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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隨著社會的進步，市民對於幸福感之追求已不只限於居住、交通及經濟收入，而是朝向健康、樂

活、老有所托、幼有所長、家庭合樂等生活幸福感的追求，更嚴峻地考驗著主政者城市治理的智慧。面

對人口老化、少子化、低收中低收、獨居長者的照顧及健康長者的社會參與等議題，如何滿足嬰兒托育

需求，單親及失親兒童少年的照顧，身心障礙者之需求照顧，並建構完善的社福據點與關懷照顧體系為

目前政府非常重視的課題。

　　因此，本研究以臺北市「社會福利地理資訊系統」之社福資料庫為基礎，思考將各項「社福資料空

間化」、「解讀空間分布訊息」及「以空間單元分析社福資源」主要課題，運用地理資訊技術建構具時

序性之空間統計分析及展示平台，提供社福資源動態模擬及建議供決策者參考，以輔助達到社福資源更

有效率之配置。

摘  要

Abstract

Geomatics Spatial Statistics and Time Series Analysis 
of Social Welfare GIS an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community, the public's pursuit of happiness has become more than the pursuit of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is not limited to living, transportation and economic income. Targeting at the issues of aging 

population, reducing child income, taking care of the low-income people, caring for the elderly living alone,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healthy elders. To construction a social welfare base and caring system is become a great 

important subject of the government.

Therefore, based on the database of Social Welfar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of Taipei, this study 

considered the spatialization and geocoding of social welfare database, the interpretation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forma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resources in spatial units as the main topics. This Study builds a spatial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display platform to provide dynamic simulation of social welfare resources and advice for policy 

makers to help achieve more efficient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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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社會福利範圍相當廣泛，涵括所有從出生

到死亡(cradle to grave)項目，也關注都會城市

弱勢民眾經濟性、安全性的需求，而服務對像

的複雜性也非一般科學的恆定，對象角色類別

多、會轉變、會多重身分，同一個案主身分可

能是婦女，同時是低收入戶，甚至還是身心障

礙人士，同時兼具幾個不同福利身分及福利權

益。為突破處理這些複雜業務的瓶頸，臺北市

政府社會局早期已運用電腦資訊系統建置各項

資料，但由於幅員遼闊，各項社會弱勢及需受

協助市民分佈在不同區域，若以各行政區或受

輔助數量統計與分析，很難觀察市民需求面的

空間特性，若結合社會福利支援系統，可以顯

示台北市更細微的社福資源欠缺區域，使資源

能有效發揮適地性、及時性與公平性。

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已應用在歐、美都市經營管理上，

例如學區分析、人口社經統計、犯罪區域分析

等課題，而國內仍未見具體在社福體系上的案

例。臺北市政府因此構思「社會福利地理資訊系

統」發展，利用空間訊息研判及空間趨勢演變，

結合GIS技術及社會局資料，為台北市社會福利

體系帶來不同視角，寄望社福需求空間特性及資

源分配優先序結果，能給市民理解分配的原則及

公平性，並解決既有同類型系統之相關問題，開

創新型態、新概念之資料整合運用。有別於過去

以管理資訊系統(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MIS)為主之社福資訊系統，新一代社會福利地

理資訊發展應包括以下幾個面向。

一、社福資訊空間視覺化與整合服務(Spatial 

Data Visualization)

整合社福資料庫，將不同社福資源，如長

照服務、老人關懷據點，跨域結合不同局處之

資源，及市府OpenData.Taipei之開放資料，提供

整合服務資訊，並依據不同資料特性，以斑點

圖、密度圖、熱區圖、區域面量圖等方式呈現

空間視覺化統計資料。

二、導入空間分析模型進行時序性空間統計

(Spatial Analysis and Statistics)

由現有資料庫中自動轉換社福人口、機

構、個案等原始資料，加附空間位置及概化成

新空間單元，並建構人口預測、空間統計分派

方式、環域分析、路徑分析等空間分析模式，

確保去識別化後資料統計及呈現方式，符合社

福資料分析及應用需求。

三、動態模擬分析展示以提供社福決策支援

(Decision Support Analysis)

