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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縣早期（含 60年以前）農地重劃區內土地，其地籍圖係採用圖解法測繪，

以紙本地圖型態分多張圖幅管理，茲因本縣各地政事務所受理民眾申辦土地複

丈、建物測量業務時陸續發現圖簿不符、圖地不符等圖籍誤謬情形，導致民眾

發生產權糾紛，此外，本縣地政事務所對於此類圖解重劃區地籍多數侷限於小

區塊套圖分析模式作業，除歷次測量成果不易整合外，迭有民眾反應歷次土地

鑑界位置不一致情況，對地政機關產生不信任感。 

本研究案提出「整段管理地籍數值圖檔」的作業方式，係以整段土地為單

元，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e-GNSS即時動態定位系統，以 VBS-RTK測量技術

全面性完成圖根測量與現況測量，於套圖分析時輔以農地重劃對照清冊、歷年

土地複丈等資料，分析圖籍誤謬（圖簿不符、圖地不符）情形，避免以往受限

小區塊現況測量資料而僅能局部套圖的風險，由地政事務所召開套圖小組會議

就所發現的圖籍誤謬情形預擬處理方案，建立內部自行控管的「整段管理數值

地籍圖檔」，做為各測量人員辦理此地段土地複丈與建物測量案件時依循，據以

維持複丈成果一致性。 

本研究案以 72年永靖農地重劃區內社頭鄉湳西段土地做為試辦，蓋因該地

段土地面積 116.59公頃、筆數 905筆，圖籍比例尺為 1/1000，圖簿面積不符比

例 41.22％與本縣早期農地重劃區圖簿不符的情形相當。再者該地段近年土地複

丈案件較不頻繁、土地移轉等異動情形較少，較無立即更正圖籍的迫切性，又

該地段之地形平坦，對空通視狀況良好，村莊保留地較為零星，與本縣 60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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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農地重劃區地形地物情況相當，故選擇此地段以為試辦作業區。 

因本縣早期農地重劃交換分合土地多數屬於地形開闊、透空狀況良好，有

利於 VBS-RTK測量，故本研究案遂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e-GNSS即時動態定

位系統，以 VBS-RTK辦理圖根測量與現況測量，在衛星定位接收儀平面精度優

於 2公分、高程精度優於 5公分的品質控制設定下，圖根測量係以 1個測回 10

筆固定解、觀測 2測回取平均值的作業方式辦理，現況測量以 5秒內連續 3筆

固定解、經過圖根點時檢測其坐標的作業方式辦理。試辦結果，圖根點之間符

合距離相對精度 1/3000、現況測量精度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76條規定，與

採用電子測距經緯儀圖根導線網平差及光線法的作業方式相較之下，可明顯有

效提升工作效率、縮減作業時間。 

套圖分析時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76條、第 243條規定，綜合性的考量圖

籍邊長、面積、現況，微調數化地籍圖經界線，使圖、簿、地能夠趨於一致，

並由地所測量課長或檢查人員逐筆檢視以確保套圖分析成果品質。套圖分析後

發現圖籍誤謬情形（圖簿不符、圖地不符），召開套圖小組會議逐案研議預擬處

理方式，凝聚所內測量人員共識，後續圖籍誤謬案件則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32條、農地重劃條例第 36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49與 51條、「彰化縣農地重

劃區地籍不符處理原則」等規定辦理面積更正、登記註記與差額地價繳領等事

宜。 

如此，「整段管理地籍數值圖檔」之管理作業模式可維持複丈成果一致性，

提升政府公信力，推行數年後，亦有等同地籍圖重測成果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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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本縣早期（含 60 年以前）農地重劃區內土地，計有 34 個重劃區，面積約

20,988公頃，所涉地段目前計有 72個，其地籍圖係採用圖解法測繪，並以紙本

地圖型態分多張圖幅管理，地籍圖沿用迄今，除發現各張圖幅接合時發生經界

線對位偏差、交錯重疊（或脫開）等現象，亦受限於成圖當年製圖精度、土地

交耕技術（農地重劃實地釘樁點交土地）、土地分配異議後續異動未同步更正圖

表簿冊…等因素，造成本縣各地政事務所受理民眾申辦土地複丈、建物測量業

務時陸續發現圖簿不符（登記面積與土地界址計算面積兩者不符）、圖地不符（實

地現況地上物與地籍圖經界線不符）等圖籍誤謬情形，導致民眾發生產權糾紛；

此外，農地重劃當時建置之圖根點（或稱導線點，一般民眾俗稱為基準點）早

因農水路更新改善重新鋪設而剷除、或因人文活動造成地形地物變遷而遺失，

導致測量人員無從根據農地重劃當時之圖根點直接辦理實地放樣作業，衍生出

迭有民眾反應本縣地政事務所歷年土地鑑界位置不一致情形，造成民怨、並對

政府產生不信任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時至今日，本縣地政事務所使用之測量儀器，已從使用平板儀之圖解法測

量演進為使用電子測距經緯儀與衛星定位接收儀之數值法測量，測繪精度已大

幅進步，因此本研究案使用衛星定位接收儀與電子測距經緯儀，運用內政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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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測繪中心 eGNSS 即時動態定位系統，採用 VBS-RTK 測量技術辦理圖根測量與

現況測量，內業進行圖籍套疊與面積分析，將分幅管理之圖紙地籍圖改變為數

值圖檔整段管理模式，促使本縣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共用相同的數值圖檔，做

為土地複丈、建物測量作業參考依據，達成統一土地複丈成果目標。 

另從農地重劃條例與該條例施行細則、地籍測量實施規則、彰化縣農地重

劃區地籍不符處理原則…等法令面，研擬圖簿不符之處理流程，亦就圖地不符

之問題，研擬建議方案，以期協助本縣地政事務所逐案處理早期農地重劃區土

地圖、簿、地不符陳痾。 

因本縣早期農地重劃區幅員廣闊，本研究案所擬處理方案是否得以有效施

行或有未盡事宜待修正，故先擇一筆數較少（筆數小於 1500 筆）、現況地形較

為開闊且對空通視良好、土地複丈案件較無頻繁需求之地區以為試辦，爰選定

72 年度永靖農地重劃區內社頭鄉湳西段土地此一作業區做為試辦，該地段計有

905筆土地、面積約 116.59公頃，該區雖非 60年以前之農地重劃區，惟該地段

亦為圖解地籍圖分幅管理，亦存在上述農地重劃區土地圖籍誤謬情形，遂試辦

此作業區，以期建立作業機制供本縣地政事務所爾後依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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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探討本研究案與相關文獻之前，先概述土地產權與地籍的關係，記載人民

土地產權的官方文件，其一為登記資料（登記簿）、另一為地籍圖，統稱為「地

籍」，簡單來說，登記簿記載本宗土地是屬於誰的土地、面積有多少、地目是什

麼（107 年起已廢止地目等則）、使用分區為何、有無他項權利設定…等等，地

籍圖則表示本宗土地的四至範圍、以及毗鄰其他土地的鄰接關係。 

地政事務所現今保存尚未地籍整理的紙本地籍圖，皆為日據時期依據地籍

原圖描繪裱裝而成之圖（地籍正圖），並據以完成土地總登記，惟受限於當時的

製圖技術、三斜法面積計算方式（三斜法面積計算：將一筆土地切分為數各大

小不等的三角形，用比例尺於紙本地籍圖上以人工估讀三角形的底邊長與垂距

高，再計算各三角形面積，加總後而得該筆土地面積），造成後續測量人員辦理

土地複丈作業時，發現登記面積與複丈作業當下重新計算地籍圖面積兩者不相

符的情形屢見不鮮，此乃圖簿不符問題。 

地籍圖顯示的僅是單純的多邊形線段與地號文字，但在人民的直覺認知，

產權的範圍位置應該是跟目前的現況使用情形息息相關的，意即地籍圖經界線

（土地界址位置）應該與地形地物密不可分才對；惟隨著時光推移，除了自然

因素（大雨、地震）造成地形變化外，多數更因人文活動使得地形地物位置變

遷，陸續造成地籍經界與現況使用位置有異的情形，逐漸衍生了圖地不符現象，

更因紙本地籍圖長期使用造成圖紙折縐、破損、脫墨等情形，使得依據地籍圖

辦理土地複丈作業變得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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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土地總登記完竣後，陸續開始辦理地籍整理作業（例如：重劃、重

測），而農地重劃為重新釐整地籍的一種方式，可促使區域土地便利使用（地形

方整，可直接鄰接農路、水路），更可促進農業經營發展。可惜的是，此舉雖然

立意良善，惟展辦之初，尚無法令可資依循，後續辦理者，法令雖訂頒並且陸

續修正，惟仍採圖解法測繪（依然是紙本地籍圖），實際作業又有工程施工、土

地分配、土地交耕等環節未能緊密配合的問題，雖然早期農地重劃區圖簿不符、

圖地不符的形成原因與前開所述尚未地籍整理的紙本地籍圖的原因不同，但是

這種情形依舊存在，仍然影響人民產權，也造成地政事務所地籍管理的困擾。 

此外，以測量製圖的技術而言，無論是採用圖解法或是採用數值法製圖，

均需建立基本控制點（早期成為三角點）並完成基本控制測量，基於此測量系

統框架下再辦理次級控制測量（早期稱為三角點補點聯測、精密導線測量），根

據這些控制點（三角點、三角補點、精密導線點）辦理圖根測量、導線測量後，

於圖根點、導線點測量地形地物位置，將角度、距離依比例換算展繪，完成製

圖。可惜的是，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早期紙本地籍圖製圖當下的控制點、圖根

點、導線點幾乎因為土地開發建設、開墾而被民眾破壞殆盡，當時政府亦無人

力、財力重新補建復樁，更因為經濟發展對於土地複丈需求殷切，礙於作業時

程的期限與案件壓力，導致各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只能採取測量局部區域（小

區塊）現況地形地物再套疊地籍圖後判斷土地界址位置之權宜措施，此舉亦為

現今圖地不符的原因之一，惟已淪為全國性的通病。 

將焦點聚焦於早期農地重劃區，早期農地重劃村莊保留地重劃後的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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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係依重劃前的地籍圖移寫轉繪，意即重劃時並無就該村莊保留地重新測量製

圖，只是將舊有的地籍圖原封不動謄繪於重劃後地籍圖上，重劃後的登記面積

也只是依重劃前的登記面積轉載，故除了該村莊保留區原先可能存在的地籍問

題仍然存在，該保留區與重劃土地分配區於地籍圖上的相對位置，常出現系統

性誤差的現象，兩地區之間的重疊/拖開情形，為各地政事務所地籍管理上的棘

手問題。 

 

