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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自 101 年開始

執行共計 4 期。期間陸續完成礦業資料標準推動、國土礦業倉儲

帄台擴充、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服務的建置等，有助於礦務局推行

簡政便民、依法行政、技術引領等施政理念的實現。本期為本計

畫的最後一年，茲就各年度計畫執行成果摘要說明如下。 

     101 年（1/4）完成礦業資料標準提案計畫書送審，並經國土

資料標準審議小組提案討論通過。在國土礦業倉儲帄台功能擴充

方面，提供一般民眾礦業資源資料、礦業救援單位、礦業知識庫、

提供巨量航照影像資料在網頁上流暢的展示、新增礦業資料統計

分析功能，提供國內土石生產及分布概況、煤炭進口概況及各礦

種生產及銷售概況等等查詢服務。提供局內各組業務資料套疊、

建立數值資料及產生資料報表，建置 SOA 及 WMS 服務及加盟

TGOS，讓不同機關的圖資或服務得以共享。在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服務方面，設計完成登記簿、領退料單提供業者線上填寫，並

由系統自動彙整業者所填之爆炸物登記簿資料產生上中下旬報及

月報。完成爆炸物配購證或配購(運輸)證、運輸證等申請作業電

子化，配購申請依據配購核算公式，提供核配數量符合規定及不

符規定計算結論。 

    102 年（2/4）完成礦業資料標準送審，並經國土資料標準審

議小組審議討論通過，於 102 年 12 月 16 日成為第 23 項國土資料

標準。在擴充國土礦業倉儲帄台部份，以落實礦業資料標準制度

為規劃目標，提供礦區 Web 線上編輯功能，並將礦區資料儲存於

空間資料庫中，使用 Web Service 查詢國土測繪中心所提供的地籍

資料，並匯出符合資料標準之礦區 GML。在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服

務部份，提供登記簿、旬月報、運輸證等上線服務及功能增修，

設計完成工商憑證、線上申請爆炸物管理員證、爆炸物專業人員

證、申報專業人員名冊、Android 版本的火藥庫巡查系統等，使爆

炸物管理工作更便利。 

    103 年（3/4）在礦業資料標準落實方面，完成建置開放式網

路圖徵 WFS、 WMS 服務，結合火藥庫申請作業流程，提供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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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火藥庫資料標準項目，並將火藥庫資料儲存於空間資料庫

中，將礦業資料標準制度和作業流程結合，讓標準制度得以推動

和落實。在擴充國土礦業倉儲帄台方面，提供礦業統計資料上傳、

礦場訪談記錄 Android 導入應用等。在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服務功

能擴充方面，本期設計完成爆管員、爆破員訓練、調訓、請證等

線上申請及人員行政處分、爆管員請假、爆破員名冊等線上申報，

強化從事相關作業人員的訓練與考核管理。此外將配購證、運輸

證、登記簿結合提供相關爆炸物運輸品項串連整合便於後續爆炸

物流向的追踪與管理，並提供相關業者之爆炸物旬月報資料給轄

區警分局線上查閱，將建置的成果分享給政府相關單位。 

     104 年（4/4）主要工作項目為持續推動落實礦業資料標準，

提供礦業用地、礦業保留區、土石採取區、土石採取專區、砂石

碎解洗選場等礦業資料標準項目編輯與匯出 GML 之功能。在礦

業資料倉儲帄台功能擴充方面，本期完成礦業資料倉儲帄台之地

圖磚(Map Tile)服務，地圖磚服務有讀取速度快、地圖呈現更美觀

等優點，結合礦業資料的空間屬性提供使用者在網格式礦業資料

倉儲帄台地圖中，可以進行地圖空間查詢，免除使用者安裝 JAVA

等元件的不便，更有易於礦業資料倉儲帄台的推廣與應用。在事

業用爆炸物 e 網服務功能擴充方面，完成教育訓練功能精進、火

藥庫併案申請審核功能擴充、運輸證/配購運輸證項目增修、登記

簿、領退料及旬月報項目擴充、事業用爆炸物賸餘不再使用或廢

棄等項目增修、非事業用爆炸物之進出口申請與月報管理、事業

爆炸物 e 網統計功能等。完成管理電子化、法規透明化、作業標

準化等各階段任務，提供進出口資料與關貿網路共建便民的網路

申辦環境、跨機關提供火藥庫旬月報、爆破員名冊、巡檢資料等

資訊給轄區警政單位、消防單位線上查閱共享系統建置成果，達

成資料流通共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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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land mines data warehouse has established since 2011, the main items are 

mines data standard designing and publishing, expand the mines data warehous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 the industrial explosive e-service…, etc. The achievement 

assists Bureau of Mines to provides the convenient services and realize the 

informatization and non-paper operations. All achievements in these 4 years are 

descripted as below. 

 

In 2011, the draft of mines data standard was examined and approved by all the 

members of the evaluation committee in the same year. The expanded functions of the 

mines data warehouse application provides people to browse and query mines data 

online, many types of statistics functions were added for managing the mines business. 

Warehouse application also joined TGOS and publishes many WMS services so the 

data can be shared conveniently. 

 

In 2012, a formal mines data standard were completed and approved by the evaluation 

committee, it has been the 23th national land data standard since Dec. 16, 2012. Due 

to the standard had been announced, map web editing function were released for 

supporting the mines data standard, it makes sure the updated data meets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 standard. GML exporting function were included in the 

application as well, it assists mines data exchanging online. An android based app for 

powder rooms survey and manage was released in this year. 

 

In 2013, mines data WFS services started to serve for the 3
rd

 party applications, both 

of raster and vector map services were included in mines data warehouse. According 

to the mines data standard, the powder room applying and operation flow went online. 

In this year, the industrial explosive e-service were expanded the online functions of 

training, transferring, registering, apply day-off for explosive administrator and 

explosive executor. Moreover, all management and register functions of explosive 

transportation were linked and integrated, it assists to manage and track the explosive 

transport flow. 

 

In 2014, the earlier completed functions and items are still under maintaining and 

expanding, the main item for this year is to upgrade the GIS, a map tile based map 

service started serving, tiled map provides faster and more friendly display interface, 

it supports most of the browsers and no extra plugin required. For explosive e-service, 

the management of the non- industrial explosive was included in the explo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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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rvice, the import and export applying were integrated with the trade-van 

information, a cross departments service was established for exchanging the 

information with the police and fire departments. 

 

In conclusion, to complete the electronic management, transparency of the law and 

regulation, standardized operation are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the past 4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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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專案概述 

一、專案名稱 

    本專案為經濟部礦務局104年度委辦計畫「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

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4/4）」。 

二、專案緣起 

    礦務局為執掌全國礦業及土石資源等國家資源之開採、調查及管理

等相關業務主管機關，並且包括各種基本礦產相關研究等工作。時值資

訊科技快速變化及政府角色職能調整，透過導入民間地理資訊系統專業

技術，以提升政府資訊服務效率，內政部為加速辦理國土資訊系統的基

礎工作，乃依據「國土資訊系統實施方案」，於民國八十六年三月提出

「國土資訊系統基礎環境建置計畫」，並經行政院核定，推動計畫中的

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建置及自然環境資料庫建置等十二項工作。 

本計畫為接續101年到103年「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

廣計畫」建置成果。本公司將持續依照計畫目標研析礦務局政策面、組

織面及業務面等發展方向，同時考量現有系統面及資料面等各項課題後

進行綜整規劃，完成「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提

供落實資料標準工具及帄台建置工作。在落實資料標準方面，本年度預

期提供各項礦業資料標準工具以利未來原始資料之建置；在礦業資料倉

儲整合帄台方面，更新地圖展示帄台提供地圖磚，並更新各項查詢功

能，使一般民眾無需安裝任何元件即可操作本倉儲帄台所提供的各項地

圖服務，並提供專職的駐點專業人力，協助更新維護資料。在礦業資料

流通共享方面，對外與國土資訊系統體系進行分享及流通；對內業務方

面，協助作業電子化，結合業務層面以加速資料建置。預期成果將可健

全相關資料流通、促進資料加值運用，同時帶動資料流通共享，奠定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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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經營之根基與品質與資訊共享的目標，共同提高行政效率，實現電子

化政府的應用環境。建置及推廣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作業體系架構圖

如圖1-1所示。 

 

 

 

 

 

 

 

 

 

 

 

 

圖1-1 建置及推廣礦業資料倉儲帄台作業體系架構圖 

三、專案範圍 

本年度相關工作重點如下： 

(一)落實礦業資料標準制度，提供資料標準項目編輯與匯出GML之

功能。 

1.提供礦業用地資料標準項目編輯及匯出GML。 

2.提供礦業保留區資料標準項目編輯及匯出GML。 

3.提供土石採取區資料標準項目編輯及匯出GML。 

4.提供土石採取專區資料標準項目編輯及匯出GML。 

5.提供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標準項目編輯及匯出GML。 

(二)擴充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將提供一般民眾之地圖服務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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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資訊轉換為影像格式，切割為具有空間定位資訊之地圖圖磚

(Map Tile)，藉以提升現存礦區、礦業用地、土石採取場資料、

土石監測區等業務成果展示之成效。 

1.提供基本地圖圖磚。 

2.提供礦業資源定位查詢功能。 

3.提供礦業救援定位查詢功能。 

4.提供WMS資料套疊查詢功能。 

(三)持續擴充事業爆炸物e網服務功能 

1.爆炸物管理員及爆破專業人員教育訓練功能精進： 

(1)流程調整(候補與取消報名遞補流程調整) 

(2)教育訓練報名業者「附件自檢」功能(勾選附件是否為一年

內教學醫院/最新戶口名簿)與管理端「檢核表」。 

(3)訓練報名與證件審核等審核功能，管理端以選單點選方式

加註文字。 

2.火藥庫併案申請審核功能擴充。 

3.縣(市)警察局與警分局與縣(市)消防局與分隊權限設置 

(1)縣(市)警察局與警分局「抽查報告表」分轄區權限設置。 

(2)縣(市)消防局與分隊「抽查報告表」分轄區權限設置。 

(3)縣(市)警察局與警分局「名冊」分轄區權限設置。 

(4)縣(市)消防局與分隊「旬月報」分轄區權限設置。 

4.運輸證/配購運輸證項目增修 

(1)爆炸物進出口同意書橫向機關資料連結。 

(2)配購審核表自動判斷「一般」、「特殊」。 

5.登記簿、領退料及旬月報項目擴充 

(1)新增硝酸銨類登記簿。 

(2)新增硝酸銨類旬(月)報。 

(3)領料單「炸藥下拉選單」不列數量為0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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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退料單作業，業者填使用數量及使用重量，改為退料數量

及退料重量。 

6. 事業用爆炸物賸餘不再使用或爆炸物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

申請書填報及審核作業 

(1)業者(申請方)填寫事業用爆炸物賸餘或不再使用(收回或承

購) 申請書。 

(2)業者(承接方)同意事業用爆炸物賸餘或不再使用(收回或承

購) 申請書。 

(3)局端三階審核事業用爆炸物賸餘或不再使用(收回或承購) 

申請書。 

(4)業者填寫事業用爆炸物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申請書。 

(5)局端三階審核事業用爆炸物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申請書。 

7.非事業用爆炸物之進出口申請與月報管理 

(1)非事業用爆炸物之進出口申請。 

(2)局端三階審核非事業爆炸物之登錄與申報。 

(3)非事業用業者申報月報。 

(4)局端檢視非事業用業者月報。 

8.事業爆炸物e網統計功能 

(1)各縣市火藥庫統計。 

(2)火藥庫檢查資料統計。 

(3)爆炸物核配及使用情形統計。 

(4)爆管員、爆破員訓練及處分資料統計。 

(四)辦理相關訓練及成果展示 

1.辦理104年國土礦業資訊系統教育訓練。 

2.辦理104年國土礦業資訊系統成果發表會。 

(五)提供專業專職人力協助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系統營運 

專案執行期內,提供一位專業與專職之駐點人力協助國土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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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倉儲整合帄台系統營運及與NGIS整合等協助相關事宜。 

(六)建升礦業整合帄台軟硬體環境 

1.建置礦業資料及系統負載帄衡器,建立負載帄衡機制。 

2.購置獨立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系統WEBGIS系統軟體。 

四、專有名詞及縮寫 

    本節之專有名詞或縮寫參考 ISO 19100 系列相關標準、國土資

訊系統專有名詞、礦業法、土石採取法、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等

相關法規。 

表 1-1 專有名詞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定義 參考來源 

mineral concession 礦區 
依礦業法取得礦業權登記

之區域。 

礦業法 

(第4條) 

mineral reservation 

areas 

礦業保留

區 

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得

指定礦種及區域作為礦業

保留區，禁止人民探採。 

礦業法 

(第29條) 

mining land 礦業用地 

礦業權使用土地，應檢具開

採及施工計畫，附同圖說，

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就其

必頇使用之面積予以核定， 

並通知土地所有人及關係

人。 

礦業法 

(第43條) 

sand and gravel 

excavation area 

土石採取

區 

指經主管機關許可採取土

石之區域。 

土石採取法 

(第4條) 

sand and gravel 

excavation designated 

area 

土石採取

專區 

主管機關應公共工程進行

及經濟發展需要，得選定地

點會同水利、漁業、水土保

持、交通、環境保護、土地

使用與管理及其他相關機

關實地勘查同意後，劃設土

石採取專區。 

土石採取法 

(第7條之1) 

crushing-washing and 

beneficiation  field 

砂石碎解 

洗選場 

指碎解、洗、選作業之場

所。 

礦業資料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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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定義 參考來源 

explosive magazine 火藥庫 

儲存事業用爆炸物之庫

房，由中央主管機關負責管

理火藥庫設置、發證及查核

事項。 

事業用爆炸

物管理條例 

(第5條) 

industrial use explosive 

materials 

事業用爆

炸物 

本條例所稱事業用爆炸物

（以下簡稱爆炸物），指供

採礦、探勘、採取土石、土

木、建築及爆炸加工使用之

下列物品： 

一、供爆破用途之炸藥成

品，包括現場拌合爆劑。 

二、供起爆、引燃、發射及

其他特定用途之火工製

品，包括各式雷管、導火

索、導爆索、底火帽、點火

頭、延期信管及發射藥等。 

三、製造前二款爆炸物用之

火藥類與炸藥類原料。 

事業用爆炸

物管理條例 

(第2條) 

Map Tile 地圖磚 

一個以矩形圖形方式表示

之地理資料，由一群涵蓋連

續空間、且具有類似資訊內

容及圖形樣式之元素（像

元）所構成。每個元素可經

由行及列編號而唯一識別 

網際網路地

圖圖磚服務

共同作業準

則 

表 1-2 縮寫 

英文縮寫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GML Geography Markup Language 地理標記語言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國際標準組織 

OGC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開放式地理空間組織 

UML Unified Modelling Language 統一塑模語言 

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可擴充式標記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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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案時程 

    本專案之專案執行時間為 104 年 2 月 16 日起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 

表 1-3 工作時程計畫表 

工作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5 30 15 30 15 31 15 30 15 31 15 31 15 30 15 31 15 30 15 31 15 31 15 31 

1 撰寫工作計劃書                         

2 啓動會議                         

3 系統訪談設計                         

4 104 年系統擴充

雛型開發設計 

                        

5 期中報告                         

6 104 年系統擴充

系統細部開發 

                        

7 軟硬體購買及交

付 

                        

8 系統整合及測詴                         

9 撰寫專案文件                         

10 教育訓練及成果

發表會 

                        

11 期末報告                         

12 工作驗收                         

 專案查核點 

於 2 月 16 日完成並交付。 

於 8 月 3 日繳交期中報告書 

期末報告 11 月 20 日前繳交期末報告 

工作驗收 12 月 10 日前提出申請 

 

表 1-4 細部工作時程計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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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次  工作項目 開始時間 完成時間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15 15 28 15 31 15 30 15 31 15 30 15 31 15 31 15 30 15 31 15 30 15 31 

一、 撰寫工作計畫書及交付 104/2/1 104/2/16                                            

二、 啓動會議(擇一日舉行) 104/2/26 104/2/26                                            

三、 專職人力駐點服務 104/1/1 104/12/31                                            

 
1.駐點服務 104/1/1 104/12/31                                            

四、 104 年系統功能擴充雛型設計階段 104/2/2 104/7/10                                             

 
1.系統訪談 104/2/2 104/3/15                                             

 
2.系統設計 104/2/20 104/3/20                                             

 

3.提供資料標準項目編輯與匯出 GML 之

功能雛型完成 
104/5/20 104/6/15 

   
                                        

 

4. 擴充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提供具有

空間定位資訊之地圖圖磚(Map Tile)雛型

完成 

104/5/20 104/7/10 

   

                                        

 

5. 持續擴充事業爆炸物 e 網服務功能雛

型完成 
104/2/1 104/7/10 

   
                                        

五、 期中報告 104/7/15 104/8/10                                              

 
1.撰寫期中報告書及交付 104/7/15 104/8/3                                              

 
2.期中會議  104/8/13 104/8/13                                             

六、 104 年系統功能擴充細部設計階段 104/8/10 104/9/30                                             

 

1. 提供資料標準項目編輯與匯出GML之

功能細部設計完成 
104/8/10 104/9/20 

   
                                        

 

2. 擴充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提供具有

空間定位資訊之地圖圖磚(Map Tile)細部

設計完成 

104/8/20 104/9/30 

   

                                         

 

3. 持續擴充事業爆炸物 e 網服務功能細

部設計完成 
104/8/10 104/10/15 

   
                                        

七、 建升礦業整合帄台軟體環境 104/6/1 104/7/15                                            

 
1. 安裝負載帄衡器 104/6/1 104/7/15                                            

 
1. 安裝 WebGIS 軟體 104/6/1 104/7/15    

                    
八、 系統整合及測詴 104/10/1 104/10/31                                            

 
1.系統整合 104/10/1 104/10/15                                             

 
2.系統測詴 104/10/16 104/10/31                                             

九、 教育訓練及成果發表會 104/11/9 104/11/16                                              

 
1.教育訓練 104/11/9 104/11/13                                             

 
2.成果發表會 104/11/16 104/11/16                                              

十、 期末報告 104/11/91 104/11/30                                               

 
1.期末報告書撰寫及交付 104/11/1 104/11/20                                             

 
2.期末報告會議(擇一日舉行) 104/11/20 104/11/30                                             

十一、 工作驗收 104/12/10 104/12/31                                             

 
1.專案交付項目資料彙整 104/12/10 104/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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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次  工作項目 開始時間 完成時間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15 15 28 15 31 15 30 15 31 15 30 15 31 15 31 15 30 15 31 15 30 15 31 

 
  (1)分析設計報告書 104/12/10 104/12/20                                             

 

  (2)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原始程

式碼 
104/12/10 104/12/20 

   
                                         

  
  (3)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安裝程

式 
104/12/10 104/12/20 

   
                                         

    (4)成果報告書 104/12/10 104/12/20                                             

  2.工作驗收申請 104/12/10 104/12/20                                             

  3.全案驗收 104/12/20 10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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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重要查核點規劃如下： 

(一)工作計畫書：於 2 月 16 日完成並交付，說明工作項目之

工作規劃。 

(二)期中報告：8 月 3 日繳交期中報告書，並由 貴局協助召開

期中報告會議。 

(三)期末報告：11 月 20 日前繳交期末報告書，並由 貴局協助

召開期末報告會議。 

(四)工作驗收申請：完成本期工作項目並申請驗收，本項工作

預定 12 月 10 日前提出申請。 

六、交付項目 

依專案各階段完成後交付項目如下： 

表 1-5 專案交付項目表 

交付項目 數量 型態 說明 

期中報告初稿 12 書面 交予 貴局後，由 貴局邀集評選委員

審查，審查後之意見彙整後交予計畫

承辦併入期末報告修正。 

成果發表會 1 場 辦理 1 場成果發表會，相關意見納入

期末報告初稿。 

期末報告初稿 12 書面 交予貴局後，由本局邀集評選委員審

查，審查後之意見由本局彙整後交予

計畫承辦廠商修正。 

成果報告書 20  

 

 

書面 

（彩色） 

 

成果完整報告內容，除以書面方式提

出之外，應以光碟片燒錄交予  貴

局，該檔案以 Microsoft Word 2000

以上之格式繕打，並同時轉成 PDF

格式，燒錄光碟交付。 

分析設計報告書 5 
書面 

內容包括需求分析、系統分析及系統

設計等 3 大部分 

光碟 5 光碟片 包含成果報告書、分析設計報告書、

系統和使用手冊。(檔案以 Microsoft 

Word 2000 以上之格式繕打，並同時

轉成 PDF 格式，燒錄光碟交付。) 

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系統安

裝程式、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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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項目 數量 型態 說明 

原始程式碼。(成果完整程式內容，

以光碟片燒錄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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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整體規劃與歷年成果說明 

一、整體規劃 

本計畫為期四年，本工作團隊依據計畫書分年分期建置來達

成計畫預定的目標。由於本案為四年延續性的專案，依計畫進度

配合礦務局系統及業務的應用發展，持續擴充維護資料倉儲系

統。提供國土資訊、礦政管理、土石管理、礦場保安及事業用爆

炸物管理所需，並提升礦業應用及電子化政府之施政目標。相關

帄台組織定位與應用發展說明如下。 

(一)組織與定位 

國土資訊系統之推動在運作組織方面，由行政院國家發展

委員會「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為最高主管單位，定期召開

推動工作會議以統籌協調各執行單位之工作分工及進度。在空

間數值資料庫建置方面則分別設置「自然環境資料庫」、「生態

資源資料庫」、「環境品質資料庫」、「社會經濟資料庫」、「交通

網路資料庫」、「土地基本資料庫」、「國土規劃資料庫」、「公共

管線資料庫」及「基本地形圖資料庫」等九大資料庫工作分組，

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之礦區、礦業用地、土石採取區、火藥

庫、礦坑、坑道及坑口等屬經濟部「自然環境資料庫」範圍內

之地理圖資，依循內政部資訊中心召集「標準制度及共通帄台

分組」，進行標準制度及資料倉儲之建立。國土資訊系統組織如

圖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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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國土資訊系統組織圖 

(二)礦業資料倉儲帄台應用發展架構 

1.圖形資料架構 

依據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為了統整

局內各組業務資料，依循圖資應用架構，礦務局的圖資可以

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為基本圖資如電子地圖(含縣市鄉鎮行政

區圖、鐵路、道路、河溪等)、舊煤礦坑道、礦區救援通報(含

醫療機構、警察機關、消防機關等)等，第二類為以基本圖為

底圖依各組業務應用需求建置之業務應用圖資如礦區、礦業

用地、土石採取區、砂石碎解洗選場、土石採取區監測資料、

航照監測影像資料及火藥庫等，第三類為各種主題服務的圖

資如礦業資源應用主題圖、礦業用地應用主題圖、土石資源

應用主題圖、土石監測應用主題圖、礦場保安應用主題圖及

事業用爆炸物管理主題圖等，如圖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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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資料庫架構 

(1)基本圖資部份：主要是納入GIS系統最常使用電子地圖及礦

區救援所需基本圖資，應維持一定更新週期，除此之外也

收納其他計畫所產生的圖資如舊煤礦坑道等，這一部份為

不定期的更新。 

(2)業務圖資部份：礦區及礦業用地等資料目前由礦政組提供

倉儲上架，本年度規劃逐漸改由系統直接提供繪製功能，

或者由系統提供圖資上架做為資料更新的方法。土石採取

資料、土石監測資料、砂石碎解洗選場及火藥庫等目前系

統可提供資料建置，並依實際產生資料週期更新。監測航

照影像則由土石組提供，經圖像壓縮處理後上架更新。 

(3)應用主題圖資部份：就是依局內需求規劃各項業務主題如

礦業資源查詢、土石採取資料、土石監測資料、砂石碎解

洗選場及火藥庫等資源管理與查詢。 

2.屬性資料建置 

為使地理資訊圖資能夠充分應用，屬性資料之整合與充

實為不可或缺之要素。因此各組業務職掌之資訊宜加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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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整理成為與地理資料結合之屬性資料，故就各種圖資與

屬性資料之對外連結統一以Web Services API規範，由國土礦

業資料倉儲帄台負責介接相關成果資料對外提供應用主題服

務。無系統服務部分則由本帄台直接提供主題查詢服務，本

帄台與其他應用系統之間架構圖如圖2-3所示。 

 

 

 

 

 

 

 

 

 

 

 

 

圖2-3 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對外服務架構圖 

 

(三)應用系統發展項目 

本計畫為期四年，本工作團隊依各年度工作計畫書的分年

分期執行各項工作項目並達成計畫設定的目標。並依各年度工

作進度配合礦務局業務需求做為系統應用發展的方向，持續擴

充維護資料倉儲系統，提供國土資訊、礦政管理、土石管理、

礦場保安及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所需，並提升礦業應用及電子化

政府之施政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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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專案年度與執行成果總表 

專案年度 執行項目 執行成果 

101年 (一)持續推動礦業資料標準，修

訂礦業資料標準及詮釋資料標

準，提出資料標準規範及作業規

範。 

(二)彙整局內各單位現行資料及

歷史資料，規劃呈現方式及發展

面向。 

 

 

(三)以礦業及土石資源資料庫為

底，持續發展國土礦業資料倉儲

系統帄台 

1.礦業倉儲資料庫擴充設計。 

2.建立國土礦業資料倉儲系統整

合查詢。 

3.完成各類 WMS發布系統服務。 

(1)介接整合經濟部單位內所發

布之 3個(含)以上 WMS服務(如地

調所，水利署)作為決策及評估參

考依據。 

(2)協助與 TGOS系統完成服務性

加值整合，介接 4個(含)以上 WMS

服務及發布 3個以上之 WMS服務

與 TGOS界接。 

4.建置國土礦業資訊決策分析帄

台，結合各類礦業資料進行 5項

分析功能，可協助局內及礦業從

業人員更快速及方便取得國土礦

業相關資訊。 

5.建立並透過事業用爆炸物配購

及運輸之線上申請流程，將資料

納入倉儲系統整合應用，並納管

相關申請表單。 

(四)建立服務導向架構(SOA)，透

過服務提供礦業資料查詢及分析

(一)完成與內政部資訊中心的資

料標準審議制度接軌，並且配合

資料標準審議進度，持續推動各

項資料標準修訂工作。 

(二)更新礦區 325筆、礦業用地

1171筆、土石資源陸域 29 筆、海

域 2 筆、濱海 1 筆。砂石碎解洗

選場已依法辦妥者 309 筆，未取

得者 172 筆。 

(三)1.完成礦業倉儲資料庫擴充

設計增加事業用爆炸物 e網資料

庫。 

2.完成各項新增圖資資料查詢功

能。 

 

3.(1)完成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

園範圍圖、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

所的地質斷層圖與水利署的自來

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等圖資等 WMS

圖資介接。 

(2)發佈礦區、礦業用地、土石採

取場及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給

TGOS系統。 

 

4.完成土石生產分佈、土石生產

統計、土石種類統計、煤炭種類

統計、煤炭進口流向查詢、礦種

生產統計、礦種銷售統計等統計

分析查詢功能。 

5.完成納管甲式(礦區)配購申

請、乙式(工程)配購申請、四類

業者爆炸物登記簿、旬月報、運

輸證申請等線上申請與審核。

(四)完成礦區 SOA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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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年度 執行項目 執行成果 

功能。 

(五)整合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

帄台與局內礦場安全管理系統，

整合查詢介面並與相關業務同步

查詢方便調閱及資料維護。 

(六)辦理相關訓練及成果發表

會。 

 

 

(七)提供專業專職人力協助國土

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系統營

運。 

(八)建升礦業整合帄台軟體環

境。 

 

(五)完成礦場安全管制系統與礦

區 SOA服務接取畫面。 

 

 

(六) 101/10/29完成教育訓練、

101/10/4參加2012年國土測繪成

果發表暨展示會、101/11/19完成

成果發表會。 

(七)由本公司李文心專案駐點服

務。 

 

(八)完成 APMAP軟體採購與安

裝、完成 SQL Server 2012軟體

採購與安裝 

102年 (一)續推動礦業資料標準，透過

專家及學者及單位討論研究，修

訂礦業資料標準及詮釋資料標準

完成礦業資料標準審議及公布程

序，研擬礦業資料標準落實計畫。 

 

(二)彙整局內各單位現行資料及

歷史資料，規劃呈現方式。 

 

 

 

 

 

 

 

 

 

 

 

 

 

(一) 經審議小組第14次會議 102

年 5月 27日及第 15次會議 102

年 10月 22日完成礦業資料標準

審議及公布程序，102年 12月 16

日公布礦業資料標準。完成研擬

礦業資料標準落實計畫。 

(二) 更新數量：辦妥工廠登記或

使用地已取得同意變更編定為礦

業用地之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共 

311筆資料，經查資料無異動者

241筆、新增 12筆、地址變更者

6筆、其餘資料更新者 52筆、刪

除者 11筆。尚未取得工廠登記證

或使用地未辦妥同意變更編定為

礦業用地之砂石碎解洗選場共

270筆資料，經查資料無異動者

269 筆、新增 1 筆、刪除者 2 筆。

盜濫採統計表更新數量 : 計 23

筆 MIS資料(13筆具 X、Y 座標)、

土石監測區之航照及衛照影像資

料 76個圖檔(含 jpg、jgw)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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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年度 執行項目 執行成果 

 

(三)持續擴充國土礦業資料倉儲

系統帄台 

1.礦業倉儲資料庫之擴充設計。 

2.建立國土礦業資料倉儲系統整

合查詢功能。 

(1)提供 Web空間資料線上編輯維

護作業：利用 Web空間資料線上

編輯維護的功能，提供礦區線上

編輯功能，並配合資料標準制度

產出符合礦業資料標準的 GML檔

案提供交換，以利資源共享與使

用。 

(2)導入 Android行動式地理資訊

應用：採用開放式手持裝置系統

Android，將現有的雲端地圖服務

如 Google Map等相關服務應用，

在手持裝置中呈現。外業調查人

員透過手持裝置即可調閱事業用

爆炸物管理情形及火藥庫安全設

施抽查報告表，讓現場抽查工作

更多元便利。 

(3)建立事業用爆炸物作業使用

經濟部工商憑證之 API整合、整

合爆炸物管理人員及爆破專業人

員申請系統。 

(4)決策分析統計功能資料擴充

與功能精進。 

(四)完成各類 WMS發布及介接工

作。協助與 TGOS系統完成服務性

加值整合，介接四個(含)以上 WMS

服務及發布三個以上之 WMS服務

與 TGOS介接。 

 

(五)建立 SOA服務架構 

透過 Web Services API 接取國土

903MB，並提供資料套疊展示。 

(三) 

1.完成礦業區空間資料庫設計。 

2.(1)完成礦區 Web空間資料線上

編輯維護的功能及產出符合礦業

資料標準的 GML檔案。 

(2)完成 Android手持裝置火藥庫

安全設施抽查報告表功能與後台

管理維護功能。 

(3)完成工商憑證之 API申請與事

業用爆炸物 e網整合，完成爆管

員與爆破專業人員線上申請與 3

階審核功能並與原資料庫整合。 

(4)完成全國單一年度土石生產

統計分佈圖、全國單一年度土石

生產統計長條圖、單一縣市多年

度土石生產統計長條圖、單一縣

市多年度土石生產統計趨勢圖、

全國多年度土石生產統計長條

圖、全國多年度土石生產統計趨

勢圖、煤炭進口分佈圖、各國煤

炭進口趨勢圖、礦產品生產統計

長條圖、礦產品生產統計圓餅

圖、礦產品銷售統計趨勢圖、礦

產品銷售統計圓餅圖、各縣市礦

產品生產統計圖、各縣市礦產品

銷售統計圖。 

 

 

(四)完成介接 WMS 圖資為二萬

五千分之一地形圖、五千之一地

形圖、地籍圖、段籍圖等四項。

加盟 TOS 有 101 年現存礦區、選

礦場(包含儲、碎礦場)、道路礦業

用地等三項。 

(五)完成介接國土測繪服務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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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年度 執行項目 執行成果 

測繪服務共享帄台 SOA服務，以

矩形範圍查詢地段地號清單，提

供礦業用地地段地號整合查詢功

能。 

(六)辦理相關訓練及成果展示 

1.辦理 102年國土礦業資訊系統

教育訓練。 

2.辦理 102年國土礦業資訊系統

成果發表會。 

(七)提供專業專職人力協助國土

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系統營

運： 

於專案執行期內，提供一位專業

與專職之駐點人力協助國土礦業

資料倉儲整合帄台系統營運及與

NGIS整合等協助相關事宜。 

(八)建升帄台軟硬體環境 

1.購置獨立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

台系統備援主機含作業系統。 

2.購置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

台系統備援主機資料庫軟體：SQL 

SERVER 最新版一套。 

帄台，以 Web Services提供矩形

範圍查詢地段地號。 

 

 

 

(六)分別於 102/3/18、

102/3/20、102/3/22、102/11/5、

102/11/8、102/11/12、102/11/15

辦理教育訓練完成。於 102/10/29

辦理成果發表會完成。 

(七)由本公司李文心專案駐點服

務。 

 

 

 

 

 

(八)  

1.完成購置交付備援主機乙套。

2.完成購置交付 SQL Server 2012

標準版乙套。 

103年 (一)延續 102年度國土礦業資料

標準規劃，並依據落實礦業計畫

標準制度進行各項功能項目規

劃。 

(二)持續彙整局內各單位現行資

料及歷史資料，規劃呈現方式及

面向。 

 

 

 

 

 

 

 

(一)規劃發布礦區 WFS服務及提

供火藥庫資料標準建置與匯出

GML功能。 

 

(二)砂石碎解洗選場更新數量：

依法辦妥工廠登記或使用地已取

得同意變更編定為礦業用地之砂

石碎解洗選場：103年 315項，102

年 311項，其中有 19項新增，15

項刪除，8項 MIS更新，8項地址

更新。盜濫採確立案件

102/4-103/3月共取得 32筆 MIS

資料，「可定位者」計 26筆 GIS

資料具 X、Y座標。土石監測區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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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年度 執行項目 執行成果 

 

 

(三)持續擴充國土礦業資料倉儲

系統帄台系統： 

1.建置資料標準開放式網路圖徵

服務，提供 WFS向量式服務，支

援開放式地圖工具擴大資料管理

與應用範圍。 

2.建置礦業標準資料格式轉換機

制，提供符合礦業資料標準之編

輯與資料交換應用。 

3.提昇事業用爆炸物 e網服務項

目： 

(1)建置行政處分與爆炸物管理

員請假功能。 

(2)建置爆炸物管理員及爆破專

業人員教育訓練管理功能。 

(3)建置火藥庫設置申請登記功

能。 

(4)提供火藥庫庫號變更，新庫配

購證上月結存量帶入舊庫結存量

之功能。 

(5)增列業者期限提醒功能(寄存

庫到期需通知寄存業者與庫主)。 

(6)火藥庫抽查表風險量化功能。 

(7)建置進出口爆炸物線上申請

管理功能。 

(8)提供運輸證多筆整合比對審

核運輸量與庫存量功能。 

(9)配購證/運輸證品項登記串連

功能。 

(10)配購證/運輸證已審案件註

銷/修改/展期功能。 

(11)事業用爆炸物 e網資料統計

功能。 

(12)提供警分局線上調閱旬月報

域 3筆，陸上 31筆。518個圖檔(含

Tif、tfw),共 21.2GB。 

(三) 

1.提供 WFS發布套件，完成礦區

WFS發布。 

2.完成火藥庫資料標準建置與匯

出 GML功能。 

3.(1)完成人員資料庫提供線上

記錄人員行政處分功能。完成爆

管員線上請假與局端 3階審核功

能。完成人員資料庫建置與請

證、名冊等功能移轉。 

(2)完成爆炸物管理員及爆破專

業人員教育訓練線上報名、人員

調訓與局端 3階審核功能。 

(3)完成火藥庫設置與寄存線申

請與局端 5階審核功能。功能。 

(4)完成火藥庫庫號變更，新庫配

購證上月結存量帶入舊庫結存量

之功能。 

(5)完成期限提醒功能(寄存庫到

期需通知寄存業者與庫主) 

(6)完成火藥庫抽查表風險量化

功能。 

(7)完成進出口爆炸物線上申請

與局端 4階審核功能。 

(8)完成運輸證多筆整合比對審

核運輸量與庫存量功能。 

(9)完成運配購證/運輸證品項登

記串連功能。 

(10)完成配購證/運輸證已審案

件註銷/修改/展期功能。 

(11)完成爆管員處分統計、爆破

員處分統計、在職清單、屆齡統

計、爆管員現職報表、爆破員現

職報表、爆管員屆齡報表、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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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年度 執行項目 執行成果 

功能。 

4.礦業統計分析功能精進 

提供統計分析檔案格式，提供擴

充資料上傳更新統計資料。 

5.礦場訪談 Android應用導入與

編輯/刪除功能 

提供礦場訪談 Android應用導入。 

 

 

 

 

(四)提供橫向機關運輸證

WebService API資料介接 

規劃運輸證 WebService API供其

他橫向機關進行運輸證資料接

取。 

(五)完成各類 WMS發佈系統服務 

協助與 TGOS系統完成服務性加值

整合，介接三個(含)以上 WMS服

務及發布二個以上之 WMS服務與

TGOS界接。 

 

(六)辦理相關訓練及成果展示。 

1.辦理 103年國土礦業資訊系統

教育訓練。 

2.辦理 103年國土礦業資訊系統

成果發表會。 

(七)提供專業專職人力協助國土

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系統營運 

於專案執行期內，提供一位專業

與專職之駐點人力協助國土礦業

資料倉儲整合帄台系統營運及與

NGIS整合等協助相關事宜。 

(八)提升礦業整合帄台軟硬體環

境 

將 102年購置的國土礦業資料倉

專業人員屆齡報。 

(12)完成警分局線上調閱旬月報

功能。 

4.完成各縣市礦產品生產與銷售

統計、礦產品銷售統計、礦產品

生產統計、土石種類統計、土石

生產統計資料表、煤炭種類統

計、煤炭進口資料等資料上傳功

能。 

5.完成礦場訪談 Android應用導

入與編輯/刪除功能。 

(四)完成運輸證WebService API。 

 

 

 

 

(五)完成臺灣地區五萬分之一地

形圖影像資料庫、日治時期十萬

分之一臺灣地形圖原圖影像資料

庫、通用版電子地圖 WMS介接與

發布採(探)礦場、捨石場(廢土石

推積場)。 

(六) 

1.103/9/19、103/10/21、

103/10/22、103/10/24完成教育

訓練。 

2.103/11/17完成成果發表會。 

(七)由本公司李文心專案駐點服

務。 

 

 

 

 

(八)103/1/22完成主機切換與對

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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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年度 執行項目 執行成果 

儲整合帄台系統備援主機切換為

對外服務之主機。 

104年 (一)落實礦業資料標準制度，提

供資料標準項目編輯與匯出 GML

之功能。 

1.提供礦業用地資料標準項目編

輯及匯出 GML。 

2.提供礦業保留區資料標準項目

編輯及匯出 GML。 

3.提供土石採取區資料標準項目

編輯及匯出 GML。 

4.提供土石採取專區資料標準項

目編輯及匯出 GML。 

5.提供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標準

項目編輯及匯出 GML。 

(二)擴充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

台，將提供一般民眾之地圖服務

之空間資訊轉換為影像格式，切

割為具有空間定位資訊之地圖圖

磚(Map Tile)，藉以提升現存礦

區、礦業用地、土石採取場資料、

土石監測區等業務成果展示之成

效。 

1.提供基本地圖圖磚。 

2.提供礦業資源定位查詢功能。 

3.提供礦業救援定位查詢功能。 

4.提供 WMS資料套疊查詢功能。 

(三)持續擴充事業爆炸物 e網服

務功能 

1.爆炸物管理員及爆破專業人員

教育訓練功能精進： 

(1)流程調整(候補與取消報名遞

補流程調整) 

(2)教育訓練報名業者「附件自

檢」功能(勾選附件是否為一年內

教學醫院/最新戶口名簿)與管理

(一) 

1.完成礦業用地資料標準項目線

上編輯及匯出 GML。 

2.完成礦業保留區資料標準項目

線上編輯及匯出 GML。 

3.完成供土石採取區資料標準項

目線上編輯及匯出 GML。 

4.完成土石採取專區資料標準項

目線上編輯及匯出 GML。 

5.完成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標準

項目線上編輯及匯出 GML。 

 

 

(二)1.完成基本地圖圖磚安裝與

發布。 

2.完成礦業資源定位查詢功能。 

3.完成礦業救援定位查詢功能。 

4.完成 WMS資料套疊查詢功能。 

 

 

 

 

 

 

 

(三)1.(1)完成爆炸物管理員及

爆破專業人員教育訓練功能精進

包括候補與取消報名遞補流程調

整。 

(2) 完成教育訓練報名業者「附

件自檢」功能(勾選附件是否為一

年內教學醫院/最新戶口名簿)與

管理端「檢核表」。 

(3)完成局端 3階審核與加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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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年度 執行項目 執行成果 

端「檢核表」。 

(3)訓練報名與證件審核等審核

功能，管理端以選單點選方式加

註文字。 

2.火藥庫併案申請審核功能擴

充。 

3.縣(市)警察局與警分局與縣

(市)消防局與分隊權限設置 

(1)縣(市)警察局與警分局「抽查

報告表」分轄區權限設置。 

(2)縣(市)消防局與分隊「抽查報

告表」分轄區權限設置。 

(3)縣(市)警察局與警分局「名

冊」分轄區權限設置。 

(4)縣(市)消防局與分隊「旬月

報」分轄區權限設置。 

4.運輸證/配購運輸證項目增修 

(1)爆炸物進出口同意書橫向機

關資料連結。 

(2)配購審核表自動判斷「一

般」、「特殊」。 

5.登記簿、領退料及旬月報項目

擴充 

(1)新增硝酸銨類登記簿。 

(2)新增硝酸銨類旬(月)報。 

(3)領料單「炸藥下拉選單」不列

數量為 0者。 

(4)退料單作業，業者填使用數量

及使用重量，改為退料數量及退

料重量。 

6. 事業用爆炸物賸餘不再使用

或爆炸物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申

請書填報及審核作業 

(1)業者(申請方)填寫事業用爆

炸物賸餘或不再使用(收回或承

購) 申請書。 

功能。 

2.火藥庫併案申請審核功能擴

充，完成設置、變更、寄存(含併

案)、展延/調整/變更(含併案)、

註銷(含併案)。 

3.完成縣(市)警察局與警分局與

縣(市)消防局與分隊權限設置 

(1)完成縣(市)警察局與警分局

線上查閱「抽查報告表」。 

(2)完成縣(市)消防局與分隊線

上查閱「抽查報告表」。 

(3)完成縣(市)警察局與警分局

線上查閱「名冊」。 

(4)完成縣(市)消防局與分隊線

上查閱「旬月報」。 

4.運輸證/配購運輸證項目增修 

(1)完成爆炸物進出口同意書與

關港貿系統資料整合。 

(2)完成配購審核表自動判斷「一

般」、「特殊」。 

5.登記簿、領退料及旬月報項目

擴充 

(1)完成新增硝酸銨類登記簿。 

(2)完成新增硝酸銨類旬(月)報。 

(3)完成領料單「炸藥下拉選單」

不列數量為 0者。 

(4)完成退料單作業，業者填使用

數量及使用重量，改為退料數量

及退料重量。 

6.  

(1)完成業者(申請方)填寫事業

用爆炸物賸餘或不再使用(收回

或承購) 申請書。 

(2) 完成業者(承接方)同意事業

用爆炸物賸餘或不再使用(收回

或承購) 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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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年度 執行項目 執行成果 

(2)業者(承接方)同意事業用爆

炸物賸餘或不再使用(收回或承

購) 申請書。 

(3)局端三階審核事業用爆炸物

賸餘或不再使用(收回或承購) 

申請書。 

(4)業者填寫事業用爆炸物變質

或不堪使用廢棄申請書。 

(5)局端三階審核事業用爆炸物

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申請書。 

7.非事業用爆炸物之進出口申請

與月報管理 

(1)非事業用爆炸物之進出口申

請。 

(2)局端三階審核非事業爆炸物

之登錄與申報。 

(3)非事業用業者申報月報。 

(4)局端檢視非事業用業者月報。 

8.事業爆炸物 e網統計功能 

(1)各縣市火藥庫統計。 

(2)火藥庫檢查資料統計。 

(3)爆炸物核配及使用情形統計。 

(4)爆管員、爆破員訓練及處分資

料統計。 

 

 

 

 

 

 

 

 

 

 

 

 

(3) 完成局端三階審核事業用爆

炸物賸餘或不再使用(收回或承

購) 申請書。 

(4) 完成業者填寫事業用爆炸物

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申請書。 

(5) 完成局端三階審核事業用爆

炸物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申請

書。 

7. (1)完成非事業用爆炸物之進

出口申請。 

(2)完成局端三階審核非事業爆

炸物之登錄與申報。 

(3) 完成非事業用業者申報月

報。 

(4)完成局端檢視非事業用業者

月報。 

8.事業爆炸物 e網統計功能 

(1)完成各縣市火藥庫統計包括

【1.違失檢討及改善明細表】、

【2.抽查家數及違失記錄統計

表】、【3.抽查違失數量統計表】、

【4.火藥庫檢查/聯檢統計】、【5. 

業者處分統計】、【6.火藥庫有效

期限六十日內屆滿】、【7.各縣市

火藥庫統計表】、【8. 火藥庫統計

地圖】。 

(2)完成火藥庫檢查資料統計包

括【1.違失檢討及改善明細表】、

【2.抽查家數及違失記錄統計

表】、【3.抽查違失數量統計表】、

【4.火藥庫檢查/聯檢統計】、【5. 

業者處分統計】、【6.火藥庫有效

期限六十日內屆滿】、【7.各縣市

火藥庫統計表】、【8.火藥庫統計

地圖】。 

(3)完成爆炸物核配及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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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年度 執行項目 執行成果 

 

 

 

 

 

 

 

 

 

 

 

 

 

(四)辦理相關訓練及成果展示 

1.辦理 104年國土礦業資訊系統

教育訓練。 

2.辦理 104年國土礦業資訊系統

成果發表會。 

(五)提供專業專職人力協助國土

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系統營運 

專案執行期內,提供一位專業與

專職之駐點人力協助國土礦業資

料倉儲整合帄台系統營運及與

NGIS整合等協助相關事宜。 

(六)建升礦業整合帄台軟硬體環

境 

1.建置礦業資料及系統負載帄衡

器,建立負載帄衡機制。 

2.購置獨立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

台系統 WEBGIS系統軟體。  

統計包括【1.核配量表】、【2.爆

炸物核配及使用情形統計】、【2.1

甲式業者】、【2.2 乙式業者】、

【2.3販賣業者】、【2.4製造販賣

業者】、【3.各縣市爆炸物耗用統

計】。 

(4)完成爆管員、爆破員訓練及處

分資料統計包括【1.核配量表】、

【2.爆炸物核配及使用情形統

計】、【2.1甲式業者】、【2.2 乙式

業者】、【2.3販賣業者】、【2.4 製

造販賣業者】、【3.各縣市爆炸物

耗用統計】。 

(四) 1.104/6/26、104/11/9、

104/11/11、104/11/13辦理教育

訓練。 

2.104/11/16辦理成果發表會與

參與資料標準成果推廣說明會。 

(五)104/1/2~104/11/30 李文心

小姐駐點服務。

104/12/1~104/12/31 改由黃少薇

小姐駐點服務。 

 

 

(六)建升礦業整合帄台軟硬體環

境 

1.及安裝 UAC-1100E 負載帄衡

器。 

2.購置 APMAP 系統軟體。 

表 2-2 四年 SOA 服務 API 

項次 功能項目 API服務內容 使用對象 

1 礦區定位查詢 服務網址: 

http://gis-ap-server.mine.gov.

tw/minegis/WMSmap/mine

系統介接 

http://gis-ap-server.mine.gov.tw/minegis/WMSmap/mineWMS.asp
http://gis-ap-server.mine.gov.tw/minegis/WMSmap/mineWM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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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功能項目 API服務內容 使用對象 

WMS.asp 

系統對系統以 WebService

進行查詢，提供 mineno 欄

位查詢： 

mineno：礦區編號 

2 運輸證查詢服

務 

服務網址: 

http://gis-ap-server.mine.gov.

tw/ssofirst/transport.asmx 

系統對系統以 WebService

進行查詢，提供 transID 欄

位查詢： 

transID：運輸證號 

系統介接 

3 礦區、礦區保留

區、地下坑道查

詢服務 

服務網址: 

http://gis-ap-server.mine.gov.

tw/minequery/querydata.ashx 

系統對系統以 WebService

進行礦區、礦區保留區、地

下坑道資料查詢，提供

tmx、tmx 欄位查詢： 

tmx：x 座標 

tmy：y 座標 

服務網址: 

http://gis-ap-server.mine.gov.

tw/minequery/queryimage.as

hx 

系統對系統以 WebService

進行礦區、礦區保留區、地

下坑道圖資查詢，提供

tmx、tmx 欄位查詢： 

tmx：x 座標 

tmy：y 座標 

系統介接 

4 進出口資料整

合 

服務網址: 

http://gis-ap-server.mine.gov.

tw/minetable/Main_a.asp 

系統對系統以 WebService

進行身分驗證，提供 token

系統介接 

http://gis-ap-server.mine.gov.tw/ssofirst/transport.asmx
http://gis-ap-server.mine.gov.tw/ssofirst/transport.asmx
http://gis-ap-server.mine.gov.tw/minequery/querydata.ashx?tmx=301973&tmy=2762029
http://gis-ap-server.mine.gov.tw/minequery/querydata.ashx?tmx=301973&tmy=2762029
http://gis-ap-server.mine.gov.tw/minequery/queryimage.ashx?tmx=301973&tmy=2762029
http://gis-ap-server.mine.gov.tw/minequery/queryimage.ashx?tmx=301973&tmy=2762029
http://gis-ap-server.mine.gov.tw/minequery/queryimage.ashx?tmx=301973&tmy=2762029
http://gis-ap-server.mine.gov.tw/minetable/Main_a.asp
http://gis-ap-server.mine.gov.tw/minetable/Main_a.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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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功能項目 API服務內容 使用對象 

欄位查詢： 

token：系統驗證編碼 

在礦業資料倉儲帄台應用發展上，依據礦業資料的推動情

形，進行各項系統發展的整備工作與開發各項圖資應用，提供

局內人員管理及維護帄台的運作，提昇圖資展示效能，使民眾

更方便使用本帄台的各項圖資服務。礦業資料倉儲帄台應用發

展歷程如圖2-4所示： 

 

 

 

 

 

 

 

 

 

 

圖2-4 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應用發展歷程 

此外，為了使本計晝能夠服務更多的使用者，本計畫在原

有的架構上增加業務應用服務，並以事業用爆炸物e網服務的便

民作業結合火藥庫的資料標準與礦業帄台倉儲，希望三者的結

合，可以提供本計畫生生不息的運轉能量。「事業用爆炸物e網服

務項目」規劃完全配合業務單位需求，各項申辦資訊化設計時

已融合業務單位系統智慧檢核要求，運用系統以網路提供線上

申辦服務，完成審辦流程智慧化、透明化、減紙減章，故處理

時間大幅縮短，提昇 本計畫的附加價值。迄今各線上申辦單位

皆表示成效良好，各項資料串連自動化的服務提升使用者的滿

意度，使用率達百分之百，使用效益更廣泛。事業用爆炸物e網



104 年度委辦計畫「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4/4）」              成果報告書 

28 

 

服務應用歷程如圖2-5所示： 

 

 

 

 

 

 

 

 

 

 

 

 

 

圖2-5 事業用爆炸物e網服務應用發展歷程 

 (四)礦業資料標準制度推動重點項目 

礦業資料標準於101年持續進行礦業資料蒐集及特性分

析，完成研擬礦業資料標準及提案。102年進行礦業資料標準研

擬及礦業資料標準送交國土資料標準審議小組進行資料審議，

並於102年10月22日複審通過送經建會核定後公布。102年開始

規劃礦區資料標準項目線上編輯及匯GML功能，做為未來礦業

資料標準建置的技術研發參考。 

103年配合火藥庫設置申請線上作業的規劃，設計火藥庫資

料標準項目線上編輯及匯GML功能，規劃礦業資料標準制度與

線上申辦作業資料可以適度整合。 

104年設計提供礦業用地、礦業保留區、土石採取區、土石

採取專區、砂石碎解洗選場等資料標準項目線上編輯及匯GML

功能，作為礦業資料標準制度建制的基礎工具。礦業資料標準

制度發展歷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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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礦業資料標準制度發展歷程 

礦業資料標準制度相關工作的規劃重點如下： 

表 2-3 礦業資料標準制度推動重點項目 

執行年度 礦業資料標準制度推動重點項目 

101年 

․ 審議修訂礦業資料標準提案書 

․ 提送礦業資料標準提案書 

․ 審議修訂礦業資料標準草案 

102年 

․ 評估新增礦坑、坑道等資料標準項目 

․ 修訂礦業標準草案 

․ 建立局內標準帄台，提供資料標準服務應用 

103年 
․ 落實礦業計畫標準制度第一年規劃項目 

․ 持續更新建置帄台資料標準 

104年 
․ 落實礦業計畫標準制度第二年規劃項目 

․ 持續更新建置帄台資料標準 

(五)建升帄台軟硬體環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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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軟硬體提升依照分年分期經費分配狀況逐年辦理採

購，相關建升帄台軟硬體環境項目如下： 

表 2-4 建升帄台軟硬體環境項目 

執行年度 建升帄台軟硬體環境項目 

101年 

․ 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系統 WEBGIS軟體升級

至最新版。  

․ 購置一套最新版資料庫軟體(MS SQL SERVER)。 

102年 

․ 購置獨立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系統備援主機含系統

軟體。  

․ 購置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系統備援主機資料庫

軟體。 

103年 
․ 將102年購置的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系統備援

主機切換為對外服務之主機。 

104年 

․ 購置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系統系統負載帄衡器

(Load Balance)，建立附載帄衡機制。 

․ 購置獨立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系統WEBGIS系統軟

體。  

 

二、歷年計畫成果說明 

(一)101年主要成果說明 

1. 在礦業資料標準研擬方面，完成礦業資料標準提案計畫書送

審，並經國土資料標準審議小組提案討論通過。持續彙整專

家學者及礦務局業務單位意見，修訂礦業資料標準草案。 

2. 在擴充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方面，提供最新的礦業資料給

前端的使用者查詢使用，新增礦業資料決策統計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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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SOA示範系統架構與擴充WMS雙向服務。國土礦業資料

倉儲帄台建置主要成果簡述如下： 

(1).提供一般民眾查詢礦業資源資料、礦業救援單位、礦業知

識庫等，友善的查詢介面及清晰的地圖地位標示。 

 

 

 

 

 

 

 

 

