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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庫管理 e化之研究──以隨案竣工平面圖電

子化管理為例 

期 程 110年 1月 1日至 110年 10月 31日 

經 費 無 

緣 起 與 目 的 

因有感於本市實施建築管理後之地區舉凡辦理

建物第一次測量登記、陽臺補登、建物分割、

合併、更正；甚至法院囑託涉及建物標的之測

量均需參照本市工務局所核發之竣工平面圖

資，又因上開圖資過往存放方式為隨案存放，

難以即時找到所需之相關圖資。為提昇本所測

量人員工作效率，本研究希冀能提出一符合直

覺及使用者友善之快速檢索資料庫。 

方 法 與 過 程 

本研究將使用文獻分析法和深度訪談法進行，

透過文獻分析可以了解、分析及比較圖庫管理

相關研究結論，以收鑑古知來之效。另透過深

度訪談不同面向使用者之使用習慣及技術環境

限制，將有利於後續所建構之資料庫能更滿足

各面向使用者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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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及建議 

本研究最後以 Microsoft Office Excel模擬建

立一小型資料庫，使用者可透過輸入地段地號

檢索出相對應之完整竣工平面圖資歸檔案件，

透過至本課圖庫調閱此一案件，即可進行後續

作業，大幅降低需逐案搜索或以公文方式向本

市工務局調閱圖資之公文往返時間。建議後續

仍可將此一概念擴充運用至其他圖資，如都市

計畫樁位成果簿，或可以新增圖庫存放位置欄

位，將更便於圖庫管理人員管理。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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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科技的進步，利用電子化的資料庫系統輔助庫房管理之意

識逐漸成形，如何讓各項庫房管理跳脫原先傳統管理模式，並進一

步發展出能讓使用者快速搜尋、索引且利於檔案保存之 e化管理系

統，為現行公務機關努力之課題與方向。 

本研究以本市辦理建物案件之重要依據──本市工務局所核發

之竣工平面圖資電子檢索為例，透過文獻分析及深度訪談法，檢視

過往研究內容、結論及方向，確立本研究架構及進行方式，並進一

步透過深度訪談圖資使用端、管理端及本所資訊環境端，確認本研

究最後所提出之資料庫管理系統能滿足各面向需求，且為考慮資料

庫之永續經營，保有一定程度之擴充性及介面操作友善性，亦為重

要考量重點。最後提出一以 Microsoft Office Excel模擬建立之小

型資料庫，使用者可透過輸入地段地號檢索出相對應之完整竣工平

面圖資歸檔案件，透過至本課圖庫調閱此一案件，即可進行後續作

業，大幅降低需逐案搜索或以公文方式向本市工務局調閱圖資之公

文往返時間。建議後續仍可將此一概念擴充運用至其他圖資，如都

市計畫樁位成果簿，或可以新增圖庫存放位置欄位，將更便於圖庫

管理人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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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研究動機及目的： 

有鑑於經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所核發之使用執照竣工平

面圖說（以下簡稱竣工平面圖）為本市實施建築管理地區

建物測量之重要依據，舉凡未曾辦理建物第一次測量及後

續登記、或已辦理建物建物第一次測量及登記，惟當時未

辦理附屬建物陽臺之測繪登記，後續欲辦理陽臺補登者，

地政事務所於辦理相關案件之建物測量，均須依照竣工平

面圖轉繪。甚或早期已辦理保存登記之建物，需進一步辦

理建物分割、合併等建物複丈案件時，亦常有需確認原建

物測量成果圖所載尺寸、面積是否正確之情事，在在均需

仰賴竣工平面圖。是以，竣工平面圖之存放甚關緊要，不

僅需妥善保存，且存放位置是否合於本所測量人員使用上

之便捷性，影響甚鉅。 

現行本所存放竣工平面圖以隨案存放為主，不利於本

所測量人員檢索查調；若因檢索不便，改以發文方式向本

市工務局索取上述圖說，不但會因重複調閱造成公務資源

之浪費，其額外增加之公文往返時間亦將影響本所測量人

員處理測量案件之時程。為進一步節省本市公務資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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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本所測量案件之辦理天數，進而提升民眾滿意度，本

