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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摘要 

一、 計畫名稱 

校園安全三維 GIS 平台_空間資訊加值應用 

二、 計畫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為國內重要大學，各學院及系所包含眾多教學設施，校園內

亦擁有大量之歷史建築、公共設施、珍貴老樹、網路系統、景點等。校園之完

善及安全為學校運作之基礎，然而因校園範圍開放、廣大，專職人員不足等因

素，無法隨時掌握校園內存在之危險因素及分布區域，故提出此計畫以改善現

況。 

以下針對本計畫欲達成的目標補充說明，並針對校園安全課題進行作業以

期達成目標： 

(一) 基於校園安全之課題收集消防設備、警衛監視系統、戶外路燈照明系統、

無障礙設備等空間資訊並進行三維 GIS 平台的展示。 

(二) 周遭道路交通意外事故熱點、人群聚集處可展示於三維 GIS 平台。 

(三) 三維 GIS 平台之展示提供使用者以 GIS 軟體方式檢閱 3D 校園，以利

校方安全人員掌握校園安全課題。 

此計畫建置的操作型校園安全三維 GIS 平台雛形，提供三維展示、搜尋、

量測等功能，並開啟各大學之先。本計畫透過結合地理資訊系統技術呈現與校

園維安相關資訊，提供校方、師生進行參考，並針對系統呈現之危險區域進行

硬體軟體上的補強，以增強本校安全方面維護。 

本計畫將由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大三部學生負責主持，希冀經通力合作後

能如期如質完成。 

貳、前言 

一、 計畫緣起 

鑒於大學校園日益開放，校園安全為一重要的課題，加上現有校園安全問

題：設施故障、安全死角、夜間照明、陌生人群聚集等，經目擊後通報總務處

後常常沒有標準 SOP 流程及有效的精準程序，且日期延滯更無法預期，因此若

學生與校方能擁有即時的校園安全平台三維模型，將有利於校園安全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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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業範圍 

本次施測範圍爲成功大學成功校區，主要分爲 A、B 兩大區，分別由乙方

兩大隊進行施測工作，每一隊分若干小組及其中一組自我檢核組。自我檢核組

對內以相關作業程序及成果之品質檢驗為主，對另一大隊則執行丙方工作，負

責各階段成果檢查及驗收，也就是兩隊要互相檢核另一大隊的成果。A、B 兩

區以道路中心線來區分，施測範圍需包括此區圍牆外之道路邊界。 

(一) A 區：北至小東路，東至長榮路，西至勝利路，南至測量系館與化學系

館的道路相隔處。 

(二) B 區：北至測量系館與化學系館的道路相隔處，東至長榮路，西至勝利

路，南至大學路。 

 

三、 作業方式 

   丙方分為 A、B 兩組並各有一個組長與四個組員，共十人。在計畫中負責

檢核乙方的測量作業、資料處理與 GIS 系統建置過程是否符合規範要求，也

包含其執行計畫書內容、作業流程、人力分配、進度排程等。需確實監督並

檢驗其結果是否符合規定之標準，以確保成果能達到預期的精度與完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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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作業流程 

 

五、 工作期限 

   本案由 108 年 7 月 4 日開始執行，至 108 年 7 月 26 日結束，預計工作時

程爲 23 個日曆天，除因不可抗力之因素造成期程延遲，否則應於制定的作

業時程内完成。 

六、 團隊規模與人員分配 

丙方團隊由 10 個人組成，成員都為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系大 

學部三年級學生。共有 2 位負責人與 8 位組員，8 位組員分別擔任各項檢

核工作之小組長，負責管理與帶領全部組員完成其負責部分之檢核工作。

本團隊之人員分配架構如下表。由潘柏丞、戴裕澄擔任負責人；莊盛淳、

林睿哲、陳朝鵬、李承勳擔任資料蒐集組組長；李姿穎擔任資料整理組組

長；蘇冠榮擔任二維建置組組長；王柏宏擔任三維建置組組長；郭耀棕擔

任加值應用組組長。 

所有組員們均有修過系上之多門 GIS 相關課程，因此對於本計畫會用

到的 GIS 軟體都有一定的熟悉程度。而組員們也都修習過基礎測量實習與

數值地形測量實習，所以對於需補測之建物測量也有相當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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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作業流程規範、執行方法及品質管理 

