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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早期農地重劃地籍測量之回顧 

早期 1/1200 比例尺農地重劃區地籍圖多數係於 1960～1970

年間測繪完成，距今已逾 40 年；為探討其精度，爰搜集文獻歸

納分析，俾瞭解當時背景、釐清所用方法及施行程序，作為後續

理論推估及實測統計之基礎。 

按農地重劃之實施，其功效為使農場結構、水利灌溉與交通

系統之獲致改善，單位面積增加生產外，並藉以建立完整的地籍

資料（臺灣省政府地政處，1987）；其主要工作，可分為土地調

查分配（行政業務）、工程規劃施工及地籍測量三部門。惟農民

關心其重劃後分配之土地面積、位置，而一般人所見到的是重劃

後寬闊筆直的農水路，無形中較重視分配及工程，而忽略地籍測

量的重要性。事實上，地籍測量在整個重劃過程中，扮演相當重

要的角色，其結果影響調查分配之可靠性及工程設計施工的準確

性，以及後續地籍管理與公私財產權益之保障（李瑞清，1998b）。 

依今制而言，農地重劃地籍測量似可分廣、狹二義。狹義的

農地重劃地籍測量係指於重劃後由地政機關逕為辦理之地籍測

量
12
，亦即實務上所稱確定測量；廣義的農地重劃地籍測量，則

尚包含了農地重劃過程中一切有關地籍整理之測量、計算面積及

製圖作業。 

在早期，農地重劃測繪新地籍圖之過程，實際上並無確定測

量之程序；而地形、中心樁之測量均由主辦機關
13
用同一測量原

圖
14
辦理，因尚包含了部份工程測量的範疇，當時則以「農地重

                                           
12 農地重劃條例第 34 條：「重劃區範圍內之土地於重劃後，應分別區段重新編號，並逕為

辦理地籍測量……。」 
13 依據臺灣省農地重劃十年方案（1961），地政事務所負責辦理重劃區之測量及地籍工作。 
14 所稱測量原圖即坵形（地形）測量原圖，經著墨整飾後即成為農地重劃區地籍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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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測量」稱之。其作業之目的，係根據農地重劃業務需要，將重

劃區土地之現況，在圖上詳細記載，以供規劃設計之應用，並俟

實地重劃後，另行製作新地籍圖。簡言之，農地重劃測量乃係依

據重劃之規劃設計、施工以及製作新地籍圖
15
之需要，所為之測

量作業。圖 2-1 為用以略示輪廓之說明。 

設計施工 設計

農地重劃業務之需要

施工

經界投影 按圖施工規劃 分配調查 規劃 調查

圖地相符 圖地相符 水利、土壤 地形...等資料

工程圖說
製成

協調

確定

所有權人
使用人

高程 坵形

經界(所有權界址) 工程(農路水路)

新地籍圖
製成

 
資料來源：改自陳新民（1962） 

圖 2-1 早期農地重劃測量作業之內涵 

                                           
15 指土地交換分合、重新規定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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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臺灣地區實施農地重劃概況 

