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區水資源局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建置(1/2) 

成果報告書                                                                     摘要 

I 

摘要 

一、 計畫緣起 

近年來因應全球氣候變遷、人口快速成長與區域發展，水源

的穩定供給，以及符合不斷成長的用水需求，成為水利署及各機

關極為重要的業務課題。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

北水局）掌管台灣北部各大重要水庫之權責機關，動輒影響北台

灣數百萬人之生活、農業與工業用水，因此在水資源資訊之掌握

即需透過完整規劃，強化水資源資訊整合及橫向串連，以簡化資

訊溝通之流程與成本，並強化水資源管理之深度與準度，進而達

到確保穩定供水及用水安全無虞之目的。本計畫透過業務訪談與

資料調查、資訊系統介接與整合等作業，將局內在不同時空背景、

因應不同目的所開發之資訊系統進行整合，提供一站式之水資源

經營管理平台，提供管理者、決策者以空間為基礎之關鍵且即時

資訊，提昇決策品質與效率。 

二、 整體規劃 

本計畫透過業務整體現況調查，蒐集彙整北區水資源局轄區

範圍內現有之水資源管理及監測等相關資料，並規劃後續透過網

路服務之架構，以資料即時介接方式，整合各既有系統之關鍵業

務資訊，提供長官即時且跨單位之重要資訊。 

(一) 業務訪談與調查 

為掌握局內業務與資訊化現況，進而規劃研擬符合局內需求

之資訊整合平台，本計畫針對北水局各單位進行業務整體現況調

查，計畫執行期間共計完成 16 次需求訪談作業，共計訪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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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經管課、資產課、養護課、品管課、保育課、工務課、石門

水庫管理中心及寶二水庫管理中心等不同單位，對於局內業務職

掌及資訊系統建置情形已有初步掌握，並協助建立各單位業務魚

骨圖。 

 

摘圖- 1 北區水資源局內部業務架構彙整 

(二) 水資源經管平台發展規劃 

1、規劃水資源經管平台系統架構 

本計畫依據訪談結果，並結合北水局既有之各項業務與水

情、水質及各監視及監測系統，應用地理資訊系統之技術，規劃

「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期整合既有局內網及各業務資訊系統

的關鍵資訊，以建置業務整合入口平台為目標，將原本分散在各

業務的寶貴資訊整合至單一綜合呈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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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本年度建置開發

表示本年度未建置，擬定於下年度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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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圖- 2 平台整體架構圖 

 

2、規劃決策整合案例 

本計畫以局內主管為需求訪談對象，規劃雨量、水情、水質、

清淤等四大決策資訊，以各面向之決策輔助計算公式作為參考基

礎，搭配地理資訊系統、網頁應用技術與前端使用者體驗等原則

進行規劃設計。 

3、短中長期發展規劃 

依據本年度業務調查成果及雛型系統建置現況，提出經管平

台未來短期建置之工作重點，包括內外部水資源資料整合、持續

擴充工程管理相關功能、推動知識管理流程導入與交流、後台服

務監控機制等，以及中長程應持續辦理與推動之方向，包括水資

源資料加值分析、導入決策支援整合等重點，提供局內參考。 

三、  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雛型建置 

(一) 平台基本環境與架構 

本計畫依據平台雛型建置之需求，系統架構於水利署內部網



  北區水資源局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建置(1/2) 

成果報告書                                                                     摘要 

IV 

域（Intranet）搭配行動版、工程監造管理等資訊架設於須認證授

權之全球資訊網（WWW）上，前端技術則以 HTML5、ASP.NET、

Web 伺服器、Web 瀏覽器等相關技術，圖台則導入國際組織 OGC

認證通過之開放源碼軟體 GeoServer、以及 OpenLayers 作為前端

圖台展示。 

 
摘圖- 3 「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平台系統環境架構 

(二) 圖台建置成果 

本計畫建置水資源主題圖台，以 Web-GIS 圖台為主要架構，

開發以下功能，提供空間位置比對、主題圖層資訊展示與業務輔

助支援。 

1、六種不同類型的底圖切換，包括電子地圖、航空照片、衛星

影像、地形渲染圖等 

2、介接內外部基本圖資、自然環境、監測資訊及工程設施等四

大主題共 29 類動態圖層套疊，並可自行新增 WMS、W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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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L、GML、SHP 等五種檔案類型之空間資料。 

3、提供行政區、地址、坐標、河川流域、測站、地籍、工程等 7

種主題定位與距離、面積 2 種測量工具。 

4、提供直、橫雙向及列印、圖片儲存等四種圖台匯出功能功

能。 

  
因應不同業務所需，介接水利署、內政部資訊中心、測繪中心等來源底圖 

  
提供行政區、地址、坐標、流域、測站、地籍、工程等 7 大主題定位功能 

 

(三) 業務資訊整合 

使用者可於圖台中直接查詢各單位系統的監測資訊，整合經

管課、水庫管理中心之水庫水情、中央氣象局之雨量資訊、保育

課濁度即時資訊，並提供養護課、寶二管理中心之 CCTV 影像介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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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圖- 4 使用者可於地圖上一鍵查詢各觀測資訊 

 
摘圖- 5 點擊詳細資料可查詢 24hr 變化情形 

四、 建置工程資訊管理功能 

本計畫於經營管理平台建置工程資訊管理功能，針對各項工

程之施工、監造落實完整管控機制，以俾利主管及業務承辦科及

時掌握工程施作情形。透過遠端監造概念，除解決工地分散、地

處偏遠而無法有效即時管理之問題，同時亦可嚴密管控承攬廠商

施工進度。 

(一) 工程資訊管理功能 

本計畫開發施工監造管理功能，提供施工照片、施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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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日誌、監工報表、進度實蹟、區間報表等六大功能模組，協

助管控在建工程進度與品質。系統每月自動從工程會標案管理系

統自動匯入工程基本資料，提供施工/監造廠商登錄現場施工資

訊，由局內承辦人員線上管理稽核，並可動態產出施工報表，提

昇施工作業效率。 

 
摘圖- 6 工程資訊管理功能系統建置成果 

 
摘圖- 7 工程管理功能系統角色使用情境圖 

 

(二) 行動版工程資訊管理功能 

為提供行動支援及即時性業務之需求，本計畫開發行動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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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監造查詢功能，主要提供工程基本資料、工程進度、執行狀態、

執行經費及施工照片查詢服務，並將相關資訊製作成統計圖表，

提供決策者快速掌握各項工程執行進度與成果。 

   
摘圖- 8 提供執行經費、工程進度、預算支用等統計，並搭配圖台檢視 

 

五、 知識共享管理系統建置開發 

本計畫為促進局內資訊整合、知識共享與管理，於本年度規

劃並建置局內資訊網、知識共享管理平台、水資源主題論壇及導

入全文搜尋引擎等項目。 

(一) 局內資訊網 

本計畫將經營管理平台整合局內網之目標，因此歸納統整局

內網目前所涵蓋的各項功能，將其整合為六大類功能，包括「最

新消息」、「即時動態訊息」、「業務資訊」、「共通文件」、「常用連

結」、「局長信箱」等六大類功能，其大類下各有其相關的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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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圖- 9 局內資訊網功能架構圖 

 
摘圖- 10 局內網開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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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知識共享管理平台 

本計畫採取與既有文件管理系統(NAS)同步之機制，提供使

用者可於雙邊同步進行資料上傳與編輯，並可透過本系統開發之

介面，賦予文件主題、業務標籤及管控資訊等。 

 
摘圖- 11 知識平台系統建置成果 

  
摘圖- 12 知識文件詳細資料新增與查詢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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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資源論壇 

本計畫採用開放源碼之 phpBB 論壇元件為基礎，並依據北水

局業務需求進行客製化開發，建置之水資源主題論壇包括論壇工

具、討論區版面、後台管理、個人資訊等功能。 

 
摘圖- 13 北水局水資源主題論壇 

(四) 全文搜尋引擎 

為提昇行政效率，強化文件管理系統內重要文件（NAS）之

搜尋機制，本計畫導入 OpenFind Search 全文搜尋引擎，並整合於

局內網提供快速搜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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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圖- 14 文件系統全文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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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 業務職掌全面清查，奠定平台後續發展基礎 

本計畫執行期間共辦理 4 次全局工作會議、16 次業務需求訪

談、1 場次教育訓練，以及多次非正式臨時會議、電話、信件溝

通，除了對各單位業務職掌內容及資訊系統建置情形已有完整了

解外，在訪談過程中亦逐步掌握組織內部文化、工作習慣、跨單

位合作模式、上下級機關對應關係等隱性知識，相關資訊亦在整

合平台於本年度規劃、建置期間及未來持續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

角色，也為平台持續發展打造良好基礎。 

(二) 打造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雛型，朝向資訊整合目標邁進 

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雛型為全新建置之資訊系統，包含一套

開放之地理資訊圖台、整合內外單位多種空間圖層、以及雨量、

水質、水庫水位、大壩監測與 CCTV 等即時資訊，並提供圖台相

關工具、定位功能、服務介接等機制。透過平台雛型的建置可更

具體地呈現出資訊整合平台之框架與範疇，執行過程中更不斷萃

取出決策者所需的關鍵資訊，透過平台所建置之資訊整合機制，

讓決策者更有效率且即時地同步各單位之業務成果與資訊。 

(三) 完善工程管理機制，即時掌握在建工程進度 

配合工程施作管理之需求，以及決策者需要更為即時、正確

的工程進度資訊，本年度建置工程資訊管理功能，提供工務、養

護、保育、品管等課以及石門、寶二管理中心之工程承辦人員更

為方便的工具來管理施工與監造廠商，透過系統化的進度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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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照片、設定要徑工程、查驗點等機制，讓各承辦人可以隨時

線上匯出進度報表。決策者更可透過行動應用程式，不受限環境

地隨時線上查詢機關內各工程落後狀況、經費統計等，強化工程

業務執行、管理之效率。 

(四) 推動知識管理服務，孕育知識典藏與分享文化 

由於北水局內部業務繁雜，專業分工導致組織內部知識無法

有效流通，人員的頻繁異動更讓許多寶貴經驗無法有效傳承，因

此本計畫開始導入組織知識分享管理，建置「局內資訊網」、「知

識分享管理系統」、「水資源主題論壇」、「知識全文搜尋」等相應

平台，從同仁每日工作的局內平台開始整合，做為跨單位訊息發

布、人員動態與常用資訊等單一入口；在文件管理上則提供與既

有文件管理系統相容之 Web 平台、全文搜尋引擎；而在經驗分享

與傳承，則提供較為軟性的水資源主題論壇，提供同仁自由發表

意見、回應主題、累計積分等，協助北水局營造出開放、自由的

知識分享環境。 

二、 建議 

(一) 持續進行業務調查，挖掘更多深入知識 

本年度雖已針對各業務課室進行全面訪談與調查，然後北水

局業務極為複雜且多元，仍有許多外部系統、內部流程可能在依

開始數次訪談過程中無法取得，必須待整合平台實際上線營運，

使用者實際操作後才能說出箇中道理，因此建議後續仍應持續進

行業務調查與訪談作業，以現有的系統流程挖掘出更多業務上可

能面臨的例外或參考資訊，進而讓系統使用能更符合局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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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完善水資源經管平台雛型 

為提供更完善之決策分析平台，建議整合內部各課室以及外

部其他單位之關鍵性資訊，可透過災害資訊與空間資訊的整合，

快速提供首長關鍵性的防災應變資訊，提升緊急應變作業之效率

以及決策之能力。例如：建構緊急應變決策系統，當發布重大水

文水質事件時，可透過即時資訊面版顯示功能，提供局內主管及

相關課室人員於重大事件期間進行水情管理之決策支援工作，同

時針對北區水資源局轄區內雨量、水位、水質、水量、及大壩監

測資訊之時間－空間分佈特性及整體水資源情勢達到更為全面

有效之掌握。 

(三) 協助推動案件列管機制，提昇行政效率 

重視民眾陳情與意見反映是政府單位重要施政方針之一，為

因應近年來日與俱增之建議案件管理與資訊量，並期望建議案件

資訊管理作業達到全面 e 化管理之目標，建議規劃建置「建議案

件登錄查詢系統」，將立法委員、議員、里長與其他重要建議案件

建立統一的管理平台，有效協助各課室依據建議案件作業流程登

錄案件相關資料，並向上呈送案件執行內容，讓單位主管與案件

控管人員可迅速掌握案件進度執行狀況與辦理情形，大幅提升資

訊化管理之時間與效率。 

(四) 發展行動應用，決策輔助一手掌握 

近年來智慧型行動裝置及通訊網路設施普及，為符合行動決

策及緊急應變需求，建議發展行動化之水資源經管平台，透過整

合災害動態資訊、即時監測、災情綜整及設施狀況等資訊，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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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空間資訊以及雲端技術將各項資訊呈現於各類行動裝置，並

以儀表板(Dashboard)概念，提供即時行動化隨選查詢水資源監控

資訊與情資分析，讓主管人員可在不受時間、地點限制的情況下

完成水資源管理業務，達到決策於千里之外之目標。 

(五) 開發各項系統後台，確保後續自主維運 

為持續營運本年度建置之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各項功能，並

因應後續系統擴充之需求，需藉由一套完善後的台管理機制提供

內部人員進行維護及管理，此外，系統之營運狀況亦可作為後續

系統擴充之參考依據。因此，建議以平台功能架構為基礎，開發

後台管理功能，提供系統管理人員進行帳號、權限管理，並建置

系統營運分析與紀錄管理、系統訊息發布等。 

(六) 輔導更多業務系統介接整合，擴大應用面向 

本計畫短期發展之目標乃整合北區水資源局以及各外部單

位之各項水資源資訊，並透過空間化以及視覺化展示之整合技

術，期望能夠輔助各業務之執行及擴充應用之面向。因此，將持

續與各課室進行需求訪談及資料整合作業，透過介接整合現有相

關業務資訊系統，萃取可供主管進行決策及情境式之整體資訊呈

現，以圖文並茂之介面建置不同目的之即時預警面板，以利決策

者針對特定情境作出適切之決策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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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due to climate chang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stable water supply has become significant issue for water 

resource authorities. The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 Office is 

the authority that manages important reservoirs, which located at the 

northern Taiwan. The daily operations and decisions of the bureau will 

effect civil,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water usage of millions people 

and cause significant consequences on all economic activities. 

Therefore,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all kinds of water resource is 

the most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tegration of water resource information 

and cross-units communication, reduce the cost of synchronization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this project aims to develop an integration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through data 

collection and meetings arrangement to figure out demands of the 

bureau. This platform has developed that based on web-GIS 

framework, integrated constructions management,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ollected from interior and 

outside inform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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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概述 

第一節 計畫緣起 

近年來因應全球氣候變遷、人口快速成長與區域發展，確保

水源穩定以符合不斷成長的用水需求，成為各水庫、河川管理單

位重要的業務課題。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北水

局）已於歷年來建置不同資訊系統以管理或輔助特定業務之執行

與決策。依據不同目的而建置的資訊系統，平時雖可配合業務作

業提供較為詳細的資料，然而在跨業務(域)整合與分析時，往往

因為資料尺度、資料標準與格式定義等因素，造成資料存取與解

讀上的困難，除了資料應用門檻較高外，更可能造成上位決策者

無法即時取得正確、關鍵的資料進行判斷，進而影響重要的決策。 

為強化北水局水資源資訊整合與管理決策之效率，本計畫結

合北水局既有之各項業務與水情、水質及各監視及監測系統，應

用地理資訊系統之技術，規劃並建置「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建

置」，期整合既有局內網站及各業務資訊系統的關鍵資訊，以建置

北水局業務整合入口平台為目標，故須透過各業務課室、資訊系

統之清查、訪談與資料介接作業，將原本分散在各業務的寶貴資

訊整合至單一綜合呈現平台，並據以規劃跨域整合之應用案例，

搭配水文水質監測資訊整合之實作及工程管理資訊之整合，建置

行動化主管決策支援平台，納入各項關鍵訊息，提昇決策者統籌

掌握必要之全盤資訊。此外本計畫為提供平台統合及管理 北水

局相關業務之橫向聯繫，將針對 北水局歷年來規劃、產製、公告

之各項業務成果進行正規化處理，建置知識管理協作平台，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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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知識傳承與內部作業品質提昇。 

第二節 計畫目的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轄區幅員廣大，例行業務中更涉

及水庫營運操作、集水區治理、用水調度與分配、工程執行與管

理、水資源開發等複雜且多元之業務特性。本計畫旨在建立水資

源經營管理平台，讓不同的業務成果可透過資訊科技之輔助，自

動且即時地彙整至平台呈現；套用資訊整合的概念，水資源管理

之業務往往橫貫上、中、下游，本平台即以流域管理為核心，規

劃並設計決策應用情境，並將多元資訊之橫向聯繫與整合建置於

功能模組之中，以期達到決策支援輔助與施政效率提昇之目的。 

從業務加值層面來看，北水局每年在轄區不同縣市、集水區

執行各類復育、保育工程，長久下來管控不易，因此本計畫亦建

置工程監造管理系統，提供工程人員逐步建立工程執行之歷程，

系統化管理歷年執行之工程成果，整合至經營管理平台由業務人

員自行上稿、管理、統計與匯出重要業務資訊。 

此外，為輔助北水局轄管複雜的業務類型與地緣關係，知識

之分享與傳承對於內部業務執行品質與效率極為重要，因此本計

畫亦透過知識管理平台之建置，逐步收集、彙整目前局內各項成

果，提供局內同仁知識交流、業務歷程搜尋、以及意見溝通之論

壇，進而提昇業務執行之品質與效率。 

第三節 計畫範圍 

水資源之管理往往橫跨上、中、下游，涉及水文水質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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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工程保育、建築管理等多元複雜業務。北水局因轄區

