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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 
提案成效表 

 

提案獎項 ■創新獎  □精進獎 

提案年 度  100 年度 

提 案類別 □行政流程 ■資訊系統 □行銷活動 □工程品質 

提案單位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總隊秘書室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郭家良 貢獻度： 60 ％ 

參與提案人：郭紹山 貢獻度： 40 ％ 

提案主題 
為檔案附件築巢，打造專屬黃金屋─因應不同規格附件，設計附

件箱；開發附件查詢系統，加速歸檔及調閱作業。 

提案緣起 

本總隊係於 94 年 9 月 6 日整併臺北市土地重劃大隊、臺

北市政府地政處測量大隊及本府地政處第五科部分業務而成

立，檔案管理運作流程自宜統整一致，以利管理三種不同屬性之

檔案資料（附件 1，p7）。 

統整過程中因檔案附件最具多樣性，使得附件管理成為檔案

室同仁極為頭痛之問題。本總隊檔案附件種類繁多，包括工程設

計（竣工）圖、規劃案、契約書、證明資料、送達證書、測量案

圖說等（附件 19，p24），外型規格不一，標準檔案卷夾無法收

納，必須另外存放於檔案架上，外觀看來極為凌亂。若使用附件

箱另外放置附件，依目前之公文處理整合系統僅有相關清單報

表，並未提供附件檢索功能，亦不利後續檢調作業。 

為有效整合、歸類、運用上述相關檔卷，因應區段徵收、市

地重劃及地籍測量業務異質性高的特性，特自行設計符合需求之

附件箱，妥善保存規格不一的檔案另存附件，並結合資料庫快速

搜尋的優點，創新開發附件查詢系統，有效提升檔管品質。 

實 施 過 程 
及投入成本 

為順利達成預期目標，採用 PDCA 循環（Plan-Do-Check-Act 

Cycle）做有效之品質管理。針對工作按 P（Plan，規劃）、D（Do，

執行）、C（Check，查核）與 A（Act，行動）來進行管理，以確

保目標之達成，並進而促使品質持續改善。以下將從各階段分別

說明本提案之實施過程及投入成本。 

（附件 2，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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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規劃）： 

 

1. 為有效保存規格不一的檔案另存附件，規劃設計符合需求之

附件箱（附件 3，p9）。 

2. 決定將前重劃大隊的附件資料全部以附件箱裝置，並依附件

內容於箱外製作標示。 

3. 與檔管人員討論系統需求，配合實際作業面，設計附件系統

使用流程（附件 4，p10）。 

4. 硬體方面：為節省行政成本，硬體部分使用電腦室舊零件另

組一台 PC 主機，運行附件查詢系統。 

5. 軟體方面： 
(1) 作業系統使用 MS Windows XP（市府授權版）。 
(2) 為減少系統更新程序，節省軟體安裝時間，系統採用 Web

介面，使用者只要開啟網頁瀏覽器即可使用附件查詢系

統。 

(3) 為節省軟體預算及考慮效能，Web 伺服器採用 freeware

的 Apache（附件 5，p11）。 

(4) 程式語言使用 freeware 的 PHP（附件 5，p11）。 
(5) 資料庫管理系統使用 freeware 的 MySQL（附件 5，p11）。

6. 評估目標達成率以本提案上線後的整理附件箱時間為基準。

 

此階段投入相關預算-無。 

此階段投入人力成本-3 人次，共使用 46 小時。（附件 18，p23）

 

Do（執行）： 

 

1. 設計製作符合本總隊業務需求之附件箱。當附件為 A4 規格

時，附件箱兩面皆可獨立開啟，中間以隔板分隔；若是附件

規格大小不一，則將附件箱中間隔板打開，以容納不同規格

的檔案附件（附件 6，p12）。 

2. 將前重劃大隊的附件資料全部以附件箱裝置，將相關資料建

置成電子檔（EXCEL），並依物件內容於箱外製作標示。 

3. 重組舊零件另組一台 PC 主機，以執行附件查詢系統。 

4. 安裝 Apache、PHP、MySQL。 
5. 撰寫附件查詢系統、建置資料庫。 

遭遇困難─資訊人員對檔案管理工作不熟悉，包括流程、檔

號等細節，無法將檔案附件另存與程式功能、資料庫資料表

及系統操作介面作完美結合。 

解決方式─透過觀摩檔管人員作業情形及有效溝通，資訊人

員於程式撰寫過程中，與檔案管理人員反覆確定相關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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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資料庫資料表各欄位使用記憶體大小、需不需要建立索

引加速資料搜尋速度（附件 7，p13），並針對附件資料各欄

位之重要性設計便利的操作界面，以期達成有效管理檔案附

件資料，加速歸檔及調閱作業的預期目標。 

6. 設計資料安全管控方式。 

遭遇困難─因為是自行開發之系統，無法延用現行公文處理

整合系統之帳號資料，加上目前同仁已使用多種系統，即使

有員工愛上網單一簽入介面的協助，仍需記憶開機等其他密

碼，若以帳號方式管控附件查詢系統的使用（修改資料庫部

分），勢必造成檔管人員需額外記住帳號密碼的負擔。 

解決方式─因為本總隊同仁開機使用電腦時，係透過市府網

域 Domain Controller 限制權限，除資訊人員外，其餘同仁

僅有一般使用者權限，針對修改電腦名稱及網路卡 TCP/IP

等的規劃，仍需透過資訊人員作設定。故決定使用網路卡 IP

位址作管制（附件 8，p14），只要將檔管人員的網路卡 IP 位

址加入附件查詢系統，便可以從檔管人員的電腦執行更新系

統資料庫資料的動作，即使其他人想要修改資料庫，因無檔

管人員的開機登入密碼，亦無法順利完成操作。 

7. 透過教育訓練教導檔管同仁操作流程及系統注意事項（附件

9，p15）。 

8. 同仁依建議流程執行附件另存工作（附件 10，p16）。 

(1)轉入公文處理整合系統附件資料。 

(2)查詢產生附件清單。 

(3)附件裝入附件箱。 

(4)更新資料庫資料。 

(5)利用系統產生箱號標籤。 

(6)將標籤黏貼於附件箱外。 

9. 撰寫批次檔，每日自動備份資料庫資料（附件 11，p17）。 

10. 每日機房檢查時一併檢查 PC 主機情況（附件 12，p18）。 
 

此階段投入相關預算-$37,600 元。 

此階段投入人力成本-13 人次，共使用 422 小時。（附件 18，p23）

 

