體會 
 
別說當年沒有手機，就連跑個簡單的

電腦程式(1+2+…+10)，都得先打卡才

能送進機房，三天後等著開獎，遠瞄

電算中心的櫃子，如果有一疊報表，

那肯定有一堆 error 了，只好從頭再來!
雖然辛苦，卻能深刻體會老師說的

「GIGO」(垃圾進垃圾出)。 
 

共患難養成團隊精神 
 
以前學校的年度活動，上學期是合唱

比賽、下學期是舞蹈比賽，我們大一

時表演的主題是吳鳳，4、50 位同學每

天下課後搭一個小時的 282 公車到吳

興街練習，比賽結果破歷年紀錄--榮獲

第五名，除了團隊表現外，得獎的關

鍵不是吳鳳，而是一隻被綁在樹上、

從頭到尾只在那兒左搖右晃的牛!評審

說，他很佩服這位同學，雖然只是一

隻不起眼的牛，但他非常盡職的全程

彎著腰完成了他扮演的角色，這是非

常不簡單的事!這觀念跟木桶理論很相

像--勝負往往取決於最不起眼的地方! 
還有件事跟大家分享，大一時只要有

比賽，我們班幾乎是無役不比，倒不

是有多強，而是我們導師拿著微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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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點名單問你參不參加，你能說不嗎?
記得我們班參加校慶游泳的大隊接力，

很多同學是以＂走＂泳(邊走邊抬頭呼

吸)完成比賽，雖然全校只此一隊報名，

但礙於規定無法取得第一名，結果拿

了個苦力獎—精神總錦標!雖然有點不

可思議，但我們還是創造了紀錄!班上

在這樣的氛圍下，也反轉了歷年轉出

人數遠大於轉入人數的紀錄! 
 

賣命的人多，加油的更多! 
 
520 校慶運動會是慶祝政大生日的重

頭戲，各種賽事都有同學報名參加，

停課當天大部分的同學會到操場參加

比賽或幫忙加油，畢業學長還會提供

西瓜供大家解暑，當年地政系是田賽、

徑賽、拔河、游泳等各項活動，在頒

獎時唯一可以跟企管系(當時的體育系)
媲美的科系! 沒想到三十年風水輪流

轉，現在地政系已被譽為政大的體育

系，不再靠精神總錦標(比參加人頭與

熱情)拿獎，而是棒球、籃球、啦啦等

的優異表現!可惜上場賣命的人多，場

邊加油的同學變少了! 
 

門外看很容易，門內感同身受 
 
大學時期我也是排球隊的一員，平時

的練習時間是一大清早，當我是一名

隊員時，每次一睜開眼睛都希望外面

在下雨，才能繼續睡懶覺，當時實在

很佩服隊長怎麼不會怠惰。一直輪到

我當隊長時，才能體會隊長身負的責

任與辛苦!  
 

班遊培養真感情 
 
前幾年我們班辦了一次畢業 30 年的聚

會，出席同學將近 40 位，攜家帶眷席

開 5 桌，這種盛況以現在同學辦活動

的出席率來看，可能覺得不可思議!其
實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可是我們

大學四年在校時培養出來的成果。大

一的擎天崗班遊、與中興大學地政系

的花園新城烤肉、春假的北橫健行、

大二的溪阿縱走、大三的草瑞縱走、

大四的環島畢業旅行、畢業後的夜宿

燕子湖，在無數次高人氣的班上活動

下，一點一滴累積成真感情。 
 

盡己 
 
我們曾經出過班刊，名為「盡己」，內

容不外是小品文、插畫、參與活動的

心得等等，雖然短小，卻是每個同學

的精心力作。多年後很難想像某位同

學當時在班刊上寫的文章，陪伴他度

過車禍昏迷時期。美好的回憶，竟成

了最佳良藥! 
 

地政是我家! 
 
過去的點點滴滴，成就大家一路走來

的相互關懷，也成就了大家在專業領

域的表現。最後，在離我大一 n 年後

的今天，把我們當年大一迎新活動上

觸動我的五個字--「地政是我家」送給

你! 
 

