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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系看板系友返校分享地政實

務嘉惠政大師生 

孫振義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簡嘉伶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碩士生) 

為了讓在校生與準大學生對於生

涯發展更清晰，政治大學地政學系透

過與系友會聯合舉辦「地政實務專題

講座」，邀請多位資深系友返校分享畢

生經驗。日前已經陸續邀請前台北市

副市長林建元（目前為摩斯漢堡董事

長）、財政部次長莊翠雲，以及台中市

長盧秀燕返校開講。 

林建元董事長除了分享過去在地

政系學習的回憶與經驗，也勉勵在校

生學習時，應具備的三項重要原則：

「觀念」、「態度」、「作法」。並提醒在

校生處事上應將概念融會貫通、積極

負責，清楚如何達到目標，如此有助

於拆解各種關卡，面對瞬息萬變的環

境。 

莊翠雲次長則是以自身經驗勉勵

在學學弟妹，雖然在校所學的是一部

分，出社會後學的又是另一領域，但

當在學校學習、具備專業地政知識

後，就可以顯見與他人的不一樣。另

外，也鼓勵現場的學弟妹在未來進入

職場後應保有五大原則：「興趣」、「練

習」、「目的」、「希望」、「樂觀」，不論

從事什麼工作，應該具備正向的態

度、喜愛自己的工作，並有目標的持

續進步；此外，相信自己在做重要的

事，保有熱情與毅力，期待努力可以

改變自己的未來。具備這五大原則，

最後就是抱持著希望與成長思維，持

續學習，相信自己可以更好！ 

盧秀燕市長談起大學的經歷，直

稱這給了她許多養分，所以叮囑學弟

妹們一定要「好好把握大學生活」，同

時在演講中提到，在大學生涯多面向

的探索中，她逐漸發現自己對採訪、

媒體業的興趣。因此於畢業前夕，勇

敢追尋自己的志向，通過重重關卡進

入新聞業。她想告訴同學們，永遠都

要勇於嘗試，「不畫地自限，並盡力爭

取機會」。此外，盧秀燕也試著以本身

經歷告訴同學，在大學生活中，試著

探索「自己的性向」，走出一條自己的

路，因為對從事的業務充滿興趣，再

辛苦都會樂在其中，選擇適合自身的

工作，才有十足的熱情。 

由於「地政實務專題講座」係政

大地政學系與地政系系友會聯合舉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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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故出席活動的成員不只是在校

生，更有許多資深系友熱烈參與，所

以也讓每次的講座更帶有系友會與同

學會的功能。此講座不但是經驗分享

與傳承，也搭起了系友間彼此交流的

橋樑，讓彼此間的關係更加緊密，也

逐漸成為系友凝聚向心力的機會。 

 

圖 盧秀燕學姐演講和學生互動熱烈 

 

圖 盧秀燕學姐演講大合照 

林建元董事長返校經驗分享─地

政實務專題講座 

110.03.17 第一次講座 

林建元 學長(政大 36期) 

現任:  

安心食品(摩斯漢堡)服務公司董事長 

台灣智慧城市發展協會理事長 

曾任: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台北市財政局長 

台北市副市長 

文稿整理：地政學系土測四 黃亮禎 

地政學系碩士生 簡嘉伶 

 

最早孫主任跟我講這個場合，我

問：「聽眾對象是誰？」他說主要是大

一的學生，但也有少數畢業的校友。

現場當時剛好有其他朋友，他們說主

任就是要你去告訴大一學生不要轉系

啦！當時孫主任回答：「絕對沒有這個

意思，但如果可以產生這個效果最

好。」 

其實，同學如果你真的想要轉

系，你就去轉系，但是要確定你將來

不會後悔就好了。有些同學不知道自

己到底要讀什麼系，也不知道自己未

來想要做什麼，只是看人家轉系，就

跟著轉系，這樣的同學以後就很有可

能會後悔了。因此，重點不在轉不轉

系，而是要在做出決定之前，先認識

清楚地政系是什麼，培養出來的人可

以做什麼，地政系的同學有非常多的

發展可能性。 

用企業經營的話來說，我們地政

系很像是一個老實經營的企業，明明

賣的是好東西，但是不會行銷介紹，

結果外面的人，或甚至裡面的人都搞

不太清楚自己賣的東西有多好。就像

孫老師問我，摩斯漢堡的 MOS 是什

麼，我跟他說就是英文 Mountain, 

Ocean, Sun(山、海、日)的縮寫，他說

現在才知道 MOS 原來是這樣的意思，

相信今天很多人應該也是第一次聽

到。同樣的，地政系就是一個很好的

系，只是沒有被充分介紹，結果學生

自己也不太認識自己的系。 

實際上，全台灣只有政大地政系

的三個分組同時涵蓋了土地資源開發

管理所需要的各種專業訓練。假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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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同學願意跨出你目前所屬的分組，