農地重劃係臺灣地區辦理面積最廣、歷史最悠久之土地重劃

項目。係將一定區域內不合經濟利用的農地加以重新整理，予以

交換分合，區劃整理成一定標準坵塊，並同時配合興修水利，整

理改良灌溉排水、配置農水路，使每一坵塊農地均能直接臨路、

直接灌溉及直接排水，以改善生產環境，擴大農場規模，增進農

地利用的一種綜合性土地改良事業。 

按臺灣早期由於地狹人稠且地形複雜,造成耕地坵塊畸零狹

小、農戶耕地分散、田間排水不良以及灌溉不便，再加上缺乏農

路等因素，使得農業經營困難，生產效率不易提高。在產業競爭

日趨劇烈、社會環境急遽變遷之下，已顯示出傳統型農業之生產

無法適應於現代化社會發展的需要。 

政府為突破既有的困境，於 1958 年，分別在臺南縣大甲及

屏東縣社皮兩地區，面積共 525 公頃實驗辦理農地重劃；接著

1959 年因八七水災選擇嘉義縣林子尾、雲林縣田頭、彰化縣渡

船頭及嘉寶潭、南投縣包尾、臺中縣內新及阿密哩、苗栗縣二湖

及灣瓦等 9 個地區，面積共 817 公頃，辦理災區農地重劃。 

由於此二次重劃，均使農業經營的經濟效益成功顯現，政府

於是決定全面推廣實施農地重劃。惟該兩次重劃的規模均不大，

並不足以概括全省各地的地理條件，為求慎重及累積經驗起見，

政府乃於 1961 年，依據各地之特性，選擇宜蘭四鬮等 8 縣 11 個

地區辦理示範重劃。 

經過示範重劃的順利完成，而且效果良好，爰於 1962 年至

1971 年大規模辦理第一期的十年農地重劃，面積共 251,597 公

頃。而原預定自 1973 年開始，分十年每年辦理 20,000 公頃，由

於當時農業經濟並不景氣，且第一期重劃區農水路工程費用為全



 

16 

部由農民負擔，且在土地分配方面較重視集中分配，部分農民無

法於原位置分配，遭致糾紛迭起，參加重劃的意願低落，於是第

二期草擬辦理的 200,000 公頃農地，乃決定暫緩實施。 

1973 年至 1976 年，為配合中央加速農村建設與東部災區復

耕計畫辦理農地重劃，由於農水路工程費為由中央、省府配合補

助三分之二,農民負擔三分之一，東部災區工程費又全部由政府

負擔，使得農民負擔大幅減輕，重劃意願增加，共完成 22 區，

面積 3,349 公頃。 

1977 年至 1980 年辦理「六年經建計畫臺灣省農地重劃方

案」，計完成 42 區，面積 18,648 公頃。1981 年至 1985 年為配合

推行第二階段農地改革，擴大農場經營規模，促進農業現代化，

辦理「加速完成農地重劃五年計畫」，計完成 93 區，面積 61,310

公頃。1986 年至 1991 年推行改善農場結構，提高農民所得方案，

共完成 87 區，31,066 公頃。 

1992 年至 2007 年分別推行「農業綜合調整方案」、「跨世紀

農業建設方案」、「邁進 21 世紀農業新方案」及「中長程公共建

設計畫第二期四年農業建設計畫」，期間共完成 76 區 21,122 公

頃。（陳獻等，2005） 

總計臺灣地區自 1958 年起試辦農地重劃，至 2008 年止已辦

理的農地重劃區共有 797 區，面積達 392,003 公頃（如表 2-1），

在臺灣農業佔有極重要地位，對於臺灣早期之經濟發展亦有不可

抹煞的功勞。另單獨將本研究區域新竹縣內農地重劃完成地區及

面積引錄如表 2-2 供參考。 

歷年辦理的重劃面積中，以 1962 年至 1971 為高峰期，平均

每年辦理約 25,000 公頃。而自 1992 年至 2007 年近 16 年來，平

均每年僅辦理約 1,300 公頃，蓋因大部分較易重劃區域均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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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他農地因地形變化較大，使農水路設施工程費用較高，致

農民辦理意願降低，及產業結構變化，辦理之區數及面積便明顯

減少。由此可明顯看出農地角色之變化，臺灣主要經濟來源所

得，已從主導地位退居為輔助角色。（陳意昌，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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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農地重劃各階段辦理成果統計表 

年度 
（西元） 

階段 地區數 
面積 

（公頃）
合計 
地區數 

合計 
面積 

1958 2 525 
1959 

試辦農地重劃 
0 0 

2 525 

1960 八七水災災區農地重劃 9 817 9 817 
1961 示範農地重劃 11 3,225 11 3,225 
1962 12 4,514 
1963 52 15,458 
1964 51 18,974 
1965 54 21,508 
1966 61 23,201 
1967 52 25,548 
1968 50 38,059 
1969 44 41,379 
1970 48 40,393 
1971 

