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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88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3月23日印發

政府提案第 15350 號之 745

案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
「健全國土規劃及經營管理」預算凍結四分之一解凍報告，
請列入議程，請查照案。

國家發展委員會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25 日
發文字號：發國字第 1051200233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主旨
主旨：有關大院第 8 屆第 8 會期審查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針對國家發展委員會「健全國土
規劃及經營管理」預算凍結四分之一案，本會謹研提預算解凍報告如附件，敬請大院列入
議程，以利進行專案報告，請鑒察。
說明：依據大院 104 年 12 月 18 日第 8 屆第 8 會期通過之「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
查總報告（修正本）」第 206 頁之第(二十)項決議辦理。
正本：立法院
副本：本會主計室（含附件）、本會秘書室（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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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國土資訊系統整體建置計畫預算執行檢討書面報告
壹、前言
大院 104 年 12 月 18 日第 8 屆第 8 會期通過之「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
查總報告（修正本）」第 206 頁之第(二十)項，核有決議事項：針對國家發展委員會「健全
國土規劃及經營管理」計畫 1 億 2,458 萬 7,000 元，予以凍結四分之一，俟向立法院經濟委員
會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說明：1.該預算科目計畫中「推動國土資訊系統整體建置計畫
」，屬於「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十年計畫」之一環，該計畫預計於 104 年度屆期，
該會又提出「落實智慧國土之國家地理資訊系統整體發展政策」，由國發會「國土資訊系統
推動小組」進行政策協調；105 年度推動小組經費由上開「健全國土規劃及經營管理」計畫預
算中支應。2.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十年計畫，自民國 95 年到 104 年，當時核定經費
96 億餘元，後實際法定編列預算數為 118 億餘元，僅占實際計畫總經費的 57.48%，顯示預算
編列不夠覈實。3.檢視國發會執行「推動國土資訊整體建置計畫」與「國土資訊系統產業技
術升級輔導與推廣計畫」，在兩計畫合併執行之後，預算執行率僅有在第一年時達到八成，
第二年因編列數低而完全執行，之後幾年的執行率欠佳，尤其 103 年僅有 39.68%，顯示其預
算編列過於寬鬆。爰遵照大院上揭決議提出本書面報告。
貳、「推動國土資訊系統整體建置計畫」辦理情形
本會編列之「推動國土資訊系統整體建置計畫」預算係整合推動「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
置及推動十年計畫（95-104 年）」項下「推動國土資訊系統整體建置計畫」及「國土資訊系
統產業技術升級輔導與推廣計畫」，工作重點包括：
一、規劃及研究國土資訊系統整體發展政策
(一)國內外發展情勢研析及發展規劃。
(二)研提各階段國家地理資訊系統整體發展政策。
二、成立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及推動計畫審議協調
(一)從整體政策目標及預算規劃角度，審議各項中長程個案計畫及年度先期計畫。
(二)召開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專案會議、工作會議及委員會議之行政作業。
(三)各計畫執行及推動協調、檢討及評估，並協助各分組研提改善對策。
(四)協助各分組建立圖資品質管控及流通機制，並規劃資料生產之優先順序。
三、整合協調各工作分組，促進跨機關合作及交流並強化應用推廣作業
(一)促進跨單位資料共享，健全圖資流通制度，提升預算效率。
(二)協調跨單位建立圖資建置合作機制。
(三)辦理各項教育訓練、推廣說明會及展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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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國土資訊成果資料開放，擴大產業及各界應用
(一)召開國土資訊產業座談會，強化政府端供給及產業端需求整合。
(二)配合行政院政府資料開放政策，協助各分組釐清國土資訊資料開放內涵及等級。
參、重要推動成果
本會推動國土資訊系統整體發展，除辦理行政院交辦政策、研究國內外空間資訊發展趨
勢、推廣技術與理念及研提整合性策略外，亦依據議題需求舉辦不同層級跨部會協商會議，
處理機關間衝突及競合事項。重要成果說明如下：
一、確保核心圖資建置時程品質
各機關依據「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十年計畫」分工建置資料，在本會整合
推動下，已建置完成並持續更新相關圖資：
(一)各單位高度共用圖資，包括各比例尺之基本地形圖、台灣地區通用版電子地圖、門
牌位置資料、數值地形模型、地籍圖與影像資料（含航照影像資料與衛星影像資料
）等。
(二)基礎環境資料：包括自然環境、生態資源、公共管線、國土規劃、社會經濟、環境
品質、土地及交通網路等。
二、建立資料標準及流通規範
為使各項核心圖資與基礎圖資能順應全球開放式地理資訊系統之發展，本會國土資
訊系統推動小組下設資料倉儲與標準制度分組，推動國土資訊資料標準建置作業。各圖
資主管機關在共通資料標準與作業規範架構下，分別建立各項資料格式標準及流通規範
，至 104 年 12 月底止共完成 27 項資料標準。
三、強化產官學協調及成果推廣
近來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普及，國土資訊成果被廣泛應用於施政決策及民生應用。為
因應各界使用需求，除加強協調行政機關間資料交換及資源整合事項外，亦召開多場次
社群及產業座談會，瞭解各界使用國土資訊成果的趨勢及需求。104 年度召開 2 場社群座
談、2 場產業座談及 2 場專家學者座談會，透過專案會議研商處理機關間共通及衝突事項
；此外，並補助相關部會辦理國際交流、防災應用及國土資訊成果展示等計畫，期能強
化各界對於國土資訊成果之認知，縮短資料供給端及應用端落差，深化國土資訊成果應
用。
四、促進計畫整合及引導創新應用
為強化政府預算及資源效益，本會推動福衛圖資共同供應、整合國土利用監測及國
土利用調查等相關計畫，辦理共通性圖資統一供應及促成跨機關合作，避免不同單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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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購置圖資及作業整合，節省政府預算支出。本會引導創新應用成果包括協助內政部實
價登錄資訊結合國土資訊成果、補助科技部提升防災應變平台服務、建置國家發展規劃
應用平台、試辦環境敏感地區圖資網路服務模式及國土測繪成果網路應用等。
肆、預算執行情形檢討
一、「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十年計畫」核定經費與法定編列預算數差異說明
行政院核定之「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十年計畫（95-104 年）」中公共建設
經費需求數為 12,749,038 仟元，然因該計畫屬彙整型政策計畫，內容並未包括各分組工
作細項及經費明細。有鑒於此，本會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於 96 年 7 月 12 日第 5 次工
作會議決議，請各部會之分項計畫另提報推動小組審議核定。各部會爰依權責在行政院
核定計畫架構下提報各作業計畫，經本會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審查，刪除、整併相關
計畫經費或改由其他預算來源支應，經調整後 95 年至 104 年各部會編列公共建設經費之
實際法定預算數為 5,187,509 仟元。
二、本會執行「推動國土資訊系統整體建置計畫」預算情形
本會 96 年至 104 年預算編列總計為 331,366 仟元，實際執行數為 237,128 仟元，平
均預算執行率為 72%。