一、 資料蒐集 

(一) 建物補測 

1. 導線測量 

(1) 乙方需繳交之資料:  

A. 導線網形展點圖 

B. 測量精度、品質管制規劃書(含測量精度及儀器率定檢校紀錄)  

C. 原始觀測資料(含已知點檢測紀錄)  

D. 點之記(含坐標) 

E. 導線測量之平差計算報表(包含書面資料及電腦檔案)  

F. 品質管制紀錄(包含儀器率定檢校紀錄及已知控制點檢測成果) 

G. 導線測量成果報告書 

H. 乙方自我檢核表 

(2) 書面檢查:  

A. 抽樣標準:全數辦理檢查。 

B. 檢查內容: 

a 人工檢查各項測前規畫之書面資料及測後成果資料是否

符合規範 

b 導線網形規劃書  

c 測量精度、品質管制規劃書(含測量精度及儀器率定檢校

紀錄)  

d 原始觀測資料  

e 點之記(含坐標)  

f 導線測量之平差計算報表(包含書面資料及電腦檔案)  

g 品質管制記錄(已知控制點檢測成果等)  

h 導線網測量成果報告書 

C. 通過標準：需全數合格，如果資料有缺失或是欄位資料填寫錯

誤，乙方應全面重新修正再送回丙方複查，直到通過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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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地檢查:  

A. 抽樣方式：全數辦理檢查。 

B. 檢核方式： 

a 實地點位設置情形是否與點位紀錄表記載相符  

b 使用 e-GNSS 進行檢核，因丙方實測精度也要符合乙方規

範標準，故平面座標分量中誤差應小於 2cm、高程座標分

量中誤差應小於 5cm，並將丙方的觀測值與乙方觀測值進

行座標較差比較，檢核較差是否合乎精度規範。 

C. 通過標準：丙方的觀測值與乙方觀測值的平面位置較差需小

於 5cm，高程分量較差則需小於 10公分，若是有不合格點

位，則乙方需全數重新辦理。 

(4) 檢核表：如附表一、平面導線加密網測量檢核表 

2. 細部點測量 

(1) 繳交資料: 

A. 數值地形圖檔(含 DXF、DWG及 DGN格式) 

B. 原始觀測資料 

(2) 書面檢查: 

A. 抽樣標準：以 100公尺*100公尺為 1方格（面積不足 100公

尺*100公尺者，以 1方格計），每 1方格中抽樣地物總數 10

％或至少 5點之明確地物點，若明確地物點不足時，則依現

場情況決定檢測之數量。 

B. 檢核內容：屬性檢查：檢查方格內地形及地物是否缺漏未測

繪及屬性正確性。 

C. 通過標準： 

a 凡屬需較專業能力判斷之地形及地物屬性錯誤，例如油槽、

瓦斯槽，或是由外觀不易判釋之屬性錯誤，例如鋼架廠房

之樓層等，均不列入缺失計算。 

b 抽樣方格的不合格數大於抽樣方格總數的 5％，則該方格

檢查為不通過。 

c 若是不合格方格數大於總方格數的 5%，則應重新檢查修

正後再辦理複查。複檢不得超過二次，如超過二次則需全

數重新辦理。 

(3) 實地檢查： 

A. 抽樣標準：以 100公尺*100公尺為 1方格（面積不足 100公

尺*100公尺者，以 1方格計），每 1方格中抽樣地物總數 10

％或至少 5點之明確地物點，若明確地物點不足時，則依現

場情況決定檢測之數量。 

B. 檢核方式：使用皮捲尺，量測該地物點和周圍地物點連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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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若是該點附近有道路，則需要量測路寬。 

