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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80年代以來電腦通訊技術蓬勃發展，引發了社會及生活的急劇變化，資訊革命

將人類從工業社會推進到資訊社會。近年來隨著資訊科技相關軟硬體設施不斷革新，而空

間資訊基礎環境逐漸成熟，空間資訊技術已由學術研究專業領域進入日常商業應用和商品

市場，例如Google Map、行車導航、購屋分析等生活化與視覺化的應用。

　　2004年美國勞工部所發表的重要研究報告，

指出了空間資訊科技(Geotechnology)與生物科技、

奈米科技將成為未來十年的三大重要新興產業，

以GIS(地理資訊系統)、GPS(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RS(遙感)為代表的3S現代科技將持續延伸服務領

域，依數位地球（Digital Earth）及在地定位服務

（Location-based Services）的發展概念，更可進一

步結合無線網路通訊及行動計算之商務加值應用，

其發展真是不可限量。

　　本公司近年來積極參與政府與民間各項相關計

畫，如：高精度及高解析度數值地形模型建置、國

土利用調查、通用版電子地圖、國土資訊各類系統

建置等，整合了航遙測與GIS之上下游圖資與技術

服務，將「空間資料蒐集及處理」、「資訊系統開

發及建置」以及「空間資訊整合及應用發展」之技

能統合投入計畫。在技術研發分析、流程制定、規

範研擬等皆已累積豐厚的實務經驗，因此本（79）

期專輯以「空間資訊技術」為主題，一方面期能分

享本公司在空間資訊相關課題之經驗及技術，另一

方面也希望藉由專訪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理事

長王蜀嘉教授，以及邀請國內相關學者專家共同發

表論述，以提供經驗交流，使讀者能更瞭解空間資

訊技術之多元應用及未來趨勢，一齊邁向二十一世

紀全球資訊化之發展。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1
人
物
專
訪

I N T E R V I E W
│中│華│技│術│

6 │No.79│ July, 2008 

1
人
物
專
訪

No.79│ July, 2008 │7 

壹、前言

貳、訪談紀要

問：王教授您大學時選讀的是土木工程系，

　　是甚麼樣的機緣讓您從土木走向航空測

　　量？

答：我是在1964年考入成功大學土木系，在大

學二年級暑假時就到建設公司實習。當年成大

還採德國教育方式，必須要有校外實習才能畢

業。實習時正逢公司裡的結構技師公假參加教

育召集，課長要我替他做陽明山中國飯店結構

及配筋計算及桃園一個廠房屋頂的桁架計算。

乍聽到這個命令時我嚇得要死。在大二才剛學

了點基礎結構學及鋼筋混凝土，只能應付考試

題目的簡單二維柱、樑等原件計算，從來不知

道如何把原件結合成完整的三維結構體。當時

又沒有電腦，最好的計算工具就是一把計算尺

而已，因此不肯接下這任務。最後在課長的舉

例說明下才知道，原來實際的結構及配筋計算

整理／鄭宏逵  ‧  攝影／姜興華

　　王蜀嘉教授1968年畢業於

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1970年

取得土木研究所碩士，服完兵役

後進入交通部台灣區高速公路工

程局服務，於1973年赴德國斯徒加特大學(University of Stuttgart)

攻讀航空攝影測量，獲博士學位後1980年回國任教於成大測量及空間資訊系所，先後擔

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所長及成功大學副總務長。1988年受美國普渡大學土木學院邀請擔

任客座研究員，1998年獲選中華民國航測及遙測學會獎章得獎人，學術領域專長於影像匹配、

空中三角平差計算、數值地形模型、誤差理論及可靠度與偵錯，教學25年培育人才無數。多次

獲得國科會甲種研究獎，及主持多項國科會重要研究計畫，成果豐碩，於國內外期刊發表多篇

論文，深獲肯定。於教學之餘尚曾擔任行政院研考會國土資訊系統標準組委員、內政部地政司

查核委員等職務，並協助內政部制定多項測量作業準則、規範及精度標準，包括航空測量方法

與空載光達方法測製高精度及高解析度數值地形模型、彩色正射影像鑲嵌圖製作等規範，提供

產業界建置遵循。

　　王蜀嘉教授現任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理事長及武漢大學遙感信息工程學院客

座教授。近年來引領國內航空攝影測量產業，由類比走向數位，由二維平面走向三維空間，對

空間資訊技術發展貢獻良多。在21世紀今日，空間資訊科技將成為未來十年的重要新興產業之

一，本期刊很榮幸專訪王教授，以其個人豐富的閱歷談「空間資訊發展」。

王蜀嘉教授1968年畢業於

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1970年

取得土木研究所碩士，服完兵役

後進入交通部台灣區高速公路工

程局服務，於1973年赴德國斯徒加特大學(University of Stuttgart)

攻讀航空攝影測量，獲博士學位後1980年回國任教於成大測量及空間資訊系所，先後擔

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所長及成功大學副總務長。1988年受美國普渡大學土木學院邀請擔

任客座研究員，1998年獲選中華民國航測及遙測學會獎章得獎人，學術領域專長於影像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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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那麼複雜，大部分日常所見的建築都是

大同小異，以常用的計算公式及安全係數就可

符合規範，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論。暑假完後回

到學校，三年級要開始分組，正逢聯合國贈送

成大一套當時屬全世界最先進的德國蔡司公司

製造的C8型航空測量立體測圖儀，受到史惠順

老師的鼓吹，以及想到如果大學畢業後每天做

的都與我在暑假工讀時所做過的結構計算差不

多，還不如去試試看什麼是航空測量，於是就

選擇了測量組。

問：談談您選擇赴德國深造的心路歷程？

答：到德國進修完全是偶發事件。當年成大畢

業生比較少以出國深造為首要選擇，多選擇留

在台灣就業。1970年我由土木研究所畢業，

1972年服完預官役後，進入當時為十大建設

剛成立的台灣區高速公路工程局，在規劃組任

幫工程司。主要協助測量、選線、電腦計算及

與德國顧問們接洽，從未想到出國深造。當時

政府為了提升公務員素質，在物力百般艱困之

下，仍選派公務員赴美深造。本來輪不到我這

新進的小幫工程司，但是組長為了提攜後進，

要我利用公餘準備英語應考，下了班後就去補

習班補英文。這下子，以前從未想過的出國深

造突然進入我生涯規劃內了。由於成大工學院

當年採德式教育，重視德文，在大學及研究所

時都修了德文課，所以在補習英文時順便也去

德文班聽聽看，同時也報名德國學術交流會

DAAD的獎學金考試，最後公費留學及德國獎學

金都同時考上。回成大問老師該去哪個國家，

得到的答案是國家公費不拿，自有人遞補，不

拿德國獎學金太可惜，而且德國在測量領域執

牛耳之地位，要學測量最好去德國，所以就選

擇去德國進修。

　　德國在測量方面一直居世界領先地位，在

德國司徒加特大學(University of Stuttgart)追隨

Ackermann教授時，正是航測由類比式轉為解析

式的時期，由於電腦剛開始應用於航測上，所

以研究所的研究重心就在空中三角測量平差、

數值地形模型內插計算等電腦計算程式的開發

以及可靠度與偵錯、影像匹配等基礎理論的推

導。當時所發展出的PAT-M、PAT-B空三程式、

SCOP數值地形模型程式及MATCH-T影像匹配程

式等等，後來都廣為業界使用。

問：您在德國深造八年，有關高等教育一定

　　有許多心得，可否談談您的看法？

答：一般來說，當年德國工學院的特點是注重

學生的實務技能與業界密切交流合作。加上德

文期刊本來就不屬於英語期刊所謂檢索(EI、SCI

等)評等之系列，所以一向就沒有只依據論文篇

數來評鑑的迷思。同儕在評審升等、研究計畫

申請或系所評鑑時，看重的是一個人的研究成

果有多少是為工業界所引用，而不是看論文篇

數有多少。這種重視對業界實務貢獻的結果，

使得德國在航測方面開發出許多造福業界的軟

硬體。即使到今日，航測界使用的數位相機、

光達掃瞄儀等，大多仍是德國所開發者。

　　記得多年前有一個在德國MBB飛機製造公司

（二次大戰時首先研發出噴射機的公司）服務

數十年的華人工程師受聘到成大航太系來服務

時，對我說系裡只重視論文篇數，但是卻沒有

一個人知道飛機該怎麼製造，故斷言台灣永遠

不可能有航太工業。這就是今天台灣大學工程

教育普遍的問題，大部分學門不注重與業界的

合作。因為實作較難生產期刊論文，以致雖然

教育了許多論文製造家，但是卻沒有製造工業

產品的能力，理論與實務脫節。大多學生要等

到畢業後，才靠在職教育瞭解業界到底需要什

麼，既浪費了許多年輕人的大好時光，也浪費

了業界的資源及成本。畢竟一個工業體結構必

(左)林耀宗副理(中)管長青資深協理(右)王蜀嘉教授

王蜀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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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金字塔式的，只需要少數研發人才，而需