第一節  早期農地重劃區圖解地籍圖問題 

早期農地重劃之推行，係依據土地法及土地重劃辦法辦理，各縣市政府在

法令不周延，人力有限，經驗不足情況下，大量辦理，因受限於每年春耕前必

須完工通水之要求，重劃作業往往於土地分配成果公告後，尚未完成地籍確定

測量前，即以土地分配圖點交農民春耕，因而造成早期農地重劃區常有圖、簿、

地不符之問題產生（許松，2012）。 

在農地重劃圖解區製作新地籍圖之過程，實際上並無確定測量之程序，預

定重劃區勘選後即辦理該區地形測量，按測量之成果規劃、設計各公共設施位

置，再將各規劃結果放樣施工，分配各所有權人土地坵塊後，辦理公告製作新

地籍圖，土地所有權人之界址，以規劃施做水路、道路為基準，採竹尺或皮尺

量距辦理交耕，重劃完竣後，並未逕行地籍測量。簡言之，農地重劃地籍測量

乃僅於原地形、工程測量，其後續之地籍整理、分配止於圖面上作業，地籍圖

精度有待考驗（顏世明，2018）。因為以現場施作後的農水路邊直接量距交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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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先檢核農水路邊界是否與地籍圖吻合，農水路施作位置與地籍圖不符的話，

導致後續的交耕位置也跟著偏差，所以會發現圖地不符偏向一隅的情形。 

 

圖 1 圖地不符偏向一隅情形 

農地重劃作業於土地分配成果公告後時常發生異議案件，異議分配位置、

異議分配土地面積、異議面積地價差額繳領金額…等，但是異議案件經調解後，

時常發生農地重劃對照清冊修改後未同步更正地籍圖（或更正登記後未更正地

籍圖）、或依調解結果重新實地交耕卻未更正地籍圖、或調解成立後卻未更正重

劃對照清冊與地籍圖…等，因為相關圖表簿冊與交耕位置未同步異動而產生圖

簿不符、圖地不符情形。 

目前辦理農地重劃的相關法令依據為：農地重劃條例（69 年 12 月 19 日制

定）、農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71年 3月 12日訂定），村莊保留區土地需辦理地

籍調查，重劃分配土地交接及農路、水路工程施工後需辦理地籍測量，且依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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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省政府地政處 83年 5月 10日 83地五字第 27137號函，為提高農地重劃地籍

確定測量之精確，83 年度及嗣後辦理之農地重劃地區，均一律採用數值地籍測

量辦理，因此有效杜絕圖、簿、地不符情形；但是在 69年之前法令未明確的時

空背景下，村莊保留地區的圖籍只是移寫轉繪，農地重劃交換分合地區土地交

耕給民眾後，未辦理戶地測量以確認農水路施作位置、交耕位置是否與重劃後

地籍圖相符，亦未針對重劃後地籍圖逐筆宗地再核算一次面積是否與重劃對照

清冊所載是否相符，導致早期農地重劃區圖簿不符、圖地不符情形比例甚高。 

 

圖 2 圖地不符左右區塊系統不一致情形 

內政部有鑑於農地重劃區地籍誤謬情形，於 93年間邀集各縣市政府開會研

商後，以 93年 4月 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3465號函釋（附錄 1）處理方式，

本縣訂定「彰化縣農地重劃區地籍不符處理原則」並以 105 年 10 月 26 日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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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字第 1050369348號函文各地政事務所遵循（附錄 2）。不過隨著時間推移，部

分農地重劃區內共有土地為使產權單純化而細分，或因繼承發生移轉。另因工

商發展需要，本縣早期農地重劃區部分土地於都市計畫法發佈施行後納入都市

計畫成為都內土地，土地因住宅及商業目的而細分，買賣移轉致所有權人幾乎

與重劃當時所有權人不同，故早期農地重劃區土地圖、簿、地不符之處理亦顯

不易。 

 

第二節  以數值法測量辦理土地複丈更新圖解數化地籍圖 

現行地籍圖籍上僅有地籍經界線，並無地形地物資料；又日據時期及光復

初期所完成地籍整理之圖解地籍圖多已伸縮，資料品質未盡理想，其原測設之

圖根點亦多已遺失，導致界址點恢復能力低(鄭彩堂等 5人，2011）。 

土地複丈為地籍測量最下游作業，亦為辦理頻率最高之工作，尤其圖解地

籍圖地區，其複丈案件量仍遠高於數值地區。地籍測量實施規則明定應於收件

後 15日辦竣，而地政事務所基於人力及完成期限考量，每組測量人員每日多安

排 1～2件複丈案件，除事前之資料蒐集外，圖根測量、現況測量、套圖分析、

釘界均需在複丈現場即時完成，因作業時間短促，造成部分項目能省則省，如

圖根測量多以假設坐標之閉合導線施測導線點及使用現況，而未能依地籍測量

實施規則規定按地籍圖之坐標系統實施圖根測量；又倘遇有圖地不符者，其使

用現況與地籍線多未吻合，致現場套圖分析成果，難免有欠周延之虞（鄭彩堂

等 5人，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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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上述圖解地籍圖地區辦理土地複丈案件之困境，近十年以來，相關

研究議題的碩士論文、研究報告等不下十數篇，其中，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

間資訊學系碩士論文「藉由數值法辦理土地複丈更新圖解數化地籍圖之研究—

以苗栗縣獅潭鄉、造橋鄉為例」提出一套作法：於地政事務所收件辦理土地複

丈案件時，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的 e-GPS系統（現已升級為 e-GNSS系統）辦

理圖根測量，並搭配全測站經緯儀來施測現況參考點，建立一套同一坐標系統

的現況資料共享資料庫，藉由地政事務所平日辦理土地複丈案件而逐案累積資

料量，爾後已辦理過案件的地區就無需再重複現況測量作業，經由逐案資料建

置的過程，漸進式進行地籍圖更新，達成整段圖籍整合及以段為管理單位，解

決無法短期間內納入地籍圖重測的困境（劉宇桓，2013）。 

   作業方式 

 

比較項目 

地籍圖重測 

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

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

圖套疊工作 

數值法辦理土地複丈

建置現況資料庫 

辦理地區 地籍圖破損嚴重地區 
未列入數值重測之圖

解地區（都市計畫內） 

未列入數值重測之圖

解地區 

單價分析 
1,600元/筆（編制） 

2,900元/筆（委外） 

440元/筆（自辦） 

750元/筆（委外） 

隨人民申請複丈案件

辦理，無需額外費用 

作業時間 年度（1年） 年度（1年） 長（逐案辦理） 

圖籍管理 整段管理 整段管理 整段管理 

主要工項 

地籍調查 

外業測量 

內業資料處理 

外業測量 

內業資料處理 

外業測量 

內業資料處理 

預期效益 

․保障公私有土地產

權。 

․獲得高精度數值地

籍測量成果。 

․可以全面採數值法

土地複丈。 

․容易與都計圖、地形

圖整合。 

․提高圖解數化地籍

圖應用效能。 

․再可接受的精度

下，以低成本及快速

建置地籍圖資料庫。 

․提高推動數值化土

地複丈之可行性。 

․提高推動數值化土

地複丈之可行性。 

․減少重複測量的

人、物力，並將資料

建立於同一系統。 

表 1 地籍圖更新方式成本效益比較表（劉宇桓，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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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建置現況測量資料庫以求改善圖解地籍圖辦理土地複丈的概念，全國

地政事務所或多或少都已推行有年，主要差別在於執行時採用技術細節的不同

與落實辦理的程度差異，尤其近年 GNSS型衛星定位接收儀逐漸普及，以及內政

部國土測繪中心建置 e-GNSS即時動態定位系統，讓測量方式更增便利性與選擇

性，最終目的不外乎期望將圖解分幅管理地籍圖建構整段管理數值圖檔，讓全

所同仁都能在同一個坐標系統下作業，並維持複丈成果的一致性。 

本研究案焦點在於早期農地重劃交換分合土地，採行的外業測量方式、作

業期程與上述逐案漸進式作法不同，經由套圖分析並召開套圖小組研議，預擬

處理方案以促使爾後複丈成果一致性，詳細作業於第三章再予敘述。 

 

第三節  VBS-RTK 於圖根測量、界址測量之應用 

自從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建置 e-GPS 系統以來，討論以 VBS-RTK 技術辦理

圖根測量的論文為數頗豐，該中心於 99年 9月自訂「採用虛擬基準站即時動態

定位技術辦理加密控制及圖根測量作業手冊」，前開 e-GPS系統已升級為 e-GNSS

即時動態定位系統，根據該中心「三維即時坐標轉換輔助 VBS-RTK 定位技術獲

得法定坐標系統測量成果之研究」自行研究報告一文，應用此系統可讓使用者

在測量現場簡單快速地獲得法定坐標系統測量成果，其平面精度優於 5 公分，

高程精度優於 10公分，對於測量工作精度需求低於上述精度者，均可直接應用

（莊峰輔等 5人，2014）。據此定位精度足敷於本研究案早期農地重劃區測設圖

根點作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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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根據該中心「VBS-RTK 應用於界址測量之探討」自行研究報告一文，將

VBS-RTK施測之界址點成果轉換至 TWD97坐標系統，並與電子測距經緯儀檢測之

成果比較，坐標值較差多數可通過「數值法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之界址點重

複觀測不得超過 3 公分規定。理論上以 VBS-RTK 施測界址點只須獲得 3 筆固定

解即可，但觀察界址點之觀測資料，發現有兩至三點於前 3 筆之固定解仍不穩

定，於計算時均被剔除，因此較保險之作法，VBS-RTK 施測界址點須至少記錄

10筆固定解（劉冠岳等 5人，2013）。因此，本研究案參酌該文結論與建議，規

劃現況測量作業方式，細節部分於第三章再予敘述。 

 

圖 3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VBS-RTK界址點測量作業（劉冠岳等 5人，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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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主要闡述農地重劃分配、製圖、交耕作業不精確導致圖簿不符、圖地

不符狀況之問題面，分別從現行法令面規定、現今測繪技術面、地籍圖重測可

行性等面向來探討對本案目標：數值圖檔整段管理、統一土地複丈成果的影響。 

以 72年度永靖農地重劃區內社頭鄉湳西段土地試辦區為例，解析以現行測

量儀器運用數值測繪技術，搭配數值地籍資料處理系統，輔以農地重劃後保存

之圖表簿冊，藉由套圖及面積分析，如何達成數值圖檔整段管理。並研擬一作

業機制提供本縣地政事務所日後管理維護。針對圖、簿、地不符之土地，研擬

依據現行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更正作業之流程，促進本縣地政事務所逐案解決。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圖 4 研究架構圖 