圖2-7 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一般使用者介面 

(2).依據使用權限提供土石資源【砂石碎解洗選場編輯】、【土

石採取場管理編輯】、【盜濫採資料編輯】等功能。提供礦

務行政【礦業用地查詢】、【地籍圖查詢】、【地籍圖套疊】

等功能。提供礦場保安【礦場安全管制系統連結】、提礦業

輔導【火藥庫】、【詮釋資料管理】、【爆炸物e網服務系統】。

提供特殊功能【礦業文件檢索】、【地圖日記】、【GML下載】

等。使局內各組業務資料可以套疊、建立數值資料及產生

資料報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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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提供局內業務資料與圖資套疊查詢 

(3).以影像圖壓縮技術建立各縣市土石盜濫採影像資料，並配

合土石資源【盜濫採資料編輯】功能，提供盜濫採位置空

間資訊與航照監測資料套疊展示，讓巨量的影像資料，可

以在網頁上流暢的展示。 

 

 

 

 

 

 

 

 

圖2-9 提供局內盜濫採資料與航照圖套疊查詢 

(4).依礦業統計資料內容分析，提供土石生產、礦種生產、煤

炭進口等資料統計圖表查詢，本功能也提供一般民眾查詢

服務，讓民眾可以了解國內礦業及土石發展概況。 

 

 

 

 

 

 

 

圖2-10 礦業統計資料查詢 

(5). 以SOA服務架構，提供礦區地圖與屬性資料查詢功能，做

為未來供應其他應用系統服務的基礎資料，本服務以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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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屬性查詢， 以WMS 提供地圖服務。 

 

 

 

 

 

 

 

 

圖2-11 礦區SOA服務 

(6).以WMS技術標準做為礦業資料倉儲帄台與其他機關圖資

套疊的介面，本年度依據礦務局的需求提供中央地質調查

所、水利署、內政部營建署等機關圖資介接服務及礦業資

料圖資的發佈服務。 

 

 

 

 

 

 

 

 

圖2-12 101年介接地調所等WMS服務 

3.為擴大計畫使用率，除原有的GIS功能外，擴增系統的應用規

劃事業用爆炸物e網服務，系統建置初期以線上業務申辦量較

大的作業表單進行e化設計。本期主要之系統使用者可分類為

礦業土石業者、工程業者、販賣業者及製造販賣業者。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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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配購申請、領退料、登記簿、旬月報、運輸證等作業電

子化，使相關業務人員在局內便可管考業者日常的爆炸物登

記簿、強化填報資料的勾稽。事業用爆炸物e網服務建置主要

成果簡述如下： 

(1). 依據甲式及乙式配購申請單設計，提供礦權土石業者、工

程業者爆炸物配購證、配購(運輸)證申請。系統依據配購核

算公式計算結果，提供核配數量符合規定及不符規定計算

結論。相關表單提供業者自行管理並可即時檢視表單審核

狀態，局端可統整全部業者的表單資料。 

 

 

 

  

 

 

 

 

 

圖2-13 配購(運輸)證申請檢核智慧化 

(2). 提供礦業土石業者、工程業者、販賣業者及製造販賣業者

線上申請運輸證，局端完成審核後可線上列印運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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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4 運輸證線上申請及列印 

 

(3). 提供礦權土石業者、工程業者填寫領料單退料單，完成退

料即資料自動寫入登記簿。 

 

 

 

 

 

 

 

 

圖2-15 領(退)料單、登記簿資料自動串接 

(4). 系統自動彙整登記簿資料產生上中下旬報及月報，提供礦

業土石業者、工程業者、販賣業者及製造販賣業者按時製

作旬月報上傳礦務局備查，省去業者彙整時間，確保旬月

報資料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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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6 旬報及月報自動彙整 

(5). 表單管理與統計，依業者類別、表單種類進行各類資料統

計查詢。 

 

 

 

 

 

 

 

 

 

 

圖2-17 各類表單統計與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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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2年主要成果說明 

1. 102年礦業資料標準成果，本期主要工作為推動礦業資料標準

審議，並於102年12月16日經國土資料標準審議小組審議完成

後公佈，成為第23項標準。礦業資料標準共有7項包括：礦區、

礦業用地、礦業保留區、土石採取區、土石採取專區、砂石

碎解洗選場、火藥庫。  

 

 

 

 

 

 

 

 

圖2-18 礦業資料標準公布 

2. 102年擴充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方面，規劃應用國土礦業資

料倉儲帄台的網際網路架構提供礦區資料編輯，並將礦區資

料儲存於空間資料庫中，使用Web Service技術連結其他機關

提供的圖資查詢服務。如連結國土測繪中心所提供的地籍資

料供帄台進行礦區與地籍資料套疊查詢，此外也持續以WMS

服務接取其他單位產製之圖資。 

(1). 因應礦業資料標準的規劃，研究提供符合礦業資料標準的

礦區資料線上編輯架構。以礦業資料標準網要進行礦區資

料編輯設計，並將礦區編輯成果存入空間資料庫中，做為

圖台展示或GML資料匯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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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9 礦區線上編輯介面 

(2).配合上述礦區線上編輯功能，提供礦區查詢定位，並可依

需求匯出GML礦區資料，使用者取得GML礦區資料後僅需

應用GIS工具，可自行應用政府提供的圖資服務進行資料套

疊應用。 

 

 

 

 

 

 

圖2-20 礦區GML資料匯出 

(3). 以SOA技術開發礦業資料倉儲帄台與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查詢地籍圖工具，提供業務單位以地圖操作方式查詢內

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提供的地段、地號查詢功能，免除過去

需要申請地籍圖資，進行地籍圖資料轉換上架的工作，提

供更簡便的地段、地號資料套疊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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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1  SOA技術查詢地段、地號 

(4). 配合SOA地籍圖地段地號資料查詢功能，在地籍圖圖資套

疊部份，以WMS服務接取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段籍圖、地

籍圖服務介接及帄台圖資提供WMS發佈服務。 

 

 

 

 

 

 

圖2-22 以WMS接取段籍圖等服務 

3. 102年事業用爆炸物e網服務提供工商憑證登入、爆炸物管理員

與爆炸物專業人員的線上請證、提供Android手持裝置的應用

於火藥庫巡檢及101年配購證、運輸證、領退料、旬月報等功

能上線輔導與功能增修等服務。相關新增功能說明如下： 

(1). 為提供更多元的服務，本期提供工商憑證登入系統服務，

相關憑證使用與資料驗證API向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

申請，並經系統開發與測詴後提供業者以工商憑證登入系

統使用事業用爆炸物e 網各項業務線上作業服務。 

 

 

 

 

 

 

 

 



104 年度委辦計畫「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4/4）」              成果報告書 

40 

 

圖2-23 工商憑證系統登入 

(2). 開發爆管員證與爆破人員證線上申請功能，並與局內原有

人員證件資料庫進行資料介接整合，提供礦業土石業者、

工程業者、製造販賣業者、販賣業者線上申請爆炸物管理

員證、爆炸物專業人員證與申報專業人員名冊，並由局端

進行申請資料審核。 

 

 

 

 

 

 

 

 

圖2-24 線上申請爆管員證與爆破人員證 

(3). 因應行動裝置的應用發展，本期進行火藥庫巡檢抽查紀錄

結合行動裝置進行系統開發，包括開發APK版本檢核、行

動裝置啓用申請、地圖定位查詢、進行抽查作業、上傳抽

查記錄等，提供巡檢相片紀錄及離線儲存紀錄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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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5 火藥庫巡檢抽查紀錄 

(4). 因應行動裝置火藥庫巡檢抽查紀錄的應用發展，開發後台

管理功能，提供檢視與修改抽查紀綠、建立改善情形紀錄、

抽查紀錄報表輸出等。 

 

 

 

 

 

 

 

 

圖2-26 後台管理火藥庫巡檢抽查紀錄 

(5). 因應101年上線功能進行需求變更與功能增修等服務，包

括業者登記簿細項資訊保留至以前一個月，其餘舊資料保

留移至歷史資料區並改以反序排列，登記簿「建立日期」

欄位改為「最後更新資訊日期」，領退料單炸藥選單及登記

簿炸藥依「炸藥總類別」全系統性排序，更新配購申請表

的特殊核配公式及礦業統計資料與統計圖更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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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3年成果說明 

1. 103年配合礦業資料標準落實計畫，建置礦業資料標準開放式

網路圖徵WFS、 WMS服務及並規劃建立火藥庫資料標準建置

流程，使火藥庫資料標準的建立與局內業務制度結合。從火

藥庫設置申請開始至火藥庫資料標準，建立示範應用做為未

來礦業資料標準制度推動的參考。  

 

 

 

 

 

 

 

 

圖2-27 103年系統推動架構 

2. 在擴充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部份，本期規劃在完成核發火

藥庫登記證後，提供介面供承辦人員完成火藥庫資料標準項

目並將火藥庫資料儲存於空間資料庫中，使礦業資料標準制

度和作業流程結合，讓標準制度得以推動和落實。另外研發

WFS發布技術使礦業資料倉儲帄台可以提供WFS服務，分享

礦業資料建置的成果。 

 (1). WFS 為開放之網路服務標準，提供GetCapabilities、

DescribeFeatureType 以及GetFeature 三項操作網路圖徵服

務。 GetCapabilities 操作可以取得服務之整體描述資訊，

回傳之資訊包含服務供應之圖徵的型別與操作功能，本期

提供礦區資料WFS向量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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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8 礦區WFS服務 

(2).以火藥庫設置申請完成之資料，將其資料格式轉換為礦業

資料標準火藥庫類別之GML。 

 

 

 

 

 

 

 

圖2-29 火藥庫查詢與GML匯出 

(3). 本期在WMS資料接取部分規劃介接通用電子地圖、中央

研究院日治時期十萬分一地形圖原圖、五萬分之一地形原

圖。圖台發布採礦場及捨石場資料(需申請核准後提供介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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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0 103年WMS介接服務 

(4). 提供各縣市礦產品生產與銷售統計、礦產品銷售統計、礦

產品生產統計、土石種類統計、土石生產統計資料表、煤

炭種類統計、煤炭進口資料等資料上傳資料更新與統計結

果查詢。 

 

 

 

 

 

 

 

 

 

圖2-31 統計資料上傳更新 

(5). 採用開放式Android行動裝置，提供礦場訪談記錄。主要

功能為提供地圖定位、透過Android Service取得該地點之礦

區位置及礦區資料、任意點選進行礦區訪查作業、現場照

片拍照及上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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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2 礦場訪談APP應用 

(5). 礦業資料倉儲帄台提供「礦場開發概況訪談清單」查詢，

點選進入，內含訪談記錄資料超連結，開啟訪談記錄。 

 

 

 

 

 

 

 

 

 

 

 

圖2-33 礦場訪談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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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事業用爆炸物e網服務功能擴充方面，基於前期系統上線的

資料基礎與經驗，本期持續精進各項申請功能，並以4大項目

做為完善系統服務的目標。4大項目包括火藥庫電子化、人員

證照線上申辦、爆炸物流向控管、風險管理與訊息分享等。

在火藥庫申請部分提供設置與寄存的申請，並修改原有火藥

庫庫號變更的管理模式，人員證照線上申辦部分，新增人員

資料庫整合爆管員、爆破員訓練、調訓、請證等線上申請及

人員行政處分、爆管員請假、爆破員名冊等線上申報需求，

提供局端對從事相關作業人員的訓練與考核管理。在爆炸物

流向控管方面，設計配購證、運輸證、登記簿相關爆炸物運

輸品項串連，使各項登記資料一致，免除重複登記作業，加

速資料的更新與管理。在風險管理與訊息分享方面，以前期

的火藥庫抽查資料庫為基礎，抽查資料風險量化分數，建立E

網統計表設及提供相關業者之爆炸物旬月報資料給轄區警分

局線上查閱，將建置的成果分享給政府相關單位。 

 

 

 

 

 

 

 

圖2-34 103年事業用爆炸物e網推動項目 

(1). 火藥庫興建申請功能開發，分興建及查驗階段由系統提供

業者火藥庫申請作業，並由系統依據檢核條件進行安全距

離核算等管理資料檢核。業者提出申後由局端進行5階審核

火藥庫，審核完成核發登記證，免除資料彙整及製作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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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圖2-35 103年火藥庫設置申請 

(2).火藥庫寄存申請依情況1、情況2由業者新增一筆火藥庫寄

存，填寫相關的資料及上傳附件完成後送出申請，由礦務

局進申請文件審核。情況3新增一筆火藥庫寄存，填寫相關

的資料及上傳附件完成後送出申請後，除由礦務局進申請

文件審核外，尚需進行火藥庫現場會勘。 

 

 

 

 

 

 

 

 

圖2-36 103年火藥庫寄存申請 

(3).提供局端建立課程與發布課程，提供業者進行線上報名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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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訓練課程。參加訓練人員經考核合格後，相關合格資格

於人員資料庫中建檔。未來合格人員請證時，只要輸入人

員身分證字號，系統即會自動檢核該員是否符合資格，將

訓練與請證資料串連，提供優化的人員管理操作模式。 

 

 

 

 

 

 

 

 

 

圖2-37 訓練與請證資料串連 

(4).進行人員資料轉換將過去的單機系統中的人員資料匯出轉

入e網人員資料庫中，提供爆管員、爆破員請(補、換發)證

線上申辦與線上審核發證。 

 

  

 

 

 

 

 

 

圖2-38 請(補、換發)證線上申辦 

(5).人員經請證後，需要定期參與局端提供的調訓課程。調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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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提供業者進行多人次的調訓申請者，並由局端進行調

訓併案審查，調訓資料由系統智慧檢核(年齡/重覆受訓)，免

除調訓資料彙整及校核時間。 

 

 

 

\ 

 

 

 

 

 

圖2-39 調訓與人員資料庫串連 

(6).業者在申報爆破員名冊時，由系統檢核人員擔任職務與兼

任情形是否符合規定，並由系統提供提醒包括人員重覆任

職、屆齡及受處分情形提醒。 

 

 

 

 

 

 

 

 

 

圖2-40 名冊申報由依職務與兼任等情形檢核 

(7).爆管員請假由系統依據請假天數提供對照的代理資格（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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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資格:30以內及請假期間30日以上），並由系統檢核資格是

否符合規定，局端管理人員則負責請假申請資料審核工作。 

 

 

 

 

 

 

 

 

 

圖2-41 人員請假由系統提供代理資格檢核 

(8).由人員資料管理中進行人員行政處分，由系統提供法令依據

對照處分種類供管理者進行行政處分登錄，系統自動檢核受

警告處分次數，一年內累積達三次以上由系統提出警告。各

項人員行政處分結果提供統計報表，供管理者使用。 

 

 

 

 

 

 

 

 

 

 

圖2-42 行政處分由系統提供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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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提供礦業及土石業者、工程業者爆炸物申購後的配購明細，

以協助完成販賣業者與購買業者之爆炸物登記。運輸證則直

接提供運往庫與目的庫以完成雙方之爆炸物運輸登記。 

 

 

 

 

 

 

 

 

圖2-43 爆炸物配購與登記簿資料串連 

(10). 過去在進行運輸證審核時需由人工進行資料查詢與調閱，

本期由系統提供即時的存量審核明細，加速局端資料審核效

率與火藥庫庫存量即時控管。 

 

 

 

 

 

 

 

 

 

 

圖2-44 存量審核明細加速審核效率 

(11). 依據抽查違失之時間區間查詢，產出時間區間火藥庫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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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失數量統計表及火藥庫缺失分數統計表，強化抽查稽核與

提昇火藥庫安全管理。 

 

 

 

 

 

 

 

 

 

圖2-45 火藥庫抽查風險統計 

(12). 依據貨品進出口同意書開發，提供業者進行爆炸物貨品進

出口同意書線上申請，送出申請後由局端進行4階進出口申請

審核，審核完成提供列印貨品進出口同意書。 

 

 

 

 

 

 

 

 

 

 

圖2-46 貨品進出口申請 

(13). 提供核配量、行政處分資料、人員在職清單、人員屆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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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統計，使用者輸入統計日期區間查詢相關統計資料。 

 

 

 

 

 

 

 

 

 

圖2-47 103年e網資料統計 

(14).以WebService API提供橫向機關系統查詢運輸證號，運輸證

WebService API網址：

http://gis-ap-server.mine.gov.tw/ssofirst/transport.asmx 

 

 

 

 

 

 

 

 

 

圖2-48 運輸證WebService 

 

(15). 提供爆炸物旬月報資料給轄區警分局線上查閱，將建置的

成果分享給政府相關單位，共同提昇爆炸物管理工作，預防



104 年度委辦計畫「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4/4）」              成果報告書 

54 

 

危害公共安全的情事發生。 

 

 

 

 

 

 

 

 

 

 

 

 

圖2-49 警分局查閱旬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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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資料彙整與設計規格 

一、資料彙整與更新 

本計畫資料彙整之主要來源由各組依資料更新需求建置，各項

資料彙整如下表所示： 

 

項次 局內提供單位 圖層名稱 檔案格式 

1 土石組 砂石碎解洗選

場 

pdf 

 

2 土石組 土石採取場 xls 

 

3 土石組 盜濫採案件資

料 

xls 

 

4 土石組 盜濫採監測影

像 

 

jpg,jgw 

 

上述資料取得後依據圖資更新程序分別彙整各項資料後匯入

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中，相關圖資更新程序如下： 

(一)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 

1.圖檔基本資訊 

(1)檔案格式：pdf。 

(2)資訊內容：依法辦妥工廠登記或使用地已取得同意變更編

定為礦業用地之砂石碎解洗選場、尚未取得工廠登記證或

使用地未辦妥同意變更編定為礦業用地之砂石碎解洗選

場。 

(3)提供單位：土石組。 

(4)圖形資料：砂石碎解洗選場點位資料。 

(5)屬性資料：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表。 

(6)更新數量：依法辦妥工廠登記或使用地已取得同意變更編

定為礦業用地之砂石碎解洗選場：更新筆數 320 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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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8 筆新增，3 筆刪除，2 筆 MIS 更新，4 筆地址更新。 

2.圖檔更新流程 

 

(1) 依據提供之 pdf 檔案，查

詢砂石碎解洗選場位置之

座標資訊。 

(2) 登入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

台系統需具備土石資源管

理權限。 

(3) 選擇土石資源->砂石碎解

洗選場編輯。依序完成砂

石碎解洗選場資料編輯。 

(4) 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儲存

於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

系統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

表中。 
 

(二) 土石採取場資料。 

1.圖檔基本資訊 

(1)檔案格式：xls。 

(2)資訊內容：土石採取許可區統計表、坡地統計表、河川統

計表、海域統計表、農地統計表。 

(3)提供單位：土石組。 

(4)圖形資料：土石採取場點位。 

(5)屬性資料：土石採取場資料表。 

(6)更新數量：16 筆陸上、3 筆海域更新。 

2.圖檔更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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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提供之 xls 檔案，查詢

土石採取場位置之座標資

訊。 

(2) 登入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

台系統需具備土石資源管

理權限。 

(3) 選擇土石資源->土石採取

場編輯。依序完成土石採

取資料編輯。 

(4) 土石採取場資料儲存於礦

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系統

土石採取場資料表中。 

 

 

(三)土石監測區及盜濫採確立案件資料。 

1.圖檔基本資訊 

(1) 檔案格式： XLS。 

(2)資訊內容：盜濫採統計表。 

(3)提供單位：土石組。 

(4)圖形資料：盜濫採確立案件點位。 

(5)屬性資料：盜濫採統計表。 

(6)更新數量 : 盜濫採確立案件 101/3-103/3 月共取得 58 筆、

103/4-104/4 月共取得 17 筆。  

2.圖檔更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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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提供之 xls 檔案，查詢

盜濫採位置之座標資訊。 

(2) 登入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

台系統需具備土石資源管

理權限。 

(3) 選擇土石資源->盜濫採資

料管理。依序完成盜濫採

資料編輯。 

(4) 盜濫採資料儲存於礦業資

料倉儲整合帄台系統盜濫

採資料表中。 

 

 

(四)土石監測區影像資料。 

1.圖檔基本資訊 

(1)圖檔格式： tif、tfw。 

(2)資訊內容：土石監測區之航照及衛照影像資料。 

(3)提供單位：土石組。 

(4)圖形資料： apmap 專用之 imx、amf 格式。 

(5)屬性資料：無。 

(6)更新數量 :432 個圖檔(含 Tif、tfw),共 70.3GB。 

2.圖檔更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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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彙整更新土石監測區之航

照及衛照影像資料，並放

置到同一資料夾中。 

(2) 檢查每一幅影像圖是否有

相對應的坐標資料，並確

認座標系統 

(3) 利用影像轉檔工具，將影

像轉換成系統使用的 imx

及 amf。 

(4) 發佈影像圖至國土礦業資

料倉儲整合帄台。 

 

 
 

二、資料表關連圖 

依據本年度擴充之功能需求，在資料表關連設計上，主要

分為火藥庫類別、教育訓練類別、爆炸物進出口類別、礦業資

料標準類別等進行資料表關連設計，並與事業爆炸物 e 網系統整

合。下列各資料關連圖係依據本年度依資料特性而設計，詳細

情形如下示： 

(一)火藥庫類別資料表關連圖 

火藥庫類別資料關連圖主要包括火藥庫設置資料表關連

圖、火藥庫變更資料表關連圖、火藥庫寄存資料表關連圖、

火藥庫展延/調整存量/變更公司資料資料表關連圖、火藥庫

註銷資料表關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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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火藥庫設置資料表關連圖 

 

 

 

 

 

 

 

 

 

 

 

圖3-1 火藥庫設置申請資料表關連圖 

【dbo_PowderSetup_Apply】：提供記錄火藥庫設置申請表

並與會勘紀錄表 dbo_PowderSurvey 一對一關連索引與退

回紀錄 dbo_ReturnRecord 一對多關連索引。 

【dbo_ReturnRecord】：退回紀錄表並與會勘紀錄表並與火

藥庫設置申請表 dbo_PowderSetup_Apply 多對一關連索

引。 

【dbo_PowderCheck】：提供火藥庫查驗紀錄表並與會勘紀

錄表 dbo_PowderSurvey 一對一關連索引。 

【dbo_PowderBuild_Apply】：提供火藥庫興建紀錄表並與

查驗紀錄表 dbo_PowderSurvey 一對一關連索引。 

【dbo_PowderList】：提供火藥庫紀錄表並與火藥庫興建紀

錄表 dbo_PowderBuild_Apply 一對一關連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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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火藥庫變更資料表關連圖 

 

 

 

 

 

 

 

 

 

 

圖3-2 火藥庫變更申請資料表關連圖 

 

【dbo_PowderModify_Apply】：提供記錄火藥庫變更申請

表並與會勘紀錄表 dbo_PowderSurvey 一對一關連索引與

退回紀錄 dbo_ReturnRecord 一對多關連索引。 

【dbo_ReturnRecord】：退回紀錄表並與會勘紀錄表並與火

藥庫變更申請表 dbo_PowderModify_Apply 多對一關連索

引。 

【dbo_PowderCheck】：提供火藥庫查驗紀錄表並與會勘紀

錄表 dbo_PowderSurvey 一對一關連索引。 

【dbo_PowderBuild_Apply】：提供火藥庫興建紀錄表並與

查驗紀錄表 dbo_PowderSurvey 一對一關連索引。 

【dbo_PowderList】：提供火藥庫紀錄表並與火藥庫興建紀

錄表 dbo_PowderBuild_Apply 一對多關連索引。 

【dbo_PowderHistory】：提供火藥庫變更登記歷史紀錄表

並與火藥庫紀錄表 dbo_PowderList 多對一關連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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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火藥庫寄存資料表關連圖 

 

 

 

 

 

 

 

 

 

 

圖3-3 火藥庫寄存申請資料表關連圖 

【dbo_PowderDeposit_Apply】：提供記錄火藥庫寄存申請

表並與會勘紀錄表 dbo_PowderCheck一對一關連索引與退

回紀錄 dbo_ReturnRecord 一對多關連索引。 

【dbo_ReturnRecord】：退回紀錄表並與會勘紀錄表並與火

藥庫寄存申請表 dbo_PowderDeposit_Apply 多對一關連索

引。 

【dbo_PowderCheck】：提供火藥庫查驗紀錄表並與火藥庫

寄存申請表 dbo_PowderDeposit_Apply 一對一關連索引。 

【dbo_PowderList】：提供火藥庫紀錄表並與火藥庫寄存申

請表 dbo_PowderDeposit_Apply 一對一關連索引，與火藥

庫變更登記歷史紀錄表 dbo_PowderHistory 一對多關連索

引。 

【dbo_PowderHistory】：提供火藥庫變更登記歷史紀錄表

並與火藥庫紀錄表 dbo_PowderList 多對一關連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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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火藥庫展延/調整存量/公司登記變更資料表關連圖 

 

 

 

 

 

 

 

 

 

 

圖3-4 火藥庫展延/調整/公司變更申請資料表關連圖 

【dbo_PowderExAdFi_Apply】：提供記錄火藥庫展延/調整

存量/公司登記變更申請表並與火藥庫查驗紀錄表

dbo_PowderCheck 一對一關連索引與退回紀錄

dbo_ReturnRecord 一對多關連索引。 

【dbo_ReturnRecord】：退回紀錄表並與會勘紀錄表並與火

藥庫展延/調整存量/公司登記變更申請表

dbo_PowderExAdFi_Apply 多對一關連索引。 

【dbo_PowderCheck】：提供火藥庫查驗紀錄表並與展延/

調整存量/公司登記變更申請表 dbo_PowderExAdFi_Apply

一對一關連索引。 

【dbo_PowderList】：提供火藥庫紀錄表並與展延/調整存量

/公司登記變更申請表 dbo_PowderExAdFi_Apply 一對多關

連索引。 

【dbo_PowderHistory】：提供火藥庫變更登記歷史紀錄表

並與火藥庫紀錄表 dbo_PowderList 多對一關連索引。 

【dbo_Batch】：提供火藥庫變更登記批次執行紀錄並與火

藥庫紀錄表 dbo_PowderList 多對一關連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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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火藥庫註銷申請資料表關連圖 

 

 

 

 

 

 

 

 

 

 

圖3-5 火藥庫註銷申請資料表關連圖 

【dbo_PowderCancel_Apply1】：提供記錄火藥庫註銷申請

表並與會勘紀錄表 dbo_ PowderList 一對一關連索引。 

【dbo_PowderList】：提供火藥庫紀錄表並與火藥庫興建紀

錄表 dbo_PowderDeposit_Apply 一對一關連索引。 

【dbo_PowderHistory】：提供火藥庫變更登記歷史紀錄表

並與火藥庫紀錄表 dbo_PowderList 多對一關連索引。 

【dbo_Batch】：提供火藥庫變更登記批次執行紀錄並與火

藥庫紀錄表 dbo_PowderList 一對多關連索引。 

 

(二) 訓練類別資料表關連圖 

教育訓練類別之資料關連圖主要包括爆炸物管理員訓練班

資料表關連圖、爆破專業人員訓練班資料表關連圖、爆管員

調訓資料表關連圖、爆破員調訓資料表關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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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爆炸物管理員訓練班資料表關連圖 

爆炸物管理員訓練班資料表關連圖如下圖所示： 

 

圖3-6 爆炸物管理員訓練班資料表關連圖 

【TClassList】：礦務局承辦人員建立訓練課程使用之資料

表與 TClassM_Apply t 一對多關連索引。 

【TClassM_Apply】：提供業者選擇爆炸物管理員訓練班報

名表清單或礦務局審核爆炸物管理員訓練班報名表清單

使用，與 TClassList 多對一關連索引、TClassM_Apply1 一

對多關連索引。 

【TClassM_Apply1】：提供業者填寫爆炸物管理員訓練班

報名人員資料並或礦務局審核爆炸物管理員訓練班報名

人員是否有訓練資格之資料表，與 TClassM_Apply、

MUserInfo 多對一關連索引。 

【MUserInfo】：提供礦務局記錄受訓合格人員之基本資料

表，與 TClassM_Apply1、MTeach_Befor 一對多關連索引。 

【MTeach_Befor】：提供礦務局記錄受訓合格人員之資料

表，與 MUserInfo 多對一關連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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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爆破專業人員訓練班資料表關連圖 

 

圖3-7 爆破專業人員訓練班資料表關連圖 

【TClassList】：礦務局承辦人員建立訓練課程使用之資料

表與 TClassP_Apply t 一對多關連索引。 

【TClassP_Apply】：提供業者選擇爆破專業人員訓練班報

名表清單或礦務局審核爆破專業人員訓練班報名表清單

使用，與 TClassList 多對一關連索引、TClassP_Apply1 一

對多關連索引。 

【TClassP_Apply1】：提供業者填寫爆破專業人員訓練班報

名人員資料並或礦務局審核爆破專業人員訓練班報名人

員是否有訓練資格之資料表，與TClassP_Apply、MUserInfo

多對一關連索引。 

【MUserInfo】：提供礦務局記錄受訓合格人員或申請證照

人員之基本資料表，與 TClassP_Apply1、MTeach_Befor

一對多關連索引。 

【MTeach_Befor】：提供礦務局記錄受訓合格人員之資料

表，與 MUserInfo 多對一關連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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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爆炸物進出口類別資料表關連圖 

爆炸物進出口類別資料關連圖主要包括爆炸物進口資料表

關連圖、爆炸物出口資料表關連圖、非爆炸用進出口類別與

旬月報資料表關連圖。 

1. 爆炸物進口資料表關連圖 

 

 

 

 

 

 

 

 

 

 

圖3-8 爆炸物進口資料表關連圖 

 

【dbo_SSOSession】：提供關貿連線到本系統之記錄並與系

統使用權限表 dbo_UserAccount 一對一關連索引。 

【dbo_UserAccount】：系統使用權限表並與關貿連線紀錄

表 dbo_SSOSession 一對一關連索引，系統基本表

dbo_BasicTable 一對多關連索引。 

【dbo_BasicTable】：系統基本表並與使用權限表

dbo_UserAccount 多對一關連索引，與爆炸物進口申請表

dbo_ExplosiveIm_Apply 一對多關連索引。 

【dbo_ExplosiveIm_Apply】：爆炸物進口申請表並與爆炸

物品項資料表 dbo_ExplosiveIm_Items 一對多關連索引，與

系統基本表 dbo_BasicTable 多對一關連索引。 

【dbo_ExplosiveIm_Items】：爆炸物品項資料表並與爆炸物

進口申請表 dbo_ExplosiveIm_Apply 多對一關連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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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爆炸物出口資料表關連圖 

 

 

 

 

 

 

 

 

 

 

圖3-9 爆炸物出口資料表關連圖 

 

【dbo_SSOSession】：提供關貿連線到本系統之記錄並與系

統使用權限表 dbo_UserAccount 一對一關連索引。 

【dbo_UserAccount】：系統使用權限表並與關貿連線紀錄

表 dbo_SSOSession 一對一關連索引，系統基本表

dbo_BasicTable 一對多關連索引。 

【dbo_BasicTable】：系統基本表並與使用權限表

dbo_UserAccount 多對一關連索引，與爆炸物出口申請表

dbo_ExplosiveEx_Apply 一對多關連索引。 

【dbo_ExplosiveEx_Apply】：爆炸物出口申請表並與爆炸

物品項資料表 dbo_ExplosiveEx_Items 一對多關連索引，與

系統基本表 dbo_BasicTable 多對一關連索引。 

【dbo_ExplosiveEx_Items】：爆炸物品項資料表並與爆炸物

出口申請表 dbo_ExplosiveEx_Apply 多對一關連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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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爆炸用進出口類別與旬月報資料表關連圖 

 

 

 

 

 

 

 

 

 

 

 

圖3-10 非爆炸用進出口類別與旬月報資料表關連圖 

 

【dbo_SSOSession】：提供關貿連線到本系統之記錄並與系

統使用權限表 dbo_UserAccount 一對一關連索引。 

【dbo_UserAccount】：系統使用權限表並與關貿連線紀錄

表 dbo_SSOSession 一對一關連索引，系統基本表

dbo_BasicTable 一對多關連索引。 

【dbo_BasicTable】：系統基本表並與使用權限表

dbo_UserAccount 多對一關連索引，與非爆炸用進出口申

請表 dbo_NonExplosive 一對多關連索引。 

【dbo_NonExplosive】：非爆炸用進出口申請表並與非爆炸

用進出口月報表 dbo_NonExplosive_moon 一對多關連索

引，系統基本表 dbo_BasicTable 多對一關連索引。 

【dbo_NonExplosive_moon】：非爆炸用進出口月報表並與

非爆炸用進出口申請表 dbo_NonExplosive 多對一關連索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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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礦業資料標準類別資料表關連圖 

本期資料標準類別資料表關連圖主要包括礦業用地資料表

關連圖、礦業保留區資料表關連圖、土石採取區、土石採取

專區資料表關連圖、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表關連圖。 

1.礦業用地資料表關連圖 

 

 

 

 

 

 

 

 

 

圖3-11 礦業用地資料表關連圖 

【dbo_MIN_MiningLand】：提供記錄礦業用地資料表並與

礦業用地位置紀錄表 dbo_MIN_MiningLand_Lot 一對多關

連索引與礦業用地類別代碼表 dbo_MiningLandType 一對

一關連索引。 

【dbo_MIN_MiningLand_Lot】：礦業用地位置紀錄表並與

礦業用地資料表 dbo_MIN_MiningLand 多對一關連索引。 

【dbo_MiningLandType】：提供礦業用地類別代碼表並與

礦業用地資料表 dbo_MIN_MiningLand 一對一關連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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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礦業保留區資料表關連圖 

 

 

 

 

 

 

 

 

 

 

圖3-12 礦業保留區資料表關連圖 

【dbo_MIN_ReservArea】：提供記錄礦業保留區資料表並

與礦種清單 dbo_Mineral 一對多關連索引。 

【dbo_Mineral】：礦種清單並與礦業保留區資料表

dbo_MIN_ReservArea 多對一關連索引。 

 

3.土石採取區、土石採取專區資料表關連圖 

 

 

 

 

 

 

 

 

 

 

圖3-13 土石採取區、土石採取專區資料表關連圖 

【dbo_MIN_Excavate】：提供記錄土石採取區資料表並與

土石採取區位置紀錄表 dbo_MIN_Excavate_Lot、土石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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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表 dbo_RockTyp、土石採取現況類別代碼表

dbo_ExcavationStatus、土石採取用地類別代碼表

dbo_ExcavationType 一對多關連索引。 

【dbo_MIN_Excavate_Lot】：土石採取區位置紀錄表並與

土石採取區資料表 dbo_MIN_Excavate 多對一關連索引。 

【dbo_MIN_DesiExcavate】：提供記錄土石採取專區資料表

並與土石採取區位置紀錄表 dbo_MIN_DesiExcavate_Lot、

土石類別代碼表 dbo_RockTyp、土石採取現況類別代碼表

dbo_ExcavationStatus、土石採取用地類別代碼表

dbo_ExcavationType 一對多關連索引。 

【dbo_MIN_DesiExcavate_Lot】：土石採取專區位置紀錄表

並與土石採取專區資料表 dbo_MIN_DesiExcavate 多對一

關連索引。 

【dbo_RockTyp】：提供土石類別代碼表並與土石採取區資

料表 dbo_MIN_Excavate、土石採取專區

dbo_MIN_DesiExcavate 多對一關連索引。 

【dbo_ExcavationStatus】：提供土石採取現況類別代碼表並

與土石採取區資料表 dbo_MIN_Excavate、土石採取專區

dbo_MIN_DesiExcavate 多對一關連索引。 

【dbo_ExcavationType】：提供土石採取用地類別代碼表並

與土石採取區資料表 dbo_MIN_Excavate、土石採取專區

dbo_MIN_DesiExcavate 多對一關連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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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表關連圖 

 

 

 

 

 

 

 

 

 

 

 

圖3-14 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表關連圖 

【dbo_MIN_CrushWash】：提供記錄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

表並與砂石碎解洗選場位置描述資料表

dbo_MIN_CrushWash_Lot 一對多關連索引。 

【dbo_MIN_CrushWash_Lot】：砂石碎解洗選場位置描述資

料表與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表 dbo_MIN_CrushWash 多對

一關連索引。 

 

三、資料表欄位說明 

    在本節中將依據資料表關連設計，提供各資料表欄位設計

說明。資料表欄位區分為火藥庫類別資料表、訓練類別資料、

爆炸物進出口類別資料表、消防單位類別資料表及礦業資料標

準資料表等五類分別說明，以利未來管理事業爆炸物 e 網系統

使用。表 3-1 列舉依本年度依資料特性而設計之新設資料表清

單說明，詳細欄位說明如下表所示： 

表 3-1 新設資料表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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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表名稱 說明 

1 dbo_PowderSetup_Apply 火藥設置申請資料表 

2 dbo_PowderSurvey 火藥庫勘查資料表 

3 dbo_PowderCheck 火藥庫查驗資料表 

4 dbo_PowdersDeposit_Apply 火藥庫寄存申請資料表 

5 dbo_PowderModify_Apply 火藥庫變更申請資料表 

6 dbo_PowderBuild_Apply 火藥庫變更興建完成資料表 

7 dbo_PowderExAdFi_Apply 火藥庫展延/調整存量/公司登記異動申請資

料表 

8 dbo_PowderHistory 火藥庫申請案件歷史存檔資料表 

9 dbo_PowderList 火藥庫清單資料表 

10 dbo_PowderCancel_Apply 火藥庫註銷申請資料表 

11 dbo_PowderBatch 火藥庫證生效日批次處理資料表 

12 dbo_TClassList 訓練課程資料表 

13 dbo_TClassM_Apply 爆管訓練報名資料表 

14 dbo_TClassM_Apply1 爆管訓練報名人員資料表 

15 dbo_TClassP_Apply 爆破員訓練報名資料表 

16 dbo_TClassP_Apply1 爆破員訓練報名人員資料表 

17 dbo_MTeach_Befor 訓練記錄資料表 

18 dbo_ExplosiveIm_Apply 進口申請書資料表 

19 dbo_ExplosiveIm_Items 進口申請品項資料表 

20 dbo_ExplosiveEx_Apply 出口申請書資料表 

21 dbo_ExplosiveEx_Items 出口申請品項資料表 

22 dbo_NonExplosive 非事業用爆炸物管理資料表 

23 dbo_NonExplosive_moon 非事業用爆炸物管理資料表 

24 dbo_SSOSession 關貿單一登入整合資料表 

25 dbo_PoliceOffice 警察單位資料表 

26 dbo_FireOffice 消防單位資料表 

27 dbo_MIN_MiningLand 礦業用地資料表 

28 dbo_MIN_MiningLand_Lot 礦業用地位置紀錄表 

29 dbo_MiningLandType 礦業用地類別代碼表 

31 dbo_MIN_ReservArea 礦業保留區資料表 

32 dbo_MIN_Excavate 土石採取區資料表 

33 dbo_MIN_Excavate_Lot 土石採取區位置紀錄表 

34 dbo_RockTyp 土石類別代碼表 

35 dbo_ExcavationStatus 土石採取現況類別代碼表 

36 dbo_ExcavationType 土石採取用地類別代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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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表名稱 說明 

37 dbo_MIN_DesiExcavate 土石採取專區資料表 

38 dbo_MIN_DesiExcavate_Lot 土石採取專區位置紀錄表 

39 dbo_MIN_CrushWash 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表 

40 dbo_MIN_CrushWash_Lot 砂石碎解洗選場位置描述資料表 

41 PowderSurplus_Apply 爆炸物賸餘或不使用申請資料表 

42 dbo_PowderScrap_Apply 爆炸物廢棄申請資料表 

 

 以下為各表為本期擴增之資料表格、欄位名稱、資料型態與相關的設

計說明。 

(一) 火藥庫類別資料表 

本期火藥庫類別依原有之火藥庫設置及寄存申請架構進行功

能擴充，提供火藥庫併案申請及申辦案件檢核表。本類別之資

料表有火藥庫設置申請資料表、火藥庫勘查資料表、火藥庫查

驗資料表、火藥庫寄存申請資料表、火藥庫變更申請資料表、

火藥庫設置及變更檢核資料表、火藥庫展延/調整存量/資料異

動申請資料表、火藥庫申請案件存檔資料表、火藥庫清單資料

表。火藥庫類別資料屬性規劃說明如下： 

表 3-2 火藥設置申請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Setup_Apply (火藥庫設置申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LinkListid int  連結案件編號 

LinkUnit int  公司代碼 

ApplyDate smalldatetime  申請日期 

ApplyType int  申請分類 

ApplyUser nvarchar 50 申請人 

Authority nvarchar 5 業者類別 

ProjectName nvarchar 50 礦區/工程名稱 

PowderId nvarchar 50 火藥庫號 

PowderType nvarchar 10 火藥庫類別 

BuildingType nvarchar 20 火藥庫型式 

Location nvarchar 100 設置地址 

Purpose nvarchar 50 申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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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Setup_Apply (火藥庫設置申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CheckList nvarchar 50 申請項目附件勾選 

CheckList1_data nvarchar 200 附件 1 附屬資料 

CheckList2_data nvarchar 200 附件 2 附屬資料 

CheckList3_data nvarchar 200 附件 3 附屬資料 

CheckList4_data nvarchar 200 附件 4 附屬資料 

CheckList5_data nvarchar 200 附件 5 附屬資料 

CheckList6_data nvarchar 200 附件 6 附屬資料 

Fix_reason nvarchar MAX 補件說明 

DataType nvarchar 10 檢附資料方式 

FileName nvarchar 200 附件名稱 

SurveyMsg nvarchar 50 會勘(查驗)通知 

DataType1 nvarchar 10 檢附查驗紀錄方式 

FileName1 nvarchar 200 查驗紀錄名稱 

PayAccount nvarchar 50 繳費帳號或單據 

PayMoney nvarchar 10 繳費金額 

ConFirmBefore nvarchar 5 確認申請書件符合 

ConFirmA1 nvarchar 5 承辦人審核 

ConFirmDateA1 datetime  承辦人審核日期 

ConFirmA2 nvarchar 5 科長審核 

ConFirmDateA2 smalldatetime  科長審核日期 

ReasonA1 nvarchar 255 承辦退回理由 

ReasonA2 nvarchar 255 科長退回理由 

ConFirmB1 nvarchar 5 承辦人審核 

ConFirmDateB1 smalldatetime  承辦人審核日期 

ConFirmB2 nvarchar 5 科長審核 

ConFirmDateB2 smalldatetime  科長審核日期 

ConFirmB3 nvarchar 5 組長審核 

ConFirmDateB3 smalldatetime  組長審核日期 

ConFirmB4 nvarchar 5 主任秘書審核 

ConFirmDateB4 smalldatetime  主任秘書審核日期 

ConFirmB5 nvarchar 5 副局長審核 

ConFirmDateB5 smalldatetime  副局長審核日期 

ReasonB1 nvarchar 255 承辦退回理由 

ReasonB2 nvarchar 255 科長退回理由 

ReasonB3 nvarchar 255 組長退回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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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Setup_Apply (火藥庫設置申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ReasonB4 nvarchar 255 主任秘書退回理由 

ReasonB5 nvarchar 255 副局長退回理由 

ForBuild nvarchar 2 設置單位同意 

ForRegister nvarchar 50 新庫證編號 

表 3-3 火藥庫勘查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Survey (火藥庫勘查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LinkUnit int  申請單位 

CaseTable nvarchar 20 案件別(設置或變更) 

CaseId int  案件編號 

BuildingType nvarchar 20 火藥庫興建類別 

SurveyDate smalldatetime  查驗日期 

GatherPlace nvarchar 100 集合地點 

Item1_data nvarchar 200 查驗項目 1 

Item2_data nvarchar 200 查驗項目 2 

Item3_data nvarchar 200 查驗項目 3 

Item3_sub nvarchar MAX 查驗項目 3-1 

Item4_data nvarchar 200 查驗項目 4 

Item5_data nvarchar 200 查驗項目 5 

Item5_textarea nvarchar MAX 查驗項目 5 說明 

Item6_data nvarchar 200 查驗項目 6 

Item7_data nvarchar MAX 查驗項目 7(查驗單位) 

Item7_sign nvarchar MAX 查驗項目 7(查驗人員) 

Item7_with nvarchar MAX 查驗項目 7(會同單位) 

LinkPowderid nvarchar 10 連結火藥庫號 

AdminEdit nvarchar 20 管理單位人員 

表 3-4 火藥庫查驗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Check (火藥庫查驗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LinkUnit int  申請單位 

CaseTable nvarchar 20 案件別(設置或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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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Check (火藥庫查驗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CaseId int  案件編號 

BuildingType nvarchar 20 火藥庫興建類別 

CheckDate smalldatetime  查驗日期 

GatherPlace nvarchar 100 集合地點 

Item1_data nvarchar 200 查驗項目 1 

Item2_data nvarchar 200 查驗項目 2 

Item3_data nvarchar 200 查驗項目 3 

Item3_sub nvarchar MAX 查驗項目 3-1 

Item4_data nvarchar 200 查驗項目 4 

Item5_data nvarchar 200 查驗項目 5 

Item6s1_check nvarchar 50 查驗項目 6-1(勾選) 

Item6s1_data nvarchar 200 查驗項目 6-1(內容) 

Item6s1_note nvarchar 255 查驗項目 6-1(備註) 

Item6s2_check nvarchar 50 查驗項目 6-2(勾選) 

Item6s2_data nvarchar 200 查驗項目 6-2(內容) 

Item6s2_note nvarchar 255 查驗項目 6-2(備註) 

Item6s3_check nvarchar 50 查驗項目 6-3(勾選) 

Item6s3_data nvarchar 200 查驗項目 6-3(內容) 

Item6s3_note nvarchar 255 查驗項目 6-3(備註) 

Item6s4a_check nvarchar 50 查驗項目 6-4(炸藥勾選) 

Item6s4b_check nvarchar 50 查驗項目 6-4(雷管勾選) 

Item6s4c_check nvarchar 50 查驗項目 6-4(現伴勾選) 

Item6s4_data nvarchar 200 查驗項目 6-4(內容) 

Item6s4_note nvarchar 255 查驗項目 6-4(備註) 

Item7_data nvarchar MAX 查驗項目 7 

Item8_data nvarchar MAX 查驗項目 8(查驗單位) 

Item8_sign nvarchar MAX 查驗項目 8(查驗人員) 

Item8_with nvarchar MAX 查驗項目 8(會同單位) 

Item9_data nvarchar MAX 查驗項目 9 

LinkPowderid nvarchar 10 連結火藥庫號 

UserEdit nvarchar 20 申請單位人員 

AdminEdit nvarchar 20 管理單位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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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火藥庫寄存申請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sDeposit_Apply(火藥庫寄存申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LinkListid int  連結案件編號 

LinkUnit int  公司代碼 

ApplyDate smalldatetime  申請日期 

ApplyType int  申請分類 

ApplyUser nvarchar 50 申請人 

Authority nvarchar 5 業者類別 

ProjectName nvarchar 50 礦區/工程名稱 

PowderId nvarchar 50 火藥庫號 

PowderType nvarchar 10 火藥庫類別 

BuildingType nvarchar 20 火藥庫型式 

Location nvarchar 100 設置地址 

Purpose nvarchar 50 申請目的 

CheckList nvarchar 50 附件勾選 

CheckList1_data nvarchar 200 附件 1 附屬資料 

CheckList2_data nvarchar 200 附件 2 附屬資料 

CheckList3_data nvarchar 200 附件 3 附屬資料 

CheckList4_data nvarchar 200 附件 4 附屬資料 

Agree_pids nvarchar 200 單位同意編號連結 

Agree_punits nvarchar 200 各單位同意確認 

Agree_data nvarchar MAX 各單位同意限存量表 

Agree_reason nvarchar 200 不同意理由 

Fix_reason nvarchar MAX 補件說明 

DataType nvarchar 10 檢附資料方式 

FileName nvarchar 200 附件名稱 

SurveyMsg nvarchar 50 會勘(查驗)通知 

DataType1 nvarchar 10 檢附查驗紀錄方式 

FileName1 nvarchar 200 查驗紀錄名稱 

PayAccount nvarchar 50 繳費帳號或單據 

PayMoney nvarchar 10 繳費金額 

ConFirmBefore nvarchar 5 確認申請書件符合 

ConFirmA1 nvarchar 5 承辦人審核 

ConFirmDateA1 datetime  承辦人審核日期 

ConFirmA2 nvarchar 5 科長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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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sDeposit_Apply(火藥庫寄存申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ConFirmDateA2 smalldatetime  科長審核日期 

ReasonA1 nvarchar 255 承辦退回理由 

ReasonA2 nvarchar 255 科長退回理由 

ConFirmB1 nvarchar 5 承辦人審核 

ConFirmDateB1 smalldatetime  承辦人審核日期 

ConFirmB2 nvarchar 5 科長審核 

ConFirmDateB2 smalldatetime  科長審核日期 

ConFirmB3 nvarchar 5 組長審核 

ConFirmDateB3 smalldatetime  組長審核日期 

ConFirmB4 nvarchar 5 主任秘書審核 

ConFirmDateB4 smalldatetime  主任秘書審核日期 

ConFirmB5 nvarchar 5 副局長審核 

ConFirmDateB5 smalldatetime  副局長審核日期 

ReasonB1 nvarchar 255 承辦退回理由 

ReasonB2 nvarchar 255 科長退回理由 

ReasonB3 nvarchar 255 組長退回理由 

ReasonB4 nvarchar 255 主任秘書退回理由 

ReasonB5 nvarchar 255 副局長退回理由 

ForBuild nvarchar 2 設置單位同意 

ForRegister nvarchar 50 新庫證編號 

ForCombined nvarchar 20 併案申請編號 

表 3-6 火藥庫變更申請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Modify_Apply (火藥庫變更申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LinkListid int  連結案件編號 

LinkUnit int  公司代碼 

ApplyDate smalldatetime  申請日期 

ApplyType int  申請分類 

ApplyUser nvarchar 50 申請人 

Authority nvarchar 5 業者類別 

ProjectName nvarchar 50 礦區/工程名稱 

PowderId nvarchar 50 火藥庫號 

PowderType nvarchar 10 火藥庫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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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Modify_Apply (火藥庫變更申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BuildingType nvarchar 20 火藥庫型式 

Location nvarchar 100 設置地址 

Purpose nvarchar 50 申請目的 

CheckList nvarchar 50 申請項目附件勾選 

CheckList1_data nvarchar 200 附件 1 附屬資料 

CheckList2_data nvarchar 200 附件 2 附屬資料 

CheckList3_data nvarchar 200 附件 3 附屬資料 

CheckList4_data nvarchar 200 附件 4 附屬資料 

CheckList5_data nvarchar 200 附件 5 附屬資料 

CheckList6_data nvarchar 200 附件 6 附屬資料 

Fix_reason nvarchar MAX 補件說明 

DataType nvarchar 10 檢附資料方式 

FileName nvarchar 200 附件名稱 

SurveyMsg nvarchar 50 會勘(查驗)通知 

DataType1 nvarchar 10 檢附查驗紀錄方式 

FileName1 nvarchar 200 查驗紀錄名稱 

PayAccount nvarchar 50 繳費帳號或單據 

PayMoney nvarchar 10 繳費金額 

ConFirmBefore nvarchar 5 確認申請書件符合 

ConFirmA1 nvarchar 5 承辦人審核 

ConFirmDateA1 datetime  承辦人審核日期 

ConFirmA2 nvarchar 5 科長審核 

ConFirmDateA2 smalldatetime  科長審核日期 

ReasonA1 nvarchar 255 承辦退回理由 

ReasonA2 nvarchar 255 科長退回理由 

ConFirmB1 nvarchar 5 承辦人審核 

ConFirmDateB1 smalldatetime  承辦人審核日期 

ConFirmB2 nvarchar 5 科長審核 

ConFirmDateB2 smalldatetime  科長審核日期 

ConFirmB3 nvarchar 5 組長審核 

ConFirmDateB3 smalldatetime  組長審核日期 

ConFirmB4 nvarchar 5 主任秘書審核 

ConFirmDateB4 smalldatetime  主任秘書審核日期 

ConFirmB5 nvarchar 5 副局長審核 

ConFirmDateB5 smalldatetime  副局長審核日期 



104 年度委辦計畫「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4/4）」              成果報告書 

82 

 

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Modify_Apply (火藥庫變更申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ReasonB1 nvarchar 255 承辦退回理由 

ReasonB2 nvarchar 255 科長退回理由 

ReasonB3 nvarchar 255 組長退回理由 

ReasonB4 nvarchar 255 主任秘書退回理由 

ReasonB5 nvarchar 255 副局長退回理由 

ForBuild nvarchar 2 設置單位同意 

ForRegister nvarchar 50 新庫證編號 

表 3-7 火藥庫變更興建完成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Build_Apply 

 (火藥庫變更興建完成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CaseTable nvarchar 50 案件別(設置或變更) 

CaseId int  案件編號 

ApplyDate smalldatetime  申請日期 

CheckList nvarchar 50 附件勾選 

CheckList1_data nvarchar 200 附件 1 附屬資料 

CheckList2_data nvarchar 200 附件 2 附屬資料 

Fix_reason nvarchar MAX 補件說明 

DataType nvarchar 10 檢附資料方式 

FileName nvarchar 200 附件名稱 

SurveyMsg nvarchar 50 會勘通知 

DataType1 nvarchar 10 檢附會勘紀錄方式 

FileName1 nvarchar 200 會勘紀錄名稱 

PayAccount nvarchar 50 繳費帳號或單據 

PayMoney nvarchar 10 繳費金額 

ConFirmA1 nvarchar 5 承辦人審核 

ConFirmDateA1 smalldatetime  承辦人審核日期 

ConFirmA2 nvarchar 5 科長審核 

ConFirmDateA2 smalldatetime  科長審核日期 

ReasonA1 nvarchar 255 承辦退回理由 

ReasonA2 nvarchar 255 科長退回理由 

ConFirmB1 nvarchar 5 承辦人審核 

ConFirmDateB1 smalldatetime  承辦人審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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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Build_Apply 

 (火藥庫變更興建完成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ConFirmB2 nvarchar 5 科長審核 

ConFirmDateB2 smalldatetime  科長審核日期 

ConFirmB3 nvarchar 5 組長審核 

ConFirmDateB3 smalldatetime  組長審核日期 

ConFirmB4 nvarchar 5 主任秘書審核 

ConFirmDateB4 smalldatetime  主任秘書審核日期 

ConFirmB5 nvarchar 5 副局長審核 

ConFirmDateB5 smalldatetime  副局長審核日期 

ReasonB1 nvarchar 255 承辦退回理由 

ReasonB2 nvarchar 255 科長退回理由 

ReasonB3 nvarchar 255 組長退回理由 

ReasonB4 nvarchar 255 主任秘書退回理由 

ReasonB5 nvarchar 255 副局長退回理由 

表 3-8 火藥庫展延/調整存量/公司登記異動申請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ExAdFi_Apply 

 (火藥庫展延/調整存量/公司登記異動申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LinkListid int  連結案件編號 

LinkUnit int  公司代碼 

ApplyDate smalldatetime  申請日期 

ApplyType int  申請分類 

ApplyUser nvarchar 50 申請人 

Authority nvarchar 5 業者類別 

ProjectName nvarchar 50 礦區/工程名稱 

PowderId nvarchar 50 火藥庫號 

PowderType nvarchar 10 火藥庫類別 

BuildingType nvarchar 20 火藥庫型式 

Location nvarchar 100 設置地址 

Purpose nvarchar 50 申請目的 

CheckListPX nvarchar 50 申請項目 

CheckList nvarchar 50 附件勾選 

CheckList1_data nvarchar 200 附件 1 附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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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ExAdFi_Apply 

