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述建物第一次測量及
建物測量成果圖

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 測量課 技士廖家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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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

建築法 第4條

本法所稱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梁柱或牆壁，供個人或公眾
使用之構造物或雜項工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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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第一次測量緣由

背景

目前我國的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並無法令強制規定，係採任意登記制，建物若要
依法辦理第一次登記，應依規定先辦理建物第一次測量。

◆建物第一次登記係首次登錄於登記資料，建立完整建物資料之登記，故又俗稱
「保存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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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新建或實施建築管理前之合法房屋，為確保產權，所有權人或管理人得向所
在地登記機關申辦，就建物位置、面積等依法施測，謂之建物第一次測量。

土地登記規則 第 78 條

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應先向登記機關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但在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月一日以後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物，檢附依使用執照竣
工平面圖繪製及簽證之建物標示圖辦理登記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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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 !  以建物標示圖辦理第一次
登記者免建物第一次測量

土地登記規則第 78.1 條

……建物標示圖，應由開業之建築師、測量技師或其他依法規得為測量相關簽證之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辦理繪製及簽證。
前項建物標示圖，應記明本建物平面圖、位置圖及建物面積確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
圖繪製，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建物起造人及繪製人願負法律責任等字
樣及開業證照字號，並簽名或蓋章。
依建物標示圖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人與委託繪製人不同時，應於登記
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同意依該圖繪製成果辦理登記，並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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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測量申辦程序及常見規定

◎依法行政

建物第一次測量申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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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第一次測量申請人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61 條

申請建物測量，由建物所有權人或管理人向建物所在地登記機關為之。前項申請，
得以書面委託代理人為之。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63條

區分所有建物，區分所有權人得就其專有部分及所屬共有部分之權利，單獨申請
測量。

◎區分所有建物謂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專有其一部，就專有部分有單獨所有權，
並就該建築物及其附屬建物之共有部分共有之建築物。

◎該地區實施建築管理後有使用執照者，起造人即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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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第一次測量應備文件

◎使用執照或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九條第三項所規定之文件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59 條

新建之建物得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測量：
一、依法令應請領使用執照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
二、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完成無使用執照之建物，無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九條第三
項所規定之文件者。

8



建物測量申請書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79 條

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應填具申請書，檢附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九條所規定之文
件辦理。
建物起造人向主管建築機關申請建物使用執照時，得同時檢附建造執照、設計圖、
申請使用執照之相關證明文件及其影本，向登記機關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
依前二項規定繳驗之文件正本，於繳驗後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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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者章  測 量 費 新臺幣           元 收費者章 

收件字號 字第     號   收  據 字第       號  

建  物  測  量  申  請  書  

受理機關 
縣 
市 

地政事務所 建 物 略 圖 

申請原因
（選擇打ˇ

一項，註明

申辦方式） 

□建物第一次測量（□登記機關轉繪  □委託地政士、測

量技師或建築師轉繪  □實地測量  □其他_______） 

□建物分割  □建物合併  □建物增建 

□建物滅失（□全部滅失 □部分滅失） 

□基地號勘查  □門牌號勘查  

□申請未登記建物基地號及門牌號勘查□其他（       ） 
 

附繳證件 

□建物測量成果圖電子檔 

建物標示 

建 號 
建 物 坐 落 建 物 門 牌 主要

用途 
主要
構造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委任關係 本建物測量案之申請，委託          代理及指界認章，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聯絡方式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電子信箱： 

申請人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統一編號 

住                              所 權利

範圍 
簽章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申請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 註  

簽 收 測 量 

定期通知書 
  年  月  日 簽章 

核 發 成 果 

或 移 辦 登 記 
 

本案處理

經過情形

(本欄位

申請人請

勿填寫) 

測量人員 成果檢查 成果核定 

   

 

建物標示圖免建
物第一次測量!!!

10



申請人應於申請書簽章

土地登記規則第 36 條

登記申請書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由代理人申請者，代理人並應於登記申請書或委託書內簽名或蓋章；有複代理人者，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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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自然人：國民身分證法人：登記事項卡或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

 寺廟：寺廟登記證 ……

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

申請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提出下列文件：
……
四、申請人身分證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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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證明文件

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

第一項

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應提出使用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及建物
測量成果圖或建物標示圖。有下列情形者，並應附其他相關文件：
一、區分所有建物申請登記時，應檢具全體起造人就專有部分所屬各共有部分及基
地權利應有部分之分配文件。
二、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依使用執照無法認定申請人之權利範圍及位置者，
應檢具全體起造人之分配文件。
三、區分所有建物之地下層或屋頂突出物，依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說標示為專有
部分且未編釘門牌者，申請登記時，應檢具戶政機關核發之所在地址證明。
四、申請人非起造人時，應檢具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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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前項第三款之圖說未標示專有部分者，應另檢附區分所有權人依法約定為專有部分
之文件。

