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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108 年度自行研究成果摘要表 

計 畫 名 稱 
地籍資料開放與加值應用之研究─以新北市都

更三箭為例 

期 程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0 月 31 日 

經       費 無 

緣 起 與 目 的 

    政府資料開放已成為全球電子治理趨勢，

開放資料除重視數量與品質外，更應重視資料

「加值應用」，才能充分發揮其價值。依據開放

知識基金會調查結果，我國政府資料開放成果

自民國 104 年起連續三年全球排名第一名，惟

多數學者普遍認為缺乏加值應用案例，未見資

料開放所帶來的具體成效。本研究有感於「新

北市」為各縣市開放資料之首，多項重大政策

涉及跨機關資源與巨量資料分析，尤以地籍資

料開放平台已趨成熟，應具加值應用潛力，故

本研究嘗試以「新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地

籍開放資料平台，配合新北市 108 年推動「都

更三箭」之亮點政策，進行開放資料之加值應

用，並提出應用成果及問題檢討，藉以探討政



II 

 

府開放資料及加值應用之重要性，期能激發各

機關及民間業者投入創新加值應用領域，創造

更高的價值。 

方 法 與 過 程 

一、文獻回顧法 

    透過廣泛蒐集及參考政府開放資料等相關

之書籍、期刊、論文、研究報告、政府出版品

及報章雜誌等各項研究論述資料，了解政府資

料開放之演進及重要性，並整理我國政府資料

開放之情形，再聚焦於地籍資料開放現況及相

關查詢平台。 

二、案例應用法 

    為加強政府開放資料之應用，本研究以新

北市「都更三箭」為例，配合「新北不動產愛

連(i-land)網」等開放資料平台，進行加值應用，

透過圖層套繪、數據計算、環域分析等功能，

針對每項都更條件加以驗證，檢視該平台是否

能有效輔助決策，並提出應用成果及問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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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發 現 及 建 議 

    本研究以新北市都更三箭為例，配合新北

不動產愛連(i-land)網等政府資料開放平台，分

別以「第一箭：TOD捷運周邊發展」、「第二箭：

主要道路兩側都更」、「第三箭：防災型都更」

進行開放資料加值應用，應用成果顯示該開放

資料平台有利於都市更新用地之勘選、申請條

件之檢視、公益性設施之回饋，並預為估算開

發成本及利潤，有效輔助決策。惟在應用過程

中，仍有部分因資料不足或是功能欠缺，而無

法完整應用，尚有改善空間。 

    透過案例應用成果，本研究提出下列四項

政府開放資料與加值應用之重要性與建議： 

一、 持續提倡政府資料開放，增加多元查詢管

道，藉以促進透明治理，並提升民眾對政

府之信賴。 

二、 建立跨機關資料共享平台，強化資料整合

之完整性，有效配置行政資源。 

三、 透過電子治理方式，輔助決策分析，提高

政策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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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擬民間應用資料制度，促進開放資料加

值應用，同時建立回饋機制。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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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論 

一、研究動機及目的 

 政府資料開放(Open Government Data, OGD)已成為全球不

可抵抗的趨勢，其具有開放透明、民眾參與和創新的潛在價值，

除了資料開放種類、數量、品質及更新頻率外，更應著眼於開放

資料加值與創新應用，並緊密連結當前政策與城市規劃，用以解

決城鄉問題。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朱敬一曾指出：「妥善運用

開放資料就好像賣鳳梨與賣鳳梨酥的差別，光賣鳳梨可能賺不了

太多錢，但賣鳳梨酥就變得不一樣，而原始的資料就如同鳳梨，

經過加值後變成鳳梨酥，更有價值。」政府開放資料供民間運用，

可帶動商業應用及公民參與，並將資訊價值極大化，使政府與民

間相互拉抬、互利互榮，達成政府施政透明、輔助決策並提升民

眾生活品質。 

 依據開放知識基金會調查評比結果，我國政府開放資料於民

國 104-106 年蟬聯國際冠軍，可見政府資料之開放已趨成熟，惟

多數學者認為，開放資料雖小有成果，目前仍未見其加值應用之

成效。本研究有感於「新北市」為我國各縣市政府開放資料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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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重大政策多涉及跨機關資源與巨量資料分析，卻缺乏應用案

例，故嘗試以「新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等開放資料平台，配

合新北市 108 年推動「都更三箭」之亮點政策，進行開放資料之

加值應用，並提出應用成果及問題檢討，藉以探討政府開放資料

及加值應用之重要性，並達到下列研究目的： 

(一) 瞭解目前政府資料開放及加值應用之情形。 

(二) 歸納政府當前資料開放所面臨之課題。 

(三) 探討地籍資料開放與政府政策之應用可行性。 

(四) 綜整政府資料開放與加值應用之制度建議。 

 

二、研究方法 

茲將本研究方法概分為下列二項： 

(一) 文獻探討法 

 廣泛蒐集並參考政府開放資料等相關期刊、論文、研

究報告、政府出版品及報章雜誌等各項研究論述資料，以

針對政府開放資料之演進、面臨問題、未來改善方向等議

題加以探討及分析，並就地籍資料開放現況及開放平台加

以整理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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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案例應用法 

 為加強政府開放資料之應用，本研究以新北市「都更

三箭」為例，配合「新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等開放資

料平台，進行加值應用，透過圖層套繪、數據計算、環域

分析等功能，針對每項條件加以驗證，檢視該平台是否能

有效輔助決策，並提出應用成果及問題檢討。 

三、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研究共分為五章，其架構分析如下： 

第一章為緒論，分為四個小節，內容包含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方法、研究架構與流程及預期成果。 

第二章為文獻回顧，先概述政府開放資料之理念及演進，

接著回顧我國政府開放資料歷程，已逐漸從政府資料開放邁

入加值應用階段。 

第三章為政府開放資料現況，依不同資料類型、縣市別等

分類統計目前我國政府資料開放現況，並介紹地籍資料開放

平台，藉以作為案例應用的場域。 

第四章為案例應用，以新北市「都更三箭」為例，配合「新

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等開放資料平台，進行加值應用，

並提出應用成果及問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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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論與建議，綜合各章節研究分析，以及新北市「都

