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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由GIS剖析大數據 
 

地理資訊系統的構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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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資訊系統是由「地理」、「資訊」、
「系統」三者結合而成。  
 
一、地理：是指地球表面上所呈現的樣貌、 
        (G)         特徵、事物演化過程。  
 
二、資訊：將空間資料經過數位化處理過 
         (I)          程 ，並儲存在電腦資料庫之中。  
 
三、系統：結合電腦硬體、軟體、空間資 
         (S)         料與使用人員成為一套緊密的 
                       使用系統。 
 
 
           



GIS圖形展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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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實世界數位化 
2.具有整合空間資
訊及協助解決真
實世界問題的決
策支援系統。 

3.目的是透過疊圖
及空間分析功能，
將原始地理資料
轉變為能支援空
間決策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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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社會經濟資料 



面對大數據浪潮下的困境 

異質性困境 

•政府機關單位間由於組織
功能分化的結果，造成之
間資料流動困難，諸如資
料結構不同、資料語意不
同、資料時間不同、資料
重疊等問題在推動資料整
合時層出不窮，公部門間
產生的資料其整合問題越
顯重要，但異質性資料整

合問題在公部門益形困難。 

即時性困境 

•政府執行業務所取得的資
料，往往有落後的情形，
為了迅速因應快速變遷的
環境，以及有效反映民眾
的期待與需求，公部門的
角色與功能必須加以轉換
蛻變，其資料處理的即時
性，為公部門推動大數據

的一大課題。 

隱私權困境 

•在大數據時代，每個人在
不知不覺中「被蒐集」，
凡是可以透過這些被蒐集
的資料對應到特定個人，
再加以資料分析與整合，
都將面臨到隱私權的質疑，
是以隱私權的保護是大數

據的關鍵問題。  



解決困境 

隱私權靠資料模糊化  

(最小統計區)解決! 

異質性靠資料開放

(Open Data)解決! 

即時性靠GIS解決! 



GIS的優點 

整合資訊，提供決策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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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將大數據轉化為簡單易懂的視覺化
分析。 

可整合不同類型的空間化資料，促進
大數據的跨領域連結。 

不僅僅是電子地圖，更是包含時間、
空間與社經屬性的資料庫。 



NGIS社會經濟資料庫分組任務 

目標： 
• 社會經濟資料地理空間化 
• 統計單元細緻化 
 

任務： 
• 建置：完整建置統計區基礎圖資 
• 整合、流通、共享：建置社會經濟資料庫資
料倉儲及流通中心與推廣營運 

• 應用：開發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應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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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統計區分類系統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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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空間資訊科學的興起，對應國土資訊的地形圖、 
路網圖、都市計畫圖、地質圖、管線圖等對於細緻性
空間單元社經資料的需求。 
利用街道巷弄、河流等圖檔並結合人口分布資料進行
劃設作業，在鄉鎮市區以下層級建置「最小統計區」、
「一級發布區」及「二級發布區」小統計單元區基礎
圖資。 
個別資料雖然可以作為任何統計的基礎單元，惟其隱
私、機敏等問題造成大部分個別資料無法釋出，因此
只能供為權責單位或特定用途使用者應用。建立一套
有系統地長期固定性小型區域或特定區域，作為統計
專用之最小空間單元，以保障個案資料隱私。進而整
合賦予各項社會經濟資料各階層統計區之空間特性，
以利強化與深化社經資料之空間分析，提升統計資料
內涵與應用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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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戶籍人口資料為例，統計資料到原始資料 

– 縣市→鄉鎮市區→村里→二級→一級發布區→最小統計區 

 

資料開放~空間統計單元細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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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
市區 

村里 

二級 
發布區 

一級 
發布區 

最小 
統計區 

內政部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戶籍人口空間資料
申請作業要點 



GIS最小統計區 

個體分佈 空間彙總 

GIS空間點位 最小統計區統計 



小統計區之優點 

• 貼近原始資料之分布情形，統計結果較不
失真。 

• 保障個別資料隱私，利於資料釋出流通。 

• 長期穩定之空間單元，利於長期資料比較
及分析。 

• 單元小組合性高，需求者可依據需要自行
組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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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統計區資料之應用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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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政、消防救災之運用 