第三項
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
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理前有關該建物之下列文件之一：
一、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證明文件。
二、門牌編釘證明。
三、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四、繳納水費憑證。
五、繳納電費憑證。
六、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七、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
八、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14



第四項
前項文件內已記載面積者，依其所載認定。未記載面積者，由登記機關會同直轄市、
縣（市）政府主管建築、農業、稅務及鄉（鎮、市、區）公所等單位，組成專案小
組並參考航照圖等有關資料實地會勘作成紀錄以為合法建物面積之認定證明。

第五項
第三項之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並另附使用基地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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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建築管理後新建房屋原因證明文件

◆小整理：

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

區分所有建物另附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共專有圖說、共有部分分配文件(協議書)

◎檢附使用執照竣工圖說係指建管機關核定版本，若影本應切結與正本相符

◎建物使用執照附表所載門牌若有疑義，則以戶政機關核發門牌編定證明為準

◎第三項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指建管機關核發之合法房屋證
明文書（例：工務局依新北市政府核發合法房屋證明處理要點規定核發之合法房屋證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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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建築管理後房屋權利證明文件

◆有使用執照

申請人非起造人時，應檢具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如建物基地係申請人所有，
且為該建物之納稅義務人時，得檢具該建物毗鄰之土地或房屋所有人一人以上之保
證書，保證該建物為申請人所有，或由申請人自行出具切結書切結無法檢附移轉契
約書原由及確無虛偽假冒情事（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２７９條、土地登記規則第７
９條、內政部87年7月21日台內地字第870738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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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附使用基地之證明文件的情形

◆無使用執照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13 點

申請實施建築管理前建築完成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人與基地所有權人非同一
人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附基地所有權人同意使用之證明文件：
（一）申請人為地上權人或典權人。
（二）因法院拍賣移轉取得建物者。
（三）日據時期已登記之建物。
（四）占用基地經法院判決確定有使用權利者。
（五）租用他人土地建築房屋且提出土地使用證明者。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18 點

共有人之一於實施建築管理前在共有土地興建完成之房屋，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時，應檢附他共有人之土地使用同意書。但該建物為基地共有人區分所有者，免檢附他
共有人之土地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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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第一次測量規費

依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收費標準 第 3 條 建築改良物測量費之收費如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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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圖? 平面圖?

◎建物位置圖：表示建物坐落土地地籍位置

◎建物平面圖：呈現建物各段邊長形狀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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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測量成果圖分別以「位置圖」、
「平面圖 」等單位計收規費
◆小整理：

位置圖實量每戶4000元

平面圖實量每層每50平方公尺為一單位800元

位置圖轉繪每戶200元

平面圖轉繪每戶200元

位置圖實量平面圖實量每戶4000+800=4800元起算

位置圖實量平面圖轉繪每戶4000+200=4200元

位置圖轉繪平面圖轉繪每戶200+200=400元

§地測282.2 委外繪製每面建物測量成果圖15元謄本費

推! ! !282.3建物標示圖免建物第一次測量，故無須繳納測量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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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繪製及核對建物測量成果圖

◎將依法可以登記的建物範圍，繪製於建物測量成果圖上，據以詳實登記於登記簿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第 282 條

建物第一次測量，應測繪建物位置圖及其平面圖。登記機關於測量完竣後，應發給
建物測量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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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圖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72 條

建物平面圖之比例尺，以一百分之一或二百分之一為原則，如有特殊情形，得視實際需
要增減之。

◎建物使用執照面積計算一般以牆壁中心為準

◎登記機關計算面積依規定計算至牆壁外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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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圖邊界測繪規定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73 條

建物平面圖測繪邊界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建物以其外牆之外緣為界。
二、兩建物之間有牆壁區隔者，以共用牆壁之中心為界；無牆壁區隔者，以建物使
用執照竣工平面圖區分範圍為界。
三、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載有陽臺之突出部分者，以其外緣為界，並以附屬建物辦
理測量。
四、地下層依建物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所載樓層面積之範圍為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前已申請建造執照者，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已報核，
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六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期限申請建造執照之建物，
其屋簷、雨遮及地下層之測繪，依本條修正前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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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第 274 條

建物之各層樓及地下室，分別測繪於平面圖上，各層樓平面圖，應註明其層次。騎
樓地平面、附屬建物與主體建物相連處繪虛線。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第 276 條