研究將透過檢討現行地籍圖圖庫存放竣工平面圖及本課測

量人員之取用方式，最後綜合考量效率性、可操作性及可

行性，提出一可供全部使用者便捷索引之資料搜尋平臺。 

二、 研究範圍： 

本研究首先聚焦於本所地籍圖圖庫中所檔存竣工平面

圖存放及取用方式之改進，並進一步建立電子化之索引方

式，以利提升行政效率。以此為例，再檢視本所地籍圖圖

庫中可透過類似模式管理之檔案及圖資，期能透過同一模

式，協助圖庫管理電子化，另亦節省使用者（測量人員）

在調閱檔案及資料上耗費之時間。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多重研究方法進行，分為文獻分析法和深度

訪談法，研究方法分析如下： 

(一)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使研究者能夠了解研究的題目與先前的

研究、相關法規之間的關聯性，使研究的主題能夠產

生重要的意義並獲得穩固的基礎。可以幫助我們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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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重建過去、解釋現在與推測未來。（葉立誠、葉

至誠，1999） 

因此本研究將蒐集、分析及比較圖庫管理之相關

研究，鑑於地政事務所之圖資管理受限於國內法規且

又具有機密、敏感等特性，故將以國內研究為主。 

(二) 深度訪談法： 

訪談法是社會科學領域中最廣泛使用的質化研究

工具之一，其可以彌補量化研究的不足之處。它是一

種以對話為主的研究方式，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間以語

言為媒介，並且是目標導向的面對面溝通。由於是目

標導向，因此對話內容會聚焦於特定的主題，主要目

的在了解研究對象的特性、經驗、感受與想法等。（林

生傳，2003） 

由於本研究涉及圖庫管理者和使用者兩大面向，

且後續欲提出一可供全部使用者便捷索引之資訊搜尋

平臺，故為顧及兩大面向之使用需求及技術限制；同

時須考量本所基於資訊安全架構下所能提供之軟硬體

資源。需透過深度訪談方式，方能在充分了解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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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又不違背管理者之技術、資訊安全限制等層面，

提出一具可行性及可操作性之平臺。 

以下為深度訪談題綱之題目： 

1. 使用者方面： 

(1) 目前辦理案件上需要使用竣工平面圖之時機及檢

索方式？ 

(2) 一般而言，調閱一份竣工平面圖約需耗費多少時

間？ 

(3) 倘有一資訊搜尋平臺，在現行不需要額外教學、

操作便捷之情形下，身為主要使用者，建議可行

之操作方式？ 

2. 圖庫管理者方面： 

(1) 目前竣工平面圖之存放方式？ 

(2) 收到本市工務局來文之竣工平面圖之存放方式？ 

(3) 倘有一資料搜尋平臺，在現行之不過份增加工作

負擔之情形下，身為主要內容供應者，建議可行

之操作方式？ 

3. 本所資訊軟硬體管理者方面： 

(1) 在本所資訊安全架構下，所允許存在可供課內同



圖庫管理 e化之研究──以隨案竣工平面圖電子化管理為例 

5 
 

仁使用者平臺介面？ 

貳、 文獻回顧 

本研究試就本所目前地籍圖圖庫內檔存竣工平面圖建立一

資料庫（Database），透過電子化的檔案櫃（資料庫）取代實體

的檔案櫃，並透過資料庫管理系統（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DBMS）製作可供一般使用者便捷索引之資料搜尋平

臺，利用電子化搜尋取代原先耗時費力之人力逐案查找方式。

因此，以下先就不同類型之資料結構、處理架構、角色及功能

進行文獻探討，以利設計最符合本所需求之操作平臺。 

一、 資料庫（Database）的種類 

資料庫為存放資料（Data）的地方，按照資料的儲存架

構而言，可大致分為階層式資料庫、網狀式資料庫、關聯式

資料庫及物件導向式資料庫等四大類型。 

(一) 階層式資料庫（Hierarchical Database）： 

屬於樹狀結構之資料結構，將資料分類儲存在不

同的階層之下，適合描述一對多的資料關係，不利於

描述多對多的關係。優點是描述清晰簡明，惟其缺點

為資料重複性高，不僅造成儲存空間的浪費，且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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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管理維護不易。 

