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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中市政府於民國九十二年間所建置的「網際網路地價管理作業

資訊系統」，將地理資訊置於網際網路上供民眾來查詢，為了創造更有

效率及效能的新政府，必須先將科技應用於政府行政體系中，更希望

能為地政事務所帶來無限的生產力及提高為民服務的品質。  

目前地價查詢系統主要以網際網路為基礎，結合 Web－GIS功能開

發管理系統，以互動式查詢方式，進行地價空間資訊查詢，提供民眾

方便、免費、不受時間及地點限制之空間圖形化地價資訊及地價動態

情形等相關資訊。 

並且建立一套整合各地政事務所地價資料之快速便捷且可定時更

新模式；針對內部作業人員，提供自動化產製各類表報，加速地價作

業流程，縮短作業時程，減輕業務人員負擔；將地價區段劃分及地價

估價等系統整合，運用 Web方式讓民眾能以互動查詢作探討。 

本研究除透過網際網路的運用來落實 e 化政府外，不僅提供民眾

地價資訊查詢，甚至作為政府各部門與民眾溝通、文書傳遞等媒介，

並隨時供應完整資訊，進而達到地價業務全面網際網路化目標，貫徹

行政現代化及提供便民又有效率的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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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今日社會皆以網際網路功能讓資訊能傳遞全球，近年來臺中市政

府不段尋求電腦系統開發，例如地政地價系統部分於民國八十九年建

置「地價區段劃分應用系統」，接連九十二年建置「網際網路地價管理

作業資訊系統」等都是將科技應用於政府行政體系中，也搭起政府與

民間資訊互通的管道。 

目前地價管理系統是運用網際網路將地價買賣實例資訊以圖形、

地貌方式架設於網路上讓民眾閱覽，以快速便捷的方式得到地價資

訊，資訊科技一日千里，網際網路蓬勃發展，不僅民間起居作息、通

訊、買賣已大幅依賴網路，甚至政府各部門間與民眾的溝通、文書傳

遞亦逐漸採取電子式文件，網路化已成為必然之趨勢；故對已有優良

基礎傳統人工作業之地政業務，面對現今快速變遷的社會以及凡是講

求正確、便捷、效能之服務，電腦化與網路化的推行是刻不容緩的，

運用現代科技，建置電腦化處理模式，改進作業流程方法以建立地政

資訊管理制度，並隨時供應完整地政資訊、貫徹行政現代化及提供既

便民又有效率的服務品質，甚為民眾所期盼。 

本研究即以驗證地政電腦網際網路化的實施是否有效提升地政事

務所的效率與服務品質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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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動機及目的 

今日社會處於全球風起雲湧地政府再造的風潮中，為了創造更有

效率及效能的新政府，必須先將科技應用於政府行政體系中，本研究

除透過網際網路的運用來落實 e 化政府外，更希望能為地政事務所帶

來無限的生產力及提高為民服務的品質，進而第造地政未來美好的願

景。 

現階段臺中市政府推行地理及地政資訊系統之發展已具相當之基

礎，並建有相當數量之數值資料，加上目前正進行基本圖資料庫建檔

作業，已計畫將各單位之圖檔以分散式建檔，集中式管理的方式，建

立完整之地理資訊系統，以利未來資料之運用更為客觀與便捷；為配

合政府施政電子化目標，及節省往來地政事務所與市政府間之文件處

理程序，並提供民眾透過網際網路即使獲得空間圖形化之地價動態情

形等相關資料。市府及地政機關將配合已開發之網際網路地價區段查

詢系統資料庫進行擴充作業，先利用已完成之地價區段，再針對地價

買賣實例資料作建立，以互動式查詢方式，進行地價空間資料查詢，

提供民眾方便、免費、不受時間及地點限制之空間圖形化地價資訊及

地價動態情形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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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主要目的可歸納為下列兩點： 