數值圖檔

整段管理

統一測量

成果 

早期農地

重劃區地

籍疑義 

法令面的

規定與限

制 

 

測繪技術 

地籍圖重測 



第 15 頁 

數值圖檔整段管理、統一測量成果係本研究案的最終目標，透過現今法令

的相關行政程序以及目前測繪技術的輔助，找出一條處理早期農地重劃區地籍

疑義的路，以圖 4 研究架構圖表示。此外，分析地籍圖重測、圖解數化地籍圖

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工作等政策的可行性與限制性，以供做為替代

方案時參考。 

一、早期農地重劃區地籍疑義 

根據本文第二章文獻回顧以及本縣歷年處理農地重劃區地籍疑義之經驗，

本縣早期農地重劃參加交換分合土地發生地籍圖簿不符、圖地不符之原因，可

以圖 5圖、簿、地不符因果關係圖表示，為本研究案探討的重點。 

 

 

 

 

 

 

 

 

圖 5 圖、簿、地不符因果關係圖 

至於早期農地重劃村莊保留區土地的地籍多係直接以重劃前的地籍圖移寫

轉繪，故其地籍圖、簿、地不符問題就是「繼承」重劃前的地籍狀況，問題成

 

圖

簿

不

符 

未依據重劃土地分配清冊所載面積測製地籍圖（製圖上的錯誤） 

土地交耕完竣復發生地籍異動後未修正地籍圖或重新交耕 

重劃土地分配清冊異動後未同步修正地籍圖 

異議案件調整後未同步異動土地分配清冊或修正地籍圖 

異議案件調整後辦理土地交耕未同步修正地籍圖 

直接以農水路邊界量距交耕（未依據地籍圖辦理的錯誤）  

圖

地

不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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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與本文第二章所述各地政事務所現今保存尚未地籍整理的紙本地籍圖之圖簿

地不符成因相同，目前本縣主要依據內政部 93 年 4 月 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3465 號函釋意旨，以數值法「地籍圖重測」方式處理此類村莊保留區土

地，不過這部分並不是本研究案的討論議題。 

二、目前法令的適用情形 

內政部為解決農地重劃區地籍誤謬情形，以 93年 4月 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3465 號函釋（附錄 1）教示原則性之處理模式，復就「已辦竣農地重劃

地區經辦理地籍圖重測後發現地籍誤謬之處理方式」事宜，再以 105 年 3 月 8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51302617號函送全國各縣市政府遵照辦理。 

而本縣針對早期農地重劃區土地圖、簿、地不符問題的處理經驗，係依地

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43、232條規定處理圖簿不符問題（面積更正或修正地籍經

界線），並依農地重劃條例第 36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49、51條規定處理差額

地價繳領事宜。至於圖地不符問題則以個案協調研商為處理原則，以時間換取

空間，目前尚無明確的法規命令可資依循。 

為使本縣各地政事務所處理農地重劃區地籍疑義有一明確之作業方式與標

準，本縣特訂定「彰化縣農地重劃區地籍不符處理原則」（附錄 2）並以 105 年

10 月 26 日府地測字第 1050369348 號函送本縣各地政事務所以資遵循，另因應

106年度本縣農地重劃委員會第 1次會議決議事項修正差額地價繳領標準，遂以

107年 2月 14日府地測字第 1070056135號函將修正後「彰化縣農地重劃區地籍

不符處理原則」函送本縣各地政事務所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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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將相關法令之適用情形以圖 6法規命令關係圖表示。本縣另有早

期農地重劃後土地部分納入都市計畫區內成為都市土地的情形，土地使用業依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管制，土地多數早已因為住宅、商業需求而細分，本縣此類

地區土地的地籍問題以數值法地籍圖重測方式解決，故不在本研究案的討論範

圍。 

 

 

 

 

 

 

 

 

 

 

 

 

 

 

圖 6 法規命令關係圖 

早期農地重劃 

交換分合土地 
土地法 

第 46-1～46-3條 

106年本縣農地重劃 

委員會第 1次會議決議 

農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 

第 49、51條 

內政部 105年 3月 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51302617號函 

是否係屬重劃作業所致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第 243、232條 

農地重劃條例 

第 36條 

地籍圖重測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第 184～203條 

土地法第四十六條

之一至第四十六條

之三執行要點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第 243、232條 

早期農地重劃 

交換分合土地 

早期農地重劃 

村莊保留地區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第 243、232條 

農地重劃條例 

第 36條 

農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 

第 49、51條 

106年本縣農地重劃委

員會第 1次會議決議 

內政部 93年 4月 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3465號函釋 



第 18 頁 

三、測繪技術的應用 

早期農地重劃地籍圖係以圖解法方式測製，重劃完成後的紙本地籍圖就那

一張，成圖精度就受限於重劃當時的測繪精度，即便現在的測量儀器精度提升、

測量技術進步，依據該紙本地籍圖於實地釘定界樁的精度仍受限於當初的製圖

精度，所以相關的測量作業精度規範係依據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75、76條規定

辦理（地籍圖上邊長與實測邊長之較差限制為農地：8 公分＋2 公分 S ＋0.02

公分 M，Ｓ係邊長，以公尺為單位，Ｍ係地籍圖比例尺之分母），並依據地籍測

量實施規則第 243條第 1項各款所列公式做為核算面積時之檢核標準。 

如前所述，村莊保留地區與農地重劃後部分納入都市計畫土地不是本研究

案討論範疇，本研究案著眼於早期農地重劃交換分合土地（分配區土地），因為

農地重劃分配區土地主要係供農業生產經營，本縣多以種植農作物為主，通常

為開闊性平地，對空通視良好，較不會有建物樓房密集而阻礙衛星訊號接收的

情形，此類地形地物狀況有利於衛星定位接收儀、電子測距經緯儀等新式測量

儀器的運用。因此，本研究案參酌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相關作業手冊、自行研

究報告，以及相關論文、期刊報告與本縣實務經驗，在上述測量精度規範需求

下，規劃以耗費較短作業期程的方式，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e-GNSS即時動

態定位系統，以 VBS-RTK（Virtual Base Station — Real Time Kinematic）

測量技術辦理圖根測量、現況測量，輔以電子測距經緯儀測角、測距，補足少

數 VBS-RTK 無法測量之處，達成本研究案著重「短期間內」建置圖根點與「一

次性」完成農地重劃交換分合地區土地現況測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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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縣各地政事務所辦理圖解法地籍圖土地複丈多年實務經驗，以及與其

他縣市政府地籍測量業務交流，自從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前身為內政部土地

測量局）開發 DOS 版「數值地籍測量地籍圖重測資料處理系統」以及地政事務

所陸續購置 AutoCAD 軟體以來，地政事務所將所屬各測量人員以電子測距經緯

儀測量的數值資料，利用前開系統、軟體予以彙整，置於地所內部區域網路供

各測量人員流通使用，「現況測量資料庫」共享機制已成為既成作法。惟此種資

料共享機制常見下列缺點，未能成就一個整段管理的數值地籍圖檔。 

1、一個地段分為多個檔案但無法整合 

因為圖解地籍圖之原始控制點、圖根點早已遺失，為因應民眾申辦土地

複丈需求，各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多以自設坐標系統建立圖根補點的模

式施測，甲測量員以他的自設坐標系統施測了小區域、乙測量員也以他

的自設坐標系統施測了另一個小區域…，久而久之，一個地段就包含了

幾個甚至幾十個測量檔案，造成各個檔案無法整合應用。 

2、圖籍套疊分析各自為政 

承上所述測量情形，測量人員僅就小區域所測得之資料辦理圖籍套疊分

析，甲測量員有他的主觀見解、乙測量員亦有他的看法，逐漸形成一個

地段有好幾個圖籍套疊分析情境，各情境之間還不見得相容。 

本研究案為避免上述缺點，採取以整段土地為單元，一次性完成圖根建置

與現況測量，於內業圖資分析作業時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開發之「數值地

籍測量地籍圖重測資料處理系統」，輔以農地重劃對照清冊、歷年土地複丈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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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圖籍誤謬情形（圖簿不符、圖地不符），由地政事務所召開套圖小組

會議就所發現的圖籍誤謬情形研擬處理方案，進而建立內部自行控管的「整段

管理數值地籍圖檔」，供做各測量人員辦理此地段土地複丈與建物測量案件之依

據，促使爾後複丈成果得以維持一致性。作業流程以圖 7表示之。 

 

 

 

 

 

 

 

 

 

 

 

 

 

 

 

圖 7 整段管理數值地籍圖檔建置作業流程圖 

資料蒐集與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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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檢測、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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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內政部國土測

繪中心 e-GNSS系統 

․使用電子測距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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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圖分析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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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測資料處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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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圖小組研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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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地籍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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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簿不符 圖地不符 

個案協調研商 

（參酌現況位置） 
無 

整段管理地籍圖檔 

（現況測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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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應用 

更正結案 更正結案 

暫緩未決 暫緩未決 

更正案件結案 
(圖簿不符、圖地不符） 

․圖籍誤謬暫未更正

土地依地政事務所

套圖小組研議結果

做為地籍圖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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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籍圖重測、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與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工

作之可行性 

本縣業已有多處早期農地重劃村莊保留地區係按照「內政部 93年 4月 1日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3465號函釋」意旨，以「地籍圖重測」方式釐正地籍，

近三年亦就農地重劃後部分納入都市計畫土地擬定「地籍圖重測實施計畫」報

奉內政部核定後辦理；惟礙於「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一至第四十六條之三執行

要點」第 1 點規定，本研究案著眼的早期農地重劃交換分合土地，除非有地籍

圖破損、誤謬嚴重或即將快速發展等因素外，則較難以擬定地籍圖重測實施計

畫方式提報內政部奉核後辦理。另因地籍圖重測均為年度作業，在本縣地政事

務所有限的人力、本府財政主計單位不贊成編列縣款支應所需作業經費等狀況

下，本縣將有限資源投入於尚未地籍整理過的圖解地籍地區辦理重測，每個年

度辦理約 1萬筆土地，目前重測計畫已規劃至 111年。 

即便得以地籍圖重測方式釐正早期農地重劃交換分合地區土地圖籍誤謬問

題，礙於本縣早期（60 年以前）農地重劃區計有 34 區，面積約 20,988 公頃，

部分經納入都市計畫後辦理重測、部分村莊保留區辦理重測，目前計涵蓋 72個

地段約 14萬筆土地，全面性以地籍圖重測方式處理恐曠日廢時。為了儘早解決

此類型地區圖籍誤謬問題，遂以較短作業期程、以既有人力、以無需另行編列

作業經費等面向為考量，方以本研究案探討之。 

本縣 96～99、105～107年配合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辦理「圖解數化地籍圖