 (火藥庫展延/調整存量/公司登記異動申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CheckList4_data nvarchar 200 附件 4 附屬資料 

CheckList6_data nvarchar 200 附件 6 附屬資料 

CheckList7_data nvarchar 200 附件 7 附屬資料 

CheckList11_data nvarchar 200 附件 11 附屬資料 

Agree_pids nvarchar 200 單位同意編號連結 

Agree_punits nvarchar 200 各單位同意確認 

Agree_data nvarchar MAX 各單位同意限存量表 

Agree_reason nvarchar 200 不同意理由 

Backup_data nvarchar MAX 原限存量表備份 

Fix_reason nvarchar MAX 補件說明 

DataType nvarchar 10 檢附資料方式 

FileName nvarchar 200 附件名稱 

SurveyMsg nvarchar 50 會勘(查驗)通知 

DataType1 nvarchar 10 檢附查驗紀錄方式 

FileName1 nvarchar 200 查驗紀錄名稱 

PayAccount nvarchar 50 繳費帳號或單據 

PayMoney nvarchar 10 繳費金額 

ConFirmBefore nvarchar 5 確認申請書件符合 

ConFirmA1 nvarchar 5 承辦人審核 

ConFirmDateA1 datetime  承辦人審核日期 

ConFirmA2 nvarchar 5 科長審核 

ConFirmDateA2 smalldatetime  科長審核日期 

ConFirmA3 nvarchar 5 組長審核 

ConFirmDateA3 smalldatetime  組長審核日期 

ReasonA1 nvarchar 255 承辦退回理由 

ReasonA2 nvarchar 255 科長退回理由 

ReasonA3 nvarchar 255 組長退回理由 

ConFirmB1 nvarchar 5 承辦人審核 

ConFirmDateB1 smalldatetime  承辦人審核日期 

ConFirmB2 nvarchar 5 科長審核 

ConFirmDateB2 smalldatetime  科長審核日期 

ConFirmB3 nvarchar 5 組長審核 

ConFirmDateB3 smalldatetime  組長審核日期 

ConFirmB4 nvarchar 5 主任秘書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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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ExAdFi_Apply 

 (火藥庫展延/調整存量/公司登記異動申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ConFirmDateB4 smalldatetime  主任秘書審核日期 

ConFirmB5 nvarchar 5 副局長審核 

ConFirmDateB5 smalldatetime  副局長審核日期 

ReasonB1 nvarchar 255 承辦退回理由 

ReasonB2 nvarchar 255 科長退回理由 

ReasonB3 nvarchar 255 組長退回理由 

ReasonB4 nvarchar 255 主任秘書退回理由 

ReasonB5 nvarchar 255 副局長退回理由 

ForBuild nvarchar 2 設置單位同意 

ForRegister nvarchar 50 新庫證編號 

ForCombined nvarchar 20 併案申請編號 

表 3-9 火藥庫申請案件歷史存檔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History (火藥庫申請案件歷史存檔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HistoryType nvarchar 10 存檔類別 

HistoryDate smalldatetime  存檔日期 

HistoryNote nvarchar 255 存檔註記 

HtmlString nvarchar MAX 存檔申請表格內容 

Linkid nvarchar 20 火藥庫號連結 

表 3-10 火藥庫清單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List (火藥庫清單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PowderId nvarchar 255 火藥庫號 

Auth nvarchar 255 業者別 

linkunit float  使用單位代碼 

ApplyUser nvarchar 255 申請單位 

Project nvarchar MAX 礦區/工程名稱 

PowderType nvarchar 50 火藥庫類別 

BuildingType nvarchar 50 火藥庫型式 

Location nvarchar 255 設置地址 



104 年度委辦計畫「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4/4）」              成果報告書 

86 

 

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List (火藥庫清單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MaxAmounts nvarchar 200 最大存量 

UseAmounts nvarchar 200 使用限存量 

炸藥 Max float  炸藥最大存量 

導爆索 Max float  導爆索最大存量 

導火索 Max float  導火索最大存量 

黑色火藥 Max float  黑色火藥最大存量 

電雷管 Max float  電雷管最大存量 

非電雷管 Max float  非電雷管最大存量 

導爆管 Max float  導爆管最大存量 

現場拌合爆劑原料

Max 

float  現場拌合爆劑原料最

大存量 

炸藥 float  炸藥使用限存量 

導爆索 float  導爆索使用限存量 

導火索 float  導火索使用限存量 

黑色火藥 float  黑色火藥使用限存量 

電雷管 float  電雷管使用限存量 

非電雷管 float  非電雷管使用限存量 

導爆管 float  導爆管使用限存量 

現場拌合爆劑原料 
float  硝酸銨原料使用限存

量 

DynSize nvarchar 255 炸藥庫 1 尺寸 

DynSize2 nvarchar 255 炸藥庫 2 尺寸 

EleSize nvarchar 255 雷管庫 1 尺寸 

EleSize2 nvarchar 255 雷管庫 2 尺寸 

FirSize nvarchar 255 導火索庫尺寸 

MixSize nvarchar 255 硝酸銨原料庫尺寸 

Exportdate datetime  發證日期 

Expdate datetime  有效期限 

Guards nvarchar 255 看守人 

ManageName nvarchar 255 爆炸物管理員 

ManageId nvarchar 255 爆炸物管理員證號 

ManageExpdate 
datetime 255 爆炸物管理員證號有

效期限 

表 3-11 火藥庫註銷申請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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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Cancel_Apply(火藥庫註銷申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LinkListid int  併案連結編號 

LinkUnit int  使用單位 

ApplyDate smalldatetime  申請日期 

ApplyType int  申請類別 

ApplyUser nvarchar 50 申請單位 

Authority nvarchar 5 業者別 

ProjectName nvarchar 50 礦場或工程名稱 

PowderId nvarchar 50 火藥庫編號 

PowderType nvarchar 10 火藥庫設置別 

BuildingType nvarchar 20 火藥庫興建類別 

Location nvarchar 50 火藥庫位置 

Purpose nvarchar 50 申請事由 

CheckList nvarchar 50 附件勾選 

Agree_pids nvarchar 200 單位同意編號連結 

Agree_punits nvarchar 200 各單位同意確認 

Agree_data nvarchar MAX 各單位同意限存量表 

Agree_reason nvarchar 200 同意日期 

Backup_data nvarchar MAX 原限存量表備份 

DataType nvarchar 10 檢附資料方式 

FileName nvarchar 200 附件名稱 

PayAccount nvarchar 50 繳費帳號或單據 

ConFirmA1 nvarchar 5 承辦人審核 

ConFirmDateB1 smalldatetime  承辦人審核日期 

ConFirmA2 nvarchar 5 科長審核 

ConFirmDateA2 smalldatetime  科長審核日期 

ConFirmA3 nvarchar 5 組長審核 

ConFirmDateA3 smalldatetime  組長審核日期 

ConFirmA4 nvarchar 5 主任秘書審核 

ConFirmDateA4 smalldatetime  主任秘書審核日期 

ConFirmA5 nvarchar 5 副局長審核 

ConFirmDateA5 smalldatetime  副局長審核日期 

ReasonA1 nvarchar 255 承辦退回理由 

ReasonA2 nvarchar 255 科長退回理由 

ReasonA3 nvarchar 255 組長退回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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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Cancel_Apply(火藥庫註銷申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ReasonA4 nvarchar 255 主任秘書退回理由 

ReasonA5 nvarchar 255 副局長退回理由 

ForRegister nvarchar 50 新庫證編號 

ForCombined nvarchar 20 併案申請編號 

表 3-12 火藥庫證生效日批次處理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Batch (火藥庫證生效日批次處理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sno int  批次處理序號 

DealDate samlldatetime  火藥庫證生效日 

DealAction nvarchar MAX 火藥庫生效內容異動 

DealPowderId nvarchar 10 火藥庫庫號 

 

(二) 訓練類別資料表 

人員訓練資料表類別有訓練課程資料表、爆管員訓練報名資料

表、爆管員訓練報名人員資料表、爆破員訓練報名資料表、爆

破員報名人員資料表、訓練記錄資料表。人員訓練合格者系統

會將合格人員記錄至訓練記錄資料表中，提供後續請證使用。

人員訓練資料表類別資料屬性如下： 

表 3-13 訓練課程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TClassList (訓練課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ClassID int  課程別 

ClassType nvarchar 2 訓練單位 

ClassDept nvarchar 50 名稱 

ClassTitle nvarchar 50 期別/場次 

ClassSubtitle nvarchar 10 地點 

ClassPlace nvarchar 50 建立時間 

CreateTime datetime  報名截止時間 

CloseTime datetime  開始時間 

ClassDateS datetime  結束時間 

ClassDateE datetime  課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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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Note nvarchar 255 人數限制 

MaxMember nvarchar 50 素行調查檔 

FileName nvarchar 50 發布時間 

PublishTime datetime  發布 

表 3-14 爆管員訓練報名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TClassM_Apply (爆管訓練報名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LinkUnit int  公司代碼 

ApplyDate datetime  申請日期 

DataType nvarchar 10 檢附資料方式 

FileName nvarchar 200 檔案名稱 

PayAccount nvarchar 200 繳費帳號或單據 

ConFirmStatus int  處理狀態 

linkClass int  課程代碼 

表 3-15 爆管員訓練報名人員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TClassM_Apply1 (爆管訓練報名人員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PCID int  報名表流水號 

Name nvarchar 10 姓名 

PID nvarchar 10 身分證字號 

Birthday datetime  出生年月日 

Sex int  姓別 

Edu nvarchar 50 學歷 

AddressLive nvarchar 50 現居地址 

AddressCensus nvarchar 50 戶籍地址 

PhoneComp nvarchar 20 公司電話 

PhoneHome nvarchar 20 住宅電話 

phoneCell nvarchar 20 手機 

Food int  伙食 

CompanyPost nvarchar 20 職稱 

Company nvarchar 20 公司名稱 

CompanyAdd nvarchar 50 公司地址 

MedicalDate datetime  醫院證明開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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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TClassM_Apply1 (爆管訓練報名人員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DataType nvarchar 10 檢附資料方式 

FileName nvarchar 200 附件名稱 

DataType1 nvarchar 10 檢附資料方式 

PhotoName nvarchar 200 照片檔名稱 

Contact nvarchar 20 緊急聯絡人姓名 

ContactPhone nvarchar 20 緊急聯絡人電話 

ContactCell nvarchar 20 緊急聯絡人手機 

ConFirmCA1 nvarchar 2 承辦人審核 

ConFirmDate1 datetime  承辦審核日期 

ConFirmCA2 nvarchar 2 科長審核 

ConFirmDate2 datetime  科長審核日期 

ConFirmCA3 nvarchar 2 組長審核 

ConFirmDate3 datetime  組長審核日期 

reason1 nvarchar 250 承辦退回理由 

reason2 nvarchar 250 科長退回理由 

reason3 nvarchar 250 組長退回理由 

PayAccount nvarchar 50 繳費帳號或單據 

Attend nvarchar 2 是否簽到 

Qualify nvarchar 2 是否合格 

linkMPID int  人員代碼 

表 3-16 爆破員訓練報名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TClassP_Apply (爆破員訓練報名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LinkUnit int  公司代碼 

ApplyDate datetime  申請日期 

DataType nvarchar 10 檢附資料方式 

FileName nvarchar 200 檔案名稱 

PayAccount nvarchar 200 繳費帳號或單據 

ConFirmStatus int  處理狀態 

linkClass int  課程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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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 爆破員訓練報名人員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TClassP_Apply1 (爆破員訓練報名人員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PCID int  報名表流水號 

Name nvarchar 10 姓名 

PID nvarchar 10 身分證字號 

Birthday datetime  出生年月日 

Sex int  姓別 

Edu nvarchar 50 學歷 

AddressLive nvarchar 50 現居地址 

AddressCensus nvarchar 50 戶籍地址 

PhoneComp nvarchar 20 公司電話 

PhoneHome nvarchar 20 住宅電話 

phoneCell nvarchar 20 手機 

Food int  伙食 

CompanyPost nvarchar 20 職稱 

Company nvarchar 20 公司名稱 

CompanyNote nvarchar 50 工作內容 

DataType nvarchar 10 檢附資料方式 

FileName nvarchar 200 附件名稱 

DataType1 nvarchar 10 檢附資料方式 

PhotoName nvarchar 200 照片檔名稱 

Contact nvarchar 20 緊急聯絡人姓名 

ContactPhone nvarchar 20 緊急聯絡人電話 

ContactCell nvarchar 20 緊急聯絡人手機 

ConFirmCA1 nvarchar 2 承辦人審核 

ConFirmDate1 datetime  承辦審核日期 

ConFirmCA2 nvarchar 2 科長審核 

ConFirmDate2 datetime  科長審核日期 

ConFirmCA3 nvarchar 2 組長審核 

ConFirmDate3 datetime  組長審核日期 

reason1 nvarchar 250 承辦退回理由 

reason2 nvarchar 250 科長退回理由 

reason3 nvarchar 250 組長退回理由 

PayAccount nvarchar 50 繳費帳號或單據 

Attend nvarchar 2 是否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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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TClassP_Apply1 (爆破員訓練報名人員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Qualify nvarchar 2 是否合格 

linkMPID int  人員代碼 

表 3-18 訓練記錄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Teach_Befor (訓練記錄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PID nvarchar 10 身分證字號 

CourseDept nvarchar 50 訓練單位(爆管) 

CourseNO nvarchar 5 訓練期別(爆管) 

CourseDateS datetime  開始時間(爆管) 

CourseDateE datetime  結束時間(爆管) 

CourseID nvarchar 50 結業證書字號(爆管) 

CourseDept1 nvarchar 50 訓練單位(爆破) 

CourseNO1 nvarchar 5 訓練期別(爆破) 

CourseDateS1 datetime  開始時間(爆破) 

CourseDateE1 datetime  結束時間(爆破) 

CourseID1 nvarchar 50 結業證書字號(爆破) 

MPID int  人員代碼 

 

(三) 爆炸物進出口類別資料表 

本期爆炸物進出口類別資料表配合關貿單一窗口網路服務擴

充資料表有進口申請書資料表、進口申請品項資料表、出口申

請書資料表、出口申請品項資料表、 非事業用爆炸物月報資

料表、SSOSession 等。進出口類別資料屬性規劃說明如下： 

表 3-19 進口申請書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ExplosiveIm_Apply (進口申請書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ApplyType int  申請類別 

ApplyDate smalldatetime  申請日期 

LinkUnit int  公司代碼 

ApplyUser nvarchar 20 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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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ExplosiveIm_Apply (進口申請書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ApCompanyId nvarchar 10 統一編號 

ApAddress nvarchar 50 地址 

ApPhone nvarchar 50 電話 

CountryOrigin nvarchar 50 生產國別 

CountryOrigin_Cod

e 
nvarchar 

10 
代碼 

CountrySeller nvarchar 50 賣方國家 

CountrySeller_Code nvarchar 10 代碼 

PortFrom nvarchar 50 起運口岸 

PortFrom_Code nvarchar 10 代碼 

ItemNote nvarchar 255 貨品廠牌或廠名 

DataType nvarchar 10 檢附資料方式 

FileName nvarchar 50 檔案名稱 

PayAccount nvarchar 50 繳費帳號或單據 

Remarks nvarchar 255 備註 

ReceptNo nvarchar 20 收件號碼 

ReceptDate smalldatetime  收件日期 

ConFirmEA1 nvarchar 2 承辦人審核 

ConFirmDate1 smalldatetime  承辦審核日期 

ConFirmEA2 nvarchar 2 科長審核 

ConFirmDate2 smalldatetime  科長審核日期 

ConFirmEA3 nvarchar 2 組長審核 

ConFirmDate3 smalldatetime  組長審核日期 

ConFirmEA4 nvarchar 2 主任秘書審核 

ConFirmDate4 smalldatetime  主任秘書審核日期 

Reason1 nvarchar 255 承辦退回理由 

Reason2 nvarchar 255 科長退回理由 

Reason3 nvarchar 255 組長退回理由 

Reason4 nvarchar 255 主任秘書退回理由 

CertificateNo nvarchar 20 同意書號碼 

IssueDate smalldatetime  核准日期 

ExpDate smalldatetime  有效日期 

RegistDate datetime  進口日期 

NonPurpose nvarchar 
200 非事業用爆炸物申請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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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ExplosiveIm_Apply (進口申請書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NonProcess nvarchar 
MAX 非事業用爆炸物使用流

程 

NonManage nvarchar 
200 非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方

式 

NonResult nvarchar MAX 非事業用爆炸物備註 

表 3-20 進口申請品項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ExplosiveIm_Items (進口申請品項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PAID nvarchar 10 申請書代碼 

ItemName nvarchar 100 貨名 

ItemFormat nvarchar 50 規格 

ItemPatch nvarchar 50 對應國內分類號 

CCCCode nvarchar 50 商品分類號 

ItemAmount float  數量 

ItemUnit nvarchar 10 單位 

表 3-21 出口申請書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ExplosiveEx_Apply (出口申請書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ApplyType int  申請類別 

ApplyDate smalldatetime  申請日期 

LinkUnit int  公司代碼 

ApplyUser nvarchar 20 申請人 

ApCompanyId nvarchar 10 統一編號 

ApAddress nvarchar 50 地址 

ApPhone nvarchar 50 電話 

CountryTarget nvarchar 50 目的地國 

CountryTarget_Code nvarchar 10 代碼 

CountryBuyer nvarchar 50 買方國家 

CountryBuyer_Code nvarchar 10 代碼 

PortTrans nvarchar 50 轉口口岸 

PortTrans_Code nvarchar 10 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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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ExplosiveEx_Apply (出口申請書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temNote nvarchar 255 貨品廠牌或廠名 

DataType nvarchar 10 檢附資料方式 

FileName nvarchar 50 檔案名稱 

PayAccount nvarchar 50 繳費帳號或單據 

Remarks nvarchar 255 備註 

ReceptNo nvarchar 20 收件號碼 

ReceptDate smalldatetime  收件日期 

ConFirmEA1 nvarchar 2 承辦人審核 

ConFirmDate1 smalldatetime  承辦審核日期 

ConFirmEA2 nvarchar 2 科長審核 

ConFirmDate2 smalldatetime  科長審核日期 

ConFirmEA3 nvarchar 2 組長審核 

ConFirmDate3 smalldatetime  組長審核日期 

ConFirmEA4 nvarchar 2 主任秘書審核 

ConFirmDate4 smalldatetime  主任秘書審核日期 

Reason1 nvarchar 255 承辦退回理由 

Reason2 nvarchar 255 科長退回理由 

Reason3 nvarchar 255 組長退回理由 

Reason4 nvarchar 255 主任秘書退回理由 

CertificateNo nvarchar 20 同意書號碼 

IssueDate smalldatetime  核准日期 

ExpDate smalldatetime  有效日期 

NonPurpose nvarchar 
200 非事業用爆炸物申請

目的 

NonProcess nvarchar 
MAX 非事業用爆炸物使用

流程 

NonManage nvarchar 
200 非事業用爆炸物管理

方式 

NonResult nvarchar MAX 非事業用爆炸物備註 

表 3-22 出口申請品項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ExplosiveEx_Items (出口申請品項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PAID nvarchar 10 申請書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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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Name nvarchar 100 貨名 

ItemFormat nvarchar 50 規格 

ItemPatch nvarchar 50 對應國內分類號 

CCCCode nvarchar 50 商品分類號 

ItemAmount float  數量 

ItemUnit nvarchar 10 單位 

表 3-23 非事業用爆炸物管理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NonExplosive(非事業用爆炸物管理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LinkUnit nvarchar 10 使用單位 

DynamiteName nvarchar 100 非事業用爆炸物貨名 

DynamiteAmount nvarchar 50 非事業用爆炸物數量 

DynamiteUnit 

 

nvarchar 50 非事業用爆炸物貨品

單位 

Recorddate 

 

nvarchar 50 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

日期 

RecordApply 

 
float 

 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

申請表編號 

表 3-24 非事業用爆炸物月報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NonExplosive_Moon 

(非事業用爆炸物管理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MoonID int   

LinkUnit nvarchar 10 使用單位 

Authorit nvarchar 5 業者別 

Applydate nvarchar 20 產生日期 

Period nvarchar 20 申報月份 

ConFirmMoon nvarchar 5 上傳月報確認 

ConFirmDate smalldatetime  上傳日期 

DynamiteNames nvarchar MAX 非事業用爆炸物貨名 

LastRemain nvarchar MAX 上月結存 

ThisIm nvarchar MAX 本月購買 

ThisUse nvarchar MAX 本月消耗 

ThisRemain nvarchar MAX 本月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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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teUnits nvarchar MAX 單位 

EngNote nvarchar MAX 備註 

EngBasic nvarchar 100 填報單位資訊 

表 3-25  dbo_SSOSession 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SSOSession (關貿單一登入整合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SSOdatetime datetime  連線時間 

SSOuser nvarchar 50 單一登入使用單位 

SSOtoken nvarchar MAX 關貿單一登入協定 

 

(四) 警消單位類別資料表 

警消類別資料表屬性如下： 

表 3-26  dbo_ PoliceOffice 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PoliceOffice (警察單位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PowderId nvarchar 255 火藥庫庫號 

Company nvarchar 255 公司名稱 

Location nvarchar 255 公司地址 

Office nvarchar 255 警察局 

Section nvarchar 255 警察分局 

表 3-27  dbo_FireOffice 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FireOffice (消防單位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PowderId nvarchar 255 火藥庫庫號 

Company nvarchar 255 公司名稱 

Location nvarchar 255 公司地址 

Office nvarchar 255 消防局 

Section nvarchar 255 消防分隊 

 

(五) 礦業資料標準類別資料表 

資料標準類別資料表屬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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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  dbo_MIN_UseLand 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IN_UseLand 資料表(礦業用地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sys_id int  流水號 

geom geometry  涵蓋範圍 

Item_ID nvarchar 20 類別代碼 

ApprovalDoc nvarchar 50 礦區字號 

ApprovalDate date  核准字號 

Item_Area int  礦業用地面積 

MiningLand_Type nvarchar 5 核准日期 

Land_Name nvarchar 50 用地名稱 

Usearea int  使用面積 

Purpose nvarchar 200 使用目的 

Note nvarchar MAX 備註 

XY nvarchar MAX XY 座標 

XY_97 nvarchar MAX TWD97 XY 座標 

表 3-29  dbo_MIN_MiningLand_Lot 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IN_MiningLand_Lot 資料表 

(礦業用地位置紀錄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SID int 

 關連

dbo_MIN_UseLand 資

料表 sys_id 

Lot nvarchar 50 用地段 

LotNum nvarchar 50 用地號 

Lot_Owner nvarchar 255 用地所有人 

表 3-30  dbo_MiningLandType 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iningLandType 資料表 

(礦業用地類別代碼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TheCode nvarchar 5 編號 

TheName nvarchar 50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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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dbo_MIN_ReservArea 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IN_Reserved (礦業保留區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sys_id int  流水號 

geom geometry  涵蓋範圍 

Issue_Date date  發文日期 

Issue_Doc nvarchar 50 發文字號 

Minerals nvarchar 200 礦種清單 

Location nvarchar 200 所在地 

Item_Area int  面積 

XY nvarchar MAX XY 座標 

XY_97 nvarchar MAX TWD97 XY 座標 

表 3-32  dbo_ Mineral 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 Mineral 資料表(礦種清單)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Mineral_NO nvarchar 5 編號 

Mineral_name nvarchar 50 礦種名稱 

表 3-33  dbo_MIN_Excavate 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IN_Excavate (土石採取區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sys_id int  流水號 

geom geometry  涵蓋範圍 

RecordDate date  記錄登錄日期 

Excavation_Type nvarchar 5 用地類別 

CityCode nvarchar 50 縣市代碼 

CityName nvarchar 50 縣市名稱 

Item_Name nvarchar 200 名稱 

Item_Person nvarchar 50 土石採取人 

Item_Empname nvarchar 50 代表人 

Item_Area int  面積 

Item_Amount int  可採量 

Item_EmpAddress nvarchar 200 公司地址 

Excavation_Status nvarchar 5 土石採取區現況 

Rock_Type nvarchar 5 土石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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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MIN_Excavate (土石採取區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LicenseDoc nvarchar 50 縣府許可證字號 

RegisterDoc nvarchar 50 縣府登記證字號 

LicenseDoc2 nvarchar 50 許可證本局備查字號 

RegisterDoc2 nvarchar 50 登記證本局備查字號 

LicenseDateS date  許可開始日 

LicenseDateE date  許可結束日 

XY nvarchar MAX XY 座標 

XY_97 nvarchar MAX TWD97 XY 座標 

表 3-34  MIN_Excavate_Lot 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MIN_Excavate_Lot 資料表 

(土石採取區位置紀錄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SID int 

 關連 dbo_ 

MIN_Excavate 資料表

sys_id 

Lot nvarchar 50 用地段 

LotNum nvarchar 50 用地號 

Lot_Owner nvarchar 255 用地所有人 

表 3-35  dbo_RockType 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RockType 資料表(土石類別代碼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TheCode nvarchar 5 編號 

TheName nvarchar 50 名稱 

表 3-36  dbo_ExcavationStatus 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ExcavationStatus 資料表 

(土石採取現況類別代碼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TheCode nvarchar 5 編號 

TheName nvarchar 50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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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7  dbo_ExcavationType 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ExcavationType 資料表 

(土石採取用地類別代碼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TheCode nvarchar 5 編號 

TheName nvarchar 50 名稱 

表 3-38  dbo_MIN_DesiExcavate 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IN_DesiExcavate (土石採取專區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sys_id int  流水號 

geom geometry  涵蓋範圍 

ApprovalDoc nvarchar 50 
土石採取專區核准文

號 

AnnounceDoc nvarchar 50 
土石採取專區公告文

號 

RecordDate date  記錄登錄日期 

Excavation_Type nvarchar 5 用地類別 

CityCode nvarchar 50 縣市代碼 

CityName nvarchar 50 縣市名稱 

Item_Name nvarchar 200 土石採取專區名稱 

Item_Person nvarchar 50 土石採取人 

Item_Empname nvarchar 50 代表人 

Item_Area int  面積 

Item_Amount int  可採量 

Item_EmpAddress nvarchar 200 公司地址 

Excavation_Status nvarchar 5 土石採取專區現況 

Rock_Type nvarchar 5 土石類別 

LicenseDoc nvarchar 50 縣府許可證字號 

RegisterDoc nvarchar 50 縣府登記證字號 

LicenseDoc2 nvarchar 50 許可證本局備查字號 

RegisterDoc2 nvarchar 50 登記證本局備查字號 

LicenseDateS date  許可開始日 

LicenseDateE date  許可結束日 

XY nvarchar MAX XY 座標 

XY_97 nvarchar MAX TWD97 XY 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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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9  dbo_MIN_DesiExcavate_Lot 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IN_DesiExcavate_Lot 資料表 

(土石採取專區位置紀錄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SID int 

 關連 dbo_ 

MIN_DesiExcavat 資料

表 sys_id 

Lot nvarchar 50 用地段 

LotNum nvarchar 50 用地號 

Lot_Owner nvarchar 255 用地所有人 

表 3-40  dbo_MIN_CrushWash 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IN_CrushWash (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sys_id int  編號 

geom geometry  涵蓋範圍 

CityCode nvarchar 50 縣市代碼 

CityName nvarchar 50 縣市名稱 

Item_ID int  編號 

Item_Name nvarchar 200 砂石碎解洗選場名稱 

Item_Area int  面積 

Item_Address nvarchar 200 場址 

Item_Phone nvarchar 50 電話 

Item_Change nvarchar 50 用地變更同意文號 

RegisterDoc nvarchar 50 工廠登記證號 

RegisterDate date  工廠登記日期 

XY nvarchar MAX XY 座標 

XY_97 nvarchar MAX TWD97 XY 座標 

表 3-41  dbo_MIN_CrushWash_Lot 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IN_CrushWash_Lot 資料表 

(砂石碎解洗選場位置描述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SID int  關連 dbo_ MIN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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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MIN_CrushWash_Lot 資料表 

(砂石碎解洗選場位置描述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CrushWash 資料表

sys_id 

Lot nvarchar 50 用地段 

LotNum nvarchar 50 用地號 

Lot_Owner nvarchar 255 用地所有人 

(六) 爆炸物賸餘不使用或廢棄申請資料表 

爆炸物賸餘不使用或廢棄申請資料類別有爆炸物賸餘或不使用申

請資料表、爆炸物廢棄申請資料表。相關資料屬性如下： 

表 3-42  爆炸物賸餘或不使用申請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Surplus_Apply 資料表 

(爆炸物賸餘或不使用申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AuthType nvarchar 5 申請類別 

ApplyDate smalldatetime  申請日期 

LinkUnit int  申請單位代碼 

ApplyUser nvarchar 50 申請人 

ApplyId int  申請人代碼 

ApplyProject nvarchar 
200 申請人礦區、工程、火

藥庫編號 

AcceptUnit int  承接單位代碼 

AcceptUser nvarchar 50 承接人 

AcceptId int  承接人代碼 

AcceptProject 
nvarchar 200 承接人礦區、工程、火

藥庫編號 

Remarks nvarchar max 備註 

Newbooks 
nvarchar max 賸餘或不使用登記簿

編號 

Newamount 
nvarchar max 賸餘或不使用爆炸物

數量 

AgreeFlag nvarchar 50 承接人同意狀態 

AgreeReason nvarchar max 局端退回申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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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Surplus_Apply 資料表 

(爆炸物賸餘或不使用申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ConFirmSP1 nvarchar 2 承辦人審核 

ConFirmDate1 smalldatetime  承辦人審核通過日期 

ConFirmSP2 nvarchar 2 科長審核 

ConFirmDate2 smalldatetime  科長審核通過日期 

ConFirmSP3 nvarchar 2 組長審核 

ConFirmDate3 smalldatetime  組長審核通過日期 

Reason1 nvarchar 255 承辦人退回申請理由 

Reason2 nvarchar 255 科長退回申請理由 

Reason3 nvarchar 255 組長退回申請理由 

CertificateNo 
nvarchar 20 核准賸餘或不使用申

請書編號 

IssueDate smalldatetime  核准日期 

表 3-43  爆炸物廢棄申請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Scrap_Apply 資料表 

(爆炸物廢棄申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AuthType nvarchar 5 申請類別 

ApplyDate smalldatetime  申請日期 

LinkUnit int  單位代碼 

ApplyUser nvarchar 50 申請人名稱 

ApplyEmp nvarchar 50 負責人 

ApplyPhone nvarchar 50 電話 

ApplyAddress nvarchar 200 通訊地址 

TargetId int  火藥庫編號 

TargetProject nvarchar 200 礦區或工程名稱 

DealTime smalldatetime  處理時間 

ScrapUser nvarchar 50 銷燬人員姓名 

ScrapTitle nvarchar 50 銷燬人員職稱 

ScrapMethod nvarchar 200 銷燬方式 

ScrapLocation nvarchar 200 預定銷燬地點 

ScrapSafety 
nvarchar max 爆炸物銷燬時採取之 

作業安全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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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Scrap_Apply 資料表 

(爆炸物廢棄申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Newbooks nvarchar max 廢棄登記簿代碼 

Newamount nvarchar max 爆炸物廢棄數量 

AgreeFlag nvarchar 50 廢棄申請書狀態 

AgreeReason nvarchar max 局端退回申請理由 

TransOK nvarchar 5 運輸證申請完成 

ConFirmSC1 nvarchar 2 承辦人審核 

ConFirmDate1 smalldatetime  承辦人審核通過日期 

ConFirmSC 2 nvarchar 2 科長審核 

ConFirmDate2 smalldatetime  科長審核通過日期 

ConFirmSC 3 nvarchar 2 組長審核 

ConFirmDate3 smalldatetime  組長審核通過日期 

Reason1 nvarchar 255 承辦人退回申請理由 

Reason2 nvarchar 255 科長退回申請理由 

Reason3 nvarchar 255 組長退回申請理由 

CertificateNo 
nvarchar 20 核准爆炸物廢棄申請

書編號 

IssueDate smalldatetime  核准日期 

Expdate smalldatetime  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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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作成果與使用說明 

一、本期工作項目說明 

本期辦理各項工作包括提供資料標準項目編輯與匯出GML之

功能、資料彙整、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整合擴充及事業爆炸物e

網功能項目擴充、辦理教育訓練及成果展示、提供專職人力、軟硬

體提升等，各項工作服務內容說明如下。 

表4-1 本期工作項目 

項次 工作項目 服務內容 

1 落實礦業資料標準制度，提供資料標

準項目編輯與匯出GML之功能 

提供1.1~1.5服務 

1.1 提供礦業用地資料標準項目編輯及

匯出GML 

網頁服務 

1.2 提供礦業保留區資料標準項目編輯

及匯出GML 

網頁服務 

1.3 提供土石採取區資料標準項目編輯

及匯出GML 

網頁服務 

1.4 提供土石採取專區資料標準項目編

輯及匯出GML 

網頁服務 

1.5 提供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標準項目

編輯及匯出GML 

網頁服務 

2 擴充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將提供

一般民眾之地圖服務之空間資訊轉

換為影像格式，切割為具有空間定位

資訊之地圖圖磚(Map Tile)，藉以提升

業務成果展示之成效。 

提供2.1~2.4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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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工作項目 服務內容 

2.1 提供基本地圖圖磚 資料服務 

2.2 提供礦業資源定位查詢功能 網頁服務 

2.3 提供礦業救援定位查詢功能 網頁服務 

2.4 提供WMS資料套疊查詢功能 網頁服務 

3 持續擴充事業爆炸物e網服務功能 提供3.1~3.8服務 

3.1 爆炸物管理員及爆破專業人員教育

訓練功能精進 

網頁服務 

3.2 火藥庫併案申請審核功能擴充 網頁服務 

3.3 縣(市)警察局與警分局與縣(市)消防

局與分隊權限設置 

網頁服務 

3.4 進出口/運輸證/配購運輸證項目增修 網頁服務、API服

務 

3.5 登記簿、領退料及旬月報項目擴充 網頁服務 

3.6 事業用爆炸物賸餘不再使用或爆炸

物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申請書填報

及審核作業 

網頁服務 

3.7 非事業用爆炸物之進出口申請與月

報管理 

網頁服務 

3.8 事業爆炸物e網統計項目新增 網頁服務 

4 建升帄台軟硬體環境 提供6.1~6.2服務 

4.1 購置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系

統系統負載帄衡器(Load Balance) 

硬體採購 

4.2 購置獨立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系

統WEBGIS系統軟體 

軟體採購 

5 辦理教育訓練及成果展示 人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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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成果說明 

(一)落實礦業資料標準制度，提供資料標準項目編輯與匯出GML

之功能。 

    本項目工作係依據落實礦業資料標準制度規劃，將現有

礦業用地、礦業保留區、土石採取區、土石採取專區、砂石

碎解洗選場等資料項目依已公布之礦業資料標準規範，轉換

為GML資料格式，加以供應，本年度預計提供之資料標準項

目與匯出GML格式說明如下所述。 

 

 

 

 

 

 

 

 

 

 

 

 

 

圖4-1資料標準編輯使用個案圖 

表 4-2 礦業資料標準編輯與匯出 GML 功能與使用權限對照表 

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 

功能編號 功能名稱 功能描述 使用權限 

STD_A01 
礦業用地資料標

準項目編輯及匯

以礦業用地資料標準規範，

提供資料建置與匯出 GML

局內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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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 

功能編號 功能名稱 功能描述 使用權限 

出 GML 資料格式。 

STD_A02 

礦業保留區資料

標準項目編輯及

匯出 GML 

以礦業保留區礦業資料標準

規範，轉換為 GML 資料格

式。 

局內使用者 

STD_A03 

土石採取區資料

標準項目編輯及

匯出 GML 

以土石採取區礦業資料標準

規範，轉換為 GML 資料格

式。 

局內使用者 

STD _A04 

土石採取專區資

料標準項目編輯

及匯出 GML 

以土石採取專區礦業資料標

準規範，轉換為 GML 資料格

式。 

局內使用者 

STD _A05 

砂石碎解洗選場

資料標準項目編

輯及匯出 GML 

以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標準

規範，提供資料建置與匯出

GML 資料格式。 

局內使用者 

 

 

1.礦業用地資料標準項目編輯及匯出 GML ( STD_A01)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礦業用地資料標準項目編輯及匯出 GML。 

業務事件 
礦業用地依使用目地可區分為六類，分別為 A 類為探採

礦場（含緩衝帶、坑口等），B 類為捨石場(廢土石堆積

場)，C 類為選礦場(儲、碎礦場)，D 類為道路（含卡車

路、索道等）等，E 類為廠庫（含火藥庫、事務所、機

房、倉庫、工寮等），F 類為其他（含沈澱池、滯洪池

等及其他）。「MIN_礦業用地」類別用以用以描述礦業

用地之各種資訊，其相關屬性，包括涵蓋範圍、礦業字

號、核准字號、核准日期、核准面積及用地類別。 

行為者 
局內使用者。 

使用簡述 
依礦業用地資料標準建置線上編輯功能，並提供匯出礦

業用地資料標準 GML 供流通使用，相關的功能建置由

礦務行政->[GML]礦業用地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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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建立礦業用

地資料 

輸入礦業用地資料。 礦業用地資料儲存於 SQL 

空間資料庫。 

礦業用地資

料匯出 GML 

選擇礦業用地資料名稱後

【匯出 GML】。 

依礦業用地資料標準匯出礦

業用地 GML。 

輸入概述 

1.依使用權限進入礦業資料倉儲帄台選擇【礦務行政->[GML] 礦業用

地】，輸入礦業用地資料如下: 

․ 【涵蓋範圍】以 ISO 19107 標準之「GM_MultiPolygon」描述礦業

用地之面狀範圍。 

․ 【礦區字號】、【核准字號】皆以 ISO 19103 標準之「CharacterString」

記錄。 

․ 【核准日期】以 ISO 19103 標準之「date」記錄。 

․ 【礦業用地面積】以 ISO 19103 標準之「Integer」記錄，單位為公

頃，只記錄數值。 

․ 【用地類別】以「MIN_礦業用地使用區分」之類別代碼建立關聯性

關係，以用地類別代碼記錄該礦業用地之細部資訊，其相關屬性，

包括用地名稱、類別代碼、使用面積、礦業用地位置、使用目的及

備註。 

2.選擇礦業用地資料名稱後【匯出 GML】，系統依礦業用地選擇結果

匯出礦業用地 GML。 

輸出概述 

輸出礦業用地資料標準編輯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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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礦業用地資料標準編輯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MIN_MiningLand、dbo_MIN_MiningLand_Lot、

dbo_MiningLandType。 

礦業用地資料標準匯出 GML 內容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MIN_礦業用地 

xmlns:ngis_primitive="http://standards.moi.gov.tw/schema/ngis_primitive" 

xmlns:xlink="http://www.w3.org/1999/xlink" 

xmlns:gmd="http://www.isotc211.org/2005/gmd" 

xmlns:gco="http://www.isotc211.org/2005/gco" 

xmlns="http://standards.moi.gov.tw/schema/min" 

xmlns:gml="http://www.opengis.net/gml"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standards.moi.gov.tw/schema/min mine.xsd">   

          <ngis_primitive:資料描述>礦務局礦業用地資料

</ngis_primitive:資料描述> 

      <ngis_primitive:坐標參考系統識別碼> 

        <gmd:RS_Identifier> 

          <gmd:code> 

            <gco:CharacterString>EPSG:3826</gco:CharacterString> 

          </gmd:code> 

        </gmd:RS_Identifier> 

      </ngis_primitive:坐標參考系統識別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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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is_primitive:坐標參考系統定義 

xlink:href="http://standards.moi.gov.tw/schema/epsg/3826.xml"/> 

      <ngis_primitive:資料內容對應時間> 

        <gml:TimeInstant> 

          <gml:timePosition>2013-03-01</gml:timePosition> 

        </gml:TimeInstant> 

      </ngis_primitive:資料內容對應時間>       

 <gml:featureMember>  

      <涵蓋範圍>         

<gml:MultiPolygon><gml:geometryProperty><gml:Polygon><gml:outerBou

ndaryIs><gml:LinearRing><gml:coordinates>290927.57925172499,2640140.

768692954 290859.53413278534,2640096.236547051 

290805.38304336742,2640181.7382671847 

290873.21941498574,2640224.2625598409 

290927.57925172499,2640140.768692954</gml:coordinates></gml:LinearRin

g></gml:outerBoundaryIs></gml:Polygon> 

</gml:geometryProperty></gml:MultiPolygon> 

    </涵蓋範圍>  

      <礦區字號>A01***</礦區字號> 

      <核准字號>A01***-1</核准字號> 

      <核准日期>87/07/15</核准日期> 

      <礦業用地面積>33749</礦業用地面積> 

      <用地類別> 

      <MIN_礦業用地使用區分> 

        <用地名稱>F採礦場</用地名稱> 

        <類別代碼>A </類別代碼> 

        <使用面積>8000</使用面積> 

        <礦業用地位置> 

        <MIN_位置記錄> 

           <用地段>花蓮縣**段</用地段> 

           <用地號>**號</用地號> 

           <用地所有權人>***</用地所有權人> 

        </MIN_位置記錄> 

       </礦業用地位置> 

      <使用目的>探採礦場(含緩衝帶、坑口)</使用目的> 

      <備註></備註> 

       </MIN_礦業用地使用區分> 

       </用地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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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l:featureMember>    

</MIN_礦業用地> 

 

2. 礦業保留區資料標準項目編輯及匯出 GML ( STD_A02)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礦業保留區資料標準項目編輯及匯出 GML。 

業務事件 
礦業保留區依據礦業法第 29 條，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

時，得指定礦種及區域作為礦業保留區，「MIN_礦業保

留區」類別為依法公告停止接受申請或禁止探採之區域及

礦種之屬性資料，包括發文字號、所在地、發文日期、面

積、礦種清單等屬性。 

行為者 
局內使用者。 

使用簡述 
依礦業保留區資料標準建置線上編輯功能，並提供匯出礦

業保留區資料標準 GML 供流通使用，相關的功能建置由

礦務行政->[GML] 礦業保留區進入。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建立礦業保

留區資料 

輸入礦業保留區資料。 礦業保留區資料儲存於 SQL 

空間資料庫。 

礦業保留區

資料匯出

GML 

選擇礦業保留區資料名稱

後【匯出 GML】。 
依礦業保留區資料標準匯出

礦業保留區 GML。 

輸入概述 

1.依使用權限進入礦業資料倉儲帄台選擇【礦務行政->[GML] 礦業保

留區】，輸入礦業保留區資料如下: 

․ 【涵蓋範圍】以 ISO 19107 標準之「GM_MultiPolygon」描述礦業

保留區之面狀範圍。 

․ 【發文字號】、【所在地】皆以 ISO 19103 標準之「CharacterString」

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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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積】以 ISO 19103 標準之「Integer」記錄，單位以公頃、公畝、

帄方公尺記錄數值。 

․ 【發文日期】以 ISO 19103 標準之「date」記錄。 

․ 【礦種清單】以「MIN_礦類型代碼」說明礦業保留區內禁止探採之

礦種資料。 

2.選擇礦業保留區資料名稱後【匯出 GML】，系統依礦業保留區選擇

結果匯出礦業保留區 GML。 

輸出概述 

輸出礦業保留區資料標準編輯畫面。 

 

圖 4-3 礦業保留區資料標準編輯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MIN_ReservArea、dbo_Mineral 

礦業保留區資料標準匯出 GML 內容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MIN_礦業保留區 

xmlns:ngis_primitive="http://standards.moi.gov.tw/schema/ngis_primitive

" xmlns:xlink="http://www.w3.org/1999/xlink" 

xmlns:gmd="http://www.isotc211.org/2005/gmd" 

xmlns:gco="http://www.isotc211.org/2005/gco" 

xmlns="http://standards.moi.gov.tw/schema/min" 

xmlns:gml="http://www.opengis.net/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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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standards.moi.gov.tw/schema/min 

mine.xsd"> 

      <ngis_primitive:資料描述>礦務局礦業保留區資料

</ngis_primitive:資料描述> 

      <ngis_primitive:坐標參考系統識別碼> 

        <gmd:RS_Identifier> 

          <gmd:code> 

            <gco:CharacterString>EPSG:3826</gco:CharacterString> 

          </gmd:code> 

        </gmd:RS_Identifier> 

      </ngis_primitive:坐標參考系統識別碼> 

      <ngis_primitive:坐標參考系統定義 

xlink:href="http://standards.moi.gov.tw/schema/epsg/3826.xml"/> 

      <ngis_primitive:資料內容對應時間> 

        <gml:TimeInstant> 

          <gml:timePosition>2013-03-01</gml:timePosition> 

        </gml:TimeInstant> 

      </ngis_primitive:資料內容對應時間> 

      <gml:featureMember> 

           <涵蓋範圍>       

<gml:MultiPolygon><gml:geometryProperty><gml:Polygon><gml:outerB

oundaryIs><gml:LinearRing><gml:coordinates>230952.89,2665327.51 

254514.21,2665518.54 253877.42,2642657.7 

231462.33,2644695.43</gml:coordinates></gml:LinearRing></gml:outerB

oundaryIs></gml:Polygon></gml:geometryProperty></gml:MultiPolygon

> 

      </涵蓋範圍>  

      <發文日期>**/**/**</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經授務字第0940****** 號</發文字號> 

      <礦種清單>058 </礦種清單> 

      <所在地>**縣**鄉**地方</所在地> 

      <面積>905540</面積>  

          </gml:featureMember> 

       </MIN_礦業保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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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石採取區資料標準項目編輯及匯出 GML ( STD_A03)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土石採取區資料標準項目編輯及匯出 GML。 

業務事件 
「MIN_土石採取區」類別用以描述土石採取區所屬之屬

性及空間資料，包括，涵蓋範圍、記錄登錄日期、用地類

別、縣市別、土石採取人、代表人、面積、可採量、公司

地址、土石採取區位置、土石類別、縣府許可證字號、縣

府登記證字號、許可證本局備查字號、登記證本局備查字

號、許可開始日、許可結束日及土石採取區現況等屬性。 

行為者 
局內使用者。 

使用簡述 
依土石採取區資料標準建置線上編輯功能，並提供匯出土

石採取區資料標準 GML 供流通使用，相關的功能建置由

土石資源->[GML] 土石採取區進入。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建立土石採

取區資料資

料 

輸入土石採取區資料。 
土石採取區資料儲存於 SQL 

空間資料庫。 

土石採取區

資料資料匯

出 GML 

選擇土石採取區資料名稱

後【匯出 GML】。 
依土石採取區資料標準匯出

土石採取區 GML。 

輸入概述 

1.依使用權限進入礦業資料倉儲帄台選擇【土石資源->[GML] 土石採

取區】，輸入土石採取區資料如下: 

․ 【涵蓋範圍】以 ISO 19107 標準之「GM_MultiPolygon」描述土石

採取區之面積範圍。 

․ 【縣市別】以 ISO 19103 標準之「CharacterString」描述土石採取區

位置之縣市別，並遵循行政院主計處行政區域及村里代碼。 

․ 【土石採取人】、【代表人】、【公司地址】、【縣府許可證字號】、

【縣府登記證字號】、【許可證本局備查字號】、【登記證本局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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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字號】皆以 ISO 19103 標準之「CharacterString」記錄。 

․ 【記錄登錄日期】、【許可開始日】、【許可結束日】以 ISO 19103

標準之「date」記錄。 

․ 【面積】、【可採量】以 ISO 19103 標準之「Integer」記錄，單位

為公頃，只記錄數值。 

․ 【用地類別】以「MIN_用地類別」記錄。 

․ 【土石採取區現況】以「MIN_土石採取現況類別」記錄。 

․ 【土石類別】以「MIN_土石類別」記錄。 

․ 【土石採取區位置】以「MIN_位置描述」類別建立土石採取區所在

位置，單一土石採取區可記載多筆位置描述。 

2.選擇土石採取區資料名稱後【匯出 GML】，系統依土石採取區選擇

結果匯出土石採取區 GML。 

輸出概述 

輸出土石採取區資料標準編輯畫面。 

 

 

 

 

 

 

 

 

 

 

 

圖 4-4 土石採取區資料標準編輯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MIN_Excavate、dbo_MIN_Excavate_Lot、dbo_RockType。 

土石採取區資料標準匯出 GML 內容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MIN_土石採取區 

xmlns:ngis_primitive="http://standards.moi.gov.tw/schema/ngis_prim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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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ns:xlink="http://www.w3.org/1999/xlink" 

xmlns:gmd="http://www.isotc211.org/2005/gmd" 

xmlns:gco="http://www.isotc211.org/2005/gco" 

xmlns="http://standards.moi.gov.tw/schema/min" 

xmlns:gml="http://www.opengis.net/gml"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standards.moi.gov.tw/schema/min mine.xsd"> 

         <ngis_primitive:資料描述>礦務局土石採取區資料

</ngis_primitive:資料描述> 

   <ngis_primitive:坐標參考系統識別碼> 

            <gmd:RS_Identifier> 

               <gmd:code> 

                  

<gco:CharacterString>EPSG:3826</gco:CharacterString> 

               </gmd:code> 

            </gmd:RS_Identifier> 

         </ngis_primitive:坐標參考系統識別碼> 

         <ngis_primitive:坐標參考系統定義 

xlink:href="http://standards.moi.gov.tw/schema/epsg/3826.xml"/> 

         <ngis_primitive:資料內容對應時間> 

            <gml:TimeInstant> 

               <gml:timePosition>2013-03-01</gml:timePosition> 

            </gml:TimeInstant> 

         </ngis_primitive:資料內容對應時間> 

      

<gml:featureMember> 

  

      <涵蓋範圍> 

 

<gml:MultiPolygon><gml:geometryProperty><gml:Polygon><gml:outerBo

undaryIs><gml:LinearRing><gml:coordinates>228185.59265180686,270072

2.3516770974 227815.21203658739,2700796.8650806863 

227737.04127677667,2701098.8579316051 

227740.97791999861,2701497.2279602182 

227657.16934792578,2702090.0355110373 

227775.21588258713,2702591.3089000098 

227913.13302202238,2703341.4005377553 

227971.83395990246,2703883.546683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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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210.60697103097,2704442.3587920112 

228868.43881468865,2704170.5165930823 

229079.58110203999,2703965.9043165557 

228968.45935753308,2703286.2208382608 

228808.80429484419,2702488.6473622071 

228640.11584541399,2701878.8617420564 

228518.86237371911,2700864.5679221312 

228185.59265180686,2700722.3516770974</gml:coordinates></gml:LinearRi

ng></gml:outerBoundaryIs></gml:Polygon></gml:geometryProperty></gml

:MultiPolygon> 

    </涵蓋範圍>  

      <名稱>苗栗縣銅鑼地區坡地土石採取區</名稱> 

      <記錄登錄日期>2012-07-19</記錄登錄日期> 

        <用地類別>1 </用地類別> 

      <縣市別> 

      <MIN_縣市別> 

      <縣市代碼>10005</縣市代碼> 

      <縣市名稱>苗栗縣</縣市名稱> 

      </MIN_縣市別> 

      </縣市別> 

      <土石採取人>**企業社</土石採取人> 

      <代表人>馮**</代表人> 

      <面積>55380</面積> 

      <可採量>439380000</可採量> 

      <公司地址>苗栗縣通霄鎮帄*里*****號</公司地址> 

      <土石採取區位置> 

         <MIN_位置記錄> 

           <用地段>苗栗縣銅鑼鄉***段*</用地段> 

           <用地號>****地號</用地號> 

           <用地所有權人>馮**</用地所有權人> 

         </MIN_位置記錄> 

       </土石採取區位置> 

      <土石類別>3 </土石類別> 

      <縣府許可證字號>971202府建石09701****</縣府許可證字號> 

      <縣府登記證字號>980424府建石098006****</縣府登記證字號> 

      <許可證本局備查字號>971208經授務0972012****</許可證本局備查

字號> 

      <登記證本局備查字號>980504經授務0982010****</登記證本局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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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號> 

      <許可開始日>2008-12-03</許可開始日> 

      <許可結束日>2011-12-02</許可結束日> 

      <土石採取區現況>1</土石採取區現況> 

  </gml:featureMember> 

 </MIN_土石採取區> 

4. 土石採取專區資料標準項目編輯及匯出 GML ( STD_A04)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土石採取專區資料標準項目編輯及匯出 GML。 

業務事件 
「MIN_土石採取專區」類別用以描述土石採取專區所屬

之屬性及空間資料，包括，涵蓋範圍、土石採取專區核准

文號、土石採取專區公告文號、土石採取專區名稱、記錄

登錄日期、用地類別、縣市別、土石採取人、代表人、面

積、可採量、公司地址、土石採取專區位置、土石類別、

縣府許可證字號、縣府登記證字號、許可證本局備查字

號、登記證本局備查字號、許可開始日、許可結束日及土

石採取專區現況等屬性。 

行為者 
局內使用者。 

使用簡述 
依土石採取專區資料標準建置線上編輯功能，並提供匯出

土石採取區資料標準 GML 供流通使用，相關的功能建置

由土石資源->[GML] 土石採取專區進入。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建立土石採

取專區資料 

輸入土石採取專區資料。 土石採取專區資料儲存於

SQL 空間資料庫。 

土石採取專

區資料匯出

GML 

選擇土石採取專區資料名

稱後【匯出 GML】。 
依土石採取專區資料標準匯

出土石採取專區 GML。 

輸入概述 

1.依使用權限進入礦業資料倉儲帄台選擇【土石資源->[GML] 土石採

取專區】，輸入土石採取專區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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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蓋範圍】以 ISO 19107 標準之「GM_MultiPolygon」描述土石

採取專區之面積範圍。 

․ 【縣市別】以 ISO 19103 標準之「CharacterString」描述土石採取區

位置之縣市別，並遵循行政院主計處行政區域及村里代碼。 

․ 【土石採取專區核准文號】、【土石採取專區公告文號】、【土石

採取專區名稱】、【土石採取人】、【代表人】、【公司地址】、

【縣府許可證字號】、【縣府登記證字號】、【許可證本局備查字

號】、【登記證本局備查字號】皆以 ISO 19103標準之「CharacterString」

記錄。 

․ 【記錄登錄日期】、【許可開始日】、【許可結束日】以 ISO 19103

標準之「date」記錄。 

․ 【面積】、【可採量】以 ISO 19103 標準之「Integer」記錄，單位

為公頃，只記錄數值。 

․ 【用地類別】以「MIN_用地類別」記錄。 

․ 【土石採取專區現況】以「MIN_土石採取現況類別」記錄。 

․ 【土石類別】以「MIN_土石類別」記錄。 

․ 【土石採取專區位置】以「MIN_位置描述」類別建立土石採取專區

所在位置，單一土石採取專區可記載多筆位置描述。 

2.選擇土石採取專區資料名稱後【匯出 GML】，系統依土石採取專區

選擇結果匯出土石採取專區 GML。 

輸出概述 

輸出土石採取專區資料標準編輯畫面。 

 

 

 

 

 

 

 

 

 



104 年度委辦計畫「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4/4）」              成果報告書 

122 

 

 

 

 

 

 

 

 

 

 

 

圖 4-5 土石採取專區資料標準編輯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MIN_DesiExcavate、dbo_MIN_DesiExcavate_Lot、

dbo_RockType。 

土石採取專區資料標準匯出 GML 內容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MIN_土石採取專區 

xmlns:ngis_primitive="http://standards.moi.gov.tw/schema/ngis_primitive" 

xmlns:xlink="http://www.w3.org/1999/xlink" 

xmlns:gmd="http://www.isotc211.org/2005/gmd" 

xmlns:gco="http://www.isotc211.org/2005/gco" 

xmlns="http://standards.moi.gov.tw/schema/min" 

xmlns:gml="http://www.opengis.net/gml"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standards.moi.gov.tw/schema/min mine.xsd"> 

         <ngis_primitive:資料描述>礦務局土石採取專區資料

</ngis_primitive:資料描述> 

   <ngis_primitive:坐標參考系統識別碼> 

            <gmd:RS_Identifier> 

               <gmd:code> 

                  

<gco:CharacterString>EPSG:3826</gco:CharacterString> 

               </gmd:code> 

            </gmd:RS_Identifier> 

         </ngis_primitive:坐標參考系統識別碼> 

         <ngis_primitive:坐標參考系統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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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ink:href="http://standards.moi.gov.tw/schema/epsg/3826.xml"/> 

         <ngis_primitive:資料內容對應時間> 

            <gml:TimeInstant> 

               <gml:timePosition>2013-03-01</gml:timePosition> 

            </gml:TimeInstant> 

         </ngis_primitive:資料內容對應時間> 

      <gml:featureMember> 

       <涵蓋範圍> 

  

<gml:MultiPolygon><gml:geometryProperty><gml:Polygon><gml:outerBo

undaryIs><gml:LinearRing><gml:coordinates>301914.97010179586,27899

86.9867799049 302458.46663087636,2790718.1984523577 

303324.02196972648,2790233.8383046645 

303656.39784777683,2790199.1657292861 

303863.24622328673,2789839.183563354 

303527.15206880274,2789918.5945051727 

303096.46734280005,2789378.3583356943 

302776.6564375069,2789841.97501462 

301914.97010179586,2789986.9867799049</gml:coordinates></gml:LinearR

ing></gml:outerBoundaryIs></gml:Polygon></gml:geometryProperty></g

ml:MultiPolygon> 

      </涵蓋範圍>  

      <土石採取專區核准文號>***********</土石採取專區核准文號> 

      <土石採取專區公告文號>***********</土石採取專區公告文號> 

      <土石採取專區名稱>新北市萬里區地區碎石資源規劃區</土石採取

專區名稱> 

      <記錄登錄日期>2012-07-19</記錄登錄日期> 

        <用地類別>1</用地類別> 

      <縣市別> 

      <MIN_縣市別> 

      <縣市代碼>65</縣市代碼> 

      <縣市名稱>新北市</縣市名稱> 

      </MIN_縣市別> 

      </縣市別> 

      <土石採取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土石採取人> 

      <代表人>曾**</代表人> 

      <面積>1258</面積> 

      <可採量>18960</可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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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地址>新北市萬里區龜吼村*****號</公司地址> 

      <土石採取專區位置> 

         <MIN_位置記錄> 

           <用地段>新北市萬里區下萬里加投段</用地段> 

           <用地號>***地號1筆</用地號> 

           <用地所有權人>曾**</用地所有權人> 

         </MIN_位置記錄> 

       </土石採取專區位置> 

      <土石類別>4</土石類別> 

      <縣府許可證字號>1001012北府經工100137****</縣府許可證字號> 

      <縣府登記證字號>1001014經授務1000014****</縣府登記證字號> 

      <許可證本局備查字號>[尚未備查]</許可證本局備查字號> 

      <登記證本局備查字號>[尚未備查]</登記證本局備查字號> 

      <許可開始日>2011-10-12</許可開始日> 

      <許可結束日>2012-10-11</許可結束日> 

      <土石採取專區現況>1</土石採取專區現況> 

  </gml:featureMember> 

  </MIN_土石採取專區> 

 

5. 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標準項目編輯及匯出 GML ( STD_A05)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標準項目編輯及匯出 GML。 

業務事件 
「MIN_砂石碎解洗選場」類別用以描述砂石碎解洗選場

所屬之屬性及空間資料，包括，涵蓋範圍、編號、縣市別、

砂石碎解洗選場名稱、面積、場址、電話、工廠登記證號、

工廠登記日期及砂石碎解洗選場位置等屬性。 

行為者 
局內使用者。 

使用簡述 
依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標準建置線上編輯功能，並提供匯

出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標準 GML 供流通使用，相關的功

能建置由土石資源->[GML] 砂石碎解洗選場進入。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建立砂石碎 輸入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 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儲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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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洗選場資

料 

SQL 空間資料庫。 

砂石碎解洗

選場資料匯

出 GML 

選擇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

名稱後【匯出 GML】。 
依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標準

匯出砂石碎解洗選場 GML。 

輸入概述 

1.依使用權限進入礦業資料倉儲帄台選擇【土石資源->[GML] 砂石碎

解洗選場】，輸入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如下: 

․ 【涵蓋範圍】以 ISO 19107 標準之「GM_MultiPolygon」描述砂石

碎解洗選場之面狀範圍。 

․ 【編號】以 ISO 19103 標準之「Integer」記錄。 

․ 【砂石碎解洗選場名稱】、【縣府登記證字號】、【場址】、【電

話】、【工廠登記證號】、【用地變更同意文號】皆以 ISO 19103

標準之「CharacterString」記錄。 

․ 【工廠登記日期】以 ISO 19103 標準之「date」記錄。 

․ 【面積】以 ISO 19103 標準之「Integer」記錄，單位為公頃，只記

錄數值。 

․ 【砂石碎解洗選場位置】以「MIN_位置描述」類別建立砂石碎解洗

選場在位置，單一砂石碎解洗選場可記載多筆位置描述。 

2.選擇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名稱後【匯出 GML】，系統依砂石碎解洗

選場選擇結果匯出砂石碎解洗選場 GML。 

輸出概述 

輸出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標準編輯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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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標準編輯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MIN_CrushWash、dbo_MIN_CrushWash_Lot。 

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標準匯出GML內容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MIN_砂石碎解洗選場 

xmlns:ngis_primitive="http://standards.moi.gov.tw/schema/ngis_primitive" 

xmlns:xlink="http://www.w3.org/1999/xlink" 

xmlns:gmd="http://www.isotc211.org/2005/gmd" 

xmlns:gco="http://www.isotc211.org/2005/gco" 

xmlns="http://standards.moi.gov.tw/schema/min" 

xmlns:gml="http://www.opengis.net/gml"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standards.moi.gov.tw/schema/min mine.xsd"> 

 

<ngis_primitive:資料描述>礦務局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ngis_primitive:資

料描述> 

   <ngis_primitive:坐標參考系統識別碼> 

            <gmd:RS_Identifier> 

               <gmd:code> 

                  

<gco:CharacterString>EPSG:3826</gco:CharacterString> 

               </gmd:code> 

            </gmd:RS_Identifier> 

         </ngis_primitive:坐標參考系統識別碼> 

         <ngis_primitive:坐標參考系統定義 

xlink:href="http://standards.moi.gov.tw/schema/epsg/3826.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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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is_primitive:資料內容對應時間> 

            <gml:TimeInstant> 

               <gml:timePosition>2013-03-01</gml:timePosition> 

            </gml:TimeInstant> 

         </ngis_primitive:資料內容對應時間> 

       

<gml:featureMember> 

  

      <涵蓋範圍> 

 

<gml:MultiPolygon><gml:geometryProperty><gml:Polygon><gml:outerBou

ndaryIs><gml:LinearRing><gml:coordinates>321118.08426497004,2683142.