更三箭」案例應用成果，提出政府開放資料及加值應用之重

要性與相關建議。 

 

    本文之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 

 

 

 

圖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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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本研究預期藉由地籍資料開放及加值應用案例，提出政府

開放資料應用成果及問題，並針對政府資料開放及加值應用

制度提出相關建議，以下為本研究之預期成果： 

(一) 促進透明治理，提升民眾對政府之信賴。 

(二) 整合政府跨機關資料，強化資料整合之完整性。 

(三) 透過電子治理，輔助決策分析，提高政策效能。 

(四) 研擬民眾應用資料之制度，促進開放資料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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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一、定義 

國家發展委員會指出，依據國際「開放定義」（Open 

Definition），具開放性的作品在散布上，應滿足「開放授權」、

「方便近用」、「開放格式」三項條件，允許任何人都可以自由

存取、使用、修改，以及分享，且最多僅受限於引註出處。 

「政府資料開放」(Open Government Data)為各機關於職權

範圍內取得或做成，且依法得公開之各類電子資料1，包含文字、

數據、圖片、影像、聲音、詮釋資料(metadata)等，以開放格式

於網路公開，提供個人、學校、團體、企業或政府機關等使用

者，依其需求連結下載及利用。 

二、「政府資料開放」之理念 

 民眾為參與公共政策過程、監督政府施政作為或從事各項

經濟活動，均有賴大量且正確之資料，而政府正是各項資料的

最大擁有者，因此「政府資訊公開」開始備受國際關注。我國

《政府資訊公開法》立法目的在於「為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

                                                 
1
 資料乃是指政府機關基於其業務營運過程之中所搜集、產製、交易與擁有的原始資料或統計資

訊等。其主要組成是以文字與數字作為元素以組成內容，其可以敘述、表格、圖形與圖表等形式

所存在，並可以透過電腦數位化的儲存、傳輸與處理（New York City Counci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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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訊，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增進

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主參與」，其中

要求政府「主動公開事項」，包括法規命令、法規解釋、政府組

織執掌連絡資訊、行政指導有關文書、施政計畫、業務統計及

研究報告、預算及決算書、請願之處理結果及訴願之決定、書

面之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支付或接受之補助，合議制機關之

會議紀錄等；「資料公開方式」包含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或其他

出版品、提供線上查詢、舉行記者會或說明會、提供公開閱覽、

抄錄影印等，皆屬於「政府資訊公開」(Freedom of Information)

範疇。 

隨著智慧城市、行動治理時代來臨，單純就「政府資訊公

開」已無法滿足民眾對於資料「利用」的需求，美國聯邦政府

於 2008 年首開先例大力推動「政府資料開放」，係將政府資訊

裡的資料集中的原始資料(raw data)數位化後，提供開放格式存

置於固定網址，並透過資訊彙整、集中目錄等方式，讓任何人

在不受到限制的情形下，進行編輯、分析、公開傳輸或為其他

利用方式，開發各種產品或應用服務。 

藉由政府資料開放，除了可促使跨機關資料流通、輔助決

策、增進施政效能外，也提供民眾個人、民間組織或私人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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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由改善日常生活上的不便出發，搜尋並取得相關的政府資

料，開發出各項「加值應用」服務，改變傳統上「政府主動，

人民被動」的角色分配，讓人民可以更積極地組織人力、資訊、

運算能力等各種資源，實際參與日常生活、空間環境、交通動

線等公共事務的規劃與改善，達成「施政透明開放」、「提升機

關決策品質」及「發展多元便民服務」等效益，創造民眾、政

府與業界三贏局面。 

 

圖2-1 政府資料開放之演進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 促進政府資訊透明

• 滿足人民「知」的權

利

政府資訊公開

• 提供開放資料格式

• 提高資料流通比率

• 完全授權予任何人

政府資料開放

• 促進民間參與

• 結合民間創意

活化資料

資料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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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政府資料開放歷程 

我國政府資料開放以民國 94 年「政府資訊公開法」為基

點，民國 100 年 11 月行政院通過「政府資料開放推動策略方

案」，設定各項政策目標，全面啟動政府資料開放工作，次年

訂定「行政院暨所屬機關行動化服務發展作業準則」，102 年

2 月、4 月陸續頒布「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

業原則」、「政府資料開放平臺資料使用規範」，同時民間亦相

繼成立社群團體如「Open Data 聯盟」等，與政府共同推動

資料開放，並配合電子化政府計畫納入第四階段之重點工

作。 

 

圖2-2 我國電子化政府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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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104 年行政院毛治國院長祭出科技三箭「開放資料」、

「大數據」、「群眾外包」，強調政府應運用網路與新科技創造

有感施政，並將該年定為政府開放資料深化應用元年，於同

年 9 月研訂「政府資料開放進階行動方案」，提出建立資料開

放諮詢機制、完備信賴資料開放環境、公私跨域合作應用推

廣等作法及具體步驟，同年 11 月訂頒「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政府資料分類及授權利用收費原則」，做為各機關執行的依據，

希能提升資料開放之質與量，帶動相關產業的商機。 

 隨著物聯網、雲端運算、巨量資料等智慧型科技的發展

與應用，行政院於民國 105 年底提出 106-109 年「第五階段

電子化政府計畫」及「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資料治

理之資料驅動、公私協力、以民為本作為政府服務的核心理

念，並以巨量資料（Big Data）、開放資料（Open Data）、個

人資料（My Data）為工具，透過巨量資料分析並彙集民眾需

求，以開放資料做為政府透明公開之基礎，配合民間創意發

想，加值應用各項資料，提升民眾生活品質，打造數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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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第五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核心理念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由此可見，我國政府對於資料開放理念，已逐漸從「政

府資料開放」邁向「加值應用」階段，各政府機關與民間企

業如何有效「應用」開放資料，發揮資料最高價值，已成為

政府當前最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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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政府開放資料現況 

一、我國政府資料開放現況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2是我國政府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規

