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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土斯有財

土地為孕育之母

我國民法及土地法規定，不動產物權之設定、喪失及變更

非經登記不生效力。既經登記有絕對效力。

土地法第三十六條規定

地籍整理程序為地籍測量及土地登記

登記：不動產之權利登記

測量：不動產之權利位置與面積大小



地籍測量的實施，以土地登記為基礎，建立、變更或

終止某種產權法律關係，維持動態登記所反映的土地產權

狀況和使用狀況的現識性。所以地籍測量不是單純的技術

行為，而是具有法律意義的行政性技術行為。此種行為標

準不單只是用於調整人與物的自然關係，也同時具有調整

人與人之間社會關係的功能。

地籍資料之整理對維護人民財產權益及政府推展各項

建設發展關係極為密切與重要。

土地法第三十八條規定

辦理土地登記前應先辦理地籍測量。



地籍測量成果資料



現階段不動產資料的管理方式



現階段不動產資料的管理方式

先繪製建物測量成果圖 核發建物謄本辦理建物登記



「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為符合Open Data潮流，提供圖資全面開放OGC WMS、WMTS服務，及Web Map API服務。

空間資訊的發展



房地產實價登錄資訊服務

來源：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查詢



2006年 Google Earth的啟用 產生了觸動與迴響





三維的視覺承現，更接近於真實，更能符合大家的需求



自強公司

三維的資料不應僅是呈現美麗的外觀，更應與權利、責任作更進一步的結合應用



自強公司



空間權 (地上權 地下權)



台北房產櫥窗都會地區的房價



附屬建物是否為登記對象？灌虛坪之嫌？

監察院提出之糾正案指出，建築法規常配合建築設計之需求而放寬許多不計

入容積項目，且經地政機關受理建物測量登記，因此，常使建商假借名義，增設

非實用性之附屬建物，尤以屋簷、雨遮，未計入容積，無外部阻隔性且非交易目

的之所在，成為業者操作空間，增加民眾購屋負擔。

此外，建商為提高房屋總價，常以二次施工的方式違法將「陽台外推」，由

於附屬建物是以項目面積總合進行登記，建物測量成果圖又是以平面方式繪製，

難以與真實空間相互對應，一般民眾不易掌握。

登記管理問題



樓層高度、立體空間之公示性不足

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乃是土地立體使用之結果，其重要的特色在於「空間權」

的表現，然而，現行建物測量成果圖之繪製皆是以平面為主，沒有記載任何樓

層高度之資訊，亦僅有權利範圍線，沒有室內空間的格局，登記資料亦無相關

欄位之記載，需要另外申請竣工平面圖，才能得知各項細節。

從相關的判例可以得知，樓層高度實乃區分所有權人可得利用之立體空間，

亦屬交易之重大資訊，並非單從平面投影面積之大小即可達成其效用。研究認

為，與人民財產權最直接相關也最具公示效果的即為地政機關所核發之所有權

狀、登記謄本及建物測量成果圖，人民卻無法於其上獲得完整資訊，實有待檢

討。
建物測量成果圖竣工平面圖

登記管理問題



共有部分之認定？項目為何？

․項目越趨多元且複雜，即使有共有部分之
建物登記謄本及測量成果圖，也難以得知。

․目前僅建立標示部，其建號、總
面積及權利範圍，於各專有部分中
記明之，權狀或謄本皆無從得知該
共有部分項目為何？位置在哪？

位置圖

建號登記謄本 平面圖

建號登記謄本

登記管理問題

共有部分使用性質種類繁多，如地下層、停車空間、車道、迴車道、走廊、
門廳、騎樓、雨遮、樓梯電梯間等等，導致審查作業之繁雜。



CADASTRE 2014 and Beyond

CADASTRE 2014

FIG REPORT

FIG於1998年即提出 CADASTRE 2014的概念推動 3D Cadastre

Commission 7 – Cadastre and Land Management 

Commission 3 – Spati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adastre 2014涵蓋各項與土
地法律層面有關之配套，包括
權利及限制。

