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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環境資訊綜合管理系統整合與呈現研究計畫，係因應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內部加強管理所進行的組織架構變動、資訊整合與擴充，進行之系

統建置與整合。本計畫主要為提升環境資訊綜合管理系統功能，整合環保

處各組業務資訊系統建置單一入口，並輔以各組意見，協助建置 E化作業

管理系統、強化各組重要資訊之揭露，最後完成高階管理資訊系統與地理

資訊系統擴充。 

本計畫綜整各組意見，完成環境資訊綜合管理系統首頁與單一入口系

統之功能規劃與雛型系統建置，並依影響評估組、污染防治組、溫室氣體

組、環保技術組和環保督導等各組業務需求，分別建置環評業務管理系

統、污染防治申報管理系統擴充、綠能低碳推動會報管理系統、環境教育

管理系統和環保輔導管理系統等子系統，協助各項業務執行規劃 E化資料

填報、統計報表產製，藉以縮短業務作業時間、資料 E化管理以強化資訊

即時性。 

另外，為提升地理資訊系統應用性亦使內容更趨完備，本期計畫進行

系統功能和資訊擴充，將林口、興達和大林等燃煤電廠之環境監測資訊匯

入圖台呈現，並介接環保署開放平台之固定污染源連續自動監測

（CEMS）、水質自動連續監測（CWMS）即時監測資訊，與介接台電公司

各電廠機組即時發電量資料，透過系統功能將環境即時監測結果與發電量

作趨勢比較分析。另一方面，為協助高階長官掌握重要業務資訊，另建置

完成高階管理系統提供重要業務資訊查詢。此外，依據高階管理系統中所

呈現之資訊，建置行動端系統介面，協助高階管理者能迅速統整所得到之

重要資訊。 

關鍵字：環境資訊綜合管理、地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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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1.1 研究緣起 

1.1.1 前言 

台灣電力公司（以下簡稱為台電）依循永續能源政策綱領營造友善環境及氣

候變遷可能造成危害進行產業調適，如因應氣候變遷參與國家節能減碳計畫、溫

室氣體減量與碳排放權交易、落實環境影響評估、落實能資源管理、降低環保罰

件、維護空氣品質、加強環保教育訓練、推動綠色採購、建置低碳園區、推動綠

建築、保育自然環境與生物多樣性等，減低營運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展現台電邁

向世界級乾淨綠色能源的決心。詳細執行現況請見表 1.1.1-1。 

表 1.1.1-1 近年台電環境永續關鍵議題與行動 

 

台電為台灣公用事業，肩負台灣地區供電之使命，一路由水力發電、火力發

電直至核能發電等多元發電方式。但除供應電源需穩定外，如何以國際觀事業，

結合更具效率之經營技術，並同時運用兼具社會責任與永續環境之經營策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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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持續成長及精進。104 年底，台電公司為改善整體組織效能、提升總體經營

績效，對內強化各部門之成本意識，對外回應社會改革期待，並因應未來各種可

能挑戰，組織轉型為事業部制，將公司發、輸、配售電核心事業，設立水火力發

電、核能發電、輸供電、配售電等 4 個事業部，整體組織架構如表 1.1.1-2 所示。

本計畫將以此台電公司架構，作為系統整合建立之依據。 

台電環境保護處（簡稱環保處）成立 30 年來累積相當多環境保護資訊，各

組亦紛紛針對轄內業務建置業務管理系統，將相關資料與作業流程 E 化管理，以

減輕人力需求、提升作業效率。 

表 1.1.1-2 台電公司轉型事業部組織架構一覽表 

事業部/類別 單位名稱 

董事會 董事會、董事會檢核室 

總管理處 

總經理副總經理室、企劃處、電力調度處、材料處、

燃料處、財務處、秘書處、電源開發處、營建處、

會計處、資訊系統處、公眾服務處、法律事務室、

政風處、環境保護處、工業安全衛生處、新事業開

發室、人力資源處 

附屬單位 

訓練所、南部資料處理中心、中部資料處理中心、

澳洲辦事處、綜合研究所、綜合施工處、青山施工

處、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及各核能火力發電施工處 

委員會 
育樂活動推行委員會、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審

議委員會 

水火力發電事業部 
策劃室、再生能源處、電力修護處、發電處、各水

火力發電廠 

核能發電事業部 

策劃室、核能發電處、核能安全處、核能後端營運

處、核能技術處、核能安全委員會、核能發電廠緊

急計畫執行委員會、放射試驗室以及各核能發電廠 

輸供電事業部 
策劃室、系統規劃處、電力通信處、供電處及各供

電區營業處、輸變電工程處及各區施工處 

配售電事業部 策劃室、業務處、配電處以及各區營業處 

資料來源:台灣電力公司-修正本公司組織規程及新訂事業部組織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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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管理資訊系統（MIS） 