1. 主要以網際網路為基礎，結合 Web－GIS功能開發管理系統，以互

動式查詢方式，進行地價空間資訊查詢，提供民眾方便、免費、

不受時間及地點限制之空間圖形化地價資訊及地價動態情形等相

關資訊。 

2. 建立一套整合各地政事務所地價資料之快速便捷且可定時更新凡

模式；針對內部作業人員，提供自動化產製各類表報，加速地價

作業流程，縮短作業時程，減輕業務人員負擔。 

將地價區段劃分及地價估價等系統整合，用 Web 方式讓民眾能以互動

查詢作探討。 

參、研究內容 

將地理資訊系統置於網際網路上供大眾來存取，已成為一種必然

的趨勢，然因國內提供地圖資料下載之 GIS 網站尚未普遍建立，對已

俱 GIS 相關軟體使用者，想要進行某些研究時，常無法及時獲得所需

資料。地理資訊相關應用系統開發往往是針對特定對象或用途需求，

當空間資訊規格或功能需求變更時，系統功能或資料格式常面臨無法

完全適用狀況，需從資料蒐集、數化重新開始，系統開發、維護、資

料建立所花費的時間跟成本更是可觀。因此，應用主從架構技術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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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網路及共用資料庫所建構的作業環境，將可解決上述應用地理資訊

系統推廣所遭遇的瓶頸。 

本研究主要探討利用網際網路架構地價系統開發運用，主要作業方法

及過程如下： 

1. 地圖資料建立：本系統執行時須透過 GIS 系統以行政區、道路名

稱、重要地標、建物門牌等定位做查詢，所以圖資的建立是必然

的。其該系統上有地藉、使用分區、街道、重要地標等圖檔資料

需建立及維護。 

2. 地圖資料管理：地藉、使用分區、街道、重要地標等圖檔資料需

建立及維護更新，建構圖檔目錄及地圖資料檔案庫，可方便圖資

的存取，並可依使用者的需要來執行圖檔。 

3. 地圖資料供應：以主從架構設計網際網路地圖資料供應系統，提

供使用者以快速、簡便方式獲得所需要之地圖資料，使能配合單

位內運用地理資訊系統相關軟體進行研究或其它後續作業。 

4. 買賣實例的搜集：此項功能有賴於臺中市三所地政事務所地價課

承辦人員辛苦搜集、整理，再經地政局彙整結合第二點的圖資以

圖示加以表現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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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系統實際操作  

一、系統說明： 

本系統採 WWW-Base 方式進行整體規劃與考量，以 WWW-GIS 軟體

（MapGuide6.0）進行本系統開發，建立人性化查詢視窗，以簡

便的使用者介面呈現出來，提供操作者較為方便的查詢及編輯功

能，並依設定權限及密碼方式進行安全管理，以提供相關單位主

管及人員查詢使用。使用者須由網際網路進入本系統，系統需自

行下載及安裝 MapGuide Viewer Plug In 程式（僅第一次使用時

用需要安裝，且該程式為免費使用），即可查詢 MapGuide Server

之圖形與屬性資料，能有效率的掌握現地的資料狀況，如買賣實

例案件位置、地段位置、地藉資料、都市計劃分區位置、道路狀

況等，讓使用人員能更快速有效率的取得相關空間資訊、進行空

間資訊統計分析及報表列印，減少使用人員的作業時間，進而提

昇作業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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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功能架構： 

圖 1網際網路地價管理作業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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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買賣實例調查估價系統轉檔程式功能架構 

 

 

 

 

 

 

 

 

 

 

 

 

三、網際網路查詢買賣實例調查估價子系統 

在本子系統主要之功能為提供地政局、各地政事務所人員及民

眾查詢當年度已公告之買賣實例地價資訊資料，主要查詢對象分為

「一般民眾查詢」及「內部人員查詢」，細項功能區分為【行政區

定位】、【交叉入口定位】、【價值區間查詢】、【交易時間查詢】、【行

政區＋地段別】、【行政區＋地價區段號】、【統計分析】、【報表產製】

等功能。以下分就一般民眾及內部人員可使用之功能項目進行操作

說明。 

買賣實例調查估價系統轉檔程式 

地價資訊表製作 

資料轉檔 

買賣實例資料轉入 

登錄相關資料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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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民眾查詢 

