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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畫為「智慧國土礦業資料建置計畫(5/5)」五年期委託系統開

發案的第五個年度(105-109)，主要工作目標為礦業圖資蒐集及數化、

維護及擴充礦業倉儲整合平台功能與智慧運輸監控，加強智慧運輸功

能，運用科技改進爆炸物運輸勾稽稽查作業，並且持續依業務回饋及

需求意見進行功能擴充及改善優化，落實智慧施政、提升決策品質等

國家型目標，以利確保公共安全。 

在圖資平台互動式查詢功能及業務附加價值功能建置方面，持續

擴充強化圖資分析功能，包括新增礦業圖資屬性資料顯示及編輯，及

關鍵字與環域查詢功能等，並依據礦務局提供資料建置地下礦坑圖層

與簡易查詢功能。針對重複礦區查詢功能，進行 UI 優化與圖層擴充。

於礦業圖資申報維護功能方面，已完成礦區、礦業用地、礦業申請地

(新設礦權)等圖資申報審核功能，並擴增歷史圖資維護更新與自動計

算面積功能，並已完成敏感區分析圖層更新作業。於礦業資料標準修

正方面，已完成修正草案內容與提案計畫書。 

在事業用爆炸物 e 網功能精進及維護部分，已完成 3 項系統使用

情境改善及 7 項系統功能優化，並持續協助維運系統功能正常運作，

今年已提供超過 130 次客服及系統功能維運服務。而針對爆炸物運輸

車輛追蹤功能維護及蒐集運輸路線部分，除持續維運功能正常運作

外，並持續蒐集爆炸物運輸路線，以符合今年度 100 趟次之績效目

標。在資安作業方面已配合局內資安作業完成弱點掃描與滲透測試作

業修復所有資安風險並完成 E 網主機移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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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year is the fifth year (2016-2020) of the "Smart Land and Mining Data 

Construction Project (5/5)". The main work objective is the collection, 

digitiz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mining map data. Then, expand the 

functions of the mining warehousing integration platform and smart 

transportation monitoring, strengthen smart transportation functions, use 

technology to improve explosives transportation inspections, continue to 

expand and improve functions based on business feedback and demand 

opinions, implement smart governance, and improve decision-making 

quality, to ensure public safety. 

In terms of the interactive query function establishment of the map 

information platform, continue to expand and strengthen the map 

information analysis function, including mining map attribute data display 

and editing, and keyword and keyword query functions. Based on the 

Bureau of Mines provides information to build underground mine layers 

and simple query functions. User Interface optimization and layer 

expansion for repeated mining area query functions. In terms of mining 

map data declaration and maintenance functions, it has completed the map 

data declaration and review functions for mining areas, mining land, and 

mining application sites (new mining rights), and expanded the functions 

of historical map data maintenance, update, and automatic area calculation. 

Completed sensitive areas analysis layer update job. Regarding the revision 

of mining data standards, the revised draft content, and proposal plan have 

been completed. 

In the function improvement and maintenance part of the e-network service 

of explosives, completed 3 system situation improvement and 7 system 

function optimization. The maintenance system has continued to assist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maintenance system, 130 customer service and system 

maintenance has been provided. Regarding the maintenance of the 

explosives transportation vehicle tracking function and the collection of 

transportation routes, besides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continuous 

maintenance function, 100 explosive transportation routes have been 

collected, which is expected to meet the performance goal of collecting this 

year. In terms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operations, it has completed 

vulnerability scanning and penetration testing operations to repair all 

information security risks and complete the E-net host relocation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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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分析 

本案是依據 貴局陳經濟部報請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同意編列

之 109 年度公共建設計畫－都市開發類別「時空資訊雲建置計畫-落

實智慧國土」－「環境資源部-智慧經濟、能源經濟及能源部群」－「智

慧國土礦業資料建置計畫」辦理。依據內政部「國土智慧經濟建置計

畫」之主旨，以強化利用數值資料，提高政府決策品質與提供民眾有

感的施政資訊為目標。 

智慧國土是智慧城市加上智慧鄉鎮加上山海監測，是智慧城市的

延伸，將資通訊技術導入協助都市與鄉鎮發展，以及環境敏感地山林

海岸等監測，以先進科技全方面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及資源有效利用。

共包含智慧環境、智慧生活、智慧經濟、智慧社會與智慧規劃治理等

5 個領域，如圖 0-1、圖 0-2 所示。 

在 105 年度，本團隊已經完成建置智慧化爆炸物運輸管理系統雛

型功能與改版倉儲整合平臺，引入新的 GIS 開發方式，讓倉儲整合平

臺一樣與時俱進，新倉儲整合平臺架構圖與畫面如圖 0-3 所示。在

106-107 年度，則完成礦業與採礦實測數位圖資蒐集與位置合理性確

認、年度施工計畫礦業用地範圍圖電子化申報雛型功能、介接服務狀

態偵測與礦業法 27 條所列之敏感地區重疊分析功能，並擴充事業用

爆炸物 e 網，完成重點工作包括運輸資料接收、正常管理(查看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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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跡、查看歷史軌跡)與異常管理(警示區監控、路線偏移自動監控)功

能等。在 108 年度配合 貴局業務需求，彙整發布地下礦坑圖層，並

提供重複礦區一鍵查詢功能，另配合 貴局新建置之礦業智慧管理資

訊系統，優化改版礦業用地申報功能，提供管理端審核介面及與礦業

智慧管理資訊系統之權限與資訊介接功能。 

在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方面，本團隊在過去幾年的計畫執行期間，

依據 貴局的實際需求、資訊統整與作業流程優化等目標，協助規劃

擴充火藥庫申請案改版、功能優化及相關業務統計圖表展示功能，全

面配合提供系統功能規劃及雛型功能開發建置，確保該系統正常運作

服務不中斷，並且持續根據 貴局與業者的需求，修改與強化功能。 

今年為本計畫最後一個年度，因此工作的重點將集中在既有功能

及對業務流程支援的持續完善上，根據 109 年度計畫構想書規範，今

年度的重點工作內容包括，倉儲平台既有業務支援功能完善，優化操

作流程，針對礦業用地、礦區圖資申報功能，強化圖資資料管理功能，

包括圖資的持續異動申報與審查，及管理端自行維護圖資與歷史資料

維護管理功能。在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方面，則持續進行使用情境改善

與功能優化、並維護及爆炸物智慧流向追蹤功能，落實國家公共安全，

推動並提供民眾有感的施政資訊。 



壹、背景分析 

 

1-3 

 
圖 0-1 智慧國土領域 

(資料來源：國土資訊系統 NGIS2020 時空資訊雲建置計畫, 郭斐玉, 

104 年) 

 

 
圖 0-2 NGIS2020時空資訊雲與智慧國土目標 

 (資料來源：國土資訊系統 NGIS2020 時空資訊雲建置計畫, 郭斐

玉, 1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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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3 倉儲整合平臺與功能畫面 

 

本案屬於綜合性的專案，範圍包括智慧國土礦業基礎及相關應用

圖資蒐集更新、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平台優化維護及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持續維運等，以下就分為這 3 項分別說明整體工作構想。 

1. 智慧國土礦業基礎及相關應用圖資蒐集更新 

優化完善礦業基礎圖資申報及更新維護功能，整合業務流程

提供圖資更新機制及提供管理者自行維護介面，使圖資能夠持續

維護更新。另配合 貴局需求，新增地下礦場圖層及更新環境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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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圖層，增加倉儲平台於主辦單位日常業務之應用面向及資料

正確性。 

2. 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平台優化維護 

持續維護既有功能正常運作，並針對本計畫過去幾年完成之

應用功能進行優化，如擴充重複礦區查詢功能，提供礦業保留區

圖層及優化分析功能，提升對本項業務的實用性。針對礦業圖資

維護，提供異動紀錄、歷史資料維護、屬性資料篩選及圖文互動

查詢等功能，方便 貴局相關業務人員透過倉儲平台對礦業圖資

進行查詢閱覽及分析應用。 

3. 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持續維運 

將持續維護爆炸物 e 網功能正常，並持續依據業務實際需求

改善使用情境及優化系統功能。針對已上線提供服務之爆炸物運

輸追蹤業務，持續協助蒐集運輸路線及維護運輸追蹤功能。 

在硬體維護上，配合微軟停止支援舊版作業系統，配合機房

維護單位作業，升級作業系統。目前主機架構如圖 1-4 所示，完

成虛擬化作業，提供更具彈性及穩定的系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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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主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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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與工作項目 

一、 計畫目標 

(一) 蒐集礦業資料、礦區範圍及礦業用地等相關基礎圖資，並將

資料數位化。 

(二) 擴充事業用爆炸物 e網服務功能，並推廣安裝爆炸物智慧運

輸監控設備，以建置智慧化爆炸物運輸流向監控系統。 

(三) 擴充礦業倉儲整合平台功能及研擬礦業資料標準擴充，以利

礦業資料流通與開放。 

二、 主要工作項目及各年度執行策略 

(一) 主要工作項目 

1. 實施礦業資料、採礦實測圖資蒐集，並將資料數位化： 

逐年蒐集礦場安全圖、採礦實測圖及年度施工計畫書

之附圖等基礎圖資，將其精進數位化為 GIS資料，提供

開放資料供民眾及相關業者應用，落實礦業採礦計畫管

理與監督，且有利於礦業資料流通共享，達成礦業永續

發展之目標。 

2. 擴充礦業倉儲整合平台功能： 

逐年進行圖資更新及維護礦業倉儲整合平台，發布礦

業資料標準圖資並介接 TGOS，提供有效監督管理礦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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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週期之礦業開發與環境生態圖資套疊查詢。 

3. 推廣安裝爆炸物智慧運輸監控設備，並擴充事業用爆炸

物 e網服務功能： 

建置智慧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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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增加智慧爆炸物運輸監控 GIS功能，

使其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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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及即時車輛位置定位監看等功能，達到「以車查證」

之機制，以獲致對政府有用的決策資訊，強化爆炸物運

輸安全管理之效用，達成國土資訊共通共享之機制與跨

機關資料能輕易聯結及對產業有價值的資訊之成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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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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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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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辦理「智慧國土礦業資料建置計畫」服務推廣說明會及

成果發表會各 1場。 

(二) 各年度執行策略 

1. 105年度 

(1) 進行礦業資料蒐集，並將採礦相關基礎圖資數值化。 

(2) 依所得圖資更新及維護礦業倉儲整合平台，並介接環

境生態、地質敏感區等相關圖資，增加圖資套疊與查

詢功能；發布礦業資料標準圖資並介接 TGOS。 

(3) 建置智慧型爆炸物運輸監控系統雛型並對應相關功

能，擴充事業用爆炸物 e網服務。 

(4) 辦理相關教育訓練及成果展示。 

2. 106年度 

(1) 進行礦業資料蒐集，將採礦相關基礎圖資數值化，並

規畫未來採礦實測圖及施工計畫圖申報之標準格式。 

(2) 依所得圖資更新及維護礦業倉儲整合平台，並介接環

境生態、地質敏感區等相關圖資，增加圖資套疊與查

詢功能；發布礦業資料標準圖資並介接 TGOS。 

(3) 建置智慧型爆炸物運輸監控系統並對應相關功能，擴

充事業用爆炸物 e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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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相關教育訓練及成果展示。 

3. 107年度 

(1) 圖資平台互動式查詢功能及業務附加價值功能建置： 

A. 有關礦業法第 27條環境敏感區圖資盤點及介接，

並建置點位輸入及環域查詢功能，提供重疊情形

分析及所輸入地區欲申請礦區預判等功能。 

B. 排定現存礦場礦業用地圖資檢核優先次序並校

正。 

C. 完備年度施工計畫電子化申報展點功能。 

D. 結合手持式裝置及本局圖資平台，提供現場即時

定位功能供本局人員查訪。 

E. 推動圖資標準格式，並修訂礦業資料標準 

(2) 事業用爆炸物 e網功能精進及維護： 

A. 系統程式碼改寫，並配合本局資訊系統整合各項

工作。 

B. 系統功能優化。 

(3) 評估運用物聯網技術追蹤事業用爆炸物： 

A. 推動爆炸物運輸車輛之追蹤監控，並協助辦理相

關宣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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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進一步蒐集物聯網技術，研析爆炸物本身之追蹤

管理技術與方式，並提出至少一項執行方案。 

(4) 辦理相關教育訓練及成果展示。 

4. 108年度 

(1) 圖資平台互動式查詢功能及業務附加價值功能建置： 

A. 礦區範圍、礦業用地圖資發布及下架介面設計，至

少具備回溯功能，並優化輸出功能。 

B. 建置及更新地下煤礦坑道圖。 

C. 優化年度施工計畫電子化申報展點功能，建置礦區

及礦業用地申報測點資料更新圖資資料庫功能。 

D. 建置使用者介面，提供一鍵式查詢重覆礦區、礦業

保留區及地下坑道等相關功能，並針對敏感區分析

及圖資套疊功能進行優化，且更新系統操作手冊。 

E. 推動圖資標準格式，修正並發布現行礦業資料標

準。 

(2) 事業用爆炸物 e網功能優化、擴充及維護： 

A. 優化爆炸物 e 網功能，至少包括優化檢查表縣市資

訊、教育訓練表單調整、爆破專業人員名冊功能、

部分表單字串配合修法調整、增列統計功能(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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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人員證件、行政處分統計樣態)、篩選火藥庫抽

查資訊、搜尋火藥庫核發案件之統計、教育訓練統

計增列開班狀態、違失檢討及改善明細表格式調

整、優化爆炸物核配及使用情形統計、抽查報告表

加入篩選條件、登入彈出提醒之屬性排序調整，計

12 項功能。 

B. 擴充爆炸物 e 網系統功能，至少包括爆炸物登記簿

增列庫存數量為 0 之分頁頁籤、火藥庫申請案件增

列已結案分頁頁籤、系統介接礦業屬性之開採期限

及展延火藥庫期限、增列管理介面-火藥庫表單匯

出功能、管理介面-火藥庫 5 個表增列業者別、業

者輸入領料單連動運輸證號內容、火藥庫缺失樣態

分析 P3 增列今年風險值、火藥庫缺失樣態分析 P2

增列風險分數及次數、增加常見問答集、空庫旬月

報提醒功能增列暫停狀態，計 10項功能。 

C. 持續蒐集爆炸物運輸路線並維護運輸追蹤功能。 

D. 依據本局資安作業規劃，強化資安設計。 

(3) 辦理服務推廣說明會及成果發表會各 1 場。 

5. 10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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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資平台互動式查詢功能及業務附加價值功能建置： 

A. 優化重複礦區查詢功能，含提供一鍵式查詢分析

重複礦區、礦業保留區及地下煤礦坑道等相關功

能。 

B. 擴充礦業圖資(含礦區、礦業用地、礦業申請地)

套疊應用與維護管理功能，至少包含更新及提供

本局自主上下架圖資、自動計算上傳面圖層測點

範圍對應面積、年度施工計畫申報礦業用地圖資

導入及異動維護、管理端圖層之圖文互動查詢、

圖資異動紀錄及歷史圖資維護、敏感區圖資之更

新及維護、依圖資屬性資料(如：礦區字號、縣

市、礦種)篩選展示及環域查詢，計 7項功能。 

C. 現有地下坑道圖層建置及簡易查詢介面。 

D. 推動圖資標準格式，修正並發布現行礦業資料標

準。 

E. 協助彙整本年度使用者意見回饋，提供障礙排除

等客服諮詢服務，並更新操作教學手冊。 

F. 依據本局資安作業規劃，強化資安設計。 

(2) 事業用爆炸物 e網功能精進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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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系統使用情境改善，至少包括教育訓練表單調整

與匯出、系統介接礦業屬性之開採期限及展延火

藥庫期限、精進火藥庫管理介面(如火藥庫庫號支

號尚未能與最新庫支號連動，應有介面供本局人

員修改；行政處分統計增加公司一項)，共計 3項

功能。 

B. 系統功能優化，至少包括精進申請配購運輸證功

能(鎖定填寫運輸路線、請配爆炸物種類及數量欄

位；增加欄位說明文字)、爆管員及爆破員訓練班

管理功能(訓練班結業證書字號帶入功能確認)、

業者名冊填報防呆功能(如：如任職狀況為離職，

請業者須修改任職狀況日期)、查詢現存量資料帶

入功能、火藥庫申請展延/調整/異動功能文字說

明、業者端外來人口統號格式顯示、非事業用爆

炸物旬月報顯示(貨品上月存量、本月購銷存量為

0者不需顯示)，計 7項功能。 

C. 持續蒐集爆炸物運輸路線並維護運輸追蹤功能。 

D. 依據本局資安作業規劃，強化資安設計。 

(3) 辦理服務推廣說明會及成果發表會各 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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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工作進度查核 

一、 109 年預定工作進度 

依據工作內容及主辦單位指定時間內完成相關工作，本年度計畫工作進度甘特圖如下： 

 

工作項目 
109年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 圖資平台互動式查詢功能及業務附加價值功能建置 

 

（1） 優化重複礦區查詢功能，

含提供一鍵式查詢分析重

複礦區、礦業保留區及地

下煤礦坑道等相關功能。 

          

          

 

（2） 擴充礦業圖資(含礦區、礦業用地、礦業申請地)套疊應用與維護管理功能  

A. 更新及提供本局自主上下

架圖資 

          

          

B. 自動計算上傳面圖層測點

範圍對應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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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109年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C. 年度施工計畫申報礦業用

地圖資導入及異動維護 

          

          

D. 管理端圖層之圖文互動查

詢 

          

          

E. 圖資異動紀錄及歷史圖資

維護 

          

          

F. 敏感區圖資之更新及維護 
          

          

G. 依圖資屬性資料(如：礦區

字號、縣市、礦種)篩選展

示及環域查詢 

          

          

（3） 現有地下坑道圖層建置及

簡易查詢介面 

          

          

