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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概述 

一、計畫名稱 

本計畫名稱為『金門縣空間資訊應用發展計畫-不動產資訊服務

網系統建置』，以下簡稱本計畫。 

二、計畫目標 

本計畫建置「金門縣不動產資訊服務網」，期能達到「住宅及地

政資料全方位共享」，加強縣府行政效率，強化為民服務，促進即時

資料互通等。並整合金門縣內各單位生產之圖資與本系統相關之資

訊，規劃一個便民的住宅及不動產資訊查詢平台。 

本計畫之目標如下： 

1、藉由各平行單位間之橫向資料整合，減少行政流程所需時

間，以加強政府之行政效率。 
2、提供金門地區民眾、相關業者資訊查詢窗口與透明化之市場

交易資訊，強化為民服務績效。 
3、各局室維護之資料異動頻繁，建立定期資料更新機制，以促

進即時資料互通。 
4、綜合地方不動產資訊之特色與需求，提供單一平台供民眾查

詢使用，並推廣地方特色建築之活化再利用。 

三、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提供下列資料、功能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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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金門縣政府住宅與不動產資訊服務網功能建置 

本計畫系統功能是增加第一年期系統功能項，以使系統功能夠完

備，並增加四項主題系統功能，分別為街景看屋、租售網、住宅及土

地公告資訊與居住輔助資訊。針對這四項功能，說明如下： 
表 1 系統功能需求表 

項次 提供功能 工作項目 

1 街景看屋 720 度街景拍攝於系統上提供 720
度街景查詢功能 

2 租售網平台 

提供公開公正租售交易平台，民眾可

上網自行公告房屋租售資訊，將第一

年期之「待售物件」提升整合成「租

售網平台」 

3 住宅及土地公告資訊

由屬性文字與空間資訊查詢「公私有

地交換辦法」、「區段徵收與市地重

劃」及「傳統建築相關資訊」。 

4 居住輔助資訊 

藉由屬性文字與空間資訊查詢，使用

者可藉由生活資訊點位、醫療設施資

訊查詢資訊，使用者於購屋、租屋選

擇會以考量心理及生理感受為主要

依據，因此，本查詢功能提供使用者

居住輔助資訊，作為使用者選擇較舒

暢居住空間進行選擇。 

(二)、金門縣住宅及不動產資料整理建置 

1、金沙鎮、金湖鎮、金寧鄉、烈嶼鄉住宅及不動產資料整理 
 門牌地址正規化 

 座標定位取得 XY 座標 

2、地政局資料界接(service 資料同步) 
 地政局不動產資料同步 

 系統功能資料同步機制 

3、720 度街景影像資料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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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度街道全景影像拍攝說明如下： 

 所拍攝之影像須整合 GPS 軌跡資訊。 

 影像須可拼貼成 720 度全景。 

 拍攝範圍以金門縣電子導覽地圖中，道路等級為「重要道

路」且汽車可以通行之路段。總長度不得少於 200 公里。 

 每張影像解析度至少 800*600。 

 720 度街道全景影像之檔案格式為 JPG 檔。 

 須交付 GPS 軌跡檔案。 

 每一個 720 度街景拍攝點間格需介於 50 公尺至 80 公尺

之間。 

 每個拍攝點需與實際道路線型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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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主要交付項目 

本計畫於 99 年 12 月 20 日交付期初報告書；100 年 2 月 28 日

交付期中報告書、資料倉儲設備、攝影用具；100 年 3 月 31 日交付

期末報告書與相關文件， 100 年 10 月 7 日交付成果報告書，詳細交

付項目如下： 
 

表 2 交付項目列表 

項目 序

號 工作項目 內容 

1 簽訂契約 準備簽約資料與履約保證金 

2 
期初報告書 15 份、電

子檔 2 份 

民國 99 年 12 月 20 日交付期初

報告書，經縣府審核驗收通過方

完成本期工作項目。 

3 
專案管理計畫書 15
份、電子檔 2 份 

民國 99 年 12 月 20 日交付專案

管理計畫書，經縣府審核驗收通

過方完成本期工作項目。 

4 
系統設計規格書 15
份、電子檔 2 份 

民國 99 年 12 月 20 日交付系統

設計規格書，經縣府審核驗收通

過方完成本期工作項目。 

期 
初 
階 
段 

5 
系統功能需求規格書

15 份、電子檔 2 份 

民國 99 年 12 月 20 日交付系統

功能需求規格書，經縣府審核驗

收通過方完成本期工作項目。 

6 
期中報告書 15 份、電

子檔 2 份 

民國 100 年 2 月 28 日交付，完

成本計畫之規劃成果報告，經縣

府審核驗收通過方完成本期工

作項目。 

期 
中 
階 
段 

7 
資料倉儲設備 1 式、攝

影用具 2 式 

民國 100 年 2 月 28 日交付計畫

硬體設備，經縣府審核驗收通過

方完成本期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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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交付項目列表（續） 

項目 序

號 工作項目 內容 

8 
期末報告書 15 份、電

子檔 2 份 

民國 100 年 3 月 31 日交付期末

報告書，經縣府審核驗收通過方

完成本期工作項目。 

9 
一般操作手冊 15 份、

電子檔 2 份 

民國 100 年 3 月 31 日交付一般

操作手冊，經縣府審核驗收通過

方完成本期工作項目。 

10 
教育訓練計畫書 15
份、電子檔 2 份 

民國 100 年 3 月 31 日交付教育

訓練計畫書，經縣府審核驗收通

過方完成本期工作項目 

期 
末 
階 
段 

11 
原始程式、程式庫、程

式清單說明、程式庫清

單說明電子檔各 2 份 

民國 100 年 3 月 31 日交付原始

程式、程式庫、程式清單說明、

程式庫清單說明，經縣府審核驗

收通過方完成本期工作項目。 

12 舉辦教育訓練 依貴府擬定之時程於民國 100
年 9 月 13-14 日舉辦教育訓練 

13 成果發表會 依貴府擬定之時程於民國 100
年 9 月 22 日舉辦成果發表會。

成 
果 
製 
作 
階 
段 14 

成果報告書 15 份，電

子檔 2 份 

民國 100 年 4 月 30 日交付原始

程式、程式庫、程式清單說明、

程式庫清單說明，並依貴府規定

教育訓練與成果發表會後 20 天

內交付成果報告書。經縣府審核

驗收通過方完成本期工作項目。

保 
固 
期 

15 保固與維護 於驗收完成次日起提供免費保

固維護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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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時程 

表 4 專案重要查核點 
狀態最後修訂日 100/10/7 

查核點 時 程 須 完 成 項 目 狀態 
1 99/11/30 1. 簽訂契約 99/11/30 完成簽約。 

2 99/12/20 

1. 期初報告書 
2. 專案管理計畫書 
3. 系統設計規格書 
4. 系統功能需求規格書 

99/12/20 交付報告書。 
99/01/14 辦理期初審查。

3 100/2/28 
1. 期中報告書 100/02/28 交付報告書。

100/03/24 辦理期中審

查。 

4 100/3/31 

1. 教育訓練計畫書 
2. 期末報告書 
3. 一般操作手冊 
4. 原始程式、程式庫、程式清單

說明、程式庫清單說明 

100/3/31 交付教育訓練

計畫書、期末報告書、一

般操作手冊、原始程式、

程式庫、程式清單說明、

程式庫清單說明 

5 100/9/14 

1. 舉辦教育訓練 100/9/13 一般使用者教

育訓練 
100/9/14 管理者教育訓

練 

6 100/9/22 
1. 舉辦成果發表會 100/9/22 舉辦成果發表

會 

7 100/10/7 
1. 成果報告書 100/10/7 交付成果報告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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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專案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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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況發展調查作業 

一、金門縣政府組織架構 

本專案所建置之系統定位為金門縣政府的住宅與不動產資訊交

換與供應查詢平台，各項資料來自於不同的資料供應單位，府內組織

計有七局五室，分別為民政、財政、教育、建設、工務、社會、交通

旅遊七局，研考、行政、主計、政風、人事五室及警察局、衛生局、

地政局、環保局、消防局、文化局、稅捐處等七個一級機關，本計畫

將以此官方資料提供確保交易雙方權益，以下說明金門縣地理資訊系

統發展現況。 

金門縣地理資訊系統為金門縣未來推動縣政工作的重要基本資

料，因此有必要對縣府內各單位所推動之業務範圍加以瞭解與探討，

以便釐清各單位對於住宅及不動產圖資需求與供應的關係，並找出現

行業務對於圖資使用的潛在性應用。目前金門縣的組織架構如下圖所

示。 

 
圖 2 金門縣政府組織架構圖 

資料來源：金門縣政府網站 http://www.kinme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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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金門縣 GIS 系統發展現況 

以下依據 97 年金門縣政府辦理之「金門縣地理資料庫整合建置

專案管理案」，對於「金門縣地理資訊系統整體規劃」所整理之各單

位應用需求摘要整理表，未來將依據該表所整理之各單位業務及圖資

使用需求，與住宅及不動產資訊相關者進行進一步探討及規劃。 

表 5 各單位應用需求摘要整理表(100 年) 
局室 業務應用需求重點摘要 圖資使用需求規劃 
金門縣
政府建
設局都
市計畫
課 

1.「都市計畫書圖管理系統」及「土
地使用分區證明核發系統」之相
關規劃建議。 

2.使用分區核發系統使用現況：目前
使用現況僅於AutoCAD 環境
上，使用者利用地籍與都市計畫
使用分區兩圖層套疊，辨識相關
使用分區再將結果填入證明單
上，整體自動化管理核發系統則
需另案開發。 

3.都市計畫書圖管理系統需求：所需
之資料包括：計畫圖、計畫書及都
市計畫相關資訊，但目前僅有少部
份資料有電子檔，仍需相當人力整
理及系統開發。近期以滿足年底內
政部查核要點為原則。 

4.PDA 使用現況：良好。 

1. 地籍圖 
2. 都市計畫圖 
3. 土地使用計畫圖
4. 樁位成果圖(表) 
5. 建物圖 
6. 數值地形圖 
7. 水準點 
8. 交通路況 
9. 1/1000 地形圖 
10. 電子導航地圖 
11. 生活資訊點位

（重要地標） 

金門縣
政府建
設局建
築管理
課 

建物查報需求(PDA)：目前僅需將原
地籍套繪建物系統之圖資下載至
PDA，並結合GPS 定位功能提供外
業建物查報輔助工具。但因原系統
「金門縣違章建築管理系統」屬較
封閉系統(使用非通用圖檔格式)，仍
需與原開發廠商尋求解決之道 

1. 水準點 
2. 土地使用計畫圖
3. 建物圖 
4. 樁位成果圖(表) 
5. 地籍圖 
6. 交通路況 

金門縣
政府財
政局 

縣有地管理需求：統計分析/統計報
表。 
目前產籍系統系凌群台中分公司開
發，採ASP Web 架構，資料庫為
informix/MS SQL，無GIS 功能。功
能需求：產籍GIS/縣有地查詢管理
及PDA 查報。 

1. 行政區域圖 
2. 土地使用現況 
3. 縣有財產分佈圖
4. 縣有土地登記資

料 
5. 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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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室 業務應用需求重點摘要 圖資使用需求規劃 
金門縣
政府研
考室 

1.各圖層應由各單位自行建置，並
統一於研考室設置伺服器統一控
管。 
2.已建置完成之地形圖應儘速開放
各單位使用。 
3.地理資訊系統開發應考量維護人
力的規劃以及維護機制的運作，提
供各單位業務使用，並加以統合以
做為支援決策系統。 
4.應優先將觀光導覽、公共管線的系
統納入考量，並應將整體無線網路
法展情形納入規劃。   

提供作業平台或系
統環境 

金門縣
政府建
設局農
林課 

農地及農作物查報為現行業務急迫
需要地理資訊系統輔助之業務範
圍，透過PDA或GPS進行所在位置
定位以確認查報土地位置之正確
性，並可即時進行查報資料修改。 

1. 地籍圖 
2. 地下水分佈 
3. 林業資源 
4. 土壤調查 
5. 農作物調查 

金門縣
政府交
通旅遊
局 

主要運用業務別為：觀光與交通。 1. 停車場 
2. 風景區範圍、景

點位置 
3. 即時路況資料 
4. 交通量調查 
5. 生活資訊點（重

要地標） 
6. 1/1000 地形圖 
7. 電子導航地圖 

金門國
家公園 

 

重要地標之提供: 
整個金門地區尚有1/４重要地標屬
金門國家公園管轄，在便民入口網
之電子地圖上，為求其重要地標查
詢完整，商請金門國家公園提供相
關地標，且獲得同意。圖片若不涉
及生態、鳥類相關，原則上應沒問
題。 

1. 地形圖 
 

金門縣
地政局 

地籍資料更新機制 
同意在資料安全、資料合法及業務
量考量以下列方式進行更新： 
1. 定期燒錄更新之地籍電子檔，交
由使用單位進行更新。 
2. 於使用單位架設ftp 網站，地政
局定期將更新檔上傳。 
3. 架設資料備份伺服器(Oracle)於

1. 行政區域圖 
2. 土地登記資料 
3. 地籍圖 
4. 都市計畫圖 
5. 地價區段圖 
6. 地形圖 
7. 控制測量成果圖
8. 公用事業管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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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室 業務應用需求重點摘要 圖資使用需求規劃 
地政局，地政局透過線上更新機制
進行更新。 
另目前取得之地籍圖資大部份為地
籍坐標(約17 萬筆)，僅少部份(93 
年測，(約2萬筆))有97坐標，後續之
應用仍需做坐標轉換。 

9. 建物圖 
10. 交通系統 
11. 水系圖 
12. 公共設施 
13. 彩色正射影像 

金門縣
政府民
政局 

門牌資料調查及建置為目前最重要
之工作，因戶政課人力不足，無法
進行全面性門牌調查工作，應進行
全縣門牌位置清查工作 

1.門牌點位資料 
2.地籍圖 
3.地形圖 

金門縣
消防局 

因金門縣四面環海，防災及救災應
為未來須妥善規劃之重點項目，除
現有利用中華電信資料建置之「119
派遣系統」外，包含水難事件發生
時全島可下艇處的位置清查、消防
栓及水域資料的調查，以及與甲乙
種搶救圖的套疊等，都應是未來規
劃的重點 

1.地形圖 
2.DTM 資料 
3.下艇處位置清查 
4.消防栓位置清查 
5.水域資料調查 

金門縣
政府工
務局養
護工程
所 

路燈系統已採衛星定位系統建置完
成，為尚未搭配地理資訊系統或相
關圖資進行資料查詢或統計等功
能，未來應以路燈位置為優先建置
項目。 

1.地形圖 
2.路燈位置 

金門縣
政府工
務局 

路權使用核發、道路控管以及公共
管線為業務重點，應建立相關地理
資訊資料以利未來業務推行。 

1.地形圖 
2.都市計畫圖 
3.地籍圖 
4.公共管線資料 
5.正射影像 
6.竣工圖 

金門縣
政府教
育局 

學校分布資料、學區劃分、學校資
源以及學童資料等，可作為學校管
理以及學區劃分之依據 

1.行政區界圖 
2.都市計畫圖 
3.地籍圖 
4.地形圖 
5.公共設施 
6.學區劃分圖 

金門縣
文化局 

古蹟與相關文化設施位置應加以清
查建檔，以利災害搶救維護 

1.門牌位置圖 
2.古蹟位置圖 
3.圖書館位置圖 
4.文化局及文化園
區位置圖 

金門港
務處 

應建立測量控制成果圖、都市計畫
圖、地籍圖等資料，以利工程管理 

1.測量控制成果圖 
2.都市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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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室 業務應用需求重點摘要 圖資使用需求規劃 
3.地籍圖 

金門縣
環境保
護局 

現已有汙染源空間資訊系統正在使
用中，未來計劃進行金門地區水污
染地理資訊系統開發，作為未來金
門地區汙染管理控管之業務使用。 

1.行政區界圖 
2.都市計畫圖 
3.地籍圖 
4.公共事業管線圖 
5.地形圖 
6.門牌 
7.正射影像 
8.公共設施 
9.土地利用 

三、 金門縣 GIS 現有圖資及應用系統發展情形 

以下整理說明金門縣已發展 GIS 系統之情形及目前使用現況： 

表 6 既有系統建置計畫整理表 
項
次 

單位
名稱 

建置計畫 圖資建置
及應用 

系統概述 建置情形 

1 金門
縣政
府 

全縣地理整
合建置系統 

 政府公務相關圖
資與查詢功能整
合，功能包含： 
a. 地理圖資查詢 
b. 使用分區查詢 
c. 主要計畫查詢 
d. 細部計畫查詢 
e. 公開展覽查詢 
f. 審議進度查詢 
g. 會議記錄查詢 
h. 委員名單查詢 

已完成 

2 金門
縣政
府建
設局
建築
管理
課 

金門縣違章
建築管理系
統委託建置
案 

1. 建物 
2. 門牌 
3. 道路 
4. 地籍圖

1.資料調查建置
建立現有建物圖
以符號顯示建物
中心之位置、門
牌、登記資料庫
及數位相片檔案 
2.現有建築執照
及使用執照輸入 
3.數化建築套繪
圖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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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金門
縣環
境保
護局 

金門縣污染
源空間資訊
系統 

1.事業污
染源資料
庫 
2.水質分
析採樣點 
3.飲用水
源保護區 

污染源定位、查
報、範圍查詢，
並搭配 PDA 至現
場查核 

已完成 

4 金門
縣地
政局 

區段徵收管
理資訊系統 

地籍圖 區段徵收作業 已完成 

5 金門
縣政
府交
通旅
遊局 

金門縣公車
動態資訊系
統 

無 藉由車上通訊裝
置進行車隊監
控，並便利民眾
查詢行車資訊 

建置中 

6 金門
縣政
府建
設局 

建置 1/1000
導航路網及
路網展示系
統 

1. 電子導
航地圖 

2. 生活資
訊點（重
要地標）

各類生活資訊點
位與導航資訊系
統呈現 

已完成 

資料來源：金門縣政府，金門縣地理資訊系統整體規劃(100 年) 

表 7 相關單位已建置 GIS 圖資 
項
次 

建置單位 主要圖資 
建置情形
概述 

本案使用
圖資 

1 金門縣環境保護局 事業污染資料庫 已完成 × 
2 金門縣環境保護局 水質分析採樣點 已完成 × 
3 金門縣環境保護局 飲用水源保護區 已完成 × 
4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都市計畫圖 已完成 ○ 
5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建物圖 已完成 ○ 
6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門牌位置 已完成 ○ 
7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道路圖 已完成 ○ 
8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控制測量成果圖 已完成 × 
9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地形圖 已完成 ○ 
10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彩色正射影像圖 已完成 ○ 
11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街道線、名稱 已完成 ○ 
12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建物線 已完成 ○ 
13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河流、湖泊線、名稱已完成 ○ 
14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行政區域界線 已完成 ○ 
15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道路中心線 已完成 ○ 
16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重要地標 已完成 ○ 
17 金門縣地政局 地籍圖 已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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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金門縣政府，金門縣地理資訊系統整體規劃(100 年) 

