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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體開發地籍測量精度與正確度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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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整體開發可達成地籍整理之目的。透過整體開發，將坵塊細碎、形狀雜亂

的多宗土地整理為方整臨路的土地，並開闢道路、綠地、學校及各項公共設施或取

得公共設施預定地，提高土地經濟價值與居住品質，便利地區路網，以達促進地方

發展、地盡其利之理想。近年來，自辦市地重劃之辦理區數及面積逐年增加，除了

民間資金積極投入開發外，政府受限於財力及人力因素亦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土地整體開發歷程冗長，以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等都市土地主要的開發方式為

例，各階段興辦之應用測量包含都市計畫測量、地形測量、工程測量、地籍測量等。

各項應用測量精度規範各有不同，惟其成果品質均影響最後地籍測量成果精度。在

現今土地價值高漲的時代，各界對開發後土地測量精度、地籍圖資正確度的期待更

高。開發過程中，必須建立完善的控管機制，才能確保地籍整理的成果精確。依據

土地整體開發之測量作業流程與各階段應用測量精度規範，本研究提出九項提升地

籍測量精度與正確度的策略如下：建立一致之測量控制基準、都市計畫樁測量成果

控管、建立邊界逕為分割套圖作業準則、逕為分割成果複查、樁位與現有道路邊界

查核、公共設施施工測量精度控管、建立各時期導線網平差準則、提升導線與圖根

測量成果精度、自辦市地重劃測量精度控管等 9 個對策，有助達成地籍圖資之正確

度，並將開發後地籍測量精度提升至±2 公分以內，以確保圖地簿一致之土地整體開

發成果。 
 

關鍵詞：正確度、地籍整理、精度、應用測量 

                                                 
1 股長，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2 副局長，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博士生，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 
* 通訊作者，TEL：(04)22218558 #63523，E-Mail: h6124@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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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Accuracy and Correctness 

of Cadastral Survey in Integrated Land Development 

Yuan-Hung Chiu1*, Tsun-Chin Wu2 

Abstract 
The integrated land development can attain the purpose of cadastr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cadasters in chaos can be readjusted to square land to multiply the 
economic value of the land an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ving by broadening the roads, 
increasing grassy land, building new schools, and planning the public facilities.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active development by the local funds and the financial and labor 
limitat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 regions and areas of the urban land readjustment 
initiated by private estate owners have been increasing gradually. 

It takes long time to carry out the integrated land development. In the cases of the 
urban land readjustment and zone expropriation, many applied survey tasks are adopt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such as urban planning survey, topography survey, 
engineering survey and cadastral survey. The legal accuracies for the above survey tasks 
are different. Therefore, the quality of the final outcome in each survey task might affect 
the accuracy of the cadastral survey. Nowadays, with the high value of a piece of a land, 
people expect much of the accuracy of the land survey and the correctness of the 
cadastral map. In consequence, it is essential to lay down the appropriate strategies of 
regulating accurate survey outcome to ensure the accuracy of cadastration. Complying 
with the survey process of integrated land development and the regulation of applied 
survey in term of accuracy for all steps, this research proposes nin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correctness for cadastral survey as follows: setting up consistent results 
of the control survey, accurately controlling the urban planning stakes survey, setting 
criterions of the cadastral overlay in boundary legal enforcement division, re-checking 
the legal enforcement division, checking the urban planning stakes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developed roads, taking control of the engineering survey of public facilities, setting 
criterions of the traverse network adjustment in each process, accurately improving the 
traverse and supplementary control point survey, and accurately controlling the urban 
land readjustment initiated by private estate owne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ine 
strategies will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f an accuracy of ±2 cm in the cadastral survey. 

Keywords: Accuracy, Applied Survey, Cadastration, Correctness 
                                                 
1 Section Chief, Land Administration Bureau,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2 Deputy Director, Land Administration Bureau,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Corresponding Author, TEL: +886-4-22218558 #63523, E-Mail: h6124@taichung.gov.tw. 

https://mail2000.taichung.gov.tw/cgi-bin/downfile/B/16965130843_tmp1A.doc/h6124@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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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為因應區域人口成長與產業發展之需，並健全土地規劃及公共設施開闢，土地

整體開發為一重要的政策。透過市地重劃、區段徵收、農地重劃、農村社區土地重

劃或工業區地籍整理等整體開發手段，將原本凌亂的土地重新規劃、分配，釐整地

籍，取得公共設施，提高土地利用價值，並藉由開發後可供建築用地的標售，為政

府挹注財源，達成政府、民間、土地所有權人三贏的目標。其中尤以市地重劃及區

段徵收為都市土地整體開發的利器，在地方政府受限於財力及人力的情況下，自辦

市地重劃的規模漸趨擴大。以臺中市為例，整體開發地區約 1,400 公頃，劃設為 14
個單元，平均每個單元約略為 100 公頃。 

地籍整理方法大致可區分為地籍圖重測與土地整體開發。地籍圖重測自民國 62
年試辦實施迄今已有四十年的歷史，相關技術、法規及作業手冊已臻完備，作業軟

體發展亦趨成熟。其主要作業項目包含地籍調查、戶地測量與協助指界，並依公告

確定成果辦理土地登記，作業期程為一年。有別於地籍圖重測，土地整體開發作業

項目繁多。除農地重劃、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等無涉都市計畫作業之外，多數整體開

發方式需經歷開發區選定、徵求同意、發布都市計畫、地上物拆遷補償、工程施作、

土地分配等階段，最後才進行地籍整理，辦理地籍測量與土地登記。因此，開發過

程橫跨多機關單位且需時較久，一般約為三至五年不等，相較於地籍圖重測，辦理

時程甚長，各階段測量工作之流程、法規依據與規範等，亟需建立標準作業流程。 
在以往的土地整體開發成果中，測量精度不佳與地籍圖正確度不足是主要的問

題。日後在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複丈的測量過程中，經常發現都市計畫樁位成果或

現地施工錯誤、界址測量誤差過大等圖地簿(地籍圖、現地、登記簿)不符情形，造

成土地權利人的困擾；而釐清原因及辦理更正等相關處理程序的耗時，亦影響土地

價值及後續土地規劃及利用。茲分別探究上列問題與起因如下：一是測量精度不佳

的問題。依據數值法地籍測量之戶地測量精度規範，恐有無法滿足整體開發區土地

複丈精度需求之虞。在數值法地籍測量中，界址點測定精度是±2～6 公分，然因整

體開發後土地方整的特性，以縱深 30 公尺宗地為例，如面臨建築線之兩個界址點

分別存在互為反向的 6 公分偏差，將使宗地產生 3.6 平方公尺的面積差異量；二是

整體開發區內外地籍圖資正確度不足的問題。土地整體開發過程中，需進行邊界逕

為分割測量、地形測量、都市計畫測量、工程測量與地籍測量等應用測量。逕為分

割成果與日後測繪整體開發區內新地籍圖過程中，可能產生圖籍不正確情形；此

外，在上述各種應用測量的作業方式與精度規範各有不同，然辦理程序在前的測

量，其精度規範均較次序在後的地籍測量為低，產生矛盾現象；況且地籍整理之成

果係提供未來永久保存管理之用，地政機關成為整體開發成果正確度不足問題之概

括承受者，備受民眾責難。因此，配合土地整體開發測量作業流程，本研究提出一

套完整因應策略，以有效改善整體開發後土地測量精度與圖資正確度不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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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整體開發區地籍整理 

土地整體開發，無論是以重劃(含市地重劃、農地重劃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區段徵收或工業區地籍整理等方式進行，依法均應辦理地籍測量。除無涉都市計畫

作業之整體開發方式外，在整體開發的各項流程中，有關都市計畫樁測定、施工等

過程，均與測量息息相關，因此各流程測量執行情形將影響地籍測量精度與整體開

發成果正確度。圖 1 為土地整體開發過程中，需辦理的測量工作，包含加密控制測

量、都市計畫樁測量、施工測量與地籍測量。以下將針對各測量工作之常見問題作

一探討。 

加密控制測量

都市計畫樁測量

施工測量

地籍測量

地形測量

地形測量

 
圖1 土地整體開發區測量作業流程 

(一) 土地整體開發區地籍測量作業流程 

由於土地整體開發已成為地方發展之重要手段，為找出地籍測量精度提升策

略，以確保整體開發成果，提高土地價值，必須先就其地籍測量作業流程，探討導

致精度不佳及正確度不足的問題根源，以提出改善策略，建立未來作業模式。在涉

及都市計畫作業的整體開發方式中，以自辦市地重劃方式為例，其地籍整理作業流

程及法規依據如表 1(邱元宏等，2011)。由該表內容可知，整體開發過程中涉及加密

控制測量、都市計畫樁測量、施工測量與地籍測量等，而地籍測量的程序落在所有

測量工作之最末段。 

(二) 土地整體開發區地籍測量問題分析 

依據土地法第 36 條規定，地籍整理包含地籍測量及土地登記。如地籍測量成

果誤差過大、甚至隱含錯誤，必然影響登記成果與土地所有權人權益。早期辦理之

市地重劃、農地重劃區，常因各種應用測量之控制基準不一致、圖根測量成果受限

於儀器精度與平差方法導致精度不佳、施工及土地分配測量過程控管機制不健全、

未辦理確定測量等因素，導致地籍整理成果不佳或圖資正確度不足，造成地籍圖、

登記簿、現地面積不一致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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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自辦市地重劃地區辦理地籍整理作業流程圖 
實施流程 法規依據 

加密控制測量（ ）
 或控制點檢測 

圖根測量

都市計畫樁測量

土地交換分合後戶地測量（ ）
 含實地埋設界樁 

地籍測量結果與重劃後
土地面積比對*

土地分配公告確定

、計算面積 製圖

陳報地籍測量實施計畫**

、新編地段段名 
段代碼確認**

測量成果繳驗**/*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土地登記*

範圍邊界及公共設施用地
地籍逕為分割測量*

區段界調整**

 

1.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81 條 
2.臺中市里鄰編組及區域調整自治條例 

1.內政部 94 年 10 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0940070707 號函 
2.內政部中部辦公室-黎明 92 年 5 月 22 日台內中地字

第 0920082565 號函 

1.土地法第 45 條 
2.國土測繪法第 18 條 
3.內政部 95 年 1 月 6 日台內地字第 0950006911 號函 

1.土地法第 44 條 
2.基本測量實施規則第五章 
3.應用測量實施規則第 11、13 及 14 條 
4.依據加密控制點衛星定位測量作業手冊，將作業文
件分三階段送審 

1.土地法第 44 條 
2.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編第二章 

1.都市計畫法第 23 條 

1.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38 條 
2.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8 條、第 48
條 

1.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編第三章 
2.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35 條 

1.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36 條 
2.內政部 94 年 10 月 4 日台內地字第 0940078424 號函 

1.土地法第 44 條 
2.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編第四章、第五章 

1.內政部訂頒修正「數值法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 
2.臺灣省各縣市辦竣地籍整理測繪成果繳驗作業要點 
3.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100 年 7 月 26 日中市地測二字第

1000023289 號函 

1.土地法第 36 條第 2 項 
2.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36 條 

備註： 
1.加密控制測量得依據國土測繪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委託測繪業辦理，作業文件並分三階段送審。 
2.圖根測量至計算面積、製圖等地籍測量程序自辦市地重劃會得依地政機關委託辦理地籍測量辦法規定，委

託予營業項目包含地籍測量之測繪業辦理。 
3.標註「**」項目由自辦市地重劃會辦理；「*」項目由地政事務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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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的發展，測量精度大幅提升；復因國土測繪法的施行，使各種應用測

量的控制基準趨於一致，可有效改善早期地籍整理成果不佳的問題。惟現今社會型

態急遽變化，各界期待土地整體開發的期程能儘量縮短，並提早辦理土地分配。在

該種作業模式下，現地公共設施在施工過程即應執行控管策略，使各種測量工作引

用之控制基準一致，並提升測量精度，方可避免於辦理地籍測量時，因發現錯誤或

誤差超過規範時，採取補救措施(圖 2)。不論是依現地為準，辦理地籍更正與差額

地價找補；或是修正都市計畫及樁位資料與都市計畫測量成果；或是修正現地施工

成果，均造成時間與成本的耗費。 

加密控制測量

都市計畫樁測量

施工測量

地籍測量

都市計畫樁
成果不符

街廓位置
施工不符

面積不符

地籍手段（
、

）
 更正 差額地價找補 

成果檢查

施工修正

樁位修正

 
圖2 辦理地籍測量時發現先前測量成果錯誤之處理流程 

(三) 土地整體開發區地籍管理特性 

有別於一般區域，土地整體開發區之土地與圖資管理具有下列特性： 
1. 土地價值高、增值快 

無論是以市地重劃或是區段徵收辦理整體開發完成之土地，由於形狀方整便

於規劃利用、周圍交通便利、公共設施完整，因此土地具備高價值與增值潛力特

性，每單位面積之土地價格水漲船高，測量精度與地籍圖資正確度相形重要。 
2. 已經過地籍整理 

整體開發地區由於已辦竣地籍整理，依據法規及實務層面，未來已無再次辦

理地籍圖重測等地籍整理之可能，整體開發成果圖資為未來數十年間之地籍管理

標的。因此地籍測量成果優劣，除影響整體開發成效外，亦影響未來地籍管理品

質的良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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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地籍調查表 
以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為例，市地重劃是以公共設施用地負擔與費用負擔計

算可分配土地面積(內政部，2003)；區段徵收則是以整體開發前土地權利價值計

算可領回抵價地面積(內政部，2012)。依據分配結果計算宗地界址點坐標後，辦

理地籍測量，於實地埋設界樁，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定期到場接管。因此整體開

發地區土地的最大特性在於，除了保留戶係依現場調查結果測繪地籍圖之外，其

餘土地均無地籍調查表，宗地面積及界址點坐標係依開發負擔或權利價值計算決

定。現場除舊有建築物之外，其餘建築構造物均為地籍圖測繪完成後開發所為，

建造過程中如有退縮或越界之情事，與地籍線已產生不完全吻合之情形，日後辦

理土地複丈或建物測量時，因參考資料不足，以直線截點法施測時容易造成誤

判，亦不能直接作為地籍圖更正依據。此與一般辦竣地籍圖重測區以測繪前原有

之固定物為經界線之情形，差異甚大。 
4. 得免指定建築線 

因計畫道路開闢完成，其境界線經建築管理機關公告為免申請指定建築線範

圍者，臨接道路之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前，得免申請指定建築線。在完成土地整

體開發地區，因具備都市計畫界線以地籍界線為準之要件，前述公告免申請指定

建築線之情形尤為常見。因此，整體開發後之都市計畫樁位坐標、建築線、現地

道路公共設施邊界、地籍線務求完全一致。 
5. 圖地簿應一致 

圖解法地籍圖受限於測繪時控制點精度、測繪方法與技術，使圖籍精度不

佳，法規並定有容許誤差，因此普遍存在圖、地、簿面積不一致之情事。早期數

值法地籍測量成果，宗地面積僅登記至平方公尺，因此圖、簿面積仍有平方公尺

以下的差異量。現今的數值法地籍測量，面積計算至平方公尺以下兩位，並依據

測量成果辦理登記，因此，經過整體開發完成地籍整理之土地，其圖、地、簿面

積應務求完全一致。 
6. 測量精度需求更高 

綜合以上特性可知，土地整體開發地區之地籍測量精度要求更高，且因公共

設施施工品質直接影響地籍圖線位置及相應之現地面積，因此土地整體開發過

程，應該在各種應用測量不同的精度規範中，採用最嚴謹的規範，作為共同標準。 

(四) 各種測量作業精度規範 

為辦理都市計畫樁測定、工程規劃與施作、地籍測量，土地整體開發過程中應

辦理的測量工作包含加密控制測量、都市計畫樁測量、地形測量、施工測量與地籍

測量。茲將所含測量項目區分為基本測量與應用測量兩大類，以下將針對各項測量

精度規範先進行探討。 
1. 基本測量 

在土地整體開發的過程中，屬於基本測量範疇的主要工作項目為加密控制測

量。加密控制測量應依內政部訂頒「基本測量實施規則」(內政部，2007)及各級



國土測繪與空間資訊 第三卷第一期 

8 
 

主管機關訂頒規範或手冊為之。惟在國土測繪法公布施行之前，基本測量(或控

制點檢測)精度規範係散見於各項應用測量法規之中，例如地籍測量實施規則(內
政部，2013)、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內政部，2002)均有規範。國土測繪法