C. 通過標準： 

a 丙方量測得到的距離和乙方提供之數據差需小於 10cm。 

b 抽樣不合格點數大於抽樣總數的 5％，則檢查不通過，應

重新檢查修正後再辦理複查。複檢不得超過二次，如超過

二次則需全數重新辦理。 

(4) 檢核表：如附表二、細部測量成果檢核表 

(二) 各項設施 

1. 乙方需繳交之資料： 

(1) 戶外照明設備之詳細點位資料及其資訊（明亮度等…） 

(2) 消防設備點位資料 

(3) 緊急電話亭點位、體外去顫器(AED)、無障礙設施等其餘地物資料 

(4) 校園警衛夜間巡邏點位之資料 

(5) 交通意外熱點及其相關資料。 

2. 書面檢查： 

(1) 抽樣數量：全數辦理檢查 

(2) 檢查項目： 

A. 戶外照明設備表格資料 

B. 消防設備表格資料 

C. 緊急電話亭、體外去顫器(AED)、無障礙設施等其餘地物之表格

資料 

D. 校園警衛及其夜間巡邏點位圖 

E. 交通意外熱點之點位與其相關統計數據 

F. 檢查資料有無缺失 

G. 欄位資料填寫是否正確 

(3) 通過標準：書面資料如有缺失或欄位填寫錯誤則交還給乙方進行

更正，更正完畢交還進行複檢。 

3. 實地檢查： 

(1) 點位檢查 

A. 各項設施之點位需符合精度 

B. 檢查是否有漏測之點位 

(2) 校園警衛夜間巡邏點位 

A. 實際確認校園警衛之夜間巡邏點位相關資料 

(3) 交通意外熱點：需符合設定之假說 

(4) 通過標準： 

實地檢測時，丙方測得之標準需在平面精度 2cm、高程精度 5cm，

再與乙方做較差之比較，與乙方比較之較差需在 5cm 以內，較差

在 5cm 以上時，則視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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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施數量大於 30 筆時，採系統抽樣，每隔四筆資料實施現地測

量，在與乙方之數據做檢核，若數量小於 30 筆時，則採全數實地

量測。 

若不合格數量超過抽樣總數的四分之一時，則退還給乙方重新測量，

測量完後需再由丙方檢核一次。 

4. 檢核表：如附表三、消防設施位置成果檢核表 

                    如附表四、照明設備成果檢核表 

                    如附表五、其餘地物資料成果檢核表 

二、 資料整理 

(一) 乙方需繳交之資料： 

1. 全站儀原始觀測紀錄表 

2. e-GNSS 原始觀測紀錄表 

3. 消防設備量測表 

4. 路燈量測照度表 

5. 所有建置資料(控制點、房屋、市區道路、小徑、人行道、塔桿、

路燈、植被分類、地標、緊急電話亭、消防栓、無障礙設施、

AED)之 shp 檔 

6. 所有建置資料之詮釋資料之 xml 檔 

7. 所有建置資料自我檢核表 

(二) 書面檢查： 

1. 檢查數量：全數辦理檢查。 

2. 檢查項目： 

(1) 觀測資料之點位是否與建置之點位相符 

(2) 觀測資料之屬性表內容是否與建置之點位屬性表相符 

(3) 數化資料自我檢核表是否全數通過 

(4) 詮釋資料是否全數填寫完成 

3. 通過標準：需全數合格，如有不符者乙方建置單位應全面重新修

正後再送丙方監審單位復查至全數通過為止。 

(三) 檢核方法： 

1. 點位檢核：抽樣 10%點位之座標需與觀測表紀錄之座標完全符合。 

2. 屬性表檢核：全數欄位須符合原始紀錄表內容。 

3. 詮釋資料檢核：人工確認詮釋資料之欄位是否全數填寫完畢。 

(四) 檢核表：如附表六、數化資料檢核表 

    如附表七、詮釋資料檢核表 

三、 GIS 建置（二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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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乙方需繳交之資料： 

1. CAD 轉置 GIS 資料之內容須與 1/1000 地形圖相符 

2. GIS 面狀建物資料(.tab 檔或.shp 檔) 

3. GIS 線狀道路資料(.tab 檔或.shp 檔) 

4. GIS 點狀校園安全設施資料(.tab 檔或.shp 檔) 

5. GIS 點狀夜間巡邏點位資料(.tab 檔或.shp 檔) 

6. GIS 其他地物資料(.tab 檔或.shp 檔) 

7. 地形圖及 GIS 資料之詮釋資料 

 

註：第一項至第七項要求之規定須參照《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作業規

定》之規定，其中第 6 項若有上述規定之未定義地物，則參照《國立

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107 學年度測量總實習圖式規格表》之

規定。 

 