 地圖與登記資料將不再分別紀
錄與處理。

 地籍製圖將走入歷史，未來將
由資料模式主導。

 紙筆為基礎之地籍時代將消失。

 Cadastre 2014將高度私有化，
發展民間之應用模式，且與公
有體系結合。

 Cadastre 2014將可回收投資
成本。

http://fig.net/organisation/comm/7/index.asp
http://fig.net/organisation/comm/3/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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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地籍是對土地與建物之產權範圍給予權利及限制的地籍登記。

三維產權範圍是指權利人之空間權利界線，不同的產權範圍可
能有不同使用類型，其彼此間是相互關連或有更複雜的產權情形。

三維產權包括土地產權與建物產權，是以三維權利界線區分數
個權利人的產權空間範圍，不論是以一個宗地為基礎(空間範圍位
於同一地號上)或是穿越數個不同宗地，這些空間範圍彼此堆疊，
給予不同人不同空間範圍權利(如所有權)。三維建物產權是三維
地籍中最小的單元，一棟建物包含許多不同的權利空間，三維建
物產權可將建物中不同權利空間可視化表現，以管理現實世界中
的權屬狀況，區分不同建物產權並減少法律糾紛。

三維地籍 3D  Cadastre

傳統的二維地籍以宗地作為基礎，建物以平面多邊形進行權屬
登記和管理，而三維地籍在地籍概念中加入三維產權空間，除了
可以登記並管理二維土地權屬外，還可以明確界定三維產權範圍
(張玲等，2010)。





2014   FIG再擬定出了2014~2018的發展方向

1.三維地籍將持續發展並加以擴大之

•3D Cadastre is here to stay and implementations increase

2.將遵循ISO 19152 , LADM 的國際標準

•ISO 19152, LADM conformance

3.將更需要擴大與其他空間資訊平台連結，如建物、隧道、網管

/管線、地形高程等(物理面與法制面的三維物件需一致)
•In 3D even more need to connect to other registrations via SDI: buildings, tunnels, 

cables/pipelines, terrain elevation, etc. (physical and legal 3D objects should be 

aligned)

4.新研究面相:操作的經驗、數位城市、加值研究、網路傳播與

三維製圖，三維地籍可作為整個三維生命週期的一部分
• New topics: Experiences of operating; Mega-cities; Usability studies, web-

dissemination and 3D cartography; 3D Cadastre as part full life cycle in 3D



The Workshop on 3D Cadastres addresses developments in the following areas:

 3D Cadastre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analysis, LADM based, learn from each other, 
discover gaps)

 3D Cadastre cost effective workflow for new / updated 3D parcels = 4D (part of whole 
chain:from planning / design / permit in 3D, to registration / use in 3D) 

 3D Cadastre web-based dissemination (usability, man-machine interfaces, including 
mobile/AR)

 Legal aspects for 3D Cadastre, best legal practises in various legislation systems
 Focus on large cities, includ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intention is to also include the presentation of overview reports with the 
progress in the last years in four key areas of 3D Cadastres:

1. Legal framework 3D Cadastres

2. Initial registration of 3D parcels

3. 3D data management

4. Visualization, distribution and delivery of 3D parcels

5th International FIG Workshop on 3D Cadastres

18-20 October 2016, Athens, Greece



三維地籍多年的發展與推動經驗，學者專家指出推動三維地籍需要

對土地管理的程序進行修改，如土地規劃、地籍測量及土地登記等，

因此，可以從技術面、管理及應用面、法制面等三大層面進行探討

推動三維地籍的程序與內容

資料獲取、模型設計與建置

資料標準、資料流通、資料共享、跨領域應用

法律框架、管理章程、修法增加對三維的控管

技術

管理

法制

(Guo et.al., 2011 )



_ 三維地籍建物模型之建立

 以現有二維樓層資料轉換為三維資料

由樓層平面圖展現三維建物

1 2

一樓

1 2

二 樓

1

地下樓層

2

65

43

屋頂

三維地籍技術面探討 技術面

physical boundaries 



 由三維立體製圖繪製實體建物(3D CAD)

三維地籍技術面探討

 

Apartment 1 

Apartment 2 Apartment 3 

BOTTOM 

Neighbouring 

3D parcel 
Neighbouring 

3D parcel 

TOP 

 

Apartment 1 

Apartment 2 Apartment 3 

2D 

parcel 

gm_curve 

*  Point 

p = (x,y,z) 

p’ = (x,y,0) 

