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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農地重劃為臺灣地區占地最廣、歷史最久的土地重劃項目。

截至 2008 年止，已完成面積達 392,003 公頃，其中早期以 1/1200

比例尺辦理地籍測量者即達 278,505 公頃
1
，占臺灣土地總面積

2
之

7.7%，大多係位於近郊之優良農田。 

按農地重劃因不受舊有測量成果精度之影響，且重劃後多為

方整坵塊，就地籍測量作業而言，性質實屬單純；倘於重劃後辦

理複丈，因地籍正、副圖多保存良好，即使實地圖根點均已遺失，

然依據實地農水路、田埂等明確經界複丈，應能達及一定精度。 

惟事實上，早期以 1/1200 比例尺辦理農地重劃地籍測量成

果之精度普遍不佳，誤謬之情形十分普遍，致使複丈作業窒礙難

行。內政部（1994）
3
即曾明確表示以往辦理之農地重劃土地，

於重劃後辦理複丈時，發現圖、簿面積不符之情形極多，因此要

求各單位在重劃施工完成後確實辦理地籍測量的檢測工作
4
；又

該部（2004）亦曾為早期農地重劃地籍誤謬問題邀集各縣市政府

召開會議研商，惜其主要結論係「以個案方式解決」，未有具體

因應方案
5
。 

由於地籍圖精度不足，地政機關勉強據以複丈之結果，常顧

                                           
1 詳如表 2-1。 
2 臺灣地區包含臺灣省、臺北市及高雄市之土地總面積約為 360 萬 1,000 公頃。（內政部地

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www.land.moi.gov.tw/pda/allpage.asp?cid=11） 
3 本研究所引述法令、解釋函令，現行有效部分均引自內政部地政司地政法規全球資訊

網：http://www.land.moi.gov.tw/law/；早期屬農地重劃部分，均引自臺灣省地政局（1961）
及臺灣省地政局（1970）；早期屬地籍測量部分，均引自陳新民（1966）。 

4 內政部 1994 年 6 月 14 日臺(83)內地字第 8385506 號函。 
5 內政部 2004 年 4 月 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3465 號函附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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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失彼，致使地籍圖、實地經界及登記面積三者關係更為複雜，

或屢發生前後測量成果不一致之情形，造成所有權人無法挽回的

損害甚而興訟。類此情形，自 2000 年 1 月 4 日農業發展條例修

正施行後，而益加彰顯。蓋因農地分割、移轉限制大幅放寬，致

使權利人之結構，已非單純從事耕作的農民，對於複丈成果之精

度要求，已與過去不可同日而語；復因農地利用之態樣日趨複雜

化，複丈後普遍興建農舍、修築圍牆、混凝土田埂、水溝……等
6
，致使原有之經界問題更加難以處理解決。 

近年來，隨著全臺圖解地籍圖數值化的完成，其成果之改善

及應用已然成為熱門議題。曾有諸多研究顯示
7
，對於原測量成

果尚佳地區
8
，配合最小二乘法平差實施小區域坐標轉換，確實

能改善圖幅接合及圖、地關係，進而提升複丈成果品質；然對於

精度不佳且誤謬極多的早期農地重劃地籍圖，則要難藉由任何數

學模式的修正，突破當前複丈作業的困境，仍有賴重新實施地籍

測量（以下簡稱重測），俾從根本解決問題。惟囿於資源有限，

當前辦理重測主要以日治時期所測繪之地籍圖為對象，而將已辦

竣地籍整理之地區排除在外
9
。 

鑑於短期內無法實施重測，且由過去相關文獻及經驗，對於

早期農地重劃地籍圖之精度，僅見概念性之描述，其實際精度究

竟如何？如能釐清，將有助於複丈時做出較為正確、可靠的決

定；另一方面，冀能引起有權機關的重視，早日全面進行重測。

又，農地重劃土地若面積不符，則有差額地價找補事宜，其為辦

理重測或複丈作業極顧忌之問題，亦有必要進行探討。 

                                           
6 此一情形，於臺灣北部地區尤其明顯。 
7 如：鄭彩棠（2001）、林登建（2004）。 
8 早期以圖解法辦理地籍圖重測地區。 
9 土地法第 46 條之 1 至第 46 條之 3 執行要點第 1 點第 2 項：「下列地區不列入重測範圍：