管理資訊系統基本定義分為 3 項：管理（Management）、資訊（Information）、

系統（System）。管理目的在於如何有效率（Efficiency）將事情做好，及有效能

（Effectiveness）使事情往正確之方向進行；而資訊提供相關知識（Knowledge），

針對某一情境（Context），將資料或資訊經過進一步的相關處理，並透過專家所

綜合出具有價值之資訊；系統則為利用相互關聯之元件運作，以達到期望結果。

故資訊系統（Information System）可定義為相互關聯之元件，共同運作並朝同一

方向前進，以有計畫性之轉換過程進行接收與輸出。 

管理資訊系統提供企業過去、現在和未來與經營相關例行性資訊報表，作為

支援企業各部門作業之規劃、控制與決策，以提供分析的資訊為導向。管理資訊

系統提供管理者自我工作表現，高階管理者能由 MIS 提供的資訊掌握公司所有訊

息。經 MIS 所提供的資訊，可顯示過去有計畫的成果與實際成果的數據，有助於

管理者衡量目標發展情況，而針對固定程序之工作，亦可經由固定機制獲得相關

資訊。 

1.1.3 地理資訊系統（GIS） 

1960 年代美國與加拿大為調查及分析其國土利用、自然資源、地質及人口普

查等，遂開始有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萌芽。 

台灣於 1975 年引進 GIS 概念與技術，其發展大致可分為 4 個階段，分別為

萌芽時期（1975~1980）、網格式系統時期（1980~1985）、向量式系統時期

（1985~1990）及國土資訊系統計畫時期（1990~迄今）。萌芽時期政府單位以衛

星影像資料進行農產量預測與森林資源分析，1980 年代中期部分教育及學術單位

開始由國外引進 GIS 軟體加以推廣使用，至 1994 年行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組所

發表的白皮書中指出，政府資訊建設優先推動的六大計劃，其中「國土資訊系統」

與「地政資訊管理」兩計劃便與 GIS 技術有密切的關係。 

地理資訊系統為一種地理資料庫管理系統，其功能在於整合不同性質之資料，

如交通、人文、土地利用、土壤、地質、雨量、地形等各種具空間分布特性之資

料，可經由套疊、編修及分析後，提供資源規劃、生態保育等參考。地理資訊系

統之資料一般可分為兩個部分，及空間資料（spatial data）與屬性資料（attribute 

data）。空間即指地理區位（geography location），指地理空間上的相對位置，可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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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點、線、面變化來描述位置與形狀，並建立彼此位相關係（Topology）來記錄

各物件的空間位置與相對位置關係，通常以地圖的方式來呈現，如圖1.1.3-1所示。

屬性資料主要以文字或數值來紀錄與描述空間元素的特徵，如城市名稱、面積、

人口、河川長度、洪峰等資料，通常為表格型態（Table），如圖 1.1.3-2 所示。 

 

 

圖 1.1.3-1 空間資料示意圖 

 

 

圖 1.1.3-2 屬性資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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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資料中可再細分為 2 種，分別為網格資料（Raster Data）及向量資料

（Vector Data）。網格資料將地表分割成規律之格網單元（title），通常為正方形的

網格結構，每個單元稱為網格（grid），每一個網格都記錄一個特定資訊、一個數

值或字元來呈現地理現象，適合用於連續性（Continuous）之地理現象，如影像

資料、數值地形模式（Digital Terrian Model, DTM）資料或其他特定數值現象，

以數值地形模式為例，係從全測站所測量之高程資料，用內插方式所建立的，如

圖 1.1.3-3 所示。網格資料通常以一個屬性對多個細胞的形式呈現，如表 1.1.3-1

所示。 

 

圖 1.1.3-3 網格資料示意圖（以地表數值高程為例） 

 

表 1.1.3-1 網格資料屬性對照表範例 

Class Number 

A 50 

B 123 

C 54 

D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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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資料以記載空間中之點、線、面等元素之座標為主。點資料是使用一組