要大量的實務工程師。但是只要大學教授有生

產論文的壓力，就不得不把培養學生成為論文

生產者當作重點，而忽略工業界對工程師的需

求。

問：請問您對空間資訊之未來發展有何看法？

答：德國聯邦教育部在2006年公佈入選大學重

點支持的三大方向（類似國內「五年五百億元邁

向頂尖大學計畫」），這三大方向為奈米科

技、生物科技及空間資訊科技，即表示空間資

訊已被列為本世紀未來發展之重點。美國勞工

部發表的研究報告，同樣指出這三樣科技，將

成為未來十年的三大重要新興產業。行政院也

將於「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十年計

畫」中，投入兩百億元經費以促進產業發展，

印證空間資訊服務已成發展關鍵與趨勢。

　　以台灣產業市場來看，現在仍尚未起飛，

不管是航遙測或GIS應用看起來都有很大的成

長空間，會認為它是成長的，主要是因為人們

對空間資訊之需求是無止盡的，不論是個人、

家庭、社會或政府決策支援等都有此需求。以

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來說，現在大家都依靠傳統

地圖來查詢某地的環境，但是哪個人不希望有

一天，在電腦或手機上輕輕一點，就可以對世

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現況進行查詢，例如查詢

巴黎凱旋門前現況的影像、凱旋門前某家咖啡

店的位置及景觀如何、該店咖啡目前的價位等

等。凡此種種對空間資訊的需求，都是未來空

間資訊產業成長的空間。

　　另外，由於空間本是三維的，目前以二維

空間為基礎的地理資訊系統，雖然可以滿足大

多數人的需求，但是對於需要三維空間管理的

工作而言，仍然不敷需求，舉凡都市計畫、城

市管理、城市防災、反恐等等，都需要三維的

資訊才更有效。如何把空間資訊三維化，是未

來空間資訊研究的一大課題。未來，誰能以快

速經濟的方式產製三維空間資訊，誰就能優先

取得商機。

問：請問國內測繪規範及空間資訊業務的推

　　動執行與歐美先進國家相較有何明顯的

　　差異？國外是否有值得效法之處？

答：以德國為例，建置規範是由整體及長遠角

度作大框架規劃，再以循序漸進方式完成，階

段式修訂更新以符合時代需求，國內的規範建

置完成後，更新週期比較久，再加上權責政府

單位對先進國家之發展不瞭解，因此容易造成

規範內容跟不上時代。

　　歐洲在基本地形資料庫的建置觀念也大不

相同，例如德國已經不再製作1/5000比例尺基

本地形圖，而改為建置國家基本地形資料庫。

打破比例尺的觀念，也不受限於圖層定義限

制。一旦有了基本地形資料庫，一切有關空間

資訊應用所需的資訊都可由庫內自動導出，可

滿足各式各樣使用者的需求。

　　英國更有前瞻的規劃，未來允許經過國家

測量局授權之機構，對目前所建置完成的國家

數位框架(Digital National Framework)直接進

行更新，如此可結合社會力量協力維持單一套

可供各界使用的空間資料庫。以門牌或路名為

例，當地郵差、警察最清楚不過了，任何變化

他們最先知道，如果授權他們比照Google Earth

及Google Map或Wikipedia類似的作法來做更

新，不但正確、快速，也可以節省資源。

　　總之，國內推動空間資訊產業的政策、法

規、規範與標準應多觀摩國外發展，宏觀角度

規劃以適合新時代，不要拘泥在某一專案的執

行結果，或計較某些地物該不該測繪的枝微末

節。

問：因應人才全球化、專業國際化的未來趨

　　勢，歐美先進國家對空間資訊人才培育

　　是否有可學習的地方？您對後進學子有

　　何建議？

(左)林志錚副理(中)鄭宏逵經理(右)王蜀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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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台灣學生與歐美國家較大的不同在於學

生的「主動性」。在德國學校規定學生畢業前

一定要有在工業界實習的成績，有的更要求要

到國外實習以培養學生的國際觀，而且是要由

學生自己找地方實習。去年成大研究發展基金

會就收了一位德國柏林應用科技大學測量及空

間資訊系的學生，這位學生透過室友主動找我

協助安排實習半年，實習期間除了實際參與航

空測量及外業調繪外，並且四處觀摩參訪。反

觀台灣，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台灣學生變得較

被動而怕苦，做論文怕寫程式，做測量怕曬太

陽，出國又怕生活苦，一心只想走輕鬆簡易的

路。會變成這樣，錯不在學生。三十年前的學

生跟現在的學生資質上並沒有不同，而是因為

教育環境與社會觀念不同，造成教育成效的差

異，歐美國家學校教育較注重培養學生主動、

積極、國際化、刻苦耐勞、有責任感的特質，

而我們社會評定中學教育學校的好壞只看升學

成績，而教改又似乎只注重如何減輕學生壓

力，如何培養所謂「快樂」的學生。這些都是

國內教育界及後進學子該省思的課題。

問：國內空間資訊系統建置，在政府推動近

　　二十年的時間，您認為目前是否仍有瓶

　　頸尚待突破？

答：世界先進國家諸如德國、英國等，均已

陸續完成國家空間資訊基礎框架的規範，以基

本地形資料庫（或空間資料庫）來漸漸取代傳

統的基本圖。以目前來說，國內最需要的就是

如何跳過所謂數值地形圖的中間過渡階段，迎

頭趕上完成空間資料庫的建置。政府首先要做

的是規劃整體框架及依據框架訂定標準及實施

步驟，而不是應付目前來自個別使用者的壓

力，斤斤計較基本數值地形圖應該如何測製或

該測製些什麼。空間資料庫之建置不應侷限於

以達到多少使用人口做為達成目標，或是侷限

於某些特定使用者為目標，原則上應該是以把

國土空間整體數位化及資料庫化為目標。目前

內政部對地形圖如何空間資訊化雖也召集產、

官、學界定期召開會議討論，但礙於經費時程

限制，只能依階段性經費之多寡決定建立多少

資料，但若缺少整體資料庫的上層基礎框架規

範，則辛苦建置的資料將來未必能符合資料庫

之標準。

問：您對政府部門或民間企業努力方向有何

　　期許？

答：我們看到Google Earth及Google Map等允

許全球使用者可將自行蒐集到的資訊上傳，讓

網路上的人都可以瀏覽。一個民間公司所完成

的系統，不僅可將本身所蒐集到的資訊提供眾

人瀏覽，亦可藉由一個通用之格式平台，提供

使用者依個別需求完成特定使用之空間資訊系

統，這是一個很值得作為借鏡的例子。希望國

內不管是公部門或私部門都應經常到國外看看

其他先進國家發展的情形，以宏觀的角度多多

學習國外發展的技術及經驗。展望未來政府也

能規劃一個空間資料庫框架，逐步完成基本資

料庫建置作業，也期勉民間顧問公司提供更多

的實務建議，來共同完成這項重要的使命。

問：您對兩岸測繪技術交流展望為何？

答：兩岸測繪人員的第一次正式交流是在1992

年成都舉行的第一屆海峽兩岸測繪交流研討會

上。兩岸在分隔四十多年後，經由台灣的史惠

順教授及大陸的王之卓教授二人合力推動下，

才有第一次的聚會。當時大陸在物質環境方面

還落後台灣很多，港台去的人都還要使用所謂

的外匯券。但是大陸的測繪人力非常豐沛，因

為有個專門培育測繪人才的武漢測繪科技大學

（現已併入武漢大學）。此外，在中央及省均

有統一測繪專責機構，所以在制度、規範及標

準上都相當一致，提供良好的發展基礎。之後

由於大陸放手實施改革開放的結果，在很短的

時間之內，測繪研究人才、設備及水準都達到

比台灣要高的水準，無論在純理論研究或是應

(左1)林志錚副理(左2)鄭宏逵經理(中)林耀宗副理(右2)管長青資深協理(右1)王蜀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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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軟、硬體的開發上都頗有成就。即使不看大

陸，只看目前歐美日等國，有關測繪及空間資

訊的學校、研究機構及企業裡，幾乎都聘有武

漢測繪科技大學的校友這一現象，就可證一

斑。此外，今日包含台灣在內世界上有相當多

的測繪單位也都在使用大陸所開發的軟硬體。

　　但是另一方面，由於大陸把測繪仍然當作

國家機密，以致測繪幾乎是國家壟斷的事業，

並不利於交流開放。而台灣較先進的地方則是

測繪事業已經私人企業化，測繪事業

能不靠政府而快速現代化。

美中不足的是台灣也把許多

空間資訊當作國家機密，也不

利於私人測繪事業的交流及發

展。所以兩岸在測繪方面的

交流在短期內可能還只能

侷限在學術理論的切磋

及應用軟硬體的採購

方面。

參、後記

　　感謝王蜀嘉教授百忙中撥冗接受專訪，在

十分愉悅的談笑風生中，3個小時的訪談一下

子就過去了，從細說留學的心路歷程及所見所

學的心得，到闡述空間資訊發展及未來努力方

向。我們不僅在知識見聞上獲益良多，更感受

到王教授謙謙儒者與務實的風範。

　　綜合本次專訪瞭解歐洲先進國家針對建置

基本圖資所規劃的國家空間資訊基礎框架，學

校培育人才應著重於實務而非訓練成論文製造

機器，政府主管單位應有更宏觀格局，而非侷

限於推動個別專案。國內產、官、學應扮演更

積極角色，以因應空間資訊產業的蓬勃發展。

展。所以兩岸在測繪方面的

交流在短期內可能還只能

侷限在學術理論的切磋

及應用軟硬體的採購

能不靠政府而快速現代化。

美中不足的是台灣也把許多

空間資訊當作國家機密，也不

利於私人測繪事業的交流及發

展。所以兩岸在測繪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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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重力是反映地球形狀、地殼運動的重要資

訊，例如以重力異常推求地殼外貌、大地起伏

等應用，此外，人造衛星之發射及軌道計算、

海洋資源之開發及地球科學之研究及應用、天

然資源之探勘及開採、正高系統之建立、大地

水準面之計算等，均需有精確詳實之重力資料

以資應用。

　　在大地測量領域中，地球重力場是確定高

程坐標及研究地球形狀的主要資訊；在地球物

理領域中，可利用地球重力場觀測資料探勘地

下礦藏資源，同時可以此分析地震成因；在海

洋學領域中，根據重力場資訊能夠揭示海洋洋

流和環流的活動規律；另外地球重力場資訊在

國防應用領域也有極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了

解重力測量的重要性。

貳、臺灣早期重力測量紀事

1937

日本大地測量學會Kumag a i等人以Ven i n g 

Meinesz重力擺由日本京都（Kyoto）之重力基點

引測臺北、新竹等十三處絕對重力點（Kumagai, 

1953；顏淐波，1978）。

　　