   * 

BIM(IFC)、 CityGML
difference of the elements, geometry and semantics
(roof, room, wall, thickness…)

 由三維光達掃描繪製實體建物



三維地籍資料管理面之探討

三維資料儲存標準

土地管理模型(LADM)是針對土地管理部分提供統一的標準語言

來描述參考模型，包括土地的權利、限制和責任及其幾何形狀，

透過LADM可呈現2D及3D混合的土地空間使用，利用LADM可

清楚明確定義模型概念，有效整合二維和三維的土地資訊

(ISO/DIS 19152, 2010)

三維空間平台展示

視覺化系統展示

平台系統資料共享

地籍資訊提供不同面向的使用，可作為土地、財政及農業政策的

支援工具

管理面

Legal boundaries physical boundaries 



土地管理資料模型之建立(LADM)

地政資料為土地開發與整體規劃之重要資料，土地與建物之權利關係更與民眾生

活息息相關，因此發展穩定及完善之土地資訊管理及流通機制為必須嚴肅面對，

且持續檢討之課題。

LADM = Land Administration Domain Model  

定義一套描述土地(包含平地、地上、地下)管理相關之基本詞彙(terminology)

及標準化資料模型。

FIG於2002年開始推動。於2012年納入ISO19100系列標準，編號19152。

ISO/TC211基於地理空間資訊之標準化而發展19100系列標準。

用以說明特定之關係人或群體

用以說明描述對象之權
利、限制及責任

用以說明管理之基本單元

用以說明空間單元_土地與建物



LADM架構

同一概念綱要模型



三維空間平台展示

Google Earth

SkyLine

ArcGIS Earth

SuperGIS 3D Earth

…………………

網際網路平台

三維繪圖平台

AutoCAD 

ESRI CityEngine

SKetchUP

…………………



三維地籍法制面之探討

 三維產權登記的內容 Contents of the 3D title certificate:

(1)三維產權物件之空間形狀

Spatial shape of the 3D property object

(2)三維產權物件之相關權利關係
Related property rights(3R) of the 3D property object

(3)三維產權物件在2D土地之空間形狀
Spatial shape of the 2D land occupied by the 3D property object

(4)三維產權物件在2D土地之相關權利關係

Related property rights(RRRs) of the 2D land occupied by the 3D 

property object

 產權範圍的界定

二維產權以文字描述是足夠的，但三維產權的空間形狀就難僅以文字描述，

若以三維地籍來描述空間產權範圍時，首先需要明確定義三維產權空間形狀

和相關權利關係，接著還需要其在二維土地上的相對位置關係及二維土地的

相關權利關係，再以三維空間形狀表達三維產權

法制面Legal boundaries









3D Properties manually extracted from a building model 
georeferenced inside 3D city model of Rotterdam

3D GIS as Applied to Cadastre – A Benchmark of Today’s Capabilities









Presenter: Derick Tan 

Cadastre Vision 2020 - Development of Cadastre Systems

2004 - Modern Cadastre (based on 
coordinated cadastre)