交通與觀光等資訊查詢 

工務建設及公共設施管理 

普查區、學區等區域規劃 

環境保護及醫療衛生之規劃 

都市發展與土地管理之規劃 

商業選址與行銷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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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會經濟資料空間化及服務 



一、完成建置全國統計區分類系統小統計區空間
單元圖資，以為細緻化及空間化社會經濟資
料的基礎。社會經濟資料以最小統計區空間
單元向上統計，既保護個體資料隱私又接近
實際空間分布狀況。 

已發布「統計區分類系統資料標準」。 

最小統計區、一級發布區及二級發布區圖資已
上open data平台發布。 

二級發布區人口資料27項資料集已上open 
data平台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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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置「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及
「共通平台」，以進行各類別空間社會經濟
資料產製、收納、管理及查詢展示、流通、
供應、介接等一站式統合服務。 

因應開放資料之供應，提供JSON、XML及CSV等
格式，及空間圖資SHP格式與資料網路服務、
WMS服務。 

創新開發統計地圖API、共通性縣市統計地圖
展示模板，提供應用社經資料庫取得所需之統
計資料，以及未建置地理資訊圖台的機關以繪
製統計地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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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共通平台 

收納的資料類別 
資料中類 代碼 資料小類 

人口 401 人口概況、人口結構、人口特性、人口消長、原住民、移民、生命表、其他 

勞動就業 402 勞動與生產力、職訓與就業服務、勞資關係、勞工福利及安全衛生、外籍勞工、其他 

土地及營建 403 土地、都市計畫、住宅、公共建設、營建業、不動產業、其他 

教育文化 404 教育、文化、宗教、體育、其他 

醫療衛生 405 醫療設施及人力、藥政及食品衛生管理、疾患、國民健康及保健、衛生支出、其他 

治安及公共安全 406 
司法、法務、警政、消防、入出國管理、國家安全及保防、天然災害與防護、公平交
易及消費者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其他 

社會福利 407 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其他 

農林漁牧 408 農業、林業、漁業、畜牧業、其他 

工業、商業 
及其他服務業  

409 
製造業、水電燃氣業、礦業、商業、物業管理服務業、人力派遣服務業、設計服務業
、建築與工程服務業、法律、會計、管理顧問、廣告、其他 

運輸、通訊、資
訊及傳播 

410 交通運輸、倉儲、通訊、資訊、傳播、其他 

觀光遊憩及餐飲 411 觀光、休閒娛樂、住宿、餐飲、旅行業、其他 

財稅金融 
及國民經濟 

412 財稅、金融、保險、物價、國民所得與支出、投資理財、其他 

環境及生態保護 413 環境保護、污染防治、生態保育、公園綠地、其他 

其他 414 
公共行政(含考試、監察、立法、行政)、科技研發、氣象、社區發展、人民團體、選
舉、能源、榮民、殯葬管理、其他(含統計區圖資) 



 

 

資料庫共通平台 

縣市別 鄉鎮市區別 

機構別點位 

最小統計區 

空間圖資 

收納的資料類型 

• 行政區統計資料(縣市、鄉鎮市區、村里) 

– 如收錄各機關統計單位統計資料庫、各縣市統計要
覽、調查資料等，可由MIS方式進行統計。 

• 統計區統計資料(二級、一級發布區、最小統計區) 

– 須以原始資料進行資料空間資訊化後進行統計。 

– 內政部的人口、不動產實價登錄、國土利用等資料 

• 機構別點位統計資料 

– 如學校、避難場所、醫療院所、社會福利機構、就
業服務站、榮民之家…等，帶有其機構之統計資料，
如學校有學生數、老師數、 體育館面積…等屬性統
計。 

• 其他空間圖資 

– 點位圖資：如門牌、學校、醫療院所、工商點位、
宗教、避難場所等地標類圖資。 

– 線類圖資：如公車路線、垃圾車路線、捷運路線等
圖資。 

– 面類圖資：如都市計畫區、使用分區等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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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IS社會經濟資料庫目前已收資料 
• 目前依不同類別、不同時間、不同空間統計單元及不同的資料範圍，