給大一新生的話 

江穎慧 

 

(政治大學地政系助理教授) 

 

每一個新學年度開始，總有一批地政

系新生踏入這個大家庭。地政系從早

期每年招收一班，擴充成二班，到現

在的三組，從學生數來看，地政系真

是個「大」家庭。對於嚮往或不小心

進入地政系的小大一而言，加入「大」

家庭的好處，就是擁有龐大學長姐諮

詢團，探聽課程相關資訊。但學長姐

的個人意見，有時也只能聽聽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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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多問一些人，畢竟每個人都有自

己主觀的想法。 
 
土地管理組的大一同學，進入大學的

第一堂課，幾乎都是我的「不動產概

論」，因為這門課是排在星期一的八點。

新學年度起因為課程精實方案改變授

課時數，也打破開課近三十年的傳統，

晚了一小時變成九點上課。雖然這幾

年的教學意見總有同學反應上課時間

太早，但我仍舊希望能維持傳統，堅

持這門課要排在週一早上，是希望這

門課就像是一早的收心操，提醒大家

新的一週又開始。 
 
每個大一生對大學生涯都是滿懷憧憬，

希望自己未來四年生活是精彩充實，

我想提醒大家如果不希望虛度四年，

一定要及早開始規劃並隨時修正，千

萬別想著混四年。什麼都不決定，其

實也是一種選擇，但通常後悔機率比

較高，思考過後的選擇，即使選錯，

自己也會認了。 
 
身為地政系學生努力學習專業知識是

必要的，以免畢業後被說地政系畢業

的，怎麼什麼都不會？從課程設計而

言，必修課即是各組同學應具備的基

本知識，除必修外，該選哪些選修課？

可以從選課地圖各科目的延伸課程加

以判斷，或者從未來想要從事的行業

別（結果）反推，應該要修哪些相關

課程，是有助於未來職涯規劃。 
 
活在瞬息萬變的現代，跨領域的學習，

是趨勢也是必須的。地政系同學的優

勢就是不需跨系、院，只要跨組修課

就可發現是跨領域了。所以，別侷限

自己是管班、資班或測班，只單一修

同組的課程，多修習不同領域課程，

讓自己到處碰撞是發覺興趣的一種方

式，也能藉由接觸其他領域同學，發

掘一件事情不同的思考面向，瞭解各

種多元性的存在，也許能激盪出不一

樣的火花。 
 
大學生除課業學習外，參加社團活動、

打工等安排，也是讓自己學習人際互

動或提早接觸職場關係的方式，這些

都應該排入四年規劃中，但課業與活

動兩者兼顧的平衡點，則是每個人有

所不同，孰輕孰重可依個人不同階段

調整，只要不失去平衡就好。 
 
地政系學習的內容其實很貼近生活，

常常都有相關時事被討論。千萬別只

有書本的學習，藉由時事的討論，可

增加自己學習興趣，同時也思考理論

學習與現實問題。最後，建議大家多

旅行，到處多觀察也能刺激更多新想

法，但別只是瀏覽觀光景點，可以邊

看建築、看土地使用型態、看動線規

劃、猜猜租金、房價，這些是我跟系

友們旅行中不經意的話題，像是職業

病，去哪裡都可以討論土地利用。  
「師父領進門，修行在個人」，大學生

涯的色彩，最終還是得憑藉各位同學

們的智慧，祝福大家！ 

 

 

如果重新回到大一 

吳彥含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生) 

如果重新回到大一，是的，漫漫

人生中，我們常常有許多的後悔與感

嘆，而跳脫框架式學習崇尚自由學風

的大學生活，正是我最想再回味一次

的人生經驗，回想當初剛上大一時，

對即將要讀的科系完全不了解，也不

知道有沒有興趣，大一必修的經濟學、

都市計畫就這麼得過且過的上了，也

參加了系上的活動，每天都過著繁忙

學長姐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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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但隱藏在忙碌的背後下，我

