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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單 位 臺北市政府社會資訊室 

提 案 人 
金銘德(80%) 

高蓓蒂(20%) 

提 案 主 題 
福利據點與電子地圖的結合-臺北市福利地圖 

提 案 緣 起 

    本市公、民營福利據點之數量與服務項目居全國之冠，福利資源豐

富而多元，近年來人口老化，少子化等人口生態變化，民眾更為殷切需

要掌握諸如老人養護、社區關懷、托育機構等福利資源，如何提供便捷

完整資源媒合管道，讓民眾可以完整掌握福利機構、團體分佈以及相關

服務、活動資訊，成為本局市政服務積極發展的首務。 
 
    在上述理念下，本案結合本局主管或列冊 5000 餘筆詳細的福利據點

資料，包含福利機構團體、社區團隊、志願服務團隊、民間救助資源、

公益勸募活動、本局相關活動等，運用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技術，建構臺北市福利電子地圖，規模與完整度

皆為全國首創。 
 
    想像民眾自行上網輸入自家住址，周邊一公里內所有的托兒所或是

老人安養中心，系統迅速將福利據點的分佈位置以視覺化方式標示在街

道圖中，民眾可以進一步查閱機構的詳細資料，看看實際的機構環境照

片，系統亦可產生最佳的交通路線規劃。依據不同福利據點屬性，民眾

還可以直接使用線上服務，例如查詢志願服務團隊後直接在線上報名志

工，該志願服務團隊就能馬上收到這位民眾的報名。我們模擬不同的市

民需求，民眾還可依據捷運站周邊、福利據點屬性或是福利問題情境的

問答來尋求地圖服務，這樣的技術與規模目前在全國社福界或是社政單

位皆尚未應用，同時展示本局為民服務的先進思考。 
 
    此外，本局設立或是委辦服務據點時，亟需評估服務量、或是選擇

地點的參考依據。所以更進一步，我們還把這些福利地圖與福利人口加

以對照，精準計算出據點周邊特定福利人口分布相關數據(例如某地點周

邊 1 公里內獨居長者人數)，提供選址建議或整體福利資源配置策略等空

間決策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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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理想最大的挑戰就是地圖與福利人口數據的即時更新。我們若

採用傳統的靜態地圖繪製技術無法長期維持資料正確，故技術上採用即

時、動態連結本局後端資料庫，地圖資訊隨著資料庫內容異動而即時展

現變化。我們並不需要額外的人力來維護地圖的資料，同仁們僅是在從

事日常的福利業務，諸如機構資訊異動、公益勸募活動審核、志願服務

管理、福利身分異動、津貼發放等等，系統即能反應產製最新地圖與計

算福利人口分布。 

 

實施過程及

投 入 成 本 

本局於此案投注許多先期作業與努力： 

 

一、 福利據點系統化與資料庫化 

    為了讓福利據點的資料反應最新的機構與活動狀態，我們努力推

動運用資料庫系統進行機構與活動的資訊管理作業，取代應用範圍較

窄的 Office 電子文件。一方面即時介接既有機構管理系統，另一方面

提供適用各種福利據點類型的據點管理功能，不論一般機構、志工團、

人民團體、合作社、老人安養機構、托育機構、社區發展協會、基金

會、相關活動，都可以做輸出入欄位對應。為了增加使用誘因，也設

計許多輔助功能，如依據地址自動產生 5 碼郵遞區號等功能。由於資

料可以一處維護多元運用，再加上更加輕省人力與提升效率，目前本

局福利據點管理作業已全面進入系統化與資料庫化，成為福利地圖資

料即時、有效與正確的品質保證，數量高達 5000 餘筆。 

 

二、 福利人口資料庫的整合與內部空間決策行為的模擬 

為了使福利地圖也能供本局內部作為福利資源配置參考、選址分

析等用途，必須參照福利人口分布資訊。這部份我們同樣要求具備即

時性，因此福利地圖介接了本局相關個案管理系統、補助與津貼發放

系統，將本局服務或列冊之低收入戶、獨居失能長者、社福中心與委

外服務個案、特殊境遇家庭、身心障礙人口、早期療育人口、新移民

福利人口等，以資料倉儲概念加以整合，並且做障礙等級、家戶種類、

教育程度、經濟狀況、性別、婚姻狀況、年齡等屬性的統整。目前加

入自動化整合總福利人口數已高達 160,000 餘筆。 

我們模擬內部空間決策行為模式如下： 

1、 老人服務中心、老人日間照顧中心、老人活動據點、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老人營養餐飲等據點設置，經常需要參照獨居或失能長者、