好好認識其他分組的內容，你就有機

會成為土地開發與管理的全方位專

家。很可惜，我們地政系的同學自己

並不知道各組之間知識整合的重要

性，只有在畢業踏入不動產這個行業

之後，才會知道地政系是一個具有完

整領域的專業學習環境。 

我們班上比我優秀的同學有很多

位，剛退休的顏愛靜老師就是我的同

班同學，現在的地政系師資陣容比我

那個年代的地政系要強一百倍以上。

早年的政大地政系，學生進來大都準

備參加公務人員的資格考試，當時的

台大剛好顛倒，學生大都準備考

GRE、托福，然後去美國唸書，兩校

的風氣有很大的差別。因此我們班有

一半以上的同學後來都當公務員，而

且都很優秀。我們班上也有經營企業

非常成功的同學，許多人都做到上市

上櫃公司的董事長，也有人在政治界

發展。班上同學的發展滿多元的，本

來就沒有人規定地政系畢業就只能當

公務員，做什麼都可以，主要是看你

在學校的時候如何培養你自己，準備

你自己，地政系充滿各種機會與發展

的可能性。 

我比較多的工作經驗是在大學教

書、做研究。因此今天想以退休教授

的身分，分享心得給學弟妹們，內容

可以歸納為三大面向，分別是觀念、

態度、作法。第一個面向是觀念的分

享。有句台灣俗語說：「觀念若不改，

永遠騎機車，觀念若肯改，賓士牽去

駛。(台語)」意思就說觀念會影響你很

多決策、選擇、學習的效果，觀念通

了之後，學習很多事務就有捷徑，不

會腦筋打結，等下我會舉例說明。第

二個面向是態度的分享，面對各種問

題，處理事情的態度會影響到最終結

果。第三個面向是作法的分享，一件

事情可以有很多種作法，各種的招

式。由於時間有限，今天聚焦講觀念

的部分。因為我覺得觀念的部分最重

要，觀念直接影響學習效果，還有在

一個領域的發展前途。 

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個觀念就是區

別唸書與學習的不同。讀書不等於學

習的全部，學習的方法不是只有讀書

一種方法，各位來到政大不是只要好

好唸書，而是要好好的學習。各位同

學一定都是很優秀的學生才能考上政

治大學，政大在全國大專院校中排名

是在前面的，企業界只要聽到是政大

畢業的學生，先別管是什麼系的，就

知道你是很優秀的年輕人，都會表示

歡迎你的加入，因此不必擔心找不到

工作。對企業而言，能夠找到有潛力，

肯做事，腦筋靈光的年輕人，只要簡

單教，應該就能夠做得很好。大學念

什麼系的根本不是那麼的重要，很多

的知識與能力是通過課堂以外的方式

學習，因此我才說來政大學習不是只

有唸書，唸書不等於學習的全部。 

同學們進到政大這麼好的校園環

境，難道只把學習範圍限定在地政系

內，跟著地政系的老師，讀課堂上指

定的幾本教科書就好了嗎？如果這

樣，難道你不會覺得很浪費政大這樣

的學習環境？在大學四年裡面，建議

大家可以充分利用時間，學習很多知

識與技能，包括選修自己有興趣的課。 

學習的方法與環境，過去和現在

又不一樣。當時的同學為了要考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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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都市計劃研究所，就要去中興

