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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緣起 

財政局掌管市有財產之管理與使用，常扮演本府土地資訊幕

僚的角色，從各項市政建設的規劃興建與各機關廳舍、活動中心、

場館的選址，均須協助業務單位就公有房地資料進行篩選分析，

以尋求可行性方案供決策者評估並作成最適決策，惟因欠缺結合

地籍圖、土地登記資料庫與各種業務圖籍的工具系統可供靈活交

互應用，常耗費相當大的人力與時間，卻只完成土地資料清冊、

對應的地籍圖與分散各處蒐集取得的空間資料，以致決策者不易

掌握土地資料的空間感與地理概念導致決策困難。 

又民眾欲檢舉公有土地遭占用、違章建築或欲承租公有土

地，往往不知道公有土地的地段地號，常以地標、景點、路口、

門牌或是道路名稱及鄰近的重要地標作描述，財政局為判斷民眾

檢舉之土地位址以釐清管理權責機關，多以分散各處蒐集取得的

地籍、空間資料比對查找，耗時費力，造成效能低落、為民服務

品質不佳之窘境。 

貳、 研究目的 

如何迅速提供正確有用的土地資訊供決策者評估各項施政及

建設設置地點與用地取得方式，以提高行政效率與施政效能支援

市政建設的推動，達成幸福城市的目標，為財政局的重要課題之

一，因此亟需一套能按地籍資料條件檢索，擷取彙整、統計分析

並結合建物門牌位置、地標、使用分區、本市土地空間資源及各

項業務地籍圖等相關資訊之地理資訊系統。 

本研究係利用「臺中市不動產資訊樂活網」（以下簡稱樂活

網）進行各項市政建設選址分析與為民服務業務之推展應用，亦

即運用該系統迅速查找分析後，提供正確有用的土地資訊供決策

者評估各項施政及建設設置地點與用地取得方式，並應用於民眾

對公地管理各項業務之服務需求，期能有效提升公產管理業務之

效能，增進服務效率及品質，進而提升民眾幸福感，創造政府與

民眾雙贏局面。 

參、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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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況分析：民眾欲檢舉公有土地遭占用、違章建築或欲承租公有

土地，往往不知道公有土地的地段地號，多以地標、景點、路口、

門牌或是道路名稱及鄰近的重要地標(例如：公園、學校、銀行、

便利商店等)作描述，承辦人員往往須耗費相當時間去判斷民眾

檢舉之土地位址，造成效能低落、為民服務品質不佳之窘境。再

者，財政局常扮演本府土地資訊幕僚的角色，為協助各業務機關

廳舍、活動中心、場館與各項市政建設之用地選址評估，常耗費

相當大的人力與時間，卻只完成土地資料清冊、對應的地籍圖與

分散各處蒐集取得的空間資料，無法迅速提供精確且有用的土地

資訊供決策者評估各項施政及建設設置地點與用地取得方式，導

致行政效率與施政效能不佳。 

二、 研究方法：針對各項市政建設的興闢選址與民眾申租、檢舉等案

件，使用「臺中市不動產資訊樂活網」進行各項業務需求進行地

籍資料條件之檢索，擷取彙整、統計分析與建物門牌位置、地標、

使用分區、本市土地空間資源及各項業務地籍圖等相關資訊之蒐

集，探討如何提升民眾對公地管理各項業務服務需求之效率與品

質，協助達成市政建設選址的最適決策，增進民眾幸福感受，並

據以得出實證成果。 

肆、 研究發現 

一、 門牌、地標與地籍圖結合 

民眾檢舉公有地遭占用或違章建築等案件，多以地標、景

點、路口或門牌作描述，運用樂活網建置之門牌、各種類型之地

標、景點、google 街景圖與地籍圖資完整結合之功能，可迅速

查得民眾檢舉之公有土地位址，減少查找時間與錯誤，避免產生

為民服務效率低落與品質不佳的窘境。 

(一) 以查找「臺中市政府」地標為例，可利用樂活網之「位置定位」

功能，以地標、門牌、路口、地建號及坐標等方式查得地點，

並可利用該系統之圖層-基本圖，迅速查得該址周邊交通狀

況、附近重要地標、地籍圖、使用分區與街景圖，各圖層亦可

相互套疉，便於查知土地坐落位址及該土地之使用分區、現況等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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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運用「位置定位」-「地標」功能定位出臺中市政府 

