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北市政府 94 年度地理資訊系統大事記要 

一、 94/1/6-5/19 辦理「圖資系統案」案內教育訓練(含 MDL、 VBA、 

C++ 、SQL、施工資訊等課程)，計 30 期。（自來水

事業處） 

二、 94/01/13-06/17 「93 年度圖資應用系統相關功能整合及維護」委外

案，整合相關圖資應用系統，共召開 13 次專案會議。

（自來水事業處） 

三、 94/01/21 辦理給水系統功能擴充上線說明會。（自來水事業

處） 

四、 94/02/02 辦理輸配水管理系統上線說明會。（自來水事業

處） 
五、 94/02/03 召開「臺北市政府地理資訊圖資資料供應申請系統」

推動上線工作會議。（地政處） 

六、 94/02/18 辦理內線審驗管理系統上線說明會。（自來水事業

處） 

七、 94/02/23 完成第 53 期「國土資訊系統通訊」-臺北市地理資訊

系統推動小組活動報導。（資訊中心） 

八、 94/02/25 辦理閥栓檢點系統上線說明會。（自來水事業處） 

九、 94/03/01 「臺北市政府地理資訊圖資資料供應申請系統」正式

上線使用。（地政處） 

十、 94/03/04 辦理臺北市政府地理資訊系統推動研討會，依據本府

地理資訊系統推動綱要計畫(修訂版)內容，安排本府

民政局等 7 個主辦機關，總計 10 項將推動的執行計畫

進行簡報。（資訊中心） 

十一、 94/03/08 捷運路線資訊導覽系統（Metro Navi）正式上線服務

及提供旅客、一般民眾使用。（捷運公司） 

十二、 94/03/17 辦理「臺北市 OPEN GIS 標準制度建立研究成果簡介及

發展綱要說明會」，使參與本府地理資訊系統發展之

相關局處瞭解內容，計 35 人次參與。（發展局） 

十三、 95/04/12 召開本府地理資訊推動小組第 3 次工作會議。（資訊

中心） 

十四、 94/04/20-04/29 辦理臺北市政府地理資訊系統推動研習班，研習對象

為本府所屬各機關推動地理資訊系統資訊人員與承辦

地理資訊業務相關人員，共計 33 名同仁參加。（資訊

中心） 

十五、 94/04/25-05/06 辦理 94 年度路邊停車設施地理資訊管理系統擴充需求

訪談事宜。（停管處） 

十六、 94/04/25-04/28 辦理本府本年度防災業務人員災害防救年度教育訓

練，計 4期，共 450 人次。（災防會） 

十七、 94/05/03 辦理防救災決策支援系統暨防災資訊網（第二期）第

一階段系統建置案驗收工作。（災防會） 

十八、 94/05/05 完成第 54 期「國土資訊系統通訊」-臺北市地理資訊

系統推動小組活動報導。（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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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94/05/06 召開「建置臺北市不動產數位資料庫」評選小組會議。

（地政處） 

二十、 94/05/10 與市議會財經建設議員簡報 GIS。（自來水事業處） 

二十一、 94/05/10 函頒臺北市政府地理資訊系統推動綱要計畫（修訂

版）（資訊中心） 

二十二、 94/05/24-06/16 辦理圖資系統案教育訓練，八期，160 人次。（自來

水事業處） 

二十三、 94/06/03 規劃「違建查報管理系統」配合地理資訊的加值應

用，完成招標簽約。（建管處） 

二十四、 94/06/13 辦理防救災決策支援系統暨防災資訊網（第二期）系

統建置案本會系統操作教育訓練，計 9 期，共 80 人

次。（災防會） 

二十五、 94/06/13 「建築套繪圖數化」案，進行圖資套層位置偏移的修

正，完成招標簽約。（建管處） 

二十六、 94/06/21 辦理本處施工子系統及在建工程線上查詢系統教育訓

練，計 20 人次。（衛工處） 
二十七、 94/06/22 召開社經人文屬性資料整合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

（民政局） 

二十八、 94/06/23 辦理「臺北市政府地理資訊資料倉儲系統建置案」評

選作業。（地政處） 

二十九、 94/07/1 日 路邊停車設施查詢系統新增功能開發建置案驗收。

（停管處） 

三十、 94/07/13 召開「臺北市政府圖資供應倉儲系統(含供應申請)建

置」案啟動會議。（地政處） 

三十一、 94/07/21 辦理用戶子系統及議員關心事項功能教育訓練，計 20

人次。（衛工處） 

三十二、 94/08/08 召開「臺北市政府圖資供應倉儲系統(含供應申請)建

置」第 1 次工作小組會議，並由專案團隊提出系統雛

型展示。（地政處） 

三十三、 94/08/09 完成第 55 期「國土資訊系統通訊」-臺北市地理資訊

系統推動小組活動報導。（資訊中心） 

三十四、 94/08/17 召開臺北市政府社經人文地理資料庫整合應用規劃案

採購評選會議。（民政局） 

三十五、 94/08/20 「臺北市航測正射影像圖製作及數值地形圖更新工作

案」，完成臺北市南區航測標佈標、地面控制測量作

業及航空攝影航拍。（發展局） 

三十六、 94/08/31 辦理防救災決策支援系統暨防災資訊網（第二期）第

二階段系統建置案完成驗收。（災防會） 

三十七、 94/08/31 召開「臺北市政府圖資供應倉儲系統(含供應申請)建

置」第 2 次工作小組會議，並由專案團隊提出系統雛

型展示。（地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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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 94/09/05 成立「建置臺北市不動產數位資料庫」工作小組，並

