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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 

為推行都市計畫圖數值化作業，本計畫延續「新興中長程計畫-

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103-107 年)」，續辦全國剩餘尚

未數值化都市計畫區之書圖重製工程。 

貳、 計畫依據 

經持續爭取，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於 108年 12月 30日第 6次基金

管理委員會同意挹注本計畫，於 110年至 114年持續辦理都市計畫圖

數值化重製作業。 

參、 計畫經費 

本計畫經費由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支應，考量該基金運作模式及本

分署人力限制，規劃 5年 1億 500萬元之計畫經費，說明如下。 

一、 110年度：經爭取獲署同意以 500萬元辦理屏東縣車城、內埔(龍

泉地區)等 2處都市計畫區之重製作業。 

二、 111 年度：爭取編列 1 千萬元概算，惟實際預算額度仍須經基

金管理會、主計總處、立法院等上級機關審議後確定。 

三、 112 至 114 年度：各爭取編列 3 千萬元概算，惟實際預算額度

仍須經基金管理會、主計總處、立法院等上級機關審議後確定。 

肆、 計畫目標 

全國尚有 54 處都市計畫區之書圖未辦重製(詳附件 1)，在資源

有限情況下無法全數辦竣。 

故本計畫參照 109 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地方政府財力分級表(詳

附件 2)，將財力分級為 4、5級縣(市)中書圖尚未數值化的都市計畫

區歸為優先目標，另考量臺東縣有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挹注、基隆

市屬省轄市，經費較無虞，將其未辦重製都市計畫區剔除於優先目標

外，其餘優先目標計 5 縣 34 處，辦理面積 10,322.61 公頃，以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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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單價 10,000元/公頃計算，共需經費 1億 322萬 6,100元。 

表 1  本計畫目標分類表 

目標分級 縣(市) 處數 面積(公頃) 

優先目標 

嘉義縣(5級) 7 3,120.61 

屏東縣(5級) 9 3,268.75 

彰化縣(4級) 3 562.07 

雲林縣(4級) 5 1,131.95 

宜蘭縣(4級) 10 2,239.23 

一般目標 

新竹縣(3級) 1 309.22 

臺中市(3級) 2 11,976.65 

嘉義市(3級) 2 6,448.00 

高雄市(3級) 3 1,637.57 

臺南市(3級) 8 7,923.63 

桃園市(2級) 2 994.00 

臺東縣(5級) 1 124.52 

基隆市(4級) 1 7,405.7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在優先目標以外尚未辦理書圖重製之都市計畫區域則為一

般目標，將俟優先目標之書圖重製作業完成後，視後續國土永續

發展基金之實際爭取狀況彈性推動。 

伍、 推動方式 

考量 110至 114年本分署總體業務量與人力，本計畫原則先以委

外發包之方式執行，俟後續年度分署人力抽調無虞時，重製相關作業

再轉換為本分署自辦之方式進行，實際執行方法分別說明如下： 

一、 委外發包：由本分署資訊管理課主辦委外發包、契約履行、進

度管控，以及協調地方政府等各項行政作業，中區規劃隊則主

辦測量監審，另中區、南區規劃隊均應視業務狀況派員參與相

關工作會議、疑義會議，以及教育訓練，俾利銜接本分署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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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分署自辦：由本分署資訊管理課主辦地形圖修補測之委外發

包、契約履行、進度管控，以及協調地方政府等各項行政作業，

中區規劃隊則主辦測量監審，重製作業之實際執行則由中區規

劃隊、南區規劃隊視當時人力調配狀況辦理。 

三、 教育訓練：為後續本分署自辦都市計畫書圖重製作業進行準備，

預計利用以下方式辦理重製技術之實務教育訓練，對象以本分

署資訊管理課及各區隊後續實際操作重製之同仁為主。 

(一)集中教育訓練 

以每年 1次方式辦理重製操作教育訓練，辦理地點以台

中、高雄 30人以上之場地為主，訓練時數 6小時，訓練內容

包括都市計畫圖、都市計畫樁位圖、地籍圖與千分之一地形

圖之展繪套合、重製疑義之彙整與圖冊製作格式、重製疑義

處理方式等。 

(二)配合案件執行實作 

為增加辦理重製經驗，於執行各年度重製計畫時，提供

所蒐集之都市計畫區相關圖資予參訓同仁，俾利實作都市計

畫書圖重製之相關套疊、疑義彙整與處理等相關工序。另案

件進入重製疑義研商階段後，參訓同仁亦須視業務情形出席

相關重製疑義會議以累積疑義處理經驗。 

陸、 推動策略 

本計畫目標為辦理 34 處都市計畫區之書圖重製作業，辦理面積

超過 1萬公頃，考量推動量能、經費、計畫區位等因素，為使計畫有

序推行，將辦理順序原則分為 2梯次進行(詳表 2)，第 1梯次辦理屏

東縣、嘉義縣 16處計畫區(面積 6,389.36公頃)，第 2梯次則辦理彰

化縣、雲林縣、宜蘭縣 18處計畫區(面積 3,933.25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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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計畫辦理順序表 

