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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統實作 
本章以第四章中所述之資料庫建置及回推操作方法實際建置地籍管理系

統，並選取實驗區以證明該方法可行。第一節內容為介紹本系統建置所使用之軟

體，第二節為實驗區概述及如何回推歷史資料，第三節則為系統架構介紹及功能

展示。 

第一節  系統開發軟體介紹 
系統開發以 Visual Basic 6.0撰寫使用者介面，查詢語言則採用 VB內嵌的結

構化查詢語言（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SQL）。SQL是一堆標準命令的集合用

來和模組化資料庫管理系統，所有關於關聯式資料管理的工作，諸如建立表格、

查詢資料庫、修改資料庫裡的資料、刪除資料、開啟使用者使用權限等，都皆可

以 SQL完成。不同的資料庫廠商使用不同的 SQL，雖然風格不同，但基本功能

都是一樣，一樣的基底-ANSI SQL標準。SQL的進階功能也是隨廠商不同而不

同，但概念都是相同的，所以 SQL技巧非常容易轉用（郭姵妤，民國八十九年）。 

系統使用的資料庫則採用MySQL資料庫。MySQL是個 SQL主從式關聯式

資料庫管理系統，能夠處理大型超過數百萬筆資料的資料庫。選擇MySQL資料

庫的優點如下： 

 速度。MySQL是非常快速的。程式開發者表示MySQL大概是所能找到的

最快速的資料庫系統。 

 容易使用。MySQL是個高效能但相當易於使用的資料庫系統，且相對於大

型的系統而言MySQL的安裝程序並不繁瑣。 

 費用。MySQL在大部分的使用場合下是免費的。 

 支援查詢語言。MySQL 了解 SQL，所有現今的資料庫系統都使用這種語言。

也可透過支援 ODBC的應用程式來存取MySQL。 

 性能。MySQL可以承受同時多個個戶端的連線，客戶端也可以同時使用多

個資料庫，還有提供給各種語言的程式介面，所以可使用多種介面來存取

MySQL。 

 連線與安全。MySQL是完全網路化的，其資料庫可以從網際網路上的任何

地方存取。 

 跨平台。MySQL可以在許多種 UNIX系統上執行，在非 UNIX系統也是可

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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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作區域概述 
本研究實驗區域為台南縣關廟鄉南雄段及東勢段，南雄段於 1983 年地籍圖

重測，故系統起始日期設定在 1983 年 1月 1日，若有無法推算出起始日期之資

料，則將資料之起始日期設為 1983 年 1月 1日。又如第二章中所述，現今並無

歷史資料的存在，所以必須先以現有資料還原出歷史資料，會產生歷史資料的登

記原因為土地滅失（登記原因代碼為部分滅失 20、滅失 21）、土地分割（登記原

因代碼為分割 06、逕為分割 07、判決分割 08、和解分割 09、調解分割 10）、土

地合併（登記原因代碼為合併 11）、界址調整（登記原因代碼為界址調整 AJ）、

屬性資料變更（如地目變更 18、更名 41、住址變更 40、所有權移轉等）。 

如該筆資料的登記原因為分割，表示該宗地有歷史資料，可依據地籍圖找出

與其分割之的土地，再將其未分割時之宗地資料輸入歷史資料表，該筆宗地在歷

史資料表的結束日期則為在現況資料表中的起始日期；或是所有權資料登記原因

為買賣，也表示該筆資料有歷史資料存在，則可依上述方法將之歷史資料還原。 

例如宗地 269現況資料登記原因為分割，則可由地籍圖（如圖 5-1）中得知

宗地 269與宗地 269-1、269-2及 269-3有分割關係，再以登記日期判斷各宗地之

分割順序，並將所推出資料輸入歷史資料表及異動紀錄表。 

 

 
圖 5-1  宗地還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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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作結果與分析 
依據第四章中對現今土地管理系統應具備之功能分析，系統設計以此為架