1959

中國石油公司使用Worden相對重力儀進行

重力測量；並以設於苗栗縣斗換坪之重力基

點，為臺灣地區之重力原始基點（中國石油，

1975）。

　　現代化國家中，舉凡民生、科技、建設等皆需應用重力資料，例如在民生運用方面

之度量衡標準，在工程建設方面之坐標系統與高程系統，以及在資源探勘、地球變遷、

地震預測等科技運用方面，而精確的重力資料則倚賴國家重力網之建立。本文先就臺灣

地區早期重力測量作一概述，再詳述內政部辦理重力測量工作執行現況，最後闡述臺灣

重力測量之未來展望。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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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中國測量學會以LCR－G型重力儀於1986年10月

至1988年6月間施測276筆重力資料，其點位分

佈如圖3所示（黃金維，2001）。

1988

國防部委託辦理臺北－東京國際重力點連測工

作。

　　

1990

工業技術研究院量測技術發展中心於1990年8月

至1991年5月委託辦理新竹、大溪、龍潭等三處

進行絕對重力量測。

中山科學研究院品保中心於1992年9月至1993

年6月委託辦理新竹、大溪、龍潭、綠水等四處

進行絕對重力複測或測設。

工業技術研究院量測技術發展中心於1993年9月

至1994年5月委託辦理新竹、鳳山、臺中、花

蓮、綠水等五處進行絕對重力複測或測設。

中山科學研究院品保中心於1995年7月至1996

年12月委託辦理九鵬、大樹、龍潭等十處進行

一等重力測量（張瑞剛，1999）。

1961

為國際地球物理年會推動世界性重力測量及美

國協助推算臺灣地區內之大地起伏值，政府派

員接受美方相對重力測量訓練，返國後應用

LCR-G10相對重力儀，以臺北松山軍用機場候機

室內之國際重力基點測設臺灣本島重力點，而

臺北國際重力基點係美方使用LCR G10、G12型

相對重力儀自日本空軍基地Tachikawa引測至松

山機場，其重力測量環線如圖1所示（張瑞剛，

1999）。

1975

美 國 木 洞 海 洋 研 究 所 （ W o o d s  H o l e 

Oceanographic Institute）完成臺北松山機場重

力點與1971年國際重力標準網（International 

Gravity Standardization Net 1971，IGSN-71）聯

測作業（Bowin et al.，1982）。

1978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於1978-1979年，選

用中央大學地震觀測室內所建立之重力基點為

參考基點，使用Worden相對重力儀（No.742）進

行重力施測（葉義雄，1979）。

1980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為研究臺灣地區地殼

及上部地函構造，自1980∼1987年間應用LCR－

D型相對重力儀進行全省重力觀測，共完成603個

分佈均勻的重力觀測點如圖2，各測站間平均距

離約為七公里（顏宏元，1991）。

1997

中國測量學會於1997年至1999年間施測747筆

重力資料，其點位分佈如圖4所示（黃金維，

2001）。

　　　　

參、內政部辦理重力測量工作

　　國家各項建設皆需仰賴高精度之國家基本

控制測量系統為基礎，而國家基本測量包括大

地控制網、高程控制網、重力控制網等三大測

量工作。內政部為建立完整、統一、高精度之

基本控制點系統，自1993至1998年辦理「應用

全球定位系統實施臺閩地區基本控制點測量計

畫」，進行衛星控制點之建立，於臺閩地區設

置完成8個衛星追蹤站，並依年度計畫施測完成

722個衛星控制點，建置TWD97國家坐標系統，

提供各界使用，做為國家建設之基礎。

　　內政部自早年發佈一等水準點成果以來，

期間因各項人為、自然因素影響，以致遺失、

損毀情形嚴重，且其精度已不敷目前之需求，

加以近年我國經濟發展迅速，政府全力推展重

大經建計畫及工程建設，致社會各界對於高程

資料需求殷切，內政部已於1999至2002年辦理

「國家基本測量控制點建立及應用計畫」，建

立臺灣本島之高程控制系統，然為符合建置現

代化精密高程控制點系統所必需之正高改正需

求，亟需配合辦理各項重力測量工作，此外，

內政部已自2003年起辦理「國家基本測量發

展計畫」之重力控制網建置工作，截至目前為

止，各項重力測量工作情形如下： 

一、「臺灣地區絕對重力點檢測及一等重力
　　　點建置工作」(圖5)（張瑞剛，1999）

　　內政部為重建臺灣高程控制系統，於本島

重新埋設、測量2,065個一等水準點，並於一等

　　圖2  1987年中研院603個重力測點

圖3  1988年中國測量學會276個重力測點

圖1   1961年臺北松山機場測點與東京、琉 
        球、馬尼拉聯測路線圖

圖4  1999年中國測量學會747個重力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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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等水準點上實施重力測量」(圖6)

　　內政部於一等水準網測量作業期間，亦於

一等水準點上實施重力測量工作，採用LCR-G型

相對重力儀施測，於檢測大溪、新竹、臺中、

鳳山、綠水及花蓮等6個絕對重力點及基隆、蘇

澳、梨山、埔里、水上、光復、臺南、荖濃、

知本及楓港等10個一等重力點後，據以進行

2,065個一等水準點之相對重力測量。本次重力

測量成果可提供一等水準網測量工作之正高改

正所需資料，同時本次計算所得之大地起伏模

型，更可作為正高系統與橢球高系統之轉換使

用。

四、「臺灣地區大地起伏模式精度評估」(圖
　　　7)

　 　 內 政 部 為 使 新 建 高 程 控 制 系 統

（TWVD2001）內一等水準點所具有的水準測

量、衛星定位測量及重力測量等成果資料，

擴大應用於以GPS測高替代傳統水準測量技

術，特結合最新全臺灣3秒×3秒數值地形模型

（DTM），於2002年10月委託國立交通大學辦

水準點上同時施測水準測量、衛星定位測量及

重力測量等工作，為提供重力測量之準據，於

1999年委託明星技術學院辦理臺灣地區絕對重

力點檢測及一等重力點建置工作，其主要工作

項目為：

(一)蒐集以往臺灣地區松山機場重力點之   

引測相關資料，並分析其與既有重力成

果間之關係。

(二)為配合內政部未來水準測量工作之

需求，在當時7個絕對重力點中選定大

溪、新竹、臺中、鳳山、綠水、太魯閣

等六個測點，借用美國NGS（National 

Geodetic Survey，國家大地測量局）之

FG5絕對重力儀進行絕對重力複測。

(三)蒐集上述六個測點附近，觀測期間前

後三個月之地下水位資料，以利進行地

下水位改正。

(四)辦理10個一等重力點（基隆、水上、

臺南、楓港、知本、光復、荖濃、埔

里、梨山、蘇澳等）之點位勘選及埋設

工作，並利用L&R相對重力儀辦理其重力

量測工作。

二、「研訂絕對重力測量及一、二等重力測
　　　量規範」（陳春盛，2002）

　　重力測量為國家重要基礎測量工作之一，

其成果可供航空太空發展、地震預測、資源探

勘、海洋科學、度量衡標準等各界使用，內政

部鑒於我國目前尚無完整之重力測量資料，

2001年委託國立交通大學辦理「研訂絕對重力

測量及一、二等重力測量規範」工作，以建立

適合臺灣地理環境之重力測量規範，使後續施

測重力控制網有所依循。計畫中除蒐集至少4個

已建置重力測量系統之國家重力測量規範外亦

蒐集國際重力網資料、重力儀器資料，其主要

工作項目為：

(一)蒐集重力測量規範並進行分析。

(二)研訂各級重力點之選點與埋設規範。

(三)研訂絕對重力測量及一、二等重力測

　  量規範。

理「臺灣地區大地起伏模式精度評估工作」，

以建立臺灣地區大地水準高程系統與GPS橢球

高系統之轉換模式及其精度評估，以利各界應

用，並期透過網際網路建立線上計算功能，提

供快速便利之服務。配合內政部所提供衛星定

位測量成果及水準測量成果，陸續完成新臺灣

地區3秒×3秒之數值地形模型（DTM），臺灣

地區重力異常、大地起伏、垂線偏差等模型之

計算分析工作，以及大地水準高程系統與衛星

定位測量（GPS）橢球高系統之轉換程式及其精

度評估等成果，提供各界應用，其主要工作項

目為：

(一)蒐集並整理臺灣地區重力資料及3秒

×3秒之數值地形模型（DTM）資料。

(二)利用內政部所提供一等水準點之水準

網測量、衛星定位測量及重力測量成果

資料修正前項資料，並撰寫資料整合計

算程式，建置臺灣地區大地起伏模式及

其網格模型，並分析其精度。

(三)建置臺灣地區重力異常網格模型及垂

線偏差網格模型，並分析其精度。

(四)撰寫臺灣地區大地水準高程系統與衛

星定位測量GPS橢球高系統之轉換程式，

並利用內政部所提供測試區觀測資料，

評估臺灣地區大地起伏模式應用於以GPS

測高替代水準測量時，該轉換成果精度

等級與GPS施測時間長短之關係。      

五、「購置超導重力儀、絕對重力儀、空載/
　　　船載重力儀及相對重力儀」(圖8~1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內政部為建立

國家重力網，於2003年辦理重力儀之採購，其

主要工作項目為：

圖5  內政部1999年辦理「臺灣地區絕對重力點檢測及
       一等重力點建置工作」之重力點分佈圖

圖6  內政部2001年辦理「一等水準點上實施重力測量
      工作」一等水準路線圖

 圖7 臺灣地區大地起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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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超導重力儀（Superconducting 