大學上辛晚教老師的課，想考台大就

要跨校去台大旁聽，現在都不必了。

你們現在真的很好命，光是政大就有

那麼多的系所和課程，地政系就有三

個組，可以學習的課程非常豐富。學

習的內容並不是只有閱讀課本，你也

有很多方法，包括: 觀看視頻、同學討

論、現地實習等。知識的取得不能只

用背的，這也是過去傳統教育最糟糕

的，考的都是上課是否認真抄筆記，

考試答案寫的跟老師的講義一模一樣

就得高分。或許那個問題其實是沒有

標準答案的，而你很有想法，也許回

答也有道理，但只因為跟老師的標準

答案不一樣就沒得分，填鴨教育的效

果就會很傷害問題分析與思考的能

力。因此跟不同科系同學之間的交流

互動，也是很好的學習方法之一。 

在學校的學習內容，專業知識是

一部分，跟人的相處方法也是一部

分，領導能力的培養又是另一部分。

怎麼去觀察人，怎麼有效表達意思，

課堂上老師不會教，需要自己要去學

習，參加社團就是課外學習的方法之

一。我當時和我們班的邱大展一起參

加了國術社，每天早上練國術，鍛鍊

身體。社團讓我們學習參與公共事務

與處理人際關係，怎麼去付出時間服

務他人，一個好的社團經營，不但讓

每個人都願意參加，也會願意為團體

付出力量，擔任社團的幹部沒有賺

錢，但可以學習到怎麼把團體事務做

好。 

也建議地政系的同學，包括測量

組的同學，都要學習個體經濟學。經

濟學其實是一門理則學，講經濟現象

的分析邏輯，所以學習個體經濟學，

不只是認識名詞而已，更重要的是分

析的邏輯，它對於日後從事公共政策

的制定，社會行為的分析，可以奠定

很好的知識基礎。 

另外，上課學習理論的目的是要

培養我們有分析真實社會現象與問題

的能力，不是只有學習什麼是好與什

麼不好的價值認同。基本上，我們眼

睛看到的現象都一定有其發生的道

理。就像今天我們坐在這裡這麼多

人，有很多人是自願來旁聽的。他在

還沒決定今天要到現場之前，或許也

有別人邀請他做別的事情，但這個人

一定是認為今天來這裡是一個相對比

較值得的選擇，這就是經濟學所謂的

理性決策行為。每個人都是這樣理性

的做選擇，蓋房屋、選住宅，結果就

產生我們現在眼睛所看到的真實居住

環境。 

對於今天在座的大一同學，尤其

是有打算未來在學術界發展的同學，

我要鼓勵你們學好兩件事情。第一，

一定要把外語學好，至少英文，對將

來想念研究所、做學術研究的人來

說，外語會變成是相當重要的工具，

我自己就是享受外語能力的益處。研

究工作難免要看國外的資料或文獻，

對新知識的學習過程影響很大，更不

用說對日後的國際學術交流與論文發

表幫助更大。 

我的運氣很好，在地政系的四年

都是同一個導師，林英彥老師。他是

留日的，教學與學術研究都很認真，

受到林老師的影響，我也去學日語。

日語雖然不厲害，但閱讀沒有問題。

因為學習了兩個外語，讓我在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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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享受了非常多的好處，我可