幅員廣大，且直接管理石門、寶二等重要水庫1，一般同仁在執行

業務時依據目的不同，需要熟悉由內外部不同單位與機關所建

置，多達 15 個獨立的應用系統，且系統彼此之間資料並不流通，

訊息與資料傳遞過程中往往耗費許多人力與時間成本。 

綜合歸納本計畫執行之範疇說明如下 

一、 整合各獨立的業務系統提供單一平台 

現行必要解決的當務之急，包括建立服務導向架構之資訊整

合平台，亦即平台扮演「資訊匯集者」的角色，各業務系統須開

放資料或是提供服務，對於一般同仁及上位決策者來說，僅須登

入單一平台即可查詢到不同應用系統的重要成果。透過跨業務之

單一平台取得資訊，將達到本計畫強化業務掌控及資訊整合，提

昇業務執行與決策品質與作業效率之目標。 

二、 解決各業務資訊橫向整合之斷層 

水資源資料往往包含重要的時間因素在其中，且事件發生的

當下亦需要將不同面向與來源的資料綜合比對，方能檢視全貌，

資訊取得的完整性與時效性配合得宜與否，除直接影響決策判斷

之依據外，更關係民眾認知之觀感，相關資訊傳遞斷層亦影響後

續行政作業甚鋸。遂系統應可整合北水局既有各業務應用系統及

透過水利署資料交換平台，自動即時取得可供參考的輔助資訊，

例如中央氣象局水情資料、環保署水質監測資料及水土保持局、

國家災害防中心等各項環境監測等資訊，有效縮短各類事件發生

                                                
1 既有所稱「重要水庫」已調整名稱為「供家用或公共給水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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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的資料取得行政作業時程，俾能適時依據情勢作出正確判

斷。 

三、 建立水資源資料之有效管理及未來重要性 

系統核心價值取決於資料的完整性，本計畫透過檢視既有應

用系統之資料完整性，透過資料庫存取及服務介接等方式取得重

要關鍵資訊，除提供系統資料豐富度外，亦提供業務執行者有效

分享與傳承知識。此外，迎合數據時代的來臨，未來該資料資產

可藉由資料探勘與加值運用，能提供相關分析決策輔助資訊。 

四、 建立工程監造管理及支援系統加值服務 

依本計畫工作項目可知，現階段的工程業務須透過人工作業

進行資料處理、報表產製及非即時同步布達訊息，為符合北水局

對於系統資料查詢、報表產製與系統公告發布、通知之功能需求，

應持續建置及優化各項系統功能，以透過系統化管理與自動化作

業，縮短人工作業時程及有效布達局內重要工程訊息。 

五、 發展知識管理平台基礎建設 

「知識來源」對於知識管理平台，猶如人之意識對於軀體。

因此，必須對知識的「需求」與「供給」作明確的界定。尤其知

識管理皆為量身訂作，更必須仰賴組織中的「外顯知識」以及「內

隱知識」。外顯知識目前存在北水局內部文件、資料庫、檔案、書

籍等中，這些有形的知識被文件化、標準化、系統化後，才能便

容易傳播、管理和控制，且重複使用機會高，接近北水局各層級

人員日常業務所需。而內隱知識則存在於多數人員的心智中或一

些難以分享的儲存體中，幾乎無形的經驗式知識，通常須經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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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互動才能傳承或是透過專欄，以文字描述來加以儲存，相對建

置所需時間增加，知識生產成本高；重複使用機會低，一旦建檔

完成，卻更具實際知識價值。本計畫將透過知識平台之建立，其

目的在於消弭知識差距（knowledge gap），提昇業務知識之傳承與

行政作業效率。 

第四節 工作項目 

壹、 整體規劃 

一、 業務整體現況調查及決策整合案例規劃 

調查目前北區水資源局各課室之業務架構與相關資訊系統。

依據現況調查及資料彙整結果，以本計畫開發之決策支援雛型模

板為藍圖，規劃可提供決策輔助及跨域加值之資料來源，提出整

合性應用之案例情境至少兩項，該情境須包括具體可行之資料取

得、資料分析、資料展示雛型構想。 

二、 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整體規劃 

針對業務及資訊系統調查結果，參考國內外水資源管理技術

之發展，進行「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之前置規劃，包含內部所

含項目及業務支援功能之整體評估，以及平台系統雛型及架構之

確立。此外並提出未來規劃之具體建議方針及系統框架（短、中、

長期整體營運規劃），且預留足夠之開發空間以因應本應用平台

後續擴充需求，且提出整體規劃報告（包含軟硬體規格與架構、

平台擴充及維運預估經費）。 

貳、 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雛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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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水局轄管之各水庫即時水文、水質、大壩監測及各項監

視資料為案例，開發北水局監測資訊整合介接，結合空間資訊、

內部水文資料外，須整合河川局、環保署、林務局、水保局、氣

象局等環境相關資訊。其執行項目茲簡列如下： 

一、 業務支援資訊整合 

介接整合北水局現有相關業務資訊系統（如：水資源管理系

統、水位雨量站自動蒐集系統、原水濁度自動偵測系統、颱洪逕

流預測系統、監控與通訊系統、各項監視系統…等），萃取可供決

策分析及情境式之整體資訊呈現。 

二、 決策導向之統計分析 

結合空間資訊及屬性連結，以圖文並茂介面增進使用者對現

況之認知與了解，如整合 北水局歷年水資源觀測之成果及科專

研究計畫，發展不同目的之即時預警面板，以利決策者針對特定

情境作出適切之決策判斷。 

三、 建置水資源管理主題圖台 

以地理資訊為基礎，整合上述前述各項工作之成果，提供空

間導向之入口與查詢頁面。 

(一) 平台須提供管理者透過介面設定已知來源之 WMS、WFS 服

務介接並展示。 

(二) 提供局內使用者自行上傳 KML、GML、SHP 檔案展示於圖

台。 

(三) 提供 北水局轄區基本資料定位（地籍定位、坐標定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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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屬性查詢功能，並介接水利署地理倉儲中心底圖服務。 

(四) 圖台架構需有開源、便利、免費之特性，並搭配 北水局業

務所需之圖台底圖與動態圖層套疊功能。 

參、 建置工程資訊管理功能 

一、 開發工程資訊管理功能 

提供匯入工程基本資料、填報工程執行進度、工程限止點及

檢驗停留點資料與照片上傳、工程進度狀態（超前/符合/落後）查

詢與統計等功能。 

二、 開發行動版工程監造查詢功能 

提供工程資料查詢、進度掌控、施工照片查詢與狀態統計。 

肆、 「知識共享管理系統」建置開發 

為傳承 北水局各項業務，為開發本系統需協助推動知識管

理業務及參與知識管理推動會議，提供決策者統籌掌握必要之全

盤資訊，本系統架構於「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內，其功能應包

括： 

一、 重要業務彙報 

針對局內重要業務彙報，以及長官交辦、重要追蹤之臨時事

項，包括輿情主題、新聞稿件、速報單等文件，透過平台即時上

傳與列管，提供決策者快速依據交辦人、案件別與時間等方式歸

類查詢。 

二、 業務案件分類及流程 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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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彙整局內各項標準作業流程，並將已文件化之 SOP 分類

歸檔，提供同仁知識傳承。 

三、 範本典藏區 

提供各類計畫、簡報、行政文件之範本查詢。 

四、 主題論壇 

提供局內長官及同仁自行創建開放議題提供討論，並開發回

應、評分、上傳相關檔案等互動協作功能。 

五、 知識管理搜尋 

提供知識管理全文檢索引擎，並包含支援全文檢索的檔案格

式(*.doc，*.rtf、*.wri、*.ppt、*.xls、*.xml、*.mht、*.htm、*.txt、

*.pdf)等。 

第五節 工作構想 

壹、 計畫工作流程 

本計畫之各項工作內容及各階段應辦理事項畫之整體作業

流程，如下圖所示，由專案啟動開始進行執行規劃、資訊蒐集及

積極與北水局相關作業人員進行需求訪談並召開工作會議，並依

據北水局需求執行流程規劃、文件撰寫、系統開發、教育訓練以

至最後之專案成果交付。本計畫執行期間，亦隨時與北水局相關

作業人員進行溝通協調，使本計畫成果能確實符合實際作業需

求，並確保系統品質與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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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啟動

期中報告書
104.6.10

定期工作
會議

功能修改

需求訪談

系統整合測試

系統分析 資料庫規劃及建置

系統功能測試

系統建置完成

合約保固服務

系統覆驗及修正成果報告書與
相關文件彙整

交付成果及驗收

程式撰寫

系統規劃設計 系統介面設計

◎ 貴局相關人員
◎ 中華空間及逢甲
    團隊

辦理系統教育訓練
1場次

問題回饋

期末報告書
104.10.15

正式報告書
104.12.10

業務調查
資料建置

平台發展規劃

撰寫規劃報告

產出短中長期
發展規劃報告

第一季進度報告
104.4.5

第二季進度報告
104.7.5

第三季進度報告
104.10.5

重要里程碑 作業流程與內容

 
圖 1- 1 計畫工作流程 

貳、 專案溝通機制 

本計畫遵循上述計畫整體工作流程並搭配系統開發作業，針

對本計畫各項工作項目進行需求初步規劃與分析，並隨時機動式

透過需求訪談、電話聯繫、文件傳輸、電子信箱等各種溝通管道，

以瞭解計畫工作項目規劃是否符合需求。於訪談後將針對計畫工

作項目進行業務調查結果、決策整合案例及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



 北區水資源局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建置(1/2) 

成果報告書                                                          第一章 計畫概述 

1-10 

整體規劃及系統規劃分析文件進行撰寫。計畫執行過程中密集定

期召開會議進行進度與成果檢視，並透過與甲乙雙方召開定期工

作會議，進行計畫內各子系統之流程與工作內容討論，及確認工

作執行進度及階段成果內容，藉由反覆確認工作內容成果，以確

保計畫執行成果能確實滿足需求並有效達成整合與應用水資源

資訊之效益。 

 
圖 1- 2 專案溝通機制 

第六節 預期成果 

壹、 整合北水局內部網站資訊及各業務資訊系統關鍵資訊，並以即

時水文水質監測、工程管理為基礎，以提昇行政資訊之流通、

管理與使用效能為目標，進行「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短、

中、長期整體規劃與平台建置。 

貳、 介接及整合北水局現有相關業務資訊系統，應用行動通訊技術

打造決策支援模組，強化業務掌控及資訊整合，提昇業務執行

與決策之品質與作業效率。 

參、 整合北水局各課室、管理中心累積之專業技術知識、業務執行

過程與重要產出，建立水資源知識典藏及分享揭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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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立行動應用平台打造行動辦公室，讓主管與決策者在外亦可

即時掌握北水局各項重要業務之辦理情形，彙整關鍵報告，提

昇決策應變與輔助業務執行之效率。 



 北區水資源局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建置(1/2) 

成果報告書                                        第二章 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策略規劃 

2-1 

 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策略規劃 

水資源管理是一項繁複且牽涉眾多單位的複雜工作，由於各

單位在基礎資料、作業環境、資訊系統及業務流程皆有很大的差

距，再加上水資源保護區域、流域內之基本資料及監測成果既多

且雜，導致彼此之間的流通、分享、整合與應用並不順暢。若欲

解決此問題，達到水資源永續經營與管理，需要蒐集、整合不同

來源的資料進行彙整，作為管理之依據，完成跨機關協同合作，

整合中央機關與地方政府等主管機關之力量，方能提昇作業品質

與執行成效。  

為使業務順利且有效率執行，則需針對水資源管理業務以資

料面、管理面、應用面以及決策面進行全面性統合考量與設計，

以 G 化(GIS)、E 化(MIS)以及 M 化(Mobile 行動化)全方位進行業

務輔助與管理，透過智慧化、即時化、整合化等主軸，協助水資

源管理機關朝向水資源永續發展之目標邁進。 

資料面部份，本計畫將進行業務整體現況調查，並蒐集彙整

北區水資源局轄區範圍內現有之水資源管理及監測等相關資料，

並透過網路服務之結構介接至本年度計畫所建置之系統進行進

一步之處理與分析；此外，目前政府資訊公開及開放資料(Open 

data)觀念日益普及，許多中央政府機關已陸續釋出其所管 GIS、

影像資料，提供介接機制，本計畫將善用中央既有資料發揮資料

整合加乘效果，提供更加多元及豐富的資料，供局內人員進行水

資源經營管理之業務查詢參考。 

資訊化決策支援是輔助業務執行最重要的工具，由於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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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業務繁多，且業務多涉及空間範圍、區域之評估及分析，因

此建置一套水資源管理主題圖台供局內各課室之主管人員及承

辦人員查詢，以利整體水資源及水庫管理維護業務之推展；此外，

為確保工程施工成果符合其設計及規範之品質要求，本計畫針對

局內工程之權責單位(工務課、計畫課、品管課、養護課、保育課、

寶山第二水庫管理中心、石門水庫管理中心等)，開發工程資訊管

理功能，以利確保公共工程施工品質及掌握工程執行進度。 

為傳承局內各項業務，開發「知識共享管理系統」協助推動

知識管理業務及參與知識管理推動會議，提供決策者統籌掌握必

要之全盤資訊，以真正落實資訊化管理之效益。另外，本計畫亦

將辦理系統教育訓練，並提供系統與技術諮詢服務，使北水局水

資源經營管理業務及水庫運作與服務更具競爭力。 

因此，本計畫結合北水局既有之各項業務與水情、水質及各

監視及監測系統，應用地理資訊系統之技術，規劃並建置「水資

源經營管理平台」，期整合既有局內網及各業務資訊系統的關鍵

資訊，以建置業務整合入口平台為目標，將原本分散在各業務的

寶貴資訊整合至單一綜合呈現平台，其計畫整體之運作架構如下

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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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計畫整體運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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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業務整體現況調查及決策整合案例規劃 

壹、 辦理業務現況調查作業 

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仰賴水資源資料平台供應作業所需各

類資料，包括水文觀測數據、空間圖資、工程管理資訊與成果報

告等。為涵蓋水資源管理作業流程的所有廣度與深度，本計畫針

對北區水資源局各業務課室之「業務系統化現況」以及「業務系

統發展需求」進行全面性的調查與檢視，以作為本計畫規劃水資

源經營管理平台功能架構與整體發展之參考依據，並協助規劃北

區水資源局各級主管人員決策支援與各課室業務承辦執行相關

業務系統化。 

為有效掌握北區水資源局各業務課室之「業務系統化現況」

以及「業務系統發展需求」，本計畫初期透過業務現況資料蒐集與

調查訪談方式來掌握，並依據訪談調查之成果進行需求分析，分

析成果除作為本計畫發展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之規畫依據，亦透

過業務系統化現況與需求之研析提供做為後續發展建議。 

一、 業務現況調查 

因北區水資源局業務範疇廣泛，如下表所示。各課室因業務

性質不同及因應各項所屬業務工作所需，均各自有發展相關業務

所需系統。但相關系統之發展時程不一，慢慢形成不同系統與資

料架構，影響業務資訊一致性與流通之限制，導致資訊內容須重

覆建置或導入與資料無法即時同步等之疑慮，鑑於近年來系統與

資料庫發展與開發技術推陳出新、本年度將業務調查成果納入北

水局經管平台系統架構與功能模組規劃以因應後續發展需求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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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與異質資料整合目的。 

表 2- 1 北區水資源局業務職掌 

組織編制 業務職掌 

計畫課 

 水資源調查、規劃、計畫擬訂及水資源工程規劃之設計事項。 

 多元水資源開發工程技術研究事項。 

 水資源之人文、地文、水文及生態研究分析與彙整。 

 技術性中長程施政計畫及特定案件管制考核事項。 

 專業訓練、技術性書刊出版、技術性法規及災害緊急應變綜合業務

事項。 

 資訊作業計畫之策劃及推動事項。 

 資訊系統之建置、安全管理、技術支援與設備之管理及維護事項。 

 地理資訊系統之規劃、開發、建置及維護管理事項。 

 回饋補償、國家賠償之處理事項。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品管課 

 工程施工品質保證計畫督導、查核。 

 施工品質控制檢驗督導、查核。 

 工程施工中執掌職業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謢事項督導、查核。 

 工程查核及廠商施工評鑑事項。 

 工程施工造成環保及公害糾紛處理事項。 

 工程品質檢驗技術之研究及改進事項。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工務課 

 年度工程施工計畫之編擬及執行管考。 

 工務行政、工程招標、訂約及驗收事項。 

 水資源開發工程監造事項。 

 工程施工技術之研究及改進事項。 

 工程施工地質研判及分析等事項。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保育課 

 水庫集水區經營及維護治理等事項。 

 水資源公害糾紛處理事項。 

 水庫水源水質保護及環境保謢事項。 

 各標的水資源污染處理及防治事項。 

 水庫保護帶災害緊急應變處理事項。 

 水庫防砂治理事項。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養護課 

 水庫安全檢查及評估事項。 

 水庫設施之觀測、維護及改善事項督導、查核。 

 石門大壩、榮華大壩與義興防砂壩之週邊工程結構物之觀測、安全

檢查及維護事項。 



 北區水資源局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建置(1/2) 

成果報告書                                        第二章 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策略規劃 

2-6 

組織編制 業務職掌 

 石門水庫蓄水範圍淤積處理事項。 

 石門大壩、榮華大壩及義興防砂壩（含石門及義興電廠）工程結構

災害緊急應變處理事項。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經管課 

 各標的用水分配、調度、協調、仲裁及移用補償事項。 

 水資源營運合約訂定、經費核收業務。 

 水權登記及管理業務。 

 亢旱因應及停權休耕補償事項。 

 水資源聯合運用方案研究及資料管理事項。 

 用水計畫書審查之相關事項。 

 違規取水查處事項。 

 堰壩蓄水範圍初審、會勘業務。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資產課 

 工程用地清查及取得事項。 

 公有土地管理及處分事項。 

 土地編定使用計畫及變更事項。 

 資產及基金管理及資金調度事項。 

 財產管理、清查及處分事項。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石門水庫

管理中心 

 石門水庫防洪運轉及各標的用水運用之執行事項。 

 石門水庫集水區水文氣象觀測、水文氣象觀測及警報系統設施之檢

查維護事項。 

 石門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事項。 

 石門水庫觀光業務及觀光設施之管理維護事項。 

 石門水庫環境綠美化及花木栽培維護管理事項。 

 羅東堰之營運管理及維護事項。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寶二水庫

管理中心 

 寶山第二水庫防洪運轉及各標的用水運用之執行事項。 

 寶山第二水庫集水區水文觀測及警報系統設施之檢查維護事項。 

 寶山第二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事項。 

 寶山第二水庫集水區治理等事項。 

 寶山第二水庫集水區緊急應變處理事項。 

 寶山第二水庫週邊工程結構物之觀測、安全檢查及維護事項。 

 隆恩堰及上坪堰之營運管理及維護事項。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秘書室 

 印信典守事項。 

 公文收發、繕校、稽催及檔案管理事項。 

 出納管理、有價證券保管及規費收繳事項。 

 辦公處所及宿舍管理、維修、環境整潔維護事項。 

 工友（含技工、駕駛）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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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 業務職掌 