十年農地重劃計畫 

21 22,563 

445 251,597 

1972 停辦 0 0 0 0 
1973 8 873 
1974 10 1,536 
1975 5 919 
1976 

加速農村建設計畫 
－農地重劃 

3 366 

26 3,694 

1977 13 4,057 
1978 10 4,289 
1979 9 5,393 
1980 

六年經建計畫 
－農地重劃 

10 4,908 

42 18,647 

1981 19 11,320 
1982 16 13,422 
1983 19 13,051 
1984 24 13,060 
1985 

加速完成農地重劃 
五年計畫 

21 10,457 

99 61,310 

1986 23 9,151 
1987 15 5,475 
1988 13 5,106 
1989 12 3,597 
1990 16 4,399 
1991 

改善農業結構提高農民 
所得方案－農地重劃 

8 3,338 

87 31,066 

1992 9 3,162 
1993 7 2,406 
1994 8 2,485 
1995 6 1,652 
1996 5 1,641 
1997 

農業綜合調整方案 
－農地重劃 

8 1,826 

43 13,172 

1998 6 1,454 
1999 4 752 
2000 3 926 
2001 

跨世紀農業建設方案 
－農地重劃 

3 792 

16 3,924 

2002 2 797 
2003 4 940 
2004 2 552 
2005 

邁進 21 世紀農業新方案 
－農地重劃 

1 250 

9 2,539 

2006 3 403 
2007 2 490 
2008 

中長程公共建設計畫第二期 
（94－97）四年農業建設計畫 

－加強農田水利建設計畫 3 594 
8 1,487 

1958~2008              總計 797 392,003 797  392,003  
資料來源：整理自陳獻等（2005）、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 

http://www.land.moi.gov.tw/chhtml/newpage.asp?cid=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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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新竹縣農地重劃完成地區及面積 

註：部份段名、面積目前業因都市計畫、地籍圖重測及其他地籍整理有所變動。 

資料來源：陳獻等（2005）。 

年度 
（西元） 

重劃區 
名稱 

鄉鎮別 
面積 

（公頃）
重劃後地段名 

1961 青埔子 新豐鄉 55 青埔子段（大同農場） 

1964 山猪湖 
芎林鄉 

橫山鄉 
197 

山猪湖段秀湖小段 

大肚段秀園小段 

1965 新港 竹北市 42 舊港段新港小段 

1966 白地 竹北市 195 白地粉段、舊港段漁寮小段 

1967 後湖 新豐鄉 893 
後湖段埔頂小段、後湖段埔和小

段、後湖段坡子頭小段、福興段
後湖子小段、新豐段 

1968 福興 新豐鄉 1,155 
福興段後湖子小段、福興段十一

股小段、青埔子段、崁頭段、德
盛段 

1969 和興 
湖口鄉 

新豐鄉 
1,180 

和興段、福興段員山子小段、福

興段後湖子小段、福興段十一股
小段 

1969 貓兒錠 竹北市 550 
貓兒錠段後面小段、拔子窟小
段、山腳小段、大眉段大眉小段

1970 中崙 
湖口鄉 

新豐鄉 
1,349 

中崙段、員山段、新莊子段、崁

頭段、德盛段、下北勢段下北勢
小段 

1971 麻園 竹北市 829 
溝貝段、馬麟厝段、溪洲段、麻

園段、新莊子段 

1977 坑子口 新豐鄉 267 坑子口段 

1982 長岡嶺 湖口鄉 308 長嶺段 

1983 湖口 湖口鄉 260 湖新段 

1983 波羅汶 湖口鄉 287 湖南段 

1983 酪農村 新埔鄉 25 枋寮段上枋寮小段 

1984 關西 關西鎮 106 六福段 

1985 枋寮 新埔鎮 260 義民段 

1986 瑞興 新豐鎮 196 瑞興段 

合計 18 區  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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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農地重劃地籍測量的演進 

臺灣地區實施農地重劃至今（2009）已逾 50 年歷史，隨著

測繪技術與時代背景的發展，地籍測量依其不同的作業方法及精

度，可概分為三個階段（如表 2-3）： 

一、早期 1/1200 比例尺階段（1958 年～1980 年） 

自 1958 年試辦農地重劃起至 1970 年辦竣「六年經建計畫－

農地重劃」止，辦理地籍測量不論所使用之測量方法、坐標系統、

比例尺、測量儀器以及製圖方法均與日治時期雷同。坐標系統大

多沿用日治時期所建置之之地籍坐標系統，其單位為「間」，少

部分使用 1968 年改算之三度分帶 TM 坐標系統，比例尺則均為

1/1200。 

三角（補點）測量使用 20 秒讀以上經緯儀；圖根測量使用

20 秒讀～1 分讀經緯儀測量角度，至距離之量測，如為平地，則

使用竹尺、鋼捲尺量測，高山地區或起伏不平受地形所限，則使

用經緯儀配合標尺，以視距法量測。由於早期尚無電子計算機，

所有計算工作均須人工執行，利用三角函數表、對數表配合算盤

或手搖計算機計算得到各點位坐標。 

戶地（現況）測量使用小平板儀、照準儀、移點器、方框羅

針、測針、標桿、竹尺等工具，先於原圖紙上展繪圖根點，再經

實地測量、連線，繪製成圖。 

製圖係以人工用鴨嘴筆、三角板、直尺及圓規等繪製；而面

積之測算則多使用求積儀或三斜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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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000 比例尺階段（1981 年～1994 年） 