G r a v i m e t e r）2套、絕對重力儀2套

（Micro-g, FG5 Absolute Gravimeter 

System）、空載/船載重力儀1套（L&R, 

Air-Sea Gravity System II）及相對重力儀

2套（L&R, Graviton-EG Gravity Meter）之

採購工作。

(二)辦理超導重力儀、絕對重力儀、空載

/船載重力儀及相對重力儀之組裝及訓練

工作。

 六、「近海船載重力測量之可行性評估」

　　當檢視臺灣本島陸地及周邊海域之重力測

點可知，陸地與海域部分之重力測點，仍有分

布密度不足與重力基準不一致之困擾，也正因

如此，為求擴大重力資料與成果之運用成效，

以求臺灣地區重力觀測精度與大地起伏計算精

度之雙重提昇，當有填補臺灣周邊近海海域重

力資料不足之迫切需求。

　　

　　基與此項需求，內政部於2003年開始辦理

「國家基本測量發展計畫」，並於2004年起進

行臺灣地區船載重力測量工作，為求能使後續

施行之船載重力測量能獲致精度良好且系統均

勻之重力測量成果資料，實有必要先行針對近

海船載重力測量之相關技術及內容進行探討及

研究，以求建立船載重力測量在施測方法、作

業規範、精度標準、系統整合、平差計算、輔

助資料運用以及作業計畫評估等方面之能量，

以使將來實務作業之推動能有所依據，其主要

工作項目為：

(一)蒐集國外辦理船載重力測量、近岸重

力測量及臺灣鄰近海域水文等資料。       

(二)開發辦理船載重力測量時所需測線

規劃軟體及重力資料計算軟體，及其精

度分析工作。

(三)研訂船載重力測量作業規範。

七、「船載重力測量工作」

　　內政部與國科會合作於海研一號研究船安

裝船載重力儀  （L&R Air-Sea Gravity System 

II），2004~2005年委託國立台灣大學辦理約

9000公里測線船載重力測量工作(圖12)，其主

要工作項目為：

(一)蒐集並整理國外辦理船載重力測量及

近岸之重力測量資料。

(二)蒐集臺灣鄰近海域水文資料。

(三)辦理船載重力資料與載具導航資料整

合之可行性分析。

(四)辦理船載重力測量計算精度分析工

作。

(五)研訂我國辦理船載重力測量作業方式

及規範。

(六)評估我國辦理近岸重力測量之可行

性。

 

         圖12  2004、2005年船載重力測量測線

八、「空載重力測量分析評估工作」

　　臺灣本島地形崎嶇，四周環海，故重力測

量工作遲遲未有重大發展，近二十年來，歷經

中油、中研院、中國測量學會、內政部等單

位以陸測與船測方式收集超過8000點的重力

值，然而這些點位有相當部分位於水準點上，

密度不均，尤其在山區及海面上資料更是缺乏

參考。故以台灣的地理環境而言，測量重力時

最適合之技術即為空載重力測量，內政部遂於

 圖8   超導重力儀 圖10　 EG相對重力儀

 圖9    FG5絕對重力儀 圖11  空載、船載重力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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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委託國立交通大學辦理「空載重力測

量分析評估工作」，主要工作項目為：

(一)收集並整理國外辦理空載重力測量

資料。

(二)開發辦理空載重力測量時所需載具

GPS定位及重力資料計算軟體。

(三)研訂空載重力測量作業規範。

(四)辦理重力測量相關研討會，含外籍

講座講授空載重力測量課程。

九、「空載重力測量工作」

　　受限於臺灣複雜的地勢，重力測量工作難

以在崎嶇的山地實行，致使山區的重力資料不

足，且臺灣四周環海，海面上的重力資料更是

缺乏，因此造成大地起伏計算及地球科學研究

上的精度限制，故內政部規劃臺灣地區空載重

力測量工作，期望補足受地形限制而無法進行

重力測量之地區，使我國重力場資料更加完

整，提升國家重力基礎研究能力，並提供各界

使用。2004年完成總航線84條、航高5,000公

尺、航程28,800公里之臺灣全島及周邊海域之

空載重力測量工作(圖13)。2005年辦理東部海

域低空空載重力測量，共計完成43條航線、

航高1,500公尺、總航程12,000公里之空載重

力測量規劃工作(圖14)。

                   圖13 2004年空載重力測量測線

               圖14 2005年低空空載重力測量測線

　　2007年辦理西部海域及東沙海域低空空載

重力測量，預計完成66條航線、航高1,500公

尺、總航程15,000公里之空載重力測量規劃工作

(圖15、16)，其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一)規劃空載重力測量施測方式，規劃項

目如：航線、航高及航速。

(二)空載重力測量工作前置作業。

(三)定位主站位置之選定。

(四)飛機定位資料計算及其精度分

析。

(五)以空載重力儀配合空載重力測量

飛機定位計算軟體測算重力值。

(六)計算每一航線自飛機起飛前到降

落後所觀測之重力閉合差以檢核儀器

飄移，並以現有重力（經向上延續

後）偵測粗差。

(七)利用交叉點分析法評估本案重力

值精度。

(八)觀測重力精度之分析。

(九)利用空載重力測算成果資料計算

臺灣地區大地起伏及垂線偏差並分析

其精度。

(十)邀請外國專家協助空載重力相關

事宜。

         

十、「一、二等重力測量工作」

　　內政部於臺灣地區已建立一、二等衛星

控制點共約722點，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亦

建立三、四等衛星控制點，為全面於臺灣地

區實施陸上重力測量，遂於一、二、三等衛

星控制點挑選適於實施重力測量之點位以相

對重力儀實施重力測量並於每一點位上測量

重力梯度，此乃世界首創。本項工作自2004

年至2006年辦理一等重力網約800點及二等

重力網約4,500點之重力測量工作。

十一、辦理國家重力基準站建置工作(圖  
         17~19)

　　

圖15  2007年低空空載重力測量測線

圖16  2007年低空空載重力測量東沙海域測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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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建立「國家重力基準站」（National 

Gravity Datum Service）作為全國重力控制測量

基準，內政部自2004年起辦理「國家重力基

準站建置及其儀器設備購置工作」案，包含測

量專業服務、建站設計、供應及安裝等勞務、

工程及財物採購，涉及多項專業領域，幾經排

除困難，於新竹市十八尖山坑道內建置重力連

續觀測站，做為國家重力控制網之基準，並與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合作共構設置地震

觀測站；截至目前為止，國家重力基準站已開

始參與全球地球動力計畫（Global Geodynamic 

Project）運作，國內學術機構亦陸續與內政部

聯繫進行觀測計畫，除積極辦理國內各項重力

測量標準化業務，另因重力站實驗室觀測成

果經評估有助於國土監測工作，未來「國家

重力基準站」將做為全國重力測量依據，並

提供實驗室觀測成果作為國內坐標系統、高程

控制系統、衛星科技、資源探勘及地殼變動、

地震預測等長期監測研究工作重要資訊。為宣

導重力基準站之功能及重要性，內政部配合新

竹市十八尖山賞花月活動，2005及2006年分

別於現地舉辦「國家重力基準站建置說明會暨

站址坑道開放導覽活動」、「國家重力基準站

展示區落成典禮暨測繪科技推廣應用展」兩項

活動；2007年3月1日於新竹市十八尖山東入

口第一坑道舉行「國家重力基準站完工落成典

禮」暨「2007年國家測繪成果展」開幕式，

內政部連續三年之宣導活動已成為當地一年一

度的盛事，參訪民眾估計達15萬人次，深受

肯定，之後更有中央大學、中正理工學院、新

竹市教育局等單位主動聯繫內政部擬派團參

觀，顯見本案推廣成效良好，另民眾得以透過

各大報章媒體更加認識政府對測繪科技發展的

努力成效。

 

         圖17  2005年國家重力基準站建置說明會

       

           圖18  2006年國家重力基準站展示區落成典禮
 

         
圖19 2007年測繪科技推廣應用展民眾參與情形

十二、參加2005年國際絕對重力儀比對　　
　　　工作（ICAG-2005）

　　為確保本國絕對重力儀與全球各式絕對重

力儀及公制單位標準之一致性及可追溯性，內

政部特派員參加聯合國之國際度量衡局（位於

法國）於2005年9月份所舉辦2005年國際絕對

重力儀比對工作（ICAG-2005）。本工作係參

與由國際大地學會（IAG）之SGCAG、BIPM、

CCMWGG等組織所合作推動，其目的是為了定

期比對全球各式絕對重力儀及公制單位標準之

一致性，並建構各絕對重力儀之可溯性。本次

比對工作計有包括臺灣在內的20多國技術團隊

報名參加，其中臺灣團隊係由內政部與財團法

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合作，攜帶內政部絕對重力

儀（FG5-224）前往參加，並參與其專題會議研

討，發表我國去年與日方聯測報告，另藉此學

習各國施測規範，供國內技術標準訂定參考，

以提昇國內測量水準。

十三、第一屆亞洲超導重力研討會（圖20）

　　由內政部與交通大學、工業技術研究院

共同籌劃的國家重力基準站落成紀念系列活

動－「第一屆亞洲超導重力研討會（First Asia 

workshop on superconducting gravimetry）」，

2007年3月12日於「國家重力基準站」開幕。

本次國際研討會議為期3天，共有來自包括

美、加、法、德、俄、比、荷、挪威、盧森

堡、日、韓等地近20多位科學家與會。本次

國際性的研討會吸引了國內相關領域專家前

來進行多項前瞻性科學研究，計有30多篇國

內外之先進重力監測技術相關研究成果進行

發表，會議內容包括國際超導重力發展、各

國超導站運作介紹、國際合作模式、儀器檢

校比對等。「國家重力基準站」已結合國內

外機構規劃設置「大地測量及地動監測實驗

室（LOGG）」，這個監測實驗室擁有最精密

之超導式重力儀，本次會議係亞洲地區首次

舉辦超導重力測量研究會議，有助基本測量

研究人才培訓，提昇我國於國際上測量技術

地位。

 