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工作」，因該工作計畫經費有限，遂均以都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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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內的圖解地籍圖重測地區為主，又因為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訂定辦理該工作

地區的選定優先順序為： 

1、圖解重測地區，以機關自行辦理者。 

2、圖解修測地區，以機關自行辦理者。 

3、圖解重測地區，以委外方式辦理者。 

4、圖解修測地區，以委外方式辦理者。 

5、其他地籍整理地區，以機關自行辦理者。 

6、未辦理地籍整理地區，以機關自行辦理者。 

各縣市政府提報辦理地區經該中心召開年度審定會議，由於選列優先順序與經

費排擠效應，早期農地重劃交換分合地區目前較難以列入計畫辦理。不過，內

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近兩年試辦非都市土地作業區，初步成果尚屬可行，倘於經

費許可的狀況下，爾後將早期農地重劃區土地納入「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

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工作」值得期待。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根據文獻「早期農地重劃區地籍圖重製問題探討」一文（許松，2012），前

述本縣早期農地重劃區的圖籍誤謬問題，也是全國各個早期農地重劃區圖籍通

案性的問題。以前一陣子因農業用地興建農舍新聞吵得沸沸揚揚的宜蘭縣為

例，宜蘭縣政府在 107年 5月 24日「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

圖套疊工作」擴大工作會報會議中專題報告「農地重劃區辦理數化地籍圖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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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實務研析」（顏世明，2018）敘及該縣農地重劃區圖解地籍圖之圖籍狀況，

尚有 82 個地段約 12 萬餘筆土地、面積 1 萬 3,161 公頃待處理，圖簿不符比例

為 37.1％。 

統計本縣早期（60 年以前）農地重劃區圖解地籍圖之圖籍情形，詳如表 2

彰化縣早期農地重劃區地籍分析表所列，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43 條規定面

積誤差檢核標準（公差值）核算重劃區內 14萬筆土地，登記面積與地籍圖數化

面積較差超出公差值者計約 5 萬 3 千餘筆土地（此處所謂地籍圖數化面積係指

紙本地籍圖數化後的計算面積），圖簿面積不符比例為 37.96％，與宜蘭縣的狀

況相當；至於圖地不符情形，因未能全面性的實地檢測逐筆土地清查，雖無法

以明確統計數據表示，但以本縣各地政事務所歷年受理民眾申辦土地複丈案件

實地檢測後發現並提報本府會同研商情形而言，此類圖籍誤謬情形依舊存在。 

年度 
重劃區 

名稱 
鄉鎮市 地段 

辦理重劃 

面積（公頃） 
目前筆數 

面積較差超

出公差筆數 

圖簿不符 

比例 

48 渡船頭 彰化市 

阿夷段 

柴坑子小段 
136 

1,125  250  22.22% 

渡船頭段 

渡船頭小段 
176  31  17.61% 

48 嘉寶潭 和美鎮 
塗厝厝段 

嘉寶潭小段 
58 418  41  9.81% 

51 外埔 福興鄉 新生段 300 
3,486  1,113  31.93% 

52 橋頭 福興鄉 新生段 198 

52 三條圳 溪州鄉 新興段 590 
3,403  1,205  35.41% 

52 圳寮 溪州鄉 新興段 136 

53 東崎 鹿港鎮 東昇段 475 4,645  1,446  31.13% 

53 竹塘 竹塘鄉 
竹塘段 

1,093 
2,714  966  35.59% 

新田段 2,917  1,025  35.14% 

53 大排沙 二林鎮 大排沙段 649 325  165  50.77% 

54 埔鹽埤 埔鹽鄉 

成功段 

1,500 

4,502  1,571  34.90% 

光明段 4,738  1,865  39.36% 

和平段 3,100  1,24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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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萬興 二林鎮 興糖段 489 548  256  46.72% 

55 番社 福興鄉 
永豐段 

650 
2,304  952  41.32% 

中興段 2,375  851  35.83% 

55 安東一期 
秀水鄉 

馬鳴段 

600 

2,821  971  34.42% 

復興段 1,759  562  31.95% 

鹿港鎮 振興段 536  180  33.58% 

55 水尾 
溪州鄉 八德段 

122 
再納入 72年 

溪州農地重劃區 埤頭鄉 中和段 

55 後寮 芳苑鄉 後寮段 104 96、97年重測 

55 番子埔 埤頭鄉 
元埔段 

153 67年重測 
埔東段 

55 
舊趙甲 

(東區) 
二林鎮 舊趙甲段 61 

194  127  65.46% 

55 
舊趙甲 

(西區) 

二林鎮 舊趙甲段 
194 

芳苑鄉 草湖段 37  18  48.65% 

56 頂厝 鹿港鎮 

振興段 

1,203 

4,089  1,667  40.77% 

永安段 8,980  3,240  36.08% 

永福段 2,371  765  32.26% 

56 安東二期 

福興鄉 大興段 

912 

2,119  636  30.01% 

秀水鄉 
西興段 4,692  1,470  31.33% 

東興段 3,337  1,333  39.95% 

56 永安 
竹塘鄉 永安段 

231 
251  112  44.62% 

二林鎮 外蘆竹塘段 21  13  61.90% 

56 尤厝 大城鄉 進糖段 235 423  222  52.48% 

56 中西 二林鎮 中西段 141 149  82  55.03% 

57 鎮平 
福興鄉 文昌段 

650 
2,582  1,038  40.20% 

埔鹽鄉 永興段 1,439  600  41.70% 

57 花壇 
花壇鄉 

花壇段 

850 

2,284  809  35.42% 

口庄段 1,628  578  35.50% 

秀水鄉 秀水段 3,549  1,284  36.18% 

58 大廉埤 

溪湖鎮 

三塊厝段 

1,215 

845  357  42.25% 

四塊厝段 

四塊厝小段 
221  88  39.82% 

埔鹽鄉 

南興段 2,003  781  38.99% 

東榮段 2,617  1,314  50.21% 

永昌段 2,004  907  45.26% 

58 彰秀 
彰化市 莿桐段 

522 
5,058  2,044  40.41% 

秀水鄉 馬興段 2,733  1,076  39.37% 

58 大城 大城鄉 

楓港段 

1,526 

2,315  822  35.51% 

新光段 2,246  751  33.44% 

台山段 1,765  775  43.91% 

永光段 1,777  725  40.80% 

台西段 1,443  541  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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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王功 芳苑鄉 王功段 478 1,744  538  30.85% 

59 永基 

竹塘鄉 

永基段 

1,515 

2,619  1,154  44.06% 

竹林段 1,989  812  40.82% 

長安段 2,719  1,003  36.89% 

二林鎮 
外竹段 968  385  39.77% 

香田段 976  551  56.45% 

59 二林 二林鎮 偉糖段 496 824  379  46.00% 

59 福興 福興鄉 

元興段 

899 

3,276  1,282  39.13% 

秀安段 3,345  1,399  41.82% 

文昌段 28  2  7.14% 

60 曾厝厝 

秀水鄉 

埔崙段 

1,807 

1,954  672  34.39% 

下崙段 1,436  695  48.40% 

合興段 1,899  831  43.76% 

陝西段 1,516  587  38.72% 

曾厝段 2,612  1,078  41.27% 

金興段 2,232  942  42.20% 

花壇鄉 花壇段 429  209  48.72% 

福興鄉 

三元段 1,964  756  38.49% 

外中段 1,857  795  42.81% 

三豐段 577  205  35.53% 

60 寓埔 線西鄉 
線西段 

寓埔小段 
800 42  25  59.52% 

合計 20,988 140,070 53,165 37.96% 

表 2 彰化縣早期農地重劃區地籍分析表 

本研究案係以圖 7「整段管理數值地籍圖檔建置作業流程圖」所示程序辦

理，作業方式有別於地籍圖重測，亦不同於地政事務所「逐案逐筆」現況測量

資料庫共享機制的作業方式，茲將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一、資料蒐集與清查 

於資料蒐集上，主要查閱下列資料，以為後續套疊及面積分析、差額地價

繳領之憑判： 

1、農地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原有土地與新分配土地對照清冊 

根據清冊記載內容判斷是否為參加交換分合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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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農地重劃後地籍圖 

依圖面上鉛筆的邊長註記、面積計算筆跡，核對地籍數化圖，亦做為現

況測量實測邊長的檢核對照。 

3、農地重劃前地籍圖 

做為移寫轉繪地號土地圖形有無一致性之參考依據。 

4、歷年土地複丈（鑑界、分割）圖 

參考鑑界當時的界樁埋設情形、土地分割依據的條件。 

5、1/5000航照正射影像 

做為現況測量之前初步判斷參考用。 

6、農地重劃分配草圖（不一定還有留存） 

做為圖簿不符、圖地不符時，與地籍圖對照判斷參考用。 

二、圖根測量 

以一個地段為單元或以相毗鄰的兩、三個地段為單元，全面性規劃圖根點

選點與埋設，運用本縣各地政事務所或本府地政處現有的衛星定位接收儀，在

品質控制平面精度優於 2 公分、高程精度優於 5 公分之設定下，以 VBS-RTK 技

術，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e-GNSS 即時動態定位系統，登錄「臺灣本島 TTG

三維坐標即時轉換定位服務網（TTG_TWD97）」，測得圖根點 TWD97平面坐標，或

登錄「臺灣本島 VBS-RTK定位服務網（Taiwan）」，測得圖根點 e-GNSS坐標後（本

研究案辦理當時為 e-GNSS[2015]，目前是 e-GNSS[2017]），再以該中心提供之

線上三維坐標轉換服務產製圖根點 TWD97平面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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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圖根點之坐標，係以連續收取 10 筆固定解為 1 組觀測值、重複觀測 2

組觀測值，此 2組觀測值中 N、E坐標較差小於 2公分的條件成立時，取其平均

值做為該圖根點之坐標；若此 2組觀測值之 N、E坐標較差大於 2公分者，則於

翌日以上述作業模式重新測量；倘經 3次測量後仍發生 N、E坐標較差大於 2公

分情形，該圖根點則改以電子測距經緯儀採附合導線方式測量。 

 