及授權法規公布施行後，應回歸以基本測量實施規則為規範依據。惟都市計畫樁

測定及管理辦法中，有關控制點測量之規定尚未修正刪除，因此以下將針對不同

法規的精度規範，一併進行探討。 
在國土測繪法體系中，基本控制點檢測精度大多規範於各級主管機關依據基

本測量實施規則第 4 條規定所訂定之作業手冊中。一般所採標準為角度較差值不

得超過 20 秒，距離誤差值不得超過 1/20000，坐標分量較差值最大不得超過 9.8
公分(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2012)。如上級網加密控制點以 3 公里布設一點計算，

該坐標分量最大較差值經化算後，相對精度為 1/30000。細部(次級網)加密控制點

之相對精度應優於 1/20000，如以 300 公尺布設一點計算，坐標分量較差最大可

達 1.5 公分。其成果為應用測量引用時，若相鄰導線點的距離為 100 公尺，則坐

標分量差最大僅達 0.5 公分。 
在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中，控制點檢測精度規範則為角度不得超過

25 秒，距離不得超過 1/5000，坐標分量容許較差則無規範。由此可知其精度規

範較國土測繪法體系為低。故為維持高精度測量成果，有關基本測量之辦理規

範，仍應回歸基本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 
2. 應用測量 

依據應用測量實施規則規定，辦理應用測量之順序為：檢測控制點、實施細

部測量、調製測量成果。一般而言，在控制點檢測或實施加密控制測量完竣後，

控制點的密度尚不足以直接實施細部測量，必須先進行導線測量。因此以下各種

應用測量，將針對導線測量、細部測量的精度規範分別進行探討。 
(1) 地形測量 

地形測量係為配合特定應用測量任務而執行的前置作業，其執行時機有二：

都市計畫樁測量與施工設計。因此地形測量的精度，將在都市計畫樁測量、施工

測量中分別討論。 
(2) 都市計畫樁測量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規定，幹導線水平角閉合差不得超過

N02 ′′ (N 為含起迄二已知點之導線點總數)，位置閉合差不得超過 1/5000；支導

線則分別為 0302 ′′+′′ N 、1/3000；導線計算時並應採用導線網整體平差方式。

實施導線測量時，並應儘可能利用都市計畫樁位為導線點。由於都市計畫樁位在

性質上屬於「先計算後埋設」的點位，含有埋樁位置誤差，以該類點位做為細部

測量之依據，在精度考量上並不是理想的方式。 
為測定都市計畫樁位，必須先進行地形測量。再依據地形測量成果，計算都

市計畫樁位坐標。為便於分析，須先將都市計畫樁位區分為以下三類：已開闢道

路或公共設施樁位、未開闢道路或公共設施樁位、邊界樁位。未開闢道路或公共

設施關係樁位因較不涉及既有地形地物之位置，因此其坐標計算結果，只要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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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計畫圖套疊正確即可。另兩類樁位因涉及現有地形地物現況，並需以地物位置

計算坐標，因此地形測量之精度將影響都市計畫樁之測定精度。 
依據內政部訂頒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規定，地形地物檢測標準在圖上

平面位置不得超過 0.5 公釐。如以 1/1000 地形圖而言，現地容許誤差即為 50 公

分。另依據內政部營建署訂定「建置都會區一千分之一數值航測地形圖作業工作

手冊」規範，地形圖之測繪精度為 30 公分(內政部，2010)。而道路中心樁以採用

相交道路中心線之交會點定位為原則，如不同方向之交會點在兩點以上，彼此之

距離在 30 公分以內者，取其平均。 
(3) 施工測量 

施工測量屬於為目地事業而展辦之測量，故其測量精度規範可分為平面與高

程兩部分。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4 年 1 月 24 日農水字第 0940030270 號函發

布施工測量作業規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4)，為進行平面控制，應實施導線

測量。主導線角度閉合差應小於 N01 ′′ ，平差前邊長閉合差須小於 L/15000(L 為

導線全長)；副導線相應之規範分別為 N02 ′′ 、L/10000。至於高程測量部分，則

依據施工測量水準測量之精度規範，主導線高程閉合差須小於 K mm 8 (K 為水

準線公里數，不足 1 公里者以 1 公里計)；副導線閉合差須小於 K mm 10 。 
細部測量部分，道路施工應進行路寬驗收，依據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工程施

工查核作業參考基準之瀝青混凝土完成面之驗收標準規範為 30mm/25M(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2014)。惟該標準係為一相對標準，至於道路施作之絕對位置

規範部分，則回歸都市計畫樁測量中的地形地物檢測標準，亦即 50 公分。 
(4) 地籍測量 

地籍測量包含圖根測量與戶地測量。圖根測量一般多以導線測量方法實施。

導線測量依數值法、圖解法辦理方式而有不同精度規範，本研究僅討論數值法。

導線測量應先辦理幹導線、支導線初算，再連結成導線網，實施整體平差計算。

幹導線角度閉合差應小於 N02 ′′ ，位置閉合比數應小於 1/5000；支導線相應之

規範分別為 0302 ′′+′′ N 、1/3000。導線網整體平差應先進行自由網平差，剔除

大誤差觀測量，並計算觀測量後驗精度之後，再實施強制附合平差。 
戶地測量採數值法測繪者，依據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73 條規定，圖根點至

界址點之位置誤差規範，市地標準誤差 2 公分，最大誤差 6 公分。 
3. 小結 

茲將各項測量工作之法規依據與作業規範整理如表 2。在各項測量工作中，

加密控制測量係屬於基本測量，應用測量均需以其成果為依據，由規範亦可知其

成果精度最高。至於在四種應用測量中，施工測量僅規範相對精度，未規定絕對

精度。而採用相對精度法，亦可能產生觀測量誤差正負相抵消或成果存在系統性

偏差的問題。因此，地籍測量之精度規範為各種應用測量中最嚴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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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土地整體開發過程各測量工作規範依據彙整表 
測量種類 測量項目 規範依據 

基本測量 
加密控制測量 

(或控制點檢測) 

1.基本測量實施規則 
2.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辦理加密控制點衛星測量作

業手冊(或各縣市政府自行訂頒手冊) 

應用測量 

地形測量 
1.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 
2.建置都會區一千分之一數值航測地形圖作業工作

手冊 
都市計畫樁測量 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 

施工測量 

1.「施工測量」，網址：http://doie.coa.gov.tw/upload/ 
publicwork/01725.pdf 

2. 工 程 施 工 查 核 作 業 參 考 基 準 ， 網 址 ：

http://www.pcc.gov.tw/pccap2/TMPLfronted/ 
ChtIndex.do?site=002 

地籍測量 
1.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2.數值法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 

三、地籍測量精度與正確度提升策略 

土地整體開發之過程，結合了地政、測量、都市計畫、土木營建工程等各領域

工作，為一系列跨機關之繁複流程。復因近年政府機關人員流動快速，各領域主辦

人員或因經驗不足、或因跨領域專業欠缺，造成整體開發過程無法有效統合，並採

取有效控管機制，導致測量成果品質不盡理想。 
針對地籍測量工作，除依據相關法規辦理之外，近年來地政機關並採取數值法

地籍測量精度規範之最高標準，以 2 公分做為戶地測量之誤差容許值，已有效提升

地籍測量精度。惟在辦理戶地測量之前的整體開發過程中，因地形測量、都市計畫

樁測量及施工測量產生之成果偏差，無法藉由高精度之地籍測量加以克服，該問題

仍亟待尋求解決之道。 
本研究將以前述之作業流程及各種測量精度規範為基礎，探究土地整體開發各

階段流程中，影響測量成果精度與正確度之關鍵因素，並研析常見的問題與發生原

因，提出因應策略。 

(一) 地籍測量常見問題 

早期辦理之土地整體開發，於後續進行土地複丈時常發現圖地不一致情形，例

如宗地面寬或深度不足、道路截角長度錯誤、街廓位置或總面積不正確、都市計畫

樁坐標與地籍圖不吻合、道路邊界施工位置偏移、道路兩側宗地存在局部獨立坐標

系統等多種型態問題。探究其造成的原因，可歸納為九類，以下將逐類說明。 
 
 

http://doie.coa.gov.tw/upload/%20publicwork/01725.pdf
http://doie.coa.gov.tw/upload/%20publicwork/01725.pdf
http://doie.coa.gov.tw/upload/%20publicwork/01725.pdf
http://www.pcc.gov.tw/pccap2/TMPLfronted/%20ChtIndex.do?site=002
http://www.pcc.gov.tw/pccap2/TMPLfronted/%20ChtIndex.do?site=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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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種測量控制基準不一致 
臺灣早期引用的控制測量基準分成兩個系統：一為陸地(軍方)測量系統，以

南投埔里虎子山一等天文點為原點；另一為地籍、水利及農林等機構測量成果，

引自臺中市中山公園內 89 號主三角點。該二系統原點與計算不同，施測時間亦

有前後(內政部，1980)。為建立一致之坐標系統基準，內政部委託聯勤總部測量

署於民國 65 年至 69 年間實施臺灣地區三角測量，建立 TWD67 坐標系統三角點

成果二千餘點。然因系統精度不足、平差方式未臻成熟等因素，三角點精度仍有

不足。以上因素常致使地籍、都計、工程測量基準不一致，究應依何者為準，常

有諸多爭論。至內政部公布以衛星定位測量建立之 TWD97 坐標系統控制點成果

後，近年並配合國土測繪法公布施行，政府相關測繪業務應委由測繪業執行，相

關測量基準始漸趨一致。惟土地整體開發於展辦前，舊地籍圖資與都計樁位等圖

資之控制基準不一致，仍為整體開發過程首先面臨的問題。 
2. 都市計畫樁測量成果與後續各系統不合 

整體開發區的面積通常較大，必須在各項應用測量工作展辦之前，先辦竣加

密控制測量，以提供一致基準之控制依據。但若地政機關未能先辦竣加密控制測

量，都市計畫主管單位為為使都市計畫樁測量工作能順利執行，常需一併辦理加

密控制測量。若該加密控制測量未由測繪業執行，或成果未由加密控制測量主管

機關審核，恐肇生成果精度不佳、隱含錯誤或較大誤差情形，將繼續影響後續測

量工作，包含最後階段的地籍測量。 
3. 區外土地測量疑義 

地政機關辦理整體開發區邊界範圍逕為分割時，如未就全區辦理擴大檢測，

易導致套圖作業過程不夠嚴謹，使整體開發區外土地、逕為分割地籍線與現場施

工位置不符，造成日後區外圖地不符疑義、或參與重劃面積不符而產生整體開發

後土地權利增減之糾紛。 

區內

區外

地籍圖缺漏區塊

 
圖3 邊界逕為分割成果錯誤造成地籍圖缺漏示意圖 

4. 逕為分割成果錯誤 
逕為分割過程由於都計樁位繁多、分割土地筆數多、面積大，分割成果偶有

遺漏或錯誤而未能及時發覺，將因區內土地面積錯誤，影響後續土地分配計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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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而整體開發完成後，也將導致區內外地籍圖缺漏或重疊等圖資不正確情事，

產生地籍管理問題。如圖 3，虛線為舊地籍圖上逕為分割地籍線，黑色線為整體

開發後新地籍圖邊界範圍線，因逕為分割時誤以直線連接，實際樁位成果應為圓

弧曲線，該兩線未完全重合，將使土地整體開發區邊緣外地籍圖產生缺漏區塊。 
5. 區內既有道路偏差 

整體開發區內部分既有道路，其開闢現況於整體開發完成後應與都市計畫圖

資、樁位坐標成果、地籍圖資成果相符。倘因開闢現況路寬與都市計畫不符，必

須補行施工開闢或修正都市計畫圖資；倘因都市計畫樁位坐標偏差，未適時發現

並送疑義研討修正等，將導致整體開發後現地與相關圖資成果不符。不論是地籍

圖路寬與現況不符，或是與道路中心樁位坐標成果不符，在本質上均屬地籍圖資

不正確。如圖 4，黑色地籍圖線為既有道路之正確位置(黑色點為正確之道路中心

樁位置)，灰色點及其連線為錯誤之都市計畫樁位置與道路中心線，灰色線為依

都市計畫圖、錯誤樁位成果繪製之道路邊線，與既有之正確位置不符。 

 
圖4 既有道路都計樁位坐標錯誤示意圖 

  
圖 5a 建築線施作誤差示意圖(灰線為實  

際施作位置，黑線為地籍線) 
圖 5b 建築線施作誤差導致鑑界或建築錯

誤示意圖(灰線為實際使用位置) 

6. 街廓位置施工偏差 
街廓範圍外的公共設施於施作過程中，如因精度控管不佳，可能造成公共設

施邊緣位置偏向道路或偏入街廓內宗地。倘發生偏入街廓內宗地之偏差量過大，

且該區為得免指定建築線區域，鑑界時並以直線截點法進行測量，或建築時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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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地籍圖深度進行建築基地範圍放樣，恐造成越界建築使用之虞(如圖 5a、5b)。
若發現建築線施作位置錯誤，並依正確地籍位置辦理鑑界及建築，雖不致產生越

界，但所有權人於實地可使用面積減少，亦造成權益損失。 
7. 各時期導線點毀損或移動嚴重 

整體開發過程中，由於地上物拆遷、整地、公共設施施工等因素，區內控制

點或遭毀損或因施工造成位移，導致點位保存困難。局部補建、甚至全區重新布

設導線點實為不可避免。倘各時期布設之導線點成果間的關聯性未能有效建立，

將導致都市計畫樁位、公共設施位置與最後辦理地籍測量之圖根點與界址點成

果，產生系統性偏差。 

B1 B2

B1' B2'

 

B1 B2

B1'

B2'

 

6a 6b 

B1 B2
B1' B2'

 

B1 B2
B1' B2'

 

6c 6d 
圖6 因圖根點 RTK 測量隨機誤差產生戶地測量位置偏差示意圖 

8. 導線、圖根測量產生局部或隨機性偏差 
導線測量或圖根測量的執行與平差方式有三種：地測逐級導線平差、地測導

線網整體平差、即時動態定位(Real-Time Kinematic, RTK)測量。逐級導線平差為

早期計算方式，在現今地籍測量實務中，已由網形整體平差取代。但除測繪業與

地籍測量人員外，網形整體平差之執行方式，於多數附屬於工程、技術服務或其

他勞務之測量領域尚未普及。如未執行網形整體平差，容易造成導線點局部成果

偏差，使鄰近但未聯測之導線點檢測成果不符。以 RTK 辦理圖根點補建，經過

學術驗證其精度在 3 公分以內，且已納入數值法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為圖根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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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作業方式之一 (內政部，2011)。另以國內建構之電子化全球定位系統

(Electronical-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e-GPS)服務網作業方式進行圖根測量，經

