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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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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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原計畫項目時程至 92 年 12 月已完成下列工作項目
一、工務建設部分： 
（一）公共工程部分：完成與工務局工程管理系統

連結，可由網路查詢目前工務局所屬各處各
項施工中工程之位置、進度及內容等。 

（二）民間工程部分：結合建管處建管資訊系統，
可將民間申報之建築工程由網路進行包括建
照號碼、施工進度內容及施工位置等資料之
查詢。 

二、全民督工部分： 
（一）民眾可將施工中各項工程，透過網路填寫建

議事項，由工務局督導改進後並回覆民眾。
（二）有關鄰里在建工程項目，經各區公所函覆均

無法提供相關資訊，建請刪除本作業項目 
貳、本年度預定新增納入捷運局施工範圍資料，計畫時

程建請延至 93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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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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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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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交通局執行狀況： 

於本(93)年 3 月 18 日完成招標文件上網公告，並

於 4月 2日完成廠商資格審查。 

貳、協辦單位執行狀況： 

一、停管處： 

(一) 資訊系統升級為網際網路版 MapGuide 5.0 

intranet 版昇級成 internet 版，刻正辦理後

續開放民眾查詢作業。 

(二) 辦理93年度「路邊停車設施地理資訊管理系統」

後續軟體採購與升級財物採購案，業於

93.03.19 通過底價建議小組會議，刻正辦理後

續公告、招標等相關事宜。 

 

交通局 

附件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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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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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為賡續辦理本系統資料庫更新等事宜，業於

93.03.01 簽辦「路邊停車設施地理資訊管理系

統及資料庫資料更新維護」勞務委外案,俟奉核

後即辦理後續公告、招標等相關事宜。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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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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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度一至十二月份數位化圖幅共 1,316

張，數位化圖元 7,611 個。 

 

交通局 

附件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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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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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計畫已完成連結或
建置可提供查詢之資料計有： 

(一) 警察局、分局、派出所、崗哨及警勤哨站位置。

(二) 消防局(隊)及救護救災大隊位置。 

(三) 醫院、藥局、診所位置。 

(四) 其它包括防火巷、抽水站及活動中心等多項資料。

(五) 社區安全設施資料建置及查詢功能。 

(六) 防火巷位置標示。 

二、 本年度將辦理由本局衛工處完成之 122 條「配合污
水工程美化後巷環境工程」現況調查，並選擇一行
政區先行試辦防火間隔資料普查數化建檔作業。 

 

工務局 

1-1-6臺北捷運設備設施管理系統計畫  V  完成預定工作內容系統架構建置之軟硬體安裝及測試、資料預標準

制度建立、捷運地形圖數化、示範站應用系統開發。 
捷運公司 

附件五之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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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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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度已完成預定工作項目，包括： 
（一）防救災決策支援系統之規劃與建立。 
（二）防救災資料庫之整合建置與維護管理機制之規劃建立 
（三）強化全民防救災教育、訓練及觀念宣導。 
（四）災害決策資料庫建置之維護更新機制。 

二、93年度第二階段建置案已於3月29日簽奉消防局長批示，同意

辦理招標事宜，並移轉後勤科辦理公開招標工作。預定進度為

三月底前完成簽核。 

消防局 

1-2-2雨水下水道系統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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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則配合另
案辦理之雨水下水道資料調查與建檔工作進行資料匯入
及系統測試與修正，該事項預計於九十三年六月完成。

 

養護工程處 

附件五之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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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 

執行情形∗

執行計畫 
完成 達成 落後 說明 主辦機關 

1-2-4緊急醫療救護管理系統    一、衛生局目前已採用採用衛生署建置全國共用之「緊急醫療管理

系統」，本市由衛生局管理，23家責任醫院定時填報。 
二、該局並依本府資訊中心函，逕送「臺北市政府地理資訊系統推

動綱要計畫執行方案增修調查表」至工務局表示：「因該系統已

由中央統籌規劃，建議從整合現有系統策略中移除。」 

衛生局 

 

附件五之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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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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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成功整合本府 18 個局處，實際完成 81 項標準連
結模式可提供查詢。 