定，採開放資料的精神所建立的一個跨部門計畫，由國家發展委

員會主導，以部會為中心將分散於各機關網站的公開資料匯整，

為國內最具指標性資料開放平臺，提供 CSV、XML、JSON、OLAP、

TXT 等十餘種格式資料集，任何人在其使用規範內，皆可以利用

該平臺所提供的開放資料自由運用（包括重製、改作、公開傳輸、

產生衍生物等），以下就開放資料分類統計及國際評比，來揭示

我國政府開放資料現況與問題。 

(一)開放資料分類及統計 

 截至 108 年 8 月 25 日，資料開放平臺計有總統府、行政

院、司法院等 7 個中央一級機關、22 個地方政府及 1 個法人

機構3，開放提供各界 4 萬 1,290 個資料集，免費下載使用。

將各資料集以「服務分類」來劃分，計有公共資訊、購屋遷

徙、交通通訊、休閒旅遊、投資理財等 18 種主題分類，其中

又以「公共資訊」類為大宗，包含各地方政府預算、都市計

                                                 
2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網址：https://data.gov.tw/ 
3
 法人機構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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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書圖、公告土地現值等皆屬於本項類別，佔 72%，如下圖

3-1。 

 

圖3-1以「服務分類」統計各資料集數量比例 

(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查詢日期 108 年 8 月 25 日) 

 若以各地方政府提供資料集數量來看，六都開放數量遙

遙領先其他地方政府，其中又以「新北市」名列第一，開放

資料集數量多達 2,903 個，約為第六名台南市的 4.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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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六都開放資料集數量 

(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查詢日期 108 年 8 月 25 日) 

    再以該平臺統計資料顯示，使用者最愛下載使用的為中

央氣象局開放之天氣、地震相關資料，最愛瀏覽的則為停車

位查詢、實價登錄及無線上網熱點等生活化資訊。 

 (二)國際評比 

開放知識基金會(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4針對全球

122 個地區，並根據 13 項開放資料指標(Open Data Index)進

行分項評比及總體排名，依據 104 年調查評比結果，我國由

第 11 名躍升至全球第 1 名，其中我國於「政府預算、國家統

計、法律規範、選舉結果、地理圖資、污染排放、公司登記、

                                                 
4
 2004 年在英國成立的非營利性組織，致力於推動各類形式的開放知識，並著重於開放政府及開

放資料的支持推廣。開放資料指標由開放知識基金會所建立，自 2013 年起針對各國開放資料類

別及品質進行評比，比較各國政府開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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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出」等項目均有傑出的表現，「位置資料、土地所有權」

等項目則有加強空間。 

隨著國家發展委員會的大力推動，我國政府開放資料於民

國 105 年、106 年蟬聯全球第 1 名，顯見國際間對我國近年

資料開放政策，給予高度肯定。民國 107 年 7 月，在國家發

展委員會協助下，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台南

市及高雄市等 6 個直轄市簽署資料開放憲章（Open Data 

Charter，ODC）5，成為亞洲率先簽署 ODC 的城市。 

(三)開放資料加值應用不足 

 雖然政府在「資料開放」小有成績，惟多位學者普遍認

為我國於「資料應用」層面相對缺乏，如逢甲大學兼任副教

授衷嵐焜指出，除了世界第一名和超過四萬筆的資料集外，

不認為開放資料帶來什麼創新的商機6。以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統計顯示，截至 108 年 8 月 25 日我國活化應用的案例數僅

81 件，尚不及資料集數量之百分之一，且下載使用次數偏低，

可見我國目前在開放資料「加值應用」層面，仍有努力空間。 

 

                                                 
5 2013 年由聯合國、八大工業國組織及開放政府夥伴關係(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等國際組

織開始推動，主旨為促進各國資料開放的一致性及協作交流，並於全球建立資料開放的共同原則

與標準。 
6 衷嵐焜發表於「數位時代」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5871/open-data-open-knowledge-foundation-open-data-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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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籍資料開放現況 

    地籍資料乃政府資料重要的一環，其涵蓋範圍廣泛，包括土

地建物標示部、所有權部、他項權利部以及相關地籍圖、建物測

量成果圖等，均與我國國土發展、都市計畫、房地產交易價格、

土地房屋稅收等資訊息息相關，且相關從業人員眾多、產值龐大，

小至不動產權利移轉，大至新市鎮開發、市地重劃、都市更新等

先期規劃及執行，均有賴地籍資料的提供。 

    過去的「地政電子謄本系統」或「地政電傳系統」等單筆資

料查詢服務，已無法滿足開放資料共享及加值應用之精神，內政

部地政司於民國 100 年開發「地政電子資料流通服務網」，提供

全國地政電子資料線上申請及下載之流通供應網路服務單一窗

口，將「資料申請」、「規費繳納」及「資料取得」等作業全面電

子化，大幅節省民眾奔波於各縣市政府或地政事務所申請之時

間。 

    為使地籍資料充分開放與運用，讓不動產市場更為透明，並

促進產業發揮創意提供更為便捷之服務，內政部地政司於民國

108 年 7 月 1 日正式推出「地政整合資訊服務共享協作平台」7，

藉由 AP to AP 方式有條件式的開放地政資料，建立產業界使用地

                                                 
7 地政整合資訊服務共享協作平台，網址：https://cop.land.moi.gov.tw/Portal/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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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網路服務 API 及回饋註冊加值服務機制，讓資料透過網路服務

更輕易的供應及彼此交互串連運用，並得以融合其他資料進行協

作，提供資料項目如下圖 3-3： 

 

圖3-3 「地政整合資訊服務共享協作平台」提供資料項目 

(資料來源：地政整合資訊服務共享協作平台) 

目前該平台輸出資料結構為 JSON 格式，圖類資料則提供 WMS

或 WFS 服務，主要目標客群為系統開發業者，截至 108 年 10 月

31 日同意參與此資料開放平台之縣市，共計 13 個，分別為臺北

市、新北市、臺中市、基隆市、臺南市、桃園市、嘉義市、南投

縣、彰化縣、新竹市、屏東縣、臺東縣、新竹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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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 