X 和 Y 坐標來呈現該圖徵之位置，可呈現像是地標、消防栓等位置，線是由連續

點所構成，可呈現如地下管線、道路路網等分佈狀況，面則是由一群線段所形成

的封閉區域，可呈現如建物形狀、街廓、地籍等一定範圍，如圖 1.1.3-4 所示。向

量資料的屬性表一般都是以一對一的方式儲存，由一筆資料（record）對應一筆

屬性紀錄，如表 1.1.3-2 所示。 

真實世界中的地理資料經過測量、調查、校正、定位及數化等過程後，大多

以向量資料之方式記錄儲存，可針對不同空間元素進行修改、複製、刪除等編輯

工作。向量資料較容易與相對之屬性資料結合，因此一般 GIS 軟體多以處理向量

資料為主，特別適合展現於不連續（discontinuous）的地理現象，如地標、建築

物、縣市界等。 

圖 1.1.3-4 向量資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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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2 向量資料屬性對照表範例 

ID shape Name class area perimeter 

1 polygon 公園 A 25 12,365 

2 polygon 公園 A 36 152,364 

3 polygon 工業區 B 112 5,783,525 

4 polygon 住宅區 C 135 215,483 

5 polygon 商業區 D 125 685,362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1.2.1 研究動機 

台電公司在民國六十六年即已成立環境保護委員會，其後隨國內環保意識高

漲及發電規模擴大，更在七十五年成立環境保護處，為國內公民營企業中第一個

環保專責部門。目前環保處設有 6 個組，分別為影響評估組、監測組、污染防治

組、溫室氣體組、環保技術組與環保策劃組，本計畫彙整環保處各組業務職掌如

表 1.2.1-1，業務細項說明如下。 

表 1.2.1-1 環保處業務職掌現況 

環 

保 

處 

業 

務 

業務組別 職掌 

影響評估組 

1. 新能源評估 

2. 核能水力評估 

3. 火力評估 

4. 輸變電評估 

監測組 

1. 空氣品質監測 

2. 水質水溫監測 

3. 環境生態監測 

4. 噪音振動監測 

污染防治組 

1. 廢水防治 

2. 廢棄物清理 

3. 空污防制 

4. 環境績效 

5. 環保督導 

溫室氣體組 

1. 盤查管理 

2. 碳權經營 

3. 減量計畫 

環保技術組 

1. 資訊事務 

2. 策畫訓練 

3. 景觀設計 

環保策劃組 

1. 環保政策研擬 

2. 綠色企業推動 

3. 責任中心與績效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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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響評估組 

(一) 電源開發計畫及輸變電設施計畫有關環境事務之規劃、研究事項。 

(二) 核能設施除役及核能廢料處置等有關環境事務之規劃、研究事項。 

(三) 新能源（含風力、光電、海洋）及其他新興（含多角化）開發計畫有關

環境事務之規劃、研究事項。 

(四) 開發計畫環境現況之調查分析及其影響之預測評估、影響減低對策之規

劃、擬訂事項。 

(五) 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書件之編撰、陳報及審查期間之因應事項。 

(六) 開發計畫環境規劃階段說明會及環境影響說明書公開說明會之召開、聯

繫與協調事項，並協助上級機關進行相關公聽會之召開事項。 

(七) 開發計畫施工、營運期間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之追蹤、查核及資料

之編擬、提報事項，及協助各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執行單位有關環境

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及變更內容對照表之審閱及陳報事項。 

(八) 電力設施計畫有關物化、生態及社會經濟環境等專題之研究、規劃事項。 

(九) 電力設施計畫漁業補償之評估、研究事項。 

(十) 離島柴油機組申請設置許可檢具符合空氣品質模擬規範及污染物容許

增量證明文件之協助審查事項。 

(十一) 既有電力設施有關環境規劃評估事務之聯繫、協調及研究事項。 

(十二) 環境保護相關法規之研究及因應對策之研擬、建議事項。 

(十三) 其他交辦事項。 

 

二、監測組 

(一) 各項新興電力設施計畫施工、運轉期間環境監測工作之規劃、執行及監

測季報、年報之彙編、陳報事項。 

(二) 各項既有電力設施及其改善、擴建計畫環境監測工作之規劃、執行及監

測季報、年報之彙編、陳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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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力設施營運期間各項污染物排放監測設施及系統之規劃、建置、操作

維護及研究事項。 

(四) 電力設施環境監測計畫及環境監測系統品保品管制度之規劃、研究及執

行事項。 

(五) 電力設施各項污染物排放及附近環境因子長期調查監測資料之蒐集、資

料庫維護、整體分析及研究事項。 

(六) 電力設施環境生態之調查研究及保育、復育工作之規劃、執行事項。 

(七) 因應環保相關議題協助各單位規劃辦理各項環境調查監測工作之執行

及溝通事項。 

(八) 污染物排放及環境監測技術、規範、標準及營運體系之蒐集、研究及應

用事項。 

(九) 電力設施各項污染物排放及附近環境因子長期資料庫資訊系統軟、硬體

之建立、維護、更新及運作事項。 

(十) 電力設施環境各項因子監測、調查、研究計畫執行之品質、期程及成果

之查核管控事項。 

(十一) 再生及新興能源設施開發之環境資料調查監測計畫之規劃、研究及執

行事項。 

(十二) 本公司環境監測設備、維護及環境監測專案工作計畫相關預算之規

劃、統籌、執行、控管等作業事項。 

(十三) 其他交辦事項。 

 