圖 1：階層式資料庫──以本所組織圖為例 

(二) 網狀式資料庫（Network Database）： 

是階層式資料庫的擴充，在儲存於不同階層的資

料中增加鏈結（Links），因此可作為多對多的資料關

係描述，惟當資料量變得龐大時，網狀式資料庫的資

料關係便容易變得複雜，造成混淆。 

圖 2：網狀式資料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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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聯式資料庫（Relational Database）： 

不同於上述兩種資料庫，關聯式資料庫以關聯表

（Relations）作為處理的單位，即資料儲存在二維矩

陣的欄、列中，表格在視覺化的對應關係十分直觀。

除了單一關聯表之欄列之間會有所關聯外，一個關連

式資料庫中同時會存在許多個關聯表，這些關聯表之

間也經常互有關聯。 

關聯式資料庫是目前最為廣泛使用的資料庫種

類，舉凡 Microsoft的 Access，還有許多用在大型資

料庫系統上的 Microsoft SQL Server、SyBase、

MySQL……等都是屬於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

（Relational DBMS，RDBMS）。 

  圖 3：關聯式資料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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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物件導向式資料庫（Object-Oriented Database） 

採物件導向之概念設計資料庫，透過物件之屬性

紀錄資料，特色為能自動產生關連性，資料儲存查詢

效率較關聯式資料庫來得高，且更能處理量體龐大的

資料。因其自動化程度高，資料庫設計上較為複雜，

進入門檻亦相對較高。 

考量本研究所用資料將包含地段地號、使用執照號碼、收

件年份字號、圖庫存放櫃號……等，採關聯式資料庫或物件導

向式資料庫較易於後續維護利用，惟因本所相關資料量體不

大，且考量現成軟硬體之可及性，本研究將採關聯式資料庫試

行辦理。 

二、 資料庫系統的處理架構 

按組織的規模、資料數量的多寡、使用人數及軟硬體設

備等各方面考量，資料庫系統由簡而繁可分別建置在單機架

構、大型主機/終端機架構、主從式架構

（Client/Server）、分散式架構上。 

其中，單機架構為利用一臺電腦完成所有的工作，適合

在使用者少、資料量小的環境下使用，與本研究需求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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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料庫系統的使用者 

(一) 資料庫設計者（Database Designer）： 

負責整個資料庫的設計，在小型的組織中，經常身

兼資料庫管理者之角色。 

(二) 資料庫管理者（DataBase Administrator）： 

負責資料庫後續的維護及管理。 

(三) 應用程式設計者（Application Designer）： 

當資料庫功能雖完善，但卻不適合一般使用者操作

時，則需要另外設計應用程式作為使用者操作之介面，

方便使用者使用資料庫。 

(四) 一般使用者（End user）： 

真正經常使用及存取資料庫的使用者，單純的用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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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資料庫系統架構圖 

本研究旨在針對本所地籍圖圖庫中隨案竣工平面圖建立

一快速索引平臺，讓測量人員（一般使用者）可以快速檢索

查調圖資、減少調案時間，更進一步提升行政效率。其中，

雖可透過本研究建立之模型（資料庫設計者）作為後續推廣

使用，惟圖庫管理員（資料庫管理者）必須負責管理維護，

因此如何選擇可及性高之友善操作軟體、介面來製作本平

臺，為一重要課題，後續將透過深度訪談法探討如何建立一

友善平臺。 

四、 資料庫管理系統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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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含資料定義、資料處理、資料安全、資料備份等