各棟及各層樓房之騎樓地平面及其附屬建物應分別計算其面積。
建物面積之計算，應依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第一百五十八條及第一百五十九條
規定辦理。
建物面積之單位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以下記載至第二位，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

◎建物邊長量測至公尺為原則，均依竣工圖說標示為準，例：5.6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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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圖尺寸加註處理

98年6月19日台北縣政府地政局地籍測量法令研商會議紀錄五、結論：(二)

……尺寸加註部分，得由電腦軟體列印之圖說代替，但仍應請原建築師於加註尺寸處
蓋章或加註「本圖所加註尺寸經核無誤，若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並認章，已達簡
政便民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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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圖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75 條

建物位置圖，以地籍圖同一比例尺謄繪於建物測量成果圖左上角或適當位置，並繪
明土地界線，註明地號、建號、使用執照號碼及鄰近之路名。但建物所坐落之土地
過大或過小時，得按原圖比例尺酌予縮放。
前項建號應於公告確定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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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建物第一次測量成果

◎發給建物測量成果圖謄本予申請人後據以辦理建物第一次登記

辦理土地複丈與建物測量補充規定第 19 點

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時，縱未同時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地政事務所仍應受理，
並於測量完畢後，核發建物測量成果圖。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77 條

建物測量圖及建物測量成果圖由登記機關永久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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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測繪方式

◎實地測量

◆小整理(適用態樣)

實施建管前建物、建築基地於建物測量時因已地籍整理致與使用執照記載地籍不一
致者、建物位置涉及越界爭議，經查明應辦理建物位置測量者、其他經查需實地測
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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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轉繪

◎地所繪製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2.1 條

於實施建築管理地區，依法建造完成之建物，其建物第一次測量，得依使用執照竣
工平面圖轉繪建物平面圖及位置圖，免通知實地測量。但建物位置涉及越界爭議，
經查明應辦理建物位置測量者，不在此限。
前項轉繪應依第二百七十二條至第二百七十五條、第二百七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
第二百八十三條及下列規定以電腦繪圖方式辦理：
一、建物平面圖應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轉繪各權利範圍及平面邊長，並詳列計算
式計算其建物面積。
二、平面邊長，應以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上註明之邊長為準，並以公尺為單位。
三、建物位置圖應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之地籍配置轉繪之。
四、圖面應註明辦理轉繪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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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開業之建築師、測量技師、地政士
或其他與測量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轉繪
◎委外轉繪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2.2 條

依前條規定轉繪之建物平面圖及位置圖，得由開業之建築師、測量技師、地政士或其他
與測量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為轉繪人。
依前項規定辦理之建物平面圖及位置圖，應記明本建物平面圖、位置圖及建物面積如有
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建物起造人及轉繪人願負法律責任等字樣及開業證照字號，
並簽名或蓋章。
依本條規定完成之建物平面圖及位置圖，應送登記機關依前條第二項規定予以核對後發
給建物測量成果圖。

◎為配合內政部三維地籍建物整合建置作業，申請人應於申辦建物第一次測量時，一併
繳交建物成果電子檔(.Z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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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 ! 建物標示圖，免建物第一次
測量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2.3 條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八條但書規定，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檢附之建物標
示圖，應依第二百八十二條之一第二項規定繪製，並簽證，其記載項目及面積計算
式，登記機關得查對之。
前項建物辦竣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後，其建物標示圖由登記機關永久保管。

◎為配合內政部三維地籍建物整合建置作業，申請人應於申辦建物第一次登記時，
一併繳交建物成果電子檔(.Z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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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部分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3 條

區分所有建物之共有部分，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依區分所有權人按其設置目的及使
用性質之約定情形，分別合併，另編建號予以勘測。
建物共有部分之建物測量成果圖或建物標示圖應註明共有部分各項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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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機關編列門牌或核發其所在
地址證明

◎戶政機關編列門牌或核發其所在地址證明者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4 條

區分所有建物之地下層或屋頂突出物等，依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說標示為專有部
分，並已由戶政機關編列門牌或核發其所在地址證明者，得單獨編列建號，予以測
量。
前項圖說未標示專有部分，經區分所有權人依法約定為專有部分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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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常見規定

◎雨遮投影線繪製規定

竣工平面圖一樓及頂樓(或露臺)上方之雨遮之標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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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線範圍

竣工圖面雨遮外緣應以虛線繪製，清楚標示各段尺寸

W

(雨遮)

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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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建物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6 條

下列建物，在同一建築基地範圍內屬於同一所有權人，供同一目的使用者為特別建
物：
一、公有公用之建物。
二、地方自治團體建物。
三、學校。
四、工廠倉庫。
五、祠、廟、寺院或教堂。
六、名勝史蹟之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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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轄區建物辦理原則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5 條