1. CAD 轉置 GIS 資料檢核 

(1)檢核數量：全數辦理檢查 

(2)檢核方法：採用人工方式，將原本 CAD 地形圖與轉置之 GIS 資料

進行比較，確認 CAD 轉置 GIS 資料須與 1/1000 地形圖資料相符，

並檢查資料種類及核對資料數量。 

(3)檢核內容：比對轉置前後之 CAD 1/1000 地形圖資料與 GIS 資料內容 

A. 檢查資料總數是否相同。 

B. 須建立主題圖層至少包括建物、道路、校園安全設施、巡邏路線。 

C. 檢查座標系統是否為 TWD97。 

(4)通過標準： 

A. 資料總數必須相同 

B. 主題圖層不可缺少 

C. 座標系統必須相符 

D. 上述三項若有不通過者，則要求乙方進行重新檢核並修正其成

果，再進行複檢，複檢至通過。 

 

2. GIS 面狀建物資料檢核 

(1)檢核數量：全數辦理檢查。 

(2)檢核方法：以人工方式確認所有建物為面狀資料，並檢查資料名稱

及數量。 

(3)檢核內容： 

A. GIS 圖層中面狀建物圖層名稱及屬性欄位須符合《一千分之一地

形圖作業規定》。 

B. 若乙方有增加其他屬性，則須檢驗是否對應正確的屬性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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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檢查資料總數是否相同。 

 

(4)通過標準： 

A. 面狀建物圖層名稱及屬性欄位須符合《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作業規

定》，若有遺漏或內容錯誤，則該檢查不通過。乙方須重新檢驗

修正，再行複檢。 

B. 另外加入之文字註記者，其對應名稱須正確，若不符，則該檢查

不通過。乙方須重新檢驗修正，再行複檢。 

C. 資料總數必須相同。 

D. 複檢至通過為止。 

 

3. GIS 道路資料檢核 

(1)檢核數量：全數辦理檢查。 

(2)檢核方法：以人工方式檢查道路圖層名稱及屬性欄位之對應，並檢

查資料總數。 

(3)檢核內容： 

A. GIS 圖層中線狀道路之圖層名稱及屬性欄位須符合《一千分之一

地形圖作業規定》，至少包括道路中線、道路節點與一般道路面

等三個類別，識別號可自訂。 

B. 用 ArcGIS 相位檢查功能，確認道路的完整性及連續性，如是否

有斷線等。 

C. 若乙方有增加其他屬性，如在道路內加入道路名稱的文字註記，

則須檢驗其道路名稱是否正確且對應正確的屬性欄位。 

D. c 檢查資料總數是否相同。 

(4)通過標準: 

A. 線狀道路之圖層名稱及屬性欄位須符合《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作業

規定》，若有遺漏或內容錯誤，則該檢查不通過。乙方須重新檢

驗修正，再行複檢至通過。 

B. 道路保持完整性及連續性，若有不接續處，則該檢查不通過。乙

方須重新檢驗修正，再行複檢至通過。 

C. 另外加入之文字註記者，其對應名稱須正確，若不符，則該檢查

不通過。乙方須重新檢驗修正，再行複檢至通過。 

D. 資料總數必須相同。 

 

4. GIS其他地物資料(包含點狀校園安全設施資料及點狀巡邏點位資料)  

(1)檢核數量：全數辦理檢查。 

(2)檢核方法：以人工方式檢查校園安全設施圖層名稱及屬性欄位之對

應，且點選在地圖上對應之空間點為是否對應其屬性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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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核內容: 

A. GIS 圖層中地標(點)、巡邏點位(點)圖層名稱及屬性欄位須符合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作業規定》。若有上述規定之未定義地物，

則須符合《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107 學年度測量總

實習圖式規格表》。 

B. 點選在地圖上對應之空間點為是否對應其屬性欄位。 

C. 屬性欄位中的控制點對應坐標是否在空間顯示內具有正確點位，

及其各地標(點)相對位置是否正確。 

(4)通過標準: 

A. 各類圖層名稱及屬性欄位須符合《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作業規

定》，若有遺漏或內容錯誤，則該檢查不通過。乙方須重新檢驗

修正，再行複檢。 

B.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作業規定》中未定義之地物，該圖層名稱及

屬性欄位須符合《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107 學年度

測量總實習圖式規格表》，若有遺漏或內容錯誤，則該檢查不通

過。乙方須重新檢驗修正，再行複檢。 

C. 各控制點的對應坐標之相對位置是否正確，若不正確，應請乙方

重新檢核修正，再行複檢至通過。 

 

