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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府自96年5月1日起正式使用內政部營建署之「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

統」，本府在建築管理業務上已達初步電子化，並結合民眾、建築師及營造業建

築行為人，以電子化方式申報各項建築案件服務；未來全國建管資料除辦理線

上申辦外，為改善目前行政作業流程中檔案資料正確性、立即取得性及安全性，

配合內政部「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期以本計畫達成建築檔案及建物套繪圖

全面數位化及清查舊有建造及套繪資料，以排除及補齊現有建造執照資料不全

問題。

內政部自92年起規劃及實施建置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本府自96年5

月1日起新申辦建築案件已電子化，因此，本計畫可結合該系統，達到電子化

提升工作效率、便民服務品質及保持資料正確性。

有鑑於建造執照地籍套繪圖紙本調閱次數也相對頻繁，且紙本檔案保存不

易，應建立數位化，以解決儲存及管理上的困難。建築物地籍套繪，若以人工

紙上套繪資料，極易造成錯誤，對於建築案件新建、增建或改建申請，調閱次

數相當頻繁，且地籍重劃變更次數頻繁，耗費查證及調閱作業時間，亟須建立

歷年舊有建築物地籍套繪圖，以引用電子化技術，以有效節省人力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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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需求分析

一、開發緣由：

本府為處理核發各項建築執照後之套繪登記，以健全建築管理及資料保

存與整理，建立套繪作業程序。以往上述之作業是由人工完成，如果管理人

員想查詢某一建物的相關地理空間位置時，工作人員只能翻箱倒櫃地將資料

找出來，做人工搜尋、認圖的工作。不但耗時耗力，而且最重要的是圖檔資

料難以整理保存。

現行的建築物套繪圖申請案件，須由申請人自行至本府建管課申請建築

物地籍套繪索引紙圖，利用人工描繪方式，將基地範圍套繪資料描繪出來。

由以上人工作業方式，實有下列問題：

(一)檔案存放於不同之檔案室，大部份非存放於本府大樓內。

(二)檔案存放需大量空間，且檔案本身加上儲放鐵櫃重量非一般活載重

設計之樓版可以負荷（應比照倉庫、書庫600㎏/㎡）。

(三)檔案亦遭蟲蟻蛀蝕、水浸破壞，導致散失缺頁。

(四)藍曬品質不易控制，造成檔案圖內容不清無法判讀。

(五)未數化前，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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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發生重大事件時無法立即取得原卷資料，或無法及時提供各單

位及民眾服務所需圖說。

2.套繪圖紙保存不易，難以長期保存，容易破損、遺失，民眾申

請或各科室隊部分複印資料無法完整。

3.無法將申請執照資料處理為可作決策依據之資訊。

4.無法配合需求依不同之比例出圖。

5.無法有效管制已申請建築物之地理位置。

二、現階段建管業務作法與面臨問題：

本府自96年5月1日起正式使用內政部營建署之「全國建築管理資訊

系統」，本府在建築管理業務上已達初步電子化，並結合民眾、建築師及營

造業建築行為人，以電子化方式申報各項建築案件服務；未來全國建管資料

除辦理線上申辦外，為改善目前行政作業流程中檔案資料正確性、立即取得

性及安全性，配合內政部「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期以本計畫達成建築

檔案及建物套繪圖全面數位化及清查舊有建造及套繪資料，以排除及補齊現

有建造執照資料不全問題。

內政部自92年起規劃及實施建置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本府自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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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起新申辦建築案件已電子化，因此，本計畫可結合該系統，達到電

子化提升工作效率、便民服務品質及保持資料正確性。

有鑑於建造執照地籍套繪圖紙本調閱次數也相對頻繁，且紙本檔案保存

不易，應建立數位化，以解決儲存及管理上的困難。建築物地籍套繪，若以

人工紙上套繪資料，極易造成錯誤，對於建築案件新建、增建或改建申請，

調閱次數相當頻繁，且地籍重劃變更次數頻繁，耗費查證及調閱作業時間，

亟須建立歷年舊有建築物地籍套繪圖，以引用電子化技術，以有效節省人力

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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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目標與可能受限原因