研究可達約 2～3 公分等級精度(劉榮增等，2011)。惟不論以 RTK、e-GPS 方式進

行圖根測量，其成果均具備以下特性：點位測定精度低於導線網地面測量平差精

度、坐標誤差具隨機性質、無原始平差成果可供檢視、各圖根點之間不具有相關

性，因此相鄰點位間可能存在隨機方向、甚至互為反向的誤差，影響局部戶地測

量成果精度。在圖 6 中，灰色圖根點為實地位置，黑色圖根點為以 RTK 測量坐

標位置，以該坐標進行戶地測量，黑色地籍線為分配結果正確位置，灰色虛線則

為實地釘界之地籍連線位置。各種狀況中，尤以相鄰圖根位置間存在互為反向誤

差情形(6b)，對戶地測量成果影響最大。 
9. 自辦市地重劃測量品質控管不易 

自辦市地重劃區係由土地所有權人組成重劃會，並依據內政部訂頒「獎勵土

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相關規定，辦理整體開發各流程之測量工作，因

此承做廠商、人員之測量專業度，成為決定重劃成果優劣之主要關鍵。因此，主

管機關必須針對自辦市地重劃區建立一套完整的控管機制，才能有效避免上述各

項問題之發生。 

表3 土地整體開發區地籍測量常見問題歸納與分析表 
影響性

質分類 
項次與問題 影響情形 

降低測

量精度 

1.各種測量控制基準不

一致 
地籍、都市計畫、地形、工程測量基準不一致，

使各項圖資產生系統性偏差 
2.都市計畫樁測量成果

與後續各系統不合 
都市計畫樁測量成果精度不佳，並與加密控制

測量、地籍測量成果產生系統性偏差 

6.街廓位置施工偏差 
公共設施邊緣位置偏向道路或偏入街廓內宗

地、可能造成現地宗地面積減少 
7.各時期導線點毀損或

移動嚴重 
都市計畫樁位、公共設施位置與最後辦理地籍

測量之圖根點與界址點成果，產生系統性偏差 
8.導線、圖根測量產生局

部或隨機性偏差 
戶地測量精度降低、宗地位置偏差 

正確度

之達成 

3.區外土地測量疑義 
區外土地、逕為分割地籍線與現場施工位置不

符、圖地不符，或參與重劃面積不正確 

4.逕為分割成果錯誤 
區內土地面積與分配結果不正確、區內外地籍

圖缺漏或重疊 

5.區內既有道路偏差 
現況路寬與都市計畫不符、或都市計畫樁位坐

標與現地道路、地籍圖線位置不正確 
備註：項目 9(自辦市地重劃測量品質控管不易)可能導致之影響問題包含 1~8 項，

不納入歸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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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地籍測量常見問題中，依其影響性質可區分為影響測量精度與影響正確度

之達成等兩大類，茲將各問題、原因與影響情形整理如表 3。 

(二) 測量成果品質提升策略 

為提升土地整體開發後地籍測量品質，包括測量精度與地籍圖資正確度，必須

針對各流程之測量工作，建立一套有效的控管機制，解決各階段測量可能發生的問

題並控管測量成果品質，作為整體開發完成時辦理高精度地籍測量的基礎。茲針對

前一節進行的問題加以分析，並提出相應的解決策略。 
1. 建立一致之測量控制基準 

在地方政府，加密控制測量主管機關多為地政局。在土地整體開發地區規劃

選定階段，即可預先規劃次級網加密控制測量業務及控制點清查、選點等前置作

業。如此，在整體開發開始展辦前，地政局已有充分的時間完成加密控制測量業

務，以提供整體開發過程中永久且一致的高精度成果基準。後續展辦不同目的事

業測量工作時，僅需依應用測量實施規則(內政部，2008)規定，辦理控制點檢測。

如主管機關未能事先辦竣加密控制測量，該工作則必須在辦理都市計畫樁測量時

一併執行。倘地政主管機關與都市計畫主管機關配合不夠密切、委託案合約規範

不夠嚴謹、成果繳送時未落實會驗機制，皆有可能導致加密控制測量成果不盡理

想。在地方政府制定之相關作業手冊中，如規定加密控制測量之執行與文件應分

三階段送審，亦可能造成品質控管不易與委託案之時程延遲耗費。 
2. 都市計畫樁測量成果控管 

為使都市計畫成果與後續工程測量、地籍測量系統能吻合，地政機關應與都

市計畫主管機關聯繫，促請於都市計畫樁測量委託案確實執行下列事項：(1)受託

廠商資格應為測繪業；(2)如辦理項目含加密控制測量，應將成果三階段轉送地政

局審核；如僅需辦理控制點檢測，亦應轉地政局審核；(3)導線測量成果應採導線

網整體平差計算，並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與數值法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等相關規

定審核，如有需要並可商請地政局提供技術協助；(4)繳送成果應由專業技師依據

相關簽證規則進行簽證。 
3. 建立邊界逕為分割套圖作業準則 

都市計畫樁測定完竣之後，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即應依據相關法規，將樁位點

交予地政機關，據以辦理整體開發區範圍邊界逕為分割(如為市地重劃並應辦理

內部街廓範圍等逕為分割)。邊界逕為分割時，應依據數值法土地複丈作業手冊

或圖解法地籍圖數值化成果辦理土地複丈作業手冊規定，測量可靠經界物以辦理

地籍圖套繪作業，必要時並應擴大檢測，以精確決定逕為分割線位置。 
邊界範圍逕為分割階段常見問題為逕為分割線與區外土地套繪不符，造成日

後地籍管理與土地複丈之困擾與糾紛，該情形尤以非道路或其他天然界之單一都

市計畫線做為整體開發區邊界時最常發生。為有效解決該問題，套繪後如發現都

計樁位成果與現有地籍不符，應召開樁位疑義研商會議，儘可能依地籍圖線為

準，修改樁位坐標成果，以維持樁位與整體開發前舊地籍圖系統間關係正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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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整體開發區內、外地籍套繪情形因局部獨立坐標系統導致套圖判斷考量之競

合，應優先考量區外地籍圖與經界物現況，需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73 條至

第 76 條規定精度，並應儘量避免產生區外宗地圖上邊長與實測邊長間之正向誤

差。 
4. 逕為分割成果複查 

逕為分割成果錯誤的成因，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分割圖形與都市計畫

圖、樁位成果不同且未能及時察覺，造成逕為分割圖形及土地面積錯誤；第二類

為分割圖形正確，惟在逕為分割過程中，因製作分割暫存檔、案件整理、檢查與

核定、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核對、標示變更登記等過程需時較久，因同段其他土地

後分割先修檔，致逕為分割案件於修檔過程中，因暫存檔或整段地籍圖資讀取不

正確或邏輯錯誤，而造成無法修檔、或修檔後局部圖形錯誤。第一類屬於純係分

割錯誤所引起，應補辦逕為分割或更正逕為分割成果，以將各宗地面積釐正；第

二類係因修檔成果不正確引起，原始分割與登記面積並無錯誤，惟仍需將地籍圖

資依據原逕為分割成果進行釐正。 
地政機關於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辦理樁位點交後，為能於公共設施施作過程辦

理檢測，應依據樁位圖說與坐標，繪製整體開發區範圍邊界與區內各街廓地籍

圖。此時應將繪製完成之地籍圖，與逕為分割後地籍圖進行複查核對，以確認原

逕為分割成果是否正確。如發現錯誤，應依前述模式處理。 
5. 樁位與現有道路邊界查核 

在整體開發區內已開闢的既有道路，都市計畫樁坐標應與現地一致，否則應

檢視路寬是否正確。如果路寬正確則應召開樁位疑義研商會議，以修正樁位坐標

為宜；如不正確則應視實際狀況，就補行開闢或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擇一辦理。除

特殊狀況無法進行道路邊界補開闢，必須變更都市計畫之外，一般應選擇補行開

闢，以修正道路現況。如此方能使整體開發完成後，現地樁位、道路邊界與整體

開發後新地籍圖線均一致。 
6. 公共設施施工測量精度控管 

整體開發區內之公共設施如道路、公園等，因日後管理權責屬地方政府建設

機關，故實務執行上多由地政機關委託建設機關或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辦理開

闢。由於各道路邊緣線即為地籍圖上各街廓之地籍線，或公共設施僅占街廓之部

分，並與私有土地相鄰接者，其範圍邊界之施工精度對日後地籍管理與土地複丈

影響重大，因此施工品質之控管相當重要。此部分因涉跨機關聯繫與不同種類應

用測量精度規範，應如何管控，尤為本研究欲建立之重點模式。 
公共設施之營造施工必須依據工區工程設計成果施作。為辦理設計，必須先

進行地形測量。由於設計內容係以工區排水及土方計算為重點，因此在傳統作法

上，該階段的測量多較注重高程測量，所採用的方法與平面控制使用的導線網作

業與平差方式不同，因而影響平面精度，無法符合平面位置施工的精度需求。 
在施工測量中，平面控制之測量點位來源除加密控制點、導線點之外，得以

道路中心樁、曲線道路交點樁等為之。由於都市計畫樁位係為先測量後埋設，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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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樁位可能包含埋樁位置誤差，如以該類樁位為控制依據，將使測量精度降低。

而施工測量的精度規範只以相對性的導線的角度、距離閉合差作為檢核依據，且

未規範引用已知點之間的距離，可能產生以下情況：(1)倘引用的已知點距離過

遠，角度、距離觀測誤差正負抵消；(2)引用的已知點之間存在一致性的系統偏差。

該兩種狀況均無法於閉合差檢核出，如以其導線成果進行施工測量，施工位置勢

將產生偏差。 
工程測量一般多採委外辦理。由於在委託案發包規範中，無論是設計、監造、

營造與專案管理(PCM)標，作業項目均含有測量工程，惟性質上皆屬國土測繪法

第 35 條第 2 項「測繪業務係附屬於工程、技術服務事項或其他勞務者」，無法限

制參與投標廠商需具備測繪業資格或設有測量技師並對測量成果簽證，因此對測

量流程與品質的控管必須研擬一套更為嚴謹的作業流程。為使整體開發後地籍測

量品質符合規範，施工測量之平面控制應採與地籍測量同等精度規範要求，實務

執行策略如下： 
(1) 施工測量展辦前，承造廠商應依國土測繪法第 18 條、國土測繪法施行細則第 3

條等規定，陳報測量計畫。 
(2) 導線測量不得選用「先計算後埋設」之樁標(如都市計畫樁)做為導線點。 
(3) 導線測量應於通過導線初算後，採全網平差計算成果，以提高偵錯能力並維持

全區導線點成果精度之一致性與均勻性。 
(4) 施工過程應由營造單位、監造單位與專案管理單位、地籍整理單位充分配合，

實施自我檢測、複檢等精度控管。為避免時程與營造成本浪費，應在混凝土灌

漿前先進行施作位置檢測，如超過誤差規範即進行修正。灌漿過程並應保持施

作位置之正確性，以避免純粹因施工造成之誤差。 
前述(1)、(2)兩點應載明於委託規格中；(3)、(4)兩項作業於成果審核時，建

議應比照都市計畫樁測量階段之導線測量成果審核模式，由建設主管機關商請地

政局提供技術協助。如整體開發後地籍整理工作係由地政局委外辦理，施工相關

單位與受託測繪業間應聯繫配合，由測繪業執行複檢工作。 
7. 建立各時期導線網平差準則 

整體開發區因導線點遺失率甚高，於不同時期進行測量工作時，均需辦理導

線點補建。為顧及既有測量成果、現場地形地物與施作完成之工程位置等，辦理

導線點補建時，應儘量聯測既存點位，以期能將前後期導線網加以連結。平差時

並應將前期導線網所有觀測量與補建時期的觀測量，一併進行平差。前期導線點

不論尚存在與否，平差時均應將其坐標值予以固定。惟該等點位既屬導線點而非

加密控制點，在平差計算時，得固定至 1 公分等級即可，如此並不會影響當期補

建平差成果；而平差後坐標與前期計算坐標差異量有限，亦不致影響由該點位施

作之地形地物成果於次一個開發進度階段之檢測情形。 
8. 提升導線與圖根測量成果精度 

RTK 測量雖可使用於數值法地籍圖重測，然而數值法地籍圖重測之戶地測量

精度為 2~6 公分，為期能將地籍測量精度提升至 2 公分，須避免出現鄰近導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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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圖根點的隨機性偏差。為避免 RTK 測量可能產生的系統誤差與隨機性偶然誤

差影響測量成果，本研究建議整體開發地區的導線測量或圖根測量，均應強制採

取地面測量進行，並以導線網整體平差方式計算，控制改正數於合理範圍內，以

維持鄰近導線點或圖根點間的精度一致性及均勻性。如此亦可避免日後點位遺

失，進行圖根點補建時，與原有圖資成果產生系統性偏差。 
9. 自辦市地重劃測量精度控管 

自辦市地重劃區之加密控制測量、都市計畫樁測量、範圍邊界逕為分割仍應

依前述流程，由地政主管機關、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地政事務所辦理；或由地政

與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分別委外辦理。如重劃區範圍不大，則無需辦理加密控制測

量。而自辦市地重劃會成立並依規報請核定時，地政主管機關即一併通知該會於

未來進行相關測量業務委託前，應將委託契約書與受託之測繪業營業項目等相關

資料函報主管機關核備；繳送之相關測繪成果並應由測量技師依法簽證並送各該

管主管機關審核。辦理地籍測量時，並應委託予營業項目包含地籍測量之測繪業。 
茲將土地整體開發過程中，基本測量與各應用測量之辦理流程與提升測量品

質之控管策略實施機制、時機等，整理如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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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控制測量*策略1

都市計畫樁測量*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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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線測量*7,8 成果檢查*7,8

合格

不合格
否

是

範圍邊界與街廓
地籍圖建立

與地籍
線偏差
量計算

合格

施工位置
檢測*6

公共設施固定物施作

不合格
修正施工放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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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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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樁位置檢測

合格

不合格

繪製地籍圖 土地登記

PCM、 、 、 設計 監造 
營造廠商

工程主管單位 地政主管單位 登記機關

圖根測量*7,8

(施工檢測用)

工程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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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5

與地籍
線偏差
量計算

合格

都計主管單位

道路邊界修正施工

不合格

基本測量

應用測量

逕為分割登記

樁位無誤
樁位
疑義

重新公告

樁位偏差研討

修正樁位

無需修正

策略1： 建立一致之測量控制基準

策略2： 都市計畫樁測量成果控管

策略3： 建立邊界逕為分割套圖作業準則

策略4： 逕為分割成果複查

策略5： 樁位與現有道路邊界查核

策略6： 公共設施施工測量精度控管

策略7： 各時期導線網平差準則

策略8： 導線與圖根測量成果精度提升  

圖7 土地整體開發之地籍測量精度控管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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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提出的九項測量成果品質提升策略，係依據土地整體開發流程所列出。如

針對各項策略屬性，依其執行屬性，又可區分為修改程序、修改作業準則或標準、

調整行政組織等三大類。惟調整行政組織因涉及層面較廣而不易達成，建議可採跨

機關行政協助與協調以利策略執行。茲將各策略屬性歸納整理如表 4。 

表4 土地整體開發區測量成果品質提升策略分類表 
類別 項次與策略 補充說明 

修改程序 
1.建立一致之測量控制基準 將加密控制測量辦理程序提至

最前 

修改作業準

則或標準 

3.建立邊界逕為分割套圖作業準則 
4.逕為分割成果複查 
5.樁位與現有道路邊界查核 
7.建立各時期導線網平差準則 
8.提升導線與圖根測量成果精度 

將各對策與執行方法等內容納

入各作業規範或手冊，或將已有

但分散於各法令規範項目，彙整

納入土地整體開發作業手冊中 

調整行政組

織(或跨機關

行政協助) 

2.都市計畫樁測量成果控管 
6.公共設施施工測量精度控管 

加強跨機關之間行政協助，由地

政主管機關就測量成果審查提

供技術協助 
備註：項目 9(自辦市地重劃測量精度控管)不納入歸納分析。 

四、結  語 

地籍測量是確認人民土地產權的根本，也是國家經濟建設發展之基礎資料，舉

凡交通建設、國土規劃、都市計畫等均需使用地籍圖資料，土地整體開發亦不例外。

而土地整體開發過程包含了地形測量、都市計畫樁位測量、工程測量、地籍測量等

多項應用測量，前階段之測量成果品質均會影響最後的地籍測量精度。但因上述各

項測量的精度規範有所不同，最後階段進行之地籍測量為精度要求最高者外，亦是

土地整體開發區內參與土地交換分配之依據，進而是差額地價找補及政府後續地籍

管理之基礎。因此，惟有透過完善的整合控管機制，除了確保整體開發後地籍圖資

的正確度，並提升在地籍測量之前辦理的各項應用測量的精度，才能符合地籍管理

正確性及後續土地複丈的精度需求，達到健全整體開發後地籍管理及提高土地利用

價值的目的，以提升人民對土地整體開發之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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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NSS 與 GNSS 快速靜態測量應用於圖根加密控制測

