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五 

地理資訊系統綱要計畫          整合現有系統策略實施計畫執行進度表                          推動單位：工務局 

      九十三年  第四季 

執行情形∗

執行計畫 
完成 達成 落後 說明 主辦機關 

1-1-1施工範圍計畫 V   一、本項執行計畫原訂計畫項目已於 93 年 6 月完成
包括工務建設及全民督工全部工作項目。 

二、另依 93.05.31 本府地理資訊系統推動小組第十
次會議主席裁示，請本局通知本府各機關補足
各所管工程之施工位置圖 

三、本局依裁示於 93 年 06 月 30 日與本府相關單位
會議研商，於「地理資訊 e 點通網站」中新增
標繪在建施工範圍位置圖之使用功能，目前完
成系統功能開發作業，已訂於 93.10.22.日邀請
本府相關單位進行在建工程施工標繪作業講
解，將請各相關機關於講解後自行上網逐筆標
繪。 

工務局 

                                                 
完成：指完成執行計畫之全程預定累計進度。 

達成：指符合或超前該季計畫之預定執行累計進度。 

落後：指未達成該季執行計畫預定執行累計進度，落後逾 10%(含)者，請另以符號(⊗)表示。 

附件四之 ①



附件五 

地理資訊系統綱要計畫          整合現有系統策略實施計畫執行進度表                          推動單位：工務局 

      九十三年  第四季 

執行情形∗

執行計畫 
完成 達成 落後 說明 主辦機關 

1-1-3交通系統計畫  V  交通局執行狀況： 
一、於本(93)年 7 月 27 日召開第 3 次工作會議及 8 月 31

日召開第 4 次工作會議事宜。 
二、於本(93)年 9 月 23、30 日及 10 月 5、6、8 日辦理「臺

北市政府地理資訊系統(交通系統)整合建置計畫案」
教育訓練，並於 10 月 6 日實地安裝伺服主機供本局
系統功能測試。 

協辦單位執行狀況： 
停管處： 
一、賡續辦理「停車設施查詢系統」與「路邊停車設施

地理資訊管理系統及資料庫資料更新維護」等事宜。

二、依據目前操作情形規劃本系統未來改善擴充與研擬
未來停車資訊管理系統之應用發展與策略。 

交工處： 
臺北市交通管制設施管理系統相關資料庫委外維護，九
十三年度一月至九月份數位化圖幅約 4,035 張，數位化圖
元約 29,245 個。 

交通局 

附件四之 ②



附件五 

地理資訊系統綱要計畫          整合現有系統策略實施計畫執行進度表                          推動單位：工務局 

      九十三年  第四季 

執行情形∗

執行計畫 
完成 達成 落後 說明 主辦機關 

1-1-4社區安全設施計畫  V  一、原計畫時程至 92 年 12 月，已完成連結或建置可提
供查詢之資料計有： 

1. 警察局、分局、派出所、崗哨及警勤哨站位置。 
2. 消防局(隊)及救護救災大隊位置。 
3. 醫院、藥局、診所位置。 
4. 其它包括防火巷、抽水站及活動中心等多項資料。

5. 社區安全設施資料建置及查詢功能。 
6.   防火巷位置標示。 
二、93 年度新增業務項目： 
1.   有關本局衛工處 122 條「配合污水工程美化後巷環

境工程」現況調查數化建檔作業，現正積極辦理整
合作業中預計 93 年底辦理完成。 

2.   防火間隔資料普查數化建檔作業，已選擇一行政區
辦理試辦作業中預計 93 年 11 月底辦理完畢。 

工務局 

1-1-6臺北捷運設備設施管理系統計畫   V 一、 完成期末查驗作業。 
二、 完成初驗作業。 
三、 目前辦理驗收複驗作業。 

捷運公司 

附件四之 ③



附件五 

地理資訊系統綱要計畫          整合現有系統策略實施計畫執行進度表                          推動單位：工務局 

      九十三年  第四季 

執行情形∗

執行計畫 
完成 達成 落後 說明 主辦機關 

1-2-1防救災決策支援系統   V 一、93年度建置案於9月29日通過期初報告書審核。 
二、進行相關資料圖資蒐集訪談，防救災決策展示系統功能擴充（包

括雨量及水位） 

消防局 

1-2-2雨水下水道系統 V   一、「臺北市排水系統調查檢討及資料建檔-雨水下水道
地理資訊系統開發(第一期)」於民國九十年八月十六
日決標，九十二年十二月完成系統開發工作。目前已
由本案監造廠商完成期末審查予以原則通過並經本
處同意備查，正辦理請款手續中。 

