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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緣起與目的 

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發展工業為主導，而工業又以製造業為主

體，製造業就其生產規範，概分為傳統產業、基礎產業、科技密

集產業三種類型。製造業發展的層面廣泛，多以傳統的產業為起

始，因為傳統產業是逐漸演進為適應時代的產業，所以傳統產業

對製造業以及工業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 

產業群聚自 1990 年 Porter 於國家競爭優勢一書所提出之鑽石

模型之四項關鍵要素：生產要素（Factor Conditions）；需求條件

（Demand Conditions）；相關與支援產業（Related and Supporting 

Industries）；企業策略、企業結構及同業競爭（Firm Strategy, 

Structure and Rivalry），這說明國家的競爭力的來源；若在某一特

殊產業產生群聚現象，可提昇國家競爭優勢。且產業聚集可提供

廠商三種外溢效果，包括知識外溢、豐沛勞動力匯集（Labor 

Market Pooling）與生產投入之分享效果（Input Sharing）（郭迺

鋒等，2004.06），故應確實掌握產業群聚的現況並利用產業群聚

所帶來的競爭優勢，提昇區域產業發展與國家經濟發展。若廠商

資本規模較小、研發能力與其他資源能力較弱者，在區位選擇上

應選擇產業群聚區域(魏上淩,2002)。產業群聚為相同或相關性產

業集結於特定的地理區域中，高科技產業群聚的優勢利益在於群

聚成員可以共同分攤基礎建設成本；共享所需的生存資源；更易

因地理上的便利性，形成上下游或關聯性產業合作網路（鄭恩

仁,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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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提昇台中市工業發展潛力，活化都市生機、帶動經濟發

展，可透過產業群聚分析有效掌控境內工廠空間分布、數量及工

廠屬性，故以台中市之未登記工廠為調查對象，並將登記工廠及

未登記工廠空間化，藉由資訊化、系統化的方式，以 Web GIS

技術，建置資訊管理系統，管理工廠分部情形及資料，以提昇工

廠案件查察與管控之能力，同時透過各項數據統計與產業群聚分

析，輔導傳統產業升級及改善產業經營環境，作為本市經濟發展

政策之參考依據。 

貳、 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計畫將工廠區分為未登記及已登記二部分， 

一、 未登記工廠將透過掃街清查方式，調查資料並建檔，本計畫

設定調查 500 筆作為全面調查之試調成果，調查依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區、東區順序進行。 

二、 已登記工廠資料空間化，依西屯區、南屯區、北屯區、東區、

西區、南區、北區、中區順序進行建置。 

三、 未來工廠空間化建置時，參考圖資之比例尺至少 1/1000(含)

以上，以確保資料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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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發現與建議 

期由研究案達成下列目標，已達成行政即時化的要求並藉此提

升服務品質及工廠資料控管。 

一、 彙整台中市登記及未登記工廠資料，建置工廠空間資料庫，

將有助於主管單位之追蹤複查之管理工作。 

二、 整合式之資料庫管理機制，透過網際網路技術，活化資料之

流通、管理方式、提昇相關作業之效率。 

三、 使主管單位對於工廠資料從文、數字的掌控擴大至空間與時

間軸的管理，提昇工廠管理業務處理效能。 

四、 透過產業群聚分析，作為工業政策制定之基礎，以建立未來

發展科技產業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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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計畫緣起與目的 

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發展工業為主導，而工業又以製造業為主

體，製造業就其生產規範，概分為傳統產業、基礎產業、科技密

集產業三種類型。製造業發展的層面廣泛，多以傳統的產業為起

始，因為傳統產業是逐漸演進為適應時代的產業，所以傳統產業

對製造業以及工業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 

產業群聚自 1990 年 Porter 於國家競爭優勢一書所提之鑽石模

型之四項關鍵要素：生產要素(Factor Conditions)；需求條件

(Demand Conditions)；相關與支援產業(Related and Supporting 

Industries)；企業策略、企業結構及同業競爭 (Firm Strategy, 

Structure and Rivalry)，這說明國家的競爭力可提供廠商三種外溢

效果，包括知識外溢、豐沛勞動力匯集(Labor Market Pooling)與

生產投入之分享效果(Input Sharing)(郭迺鋒等，2004.06)，故應確

實掌握產業群聚的現況並利用產業群聚所帶來的競爭優勢，提昇

區域產業發展與國家經濟發展。若廠商資本規模較小、研發能力

與其他資源能力較弱者，在區位選擇上應選擇產業群聚區域(魏

上淩，2002)。產業群聚為相同或相關性產業集結於特定的地理

區域中，高科技產業群聚的優勢利益在於群聚成員可以共同分攤

基礎建設成本；共享所需的生存資源；更易因地理上的便利性，

形成上下游或關聯性產業合作網路(鄭恩仁，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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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九十五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結果顯示，本市製造業家數