辦理順序 縣(市) 處數 面積(公頃) 

第 1梯次 
屏東縣(5級) 7 3,120.61 

嘉義縣(5級) 9 3,268.75 

第 2梯次 

彰化縣(4級) 3 562.07 

雲林縣(4級) 5 1,131.95 

宜蘭縣(4級) 10 2,239.23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柒、 推動分工 

本計畫都市計畫書圖重製作業工項以「都市計畫書圖重製

作業要點」、「都市計畫書圖重製作業手冊」內容為主，各分項工

作原則整理如下表。 

表 3 工作項目一覽表 

主要工作項目 說明 主辦 協辦 

相

關

業

務 

前置與行

政作業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之爭取、與地方政府協

調、計畫辦理策略、執行管考等 
資管課  

委外招標 
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或千分之一地形圖修補

測等勞務委外發包作業 
資管課  

測量監審

作業 

因應千分之一地形圖修補測之測量監審作

業 
中區隊 資管課 

教育訓練 

1.每年辦理 1 場(高雄或台中/6 小時/至少

30人之空間)重製作業教育訓練，對象以

本分署辦理都市計畫重製作業相關人員

為原則，內容以重製作業實務操作為主。 

2.各年度教育訓練辦理前應先提送教育訓

練計畫書，經同意後辦理。 

資管課 各區隊 

重

製

作

業

辦

理 

重製作業 

1.資料蒐集與調查：蒐集資料包括都市計畫

書圖、樁位成果、地籍圖、控制點、圖根

點、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等資料 

2.數值地形圖測量與樁位清查、校核、聯

測、改算： 

(1)數值地形圖修補測 

(2)樁位檢測、坐標轉換，樁位疑義會議 

(3)校核、聯測、改算坐標轉換前後樁位

圖 

委辦廠商 

中區隊 

南區隊 

資管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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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樁位成果展繪套合於新測地形圖 

(5)展繪出圖 

3.展繪套合： 

(1)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套合樁位展繪線 

(2)樁位展繪線套合新測地形圖 

(3)地籍展繪線套合樁位展繪線 

(4)疑義判定 

4.彙整重製疑義： 

(1)都市計畫重製疑義分類彙整 

(2)研擬處理原則及建議方式 

(3)製作重製計畫草圖 

疑義研商

與法定程

序 

1. 召開重製疑義研商會議並確認都市計畫

重製圖 

2. 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作業： 

(1)公告徵求意見 

(2)研提都市計畫書、圖草案 

(3)都市計畫變更 

(4)都市計畫書圖核定、公告 

地方政府 

資管課 

中區隊 

南區隊 

委辦廠商 

資料來源：都市計畫書圖重製作業手冊、本計畫整理 

捌、 人力需求 

依據前述各工項，綜整辦理本計畫本分署各課隊之人力需求。 

表 4 各單位人力需求一覽表 

單位 工作內容 需求人力 

資訊管理課 

一、 行政相關作業 

1.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之爭取 

2. 與地方政府協調重製相關事宜 

3. 計畫辦理策略 

二、 重製委外招標 

1. 重製委外之招標相關作業 

2. 重製作業委外後之契約執行 

3. 與委辦廠商之協調、驗收、進度管控 

三、 自辦重製工作內容 

1. 向地方政府協商重製圖資之取得事宜 

2. 重製辦理進度之管制與考核 

3. 重製相關工作會議、疑義會議之召開 

四、 重製教育訓練 

1. 教育訓練之時間、內容、師資等細節安排 

2. 教育訓練計畫之簽核 

3. 受訓人員之通知 

4. 實作圖資之蒐集與提供 

4至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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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測量監審作業 