構，分為地籍操作模組（現況系統中所使用之地籍操作功能，如分割、合併、屬

性變更等）、一般查詢模組（現況資料查詢）、進階查詢模組（歷史資料回推、查

詢）及顯示模組（屬性資料及圖形資料）系統架構圖如圖 5-2。以下將對各模組

及其系統實作成果做詳細說明。 

顯示模組

進階查詢模組

基本查詢模組

地籍維護模組

土地新增

屬性變更

地號更正

界址點坐標變
更

界址調整

宗地合併

宗地分割

土地滅失

其他資料查詢

資料表瀏覽

所有權人資料
查詢

現況資料查詢

時空資料檢索

時間斷面復原

宗地歷史追溯

資料表

地籍圖

含時間維度土
地管理系統

 
圖 5-2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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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籍操作模組： 

（一）、土地新增 

土地新增功能可分為土地新增及宗地滅失後再回復，由於土地新增較為單

純，只需於系統表單中鍵入欲新增資料即可，故圖 5-3中以登記原因為回復做為

範例。當新增原因為回復時會出現視窗請使用者輸入原滅失宗地資料，如該宗地

未曾滅失，則會出現錯誤訊息。且由於現今系統設計對新地號之產生有其規範，

所以新地號為系統自動判斷該段號中最大地號為 1159，新地號則為 1159往下加

一號，系統將自行以 1160為新增地號，且使用者無法修改，以符合現今系統規

範。 

新增界址串列時，是先將資料儲存於暫存檔，計算面積後，確定與應登記面

積相同，於新增宗地基本資料時才一併新增至資料庫中，以避免資料錯誤。在輸

入界址點串列前，計算面積及新增視中心功能是無法使用的。於新增界址串列

時，如有新增界址點，該界址點點號也須為該地段最大界址點號往下加一號，否

則會出現錯誤訊息，所以新增界址號點號也是由系統自動產生。 

 

 
圖 5-3  土地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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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中 A：土地新增時地號是由系統自動產生，無法修改。 

B：若登記原因為“回復“，則會出現該對話框。 

C：未輸入界址點串列這些功能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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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滅失 

宗地可能因為河道變遷等原因而坍沒或滅失，依其情況又可分為滅失（全部

滅失）及部分滅失，滅失情況較為單純，只需輸入欲滅失宗地地號，系統會自動

將該筆資料自現況資料表中刪除，並移至歷史資料表。而部分滅失除了過時資料

須移至歷史資料表，且現況資料表中該筆地號空間及屬性資料皆會發生改變。 

圖 5-4中以部分滅失為例，如宗地 1111為部分滅失，輸入地號再點選確定，

會出現請使用者輸入部分滅失後新界址點串列，如此時選擇結束，則系統會出現

錯誤訊息，強迫使用者輸入資料。如同土地新增操作，於輸入界址點串列前，計

算面積等功能無法使用。屬性資料則只有登記原因及面積會發生改變，由系統自

行變更即可，不須人工輸入。 

如因土地重劃而使宗地需截止記載，其處理方式與宗地滅失流程相同。 

 

 
圖 5-4  土地滅失 

圖 5-4中，A：異動原因代碼“20”為部分滅失。 

B：未輸入界址點串列這些功能無法使用。 

（三）、宗地分割 

宗地進行分割前須先輸入分割後宗地筆數，系統可據此檢查輸入資料是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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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如為輸入宗地筆數為兩筆，則資料輸入頁籤即產生兩頁，也必須將該兩頁資

料都輸入完成後，才會將現況資料更新，如資料未輸入完成，則無法完成分割動

作；若輸入分割宗地筆數小於一筆，系統會出現錯誤訊息。 

圖 5-5中為宗地分割時產生分割後新地號之資料輸入畫面，由於宗地分割後

地號應根據地籍測量實施規則之規範，所以地段號係由系統自行產生，使用者無

法變更，以防止地段號輸入錯誤。 

輸入分割後該宗地界址點串列後即可計算面積，於各分割宗地面積皆計算完

成後，可以與分割前原宗地面積相較，檢查其面積是否相符，有無界址點串列輸

入錯誤等情形，以確保資料正確性，同樣的，在點選「完成」之前，系統資料皆

儲存於暫存檔中，如途中放棄分割，並不會對現況資料造成影響。 

至於分割後宗地的所有權登記情形有兩種，一為分割後所有權登記資料與原

地號相同，此時只需點選「保留原登記資料」，系統即會自動將原宗地所有權登

記資料加入至分割後宗地所有權登記資料，不需人工另外輸入；另一為分割後所

有權登記資料與原地號不同，此時才需以人工建檔。 

 