    考量內政部「地政整合資訊服務共享協作平台」之目標客群

為「系統開發業者」，所提供之開放資料係以 API 網路服務為主，

一般民眾較難閱讀及使用，為提供一般民眾更簡單且直覺化的操

作，新北市政府地政局於 108 年 7 月 1 日推出「新北不動產愛連

(i-land)網」，結合新一代地理資訊系統標準，以 GIS 系統結合地

籍、實價登錄等社會經濟大數據資料，提供主題式查詢及互動式

統計，並整合新北市政府城鄉局(都市計劃使用分區)、工務局(建、

使照資料)，以單一入口提供綜合性之不動產查詢服務，其功能特

色如下： 

(一)圖層套疊地理資訊 

    以共用地理資訊圖台為基礎提供民眾以「地圖定位」方式

綜合查詢該筆標的之基本地籍資料、周遭生活機能、歷年地價

與現值、土地分割合併與重測前後的異動紀錄，及坡度分析等，

亦整合跨機關圖資，以多圖層套疊顯示都市計畫及非都市計畫

使用分區資訊、建使照資料、地籍圖資、航測地形圖及衛星影

像圖資等。此外亦整合目前不動產買賣交易服務網功能，直接

於圖台上查詢顯示各項實價登錄資訊。 

(二)單一入口查詢不動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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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土地開發區標售、地籍清理標售、農地標租、非都市土

地開發許可範圍、三七五租約、地籍清理公告土地及加密控制

點等資訊。 

(三)地政大數據之應用 

    提供實價登錄價量分析、區域分析、交易熱區、地價級距、

住宅指數及屋齡分佈等地政統計資料，以深化政府大數據應用

治理之目標。 

 

   有關「新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與內政部「地政整合資訊

服務共享協作平台」對於地籍資料開放方式及對象之差異整理

如下表 3-1： 

表3-1 愛連網與地政整合資訊服務共享協作平台之差異 

 

新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 

內政部地政整合資訊服務 

共享協作平台 

服務對象 一般民眾 系統開發業者 

資料內容 
1.原始資料 

2.已分類統計資料 
原始資料 

資料提供方式  
地籍相關資料結合 GIS 系統 

套繪呈現 

提供 API 網路介接格式 

(Jason、WMS、WFS) 

資料使用費 無 

依資料內容分為免費、免費需帳號

驗證、依地段計費說明、依回傳筆

數計費說明以及依分鐘數計費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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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地籍資料開放目前已相當成熟，無論是一般民

眾或是開發業者均可透過資料開放平台，取得所需資訊，透過

新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的建置，結合 GIS 及統計分析數據，

使「新北市」更具備資料加值應用之潛力，以下章節將透過案

例進行資料開放平台之應用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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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案例應用分析─以新北市「都更三箭」為例 

    新北市政府升格後，捷運路網逐步建設完成，但捷運周邊卻還是

老舊房屋林立或景觀風貌凌亂，自侯市長上任後大力推動「都市更新」，

並成立「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辦公室」8，同時祭出「都更三箭」，

其中包含推動捷運沿線、主要幹道及危險建物之重建或整建維護，以

「政府領航，擴大民辦」方式給予容積獎勵，提高都更誘因，同時增

加公益設施、人行步道等開放空間，帶動生活及商業機能。 

    考量本項政策資料範圍涉及城鄉局、地政局、工務局、環保局、

農業局、文化局等相關局處資源，無論是開發業者於都更用地之勘選，

抑是政府機關對於都更申請案件之審議，均有一定之困難度，尤以相

關申請條件(如使用分區、基地面積、捷運場站距離、臨接路寬等)，

如何對應到實體生活環境，適用何種增額容積獎勵，乃當前重要之課

題。 

    故本研究嘗試以「新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等開放資料平台，

結合地理資訊系統，進行各項地籍資料與圖資套繪，以電子治理的方

式輔助各項都更申請條件之判斷，提供業者及民眾快速瞄準都更三箭

適用地區，綜整應用成果並提出相關建議。 

                                                 
8
 新北市政府先於 108 年 2 月 18 日成立「都市更新推動小組」作為都市更新決策指揮中樞、協

調跨局處合作及督導分工，108 年 3 月 18 日成立「都市更新推動辦公室」主動關懷社區、提供

民眾諮詢服務，透過面對面溝通方式，消彌住戶重建過程產生疑慮，解決民眾都更時可能遭遇之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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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箭：TOD 帶動捷運周邊發展 

    新北市主打「捷運蓋到哪、都更做到哪」，推動以大眾運輸

發展為導向策略（TOD）的都市計畫，在捷運出入口周邊150公

尺到300公尺範圍內的建築基地，若提供托老、托幼及社會住宅

等公益設施，最高可獲得50％的增額容積。本項政策係規範於「擬

定新北市捷運場站(第一階段)周邊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配合大眾運輸發展導向策略)」9(以下簡稱「新北市捷運周

邊地區管制要點」)，第一階段共有21處優先推動增額容積的捷運

站周邊地區，如下表4-1： 

表4-1 第一階段適用增額容積捷運場站 

範圍 類型 場站 

300公尺 

核心交會 土城、新埔、新埔民生、三重、大坪林、淡水、中和 

商業發展 府中、景安、頂溪、七張、永安市場、臺北橋、新莊 

150公尺 

產業轉軌 頭前庄、板新 

地方活絡 菜寮、徐匯中學、海山、紅樹林、三民高中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9108 年 5 月 27 日公告「擬定新北市捷運場站(第一階段)周邊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配合大眾運輸發展導向策略)」案，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自 108 年 8 月 29 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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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第一階段適用增額容積捷運場站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以下透過「新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開放資料平台，嘗試將

計畫範圍套繪至各種圖層，並依都市更新第一箭之「都市更新用地

之勘選」、「基地申請條件」與「應繳交價金及回饋項目」等三個

階段進行加值應用。 

【應用1】：都市更新用地勘選 

    首先，針對距離捷運場站150、300公尺應如何計算，即因「不

同性質捷運出入口」10而有不同計算方式，為使計畫範圍明確，

                                                 
10 依新北市捷運周邊地區管制要點規定，計畫範圍之場站距離認定與劃設適用大眾運輸發展導

向策略街廓基準如下所列： 

1.為實際捷運車站或捷運出入口使用之捷運系統用地，以其用地界 線範圍為場站距離劃設基準。 

2.捷運出入口位於捷運開發區、其他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 者，則以捷運出入口點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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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城鄉局於新北市捷運周邊地區管制要點內有公告各

