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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系統簡介 

第一節  系統介紹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如何有效利用歷年建立及收集的資訊，是資訊系統

的一個重大課題，大地工程處資訊系統於 100~101年開始了第一次的數位改革，

將傳統紙本、公文、宣導等資料逐步轉換為電子數位資訊，逐年完成資料建

檔、資料查詢、資料檢核、資料分享等功能，系統收集山坡地防災、水土保

持計畫、山坡地輔導與違規案件、巡查管理資料，並於 104 年開始陸續收集各

系統使用來源、使用流量、使用頻率等資訊，透過資料與資訊的收集與建立，

系統將邁入第二次的數位改革，透過施工書件線上建立、多緯度的空間資料

加入，輔以系統使用數據，提供大地工程處更進一步了解市民關心什麼、需

要什麼，轉化為大地工程處進行坡地管理及決策的參考依據。 

水保申請案件流程，依照水土保持局之規範與現行業務執行方式，分為

「申請」、「受理」、「審查」、「施工」與「完工」五個階段，並於各階

段依照案件狀態委由檢查單位、施工單位進行各階段的資料登錄與文件遞送，

本工作項目依據實際使用需求，提供案件線上填登表單及審查檢核機制，同

時填登資訊將即時與坡地管理資料庫中案件勾稽與回傳，提供各階段資訊之

完整填登、查詢及管理。 

 
圖 1：臺北市水土保持申請書件管理平台首頁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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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水土保持申請案件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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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件管理平台將依使用需求分為 6 種身分別，分別依據階段及功能，

進行案件的列表與權限之顯現或編修，規劃權限如下表所示： 

 

表 1：各階段之瀏覽編修權限對照表 

身份別 

案件狀態 
承辦技師 義務人 審查公會 監造技師 檢查公會 

完工檢查

公會 
大地處 

案件列表 
自己申請相

關案件 

自己相關案

件 
相關審查案 相關案件 相關檢查案 

所有完工檢

查案 
全部案件 

基本資料區塊 可編修 

可編修 

(僅簡易水

保)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受理區塊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x x x 可瀏覽 

審查區塊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編修 可瀏覽 可瀏覽 x 可瀏覽 

‧審查紀錄表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編修 x x x 可瀏覽 

施工區塊 x 可瀏覽 x 可編修 可編修 可瀏覽 可瀏覽 

‧施工檢查紀錄表 x 可瀏覽 x 可瀏覽 可編修 可瀏覽 可瀏覽 

‧水保抽查紀錄表 

(限機關於內部填) 
x 可瀏覽 x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颱風豪雨設施自

主檢查表 
x 可瀏覽 x 可編修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監造紀錄表 x 可瀏覽 x 可編修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完工檢查紀錄表 x 可瀏覽 x 可瀏覽 可編修 可瀏覽 可瀏覽 

完工後區塊 x 可瀏覽 x x x 可編修 可瀏覽 

‧設施維護檢查表 x 可瀏覽 x x x 可編修 可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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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各身分別依據狀態之瀏覽編修權限對照表 

身份別 

案件狀態 
承辦技師 義務人 審查公會 監造技師 檢查公會 

完工檢查

公會 
大地處 

退補件 可編修 

可編修 

(僅簡易水

保) 

x x x x 可瀏覽 

不予受理 可瀏覽 可瀏覽 x x x x 可瀏覽 

受理中 可編修 

可編修 

(僅簡易水

保) 

x x x x 可瀏覽 

審查中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編修 x x x 可瀏覽 

暫停審查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編修 x x x 可瀏覽 

撤銷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x x x 可瀏覽 

不予核定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x x x 可瀏覽 

已核定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x x x 可瀏覽 

施工中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編修 可編修 x 可瀏覽 

停工中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x 可瀏覽 

已完工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編修 可瀏覽 

廢止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失效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已變更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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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系統操作 

系統分為「系統登入」、「帳號管理」、「案件列表」、「案件詳情（主

表）」及「案件子表」等區塊，依據前述的權限，分別進行資料查詢、瀏覽及

填報相關表單，透過資料的收集與建立，將水土保持書件資料數值化，提供後

續大數據之分析應用。 

第一節 系統登入 

系統網址：https://swc.taipei/ 

 
圖 3：水土保持申請書件管理平台 QRcode 連結 

 
圖 4：水土保持申請書件管理平台首頁截圖 

https://swc.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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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首頁分為七種登入身分統一使用台北通金質會員登入，透過台北通