為 6,436 家，在營運之登記工廠方面，根據歷年經濟部工廠校正

暨營運調查結果顯示，台中市營運之登記工廠家數雖自八十八年

起之 3508 家開始下滑至 3000 家，但因工業之產業發展，回升至

目前的 3305 家(依本處工業科九十七年七月工廠統計資料)。 

為能提升台中市工業發展潛力、活化都市生機、帶動經濟發

展，可透過產業群聚分析有效掌握控管境內工廠空間分布、數量

及工廠屬性，故以台中市之未登記工廠為調查對象，並將登記與

未登記工廠區位及資料空間化，藉由資訊化、系統化的方式，以

Web GIS 技術，建置資訊管理系統，管理工廠資料及其分布情形，

以提升工廠案件查詢與管控之能力，同時透過各項數據統計與產

業群集分析，輔導傳統產業升級及改善產業經營環境，作為本市

經濟發展政策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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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質環境現況與分析 

一、實質環境現況 

(一)台中市工業區發展現況 

目前營運及規劃中之工業區計有台中工業區、中部科學園

區、台中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一、二期等(如圖 2-1)，皆位於

西屯區及南屯區，其詳細說明如下。 

 

圖 2-1 台中市工業區分佈狀況 

1.台中工業區 

台中工業區位於本市西郊大肚山東側，北接東西向 60 公尺

寬的台中港路，距縱貫鐵路台中站 9 公里，高速公路 3 公里，

台中港 15 公里，對工業原料與產品的集散及交通非常便利。 

該工業區係政府為了促進中部地區的發展，並配合十大建設
3 

 



建構創意政府─活化都市生機，帶動經濟發展 

        以臺中市工廠空間資訊規劃建置為例 

中兩項重大工程，於大肚山麓規劃開闢的大型綜合性工業區，

共分為三期開發，並於七十六年完成，開發總面積為 580 公頃

(詳細如表 2-1)，其中社區住宅用地 68 公頃、公共設施用地 140

公頃、工業用地 372 公頃。 

區內以傳統製造產業為主，以機械設備製造修配產業佔最

多，其次塑膠製品業、金屬製造業，再其次是電子機械器材及

食品飲料製造業，進駐約 900 家，目前呈現正常而穩定之營運。 

表 2-1 開發期數與面積 

開 發 期 間 面 積 

第一期：62 年至 66 年 168 公頃

第二期：66 年至 70 年 232 公頃

第三期：72 年至 76 年 18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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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台中工業區廠商類別統計圖 

2.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位於台中縣大雅鄉及台中市西屯區交界

處，於九十二年七月動工開發，第一期先行開發園區內台中縣

範圍土地，第二期持續開發台中市範圍及雲林縣虎尾園區部

分，第三期進而開發后里園區部分，目前總開發面積為 765 公

頃(台中園區約為 413 公頃)，而園區土地使用區分為園區事業

專用區、管理及服務區與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用地等三類，其

臨近大台中都會區且位居中部地利之便，適合物流中心設立與

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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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產業以精密機械、光電、積體電路、生物科技、通訊、

電腦周邊等六大產業為主(台中園區為光電、精密機械、半導

體產業)，目前台中園區累計核准廠商家數為 104 家、有效核

准廠商家數為 74 家、已入區營運廠商家數 51 家，而從業員工

數已高達 17,054 人，如表 2-2。 

表 2-2 廠商家數統計 

項目 數量 

累計核准廠商家數 104(家) 

有效核准廠商家數 74(家) 

已入區營運廠商家數 51(家) 

從業員工數 17,054(人) 

                     資料來源：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發展管理局。 
                                統計至 97 年 6 月底 

3.台中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一期計畫) 