召開「建置臺北市不動產數位資料庫」第 1 次擴大工

作小組會議。（地政處） 

三十九、 94/09/06-09/07 辦理 94 年度圖資相關系統班第 1 期教育訓練-，計 16

人次。（自來水事業處） 

四十、 94/09/12 召開社經人文屬性資料整合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

（民政局） 

四十一、 94/09/22 辦理「違章建築地理資訊管理系統」雛型系統功能展

示簡報。（建管處） 

四十二、 94/09/21-09/22 辦理 94 年度圖資相關系統班第 2 期教育訓練-，計 17

人次。（自來水事業處） 

四十三、 94/09/23 召開「臺北市政府圖資供應倉儲系統(含供應申請)建

置」第 3 次工作小組會議。（地政處） 

四十四、 94/09/28 召開「建置臺北市不動產數位資料庫」第 2 次擴大工

作小組會議。（地政處） 

四十五、 94/09/28 參加『９４年資訊月傑出資訊應用暨產品獎』電子化

政府類複審之防救災決策支援系統暨防災資訊網建置

成果至臺灣大學計算機中心簡報。（災防會） 

四十六、 94/09/30 辦理「臺北市歷史類比圖資掃描建檔計畫」，完成 58

年版樁位圖部分共計 156 幅。（發展局） 

四十七、 94/10/06 召開社經人文屬性資料整合工作小組第三次會議。

（民政局） 

四十八、 94/10/08 參加「2005 年都會與區域資訊系統第 43 屆年會」。

（資訊中心） 

四十九、 94/10/11-10/12 辦理 94 年度圖資相關系統班第 3 期教育訓練-，計 16

人次。（自來水事業處） 

五十、 94/10/14 召開臺北市政府社經人文地理資料庫整合應用規劃案

期中專案報告。（民政局） 

五十一、 94/10/18 辦理 94 年度圖資相關系統班第 4 期教育訓練-，計 15

人次。（自來水事業處） 

五十二、 94/10/19 辦理 94 年度圖資相關系統班第 5 期教育訓練-，計 11

人次。（自來水事業處） 

五十三、 94/10/20、21、26 舉辦「臺北市政府圖資供應倉儲系統(含供應申請)建

置」系統人員教育訓練。（地政處） 

五十四、 94/10/25、26 辦理 94 年度圖資相關系統班第 6 期教育訓練-，計 20

人次。（自來水事業處） 

五十五、 94/10/28 召開「建置臺北市不動產數位資料庫」第 3 次擴大工

作小組會議。（地政處） 

五十六、 94/10/31 召開「臺北市政府圖資供應倉儲系統(含供應申請)建

置」第 4 次工作小組會議。（地政處） 

五十七、 94/11/11 完成第 56 期「國土資訊系統通訊」-臺北市地理資訊

系統推動小組活動報導。（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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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 94/11/16 完成「國土資訊推動小組 95 年度工作計畫書」彙整及

提報。（資訊中心） 

五十九、 94/11/23-11/25 94 年度污水下水道業務管理系統功能增修及維護案教

育訓練。（衛工處） 

六十、 94/11/25 召開「建置臺北市不動產數位資料庫」第 4 次擴大工

作小組會議。（地政處） 

六十一、 94/11/28 召開「臺北市政府圖資供應倉儲系統(含供應申請)建

置」第 5 次工作小組會議。（地政處） 

六十二、 94/12/1、5、6、7、8 舉辦「臺北市政府圖資供應倉儲系統(含供應申請)建

置」系統管理及系統操作教育訓練。（地政處） 

六十三、 94/12/07 完成臺北市地理資訊網擴充案驗收。（資訊中心） 
六十四、 94/12/07 完成「台灣地理資訊學會」團體會員申請。（資訊中

心） 

六十五、 94/12/09 召開「臺北市政府圖資供應倉儲系統(含供應申請)建

置」期末簡報。（地政處） 

六十六、 94/12/09-12/16 94 年度 VisioCAD 繪圖班教育訓練班，辦理 3 期，受

訓人數 50 人次。（自來水事業處） 

六十七、 94/12/14 召開臺北市政府社經人文地理資料庫整合應用規劃案

期末專案報告。（民政局） 

六十八、 94/12/28 完成臺北捷運設備設施管理系統之系統開發及驗收作

業。（捷運公司） 

六十九、 94/12/28 召開「建置臺北市不動產數位資料庫」第 5 次擴大工

作小組會議，並奉主席裁示，併「臺北市政府圖資供

應倉儲系統(含供應申請)建置」案 95 年 1 月 9 日向市

長簡報。（地政處） 

七十、 94/12/29 「臺北市航測正射影像圖製作及數值地形圖更新工作

案」辦理驗收。（發展局） 

七十一、 94/12/30 舉辦「建置臺北市不動產數位資料庫」教育訓練。

（地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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