(一)已辦理或已列入土地重劃、區段徵收或土地、社區開發且有辦理地籍測量計畫者。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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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 

一、為早期農地重劃地籍圖精度提供量化的可信數據。 

二、分析早期農地重劃區面積不符差額地價找補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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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節將與本研究方向有關之文獻分為早期農地重劃測量之

實施方面、圖解地籍圖之精度、地籍圖重測及圖解地籍圖數值化

作業與圖解地籍圖數值化成果改善及應用等四項，茲分述如下： 

一、早期農地重劃測量之實施方面 

早期辦理農地重劃，僅中央立法之土地法第 3 篇第 8 章土地

重劃第 135 條～148 條共 8 條，及行政院公布之土地重劃辦法共

30 條可茲參據。兩者均於 1946 年制定公布，內容係與市地重劃

混合規定，偏重於辦理程序，對於重劃各項業務內容，並無處理

之規定，均賴於辦理之過程陸續以行政命令補充（王國鈞，1966；

周順福，1973；賴國棟，1980）。直至 1980 年公布農地重劃條例

及其施行細則後，方有較明確且獨立之法令可資遵循。 

前臺灣省地政局曾於 1961 及 1970 年分別編印〈臺灣省實施

農地重劃參考資料暨有關法令彙編〉及〈臺灣省農地重劃有關法

令暨參考資料彙編〉，為當時實際執行之重要參考資料；另陳新

民（1962）、古君（1963）、鄧安連（1963）、王國鈞（1963）、倪

景輝（1964）、王國鈞（1966）、魏功美（1982）、張煜（1982）、

陳獻等（2005）等先後論及農地重劃測量之方法、程序及若干問

題。揆諸上開文獻，早期（1958~1980）按 1/1200 比例尺辦理農

地重劃測量之 20 年間，於測量技術及方法方面未有明顯改變，

而在作業分工及程序方面，則於各年度均可能有所變革；如前臺

灣省地政局（1961）指出： 

本省農地重劃尚在創舉階段，在辦理程序上與異議處

理上，均無一定成規，今後如何使其完善而簡化，如何得

到合法而合情，都需要大家在理論上不斷的去探討，在工

作中不斷的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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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解地籍圖之精度 

過去關於量化分析圖解地籍圖精度之文獻並不多見。楊寬盛

（1979）於臺北市 1976 年度數值地籍示範作業中，比較數值坐

標法及平板法之精度，經檢查平板測量面積，達及甲三精度
10
以

上者佔 82%。藍明春（1996）依容許誤差推估 1/1200 比例尺地

籍圖常態下誤差為 0.425m～1.086m，而複丈於實地，其可能最

大較差為 2.187m。劉基益（2003）由誤差來源及誤差傳播定律

分析得知 1/500 圖解地籍圖數值化成果之界址點位標準誤差為圖

上±0.388mm～±0.417mm，依法規面分析則標準誤差為圖上

±0.424mm，另實測比較之標準誤差為圖上 0.492mm，與理論分

析法之精度相當。 

三、地籍圖重測及圖解地籍圖數值化作業 

目前臺灣地區地籍圖採圖解法測繪者仍佔多數，其成果乃採

紙圖之方式呈現，因精度不足且因使用頻繁，摺皺、破損、伸縮

日益嚴重，影響人民權益甚鉅。有鑑於此，地政機關自 1973 年

起試辦，並自 1975 年起正式辦理地籍圖重測，而自 1989 年起則

全面採用數值法辦理（劉正倫、鄭彩堂，2003）。目前經數值法

重測後所產製之高精度地籍圖，已能完全符合複丈及各界之需

求，惟受限於人力與經費，非短期內可達到全面更新之目標。 

為保存地籍圖現狀，延長其使用壽命，政府已於 2005 年全

面將圖解地籍圖數值化完成，對於地籍管理、便民服務及提供多

目標之應用有極佳效益（林志清等，2007）。該作業乃係運用數

值化之方法，複製圖解地籍圖，僅保持數化當時地籍圖之原貌及

精度，對於地籍誤謬或地籍圖因破損、伸縮等自然或人為因素造

                                           
10 所述為日本地籍測量精度等級，其面積測算之甲三精度要求相當於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43 條規定 1/500 比例尺地籍圖精度。 