1. 通知監審啟動、發函告知監審結果等相關行

政作業 

2. 支援中區規劃隊測量監審之現場勘驗等作業 

中區規劃隊 

一、 測量監審作業 

1. 主辦重製地形修補測測量監審作業 

2. 全程辦理包括控制測量、地形測量、查圖、

驗收等監審相關程序 

3. 視實際情況配合地方政府辦理樁位疑義會

議等相關研商會議 

二、 自辦重製工作內容 

1. 蒐集資料包括都市計畫書圖、樁位成果、地

籍圖、控制點、圖根點、一千分之一數值地

形圖等資料。 

2. 都市計畫圖、都市計畫樁位圖、地籍圖、一

千分之一地形圖等圖資之展繪套合、準備重

製疑義圖冊以及研商會議相關資料。 

3. 配合地方政府出席重製疑義會議討論，並於

重製完成後協助地方政府重製專案通檢之法

定程序相關書件草案製作與相關推動作業 

5至 8人 

南區規劃隊 

一、 自辦重製工作內容 

1. 蒐集資料包括都市計畫書圖、樁位成果、地

籍圖、控制點、圖根點、一千分之一數值地

形圖等資料。 

2. 都市計畫圖、都市計畫樁位圖、地籍圖、一

千分之一地形圖等圖資之展繪套合、準備重

製疑義圖冊以及研商會議相關資料。 

3. 配合地方政府出席重製疑義會議討論，並於

重製完成後協助地方政府重製專案通檢之法

定程序相關書件草案製作與相關推動作業 

4至 6人 

註1：因應計畫前期案件委外且規模小，後期案件規模大且可能以自辦方式辦理，
故彈性增加需求人力 

註 2：中區規劃隊為測量監審主辦區隊，故酌增需求人力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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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總結 

整理本推動計畫概要內容如下表 5，並於 110年至 114年度據以

執行。 

表 5 本計畫執行概要表 

項目 說明 

計畫年期  110-114年度。 

計畫經費 

 預估新臺幣 1億 500萬元，由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支應，惟實

際金額仍須視各年度預算審查實際情況調整： 

 110年度：新臺幣 500萬元。 

 111年度：新臺幣 1,000萬元。 

 112至 114年度：各編列新臺幣 3,000萬元。 

計畫目標 
 依據財力分級，辦理屏東、嘉義、雲林、彰化、宜蘭等 5

縣 34處都市計畫區之重製作業，辦理面積 10,322.61公頃。 

辦理方式 

 本計畫原則先以委外發包之方式執行，俟後續年度分署人力

抽調無虞時，重製相關作業再轉換為本分署自辦方式進行。 

 重製工項中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修補測部分，因本分署測

量專業人力不足，均需以委外方式辦理。 

 每年需針對本分署資訊管理課及各區隊實際操作重製作業

同仁辦理教育訓練。 

推動分工 

 資訊管理課辦理計畫統籌、委外發包、行政管考、教育訓練

等作業。 

 中區規劃隊主辦測量監審。 

 分署自辦重製時，重製作業之實際操作則由中區規劃隊、南

區規劃隊視人力實際狀況調配。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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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國未辦都市計畫書圖重製區域一覽表 

縣市 計畫區 面積 

新竹縣 新竹高鐵特定區 309.22 

臺中市 
中部科學園區臺中基地附近特定區 566.33 

臺中市都市計畫 11,410.32 

彰化縣 

伸港(全興地區) 107.34 

芬園 167.23 

線西 287.50 

雲林縣 

二崙 277.50 

斗六嘉東特定區 25.24 

雲林高鐵特定區 421.93 

崙背 304.00 

箔仔寮漁港特定區 103.28 

基隆市 基隆市主要計畫 7,405.75 

桃園市 
桃園高鐵特定區 490.00 

觀音(草漯地區) 504.00 

宜蘭縣 

大湖風景特定區 92.19 

五峰旗風景特定區 78.94 

冬山(順安地區) 247.80 

宜蘭縣政中心地區 238.24 

南澳南強 200.32 

員山 212.79 

梅花湖風景特定區 220.47 

龍潭湖風景特定區 168.84 

礁溪 305.25 

蘇澳新馬地區 474.39 

嘉義縣 

大林 447.65 

仁義潭風景特定區 1,045.01 

吳鳳廟特定區 197.80 

嘉義高鐵特定區 135.22 

國立中正大學特定區 540.00 

嘉義縣治都市計畫 200.00 

嘉義縣治所在地主要計畫 554.93 

嘉義市 
仁義潭風景特定區 1,528.00 

嘉義市都市計畫 4,920.00 

高雄市 梓官 3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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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松(仁美地區) 723.00 

興達港漁業特定區 612.32 

臺南市 

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3,556.65 

白河 591.48 

西港 355.00 

佳里 737.32 

官田 1,544.29 

官田鄉隆田地區 283.62 

新市 311.60 

關廟 543.67 

屏東縣 

車城 172.00 

里港 397.89 

東港 805.00 

南州(含崁頂鄉園寮村) 289.68 

崁頂 194.62 

萬巒 270.54 

潮州 514.31 

鹽埔漁港特定區 275.86 

內埔(龍泉地區) 348.85 

臺東縣 長濱 124.52 

 

47,141.95 

資料來源：本分署 107年度調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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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09年度地方政府財力分級表 

財力分級 地方政府 

第 5級 苗栗縣、嘉義縣、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連江縣 

第 4級 宜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基隆市 

第 3級 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縣、新竹市、嘉義市、金門縣 

第 2級 新北市、桃園市 

第 1級 臺北市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