台中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位於本市南屯區台中工業區南

面，於九十五年五月動工開發，第ㄧ期預計於九十七年年底完

成，其東北界緊臨特三號計畫道路，東界臨嶺東路，西南界臨

培德路。除以上之聯外道路，本園區之交通運輸可迅捷抵達台

中港，及進出東北方約 1 公里之中山高南屯交流道、東面約 2

公里之台中都會區二號外環道與二高龍井交流道，交通條件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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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便捷。 

台中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第ㄧ期用地乃勘選台糖公司山

子腳農場約 124 公頃土地（因應大學用地需求調整為約 109 

公頃 ），土地使用分區規劃為工業生產區、相關產業區、住宅

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並分為小、中、大等三種規模廠家面積，

配置之坵塊如圖 2-3所示。 

其建設園區之目標是作為中部區域為機械產業之「百貨櫥

窗」及「機械產業聯盟原動機」(如圖 2-4)。藉由專區集中業

者之空間優勢及區內中衛合作效益，達到降低經營成本，提升

競爭優勢及整合周邊產業合作體。 

 

圖 2-3 工廠規模分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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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中部地區精密機械產業發展櫥窗 

4.台中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計畫) 

台中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之二期計畫位於台中市西屯區

林、永林及國安段等 43 筆都市計畫區內，面積約為 36.92 公

頃，土地分屬於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台中農田

水利會及台中市政府。園區之聯外道路系統，以特三號道路為

主要聯外幹道，另有嶺東路、中工十八路、永春南路及培德路

等道路；另於園區內，設有 25m 之主要道路及環區道路。  

預期開發所帶來之優勢： 

(1)產業根留台灣，振興台灣經濟 

(2)創造就業機會，並可留住科技產業人才 

(3)本開發計畫接近「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與「台中精密機

械科技創新園區(一期計畫)」，易形成產業聚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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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中市已登記工廠現況 

已登記工廠家數依據區界分別為：西屯區 1008 家、南屯區

392 家、北屯區 308 家、北區 186 家、東區 760 家、南區 547

家、西區 93 家、中區 14 家，以西屯區所佔比例最大，約佔全

市之 30%，如圖 2-5所示。 

 

圖 2-5 各行政區已登記工廠 

在登記工廠產業類別中，以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數量為最

多、約佔 35%，其次為金屬製品製造業及塑膠製品製造業(詳細

統計如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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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產業類別家數 

產業類別 家數 產業類別 家數

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 1094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62 

金屬製品製造業 632 木竹製品製造業 58 

塑膠製品製造業 250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47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197
精密光學醫療器材及鐘錶

製造業 
45 

食品及飲料製造業 138 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38 

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 81 橡膠製品製造業 34 

化學製品製造業 74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30 

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73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29 

基本金屬製造業 67 化學材料製造業 25 

其他製造業 66 紡織業 23 

電力機械器材及設備製造修配業 65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1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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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廠管理現況 

目前工廠管控分為登記工廠管理及列管之未登記工廠管理，

以經濟部工業局所開發、提供各縣市主管機關使用之「工廠登

記資訊系統」及「工廠管理資訊系統」進行管控，並定期將資

料匯出至經濟部工業局。以下分別進行登記工廠管控之「工廠

登記資訊系統」及列管之未登記工廠管控之「工廠管理資訊系

統」兩系統之介紹。 

1.工廠登記資訊系統 

其系統功能架構可分為以下幾部分：櫃檯作業、案件辦理過

程記錄作業、調卷管理作業、審核作業、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公文及證件製作作業、工廠設立許可逾期失效/校正資料處理

作業、清冊/統計表查詢及列印作業、系統維護作業、電子資

料交換作業、工廠資料上/下載。系統架構如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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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工廠登記資訊系統功能架構 

人員於此系統進行登記工廠的各項管理，在申請、審核中、

審核後三階段皆有相對應的功能表單，工廠資料表單內容也配

合現行之登記工廠管理項目；統計部份，提供登記工廠家數統

計表、清冊等統計數據，系統畫面如圖 2-7、2-8。 

12 
 



建構創意政府─活化都市生機，帶動經濟發展 

        以臺中市工廠空間資訊規劃建置為例 

 

圖 2-7 工廠現況基本資料查詢 

 