 

 

 

 

 

 

 

 

 

 

 

 

 

圖 8 圖根測量流程圖 

選點與埋設 

e-GNSS系統 

VBS-RTK 

以整個地段或相毗鄰的

兩、三個地段為單元 

選點原則： 

透空環境良好 

埋設地點利於長久保存 

登錄點 

TTG_TWD97 

登錄點 

Taiwan 

衛星定位接收儀 

無 RTCM3.1通訊格式 

 

衛星定位接收儀 

有 RTCM3.1通訊格式 

 

測量品質控制 

固定解 

平面精度優於 2 公分 

高程精度優於 5 公分 

連續 10筆固定解（不得

為浮動解） 

2 組觀測值固定解 

計算平均值 

TWD97平面坐標 

線上三維坐標轉換 

N、E較差 

小於 2公分 

不通過 

通過 

計算平均值 

TWD97平面坐標 附合導線測量 

TWD97平面坐標 

三次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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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以圖 8 圖根測量流程圖表示之，依此程序，可在短時間內，不經

由加密控制測量作業過程，而直接完成整個地段的圖根測量作業，爾後整個地

段的外業測量作業都在同一個控制系統框架下（TWD97 坐標系統），實現整段管

理數值圖檔建置目標。 

按本縣以往作業經驗，早期農地重劃村莊保留區部分仍得參照上述作業程

序以 VBS-RTK 方式辦理圖根測量，實地透空環境限制而無法求出固定解者，再

以電子測距經緯儀採導線測量或圖根網平差方式辦理。 

三、現況測量 

本縣早期農地重劃分配區土地多屬於地勢平坦、透空通視良好，實地以田

埂、農路、水路、綠籬、防風林等地形地物為大宗，以地籍圖套疊彩色正射影

像圖為輔助，可事先將一個地段規劃出數個作業區，運用本縣各地政事務所或

本府地政處現有的衛星定位接收儀，在品質控制平面精度優於 2 公分、高程精

度優於 5公分之設定下，以 VBS-RTK技術，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e-GNSS即

時動態定位系統，登錄「臺灣本島 TTG 三維坐標即時轉換定位服務網

（TTG_TWD97）」，測得地形地物現況點TWD97平面坐標，或登錄「臺灣本島VBS-RTK

定位服務網（Taiwan）」，測得地形地物現況點 e-GNSS坐標後（本研究案辦理當

時為 e-GNSS[2015]，目前是 e-GNSS[2017]），再以該中心提供之線上三維坐標

轉換服務產製 TWD97平面坐標。 

外業測量於衛星定位接收儀完成初始化，待出現符合上述品質控制條件的

固定解時即可進行觀測，設定以 5 秒內連續 3 筆固定解為該地形地物現況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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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值。少數地形地物點位（例如：防風林下、駁坎或擋土牆下）因透空環境

不佳導致衛星訊號不良無法求得固定解、或無法直接將儀器架設於其上觀測（例

如：綠籬內的石樁、圍牆），將此等點位註記，擇期改以電子測距經緯儀採光線

法（測角測距法）另行觀測。作業程序如圖 9現況測量流程圖所示。 

 

 

 

 

 

 

 

 

 

 

 

圖 9 現況測量流程圖 

因係以整個地段進行觀測，地形地物現況點的測量（抓點方式）與編碼原

則較有一致性，更可有效於短期內完成整段現況資料庫建置，利於後續套疊與

面積分析時得以整個地段全面性考量，不再受限於現況資料有限而侷限小區域

局部套圖。 

e-GNSS系統 

VBS-RTK 

登錄點 

TTG_TWD97 

登錄點 

Taiwan 

衛星定位接收儀 

無 RTCM3.1通訊格式 

 

衛星定位接收儀 

有 RTCM3.1通訊格式 

 

平面精度優於 2 公分 

高程精度優於 5 公分 

5 秒內連續 3 筆固定解 

地形地物現況點 

TWD97平面坐標 

線上三維坐標轉換 

品質控制 

固定解 

可求得固定解 

地形地物現況點 

TWD97平面坐標 光線法 

（電子測距經緯儀） 

無法收斂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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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套圖分析 

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開發之「數值地籍測量地籍圖重測資料處理系

統」，以一個完整農水路區塊為單元，將整個地段劃分為數個（或數十個）套圖

分析單元，就單元內的現況測量資料與數化地籍圖（意即圖解地籍圖數值化成

果）進行套疊與面積分析（俗稱：套圖），套圖分析時的輔助參考資料為： 

1、重劃後紙本圖解地籍圖上的邊長註記（查對：數化地籍圖是否吻合） 

2、歷年土地分割圖（查對：分割條件（面積條件、依現場使用位置）） 

3、歷年鑑界圖（查對：實測邊長註記、界樁埋設情形、有無固定經界物） 

4、重劃對照清冊（查對：重劃過程中面積有無異動情形）。 

作業流程以圖 10套圖分析流程圖概述之，並以下列規定做為判斷是否相符

之準則；惟綜合考量地籍之邊長（長、寬）與面積、現況使用位置等因素，仍

需要交叉分析以為憑判。 

1、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76 條」規定檢核現況使用邊長與地籍經界線

邊長是否相符。 

2、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43條」規定檢核登記面積與地籍圖計算面積

是否相符。 

在上述地籍測量實施規則所訂容許誤差（公差值）範圍內，綜合性的考量

圖籍邊長、面積、現況，微調數化地籍圖經界線，使圖、簿、地能夠趨於一致，

各單元之間考量農水路一致性，以免發生套圖後農水路的地籍忽寬忽窄或閃電

轉折情形。再由地所測量課長或檢查人員逐筆檢視以確保套圖分析成果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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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套圖分析流程圖 

五、圖籍誤謬後續處理 

經套圖分析後發現圖籍誤謬情形（圖簿不符、圖地不符），由地政事務所召

開套圖小組會議逐案研議預擬處理方式，凝聚所內測量人員共識，爾後所內同

VBS-RTK 

地形地物現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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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調地籍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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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圖面邊長 

地籍圖上註記邊長 

現況使用邊長 

檢核項目： 

登記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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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所有權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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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酌現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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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暫依地籍圖 

（亦可另案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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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點線範圍內列為套圖小組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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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均依循此套圖分析成果辦理此地段土地複丈、建物測量案件，達成統一測量

成果目標，不再發生因為各測量人員主觀考量因素而有一個地段多種套圖區塊

系統情形。 

 

 

 

 

 

 

 

 

 

 

 

 

 

 

 

圖 11 圖籍誤謬處理流程圖 

 

圖籍誤謬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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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行政執行法第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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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籍誤謬案件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32條、農地重劃條例第 36條及同條

例施行細則第 49、51條等規定辦理後續相關面積更正、登記註記與差額地價繳

領通知，並依照「彰化縣農地重劃區地籍不符處理原則」（附錄 2）辦理，處理

程序如圖 11圖籍誤謬處理流程圖所示。即便未能立即更正處理，待日後民眾申

辦案件時再予處理，俟協調完成協議、更正結案，屆時再將該個案納入「整段

管理地籍圖檔」修正。圖籍誤謬之優先處理順序為： 

1、圖簿不符超出公差值且為面積減少之私有土地，於農地重劃後尚未發生

移轉者。 

2、圖簿不符超出 3倍公差值之私有土地。 

3、圖地不符或圖簿不符係農地重劃後因土地分割所造成。 

另於圖籍誤謬協商過程中，常有民眾擔心面積更正後是否影響「農保資

格」，得參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5年 6月 14日農輔字第 1050221391號函（附

錄 3）辦理，對於既有的農保資格不受影響。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案主述於圖解農地重劃交換分合地區建置「整段管理數值地籍圖檔」

之作業方式與流程，並以 72年永靖農地重劃區內社頭鄉湳西段做為試辦，於 107

年 3 月間將初步成果函送本縣田中地政事務所以供後續應用及管理。惟本研究

案所採行之作業方式係以本縣歷年的作業經驗做為對照，偏屬定性研究，較難

直接以數據量化分析，本案所能達成之成效，無法立竿見影，尚須一段時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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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故自行研究計畫期間內較不易以統計分析交叉比對。 

一、VBS-RTK技術在地形地物上的限制 

採用即時動態衛星定位測量作業的首要條件為測量地點需要良好的透空環

境，早期農地重劃村莊保留地、後續部分納入都市計畫內土地常因建物林立而

造成透空度部分被遮蔽，影響衛星訊號接收，造成無法求得固定解或求解精度

不足之情形。本縣圖解農地重劃交換分合地區多數為地勢開闊，採用 VBS-RTK

技術辦理圖根測量、現況測量方得展現其作業效益，上開建物密集地區仍以電

子測距經緯儀採用光線法為宜。 

二、圖地不符案件在法令適用上的限制 

因為本縣早期農地重劃區幾無於重劃分配土地點交及農水路工程竣工後再

辦理戶地測量檢查其圖地有無相符（農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第 49 條規定），因

此疑似重劃當時交耕錯誤而導致圖地不符之案件，僅以現今本縣各地政事務所

保留早期農地重劃之圖表簿冊資料，難以舉證重劃交耕確有錯誤，雖從本縣歷

年處理經驗，迭有土地所有權人聲稱實地田埂（或駁坎、牆桓）位置係重劃點

交土地後使用迄今，若要拆除重建應由政府負擔費用，圖地不符既然是政府作

業錯誤造成，與其何干！故應由政府直接更正圖籍即可。民眾所述固有幾分道

理，惟重劃迄今多年，多數土地或因繼承移轉、或因買賣移轉，過半土地所有

權人對於其土地位置之使用現況從何而來或重劃當時之來龍去脈不甚瞭解，況

且民眾所持心思各異，案件協調時也難以得到共識。 

綜觀現行農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相關規定，早期重劃未依該細則第 49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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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辦理戶地測量確認交耕位置是否吻合重劃後之地籍圖，導致無相關原始測量

資料可為稽核，為其一。該細則第 51條規定僅就差額地價之補償予以規定，未

另訂依地籍圖重新施作設施之補償，為其二。重劃後地籍圖既經公告確定，逕

為更正地籍圖經界並不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32 條規定，為其三。目前圖

地不符案件之處理，在法令面並無明定，相關文獻亦無建議作為，故沿襲本縣

既有作業模式，以邀集相關土地所有權人協調研商方式個案處理，分析各個預

擬更正方案之經濟效益，俟取得共識後再予處理。 

三、整段管理數值地籍圖檔應用成效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案最終目標「整段管理數值地籍圖檔」需由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共