 車輛管理與調度事項。 

 物品採購及財產管理事項。 

 勞務及財務採購事項。 

 公共關係協調聯絡事項。 

 綜合業務管制考核、文書作業檢核、研究發展及為民服務事項。 

 防護團編組訓練及運用事項。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人事室 

 組織編制及員額配置事項。 

 職務設置、歸系及異動管理事項。 

 職員派免遷調、銓敘及請任（免）事項。 

 考試分發之核簽擬辦事項。  

 分層負責之彙辦事項。 

 動員及緩召案件之擬辦及陳報事項。 

 人才儲備及人力規劃之擬辦事項。 

 職員考核獎懲及考績事項。 

 職員差勤之管理事項。 

 職員訓練、進修及出國事項。 

 員工文康活動之辦理事項。 

 職員待遇、福利及各項補助事項。 

 職員退休、資遣、保險及撫卹事項。 

 人事資料之蒐集、登記及保管事項。 

 其他人事管理臨時相關事項。 

主計室 

 非營業基金及本機關預（概）算之籌編、報核及分配事項。 

 預算執行之控制、審核及財務之稽核，採購案件之監辦。 

 經費流用與歲入、歲出保留案件之彙編及報核事項。 

 會計簿籍之登記與會計憑證之編製、保管，及各項會計報告之編製

與公告事項。 

 辦理年度決算。 

 現金、票據、有價證券及其他財物之查核事項。 

 推動公務統計及制定水利業務統計制度。 

 辦理職務上應用統計分析及專（個）案統計調查。 

 統計資料之管理、提供、發布及統計書刊之編印。 

 辦理主計人員之人事管理事項。 

 其他有關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政風室 

 政風法令之擬訂事項。 

 政風法令之宣導事項。 

 員工貪瀆不法之預防、發掘及處理檢舉事項。 

 政風興革建議事項。 

 政風考核獎懲建議事項。 

 公務機密維護事項。 

 其他有關政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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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查各單位因應轄管之業務及工作所需，多年來自行發展

許多業務輔助之資訊管理系統。由於系統間橫跨不同的資料庫架

構甚至資料格式，導致資料無法有效率地流通與整合、相同目的

之系統與資料重覆建置、與新舊版本資料同時並存等課題，加上

過去內部資料交換主要以實體檔案方式流通，資訊傳遞之即時與

同步問題，造成大量人力及時間成本的耗費。 

因此，本年度於規劃設計及開發「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透

過平台進行資源整合作業與展示，進行平台設計與規劃之前，本

團隊首先須透過資料調查與業務訪談作業來深入了解北區水資

源局現有業務與業務資訊系統，透過全面性的業務調查與檢視，

將可了解目前各業務系統之資料內容以及其資料狀況，作為規劃

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之參考依據。 

本計畫規劃資料調查與訪談作業流程，包括在訪談作業前針

對各課室業務範疇的資料調查與蒐集，將蒐集到的資料與相關系

統進行初步彙整後，依據各單位業務範疇與本計畫規畫之系統需

求，進行針對各課室之訪談內容與重點規畫，訪談結果要更具可

靠性更符合單位需求，在進行訪談之前須確認各單位受訪的關鍵

人員故須依據業務現況進行訪談單位與人員擬定，確認受訪單位

與人員後開始進行訪談時間規畫與確認也就是指規畫訪談時程

並進行訪談邀約，接者就是實際開始進行訪談作業，完成訪談後

須盡快進行進行訪談資料彙整，並建議再次提供受訪者確認以避

免受訪內容之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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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調查與蒐集

訪談單位與人員擬定

訪談內容與重點規劃

訪談時間規畫與確認

訪談作業

訪談資料彙整
 

圖 2- 2 訪談流程圖 

二、 資料調查與蒐集 

(一) 北區水資源局既有資訊系統盤點 

本團隊計畫初期透過與各課室業務訪談方式蒐集與盤點北

區水資源局主要業務現況所使用中之業務系統，北區水資源局依

據系統用途與業務類型將系統分為水文及氣象、大壩監測、水質

監測、水情資訊、地理資訊及行政資源等六類，依據系統管理單

位、用途與說明彙整如表 2- 2 所示。 

表 2- 2 北區水資源局使用中內部業務系統 

系統名稱 管理單位 說明 

北區水資源局

水位雨量系統 

石門水庫

管理中心 

水庫各項水文之觀測及資料蒐集、整理、統計、分析，

以供水庫運轉之參考及供有關機關水利工程之設計、水

資源開發運用。 

水庫集水區設有水位流量站 5 處、雨量站 10 處，組成

一個完整的水文站網，同時以無線電做為水文即時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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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名稱 管理單位 說明 

資料蒐集。 

石門水庫氣象

觀測系統 

石門水庫

管理中心 

記錄十一份、石門、復興、霞雲、巴陵及玉峰等 6 站之

雨量、蒸發量、溫度、相對濕度、氣壓、風速及風向等

氣象資料，各站透過 GPRS 方式將相關訊息回傳至運轉

中心，並儲存至系統資料庫內，俾以後續查閱使用。 

石門水庫水位

與雨量站自動

蒐集系統 

石門水庫

管理中心 

石門水庫水位與雨量站觀測數值自動蒐集 

石門水庫集水

區 - 颱洪時期

即時逕流預測

系統 

石門水庫

管理中心 

為維護水庫安全並有效應用水資源，於颱洪時期需藉由

即時回傳之時雨量與時水位資料，應用逕流預測模式，

推求未來數小時之水庫可能入流量，以做為颱洪時期水

庫操作之參考。 

寶山第二水庫

水情資料暨展

示系統 

寶二水庫

管理中心 

寶二水庫之水情展示 

3D 地理資訊系

統 

保育課 整合石門水庫集水區各部會已發佈圖資，建置石門水庫

集水區三維空間資料庫。並開發動態集水區區域劃設、

土壤沖蝕量計算、地形縱橫剖面展示等線上即時分析工

具。 

土地管理地理

資訊系統 

資產課 收納正射影像、地籍圖，及局管土地、出租不動產、被

占用不動產、現況調查、用地取得原始檔案及補償清冊

等完整的資料庫，提供土地管理人員利用網際網路系系

統，快速釐清局管土地公務使用與被非法占用情形，掌

握局管土地利用現況。 

北區水資源管

理系統 

經管課 提供枯旱警戒水位、資料查詢、水位推估、報表管理及

即時資訊等功能，做為水源調度決策使用，並掌握水資

源供需情形，適時發布相關之調度措施。 

北區水資源管

理系統監控與

通訊系統 

經管課 系統所需營運資料蒐集及輸入(含供水資料、水文資料、

水庫營運資訊及氣象資料等)與配合使用者印製日常報

表。 

石門水庫集水

區原水濁度自

動監測 

保育課 提供集水區自動監測儀器濁度及水質，隨時了解石門水

庫原水濁度變化，迅速提供民眾供水訊息。 

石門水庫災害

即時查詢及通

報系統 

保育課 整合水利署及河川局等氣象資訊、監測資訊、災情通報

資訊，並透過研判分析，提高應變之能力。 

北區水資源局

專案管考系統 

計畫課 提供工程資訊、進度及資料填報、查詢及彙整。 

石門監測系統 養護課 提供石門壩區、榮華壩區及義興電廠等區域之地下水位

井、量水堰、地震儀等監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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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名稱 管理單位 說明 

石門水庫監視

系統平台 

養護課 提供石門水庫庫區 CCD 即時影像。 

 

(二) 外部資訊系統 

本團隊初步掌握目前北區水資源局主要使用中之外部業務

系統共 6 個，如表 2- 3。 

表 2- 3 北區水資源局使用中之外部業務系統 

系統名稱 管理單位 內容 

風景區現有停車位概

況填報 

交通部觀

光局 

風景區現有停車位數量調查。 

水文資訊傳輸管理維

護系統 

經濟部水

利署 

水文資訊傳輸 

提供使用者對於各水位站、雨量站站況修改新增，包

括：時雨量、日雨量資料、時水位、日水位，進而匯

入水文資料庫中。 

台灣定量降雨系集預

報實驗平台 

國研院颱

洪中心 

為協助提升我國防救災預警與應變能力，進行台灣定

量降雨系集預報實驗，增加災防單位進行情資研判時

可參考之資訊，協助提升災害防救效能。 

EcoLife 清淨家園顧

厝邊綠色生活網 

行政院環

保署 

利用環保署「清淨家園顧厝邊綠色生活網

（EcoLife）」，將各機關、部會權管之空地、空屋建

檔管理及環境整潔美化成效資料彙整。 

水權資訊網 經濟部水

利署 

利用經濟部水利署水源資訊網辦理水權申請相關案件

與業務。 

用水計畫資訊系統 經濟部水

利署 

為有效掌握已開發案在現有開發進度下之實際用水量

及用水計畫書內承諾之用水回收率及相關節約用水措

施推動情形，特建置本用水計畫資訊服務系統透過系

統辦理用水計畫相關業務。 

 

三、 訪談內容與重點規畫 

由於訪談調查收集信息資料，主要是通過訪談員與被訪者面

對面直接交談方式實現的，具有較好的靈活性和適應性，依據不

同的分類標準，訪談調查法可以分為多種類型：包括結構性訪談、

非結構性訪談、半結構性訪談等，本計畫採用半結構性訪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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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介於結構性訪談和非結構性訪談之間的半結構性訪談。 

在半結構性訪談中，利用調查表或訪談問卷，它有結構性訪

談的嚴謹和標準化的題目，純面訪之訪談作業雖然對訪談結構有

一定的控制，但給被訪者留有較大的表達自己觀點和意見的空

間。訪談員事先擬定的訪談提綱可以根據訪談的進程隨時進行調

整。 

本團隊於本年度針對各業務系統之資料進行蒐集及彙整，主

要依據北區水資源局各課室之業務執掌與系統化現況逐一進行

面訪，並輔以問卷調查(如表 2- 4)之方式，針對每一項業務之執行

內容進行細部的瞭解與整理分析，做為規劃「水資源經營管理平

台」之各項功能之規畫參考，以提供主管及業務人員有效執行各

項業務之執行，訪談之內容重點如下： 

表 2- 4 業務訪談內容規劃  

類別 問項 形式 

業務面 業務執行目標 開放式 

業務執行內容 開放式 

業務執行流程 開放式 

業務權責 開放式 

執行範疇或對象 機關、特定對象、民眾 

執行頻率 選擇期間 

與其他課室或其他業務(或其他機關單

位)之關係 

填寫單位/機關 

資料面 所需材料或資料 開放式 

重要產出資料或成果 書面、電子檔、資料庫 

資料建檔形式 書面、電子檔或資料庫 

系統面 資料維護狀況 定期維護、不定期、固定 

系統化程度狀況 系統化、部份系統化、無 

系統使用狀況 是否符合業務、功能是否

符合、發展期許 

未來發

展面 

業務系統化需求 開放式 

資料需求 開放式 

行動化需求 開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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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業務訪談問卷表(範例) 

日  期     年   月   日，    點   分 

地  點   

應出席人員 
參閱簽到表 

委託單位出席單位 

□計畫課 □品管課 □工務課 □保育課 □養護課 □經管課 □資產

課 □石門水庫管理中心□寶二水庫管理中心□秘書室 □人事室 □

主計室 □政風室 □其他： 

委託單位出席人員 
參閱簽到表 

溝通方式 
□公文 □電子郵件 □電話 面訪 □問卷  

□會議           □教學 □即時通訊 

內容 

受訪人員： 

連絡電話：                                    e-mail： 

項次 主題 內容 

一 業務範疇 主要業務項目： 

二 業務資訊化程度 業務使否資訊化□是□否(□有需求□無需求) 

系統運作與使用對象 

□外網：□民眾□特定單位：____________ 

□內網：□全局□特定單位：____________ 

系統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址/IP：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系統與資料庫內容 系統負責人： 

廠商：□建置__________________□維護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連絡電話/email：_________________ 

建置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統型態：□單機□網路 

資料庫：□SQL□Oracle□MySQL□其他 

四 所需資料與產製資料 業務所需資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業務產出資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統產出資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 資料維護與更新 □自動即時更新(□年□季□月□週□天□時□分) 

□人工手動更新(□年□季□月□週□天□時□分) 

資料型態(□MIS□GIS) 

六 與其他單位關係 □無 

□局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署內/中央機關：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方機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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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 未來業務發展與需求  

 

 

訪談之作業流程包括：1.訪談單位與人員擬定、2.訪談時間規

劃與確認、3.訪談成果彙整，說明如下： 

(一) 訪談單位與人員擬定 

訪談單位規劃依據局內組織與初步蒐集之系統資料清單，規

劃與各課室課長、正工程司與系統業務承辦人員等，業務現況與

未來發展主要以各課室課長、正工程司等主管為主要訪談對象，

系統化與發展需求則是以業務承辦人員為主要訪談對象。 

(二) 訪談時間規劃與確認 

確認訪談對象，進行訪談時間如表 2- 6，並於 104.7.7 完成北

區水資源局內部課室與水庫管理中心等十個單位之訪談作業。 

表 2- 6 訪談時間規畫表 

項次 訪談課室 時間 

一 石門水庫管理中心 於 104.5.5 上午辦理 

二 保育課 於 104.5.5 下午辦理 

三 經管課 於 104.5.13 上午辦理 

四 資產課 於 104.5.13 下午辦理 

五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於 104.5.15 下午辦理 

六 計畫課 於 104.6.5 上午辦理 

七 品管課 於 104.6.5 上午辦理 

八 工務課 於 104.6.10 上午辦理 

九 養護課 於 104.7.7 上午辦理 

十 秘書室 於 104.7.7 上午辦理 

 



 北區水資源局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建置(1/2) 

成果報告書                                        第二章 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策略規劃 

2-15 

(一) 訪談成果彙整 

本團隊針對已完成訪談之內容進行彙整，除提供作為北區水

資源局之平台規劃及發展之參考。並針對各課室系統化發展需求

給於建議如下： 

1、石門水庫管理中心 

(1) 主要業務職掌 

辦理石門水庫各項設施運轉、水庫蓄水範圍之使用管理、水

文設施及警報系統維護檢查、庫區水文資訊觀測、並肩負觀光之

業務、環境綠美化、苗木培育等事項。 

 
圖 2- 3 石管中心業務發展現況架構圖 

 

(2) 業務系統化 

依據訪談有四個主要業務系統，說明如下。 

A.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水位雨量系統 

目前北水局的官方網站中，雨量資訊即是自動同步自此系

統，包括石門、霞雲、高義、巴陵、嘎拉賀、玉峰、白石、鎮西

堡、西丘斯山、池端等十站，並透過十站雨量算術平均數來計算

庫區之入流量。此外此系統亦紀錄石門水庫區內共七個水位站包

括石門、霞雲、高義、稜角、玉峰、秀巒、鳶山堰，以壓力式水

位計進行觀測，資料紀錄採 10 分鐘 1 筆，主要提供水文年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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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之參考。 

B. 石門水庫氣象觀測系統 

提供於民國 85 年自建氣象觀測站共六站包括石門、十一份、

復興、霞雲、巴陵、玉峰等氣象觀測資訊，有測站氣壓、海平面

氣壓、測站氣溫、露點溫度、相對濕度、水汽壓、飽和水汽壓、

風速、風向角度、當分鐘累積雨量、當小時累積雨量、當分鐘蒸

發儀高度等氣象資訊，惟相關設施皆已老舊，建議僅作為其他觀

測資料不足時之參考。 

C. 石門水庫水位與雨量站自動蒐集系統 

紀錄北水局自建自動水位站及雨量站資訊，包括霞雲、高義、

玉峰、稜角、秀巒、鳶山堰等即時水位站，以及秀巒、鞍部、復

興、長興、三光、十一份等雨量站，雨量站部份僅為備援，並未

使用其雨量資訊作為入流量之計算因子。 

D. 石門水庫集水區颱洪時期即時逕流預測系統 

整合局內自動觀測站資料，提供颱洪時期即時逕流預測與分

析，建議未來雨量、水文資訊可由此系統介接。 

(3) 系統化發展建議： 

透過訪談得知石門水庫之業務系統發展已相當完整，但各系

統間資源無法自動整合，這對於資料掌握的即時性與決策性較

弱，建議後續可針對各項水文監測與設施管理營運等資訊開發網

路服務，透過系統與系統間之整合，快速整合各項資訊並提供管

理層決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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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管課 

(1) 主要業務職掌： 

經管課主要辦理轄區內各標的之用水分配，水資源調度與協

調仲裁等，並辦理水權與用水計畫等事宜。 

(2) 業務系統化現況： 

經管課業務系統化現況共有兩個系統，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

監控與通訊系統，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 

 
圖 2- 4 經管課業務發展現況架構圖 

 

A.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監控與通訊系統 

提供水文資料蒐集(局內自建站、第一河川局、第二河川局、

第九河川局、第十河川局、翡翠水庫管理中心、台電公司)、氣象

資料蒐集(局內自建站、第十河川局、中央氣象局、翡翠水庫管理

中心)、水庫營運資訊(新山水庫、西勢水庫、翡翠水庫、石門水

庫、鳶山堰、寶山水庫)等。 

B.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 

主要透過北區營運管理系統監控與通訊系統蒐集的資訊依

據業務需求呈現(包括枯旱警戒水位、水庫蓄水量排序、水庫水位

推估、水情報表查詢、即時資訊展示等)資訊。 

C. 常用外部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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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使用系統包括有水利署水權資訊網、用水計畫資訊系統

等。 

(3) 系統化發展建議： 

經訪談經管課所需之業務資訊有部分是透過人員進行資料

填報登錄，為提升系統對於業務之資訊供應更具即時性，建議須

針對所需之業務資訊進行來源彙整，並透過整合性平台如北水局

經管平台將資料與空間資訊進行整合與分析模組化，藉以提供用

水業務與水權業務之執行。 

3、資產課 

(1) 主要業務執掌： 

資產課主要業務範疇為辦理局管土地之清查、處分與管理，

另外亦針對局屬財產進行管理。 

(2) 業務系統化現況： 

資產課目前依據相關業務所開發之系統有二。 

 
圖 2- 5 資產課業務發展現況架構圖 

 

A. 北水局網際網路 GIS 查詢及管理系統 

主要提供局管土地使用狀況管理，包括租用、非法占用之管

控等，目前系統建置維護廠商為詮華國土測繪有限公司，產製與

蒐集圖資有局管土地集水區外之航拍影像、局管土地之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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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地圖等資料。 