圖 2-8 統計表查詢及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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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廠管理資訊系統 

其系統功能架構可分為以下幾部分：輔導與取締查詢作業、

追蹤複查作業、統計處理作業、公文製作、電子資料交換作業、

系統維護、裁罰管理作業。系統架構如圖 2-9。 

 

圖 2-9 工廠管理資訊系統功能架構 

人員於此系統進行未登記工廠的各項管理，在輔導取締、複

查、裁罰階段皆有相對應的功能表單，而統計部份，提供未登

記工廠清冊、勘查結果清冊等統計數據，系統畫面圖 2-10、圖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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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未登記工廠資料待查清冊 

 

圖 2-11 追蹤複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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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廠管理願景 

由本市之施政計畫，分為工業區開發遠景與工廠管理遠景，

整理分述如下： 

1.工業區開發願景：建立中部核心科技園區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與精密機械科技園區推動已進入實質建

設及設廠生產階段，園區各項基礎建設也已陸續建置完成，未

來仍將持續進行園區建置與廠商進駐規劃，而精密機械科技園

區也將進一步結合一期計畫、民間規劃推動之台中經貿科技工

業園區及藍海工業區等推動方案，全力促成既有台中工業區產

業轉型升級，建立產業核心科技園區之共生共榮。 

2.工廠管理願景：未登記工廠輔導及矯正方案 

為健全工廠生產體制，辦理輔導遷廠、停止營業或歇業，推

動工廠登記及管理之 GIS 系統，有效管理已登記工廠資訊及未

登記工廠現況，提升工作效率。 

透過普查方式有效掌控全市未登記工廠的基本資料，了解境

內未登記工廠未辦理登記之原因，俾輔導未登記工廠儘速尋找

合法場地辦理工廠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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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分析 

(一)未登記工廠資料掌握度不高 

依本處工業科九十七年七月工廠統計資料，目前本府列管之

未登記工廠僅有 132 家，比照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與登記工廠數

量，顯示本市之未登記工廠中，已納入本府單位掌控之比例仍

偏低。 

(二)目前管理系統無法提供工廠全貌 

目前使用之登記與未登記工廠管理系統，以表格化的資料管

理為主，只能進行資料建置、查詢以及列印、統計等功能，卻

無法展示各個工廠之空間位置，導致管理人員僅針對資料進行

更新管理，無法通盤了解工廠分佈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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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策略研擬 

針對以上遭遇的問題，及本市工業發展的遠景，擬定「未登記

工廠調查」與「空間化資訊管理系統建置」兩大策略，分述如下： 

因此對於目前所產生的問題，需要研擬一些解決的策略，促進

對工廠之管控能力與掌握未登記工廠的分佈及其相關資料。 

(一)未登記工廠調查 

以人員做實地掃街普查，參考目前工廠分佈狀況，以西屯區、

南屯區、北屯區、東區等區依序進行調查，調查項目參考已登

記工廠管理項目，並加入輔導登記意願調查之。 

(二)空間化資訊管理系統建置 

因台中縣(如圖 2-12)與彰化縣(如圖 2-13)已於九十三年起陸

續導入工廠管理空間化模式並建置空間化管理系統，使該縣府

內各個相關單位可透過網際網路的方式，依其使用權限，對工

廠進行查詢、建置、統計、分析、管理等作業，使該縣府人員

藉由資訊化、系統化的方式，管理工廠資料及分布情形，有效

提升工廠案件查詢與管控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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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台中縣工廠空間訊化系統 

 

圖 2-13 彰化縣工廠空間訊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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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擁有豐富的地圖圖資，並於九十四年建立國內首創提供

一站式地理資訊服務─台中市數位地圖館(如圖 2-13)，該館整

合台中市所有圖資與詮釋資料，以單一窗口提供本府所有地理

圖資，給予一般民眾與本府人員使用。 

 

圖 2-14 台中市數位地圖館使用者查詢介面 

以本市豐富的地圖圖資，參考台中縣、彰化縣導入之成功案

例，本研究將以 Web GIS 技術，結合經濟部工業局『工廠管理

資訊系統』和『工廠登記資訊系統』之工廠基本資料與台中市

數位地圖館之圖資，將本市登記及未登記工廠位置予以空間

化，開發工廠 GIS 案件管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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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台中市未登記工廠調查及建置 