（4） 推動圖資標準格式，修正

並發布現行礦業資料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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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109年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5） 協助彙整本年度使用者意

見回饋，提供障礙排除等

客服諮詢服務，並更新操

作教學手冊 

          

          

（6） 依據本局資安作業規劃，

強化資安設計 

          

          

2. 事業用爆炸物 e網功能精進及維護 

 

（1） 系統使用情境改善，至少

包括教育訓練表單調整與

匯出、系統介接礦業屬性

之開採期限及展延火藥庫

期限、精進火藥庫管理介

面(如火藥庫庫號支號尚未

能與最新庫支號連動，應

有介面供本局人員修改；

行政處分統計增加公司一

項)，共計 3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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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109年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 系統功能優化，至少包括

精進申請配購運輸證功能

(鎖定填寫運輸路線、請配

爆炸物種類及數量欄位；

增加欄位說明文字)、爆管

員及爆破員訓練班管理功

能(訓練班結業證書字號帶

入功能確認)、業者名冊填

報防呆功能(如：如任職狀

況為離職，請業者須修改

任職狀況日期)、查詢現存

量資料帶入功能、火藥庫

申請展延/調整/異動功能

文字說明、業者端外來人

口統號格式顯示、非事業

用爆炸物旬月報顯示(貨品

上月存量、本月購銷存量

為 0者不需顯示)，計 7項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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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109年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3） 持續蒐集爆炸物運輸路線

並維護運輸追蹤功能 

          

          

（4） 依據本局資安作業規劃，

強化資安設計 

          

          

3. 
辦理服務推廣說明會及成果發表

會各 1場 

          

          

重要查核點 
  

   5/31     8/31     11/20  

 第一查核點 
 

 

                   

                    

 第二查核點：期中報告 
                    

                    

 第三查核點：期末報告 
                    

                    

*「           」表示「系統維護或配合實際需求辦理項目」 

圖 3-1 工作進度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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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進度查核 

期末報告各工作項目執行進度詳如下表，目前進度已經達 97.65%，尚餘配合及維運項目仍未達

100%將執行至計畫期程結束。 

表 3-1 工作進度查核表 

工作項目 
預定/

實際 

月份 達成 

百分比 

工作

權重 

執行 

總進度 

備註說明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圖資平台互動式查詢功能及業務附加價值功能建置 

 

（1） 優化重複礦區查詢

功能，含提供一鍵式查

詢分析重複礦區、礦業

保留區及地下煤礦坑道

等相關功能。 

預定   20% 20% 20% 20% 20%    100% 10% 10% 

1. 完成獨立重複

礦區查詢功能 

2. 新增礦業保留

區及地下礦坑

圖層圖層 

3. 新增依地號顯

示重疊礦區 

實際   20% 20% 20% 20% 20%    100%  10% 

 

（2） 擴充礦業圖資(含礦區、礦業用地、礦業申請地)套疊應用與維護管理功能 

A. 更新及提供本局自主

上下架圖資 
預定 33% 33% 34%        100% 5% 5% 

1. 完成礦區、礦

業用地、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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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預定/

實際 

月份 達成 

百分比 

工作

權重 

執行 

總進度 

備註說明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實際 16% 16% 16% 17% 17% 17%     100%  5% 

申請地申報審

核介面。 

2. 依據實務需求

提供區分礦區

與礦業用地維

護介面。 

B. 自動計算上傳面圖層

測點範圍對應面積 

預定  50% 50%        100% 5% 5% 坐標清單上傳後即

可自動計算範圍內

面積。 實際  50% 50%        
100%  5% 

C. 年度施工計畫申報礦

業用地圖資導入及異

動維護 

預定    33% 33% 34%     100% 5% 5% 完成礦業用地異動

申報及審核功能。 
實際    33% 33% 34%     100%  5% 

D. 管理端圖層之圖文互

動查詢 

預定      33% 33% 34%   100% 5% 5% 完成礦區及礦業用

地點擊圖層顯示屬

性資料功能。 實際      33% 33% 34%   100%  5% 

E. 圖資異動紀錄及歷史

圖資維護 

預定  33% 33% 34%       100% 5% 5% 完成管理端礦區、

礦業用地圖資管理

功能。 實際  20% 20% 20% 20% 20%     100%  5% 

F. 敏感區圖資之更新及

維護 

預定 16% 16% 17% 17% 17% 17%     100% 5% 5% 已完成敏感區圖資

清查更新。 實際 16% 16% 17% 17% 17% 17%     100%  5% 

預定       33% 33% 34%  10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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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預定/

實際 

月份 達成 

百分比 

工作

權重 

執行 

總進度 

備註說明 

3 4 5 6 7 8 9 10 11 12  

G. 依圖資屬性資料(如：

礦區字號、縣市、礦

種)篩選展示及環域查

詢 

實際       33% 33% 34%  100%  5% 

完成礦區及礦業用

地關鍵字及環域查

詢功能。 

（3） 現有地下坑道圖層建

置及簡易查詢介面 

預定      25% 25% 25% 25%  100% 5% 5% 完成地下礦坑圖層

發布及屬性資料顯

示功能。 實際      25% 25% 25% 25%  100%  5% 

（4） 推動圖資標準格式，

修正並發布現行礦業

資料標準 

預定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0% 5% 5% 已完成修訂草案及

提案計畫書，主辦

單位決議待礦業法

修法完成再推動後

續審查作業。 實際 10% 10% 10% 35% 35%      100%  5% 

（5） 協助彙整本年度使用

者意見回饋，提供障

礙排除等客服諮詢服

務，並更新操作教學

手冊 

預定       33% 33% 17% 17% 100% 5% 5% 
持續提供倉儲平台

操作諮詢及障礙排

除。 

實際       33% 33% 17%  83%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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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預定/

實際 

月份 達成 

百分比 

工作

權重 

執行 

總進度 

備註說明 

3 4 5 6 7 8 9 10 11 12  

（6） 依據本局資安作業規

劃，強化資安設計 

預定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0% 5% 5% 
1. 完成自主資安

檢測。 

2. 配合 11/13經濟

部資安稽核提

供系統資安相

關諮詢服務。 實際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90% 

 

4.5% 

2. 事業用爆炸物 e網功能精進及維護 

 

（1） 系統使用情境改

善，至少包括教育訓練

表單調整與匯出、系統

介接礦業屬性之開採期

限及展延火藥庫期限、

精進火藥庫管理介面(如

火藥庫庫號支號尚未能

預定        50% 50%  100% 10% 10% 

1. 完成火藥庫支

號連動功能修

正改善。 

2. 完成火藥庫展

延期限自動判

斷功能修正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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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預定/

實際 

月份 達成 

百分比 

工作

權重 

執行 

總進度 

備註說明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與最新庫支號連動，應

有介面供本局人員修

改；行政處分統計增加

公司一項)，共計 3項功

能。 實際        50% 50%  100%  10% 

3. 完成教育訓練

報名順序、學號

及合格證書排

序修正改善。 

（2） 系統功能優化，至少

包括精進申請配購運

輸證功能(鎖定填寫運

輸路線、請配爆炸物

種類及數量欄位；增

加欄位說明文字)、爆

管員及爆破員訓練班

管理功能(訓練班結業

證書字號帶入功能確

認)、業者名冊填報防

預定   15%     50% 35%  100% 10% 10% 

1. 完成業者端外

來人口統一證

號顯示及輸入

檢查功能優化。 

2. 完成申請配購

運輸證功能文

字加註優化。 

3. 完成教育訓練

報名順序、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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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預定/

實際 

月份 達成 

百分比 

工作

權重 

執行 

總進度 

備註說明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呆功能(如：如任職狀

況為離職，請業者須

修改任職狀況日期)、

查詢現存量資料帶入

功能、火藥庫申請展

延/調整/異動功能文

字說明、業者端外來

人口統號格式顯示、

非事業用爆炸物旬月

報顯示(貨品上月存

量、本月購銷存量為

0者不需顯示)，計 7

項功能。 

實際   15%     50% 35%  100%  10% 

及合格證書排

序修正優化。 

4. 完成爆破專業

人員名冊離職

防呆檢查優化。 

5. 完成現存量查

詢單日多筆紀

錄統計優化。 

6. 完成火藥庫展

延申請文字加

註優化。 

7. 完成非事業用

爆炸物旬月報

數量為 0顯示優

化。 

（3） 持續蒐集爆炸物運輸

路線並維護運輸追蹤

功能 

預定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0% 5% 5% 截至 11/16已蒐集

99趟次爆炸物運輸

路線。 實際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90%  4.5% 

（4） 依據本局資安作業規

劃，強化資安設計 

預定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0% 5% 5% 

1. 配合局內核心

系統第三方弱

點掃描作業修

復資安風險。 

2. 配合 11/13經濟

部資安稽核提
實際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9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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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預定/

實際 

月份 達成 

百分比 

工作

權重 

執行 

總進度 

備註說明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供系統資安相

關諮詢服務。 

3. 
辦理服務推廣說明會及成果

發表會各 1場 

預定        50% 50%  100% 5% 5% 1. 於 11/9、11/11

配合礦業智慧

管理資訊系統

辦理服務推廣

說明會。 

2. 於 11/12配合辦

理成果發表

會。 

實際        50% 50%  0%  0% 

總計 100% 9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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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作成果 

一、 圖資平台互動式查詢功能及業務附加價值功能建置 

(一) 優化重複礦區查詢功能，含提供一鍵式查詢分析重複礦區、

礦業保留區及地下煤礦坑道等相關功能 

本小節對應合約項目 109 年度執行策略(1)圖資平台互

動式查詢功能及業務附加價值功能建置：A.優化重複礦區查

詢功能，含提供一鍵式查詢分析重複礦區、礦業保留區及地

下煤礦坑道等相關功能。 

1. 工作方法 

倉儲平台已建置重複礦區查詢功能，提供使用者透過地

籍或上傳測點座標方式查詢是否範圍內有重複礦區(如圖 4-

1)，但現有功能坐標上傳查詢與地籍查詢功能分別在於不同

位置，而且跟環境敏感地區放在一起，不利於重複礦區與敏

感地區兩項不同的查詢業務使用，故今年度針對使用者反映

的意見，規劃優化重複礦區查詢功能，整合現有重複礦區查

詢功能中地籍查詢與上傳坐標查詢功能於單一介面，並與敏

感區查詢功能區分，各自提供查詢介面，提供更友善的操作

體驗(如圖 4-2)。 

另外目前重複礦區功能僅提供查詢範圍內是否有既有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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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及地下煤礦坑道圖號，今年度也將依計畫構想書要求增加

礦業保留區圖層(如表 4-1 及圖 4-3)，提供本項查詢業務所需

的參考資訊。除了擴充圖層與介面調整外，亦將持續蒐集業

務單位實際使用上的意見，作為功能精進的參考，以求查詢

功能可更符合業務上的需求。 

表 4-1 礦業保留區清單 

Issue_Date Minerals Location Area 

2013-01-08 058 大平頂地方 2205040 

2013-01-08 058 半屏山地方 988220 

2013-01-08 058 壽山地方 3653189 

2013-01-08 058 竹坑、中林地方 892511 

2013-01-08 058 赤柯山、鉛山、馬福社地方 9988917 

2013-01-08 058 馬武督、六畜地方 567005 

2013-01-08 058 中崙南方地方 1331237 

2013-01-08 058 觸口村地方 2823128 

2013-01-08 058 西勢角、土地公崎地方 3040089 

2013-01-08 058 枕頭山、麒麟尾、水火洞地方 2370067 

2013-01-08 058 小岡山、大岡山地方 13724339 

2013-01-08 058 金山子、大陳新村地方 18538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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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地籍查詢重複礦區介面 

 

圖 4-2 重複礦區查詢改為獨立功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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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礦業保留區圖層 

2. 工作成果 

已將重複礦區查詢功能改為獨立功能，並與重複礦區查

詢介面新增礦業保留地查詢及面積比對功能(如圖 4-4)，同

時預設開啟礦區圖層及經建版地形圖。另外，已整合現有重

複礦區查詢功能中地籍查詢與上傳坐標查詢功能於單一介面

(如圖 4-5~圖 4-6)，以提升使用體驗。重複礦區查詢功能已

增加礦業保留區的比對，提供該項查詢業務所需的參考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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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重複礦區查詢功能-新增礦業保留地查詢比對 

 

 

圖 4-5 重複礦區查詢功能-地籍查詢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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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重複礦區查詢功能-座標清單查詢介面 

 

(二) 擴充礦業圖資套疊應用與維護管理功能 

本小節對應合約項目 109年度執行策略(1)圖資平台互動

式查詢功能及業務附加價值功能建置：B.擴充礦業圖資(含礦

區、礦業用地、礦業申請地)套疊應用與維護管理功能，至少

包含更新及提供本局自主上下架圖資、自動計算上傳面圖層

測點範圍對應面積、年度施工計畫申報礦業用地圖資導入及

異動維護、管理端圖層之圖文互動查詢、圖資異動紀錄及歷

史圖資維護、敏感區圖資之更新及維護、依圖資屬性資料(如：

礦區字號、縣市、礦種)篩選展示及環域查詢，計 7 項功能。 

1. 工作方法 

A. 更新及提供管理端自主上下架圖資功能 

108 年度已上線「礦務局基礎圖資維護介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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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功能第一階段已提供年度施工計畫礦業用地申報功能

為主，讓業者自行申報礦業用地範圍(如圖 4-7)，完成年

度施工計畫申報中圖資申報作業，再由管理端對應承辦人

員進行審核，審核完成之圖資即可每日批次更新至倉儲平

台的圖資資料庫中，供相關查詢、套疊功能及 TGOS 平台

上公開之礦業用地、礦區圖層應用，今年度「礦務局基礎

圖資維護介面」將開放管理端自行上傳及下架圖資功能，

除礦業用地外亦可針對礦區及礦業申請地(新設礦權)進

行上傳更新或下架管理等(如圖 4-8)，透過圖資申報更新

資料庫之架構(如圖 4-9)，即可滿足管理端自主上下架圖

資之需求。 

 

圖 4-7 礦務局基礎圖資維護介面-年度施工計畫礦業用地申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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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礦務局基礎圖資維護介面-礦區圖資維護管理功能設計 

 

圖 4-9 礦業基礎圖資申報審核及維護更新作業流程 

 

B. 自動計算上傳面圖層測點範圍對應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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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8 年度，針對年度施工計畫礦業用地圖資申報

功能及後續之礦區與礦業申請地維護管理功能，原規劃

配合礦業智慧管理資訊系統建置，串接申報面積資訊進

行比對功能，但資訊盤點後發現礦區圖資以測點申報之

作業方式與文件中以地籍為單位申報的模式不同，文件

與圖資尚無可對應之索引欄位做資料串接，故相關資訊

串接作業暫時不做進一步處理，惟即使文件中的申報資

料與圖資申報內容無法串接，業務上對於圖資面積仍有

需求，故今年度仍將提供上傳圖資自動計算圖資面積功

能(如圖 4-10)，以供管理者參考，計算面積功能將於使

用者上傳圖資後自動進行，只要上傳圖資屬於面資料即

會計算測點包含範圍的面積。 

 

圖 4-10 上傳圖層自動計算面積功能規劃示意圖 

 

C. 年度施工計畫申報礦業用地圖資導入及異動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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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礦務局基礎圖資維護介面」針對礦業用地僅

提供年度施工計畫圖資申報功能，但實務上除了每年初各

業者針對在年度施工計畫中針對所有礦業用地進行確認

申報的作業外，在年度施工計畫申報完成結案後，仍會有

礦業用地變更的情況，此時也需要能提供申報與更新介

面，來維持圖資的即時性與正確性，今年度即針對於年度

施工計畫申報結案後之圖資異動作業，提供申報、審核及

管理端維護介面。 

 

D. 管理端圖層之圖文互動查詢 

目前建置於倉儲平台資料庫中的礦業基礎圖資，如礦

區及礦業用地等均具備屬性資料，但在圖層套疊介面中仍

以提供僅供瀏覽的 WMS 圖層為主，不利於業務承辦人員

進一步運用圖資，因此今年度規劃運用圖層屬性資料應用

功能，提供圖文互動資訊顯示功能，可點選圖層範圍顯示

屬性資訊(如圖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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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圖層屬性欄位提供圖文互動功能示意圖 

 

E. 圖資異動紀錄及歷史圖資維護 

今年度針對「礦務局基礎圖資維護介面」，除了管理

端上下架管理功能(參見上述 A.項)及礦業用地異動申報

與審核(參見上述 C.項)等功能的持續完善外，亦將提供歷

史圖資閱覽及維護功能。針對礦業圖資申報維護功能上線

後，每一次的圖資更新，資料庫均會記錄，包括新圖層更

新時間及原圖層的範圍與基本屬性資料，今年度將提供歷

史圖資閱覽介面，將資料庫中紀錄的圖資更新歷程，透過

使用者介面，供管理端業務承辦人員調閱，了解已下架之

圖層上下架時間、空間範圍及其他屬性資料，另由於資料

庫僅能從申報功能上線起紀錄歷史異動資料，針對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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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資料則無紀錄，因此也將提供歷史資料補傳介面，管

理者將可透過類似用地申報的介面將手邊的歷史資料上

傳到資料庫，進行不同時期資料的比對及其他應用。 

 

F. 敏感區圖資之更新及維護 

依據主辦單位提供礦業法 27 條環境敏感地區查詢清

單，須查詢之環境敏感地區共計 71 項，經本團隊與權責

機關洽詢清查後，共有 34 項圖資無圖資或權責機關不開

放外部使用，故倉儲平台將可納入 37 項圖資，其中 25 項

圖資已上線至倉儲平台資料庫，可提供圖層套疊與敏感區

分析功能使用，其餘 12 項圖資現已取得圖層資料，將於

今年度陸續彙整更新至倉儲平台圖層資料庫中，提供相關

應用，各查詢項目對應圖層及取得狀況等詳見附錄二。 

 

