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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資料之彙整與量測分析 

研究資料之內容、數量及分布，關係研究結果之代表性；而

由現況測量資料、重劃規劃原則以及重劃分配之設計邊長，按客

觀表示土地權利人所認定實地之界址點位置為目標，逐宗推求出

實驗區內 2,593 筆宗地界址點實地坐標之過程，則為本研究可信

度之關鍵。 

本章首先將說明既有資料之內容及屬性，接著分別陳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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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圖形資料之處理與展現主要使用 Autodesk Map 2004

中文版（以下簡稱 Autodesk Map）及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地

籍圖重測資料處理系統」（以下簡稱重測系統）；數字資料之整理

及比較分析主要使用 Microsoft Access 2002 中文版（以下簡稱

Access）及 Microsoft Excel 2002 中文版（以下簡稱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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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既有資料之內容及屬性 

經蒐集、彙整既有可供研究之資料包括數化地籍圖資料檔、

地籍正副圖、土地複丈圖、建物測量成果圖、正射影像圖及實地

測量資料等，茲分述如下： 

一、數化地籍圖資料檔 

新竹縣內之圖解地籍圖數值化資料檔，係於 2001～2004 年

間數化建檔完成；其作業之方式，係以 A0 高精度平床式掃瞄儀

（絕對精度達 100μm）掃描後於螢幕上點圖數化。 

二、地籍原圖 

目前農地重劃區地籍原圖均集中保管於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不作日常管理使用；惟新竹縣內已有 508 幅（約 35,000 筆）

業經掃描建檔，可作為本研究分析之用。 

三、地籍圖 

地籍圖於辦理數化作業時，均已掃描建檔，可作為本研究分

析之用。 

四、土地複丈圖 

土地複丈圖係每次複丈後之主要成果資料，雖然大多數並不

能由圖上之記錄確定實地界址之位置，然圖上之界標、實量邊長

及土地複丈地籍調查表所記錄之經界物名稱等，均為研判實地界

址之重要參考資料，爰將其以數化地籍圖為底圖使用 Autodesk 

Map 逐案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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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物測量成果圖 

主要包括位置圖及平面圖二部份。位置圖記錄了建物與經界

線間之相對位置；而平面圖則記錄了建物的尺寸，亦為研判實地

界址之重要參考資料，故與土地複丈圖一並逐案建檔。 

六、正射影像圖 

本研究所取得之正射影像圖為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農林航

空測量所於 2003 年製作，經與數化地籍圖套疊後，有助於實地

界址點之研判。 

七、實地測量資料 

試驗區內已具備完整之圖根系統，亦有部份數值現況測量資

料，惟仍須實地檢核與補測。 

圖 3-1 為上述土地複丈圖、建物測量成果圖整理建檔之結果

與地籍圖、正射影像圖及實地測量資料套疊之情形。 

 

圖 3-1 既有圖資整理後套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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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地校核及補測 