捷運場站適用範圍示意圖，以捷運頂溪站為例，其適用範圍如下

圖4-2： 

 

圖4-2 捷運頂溪站計畫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然而，此種示意圖係以「都市計畫分區圖」呈現，無法與現

況道路、街廓、河渠等地景結合，導致民眾或業者不易審認是否

屬於計畫範圍，更無從得知其建築物分布之情形。本研究透過新

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將新北市政府城鄉局所提供的計畫範圍

                                                                                                                                            
場站距離劃設基準，惟捷運車站或出入口未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或細部設計未完成之場站，由臺北

市捷 運工程局及新北市捷運工程局認定出入口為準。 

3.依上述基準劃設計畫範圍內適用街廓，若完整街廓三面以上被適用街廓包圍者，考量街廓完整

性及公平性，納入適用街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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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套繪於通用電子地圖，即可清楚顯示範圍內的街道、路

名、公共設施等，如圖4-3。 

 

圖4-3 捷運頂溪站計畫範圍套繪通用電子地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套繪) 

接著再套繪地籍圖，可以顯示範圍內所有地號，點選地圖上任何

一筆土地即可查詢相關地籍資料，包括地段、地號、面積、公告

現值、公告地價等資訊，同時可以搭配街景顯示該地區真實影像，

讓開發者能快速勘選都市更新用地，如圖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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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4 捷運頂溪站計畫範圍套繪地籍圖及街景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套繪) 

【應用2】：基地申請條件 

    對於都市更新範圍及地籍基本資料有初步的瞭解後，開發者可

以針對有意開發之地區進行申請條件之檢核。依照新北市捷運周邊

地區管制要點之規定，適用基地須符合條件如下表4-2： 

表4-2 第一階段適用增額容積基本條件 

項次 條件 內容 

1 

使用分區 住宅區、商業區、乙種工業區、產業專用區、市場用地、

電信用地、電信專用區、自來水事業用地、車站用地 

2 基地面積 2,000 平方公尺以上或完整街廓 

3 面前道路 道路寬度應達 8 公尺以上或經退縮道路寬度補足達 8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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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條件 內容 

連續面寬應達 20 公尺以上 

4 

不得位於 (1)山坡地及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 

(2)已與捷運系統用地聯合開發者 

(3)毗鄰依文資法指定古蹟及經登錄為歷史建築物之土地， 

 除經本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審查

通過者，不在此限。 

    先以土地使用分區來說，雖然新北市政府城鄉局公告之示意

圖已經有顯示使用分區，惟無法看到計畫範圍「外圍地區」之使

用分區，透過新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套繪都市計畫分區圖，即

可以看到外圍地區之使用分區，加強開發者對整體地區之瞭解。 



 

 28 

 

圖4-5 捷運頂溪站計畫範圍套繪都市計畫分區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套繪) 

    基地面積及面前道路長度，是否達到最小標準，可透過繪圖

功能，將選定的更新地區框起來，並由系統自動計算面積，並標

示各邊長度。例如：捷運頂溪站2號出口所屬街廓，經框選範圍

後，由系統自動計算基地面積為4,401.30平方公尺，連續臨永和

路二段60.77公尺、仁愛路71.70公尺，且臨面路寬皆達8公尺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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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捷運頂溪站2號出口街廓面積及連續臨路長度計算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套繪) 

    最後一個條件為該基地不得位於山坡地或第一級環境敏感

區，新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目前提供自然資源相關圖層包括水

源水質、地質敏感區、環保與污染、坡度示意圖等，本研究以坡

度示意圖進行套繪，可確認捷運頂溪站計畫範圍內，尚無坡度大

於15度之地區，如下圖4-7。 

24.22m 

14.23m 

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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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 捷運頂溪站計畫範圍套繪坡度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套繪) 

【應用3】：應繳交價金及回饋項目 

   依新北市捷運周邊地區管制要點規定，符合前述條件欲申請

20%-50%增額容積之基地，開發者須提供總樓地板面積10%之托

老、托幼或社宅等公益性設施11，並繳交增額容積價金，計算方

式如下： 

 

開發者可以應用新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之地籍資料查詢功能，

針對圖上任意地號，查詢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亦可套繪公告土地

                                                 
11 包括老人活動設施、老人安養設施、公共托育設施、社會住宅(含中繼住宅)、微型運動中心、

創新創業育成基地或其他供公眾使用設施或機關辦公相關設施，公益性設施經檢討無設置必要性

者得折繳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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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值圖層，先行計算增額容積。 

 

圖4-8 捷運頂溪站計畫範圍套繪公告土地現值圖層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套繪) 

    回饋項目部分，可於圖面上點選任意地點，分析周邊生活

機能，例如：捷運頂溪站2號出口，顯示半徑300公尺內相關機

構，並由系統自動將各種服務分類統計，開發者可依據分析結

果，提供本地區較為不足之公共設施；政府機關亦可透過本功

能協助判斷公益性設施設置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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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9 捷運頂溪站2號出口半徑300公尺機能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套繪) 

二、第二箭：主要道路兩側房屋都更 

    依「新北市政府處理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三十九條之

二申請案件作業要點」規定，在新北市境內主要幹道寬度達 20 公

尺以上沿線之危險及老舊建築物、海砂屋、都市更新地區等建築，

基地規模在 2,000 平方公尺以上或完整街廓，且建築基地臨接道路

面寬連續達 20 公尺以上，結合提供捐贈老人活動、老人安養、公

共托育、社會住宅及中繼住宅等公益性設施，則可加給基準容積最

高 20%。 

    由此可知，都市更新第二箭之計畫範圍，並非由政府機關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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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選，而是由開發者自行尋找位於主要幹道寬度達 20 公尺以上，

且須判定為危險及老舊建築物、海砂屋等建築物，其餘條件均與第

一箭相類似。 

    考量危險及老舊建築物、海砂屋等條件應屬個案判定，故本研

究嘗試以主要幹道寬度達 20 公尺之地區，配合新北不動產愛連

(i-land)網之相關地籍資料，進行加值應用。 

【應用1】： 主要幹道沿線地區勘選 

   以新店區主要幹道「中正路」為例，其路寬約為22至37公尺，

利用新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繪圖及地籍圖套疊功能，可篩選道

路沿線兩側地籍範圍，如圖4-10。 

 