截至105年2月底已收錄有28,067項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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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類別  產品數輛   

人口 13,298 

勞動就業 149 

土地及營建 2,640 

教育文化 949 

醫療衛生 1,739 

治安及公共安全 1,441 

社會福利 1,726 

農林漁牧 2,152 

工業、商業及其他服務業 880 

運輸、通訊、資訊及傳播 245 

觀光遊憩及餐飲 242 

財稅金融及國民經濟 1,508 

環境及生態保護 303 

其他(含統計區圖資) 631 

普查 164 

總計 2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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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內容 統計主題及項目 

人口概況 
人口統計(戶數、人口數等)、人口指標(性比例、戶量、人口密度、扶
養比、扶幼比、扶老比、老化指數等) 

人口結構 
分齡人口統計(五歲年齡組、十歲年齡組、三段年齡組等)、分齡兒童及
少年性別人口統計、15歲以上分齡人口統計 

人口特性 15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統計、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統計 

人口消長 出生統計、死亡統計、結婚統計、離婚統計、人口消長統計 

原 住 民 原住民人口統計、原住民戶數統計、原住民分齡人口統計 

鄉鎮市區 最小統計區 

國人與外籍大陸港澳人士結婚對數 臺北市人口密度 

資料庫共通平台 

人口資料 



三、完成開發「統計區比對程式」，提供統
計區比對服務，以空間化社會經濟資料。 

將具有門牌或座標資訊之社會經濟資料，
帶出「統計區分類系統」圖資之空間單元
代碼或座標，使轉換為具有縣市、鄉鎮市
區、村里、二級發布區、一級發布區、最
小統計區之空間統計資料或點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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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行政院退輔會之榮民原始資料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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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代碼 

地址 
年齡 

年齡組 

退伍軍階 

性別 

退除給與 

婚姻狀況 

服務單位 

八二三註記 

有無眷屬 

入伍時間 

服役年資 

安置狀況 

系統定期產製行政區或統計區統計資料 

統計區比對服務(門牌) 

 X坐標 Y坐標 最小統計區ID 一級發布區ID 二級發布區ID 

NGIS社會經濟資料庫共通平台 

統計單位報表 

各單位申請下載應用 

統計地圖瀏覽展示 

提供原始點位及其屬性資料 業務單位內部應用 

X坐標 

Y坐標 

二級發布區ID 

一級發布區ID 

最小統計區ID 

各單位之原始資料如何導入？ 



四、建置「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網」，提
供地理基礎圖資、防救災圖資與社會經
濟資料套疊應用產製統計資料，進行空
間關聯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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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空間統計的應用 

提供國土規劃、國土復育、防救災管理、公共建設
計畫審議等應用 

  利用門牌與地形圖做空間統計，支援進行土地使用分區、疏散路線、 

   避難場所等之規劃工作。 

提供社會現狀分析、區位選址、設施配置等應用 

  都市擴張分析、傳染性疾病追蹤分析、治安犯罪斑點分析、交通易肇事 

   地點分析、垃圾清運路線規劃、公共設施劃設、展店選址等。 

提供產業分析、商圈劃設參用 
   廠商群聚現象，勞動人力、消費型態、交通及通訊之支持等。 

提供民間生活、商業加值等應用 
   利用空間資訊發展便民服務系統，房仲業、量販業者透過建物門牌掌握 

   潛在客戶資料集中投入行銷等。國際上【地理人口統計】產業蓬勃發展 

   。 



一、應用 
「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網」 

http://moisagis.moi.gov.tw/moiap/gi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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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oisagis.moi.gov.tw/moiap/gis2010/
http://moisagis.moi.gov.tw/moiap/gis2010/


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網 

編號 分類   圖資名稱 編號 分類 圖資名稱

1 行政區底圖 14 全國土石流潛勢溪流圖

2 行政區底圖(含文字) 15 全國活動斷層分布圖

3 Google電子地圖 16 全國核電廠位置分布圖

4 Google影像地圖 17 全國順向坡分布圖

5 農航所航照地圖(WMS) 18 縣市

6 全國通用版電子地圖 19 鄉鎮市區

7 台灣高鐵 20 村里

8 地標 21 二級發布區

9 捷運 22 一級發布區

10 台灣鐵路 23 最小統計區

11 河川

12 路網

13 Google路網

系統底圖

基本圖層

空間統計單元

  防救災相關

圖資

系統使用空間地理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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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4 