G. 依圖資屬性資料篩選展示及環域查詢 

如上述 D.項工作需求，針對礦區及礦業用地等圖層，

今年度將進一步導入圖層屬性資料之應用，除 D.項工作

的圖文互動顯示圖層屬性外，也將提供依圖層屬性篩選展

示功能，現倉儲平台敏感區查詢功能中已提供關鍵字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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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可依據事先設定好的欄位，以關鍵字方式篩選礦區

後查詢該礦區與環境敏感區重疊狀況(如圖 4-12)，今年度

將依據礦區及礦業用地屬性欄位內容，擴充依礦業圖資屬

性欄位(如縣市、礦種、面積等)篩選展示圖層功能，由使

用者指定特定條件，篩選對應礦區或礦業用地圖層後展示

繪製到圖台介面上，此外依計畫構想書需求，也將提供環

域查詢功能，可顯示圖層與環域範圍套疊結果，方便使用

者了解查詢位置一定距離內有無礦區或礦業用地(如圖

4-13)。 

 

 

圖 4-12 關鍵字篩選礦區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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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環域查詢礦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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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成果 

A. 更新及提供管理端自主上下架圖資功能 

今年度將原有之礦業用地年度施工計畫展點申報功

能擴充為「礦務局基礎圖資維護介面」提供管理端自行上

傳及下架圖資功能，針對礦區提供現有現存及下架圖資清

單列表及上下架操作功能(如圖 4-14~圖 4-16)，另增加礦

業申請地(新設礦權)圖資管理功能(如圖 4-17)，提供授權

的局內使用者可以進行申請地圖資上傳(如圖 4-18)，並可

於申請案通過時，透過審核功能將申請地圖層直接轉換為

現存礦區圖層(如圖 4-19)，達成由局內操作人員自行管理

礦業圖層之目標。 

 

圖 4-14 礦區圖資上下架維護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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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礦區圖資新增功能 

 

 

圖 4-16 礦區圖資下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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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礦業申請地圖資維護介面 

 

 

圖 4-18 礦業申請地圖資上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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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礦業申請地審核功能 

 

B. 自動計算上傳面圖層測點範圍對應面積 

本系統已測點坐標方式收錄礦業圖資，上傳於系統之

測點坐標將透過程式自動轉換為 SQL Server Geometry 地

理圖層資料格式，透過格式轉換可提供自動計算面積功

能，只要上傳圖資屬於面資料即會計算測點包含範圍的面

積呈現於圖資列表清單中(如圖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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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圖資上傳自動計算面積功能 

 

C. 年度施工計畫申報礦業用地圖資導入及異動維護 

實務上除了每年初各業者針對在年度施工計畫中針

對所有礦業用地進行確認申報的作業外，在年度施工計畫

申報完成結案後，仍會有少數礦業用地變更的情況，今年

度針對於年度施工計畫申報結案後之圖資異動作業，提供

申報、審核及管理端維護介面，加以維持圖資的即時性與

正確定，用地異動時可由使用者自行切換至異動申報介面

操作，礦業用地異動申報與年度施工計畫之差異在於不需

逐項確認即可送出申報(如圖 4-21)，另外在礦業用地圖資

屬性資料部分，因局內現行紀錄礦業用地之方式主要以用

地核定函為索引，與圖資中以用地坵塊為單位之紀錄方式

不同，無法直接串接資料，故與礦政組及東辦處討論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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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礦業用地屬性資料編輯功能(如圖 4-22)，透過本計畫今

年度完成之圖資維護功能串聯資料庫及屬性資料展示等

功能，提供局內一動態維護圖資屬性資料之介面。 

 

圖 4-21 礦業用地異動申報介面 

 

圖 4-22 礦業用地圖資屬性資料編輯功能 

 



肆、工作成果 

 

4-21 

D. 管理端圖層之圖文互動查詢 

透過與礦業智慧管理資訊系統進行礦區屬性資料介

接及礦業用地屬性資料編輯功能，已完成礦區及礦業用地

圖層屬性資料圖文互動顯示功能(如圖 4-23、圖 4-24)。 

 

圖 4-23 礦區屬性資料互動顯示 

 

 

圖 4-24 礦業用地屬性資料互動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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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圖資異動紀錄及歷史圖資維護 

針對「礦務局基礎圖資維護介面」除了提供管理端上

下架管理功能及礦業用地異動申報與審核等功能的持續

完善外，亦完成提供歷史圖資（礦業用地、礦區範圍）閱

覽及維護功能與歷史圖層錯誤註記功能，針對圖資點選異

動紀錄按鈕可以調出該筆圖資過去的版本紀錄(如圖 4-

25)。 

 

圖 4-25 礦業用地圖資異動紀錄介面 

有權限的使用者可透過上傳功能將歷史圖資上傳到

資料庫，進行不同時期資料的比對及其他應用(如圖 4-

26)，針對已下架之歷史圖資為確保資料不因操作失誤而

刪除，系統不會於介面上清除，僅提供註記功能，提供使

用者作紀錄，系統將自動記錄寫入紀錄的人員與時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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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後續使用者作追蹤管理(如圖 4-27)，針對礦區及礦業用

地更新申報及維護流程如圖 4-28、圖 4-29。 

 

圖 4-26 礦業用地歷史圖資補傳功能 

 

圖 4-27 下架圖資註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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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礦業用地圖資更新及維護操作流程 

 

 

圖 4-29 礦區圖資更新及維護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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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敏感區圖資之更新及維護 

已完成敏感區圖資更新作業，包括圖資資料庫、圖層

及敏感區分析下載表格等，各查詢項目對應圖層及取得狀

況等詳見附錄二。 

 

G. 依圖資屬性資料篩選展示及環域查詢 

如工作方法所述，針對礦區及礦業用地等圖層，今年

度將進一步導入依圖層屬性篩選展示功能。現於環域查詢

功能中新增礦區及礦業用地關鍵字查詢及礦區及礦業用

地環域查詢，分別提供以關鍵字方式查詢礦區、礦業用地

圖層並定位顯示屬性資料及以指定坐標或地圖上任意位

置為中心查詢一定範圍內之礦區或礦業用地(如圖 4-30、

圖 4-31)。 

 

圖 4-30 關鍵字查詢礦區或礦業用地並定位及顯示屬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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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點擊地圖查詢一定距離內礦區及礦業用地 

 

(三) 現有地下坑道圖層建置及簡易查詢介面 

本小節對應合約項目 109 年度執行策略(1)圖資平台互

動式查詢功能及業務附加價值功能建置：C.現有地下坑道圖

層建置及簡易查詢介面。 

1. 工作方法 

目前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平台中建置的礦區、礦業用地

圖層均為地上礦場，但台灣地區目前還有十餘處地下礦坑(如

圖 4-32)，這些地下礦坑的資料也是礦務局業務管理的範圍，

這些坑道在地面上的對應位置也應建立到國土礦業資料倉儲

整合平台資料庫中，因此今年度本計畫將依據業務單位實際

提供之地下礦場坑道圖層，將其匯入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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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圖層資料庫中，比照現有礦業用地圖層，提供地圖套疊

瀏覽、簡易定位查詢及圖文互動顯示屬性資料等功能，方便

業務單位綜合應用相關圖層資料。 

 

圖 4-32 採礦實測圖地下礦坑範例 

 

圖 4-33 地下礦坑圖層套疊圖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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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成果 

礦務局現有之地下礦坑圖資均為 CAD 檔，不利於數位

化應用管理，故針對本項工作本計畫分為兩階段進行，首先

依據主辦單位將 CAD 檔轉換而成的圖檔發布為 WMS 圖層

服務提供第一階段的視覺化套疊應用(如圖 4-34)，第二階段

則建立地下礦坑圖資維護功能，比照一般礦業用地方式提供

維護介面(如圖 4-35)，供有權限的承辦人員以上傳坑道坐標

點的方式建立數位化圖資資料庫，方便未來的圖文互動應用

及資料管理。 

 

 

圖 4-34 地下礦坑 WMS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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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 地下礦坑圖資上傳維護介面 

 

(四) 礦業資料標準更新 

本小節對應合約項目 109 年度執行策略(1)圖資平台互

動式查詢功能及業務附加價值功能建置：D.推動圖資標準格

式，修正並發布現行礦業資料標準。 

1. 工作方法 

資料標準基於國土資訊系統標準制度以國際標準組織

（ ISO/TC211）與開放地理資訊聯盟（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之系列國際地理資訊系統標準為基礎，建構具備

「開放」及「互操作性」之資料流通標準，因此標準本身已考

慮到圖資之蒐集、流通及應用等面向，只要依標準建置資料

即可快速導入資訊系統中，進行圖層套疊與分析等地理資訊

加值，進一步應用於管理作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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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區、礦業用地、礦業保留區等礦務局基礎圖資，具備國

土計畫參考價值，於圖資建置及更新、對外交流與加值應用，

均應遵循國際或國內相關標準進行增刪修訂。礦務局依據國

發會與內政部國土資訊系統指導，已於 102年 12 月完成礦業

資料標準第一版發布(文件編號：NGISTD-ANC-023-2013.12)，

因應民國 105 年 11 月 30 日礦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與民國

105 年 11 月 10 日函請立法院審議之土石採取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於民國 107 年度開始研議更新礦業資料標準之範疇，

從流程源頭的資料建置、維護、流通到對外圖資輸出或最終

收到使用者的加值回饋等，規範未來基礎圖資能以合乎國際

標準架構原則建置或輸出，達成國土資訊系統開放性資料流

通共享目標。本標準擴充自第一版之礦業資料標準，共包括

隸屬於礦業資料(資源)、土石資料(資源)、火藥庫資料等資料。 

本次資料標準修訂目標以配合礦業法修正草案，提升範疇

內資料易讀性、資料建置架構更新與外單位流通之互操作性

為原則，以期達成結合業務服務系統與礦業空間資料整合應

用的長期目標，完善全體礦業資源服務系統。 

修訂內容依 107 年度貴局業務單位建議內容，配合法規修

正草案內容進行第七章資料標準文件內容修改與細部內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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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修改，修正內容參見表 4-2。 

表 4-2 礦業資料標準修正提案修改種類表 

(說明欄「表號」為資料標準草案中的表號) 

修正種類 說明 

清單代碼表更新 

表 7 代碼型別對照、表 9 資料典類別

描述表格、表 11 類別屬性轉換整理

表、表 12 礦種清單代碼表、表 13 

礦物分類代碼表、表 15 礦業用地類

別代碼表、表 16 

 礦區現況代碼表、表 18 土石採取區

土地功能分區代碼表、表 20 火藥庫

構造型式代碼表、表 21 礦產物用途

代碼表、表 22 礦產物計量單位代碼

表 

表 7 代碼型別對照、表 9 資

料典類別描述表格、表 11類

別屬性轉換整理表、 

因應代碼表更新進行文字調整 

文字調整 因應代碼表更新進行文字調整 

本計畫配合貴局「年度施工計畫」電子化申報系統開發規

劃，結合礦區及礦業用地圖資申報及展點功能，將礦業資料

標準內容(如圖 4-36)導入礦區及礦業用地申報作業中。結合

了礦業資料標準的圖資產製流程，將提供符合標準格式圖資，

從實測資料申報作業一開始即導入標準制度格式，簡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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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作業流程中，因為資料未遵循標準制度需要個案處理，

重覆耗費人力與時間，提升資料品質及應用的面向。 

針對礦業資料標準修訂，須需求配合國土資訊系統標準制

度流程進行標準內容修正(提案修正作業流程圖參見圖 4-37、

圖 4-38)，本計畫 108 年度已依貴局業務單位之實務意見，進

行礦業資料標準修正「提案(提案階段)」與「草案研擬(起草階

段)」的第 1 次作業，供貴局作為礦業資料標準修訂之參考。

主辦單位已於 108 年 8 月 8 日發文至資料標準制度推動及審

議工作小組，完成第二版礦業資料標準提案的審核作業，並

依審核決議修正草案。原訂於 108 年度進行的「草擬單位內

部審查」及提送至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審查作業，配合礦

業法修法進程與主辦單位建議延後起草階段與後續作業期

程，將於今(109)年度，依照礦業法提審進度，依據正式修法

內容，再次修正資料標準並完成第 2 次草案研擬與內部審查

作業，並配合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會議期程，進行草案審

查與草案公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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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 礦業資料標準礦區資料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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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國土資訊系統資料標準訂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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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8 國土資訊系統資料標準草案研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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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成果 

本計畫於 6 月協助主辦單位籌辦資料標準局內專家會議，

以期配合內政部 7 月資料標準審查會議時程提送修正，惟局

內長官最後仍考慮礦業法修法仍在推動中，資料標準應待修

法完成後再行提出，故僅將已完成之資料標準草案內容及提

案書等，進行資料更新後提交局內供未來修訂標準時使用。  

 

(五) 使用者意見蒐集及客服作業 

本小節對應合約項目109年度執行策略(1)圖資平台互動式查

詢功能及業務附加價值功能建置：E.協助彙整本年度使用者意見

回饋，提供障礙排除等客服諮詢服務，並更新操作教學手冊。 

1. 工作方法 

本計畫自 107 年度以來持續擴充業務支援功能，如敏感

地區查詢、重複礦區查詢及年度施工計畫礦業用地申報等功

能，為確保各項功能均符合業務單位或業者實際需求，已建

立操作需求即時回饋表單(如圖 4-39)，業務單位於每次使用

查詢功能時均會於表單上紀錄使用狀況，如有錯誤則會提供

畫面截圖，本團隊了解實際狀況後如為操作方式錯誤，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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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或當面說明的方式輔導業務單位查詢人員以正確方式操

作系統功能，如為功能 Bug 則將安排時間盡快修復，如為系

統改善建議，則將與提出人員進一步了解需求後，視功能複

雜度與必要性等於該年度進行功能修改或納入未來建議中。 

另外針對常用業務查詢功能外的其他功能錯誤或回饋意

見，亦已提供線上意見問卷(如圖 4-40)，相關業務單位使用者

如有發現問題，均可隨時回報，工作團隊將定期檢視，協助彙

整使用者意見回饋，提供障礙排除等客服諮詢服務。 

今年度將持續進行各項意見蒐集與障礙排除等服務工

作，並因應本計畫各項功能逐漸完善，更新系統操作手冊，提

供不同身分的使用者可自行瞭解本系統各功能的詳細操作方

式，及基礎障礙排除方式。 

 

圖 4-39 圖台查詢功能饋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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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0 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平台回饋意見問卷 

 

2. 工作成果 

持續進行各項意見蒐集與障礙排除等服務工作，並於 9 月

25 日及 10 月 30 日配合主辦單位規劃於工作會議上針對使用

者提出之操作疑問及合約工作推動進度進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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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業用爆炸物 e網功能精進及維護 

(一) 事業用爆炸物 e網功能精進及維護 

本小節對應合約項目 109年度執行策略(2)事業用爆炸物 e網

功能精進及維護。 

1. 工作方法 

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服務系統是提供公眾、業者、局端管理人

員與其它管理單位(警察、消防、工程委辦與監理單位等)的共同

平台，由公眾與業者申報與提出線上申請，局端或其他管理人員

線上審批處理與管理的重要業務平臺，本計畫持續依照管理端需

求進行系統使用情境改善及功能優化等作業，並持續維護爆炸物

運輸追蹤功能及蒐集運輸路線，今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 系統使用情境改善 

針對使用情境改善方面，主要包括教育訓練表單調整與匯

出、系統介接礦業屬性之開採期限及展延火藥庫期限、精進

火藥庫管理介面(如火藥庫庫號支號尚未能與最新庫支號連

動，應有介面供本局人員修改；行政處分統計增加公司一項)，

共計 3 項功能。 

(2) 系統功能優化 

包括精進申請配購運輸證功能(鎖定填寫運輸路線、請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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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物種類及數量欄位；增加欄位說明文字)、爆管員及爆破

員訓練班管理功能(訓練班結業證書字號帶入功能確認)、業者

名冊填報防呆功能(如：如任職狀況為離職，請業者須修改任

職狀況日期)、查詢現存量資料帶入功能、火藥庫申請展延/調

整/異動功能文字說明、業者端外來人口統號格式顯示、非事

業用爆炸物旬月報顯示(貨品上月存量、本月購銷存量為 0 者

不需顯示)，計 7 項功能。 

 

表 4-3 109年度事業用爆炸物 E網精進及維護重點工作項目 

編號 工作分類 需求項目 登入身分 功能 功能路徑 

1 
系統使用

情境改善 

精進火藥庫管理介面(如火

藥庫庫號支號尚未能與最

新庫支號連動，應有介面

供本局人員修改；行政處

分統計增加公司一項) 

審核端 
火藥庫

管理 

管理-火藥

庫管理 

2 
系統使用

情境改善 

系統介接礦業屬性之開採

期限及展延火藥庫期限 
審核端 

火藥庫

展延 

各類證件

及訓練申

請-火藥庫 

3 
系統使用

情境改善 
教育訓練表單調整與匯出 審核端 

訓練報

名 

各類證件

及訓練申

請-訓練報

名 

4 
系統功能

優化 

精進申請配購運輸證功能

(鎖定填寫運輸路線、請配

爆炸物種類及數量欄位；

增加欄位說明文字) 

業者端(事

業用) 

申請配

購運輸

證 

操作功能-

配購登記

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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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工作分類 需求項目 登入身分 功能 功能路徑 

5 
系統功能

優化 

爆管員及爆破員訓練班管

理功能(訓練班結業證書字

號帶入功能確認) 

審核端 

爆管

員、爆

破員訓

練班 

各類證件

及訓練申

請-訓練報

名 

6 
系統功能

優化 

業者名冊填報防呆功能

(如：如任職狀況為離職，

請業者須修改任職狀況日

期) 