十四、赴韓國超導重力觀測實驗室辦理絕 
          對重力率定作業事宜

　　本案係韓國世宗大學金正宇教授（Kim, 

Jeong Woo）函洽，希望借重我國重力研究團

隊多年絕對重力觀測經驗，協助韓國完成國

內首座超導重力觀測實驗室之絕對重力率定

作業，並討論合作交流事宜，同時支應我方

       

圖20  2007年辦理「第一屆亞洲超導重力研討會」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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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人員差旅、儀器運保等費用。內政

部派員參與本次作業，行程自2007年10

月5日起至10 月10 日止，共計6 天，順

利完成雙邊同步觀測資料交換，並藉此

觀摩韓國超導重力觀測實驗室之技術優

點及運作情形，對於內政部爭取爾後參

與國際測量事務合作機會甚有助益。

十五、預定達成目標

(一)建立重力控制點系統，提供

測量、航太、地球科學、資源探

勘、海洋科學、度量衡標準等各

界使用。

(二)建立臺灣地區高精度大地起伏

模型，開發橢球高系統、正高系

統之轉換程式，提供各界使用，

節省社會成本，增加經濟效益。

(三)推動全國重力場監測工作，應

用於國內斷層監測及地震測報研

究，以制訂防災對策，並配合網

際網路提供各界快速便利之測量

資訊，以辦理國家重大建設。

(四)利用現代化高精密重力儀器，

辦理重力基準站建置及絕對重力

國際聯測工作，建構世界級重力

控制系統，並積極爭取參與國際

重力之合作計畫。

肆、臺灣重力測量的展望

　　臺灣雖自1937年首次辦理重力測

量，惟至2000年止，僅止於局部且零星

作業，未有大規模且全面性重力測量計畫，且

未建立永久監測之重力基準站及長期維護之

重力網，內政部為建立國家重力控制系統，自

2003年辦理「國家基本測量發展計畫」，採購

超導重力儀、絕對重力儀、相對重力儀、空載

及船載重力儀，並辦理各項重力測量工作，空

前且全面於臺灣地區同時實施陸上、船載及空

載重力測量，此乃國際首創，且有些技術已屬

世界一流，使臺灣重力測量於國際舞台佔有一

席之地。

　　回想筆者當初規劃臺灣地區重力測量計畫

時，曾多次請教國際重力專家，曾有專家認為

臺灣無法執行此一計畫，然而在內政部與學

界、業界共同努力下，我們做到了，也讓國外

重力專家對我們刮目相看。目前我們更應利用

這些設備及資源，培訓更好的人才，與地球物

理界共同朝以下各項工作方向努力，相信可為

臺灣測量及地球物理領域開創新頁。

一、超導重力儀(SG)與GPS量測技術之結合。

二、衛星重力測量與超導重力儀量測之結　   

　　合。 

三、結合超導重力儀(SG)、GPS與地震量測來

　　偵測靜止地震現象(silent earthquakes)及　

　   地震防災評估。

四、研究地表負荷、海洋潮汐、大氣變化和　

　   地下水變化等環境因素引起的重力場變　  

   　化。

五、維護國家絕對重力基準。

六、建立相對重力儀校正基線及服務。

七、監測重力變化，為地殼運動、海平面變

化、地震預報、地球動力學等研究及服務。

八、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計畫，如臺日、臺     

法、臺韓及GGP等重力測量合作計畫，提升臺灣

測量學界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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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土資訊系統發展十多年來，已建置大量

空間資料，然而對於資料需求者而言，如何取

得所需的資料，仍存在著許多的問題。隨著寬

頻網路及跨平台資訊技術的發展，未來國土資

訊系統將逐漸成為分散式之架構。在「開放式

地理資訊系統(Open GIS)」的潮流下，目前我國

內政部「國土資訊系統資料倉儲及流通中心」

已規劃、建立透過單一平台，以OGC之 WMS、

WFS規格發佈各資料生產節點所屬空間圖資之

機制。在這機制下，資料需求者能夠在用戶端

以支援這些開放式空間規格的地理資訊系統產

品，即時地取用、展示空間資料，以輔助空間

決策的進行。

　　

  由於空間資料的共享牽涉到資料管理之公部門

內部相關辦法，是故必須思考如何在國家層級

之下，建立分享空間資料的機制，這個機制為

「國家空間資料基礎建設 (NSDI) 」之一部分。

NSDI將能讓所有地理資訊的使用者都能有效的

節省資料收集的時間、提升資料價值、有效地

進行決策。未來在NSDI的基礎上，發展以網路

服務導向架構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 為核心的新一代地理資訊系統「地理資訊

網 (Geo-Web)」之整體機制，將成為未來地理資

訊系統之核心概念。

　　本文將檢討分析目前國土資訊系統發展的

應用系統與資料庫，並以資料流通共享標準與

　　服務導向架構（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近來成為地理資訊界相當流行的名

詞，資訊科技的發展趨勢也朝向服務導向架構快速邁進，因為SOA帶來的好處已經逐漸

明顯，因此企業界與政府單位均爭相引入SOA，來提升員工的生產力。本文探討SOA與

國土資訊系統的關係，並對國內如何在國土資訊系統的組織下推動SOA，提出建議策略

作為政府施政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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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及推動試辦計畫，也取得許多具體的成

果，提升政府施政品質及民眾服務效率上，均

有不錯的成績。但在資料跨平台分享上仍有相

當的障礙，有待突破。因此從SOA的角度，提出

跨平台互操作的理念與架構，並參考美國及加

拿大的理念與架構，將之命名為「臺灣空間資

料基礎建設」(Taiwan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TSDI)。

一、臺灣空間資料基礎建設(TSDI)的願景

　　臺灣空間資料基礎建設的具體定義如下：

「臺灣空間資料基礎建設是由推動組織、夥伴

關係、空間地理資料、及相關技術所組成，其

目的是協助相關組織制訂更好的政策及提升決

策品質」。

(一)為何要推動TSDI

　　寬頻網際網路的發展，讓空間地理

資料在網路上可即時取得的可行性提

高，使用者透過網路及跨平台的應用系

統，在網路上即時取得所需的資訊。此

一理想的實現需要有推動組織，制訂相

關的跨平台操作的標準與規範。因此

TSDI的主要目的如下：

1.協助各級政府分享空間地理資料。

2..協助規劃未來地理資料的建置計畫。

3.提升各級政府組織之間的協同合作關

   係，避免重複投資之浪費。

4.鼓勵並協助各級政府單位遵循所制訂之

  資料分享標準。

5.協助各級政府組織能方便地取得所需的

  資訊與知識，以提升其決策品質及行政 

  效率。

6.協助地理資訊產業之發展。

資料倉儲為基礎，整合資訊科學的新趨勢「服

務導向架構」，提出「臺灣空間資料基礎建設

(TSDI)」之概念，並針對國土規劃之相關業務單

位空間決策支援系統之資料需求及功能需求，

提出國土資訊系統跨平台應用之各項重點規

劃。

貳、國土資訊系統與服務導向架構

一、何謂服務導向架構

　　資訊系統使用者長久以來一直面臨不同系

統間之相容問題，不同廠牌硬體及軟體若要分

享資料，都需撰寫連接程式才能互通資訊。一

旦使用者更換硬體或軟體，所有的連接程式必

須重新撰寫，造成系統維護上極大的負擔。為

了解決此一問題，近年來資訊界提出網路服務 

(Web Service) 的概念，透過具有跨平台能力的

XML語言，讓所有電腦系統很方便的相互連接

並分享資料及服務，網路服務會將網際網路轉

變成為一個分散式計算平台，不同廠牌的電腦

系統可以簡單地、可靠地進行資料交換互操作

與合作。以網路服務為基礎，資訊界更進一步

提出服務導向架構，也就是透過一個標準化的

註冊機制，讓資料及服務的提供者能註冊其網

路服務，系統發展者再從這些經過註冊的網路

服務中找到其所需要的服務，並可將不同來源

的網路服務，包裝成為資訊應用系統。SOA架構

不但解決電腦系統相容的問題，更可節省大量

的系統建置及維護的經費，另外SOA近年來也創

造出更大的商機，許多的網路服務不斷的推陳

出新，百花齊放，任何人只要有創意，提出市

場上急需的服務，便能創造商機，Google Map

及許多Web 2.0應用均是典型的範例。

二、國土資訊系統與服務導向架構之關係

　　國土資訊系統所連結的政府單位相當多，各

單位都需要使用到其他單位的資料和服務，因

此SOA架構極適合應用在國土資訊系統跨平台應

用上。目前美國與加拿大均率先推動空間資訊的

SOA架構，正逐步邁向全面資料共享的境界。我

國的國土資訊系統發展十餘年來，已建立相當多

的資料與應用系統，也發揮了提升行政效率與便

民服務的功能。但目前大多的應用情況是透過公

文取得其他單位的資料，再彙整到本單位的資料

庫內，因此必須經過資料轉檔的複雜程序。且單

位內的資料庫變的越來越龐大，造成電腦軟硬體

上支出的增加，其他單位資料若有異動，也必須

經常更新與轉檔，造成各單位沉重的負擔。

　　因此，SOA架構極適合現階段國土資訊系統

的發展需求，各單位只要將所生產的資料發佈成

標準化的網路服務，其他的應用單位透過網路便

可使用此一服務所提供的資料，因此不需要複製

資料及轉檔，便可以建立應用系統，未來應用單

位甚至不需要購買電腦軟硬體，只要將設計好的

應用系統，匯入國土資訊系統的共同伺服器，使

用者透過網路瀏覽器便可使用系統，因此在任何

地點，只要能連上網路，便可使用系統，極為方

便。因此SOA架構可以為各國土資訊系統的應用

單位節省龐大的電腦軟硬體經費的支出，並提升

其應用效能。

參、以SOA為基礎規劃台灣空間資料
　　基礎建設

　　地理資訊產業於2004年被美國勞工部宣佈為

未來三大新興產業之一，與生物科技及奈米科技

同列為未來推動之重要項目。在交通、水電、通

訊、治安、土地管理、環保、經濟發展等各個應

用面向中，地理資訊均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也與國人日常生活品質的提升密不可分。過去十

