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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提供正確而透明的不動產交易資訊，將有助於住宅及不動產市場資訊流通正常化。隨著實價登錄資

料公開後，在交易價格資料日趨完整，不動產相關資訊系統將面臨如何提升資料品質、強化資訊整合、

增加應用功能等課題。本文藉由花蓮縣住宅及不動產資訊系統開發經驗，分析現行系統使用課題，並實

作各解決方案，藉以提升為民服務、強化資訊提供，達成提升土地合理使用，彰顯居住正義之目標。

住宅及不動產
行情與環境資訊
整合平台建置

摘  要

Abstract

Building an integration system of real estate 
markets an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Providing correct and transparent real estate transaction information will help the circulation of information in 

residential and real estate markets. As data increases in size, issues such as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quantity, 

and variability of related information, how to strengthe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how to enhance application 

functions, will be gaining importance. Based on our experience in developing the Hualien County residential and 

real estate information system, we analyzed current system usage issues and implemented various solutions so as 

to enhance information provision, to improve service for citizens, to enhance rational use of land, and to highlight 

housing justice.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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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門牌去識別化區間潛在落點範例圖

壹、前言

不動產攸關人民居住需求及置產投資規

劃，以政府機關而言，提供大量正確而透明的

不動產交易資訊，將有助於住宅及不動產市場

資訊流通正常化，降低買賣雙方資訊不對稱。

為使提供住宅及不動產交易行情更為透明公

開，內政部於101年8月1日正式實施不動產實價

登錄制度，並自101年10月16日由內政部建置並

提供全台不動產實價登錄展示查詢服務，自開

放以來，實價登錄交易資料長年皆位居政府開

放資料查詢下載排行榜第一名，顯見此資料為

具備高度應用價值之關鍵基礎資料。

在實價登錄機制日趨完備，資料漸趨完整

情況下，花蓮縣政府自102年開始，因應花蓮

縣不動產交易特性，並經本公司協助下，開始

建置「花蓮縣住宅及不動產資訊網」，期能透

過系統網站之建置，整合府內地政、都計、戶

政及其他單位圖資，完成親切、迅速、即時、

多元整合之住宅及不動產資訊整合平台，回應

與不動產有關資訊應透明公開之需求，並持續

強化整合各類資料，提供更多土地關聯環境資

訊，提升民眾對於不動產坐落環境有更完整的

認識，針對系統功能面強化資料統計分析、主

動便民服務、多元業務等應用，達成居住安

全、友善環境、資訊透明三大目標。

貳、系統開發待解決課題

為使縣府、不動產業及民眾能方便查詢應

用，開發目標包括土地關聯環境資訊查詢及資料

統計分析功能，並需有充分及高品質之基礎資料

加以搭配，並與系統預計開發功能整體思考，本

案於系統初始規劃時，所遭遇課題分述如下：

一、實價登錄資料去識別化影響空間合理性

實價登錄資訊因考量隱私及個人資料保護

問題，故原始資料經過去識別化處理後才加以

公布，早期去識別化以門牌號碼或地號每50號

為去識別化區間，後期改為以每30號為去識別

化區間。以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278號門牌為

例，經過去識別化處理後，公布之門牌號為花

蓮縣花蓮市中華路271號～300號間。

經去識別化處理後，其坐落之去識別化

區間，可能橫跨不同街廓或不同之土地使用分

區，以上述門牌地址為例，花蓮市中華路271

號～300號間，即包含了屬於都市計畫分區商業

區、住宅及機關用地三種土地使用分區，並橫

跨兩個不同街廓，如圖1所示。

綜上所述，如果僅能取得去識別化後之門

牌或地號資料，在不知其正確門牌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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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成屋及預售屋，分別增加其應記載事項內

容，促進不動產案件環境資訊透明度，有助於

購屋者瞭解完整的屋況及周邊環境，以便作成

正確的交易決定，避免日後滋生糾紛或造成損

害。現行不動產說明書範例如圖2所示。

於不動產說明書中，針對物件空間環境資

訊部分，分別要求應敘明包含(都市、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及用地，如屬開發行為，則需說明