建築物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建築物從規劃、設計、施工、營運使用、

最後的報廢拆除，形成生命週期。在這個生命週期中，會產生建築物的「圖」

及「文」等建管資訊，一直到建築物完工啟用後的維護階段，如建築物的改

建、增建、修建…等，仍必須使用到建築管理單位的資料庫中之「圖」及「文」

資訊。而此建築資訊共享涉及業主、建築師、營造廠、地政單位、稅捐單位、

事業管理單位、建管單位、戶政單位、銀行…等；因此，本計畫將建構一個

標準化及整合性之建管資訊系統，以達到資料共享及為民服務目標。

一、 目標說明：

(一)將本市建築執照基地範圍資料數化。包括：建築物、防火間隔、法

定空地、保留地、現有巷道、騎樓等配置、年度、樓層數、執照號

碼及其他列管事項。利用台中市地標、道路路名、地段地號、建造

執照號碼、雜項執照號碼等即可搜尋在地籍套繪圖上的位置。

(二)業務單位可透過區域網路連線直接查詢列印。設定範圍以繪圖機繪

製彩色地籍套繪圖，並開放供民眾申請。

(三)縮短查詢時間，提高工作效率，並可精簡人力，提昇資源有效運用。



建築物地籍套繪圖數化作業降低人工套繪行政成本

9

(四)推動將建築執照地籍套繪圖成果透過內部網路提供給承辦人員查

詢與瀏覽。將建置網際網路提供建物配置圖資訊的查詢，以向量空

間方式呈現圖形的資訊。

二、 達成目標之限制條件：

(一)老舊檔案可能遺失或紙張破碎，增加辨識及尋找檔案時間。

(二)本作業需協調本府地政局，以協助取得本市數值化地籍圖，方可將

建築物套繪數化於地籍圖上。

(三)人員訓練，素質及作業流程決定建築物套繪數化品質及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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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建築物地籍圖套繪數化之實行項目與評估

一、 納入電腦系統處理之業務項目：

(一)藉由地理資訊系統特有之空間與屬性資料的整合，迅速、確實的將

所需要的資訊顯示及列印出來，系統即可立即顯示所需要之相關資

訊，達到省時、省力又方便管理的目標。

(二)希望藉由各項不同之「文查圖」及「圖查文」功能，輔助承辦人員

在核對建物圖文資料時能更完整的獲得全部的資訊。可透過地號、

使照、或建照、或雜照、或文號等不同線索來查詢所需要的建物圖

文資料。

(三)建立單一窗口作業。

(四)提供民眾網路申辦作業。

二、 未來系統使用業務成長之預估：

本府現有建築執照套繪件數，包括建造執照、變更設計、雜項執照等案

件，合計約8萬件（以63年至96建造執照案件計算）；人民申請案調閱案

件每年約成長一成，累計約達1萬件次，本府各單位調閱案件每年約成長一

成，累計約達1萬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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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資料共享及便民措施：

為建立本項作業，結合新的技術，擬建立一個能符合本局及外單位之資

料共享及便民措施，如下所示：

(一)系統能符合多人使用，不受空間及安全性影響，包括Intranet及

Internet二部份。

(二)逐年建立套繪圖資料數化，數化作業預計至99年度完成建檔進度達

99％以上。

(三)對於新建築案件申請，擬配合內政部營建署推動之數位簽章技術，

採以接收申請人之向量圖檔方式，提高建築圖的解析度，節省日後

資料掃瞄之費用。

(四)配合單一窗口作業，提供資料共享及分散查詢機制。

(五)配合免謄本政策，提供橫向溝通查詢作業。

(六)提供民眾透過網際網路申辦建築執照地籍套繪圖謄本線上服務，讓

民眾了解房屋建築的配置，包括建物基地、空地、騎樓、保留地、

退縮地及防火間隔等配置，提供縣民對於建商申請房屋的內容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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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否有出入，提供詳細的資訊，並對於建管法令的宣導及房屋品