實驗區內已有現況測量資料之地區，必須逐一校核經界物種

類並抽樣檢測；無現況測量地區，則使用全測站經緯儀逐宗補測。 

按農地重劃區有其特有的土地使用情況，由於無法逐宗向權

利人查證，故實地校核及補測時，必須研判依其現況應該於何位

置方為所有權人間所認定之界址；以下係依本研究實際操作所得

並參考陳新民、陳玉石（1971）及李瑞清（1998a），整理實地經

界之認定原則。 

一、水田與水田間之界址 

(一) 若相鄰坵塊高低懸殊者，通常田埂屬於高地者所有，以田

埂崁腳下為界；而高低差不顯著者，則端視修築田埂時所

有權人間如何協調，一般於單元區廓內多為相同模式，有

全以田埂中間為界者，亦有屬高地所有者
29
，應儘量設法

詢問相關權利人確認，如無法確認者，暫依田埂中間施

測。而一般田埂可分為泥土造、石砌及混凝土造三種，其

中泥土田埂有崩塌之特性，應予注意，另於混凝土田埂崁

腳下處若有水溝並行，一般以水溝中心為界，若田埂上種

植防風林者，田埂則屬下風田
30
所有。 

(二) 近年重劃水田常有興建農舍或猪舍、雞舍、花棚……等變

更使用之情形，大多數可依其實際使用界認定。若為圍

牆、籬笆者，以其外緣為界；若於圍牆、籬笆外另有水溝

者，則水溝一般亦屬農舍等變更使用者；建築物則以滴水

                                           
29 水田因須灌溉、排水之故，兩坵塊間必有高低之分，於本研究範圍（新竹縣）內，一般

而言，東邊之坵塊較高，而西邊之坵塊較低。 
30 一般防風林係為擋東北季風之用，故下風田一般係指西南邊之田，惟仍應依實際情形認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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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為界。 

二、水田與其他種類土地間之界址 

(一) 水田與道路、水溝、養魚池、池沼、河川等以外土地的界

址，不管雙方土地高低如何，其田埂屬於水田這方所有。 

(二) 養魚池、池沼、溜地與其他地目土地之界址，以蓄池水或

防止池水外溢為目的所建造之池堤均屬於池地這方所有。 

(三) 水田與水溝、道路之界址，一般以溝堤外（即水溝含岸）

及路基（崁下）為界。 

(四) 水田與建地之界址，一般建地外圍籬笆、圍牆、地基、防

風林等，概屬建地方所有，惟防風林應注意其向外生長之

特性。 

三、建地與建地之界址 

(一) 地上建物相連者，以隔戶牆中心為界。 

(二) 兩房屋中間相隔一水溝或巷道者，通常以水溝中心或巷道

中心為界。 

(三) 建地與建地間以圍牆或籬笆相隔者，應視其建造年代、式

樣判斷屬何方所有；若無法判斷者，應儘量設法詢問相關

權利人確定之；若為獨立建物則以牆外滴水線為界。 

(四) 重劃區內建地外圍通常有一公有排水溝，如建地與水溝高

低相同時，以實際使用界為準。若建地較高時，以建地崁

腳為界；較低時，則以溝岸外側崁腳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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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類樁標 

(一) 早期重劃後大多未埋設固定界樁，若實地存有各類樁標，

多為複丈後所埋設；實地所埋設之各類樁標，若未經變

動，則必為權利人間所認定之界址，當測量至曾經複丈設

立界標之宗地時，應特別注意。 

(二) 實地界標有可能是塑膠樁、水泥樁、鋼釘、木樁、噴漆、

鋼筋、石頭等多種形式，測量時應多注意。 

以上乃為一般性之原則，而於實地測量時，常有特殊之狀

況，須依實際情形加以研判，如可行，則當儘量向相關權利人查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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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圖解地籍圖數值化成果之改正與整理 

由於重劃區廓多有跨圖幅之情形，故與實測結果比較所使用

的地籍圖，係由「圖解地籍圖數值化成果管理系統」進行分幅管

理自動接合後，經人工清理、修整而成。 

茲將接合與整理之過程說明如下： 

一、坐標轉換 

將圖幅外四圖角點作為控制點，依其數化坐標及原始登錄坐

標，將圖幅內各界址點坐標進行六參數坐標轉換後，重新計算面

積及視中心位置。 

二、圖幅接合處理 

位於圖廓線上之界址點，如在誤差範圍（圖上 0.4 公釐）內，

則取平均值接合為同一點，以連結其跨幅之經界線；如超過誤差

限制，則保持其梯狀界線。另跨圖幅之宗地分別位於各幅之部

分，則整合為一完整宗地。 

三、修正圖幅無法接合之部分 

首先將接合完成之數化地籍圖與地籍原圖、地籍圖之掃描影

像以 Autodesk Map 套疊檢核；如數化作業無誤，則參酌實測現

況、重劃設計原則及設計邊長等資料研判調整後予以接合。 

四、圖面清理 

由於原數化作業
31
、複丈

32
或圖幅接合

33
等原因，整段接合後

                                           
31 數化作業為求精度及速度，常有直線上增加界址點或原應交於一點之經界線，多增加出

二個以上界址點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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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籍圖存有許多冗贅界址點及位相關係（Topology）錯誤
34
之