由於金門縣 GIS 基礎圖資已建置完備，因此本系統再加以利用於

本系統之 GIS 地圖平台上供民眾閱覽，GIS 圖資使用的方法分為地圖

畫面的底圖顯示與空間資料查詢作用等兩大類： 

(一)、地圖畫面之底圖顯示 

美編人員將道路圖、地形圖、街道線、建物圖、河流、湖泊、行

政區域界線、道路中心線、重要地標等圖層，加以重疊配色成為較美

觀之地圖，系統功能更提供可依使用者需求自行開關顯示的都市計畫

圖、門牌位置、地籍圖、彩色正射影像圖四個圖層。 

(二)、空間查詢 

除了圖形的顯示之外，系統也提供 GIS 圖資的空間屬性資料查詢

功能，因此需要 GIS 圖資的空間屬性資料供程式搜尋，可查詢的圖資

包含：都市計畫圖、道路中心線、重要地標、地籍圖、門牌位置。 

四、訪談作業執行調查結果 

(一)、執行 

本規劃團隊歸納提供系統所需之資料，由金門縣政府建設局承辦

人員提供訪談單位清單，經由承辦與訪談單位協調安排後，於 100 年

度赴金門縣政府內相關各局室進行訪談作業，訪談於 3 月 14 日舉行，

針對地政局與國家公園之資料交換方式進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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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結論 

1、地政局：協助提供不動資料，資料傳遞以匯出 txt 檔的方式進

行，有關不動產資料分為 2 項資料提供，即土地及建物資料： 
 土地資料欄位包含：地號、建號、土地面積、公告土地現

值、當期申報地價等，共 5 項資料。 

 建物資料欄位包含：建號、坐落地號、建物門牌、建物面

積、主要用途、主要建材、層數、建築完成日期，共 8

項資料。 

2、國家公園：主要提供傳統建築之資料，包含名稱、地址、地

籍地號，共 3 項資料，檔案格式為 xls。另提供相關傳統建築

的照片，檔案格式為 jpg。 

五、資料收集成果 

本團隊以第一期資料收集成果為基礎，並針對本案系統功能
之需求，瞭解各單位擁有之資料與可提供之狀況，將第一期與本
期資料收集成果統整如表 8： 

 
表 8 各單位於擁有目前規劃使用之資料與未來中長期需求之資

料一覽表 
資料種類 資料 提供單位 提供期程 

地籍資料 金門縣地政局 
市場行情 金門縣地政局 
建管資料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住宅政策 系統管理者 
公告資訊 系統管理者 
土地資訊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縣產標售 金門縣政府地政局 

第一期 

720 度街景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閩南建築資料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金門國家公園 

文數字 

房地產交易簡
訊 金門縣地政局 

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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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種類 資料 提供單位 提供期程 
不動產資料 金門縣地政局 
商工登記資料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人口統計資料 金門縣政府民政局 

家庭收支調查資
料 

金門縣政府主計室 

中長期 

地形圖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門牌號碼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建築物套繪圖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都市計畫圖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細部計畫圖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正射影像圖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地籍圖 金門縣地政局 
導航電子地圖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重要地標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河流、湖泊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第一期 

休閒設施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學校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零售設施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GIS 

生活設施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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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整體規劃及設計建議 

本章節說明規劃資料建置流程與作法、720 度街景影像拍攝流程

與作法、系統功能之整體規劃與建置方法。 

一、需求分析與企劃構想 

(一)、金門縣住宅及不動產系統現況 

98 年度內政部營建署之「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住宅及不

動產資訊建置計畫」，依據補助項目二、以民間需求為導向之不動產

資訊整合服務，金門縣政府擬定「金門縣政府住宅與不動產資訊服務

網規劃暨建置計畫案」，旨在建置完備且正確之各項住宅不動產資訊

的網際網路系統。因此規劃整合地政登記、地籍圖、建築執照、使用

執照、土地使用分區、都市計畫圖等公務資料，建置不動產資訊系統

結合地理資訊系統與多重資料庫之查詢服務，以滿足買賣不動產之民

眾與不動產相關業者之需求。 

上述計畫先期規劃工作主要為系統建置之前期作業，就整個系統

之建置內容、資料項目、第二期規劃及公部門與民間資訊整合等提出

規劃成果。後續依據規劃成果辦理系統建置與資料整合，提供地理資

訊系統的功能，讓使用者查詢與分析土地及建物資料、土地使用分區

與都市計畫、門牌點位、生活資訊、交通可及性，並提供公告現值與

市場交易價格參考的資訊，降低土地交易成本。藉此資訊透明化以確

保不動產交易買賣雙方之權益，作為爾後政策擬定之參考。以下分別

簡述各項工作之作業成果： 

1、金門縣住宅及不動產整體規劃 
整體規劃內容之時程表共分為四個期程，第一期（民國 98 年）

為初步建置規劃及基礎 GIS 資訊初步建置，第二期（民國 99 年）辦

理建置住宅及不動產資料即時交換運作平台，中期則發展為建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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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化需求為導向之不動產資訊整合服務平台，長期則發展為建置

社區經營與居住品質改善政策資源整合資訊服務平台，期透過逐年

擴增的方式，豐富住宅與不動產資訊系統整體內容，提供更廣泛的

服務客群。 

2、第一期金門縣住宅及不動產資訊系統建置 
建置第一期金門縣住宅及不動產資訊系統，提供資訊交換與供應

查詢平台。依據研究規劃之結果分析，金門縣住宅及不動產資料來

源為不同的資料供應單位，目前規劃可提供本系統使用之相關住宅

與不動產資料的單位預計包含：金門縣政府建設局(都計、建管等相

關資料)、金門縣政府地政局（地籍圖、地籍資料）、法院（提供法

拍及標售連結）與民間業者（待售資訊），第一期以金城鎮為示範

地區整理不動產相關資訊，提供豐富的官方資料可確保住宅及不動

產交易之買賣雙方之權益，下圖 3 為第一期金門縣住宅及不動產資

訊系統功能架構圖。未來規劃由地政局建置與提供住宅及不動產實

際交易價格資料，也將可整合民間業者之不動產交易行情等，提供

不動產估價參考用，避免不肖業者過度哄抬房價，確保金門縣民與

一般民眾之權益。 

 
圖 3 第一期金門縣住宅及不動產資訊系統功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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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求分析 

第一期金門縣住宅及不動產資訊系統功能建置完成以及金城鎮

不動產資料整理完成之後，為提供民眾更完整的金門縣不動產資料，

本計畫規劃整理金沙鎮、金湖鎮、金寧鄉與烈嶼鄉之住宅及不動產資

料，此項資料的主要來源為金門縣政府建設局(都計、建管等相關資

料)、金門縣政府地政局（地籍圖、地籍資料），由於本系統未來將

架構於金門縣政府內，為了方便資料的同步與整合，本期也規劃金門

縣政府內與府外（金門縣政府地政局）的不動產資料同步機制，使不

動產資料能每日自動同步，減少人工與行政往返所花費之時間，增加

行政效率並提供民眾更即時的不動產資訊。 

除了不動產資訊之提供，本期更規劃提供民眾 720 度街景看屋

系統功能，此功能之規劃起因於目前市面上或任何政府機構之系統皆

無法取得金門地區的街景影像資料，再加上前往金門地區需搭乘飛機

或是船舶，相較台灣其他地區交通較不便利，對於許多民眾來說，金

門縣給予普羅大眾之印象仍然是一座相當具神秘感與隔閡感之島

嶼，更遑論在金門地區進行住宅及不動產之交易與買賣。因此，720

度街景看屋功能之提供可讓民眾更瞭解金門縣之不動產現況，由此功

能需求分析，需拍攝金門地區之 720 度街景影像資料，以提供系統

系統功能展示金門縣街景之現況。本期功能之需求如下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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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第二期系統功能架構圖 

 

(三)、資料建置需求規劃構想 

依據上述之需求分析，本工作團隊規劃下列幾項資料之建置作

業：金沙鎮、金湖鎮、金寧鄉、烈嶼鄉住宅及不動產資料整理、地政

局資料界接、720 度街景影像資料拍攝建置、閩南傳統建築資料整理

等工作項目，建置內容逐一說明如下： 

1、金沙鎮、金湖鎮、金寧鄉、烈嶼鄉住宅及不動產資料整理 
延續第一期已經整理完成之金城鎮住宅及不動產資料，本計畫繼

續整理金沙鎮、金湖鎮、金寧鄉與烈嶼鄉住宅及不動產資料，其主

要來源為建管資料、地政資料、中華民國房地產交易簡訊季刊：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建管資料 

金門縣建管資料的欄位包含：鄉鎮、段小段、地號、門牌、用途、

使用分區、設計人、建築執照號碼、使用執照號碼、構造、總樓層

等欄位。此資料無包含座標資訊，因此需先將門牌地址正規化，主

要工作是先將門牌地址整理成一致的格式，例如：「西海路 1 段」

修改為「西海路一段」、「１２號」全形的數字修改為半形「1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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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號-1、7-1 號」或「10 號之 1」修改為「7 之 1 號」與「10 之 1

號」，整理完成之後的資料即可以程式與金門縣政府現有門牌點位

資料進行地址資料比對，以取得每筆門牌地址之 XY 座標資料；無法

取得座標的門牌地址即以人工的方式檢查位置，人工的檢查方式是

將建管資料中的段小段比對地籍圖中的位置，並參考民政局之門牌

與建物圖以取得正確位置。 

 
圖 5 門牌正規化與定位流程 

 

 金門縣地政局-中華民國房地產交易簡訊 

房地產交易簡訊資料區分為土地及房地兩類資料，土地資料欄位

包含：縣市別、鄉鎮市區、街道名稱及範圍、交易價格(總價)、移轉

面積（平方公尺）、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房地資料欄位包含：縣

市別、鄉鎮市區、街道名稱及範圍、用途類別、構造種類、建築完

成年月、總樓層數、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移轉面積(平方公尺)-土

地、移轉面積(平方公尺)-房屋、房地交易總價。其中地址欄位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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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隱私權因素，不會提供民眾完整的門牌地址，只會顯示大約位置

說明，例如：「金城鎮珠浦南路/稅捐處東北側附近」，主要讓民眾

能瞭解該地區附近之行情價格，作為購置不動產時之參考資料。此

交易簡訊資料需由人工先行進行地址正規化，依地址的描述定位出

概略的位置（地址正規化與定位，可參考上圖 5）。 

2、地政局資料界接 
目前是採用地政局匯出的地政資料，配合地政局現有資料匯出機

制，產生 txt 檔案，再由系統管理人員上傳至至金門縣住宅及不動產

服務網的伺服器上，而上傳的資料會在伺服器中自動做地址定位，

並儲存於伺服器的資料庫中。如下圖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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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圖 6 目前金門縣政府與地政局的資料界接架構圖 

未來建議府內資料庫與地政局資料庫進行地籍資料每日定時同

步作業，從地政局取得之資料主要為市場行情資訊，與公告地價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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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現值等不動產相關資訊，藉由自動化之資料同步，減少人工作

業流程藉以提升行政效能。如下圖 7。 

 
圖 7 未來金門縣政府與金門縣地政局資料同步架構 

地政局不動產資料與金門縣政府內伺服器之同步機制包含資料

同步與安全考量： 

 資料同步機制：與地政局確認資料同步時段，並以排程程

式每日定時執行資料同步作業，同步資料包含：公告地

價、公告現值、市場交易價格等等資料。 

 安全機制：每日同步程式考量安全性，除了硬體設施（如：

網路專線），配合 SQL Server 的複寫機制，可使用虛擬

私人網路（Virtual Private Networks，VPN）或安全通訊

端層（Secure Sockets Layer，SSL）或 IP 安全性（IPSEC）

等技術加強安全性，未來將以實際狀況進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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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料匯入說明 
資料匯入的方式可分為自動化與人工處理的方式，自動化匯入資

料的機制主要是針對電子檔的資料，而人工化流程則是針對地址描

述部分由人工整理後再匯入資料庫中，前者資料包含建管資料與地

政資料，後者則為金門縣房地產交易簡訊。（詳請參見圖 8） 

關於自動化匯入的資料，其欄位定義如下：(1)金門縣建管資料

的欄位包含：鄉鎮、段小段、使用執照、地號、門牌、用途、使用

分區、設計人、建築執照號碼、構造與總樓層等欄位。(2)地政資料

分為土地及建物資料，土地資料欄位包含：地號、建號、土地面積、

公告土地現值、當期申報地價等，共 5 項資料；建物資料欄位包含：

建號、坐落地號、建物門牌、建物面積、主要用途、主要建材、層

數、建築完成日期，共 8 項資料。另配合單位資料轉換之便利性，

建管資料提供的格式為 Excel，而地政資料則可依循既有 TXT 檔匯

出方式，僅需將欄位調整成本系統所需即可。 

當本案相關人員收到建管資料與地政資料時，可透過金門縣住宅

及不動產服務網之「後台管理-資料匯入功能」，上傳建管資料與地

政資料，但該資料並無座標資訊，因此需先將門牌地址正規化，統

一門牌地址的格式後，再進行門牌地址定位，以取得門牌的空間座

標，並將資料匯入住宅及不動產資料庫中，供不動產查詢功能使用。

如下圖 8。 

另外，關於金門縣房地產交易簡訊資料，則是區分為土地及房地

兩類資料，土地資料欄位包含：縣市別、鄉鎮市區、街道名稱及範

圍、交易價格(總價)、移轉面積（平方公尺）、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共 6 項資料；房地資料欄位包含：縣市別、鄉鎮市區、街道名稱及

範圍、用途類別、構造種類、建築完成年月、總樓層數、使用分區

或編定用地、移轉面積(平方公尺)-土地、移轉面積(平方公尺)-房屋、

房地交易總價，共 11 項資料。（資料格式如圖 9 與圖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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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資料匯入說明架構圖 

由人工進行門牌正規化整理，但因上述資料對於地址的描述較為

特別，以某路段、大樓或村莊附近描述門牌位置，而非完整的門牌

地址資訊，故無法透過地址定位程式處理，需以人工依地址的描述

定位出概略的位置。完成資料建檔、門牌正規化及地址定位後之資

料，即可將資料儲存於住宅及不動產資料庫中，以利市場行情查詢

功能使用。 

 
圖 9 金門縣房地產交易簡訊欄位資料-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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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金門縣房地產交易簡訊欄位資料-土地 

4、720 度街景影像資料建置 
拍攝建置金門縣的 720 度街景影像資料得以展示於系統上，作

業人員以搭載攝影模組與 GPS 軌跡設備之汽車進行街景影像拍攝，

車頂上的攝影模組包含 6 台相機，可拍攝前、後、左、右、上、下

六個方向之照片，解析度可高達 1000 萬至 3000 萬畫素，解析度的

高低會影響檔案的大小，未來可依實際之網路頻寬調整影像解析度。 

 
圖 11 720 度街景拍攝車設備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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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攝影模組與影像拼貼結果 

取得六個方向之高解析度相片之後，以程式將照片拼貼成一張長

條圖，以 Flash Panorama Player 提供之模組將長條圖轉換成 Flash

可播放之 SWF 檔案格式，此時照片就轉製成類似一顆顆圓球狀的影

像檔案，可模擬 720 度的街景影像，使用者可透過滑鼠的移動，可

自由觀看包含天空與地面等各個方向之街景（下圖 13）。 

 
圖 13 金門街景影像拍攝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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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拍攝的範圍以金門縣電子導覽地圖中，本團隊與政府承辦單

位共同挑選一些較多聚落、人群活動的道路為拍攝範圍，總長度約

208 公里，以每 10 公尺拍攝 1 個 720 度影像檔案（如圖 14），共

拍攝 20,821 個影像檔案，並同時錄製 GPS 軌跡。拍攝的距離會影

響最後成品，是否能呈現最貼近現況與最完整的街景樣貌，以 10 公

尺距離拍攝出來的檔案品質，使得前後點位的畫面都能完整的銜

接，目前市面上 Google 地圖也是以大約 10 公尺的距離拍攝街景影

像，避免因為拍攝距離過長，而導致前後點位的街景畫面無法銜接。 

 
圖 14 720 度街景拍攝-10 公尺為單位 

5、閩南傳統建築資料整理 
整理由金門縣政府或金門國家公園提供之閩南建築資料，包含：

名稱、地址、地籍地號、網址、閩南建築照片資料，並於地圖上標

示閩南建築位置，讓民眾更瞭解閩南建築與金門的民居特色。 

 
圖 15 傳統閩南建築範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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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閩南建築欄位資料範例 
名稱  李氏古厝-金源遠商店(13 號)  

建物編碼  892-06-A013-165-0565-0000 

(鄉鎮-聚落-建物種類-段號-地號)  

地址  金寧鄉古寧村北山 13 號  

地號  古寧頭段 565 地號  

 

二、系統整體規劃及建置 

(一)、系統硬體規劃 

本計畫系統之硬體規劃如圖 16，延續第一期之系統硬體架構，

本期將增添資料儲存設備一台，此設備主要儲存街景拍攝之成果檔案

與軌跡資料庫，提供 720 度街景環視平台影像資料供應服務。本計

畫也使用第一期 GIS 地圖平台 ArcIMS，做為空間查詢與位置定位之

平台，採用既有硬體架構避免重複建置所浪費之成本。 

因此金門縣不動產資訊系統服務之硬體架構如下： 

 GISDB1 伺服器：提供 ArcIMS 地圖服務。 

 GISAP1 伺服器：提供網頁服務、720 度街景環視服務。 

 資料儲存設備：儲存街景影像檔案、GPS 軌跡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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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系統硬體架構圖 

(二)、系統功能整體規劃 

本計畫整合金門縣住宅及不動產資訊系統第一期功能與新增系

統功能為同一個系統，第一期提供的功能包含：不動產資料查詢、市

場行情、待售物件、業者專區、法拍及標售、公私有地交換、後台維

護。本期針對第一期的業者專區與待售物件擴增為租售網，再搭配街

景看屋功能供使用者更加瞭解附近相關資訊。此外，納入閩南建築、

公私有地交換辦法、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等資訊，亦提供相關之後台

維護功能供管理者進行維護。系統介面設計則延續第一期之系統風



金門縣空間資訊應用發展計畫不動產資訊服務網系統建置                       成果報告書 
 

33 

格，提供人性化及流暢的操作介面。整合與擴充後之金門縣住宅及不

動產資訊系統功能如圖 17 所示：  

 

 
圖 17 系統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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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街景看屋 
(1)、720 度街景環視 

結合現有 ArcIMS 地圖平台與街景看屋圖台，將 ArcIMS 地

圖平台與街景看屋圖台並排顯示，提供使用者互相對照參考，

本系統建置之 720 度街景環視功能將使用提供街景相關控制

項，以供使用者操作，控制項包含前進、後退、上下左右轉、

及街景畫面放大縮小等。 

 
圖 18 720 度街景環視圖 

(2)、街景查詢功能 
提供使用者以路名或門牌號碼等查詢方式，定位至相關查

詢結果，查詢本案建置之 720 度街景資訊，並可針執行 720
度街景環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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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租售網 
(1)、我要買房子 

提供使用者買房子相關資訊查詢，以供使用者買房子時參

考，可查詢資訊包含價格、房屋格局、權狀坪數、樓層、屋齡、

聯絡人、房屋類型、房屋型態、房屋用途等資訊。 

 
圖 19 我要買房子系統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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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要租房子 
提供使用者租房子相關資訊查詢，以供使用者租房子時參

考，可查詢資訊包含租金、房屋格局、房屋坪數、樓層、聯絡

人、所性別要求、最短租期、可遷入日、生活機能、提供設備、

附近交通、特色說明、附近地標、押金、房屋用途、房屋型態、

經辦者、開伙、身份要求、房東同住等。 

 
圖 20 我要租房子系統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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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會員專區 
本功能提供系統管理者設定每一位會員相關的權限設定。 

圖 21 會員專區系統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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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物件管理 
本功能提供使用者者設定相關買屋、賣屋及租屋物件管

理，使用者得隨時上線刋登相關物件資訊，以供查詢。 
 

圖 22 編輯出租物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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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住宅及土地公告資訊 
(1)、公私有地交換辦法 