 
圖 5-5  宗地分割 

圖 5-5中 A：共分割出兩筆地號，所以此處頁籤有兩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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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此處為分割前後面積對照。 

C：未點選“完成”，則不會對現況資料造成影響。 

（四）、宗地合併 

宗地於合併前需先輸入欲合併宗地筆數，再輸入欲合併宗地地號，當輸入宗

地筆數已達欲合宗地筆數，則無法再輸入宗地地號；若有地號輸入錯誤情形．只

能由暫存檔中修改宗地地號，而不得新增合併宗地筆數；如輸入宗地筆數不滿欲

合併宗地筆數，則會出現錯誤訊息。 

當輸入欲合併宗地地號完成後，系統會請使用者輸入合併後新宗地資料，由

於地籍測量實施規則中有合併後應保留地號之規範，所以由系統自輸入宗地地號

判斷合併後應保存地號，而非人工輸入。圖 5-6為輸入合併後保留之地號新資料

輸入畫面，該資料如前所述分割，也是將資料先存至暫存檔中，於界址點串列及

輸入完成後，可檢查該宗地面積與前所輸入數筆宗地合併後面積是否相符，再決

定是否合併；未點選「完成」前，系統將不會對現況資料進行更新。 

 

 
圖 5-6  宗地合併 

圖 5-6中 A：系統會自動選取合併後應保留地號。 

B：此處為分割前後面積對照。 

C：未點選“完成”，則不會對現況資料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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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界址點坐標變更 

現今系統登記原因並無界址點坐標變更，但其對於歷史追溯確有影響，所以

本系統中自行假設其登記代碼為“ZA＂。如圖 5-7所示，進入系統後，輸入段

號及界址點號，可先查詢該界址點坐標；如需修改，於表單上再鍵入坐標新值，

點選「修改」後，系統除了會修改現況資料表中該界址點坐標資料，且會自行尋

找共該界址點之宗地，並重新計算宗地面積。 

為了確定有哪幾筆宗地受到影響，於表單中有一表格可先檢視界址坐標變更

所影響之宗地面積變更後為何，是否可接受該面積，如可接受則選取該宗地將其

面積更新。 

 

 
圖 5-7  界址坐標變更 

圖 5-7中 A：於此處可輸入變更後坐標新值。 

B：於此處可看到受到影響宗地界址點坐標改變後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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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界址調整 

進行界址調整時，需先輸入欲界址調整之宗地筆數以決定系統顯示頁籤數，

當輸入宗地資料筆數已符合時，會出現提示訊息，使用者無法再進行輸入動作。

圖 5-8中為輸入界址點串列後，計算界址調整後新面積並可與界址調整前面積相

比較，以決定是否接受界址調整後結果。 

當一筆宗地資料輸入完成後，再點選頁籤，系統會換至下頁，請使用者繼續

輸入下一筆宗地資料；頁籤頁數會與所輸入欲進行界址調整宗地筆數相同，以避

免資料筆數輸入錯誤；在未點選「完成」前，各頁籤中資料都可修改，系統也不

會對現況資料表做更新。 

 

 
圖 5-8  界址調整 

圖 5-8中 A：有幾筆宗地需進行界址調整，就有幾頁頁籤。 

B：此處為界址調整前面積，可與調整後面積做比較。 

C：未點選完成前，現況資料表不會做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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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地號更正 

當地號重覆時需進行地號更正，地號更正有兩種情況，一為更正後地號為現

不存在地號，另一為更正後地號為已存在地號；若為後者，於現況資料表中會影

響到兩筆地號之相關資料，如圖 5-9中所示，地號更正情況為兩筆宗地誤植，由

於更正後地段號已存在，系統會出現提示訊息，以確定是否為兩筆宗地地號互相

替換。 

又上述登記錯誤情形還可再分為兩種狀況，一為宗地標示簿及圖籍錯誤，但

所有權登記資料並無錯誤，則所有權登記資料不須進行更正；另一為所有權登記

資料也一同登記錯誤，此時則勾選一併更正，系統將自動一併變更所有權登記資

料。 

由於該種變更登記完成後與變更登記前地號不同，所以系統會自動將其記載

於異動紀錄表中，以供歷史查詢所用。 

 