6483535473 321129.54093092406,2683132.1603038418 

321161.37426497007,2683103.0183535474 

321172.08539932052,2683137.0648168768 

321206.67597660178,2683134.0657320214 

321217.82751166279,2683092.2474755426 

321169.96884035936,2683023.9443232939 

321279.62560179248,2682992.8129545823 

321275.44377614459,2682979.8028303441 

321167.18095659412,2682994.6715437588 

321157.88801070995,2682985.8432451691 

321147.66577023733,2682944.9542832784 

321111.42328128911,2682940.3078103364 

321048.02973193733,2683028.2495523603 

321118.08426497004,2683142.6483535473</gml:coordinates></gml:LinearRi

ng></gml:outerBoundaryIs></gml:Polygon></gml:geometryProperty></gml

:MultiPolygon> 

      </涵蓋範圍>  

      <編號>658</編號> 

      <縣市別> 

      <MIN_縣市別> 

       <縣市代碼>10015</縣市代碼> 

       <縣市名稱>花蓮縣</縣市名稱> 

       </MIN_縣市別> 

       </縣市別> 

      <砂石碎解洗選場名稱>**興業有限公司</砂石碎解洗選場名稱> 

      <面積>225800</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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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址>花蓮縣**鄉**路線**號</場址>   

      <電話>***-*****</電話>  

      <工廠登記證號>經授務字第0940****** 號</工廠登記證號> 

      <工廠登記日期>**-**-**</工廠登記日期>  

      <砂石碎解洗選場位置> 

      <MIN_位置記錄> 

           <用地段>花蓮縣**鄉**段</用地段> 

           <用地號>****地號</用地號> 

           <用地所有權人>***</用地所有權人> 

      </MIN_位置記錄> 

      </砂石碎解洗選場位置> 

      <用地變更同意文號>**第0940****** 號</用地變更同意文號> 

  </gml:featureMember> 

    </MIN_砂石碎解洗選場> 

 

(二)擴充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將提供一般民眾之地圖服務之

空間資訊轉換為影像格式，切割為具有空間定位資訊之地圖

圖磚(Map Tile)，藉以提升業務成果展示之成效。 

    地圖磚 (Map Tile) 是一種應用在地理資訊系統中用以加

速整體效能的一種機制。與網際路中常被應用的快取 (Cache)

機制類似；而與快取不同之處，在於所有需要的資料皆是事

前先準備好而非執行時才產生如此便可加快顯示速度。近年

來各種地圖服務常採用之策略為將地理空間資訊轉換為影像

格式，切割為地圖圖磚(Map Tile)，再利用快取將地圖傳遞至

使用者端加以展示。地圖圖磚技術之優勢為可有效控制資料

傳輸量、提升作業效率、避免處理異質性資料及適切調整傳

輸資料之品質。本年度規劃透過地圖圖磚服務(Map Tile 

Service)之技術提供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美觀及高品質之參

考底圖，讓前端使用者無需安裝任何外掛程式，如此便可以

提升現存礦區、礦業用地、土石採取場、等業務成果展示之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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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 地圖磚服務使用個案圖 

表 4-3 礦業資料倉儲帄台地圖磚功能與使用權限對照表 

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 

功能編號 功能名稱 功能描述 使用權限 

MIN_A01 基本地圖圖磚 呈現礦務局圖磚版地圖。 一般使用者 

MIN _A02 
礦業資源定位查

詢 

提供各縣市的礦區位置與礦

種查詢定位。 

一般使用者 

MIN _A03 
礦業救援定位查

詢 

提供各縣市的救援資源查詢

定位。 

一般使用者 

MIN _A04 圖層套疊查詢 提供套疊其他單位的圖資。 一般使用者 

1. 基本地圖圖磚 (MIN_A01)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基本地圖圖磚使用。 

業務事件 
近年來在 OGC 的推動下，目前大多數的地理資訊系統

軟、硬體廠商均支援該單位所制定的標準，如網路地圖

服務(Web Map Service, WMS)、網路圖徵服務(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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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Service, WFS)、…等服務。地圖磚服務在 Google

推出 Google Map 服務後，由於所使用展圖效率技術即是

類似常用於網際網路 Cache 的作法，也促使此種針對圖

資進行前處理的地圖磚服務很快就被各界所引用。本年

度計畫採用此一技術，將現有一般民眾使用之地圖服

務，改採用地圖磚之模式提供。由於本帄台圖資的涵蓋

範圍不同，因此，必需將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之圖資

從低解析度到高解析度產生對應的階層（Zoom Level），

並產生 16 階圖層。 

行為者 
一般使用者。 

使用簡述 
於國土倉儲整合帄台圖磚入口進入圖磚版地圖，進入圖

磚版地圖後，系統即呈現礦務局圖磚版地圖，使用者無

需安裝任何外掛程式。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圖磚版地圖 於瀏覽器輸入

http://gis-ap-server.mine.gov 

.tw/minegistile/。  

進入圖磚版地圖。 

QR Code 於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

點選 QR Code。 

使用手機掃瞄 QR Code 後

進入圖磚版地圖。 

輸入概述 

1.於礦務局首頁 http://www.mine.gov.tw/選擇【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

台】，按下圖磚版地圖後進入圖磚版地圖。 

2.於瀏覽器輸入 http://gis-ap-server.mine.gov.tw/minegistile/後進入圖磚

版地圖。 

3.於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點選 QR Code 後，使用手機掃瞄 QR Code

後進入圖磚版地圖。 

4. 於圖磚版地圖使用滾輪放大縮小地圖，或於地圖上使用滑鼠直接拖

曳移動地圖。 

輸出概述 

輸出礦業資料倉儲帄台首頁畫面、礦業資料倉儲帄台地圖磚畫面、礦

業資料倉儲帄台 QR Code 畫面、使用手機進入礦業資料倉儲帄台地圖

磚畫面。 

 

 

http://gis-ap-server.mine.gov/
http://gis-ap-server.min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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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礦業資料倉儲帄台首頁畫面 

 

 

 

 

 

 

 

 

 

 

 

 

圖 4-9 礦業資料倉儲帄台地圖磚畫面 

 

 
圖 4-10 礦業資料倉儲帄台 QR Code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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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使用手機進入礦業資料倉儲帄台地圖磚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無。 

 

2. 礦業資源定位查詢(MIN_A02)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礦業資源定位查詢。 

業務事件 
礦業資源主要是提供各縣市的礦區位置與礦種供使用者

查詢定位。 

行為者 
一般使用者。 

使用簡述 
圖磚版之礦業資源查詢，提供查詢條件為縣市、鄉鎮、

礦種、礦區等複合查詢及定位。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礦業資源定

位 

於圖磚版地圖選單選擇【定

位->礦業資源定位】 

依縣市、鄉鎮、礦種、礦區

等複合查詢結果定位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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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定位 於圖磚版地圖選單選擇【定

位->清除定位】 
將地圖上的定位標示清除。 

輸入概述 

1. 於圖磚版地圖選單選擇【定位->礦業資源定位】操作縣市、鄉鎮、

礦種、礦區等複合查詢結果按下【定位】，將地圖上的定位標示。 

2. 於圖磚版地圖選單選擇【定位->清除定位】將地圖上的定位標示清

除。 

輸出概述 

輸出礦業資源定位查詢畫面、礦業資源定位結果畫面。 

 

 

 

 

 

 

 

 

 

 

 

圖 4-12 礦業資源定位查詢畫面 

 

 

 

 

 

 

 

 

 

 

 

圖 4-13 礦業資源定位結果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Allcitytown、dbo_MIN_Mine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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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礦業救援定位查詢(MIN_A03)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礦業救援定位查詢。 

業務事件 
礦業救援定位查詢主要是提供各縣市的救援資源供使用

者查詢定位。 

行為者 
一般使用者。 

使用簡述 
圖磚版之礦業救援定位查詢提供查詢條件為縣市、鄉

鎮、救援種類、單位等複合查詢及定位。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礦業救援定

位 

於圖磚版地圖選單選擇【定

位->礦業救援定位】 

依縣市、鄉鎮、救援種類、

單位等複合查詢結果定位

標示。 

清除定位 於圖磚版地圖選單選擇【定

位->清除定位】 
將地圖上的定位標示清除。 

輸入概述 

1. 於圖磚版地圖選單選擇【定位->礦業救援】操作縣市、鄉鎮、救援

種類、單位等複合查詢結果按下【定位】，將地圖上的定位標示。 

2. 於圖磚版地圖選單選擇【定位->清除定位】將地圖上的定位標示清

除。 

輸出概述 

輸出礦業救援定位查詢畫面、礦業救援定位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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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礦業救援定位查詢畫面 

 

 

 

 

 

 

 

 

 

 

 

圖 4-15 礦業救援定位結果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PoliceOffice1、dbo_FireOffice1、dbo_Hospital。 

 

4. 圖層套疊查詢(MIN_A04)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圖層套疊查詢。 

業務事件 
提供套疊其他單位圖資。 

行為者 
一般使用者。 

使用簡述 
使用者選擇【圖層開關】，依圖層套疊需求現存礦區、

地質、礦業救援、103 年空拍影像、102 年空拍影像、101

年空拍影像及五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嚴重地層下陷地

區、自來水水質保護區、水庫蓄水範圍圖、五千分之一

地形圖、段籍圖、通用版電子地圖、日治時期十萬分之

一臺灣地形圖原圖、 臺灣地區五萬分之一地形圖等，並

可依需求調整圖層不透明度。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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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開關 於圖磚版地圖選單選擇【圖

層開關】。 

勾選現存圖層，將圖層套疊

結果呈現。 

不透明度 於每一圖層選擇【不透明

度】。 
該圖層依不透明度呈現。 

輸入概述 

1. 於圖磚版地圖選單選擇【圖層開關】操作勾選圖層，勾選後將圖層

套疊結果於地圖中呈現。 

2. 於每一圖層選擇【不透明度】，該圖層依不透明度呈現。 

輸出概述 

輸出圖層開關畫面、不透明度調整畫面、其他單位圖資套疊畫面。 

 

 

 

 

 

 

 

 

 

 

圖 4-16 圖層開關畫面 

 

 

 

 

 

 

 

 

 

 

 

圖 4-17 不透明度調整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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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與其他單位 WMS 圖資套疊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無。 

 

(三)持續擴充事業爆炸物e網服務功能 

在事業用爆炸物e網服務功能擴充方面，以簡政便民、依法行

政、技術引領等做為系統規劃理念，配合提升管理效率、推

動服務轉型、增進安全效能的建置目標，本期規劃擴充人員

訓練審核讓訓練資源得到充分應用，並兼具報名順序的公帄

性。爆炸物的庫存登記、進出口管理與火藥庫申請案件等完

成管理電子化申辦，提供進出口資料與關貿網路共建便民的

網路申辦環境、提供火藥庫旬月報、爆破員名冊、巡檢資料

等資訊給轄區警政單位、消防單位線上查閱共享系統建置成

果，達成資料流通共享目的。本期擴充事業爆炸物e網服務功

能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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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本期擴充事業爆炸物 e 網服務功能與使用權限對照表 

事業爆炸物 e 網 

功能編號 功能/子功能名稱 功能/子功能描述 使用權限 

EXP_A01 

爆炸物管理員及

爆破專業人員教

育訓練功能精進 

提供 EXP_A01_01、

EXP_A01_02、EXP_A01_03、

EXP_A01_04 等子功能。 

參閱子功能權

限 

EXP_A01_01 

爆炸物管理員及

爆破專業人員教

育訓練報名階段 

此階段主要是提供局端規劃

課程基本資訊、設定報名截

止日期及提供使用者報名課

程。 

教育訓練報名

者及局內承辦

人員。 

EXP_A01_02 

爆炸物管理員及

爆破專業人員教

育訓練審核階段 

此階段主要是提供局端在審

核期限前，進行素行調查、

書件審核及書件不齊備者提

供補件等。 

教育訓練報名

者及局內承辦

人員。 

EXP_A01_03 

爆炸物管理員及

爆破專業人員教

育訓練繳費階段 

此階段主要由承辦人員在繳

費期限內，勾稽教育訓練報

名者繳費資料等。 

教育訓練報名

者及局內承辦

人員。 

EXP_A01_04 

爆炸物管理員及

爆破專業人員教

育訓練二三階複

核 

提供 2、3 階複核及由局內承

辦人員產生受訓名單。  

局內 2、3 階複

核者、局內承

辦人員。 

EXP_A02 
火藥庫併案申請

及審核功能擴充 

提供 EXP_A02_01、

EXP_A02_02、EXP_A02_03、

EXP_A02_04、EXP_A02_05 等

子功能。 

參閱子功能權

限 

EXP_A02_01 

火藥庫新寄存併

案申請(寄存申請

業者端) 

提供新寄存業者與設置單位

火藥庫展延、調整核定限存

量之合併申請。 

製造販賣、販

賣、礦業土

石、工程等業

者之新寄存申

請者。 

EXP_A02_02 

火藥庫設置者同

意新寄存併案申

請(設置業者端) 

火藥庫設置單位提出火藥庫

展延、調整核定限存量申請

案件與其他寄存單位之申請

案件合併申請。 

製造販賣、販

賣、礦業土

石、工程等業

者之其他併案

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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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爆炸物 e 網 

功能編號 功能/子功能名稱 功能/子功能描述 使用權限 

EXP_A02_03 
局端審核新寄存

併案申請 

審核新寄存單位之併案申

請。 

局端 5 階審核

者。 

EXP_A02_04 
局端審核設置單

位展延併案申請 

併案申請的審核流程，會視

個別由請案件之申請表格逐

案審核，併案審核全部完成

才提供火藥庫設置登記證列

印。 

局端 5 階審核

者。 

EXP_A03 

縣(市)警察局與

警分局與縣(市)

消防局與分隊權

限設置 

提供 EXP_A03_01、

EXP_A03_02 等子功能。 

參閱子功能權

限 

EXP_A03_01 

縣(市)警察局、警

分局轄區權限設

置 

縣(市)警察局、警分局線上查

閱爆炸物抽查報告表、爆破

專業人員名冊、旬月報。 

縣(市)警察局

與警分局承辦

業務相關人

員。 

EXP_A03_02 

縣(市)消防局、消

防分隊轄區權限

設置 

縣(市)消防局、消防分隊線上

查閱爆炸物抽查報告表、爆

破專業人員名冊、旬月報。 

縣(市)消防

局、消防分隊

承辦業務相關

人員。 

EXP_A04 

進出口/運輸證/

配購運輸證項目

增修 

提供 EXP_A04_01、

EXP_A04_02、EXP_A04_03、

EXP_A04_04 等子功能。 

參閱子功能權

限 

EXP_A04_01 

業者使用事業用

爆炸物 e 網與海

關服務帄台單一

登入整合服務 

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服務與關

貿單一窗口系統經過系統驗

證後，即可提供業者由關貿

單一窗口進入事業用爆炸物

e 網進行爆炸物進出口之申

請。 

進出口申請業

者、關貿單一

窗口管理者。 

EXP_A04_02 

局端審核事業用

爆炸物 e 網進出

口與海關服務帄

台整合服務 

業者由關貿單一窗口進入事

業用爆炸物 e 網進行爆炸物

進出口之申請。申請經局端

四階審核完成後，將同意書

資料由系統傳送到關貿單一

窗口。達成關務署與礦務局

進出口申請業

者、局端 4 階

審核者、關貿

單一窗口管理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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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爆炸物 e 網 

功能編號 功能/子功能名稱 功能/子功能描述 使用權限 

便民服務，共同達成無紙化

的目標，提高作業效率、便

利進出口通關的加值服務。 

EXP_A04_03 

運輸證配合貨品

進口申請功能增

修 

業者爆炸物貨品由海關進

口，在出港埠前需向礦務局

申請運輸證方能進行爆炸物

運輸，本項運輸證增修係提

供業者爆炸物進口申請運輸

時，可以以多路線多車次向

礦務局提出申請，局端 3 階

審核後可以多路線方式產生

運輸證列印。 

申請進出口之

4 類業者、局內

3 階審核者。 

EXP_A04_04 
配購證申請功能

增修 

業者在申請爆炸物申配數量

時，系統依據配購審核公

式，自動檢核配購申請之數

量。系統建議為特殊者，可

依需求選擇【一般】或【特

殊】申請。 

礦業土石業

者、工程業

者。 

EXP_A05 

登記簿、領退料

及旬月報項目擴

充 

於登記簿、旬月報中提供新

增硝酸銨類登記簿，供業者

申報使用。 

製造販賣、販

賣、礦業土

石、工程等業

者及局內三階

審核使用者 

EXP_A06 

事業用爆炸物賸

餘不再使用或爆

炸物變質或不堪

使用廢棄申請書

填報及審核作業 

提供 EXP_A06_01、

EXP_A06_02、EXP_A06_03、

EXP_A06_04、EXP_A06_05、

EXP_A06_06、EXP_A06_07 等

子功能。 

參閱子功能權

限 

EXP_A06_01 

業者(申請方)填

寫事業用爆炸物

賸餘申請 

本項功能包括申請清單、填

寫爆炸物賸餘或不再使用(收

回或承購) 申請書、爆炸物明

細、檢視申請書等功能。 

製造販賣、販

賣、礦業土

石、工程等業

者之申請者 

EXP_A06_02 
業者(承接方) 同

意申請事業用爆

本項功能包括申請清單、同

意承接/收購、檢視申請書申

製造販賣、販

賣、礦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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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爆炸物 e 網 

功能編號 功能/子功能名稱 功能/子功能描述 使用權限 

炸物賸餘申請 請等功能。 石、工程等業

者之承接者 

EXP_A06_03 

局端 3 階審核事

業用爆炸物賸餘

申請 

本項功能包括審核清單、申

請書檢視、存量、3 階審核、

退回補正等功能。 

局端 3 階審核

者 

EXP_A06_04 
爆炸物賸餘運輸

證申請 

爆炸物賸餘或不再使用申請

經同意後，可申請運輸證進

行移運，移運用途請選賸餘

移運，用途說明請選擇填申

請書號碼，起運及運往依照

爆炸物賸餘或不再使用申請

所述。 

製造販賣、販

賣、礦業土

石、工程等業

者之申請者 

EXP_A06_05 

爆炸物變質或不

堪使用廢棄申

請。 

本項功能包括申請清單、填

寫事業用爆炸物變質或不堪

使用廢棄申請書、爆炸物明

細、檢視申請書等功能。 

製造販賣、販

賣、礦業土

石、工程等業

者之申請者 

EXP_A06_06 

局端 3 階審核爆

炸物變質或不堪

使用廢棄申請 

本項功能包括審核清單、申

請書檢視、3 階審核、退回補

正等功能。 

局端 3 階審核

者 

 

EXP_A06_07 

爆炸物變質或不

堪使用廢棄申請

運輸證 

爆炸物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

申請經同意後，可申請運輸

證進行移運，移運用途請選

廢棄，用途說明請選擇填申

請書號碼，起運及運往依照

爆炸物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

申請所述。 

製造販賣、販

賣、礦業土

石、工程等業

者之申請者 

EXP_A07 

非事業用爆炸物

之貨品進出口申

請與月報管理 

提供 EXP_A07_01、

EXP_A07_02、EXP_A07_03、

EXP_A07_04、EXP_A07_05、

EXP_A07_06 等。 

參閱子功能權

限 

EXP_A07_01 

非事業用爆炸物

之貨品出口同意

書申請 

本項功能提供業者檢視申請

清單、填寫非爆炸用之貨品

出口同意書、非事業用爆炸

物貨品出口明細、檢視貨品

貨品出口同意

書申請人。 



104 年度委辦計畫「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4/4）」              成果報告書 

142 

 

事業爆炸物 e 網 

功能編號 功能/子功能名稱 功能/子功能描述 使用權限 

出口同意書等。 

EXP_A07_02 

局端 4 階審核非

事業用爆炸物出

口同意書申請 

本項功能提供申請書檢視、

審核表、4 階審核及退回補正

等。 

局內 4 階審核

者 

EXP_A07_03 

非事業用爆炸物

之貨品進口同意

書申請 

本項功能提供業者檢視申請

清單、填寫非爆炸用之貨品

進口同意書、非事業用爆炸

物貨品進口明細、檢視貨品

進口同意書等。 

貨品進口同意

書申請人 

EXP_A07_04 

局端 4 階審核非

事業用爆炸物進

口同意書申請 

申請書檢視、填寫審核表、4

階審核及退回補正。 

局內 4 階審核

者 

EXP_A07_05 

非事業用爆炸物

進出口月報申報

作業 

本項功能提供非事業用爆炸

物進出口新增登記及月報申

報作業。 

貨品進出口同

意書申請人 

EXP_A07_06 

局端查閱非事業

用爆炸物進出口

月報 

本項功能提供非事業用爆炸

物進出口新增登記及月報申

報作業。 

局端使用者。 

EXP_A08 
事業爆炸物 e 網

統計項目新增 

提供 EXP_A08_01、

EXP_A08_02、EXP_A08_03、

EXP_A08_04 等。 

參閱子功能權

限 

EXP_A08_01 火藥庫統計 

提供違失檢討及改善明細

表、抽查家數及違失記錄統

計表、 抽查違失數量統計

表、 火藥庫檢查/聯檢統計、

業者處分統計、火藥庫有效

期限六十日內屆滿、各縣市

火藥庫統計表、火藥庫統計

地圖等資料查詢。 

局端使用者 

EXP_A08_02 
事業用爆炸物統

計 

提供核配量表、爆炸物核配

及使用情形統計、各縣市爆

炸物耗用統計等資料查詢。 

局端使用者 

EXP_A08_03 年度統計資料 提供調訓年度統計、教育訓 局端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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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爆炸物 e 網 

功能編號 功能/子功能名稱 功能/子功能描述 使用權限 

練年度統計、行政處分年度

統計、人員年度統計等資料

查詢。 

EXP_A08_04 
領退料表單即時

監管 

即時監管業者之領料單，逾

24 小時未填退料單時，由系

統標示!【逾時】，提供管理

者監管業者之領退料情形。 

局端使用者 

 

1.爆炸物管理員及爆破專業人員教育訓練功能精進(EXP_A01) 

為使爆炸物管理員及爆破專業人員教育訓練資源得到充分應用，並兼

具報名順序的公帄性，在既有之報名功能之上精進報名審核流程，教

育訓練功能調整如下： 

 

 

 

 

 

 

 

 

 

 

 

 

圖 4-19 教育訓練使用個案圖 

(1) 爆炸物管理員及爆破專業人員教育訓練報名階段(EXP_A01_01) 

使用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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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領域 爆炸物管理員及爆破專業人員教育訓練報名階段。 

業務事件 
此階段主要是提供局端規劃課程基本資訊、設定報名截

止日期及提供使用者報名課程。 

行為者 
教育訓練報名者及局內承辦人員。 

使用簡述 
輸入課程別、班別、期別或場次、訓練單位、地點、課

程說明、受訓費用、課程附件、報名截止、補件期限、

審核期限、繳費期限最低、最高人人數等課程資訊。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課程基本資

訊建立及發

布 

課程別、班別、期別或場

次、訓練單位、地點、課程

說明、受訓費用、課程附件

等。 

填寫完成可發布課程提供

一般使用者填寫訓練報名

表。 

報名截止 設定報名截止日期，當截止

日期到期時，系統會停止接

受使用者報名。 

報名人數已達最低開班人

數時，開始進行素調審核。

當報名人數低於最低開班

人數時，由管理單位取消開

班或將課程報名截止延

期，提供使用者繼續報名。 

補件期限 設定補件截止日期，當補件

日期到期時，系統會停止接

受使用者補件。 

停止接受使用者補件或由

管理單位延長補件期限，提

供使用者繼續補件。 

審核期限 設定審核截止日期，當審核

截止日期到期時，系統會依

素調及書件合格人數判斷

是否開班。 

素調及書件合格人數已達

最低開班人數時，提供管理

者進行繳費通知。若素調及

書件合格人數低於最低開

班人數時取消開班。 

繳費期限 設定繳費截止日期，當截止

日期到期時，系統會停止接

受使用者繳費。 

繳費人數且已達最低開班

人數時，開始三階審核。當

繳費人數低於最低開班人

數時取消開班。 

最低、最高 設定最低開班人數。 當繳費人數<最低開班人數

時，系統會依條件自動取消

開班。當繳費人數>=最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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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x2 且繳費人數<=最高人

數 x2 時，系統會自動產生

受訓名單 x2。 

2、3 階複核 進行科長及組長複核。 完成繳費後由科長及組長

進行受訓人員複核。 

輸入概述 

1. 登入事業用爆炸物 e 網【各式證件及訓練申請->訓練報名】填寫課

程基本資料、設定報名截止日期、補件期限、審核期限、繳費期限、

最低、最高人數。 

2. 於課程列表按下發布課程提供業者端或一般參訓者填寫訓練報名

表。 

3.發布課程、截止報名、補件期限、審核期限、繳費期限、開訓日期、

結訓日期到期時以淺藍色表示、未到期則淺灰色表示，並依淺紅色表

示今天以利管理人員做為各階段的區隔。 

輸出概述 

輸出教育訓練新增課程畫面、教育訓練課程發布畫面、業者端報名提

醒畫面、業者端報名表畫面。 

 

 

圖 4-20 教育訓練新增課程畫面 

 

 

圖 4-21 教育訓練課程發布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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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業者端報名提醒畫面 

 

 

 

 

 

 

 

 

 

 

 

圖 4-23 業者端報名表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TClassList、dbo_TClassM_Apply、

dbo_TClassM_Apply1、dbo_MUserInfo、dbo_MTeach_Befor、

dbo_TClassP_Apply、dbo_TClassP_Appl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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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爆炸物管理員及爆破專業人員教育訓練審核階段(EXP_A01_02)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爆炸物管理員及爆破專業人員教育訓練審核階段。 

業務事件 
此階段主要是提供局端在審核期限前，進行素行調查、

書件審核及書件不齊備者提供補件等。 

行為者 
教育訓練報名者及局內承辦人員。 

使用簡述 
素調及書件審核：提供匯出素調資料進行素調及書件審

核。 

補件期限：素行調查審核通過人數>=最低開班人數。所

有人書件齊全直接進入繳費階段。部分書件不齊者進行

補件流程。 

審核期限：審核期限到期時系統檢核下列各項。 

A.素調合格及書件合格人數>=最低開班人數，審核期限

到期進入繳費階段。 

B.素行調查及書件合格人數<最低開班人數，取消開班或

延長報名時間。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審核流程 承辦人進行報名者素調審

核及報名者書件審核。 

素調審核不合格取消報名

資格不接受補件。 

補件流程 承辦人於審核報名者清單

勾選補件，系統通知參訓者

補件。系統依設定補件截止

日期接受參訓者補件。 

書件不齊者依補件流程進

行補件，補件截止日期到期

時，如需延長補件期限，請

於課表清單中重新設定，惟

需符合各階段時間序。 

審核期限 設定審核截止日期，當審核

截止日期到期時，系統會依

素調及書件合格人數判斷

是否開班。必要時也可延長

審核截止日期，惟需符合各

階段時間序。 

當審核截止日期到期時，素

調及書件合格人數已達最

低開班人數時，提供管理者

進行繳費通知。若素調及書

件合格人數低於最低開班

人數時取消開班。 

輸入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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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進行承辦人書件審核匯出素調資料進行素調，審核報名者書件資料，

勾選素調結果或書件不齊需補件者名單。 

2.報名者依補件通知在補件期限前進行補件，承辦人在審核期限前完成

報名書件審核。 

輸出概述 

輸出承辦一階素調清單畫面、承辦審查書件課程清單畫面、承辦審查

報名人員書件清單畫面、報名者檢視補件通知畫面、報名者補件畫面。 

 

圖 4-24 承辦一階素調清單畫面 

 

 

圖 4-25 承辦審查書件課程清單畫面 

 

 

 

 

 

 

 

 

 

 

 

 

 

 

 

 

 

圖 4-26 承辦審查報名人員書件清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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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報名者檢視補件通知畫面 

 

 

 

 

 

 

 

 

 

 

 

 

 

 

圖 4-28 報名者補件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TClassList、dbo_TClassM_Apply、

dbo_TClassM_Apply1、dbo_MUserInfo、dbo_MTeach_Befor、

dbo_TClassP_Apply、dbo_TClassP_Appl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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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爆炸物管理員及爆破專業人員教育訓練繳費階段(EXP_A01_03)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爆炸物管理員及爆破專業人員教育訓練繳費階段。 

業務事件 
此階段主要由承辦人員在繳費期限內，勾稽教育訓練報

名者繳費資料等。 

行為者 
教育訓練報名者及局內承辦人員。 

使用簡述 
系統在繳費期限到期前檢核下列各項。 

A.繳費人數>=(最低人數)且繳費人數< (最低人數) x2，取

範圍內報名合格人數並產生受訓名單 x1。 

B.繳費人數>= (最低人數) x2 且繳費人數=<(最高人數) 

x2，取範圍內報名合格人數並產生受訓名單 x2。 

C. 受訓名單若因取消受訓人數<最低開班人數，取消開

班。 

D. 繳費人數<最低開班人數，取消開班。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繳費通知 素調合格及書件合格人數

>=最低開班人數。 

承辦人於課程清單中按下

【通知繳費】，業者開始繳

費並填寫繳費資料。 

承辦複核繳

費 

承辦人核對繳費資料，必要

時也可延長繳費截止日

期，惟需符合各階段時間

序。 

繳費期限到期前，勾稽繳費

資料。 

輸入概述 

1.承辦人員按下【繳費通知】通知業者進行繳費。 

2.業者依報名合格人數在繳費期限進行繳費。 

3.承辦人員複核繳費資料。 

輸出概述 

輸出通知繳費課程清單畫面、報名者接收繳費通知畫面、報名者填寫

繳費資料畫面、承辦複核繳費清單畫面、承辦複核報名者繳費清單畫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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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通知繳費課程清單畫面 

 

 

 

 

 

 

 

 

 

 

 

 

 

 
 

 

圖 4-30 報名者接收繳費通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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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報名者填寫繳費資料畫面 

 

 

圖 4-32 承辦複核繳費清單畫面 

 

 

 

 

 

 

 

 

 

 

 

 

 

圖 4-33 承辦複核報名者繳費清單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TClassList、dbo_TClassM_Apply、

dbo_TClassM_Apply1、dbo_MUserInfo、dbo_MTeach_Befor、

dbo_TClassP_Apply、dbo_TClassP_Appl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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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爆炸物管理員及爆破專業人員教育訓練複核階段(EXP_A01_04)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爆炸物管理員及爆破專業人員教育訓練複核階段。 

業務事件 
提供 2、3 階複核及由局內承辦人員產生受訓名單。 

行為者 
局內 2、3 階複核者、局內承辦人員。 

使用簡述 
二三階複核下列各項。 

A.繳費人數>=(最低人數)且繳費人數< (最低人數) x2，取

範圍內報名合格人數並產生受訓名單 x1。 

B.繳費人數>= (最低人數) x2 且繳費人數=<(最高人數) 

x2，取範圍內報名合格人數並產生受訓名單 x2。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科長複核 繳費複核完成，科長進行複

核。 

科長於人員清單二階複核

項目全部勾選通過或不通

過，也可個別勾選通過或不

通過，送出審核即進行組長

審核。 

組長複核 科長複核完成，組長進行複

核。 

組長於人員清單二階複核

項目全部勾選通過或不通

過，也可個別勾選通過或不

通過，送出審核即由承辦人

員產生受訓名單。 

產生受訓名

單 

A.繳費人數>=(最低人數)

且繳費人數< (最低人數) 

x2，取範圍內報名合格人

數並產生受訓名單 x1。 

B.繳費人數>= (最低人數) 

x2 且繳費人數=<(最高人

數) x2，取範圍內報名合

格人數並產生受訓名單

依產生受訓名單條件，產生

受訓名單 x1 或受訓名單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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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取消開班 個別受訓名單若要取消開

班則按下取消開班按鈕。 

按下取消開班按鈕後該受

訓名單則取消，並標示取消

開班訊息。若有 2 班則提供

個別取消開班按鈕。 

輸入概述 

1.科長按下【科長複核】進行報名人員資料複核，送出審核後即由組長

進行複核。 

2.組長按下【組長複核】進行報名人員資料複核，送出審核後即由承辦

人員產生受訓名單。 

3.承辦人員依課程狀況進行列印受訓名單及後續到訓人數、合格人數、

取消開班等課程進度控管。 

輸出概述 

輸出科長複核課程清單畫面、科長完成複核報名者畫面、組長審核課

程清單畫面、組長複核報名者畫面、組長完成複核報名者畫面、承辦

產生受訓名單畫面、系統依人數產生受訓名單畫面、系統依人數產生

受訓名單 1 畫面、系統依人數產生受訓名單 2 畫面、取消開班畫面。 

 

圖 4-34 科長複核課程清單畫面 

 
 

 

 

 

 

 

 

 

 

 

 

 

 

 

 

圖 4-35 科長完成複核報名者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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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 組長審核課程清單畫面 

 

 

 

 

 

 

 

 

 

 

 

 

 

 

 

 

 

 

圖 4-37 組長完成複核報名者畫面 

 

 

圖 4-38 承辦產生受訓名單畫面 

 

 

圖 4-39 系統依人數產生受訓名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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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0 系統依人數產生受訓名單 1 畫面 

 
 

 

 

 

 

 

 

 

 

 

 

 

 

 

 

 

 

圖 4-41 系統依人數產生受訓名單 2 畫面 

 

 

 

 

 

 

圖 4-42 取消開班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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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TClassList、dbo_TClassM_Apply、

dbo_TClassM_Apply1、dbo_MUserInfo、dbo_MTeach_Befor、

dbo_TClassP_Apply、dbo_TClassP_Apply1。 

 

2. 火藥庫併案申請及審核功能擴充(EXP_A02) 

為使火藥庫申請可以使用併案方式提出，本期提供併案申請及審核功

能擴充。新寄存需由新寄存業者先提出寄存申請及勾選併案，展延/

調整/異動等申請之併案則由設置單位提出申請及勾選併案，其餘寄

存業者才可以加入該併案進行申請。 

註銷火藥庫時，若是設置單位註銷，則連同所有寄存單位註銷，若是

寄存單位註銷時，則僅註銷該寄存單位，寄存業者之註銷可加入併案

申請。併案申請及審核功能調整如下： 

 

 

 

 

 

 

 

 

 

 

 

圖 4-43 展延、調整存量、變更使用個案圖 

(1) 火藥庫新寄存併案申請(寄存申請業者端) (EXP_A02_01)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新寄存併案申請(寄存申請業者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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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事件 
提供新寄存業者與設置單位火藥庫展延、調整核定限存

量之合併申請。 

行為者 
製造販賣、販賣、礦業土石、工程等業者之新寄存申請

者。 

使用簡述 
新寄存申請之併案，需由新申請寄存之業者提出寄存火

藥庫申請，並於申請表單內勾選併案申請(若無勾選則視

為單一案件申請)，儲存時若為情況 3 則需先填寫寄存單

位自主檢核表，並交由設置單位同意。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寄存申請 新申請寄存業者提出寄存

火藥庫申請，並於申請表單

內勾選併案申請，儲存時若

為情況 3 則需先填寫寄存

單位自主檢核表，並交由設

置單位同意。 

完成寄存申請書及上傳附

件。 

送出併案申

請 

於火藥庫清單提供送出併

案申請。 

送出併案申請後由設置單

位同意併案，設置單位同時

提出火藥庫展延、調整核定

限存量之申請。 

補件重送 案件經局端通知補件，業者

經補件完成後重新送出併

案申請。 

系統提示補件說明，業者進

行補件，完成後重新送出補

件申請。 

輸入概述 

1.業者選擇【寄存火藥庫】並依據申請寄存狀況填寫申請書及上傳證明

文件。 

2.完成寄存申請書後，送出併案申請(需先經過設置單位同意併案)。 

3.若因缺件而被局端退回補件時，需確實補件後重新送出併案申請。 

輸出概述 

輸出新寄存申請書勾選併案畫面、送出新寄存併案申請畫面、新寄存

併案申請退回補正通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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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 新寄存申請書勾選併案畫面 

 

 

 

 

 

 

 

 

 

 

 

圖 4-45 送出新寄存併案申請畫面 

 

 

 

 

 

 

 

 

 

 

 

 

圖 4-46 新寄存併案申請退回補件通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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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PowderDeposit_Apply、dbo_ReturnRecord、

dbo_PowderCheck、dbo_PowderList、dbo_PowderHistory。 

(2) 火藥庫設置者同意新寄存併案申請(設置業者端) (EXP_A02_02)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火藥庫設置者同意新寄存併案申請(設置業者端)。 

業務事件 
火藥庫設置單位提出火藥庫展延、調整核定限存量申請

案件與其他寄存單位之申請案件合併申請。 

行為者 
火藥庫設置業者、其他併案寄存業者。 

使用簡述 
設置者收到新寄存的併案申請後，再提出展延有效期

限、調整存量申請，並勾選提供併案後，方能同意新寄

存業者之併案或提供其他業者之併案申請，並於同意該

筆新寄存申請案併案申請後，系統自動產生併案送交礦

務局審查。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展延有效期

限、調整存量

申請 

設置業者提出火藥庫展延

有效期限、調整存量申請，

並於申請表單內勾選併案

申請，提供寄存單位提出併

案申請。 

勾選提供併案後提供其他

業者之併案申請。 

送出併案申

請 

火藥庫申請清單的設置業

者可以使用申請書、編輯、

刪除、送出申請、填寫繳費

帳號或單據(僅設置業者需

繳費)，填寫完成送出併案

申請。 

送出併案申請後，由設置單

位同意併案，設置單位同時

提出火藥庫展延、調整核定

限存量之申請。 

同意寄存-併

案 

設置單位在同意申請清單

中，檢視寄存業者送出之新

寄存申請。設置者對寄存業

者提出之申請，可以檢視申

請書、同意寄存-併案、退

完成併案申請送礦務局審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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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修正等功能 

補件重送 申請案件經局端通知補

件，業者經補件完成後重新

送出併案申請。 

系統提示補件說明，業者進

行補件，完成後重新送出補

件申請。 

輸入概述 

1.業者選擇【展延有效期限/調整存量/公司資料異動申請】並依據申請

狀況填寫申請書及上傳證明文件。 

2.完成申請書後，送出併案申請(展延需全部業者同時提出申請、調整

則需被調整單位同意)。 

3.若因缺件而被局端退回補件時，需確實補件後重新送出併案申請。 

輸出概述 

輸出設置業者提供併案申請畫面、業者自主檢核表畫面、業者展延有

效期限申請清單畫面、設置業者同意寄存業者申請畫面、補件後重新

送出併案申請畫面。 

 
 

 

 

 

 

 

 

 

 

 

 

 

 

 

 

 

 

圖 4-47 設置業者申請展延、調整提供併案申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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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8 設置業者展延、調整申請自主檢核表畫面 

 

 

 

 

 

 

 

 

 

圖 4-49 設置業者展延、調整申請清單畫面 

 

 

 

 

 

 

 

 

 

 

圖 4-50 設置業者同意寄存業者申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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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 補件後重新送出併案申請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設置業者之併案若為展延有效期限，則全部寄存業者需同時

提出展延申請，設置業者展延有效期限需填寫自主檢核表由

局端進行火藥庫查驗，若為調整存量則被異動存量的寄存業

者僅需表示同意即可。 

使用資料表 dbo_PowderExAdFi_Apply、dbo_ReturnRecord、

dbo_PowderCheck、dbo_PowderList、dbo_PowderHistory、

dbo_Batch。 

(3) 局端審核新寄存併案申請(EXP_A02_03)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局端審核新寄存併案申請。 

業務事件 
審核新寄存單位之併案申請。 

行為者 
局端 5 階審核者。 

使用簡述 
設置者送出展延有效期限及新寄存併案申請後，系統在

申請單位之後標示併案編號及併案件數，由於個別案件

的審核進度不同，局端可在併案清單中選擇併案編號方

便控管審核進度，本案例為審核新寄存(情況 1、情況 2)

併案申請，下一案例為審核設置業者之展延有效期限、

調整存量申請。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併案清單 當有併案申請時，由於各種

併案申請進度不一，案件會

點擊併案清單，選擇併案編

號，清單顯示該併案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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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單一申請案混合在

申請清單上，使用併案清單

便可以將同一併案一起在

清單中顯示，方便審查。 

申請案件。 

退回通知補

件 

 

審查時若有需要業者補件

則退回通知業者補件，科長

以上層級之退回則逐層級

退回，並由承辦退回通知。 

退回時業者顯示補件原因

及重新送出申請按鈕。 

承辦審核 承辦人在確認該筆併案之

新寄存申請書件齊備後，按

下承辦人審核，確認通過申

請，案件交由科長進行審

核。 

【承辦人審核】完成，案件

提供【科長審核】。 

檢核表 申請案件依檢核條件，將申

請書件及附件彙整於檢核

表中。 

點擊【檢核表】呈現檢核表

內容。 

科長審核 科長在確認該筆併案之新

寄存申請書件齊備後，按下

科長審核，確認通過申請，

案件交由組長進行審核。 

【科長審核】完成，案件提

供【組長審核】。 

組長審核 組長在確認該筆併案之新

寄存申請書件齊備後，按下

組長審核，確認通過申請，

案件交由主任秘書進行審

核。 

【組長審核】完成，案件提

供【主任秘書審核】。 

主任秘書審

核 

任秘書在確認該筆併案之

新寄存申請書件齊備後，按

下主秘審核，確認通過申

請，案件交由副局長進行審

核。 

【主任秘書審核】完成，案

件提供【副局長審核】。 

副局長審核 副局長在確認該筆併案之

新寄存申請書件齊備後，按

下副局長審核，確認通過申

請，此時若有同一申請併案

案件時，尚需完成審核本併

案之其他申請案。 

審核完成按下【副局長審

核】，案件完成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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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併案待

審 

若有其他併案待審則局內

5 階審核者續審其他併

案，直至全部完成。 

審核併案清單中其他待審

併案申請。 

輸入概述 

1.從併案清單中選擇併案編號，清單顯示該併案之所有申請案件。 

2.進行承辦人、科長、組長、主任秘書及副局長等局內 5 階審核。 

3. 若有其他併案待審則局內 5 階審核者續審其他併案，直至全部完成。 

輸出概述 

輸出局端審核新寄存火藥庫併案申請畫面、退回通知補件畫面、寄存

案件檢核表畫面、承辦審核通過新寄存併案申請畫面、科長審核通過

新寄存併案申請畫面、組長審核通過新寄存併案申請畫面、主任秘書

審核通過新寄存併案申請畫面、副局長審核通過新寄存併案申請畫

面、其他併案待審核畫面。 

 

 

 

 

 

 

 

 

 

 

圖 4-52 局端審核新寄存火藥庫併案申請畫面 

 

 

 

 

 

 

 

 

 

 

 

 

 

 

圖 4-53 退回通知補件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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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4 寄存案件檢核表畫面 

 

 

 

 

 

 

 

 

 

 

 

 

 

 

 

圖 4-55 承辦審核通過新寄存併案申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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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6 科長審核通過新寄存併案申請畫面 

 

 

 

 

 

 

 

 

 

 

 

 

圖 4-57 組長審核通過新寄存併案申請畫面 

 

 

 

 

 

 

 

 

 

 

 

 

圖 4-58 主任秘書審核通過新寄存併案申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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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9 副局長審核通過新寄存併案申請畫面 

圖 4-60 其他併案待審核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設置業者之併案若為展延有效期限，則全部寄存業者需

同時提出展延申請，設置業者需填寫自主檢核表由局端

進行火藥庫查驗，若為調整存量則被異動存量的寄存業

者僅需表示同意即可。 

使用資料表 dbo_PowderDeposit_Apply、dbo_ReturnRecord、

dbo_PowderCheck、dbo_PowderList、dbo_PowderHistory。 

(4) 局端審核設置單位展延併案申請(EXP_A02_04)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局端審核設置單位展延併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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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事件 
由於併案申請的審核流程，會視個別由請案件之申請表

格逐案審核，併案審核全部完成才提供火藥庫設置登記

證列印。 

行為者 
局端 5 階審核者。 

使用簡述 
設置單位展延有效期限併案審核，併案審核全部完成才

提供火藥庫設置登記證列印。本案例為設置單位展延申

請，所以需要進行展延會勘。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承辦人初審 承辦人進行資料初審，初審

完成進行通過申請或駁回

申請，通過申請需檢附繳費

單據上傳，若駁回申請時需

填寫原因或理由，完成後由

科長進行複審。 

【承辦人審核】完成，系統

提供【科長審核】。 

退回通知補

件 

 

審查時若有需要業者補件

則退回通知業者補件，科長

以上層級之退回則逐層級

退回，並由承辦退回通知。 

按下【退回】，業者顯示補

件原因及【重新送出申請】

按鈕。 

科長初審 科長在確認該筆併案之展

延有效期限申請書件是否

齊備。 

【科長審核】完成，系統提

供【指定會勘】。 

指定會勘 提供科長指定會局內參與

會勘人員、會勘時間與集合

地點，相關人員依據時間地

點進行現場會勘。 

會勘完成，系統提供【查驗

紀錄】。 

查驗紀錄 會勘人員依據時間地點進

行現場會勘，完成後填寫會

勘查驗紀錄。 

【查驗紀錄】完成，系統提

供【承辦審核】。 

查驗報告 提供承辦人、科長、組長、

主任秘書、副局長檢視現場

會勘完成之查驗紀錄。 

承辦人、科長、組長、主任

秘書、副局長檢視【查驗紀

錄】。 

承辦審核 承辦人依據查驗結果進行

通過申請或駁回申請，駁回

申請需要說明理由及原

【承辦人審核】完成，案件

提供【科長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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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完成承辦人審核後送科

長進行複核。 

檢核表 申請案件依檢核條件，將申

請書件及附件彙整於檢核

表中。 

點擊【檢核表】呈現檢核表

內容。 

科長審核 科長依據承辦人審核結果

通過申請或退回承辦人，退

回時需要說明理由及原

因，完成科長審核後送組長

進行複核。 

【科長審核】完成，案件提

供【組長審核】。 

組長審核 組長依據科長審核結果通

過申請或退回科長，退回時

需要說明理由及原因，完成

組長審核後送主任秘書進

行複核。 

【組長審核】完成，案件提

供【主任秘書審核】。 

主任秘書審

核 

主任秘書依據組長審核結

果通過申請或退回組長，退

回時需要說明理由及原

因，完成主任秘書審核後送

副局長進行複核。 

【主任秘書審核】完成，案

件提供【副局長審核】。 

副局長審核 局長依據主任秘書審核結

果通過申請或退回主任秘

書，退回時需要說明理由及

原因，副局長審核完成即完

成本案審核。 

審核完成按下【副局長審

核】，案件完成審核。 

核發登記證 副局長審核完成，承辦人依

據完成時間操作核准登記

證。 

承辦人依據完成時間操作

【核發登記證】。 

火藥庫設置

登記證申請

完成 

核准登記證後即可操作歷

史登記證檢視原始登記證

紀錄或是操作火藥庫設置

登記證列印火藥庫設置登

記證。 

列印【火藥庫設置登記證】

或檢視【歷史登記證】。 

輸入概述 

1.承辦及科長初審設置單位火藥庫展延併案申請。 

2.科長指定會勘及會勘人員填寫會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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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進行局內 5 階審核。 