一、台中市未登記工廠調查及建置規劃 

本研究調查範圍以本市西屯區、南屯區、北屯區及東區四區為

主(如圖 3-1)，其作業內容分成外業調查作業及內業建置作業兩

部分，分別說明如下： 

 

圖 3-1 外調範圍 

(一)外業調查作業 

外業調查作業分為資料準備、人員準備等步驟，分述如下： 

1.未登記工廠調查資料項目 

調查項目包括圖號、案號、調查員、訪查日期、負責人姓名、

工廠名稱、統一編號、Email、電話、傳真、營業登記證號、

組織型態、工廠地址、員工數、產業類別代號、主要產品名稱、

廠地面積(m2)、廠房面積(m2)、建物種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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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力(HP)、電熱(KW)、有無意願進駐工業區、有無意願接受

政府相關輔導、備註、現場受訪人員簽章等(如表 3-1)。 

表 3-1 未登記工廠調查紀錄表 

 

2.調查區域劃分及調查動線規劃 

以比例尺 1/1000 圖資，配合本市千分之一圖幅框，依調查範

圍順序規劃調查區域及調查動線。 

3.輔助資料與設備 

為使外調順利，製作識別證(如圖 3-2)，加強調查之適法性，

提高受訪意願，並製作輔導政策宣導簡介(如圖 3-2)，提供未

登記工廠之負責人瞭解政府目前輔導政策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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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外調識別證與宣傳文宣 

外調人員除攜帶上述識別證、宣傳文宣外，亦應攜帶調查地

圖(如圖 3-3)及登記工廠清單，以便進行調查工廠比對；攜帶

設備部分包含相機、手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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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調查地圖 

4.設置查詢專線 

專線為提供受訪者查詢，以證明該調查員身分或提供登記工

廠申請相關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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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調查人員之行前教育訓練 

對調查人員說明調查對象、調查原則、調查方式、調查技巧，

同時規範調查人員定期回報調查情形。 

6.函請通知區公所、里辦公處、警察局、警察分局及派出所等

機關 

於外調前夕，函請各區公所、里辦公處、警察局、警察分局

及派出所等機關，說明本研究調查之目的、方式、時間及調查

人員資料，以順利進行調查。 

7.試調及檢討 

挑選調查區域某一區作為試調區域，依調查人員調查資料及

調查遭遇之問題，進行檢討以作為後續全面調查之依據。 

8.全面調查 

依據試調檢討成果，將調查人員分組分區作業進行全面性調

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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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業建置作業 

1.調查資料建置 

將根據外業調查資料內容，建立簡易資料輸入介面(如圖

3-4)，提供內業人員建置調查資料標準化，並藉由程式邏輯判

斷資料之完整性，便利註記有問題資料，以利與外業調查人員

進行資料確認。 

 

圖 3-4 未登記工廠內業資料建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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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調查未登記工廠空間化 

內業建置人員依據調查地圖上註記之工廠位置，對照本市門

牌點位圖資，運用 GIS 軟體，將未登記工廠位置予以空間化。 

3.檢核機制 

於空間化後進行抽查、檢核，以確保資料正確性。在本研究

中是採用隨機不定點方式抽查，抽查數量為調查總數之 5%，

抽查合格率須達 95%以上(若合格率未達 95%，則須經改正

後，重新抽查)。 

對於未登記工廠調查資料，其檢核項目包含圖號、案號、調

查員、訪查日期、負責人姓名、工廠名稱、統一編號、Email、

電話、傳真、營業登記證號、組織型態、工廠地址、員工數、

產業類別代號、主要產品名稱、廠地面積(m2)、廠房面積(m2)、

建物種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馬力(HP)、電熱(KW)、有無

意願進駐工業區、有無意願接受政府相關輔導、備註、現場受

訪人員簽章等。其中，如受訪人員未簽章則需拍照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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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登記工廠調查建置成果 

經由外調人員調查後所彙整之未登記工廠資料，轉交內業人員

建置資料，建置完成並檢核過後，再將其未登記工廠空間化。而

其空間化成果，如圖 3-5。 

 

圖 3-5 局部未登記工廠建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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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料庫整合規劃 