以看英文，也可以看日文，退休的時

候我捐了一千多本都市計畫相關的個

人藏書，其中英文日文都有，給金門

大學的圖書館。台灣有許多國際性企

業，對外溝通與書信檔案也幾乎都是

英文，鼓勵大家奠定好外語的基礎。 

第二，我鼓勵大家學習程式語

言。我學習電腦程式語言是到台大才

開始的。在台大念土木所都市計劃分

組的時候，我擔任王鴻楷教授的研究

助理，協助建立都市發展的電腦模擬

系統，只好開始學習程式語言，我的

碩士論文也是寫程式語言。甚至後來

去美國念博士，也是靠寫程式才能擔

任研究助理賺取收入。寫電腦程式其

實跟學習經濟學一樣，都是在訓練你

的邏輯分析能力。有寫過的同學應該

都有類似經驗，電腦程式的偵錯過程

其實就是在檢查語法與運算邏輯的嚴

密性。面對智慧科技的突飛猛進，數

位能力越來越重要。到此為止，我已

經提出三個可以提高學習效果的做法

建議了，分別是學好外國語言及程式

語言、選修外系課程，以及參加社團。 

最後我要分享第三個面向，態

度。好的觀念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問

題，好的做法可以幫助學習效果。但

為什麼要學習好的做事態度？如果做

事態度積極又負責，也願意開放心胸

跟別人溝通，勇於接受新工作內容的

挑戰，就比較容易受到賞識。因此，

做人與做事態度會決定日後的發展機

會與成就。 

在此特別分享一下有關學生對老

師的態度。一般的學生都會把老師看

得高高在上，最好自己不要被老師認

識。但是根據我幾十年教授的經驗，

發現這種態度真的很笨。每當有好的

發展機會需要推薦年輕人選，教授最

先想到的就會是自己所認識的學生。

有時學生出國留學找我寫推薦信，如

果我對這個學生不熟悉，要怎麼幫他

說好話？少數幾位讓我印象深刻，一

輩子都不會忘記的學生，通常就是那

些勇於在課堂發問，和老師分享心得

的同學。各位同學千萬不要把老師當

成高高在上的神，他沒有這麼偉大，

反而應該讓老師知道你對他上課的內

容有哪些想法，或是你想知道更多的

問題。地政系老師這麼多，如果你以

後繼續走這個行業，一定相遇得到。

何況地政系畢業的學長姐這麼多，分

別在不同領域與崗位，都有可能是你

的貴人。 

最後建議同學永遠保持快樂學習

與做事的心情與態度。今天晚上可能

有些同學是被強迫來聽林老師分享，

心裡很不爽，但是你有沒有發現，你

再怎麼不爽也是和我在這裡已經一起

耗過了九十分鐘。如果你一開始想的

是，既然都來了，那就放鬆心情，能

聽多少就多少，那不就賺到了嗎？也

就是說你一開始的心情，對自己的期

待，用什麼態度去對待演講，就決定

了你九十分鐘的心情與學習效果。反

過來說，如果一直抱著不爽的心情坐

在那邊九十分鐘，不但是在處罰自

己，浪費生命，也學不到任何東西。

今天講的只是九十分鐘，而你在政大

將會有四年時間，你的一輩子也不是

只有大學這幾年，因此一定要自我修

練，時時保持快樂的學習心情與態度。 

最後，恭喜各位進入了政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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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可以享受最好的學習資源。在不

動產領域，政大地政系具有從資源調

查、地籍測量、地權處理、都市計畫

的土地使用管制、到不動產市場的企

劃投資等一系列完整的專業課程，更

何況地政系畢業也不限定只能從事地

政工作。我們很多學長姐在各行各業

都有很好的表現，相信本系列演講活

動的後續幾位學長姐，一定可以分享

更多更好與更有啟發性的經驗，也相

信政大地政系的同學都會有最好的未

來。謝謝各位的聆聽！  

敬祝大家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圖 林建元學長演講照 

 

圖 林建元學長與系友及師長之合照 

 

 

 

 

 

莊翠雲政務次長返校分享地政職

涯與展望─地政實務專題講座 

110.04.14 第二次講座 

莊翠雲 學姐(政大 39 期) 

現任: 財政部政務次長 

曾任: 國有財產署署長 

文稿整理：地政學系土測四 黃亮禎 

地政學系碩士生 簡嘉伶 

各位老師、諸位系友們以及各位

同學大家好！今天很開心回到母系與

各位聚在一起，這個場地讓我感覺很

溫馨，一進來就笑聲不斷，我的助理

和秘書聯繫，回來跟學弟妹談談地政

職涯。我來了之後跟主任談了一下，

知道他的理念以及為什麼要辦理這樣

的座談會，他講到一個非常核心的問

題，很多人或者家長在填志願時可能

會問主任說地政系是在做什麼的，現

在地政系只有政大有，那地政系是在

做什麼，以及畢業後可以做什麼工

作，有沒有前途？我覺得這個是個好

問題，怎麼四十年後還存在，因為我

四十年前就遇過這個問題。 

高中讀北一女的時候，高三晚自

習和同學聊天，大家要討論要怎麼填

志願的時候，當時不知道地政系在做

什麼，就一起說好我們都不要填。結

果放榜的時候，覺得奇怪：「我為什麼

上了政大地政系？我當初有填這個志

願嗎？」知道我錄取地政系，親戚就

問說，台灣一年有幾次地震？以後大

概就到地政事務所去工作，我就想到

代書，感覺社經地位不是很好，那時

候沒有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沒有所

謂的證照，因此給人印象不是特別

好，所以還沒有進來就想要轉系了。

然而，進了大學後和同學相處得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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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捨不得轉系，想都沒有想，在地