登入後系統自動比對其帳號資料與登入全權限。詳述如下： 

1. 技師／各類委員，首次登入之技師應先做帳號申請，並等待大地工程

處核准通過之信件通知，申請通過者可透過台北通進行登入，登入後

方可依照權限進行承辦案件之查詢及編修。 

2. 審查／檢查單位，首次登入需與大地工程處聯繫申請帳號，申請通過

者可透過台北通進行登入，登入後方可依照權限進行承辦案件之查詢

及編修。 

3. 水土保持義務人，透過台北通登入後比對「統一編號」＋「手機」，

自動顯示符合義務人條件之「水土保持計畫」案件。 

4. 工務局大地工程處，透過台北通登入後比對系統帳號資料，並於登入

後可進行全數案件之查詢。 

5. 其他機關，首次登入者須申請帳號，申請通過者透過台北通登入後比

對系統帳號資料，並於登入後可查閱目的事業為該單位之案件。 

6. 建築師，透過台北通登入後比對系統帳號資料，並於登入後可查閱其

所承辦/監造之案件。 

7. 營造單位/工地負責人，透過台北通登入後比對「統一編號」＋「手

機」，自動顯示符合營造單位/工地負責人條件之「水土保持計畫」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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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水土保持申請書件管理平台首頁不同身份別登入截圖 

  

圖 6：台北通登入畫面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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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帳號管理（限技師／各類委員） 

技師／各類委員，首次登入應先做帳號申請，由大地工程處系統管理員

於「坡地管理資料庫－帳號管理」進行核准或駁回，當大地工程處完成核准

或駁回後，系統將自動發信至申請時填寫之電子信箱進行通知，因此於初次

申請時務必將電子信箱填寫正確，核准通過後，若個人資料有更新時，亦須

同步於系統「帳號管理」功能進行更新。 

 
圖 7：水土保持申請書件管理平台 技師帳號更新示意圖 

技師填登基本資料時，必須至少選擇一間公會上傳會員證書，而若技師

擁有複數公會會員資格，可透過建立清單之方式逐項列出，並可於其所屬單

位附上相關審查經歷以供查詢。 

此外於申請帳號時可勾選身分類別，包含「學校老師」、「公務員」、

「技師」三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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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選擇所屬公會並上傳證書 

 

 

圖 9：選擇所屬身分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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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使用者登入頁面 

系統登入介面可依照使用者身分類別區分為下列 4 種： 

1. 水土保持義務人，登入系統後會進入到主選單頁面，可以透過「我的

案件列表」、「基本資料更新」、「已完工設施維護」、「系統公

告」、「快速連結」來進行操作使用。 

 

圖 10：義務人登入選單頁面 

 

2. 技師/各類委員，登入系統後會進入到主選單頁面，可以透過「我的案

件列表」、「受託審查/檢查案件」、「待辦報表」、「代辦案件」、

「帳號管理」、「範例文件」、「系統公告」、「快速連結」來進行

操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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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技師/各類委員登入選單頁面 

3. 審查/檢查單位，登入系統後會進入到主選單頁面，可以透過「我的案

件列表」、「指派案件委員」、「子帳號權限管理」、「系統公告」、

「快速連結」來進行操作使用。 

 

圖 12：審查/檢查單位登入選單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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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務局大地工程處，登入系統後會進入到案件列表。 

 

圖 13：工務局大地工程處登入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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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案件列表 

系統登入後會進入到查詢頁，頁面分為「查詢條件框」、「案件資訊區」

及「案件列表」三大區塊，說明如下： 

1. 「查詢條件框」：提供案件編號、書件類別、書件名稱、水保義務人、

承辦技師、審查公會、案件狀態、地籍等查詢方式，上述條件提供複

合式查詢，使用者可依照使用需求進行單種或多條件之複合式查詢，

查詢結果將依照使用者自身案件及條件條列於案件列表中。 

2. 「案件資訊區」：提供查詢案件數、新增案件（依權限提供）、輸出

Excel 檔案及輸出.ods 檔案等四項功能。 

3. 「案件列表」：依照登入者所擁有之案件及查詢條件，提供案件列表。 

 

圖 14：案件列表頁面說明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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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案件詳情（主表） 

點擊需觀看的案件「詳情」按鈕，系統將依照權限（參考表 1 及表 2 說

明），提供相對應的案件資訊及編輯的權限，案件主表分為「基本資料」、

「受理」、「審查」、「施工」及「完工後水土保持設施檢查」五大類別，

並用顏色及屬性提供相對應之檔案輸入方式，說明如下： 

(一) 表格整列灰底：代表由大地工程處控管，從內部限制不可編修。 

 
圖 15：案件編輯說明：「整列灰底－不可編修」示意圖 

 