圖4-10 新店區中正路兩側地籍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套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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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2】： 套繪權屬類別判斷都更難易度 

   考量都市更新的成敗關鍵，往往在於權利人的多寡。透過公

務端功能，可以進行權屬類別圖層套繪，即可初步了解該範圍

內土地，公有、私有或公私共有的組成比例，如圖4-11： 

 

圖4-11 新店區中正路兩側地籍權屬類別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套繪) 

【應用3】： 預期更新後之價格 

    新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介接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地形

圖，可模擬建築物立體圖，同時搭配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實價登

錄資料，系統能將相鄰地區劃為同一區塊，計算該範圍內實價

登錄平均單價，並以圓錐體呈現較佳的視覺效果，圓錐體高度

越高，代表交易量愈多，不同價格區間分別用不同顏色顯示，

如圖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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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 新店區中正路兩側模擬建物套繪實價登錄均價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套繪) 

    同時，也可以顯示周邊商店及設施，藉以評估該地區之生

活機能，如圖4-13： 

 

圖4-13 新店區中正路兩側模擬建物套繪周邊機能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套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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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更第三箭：防災型都更 

    近年地震災害頻傳，因危險或老舊建物傾倒、坍塌以致人財

損傷時有所聞，為保障國民生命財產安全，內政部於106年5月10

日發布「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大幅簡化行政

流程，並擴大適用範圍，新北市亦於隔年制定「新北市推動都市

計畫內防災建築再生自治條例」，希冀用容積獎勵、放寬建蔽率

及高度管制、減免賦稅等方式，提高辦理都市更新之誘因。其中

針對「老舊建築物」之認定，首要條件即為合法建築物屋齡達30

年以上12，若能掌握此類建築物的分布範圍，即能針對重點地區

加強推動防災型都更。 

透過地籍資料之「建築完成日期」欄位，可以計算我國已登

記合法建築物之屋齡，以內政部地籍資料優化統計分析系統 107

年12月統計資料為例13，全國合法建物屋齡達30年以上者，共計

約269萬棟14(表4-3)，其中新北市30年以上老舊建物共計587,304

                                                 
12 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本條例適用範圍，為都市計畫範

圍內非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且符合下列各款之一之合法

建築物： 

一、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或評估有危險之

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者。 

二、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者。 

三、屋齡三十年以上，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之建築物耐震能力未達一定標準，且改善不具效

益或未設置昇降設備者。 
13
 有關屋齡數量之統計，內政部地籍資料優化統計分析系統係以「已登記合法建物」為統計原則，

不包括未登記建物，亦排除建築完成日期為空白或登記不全之建物，與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以

「房屋稅籍住宅類數量」之統計原則不同，故兩者統計數據將有明顯差異，特此說明。 
14
 本研究之「棟數」，係以地政機關已登記合法建物之「建號數量」為計算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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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位居全國之首，佔全新北市建物總棟數36%，若以新北市為

比較基準，全台22個縣市中僅「臺北市」、「臺中市」棟數超過

新北市之半數比例，顯見「新北市」對於推動危險老舊建物重建，

應為當前刻不容緩之工作。 

   表4-3 台灣各縣市合法建物屋齡達30年以上棟數統計比較表 

 

(資料來源：整理自內政部地籍資料優化統計分析系統) 

    惟新北市幅員遼闊，城鄉發展差異甚巨，為掌握更詳細的分

布範圍，再依行政區進行統計，結果顯示30年以上老舊建物棟數

排序 縣市 30年以上棟數
佔比

(棟數/總棟數)
總棟數

新北市

(=100)

1 新北市 587,304 36% 1,620,438 100.00

2 臺北市 517,532 57% 900,496 88.12

3 臺中市 306,243 30% 1,021,604 52.14

4 桃園市 233,602 28% 847,029 39.78

5 臺南市 208,365 35% 592,554 35.48

6 高雄市 193,425 26% 746,256 32.93

7 彰化縣 111,106 40% 279,826 18.92

8 屏東縣 72,468 39% 187,705 12.34

9 基隆市 62,602 39% 162,471 10.66

10 宜蘭縣 59,287 38% 156,930 10.09

11 雲林縣 50,542 36% 141,546 8.61

12 嘉義縣 43,876 41% 108,287 7.47

13 苗栗縣 43,774 31% 139,360 7.45

14 南投縣 41,662 36% 114,759 7.09

15 花蓮縣 40,364 42% 95,412 6.87

16 嘉義市 39,197 38% 102,948 6.67

17 新竹市 31,487 21% 151,248 5.36

18 臺東縣 21,018 40% 53,145 4.06

19 新竹縣 16,928 11% 158,826 5.53

20 澎湖縣 8,842 39% 22,463 3.79

21 金門縣 3,808 21% 18,046 1.82

22 連江縣 69 21% 321 0.04

合計 2,693,501 7,621,670

資料統計日期：10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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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名依序為「三重區」、「中和區」、「新莊區」，分別佔該

區比例53%、49%、41%，如表4-4。 

  表4-4 新北市各行政區合法建物屋齡達30年以上棟數統計比較表 

 

(資料來源：整理自內政部地籍資料優化統計分析系統) 