本計畫第一期已建置公私有地交換查詢功能，使用者可輸

入鄉鎮、地段、地號等資訊，查詢公有非公用土地清冊等資料，

本期再加入公私有地交換辦法查詢，提供使用者查詢相關法

令，使一般民眾更瞭解公私有地交換相關規定，透過法令公開

透明化，以保障民眾權益。 

(2)、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 
提供使用者查詢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公告資訊，使用者可

輸入鄉鎮、地段、地號等資訊，查詢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相關

資訊，使民眾可進一步瞭解所在地周遭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情

形，以及自有土地是否涵蓋在相關範圍內，以確保民眾權益。 

(3)、傳統建築相關資訊 

 

 

 

 

 

 

 

 

 

 

 

 
圖 23 閩南建築獎勵補助辦法圖 

提供閩南建築歷史介紹、閩南建築細部解說、閩南建築特

色教學讓民眾更瞭解閩南建築特色。另亦將提供金門國家公園

維護傳統建築風貌獎勵補助資訊，並建置後台維護功能，方便

管理者不定期維護獎勵補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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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居住輔助資訊 

藉由屬性文字與空間資訊查詢，使用者可藉由生活資訊點位等資

訊，於購屋、租屋選擇會以考量心理及生理感受為主要依據，因此，

本查詢功能提供使用者居住輔助資訊，作為使用者選擇較舒暢居住空

間進行選擇。 

(1)、生活資訊點位查詢 
提供使用者生活資訊點位查詢，以供使用者買屋或、租房

子時參考，可查詢資訊包含： 

 休閒設施：公園、廣場 

 學校：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大專院校 

 零售設施：傳統市場、便利商店 

 生活設施：郵局、圖書館、醫院、衛生所 

 
圖 24 生活資訊點位查詢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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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法、技術與工具 

(一)、GIS 圖資與文數字資料製作方法技術及工具 

1、720 度街景影像資料拍攝工具 
本計畫預計建置 720 度街景影像資料，採用 Street View 拍攝系

統，拍攝本案所需之街景資料，Street View 拍攝系統可拍攝 7200

萬~1.2 億畫素之高解析度照片，採用前端自動拍攝系統、後端自動

生產系統，從拍攝到產生影像全部自動化，並可配合 GPS 整合至地

理資訊系統中，搭配本案 ArcIMS 所建置之地圖平台，可以快速的整

合，無技術銜接問題。 

 
圖 25 Street View 拍攝系統 

 

(二)、系統開發方法技術及工具 

本計畫屬第二期建置，第一期已有相關系統建置成果，原系統採

用 ESRI ArcIMS 9.x WebGIS 網路地理資訊系統伺服軟體平台為後

端電子地圖伺服平台，管理儲存以及操作本案整合之金門縣住宅及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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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 GIS 圖資，Web 應用程式採用 ASP.NET 應用程式，及整合

AJAX 功能來改善 Web 應用程式的效率，並搭配 Visual C#進行應

用程式開發，期設計符合第一期規劃建置，第二期將以第一期的系統

為基礎，加入相關功能建置，除延用原系統之相關工具外，將加入

Adobe Flash Player 相關技術，以達到 720 度街景相關功能之效果。

以下介紹各項主要工具之特色： 

1、ESRI ArcIMS 9.x WebGIS 
ArcIMS 提供透過網際網路傳遞動態地圖及 GIS 資料的解決方

案，同時也具備了符合企業內部網路或是網際網路上需求的高度可

擴充性。ArcIMS 的服務可以廣泛的被使用在網路應用程式（Web 

Application）、ArcGIS Desktop、手持式裝置（Mobile）及無線網

路設備，讓地方政府、各行各業可以透過 www 的網路服務使用地理

資訊或是分享地理資料。 

2、ASP.NET 
ASP.NET 是建置在 .NET Framework 的程式設計類別上，並

提供 Web 應用程式模型及一組控制項和基礎結構，可輕鬆地建置 

Web 應用程式。 

3、AJAX 
AJAX (是 ASP.NET 的一部分) 包含用戶端指令碼的程式庫，在

其中加入了跨平台的  ECMAScript (JavaScript) 和動態  HTML 

(DHTML) 技術。AJAX 也可以與 ASP.NET 伺服器端開發平台整

合。可以使用 AJAX 功能來改善 Web 應用程式的效率。 

4、Visual C# 
Visual C#是設計用來建置可在 .NET Framework 上執行的廣

泛應用程式。Visual C# 是簡單、強大、型別安全以及物件導向的語

言。因為使用了許多創新的做法，Visual C# 能夠快速進行 Web 應

用程式開發。 

5、Adobe® Flash® 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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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Flash® Player 是跨平台以及跨瀏覽器的執行時期，在

各種螢幕大小和瀏覽器中都能完美播放具表現力的應用程式、內容

和視訊。Flash Player 10.1 已最佳化，在各種行動螢幕大小上都能

提供高效能，並可運用原生裝置的性能，提供更豐富、如臨現場的

使用體驗。 

 
 

四、硬體設備交付項目 

(一)、資料倉儲設備 

本案伺服器需求規格如下，本團隊擬提供 Dell™ PowerEdge™ 

R710 伺服器，實際採購時，將再與貴府確認規格，本團隊採購同等

級或以上規格之伺服器，於民國 100 年 2 月 28 日提供給貴府。 

 主機板：TPM Motherboard for R710。 

 中央處理器：提供 Intel Xeon E5620 一顆。 

 記憶體支援：本案提供 8GB，支援 DDR III 1066/1333 

ECC Registered。 

 熱插換硬碟：提供 1TB 7,200RPM SATA2.5 吋 6 顆。 

 網路介面： 2 組整合式 Broadcom 5709C 雙連接埠 

Gigabit 乙太網路 (含 TOE)。 

 Ms 2008 R2 專用內接 SATA DVD ROM。 

 提供 Windows Server 2008 作業系統一套。 

(二)、攝影用具 

因應本案攝影之需要，將會與貴府確認規格，本團隊會採購同等

級之攝影用具，於民國100年2月28日交付給貴府。規格如下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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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攝影用具規格 

型號 DSC-TX9 

有效畫素 約 1220 萬 

感光元件 1/2.3＂ Exmor R CMOS 基本規格 

影像處理器 BIONZ 

型式 Vario-Tessar 卡爾蔡司 

光學變焦倍率 4x 

光圈 F3.5(W)-4.6(T) 

35mm 等效焦距（相片） 25-100mm 

鏡頭 

微距 1 cm 

型式 TFT LCD 

尺寸 3.5 吋(寬) 

長寬比 16:9 

解析度 約 92 萬畫素 

LCD 系統 Xtra Fine TruBlack 

液晶螢幕 

觸控螢幕 有 

3D 全景拍攝 有 
3D 拍攝模式 

3D 多角度攝影 有 

全景拍攝 進階/水中(需搭配防水盒)
全景拍攝模式 

最大尺寸 7,152 x 1,080 (281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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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訓練說明 

系統教育訓練的目的在協助系統一般使用者與系統管理人員，迅

速熟悉系統日後的操作方法及系統特性，使其能在系統實際運作持靈

活運用，發揮系統軟體規劃設計的真正最大效應。 

本計畫教育訓練由專案經理指派資深系統設計人員進行應用系

統教學，教學之教材乃是依據系統操作手冊編撰完成。上課方式除講

師講解、示範、說明，經由互動式的教學使用者更能夠擷取系統操作

精髓，以達到快速應用的目的。 

於民國 100 年 9 月 13 日提供相關人員 2 梯次，每梯次 3 小時，

共計 6 小時之操作訓練，以及民國 100 年 9 月 14 日舉辦系統管理人

員 1 梯次 3 小時之教育訓練。並負責提供講師及上課講義。相關課程

規劃項目如下所示： 

(一)、一般使用者 

一般使用者之教育訓練課程著重於系統的理解與操作，讓使用者

能夠了解系統設計的邏輯以及運作的基本方法，並藉由課程進行的過

程中，實機操作系統功能，並且在課程中講解可能遭遇到的錯誤狀

況，以及基本的錯誤排除方法。一般使用者之課程需實施二梯次，每

一梯次三小時，分上下午兩場進行。一般使用者課程教育訓練如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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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一般使用者操作課程（上午） 

時間 課程內容 課程說明 

08:45-09:00 報到 

09:00-09:20 開訓 恭請 葉局長致詞 

09:20-09:50 
系統簡介與案例介紹 簡述目前國內住宅及不動產

應用狀況，以及實例說明 

09:50-10:40 

地圖頁面操作說明 
不動產行情操作說明 
租售網操作說明 
實機操作 

簡介系統設計方式與運作邏

輯，並依序說明系統進入方

法、地圖頁面功能、不動產資

料查詢、市場行情查詢、租售

網之物件查詢功能。各項功能

說明完成後，讓使用者進行實

機操作演練。 

10:40-11:00 休息 

11:00-12:00 

街景看屋操作說明 
閩南建築操作說明 
相關資訊操作說明 
法拍及標售操作說明 
不動產公告資訊操作

說明 
會員專區操作說明 
實機操作 
Q & A 

說明街景看屋、閩南建築（閩

南建築查詢與閩南建築獎助

補助辦法）、相關資訊、不動

產公告資訊（區段徵收與市地

重劃、公私有地交換辦法與公

私有地交換查詢）、法拍及標

售、會員專區（我的最愛管

理、個人資料編輯）之操作方

式。各項功能說明完成後，讓

使用者進行實機操作演練。 

12：00 上午課程結束 用餐（提供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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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一般使用者操作課程（下午） 

時間 課程內容 課程說明 

13:45-14:00 報到 

14:00-14:20 開訓 恭請 葉局長致詞 

14:20-14:50 
系統簡介與案例介紹 簡述目前國內住宅及不動產

應用狀況，以及實例說明 

14:50-15:40 

地圖頁面操作說明 
不動產行情操作說明 
租售網操作說明 
實機操作 

簡介系統設計方式與運作邏

輯，並依序說明系統進入方

法、地圖頁面功能、不動產資

料查詢、市場行情查詢、租售

網之物件查詢功能。各項功能

說明完成後，讓使用者進行實

機操作演練。 

15:40-16:00 休息 

16:00-17:00 

街景看屋操作說明 
閩南建築操作說明 
相關資訊操作說明 
法拍及標售操作說明 
不動產公告資訊操作

說明 
會員專區操作說明 
實機操作 
Q & A 

說明街景看屋、閩南建築（閩

南建築查詢與閩南建築獎助

補助辦法）、相關資訊、不動

產公告資訊（區段徵收與市地

重劃、公私有地交換辦法與公

私有地交換查詢）、法拍及標

售、會員專區（我的最愛管

理、個人資料編輯）之操作方

式。各項功能說明完成後，讓

使用者進行實機操作演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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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管理者 

系統管理者的課程屬於進階的系統管理與維護，針對系統運作及

疑難排解詳加說明。課程內容包括系統架構描述說明、軟硬體架構、

資料庫設計架構說明，並進行系統功能操作說明，另外包含後台維護

機制、資料匯入…等功能。系統管理者課程教育訓練如表 13 所示。 
表 13 系統管理者操作課程 

時間 課程內容 課程說明 

08:45-09:00 報到 

09:00-09:20 開訓 恭請 葉局長致詞 

09:20-10:40 

系統簡介 
系統架構概述 
系統軟硬體規格說明 
資料庫設計架構 

簡述本系統之設計架構與功

能概述，並說明系統運作所需

之軟體與硬體平台、資料庫設

計架構。 

10:40-11:00 休息 

11:00-12:00 

會員專區操作說明 
實機操作 
後台維護操作說明 
實機操作 
Q & A 

說明系統管理方式，包含：會

員專區（待售物件管理、出租

物件管理編輯）與後台維護

（公告資訊管理、使用者資料

管理、統計報表、資料匯入）

之操作方式。各項功能說明完

成後，讓使用者進行實機操作

演練。 

12：00 上午課程結束 用餐（提供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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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使用者簽到表 

圖 26 一般使用者簽到表（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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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一般使用者簽到表（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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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管理者簽到表 

 
圖 28 系統管理者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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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成果發表會說明 

本團隊配合單位需求於系統上線當日（民國 100 年 9 月 22 日）

辦理一場成果發表會，活動規劃項目如表 14 所示。並將當天活動過

程拍攝紀錄下來。 

 
表 14 宣傳活動規劃表 

日期 民國 100 年 9 月 22 日 
地點 金門縣政府多媒體簡報室 
活動主題 金門縣政府住宅與不動產資訊服務網成果發表會 
活動型態 活動場地的佈置將在主舞台的旁邊架設投影機與投影

幕，將本案內容以 PowerPoint 與影片的方式輪播，並請

長官們上台致詞與正式啟動系統。此外，讓媒體記者實

際操作住宅與不動產資訊服務網，以利推廣此計畫相關

成果，並且設有茶點餐檯，供來賓與媒體記者享用。 
活動流程  

 
 

時間 活動 

10:30 - 11:00 來賓報到 

11:00 - 11:05 活動開始 貴賓介紹 

11:05 - 11:15 縣長致詞 金門縣政府 李縣長 沃士 
長官致詞 金門縣縣政顧問   
台中市政府資訊中心  張主任 忠吉 
長官致詞 金門縣政府 李參議 增財 
長官致詞 金門縣政府地政局 林局長 德恭 

11:15 - 11:35 

長官致詞 金門縣政府建設局 葉局長 媚媚 

11:35 - 11:40 系統啟動儀式 

11:40 - 
11 45 

媒體拍照時間 

11:45 - 12:00 現場展示與茶敘時間 

12:00- 活動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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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會場舞台佈置 

 
 

 
圖 30 會場報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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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會場指示牌 

 
 

 
圖 32 會場外-易拉寶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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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會場外-系統展示區 

 
 

 
圖 34 系統啟動儀式 

 



金門縣空間資訊應用發展計畫不動產資訊服務網系統建置                       成果報告書 
 

56 

 
圖 35 成果發表會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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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料建置成果 

一、不動產相關資料 

在住宅及不動產資訊系統第一期計畫中已經完成金城鎮不動產

資料之收集與建置，第二期計畫將以金湖鎮、金沙鎮、金寧鄉、烈嶼

鄉為資料收集建置範圍，資料種類如下： 

(一)、金門縣政府建設局-建管資料 

金門縣建管資料的欄位包含：鄉鎮、段小段、使用執照、地號、

門牌、用途、使用分區、設計人、建築執照、構造、總樓層，共 11
個欄位。 

(二)、金門縣地政局-地政資料 

地政資料分為土地及建物資料，土地資料欄位包含：地號、建號、

土地面積、公告土地現值、當期申報地價等，共 5 項資料；建物資料

欄位包含：建號、坐落地號、建物門牌、建物面積、主要用途、主要

建材、層數、建築完成日期，共 8 項資料。 

(三)、金門縣地政局-交易價格簡訊 

房地產交易訊息分為土地及房地兩類資料，各類資料欄位如下：

土地資料欄位包含：縣市別、鄉鎮市區、街道名稱及範圍、交易價格

(總價)、移轉面積（平方公尺）、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共 6 項資料；

房地資料欄位包含：縣市別、鄉鎮市區、街道名稱及範圍、用途類別、

構造種類、建築完成年月、總樓層數、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移轉面

積(平方公尺)-土地、移轉面積(平方公尺)-房屋、房地交易總價，共 11

項資料。其中地址欄位因考量隱私權因素，不會提供民眾完整的門牌

地址，只會顯示大約位置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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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閩南傳統建築資料整理 

整理瓊林聚落、珠山聚落、歐厝聚落、南山聚落、北山聚落、水

頭聚落、山后聚落等七個具代表性之閩南傳統建築資料，主要建置傳

統建築、修復建築及私有建築之資料，建置之資料：名稱、地址、地

籍地號、網址、照片等資料，若收集到的資料為報告書，則將文字及

照片整理為本計畫所需之資料格式。 
下 

表 15 為目前金門縣住宅及不動產的圖資資料整理情況。表 16
為金門縣住宅及不動產的文數字/圖片資料整理情況。 

 
表 15 金門縣住宅及不動產資料整理─圖資 

資料 

種類 
資料 

名稱 
目前狀況 

資料 

來源 

權責

單位 

建置

時間 

更新

頻率

GIS 

圖資 
數值地

籍圖 
已經取得，整合進

ArcSDE 可於圖台上

顯示 

地籍圖 金門

縣地

政局 

97

年 

依專

案建

置 

GIS 

圖資 
電子導

航地圖 
已經取得，整合進

ArcSDE 可於圖台上

顯示 

電子導

航地圖

金門

縣建

設局 

98

年 

依專

案建

置 

GIS 

圖資 
重要地

標 POI 
已經取得，整合進

ArcSDE 可於圖台上

顯示 

生活資

訊點位

金門

縣建

設局 

98

年 

依專

案建

置 

GIS 

圖資 
河流、湖

泊等水

系 

已經取得，整合進

ArcSDE 可於圖台上

顯示 

1/1000

地形圖

金門

縣建

設局 

97

年 

依專

案建

置 

GIS 

圖資 
都市計

畫圖 
已經取得，整合進

ArcSDE 可於圖台上

顯示 

都市計

畫圖 

金門

縣建

設局 

97

年 

依專

案建

置 

影像  正射影

像 
已經取得，整合進

ArcSDE 可於圖台上

顯示 

正射影

像 

金門

縣建

設局 

97

年 

依專

案建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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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 

種類 
資料 

名稱 
目前狀況 

資料 

來源 

權責

單位 

建置

時間 

更新

頻率

GIS 

圖資 
門牌號

碼 
已經取得，整合進

ArcSDE 可於圖台上

顯示 

1/1000

地形圖

金門

縣建

設局 

97

年 

依專

案建

置 

GIS 

圖資 
行政區

界 
已經取得，整合進

ArcSDE 可於圖台上

顯示 

1/1000

地形圖

金門

縣建

設局 

97

年 

依專

案建

置 

GIS 

圖資 
建築區  已經取得，整合進

ArcSDE 可於圖台上

顯示 

1/1000

地形圖

金門

縣建

設局 

97

年 

依專

案建

置 

GIS 

圖資 
休閒設

施 
由重要地標 POI 中

抽取公園、廣場 
生活資

訊點位

金門

縣建

設局 

98

年 

依專

案建

置 

GIS 

圖資 
學校  由重要地標 POI 中

抽取幼稚園、國

小、國中、高中、

大專院校 

生活資

訊點位

金門

縣建

設局 

98

年 

依專

案建

置 

GIS 

圖資 
零售設

施 
由重要地標 POI 中

抽取傳統市場、便

利商店 

生活資

訊點位

金門

縣建

設局 

98

年 

依專

案建

置 

GIS 

圖資 
生活設

施 
由重要地標 POI 中

抽取郵局、圖書

館、醫院、衛生局 

生活資

訊點位

金門

縣建

設局 

98

年 

依專

案建

置 

文數字

資料  

房地產

交易簡

訊  

已協調檔案格式由

紙本資料改為電子

檔 

地政局 金門

縣地

政局 

99

年 

每季

更新

文數字

資料 

地政資

料 

已確認資料欄位 地政局 金門

縣地

政局 

99

年 

每季

更新

文數字

資料 

歷史建

築 

已取得 文化局 金門

縣文

化局 

98

年 

依專

案建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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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 