低收入戶中年齡超過 65 歲以上長者的人口分佈。 

2、 公設民營少年服務中心的潛在服務量，需要了解所有福利人口中

12-17 歲市民的分佈。 

3、 市立與公設民營托兒所的資源配置可以考量家中有幼童的低收入

戶、社福中心個案與特殊境遇家庭的分佈情形。 

4、 其他諸如身心障礙類據點、早期療育類據點以及新移民服務類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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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都可對照身心障礙人口、發展遲緩兒童人口以及福利人口中新

移民分佈情形。 

 

三、 1999 常見問答中加入福利地圖 

本局目前提供 1999 話務中心以及市府網站常見問答約 700 餘筆，

擬答中提供民眾資訊常涉及該項服務提供之單位或地點，我們於是將

這些問答都設置了地圖，可以迅速提供 1999 話務人員或是民眾交通上

的指引。在福利地圖整合介面中我們也設置了常見問答專區，民眾可

以依據遭遇的問題情境找到適切的福利據點。 

 

四、 福利據點與福利資訊間媒合機制的建立 

為了克服弱勢民眾可能產生的數位落差，民眾瀏覽社會局網站各

種福利資訊時，系統會自動推薦相關的福利地圖，以避免弱勢民眾不

知道要尋找何種福利據點。例如民眾查閱本局網站「社區保母系統簡

介」資訊時，系統會自動推薦「托嬰中心」的福利地圖。反之，民眾

瀏覽福利地圖時，系統也會自動推薦本局網站相關的福利措施或服務

項目，這種類似人工智慧的技術本局可稱之為智慧型福利資訊媒合機

制，它會不斷自動學習本局網站使用者的使用經驗來做出推薦。為了

在福利地圖上線前系統已充分學習，我們先利用民眾在本局網站上有

關福利措施與機構名冊之瀏覽行為作為自動學習對象，期間長達 6 個

月，以確保系統在上線時能正確判斷提供媒合。 

 

五、 民眾使用經驗的模擬 

本局以弱勢市民為主要服務對象，地圖操作動線力求邏輯清楚簡

單並以民眾需求為考量，民眾可能以福利據點類型與屬性為主要考

量、以捷運站周邊為主要考量，以住家遠近為起主要考量或是以遭遇

的問題情境為主要考量。各種瀏覽查詢動線又有不同的後續步驟，不

斷模擬的結果都做為操作動線的依據。 

 

六、 系統建置， 

近年 GIS 技術與 GOOGLE API 資源豐富且技術成長迅速，大幅降低

建置地理資訊系統之成本門檻(軟硬體合計經費估計將高達數百萬

元)，本局資訊室積極參訓並研習相關知能，並委由廠商製作福利地

圖。自 98 年 4 月起，本局與廠商就本案之前端資料顯示、後端功能等

密集研商，希望讓民眾能用最簡單易用方式，即能迅速搜尋其想要機

構位置圖資料、查閱機構詳細的資料，進一步使用線上服務與機構互

動，甚至超出其預期之期待及主動推薦相關可能需要資訊，更是本案

之最高目標。相關程式開發製作費用約 65 萬元。 

為維持資料正確及本局福利機構資料權責業務單位能了解資料加

值應用，確認系統正式上線後之資料更新及定期檢閱方式，以維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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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機構資料之正確性和時效性，特由本局副局長於 99.3.18 召開並主

持福利地圖上線前會議，會議就資料審視及每月定期檢閱達成共識，

系統便民查詢部分於 99 年 4 月 6 日正式上線，內部決策支援部分於 99

年 5 月 6日正式上線。 

上線後將以下述成效評估機制： 

1、 民眾使用方面：點閱率，民眾瀏覽人次。 

2、 維護情形：新增次數、更新次數、機構總數、平均更新週期等。 

3、 電子問卷：民眾使用滿意度調查。 

實際執行成

效 

臺北市福利地圖上線後，評估其效益如下： 
一、 外部效益 
（一） 滿足大量潛在使用人口的福利需求： 

    依據臺北市人口資料，98 年底總人口數約 260 萬人，其中兒

童人口 291,700；老人人口 328,416；身障人口 112,643；低收人口

40,708；這些人口及其家屬將是本案福利地圖最主要使用對象。

因為本案可提供相關托兒機構、老人養護機構、身障養護機購等

資訊，並可以自家住址為主查詢最適合之機構使用，對於本市較

弱勢民眾及老人，提供更多資訊供其了解及方便自主使用，更提

升與推展本市福利政策之為民服務用心與品質。  
 
（二） 規模最大的即時動態社會福利電子地圖： 

系統目前(以 99.4.1 為主)已建置資料量 5000 餘筆，其中： 
1、 兒少服務類約 57 筆 
2、 托育服務類 751 筆 
3、 婦女服務類 99 筆 
4、 銀髮族服務類 371 筆 
5、 身心障礙者服務類 295 筆 
6、 人民團體類 3410 筆 
7、 社區發展類 328 筆 
8、 遊民類 2 筆 
9、 志願服務團體 41 筆 
10、 民間資源供應據點 131 筆 
11、 本局活動或公益勸募活動(動態) 