4.完成審核列印登記證。 

輸出概述 

輸出局端審核其他待審併案申請畫面、展延併案申請承辦初審通過或

駁回畫面、科長初審展延併案申請通過畫面、展延併案申請科長指定

會勘畫面、會勘人員填寫查驗紀錄畫面、檢視展延有效期限/調整存量

查驗報告、完成查驗報告進行併案審核畫面、承辦退回補件或補正畫

面、承辦案件通過或駁回申請畫面、展延案件檢核表畫面、科長通過

或退回申請畫面、組長通過或退回申請畫面、主任秘書通過或退回申

請畫面、副局長通過或退回申請畫面、完成併案審查核發登記證畫面、

歷史登記證、火藥庫設置登記證清單畫面、列印火藥庫設置登記證畫

面。 

 

 

 

 

 

 

 

 

 

 

 

圖 4-61 局端審核其他待審併案申請畫面 

 

 

 
 

 

 

 

 

 

 

 

 

圖 4-62 展延併案申請承辦初審通過或駁回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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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3 科長初審展延併案申請通過畫面 

 

 

 

 

 

 

 

 

 

 

 

 

圖 4-64 展延併案申請科長指定會勘畫面 

 

 

 

 

 

 

 

 

 

 

 

圖 4-65 會勘人員填寫查驗紀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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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6 檢視展延有效期限/調整存量查驗報告 

 

 

 

 

 

 

 

 

 

 

 

 

 

圖 4-67 完成查驗報告進行併案審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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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8 承辦退回補件或補正畫面 

 

 

 

 

 

 

 

 

 

 

 

圖 4-69 承辦案件通過或駁回申請畫面 

 

 

 

 

 

 

 

 

 

 

 

 

 

圖 4-70 展延案件檢核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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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1 科長通過或退回申請畫面 

 

 

 

 

 

 

 

 

 

 

圖 4-72 組長通過申請或退回畫面 

 

 

 

 

 

 

 

 

 

 

圖 4-73 主任秘書通過申請或退回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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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4 副局長通過申請或退回畫面 

 

 

 

 

 

 

 

圖 4-75 完成併案審查核發登記證畫面 

 

 

 

 

 

 

圖4-76 歷史登記證、火藥庫設置登記證清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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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7 列印火藥庫設置登記證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除新寄存需由新寄存業者先提出寄存併案申請外，展延/調整

/異動等申請之併案需由設置單位先提出申請及勾選併案，其

餘寄存業者才可以加入該併案進行申請。 

註銷火藥庫時，若是設置單位註銷，則連同所有寄存單位註

銷，若是寄存單位註銷時，則僅註銷該寄存單位，寄存業者

之註銷可加入併案申請。 

使用資料表 dbo_PowderExAdFi_Apply、dbo_ReturnRecord、

dbo_PowderCheck、dbo_PowderList、dbo_PowderHistory、

dbo_Batch。 

 

3.縣(市)警察局與警分局與縣(市)消防局與分隊權限設置(EXP_A03) 

本項功能提供縣(市)警察局與警分局與縣(市)消防局與分隊線上查閱

爆炸物抽查報告表、名冊、旬月報等資料。事業用爆炸物 e 網，去年

已提供縣(市)警察局登入系統之帳號，今年再建置縣(市)消防局與分

隊之帳號，並與所轄之業者關連使其可以進入系統操作相關功能。縣

(市)消防局與分隊操作系統之案例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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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8 警消單位使用個案圖 

(1) 縣(市)警察局、警分局轄區權限設置(EXP_A03_01)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縣(市)警察局、警分局轄區權限設置。 

業務事件 
縣(市)警察局、警分局線上查閱爆炸物抽查報告表、爆

破專業人員名冊、旬月報。 

行為者 
縣(市)警察局與警分局承辦業務相關人員。 

使用簡述 
縣(市)警察單位人員進入系統後，於操作功能選擇【抽

查報告表】、【名冊】、【旬月報】，即可檢視所轄業

者之抽查報告表、爆破專業人員名冊、旬月報資料。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系統登入 於系統首頁選擇【警消】，

於警消登入頁面選擇縣

(市)警察局、警分局後輸入

密碼。 

輸入密碼按下【登入】，驗

證成功即進入系統。 

旬月報 於操作功能選擇【旬月

報】。 

進入旬報頁籤顯示旬報清

單，於清單中操作所轄業者

別、公司、年份、月份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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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篩選查詢，按下【查詢】

呈現所選擇業者之旬月報。 

名冊 於操作功能選擇【名冊】。 於清單中點選【名冊】即可

檢視所轄業者申報名冊內

容。 

抽查報告表 於操作功能選擇【抽查報告

表】。 

於操作功能選擇【抽查報告

表】，抽查報告表顯示清

單，於清單中點選【報告表】

即可檢視所轄業者抽查報

告表。 

輸入概述 

1. 於系統首頁選擇【警消】，於警消登入頁面選擇縣(市)警察局、警

分局後輸入密碼登入系統。 

2. 於操作功能進行【旬月報】、【名冊】、【抽查報告表】等查詢。 

輸出概述 

操作結果輸出事業爆炸物 e 網首頁畫面、縣(市)警察局與警分局登入畫

面、警察單位查詢爆炸物旬報清單畫面、警察單位查詢爆炸物旬報結

果畫面、警察單位查詢抽查報告表畫面、警察單位查詢抽查報告表內

容畫面、警察單位查詢爆破專業人員名冊畫面、警察單位查詢爆破專

業人員名冊內容畫面。 

 

 

 

 

 

 

 

 

 

 

 

 

圖 4-79 事業爆炸物 e 網首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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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0 縣(市)警察局與警分局登入畫面 

 

 

 

 

 

 

 

 

 

 

 

圖 4-81 警察單位查詢爆炸物旬報清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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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2 警察單位查詢爆炸物旬報結果畫面 

 

 

 

 

 

 

 

 

圖 4-83 警察單位查詢抽查報告表畫面 

 

  

 

 

 

 

 

 

 

 

 

 

 

 

 

 

 

圖 4-84 警察單位查詢抽查報告表內容畫面 

圖 4-85 警察單位查詢爆破專業人員名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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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6 警察單位查詢爆破專業人員名冊內容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ARegister_days、dbo_BRegister_days、

dbo_CRegister_moon、dbo_ERegister_moon、

dbo_CheckRecord、dbo_Mprofessional_List、

dbo_MProfessional_List1、dbo_Mprofessionallist_Fix。 

 

(2) 縣(市)消防局、消防分隊轄區權限設置(EXP_A03_02)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縣(市)消防局、消防分隊轄區權限設置。 

業務事件 
縣(市)消防局、消防分隊線上查閱爆炸物抽查報告表、

爆破專業人員名冊、旬月報。 

行為者 
縣(市)消防局、消防分隊承辦業務相關人員。 

使用簡述 
縣(市)消防單位人員進入系統後，於操作功能選擇【抽

查報告表】、【名冊】、【旬月報】，即可檢視所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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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抽查報告表、爆破專業人員名冊、旬月報資料。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系統登入 於系統首頁選擇【警消】，

於警消登入頁面選擇縣

(市)消防局、消防分隊後輸

入密碼。 

輸入密碼按下【登入】，驗

證成功即進入系統。 

旬月報 於操作功能選擇【旬月

報】。 

進入旬報頁籤顯示旬報清

單，於清單中操作所轄業者

別、公司、年份、月份進行

進階篩選查詢，按下【查詢】

呈現所選擇業者之旬月報。 

名冊 於操作功能選擇【名冊】。 於清單中點選【名冊】即可

檢視所轄業者申報名冊內

容。 

抽查報告表 於操作功能選擇【抽查報告

表】。 

於操作功能選擇【抽查報告

表】，抽查報告表顯示清

單，於清單中點選【報告表】

即可檢視所轄業者抽查報

告表。 

輸入概述 

1. 於系統首頁選擇【警消】，於警消登入頁面選擇縣(市)消防局、消

防分隊後輸入密碼登入系統。 

2. 於操作功能進行【旬月報】、【名冊】、【抽查報告表】等查詢。 

輸出概述 

操作結果輸出事業爆炸物 e 網首頁畫面、縣(市)消防局與消防分隊登入

畫面、消防單位查詢爆炸物旬報清單畫面、消防單位查詢爆炸物旬報

結果畫面、消防單位查詢抽查報告表畫面、消防單位查詢抽查報告表

內容畫面、消防單位查詢爆破專業人員名冊畫面、消防單位查詢爆破

專業人員名冊內容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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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7 事業爆炸物 e 網首頁畫面 

 

 

 

 

 

 

 

 

 

 

 

圖 4-88 縣(市)消防局與消防分隊登入畫面 

 

 

 

 

 

 

 

 

 

 

 

 

圖 4-89 消防單位查詢爆炸物旬報清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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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0 消防單位查詢爆炸物旬報結果畫面 

 

 

 

 

 

 

 

圖 4-91 消防單位查詢抽查報告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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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2 消防單位查詢抽查報告表內容畫面 

 

 

 

 

 

 

 

 

圖 4-93 消防單位查詢爆破專業人員名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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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4 消防單位查詢爆破專業人員名冊內容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ARegister_days、dbo_BRegister_days、

dbo_CRegister_moon、dbo_ERegister_moon、

dbo_CheckRecord、dbo_Mprofessional_List、

dbo_MProfessional_List1、dbo_Mprofessionallist_Fix。 

 

4. 進出口/運輸證/配購運輸證項目增修(EXP_A04) 

本項功能提供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服務與海關服務帄台整合，運輸證配

合貨物進口多路線之運輸證申請與審核、配購證提供審核表自動判斷

「一般」、「特殊」(上個月使用量較前一年月帄均使用量減少達百分

之二十以上。並以最近一年之使用量，計算其每日帄均使用量)系統

建議為特殊申請者，購買者可視需求提出「一般」、「特殊」申請，系

統操作相關功能之案例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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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5 進出口申請、關貿資料交換、月報使用個案圖 

 

(1) 業者使用事業用爆炸物e網與海關服務帄台單一登入整合服務

(EXP_A04_01)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業者使用事業用爆炸物 e 網與海關服務帄台單一登入整

合服務。 

業務事件 
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服務與關貿單一窗口系統經過系統驗

證後，即可提供業者由關貿單一窗口進入事業用爆炸物

e 網進行爆炸物進出口之申請。 

行為者 
進出口申請業者、關貿單一窗口管理者。 

使用簡述 
業者需先在本系統註冊帳號，經礦務局審核帳號通過

後，至關港貿與海關服務帄台設定單一登入連結作業機

制（相關設定請參閱關港貿單一窗口帄台操作說明）。

設定完成後業者可由關港貿單一窗口帄台進入本系統進

行貨物進出口申請。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關港貿系統 業者需先在本系統註冊帳 設定完成後業者可由關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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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登入機

制整合 

號，經礦務局審核帳號通過

後，至關港貿與海關服務帄

台設定單一登入連結作業

機制（相關設定請參閱關港

貿單一窗口帄台操作說

明）。 

貿單一窗口帄台進入本系

統。 

貨品進出口

之申請 

業者於【操作功能】選擇【貨

品進出口】。 

可選擇爆炸用途與非爆炸

用途之進出口申請，爆炸用

途需填寫爆炸物明細，非爆

炸用途需填報爆炸物使用

月報。 

輸入概述 

1. 業者事先於事業用爆炸物 e 網取得帳號，後至關港貿與海關服務帄

台設定單一登入連結。 

2. 進入事業用爆炸物 e 網【貨品進出口】，填寫貨品進出口申請書及

對照明細後送出申請。 

輸出概述 

輸出關港貿單一窗口後台管理整合入口畫面、關貿後台管理事業用爆

炸物 e 網登入畫面、業者進入事業用爆炸物 e 網進出口申請畫面。 

 

 

 

 

 

 

 

 

 

 

 

 

 

 

圖 4-96 關港貿單一窗口後台管理整合入口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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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7 關貿後台管理事業用爆炸物 e 網登入畫面 

 

 

 

 

 

 

 

圖 4-98 業者進入事業用爆炸物 e 網進出口申請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爆炸用途之貨品進出口申請，詳細操作模式請參閱前期功能

操作說明，本案例主要說明與海關服務帄台整合案例，非事

業用爆炸物進出口申請請參閱 EXP_A07 之各項說明。 

使用資料表 dbo_ExplosiveIm_Apply、dbo_ExplosiveIm_Items、

dbo_ExplosiveEx_Apply、dbo_ExplosiveEx_Items 

 

(2) 局端審核事業用爆炸物e網進出口與海關服務帄台整合服務

(EXP_A04_02)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局端審核事業用爆炸物 e 網進出口與海關服務帄台整合

服務。 

業務事件 
業者由關貿單一窗口進入事業用爆炸物 e 網進行爆炸物

進出口之申請。申請經局端四階審核完成後，將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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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由系統傳送到關貿單一窗口。達成關務署與礦務局

便民服務，共同達成無紙化的目標，提高作業效率、便

利進出口通關的加值服務。 

行為者 
進出口申請業者、局端 4 階審核者、關貿單一窗口管理

者。 

使用簡述 
礦務局完成局內 4 階審核後，按下【產生報關用 XML】

按鈕，系統自動產生報關用 XML 經關港貿檔案交換系

統，將報關同意書資料傳送至關港貿帄台，局端人員可

至海關服務帄台查詢海關收單結果。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貨品進出口

之審核 

局端 4 階審核者進行貨品

進出口審核。 

依各階層審核通過情形進

行至主任秘書審核完成。 

存量審核或

用途審核 

申請用途為爆炸用途者系

統呈現存量審核表供局端

審核，申請用途為非爆炸用

途者系統呈現用途審核表

供局端審核。 

依申請用途呈現存量審核

表或用途審核表。 

關港貿系統

同意書檔案

交換 

局內 4 階審核完成，產生

【報關同意 XML】，將同

意書傳送到海關服務帄台 

產生報關同意 XML，定時

傳送到海關服務帄台。 

關港貿系統

簽審機關資

料查詢 

局端管理者至海關服務帄

台查詢海關同意書收單情

形。 

登入海關服務帄台查詢同

意書收單結果。 

輸入概述 

1. 局端 4 階審核者於【操作功能】【貨品進出口】進入貨品進出口審

核。 

2. 依存量審核審核結果按下各階【審核】或【退回】該筆進出口申請。 

3.完成局端 4 階審核產生【報關同意 XML】，按下【報關同意 XML】

將同意書傳送到海關服務帄台。 

4.於海關服務帄台查詢海關同意書收單情形。 

輸出概述 

輸出貨品進出口存量審核畫面、局內 4 階審核完成產生報關用 XML

畫面、關港貿檔案交換系統畫面、關港貿系統簽審機關資料查詢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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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9 貨品進出口存量審核畫面 

 

 

 

圖 4-100 局內 4 階審核完成產生報關用 XML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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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1 關港貿檔案交換系統畫面 

 

 

 

 

 

 

 

 

 

 

 

圖 4-102 關港貿系統簽審機關資料查詢頁面 

 

使用案例註解 爆炸用途之貨品進出口審核，詳細操作模式請參閱前期功能

操作說明，本案例主要說明與海關服務帄台整合案例，非事

業用爆炸物進出口審核請參閱 EXP_A07 之各項說明。 

使用資料表 dbo_ExplosiveIm_Apply、dbo_ExplosiveIm_Items、

dbo_ExplosiveEx_Apply、dbo_ExplosiveEx_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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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輸證配合貨品進口申請功能增修(EXP_A04_03)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運輸證配合貨品進口申請功能增修。 

業務事件 
業者爆炸物貨品由海關進口，在出港埠前需向礦務局申

請運輸證方能進行爆炸物運輸，本項運輸證增修係提供

業者爆炸物進口申請運輸時，可以以多路線多車次向礦

務局提出申請，局端 3 階審核後可以多路線方式產生運

輸證列印。 

行為者 
申請進出口之 4 類業者、局內 3 階審核者。 

使用簡述 
業者申請爆炸物進口運輸，選擇【運輸證-申請運輸證】，

移運用途選擇進口，選擇同意書編號，選擇路線數量與

分車數量，並完成運輸明細後送出申請，局端 3 階審核

後以多路線方式產生運輸證列印。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運輸證申請 選擇【運輸證-申請運輸

證】，移運用途選擇進口，

選擇同意書編號，選擇路線

數量與分車數量，並完成運

輸明細後送出申請。 

送出申請後由礦務局進行

審核。 

運輸證審核 局端 3 階審核。 由局端進行【承辦人審

核】、【科長審核】、【組

長審核】。 

運輸證列印 完成局內 3 階審核完成，產

生【運輸證 N 路線/N 車】。 

運輸證提供最多 10 條路線

/20 部分車，並依路線產生

運輸證數量。 

輸入概述 

1. 選擇【運輸證-申請運輸證】，移運用途選擇進口，選擇同意書編號，

選擇路線數量與分車數量，並完成運輸明細後送出申請。 

2. 由局端進行【承辦人審核】、【科長審核】、【組長審核】3 階審

核。 

3. 完成局內 3 階審核完成，產生【運輸證 N 路線/N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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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概述 

輸出業者申請貨品進口運輸證多路線多車畫面、運輸證多路線多車申

請書畫面、局端審核通過運輸證多路線多車畫面、產生多路線多車運

輸證畫面。 

 

 

 

 

 

 

 

 

 

 

 

 

圖 4-103 業者申請貨品進口運輸證多路線多車畫面 

 

 

 

 

 

 

 

 

 

 

 

 

圖 4-104 運輸證多路線多車申請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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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5 局端審核通過運輸證多路線多車畫面 

 

 

 

 

 

 

 

 

 

 

 

 

 

 

 

 

圖 4-106 產生多路線多車運輸證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爆炸物運輸證申請，詳細操作模式請參閱前期功能操作

說明，本案例主要說明貨品進口與運輸證多路線分車整

合案例，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出口無需申請運輸證。 

使用資料表 
dbo_Transport、dbo_Trans_Dynam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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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購證申請功能增修 (EXP_A04_04)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配購證申請功能增修。 

業務事件 
業者在申請爆炸物申配數量時，系統依據配購審核公

式，自動檢核配購申請之數量。系統建議為特殊者，可

依需求選擇【一般】或【特殊】申請。 

行為者 
礦業土石業者、工程業者。 

使用簡述 
申請核配數額由系統建議，業者可自行選擇要依何種申

配計算結果提出申配需求。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核配數量 礦業土石業者、工程業者於

配購申請時檢視【核配數

量】，系統建議為特殊者，

可依需求選擇【一般】或【特

殊】申請。 

系統建議為特殊者，可依需

求選擇【一般】或【特殊】

申請。 

核配數量檢

核表 

核配數額由系統建議，並提

供【一般】或【特殊】計算

結果。 

系統建議為特殊者，可依需

求選擇【一般】或【特殊】

申請。 

輸入概述 

1.礦業土石業者、工程業者於配購申請時檢視【核配數量】。 

2.系統建議為特殊者，可依需求選擇【一般】或【特殊】申請。 

輸出概述 

輸出爆炸物存耗量及本次擬申配數量畫面、特殊(一般)配購申請計算結

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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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7 爆炸物存耗量及本次擬申配數量畫面 

 

 

 

 

 

 

 

 

 

 

 

 

 

 

 

 

 

圖 4-108 特殊(一般)配購申請計算結果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Aapply_S5Tb 、dbo_Bapply_S5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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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登記簿、領退料及旬月報項目擴充(EXP_A05) 

本項擴充功能主要提供硝酸銨類登記簿、硝酸銨類旬(月)報、領料單

「炸藥下拉選單」不列數量為 0 者、退料單作業，業者填使用數量及

使用重量，改為退料數量及退料重量等細部功能增修，相關案例如下

所述。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登記簿、領退料及旬月報項目擴充。 

業務事件 
新增硝酸銨類登記簿、新增硝酸銨類旬(月)報、領料單

「炸藥下拉選單」不列數量為 0 者、退料單作業，業者

填使用數量及使用重量，改為退料數量及退料重量。 

行為者 
硝酸銨類登記簿及旬(月)報提供 4 類業者、領退料相關

提供礦業土石業者。 

使用簡述 
於登記簿中提供新增硝酸銨類登記簿，供業者填寫登記

簿及旬月報，當爆炸物登記簿中的數量為 0 時，領料單

之爆炸物名稱即不提供選擇，加速業者之領料填單作

業，退料填單改為填寫退料數量及退料重量。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新增硝酸銨

類登記簿 

於登記簿中提供新增硝酸

銨類登記簿，供業者填寫登

記簿。 

新增登記簿時可選擇硝酸

銨類登記簿。 

新增硝酸銨

類旬(月)報 

於旬報清單中點擊【旬

報】，即可檢視功能中新增

硝酸銨類的旬報表，於月報

清單中點擊【月報】，即可

檢視功能中新增硝酸銨類

的月報表。 

依選擇【旬報】或【月報】

呈現旬月報結果，並於旬月

報中增列硝酸銨類統計結

果。 

領料單作業

修改 

當爆炸物登記簿中的數量

為 0 時，領料單之爆炸物名

稱即不提供選擇。 

領料時系統於登記簿中即

時查詢存量，並過濾存量為

0 者不提供業者選擇。 

退料單作業

修改。 

將原本填寫使用數量及使

用重量的方式，改為填寫退

料數量及退料重量。 

填寫退料數量及退料重

量，並將結果登載於登記

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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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概述 

1. 填寫登記簿時可新增硝酸銨類登記簿。 

2. 產生旬月報時增列硝酸銨類統計結果。 

3. 領料時系統於登記簿中即時查詢存量，並過濾存量為 0 者不提供業

者選擇。 

4. 填寫退料數量及退料重量，並將結果登載於登記簿。 

輸出概述 

輸出新增硝酸銨類登記簿畫面、硝酸銨類旬報表畫面、領料單不顯示

數量為 0 畫面、填寫退料數量及退料重量畫面。 

 

 

 

 

 

 

 

 

 

 

 

 

圖 4-109 新增硝酸銨類登記簿畫面 

 

 

 

 

 

 

 

 

 

 

 

 

 

 

 

圖 4-110 新增硝酸銨類旬月報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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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1 領料單不顯示數量為 0 畫面 

 

圖 4-112 填寫退料數量及退料重量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ARegister_book、dbo_ARegister_all 、

dbo_BRegister_book、dbo_BRegister_al、

dbo_CRegister_book、dbo_CRegister_all 、

dbo_ERegister_book、dbo_ERegister_all、

dbo_ARegister_days、dbo_BRegister_days、

dbo_CRegister_moon、dbo_ERegister_moon、

dbo_ARegister_inout、dbo_BRegister_i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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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事業用爆炸物賸餘不再使用或爆炸物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申請書填

報及審核作業(EXP_A06) 

爆炸物購買者申購之爆炸物，於作業結束有賸餘不再使用或廢棄時，

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並經局端 3 階審核，賸餘爆炸物由販賣業者估

價收回或由洽定之購買者承購後申請運輸證移運，廢棄則經核准後申

請運輸證運送至廢棄場所或為相當之處置。相關使用案例如下所述。 

 

 

 

 

 

 

 

 

 

 

 

 

 

圖 4-113 賸餘不使用或廢棄申請使用個案圖 

(1) 業者(申請方)填寫事業用爆炸物賸餘申請 (EXP_A06_01)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業者(申請方)填寫事業用爆炸物賸餘或不再使用(收回或

承購)申請。 

業務事件 
本項功能包括申請清單、填寫爆炸物賸餘或不再使用(收

回或承購) 申請書、爆炸物明細、檢視申請書等功能。 

行為者 
製造販賣、販賣、礦業土石、工程等業者之申請者 

使用簡述 
填寫爆炸物賸餘或不再使用(收回或承購) 申請書、爆炸

物明細、檢視申請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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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申請清單 提供操作申請書檢視、編輯

申請書、刪除申請及送出申

請等。 

依選擇結果呈現申請書檢

視、編輯申請書、刪除申請

及送出申請等功能。 

爆炸物賸餘

或不再使用

申請 

提供編輯爆炸物賸餘或不

再使用申請書及明細。功能

包括申請書編輯、新增爆炸

物明細等。 

提供爆炸物賸餘或不再使

用申請書填寫。 

爆炸物賸餘

或不再使用

明細 

提供該庫所有爆炸物賸餘

或不再使用明細。 

提供申請書明細填寫，呈現

該庫所有爆炸物賸餘或不

再使用明細。 

送出申請 送出申請後尚需等待承接

方同意，承接方同意後系統

才會送到礦務局審核。 

送出申請書給承接方等待

同意後，案件才會送到局端

進行 3 階審核。 

申請書 提供檢視爆炸物賸餘或不

再使用申請書。 

檢視爆炸物賸餘或不再使

用申請書。 

輸入概述 

1.於【操作功能】選擇【賸餘爆炸物申請】並填寫申請書。 

2.依該庫所有爆炸物填寫賸餘或不再使用明細。 

3.送出申請書給承接方同意後，案件才會送到局端進行 3 階審核。 

輸出概述 

輸出爆炸物賸餘申請清單畫面、爆炸物賸餘申請書畫面、爆炸物賸餘

爆炸物明細畫面、爆炸物賸餘送出申請畫面、業者(申請方)爆炸物賸餘

申請書畫面。 

 

圖 4-114 爆炸物賸餘申請清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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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5 爆炸物賸餘申請書畫面 

 

 

 

 

 

 

 

 

 

 

 

 

 

 

圖 4-116 爆炸物賸餘爆炸物明細畫面 

 

 

圖 4-117 爆炸物賸餘送出申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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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8 業者(申請方)爆炸物賸餘申請書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PowderSurplus_Apply、dbo_ARegister_book、

dbo_BRegister_book、dbo_CRegister_book、

dbo_ERegister_book。 

(2) 業者(承接方) 同意申請事業用爆炸物賸餘申請(EXP_A06_02)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業者(承接方) 同意申請事業用爆炸物賸餘或不再使用

(收回或承購) 申請。 

業務事件 
本項功能包括申請清單、同意承接/收購、檢視申請書申

請等功能。 

行為者 
製造販賣、販賣、礦業土石、工程等業者之承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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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簡述 
同意承接/收購爆炸物賸餘或不再使用(收回或承購) 申

請、檢視申請書申請等。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申請清單 提供操作申請書、同意承接

/收購等。 

承接方呈現申請書、同意承

接/收購等功能。 

同意承接/收

購 

承接方承接/收購申請方之

爆炸物賸餘或不再使用申

請。 

同意承接/收購後，案件送到

局端進行 3 階審核。 

申請書 提供檢視申請方爆炸物賸

餘或不再使用申請書。 

檢視申請方爆炸物賸餘或

不再使用申請書。 

輸入概述 

1.於【操作功能】選擇【賸餘爆炸物申請】並檢視申請書。 

2.按下【同意承接/收購】，案件送到局端進行 3 階審核。 

輸出概述 

輸出爆炸物賸餘 (承接方)同意申請畫面、承接方檢視爆炸物賸餘申請

書畫面。 

 

 

 

 

 

 

圖 4-119 爆炸物賸餘(承接方)同意申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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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0 承接方檢視爆炸物賸餘申請書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PowderSurplus_Apply、dbo_ARegister_book、

dbo_BRegister_book、dbo_CRegister_book、

dbo_ERegister_book。 

 

(3) 局端3階審核事業用爆炸物賸餘申請(EXP_A06_03)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局端 3 階審核事業用爆炸物賸餘或不再使用(收回或承

購)申請。 

業務事件 
本項功能包括審核清單、申請書檢視、存量、3 階審核、

退回補正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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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者 
局端 3 階審核者。 

使用簡述 
申請書檢視、存量、3 階審核、退回補正等。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申請清單 提供操作申請書檢視、存

量、三階審核、退回補正

等。 

依操作結果呈現申請書檢

視、存量、三階審核、退回

補正等。 

存量 提供限存量、庫存量、移出

移入量、預估庫存量與比較

限存量等。 

檢視限存量、庫存量、移出

移入量、預估庫存量與比較

限存量等。 

申請書 提供檢視爆炸物賸餘或不

再使用申請書。 

檢視爆炸物賸餘或不再使

用申請書。 

承辦人審核 承辦人審核通過，案件送往

科長複核。 

按下【承辦人審核】，清單

呈現【科長審核】。 

科長審核 科長審核通過，案件送往組

長審核。 

按下【科長審核】，清單呈

現【組長審核】。 

組長審核 組長審核通過，案件通過，

業者可以申請運輸證進行

移運。 

按下【組長審核】，清單呈

現【核發同意書】。 

退回 若使用退回時，需敍明退回

理由，該筆退回也會以歷史

退單紀錄。 

按下【退回】，清單呈現【歷

史退單紀錄】。 

核發同意書 完成 3 階審核執行核發同

意書，系統會自動給予同意

書編號做為申請運輸證使

用。 

系統會自動給予同意書編

號做為申請運輸證使用。 

同意書 檢視同意書資料。 呈現爆炸物賸餘申請同意

書。 

輸入概述 

1.於【操作功能】選擇【賸餘爆炸物】並檢視申請書、存量等。 

2.依申請書、存量結果進行 3 階審核。 

輸出概述 

輸出爆炸物賸餘 3 階審核清單畫面、局端檢視檢視爆炸物賸餘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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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爆炸物存量表畫面、承辦人審核爆炸物賸餘申請畫面、科長審

核爆炸物賸餘申請畫面、組長審核爆炸物賸餘申請畫面、退回爆炸物

賸餘申請書畫面、爆炸物賸餘申請書歷史退單畫面、爆炸物賸餘申請

核發同意書畫面、爆炸物賸餘申請同意書畫面。 

 

 

圖 4-121 爆炸物賸餘 3 階審核清單畫面 

 

 

 

 

 

 

 

 

 

 

 

 

 

 

 

 

 

 

 

 

 

 

 

圖 4-122 局端檢視檢視爆炸物賸餘申請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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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3 爆炸物存量表畫面 

 

 

圖 4-124 承辦人審核爆炸物賸餘申請畫面 

 

 

圖 4-125 科長審核爆炸物賸餘申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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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6 組長審核爆炸物賸餘申請畫面 

 

圖 4-127 退回爆炸物賸餘申請書畫面 

 

圖 4-128 爆炸物賸餘申請書歷史退單畫面 

 

圖 4-129 爆炸物賸餘申請核發同意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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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0 爆炸物賸餘申請同意書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PowderSurplus_Apply、dbo_ARegister_book、

dbo_BRegister_book、dbo_CRegister_book、

dbo_ERegister_book。 

 

(4) 爆炸物賸餘運輸證申請(EXP_A06_04)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爆炸物賸餘運輸證申請。 

業務事件 
爆炸物賸餘或不再使用申請經同意後，可申請運輸證進

行移運，移運用途請選賸餘移運，用途說明請選擇填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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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書號碼，起運及運往依照爆炸物賸餘或不再使用申請

所述。 

行為者 
製造販賣、販賣、礦業土石、工程等業者之申請者。 

使用簡述 
開始移運前需申請運輸證，移運用途請選【賸餘移運】，

用途說明請選擇【申請書號碼】，起運及運往依照爆炸

物賸餘或不再使用申請所述。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申請運輸證 移運用途請選【賸餘移

運】，用途說明請選擇【申

請書號碼】，起運及運往依

照爆炸物賸餘或不再使用

申請所述。 

呈現申請書爆炸物明細，填

寫包裝運送材質後，返回運

輸證申請清單。 

運輸證申請

清單 

提供【申請書】、【編輯】、

【送出申請】、【填寫繳費

帳號或單據】等功能。 

運輸證申請流程請參考前

期說明，不再贅述。 

輸入概述 

1. 於【操作功能】選單選擇【運輸證】申請運輸證。 

2. 移運用途請選【賸餘移運】，用途說明請選擇【申請書號碼】，起

運及運往依照爆炸物賸餘或不再使用申請所述。 

3. 提供【申請書】、【編輯】、【送出申請】、【填寫繳費帳號或單

據】等運輸證申請功能。 

輸出概述 

輸出爆炸物賸餘運輸證申請畫面、爆炸物賸餘運輸證明細畫面、爆炸

物賸餘運輸證申請清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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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1 爆炸物賸餘運輸證申請畫面 

圖 4-132 爆炸物賸餘運輸證明細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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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3 爆炸物賸餘運輸證申請清單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PowderSurplus_Apply、dbo_Transport、

dbo_Trans_Dynamite。 

 

(5) 爆炸物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申請 (EXP_A06_05)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爆炸物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申請。 

業務事件 
本項功能包括申請清單、填寫事業用爆炸物變質或不堪

使用廢棄申請書、爆炸物明細、檢視申請書等功能。 

行為者 
製造販賣、販賣、礦業土石、工程等業者之申請者。 

使用簡述 
填寫事業用爆炸物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申請書、爆炸物

明細、檢視申請書等。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申請清單 提供操作申請書檢視、編輯

申請書、刪除申請及送出申

請等。 

依選擇結果呈現申請書檢

視、編輯申請書、刪除申請

及送出申請等功能。 

爆炸物變質

或不堪使用

廢棄申請 

提供編輯爆炸物變質或不

堪使用廢棄申請申請書及

明細。功能包括申請書編

輯、新增爆炸物明細等。 

提供爆炸物變質或不堪使

用廢棄申請書填寫。 

爆炸物變質

或不堪使用

廢棄申請明

提供該庫所有爆炸物變質

或不堪使用廢棄明細。 

提供申請書明細填寫，呈現

該庫所有變質或不堪使用

廢棄用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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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 

送出申請 送到礦務局審核。 送到局端進行 3 階審核。 

申請書 提供檢視爆炸物變質或不

堪使用廢棄申請申請書。 

檢視爆炸物變質或不堪使

用廢棄申請申請書。 

輸入概述 

1.於【操作功能】選擇【廢棄爆炸物申請】並填寫申請書。 

2.依該庫所有爆炸物填寫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申請明細。 

3.送出申請書送到局端進行 3 階審核。 

輸出概述 

輸出廢棄爆炸物申請清單畫面、廢棄爆炸物申請畫面、廢棄爆炸物明

細畫面、廢棄爆炸物申請送出申請畫面、廢棄爆炸物申請書畫面。 

 

圖 4-134 廢棄爆炸物申請清單畫面 

 

 

 

 

 

 

 

 

 

 

 

 

 

 

 

圖 4-135 廢棄爆炸物申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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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6 廢棄爆炸物明細畫面 

 

 

圖 4-137 廢棄爆炸物送出申請畫面 

 

 

 

 

 

 

 

 

 

 

圖 4-138 廢棄爆炸物申請書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PowderScrap_Apply、dbo_ARegister_book、

dbo_BRegister_book、dbo_CRegister_book、

dbo_ERegister_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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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局端3階審核爆炸物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申請(EXP_A06_06)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局端 3 階審核爆炸物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申請。 

業務事件 
本項功能包括審核清單、申請書檢視、3 階審核、退回

補正等功能。 

行為者 
局端 3 階審核者。 

使用簡述 
申請書檢視、3 階審核、退回補正等。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申請清單 提供操作申請書檢視、存

量、三階審核、退回補正

等。 

依操作結果呈現申請書檢

視、存量、三階審核、退回

補正等。 

申請書 提供檢視廢棄爆炸物申請

書。 
檢視廢棄爆炸物申請書。 

承辦人審核 承辦人審核通過，案件送往

科長複核。 

按下【承辦人審核】，清單

呈現【科長審核】。 

科長審核 科長審核通過，案件送往組

長審核。 

按下【科長審核】，清單呈

現【組長審核】。 

組長審核 組長審核通過，案件通過，

業者可以申請運輸證進行

移運。 

按下【組長審核】，清單呈

現【核發同意書】。 

退回 若使用退回時，需敍明退回

理由，該筆退回也會以歷史

退單紀錄。 

按下【退回】，清單呈現【歷

史退單紀錄】。 

核發同意書 完成 3 階審核執行核發同

意書，系統會自動給予同意

書編號做為申請運輸證使

用。 

系統會自動給予同意書編

號做為申請運輸證使用。 

同意書 檢視同意書資料。 呈現廢棄爆炸物申請同意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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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概述 

1.於【各式證件及訓練申請】選擇【廢棄爆炸物】並檢視申請書等。 

2.依申請書進行 3 階審核。 

輸出概述 

輸出廢棄爆炸物 3 階審核清單畫面、局端檢視廢棄爆炸物申請書畫面、

爆炸物存量表畫面、承辦人審核廢棄爆炸物申請畫面、科長審核廢棄

爆炸物申請畫面、組長審核廢棄爆炸物申請畫面、退回廢棄爆炸物申

請畫面、廢棄爆炸物申請書歷史退單畫面、廢棄爆炸物申請同意書清

單畫面、廢棄爆炸物申請同意書畫面。 

 

 

 

 

 

 

 

圖 4-139 廢棄爆炸物 3 階審核清單畫面 

 

 

 

 

 

 

 

 

 

 

 

圖 4-140 局端檢視廢棄爆炸物申請書畫面 

 

 

 

 

 

 

 

圖 4-141 承辦人審核廢棄爆炸物申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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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2 科長審核廢棄爆炸物申請畫面 

 

圖 4-143 組長審核廢棄爆炸物申請畫面 

 

圖 4-144 退回廢棄爆炸物申請畫面 

 

 

 

 

 

 

圖 4-145 廢棄爆炸物申請書歷史退單畫面 

 

 

 

 

 

 

圖 4-146 廢棄爆炸物申請核發同意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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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7 廢棄爆炸物申請同意書清單畫面 

 

 

 

 

 

 

 

 

 

 

 

圖 4-148 廢棄爆炸物申請同意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PowderScrap_Apply、dbo_ARegister_book、

dbo_BRegister_book、dbo_CRegister_book、

dbo_ERegister_book。 

 

(7) 爆炸物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申請運輸證 (EXP_A06_07)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爆炸物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申請運輸證。 

業務事件 
爆炸物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申請經同意後，可申請運輸

證進行移運，移運用途請選廢棄，用途說明請選擇填申

請書號碼，起運及運往依照爆炸物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

申請所述。 

行為者 
製造販賣、販賣、礦業土石、工程等業者之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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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簡述 
開始移運前需申請運輸證，移運用途請選【廢棄】，用

途說明請選擇【申請書號碼】，起運及運往依照爆炸物

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申請所述。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申請運輸證 移運用途請選【廢棄】，用

途說明請選擇【申請書號

碼】，起運及運往依照爆炸

物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申

請所述。 

呈現申請書爆炸物明細，填

寫包裝運送材質後，返回運

輸證申請清單。 

運輸證申請

清單 

提供【申請書】、【編輯】、

【送出申請】、【填寫繳費

帳號或單據】等功能。 

運輸證申請流程請參考前

期說明，不再贅述。 

輸入概述 

1. 於【操作功能】選單選擇【運輸證】申請運輸證。 

2. 移運用途請選【廢棄】，用途說明請選擇【申請書號碼】，起運及

運往依照爆炸物變質或不堪使用廢棄申請所述。 

3. 提供【申請書】、【編輯】、【送出申請】、【填寫繳費帳號或單

據】等運輸證申請功能。 

輸出概述 

輸出爆炸物廢棄運輸證申請畫面、爆炸物廢棄運輸證明細畫面、爆炸

物廢棄運輸證申請清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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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9 爆炸物廢棄運輸證申請畫面 

 

 

 

 

 

 

 

 

 

 

圖 4-150 爆炸物廢棄運輸證明細畫面 

 

 

 

 

 

 

 

圖 4-151 爆炸物廢棄運輸證申請清單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PowderScrap_Apply、dbo_Transport、

dbo_Trans_Dynamite。 

 

7. 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出口申請與月報管理(EXP_A07) 

本項功能提供各類業者申請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出口申請與填寫月報

上傳之功能，相關業者申請與審核之使用案例參閱圖 4-95 進出口申

請、關貿資料交換等使用個案圖。 

(1) 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同意書申請(EXP_A07_01)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同意書申請。 

業務事件 
本項功能提供業者檢視申請清單、填寫非事業用爆炸物

出口同意書、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明細、檢視貨品出口



104 年度委辦計畫「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4/4）」              成果報告書 

224 

 

同意書等。 

行為者 
貨品出口同意書申請人。 

使用簡述 
填寫非事業用爆炸物之貨品出口同意書申請書、編輯貨

品出口品項明細、檢視貨品出口同意書申請書。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申請清單 提供操作及檢視。功能包括

申請書檢視、編輯申請書、

刪除申請、送出申請及出口

登記等。 

依各項選擇結果操作功能。 

編輯申請書 編輯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

申請書、編輯貨品出口品項

明細等。 

提供編輯非事業用爆炸物

出口申請書及明細。 

刪除申請 刪除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

同意書申請書。 
刪除申請書。 

申請書檢視 業者檢視貨品出口同意書

申請書。 

檢視貨品出口同意書申請

書 

填寫單據及

送出申請 

確認品項後填寫單據及送

出非事業用爆炸物之貨品

出口同意書申請。 

送交局端 4 階審核。 

輸入概述 

1.於【操作功能】選擇【貨品進出口】。 

2.填寫非事業用爆炸物之貨品出口申請書及品項明細。 

3.確認品項後填寫單據及送出非事業用爆炸物之貨品出口申請。 

輸出概述 

輸出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同意書申請畫面、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明細

畫面、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同意書申請書畫面、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

送出申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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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2 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同意書申請畫面 

 

 

 

 

 

 

 

 

 

圖 4-153 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明細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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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4 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同意書申請書畫面 

 

 

 

 

 

 

 

 

 

 

 

 

圖 4-155 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送出申請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NonExplo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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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局端4階審核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同意書申請(EXP_A07_02)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局端 4 階審核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同意書申請。 

業務事件 
本項功能提供申請書檢視、審核表、4 階審核及退回補

正等。 

行為者 
局內 4 階審核者。 

使用簡述 
申請書檢視、填寫審核表、4 階審核及退回補正。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申請清單 提供操作及檢視。功能包括

申申請書檢視、審核表、4

階審核及退回補正等。 

依各項選擇結果操作功能。 

填寫審核表 提供操作檢視申請目的及

填寫審核結果，提供其他層

級長官檢視審核表內容。 

提供編輯非事業用爆炸物

出口申請書及明細。 

承辦人審核 承辦人審核通過，案件送往

科長複核。 

按下【承辦人審核】，清單

呈現【科長審核】。 

科長審核 科長審核通過，案件送往組

長審核。 

按下【科長審核】，清單呈

現【組長審核】。 

組長審核 組長審核通過，案件送往主

任秘書審核。 

按下【組長審核】，清單呈

現【主任秘書審核】。 

主任秘書審

核 

主任秘書審核通過，案件通

過。 

按下【主任秘書審核】，清

單呈現【核發同意書】。 

退回 若使用退回時，需敍明退回

理由，該筆退回也會以歷史

退單紀錄。 

按下【退回】，清單呈現【歷

史退單紀錄】。 

核發同意書 完成 4 階審核執行核發同

意書，系統會自動給予同意

書編號。 

系統會自動給予同意書編

號。 

列印同意書 檢視同意書資料。 呈現貨品進出口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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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報關

XML 

產生報關 XML 檔案。 系統定時傳送到關貿單一

窗口帄台。 

輸入概述 

1.於【各式證件及訓練申請】選擇【貨品進出口】。 

2.承辦填寫審核表。 

3.局端 4 階審核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申請書及品項明細。 

4. 完成 4 階審核執行核發同意書，系統會自動給予同意書編號。 

5.產生報關 XML，系統定時傳送到關貿單一窗口帄台。 

輸出概述 

輸出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局端審核清單畫面、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局

端審核表畫面、承辦人審核通過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申請畫面、科長

審核通過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申請畫面、組長審核通過非事業用爆炸

物出口申請畫面、主任秘書審核通過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申請畫面、

核發貨品同意書畫面、列印貨品出口同意書畫面、退回貨品出口同意

書畫面、貨品出口同意書歷史退單畫面。 

 

 

 

 

 

 

 

 

圖 4-156 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局端審核清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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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7 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局端審核表畫面 

 

 

 

 

 

 

 

 

 

圖 4-158 承辦人審核通過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申請畫面 

 

 

 

 

 

 

 

 

圖 4-159 科長審核通過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申請畫面 

 

 

 

 

 

 

 

 

圖 4-160 組長審核通過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申請畫面 

 

 

 

 

 

 

 

 

圖 4-161 主任秘書審核通過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申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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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2 核發貨品出口同意書畫面 

 

 

 

 

  

 

 

圖 4-163 列印貨品出口同意書畫面 

 

 

 

 

 

 

 

圖 4-164 退回貨品出口同意書畫面 

 

 

 

 

 

 

 

 

圖4-165貨品出口同意書歷史退單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NonExplo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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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同意書申請(EXP_A07_03)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同意書申請。 

業務事件 
本項功能提供業者檢視申請清單、填寫非事業用爆炸物

進口同意書、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明細、檢視貨品進口

同意書等。 

行為者 
貨品進口同意書申請人。 

使用簡述 
填寫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同意書申請書、編輯貨品進口

品項明細、檢視貨品進口同意書申請書。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申請清單 提供操作及檢視。功能包括

申請書檢視、編輯申請書、

刪除申請、送出申請及進口

登記等。 

依各項選擇結果操作功能。 

編輯申請書 編輯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

申請書、編輯貨品進口品項

明細等。 

提供編輯非事業用爆炸物

進口申請書及明細。 

刪除申請 刪除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

同意書申請書。 
刪除申請書。 

申請書檢視 業者檢視貨品進口同意書

申請書。 

檢視貨品進口同意書申請

書 

填寫單據及

送出申請 

確認品項後填寫單據及送

出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同

意書申請。 

送交局端 4 階審核。 

輸入概述 

1.於【操作功能】選擇【貨品進出口】。 

2.填寫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申請書及品項明細。 

3.確認品項後填寫單據及送出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申請。 

輸出概述 

輸出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同意書申請畫面、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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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同意書申請書畫面、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

送出申請畫面。 

 

 

 

 

 

 

 

 

 

 

 

 

 

 

 

 

圖 4-166 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同意書申請畫面 

 

 

 

 

 

 

 

 

 

圖 4-167 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明細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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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8 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同意書申請書畫面 

 

 

 

 

 

 

 

 

 

圖 4-169 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送出申請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NonExplosive。 

 

(4) 局端4階審核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同意書申請(EXP_A07_04)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局端 4 階審核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同意書申請。 

業務事件 
本項功能提供申請書檢視、審核表、4 階審核及退回補

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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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者 
局內 4 階審核者。 

使用簡述 
申請書檢視、填寫審核表、4 階審核及退回補正。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申請清單 提供操作及檢視。功能包括

申申請書檢視、審核表、4

階審核及退回補正等。 

依各項選擇結果操作功能。 

填寫審核表 提供操作檢視申請目的及

填寫審核結果，提供其他層

級長官檢視審核表內容。 

提供編輯非事業用爆炸物

之貨品進口申請書及明細。 

承辦人審核 承辦人審核通過，案件送往

科長複核。 

按下【承辦人審核】，清單

呈現【科長審核】。 

科長審核 科長審核通過，案件送往組

長審核。 

按下【科長審核】，清單呈

現【組長審核】。 

組長審核 組長審核通過，案件送往主

任秘書審核。 

按下【組長審核】，清單呈

現【主任秘書審核】。 

主任秘書審

核 

主任秘書審核通過，案件通

過。 

按下【主任秘書審核】，清

單呈現【核發同意書】。 

退回 若使用退回時，需敍明退回

理由，該筆退回也會以歷史

退單紀錄。 

按下【退回】，清單呈現【歷

史退單紀錄】。 

核發同意書 完成 4 階審核執行核發同

意書，系統會自動給予同意

書編號。 

系統會自動給予同意書編

號。 

列印同意書 檢視同意書資料。 呈現貨品進出口同意書。 

產生報關

XML 

產生報關 XML 檔案。 系統定時傳送到關貿單一

窗口帄台。 

輸入概述 

1.於【各式證件及訓練申請】選擇【貨品進出口】。 

2.承辦填寫審核表。 

3.局端 4 階審核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申請書及品項明細。 

4. 完成 4 階審核執行核發同意書，系統會自動給予同意書編號。 

5.產生報關 XML，系統定時傳送到關貿單一窗口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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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概述 

輸出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局端審核清單畫面、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局

端審核表畫面、承辦人審核通過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申請畫面、科長

審核通過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申請畫面、組長審核通過非事業用爆炸

物進口申請畫面、主任秘書審核通過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申請畫面、

核發貨品進口同意書畫面、列印貨品進口同意書畫面、退回貨品進口

同意書畫面、貨品進口同意書歷史退單畫面。 

 

 

 

 

 

 

 

 

圖 4-170 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局端審核清單畫面 

 

 

 

 

 

 

 

 

 

 

 

 

 

 

圖 4-171 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局端審核表畫面 

 

 

 

 

 

 

 

圖 4-172 承辦人審核通過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申請畫面 



104 年度委辦計畫「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4/4）」              成果報告書 

236 

 

 

 

 

 

 

 

 

 

圖 4-173 科長審核通過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申請畫面 

 

 

 

 

 

 

 

 

圖 4-174 組長審核通過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申請畫面 

 

 

 

 

 

 

 

 

圖 4-175 主任秘書審核通過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申請畫面 

 

 

 

 

 

 

 

 

圖 4-176 核發貨品進口同意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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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7 列印貨品進口同意書畫面 

 

 

 

 

 

 

 

 

 

圖 4-178 退回貨品進口同意書畫面 

 

 

 

 

 

 

 

 

圖4-179貨品進口同意書歷史退單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NonExplosive。 

(5)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出口月報申報作業(EXP_A07_05)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月報申報作業。 

業務事件 
本項功能提供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出口新增登記及月報申

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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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者 
貨品進出口同意書申請人。 

使用簡述 
被核准之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出口以月報形式向礦務局申

報。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出口登記 提供業者申請之出口貨品

直接寫入爆炸物登記，方便

業者將使用情形填寫彙整

成月報。 

將出口申請項目登錄到出

口登記簿。 

進口登記 提供業者申請之進口貨品

直接寫入爆炸物登記，方便

業者將使用情形填寫彙整

成月報。 

將進口申請項目登錄到進

登記簿。 

非事業用爆

炸物進出口

清單 

業者完成進出口登記後，於

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出口清

單中可檢視進出口登記之

貨品與數量。 

將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登

記之貨品與數量在清單中

呈現。 

編輯進出口

使用情形 

業者選擇申報年月產生月

報明細，編輯申報明細後儲

存。 

將登記簿的資料以月報的

形式提供申請者編輯。 

上傳月報至

礦務局 

業者可先檢視月報填寫情

形，確認無誤後將月報【上

傳至礦務局】即完成該月申

報。 

按下【上傳礦務局】，該月

月報完成申報。 

輸入概述 

1.於【操作功能】選擇【貨品進出口】。 

2.將進出口資料轉換成【出口登記】或【進口登記】。 

3. 編輯進出口使用情形。 

4. 上傳月報至礦務局。 

輸出概述 

輸出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登記畫面、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轉登記畫

面、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登記畫面、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轉登記畫面、

非事業用爆炸物爆炸物進出口清單畫面、填寫非事業用爆炸物爆炸物

進出口使用情形畫面、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出口使用存量月報畫面、上

傳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出口月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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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0 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登記畫面 

 

 

 

 

 

 

 

圖 4-181 非事業用爆炸物出口轉登記畫面 

 

 

 

 

 

 

 

圖 4-182 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登記畫面 

 

 

 

 

 

 

 

 

 

 

 

 

圖 4-183 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口轉登記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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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4 非事業用爆炸物爆炸物進出口清單畫面 

 

 

 

 

 

 

 

 

圖 4-185 填寫非事業用爆炸物爆炸物進出口使用情形畫面 

 

 

 

 

 

 

 

 

 

 

 

 

 

 

 

 

 

 

圖 4-186 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出口使用存量月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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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7 上傳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出口月報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NonExplosive_moon。 

(6) 局端查閱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出口月報 (EXP_A07_06)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局端查閱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出口月報。 

業務事件 
本項功能提供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出口新增登記及月報申

報作業。 

行為者 
局端使用者。 

使用簡述 
局端可至旬月報功能項中查詢非事業用爆炸物月報，若

需業者重填也可使用回復功能，讓業者重新申報。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非爆炸用途

月報 

於旬月報功能項中查詢非

事業用爆炸物月報。 

可使用篩選功能檢視申報

者上傳之月報。 

回復 需業者重填時使用回復功

能，讓申報者重新申報。 
月報回傳申報者重新申報。 

輸入概述 

1.於【操作功能】選擇【貨品進出口】。 

2.將進出口資料轉換成【出口登記】或【進口登記】。 

3. 編輯進出口使用情形。 

4. 上傳月報至礦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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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概述 

輸出局端查閱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出口月報清單畫面、局端查閱非事業

用爆炸物進出口使用存量月報畫面。 

 

 

圖 4-188 局端查閱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出口月報清單畫面 

 

 

 

 

 

 

 

 

 

 

 

 

 

 

 

 

 

圖 4-189 局端查閱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出口使用存量月報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NonExplosive_m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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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事業爆炸物 e 網統計項目新增(EXP_A08) 

提供火藥庫檢查/聯檢統計、業者處分統計、火藥庫有效期限六十日

內屆滿、各縣市火藥庫統計、火藥庫統計地圖、爆炸物核配及使用情

形統計、調訓年度統計、教育訓練年度統計及人員行政處分年度統

計、爆炸物核配及使用情形統計等，操作系統之案例如下所述。 

 

 

 

 

 

 

 

 

 

 

 

 

 

 

 

圖 4-190 事業爆炸物 e 網統計項目使用個案圖 

 

 (1) 火藥庫統計(EXP_A08_01)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火藥庫統計。 

業務事件 
提供違失檢討及改善明細表、抽查家數及違失記錄統計

表、 抽查違失數量統計表、 火藥庫檢查/聯檢統計、業

者處分統計、火藥庫有效期限六十日內屆滿、各縣市火

藥庫統計表、火藥庫統計地圖等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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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者 
局端使用者。 

使用簡述 
於【管理】功能選擇【管理介面】，於火藥庫查詢中選

擇【1.違失檢討及改善明細表】、【2. 抽查家數及違失

記錄統計表】、【3. 抽查違失數量統計表】、【4. 火藥

庫檢查/聯檢統計】、【5. 業者處分統計】、【6.火藥庫

有效期限六十日內屆滿】、【7. 各縣市火藥庫統計表】、

【8. 火藥庫統計地圖】。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違失檢討及

改善明細 

選擇查詢時間【年】、【起

始月】、【結束月】。 

產生違失檢討及改善明細

表。 

抽查家數及

違失記錄統

計 

選擇查詢時間【年】、【起

始月】、【結束月】。 

產生抽查家數及違失記錄

統計表、火藥庫缺失分數統

計表。 

抽查違失數

量統計 

選擇查詢時間【年】、【起

始月】、【結束月】。 
產生抽查違失數量統計表。 

火藥庫檢查/

聯檢統計 

依查詢【起始年】、【結束

年】提供抽查/聯合檢查之

年度、總庫數、總家數、缺

失家數、缺失件數等資料查

詢。因應火藥庫檢查/聯檢

統計分項統計需求。(本期

新增) 

產生火藥庫檢查/聯檢統計

表。修改火藥庫抽查 APP

修改項目包括檢查/聯檢選

單，提供業者名稱，礦區/

工程名稱、火藥庫庫號及檢

查/聯檢項目等。 

業者處分統

計 

提供火藥庫業者行政處分

之區間統計。依查詢年度之

起迄月份區間提供處分年

月日及文號、公司名稱、代

表人、身分證字號、處分事

實、理由及法令依據、處分

種類及額度等資料查詢。

(本期新增) 

產生業者處分統計表。 

火藥庫有效

期限六十日

內屆滿 

為方便管理及通知業者，新

增自查詢之日起火藥庫有

效期限六十日內屆滿的業

者名單，並匯出 EXCEL 提

產生火藥庫有效期限六十

日內屆滿 EXCEL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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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局端追踪及通知業者展

期。火藥庫有效期限六十日

內屆滿提供庫號、業者別、

業者名稱、礦區/工程案

名、庫別、有效期限等資

料。(本期新增) 

各縣市火藥

庫統計表 

提供依縣市、火藥庫(有儲

存)、火藥庫(未儲存)、事業

別等提供火藥庫家數的統

計。(本期新增) 

產生各縣市火藥庫統計表。 

火藥庫統計

地圖 

新增火藥庫地圖，並依火藥

庫點位即時查詢火藥庫限

存量與庫存量。(本期新增) 

產生火藥庫統計地圖 

輸入概述 

1. 於【管理】功能選擇【管理介面】，於火藥庫查詢中選擇【1.違失

檢討及改善明細表】、【2. 抽查家數及違失記錄統計表】、【3. 抽查

違失數量統計表】、【4. 火藥庫檢查/聯檢統計】、【5. 業者處分統

計】、【6.火藥庫有效期限六十日內屆滿】、【7. 各縣市火藥庫統計

表】、【8. 火藥庫統計地圖】。 

2. 依查詢條件輸入產生統計結果。 

輸出概述 

輸出火藥庫統計查詢功能畫面、火藥庫抽查違失檢討改善明細表畫

面、火藥庫抽查家數及違失記錄統計表畫面、火藥庫抽查違失數量統

計表畫面、火藥庫缺失分數統計表畫面、火藥庫抽查 APP 選擇抽查業

者畫面、火藥庫抽查 APP 選擇抽查或聯合檢查畫面、業者行政處分統

計表畫面、火藥庫有效期限六十日內屆滿 EXCEL 畫面、各縣市火藥庫

統計表畫面、火藥庫統計地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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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1 火藥庫統計查詢功能畫面 

 

 

 

 

 

 

 

 

 

 

 

 

 

 

 

 

 

圖 4-192 火藥庫抽查違失檢討改善明細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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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3 火藥庫抽查家數及違失記錄統計表畫面 

 

 

 

 

 

 

 

 

 

 

 

 

 

 

 

 

圖 4-194 火藥庫抽查違失數量統計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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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5 火藥庫缺失分數統計表畫面 

 

 

 

 

 

 

 

 

 

 

 

 

 

 

 

 

 

 

 

圖 4-196 火藥庫抽查 APP 選擇抽查業者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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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7 火藥庫抽查 APP 選擇抽查或聯合檢查畫面 

 

 

 

圖 4-198 業者行政處分統計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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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9 火藥庫有效期限六十日內屆滿 EXCEL 畫面 

 

 

 

 

 

 

 

 

 

 

圖 4-200 各縣市火藥庫統計表畫面 

 

 

 

 

 

 

 

 

 

 

 

 

 

圖 4-201 火藥庫統計地圖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PowderList、dbo_Check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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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業用爆炸物統計(EXP_A08_02)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事業用爆炸物統計。 

業務事件 
提供核配量表、爆炸物核配及使用情形統計、各縣市爆

炸物耗用統計等資料查詢。 

行為者 
局端使用者。 

使用簡述 
於【管理】功能選擇【管理介面】，於事業用爆炸物查

詢中選擇【1. 核配量表】、【2. 爆炸物核配及使用情形

統計】、【2.1 甲式業者】、【2.2 乙式業者】、【2.3

販賣業者】、【2.4 製造販賣業者】、【3. 各縣市爆炸

物耗用統計】。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核配量表 選擇查詢【年份】、【販賣

業者(可複選)】。 

匯出販賣業者年度核配量

表 EXCEL 檔案。 

爆炸物核配

及使用情形

統計 

選擇查詢【年份】及【2.1

甲式業者】、【2.2 乙式業

者】、【2.3 販賣業者】、

【2.4 製造販賣業者】以各

月資料、使用天數、工程數

量(噸或立方公尺) 炸藥種

類將查詢結果輸出(本期新

增)。 

產生甲式業者爆炸物核配

及使用情形統計表、乙式業

者爆炸物核配及使用情形

統計表、販賣業者爆炸物核

配及使用情形統計表、製造

販賣業者爆炸物核配及使

用情形統計表。 

各縣市爆炸

物耗用統計 

依查詢【縣市】、【年份】

及【起始月】、【結束月】

以縣市(顯示”各公司”及”全

部”)、公司、查詢年月份區

間將查詢結果輸出。(本期

新增) 

產生各縣市使用爆炸物單

位之耗用統計表(製造、販賣

業者除外)。 

輸入概述 

1. 於【管理】功能選擇【管理介面】，於事業用爆炸物查詢中選擇【1. 