情形，則利用重測系統之編修及檢查功能，逐一予以排除。 

                                                                                                                 
32 如二筆宗地合併後，即可能產生直線上之冗餘界址點，而一筆宗地分割二筆，相鄰宗地

之地號界址資料並未配合修正，即會產生位相關係錯誤。 
33 圖幅接合後，圖廓線上界址點多屬冗餘界址點；另因接合之精度不佳，極易產生位相關

係錯誤。 
34 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一般儲存的位相關係包括區域定

義、連結性及鄰接性；於數值地籍圖中，則指地號界址資料、經界線連線資料以及相鄰

地號關係。所指位相關係錯誤主要包括地號界址錯誤（通常是因圖幅接合產生的）、經

界線段交錯及毗鄰宗地經界不一致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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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重劃設計邊長之分析與建檔 

按早期農地重劃地籍圖上之保留地及重劃外圍界係由重劃

前地籍圖套繪移寫；農水路係依據審定之規劃圖測繪；而分坵界

線則是依據分配設計之結果測繪。因此，重劃前地籍圖與規劃及

分配設計之結果，為測繪早期農地重劃地籍圖之原始依據。其

中，重劃前地籍圖僅以圖面之線劃表示經界，而規劃及分配設計

之結果，除以圖形表示外，勢必標示點位間之距離作為重劃施

工、測量之依據，此即本研究所稱「設計邊長」。 

雖重劃當時規劃、分配之原始資料多未予以保存
35
，惟設計

邊長仍可由既存之地籍原圖、登記面積以及農地重劃之規劃設計

原則，合理判斷、分析獲得。另複丈圖上之邊長註記乃複丈時於

實地所量取或為權利人分割土地之原意，其精度如同數值法之坐

標，較數化坐標或圖面量距精確許多，因此，複丈圖上若有記載

實量邊長者，亦並同設計邊長整理建檔。 

由於農地重劃區大多為規則的坵塊，可合理研判之設計邊

長，亦為多數權利人對其土地權利範圍的具體認定。因此，界址

點間之設計邊長為本研究分析界址點實地坐標及邊長比較之重

要基礎。 

茲將具體研判、分析設計邊長之方式說明如下： 

 

                                           
35 臺灣省政府 1966 年 5 月 27 日(55)府民地戊字第 41138 號令規定，關於辦理早期農地重

劃應用之有關書表圖卡冊類保存期限，除土地分配正副卡、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原有土

地與新分配土地對照清冊、重劃區重劃前後他項權利及預告登記（包括查封登記）情形

對照清冊、重劃區一筆土地部分未參加交換分合重劃前後對照清（包括個人有及共有二

種）、重劃區全筆未參加交換分合土地重劃前後對照清冊（包括個人有及共有二種）應

永久保存外，至其餘各類書表圖冊，應保存至各該農地重劃區繪製地籍正副圖、土地登

記、換發權狀、租約變更或註銷登記、劃餘地標售及其價款處理、工程費用貸款、零星

集中土地標售及差額補償均全部辦理完畢，其有提起訴願、訴訟者並應俟案件均已終結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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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籍原圖上之鉛筆註記 