B. 財產管理系統 

主要搭配資產課業務針對局內財產進行使用與維護管理，後

續擬規劃系統升級作業並研擬納整至經營管理平台之可能性評

估。 

(3) 系統發展建議： 

資產課目前持有透過委辦計畫拍攝之航照圖，建議可發展網

路服務發布方式提供至本計畫所開發之經管平台，另外所持有之

地籍圖中關於土地權屬與局管土地之宗地資訊因考量資料內容

之敏感性，建議亦可透過發布圖資服務單純就地籍圖之土地坐落

與地段地號等資訊提供經管平台與其他單位之業務系統介接。 

4、計畫課 

(1) 主要業務範疇： 

計畫課業務為主管局內各項綜整業務，與委辦計畫及專案等

執行管控作業。 

(2) 業務系統化： 

目前系統建置現況則主要有北區水資源局專案管考系統。 

 
圖 2- 6 計畫課業務發展現況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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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北區水資源局專案管考系統 

其資料均為工程承辦人員自行填報，資料與水利署專案管考

系統及工程會資料無同步與直接關係，系統權限分為 ABCD 四種

權限，A(計畫課)資訊人員(可進行案件刪除)權限較高，B(計畫課)

計畫掌控人員，各課室有開放，C 工程承辦課課長，正工程師審

核，D 工程承辦課之承辦人員。 

(3) 系統發展建議： 

目前專案管考系統均透過各課室專案承辦人員自主性填報

個案執行進度，建議透過發展遠端監造並將專案執行資訊整合，

提供更即時性專案執行進度與管控。 

5、品管課 

(1) 主要業務執掌： 

主要辦理工程品質，執掌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稽查與施工材

料試(抽)驗，稽查作業包括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經濟部北水

局之施工查核，以及水利署及北水局工程督導小組之施工督導(北

水局 2 個月督導 2-3 件工程)；品管課亦每月辦理走動式督導(針

對設置品管人員之本局工程)。施工材料試(抽)驗部分，品管課業

已成立 TAF(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可實驗室辦理鋼筋及混

凝土材料試(抽)驗，其他施工材料則委託 TAF 認可試驗室辦理，

目前業務並未透過系統進行管控。 



 北區水資源局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建置(1/2) 

成果報告書                                        第二章 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策略規劃 

2-21 

 
圖 2- 7 品管課業務發展現況架構圖 

 

(2) 系統發展建議： 

短期建議於經管平台中發展品管督導資訊看板，主要提供品

管課將各級督導行程資訊登錄與公布，中長程發展則建議將依據

品管程序建置管理資訊系統，提供業務承辦人員管控品管作業資

訊、監測與稽核結果，提供局內主管掌握各項工程之執行品質。 

6、養護課 

(1) 主要業務執掌： 

主要業務範疇為針對石門水庫庫區、榮華壩區與義興防砂壩

區等設施及週邊工程結構物進行監測與維護。 

 
圖 2- 8 養護課業務發展現況架構圖 

(2) 業務系統化： 

依據業務需求目前已系統化之業務系統有二包括：石門監測

系統與石門水庫監視系統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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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石門監測系統 

主要針對石門壩區、榮華壩區及義興電廠等區域進行 1.地下

水位井 2.量水堰 3.地震儀等監測 

B. 石門水庫監視系統平台 

提供遠端 CCD 即時影像資訊監控。 

(3) 系統發展建議： 

建議發展行動資訊平台，將石門監測系統資訊與監視資訊透

過行動平台呈現，除提供更即時性管理介面，亦可提供長官同步

掌握與決策支援。 

7、保育課 

(1) 主要業務執掌： 

主要業務範疇為針對水庫集水區辦理維護與治理、糾紛處

理、污染防治及防砂治理等業務。 

 
圖 2- 9 保育課業務發展現況架構圖 

(2) 業務系統化： 

依據業務需求目前已系統化之業務系統有三包括：3D 地理

資訊系統、石門水庫集水區原水濁度自動監測、石門水庫災害即

時查詢及通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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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D 地理資訊系統 

主要整合石門水庫集水區各部會已發佈圖資，建置石門水庫

集水區三維空間資料庫。並開發動態集水區區域劃設、土壤沖蝕

量計算、地形縱橫剖面展示等線上即時分析工具。 

B. 石門水庫集水區原水濁度自動監測 

提供集水區自動監測儀器濁度及水質，隨時了解石門水庫原

水濁度變化，迅速提供民眾供水訊息。 

C. 石門水庫災害即時查詢及通報系統 

整合水利署及河川局等氣象資訊、監測資訊、災情通報資訊，

並透過研判分析，提高應變之能力。 

(3) 系統發展建議： 

建議將現有系統發展圖資服務並發布以提供經管平台及其

他系統作為基礎圖資使用，並將原水濁度自動監測資訊與災情通

報資訊等透過服務整合至行動平台供局內長官即時掌握與決策。 

8、寶二水庫管理中心 

(1) 主要業務執掌： 

主要業務範疇為針對寶二水庫各項運轉及標的用水管理，另

外針對庫區進行水文監控、集水區治理等業務。 

 
圖 2- 10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業務發展現況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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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業務系統化： 

依據業務需求目前已系統化之業務系統為寶山第二水庫水

情資料暨展示系統，主要提供寶二水庫之庫區水情資訊與展示，

其內容有測站基本資料(雨量、 水位、水庫測站資料)，水情資料

查詢(雨量統計、雨量、水位、 氣象、聯通管、閘門監控、放流警

報廣播記錄檔)，水情資料展示( 水情看板資料、聯通管資料、閘門

監控資料、水質監控資料展示)，水情狀態與服務(資料蒐集即時

狀態、WS 資料供應服務)等，資訊建置已相當完整。 

(3) 系統發展建議： 

本計畫已將寶二水庫之水情資訊透過資料庫整合至經管平

台，但由於整合方式為直接讀取資料庫之方式，此方式易造成原

始系統之效能負荷，仍建議可發展網路服務模組透過系統與系統

間資料資訊自動介接將寶山第二水庫水情資料暨展示系統之水

情資訊透過網路服務之方式提供整合。 

9、工務課 

(1) 主要業務執掌 

主要業務範疇為針對年度工程施工計畫之編擬及執行管考，

並執行工務行政、工程招標、訂約及驗收事項與開發工程監造等

工程相關性業務。 

 
圖 2- 11 工務課業務發展現況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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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業務系統化 

目前尚無系統化之業務系統。 

(3) 系統發展建議： 

建議就工程管控之業務需求，發展工程管考系統並整合工程

相關系統資訊，結合經管平台 GIS 與 MIS 多尺度概念，透過空間

化工程管理，提供更準確更即時之工程進度掌控。 

10、秘書室 

(1) 主要業務執掌： 

主要業務範疇除局內相關行政事務，另外亦須針對立委交辦

案件進行資料登錄與執行管控。 

(2) 業務系統化： 

針對上述立委交辦案件之管理僅止於透過文書軟體將資料

登錄，並透過人員進行管控與追蹤。 

(3) 系統發展建議： 

建議開發案件管理系統，透過系統提供案件列管亦可整合至

行動平台提供相關業務主管可隨時掌握案件交辦與執行。 

(二) 各課室業務架構彙整 

彙整上述訪談資料及各課室提供之業務清單，參考本年度工

作項目及實際應用需求，第一階段本計畫介接各水庫即時水文、

水質、大壩監測及各項監視資料，因此針對上述北區水資源局所

建構之業務系統，本團隊彙整各業務系統所建構之相關水資源管

理所需資料，作為後續建置「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之資料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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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彙整之各項資料如圖 2- 12 所示。 

 
圖 2- 12 北區水資源局內部業務架構彙整 

貳、 設計橫向整合之決策應用案例 

依據截至目前之現況調查、資料彙整以及需求訪談結果，本

計畫規劃四大項可提供決策輔助及跨域加值之水資源整合分析

案例，包括「水情決策資訊」、「雨量決策資訊」、「水質決策資訊」

及「清淤決策資訊」，所規劃之案例包括具體可行之資料取得、資

料分析及資料展示雛型構想，詳細規劃說明如下。 

一、 水情決策資訊 

(一) 規劃構想 

水庫管理單位最主要之業務權責乃控管水資源之調度，而為

有效控管水資源的利用，並提升水資源的運用效益，提供關鍵性

的水庫營運決策數據則為重要的課題，因此規劃彙整北區水資源

局轄區範圍內各項水庫營運之數據，並建構一套水情資訊展示介

面，以提供主管人員進行決策之參考依據。針對北區水資源局轄

區範圍內之水庫，規劃蒐集建置以下相關營運資訊。 

1、石門水庫蓄水量資訊，項目包括：有效容量、集水區降雨

量、水位標高、蓄水量、進水量、放水量以及蓄水量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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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2、石門水庫每日供水日報表，項目包括：雨量、蓄水量、取水

量、水位、支援及供應各項用水量。 

3、寶二水庫營運資訊：水位(m)、雨量(mm)、有效蓄水量(萬

噸)、蓄水率(%)、入流量、供水量、隆恩堰取水量。 

(二) 資料分析及展示 

現行區域水資源管理系統，功能大項包括乾旱預警、水源調

度模擬、地面水文預報、輔助決策等，其中乾旱預警以經濟部頒

佈之「區域水資源調度機制」之規劃為依據，期評估考量主要因

子包括未來氣象展望、近期降雨量、河川流量、水庫進水量、水

庫蓄水率、預估之未來可正常供水天數、地下水蓄水量等。 

為強化乾旱預警之分析模式，林奕霈(2013)以水庫之蓄水資

料及入流量作為強化預警機制的基本參考因子，即依據水庫之入

流量、蓄水量、各計畫用水量、及入流量歷史紀錄等資訊，由水

量平衡計算推估出來某個時段的水庫蓄水量。本計畫將透過此研

究成果所擬定的枯旱警戒分析模式來提供主管決策之參考，其計

算分析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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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情決策資訊展示構想 

規劃提供各項水庫營運之決策資訊，透過介接 Web Services 

直接讀取觀測單位的即時水情資料，並輔以地理資訊空間介面進

行整體性展示，提供使用者更親切、清楚之圖文介面進行即時水

情監看，以為防救災決策支援。 

 
圖 2- 13 水庫水情決策資訊示意圖 

二、 雨量決策資訊 

(一) 規劃構想 

不論是汛期或是適逢乾旱，雨量乃水庫營運最關鍵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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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人員須有效掌握雨量資訊才能夠針對水庫進行最有效且正

確的操作，因此系統整合內部建置之位監控站外，更整合氣象局、

水利處等防救災相關單位之各項雨量警戒資訊，以提供決策者方

便取得所需的雨量資訊。 

(二) 雨量資料分析 

乾旱指標在當乾旱可能發生時，必能顯示其跡象，提供早期

乾旱預警的指示，在乾旱發生時，乾旱指標須可靠地評估乾旱影

響情況與其未來發展潛勢，作為緊急乾旱應變措施施行的重要依

據。依據 98 年經濟部水利署「旱災潛勢定義及其分析方法之建

立」計畫中比較各種乾旱指標以及考慮台灣地區乾濕季節特性分

明，仰賴水庫蓄水以供乾季時民生、農工業等使用特性後，選用

標準化降雨指標  (SPI, standardizedprecipitation index)為乾旱指

標。標準化降雨指標 SPI 計算之流程如下圖 

 

圖 2- 14 標準化降雨指標(SPI)計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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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旱災潛勢定義及其方法之建立」，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98 年 6 月。 

 

McKee et al. (1993) 所提出的 SPI 此方法是藉由標準化過程

將降雨觀測值轉換為機率來表示，由於將降雨量標準化，因此可

以用來比較在不同區域之乾旱情形，具有計算簡單、僅需單一輸

入變數、可調整之時間尺度與相同概念可應用於降雨之外的其他

水文資料等多項優點，因此本計畫利用 McKee et al. (1993) 所發

展的 SPI 來定義和監測乾旱。 

表 3- 1 標準化降雨指標 SPI 值對應之乾旱等級 

 
資料來源：McKee, T.B., Doesken, N.J. and Kleist, J., 1993, The relationship of 

drought frequency and duration to time scales, Eight Conference on Applied 

climatology, 17-22 January Anaheim, California. 

資料分析及展示 

資料之展示上，依據決策之需求提供各種不同的時間頻率之

雨量資訊，包括當日累積雨量、10 分鐘雨量、1 小時雨量、3 小

時雨量、6 小時雨量、12 小時雨量、24 小時雨量以及平均降雨量，

此外，若適逢颱風期間，將透過介接氣象局所發布陸上及海上警

戒發布之訊息，提供決策者掌握整個颱風期間之累計雨量資訊。 

三、 水質決策資訊 

(一) 規劃構想 

水質資訊亦為水庫營運重要之參考因素，因此規劃整合內外

部各項水質監測資訊，包括環保署、自來水公司以及農田水利會

等監測站資訊，提供決策人員隨時掌握水庫之水質資訊，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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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規劃介接氣象局所發布之豪大雨以及颱風等氣象預報資訊，以

協助了解在各項氣候情況下水質變化之情形，蒐集建置以下相關

水質決策資訊，項目包括：濁度、懸浮固體、電導度、酸鹼值、

水溫、溶氧量、總溶解固體、濁度推估等水質資訊。 

(二) 水質資料分析 

近年來，很多國內外學者已經採用多變量統計分析來進行水

質評估，較常見的方法為主成份分析、群集分析以及判別分析。

各地方的水體環境不同，可以利用主成份分析來評估水質參數之

間的相關性，以及分別占水質影響成份之多寡，藉此找出影響各

區域水質的主要因素及條件。 

因此，本計畫規劃藉由多變量統計分析以量化方式探討北區

水資源局轄區範圍內之水質變化，經由多變量統計法解釋獲得的

成份資料，評估影響水庫水質的主要因子；對於流域中的測站做

群集分析，以瞭解測站之間的特性，對於同質性高的測站，可以

做刪減或是進行位置的改變，以達到經費節約或是得到更加的水

質監測效果。 

(三) 水質決策資料展示構想 

透過以統計圖表之方式呈現各時間點之水質變化趨勢，並透

過訂定每個水質指標之警戒值，當水質之數據超過所設定之警戒

值時，將主動發布訊息讓決策人員了解最即時之決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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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5 水質決策資訊示意圖 

四、 清淤決策資訊 

(一) 規劃構想 

石門水庫為台灣淤積情形最為嚴重的水庫之一，因此北區水

資源局每個年度皆規劃於水庫之上中下游之地區不間斷的進行

清淤之作業，以增加水庫之有效蓄水量，期望能夠有效延長石門

水庫之使用壽命；因此，清淤量之相關資訊乃為決策人員經常關

切之資訊，作為掌握水庫清淤進度以及效益之重要參考資訊。 

(二) 資料分析及成果 

目前石門水庫主要執行清淤之場址包括：義興壩、羅浮橋、

阿姆坪、抽泥浚渫以及沉澱池清運等五處，其清淤作業之重要性

在枯旱時期更為受到重視，因此透過資料展示之介面，將可提供

決策人員可得知每日各清淤場址之清淤資訊，也可透過統計圖表

呈現當年度累積清淤以及每月清淤資訊之統計資料，如下圖示意

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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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6 水庫清淤量決策資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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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短中長期發展規劃 

由於水資源規劃需長期針對用水需求、備用水源、水資源需

求潛勢進行評估，對於供水管理規劃、環境保育分析、水資源管

理策略檢討等，其規劃分析過程中需要多元且大量的資料作為基

礎，並以應用面來做為分析數據及運算模式之方向，為有效管理

各類水源運用之相關資料，「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之建立須考量

不間斷的基礎與監測資料更新模式，以達平台永續經營與發展之

目的。 

本計畫以於北區水資源局業務現況之調查結果為基礎，依據

各業務單位之涵蓋範疇內容與資料、系統發展現況，規劃「水資

源經營管理平台」之雛型架構，說明如下： 

壹、 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軟硬體規格與架構 

一、 定義使用對象 

主要使用對象為北區水資源局之主管人員以及各業務之承

辦，提供主管人員透過各項資料查詢及決策資訊輔助，快速掌握

水資源之經營管理以及水資源相關決策之輔助資訊。 

二、 網路系統架構 

本計畫系統架構於水利署內部網域（Intranet）搭配部份資訊

架設於全球資訊網（WWW）上，利用 HTML5、ASP.NET、、

GeoServer、OpenLayers、Web 伺服器、Web 瀏覽器等相關技術，

將有關系統建置際網路伺服器上，以達成資訊全面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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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7 系統軟硬體環境與對象 

 

 
圖 2- 17「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平台系統環境架構 

三、 功能架構 

針對目前對於北區水資源局業務現況之調查結果，本團隊依

據各業務單位之涵蓋範疇內容，經由業務問卷調查、資料蒐集以

及功能需求訪談後，規劃「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之雛型架構，

本計畫規劃之平台功能架構如圖 2- 18 所示。 

IP 作業系統 防火牆 網站 對象 

192.168.99.67 

(wrmsweb) 

Windows Server 

2012 
內部 水資源經管平台 

局內網 

知識管理平台 

水資源主題論壇 

局內同仁、

長官 

192.168.99.68 Windows Server 

2012+SQL 2014 
內部 資料庫、資料同步

程式與排程 

無 

192.168.97.13 Windows Server 

2012 
對外 水情 App 

工程管理功能 

行動版工程管理 

局內長官 

施工監造廠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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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本年度建置開發

表示本年度未建置，擬定於下年度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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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8 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雛型功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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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系統環境 

本平台採用三階式架構，透過內部網路及全球資訊網傳輸資

料，由瀏覽器提供前端使用者操作，後端分為資料庫伺服器及網

際網路伺服器。 

貳、 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未來發展規劃 

資訊系統之發展無法一蹴可幾，發展過程除了需要搭配資訊

技術的演進外，單位內部的工作模式、業務流程與文化也須相應

配合。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作為北水局整合平台之角色，需要顧

及不同業務人員工作上專業的需求，同時又須兼顧決策者所需要

較少但卻更為關鍵的資訊，以及單位內部對於資訊系統建置之迫

切性等等複雜因素，為了不使發展方向在過程中偏離初衷，平台

必須於建置起始階段，擬定未來短期、中期至長期的發展方向。 

然而資訊技術日新月異，過去 10 年一個世代的資訊演進早

已不敷存在，取而代之的則是短則數月，長則 1 至 2 年就會推出

破壞性改變的架構與技術，因此在策略規劃上，短期發展方向將

著重於後續工作的建議與推動，中、長期則以業務層面或決策者

需求導向為主，至於實做方式則不詳盡討論。 

整體來說可以將策略規劃分為以下三種，分別為「短期：內

外部水資源資料整合」、「中程：水資源資料加值分析」、「長期：

建構水資源空間決策支援系統」，詳細說明如下。 

一、 短期發展目標：內外部水資源資料整合 

隨著 GIS 技術的推廣與普及，所建構之資料最主要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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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其高度整合功能。隨著 GIS 技術以及 SOA 架構的發展日新