卻不明白自己要的到底是什麼，我的

大一生活看似充實，卻種下了迷茫的

種子。 

一直到畢業的鐘聲響起，我才了

解大學生活在人生中的定位，我並不

想後悔，但若重新回到大一，我會拼

命地告訴自己： 

1.發掘自己、挑戰極限： 

    記得一首歌的歌詞寫道：「大步大

步向前，勇敢向世界宣言，青春沒有

極限，時刻活出新鮮。」大學，是讓

夢想起飛的平台，在這裡，我們告別

了少年的懵懂無知，張開希望的雙翼，

邁向名為未來的天空。在大學裡，我

們擁有了自由支配的時間，擁有了多

元學習的機會，應該試著思考自己的

定位，了解自身的興趣並挑戰自我極

限，摸索出一套適合自己思考與終身

學習的模式，學著認識自己所讀的系，

確認自己想要的方向，如何發掘自己，

明確找出自己的方向，是大一首先應

立下的目標。 

2.培養三力 

    在大一的階段，應試著培養三力，

所謂三力係指專業能力、語言能力與

多元能力。大學是發展專業知識與專

業倫理主要途徑，培養專業能力進而

作為未來生涯發展的永續能力，也是

學生們在大學生涯中的主要目標，在

專業領域中學習如何成為社會上需要

的人才，勢必為不可或缺的教育。 

  語言能力在如今的社會已從加分

便成了必備，如果重回大一，我會更

積極的加強自己外文能力。學會善用

學校資源，比如校園裡就有許多外籍

學生或透過參加活動或遊學、交換學

生、打工度假等，都是很好的能夠拓

展國際觀並自我挑戰及成長的機會。 

  最後是多元能力，多元能力泛指

學習專業以外之任何事物，也許是人

際關係的建構，抑或是愛情世界的修

煉乃至於最重要的個人性格的磨練，

如同多元智能之父霍華德．加德納

（Howard Gardner）所說：「人的強項

天賦有許多層面，我們必須透過學習

讓不同的智能可以有發展的間。」如

果可以回到大一，我會勇於嘗試與參

加各種活動、培養自己的技能、建立

良好的人際關係，使我的大學生活更

加圓滿。  

前些陣子從書上看到一句令我印

象深刻的句子，出自於離騷，「路漫漫

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索」意思是

追尋真理方面，前方的道路還很漫長，

但我們將百折不撓，不遺餘力地去追

求和探索。在大學生活的第一年，也

是四年中重要的一年，追求目標的路

途還很漫長，一邊磨練自己的心智，

一遍挑戰自己的極限，毫不猶豫地向

前衝，我想這就是我回到大一最想做

的事吧！ 

時光不能回溯，人生也不能重頭，

多一些“如果＂式的設問，能對過去

的人生有重新的思索當我們想著把大

一重新來過時，我們能看到一個更值

得期待的自己，如果重新回到大一，

我只想對我自己說：支持自己的信念，

現在是最好的時機。 

(Have passion for learning and for 

your beliefs.) 

 

       如果重新回到大一 

廖雅虹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生) 

你有多久沒抬頭看看天上的星星

了呢？你知道在地球上用肉眼就看得

到水星、金星、火星、土星和木星嗎？

你知道織女星和牛郎星每晚都隔著銀

河高掛在夜空嗎？你知道偶爾也能看

到國際太空站如流星般劃過天際嗎？ 

從國中開始到大學畢業，我一直

埋首苦讀，因為老師都說只要好好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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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拿到好成績、考上好學校，自然