四大部份，其中本研究採關聯式資料庫，並將資料庫建立在

單機架構，由於資訊安全之考量，本研究將透過地政事務所

之內網建立該平臺，避免重要資訊外洩。 

參、 現況檢討與分析 

透過深度訪談法，分別針對本課辦理一般複丈業務之同仁

（一般使用者）、圖庫管理人員（資料庫管理者）及資訊人員進

行訪談，以下彙整訪談意見。 

一、 使用者方面： 

(一) 目前辦理案件上需要使用竣工平面圖之時機及檢

索方式？ 

1. 時機： 

(1) 民眾申辦本市陽臺補登案件時，若申請標的

之同棟建物（非基層及頂樓層）曾經辦理過

陽臺補登，可請地政事務所調閱檔存之竣工

平面圖，申請人得不檢附竣工平面圖，改以

援用他案附件方式向本所申辦，測量人員收

到這類型案件就要自己去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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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確認原合法建物尺寸和形狀時，例如：建

物所有權人陳情建物登記尺寸、面積有誤；

原測量成果圖因部分尺寸未記載或無面積計

算式，致無法正確計算面積時；原登記建物

於建物測量成果圖上所載平面圖形狀及梯間

位置錯誤、左右顛倒；各級法院囑託辦理建

物測量案件，惟現場建物已打通或增改建到

難以辨識，也會需要調閱原竣工平面圖確

認。 

2. 檢索方式： 

先至案管系統以地段地號索引曾經辦理建物測量

案件案號，逐一抄下收件年度和收件字號後，由

於無法確認哪一案件中有完整全幅竣工平面圖可

調閱，故需逐一檢調上述案件，確認哪一件中有

完整之竣工平面圖後再寫調閱單借調。 

(二) 一般而言，調閱一份竣工平面圖約需耗費多少時

間？ 

不一定，因為無法確認完整的竣工平面圖說歸

檔在哪一案中。常見的情形是，像陽臺補登假如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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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用他案的竣工圖，民眾通常很難具體寫明援用案

號，此時就得透過案管系統往回找，有時回溯一件

就能找到，有時回溯前一件卻發現該案另外援用了

他案之圖說，便得往下一層繼續檢索，因此花費較

多時間。平均而言，從開始檢索到成功找到竣工平

面圖約需花費 20至 30分的時間。 

如果若無法搜尋到完整竣工平面圖，則需發文

至本市工務局索取竣工平面圖，從發文日起平均大

約 6到 8天後會收到紙本圖說。 

(三) 倘有一資訊搜尋平臺，在現行不需要額外教學、

操作便捷之情形下，身為主要使用者，建議可行

之操作方式？ 

地籍圖圖庫裡大部分的圖資，為檔案永久保存

需求，都盡可能掃描建檔，辦理案件時常有調閱地

籍調查表和歷年複丈圖資的需求。通常而言，測量

員可透過地政整合系統 WEB版的測量查詢功能，透

過地建號快速索引所需圖資，免再入圖庫調閱，節

省了許多時間；假如竣工平面圖也可以透過同樣的

方式，在地政整合系統裡建置一功能，提供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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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地號即可帶出對應竣工平面圖，應能達到省時

之效果。 

另有一部份使用者建議也可建立一個共用表

單，只要能讓使用者透過地段、地號查詢，快速對

應到「實際存有完整竣工圖」的案件，再入庫調

閱，也算是一種可行的方法。 

二、 圖庫管理者方面： 

(一) 目前竣工平面圖之存放方式？ 

民眾申辦建物第一次測量（含陽臺補登）隨案

檢附的使用執照存根及竣工平面圖，目前為連同建

物案件一起歸檔，存放於地籍圖圖庫中，按國家發

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110年 1月 20日核定之新北市

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

區分表所規定建物測量案件之保存年限為 15年，故

保存年限期滿後，竣工平面圖連同建物案件會一併

依檔案法之規定銷毀。 

民眾針對尺寸或面積以公文書檢附的竣工平面

圖，若後續須辦理建物更正案件者，則一樣隨案歸

檔於地籍圖圖庫；經查不須辦理建物更正案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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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將圖說連同公文書歸檔於地籍資料庫，保存年限