進入【網際網路地價管理資訊系統】後，點選【一般民眾查詢】

選項後進入，共有【行政區定位】、【交叉入口定位】、【價值區間

查詢】、【交易時間查詢】等四項功能，提供民眾查詢當年期買賣

實例相關資訊。 

圖 1、一般民眾僅需將游標移至”一般民眾查詢”按左鍵即可進入【網

際網路地價管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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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為一般民眾查詢進入【網際網路地價管理資訊系統】的第一個畫

面。 

 

提供使用者可依【行政區定位】、【交叉入口定位】、【價值區

間查詢】、【交易時間查詢】等四項功能輸入所需條件，再按下【查詢】，

程式即會自動篩選買賣實例案件（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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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查詢結果視窗挑選買賣實例案件，按下地圖定位之

【請按我】即可帶出買賣實例案件所在位置圖（如圖 4）。 

 

2、內部人員查詢 

進入【網際網路地價管理資訊系統】後，點選【地政相關單位查

詢】，會出現檢核視窗，使用者需輸入帳號密碼方能進入內部人

員查詢視窗，共有【行政區定位】、【交叉入口定位】、【價值區間

查詢】、【交易時間查詢】、【行政區＋地段別】、【行政區＋地價區

段號】、【統計分析】、【報表產製】等八項功能，提供內部人員查

詢及統計列印當年之買賣實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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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內部人員查詢需將游標移至”地政相關單位查詢”按左鍵後並輸

入登入密碼方能進入【網際網路地價管理資訊系統】 

 

進入後操作皆與一般民眾一樣；其【統計分析】部分可依照使用者的

需求自動統計出買賣實例件數，非常方便地政人員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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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成果 

政府為節省管理與社會成本，必須主動減少與民眾的

互動關係，當民眾對政府所提供櫃檯式服務的期待持續的

降低，加上民眾每日可運用的時間日益減少情形下，促使

民眾要求政府所提供的服務都能更加節省時間及便利，因

此民眾對於看不到服務人員的電子化 /網路化政府型態的

接受程度也隨之升高，為因應地政業務網際化，臺中市政

府所建置的「網際網路地價管理作業資訊系統」的網際網

路應用將為潮流之趨，使地政資料在資訊化以後得以創新

運用電腦資訊科技整合建立「地政電傳資訊」，使地政業務

從人工作業邁入電子化 /網路化的服務方式，「上網辦事」

已經是趨勢，推動「地政電子化 /網路化」使服務的組織精

巧靈活，以提供民眾更完整、更快捷、更多元的服務以提

高行政效能。  

陸、結論及未來期待  

為有效掌握地價管理作業，並配合政府單位提倡之地

價透明化，良好的管理系統將是提昇行政作業效率的一項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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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本計劃將開發建置之「網際網路地價管理作業資

訊系統」，可供相關單位及民眾透過 WWW 直接查詢法院拍賣

價格、標售價格資料及供地價人員登錄建檔等功能。  

未來可期待的系統架構圖如下：  

 
網際網路地價管理資訊系統 

WWW-GIS Service 

網際網路法院拍賣價、標售價資料查詢系統 

網際網路法院拍賣價、標售價資料管理系統 

行政區定住 

交叉路口定位 

重要地標查詢 

價區間查詢 

依地號查詢 

交易時間查詢 

複合查詢 

資料建置 

行政區查詢 

交叉路口查詢 

重要地標查詢 

地號查詢 

門牌號碼查詢 

價值區間查詢 

交易時間查詢 

行政區＋地段號 

行政區＋地價區段號 

使用分區查詢 

統計分析 

報表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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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網際網路地價管理作業資訊系統」之房地交易

價格查詢系統，繼續以網際網路為基礎，結合 Web-GIS 功

能開發管理系統，以互動式之查詢方式，推動法拍、標售

地價空間資訊查詢，提供民眾方便、免費、不受時間及地

點限制之空間圖形化地價資訊、地價動態情形等資訊之便

利管道。本系統為全國首創結合電子地圖查詢已登記確定

拍賣、標售之土地價格資訊，預期能達到市長政策白皮書

e 化城市政策中，強化為民服務作業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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