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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省國有林班地地籍測量及土地登記第二期四年計畫」

執 行 情 形 檢 討 會 議 紀 錄 
 
一、 時間：九十三年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二）上午八時二十分 

二、 地點： 

 （一）開會地點：救國團復興青年活動中心 

（二）實地查訪：大溪事業區第 1～10 林班地 

三、 主持人：吳局長萬順                      記錄：林文亮 

四、 出席者： 
內政部   蕭輔導   陳杰宗   何定遠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李桃生  楊宏志  張彬  蕭崇仁 
                        趙明聰  管立豪  朱正宗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新竹林區管理處   郭武勝 游增福 
                        謝介銘 林清水  鄭石先 邱文政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處   黃信偉 劉永正 
宜蘭縣政政府   （未派員） 
臺北縣政府     王賀盛   趙家賢 沈育平 
桃園縣政府     陳頂福 
臺北縣新店地政事務所    李明傑 高明詩 陳俊伯 袁國禎 
臺北縣樹林地政事務所    陳竹宏 李謝鐘 
臺北縣瑞芳地政事務所    賴世民 
宜蘭縣宜蘭地政事務所    林亦鴻 
宜蘭縣羅東地政事務所    吳榮發  黃崇立 林文勇 盧勝源          
桃園縣大溪地政事務所    廖文能  卓梅姬 
內政部土地測量局        朱金水  黃文伯 袁克中                 
內政部土地測量局第一測量隊  林仁德  林憲實  林山莊        

黃建銘  
內政部土地測量局第二測量隊  何啟佑   劉榮增 

      

五、 主持人報告：（略） 

六、 執行單位工作報告：（略） 
七、討論事項 
   



～2～ 

案由一：檢討「臺灣省國有林班地地籍測量及土地登記第二期四年

計畫」執行情形，請討論。 
  結論： 

    一、有關國有林班地未登記土地地籍測量登記，因林班地毗鄰

已登記土地之經界線實地測量問題，倘依照第二期四年計

畫，國有林班地範圍內已登記土地（俗稱插花地）以重新

地籍整理及國有林班地與範圍外已登記土地毗鄰經界線

以實地測定測量作業方法辦理，雖可確保測量成果品質，

減少界址爭議，惟需投入大量人力及經費，估計約需十六

年始能完成。 
二、若國有林班地範圍內已登記土地（俗稱插花地）重新地籍

整理部分仍以實地調查、測量，至於國有林班地與範圍外

已登記土地毗鄰界線則以下列二種方式辦理：「（一）其經

濟價值高、部落或耕作通視良好地區予以實地施測。（二）

土地所有權人棄耕荒蕪，不易到達及雜木叢生通視困難之

地區（利用像片基本圖或其他影像圖研判），則依已登記

土地圖解地籍圖數值化界址資料辦理，如有不符，俟個案

土地複丈或毗鄰地段辦理地籍圖重測時再予處理。」採上

開方式雖可兼顧成果品質及作業速度，惟因重新地籍整理

之土地數量仍多，需投入較多之人力及經費，估計約需十

年始能完成。 
三、綜上，鑑於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以下簡稱林務局）

對國有林班地辦理地籍測量及土地登記之迫切需求，欲加

速提升辦理速度，經研商擬採以下之改進方案，即臺灣省

各縣市已登記土地圖解地籍圖數值化工作將於九十四年

度完成，為避免地籍圖重疊，應完全尊重已登記土地地籍

圖經界線作為國有林班地與已登記土地之地籍經界線，故

國有林班地毗鄰已登記土地之經界線可依已登記土地之

實測數值或圖解地籍圖數值化成果資料作為基礎，接合國

有林班地林務局數化資料作為地籍圖辦理土地登記。對於

國有林班地範圍內已登記土地（俗稱插花地）則俟將來如

有辦理地籍圖重測或另訂計畫專案重新地籍整理時，再予

處理，如有人民申請土地複丈則應依原已登記土地之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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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辦理。又因九十四年度預算經費業已確定，且配合臺灣

省圖解地籍圖數值化進度，將於九十四年度全面完成，建

議自九十五年度起研擬計畫辦理。 
    四、上開改進建議方案，由內政部土地測量局函報內政部同意

後，據以修正臺灣省國有林班地地籍測量及土地登記第二

期計畫，層報行政院核定。 
 

八、 臨時動議： 
有關九十三年度計畫，請各執行機關按計畫進度積極辦理並

於年度內完成。  
九、 散會：九十三年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二）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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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省國有林班地地籍測量及土地登記第二期四年計畫」