2016 - Smart Cadastre 

2020 - Ubiquitous Cadastre



Presenter: Derick Tan 



Questionnaire completed Countries, Jurisdictions

Both 

2010-2014 

and 

2014-2018

Argentina, Australia/Queensland, Australia/Victoria, 

Austria, Bahrain, Brazil, Canada/ Quebec, China, 

Costa Rica, Croatia, Cyprus, Czech Republic, 

Denmark, Ecuador, Finland, France, Germany, 

Greece, Hungary, India, Indonesia, Israel, Italy,

Kazakhstan, Kenya, Macedonia, Malaysia, Nepal,  

Netherlands, Nigeria, Norway, Poland, Portugal, 

Russia, Serbia, Singapore, Spain, South Korea, 

Sweden, Switzerland, Trinidad and Tobago, Turkey,

United Kingdom,USA

2014年FIG發表調查參與三維地籍的國家



調查各國在發展三維地籍上所面臨之前三項挑戰



三維地籍之效益

• 得釐清空間權屬關係

• 促進三維財產權之管理
立體面向管理

• 提供決策者可靠資訊

• 促進各領域資訊流通與共享
資訊充分明確

• 與其他資訊結合並廣泛之

• 如三維城市模型、三維地下設施
模型等

加值運用



比較 三維城市 三維地籍

展示型態

特性

建物型態 3D幾何模型 3D地籍幾何模型

細緻程度 LOD1-LOD2 LOD3 - LOD4

空間關係 具3D位相關係，無產權資料之管理 可依產權、責任、限制(RRRs)來管
理處理空間關係

可視性 具有建物外觀可視性 具產權空間可視性

涵蓋範圍

行政界線 三維邊界點

交通(道路) 三維土地

地形 三維建物
建物 三維產權單元

… …

三維城市 vs 三維地籍



多目標地籍圖立體圖資建置計畫

台灣三維地籍的發展

2008年嘗試作業

2011年示範作業

2012年高雄市計畫作業

2013年高雄市、台北市計畫作業

2014年高雄市、台北市、桃園市

2015年高雄市、台北市、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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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測量繪圖軟體建物樓層平面數化軟體

樓層平面圖及位置數值化系統

向量格式樓層平面圖建檔

已
登
記

3D基礎建物建置

3D基礎建物繪製軟體

建物測量資訊系統

新
建
物

向量式平面圖
批次轉檔

3D建物細緻塑模

以SketchUp繪製編修

棟資料轉檔

轉出各平台成果檔案展示應用

Skyline平台(.x) Google Earth平台(.kmz) 行動裝置平台(.obj)

多目標地籍圖立體圖資維護管理系統
•自「建物標示部
資料」、「向量
式建物測量成果
圖資料」，轉出
「具棟別及樓層
平面圖資料之
GIS空間物件」。

•自「具棟別及樓層
平面圖資料之GIS
空間物件」轉出以
樓層及3D物件區分
圖層之.skp檔案。

建物資訊模型 BIM

未來建物

………………

基於產權資料之三維地籍建物模型作業構思

二維圖資



三維地籍建物圖資建檔流程與成果



建物測量成果圖

建物的管理方式

現階段二維管理

建物位置圖

建物平面圖

建物相關屬性
面積計算
式



Step1:  基於二維資料建立三維地籍建物產權圖

Concept 1

Legal boundaries



Step2: 建立多用途三維地籍建物基礎模型

Eaves

Building

Door

Balcony

Window

Elevator

Floor Column

Layer

Wall

Concept 2

sto
re

y

1.5 
m

1m



Step3:  三維地籍建物細緻化模型

將三維地籍建物基礎模型資料轉出，利用如SketchUp 之工
具進行進一步之細緻化處理，提供共享資料

Concept 3



Step1:三維地籍建物產權模型建置



SUR-O



建物測量成果圖

建物樓層平面圖建置



數值化建物樓層平面圖

建物樓層平面圖建置



建物平面權屬設定
建物樓層平面圖建置



建物平面圖套繪地籍位置

建物樓層平面圖建置



建物樓層對齊

建物樓層平面圖建置





樓層平面圖資料可轉成三維產權模型

選擇權屬資料之查詢

建物樓層平面圖建置

Legal boundaries



雨遮

立體建物

門

陽台

窗

樓電梯

樓地板 柱

立體樓層

牆

Step2:三維地籍建物基礎模型建置



建物三維基礎模型 _ 開口位置
3D基礎建物模型建置

K04AP



3D基礎建物模型建置



三維地籍基礎建物模型
3D基礎建物模型建置



三維地籍建物產權資料
3D基礎建物模型建置



3D基礎建物模型建置



Step3 : 三維地籍建物細緻模型建置



3D建物細緻塑模

建立建物內外部紋理之三維地籍建物模型



利用三維地籍建物模型資料編輯三維建物成果圖

三維圖資視覺圖製作

建號三維群組視覺圖製作

建號樓層位置三維視覺圖.JPG檔案

建號三維視覺圖.JPG檔案

每一樓層設為同一群組 每一建號設為同一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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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建物測量成果圖謄本

房屋產權一目了然，三維地籍確保權益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新聞稿

隨著智慧城市的發展，三維視覺呈現較二維平面圖資更接近真實，更能彰顯城市風
貌或應用於都市規劃，惟此種三維視覺尚未應用於個人建物產權說明

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自2016年3月1日起，率先試辦核發「三維地籍建物測量成
果圖」，就地政機關標示建物的圖說，由2D平面圖提升為3D立體圖，使民眾於購
買房屋申請地籍謄本時，更容易了解房屋的產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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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照片 