社福地理資訊系統不僅可提供社福資訊

查詢與展示，應可進一步將分析結果進行動態

模擬，以提供決策支援資訊。如供需分析模式

中，可將目標年社福人口以及設施量之供需程

度進行分析比對，並可於服務量不足區域提供

設置點位建議，系統也可模擬新增服務機構後

之服務水準變化，提供決策者參考，更能將資

源配置在所需區域，以符合民眾需求。

四、主題化地圖呈現資訊，便利不同社福人

口使用需求

由於社福資訊分散於各系統中，如民眾有

托嬰需求，必須於公私立托嬰機構、社區保母

等不同系統中查詢，而評鑑資料則分散於各PDF

檔案中，因此應不同操作邏輯之使用者，建立

各類主題地圖、提供不論以地圖查詢及列表查

詢間，強調系統操作直覺、快速及流暢化得到

所需之資訊。

圖1為社會福利地理資訊系統整體規劃架構

初步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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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視覺化空間資料呈現方式

計量地理研究種類眾多，在定量分析上不

同方法及策略，簡單描常見分析類別包括、簡

單的統計圖、長條圖可以呈現空間特性，進階

的計算如空間中心(Central Location)，以可發

展成即時叢集(Clustered)分佈。研究對地理空

間屬性、地理事物之間的相互關係進行分析，

常見的有關聯性分析(Correlation)及迴歸分析

(Regression)。在社會福利方面，可以將老人

數、出生嬰兒數及托育需求數，以最小統計單

元計算，假設老人可以協助托育嬰兒，或許有

正相關時，可以降低該地區托育資源分配。在

貳、 多樣化呈現社福空間統計分佈
資訊

社福資料庫包含大量空間資料展示，多

數的社福資料都建置有住址，經過資料空間定

位，可以取得相關空間位置，若將所有資料以

斑點圖方式直接呈現於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

中，往往無法有效判讀及良好呈現。為避免過

量資料問題(too-much-data issues)，當需處理大

量空間資料之呈現時，可考量透過空間取樣、

面量化、叢集化、資料再聚合等方式加以處

理，將資料以合適的視覺化方式加以呈現。

圖1 以空間統計分析為基礎之社會福利地理資訊系統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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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另有路網分析(Networking)，可以計算資源享

用點等時距圈(Isochronous Ring)，可以應用於研

究台北市托育資源分配，或是老人前往日間安

養中心時圈計算。在模擬與預測研究方面，可

以嘗試將社服資源預定設地點納入方案，比較

各方案對服務人口影響變化，間接協助社會局

評估設置方案。圖2至圖5為國外空間資料不同

視覺化的應用案例。

二、社福資料空間化與資料分析單元取樣

社會福利資源包羅萬象，舉凡老人福利、

身障人口、嬰幼兒托育及婦女福利、兒少服

務，及社會各項弱視團體、及低收入及中低收

入戶之社會救助工作之個案輔導、照顧服務、

服務機構等，如圖6所示。為能將社福人口資料

及以門牌地址紀錄之個人、社福機構之各項資

料能於GIS進行空間統計、分析作業，因此，本

研究擬規劃空間網格圖層作為分析單元，將各

項空間資料投射於網格圖層中進行分析作業，

並可將分析結果投射到最小統計區、行政區、

里等之統計單元，進行統計資料之呈現。

(一) 以門牌地址呈現空間資料

 社福人口資料包含身心障礙、幼兒、

青少年、老人等，多以個人或家戶為補助

單元，以「門牌地址」為對其對應方式，

資料呈現方式在GIS地圖上為「點坐標」呈

現其空間位置。

(二) 以行政區、里或最小統計區單元呈現

 政府單位之人口統計資料以多以行政

區(區、里)為單元，因此行政區域圖或內政

部統計處之最小統計區單元，為政府施政

統計人口常見之基本統計單元。資料呈現

圖4 等時距分佈圖(Isochronous Ring)

圖5 叢集(Clustered)分佈圖顯示

圖2 福利人口斑點圖

圖3 人口熱區圖(Aggressive)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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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在網格單元設計探討可知，網際網