 

6 

成無法銜接之問題，並未予以處理。 

三、圖解地籍圖數值化成果改善及應用 

由於圖解地籍圖的全面數值化，近年在實施地籍圖重測之

外，試圖改善圖解地籍圖數值化成果，進而提升複丈品質已成為

地籍測量界之熱門議題，茲將較具代表性之研究整理如表 1-1。 

另，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則分別於 2005、2006 年辦理「圖

解法地籍圖數值化成果整合應用於土地複丈作業試辦計畫」，並

於 2007 年起推動「圖解法地籍圖數值化成果整合建置及都市計

畫地形圖套疊計畫」；其乃透過實測方式，提升圖解地籍圖數值

化成果與實地套合精度，並將圖解法地籍圖轉換至 TWD97 坐標

系統，加速不同坐標系統之整合，解決圖幅接合問題，達到整段

圖籍整合及管理之目標，進而提高國土資訊系統資料精度，擴大

國土資訊系統應用範圍（內政部土地測量局，2007）。 

由表 1-1所列文獻及上開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之計畫可歸納

出一些共同點： 

(一) 以坐標轉換配合最小二乘法平差為理論基礎，提出各種不

同劃設轉換區與選擇約制條件之方法，試圖改善圖幅接邊

或圖、地關係。 

(二) 若坐標轉換結果不佳，則設法剔除部分共同點或約制條

件；又轉換後若仍有圖、地不符之情形，則認為應採更正

方式處理，未提出進一步解釋。 

(三) 可改善圖幅接合及圖、地不符之情形，惟實地界址之位

置，尚須於複丈時再做進一步之分析。 

(四) 無法改善圖、簿面積不符之情形。 



 

7 

表 1-1 圖解地籍圖數值化成果改善及應用之有關文獻 

 

 

著者 年度 內容 

鄭彩堂 2001 

提出以限制條件及附加參數配合坐標轉換方法，改善

圖、地關係；經實驗區比較結果，證明加入界址點間之

幾何條件後，可提高界址點精度，而加入附加參數後，

可使轉換成果與現況較為吻合。 

陳芳茂 2002 
經過六參數轉換並配合實測資料修正，接合分幅地籍

圖；經驗證可達數值法精度規範，惟僅限 1/500 圖解重

測地籍圖。 

徐承輝 2003 
提出採小區域六參數坐標轉換之方式辦理鑑界複丈，將

共同點涵蓋範圍內欲鑑界土地界址點建檔，作為實地鑑

界之界址坐標，逐步建置數值地籍圖。 

陳世平 2003 

採六參數轉換模式建立二系統間之轉換參數，解決現行

圖解數化資料與真實空間位置間無法連結的問題，並將

圖解數化資料連接上週邊數值重測區現行的 TWD67 平

面坐標系統，達成直接以數值法辦理圖解數化區土地複

丈作業之目標。 

林登建 2004 

利用紀錄式電子測距經緯儀測量現況點、界址點及圖根

點後，交會計算測站相對於圖解地籍圖上之區域性坐

標，並同時測得該測站的 TWD97 坐標後，以區域與統

一的兩套坐標為共同點，而依相鄰共同點圖上與實測邊

長之距離較差，劃分不同轉換區進行坐標轉換，達到轉

換後數化成果坐標整合之目的。 

劉正倫 
鄭彩堂 
董荔偉 

2004 
配合實地現況，以點對點及共線約制條件實施坐標轉

換，改善圖、地關係。 

董荔偉 2006 
加入圖根點進行圖幅伸縮改正，更具嚴密性；現況套疊

除以點對點、共線條件外，再加入距離（邊長註記）條

件，共同實施坐標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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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流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早期農地重劃地籍圖精度，採用下列二種方法