一、工廠資料 

本研究之工廠資料庫自經濟部工業局『工廠管理資訊系統』和

『工廠登記資訊系統』取得，擷取所需之未登記(列管)工廠資料

和登記工廠資料，並整合本研究調查的未登記工廠資料。如圖

4-1所示，其各項說明如下： 

 

圖 4-1 工廠資料庫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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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得登記工廠資料和未登記(列管)工廠資料 

本研究將取『工廠管理資訊系統』和『工廠登記資訊系統』

中部分工廠資料，其中『工廠登記資訊系統』之登記工廠基本

資料包括登記工廠基本資料、產品名稱、機器設備、行業別等

資料表；而『工廠管理資訊系統』之未登記(列管)工廠基本資

料包括未登記(列管)工廠基本資料、勘查記錄等資料表。 

本研究考量後續資料擷取便利性，而將本系統之登記工廠及

未登記(列管)工廠資料表結構延續該資料之原始架構，以各個

原始欄位名稱和資料結構進行開發，避免因為欄位名稱和資料

類型不符或設定不同，產生系統無法運作情形。 

(二)資料維護更新機制 

由於登記工廠與未登記(列管)工廠等資料庫為現行實際運作

系統之資料庫，因此將以單一流向為主。在於管理單位進行登

記工廠之申請資料登錄和未登記(列管)工廠之稽查資料登錄等

管理時，是以『全國工商資訊系統』的『工廠登記資訊系統』

和『工廠管理資訊系統』進行登錄作業。並擷取『工廠登記資

訊系統』和『工廠管理資訊系統』中所需之工廠資料，並直接

取代舊有資料，以保持本系統中之未登記(列管)工廠資料和登

記工廠資料為最新資料。 

(三)工廠資料與空間資料連結規劃 

工廠空間資料庫以一個工廠一個廠址對應一個坐標值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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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利於日後工廠資料之新增或修正空間資料等作業。 

而由於工廠可能有一廠多址或一址多廠之複雜情形，因此須

對此類工廠之廠址進行正規化作業，並透過各類工廠資料之唯

一值與空間資料連結，資料庫之規劃如圖 4-2所示。 

 

圖 4-2 各類工廠資料與空間資料庫整合規劃 

二、圖資整合 

本系統所需圖層資料接由台中市數位地圖館提供，其提供方

式可透過資料庫連結或WMS(Web Map Services)等方式。其整

合方式如圖 4-3。 

另本研究產生之工廠空間點位資料，待建置完成之後，可匯

入台中市數位地圖館以提供相關單位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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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與台中市數位地圖館整合方式 

三、工廠資料空間化與檢核機制 

自『工廠登記資訊系統』和『工廠管理資訊系統』擷取之工

廠資料，是以各工廠地址比對台中市門牌點位圖，利用 GIS 軟

體，將資料空間化。 

為確保資料空間化之正確性，此空間化之工廠資料，採隨機

不定點方式抽查，其抽查數量至少為建置數量之 5%，且抽查

合格率須達 95%以上(倘若合格率未達 95%，則須經改正後，重

新抽查)。 

四、系統權限管控機制 

本系統之使用對象限於本府相關人員，須經由帳號申請作業程

序，輸入相關基本資料(含帳號、密碼...等)，再由管理單位進行

審核並確認其使用權限，由業務單位審核通過後，完成系統認證

作業，方可登入系統使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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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工廠空間資訊案件管控系統建置 

一、系統網路架構及軟硬體規劃 

(一)系統環境架構 

使用者可直接以標準 Internet Explorer 6.0 以上版本的瀏覽

器，對本系統進行瀏覽、查詢、修正、刪除、匯出、操控地圖

等功能，且無需額外安裝其他程式。 

另系統設定將定期下載登記工廠和列管之未登記工廠資料，

更新系統之工廠資料，本系統架構圖如圖 5-1所示。 

 

圖 5-1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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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硬體規劃 

根據目前本府既有資訊環境及軟體狀況 ，系統環境配置如

下： 

(1)運用台中市數位地圖館之系統環境 

其資訊環境包括應用系統伺服器之作業平台為 Windows 

2000 Server、資料庫伺服器之作業平台為 Windows 2003 

Server、資料庫軟體為 Oralce 9i、Web GIS 軟體為 ESRI 的 Arc 

IMS 9.1。 

(2)運用其他系統環境 

整合於其他應用系統之系統環境，如 ArcGIS Server 等 Web 

GIS 軟體，並需能台中市數位地圖館整合，資料庫軟體部分，

則可應用台中市數位地圖館之 Oralce 9i 或採用免費的資料庫

軟體，如 SQL Server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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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廠空間資訊案件管控系統架構 