自 1981 年辦理「加速完成農地重劃五年計畫」起，因測量

儀器、技術及方法已有所進步，且該五年計畫地籍測量工作多由

前臺灣省政府地政處測量總隊
16
支援辦理，測量成果之精度已明

顯提升。 

當時坐標系統改採 1980 年建置完成之 TWD67 二度 TM 坐

標系統，比例尺則提升為 1/1000。其三角（補點）測量、圖根測

量已逐漸使用 1 秒讀經緯儀測量角度，並以電子測距儀替代竹

尺、鋼捲尺測量距離，大幅提升測量之精度，且開始使用工程用

電子計算機、電腦計算點位坐標。 

惟戶地（現況）測量則仍採用圖解法辦理，但改採鑲鋁片原

圖紙，以減少圖紙伸縮誤差，而地籍圖則改採複照儀複製，以避

免人工繪製所產生的錯誤。（內政部土地測量局志修編小組，

2007） 

三、數值法測量（1995 年～至今） 

自 1995 年起全面採用數值法辦理農地重劃地籍測量。基本

控制點大多採用 GPS 衛星定位技術測量；圖根測量則改用高精

度之全測站電子測距經緯儀，將所測之角度、距離輸入電腦整體

網形平差，快速、精確得到圖根點坐標成果；而戶地（現況）測

量則已全面採用數值法辦理，各點位均以坐標記錄，使用自動繪

圖儀可快速繪製各種比例尺之圖資，面積計算係由電腦依點位坐

標計算而得，其成果品質方足以符合複丈及各界應用之需求。 

                                           
16 1947 年 2 月成立「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民政處地政局荒地勘測總隊」，同年 5 月更名為

「臺灣省政府民政廳荒地勘測總隊」，1953 年更名為「臺灣省政府民政廳地政局測量總

隊」，1963 年更名為「臺灣省地政局測量總隊」，1979 年更名為「臺灣省地政處測量總

隊」，1981 年更名為「臺灣省政府地政處測量總隊」，1992 年更名為「臺灣省政府地政

處土地測量局」，1999 年更名為「內政部土地測量局」，2007 年更名為「內政部國土測

繪中心」。 



 

22 

表 2-3 農地重劃地籍測量各階段辦理方法一覽表 

測繪年代 1958 年～1980 年 1981 年～1994 年 1995 年～至今 

測量方法 圖解法平板測量 圖解法平板測量 數值法測量 

主辦單位 
各縣市政府 

*少部分由測量總隊支
援辦理 

各縣市政府 

*1981 年至 1986 年間多
數由測量總隊支援辦
理，其餘時期少部分由
測量總隊支援辦理 

各縣市政府 

*少部分由測量總隊支
援辦理 

坐標系統 
地籍坐標系統 

*少部分採 
TWD67 三度 TM 

TWD67 二度 TM 
TWD67 二度 TM 

*2002 年以後採 
TWD97 二度 TM 

原圖比例尺 1/1200 1/1000 1/1000 

測量儀器 

控制測量： 
經緯儀、鋼捲尺、竹

捲尺 

戶地測量： 
平板儀、鋼捲尺、竹

捲尺、測繩 

控制測量： 
經緯儀、電子測距儀、

鋼捲尺、竹捲尺 

戶地測量： 
平板儀、鋼捲尺、竹

捲尺、測繩 

控制測量： 
電子測距經緯儀、

GPS 接收儀 

戶地測量： 
電子測距經緯儀 

地籍原圖 
以實地測繪之 
測量原圖整飾 

以實地測繪之 
測量原圖整飾 

電腦繪製 

30×40cm 

地籍圖 
人工轉繪 

*4 幅原圖拼接為 1 幅 
複照儀複製 

電腦繪製 

*30×40cm 或 60×80cm

面積計算 三斜法、求積儀 
三斜法、求積儀、
坐標讀取儀 

電腦依坐標計算 

資料來源：整理自陳獻等（2005）、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網站：
http://www.nlsc.gov.tw/websites/make_page.aspx?la=1&le=2&li=3&sno=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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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早期農地重劃測量之作業方法及程序 