同依循與維護，才能發揮統一測量成果效益，最重要的關鍵在於地政事務所測

量課長主持本項工作的心態積極與否，至少能夠做到下列 2點方能發揮成效。 

1、主動積極召開套圖小組研議圖籍誤謬之預擬處理方案，凝聚所內共識。 

2、明令所內同仁依循圖檔成果辦理土地複丈、建物測量案件。指派專人管

理維護圖檔並持續營運更新。 

地政事務所年度實際人力組數是否足額與業務量多寡等因素，將影響推動

本案的積極性，因此如果以績效指標評估，雖能顯現是否落實積極推動，但運

用「整段管理數值地籍圖檔」是否促進測量成果一致性，則需要將觀察時間拉

長至兩、三年，統計民眾陳情或異議狀況以供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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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 

以 72年永靖農地重劃區內社頭鄉湳西段土地而言，土地面積 116.59公頃、

筆數 905 筆，圖籍比例尺為 1/1000，登記面積與地籍圖數化面積較差超出公差

值者計 373筆（此處所謂地籍圖數化面積係指紙本地籍圖數化後的計算面積），

圖簿面積不符比例為 41.22％，如表 3 所列，與本縣 60 年以前農地重劃區圖簿

不符的統計情形相當。因該地段之地形平坦，對空通視狀況良好，利於使用內

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e-GNSS即時動態定位系統採用 VBS-RTK技術測量，再者該地

段近年土地複丈案件較不頻繁、土地移轉等異動情形較少，較無更正圖籍誤謬

案件的迫切需求，因此選擇此地段以為試辦。 

  

圖 12 社頭鄉湳西段地籍套繪正射影像示意圖（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2018） 

 

年度 重劃區名稱 鄉鎮市 地段 
辦理重劃面積 

（公頃） 
目前筆數 

面積較差超

出公差筆數 

圖簿不符 

比例 

72 永靖 社頭鄉 湳西段 116.59 905  373  41.22% 

表 3 社頭鄉湳西段地籍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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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試辦區後由本府地政處地籍測量科人員編組與業務分工，如下列表 4，

外業測量使用本府現有衛星定位接收儀 1 台（型號：SOKKIA GSRISX2700）、電

子測距經緯儀 1 台（型號：Leica TS02），使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e-GNSS 即

時動態定位系統，內業資料則以公務個人電腦處理、圖籍資料以內政部國土測

繪中心授權本府使用之「數值地籍測量地籍圖重測資料處理系統」操作。 

職稱 人員編組 業務分工 備註 

科長 劉玉株 計畫主持人  

技士 林猷傑 成果應用效益分析、全案報告綜整與撰寫  

技士 謝品容 計畫發起、農地重劃清冊整理、套圖分析  

技士 蔡協益 套圖分析  

測量助理 張崇榮 VBS-RTK測量資料處理  

測量助理 
張崇榮、陳富育 

許忠親、曾國強 
圖根測量、戶地測量  

測量助理 柯璟芸、洪永遠 農地重劃清冊掃描建檔  

表 4 地政處地籍測量科人員編組 

於 105年 11～12月間辦理圖根測量、現況測量等外業測量工作，同期間辦

理社頭鄉湳西段農地重劃對照清冊掃描建檔，106年 3月間初步套圖分析完竣，

將本研究案成果送交本縣田中地政事務所應用管理維護。 

 

第一節  全面性辦理圖根測量、現況測量之優勢 

目前全國大部分地政事務所「現況測量資料庫共享機制」多數採取隨著民

眾申辦土地複丈案件，漸進累積現況測量資料的作業方式，而非全面性的辦理

現況測量，除了該地段係屬都內土地或係屬住商與農業混雜不利全面性測量

外，所內測量人力捉襟見肘，民眾申辦案件已應接不暇，無法再指派人力專辦，

亦為原因之一。另外，雖名為共享機制，係將一個地段分為多個作業檔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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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資料夾），以各自獨立的假設坐標系統（局部區域的圖根補點系統）管理現況

測量資料，並無將圖根點或圖根補點建置於同一個坐標系統，所以各個檔案之

間無法資料整合。 

本研究案的標地係早期農地重劃交換分合土地，地形地物種類單純，透空

狀況良好，地面通視亦佳，比較沒有建物林立交錯縱橫的狀況，上述不利全面

性測量的因素幾乎不存在，因而提高全面性辦理圖根測量、現況測量作業的可

行性。以社頭鄉湳西段試辦區而言，以 VBS-RTK 技術辦理圖根測量作業耗時 1

個工作天、以電子測距經緯儀檢測與補建圖根點耗時 1 個工作天，以 VBS-RTK

技術辦理現況測量作業耗時 4 個工作天、以電子測距經緯儀光線法辦理現況測

量作業耗時 6個工作天，此工作量（工時）尚不致於造成地政事務所負擔。 

本研究案並無於圖根測量作業之前辦理加密控制測量作業，係因運用內政

部國土測繪中心 e-GNSS即時動態系統辦理圖根測量，既可獲得 TWD97坐標，故

無需比照地籍圖重測作業模式先辦理加密控制測量、再辦理圖根測量，可將加

密控制測量所需選點、埋樁、外業觀測、平差計算、三階段審核等 2～3週的內、

外業時間節省下來。 

作業方式 

項目 
本研究案作業 地籍圖重測作業 

加密控制測量是否必要 無需辦理 重測作業手冊規定辦理 

加密控制測量內外業時間 0 2～3週 

圖根測量作業方式 VBS-RTK（如表 8） 
導線圖根網平差（多數採取方式） 

VBS-RTK（如表 8） 

表 5 加密控制測量與圖根測量作業時間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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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因本研究案作業程序中的一個重要工作項目為套圖分析，需要有地段範

圍內的全部現況測量資料，方能於套圖分析時宏觀性考量，若還是採取隨案測

量、逐案累積現況資料的作業方式的話，套圖分析就會侷限於局部區域的現況

資料，還是會有局部套圖成果之間發生夾擠、開脫或系統不一致性的風險。再

者，暫時將人員抽離土地複丈案件的排班，而按本研究案程序專案辦理，以社

頭鄉湳西段試辦區而言，不用 1 個月即可完成全案作業，所以全面性圖根與現

況測量屬於「短空長多」，隨案測量現況漸進累積則是「短多長空」。作業方式

之相關優劣對照如表 6所列。 

方案 

 

比較項目 

全面性 

圖根、現況測量 
 

逐案漸進式 

圖根、現況測量 
 

假設坐標系統式

圖根、現況測量 
 

作業方式 本研究案  劉宇桓，2013  全國多數地所  

作業經費 年度預算  年度預算  年度預算  

適用作業區 
圖解地籍圖 

農地重劃分配區 
 

圖解地籍圖 

都外土地 
 

圖解地籍圖 

都內、外土地 
 

測量技術 VBS-RTK  VBS-RTK  光線法  

圖根點坐標系統

之一致性 

TWD97 

具有一致性 ○優  
TWD97 

具有一致性 ○優  
假設坐標 

各自獨立 ○劣  

圖根點完成度 一次性完成測設 ○優  隨案局部測設 ○平  隨案臨時補點 ○劣  

現況測量坐標系

統之一致性 

TWD97 

具有一致性 
○優  

TWD97 

具有一致性 
○優  

假設坐標 

各自獨立 
○劣  

現況資料完整度 一次性完成測量 ○優  隨案辦理測量 ○平  隨案辦理測量 ○平  

套圖分析應用性 全地段套圖分析 ○優  
區塊套圖 

(視案件累積量) 
○平  局部套圖 ○劣  

資料未來整合性 全地段 ○優  逐案累積 ○平  無法整合 ○劣  

測量人力需求 可單人單機操作 ○優  可單人單機操作 ○優  至少 1組 2人 ○平  

作業時間（以 60

個現況點計） 
45分鐘～1小時 ○優  45分鐘～1小時 ○優  1.5～2小時 ○平  

表 6 全面性辦理圖根測量、現況測量作業優劣對照表 



第 40 頁 

一、圖根測量作業 

  

圖 13 社頭鄉湳西段圖根點分布圖與圖根測量示意圖 

社頭鄉湳西段圖根測量計有 33 點，其中以 VBS-RTK 測量 32 點、以導線法

測量 1點，圖根點分布如圖 13所示，作業內容如表 7所示。 

測量技術 VBS-RTK 導線法 

使用儀器 衛星定位接收儀 電子測距經緯儀 

儀器型號 SOKKIA GSRISX2700 Leica TS02 

傳輸格式/紀錄方式 RTCM 2.3 內建紀錄器 

使用系統/軟體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e-GNSS 即

時動態定位系統 

Taiwan＿RTCM23登錄點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授權使用

數值地籍測量地籍圖重測資料

處理系統 

資料處理 

資料後處理三維坐標轉換： 

e-GNSS[2015]坐標轉換TWD97坐

標 

附合導線計算 

測量品質控制 
平面：2公分 

高程：5公分 

角度：3″ 

距離：1.5mm+2ppm 

測回 

連續 10筆固定解 

2 組觀測值取平均值（前提：2

組觀測量較差小於 2公分) 

2測回 

儀器架設/稜鏡架設 簡易雙叉支架 簡易雙叉支架 

作業人力 單人單機操作 3位測量助理 

作業工作天 1個工作天（32點） 1個工作天（1點及地測檢測） 

表 7 本研究案圖根測量作業 



第 41 頁 

按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以 VBS-RTK辦理圖根測量，係依循其 99年 9月自訂

之「採用虛擬基準站即時動態定位技術辦理加密控制及圖根測量作業手冊」，每

個測點至少重複觀測 2測回、測回之間至少間隔 60分鐘、資料紀錄頻率為 1筆

/1秒、1個測回觀測量為連續 180筆以上固定解（內政部國測繪中心，2010）。

惟隨著該中心升級 e-GNSS系統設備與控制中心解算軟體，以及目前衛星定位接

收儀的空間定位解算功能提升，按該中心 103 年 9 月自行研究報告「三維即時

坐標轉換輔助 VBS-RTK定位技術獲得法定坐標系統測量成果之研究」結論提及：

「VBS-RTK 觀測時間長短對轉換精度無顯著影響，即 VBS-RTK 觀測 10 筆固定解

之精度與觀測 180 筆固定解之精度無顯著差異」（莊峰輔等 5 人，2014）。顯見

在相同觀測精度要求下，測點求解固定解之筆數應可縮減至 10筆，以縮減作業

時間、提升作業速度。 

另按中華民國地籍測量學會國土測繪與間資訊期刊第六卷第二期「簡化

e-GNSS地籍測量作業程序之探討—以北部實驗區為例」，提出一個測點每測回取

10筆固定解並重新初始化重複觀測 10測回的作業模式，與上述內政部國土測繪

中心作業手冊所述模式比較，該研究結果發現兩種作業模式之精度相當無明顯

差異，均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73條規定，而作業時間則可大幅縮短（葉大

綱、張淑娟，2018）。 

本研究案則以 1個測回 10筆固定解為基礎，觀測 2測回取平均值為作業模

式，於 1個工作天即完成 32個圖根點測量，以電子測距經緯儀角距觀測抽樣檢

測，可符合距離相對精度 1/3000。循此作業模式，如表 8 所列，除可保有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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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外，可有效縮減作業時間、提升作業效率。即使爾後圖根測量作業為增強