政系就念完了大學。 

你說我有什麼志向嗎？當時我看

學長們都在考公職，我就覺得公職是

我未來選擇的一個方向。大四的時候

我也有聽到學長回來分享，記得一位

吳家昌學長，他當時在國有財產局，

講他們的業務，當時印象深刻怎麼有

這樣的機關，後來畢業後就業怎麼知

道人的命運安排，也讓我走到這裡來。 

我大學的時候想說，我就當公務

員，事實上從民國 68 年開始我就一直

當到現在，40 幾年可能是同學們年齡

的 2 倍，一眨眼回頭看，40 幾年很快

就過了。但是你說快，也需要一步步

地走，我待過的機關有中央和地方，

剛開始在地方當承辦員，後來慢慢成

為主管，最後當你成為機關首長的時

候，可能就會面對到很多的決定。角

色不同的時候，你需要重視什麼特

質？以及你需要具備什麼能力，這都

是在公務歷程中要去學習的。 

我一開始是在汐止地政事務所服

務，其實我還沒畢業就開始工作了，

在大三升大四的時候考了基層的地方

特考，前一年的年底就考，隔年四月

就分發了。當時，首先我沒有想要念

研究所，而是想要快點就業。我那時

跟我的導師殷章甫老師說我要去上

班，但我一定會回來考畢業考，有些

課我無法去上，請老師原諒，老師很

包容我就要我好好上班。可能因為我

很怕失業，畢業後找不到工作，於是

我就選擇先去工作。 

在汐止地政事務所，我負責地價

的業務。當時在推空地稅，我跟著前

輩拿著地籍圖到現場去看土地的使用

有沒有達到一定的標準，要不要課空

地稅，還有申報現值，土地移轉的時

候要核算土地增值稅，要先到地政事

務所申報，同時我在準備高考，因為

普考和高考的待遇還是有一段差距。 

考完高考我就被分發到士林地政

事務所，在那個時候我的長官沒有一

個是本科系畢業的，所以沒有人會教

你。經指派後做登記，於是我到倉庫

裡面做登簿、校對，其實想起來也沒

錯，為什麼？各位地政系畢業你會看

登記簿嗎？這是最基本的，其實在學

校沒有看過登記簿，每一個欄位要怎

麼登記，我從登簿、校對做起，然後

才接著做審查。 

因為家住基隆，去士林真的很

遠。有位學姐在基隆地政事務所，問

我要不要去他那裡，我就去了。在那

裡做登記，其實有很多複雜的地方，

我被分到基隆的七堵區，很多土地都

沒有辦繼承，到當時才辦登記，且必

須要遵從日據時期的法規。在學校也

許我們沒有接觸，但在職場上你就必

須要學習。當然你們現在有上民法的

課，光復以後的繼承我們現在的民法

是適用的，若是日據時期的死亡必須

適用相關法規，那時候我在基隆地政

事務所就服務辦理登記。 

現在回想起來，在地政事務所這

幾年，我其實是不太適應的。從小讀

書升學很順遂，後來也進來政大，大

學生是天之驕子，我們在學校可能不

覺得，但進入社會感觸就覺得是這

樣。周圍的老師、同學都這樣的愛護

你，大家都比較相近，可是到了地政

事務所，我坐在櫃台面對各式各樣的

人，以前只要會寫字就可以辦代書，

這些人很恐怖，有時候會對你很兇，

你就會很難適應。會讓自己反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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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到這地方來？士林地政事務所