核配量表】、【2. 爆炸物核配及使用情形統計】、【2.1 甲式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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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乙式業者】、【2.3 販賣業者】、【2.4 製造販賣業者】、【3. 各

縣市爆炸物耗用統計】。 

2. 依查詢條件輸入產生統計結果。 

輸出概述 

輸出事業用爆炸物查詢功能畫面、販賣業者年度核配量表 EXCEL 檔

案、甲式業者爆炸物核配及使用情形統計表畫面、乙式業者爆炸物核配

及使用情形統計表畫面、販賣業者爆炸物核配及使用情形統計表畫面、

製造販賣業者爆炸物核配及使用情形統計表畫面、各縣市使用爆炸物單

位之耗用統計表畫面。 

 

 

 

 

 

 

 

 

 

 

 

圖 4-202 事業用爆炸物查詢功能畫面 

 

 

 

 

 

 

 

 

 

 

 

 

 

圖 4-203 販賣業者年度核配量表 EXCEL 檔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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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4 甲式業者爆炸物核配及使用情形統計表畫面 

 

 

 

 

 

 

 

 

 

圖 4-205 乙式業者爆炸物核配及使用情形統計表畫面 

 

 

圖 4-206 販賣業者爆炸物核配及使用情形統計表畫面 

 

圖 4-207 製造販賣業者爆炸物核配及使用情形統計表畫面 



104 年度委辦計畫「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4/4）」              成果報告書 

254 

 

 

 

 

 

 

 

 

 

 

 

 

圖 4-208 各縣市使用爆炸物單位之耗用統計表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Aapply_S1Tb、dbo_Aapply_S2Tb、dbo_Aapply_S3Tb、

dbo_Aapply_S4Tb、dbo_Aapply_S5Tb、dbo_Aapply_S6Tb、

dbo_Bapply_S1Tb、dbo_Bapply_S2Tb、dbo_Bapply_S3Tb、

dbo_Bapply_S4Tb、dbo_Bapply_S5Tb、dbo_Bapply_S6Tb。 

 

(3) 年度統計資料(EXP_A08_03)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年度統計資料。 

業務事件 
提供調訓年度統計、教育訓練年度統計、行政處分年度

統計、人員年度統計等資料查詢。 

行為者 
局端使用者。 

使用簡述 
於【管理】功能選擇【管理介面】，於年度統計資料查

詢中選擇【1.調訓年度統計】、【2.教育訓練年度統計】、

【3.行政處分年度統計】、【4.人員年度統計】。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調訓年度統

計 

選擇查詢【起始年】、【結

束年】，提供查詢年度區間

將【爆炸物管理員】、【爆

破專業人員】查詢，並將調

產生爆炸物管理員調訓年

度統計表、爆破專業人員調

訓年度統計表。 



104 年度委辦計畫「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4/4）」              成果報告書 

255 

 

訓年度統計查詢輸出(本期

新增)。 

教育訓練年

度統計 

選擇查詢【起始年】、【結

束年】，提供查詢年度區間

將【爆炸物管理員】、【爆

破專業人員】查詢，並將教

育訓練年度統計查詢結果

輸出(本期新增)。 

產生爆炸物管理員教育訓

練年度統計表、爆破專業人

員教育訓練年度統計表 

行政處分年

度統計 

選擇查詢【起始年】、【結

束年】，並將行政處分年度

統計查詢結果輸出(本期新

增)。 

產生行政處分年度統計表。 

人員年度統

計 

選擇查詢【起始年】、【結

束年】，並將人員年度統計

查詢結果輸出(本期新增)。 

產生人員年度統計表 

輸入概述 

1. 於【管理】功能選擇【管理介面】，於事業用爆炸物查詢中選擇【1. 

核配量表】、【2. 爆炸物核配及使用情形統計】、【2.1 甲式業者】、

【2.2 乙式業者】、【2.3 販賣業者】、【2.4 製造販賣業者】、【3. 各

縣市爆炸物耗用統計】。 

2. 依查詢條件輸入產生統計結果。 

輸出概述 

輸出年度統計資料查詢功能畫面、爆炸物管理員調訓年度統計表畫面、

爆破專業人員調訓年度統計表畫面、爆炸物管理員教育訓練年度統計表

畫面、爆破專業人員教育訓練年度統計表畫面、行政處分年度統計表畫

面、爆炸物管理員、爆破專業人員年度統計表畫面。 

 

 

 

 

 

 

 

 

圖 4-209 年度統計資料查詢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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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0 爆炸物管理員調訓年度統計表畫面 

 

 

 

 

 

 

圖 4-211 爆破專業人員調訓年度統計表畫面 

 

 

 

 

 

圖 4-212 爆炸物管理員教育訓練年度統計表畫面 

 

 

 

 

 

 

圖 4-213 爆破專業人員教育訓練年度統計表畫面 

 

 

 

 

 

圖 4-214 行政處分年度統計表畫面 

 

 

 

 

 

 

圖 4-215 爆炸物管理員、爆破專業人員年度統計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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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MUserInfo、dbo_TClassP_Work、dbo_TClassP_Work1、

dbo_TClassM_Apply、dbo_TClassM_Apply1、

dbo_TClassP_Apply、dbo_TClassP_Apply1、dbo_TClassList。 

 

(4) 領退料表單即時監管(EXP_A08_04) 

使用案例說明 

主題領域 
領退料表單即時監管。 

業務事件 
即時監管業者之領料單，逾 24 小時未填退料單時，由系

統標示!【逾時】，提供管理者監管業者之領退料情形。 

行為者 
局端使用者。 

使用簡述 
於【管理】功能選擇【領退料監控】，選擇【甲式領退

料作業】、【乙式領退料作業】。 

事件流程 條件 結果 

【甲式領退

料作業】 

選擇查詢【甲式領退料作

業】逾 24 小時未填退料單

時，由系統標示!【逾時】(本

期新增)。 

產生甲式領退料單或逾 24

小時標示!【逾時】。 

【乙式領退

料作業】 

選擇查詢【乙式領退料作

業】逾 24 小時未填退料單

時，由系統標示!【逾時】(本

期新增)。 

產生乙式領退料單或逾 24

小時標示!【逾時】。 

輸入概述 

1. 於【管理】功能選擇【領退料監控】，選擇【甲式領退料作業】、

【乙式領退料作業】。 

2. 按【領料單】查詢該筆領退料爆炸物內容。 

輸出概述 

輸出甲式領退料表單即時監管畫面、乙式領退料表單即時監管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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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6 甲式領退料表單即時監管畫面 

 

 

 

 

 

 

圖 4-217 乙式領退料表單即時監管畫面 

 

使用案例註解 無。 

使用資料表 dbo_ARegister_inout 、dbo_BRegister_inout。 
   

 

(四)建升帄台軟硬體環境  

本年度提供將 UAC-1100E 購置負載帄衡器(Load Balance)及

APMAP 系統軟體，建立負載帄衡機制。本案建升帄台軟硬體

環境分年分期規劃如下列圖表所示: 

 

圖4-218 提昇系統效能與備援服務架構圖 



104 年度委辦計畫「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4/4）」              成果報告書 

259 

 

表 4-5 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重要備援項目表 

 

 

1.購置系統負載帄衡器(Load Balance)規格，建立負載帄衡機

制。 

本期購置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系統UAC-1100E負載

帄衡器(Load Balance)，已於7月13日在礦務局機房上架，並

由機房管理單位與原廠協助設定完成。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國土礦業資料倉儲

整合帄台系統 

WEBGIS 軟體升級

至最新版。 

1.購置獨立礦業資

料倉儲整合帄台系

統備援主機含系統

軟體。 

1.將 102 年購置的

國土礦業資料倉

儲整合帄台系統

備援主機切換為

對外服務之主機。 

1.購置國土礦業資

料倉儲整合帄台系

統系統負載帄衡器

(Load Balance)，建

立負載帄衡機制。 

2.購置一套最新版資

料庫軟體(MS SQL 

SERVER)。 

2.購置國土礦業資

料倉儲整合帄台系

統備援主機資料庫

軟體。 

 2.購置獨立礦業資

料倉儲整合帄台系

統 WEBGIS 系統軟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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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新購之負載帄

衡器 

 

原廠工程師進行負載

帄衡器之路由設定 

 

 

 

 

 

 

 

本設備提供設備CPU，記憶體使用率，以及線上連線數則有

相關的報表可供查詢。 

可在管理界面內，點選報表分析器- > 內置報表分析器 功

能即可進入報表功能，查詢設備的CPU，記憶體使用率，以

及線上連線數。下圖所提供觀察週期為 2015.07.26 ~ 

2015.11.08 

線上連線數 : 最大值 14 , 最小值 7 

 

 

 

 

 

 

 

 

 

圖4-219 線上連線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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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使用率：最大值 0.34% , 最小值 0.27% 

 

 

 

 

 

 

 

 

 

 

圖4-220 CPU使用率趨勢圖 

記憶體使用率：最大值 29.15% , 最小值 25.69% 

 

 

 

 

 

 

 

 

 

圖4-221 記憶體使用率趨勢圖 

2.購置獨立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系統WEBGIS(APMAP)系

統軟體。 

ApMap 3.0是一套符合HTTP與TCP/IP網路標準的地理資訊

系統應用軟體，除支援Windows帄台外，並支援UNIX / 

LINUX帄台，搭配ApMap Java於瀏覽器端使用，地圖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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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豐富，非常易於開發，使用簡單、操作方便。 

 

目前倉儲帄台已安裝1

套Aapmap對外提供地

圖服務，配合負載帄衡

器預計再安裝1套

Aapmap，使2套

Aapmap圖台可以同時

對外發布服務。 

 

 

(五)額外服務 

針對礦務局其他專案所需之重複礦區查詢功能，本公司提供重

複礦區查詢 WebService，並已經回復其他專案廠商相關介接

之 api。 

 

 

 

 

 

 

 

 

 

 

 

圖4-222 重複礦區查詢需求 

提供之連結查詢如下:  

http://gis-ap-server.mine.gov.tw/minequery/querydata.ashx?tm

x=301973&tmy=2762029 

回復資料如下: 

{"落入礦區":"無","落入礦區保留地":"無","周圍150公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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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坑道":"有"} 

http://gis-ap-server.mine.gov.tw/minequery/queryimage.ashx?t

mx=301973&tmy=2762029 

回復圖形如下: 

 

 

 

 

 

 

 

 

 

 

圖4-223 回復重複礦區查詢 

三、系統資安檢測 

本公司針對本專案執行相關資訊安全檢測，彙整報告如下： 

(一) 檢測環境 

1. 主機位置：礦務局資訊室機房 

2. 主機名稱：GIS-AP-Server(AP server/DB server) 

3. 作業系統：Windows2008 Server Standard. Service Pack2 

4. 主機：GIS-AP-Server  

(二) 檢測時間 

民國 104 年 7 月 16 日、民國 104 年 11 月 17 日 

(三) 檢測項目 

1. 作業系統防火牆設定檢測 

2. 應用程式與網站弱點檢測 

(四) 應用程式與網站弱點檢測工具 

OWASP Zed Attack Proxy (ZAP) Project：ZAP 是由 OWASP 計畫

所推出的網頁弱點掃描工具，使用在針對網站滲透測詴過程中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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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網站，OWASP Zed Attack Proxy (ZAP) Project 檢測的項目包括

了： 

Some of ZAP's functionality: 

 Intercepting Proxy 

 Traditional and AJAX spiders 

 Automated scanner 

 Passive scanner 

 Forced browsing 

 Fuzzer 

 Dynamic SSL certificates 

 Smartcard and Client Digital Certificates support 

 Web sockets support 

 Support for a wide range of scripting languages 

 Plug-n-Hack support 

 Authentication and session support 

 Powerful REST based API 

 Automatic updating option 

 Integrated and growing marketplace of add-ons  

(五) 檢測結果 

1. 作業系統防火牆設定： 

作業系統防火牆正常開啟保護中，所允許通過的例外程式都是

作業系統與應用程是必頇的安全程式。 

 

 

 

 

 

 

 

 

 

 

 

 

圖4-224 作業系統防火牆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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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程式與網站弱點檢測： 

目前常見的資安相關 HTTP headers，參考 OWASP網站所條列： 

․ Content-Security-Policy (X-Content-Security-Policy、

X-Webkit-CSP 都是同一系列) 

․ Strict-Transport-Security 

․ X-Content-Type-Options 

․ X-Frame-Options 

․ X-XSS-Protection 

 

此外，尚有一些其他的資安相關 HTTP headers： 

․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 X-Download-Options 

․ X-Permitted-Cross-Domain-Policies 

 

最後有一項是Cookie的安全設定，而Cookie也是HTTP headers

的一部份，將其列出： 

․ Set-Cookie: HttpOnly 

․ Set-Cookie: Secure 

OWASP Zed Attack Proxy (ZAP) Project 掃描主機應用程式與網

站弱點檢測檢查之結果如下圖： 

 

 

 

 

 

 

 

 

 

圖4-225 應用程式安全檢測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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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遇到外部攻擊時，局網 SonicWALL PRO 3060 防火牆封包檢

查的技術，會自動防禦來自 Internet 對局網的資料竊取破壞或

竄改, 並且能自動偵測-阻斷服務攻擊 Denial of Service (DoS) , 

禁止無使用權的人存取使用網路設備與資源，使其無法再進行

攻擊，入侵者被擋掉服務的瀏覽畫面如下圖所示。 

 

 

 

 

 

 

 

 

 

 

 

圖4-226  SonicWALL PRO 3060-阻斷服務攻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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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育訓練、成果推廣與協助營運 

一、辦理教育訓練 

(一) 教育訓練課程規劃理念 

教育訓練的目的是使系統操作及管理執行人員能具備

基本技能並可應用於本職上，使其熟悉且善用資訊和科

技，規劃一原則性的訓練主軸，配合此原則，並考慮不同

業務單位組成之特性，人員的教育訓練亦因業務執掌之不

同而有差異，再分別針對其業務需求加以安排訓練課程，

各項教育訓練之課程規劃考慮項目如圖。 

 

 

 

 

 

 

 

 

 

圖 5-1 課程規劃考慮項目示意圖 

 

1. 業務執掌： 

由單位人員之業務執掌或業者需配合系運作之業務人

員，可以瞭解所需的系統相關操作技能，從而針對業務執

掌規劃教育訓練課程。 

2. 原教育背景： 

教學課程由淺入深是共同的原則，但仍需考量單位人

員或業者需配合系運作之業務人員之教育背景，設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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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訓練課程。例如考量教育背景，則教育背景與系統維運

所需的知識相似度高者，則以執行管理等較深入的課程為

主；教育背景與系統維運所需的知識相似度較低的，則以

基本應用之課程為主。 

3. 本職未來所需之系統操作技能： 

業務執掌上所必頇用到的是為必備的系統操作技能，

但目前業務尚未使用而未來即將用到的操作技能即為本職

未來所需之系統操作技能。這部分的訓練規劃端視單位需

求而定，必頇由單位提供相關訊息，瞭解單位需求目標，

方能在課程中規劃訂定相關的教育訓練課程。 

4. 培訓其他系統操作技能： 

業務因故需單位間的合作協調亦是經常之事務，故除

本職所需具備的相關系統操作技能外，其他若有其他單位

合作者，對於該單位之業務執行技術層面上，彼此間亦需

有部分程度之瞭解，以便溝通協調，或處理本職上經常用

到的其他業務的系統操作技能。 

5. 培訓種子人員： 

各項系統開發及管理維運專業訓練，皆應考慮培養種

子人員，除本職上每人皆應接受訓練外，部分業務應考量

是否培養種子人員，由種子人員可將相關的軟體、硬體及

技術作部分的維護與推廣，以節省訓練上所需花費的人力

及時間成本。 

6. 其他系統管理專業技能： 

目前的系統管理所需具備的資訊處理技能，在此列為

其他系統管理專業技能，如網路管理、系統安全及備份及

故障排除處理技術等。因為這些專業技能是日常維護業務

普遍會使用的，所以必頇具備，故應安排教育訓練之課程，

使管理人員都能學習到最有效率之管理維護作業方法，可

提升系統執行效率及資料管理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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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大綱 

1.火藥庫申請操作課程： 

介紹火藥庫申請設置、變更、展延、調整、寄存、註銷、

變更資料等系統流程與操作說明。 

2.事業用爆炸物進出口申請操作課程： 

介紹進出口申請與關貿整合等系統流程與操作說明。 

3.配購證、運輸證與登記簿資料串連功能操作課程： 

配購證、運輸證與登記簿資料串連等線上申請作業流程與

操作說明。 

4.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擴充功能問題與討論： 

介紹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擴充功能包括 圖磚式礦業

資料查詢與定位、礦業資料標準建置與匯出GML，提供參

與課程之業者或從事相關行業之人員學習了解系統發展

及應用現況。 

(三) 教育訓練課程安排 

本課程教育訓練邀請局內一般使用者、系統維運管理

者於6月26日在礦務局502會議室舉辦，事業用爆炸物e網服

務相關業者於11月9日在台北經濟部資訊中心、11月11日在

台中巨匠電腦教室、11月13日在花蓮巨匠電腦教室舉辦上

線操作教育訓練，相關課程安排如下： 

表 5-1 管理者教育學習課程表 

項次 教 育 訓 練 項 目 
上課 

時數 

1 
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服務火藥庫審核功能

操作課程 
1hr 

2 
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服務維護管理功能操

作課程 
1 hr 

上課日期 6 月 26 日 

場地:礦務局 502 會議室 

表 5-2 一般使用者學習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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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教 育 訓 練 項 目 
上課 

時數 

1 簽名報到  

2 
火藥庫申請操作課程  

事業用爆炸物進出口申請操作課程  
1hr 

3 

配購證、運輸證與登記簿資料串連功能

操作課程  

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功能擴充 

問題討論與解答  

1hr 

□104 年 11 月 9 日(經濟部資訊中心)10:00~12:00 

□104 年 11 月 11 日(台中)14:00~16:00 

□104 年 11 月 13 日(花蓮) 10:00~12:00 

 

1. 教育學習課程參與人員定位 

管理者教育學習課程表主要說明本期資料彙整與系統

建置成果，適合礦務局管理業務相關人員參與，一般使用

者學習課程表說明之線上申請作業流程，適合礦業及土石

業者、工程業者、製造販賣業者、販賣業及有志從事爆管

員及爆破員等相關人員參與。 

2. 師資： 

由本公司系統發展人員負責擔任相關課程之講授。 

3. 預期困難及解決途徑： 

對於學習課程預期將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說明如下： 

(1)參與受訓之操作人員對電腦基本知識不足，無法了解操作

要領。 

   解決途徑：應慎選派熟悉基本電腦操作環境之人員參與受

訓，或於事前施予必要的訓練，排定課程內容前應先了解

參與受訓人員之程度，預先規劃課程內容，並儘早提供課

程教材供預習。 

(2)參與受訓人員對課程內容不瞭解，卻未能及時反應，課後

要求重複授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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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途徑：參與受訓人員應預習課程教材內容，如對授課

內容有不明瞭時，應立即提出以便及時說明。 

(3)出席狀況不正常(缺席)，造成部份課程內容未吸收或因此必

頇重複講授課程內容 

   解決途徑：講師應充分注意受訓人員對授課內容之瞭解程

度，必要時給予特別輔導避免重複授課。 

(4)參與受訓人員並非與系統相關之直接業務承辦人員，日後

系統操作人員並非當初參與受訓人員，造成人力浪費而且

導致教育訓練的成效不彰。 

   解決途徑：主辦單位應慎選派與系統相關之直接業務承辦

人員參與受訓，該人員同時為日後實際系統操作者，達到

最高的教育訓練目的。 

(四) 教育訓練課程辦理情形 

1. 礦務局內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因應上線的需求，於 6 月 26 日下午在礦務局 502 會議

室舉行上線教育訓練。目的是使局內系統操作及管理執行

人員能熟悉系統操作且善用系統功能，並針對不同審核階

層之特性，依其業務需求加以重點式操作訓練說明。 

 

 

 

 

 

 

 

 

 

 

圖5-2 局內教育訓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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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濟部資訊中心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經濟部資訊中心 1 

 

經濟部資訊中心 2 

 

圖5-3 經濟部資訊中心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3. 台中巨匠電腦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台中巨匠電腦 1 

 

台中巨匠電腦 2 

 

圖5-4 台中巨匠電腦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4. 花蓮巨匠電腦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花蓮巨匠電腦 1 

 

花蓮巨匠電腦 2 

 

圖5-5 花蓮巨匠電腦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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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成果發表會 

(一) 成果發表會辦理情形 

為求成果發表會發揮最大效益，有利於系統建置成果

推廣，由定遠數位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大學、千一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及詮華國土測繪有限公司等4家計畫委辦單位

共同協助辦理聯合成果發表會，共同邀請其他機關、相關

協會及學會人員參與本年度建置成果發表會。 

時間訂於11月16日在經濟部礦務局501大禮堂舉行。成

果發表會活動及議程表如下： 

 

 

 

 

 

圖5-6 成果發表會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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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經濟部礦務局 104 年委辦計畫聯合成果發表會議程表 

104 年 11 月 16 日 

時  間 發 表會 議 程 負 責 單 位 

09：30〜10：00 報到及領取資料 
經濟部礦務局 

10：00〜10：10 長官致詞 

10：10〜11：00 
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

推廣計畫(4/4)成果發表會 定遠數位股份

有限公司 
11：00〜11：10 Q&A 

11：10〜12：00 
礦產品流向回收調查及供需變動對

產業之影響(2/2)成果發表會 
中原大學 

12：00〜12：10 Q&A 

12：10〜14：00 午餐及休息 

14：00〜14：50 
礦產管理業務與知識應用整合推廣

計畫(3/4)成果發表會 千一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4：50〜15：00 Q&A 

15：00〜15：50 
利用航照等高科技監測防止盜濫採

砂石計畫(2/2)成果發表會 

詮華國土測繪

有限公司 

 

 

(二) 資料標準成果推廣說明會辦理情形 

本年度配合內政部於11月16日舉行之「資料標準成果

推廣說明會」於集思台大會議中心(尼采廳)進行國土礦業倉

儲整合帄台推廣計畫應用成果說明，以發揮最大的推廣效



104 年度委辦計畫「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4/4）」              成果報告書 

275 

 

益與經驗交流，資料標準成果推廣說明會活動及議程表如

下： 

 

時間 議程 

13:40~14:00 歡迎報到 

14:00 ~14:10 歡迎致詞(10 分鐘) 

14:10 ~14:25 

講題 統計區分類系統建置與發展成果 

分組 社會經濟分組 

主講者 內政部統計處 周家揚科長 

14:25 ~14:40 

講題 國土礦業倉儲整合帄台推廣計畫 

分組 自然環境分組 

主講者 經濟部礦務局 呂永傳 

14:40~14:55 

講題 環境品質資料標準推動現況 

分組 環境品質分組 

主講者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監測及資訊處 楊舒婷 

14:55~15:10 

講題 地籍分組資料標準落實推動成果 

分組 地籍分組 

主講者 內政部地政司中部辦公室 張鵬修設計師 

15:10~15:30 經驗交流(20 分鐘) 

15:30~15:45 

講題 土地利用資料標準落實成果介紹 

分組 地籍分組 

主講者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李孟娟技士 

15:45~16:00 

講題 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標準作業成果 

分組 國土規劃分組 

主講者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陳和斌課長 

16:00~16:15 

講題 公共設施管線資料標準推動情形 

分組 公共管線分組 

主講者 內政部營建署 吳昇哲研究員 

16:15~16:30 

講題 
共通示警協議-台灣子標準制定與示警資料開放之推

動 

分組 災害防救應用推廣分組 

主講者 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張子瑩組長 

16:30~17:00 問題討論(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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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業專職人力協助系統營運 

今年度為了配合事業爆炸物 e 網服務的啓用，除本公司系統發

展人員全力配合貴局進行部份功能精進外，熟悉本計畫之專業技術

人員李文心小姐也為事業爆炸物 e 網服務提供營運的協助，讓系統

能穩定運行，並協助處理專案相關文件資料彙整與資料建置。因專

案駐點工程師李文心小姐於 11 月 30 日離職，候補駐點人員經礦務

局同意後於 12 月份由黃少薇小組接任，相關駐點服務的時間、人

數、專長與工作內容說明如下： 

 

時    間：專案簽約後起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 

人    數：乙人 

專    長：熟 ApMap、QGIS、ArcView 等 GIS 軟體操作與 MS 

SQLServer 資料庫操作。 

工作內容： 

1.文件資料收集彙整 

2.資料建置 

3.協助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資料庫維護 

4.協助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系統營運 

5.協助事業用爆炸物e網系統營運 

 

本案之系統維護紀錄，由維護人員紀錄於工作日誌中，並每月

回報於專案經理，再由專案經理彙整於工作月報中提供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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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計畫總結與展望 

一、計畫成果總結 

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主要目標是

以礦業資料標準做為應用服務的基石，彙整局端應用需求提供

各種應用服務，對內結合業務管理，對外資料流通共享。在此

目標的引領下，十年來陸續完成「礦業資料標準」、「礦業資

料倉儲整合帄台功能擴充」、「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服務」等建

置成果，本期「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服務」與「關貿單一窗口整

合服務」在貨品進出口同意書資料流通共享，在爆炸物旬月

報、爆破人員名冊、火藥庫抽查報告表等與警政消防機關資料

共享，證明計畫已達成原先設定的目標，各種應用服務與流通

共享隨著計畫的推進而水到渠成。 

 

 

 

 

 

 

圖6-1 應用服務計畫目標 

(一) 在礦業資料標準成果方面 

本計畫完成礦業資料標準的提案與審議程序，順利成

為國內第 23 項資料標準。礦業資料標準包括礦區、礦業用

地、礦業保留區、土石採取區、土石採取專區、砂石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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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選場、火藥庫等 7 項為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的基礎圖

資奠定基石。 

 

 

 

 

 

 

圖6-2 國土資訊系統標準制度入口網站 

(二)在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方面 

除計畫中陸續彙整的圖資與統計資料完成收納與提供

查詢展示外，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也配合礦業資料標準

提供資料建置，使資料標準可以供應帄台使用的圖資與匯

出 GML，確保礦業資料可以永續建置與流通共享。礦業倉

儲帄台的成果綜合整理說明如下： 

1.建置礦業資料標準服務機制 

在未全面業務管理電子化前，以礦業資料標準綱要為基

礎，設計空間資料庫模型，在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提

供礦業資料標準編輯介面，將礦業資料儲存於 MS SQL 

空間資料庫中，並可利用查詢介面將資料從空間資料庫

讀出匯出 GML 或在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展示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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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 礦業資料標準建置與流通機制 

2.火藥庫資料標準項目與業務管理結合 

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服務，是本計畫應用服務建置最完整的

項目，可使為局端未來其他業務管理與資料標準整合的

範本。因此，我們在開發應用服務的同時，也為資料標

準與業務管理的結合預做準備。期望未來礦業帄台所需

的資料從業務管理而來，可以隨時分享最新的礦業資料

提供流通分享。 

 

 

 

 

 

 

圖6-4 火藥庫資料標準項目與業務管理結合 

3.提昇礦業資料倉儲帄台展示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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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資料倉儲帄台之建置始於民國 98 年，經過歷年的功

能擴充及改善，目前已將帄台的相關應用區分為一般民

眾查詢的開放式服務及專供局內業務查詢服務。在對民

眾查詢部份，由於近年來由於 JAVA 技術為甲骨文併購

後，其相關的技術便逐漸由原來的開放且免費授權模

式，逐漸走向部分付費權模式。此外，目前瀏覽器使用

率最高的 IE、Chrome、Firefox 對 JAVA 的相容性也逐漸

由完全相容此技術變成部分相容，使得原先 JAVA 跨帄

台的理想有逐漸没落的可能，故地圖服務有朝地圖磚發

展的趨勢，如 TGOS、Google Map 等均採用地圖磚提供

服務。本年度為改善一般民眾在操作礦業資料倉儲帄台

時，需安裝 JAVA 等元件而產生使用不便之情形與配合

地圖磚發展的趨勢，將礦業資料倉儲帄台對民眾的服

務，增加地圖磚呈現方式，並朝向操作簡單化、配置美

觀化、地圖服務多樣化等三個面向來吸引民眾的目光。 

 

 

 

 

 

 

 

圖6-5 礦業資料倉儲帄台地圖磚服務 

 

(三)在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服務方面 

1. 火藥庫設置、變更、寄存、展延、調整、異動、註銷等

管理電子化、法規透明化、作業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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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藥庫管理電子化是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服務最核心的項

目，除了是礦業資料標準的項目之一，也集結了局端管

理人員的智慧，建立法規資訊透明化、申請作業標準化，

使設置、變更、寄存、展延、調整、異動、註銷等相關

電子化的工作得以順利開展，加快申請作業的行政效

率，邁向減紙減章的電子化政府。 

 

 

 

 

 

 

 

圖6-6 火藥庫管理電子化 

2. 技術引領【爆炸物登記與旬月報】提升管理效率。 

過去爆炸物管理員最辛苦的行政作業莫過於填寫爆炸物

登記簿及按旬按月將爆炸物依類別統計成旬月報，不僅

繁瑣且容易出錯，是爆管員心中永遠的痛。因此從事業

用爆炸物 e 網服務的第一項功能就是提供爆炸物登記與

旬月報，業者只要按時登記，便無需再煩惱旬月報統計

問題，而且今年度提供配購證、運輸證與登記簿資料串

連，逐漸減少爆炸物人工登記減少錯誤。現在爆炸物管

理員可以輕鬆的完成爆炸物出入庫管理工作提升爆炸物

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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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7 技術引領爆炸物登記與旬月報 

3. 配購與運輸申請，提供存量查詢以維護法定庫存量與安

全。 

過去業者申請配購證與運輸證時，局端要整理業者申報

的旬月報及近期的配購證與運輸證申請狀況，判斷是否

核准業者的申請。紙本作業增加承辦人員的工作負荷，

也容易因為資料不齊全產生錯誤的可能。現在不僅業者

的爆炸物管理員減輕負荷，局端的管理人員也可以即時

查閱業者火藥庫的限存量、現存量所有申請移出移入

量，使維護法定庫存量與安全的管理工作更加落實。 

 

 

 

 

 

 

 

 

圖6-8 提供存量查詢以維護法定庫存量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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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員訓練、證照申請、任職與考核等資訊整合簡政便民。 

人員管理工作是礦務局最早電子化的項目之一，但由於

過去的系統偏向證照管理，資訊又無法與其他作業結

合，資料檢索及應用不易。現在將人員訓練、證照申請、

任職與考核等資訊整合，使人員管理的工作從參與訓練

就開始，一直到任職請證、調訓考核，確保合格之人，

從事爆炸物管理及使用等工作。 

 

 

 

 

 

 

 

 

 

圖6-9 專業人員考訓管理資訊整合簡政便民 

5. 貨品進出口申辦作業跨機關資料整合，共同打造電子化

政府便民服務。 

由於事業爆炸物 e 網全面提供的申辦作業電子化；因此，

當關貿網路單一窗口服務帄台與局端洽談共同打造電子

化政府便民服務需求時，雙方可以在短期內完成規格制

定與測詴，本項電子化服務預計 11 月底上線使用。可驗

證本系統電子化擴充性與跨機關整合的彈性，相信未來

本系統還可繼續與其他機關申辦作業資料整合，共同打

造電子化政府便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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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0 貨品進出口申辦作業跨機關資料整合 

二、計畫效益 

(一) 在礦業資料標準效益方面 

經濟部礦務局為國家礦產及土石資源管理專責機關，

依礦業法及土石採取法管理全國領域、專屬經濟海域及大

陸礁層內之礦產和陸上、河川及水域、濱海及海域之土石

採取等。依據礦業法及土石採取法之規定，無論是探礦、

採礦之礦區、礦業用地或是土石採取申請區域圖，均為礦

務局所轄業務資料。此外火藥庫之設置依據事業用爆炸物

管理條例規定「爆炸物應儲存於火藥庫內，火藥庫設置期

限及設置標準，皆由礦務局訂定管理。因此礦業資料標準

的制定參照國土資訊系統相關規範並引入國際標準，其效

益如下： 

1.為我國礦業、土石資源、火藥庫資料之流通應用建立資料

標準架構。 

2.以礦業資料標準制度，提升礦務行政、土石管理、礦場保

安與礦業輔導等業務資料之互操作性及對礦業資料之掌握

程度。 



104 年度委辦計畫「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4/4）」              成果報告書 

285 

 

(二) 在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效益方面 

   本年度為改善一般民眾在操作礦業資料倉儲帄台時，因

為使用 JAVA 安裝及等待時間過久而產生使用不便，並配

合地圖磚發展的趨勢。本期將礦業資料倉儲帄台對民眾的

服務，增加地圖磚服務並朝向操作簡單化、配置美觀化、

地圖服務多樣化等三個面向來吸引民眾的目光。自 5 月份

將圖磚版礦業資料倉儲帄台上架提供服務以來，倉儲帄台

整體的服務紀錄由過去的帄均每月 200 多筆查詢，提升為

每月約 600 多筆。依使用情形統計結果來看，民眾使用地

圖磚服務有上升的趨勢，8 月份後民眾使用地圖磚服務更超

越 JAVA 版本，本期所提供的網際網路地圖磚服務及其地

圖展示效能，讓民眾更願意使用礦業資料倉儲帄台服務達

成原先推廣預期。相關礦業資料倉儲帄台服務使用情形統

計表如下圖所示。 

 

 

 

 

 

 

 

 

 

 

圖6-11 礦業資料倉儲帄台服務使用情形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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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服務效益方面 

   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服務在縮短申請時間與減紙減章等成

效顯著。今年度爆炸物進出口與海關資料連結，抽查報告

表、名冊、旬月報與縣(市)警察局與警分局與縣(市)消防局

與分隊共享等，並增加非事業用爆炸物進出口及月報，使

管理資訊更完整，免去人工登錄的困擾，相關資訊將更快

速流通與容易取得。上線以來提供的服務統計結果如下： 

1.爆炸物登記簿與進出登記使用次數統計。 

依照局端提供的爆炸物分類進出登記簿分析，每張登記

簿可提供 6 次爆炸物進出登記，自 102 年起至 104 年止

提供 170,000 多筆進出登記紀錄，且完整的爆炸物進出登

記資料可產生各種統計表效益顯著。 

 

 

 

 

 

 

 

 

圖6-12 爆炸物登記簿與進出登記使用次數統計表 

2.領退料單使用次數統計。 

系統將領退料單合併紀錄，若依照領退料單使用次數統

計分析結果分析，系統提供 22,000 多張領料單與退料單

紀錄，且領退料單合併紀錄，節省業者重複填單和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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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登記簿的麻煩，節省時間避免重複紀錄與增加登記

的正確性效益顯著。 

 

 

 

 

 

 

 

 

圖6-13 領退料單使用次數統計表 

3.旬月報使用次數統計。 

過去礦業土石業者及工程業者每旬必整理登記簿的進出

紀錄，依爆炸物類別加總彙整旬報，每月 3 次填寫旬報

紀錄，若同一單位有多數工程處或各種不同工程(礦場)

時需分表填報，月底各類業者還需彙整月報按時繳交局

端備查。現在系統提供自動彙整旬月報，對業者與局端

而言大大減少彙整與核算時間效益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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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 旬月報使用次數統計表 

4.配購申請使用次數統計。 

過去礦業土石業者及工程業者申請配購時，局端會依業

者備查的旬月報及其他配購、運輸申請的情形加以判斷

可以核准的數量。因此無論在業者或局端在配購申請紙

本作業需要花費 1~2 日的時間成本。現在線上提供配購

申請後，業者與局端的配購申請作業僅需 0.5~1 小時即可

完成。依配購申請使用次數統計表來看，節省時間成本

增加審核的精確度，效益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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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 配購申請使用次數統計表 

5.運輸證申請使用次數統計。 

過去業者申請運輸證時，局端會依業者備查的旬月報及

業者其他運輸申請彙整製成存量表，因此審申請作業上

需要花費 1~2 日的時間成本。現在即便業者一次線上申

請多筆運輸證，也只需時 1 個多小時便可完成。若將【運

輸證申請使用次數 X 作業時間】後，整體申請作業效率

的提升，效益顯著。 

 

 

 

 

 

 

 

圖 6-16 運輸證申請使用次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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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員證件紀錄使用次數統計。 

在爆破專業人員名冊備查方面過去約需 1 個工作天的作

業時間，現在僅需 1 小時。在申請爆炸物管理員證、爆

破專業人員證(含函請刑警局協查素行調查) 方面過去約

需 7 個工作天的，現在僅需時 3 個工作天以內。在申請

爆破專業人員證(剛受過教育訓練，無頇再做素行調查者)

方面過去約需 2 個工作天的作業時間，現在僅需 1 小時，

省時減章效益顯著。 

 

 

 

 

 

 

 

 

圖 6-17 人員證件紀錄使用次數統計表 

7.其他上線功能次數統計。 

其他上線功能截至 10 月底止火藥庫各種申請約 17 件，

進出口申請約 12 件，賸餘爆炸物申請 1 件。也達成各項

申辦表單，設計資料檢核功能，有效降低資料錯誤及異

常率，並使申辦與審核單位，掌握申請案件訊息。各項

表單上網填寫，減少文件製作成本，減紙減章等成效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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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局端針對上線使用功能縮短處理時間效益分析表(表

6-1)顯示，本系統服務有效提昇作業效率、減少人力及時間

成本。 

表 6-1 縮短處理時間效益分析表 

申辦項目 紙本作業 線上 E 網作業 

申配爆炸物(配購或配購運輸證) 1~2 工作天 0.5~1 小時 

申請運輸證 1~2 工作天 0.5 小時(1 件) 

0.5~1.5 小時(同時

申請 5~8 件)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名冊 1 天 0.5~1 小時 

申請爆炸物管理員證、爆破專業人員

證(含函請刑警局協查素行調查) 

7 工作天 3 工作天以內 

申請爆破專業人員證(已剛受過教育

訓練，無頇再做素行調查者) 

1~2 工作天 0.5~1 小時 

辦理爆炸物管理員及爆破專業人員調

訓 

紙本報名、人工登

錄調訓紀錄 

線上限時報名，以

勾選公司人員清

單方式，無頇填寫

其他資料，內部登

記調訓紀錄亦

同，大幅節省報名

及人工登錄時效 

 

三、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滿意度調查 

為了解使用者應用本系統之意見，本公司在事業用爆炸物 e

網入口提供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滿意度調查表供使用者填寫。第一次

滿意度調查時間為 102 年 12 月 24 日~103 年 1 月 2 日，第二次滿

意度調查時間為 104 年 1 月 1 日起~104 年 1 月 31 日止。滿意度調

查結果彙整如下： 

(一)第 1 次滿意度調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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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用爆炸物 e 網 

滿意度調查統計表 

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填寫本調查表，本調查表係為瞭解您使用本系統

之意見與建議，以作為事業用爆炸物 e 網後續推動與規劃之參考。 

敬請於 103 年 1 月 2 日以前填寫此調查表。謝謝!! 

1. 請問您使用本系統進行使用帳號申請時，感到滿意嗎?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未使用 

業者別 未使用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計 

工程業者 
 

9 3   12 

販賣業者 
 

2 2   4 

礦業及土石業者 1 12 8 1  22 

總計 1 23 13 1  38 

 

 

2. 請問您使用本系統進行爆炸物配購證申請作業時，感到滿意嗎?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未使用 

業者別 未使用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計 

工程業者 
 

9 2  1 12 

販賣業者 1 2 1  
 

4 

礦業及土石業者 1 12 7 2 
 

22 

總計 2 23 10 2 1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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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問您使用本系統進行爆炸物運輸證申請作業時，感到滿意嗎?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未使用 

業者別 未使用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計 

工程業者 2 8   1 1 12 

販賣業者   3 1  
 

4 

礦業及土石業者 4 10 7 1 
 

22 

總計 6 21 8 2 1 38 

 

 

4. 請問您使用本系統進行爆炸物旬報作業時，感到滿意嗎?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未使用 

業者別 未使用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計 

工程業者   10  2  
 

12 

販賣業者 1  2 1  
 

4 

礦業及土石業者 1 16 5  
 

22 

總計 2 28 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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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問您使用本系統進行爆炸物月報作業時，感到滿意嗎?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未使用 

業者別 未使用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計 

工程業者 1 10  1   12 

販賣業者  3 1   4 

礦業及土石業者  17 4 1  22 

總計 1 30 6 1  38 

 

 

6. 請問您使用本系統進行爆炸物登記簿作業時，感到滿意嗎?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未使用 

業者別 未使用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計 

工程業者 1 7 3 1 1 12 

販賣業者  2 2   4 

礦業及土石業者  11 8 1 1 22 

總計 1 20 13 2 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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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請問您使用本系統進行爆炸物領退料作業時，感到滿意嗎?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未使用 

業者別 未使用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計 

工程業者   3 8 1  12 

販賣業者 2 1 1   4 

礦業及土石業者 1 12 8 1  22 

總計 3 16 17 2  38 

 

 

8. 請問您使用本系統後，是否對申請時效的提昇感到滿意?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未使用 

業者別 未使用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計 

工程業者  9 2  1 12 

販賣業者  2 2   4 

礦業及土石業者  14 5 3  22 

總計  25 9 3 1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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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針對事業用爆炸物 e 網，請給予寶貴意見： 

 非常好 

 配購時數字不能看到全部，有些困擾 

 滿意 

 登記簿作業如果可以在領料時改善雷管逐筆登記..如..雷管

領用 1~5 段時是否可以在作業時一併填好 1~5 段數量後上

傳一次就好.不用像現在需領一次新增一次領 5 次需新增 5

次逐筆上傳等..電腦螢幕看久有時會眼花容易錯誤.以上建

議請参考. 

 使用成效良好~江謝小姐服務態度優良~對於業者有很大幫

助 

 非常感謝 貴單位盡心協助此業務的辦理。 

 簡化便民的措施 

 申請運輸証：在未送出申請前，運輸數量可新增編輯修改

功能，不頇要整筆刪除再新增。 

 頁面轉換的讀取速度稍嫌慢了一點 

10. 請問您所代表的單位別為： 

□礦業及土石業者  □工程業者  □製造販賣業者  □販賣業者   

業者別 總計 

工程業者 12 

販賣業者 4 

礦業及土石業者 22 

總計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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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您的參與，您所提供的寶貴意見將是我們進步的動力~ 

主辦單位：經濟部礦務局          

                        承辦單位：定遠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二)第 2 次滿意度調查統計 

事業用爆炸物 e 網 

滿意度調查統計表 

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填寫本調查表，本調查表係為瞭解您使用本系統

之意見與建議，以做為事業用爆炸物 e 網後續推動與規劃之參考。 

敬請於 104 年 1 月 31 日以前填寫此調查表。謝謝!! 

11. 請問您所代表的單位別為： 

□礦業及土石業者  □工程業者  □製造販賣業者  □販賣業者 

 

 

 

 

 

 

 

 

 

 

說明: 

本數值反應填寫調查表的業者數，顯示填寫本調查表之業者大部分

為工程業者及礦業土石業者。 

12. 請問您的身份別為： 

□業務主管  □行政人員  □爆炸物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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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別 行政人員 業務主管 爆炸物管理員 合計 

工程業者 
 

 13 13 

礦業及土石業者 5 1 5 11 

販賣業者 4  1 5 

製造販賣業者 1   1 

合計 10 1 19 30 

 

 

 

 

 

 

 

 

說明: 

本數值反應出工程業者之填報人員多數為爆炸物管理員，製造販賣

及販賣業者為行政人員居多爆炸物管理員次之。礦業土石業者則為

行政人員及爆炸物管理員居多數，還有少數為業務主管。 

 

13. 請問您使用本系統填寫爆管員訓練報名表及報名作業，感到滿意嗎?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未使用 

業者別 未使用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合計 

工程業者 1 8 3  1 13 

販賣業者 2 3 
 

  5 

製造販賣業者  1 
 

  1 

礦業及土石業者 5 3 3   10 

合計 8 15 6  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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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意或未使用原因 

    ■尚無需派員受訓 ■尚未線上報名爆管員訓練■尚未有需求 

    ■新工程或礦場尚未使用炸藥,故無申請帳號,新手很難報名!  

說明: 

本數值反應出未使用之業者多數為尚無需求者。已使用者多數表示

滿意。唯一反應不滿意者為新手，未來再使用本功能時可由本公司

駐點人員加以協助，使其能順利上手。 

14. 請問您使用本系統填寫爆破員訓練報名表及報名作業，感到滿意嗎?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未使用 

業者別 未使用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合計 

工程業者 1 7 4   12 

販賣業者 2 3 
 

  5 

製造販賣業者  
  

  
 

礦業及土石業者 4 2 3  1 10 

合計 7 12 7  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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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意或未使用原因 

■尚無需派員受訓■尚未線上報名爆破員訓練■尚未有需求 

■公文上告知 2/11~2/17 開始報名爆炸物專業人員訓練了,公文上沒寫地

點:且線上報名系統也都沒資料,無法報名,線上系統慢半拍,與公文不同

步 

說明: 

本數值反應出未使用之業者多數為尚無需求者。已使用者多數表示

滿意。唯一反應不滿意者因為公文說明問題及操作問題，未來發文

注意公文說明及駐點人員適時協助，使其能順利上手。 

 

15. 請問您使用本系統進行爆管員調訓報名作業，感到滿意嗎?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未使用 

業者別 未使用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合計 

工程業者  5 8   13 

販賣業者 4 1 
 

  5 

製造販賣業者  1 
 

  1 

礦業及土石業者 5 2 3   10 

合計 9 9 1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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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意或未使用原因 

   ■尚無需派員受訓■尚未線上報名爆管員調訓■尚未有需求 

說明: 

本數值反應出未使用之業者多數為尚無需求者。已使用者多數表示

滿意。 

 

16. 請問您使用本系統進行爆破員調訓報名作業，感到滿意嗎?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未使用 

 

業者別 未使用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合計 

工程業者  6 7   13 

販賣業者 3 1 
 

  4 

製造販賣業者  
  

  
 

礦業及土石業者 5 2 3   10 

合計 8 9 1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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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意或未使用原因 

■尚無需派員受訓■尚未線上報名爆破員調訓■尚未有需求 

說明: 

本數值反應出未使用之業者多數為尚無需求者。已使用者多數表示

滿意。 

17. 請問您使用本系統進行爆管員請證作業時，感到滿意嗎?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未使用 

業者別 未使用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合計 

工程業者 1 7 5   13 

販賣業者 4 1 
 

  5 

製造販賣業者  
 

1   1 

礦業及土石業者 4 3 3   10 

合計 9 11 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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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意或未使用原因 

 尚無需派員受訓 

 尚未線上使用 

 尚未有需求 

說明: 

本數值反應出未使用之業者多數為尚無需求者。已使用者多數表示

滿意。 

18. 請問您使用本系統進行爆破員請證作業時，感到滿意嗎?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未使用 

業者別 未使用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合計 

工程業者 1 6 6   13 

販賣業者 4 1 
 

  5 

製造販賣業者  
  

  
 

礦業及土石業者 4 3 4   11 

合計 9 10 1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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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意或未使用原因 

 尚無需派員受訓 

 尚未線上使用 

 尚未有需求 

說明: 

本數值反應出未使用之業者多數為尚無需求者。已使用者多數表示

滿意。 

19. 請問您使用本系統進行爆破員名冊申報作業時，感到滿意嗎?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未使用 

業者別 未使用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合計 

工程業者  6 6 1  13 

販賣業者 4 1 
 

  5 

製造販賣業者  
  

  
 

礦業及土石業者 2 4 4 1  11 

合計 6 11 10 2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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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意或未使用原因 

 尚未線上使用 

 尚未有需求 

說明: 

本數值反應出未使用之業者多數為尚無需求者。已使用者多數表示

滿意。 

20. 請問您使用本系統，進行爆管員請假申報作業時，感到滿意嗎?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未使用 

業者別 未使用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合計 

工程業者 1 6 6   13 

販賣業者 4 1 
 

  5 

製造販賣業者  1 
 

  1 

礦業及土石業者 5 2 3   10 

合計 10 10 9   29 

 

 

 

 

 



104 年度委辦計畫「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4/4）」              成果報告書 

306 

 

 

 

 

 

 

 

 

 

 

不滿意或未使用原因 

 尚無需派員受訓 

 尚未線上使用 

 尚未有需求 

說明: 

本數值反應出未使用之業者多數為尚無需求者。已使用者多數表示

滿意。 

21. 請問您使用本系統，進行爆炸物配購申請作業時，感到滿意嗎?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未使用 

業者別 未使用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合計 

工程業者  8 5   13 

販賣業者  3 2   5 

製造販賣業者  1 
 

  1 

礦業及土石業者  6 4   10 

合計  18 1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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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意或未使用原因 

 無 

說明: 

本數值反應出使用者多數表示滿意。 

22. 請問您使用本系統，進行爆炸物運輸證申請作業時，感到滿意嗎?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未使用 

業者別 未使用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合計 

工程業者  7 5   12 

販賣業者  3 2   5 

製造販賣業者  1 
 

  1 

礦業及土石業者  5 5   10 

合計  16 1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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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意或未使用原因 

 建議運輸證經審核核可後，能夠線上列印。 

 

說明: 

本數值反應出使用者多數表示滿意。其中建議運輸證經審核後，提

供線上列印，目前僅能提供局端列印，無法提供業者自行列印。 

 

23. 整體而言，請問您使用本系統後，整體操作及申請時效跟您預期中

的情況相比是?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很不滿意 □未使用 

業者別 未使用 很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合計 

工程業者  7 4 2  13 

販賣業者  3 2   5 

製造販賣業者  1 
 

  1 

礦業及土石業者  4 5 1  10 

合計  15 11 3  29 

 

 

 

 

 

 

 

 

 

說明: 

本數值反應出使用者多數表示滿意。 

24. 針對事業用爆炸物 e 網「配購及運輸證申請、教育訓練及調訓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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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證及名冊申請、請假申請」及 104 年預計上線之「進出口申請、

配購及運輸品項數量自動登入分類登記簿、火藥庫設置」等功能設

置，請給予寶貴意見： 

 e網作業系統方便性增加很多,希望在推廣作業上要加強,以增加

爆管員操作能力! 