考量內政部地籍資料優化統計分析系統，僅能以數據顯示統計

結果，缺乏「區位關係」之呈現，且其數據之統計排除了建築

排序 縣市 30年以上棟數
佔比

(棟數/總棟數)
總棟數

1 三重區 93,923 53% 176,352

2 中和區 93,745 49% 191,106

3 新莊區 72,523 41% 176,348

4 板橋區 59,787 39% 152,250

5 永和區 56,195 59% 96,025

6 新店區 48,829 37% 132,597

7 土城區 29,599 35% 85,661

8 蘆洲區 22,996 29% 79,203

9 汐止區 22,306 21% 107,669

10 淡水區 20,562 18% 115,665

11 樹林區 15,047 25% 60,941

12 泰山區 12,336 39% 31,362

13 五股區 9,419 26% 36,796

14 林口區 5,321 10% 54,186

15 鶯歌區 4,219 19% 21,928

16 萬里區 4,060 61% 6,652

17 三芝區 3,194 25% 12,846

18 三峽區 2,891 7% 40,363

19 深坑區 2,579 24% 10,773

20 八里區 2,319 14% 16,753

21 金山區 2,307 37% 6,164

22 石門區 1,318 77% 1,708

23 瑞芳區 965 20% 4,893

24 雙溪區 249 45% 554

25 貢寮區 216 28% 759

26 坪林區 111 61% 182

27 平溪區 100 75% 133

28 烏來區 96 43% 221

29 石碇區 92 28% 328

合計 587,304 1,620,438

資料統計日期：10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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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日期為空白或是登記不完全之建物，尚有不足。 

    本研究進一步應用新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屋齡」主題

查詢功能，可以顯示全新北市地區已登記合法建築物不同屋齡

範圍之空間分布，顏色越偏紅、橘代表建築物越老舊，同時搭

配建物「樓層」欄位，樓層越高者，呈現的圓點越大；倘建築

完成日期為空白或是登記不完全之建物，則以灰色顯示，如圖

4-14。透過該系統縮放功能，可以進一步放大檢視各鄰里範圍

的分布，讓使用者快速掌握不同屋齡空間範圍上的分布，政府

機關亦可參考範圍之分布，鎖定特定社區舉辦說明會。 

圖4-14 新北市三重區屋齡範圍分布圖 

(資料來源：擷取自新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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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5 新北市三重區鄰里屋齡範圍分布圖 

(資料來源：擷取自新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 

由此可見，透過新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之主題查詢功能，能進

一步將地籍資料結合地理空間資訊平台，具體呈現區位關係，並

補足建築完成日期為空白或是登記不完全之建物分布，提供更有

效的決策資訊。 

四、應用成果及檢討 

    本研究嘗試以新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等開放資料平台，配

合其數據計算、環域分析以及立體化效果，進行新北市「都更三

箭」案例應用，分別以「第一箭：TOD 捷運周邊發展」、「第二箭：

主要道路兩側都更」、「第三箭：防災型都更」進行加值應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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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都市更新用地勘選、申請條件檢視、開發成本計算、預期更新

後價格等，並以地圖定位方式呈現，可配合 google 街景、衛星影

像圖套繪呈現較佳視覺效果，也更能貼近實體生活環境，其應用

內容及成果整理如表 4-5： 

              表4-5 應用內容及成果 

 
應用內容 應用成果 

第一箭 

TOD 捷運周

邊發展 

將政府公告之 TOD 場站範圍示

意圖套繪於各種圖資，再利用繪

圖功能計算臨路長度及基地面

積，並進行周邊生活機能分析。 

1. 掌握都更適用範圍。 

2. 檢核是否符合申請條件。 

3. 預先計算應繳價金。 

4. 公益性設施回饋之種類。 

第二箭 

主要道路兩

側都更 

選定主要道路後，由系統自動篩

選兩側地籍範圍，並套繪權屬類

別及實價登錄價格分布圖。 

1. 有助勘選都更用地範圍。 

2. 初步判斷權屬整合難易

度。 

3. 預期更新後價格。 

第三箭 

防災型都更 

先透過內政部系統統計全國老

舊建物棟數，新北市位居全國之

冠，再配合新北不動產愛連

(i-land)網之屋齡主題查詢功

能，於地圖上顯示其分布。 

1. 新北市為迫切推動地區。 

2. 鎖定特定社區或範圍舉辦

說明會。 

3. 優先進行房屋健檢及結構

安全性能評估。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應用成果以民眾或開發業者角度來說，有利於都市更新用地

之勘選，且能透過新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套繪及計算功能，初

步檢核欲開發地區是否符合各項申請條件，並預為估算開發成本

及利潤；以政府的角度來看，新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之圖層套

疊功能，有助整合跨機關資源，輔助決策，並可透過資料的分析，

先行鎖定特定地區，進行公開說明會、輔導諮商，並建議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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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初期，由政府部門依照都更三箭內涵分別選定試辦地區，主

動辦理都市更新，成立示範社區，可加強民眾對於政策之瞭解並

提高自辦意願，達到「政府領航，擴大民辦」之宗旨。 

 

 

圖4-16案例應用成果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惟本研究在應用過程中，仍有部分問題因資料不足或是功

能欠缺，而無法完整應用於都更三箭之需求，整理及檢討如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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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6 應用課題與檢討 

 
課題 應用檢討 

第一箭 

TOD 捷運周

邊發展 

1. 捷運系統聯合開發或毗鄰

依文資法指定古蹟及經登

錄為歷史建築物之土地，均

不適用，惟目前系統均無相

關圖資可供參考。 

2. 各土地之容積會依照不同

的都市計畫而有不同，需另

外查詢後才能加計增額容

積總額。 

1. 建議由新北市都市更新推

動辦公室整合相關圖資，

並以開放資料格式提供。 

2. 建議由新北市政府城鄉發

展局以開放資料格式提供

容積資料。 

第二箭 

主要道路兩

側都更 

1. 寬度達 20 公尺以上之主要

道路，主管機關分別為交通

部公路總局或新北市政府

養護工程處，較難取得完整

資料。 

2. 權屬公、私有比例圖層，目

前僅有公務端可使用。 

3. 危險老舊建築物或是海砂

屋多屬個案判定。 

1. 建議由新北市都市更新推

動辦公室整合道路圖資，

並以開放資料格式提供。 

2. 權屬比例圖層，未涉及個

人機敏資料，建議開放給

民眾端使用。 

3. 經主管機關判定為危險老

舊建築物、海砂屋等，建

議以開放資料格式提供。 

第三箭 

防災型都更 

1. 地籍資料皆屬已登記合法

建物，惟「未登記」之合法

建物應仍屬本政策適用範

圍。 

2. 除了屋齡之條件外，須經結

構安全性能評估，判斷是否

屬於本政策適用範圍。 

1. 涉及合法建物之認定，建

議由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或

稅捐處協助提供相關資

料，補充地籍資料的不足。 

2.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

屬於個案性質，建議由評

估單位提供都更三箭之相

關資訊，讓民眾有管道可

以諮商續辦。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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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課題，本研究建議由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辦公

