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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空中大學花蓮中心
推廣教育測量人員專業訓練班 【歷屆上榜名單】
2018/09/19

年份

考上項目（依年代排序）

上榜學員姓名

96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四等測量製圖（東區）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四等測量製圖（東區）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測量製圖科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測量製圖
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測量製圖

葉佳棋、張上桓、盧勵成
楊子瑩、張志宇、羅量來、張泓平
盧勵成
張志宇（花東區三等）；李光宇、蘇雅萍（花東區四等）
蘇雅郁
楊子瑩（台北市三等）；鄭君益（新北市四等）；
史佩娟（基宜區四等）；黃國華、張振晏（花東區四等）
蔡典芸、黃卓然
楊苑寧
邱耘屏、林昀震、林宜君、金孝忠、黃弘毅
陳明億、武宜宜、李俊彥、張智翔
邱耘屏、黃弘毅、杜富元（花東區三等）；
洪肇君、蕭永明、劉芸汝、詹國倫、李俊彥
丁晨修、黃柏崴（花東區四等）
黃中志、邱婉茹
黃卓然、張兆芳(高等)；邱奕鐘(普考)
楊苑寧
羅鈞元、邱奕鐘(花東區四等)；邱婉茹(桃園縣三等)
盧星志、陳明億、金孝忠、林宥彤(林宜君)
盧星志、戴宇呈、余俊輝、賴容瑩、汪家麒
楊茹曲、李承熹、郭光聖、許榮城
黃湘琇
劉芸汝、黃湘琇、李俊彥、詹國倫、金孝忠
蔡約翰、彭逸修（花東區）；陳奕君（高雄市）
梁嘉豪、潭香均、張峰青、張傑銘
陳柏文、林春妙、賴宸賢、温婉廷
謝佳育
潭香均、謝佳育、彭逸修、簡廷宇
呂駿、游胡貴
呂駿、賴宸賢
陳顥、趙宥睿、黃瀞、范宇翔

98
99
100

101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測量製圖
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測量製圖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考試～四等測量製圖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四等測量製圖（花東區）
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測量製圖

102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測量製圖

103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四等測量製圖（桃園縣）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暨普通考試測量製圖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考試～三等測量製圖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測量製圖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測量製圖
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測量製圖

104

105

106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薦任升官等測量製圖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三等測量製圖（花東區）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四等測量製圖
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測量製圖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四等測量製圖（花東區）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四等測量製圖（新北市）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測量製圖
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測量製圖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三等測量製圖（花東區）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四等測量製圖（花東區）

107 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測量製圖

邱筱晴

開班至今已有 92 人次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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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為提昇東部地區測量人員素質暨輔導參加 108 年國家考試之公務人員高等考
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以及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四等考試，或者
其他國家考試中有關測量製圖類科者，特舉辦此項推廣教育。
一、 考試日期:（考試日期若有變更，依考選部公告為準）
1.108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108.07.05-09
2.108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108.12.14-16
二、 測量製圖類科考試科目：
(一)共同科目: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
法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法；地方自治法規：含
地方制度法、財政收支劃分法；英文。）
(二)專業科目：測量學概要
測量平差法概要
地理資訊系統與數值製圖學概要
土地法概要（包括地籍測量法規）
三、 應考資格：
考試名稱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高普考

等級別

普考、四等考試
類科別
測量製圖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
國外專科以上學校土木工程、土木測量、土木與水資源工
程、土木與生態工程、土地管理、土地管理與開發、不動
產與城鄉環境、水土保持、水利工程、水資源及環境工程、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地政、地球物理、地球科學、地理、
地理環境資源、地質、地質科學、河海工程、建築、軍事
工程、海洋環境、海洋環境工程、航空測量、都市計畫、
森林、森林暨自然保育、森林環境暨資源、測量工程、測
量及空間資訊、測繪工程、農村規劃技術、農業土木工程、
農業工程、製圖、數學、應用數學、營建工程技術、環境
工程、礦業各所系科畢業得有證書者。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工科或
其他工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業得有證書者。