質的提昇，具有正面的意義。

(七)提供本府（Intranet）提供相關業務之承辦人員查詢與流覽建築執

照地籍套繪圖之成果，以利業務之推動，提升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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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築物地籍圖套繪數化實施策略及方法：

一、 計畫內容：

(一)建立建築物地籍套繪系統，藉由地理資訊系統特有之空間與屬性資

料的整合，迅速確實地將所需之建築資訊表現出來，透過建物門

牌、建築執照號碼、地號等資料，可快速調閱建物所在空間位置，

達到省時、省力之管理目標。

(二)建立舊有建築套繪圖文件之數位化作業，將傳統紙張文件，以電子

化轉換儲存，達到永久保存目標。

(三)新申請案件電子化作業，持續推廣營建署建築執照申請書表系統，

結合電子簽章技術，接收建築師所提供之建築物套繪向量圖檔。

二、 實施策略：

(一)利用歷史套繪資料予所建立之電子影像檔，提供本府建築執照地籍

套繪作業之圖形與屬性資料整合之管理功能。協助建物管理之建照

查詢、使照查詢、雜照查詢、文號查詢、地號查詢、地址查詢，以

利建築許可及雜項執照申請之審核，避免人為的疏忽造成基地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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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及畸零地情形發生。節省過去人工查詢套繪的時間。系統直

接繪製彩色的套繪圖，達到便民服務的目的。

(二)業務單位可透過區域網路連線直接查詢列印。設定範圍以繪圖機繪

製彩色地籍套繪圖，並開放供民眾申請。

(三)縮短查詢時間，提高工作效率，並可精簡人力，提昇資源有效運用。

(四)推動將建築執照地籍套繪圖成果透過內部網路提供給承辦人員查

詢與瀏覽。將建置網際網路提供建物配置圖資訊的查詢，以向量空

間方式呈現圖形的資訊。

三、 系統架構圖：

Browser

Internet

防火牆

WEB伺服器
建築管理資訊系統影像系統主機磁碟陣列

掃描器

圖形工作站

雷射印表機查詢PC

繪
圖
機

建管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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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期效果、影響與未來展望

一、 預期效果：

配合建築執照地籍套繪圖數化作業，納入本府已具有圖形化的建築管理

介面，建築管理不應只局限於屬性文字的記載，國際化的城市更應充份利用

圖形的資訊，進行資料的分析及規劃，以地理資訊系統的方式方能掌握建物

管理的動態。建築執照地籍套繪圖管理系統應用於地理資訊系統範圍包括如

下：

(一)違章建築及危險建築查報：

目前本府違建查報隊對於違章建物及影響公共安全的查報資料均

以文字方式記載其位置，對於資料的分析較為有限，現已將查報位置

利用查詢的方式以圖形標示其空間位置，對於違章建築拆除的重複性

或其相關週圍的地域性皆可由圖形表示一目了然，不因門牌的變更而

喪失資料的追蹤。

(二)海砂屋、幅射屋及危險建築的列管：

可應用於建築物使用管理對於上述房屋居家安全提供圖面的管

制，並且可對於地理位置的關聯性進行資料的分析及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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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工進度的管制與棄土管理：