就可以找到好工作，擁有好前途和幸

福完美的人生。我一直這樣相信著。

我真的非常、非常認真地讀書，但我

只讀兩種書–教科書和參考書。我對

國中課本上的太陽系八大行星如數家

珍，可我在大學畢業前，一次也沒有

望向天空親眼見過這些行星的身影。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到滿天繁星所發出

的讚嘆，當我能一一指認出每一顆星

體的名字時，那一刻我才懂得，原來

這就是獲得新知的喜悅！可悲的是，

我直到大學畢業後才初嘗這喜悅的滋

味，多麼心酸！ 

人家都說，我是一個乖學生，因

為我不遲到、不翹課、不遲交作業。

老師常常稱讚我、拿我當模範，要同

學向我看齊。更多人說，我是一個好

學生，因為我認真用功、成績優異。

我樂於拿獎，縣長獎、市長獎、書卷

獎，拿獎是對我辛苦讀書的肯定，也

是我認真讀書的動力。然而，那些讚

美、獎勵就像包著糖衣的毒藥，使我

沉溺於追求乖學生、好學生的標籤，

我嚴守規矩，深怕師長對我失望；每

晚熬夜念書，就為了學期終時能站在

台上從老師手上接過獎狀。我把所有

的時間用在讀書，我沒參加過社團、

也不參與課外活動，我沒有時間培養

興趣，更沒精神思考自己的未來。大

學畢業後，不再有成績排名，我感到

迷惘，因為我奮鬥的目標消失了。看

著書桌上一疊厚厚的獎狀，如同廢紙

般躺著，好工作並沒有因為它而自然

報到，好前途呢？幸福完美的人生呢？

原來這一切都是大人騙小孩的謊言。 
回顧我的大學四年，除了讀書，

就再也沒別的。如同夢醒一場空，令

人懊悔不已。 
如果能重新回到大一，我不會再

把所有時間都用於讀書。我想廣泛嘗

試新的事物，培養多元的興趣，偶爾

抬頭看看星星，吸收天文新知，或者

學習新的魔術、多看幾本課外書，增

進自己的談吐魅力、讓自己成為更豐

富的人，不要窮得只剩下傅立葉（只

懂專業知識）！
註１ 

如果能重新回到大一，我不會再

汲汲營營於成績、排名。死記硬背的

資訊或許能使我通過大學四年，但它

也壓榨了我的思考，侷限我的視野。

我會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做自己喜

歡並且想要做的事情，盡一切努力去

追尋，找回對學習新知的熱情。就像

電影《三個傻瓜》主角藍丘所說的：「追

求卓越，成功自然追著你跑。」（Chase 
Excellence, Success will follow.） 

如果能重新回到大一，我不要再

努力追求好學生、乖學生的標籤以及

老師對我的讚美。那些標籤和讚美是

沉重的枷鎖，使我無法昂首闊步，畏

首畏尾。我想撕掉模範生的標籤，拋

下家人、老師、社會的期許，不再當

個聽話順從的好學生，因為人一旦乖

巧久了，就會連撕掉標籤的勇氣都沒

有。 
親愛的大一同學，對大多數人而

言，大學時期是學習的最後階段，也

是對自己人生的掌握最自由的時光，

你的大學生活想要過得豐富多彩還是

味如雞肋，全在你的一念之間。我相

信你們之中也有像我一樣的人，想掙

脫升學主義的禁錮卻無法勇於面對，

想要幡然改途卻又躑躅不前。 
在新生活即將展開之際，我想請

你問問自己，你有多久沒為學習到新

的事物而感到由衷的喜悅？你有多久

沒仔細聽聽心裡的聲音？你是否過度

執著於追求成績和排名？你是否只是

在滿足別人對你的期許？  
勇敢放下吧！趁著人生的新階段，

大刀闊斧改革一番。改變是新生的契

機，雖然改變總是困難，但現在不改，

以後就不會再改。希望四年後的你，

不會像我一樣對大學生活充滿懊悔，

不會再對這篇文章覺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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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１參見葉丙成，「葉丙成：原來自己窮

得只剩下傅立葉」，親子天下雜誌，64
期，2015 年 1 月。 
 

資班同學的學習心得與建議 

林竑廷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 

 

    大學四年、碩班兩年，自己在規

劃組一晃眼也待了六年，六年來從懵

懵懂懂的小大一蛻變為能完成一本學

術論文的碩班生，如此成長著實歸功

於許多老師們知識的相授以及學長姐

們在學習路上的指點，而於即將畢業

的此刻，想分享一下自己的學習心得

與建議給在學的學弟妹們，希望可以

幫助大家更能明確掌握自己學習的目

標與方向，提供各位在學習規劃上的

參考。於下，我將分就專業課程、語

言以及課外三大主軸跟各位分享。 

 

(一) 專業課程 

 