一棟建物跨越二個以上登記機關轄區者，由該建物門牌所在地之登記機關受理測量，
編列建號。
在同一登記機關轄區內之一棟建物，位於二個以上地段者，以其坐落較廣地段編其
建號。

39



使用執照記載建築基地地號與申辦
第一次測量時不一致之處理

辦理土地複丈與建物測量補充規定 第 12 點

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建築基地地號與地籍圖地號不符，而發生於使用執照
核發之前者，應由當事人檢附基地分割或合併前後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向建管機關申請更正基地地號後辦理。如興建之建築物確係在同一基地，且其範圍
和主要位置均與使用執照之配置圖相符，純係由於土地合併、分割而造成地號不一
致者，得逕由地政機關依基地分割、合併前後土地登記簿及地籍圖對照地號辦理。
前項不符之情形係於使用執照核發之後發生者，毋須再行辦理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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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建築登記方式

◆有使照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16 點

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物，其建築面積與使用執照面積相符，惟部分占用基地相鄰之土地，
該建物所有人得就未占用部分，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公告時無須通知鄰地所有
人。辦理登記時，應於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加註：「本合法建物尚有部分面積
因使用鄰地未予以登記」之文字。

◆無使照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17 點

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部分占用鄰地，得比照前點規定，就未占用鄰地部分，申辦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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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物平面圖不應依使用執照
轉繪部分! ! !

╳露臺、 ╳平臺、 ╳入出口雨遮、 ╳ XX投影、 ╳陽臺(法定空地)、 ╳裝飾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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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95年12月14日台內地字第0950193520號函

查「建物除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載明為陽臺、屋簷或雨遮者，得以附屬建物登記外，其
他如露臺、花臺、雨棚、雨庇、裝飾牆、栽植槽等均不予登記。但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
已將附屬建物計入樓地板面積者，不在此限。」……

……本案「入口雨遮」非為陽臺、屋簷或雨遮，仍應計入樓地板面積，方可辦理建物所有
第一次測量登記。

內政部82年11月2日台內營字第8289231號函

……

按建築技術規則用語，尚無平台一詞，建照執照、使用執照等申請核准之建築圖上註明
平台面積依法無據。

內政部103年8月2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651887號函

……

地面層「陽臺(法定空地) 」不得以附屬建物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測繪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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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露柱 凸

內政部103年6月20日台內地字第1030176158號令

一、獨立建物測繪範圍以牆壁之外緣為界，即以牆壁外緣延伸線內範圍辦理測繪登
記，牆壁之外緣延伸線以外部分應不予計入。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定規定與本補充規定不符者，應依本補充規定辦理。
但於本補充規定生效前已申請建造執照，嗣後建築完成領得使用執照者，或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於本補充規定生效前已報核，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六十一條之一第一項
及第二項規定於期限內申請建造執照者，得依本補充規定生效前之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所定規定辦理。
三、本補充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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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簷、雨遮、地下層連續壁外緣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73 條第2項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後申請建造執照，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已報核，並依
都市更新條例第六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期限申請建造執照之建物，僅
「陽臺」以附屬建物辦理測繪，地下層面積以使用執照記載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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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遮破口＞50公分部分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篇......自窗戶或開口兩側外緣向外起算各50公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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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新增免計入建築面積與容積
項目測量登記問題
內政部107年10月11日台內地字第1071305919號函

近年來因應推廣在地特色建築文化、綠能建築......，建築管理部門透過修正都市計畫及
建築管理等相關規定，創設新增免計入建築物高度、建築面積及容積之項目，諸如太陽
光電設施、綠能相關設施……等(以下稱增訂項目)。該等增訂項目得免計入容積，增加可
建築樓地板面積且多無免計之總額上限，倘計入建物產權登記面積範圍，除有法令適用
問題，亦恐生建物登記項目浮濫之爭議。

查我國土地登記制度之目的為實現國家土地政策及維護社會交易安全秩序，本部......近
年分階段檢討調整建物測量相關規定。基於不動產登記及測量之內容及程序依土地法第
37條及47條規定，係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建物產權測量規定事項未授權地方政府訂定，
爰......地政事務所，應核實依法辦理登記業務，以避免......衍生測量登記錯誤、不動產
市場交易紊亂糾紛及加重購屋負擔影響消費者權益等問題。

◎建物第一次測量應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土地登記規則、相關補充規定及內政部函示
等核實辦理，務求測量成果合法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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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正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65 條