執 行 情 形 檢 討 會 議 資 料 
 
壹、會議說明 
        臺灣省國有林班地第一期三年計畫辦理完成後，尚有面積

約 53 萬 2 千 1 百公頃未辦理測量登記，該土地多與已登記土

地經界線相毗鄰，因涉及公私產權，為避免地籍重疊與土地界

址糾紛，需實地辦理地籍調查及測量，需調派大量人力辦理，

與第一期計畫之作業方式差異甚大，因攸關計畫之執行，宜選

擇地區先予試辦，經擬具「臺灣省國有林班地地籍測量及土地

登記第二期四年計畫」報奉行政院 90 年 10 月 26 日核准，計

畫自九十一年度起至九十四年度止，辦理國有林班地第一次登

記面積 82,405 公頃，已登記土地標示變更登記面積 2,153 公

頃，合計完成土地登記面積 84,558 公頃，國有林班地與範圍

外已登記毗鄰需實地測量面積為 15,294 公頃，俟作業方法，

檢討評估後再擴大辦理，是以第二期四年計畫定位為試辦計畫

性質，惟內政部因經費短絀，於九十三年度始編列經費執行。 
        鑑於第二期四年計畫執行後，預估需再十六年始能辦理完

成，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以下簡稱林務局）為期能加速

完成，以建立完整地籍資料，爰籌措經費擇第二期四年計畫辦

理地區先行予以試辦，擬具「臺灣省國有林班地地籍測量及土

地登記第二期地區試辦計畫」報奉內政部 92 年 9 月 26 日同意

辦理，就作業方法予以改進，以縮短辦理時程，該試辦計畫業

已按計畫進度於 93 年 4 月 15 日完成，擬予以檢討執行情形及

得失，以提出具體建議事項及改進策略，做為後續計畫執行之

參考。 
        有關「臺灣省國有林班地地籍測量及土地登記九十三計

畫」辦理烏來事業區 16 個林班，面積約 6,482 公頃（臺北縣

烏來、新店及三峽等鄉市）之國有林班地未登記，臺北縣烏來

鄉福山段、新店市龜山段面積 168 公頃，筆數 144 筆之範圍內

已登記土地重新地籍整理，國有林班地與範圍外已登記土地毗

鄰經界線需實地施測面積 5,786 公頃，筆數 410 筆，截至目前

工作尚按計畫進度進行中，擬就工作遭遇困難提出檢討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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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期完成。 

        另「臺灣省國有林班地地籍測量及土地登記九十四年計

畫」，內政部編列一億二千四百六十九萬二千元經費概算執

行，並規劃辦理臺北、宜蘭及桃園等三縣，為先期規劃辦理地

區並清查相關圖籍資料，爰邀請相關機關、單位召開試辦計畫

業務檢討會、九十三年度計畫工作會報及九十四年度計畫先期

規劃會議。 
 
貳、討論事項 
  案由一：檢討「臺灣省國有林班地地籍測量及土地登記第二期四

年計畫」執行情形，請討論。 
    一、行政院核准第二期四年計畫時建議調整作業方式盡量以現

有林區像片基本圖數化轉繪為地籍圖及委外辦理方式，儘

速提前完成；另監察院亦對國有林地迄今仍有五十三萬餘

公頃尚未完成地籍整理提出糾正，允應籌謀改進。 
    二、本第二期地區試辦計畫，係針對國有林班地與範圍外已登

記土地毗鄰界線實地協助測定界址作業方法做改進，其國

有林班地之未登記土地及國有林班地範圍內夾雜之已登

記土地部分，與第一期三年計畫及第二期四年計畫作業方

法相同，至於國有林班地與範圍外公有已登記土地毗鄰經

界線，雙方同意依圖解地籍圖數值化資料，配合林區像片

基本圖數化資料予以套繪為經界線者，依圖解地籍圖數值

化轉繪為地籍圖，不同意者，以實地協助測定界址方式辦

理，另國有林班地與範圍外私有已登記土地毗鄰經界線部

分，則以實地協助測定界址方式辦理，經試辦結果對於加

速完成國有林班地地籍測量及土地登記有所助益，其試辦

執行結果檢討如下： 

    （一）國有林班地範圍內夾雜之已登記土地，國有林班地與範

圍外已登記土地毗鄰界線需實地測量部分，因測量地區

零散，且位於高山峻嶺，人跡難至，交通不便，不易到

達及雜木叢生通視困難，土地所有權人棄耕荒蕪，配合

意願不高，實地施測不易及地政機關人力不足（土地複

丈不宜以委外辦理及受限於立法院決議不得增僱約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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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人員辦理）等因素，工作執行確有其困難性且具危險