5. 地形圖及 GIS 資料之詮釋資料檢核 

(1)檢核數量：全數辦理檢查。 

(2)檢核方法：在網頁上以 XML 內容格式展示，且須依照「TWSMP 詮

釋資料標準」和「ISO19115 之詮釋資料規定」之規定建置詮釋資料。 

(3)檢核內容： 

A. 是否包含內政部詮釋資料所列之類別，包含空間展示資訊、供應

資訊、資料品質資訊、參考系統資訊、展示目錄資訊及識別資訊

等。 

B. 各項類別必填之項目是否有填入正確內容及完整資訊。 

(4)通過標準： 

A. 詮釋資料(地形圖檢核單位為各圖層)之必填欄位若被檢查缺漏或

錯誤超過所有必填欄位之 10%，則不通過，須要求乙方進行修

正，再行複檢。 

B. 上述若是地形圖圖層，超過 3 個圖層不合格，則檢查不通過，須

要求乙方重新檢查修正後，再行複檢，複檢至通過。 

 

四、 GIS 建置（三維） 

(一) 乙方需繳交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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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建物樓層數、樓高資料 

2. 各建物唯一識別碼 

3. 乙方自我檢核表 

(二) 成果檢核： 

1. 抽樣標準：全數辦理檢查 

2. 檢核方法： 

人工方式檢視成果，且需依照「CityGML LOD1 精度規範」、「建築

技術規則設施工編第一百六十四條之一」、「新北市非住宅建築物樓

層高度及夾或挑空設 計施工及管理要點」之規定。 

3. 檢核項目： 

(1) 各建物或附屬建物高程是否正確。 

(2) 是否有遺漏或錯誤建置。 

(3) 建置流程是否合理恰當。 

(4) 乙方自我檢核表是否正確 

4. 檢核標準： 

(1) 各建物的唯一識別碼是否與二維地圖連結是否有正確對應。

若有遺漏或內容錯誤，則該檢查不通過。乙方須重新檢驗修

正，再行複檢。 

(2) 三維點位精度要求為 5 公尺以下。若有遺漏或內容錯誤，則

該檢查不通過。乙方須重新檢驗修正，再行複檢。 

(3) 建物之屋頂須為平面，不包含屋頂上的水塔等建物。若有遺

漏或內容錯誤，則該檢查不通過。乙方須重新檢驗修正，再

行複檢。 

(4) 建物基地面積須大於 6*6m。若有遺漏或內容錯誤，則該檢查

不通過。乙方須重新檢驗修正，再行複檢。 

(5) 自我檢核表的各個欄位需填寫正確。若有遺漏或內容錯誤，

則該檢查不通過。乙方須重新檢驗修正，再行複檢。 

五、 Web GIS 與加值應用 

(一) 加值應用 

1. 乙方需繳交之資料： 

(1) 路燈亮度的環域分析之資料 

(2) 巡邏點、校園路網之服務圈分析之資料 

(3) 消防設備環域分析之資料 

2. 成果檢核： 

(1) 路燈亮度的環域分析 

A. 抽樣標準：全數辦理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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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檢核方法：人工方式檢視成果，檢查公尺數或計算值是否正確。 

C. 檢核項目： 

a. Buffer 的公尺數，是否符合外業測量得到的能量強度範圍 

b. 建置的環域公尺數有無符合所獲得之資料。 

c. 是否有遺漏或設定錯誤。 

D. 通過標準： 

a. 公尺數須與能量強度範圍符合。 

b. 建置的環域公尺數有無符合所獲得之資料。 

c. 另外加入之文字註記者，其對應名稱須正確。 

d. 若有任何遺漏或錯誤，則該檢查不通過。乙方須重新檢

驗修正，再行複檢，至通過為止。 

 