路地理資訊系統顯示速度，與同時間顯示

之圖元數目息息相關，降低圖元顯示數目

即可有效降低前端顯示繪製負荷。故如於

前端系統呈現，個別網格不需單獨呈現動

態變化時，技術上可於資料輸出前，依數

值區間，將多個網格再聚合成一個面圖

元，即可大幅將圖元輸出量降低至輸出數

十個面圖元。空間資料分析與取樣流程如

圖7所示。

方式在GIS地圖上為「多邊形圖層」呈現其

範圍。

(三) 網格分析法呈現

 無論在門牌點位或最小統計區間，

資料統計單元仍有演算法及空間代表性不

足問題，因此建議台北市政府採納網格分

析法，可以有許多演算法及電腦技術協助

下，可為社會局呈現不同空間特性及分析

圖6 社會福利資料庫特性與涵蓋內容

圖7 空間資料分析單元與取樣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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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導入空間分析模型進行空間
統計

由 前 述 社 會 福 利 資 料 庫 中 建 立 自 動 轉

置社福人口、機構、個案等原始資料之地址

資料編譯模組，以及多種可供空間統計之分

析模式，考慮模式之再利用性，本研究將以

API(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方式進行開

發，將各項分析功能獨立建置，再根據需求組

合空間統計主題，以此方式各使用者也可自行

聯合數個功能進而得出特定的空間統計結果，

提高模式使用之彈性。本研究規劃之空間統計

分析架構如圖8所示，

一、空間統計分布

透過自行開發之地址資料編譯模組，將資料

依據其空間位置自動展繪於地圖上(例如機構分

布、個案分布、福利人口分布等)，並可依據社福

個案需要進行去識別化叢集顯示，如圖9及圖10。

圖8 空間統計分析模式架構圖

圖9 老人照顧機構分布圖 圖10 保母資料去識別化叢集顯示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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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路徑分析有三種可能之方式(1)利用ArcGIS 

Server路網分析模組進行、(2)利用Google Maps 

Directions API進行開發，(3)自行開發路網分

析演算法。前兩種須透過介接服務或中介分析

軟體產出分析結果並加以開發，軟體費用龐大

且有限制，而第三種自行開發雖技術複雜但具

有較大彈性及降低成本等優勢，經評估採用

Dijkstra's algorithm等時圈演算法以自行開發分

析模組方式作為路網分析運算基礎，如圖12。

四、空間網格計算模組

各項空間分析模組皆需要進行大量網格計

算，包含點資料與網格配對、網格相加、網格

相減等功能，如圖13。在不考慮用地取得因素

二、環域分析

以點位資料為基礎，利用距離或是路徑分

析模組所得結果(行車距離/時間)，找出環域範

圍，如圖11。

三、路徑分析

對於交通路網之分析，在GIS中另有路網

分析演算法，可以計算資源享用點等時距圈，

可以應用於研究台北市托育資源分配，或是

老人前往日間安養中心時圈計算，以住家位置

附近一定時間、或距離範圍內可及之社福機構

資訊，提供使用者評估參考。路徑分析係依據

起點與終點找出適宜的行徑路線，目前欲達

圖11 環域分析圖(1公里距離)

圖12 等時圈分析圖(10分鐘車行距離)

圖13 福利人口與機構供需推估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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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本分析模組提供在供需分析圖中，分析服