蓋早期辦理農地重劃因尚在創舉階段，在辦理程序上，並無

一定成規（前臺灣省地政局，1961），各年度均可能略有變革；

另由於年代久遠，資料並未完整保存。本節將由 1962 年頒臺灣

省各縣政府辦理農地重劃工作程序表（如附錄 A）、臺灣省各縣

政府辦理農地重劃工作進度表（如附錄 B）及早期農地重劃測量

之實施方面相關文獻（如第一章第二節），歸納分析早期農地重

劃地籍測量之一般性作業方法與流程。 

按早期農地重劃測量作業大致包括三角補點測量、圖根測量

加高程、坵形測量加高程、農水路中心樁測量、分配測量及製圖。

其中三角補點測量、圖根測量加高程及坵形測量加高程於受理申

請重劃
17
後辦理；農水路中心樁測量於規劃圖審定後辦理；分配

測量於分配結果公告後辦理；製作新地籍圖則於重劃完成後辦

理。
18
實施之方法及程序整理如下： 

一、三角補點測量 

在測區內缺三角點時，必須測設三角補點，以供圖根測量之

需要。實施之程序及方法如下： 

(一) 選點及埋樁 

約 50 公頃設置一點，於 1/25000 地形圖上規劃後，至實

                                           
17 為排除土地法第 139 條後段所規定：「其供道路或其他公共使用所用土地之地價，應由

政府補償」，早期農地重劃乃按「重劃地區由政府勘選其範圍，依土地法第 141 條之規

定，經農民申請辦理重劃，政府予以技術及經費上之指導與協助」（臺灣省農地重劃十

年計劃方案）；即農民於請求重劃之申請書內須載明：「農水路用地全部由土地所有權人

共同負擔」。 
18 按臺灣省地政局 1962 年 11 月 2 日(51)地戊字第 2429 號函頒辦理農地重劃工作程序表及

進度表，農地重劃之程序為：(1)確定重劃地區；(2)受理申請重劃；(3)成立重劃機構；(4)
測量；(5)調查；(6)規劃設計；(7)土地分配；(8)施工；(9)公告；(10)清理及補償；(11)
地權地籍清理；(12)成果統計。（詳附錄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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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選定之；除永久保存之條件外，應審慎通視、角度大小及圖

根測量是否便利等要件。實地選點時，應將有關三角點及新設

補點樹立標誌，點之位置先以較大木椿埋入地中，露出地面部

分約 10 公分左右。 

點名之記載除已命名者依成果記載為準外，新設補點以工

作人員之姓及選點先後次序為冠字（例如趙測量員工作成果若

共選二點則第一點命名為趙補一，第二點為趙補二）。 

(二) 觀測 

應用 20 秒讀以上之經緯儀觀測 3 測回；水平角各測回觀

測值與其中數之差，依地籍測量規則（1944~1975）第 38 條規

定不得超過 10 秒，但補點測量應用儀器最小讀數為 20 秒，故

誤差界限以 20 秒為準。 

依地籍測量規則（1944~1975）第 39 條規定水平角觀測每

三角形之閉塞差
19
不得超過 12 秒，補點測量可放寬為

"20180  。 

(三) 計算 

三角補點方位角及坐標之計算，採傳統正形計算或變形計

算使邊角有簡單之平差，故每點均應置測站觀測；如受地形限

制，可用前方交會或後方交會為之。 

應用工具採用 7 位對數表計算，縱橫線計算至小數點以下

2 位、方位角至秒以下 1 位。 

                                           
19 即現在所稱之「閉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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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根測量加高程
20
 