重劃區原圖上除前述鉛筆測繪之坵形、高程測量資料外，尚

可能存有許多鉛筆書寫之土地分配資料，包括姓名、面積、邊長

及面積計算式等
36
，其若與圖上量取之距離及登記面積比對研判

無誤者，即可認為係重劃規劃及分配設計之原意。 

如圖 3-2 所示，農路北側之坵塊，由西至東依序可見以鉛筆

書寫 20.5、32.1、29.2、10.8 及 28.8 字樣，與圖上量距略符，且

登記面積分別為 2050 ㎡、3210 ㎡、2920 ㎡、1080 ㎡及 2880 ㎡，

即可合理研判為重劃分配當時各坵之短邊邊長，而長邊則為

100m；又圖上農水路處記有？×1.7=0.0729、？×3=0.1290 及？×

1.7=0.0726 之計算式，核對登記面積分別為 729 ㎡、1290 ㎡、726

㎡，雖乘號前文字無法分辨，亦可合理判斷等號後為以公頃為單

位之面積，而農水路寬度分別為 1.7m、3m、1.7m。 

 
資料來源：中崙湖農地重劃區地籍原圖（1970） 

圖 3-2 地籍原圖上以鉛筆註記之邊長及計算式 

                                           
36 地籍測量規則（1977~1975）第 119 條：「地籍原圖著墨後，原鉛筆線不得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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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登記面積反算 

重劃區廓內若有已研判確定之短邊邊長，則可由登記面積反

算出區廓之縱深（即坵塊長邊之邊長），進而推算出區廓內其餘

坵塊短邊之設計邊長。 

三、重劃設計規格 

(一) 標準坵塊 

由地籍圖及宗地面積可合理研判出重劃區之標準坵塊規

格。以新竹縣為例，標準坵塊除 1961 年示範農地重劃所辦理

之青埔子農地重劃區為 26 公尺×58 公尺外，其餘均為 20 公尺

×100 公尺。 

(二) 農水路之寬度 

如前所述，由重劃原圖之鉛筆註記，可獲得一部份農水路

之設計寬度；而未有註記者，因同一重劃區內農水路之設計均

有一定規格，比對其圖上量取之概略長度、寬度、地目
37
以及

登記面積，即可正確研判
38
。 

茲將新竹縣早期農地重劃之區劃設計規格整理歸納如表 3-1

及圖 3-3。 

 

                                           
37 新竹縣早期農地重劃地籍圖內水路所銓定之地目分為「水」及「溝」二種，依前臺灣省

政府民政廳 1947 年所頒地類地目對照表，「水」地目係指埤圳用地，而「溝」地目則為

一切溝渠及運河屬之，故圖內所載「水」地目土地即係給水路，另「溝」地目土地則為

排水路。給水及排水路通常所設計之寬度不同，而於同一重劃區內，應有一致的規格，

因此地目亦可作為研判農水路寬度的參考。 
38 依理當時農水路面積之計算，應係量取其長度後與設計之寬度相乘而得；因農水路之長

寬比甚大，量取其長度之誤差對面積之影響極小，故若由面積及圖上量取之長度反算寬

度，應與原設計寬度甚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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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新竹縣早期農地重劃之區規劃設計規格 

 

20M20M20M20M

1
00
M

道
溝

溝

溝

溝 建

溝

溝
道

水 水

幹線農路4M

幹線給水路3~4M

田間給水路2.1M

幹線農路4M

中排水路3~4M

建地排水路1~1.2M

田間排水路1.7M

道

建地聯外道路2M

 

圖 3-3 新竹縣早期農地重劃之區規劃設計規格 

 

 

 

類別 地籍寬度 

標準坵塊長邊 100 公尺 

標準坵塊短邊 20 公尺 

幹線農路 4 公尺 

田間農路 3 公尺 

建地聯外道路 2 公尺 

幹線給水路 3~4 公尺 

田間給水路 2.1 公尺 

中排水路 3~4 公尺 

田間排水路 1.7 公尺 

建地排水路 1~1.2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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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逐一研判所得設計邊長，本研究係利用重測系統調查經界

物查註之功能建檔，供後續實地界址點坐標分析以及邊長比較分

析之用；實際建檔情形如圖 3-4。 

 

圖 3-4 設計邊長建檔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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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界址點實地坐標之分析與建檔 