年國土資訊系統的推動重點，在於建立九大地理

(二)TSDI的指導原則

　　參考加拿大地理空間資料基礎設施

(CGDI)的指導原則，未來TSDI的指導原則

如下：

1. 開放原則

　　TSDI的發展將採取開放式的原則，

也就是遵循國際標準，制訂TSDI的相

關標準，以促進服務導向架構理念之落

實。

2. 透明原則

　　TSDI將致力於提供一個透明的應用

環境，讓使用者可以很方便地使用所需

要的空間地理資料，TSDI將致力於排除

相關的行政障礙及技術障礙，與地理資

訊相關廠商共同建造一個具有親和力且

方便使用的地理資訊網路環境。

3. 合作原則

　　TSDI將致力於促進各級政府、學術

單位及空間資訊產業界的協同合作，政

府單位將負責調查生產及數化空間地理

資料，並將此資料提供給學術單位發展

前瞻性的模型，並發布為網路服務，供

政府及私人企業使用，政府所擁有的資

料，在不違反國家安全及個人隱私權的

原則下，授權給私人企業作加值應用。

由學術單位提供研發模型、政府提供資

料、私人企業提供技術及服務，三方共

同創造國家地理資訊產業的發展。

4. 漸進發展原則

　　TSDI將隨著技術及標準的發展，定

期調整其組織策略及行動計畫，以符合

時代的需求。

5. 使用者導向原則

　　TSDI的主要目標是協助各級政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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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TSDI的架構，是必須以開放的標準

與規格為基礎，來支援資料提供者、服務提供

者及應用系統發展者，所發展的應用系統乃以

可跨平台、可重複使用的元件進行實作。而這

些標準與規格應符合各類國際標準，才能達到

一個具有普遍性、服務導向的平台，由TSDI推

廣單位進行推廣教育後，讓各需求單位、應用

單位有更深度的瞭解，圖1 是TSDI的概念架構

圖。

升其政策及決策品質，因此TSDI的發展

必須由決策者的需求來引導，以儘量滿

足決策者的需求為最高指導原則。

6. 資料供應原則

　　TSDI的資料供應，原則上由資料生

產單位負責，將其發布為網路服務，供

其他應用單位來取用，資料的維護更新

及網站伺服器之維護，均由該單位全權

負責。

7. 資訊安全原則

　　資訊的分享雖然很重要，但資訊的

安全也必須慎重考量，TSDI將協助各資

料供應單位，確保其資料安全，避免惡

意者之侵犯。

(三)TSDI的願景、任務及目標

　　TSDI的願景將作為引導制訂TSDI任

務及目標的依據，TSDI的願景為：「協

助決策者取得全面性的高品質空間地理

資料，以提升其決策品質」。為了達到

前述願景，TSDI必須滿足下列任務及具

體目標：

1.協助決策者及政策制訂者，針對臺灣所

面臨的優先議題，包括國土復育、國土

規劃、防救災、國民健康、經濟發展及

文化保存等議題，由相關的權責單位，

應用TSDI所提供的服務，開發決策支援

系統，提升其決策品質。

2.建立TSDI成為政府決策者取得全面的高

品質空間地理資料的主要管道，包括中

央及地方政府的資料在內。應用最新的

網路及資訊科技，確保決策者能方便的

取得所需的地理資訊。

3.協助制訂相關的標準規範及分享制度。

與相關的國際標準組織，包括開放　

式地理資訊協會(OGC) 及國際標準組織 

(ISO)，保持密切的聯繫，遵循其所制訂

的標準，作為TSDI標準制訂之依據。

4.以夥伴關係建立各級政府之間的合作關

係，以建立資料分享之機制，並建立互

利的夥伴關係，共同推動TSDI願景的落

實。讓所有參與TSDI組織的相關單位，

了解TSDI最新的進展與所提供的網路服

務。

5.建立並維護使用者網路論壇，以了解使

用者的需求，並分享成果及經驗。利用

網路論壇，可將TSDI的成果與經驗和所

有使用者分享，另確保有足夠的經費來

支持網路論壇之建立與維護。

6.確保TSDI有足夠的資源能順利推動。目

標為確保TSDI有足夠的預算經費能順利

推動，並取得上級長官之支持。

7.為協助國內地理資訊產業之相關廠商，

利用TSDI的服務來開發新的應用服務，

提供私人企業應用地理資訊系統技術以

提升其企業競爭力，並開發新的服務提

供民眾食衣住行育樂所需的服務。

二、臺灣空間資料基礎建設 (TSDI) 架構

　　TSDI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個可以透過

網際網路直接存取、應用地理資料的規範與標

準。以更正確的字眼來描述，TSDI的核心是

由資料、服務以及應用系統所構成，透過網際

網路快速、方便取得的特性，產生了一個分散

式、可跨平台的空間資料基礎建設。

　　

                 

三、TSDI架構之核心元素說明

　　TSDI架構的核心元素如圖2所示，是空間資

料、網路服務、應用系統所組成，圍繞著這核

心的是各個組織及各種使用者。簡單的來說，

這個架構是由資料跟服務的提供者、消費者將

地理資訊的應用系統達到最有效率的應用方

式，以下說明各元素範疇。

(一)空間資料

　　TSDI處理的資料對象是具有空間坐

標系統的空間地理資料，因此空間地理

資料可以利用地圖的方式來呈現，空間

地理資料除了描述其在地球上的空間位

置之外，也記錄地物的屬性資料，例如

道路圖層的記錄、道路的寬度、路面材

質、交通流量等屬性資料。透過TSDI所

提供的資料分享架構，各級政府單位將

可方便的取用其他政府單位所生產的資

料。 

 

(二)網路服務

　　網路服務近年來成為資訊系統跨平

台互操作的主要基礎技術，透過標準的

XML語言，讓不同廠牌的電腦軟硬體，

能夠交換資料及服務，因此資料及服

務提供者，只要遵循XML的標準發佈服

務，使用者便可透過網際網路來取用服

務，應用系統開發者可以取用適當的服

務，組裝成滿足使用者需求的系統。

(三)應用系統

　　應用系統是使用者用來滿足其業務

需求的重要工具，由系統開發者依據使

用者的需求，取用TSDI的服務及資料，

透過程式語言撰寫成方便好用的資訊系

統，讓使用者在不需要了解系統背後複

圖1  TSDI概念架構圖

圖2  TSDI架構之核心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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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技術的前提下，可以迅速有效的完成

其業務，或是作出最佳的決策。因此應

用系統是TSDI展現成效的工具，唯有好

的應用系統，才能讓決策者做出最佳的

決策。

四、TSDI之使用者

　　TSDI使用者架構在核心元素之上，可分成

以下四種角色：

(一)資料及服務提供者

　　資料及服務提供者是TSDI的基礎，

由資料生產單位來提供資料服務，可以

確保其他使用者能使用到最正確的資料

及服務。

(二)應用單位使用者

　　TSDI最終的系統使用者是政府、學

術單位、私人企業及一般民眾，主要是

使用已經開發好的應用系統，來協助制

訂政策或是作出最佳的決策，以提升其

業務效率。

(三)系統發展者

　　系統發展者負責從TSDI的服務中，

選用決策者需要的服務，組裝成為方便

好用的應用系統，讓決策者能據以作出

最佳的決策，一般是由GIS顧問公司或學

術單位擔任此一角色，開發決策者需要

的應用系統。

(四)系統推廣行銷者

　　系統行銷者將所開發的應用系統，

介紹給潛在的使用者，透過行銷及教育

訓練，讓應用系統能發揮最大的功用。

五、TSDI架構的特性

　　