 

圖 4-2 以「臺中市政府」為地標定位的地籍圖，並套疊航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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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以「臺中市政府」地標定位的地籍圖，並套疊使用分區圖 

 

  

圖 4-4 以「臺中市政府」地標定位的空照圖，並結合 google 街景圖 

(二) 以民眾反映烏日區中山路二段 477 號前樹木影響照明及土地

疑遭占用為例，可利用樂活網之「位置定位」功能，以門牌查

得地點及該地點之基地地號、管理機關，並可運用街景圖檢視

周遭景觀，大幅節省親赴現場勘查的時間並提升服務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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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運用「位置定位」-「門牌」功能定位該址 

圖 4-6 運用街景圖檢視周遭景觀及現況使用情形 

 

中山路二段

47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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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找到位於中山路二段 477 號前，遭民眾反映影響照明之樹木 

 

圖 4-8 查找民眾反映標的之基地地段地號及管理機關 

二、 市政重大建設、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等資訊與地籍圖結合 

民眾針對市政府推動之各項重大建設或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

等土地開發業務，常透過財政局詢問開發基地地概略範圍及主辦

機關等相關資訊，運用樂活網建置的市政重大建設、市地重劃及

區段徵收資訊與地籍圖資結合功能，除可立即查知坐落位址、範

圍、地籍資料及使用分區等資訊，亦有助於各業務轄區承辦人掌

握本市轄內重要建設與土地開發資訊，避免相關業務推展與市政

建設重點脫節。 

(一)以查找水湳經貿園區區段徵收範圍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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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查找第 13 期大慶市地重劃為例 

 

(三) 以查找秋紅谷景觀生態公園為例 

 

圖 4-9 運用「市政建設」功能查找秋紅谷景觀生態公園位置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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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點選「前往相關連結」 

 

圖 4-11 連結至臺中市政府有關該景觀生態公園之介紹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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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區域決策分析功能 

(一) 從各項重大市政建設的規劃興建與各機關廳舍、活動中心、

場館的選址，均可運用區域決策分析功能於用地選擇之篩選

與決策分析，以供決策者作成最適決策。 

(二) 運用樂活網建置之里界、地段界、地籍圖資、基本圖與空照

圖結合之功能，易於查知需求區位坐落位址、地籍資料、使

用分區、交通及鄰近設施狀況等資訊，有助於篩選特定條件

之土地，減少不經濟之用地取得支出，另透過樂活網查詢鄰

近政府機關與公共設施分佈情形，亦有助於評估廳舍或活動

中心之興建是否必要及有無其他選擇，以撙節支出。。 

(三) 以篩選本府各項建設或用地需求為例，運用樂活網查找特定

區域或合於特定條件之公有土地資料時，可按區位、面積、

地目、使用分區、權屬及管理機關等篩選條件，篩選出符合

條件需求之土地資料並顯示於地籍圖，或直接於圖面以點、

線、面等方式搜尋需求範圍及條件之公有土地資料，讓各機

關用地需求之土地資訊查找工作更顯效率。 

(四) 以梧棲草湳里里長建議於該里公地進行綠美化為例： 

1、定位該里位置及範圍 

 

圖 4-12 運用「位置定位」功能找出草湳里位置及範圍 

2、查詢草湳里坐落地段別及該里公有土地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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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套疉草湳里坐落土地之地段別 

 

圖 4-14 草湳里土地權屬分佈情形(著紅色者為公有土地、黃色及綠色分

別為自人人及法人所有之私有土地) 

3、篩選合適面積及條件之公有土地供業務主管機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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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點選面積、權屬、使用分區等篩選條件 