成果之可靠性，採取 2測回分別於不同天觀測，亦不至於增加過多作業時間。 

作業模式 

項目 
本研究案模式 測繪中心手冊 圖根導線網平差 

觀測方式 
1測回 10筆固定解 

2測回取平均值 

1測回 180筆固定解 

測回間隔≧1小時 

2測回取平均值 

正倒鏡觀測 2測回 

2測回取平均值 

測回較差限制 
平面≦2公分 

高程≦5公分 

平面≦3公分 

高程≦5公分 

角度≦12秒 

距離≦1公分 

圖根點成果精度 均可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73條規定 

作業時間 

(以本案 32點計) 

(含內業資料處理計算) 

1天 2天 3～4天 

作業人力 單人單機 單人單機 3人 

表 8 圖根作業模式比較表 

二、現況測量作業 

按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3 年 9 月自行研究報告「三維即時坐標轉換輔助

VBS-RTK定位技術獲得法定坐標系統測量成果之研究」一文結論與建議，e-GNSS

即時動態定位系統可讓使用者在測量現場簡單快速地獲得法定坐標系統測量成

果，其平面精度優於 5公分，高程精度優於 10公分，對於測量工作精度需求低

於上述精度者，均可直接應用（莊峰輔等 5人，2014）。另按該中心 102年 9月

自行研究報告「VBS-RTK應用於界址測量之探討」一文結論與建議，使用 4參數

轉換將 VBS-RTK 施測之界址點成果轉換至 TWD97 坐標系統，並與電子測距經緯

儀檢測之成果比較，坐標值較差多數可通過「數值法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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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址點重複觀測不得超過 3公分規定；理論上以 VBS-RTK施測界址點只須獲得 3

筆 fix 解即可，但觀察界址點之觀測資料，發現有兩至三點於前 3 筆之 fix 解

仍不穩定，於計算時均被剔除（120筆及取前 10筆計算時），因此較保險之作法，

VBS-RTK施測界址點須至少記錄 10筆 fix解；界址測量作業使用之工具，VBS-RTK

相較於電子測距經緯儀，有觀測時間短、僅需 1人操作之優勢；VBS-RTK與 RTK

比較，仍具節省人力及有效距離長之優點，故 VBS-RTK 應用於界址測量可縮短

作業時間、節省人力及增長有效距離（劉冠岳等 5人，2013）。 

 

（現況測量展點連線以紅色線段表示） 

圖 14 社頭鄉湳西段試辦區現況測量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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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案參酌上開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自行研究報告後，考量近兩三年本

縣地政事務所辦理地籍圖重測以 VBS-RTK 測量現況地形地物點之作業經驗，評

估作業效率、觀測精度、觀測成果可靠度等因素，以完成初始化後測量精度可

收斂至平面 2 公分、高程 5 公分之條件下取 3 筆固定解，遂規劃第三章第二節

目次三的作業方式。至於前開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自行研究報告建議現況測量

每個測點重複觀測 2 測回（至少間隔 1 小時）之作法，實務上則不參採，而替

代以現況測量時檢測圖根點坐標的方式辦理（近似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方式）。

於社頭鄉湳西段試辦區現況測量作業時，特別於參加交換分合（分配區）土地

部分採用電子測距經緯儀光線法觀測、部分採用衛星定位接收儀 VBS-RTK觀測，

做為對照比較，如表 9 所示，證實 VBS-RTK 測量技術應用於農地重劃分配區對

空通視良好地區，可發揮同樣單位時間內提升作業量的工作效率優勢。 

測量技術 VBS-RTK 光線法 

使用儀器 衛星定位接收儀 電子測距經緯儀 

儀器型號 SOKKIA GSRISX2700 Leica TS02 

傳輸格式/紀錄方式 RTCM 2.3 內建紀錄器 

使用系統/軟體 
e-GNSS即時動態定位系統 

Taiwan＿RTCM23登錄點 

數值地籍測量地籍圖重測資料

處理系統 

資料處理 e-GNSS[2015]轉換 TWD97坐標 批次計算 

測量品質控制 
平面：2公分 

高程：5公分 

角度：3″ 

距離：1.5mm+2ppm 

測回設定 5秒內連續 3筆固定解 1測回 

儀器架設/稜鏡架設 簡易雙叉支架 簡易雙叉支架 

作業人力 單人單機操作 3位測量助理 

工作天/作業量 4工作天（分配區約 748點） 
5工作天（分配區約 653點） 

1工作天（保留區約 100點） 

分配區工作效率 187點/天 130點/天 

表 9 本研究案現況測量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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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作業經驗，於中午 12時之後，電離層誤差指標（Ionospheric Index：

I95 Index）通常容易超過 8，此種狀態下會影響固定解之定位精度與可靠度，

常會有平面精度無法收斂至 2 公分以內或高程精度無法收斂至 5 公分以內的情

形，故本研究案辦理 VBS-RTK 之外業觀測時間皆於上午 9～12 時，下午則為觀

測資料內業處理。 

以社頭鄉湳西段作業區試辦結果，以 VBS-RTK 辦理分配區之現況測量，搭

配以電子測距經緯儀辦理村莊保留區與無法以衛星定位接收儀觀測之地區，除

可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76條規定外，更可有效提升工作效率、縮減作業時

間，適用專人辦理此類專案，可避免影響地政事務所受理民眾土地複丈建物測

量申請案件之作業人力。 

 

第二節  全地段套圖分析之效益 

本文前述已提及現階段各地政事務所現況測量資料庫共享機制的狀況，除

了採用假設坐標系統造成各個檔案之間不易整合或無法整合的缺點外，另一個

缺點就是現況測量資料是隨著民眾申辦案件時才建立，倘某個區域歷年都沒有

民眾申辦案件，則該區的現況測量資料就會一直懸缺，如此狀況，導致套圖分

析時僅能依據局部的現況測量資料來考慮，無法宏觀性考量，容易發生局部套

圖成果之間發生夾擠、開脫或系統不一致性的風險。再者，依據同樣的現況測

量資料，A測量員有他的主觀判斷、B測量員有他的分析考量，後進者也可能會

推翻前輩的成果，地所只有共享資料卻無率定一個具有內部共識的套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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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民眾詬病地所歷次鑑界成果不盡相同的主因。 

本研究案採取就整個地段的現況測量一次到位，不採用逐案累積的方式，

主要還是著眼於圖解農地重劃參加交換分合（分配區）土地以 VBS-RTK 測量的

便利性與短工時，以及套圖分析必須考慮農水路區塊內的系統一致性與農水路

的完整性，套圖分析係由專案承辦人員，以本文第三章第二節項次四所述方式

辦理，再由地政事務所測量課長或檢查人員逐筆檢視套圖分析成果。以 SWOT分

析本研究案作業模式如表 10所列，以表格中【策略規劃】所擬方案因應，可促

進地政事務所地籍管理之長治久安。 

 

作業模式分析 
優勢 劣勢 

․全面性將圖根與現況

測量一次到位，並採用

相同的坐標系統。 

․宏觀性套圖分析，不受

限局部現況資料。 

․可一次性清查圖地不

符、圖簿不符案件，造

冊追蹤管理。 

․本研究案之圖根測量

與現況測量方式不適

用於都內土地與農地

重劃村莊保留區。 

․專人辦理專案造成承

辦人員心理負擔。 
地所內部影響 

 

機
會 

․凝聚所內共識，確立套圖

分析成果，促進爾後土地

複丈一致性。 

․確立圖、簿、地不符案件

之預擬處理方案，供所內

同仁依循。 

分年度規劃辦理地段 
地所指派檢查員以為

協助、輔導、案管 

威
脅 

․地所課長不積極召開套

圖小組研議而造成懸宕。 

․所內人力吃緊，無法派遣

人力辦理。 

地所辦理情形納入年

度業務評核重點 

縣府統籌調派人力 

農地重劃村莊保留區

以重測方式規劃辦理 

表 10 本研究案套圖分析模式之 SWOT分析 

套圖分析後發現圖籍誤謬情形（圖簿不符、圖地不符），需召開套圖小組會

議逐案研議預擬處理方式，凝聚所內測量人員共識，爾後所內同仁均依循此套

策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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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分析成果辦理案件，即可達成土地複丈成果一致性，不再發生因為各測量人

員主觀考量而有多種鑑界位置情形。後續圖籍誤謬案件則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第 232 條、農地重劃條例第 36 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49 與 51 條、「彰化縣農

地重劃區地籍不符處理原則」等規定辦理面積更正、登記註記與差額地價繳領

等事宜。 

以試辦區內社頭鄉湳西段 453、454地號土地為例，套圖分析後發現其圖簿

面積不符，恰有一增一減情形，且增減數值相當，若將地籍圖經界參照現況使

用位置更正，可達成圖、簿、地相符。爰套圖小組研議以更正地籍經界線方式

為預擬方案，待日後擇期通知相關土地所有權人說明與辦理更正事宜。 

 

圖 15 社頭鄉湳西段 453、454地號土地圖籍誤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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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整段管理地籍圖檔之應用效益 