月異，其架構係以 Open GIS 為核心精神，使得分散在各單位的

GIS 資料能夠在網路上進行分享與整合。因此，短期發展之目標

乃整合北區水資源局以及各外部單位之各項水資源資訊，並透過

空間化以及視覺化展示之整合技術，輔助北區水資源局進行水資

源之經營管理與保育，讓水資源得以永續利用。短期發展規劃之

項目研擬如下： 

(一) 持續發展工程資訊管理功能 

1、建立線上審查簽認機制 

使訂約廠商可線上產製估驗計價文件，文件資料可自既有系

統資料庫撈取帶入，如估驗明細表、施工進度報告表及施工照片。 

2、納入督導作業機制， 

可提供預定督導工程圈選、督導結果登錄、缺失改善情形、

督導統計資訊與報表產製。 

3、建立施工抽查標準管理功能 

提供不同施工項目之抽查標準、抽查時機、抽查方法、抽查

頻率等設定介面，以供契約工項於設定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時

可自動帶入。 

4、建立不合格改正追蹤管理功能 

可設定如檢查日期、限定完成改善日期、缺失具體情形(含位

置、範圍)、採取改正措施，並可線上勾選複查結果與產製其紀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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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動組織知識管理與分享交流 

1、新增重要文件審核關卡及歷程查詢機制 

針對部分業務關連性較高之知識文件，開發審核機制，提供

管理者於後台依文件類別指定審核角色，並於使用者上傳文件後

自動寄發通知至系統審核。 

2、依據不同業務內容提供不同維護流程功能 

擴大知識文件管控範疇，整合不同業務類型之特性，設計可

彈性設定欄位、流程之管理機制。 

3、開發文件訂閱及同步推播機制 

提供使用者於知識平台訂閱感興趣的文件或人員，當文件回

覆或被訂閱者發文時，除可於系統查詢外，行動版知識平台亦可

自動發送推播提醒。 

4、建置行動版知識分享管理平台 

提供使用者 

(三) 強化經管平台內外資料整合機制 

1、持續整合內外部水資源資料 

除水資源經管平台雛型功能外，持續擴大介接現有相關業務

資訊系統，萃取可供主管進行決策及情境式之整體資訊呈現。 

2、強化並輔助建置各單位內部資訊管理系統 

從訪談中得知，許多單位目前仍未有建置完整的資訊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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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來輔助業務，因此相關資訊亦無法有效整合於資訊平台，提供

決策者查詢。因此第一階段的當務之急即為資訊化基礎建設，協

助各單位整理業務流程，導入 E 化管理，如會議交辦事項管理、

立委關切案件等。 

3、擴充行動應用之層面與功能 

建置水資源經管平台行動版本提供決策者更即時取用相關

資訊，納入工程、水質、水情、雨量等不同面向的重點業務資訊，

並提供警戒提醒、自動更新、主動推播等功能與服務。 

(四) 強化後端資料服務整合與異常提醒機制 

由於經管平台係整合多種異質類型、來源、頻率之資料，因

此供應端資料穩定性對於前台使用者操作感受極為重要，故本計

畫將針對後台資料服務開發監控及警示功能。 

1、開發外部服務手動設定管理功能 

開發服務介接管理功能，提供管理者於後台選擇資料來源類

型（雨量、水質、水位等），透過後台介面自行增設資料來源、欄

位屬性及資料頻率。 

2、提供外部服務即時監控機制，來源異常時自動通知管理者 

開發監控服務，即時監控資料斷訊、異常情形，並以燈號顯

示服務來源穩定情形。於服務確定斷訊時自動寄發通知給相關管

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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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期：知識管理擴大推動暨水資源整合資料加值分析 

基於短期目標所建置的各項基礎建設，包括業務管理資訊系

統之建置、內外部資料完整介接、知識管理平台持續推動以及穩

定的服務監控與管理機制，應足以協助北水局針對現有業務有效

管理與應用。 

(一) 水資源資料大數據(Big Data)分析 

可預見的是，隨著平台的穩定發展，勢必累積的大量業務與

觀測資料，但是這些基礎資料如果未經分析，通常無法顯示出資

料群體之性質，包括在時間及空間上的變化、相關性、影像性等。

因此，水資源資料分析模式的建立，包括相關資料的讀取、運算、

展示與系統界面的關聯、溝通等，是水資源經營管理系統不可或

缺之方向，資料也須經過有效運用與加值分析，方能轉化為知識

提供業務執行參考。 

而資料之加值分析並非單純地套用軟體、公式直接進行分

析，除了須充分掌握業務執行之專業背景、應用分析之現況與瓶

頸外，面對水資源領域時，動輒百萬甚至千萬筆以上的觀測數據，

如何解決面對大數據時的資料分析，以及從大數據中挖掘具參考

價值之知識，則為後續重要且關鍵的方向。 

1、文獻回顧暨水資源資料清查 

針對國內外水資源領域相關之大數據分析課題與案例進行

回顧與蒐集，分析萃取可供北水局應用之經驗；蒐集整理平台收

錄資料，並評估其他可供參考之外部資料集（如政府開放資料平

台）納入分析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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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用需求訪談 

以抗旱、防汛、地震等災害事件為主題，訪談業務單位以了

解實務應用面之需求，彙整分析各單位之意見與建議，以作為後

續大數據資料分析之基礎與應用之參考方向。 

3、資料標準化 

針對所蒐集之資料進行既有欄位資料表結構及各單位搜及

之業務填報資料是否標準化，包含資料型態、全形半形、中文數

字轉換等正規化檢查，以維持確保資料之正確性與完整性。 

4、資料合理性評估 

對於正規化之資料，進行合理性評估，篩選現有水資源經營

管理平台中可能因人工誤值或未更新之數據，以符合資料處理與

報告之需求，俾利進行後續資料關聯性分析。 

5、智慧應用架構分析與雛形建置 

以既有水資源經管平台資料為主要分析標的，辦理水資源主

題之關聯性分析，應包含防汛應變主題、抗旱與用水調配、地震

等關連性分析。依據關聯性分析之結果，以基礎統計學理，進行

網頁基礎之應用程式開發，搭配圖表方式清楚呈現不同區域之應

變處理建議、中長期趨勢方案，以供北水局於平時整備及災害緊

急處理時資訊之參考。 

(二) 全面推動知識共享管理機制 

知識來源之基礎分為外顯知識(Explicit Knowledge)、內隱知

識(Tacit Knowledge)與專家知識(Expert Knowledge)，短期目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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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之知識管理平台即為外顯知識，針對儲存在北水局內部文

件、資料庫、檔案、書籍等中，這些有形的知識被文件化、標準

化、系統化後，才能便容易傳播、管理和控制，且重複使用機會

高，接近北水局各層級人員日常業務所需。 

然而真正的組織文化與無法取代的知識，則是內隱知識，存

在於多數人員的心智中或一些難以分享的儲存體中，幾乎無形的

經驗式知識，通常須經由人際互動才能傳承或是透過專欄，以文

字描述來加以儲存，相對建置所需時間增加，知識生產成本高；

重複使用機會低，一旦建檔完成，卻更具實際知識價值。 

因此為挖掘深層隱性知識，透過知識管理平台之建置仍有不

足之處，應持續推動並紀錄其使用情形，依據後續使用規劃提出

檢討。 

1、知識管理應用情形檢討與分析 

資訊服務平台之建置並非一兩年內即可達到好用、易用、實

用之目標，現行的資訊系統多採取滾動式管理與開發，亦即每二

至三年為一週期，檢討現有的各項功能與使用情形，除探討平台

建置之品質，並彙整分析使用情形，提供後續發展之建議。 

2、建立知識分享績效統計 

知識管理之推動須由下而上(bottom-up)，才能將眾人的智慧

結合起來，以文字、圖像方式紀錄傳承。然而主管若能建立績效

評核機制，每月/季就各單位分享數量、使用情形等數據納入管理

指標，則可更有效率地推動系統。為達到此目的，須配合完善的

系統後台統計模組，提供各版面、功能使用情形監控與紀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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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主管可隨時自後台查閱使用情形統計、匯出相關報表，提高管

控效率等。 

3、知識管理子系統整合暨版面優化 

知識管理之推動成功與否，往往取決於系統的易用性，若能

大幅降低使用者進入使用、發文、回應的操作門檻，將會提高使

用者的使用意願。加上資訊技術演進快速，建議持續針對知識管

理與論壇、全文搜尋等子系統加強整合與導引，除可加速系統熟

悉的磨合，亦可減少未來系統維護之成本。 

三、 長期：建構水資源空間決策支援系統 

(一) 策略目標 

一套可解決實務問題的決策支援系統之建置，除了仰賴資訊

技術之導入外，更需要專業的業務知識作為基礎，蒐集掌握完整

且穩定、持續更新的資料來源與友善的人機互動介面等等。北水

局透過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之建置與擴充，將各項重要元素逐年

整備，對長期發展來說，應持續朝向決策支援之應用發展，更應

利用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在 GIS 技術上的優勢，建置水資源空間

決策支援系統，結合知識管理累積之業務知識、大數據分析之成

果等，提供業務層面更具實務且更有意義的決策參考。 

以往水資源管理及災害應變偏重於區域性整體平均性質的

考量，例如區域缺水指數的訂定或是洪水水位之推估，多半仍屬

於一維性的指標評估與資料分析。然而，在未來水資源精準調配

與水資源重點保育的要求下，空間化之決策分析方法將會大量的

應用於水資源資料的分析中。決策支援為本系統建立之最終目



北區水資源局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建置(1/2) 

成果報告書                                                第二章 工作執行方法與步驟 

2-45 

標，透過資料完整的蒐集、建置，以及地理資訊系統、水資源分

析模式、專家系統等分析工具之運用，產生可供水資源管理決策

支援之訊息或措施。 

(二) 預計方案 

1、建置水資源用水調配空間決策支援系統 

北區水資源局管理台灣北區五大重要水庫，並直接管理操作

石門、寶二水庫。豐水期的運轉操作，以及各區域水資源的運用

配置與農、工業用水量、用水審核、水權管理等決策之品質，對

水資源影響甚距。本系統在執行面上則包括以下工作。 

(1) 蒐集彙整自來水公司、農田水利會、台電公司等水庫管理單

位、用水單位之資訊，提供資料彙整平台。 

(2) 導入用水調配公式與相關法規，提供步驟式導引功能，協助

承辦人員業務執行。 

(3) 提供歷史用水調配紀錄查詢與趨勢分析、後續影響等，作為

決策輔助之參考依據。 

(4) 開發情境模擬功能，依不同用水調配方案，比對歷史數據與

趨勢，提供後續效應預測。 

2、防汛整備及應變資訊整合決策支援系統 

平時整備及防汛應變資訊涉及工程執行狀況、水庫運轉操

作、土石流潛勢、山坡地與崩塌地管理、地質與土壤、週邊居民

及避難設施等跨領域、跨機關資訊，北區水資源局作為北部地區

水庫及水資源主管機關，實有必要依據每年防汛期的各項應變機

制，建置決策支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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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抗旱時期資訊整合暨水庫運轉決策支援系統 

台灣年平均降雨量超過 2500mm/yr，但坡陡流急，水源無法

有效涵養，因此須興建水庫確保水源供給。然而隨著氣候劇烈變

遷，極端氣候趨勢逐漸明顯，加上北部地區水庫多為早期興建，

淤積問題逐年增加，水庫蓄水能力無法負荷過去不受限制的用水

方式。 

因此每年旱季(11 月-5 月)期間，需要有一套資訊整合與決策

輔助平台，提供主管即時檢視每日雨量、水庫蓄水情形與每日配

水、清淤工程執行進度等，除了資訊檢視外，亦配合專家知識庫、

水庫操作指導手冊之導入，建立各階段限水警示建議、水庫運轉

操作方案模擬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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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雛型建置 

為強化北區水資源局水資源資訊整合與管理決策之效率，本

計畫結合北區水資源局局既有之各項業務與水情、水質及各監視

及監測系統，應用地理資訊系統之技術，規劃並建置「水資源經

營管理平台建置」，並整合既有局內網及各業務資訊系統的關鍵

資訊，以建置北水局業務整合入口平台為目標。 

因此，本計畫以「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做為局內所有業務

人員之業務入口平台，結合原局內網各業務資訊系統的關鍵資訊

以及本年度開發之「水資源主題圖台」、「知識共享管理」、「水資

源論壇」以及「工程資訊管理」等各項功能，亦透過整合不同單

位之相關資料，打造水資源經營管理與防災應用與應變之整合性

支援平台。 

本章節以本年度開發之系統功能為主軸進行說明，局內網則

於第五章進行完整之說明。 

第一節 業務支援資訊整合 

本計畫建構之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將以北區水資源局轄管

之各水庫即時水文、水質、大壩監測及各項監視資料為基礎，同

時整合水利署各科室、河川局、環保署、林務局、水保局、氣象

局等環境相關資訊，並結合空間資訊之圖台，建置各監測資訊整

合介接服務之功能以及展示介面，以提供主管及業務人員良好之

決策展示平台。 

然而，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之成敗乃仰賴平台所提供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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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其所需各類資料是否完備，例如：水文觀測數據、空間圖資、

工程辦理進度資訊與成果報告等。因此，為擴展水資源經營管理

平台作業功能的廣度與深度，本計畫整合北區水資源局內部及外

部之資料。 

資料來源除了整合北區水資源局內部之資料與服務外，亦介

接外部可供取用的資源，經本計畫之規劃，整合內外部單位共 40

項重點資料。其中因受限於計畫執行之期程，針對資料之整合作

業納入業務之急迫性與重要性進行全盤考量，將各項資料之整合

作業分別規劃於 104 以及 105 兩個年度來執行，104 年度計畫以

整合北區水資源局內部既有資料為主要標的，以達成建構一整合

平台作為各科室業務輔助使用的目標。其項目茲簡列如下： 

壹、 北區水資源局內部資料整合 

一、 業務系統資料彙整 

歸納蒐集北水局內部既有之各項業務與水情、水質及各監視

及監測系統，主要包括：「水位雨量系統」、「氣象觀測系統」、「颱

洪時期即時逕流預測系統」、「3D 地理資訊系統」、「水資源局管理

系統」、「監控與通訊系統」以及「土地圖資查詢系統」等。 

經本計畫初步之規劃，本年度建置之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的

基本資料目錄主要有以下數類： 

表 3- 2 局內既有資料整合項目 

取得年度 類別 資料名稱 資料來源 資料格式 

104 圖層 行政區域範圍圖 內部資料 SHP 實體圖資 

104 圖層 自來水區別圖 內部資料 SHP 實體圖資 

104 圖層 集水區範圍圖 內部資料 SHP 實體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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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年度 類別 資料名稱 資料來源 資料格式 

104 圖層 石門水庫供水設施 內部資料 SHP 實體圖資 

104 圖層 地籍資料 內部資料 SHP 實體圖資 

104 圖層 工程點位 內部資料 資料庫資料表 

104 圖層 雨量站位置圖_內部測站 內部資料 資料庫資料表 

104 監測 即時水位資料_內部測站 內部系統介接 資料庫資料表 

104 監測 即時氣象資料_內部測站 內部系統介接 資料庫資料表 

104 監測 水庫水文資料_內部測站 內部系統介接 資料庫資料表 

104 監測 即時水質資料_內部測站 內部系統介接 資料庫及服務 

104 監測 即時地震資料_內部測站 內部系統介接 資料庫 

104~105 監測 CCTV 即時影像 內外部系統介接 網路連結 

 

二、 業務系統資料展示 

蒐集歸納局內各項業務資訊後，本計畫規劃將各項業務資訊

透過水資源主題圖台進行整合及展示，藉由空間以及屬性之查

詢，建構一個全方面的水資源資訊整合平台，提供主管人員及各

課室業務人員作為輔助決策以及業務作業之參考依據。資訊整合

範例如下圖寶二水庫水位 CCTV 監視影像所示。 

 

圖 3- 1 CCTV 監視影像資料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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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外部機關單位資料整合 

為擴展支援決策分析之廣度，以及提升分析結果之可信度，

本計畫另規劃蒐整水利署以外機關單位的資料，以綜整在各單位

所建置之北區水資源局轄區範圍內之水資源資訊以及環境保育

等相關資料。 

然而，過去要蒐集外部單位資料需先瞭解資料所在單位、更

新年度再行文申請等流程，但近來政府單位大力提倡資料流通共

享之概念，並已有多平台供資料需求者查詢及申請，茲就目前流

通平台之的種類與來源作為未來資料蒐集的標的，整理如下之說

明： 

表 3- 3 本計畫介接外部資料清單 

項目名稱 提供單位 格式 資料來源 

TGOS 電子地圖 內政部 WMTS 

地理資訊圖資雲服

務平台 

土石流潛勢溪流 

水土保持局 

OGC WMS 

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

圍 
OGC WMS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環境保護署 OGC WMS 

林班圖 
林務局 

OGC WMS 

小班圖 OGC WMS 

水庫蓄水範圍 

水利署 

OGC WMS 

水庫堰壩位置圖 OGC WMS 

河川局管轄範圍圖 OGC WMS 

河川(支流) OGC WMS 

河川(河道) OGC WMS 

河川流域範圍圖 OGC WMS 

水源特定區圖 OGC WMS 

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圖 OGC WMS 

雨量觀測資料 氣象局 XML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通用版電子地圖 國土測繪中心 WMTS 國土測繪圖資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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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提供單位 格式 資料來源 

通用版電子地圖(僅道路) WMTS 地圖服務系統 

通用版正射影像 WMTS 

福衛二號影像 WMTS 

地形渲染圖 WMTS 

    

一、 國土資訊系統(NGIS) 