（林譽方，1982；郭基賢，1998；劉基益，2003）： 

(一) 理論推估法 

由相關文獻歸納分析以釐清早期農地重劃測量之方法、程

序及精度規範後，通過分析測繪過程各階段之誤差，由誤差傳

播定律，計算地籍圖精度之理論推估值。 

此種方式評估之精度為一概略估值，如果測繪過程各階段

均嚴格依照規範作業，且誤差限制規定合宜，其結果亦具參考

性。 

(二) 實測統計法 

實測統計法係將更高精度的施測成果與原圖比較，來檢核

評估測量成果實際的精度。本研究對於地籍圖精度之比較分

析，係按位置、邊長及面積三方面進行。 

比較用的地籍圖是經伸縮改正及接合處理之整段數化地

籍圖；另由於早期農地重劃籍圖上界址點在測繪當時所對應地

面的真實位置已無法確認，因此採逐宗量測分析出土地權利人

認定之界址點位置，作為檢核用的測量成果。 

於量測分析權利人所認定之實地界址點位置時，除了由數

值法測得實地使用界線外，重劃當時規劃及分配之設計邊長，

亦為重要之考量因素。蓋因農地重劃區大多為規則的坵塊，權

利人對其所有土地之設計邊長，通常有明確的認知，亦為對其

土地權利範圍的具體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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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流程 

在確定研究方向後，首先就早期農地重劃地籍測量之方法及

程序做一回顧之整理分析後，推估地籍圖之理論精度；同時蒐集

並整理實測比較所需之圖籍及測量資料。然後陸續進行實地校核

及補測作業、圖解地籍圖數值化成果之改正與整理、界址點間設

計邊長之分析與建檔及界址點實地坐標的量測與建檔等工作。接

著根據所建置的資料進行比較、分析後，由所得結果對其衍生的

相關問題進行論述，最後提出結論（如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方法與範圍

早期農地重劃
地籍測量之回顧

既有資料之
蒐集與整理

實地校核補測

資料建置

精度比較分析

研究結果討論

誤差來源及
精度評估

重劃設計邊長
判斷與建檔

數化地籍圖
改正與整理

實地界址點坐標
分析與建檔

界址點位置

界址點間邊長

宗地面積

 

圖 1-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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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 

農地重劃地籍測量依其不同的作業方法及精度，可概分為早

期 1/1200 比例尺階段（1958 年～1980 年）、1/1000 比例尺階段

（1981 年～1994 年）以及數值法測量（1995 年～至今）三個階

段。本研究所探討之早期農地重劃地籍圖係指早期 1/1200 比例

尺階段所測繪，近年已數值化完成並作為地籍管理使用之圖解地

籍圖數值化成果。 

按新竹縣於 1962～1971 年依據「臺灣省十年農地重劃計畫

方案」所辦理者即達 6,390 公頃，占早期辦理總面積之 95.2%
11
，

其勘選之地區均屬地形單純、平坦之水田，且各年度作業程序及

方法甚為雷同，另作業人員係由臺灣省訓練團統一調訓，因此可

認為新竹縣早期農地重劃地籍圖之同質性甚高；而為配合現有之

數值實測資料，俾使於本研究於有限之資源條件下，能做出最大

規模之驗證，因此選定位於 1970 年辦理之中崙農地重劃區內，

已重新建置圖根點系統並具備部分數值現況測量資料之新豐鄉

崁頭段及湖口鄉德盛段合計 2,593 筆、約 378.92 公頃作為試驗區

（地理位置如圖 1-2），其基本資料如下： 

一、新豐鄉崁頭段 

1970 年依地籍坐標系統採 1/1200 比例尺測繪地籍圖，已登

記土地 1,296 筆合計 191.48 公頃。 

為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2005 年「圖解法地籍圖數值化成果

整合應用於土地複丈作業試辦計畫」之辦理區域，當時曾採

TWD67 系統辦理圖根測量及數值現況測量。 

                                           
11 詳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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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湖口鄉德盛段 

與新豐鄉崁頭段同為 1970 年依地籍坐標系統採 1/1200 比例

尺測繪地籍圖，已登記土地 1,297 筆合計 187.44 公頃。 

為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2006 年「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

及都市計畫地形圖套疊計畫」之辦理區域，當時曾採 TWD97 系

統辦理圖根測量及數值現況測量。 

新豐鄉
崁頭段

湖口鄉
德盛段

 

圖 1-2 試驗區地理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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