應考資格

五、 招生對象：符合普通考試或測量製圖類科四等考試應考資格之應試人員。
六、 上課期程：
上課期間自 107 年 3 月起至 6 月，總時數 84 小時。（課表另行公告）
上課時間為週六上午 9 時至 12 時、下午 2 時至 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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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費用：
（一）新生學費：NT.18,000 元整。
（二）舊學員學費優惠打對折。
（三）學員另繳 2500 元教材費（代訂教科書及講義用），多退少補。
八、 教科書版本：（若改版則優先訂購新版本）
（一）施永富《測量學》三民書局出版。
（二）蘇安三《測量平差法精要》文笙書局出版。
（三）唐 城《測量平差法概論》
（四）許文昌《土地法規》高點出版社。
（五）教師自製講義：測量規則教材、地理資訊系統暨製圖學概論。
九、 上課地點：
國立空中大學花蓮學習指導中心。電話：（03）8222148 #2213
地址：970 花蓮市華西路 123 號(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體育館旁。)
十、 報名：
（一）以 25 人為開班原則。
（二）報名截止日:108 年 2 月 27 日(週四)
（三）報名請洽：（請先傳真報名表至 03-8223697，開課前電話通知。）
1.空中大學花蓮中心：李慶國先生 03-8222148#2213
2.花蓮縣地政事務所：徐信誠課長 03-8225135#203、0932650726
張伯偈先生 03-8225135#360
張志宇先生 02-89786851
十一、 師資：
黃一釗(土地法規)
76 年土地測量高考及格、鳳林地政事務所秘書、花蓮地政事務所主任、
花蓮縣政府地政處副處長
徐信誠(地理資訊系統與製圖學概要)
96 年測量製圖高考及格、花蓮地政事務所測量課課長、地用課課長、
地價課長
張伯偈(測量學)
93 年測量製圖高考及格、93 年三等考試測量製圖(北區)及格、
花蓮地政事務所測量課課長、地用課課長
張志宇(測量平差法概要)
98 年四等考試測量製圖(東區)及格、99 年三等考試測量製圖(花東區)
及格、花蓮地政事務所薦任測量課檢查員、交通部航港局課員。

結訓後歡迎繼續進修國立空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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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訓練課程及日程安排：

108 年度第 1 季『測量人員專業訓練推廣教育』課表
2018-11-28

上課 上課日期
月份 （週六）
3

09
16
23
30

4

13
20
27

5

04
11
18
25

6

01
15
22

上課時間 / 授課老師
09:00 ～ 12:00
導讀及土地法概要
（黃一釗）
測量學概要
（張伯偈）
測量學概要
（張伯偈）
土地法規概要及地籍測量法規
（黃一釗）
測量平差法概要
（張志宇）
測量平差法概要
（張志宇）
土地法規概要及地籍測量法規
（黃一釗）
土地法規概要及地籍測量法規
（黃一釗）
測量學概要
（張伯偈）
土地法規概要及地籍測量法規
（黃一釗）
土地法規概要及地籍測量法規
（黃一釗）
地理資訊系統與製圖學概要
（徐信誠）
土地法規概要及地籍測量法規
（黃一釗）
土地法規概要及地籍測量法規
（黃一釗）

上課時間 / 授課老師
14:00 ～ 17:00
地理資訊系統與製圖學概要
（徐信誠）
測量平差法概要
（張志宇）
測量學概要
（張伯偈）
測量平差法概要
（張志宇）
地理資訊系統與製圖學概要
（徐信誠）
地理資訊系統與製圖學概要
（徐信誠）
測量學概要
（張伯偈）
測量平差法概要
（張志宇）
地理資訊系統與製圖學概要
（徐信誠）
測量平差法概要
（張志宇）
地理資訊系統與製圖學概要
（徐信誠）
測量學概要
（張伯偈）
測量平差法概要
（張志宇）
測量學概要
（張伯偈）

註：此為預排課程表，仍可能因故進行調整，正式課表於開課後發放。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運氣是留給「有實力」的人,成功是留給「能堅持」的人,壓力是留給「有志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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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空中大學花蓮學習指導中心辦理東部地區
108 年第 1 季『測量人員專業訓練推廣教育』報名表
報名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姓

名

性

身分證字號

別

出生日期

身 份 別

□新生

應試資格

□舊生：＿＿年期
現

職

□男
西元

□女
年

月

日

□大學相關科系
□高中職工科

畢業校系

電話（H）

手

機

電話（O）

傳

真

E-MAIL

□□□-□□

通訊地址

需代訂講義者
請勾選

□施永富《測量學-修訂 3 版》三民書局出版
□蘇安三《測量平差法精要》文笙書局出版
□唐 城《測量平差法概論》
□許文昌《土地法規》高點出版社
□黃一釗《測量規則教材》
□徐信誠《地理資訊系統暨製圖學概論》

※本班不限報名資格，但因目的在報考國家考試，
建議請先確認是否符合考選部公告之報考資格。
傳真電話：03-8223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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