二、與本案相關之本市第一、二、三、四分區雨水下水
道資料調查與建檔等四標案，目前已完成第二、三、
四分區，預計於九十三年十二月底完成全部工作。 

養護工程處 

 

附件四之 ④



附件五 

 

地理資訊系統綱要計畫          市政資料加值 策略實施計畫執行進度表                        推動單位： 工務局 

九十三年  第四季 

執行情形∗

執行計畫 
完成 達成 落後 說明 主辦機關 

4-1-1多目標地理資訊系統  V  一、整合部分： 
本府各機關資料目前已整合完成８６項，其它２項
「學區地址查詢」（教育局）及「３Ｄ立體建物管理
模組系統」（地政處），權責機關刻依進度辦理中，
預期可如期完成８８項連結整合目標。 

二、加值部分： 
本執行計畫加值應用部分計有四項作業： 
1.臺北市英文電子地圖檢索系統建置。 
2.行道樹管理系統。 
3.違建查報管理系統。 
4.臺北市環境地理資訊系統建置。 
5.上述各項加值應用計畫建置完成後，將由工務局
整合至「地理資訊ｅ點通」。                    

 

工務局 

                                                 
∗ 執行情形進度欄位說明：請以符號(V)表示。 

完成：指完成執行計畫之全程預定累計進度。 

達成：指符合或超前該季計畫之預定執行累計進度。 

落後：指未達成該季執行計畫預定執行累計進度，落後逾 10%(含)者，請另以符號(⊗)表示。 

附件四之 ⑤



附件五 

地理資訊系統綱要計畫          市政資料加值 策略實施計畫執行進度表                        推動單位： 工務局 

九十三年  第四季 

執行情形∗

執行計畫 
完成 達成 落後 說明 主辦機關 

建物3D地理資訊系統  V  一、召開會議研商討論確定需求規格 
二、辦理公開評選作業 
三、93年6月8日公開評選由逢甲大學得標，93年6月24日簽約

四、93年9月30日期中簡報 

地政處 

附件四之 ⑥



附件五 

 