包含已通車、
建設中路線 

淡海輕軌一期 

淡海輕軌二期 



教育~學校防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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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核能發電廠事故警戒區域內學校 

5km »8km »20km »30km 

核三 

核一 

核二 

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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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側之藍線上方為
大甲斷層、下方為
彰化斷層，中間為
車籠埔及其支斷層，
右側為大茅埔雙冬
斷層，人口分布密
集。  



防疫、救災 

開啟防救災主題圖資 
北投區永和里 

「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0~14
歲之人口數 

進行空間框選 

顯示查詢結果及面量圖 

查詢結果清冊輸出 
提供疏散地址清單 



展店 

美容店展店地址定位 

進行一公里範圍內15~64歲女性
人口數統計區之環域分析 

篩選100人以上之女性人口數區位 

展示篩選結果 

展店位置建議可以
往女性人口數較多

之區域發展 



1. 了解距北部三個核電廠20公里範圍內，人口分布狀況 

2. 了解北部山腳斷層3公里範圍內，人口分布狀況 

3. 避開以上二個區域，選擇文山、新店地區高學歷比率高

的地區 

特定主題圖資與統計主題自訂空間範圍的結合—以居住品質為例 

37 



應用範例七 
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統計GIS：區域行情統計地圖展示 

• 臺中市中區及西區二級發布區，由交易平均總價篩選出平均單
價30萬元以下區域 

• 區域行情套疊老人安養機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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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範例八(1/2) 
即 時 感 測 數 據 空 間 化 統 計  
 



103年住宅竊盜案發生數(件) 

  

  

新北市、臺北市
及基隆市一帶 

南投縣及 
雲林縣一帶 

臺灣地區住宅竊盜案發生數─依分局別分 

GIS地圖呈現跨縣市轄區犯罪態樣 

  

應用範例八(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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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共通平台 

各鄉鎮市區國小新移民子女學生數 
各鄉鎮市區國小原住民學生數 
及原住民部落國小學校分布圖 

    二、應用「統計圖臺」：教育資料 
  鄉鎮層級國小新移民子女及原住民學生分布圖 

 



     台北市0-5歲幼兒人數及公私立幼兒園 

公立幼兒園 
超搶手!! 

資料庫共通平台 二、應用「統計圖臺」：人口及教育資料 



• 低收入戶統計 

• 身心障礙者統計 

• 老人安養機構統計 

• 列冊需關懷之獨居老 

人統計 

• 社會福利機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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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共通平台 

各類社會福利機構分布圖 

二、應用「統計圖臺」：社福資料 



• 醫療院所統計及分布圖 

• 護產機構統計及分布圖 

• 其他資料之推動 

– 衛福部疾管署疾患資料 

• 以小統計區發布(已完成) 

– 健保資料 

• 以小統計區發布 

  (健康雲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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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共通平台 

醫療院所分布圖 

二、應用「統計圖臺」：衛生醫療資料 



• 102年度綜合所得之村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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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申報戶之綜合所得 

二、應用「統計圖臺」：財稅資料 
資料庫共通平台 



行政區 里別 平均數(千元) 總額(千元) 

1 信義區 興隆里 5,234  5,249,249  

2 中正區 東門里 4,378  6,413,072  

3 士林區 永福里 4,354  1,850,301  

4 信義區 安康里 3,783  14,351,966  

5 大安區 和安里 3,520  8,487,025  

6 松山區 東昌里 2,990  2,897,053  

7 信義區 景新里 2,699  4,944,012  

8 中山區 成功里 2,676  6,747,267  

9 士林區 菁山里 2,523  1,072,106  

10 大安區 民輝里 2,512  6,631,156  

二、應用「統計圖臺」：財稅資料 
   102年村里別綜所稅綜合所得總額 
 

全國NO.1 

全國NO.3 

Where全國NO.2 ? 