又要每周去坐一天服務台，每個人進

來很可能什麼東西都會問你，我那時

真的很害怕坐服務台。從學校進到社

會，你所碰到是各式各樣不同的人，

其實如果今天回想也沒有什麼好害怕

的，但在那時確實有些適應困難。 

等我到機關裡面當主管的時候，

對於新進同仁有這樣反應，我都可以

理解，我就會鼓勵他，告訴他：「不要

害怕，就要想辦法處理這情形，每個

人的訴求你要去了解，縱使沒有辦法

幫他解決，你也要是很誠懇的態度對

待他。」對我而言，在地政事務所工

作上不是問題，但我會害怕與民眾的

應對。 

後來，我就到了內政部地政司，

一方面是因為結婚到台北來，二方面

是我趕緊逃離地政事務所，因為到地

政司去就永遠不用看到民眾，只要在

辦公室裡就好。進地政司一開始也是

辦理登記的業務，地政司的登記和地

政事務所是不一樣的。地政事務所的

業務是一案就是一案，例如所有權移

轉、抵押權設定等等。到了地政司就

會有法令業務，函釋發出去要讓所有

人都知道。以前在地所都知其然不知

其所以然，到了地政司就知道為什麼

要這樣。我覺得現在的登記法規、審

查手冊都非常齊備，各位將來如果到

地所，讀這個就會很清楚。我們那個

時候是不那麼完備，當時只知道照

做，但到地政司後就會知其所以然，

明白為什麼要這樣規定。 

地政司當時沒有測量課，我高考

就是考測量科進去的，一年只錄取一

個，我爸爸當時還覺得怎麼可能是

我！我到士林地政事務所是分配到測

量課的，但主任說你一個人帶著兩個

測工去陽明山，我會很害怕，你還是

留在登記課好了，我就一直沒有出

去。後來地政司成立測量科，我就到

測量科去。測量科那時候在推動全國

測量計畫，也就是地籍圖重測。地籍

圖重測要先從三角點開始檢測，台灣

三角點很早以前就有，只是有位移的

狀況，因此需要檢測，然後再做圖根

點的補測、戶地測量。那時候我就接

觸到用科技技術推進測量，現在進步

得更快，測量已經不再只是拿著皮

尺、平板測，科技在測量上的應用是

很重要的。 

在地政司待了六年之後，民國七

十六年九月到了國產署。從此我就一

直在國產署，除了有短暫到財政部擔

任參事之外，已經做了三十年的時

間，從科員做起，一路做到分區的副

分局長。我介紹一下國產署的業務，

第一個國有財產不只有不動產，還包

含動產、有價證券、權利。有價證券

就是股票，權利包括智慧財產權、專

利權等等，這些都是屬於國有財產的

範圍。國有財產又分為兩個大的類

別，公用財產和非公用財產，公用財

產是什麼？就是說公務或公共用，各

位你們今天所在的位置就是國有財

產，土地是國有土地，房子也是中央

預算編製而蓋的，管理機關是誰？政

治大學。它屬於國有財產中的公共財

產，由政大直接使用與管理。 

大家可能會想，公共財產不是各

機關管理嗎？要做這些事情是不是需

要對土地有一定的知識？各機關的人

對於地政相關人才可說是「求才若

渴」，這個部分非常重要，因為早期大

家沒有這個觀念。例如，國防部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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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民眾徵收來的土地，不知道要辦產

權移轉，登記簿上依然是私人的名

字，所以，我們做地籍清理的時候就

麻煩了，要不要再付一次錢？軍方和

我們說以前有付過錢，但是資料已經

不見了，總使花了許多時間清理，但

因為機關內沒有人對產權有概念，更

何況是對「地籍」。所以為什麼現在機

關越來越重視「地政」，是因為這一切

也都與「財產」有關。此外，甚至有

某學校操場土地還是登記私人的名

字！雖然說有花錢徵收，但大家都不

認帳，在這樣的案例中，有些是用協

議價購，有些用徵收的方式。所以各

位同學，不要輕看自己，你們非常重

要！ 

不要說其他機關，財政部自己也

是，國稅局現在還有很多房舍的問

題。也就是當時與地方政府配合，國

家出了錢蓋房子，中央與地方關係很

好不計較，出了錢卻也沒拿到土地管

理權、房屋也沒拿到產權，等房子要

重蓋的時候就一腳被踢出去，最後什

麼都沒有拿到，南門市場上的國稅局

就是一例。這樣權利要從哪裡展現？

要從「登記」中展現，這樣才有保障，

如果沒有辦登記的話，時間久遠之

後，大家的關係變不好後，你可能就

什麼都沒有。各機關若沒有地政相關

的人才，在未來管理上會是很大的麻

煩。 

而國有非公用土地使用原則的第

一點為「國土保育，環境永續」，國有

土地不僅是財產，更是國家的資源，

是屬於全體國民的，國有財產署只是

代替全體國民管理財產，必須去保

育，不應做過度的開發。「永續」這個

議題已經是普世的價值，環境永續是

非常重要的，不能開發的地方絕對不

會去開發，行政院上位的政策，就會

去告訴你這不可以賣，不可以出租。

第二點是「公地公用，增進福祉」，國

有土地是公有土地的一環，在土地法

中很清楚，公有土地分為國有、縣市

有、鄉鎮有，公有土地應優先做為公

用，再考量後續的處理，其核心即在

於「一定要先以公用為優先」。比如我

們現在提供很多社會住宅，就是這項

原則。第三點則為「促進地利多元活

化」，也就是運用多元的方式「地盡其

利」。所以說，國有土地的運用大致上

便是在這樣的大原則下來處理之。 

前幾個月，監察院為了高爾夫球

場來找我們去談。他說球場中有很多

細細長長的土地，你們為什麼不賣？

這是因為國有土地超過一定的面積就

不會賣，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提供，他

們認為，賣了土地之後可以增加國庫

收入，所以對我們的做法不滿意。但

我跟監委說，國有土地超過一定的面

積就不賣，是因為我們不是只為我們

「這個世代」，而要同時為以後的世代

留下資產。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想？土地今天

看起來或許細細長長的沒什麼用，說

不定有一天就可以做運用。但是，我

不賣不代表我會阻礙你，我們可以「交

換」，或是用其他的方式提供你「使用

權」。我要為後代子孫著想，如果都把

土地都賣出去了，之後的人怎麼建

設？屆時就必須要跟民眾買地？監委

後來也能理解，就沒有意見了。 

例如，當時臺鹽要改制成公司的

時候，有很多資產我們沒有讓它帶到

公司。我們告訴他：「要用的再帶過

去，不需要用的請交回國產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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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七股、嘉義那一帶，臺鹽交了一