(二) 欄位名稱紅色＊號：代表本欄為必填欄位。 

 
圖 16：案件編輯說明：「紅色＊號－必填欄位」示意圖 

 

(三) 地籍填登：透過點選加入清單，自動帶出相關地籍資訊。 

 
圖 17：案件編輯說明：「地籍填登」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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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字框：輸入框下方提供（已輸入字數 / 限制字數）之計算，並提供

該欄位輸入格式範例，請依照相關規定輸入。 

 
圖 18：案件編輯說明：「文字框輸入」示意圖 

 

(五) 座標欄位：請輸入案件範圍中心點的 X 與 Y 數值，請使用臺北市之 97

座標系。 

 
圖 19：案件編輯說明：「座標輸入－Ｘ、Ｙ座標」示意圖 

 

(六) 檔案上傳：請依照紅字說明上傳相對應之檔案格式及大小，先點選瀏

覽並上傳檔案，若有錯誤可點選「Ｘ」按鈕，若為多筆選單，需再點

選「加入清單」進行確定。 

 
圖 20：案件編輯說明：「檔案上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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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案件子表 

一個水保案件共有「審查紀錄表」、「施工檢查紀錄表」、「水保抽查

紀錄表」、「颱風豪雨設施自主檢查表」、「監造紀錄表」、「完工檢查紀

錄表」及「設施維護檢查表」等七張子表單，並依照相對應階段及權限進行

開放查詢及編修（參考表 1 及表 2 說明）。 

 
圖 21：審查紀錄表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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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施工檢查紀錄表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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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施工檢查紀錄表單（續）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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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颱風豪雨設施自主檢查表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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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臺北市水土保持計畫監造紀錄表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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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水土保持完工檢查紀錄表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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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水土保持設施維護檢查及輔導紀錄表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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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水土保持設施維護檢查及輔導紀錄表（續）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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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案件變更申請（限承辦／監造技師） 

使用者的身份類別為承辦或監造技師登入後，於查詢條件框右上方會出

現「案件變更申請」按鈕，點選可進行水土保持案件的變更申請。詳細操作

步驟如下： 

(一) 點擊「案件變更申請」按鈕後會出現提醒視窗，點選「確定」按鈕後

會進入變更申請的案件搜索列表。 

 

圖 29：點擊案件變更申請 

(二) 進入搜索列表後，輸入「案件編號」、「案件名稱」或是「地籍」至

少一種條件點選「查詢」按鈕，即會出現待申請之案件列表，點選

「申請」可進入申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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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查詢案件後點選申請 

(三) 進入申請頁面後，點選所需之項目即可進入申請流程。 

 

圖 31：點選所需申請單進行申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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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請單送出後，經由大地工程處進行審核確認是否准予通過。 

 

圖 32：申請單准予通過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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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申請單子表 

案件狀態主要區分為「審查中」、「已核定」、「施工中」，審查中可

新增「義務人及技師變更報備」、「暫停審查」；已核定可新增「義務人及

技師變更報備」、「工期展延」、「開工申報」；施工中可新增「義務人及

技師變更報備」、「開工復工展延」、「設施調整報備」、「停工申請」、

「完工申報」。詳細申請表單新增時機見下表： 

表 3：申請表單之新增時機對照表 

案件狀態 

表單名稱 
審查中 已核定 施工中 

其他 

案件狀態 

＋義務人及技師變更報備 可新增 可新增 可新增 可新增 

＋工期展延 x x 可新增 x 

＋開工/復工申報 x 可新增 x 停工可新增 

＋自主檢查表(外部連結) - - - - 

＋暫停審查 可新增 x x x 

＋開工/復工展延 x 可新增 x 停工可新增 

＋設施調整報備 x 可新增 可新增 停工可新增 

＋停工申請 x x 可新增 x 

＋完工申報 x x 可新增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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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水土保持計畫義務人及技師變更報備申請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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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水土保持計畫工期展延申請單截圖 

 

 

圖 35：水土保持計畫開工期限或復工期限展延申請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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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水土保持計畫開工申報書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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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水土保持計畫暫停審查申請單截圖 

 

圖 38：水土保持計畫停工申請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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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水土保持計畫設施調整報備申請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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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水土保持計畫完工申報書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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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水土保持設施清冊及分段驗收 