業者端(事

業用) 
名冊   

7 
系統功能

優化 
查詢現存量資料帶入功能 審核端 

查詢現

存量 

管理-查詢

登記簿及

爆炸物核

配及使用

情形統計 

8 
系統功能

優化 

火藥庫申請展延/調整/異動

功能文字說明 

業者端(事

業用) 

火藥庫

申請展

延/調整/

異動 

操作功能-

火藥庫相

關作業 

9 
系統功能

優化 

業者端外來人口統號格式

顯示 

業者端(事

業用) 

證照及

名冊/人

員請假 

操作功能-

證照及名

冊/人員請

假 

10 
系統功能

優化 

非事業用爆炸物旬月報顯

示(貨品上月存量、本月購

銷存量為 0 者不需顯示) 

業者端(非

事業用) 
    

 

(3) 蒐集爆炸物運輸路線並維護運輸追蹤功能 

今年度為了確保爆炸物的運送安全與推動礦務局自主監

控管理維運，本計畫將持續維護爆炸物運輸路線追蹤功能。

預計蒐集 100 趟次的運輸路線，並可透過已建置的路線追蹤

功能與既定的申報路線進行路線偏移比對或實際的運輸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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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曾經經過禁行區域比對，以了解事業用爆炸物運輸運送

即時狀態，功能示意圖如圖 4-41。 

 

圖 4-41 爆炸物運輸路線追蹤偏移比對功能 

 

2. 工作成果 

(1) 系統使用情境改善 

針對合約三項功能改善完成內容如下： 

I. 教育訓練表單調整與匯出：完成教育訓練報名順序、

學號及合格證書排序修正改善(如圖 4-42)。使各階段

人員排序一致，減輕業務承辦人辦理教育訓練時於各

階段進行人員名單審核時的負擔。 

II. 系統介接礦業屬性之開採期限及展延火藥庫期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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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火藥庫展延期限自動判斷功能修正改善。系統可自

動依業者申報資料判斷火藥庫展延期限帶入，減輕業

務承辦人員人工檢查作業負擔。 

III. 精進火藥庫管理介面：完成火藥庫支號連動功能修正

改善。修正火藥庫申請展延、變更後不同功能間支號

未連動問題，確保系統資料之即時性與正確性。 

 

 

圖 4-42 教育訓練報名順序、學號及合格證書排序修正為一致示意圖 

 

(2) 系統功能優化 

針對合約七項功能優化完成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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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精進申請配購運輸證功能：完成申請配購運輸證功能

文字加註優化(如圖 4-43)。提醒業者申辦時應填寫之

正確內容，將低申辦資料錯誤率。 

II. 爆管員及爆破員訓練班管理功能：完成教育訓練報

名順序、學號及合格證書排序修正優化。使各階段

人員排序一致，減輕業務承辦人辦理教育訓練時於各

階段進行人員名單審核時的負擔。 

III. 業者名冊填報防呆功能：完成爆破專業人員名冊離職

防呆檢查優化，未離職不可送出申請(如圖 4-44)。增

加防呆功能，將低申辦資料錯誤率。 

IV. 查詢現存量資料帶入功能：完成現存量查詢單日多筆

紀錄統計優化，原功能僅帶入當日最後一筆數據做運

算，如單日多筆紀錄未依順序輸入時將導致統計結果

錯誤，現已於資料庫中增加判斷條件，避免錯誤。 

V. 火藥庫申請展延/調整/異動功能文字說明：完成火藥

庫展延申請文字加註優化(如圖 4-45)。提醒業者申辦

時應填寫之正確內容，將低申辦資料錯誤率。 

VI. 業者端外來人口統號格式顯示：完成業者端外來人

口統一證號顯示及輸入檢查功能優化(如圖 4-46)。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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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專業人員申辦頁面輸入身分證字號處增加外來人

口統一證號顯示及輸入檢查功能，使功能支援外來

人口申辦，提升申辦功能適用範圍。 

VII. 非事業用爆炸物旬月報顯示：完成非事業用爆炸物旬

月報數量為 0 顯示優化。不顯示重要性較低且長期為

0 的報表內容，減輕申報端與審核端之作業負擔。 

 

圖 4-43 精進申請配購運輸證功能-增加填報欄位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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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 業者名冊填報防呆功能-未填離職不可送出申請 

 

 

圖 4-45 火藥庫申請展延/調整/異動功能增加填寫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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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6 爆破專業人員支援外來人口統一證號檢查及顯示 

 

(3) 蒐集爆炸物運輸路線並維護運輸追蹤功能 

本計畫持續維運運輸路線功能正常作業並蒐集運輸路線，

統計至 11 月 16 日止已蒐集到 99條爆炸物運輸路線資料。 

 

圖 4-47 每月爆炸物運輸路線蒐集量累計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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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服務推廣說明會及成果發表會 

(一) 辦理服務推廣說明會及成果發表會 

本小節對應合約項目 109 年度執行策略(3)辦理服務推廣說明

會及成果發表會各 1 場。 

1. 工作方法 

本項工作包含智慧國土礦業資料服務的推廣、成果發表會

等作業，其中推廣說明會主要針對本計畫資訊系統使用者，

包括礦務局相關業務承辦人員(管理端)及業者、礦業技師(業

者端)等對象，介紹相關業務申報、審核查詢及管理等功能，

配合礦務局整體業務資訊化規劃，本計畫將配合「礦業智慧

管理資訊系統建置計畫」教育訓練規劃，聯合辦理推廣說明

及教育訓練會議，會議地點及期程由該計畫統一規，期能引

導不同使用者熟悉 貴局這近年開發之各項資訊系統的使用，

進而使業者端可順利進行日常業務申報作業，也使管理端熟

悉相關查詢業務審核作業之操作方式，讓資訊系統能真正與

業務流程整合，透過資訊化作業提升礦業管理業務執行效率。 

除成果推廣外，本計畫亦將配合礦務局每年度之委辦計畫

成果發表會，彙整本計畫執行成果，包括蒐集環境敏感地區

圖資 37 項、提供環境敏感地區查詢及重複礦區功能、完成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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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用地申報電子化及後台圖資維護管理功能、完成爆炸物運

輸路線監控試辦等。於會議中向與會來賓說明(如錯誤! 找不

到參照來源。)，以期讓各界更瞭解本計畫在礦業資料蒐集建

置、相關查詢應用功能及爆炸物管理等各面向的精進成果。 

2. 工作成果 

(1) 服務推廣說明會：配合「礦業智慧管理資訊系統建置

計畫」規劃於 11 月 9 日及 11 月 11 日分別於台北教

育大學及花蓮慈濟大學辦理操作說明，議程如圖 4-48，

本計畫針對年度施工計畫礦業用地測點坐標上傳申報

部分進行說明(如圖 4-49)。 

 

圖 4-48 109年度礦業智慧管理資訊系統教育訓練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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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9 年度施工計畫礦業用地圖資測點上傳申報教育訓練 

 

(2) 成果發表會：配合主辦單位規劃，於 11 月 12 日辦理

局內委辦計畫成果發表會(如圖 4-50)，本計畫針對 5

年期整體成果進行報告(如圖 4-51)。 

 

圖 4-50 經濟部礦務局 109年度委辦計畫成果發表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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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 礦務局年度委辦計畫成果發表會 

四、 資安作業 

(一) 資安作業 

本小節對應合約項目 109 年度執行策略(1)圖資平台互動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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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功能及業務附加價值功能建置：F.依據本局資安作業規劃，強

化資安設計。及(2)事業用爆炸物 e 網功能精進及維護：D.依據本

局資安作業規劃，強化資安設計。 

1. 工作方法 

本案資安作業主要分為兩個部分，首先是配合主辦單位或

上級單位之弱點掃描、滲透測試或攻防演練等資安作業，依

據掃描檢測結果進行資安風險修正作業。其次則是本計畫自

主資安管理作業。 

資訊安全管理主要在管控資訊安全的風險，必需同時考量

事件發生的機率以及可能造成的損失，再配合以合理成本的

管控措施。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強烈建議所有企業需遵

循因此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 (OWASP) 所發佈的十

大 Web 弱點防護守則、美國國防部亦將 OWASP 列為最佳實

務，國際信用卡資料安全技術 PCI 標準更將其列為必要安全

測試元件。目前 OWASP有 30 多個進行中的計畫，其中最知

名的即為 OWASP Top 10(十大 Web 弱點)，持續蒐集分析已

知及潛在的資訊安全事件，針對不同的軟體安全問題進行討

論與研究，訂出首要應處理的資訊安全漏洞。 

OWASP 會公佈具有最高風險的十大資安弱點，供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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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據此解決其中高度風險的問題。本專案主要依據 OWASP 

Top 10 資訊安全弱點中的高風險問題進行弱點掃描和處理

改進，弱點掃描測試是依據專案需求、專案特性及專案規模

訂定一套有效的、可施行且符合成本效益的資訊安全滲透測

試計畫。而且資訊安全測試計畫需符合專案建置需要以及政

府所訂定規範，來進行相關資訊安全測試，針對專案所建置

之 Applications 與 DB 整合環境，針對專案規範之應用系統進

行強度檢測與安全漏洞檢測，來確保專案運作安全與穩定。 

Web 整合性資訊安全工具為 OWASP Zed Attack Proxy 

(ZAP) Project，此工具包含檢測項目主要包含以下 6 項弱點規

則： 

(1) 跨網站指令碼 Cross Site Scripting(XSS) 

(2) SQL 資料隱碼攻擊 SQL Injection 

(3) 跨網站偽造請求 Cross Site Request Forgery(CSRF) 

(4) 外部重新導向 External Redirect 

(5) 參數竄改 Parameter tampering 

(6) 目錄瀏覽 Directory browsing 

本計畫將以 OWASP 所開發的 ZAP 進行檢測與修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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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資訊安全議題的管理重點。ZAP 畫面與掃描的規則如下

圖 4-52 所示： 

 

圖 4-52 網站弱點掃描檢測工具-ZAP 

ZAP 掃描後會提出 4 級的掃描結果： 

(1) 高等級(High)：高風險的資安議題，必須處理 

(2) 中等級(Medium)：中等程度的資安議題，依照實際需

求處理 

(3) 低等級(Low)：低程度的資安議題 

(4) 訊息(Informational)：提供資訊 

對於高等級(High)者，為 OWASP認為系統具有嚴重的弱

點，需要改善，本計畫則會根據 ZAP 的建議進行系統或程式

設計的調整，檢測報告結果將如下圖 4-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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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3 弱點掃描工具檢測結果示意圖 

 

2. 工作成果 

已配合主辦單位於 109 年 8 月進行弱點掃描與滲透測試

作業，並於 8 月 13 日收到初測報告，依據報告建議修正資安

風險，於 10 月 20 日至 10 月 26 日陸續完成主機弱點掃描及

滲透測試等複測作業，初測時發現之各項資安風險均已修復

(如圖 4-54、圖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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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4 主機弱點掃描複測報告(節錄) 

 

圖 4-55 滲透測試複測報告(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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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成果與後續建議 

一、 執行成果 

(一)  圖資平台互動式查詢功能及業務附加價值功能建置 

(1) 針對重複礦區查詢功能，提供地籍及坐標清單查詢 2

項功能，並擴充地下坑道、礦業保留區及經建版地形

圖等 3 項參考圖層，完善業務應用功能。 

(2) 依據年度施工計畫展點申報平台，改版建置礦業圖資

維護平台，提供礦區、礦業用地、礦業申請地及地下

礦坑等 4 類圖資維護介面並提供自動面積計算、歷史

圖層上傳、圖層處理註記、礦業用地異動申報、年度

施工計畫申報、礦業用地圖資屬性內容編輯等 7 項進

階功能，建構使用者可自行維運之圖資倉儲系統，簡

化礦業圖資管理及應用作業。 

(3) 擴充礦業圖層圖文互動查詢功能，包括關鍵字查詢及

環域查詢 2 種查詢方式，並提供地圖定位展示礦區或

礦業用地屬性資料，及介接礦業智慧管理資訊系統礦

區屬性資料功能，提供直覺化查詢介面並串聯相關資

料庫，簡化圖台資料流與工作流。 

(4) 依據礦業法 27 條，調查蒐集 71項敏感地區圖資，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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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完成有提供圖資之 37 項圖層內容，提供敏感地

區查詢及重疊面積計算功能。 

(5) 擴充建置現有地下礦坑圖層共計 11 礦，並提供圖層

維護介面，方便未來資料管理及應用。 

(6) 完成圖資標準格式修正草案內容，並交付提案相關文

件，以供未來礦業法修正通過後進行礦業資料標準修

正行政流程。 

(二)  事業用爆炸物 e 網功能精進及維護 

(1) 完成火藥庫支號連動功能修正，火藥庫展延期限自動

判斷功能修正改善及教育訓練報名順序、學號及合格

證書排序修正，共計 3 項系統使用情境改善工作。 

(2) 完成業者端外來人口統一證號顯示及輸入檢查功能，

申請配購運輸證功能文字加註，教育訓練報名順序、

學號及合格證書排序修正，爆破專業人員名冊離職防

呆檢查，現存量查詢單日多筆紀錄統計修正，火藥庫

展延申請文字加註，非事業用爆炸物旬月報數量為 0

顯示修正，共計 7 項系統功能優化工作持續維持事業

用爆炸物 E 網正常運作。 

(3) 持續蒐集爆炸物運輸路線共計 100 條，達成本計畫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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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國土圖資蒐集績效指標。 

(4) 配合礦務局核心系統資安檢查，進行第三方資安風險

掃描，包括主機資安風險掃描、網站資安風險掃描及

滲透測試，針對弱點進行修復，並完成事業用爆炸物

E 網主機升級作業，持續強化事業用爆炸物 E 網系統

安全性。 

(三)  辦理服務推廣說明會及成果發表會 

(1) 配合「礦業智慧管理資訊系統建置計畫」於 11 月 9

日及 11 月 11 日分別於台北教育大學及花蓮慈濟大

學辦理服務推廣，說明年度施工計畫礦業用地測點

坐標上傳申報作業。 

(2) 參加 11 月 12 日礦務局委辦計畫成果發表會，向產

官學各界人士介紹本計畫五年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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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來建議 

本計畫今年度為 5 年計畫最後 1年，依據 5 年來執行成

果、使用者回饋意見及智慧國土未來發展，提供未來建議推動

方向： 

(1) 與環境敏感地區圖資權責單位建構即時圖資交換機制，

透過資料庫介接或圖資更新通知等方式，提升倉儲平台

敏感區圖資即時性及有效性。 

(2) 針對非機敏性資料開放外部查詢，方便學界業界使用者

可於平台進行環境敏感地區查詢與礦業申請預定的初

判。降低使用者需反覆以個案逐項排除方式，進行預定

申請地的確認流程。 

(3) 配合國家底圖導入三維圖資，依據現有礦場實測圖建構

三維礦場圖層，將現有圖台系統升級為 3D 電子地圖，導

入三維化應用，如地下礦坑深度走向分析查詢、礦場開

採量分析等，惟目前內政部產製地形資料之週期與公開

資料精度尚未達礦業開採或植生綠化分析所需，建議可

進一步導入無人機與攝影測量等自行蒐集產三維資料之

機制，透過例行性礦區檢查等作業，高頻率高精度的三

維圖資蒐集建構可供即時分析之礦場生命週期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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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據國土資訊系統標準制度與礦業法修訂進度，完成礦

業資料標準修訂，並依據三維國家底圖之政策方向，進

一步納入三維資料屬性，修訂礦業資料標準可應用於未

來三維分析之環境，強化資料流通性與可用性。 

(5) 配合物聯網新技術發展，依據實際業務需求與操作實務

持續進行滾動式檢討及法規修正，除推動修法擴大納管

GPS 爆炸物運輸車輛追蹤外，可導入 RFID、藍芽、

Beacon、5G等物連網追蹤技術，在遮蔽及電雷管須避免

電磁波等既有技術限制下也可透過搭配流程管控達成爆

炸物進出庫及使用管理自動化。 

(6) 針對事業用爆炸物 E 網系統現有之 ASP 程式，由於該程

式架構微軟公司已不再支援，無論在功能擴充性或資安

設計上均已無法滿足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發展，建議進

行架構改寫及功能升級，簡化 UI介面與操作流程，提升

系統效能並強化系統資安設計。 

(7) 配合局內資料正規化及資料流、工作流及組織流整合作

業，進行資料串接與分析，提供智慧化決策支援工具，

如依據爆炸物申報資料提供火藥庫風險預警或依據礦區

申報圖資與開採量提供開採違規警示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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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1 

經濟部礦務局 

109年度「智慧國土礦業資料建置計畫（5/5）」 

委託系統開發案 

服務建議書審查委員意見回復表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10日(星期二)下午 2時 00分 

二、地點：經濟部礦務局 4樓 401會議室 

三、評選委員意見： 

◆ 委員一 李教授中彥 

項

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1 

提供各子系統之使用狀況統計圖

表，例如事業用爆炸物 e 網，除

提供每用使用人數外，亦應提供

使用項目之統計資訊；又，國土

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平台方面，亦

應提供資料使用之統計資料。有

關智慧化爆炸物運輸流向監控系

統，應對違規車輛查詢違規次

數，及所屬公司違規狀況之統計

資料。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系統並未針對事

業用爆炸物 e 網及國土礦業資料倉儲

整合平台各子項功能建置使用統計功

能，故暫無詳細統計數據，將依委員意

見與主辦單位討論是否須納入今年擴

充功能項目中。另針對運輸路線偏移

部分，目前系統設計是針對每次運輸

作業(運輸證)進行偏移統計，將於後續

工作進度報告中依委員指示提供依車

輛及依公司之偏移統計數據。 

2 

使用者介面設計應考量簡單性及

友善性。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各項功能介面

在開發前均有提供逐步操作設計稿給

使用單位確認，確認無誤後才會進行

開發，開發工作初步完成後也都會請

使用單位實際測試，並依照測試意見

做功能調整，今年度預計增加之功能



109 年度「智慧國土礦業資料建置計畫(5/5)」委託系統開發案 成果報告書 

 