國土資訊系統(NGIS)下分九大空間資料庫包括：土地資本資

料庫(內政部地政司中部辦公室)、社會經濟資料庫(內政部統計

處)、交通網路資料庫(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自然環境基本資料

庫(經濟部資訊中心)、環境品質資料庫(環境保護署環境監測及資

訊處)、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內政部營建署公共工程組)、生態資

源資料庫(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國土規劃資料庫(內政部營建署

城鄉發展分署)、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內政部地政司)等。與水資源

規劃有關的空間資料包括：基本地形圖、數值地形資料(DTM)、

航空影像資料、地籍圖資、人口、土地使用分區、農業資源、土

壤、水質、水利管線、自來水管線、地質資料、水文資料等。 

二、 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TGOS） 

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TGOS）定位為全國地理空間資料

及網路服務搜尋取用、瀏覽查詢與加值媒合之入口，擁有最完整

及正確的全國地理資料與網路服務之查詢目錄與詮釋資料庫，並

作為全國地理資料與網路服務供應的仲介者，公部門只要提出申

請，符合相關法令下，即可取得各式圖資。圖資取得可直接下載

實體檔案，包括向量、網格、文數字表格等形式，亦可透過地圖

服務方式動態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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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 

三、 國土測繪圖資網路地圖服務系統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為整合通用版電子地圖、國土利用調查

成果圖等核心、基礎圖資，訂定『「國土測繪資訊整合流通系統建

置及營運計畫-建置「國土測繪圖資網路地圖服務系統」執行計

畫』，建置國土測繪圖資網路地圖服務系統，並發布 Web Map API，

提供標準的共通平台與統一的圖資，供相關應用系統整合，減低

資料與應用系統複雜度。 

通用版電子地圖自民國 96 年起採分年分區測製，至 100 年

全部測製完竣，後續並以 3 年為週期，以分年分區局部更新方式

維持其時效性與正確性。通用版電子地圖以 GIS 分層套疊概念規

劃，包括道路、鐵路、水系、行政界、區塊、建物、重要地標、

控制點、門牌資料及彩色正射影像等 10 大類，並依照圖資內容細

分為 23 個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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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國土測繪圖資網路地圖服務系統 

四、 氣象資料開放平台 

為配合行政院開放資料 (Open Data) 政策，自 103 年度起建

置「氣象局開放資料平台」，以落實並提升氣象資訊的運用、效能

及共享的理念，創造政府服務新價值。本平台共分為預報、觀測、

地震海嘯、氣候及天氣警特報等 5 大類資料集，並依各資料來源

別的不同，依其更新頻率提供 XML、CAP、KMZ 及 ZIP 等格式

供民眾與系統開發業者進行資料加值運用，並視應用情形採壓縮

檔案對外提供，以利使用者直接取用。 

 
圖 3- 4 氣象資料開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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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決策導向之統計分析 

本系統功能主要目標為將北區水資源局所建置完成之各處

水位流量站以及雨量站之即時觀測成果，納入本系統透過網際網

路及地理資訊系統展示技術，即時顯示水文水質監測站即時監測

數據與分析成果，平時即可協助主管以及業務人員進行轄區內水

文水質經營管理策略擬定。 

因此，決策統計分析之功能主要包含地理空間資料展示、自

動化監測數據即時展示與警示、監測資料時間序列展示、監測資

訊查詢、水文水質統計分析等功能，並結合空間資料查詢及展示

功能，提供空間概念的水資源經營管理資訊系統，以期許系統發

揮最大效益。 

決策統計分析之內容架構可分為三大統計資訊，分別為『水

庫水情統計資訊』、『雨量統計資訊』及『水質統計資訊』，各功能

頁面說明如下： 

壹、 水庫水情統計資訊 

(一) 即時水位及蓄水量資訊 

本功能以展示現有北區水資源局所管轄之重要水庫，透過與

圖台之互動方式，使用者可隨意點選所要查詢的水庫堰壩，系統

接收到使用者的要求後，即透過網路服務讀取該水庫的即時水位

及蓄水量資訊，並將資訊顯示於圖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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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 水庫即時統計資訊  

(二) 歷史統計數據及警戒值決策資訊 

為提供主管人員更詳盡的決策統計資訊，點選詳細資訊即可

透過統計圖展示水庫近一周的水庫水位及蓄水量等營運資訊。此

外，近年因極端氣候及各項用水調度之影響，水庫水量的運用逐

漸受到重視，因此，水庫之枯旱預警資訊將是主管人員必要之決

策資訊，本系統引用北區水資源局經管課所提供之各種重要水庫

之枯旱警戒資訊，將警戒資訊與水庫即時資訊加以結合，讓主管

人員一眼即可掌握水庫資訊。 

1、新山水庫：綠色警戒(80m)、黃色警戒(78m)、橙色警戒

(73m)、紅色警戒(69m) 

2、翡翠水庫：綠色警戒(143.3m)、黃色警戒(135.5m)、橙色警戒

(127.7m)、紅色警戒(125.1m) 

3、石門水庫：綠色警戒(238.23m)、黃色警戒(235.38m)、橙色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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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223.17m)、紅色警戒(217.48m) 

4、寶二水庫：綠色警戒(2750 萬立方公尺)、黃色警戒(2500 萬立

方公尺)、橙色警戒(2000 萬立方公尺)、紅色警戒(1500 萬立

方公尺) 

 

圖 3- 6 水庫歷史統計資訊及警戒資訊 

貳、 雨量統計資訊 

(一) 即時雨量資訊 

本功能以展示現有北區水資源局轄區範圍內之雨量站，資料

來源包括：北區水資源局、氣象局以及水土保持局之雨量測站，

透過與圖台之互動方式，使用者可任意點選所要查詢的雨量站，

系統接收到使用者之要求後，即透過網路服務介接該雨量站的即

時雨量資訊，此外，系統並依據所取得之雨量資料計算當日累計

之雨量，將雨量資訊顯示於圖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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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 雨量即時統計資訊 

(二) 歷史雨量統計及豪大雨警戒決策資訊 

為提供主管人員更詳盡的決策統計資訊，點選詳細資訊即可

透過統計圖展示雨量站近 24 小時的降雨量資訊。此外，降雨量對

於水庫的操作具有相當重要之影響，每當降下豪大雨時，水庫需

適時地進行排洪等相關必要措施，因此，為提供主管人員更完善

之決策資訊，本系統整合氣象局之雨量警戒資訊，若雨量達到各

項警戒值時，將以警示訊息顯示於系統上。氣象局所訂定之警戒

資訊如下： 

1、大雨：40mm/1h 以上或 80mm/24hr 以上 

2、豪雨：100mm/3h 以上或 200mm/24hr 以上 

3、大豪雨：350mm/24hr 以上 

4、超大豪雨：500mm/24hr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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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8 雨量歷史統計及警戒資訊 

參、 水質統計資訊 

(一) 即時水質資訊 

本功能以展示現有北區水資源局轄區範圍內之水質測站，資

料來源包括：保育課之「石門濁度自動監測系統」以及寶二水庫

管理中心之水質監測資訊 web service，透過與圖台之互動方式，

使用者可於圖台中點選所需查詢的水質測站，系統接收到使用者

之要求後，即自動藉由網路服務取得各系統之水質濁度資料，並

於圖台顯示該水質測站的即時水質(濁度)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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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9 水質濁度即時資訊 

(二) 歷史濁度統計及警戒值資訊 

為提供主管人員更詳盡的決策統計資訊，除了即時資訊，點

選測站也提供查詢歷史資料之功能，以完整掌握各項監測數據之

變化歷程，提供主管人員作為調控水庫放水之參考依據。此外，

系統採用保育課之警戒值資訊，當該測站任何一監測數值達到變

化時系統自動依據所示之狀態等級，自動變動測站顯示狀態顏

色，例如當羅浮站之濁度資料達到 3000 以上時，系統自動將該站

狀態變更為紅色之警戒狀態。 

1、黃色警戒：濁度達 1000NTU 以上 

2、橙色警戒：濁度達 2000NTU 以上 

3、紅色警戒：濁度達 3000NTU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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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0 警戒歷程查詢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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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置水資源管理主題圖台 

本計畫所建構之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將以地理資訊系統為

主軸，整合上述各項資料整合工作之建置成果，提供空間導向之

入口與查詢頁面，以建置北區水資源局業務整合入口平台為目

標，詳細內容及開發成果說明如下。 

壹、 軟體環境架構 

本計畫規劃建置之「水資源主題圖台」將以 Web-GIS 圖台為

主要架構，搭配微軟的.NET Framework、SQL Server 2014 等工具

進行功能客製化之系統開發。軟體環境建議如下。 

 作業系統：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R2 

 開發環境：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 

 資料庫：Microsoft SQL Server 2014 

 圖台引擎：GeoServer + OpenLayers 3（開放源碼 Open 

Source） 

 圖台底圖：引用國內現有可供開放之圖台底圖，包括：

TGOS Map API、國土測繪中心 WMTS 底圖服務。 

一、 SQL Server 

本系統採用 SQL Server 2014 作為各項監測資料以及實體圖

資空間資料之儲存資料庫，SQL Server 2014 為微軟公司最新之資

料庫系統軟體，是一個功能完備的資料庫平台，其資料庫引擎可

提供安全、可靠的儲存環境給關聯式和結構式資料，讓系統管理

者能夠建置並管理用於企業的高可用性、高效能資料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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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圖台伺服器 GeoServer+OpenLayers 

本系統採用 GeoServer 作為各項圖層服務之發布平台，

GeoServer 是以 Java 為基礎所開發之 GIS 地圖程式，其目的在提

供發布地圖相關服務，同時也允許使用者編輯、更新資料，便於

使用者、應用系統之間快速共享資料訊息。 

GeoServer 具有以下優點： 

(一) 採用開源的圖台框架，業務單位不須負擔額外軟體費用 

本團隊採用 GeoServer 搭配 OpenLayers 3 作為圖台底層的框

架，兩套開發工具皆為開放原始碼軟體(Open Source Software)，

除了無須支付任何費用外，亦允許開發者自行新增模組，對業務

單位來說省去市售圖台框架之購置與維運成本，詳見下表。 

表 3- 4 WebGIS 圖台框架比較表 

WebGIS 

主流圖台 

GeoServer+ 

OpenLayers 

ArcGIS Server Google Earth Enterprise 

維護成本 免費使用，且擁有大量的開

放社群協力維護 

首次約 120 萬，升

級時須支付新版升

級費用 

首年採購 600 萬後須支

付每年 60 萬維護費 

支援性 支援多數商用及全部國際標

準 

支援度高且功能完

整 

資料須先整合至 GEE 

Fusion Table 

圖台功能 符合本案需求 符合本案需求 符合本案需求 

擴充彈性 採用開源 Java 及 JavaScript

技術，功能擴充較為彈性 

內建許多元件，但

客製功能門檻較高 

以圖台展示效果為主，

分析功能須另行開發 

 

(二) 符合國際主流標準，未來架構擴充較為彈性 

GeoServer 有實做國際開放地理協會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OGC)的標準網路圖徵服務 (Web Featur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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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S)，同時也符合網路地圖服務(Web Map Service, WMS)標準，

在網路地圖系統中扮演核心運算的角色。 

整體來說 GeoServer 可相當彈性的架設於各種系統之上，使

用者透過網路修改、發布地圖資料，同時支援許多主流的商用規

格，如 Shapefile、PostGIS 等，並可轉成多種輸出格式，包括 KML、

OpenLayers 等。並支援多數地圖 API，包括 Google Maps、Google 

Earth、ESRI ArcGIS Service、Open Street Map 等。 

 
圖 3- 11 GeoServer 支援國際主流的 GIS 相關標準 

(三) 符合 HTML5 動態網頁技術，對於使用者較為親和 

(四) 完整的地理資訊分析模組，可應用於空間分析、展示效能之

強化 

三、 OpenLayers 圖台 

本計畫之 GIS 圖台規劃採用最新 HTML5 技術結合開放地圖

前端元件 OpenLayers 開發系統操作介面，GIS 圖台核心引擎則採

用與國際接軌之 GeoServer 圖台，能夠有效客製化使用者需求之

底圖與 GIS 圖層圖資，並可輕易結合各單位所發佈之 WEB 

Services、KML、WMS Server 等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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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2 採用 OpenLayers 架構之圖台介面 

 

貳、 建置水資源主題圖台 

本計畫開發具有「資訊彙整功能」的水資源主題圖台，接收

各單位不同系統所提供之資訊，並整合至單一資訊平台，充分發

揮連結各單位資料之展示效果；本平台建立跨單位資訊整合功

能，將各單位之資料轉化為水資源經營管理業務有用之資訊，提

供北區水資源局於水質水量管理、水資源控管調配及應變資訊之

參考資訊。 

本計畫地圖圖台系統架構圖如下圖所示，分為「底圖切換」、

「圖層套疊」、「定位查詢」、「測量工具」與「匯出地圖」5 大模

組，各功能模組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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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3 水資源主題圖台功能架構圖 

一、 底圖切換 

系統使用者可透過底圖切換功能，彈性的顯示各種類型的底

圖資料，本計畫整合水利署「地理資訊倉儲中心」、內政部「地理

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以及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網路地

圖服務系統」所發布之電子地圖以及正射航照之底圖服務，提供

多元化的選擇。 

 

圖 3- 14 底圖切換功能_水利署地理倉儲電子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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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5 底圖切換功能_TGOS 電子地圖 

 

圖 3- 16 底圖切換功能_通用版電子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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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7 底圖切換功能_通用版正射影像 

 

圖 3- 18 底圖切換功能_福衛二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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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9 底圖切換功能_地形渲染圖 

二、 圖層套疊 

(一) 系統內建圖層 

本計畫之水資源主題圖台開啟後，可直接顯示北區水資源局

轄區位置，另外將列出圖層套疊功能，可讓使用者快速開啟、關

閉各圖層之功能。圖台配合操作工具與滑鼠，可互動式操作圖台

放大、縮小、平移等操作，提供直覺式之操作模式。 

本年度計畫已收納共計 29 項圖層資料，並依據各項圖層之

類型區分為：「基本圖資」、「自然環境」、「監測資訊」、「工程設施」、

「其他」共 5 大類之圖層，讓使用者依據類型快速查詢及套疊所

需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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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 圖層控制功能介面 

(二) 使用者自行上傳新增圖層 

此外，除了本計畫匯入之圖層外，並提供使用者可自行上傳

或套疊各種格式之圖層資料，包括：WMS、WFS、KML、SHP 以

及 GML 之格式資料，可大幅提升圖台擴充之彈性，以符合各項

業務之需求。 

 

勾選圖層進

行套疊。 

點選圖層查看

圖層資訊。 

使用者可自行新增所

需套疊之圖層，並提

供多元的上傳格式，

包括 WMS、WFS、

KML、GML 以及

SHP。 



北區水資源局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建置(1/2) 

成果報告書                                        第三章 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雛型建置 

3-24 

圖 3- 21 使用者新增圖層介面 

三、 定位查詢 

依據各課室業務上經常使用之需求，平台規劃建置「坐標」、

「行政區」、「地址」、「河川流域」、「地籍」、「測站」以及「工程」

共 7 項定位功能，進行定位後即可於圖台顯示所查詢的圖層位置。

其定位之資料來源取決於資料的完整性及更新頻率來取得，主要

包括內部之圖資資料以及介接 TGOS地址定位之網路服務方式來

開發。 

(一) 坐標定位：提供三種坐標系統之定位服務，使用者依據需求

填入坐標值後，即可進行定位。介面如下圖所示。 

 

圖 3- 22 坐標定位查詢功能 

(二) 行政區定位：選擇欲定位之縣市、鄉鎮或村里等條件後，即

可進行定位功能。介面如下圖所示。 

提供 TWD67、TWD97、

WGS84，三種坐標格式

的定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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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3 行政區定位功能 

(三) 地址定位：介接內政部 TGOS「全國門牌地址定位服務」，

使用者輸入地址後，系統將以模糊比對方式查詢，列出符合

條件之地址，經使用者選擇正確之地址後進行定位。 

 

圖 3- 24 地址定位功能 

(四) 地籍定位：選擇欲定位地籍之鄉鎮區或地政事務所，並輸入

介接 TGOS 地址定位服

務，透過模糊搜尋方式取

得全台門牌地址之定位功

能。 

行政區定位功能提供針對

縣市、鄉鎮以及村里進行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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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地號等條件進行定位。 

(五) 測站定位：提供集水區、測站類型及關鍵字等條件，使用者

設定後，系統將以模糊比對方式查詢，並列出符合條件之測

站，使用者點擊欲查詢之測站名稱進行定位。 

 

圖 3- 25 測站定位功能 

(六) 河川流域定位：使用者可依需求選擇欲查詢之河川流域名

稱，即定位至該河川流域。 

測站定位提供雨量、水

質、水庫、地震儀以及

CCTV 影像五個類別的

定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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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6 河川流域定位功能 

(七) 工程位置定位：配合工程資訊管理系統，相關業務人員登錄

工程位置後，可透過定位功能進行工程位置定位。使用者選

擇欲查詢工程之年度後，系統列出符合條件之工程名稱，使

用者可點擊欲查詢之工程名稱進行定位。 

四、 測量工具 

點選測量距離功能，在圖面上畫任一直線，即可知道距離資

訊，而點選測量多邊形功能時，在圖面上任意畫出多邊形，即可

知道多邊形面積，提供使用者了解空間資訊，如下圖所示。 

提供全台灣河川流

域定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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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7 線段測量功能 

 

圖 3- 28 面積測量功能 

五、 匯出地圖 

圖台上執行圖層套疊、空間定位或查詢…等功能後，使用者

可依據需求選擇儲存圖片檔案之尺寸大小，並儲存畫面為圖片檔

案(jpg)，或以 A4 紙張大小輸出列印。 

可切換距離單位

為”公尺“或”公

里“。 
從欲量測距離之起

點，開始點擊圖面以

繪製線段，雙擊滑鼠

左鍵結束量測。 

可切換面積單位

為”平方公尺

“或”平方公里

“或”公頃“。 

從欲量測距離之起

點，開始點擊圖面以

繪製範圍，雙擊滑鼠

左鍵結束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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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9 圖台列印功能 

 

圖 3- 30 匯出地圖功能 

 
 

 

 

 

使用者可自行輸入

「圖名」，列印時

則出現於圖片上

方，並可切換列

印”直向 “或”