 
圖 5-9  地號更正 

圖 5-9中 A：可於此處勾選是否一併更正所有權登記資料。 

B：如更正後地號為已存在地號，則會出現提示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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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屬性變更 

屬性變更情形於本系統中可分為宗地基本資料變更及所有權登記資料變更

兩種。圖 5-10為宗地地目、等則等基本資料變更，於修改宗地基本資料表單中

輸入欲修改地號後，點選「查詢」即會出現該宗地現況資料，於欲修改欄位中輸

入修改新值，點選「修改」即可更新現況資料表中資料，並將舊資料移至歷史資

料表。 

 

 
圖 5-10  宗地基本資料變更 

圖 5-10中 A：於欲修改欄位輸入修改後資料，再點選「修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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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為所有權登記資料變更，輸入欲修改所有權登記資料之宗地地段號，

點選「查詢」，即可以資料表方式顯示該筆宗地的全部所有權登記資料，於資料

表前選取欲修改之所有權登記資料，即可於資料表下方查詢出該筆所有權登記資

料，使用者可選擇對該筆資料進行刪除或修改。如欲新增所有權登記資料，只須

輸入所有權登記新值，於下方點選「新增」即可。在輸入所有權人統一編號後，

如該所有權人資料已存在於資料庫中，則系統會自動將該所有權人姓名、地址載

入，並詢問使用者是否修改，如不存在於現有資料庫中，則會自動新增至資料庫

中。 

 

圖 5-11  所有權登記資料變更 

 

圖 5-11中 A：於此處可先查詢欲修改所有權登記資料之宗地。 

B：於欲修改欄位輸入修改後資料，再點選左下方「刪除」、「修改」或「新

增」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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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查詢模組 

（一）、現況資料查詢 

於查詢中最常使用到的功能應為現況資料查詢，如圖 5-12所示，現況資料

查詢可同時查詢宗地基本資料、宗地所有權登記、宗地界址點號及宗地界址點坐

標，並可繪製地籍圖。可用瀏覽方式一筆筆瀏覽資料，或直接輸入欲查詢之宗地

地段號即可查詢該筆宗地現況資料。 

若要查詢界址串列上各界址點之坐標，可於宗地界址點號資料表上點選該界

址點號，表單最下面表格即會顯示該宗地各界址點坐標。 

 

圖 5-12  現況資料查詢 

圖 5-12中 A：點選此處可瀏覽宗地資料。 

B：於此處可查詢特定宗地。 

C：欲查詢界址點坐標可點選此處，下方表格中即會出現坐標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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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有權人資料查詢 

為了符合現今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規範之規定，系統中需有

所有權人資料表，其查詢方式如圖 5-13所示，可輸入所有權人統一編號查詢該

所有權人所有之宗地，並可指定查詢日期，以查詢該所有權人於何時間點擁有幾

筆宗地，查詢後若有需有可再對該筆宗地進行現況查詢或宗地歷史追溯。 

 

圖 5-13  所有權人資料查詢 

圖 5-13中 A：可於此處輸入欲查詢條件。 

B：於地號前點兩下，即可進行現況資料查詢。 

C：點選此處可進行宗地歷史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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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資料查詢 

除上述宗地基本資料表等資料表外，系統中尚有宗地異動紀錄、宗地視中心

資料表及界址點坐標資料表，這些資料表也可進行查詢，查詢畫面如圖 5-14所

示。 

 

圖 5-14  其他資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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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料表瀏覽 

如想直接查看整個資料表，不想一筆筆查詢，則可選取資料表瀏覽，可選擇

欲瀏覽現況或是歷史資料表進行瀏覽。圖 5-15中為現況資料表瀏覽。點選不同

頁籤可瀏覽不同資料表。 

 

圖 5-15  現況資料表瀏覽 

圖 5-15中 A：點選不同頁籤可瀏覽不同資料表。 

三、進階查詢模組 

（一）、宗地歷史追溯 

宗地歷史追溯主要目的為查詢某特定地號之歷史演變情形，以宗地 90-13為

例，圖 5-16（A）為宗地 90-13之現況宗地資料，可由圖上看出宗地 90-13在 1996

年 6月 12日分割，所以異動註記為 1，表示有歷史資料，可再回溯出（C）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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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資料，由（C）中資料可知得宗地 90-13於 1996 年 6月 22日分割前應為宗地