　　TSDI架構必須具備五種特性，這些特性是

TSDI能夠成功的關鍵要素。

(一)政府空間地理資料的可及性

　　政府各部門的空間地理資訊與服

務，必須讓決策者能夠在任何地方、任

何時間，以及不限制單一方法來使用。

(二)安全、認證與授權

　　資訊及服務必須經過授權，並依照

不同的等級來設定權限。資訊的安全將

會被保護，而可及性及整合性也須具有

一定的穩定性。

(三)政府所提供的資料需有更高的整合性

　　政府必須提供空間地理資訊單一入

口網站，具有一致性的服務與資訊，可

跨部門、跨層級來使用。

(四)用戶端導向的服務傳輸

　　政府的服務與資訊必須要快速的反

應在用戶端的改變與期待上，例如速

度、可靠性、親合性、即時性、可方便

客製化、保護隱私權等，同時也需要對

使用者提供全方位的諮詢服務。

(五)效率高的服務及資訊傳輸

　　資料傳輸費用將會減少，因此服務

與資訊的品質也將會改進且提升。

肆、臺灣空間資料基礎建設 (TSDI) 
　　實施建議

一、TSDI 空間資料供應單位─國土資訊系 
　　統資料倉儲
　　

　　TSDI國土資訊系統資料倉儲涵蓋國內各

大政府部門；而依據資料產製單位，包含部門

有：農航所、國科會太空中心、國土測繪中

心、水利署、氣象局、地調所、農試所、林務

局、環保署、內政部統計處、交通部資訊中

心、內政部戶政司、營建署、水保局等單位。

每個單位依權責屬性不同產製相關基本圖資，

這些基本資料亦需因實際狀況變更而進行修

改，此外，基本圖資之服務亦由圖資產製或權

責單位進行發布。

二、TSDI空間資料服務發布方案

　　TSDI空間資料服務發布，可採分散式、集

中式或混合式三類。

(一)分散式資料服務發布

　　由資料生產單位依據資料發布標準

發布服務，各單位必須爭取所需預算，

再委託顧問公司建立系統，代為發布。

其優點是以分工合作的方式，各資料發

布單位分擔部分責任。其缺點

是各單位爭取預算的腳步，

可能不一致，有可能造成重要

的資料不能配合其他單位的需

要，造成後續應用系統建置的

延誤。

(二)集中式資料服務發布

　　由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

決議將足夠的經費編列在某一

單位，其他的資料生產單位，

將資料交由此一單位統一發

布。其優點是發布的標準一

致，且較能掌握建置時程，能配合應用

單位的需求，經費也較為節省。但缺點

是造成某一單位長期的負擔。

(三)混合式資料服務發布

　　此一方式是先採集中式試辦，再隨

著經驗的累積轉為分散式。此一方式具

有集中式及分散式的優點，可能較適合

目前國內的需求。

三、TSDI 應用單位

　　空間資料應用單位為全中華民國國民皆可

使用。而應用單位可簡單分為三個部分：政府

部門、組織法人及個人，每個不同的應用單位

根據其不同的任務目標產生不同的應用需求及

表現。

四、TSDI 應用系統發展單位

　　應用系統發展單位如圖3所示，可分為政府

研發單位、學術研發機構及地理資訊顧問公司

這三類，不同類型的單位應扮演不同的角色，

擬定不同的應用系統發展策略。

圖3  TSDI應用系統發展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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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TSDI 推廣單位及推動措施
　　

　　TSDI的主要推廣單位為國土資訊系統的主

管單位：經建會及內政部資訊中心，在推動上

主要具體措施如下。

 

(一)建立TSDI入口網站、協助建立地理

　　資料倉儲

　　TSDI入口網站(Portal)應整合入目前

國土資訊系統資料倉儲流通中心，於資

料倉儲後續計畫進行推動。TSDI入口網

站上的服務可分兩種類型：資料服務及

應用服務。TSDI入口網站需要符合上述

目錄服務之規範，供使用者搜尋到適合

的資料服務及地理資訊應用服務。

(二)受理網路服務申請、建立服務註冊

　　機制

　　TSDI入口網站上的服務將由所有參

與TSDI的組織共同申請建立，故應建立

服務註冊機制，本項工作建議由內政部

資訊中心負責推動。

(三)相關技術研發

　　TSDI的核心技術，將關注於實作網

路服務、OGC服務的資料服務與核心應

用。

(四)推廣訓練

　　由於TSDI的推動，是個龐大的資料

建設、制度建立TSDI應由主管機關：經

建會及內政部資訊中心，進行推廣之教

育訓練。

伍、結論與建議

　　以服務導向架構為基礎的臺灣空間資料基

礎建設(TSDI)整體架構，將可提升國土資訊系

統邁向跨平台應用的康莊大道，以加速中央及

地方政府全面應用國土資訊系統，提升政府施

政的效能。

　　本文所提出的臺灣空間資料基礎建設，將

是我國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施政方案，應列

入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十年計畫內的重要計畫。

其中應優先提供農林航空測量所(航空照片服務

之發布)、國土測繪中心(地籍圖、地形圖、土

地利用資料、測量控制點資料之發布)及內政部

資訊中心(其他空間資料之發布)三個單位發布

空間資料服務。對於TSDI的推動，期盼政府、

學術單位及地理資訊顧問公司攜手合作，才能

加速落實TSDI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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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航測遙測資料是地理資訊系統不可或缺之

一環，以其快速、便捷所獲得之影像判釋資

訊，舉凡國土規劃、都市計畫、經濟建設、資

源調查、農林經營、災害防救、環境監測、學

術研究及行政管理皆賴以為規劃之依據。我國

航測遙測發展非常早，政府遷台以後，1954年

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成立森林資源及土地利用

航測調查隊為農林航空測量所的前身，1959年

1月台灣省政府農林廳成立農林航空測量隊，

1973年7月改隸林務局，1980年12月擴編為農

林航空測量所，1999年7月改隸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主要任務為辦理台

灣地區像片基本圖及林區像片基本圖測製及農

林資源航測調查與業務。

貳、航測製圖之演進

　　農林航空測量所(以下簡稱農航所)辦理航測

製圖業務五十餘年來，航測技術之進步與軟硬

體設備之提升，歷經許多時期。在航空攝影方

面，1971年引進PA-31航測飛機。

　　內政部於1979年為基本圖測製購入Beech-

craft 200 航測飛機(圖1)，農業委員會於1995年

購入Beechcraft 350航遙測飛機(圖2)，具備GPS

衛星導航設備及高精度RMK-TOP空照相機(圖

3)，並汰換PA-31航測飛機。目前兩架航遙測飛

機以台中清泉崗機場為起降機場，並由內政部

空中勤務總隊統籌管理、維修及派遣，由農航

所空照同仁執行航空照相工作。1980年購置DS-

1260多光譜掃描系統，執行多光譜資料收集工

作。

　　農林航空測量所在國內航遙測發展上扮演重要角色，近年來引領國內航遙測技術發

展與地理資訊之加值應用，並建構全國完整航遙測圖資資料庫，提供國人最快捷、最精

確之航遙測資訊，本文介紹農林航空測量所之發展歷程、主要業務範疇、業務單位工作

職掌及未來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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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測量也由早期以經緯儀實施三角測量

進步到結合光波測距儀進行三角三邊測量，目

前則已全面採用GPS衛星定位儀測量。在立體製

圖方面也由類比式立體測圖儀改為解析立體製

圖儀，再進入數值影像立體工作站之新時代。

            圖1 Beechcraft King Air 200航遙測飛機

             圖2 Beechcraft King Air 350航遙測飛機

                       圖3 RMK-Top空照像機

　　在空照領航方面，由早期人工目視領航進

步到GPS衛星定位領航，並依事先航線規劃之位

置定點曝光拍攝。農航所2006年3月再引進航空

定位定向系統(Position and Orientation System, 

Airborne Vehicles (POS AV))，安裝於Beechcraft 

350航遙測飛機上，並與傳統航照相機Zeiss RMK-

TOP結合，利用雙頻GPS接收儀所接收資料，計算

曝光瞬間相機投影中心坐標，並藉由慣性儀計算

相機姿態參數，可取代傳統空中三角測量繁複程

序，直接獲取製圖所需之外方位參數，可提升航

測製圖效率及精度。進行定位定向航空攝影，須

於拍照地點附近地面固定站同步接收GPS資料，

以進行動態插分計算，農航所業已獲得內政部國

土測繪中心同意提供現有GPS固定站資料，將可

節省佈設GPS固定站所需之設備及經費，對日後

作業有相當大的幫助。

　　農林航空測量所於2007年5月購置Z/I DMC航

照數位相機(圖4)，2007年12月購置Leica  ADS40

空載數位掃描儀(圖5)，分別安裝於Beechcraft 350

航遙測飛機及Beechcraft 200 航遙測飛機上，並

以持續拍攝中，使得航空攝影邁入數位新紀元。

此二型航照數位相機均配備高精度定位定向系統

(Position and Orientation System,POS)，可有效簡

化空中三角測量作業，並加快正射糾正工作之進

度。此外，使用航照數位相機拍照，無需使用底

片，不必沖洗，即可獲得航照數位影像，有省

時、省力、省錢及無污染多項優點，且影像品質

較傳統航照相機佳，同時所拍得之黑白、彩色及

紅外線影像，將可提供更多方面之應用。DMC航

照數位相機拍攝成果如圖6，ADS40空載數位掃描

儀拍攝成果如圖7。

                     圖 4 Z/I DMC航照數位相機

編繪製圖也由傳統人工手繪演進到電腦編修及

成圖輸出。航空照片也由圖紙式照片漸漸改由

高解析度數值影像檔取代，並以電腦繪圖儀、

印表機或雷射晒相設備列印輸出。

參、業務單位工作職掌

　　農航所目前共有六個業務課，計畫管制課

負責空中照相及測量製圖計畫之編擬與執行、

精度檢查及計畫管制、研究發展及技術訓練計

畫之擬訂與執行；測量課負責實施空標佈設、

控制測量、水準點測量與社會經建專案測量之

支援；立體製圖課負責空中三角測量、立體製

圖、正射糾正製圖與野外調繪；編繪課負責地

圖稿圖編纂、清繪整飾、地圖複製、地圖縮放

及沖晒原圖底片；資源調查課負責農林資源及

土地利用調查、農林災害調查、遙感探測及其

他專案資源調查；資料課負責基本圖管理及航

測圖資供應、航照底片保管、掃描及專案圖資

科技資料之建立與管理。各課業務環環相扣，

分工合作，以完成航測製圖工作。

肆、主要業務範疇

　　目前農航所年度主要業務如下：

一、林務局林區像片基本圖測製

　　每年測製五千分之一國有林區像片基本圖

400幅，供林務局管理國有林事業區檢訂調查之

依據，為林地地籍登記最重要之基礎資料。

二、農委會多光譜掃描航攝計畫

　　每年執行約10個以上子計畫，成果提供農

委會所屬及其他各機關學校研究與應用。多光

圖5 Leica  ADS40空載數位掃描儀  

圖6 DMC航照數位相機拍攝成果(三義火炎山、大安溪)

圖7 ADS40空載數位掃描儀拍攝成果

     (雲林縣麥寮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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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測製海岸像片基本圖

　　