三、污染防治組 

(一) 電力設施污染防治新技術之研究、評估及引進事項。 

(二) 污染防治相關法規之研究、建議及溝通事項。 

(三) 電力設施有關空氣污染、廢水、事業廢棄物、毒性化學物質、重金屬、

噪音、振動、異味及土壤污染等公害防治對策之規劃、研究及督導事項。 

(四) 污染防治之營運費用與資本支出等預算之編列、統籌、進度之追蹤及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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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之查核事項。 

(五) 各單位辦理環境管理系統之建置、推動、輔導及追蹤查核及國際標準驗

證有關事宜之辦理事項。 

(六) 有關污染防治工作之聯繫、協商、督導及考核事項。 

(七) 中長期污染防治計畫之研擬、規劃事項。 

(八) 火力發電廠空氣污染改善之績效指標編擬事項。 

(九) 事業廢棄物及副產物之再利用之研究及規劃事項。 

(十) 各單位處理環保處罰訴願案件之協助事項。 

(十一) 登革熱防治之聯繫、督導及查核事項。 

(十二) 環保查核之制度建置、規劃、督導及缺失對策研擬與彙整事項。 

(十三) 水資源管理及水足跡推動。 

(十四) 其他交辦事項。 

四、溫室氣體組 

(一) 溫室氣體相關法規、制度之研究、研擬及建議事項。 

(二) 溫室氣體管制策略與行動方案之規劃、成效追蹤事項。 

(三) 溫室氣體盤查、減量相關資訊系統之建置、維護與管理事項。 

(四) 溫室氣體管理之營運費用與資本支出等相關預算之規劃、統籌、控管等

作業事項。 

(五) 電力設施溫室氣體排放抵換交易制度之規劃及相關業務辦理事項。 

(六) 碳權經營之策略規劃與管理事項。 

(七) 各單位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管理、申報、查證、輔導等相關業務之追蹤

辦理事項。 

(八) 各單位溫室氣體減量計畫之建立、確證、查證、輔導及相關業務之追蹤

辦理事項。 

(九) 溫室氣體減量技術之蒐集、研究與評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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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電力碳足跡之資訊收集、建置、研究與評估事項。 

(十一) 電力設施溫室氣體排放調適策略之研擬、規劃事項。 

(十二) 溫室氣體管理相關工作之聯繫、督導及考核事項。 

(十三) 環境會計及物質流管理制度之研擬、推動、督導及相關資訊申報平台

之建置、維護與管理事項。 

(十四) 其他交辦事項。 

五、環保技術組 

(一) 環保技術之研究、開發及推動事項。 

(二) 環境風險管理技術之蒐集、研擬及評估事項。 

(三) 綠色成長策略之研究、評估及推動事項。 

(四) 環境保護教育訓練之籌劃、辦理及推行事項。 

(五) 本公司責任中心管理制度環保相關事項之規劃研擬、建構、追蹤、提報

及審查事項。 

(六) 上級機關考成環保相關事項之規劃研擬、推動、提報及審查事項。 

(七) 環境保護工作計畫及環保業務資料之研擬蒐集彙編、溝通聯繫及管控追

蹤事項。 

(八) 既有電力設施之景觀美化、綠化改善暨新建電力設施之景觀規劃、設計 

等創新研究事項。 

(九) 環境保護相關業務預算之彙編、管控及追蹤事項。 

(十) 本處一般資訊設備及系統之規劃、設置、維護、運作及管理事項。 

(十一) 資通安全相關業務之執行、教育、宣導及圖書期刊雜誌之管理事項。 

(十二) 本處現金出納、帳目及資產設備之請購、請修、盤點等事務管理事項。 

(十三) 本處文書之收發、稽催及檔案之管理事項。 

(十四) 其他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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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環保策劃組 