(2) 巡邏點及校園路網等資訊產製巡邏服務圈  

A. 抽樣標準：全數辦理檢查。 

B. 檢核方法：人工方式檢視成果。  

C. 檢核項目： 

a. 服務圈的範圍是否有建置正確。 

b. 是否有遺漏或錯誤。 

D. 通過標準： 

a. 服務圈的範圍及設定是否有跟書面資料符合。 

b. 若有任何遺漏或錯誤，則該檢查不通過。乙方須重新檢

驗修正，再行複檢，至通過為止。 

(3) 消防設備環域分析 

A. 抽樣標準：全數辦理檢查。 

B. 檢核方法：人工方式檢視成果。 

C. 檢核項目： 

a. 建置的環域公尺數有無符合所獲得之資料。 

b. 是否有遺漏或設定錯誤。 

D. 通過標準： 

a. 建置的環域公尺數有無符合所獲得之資料。 

b. 若有任何遺漏或錯誤，則該檢查不通過。乙方須重新檢

驗修正，再行複檢，至通過為止。 

(二) WebGIS 

1. 乙方需繳交之資料： 

(1) 已發布系統網址 

(2) ArcGIS-Online 的系統管理者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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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果檢核  

(1) 抽樣標準：全部功能辦理檢查。  

(2) 檢核方法：採用人工方式，將所有功能進行測試。 

(3) 檢核項目： 

A. 各圖層負責人的管理權限是否設定正確  

B. GPS 定位後的地物資訊與實際狀況是否一致  

C. 比對系統所提供的各種類資訊及服務是否正確  

(4) 檢核標準：  

A. 各類地物負責人需有權限修改各自的圖層，但不得更動其他

負責人的圖層。  

B. 系統自動產生的地物資訊與實際位置的距離不得超出 20m。  

C. 取所有資訊的 1/10 進行抽樣調查，如有 2 個以上資訊 錯誤

及要求乙方重新修正，而功能服務部分則全部進行驗收，主

要檢查所提供功能之成果回傳合理性，萬一有錯誤則督促乙

方進行修正。 

肆、專案規劃管理 

一、 工作執行注意事項 

(一) 雨備及停工之標準  

若因氣候不佳導致外業未能執行，由乙方主持人得向甲方及丙方告知後統  

一公布外業暫停一天，若同一項目延遲超過兩日，由該組組長及乙方主持人共 

同討論並修改行程，得丙方同意後執行。另外，若達颱風達停班停課標準(以政 

府公告為準)，則乙方主持人得向甲方及丙方通知後，統一公告全部執行工作 

向後順延一天。   

(二) 請假辦法  

若計畫執行期間欲請假，須提早三日取得組長及主持人同意，找人代班或 

  修改行程；組長請假須提早三日取得主持人同意，通知組員並選出代理組長； 

  主持人請假須向全部組長及丙方告知，並由各組組長共同代理主持人職務，以 

  確保工作執行之進度。若請假超過三日，須有正當理由，除上述之請假流程外， 

  尚須取得甲方同意方可請假，特殊狀況者不在此限。  

(三) 工作紀錄  

為確保工作執行進度及有效管理人員出席狀況，每日應確實填寫工作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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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由專人負責於工作執行時拍照，以組為單位進行日誌之填寫。 

(四) 外業注意事項  

由於本計畫執行期間於夏天，為登革熱盛行季節，外業作業時需著長褲包 

  鞋，避免蚊蟲叮咬，並於出發前向測量系辦要求防蚊液隨身攜帶。 

(五) 儀器檢查及保存  

內外業均須注意儀器是否損壞，執行期間確認每台儀器是否正常，並登記 

  使用者資訊，外業借用儀器需填寫附錄之實習儀器及器材借用申請表，使用完 

  後，各組組長需負責檢查儀器是否還能正常使用，並按照儀器項目整理收齊。 

(六) 聯絡事項  

全部人員需有主持人及所屬組別組長及所屬大隊隊長之聯絡方式，隊長與 

  組長亦須擁有所有組員及丙方隊長聯絡方式，主持人需有所有組長、丙方人員 

  及甲方之聯絡方式。執行期間須確保可順利聯絡，以使工作進行。 

二、 趕工計畫 

如執行期間發生不可抗力原因導致進度嚴重落後或必須更動原本之規劃，

由計畫負責人呈報三位指導老師，並召開臨時工作會議，具體提出執行問題、

討論檢討方向以尋求解決辦法，並提出應變計畫，必要時調整工作內容、進度

規劃。處理程序如下： 

(一) 問題發生之報告提出。 

(二) 確認問題並尋求應變措施。 

(三) 與甲方召開臨時會議。 

(四) 討論解決方案。 

(五) 追蹤執行成果並監控後續整體規劃程序。 

伍、工作進度排程 

一、 例行會議時間 

七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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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總會議 