專業課程的學習，對於未來自己專業

能力養成絕對有相當助益，而系上大

部分課程多屬於理論類型的課程，諸

如:都市計畫、土地政策、土地使用管

制、土地法、三大部門計畫等，此類

的課程多可以讓自己建立都市計畫的

基礎概念與素養，對於未來各類考試

的準備有直接的助益；同時，若未來

有志往學術領域發展，則此類課程的

重要性更不言而喻。另外一類的課程，

就屬實務類型的課程，兩年的規劃實

務就是此類型課程的代表，但到現在

我仍認為這兩年的規實就是資班學習

的核心，因為它連節了我們許多專業

的課目－都市計畫、三大部門計畫、

都市更新等，培養我們綜合運用這些

知識的能力。於課堂上請大家不要害

羞，在課堂上勇敢的向老師發問，把

握每個學習的契機，而除了老師所教

的內容外，這門課程有相當大的部分

是要靠同學自主深入學習，這樣態度

的養成對於日後求學是相當受用的，

也因此很多人在規實的洗禮後就變成

了 Word Man PPT 女神、或 PS 王，這

樣的成果讓你得到的不只是可觀的學

分數，還有業界所需要的專業能力；

此外，在與人相處上也會比過往來得

成熟而有技巧，也會開始有能力跟團

體中形形色色的人相處融洽，學習到

在各種情況中與人互動的態度與技巧，

而這往往也是職場生活必備的適應能

力。我覺得對於這門課程的學習態度，

應該是要抱持著不怕累的精神，不管

自己喜不喜歡，GIS、CAD、建模、排

版、簡報、口頭報告等工作都要試著

碰碰看，因為未來你可能必須獨力完

成整個規劃案，培養自己獨當一面的

能力吧!此外，其他班的課程裡跟資班

有較高關聯性的課程，就是土地開發

了，與規實的空間尺度不同，土開是

由一個基地的角度去進行思考與規劃，

建議未來有考慮從事土地開發、都市

更新的學弟妹可以接觸看看，你們會

有很大的收穫的! 

 

(二) 語言 

 

相信政大的語言資源有多豐富、英文

對於我們有多重要大家都知道，所以

這邊分享的重點主要是擺在第二外語，

而語言學習最大的理由除了興趣外當

然就屬實用性了，以地政還有都市計

畫領域的需求來看，日文與德文是跟

我們比較有關係的，台灣的都市計畫

最早當然是由日本所擬定，而當前許

多法令的立法也多會參考日本與德國

的做法，看看系上兩位法學專業的老

師—陳立夫老師與戴秀雄老師分別留

日與留德，這兩種語言與我們專業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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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關聯性就可見一斑。若未來有志

深造或是培養一手資料吸收能力的學

弟妹，這兩個語言可以好好把握，別

浪費了學校的資源，在外面學習的成

本很可觀的。 

 

(三) 課堂以外的學習 

 

其實很鼓勵大家嘗試課本以外的學習

體驗，在學術方面可以練習找個指導

老師寫寫看大專生國科會(科技部)計

畫，像我自己就寫著寫著發現原來對

於研究真的有興趣，所以就繼續攻讀

研究所；另外，我也建議可以試著參

加專業的競賽或是工作坊，從中發現

自己專業能力的弱勢所在，回到學校

再針對弱項強化。另外就是實習的部

分。可以在大三升大四這段時間找一

份實習工作，而會建議是這個時間點

主要有兩個理由 1.這段時間正好是大

學生涯相對沒有外務而且會開始認真

思考未來的時刻 2.這時候累積的專業

能力，應該比較有辦法負擔工作業務

的需求。因此會建議在這個時候可以

走出去看看未來工作的樣態如何，沉

澱一下是不是自己想要的方向，如果

自己能接受，就朝如此目標繼續努力；

如果相反，正好可以轉換跑道，以免

之後出了社會才覺得手足無措。 

 

最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有關於態度的

問題，不管是分組的課程也好、社團

活動分工也好、外務的工作也好，要

有果敢負責、堅持努力的正向態度，

千萬不要當個搭便車的人，這樣不僅

對不起 COVER 你的夥伴，同時也是對

不起你自己，因為是你剝奪自己學習

的機會與權利，也是你自己選擇拒絕

成長的。以上就是我個人的心得與建

議，祝大家有個充實與快樂的大學生

活! 

 

 

 
1. 本系林左裕教授及碩士在職專班

學生一行 7 人，於 105 年 9 月 1

日至 7 日前往寧夏回族自治區銀

川市參加第九屆兩岸四地土地學

術研討會，進行學術交流研討事

宜，會議後並於當地安排土地利

用考察及文教機構之參訪。 

 
1. 105 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

考試地政士及格名單於 105 年 8

月 2 日放榜，本系同學及系友多

人金榜題名： 

陳薏如、林子鈞、邱國勝、李庭

瑜、亷凱君、陳尚妤、彭晏容、

陳富宸、王思軒、林清和、薛宇

晨、林泓均。 

 
1. 本系於105年8月25日至26日，

假本校研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主

辦「第 35 屆測量及空間資訊研討

會暨國土測繪成果發表會」，並邀

請國內產、官、學各界測量專業

單位共同與會，出席人數及參與

程度相當踴躍，盛況空前，活動

圓滿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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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園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