承辦技師在建立申請案件時於平台上登錄水土保持設施之形式、數量、

尺寸等資訊，並可於審查階段依相關意見做調整修改。已建立之水土保持設

施項目會帶入「監造紀錄表」、「施工監督檢查表」、「完工申報」、「完

工檢查紀錄表」等子表單，幫助監造技師與檢查單位即時更新項目的施作進

度及檢查紀錄。 

(一) 建立水土保持設施項目清冊 

承辦技師於申請案件時可透過選擇「設施類別」、「設施型式」來建

立大部分的水保設施項目，而非清單上的項目則可使用「其他設施」進行

填登。選擇「檢核項目」可以協助系統判定並列出詳細項目尺寸。 

 

圖 41：水土保持設施填登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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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系統自動判定尺寸欄位與單位 

(二) 技師填登分段驗收「監造紀錄表」與「完工申報」 

技師填報「監造紀錄表」時，只需選填數量、尺寸及是否施作完成。

選擇「完成」會記錄該次檢查日期，選擇「未完成」則只會保留數量、尺

寸之量測數值。 

當新增「監造紀錄表」與「完工申報」時，系統會自動帶入上一張已

送出之報表資料。已填報完成之項目會設為灰底，如果需要再次編修則點

擊「修改」即可。 

 

圖 43：監造紀錄表填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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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技師於填報數量或尺寸欄位後，可點選「計算與暫存」按鈕進行資

料處理或存檔動作；若其所填之數值超過水土保持計劃審核監督辦法第十

九條規定，則會跳出提醒畫面，已提示技師是否有資料誤填。 

 

圖 44：差異百分比超出規範之提醒畫面 

完工申報書則會要求所有水保設施狀態皆為「完成」才可送出。 

 

              圖 45：完工申報表單填寫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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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查單位填登分段驗收「施工檢查紀錄表」與「完工檢查紀錄表」 

公會填報「施工檢查紀錄表」時，可透過項目最前列之「完成」、

「未完成」來判別技師是否已經施作完成；除選填數量、尺寸外，公會可

以選擇「通過」、「未通過」、「隱蔽無法量測」來表示檢查結果。 

 

圖 46：施工檢查紀錄表填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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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〇節 水保設施項目漸變段填寫 

技師於填登水保設施時，於選擇該項目的類別與型式後，可勾選「屬漸

變設施」之圖示以開啟漸變欄位；各項目可獨立區分是否開啟漸變欄位。開

啟漸變欄位後即可針對項目之數值區間來填寫，並於後續施工、完工檢查填

登時則會自動計算差異百分比之範圍。 

 

圖 47：水保設施項目漸變段填登畫面 

於施工階段，監造紀錄表、施工檢查紀錄、完工檢查紀錄等報表中，水

保設施項目若有勾選漸變尺寸，於填寫量測尺寸後，系統會自動檢算漸變範

圍之差異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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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施工檢查表單」自動計算漸變範圍差異百分比 

 

 

圖 49：「完工申報表單」自動計算漸變範圍差異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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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節 公會子帳號 

公會可在「子帳號權限管理中」勾選委員名單，並進行存檔由系統陳送

大地工程處審核。 

 

圖 50：勾選委員名單 

子帳號權限區分為「召集人」、「委員」。審查單位可於子帳號開設 1 位

「召集人」、9 位「委員」；施工檢查單位可於子帳號開設 2 位「召集人」，

子帳號之編修權限可見於下表。 

 

分配子帳號後，可填寫「審查會議日期」、「施工檢查日期」、「完工

檢查日期」，而勾選「於存檔後發信通知委員」並存檔後，則會透過系統發

送通知訊息至義務人、委員、技師、承辦、主管、施工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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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子帳號編修權限表 

  

身份別 

案件狀態 
審查公會 審查召集人 審查委員 檢查公會 檢查委員 

退補件 x x x x x 

不予受理 x x x x x 

受理中 x x x x x 

審查中 可編修 可編修 可瀏覽 x x 

暫停審查 可編修 可編修 可瀏覽 x x 

撤銷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x x 

不予核定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x x 

已核定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x x 

施工中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編修 可編修 

停工中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已完工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廢止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失效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已變更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可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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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子帳號勾選及會議時間填登 

 

               圖 52：技師於登入後切換身分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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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節 上傳修正/檢視本 