附錄一-2 

項

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均為在過去幾年建置的功能上持續擴

充精進，操作邏輯並未調整，對於使用

單位應有具備簡單性及友善性之特

性。 

3 

重複礦區，系統應可針對存在資料

庫中之資料檢看出礦區之重複狀

況而自動提出重複礦區之資訊。 

感謝委員意見，倉儲平台「重複礦區查

詢功能」是業務單位(礦政組)提出的功

能名稱，用於提供業務承辦人員查詢

新申請礦權或開發土地等範圍內是否

有既存礦區功能，並非用於查詢既有

礦區之間是否有重複狀況，既有礦區

間並無重複問題。 

4 

教育訓練教材應說明詳盡，教育訓

練課程應著重實作。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教育訓練教材

均針對使用者常用功能提供逐步操作

指引，歷次教育訓練均在電腦教室舉

辦，並以參加者實機操作為主，功能講

解為輔。 

5 

團隊成員中最好有資安證照之人

員。 

感謝委員意見，本團隊在這幾年都有

參與其他單位的 ISMS導入，對相關資

安制度熟悉，且目前公司同事正在準

備 CISSP與 ISO 27001 LA的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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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二 周高級分析師家慶 

項

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1 

在 P.2-9 面積計算模組方面，建議

補充說明是否應用外部軟體，以及

可能之授權議題。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圖資申報面積

計算功能是運用MS SQL Server Spatial 

Data 功能進行計算，並未應用其他外

部軟體工具，MS SQL Server 授權由礦

務局機房統一提供，無須額外授權。 

2 

P.2-13圖文互動查詢上，建議補充

說明是否可同時進行多個礦區(圖)

的圖文查詢，對於查詢出的結果將

如何支援業務進行?查詢所得結果

可否匯出再利用？ 

感謝委員意見，針對圖文互動查詢功

能，今年度分為兩個部份建置，首先是

2.2.2 節 4.提供點選圖面顯示屬性資料

功能，此處僅提供單一圖徵(Feature)屬

性資料互動顯示，其次是 7.提供依屬

性資料篩選展示圖層功能，此項功能

可依據屬性資料內容篩選單筆或多筆

徵展示於圖台介面上，查詢結果可透

過圖台列印功能輸出提供業務應用。 

3 

P.2-22在礦業資料標準修正部分，

所修正方式與內容建議應考量向

前相容課題。 

感謝委員意見，本次礦業資料標準修

正主要依據目前礦務局各組處實際業

務上對於資料之分類與定義，目標是

資料標準能符合實際業務所需，以利

資料標準的推動與標準資料的建立，

因此是否與舊版資料標準相容較不在

本次修訂作業的考量範圍中，另現行

資料標準尚未廣泛應用於礦務局的資

料建置與交換作業中，本次資料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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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修訂與現存資料標準差異應不致衍生

問題。 

4 

團隊曾執行毒性化學物質與環保

廢棄物車隊監控，不知與本案爆炸

物運輸監控差異為何？是否有可

借鏡加以強化？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事業用爆炸物也

是公路總局列管危險物品的一種，可

借鏡的是車機設備的緊急通報功能，

如果日後運送時考慮運送安全，不須

警察前導運送，可參考導入車機設備

的緊急通報功能。 

5 

在資安部分，不知振興發公司本身

是否有符合相關資安認證或稽核。 

感謝委員意見，本團隊在這幾年都有

參與其他單位的 ISMS導入，對相關資

安制度熟悉，且目前公司同事正在準

備 CISSP與 ISO 27001 LA的證照，並

且去年也已經接受礦務局的個資內

稽，對局的制度與標準都有一定程度

的了解。 

6 

對於後續 GIS圖層維護更新作業，

建議應擬定詳細作業 SOP，進行教

育訓練及演練。eg.如何掃描？精

度要求？如何匯入？歷史資料管

理？ 

感謝委員意見，因應局長要求，本計畫

近幾年新功能從規劃、測試到正式上

線均與使用單位緊密聯繫，規劃階段

均有詳細功能畫面設計與流程圖經承

辦人員確認後才開發，並於初版功能

完成後提供實機測試，經承辦人員測

試無誤後才正式上線，因此各項功能

承辦人員均可熟練操作，本團隊也將



附錄一 審查意見回復表 

附錄一-5 

項

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於今年更新完整操作手冊，供後續使

用者參考。 

7 

建議除使用人次統計資料外，應可

補充那些功能最常使用，系統效能

為何？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系統並未針對系

統各子項功能建置使用統計功能，故

暫無詳細統計數據，就使用者回報狀

況及客服經驗，事業用爆炸物 E 網以

爆炸物使用、登記、購買及人員訓練等

功能最常使用；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

合平台則以重複礦區查詢最常使用。

系統效能部分將於今年功能擴充完成

後進行測試，將結果列於期末報告中。 

8 

系列計畫最後一年期時，建議最後

應產生一份完整的總報告，以及技

術文件。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今年度結束時

將提交五年計畫總成果報告及相關技

術文件作為驗收依據。 

 

◆ 委員三 孫理事長思優 

項

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1 

P.2-2 達成功能之項數列舉不夠明

確，所計功能數量比對不一致。 

感謝委員意見，P2-2 所列項目為主辦

單位提供需求構想書內容原文，10 項

工作整理補充於表 2-3。 

2 

P.2-19上架之地下坑道圖層僅為最

新的一張或有歷程多張？後者為

佳，且能包含其原始高程。 

感謝委員意見，今年度將新增之地下

礦坑圖層是將礦務局提供資料匯入資

料庫發布為圖層，是否包含歷史資料

依計畫執行後主辦單位提供資料內容

為準，另由於本計畫倉儲平台尚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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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供 3 維資料展示功能，今年暫無法提

供原始高程資料。 

3 

P.2-34推廣說明會議議程名稱及內

容多收集參訓者意見再做調整。 

感謝委員意見，配合近年局內資訊系

統整合建置，推廣說明會主要由「礦業

智慧管理資訊系統」規劃辦理，本計畫

協辦，因此議程名稱與課程內容主要

由該計畫與局內相關長官決定，本計

畫將會將委員意見做為建議提供給該

計畫參考。 

4 

P.4-1經費配置二、C維護數量為三

套？請加備註欄提供必要資訊。 

感謝委員意見，該處為內容誤植，實際

並無區分 3 套功能，已於工作計畫書

修正。 

5 

本計畫建立之平台移交後，請於期

末成果中提供未來短、中、長期可

能需再做因應之作為與經費需求

供參考。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期末報告中將

提出未來建議，提供主辦單位未來持

續推動圖資平台精進之參考。 

 

◆ 委員四 陳教授美心 

項

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1 

本年度已建置第五年，應說明成果

發表會之重點目的及時程與內容

規則，以呈現資料庫及系統處理成

效。 

感謝委員意見，成果發表會為礦務局

每年統一辦理，時程由礦務局安排，通

常在每年 11月，今年度本計畫預計說

明計畫五年逐步推動之各項成果及已

達成之目標內容，包括蒐集環境敏感



附錄一 審查意見回復表 

附錄一-7 

項

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地區圖資 37項、提供環境敏感地區查

詢及重複礦區功能、完成礦業用地申

報電子化及後台圖資維護管理功能、

完成爆炸物運輸路線監控試辦等，配

合局內業務電子化作業，支援多項業

務之資訊化，達成智慧國土之計畫目

標。 

2 

針對系統運作架構，服務狀況對局

內、局外宜說明清楚，與局內其他

系統介接、勾稽狀況，強化系統今

年優化重點。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倉儲平台主要

提供局內使用，E 網部分則包括業者與

局內管理者，主要介接對象為「礦業智

慧管理資訊系統」，依據該系統規劃提

供局內資訊整合作業，今年主要優化

重點在於提供管理端自主維護管理介

面，以利本計畫五年期計畫結案後移

交回主辦單位，方便主辦單位後續自

行管理維護圖資。 

3 

針對圖台後續需要移轉給礦務局

自行管理並維護圖資上下架等目

的，建議應明定圖資格式、坐標系

統等，系統有無檢核機制？並宜製

作相關系統維運之 SOP 文件，以

利後續維運。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礦區業者及礦業

技師傳統上習慣使用 CAD檔，GIS系

統要處理 CAD檔較為困難，為了方便

技師及系統兩者相容，本計畫圖資申

報與維護功能是以測點坐標清單作為

上傳格式，坐標清單上傳系統後再由

程式轉為 polygon或 polyline等GIS格

式儲存，座標系統依據礦務局對採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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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實測圖的要求統一採用 TWD97 二度

分帶，上傳檔案實會針對欄位格式與

polygon 是否封閉等做初步檢查，若格

式沒問題則會顯示圖形幾何形狀與礦

區、礦業用地及電子地圖等圖層套疊，

由上傳者或審核人員目視判定範圍是

否正確，上述操作於功能設計階段至

系統測試階段均經使用者同意及測試

無誤才會上線，計畫結案時也會提供

完整操作手冊，供主辦單位後續參閱。 

4 

資安作業規則應說明作法及範疇。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資安作業主要

為資安掃瞄並針對掃瞄出的風險進行

修正，修正包括自主運用 OWASP Zed 

Attack Proxy (ZAP) Project 工具檢測，

依據檢測結果修正資安風險外，另局

內或相關政府單位若有相關資安檢測

作業，也將依據檢測結果修正資安風

險。 

5 

針對收集使用者回復意見之作法

建議再敘明收集哪些使用者，是否

本年度都會納入擴充？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使用者回復意

見主要來自礦務局對應業務承辦人

員，如為功能 Bug 則將安排時間盡快

修復，如為系統改善建議，則將與提出

人員進一步了解需求後，視功能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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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9 

項

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度與必要性等於該年度進行功能修改

或納入未來建議中。 

6 

各式圖資之建置時間、精度、方式、

坐標系統、更新狀況，是否有提供

Meta Data 供查詢，以利為圖資引

用判斷參考。 

感謝委員意見，系統圖層套疊功能中

有提供圖資資訊功能，提供系統上各

圖資之Meta Data 供使用者參考。 

 

◆ 委員五 鄧教授鴻超 

項

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1 

請說明 P.2-5 圖、圖 2-1 地籍查詢

重覆礦區介面，圖幅號之意義。 

感謝委員意見，該圖幅號為「內政部地

政司全國土地基本資料庫」中「地籍土

地標示部」的圖幅號欄位資訊。 

2 

建議圖 2-3礦業保留區圖層，顏色

可否調查明暗。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倉儲平台各圖

層均設有透明度調整介面，可由使用

者依需求自行調整。 

3 

P.2-8 圖請說明確認幾何形狀之來

源為何？ 

感謝委員意見，p2-8 圖 2-5 中確認幾

何形狀步驟是指管理者要新增圖資

時，依格式上傳坐標清單檔之後，系統

會將坐標清單繪製成多邊形，並與現

有礦區、礦業用地及通用版電子地圖

進行套疊，由上傳者自行依據套疊結

果判斷上傳圖資是否正確，管理者上

傳之坐標清單均會對應到一份業者提

交的紙本或 CAD檔資料，其中有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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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10 

項

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資展開後之幾何形狀，管理者可依此

做核對。 

4 

P.2-19地下礦坑位置如何套疊，若

是以坐標系統套疊，座標系統是否

相同？ 

感謝委員意見，地下礦坑圖層源自業

者提供的採礦實測圖，依照礦務局規

定，目前業者提交之採礦實測圖統一

採用 TWD97 二度分帶坐標，與系統圖

層資料庫相同。 

5 

簡報預計車次 100，請說明過往使

用資料。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收集之爆炸物

運輸路線為目前完成裝設 GPS 車機之

販賣業者於爆炸物運輸作業中實際回

傳之運輸路線紀錄。 

6 

建議明年礦務局接管，今年便參與

系統資料建置。 

感謝委員意見，自本計畫 107 年度開

始，在局長要求之下，本計畫各項功能

之規劃與測試均有對業務之承辦人員

全面參與，規劃部分均由承辦人員確

認介面設計與功能流程才進行開發，

測試時均由承辦人員實機測試無誤後

才正式上線，今年度也將依過去兩年

之辦理方式推動各項功能開發，相關

承辦人員均全程參與系統及資料建置

過程。 

7 

請明確列出地籍資料，三天更新一

次的資料量。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地籍資料是介

接內政部地政司地政整合資訊服務共

享協作平台，該平台地籍圖圖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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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11 

項

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是每 3 日更新一次，並未提供每次更

新的資料量說明。 

 

◆ 委員六 林科長中仁 

項

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1 

有關 P.2-2 事業用爆炸物 e 網精進

及維護工作項目，請對應P.2-30 表

2-3 中的重點工作項目並予編號清

楚，呈現上較為一致。 

感謝委員意見，已更新表 2-3。 

2 

有關資訊安全，請振興發公司配合

行政院所頒訂之各項資訊安全規

範及標準、本局資通安全管理制度

(ISMS)要求事項辦理。 

感謝委員意見，本團隊於計畫執行期

間將配合相關資安掃描風險修正及其

他資安演練作業，關於 ISMS相關建議

事項由於本計畫今年經費有限，經主

辦單位同意下將以業務需求功能為

主，相關資安修改事項將在不影響本

計畫業務需求功能開發範圍內與貴局

資安承辦人討論推動方式。 

 

◆ 委員七 李科長正鴻 

項

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1 

工作期程甘特圖及預期效益在服

務建議書及簡報中內容略有出入，

請重新確認。 

感謝委員意見，因簡報篇幅有限，製作

時甘特圖內容略有刪減，請以服務建

議書之甘特圖內容為準。 

2 

P.2-18 工作方法中敘述「台灣目前

還有 13 處地下礦場仍在『列管

感謝委員意見，已依指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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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中』」，建議改為「台灣地區目前還

有 13處地下礦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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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13 

經濟部礦務局 

109年度「智慧國土礦業資料建置計畫（5/5）」 

委託系統開發案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復表 

 

壹、時間：109年 8月 27日(星期四)下午 14時 00分 

貳、地點︰經濟部礦務局 4樓 401會議室 

參、主持人：賴組長欽亮                      

肆、審查學者專家意見: 

◆ 委員一 李教授中彥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1 

P.2-7之(2)事業用爆炸物 e網功

能精進及維護下子項編號錯

誤。 

感謝委員意見，編號已修正，參見修正

稿 P.2-7。 

2 

P.2-6至P.2-8 109年度工作項目

和 P.3-1至 P.3-11 109年度工作

進度查核編號不一致。 

感謝委員意見，編號已修正，參見修正

稿 P.3-1至 P.3-11。 

3 

P.3-1至P.3-5 109年度預定工作

進度中，虛線所代表之意義為

何? 

感謝委員意見，工作進度甘特圖中虛

線表示該工作為系統維護或配合實際

需求辦理項目，由於工作內容不確定，

無法於服務建議書階段規劃工作進

度，因此以虛線表示，已於修正稿 P3-

5補充虛線意義註解。 

4 

P.3-5中之重要查核點 5/31，應

在報告中列出工作項目實際進

度落後之原因及檢討機制。

P.S.(1)更新及提供自主上下架

感謝委員意見，部分圖資維運功能於

5/31 查核點略有延遲是因為配合局內

實際需求，提前圖資異動紀錄及歷史

圖資維護功能進度，先提供各項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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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圖資和(2)圖資異動紀錄及歷史

圖資維護有進度落後之狀況。 

維護功能之初版操作介面，於 8/31 再

完成完整功能，說明內容參見修正稿

表 3-1 。 

5 

P.4-39 資安作業之工作內容為

基本之資安需求，和目標”強化

資安設計”有明顯差異。又 P.3-

8 和 P.3-11 資安進度分配比例

不合理。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強化資安設

計”之工作項目主要對應本計畫事業

用爆炸物 E 網系統於去年(108)度納入

ISMS制度，由於爆炸物 E 網系統架構

較舊，本計畫經費有限，ISMS要求之

事項無法一次達成，故今年度與主辦

單位商議，逐步配合主辦單位需求辦

理 ISMS相關資安作業，由於辦理方式

由主辦單位主導，因此未明列於預計

工作項目中，如 8 月執行之弱點掃描

及滲透測試作業，即為本項目對應針

對工作。 

承上由於今年度資安工作為配合主辦

單位需求辦理，故於預定進度中以配

合事項標示，如 5 月協助處理之資安

問題及 8 月之弱點掃描與滲透測試等

均為對應工作內容。 

6 

P.3-9和 P.3-10之事業用爆炸物

e 網功能精進及維護下 2 個子

項，可依 3 個功能和 7 功能再

細分。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個子項內容屬於

細節調整，實際執行時間多數未滿一

個月，分子項於表 3-1呈現不易呈現執

行狀況，故另以修正稿表 4-4呈現各項

子功能預定進度及執行現況。 

7 

P.4-23 表 7 宜詳細說明幫助理

解。 

感謝委員意見，為方便理解，修改資料

標準修正內容分類為圖表編號更新、

資料典更新、代碼表更新、刪除代碼



附錄一 審查意見回復表 

附錄一-15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表、新增代碼表、因應資料典及代碼表

更新、刪除及新增進行文字調整等六

種，並提供對應修改處說明，參見修正

稿表 4-2。 

 