和管理規定亦與前開規定相同。 

(二) 收到本市工務局來文之竣工平面圖之存放方式？ 

測量員於辦理建物複丈案件時，若認為原登記

建物測量成果圖尺寸、面積有疑義，或有其他尚待

釐清之處，惟地籍圖圖庫查無原竣工平面圖時（已

逾 15年保存年限隨案銷毀），則會發函向本市工務

局索取竣工平面圖。若經測量員檢視後續須辦理建

物更正案件者，同前述規定隨案歸檔；若不須辦理

建物更正，則一般由各轄區承辦測量員自行收存該

竣工平面圖說。 

(三) 倘有一資料搜尋平臺，在現行之不過份增加工作負擔

之情形下，身為主要內容供應者，建議可行之操作方

式？ 

較簡易之方式為使用辦公室常用的 Office文書

軟體管理，透過內網共用區，讓本課同仁共同使用

一個 Excel共用表單，同仁可透過篩選功能去查

詢。因為 Excel為目前圖庫管理經常使用的工具，

操作上已經十分熟悉，且往後遇到逾保存年限、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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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即將被銷毀的檔案，圖庫管理員也可以很簡易

地透過年份篩選去刪除這些資料，即時更新資料的

狀態。 

三、 本所資訊軟硬體管理者方面： 

(一) 在本所資訊安全架構下，所允許存在可供課內同仁使

用者平臺介面？ 

建議在內網環境底下建立資料庫，原則上本所

已有針對內外網做存取管制，因此內網已為一受到

管制、資安條件較高之環境。 

綜合以上訪談結果，本文將聚焦於隨案竣工平面圖之電子

化索引製作，並進一步討論地籍圖圖庫全面 e化管理之可行

性。考量使用者友善程度及方便後續維護管理，在工具的選擇

上，本研究捨棄資訊能力門檻較高的 MySQL等資料庫管理系

統，改為利用 Microsoft Office文書處理軟體 Excel內建之資

料處理功能模擬建置資料庫，試製作一套對所有同仁都沒有進

入障礙的電子化索引及管理方法。 

肆、 模型建置 

一、 建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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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模擬建立小型資料

庫，Excel原設計即係運用關聯表來儲存各項資料，因此技術上

可以透過一個活頁簿十分簡明地建立一個關聯式資料庫。需要

進一步討論的，是此關聯表需要哪些必要欄位。 

圖 5：使用者需求示意圖 

經深度訪談，可歸納使用者需求普遍為：輸入地段、地

號，即可立即得知地籍圖圖庫是否存有相應之竣工平面圖；若

結果為是，則該幅完整圖說係歸於哪一件案件之中（收件年

度、收件字號）。因此，資料庫欄位需包含：地段（段代碼）、

地號、收件年度、收件字號等四項。其中，若為建物第一次測

量連件案件，則取第一個收件號作為代表號鍵入清單。若同一

執照使用兩筆以上之土地，為利索引，則分別鍵入兩列之資

料，如圖 6清單中第 4~6列即為同一使用執照涉及三宗土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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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為避免使用者誤刪或誤寫入資料於清單中，可透過軟體

內建之保護工作表功能設定密碼，惟有資料庫管理員（圖庫管

理員）有建檔需求時方可將其解鎖。 

圖 6：建立關聯表模擬小型資料庫 

二、 設計使用者查詢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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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內建函式，設計一視覺化操作介面，即類似獨立於資

料庫管理系統之應用程式，操作說明詳圖 7。透過使用者選取之

地段及輸入地號之組合索引碼（段代碼+地號），利用函式 MATCH

比對清單（圖 6）中之隱藏欄位 C，其內容為各列欄 A+欄 B之文

字組合（即段代碼+地號），找到對應列後，再透過函式 INDEX

分別將該列 D欄之值回傳並填入至測量員介面的「收件年度」

欄位，同理回傳 E欄之值填入「收件字號」。 

圖 7：測量員介面（應用程式）操作說明 

 
輸
入
地
號

 
選
取
地
段
（
下
拉
式
清
單
） 

系統自動帶出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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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為查詢結果範例，圖左為當使用者選取「1766福德北