重劃區內各種測量作業（包括施工放樣）均使用統一之圖根

點。圖根點之平面位置係依據三角點或三角補點之成果，以導線

法測量，高程則依據已知水準點，實施直接水準測量。實施之程

序及方法如下： 

(一) 選點與埋樁 

將重劃範圍在 1/4800 地籍縮圖上標示，並將三角點或三

角補點依其坐標展於圖上後，由三角點或三角補點為根據，計

劃重劃區外圍圖根點（幹道線
21
）及重劃區內部圖根點（幹道

線支道線）。 

圖根點之選定根據下列三原則： 

1. 通視： 

此為圖根點測量本身所要求之條件。 

2. 便於坵形測量（在地籍測量為戶地測量）： 

注意所選之點，安設測站不感困難，點與點距離不得超過

100 公尺為準。 

3. 能永久保存： 

重劃區外圍之圖根點，如不受地形之限制，應設於界線之

外，並應與永久地物發生聯繫，以農地來講，應設於田埂

交界處。 

圖根點之位置埋入木樁，並於木樁中心釘一洋釘以代＋符

                                           
20 於 1963 年度以前，僅加測幹導線之高程（前臺灣省地政局，1961），1963 年度以後則全

部圖根點均加測高程（倪景暉，1964）；另經觀察重劃原圖，1967 年度以後並未有高程

之記載，應係 1967 年度以後高程（地形）測量之工作由施工單位辦理，與地籍圖之測

繪即並無直接關係。 
21 即現在所稱之「導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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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圖根點幹線命名以幹 A、幹 B、幹 C……；支線命名以支

A、支 B、支 C……；各點以 1、2、3……數字區別之。 

(二) 觀測 

水平角使用 1 分讀經緯儀觀測，採 3 倍角法觀測。 

距離以竹尺往返各量 1 次，讀至公分為止，2 次數字之差

不超過 1/2000；當直接量距有困難時得用間接法測定之。 

(三) 計算 

用計算機計算者，三角函數採用真數計算，用對數計算者

用五位對數表。 

水平角之閉塞差 fB依地籍測量規則（1944~1975）第 71

條之規定幹道線 NfB '1 ；支導線 '1'1  NfB ，式中N為導

線點之總數，包括起迄兩已知點；水平角閉塞差，應平均配賦

與各水平角，如不敷平均配賦應先配賦予視線較短之水平角。 

道線之結合誤差 fS依地籍測量規則（1944~1975）第 73

條之規定： 

平坦地： 01.0fS 公尺 2)(0050.0)(4 SS  ； 

起伏地： 01.0fS 公尺 2)(0075.0)(6 SS  ； 

山  地： 01.0fS 公尺 2)(0100.0)(8 SS  。 

式中S為邊長總合，縱橫距閉塞差視道線邊長配賦與各點。 

(四) 高程測量 

依據水利機關所提供之已知水準點，應用水準儀及標尺，

實施直接水準測量，推算每一圖根點之樁頂高程。 

由一已知水準點，到達另一已知水準點，或回歸於同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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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水準點，其閉合差不得超過 Kmm7 ，式中K為單一測段長

度之公里數。 

三、坵形測量加高程 

測繪坵形圖（即地形圖）之目的，係將整個重劃區之形狀地

勢、及各種地物、水利、交通等設施情形，縮小為適當比例尺（通

常為 1/2400）以供規劃設計之用外，亦作為非耕地分割及重劃區

外圍界鑑定之根據，同時坵形測量原圖即為重劃後之地籍原圖，

故於坵形圖上測定之非耕地如建地、廟宇、墓地、養魚池、雜地

等，即成為重劃後地籍圖之非耕地。 

實施之程序及方法如下： 

(一) 展開已知點 

於圖根測量期間，將每張原圖紙展置於室外，曬 1 星期至

16 日左右之太陽，以防圖紙伸縮。而後劃定橫線 250 間、縱

線 200 間（比例尺 1/1200）圖廓，即舊地籍圖 1 幅劃成 4 幅，

以利比較新舊地籍圖，惟新地籍圖之圖廓線長度不得配賦，以

期圖地相符。 

依正交法展開圖根點後，應以圖根點邊長檢核外
22
，圖廓

外之圖根點，亦用透明紙摹繪圖廓線，及圖根點位置與鄰接圖

幅拼接檢查，以防展開錯誤；另於圖上應記載圖根點號、高程

及其成果表記載之邊長距離（如圖 2-2）。 

                                           
22 當時並未規定展點之誤差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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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青埔子農地重劃區地籍原圖（1961） 