些鹽田，現在鹽多是進口，不需要這

麼多鹽田。我那時在南區分署，交回

一大堆鹽田，其實我很煩惱，因為這

土地太鹹了，不知道怎麼用（無法種

東西或養魚)。你們說「鹹魚」會不會

有一天翻身？這幾年全國在推動「綠

電」，這些土地就很好利用，因為這些

地不可能做其他的事業生產。那時經

濟部能源局希望我們提供土地做光電

使用時，就趕快讓他們來評估，所以

現在台南七股是光電很重要的場域。

當然，這可能會對生態造成影響，但

最後國產署也透過跟野鳥協會的協

商，把影響降到最小。所以，土地一

定要留在手，滄海桑田，之後哪一天

要用的時候，國家才有資產可用。 

此外，都市更新現在也是政府重

要的政策，同時更是個火車頭的產

業。各位可以更了解都市更新，尤其

權利變換裡面涉及許多內容，估價更

是重要的一塊，權利價值的計算跟分

配回來的坪數有關。而國有土地到處

都有，難免都市更新的時候會碰到國

有土地，這樣要採取什麼做法？大土

地我們就當地主參與，小土地就賣給

實施者。我們也分更新後的房地，分

到的房地第一優先給機關做辦公廳

舍，很多機關都還在外面租房子，租

金從國庫付，而不適合做辦公廳舍

的，就做社會住宅，讓更多年輕人可

以有房子住。 

就現況而言，都市更新共有 1500

多件，案件位置以台北市為主。因為

是都市更新的案件，署內同仁可以學

到很多新的操作，我們以地主的角

度，我們可以參與都市更新的所有流

程，從發起的時候即可表達意見，以

這個部分來說，可以獲取很多的知

識，各位的地政知識也可以在此發

揮、運用。但是，學校裡學的是一部

分，實務操作的時候又是另一部分，

你可以學得更專精，當你有基本的地

政知識，人家就會覺得你不一樣。 

最後我想分享未來同學們會進入

職場，應該要抱持怎麼樣的一個心

態？我們希望是你有「熱情」跟「毅

力」。這個熱情並不是各位去追星、像

101 煙火一樣，那種熱情一霎那就過

了，這是一個持久的狀態，畢業以後

你的職涯是很長遠的。我們先不談最

後大家會到怎麼樣的位置，能不能升

遷到哪個位置有各種因素，有機緣、

有機運，這都是不可否認的，那你要

保持什麼樣的心態？ 

第一個，我認為你要有興趣、練

習與希望。「興趣」是你熱情的來源，

都沒有興趣的話，很難去熱愛你的工

作，但是你不可能找到一個工作是完

美無瑕、無可挑剔。工作中總有一些

讓你覺得不耐煩的地方，但是你仍然

要去喜愛你的工作。這樣才能發展成

你的興趣，你要去強化他，這個熱情

要一點一點的培養起來。你們可能會

困惑，工作這麼久，到底要怎麼培養

自己的熱情？雖然有時會有一點沮

喪，但很快你要回復狀態。 

每個人都是從最基層做起，我記

得我當承辦人員的時候，那時候要開

會、主持自己主辦的會議，我覺得國

產署蠻有制度的，科長會向參與會議

的人說明重點，讓大家表示意見，討

論後我們的課長便會整理出我們的結

論，讓主席裁示。那個時候，我的組

長是地政系的學長，他跟我說：「你去

參加會議時，要去聽每個人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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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不是講得清楚、內容結構是否能