組內會議 

組長會議 

組內會議 

組長會議 

組內會議 

7 8 9 10 11 12 13 

 

 

總會議 

組內會議 

組長會議

組內會議 

全隊會議 

組內會議 

組長會議 

組內會議 

全隊會議 

組內會議 

組長會議 

組內會議 

14 15 16 17 18 19 20 

 

 

總會議 

組內會議 

全隊會議

組內會議 

組長會議

組內會議 

全隊會議

組內會議 

組長會議 

組內會議 

全隊會議

組內會議 

21 22 23 24 25 26 27 

 

 

總會議 

組間會議 

組長會議 

組內會議 

全隊會議

組內會議 

組長會議 

組內會議 

報告 

 

 

28 29 30 31    

       

(一) 總會議：預計執行四次，由指導老師及乙方、丙方全體人員一同參與，

乙、丙方主持人主持，討論整體執行狀況、檢核結果及後續規劃。 

(二) 組長會議：預計執行十次，由乙、丙方主持人及各組組長參加，

乙、丙方主持人主持，討論各組運行狀況及進度。 

(三) 全隊會議：預計執行七次，由乙、丙方所有人員一同參加，乙、丙

方主持人主持，討論整體執行狀況及進度，目的為讓所有成員了解

目前作業狀況、規劃及進度。 

(四) 組內會議：每日由組長安排召開，時間由組長和組員共同決定，討

論每日進度及預計規劃進度。  

二、 甘特圖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1 教育訓練

2 資料蒐集檢核

3 外業測量檢核

4 資料整理檢核

5 二維底圖建置檢核

6 三維模型建置檢核

7 網路平台建置檢核

8 撰寫總報告書

9 製作期末簡報

10 進行期末簡報

丙方檢核項目

July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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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附表一、平面導線加密網測量檢核表 

平面導線加密測量成果檢核表  

提送資料：  

1. 導線網形展點圖  

2. 測量精度、品質管制規劃書(含測量

精度及儀器率定檢校紀錄)  

3. 原始觀測資料(含已知點檢測紀錄)  

4. 點之記(含坐標)  

5. 導線測量之平差計算報表(包含書

面資料及電腦檔案)  

6. 品質管制紀錄(包含儀器率定檢校

紀錄及已知控制點檢測成果)  

7. 導線測量成果報告書 

8. 乙方自我檢核表  

資料提送日期：  

資料檢查日期：  

檢查項目  單

位  

數量  不合

格數  

檢查結果  備

註  
合格  不合格  

書面資料

檢查  

(1)測量精度、品質管制規劃

書(含測量精度及儀器率定檢

校紀錄)  

式                 

(2)導線網形規劃書  式                 

(3)原始觀測資料  式                 

(4)點之記(含坐標)  點                 

(5)導線測量之平差計算報表

(包含書面資料及電腦檔案)  

式                 

(6)品質管制記錄(已知控制

點檢測成果等)  

式                 

(7)導線網測量成果報告書

是否符合作業規定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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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檢查  (1)實地點位設置情形是否

與點位紀錄表記載相符  

點            

(2)平面位置較差條件  點                 

(3)高程分量比較條件  點                 

檢查結果(合格與否)  

備註: 

建置單位: 監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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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細部測量成果檢核表 

 

細部測量成果檢核表  
 

提送資料：  

1. 數值地形圖檔(含 DXF、 DWG 及 DGN 

格式)  

2. 原始觀測資料  

資料提送日期：   

資料檢查日期：   

檢查項目  單

位  

數量  不合

格數  

檢查結果  備

註  

合格  不合格   

書面資料

檢查  

(1)   檢查地形及地物是

否缺漏未測繪及屬性正確

性。  

格                 

(2)   檢查量測地物點位

坐標或地物點間之相對距

離及高程，是否符合作業

規定精度  

格            

實地檢查 (1)地物點間連線的距離、

路寬的距離 

點      

檢查結果(合格與否)      

備註：  

 

 

 

 

 

 

乙方組長簽名：  丙方檢核負責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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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消防設施位置成果檢核表 

 

消防設施位置成果檢核表 

提送資料:座標系統為 WGS84的 CSV

檔 

資料提送日期: 

資料檢查日期: 

檔案編號: 