基地地號 信義區信義段三小段 45

地號 

 

建號 00440-000至 00452-000 

建物門牌 信義路五段 91巷 12弄 7

號 

(共含 13個門牌，僅以其

中一個為代表) 

主體構造 鋼筋混凝土造 

主要用途 住宅 

建物層數 7 

建築完成日

期 

83年 1月 12日 

使用執照 83年使字第 19號 

 

以台北市信義區信義段三小段七層樓之「翰邑華廈」為例。

普
遍
性

1.區分所有建築物
2.雙拼式權屬單純
3.有陽台、花台、露臺
4.地下二層

特
殊
性

1.主建物分佈不同樓層

2.地下一層部分為專有

部分之附屬建物

3.專有部分含小公

4.須先轉為向量式資料

三維地籍建物資料





專有部分 445建號



■模型呈現－專有部分



■模型呈現－專有部分 主建物、 附屬建物





共有部分 452建號



位置圖

共有部分項目對應其位置

■ 模型呈現－共有部分



區分所有權屬範圍之界定







三維地籍之應用發展

多目標地籍圖立體圖資建置服務網



三維空間資訊的呈現



三維建物模型 __以棟為單元可作景觀觀察



三維地籍建物模型 __以建號為單元可作產權管理



可直接瀏覽LOD1-2等級之三維建物，感受三維虛擬城市風貌

89

城 市 導 覽



近處的建物為LOD3-4等級之三維地籍建物

遠處為LOD1-2等級建物模型，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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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服務－地號查詢



宗地坐落查詢/建號位置查詢



三維產權的查詢與應用



三維地籍建物內部列表有各類權屬面積資訊

並依其類別區分顏色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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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應用-3D建物產權檢視



三維地籍－三維建物權屬查詢



三維土地使用空間管理，將各筆土地依使用分區規定

之容積情形與以視覺化呈現



若查詢之建物高度較模擬容積高

代表該建物有容積移轉，反之則無



100

三維地籍－不動產實價登錄



可視度模擬提供使用者模擬從3D建物

某個視點往外觀看時之視景覆蓋度

模擬眼睛由此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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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M
TW

Profile

台灣地政資訊系統獨有
項目
資料來源

土地管理共同項目
理想規劃配套

共同
項目

地籍資料
ISO19152

LADM

必填無法填寫

選填無法填寫

TW_Party、TW_Right、
TW_BuildingBAUnit、
TW_ParcelBAUnit、
TW_OwnershipCertificate、
TW_RegistrationApplication、
TW_ResurveyApplication、
TW_Building、TW_Parcel、
TW_Frame、TW_Base、
TW_SpatialSource、LA_Point、
TW_BoundaryFace、
LA_BoundaryFaceString

e.g. LA_Point、TW_BoundaryFace、
LA_BoundaryFaceString之
beginLifespanVersion

e.g. TW_Party、TW_Right、
TW_BAUnit之Quality、Source

台灣地政資料與LADM屬性比較結果示意圖



臺灣
LADM profile

權利主體

權利客體

所有權

權利客體
空間描述

建物或土地
所有權狀 /
登記或複丈
申請表

建物平面圖掃描檔/ 
地籍調查表或土地
複丈成果圖掃描檔

因應需求設計類別及增加屬性。

建物
（空間）

建物
（客體）

土地（客體）

土地（空間）

基地

圖解區
圖幅框





三維地籍建物模型資料建置

目前存在為影像式建物測量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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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可修改登記規則，辦理建物登記或測量時，應繳交三維地籍建物模型資

料，俾利建物登記時可完全檢視建物模型減少誤謬，並依必要之權利範圍予
以登記，同時，亦可減少後續重新建立三維地籍建物模型之花費，重複投資。

作業 每單元經費 備註

三維地籍建物產權模型建置 180元 基本資料清理整備,建物測量成果圖與竣工圖收集、檢
查,建物樓層平面圖繪製 ,成果檢核與疑義處理

三維地籍建物產權基礎模型建置 165元 繪製門、窗、柱、隔間等位置建立具樓層戶之立體建物

建物測量成果圖編繪 130元 須利用建物測量系統

三維地籍建物產權細緻模型建置 125元 外部參照街景處理紋理,建號群組資料處理,
成果轉為GOOGLE 、SKYLINE提供分享使用

三維地籍建物測量成果圖 50元 須有系統配合

總計 650元 不含營業稅或行政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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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成長 成長率 102 成長 成長率 103 成長 成長率 104 成長 成長率