 線上作業以來，普遍的感覺是效率、方便、快速。 

 建請 貴單位能讓運輸證核發電子化，省去運輸證的紙本核

發，環保兼具時效，也能讓運輸證的申領使用更加方便，相關

運輸內容及爆炸物種類量配合實務調整及修改時，也更加方

便。政府Ｅ化服務能讓承辦業務更便明及透明。感謝 貴單位

能傾聽民意。 

 本單位目前尚未使用到配購運輸證以外的功能 故尚無意見 

說明: 

業者多數對本系統予以肯定及鼓勵，也期許未來加強及努力的方

向。 

 

~非常感謝您的參與，您所提供的寶貴意見將是我們進步的動力~ 

 

主辦單位：經濟部礦務局          

承辦單位：定遠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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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展望 

（一）未來環境預測 

礦業資料標準係規定礦務局內部資訊系統制定圖資規格資

料時，必頇遵循之基本方法與文件規格，提供跨機關資訊流

通共用，為有效利用與提昇應用效益，必需持續進行計畫建

置與推廣，方能使其得到原先預期的目標。目前本計畫之系

統建置均以落實政策之簡政便民、依法行政、技術引領為施

政理念，提升管理效率、推動服務轉型、增進安全效能為目

標，為達成此政策目標，建置「智慧國土礦業資料應用計畫」

與「礦業開採計畫管理與監督」，並導入「電雷管流向管理」、

「智慧運輸監控管理」、「行車路線管理」等應用模組與建置

採礦實測圖落實計畫管理與監督，加入情境使用方式、使計

畫管理電子化、資訊即時化、運輸監控智慧化，落實政策與

發展的願景，達成政府施政與民間響應之雙贏局面。  

(二)計畫目標展望 

1.礦業資料標準能輕易串聯 

依礦業標準格式資料建置，使礦區、礦業用地、礦業權停止

接受申請公告、礦業保留區、土石採取區、土石採取專區、

砂石碎解洗選場與火藥庫等業務資料與應用主題能輕易與

其他單位串聯。如「土石採取區與土石監測區、土石監測區

之航照與衛照影像」與山崩土石流、水土保持資料有關聯

性，礦區、礦業用地、礦業權停止接受申請公告、礦業保留

區、土石採取區、土石採取專區與地質圖、斷層圖、地籍圖、

國家公園範圍圖有關連，採礦實測圖對掌握礦場開發地貌變

化，對瞭解礦業權者生產情形與地表裸露情形及礦業開發行

為、地質敏感區對礦場作業安全之影響，以及後續礦區植生

綠化之進展與生態環境整復之情形，可以提供其他機關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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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變化資訊，達成礦業永續發展之目標。 

2.對民眾有感的施政資訊 

在「事業用爆炸物e網」應用加值服務方面，提供民眾線上雷

管登記、申辦證照、申請配購證、運輸證、火藥庫設置寄存

申請等整合跨機關申辦案件流程、審核時效。未來擴大提供

開採申報機制與智慧運輸管理，使計畫管理電子化、資訊即

時化、運輸監控智慧化，落實政策與發展的願景，達成政府

施政與民間響應之雙贏局面。 

3.對產業有價值的資訊 

提供「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及「事業用爆炸物e網」、

「礦業開採計畫管理與監督」等應用，對相關產業提供法規

透明化、明確化、標準化與數位化全方位的系統服務，提供

對相關產業有價值的資訊，提升產業的價值，降低產業的管

理成本。 

4.對政府有用的決策資訊 

建立「礦業開採計畫管理與監督」系統，有利於達成國土資

訊空間資料基礎建設之要求與資訊之流通供應，免除人工核

對大量重覆性資料與數化建置資料手續，建立「事業用爆炸

物e網」「雷管流向管理」，可以加強監督電雷管使用情形與遺

失時來源追踪，督導業者強化管理等，系統相關數據可提供

後續數值統計等有用的數位化資料，做為提供政策分析數

據，訂定強化產業管理與提升公共安全的施政策略。 

5. 提升資料維護的效率 

圖資資料涉及政府其他權責單位時，採用TGOS或單位間的

圖資服務申請相互取用。礦業開採實測圖資則透過民間以申

報協作方式共同維護，電雷管使用情形由業者據實申報，加

速圖資與資料的更新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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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效益展望 

1.現行模式之管理強化 

目前國內有關於危險物運輸之管理分屬交通部、內政部、勞

工委員會、環境保護署、農業委員會與經濟部，對於危險物

運輸之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危險物品分類方式，亦未能

確實釐清與律定，而有延誤搶救時效之虞。國內之危險物運

輸車每日至少二百車次於高速公路及一般道路穿梭疾馳，為

掌控危險物運輸車輛之行蹤，並防止恐怖份子劫持危險物運

輸車從事破壞活動，先進國家正運用通訊、網際網路、電腦

資訊、監控技術等高科技系統全程掌控危險物運輸車行蹤與

速度，並將訊息傳回控制中心，以利即時應變。此外，加強

電雷管流向管理，將電雷管批號納入登記管理，使電雷管因

失竊時被警方查獲時，可以判斷流出源頭，進而研議防範方

法健全管理，以達防止流失之效。 

2.與現有計畫關聯 

101年至104年「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計

畫」中，除了建置的各項圖資資料標準供應帄台使用外，並

積極規劃導入業務的應用，其中成效最佳的是事業用爆炸物

線上申辦服務系統。目前此項服務己提供業者從爆炸物的登

記、申購、運輸到專業人員的管制等，獲得使用業者的好評，

在建構完成爆炸物的申購運輸管理後，建立即時追蹤管理爆

炸物運輸路線，及後續電雷管流向勾稽的追踪管考，落實行

政院於90年1月7日召開之「全國經濟發展會議」結論：「推

動智慧化商用運輸管理系統，建立示範性砂石車與危險物品

車輛運輸安全管理系統，運用科技改進貨物運輸車輛稽查作

業，並推動載重車輛智慧化申請及安全監控制度。」，並透

過系統管理電雷管流向，做為後續與各縣市警察局針對電雷

管流向橫向間的聯繫，政府部門間使用共同資料庫，共同維

護公眾用路安全。 

3.延續「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 10 年計畫」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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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業用爆炸物線上申辦服務系統，各項跨機關申辦案件行

政流程，因多面向評估考量，審核時程不一，最短半日至

最長十五日，對申辦業者稍有不便，初期併採紙本與智慧

電子化申辦方式，審核則朝無紙智慧化跨機關審核，簡化

民眾跨機關申請的時程以及一站性服務的便利性。 

(2)在礦業資料標準推動成效方面，可藉由原行政審核流程轉

智慧化，縮減時程，有效提昇圖資複核能量，並直接建置

於已建置之線上「國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中，提供通用

性 GML 格式下載使用。 

4.落實礦業時態資料的綜整機制，提供歷史資料與即時性資料

的蒐集管道  

(1)依據礦業法第 59 條規定採礦權者應備置採礦實測圖及礦

業簿於採礦場所。採礦權者應於每年一月備具上年度施工

實況採礦實測圖及相關實測成果表向主管機關申報。採礦

權者應於每月十日前繕具礦業簿副本，向主管機關申報。

又依據礦場安全法第 22 條礦場負責人應繪製礦場安全

圖，設礦場安全日誌及其他礦場安全上應備之圖表與作業

人員名冊。 

(2)為有效落實前項法規所定之礦業時態資料，並提供歷史資

料與即時性資料的蒐集管道，實需由本局建立相關資料的

開放資料標準並結合行政程序建立相關圖資資料更新作

業，同時提升礦業時態資料維護的效率。 

(四)執行策略及方法 

1.實施礦業資料、採礦實測圖資蒐集，並將資料數位化 

依據分年分期計劃，逐年蒐集礦區、礦業用地、礦業權停止

接受申請公告、礦業保留區、土石採取區、土石採取專區、

砂石碎解洗選場與火藥庫、採礦實測圖資等資料，並將相關

資料數值化，以落實礦業資料標準制度及礦業採礦計畫管理

與監督,有利於礦業資料流通共享，達成礦業永續發展之目

標。 

2.擴充礦業倉儲整合帄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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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進行圖資更新及維護礦業倉儲整合帄台，發布礦業資料

標準圖資與介接TGOS或與礦政管理相關圖資，蒐集採礦實

測圖與落實礦業資料標準之相關圖資如礦區、礦業用地、礦

業權停止接受申請公告、礦業保留區公告、土石採取區、土

石採取專區、砂石碎解洗選場、火藥庫、採礦實測圖資等，

提供有效監督管理礦場生命週期之礦業開發與環境生態圖

資套疊查詢。建置智慧爆炸物運輸監控GIS功能，可在GIS圖

資上呈現管理爆炸物運輸路線，提供車輛運輸路線規劃、車

輛行駛軌跡記錄、車輛行駛軌跡播放與即時車輛位置定位監

看等功能，達到以車查證之功能，以達成國土資訊共通共享

之機制與達成資料能輕易串聯、對產業有價值的資訊之成

果。 

3.擴充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服務功能 

加強電雷管流向管理，將雷管批號納入記管理，使電雷管因

失竊時被警方查獲時，可以判斷流出源頭，進而研議防範方

法健全管理，以達防止流失之效。此外現有完成之功能，依

實際需求演化情形，逐年進行人員證照管理、教育訓練管

理、火藥庫寄存設置管理、配購、運輸、登記等功能之擴充，

配合組織或流程之改造調整系統功能，使其操作性更親和、

更便民。建置智慧型爆炸物運輸監控功能，調整配購、運輸

之申請作業流程，提供事業用爆炸物車輛登記、使用監控載

具登記並結合配購證、運輸證證號，達到以證追車之功能，

以達成對民眾有感的施政資訊、對政府有用的決策資訊，強

化爆炸物運輸安全管理之效用。 

4.建置礦業開採計畫管理與監督應用功能 

依據礦業法第59條採礦權者應備置採礦實測圖及礦業簿於

採礦場所。為有效監督業者落實規定，擬規劃系統提供業者

建置採礦實測圖、施工計畫圖及礦場安全圖，按月匯入(礦場

安全圖)實際進度，以掌握礦場開採範圍及植生復育現況，並

由礦務局進行遠端管理與監督。並依據法規提供採礦權業者

每年一月申報上年度施工實況採礦實測圖及相關實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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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能，並研究結合礦業資料標準與配合組織或流程調整系

統功能，使其操作性更親和、更便民，以達成對民眾有感的

施政資訊、對政府有用的決策資訊，強化礦務行政管理之效

用。 

5.辦理礦業資料流通與開放及研擬礦業資料標準擴充 

配合政府開放資料政策及國土資料標準審議程序，研擬採礦

實測圖之資料標準做為礦業資料標準擴充項目，導入國際開

放式地理資訊系統架構、建立資料多元交換格式，配合資訊

技術提供資料交換及建立礦業資料流通與供應機制，提供線

上即時供應礦業資料服務。 

6.推廣安裝爆炸物智慧運輸監控設備 

在計畫期間提供爆炸物運輸車輛裝設運輸監控設備及網路

通訊費，以提升業者參與計畫之意願，加速計畫推廣成效，

以達成對民眾有感的施政資訊，強化爆炸物運輸安全管理之

效用。 

7.辦理相關訓練及成果展示 

(1) 每年辦理智慧國土礦業資料應用服務推廣說明會 1 場 

(2) 每年辦理智慧國土礦業資料教育訓練 1 場及講習 3 場 

8.提供專業專職人力協助智慧國土礦業資料應用服務營運 

於專案執行期內，提供一位專業與專職之駐點人力協助智慧

國土礦業資料應用服務營運與NGIS業務整合等協助相關事

宜。 

9.建升礦業整合帄台軟硬體環境 

因應建置智慧型爆炸物車輛運輸監控功能之需求，於專案執

行期間購置伺服器乙台與資料庫軟體乙套，做為車輛歷史軌

跡之資料存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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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一、服務建議書審查會議意見與回復 

會議時間:民國 104 年 1 月 20 日 

發言者 審查意見摘要 審查意見回覆 

程主任

家帄 

(一) P21 第三章，建議將本計

畫可提供的資訊及服務內容

製作出服務目錄(內容至少包

含資料服務、網頁服務、API

服務)，放置於明顯處，以供服

務需求者易於取得，也兼顧本

計畫的成果展現及宣傳之用。 

(二) P35 第三章(一)提供基本

圖磚，圖磚式的服務，可適當

提昇使用者端於資訊取用的

效能。惟各種不同的資訊類型

對於階層或切割的需求可能

不同，是否有一定的原則或是

與業務單位充分討論後製訂。 

 

(三) P63 第三章(三)教育訓練

課程安排，於系統管理課程，

宜增加對於本系統的軟體功

能、架構、技術、運作環境等

的訓練內容，以強化業務單位

維運人員對本系統的掌握和

傳承。 

(四) P74 第三章第四節交付項

目，交付項目內，建議增加系

統手冊和使用手冊，以加強業

務單位或外界的系統使用人

員，以利業務單位的系統維運

人員對本系統的掌握，並兼顧

系統文件的完整性。 

(一) 遵照辦理，原第三章改

為第二章增列表 2-1 本年工

作項目服務目錄參見工作

計畫書 P14。 

 

 

 

 

(二) 遵照辦理，圖磚之製作

參考內政部資訊中心網際

網路地圖圖磚服務共同作

業準則(草案)，惟對各種不

同的資訊類型對於階層或

切割的需求，本期依據所持

有的圖資比例尺切割為 16

層提供服務。 

(三) 遵照辦理，參見工作計

畫書 P59 系統管理及維護課

程，安排於系統管理課程中

對局內相關人員進行講授。 

 

 

 

(四) 遵照辦理，參見工作計

畫書 P72 於交付光碟中增加

交付系統和使用手冊電子

檔，以利業務單位的系統維

運人員對本系統的掌握，並

兼顧系統文件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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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審查意見摘要 審查意見回覆 

(五) P[5]六、建升礦業整合帄

台軟硬體環境，錯字修正：(一)

內的”負”載帄衡字樣。 

(五) 遵照辦理，修正結果參

見工作計畫書 P5。 

何 前 組

長信昌 

(一) P99，目前在礦務局網頁下

已置有礦業資料帄台，提供民

眾應用。請檢討帄台之缺失，

並於服務建議書內載明改善

方式及成效。 

(二) P71，本計畫執行所需之軟

硬體預計於 9 月底或 10 月初

採購安裝，就時程而言是否妥

善，請說明。 

(三) P64，成果展示預訂在礦務

局會議室辦理，是否太過狹

隘？建議配合國內大規模研

討會或展示會，將整體成果具

體展示。 

(四) P35，請評估基本地圖圖磚

之引進，是否影響現有倉儲帄

台之瀏覽速度、品質及效能。 

(一)遵照辦理，修正結果參

見工作計畫書 P103-P116。 

 

 

 

(二)預定採購時程提前於 6

月初，修正結果參見工作計

畫書 P68-P69。 

 

(三)成果會依照局的指示與

局內其他單位之計畫聯合

舉行，參與之業者及協會人

數眾多應可達到推廣及展

示效果。 

(四) 地圖圖磚之技術為目

前地圖展示帄台之主流，如

GOOGLE MAP 及 TGOS 均

採用本技術，能彈性擴充。

若未來本系統之用戶數增

加時，也可加購伺服器提昇

其服務效能。 

 

周 理 事

長順安 

(一) 服務建議的圖，文字太小

或不清楚，如圖 1-1、1-2、1-3、

1-4…等，建議提出契約書附

件，加以改善。 

(二) 專用英文用詞，建議以適

當中文用詞註明。 

(三) 本計畫已進入最後一年，

建議另闢一章節，綜合說明 4

年來具體成果。 

(四) 建議列一章節，說明使用

端訪談或調查意見及改善情

形。 

(一)原圖 1-1 字型大小 12 全

部調整成字型大小 14 ，修

正結果參見工作計畫書。 

 

(二) 遵照辦理，修正結果參

見工作計畫書。 

(三) 遵照辦理，期末報告會

專章總結將 4 年的工作成

果。 

(四) (五)遵照辦理，修改第

六章增列第一節計畫檢討

與改善措施期，修正結果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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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審查意見摘要 審查意見回覆 

(五) 主管單位使用該系統具體

成效，對管理端之意見及使用

滿意度略加說明。 

(六) 服務建議書第二章，建議

放在第五章之前後，或第二、

五章併成一章。 

見工作計畫書 P103-P116。 

 

 

(六)遵照辦理。 

許 科 長

慶源 

(一) P3~4，爆炸物 e 網功能擴

充部份，本年度請增加爆炸物

廢棄申請功能。 

(二) P4、P47~52，有關爆炸物

賸餘或不再使用(收回或承購

同意書填報及審核作業，建議

將「同意書」改為「申請書」，

由申請方與承受方確認後，送

本局申請審核。) 

(三) 行政處分統計部份，除人

員外，請增加業者統計功能。 

(四) 爆炸物進出口線上申請作

業，請配合財政部關港貿單一

窗口時程辦理。 

(五) 今年(104 年)為四年期計

畫的最後一年，期末報告應將

4 年來的工作成果作總結。 

(一)新增完成。 

 

 

(二)修改完成。 

 

 

 

 

 

(三)新增完成。 

 

 

(四)辦理完成。 

 

 

(五) 期末報告增加【貳、整

體規劃與歷年成果說明】及

【陸、計畫總結與建議】。 

承辦科 環保署進出口建置化學雲系

統，未來需與事業用爆炸物 e

網系統介接，依期程 104 年底

至 105 年初應進行跨機關整

合，局端已提供資料欄位給勞

委會測詴，因應系統規劃單位

移轉，建議亦列入環保署化學

雲系統與事業用爆炸物 e 網系

統整合功能。 

配合局端至環保署參與化

學雲系統整合會議，並配合

期程提供資料。 

 

周 代 組

長國棟 

(一)本局礦產管理業務與知識

應用整合推廣計畫本年度將

進行開發案重複礦區查詢功

能建置，由於涉及圖資應用，

(一) 新增完成，提供查詢

API 給千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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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審查意見摘要 審查意見回覆 

請定遠協助辦理。 

(二)本年度計畫預計將地圖服

務之空間資訊轉換為圖磚之

影像格式，與原向量格式之應

用差異為何，請補充說明?本

年落實礦業計畫標準制度第

二年規劃項目為何，請補充說

明？ 

 

 

 

 

(三) 過去 GIS 資料從影像檔轉

為向量檔，現又改為影像檔，

是否未來會以兩套系統呈

現？ 

(四)爆炸物賸餘申請示意圖顯

示火藥庫/工程/礦場名稱為同

一輸入欄位，此欄位值是否由

系統帶出或由業者自行輸入?

另外系統是否同時檢核承接

方最大儲存量之值，避免超出

該工程或火藥庫之最大儲存

量。 

(五) 進出口同意書及品項填寫

示意圖是否產出審查表供審

查，請補充說明。 

(六) 統計表皆可匯出 EXCEL

檔案，是否可在系統內直接進

行各類分析。 

 

(七) 各縣市業者爆炸物領退料

動態情形即時監控呈現方式

及是否可行，請補充說明。 

 

(二)影像檔之格式為 JPG 向

量檔之格式為 SHP。向量檔

在前端展示時需使用 JAVA

元件，影像檔在前端展示時

無需安裝任何元件，更易於

一般民眾使用。落實礦業計

畫標準制度 103 年度規劃建

立礦區及火藥庫 GML，104

規劃建立礦業用地、礦業保

留區、土石採取區、土石採

取專區、砂石碎解洗選場

GML。 

(三)影像部份為提供民眾查

詢使用。向量部分為局內管

理使用。資料部分為共用。 

 

(四) 爆炸物賸餘申請示意

圖顯示火藥庫/工程/礦場名

稱由系統帶出。爆炸物存量

情形會列表提供給局端檢

核使用避免超出該工程或

火藥庫之最大儲存量。 

 

 

(五)爆炸物存量情形會列表

提供審查使用。 

 

(六)配合辦理，資料提供系

統內直接進行各類分析。 

 

(七)規劃即時監看業者之領

退料單，逾 24 小時未填退

料單時，由系統標示!逾時，

管理者可監看業者之領退

料情形。 



104 年度委辦計畫「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4/4）」              成果報告書 

320 

 

二、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與回復 

會議時間：104 年 8 月 13 日下午 2 時 00 分 

發言者 審查意見摘要 審查意見回覆 

程主任家

帄 

(一) P21 第三章，建議將本計畫

可提供的資訊及服務內容製作

出服務目錄(內容至少包含資料

服務、網頁服務、API 服務)，

放置於明顯處，以供服務需求

者易於取得，也兼顧本計畫的

成果展現及宣傳之用。 

(二) P35 第三章(一)提供基本圖

磚，圖磚式的服務，可適當提

昇使用者端於資訊取用的效

能。惟各種不同的資訊類型對

於階層或切割的需求可能不

同，是否有一定的原則或是與

業務單位充分討論後製訂。 

 

(三) P63 第三章(三)教育訓練課

程安排，於系統管理課程，宜

增加對於本系統的軟體功能、

架構、技術、運作環境等的訓

練內容，以強化業務單位維運

人員對本系統的掌握和傳承。 

(四) P74 第三章第四節交付項

目，交付項目內，建議增加系

統手冊和使用手冊，以加強業

務單位或外界的系統使用人

員，以利業務單位的系統維運

人員對本系統的掌握，並兼顧

系統文件的完整性。 

(五) P[5]六、建升礦業整合帄台

軟硬體環境，錯字修正：(一)

內的”負”載帄衡字樣。 

(一) 遵照辦理，原第三章改

為第二章增列表 2-1 本年工

作項目服務目錄參見工作計

畫書 P14。 

 

 

 

 

(二) 遵照辦理，圖磚之製作

參考內政部資訊中心網際網

路地圖圖磚服務共同作業準

則(草案)，惟對各種不同的

資訊類型對於階層或切割的

需求，本期依據所持有的圖

資比例尺切割為 16 層提供

服務。 

(三) 遵照辦理，參見工作計

畫書 P59 系統管理及維護課

程，安排於系統管理課程中

對局內相關人員進行講授。 

 

 

 

(四) 遵照辦理，參見工作計

畫書 P72 於交付光碟中增加

交付系統和使用手冊電子

檔，以利業務單位的系統維

運人員對本系統的掌握，並

兼顧系統文件的完整性。 

(五) 遵照辦理，修正結果參

見工作計畫書 P5。 

 

朱教授子

豪 

(一) 整體資訊架構，要再次整

理與說明。 

(一) 期末報告增加【貳、整

體規劃與歷年成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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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審查意見摘要 審查意見回覆 

 

(二) 各工作的角色要定位清

楚，如爆裂物系統是屬於

業務應用系統是否是倉

儲所示範；若以應用角

度，則又不只於礦務主題

資料庫。 

 

(三) 資料部份：圖磚是主題圖

磚就 OK，地質圖的圖磚

要問地調所有無作了，否

則會有重覆工作。 

(四) 帄台上若有 API 的發

展，則教育訓練要有 API

訓練的對象 (要會寫系

統)。 

(五) 應用系統為爆破系統，其

中警消的使用要追蹤。 

(六) 600 次的流量需要分析其

使用者與使用系統。 

 

 

 

(二)本計畫是以礦業資料標

準做為倉儲的基礎，倉儲帄

台的角色是提供儲存與展

示，在應用系統方面部分尚

需發展各種應用服務來提升

倉儲的使用率，事業爆炸物

e 網服務便是其中的應用服

務之一。 

(三)地調所目前尚無地質圖

圖磚服務。 

 

 

(四) 目前所提供的API 大部

份是系統對系統的介接服

務。 

(五)目前使用者登入系統時

均留有紀錄。 

(六) 期末報告增加【陸、計

畫總結與展望】【二、計畫效

益】說明。 

 

何前組長

信昌 

(一) 章節 3 P83，礦業資料倉

儲帄台區分為 JAVA 版及

圖磚版，請教如何保證同

步之更新？ 

 

 

 

 

(二) 章節 3 P84，圖磚版查詢

功能是否包括〝砂石資

源〞？ 

(三) 章節 3 P83，舊煤礦坑道

資料極為珍貴，是否考慮

納入圖磚版查詢項目。 

(一) JAVA 版的地圖為向量

式 SHP 地圖，而圖磚版的地

圖則需經過切割轉換成影像

圖，因此在這部分需要各自

進行不同的處理程序，至於

定位功能則可使用共同的空

間資料庫即可達成同步需

求。 

(二) 砂石資源經業務管理

單位指示不對外提供查詢服

務。 

(三) 舊煤礦坑道資料經業

務管理單位指示不對外提供

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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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審查意見摘要 審查意見回覆 

周理事長

順安 

(一) 計畫執行已大致依原訂

目標完成。 

(二) 報告書封面、履約期限、

請明確寫出起迄日期。 

(三) 期末報告時，建議增加 4

年成果長摘要。 

(四) 期末報告書建議增加中

英文專用詞對照表。 

(五) P160 表 4-2，工作項目 3

「系統訪談設計」，報告

書中請加以說明包括設

計改善、訪談結果及使用

端使用反應等。 

(六) 計 畫 效 益 分 析 表 ( 表

5-1)，主要僅針對爆炸物

申請相關，建議增加其他

計畫項目效益分析。 

(一) 無。 

(二) 遵照辦理。 

 

(三) 遵照辦理。 

 

 

(四)遵照辦理。 

 

(五)於【陸、計畫總結與展

望】【一、計畫成果總結】

補充說說明。 

 

 

 

(六) 於【陸、計畫總結與展

望】【二、計畫效益】說

明。 

許科長慶

源 

(一) P87-88，教育訓練流程設

計，有關繳費階段涉及開

班人數部份，請再確認。 

(二) P111-113，新增硝酸銨登

記簿之功能，一般而言僅

製造，販賣業者有需求，

購買者有此項目的目的

為何？ 

(三) P117-124，賸餘或不再使

用申請書之內容請調

整，應與申請目的相符。 

(四) P143-148，統計項目功能

請再與承辦科確認需求。 

(五) P1、86、92、112、113、

125、147、148，錯別字

與文字調整部份，請修

正。 

(六) 本年度請規劃增加爆炸

物廢棄申請功能。 

(一) 遵照辦理。 

 

(二) 經討論後保留購買者

旬月報之硝酸銨項目。 

 

 

 

 

(三)調整完成。 

 

 

 

(四)增修完成。 

 

(五)修改完成。 

 

 

(六)新增完成。 

 

周代組長 （一） P65 圖 3-1 到 3-5 編輯畫 (一)原先只展示修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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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審查意見摘要 審查意見回覆 

國棟 面與圖例說明是否相符

請再確認。 

（二） P111 圖 3-62 配購申請案

審核表之審核項目如何

執行，請予承辦科進一步

確認。 

（三） P118 領退料表單有否 24

小時內退庫即時監控清

單建議思考更有效呈現

方式，以利監管。 

並未定位至圖資位置，現已

修改到定位圖資的畫面。 

(二) 系統建議為「一般」者，

僅可選擇「一般」。系統建議

為「特殊」者，可以視需求

選擇「一般」或「特殊」。 

(三) 目前提供礦業土石及

工程之即時領料退料功能，

另外在管理介面的火藥庫統

計項目增加火藥庫統計地

圖，可查詢即時的火藥庫限

存量與現存量之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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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與回復 

會議時間：104 年 11 月 30 日下午 2 時 00 分 

發言者 審查意見摘要 審查意見回覆 

朱教授 

子豪 

(一) 標準訂定後需要有推動

工作及討論其推動成果

與效益。 

 

 

 

 

 

 

 

 

 

 

 

 

 

 

 

 

 

 

(二) 十年有成，要總結十年之

工作成果與運作效益，尤

其是使用率與質化成就。 

 

 

 

 

 

 

 

 

 

 

 

 

(一) 標準訂定後除計畫中

陸續彙整的圖資與統計資料

完成收納與提供查詢展示

外，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

也配合礦業資料標準提供資

料建置，使資料標準可以供

應帄台使用的圖資與匯出

GML，確保礦業資料可以永

續建置與流通共享。在未全

面業務管理電子化前，以礦

業資料標準綱要為基礎，設

計空間資料庫模型，在礦業

資料倉儲整合帄台提供礦業

資料標準編輯介面，將礦業

資料儲存於 MS SQL 空間

資料庫中，並可利用查詢介

面將資料從空間資料庫讀出

匯出 GML 或在礦業資料倉

儲整合帄台展示圖資，待未

來全面業務電子化後必然可

以發揮最大效益。 

(二)本計畫是以國土礦業資

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

計畫主要目標是以礦業資料

標準做為應用服務的基石，

彙整局端應用需求提供各種

應用服務，對內結合業務管

理，對外資料流通共享。在

此目標的引領下，陸續完成

「礦業資料標準」、「礦業資

料倉儲整合帄台功能擴

充」、「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服

務」等建置成果，本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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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審查意見摘要 審查意見回覆 

 

 

 

 

 

 

 

 

 

 

 

(三) 倉儲帄台的功能要轉化

為雲端及圖台發展不應

發展特有之圖台與功

能，要著重在特殊之圖台

與 API。 

(四) 倉儲帄台轉為應用帄台

的需要有 API 與加值 AP

之推動工作。 

(五) 圖磚之使用求的是快速

展示，若資料主題量小之

向量資料，不必要轉為圖

磚增加成本。 

(六) 其他礦務應用 AP 發展優

先順序可給建議。 

業用爆炸物 e 網服務」與「關

貿單一窗口整合服務」在貨

品進出口同意書資料流通共

享，在爆炸物旬月報、爆破

人員名冊、火藥庫抽查報告

表等與警政消防機關資料共

享，證明計畫已達成原先設

定的目標，各種應用服務與

流通共享隨著計畫的推進而

水到渠成。 

(三)目前的地圖磚服務，僅

為滿足礦業倉儲帄台服務的

最小需求，未來仍可與雲端

及圖台發展結合，應用特殊

圖台 API 加值服務。 

(四)目前之 API 均為系統與

系統間客製化 API，尚無 API

提供通用加值應用。 

(五)未來可朝圖磚結合空間

資料庫設計，避免增加建置

圖磚的成本。 

(六)計畫展望增列未來環境

預測、計畫目標展望、計畫

效益展望、執行策略及方法

說明礦務應用 AP 發展順

序。參見 P310~P315。 

何前組長

信昌 

(一) 由礦務局主網頁進入「國

土礦業資料倉儲帄台」呈

現的畫面與期末報告內

容不符，請修正。 

(二) 國土礦業帄台圖磚版內

容為礦業資料及礦業救

援，均缺少圖說，例如礦

業救援單位標註為藍綠

紅三色，查詢者無法瞭解

其代表意義，實際效果有

限。 

(一) 遵照辦理，修正圖 4-1

礦業資料倉儲帄台首頁畫

面。參見 P122。 

 

(二)遵照辦理，地圖磚圖台

增列礦業資料及礦業救援圖

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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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審查意見摘要 審查意見回覆 

(三) 第281頁計畫展望內容僅

針對「事業用爆炸物 e網」

敘述，建議就本計畫「國

土礦業倉儲整合帄台建

置及推廣」的未來展望做

進一步規劃，作為後續工

作之藍本。 

(三) 計畫展望增列未來環

境預測、計畫目標展望、計

畫效益展望、執行策略及方

法。參見 P310~P315。 

 

 

程主任 

家帄 

(一) 第貳章 P16~17，本計畫

四年工作成果眾多，在資

料格式標準化及各項資

料服務上，報告內呈現的

相關列表宜再檢查其完

整性(含交換資料檔，API

等)。 

 

 

(二) 第參章 P51~96，相關內

容屬設計規格，建議相關

技術內容可以納入分冊

附件(設計規格)。 

(三) 第肆章 P99~248，相關內

容屬使用手冊，建議相關

技術內容，可以納入使用

手冊的分冊附件，另建議

使用手冊應由整體業務

流程的觀點切入，繪製作

業流程圖將本系統的資

料使用者間的互動關係

充分表達與說明。 

(四) 第肆章 P248 及 252，(七)

額外服務(四)建升帄台軟

硬體環境之間缺第(五)和

第(六)小節。 

(五) 第陸章 P287，建議製作”

系統手冊”，提供系統邏

輯架構與功能和資訊系

統的實體建置間做清楚

(一) 遵照辦理，API 參見表

2-2 四年 SOA 服務 API。

P18~19。GML 交換資料檔參

見礦資資料標準之 GML 或

是本年度產生之礦業用地

GML、礦業保留區 GML、

土石採取區 GML、土石採取

專區 GML、砂石碎解洗選場

GML。參見 P103~P120 

(二) 謝謝委員建議，相關內

容納入分析設計報告書分冊

提送。 

 

(三) 謝謝委員建議，相關內

容納入系統和使用手冊以 

電子檔光碟型式提送。並增

列 使 用 個 案 圖 。 參 見

P100~P236。 

 

 

 

 

(四) 缺第(五)和第(六)小節

為排版錯誤，已修正。 

 

 

(五) 謝謝委員建議，相關內

容納入分析設計報告書分冊

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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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審查意見摘要 審查意見回覆 

的對應說明，以提供系統

維護人員充分的資訊，執

行後續維運工作。 

許科長 

慶源 

(一) P281，有關 103、104 年

所做 e 網滿意度調查部

份，是否可於「計畫效益」

章節中再多加著墨，更可

凸顯成效。 

(二) P134、140、143，有關教

育訓練設計的邏輯是否

正確(或係筆誤)，請再確

認。 

(三) 教育訓練今年精進後的

功能，尚未實際使用，未

來正式使用時，仍請定遠

公司協助。 

(一) 遵照辦理，增列事業用

爆炸物 e 網滿意度調查。

P284~P302 

 

 

(二)筆誤已修正。 

 

 

 

(三)配合辦理。 

 

 

周代組長

國棟 

（一） 各類爆炸物管理之逾時

提醒功能建議再強化其

友善性與操作性。 

（二） 跨組圖資更新整合屬計

畫執行內容，建請再確認

補充。 

（三）  線上繳費具有便利性，

宜請建議適當可行方

式，以利後續提升系統功

能。 

 

（四） 今年跨機關整合或服務

績效良好，惟與運輸證有

關之交通管理單位尚待

納入整合，宜請瞭解該單

位系統建置進度，以提升

電子化功能。 

（五） 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

未來將是對外提供服務

之窗口，以往不同時期及

業務組建置之系統如何

(一)遵照辦理。 

 

 

(二)遵照辦理。 

 

 

(三)目前每筆線上繳費需收

取手續費，需研議該筆手續

費由申請者付費或是由局端

吸收，以利後續與金流單位

洽談介接整合機制。 

(四)目前已提供監理單位之

承包廠商 API 與 XML 範

例，由監理單位之承包廠商

進行研析中。 

 

 

(五) 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

台與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服

務，為局端建立應用服務與

倉儲系統整合的示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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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者 審查意見摘要 審查意見回覆 

整合，併請提供建議，以

提升系統服務效能。 

對於以往不同時期及業務組

別所建置之系統如何整合議

題，需再持續與各單位進行

需求了解，未來本公司對持

續對所獲得之資料進行研析

後，會將應用分析結果送交

貴局參考。未來環境預測、

計畫目標展望、計畫效益展

望、執行策略及方法。參見

P310~P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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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 1 次工作進度會議記錄 

104 年度「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4/4)」 

第 1 次工作進度會議記錄 

 

時間：104 年 3 月 30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本局 502 會議室 

主持人：彭專員肇基                       記錄：彭志雄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名冊） 

主持人致詞：(略) 

定遠數位公司報告： 

決議事項： 

(一) 爆炸物 E 網目前已提交的功能(火藥庫/火藥庫併案)程式錯誤

部分請定遠公司配合修正完善，擴充功能部分請定遠公司待既

定規劃之工作項目完成後，進行規劃完成期程。4 月至 6 月份

則請定遠公司安排進行爆炸物進出口(與海關連接)的設計工

作。 

(二) 進出口連接可於礦務局檢查申請端代碼是否合理(需海關提供

代碼表)，屆時再配合海關的申請端設計(理論上不重覆申請端

登打，資料串連就不會有無法對應的問題)，請定遠公司協助

辦理。 

(三) 爆炸物 E 網功能面的設計與時程安排，本局將統一討論後彙整

提出，並請定遠公司依本局需求調整設計順序，減少相左意見

的來回反覆修改與急迫需求衝突的發生。 

(四) 公司行政處分功能設計項目，因帳戶與公司資料並非對等(單

一公司可能對應超過一個以上的火藥庫、礦區、工程)，將會

變成獨立的處分資料庫。考慮系統整體性，改以火藥庫號加火

藥庫、礦區、工程為對應 KEY 值，本局輔導組一科會提供處

分種類(法規)以利定遠公司規劃統計功能。 

主席結論： 

請定遠公司依決議事項配合規劃期程辦理各項工作。 

會議結束：上午 11 時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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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會議意見 會議意見回覆 

1 (爆炸物 E 網目前已提交的功

能(火藥庫/火藥庫併案)程式

錯誤部分請定遠公司配合修

正完善，擴充功能部分請定遠

公司待既定規劃之工作項目

完成後，進行規劃完成期程。

4 月至 6 月份則請定遠公司安

排進行爆炸物進出口(與海關

連接)的設計工作。 

已與關貿公司完成系統單

一登入整合，介接 XML 設

計完成，已可將進出口同意

書傳至關貿系統。 

2 進出口連接可於礦務局檢查

申請端代碼是否合理(需海關

提供代碼表)，屆時再配合海關

的申請端設計(理論上不重覆

申請端登打，資料串連就不會

有無法對應的問題)，請定遠公

司協助辦理。 

若代碼表關貿系統可提供

電子檔，本公司可協助檢查

代碼是否正確。 

3 爆炸物 E 網功能面的設計與

時程安排，本局將統一討論後

彙整提出，並請定遠公司依本

局需求調整設計順序，減少相

左意見的來回反覆修改與急

迫需求衝突的發生 

目前以火藥庫併案上線為

優先，其餘項次則配合局端

要求順序調整開發時程，並

依時程如期完成。 

4 公司行政處分功能設計項

目，因帳戶與公司資料並非對

等(單一公司可能對應超過一

個以上的火藥庫、礦區、工

程)，將會變成獨立的處分資料

庫。考慮系統整體性，改以火

藥庫號加火藥庫、礦區、工程

為對應 KEY 值，本局輔導組

一科會提供處分種類(法規)以

利定遠公司規劃統計功能。 

依輔導組一科提供處分種

類(法規)提供火藥庫處分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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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 2 次工作進度會議記錄 

104 年度「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4/4)」 

第 2 次工作進度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5 月 14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本局 502 會議室 

主持人：黃科長德昌                       記錄：彭志雄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名冊） 

主持人致詞：(略) 

定遠數位公司報告： 

各單位意見： 

(一) 土石組：目前實際使用系統資料已從舊系統複製至新系統，偶

遇新系統欄位異常時，會查詢舊系統資料，舊系統伺服器資料

尚未確認，貿然刪除恐導致原系統服務異常且無法復原，建議

另購新伺服器以支應負載帄衡需求。 

(二) 礦政組：實際使用系統與伺服器關係需經本組會簽確認後完整

回覆，惟部份歷史系統，恐無法徹查，建議輔導組另購新伺服

器支應負載帄衡需求。另本組有建置地理資訊系統，請定遠數

位公司協助確認預計格式化伺服器內 ARCGIS 版本，以利確認

是否為本組系統。 

主席結論： 

(一) 依會議討論與契約，請定遠數位公司於 7 月期中會議前交付負

載帄衡器，但暫不啟用備援伺服器分流機制。待年底利用局內

經費採購伺服器以支應負載帄衡需求。 

(二) 請各組於 6 月 13 日(星期五)前，回覆各組所屬系統與伺服器關

係表(包含不清楚伺服器為何者)，以利輔導組評估負載帄衡使

用伺服器硬碟採格式化或購置方式處理。 

(三) 本計畫有關事業用爆炸物 E 網系統各項工作內容，請定遠公司

密切與本局輔導組一科討論，以利進度管控。 

會議結束：上午 11 時 0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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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會議意見 會議意見回覆 

1 依會議討論與契約，請定遠數

位公司於 7月期中會議前交付

負載帄衡器，但暫不啟用備援

伺服器分流機制。待年底利用

局內經費採購伺服器以支應

負載帄衡需求。 

已於 7/13 日上架安裝完成。 

2 請各組於 6 月 13 日(星期五)

前，回覆各組所屬系統與伺服

器關係表(包含不清楚伺服器

為何者)，以利輔導組評估負載

帄衡使用伺服器硬碟採格式

化或購置方式處理。 

原伺服器資料保留。 

3 本計畫有關事業用爆炸物 E

網系統各項工作內容，請定遠

公司密切與本局輔導組一科

討論，以利進度管控。 

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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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系統維謢 

 (一) 系統環境 

本系統環境為 Windows 系統的伺服器主機，所採用的地圖帄

台為 Apmap3.0 Enterprise 3.0，搭配 Windows 內建的 IIS 網際網路

資訊服務，建立各主題地圖的服務之後，於伺服端自動執行，除

了改善使用效能，也兼顧界面作的便利與可及性。 

 

 

 

 

 

 

 

 

 

 

 

圖7-1系統環境架構圖 

表 7-1 系統軟體規格表 

軟體 版本 數量 備註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2 套 安裝於 GIS-AP-SERVER#1、

GIS-AP-SERVER#2 

Apmap Enterprise 3.0 2 套 安裝於 GIS-AP-SERVER#1、

GIS-AP-SERVER#2 

表 7-2 應用軟體規格表 

軟體 版本 數量 備註 

國土礦業倉儲整合帄台 2015 2 套 安裝於 GIS-AP-SERVER#1、

GIS-AP-SERVER#2 

事業用爆炸物 e 網 2015 2 套 安裝於 GIS-AP-SERVER#1、

GIS-AP-SERV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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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伺服器主機環境 

本系統伺服器主機環境為 2 部 GIS-AP-SERVER Windows 系

統的伺服器主機做為礦業倉儲整合帄台伺服器及一 套 SQL 2012

資料庫軟體(線上服務)、一套 SQL 2008 資料庫軟體(備份測詴)，

並由 UAC-1100E 負載帄衡器(Load Balance)負責流量管理，對外防

火牆採用局端 SonicWALL PRO 3060 做為入侵偵測及阻斷服務攻

擊 Denial of Service (DoS)。 

 

 

 

 

 

 

 

圖7-2 伺服器主機作業環境架構圖 

 

表 7-3 硬體規格表 

硬體設備 型號 規格 作業系統 數量 備註 

GIS-AP-S

ERVER#1 

IBM 

x3550M4 

CPU: Intel Xeon Processor 

E5-2620 6C CPU*2 

RAM:8G 

HDD:容量 300GBx2 共

600GB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64 位元版 

1 台 AP Server 

DB Server 

GIS-AP-S

ERVER#2 

IBM 

3850M2 

Intel Xeon Processor 4C 

CPU*2。 

RAM:4GB。 

單一伺服器提供原廠切割

為 C、D、E 三槽每槽

146GB。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32 位元版 

1 台 AP Server 

DB Server 

負載帄衡

器 

UAC- 

1100E 

建議使用人數 300 

處理效能 200Mbps 

同時連線數 512,000 

10/100/1000Mbps Copper 6

個 

內建 

 

1 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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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設備 型號 規格 作業系統 數量 備註 

系統需具備伺服器負載帄

衡功能。 

系統頇具備 IPv4 & IPv6 

的封包支援能力。 

線路負載帄衡的演算規則

至少具備以固定指派/輪循/

上傳流量/下載流量/總流量

/最佳路徑等便於管理者依

需求的設定。 

系統具備 ARP Spoofing 防

禦機制，能支援以手動方式

增加來源 IP 或 MAC。 

(三) 系統程式目錄 

表 7-4 系統目錄表 

目錄 路徑/檔名 類別 說明 

\ minetable_303\  目錄 
事業用爆炸物 e 網主目

錄 

 <DIR> Android 目錄 火藥庫巡檢程式目錄 

 
<DIR> 

App_WebReferences 
目錄 WebService 參考目錄 

 <DIR>applet 目錄 
工商憑證 JAVA 程式目

錄 

 <DIR>Bin 目錄 HTML儲存 dll元件目錄 

 <DIR>chosen_v1.0.0 目錄 網頁文字多選元件目錄 

 <DIR>css 目錄 網頁樣式目錄 

 <DIR>freeASPUpload 目錄 檔案上傳元件目錄 

 <DIR>Images 目錄 網頁圖形目錄 

 <DIR>Uploads 目錄 其他參考文件上傳目錄 

 <DIR>images 目錄 網頁圖片目錄 

 <DIR>jqueryTE 目錄 jquery 元件目錄 

 <DIR>js 目錄 Javascript 目錄 

 <DIR>json 目錄 json 目錄 

 <DIR>minesql 目錄 SQL 指令目錄 

 <DIR>post 目錄 公告檔案目錄 

 <DIR>Scripts 目錄 HelpersScripts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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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路徑/檔名 類別 說明 

 <DIR>ServerScripts 目錄 退回紀錄儲存紀錄 

 <DIR>vbs 目錄 VBscript 目錄 

\minegistile\  目錄 圖磚服務目錄 

 <DIR>bootstrap 目錄 圖磚網頁服務元件目錄 

 <DIR>css 目錄 圖磚網頁樣式目錄 

 <DIR>Images 目錄 網頁圖形目錄 

 <DIR>jqm 目錄 Jquery mobile 元件目錄 

 <DIR>jquery 目錄 jquery 元件目錄 

 <DIR>jqueryui 目錄 Jquery ui 元件目錄 

 <DIR>json 目錄 json 目錄 

 <DIR>ol 目錄 圖磚網頁樣式元件目錄 

 <DIR>proj4js 目錄 圖磚網頁元件目錄 

 <DIR>Scripts 目錄 Jquery 圖磚程式目錄 

\MineNotify\  檔案 彈窗程式目錄 

\minequery\  目錄 重複礦區查詢服務目錄 

 <DIR>App_Code 目錄 重複礦區查詢程式目錄 

 <DIR>db 目錄 重複礦區查詢資料目錄 

 <DIR>tile 目錄 重複礦區查詢地圖目錄 

\minetable_net\   SSO WebService 目錄 

 <DIR>App_WebReferences 目錄 WebService 參考目錄 

\minetable_sso\ 

SSONetSample4CPT 
  

SSO WebService 元件目

錄 

 <DIR>App_Data 目錄 資料目錄 

 <DIR>bin 目錄 SSO dll 元件目錄 

 <DIR>Content 目錄 網頁樣式元件目錄 

 <DIR>Controllers 目錄 帳戶控制 C#原始程式 

 <DIR>Models 目錄 帳戶模組 C#原始程式 

 <DIR>obj 目錄 C#編譯目錄 

 <DIR>Properties 目錄 C#編譯設定目錄 

 <DIR>Scripts 目錄 Javascript 目錄 

 <DIR>Views 目錄 C#服務目錄 

\ mineGIS1\  目錄  

 <DIR>AppYard 目錄 礦場訪談程式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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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路徑/檔名 類別 說明 

 <DIR>aspjson 目錄 Aspjson 元件目錄 

 <DIR>Data 目錄 資料備份目錄 

 <DIR>download 目錄 手冊下載目錄 

 <DIR>edit 目錄 線上編輯程式目錄 

 <DIR>FusionCharts 目錄 統計圖表元件目錄 

 <DIR>GML 目錄 GML 下載目錄 

 <DIR>images 目錄 網頁圖片目錄 

 <DIR>img 目錄 航照影像目錄 

 <DIR>imx 目錄 航照影像索引目錄 

 <DIR>js 目錄 Javascript 目錄 

 <DIR>lib 目錄 OpenLayers 元件目錄 

 <DIR>map 目錄 地圖檔案目錄 

 <DIR>Metadata 目錄 詮釋資料目錄 

 <DIR>mine_charts 目錄 動態圖表目錄 

 <DIR>MineDOC 目錄 礦區附件目錄 

 <DIR>multiselect-widget 目錄 地圖展示元件 

 <DIR>printimg 目錄 圖示目錄 

 <DIR>symbol 目錄 地圖圖示目錄 

 <DIR>temp1 目錄 Flash 元件目錄 

 <DIR>theme 目錄 主題圖元件目錄 

 <DIR>uploadfile 目錄 資料上傳目錄 

 <DIR>WMSmap 目錄 WMS 服務程式目錄 

 (四) Web主機設定 

1. 設定 IIS 應用程式 

(1)於開始中點選系統管理工具。 

(2)於系統管理工具中執行 IIS 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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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執行 IIS 管理員 

(3)於 IIS 管理員左側視窗依序展開主機名稱與站台兩個節

點。 

 

 

 

 

 

 

 

圖 7-4 開啓站台 

(4)以滑鼠右鍵點選 Default Web Site 節點並選擇新增應用程

式。 

 

 

 

 

 

圖 7-5 新增應用程式選單 

(5)於新增應用程式視窗中輸入本系統的別名：mineGIS。 

(6)於實體路徑中輸入或點選右側的瀏覽鍵找到本系統存放

的實體路徑，點選確定後完成新增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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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新增應用程式 

(7)重複上述(4)~(5)步驟直至系統目錄全部完成新增 web 服

務。 

2. 資料庫備份與還原 

使用 MS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係採圖形化的交談式

操作介面，用來建立和管理資料庫、資料表、檢視表、索引、

預存程序、觸發程序等等資料庫物件。 

(1)資料庫備份 

啟動 MS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在〔SQL Server

群組〕->〔local〕->〔資料庫〕->〔mineDB〕上點選滑鼠

右鍵，顯示右鍵功能表，點選〔所有工作〕->〔備份資料庫〕

->選擇<確定>即開始進行備份作業。完成後繼續備份其他

資料庫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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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7 資料庫備份 

(2)資料庫復原 

步驟 1:啟動 MS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SQL 

Server 群組〕->〔local〕->〔資料庫〕->〔mineDB〕上點選

滑鼠右鍵，顯示右鍵功能表，點選〔所有工作〕->〔還原資

料庫〕後按<確定>即開始進行還原作業。完成後繼續備份

其他資料庫還原。 

 

 

 

 

 

 

 

 

 

 

圖7-8 資料庫還原 

七、計畫期間資料表彙整 

以下各表為計畫期間使用之資料表格、欄位名稱、資料型態

與相關的設計說明，部分資料表在本期資料表中使用，請參閱本期

資料表說明。 

表 7-5 計畫期間資料表 

項次 資料表名稱 說明 

1 dbo_MIN_MineArea MIN_礦區資料表 

2 dbo_Mine_Location 礦區位置資料表 

3 dbo_Mine_Owner 礦業權者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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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bo_Mineral 礦種清單資料表 

5 dbo_Allcitytown 全國縣市鄉鎮資料表 

6 dbo_MIN_Powder MIN_火藥庫資料表 

7 dbo_Powder_Deposit MIN_寄存單位資料表 

8 dbo_MIN_Lot MIN_位置記錄資料表 

9 dbo_MIN_MineArea MIN_礦區資料表 

10 dbo_Mine_Location 礦區位置資料表 

11 dbo_Mine_Owner 礦業權者資料表 

12 dbo_Mineral 礦種清單資料表 

13 dbo_Allcitytown 全國縣市鄉鎮資料表 

14 dbo_CityMineral 礦品生產與銷售統計表 

15 dbo_stat_stone 土石生產統計資料表 

16 dbo_stat_coal 煤炭種類統計資料表 

17 dbo_stat_flow 煤炭進口資料表 

18 dbo_stat_allstone 土石種類統計資料表 

19 dbo_stat_sale 礦產品銷售統計資料表 

20 dbo_stat_produce 礦產品生產統計資料表 

21 dbo_AppYardDevice 礦場訪談手持設備檢核表 

22 dbo_AppYardConfig 礦場訪談 APK 版本檢核表 

23 dbo_AppYardReport 礦場訪談紀錄資料表 

24 dbo_AppYardPhoto 礦場訪談相片資料表 

25 dbo_AndroidDevice 火藥庫巡查手持設備檢核表 

26 dbo_AppConfig 火藥庫巡查 APK 版本檢核表 

27 dbo_AppPhoto 火藥庫巡查相片資料表 

28 dbo_CheckRecord 火藥庫巡查資料表 

29 Log_android Log 紀錄，記錄 App 每項操作資訊 

30 dbo_MPunishment 行政處分資料表 

31 dbo_MLeaveRecord 爆管員請假記錄資料表 

32 dbo_MLeave_Apply 爆管員請假申請資料表 

33 dbo_TClassM_Work 爆管員調訓報名資料表 

34 dbo_TClassM_Work1 爆管員調訓報名人員資料表 

35 dbo_TClassP_Work 爆破調訓報名資料表 

36 dbo_TClassP_Work1 爆破員調訓報名人員資料表 

37 dbo_Mteach_After 調訓記錄資料表 

38 dbo_MUserInfo 人員基本資料表 

39 dbo_MManager_Apply 爆管員證申請資料表 

40 dbo_Mprofessional_Apply 爆破員證申請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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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dbo_MProfessional_Apply1 爆破員證人員基本資料表 

42 dbo_Mprofessional_List 專業人員名冊資料表 

43 dbo_MProfessional_List1 名冊成員資料表 

44 dbo_Mprofessionallist_Fix 名冊異動資料表 

45 dbo_Transport_buy 甲乙式配購(運輸)證資訊 

46 dbo_Transbuy_ Dynamite 甲乙式配購(運輸)證明細 

47 dbo_AProjectTable 礦場資料表 

48 dbo_Aapply_S1Tb 甲式表一, 爆炸物用途與地點 

49 dbo_Aapply_S2Tb 甲式申請表二, 火藥庫資訊 

50 dbo_Aapply_S3Tb 甲式申請表三, 採掘方式 

51 dbo_Aapply_S4Tb 甲式申請表四, 爆破專業人員 

52 dbo_Aapply_S5Tb 甲式申請表五, 數量記錄 

53 dbo_Aapply_S6Tb 甲式申請表六,申請註記 

54 dbo_BProjectTable 乙式工程資料表 

55 dbo_Bapply_S1Tb 乙式表一, 爆炸物用途與地點 

56 dbo_Bapply_S2Tb 乙式申請表二, 火藥庫資訊 

57 dbo_Bapply_S3Tb 乙式申請表三, 需炸物體 

58 dbo_Bapply_S4Tb 乙式申請表四, 爆破專業人員 

59 dbo_Bapply_S5Tb 乙式申請表五, 數量記錄 

60 dbo_Bapply_S6Tb 乙式申請表六,申請註記 

61 dbo_Transport 運輸證申請資訊 

62 dbo_Trans_Dynamite 運輸證移運炸藥明細 

63 dbo_DynamiteType 爆炸物種類資料表 

64 dbo_ARegister_book 甲式登記簿 

65 dbo_ARegister_all 甲式登記簿進出庫記錄 

66 dbo_BRegister_book 乙式登記簿 

67 dbo_BRegister_all 乙式登記簿進出庫記錄 

68 dbo_CRegister_book 製造販賣業者登記簿 

69 dbo_CRegister_all 製造販賣登記簿進出庫記錄 

70 dbo_ERegister_book 販賣業者登記簿 

71 dbo_ERegister_all 販賣登記簿進出庫記錄 

72 dbo_ARegister_days 礦業土石業者旬報記錄 

73 dbo_BRegister_days  工程業者旬報記錄 

74 dbo_CRegister_moon  製造販賣業者月報記錄 

75 dbo_ERegister_moon  販賣業者月報記錄 

76 dbo_ReturnRecord 退回記錄資料表 

77 dbo_PostTable 首頁公告訊息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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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各表為計畫期使用之資料表格、欄位名稱、資料型態與相關