◆ 委員二 周高級分析師家慶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1 

P.4-7 圖 4-7 對於礦區圖檔更新

後，將原礦區圖檔下架，請補充

說明系統如何儲存多於 3 筆以

上之歷史礦區圖檔，及其時間

軸之查詢，是否就是 P.4-10~4-

11 之歷史圖資維護所敘述之工

作；另對於業者所上傳圖資，系

統如何協助承辦同仁進行空間

上的審核工作。 

感謝委員意見，下架之礦區圖資會列

入歷史資料中，並依據時間排序已清

單方式顯示，歷史資料之維護管理功

能及對應”e.圖資異動紀錄及歷史圖資

維護”項目。 

對於業者申報之礦區圖資，其屬性資

料部分由負責年度施工計畫申報作業

的”礦業智慧管理資訊系統”維護及審

核，本計畫僅針對圖資部分提供上傳

審核功能，審核方式主要透過圖層套

疊，提供圖層包括現存礦區、已審核完

成之礦業用地及具備等高線的通用版

電子地圖等，提供礦務局承辦人員透

過圖層套疊比對上傳圖資之正確性。 

2 

請補充說明爆炸物運輸行經路

線或禁行區域之空間屬性資料

(可通行或不可通行)維護機制。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僅指定不可通

行區域作為禁行區，空間屬性資料來

自交通部公路總局提供之「危險物品

車輛限定、禁止或建議行駛路段」kmz

圖層，將其匯入倉儲平台空間資料庫，

提供禁行區功能進行地理圍欄計算，

如公路總局資料有更新，則再將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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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16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圖層匯入資料庫取代原有禁行區資

料，以提供更新資訊。 

 

◆ 委員三 陳教授美心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1 

壹、背景分析中所述之圖表編號

應一致，請綜整檢視之。 

感謝委員意見，圖表編號問題已修

正，參見修正稿壹、背景分析。 

2 

P.2-1~P.2-8建議綜整本計畫，亦即

智慧國土礦業資料建置計畫五年

期，應完成之目標與任務，完成度

為何?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五年期均依

照與主辦單位議定之目標方向執

行，前四年度計畫工作均已完成驗

收，今年度進度至期中報告為止已

執行 51.4%，將於期末報告提出五

年度執行成果完整說明。 

3 

針對礦業圖資更新、上下架圖資

部份，應說明圖資更新、維護機

制、流程、SOP及權責為何，以利

(達)礦務局後續自行維運之。 

感謝委員意見，礦業圖資更新及上

下架圖資流程如圖 4-16、圖 4-17，

維護功能均僅開放局內人員使用，

局內人員未另行區分權限，但會記

錄每個資料庫動作的帳號。 

4 

目前國土礦業資料發佈哪些服

務、資料是原存公開機制，應敘明

之。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維護發佈之

國土礦業資料內容為現存礦業用地

及現存礦區，公開方式為發佈成

WMS，註冊於 TGOS上提供各界應

用或可透過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

平台民眾端(https://gis.mine.gov.tw/)

閱覽，計畫期間內如主辦單位有其

他欲公開之圖資，將協助公開於國

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平台民眾端，

https://gis.min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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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17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並視主辦單位需求於 TGOS 上註冊

提供適當之圖資供應方式。 

5 

針對敏感區圖資之更新維護，哪

些是實體資料?哪些是直接介接

Web Service 服務?後續如何更新

維護?以利確認圖資之即時性、正

確性，以為年度施工計畫判讀之

用。 

感謝委員意見，因敏感區圖資須提

供空間查詢比對功能，需要有空間

資訊的資料，但目前敏感區圖資權

責單位提供之資料仍為 WMS 或

WMTS，內容僅為圖磚無空間資訊，

故多數仍以取得實體資料後匯入資

料庫更新維護，僅地籍資料因地政

司已提供 WFS 具備空間資訊的服

務，故現已採即時介接取得，本案

結案時將提供實體資料匯入資料庫

之教學文件，供主辦單位日後自行

維運參考。 

6 

建議期末應提礦務局之智慧國土

礦業資料建置之完整性、正確性

之綜整建議，分析、提供給礦務局

參考。 

感謝委員意見，將於期末報告增加

資料建置狀況分析建議。 

7 

請說明蒐集爆炸物運輸路線並追

蹤功能其目的性，其偏移紀錄超

過 30公尺以上、甚至數公里，

其原因為何?有無警示功能?有何

作為? 

感謝委員意見，依照事業用爆炸物

管理條例第 17條：「爆炸物之運輸，

應以專車由專人押運，依照核定之

路線及時間行駛…」，故蒐集爆炸物

運輸路線並追蹤之目的為稽核爆炸

物運輸行為是否符合法規要求，目

前系統未提供即時警示功能，針對

偏移紀錄應用方式為承辦人員會定

期檢查偏移紀錄，如有發生偏移會

請業者說明，如無法說明將可依事

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第 37 條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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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18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 

8 

P.4-35~P.37 應確認說明會及發表

會之目的，以 check 相關議程及

內容安排符合礦務局需求。 

感謝委員意見，說明會主要針對使

用者，依照去年方式將分別針對局

內承辦人員及業者辦理兩場次，依

照不同情境提供教學內容(實際將

配合礦業智慧管理資訊系統計畫規

劃辦理)。 

發表會部分則是由礦務局主辦，向

一般大眾及產官學界人士說明計畫

辦理成果。 

今年度服務推廣說明會及成果發表

會本計畫均為協辦性質，將配合主

辦單位規劃辦理。 

 

◆ 委員四 孫理事長思優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1 

本期中報告出現文字誤繕標號

錯誤部份，請自行再檢視更

新，模糊之圖片請改善。 

感謝委員意見，報告書誤繕部分已於

修正稿修正。 

2 

P.3-8推動圖資標準格式為完成

後續審查及修改進度標示

100%是否合理? 

感謝委員意見，今年度原訂應完成圖

資標準格式修訂之行政流程，本計畫

已完成修正草案及提案計畫書內容，

並於 6 月配合準備專家會議事宜，以

期於 7 月內政部標準審查會議上正式

提案，惟局內長官最後仍決定應待礦

業法修法完成後再行修訂標準，因相

關準備作業已完成，礦業法修法完成



附錄一 審查意見回復表 

附錄一-19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前已無其他待執行工作，故將進度標

為 100%，若計畫執行期間礦業法完成

修法，本團隊將持續配合相關行政流

程作業。 

3 

P.4-4重複礦區查詢功能所增加

保留區之比對，文圖中難以了

解。 

感謝委員意見，礦業保留區與敏感區

或礦區相同均為面資料，查詢結果與

其他查詢方式相同，皆會顯示查詢範

圍、礦業保留區範圍及重疊範圍。 

4 

P.4-13 圖 4-12 環域查詢結果，

游標出現之有否異常且無聯絡

資訊或按右鍵再進階查詢功

能。 

感謝委員意見，環域查詢功能查詢出

之對象點籍圖標後可顯示詳細資訊，

其中針對礦務救援資訊有提供聯絡電

話，其餘土石採取場業者及砂石碎解

洗選場業者則無。 

5 

礦區查詢結果表出現被遮蔽，

且未能存留浮動框供比對鄰近

資料，建議採浮動，使用者關閉

功能；清除畫面請維持原點。 

感謝委員意見，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

合平台民眾端目前並未提供礦區查詢

功能，僅能套疊礦區圖層閱覽內容，管

理端有提供礦區定位及重複礦區查詢

功能，相關空間查詢功能均提供浮動

視窗及圖層開關功能，針對查詢結果

浮動視窗可能會遮蔽到圖層問題，由

於涉及地圖內容與網頁元件互相識別

的問題，暫無法排除，使用者仍可透過

調整浮動視窗顯示完整圖層內容。 

對於保留前次查詢結果與後續查詢比

對之需求，由於考慮到網頁畫面範圍

有限，若保留多次查詢結果易造成畫

面混亂，因此功能設計時執行第二次

查詢均會清除前一次查詢內容，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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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20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分將再與使用者了解實際需求，規劃

修正方向列於未來建議項目中。 

針對清除畫面功能保留當下位置部分

將納入功能改善研析內容中。 

6 

弱點掃瞄成果未列入成果展

示。 

感謝委員意見，因弱掃成果陸續提供，

8 月 26 日本團隊才收到全部文件，故

未及納入期中報告，已將滲透測試、主

機弱點掃描及網站弱點掃描初測報告

內容補充如修正稿圖 4-30~圖 4-32。 

 

◆ 委員五 賴組長欽亮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1 

之前本局同仁提出的圖資平移

問題是否已確認原因?請再補

充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該圖資問題經查應該

因是去年以前並未完整要求業者於年

度施工計畫時針對所有礦業用地範圍

確認，用地範圍圖上傳功能也尚未完

備，故於產製礦業用地WMS圖層服務

時對業者沒有重新申報的用地採用資

料庫中的舊圖層資料，故與今年度正

式申報確認之用地資料略有偏移，今

年度正式將圖資申報納入年度施工計

畫作業流程中，並要求業者逐筆確認

後，應可避免同樣問題發生。 

2 

今年係計畫最後一年，有關圖

資自行上、下架功能、e 網申辦

障礙排除功能，請委辦團隊依

排程儘速完成測試功能，並提

感謝委員意見，今年度各項功能上線

後將於結案前提供各系統操作手冊，

提交正式版本前將於 9 月、10 月依照

已完成上線之功能陸續提供各功能之

操作說明文件，提供測試操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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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供操作說明及教育訓練，以利

後續測試操作。 

 

◆ 委員六 林中仁科長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1 

請針對事業用爆炸物 e 網提出

操作手冊，以供使用者參用。 

感謝委員意見，將於今年度爆炸物 e網

優化改善工作完成後更新操作手冊。 

2 

先前貴團隊目前規劃辦理 e 網

之伺服器移機作業，請再說明

及補充辦理情形。 

感謝委員意見，針對 e 網伺服器移機

現已完成主要功能移機作業並提供今

年度弱點掃描使用，目前尚有 GPS車

機審驗功能暫不能使用，本團隊持續

進行程式調整作業中，預計於弱點掃

描複測作業結束後正式上線。 

3 

有關弱點掃描及滲透測試作

業，請於測試廠商 9 月正式提

出報告前，積極協助配合上述 2

項作業辦理，並盡可能提前辦

理。 

感謝委員意見，本團隊將依合約規畫

時程並配合弱掃複測作業辦理 E 網移

機作業，操作手冊部分將視工作進度

配合提前撰寫。 

 

◆ 委員七 李科長正鴻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1 

表 3-1 似有進度誤植，請再確

認實際進度。 

感謝委員意見，表 3-1與預定進度甘特

圖略有差異是因部分工作項目因應資

料取得狀況及工作優先順序調整，如 8

月取得地下礦坑圖檔及爆炸物 E 網優

化改善功能調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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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2 

P.4-14 提及 5 月下旬已完成，

請問與管理端圖資自主上下架

是否為同一項目? 

感謝委員意見，5月已完成管理端自主

上下架圖資功能，使用者已可自行上

傳下架礦區或礦業用地圖層並寫入資

料庫，8月是針對礦區及礦業用地異動

等不同使用目的及情境作持續擴充調

整。 

3 

P.4-38 服務推廣說明會似為去

年度情形，請問今年度之服務

推廣說明會是否已與另一團隊

洽談好時間?請再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報告書所列之服務推

廣說明會議程規劃表為 108 年度議程

規劃，今年度議程內容尚未決定，本團

隊將配合礦業智慧管理資訊系統廠商

規畫辦理。 

 

◆ 委員八 李技士秋賢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1 

有關年度施工計畫申報礦業用

地圖資功能，請問申報結案之

介接異動條件為何?請再補充

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依據去年與承

辦人員了解之實務狀況，年度施工計

畫申報與異動申報不會同時發生，年

度施工計畫完成後才會有異動作業，

故規劃應由礦業智慧管理資訊系統提

供年度施工計畫已結案之資訊，再由

圖資申報維護介面將年度施工計畫申

報自動切換為異動申報，差別在於年

度施工計畫需要業者針對每個用地逐

項確認後方能送出申報，異動則不須

逐項確認。 

2 

各項敏感區圖資既已盤點更新

至最新發佈版本，請再更新圖

感謝委員意見，將再更新圖資更新時

間及圖資名稱以符合實際狀況。 



附錄一 審查意見回復表 

附錄一-23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資平台上之圖資名稱，以免使

用者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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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環境敏感地區圖層更新清單 

附錄二-1 

附錄二 環境敏感地區圖層更新清單 

 

序 礦業法 27條環境敏感地區查詢項目 有無對應圖資 圖資名稱 圖資來源 
來源端更新

時間 

圖資 

類型 
已上線 

1 1-1.是否位屬特定水土保持區？ 有 特定水土保持區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19/8/12 

實體 

圖資 
是 

2 1-2.是否位屬河川區域？ 無 河川區域 
水利地理資訊服務

平台 
2020/9/21 

實體 

圖資 
否 

3 
1-3.是否位屬洪氾區一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一

級管制區？ 
無 - - -  否 

4 1-4.是否位屬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無 - - -  否 

5 1-5.是否位屬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 有 活動斷層分布圖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

查所 
2013/11/22 

電子地

圖服務 
是 

6 
1-6.是否位屬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

態保護區？ 
無 - - -  否 

7 1-7.是否位屬自然保留區？ 有 自然保留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2018/9/28 

電子地

圖服務 
是 

8 1-8.是否位屬野生動物保護區？ 有 野生動物保護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2018/9/28 

電子地

圖服務 
是 

9 1-9.是否位屬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有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2018/9/28 

電子地

圖服務 
是 



109 年度「智慧國土礦業資料建置計畫(5/5)」委託系統開發案 期末報告 

附錄二-2 

序 礦業法 27條環境敏感地區查詢項目 有無對應圖資 圖資名稱 圖資來源 
來源端更新

時間 

圖資 

類型 
已上線 

10 1-10.是否位屬自然保護區？ 有 自然保護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2017/10/26 

電子地

圖服務 
是 

11 1-11.是否位屬一級海岸保護區？ 無 - - -  否 

12 
1-12.是否位屬重要濕地(含暫定)及重要濕地保

育利用計畫範圍？ 
無 - - -  否 

13 1-13.是否位屬古蹟保存區？ 有 全國古蹟分佈圖 文化部 2019/10/31 
實體 

圖資 
是 

14 1-14.是否位屬考古遺址？ 有 全國遺址分佈圖 文化部 2019/10/31 
實體 

圖資 
是 

15 1-15.是否位屬重要聚落建築群？ 有 重要聚落建築群 文化部 2019/10/31 
實體 

圖資 
是 

16 1-16.是否位屬重要文化景觀？ 有 重要文化景觀 文化部 2019/10/31 
實體 

圖資 
是 

17 1-17.是否位屬重要史蹟？ 無 - - -  否 

18 1-18.是否位屬水下文化資產？ 無 - - -  否 

19 1-19.是否位屬國家公園內史蹟保存區？ 無 - - -  否 

20 
1-20.是否位屬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

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有 

全國飲用水水源水質保

護區範圍圖 

環保署環境品質資

料庫 
2018/10/5 

實體 

圖資 
是 

21 
1-21.是否位屬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公共

給水） 
有 水庫集水區 

經濟部水利署保育

事業組 
2017/12/27 

實體 

圖資 
是 



附錄二 環境敏感地區圖層更新清單 

附錄二-3 

序 礦業法 27條環境敏感地區查詢項目 有無對應圖資 圖資名稱 圖資來源 
來源端更新

時間 

圖資 

類型 
已上線 

22 1-22.是否位屬水庫蓄水範圍？ 有 水庫蓄水範圍 
經濟部水利署水源

經營組 
2017/12/27 

實體 

圖資 
是 

23 
1-23.是否位屬森林（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

等森林地區） 
有 國有林事業區圖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2018/10/4 

實體 

圖資 
是 

24 
1-24.是否位屬森林（區域計畫劃定之森林

區） 
無 - - -  否 

25 
1-25.是否位屬森林（大專院校實驗林地及林

業試驗林地等森林地區） 
有 林業試驗林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業試驗所或各實

驗林管處 

2018/11/14 
實體 

圖資 
是 

26 1-26.是否位屬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 無 - - -  否 

27 1-27.是否位屬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有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18/11/8 
實體 

圖資 
是 

28 1-28.是否位屬優良農地？ 無 - - -  否 

29 2-1.是否位屬洪氾區二級管制區？ 無 - - -  否 

30 是否位屬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 無 - - -  否 

31 2-2.是否位屬海堤區域？ 有 海堤位置圖 
水利署-地理資訊倉

儲中心 
2018/2/8 

實體 

圖資 
是 

32 2-3.是否位屬山坡地？ 有 
山坡地查定為加強保育

地 

行政院農委會水保

局 
2018/11/6 

實體 

圖資 
是 

33 2-4.是否位屬二級海岸保護區？ 無 - - -  否 



109 年度「智慧國土礦業資料建置計畫(5/5)」委託系統開發案 期末報告 

附錄二-4 

序 礦業法 27條環境敏感地區查詢項目 有無對應圖資 圖資名稱 圖資來源 
來源端更新

時間 

圖資 

類型 
已上線 

34 2-5.是否位屬海域區？ 有 縣市海域管轄區 內政部營建署 2013/10/31 
實體 

圖資 
是 

35 2-6.是否位屬歷史建築？ 有 歷史建築 內政部營建署 2018/11/15 
實體 

圖資 
是 

36 2-7.是否位屬聚落建築群？ 無 - - -  否 

37 2-8.是否位屬文化景觀？ 無 - - -  否 

38 2-9.是否位屬紀念建築？ 有 歷史建築 內政部營建署 2018/11/15 
實體 

圖資 
是 

39 2-10.是否位屬史蹟？ 無 - - -  否 

40 
2-11.是否位屬國家公園區內ㄧ般管制區及遊

憩區？ 
無 - - -  否 

41 
2-12.是否位屬水庫集水區？（非供家用或公

共給水） 
有 水庫集水區 

經濟部水利署保育

事業組 
2017/12/27 

實體 

圖資 
是 

42 2-13.是否位屬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有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水利署-地理資訊倉

儲中心 
2017/10/26 

實體 

圖資 
是 

43 2-14.是否位屬優良農地以外之農業用地？ 無 - - -  否 

44 2-15.是否位屬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 有 人工魚礁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2019/10/24 