為強化台中市境內工廠資料管理，其系統功能架構如圖 5-2所

示。 

 

圖 5-2 系統功能架構圖 

三、作業流程 

(一)工廠資料和統計之查詢及地圖查詢作業 

使用者以關鍵字查詢方式，可查閱工廠資料庫中的登記工

廠、訪查工廠、列管之未登記工廠等資料內容，並運用索引連

結方式，查詢所搜尋的工廠資料的內容和統計及地圖點位。其

查詢作業流程圖如圖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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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工廠資料和統計查詢及地圖查詢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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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列管之未登記工廠檢舉案收登錄作業 

使用者輸入檢舉工廠資料，系統將自行比對工廠資料庫中是

否有類似資料，以提供業務人員查閱，並儲存案件資料於資料

庫中，再設定查報工作的時間排程，完成列管之未登記工廠檢

舉案收作業。其查詢作業流程圖如圖 5-4。 

 

圖 5-4 列管之未登記工廠檢舉案收登錄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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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圖操控功能作業 

系統提供的地圖相關工具，可對地圖視窗進行放大、縮小、

平移、圖層套疊等功能操作，或透過查詢功能查詢相關圖層屬

性資料，或以量測工具量測距離。其操控作業流程如圖 5-5。 

流程圖名稱 地圖操控功能作業流程圖

系統啟動

輸入使用者帳號
及密碼

檢查使用者帳號
及密碼

使用者資料

是否正確

否

放大、縮小、平
移、套疊、圖層

顯示

是

地圖伺服器

地圖圖檔
及點位坐

標檔

需求

回應

顯示查詢結果

結束

 

圖 5-5 地圖操控功能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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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管理功能作業 

系統提供本府人員具有登錄和修正個人資料之功能，而系統

管理者具有管理所有帳號之權限，包括權限設定、新增帳號、

帳號核定、修改帳號、刪除帳號等功能。其作業流程如圖 5-6。 

流程圖名稱 系統管理功能作業流程圖

系統啟動

輸入使用者帳號
及密碼

檢查使用者帳號
及密碼

使用者資料

是否正確

否

結束

帳號管理

是

 

圖 5-6 系統管理功能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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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功能展示 

(一)登記工廠管理 

提供使用人員查詢目前本市內生產中的登記工廠，查詢條件

包含工廠登記日期、負責人姓名、公司統一編號、工廠地址及

產業類別等項目(查詢畫面如圖 5-7)。於查詢資料中，另可點選

空間點位(如圖 5-8)、詳細基本資料(如圖 5-9)及查詢資料匯出

(如圖 5-10)。 

亦提供查詢資料匯出記錄，提供系統管理者進行工廠資料管

控(如圖 5-11)。 

 

圖 5-7 登記工廠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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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登記工廠空間點位顯示 

 

 

圖 5-9 登記工廠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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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登記工廠基本資料匯出 

 

 

圖 5-11 登記工廠資料匯出記錄查詢 

42 
 



建構創意政府─活化都市生機，帶動經濟發展 

        以臺中市工廠空間資訊規劃建置為例 

(二)未登記工廠管理 

提供使用人員進行未登記工廠資料管理、新增工廠資料、未

登記工廠連結比對、工廠匯出記錄表等功能，給予使用人員進

行資料建置與查詢未登記工廠相關資料。 

未登記工廠資料管理部份，提供使用人員進行未登記工廠資

料查詢，其查詢條件包含訪查日期、鄉鎮市別、公司統一編號、

工廠地址及負責人姓名等項目(如圖 5-12)；亦提供未登記工廠

資料的新增(如圖 5-13)、編輯、刪除及照片上傳、刪除等照片

管理功能(如圖 5-14)。 

為了讓系統管理者進行未登記工廠資料管控，提供資料匯出

記錄。 

 

圖 5-12 未登記工廠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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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未登記工廠資料新增 

 

圖 5-14 未登記工廠照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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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列管之未登記工廠 