登記機關受理建物測量申請案件，經審查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通知申請人於接到
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
一、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
二、申請書或應提出之文件與規定不符。
三、申請書記載之申請原因或建物標示與登記簿冊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不符
之原因。
四、未依規定繳納建物測量費。
依排定時間到場，發現有障礙物無法實施測量，需申請人排除者，登記機關應依前項規
定通知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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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平面圖各權利範圍依照主管建築機
關備查專共用圖說所載專有部分、共有
部分及一部共有部分繪製 (自103年3月
12日以後申請建築執照者)

內政部105年1月22日台內地字第10501300822號令

有關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83條第1項及土地登記規則第81條第1項規定辦理區分所有建
物共有部分測繪登記，補充規定如下：
一、登記機關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83條第1項及土地登記規則第81條第1項規定，審核
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之全部區分所有權人共有（以下簡稱全部共有）及一部分區分所
有權人共有（以下簡稱一部共有）部分時，應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6條第1項規定應
檢附之專有部分、共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標示之詳細圖說（以下簡稱
專共用圖說）為之，如該圖說標示之共有部分未區分全部共有及一部共有之範圍，則認
定該共有部分為全部共有，應編列為1個建號；如其共有部分已區分出全部共有及一部共
有之範圍，則應依標示範圍將全部共有部分及各一部共有部分，分別合併編列建號，並
測繪登記為各相關區分所有權人共有。
二、登記機關於審查過程中倘有發現竣工平面圖或專共用圖說內容不符或錯誤，應通知
申請人釐清，如有變更、更正或備查必要時，應由申請人委由建築師向建管機關申請。
三、上開補充規定自發布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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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部分測繪，其竣工圖說與前項
附表所定分類及項目不符時，應通
知申請人向主管建築機關更正備查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12點第3項

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說與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12點第1項附表所
定分類及項目不符，請向建築管理機關申請變更或更正備查。

附表 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之分類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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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規範建物第一次測量應通知
申請人補正情形：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建物測量與建築管理聯繫作業要點第5點

地政機關審查建物第一次測量或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案件，發現下列情形時，應通知
申請人補正：

（一）辦理轉繪、核對建物測量成果圖或查對建物標示圖，發現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上
記載之尺寸、文字或計算有誤，記載設施項目用詞適用建築法規疑義或建物坐落位置不
符者。

（二）專共圖說內容不符、錯誤或疑義者。

前項如有變更、更正或備查之必要，地政機關應通知申請人向建管機關提出申請。逾期
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地政機關應以書面敘明理由及法令依據，駁回案件
之申請。

地政機關經建物第一次測量結果，發現建物有越界情事，應於辦竣後通知建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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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簽章及核發建物測量成果圖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67 條

測量人員於實施測量前，應先核對申請人之身分。測量完竣後，應發給申請人建物
測量成果圖。測量結果應由申請人當場認定，並在建物測量圖上簽名或蓋章。申請
人不簽名或蓋章時，測量人員應在建物測量圖及建物測量成果圖載明其事由；其涉
及原建物標示變更者，發給之建物測量成果圖並加註僅供參考，其所附土地登記申
請書件予以退還。

◎申請人簽章後核發建物測量成果圖予申請人據以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公告完
畢後發給建物所有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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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執照、建物測量成果圖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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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測282.1地所轉繪

◆位置圖

◆平面圖

◆基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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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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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照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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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圖

58



平面圖(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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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圖(屋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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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共用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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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轉繪(共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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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部分分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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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圖(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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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轉繪(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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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士轉繪(§地測282-2)

66印

印印



建築師簽證繪製標示圖(§地測2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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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印



建物第一次測量趨勢

◎內政部當前重要地政工作重點

◆三維地籍建物 → 立體化的建物測量成果，建置三維國家底圖平台及優化國家測
繪空間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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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測量規費調整

◆內政部公告：預告「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之收費標準」修正草案

…….

平面圖實量每層每50平方公尺為一單位800元 → 1000元

平面圖轉繪每建號200元 → 800元

新增委外建物測量成果圖核對費每建號200元，若未能隨案檢附建物向量檔，加收建
物平面圖及位置圖數值化作業費6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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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建物轉繪成果

◎建物成果圖依使用執照經「測量技師簽證地籍配置資料」轉繪

◎建物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各段尺寸應精確詳實

◎推!!!282-3標示圖，免建物第一次測量，簡化建物第一次登記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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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來〜
維護不動產市場交易秩序與安全、
保障消費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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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莊地政事務所 Oops!!地政影片

建物測繪方式大解密

簡單看懂建物測量成果圖

3分鐘認識建物保存登記

保存登記Q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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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感謝聆聽
請協助填寫滿意度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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