90，但其登記原因為分割，且異動註記欄位為 1，表示之前還曾有過歷史資料，

則可再回溯出（E）。（E）中宗地仍為地號 90，但登記原因為總登記，且異動註

記欄位為 0，表示該筆資料已為最原始資料，不需再做回溯。 

屬性資料回溯完成後，可利用查詢出之資料繪出異動前後該筆宗地及其相鄰

宗地之地籍圖。如圖 3（B）、（D）、（F）所示，可於圖上看出宗地分割之演變情

形。 

 
（A）宗地 90-13之現況屬性資料 （B）宗地 90-13之現況地籍圖 

 
（C）宗地 90-13第一次回溯屬性資料 （D）宗地 90-13第一次回溯地籍圖 

 

（E）宗地 90-13第二次回溯屬性資料 （F）宗地 90-13第二次回溯地籍圖 

圖 5-16  宗地歷史追溯之屬性資料及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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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時間斷面復原 

時間斷面復原主要是回復某一地區，某一特定時段之地籍狀態。圖 5-17（A）

為 1995 年 1月 1日之南雄段之地籍圖的一部分，（B）的時間則為 2002 年 1月 1

日，可明顯由圖中看出宗地 8及宗地 57在這段時間中曾經分割過。時間斷面復

原不僅能使用在特定時點地籍狀態的查詢，也能以不同時點之地籍圖，對該地區

發展趨勢做分析。 

 

（A）1999 年之地籍圖 （B）2002 年之地籍圖 

圖 5-17  時間斷面復原之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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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時空資料檢索 

時空資料檢索為對任意宗地，查詢該宗地於任意時間點或時間段之空間及屬

性資料。以宗地 8為例，圖 5-18（A）為以特定時間點查詢，宗地 8於 2000 年 5

月 17日時曾有過分割，若以 2000 年 5月 17日為查詢之時間點，則可搜尋出一

筆符合之資料。（B）為以特定時間區段查詢，查詢條件為“00000000”至 2004 年

10月 27日（“00000000” 表搜尋最原始資料），此時查詢出之資料有兩筆，分別

為 1984 年 1月 1日的總登記，及 2000 年 5月 17日時的分割。 

 

（A）以特定時間點查詢 （B）以特定時間區段查詢 

圖 5-18  時空資料檢索屬性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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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顯示模組 

（一）、放大 

系統中繪出地籍圖後可再進行放大，如圖 5-19所示，畫出地籍圖後可以滑

鼠點選圖面欲放大部分進行放大，並可選擇是否顯示地號及界址點號。 

 

圖 5-19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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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縮小 

若想顯示較大範圍的畫面，可以縮小地籍圖，如圖 5-20所示，繪出地籍圖

後可以滑鼠點選圖面進行縮小。 

 

圖 5-20  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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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移 

若欲查詢範圍不在畫面正中位置，可使用平移功能，如圖 5-21所示，繪出

地籍圖後可以滑鼠點選圖面進行平移。 

 

圖 5-21  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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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列印 

除可以地籍圖展示資料外，尚可將屬性資料以資料表形式列印出，列印時可

選取所需列印宗地，有全選、選取某一區段（如 100地號至 150地號）及特定宗

地號三種選取方式，圖 5-22為以特定地號選取方式，選取宗地 50號之後每間隔

100號之宗地列印其基本資料表。 

 

圖 5-22  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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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儲存檔案 

除可顯示地籍圖外，尚可將地籍圖宗地點號坐標輸出為文字檔，以供下次出

圖或其他程式繪圖所用。或將地籍圖儲存為影像檔其他軟體直接列印影像。圖

5-23為將地籍圖出圖資料儲存為文字檔，現今地籍圖管理系統是將地籍圖及宗地

視中心檔分為兩個檔案儲存，本系統也採此種方式建置系統，所以儲存時系統會

提示使用者須分別儲存地籍圖及視中心檔。 

 

圖 5-23  儲存為文字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