本研究推求界址點之實地坐標，旨在客觀表示土地權利人所

認定實地之界址點位置，俾與地籍圖比較，探討其精度；並非如

一般複丈之邏輯，依據地籍圖來決定實地之界址點位置。 

具體分析與建檔的程序及方法分為實地經界之研判、依距離

配賦或坐標轉換決定界址點實地坐標及分析結果建檔，茲說明如

下： 

一、實地經界之研判 

於實地測量眾多的使用現況界線，有些僅為分耕界線而非界

址所在；有些對於權利人而言是屬於粗略的經界概念，有些則是

非常明確的；另重劃區內規則坵塊的權利人多就所有土地之邊長

有明確的認知，故其對土地權利範圍之認定，邊長因素可能尤勝

於實地經界物。 

本研究研判可靠界址點的邏輯模式，主要為下列三個方面： 

(一) 套合地籍圖並依據設計邊長及其他可靠資料分析研判 

套合地籍圖分析實地經界，基本上農水路之經界依大範

圍，坵塊間相鄰之界線，則於區廓內小範圍考量，並於區廓內

視實地經界之分布情形，可能分為數個小區域分別套合分析。

又若屬保留地者，特別是村莊土地，與重劃坵塊間常存有較大

之系統偏差，應分別考量。 

其次，若界址點間經研判出其設計邊長者，則依設計邊長

進行比對；再者，土地複丈圖記載了複丈之結果，以及建物測

量成果圖記載了建物與界址點之相對位置，亦一併作為分析研

判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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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所示圖、地關係為早期農地重劃區內常見之情形，

其實地農水路與地籍圖已可套合，而分坵界線則與地籍線間呈

一交角。其中實地經界 AB 與 CD 間、CD 與 GH 間、GH 與 IJ

間之距離與地籍圖（或設計邊長）相符，倘若旋轉地籍圖，則

可使其套合，而農水路間則呈一交角；另 CD 與 EF 間、EF 與

GH 間之距離則明顯與地籍圖不符，可能係權利人間另有使用

協議或田埂修築錯誤等原因所致。於此一設例之情形，原則上

除 EF 外，本研究均假設為權利人所認定的實地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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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依說明需要設計之假設情形 

圖 3-5 實地經界之研判 

(二) 實地經界物之固定性及明確性如何？ 

如泥土造之田埂或駁崁容易崩塌而防風林則具有自然生

長之特性較不固定，且此類經界物於實地測量判斷施測位置

時，亦較易產生因人而異之誤差；而石砌或混凝土造之田埂以

及圍牆、籬笆或建築物等則屬固定不易變動且位置明確之經界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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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測得經界物於實地可作多大程度展延或退縮，而不影響權

利人所認定的界址範圍？ 

於實地測得眾多的使用現況界線，有些對於權利人而言是

屬於粗略的經界概念，有些則是非常明確的；另除實地經界物

外，邊長亦為土地權利人認定實地界址點位置之重要條件。因

此，須了解測得經界物於實地可作多大程度展延或退縮，而不

影響權利人所認定的界址範圍，分析所得實地界址點坐標，方

能符合權利人所認定實地經界以及界址點間之邊長。 

茲依經界物種類分項說明如下： 

1. 泥土造田埂： 

重劃後即修築之田埂，大多係由泥土夯實而成；此類田埂

容易變動，經年累月後，權利人對其界址之認知多已模

糊，可展延或退縮的程度較大。 

2. 石砌田埂： 

此類田埂多於重劃交耕後，即就地取材，以整地時被堀出

之礫石，堆砌而成，多出現在高差較大之坵塊間。因較不

易變動，權利人對於界址之認知較為清晰；惟已年代久

遠，且實地測量時判斷之點位亦會存有些許差異，仍有一

定程度展延或退縮之空間。 

3. 混凝土田埂： 

多為近年所修築的，且修築前多經複丈確認其界址，故權

利人對於界址位置之認知明確，可展延或退縮的程度極

小。 

4. 圍牆、籬笆、建築物： 

早年修築圍牆、籬笆或建築物時，因顧及測量之誤差，農

民多就當時所認定之界址有 15～45cm 不同程度之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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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期所修築者則較少有退縮之情形。因此，若屬早期所