橫向“。 

圖面上出現藍色列印

範圍框線，使用者可

以利用平移、縮放功

能調整列印範圍，亦

可圖層套疊後進行列

印。 

提供三種常用圖片尺

寸（640*480、

800*600、

1024*768），使用者自

行勾選圖片尺寸或輸

入「自訂尺寸」。 

圖面上出現藍色列印

範圍框線，使用者可

以利用平移、縮放功

能調整列印範圍，亦

可圖層套疊後進行列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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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資訊管理功能建置 

第一節 開發工程資訊管理功能 

為使局內相關業務人員掌握轄區內各項工程執行進度，本計

畫於經營管理平台建置工程資訊管理功能，針對各項工程之施

工、監造落實完整管控機制，以俾利主管及業務承辦科及時掌握

工程施作情形。透過遠端監造概念，除解決工地分散、地處偏遠

而無法有效即時管理之問題，同時亦可嚴密管控承攬廠商施工進

度，因其屬第一線執行廠商，其資料具備即時性與完整性(如每日

施作日誌)，且即時掌握工程限止點(檢驗停留點)資料，透過監造

廠商與主辦單位雙重監督來提升整體工程施作品質及竣工時程。

此外，為降低業務承辦科人員於異質性系統間重複繕打工程資

料，及資料不對稱問題(如於異質系統之繕打時間不同步)，工程

基本資料統一由工程會標案管理系統所提供 XML 匯出功能，自

動轉置匯入資料庫及建立清單，其餘施工日誌、監工報表及照片

上傳等部分，統一由承商線上填寫，其填寫週期依業務單位訪談

需求，建議每兩周填列一次，以確保進度資料即時與完整性。統

整上述需求，其工程資訊管理功能架構如圖 4- 1。 

 

圖 4- 1 工程資訊管理功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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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 系統登入畫面成果圖 

壹、 系統使用層級定位及功能權限說明 

本系統建立四種角色，包括系統管理者、主辦工程師(/或主辦

單位)、監造廠商及承攬廠商四種角色來各司其職，有關前述角色

定位與使用權限概略說明如下： 

一、 系統管理者 

系統管理者不賦於編修管理功能，僅供各項資料查詢、相關

權限設定為主。 

二、 主辦工程師(/或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 (/或主辦工程師)可兼監造角色(如工程係屬自辦監

造時)，前者權限設定除可查詢負責工程之各項基本資訊外，亦可

編修施工日誌或監造報表：後者若身兼監造角色時，則可管理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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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點項目、契約工項、機具管理(包括人員、材料管理)、監工報

表。 

三、 監造單位 

監造單位應針對承攬廠商進行查驗作業，包含承攬廠商各階

段之工程查驗點項目檢驗合格與否，並確實填寫每日監工報表。

此外，須管理查驗點項目、契約工項、機具材料以及人力外派等

資料，以提供承攬廠商針對本角色所設定之項目確實填寫。 

四、 承攬廠商 

承攬廠商須確實、主動掌握施工進度，並依監造單位所設之

查驗點項目確實上傳施工相片，另每日須確實填寫施工日誌，以

作為監造單位、主辦單位(/或主辦工程師)督導、抽驗之文件資料

與備查。 

 
圖 4- 3 四種角色使用情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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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系統操作流程 

本系統操作流程如圖 4- 4 所示，俟工程發包完成後，由本系

統自動至工程會標案管理系統載入該系統所提供之 xml 檔案格

式，並轉置本系統資料庫儲存與更新，由主辦單位依管控需求，

將欲管理之廠商基本資料造冊提送計畫課建立系統帳號，廠商認

養工程方式則採廠商名稱全銜來進行匹配，由監造單位線上建立

契約工項、材料(人員/機具)與查驗點項目，而承攬廠商須依每日

實際施作情形於線上填列施工日誌或上傳查驗點項目，主辦單位

(/或監造單位)可於線上檢視與回饋意見。 

 
圖 4- 4 系統操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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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工程資訊管理功能建置成果 

一、 廠商帳密管理功能 

依各課室廠商管理需求，須將廠商帳號申請所需相關資料彙

整後，統一由局內計畫課負責窗口建立廠商帳密，其廠商認養工

程方式，則依廠商名稱(全銜)由系統自動匹配應負責之工程案件。 

 
圖 4- 5 廠商帳號管理成果畫面 

二、 自動建立工程基本資料 

工程基本資料內容依北水局業務管理需求，資料欄位至少應

包含年度、計畫名稱、工程名稱、工程經費、施作地點、廠商人

員、預定工期、施工進度、進度管理等項目，其資料主要來源仍

以工程會標案管理系統所提供之 XML 檔案轉置至系統資料庫

中，並配合工程會標案資料更新時程(每月 9 號前)，故，本系統

更新時程則固定於每月 10 號自動下載更新。另依業務單位管控

需求，僅針對工程採購案且屬公告金額以上者列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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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6 工程基本資料成果畫面 

 
圖 4- 7 工程會標案管理系統提供之 XML 檔案內容 

三、 契約工項設定功能 

契約工項為施工日誌及監工報表之核心資料來源，須依契約

建立每一工項之預定起訖時間、契約數量、單位及單價，並由系

統自動統計其複價。契約工項提供兩種建立模式，一為手動方式、

二為採工程會 PCCES(電腦經費估算系統)之 XML 檔案匯入。此

外，系統亦提供工程施作期間如遇其用地取得問題、設計不符、

預算追加(減)等需辦理變更設計之際，可直接於系統設定變更設

計日期，系統可自動將前一筆契約工項整批帶入變更設計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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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項，監造單位可針對變更之工項逕行編修作業即可完成，系統

可自動重新計算契約總價金。同時，系統亦紀錄契約變更歷程，

提供主辦單位或監造單位可追蹤既往資料。此外，材料、人員與

機具管理功能需先行設定，始能於施工日誌顯示其欄位訊息，由

承攬廠商依實際派工、使用機具或材料管理情形填列數量。 

 
圖 4- 8 建立契約工項成果畫面(契約工項內容僅為示範) 

 
圖 4- 9 線上契約變更設計功能 

四、 查驗點項目設定及上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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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點項目提供監造單位(/或主辦單位)針對檢驗停留點或隱

蔽項目進行相關設定作業，系統提供三種設定方式，包括手動新

增、套用公版(通用型檢驗停留點)、套用舊案件(既往類似工程所

採用之檢驗停留點)來建立各項查驗點項目，各項建立方式均可設

定其檢驗日期、照片上傳張數。此外，為提高施工照片目前上傳

情形，採用分母/分子方式來顯示監造單位所設定之可上傳張數

(前者)/承攬廠商已上傳張數(後者)。照片上傳介面除實體相片外，

亦可記錄拍攝方位角、面向、拍攝日期及線上回饋意見。 

 
圖 4- 10 查驗點項目設定成果畫面 

 

各項查驗點項目須依監造單位(/或主辦單位)所設定之照片張

數確實上傳規定之數量，並填列相關資訊(如照片描述等)，由監

造單位線上檢視回覆，此外每一張檢驗照片提供多宮格檢視輔助

功能，供監造單位、主辦單位或專家學者針對有疑慮部分便於標

註及線上回覆意見，此可作為廠商後續改善及經驗傳承之效。另

為有效管理照片容量，針對上傳之照片由系統自動壓縮(壓縮比例

約 60 倍)並進入檔案夾管理，依目前壓縮技術，其照片失真度相

當低，以降低檔案容量不足或傳輸失敗之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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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1 查驗點填列成果畫面 

 
圖 4- 12 查驗點施工照片多宮格檢視輔助標記 

五、 施工日誌/監工報表填列介面 

系統目前施工日誌及監工報表所採用之表單，係採用工程會

所頒佈之格式予以系統化，除可完整記錄工程施作情形外，亦可

提高未來與工程會相關資料串接整合時之標準化與即時流通共

享。該介面可依實際情形設定如停工、復工，倘若設定停工則當

日不計工期，反之，則計工期，系統可自動計算如累計工期、剩

餘工期、本日完成進度、累計完成進度及預訂累計完成進度等重

要訊息。施工廠商或監造單位依規定須每日填寫實際施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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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點施作日期，於對應的契約工項輸入當日數量，系統可自動累

計截至當日之契約數量，以及施作進度與工期天數等。為檢視每

日實際填寫情形，於圖 4- 13 畫面之日曆表依不同顏色區分其填

寫情形或停復工狀況。 

 
圖 4- 13 施工日誌填列成果畫面 

 
圖 4- 14 停/復工線上設定功能 

六、 施工進度曲線實績展示 

為檢視在建工程實際執行情形，系統可依施工日誌實際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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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自動跑實際施工進度與預定施工進度曲線圖，以提供監造單

位或主辦單位檢視目前進度係屬符合、超前或落後，以作為後續

控管掌握。有關實際施工進度及預定施工進度之計算方式可參圖

4- 16 說明。  

 
圖 4- 15 施工進度 S-curve 圖成果畫面 

 
圖 4- 16 預定/實際施工進度計算方式 

七、 工程資料查詢功能 

系統提供主辦單位可針對多元篩選條件，如年度、工程類別

單位、關鍵字查詢(如輸入工程名稱)等，即時搜尋欲查閱之工程，

另於圖 4- 17 右上角介面提供簡易之統計功能，依查詢結果顯示

如工程總預算經費、總件數、已竣工、在建中、進度落後等相關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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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7 工程資料查詢成果畫面 

 

八、 相關報表線上產製功能 

系統針對承攬廠商或監造單位所填寫日誌，可於系統即時產

製施工日誌或監造報表，另針對局內現行採用之半月報表亦可透

過系統即時產製，前者以 xls 檔案格式提供、後者以 doc 檔案格

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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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8 相關報表線上產製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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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開發行動版工程監造查詢功能 

為提供行動支援及即時性業務之需求，本計畫規劃開發行動

版工程監造查詢功能，主要提供工程基本資料、工程進度、執行

狀態、執行經費及施工照片查詢服務，並將相關資訊製作成統計

圖表，提供決策者快速掌握各項工程執行進度與成果。 

壹、 功能架構 

「行動版工程監造查詢功能」提供使用者可透過智慧型行動

裝置查詢各項工程執行統計資訊，方便主管及業務人員即時掌握

計畫資訊，以達到便利查詢、管理效率化、策略支援化。行動版

工程監造查詢功能規劃架構如圖 4- 19 所示。 

一、 提供簡易 GIS 圖台，可查詢工程位置資訊。 

二、 提供進度統計及統計圖表等相關查詢功能。 

三、 提供計畫經費來源、發包工程等資料查詢功能。 

綜整上述之需求，平台功能架構規劃如下： 

 
圖 4- 19 行動版工程監造查詢功能架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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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跨平台整合開發架構 

一、 跨平台 Web APP 開發技術 

Web APP 不需要用戶端下載任何程式，也不限定哪一種廠牌

的系統，不管使用者的介面是 iOS 或者 Android，使用 Web APP 

時並不需要額外下載任何軟體，也不需用支付任何費用。而介面

上也與傳統下載安裝的 APP 軟體一樣。而對於使用者來說，Web 

APP 的跨平台優勢可以讓使用不同廠牌手機的消費者都有相同

的操作體驗，大大提高了相容性，增強用戶體驗。Web app 是使

用標準網頁技術建置的 app，可在任何的瀏覽器中運作，且可以

配合各人經常使用的工具開發。其開發方式及採用之程式語言說

明如下： 

(一) 前端網頁使用 HTML5 + CSS + Java Script 網頁標準技術製

作。 

(二) 後端資料介接之網路服務程式使用.NET 程式語言開發，並

連結資料庫或其它資料來源。 

二、 跨平台開發機制 

本系統除了提供使用者可透過 APP 模式，直接依行動裝置導

至該版本之「行動版工程監造查詢功能」。此外，亦可於瀏覽器模

式（包含 safari、Google Chrome、Firefox）輸入網址，直接開啟

「行動版工程監造查詢功能」之 web 網頁。 

因此，本系統將以 Web 技術，HTML5 程式語言開發撰寫「行

動版工程監造查詢功能」跨行動平台之 APP 程式，本平台將適用

不同作業系統(Andorid、iOS)之手機或平板，將判斷不同行動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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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 APP 程式中撰寫分流資訊，以透過 Web 技術依據客戶端

裝置進行導頁，其技術開發構想如下示意圖： 

 
圖 4- 20 Web APP 開發技術-依據作業系統不同進行網頁呈現 

參、 系統規劃內容 

一、 系統登入及控管 

「行動版工程監造查詢功能」係提供北區水資源局以及各課

室承辦人員使用，為顧及資料隱私性，本系統透過帳號密碼進行

管控，在登入系統時，透過網路以取得 server 端資料以驗證帳號

所對應之權限。 

二、 工程查詢 

本系統之建置目的乃提供北區水資源局以及各課室承辦人

員可即時查詢各項工程之執行情形，因此規劃進入系統後，即呈

現所有工程目前之進度以及執行狀況，並提供以工程列表及地圖

查詢之兩種模式供主管人員瀏覽。說明如下： 

(一) 工程列表模式 

使用者登入後，系統即依據目前各工程的進度狀態以頁籤方

式提供使用者點選查看，頁籤包括全部工程、進度落後、進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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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及進度超前四種狀態，各項狀態之頁籤並標示所對應的工程

數量資訊，讓使用者可直覺的獲取最即時的統計資訊。若使用者

需查詢更詳細的工程資訊，則可點選工程名稱欄位查看該筆工程

的相關資訊。 

 
圖 4- 21 行動版工程監造查詢-工程列表查詢模式 

(二) 地圖瀏覽模式 

除了以列表的方式查看工程進度及內容外，系統可透過圖台

將各工程的位置標記於地圖上，提供使用者以空間之角度查看工

程的分布區域及位置。 



北區水資源局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建置(1/2) 

成果報告書                                              第四章 工程資訊管理功能建置 

4-18 

 
圖 4- 22 行動版工程監造查詢-地圖瀏覽查詢模式 

(三) 工程詳細資訊 

為提升系統之效用，本系統除了提供關鍵性的主管決策資訊

外，亦提供更詳細的工程資訊，讓主管人員可隨時隨地查詢到各

計畫及工程的預算經費、預訂排程、經費支用、施工進度以及照

片等工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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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3 行動版工程監造查詢-工程詳細資料查詢介面 

三、 工程統計資訊 

本系統除了提供工程查詢功能以掌握工程的進度狀況外，另

外規劃統計資訊功能，提供主管人員透過行動裝置即可匯整各年

度之工程及各課室所執行的統計數據，大幅減少人工匯整或需回

到辦公室才可取得相關數據的不便。因此，本系統規劃三項主要

的統計資訊供主管人員查詢使用，說明如下： 

(一) 計畫進度統計 

對於主管人員來說，年度工程的執行狀況往往是主管人員最

在意的資訊之一，因此本功能規劃預設自動帶入當年度的所有工

程最即時的執行進度，包括工程的預定進度、實際進度以及所對

應的達成預定進度之百分比的關鍵性資訊，提供主管人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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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4 行動版工程監造查詢-工程執行進度統計資訊 

(二) 計畫經費統計 

對於控管年度工程之主管人員來說，掌握預算經費及執行經

費即是掌握工程執行的第一步，因此，規劃預設使用者點選此功

能時即呈現當年度執行工程經費統計資訊，讓主管人員可隨時掌

握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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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5 行動版工程監造查詢-工程經費統計資訊 

(三) 落後工程統計 

為有效掌握工程執行之績效，本功能提供工程執行之落後狀

況，系統自動將目前執行進度落後之工程進行匯整，並依據落後

之百分比分為三個級距呈現落後進度之工程件數統計資訊，提供

主管人員提出解決對策之重要決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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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6 行動版工程監造查詢-工程落後進度統計資訊 

四、 即時同步機制 

本計畫將採用 HTML5 模式開發應用程式，因此當使用者的

行動裝置連線至網路時即可自動透過網際網路同步資訊至行動

版中，確保使用者掌握即時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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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共享管理系統建置開發 

北水局主管各項水資源開發管理、水庫集水區治理、環境水

源水質維護及各項水資源相關工程等多種面向。歷年的工作執行

經驗，累積下來的知識相當豐富，且極具價值。但各課室間缺少

一共享平台，提供業務人員查詢跨業務之相關資訊。為傳承北水

局各項業務，本計畫開發「知識共享管理系統」，整合局內既有資

源，發揮資訊整合、傳遞、共享及應用之平台。協助推動知識管

理業務及參與知識管理推動會議，提供決策者統籌掌握必要之全

盤資訊。並可作為對外服務之窗口，資訊公開，達到資源充分利

用、訊息傳遞之目的。 

此外，本計畫亦將整合局內既有之「北區水資源局局內網」

作為經營管理平台及知識共享管理系統之入口，並針對使用者體

驗進行功能優化 

第一節 局內網改版與整合 

本計畫之目的在於結合既有之各項業務與水情、水質及各監

視及監測系統，應用地理資訊系統之技術，規劃並建置「水資源

經營管理平台建置」，並整合既有局內網及各業務資訊系統的關

鍵資訊，以建置北水局業務整合入口平台為目標。因此，本計畫

首先即針對局內網之架構進行初步之了解，以作為後續整合之參

考，其功能包括：電子佈告欄、系統資源、常見問題集、課室資

訊、勞工權益、局署務會報、列管計畫、樂活饗宴、防災專區、

受訓天地、北水典藏、快速連結、局長關心您以及跑馬燈訊息等，

介面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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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 北區水資源局局內網 

 

為達成本計畫將經營管理平台整合局內網之目標，因此歸納

統整局內網目前所涵蓋的各項功能，並依據業務之需求進行新增

擴充，將局內網之頁面整合為八大類功能，包括「最新消息」、「最

新文件」、「水庫即時資訊」、「共通文件」、「常用連結」、「精選照

片」、「通訊錄」以及「行事曆」等八大類功能，其大類下各有其

相關的子功能。 

此外，也將本年度計畫所開發之各項子功能同時整合到現有

的局內網，包括：「水資源主題圖台」、「知識文件管理」、「水資源

論壇」、「工程資訊管理」以及「文件搜尋引擎」功能等，其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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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 5- 2 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局內網)功能架構圖 

 

除了完成局內網與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架構之整合作業，本

計畫亦同步針對既有局內網之系統介面進行全面性的改版，以區

塊化的版面設計提供局內各課室業務人員快速掌握即時資訊以

及各項業務相關的資料，並考量各課室業務之權限進行設計，以

提供較為智慧化的內部業務整合系統，其建置成果介面如下圖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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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 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局內網)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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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知識共享管理系統建置開發 