務量不足之區域，由系統自動提供較佳配置區

位建議，提供使用者參考，後續可依據初步篩

選區位，套疊地籍圖後再進行用地評估。

五、社福機構服務範圍分析

以點位資料為基礎，利用環域分析或路徑

分析找出單一點為服務範圍，除評估機構設置

數量外，考量各種機構可提供的服務量(如托

嬰中心的收托人數，或老人安養機構的床位數

等)，結合可服務範圍，將服務量平均分配至範

圍網格內，最後將其結果套疊計算，獲得機構

服務量分布圖。若有數個點位，則可觀看服務

重疊範圍區域，或配合網格計算模組，進而推

算供給圖，如圖14所示。

六、福利人口趨勢分析

以人口資料庫為基礎，依人口、年齡、新婚

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移入人口與移出人口等

資訊，進行福利人口推估，並可配合空間分布將

其製成空間分布圖。

以台北市104年各里分齡人口統計資料為基

礎，考慮育齡生育率、單齡死亡率、遷出率與

遷入率等資訊，系統程式開發以世代生存法進

行未來20年人口推估，並將各里推估結果分配

至對應網格中，依據各網格人口密度大小區分

為五級，最後疊加呈現，可動態計算並呈現不

同年齡需求強度的空間分布。該方式屏除一般

以行政區(如區、次分區、里或最小統計區)的呈

現方式，改以網格計算疊加後之成果，如圖15

圖14 社福機構供給量分析熱區圖

托嬰機構供給分佈 老人安養機構供給分佈

圖15 推估臺北市未來社福人口空間分佈(世代生存法)

104年0至2歲嬰幼兒人口分佈 114年0至2歲嬰幼兒人口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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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動態模擬分析及展示以提供
社福決策支援

目前的社會福利系統、社會局網站資訊、

及福利人口統計資訊等尚無法提供動態模擬分

析功能，本研究所建立之社會福利GIS系統，

除各項資訊的空間展示、資訊查詢，統計分析

外、將著重於福利人口推估(福利需求)與服務區

計算(福利供給)空間分析功能演算，並利用所

得結果計算資源匱乏區域，並提供設置機構建

議，及模擬設置後之供給率變化，透過數據分

析與展示平台，提供決策規劃者參考，藉此提

升社會福利資訊上的服務品質，並妥善規劃有

限資源，如圖17。

顯示臺北市104年至114年嬰幼兒人口出生率明

顯下降，將讓決策人員更容易於視覺上進行判

斷，提升分析結果的可用性。

七、時序地圖顯示

將數項統計結果，以時間順序排列加以呈

現，以老年人口為例，可將臺北市104年、107

年、110年所推估之人口空間分布，以時間軸拖

動的方式分別於地圖上呈現，研判空間與時序

趨勢分佈之變化，如圖16顯示臺北市之老年人

口不斷成長，並以萬華區、中山區、大安區趨

勢最為顯著。

圖16 臺北市老年人口空間分佈趨勢時序地圖(104～110年)

圖17 社福數據動態模擬分析與展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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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福資源供需分析，評估各區域之供

給率

以臺北市老人安養中心為例，系統提供人

口需求比例參數可動態輸入進行模擬。以「114

年65至100歲需求強度」，假設以20%比例作為

需求人口比例參數(如圖18)，並以「臺北市老人

照顧機構」計算在服務範圍3000公尺的服務量 

(如圖19)作為供給，將前述網格對網格相減後，

可獲得臺北市老人安養機構供給率差異結果，

藉此即時分析老人安養機構最匱乏的區域，如

圖20。

二、分析服務水準不足區域，提供建議機構

設置區位

接續上述成果，可發現全市老人安養機構

無法滿足之區域甚多，系統具備自動尋找較佳

區位功能，由使用者設定設置數量，以及評估

範圍(以全臺北市或某個行政區為搜尋範圍)，以

分群方式加總計算範圍內的網格數值，將其數

值進行排序，按照數值高低依序繪製其空間位

置，並顯示分析結果。觀察數值差距前五名位

置圖，可看出萬華與大安信義區較為缺乏，針

對士林區評估，則建議設於社子島或石牌，決

策者將可利用本項分析結果，作為政策資源調

配的參考，如圖21所示。

三、新增機構前後服務水準變化模擬分析，

提供決策支援參考

依較佳設立區位分析結果，瞭解全市老

人照顧機構需求強度分布後，決策單位可能需

進一步結合市內可供設立老人照顧設施位置，

模擬機構設立後供需變化情形。此刻即可將可

供新建的位置與收拖人數，結合既有機構資

訊，動態模擬出新機構建立完成後的供給量分

布圖。

圖19 老人照顧機構服務範圍供給量分布圖(3km)

圖18 114年65-100歲老人需求推估(20%)

圖20 老人照顧機構供給率分析結果(資源不足區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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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供需模擬分析圖所呈現之資訊，須能與