提供使用人員查詢目前工廠現況為列管中之未登記工廠資

料，提供使用人員對目前本市內列管中之未登記工廠進行資料

查詢、匯出列管之未登記記錄表及檢舉案件管理(如圖 5-15)。 

 

圖 5-15 列管之未登記工廠功能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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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統計分析 

提供本市未登記工廠處理統計月報表、工廠登記家數異動統

計表查詢及匯出功能，提供使用人員依其需要進行統計之相關

事宜(如圖 5-16)。 

 

圖 5-16 台中市未登記工廠處理統計月報表系統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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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GIS圖台 

主要包括放大、縮小、平移、圖層套疊等圖台控制工具(圖台

介面如圖 5-17)，以及空間查詢工具(如圖 5-18)、距離量測、面

積量測(如圖 5-19)、匯出影像、空間分析(如圖 5-20)等功能。而

地圖預覽之所需底圖應由台中市數位地圖館資料庫連結取得。 

 

圖 5-17 GIS 圖台系統介面 

 

圖 5-18 空間查詢功能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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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9 面積量測功能介面 

 

圖 5-20 空間分析功能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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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系統管理 

由於案件稽查運作需由各相關單位指派專責人員參與稽查作

業，各相關單位人員則可藉由網際網路之方式，瀏覽其負責業

務範圍資料。因此本系統將透過管理單位之申請，設定其瀏覽

之權限，開放部分資料內容，供相關人員使用查詢(如圖 5-21)。 

 

圖 5-21 系統管理系統介面 

 

49 
 



建構創意政府─活化都市生機，帶動經濟發展 

        以臺中市工廠空間資訊規劃建置為例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逐步掌握未登記工廠資料 

基於現今法令之規定或受限於現今社會環境詐騙事件影響，

或對個人隱私之注重，因而使得調查資料不齊全。因此，對於

部分不齊全之資料，須於後續逐年調查其他範圍時，增列為其

中之調查地點。 

(二)研擬未登記工廠行動策略 

根據本研究訪查之資料，進行使用現況統計與分析，並針對

未登記工廠衍生之實質與非實質問題，研擬可行的解決策略，

以遏止其氾濫並防止其對環境之破壞或污染。 

(三)建立工廠管理全面化基礎 

系統提供空間分析功能，有效提供業務單位了解工廠空間分

布狀況，在後續進行未登記工廠輔導時，可將空間區位納入輔

導參考，有助於未登記工廠搬遷合法化。 

(四)提昇業務處理效能 

各個相關單位可透過網際網路的方式，依其使用權限，對工

廠進行查詢、建置、統計、分析、管理等作業，提昇工廠管理

與訪查業務處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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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 

以本研究調查之未登記工廠資料，寄發相關輔導、配套方案

資訊給予未登記工廠，協助工廠搬遷或就地合法化。 

(二)未登記工廠個案研究 

未登記工廠成因複雜，個案差異大。可尋找合法化意願高的

業者，透過各項資源整合與案情研判，協助其合法化，並做為

其他未登記工廠合法化的典範與其他縣市參考之指標。 

(三)建立完整的工廠的地理資訊資料庫 

目前本市重大建設發展持續完備後，對於工廠設立誘因更為

明顯，故亟需持續提昇系統功能，並加入相關政策進行整合分

析，使相關單位可以依循上位政策，從空間的角度分析與研擬

工廠聚集的效益與管理。 

(四)稽查資訊即時化 

利用 PDA 結合 GPS 模組，建立未登記工廠稽查資料連結『工

廠 GIS 案件管控系統』之機制，提供未登記工廠空間坐標建置

作業工具，提昇未登記工廠稽查登錄作業之效率與縮減稽查資

料之建置時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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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整合相關系統 

本系統係管理工廠之相關資訊，未來如能整合本府其他相關

單位系統，如與建物管理系統整合，則可透過門牌地址或地號

進行關連或同步連結，可將廠房之相關資料(如廠房面積、建物

結構、樓高、是否違建等)，有助於工廠稽查審核作業，並可作

為跨政府機關之間資料共享。 

(六)未來e化之趨勢 

未來若能逐步將資訊公開，在申請工廠登記上，將規劃申請

者可直接由線上申請，填寫相關申請基本資料，方便民眾申請，

同時，本府人員也無須再將申請紙本資料電子化，節省人力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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