試辦區社頭鄉湳西段經過套圖分析後之整段管理地籍數值圖檔，於 106年 3

月交付本縣田中地政事務所後續管理、維護，經該所統計 107年 1月 1日～107

年 7月 31日期間應用此整段管理地籍數值圖檔的辦理情形，證實在外業測量與

內業資料處理分析等方面皆顯著地節省作業時間。 

土地複丈、建物測量 
登記

業務 
合計 

 
鑑界 分割 法院囑託 

謄本

核發 
 

使用儀器 
電子測距經緯儀 8 4 3   

衛星定位接收儀      

辦理再鑑界件數 1 
再鑑界成果與鑑

界成果比較 

相符 1 1件 

不符  件 

應用 TWD97套

圖分析成果 

平均所需外業時間 30分 

平均所需內業時間 40分 

應用數化地籍

圖成果 

平均所需外業時間 50分 

平均所需內業時間 60分 

表 11 社頭鄉湳西段整段管理地籍數值圖檔應用情形統計表 

除了節省作業時間外，整段管理地籍數值圖檔無法以數字量化表示的更重

要效益，在於整段地籍已有完整的圖根點，外業測量資料都可以整合在同一個

坐標系統，整段地籍係經過套圖分析與套圖小組研議，測量人員可以運用此經

過客觀討論後的成果辦理土地複丈，杜絕個人主觀意識，讓土地複丈成果都能

維持一致性。依此制度推行數年之後，「整段管理地籍數值圖檔」亦有類似重測

後 TWD97數值地籍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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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為改善早期農地重劃交換分合土地圖解地籍圖之現行管理模式，以整段土

地為單元，以 VBS-RTK 測量技術全面性完成圖根測量與現況測量，於套圖

分析時輔以農地重劃對照清冊、歷年土地複丈等資料，分析圖籍誤謬（圖

簿不符、圖地不符）情形，由地政事務所召開套圖小組會議就所發現的圖

籍誤謬情形預擬處理方案，建立內部自行控管的「整段管理數值地籍圖

檔」，做為各測量人員辦理此地段土地複丈與建物測量案件之準據。經本縣

田中地政事務所實際運用社頭鄉湳西段數值地籍圖檔於土地複丈，除可節

省外業測量與內業資料處理分析之作業時間，更可維持土地複丈成果的一

致性。 

二、本縣早期農地重劃交換分合土地，地形開闊、透空狀況良好，使用內政部

國土測繪中心 e-GNSS即時動態定位系統，以 VBS-RTK技術辦理圖根測量與

現況測量，在衛星定位接收儀品質控制平面精度優於 2 公分、高程精度優

於 5 公分的設定下，於上午時段（12 時之前），圖根測量以 1 個測回 10 筆

固定解、觀測 2 測回取平均值的作業方式辦理，現況測量以 5 秒內連續 3

筆固定解、經過圖根點時檢測其坐標的作業方式辦理。經社頭鄉湳西段試

辦區實際作業，圖根點之間符合距離相對精度 1/3000、現況測量精度符合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76條規定，比較採用電子測距經緯儀圖根導線網平差

及光線法的作業方式，本研究案之圖根測量與現況測量作業方式可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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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工作效率、縮減作業時間。 

三、本研究案係以整個地段完整的現況測量資料套圖分析，可避免現行隨案辦

理作業模式採局部套圖顧此失彼的風險，另因套圖分析成果係經地政事務

所測量課長或檢查人員逐筆檢視，成果品質得以把關，又因圖籍誤謬情形

經過召開套圖小組研議預擬處理方案，所內測量人員有一客觀結果據以依

循。整段管理地籍數值圖檔採用 TWD97 坐標系統，具有資料可整合性、可

擴充性，並得以維持成果一致性，建立公信力。 

第二節  建議 

一、關於農地重劃村莊保留區以及農地重劃後納入都市計畫變為都市土地者，

因地物複雜、建物林立，不適用 VBS-RTK 辦理圖根、現況測量，無法發揮

其高工作效率特色，爰建議此類圖解地籍仍以重測方式規劃地籍整理為宜。 

二、以地政事務所現有人力指派專人（組）以本研究案方式建置「整段管理地

籍數值圖檔」，雖於短期間內會稍微影響土地複丈、建物測量的排件期程，

但就整體效益而言，屬於「短空長多」，仍具有投資效益。建議地政事務所

按年度規劃擬辦地段，本府地政處則於年度地政業務評核將其列入考核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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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3465號函釋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3465號 

【要  旨】農地重劃地區，地籍誤謬處理方式 

【內  容】本案經本部於 93年 3月 22日邀集臺灣省各縣政府、金門縣政府、

本部土地測量局會商結論如次： 

一、農地重劃時參加交換分配之土地倘有地籍誤謬情形者，得依重劃前後地籍

圖、登記簿、重劃前後對照清冊等相關資料查明實情後，以個案方式解決。 

二、農地重劃村莊保留地區倘有地籍誤謬情形者，得參酌「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條例」規定，以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方式辦理。為改善本省農村社區生活環

境，請縣（市）政府加速推動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作。 

三、重劃村莊保留地區倘有地籍誤謬情形者，其重劃後地籍圖倘係依重劃前地

籍圖移寫套繪，登記面積依重劃前登記面積轉載，為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

益及釐正地籍，宜劃定範圍辦理地籍圖重測；其因地籍圖精度不足者，得

依土地法第 45條暨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相關規定研擬數值法地籍測量實施計

畫報中央地政機關核定後據以辦理地籍測量。 

四、重劃村莊保留地區倘有地籍誤謬情形，其重劃後地籍圖倘係依重劃前地籍

圖移寫套繪，登記面積依重劃前登記面積轉載，辦理地籍圖重測，無差額

地價找補事宜；倘係農地重劃交換分配之土地再納入運用新式測量儀器辦

理地籍測量時，其測量後面積與重劃後面積如有增減時則有差額地價找補

事宜。至於差額地價補償標準，請研擬具體處理意見送縣農地重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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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決議後據以辦理。 

五、縣（市）政府發現農地重劃區有地籍誤謬情形，依上揭意旨個案辦理，俾

利解決農地重劃區地籍誤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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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彰化縣農地重劃區地籍不符處理原則 

彰化縣農地重劃區地籍不符處理原則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6 日府地測字第 1050369348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30 日府地測字第 1060335705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14 日府地測字第 1070056135 號函修正 

一、彰化縣(以下簡稱本縣)已辦竣農地重劃區因辦理當時法令未臻周延，農水

路工程完工後未辦理地籍確定測量，復因辦理時間匆促，人員儀器不足，

技術精度不佳，致複丈時常見地籍不符（圖、簿、地不相符）情事，滋生

諸多糾紛。再者，本縣為農業大縣，已辦竣農地重劃區共計五十九區，其

各區均有地籍不符情事，為釐整地籍，杜絕經界糾紛，以維護人民權益。 

二、依據土地法第一百三十九條規定，農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第五十一條規

定、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o九三 o七二三四六五號函釋意旨及內政部一

o五年三月十八日內授中辦地字第一 o五一三 o二六一七號函送會議紀錄

辦理。 

三、第二點規定有關土地重劃後土地所有權人所受之損害應互相補償，重劃後

實際分配之土地面積超過應分配之面積者，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於

重劃土地交換後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就其超過部分，按本縣農地重劃委員

會決議標準，限期繳納差額地價，其實際分配之土地面積小於應分配之面

積者，就其不足部分按本縣農地重劃委員會決議標準辦理發給差額地價補

償。 

四、有圖無簿者：如屬重劃後因複丈分割合併造成者，由地政事務所逕行查明

訂正；如屬重劃當時即有地號者，地政事務所應先予查明原因並瞭解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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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人狀況、地目，連同面積計算表（有圖無簿者及毗鄰土地）重劃前

後對照清冊、地籍圖謄本、檢測成果圖連同辦理意見等資料陳報本府地政

處核辦。 

五、有簿無圖者：如屬重劃後因複丈異動者，由地政事務所逕行查明訂正；如

屬重劃當時即有地號者，宜由地政事務所通知所有權人實地指界施測，並

計算面積後檢附地籍圖謄本、登記簿謄本、重劃前後土地對照清冊及可供

查處資料連同辦理意見陳報本府地政處核辦。 

六、圖、地不符者：應由地政事務所就不符土地及相鄰附近之土地詳予檢測及

現況使用情形，製作檢測成果圖、計算面積（現況使用及地籍圖面積），

並查明不符原因後將檢測成果圖、面積計算表、重劃前後土地對照清冊、

土地登記簿謄本等資料及辦理意見陳報本府地政處核辦。 

七、圖、簿面積不符者：應先由地政事務所確認地籍圖與實地是否相符，將面

積計算表、地籍圖謄本、重劃前後土地對照清冊、土地登記簿謄本等資料

及連同辦理意見陳報本府地政處辦理地籍更正，更正方式如下： 

(一) 如係屬參加交換分合或部分參加交換分合之面積減少之土地，經現土地所

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同意：倘鄰接土地為抵費地者，得分割相等面積之抵

費地予以補足；或以減配方式辦理，辦理面積更正登記後，該不足之土地

面積，依據本縣農地重劃委員會決議標準辦理差額地價補償。 

(二) 如屬參加交換分合或部分參加交換分合之面積增加之土地，經現土地所有

權人同意，除下列各款情形者，需提出方案送本縣農地重劃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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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餘須由現土地所有權人以增配方式辦理，並依據本縣農地重劃委員

會決議標準繳納，計算繳納差額地價後辦理面積更正登記。 

1.依農地重劃委員會一o六年第一次會議決議原則，以辦理更正當期公告

現值計算面積更正應繳差額地價金額逾新臺幣一百萬元。 

2.增加之面積超出原登記面積百分之三十。 

3.增加之面積已達農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四條規定最小坵塊面積

標準（分割後土地可達短邊十公尺）。 

4.其他特殊情況（如：土地所有權人拒不繳納面積更正差額地價、該坵

弄內土地面積有增有減須通知協調調整…等） 

(三) 如屬未參加交換分合或村莊保留地區者，其重劃後地籍圖係依重劃前移寫

套繪，登記面積依重劃前登記面積轉載，經現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

同意辦理面積更正登記，無差額地價找補事宜。 

八、地籍不符之案件，應先檢測該土地之各項相關地籍資料後，邀集當事人說

明協調解決，若協調二次不成則明確予以函復。 

九、早期農地重劃區內地籍誤謬嚴重地區，得分期勘選參照土地法暨地籍測量

實施規則之作業規定辦理檢測或地籍測量，如面積增減應依本處理原則及

相關規定辦理。 

十、如經辦理複丈或清查圖簿資料發現地籍圖面積、登記簿面積及現況使用面

積不一致，為保障善意第三人權益，依行政程序函知土地所有權人圖簿不

符情形，再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三十八條規定將圖簿不符註記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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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函報本府核辦，其內容酌參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一 o二年一月二十四

日測籍字第一 o二 o o三 o三八八號函所附之建議註記文字，且儘速處理

後續地籍更正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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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5年 6月 14日農輔字第 105022139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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