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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獎 項 ■創新獎  □精進獎 

提 案 機 關 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提 案 人 
（或單位） 坡地保育科陳守強股長 

提 案 主 題 臺北市山坡地空間管理 Taipei Earth 服務系統 

提 案 緣 起 

臺北市山坡地 15,004 公頃，占全市面積 55%，劃分為 17 個分

區，設 77 個巡邏箱，有巡查人員 17 人，各配備機車 1 部，有 49
條巡查路線，每人平均負責約 882 公頃的巡查土地。這個舊巡查

模式行之多年，但欠缺運用現代科技如 GPS 即時監控、巡查軌跡

紀錄、衛星影像（或航空照相）判釋等「點線面」的掌握，故對

於巡邏箱位置與密度是否適當、巡查路線有否重疊、巡查分區是

否有缺口、乃至巡查同仁是否依規盡份日日查察不法等問題，留

著諸多想像空間。 
此外，依據 94~96 之年均統計，本市山坡地每年有 76 件違規

罰鍰案、85 件合法申請案，坡地上還有本局權管之產業道路、親

山步道、土石流潛勢溪流、老舊聚落社區、高風險礦渣地、潛在

崩塌地滑地、環境地質敏感區等攸關本市公共安全與人民權利義

務之「空間事件」，但卻缺少一套空間管理工具來有效整合這些事

件，以致無法深究這些空間事件的地緣、從屬或因果關係。 
本提案係以 Google Earth 虛擬地球儀平台為基礎，以 GPS 定

位空間事件及記錄巡查軌跡，並利用 Google Earth 衛星影像、福衛

2 號衛星影像等圖資，作影像比對及變異點分析，從空中鳥瞰「點

線面」，期能彌補山坡地機遇性巡查之不足，且名之為「山坡地空

間管理 Taipei Earth 服務系統」，好為保水護土盡一分心力。 

實 施 辦 法 

    本市之山坡地管理作業係依據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利用

條例、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等相關規定。 
有關建立 Taipei Earth 空間管理服務系統，Server 部分係用

Google Earth Plus 軟體（20 US$/yr），而個別承辦同仁則採 Google 
Earth Free 軟體，並藉助內部資源如本局之山坡地環境地質資訊系

統、山坡地查定作業管理系統來驗證各空間事件之 GPS 定位；至

於外部資源係來自台大空間資訊研究中心 SIRC、台大城鄉所

GEmVG、中研院 ASCC、水土保持局 SCB、亞柏技術顧問等單位

之 Google Earth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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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過 程 

1. 首先請巡查人員在地圖上標示 77 個巡邏箱的示意位置，接著，

現場勘查超過百次（有 30 次以上為例假日），以確定巡邏箱及

其他空間事件之位置，並拍照存證。 
2. 蒐集 94 年迄今（97.9.30）之違規罰鍰案 291 件、93 年迄今之

合法申請案 402 件、其他水土保持申報 141 件、老舊聚落 24 處、

高風險礦渣地 12 處、土石流潛勢溪流 49 條、地質敏感區 10 處、

潛在崩塌地滑地 5 處等，共 934 個空間事件之基本資料，並以

山坡地環境地質資訊系統、山坡地查定作業管理系統之查詢，

配合前項現場勘查，輔以 GPS 定位，將全部空間事件逐一標示

在 Google Earth 虛擬地球儀平台上。 
3. 將前述空間事件之屬性照片 1551 幀、圖片 70 幀、相關之統計

分析或作業規範共 71 個文件，上傳至本局資料倉儲，再以網路

超連結（hyperlink）方式串連，以完整註記各個空間事件。 
4. 整合內外部資源，架構完成 Taipei Earth 如表 1，建立之程序略

如下： 
(1) 請台大理學院空間資訊研究中心（SIRC）協助，將臺北市的

區界線、里界線、區界名、里界名、公告山坡地範圍、河川
水系、土石流位置、土石流影響範圍、土地使用分區等 kml
圖層載入 Google Earth，以確定工作範圍。 