實體 

圖資 
是 

45 
2-16.是否位屬氣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

區？ 
無 - - -  否 



附錄二 環境敏感地區圖層更新清單 

附錄二-5 

序 礦業法 27條環境敏感地區查詢項目 有無對應圖資 圖資名稱 圖資來源 
來源端更新

時間 

圖資 

類型 
已上線 

46 
2-17.是否位屬電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

區？ 
無 - - -  否 

47 
2-18.是否位屬民用航空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

地區或高度管制範圍？ 
無 - - -  否 

48 2-19.是否位屬航空噪音防制區？ 無 - - -  否 

49 
2-20.是否位屬核子反應器設施周圍之禁制區

及低密度人口區？ 
無 - - -  否 

50 2-21.是否位屬公路兩側禁建限建地區？ 有 
全台省道(環域 150公

尺) 

交通部-GIS-T 交通

網路地理資訊倉儲

系統 

2018/5/22 
實體 

圖資 
是 

51 
2-22.是否位屬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地

區？ 
有 

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

限建地區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 

2017/11/27 
實體 

圖資 
是 

52 2-23.是否位屬鐵路兩側限建地區？ 有 
全台鐵路(環域 150公

尺)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 

2017/11/27 
實體 

圖資 
是 

53 
2-24.是否位屬海岸管制區、山地管制區、重

要軍事設施管制區之禁建、限建地區？ 
無 - - -  否 

54 
2-25.是否位屬要塞、堡壘、軍港、警衛地帶

及與軍事設施場所有關曾經圈禁之地點內？ 
無 - - -  否 



109 年度「智慧國土礦業資料建置計畫(5/5)」委託系統開發案 期末報告 

附錄二-6 

序 礦業法 27條環境敏感地區查詢項目 有無對應圖資 圖資名稱 圖資來源 
來源端更新

時間 

圖資 

類型 
已上線 

55 

3-1是否距商埠市場地界 1公里以內？（「商

埠市場」指海關緝私條例第 2條規定所稱之

「商埠」，係指陸地邊境或河川之通商口

岸，我國目前尚無設立是類通商口岸） 

無 - - -  否 

56 3-2.是否位屬風景特定區？ 有 國家風景特定區 交通部觀光局 2016/6/14 
實體 

圖資 
是 

57 

3-3.是否距公有建築物地界 150公尺以內？

（「公有建築物」指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公

處所之建築物，且該建築物屬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所有） 

無 - - -  否 

58 

3-4.是否距國葬地地界 150公尺以內？(「國

葬地」指國葬法之國葬墓園，我國尚無該墓

園之設置) 

無 - - -  否 

59 3-5.是否距鐵路地界 150公尺以內？ 有 
全台鐵路(環域 150公

尺)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 

2017/11/27 
實體 

圖資 
是 

60 3-6.是否距國道地界 150公尺以內？ 有 
全台高速公路(環域 150

公尺) 

交通部-GIS-T 交通

網路地理資訊倉儲

系統 

2018/5/22 
實體 

圖資 
是 



附錄二 環境敏感地區圖層更新清單 

附錄二-7 

序 礦業法 27條環境敏感地區查詢項目 有無對應圖資 圖資名稱 圖資來源 
來源端更新

時間 

圖資 

類型 
已上線 

61 3-7.是否距省道地界 150公尺以內？ 有 
全台省道(環域 150公

尺) 

交通部-GIS-T 交通

網路地理資訊倉儲

系統 

2018/5/22 
實體 

圖資 
是 

62 

3-8.是否距重要廠址地界 150公尺以內？

（「重要廠址」指公用事業油、氣、水、電

等廠區） 

有 重要廠址地界 150公尺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2019/10/2 
實體 

圖資 
是 

63 

3-9.是否距不能移動之著名古蹟地界 150 公尺

以內？（「著名古蹟」指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7條指定之古蹟） 

有 古蹟地界 150公尺 文化部 2019/10/31 
實體 

圖資 
是 

64 3-10.是否位於土石採取區？ 有 土石採取區 
經濟部礦務局土石

組 
2019/1/2 

實體 

圖資 
是 

65 
3-11.是否位屬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

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 
有 

原住民傳統領域 / 原住

民保留地地籍圖 
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9/10/28 

實體 

圖資 
是 

66 
3-12.是否位屬公私場所利用海洋設施從事探

採油礦 
無 - - -  否 

67 3-13.是否涉及海床或底土之活動 無 - - -  否 

68 
3-14.是否位屬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用範圍

線範圍？ 
無 - - -  否 

69 3-15.是否位屬漁港區域？ 有 漁港區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16/12/30 
實體 

圖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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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8 

序 礦業法 27條環境敏感地區查詢項目 有無對應圖資 圖資名稱 圖資來源 
來源端更新

時間 

圖資 

類型 
已上線 

70 3-16.是否位屬專用漁業權區？ 有 漁業權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17/7/26 
實體 

圖資 
是 

71 3-17.是否位屬定置漁業權及區劃漁業權區？ 無 - -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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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使用者回饋意見辦理情形 

附錄三-1 

109 年度「智慧國土礦業資料建置計畫（5/5）」 

委託系統開發案 

使用者回饋意見辦理情形 

提出日期 提出人 回饋意見 辦理情形 

109/2/11 范美琪 

1. 查詢某地號所在位置的重複礦區

時，查詢結果僅顯示礦區之間的

「重疊面積」，不易看出重疊面

積屬於哪個地號 

2. 列出申請範圍地籍清冊時，目前

只能逐筆點入查詢，希望可選擇

多筆地號(勾選多筆地號、按住

shift 選多筆…皆可)後顯示清冊 

→顯示形式： 

(1)花蓮縣秀林鄉帛士林段 294

地號及道拉斯段 2地號：重

複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所

領臺濟採字第 5665號採礦權

部分礦區。 

(2)花蓮縣秀林鄉道拉斯段 2地

號等 98筆地號土地，帛士林

段 294地號及長春段 6、20

地號：重複世易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所領臺濟採字第 5360

號採礦權礦區。 

(3)花蓮縣秀林鄉長春段 20地號

及道拉斯段 47、48、49、

51、57、59地號：重複富山

石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領

臺濟採字第 3269 號採礦權部

分礦區。或是花蓮縣秀林鄉

右岸山段 19地號：重複幸福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所領臺濟

採字第 4233號採礦權部分礦

區及謝 OO所領臺濟採字第

4645號採礦權部分礦區。 

1.今年度調整批次查詢重複礦區

時依個別地號及礦區顯示重疊位

置與面積。 

2.重複礦區地籍批次查詢功能提

供下拉選單或手動輸入地號方式

選擇查詢地號，今年度尚無法提

供勾選方式選擇查詢地號功能。

多筆地籍批次查詢時顯示方式為

依個別地號及礦區分別顯示，如

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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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2 

提出日期 提出人 回饋意見 辦理情形 

109/3/27 
與爆管系

統介接 

e網人員資料無法同步到人員資料

庫，造成安全申辦、施工計畫帶出

人員資料有問題。 

礦業智慧管理資訊系統廠商請 E網

提供人員異動資料(基本資料變更、

現職狀況異動、證書異動等) 

109/3/31回復現行做法為直接提

供檢視表給礦業智慧管理資訊系

統自行抓資料 

109/4/30礦業智慧管理資訊系統

詢問現職資料與離職資料如何辨

別 

109/5/4回復離職資料會出現在

JobRecord表中 

109/5/5礦業智慧管理資訊系統

表示在職資料(BasicPeople)和離

職資料(JobRecord)對不起來 

109/5/29回復已提供爆炸 E網中

完整人員資料，可利用 ID欄位進

行比對確認。 

109/4/6 礦政組 
新竹轄區內 2區石灰石礦礦業保留

區已於 102年解除，請下架圖資 
109/4/7已更新圖層 

109/4/6 礦政組 

1.圖資會出現圖例以外的標示(據悉

是圖資更新後，圖例沒有跟著更新) 

2.點選坵塊時沒有出現圖例 

3.圖資需另以手動開啟 

1.圖層套疊功能均有圖供圖例 

2.查詢功能僅以醒目標示圈選坵

塊未另外提供圖例 

3.重複礦區查詢及敏感區查詢均

可自動開啟相關圖層 

109/4/27 賀厚平 

南投縣草屯鎮無現存礦區或礦業保

留區，但以地號範圍查詢結果會顯

示有礦業保留區 

109/6/1確認為過去留下的測試

資料，因部分查詢功能仍用到舊

資料才查詢到，已修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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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4 礦政組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F0011米崙斷

層)已經本部公告修正為活動斷層地

質敏感區(F1011米崙斷層)，請協助

修正圖台屬性資料 

已更新圖層。 

109/5/19 黃竹君 
國鼎礦業礦區圖八角林段 724-6和

236-8 地號，與國土資訊雲圖資不同 

經查為內政部地政司倉儲平台介

接之地政整合服務共享協作平台

地籍資料有誤，已回報該平台修

正資料。 

109/6/2 礦政組 
坐標清單搜尋用「不填色的線框」

顯示 

為區分線圖層與面圖層差異，面

圖層仍有填色，但提高透明度設

定。 

109/6/3 倪錦江 

1.本局同仁將 kml檔匯入定位 app

進行疊圖後，發現 A01705 及 A01291

無顯示礦業用地，請再協助確認礦

業用地 kml檔是否有缺漏 

2.另疊圖後發現礦區及礦業用地都

是以填滿圖塊方式呈現，在匯入 app

疊圖時會蓋住底圖，看是否可改用

線框顯示 

3.有關礦區及礦業用地的 excel檔

欄位資料問題 

1.這次的 kml檔是用新的展點申

報功能資料庫，匯出圖層時這兩

個礦區還沒有用地申報的資料，

故無用地資料。 

2.可以，將移除填色提供新版

kml 

3.可直接提供 shp檔做加值應用 

109/6/8 黃竹君 

1.A03472 對外有個資外漏問題，請

修改 108和 109現存礦區圖層 

2.海域礦區無資料表顯示，海域礦

1.已修正對外圖層，對外圖層僅

提供 WMS圖層服務，圖層標籤僅



109 年度「智慧國土礦業資料建置計畫(5/5)」委託系統開發案 成果報告書 

 

附錄三-4 

提出日期 提出人 回饋意見 辦理情形 

區除了海峽第一礦區外，其他都沒

開工，請統一顯示資料表方式 

提供礦區代碼及礦區名稱。 

2.已更新海域礦區圖層。 

109/6/10 李秋賢 
請更新土石流潛勢溪流及影響範圍

圖資版本(現為 106版) 

敏感區圖資已全數更新為最新

版。 

109/7/3 鍾兆豐 
花蓮縣新城鄉有礦區存在，但是礦

區查詢中下拉式選單沒有新城鄉 

經查應位於新城鄉之礦區圖層位

置錯誤，因此查詢不到，已修正

該礦區圖層位置。 

109/7/23 黃竹君 

上半年圖台錯誤分析： 

1.礦區圖例有誤 

2.無礦業保留區圖例 

3.礦業保留區圖層需手動開啟 

4.經建版圖層顯示出馬賽克拼貼? 

5.查詢圖層範圍與列印範圍不一致 

1.已修正上線。 

2.已修正上線。 

3.重複礦區查詢礦業保留區圖層

可自動開啟。 

4.未測試出相同問題，推測可能

是問題發生當時國土測繪中心服

務不穩定。 

5.未測試出相同問題。 

109/8/6 黃竹君 A03472礦業權者名稱未去識別化 8/6已修正完畢 

109/8/3 張菁華 

查詢澎湖區礦區重複案件，但有坐

標格式限制，平常 X 座標須輸入到 6

位數，本次查詢到澎湖外海則只有 5

位數資料，無論是在第一位或最末

位補 0都無法查詢。 

由於局裡對於圖資精確度比較要

求，因此系統中圖資主要都是以

TWD97二度分帶 121(台灣)坐標儲

存，敏感區及重複礦區座標上傳

查詢設計上也都是以 TWD97二度

分帶 121(台灣)坐標設計，因此

設計有 X坐標 6位數、Y坐標 7

位數的檢查機制，澎湖、金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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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坐標為 TWD97二度分帶

119(澎湖)，與 TWD97二度分帶

121(台灣)的圖資無法直接套疊計

算，如果要配合外離島的查詢需

求，可能要改用經緯度坐標以避

免圖台顯示出現問題，這部分將

涉及程式修改，今年度是否能完

成需要再評估，也麻煩局內長官

評估是否有需要改以經緯度座標

查詢，以符合外離島的查詢需

求。 

109/8/11 范美琪 

1. 有關國土礦業倉儲平台，點擊

「礦區」出現的屬性資料，想請

教是有連動到行政資料庫嗎?還

是多久會更新 1次?  

2. 利英礦區位置(坵塊)有誤(已減

區)，未來礦區坐標變動是由本

局人員於哪個頁面更新?是否有

操作手冊? 

3. 另外有關下列礦區屬性資料，請

協助更正 

(1) A01984礦業權代表人變更為 

泛亞礦業股份有限公司、礦

區面積 151.8780公頃、臺

1.礦區圖資已透過介接礦業智慧

管理系統提供屬性資料，倉儲平

台每日介接更新一次。 

2.已提供礦區圖資維護介面，局

內授權人員可自行上傳更新圖

資，並於 9月工作會議時已做過

說明，完整操作手冊將於結案時

一併提交。 

3.礦區屬性資料除礦區代碼外均

已透過介接礦業智慧管理系統取

得，相關資訊由礦業智慧管理系

統統一維護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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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採字第 5674 號(108.5.30

經授務字第 10820103710號

函核准) 

(2) A02586利英工礦公司礦區位

置與面積(如附件 cad檔

案)13.7079公頃、臺濟採字

第 5675號(108.11.5 經授務

字第 10820108830 號函核

准) 

(3) A03220礦業權代表人變更為 

蔡雅屏(109.4.15 經授務字

第 10920102340 號函核准) 

(4) A03349礦業權代表人變更為 

楊皓中(108.12.27 經授務字

第 10820110570 號函核准) 

(5) A03360礦業權代表人變更為 

李文豐(107.1.24 經授務字

第 10720100510 號函核准) 

109/8/11 范美琪 
地下礦場坑道圖資發布進度及維護

需求。 

1. 已依據局內提供之 GeoTiff檔

發布 WMS圖層 

2. 提供地下礦坑圖資維護介面，

開放未來可由業者或局內授權

人員自行更新圖層及屬性資

料，並提供 kml下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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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25 范美琪 

1.圖資維護平台是否可設計「顯示

座標點」功能(像圖台顯示座標一

樣) 

2.圖資維護平台以獨立介面登入 

1.已更新於圖資維護介面 

2.已開放由礦務局內網登入倉儲

平台後進入圖資維護平台。 

109/8/27 李秋賢 

1.建議將圖資維護介面以超連結方

式設計在圖台 

2.地下坑道圖資顯示圖層即可 

1.已開放由礦務局內網登入倉儲

平台後進入圖資維護平台。 

2.已依據局內提供之 GeoTiff檔

發布 WMS圖層 

109/8/31 黃竹君 
修正台灣海峽第一礦區範圍(扣除墾

丁、台江、東沙環礁等國家公園) 
圖層已修正並更新上線。 

109/9/3 王淑慧 
協助發布 A03437及 A03453新核定

礦業用地圖資 
已更新 

109/9/15 黃竹君 

1.是否可編輯屬性資料? 

2.屬性資料有 3字元限制? 

3.A02517 礦業權者修改為嘉新礦業

股份有限公司 

1.已於圖資維護平台提供礦業用

地屬性資料編輯功能。 

2.無，可調整顯示完整名稱 

3.已修正礦區圖層 

109/9/24 黃竹君 
已提供台山石礦坑道圖 dwg檔及 kmz

檔，請協助發布 
已更新發布 

109/9/25 李秋賢 

1.地下坑道圖資發布，是否可由本

局上下架? 

2.是否可下載業者上傳的 excel檔? 

3.屬性資料編輯權限是否可設計在

圖台裡? 

4.施工計畫介接 MIMS 已完成礦區屬

1.已完成地下礦坑圖資維護介

面，提供局內自行維護更新 

2.業者上傳的展點坐標匯入資料

庫後會直接轉成圖資格式，系統

未保留上傳的 Excel，故無法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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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資料介接?待 10月換成 token 

5.展點介面移至圖台內?建置超連結 

6.展點介面增加顯示坐標點功能? 

7.展點介面中，礦「區」名稱請改

為礦「場」名稱 

8.採礦場用地展點時超出礦區範

圍，是否有檢核功能供業者確認? 

9.下載 kml檔功能何時可完成? 

10.圖資平台管理權限請限於礦政組

及東辦處同仁使用，並請研議後續

如何調整設定管理權限之可行方案 

11.業者端上傳用地展點可以預覽他

這個礦的展點結果嗎?目前好像只能

看單一坵塊展的結果，然後要審核

通過才看得到他展的用地，這部分

技師之前有反應不方便，請問有解

嗎? 

12.有關 1.7修改依地號顯示重疊礦

區有做好了嗎?功能似乎還沒上線? 

13.部分地下礦場坑道圖資已發布

WMS但仍無法顯示，請盡速確認原因

並修正。 

接提供下載，結案前將另提供下

載 kml檔功能 

3.礦業用地於圖資維護介面中提

供屬性資料編輯功能，礦區部分

採介接礦業智慧管理系統不提供

編輯功能。 

4.已完成礦區資料介接礦業智慧

管理資訊系統(MIMS)屬性資料。 

5.已於倉儲平台中提供圖資維護

介面入口。 

6.已完成。 

7.已修正。 

8.圖資申報及維護功能未設計有

自動檢核功能，建議列為後續計

畫優化項目 

9.已提供 kml下載功能。 

10.已限制僅礦政組及東辦處人員

方可使用圖資維護功能。 

11.現行申報功能未設計上傳時同

步顯示全部用地範圍，建議列入

後續計畫優化項目。 

12.已完成依地號顯示重複礦區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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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經確認無法顯示的圖資是由於

定位未完成，已定位並完成發布 

109/9/29 李秋賢 
現存礦區地下坑道圖是否可改為查

詢重複礦區時「自動開啟」? 