現有已提供服務之機構分佈位置及個案分布位

置進行交叉比對，並由地圖進行互動操作，讓

使用者在新設機構配置模擬時，能有完整之現

況資料可供參考，並在操作界面設計中，皆有

便利流暢的使用體驗，如圖23所示。

延續前述老人照顧機構的範例，模擬於台

北市三行政區新建三個老人照顧機構後需求度

之變化，模擬的成果如圖22所示。

四、模擬結果可與個案及機構資料套疊交叉

比對

圖21 以臺北市(左)或士林區(右)為搜尋範圍由系統自動建議較適設置區位

圖22 模擬新設機構後需求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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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主題化地圖呈現資訊，便利
不同社福人口使用需求

為便於讓各類民眾按照自己的需求，快

速得到所需服務，因此設計主題式地圖，按照

不同族群民眾需求設計，以簡單易懂的方式，

快速得到查詢結果，並以地圖方式呈現機構分

佈、機構詳細資訊、機構評鑑、容納數量以及

機構的街景照片等，以提供各項社福機構篩選

所需查詢使用，如圖24。

圖23 模擬結果可與既有老人安養機構及個案資料交叉比對

圖24 社福主題地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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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地圖呈現模式如圖25所示。另一項老人健康

地圖，由於老人共餐、以及老人關懷據點升級

3.0、4.0、5.0等各類服務機構數量眾多、因此

以叢集方式呈現(如圖26所示)，於地圖上顯示該

區數量，當放大地圖比例尺時，可列表顯示該

地圖範圍內之據點資訊，可讓有需求之民眾瞭

解相對位置，並顯示環境街景照片、當需要詳

細資訊時，也可點選查詢，獲得最新資訊與收

托狀況。

以托嬰主題為例，規劃托嬰地圖可整合

「公辦民營托嬰中心列表」、「私立托嬰中心

列表」、「公辦民營托嬰中心評鑑」、「私立

托嬰中心評鑑」、「友善托育補助合作托嬰名

冊」等已公開資訊，讓有托嬰需求之民眾能快

速獲得解答，如：住家或公司附近的托嬰中心

有哪些？托嬰中心歷年評鑑分數為何？那些托

嬰中心能額外申請友善托育補助？托嬰中心核

可的收托人數？托嬰中心聯絡窗口及電話等問

題，降低比對各項公開文件之時間，規劃的托

圖26 銀髮族健康地圖與老人安養地圖

圖25 托嬰主題地圖(呈現托嬰中心評鑑與社區保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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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隨著人口老化及少子化衍伸之相關社福

人口照顧服務日漸殷切，社會福利資源為重要

之關鍵價值資料，深受一般社會大眾倚賴，然

相關同質性系統目前較為少見，社會福利地理

資訊系統必須於資料、統計、模式、應用概念

上皆有所突破，臺北市政府社會局透過自行建

置之社會福利地理資訊平台，提出資料整合、

空間統計、決策支援、強化便民服務等四大面

向，打造一全新觀念，並具備符合臺北市特性

之整合型系統。本系統已初步達成社福人口統

計、便民服務、及決策支援等多項目標，並具

備以下特點：

一、 結合GIS提供多樣化、視覺化空間統計呈

現方式：社福資料庫包含大量空間資料展

示，本研究結合地理資訊空間分析技術，

依據不同社福資料特性進行空間視覺化設

計，提供更好的空間資料呈現方式。

二、 整合各項空間分析技術，提供多項獨創功

能：結合地理資訊空間分析技術，建構叢

集計算、資料聚合、網格分析、環域分

析、路經分析、人口預測、區位選址、模

擬評估等，使資源配置更具效率以達決策

支援輔助。

三、 打造親善使用者介面，確保便利使用者體

驗：本系統目前初步以老年人口、幼兒照

顧作為出發點，建構直覺易操作之主題地

圖，以增加人機互動界面，提高使用滿

意度。

由於社會福利地理資訊系統應用面廣泛，

本研究僅為開端，未來仍可擴大不同社福人口

族群、整合教育、衛生、醫療、民政等資源打

造創新之應用，並期許成為相關系統中，圖資

應用、整合與功能概念創新之領先系統，做為

其他縣市整府仿效之參考，進而帶動整體政府

推動社會福利資源廣泛應用與服務品質提升之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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