量之研究-以蘆竹及平鎮重測區為例 

黃立信1*
 王文俊2

 鄒永龍3 

論文收件日期：103.08.27 
論文修改日期：103.09.21 
論文接受日期：103.11.05 

摘  要 

本研究成功的使用兩種先進的衛星定位技術─GNSS 全球衛星導航定位系統與

e-GNSS 網路化即時動態定位系統，應用於地籍圖重測區加密圖根控制測量；並選

取 102 年度桃園縣蘆竹及平鎮兩個重測區作為研究區域，與已公告確定之 TWD97
圖根坐標進行比較。 

本研究之結果如下：(1) GNSS 快速靜態求解，證實因可視衛星數較單一 GPS
系統增加 66-100%衛星觀測量，增加基線觀測量及週波未定值求解成功率，坐標解

算成功率 GNSS 快速靜態(5、10、15 分鐘)即可達 94～95%，觀測 20 分鐘時更可增

加至 95～97%的解算成功率；觀測成果與公告坐標進行比較方面，有 91%以上的坐

標觀測誤差在 2 公分以內。(2)在使用 e-GNSS 即時動態點位求解時，坐標解算成功

率時可達 85.7～95%以上；成果與公告坐標進行比較，有 83.4%以上的坐標觀測誤

差在 2 公分以內，皆符合現有作業規範。 
本研究證明 GNSS 快速靜態測量與 e-GNSS 定位系統皆可大幅縮短觀測時間，

提供高精度、高品質及更快速之測繪方式。由本研究成果推論，GNSS 快速靜態測

量因不受限網路通訊問題，適合全區域使用；e-GNSS 定位系統則因受限網路通訊

干擾問題，適合運用在網路通訊較佳之區域。 
 

關鍵詞：快速靜態、即時動態定位系統、圖根加密控制測量 
 

 

 

                                                      
1 副教授，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環境資訊及工程學系。 
2 碩士生，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環境資訊及工程學系；課員，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3 副教授，僑光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 通訊作者，TEL:(03)3800364#132，E-mail：shinn0329@gmail.com。 

mailto:shinn0329@gmail.com


國土測繪與空間資訊  第三卷第一期 

24 
 

Implementation and Comparison of e-GNSS and Rapid 

Static GNSS for Topographical Densified Control 

Surveying - A Case Study of Lujhu Township and 

Pingzhen City Area 

Lih-Shinn Hwang 1*, Wen-Chun Wang2, Yung-Lung Tsou3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apply two kinds of satellite positioning technology to Densified 

Cadastral Control Resurveying, which are GNSS (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and e-GNSS (Electroncial-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Two re-surveying areas 
in Lujhu Township and Pingzhen City, Taoyuan County a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areas, 
and the result are compared with the declared TWD97 coordinates of topographical 
control points in 2013.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With Rapid Static GNSS, baseline 
observations were increased and the success rate of solving integer ambiguities are 
improved. So the visible satellites were increased by 66-100% with GPS system only. 
The success rate of solving baselines will reach 94~95% in 5, 10 and 15 minutes. 
Furthermore, the success rate of solving baselines reach 95~97% in 20 minutes. We 
compare the calculated coordinates with the known coordinates, and more than 91% of 
the discrepancies were within 2 cm. (2) With e-GNSS, the success rate was increased by 
85.7-95%. The compare between the calculated and the known coordinates, and more 
than 83.4% of the discrepancies are under 2 cm. It shows that all calculated results meet 
the accuracy specifications by MOI(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both rapid static GNSS and e-GNS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observation time, achieve high precision, high quality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From this work,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rapid static GNSS is suitable in 
common region for its unrestricted property by Internet communication, while e-GNSS is 
appropriately applied in area for a better internet communication. 

Keywords: e-GNSS, Rapid Static, Topographical Densified Control Surve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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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就台灣現有資料來看，GNSS 與 e-GNSS 應用於地籍測量研究的文章甚多，但

以 GNSS 快速靜態測量應用於圖根測量的實務，在台灣尚少見類似的研究報告。地

籍圖重測全面展辦至今已將近 30 年，因環境變遷頻繁，圖根點滅失情形非常嚴重；

已辦理地籍整理完畢區域，圖根點往往因道路整修或公共工程的建設導致部分遺

失，更早期地籍圖重測期間所新建的圖根點更是遺失殆盡，對於執行鑑界複丈業務

影響甚大。本研究係運用國土測繪中心建置之 e-GNSS 即時動態衛星定位系統作業

方式及結合 GPS/GLONASS 雙系統的 GNSS 快速靜態全球衛星定位系統，運用在地

籍圖重測區圖根加密點之新建與佈設，再以傳統地測方式作為真值檢核成果，然後

比對三種測量模式之作業時間與精度、人力與經費評估。 
GNSS 全球衛星導航系統與 e-GNSS 虛擬基準站即時動態衛星定位系統，是目

前廣泛使用於衛星定位測量的技術，本研究運用兩種先進測量技術測設圖根點，並

以傳統圖根測設方式求得之數據為真值，逐一比較其精度、可靠度、效率等…等各

方面做比較，作為往後在圖根加密控制測量新建及補建時，提供使用單位能在最簡

便又合於精度規範下作為施測參考依據。為解決重測後圖根點滅失補建遭遇的問

題，對於市區建物集中及遮蔽物過多區域，若採用衛星定位測量，因不受地形限制，

可減少樁位的佈設率及點對通視等問題，對於往後圖根滅失時可快速、高精度的辦

理圖根點補建作業及戶地測量鑑界與放樣工作；都市地價昂貴寸土寸金，常因釐米

之差訴諸法院，不但勞民傷財，耗費社會資源，也容易造成民怨，引起民眾對於公

務機關的不信任。綜合上述，GNSS 快速靜態、e-GNSS、全測站經緯儀的配合應用，

必定能解決圖根點新建與滅失後續土地複丈問題，也可建制一套完整的基本控制點

與各宗土地界址點位配合運用之坐標系統；而圖根功能的完備更維繫著土地整合成

果之重要因素，且攸關政府公信力執行，是不可輕忽的問題。 

二、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首先以102年度桃園縣辦理地籍圖重測區域，選取平鎮重測區與蘆竹重

測區公告確定之TWD97系統加密控制點，做為研究區之外圍控制點，其中平鎮重測

區為快速發展之都會區，蘆竹重測區為農田較多之農業區，以都會區及農業區，不

同性質區域作為研究對象，研究不同區域所產生的變化。運用傳統全測站經緯儀採

自由測站觀測方式，以網形平差計算方式求解而得公告確定之TWD97圖根加密點坐

標為基準值；然後以GNSS全球衛星導航定位系統測量及e-GNSS虛擬基準站即時動

態定位技術測量，重新佈設重測區內之圖根加密點網形再將此兩種測量觀測計算後

成果採強制附合及坐標轉換方式，轉換至公告之TWD97系統坐標進行分析比對及精

度成果驗證。藉由本研究分析兩種先進之衛星定位測量技術，運用於地籍測量圖根

點新建、佈設，進而取代傳統圖根加密點施測及佈設方式。本研究作業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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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GNSS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測量 

結合GPS/GLONASS雙系統採用快速靜態測量方式，配合網形規劃辦理圖根基

線測量，內業利用Topcon Tools 7.1版軟體及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開發之網形平差計

算軟體(內政部土地測量局，2006)，處理基線解算、偵錯，並固定檢核合格之已知

控制點，採強制附合網形平差計算。本研究辦理GNSS圖根控制測量依據內政部國

土測繪中心民國101年8月製定之「辦理加密控制衛星定位測量作業手冊」 (內政部

國土測繪中心，2012)辦理外業測量及平差計算、分析、偵錯。 

(二 ) e-GNSS即時動態測量  

運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建置之 e-GNSS 即時動態衛星定位系統作業方式辦理

研究區內加密圖根點控制點觀測，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99 年 9 月頒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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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測

繪中心，2010)，作為 e-GNSS 觀測之作業規範；聯測 102 年度研究區外圍公告確定

之加密控制點，內業採用 Trimble 公司研發之 TTC 商用基線計算軟體，聯合 GPS
實測衛星觀測資料及GPSNet定位系統軟體所產製之各級基本控制點VBS虛擬衛星

觀測資料，以 OTF 整數週波未定值求解技術，進行 RTK 後處理動態定位坐標解算 
(高書屏等，2006)。並搭配 6 參數轉換(Affine Transformation，又稱仿射轉換）及最

小二乘配置法（Least-Squares Collocation）進行套合計算，將 e-GNSS 坐標成果強

制附合於公告 TWD97 坐標系統上(高書屏等，2011)。 

(三) 坐標成果進行分析比對 

GNSS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測量成果、e-GNSS虛擬基準站即時動態定位計算測量

成果與民國102年公告確定之TWD97圖根坐標進行距離、角度較差檢核及精度分析

比對。 

三、理論基礎 

(一) GNSS 全球導航衛星定位系統 

GNSS 全球導航衛星定位系統，包括美國 GPS 全球定位系統、歐洲伽利略

(Galileo)衛星系統及俄羅斯 GLONASS 衛星定位系統。Galileo 衛星系統因其系統並

未完善，因此本研究以探討結合美國 GPS 與俄羅斯 GLONASS 衛星定位系統為主

軸之 GNSS 全球導航衛星定位系統快速靜態測量為研究主軸(高書屏，2014)。因結

合 GPS/GLONASS 系統，可擁有五十六顆位於地球外層空間不同軌道完全運作的衛

星，且在結合 GPS/GONALSS 雙衛星定位接收系統後，可增加觀測衛星顆數，改善

衛星幾何圖形配置，在任何地方都有較大高度角的多個衛星觀測，可增加點位解算

成功率及精度；本研究利用 GLONASS 系統的觀測量來提升 GPS 系統的定位精度

與可靠度 GPS 系統 (曾清涼、儲慶美，1999；蔡昌盛，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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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合 GPS/GLONASS 系統方面，首先必須解決兩系統間坐標系統、時間系統

與載波頻率差異等三個問題，GPS 與 GLONASS 系統在軌道傾角、軌道週期、訊號

型式、坐標系統、時間系統與載波頻率間存在著差異，但是具有相同的 L1 及 L2 兩

個載波頻道；均是使用衛星訊號的定位系統，能提供高精度三維位置、速度和時間

資訊，被廣泛應用於導航、測繪等許多領域(蔡孟倫等，2008；張宏正，2012)。 
1. 坐標系統整合 

GPS/GLONASS 衛星的坐標系統皆是以地心地固坐標系統表示，地球原子差

異甚小，為了提高定位精度，仍須計算兩坐標系之差異。在進行 GPS/GLONASS
雙系統整合時，是將 GLONASS 的 PZ-90 坐標系統轉換至 GPS 的 WGS-84 坐標

系統，由於 PZ-90 坐標系統與 WGS-84 坐標系統，兩系統在 Z 軸方向的定義相同，

因此轉換時僅需作 XY 平面的旋轉與原點之平移，其關係可以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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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θ為在 XY 平面上的旋轉角度，[X090084 Y090084 Z090084] T 為原點之平移

量。 
1996 年美國 Pratap Misra 博士於 MIT 林肯實驗室(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ncoln Laboratory)在確定 WGS-84 與 PZ-90 轉換參數方面，以全球

地面追蹤站長期觀測 GLONASS 衛星在 WGS-84 的坐標，同時接收 GLONASS
衛星在 PZ-90 的坐標，以七參數進行坐標轉換，結果分析發現 PZ-90 需繞 Z 軸順

時鐘方向旋轉 0.4 秒，坐標原點沿 Y 軸平移 2.5 公尺，其餘參數不變。 
2. 時間系統整合 

UTC (SU)與 UTC (USNO)同樣都是協調世界時，只是各由不同的國家天文台

所測定，各自參考於不同的原子鐘，彼此間的差異小於 1×10-6 秒，且非一定值，

不過在 GPS 與 GLONASS 觀測資料的標準交換格式 RINEX 中是以 UTC (USNO)
簡化而取代 UTC (SU)，未來在 GLONASS 星曆中將提供二者的預估差值。 

由於 GLONASS 時間(GLONASST)與 GPS 時間(GPST)兩者之間除存在 3 小

時的整數偏差外，還存在一個偏差(1s n−19s)。另外 UTC (SU)與 UTC (USNO)
之間也存在數十奈秒的偏差。由 GLONASST 與 UTC 的關係和 GPST 與 UTC 的

關係，如(2)式所示： 

mhss n 0003191-GPST  GLONASST +−×=                              (2)                                                                    

式中，n為調整參數，整合GLONASS的UTC(SU)時間系統與GPS的UTC (USNO)
時間系統，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作 UTC 時間系統之轉換，另一種則是修改定位

的方程式 (蔡宜學，2000)。 
3. 載波頻率差異 

GLONASS 載波相位未定值與 GPS 系統相同，在訊號鎖定後，除非發生週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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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落或衛星失鎖，不然就會保持固定值。不同於 GPS 衛星使用相同的載波頻率

(L1:1575.42MHz, L2:1227.60MHz)，GLONASS 係以不同的載波頻率來區別不同

的衛星，頻率 L1:(1602+0.5626q)MHz、L2:(1246+0.4375q)MHz，其中 q 為

GLONASS 的 頻 道 編 號 ， q=-7~24 ， 即 L1:1598.0625~1615.5MHz 、

L2:1242.9375~1256.5MHz。 
因為 GPS 和 GLONASS 使用頻率不同，為使接收儀能同時接收 GPS 與

GLONASS 之衛星訊號，雙系統接收儀必須先解決儀器內部的公共頻率源，因此

結合 GPS/GLONASS 的接收儀均經過特殊頻率設計。另外在 GPS/GLONASS 訊

號的差分處理方面，因為每顆 GLONASS 衛星訊號均具有不同的載波頻率，處理

上若單純把 GLONASS 訊號視為額外的 GPS 訊號來求解，將無法得到 GPS 對

GLONASS 差分訊號的週波未定值，故處理上需整合解算 GPS/GLONASS 差分與

單一 GPS 差分相比的週波未定值(Wanninger and Wallstab-Freitag，2007)。 

(二 ) e-GNSS 即時動態定位系統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為因應目前國際間對多衛星系定位系統的發展，規劃系統

現代化作業，且配合內政部於民國 101 年 3 月 30 日公布 TWD97(Taiwan Datum 1997) 
(2010)坐標系統，全面升級基準站為 e-GNSS 雙星系統，自 101 年度起便針對系統

硬體及軟體全面升級，將臺灣本島 66 個衛星基準站更新系統，從現有之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單星系統提升為雙星系統（GPS+GLONASS）服務，提高作業效

能，更新基準站坐標至 e-GNSS；國土測繪中心將全面升級的 e-GNSS 雙星系統

PIVOT 平台使用，整合 237 個具有 TWD97(2010)坐標成果之 GNSS 連續觀測站，

自民國101年12月1日至102年1月31日之62天衛星觀測資料為基礎，採用Bernese 
軟體計算基線，依據內政部公告之 TWD97(2010)坐標框架定義，約制在竹南基準站

三維空間坐標，解算各基準站 e-GNSS(2013)精密坐標[簡稱 e-GNSS(2013)]，至於澎

湖、金門及馬祖地區維持原 TWD97(1997)坐標框架，尚未變更。民國 103 年 1 月 1
日正式更新臺灣本島地區基準站坐標為 e-GNSS(2013)，9 月 1 日起將 e-GPS 正式更

名為 e-GNSS，其基本定義如表 1 所示(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2014)。 

表 1  e-GNSS(2013)坐標框架基本定義 
固定站點名 竹南 

國際坐標基準框架 ITRF94 
坐標定義起始時刻 2013 年 01 月 01 日 12：00：00 

X-坐標 -2975765.1265 公尺 X-速度量 -0.0221 公尺/年 
Y-坐標 4976994.6606 公尺 Y-速度量 -0.0096 公尺/年 

Z-坐標 2647324.0276 公尺 Z-速度量 -0.0102 公尺/年 

e-GNSS 定位技術在系統整體運用與資料供應層面上，包括衛星動態定位技

術、寬頻網路數據通訊、Mobile Phone 行動式數據傳輸、資料儲管及 Web 網站等

5 項主要先進整合技術。e-GNSS 定位技術應用，是由多個 GPS/GLONASS 基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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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候連續地接收衛星資料，經由 ADSL 寬頻網路或其它通訊設備與控制及計算中