資料庫共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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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自有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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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自有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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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自有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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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自有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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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收入高低和差距大小(變異係數)分類 

 

資料來源：http://www.thenewslens.com 

 變異係數最高的5個鄉鎮 

 縣市 鄉鎮市區 綜合所得總額 平均數 中位數 變異係數 

彰化縣 大村鄉 9359283 1161 491 2065.4 

臺北市 中正區 75467844 1447 790 1303.73 

臺北市 信義區 97812770 1314 697 1005.91 

高雄市 鹽埕區 6054496 949 548 644.79 

新北市 淡水區 43501439 925 625 540.29 

 變異係數最高的5個村里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綜合所得總額 平均數 中位數 變異係數 

臺北市 中正區 東門里 6413072 4378 879 2488.99 

臺北市 信義區 興隆里 5249249 5234 781 1731.92 

新北市 三重區 龍門里 999107 1944 495 1469.92 

新北市 淡水區 鄧公里 3371420 1520 695 1459.74 

臺北市 松山區 東昌里 2897053 2990 898 1388.67 

單位：仟元    資料來源：財政部102年度資料 

專家自有圖台 



伍、最小統計區應用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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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疫情動態擴散地圖 
• 為保護個案隱私並保有空間趨勢，圖台所呈現的座標為

每日透過疾病管制署地理資訊系統轉換之「最小統計區」
中心點。 

• 資料更新頻率為「每小時」更新，所查詢之趨勢與分布
的呈現可能會隨資料更新而略有差異，每日登革熱正式
公布數字請參閱疾病管制署官網及傳染病統計資料查詢
系統。 

• 登革熱每日確定病例開放資料可至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下
載使用，包含1998年起每日確定病例統計以及近12個月
每日確定病例統計。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http://cdcdengue.azurewebsite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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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dcdengue.azurewebsite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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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南部及雲林縣高
鐵沿線左右方各1.5公里
範圍內農業黃金廊道之
農家分布情形及區域內
戶數分布面量圖。 

彰化縣 

雲林縣 

高鐵 

高鐵 

16 

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網 

行政院主計總處許忠義 
操作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網繪製 



5張地圖帶你看高雄港的危險品放在哪
 

56 
林佳賢 
現任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網編輯 



張圖表帶你看臺北市「明星」國中、小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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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賢 
現任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編輯 



8張圖表告訴你，為什麼就算小學很「迷你」也不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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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賢 
現任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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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里專屬的捷運站？」 9張圖表帶你看小碧潭線的規劃  
到底合不合理
                                                                  每個區域涵蓋的人口數 



陸、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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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政府單位所擁有之各項社會經濟資料(例
如人口資料、個人收入資料、健保資料、公
司行號…等)，利用統計區空間統計單元去
個資化後，即可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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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 二級 



同時支援宏觀及微觀分析 
• 大尺度、宏觀行政區統計 

– 施政治理 

– 行政管理 

– 整體性、 大觀點使用 

• 小尺度、微觀統計區統計 

– 支援國土資訊基礎地理圖資需求 

– 多元社會重視社區尺度、在地出 

     發看在地生活及環境 

– 資料分析、空間點位屬性 

 

縣市 鄉鎮市區 

? 醫療院所
GIS點位 

最小統計區 62 



西元2012年5月，我國統計區之建置（Establishment 
of the Census Geography in ROC (Taiwan)）專文，
於「第13屆全球空間基礎資料國際研討會」（GSDI 
13）發表；2014年6月起，前任聯合國統計司司長張
保羅教授（Professor Paul Cheung）引用我國最小
統計區之劃設原則、劃設標準及應用理念為案例，在
全球演講推廣，並在8月的聯合國空間資訊重要會議
上熱烈討論；現今，聯合國統計委員會將建立全球性
最小統計區標準，以最小統計區為單元以整合地理空
間資訊及大數據資料，納為推廣發展趨勢。 
西元2015年1月，張保羅教授來訪，讚譽我國政府統
計應用最小統計區已漸臻於新典範之境。本處提供我
國應用案例供其於國際研討會上發表，顯見我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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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請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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