(2) 從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GEmVG 部落格，找到臺北市都市
計畫圖、臺北市建築物 3D 模擬、臺北市市政點位（含寺廟、
教會、古蹟、歷史建築、老樹等）、貓空纜車等 kml 圖層。

(3) 從中央研究院 ASCC Google Map/Earth 試驗網站，找到臺灣
百岳、臺灣三角點、飛覽臺北、臺灣電子地圖等 kml 圖層。

(4) 請亞柏技術顧問公司友情協助，將本局權管的 76 條產業道路
數化成 kml 圖層。 

(5) 從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SCB）連線取得本省二度
分帶座標 TM67、TM97、土石流潛勢溪流圖、土石流警戒發
布情形、避難路線規劃成果等 kml 圖層。 

(6) 連線國外 Google Earth 資源包括全球即時地震、全球即時颱
風、全球氣象工具等 kml 圖層。 

5. 進行 69 次 GPS 行動軌跡測試（29 次為例假日全日，以免影響

日常公務推動）。 
6. 辦理 96、97 年衛星影像變異點之現場查核作業，其中福衛 2 號

衛星影像係由 SIRC 友情提供。 
7. 對跨行政區之親山步道，經檢討後，增設 3 個巡邏箱。 
8. 編撰 Taipei Earth 作業手冊 3 種，辦理內部教育訓練，並為坡地

保育科相關承辦同仁與長官安裝 Taipei Earth 系統，以作為山坡

地空間管理之效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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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際 執 行
成 效 

1. 本案係以不增加任何公務預算、自力創新方式，並充分利用政

府外部之知識與資源，從 95 年底迄今，為坡地保育科建立一

套供內部使用之「臺北市山坡地空間管理 Taipei Earth 服務系

統」，以作為決策者、管理者、承辦同仁每日工作之「視覺性

效率工具」，該系統已成功整合山坡地空間事件。 
2. 現在只要組合配備如：筆記型電腦、安裝 Google Earth Plus 軟

體、載入 Taipei Earth、無線網卡、GPS、數位相機，那麼，任

何空間事件，便可以 Taipei Earth 各圖層作空間關連性之研判，

更可用網路連結查詢地號、土地權屬、土地使用分區、環境地

質….等，由於地理資訊齊全，不必回到市府，在現場可立即

研判與處理，這就是「行動辦公室」的運作方式。 
3. 目前仍持續數化山坡地空間管理的「點線面」地理資訊，Taipei 

Earth 以每週發佈更新 1 次為原則。 
4. 鑑於 Taipei Earth 係一開放式平台，任何使用者可以依據自己

的需求，自行加值、擴充、運用；未來，可以評估開放給府內

各機關單位下載使用；甚至，為令本市山坡地管理工作更加透

明化，可以考慮開放給社會大眾，讓大家一起來照顧好山好水。

5. 鑑於 GPS 即時監控技術已經成熟，只要車輛裝上車機（或由

人員攜帶），透過訊息無線傳輸及網路監控管理，便可不必跟

車、不必追蹤人員行蹤，而 Taipei Earth 可以讀取即時、或歷

史之 GPS 點位或軌跡，若付諸實施（GPS 手機 12,800 元，監

控 1 機之月費約 500 元），將革命性的改變現行的山坡地巡查

管理運作方式。 
6. 依據 SIRC 評估，福衛 2 號衛星可以 2~3 個月取得 1 次全市衛

星影像，初估每次費用約 30,000 元（600km2 範圍，解析度

2mx2m 彩色融合影像），再透過影像變異點分析（收費再加 40
％），先在 Taipei Earth 上標示出改變地形地貌之 GPS 點位，

再派遣巡查人員前往查證，若付諸實施，亦將革命性的改變現

行隨機性、有點盲目式的巡山模式。 
7. 綜上，運用 Taipei Earth 應可達到省人、省時、省錢之目的。

8. Taipei Earth 的實際運用成效與未來展望綜整如圖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