Check（查核）： 

 

1. 檢查實際檔案附件另存作業情形，確認現行系統是否符合當

初規劃目標，達成有效管理檔案附件資料，加速歸檔及調閱

作業。 

2. 檢查資料庫資料增加情形，是否會因資料不斷增長，導致系

統效能降低，確認是否需增加 PC 主機之硬體效能（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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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 

3. 檢查 WEB 伺服器相關紀錄檔，確認有無未經授權之不當存取

（附件 14，p19）。 

4. 檢查附件箱已裝箱清單，確認是否有需額外校正之情形（附
件 15，p20）。 

 

此階段投入相關預算-無。 

此階段投入人力成本-2 人次，共使用 10 小時。（附件 18，p23）

 

Act（行動）： 

 

1. 將查核階段的相關作業、修正、調整後之計畫，以及執行過

程中所累積經驗，轉換成標準作業程序（附件 16，p21）。 

2. 因前重劃大隊的附件資料已全部以附件箱裝置，執行成效良

好，配合金檔獎之參賽，將前測量大隊之公告圖說，依附件

查詢系統的作業方式，從現行的附件專區，改成附件箱的保

存方式（附件 17，p22）。 

 

此階段投入相關預算-無。 

此階段投入人力成本-1 人次，共使用 8小時。（附件 18，p23）

 

實際執行
成 效 

成本效益分析： 

1. 預算方面：4 階段花費預算$37,600 元(箱子單價$188，共購
買 200 個)，本總隊 99 年度一般行政-行政管理預算為

$38,978,262 元，附件箱成本佔行政管理費用預算比例為

0.09%。 

2. 人力成本方面：4階段共動用 19 人次，全部使用 486 個小時，

約為 2.76 個月。 

3. 綜上分析，此專案只使用約 3 個月時間，花費 0.09% 之行政

管理費用，即可將所有附件依序裝入附件箱，不但妥善保存

規格不一的檔案另存附件，也結合資料庫快速搜尋的優點，

便利管理作業，加速歸檔及調閱作業（附件 18，p23）。 

 

內部效益-另存作業方面： 

1. 設計附件箱 
能有效整合、歸類、運用合併機關之相關檔卷，因應本總隊

區段徵收、市地重劃及地籍測量業務異質性高的特性，妥善

保存規格不一的檔案另存附件（附件 19，p24）。 

2. 開發附件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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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使用附件箱查詢系統前─整理 35.5 箱，需要 5人次的

人力，共使用 290 個小時。 

(2) 使用附件箱查詢系統後─整理 15.5 箱，需要 2人次的人

力，共使用 48 個小時。 

(3) 綜上分析，原本整理 1 箱附件需使用 8.2 小時，執行本

提案後，整理 1 箱附件只需 3.1 小時，共節省了 62.2%

的時間（附件 19-1，p25）。不論是上傳現有資料、產生

清單，印製箱號標籤，皆由系統自動完成，節省大量人

力成本。 

 

外部效益-檢調作業方面： 

1. 未開發附件查詢系統前 
(1) 公文處理整合系統→公文管理→立案編目報表→附件另

存清單，僅提供簡易報表功能。 

(2) 公文處理整合系統→公文管理→立案編目作業→編目登

錄→附件登錄，雖可用來查詢附件明細，但無法進行複

合式條件搜尋。 

2. 開發附件查詢系統後 
(1) 提供複合式條件搜尋，包含檔號、文號、附件名稱、附
件流水號、媒體形式等；另允許部份條件使用模糊比對，

減少同仁輸入的負擔。 

(2) 系統會記住 7 天內的查詢條件，並在使用者查詢時自動
帶出，加快查詢速度。 

(3) 內建多種排序條件，包含檔號、文號、附件流水號、箱

號等，讓使用者針對各自需求，自定清單樣式。 

(4) 針對不同螢幕尺寸，提供固定欄位與變動欄位兩種檢視

模式，讓使用者自行選擇。（附件 20，p26） 

 

相關附件 

附件 1  本總隊檔案管理業務現況 

附件 2  PDCA 循環 

附件 3  附件箱設計圖 

附件 4  附件系統使用流程 

附件 5  Web 伺服器、程式語言以及資料庫管理系統簡介 

附件 6  附件箱照片 

附件 7  資料庫 Schema 

附件 8  資料安全管控方式 

附件 9  教育訓練情形 

附件 10  程式介面 

附件 11  每日自動備份資料庫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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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每日機房檢查 

附件 13  目前資料庫成長情況 

附件 14  Web 伺服器相關紀錄檔 

附件 15  附件箱資料校正 

附件 16  附件查詢系統作業程序使用說明 

附件 17  本府金檔獎初評評審委員建議事項 

附件 18  成本效益分析 

附件 19  有效保存規格不一檔案附件 

附件 19-1  附件另存作業時間比較 

附件 20  複合式條件搜尋及不同檢視模式 

聯絡窗口 
姓名：郭家良 

電話：87807056 分機 625 

Email：gz_16029@mail.taipei.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