種類 
資料 

名稱 
目前狀況 

資料 

來源 

權責

單位 

建置

時間 

更新

頻率

文數字

資料 

建管資

料 

已確認資料欄位，

並取得金城鎮資料 

建管課 金門

縣建

設局 

100

年 

每季

更新

文數字

資料 

傳統建

築 

已確認資料欄位 國家公

園 

金門

縣國

家公

園 

95

年 

依專

案建

置 

 
表 16 金門縣住宅及不動產資料整理─文數字 

資料 

種類 
資料 

名稱 
目前狀況 

資料 

來源 

權責

單位 

建置

時間 

更新

頻率

文數字

資料  

房地產

交易簡

訊  

已協調檔案格式由

紙本資料改為電子

檔 

地政局 金門

縣地

政局 

99

年 

每季

更新

文數字

資料 

地政資

料 

已確認資料欄位 地政局 金門

縣地

政局 

99

年 

每季

更新

文數字

資料 

歷史建

築 

已取得 文化局 金門

縣文

化局 

98

年 

依專

案建

置 

文數字

資料 

建管資

料 

已確認資料欄位，

並取得金城鎮資料 

建管課 金門

縣建

設局 

100

年 

每季

更新

文數字

資料 

傳統建

築 

已確認資料欄位 國家公

園 

金門

縣國

家公

園 

95

年 

依專

案建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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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街景拍攝作業 

(一)、 街景拍攝方法 

街景拍攝製作流程說明： 

1、規劃路線 
依所需拍攝路線進行整理規劃，本計畫之拍攝作業將以區塊為單

位進行拍攝，也就是以城鎮為單位，拍攝順序為：金城鎮、金寧鄉、

金湖鎮、金沙鎮、烈嶼鄉。詳細之路線說明請見附錄二、街景拍攝

作業表。 

2、設備設定 
依需求本次拍攝設定為每 10 公尺拍攝一個 720 度街景，該設定

是以街景拍攝控制電腦進行設定，本次使用之設備為同時拍攝 720

度含天地的全景攝影，拍攝後影像自動存入電腦。並在每個點位拍

攝的同時，GPS 定位即將該點座標輸入電腦中，作為該點街景照片

之位置參考依據。 

圖 36 拍攝設備實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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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後製處理 
後製處理分兩部分： 

 影像處理 

將拍攝回來的影像進行整理縫圖，將六張照片拼接為一張看似變

形之長條影像圖（圖 37），圖片下方街景拍攝車的影像於後製時，

可以黑色圖塊遮蔽，使用者即不會看見街景拍攝車之外觀。 

 
圖 37 拼接後之長條影像圖 

 

 GPS 整理校對 

街景照片拍攝（相機快門按下）的同時，GPS 同步紀錄該點位

之座標值，作為系統對應影像與電子地圖之參考資料。但是 GPS 的

訊號可能遭受外界環境、天候因素、建築物等干擾，導致誤差值過

大而偏離原本拍攝之道路，此時就需依賴後製人力檢核的方式，將

偏離道路之座標校對回原本之位置。 

(二)、街景拍攝範圍 

本計畫街景之拍攝範圍與承辦單位討論過後，確認範圍如下圖 
38 所示，以汽車能通行之道路，且住宅較密集之區域為主要拍攝範

圍，共計拍攝約 208 公里，已符合本案合約 200 公里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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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街景拍攝範圍圖 

目前街景拍攝作業已完成，以 10 公尺為單位，共計完成 20,821
個影像，如下表 17 所示。 

 
表 17 街景拍攝影像數量 

區域 
數量 

(單位：個影像) 
烈嶼鄉  2414 
金寧鄉  2447 
金城鎮  5354 
金湖鎮  6260 
金沙鎮  4346 
總計  2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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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系統開發成果 

一、系統功能架構 

金門縣政府住宅與不動產資訊服務網之系統功能架構分為九大

項，不動產行情、租售網、街景看屋、閩南建築、相關資訊、不動產

公告資訊、法拍及標售、會員專區、後台維護，將第一期與第二期類

似功能集合一起，方便使用者操作，下圖 39 以實線虛線呈現第一期

與第二期之系統功能。 

 
圖 39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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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設計規則 

(一)、程式命名原則 

1、Asp.net C#/JavaScript 程式檔一律以英文命名。 
2、JavaScript 程式檔副檔名為 .js，Asp.net C# 則副檔名

為.aspx。 
3、Asp.net C#/JavaScript 程式檔名稱以大寫英文字母開頭，名

稱可由一個以上的英文單字組成，單字與單字間需_分，自第

二個單字開始每個單字的第一個英文字元大寫，例如：

Default.aspx。 
4、Asp.net C#程式檔名稱可以是單純的名詞或是簡單的句子，

但須避免僅以動詞命名，因為這樣的名稱無法提供團隊開發人

員 該 程 式 充 足 的 資 訊 ， 例 如 PerformLogin.aspx 比

Perform.aspx 更能使人一目了然該程式之目的或行為。 
5、若檔名中包含動詞，動詞時態應為現在式（present tense），

例如某支顯示帳戶資料的程式應命名為 ShowAccountDetails
而非 ShowingAccountDetails。 

6、命名時詞彙的採用應優先採用下列詞彙： 
 資 料 列 表 顯 示 ： List ； 例 如 ClueList_1.htm 、

BgList_1.htm。 

 資 料 圖 顯 示 ： Chart ； 例 如 ClueChart_1.htm 、

BgChart_1.htm。 

(二)、畫面設計原則 

1、資料清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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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出來的畫面大致上會分成幾個部分，包括表頭選單區、共用

功能及訊息顯示區、作業內容顯示區。 

2、資料顯示畫面 
一般可分為單筆的資料、多筆的資料。其中多筆資料的畫面，如

果資料太多，可以用折頁的方式來呈現。 

3、網頁操作模式 
每個系統都會有其特殊需求，而需要不同的輸入畫面，希望使用

者在面對系統時，都能有一致的操作方式，由此降低學習與熟悉的

時間。 

4、畫面按鈕標準訂定原則 
 按鈕文字以動詞為原則，一律不單獨使用名詞。  

 按鈕是以動詞+名詞時，如果該畫面只有一個該型式按

鈕，則以動詞+名詞為按鈕名稱來設計，如果有二個(含)

以上該型式按鈕，則該名詞以下拉式選單來設計，下拉式

選單在該按鈕後面。 

5、滑鼠： 
 當滑鼠指到任何非按鈕可按的地方，滑鼠形狀必須變更為

箭頭型。  

 當可按的地方為文字敘述時，滑鼠形狀變為手型。  

 Double Click 只限用於確認資料挑選之提示畫面，其餘

不准使用。  

6、鍵盤： 
 游標停留於第一個輸入欄位。 

 游標停留於按鈕上時，當使用者按執行鍵時，必須執行該

按鈕的功能。  

 TAB 鍵移動順序請從畫面的左上角開始，由左至右，由

上至下。  

7、視窗： 
輔助視窗、外部網站連結、檔案文件皆以開啟新視窗方式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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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訊息設計原則 

1、訊息傳遞的方式 
底層的元件基本上不做訊息處理，或者對原來的訊息加工之後，

再將訊息往上層的元件傳遞。只有最上層的元件或對此訊息有興趣

元件的才將其捕捉下來作處理。 

2、訊息文字的處理方式 
將所有的訊息列表編碼，由系統統一控管，需要顯示訊息的時

候，透過統一的訊息抓取，程式碼內盡量不要出現訊息文字。  

3、基礎的訊息物件 
定義系統的基本訊息物件，並實作一些共通的物件，不足的部

分，各 AP 再依據其實際需要繼承某個訊息物件，實作出系統的訊息

物件。  

4、系統錯誤訊息(System Error) 
各 AP 不需處理，系統會將這類的錯誤導到錯誤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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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功能設計 

(一)、租售網-生活資訊點位查詢 

System Name /

系統功能名稱 

生活資訊點位定位與查詢功能 

System 

Description/ 

系統描述說明 

 

Pre-Condition/

之前預先狀況 

提供使用者選擇生活資訊點位。 

Actor/行為者 一般使用者 

Scenario/ 

處理情況 

1 使用者選擇欲定位之生活資訊點位。 

2 使用者按下查詢鈕。 

Post/Condition

之後產生狀況 

地圖定位至使用者所輸入之生活資訊點位並顯示生活資

訊點位詳細資料。 

Exception/ 

例外狀況 

如生活資訊點位查詢失敗，即出現相關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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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租售網-我要買房子查詢 

System Name /

系統功能名稱 

我要買房子查詢功能 

System 

Description/ 

系統描述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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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ondition/

之前預先狀況 

提供使用者選擇我要買房子，包含價格、房屋格局、

坪數、格局、樓層、房屋用途、房屋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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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or/行為者 一般使用者 

Scenario/ 

處理情況 

1 使用者選擇欲查詢之買房子資訊選項。 

2 使用者按下查詢鈕。 

Post/Condition

之後產生狀況 

系統查詢使用者所輸入之買房子資訊條件並顯示其買房

子資訊詳細資料，包含：租金、坪數、每單位價格、格局、

樓層、房屋類型、地址、聯絡人、問與答…等訊息。 

Exception/ 

例外狀況 

如我要買房子查詢失敗，即出現相關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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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售網-我要租房子 

System Name /

系統功能名稱 

我要租房子查詢功能 

System 

Description/ 

系統描述說明 

 
 



金門縣空間資訊應用發展計畫不動產資訊服務網系統建置                       成果報告書 
 

74 

 
Pre-Condition/

之前預先狀況 

提供使用者選擇租房子資訊，包含租金、坪數、格局、、

樓層、房屋用途、房屋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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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or/行為者 一般使用者 

Scenario/ 

處理情況 

1 使用者選擇欲查詢之租房子資訊選項。 

2 使用者按下查詢鈕。 

Post/Condition

之後產生狀況 

系統查詢使用者所輸入之租房子資訊條件並顯示其租房子

資訊詳細資料。 

Exception/ 

例外狀況 

如租房子資訊查詢失敗，即出現相關錯誤訊息。 

 



金門縣空間資訊應用發展計畫不動產資訊服務網系統建置                       成果報告書 
 

76 

(四)、街景看屋查詢 

System Name /

系統功能名稱 

街景看屋定位與查詢功能 

System 

Description/ 

系統描述說明 

狀態列

會員專區租售專區 街景看屋 住宅及土地公告資訊

720 度街景環視

i

門牌編號

行政區：

路名：

巷： 弄 ：

號： 之： 號

金寧鄉

伯玉路三段

伯玉路一段
伯玉路二段
伯玉路三段 樓

 

Pre-Condition/

之前預先狀況 

提供使用者輸入門牌地址。 

Actor/行為者 一般使用者 

Scenario/ 

處理情況 

1 使用者輸入門牌地址。 

2 使用者按下查詢鈕。 

Post/Condition

之後產生狀況 

地圖定位至使用者所輸入之門牌地址並顯示720度街景資

訊，並可針執行 720 度街景環視功能。 

Exception/ 

例外狀況 

如門牌查詢失敗，即出現相關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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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宅及土地公告資訊-公私有地交換辦法 

System Name /

系統功能名稱 

公私有地交換辦法功能 

System 

Description/ 

系統描述說明 

會員專區租售專區 街景看屋 住宅及土地公告資訊

傳統建築相關資訊
_ _  __  _  _  _  _     _    _   _   _  _   __ _ _ _ _

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
_ _  __  _  _  _  _     _    _   _   _  _   __ _ _ _ _

公私有地交換辦法

辦法

公告辦理本府97年度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與公有非公用
土地交換作業

2008-07-01

金門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7年7月1日
發文字號：府建都字第0970037655號
主旨：公告辦理本府97年度都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與公有
非公用土地交換作業
依據：
一.「都市計畫法第五十條之二」
二.「都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辦法」
公告事項：
一.交換標的之標示、面積、公告現值、權利狀態、使用現況等，

詳如公有土地清冊。
二.申請對象：位於金門特定區計畫範圍內私有土地經劃設為公共

設施保留地者；但有下列情事者，不得與公有非公用土地辦理
交換：
(一) 都市計畫書規定應以市地重劃、區段徵收或開發許可等

整體開發方式取得者。

 

Pre-Condition/

之前預先狀況 

提供使用者檢視相關公私有地交換法令。 

Actor/行為者 一般使用者 

Scenario/ 

處理情況 

1 使用者點選住宅及土地公告資訊。 

2 使用者點選公私有地交換辦法。 

Post/Condition

之後產生狀況 

顯示公私有地交換法令資訊。 

Exception/ 

例外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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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住宅及土地公告資訊-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查詢 

System Name /

系統功能名稱 

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查詢功能 

System 

Description/ 

系統描述說明 

會員專區租售專區 街景看屋 住宅及土地公告資訊

傳統建築相關資訊
_ _  __  _  _  _  _     _    _   _   _  _   __ _ _ _ _

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
_ _  __  _  _  _  _     _    _   _   _  _   __ _ _ _ _

公私有地交換辦法

區段徵收與
市地重劃

 
 

會員專區租售專區 街景看屋 住宅及土地公告資訊

傳統建築相關資訊
_ _  __  _  _  _  _     _    _   _   _  _   __ _ _ _ _

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
_ _  __  _  _  _  _     _    _   _   _  _   __ _ _ _ _

公私有地交換辦法

區段徵收與
市地重劃

 
Pre-Condition/

之前預先狀況 

提供使用者選擇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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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or/行為者 一般使用者 

Scenario/ 

處理情況 

1 使用者選擇欲查詢與定位之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資

訊。 

2 使用者按下查詢鈕。 

Post/Condition

之後產生狀況 

系統查詢與地圖定位至使用者所輸入之區段徵收與市地

重劃資訊並顯示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詳細資料。 

Exception/ 

例外狀況 

如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查詢失敗，即出現相關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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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住宅及土地公告資訊-傳統建築相關資訊 

System Name /

系統功能名稱 

傳統建築相關資訊功能 

System 

Description/ 

系統描述說明 

 

Pre-Condition/

之前預先狀況 

提供使用者選擇傳統建築聚落相關資訊。 

Actor/行為者 一般使用者 

Scenario/ 

處理情況 

1 使用者點選住宅及土地公告資訊。 

2 使用者點選傳統建築相關資訊。 

Post/Condition

之後產生狀況 

顯示傳統建築聚落資料。 

Exception/ 

例外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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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會員專區-物件管理 

System Name /

系統功能名稱 

物件管理功能 

System 

Description/ 

系統描述說明 

 

 
Pre-Condition/

之前預先狀況 

提供使用者管理(新增、修改及刪除)買屋、租屋、留言

板物件。 

Actor/行為者 一般使用者 

Scenario/ 

處理情況 

1 使用者管理欲新增、修改及刪除之買屋、租屋、留言

板資訊。 

2 使用者點選新增、修改、刪除資料。 

Post/Condition

之後產生狀況 

顯示新增、修改、刪除成功訊息。 

Exception/ 

例外狀況 

如新增、修改、刪除失敗，即出現相關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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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會員專區-物件管理-新增買屋資料 

System Name /

系統功能名稱 

新增買屋資料 

System 

Description/ 

系統描述說明 

 

Pre-Condition/

之前預先狀況 

提供使用者新增買屋資料。 

Actor/行為者 一般使用者 

Scenario/ 

處理情況 

1 使用者輸入買屋資料。 

2 使用者點選確定新增資料。 

Post/Condition

之後產生狀況 

顯示新增成功訊息。 

Exception/ 

例外狀況 

如新增失敗，即出現相關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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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會員專區-物件管理-買屋資料更新 

System Name / 

系統功能名稱 

買屋資料更新 

System 

Description/ 

系統描述說明 

 

Pre-Condition/

之前預先狀況 

提供使用者修改買屋資料。 

Actor/行為者 一般使用者 



金門縣空間資訊應用發展計畫不動產資訊服務網系統建置                       成果報告書 
 

84 

Scenario/ 

處理情況 

1 使用者輸入欲修改之買屋資料。 

2 使用者點選確定更新資料。 

Post/Condition

之後產生狀況 

顯示更新成功訊息 

Exception/ 

例外狀況 

如更新失敗，即出現相關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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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會員專區-物件管理-買屋資料刪除 

System Name / 

系統功能名稱 

買屋資料刪除 

System 

Description/ 

系統描述說明 

 

Pre-Condition/

之前預先狀況 

提供業者刪除買屋資訊。 

Actor/行為者 一般使用者 

Scenario/ 

處理情況 

1 使用者點選欲刪除之買屋資料。 

Post/Condition

之後產生狀況 

顯示刪除成功訊息 

Exception/ 

例外狀況 

如刪除失敗，即出現相關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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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會員專區-物件管理-新增租屋資料 

System Name /

系統功能名稱 

新增租屋資料 

System 

Description/ 

系統描述說明 

 
Pre-Condition/

之前預先狀況 

提供使用者新增租屋資料。 

Actor/行為者 一般使用者 

Scenario/ 

處理情況 

1 使用者輸入租屋資料。 

2 使用者點選確定新增資料。 

Post/Condition

之後產生狀況 

顯示新增成功訊息。 

Exception/ 

例外狀況 

如新增失敗，即出現相關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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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會員專區-物件管理-租屋資料更新 

System Name / 

系統功能名稱 

租屋資料更新 

System 

Description/ 

系統描述說明 

 

Pre-Condition/

之前預先狀況 

提供使用者修改租屋資料。 

Actor/行為者 一般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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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 

處理情況 

1 使用者輸入欲修改之租屋資料。 

2 使用者點選確定更新資料。 

Post/Condition

之後產生狀況 

顯示更新成功訊息 

Exception/ 

例外狀況 

如更新失敗，即出現相關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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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會員專區-物件管理-租屋資料刪除 

System Name / 

系統功能名稱 

租屋資料刪除 

System 

Description/ 

系統描述說明 
 

Pre-Condition/

之前預先狀況 

提供使用者刪除租屋資訊。 

Actor/行為者 一般使用者 

Scenario/ 

處理情況 

1 使用者點選欲刪除之租屋資料。 

Post/Condition

之後產生狀況 

顯示刪除成功訊息 

Exception/ 

例外狀況 

如刪除失敗，即出現相關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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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後台維護-留言板管理  

System Name /

系統功能名稱 

留言板管理 

System 

Description/ 

系統描述說明 

租售專區 街景看屋 住宅及土地公告資訊 會員專區

_ _  __  _  _  _  _     _    _   _   _  _   __

區段徵收與市地
重劃管理

管理留言板
_ _  __  _  _  _  _     _    _   _   _  _   __

管理留言板 後台維護 / 公告資訊管理 / 管理留言版

留言板

請問…

關於車位 !

內容 作者

請問是否有管理費? 還是沒有這筆? 謝謝

關於是否包有含車位? 謝謝

台北王小姐

高雄市陳先生

 

Pre-Condition/

之前預先狀況 

提供管理者管理(刪除)留言板訊息。 

Actor/行為者 管理者 

Scenario/ 

處理情況 

1 管理者點選欲刪除之留言資料。 

Post/Condition

之後產生狀況 

顯示刪除成功訊息 

Exception/ 

例外狀況 

如刪除失敗，即出現相關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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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後台維護-住宅及土地公告資訊-新增公私有地交換辦法  

System Name /

系統功能名稱 

新增公私有地交換辦法 

System 

Description/ 

系統描述說明 

租售專區 街景看屋 住宅及土地公告資訊 會員專區

_ _  __  _  _  _  _     _    _   _   _  _   __

區段徵收與市地
重劃管理

管理留言板
_ _  __  _  _  _  _     _    _   _   _  _   __

新增公私有地交換辦法 管理公私有地交換辦法 後台維護 / 公告資訊管理 / 公私有地交換管理 / 新增公私有地交換

新增

公私有地交換辦法

Pre-Condition/

之前預先狀況 

提供管理者新增公私有地交換辦法訊息。 

Actor/行為者 管理者 

Scenario/ 

處理情況 

1 管理者輸入新增公私有地交換辦法內容。 

2 管理者點選新增公私有地交換辦法。 

Post/Condition

之後產生狀況 

新增公私有地交換辦法訊息。 

Exception/ 

例外狀況 

如新增失敗，即出現相關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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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後台維護-住宅及土地公告資訊-管理公私有地交換辦法  

System Name /

系統功能名稱 

管理公私有地交換辦法 

System 

Description/ 

系統描述說明 

租售專區 街景看屋 住宅及土地公告資訊 會員專區

_ _  __  _  _  _  _     _    _   _   _  _   __

區段徵收與市地
重劃管理

管理留言板
_ _  __  _  _  _  _     _    _   _   _  _   __

管理

公私有地交換辦法

管理留言板 後台維護 / 公告資訊管理 / 管理留言版新增公私有地交換辦法 管理公私有地交換辦法 後台維護 / 公告資訊管理 / 公私有地交換管理 / 管理公私有地交換

公告辦理本府97年度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作業

找到1筆資料 !