心連接，彙整計算產生區域誤差修正量，並利用移動站單點定位坐標內插計算出虛

擬基準站的誤差修正量及虛擬衛星觀測資料。因此，在基準站構成的基線網範圍

內，使用者只需在移動站上擺設衛星定位接收儀，並將相關定位資訊，透過以全球

行動通訊系統(GSM)為基礎的整合式封包無線電服務技術(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GPRS)或其他無線數據通訊傳輸技術，將 GPS/GLONASS 單點定位坐標成

果，依據國際慣用之 NMEA 標準資料格式傳送至控制及計算中心，經透過區域性

定位誤差修正量，同步解算獲得該虛擬基準站之虛擬觀測量後，再以「國際海運系

統無線電技術委員會」(Radio Technical Commission for Maritime，RTCM)制定之差

分數據標準格式，回傳至移動站衛星定位接收儀進行「超短距離基線」定位解算，

獲得 RTK 定位坐標成果(http://www.egnss.nlsc.com.tw/)(劉榮增，2011)。 

 1. e-GNSS 定位數學模式 
e-GNSS 定位技術主要是透過基準站網絡即時解算涵蓋區域內的 GPS 系統

誤差模型，利用這些資訊根據移動站的位置建立 e-GNSS 的模擬觀測數據，再與

移動站的觀測數據進行單一時刻超短基線即時定位。從各基準站資料的處理、解

算到 e-GNSS 觀測數據建立及移動站定位，整個解算過程可分為三大部份： 
(1) 基準站資料即時解算：在原始的電碼觀測量和載波相位觀測量中，包函許多的系

統性誤差，為了降低系統性誤差所造成的影響，因此採用差分技術消除這些誤

差，並對移動站提供即時性的系統誤差資訊，基準站網絡中的週波未定值解算必

須是即時性，由於原始及一次差分觀測量中含有許多誤差量，為了降低這些誤差

量影響及參數估計之便利性，故參數估計採用二次差分觀測量，而估計量是針對

二次差分的週波未定值。且二次差分觀測方程式中含有電離層及對流層的影響

量，故要正確求解週波未定值則必須處理掉電離層及對流層影響量的誤差量。 
(2)移動站坐標之求解：當我們得到 VBS 之虛擬觀測量後，就可以與移動站的觀測

量組成二次差分觀測量，由於這是一超短的基線，兩站的電離層及對流層影響量

可以認為是高相關性，故在組成二次差時，它們就如同時錶誤差般可以互相抵

消，以下標 v 表示 VBS，r 表示移動站，上標 kzɭ 表示衛星，所組成的二次差方

程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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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Φ 、 2Φ ：L1、L2 二次差載波相位觀測量(以公尺為單位)； 1P、 2P  ：P1、
P2 電碼虛擬距離觀測量(以公尺為單位)； 1λ、 2λ ：L1、L2 載波之波長； 1N 、 2N ：

L1、L2 二次差整數週波未定值；
1Pe 、

2Pe  ：P1、P2 二次差電碼量的雜訊；
1Φε 、

2Φε ：L1、L2 二次差載波觀測量的雜訊。 

http://www.egnss.nls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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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虛擬基準站的觀測資料：得到網絡中的系統誤差資訊後，必須內插到虛擬基

準站的位置上，再顧及觀測方程式中各項系統誤差及幾何距離等以產生虛擬觀測

量(王敏雄等，2007)。 

四、資料蒐集處理與成果分析  

(一 ) 研究區選定 

首先依研究計劃選定102年度平鎮(如圖1)及蘆竹(如圖2)重測區為本次研究區

域，蒐集測區相觀資料，包括航攝影像、地籍圖、102年度加密基本控制點公告確

定坐標、測量儀器選用等資料。圖根加密點樁位清查、觀測、計算，依據地籍測量

實施規則辦理，然後在選定測區範圍中選出均勻分佈之圖根點進行e-GNSS及GNSS
快速靜態定位觀測；因兩種觀測方式毋需串連導線網，可依加密控制點方式佈設，

各點間之距離應至少大於50公尺；原則應採3點(含)以上一組、可互相通視方式選

定，必要時得採點對方式佈設。以GNSS快速靜態測量方式施測重測區內之圖根加

密點樁位，求解TWD97坐標X、Y值。運用e-GNSS即時動態定位測量技術求解上述

樁位坐標，經搭配6參數轉換及最小二乘配置法(葉大綱等，2011)，求得TWD97坐
標X、Y值；將此兩種測量成果與公告後之圖根坐標進行精度成果驗證及可靠度比

較分析，分析比較基線解算率、量測數據觀測誤差及觀測精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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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平鎮研究區圖根加密控制點分佈圖  圖2 蘆竹研究區圖根加密控制點分佈圖 

(二) 加密圖根控制測量作業模式 

1. GNSS 快速靜態測量作業 
本研究作業使用9部Topcon GR-3型GNSS接收儀，施測作業時間為2012年11

月7、9日共觀測12個時段。定位精度於採用靜態測量時平面精度為3mm+0.5ppm 
(Parts Per Million)，高程為5mm+0.5ppm；於採用動態測量時平面為10mm+1ppm，

高程為15mm+1ppm(http://www.topcon.com/)。儀器接收時間設定1秒接收1筆
資料，接收仰角設為15度以上，每個時段觀測時間為20分鐘(符合快速靜態觀測

規範)。研究計算處理取樣以5分鐘、10分鐘、15分鐘、20分鐘予以計算處理，其

計算軟體採用Topcon Tools 7.1版軟體及國土測繪中心網形平差計算軟體，處理基

http://www.topc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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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解算、偵錯，並固定檢核合格之已知控制點，採強制附合網形平差計算，並將

計算結果與公告TWD97坐標進行分析比較。GNSS衛星定位測量觀測時段網絡圖

如圖3、圖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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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平鎮GNSS快速靜態觀測時段網絡   圖4 蘆竹GNSS快速靜態觀測時段網絡圖 

2. e-GNSS即時動態測量作業 
本研究進行 e-GPS 施測作業時間為 2013 年 8 月 14、15 日，使用 1 部 Leica 

RX1250X 型號之衛星定位接收儀，基站與移動站需同時能接收 5 顆以上衛星、

必須能同時接收到 GPS 衛星的訊號與基地站廣播的差分訊號，方可求解未知點

坐標；衛星資料接收仰角設定為 15 度，PDOP 值小於 5、觀測量 1 秒紀錄 1 筆、

每個時段觀測 3 分鐘，以不同時間觀測兩個時段(符合 e-GPS 觀測規範)；定位精

度於採用靜態測量時平面為 5mm+0.5ppm，高程為 10 mm +0.5ppm，於採用動態

測量時平面為 10mm+1ppm，高程為 20mm+1ppm；L1/L2 載波觀測量精度為

0.2mm，電碼觀測量精度為 20mm。(http://www.leica-geosystems.com/) 
3. 6 參數坐標轉換 

本研究圖根測量坐標系二維坐標，採6參數最小二乘配置轉換方式將e-GNSS
所觀測求得近似 TWD97 坐標，經由外圍加密控制點聯測，轉換至 TWD97 坐標

系統，與公告之 102 年加密控制點及圖根坐標相同。6 參數轉換亦稱仿射轉換，

其物理意義為兩坐標系間包含 2 個比例尺因子、1 個旋轉量、2 個平移量及 1 個

軸系不正交偏角，至少要三個共同點來求解，基本上大多數的坐標轉換均能以 6
參數為之(高書屏等，2011)。 

4. 最小二乘配置 
在測量平差中，將這種兼有求訊信號和非隨機參數的數學方法稱為最小二乘

配置法。不同於傳統的平差法，最小二乘配置法是一種結合最小二乘法(未知參

數的估計)、預估與濾波三種作用的方法，傳統的測量平差法僅能處理觀測量含

有純粹的偶然誤差，而最小二乘配置法不但能將之擴大到處理觀測量含有相關性

的誤差外，且還能估計出未做觀測之處應有之觀測值 (李添福，2006)。 
 
 

http://www.leica-geosyste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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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合研究成果分析 

1. 可視衛星數比較 
本研究設定衛星觀測資料擷取仰角為15度，使用單一GPS各時段可視衛星數

介於6~9顆，當加入GLONASS衛星時，可視衛星顆數增加至13-18顆，觀測量增

加6-9顆可視衛星數，增加約66%~100%的衛星觀測量，進而提升衛星定位觀測的

品質，即提高定位精度，可視衛星數量增多除可避免因遮蔽產生無法解算的缺點

外，更可提供多餘觀測量，來提高觀測結果的可靠度，並可確保單一系統失效時

能正常使用，增加基線解算率。 
2. 點位坐標解算成功率 

平鎮及蘆竹GNSS快速靜態(5、10、15分鐘)觀測時，坐標解算成功率可達94
～95%，觀測20分鐘時之坐標解算成功率，增為95～97%；平鎮及蘆竹e-GNSS即
時動態定位觀測，坐標求解成功率有85.7～95%。觀測成果與公告坐標進行比較

，平鎮及蘆竹GNSS快速靜態觀測(5、10、15、20分鐘)時，較差在2公分以內達91
～97%；e-GNSS定位測量較差在2公分以內達83.4～87%。成果顯示:在同樣的條

件下，GNSS快速靜態點位解算成功率確實優於e-GNSS定位測量；本研究成果解

算，平鎮及蘆竹之GNSS快速靜態與e-GNSS即時動態定位成果相近，並無太大差

異，證明平鎮及蘆竹兩個區域皆適用此兩種定位技術。 
3. 自由測站法成果與坐標反算較差分析 

地測導線測量、GNSS快速靜態與e-GNSS成果實施地測檢核，同時以多餘觀

測方式觀測其角度、距離，本研究以衛星測量與地面觀測(Obschk)驗證成果精度

。內業計算以國土測繪中心開發之重測作業系統(Neccad)交弧法求解計算出自由

測站位置近似坐標，再以平面角邊混合控制網嚴密平差計算各個自由測站位置坐

標成果，研究區以GNSS快速靜態觀測自由測站法實地測量角度與坐標反算角度

較差(如表2所示)，GNSS快速靜態方位角檢核角度較差值100%位於±40秒內，符

合作業規範之規定；表3為e-GNSS觀測坐標反算角度較差情形，由研究統計，

e-GNSS快速靜態較差值，有90%符合作業規範±40秒內，有10%的成果超過坐標

反算角度較差規範。 
4. 檢測圖根加密點精度及距離檢核觀測量合計 77 個，其中距離最長為

HM058-GC03(242.295M)，最短為 HM073-HM074(33.688M)；由研究成果顯示

GNSS 快速靜態圖根加密點方位角檢核角度較差值區間介於 -29.1~39.1 秒，符合

較差在±40 秒以內之誤差規範；圖根加密點距離檢核較差值區間介於-1.7~1.6 公

分，符合作業規範，距離檢核較差在 3 公分以內之誤差範圍；相對精度檢核區間

介於 1/4,266~1/1,901,048，符合圖根控制測量作業規定，較差小於 1/3,000 之誤差

規範。本研究以 e-GNSS 測設之圖根加密點，經由 6 參數轉換最小二乘配置方法

坐標轉換後，圖根點方位角檢核角度較差值有 90%成果較差在±40 秒以內之誤差

規範；另距離檢核較差值區間介於-3.2~2.1 公分，其中除(BM091-BM092)距離檢

核較差超過 3 公分，其餘 99%皆在 3 公分作業規範內；相對精度檢核區除

(HM069-HM066) 低於 1/3,000 之誤差規範，其餘 99% 相對精度值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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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3~1/378,530，符合較差小於 1/3,000 之誤差規範。圖 5 為 GNSS 快速靜態圖

根加密點精度檢核分佈圖，圖 6 為 e-GNSS 圖根加密點精度檢核分佈情形。 

表2 自由測站法成果與GNSS快速靜態坐標反算位置較差分析表 
較差區間(秒) 數量 比率 

＞-30 0 0% 
-30～-25.1 2 2% 
-25～-20.1 1 1% 
-20～-15.1 8 9% 
-15～-10.1 7 8% 
-10～-5.1 13 14% 

-5～0 14 16% 
0～5 13 15% 
5～10 7 8% 
10～15 9 10% 
15～20 11 12% 
20～25 3 3% 
25～30 1 1% 
30～35 1 1% 
35～40 1 1% 
＞40 0 0% 
合計 90 100% 

表 3 自由測站法成果與 e-GNSS 坐標反算位置較差分析表 
較差區間(秒) 數量 比率 

＞-40 7 8% 
-40～-35.1 3 3% 
-35～-30.1 4 5% 
-30～-25.1 2 2% 
-25～-20.1 3 3% 
-20～-15.1 6 6% 
-15～-10.1 5 6% 
-10～-5.1 7 8% 

-5～0 6 6% 
0～5 13 15% 
5～10 7 8% 
10～15 1 1% 
15～20 4 5% 
20～25 0 0% 
25～30 7 8% 
30～35 3 3% 
35～40 10 11% 
＞40 2 2% 
合計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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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檢測圖根加密點精度及距離檢核觀測量合計 77 個，其中距離最長為

HM058-GC03(242.295M)，最短為 HM073-HM074(33.688M)；由研究成果顯示

GNSS 快速靜態圖根加密點方位角檢核角度較差值區間介於 -29.1~39.1 秒，符合

較差在±40 秒以內之誤差規範；圖根加密點距離檢核較差值區間介於-1.7~1.6 公

分，符合作業規範，距離檢核較差在 3 公分以內之誤差範圍；相對精度檢核區間

介於 1/4,266~1/1,901,048，符合圖根控制測量作業規定，較差小於 1/3,000 之誤差

規範。本研究以 e-GNSS 測設之圖根加密點，經由 6 參數轉換最小二乘配置方法

坐標轉換後，圖根點方位角檢核角度較差值有 90%成果較差在±40 秒以內之誤差

規範；另距離檢核較差值區間介於-3.2~2.1 公分，其中除(BM091-BM092)距離檢

核較差超過 3 公分，其餘 99%皆在 3 公分作業規範內；相對精度檢核區除

(HM069-HM066) 低於 1/3,000 之誤差規範，其餘 99% 相對精度值介於

1/3,033~1/378,530，符合較差小於 1/3,000 之誤差規範。圖 5 為 GNSS 快速靜態圖

根加密點精度檢核分佈圖，圖 6 為 e-GNSS 圖根加密點精度檢核分佈情形。 

 
圖 5  GNSS 快速靜態圖根加密點精度檢核分佈圖 

 
圖 6  e-GNSS 圖根加密點精度檢核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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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坐標求解 RMS 分析：在坐標求解時，精度是指求解觀測坐標與其真值(True Value)   
接近的程度，亦即精度是指重複量測的密集程度，一般以均方根差 RMS 表示其

大小。本研究以外業求得之觀測值減去公告坐標(參考值)，求得標準誤差 RMS
值，由於結合雙系統觀測使得點位坐標求解成功率提升，各基線求解之品質得以

提升。由成果計算求得，平鎮及蘆竹計算 GNSS 快速靜態求解後之坐標與公告坐

標 RMS 值為介於±│1.0～1.1│公分之間；平鎮及蘆竹計算 e-GNSS 求解後之坐標

與公告坐標 RMS 值介於±│1.4～1.6│公分之間。e-GNSS 系統之坐標求解 RMS
明顯高於 GNSS 快速靜態系統。綜合上述成果分析中發現，使用 GNSS 快速靜態