    相較於其他同級單位，台中市政府社會處以 PDF 檔型式提供

「愛心摺頁」＂

http://society.tccg.gov.tw/from/index.asp?m=3&m1=6&m2=40&sid=2
25＂，檔案大小約 6.94MB，以類似紙本的型態提供。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之機構數有 204 筆，提供了相當便民的清冊分區分類查詢。

(http://w5.kcg.gov.tw/socbu/07welfare/welfare_list.asp) 
    本局資料規模約為高雄市政府資料量 25 倍，又有動態電子地

圖的互動功能運用，本案推出後相信可對其他縣市社政單位有很



 
5

大示範作用。 
 
（三） 整合原本分散的資訊取得管道： 

    將過去紙本、文字敘述、單點圖、線上服務等分散資料，集

中提供為更具實用性、易操作的系統，使便民資訊輸送管道順暢。

佈點圖的整體資訊掌握也更直觀、一目了然。 
 
（四） 人性化與便民的資訊服務設計： 

    多種條件設定符合民眾的多元需要，站在民眾觀點設想其尋

找資訊的情境與背景。民眾可能基於通勤便利，便於探視，所以

要找捷運周邊的機構。選擇托育機構時，又會優先考慮離住家的

遠近。此外，街道圖與路線規劃功能可以迅速掌握交通位置與到

達方式，衛星空照圖與街景圖可以查看機構實際環境。 
 
（五） 貼心媒合社會福利資訊與地圖，跨越數位落差： 

    「智慧型福利資訊媒合機制」主動推薦民眾可能需要的福利

地圖組合，對於弱勢民眾是極具效益的，大大降低了使用本局資

源的能力門檻。 
 
二、 內部效益 
（一） 本案未增加維護人力負擔，而達成機構資訊管理作業流程改善：

    自動化的機構資訊管理功能，協助同仁不再使用 Office 文件

管理機構名冊，反過來使用本系統的機構資訊管理功能，再匯出

EXCEL 電子文件或書面紙本文件做其他運用。過去產出 5 碼郵遞

區號的方法，運用郵局提供的軟體約 3 分鐘，打電話問機構也要

3 分鐘，若是使用本系統只要 3 秒鐘就能產生，對於大量資料的

管理，相當有效率。 
 

 
（二） 了解福利資源配置情形，提供決策支援 

    透過各種類型機構分佈圖，可以了解本市在福利資源供給面

的適切性，檢討是否有過於集中或不足的情形，進一步回饋決策

過程參考。 
 
（三） 增加資料重複運用與交換 

    提供多種便利與即時的資訊交換與介接方式，讓資料可重複利

用、並提供其他單位的連結與使用。 
 

（四） 將 GIS 技術運用於社會福利界的突破： 
    GIS(地理資訊系統)資訊技術傳統多用於自然科學或是工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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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領域，近年才開始被思考用於人文社會領域，本系統可以作

為運用於社會福利的重要突破，並可啟發本局相關業務後續採用

本技術的信心。以距離測量功能而言，以往僅能用行政區、道路

或是關鍵字做為查詢條件，運用 GIS 技術可立即查詢並展現距離

A 點 1 公里內所有的機構並可分類查詢。 
 

    本局福利地圖之建置，隨時提供民眾自網路迅速取得有關社會福

利機構之相關地圖位置及業務資訊等資訊，提供另一種更方便之資訊

取得管道，另本局同仁亦可透過後端之管理介面，更有效管理眾多之

機構資料，透過機制要求同仁定時稽核資料之時效性和正確性。另地

圖之可易讀性和空間性，對於機構設置地點之選擇有更多資訊去提供

決策，避免資源過多重覆設置或不足。本案不管對外部民眾或內部同

仁皆有效益，主動加強為民服務，提升行政效能。 

相 關 附 件 
附件一：福利地圖專區操作畫面 

附件二：福利地圖後端操作畫面 

聯 絡 窗 口 

姓名：金銘德 

電話：6995 

Email：ha_king@mail.taipei.gov.tw 

格式限制： 

一、提案成效表： 

（1）內文格式：標楷體字型，字體大小為 14 點，行距為固定行高 18pt。 

（2）頁數：A4 紙不超過 6頁。 

二、相關附件 

（1）內文格式：不限。 

（2）頁數：A4 紙不超過 20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