圖 2-2 地籍原圖上之圖根點 

(二) 測量補助點 

測設補助點前應先檢驗已知點之方向或距離，採用圖解道

線法或圖解交會法施行。 

圖解道線，其圖上閉塞差不得超過 Nmm2.0 ，式中N為總

邊數，並應配賦於各點。 

(三) 坵形界址測量 

坵形測量之結果將供「工程」及「經界」二方面使用，故

於實地測量時，除經界點（線）外，尚須測繪地形、地物（如

圖 2-3）。 

測量時之選點依下列原則： 

1. 坵形部分：田兩面高低較平之坵形，以田埂中心為界；高

低差約五公寸左右者，田埂屬於高田；但遇有特殊情形習

慣上另有規定者，依習慣上之規定。 

2. 水溝部分：水溝邊即田埂者，此田埂包括在水溝以內；水

圳有腳者，測至下腳為止。 

3. 道路部分：路面測量以實際作道路使用部分為界；道路斜

坡測至下腳為止；路旁有水溝者，應分別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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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地部分：建地部分不可能列入重劃者，房屋與空地不必

分開測繪；在重劃區內之建地，空地部分可能利用開設水

路或農路者，該建地之房屋在圖上應測繪其位置。 

5. 地物部分：水利設施如水閘、水門、抽水機、水井、地下

水湧水竹筒、涵洞及其他有關水利設施物等實測其範圍

（過小不能測繪其範圍者，則測量其位置），並註記其名

稱；交通設施如橋梁，過水道等實測其範圍。 

 
資料來源：後湖農地重劃區地籍原圖（1967） 

註：圖上顏色較淺之線條為鉛筆測繪之坵形測量成果，因年代久遠，多數已不甚清晰。 

圖 2-3 坵形測量成果 

(四) 坵形高程測量 

坵形高程使用水準儀及標尺，根據圖根點直接測定水路、

農路、田埂等之高程（水路須測其深度），並在圖上註記，以

供規劃設計之用（如圖 2-4）。 

測量時之選點依下列原則： 

1. 坵形部分： 

田埂間有過水處者，在過水處附近置標尺算出兩坵之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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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並核對是否與水流方向相符；坵形有傾斜者，在傾斜

之中間之部分置標尺；標尺應置於田埂之內面，如水田泥

土不堅，應置於靠近田埂旁較硬之處。 

2. 水溝部分： 

給水水溝高程應以溝底為標準，另查註放水時升高距離，

在水溝高低變動處註明。 

3. 道路部分： 

路面以中心為準。 

4. 地物部分： 

堤防以岸頂中心為準，防風林、防沙林以土埂為準，並註

明林木名稱及估計其高度後在圖上註明。 

 
資料來源：青埔子農地重劃區地籍原圖（1961） 

註：圖上顏色較淺之線條為鉛筆測繪之坵形測量成果，阿拉伯數字則為每坵之高程，因年
代久遠，多數已不甚清晰。 

圖 2-4 坵形高程測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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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保留地
23
及重劃外圍界之測定 

早期農地重劃地籍圖上保留地及重劃外圍之經界，大多係

以重劃前地籍圖為準；依程序，保留地、重劃外圍界之測定，

應於重劃區確定後即辦理，而為節省經費及人力，一般係於坵

形圖測繪完成後，利用坵形圖辦理；另經界有異動者
24
，亦同

時據以辦理分割。 

按坵形圖與重劃前地籍圖比例尺及坐標系統均相同
25
，依

理二者應有一定的套合精度，然因舊地籍圖使用年代久遠，圖

紙伸縮、變形嚴重，故應依據實地界址分布情形修正後，方得

決定鑑定界及分割界之位置。 

將套繪確定舊地籍圖上之經界線，移寫於坵形圖上後，即

可前往實地釘樁表示界址；若有須分割者，則分別算面積，以

便統計保留地面積。 

(六) 製圖 

測量作業結束後，因坵形測量原圖將保留為新地籍圖使

用，測量結果並不著墨，係以軟鉛筆連線，而另縮繪為適當比

例後
26
，提供規劃設計之用。 

                                           
23 臺灣省政府 1967 年 10 月 19 日(56)府民戊字第 85604 號令略以：「重劃區內原有之土地，

無法於重劃後劃分坵塊改良成為耕地，或改良成為耕地及不經濟者，得予保留，不辦理

交換分合，本府 1964 年 12 月 22 日(53)府地民戊字第 9142 號令附式附註(一)(二)已有列

舉之規定，……」；臺灣省政府 1964 年 12 月 22 日(53)府地民戊字第 9142 號令附式附註

(一)(二)將保留地之條件列舉規定如下：「(1) 包圍在村集或特殊地形範圍內無法設施灌

溉排水農路之土地；(2) 建、祠、墓、線、堤、鐵地目土地仍為原地目使用者；(3) 養、

原、林、溜、池、雜、水、道、溝地目土地仍為原地目使用，無法於重劃後劃分坵塊改

良成為耕地或改良成為耕地極不經濟者；(4) 田、旱地目耕地以變更使用，無法劃分坵

塊參加重劃之交換分合者。」 
24 如田地目土地實地已有部份作為建築使用者或一筆地跨越重劃區者。 
25 比例尺同為 1/1200；三角補點測量、圖根測量所引用之三角點，亦為舊地籍圖測量當時