金門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7年7月1日
發文字號：府建都字第0970037655號
主旨：公告辦理本府97年度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

換作業
依據：

一. 「都市計畫法第五十條之二」
二. 「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辦法」
公告事項：

一. 交換標的之標示、面積、公告現值、權利狀態、使用現況等，詳如公有土

公告辦理本府97年度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作業

Pre-Condition/

之前預先狀況 

提供管理者管理編輯公私有地交換辦法訊息。 

Actor/行為者 管理者 

Scenario/ 

處理情況 

1 管理者輸入更新公私有地交換辦法內容。 

2 管理者點選更新公私有地交換辦法。 

Post/Condition

之後產生狀況 

更新公私有地交換辦法訊息。 

Exception/ 

例外狀況 

如更新失敗，即出現相關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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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課題與對策 

一、地政界接資料庫之更新 

課題： 

由於金門縣政府目前正在執行的專案「樁位整合系統建置/

金門縣千分之一樁位整合」還在執行中，且各鄉鎮的門牌編製之

地政資料不確定完成之時程，因此關於門牌、正射影像、地政資

料之更新，可能無法在本案合約期程內為完成更新。 

 

對策： 

由於地政資料完成時間的不確定性，可能會導致無法在合約

期程內完成界接資料的更新，所以本團隊願在保固期間，待地政

資料庫完成後，協助金門縣政府完成地政資料庫的界接與更新作

業。 

 

二、門牌定位之方式 

課題： 

金門縣住宅及不動產服務網的門牌定位方式，採用內政部

TGOS 全國地址定位服務，若不幸遇到服務中斷時，將造成使用

者無法使用門牌定位的服務。 
 

對策： 

為了防止 TGOS 服務中斷，無法提供門牌地址定位之服務，

本團隊可將縣府現有 1/1000 門牌地址資料匯入金門縣住宅及不

動產資料庫中，作為備援的門牌地址資料庫。 

當使用者上傳住宅資料時，首先會透過金門縣住宅及不動產

服務網，由程式自動執行憑證檢核，通過 TGOS 之驗證後，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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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內政部 TGOS 之全國地址定位服務，以取得使用者上傳地址

之座標，並將查詢結果儲存於本案之「住宅及不動產資料庫」中。

若 TGOS 的服務異常時，則將地址定位服務轉由比對金門縣

1/1000 門牌地址資料，並將搜尋結果儲存於「住宅及不動產資料

庫」中，故以此兩種門牌定位方式互為備援，如下圖 40 門牌位

置之定位方式所示。 

� � � �

� � � TGOS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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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 TGOS�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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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圖 40 門牌位置之定位方式 

 

三、門牌地址欄位 

課題： 

因地政資料與建管資料的地址欄位不盡相同，前者欄位有行

政區與門牌；後者欄位有鄉鎮、段小段與門牌，造成程式或人工

判讀地址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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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建議單位未來若有機會時，可採用相同的標準來記錄地址資

訊，以增加資料的流通性及可用性。例如：可參考 TGOS 的地址

欄位定義，或由單位內自行定義相同的地址欄位填寫格式。 

四、鄰避嫌惡設施查詢 

課題： 

「鄰避嫌惡設施」牽涉到很多建物，包含：殯葬設施、電氣

設施、垃圾處理廠、八大行業…等，若開發此功能，可能會引起

不必要的抗議或紛爭。 
 
對策： 

為避免不必要的抗議或紛爭，工作會議中決議暫時不開發此

功能。 
 

五、金門縣房地產交易簡訊資料 

課題： 

金門縣房地產交易簡訊資料雖可取得電子檔，但仍無法使用

自動匯入機制，因其中地址欄位因考量隱私權因素，不會提供民

眾完整的門牌地址，只會顯示大約位置說明，例如：「金城鎮珠

浦南路/稅捐處東北側附近」，無法使用 TGOS 的地址定位功能

或縣府 1/1000 門牌地址定位。 
 
對策： 

此交易簡訊資料對於地址的描述較為特別，以某路段、大樓

或村莊附近描述門牌位置，而非完整的門牌地址資訊，故無法透

過地址定位程式處理，需以人工依地址的描述定位出概略的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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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720 度街景拍攝路線 

課題： 

本計畫之街景以汽車能通行之道路，且住宅較密集之區域為

主要拍攝範圍，並與承辦單位確認拍攝範圍如圖 38 所示，以每

10 公尺拍攝一個 720 度街景，共計拍攝約 208 公里，已符合本

案合約規定，但仍未涵蓋所有金門縣之道路，造成街景路段有斷

斷續續的現象。 
 
對策： 

建議貴單位未來有經費時，採用相同的規格補拍 720 度街

景，建議以每 10 公尺拍攝一個 720 度街景，拍攝單位為城鎮，

拍攝可參照本期順序：金城鎮、金寧鄉、金湖鎮、金沙鎮、烈嶼

鄉，但確切之拍攝順序則由貴府訂定之。屆時可清查本案未涵蓋

之路段，或針對貴府額外之需求，進行路段之街景拍攝作業，若

該路段無法以汽車進行拍攝，則可利用人力步行的相關設備來拍

攝，並將成果整合至本案成果中，以豐富街景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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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本案效益 
隨著數位資料取得的多元化，資訊科技的進步，以及對資料庫系

統功能需求的增加，地理資訊系統資料庫設計與建置將步入新的里程

碑。金門縣住宅及不動產資訊系統的建置，對政府部門而言，過去資

訊分散在不同機關，如今將關鍵資訊透過數位化的整理，並整合具有

空間資訊之門牌號碼，符合資訊公開法的規定，在網路上呈現公告現

值、公告地價、土地使用分區等資訊。在住宅及不動產資訊的傳遞方

面，其將屬性資料與圖形資料結合，由圖形介面的呈現讓資訊的傳播

更加容易，讓使用者更容易獲得所需資訊。 

此資訊系統的建立，可整合公私部門多項不動產相關資料庫，成

為一個即時互動的地理資訊系統網站，並且可降低不動產資訊蒐集成

本，為公私部門提供更優質的不動產資訊服務，有助於政府部門對金

門縣內住宅發展規劃與決策、促進不動產市場交易及不動產交易之健

全發展。 

本資訊系統在政府部門、產業部門、一般民眾預期效益分別如下： 

一、 公部門 

使處理相關業務更為「迅速」而有「效率」外，更重要的是針對

都市發展、建築管理、地政及財政稅務等部門提供「跨部門整合資

訊」，如：區段徵收資訊、市地重劃資訊、傳統建築查詢，以提升各

項政策擬定與執行的品質。 

二、 私部門：  

提供「跨部門」且具「公信力」的「整合性資訊」，減少建築開

發業、營造業、不動產經紀業、不動產估價業、地政士業者、金融保

險業等業者資訊收尋與資訊篩選檢測的成本，進而提升相關投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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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質，使不動產市場與總體經濟能健全發展。 

三、 一般民眾： 

提供更多元且具公信力的不動產資訊，使其在進行「居住環境選

擇」或「資產組合配置」相關決策時能更符合其需求，減少不動產相

關交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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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論及建議 

一、結論 

金門縣政府於 98 年度擬定「金門縣住宅及不動產資訊系統規劃

暨建置計畫」為第一期計畫，旨在建置完備且正確之各項住宅不動產

資訊的網際網路系統。因此規劃整合地政登記、地籍圖、建築執照、

使用執照、土地使用分區、都市計畫圖等公務資料，建置不動產資訊

系統結合地理資訊系統與多重資料庫之查詢服務，以滿足買賣不動產

之民眾與不動產相關業者之需求；並於民國 99 年 6 月完成建置作業，

為初步建置規劃及基礎 GIS 資訊建置。 

第二期辦理「金門縣空間資訊應用發展計畫-不動產資訊服務網

系統建置」，增加第一期系統功能項，以使系統功能夠完備，並增加

四項主題系統功能，分別為 720 度街景看屋、租售網、住宅及土地公

告資訊、居住輔助資訊與金門縣特色之閩南建築資訊。 

依據第一期之建置成果持續增建第二期內容，包含系統功能之建

置與資料之整理，兩者皆達成相當可觀的成果： 

一、 資料面：本期計畫整合金門縣地政局之地政資料與房地產交易

簡訊、建設局之建管資料、國家公園之傳統建築、縣政府之修

復建築、文化局之私有建築等資料。並與地政局商討研議地政

資料交換機制，建置資料更新流程，使住宅及不動產的相關資

料之建置，在本案奠定了基石。此外，也針對較多聚落、人群

活動的道拍攝 720 度街景，總長度約 208 公里，以每 10 公尺拍

攝 1 個 720 度影像檔案（如圖 14），共拍攝 20,821 個影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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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同時錄製 GPS 軌跡，搭配系統功能呈現 720 度街景，揭開了

金門縣之神秘感與隔閡感，讓民眾更瞭解金門縣之不動產現況。 

二、 系統面：本案於系統功能上，建置資料查詢前台與資料維護後

台，參考新竹市住宅及不動產資訊服務網、桃園縣住宅及不動

產資訊網、商業的不動產仲介網站系統功能，設計金門縣民眾

最迫切需要的功能（租售網、閩南建築、街景看屋、政策公告、

土地資訊公布），為未來金門不動產的活絡奠定基礎。 

經由金門縣政府住宅與不動產資訊服務網的建置，對政府部門而

言，不僅未來將可提供完備的不動產基本資料與交易資訊資料作為政

府機關或是研究者進行研究與相關決策的資料來源獲取處，本系統於

決策面可運用居住輔助資訊分析的功能以了解空間地點之生活資訊

點位，以及利用 720 度街景看屋功能觀看不動產之現況，皆可供進行

購屋及租屋的選擇參考。購屋者可透過民間業者提供市場成交價格，

查詢一定區域範圍內之交易行情價格，另外，也可透過公共設施之分

佈輕鬆瞭解地區的機能和環境，作為金門地區民眾、相關業者資訊（土

地、不動產交易資料）查詢窗口與透明化之市場交易資訊，方便民眾

於不動產交易時參考。 

公開透明的不動產交易資訊，不僅減少交易不必要的風險成本，

且將更進一步促進當地的房屋交易買氣。因此，對於能提供完整且多

功能的金門縣政府住宅與不動產資訊服務網而言，其廣泛的資訊及功

能，能減少盲目投資行為、健全都市土地使用與區域發展，在未來將

可為民眾帶來很可觀的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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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擴增 3D 閩南建築模型與 720 度街景 

金門縣不動產之地區化特色是擁有閩南傳統建築風格之建築

物，歷年來經由金門國家公園、金門縣政府建設局等單位之獎勵補助

修復，提升了民眾買賣承租閩南傳統建築之意願，為了讓民眾能獲得

更多閩南傳統建築之相關資訊及外觀呈現，且在第一、二期整合各項

不動產基礎資訊之後，建議未來可朝建置閩南建築的 3D 建物模型發

展，使用先進技術有助施政決策參考，3D 建物模型為世界各先進城

市發展都市計畫之重要參考資訊，透過高效能的圖台展示，更能展現

住宅不動產之都市發展狀況，關於 3D 建模的精細程度與數量，需依

經費來設計，未來建議可先建置類似 Googel Earth 上的 3D 模型，建

置外觀與貼皮，先不求與地籍圖套疊。此外，建議擴增 720 街景之拍

攝範圍，使不動產資訊服務網的功能及資料更豐富且完整。 

(二)、建置金門縣政府 GIS 雲端服務平台 

在第一、二期計畫執行過程中，往往耗費很多時間溝通協調各局

處間的資料流通與整合，由於各單位間提供之資料多為文數字資料，

有些提供以地號為基準、有些則紀錄門牌資料，因此資料間缺乏關連

性，不易進行整合查詢。府內外各單位業務執行若需由本系統進行輔

助決策，資料未有效整合，行政執行效率無法有好效提升，因此如能

建置金門縣自有的資料流通供應平台，未來由縣府以雲端技術統一管

理 GIS 資料，並發佈給府內外各局處使用界接，將可大為提升行政效

率，且能將行政績效有效的呈現在民眾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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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於此，建議金門縣政府建立「金門縣政府 GIS 雲端服務平

台」，透過此平台之建立，可將地政局的地籍圖、戶政單位之門牌資

料、建設局之地形圖、歷年正射影像、都市計畫圖、電子地圖、地標

資料、閩南傳統建築點位、未來建置之 3D 建物模型..等等，上述各

項資料統一管理彙整之至此平台之後，即可發佈服務提供與 Google 

Maps API 相同之程式介面，發佈 GIS 雲端服務，供各單位與局處界

接之後加值應用。 

其中雲端運算的概念為共享軟硬體資源和資訊，可縮短建構資訊

服務共享平台所需的人力物力，Google GST 台灣總部辦公室認為所

謂雲端是雲（伺服主機）+端（使用裝置），資料集中存放，並透過各

種裝置來讀取。雲的部分可以是私有雲或是公有雲或是混合雲，端的

部分可以是電腦、手機...等。 

縣府可就本身需要採取不同的雲，若將雲基礎設施與軟硬體資源

建立在防火牆內，以供府內單位共享資源，即為私有雲，但此為一個

龐大的工作，不僅是資料面的問題，也包含：營運、資訊安全、頻寬、

IDC 等。故或許可以結合產官學的公有雲與私有雲成為混合雲。且微

軟大中華區董事長兼首席執行長梁念強調結合「公有雲」和「私有雲」

優勢於一身的「混合雲」（Hybrid Cloud），才能真正讓雲的概念化為

實踐。 

金門縣政府未來發展方向除了朝向雲端運算發展外，還需要一個

強大的資訊服務共享的發佈平台，於該平台上呈現縣府現有豐富的圖

資，故本團隊分析適合作為雲端服務的架構，分析具有效能高、運算

能力佳、支援度的平台，平台包含：Google Earth Enterprise(GEE)、

Skyline 與 Bing Maps Server，針對支援的資料格式、離線圖資、座標

系統…等執行差異比較如表 18 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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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雲端服務 GIS平台比較表 

品牌 
比較項目 

Google Earth 
Enterprise 

(GEE) 
Skyline 

Bing Maps 
Server 

1 
支援行動

平台 

○ 
(Android 作業

系統) 

X X 

2 
支援的資

料格式 

常用之格式 
1. 向量：ESRI 

SHP,MAPIN
FO 
TAB,ASCII,
KML,KMZ,
USGS 
Tiger,DGN 

2. 影像：

DTED,MrSI
D,TIF,GeoTI
F,JPEG,JPE
G2000,PNG,
GIF,ERDAS 
Imaging 

3. 地形：SDTS 
DEM,ASCII 
DEM,NITF 

常用之格式 
1. 向量：ESRI 

SHP 
2. 影像：Oracle

空間資料庫, 
MrSID,TIF,
GeoTIF,JPE
G,JPEG2000
,GIF,ERDAS 
Imaging,BM
P 

3. 地形：SDTS 
DEM,ASCII 
DEM,USGS 
DEM 

GeoTIF、KML 

3 離線圖資 

○ 
(提供 Portable 
Server，可指定

範圍切割離線

圖資) 

X X 

4 歷史影像 
○ 
(不需加裝任何

模組) 

○ 
(需加裝模組) 

X 

5 支援非對 GEE Fusion, TerraBuilder,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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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比較項目 

Google Earth 
Enterprise 

(GEE) 
Skyline 

Bing Maps 
Server 

稱式擴充

架構 
GEE Server 
可安裝至不同

伺服器 

TerraGate 
可安裝至不同

伺服器 

6 離線發佈 

GEE Fusion 
發佈之圖資可

離線打包至其

他 GEE Server 

TerraBuilder 發
佈之圖資可離

線打包至其他

TerraGate 

X 

7 
支援的作

業系統 
Linux Windows Server Windows Server

8 
管理便利

性 

安裝 
GEE Fusion 
GEE Server 

安裝 
TerraBuilder 
TerraGate 
SFS Component

安裝 
IIS 7.x 
.Net Framework 
3.5 SP1 
Silverlight 3 
Runtime 
Powershell V2 
SQL Server 
2008 
Bing Maps 
Server 

9 售後服務 

原廠 4 小時技

術支援 
本地經銷商 5*8
小時支援 

本地經銷商 5*8
小時支援 

X 

10 
可程式化

之 API 

由 Earth Server
發佈免費 2D、

3D JavaScrtip 
API 

依開發需求添

購

TerraExplorer 

提供免費 2D 
API，但須安裝

VS.NET 及

SilverLight才能

開發 

11 
支援台灣

Twd97 與

○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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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比較項目 

Google Earth 
Enterprise 

(GEE) 
Skyline 

Bing Maps 
Server 

Twd67 
座標系 

12 
資料認證

與加密 

支援

LDAP,X.509,H
TTPS 

設定密碼 X 

13 
完整的前

端軟體 

Google Earth 
Client for 
Windows 
Google Earth 
Client for MAC 
Google Earth 
Client for Linux
Google Earth 
Client for 
Android 

TerraExplorer 
for Windows 

X 

14 
完整支援

KML spec. 
○ ○ X 

15 
支援一千

個同時上

線使用者 

○ X X 

採用雲端服務 GIS 平台，最主要的目的為期望將不同格式的空間

資料於同一平台呈現，針對這點，GEE 與 Skyline 皆可支援向量、影

像及地形資料，但 GEE 可支援的資料格式較多，且是唯一可支援離

線圖資的 GIS 平台，在使用歷史影像上也不需加裝任何模組，亦可

發佈 2D 與 3D 的地圖服務，難能可貴的是支援 250 同時上線使用者，

這是其他兩套 GIS 平台無法支援的事項，故針對金門縣政府若採用

GEE 作為資訊服務共享平台的發佈平台進行 SWOT 分析，包含：優

勢(Strengths)、劣勢(Weaknesses)、(Opportunities)和威脅(Thr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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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金門縣政府導入 GEE 之 SWOT 分析 
類別 項目 說明 

金門縣 GIS 基

礎建設豐沛 

金門縣政府擁有豐富的 GIS 基礎建設資料，包

含：地籍圖、重要地標、建物圖、道路圖、彩

色正射影像圖…等等，若能將現有圖資整合至

一個效能優異的顯示平台上，將能方便使用者

於一個平台上觀看圖資。 

縣府 GIS 系統

建置經驗豐富 

金門縣政府已有相當多的 GIS 相關系統建置

經驗，如：1/1000 導航路網及路網展示系統、

金門縣污染源空間資訊系統、金門縣公車動態

資訊系統…等，擁有這些經驗再來接觸 GEE

是易如反掌的。 

優勢 

府內其他單位

介接容易 

建置完成之 GEE 平台，可提供府內相關單位

介接，介接方式可透過檔案轉換、KML Service

服務串接、Rest API 服務串接，皆為簡易的介

接方式。 

跨局室整合困

難 

由於金門縣地理資訊圖資隸屬於不同的單位

控管，各局室建立之圖資格式與內容不儘相

同，故需再進一步瞭解現有圖資屬性資料、座

標系統、圖資格式，才能將圖資整理成相同的

格式，統一匯入 GEE 平台，提供標準化的地

理資訊服務統。 

劣勢 

缺乏相關經驗

的管理人員 

目前金門縣政府有機房統一管理伺服器等設

備，但尚無專員管理系統，故建議未來貴府可

依需求評估是否派遣專職之管理人員，或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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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項目 說明 