測量與 e-GNSS 測量之成果所得到之角邊混合控制網平差坐標成果精度，已超越

國內加密控制測量相關作業精度規範。總歸結論，以 e-GNSS 方式施測圖根控制

測量作業確實較傳統方式更快速、又方便；GNSS 快速靜態則需耗費較多的人力

及儀器同時作業，但因精度高、基線與坐標解算成功率是最好的，圖根控制測量

的精確攸關著人民財產的重責大任，就本研究之成果顯示精度較高的 GNSS 快速

靜態測量，可作為未來圖根控制測量作業之參考。本研究成果證明 GNSS 快速靜

態測量因不受限網路通訊問題，較適合全區域使用；e-GNSS 衛星定位系統則因

受限網路通訊干擾問題，適合運用在網路通訊較佳之區域。 

五、結  論 

GNSS 快速靜態與 e-GNSS 兩種測量方法，雖皆為現行沿用甚廣的量測技術，

本研究最大貢獻就是跳脫傳統報告之理論模式，以實測數據在實務上驗証比對兩種

觀測方式的差別。本研究結果已證明了 GNSS 快速靜態與 e-GNSS 兩種定位測量，

應用於圖根控制測量之成果，皆符合重測加密控制測量及圖根控制測量手冊之規定

(內政部，2010)，且兩種定位方式各有其優缺點，綜合以上結果，分述如下： 

(一) 本研究中平鎮研究區屬於都市及快速發展之都會區，建物及遮蔽物較多，因此

衛星較容易遭受遮蔽；蘆竹研究區屬於較空曠之農業區，透空度較好，因此兩

種定位觀測時，點位求解成功率，蘆竹研究區點位解算成功率較平鎮研究區高。

至於 GNSS 快速靜態與 e-GNSS 使用在兩種不同實驗區時，實驗結果並無太大

變化，皆可達到數值法圖根控制測量規定之精度要求。本研究證明兩種定位技

術，皆適合運用在都會區及農業區觀測圖根控制測量使用。 

(二) 結合 GNSS 快速靜態觀測，可視衛星增加除可避免因遮蔽產生無法解算的缺點

外，更可提供多餘觀測量來提高觀測結果的可靠度，並可確保單一系統失效時

能正常使用，增加基線解算率。GNSS 快速靜態在觀測網形的佈設方面，每個

測段接由 9-10 部 GNSS 多衛星接收儀，聯測外圍已知加密點，同時段觀測，每

條基線皆形成一個多餘觀測量，多個測段形成嚴密的控制網形，在解算率、精

度、可靠度、穩定度方面較高，成果較為穩定；其缺點是，需專業之人力及精

密儀器同時作業，成本較高。但對於精度要求較高之加密點、圖根控制點觀測，

建議運用此觀測方式；依據本研究之實驗成果，建議可採 GNSS 快速靜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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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方式觀測；GNSS 快速靜態因不受限網路通訊問題，運用於精度需求較高

之地籍圖重測區及各地政機關圖根補建，適合全區域使用。 

(三) 採用 e-GNSS 即時動態定位方面實驗成果顯示: e-GNSS 定位測量系統，因單人

單機即可作業、可即時求解、縮短作業時間及降低作業成本等優點；但因 e-GNSS
衛星定位系統則因受限網路通訊干擾問題，因單人單機作業，缺少多餘觀測量

及嚴密的控制網形，且求得之觀測成果並非 TWD97 坐標系統，必須注意聯測

工作區外圍之加密控制點進行坐標轉換，才可得到正確之坐標系統，且重複觀

測要落實，才能確保觀測成果的精確性。選點時避開遮蔽物太多(例如:建築物、

鐵塔、電線桿旁等)，衛星接收角度不佳及網路通訊容易干擾的區域。因此，

e-GNSS 衛星定位系統則因受限網路通訊干擾問題，適合運用在網路通訊較佳或

圖解區、農地及山坡地等區域。 

(四) 本研究應用在圖根測量之成果顯示，GNSS 快速靜態測量不論在精度、方位角

檢核、距離檢核、解算率、RMSE 等各方面之比較，較優於 e-GNSS 定位測量；

雖然兩種定位技術皆符合作業規範，綜結研究成果，圖根控制測量乃戶地測量

之根本，而戶地測量攸關人民財產及權益，因此本研究認為圖根控制測量應以

精確度、可靠度、穩定度較高之 GNSS 快速靜態定位測量為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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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最小二乘技術於河川水文因子動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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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當豪雨及颱風過後，洪氾淹水、邊坡崩塌等災害遍佈於台灣山林集水區之中，

相關水文觀測資訊或流量水位觀測站，易受到災害影響而損毀、缺測，造成相關洪

水預報、淹水模擬分析或水工構造設計無法獲得穩定的實際觀測資料進行驗證，故

如何利用較穩定之水文觀測資訊，有效建立相互轉換關係模型進行推演，是目前資

料補遺與水文監測迫切所需。其中，雨量資料為水文觀測資料中較穩定之觀測，亦

能直接反映降水於集水區之量體多寡，因此可作為模式中可靠的觀測資料來源。本

研究利用集水區中多個雨量站觀測資料，依徐昇多邊形法進行雨量觀測加權計算出

降水水體量，再由降水水體量與流量關係建構水文因子轉換模型，最後以平差技術

擬合計算出水文因子之參數值及其代表特性。研究成果顯示，利用雨量觀測搭配水

體轉換流量模型，不僅可以由平差擬合方式得到模式內相關水文參數，也可適度修

正流量觀測資訊，因此可提供集水區長期水文資料補遺與監測等相關分析之建立來

源。 
 

關鍵詞：水文轉換模型、最小二乘法、雨量、流量、徐昇多邊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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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Analysis of Hydrology Factors Based on 

Least-Squares Technique 
 

Yan-Ting Lin1*, Jen-Yu Han2 
 

Abstract 
After torrential rains and typhoons, flood flooding, landslides and other disasters 

have frequently damaged the montane basin in Taiwan. Moreover, those disasters usually 
damaged hydrological stations. As a result, one cannot obtain sufficient observations to 
support predication, flood simulation analysis or hydraulic structure design. Therefore, 
how to effectively establish the conversion relationship model by steady hydrological 
observation information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in data addendums and hydrological 
monitoring. Particularly, rainfall data is not only regular observation, it also directly 
reflects the amount of precipitation in a catchment providing are liable observational 
source for model development mode. In this study, the precipitation observations from 
multiple rainfall station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total amount of precipitation was 
estimated based on the Thiessen polygons method. Next, a hydrological model describ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recipitation and discharge was established and associated 
factors were then estimated by the least-squares approach. The test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conversion of water flow model not only provides the relevant hydrological 
parameters by the least-squares approach the flow observation information can also be 
corrected accordingly. In other words, the proposed approach together with the rainfall 
information can facilitate a long-term data addendum and dynamic monitoring for the 
hydrological factors in a catchment. 
 
Keywords: Discharge, Hydrological Transformation Model, Least-squares Technique,  
          Thiessen Polygon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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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台灣山區集水區受颱風及豪雨所帶來的豐沛雨量影響，短時間內於渠道中產生

流量劇烈變化，此外也造成邊坡常見破碎地質、陡坡急流、大量土砂淤積河道，使

得河道地貌產生多樣變化，如 2009 年 8 月莫拉克颱風在短時間內於南台灣降下了

2500 釐米的豪雨，使得南部山區產生大量地滑及崩塌，直接影響鄰近河床之水文

資訊觀測站(圖 1)。部分觀測站在莫拉克風災期間，因河道淤積抬升而遭受掩埋，

或架設於橋梁上之觀測儀器受洪水摧毀(圖 2)，因此後續河道模擬相關演算所需的

水文資料(如:河川流量、水位)因而無法提供，造成演算上障礙。其中水文因子雨量、

流量及水位彼此間成相互影響關係(圖 3)，又以河川流量於河道演算模擬中最為重

要，而傳統流量資料的獲得方式，於特定的河川斷面採用人工量測其斷面面積或由

透水雷達斷面量測(Spicer et al., 1997; Costa et al., 2006)，再利用流速計連續觀測流

速值，進行流量估算(Oberg and Mueller, 1994; Song and Graf, 1996)，但受限於天候

與人工測量，使得觀測資料較為片斷不連續；現行流量資料的獲得方式較為便利，

可藉由橋梁雷達波方式觀測水位資料(Alsdorf et al., 2000; Lee and Lai, 2000)，將水

位資料結合流量資料進行率定曲線分析(Rating curve analysis)(Bhattacharya and 
Solomatine, 2005)，但往往在洪災發生時不易獲得較完整水位與流量資料，且在水

位流量率定曲線之單位時間，以年或單一洪水事件進行率定，其中還需仰賴分析人

員之經驗判斷刪除(許盈松等人，2004)，資料彼此間並無進行相關動態分析修正也

無法觀察出河川水文連續特性。 
相對於其他水文因子，雨量觀測資料較為完整且穩定，主要因山區雨量觀測站

大多架站於地勢較高的平台或岩盤上，距離河床或不穩定邊坡有足夠氾濫及沖淤等

安全距離。因此本研究將利用穩定的雨量觀測來源，結合雨量與流量所顯示條件特

性，將其整合成對應轉換模式，可由雨量流量轉換模式中參數數值表現，推估該集

水區目前所反映之水文特性；另一方面，也可使河川集水區監測模式達到連續性，

換言之，即使流量資料在洪災期間間斷，也可以藉由雨量資料進行轉換及補遺，間

接提供河道模擬與相關演算達到順利進行分析之資料依據。 

  
圖 1 莫拉克風災造成荖濃溪淤積河床高程抬升(阿其巴吊橋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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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水位觀測儀器遭掩埋(清水吊橋) 

 
圖 3 水文因子資料蒐集及分析流程圖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主要建構集水區之雨量與流量間轉換關係，並從中探討該集水空間

中之水文因子數值特性。首先利用所蒐集的水文觀測資訊，分別將流量及雨量資料

進行模式運算預先處理，其中流量資料採用流量站每小時測紀錄之水體體積，並將

其繪製為逕流歷線分佈；另一部分雨量觀測資料，須利用徐昇多邊形法則進行多個

雨量站所控制面積計算，再利用該雨量站所控制面積做為整體雨量觀測之權重，經

由集水區中各個雨量觀測加權計算後，獲得該集水區每小時之降水體積。觀測資料

建置完成後，水體流量模式採用 Criss and Winston (2003)之模式，其模式不僅適用

於小集水區，且能表現出地下水流匯入情況顯著區域之逕流分佈，其中實驗集水區

-荖濃溪集水區就具備其要求特性，因此利用該集水區之雨量與流量觀測資料，結

合平差模式求解轉換模型中之水文參數，最終評估其成果品質及探討參數所反映之

水文特性，整體規劃研究方法流程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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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研究方法流程圖 

(一)集水區雨量水體計算 

集水區中分佈數個雨量觀測站，其中利用數值地形(Digital Terrain Model, DTM)
及徐昇多邊形法(Thiessen Polygons Method)分別計算出該集水區範圍及雨量站所分

配控制集水區面積 (圖 5)。以荖濃溪中上游集水區為例，區域內主要有 5 個雨量站

分佈，分別由上游至下游為南天池、梅山、復興、高中及新發等雨量觀測站，因此

利用此方法切割出每個雨量站所控制雨量分佈面積(圖 6)。由各雨量站控制面積  iA

占集水區總面積 A之比例，計算出各雨量站所代表權重如表 1 所示，將特定觀測時

間內 5 個雨量站分別以權重表示集水區單位面積降雨量 P (mm/hr)(式 1)，利用單位

面積降雨量與集水區總面積相乘後可得到集水區中總降雨體積∀  (式 2)。 

n
i

 i
i=1

AP= P
A

×∑                                                         (1) 

P A∀ = ×                                                             (2)

 

 
圖 5 利用 DTM 資料及徐昇多邊形法計算雨量站分配控制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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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以荖濃溪雨量站及其控制面積為例 

表 1 各雨量站控制面積所占集水區面積比例 
i 雨量站 控制面積 Ai(m2) 權重(控制面積/總面積) 
1 南天池 318619373.923 0.402 
2 梅山 78979764.484 0.100 
3 復興 168906826.932 0.213 
4 高中 153678370.184 0.194 
5 新發 72642236.140 0.092 
總面積 A(m2) 792826571.723 1 

(二)水體流量計算模式 

臺灣年平均降雨量 3500 公釐，降落於各個集水區中(圖 7)，這些降雨量反應在

每條河川流量現象不盡相同，其中因素包含：集水區所控制的面積(Area, A )，集

水區內的降雨量(Rainfall Precipitation, P )，因河川坡度、長度及粒徑差異在河川出

現反應之時間常數(Time constant, b )、水文現象中蒸發散、入滲及截留影響河川逕

流係數(Runoff Coefficient, C )及河川基流量(Base Flow, baseQ )。 

 
圖 7 集水區水文循環示意圖 (來源:US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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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南部山區集水區屬小集水區且涵蓋豐沛地下水流，其河川的流量歷線趨勢

十分相近 Criss and Winston(2003)提出地下水流相對流量公式(式 3)。 

b3 -w t2

max

Q 2eb= ( ) e
Q 3t                                   (3) 

其中 wQ 為流量(cms)、 maxQ 為尖峰流量(cms)、 e為 exp(1)、 b為時間常數(hr)。 

在固定空間區域，於連續時間 t 觀測(即是時間 0t =0 秒至 nt 有效觀測時間∞)內
蒐集因降雨而產生的連續流體流量，得其水體體積∀ (m3)(式 4)。 

w
0

Q  dt
∞

∀ = ∫                                      (4) 

降雨於集水區中，水體會受到蒸發散或經由土壤孔隙而損失，故每集水區流

量須考量特定之逕流係數C  (式 5)。 

 w
0

C Q  dt
∞

∀ = ∫                                                         
(5) 

利用相對流量關係式(6)代入公式(5)進行流量折損後流體體積計算(式 7)。 
-b3

t2
w max

2ebQ = Q ( ) e
3t                                                     

(6)
 

3-b -b3 3
t t2 2 2

max max
0 0

2eb 3 bC Q ( ) e Q  ( e) ( ) e
3t 2 t

dt dt
∞ ∞

⋅∀ = =∫ ∫          (7)

 移項後推得最大流量 maxQ (式 8)。
 

max 3 -b3
t2 2

0

C CQ
4.3239 b3 b( e) ( ) e

2 t
dt

∞

⋅∀ ⋅∀
= =

⋅
∫

  (8)

 
將式 8 結合 Criss and Winston (2003)相對流量公式(式 3)，推得雨量轉換流量模型(式
9)。 

b3 - t2
w

C 2ebQ ( ) e
4.3239b 3t

∀
=                                               (9) 

將雨量轉流量模型，再考慮上河川基流量 baseQ (cms) (式 10)。 
b3 - t2

w base
C 2ebQ = ( ) e +Q

4.3239b 3t
∀

                                          
(10)

 
其中假設基流量 baseQ (cms)與補注量潛流 bQ (cms)之間呈線性關係，故以指數模式表

示(陳為宇，2003)。 

-kt
base bQ (cms) = Q e×

                                                   
(11) 

其中 k為十年重現期推估之退水係數( 1
h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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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差擬合模式 

雨量轉換流量模式中，雨量體積(∀ )與流量( wQ )為觀測量，此外包含了相關未

知參數，如逕流係數( C )、時間常數( b )、潛流( bQ )及十年重現期( k )，透過平差模

型(Mikhail and Gracie, 1981)，進行水文相關參數擬合。其中選用分析平差模式包括

廣義最小二乘平差(General Model to Least-squares)和序列式虛擬觀測平差(Unified 
Approach to Sequential Least-squares)。由於觀測量雨量與流量皆須進行觀測改正，

因此選擇廣義最小二乘平差擬合相關水文參數外，也針對兩部分的觀測量進行改正；

觀測量後續隨著觀測時間增加而需適當修正水文模型，故藉由序列式虛擬觀測平差

方式，使其達到動態擬合分析之目的。 

1. 廣義最小二乘平差(General Model LSQ) 
廣義最小二乘平差方程由觀測量及參數兩個部分組成模型(式 12)，其中 A 矩陣

對模型 wQ 進行觀測量偏微分(式 13)，B 矩陣對模型進行模型參數進行偏微分(式
14)。 

Av + BΔ = f                                                         (12) 

{ }
w w

obs w

 Q  Q
A = 

 x ,Q
∂ ∂

=
∂ ∂ ∀

                                               (13) 

{ }
w w

b

 Q  QB = 
 x b,C, Q , k

∂ ∂
=

∂ ∂
                                            

(14)
 

給予觀測量適當權重Q後代入公式 15 計算 eW ，得參數改正量∆ (式 16)及觀測

量改正量V (式 17)，其中流量觀測量表示為 outflowV 、雨量觀測量表示為 volumeV ，並立

即分別對觀測量及參數進行修正(式 18、19)。 

T -1
eW  = (AQA )