是否坐落於包含山坡地、水土保持區、河川區

域、排水設施、各類型生態保護區域、飲用水

水質水量保護區、土壤或地下水汙染等區域，

並且需揭露周邊生活環境相關地標點及嫌惡設

施，不動產說明書要求需揭露之環境資訊如表1

所示

除上述不動產說明書規定之項目外，尚有

許多空間資訊與不動產可開發利用或居住安全

息息相關，例如斷層帶分布、土壤液化潛勢區

域、山崩地滑敏感區域、土石流潛勢溪流、易

淹水地區等等，雖相關資訊已陸續透過各業管

機關或政府開放資料平台加以公布(如圖3)，但

因其影響不動產價格甚鉅，甚少政府與民間網

站願意將相關嫌惡設施與限制土地使用之資料

加以整合，並提供社會大眾參酌，導致環境資

訊分散且不易查詢。

有極大的可能性將其隨機分配於30號區間之內

任一位置，進而誤導使用者對於不動產物件位

置及價值之判斷，要以去識別化後之位置，進

行空間區位分析則更為困難。

二、不動產資訊揭露完整度待提升

近年隨消費者保護意識抬頭，且不動產交

易因利益考量存在大量資訊不對稱情形，衍生

出許多交易糾紛及土地不當利用之結果。為提

供消費者對於不動產物件基本環境資訊有更多

的認識，內政部於104年10月1日頒布修正「不

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針對土

表1 不動產說明書要求揭露之環境資料表

圖資需求 備註

(都市、非都市)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是否位屬山坡地範圍

土地開發者需敘明

是否位屬依水土保持法公告禁止開發之特定水土保持區範圍

是否屬水利法劃設公告之河川區域範圍

是否屬水利法劃設公告之排水設施範圍

是否屬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史蹟保存區

是否屬飲用水管理條例公告之、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是否屬用水管理條例公告之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是否屬自來水法規定之水質水量保護區

是否屬政府公告之、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場址

周邊環境重要環境設施(包括：公(私)有市場、超級市場、學校、警察局(分駐所、派出
所)、行政機關、體育場、醫院、飛機場、台電變電所用地、地面高壓電塔(線)、寺廟、殯
儀館、公墓、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施、垃圾場(掩埋場、焚化場)、顯見之私人墳墓、
加油(氣)站、瓦斯行(場)、葬儀社）

屬不動產聲明書土
地及建物必要公開
資訊

圖2 現行不動產說明書範例圖(擷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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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間查詢分析功能彈性不足