「修正本上傳區」主要讓承辦技師與審查公會傳遞修正本時使用，技師

於修正完成後可點選「線上申請」中之「上傳修正/檢視本」功能，於點選後

可進入檔案上傳欄位，檔案上傳後會自動比對顯示於歷次審查意見表單下方；

於審查單位通知無意見後，可於同頁面內上傳水保計畫檢視本，檔案限制為

PDF，容量上限為 150MB。 

 

圖 53：檔案交換區使用畫面 

 

圖 54：上傳修正/檢視本使用畫面 



 臺北市水土保持申請書件管理平台 

系統操作手冊(111年 1月更新) 

 

                    44                                多維空間資訊有限公司 

 

 

第一三節 上傳檔案自動附加浮水印 

在審查公會建議核定計畫後，上傳「計畫書核定本」文件時，由系統端

自動加入公會審查章圖片之浮水印功能，無須額外操作。 

 

圖 55：自動加入公會審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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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四節 系統公告與快速連結 

使用者登入後可於選單頁面瀏覽系統公告與快速連結，系統公告包含一

般系統通知維護更新事宜、大地工程處相關法規宣導及提供會議文件下載；

快速連結則提供不同使用者需求頁面。 

 

圖 56：系統公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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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快速連結-審查/檢查單位派案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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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五節 行政程序線上申辦簡介 

水土保持計畫行政程序線上申辦項目包含「受理」、「核定」、「開

工」、「完工」，以下依各行政程序進行簡介： 

一、 受理 

使用者登入身份為承辦技師時，可於線上進行案件申請，透過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函轉至大地工程處後，即可啟動水土保持計畫線上受理程序。 

案件進入受理階段，經大地處進行檢附資料查核項後，會出現下列狀

態： 

(一) 受理 

若案件資料欄位均備妥且無須補附，經受理查核核准後，系統會自動

同步產製審查費繳費單與計算繳費期限並發信通知義務人、承辦技師與委

託審查單位。俟義務人繳費後，則自動進行委外作業流程，將狀態改為

「審查中」，並通知義務人、承辦技師與審查單位。 

 

圖 58：案件繳交審查費後自動委外通知 

 

(二) 退補件 

每筆案件可進行兩次退補正作業每次補正期限為 14 日，系統會自動更

動案件狀態為「退補正」並通知義務人與承辦技師需於補正期限內提送補

正資料。技師於補件後可於線上申請欄位點選「退補正補件」來進行後續

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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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案件申請退補正理由顯示 

(三) 不予受理 

若案件補正期限逾期或是已達退件次數上限後仍未完成補正作業，業

務單位可透過駁回來處理案件，決行後將同步更新案件狀態為「不予受

理」。 

二、 核定 

審查單位於線上完成審查後可點選「建議核定」按鈕來進行上傳核定

本、圖說 6-1、圖說 7-1、審查單位查核表等檔案，於確認送出後即完成線

上核定申請作業。審查單位送出建議核定申請後系統即會通知承辦人員開

始辦理案件核定陳核流程；查核表依准、駁、退補正等辦理情形會有不同

的流程，如下列說明： 

(一) 核定 

審查單位送出且勾選「建議核定」，並由業務單位核准決行後，系統

會同步產製保證金繳費單與計算繳費期限並發信通知義務人、承辦技師與

委託審查單位，並將狀態改為「已核定」。 

 

(二) 退補正 

案件建議核定若走退補正流程，補正期限由第一次退補正決行日+14 天，

表單於決行後會通知審查單位、義務人與承辦技師需於補正期限內提送補

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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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案件建議核定退補正通知 

(三) 不予核定 

若案件的審查單位因個案因素建議案件為「不予核定」，則案件狀態

會改為「不予核定」。 

三、 開工 

技師可於系統上直接申報開工，檢附相關文件資料，承辦人員查核核

准後，系統會發信通知義務人、監造技師與委託檢查單位，將狀態改為

「施工中」，並可於線上自行列印施工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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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線上列印施工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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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完工 

檢查單位線上填登完工檢查表單，於確認送出後系統即會通知承辦人

員辦理案件完工流程；查核表依准、退補正等辦理情形會有不同的連動作

業： 

(一) 完工 

檢查單位送出完工檢查紀錄，並由業務單位核准決行後，系統會自動

帶入「完工證明書核發日期」欄位值，自動產生完工證明書並發信通知義

務人、監造技師與委託檢查單位，並將狀態改為「已完工」。 

 