                                                     
(15)

 

b

b

C-1 T -1
e

Q

k

 = N t=(B W B) t  

∆ 
 ∆ ∆ =  ∆
 
∆  

                                          (16)
 

volume
e

outflow

V
V =   QAW (f-B )

V
 

= ∆ 
                                            

(17) 

volume 0

outflow

V
L = L  + 

V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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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b

Q

k

X = X + 

∆ 
 ∆ 
 ∆
 
∆  

                                                      
(19) 

重複迭代計算達到收斂條件，最後平差後參數精度為公式 21，其中 0σ̂ 為後驗

單位權中誤差，並可計算 n 個觀測量之改正數均方根值 RMSV(式 22) 

T
i-1

T
i

(V WV)  ~ 1
(V WV)                                                         

(20) 

2 -1
0σ̂ N

∆∆
=∑

 
(21) 

TV VRMSV = 
n  

(22) 

2. 序列式虛擬觀測平差(Unified Sequential LSQ) 
延續 General Model，當觀測量後續增加時，可利用序列式平差將其延展如式

23、24 所示，而初始的 -1
0M 矩陣及 xf 矩陣可如式 25、26 計算獲得，隨著觀測量逐漸

地增加表示次序為 J，而修改其矩陣值及大小(式 27、28)，其中修正前矩陣值表示

為 J-1M 、修正後矩陣值表示為 JM 、 I矩陣表單位對角矩陣。 

Av+B   f∆ =
 

(23) 

x x

V fA 0 B
+   

V f0 I -I
      

∆ =      
        

(24) 

-1 -1
0 xxM  =  W  (25) 

b

b

C
x

b Q

k

b-l
C-l

f = Q -l

k-l

 
 
 
 
 
    

 
  (26) 

-1 -1 T -1 -1 T -1 -1
J J-1 J J J J-1 J J J-1M  = M  [I- B (We + B M B )  B M ]  (27) 

T
J J-1 J J Jτ =  τ+ B We f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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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計算觀測量之改正量V、參數改正量 ∆ (式29、30)，其中 llQ 為先驗觀測單

位權中誤差矩陣。分別對觀測量及參數進行修正後(如式18、19)，重複迭代計算達

到收斂條件(如式20)，平後參數精度如(式21)和改正數均方根值RMSV(式22)。 

-1
J J = Mτ∆   

 (29) 

T
llV = Q A We (f - B )∆  (30) 

三、實驗分析 

利用 2008/09/13 1:00 至 2008/10/02 24:00 中央氣象局各雨量站雨量資料 (圖 8) 
和水利署公告荖濃溪新發流量站流量資料(圖 9)，驗證河川集水區中雨量轉流量的

相互關係，並建立專屬的轉換模型之單位流量歷線(Unit hydrograph)，以下將設計

平差擬合為兩組實驗進行分析，分別為靜態擬合與後續增添新觀測量之序列式擬

合。 

 
圖 8 五雨量站平均降雨量分布圖 

 
       圖 9 新發站流量分布圖 
 

1. 靜態擬合 
利用水利署及中央氣象局公佈 2008/09/13 1:00 至 2008/10/02 24:00(480 筆資

料) ，中央氣象局雨量資料為黑色長條圖、水利署流量以藍色曲線示之(圖 10)，擬

合始值中時間常數主要參考(Criss and Winston, 2003)中所建議 b值約為 6 小時，此

外由水土保持手冊所及相關單位設計公告山區逕流係數C值介於 0.7~0.85(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2005;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2013;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

源局，2013)，基流量 bQ 值則是觀察枯水期或未降雨前流量大概值。利用廣義最小

二乘平差重複迭代率定，擬合結果顯示逕流係數C為 0.77 約有二成降水量會沿著土

體孔隙滲入地下或蒸發散，時間常數 b為 5.34 小時，基流量 bQ 為 105.45(m3/s)，k十

年重現期係數 6×10-4(表 2)，並以紅色曲線繪出擬合的流量歷線。由於流量與雨量

單位不同且無確實獲得量測之精度，因此重複嘗試給予不同權重組合，使其改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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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RMSV)達到合理情況，最後給予適當流量與雨量權重比例為 28:1，其中流量改

正數之 RMSV( wQ )為 39(cms)、雨量改正數之 RMSV( V )為 1.4(mm3/hr)。 

表 2 靜態擬合逕流歷線各參數運算成果值 
WLL(Q)= 28I， 

WLL(V)= I b [Hr] C Qb [cms] k 

參考值 6.0000 0.8000 130 1×10-4 

運算值 5.3408 0.7677 105.4529 6×10-4 

RMSV( wQ ) =  39.0935[cms]，RMSV( V ) = 1.3856 [mm3/hr] 

 
圖 10 靜態擬合逕流歷線圖 

2. 序列式擬合 
利用水利署及中央氣象局公佈 2008/09/13 1:00 至 2008/10/02 24:00(480 筆)，使

用廣義最小二乘平差所擬合參數資料作為參考依據，後續依添加 2008/10/03 1:00 至

2008/10/10 24:00 (192 筆)，利用序列式平差重複迭代率定，擬合結果逕流係數C約

為 0.76，時間常數 b 為 5.54 小時，基流量 bQ 為 119.43(m3/s)， k 十年重現期係數

1.1×10-4(表 3)，並繪出中央氣象局雨量資料為黑色長條圖、水利署流量為藍色曲線

和紅色曲線為擬合流量歷線(圖 11)。其中流量改正數之 RMSV( wQ )為 36(cms)、雨

量改正數之 RMSV( V )為 1.3(mm3/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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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動態擬合逕流歷線各參數運算成果值 
WLL(Q)= 28 I 

WLL(V)= I，σxx=  I b [Hr] C Qb [cms] k 

參考值 6.0000 0.8000 130 1×10-4 

運算值 5.5405 0.7631 119.4295 1.1×10-4 

RMSV( wQ ) =  35.9589 [cms]，RMSV( V ) = 1.3112[mm3/hr] 

 

 
圖 11 序列式平差擬合逕流歷線圖 

綜合以上兩個擬合實驗將其列為表 4，兩者主要差異在於給定的初始擬合資料

時間與使用的平差方式，擬合結果時間常數 b約 5.4 小時左右，表示單位降雨約 5
個小時後會反應於荖濃溪集水區渠道當中。逕流係數C約為 0.77，近兩成的降雨水

體會受到植生截流、入滲為地下水或受到蒸發散影響而損失。基流量 bQ 分佈一特

定範圍約介於 105~120(m3/s)，十年重現期係數約在 1×10-4 上下。隨著觀測量逐漸

增加，RMSV 值受其影響而下降，其中以流量改正值之 RMSV( wQ )大幅下降最多

約 5(cms)，參數部分以逕流係數C變化較不顯著，其餘皆成明顯變化，相對後驗單

位權中誤差 0σ̂ 皆大於先驗單位權中誤差 0σ=1 ，表示目前潛在高估觀測量之精度，因

此後續應著重於雨量及流量之觀測品質進行深入討論，達到較合理的後驗單位權中

誤差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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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平差模式擬合逕流歷線各參數運算成果值 

 b[hr] C Qb [cms] k 

參考值 6 0.3 130 1×10-4 

靜態擬合 5.3408 
±0.0027 

0.7677 
±0.1181 

105.4529 
±2.7435 

6×10-4 

±0.00010 

序列式擬合 5.5405 
±0.0025 

0.7631 
±0.1094 

119.4295 
±2.5240 

1.1×10-4 

±0.00005 

四、結  論 

由於觀測量雨量與流量皆須進行觀測改正，因此選擇廣義最小二乘平差擬合相

關水文參數外，也將兩部分的觀測量進行改正。靜態擬合模式在進行雨量觀測量改

正前，須給予觀測量(雨量、流量)權重，由於雨量與流量觀測精度無法於公告資料

中獲得，因此嘗試不同權種組合下，給予流量與雨量權重分別為 28I 和 I，使流量

改正數之 RMSV( wQ )與雨量改正數之 RMSV( V )達到接近預設觀測量權重比例，這

部分為初期嘗試調整，後續可利用方差元素估計方法進行較嚴謹之推估。整體隨著

時間序列觀測量的增加，透過序列式虛擬觀測平差後逕流係數C與時間常數 b 值與

實際值更為符合且參數精度提升，換言說，若水利署和中央氣象局提供的觀測資料

非常準確，在適當的約制的條件下，序列式平差方法可以擬合出各時間點之水文參

數。日後的研究擬合可以再持續增加觀測量，嘗試修正枯水期與洪水期河川基流量

( baseQ )，從參數中剃除並設定其周期數值，另外保留參數逕流係數( C )、時間常數( b )
兩者相關性，並由序列式表現探討動態的係數變化是否隨著季節時間及河川特性成

規律性的變化，提供另一項水文監測之穩定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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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重力法大地起伏模型暨 e-GPS 觀測量獲得正高之

方法與精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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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修改日期：103.10.18 
論文接受日期：103.11.20 

摘  要 

傳統上正高資訊是以水準測量方式獲得。隨著 GPS 技術的發展成熟，使用 GPS
聯合區域性大地起伏模型獲得正高之方式稱為 GPS 正高測量。近年來，網路即時動

態 RTK 技術已成為國際趨勢，且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已經成功建置一套網路 RTK
系統，簡稱為 e-GPS 或 e-GNSS。若可成功使用 e-GPS 觀測技術進行 GPS 正高測量

應可進一步提升其效率，因此本研究的主軸為探討 e-GPS 觀測量用於 GPS 正高測

量之方法與精度分析。本文使用之方法為差分法以及修正面法，並在恆春半島進行

測試。由實驗結果可知，修正面法之精度優於差分法，且其正高成果的絕對精度可

以達到 6 公分。 
 
關鍵詞：正高、全球定位系統、差分法、修正面法、網路即時動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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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taining Orthometric Heights by Using a Gravimetric 

Geoid Model and e-GPS Observations: Methods and 

Accuracy Analysis 
 

Wen-Yi Su1, Ming Yang2* 
 

Abstract 

 Orthometric heights are traditionally obtained from spirit leveling. Along with the 
growing development of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one can obtain orthometric 
heights from GPS measurement with a local geoidal model, and this procedure is called 
GPS leveling. In recent years, Network-based RTK GPS has become an efficient way of 
obtaining locational information. National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Center (NLSC) 
of Taiwan has successfully built up a Network-based RTK system called the e-GPS(or 
e-GNSS) system. Orthometric heights derived from e-GPS measurements can be use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PS level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at analyzing 
applicable methods and associated accuracies of orthometric heights derived from e-GPS 
measurements. Two methods, the differential method and the correction surface method, 
are adopted in the study. The test area is located in the Hengchun Peninsula.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rrection surface method is better than the 
differential method in terms of achievable accuracy, and the achieved accuracy is 
sufficient for various mapping requirements. 
 
Keywords: Correction Surface Method, Differential Method,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Network-based RTK, Orthometric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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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地面上任一點的正高為該點沿重力鉛垂線方向至大地水準面之間的路徑長度

(Jekeli, 2000)。正高因為具備物理意義而顯得格外重要。2001 年台灣高程基準

（Taiwan Vertical Datum 2001, TWVD 2001）即是一個正高系統，參考面為基隆潮位

站於 1957 年至 1991 年之間的平均海水面(Yang et al., 2003)。 
水準測量是獲得正高資訊的最精確方式，但是所花費的成本也是最高的，尤其

對於大範圍的水準測量來說，施測緩慢與金錢開銷龐大是最大的缺點。隨著全球定

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的成熟發展，利用 GPS 進行獲得高程資訊較

為方便，然而 GPS 得到之高程為橢球高，而非正高。橢球高是以參考橢球面作為基

準面，沿法線方向到地面上該點之距離。 
雖然計算正高的鉛垂線與計算橢球高的法線在空間中並不重合，但是對於大部

分的實務應用而言，兩者之間的差異是可以被忽略的(Hein, 1985; Henning et al., 
1998; Zilkoski et al., 2008)。因此，正高、橢球高可直接由一個物理量來銜接，稱為

大地起伏(Heiskanen and Moritz, 1967)。透過大地起伏將橢球高轉換為正高，即為

GPS 正高測量的基本概念(Heiskanen and Moritz, 1967; Kearsley, 1988)： 

𝐻𝐻 = ℎ − 𝑁𝑁                                                            (1) 

其中 H 為正高；h 為橢球高；N 為大地起伏。 
橢球高資訊可由不同的 GPS 測量方式獲得，如常見的 GPS 靜態相對定位，以

及近年來漸成趨勢的網路 RTK 定位。前者的精度約為 10mm±1ppm，精度甚高，但

效率較低，一般需要 3 小時以上的定位時間(Eckl et al., 2001)；後者的精度約為 1-5cm，

精度雖不及靜態相對定位，不過效率甚高，只需等待初始化完成後便可即時地獲得

三維坐標(Hu et al., 2003)。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建置的網路 RTK 系統，又稱為 e-GPS
或 e-GNSS 系統，自民國 94 年起已可在台灣本島與離島地區提供 e-GPS 高精度即

時動態定位服務，該技術在台灣已發展成熟(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2012)。 
大地起伏資訊一般是經由重力測量方式獲得。目前在台灣已有各種空間解析度

與精度的重力資料，包括陸測重力資料、船載重力資料、空載重力資料及衛星測高

重力資料、全球重力模型以及數值地形模型資料，計算出適合台灣地區使用的重力

法大地起伏模型(Hsiao and Hwang, 2010; 黃金維等，2013)。 
然而 GPS 正高測量有許多的誤差來源(Rummel and Teunissen, 1989; Kearsley et 

al., 1993; Kotsakis and Sideris, 1999)，因此在橢球高資訊、大地起伏資訊，以及正高

資訊可分別如下所示： 

ℎ = ℎ𝐺𝐺𝐺𝐺𝐺𝐺 + 𝛿𝛿ℎ                                                         (2) 

𝑁𝑁 = 𝑁𝑁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𝛿𝛿𝑁𝑁                                                      (3) 

𝐻𝐻 = 𝐻𝐻𝑚𝑚𝑚𝑚𝑙𝑙𝑚𝑚𝑚𝑚 + 𝛿𝛿𝐻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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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ℎ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𝑁𝑁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𝐻𝐻𝑚𝑚𝑚𝑚𝑙𝑙𝑚𝑚𝑚𝑚分別為 GPS 測量之橢球高、重力法大地起伏模型之大地

起伏、以及水準測量之正高；而𝛿𝛿ℎ為 GPS 定位的系統誤差、𝛿𝛿𝑁𝑁為重力法大地起伏

模型的長波長誤差、𝛿𝛿𝐻𝐻為水準測量中的系統誤差。 
上述三種誤差量分別有不同的量級。GPS 橢球高一般為公分等級(Brunner and 

Tregoning, 1994)，重力法大地起伏模型為十至數十公分等級(Featherstone et al., 2001; 
Hsiao and Hwang, 2010)，而水準測量則僅在公釐至公分等級。由此可知，重力法大

地起伏模型誤差為 GPS 正高測量的誤差來源(Featherstone et al., 1998; Fotopoulos et 
al., 2003; Nahavandchi and Soltanpour, 2006)。 

二、研究方法 

 GPS 正高測量成果可以由(1)式、(2)式與(3)式獲得： 

𝐻𝐻𝐺𝐺𝐺𝐺𝐺𝐺 = ℎ𝐺𝐺𝐺𝐺𝐺𝐺 − 𝑁𝑁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ℎ − 𝛿𝛿ℎ − 𝑁𝑁 + 𝛿𝛿𝑁𝑁 = 𝐻𝐻 − 𝛿𝛿ℎ + 𝛿𝛿𝑁𝑁                   (5) 

將 GPS 正高測量成果與水準測量正高相減，得到兩者間差異如下 

𝐻𝐻𝐺𝐺𝐺𝐺𝐺𝐺 − 𝐻𝐻𝑚𝑚𝑚𝑚𝑙𝑙𝑚𝑚𝑚𝑚 = −𝛿𝛿ℎ + 𝛿𝛿𝐻𝐻 + 𝛿𝛿𝑁𝑁                                         (6) 