室協助整合並提供相關都市更新資料，如道路寬度資料、土

地容積資料、捷運系統聯合開發或歷史建築物之土地等，藉

以提高資料開放平台之應用成效。另外，考量新北市都更三

箭法令適用之複雜性，建議由政府部門優先試辦，讓一般民

眾及開發業者了解本項政策相關內容，進而帶動民間產業投

入，提升政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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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為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訊，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

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眾參與，我國政府已制定相關法規並建立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提供資料種類及數量均受國際肯認，然而在資料

「加值應用」層面仍顯不足，尚未見到開放資料所帶來的具體效益。

就統計資料顯示，「新北市」為各縣市開放資料之首，具後續加值應

用之潛力，故本研究以「新北不動產愛連(i-land)網」之地籍資料開

放平台，將新北市「都更三箭」之亮點政策作為案例，分別以「第一

箭：TOD 捷運周邊發展」、「第二箭：主要道路兩側都更」、「第三箭：

防災型都更」進行加值應用，應用成果顯示該開放資料平台有利開發

業者於都市更新用地之勘選、申請條件之檢視、公益性設施之回饋，

並預為估算開發成本及利潤；以政府的角度而言，亦有助整合跨機關

資源，輔助決策，並能優先選定試辦地區；對於一般民眾而言，則能

提高都市更新意願，並強化政策宣達性。惟在應用過程中，仍有部分

因資料不足或是功能欠缺，而無法完整應用於都更三箭之需求，建議

由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辦公室協助整合並提供相關都市更新資料，強

化跨機關資料整合與應用，同時，考量政策相關法令之複雜性，建議

由政府優先進行試辦，藉以帶動民間產業投入，落實政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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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本研究案例應用成果，提出四項開放政府資料與加值應用之

重要性與建議，期能帶動各機關或民間產業投入開放資料加值應用之

領域，創造更高的價值： 

一、 持續提倡政府資料開放，增加多元查詢管道，藉以促進透明治

理，並提升民眾對政府之信賴。 

    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政府皆應主動公開與人民權益攸關

之施政措施及其他有關資訊，透過政府資料開放，可改變傳統

上「政府主動，人民被動」的角色分配，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

利用政府資訊，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參與及監

督。 

    為便利各界取得並應用開放資料，其種類、格式、輸出方

式等應以「數位化原始資料」為原則，並以開放格式與固定網

址的方式供民眾查詢使用，同時，政府也應考慮各地居民或各

年齡階層技術能力與慣常取得資訊之方式，除透過網路公佈政

府資料與其他各項政府資訊之外，仍應搭配其他符合當地居民

需求的方式，以多元管道為之，藉以促進透明治理，並提升民

眾對政府之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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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立跨機關資料共享平台，強化資料整合之完整性，有效配置

行政資源。 

    建置資料庫系統已成為現今之潮流，各機關為輔助業務所

需，多已將內部所管資料建立相關系統平台，惟各機關間因業

務性質、申請流程、資料使用收入等因素，未將系統平台提供

給外單位，欠缺整合機制，造成系統平台重複建置、維護成本

提高，倘需介接他機關資料者，常受限於資料權責、更新頻率、

申請流程繁雜等問題，影響行政效率。為能使系統具有完整之

資料，應成立跨機關資料共享平台，讓各機關所掌資料整合於

同一平台上，並採取開放格式以利長期保存與使用，相互交流

分享、即時更新，強化資料的完整性，除了能有效整合跨機關

資料、降低系統建置開發費用外，民眾亦可透過整合平台瞭解

所需之資訊，達到雙贏之效果。 

   此外，有關跨機關資料共享平台之建置，建議由府級長官

邀集各機關共同規劃，俾利統一各機關資料數位化的格式、建

立聯合目錄，各機關亦應成立相關專責單位，俾利即時更新最

新資料及滿足相關使用者需求，以確實達成巨量資料庫之使用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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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透過電子治理方式，輔助決策分析，提高政策效能。 

    過去政府機關雖掌有許多內部資料，惟基於業務考量及資

料之價值，多數機關皆未開放相關資料供社會大眾使用，且有

機關因部分資料格式未統一、未數位化、資料內容未建立查詢

索引等因素，造成資料取得及應用上不便利，以致決策者僅能

從單一有限資訊中做出判斷，衍伸許多問題。隨著政府開放資

料理念日趨成熟，透過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已能取得各機關資料，

決策者可透過資料之套繪、比對、數據計算、環域分析等應用，

有效整合跨機關資料，從而瞭解多面向訊息及內容，進而制定

出有效政策，同時也能以電子治理的方式輔助政府或業者進行

決策分析，減少政府失靈或誤判機率，提高政策效能，落實政

策目標。     

四、 研擬民間應用資料制度，促進開放資料加值應用，同時建立回

饋機制。 

    開放政府資料接續了政府資訊公開的傳統，提升電子治理

與數位政府的重要性，除了肯認人民對公共事務的瞭解、信賴

與監督之外，更加強調透過資料公開的方式來擴展人民參與公

共事務的機會與能力。政府所開放之多元資訊，應鼓勵民間業

者進行加值應用，將無價值之資料加值成為有價值的資訊，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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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種類五花八門，若要找到有用或有價值之資訊需耗費相當

之時間與成本，故建議政府應研擬民眾應用資料之相關制度，

透過分門別類的資料整理，使民眾可以透過規定之申請流程制

度，蒐集有用的資料，進而針對需求作加值應用，提升資料之

價值與民眾共享資料之便利性。 

    此外，資料的回饋更是健全資料庫之重要關鍵，政府部門

所提供之資料系統平台，應建立加值應用回饋機制，透過「由

下而上」的資料反饋制度，除了可修正政府資料庫的錯誤外，

亦能透過民眾及業者需求，增加資料數據及內容，讓資料庫更

加完整健全，故建議政府部門應專責擬定申請流程與反饋流程

之內容，並規定資料開放之格式，促進資料之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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