金門大學建教合作，培養專業管理人才。而且

GEE 平台提供圖形化之管理模式，管理者能

透過簡單的操作即可管理及發佈圖資。 

協助管理府內

巨量空間資料 

GEE 使用優異的 Google 獨家顯示串流技術，

能融合大量影像與圖資，可管理府內巨量空間

資料，並提升使用效能， 

機會 

可 發 佈 府 內

2D 與 3D 圖資 

GEE 可發佈 2D 與 3D 資料，並將資料串流呈

現到一般使用者，支援虛擬伺服器的設定，以

及支援保全伺服器以提供安全性認證，確保機

敏性資料的存取。 

資訊過於透明 

發佈至 GEE 上的多元資料，需考量資訊之透

明化是否造成民眾的不便，若接收到民眾之困

擾反應時，可於短時間內將該資料下架，避免

造成民眾之困擾。 

威脅 

建置成本高 

建置金門縣自有的資料流通供應平台除了軟

體需求外，還有硬體需求、網路頻寬需求、資

安控管需求、IDC 需求…等。縣府建置及維護

成本的費用將提高，故建議採用中華電信機房

現有架構，不需自備硬體設備及控管資安，也

或許可以結合產官學的公有雲與私有雲成為

混合雲，但因此架構較龐大，後續需再與貴府

詳細的討論後才能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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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事項，建議金門縣政府採用 GEE 作為資訊服務共享平

台的發佈平台，GEE 為高效能地理資訊系統平台，擅長於管理巨量

之空間資料及具備優異的顯示效能，金門縣政府蒐集或產製之資料可

透過 GEE 之資料融合器(Google Earth Fusion)匯入後，製作成為

GEE 專屬資料，再由資料發佈器(Google Earth Server)發佈成為前端

可使用的 2D 圖資或 3D 圖資。前端可以 Maps API 或 Earth API 提

供服務給各類使用者，亦或透過 Google Earth Client 前端軟體呈現

整體圖資，以建構金門縣之混合雲。 

將各局處資料彙整至統一的平台，並與其他資料套疊之後，各單

位不需各自建置 GIS 圖台，未來只要界接此平台提供的服務，就可

在自有的系統中呈現地圖、正射影像、3D 建物、地形圖等等各項資

料。由統一的雲端服務中心發送各項所需之資料，可節省經費，避免

重複浪費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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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街景拍攝作業表 
1.   W0D_000004 

鄉鎮  金沙鎮  長度（公尺） 4021.74 

路段  高陽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2.   W0D_000073 

鄉鎮  金沙鎮  長度（公尺） 1445.28 

路段  "無名路"東埔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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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0D_000117 

鄉鎮  金沙鎮  長度（公尺） 1985.09 

路段  "無名路"后水頭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4.   W0D_000165 

鄉鎮  金沙鎮  長度（公尺） 1309.62 

路段  "無名路"后浦頭附近之一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5.   W0D_000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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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  金沙鎮  長度（公尺） 442.75 

路段  五福街 22 巷 1弄  +"無名路"后浦頭附近之二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6.   W0D_000373 

鄉鎮  金沙鎮  長度（公尺） 530.76 

路段  "無名路"后浦頭附近之三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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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0D_000473 

鄉鎮  金沙鎮  長度（公尺） 1713.14 

路段  "無名路"太武社區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8.   W0D_000634 

鄉鎮  金沙鎮  長度（公尺） 4920.61 

路段  陽沙路+"無名路"山后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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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0D_000637 

鄉鎮  金沙鎮  長度（公尺） 320.62 

路段  "無名路"陽翟附近之一+新興街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0.   W0D_000696 

鄉鎮  金沙鎮  長度（公尺） 426.82 

路段  "無名路"陽翟附近之二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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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W0D_000705 

鄉鎮  金沙鎮  長度（公尺） 3955.55 

路段  "無名路"陽翟附近之三+光華路一段+"無名路"陽翟附近之四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2.   W0D_000730 

鄉鎮  金沙鎮  長度（公尺） 2548.77 

路段  "無名路"碧山附近  +  大山路  + "無名路"東山前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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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W0D_000820 

鄉鎮  金沙鎮  長度（公尺） 4638.71 

路段  沙青路+"無名路"青嶼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4.   W0D_000827 

鄉鎮  金沙鎮  長度（公尺） 3998.97 

路段  西園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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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W0D_001272 

鄉鎮  金沙鎮  長度（公尺） 1045.28 

路段  "無名路"后浦頭附近之四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6.   W0D_001352 

鄉鎮  金沙鎮  長度（公尺） 150.32 

路段  三民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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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W0D_001370 

鄉鎮  金沙鎮  長度（公尺） 1246.71 

路段  "無名路"斗門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8.   W0D_001425 

鄉鎮  金沙鎮  長度（公尺） 1280.40 

路段  "無名路"何厝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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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W0D_001551 

鄉鎮  金沙鎮  長度（公尺） 4780.15 

路段  蘭洋路+"無名路"浦邊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20.   W0D_002068 

鄉鎮  金沙鎮  長度（公尺） 525.96 

路段  光華路二段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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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W0D_003044 

鄉鎮  金沙鎮  長度（公尺） 1752.06 

路段  國中路+"無名路"沙美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22.   W0D_003170 

鄉鎮  金沙鎮  長度（公尺） 270.72 

路段  "無名路"+復興街+博愛街+三民路 22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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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W0D_003728 

鄉鎮  金沙鎮  長度（公尺） 1524.88 

路段  "無名路"官澳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24.   W0D_004068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2840.59 

路段  柏村路‐"無名路"‐四維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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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W0D_004069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3613.75 

路段  黃海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26.   W0D_004070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10761.89 

路段  環島東路一段+環島東路二段+環島東路三段+環島東路四段+環島東路五段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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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W0D_004086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3987.68 

路段  士校路+"無名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28.   W0D_004087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944.43 

路段  復興路+復興路一段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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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W0D_004094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3799.57 

路段  "無名路"+金港路+"無名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30.   W0D_004110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2138.75 

路段  太湖路一段‐太湖路二段‐太湖路三段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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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W0D_004122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1193.01 

路段  "無名路"高職農場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32.   W0D_004126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1152.92 

路段  光武路+"無名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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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W0D_004129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669.86 

路段  市港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34.   W0D_004146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3155.41 

路段  埔華路+"無名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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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W0D_004163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528.85 

路段  復國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36.   W0D_004184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385.82 

路段  中正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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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W0D_004202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11237.17 

路段  環島北路一段‐環島北路二段‐環島北路三段‐環島北路四段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38.   W0D_004212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2271.48 

路段  伯玉路一段‐伯玉路二段‐伯玉路三段‐伯玉路四段‐伯玉路五段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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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W0D_004217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1242.35 

路段  瓊義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40.   W0D_004227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2042.30 

路段  瓊安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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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W0D_004235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2480.93 

路段  瓊徑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42.   W0D_004262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739.97 

路段  公園路+"無名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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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W0D_004414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101.20 

路段  "無名路"成功附近之一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44.   W0D_004416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142.25 

路段  "無名路"成功附近之二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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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W0D_004523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1018.67 

路段  雙瓊路+"無名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46.   W0D_004857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1858.86 

路段  西峰路+"無名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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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W0D_004890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1414.40 

路段  "無名路"塔后附近之一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48.   W0D_004917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253.43 

路段  "無名路"信義新村附近之一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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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W0D_005258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682.46 

路段  "無名路"信義新村附近之二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50.   W0D_005275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929.16 

路段  "無名路"塔后附近之二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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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W0D_005573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509.09 

路段  "無名路"湖前附近之一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52.   W0D_005887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379.51 

路段  林森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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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W0D_005940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560.85 

路段  "無名路"+自強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54.   W0D_007091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256.95 

路段  "無名路"湖前附近之二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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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W0D_007624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244.35 

路段  "無名路"成功附近之三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56.   W0D_009958 

鄉鎮  金寧鄉  長度（公尺） 466.15 

路段  "無名路"湖下附近之一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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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W0D_010027 

鄉鎮  金寧鄉  長度（公尺） 1378.66 

路段  寧湖路+"無名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58.   W0D_010176 

鄉鎮  金寧鄉  長度（公尺） 620.30 

路段  "無名路"北山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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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W0D_010178 

鄉鎮  金寧鄉  長度（公尺） 4284.89 

路段  頂林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60.   W0D_010296 

鄉鎮  金寧鄉  長度（公尺） 1527.82 

路段  "無名路"安岐附近之一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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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W0D_010352 

鄉鎮  金寧鄉  長度（公尺） 584.04 

路段  "無名路"安岐附近之二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62.   W0D_010417 

鄉鎮  金寧鄉  長度（公尺） 1425.26 

路段  "無名路"湖下附近之二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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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W0D_010687 

鄉鎮  金寧鄉  長度（公尺） 1823.69 

路段  "無名路"西堡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64.   W0D_010728 

鄉鎮  金寧鄉  長度（公尺） 1466.13 

路段  堡山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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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W0D_010783 

鄉鎮  金寧鄉  長度（公尺） 1923.85 

路段  "無名路"西山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66.   W0D_011039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610.62 

路段  "無名路"歐厝附近之一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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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W0D_011054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722.77 

路段  "無名路"東沙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68.   W0D_011075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4191.49 

路段  金山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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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W0D_011084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1684.61 

路段  珠水路+"無名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70.   W0D_011097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290.68 

路段  "無名路"珠山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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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W0D_011164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2273.66 

路段  "無名路"大古崗附近之一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72.   W0D_011190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627.42 

路段  "無名路"小古崗附近之一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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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W0D_011225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424.26 

路段  "無名路"大古崗附近之二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74.   W0D_011228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308.39 

路段  "無名路"小古崗附近之二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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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W0D_011278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2992.57 

路段  環島西路一段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76.   W0D_011324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344.31 

路段  無名路大古崗附近之三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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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W0D_011333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3998.71 

路段  西海路一段‐西海路二段‐西海路三段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78.   W0D_013615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6138.64 

路段  湖埔路+"無名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金門縣空間資訊應用發展計畫不動產資訊服務網系統建置                       成果報告書 
 

附 41 

 

79.   W0D_013621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197.11 

路段  "無名路"后頭附近之一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80.   W0D_013623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213.73 

路段  "無名路"后頭附近之二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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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W0D_013755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3856.38 

路段  九井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82.   W0D_013807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148.65 

路段  "無名路"羅厝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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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W0D_013808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1392.57 

路段  南環道;濱海大道+"無名道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84.   W0D_013932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733.72 

路段  "無名路"湖井頭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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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W0D_013937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613.97 

路段  北環道;濱海大道+"無名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86.   W0D_013954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103.92 

路段  "無名路"庵頂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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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W0D_014026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1373.34 

路段  "無名路"后宅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88.   W0D_014066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506.51 

路段  "無名路"東坑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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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W0D_014127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291.96 

路段  "無名路"雙口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90.   W0D_014147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856.28 

路段  "無名路"西吳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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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W0D_014211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3527.08 

路段  "無名路"上林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92.   W0D_014313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840.81 

路段  "無名路"西宅附近之一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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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W0D_014447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534.70 

路段  東林街+東林北街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94.   W0D_014834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338.87 

路段  "無名路"上庫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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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W0D_014880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402.47 

路段  "無名路"青岐附近之一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96.   W0D_014891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641.25 

路段  "無名路"青岐附近之二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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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W0D_014923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892.88 

路段  "無名路"青岐附近之三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98.   W0D_014992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98.21 

路段  "無名路"青岐附近之四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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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W0D_015091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111.15 

路段  "無名路"青岐附近之五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00.   W0D_015477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307.00 

路段  "無名路"青岐附近之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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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W0D_015669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182.90 

路段  "無名路"下田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02.   W0D_016064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190.05 

路段  "無名路"后頭附近之三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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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W0D_016100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361.43 

路段  "無名路"黃厝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04.   W0D_016356 

鄉鎮  金寧鄉  長度（公尺） 718.02 

路段  "無名路"后沙附近之一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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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W0D_016369 

鄉鎮  金寧鄉  長度（公尺） 213.62 

路段  "無名路"后沙附近之二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06.   W0D_016497 

鄉鎮  金寧鄉  長度（公尺） 1182.86 

路段  大學路+"無名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金門縣空間資訊應用發展計畫不動產資訊服務網系統建置                       成果報告書 
 

附 55 

 

107.   W0D_016540 

鄉鎮  金寧鄉  長度（公尺） 1004.10 

路段  "無名路"仁愛新邨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08.   W0D_016600 

鄉鎮  金寧鄉  長度（公尺） 444.64 

路段  林堡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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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W0D_016632 

鄉鎮  金寧鄉  長度（公尺） 1286.47 

路段  "無名路"下堡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10.   W0D_017053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1110.35 

路段  民生路 54 巷‐"無名路"‐環島北路 38巷‐環島北路 38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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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W0D_017056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2287.36 

路段  民族路‐民權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12.   W0D_017067 

鄉鎮  金寧鄉  長度（公尺） 3330.37 

路段  林湖路+"無名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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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W0D_017080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1324.41 

路段  民生路+"無名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14.   W0D_017095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281.32 

路段  民權路 88 巷‐民權路 70巷 9弄‐"無名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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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W0D_017106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838.25 

路段  珠浦西路+珠浦北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16.   W0D_017115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2840.74 

路段  桃園路+盤果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金門縣空間資訊應用發展計畫不動產資訊服務網系統建置                       成果報告書 
 

附 60 

117.   W0D_017122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974.60 

路段  "無名路"泗湖附近之一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18.   W0D_017124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7964.10 

路段  環島南路一段‐環島南路二段‐"無名路"‐環島南路三段‐環島南路四段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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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W0D_017135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676.23 

路段  莒光路+莒光路一段+民族路 93 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20.   W0D_017138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258.54 

路段  模範街+"無名路"+珠浦東路 4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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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W0D_017141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172.26 

路段  珠浦北路 5巷 12弄+"無名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22.   W0D_017148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424.53 

路段  中興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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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W0D_017197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327.92 

路段  民權路 70 巷 2弄‐民權路 70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24.   W0D_017249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602.32 

路段  環島北路 38巷 2弄‐環島北路 38 巷 2弄‐"無名路"‐富康一村 1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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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W0D_017266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1720.24 

路段  浯江北堤路‐民權路 30 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26.   W0D_017301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198.05 

路段  中興路 146 巷+民生路 5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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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W0D_017359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1194.76 

路段  光前路+"無名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28.   W0D_017443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2373.48 

路段  慈湖路一段‐慈湖路二段‐慈湖路三段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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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W0D_017479 

鄉鎮  金寧鄉  長度（公尺） 626.35 

路段  "無名路"榜林附近之一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30.   W0D_017496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163.21 

路段  民權路 70 巷 11弄‐"無名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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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W0D_017546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2128.39 

路段  環島西路二段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32.   W0D_017579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418.40 

路段  珠浦西路 94巷+"無名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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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W0D_017667 

鄉鎮  金寧鄉  長度（公尺） 357.05 

路段  "無名路"榜林附近之二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34.   W0D_017767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1319.87 

路段  "無名路"庵前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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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W0D_017791 

鄉鎮  金寧鄉  長度（公尺） 750.80 

路段  東湖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36.   W0D_017885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1694.48 

路段  "無名路"賢聚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金門縣空間資訊應用發展計畫不動產資訊服務網系統建置                       成果報告書 
 

附 70 

 

137.   W0D_017957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800.52 

路段  "無名路"泗湖附近之二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38.   W0D_017988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302.59 

路段  "無名路"歐厝附近之二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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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W0D_018025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221.25 

路段  "無名路"吳厝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40.   W0D_018054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242.14 

路段  "無名路"官裡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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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W0D_018089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331.85 

路段  "無名路"歐厝附近之三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42.   W0D_018518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223.80 

路段  "無名路"環島北路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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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W0D_018574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453.73 

路段  民權路 184 巷+"無名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44.   W0D_018646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386.83 

路段  富康一村 9巷‐金城新村 7巷‐"無名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金門縣空間資訊應用發展計畫不動產資訊服務網系統建置                       成果報告書 
 

附 74 

 

145.   W0D_018671 

鄉鎮  金寧鄉  長度（公尺） 213.87 

路段  "無名路"東州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46.   W0D_019116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2250.10 

路段  "無名路"夏墅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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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W0D_019283 

鄉鎮  金寧鄉  長度（公尺） 159.01 

路段  "無名路"榜林附近之三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48.   W0D_019581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413.95 

路段  浯江路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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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W0D_020409 

鄉鎮  金寧鄉  長度（公尺） 84.28 

路段  "無名路"榜林附近之四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50.   W0D_020657 

鄉鎮  金城鎮  長度（公尺） 228.10 

路段  "無名路"民權路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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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W0D_021431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183.16 

路段  "無名路"西方社區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52.   W0D_022349 

鄉鎮  金湖鎮  長度（公尺） 117.85 

路段  "無名路"湖前附近之三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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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W0E_000065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175.13 

路段  "無名路"庵下附近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154.   W0E_000071 

鄉鎮  烈嶼鄉  長度（公尺） 1241.61 

路段  "無名路"西宅附近之二 

範圍（虛線為拍攝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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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會議紀錄 

專案 

名稱  

「金門縣空間資訊應用發展計畫-不動產資訊

服務網系統建置計畫案」 

會議 

時間 
 100 年 1 月 14 日 星期五    

會議 

地點 
金門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與會 

人員 

主席建設局 李參議 增財 

建設局 葉局長 媚媚 

建設局 許志蘭 

內政部資訊中心 張科長 忠吉  

交通運輸研究所 周高分 家慶  

逢甲大學 莊老師 瑞洪  

地政局 

勤崴國際科技 黎武東 

勤崴國際科技 姚懷生 

勤崴國際科技 紀佳榆 

記 錄 紀佳榆 

【會議議題】 

金門縣空間資訊應用發展計畫-不動產資訊服務網系統建置計畫案

期初審查會議 

【會議記錄】 

壹、 建置單位報告：如期初報告書。 

貳、 顧問小組意見： 

莊委員 瑞洪： 

一、 最初看到報告書裡說到

整個計畫有分作三期，但

又在第一期報告中聽說

要縮成兩期，這部分的報

告書需要再檢查一下。 

二、 二期的工作是延續第一

期進行的，那目前第一期

使用的情況如何？ 

三、 在未來的圖資方面，新

建築的門牌沒有新的圖

資，但新建築較有未來市

勤崴國際回覆： 

一、 本計畫共有兩期，會再修改

報告書。 

 

 

 

二、 第一期之系統目前還沒開放

民眾使用。  

                        

三、 新建的門牌匯入資料庫中，

程式可以自動產生點位的方

式顯示於地圖上，所以只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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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當戶政給你新的門牌

資料後要如何處理？抓

既有的？要思考到需要

用什麼替代的方式，否則

雖然有很多戶政來的新

門牌資料，但是這些資料

卻會跟圖資不能相連使

用。 

四、 住宅的物件，在租售的

部分，未來容許使用者上

傳什麼形式的資料，像是

影片資料或是現在正在

拍攝的室內 3D 立體資

料？有沒有足夠的空間

讓使用者上傳資料？ 

五、 買關鍵字的想法是什

麼？ 

 