本會「推動國土資訊系統整體建置計畫」預算執行情形（仟元）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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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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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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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04

合計

預算數

57,364

2,787

31,880

28,000

39,500

48,000

42,000

50,745

31,090

331,366

執行數

48,582

2,787

31,880

14,023

25,804

35,680

32,201

19,717

26,454

237,128

執行率

85%

100%

100%

50%

65%

74%

77%

39%

85%

72%

三、有關本會編列預算執行率偏低之說明
經檢討，本會 99、100 及 103 年預算執行率低於七成，原因說明如下：
(一)99 及 100 年因配合圖資建置完成時程，推延推廣應用時程：
國土資訊政策整體推動作業大致分為二階段：95 年至 100 年為資料建置期，工
作重點為完成核心資料建置作業，本會相關推動作業著重於協助各資料產製單位進行
測繪及資料整理工作；101 年起為資料應用期，由於重要資料已建置完成，推動重點
為強化國土資訊成果應用。
99 年及 100 年原規劃辦理國土資訊全面推廣應用工作，因全國性核心圖資（如
內政部建置之通用版電子地圖、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圖、統計區圖；農委會航拍影像圖
）尚未全面建置完成，致全國性應用工作無法推展，造成執行率偏低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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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3 年原規劃推廣活動方式調整，致預算執行率低：
103 年原規劃以租借場地方式辦理國土空間發展特展，統合推廣國土資訊成果。
然當年度適逢空軍總部移出，配合空總舊址活化使用總體發展規劃方向，本會假該場
址辦理國土空間發展暨國土資訊成果特展，節省場地租用經費，爰當年度預算執行率
僅約四成。
四、檢討方向及作法
本會自 95 年起成立跨部會「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整合、協調及推動國土資訊
系統發展政策，並於去（104）年 6 月提出「落實智慧國土之國家地理資訊系統發展政策
」，做為我國下階段（105-109 年）推動國家地理資訊系統發展之上位指導原則。各部會
及所屬機關業已依據該政策分別研提新興計畫陳報行政院並奉核定，未來各主管機關將分
別依據計畫執行國土資訊圖資建置、決策應用及發展等相關工作。
針對大院所指正之預算執行率問題，本會自 105 年起不另報核國土資訊系統中長程計
畫，但仍將持續積極辦理國土資訊系統整體推動相關工作，包括政策規劃、計畫協調及成
果推廣等，前述工作所需行政作業及政策規劃經費，由本會「健全國土規劃及經營管理」
項下業務費支應。
伍、結語
為配合行政院資料開放政策，本會刻就國土資訊資產管理制度建立進行研究，期能改善國
土資訊成果管理及加值應用之環境，支援政府決策服務及產業發展。爰此，請大院繼續支持本
會 105 年度「健全國土規劃及經營管理」，以利國土、區域、離島與城鄉發展及國土資訊相關
計畫及政策能持續運作，透過整體規劃及資源協調分配，持續推動國土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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