 

圖 4-16 依選取條件顯示地籍資料查詢結果 

 

圖 4-17 將地籍資料查詢結果輸出 excel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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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以點、線、面模式於圖面直接點選擬篩選範圍後進行篩選分析 

 

圖 4-19 按條件輸出篩選結果  

(五) 以警察局龍津派出所遷址需用公有土地為例，龍津派出所轄

區範圍為龍井區龍津里、忠和里及三德里，可運用樂活網套

疉出忠和里、龍津里、三德里坐落土地之地段別，分別為 0469

龍津段、0473 三德段、0468 福麗段、0474 忠和段及 0478 中

山段，再按該派出所所需面積及相關區位條件，篩選坐落各

該里地段別之公有土地供評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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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龍井區忠和里 

 

圖 4-21 龍井區龍津里 

 

圖 4-22 龍井區三德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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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以篩選面積 1 千平方公尺以上，國有財產署經管國有土地為例 

 

圖 4-24 將地籍資料查詢結果輸出 excel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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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以篩選出國有財產署經管龍井區中山段 1012 及 1013 地號為例 

 

圖 4-26 套疉使用分區及基本圖查看使用分區及周邊交通、生活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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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按滑鼠右鍵查詢周邊文教設施、生活機能 

 

圖 4-28 按滑鼠右鍵點選 google 街景圖功能查看土地現況及週遭環境 

四、 土地資訊分享與運用功能 

以公有土地環境髒亂點之抽查、複勘與被占用、出租等使用

關係之管理為例，運用樂活網可將未開闢或未開發利用土地資訊

完整顯示於地籍圖，並可顯示該類型土地之分佈情形與坐落位

址，易於查找土地坐落地點及進行土地之巡查、抽查與列管工

作，及問題土地周邊狀況與坐落區位性質之掌握，有助於督導業

務主管機關加強特定區域公地之管理與控管工作，亦可運用於公

產管理業務上特定土地抽查及複勘之排程與稽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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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運用「市政建設」-「非公用地」查詢非公用土地資訊與現況  

 

4-30 運用「土地資訊平台」查詢 375 租約土地及地籍清理土地資訊  

 

4-31 運用「市政建設」-「非公用地」查詢東區被占用非公用土地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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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以查詢東區練武段 127 地號為例 

 

4-33 查看東區練武段 127 地號現況使用情形 

 

4-34-1 運用「公務應用」-「外業排程」功能列管待勘查土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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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2 運用「公務應用」-「外業排程」功能列管待勘查土地資訊 

伍、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係運用「臺中市不動產資訊樂活網」建置以地標、道路

及建物門牌等地籍圖查詢方式迅速查得所需土地資訊，且藉由地籍

圖、使用分區圖、航照圖及基本圖等多種圖資相互套疊功能，讓各

項為民服務業務之推展與市政建設選址分析等土地資訊之提供，更

為便捷與精確，有效提昇為民服務與用地資訊之效率與品質，成功

扮演協助市政建設選址決策分析之土地資訊幕僚角色，讓政府各項施

政及建設所需土地資訊迅速與便捷的取得 。 

政府的各項建設與施政目的，主要是為了增進民眾幸福感受，

如何迅速與精確的取得所需土地資訊，將影響業務單位推行各項施政

與建設業務的效率與效能，運用「臺中市不動產資訊樂活網」雖已有

效提昇為民服務與用地資訊之效率與品質，惟就業務本身延伸思考如

何運用相關地理圖資相關系統與空間資訊有效的增置與活用，仍有很

大的努力空間，又各業務單位除擷取所需土地資訊用以輔助各項業務

決訊，倘能將業務資訊分享提供並供統整運用，相信不僅能提昇業務

單位本身的為民服務效率與品質，藉由土地資訊之整合分享，亦可大

為強化政府施政與建設能力，藉由多元空間資訊的建立，讓各項決策

分析資訊得以交互靈活運用，將使政府服務效能得以彰顯，往幸福城

市的距離邁進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