全台 7,829,725 90,636 1.16% 7,927,714 97,989 1.24% 8,028,625 100,911 1.26% 8,143,584 114,959 1.41%

新北市 1,654,630 15,240 0.92% 1,673,457 18,827 1.13% 1,690,501 17,044 1.01% 1,705,760 15,259 0.89%

臺北市 1,077,831 8,245 0.76% 1,082,986 5,155 0.48% 1,088,881 5,895 0.54% 1,095,874 6,993 0.64%

臺中市 950,875 11,732 1.23% 964,576 13,701 1.42% 980,275 15,699 1.60% 997,072 16,797 1.68%

臺南市 577,468 6,058 1.05% 584,663 7,195 1.23% 591,572 6,909 1.17% 601,394 9,822 1.63%

高雄市 940,164 11,392 1.21% 950,148 9,984 1.05% 962,562 12,414 1.29% 975,055 12,493 1.28%

桃園市 756,511 11,245 1.49% 771,249 14,738 1.91% 787,983 16,734 2.12% 807,074 19,091 2.37%

六都 5,957,479 63,912 70.52% 6,027,079 69,600 71.03% 6,101,774 74,695 74.02% 6,182,229 80,455 69.99%

台灣地區建物登記建號數(棟數)成長率

三維地籍建物模型為以建號(即門牌)之多邊形圖資，為可建立國土資

訊基礎資料之最小單元資料，除可作為地政產權管理保障民眾權益外，

也可以結合建管、戶政、社福、都市發展、防救災……應用，多宣導

與流通分享資料，必可發揮無發效用，符合推動智慧國土、智慧城鄉

之發展。



三維地籍建物模型之建置

短期

中期

長期

1.加強三維地籍的概念與三維地籍模型建置之教育訓練

2.新建物採用繳交三維地籍建物資料模型辦理建物登記

3.建立三維地籍環境平台

4.將10年內完成登記之建物測量成果圖資料轉化為三維地籍建物模型

5.擬定建物資訊管理模型(BIM)標準建立建物測量成果圖資料模型

1.研擬三維地籍資料管理模式

2.研擬三維地籍建物模型與建物登記相關問題與配套處理

3.將10~20年間已完成登記之建物測量成果圖轉化為三維地籍建物模型

4.研擬配合三維地籍相關法制問題

1.推動三維地籍

2.建立三維地籍資料管理資料庫

3.將20~30年間已完成登記之建物測量成果圖轉化為三維地籍建物模型

4.三維地籍多元性多目標應用



土地是國家建設發展的基礎，不動產人民的權益、如何有效進行土地利

用與保障人民的權益，三維化圖資應是國家重要基礎資訊之一；國土資訊系

統長久以來之發展，多著眼於二維圖籍資料之建置，以二維平面圖資做為真

實世界之決策支援，缺少立體面向，所能發揮的實質作業難免不足與失真；

因此，以三維的立體空間資料來模擬呈現真實世界物件之需求，已是國內外

空間資訊系統發展重心。

台灣經多年來的努力，已建立了建置三維地籍建物模型的技術與方法，

並開發了多目標地籍圖立體圖資服務網，提供了多項功能，滿足地籍建物管

理作業與多目標加值應用之目的，正朝推動三維地籍發展的目標邁進。

要全面建立完成三維地籍建物模型，所需花費的經費與時間甚高，因此，

須依都會城市發展的條件，採循序方式辦理。又因三維地籍的推動除技術面

外，尚須有管理面與法制面的配套處理；管理面探討三維地籍資料的管理與

應用，如三維資料儲存標準、資料共享、應用系統開發等；法制面則是研究

三維產權登記的相關法規制度與配合的措施，如產權範圍界定、登記、作業

程序及資料繳交等，乃是後續繼續努力的方向。

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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