（日治時期）所測設者。 
26 一般比例尺為 1/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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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水路中心樁測量 

於重劃規劃結果審定後，即根據審定之規劃圖，將農水路之

中心位置，於實地予以測定，並在重劃區原圖（即坵形測量原圖）

上確定其位置及寬度。 

實施之程序及方法如下： 

(一) 實地測釘中心樁 

實地測釘中心樁多由設計（工程）人員辦理。首先於實地

選定若干基線，施測基線測量，並求相互閉合；復依據規劃圖

之各農水路間距關係，展測各農水路中心樁位。 

(二) 測繪農水路位置 

設計人員根據設計圖在實地標示農水路中心椿位置後，由

測量人員根據附近圖根點以圖根測量之方法聯測中心椿，並計

算該中心樁位置之坐標後，依據中心樁坐標及設計圖上之農水

路寬度，於重劃區原圖上展繪農水路之經界線。 

(三) 製圖 

農水路位置測繪完成後，依據重劃區原圖繪圖如下，以供

土地分配使用： 

1. 重劃區地籍藍圖： 

依重劃區原圖拼接曬製，並註記所有權人姓名、地目、面

積、坵間高度、使用方式及特殊事項。 

2. 地價區圖： 

依地價調查評定結果加註。 

3. 土地分配圖： 

套繪重劃邊界、農水路並參照標準坵形面積及實地情況規

劃坵形，並先用鉛筆描繪每坵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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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配測量 

分配測量又稱為重劃田坵經界投影，於農水路土方工完畢、

重劃區坵形分配公告
27
確定後

28
，即按各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分配

之各坵土地界址，於實地予以測定並樹立界樁，督促農民按分配

之各坵土地，修築田埂，廢除新田埂，並按新坵塊整地，配合下

期作物之播種、插秧。 

測定坵塊界址，一般係依已完工之農水路角點為基點，按分

配圖所載邊長，於實地用竹尺量距設樁。 

六、整理重劃區地籍原圖及複製重劃區地籍圖 

依據分配結果將每坵邊界繪於重劃區原圖，並依規定著墨、

註記地號、地目並整飾後（原鉛筆線均予以保留），即完成「農

地重劃區地籍原圖」；同時，另以人工將四幅拼接、描繪為一幅，

即為「重劃區地籍圖」（如圖 2-5）。 

已辦畢重劃之地區，其地籍原圖整理完畢後，應送前臺灣省

地政局測量總隊存管；地籍圖則發交地政事務所作為日常地籍管

理之用。 

                                           
27 依據臺灣省地政局 1962 年 11 月 2 日(51)地戊字第 2429 號函附「臺灣省各縣政府辦理農

地重劃工作程序表」，公告之書表圖冊包括：(1)重劃計畫書；(2)土地所有權人歸戶清冊；

(3)土地使用人歸戶清冊；(4)原有土地與新分配土地對照清冊；(5)重劃前後他項權利及

預告登記對照清冊；(6)零星集中土地清冊；(7)劃餘地清冊；(8)重劃前地籍圖；(9)重劃

後耕地分配圖；(10)地價等級表；(11)地價區域圖。（詳附錄 A） 
28 臺灣省政府 1968 年 11 月 29 日(57)府民地戊字第 97990 號令略以：「查農地重劃土地之

登記，由縣府按照重劃依法公告之結果，編造重劃區土地清冊一式三份，連同有關對照

清冊各一份送交稅捐處核蓋免稅截記後，對照清冊及土地清冊一份存稅捐處據以課徵田

賦，其餘土地清冊二份，一份存縣府檔案，一份由縣政府囑託地政事務所辦理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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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中崙農地重劃區地籍原圖及地籍圖（1970） 

圖 2-5 四幅地籍原圖拼接、描繪成一幅地籍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