地理資訊系統綱要計畫          擴大業務應用策略實施計畫執行進度表                          推動單位：地政處 

九十三年  第四季 

執行情形∗

執行計畫 
完成 達成 落後 說明 主辦機關 

2-1-1 研究OPEN GIS 標準制度建立  V  
 8/30期中簡報 
  9月底撥付第二期款項 

都發局 

2-1-2地理資訊圖資資料供應申請系統  V  

一、考量系統介面廣度及未來整合作業，已將2-1-2、2-1-4

二案合併為「臺北市政府地理資訊圖資資料供應申請系統

及標準網站」委外服務案 

二、9/21 期中報告 

地政處 

2-1-3 土地參考資訊流通供應建立  V  
 7/24 完成分析規劃 
 9/22 完成開發設計,目前進行測試作業 

地政處 

2-1-4 地理資訊資料標準網站 V   

一、 考量系統介面廣度及未來整合作業，已將 2-1-2、

2-1-4 二案合併為「臺北市政府地理資訊圖資資料供

應申請系統及標準網站」委外服務案 

二、 9/21 期中報告 

地政處 

                                                 
∗完成：指完成執行計畫之全程預定累計進度。 

達成：指符合或超前該季計畫之預定執行累計進度。 

落後：指未達成該季執行計畫預定執行累計進度，落後逾 10%(含)者，請另以符號(⊗)表示。 

附件四之 ⑦



附件五 

地理資訊系統綱要計畫          擴大業務應用策略實施計畫執行進度表                          推動單位：地政處 

九十三年  第四季 

執行情形∗

執行計畫 
完成 達成 落後 說明 主辦機關 

2-2-1研訂資料之更新、維護機制 

V  

 一、 6/24召集本府各相關單位研定「臺北市政府地理資訊資料更新、

維護要點」（草案）。 
二、9/6提報本府地理資訊推動小組第11次會議審核通過，將另行簽

會本府法規會頒佈實施。 

工務處 

2-3-1研訂資料供應辦法 

V  

  一、9/6提報本府地理資訊推動小組第11次會議通過，並將臺

北市政府地理資訊流通供應要點（草案），修正為臺北市政府

地理資訊資料流通供應要點（草案）。 
 二、將依程序辦理並提報市政會議核定後頒佈實施。 

資訊中心 

2-4-1建構台北市高解析度衛星影像及應用

模組工作案 V   
93/4/15結案   
93.5.19完成議價 
已進行拍攝 

發展局 

2-4-2捷運工程查詢作業 V   九十二年第四季完成 捷運局 

2-4-3捷運工程全民督工系統作業 V   九十二年第四季完成 捷運局 

2-4-4商業環境監控及管理GIS系統  V  一、 延續性計畫案 

二、 92.5.8 上線提供查詢，目前為維護階段 
商管處 

附件四之 ⑧



附件五 

地理資訊系統綱要計畫          擴大業務應用策略實施計畫執行進度表                          推動單位：地政處 

九十三年  第四季 

執行情形∗

執行計畫 
完成 達成 落後 說明 主辦機關 

2-4-5自來水處轄區供水設備管理系統建置  V  一、 完成發包作業，5/21開工 
二、  依進度完成節點建置及竣工圖數化作業。 

自來水處 

2-4-6交通管制設施管理系統相關資料庫委

外維護案 
 

V 
 

93年度截至九月，數化圖幅4,035張，數化圖元29,245個 交通管制工程處 

 

附件四之 ⑨



附件五 

 

地理資訊系統綱要計畫      建置入口網站策略實施計畫執行進度表                           推動單位：資訊中心 

九十三年 第四季 

執行情形∗

執行計畫 
完成 達成 落後 說明 主辦機關 

3-2-1建立地政電子閘門 V   九十二年第四季完成。 地政處 

                                                 
∗完成：指完成執行計畫之全程預定累計進度。 

達成：指符合或超前該季計畫之預定執行累計進度。 

落後：指未達成該季執行計畫預定執行累計進度，落後逾 10%(含)者，請另以符號(⊗)表示。 

附件四之 ⑩



附件五 

 

地理資訊系統綱要計畫      擴大業務應用策略實施計畫執行進度表                             推動單位：資訊中心 

九十三年 第四季 

執行情形∗

執行計畫 
完成 達成 落後 說明 主辦機關 

5-1-1地理資訊系統資訊教育  V  

 業於九十三年十一月十八日假福華國際文教會館辦理「地理資

訊系統主管人員研討會」，共計45人次，會議圓滿成功。 
 地政處於93.12.21-22辦理「本府地理資訊圖資資料供應申請系

統與詮釋資料建置」教育訓練，共計45人次。 

資訊中心 

5-1-2城市GIS論壇研討會  

V 

  九十四年度因公派員出國計畫業於 93.11.12 經本府

核定同意二人參加國際會議－美國二００五年都會與

區域資訊系統協會第 43 屆年會，經費准列 230,000

元。 

 本府工務局、地政處及財政局等參加由中華地理資訊

學會組團參加九十三年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於哈

爾濱舉行之「都市地理資訊系統學術論壇 2004 會議」。

資訊中心 

                                                 
∗完成：指完成執行計畫之全程預定累計進度。 

達成：指符合或超前該季計畫之預定執行累計進度。 

落後：指未達成該季執行計畫預定執行累計進度，落後逾 10%(含)者，請另以符號(⊗)表示。 

附件四之 ⑪



附件五 

附件四之 ⑫

地理資訊系統綱要計畫      擴大業務應用策略實施計畫執行進度表                             推動單位：資訊中心 

九十三年 第四季 

執行情形∗

執行計畫 
完成 達成 落後 說明 主辦機關 

5-1-3 地理資訊系統成果展示研討會  V   工務局於93.12.04 --12參加九十三年資訊月，成果展示地理資訊

e點通及中英文電子地圖。 
 參加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於93.12.23舉辦之2004 年開放

式地理資訊系統研討會。 
 參加台灣地理資訊學會93..10.28-29舉辦之2004台灣地理資訊

學會年會暨學術研討會。 

資訊中心 



附件四 

各執行方案截至九十三年第四季執行進度審查建議彙整表    

執行情形執行策略 執行計畫 

完

成

達

成

落

後

推動單位審查建議 

原訂第四季完成全案驗收作業，因目前辦理驗收複驗作業，

導致進度落後,，故建請儘速達成原預定進度。 
整合現有系統策

略 

（推動單位：工

務局） 

1-1-6臺北捷運設

備設施管理系統

計畫 

 
 

V 

 1-2-1防救災決策

支援系統 
 

 
 

由於發包作業延遲，導致進度落後,現已於7/27完成簽約。

故仍建請於第四季儘速達成原預定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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