二、 93 年度至少完成標準模式連結 13 項（含交通局已
完成連結之停車資訊）。 

三、 本執行計劃原訂 12 項加值應用項目，依地理資訊
推動小組第九次會議裁示由工務局召集相關單位
檢討修正；工務局於 93 年 3 月 29 日邀集本府相關
單位研商並彙整各單位回覆意見後修改加值應用
項目， 

四、 新增 4項加值應用項目。 
(詳如附件五補充資料)

工務局 

建物3D地理資訊系統  V  系統已開發完成並開放示範作業區網路查詢。 地政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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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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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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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限制性公開評選，93.3.25上網公告。 都發局 

2-1-2地理資訊圖資資料供應申請系統  V  

一、 研擬需求規格，成立評選委員會 

二、 考量系統介面廣度及未來整合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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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政處 

2-1-3 土地參考資訊流通供應建立  V  研擬需求規格 地政處 

2-1-4 地理資訊資料標準網站  V  

一、 研擬需求規格，成立評選委員會 

二、 考量系統介面廣度及未來整合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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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政處 

2-2-1研訂資料之更新、維護機制  V  蒐集資料，召開會議研商 工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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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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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 

執行情形∗

執行計畫 
完成 達成 落後 說明 主辦機關 

2-3-1研訂資料供應辦法  V  召開會議研訂「臺北市地理資訊資料供應辦法(草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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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因天候影響前已簽准展延至93.3.10 
二、 93.4.15驗收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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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8 上線提供查詢 

二、 進行系統維護  
商管處 

2-4-5自來水處轄區供水設備管理系統建置  V  簽辦系統發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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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化圖幅計1,275張。 

數化圖元計7,959個。 
交通管制工程處 

 

附件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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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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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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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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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研擬教育訓練計畫，聘請講座。 
二、 訂於本(九十三)年四月二十六日及六月二十八日起辦理「地理資

訊系統訓練基礎班」第一期與第二期，每期時數四十八小時 
資訊中心 

5-1-2城市GIS論壇研討會  V  研擬九十四年度因公派員出國計畫，擬參加美國二００五

年都會與區域資訊系統協會第 43 屆年會。 

資訊中心 

5-1-3 地理資訊系統成果展示研討會  V  搜集與彙理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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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之 ⑪



附件五 

 
地理資訊系統綱要計畫      結合外界資源策略實施計畫執行進度表         推動單位：資訊中心 

九十三年 第一季 
33 

執行情形∗
執行計畫 

完成 達成 落後 說明 主辦機關 

6-1-2研擬各單位地理資訊系統發展作業方

式 
    

相關標準機制尚未建置完成，本案難有具體成效，建請刪除本執行

計畫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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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之 ⑫



附件五 

 

補充資料：多目標地理資訊系統執行計畫執行情形 
執 行 項 目 執 行 情 形 

一、「地理資訊ｅ點通」整合辦

理情形如下： 
(一) 原預計整合本府 18 個局處，62 個計畫查詢項目；實際完成標準連結模式可提供查詢項目，計達

81 項。 
(二) 於地理資訊 e 點通以網站超連結模式辦理計 1 項。 
(三) 經計畫項目權責機關檢討不宜開放，或無法提供標準連結模式者，計 13 項。 
 

二、93 年度預定整合項目共計

13 項；各項資料建置完成

後由工務局整合至「地理

資訊 e 點通」： 

(一) 完成工務局原預定整合項目 6 項： 
1.「路況報導(路況即時影像)」（交通局）。 
2.「停車資訊(即時停車位資訊、停車場資訊)」（交通局）。 

註：原列加值應用項目第十項「交通建設規劃及管理」，改為「停車資訊導引系統」列入整合項

目，並已於 93 年 3 月完成整合連結。 
3.「台北市休閒農業」（建設局）。 
4.「台北市休閒娛樂」（建設局）。 
5.「台北市危險場所公告」（消防局）。 
6.「３Ｄ立體建物管理模組系統」（地政處）。 

  