夠讓人家了解、能不能夠保持溫和？」

有一些人表達意見的時候參雜太多情

緒性的用詞，聽起來就不是很舒服，

情緒會帶離你的理性，這都是一種學

習。 

在工作中要能發現一些新奇的事

情、值得學的內容，而熱情就是靠著

這一點一點培養出來的。比如說，在

學校的時候不太會說話，但出社會之

初我偶爾需要開會，要發言的時候就

非常的緊張，可是，去了很多次之後

就知道該怎麼發言。其實這其中有一

個點很重要，不是每個人的專業都跟

你相同，所以「要用怎麼樣的語言」

讓對方可以聽得懂是很重要的。去培

養、精進，你的技能才會進步，不斷

地「練習」，而不是一直重複的操作，

並且你要知道自己弱項在哪裡，知道

後就要找方法克服，當你更成熟之

後，就可以找下一個想要精進的地

方。所以，從不熟到純熟，你要去練

習你的書寫、你的表達，不斷的練習，

尋求進步。 

此外，每個人必須要有一個目

的，也就是「提高自己的工作意義」。

比如有三個教堂泥水匠都在做同樣的

事情（蓋教堂）。有人分別問他們在做

甚麼，第一位回答他在砌磚，這就是

純粹的「工作」；第二位說他在建教

堂」，那這就是他的「職業」；第三位

則是回答他在打造上帝的殿堂，那這

是他的「志業」。一份工作你是怎麼樣

去看待，它就有不同的認知。當你認

為自己在打造一個上帝的殿堂，心態

就會跟覺得自己在砌磚的人有很大的

不同。因為你對這份工作有份尊重，

你會認為自己是不是要做得更好。這

樣和砌磚重複做同樣的動作一樣嗎？

是不同的。所以，怎麼「看待這份工

作」，以及「你賦予與這份工作怎樣的

價值」，都是操之在己。 

最後，要「相信自己」，跌倒了要

能爬起來，以及我決心明天會變更

好。我「期待」會更好，只是認為老

天爺會讓你明天變更好，但我「決心」

明天會變更好，則代表我付出、努力

所達到，我們要抱持這樣的希望。在

面對逆境時，則要保持樂觀，在工作

中一定會碰到逆境，像是長官的責備

等，而樂觀者、悲觀者心態有甚麼不

同？若是時間管理不當，或者是過程

要分心，那就下次再改進，這是一個

樂觀的心態；若是悲觀者，就會認為

我就是不行、大概就只能這樣了。同

樣一件事情，面對事情的態度是不同

的，你們要懷抱「成長」的思維，要

去學習、往前邁進，不管你未來決定

要做什麼。希望各位在未來的職涯中

都可以培養興趣，強項要更強，弱項

要克服，對工作懷抱著熱情，你才會

覺得自己是有價值的，這樣在未來的

職涯上才會越來越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謝謝

大家。 

 

圖 莊翠雲學姊演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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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莊翠雲學姊與系友及在校生合照 

 

1. 本系於 110 年 3 月 17 日 19 時

至 20 時 30 分，舉辦「地政實務專

題講座第一季：地政職涯分享與展

望」第一場次，由本系傑出系友、

摩斯漢堡董事長林建元學長，於綜

合院館 270114 教室演講。 

2. 本系於 110 年 4 月 14 日 19 時

至 20 時 30 分，舉辦「地政實務專

題講座第一季：地政職涯分享與展

望」第二場次，由本系傑出系友、

財政部政務次長莊翠雲學姐於綜

合院館 270114 教室演講。 

3. 本系於 110 年 4 月 28 日 8 時

10 分至 10 時，由黃秀莊建築師於

綜合院館 270103 教室演講，主題

爲「小基地開發課題面面觀-以危老

個案為例」。 

4. 本系於 110 年 5 月 5 日 19 時

至 20 時 30 分，舉辦「地政實務專

題講座第一季：地政職涯分享與展

望」第三場次，由本系傑出系友、

台中市市長盧秀燕學姐於綜合院

館 270114 教室演講。 

 

 

1. 本系學士班  109 學年度應屆畢

業 同學考取各大學研究所名單

如下：  

(1)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班： 

柯騰達(甄試)、周若湘(甄試)、 高

宇彤(甄試)、何宜庭(甄試)、李睿

莆(甄試)、劉品宜(甄試)、林晏慈

(甄試)、李思儀(甄試)、陳逸(甄

試)、林正軒、楊子毅、李玟倩、

邱珮瑄、劉香均、高亦嫻、陳冠

勳、賴譽丰、林琮軒、蔡喬羽、

張宜庭、 鄭雅云、曾子玲、許家

彰、曾璟庭、白軒宇、胡家維、

黃柏鐘、陳宜萱、林家均、劉謦

銘。 

(2)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 

所：黃柏叡(甄試)。 

(3)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測量

及空間資訊組：李睿莆(甄試)、

唐子婷(甄試)。 

(4)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碩士班：張旻蒨。 

(5)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碩士

班：何宜庭(甄試)、李思儀(甄

試)、高宇彤(甄試)、林正軒。 

(6)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

系碩士班：李睿莆(甄試) 

(7)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

學系碩士班：鄭雅云。 

(8)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學系碩士

班：高宇彤(甄試)、陳怡婷(甄

試)、黃柏叡(甄試)、楊子毅、邱

珮瑄。 

(9) 國立台灣大學科技整合法律學研

究所：林修宇 

(10)國立政治大學金融學系財務工程

與金融科技組：柯騰達(甄試)。 

(11)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科技整合研究

所：林修宇。 

2. 恭賀本系學生參與第十六屆全國

規劃系所實習聯展榮獲佳績： 

特優獎：「碧水清圳映文化 新店

趣遊現風華」(張宜庭、王品絜、

邱華奕、陳奕霖、簡彩綸) 

佳作獎：「情投醫合 駁日醫商境」

（陳姵云、郭沛萱、王泓詠、劉

佩宜、陳雅君） 

＊ 本 學 訊 可 至 地 政 學 系 網 站

(http://landeconomics.nccu.edu.tw)下載 

榮譽榜 

地政活動紀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