性，無法按計畫予以實地協助測定界址，僅就經濟價值

高、部落或耕作通視良好地區予以辦理施測，未實地施

測之經界線，則依已登記土地圖解地籍圖數值化界址資

料辦理，因計畫與實際執行差異甚大，易滋生測量人員

未按計畫執行之問題。 

    （二）有關林務局數化之國有林班地資料，經與臺北縣新店地

政事務所辦理之圖解地籍圖數值化資料及實地測量位

置資料套合核對結果，國有林班地數化資料與已登記土

地毗鄰經界線不盡相符，其不符經臺北縣新店地政事務

所與本局及林務局於工作會報時予檢討後，以實地協助

測定或已登記土地圖解地籍圖數值化資料為準修正國

有林班地數化資料。 

    （三）國有林班地與範圍外已登記土地毗鄰界線，及國有林班

地範圍內已登記土地與國有林班地毗鄰界線，倘以圖解

地籍圖數值化資料予以數化辦理，技術上並無困難，惟

因圖解地籍圖數值化資料係依地籍圖掃描予以數化所

得，並未至實地施測，其地籍圖數值化資料與實地不符

情形，如俟測量登記後毗鄰已登記土地辦理土地複丈發

現不符或俟辦理地籍圖重測時再予更正解決，應可加速

完成國有林班地測量登記，惟因採圖解地籍圖數值化資

料直接套繪至國有林班地之地籍圖，恐因圖地不符產生

界址爭議，致地政機關需投入人力處理，恐滋生計畫作

業方法不週延疑義，有待進一步研議。 

    三、本試辦計畫執行情形經內政部土地測量業務推動小組於九

十三年四月八日實地查訪獲致結論：「所提有關加速辦理

之建議，應綜合考量分析相關因素，由本第二期計畫模擬

試辦各種可行性，藉以找出相關方案及解決對策，提供後

續辦理作業之參考。」是以本案計畫如何兼顧成果品質及

作業速度，並考量現行法令規範及達到釐清公私產權之目

標，仍有待進一步研議。 

    四、有關國有林班地未登記土地地籍測量登記，難於短期內迅

速完成，究其原因係林班地毗鄰已登記土地之經界線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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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本計畫作業方法初步研擬以下方案，提供進一步討

論：         
     

項  目 辦  理  方  式 優  點 缺   點 

方案一 

1. 國有林班地範圍內已登記土地
（俗稱插花地），辦理重新地籍
整理。 

2. 國有林班地與範圍外已登記土
地毗鄰經界線以實地測定測量
作業方法辦理。 

確保測量成
果品質，減
少 界 址 爭
議。 

需投入大量人力
及經費，預估於第
2 期 4 年計畫執行
後，需再 16 年始
能辦理完成。 

方案二 

1. 國有林班地範圍內已登記土地
（俗稱插花地）重新地籍整理部
分，仍實地調查、測量。 

2. 國有林班地與範圍外已登記土
地毗鄰界線則以下列 2種方式辦
理：「（1）其經濟價值高、部落
或耕作通視良好地區予以實地
施測。（2）土地所有權人棄耕荒
蕪，不易到達及雜木叢生通視困
難之地區（利用像片基本圖或其
他影像圖研判），則依已登記土
地圖解地籍圖數值化界址資料
辦理，如有不符，俟個案土地複
丈或毗鄰地段辦理地籍圖重測
時再予以處理。 

可兼顧成果
品質及作業
速度。 

重新地籍整理之
土地數量仍多，需
投入較多人力及
經費。預估於第 2
期 4 年計畫執行
後，需再 10 年始
能辦理完成。 

方案三 

1. 國有林班地毗鄰範圍外已登記
土地之經界線可依已登記土地
之實測數值或圖解地籍圖數值
化成果資料作為基礎，接合國有
林班地林務局數化資料作為地
籍圖辦理土地登記。 

2. 國有林班地範圍內已登記土地
俟將來如有辦理地籍圖重測或
另訂計畫專案重新地籍整理時
，再予以處理，如有人民申請土
地複丈則應依原已登記土地之
地籍圖辦理複丈。 

無需投入大
量人力及經
費，並可於
短期內（約 4
年左右）完
成地籍測量
及土地登記
之目標。 

後續需藉助個案
土地複丈或地籍
整理程序釐正經
界線。 

結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