段」，再輸入「459」地號，則可立刻得到以下資訊：一、地籍

圖圖庫裡有這張竣工平面圖；二、這張竣工平面圖被歸檔在 110

年度重建測字第 120號案件中。此為系統自清單（資料庫）第 5

列資料所回傳之結果（圖 6）。 

圖右為當使用者輸入地段地號，結果得到「#N/A」，意即地

籍圖圖庫內並無檔存所需竣工平面圖，此時測量員則需向新北

市政府工務局索取圖資。 

  圖 8：測量員介面（應用程式）查詢範例 

三、 設計圖庫管理員建檔介面： 

運用內建函式及巨集功能，設計一視覺化操作介面，即類

似獨立於資料庫管理系統之應用程式，便利資料庫（圖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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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員建檔。 

圖 9：圖庫管理員介面（應用程式） 

如圖 9所示，當附件包含竣工平面圖的建物第一次測量、

陽臺補登、建物更正等案件被歸檔時，圖庫管理員可於此介面

依序輸入「段代碼」、「地號」、「收件年度」、「收件字號」，再按

下「寫入資料庫」按鈕（或快捷鍵 Ctrl+Shift+Q），輸入的內容

將立即被寫入清單（資料庫）之中。如此一來，當實體圖說被

歸入地籍圖圖庫時，電子資料庫也將一併同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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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圖庫管理員介面（應用程式）管理建檔範例 

圖 10為建檔範例，圖左為當圖庫管理員分別輸入「段代碼

1725、300地號、10000年重建測字第 1號」之資料，當按下

「寫入資料庫」時，此巨集功能將自動複製上述 4個欄位資

料，並轉置填入清單（資料庫）空白列的首列（如右圖的第 15

列）A、B、D、E欄位，並自動存檔，且一併將圖庫管理員介面

回復至空白狀態，以利下一筆資料建檔。 

伍、 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 

(一) 隨著科技的進步，利用電子化的資料庫系統輔助庫房

管理之意識逐漸成形，如何讓各項庫房管理跳脫原先

傳統管理模式，並進一步發展出能讓使用者快速搜

尋、索引且利於檔案保存之 e化管理系統，為現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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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機關之重要課題。 

(二) 透過同仁皆熟悉的軟體進行電子化管理，能有效降低

使用者初期之排拒心態，一般使用者（含圖庫管理人

員）皆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快速上手。 

(三) 利用電子化索引，取代原先逐案翻找之模式，除有效

提升本課同仁工作效率外，也能避免向新北市政府工

務局重複索取圖資之情事，減少公務資源浪費。 

二、建議： 

(一) 部分因涉及疑義，由各測量員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索取

之竣工平面圖，經核對無須收件辦理更正者，因缺少相

應之案件號，無法透過本文製作之模型查詢。建議未來

可將此類圖說統一收存於地籍圖圖庫，設立專用櫃位、

依年度排序管理，並編列虛擬收件號（例如：99年重

建測字第 N1號），便利各使用者查詢，促進公務資源共

享。 

(二) 本研究後續可擴充運用，同樣利用關聯式資料庫之概

念，將地籍圖圖庫各櫃位所存放之檔案、圖冊製作成另

一關聯表，並在測量員介面（使用者端）新增「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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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讓使用者快速查詢所需案號的同時，可一併得知

該案件在圖庫中確切存放位置，提升調案效率。 

(三) 大部分經常使用之圖資如地籍調查表、土地複丈參考

圖、建物測量成果圖……等，均依內政部規定掃描建

檔、完成 e化，測量人員已可利用地政系統 WEB版查

詢，免入庫調閱。惟另有部分使用頻率較低、必須永久

保存之圖簿，如都市計畫樁位成果簿、地籍圖重測成果

簿，因掃描建檔效益較低、或圖幅過大技術上難以掃

描，目前皆按不同類型集存放於各專櫃。為利圖庫管

理、同時節省同仁檢索查調之時間，建議未來可建立各

櫃位檔存內容之關聯表，讓使用者無論查詢何種檔案、

圖資，皆可透過電子化索引方式，快速查得存放位置，

達成圖庫管理全面ｅ化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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