(一) 依據本公司之經營理念、使命與願景，擬訂與本公司有關之各項環境保

護政策事項。 

(二) 配合環境保護政策研擬環保策略、目標、計畫等事項。 

(三) 環境保護政策相關規劃、推廣、控管之協調事項。 

(四) 電力設施友善環境推動策略之研究、評估、輔導及推動事項。 

(五) 達成綠色企業目標之研究、評估與推動事宜，及提供環保投資規劃方向

等事項。 

(六) 辦理本公司環保政策內部推廣措施之輔導與對外環保成效之宣傳事項。 

(七) 辦理環境保護政策推廣之課程講授、案例探討、及行動方案等事項。 

(八) 辦理本公司有關綠色企業活動之規劃與各單位推動鄰近社區綠色行動

之輔導事項。 

(九) 達成環境保護政策、綠色企業目標、電力設施友善環境之控管事項。 

(十) 彙整各相關單位執行環境政策方案之成果及執行績效管考事項。 

(十一) 本公司責任中心管理制度環保相關事項之規劃研擬、建構、追蹤、提

報及審查事項。 

(十二) 上級機關考成環保相關事項之規劃研擬、推動、提報及審查事項。 

(十三) 環保業務相關資料之蒐集、彙編及環境保護工作計畫之研擬、溝通聯

繫及管控追蹤事項。 

(十四) 其他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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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台電公司已依據環保處各組包含污染防治組、影響評估組、監測組

以及溫室氣體組等相關業務管理需求，建置環境資源資料庫與相關業務管理系統

等，以利彙整環境資訊、掌握督導與查核進度等。然對於環保意識的逐日崛起，

處內環保相關業務也與日俱增，為能更進一步掌握各電廠排放資訊、環境監測資

料、相關督導查核進度與結果等，於 102 年度初步建置環境資訊綜合管理系統，

率先建置污染防治申報管理系統等子系統，開發環保污染事件與罰件通報、查詢

與進度管理，ISO 14001 查核進度與結果，以及環境相關申報資訊填報等功能，

有效提升污染防治組對於環保督導相關業務的掌握。此外，也彙整各環境監測資

訊、統計資料與相關場址點位，建置地理資訊系統，更能直觀呈現環境資訊與污

染排放標的空間關係，協助污染防治業務的決策支援判斷作業。 

別然對於環保處各組繁雜之環保業務內容，過去舊有建置多年資料庫與相關

系統仍有許多資料待整合之處，且針對部分業務仍應盡快導入E化管理作業模式，

以強化整體業務執行效率。 

 

1.2.2 研究目的 

為有效掌握台電對環境保護之成效，並適時對外揭露環境保護資訊，台電環

境保護處 30 年來，因應內部管理與各單位需求建立相關資訊整合管理平台，並

持續累積相當豐富且龐大之歷史資料。如何將資料有效加值化、系統化，及整合

相關環境管理系統建置資訊綜合查詢系統，為本計畫重要標的，計畫主要目標有

三： 

一、正規化舊有資料庫，提升資料探勘性與加值性 

針對既有紙本資料，建立正規化蒐集與資料檢核過程，並開發資料建檔

介面，協助各業務單位將紙本資料轉為系統化資訊，有助於歷史資料價值之

探勘。此外，針對舊有相關資料庫資料內容進行檢視，並進行資料檢核校正，

確保資料來源之正確性及完整性，以提升資料加值效果。 

二、規劃建置相關資料管理系統，提高資料整合與業務管理需求 

環保處各組因應環境保護管理需求及法規要求，應導入 E 化作業管理方

式，並開發環保業務相關管理系統，以有效快速整合既有資料與文件，提升

環境資料管理效率與督導進度之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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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合各單位業務相關資訊系統，強化單一窗口服務 

整合各組既有資訊系統之帳號與統計分析資料，提供單一窗口登入服務，協

助業務承辦人與單位主管確實掌握應辦事項工作，並有效進行監督管理相關資訊，

以利靈活制定決策、採取行動。 

本計畫預計完成資料正規化檢核、相關資料管理系統建置及整合台電各組資

訊系統完成單一登入窗口建置等工項，將有效協助環境保護處各業務承辦人及主

管，於例常業務與績效更能有效加以管理，提供即時掌握資訊之工具，以利靈活

制定決策，進而採取行動。 

針對環保處業務職掌，本計畫已在 104 年透過環境資訊綜合管理系統做為各

組業務及業務系統間之跨平台工具，建置單一入口窗口強化業務整合性，並持續

開發業務管理功能及匯入舊有相關資料，進行資料萃取與正規化作業，提升資料

應用與加值性，強化環保處各級資料的呈現。並於 105 至 106 年間持續針對業務

需求，加強開發業務輔助工具，以完整協助環保處各組作業與管理需求，俟 E 化

作業流程與基礎資料逐步健全後，進而可達到資訊整合細緻化、決策支援簡單化

之目標，規劃作業期程如圖 1.2.2-1 所示。 

圖 1.2.2-1 環境資訊綜合管理系統未來願景規劃 

環境資訊綜合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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