檢核項目 單

位 

數

量 

不合 

格數 

檢查結果 附註 

合格 不合格 

1. 屬性檢查 

(1)消防設施是否有缺漏 

(2)所在系館、樓層是否正確 

(3)其餘屬性正確性 

2. 幾何精度檢查 

(1)平面精度檢查 

(2)高程精度檢查 

 

 

 

 

     

檢查結果(合格與否)  

備註: 

 

 

 

 

 

 

 

 

 

 

 

 

 

 

 

 

 

 

乙方組長簽名: 丙方檢核負責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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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照明設備成果檢核表 

 

照明設備成果檢核表 

提送資料:座標系統為 WGS84的 CSV

檔 

資料提送日期: 

資料檢查日期: 

檔案編號: 

檢核項目 單

位 

數

量 

不合 

格數 

檢查結果 附註 

合格 不合格 

3. 屬性檢查 

(1)照明設備是否有缺漏 

   (2)照度是否有誤 

   (3)其餘屬性正確性 

4. 幾何精度檢查 

(1)平面精度檢查 

   (2)高程精度檢查 

 

 

 

 

     

檢查結果(合格與否)  

備註: 

 

 

 

 

 

 

 

 

 

 

 

 

 

 

 

 

 

 

乙方組長簽名: 丙方檢核負責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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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其餘地物資料成果檢核表 

 

其餘地物資料成果檢核表 

提送資料:座標系統為 WGS84的 CSV

檔 

資料提送日期: 

資料檢查日期: 

檔案編號: 

檢核項目 單

位 

數

量 

不合 

格數 

檢查結果 附註 

合格 不合格 

5. 屬性檢查 

(1)各項屬性資料資料檢查 

(2)緊急電話亭 

(3)體外去顫器(AED) 

(4)無障礙設施 

6. 幾何精度檢查 

(3)平面精度檢查 

(4)高程精度檢查 

 

 

 

 

     

檢查結果(合格與否)  

備註: 

 

 

 

 

 

 

 

 

 

 

 

 

 

 

 

 

 

乙方組長簽名: 丙方檢核負責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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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數化資料自我檢核表 

提送資料： 

1. 原始觀測紀錄表 

2. 數化建置之點位資料 

3. 建置資料之屬性表 

資料提送日期： 

資料檢查日期： 

檢查項目 數量 不合格數 
檢查結果 

備註 
合格 不合格 

1. 控制點 

觀測資料之點位是否與數化

之點位相符 
          

觀測資料之屬性表是否與建

置之點位屬性表相符 
          

2. 建物 

觀測資料之點位是否與數化

之點位相符 
          

觀測資料之屬性表是否與建

置之點位屬性表相符 
          

3. 道路 

觀測資料之點位是否與數化

之點位相符 
          

觀測資料之屬性表是否與建

置之點位屬性表相符 
          

4. 人行道 

觀測資料之點位是否與數化

之點位相符 
          

觀測資料之屬性表是否與建

置之點位屬性表相符 
          

5. 塔桿 

觀測資料之點位是否與數化

之點位相符 
          

觀測資料之屬性表是否與建

置之點位屬性表相符 
          

6. 路燈 

觀測資料之點位是否與數化

之點位相符 
          

觀測資料之屬性表是否與建

置之點位屬性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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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標 

觀測資料之點位是否與數化

之點位相符 
          

觀測資料之屬性表是否與建

置之點位屬性表相符 
          

8. 消防設備 

觀測資料之點位是否與數化

之點位相符 
          

觀測資料之屬性表是否與建

置之點位屬性表相符 
          

9. 無障礙設施 

觀測資料之點位是否與數化

之點位相符 
          

觀測資料之屬性表是否與建

置之點位屬性表相符 
          

10. 緊急電話亭 

觀測資料之點位是否與數化

之點位相符 
          

觀測資料之屬性表是否與建

置之點位屬性表相符 
          

11. AED 

觀測資料之點位是否與數化

之點位相符 
          

觀測資料之屬性表是否與建

置之點位屬性表相符 
          

檢查結果(合格否)   

備註  

建置單位簽名 監審單位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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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詮釋資料檢核表 

提送資料 資料提送日期： 

資料檢查日期： 

檢查項目 數量 不合格數 
檢查結果 

備註 
合格 不合格 

Metadata           

DataIdantidication           

DataQuality           

Distribution           

備註   

建置單位簽名 監審單位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