的設計說明，部分資料表在本期資料表中使用，請參閱參閱「叁、本期

資料彙整與資料表設計」資料表欄位說明 

(一)、國土礦業倉儲帄台使用資料表 

1.礦區資料標準類別 

礦區資料標準類別資料表有 dbo _MIN_MineArea、、

dbo_Mine_Location、dbo_Mine_Owner、dbo_Mineral、

dbo_Allcitytown。礦區資料標準準類別資料屬性如下： 

表 7-6 礦區範圍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editminearea (礦區範圍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sys_id int  流水號 

geom geometry  涵蓋範圍 

Mine_NO nvarchar 50 礦區字號 

Mine_Name nvarchar 200 礦場名稱 

Mine_Area int  礦區面積 

Minetype nvarchar 5 採礦方式 

Describe nvarchar 5 礦區現況 

Type nvarchar 5 礦別 

Mineral nvarchar 200 礦種清單 

Main_Mineral nvarchar 50 主要礦種 

City nvarchar 50 縣市 

Town nvarchar 50 鄉鎮 

LIC_NO nvarchar 50 執照字號 

Entertxt nvarchar 50 登記證字號 

LIC_Date date 10 執照日期 

78 HideTable 隱藏待辦事項訊息資料表 

79 dbo_UserAccount 主要使用者資料表 

80 dbo_SubUserAccount 次使用者資料表 

81 dbo_FunctionList 功能權限代碼清單資料表 

82 dbo_LogTb 登入資訊記錄資料表 

83 dbo_Log_mine 操作資訊記錄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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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_Date date 10 有效日起 

End_Date date 10 有效日止 

Enter_Date date 10 登記日期 

XY nvarchar max 67 座標紀錄 

XY_97 nvarchar max 97 座標紀錄 

表 7-7 礦區位置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ine_Location (礦區位置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sys_objnum int  GIS(APMAP)系統欄位 

Mine_NO nvarchar 10 礦區字號 

Location nvarchar max 礦區所在位置描述 

表 7-8 礦業權者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ine_Owner (礦業權者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sys_objnum int  GIS(APMAP)系統欄位 

Mine_NO nvarchar 10 礦區字號 

Mine_Owner nvarchar max 礦權業者 

表 7-9 礦種清單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ineral (礦種清單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Mineral_NO float  流水編號 

Mineral_name nvarchar 255 礦種 

表 7-10 全國縣市鄉鎮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Allcitytown (全國縣市鄉鎮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NO nvarchar  流水編號 

City nvarchar 255 縣市 

Town nvarchar 255 鄉鎮 

 

2.火藥庫資料標準類別 

火藥庫類別資料表有 dbo_MIN_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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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o_Powder_Deposit、dbo_MIN_Lot。火藥庫資料標準類別

資料屬性如下： 

表 7-11  MIN_火藥庫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IN_Powder (MIN_火藥庫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Coverage geometry  涵蓋範圍 

PowderId nvarchar 
10 火藥庫之設置登記證

編號 

XY nvarchar MAX 火藥庫座標位置 

Unit_Setup nvarchar 
50 火藥庫之設置單位公

司名稱 

EmpName nvarchar 50 設置單位負責人 

EmpAddress nvarchar 255 設置單位公司地址 

EmpPhone nvarchar 50 設置單位公司電話 

ExpirationDate datetime  設置有效日期 

BuildingType nvarchar 10 火藥庫構造型式 

表 7-12  MIN_寄存單位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Powder_Deposit (MIN_寄存單位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SID int 
 連結 MIN_火藥庫流水

號 

Unit_ Deposit nvarchar 
50 火藥庫之寄存單位公

司名稱 

EmpName nvarchar 50 寄存單位負責人 

EmpAddress nvarchar 255 寄存單位公司地址 

EmpPhone nvarchar 50 寄存單位公司電話 

ExpirationDate datetime  寄存有效日期 

表 7-13  MIN_位置記錄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IN_Lot (MIN_位置記錄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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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MIN_Lot (MIN_位置記錄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SID int 
 連結 MIN_火藥庫流水

號 

Lot nvarchar 50 用地段 

LotNum nvarchar 50 用地號 

Lot_Owner nvarchar 255 用地所有權人 

表 7-14 礦區資料標準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IN_MineArea (礦區資料標準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sys_id int  流水號 

geom geometry  範圍 

MINE_NO nvarchar 50 礦區字號 

Mine_Name nvarchar 200 礦場名稱 

Mine_Area int  面積 

Minetype nvarchar 5 採礦方式 

Describe nvarchar 5 礦區現況 

Type nvarchar 5 礦別 

Mineral nvarchar 200 礦種 

Main_Mineral nvarchar 50 主要礦種 

City nvarchar 50 縣市 

Town nvarchar 50 鄉鎮 

LIC_NO nvarchar 50 執照字號 

Entertxt nvarchar 50 登記證字號 

LIC_Date date  執照日期 

Start_Date date  有效日起 

End_Date date  有效日止 

Enter_Date date  登記日期 

XY nvarchar MAX 礦區座標界址 

XY_97 nvarchar MAX 97 礦區座標界址 

表 7-15 礦區位置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 Mine_Location (礦區位置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MINE_NO nvarchar 50 礦區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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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 Mine_Location (礦區位置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Location nvarchar 500 礦場位置 

表 7-16 礦業權者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 Mine_Owner (礦業權者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MINE_NO nvarchar 50 礦區字號 

Mine_Owner nvarchar 50 礦場位置 

Owner_Address nvarchar 50 礦業權者地址 

Owner_Phone nvarchar 50 礦業權者姓名 

表 7-17 礦種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 Mineral (礦種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Mineral_NO nvarchar 5 礦種編號 

Mineral_name nvarchar 50 礦種名稱 

表 7-18 全國縣市鄉鎮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Allcitytown (全國縣市鄉鎮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NO float  流水號 

City nvarchar 255 縣市 

CityID float 50 縣市 ID 

Town nvarchar 255 鄉鎮 

TownID nvarchar 255 鄉鎮 ID 

 

3. 礦業統計資料類別 

礦業統計類別資料表有 dbo_CityMineral、dbo_stat_stone、

dbo_stat_coal、dbo_stat_flow、dbo_stat_allstone、

dbo_stat_sale、bo_stat_produce 等，資料屬性如下： 

表 7-19 各縣市礦產品生產與銷售統計表 

資料表名稱 dbo_CityMineral (礦品生產與銷售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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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float  流水編號 

Year float  礦品生產與銷售年份 

City nvarchar  縣市名稱 

Mineral nvarchar 255 礦種 

ProductionQty nvarchar 255 礦種產量 

SalesQty nvarchar 255 礦種銷售量 

表 7-20 土石生產統計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stat_stone (土石生產統計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year float  年度 

city nvarchar 255 縣市 

type nvarchar 255 土石種類 

qty float  數量 

value float  金額 

citycode nvarchar 2 縣市代碼 

表 7-21 煤炭種類統計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stat_coal (煤炭種類統計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year float  年度 

product nvarchar 255 煤炭種類 

gov float  公營進口量 

priv float  民營進口量 

表 7-22 煤炭進口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stat_flow (煤炭進口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year float  年度 

country nvarchar 255 進口國家 

value float  進口量 

lon float  進口國家的經度 

lat float  進口國家的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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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3 土石種類統計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stat_allstone (土石種類統計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year float  年度 

type nvarchar 255 土石種類 

qty float  數量 

value float  價值 

表 7-24 礦產品銷售統計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stat_sale (礦產品銷售統計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float  礦種編號 

Year float  年度 

Minerals nvarchar 255 礦種 

Unit nvarchar 255 單位 

Qty float  數量 

Value float  價值 

表 7-25 礦產品生產統計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stat_produce (礦產品生產統計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float  礦種編號 

Year nvarchar 255 年度 

Minerals nvarchar 255 礦種 

Unit nvarchar 255 單位 

Qty float  數量 

Value float  價值 

4. Android 應用資料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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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應用資料表有 dbo_AppYardDevice、

dbo_AppYardConfig、dbo_AppYardReport、

dbo_AppYardPhoto、dbo_AndroidDevice、dbo_AppConfig、

dbo_AppPhoto、dbo_CheckRecord、Log_android 

等，資料屬性如下： 

表 7-26 礦場訪談手持設備檢核表 

資料表名稱 dbo_AppYardDevice (礦場訪談手持設備檢核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編號 

AndroidID nvarchar 50 Android 設備編號 

IMEI nvarchar 50 國際移動設備辨識碼 

ConFirmDevice1 nvarchar 10 設備使用確認 

ConFirmDate1 datetime  設備使用確認日期 

Pause nvarchar 10 設備暫停或使用狀態 

Registrant nvarchar 50 設備註冊人員 

RegisterTime datetime  設備註冊時間 

表 7-27 礦場訪談 APK 版本檢核表 

資料表名稱 dbo_AppYardConfig (礦場訪談 APK 版本檢核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ConfigKey nvarchar 50 確認類別 

ConfigValue nvarchar 500 APK 版本 

表 7-28 礦場訪談紀錄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AppYardReport (礦場訪談紀錄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編號 

InsertDatetime datetime   礦場訪談資料上傳時間 

AndroidID nvarchar 50 Android 設備編號 

TimeStamp nvarchar 50 礦場訪談資料時間 

A1 text   礦業權者登記資料 

B1 text   基本資料: 礦業用地 

B2 text   基本資料: 年度施工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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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AppYardReport (礦場訪談紀錄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B3 text   基本資料: 水土保持計

畫 

B4 text   基本資料: 境影響說明

書 

B5 text   基本資料: 停止開採處

分 

C1 text   開採資料: 礦種 

C2 text   開採資料: 礦產品用途 

C3 text   開採資料: 經營方式 

C4 text   開採資料: 開採方式 

C5 text   開採資料: 爆炸物 

C6 text   開採資料: 生產量計算

方式 

C7 text   開採資料: 礦石生產量 

C8 text   開採資料: 剝岩/土石量 

C9 text   開採資料: 開採設備 

C10 text   開採資料: 礦場作業人

員 

D1 text   運輸資料: 運輸方式 

D2 text   運輸資料: 輸送帶 

D3 text   運輸資料: 卡車 

D4 text   運輸資料: 直井 

D5 text   運輸資料: 運輸費用 

D6 text   運輸資料: 運輸方式 

D7 text   運輸資料: 火車運輸 

D8 text   運輸資料: 船舶運輸 

D9 text   運輸資料: 運輸費付費

方式 

E1 text   產銷資料: 自行開採 

E2 text   產銷資料: 委託開採 

E3 text   產銷資料: 礦石銷售價

格 

E4 text   產銷資料: 礦石自用/銷

售量 

E5 text   產銷資料: 土石銷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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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AppYardReport (礦場訪談紀錄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格 

E6 text   產銷資料: 土石銷售量 

E7 text   產銷資料: 交貨地點 

E8 text   產銷資料: 庫存量 

F1 text   其他事項 

G1 text   簽名 

表 7-29 礦場訪談相片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AppYardPhoto (礦場訪談相片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編號 

UploadTime datetime  相片上傳時間 

AndroidID nvarchar 50 Android 設備編號 

Timestamp nvarchar 50 拍攝時間記錄 

Filename nvarchar 50 巡查相片檔案名稱 

表 7-30 火藥庫巡查手持設備檢核表 

資料表名稱 dbo_AndroidDevice (火藥庫巡查手持設備檢核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編號 

AndroidID nvarchar 50 Android 設備編號 

IMEI nvarchar 50 國際移動設備辨識碼 

ConFirmDevice1 nvarchar 10 設備使用確認 

ConFirmDate1 smalldatetime  設備使用確認日期 

Pause nvarchar 10 設備暫停或使用狀態 

Registrant nvarchar 50 設備註冊人員 

RegisterTime smalldatetime  設備註冊時間 

表 7-31 火藥庫巡查 APK 版本檢核表 

資料表名稱 dbo_AppConfig (火藥庫巡查 APK 版本檢核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ConfigKey nvarchar 50 確認類別 

ConfigValue nvarchar 500 APK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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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2 火藥庫巡查相片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AppPhoto (火藥庫巡查相片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編號 

UploadTime datetime  相片上傳時間 

AndroidID nvarchar 50 Android 設備編號 

Timestamp nvarchar 50 拍攝時間記錄 

Filename nvarchar 50 巡查相片檔案名稱 

表 7-33 火藥庫巡查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CheckRecord (火藥庫巡查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編號 

AndroidID nvarchar 50 Android 設備編號 

UploadDate datetime  巡查資料上傳時間 

CheckDate nvarchar 50 火藥庫巡查時間 

CheckAmount nvarchar 50 抽查時現存量 

OtherAmount nvarchar 50 自填其他存量 

TemperatureDynami

te 

nvarchar 50 火藥庫温度 

TemperatureDetonat

er 

nvarchar 50 雷管庫温度 

SafetyCheck nvarchar 50 火藥庫安全設施檢查 

GuardCheck nvarchar 50 看守人資料檢查 

ManagerCheck nvarchar 50 爆管員資料檢查 

DynamiteCheck nvarchar 50 爆炸物存儲及領用檢

查 

BurstCheck nvarchar 50 爆破專業人員資料檢

查 

CheckNote nvarchar max 應行改善注意事項 

MineCreater nvarchar 50 礦務局查檢人員 

ApplyUnit nvarchar 50 火藥庫使用單位名稱 

EmpName nvarchar 50 代表人 

EmpAddress nvarchar 50 通訊地址 

ManageName nvarchar 50 爆管員姓名 

ManageID nvarchar 50 爆管證字號 

PowderID nvarchar 50 火藥庫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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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CheckRecord (火藥庫巡查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PowderLoc nvarchar 50 火藥庫座落 

PowderExpdate nvarchar 50 火藥庫有效期限 

PowderType nvarchar 50 設置或寄存 

LimitAmount nvarchar 50 火藥庫限存量 

Authentication nvarchar 50 資料上傳確認 

Improve nvarchar max 改善記錄 

Timestamp nvarchar 50 填表時間記錄 

Policecounty nvarchar 50 縣市警察局 

Policestation nvarchar 50 警察局分局名稱 

Policepeople nvarchar 50 警察局分局人員名稱 

Firecounty nvarchar 50 縣市消防局 

Firedepartment nvarchar 50 消防局分局名稱 

Firepeople nvarchar 50 消防局分局人員名稱 

 

表 7-34 Log 紀錄，記錄 App 每項操作資訊 

資料表名稱 dbo_Log_android 

(Log 紀錄，記錄 App 每項操作資訊)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Username nvarchar 50 使用者帳號 

LogDatetime smalldatetime  執行日期時間 

LogAct nvarchar max 執行動作 

5. 救災資源點位資料類別 

救災資源點位資料表有消防局點位資料表、警察局點位資

料表、醫療機構點位資料表等，資料屬性如下： 

表 7-35 消防局點位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FireOffic 1(消防局點位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float  流水編號 

NAME nvarchar 112 消防局名稱 

COUNTY nvarchar 10 縣市 

TOWN nvarchar 8 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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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nvarchar 254 地址 

TEL nvarchar 18 電話 

PX nvarchar 15 X 座標 

PY nvarchar 15 Y 座標 

表 7-36 警察局點位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PoliceOffice1 (警察局點位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float  流水編號 

NAME nvarchar 112 警察局名稱 

COUNTY nvarchar 10 縣市 

TOWN nvarchar 8 鄉鎮 

ADDRESS nvarchar 254 地址 

TEL nvarchar 18 電話 

PX nvarchar 15 X 座標 

PY nvarchar 15 Y 座標 

 

表 7-37 醫療機構點位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Hospital (醫療機構點位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float  流水編號 

NAME nvarchar 112 醫療機構名稱 

COUNTY nvarchar 10 縣市 

TOWN nvarchar 8 鄉鎮 

ADDRESS nvarchar 254 地址 

TEL nvarchar 18 電話 

PX nvarchar 15 X 座標 

PY nvarchar 15 Y 座標 

 

(二)事業用爆炸物 e 網使用資料表 

 1.人員行政處分資料表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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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處分資料表 dbo_MPunishmen 屬性如下： 

表 7-38 行政處分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Punishment (行政處分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PID nvarchar 255 身分證字號 

prog_role nvarchar 50 處分證號 

prog_time datetime  處分時間 

prog_DocNo nvarchar 255 處分文號 

PunishDateS datetime  開始時間 

PunishDateE datetime  結束時間 

LawFor nvarchar 50 法規代號 

LawDeal nvarchar 50 處分種類與額度 

LawCount int  警告次數 

DealWith nvarchar 255 備註 

DealUser nvarchar 20 記錄人員 

MPID int  人員代碼 

 

2.爆管員請假資料表類別 

爆管員請假資料表類別包含 dbo_MPunishment、

dbo_MLeaveRecord 等，屬性如下： 

表 7-39 爆管員請假記錄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LeaveRecord (爆管員請假記錄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PID nvarchar 10 身分證字號 

ComName nvarchar 50 公司名稱 

ApplyDate datetime  申請日期 

LeaveDateS datetime  請假開始 

LeaveDateE datetime  請假結束 

LinkUnit int  公司代碼 

MPID int  人員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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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0 爆管員請假申請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Leave_Apply (爆管員請假申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ApplyDate datetime  申請日期 

LinkUnit int  公司代碼 

LeaveDateS datetime  開始時間 

LeaveDateE datetime  結束時間 

PID nvarchar 10 身分證字號 

Name nvarchar 50 姓名 

ManagerID nvarchar 15 爆管證號 

PID1 nvarchar 10 代理人身分證字號 

Name1 nvarchar 50 代理人姓名 

LicenseID1 nvarchar 15 代理人證號 

CheckList1 nvarchar 10 勾選項目 

DataType nvarchar 10 檢附資料方式 

FileName nvarchar 50 檔案名稱 

ConFirmLeave1 nvarchar 2 承辦人審核 

ConFirmDate1 datetime  承辦審核日期 

ConFirmLeave2 nvarchar 2 科長審核 

ConFirmDate2 datetime  科長審核日期 

ConFirmLeave3 nvarchar 2 組長審核 

ConFirmDate3 datetime  組長審核日期 

Reason1 nvarchar 255 承辦退回理由 

Reason2 nvarchar 255 科長退回理由 

Reason3 nvarchar 255 組長退回理由 

LinkMPID int  人員代碼 

3.人員訓練資料表類別 

人員訓練資料表請參閱「叁、本期資料彙整與資料表設計」

訓練類別資料表欄位說明。 

4.人員調訓資料表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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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調訓資料表類別有爆管員 dbo_TClassM_Work、

dbo_TClassM_Work1、dbo_TClassP_Work、

dbo_TClassP_Work1、dbo_Mteach_After。人員調訓資料表

類別資料屬性如下： 

表 7-41 爆管員調訓報名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TClassM_Work (爆管調訓報名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報名表流水號 

LinkUnit int  公司代碼 

ApplyDate datetime  申請日期 

DataType nvarchar 10 檢附資料方式 

FileName nvarchar 200 檔案名稱 

PayAccount nvarchar 200 繳費帳號或單據 

ConFirmStatus int  處理狀態 

linkClass int  課程代碼 

表 7-42 爆管員調訓報名人員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TClassM_Work1 (爆管員調訓報名人員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PCID int  報名表流水號 

Name nvarchar 10 姓名 

PID nvarchar 10 身分證字號 

Attend nvarchar 2 是否簽到 

Qualify nvarchar 2 是否報到 

linkMPID int  人員代碼 

表 7-43 爆破員調訓報名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TClassP_Work (爆破員調訓報名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報名表流水號 

LinkUnit int  公司代碼 

ApplyDate datetime  申請日期 

DataType nvarchar 10 檢附資料方式 

FileName nvarchar 200 檔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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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Account nvarchar 200 繳費帳號或單據 

ConFirmStatus int  處理狀態 

linkClass int  課程代碼 

表 7-44 爆破員調訓報名人員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TClassP_Work1 (爆破員調訓報名人員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PCID int  報名表流水號 

Name nvarchar 10 姓名 

PID nvarchar 10 身分證字號 

Attend nvarchar 2 是否簽到 

Qualify nvarchar 2 是否報到 

linkMPID int  人員代碼 

表 7-45 調訓記錄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teach_After (調訓記錄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PID nvarchar 10 身分證字號 

TeachName nvarchar 50 課程名稱 

TeachSubname nvarchar 20 課程場次 

TeachDateS datetime  開始時間 

TeachDateE datetime  結束時間 

Train_Place nvarchar 255 地點 

LinkUnit int  公司代碼 

MPID int  人員代碼 

 

5.人員證件管理資料表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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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證件管理類別資料表有 dbo_MUserInfo、

dbo_MManager_Apply、dbo_Mprofessional_Apply、

dbo_MProfessional_Apply1、dbo_Mprofessional_List、

dbo_MProfessional_List1、dbo_Mprofessionallist_Fix。人員

證件管理類別資料屬性如下： 

表 7-46 人員基本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UserInfo (人員基本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PID nvarchar 10 身分證字號 

Name nvarchar 50 姓名 

Sex nvarchar 5 性別 

Birthday datetime  出生年月日 

AddressLive nvarchar 50 現居地址 

AddressCensus nvarchar 50 戶籍地址 

PhoneComp nvarchar 20 公司電話 

PhoneHome nvarchar 20 住宅電話 

PhoneCell nvarchar 20 手機 

Edu nvarchar 50 學歷 

StateM nvarchar 5 狀態(爆管) 

StateP nvarchar 5 狀態(爆破) 

ManagerID nvarchar 15 爆管證號 

ManagerDate datetime  有效期限 

ProfessionalID nvarchar 15 爆破證號 

ProfessionalDate datetime  有效期限 

MedicalDate datetime  醫院證明開具日期 

Note nvarchar max 備註 

MPID int  人員代碼 

表 7-47 爆管員證申請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Manager_Apply (爆管員證申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ApplyType nvarchar 10 申請類別 

ApplyDate datetime  申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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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MManager_Apply (爆管員證申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LinkUnit int  公司代碼 

PID nvarchar 10 身分證字號 

Name nvarchar 50 姓名 

Workplace nvarchar 50 工作場所 

CheckList1 nvarchar 10 勾選項目 1 

ManagerID nvarchar 15 爆管證號 

CheckList2 nvarchar 20 勾選項目 2 

DataType nvarchar 10 檢附資料方式 

FileName nvarchar 50 檔案名稱 

DataType1 nvarchar 10 檢附素行檔方式 

FileName1 nvarchar 50 素行檔名稱 

PhotoName nvarchar 50 照片檔名 

Authority nvarchar 5 業者類別 

ConFirmManager1 nvarchar 2 承辦人審核 

ConFirmDate1 datetime  承辦審核日期 

ConFirmManager2 nvarchar 2 科長審核 

ConFirmDate2 datetime  科長審核日期 

ConFirmManager3 nvarchar 2 組長審核 

ConFirmDate3 datetime  組長審核日期 

Reason1 nvarchar 255 承辦退回理由 

Reason2 nvarchar 255 科長退回理由 

Reason3 nvarchar 255 組長退回理由 

PayAccount nvarchar 50 繳費帳號或單據 

arrive_time datetime  核准日期 

arrive_DocNo nvarchar 50 核准文號 

LinkMPID int  人員代碼 

表 7-48 爆破員證申請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professional_Apply (爆破員證申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ApplyType nvarchar 10 申請類別 

ApplyDate datetime  申請時間 

LinkUnit int  公司代碼 

DataType nvarchar 10 檢附資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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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Mprofessional_Apply (爆破員證申請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FileName nvarchar 50 檔案名稱 

DataType1 nvarchar 10 檢附素行檔方式 

FileName1 nvarchar 50 素行檔名稱 

ConFirmPro1 nvarchar 5 承辦人審核 

ConFirmDate1 datetime  承辦審核日期 

ConFirmPro2 nvarchar 5 科長審核 

ConFirmDate2 datetime  科長審核日期 

ConFirmPro3 nvarchar 5 組長審核 

ConFirmDate3 datetime  組長審核日期 

Reason1 nvarchar MAX 承辦退回理由 

Reason2 nvarchar MAX 科長退回理由 

Reason3 nvarchar MAX 組長退回理由 

PayAccount nvarchar 20 繳費帳號或單據 

arrive_time datetime  核准日期 

arrive_DocNo nvarchar 50 核准文號 

表 7-49 爆破員證人員基本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professional_List (爆破員證人員基本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PAID int  爆破證申請代號 

Name nvarchar 50 姓名 

PID nvarchar 10 身分證字號 

Birthday datetime  出生年月日 

CourseID1 nvarchar 50 訓練結業證書字號 

ProfessionalID nvarchar 15 爆破證號 

PhotoName nvarchar 50 照片檔名 

linkMPID int  人員代碼 

表 7-50 專業人員名冊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professional_List (專業人員名冊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ApplyDate datetime  報送日期 

LinkUnit int  公司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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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Reason nvarchar 50 申報情形 

Industry nvarchar 50 使用爆炸物行業 

Appellation nvarchar 50 礦區/工程/火藥庫名稱 

DataType nvarchar 10 檢附資料方式 

FileName nvarchar 50 檔案名稱 

DataType1 nvarchar 10 檢附切結書方式 

FileName1 nvarchar 50 切結書名稱 

ConFirmPL1 nvarchar 5 承辦人審核 

ConFirmDate1 datetime  承辦審核日期 

ConFirmPL2 nvarchar 5 科長審核 

ConFirmDate2 datetime  科長審核日期 

ConFirmPL3 nvarchar 5 組長審核 

ConFirmDate3 datetime  組長審核日期 

Reason1 nvarchar MAX 承辦退回理由 

Reason2 nvarchar MAX 科長退回理由 

Reason3 nvarchar MAX 組長退回理由 

ListCheck int  名冊規則檢查 

表 7-51 名冊成員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MProfessional_List1 (名冊成員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PLID int  名冊代號 

Name nvarchar 20 姓名 

Sex nvarchar 5 性別 

Age int  年齡 

ProfessionalID nvarchar 15 爆破證號 

ProfessionalDate datetime  有限日期 

Job nvarchar 50 使用爆炸物工作類別 

WorkCond nvarchar 5 任職狀況 

WorkDate datetime  任職狀況日期 

Relation nvarchar 5 與公司行號關係 

RelationMsg nvarchar 255 任職狀況備註 

RelationComp nvarchar 50 委託公司 

linkMPID int  人員代碼 

表 7-52 名冊異動資料表 



104 年度委辦計畫「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帄台建置及推廣計畫（4/4）」              成果報告書 

364 

 

資料表名稱 dbo_Mprofessionallist_Fix (名冊異動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FixType nvarchar(10)  異動別 

FixDate datetime 10 異動時間 

FixNote nvarchar(255) 50 備註 

HtmlString nvarchar(MAX) 10 表單程式碼 

Linkid nvarchar(20) 10 名冊代碼 

 

6.火藥庫資料表類別 

火藥庫資料表類別請參閱「叁、本期資料彙整與資料表設

計」火藥庫類別資料表欄位說明。 

7.爆炸物進出口類別 

爆炸物進出口類別資料表請參閱「叁、本期資料彙整與資

料表設計」爆炸物進出口類別資料表欄位說明。 

8.配購證、運輸證、登記簿、旬月報等類別 

配購證、運輸證、登記簿、旬月報等類別資料表有

dbo_Transport_buy、dbo_Transbuy_ Dynamite、

dbo_AProjectTable、dbo_Aapply_S1Tb、dbo_Aapply_S2Tb、

dbo_Aapply_S3Tb、dbo_Aapply_S4Tb、dbo_Aapply_S5Tb、

dbo_Aapply_S6Tb、dbo_BProjectTable、dbo_Bapply_S1Tb、

dbo_Bapply_S2Tb、dbo_Bapply_S3Tb、dbo_Bapply_S4Tb、

dbo_Bapply_S5Tb、dbo_Bapply_S6Tb、dbo_Transport、

dbo_Trans_Dynamite、dbo_DynamiteType、等。配購證、運

輸證等類別資料屬性如下： 

表 7-53 甲乙式配購(運輸)證資訊 

資料表名稱 dbo_Transport_buy (甲乙式配購(運輸)證資訊)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float  配購(運輸)證編號 

LinkData int  甲式申請表代碼 

Thedate datetime  產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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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nchar 10 類別，A 代表甲式、B

代表乙式 

Date nvarchar 50  

Start nvarchar 200 起運庫 

Arrive nvarchar 200 目的庫 

ConFirmDetail nvarchar 5 核發配購(運輸)證 

ConFirmDate datetime  核發日期 

Reason nvarchar max 備註 

Detail1 int  販賣 1 

Detail2 int  販賣 2 

Detail3 int  販賣 3 

TransStart nvarchar 5 配購(運輸)證開始日 

TransEnd nvarchar 5 配購(運輸)證結束日 

FinalID nvarchar 30 配購(運輸)證號 

IssueDate smalldatetime  配購(運輸)證有效期限 

表 7-54 甲乙式配購(運輸)證明細 

資料表名稱 dbo_Transbuy_Dynamite 

 (甲乙式配購(運輸)證明細)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nvarchar 50 配購(運輸)證編號 

Dynamite nvarchar 200 爆炸物名稱規格 

Uint nvarchar 10 爆炸物單位 

Amount float  爆炸物數量 

Source nvarchar 50 爆炸物來源 

Packaging nvarchar 50 爆炸物包裝 

Note nvarchar max 配購(運輸)明細備註 

LinkBookFrom nvarchar 50 來源移轉登記簿 

LinkBookTo nvarchar 50 目的移轉登記簿 

CarNo nvarchar 10 運輸車號 

TransOK int  配購運輸完成紀錄 

sno int  流水號 

表 7-55 礦場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AProjectTable (礦場資料表,甲式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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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LinkUnit int  使用身份代碼 

MineId nvarchar 50 礦場名稱 

MineLicense nvarchar 50 採礦執照號碼 

MinePeriod nvarchar 50 開採期限 

PermitId nvarchar 50 土石採取許可證 

ConFirmApply1 nvarchar 1 礦場審查初審核准狀

態 

ConFirmDate1 datetime  礦場審查初審核准日

期 

ConFirmApply2 nvarchar 1 礦場審查複審核准狀

態 

ConFirmDate2 datetime  礦場審查複審核准日

期 

Creater nvarchar 50 礦場資料建立者 

Dynamite float  核定現存量(炸藥) 

ElecDetonator float  核定現存量(雷電管) 

NelecDetonator float  核定現存量(非雷電管) 

NonelCord float  核定現存量(導爆(火)

索) 

NonelTube float  核定現存量(導爆管) 

PowderId nvarchar 20 設置登記證字號 

PowderExpdate datetime  設置登記證有效期限 

Guards nvarchar 50 看守人員姓名 

ManageName nvarchar 10 爆炸物管理員姓名 

ManageAge int  爆炸物管理員年齡 

ManageId nvarchar 20 爆管證字號 

ManageExpdate datetime  爆管證有效期限 

LinkProj int  礦場資料代碼 

表 7-56 甲式申請表一資料表 

資料分類 dbo_Aapply_S1Tb(甲式表一, 爆炸物用途與地點)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LinkProj int  礦場資料代碼 

ExplosiveUse nvarchar 50 爆炸物用途 

ExplosiveLoc nvarchar 50 爆炸物使用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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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類 dbo_Aapply_S1Tb(甲式表一, 爆炸物用途與地點)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ApplyDate datetime  配購申請的申請日 

SubmitApply nvarchar 1 配購申請送審狀態 

ConFirmBuy1 nvarchar 1 配購審查初審核准狀

態 

ConFirmDate1 datetime  配購審查初審核准日

期 

ConFirmBuy2 nvarchar 1 配購審查複審核准狀

態 

ConFirmDate2 datetime  配購審查複審核准日

期 

ConFirmBuy3 nvarchar 1 配購審查三審核准狀

態 

ConFirmDate3 datetime  配購審查三審核准日

期 

LinkData int  甲式申請表代碼 

PayAccount nvarchar 50 匯款帳號 

表 7-57 甲式申請表二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Aapply_S2Tb (甲式申請表二, 火藥庫資訊)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Dynamite float  核定現存量(炸藥) 

ElecDetonator float  核定現存量(雷電管) 

NelecDetonator float  核定現存量(非雷電管) 

NonelCord float  核定現存量(導爆(火)

索) 

NonelTube float  核定現存量(導爆管) 

PowderId nvarchar 20 設置登記證字號 

PowderExpdate datetime  設置登記證有效期限 

Guards nvarchar 50 看守人員姓名 

ManageName nvarchar 10 爆炸物管理員姓名 

ManageAge int  爆炸物管理員年齡 

ManageId nvarchar 20 爆管證字號 

ManageExpdate datetime  爆管證有效期限 

Route1 nvarchar 50 炸藥成品運送起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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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Aapply_S2Tb (甲式申請表二, 火藥庫資訊)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線 

Route2 nvarchar 50 火工製品運送起訖路

線 

Route3 nvarchar 50 現場伴合爆劑運送起

訖路線 

Seller1 nvarchar 50 爆炸物販賣業者 1 

Seller2 nvarchar 50 爆炸物販賣業者 2 

Seller3 nvarchar 50 爆炸物販賣業者 3 

Escorts nvarchar 50 爆炸物隨車護送人員

姓名 

Change nvarchar 5 紀錄是否有修改火藥

庫資訊 

LinkData int  甲式申請表代碼 

表 7-58 甲式申請表三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Aapply_S3Tb (甲式申請表三, 採掘方式)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MineMethod nvarchar 50 採掘方法 

MinePlace nvarchar 50 採掘場所名稱 

RockType nvarchar 50 礦石種類 

LastmonthPro float  上月產量(公噸) 

ThisyearPro1 float  本年度預計產量(公噸) 

ThisyearPro2 float  本年度累計產量(公噸) 

ThisyearUse1 float  本年度預計炸藥用量

(公噸) 

ThisyearUse2 float  本年度累計炸藥用量

(公噸) 

ThisyearHeight float  礦坑的高度(公尺) 

ThisyearWidth float  礦坑的寬度(公尺) 

Progress1 float  上月實際進度(公尺) 

Progress2 float  現在總延長(公尺) 

LinkData int  甲式申請表代碼 

LinkS3 int  採掘申請表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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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9 甲式申請表四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Aapply_S4Tb (甲式申請表四 , 爆破專業人

員)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RealName nvarchar 20 爆破專業人員姓名 

ValidDate datetime  證件有效期限 

LinkData int  甲式申請表代碼 

LinkS4 int  爆破專業人員申請表

代碼 

表 7-60 甲式申請表五資料表 

資料分類 dbo_Aapply_S5Tb (甲式申請表五, 數量記錄)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UsedDays int  上個月炸藥成品使用

天數 

DynamiteA nvarchar 100 起爆炸藥 

DynamiteB nvarchar 100 乳膠炸藥 

DynamiteC nvarchar 100 硝油炸藥 

BlastingA nvarchar 100 現場拌合硝油爆劑 

BlastingB nvarchar 100 現場拌合乳化爆劑 

DetontorA nvarchar 100 瞬發雷電管 

DetontorB nvarchar 100 遲發雷電管 

DetontorC nvarchar 100 非雷電管 

DetontingCord nvarchar 100 導爆索 

DetontingTube nvarchar 100 導爆管 

CurrentExpdate datetime  本月耗用截止日 

LinkData int  甲式申請表代碼 

表 7-61 甲式申請表六資料表 

資料分類 dbo_Aapply_S6Tb (甲式申請表六, 申請註記)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LinkData int  甲式申請表代碼 

Mine_note max  礦務局註記 

Client_note max  業者申請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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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2 乙式工程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BProjectTable (工程業者, 乙式工程申請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LinkUnit int  使用者角色代碼 

RegisterId nvarchar 50 登記證明文件字號 

RegisterType nvarchar 50 事業別 

EngName nvarchar 50 工程名稱 

EngPeriod nvarchar 50 工程期限 

PermitId nvarchar 50 核准合約機關文號 

ConFirmApply1 nvarchar 1 工程審查初審核准狀

態 

ConFirmDate1 datetime  工程審查初審核准日

期 

ConFirmApply2 nvarchar 1 工程審查複審核准狀

態 

ConFirmDate2 datetime  工程審查複審核准日

期 

Creater nvarchar 50 工程資料建立者 

Dynamite float  核定現存量(炸藥) 

ElecDetonator float  核定現存量(雷電管) 

NelecDetonator float  核定現存量(非雷電管) 

NonelCord float  核定現存量(導爆(火)

索) 

NonelTube float  核定現存量(導爆管) 

PowderId nvarchar 20 設置登記證字號 

PowderExpdate datetime  設置登記證有效期限 

Guards nvarchar 50 看守人員姓名 

ManageName nvarchar 10 爆炸物管理員姓名 

ManageAge int  爆炸物管理員年齡 

ManageId nvarchar 20 爆管證 

ManageExpdate datetime  爆管證有效期限 

LinkProj int  工程資料代碼 

表 7-63 乙式申請表一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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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類 dbo_Bapply_S1Tb(乙式表一, 爆炸物用途與地點)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LinkProj int  工程資料代碼 

ExplosiveUse nvarchar 50 爆炸物用途 

ExplosiveLoc nvarchar 50 使用地點 

ApplyDate datetime  配購申請的申請日 

SubmitApply nvarchar 1 配購申請送審狀態 

ConFirmBuy1 nvarchar 1 配購審查初審核准狀

態 

ConFirmDate1 datetime  配購審查初審核准日

期 

ConFirmBuy2 nvarchar 1 配購審查複審核准狀

態 

ConFirmDate2 datetime  配購審查複審核准日

期 

ConFirmBuy3 nvarchar 1 配購審查三審核准狀

態 

ConFirmDate3 datetime  配購審查三審核准日

期 

PayAccount nvarchar 50 匯款帳號 

LinkData int  乙式申請表代碼 

表 7-64 乙式申請表二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Bapply_S2Tb (乙式申請表二, 火藥庫資訊)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Dynamite float  核定現存量(炸藥) 

ElecDetonator float  核定現存量(雷電管) 

NelecDetonator float  核定現存量(非雷電管) 

NonelCord float  核定現存量(導爆(火)

索) 

NonelTube float  核定現存量(導爆管) 

PowderId nvarchar 20 設置登記證字號 

PowderExpdate datetime  設置登記證有效期限 

Guards nvarchar 50 看守人員姓名 

ManageName nvarchar 10 爆炸物管理員姓名 

ManageAge int  爆炸物管理員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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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Bapply_S2Tb (乙式申請表二, 火藥庫資訊)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ManageId nvarchar 20 爆管證 

ManageExpdate datetime  爆管證有效期限 

Route1 nvarchar 50 炸藥成品運送起訖路

線 

Route2 nvarchar 50 火工製品運送起訖路

線 

Route3 nvarchar 50 現場伴合爆劑運送起

訖路線 

Seller1 nvarchar 50 爆炸物販賣業者 1 

Seller2 nvarchar 50 爆炸物販賣業者 2 

Seller3 nvarchar 50 爆炸物販賣業者 3 

Escorts nvarchar 50 爆炸物隨車護送人員

姓名 

Change nvarchar 5 紀錄是否有修改火藥

庫資訊 

LinkData int 2 乙式申請表代碼 

表 7-65 乙式申請表三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Bapply_S3Tb (乙式申請表三, 需炸物體)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ExpObject nvarchar 50 需炸物體名稱 

ExpBlock float  需炸物體總數(立方公

尺) 

Progress1 float  現在總進度(立方公尺) 

Progress2 float  上月進度(立方公尺) 

LinkData int  乙式申請表代碼 

LinkS3 int  需炸物體申請表代碼 

表 7-66 乙式申請表四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Bapply_S4Tb (乙式申請表四, 爆破專業人員)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RealName nvarchar 20 爆破專業人員姓名 

ValidDate datetime  證件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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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Data int  乙式申請表代碼 

LinkS4 int  爆破專業人員申請表

代碼 

表 7-67 乙式申請表五資料表 

資料分類 dbo_Bapply_S5Tb (乙式申請表五, 數量記錄)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UsedDays int  上個月炸藥成品使用

天數 

DynamiteA nvarchar 100 起爆炸藥 

DynamiteB nvarchar 100 乳膠炸藥 

DetontorA nvarchar 100 瞬發電雷管 

DetontorB nvarchar 100 遲發電雷管 

DetontorC nvarchar 100 非電雷管 

DetontingCord nvarchar 100 導爆索 

DetontingTube nvarchar 100 導爆管 

CurrentExpdate datetime  本月耗用截止日 

LinkData int  乙式申請表代碼 

表 7-68 乙式申請表六資料表 

資料分類 dbo_Aapply_S6Tb (乙式申請表六, 申請註記)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LinkData int  乙式申請表代碼 

Mine_note max  礦務局註記 

Client_note max  業者申請註記 

表 7-69 運輸證申請資訊 

資料分類 dbo_Transport (運輸證申請資訊)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nvarchar 50 流水編號 

LinkUnit Int  使用者角色代碼 

Authtype nvarchar 10 申請者身分代碼 

Applydate datetime  填表日期 

Purpose nvarchar 50 移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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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類 dbo_Transport (運輸證申請資訊)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Date datetime  起卸日期 

Start nvarchar 50 起運地點 

Arrive nvarchar 50 運往地點 

Escorts nvarchar 50 隨車護送人員 

Manager nvarchar 10 爆炸物管理員 

Package nvarchar 10 包裝方式 

Route nvarchar 50 經過路線 

Transportation nvarchar 50 運輸方法 

ConFirmTrans1 nvarchar 2 運輸證審查初審核准

狀態 

ConFirmDate1 datetime  運輸證審查初審核准

日期 

ConFirmTrans2 nvarchar 2 運輸證審查複審核准

狀態 

ConFirmDate2 datetime  運輸證審查複審核准

日期 

ConFirmTrans3 nvarchar 2 運輸證審查三審核准

狀態 

ConFirmDate3 datetime  運輸證審查三審核准

日期 

PayAccount nvarchar 50 付費單據號碼 

Reason1 nvarchar max 初審退回理由 

Reason3 nvarchar max 複審退回理由 

Reason3 nvarchar max 三審退回理由 

Cars int  車號 

TransStart nvarchar 5 起運庫 

TransEnd nvarchar 5 運往庫 

Ways int  路線數 

Cars int  車輛數 

FinalID nvarchar 200 運輸證號 

CarToWay nvarchar 200 車輛對照路線 

IssueDate smalldatetime  有效期限 

表 7-70 運輸證移運炸藥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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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類 dbo_Trans_Dynamite (運輸證移運炸藥明細)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nvarchar 50 運輸證編號 

Dynamite nvarchar 10 爆炸物名稱 

Uint nvarchar 10 單位 

Amount float  移運數量 

Source nvarchar 50 來源 

Packaging nvarchar 50 包裝方式 

Note nvarchar max 備註 

LinkBookFrom nvarchar 50 來源移轉登記簿 

LinkBookTo nvarchar 50 目的移轉登記簿 

CarNo nvarchar 10 運輸車號 

TransOK int  配購運輸完成紀錄 

sno int  流水號 

表 7-71 爆炸物種類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DynamiteType (爆炸物種類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ExplosiveType nvarchar 255 爆炸物種類 

ExplosiveName nvarchar 255 爆炸物品名 

ExplosiveSpec nvarchar 255 爆炸物規格 

ExplosiveVendors nvarchar 255 爆炸物販賣業者 

ExplosiveMaker nvarchar 255 爆炸物製造者 

9.登記簿、旬月報等類別 

登記簿、旬月報等類別資料表有 dbo_ARegister_book、

dbo_ARegister_all、dbo_BRegister_book、

dbo_BRegister_all、dbo_CRegister_book、

dbo_CRegister_all、dbo_ERegister_book、dbo_ERegister_all、

dbo_ARegister_days、dbo_BRegister_days、

dbo_CRegister_moon、dbo_ERegister_moon 等。登記簿、旬

月報等類別資料屬性如下： 

表 7-72 甲式登記簿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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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類 dbo_ARegister_book (甲式登記簿, 礦區的所有登

記簿)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DynamiteName nvarchar 50 爆炸物名稱 

SourceId nvarchar 50 來源 

RegistDate datetime  日期 

OriginalAmount float  庫存數量 

CalcUnit nvarchar 20 計量單位 

LinkUnit int  使用者角色代碼 

LinkProj int  礦場資料代碼 

LinkBook int  甲式登記簿代碼 

表 7-73 甲式登記簿進出庫記錄資料表 

資料分類 dbo_ARegister_all (甲式登記簿進出庫記錄)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RegistDate datetime  日期 

OriginalAmount float  原庫存數量 

InAmount float  進庫數量 

OutAmount float  發出數量 

BackAmount float  退回數量 

UseAmount float  實耗數量 

RemainAmount float  結存數量 

SourceId nvarchar 50 來源(配購運輸證號碼) 

LinkBook int  甲式登記簿代碼 

LinkBsno int  甲式進出紀錄代碼 

表 7-74 乙式登記簿資料表 

資料分類 dbo_BRegister_book (乙式登記簿, 工程的所有登

記簿)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DynamiteName nvarchar 50 爆炸物名稱 

SourceId nvarchar 50 來源 

RegistDate datetime  日期 

OriginalAmount float  庫存數量 

CalcuUnit nvarchar 20 計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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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類 dbo_BRegister_book (乙式登記簿, 工程的所有登

記簿)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LinkUnit int  使用者角色代碼 

LinkProj int  工程資料代碼 

LinkBook int  乙式登記簿代碼 

表 7-75 乙式登記簿進出庫記錄資料表 

資料分類 dbo_BRegister_all (乙式登記簿進出庫記錄)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RegisDate datetime  日期 

OriginalAmount float  原庫存數量 

InAmount float  進庫數量 

OutAmount float  發出數量 

BackAmount float  退回數量 

UseAmount float  實耗數量 

RemainAmount float  結存數量 

SourceId nvarchar 50 來源(配購運輸證號碼) 

LinkBook int  乙式登記簿代碼 

LinkBsno int  乙式進出紀錄代碼 

表 7-76 製造販賣登記簿資料表 

資料分類 dbo_CRegister_book (製造販賣業者登記簿,製造

販賣業者的所有登記簿)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DynamiteName nvarchar 50 爆炸物名稱 

SourceId nvarchar 50 來源 

RegistDate datetime  日期 

OriginalAmount float  庫存數量 

CalcUnit nvarchar 20 計量單位 

LinkUnit int  使用者角色代碼 

LinkProj int  火藥庫資料代碼 

LinkBook int  製造販賣登記簿代碼 

表 7-77 製造販賣登記簿進出庫記錄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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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類 dbo_CRegister_all (製造販賣業者登記簿進出庫記

錄)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RegistDate datetime  日期 

OriginalAmount float  原庫存數量 

ImportAmount float  進口數量 

OutputAmount float  生產數量 

SalesAmount float  銷售數量 

PrivateAmount float  自用數量 

RemainAmount float  結存數量 

SourceId nvarchar 50 來源(貨品進口同意書

或配購運輸證號碼) 

LinkBook int  製造販賣登記簿代碼 

LinkBsno int  製造販賣進出紀錄代

碼 

表 7-78 販賣登記簿資料表 

資料分類 dbo_ERegister_book (販賣業者登記簿, 販賣業者

的所有登記簿)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DynamiteName nvarchar 50 爆炸物名稱 

SourceId nvarchar 50 來源 

RegistDate datetime  日期 

OriginalAmount float  庫存數量 

CalcUnit nvarchar 20 計量單位 

LinkUnit int  使用者角色代碼 

LinkProj int  火藥庫資料代碼 

LinkBook int  製造販賣登記簿代碼 

表 7-79 販賣登記簿進出庫記錄資料表 

資料分類 dbo_ERegister_all (販賣業者登記簿進出庫記錄)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RegistDate datetime  日期 

OriginalAmount float  原庫存數量 

ImportAmount float  進口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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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類 dbo_ERegister_all (販賣業者登記簿進出庫記錄)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PurchaseAmount float  購買數量 

SalesAmount float  銷售數量 

RemainAmount float  結存數量 

SourceId nvarchar 50 來源(貨品進口同意書

或配購運輸證號碼) 

LinkBook int  販賣登記簿代碼 

LinkBsno int  販賣進出紀錄代碼 

表 7-80 礦業土石業者旬報記錄資料表 

資料分類 dbo_ARegister_days (礦業土石業者旬報記錄)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LinkUnit int  使用者角色代碼 

LinkProj int  礦場資料代碼 

Applydate datetime  填表日期 

Period nvarchar 20 旬報期間 

ConFirmTen nvarchar 5 旬報審查初審核准狀

態 

ConFirmDate1 datetime  旬報審查初審核准日

期 

ConFirmMoon nvarchar 5 月報審查複審核准狀

態 

ConFirmDate2 datetime  月報審查複審核准日

期 

DynamiteA nvarchar 50 起爆炸藥 

DynamiteB nvarchar 50 乳膠炸藥 

DynamiteC nvarchar 50 硝油炸藥 

BlastingA nvarchar 50 現場拌合硝油爆劑 

BlastingB nvarchar 50 現場拌合乳化爆劑 

DetontorA nvarchar 50 瞬發雷電管 

DetontorB nvarchar 50 遲發雷電管 

DetontorC nvarchar 50 非雷電管 

DetontingCord nvarchar 50 導爆索 

DetontingTube nvarchar 50 導爆管 

EngAmount nvarchar 50 工程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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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類 dbo_ARegister_days (礦業土石業者旬報記錄)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DaysID int  旬報記錄代碼 

表 7-81 工程業者旬報記錄資料表 

資料分類 dbo_BRegister_days (工程業者旬報記錄)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LinkUnit int  使用者角色代碼 

LinkProj int  工程資料代碼 

Applydate datetime  填表日期 

Period nvarchar 20 旬報期間 

ConFirmTen nvarchar 5 旬報審查初審核准狀

態 

ConFirmDate1 datetime  旬報審查初審核准日

期 

ConFirmMoon nvarchar 5 月報審查複審核准狀

態 

ConFirmDate2 datetime  月報審查複審核准日

期 

DynamiteA nvarchar 50 起爆炸藥 

DynamiteB nvarchar 50 乳膠炸藥 

DetontorA nvarchar 50 瞬發雷電管 

DetontorB nvarchar 50 遲發雷電管 

DetontorC nvarchar 50 非雷電管 

DetontingCord nvarchar 50 導爆索 

DetontingTube nvarchar 50 導爆管 

EngAmount nvarchar 50 工程數量 

DaysID int  旬報記錄代碼 

表 7-82 製造販賣業者月報記錄資料表 

資料分類 dbo_CRegister_moon (製造販賣業者月報記錄)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MoonID int  流水編號 

LinkUnit int  使用者角色代碼 

Year nchar 10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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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類 dbo_CRegister_moon (製造販賣業者月報記錄)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Moon nchar 10 月份 

PowderID nvarchar 20 火藥庫編號 

Dynamites nvarchar max 炸藥種類 

ConFirmMoon nvarchar 10 月報審查初審核准狀

態 

ConFirmDate1 datetime  月報審查初審核准日

期 

表 7-83 販賣業者月報記錄資料表 

資料分類 dbo_ERegister_moon (販賣業者月報記錄)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MoonID int  流水編號 

LinkUnit int  使用者角色代碼 

Year nchar 10 年份 

Moon nchar 10 月份 

PowderID nvarchar 20 火藥庫編號 

Dynamites nvarchar max 炸藥種類 

ConFirmMoon nvarchar 10 月報審查初審核准狀

態 

ConFirmDate1 datetime  月報審查初審核准日

期 

 

(十) 其他資料表類別 

其他類別資料表有退回記錄資料表、首頁公告訊息資料表、

隱藏待辦事項訊息資料表、使用者資料表等。其他類別資料

屬性如下： 

表 7-84 退回記錄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ReturnRecord (退回記錄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ReturnType nvarchar 10 退回類別 

ReturnStep nvarchar 50 退回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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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ReturnRecord (退回記錄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ReturnDate datetime  退回時間 

ReturnNote nvarchar 250 退回註記 

HtmlString nvarchar MAX 程式碼記錄 

Linkid nvarchar 20 關聯代碼 

表 7-85 首頁公告訊息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PostTable (首頁公告訊息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流水號 

CreateDate datetime  建立時間 

PostContent nvarchar 500 內容 

PostDateS datetime  公告訊息開始時間 

PostDateE datetime  公告訊息結束時間 

LoginUser nvarchar 50 建立人員 

表 7-86 隱藏待辦事項訊息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HideTable (隱藏待辦事項訊息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ID int  訊息代號 

TableName nvarchar 50 訊息所屬資料表 

LoginUser nvarchar 50 登入人員 

sno int  流水號 

表 7-87 主要使用者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UserAccount(主要使用者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Username nvarchar 50 使用者帳號 

Password nvarchar 50 使用者密碼 

PersonId nvarchar 50 憑證 IC 卡個人識別碼

(預留) 

CompanyId nvarchar 50 公司統一編號 

Authority nvarchar 10 系統身份別代碼 

Othername nvarchar 50 使用者別名 

ChangeDate smalldatetime  紀錄變更密碼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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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User int  主使用者代碼 

表 7-88 次使用者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SubUserAccount (次使用者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Username nvarchar 50 次使用者帳號 

Password nvarchar 50 次使用者密碼 

PersonId nvarchar 50 憑證 IC 卡個人識別碼

(預留) 

Authority nvarchar 10 系統身份別代碼 

Email nvarchar 50 次使用者聯絡 E-mail 

Othername nvarchar 50 次使用者別名 

ChangeDate smalldatetime  紀錄變更密碼日期 

LinkUser int  主使用者代碼 

Usersno int  次使用者代碼 

表 7-89 功能權限代碼清單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FunctionList (功能權限代碼清單資料表)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sno int  功能序號 

FuncCode nvarchar 6 功能代碼 

FuncName nvarchar 50 功能名稱 

FuncGroup nvarchar 50 功能群組 

表 7-90 登入資訊記錄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dbo_LogTb (Log 記錄資料表，記錄登入資訊)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Username nvarchar 50 使用者帳號 

LogDatetime smalldatetime  登入時間 

LogAct nvarchar 50 登入行為 

LogDest nvarchar 200 登入行為描述 

Logip nvarchar 50 登入 IP 位址 

表 7-91 操作資訊記錄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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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名稱 dbo_Log_mine (Log 記錄資料表，記錄礦務局每項

操作資訊)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說明 

Username nvarchar 50 使用者帳號 

LogDatetime smalldatetime  執行時間 

LogAct nvarchar 50 執行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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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育訓練及成果發表會簽到表 

(一) 11 月 9 日經濟部資訊中心教育訓練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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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 月 11 日台中巨匠電腦教育訓練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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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 月 13 日花蓮巨匠電腦教育訓練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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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 月 16 日礦務局聯合成果發表會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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