重複礦區查詢已新增地下礦場圖

資。 

109/10/7 張菁華 

煤礦地下坑道圖層全部顯示紅燈，

原本重複礦區可自動開啟重複坑道

圖層，現在需手動開啟圖層。 

應為檢查程式的問題(檢查圖層服

務有沒有回應)，已修正 

109/11/3 張菁華 

查詢重複礦區時，明明已輸入坐標

值，但還是會跳出「請輸入坐標」

的對話框 

已修正 

109/11/3 黃竹君 

1.「礦區及礦業用地關鍵字查詢」

和「礦區及礦業用地環域查詢」查

詢都沒有反應 

2.礦政組從內網登入圖台，點選

「展點申報系統」會跳出「您無權

使用管理端功能」對話框，點擊對

話框的確認鍵後，則跳到外部圖台

連結!請確認展點申報系統權限設定

是否哪裡有誤 

1.已修正 

2.經查 106年提供的人員單位代

碼與目前實際狀況不符，重新調

查後現已修正。 

109/11/3 范美琪 

建議查詢結果如有重複礦區範圍，

可於列印時對應顯示(如附未命名文

件): 

臺濟採字 0000號礦區 

目前列印功能並未設計顯示查詢

結果文字內容功能，建議列入後

續計畫優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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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權者 

礦場名稱 

地號 

(或可點選開啟文字圖層) 

109/11/4 張菁華 

已可同時開啟所有礦區圖層及屬性

資料，但屬性資料表無法移動，檢

視列印不便 

屬性表格目前設計不能移動，如

果設計為可移動可能會有不知道

屬性視窗對應到的礦區是哪一塊

的問題，如果要調整功能需要再

花時間設計，今年要調整比較困

難，建議納入後續精進項目。 

109/11/6 倪錦江 

利用敏感區分析查詢地質敏感區正

確，但用圖層套疊結果有問題，重

整很久還是一樣，且敏感區圖層在

縮放時大小比例看起來不對，移動

時位置並不固定 

確認為該圖層屬性參數測定錯

誤，現已修正。 

109/11/6 李秋賢 

1.請問工程師是否解決了礦區重疊

顯示屬性資料的問題？ 

2.我看礦業保留區標籤屬性還沒上

到圖台上，礦政組同仁說就照您

email 上示範的修改即可。 

3.內外部顯示屬性資料更新，如完

成請通知同仁進行檢核。 

4. 請問敏感區分析是否已更新計

算？  

1.已修正 

2.已修正，放大比例尺即可看到 

3.內部已更新，外部改為不提供

屬性資料 

4.敏感區分析表單原並未設計自

動計算功能，今年度配合礦區、

礦業用地圖資維護功能工程師評

估可以做到自動計算，若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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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工作狀況能排出時間，將於

保固期內更新功能。 

109/11/17 李秋賢 

1. 展點申報系統權限設定修正。

(蒐集程式判斷資訊) 

2. 礦區及礦業用地屬性資料確認調

整 

3. 敏感區分析計算結果修正 

4.礦業保留區屬性資料改為 label

顯示 

5.圖層套疊點擊無法顯示屬性資料 

6.礦區 kml缺下載按鍵，建議下載

按鍵均改為「kml下載」 

1.已修正。 

2.已修正。 

3.已修正。 

4.已修正。 

5.圖層套疊顯示屬性資料需另外

點擊礦區查詢或礦業用地查詢功

能。 

6.已修正。 

109/11/24 李秋賢 

敏感區分析： 

1.有 11礦以關鍵字查詢時有重疊敏

感區(詳見「環評清單」分頁) 

但你們提供的表中面積卻是 0 

且都是重疊原住民保留地 

2.A02610 在圖台上有用地圖層，但

該礦的用地已於 2018/2/27 廢止，

請隱藏為歷史圖層 

3.另 A03437與 A03453在圖台上均

無用地圖層，經查分別於 2020/8/26

及 2020/9/1核定，是否是這樣才來

不及由展點申報至圖台? 

1.已修正 

2~5.關於礦區及用地資料部分，

現已限制僅礦政組及東辦處人員

方可使用，建議由礦政組及東辦

處授權人員進行資料修正，以利

留下編輯軌跡。 

6.礦區礦業用地圖層及查詢資料

庫現均為同一來源，但圖層與資

料庫可能有一日之更新時間差，

故仍可能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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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12 

提出日期 提出人 回饋意見 辦理情形 

4.A01947 有一筆用地核定用途「咖

車路」請修正為「卡車路」 

5.A03419 有一筆核定用途意義不明

的用地? 

6.礦區及用地的關鍵字查詢結果和

圖層不太一樣，請確認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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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復表 

附錄四-1 

經濟部礦務局 

109年度「智慧國土礦業資料建置計畫（5/5）」 

委託系統開發案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復表 

 

壹、時間：109 年 12 月 4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00 分 

貳、地點︰經濟部礦務局 4 樓 401 會議室 

參、主持人：賴組長欽亮                      

肆、審查學者專家意見: 

 

◆ 委員一 周高級分析師家慶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1 

建議強化說明本案在 P.2-1 事業用

爆炸物 e 網功能所精進事項，以及

所提升運作效率情形。 

感謝委員意見，今年度事業用爆炸

物 E 網主要擴充精進工作包括三

項使用情境改善及七項功能優化，

各工項之對應效益已補充於詳如

成果報告書二、事業用爆炸物 e 網

功能精進及維護 2.工作成果中。 

2 

建議強化說明本案在 P.2-2 運用物

聯網技術追蹤事業用爆炸物之相

關成果，例如：增加部分礦業業者

納入監控、滾動式檢討等執行情

形。 

 

感謝委員意見，期末報告 P2-2 運

用物聯網技術追蹤事業用爆炸物

等內容為 108 年度工作內容，109

年度僅持續維持販賣業者爆炸物

運輸車輛 GPS 追蹤功能，包括即

時軌跡、歷史軌跡及路線偏移監控

等，並蒐集 100條爆炸物運輸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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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2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3 

對於 P.5-4~5-5之未來建議部分： 

(1) 對於本案圖台系統升級為 3D

電子地圖與物聯網技術發展等

部分，建議再加強說明可能的

限制與因應處理方式，以利主

辦機關評估。 

(2) 對於事業用爆炸物 e 網系統進

行架構改寫與功能升級部分，

建議補充說明為何須進行系統

架構改寫，以及所需升級功能

之需求。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成果報告書

伍、執行成果與後續建議二、未來

建議部分補充相關說明，如 

(1) 於礦業開採及植生綠化等應用

上，現有內政部調查之三維地

形資料之更新頻率與開放資料

精度均無法滿足需求，故於導

入三維電子地圖時可增加透過

無人機及攝影測量等方式自行

蒐集三維資料之建議。而針對

物聯網爆炸物追蹤部分，增加

建議推動爆炸物運輸車輛 GPS

追蹤之正式修法作業，完成那

管作業法制化，針對最後一哩

之出入庫及使用管理則建議可

導入流程控管以彌補現有物聯

網技術之限制。 

(2) 針對爆炸物 E 網改寫部分，主

要為爆炸物 E 網既有功能中仍

以 ASP 程式架構撰寫，該架構

已為微軟公司 20 年前之產品，

現已停止支援，已難以滿足近

年日益嚴格之資訊安全要求，

另由於產品停產多年，功能上

已不符合現行資訊科技趨勢，

具有維運能力之工程師也越來

越少，維運難度將越來越高，故

須進行架構改寫，以符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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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3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安全要求並降低維運及擴充難

度。 

 

◆ 委員二 李教授中彥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1 

系統優化、新增功能等，皆依據使

用者反應或業務單位同仁需求而

完成，若能仿照附錄一委員審查意

見回覆表，整理出使用者之反應意

見，並做回應或整理業務單位同仁

需求或調整，回應所完成之工作。 

感謝委員意見，已補充今年重要使

用者意見回饋與辦理情形如附錄

三。 

2 

五年期之計畫即將結束，在計畫結

案時，建議： 

(1) 對管理者進行系統維運之教育

訓練，並製作管理者之「使用

及管理」文件。 

(2) 系統之系統文件要繳交，並說

明詳細。 

(3) 對未來可能接手廠商要有交接

文件。 

感謝委員意見，五年計畫結案文件

包括分析設計報告書、成果報告

書、系統和使用手冊及總結報告書

等內容，其中分析設計報告書為詳

細之系統文件，可供未來接手廠商

交接參考。系統和使用手冊包含管

理者維運操作說明，可供管理者後

續自行維運參考。結案文件部分將

於 12 月下旬本計畫驗收時提交。 

3 

為了使系統內資料有合適之管理，

建議產生一些不符合資料完整性

檢查及追蹤報告清單，並有管理介

面。 

 

 

 

 

感謝委員意見，為方便本計畫結案

後礦務局可自行維運本系統，針對

本案可自行輸入之資料已建置有

管理者編輯或維護介面，如圖資管

理平台可自行上傳、下架圖資並提

供用地屬性資料編輯，而是事業用

爆炸物 E 網亦提供火藥庫基本資

料編輯介面，如礦務局各相關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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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4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單位使用者發現資料完整性有問

題時均可透過編輯維護介面修正

補充資料內容，另本計畫各系統資

料均為業者申報輸入或權責單位

提供，本計畫無權責檢查資料內容

是否完整，故未有追蹤報告及管理

介面。 

 

◆ 委員三 鄧教授鴻超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1 

P.4-19 圖資上傳自動計算面積功能

(圖 4-20)，請說明是否有實測過面

積與計算面積相差多少?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礦區、礦業用

地或新設礦權等之實測面積數據

是由礦務局其他資訊系統申報或

紀錄，本系統未納入該資料，故面

積計算功能僅提供計算結果，未提

供實測面積與計算面積之差異比

較。 

2 

P.4-25(圖 4-30)關鍵字查詢礦區用

地，並顯示屬性資料，請說明是否

有無整合生態保留區圖層?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國土礦業資

料倉儲整合平台，提供敏感區分析

功能，可依關鍵字查詢礦區與礦業

法 27 條所列之 34 種環境敏感地區

圖層重疊狀況，包括重疊敏感區種

類、面積與位置，此處環境敏感區

即包括自然保留區及野生動物保

護區等生態保留區圖資。 

3 

P.4-27(圖 4-32)採礦實測圖地下礦

場，請說明是否有實際深度對應的

圖層? 

感謝委員意見，今年度地下礦坑圖

層建置作業包括採礦實測圖 geotiff

檔圖層發布，該圖層為直接將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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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5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繪製之採礦實測圖發布於電子地

圖上，原圖上有紀錄深度之文字資

訊均有保留，可供使用者套疊時參

考。 

4 

建議：礦坑的屬性資料應建置相關

表單。 

感謝委員建議，今年度配合地下礦

坑圖層建置，本計畫另外提供地下

礦坑圖層資料申報維護介面，比照

礦業用地提供測點坐標上傳儲存

為點、線、面圖層功能，並提供屬

性資料編輯介面，方便局內權責組

處建置相關屬性資料。 

 

◆ 委員四 賴組長欽亮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1 

本案所蒐集盤點之環境敏感區圖

層均臚列於附錄二，請針對各圖層

是否可介接自動更新一項，新增欄

位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補充各圖層是否為

介接自動更新之電子地圖服務資

訊如成果報告書附錄二。 

2 

有關本局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

平台之礦區及礦業用地圖資介接

至 TGOS 一項，請補充說明是否可

自動更新圖層?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本計畫提供給

TGOS之礦區及礦業用地圖層已改

為可自動更新之 WMS 圖層，於本

計畫圖資維護介面完成申報審核

或更新後隔日即可自動更新。 

3 

有關本局所公開之礦區及礦業用

地圖資，民眾或外部使用者是否有

下載利用上的限制?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本計畫於

TGOS上公開之礦區及礦業用地圖

資為 WMS 圖層，僅提供可套疊於

電子地圖之圖片內容，無個別礦

區、礦業用地之空間範圍及屬性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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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6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料，如局內同意公開具空間圖徵及

屬性資料之圖層檔案，本計畫可協

助產製。 

4 

請貴公司配合本局承辦單位所規

劃本案之期末階段里程碑，配合進

行測試及驗收。 

感謝委員意見，將依照合約於

12/10 前發文提請驗收。 

5 

本案之工作項目之礦業資料標準，

其細項包含配合完成送審及修正

作業，因礦業法修法尚未完竣而延

宕；明年本案尚於保固期間內，如

礦業法於明年完成修法，請協助配

合本局進行資料標準修正、內部會

議報告及送審作業。 

感謝委員意見，保固期內如礦業資

料標準執行後續專家會議及提送

內政部等作業，本團隊將可協助出

席會議、簡報及提供相關行政作業

諮詢服務。 

 

◆ 委員五 林科長中仁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1 

爆炸物 E 網精進及維護重點工作

項目共計 10 項，於簡報中僅說明

5 項，其餘 5 項是否也已完成，請

補充說明，另將由同仁就功能部分

進行複測。 

感謝委員意見，今年度事業用爆炸

物 E 網 10 項合約工作均已完成，

簡報中僅針對其中較易以畫面成

項之項目進行說明，其餘部分亦以

完成，請局內長官再行複測。 

2 

操作手冊是否已完成，報告未明確

敘明，簡報亦未提及，請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操作手冊持續更新

中，將於驗收時一併提交，本計畫

執行期間及保固期內如有操作疑

問，本團隊亦將持續提供諮詢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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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7 

 

◆ 委員六 李科長正鴻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1 

有關簡報中提及之利用本案系

統進行決策支援部分，似於報

告書中並無清楚著墨，請補充

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倉儲平台之敏

感區查詢、重複礦區查詢及礦區、礦業

用地查詢功能等均為決策支援工具，

簡報中提及之決策支援為未來展望，

主要是配合局內既有資料正規化作業

後，可透過資料串接進行數據分析進

而提供智慧化決策支援，如火藥庫風

險預警、礦區開採違規警示等。 

 

◆ 委員七 李技士秋賢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1 

P.4-28 工作成果部分，有關現有

之地下礦坑圖資均為 CAD 檔，

為何不利於數位化應用管理之

原因，請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 CAD 並非 GIS 圖

資格式，對於點線面等圖資型態並未

有嚴格規範，因此 CAD 檔上的面資料

可能只是用線模擬的結果，另 CAD 檔

並沒有完整的圖形與屬性資料關係，

於 CAD 檔中難以有效抽取圖徵應具

備之屬性資料，且 CAD 檔為工程繪圖

工具，技師可能為求方便，在圖檔上繪

製不具備空間意義的圖形內容說明，

造成轉換為 GIS 圖層時資訊抽取困

難，故 CAD 檔較不利於數位化應用管

理。 

2 

P.5-4 未來建議部分，有關環境

敏感地區圖資如何透過資料庫

介接或圖資更新通知等方式，

感謝委員意見，多數有提供圖資之單

位均建置有該單位的 GIS 系統及圖資

資料庫，因此第五章之建議，主要若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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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8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是否有較清楚的實際建議作

法?俾便本局未來進行需求規

劃時納為參考。 

來環境敏感地區圖資權責單位有提供

資料介接服務時可接洽介接，如未有

公開資料介接服務時則可以透過逐一

洽談之方式，嘗試建立自動化圖資更

新機制。 

3 

P.4-12 須查詢之環境敏感地區

共計 71 項，而附錄二環境敏感

地區圖層更新清單中僅列 70

項，請確認是否為漏算或誤植。 

感謝委員意見，經查為附錄二標號誤

植，圖層項目確有 71 項，已更新於成

果報告書附錄二。 

4 

「參、工作進度查核」一節，虛

線進度意義應為期中報告所補

述之「系統維護或配合實際需

求辦理項目」，請於報告中補充

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已補充於成果報告書

「參、工作進度查核」。 

5 

P.3-6 第一行為期中報告進度

51.4%，應為誤植，請修正以符

實際。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於成果報告書

「參、工作進度查核」二、工作進度查

核。 

6 

P.3-8(5)彙整使用者回饋一項，

12 月預定進度「17」請修正為

「17%」。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於成果報告書

「參、工作進度查核」P.3-8。 

7 

P.3-8 (6)資安作業規劃之備註

說明「10/13 經濟部資安稽核」

請修正為 11/13，P.3-11(4)資安

作業之備註說明 10/13 亦請修

正為 11/13。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於成果報告書

「參、工作進度查核」P.3-8 、P.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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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9 

項次 委員意見 回復內容 

8 

P.4-9 圖 4-10 上傳圖層自動計

算面積功能既已完成，建議將

此示意圖替換為 P.4-19 圖 4-20

完成介面。 

感謝委員意見，P.4-9 該處主要描述該

工作項目之工作方法，因此提供當時

規劃之功能畫面，而 P.4-19 則表達工

作成果，提供實際完成之功能畫面，兩

者提供不同的圖片藉以區分不同的表

達內容，已於成果報告書圖 4-10 加註

說明文字為規劃示意圖。 

9 

P.4-23 其中 25 項圖資「以」上

線請修正為「已」。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文字，參見成果

報告書 P4-12。 

10 

P.4-49 本計畫針對 5 年期整理

辦「裡」成果進行報告，請修正

為「理」。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文字，參見成果

報告書 P4-50。 

11 

P.4-50 圖 4-51 成果發表會為去

年度照片，請更換為本年度照

片以符實際。 

感謝委員意見，已更新照片，參見成果

報告書圖 4-51。 

12 

P.5-2 第一行蒐集完成有提供圖

資之 37「巷」圖資內容，請修

正為「項」。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文字，參見成果

報告書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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