修築者，尚可由經界物向外一定程度之展延，而近期所修

築者，則可展延的程度極小。 

5. 私設水溝、道路： 

重劃坵塊間以私設水溝或道路為界者，一般為近期經複丈

或委託測量後所修築，水溝多採混凝土結構，係屬明確固

定之經界，可展延或退縮的程度極小；而道路一般而言其

路基較不明確，可作一定程度之展延或退縮。 

6. 重劃農水路： 

新竹縣早期農地重劃區之農水路多已更新改善
39
，農路與

二旁水溝合計之寬度已拓寬至約與地籍同寬，而其寬度若

有超過者，於拓寬時通常會協議二側各半，較無展延或退

縮之空間。田間小給水路，亦經逐年整修，以混凝土施作

內面工，惟實際水溝之寬度多未達地籍寬度，即水溝外尚

有部分水利用地。 

二、依距離配賦或坐標轉換決定界址點實地坐標 

按研判確定之實地經界物所計算出其界址點坐標作為基

準，於其範圍內未定之界址點，屬規則之幾何形狀者，依設計

邊長採比例配賦方式，決定實地界址點位置；若屬不規則分布

者，則將可靠界址點作為控制點，以坐標轉換之方式決定。 

惟即使實地已有經界物，若屬規則的坵塊，而試依距離配

賦之結果尚在經界物可展延或退縮之容忍範圍內者，則仍依距

                                           
39 早期辦理之重劃區，其工程費和農水路用地全部由農民負擔，為顧及農民之負擔能力，

及針對當時農業環境之需要，田間農路之設施寬度僅為 2.5～3M，路面均未鋪設碎石級

配，併行之給、排水路亦多未設施內面工或保護工，且因長年失修，功能受損；近年由

於農業環境之變遷，引進之農業機械車輛較以往為大，加以農村經濟日趨繁榮，機動車

輛與日俱增，為適應現代化農業經營需要，政府遂自 1988 年起逐年辦理 1971 年以前完

成之農地重劃區農水路更新改善計畫（陳獻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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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配賦的方式決定界址點實地坐標，以符合權利人對於邊長的

認知。 

實際作業係利用 Autodesk Map 軟體進行；其內嵌之「轉

換（Transform）
40
」功能為四參數正形轉換，可使用於比例配

賦之作業；而「圖面變形校正（Rubber Sheeting）
41
」功能，

則為非線性之變形轉換，特點是轉換後之控制點並無殘差，而

且點位間不會有非平滑變形的現象，可運用於不規則界址點之

坐標計算。 

三、分析結果建檔 

界址點實地坐標於 Autodesk Map 分析、計算確定後利用

AutoLisp 撰寫之程式匯出文字檔，經調整格式轉入重測系統建立

宗地資料表、地號界址表以及界址坐標表，而系統並將自動計算

面積，俾供後續之比較分析。 

 

 

                                           
40 「轉換」是以已知控制點的新位置為基礎，對資料集進行統一的調整。「轉換」將同時

移動、旋轉和調整資料的比例，並不損害資料的相對精度，亦即不會變更圖徵之間的角

度和相對距離（Autodesk, Inc.，2003）。 
41 「Rubber Sheeting」國內學者多稱為「橡皮伸縮法」，於 Autodesk Map 2004 中文版中則

譯為「圖面變形校正」，是指在已知控制點到新位置之移動的基礎上，對資料集的非一

致性調整（Autodesk, Inc.，2003），已廣泛被 GIS 軟體嵌入，作為網格或向量圖形資料

之幾何校正使用。此法係將控制點組成三角網後，以多項式進行轉換；Rubber Sheeting
包含線性（linear）及非線性（nonlinear）二種轉換式，線性轉換在三角形交界處，將會

使坐標變化產生非平滑的現象，Autodesk Map 2004「圖面變形校正」使用非線性轉換，

則可降低此一影響。另於研究中尚發現其一特點：輸入控制點之順序，會影響轉換之結

果；於連續輸入二組控制點間直線上之點位，與該控制點呈正形之轉換關係，不受其他

控制點之影響；亦即原連續輸入之二組控制點間直線上點位，轉換後亦位於該二控制點

間之直線上；依此特性可稍微控制轉換結果，亦可運用於比例配賦之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