附件五之 ⑬



附件五 

補充資料：多目標地理資訊系統執行計畫執行情形 
執 行 項 目 執 行 情 形 

二、93 年度預定整合項目共計

13 項；各項資料建置完成

後由工務局整合至「地理

資訊 e 點通」： 

(二) 新增項目 7 項： 
1.「體育場所」（教育局）。 
2. 「社教機構」（教育局）。 
3. 「颱風期間開放停車場學校」（教育局）。 
4. 「災害防救緊急安置收容學校」（教育局）。 
5. 「學校分佈圖」（教育局）。 
6.「學區地址查詢」（教育局）。 
   註：原列加值應用項目第四項「學區之規劃與管理」，更名後改列整合項目。 
7. 「捷運局工程施工範圍計畫地圖標示及資料顯示」（捷運局）。 

註：本項原列 93 年新增加值項目，依捷運局 93.4.9.北市捷技字第 09330896400 號函，改列為

整合項目。 
有關加值應用部分經本局於

93 年 3 月 29 日邀集相關單位

討論並彙整會後各機關回覆資

料，本執行計劃原訂加值應用

項目 12 項後續辦理情形建議

如下： 

(一) 已完成與本局地理資訊 e 點通整合連結項目： 
1. 第一項市容查報部分。（民政局） 
2. 第二項工商普查現況與管理。（建設局） 
3. 第三項行業分布現況與管理。（商管處） 
4. 第六項自來水事業收費之管理。（台北自來水事業處） 
5. 第七項搜救相關單位、地址與電話等網頁資料連結部分。（消防局） 

(二) 改列入 93 年度地理資訊 e 點通整合項目： 
1. 第四項「學區之規劃與管理」項目更改名稱為「學區之地址查詢」。（教育局） 

附件五之 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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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之 ⑮

補充資料：多目標地理資訊系統執行計畫執行情形 
執 行 項 目 執 行 情 形 

2. 第十項「交通建設規劃及管理」之停車資訊。（交通局） 
(三)  第五項公共設施普及率計算之參考，93 年度無適當經費可資運用發展部分，經建議考量納入 94

年度預算；發展局業務科室刻正研議相關加值項目計劃內容，當另行提出納入 94 年加值應用項

目， 
(四)  請加值項目業務主管機關研析後續辦理方式項目： 

第一項選務所配置及相關資料之統計分析。（民政局） 
(五)  刪除項目： 

1. 第十一項門牌相關之建物管理。（建管處） 
2. 第十二項電信、電力公共事業收費之管理。（養工處） 
3. 第八項門牌相關之地籍管理。（地政處） 

四、新增加值應用項目如下： (一) 臺北市英文電子地圖建置：由資訊中心與本局於 93 年度辦理。 
(二) 行道樹管理系統：公園處編列 94 年度預算辦理。 
(三) 違建查報管理系統：建管處編列 94 年度預算辦理。 
(四) 臺北市環境地理資訊系統建置：環保局編列 94 至 95 年度預算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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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十三年第一季實際達成預期分項指標累計彙整表 

指   標    (累計) 類

別 
指    標    項    目 

預期至93.12底∗實際至93.03底

門牌號碼資料異動更新數量 工務局 190,480 筆 164,390 筆

門牌號碼資料供應政府(民間)數
量 

工務局 1,999,752 筆 2,943,465 筆

地籍圖數化資料供應政府(民間)
數量 

地政處 7,356,837 筆 5,992,738 筆

資 

料 

共 

享 
數值地形圖供應政府(民間)數量 發展局 48,513 幅 47,349 幅

臺北市各行政區國宅位置分佈線上查

詢次數 
發展局 500,000 次 522,947 次

地理資訊 e 點通線上查詢次數 工務局 1,652,000 次 1,392,503 次

市容查報 GIS 系統線上查詢次數 民政局 1,700,000 次 1,571,478 次

土地使用分區網路查詢系統 發展局 292,536 次 227,679 次

地政電子謄本線上下載張數 地政處 2,148,031 張 1,759,742 張

 

服 

務 

績 

效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線上核發數量

(預期每年遞減 1%) 
發展局 125,840 件 93,484 件

 
 

                                                 
∗ 依據第九次會議附件七各年度應達成預期分項指標調查表之截至九十三年度指標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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