 

 

六、 拍攝的部分，期初有提

到拍攝路線，但是看得出

來有一些比較屬於聚落

型的路線都在聚落的外

圍繞，聚落內較細節的路

要如何處理。 

七、 專案裡有寫到一個硬

體，寫攝影用具兩套，請

補上其規格說明。  

 

周高分 家慶： 

一、 地政局資料與建管資料

的建置機制為何？是一

次整批轉完或是逐筆轉

換，此部分需補充說明。

二、 在系統功能上，房屋種

類的查詢是否可以帶出

其他的房屋資料，例如同

的戶政資料匯入資料庫之

後，系統不需修改即可顯示新

的資料。 

 

 

 

 

 

四、 系統可以只提供使用者上傳

圖片。 

 

 

 

 

 

五、 購買關鍵字廣告，讓使用者

搜尋住宅、金門不動產等等相

關文字時，可以將本案系統的

連結排列在搜尋結果的最前

面，以提升系統點閱率。 

六、 拍攝路線不只包含聚落外

圍，也包含聚落內可汽車通行

之道路。 

 

 

 

七、 遵照辦理。 

 

 

 

 

一、 地政局與建管資料皆為整批

轉檔，此部分會在期中報告書

中補充說明。 

 

二、 在系統分析上會在與承辦單

位討論此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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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同坪數等資料。 

三、 在期初報告審查的部

分，有一項提到跨部門資

料即時交換運作的平

臺，這個平臺目前執行的

構想是如何？ 

 

 

 

四、 觀光不動產資料，部分

資料已經有了，但其他部

分是否可以在這邊做探

討。 

 

五、 在系統功能規格書裡，

有談到系統分析架構

圖，會用到哪些資料，應

該要再做個整理，哪些資

料要怎麼來要做什麼整

理，才能符合不動產的需

求。像門牌資料就不會去

異動，因為是最原始的資

料來源；那也像莊老師講

的，如果將門牌的資料正

規化，如果異動要如何將

他們關連起來。對於縣府

本身，希望可以在執行過

程中如果碰到哪些問

題，可以點出來讓縣府瞭

解，後續再做討論，能提

建議與構想會更好。 

 

張科長 忠吉： 

一、 底圖的部分在顯現的過

程中，向量的資料要從哪

裡來？你們搜查很多大

都是屬性資料，像在街景

圖裡面，並沒有向量資

 

三、 關於門牌、地政資料與建管

資料所涉及之部門間資料交

換機制，此部分的議題較大，

包含戶政單位、地政局、建管

單位，另外還有建設局向量資

料與正射影像之更新，本團隊

會參考其他縣市之作法建議

資料交換之機制與流程，。 

四、 觀光不動產的資料將以承辦

單位提供的為主，除了國家公

園的七大傳統聚落資料，另外

會加上近幾年縣府有補助修

建之聚落資料。 

五、 遵照辦理。 

 

 

 

 

 

 

 

 

 

 

 

 

 

 

 

 

 

 

一、 向量資料是從金門縣千分之

一地形圖與電子導航地圖中

取得。在街景中目前的技術無

法標示出屬性資料，系統會搭

配 2D 的電子地圖上的屬性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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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街名、地標的名稱，

這些將來要怎麼結合，希

望妳們能夠處理這個問

題。 

二、 門牌位置的定位，像是

在金門仍然是使用金門

縣政府的門牌位置資

料，如果想要在使用上面

能夠介接，並且可以結合

TGOS 的績效，還要考慮到

備援的部分，可能要使用

縣府這邊的位置資料

庫，還是要使用到在這方

面的資料庫，而且最重要

的是兩邊資料都要兼

顧。一是使用內政部的門

牌位置定位，定位之後回

到縣府的網站上去找到

點位，再把點的相關資料

與附近街景顯示出來；而

另一種方式是介接的效

能不好，還是需回過頭來

還是要使用縣府的資料

庫。 

三、 居住輔助資訊，除了屬

性之外有沒有實際的

圖，之前討論結果是說如

果政府有圖就加入說

明，關於這部分可能要再

多做解釋。 

四、 街景定位，定位完了之

後有沒有定位點的顯

示，如何去顯現那個定位

的位置，是否用一個 LOGO

還是用個圖示代替？或

是其他方式？ 

五、 「鄰避嫌惡設施」這個

名稱是否要做修改，因為

料標示幫助使用者辨識所在

位置。 

 

 

二、 遵照辦理，會設計兩種門牌

定位方式互為備援。 

 

 

 

 

 

 

 

 

 

 

 

 

 

 

 

 

 

 

三、 會在期中報告書中說明，會

將縣府提供的圖加入系統之

中。 

 

 

 

四、 街景定位之後，系統會搭配

2D 的電子地圖上的屬性資料

標示幫助使用者辨識所在位

置。並且在圖面上會顯示圖徵

幫助使用者辨識。 

 

五、 縣府決議暫時保留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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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面牽涉到很多建物，甚

至還寫到有八大行業，可

能會引起不必要的抗

議，可能要修改成一個比

較中性的名稱來回避敏

感的字眼，像是「影響居

住因素」；而這些設施的

範圍是多少？有沒有介

定出一個範圍？要跟生

活圈有關係的範圍。 

 

葉局長 媚媚： 

一、 戶政的資料，各鄉鎮有

做門牌的編制，請規劃單

位注意一下要將更新的

資料與戶政的資料做銜

接。 

二、 傳統聚落，關於金門國

家公園的部分有七個傳

統的村莊，加上縣政府這

幾年來的補助，將各聚落

做整修，除了現有的照片

以外，能否也將每一年做

的統計表也放上去。 

三、 在執行上的困難上，拍

攝的期程因為天候不理

想，如果延長是否對整個

合約有影響？ 

地政局： 

一、 系統功能中的坪數，是

否可以統一使用平方公

尺。 

 

李局長 增財： 

一、 系統使用者的意見很重

要，這可以做為系統維

修、更改的參考，有沒有

辦法新增這種功能。 

 

 

 

 

 

 

 

 

 

 

 

 

一、 本團隊會協助匯入更新之戶

政資料。 

 

 

 

二、 遵照辦理。 

 

 

 

 

 

 

三、 拍攝期程不會影響合約。並

且拍攝工作已於期初審查會

議之前全部完成。 

 

 

一、 系統中可加註坪數與平方公

尺。 

 

 

 

一、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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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承辦單位瞭解一下，學

校附近的村莊資料要詳

盡一點，比較熱門的資料

放上去，讓越多人使用這

個系統才會更有價值。 

三、 區段徵收預留空間，因

為有幾塊是已經是預定

地，才不會以後還要更新

讓系統很複雜。 

四、 空拍圖之更新，看能不

能和更新的圖做結合，因

為這幾年有新增很多房

子，而目前的空拍圖資料

都是五年前的，要如何做

整合？ 

二、 遵照辦理。 

 

 

 

 

三、 遵照辦理。 

 

 

 

四、 本團隊可協助將新的空拍圖

匯入系統資料庫中。 

 

 

參、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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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門縣空間資訊應用發展計畫－不動產資訊服務網

系統建置」 

第一次專案工作會議紀錄 
記錄 許彙君 

許志蘭 

壹、時間：民國 100 年 02 月 25 日 (星期五) 上午 10 時 

貳、地點：本府第三會議室 

參、主持人：張委員 忠吉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 

建設局都計課 王課長 垣坤 

建設局都計課 許志蘭 

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 

地政局 

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彙君 張勝雄 

伍、主持人致詞：略 

陸、承辦單位報告：略 

捌、廠商簡報說明(專案工作報告)：略 

柒、綜合討論：委員意見如下 

委員意見 廠商回覆 

一、地政局： 

一、 針對門牌的部分，因資料

保護法的具詳細規定，如

果讓民眾知道哪個門牌地

址建物有從事房地產交

易，是否會洩漏個人資

料，違反個資法，請廠商

一、 個資法定義的個人資料包

含：自然人之姓名、出生

年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護照號碼、特徵、

指紋、婚姻、家庭、教育、

職業、病歷、醫療、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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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行確認。 

 

 

 

 

 

二、 地政局的資料固定每一

季提供呈報給內政部的房

地產交易簡訊，資料包

含：建號、門牌、所有權

人…等，廠商可直接上網

抓取資料。 

三、 內政部每季都出刊房地

產交易規章，內容包含房

地產交易名稱、街道名

稱、土地房屋的坪數、建

物構造、分區等。價格也

分做兩種，房屋交易價格

與土地交易價格，是分開

獨立的，本專案系統查詢

內容之相關分類設計，可

參考採用。 

四、 關於資料界接可分成長

期與近程的角度來看：以

近程來說有兩種方式：(1)

界接內政部建設的地政資

料流通服務網(4/15 開

放)，透過自然人憑證及機

關憑證上網申請下載，此

方式可利用現有的機制，

不需額外花費，因此主要

的問題是資料更新的時效

性。(2)匯出 CSV 檔案格

式，需界定匯出檔案欄

位。長期可利用 dxf 或 shp

進行資料界接，資料包含

屬性資料及測量的座標

值。 

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

前科、聯絡方式、財務情

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

直接或間接方式識別該個

人之資料。主要針對是個

人而非門牌。 

二、 已至相關網站查詢並抓取

資料整理列檔。 

 

 

 

 

三、 四、五：近程方面，遵照

貴單位未來的規劃，短期

仍以檔案匯出方式做資料

界接。界接地政資料流通

服務網還需於 4/15 開放測

試後才能知道是否合適，

故建議採用資料匯出方式

進行界接，若地政局目前

已有 TXT 檔案匯出機制，

我們希望能降低地政局的

負擔，可配合修改匯入程

式，支援 TXT 檔案格式之

匯入，並明確定義資料交

換欄位。長期來說，可配

合單位需求調整資料界接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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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如果做長期的發展，現在

整個資料有：地政資料、

稅捐、戶政等其他單位資

料，可能需要考量如何彙

整這些資料庫才能發展後

續 GIS 業務的發展需求。

如果把地政資料同步異動

過來，可能只是單純的屬

性資料，廠商在整個軟體

上的處理會不一樣，現在

提供的是 DXF 或 SHP 的格

式，本身是 GIS 的格式，

廠商可以直接處理，所以

長期來說我們還是建議，

不包括地政資料的其他資

料，思考將來在金門縣的

八大基本資料庫的彙整方

式，且格式及版本需統

一，這會影響到後續整個

程式開發撰寫的行為，從

這個角度去思考將會是一

個長治久安之計。 

六、 關於地政局的資料庫：

(1)沒有參考成交價格，但

有針對土地而非建物的公

告地價及公告現值。(2)面

積的表示方式是用平方公

尺，不是坪數。(3)有總樓

層，但沒有屋齡，屋齡可

能要回歸到建築完成日

期。(4)沒有建物類型(例

如：公寓或透天)、沒有成

交日，但有登記日期，本

專案系統所需資料及欄

位，可能要請主辦單位考

慮需要的資料是地政的建

物基礎資料，還是每個月

新增交易的資料？若是地

 

 

 

 

 

 

 

 

 

 

 

 

 

 

 

 

 

 

 

 

 

 

六、 針對地政局的需求調整資

料交換之欄位，建議交換

以下欄位：行政區、門牌、

公告地價、公告現值、平

方公尺、樓別、總樓層、

建號、建物性質及登記

日。本案需要的資料主要

是以能呈現市場行情為

主，包含：可辨別位置的

地址、買賣行情等，若是

歷史資料，則需視當時地

址撰寫方式來判定是否能

匯入本系統資料庫中。關

於每月報送內政部的資

料，本案需要的是第二項-

房地產交易資訊，詳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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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建物基礎資料，因現

有建物登記並非強制登

記，需要原本所有建物資

料彙整至本案中嗎？若是

不動產交易資料，此資料

與業務課交付內政部的資

料類似。地政局每個月報

送內政部的新增資料主要

有兩部分。一是地政業務

資料的異動，例如：建物

登記、分割、滅失或門牌

整編等無關交易資訊，二

是房地產交易資訊，需界

定本案中需要哪些資料，

請承辦單位確認資料內容

後，再由本局協助提供。 

欄位定義請參考前述第四

項。 

二、王課長 垣坤： 

一、 將來各項系統與地政資

料來往來是必非常頻繁，

目前作業系統更新一次大

概需要兩三個月的時間，

常被詬病資料更新速度太

慢。現在國內一些比較知

名的縣市在操作時，針對

地政資料的更新最短可以

在 15 分鐘內結束，所以縣

內還是有很多改變的空

間，其實縣政府也嘗試與

地政局直接界接，但裡面

有一些資料面與安全面的

問題。去年委託樁位做的

專案管理系統，其中有一

台伺服器主要的目的就是

要和地政局做界接，但這

中間還需要我們、研考室

與地政局之間的溝通協

調，目前案子是預定在今

一、 關於資料界接更新方式，

可參考現有其他縣市系統

的做法，在本專案報告書

中可提出具體建議。本專

案因結案時間為今年五月

底，無法與本案時程配

合，故資料界接方式仍以

檔案交換方式為主，短期

資 料 界 接 方 式 為 檔 案

(如：TXT)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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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五月份結案。不過礙於

執行初期，較手忙腳亂，

有時候思慮較不周密。我

們將來在內部系統部分會

朝向提供更全方位的運

用，只是初步急需克服的

問題就是與地政資料界接

的問題，將來還會匯入各

資料庫的東西。專案管理

系統剛開過工作會議，看

內部的伺服器資料如何運

用界接，目前還是以地政

資料為主，漸漸地會將各

資料庫的資料匯入，將來

那台伺服器將會專門接收

不同單位來的資料，在藉

由那套系統開發，像是稅

捐、公務管理、地政、戶

政都有自己的系統轉檔模

式，再就這幾個方面可能

需要不同的設計程式來做

轉檔，最後匯到地理資訊

系統、不動產資訊系統、

電子導航系統，都能夠統

一化，也會積極地與地政

局努力將這部分完成。 

三、張委員 忠吉： 

一、 不動產系統是站在應用

的角度，未來縣府將會考

慮規劃整個 GIS 資料倉儲

服務平臺，除了技術面沒

有問題外，主要的是制度

面的溝通協調，協同作業

本身就是困難的動作，看

看縣府各單位要如何作業

支撐。其他政府也有不同

模式，像高雄市由地政單

一、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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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主導、台北市早期是由

資訊單位主導、嘉義市由

公路單位主導，我個人是

較希望資訊單位主導，希

望可以站在幕僚的腳色，

協助各相關作業，資訊單

位提供一個服務平台，可

以將個資料格式、服務、

更新頻率上架，各縣市有

很多可以參考的部分，可

以在這部分作業提上一筆

略為說明。 

二、 牽涉到建管課與地政局

兩個單位，地政局要根據

內政部公告手冊裡的意

見。目前要確認各單位可

以提供的資料，而這些內

容有沒有牽涉到不宜公開

或不方便提供的項目，提

供進來的時候是在資料庫

裡面，在系統功能需要查

詢的時候所呈現的內容是

不是這些都可以提供。兩

者資料的對應方式，是不

是指說資料庫與將來呈現

的資料庫的完全一致。兩

個單位資料的比對方式，

針對門牌地址的部分在說

明。 

三、 簡報第 15 頁，提到一個

重要的名稱：本計畫要達

到住宅與地政資料全方位

共享，地政資料這四個字

已經無所不包了，住宅與

地政資料這六個字從何而

來？這塊可能要和地政局

討論，因為地政資料範圍

太廣，想要全方面共享真

 

 

 

 

 

 

 

 

 

 

 

 

二、 將與承辦單位確認後定義

出建管課與地政局所需提

供之欄位，並於期中報告

中提出未來門牌正規化之

想法。 

 

 

 

 

 

 

 

 

 

 

 

 

三、 遵照辦理，並與承辦及地

政局商討適合的名詞，於

未來報告呈現上統一用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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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太難。 

四、 簡報第 21 頁，整個系統

的功能，今年第二期的架

構中，虛線框框的意思？

建議第一年期和第二年期

的功能架構分開畫 

五、 簡報第 23 頁，關於門牌

地址定位的構想，先從內

政部的 TGOS 去尋求定位，

但底層的資料還是金門縣

政府提供的，這樣可以配

合之後整合縣政府資料的

做法。但現在金門縣政府

還沒有資料庫的管理系

統，以後的資料從管理系

統裡提供，所以需要將架

構圖修正，這樣才會完整。

六、 簡報第 24 頁，提供了很

多不動產資料的圖資，可

能有必要要說明圖資的資

料來源、權責單位、建置

時間及更新頻率。 

七、 簡報第 26 頁，架構圖太

簡陋，應該要更明確的提

出來，包括建管課的作業

方式要去討論。 

八、 建築區是指什麼？圖資

定義要明確。 

九、 廠商提到模糊定位方

式，但有需要使用模糊定

位嗎？因為民眾來登記的

時候就已經不一定是登記

真的房地產交易價格，且

本系統的目的也是為了房

地產交易透明化。 

 

 

 

四、 虛線的框框是指系統的功

能細項，並將依修改功能

架構圖。 

 

 

五、 遵照辦理，修改門牌地址

定位之架構圖。 

 

 

 

 

 

 

 

 

 

六、 遵照辦理。 

 

 

 

 

七、 遵照辦理。 

 

 

 

八、 建築區是地形圖的建築物

圖層。 

九、 模糊定位的原意是避免民

眾的資料過於透明，導致

附近鄰居都知道買賣的價

錢，但考量實際民眾登記

的心理反應，並不需要採

用模糊定位，可直接將買

賣的地址點位資訊顯示於

地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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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 

一、 希望我們提供的資料、介

入的範圍是哪些部分，自

行修復與補助修復後的部

分是否需要提供，詳細內

容是哪些，請明確指示。 

 

 

 

 

 

 

二、 除了現階段資料的提供

外，後續更新的資料將如

何更新？資料更新的頻率

為何？是否應提供窗口的

連繫以瞭解更詳細的資

訊？ 

一、 目前已收到補助修復的相

關報告，還需請國家公園

提供自行修復及補助修復

的案件統計表及自行修復

的相關報告。針對補助修

復的部分，建議將特殊且

重要的補助修復建築，顯

示於系統上，並結合街景

（視本案街景建置範圍而

定）、屬性資料及照片瀏覽

之功能。 

二、 會後將與承辦單位討論聯

絡窗口事宜，並瞭解國家

公園資料更新的頻率，以

規劃未來資料更新方式。 

拾、散會：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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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門縣空間資訊應用發展計畫－不動產資訊服務網 

系統建置」 

期中成果審查會議紀錄 
記錄 許彙君 

許志蘭 

壹、時間：民國 100 年 03 月 24 日 (星期四) 下午 2 時 

貳、地點：本府第三會議室 

參、主持人：李召集人 增財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 

張委員 忠吉 

周委員 家慶 

莊委員 瑞洪 

吳委員 宗江 

林委員 德恭 

建設局都計課 王課長 垣坤 

建設局都計課 許志蘭 

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黎武東 姚懷生 紀佳榆 許彙君 

伍、主持人致詞：略 

陸、承辦單位報告：略 

柒、廠商簡報說明：略 

捌、綜合討論：委員意見如下 

委員意見 廠商回覆 

一、張委員 忠吉： 

一、 系統呈現門牌地址的方式

是縣市、鄉鎮、門牌，還是

完整的一串地址？請確認 

二、 TGOS的門牌定位已有兩層

機制，TGOS 在今年已經將

一、 將與承辦單位協商後確

認呈現方式。 

 