現今政府定期公布之不動產交易資訊及不

動產實價登錄查詢功能，多以行政區界作為查

詢、統計、分析之單元，雖可作為觀察整體趨

勢與行情使用，但對多數使用者而言，同一行

政區內(村、里、區)，其範圍存在不同程度的

差異，環境變異性仍大。每位使用者皆有各自

感興趣之區位範圍，且多半不會與行政區界相

同，如果僅能以行政區界加以統計分析或查找

案件，較不符合使用者現今的需求。

參、資料收集及處理

一、實價登錄資料擷取

由前章所述可知，如果僅取得去識別化後

門牌作為基礎資料，將無法得知交易案件正確

位置，空間查詢及交互分析也會產生程度不一

的誤差，導致分析結果無法取信。為解決此問

題，取得實價登錄最原始資料，並儘可能迅速

同步資料，爭取後續資料處理及分析時間為最

佳解決方案。

為取得即時與正確之實價登錄資料供系統

使用，經花蓮縣政府跨局處單位合作下，由花

蓮縣政府建設處協調花蓮縣政府地政處同意，

透過伺服器跨接，在確保資訊安全之前提下，

建立每日自動同步相關地政資料，經由地政主

機每日定期拋轉地政資料，接續由本系統資料

庫轉換主機及轉檔程式進行空間圖元轉換及屬

性資料擷取作業，系統架構如圖4。

藉由建立自動介接轉換機制，現已可取得

包含實價登錄資料及地政資料，實價登錄資料

庫中所記錄之資料表類型包含主檔、人檔、交

易標的、買賣案件建物分層、停車位資料，藉

由五個資料表，可建立個案完整實價登錄案件

交易資訊，資料表及記錄內容如表2所示。

圖3 政府開放環境敏感圖資(土壤液化潛勢)資料圖

圖4 地政機房介接原始實價登錄資料架構圖



3
專
題
報
導

No.117│January, 2018│ 79

下分派邏輯：

(一)  運用多重空間資訊，建立建物/土地空

間區塊編碼

 結合最小統計區、都市計畫分區圖、

地政標示部、門牌位置圖，並以每個建物

面及土地地籍面為單元，將每一個建物面

及土地地號面預先編碼，編碼完成後，每

個建物及地號，皆會有一組標示所屬最小

統計區代號＋分區＋門牌號之代碼，透過

代碼，可知每個建物面/地號其坐落之最小

統計區代號、分區名稱及門牌區間。

除實價登錄外，另針對地政標示部及部分

所有權部原始資料進行轉置加值、對位處理，

合併為空間資料屬性，整體資料轉置流程如圖5

所示。

二、�實價登錄資料去識別化空間對位機制�

改良

在取得實價登錄個案原始登錄資料後，可

取得案件正確門牌及地號資訊，但提供給使用

者端之資料，仍需依循內政部去識別化原則，

以每30號做為去識別化依據，為使去識別化後

個案空間位置仍能有一定參考性，例如落於正

確都市計畫分區、正確街廓內，本公司建立以

表2 實價登錄資料類型及內容用途表

資料表名稱 資料欄位 用途

申請資料_主檔
序號、申報種類、交地標的種類、收件日期、格
局、建物型態、價格資訊、地所註記、案件狀
態、是否為特殊交易案件

區分案件類型、基本資訊及
可否公布

申請資料_人檔
序號、人檔種類、統一編號、姓名、地址、連絡
電話、電子信箱

僅在資料出現疑義時帶入供
業管單位檢核

申請資料_交易標的

序號、地建別、段小段、地建號、縣市、行政
區、標示面積、持份、土地使用分區、土地使用
地、建物主要用途、建物主要建材、總層數、建
築完成日期、屋齡

取得案件詳細資訊

申請資料_買賣案件建物分層 序號、層次代碼、層次移轉面積 取得建物分層面積資訊

申請資料_停車位資料 序號、車位類別、車位價格、車位持份面積 取得停車位交易資料

圖5 地政資料轉換架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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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始資料整理

 原始交易資料經匯入後，優先進行門

牌及地號資料格式整理，修正錯誤內容及

格式，產生精確之交易門牌及地號。

(三) 原門牌及地號地理編碼

 藉由地理編碼，將實價登錄原始門

牌或地號，取得正確座落位置坐標及對

應的建物/土地識別碼，如遇無法轉置成

功者，進一步利用第三方門牌空間對位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應

用程式介面)(例如GoogleMapsAPI、TGOS 

API)進行空間對位，並記錄對位錯誤資訊

供後續分析使用。

(四) 比對識別碼，隨機分派

 藉由原始門牌及地號所標記的建物/土

地識別碼，取回含有相同識別碼之所有建

物/土地面資料，並隨機抽取其中一個，將

去識別化後空間點位落於其中，得到去識

別化後之空間坐標。

 整體去識別化空間作業流程如圖6所

示，空間分派概念如圖7所示。

圖6 實價登錄案件空間去識別化作業流程圖

圖7 實價登錄案件空間點位分派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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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關提供實體圖資：圖資業管機關可提