配合建築管理系統之屬性資料的查詢，建築物從申請建築執照到

核發使用執照的流程，利用建築執照地籍套繪圖系統之圖形方式可即

時顯示目前的位置，配合屬性資料，即可動態顯示目前的辦理情形，

有效掌握其分佈狀況。

(四)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的建置及廣告物設置：

已申請公寓大廈管理組織之建物及申請核可之廣告物或違規之廣

告物，利用套繪圖系統之圖形方式可即時有效掌握其分佈狀況。

(五)可減少民眾請領建造執照申請時程。

(六)節省建照查詢套繪作業人力。

(七)避免建造許可申請發生重覆建築之情事。

(八)建立電子化市政管理，提高服務市民品質。

(九)增進建築管理效能，提高都市建築公共安全。

(十)建構本市都市營建管理系統及其他管理體系之關連。

二、 綜合規劃分析：

提供區域範圍內建物的相關資訊，包括利用圖形表示屬於何種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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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屋分佈、超過某一樓層的房屋分佈、或何時建築的房屋分佈、及空地、

防火巷、道路名稱及路寬等，提供規劃分析的參考。

三、 計畫影響：

(一)可有效降低民眾往返於櫃台時間，提高為民服務品質

(二)可縮短減閱套繪圖說的之成本，大幅縮短案件審查時間

(三)可有效達到建築文件書圖之永久保存

四、 有關機關配合事項：

配合事項 配合方法
配合機關

（單位）

針對自行建立套繪數化作

業，應指派專人 2 人以上

接受培訓。

配合套繪案件之輸出入軟

體界面程式及硬體採購

後，隨即進行教育訓練。

本案承包廠商

針對自行建立套繪數化作

業，請起造人或設計人盡

量配合提供 DWF 檔案格

式，以縮短作業時程。

一、 函文相關單位配合辦

理。

二、 公告宣導。

起造人、設計人

陸、參考範例-基隆市建築物地籍套繪圖數化作業架構：



建築物地籍套繪圖數化作業



一、作業流程
開始

調案記錄表調案

整理文件
缺號案件記錄表
破損案件記錄表

歸案
歸案記錄表
每日工作記錄表

結束

建物套繪數化

套繪檢核

合格

不合格

調案

依最近年度往前進行調案作業，

並填寫調案記錄表

整理文件

篩選出缺號案件，破損案件或其

他特殊案件，並填寫記錄表

建物套繪數化

進行建物套繪數化作業

檢核建物套繪數化資料

查核數化完成之資料，若發現不

合格，即刻重新數化。

歸案

依貴府規定進行歸案作業，並填

寫歸案記錄表及每日工作記錄表



二、套繪數化流程

1. 將建築案件之紙本套繪圖掃描建檔

2.分析該建築案件之類別

3.套繪數化作業

4.將套繪圖轉入圖管系統管理，並整合建管系統。



1.將建築案件之紙本套繪圖掃描建檔

掃描成圖檔

影像檔格式：JPEG

命名原則：

執照主鍵值 +圖說類別 圖號+

解析度：200DPI



2.分析建築執照案件資料

分析建築執照案件類別

分析建築執照套繪案件之類別，以判斷該
案件所使用之套繪數化方法



3.套繪數化
1.建物套繪定位作業

2.建物套繪數化作業



3.1套繪數化方法（單一拆除執照案件）

直接標註圖示於拆照上



3.1套繪數化方法（建造併拆照案件）

將舊執照資料刪除後
，再套繪新執照資料



3.1套繪數化方法（變更設計案件）

歷次以掃瞄圖檔管理,
數化套繪以最新一次
變更設計為主

顯示執照歷次
變更資料



3.1套繪數化方法（地籍合併案件）

取鄰近地籍資料進行定位後，再進行數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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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套繪數化方法（地籍合併後數化案件）



3.1套繪數化方法（基地範圍外案件）

取基地範圍外之定位點進行定位後，
再進行基地範圍外之套繪數化。




 










3.1套繪數化方法（基地範圍外數化案件）










4.圖管系統（整合建管系統 建管＋圖管＋套繪）

建築物地籍套繪管理系統

建築管理資訊系統

建築書圖影像管理系統

建築書圖相關資料查詢

建築執照相關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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