由(6)式可知，兩者間之不符值主要是受到重力法大地起伏模型誤差的影響。 

(一) 差分法 

 差分法為利用差分的方式，降低 GPS 正高測量成果中最主要的重力法大地起伏

模型誤差影響，以達到提升精度之目的。其理論基礎建立在假設區域內相鄰點位的

大地起伏模型值之誤差量為接近的，因此經過差分後，其誤差量為可以被消減

(Milbert, 1991; Jiang and Duquenne, 1996)。也就是說 

𝛿𝛿𝑁𝑁12 = 𝛿𝛿𝑁𝑁2 − 𝛿𝛿𝑁𝑁1 < 𝛿𝛿𝑁𝑁𝑖𝑖   (𝑖𝑖 = 1,2)                                       (7) 

其中，下標 1、2 為兩個相鄰的點位。對於此相鄰兩個點位分別進行 GPS 正高測量

可得到： 

𝐻𝐻1
𝐺𝐺𝐺𝐺𝐺𝐺 = ℎ1

𝐺𝐺𝐺𝐺𝐺𝐺 − 𝑁𝑁1
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8) 

𝐻𝐻2
𝐺𝐺𝐺𝐺𝐺𝐺 = ℎ2

𝐺𝐺𝐺𝐺𝐺𝐺 − 𝑁𝑁2
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9) 

 對(8)式與(9)式進行差分，並與水準測量正高成果比較可得： 

𝐻𝐻12
𝐺𝐺𝐺𝐺𝐺𝐺 = 𝐻𝐻12

𝑚𝑚𝑚𝑚𝑙𝑙𝑚𝑚𝑚𝑚 − 𝛿𝛿ℎ12 + 𝛿𝛿𝐻𝐻12 + 𝛿𝛿𝑁𝑁12                                      (10) 

其中，𝛿𝛿ℎ12、𝛿𝛿𝐻𝐻12與𝛿𝛿𝑁𝑁12分別為 GPS 橢球高、水準正高、大地起伏模型值於 1、2
兩點的誤差差分量。由(7)式可知，大地起伏模型值經過差分後，其誤差量可被大幅

地降低，因此差分法可以解決不符值中主要的大地起伏模型誤差的問題(Kearsley, 
1988; Milbert, 1991; Jiang and Duquenne, 1996; Featherstone, 1998)。 
 然而，理論上差分的效果則會隨著點位間距離增加而逐漸降低(Feather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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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這導致利用差分法進行 GPS 正高測量時，其精度將隨著測站間距離之增加

而下降(Mitchell, 1990)。另外，差分法之目的是獲得兩點之間的相對高程值，若是

要獲得點 2 的高程值，點 1 的高程值必須為已知。 

(二) 修正面法 

 由於重力法大地起伏模型誤差會隨著空間位置呈現某種趨勢 (Jiang and 
Duquenne, 1996)，因此，除了利用差分方式來降低其影響外，亦可透過建立一個區

域模型來估計此誤差量(Featherstone et al., 1998)。 
 根據(6)式可將 GPS 正高測量成果與水準測量正高之不符值表示為一個合成觀

測量： 

𝑚𝑚 = 𝐻𝐻𝐺𝐺𝐺𝐺𝐺𝐺 − 𝐻𝐻𝑚𝑚𝑚𝑚𝑙𝑙𝑚𝑚𝑚𝑚 = −𝛿𝛿ℎ + 𝛿𝛿𝐻𝐻 + 𝛿𝛿𝑁𝑁                                     (11) 

由於(11)式之合成觀測量𝑚𝑚數值大小與空間位置具有高相關性，因此可以使用曲

面擬合多項式表示合成觀測量與空間位置的關係： 

𝑚𝑚𝑖𝑖 = 𝑎𝑎 + 𝑏𝑏 ∙ 𝐸𝐸𝑖𝑖 + 𝑐𝑐 ∙ 𝑁𝑁𝑖𝑖 + 𝑚𝑚 ∙ 𝐸𝐸𝑖𝑖 ∙ 𝑁𝑁𝑖𝑖 + 𝑚𝑚 ∙ 𝐸𝐸𝑖𝑖2 + 𝑓𝑓 ∙ 𝑁𝑁𝑖𝑖2 + ⋯                     (12) 

其中，下標𝑖𝑖表示已知或計算可得合成觀測量之點位編號；a、b、c、d、e、f 為曲面

擬合多項式之係數；𝐸𝐸𝑖𝑖與𝑁𝑁𝑖𝑖為平面坐標。 
使用不同階數的曲面擬合多項式之精度差異並不明顯。根據文獻顯示，高階模

型增加了數學複雜性但精度並未增加(Tranes et al., 2007)，因此實務上使用四參數雙

線性內插曲面仍為一般最常使用的方法(Kotsakis and Sideris, 1999; Fotopoulos et al., 
2003)。使用雙線性內插模型表示區域內合成觀測量的示意圖如圖 1 所示，其數學式

如下： 

𝑚𝑚𝑖𝑖 = 𝑎𝑎 + 𝑏𝑏 ∙ 𝐸𝐸𝑖𝑖 + 𝑐𝑐 ∙ 𝑁𝑁𝑖𝑖 + 𝑚𝑚 ∙ 𝐸𝐸𝑖𝑖 ∙ 𝑁𝑁𝑖𝑖                                        (13) 

透過區域中四個控制點之已知合成觀測量即可決定雙線性內插曲面之係數(a、b、
c、d)，超過四點時則可依最小二乘方式求得其係數，即可求出該區域之修正面。 

 
圖1 雙線性內插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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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建立修正面後，區域中任一測點𝑗𝑗之合成觀測量估值可透過輸入測點之平面

坐標而獲得，於是直接 GPS 正高測量成果得以透過修正面估計出的合成觀測量估值

(𝑚𝑚𝑗𝑗 )進行修正其 GPS 測量之正高： 

𝐻𝐻𝑗𝑗𝑚𝑚𝑚𝑚𝑙𝑙𝑚𝑚𝑚𝑚 ≈ 𝐻𝐻𝑗𝑗𝐺𝐺𝐺𝐺𝐺𝐺 − 𝑚𝑚𝑗𝑗                                                    (14) 

三、實驗與分析 

(一) 實驗資料 

本研究選取台灣南部恆春半島水準環線區域作為 e-GPS 正高測量之實驗區。實

驗資料包含 4 個 e-GPS 基準站及 86 個水準環線測點，均具備 e-GPS 三維坐標以及

TWVD2001 正高資訊，公式(3)所需的大地起伏值(𝑁𝑁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是由重力法大地起伏模型

(黃金維等，2013)獲得。實驗區域及資料分布如圖 2 所示，其中三角形為 e-GPS 基

準站，圓形為水準測點。 

 
圖2 恆春半島水準環線點位分布 

在 e-GPS 基準站部分，e-GPS 三維坐標由國土測繪中心提供，其正高則是以高

精度的(公厘等級)三角高程方式測得，這是由於e-GPS基準站均是架設在房屋頂樓，

無法直接進行水準測量，必需由鄰近已知水準點以三角高程法來獲得正高資訊。 
而在水準環線測點的部分，由於各測點均為內政部公布之一等水準點，其

TWVD2001 正高值均為已知。其 e-GPS 三維坐標為依據國土測繪中心訂頌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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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規範，每個測點重覆

觀測至少兩測回，其中至少間隔 60 分鐘，資料記錄速率 1 Hz，連續觀測 180 筆之

固定解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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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分析 

1. 實驗一：使用差分法進行 e-GPS 正高測量 
使用差分法進行 e-GPS 正高測量時，首先需在所有的 86 個測點中先選定差

分基準點，作為其餘 85 個測點的差分對象。為了瞭解成果精度與差分距離之間

的關係，將選擇離所有測站平均距離最近與最遠的兩個測站，分別作為差分基準

站來進行實驗，最近與最遠之基準點與各測站的平均距離分別為 19.6 公里(實驗

A)以及 50.9 公里(實驗 B)，資料分布如圖 3 所示。 

 
圖3 實驗一資料分布圖 

將差分法之成果與精密水準測量成果進行比較，兩者差值表示如下: 

𝑚𝑚𝑚𝑚𝑒𝑒1,𝑗𝑗 = H𝜊𝜊𝑗𝑗
GPS − H𝜊𝜊𝑗𝑗

level , 𝑗𝑗 = 1,2, … ,85                                   (15) 

其中下標 0 代表基準點(近或遠)，下標 j 為其餘 85 個測站。表 1 顯示出兩者差值

𝑚𝑚𝑚𝑚𝑒𝑒1之統計數據： 
表1 dex 1之統計分析表 

 平均差分距離(km) 平均誤(cm) 平均值(cm) 標準(cm) 均方(cm) 
實驗 A 17.6 5.5 -2.2 6.5 6.9 
實驗 B 50.9 6.1 4.0 6.6 7.7 

由表 1 可知，若以平均距離較近的測點作為基準點，𝑚𝑚𝑚𝑚𝑒𝑒1之平均值約為 2 公

分，而若以平均距離較遠的測點作為基準點，其平均值約為 4 公分，說明了差分

距離越遠，殘餘的(無法藉由差分消除的)系統誤差影響越大。又 A、B 兩實驗的

標準差相近，使得平均值直接反應在均方根上，分別為 6.9 公分與 7.7 公分。 
為了瞭解差分法成果在不同的差分距離可達到何種等級的水準測量標準(著

重在相對精度之評估)，在此將兩個實驗的成果與不同等級的水準測量標準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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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普通(Ordinary)水準測量規範的 20mm√𝐾𝐾標準(K 是測點之間的距離，以公里

為單位)，以及三等(Third-order)水準測量規範的 10mm√𝐾𝐾標準。實驗 A 的成果展

繪於圖 4，實驗 B 成果展繪於圖 5；其中橫軸為差分距離。實線為普通水準測量

規範之上限，虛線則為三等水準測量規範之上限。 
由圖 4 可知，在實線下的菱形點，為實驗 A 符合普通水準測量規範的測點，

共有 60 個，而虛線下的菱形點，為實驗 A 符合三等水準測量規範的測點，共有

38 個。另外由圖 5 可知，在實線下的菱形點，為實驗 B 符合普通水準測量規範

的測點，共有 79 個，而虛線下的菱形點，為實驗 B 符合三等水準測量規範的測

點，共有 54 個。 

 
圖4 實驗 A 之dex 1與普通、三等水準規範之標準相比 (菱形點為各測點dex 1的絕對

值; 最大: 19.2cm; 最小:0.2cm) 

 

圖5 實驗 B 之dex 1與普通、三等水準規範之標準相比(菱形點為各測點dex 2的絕對值; 
最大: 18.1cm; 最小:0.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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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符合規範的測點數百分比的方式來進行比較，則其成果如表 2 所示。 

表2 實驗 A、B 符合普通、三等水準測量規範標準之百分比 
 符合普通水準測量規範之百分比 符合三等水準測量規範之百分比 

實驗 A 71.4% 45.2 % 
實驗 B 94.0 % 64.3 % 

由表 2 可知，實驗 A、B 符合三等水準測量規範之百分比分別約為 45%與 64%，

因此不論差分距離的長短，均無法達到三等水準測量規範之標準。而實驗 A、B
符合普通水準測量規範之百分比分別約為 71%與 94%，顯示出僅平均差分距離較

遠的實驗方可符合普通水準規範之標準。 
2. 實驗二：使用修正面法進行 e-GPS 正高測量 

本研究使用實驗區內具有正高資訊的4個 e-GPS基準站作為控制點以建立本

區域之修正面。圖 6 表示 86 個測點及 4 個 e-GPS 基準站之相關位置，前者為空

心圓形，後者為三角形，底圖所顯示的是區域內的重力法大地起伏值。 

 
圖6 實驗二資料分布圖 

將修正面法之成果與精密水準測量成果進行比較，兩者差值𝑚𝑚𝑚𝑚𝑒𝑒2如下式： 

𝑚𝑚𝑚𝑚𝑒𝑒2,𝑗𝑗 = �H𝑗𝑗GPS − lj�� − H𝑗𝑗level , 𝑗𝑗 = 1,2, … ,86                              (16) 

其中𝑚𝑚𝑚𝑚𝑒𝑒2之統計數據如表 3 所示。由表中之均方根值可知，使用修正面法的 e-GPS
正高測量成果可達到約 6 公分之精度，此精度已可符合現今的製圖需求。 

表3 dex 2之統計分析表 
 平均值(cm) 標準差(cm) 均方根(cm) 

𝑚𝑚𝑚𝑚𝑒𝑒2 1.5 ±5.8 ±6.0 

利用雙線性內插方式所建立之修正面，基本上為一個平滑面，而誤差影響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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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來源的大地起伏事實上並非為一個平滑面，如圖 6 底圖所示之恆春半島大地起

伏模型。因此，在大地起伏變化率較大之地區(例如山區)，平滑的修正面就可能

無法有效地作用。 
我們利用廣泛使用之八鄰平均法(Sharpnack and Akin, 1969; Raaflaub and 

Collines, 2006)，此法為地理資訊上計算坡度斜率的常用方法。本研究將八鄰平均

法應用於計算重力法大地起伏模型之變化率(坡度斜率)，並將𝑚𝑚𝑚𝑚𝑒𝑒2的量值以圓圈

的大小展繪套疊於大地起伏變化率之上，如圖 7 所示。 
由圖 7 可知，實驗區的大地起伏變化率有明顯的差異，因此將變化率較小的區域

分為區塊 A，將其餘部分變化率較大的區域分為區塊 B。區塊內各個測點的𝑚𝑚𝑚𝑚𝑒𝑒2與

其對應的大地起伏變化率統計數據列於表 4。 
由表 4 可知，區塊 A 為大地起伏變化率較低的區域，平均變化率約為 8.2 秒，

所對應之𝑚𝑚𝑚𝑚𝑒𝑒2的均方根值為 5.3 公分；區塊 B 為大地起伏變化率較高的區域，平

均變化率約為 18.5 秒，所對應之𝑚𝑚𝑚𝑚𝑒𝑒2的均方根值為 6.9 公分。因此可以得知，修

正面法 e-GPS 正高測量之整體精度為 6.0 公分，其中在大地起伏變化率較低的地

區，對應的精度較高，而在大地起伏變化率較高的地區，所對應的精度較差。因

此可以推論，在大地起伏變化率越大的地區，修正面法之精度可能會越低，此可

視為修正面法的限制因素。 

表4 dex 2與重力法大地起伏模型變化率之統計表 

 
𝑚𝑚𝑚𝑚𝑒𝑒2之均方根值(cm) 重力法大地起伏模型之平均變化率 (") 

區塊 A 5.3 8.2 

區塊 B 6.9 18.5 

 
圖7 大地起伏模型變化率與dex 2之圖示(圓圈為dex 2的絕對值大小;最大: 0.165m; 最

小:0.00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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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正高在工程應用(特別是水利工程)、地形圖測製、大地監測等領域均占有舉足

輕重之地位。而隨著衛星科技之發展，使用網路 RTK 技術進行的 e-GPS 正高測量

已可更加快速方便地獲得正高資訊，且精度足以因應製圖需求。 
本研究分別使用差分法與修正面法於恆春半島進行 e-GPS 正高測量。差分法的

絕對精度約為 7 - 8 公分，且與差分距離有關，差分距離越近則絕對精度越高。但若

以水準測量規範之標準來衡量相對精度時，則差分距離越遠時越容易符合水準規範

之標準，當差分距離在長於 50 公里時方可達到普通水準測量之標準。 
修正面法的精度優於差分法，整體絕對精度可以達到 6 公分，且沒有隨距離下

降之問題。特別是目前 e-GPS 基準站已經佈置完成，利用 e-GPS 基準站建立修正面

的作法可以廣泛適用於全台。然而，修正面法之精度與大地起伏變化率有關，在大

地起伏變化較大地區的精度為 6.9 公分，而在大地起伏變化較小地區的精度為 5.3
公分。我們進而推測，修正面法的精度瓶頸可能會發生在大地起伏變化較大之山區

(例如中央山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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