 

二、 門牌定位介接 TGOS 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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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的門牌地址資料放在

內政部資訊中心，如果第一

次連線至各縣市政府中

斷，仍有資料庫可以取得門

牌座標資料。且 TOGS 會進

行地址模糊定位，系統亦可

參考其作法。 

三、 國家公園的傳統建物欄位

有：名稱、地址、地籍地號，

是否還有其他資料？未來

傳統建築影像資料是否納

入拍攝？應考量系統需

求，納入下一期考量。 

務，且 TGOS 已有模糊定

位，若 TGOS 兩段服務皆中

斷時，程式將優先採用絕

對定位，若定不到時可用

道路中心點取代。 

 

 

 

三、 已於 3/14 與國家公園訪

談，其可提供的資料欄位

即報告書所示，目前傳統

獎助修復的建築物沒有系

統呈現，只有統計表格，

共 161 個案子，每季提供

新申請的資料。未來第三

期時，擬以 3D 模型呈現傳

統建築。 

二、莊委員 瑞洪： 

一、 720 度街景查詢情境的關

連，將如何呈現查詢結果？

 

二、 金門的門牌有些特殊性，

例如：自然村內北山 10

號，未來系統查詢時是否可

以達到定位？  

三、 攝影因為經費的關係，沒

辦法提供完整的街景，系統

功能是否可以抓到鄰近地

區？ 

四、 系統設計需考量查詢與資

料整合的靈活應用，並顧及

使用者介面操作通順，並於

教育訓練中多做說明。 

五、 鄰避嫌惡設施，雖然不開

發查詢功能，但在 1/1000

的地形圖中是否已經有這

些名稱？這部分需要刻意

一、 民眾使用街景查詢功能

時，以輸入地址的方式查

詢，查詢結果將顯示該點

位附近的街景。 

二、 金門縣 1/1000 門牌資料

庫有建置地名的門牌資

料，故可以定位成功。 

 

三、 街景查詢功能提供往前

與往後的功能，讓民眾查

詢附近的街景。 

 

四、 遵照辦理。 

 

 

 

 

五、 金門縣 1/1000 的地形圖

沒有高壓電塔、殯儀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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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開嗎？ 垃圾場的點位，但有公

墓。系統地圖內容的顯示

將依 1/1000 地形圖而

定，功能面不會出現鄰避

嫌惡設施。 

三、周委員 家慶： 

一、 關於地政資料與建管資料

處理探討的困難，有沒有可

能歸納出來在程式上是如

何整合？在人工上如何整

合？或是碰到整合上的困

難是否可以整理出來在報

告書中說明。 

 

 

二、 房地產交易簡訊欄位顯示

不是很清楚，是否能再清楚

一點？ 

三、 系統功能，關於民眾查詢

買賣房子或是區段徵收的

功能，目前的查詢是不是很

單純查詢，是否可以帶出鄰

近的房屋買賣交易狀況。 

一、 門牌正規化，目前報告書

已針對程式邏輯的處理做

說明，包含：大小寫與中

文英文數字的轉換。未來

單位執行門牌清查時，若

可統一門牌紀錄方式，將

可依據相同的程式邏輯來

處理，減少人工處理的程

序。 

二、 遵照辦理。 

 

 

三、 系統功能的查詢結果可

看到使用者查詢點位的鄰

近資訊。 

四、吳委員 宗江： 

一、 街景是 360 度還是 720

度？報告書上寫的不是很

清楚，名詞上需要再統一。

二、 有關於地政局資料界接方

式為何？是否有轉製數量

的限制？之後保固期滿將

如何處理這部分之工作，應

納入考量。 

三、 拍攝的街景為 10 公尺一

個單位，拍攝長度已符合合

約的要求，但因為本案是以

不動產為需求，會讓民眾以

一、 街景拍攝成果為 720 度，

並統一用字。 

 

二、 地政資料界接方式為 TXT

檔，利用程式界接，故無

轉置數量的限制。 

 

 

三、 民眾使用街景查詢功能

時，以輸入地址的方式查

詢，查詢結果將顯示該點

位附近的街景，並不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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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街景拍攝的點數會讓人

聯想到不動產的熱絡程

度，是否會讓人誤解？ 

四、 報告書 p39、40 中有很多

圖資未來將面臨更新問

題，但新圖資可能無法在本

案保固期內完成，若超過保

固期時，圖資更新要怎麼處

理？ 

五、 教育訓練的內容，大多是

教導所有的人員如何操

作，但都忽略後台維護、圖

資更新及資料界接的訓練

服務。 

到街景拍攝的數量多寡，

僅在報告書呈現拍攝數量

的成果。 

 

四、 保固期間廠商可以協助

處理圖資更新，並於保固

期間依單位需求提供圖資

更新的教育訓練服務。 

 

 

五、 教育訓練內容可依單位

需求配合辦理。 

五、林委員 德恭 

一、 本系統的建置，有關地政

資料的界接，地政單位將會

充分的配合。 

二、 金門門牌的建置，在過去

有些凌亂，我們地政局最近

擬定了一個門牌清理計畫

希望可以整理一下金門的

門牌。 

三、 Google最近街景影像被罰

錢，我們街景會不會有個人

隱私的問題？ 

四、 現在我們可以提供房地產

交易簡訊的電子檔。目前個

資的部分是採用門牌區間

的顯示方式。 

五、 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的查

詢，將來建置是不是已經全

部納入，目前區段徵收已經

完成兩期，是否可以一併納

入建置？ 

六、 街景拍攝完成兩萬多個

點，但是範圍似乎沒有看到

一、 遵照辦理。 

 

二、 悉知。 

 

 

 

 

三、 未來民眾若反應街景造

成困擾時，可將該點位街

景下架，不顯示於系統上。

四、 採用電子檔進行資料的

界接，將有助於系統資料

之整合。 

 

五、 會後將與承辦單位討論

做法。 

 

 

 

六、 本案拍攝規劃主要依住

宅及聚落較密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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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公路、伯玉路等重要道

路，希望將來可以拍攝補

上。 

 

七、 系統建置完成後的教育訓

練，必須將系統實用性納入

未來教育訓練與宣導的規

劃。 

所以主要道路但沒有聚落

的地方可能沒有拍攝。建

議未來第三期時，可針對

重要範圍補強。 

七、 教育訓練內容可依單位

需求配合辦理。 

六、李委員兼召集人 增財 

一、 門牌跟地政與建管資料界

接的問題，地政局要做檢討

計畫將在今年度完成，可否

協助更新？未來地政局、建

管資料、戶政資料，三個單

位需建立統一模式。 

一、 若有新的地政及建管資

料可在保固期中協助更

新。 

 

玖、會議結論 

本案期中成果審查之意見請廠商納入期末階段檢討修正，與

會委員及相關單位如無其他意見，本期中報告審查通過。 

拾、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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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門縣空間資訊應用發展計畫－不動產資訊服務網

系統建置」 

期末成果審查會議紀錄 
記錄 紀佳榆 

許志蘭 

壹、時間：民國 100 年 06 月 03 日 (星期五) 下午 2 時 

貳、地點：本府第三會議室 

參、主持人：李召集人 增財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 

葉委員 媚媚 

張委員 忠吉 

周委員 家慶 

莊委員 瑞洪 

吳委員 宗江 

建設局都計課 許志蘭 

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黎武東 姚懷生 紀佳榆  

伍、主持人致詞：略 

陸、承辦單位報告：略 

柒、廠商簡報說明：略 

捌、綜合討論：委員意見如下 

委員意見 廠商回覆 

一、張委員 忠吉： 

一、 期末報告書 P31 可以考慮

以「系統功能」統稱本系

統，不要「系統功能」與「網

站」並存。第一章、第二章

講述的一、二期功能，可以

一、 遵照辦理。(請見本報告

書第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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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P38的五放在P31中來整

合。 

二、 報告書應納入第三期的整

體規劃，建立一個金門縣的

私有雲，是一個龐大的工

作，不僅是資料面的問題，

也包含：營運、資訊安全、

頻寬、IDC 等，或許可以結

合產官學的公有雲與私有

雲成為混合雲。也可以找找

目前是否有以縣府的角度

所創立的雲。 

 

三、 縣府角色將來如何考慮？

哪個單位可以負責資料的

更新，未來可以供應到平台

上。在這個案子中可以做到

多少、如何整合？ 

四、 系統能提供多少 Browser

使用？如：IE、Firefox、

Safari(IPad)。 

 

 

五、 P91 績效效益，是否能從公

部門、民眾與業界的業務項

目著手，未來在建設的時候

哪些是可以應用的？ 

六、 國家公園的資料除了傳統

建築外，未來是否能呈現國

家公園的範圍、基本資料，

讓民眾可以瞭解金門的全

貌，也許不是在這個案子

中。 

 

 

二、 縣府如要建置自己的私

有雲需要很多資源，後期

建議以現有資源與混合雲

來呈現，可以採用中華電

信現有架構，不需要自備

軟硬體、控管資安，建議

朝建立服務著手。但此架

構較大，後續需要比較冗

長的討論。另有關報告書

內容部分將遵照辦理。(請

見本報告書第錯誤! 尚未

定義書籤。頁) 

三、 後續將與承辦單位討論。

 

 

 

 

四、 關於瀏覽器相容性，IE

與 Firefox 經測試皆正

常，另外 Safari 將再做測

試，基本上不會有太大的

問題。 

五、 遵照辦理。(請見本報告

書第 97 頁) 

 

 

六、 後續將與承辦單位討論。

 

二、吳委員 宗江： 

一、 關於平台上資料的完整性

與正確性，需要使用平台後

才能確認，是否能開放試用

一、 系統的測試網址會再寄

給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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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二、 720 度街景拍攝車子進不

去的地方是如何拍攝處

理？或是未來才要加強？ 

 

 

三、 POI 屬性資料，內容參差不

齊，有的有照片，有的沒

有，基本內容是哪些？ 

 

 

 

 

四、 P52 正射影像的錯字，請修

正。 

五、 P90 未來有經費的補拍順

序的建議，為什麼是金城

鎮、金寧鄉、金湖鎮、金沙

鎮、烈嶼鄉？ 

 

六、 3D 建模對我們決策參考有

助益，如果只是模型與貼照

片，那只是視覺上的效果。

而芬蘭的建模很精細，可搭

配建管與地籍圖使用。故應

明確定義我們要做到什麼

程度。 

七、 Google Earth 第二代 720

度街景拍攝，加上了雷射掃

瞄儀，為什麼他們要加雷射

掃瞄儀？ 

 

 

 

 

 

八、 在網頁平台上，圖資、照

片是否有版權問題？ 

 

二、 本期是針對車子可通行

的聚落進行拍攝，至於車

子進不去的道路，我們有

人力步行的相關設備，未

來也可考慮進行拍攝。  

三、 當初POI之建置是採用交

旅局的資料，POI 資料包

含：名稱、電話與地址，

大約有 100-200 筆資料有

拍攝照片，但因本系統不

是觀光類，所以只放基本

資料，沒有照片。 

四、 遵照辦理。(請見本報告

書第 101 頁) 

五、 因本期拍攝街景之順序

為此，若承辦單位有額外

的想法或需求，將遵照辦

理。(請見本報告書第 96

頁) 

六、 關於 3D 建模的精細程度

與數量，需依經費來設

計，未來建議可先建置類

似 Google Earth 上的 3D

模型，建置外觀與貼皮，

先不求與地籍圖套疊。(請

見本報告書第 101 頁) 

七、 使用雷射儀，能記錄 3D

點雲，具有高度，當雷射

點掃得夠密時，可以自動

建模，不用人工獨棟獨棟

建立，也是另一種建模的

方式。但此建置方式耗費

之人力物力龐大，可能要

考量第三期是否能做到這

樣的程度。 

八、 圖資與照片版權皆屬於

金門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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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委員 家慶： 

一、 廠商只在建議中提到 GIS

雲端服務平台，有些突兀，

應該在報告書的前面加上

鋪陳，例如：觀察到的問

題、雲端概念與技術、應用

面向、SWOT 分析…等。且

GIS雲端服務平台的建立牽

涉範圍很廣，包含：軟硬

體、網路，是否應該先建立

規劃案，設定目標與解決方

式、分期藍圖，再開始執

行？ 

二、 關於後台功能的資料匯

入，程式或人工是否有調整

的項目？或是遇到的問題

與處理方式？可於教育訓

練課程中，帶領相關人員操

作一次，才能有具體的效

益。 

一、 有關報告書的內容增修

將遵照辦理，至於是否成

立規劃案則以貴單位之意

見為主。(請見本報告書第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頁)

 

 

 

 

 

 

 

二、 已與地政局協商提供固

定的欄位資料，處理的部

分是由程式執行，人員不

需額外調整。且 Txt 與

Excel 檔的轉換是沒有問

題的。 

四、葉委員兼副召集人 媚媚： 

一、 後續維護保固，承辦人與

民眾需要瞭解的部分不一

樣，該如何處理？ 

 

二、 系統查詢是否有的共通操

作方式？讓使用者不必按

照操作手冊操作？ 

 

 

 

 

三、 附錄二街景拍攝作業表，

路段名稱出現無名路，無法

判斷所在位置，也無法交互

參照。 

一、 教育訓練可區分為一般

民眾與管理單位，前者介

紹系統功能操作，後者可

提供技術移轉的課程。 

二、 系統操作手冊可讓使用

者更快瞭解系統，當系統

功能有類似的概念時，設

計邏輯是相同的。例如：

不動產查詢與街景查詢的

地圖頁面操作方式是雷同

的。 

三、 拍攝路段具有座標值，雖

然是沒有路名的無名道

路，但只要點開資料即可

知道位置與附近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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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惟在報告書上只能用

表格的方式呈現。 

五、李委員兼召集人 增財 

一、 教育訓練後，於保固期間

中需有期中期末兩次輔助

訓練之服務。 

二、 金門縣縣長對於地理資訊

系統之建置成果與加值應

用方式很模糊，勤崴可以做

一個空間資訊的簡報，包

含：介紹金門縣地理資訊系

統、檢討府內電子地圖相關

系統現狀、說明加值應用方

向、限制因素、後續管理與

建議（如：混合雲、委由金

大處理資料…）、後續配套

措施（單位分工方式、資料

永續維護更新機制）、以

Google Earth 示範第三期

建置項目。需於一個月內完

成簡報，並請委員與承辦單

位確認。 

三、 報告書中之結論與建議描

述需更詳細，並於一個月後

交付期末報告修正版。 

四、 金門縣正射影像即將重

拍，但在本系統中如何更

新？ 

一、 遵照辦理。 

 

二、 遵照辦理。 

 

 

 

 

 

 

 

 

 

 

 

 

 

 

 

三、 遵照辦理。 

 

 

四、 可於保固期中更新正射

影像。 

玖、會議結論 

一、 會中委員所提意見與廠商回應說明，應納入報告書內容，

避免因內容清而產生疑問，應盡量釐清說明。 

二、 期末報告之修正及地理資訊系統之建置成果與加值應用

之簡報，請廠商於 7 月 11 日前將成果提送至本府，由本專

案之工作小組擇期辦理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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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本專案完成之街景影像，應能與本府之電子導覽地圖

之服務系統結合，擴充本專案之工作項目，提升加值應用之

效益，會後請廠商與承辦單位討論相關細節。 

拾、散會：中午 12 時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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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門縣空間資訊應用發展計畫－不動產資訊服務網

系統建置」 

第二次工作會議紀錄 
記錄 許彙君 

許志蘭 

壹、時間：民國 100 年 08 月 12 日 (星期五) 上午 10 時 

貳、地點：本府第三會議室 

參、主持人：張委員 忠吉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 

張委員 忠吉 

周委員 家慶 

莊委員 瑞洪 

建設局都計課 王課長 垣坤 許志蘭 

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黎武東 紀佳榆 許彙君 

伍、主持人致詞：略 

陸、承辦單位報告：略 

柒、廠商簡報說明：略 

捌、綜合討論：委員意見如下 

委員意見 廠商回覆 

一、張委員 忠吉： 

一、 期末報告書 P1 右上方頁

首註明是期中報告屬誤

繕，應修正為期末報告。 

二、 期末報告書 P15「金門未

來發展建議」，應將該章

節移至報告書的建議部

一、 遵照辦理。 

 

 

二、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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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三、 應確認未來的專案時程，

包含教育訓練與成果發表

會。 

四、 系統測試可以找公司同事

或縣府提供名單協助測

試，並規劃測試的回應

表，請測試人員回覆，若

沒意見也應請填寫沒意

見，以確認網站之便利性。

 

三、 本會議討論結果：教育訓

練及成果發表會，預計在 9

月底舉辦。 

四、 在系統設計的過程中有

參考大型的租售網，但設

計上可能會陷入自己的迷

思中，系統已在公司內部

架設完成，並提供給委員

測試，本公司亦可將系統

給朋友或非系統設計者進

行測試。 

二、莊委員 瑞洪： 

一、 所有的系統軟體應該有測

試操作，如僅有公司內部

測試恐較無法瞭解問題所

在，是否找其他第三人來

進行測試？請納入考量。 

二、 簡報 P18 有提到更新機

制，是指更新哪一個部

分？提請說明。 

 

 

三、 建議可請仲介或土地代書

提供租售資料，提供他們

免費的平臺做廣告。 

一、 有關系統測試部分，公司

內部已執行壓力測試、單

元測試與整合測試，本公

司可配合貴單位需求，尋

找更多的人員測試系統。 

二、 住宅及不動產的管理者

教育訓練的資料更新機

制，是指有關住宅及不動

產資料的更新，例如：建

管與地政資料。 

三、 配合單位需求，負責將單

位指定之仲介或土地代書

提供之租售資料建置於系

統中。 

三、周委員 家慶： 

一、 經測試系統網址，在自家

測試時網路速度尚稱流

暢，但是系統需再多考量

使用者的操作上流暢度與

使用者習慣。例如：查詢

買房子時價格區間如果選

擇大到小，系統會查不到

資料，提請檢視確認。 

一、 將針對系統的謬誤進行

檢查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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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SWOT 應該是現狀與導入

之後的問題分析。不是針

對一個產品做 SWOT。用詞

上不宜以「使用」來描述，

建議以「導入」或其他適

當用語來說明。 

二、 遵照辦理。 

四、王課長 垣坤 

一、 今天主要的項目是之前期

末審查的修正，針對這次

的部分已經在四月三十日

交稿，時間上要麻煩廠商

儘快執行後續完成教育訓

練，盡快確認九月份縣長

的時間辦理成果發表會，

準備邀請名單、演講稿、

宣導品與活動流程，以利

案子順利推動。 

二、 在成果發表會後就要將系

統上線，系統的穩定度需

要先試用，如果有感受不

便的部分需要再微調。 

三、 針對委員的部分提出的意

見，需趕快進行修正，且

後面還有不動產第三期的

建置，希望加快腳步完成

本案的所有工作項目。 

一、 遵照辦理。 

 

 

 

 

 

 

 

 

 

二、 遵照辦理。 

 

 

 

三、 遵照辦理。 

玖、會議結論 

一、 本專案之期末成果報告修正複審原則通過，委員提出意見

請廠商納入結案成果報告研處。 

二、 另本縣地理資訊發展之簡報因範疇牽涉廣泛，為讓廠商有

較具體之執行方向，建議簡報內容可由電子化政府推動方向

開頭，再介紹建設局的推動成果、縣府空間資訊之短中長期

規劃，其中短期即為不動產第三期規劃項目，中長期則為未

來發展面向與經費預估，以及府內單位需要協調配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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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加值應用範例…等。 

拾、散會：中午 12 時 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