供實體向量空間圖資，則協助收集取得

圖資及詮釋資料。

2.  機關提供具備圖徵或屬性資料查詢之地

圖服務：直接介接機關提供之地圖服務

供系統使用。

3.  縣府其他專案授權圖資：透過縣府其他

專案，例如區域計畫規劃案所取得之

圖資檔案，加以收集整理，並且匯入

空間資料庫。透過其他專案取得之空間

圖資，因授權關係，不提供圖台套疊顯

示，僅供系統判斷是否有可能落於該圖

資管制範圍內使用。

4.  機關僅提供影像式或無屬性無向量圖徵

資料查詢之地圖服務：如無法提供具備

圖徵或屬性資料查詢之原始圖資或地圖

服務，則嘗試透過上述第3種方式，尋找

其他專案授權相同圖資，並匯入空間資

料庫內。

 整體圖資收集作業流程如圖8所示。

三、跨域資訊整合做法

本案為整合提供不動產行情與環境資訊

訊息，蒐集花蓮縣境內自然環境、災害潛勢及

土地利用管制之相關圖資，並處理轉置成為可

供系統進行查詢之空間圖資，作業流程及方法

如下：

(一) 圖資清單蒐集

 先行整理國土地理資訊各主題資料

庫、中央防救災業管單位、花蓮縣境內各

土地使用管制主管機關中與花蓮縣境內自

然環境、災害潛勢、土地使用管制面相關

圖資，例如：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自

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農地資源分級分

區、花蓮縣汛路分布圖、山坡地超限利用

列管範圍、農漁業資源保育公告範圍、保

安林、淹水潛勢、斷層帶、軍事禁限建範

圍、毒性汙染地等等。

(二) 圖資需求討論

 將整理完畢之圖資清單，與業務單位

進行討論，針對需求項目進行

討論與增刪，確認圖資收集與

需求相符。

(三) 洽詢各圖資業管單位申請

圖資

 將 確 認 完 畢 之 圖 資 需 求

清單，與各圖資業務主管單位

進行圖資申請，每種資料視資

料主管單位供應項目，以取得

可供查詢屬性及空間坐標之實

體向量圖資或動態地圖服務為

主，取得資料型態可分為四種

方式：
                         圖8 跨域圖資取得及府外資料轉置流程圖



3
專
題
報
導

82 │No.117│January, 2018

肆、住宅及不動產行情與環境資
訊整合平台開發成果

為使本系統可與其他政府或民間所建置

之同類型系統具備差異化，避免重複建置與浪

費，設定建置目標為與其他同類型系統具備互

補關係，除解決前章所述開發課題外，另強化

於正確、豐富、快速、易用、主動五大面向，

提供使用者便利查詢各項不動產相關整合資

訊，開發成果分述如下：

一、確保優良使用體驗

政府單位開發之同類型系統，一般民眾

多半詬病操作上遭遇各式困難，例如功能安排

不直覺、需先行設定多組篩選條件才能查詢結

果、網站速度不佳、地圖應用功能薄弱、地圖

與案件資訊交戶操作性不佳、智慧型手機無法

操作或是需另行安裝行動應用程式等。

本系統希望建立親善使用者介面，強調系

統操作直覺、快速及流暢化，因應不同操作邏

輯之使用者，提供不論以地圖查詢及列表查詢

間，無縫銜接之流暢使用感降低使用者操作學

習門檻，具體作法分述如下：

(一) 進入即可使用，降低操作門檻

 減少不必要的點按，當進入系統後，

交易案件會自動依據地圖範圍動態呈現，

並擷取範圍內所有案件資訊，系統進入畫

面如圖9。

(二) 篩選條件功能設計

 為讓使用者能快速過濾出感興趣之交

易案件，本團隊先行研究使用者常用篩選

項目，並將常用篩選項目獨立至主頁面區

域，藉由本設計，使用者可快速將地圖中

所列案件，依交易類別、行政區、建物用

途及型態進行快速篩選，如需進階篩選，

再行開啟進階條件查詢視窗，系統畫面如

圖10所示。

(三)  確保地圖與案件屬性區塊同步連動，

以因應不同操作思維

 藉由觀察並分析同類型系統操作結果，

可發現交易案件列表與地圖呈現資訊往往

脫鉤，並非同步顯示相同資料，此種情況

很容易造成使用者混淆，造成以操作地圖

圖9 進入後立刻呈現案件資訊功能畫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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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域資料整合，提供除交易行情外各項