壹、 知識管理發展規劃 

知識管理是指組織內成員透過獲取、分享及運用知識，以提

高作業效率或是競爭力，來達成組織的目標的活動。且知識管理

不只提昇了組織的競爭力，同時也建立起組織內部的知識分享文

化，促動組織的學習。然而雖然理論上是只有個人才能創造出知

識，但組織亦可透過支持有創造力的個人，提供適當的環境來強

化個人創造知識的動機，並建構充分的資源網路，促使知識創造

或凝聚的過程更具體化，及知識創造的結果更公開化。 

知識管理的推動策略主要包括業務經驗的傳承、決策資訊的

提供與組織知識與文化的分享，而這些策略最終的目標則包括提

高組織整體作業效率、提高上級決策效率、以及加速團隊與執行

方法的創新等。知識管理推動的模式依據推動階段可分為知識文

件管理、社群經營、營運流程與學習性組織；若分述執行之階段

可以概分為分享階段、學習階段與創新階段，如下圖所示。 

初
期

中
期

長
期

分享機制

學習機制

創新機制

知識彙集與
再利用

知識流通與
加值

革新與
創建知識

建立知識架構

建立知識庫

建立知識流程

建立知識管理機制

文件電子化

協同作業環境

K-Portal

發展隱性知識

建立實務社群

E-知識流程

E-Learning

推動創新管理

發展智慧資本

組織智慧網路

階段 策略 目的 作法 資訊手段

 
圖 5- 4  知識管理導入策略 

本年度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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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知識管理之理念，須透過資訊化平台輔助，推動知識 E

化傳承及保留各項活動紀錄，因此本計畫依據知識管理之需求區

分為建置知識共享管理系統，並另提供全文搜尋及水資源論壇子

系統，同步整合於經營管理平台之架構，如圖 5- 5 所示。 

 
圖 5- 5 知識共享管理系統規劃架構 

 

貳、 知識共享管理系統建置開發 

首頁作為使用者登入後對於系統的第一印象，因此須考量資

訊易讀性、操作簡易性等原則。首頁版面框架則可分為「文件搜

尋區」、「功能類別區」、「熱門標籤區」等，如圖 5-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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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6  知識共享管理系統首頁 

一、 文件搜尋區 

由於知識管理往往也扮演全局重要文件典藏之輔助工具，文

件及資訊量往往隨著時間與應用情形快速累積，久而久之則會造

成部份文件難以快速搜尋，因此須搭配完善的搜尋功能提供準確

且即時的搜尋機制。在搜尋功能右方則搭配知識文件最重要的文

件上傳功能，透過較為醒目的顏色反差，吸引使用者於登入系統

後即嘗試使用此功能，進而促進知識文件分享之欲望。 

本系統提供一般查詢與進階查詢兩種模式，一般查詢僅須輸

入關鍵字即可在不同階層搜尋對應文件；另提供進階查詢讓使用

者依照交辦人、案件名稱、交辦時間等方式歸類查詢。 

二、 功能類別區 

畫面左方為功能架構之區塊，該功能架構係以北區水資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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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 系統之文件檔案系統架構，系統透過自動化擷取檔案架構清

單作為功能類別清單，提供更為彈性且直覺的操作。 

三、 熱門標籤區 

於頁面右方提供快速檢視各標籤所對應的文件數量，使用者

亦可直接點擊標籤名稱，即可切換查詢符合該標籤內容之知識文

件，加快資料搜尋效率。 

四、 導入資訊系統與 NAS 同步機制 

由於局內多數同仁的使用習慣仍以 NAS 文件系統為主，係

採傳統資料夾的方式管理，因此本計畫考量使用者的習慣，設計

NAS 與資訊系統同步之機制，讓使用者無論從 NAS 系統上傳文

件或是透過資訊平台的管道上傳文件，皆可確保文件訊息完整導

入，規劃流程如下圖所示。  

設定文件屬性

存入主資料夾

(依類別)

文件上傳

(NAS文件系統)

文件查詢/編輯

(知識管理系統)

解析資料夾路徑

標籤

(子資料夾名稱)

類別

(主資料夾名稱)

文件基本資料

(檔名、日期、類型)

寫入資料庫

文件上傳

(知識文件)

存入NAS文件系統

標籤Mapping 開新資料夾

存入標籤資料夾

 
圖 5- 7  知識管理系統與 NAS 文件管理同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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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8 知識文件與 NAS 系統同步果 

五、 文件查詢與篩選功能建置 

而在系統功能建置部份，參考局內之管理需求，納入防災專

區、業務會報、流程 SOP、範本典藏等重點類別，並至 NAS 系統

建立對應資料夾作為後續同步。 

在查詢頁面上則提供文件搜尋、資料頁籤、業務類別、人員

查詢等快速查詢功能。其中文件搜尋可直接查詢該資料夾內全部

文件之內容；資料頁籤則可快速切換至該資料夾的任一子資料夾

文件，並可檢視該資料夾內文件數量；業務類別則是透過知識管

理系統上傳之文件，使用者可指定該文件是否屬於特定的文件類

別；人員查詢則可依據上傳者直接篩選相同作者上傳之文件。開

發成果如圖 5-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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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9 知識文件查詢成果圖 

六、 文件內容編輯維護與交辦列管 

點擊查詢結果則可進一步檢視該文件的細部資訊，每筆知識

文件可以包含一至多筆附件，且可查詢主資料夾、文件標籤、文

件描述、上傳日期、所屬課室、原始檔案連結等。 

此外，部份文件（如業務會報及長官交辦事項，包括輿情主

題、新聞稿件、速報單等臨時交辦事項）亦可提供追蹤列管機制，

由文件上傳者新增交辦人、交辦事由、交辦日期、指派對象與課

室等資訊，如下圖所示。 



北區水資源局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建置(1/2) 

成果報告書                                              第五章 知識共享管理系統建置 

5-11 

  
圖 5- 10 知識文件詳細資料新增與查詢成果圖 

參、 水資源主題論壇 

知識管理之重點在於營造開放、自由的討論氛圍，論壇式的

發文互動可以有效地促進組織內部知識的傳承與刺激。本計畫採

用開放源碼之 phpBB 論壇元件為基礎，並依據北水局業務需求進

行客製化開發，建置之水資源主題論壇包括論壇工具、討論區版

面、後台管理、個人資訊等功能，如圖 5- 11 所示。 

 
圖 5- 11 水資源主題論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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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論壇首頁 

本計畫依據第三方軟體 phpBB 之版面進行前端客製化處理，

打造符合北水局使用習慣與風格的頁面。首頁右方則為常用工

具，包括登入身份、全站文章搜尋、會員列表與個人信件內容等；

下方則列出各主題討論區與目前各區主題、回應文章數量；最下

方則呈現目前上線人數與系統相關資訊，如圖 5- 12 所示。 

 
圖 5- 12 水資源主題論壇首頁 

二、 會員資料匯入作業 

為減少不同系統導致同仁需要申請多組帳號密碼，本計畫導

入水利署單一簽入服務，並註冊水資源論壇至水利署「水利整合

雲平台」。透過此機制即可讓使用者在連結至論壇時，由水利署統

一判斷身份後，提供系統登入 Token，如圖 5- 13 所示。 

在會員資料部份則是引用水利署提供之 AD 加密服務，取得

北水局人事資料後，由系統每日批次匯入論壇後端資料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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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查詢介面，可供檢視不同人的帳號使用狀況，包括前次登

入時間、註冊時間、文章數量、角色權限等等，如圖 5- 14 所示。 

 
圖 5- 13 水資源論壇 SSO 服務頁面 

 
圖 5- 14  論壇會員列表 

三、 論壇內文搜尋機制 

使用者於論壇右方搜尋功能或上方搜尋文字框皆可進行論

壇內的文章搜尋，僅須輸入關鍵字，或是進入進階搜尋頁面設定

複合條件，提供關鍵字、發表人、特定版面條件、搜尋範圍、結

果顯示方式等進行設定，如圖 5-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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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搜尋結果會以列表方式呈現，如圖 5- 16 所示。使用者

可針對搜尋結果再輸入關鍵字進行更小範圍的搜尋，也可直接點

擊各文章摘要訊息右方的「跳到文章」功能，切換至該版面檢視

該討論串的完整訊息。 

 
圖 5- 15  進階搜尋功能 

 

 
圖 5- 16  文章搜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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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員及版主控制台 

每位局內使用者一經帳號匯入後，即會建立會員基本資料，

並可於會員控制台查詢相關訊息，本系統匯入時會自動建置對應

課室、姓名與 Email，使用者可自行新增更多資訊，包括電話、生

日、興趣、自我介紹、簽名檔等等。會員資訊可檢視個人在論壇

的活動動態、文章總數、常用版面，並可管理文章訂閱、附加檔

案等，亦可檢視私人訊息及設定會員群組、設定好友等較為進階

功能，如圖 5- 17 所示。 

 
圖 5- 17  會員個人控制台 

 

會員身份如果同時為版主，就可進入版主控制台檢視版面訊

息，預設顯示待核准文章（如果該版面發文需要經過版主核准）、

檢舉訊息、個人私訊以及最近動作紀錄（例如刪文、警告、設定

權限等），如圖 5- 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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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8  版主控制台 

五、 發文、投票活動功能 

使用者登入系統後點擊發表文章按鈕即可在對應的版面發

文，發文時須指定主題、內容等訊息，系統提供客製化的文字編

輯模板、以及動態的表情符號、主題圖示等，讓發文內容可以更

為生動有趣，並吸引同仁閱讀。 

 
圖 5- 19  論壇發文功能 

 

為了讓發文內容更為充實，本系統亦提供附加檔案上傳功

能，使用者可自行指定多種格式的檔案，嵌入至文章內文或是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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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在文末作為參考資訊，如圖 5- 20 所示。已上傳的檔案亦可於

會員控制台統一查詢、管理。 

 
圖 5- 20  上傳附加檔案 

 

除了上傳附加檔案外，使用者於發文時可選擇建立票選活

動，即可發起投票事件。設定方式亦單純化，僅須填列票選問題、

設定票選項目、複選票數、活動期限等，即可快速成立投票活動。

投票之結果亦即時於該文章頁面顯示，如圖 5- 21 所示。 

 
圖 5- 21  設定投票活動 

六、 發文主題回應 

使用者若看到感興趣的文章，點擊文章左上方的發表回應即

可進行文章回覆，回覆結果會直接列於原始文章的下方。此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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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作者亦可透過此頁面進行文章編輯、刪除，若發現文章有任何

疑慮（如侵權、訊息錯誤），亦可舉報給版主，由版主進行刪文，

如圖 5- 22 所示。 

 
圖 5- 22  回應主題與查詢頁面 

七、 後台管理功能 

本論壇提供完整的後台管理，包括版面管理、會員與群組管

理、權限設定、風格設定與系統資訊等。管理者可登入後台管理

功能後，直接透過版面管理功能設定討論主題、指定版主、版面

權限、發文審核等等細部設定，並可透過介面直接編排前台系統

呈現之畫面，如圖 5- 23、圖 5-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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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3  論壇版面管理功能 

 

 
圖 5- 24 水資源論壇後台管理功能 

肆、 知識管理全文檢索搜尋 

目前北水局相關共通文件皆存放於 NAS 文件管理系統，以

Windows 實體資料夾方式分享與管理，較符合一般使用者的操作

習慣。然而隨著資料、文件逐漸累積，大量的檔案清單反而造成

難以有效率地精準搜尋到所需要的檔案，因此本計畫建置全文搜

尋引擎，並整合於局內網首頁，作為未來共通文件搜尋之輔助利

器。 

本計畫建置之全文搜尋引擎支援多種檔案格式，包括*.doc，

*.rtf、*.ppt、*.xls、*.xml、*.htm、*.txt、*.pdf 及其他多種罕用格

式共 110 餘類），並提供實體資料夾整合、中文分詞處理機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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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檢索庫、文件標籤自動化設定等機制。 

一、 使用限制與未來擴充性說明 

本計畫導入 OpenFind Search 可搜尋超過 25 萬筆資料，經查

目前北水局文件管理系統的文件數量約為 10 萬餘筆，應足可應

付目前所需，惟後續若續擴充僅須向原廠採購擴充筆數即可更

新，無須重新建置、佈署。 

擴充性部份，未來若須整合相關資訊至自主開發之資訊系統

進行二次開發外，亦提供多種 API 可以使用，並提供彈性的管理

介面，可由局內資訊人員自主管理，其 API 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 5- 25  OES Server API 架構圖 

 

二、 後台管理模組 

本團隊已於局內架設 OES Server 並針對既有 NAS 系統進行

索引搜尋與詞庫建置，同時應用該搜尋引擎提供之 API 進行前端

各項功能之設計與開發，上線後提供後台管理功能，可由局內自

主管理各項搜尋索引建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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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6  OES 管理介面 

 

後台管理者可彈性設定一個至多個索引庫，每個索引庫可設

定多筆資料夾來源進行索引建置，並可指定排程（每日一次或每

週一次），由於北水局 NAS 系統內檔案較多，每次索引時間約須

1-2 天不等，現時索引排程設定為每週五啟動，故全文搜尋資料為

每週更新一次，如圖 5- 27 所示。 

 
圖 5- 27  設定全文內容索引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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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並可於後台設定自動化標籤建立規則，指定當全文搜

尋之索引中出現特定字詞，即對應至特定標籤內容，標籤設定後

則可於前台查詢時依不同標籤切換群組查詢，如圖 5- 28 所示。 

 
圖 5- 28 設定自動頁籤規則 

 

三、 知識全文搜尋建置成果 

本計畫已協助北水局建置初步之 NAS 文件索引，舉凡開放

權限給內部所有同仁之資料夾皆已納入，使用者可於搜尋頁面直

接輸入關鍵字，點及查詢後即列出搜尋結果。 

相關資訊包括查詢條件、查詢結果筆數、最近查詢字詞、相

關字詞建議，並提供以日期、標籤、檔案型態與檔案所有人等進

行群組分類，如圖 5- 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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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9  全文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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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訓練辦理作業 

為使北水局各課室使用者可熟悉使用本計畫所完成之經營

管理平台操作，進而輔助業務執行，本計畫規劃系統教育訓練課

程，提高平台應用價值，以提升北水局相關業務橫向聯繫之效率，

精進內部作業品質。本計畫已辦理「北區水資源局水資源經營管

理平台」教育訓練 1 場次，課程包含系統操作流程講解及說明北

水局相關業務或工程資訊管理與系統功能間的相互關係，並搭配

實際案例講解以使參與教育訓練學員能快速熟悉系統操作。 

壹、 系統教育訓練辦理規劃 

一、 辦理時間：10 月 22（四）上午 9 時 30 分~下午 5 時 0 分 

二、 辦理地點：北區水資源局第二會議室 

三、 教育訓練課程表：課程時間 6 小時，課程內容如表 6- 1 所

示。 

表 6- 1 教育訓練課程表 

主題 時間 講師 

背景說明與計畫整體介紹 09:30-10:00 郝振宇 

局內網介紹與討論 10:00-10:50 林嘉韋 

水資源主題圖台 11:00-12:00 林嘉韋 

中午休息 12:00-13:30  

工程資訊管理功能(RCM) 13:30-15:00 張幃杰 

下午休息 15:00-15:10  

水資源論壇 15:20-16:00 郝振宇 

知識管理平台 16:00-16:30 郝振宇 

Q&A 16: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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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育訓練辦理成果 

本次教育訓練提供線上報名網站，如圖 6- 1 所示，共計 40 人

次參與，並提供教育訓練參訓講義，辦理成果如圖 6- 2 所示，相

關意見如附件所示。 

 

圖 6- 1 教育訓練報名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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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 教育訓練辦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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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成果報告表 

一、摘要：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北水局）掌管台灣北部各大重要

水庫之權責機關，動輒影響北台灣數百萬人之生活、農業與工業用水，因此

在水資源資訊之掌握即需透過完整規劃，強化水資源資訊整合及橫向串連，

以簡化資訊溝通之流程與成本，並強化水資源管理之深度與準度，進而達到

確保穩定供水及用水安全無虞之目的。本計畫透過業務訪談與資料調查、資

訊系統介接與整合等作業，將局內在不同時空背景、因應不同目的所開發之

資訊系統進行整合，提供一站式之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提供管理者、決策

者以空間為基礎之關鍵且即時資訊，提昇決策品質與效率。 

二、目的： 

        本計畫旨在建立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讓不同的業務成果可透過資訊科

技之輔助，自動且即時地彙整至平台呈現；套用資訊整合的概念，水資源管

理之業務往往橫貫上、中、下游，本平台即以流域管理為核心，規劃並設計

決策應用情境，並將多元資訊之橫向聯繫與整合建置於功能模組之中，以期

達到決策支援輔助與施政效率提昇之目的。 

三、委辦計畫內容 

        壹、整體規劃 

         一、業務整體現況調查及決策整合案例規劃 

         二、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整體規劃 

        貳、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雛型建置 

         一、業務支援資訊整合 

         二、決策導向之統計分析 

         三、建置水資源管理主題圖台 

        參、建置工程資訊管理功能 

         一、開發工程資訊管理功能 

         二、開發行動版工程監造查詢功能 

        肆、「知識共享管理系統」建置開發 

         一、重要業務彙報 



         二、業務案件分類及流程 SOP 

         三、範本典藏區 

         四、主題論壇 

         五、知識管理搜尋 

四、實際研究成果 

        (一)業務職掌全面清查，奠定平台後續發展基礎 

        (二)打造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雛型，朝向資訊整合目標邁進 

        (三)完善工程管理機制，即時掌握在建工程進度 

        (四)推動知識管理服務，孕育知識典藏與分享文化 

五、應用情形及效益 

        一、整合各獨立的業務系統提供單一平台 

        二、解決各業務資訊橫向整合之斷層 

        三、建立水資源資料之有效管理及未來重要性 

        四、建立工程監造管理及支援系統加值服務 

        五、發展知識管理平台基礎建設 

六、產業應用之實質效益與未來發展之可行性 

        無 

七、研究成果申請專利及商品化之辦理情況說明 

        無 

八、檢討與建議（含如何納入委辦機關業務工作計畫實施） 

        (一)持續進行業務調查，挖掘更多深入知識 

        (二)完善水資源經管平台雛型 

        (三)協助推動案件列管機制，提昇行政效率 

        (四)發展行動應用，決策輔助一手掌握 

        (五)開發各項系統後台，確保後續自主維運 

        (六)輔導更多業務系統介接整合，擴大應用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