圖 62：線上列印完工證明書 

(二) 退補正 

案件完工檢查若走退補正流程，承辦人會於線上填登補正事項，表單

於決行後會通知檢查單位需於補正期限內提送補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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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六節 「T-GEO 空間地理資訊平台」相關功能整合 

透過與圖台資訊整合，使用地籍查詢功能將會即時顯示圖台運算產生之

結果，並以地籍圖資之方式呈現，讓技師申辦水保計畫可更便利、民眾端也

更容易閱讀資料。目前公之查詢結果包含：山坡地範圍、水土保持計畫申請

紀錄、水土保持法違規紀錄、可利用限度、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林地類別、

地質敏感區等資訊。 

 

圖 63：地籍資料查詢結果畫面展示 

而施工中之水土保持計畫也可透過圖台直接查詢施工現場之空拍影像套

疊施工圖說。 

 

圖 64：空拍影像套疊施工圖說畫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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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七節 承辦、監造技師簽章電子化 

在審查公會建議核定計畫後，上傳「計畫書核定本」文件時，由系統端

自動加入技師電子簽章之浮水印功能。簽章顯示資訊分為三個部分，上方為

帶入技師所屬科別，以技師個人基本資料欄位中上傳之執業執照來判定，若

技師上傳複數科別之證照則會全體一起顯示；中間帶入技師執業執照字號；

下方則帶入技師姓名。 

 

圖 65：技師簽章電子化畫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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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八節 失效案件線上申請重新核定功能 

案件狀態為失效之水土保持計畫，系統會透過「完工證明書核發日期」、

「核定日期」、「開工日期」、「是否有申請紀錄」等條件自動判別案件是

否符合失效重核資格，若確認符合資格，技師則可於系統點選「失效重核申

請」，經大地處審核通過後，依案件現況自動建立「已完工」或「已核定」

之案件。 

承辦技師可於已失效之案件點選線上申請之「失效重核」功能來進行申

請，點選後則會出現「水土保持計畫失效重新核定申請表」線上表單，於勾

選查核項目後，並確符合規定且水土保持設施安全無虞後即可送出申請。 

 

圖 66：水土保持失效重新核定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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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九節 暫停審查案件線上申請恢復審查功能 

承辦技師於案件狀態為「暫停審查」時可於線上申請恢復案件狀態至

「審查中」，技師於送出申請後會顯示原審查期限、剩餘審查天數以及恢復

後新審查期限；表單送出後系統自動立即帶入新審查期限、更改案件狀態為

「審查中」，並發信通知審查單位及機關人員續辦。 

 

圖 67：恢復審查申請頁面 

案件狀態為「暫停審查」時可於線上申請選單中點選「恢復審查」，點

選後顯示畫面會顯示原審查期限、剩餘審查天數以及恢復後新審查期限，並

提供上傳修正本欄位；而因行政程序簡化作業，恢復審查無須另行陳核機制，

表單送出後系統自動立即帶入新審查期限、更改案件狀態為「審查中」，並

發信通知審查單位及機關人員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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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恢復審查歷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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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〇節 線上行事曆功能 

依據使用者身份類別，線上行事曆功能區分不同之權限，審查、檢查單

位可進行會議相關資訊之填登；而技師與各類委員登入後則可直接查閱其相

關案件之會議時程；大地處帳號則可於管理平台與資料庫端查看所有案件之

會議資訊，以下將依各使用身份進行詳述： 

一、 審查、檢查單位 

受委託之審查、檢查單位登入後可至「指派案件委員」頁面填登會議

資訊，包含下次會議日期、地點、審查召集人與委員，於填登後可直接至

下方行事曆查看所填寫之資訊是否正確無誤。 

 

圖 69：點選進入指派案件委員頁面 

受委託單位可於進入頁面後自行切換至審查或檢查案件列表，於切換

後下方即會自動列出現行代辦案件清單，可選擇欲排定之案件進行會議資

訊之填報與更新，系統將會於填寫後及時更新至下方行事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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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進行審查、檢查案件列表切換與會議資訊填登 

 

 

圖 71：行事曆功能實際展示畫面 

行事曆中會顯示案件之行政區、義務人資訊，透過點選案件則可顯示

案件詳細會議資訊；同時可點擊上方按鈕以切換月/週之顯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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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行事曆案件詳細資訊畫面 

 

圖 73：可切換月/週之顯示模式 

二、 技師、各類委員 

技師、各類委員登入後將依其選擇之頁面之身份判別顯示為承辦/監造

之案件或是其受委託審查/檢查之案件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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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技師/各類委員身份切換不同行事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