空間環境資訊

藉由前章所述府內外單位資料收集與整

合，可提供除實價登錄行情外，可查詢包含斷層

帶、土石流潛勢溪流、各類型保護區、都市計

畫分區、周邊地標點位等等資訊，藉以讓使用

者對於感興趣區位之環境，有更多的認識，系

統整合各項空間環境資訊成果如圖13、圖14。

為主進行查詢之使

用者，在案件列表

中查不到相關案件

的交易資訊，或案

件列表中有的案件

資訊，在地圖中沒

有顯示，造成使用

體驗下降。本系統

開發時確保使用者

不論以文字查詢為

主，或是以地圖搜

尋 為 主 ， 不 同 的

操作查詢邏輯下，

皆同步呈現相同資

訊，系統畫面如圖

11所示。

(四) 不 需 安 裝

APP，智慧型手機

直接使用

 設 計 符 合 手

機直式操作介面之

行動版網站，可對應各尺寸智慧型手機螢

幕，彈性自動調整網頁版型，不需安裝任

何APP，只需輸入相同網址，便可於地圖

中定位現時所在位置，顯示周邊實價登錄

案件，並提供相同於電腦版網站之圖層切

換、定位、案件查詢等功能，滿足隨時、

隨地、隨身查詢之使用需求，且具備一致

之操作邏輯與體驗，操作畫面如圖12。

圖10 常用篩選條件獨立於明顯區塊畫面圖

圖12 手機版操作功能畫面圖

圖11 地圖與案件列表呈現相同結果功能畫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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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案件週邊地標資訊整合查詢畫面圖

圖13 環境敏感資訊套疊查詢畫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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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高程剖面路徑規劃分析流程及功能畫面圖

圖16 高程剖面及時繪製成果畫面圖

除整合相關環境敏感圖資及地標景點外，

本系統另運用既有1/1000地形圖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數值地形模型)及內政部5米

DEM資料，調降部分精度後，產製全花蓮縣DEM

高程網格圖，並運用高程網格圖開發高程剖面

圖查詢展示功能，提供使用者於圖台上任意繪

製線段或設定起點迄點進行路徑規劃，動態計

算產生並顯示高程剖面圖，以利使用者瞭該地

區環境周遭地勢變化，並且可搭配其他環境地

理圖資套疊，提供更有價值之整合資訊。剖面

功能路徑規劃分析功能流程及操作畫面如圖

15，系統高程剖面分析結果如圖16。

三、強化分析及個人化服務功能

(一)自訂統計分析

 建立實價登錄資料統計分析功能，提

供使用者可彈性依自身感興趣範圍，框選

特定區域，可進一步設定統計時間區間、

建物型態或土地交易類型、登記面積、房

型等條件，以親善之文字、圖表方式，呈

現簡明易懂之成交概況顯示成交量、成交

單價等時序性資料，幫助使用者快速了解

整體市場趨勢變化(如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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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案件主動通知設計功能流程圖

(二) 案件主動通知功能

 開發「案件主動通知功能」，使用

者可於系統中，自行繪製所關注之空間範

圍，系統於每一期(每月1日及16日) 最新實

價登錄案件公布日，自動比對落於設定範

圍內之最新交易案件，並寄發Email通知使

用者篩選案件結果，案件主動比對及通知

功能設計流程如圖18，系統實際設定運行

功能畫面如圖19。

圖17 彈性自訂實價登錄案件統計分析成果畫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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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本文彙整本公司開發花蓮縣住宅及不動產

資訊系統經驗，在基礎資料品質、資訊透明公

開、系統功能強化、功能介面親善具體開發作

法及成果，希冀能應用本系統能提供民眾及業

務單位整合不動產資訊，落實居住正義，促進

住宅及不動產資訊公開、透明之目標，達成成

果與效益包含：

一、 資料自主：由地政資料庫中自行轉置原始

實價登錄資料，並且提出更佳之資料位置

分派方式。去識別化後位置合理分派，將

可有效提升實價登錄揭露案件之位置合理

性，避免座落位置與登錄土地使用分區不

符，造成民眾疑義之情況出現。同時因資

料自主且每日同步更新，進一步拓展各項

功能及業務應用。

二、 介面親民：強調系統操作直覺、快速及流

暢化，因應不同操作邏輯之使用者，提供

不論以地圖查詢及列表查詢間，無縫銜接

之流暢使用感。

三、 跨領域資訊整合：不僅提供實價登錄交易

資訊，而定位於住宅及不動產環境資訊整

合提供者，逐步整合相關環境相關資訊，

除成交行情外，更能認識在地環境開發之

潛力與限制，預期可提升一般民眾、業務

單位對於土地適宜使用之敏感性，降低後

續違規開發行為造成社會環境成本以及行

政稽查成本之困擾，引導土地合理、合法

使用，減少資訊不對稱，降低土地投資

炒作。

四、 被動查詢轉為主動推播：將傳統由使用者

需不斷上線查詢，改為由系統主動推送感

興趣資訊，創造同類型應用系統便民服務

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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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案件主動通知條件設定及寄發案件畫面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