　　自1985至1989年為止，共完成測製一千分

之一海岸像片基本圖3,256幅，以配合地籍測

量。

六、測製數值像片基本圖

　　自1995至2008年4月底為止，共完成五千

分之一數值像片基本圖約4,000幅(含九二一災區

圖300幅)，二重疏洪道一千分之一數值像片基

本圖40幅，並繼續以每年400幅的進度測製五千

分之一林區數值像片基本圖。所建立之基本圖

資料庫，可供國土資訊系統之應用。

七、測製「金門地區五千分一彩色像片基本
　　圖」

　　為因應金門縣林務所森林生態系經營、金

門國家公園管理與金門縣政府總體發展經濟建

設規劃之需要，由林務局核撥經費主動進行

「金門地區五千分一彩色像片基本圖測製計

畫」工作。本案計畫之執行以IKONOS衛星彩

色影像，配合金門縣政府地政局與林務所有關

人員，先進行地面控制點測量、地面調繪等工

作，並製作彩色衛星影像基本圖共計46幅，提

供金門縣政府及各單位申購使用。

八、土地利用調查

　　各縣市綠資源及水庫集水區土地利用調

查。

九、農作物種植面積調查

　　

　　稻作、雜糧、甘蔗、大蒜等農產品種植面

積調查。

譜掃描資料是農業研究之利器，且目前全國僅

農航所擁有相關設備與人才。

三、稻作面積調查航攝計畫

　　全台灣平地稻作地區每年實施航攝兩次，

送交農糧署調查統計稻作面積及預估總生產

量，提供政府農糧政策之依據。本計畫空照面

積廣大，全島分成北中南東等四區，因需配合

水稻之成長期，農糧署排定每期每區之拍照時

間僅15天，加上台灣原本就很少適合空照天

氣，作業相當困難。

四、緊急災害調查航攝計畫

　　突發性之災害，以航攝方式取得災情資訊

是最快速而有效的方法，災區航攝資料是救災

單位最迫切需要之資料，如能於最短時間內

取得，將可加速形成決策，完成救災任務，

避免災情擴大，產生更大損失。例如1999年

「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後，農航所即以最快的

速度完成災區航攝任務，提供救災機關及研究

單位使用，獲得肯定與讚許。此外阿瑪斯貨輪

造成之龍坑油污染事件、森林火災及桃芝、艾

利颱風災害等，農航所均主動配合航攝，蒐集

完整資料，提供災害調查參考。

五、辦理國家其他建設航攝計畫

　　農航所係國內唯一航測製圖專業機關，除

辦理農委會及林務局相關業務外，亦支援其他

政府機關辦理各項航測計畫，例如內政部像片

基本圖測製計畫及水利單位、交通單位、各縣

市政府與其他機關學校各種航攝工作或提供航

攝相關圖資。所完成基本圖影像資料及各種航

攝調查報告等廣為各機關學校及研究單位使

用，為國土規劃、農林經營、經濟建設、資源

調查、都市計畫、環境監測、災害重建及學術

研究等之基礎資料。未來國土資訊系統建置所

需之航遙測相關圖資，農航所將更積極有效的

收集建置，以因應各界大量的需求。

伍、重要成效

　　農航所歷年來完成無數的重大任務，列舉

主要成果如下：

一、森林資源及土地利用航測調查

　　執行台灣第一、二、三次森林資源及土地

利用航測調查。未來三年將繼續執行第四次森

林資源及土地利用航測調查工作。

二、測製台灣地區像片基本圖

　　自1976至1982年為止，完成測製台灣地區

像片基本圖3,773幅，提供國內各項經建計畫、

資源調查及行政管理等多目標用途。

三、修測台灣地區像片基本圖

　　自1983及1989年分別實施像片基本圖第一

次及第二次修測，共完成台灣西部地區第二版

及第三版像片基本圖計4,400幅。

四、測製林區像片基本圖

　　自1987至1999年止，共完成測製台灣國有

林37個事業區3,776幅五千分之一林區像片基本

圖，以供各林區林業經營及規劃之用。

陸、業務特性

　　航測製圖成果為國家建設重要的基礎資

料，基礎穩固紮實，則後續建設方能順利推

展。尤其航測製圖是良心事業，必須按部就

班，依循測製規範執行，絲毫不能馬虎，否則

成圖精度品質降低，日後用圖者引用錯誤資

料，將影響規劃成果品質，造成人民權益受損

與困擾，可見航測製圖有其重要性。

　　農航所具備完善的航測製圖設備，及經驗

豐富之作業人員，每當重大災害事故發生時，

農航所均以政府專業機關立場，主動拍攝蒐集

影像資料與判讀，提供上級單位或相關機關研

判使用，發揮航攝製圖功能。尤其「九二一大

地震」與桃芝颱風災害等農航所主動規劃設計

與製作各種影像資料，及時提供上級與各救災

機關單位使用。唯有具備完整人力與設備，隨

時提供最新及最完整的航攝資料，才能發揮航

測應用之及時性。

　　農航所向以經驗豐富之專業人才，一貫作

業之精密航測製圖設備，與多年來成圖品質優

良、精度高之工作信譽，向為各界所肯定，以

致各級政府機關單位均指定農航所代辦各項航

測業務。監察院、法院因調查案件所需，亦經

常要求農航所配合協助判釋航攝影像，公正解

決政府、民間各項紛擾問題，歷年來已完成無

數任務，採用航攝影像提供客觀判斷資料，自

有其公正性。

　　航攝影像資料解析度高，可呈現相當詳細

的地物地貌，基於國防安全考量，航攝影像列

為機密加以管制確有其必要，農林航空測量所

係政府機關，多年來均配合國防部之國防機密

管制原則，嚴守機密等級區分，隨時注意其機

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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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未來推展目標

　　國土資訊系統的推動，基礎資料的建置是

最重要成功關鍵，航測製圖資料可提供最完

整、及時的資訊，因此農航所未來仍將持續收

集、建置航遙測資料庫。未來推展目標如下：

一、建構全國綠資源資料庫

　　林務局自2002年起推展執行「平地景觀造

林及綠美化方案」，其中對長期調查綠資源並

建立全國綠資源資訊中心部分，責由農航所運

用航遙測技術全力配合，以確立我國造林及綠

美化工作之政策方向。

　　本計畫已進行6年度，以台灣本島最新衛

星影像，委請中央大學以NDVI技術，判釋全島

的綠資源區分類型，每年都可提

供全島最新綠資源資訊。而為驗

證衛星影像判釋之差異性，農航

所特於全島再設置572個查核樣

區，並利用農航所現有DTM，配

合由基本圖量取之控制點進行正

射糾正，製作五千分之一彩色正

射影像圖，如圖8所示，實施綠資

源各種類型之判釋，其成果將與

衛星影像判釋結果檢核比對，以

作為全國綠資源調查計畫及資料

庫建置之依據。

二、建置航空照片管理查詢系
      統及數化農航所現有航測 
      影像資料庫

　　計畫逐年以高解析度航照底

片專用掃描儀掃描農航所既有空

照底片3,498卷（約724,550張航

空照片），預訂於2008年底完成

全部歷史照片掃描。依輕重緩急分期建置大型

完整之「台灣地區航攝影像資料庫」，並考慮

採用異地備援以確保資料安全。再建置航空照

片管理查詢系統，俾提供國土資訊系統使用。

三、推動像片基本圖進入彩色時代

　　林務局經管國有林之「林區圖測製」與內

政部「台灣地區像片基本圖測製」以往均採用

黑白影像，無法廣泛提供及滿足各界應用之需

求，為因應電腦科技之進步，順應時代之潮

流，經積極研究改進，已試作完成使用彩色像

片測製林區像片基本圖，並報經林務局同意自

2002年起開始實施，可擴大並提昇航空照片及

像片基本圖之使用功能，為我國像片基本圖之

測製工作，寫下劃時代的一大步。採用航攝數

位相機後，除影像品質將更加提升外，同時取 捌、結語

　　由於航測製圖資料是一切建設之基礎，必

須具有公信力，舉凡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多數

均設有國家級之航測製圖專責機構，負責綜

理、制訂與執行全國航遙測及製圖業務政策。

農林航空測量所歷年來執行航測製圖及農林資

源航遙測調查業務，目前擁有最先進航遙測飛

機、數化製圖儀器、資源調查儀器與經驗豐富

之專業技術人員，提供鐵公路、機場、港口、

水庫、礦場等國家各項經濟建設規劃之基本資

料，並作為農業生產、森林經營、國土規劃、

區域計畫、資源開發、土地利用等調查規劃之

用。

　　今後，農航所當擔負起統籌全國航遙測業

務之使命，以「精研航測科技、厚植國土資

訊」為農航所核心價值，加強航遙測整合規

劃，建立完整航遙測圖資資料庫，提供國人最

快捷、最精確之航遙測資訊，並加強航空照片

之有效多功能利用，增進航測效益。

圖8 彩色正射影像圖

捌、結語

得之紅外線影像資訊將有助於未來各項資源調

查應用。

四、實施台灣全區航攝計畫

　　農航所自1972年開始接辦空照業務，過去

因組織編制、經費限制及工作能量等因素，每

年僅能執行林務局4個事業區之航測製圖、多光

譜掃描試驗研究航攝、稻作航攝及災害調查等

工作，全島除平地稻作種植地區每年依生長季

節拍攝二次以外，其餘山坡地及山區約十年才

能巡迴拍攝一次。

　　鑑於近年來土地開發迅速，及因應2002年

台灣加入WTO ，全台之土地及自然資源利用產

生極大之變異，因此，農航所自2001年開始，

即整合各類航攝計畫之航高、底片種類、測區

及更新航攝相機與空照GPS導航及航攝數位相機

等設備，以既有之人力、物力，計畫在一年內

完成全島全部空照作業，並業於2002年底前完

成全島包括澎湖、小琉球、蘭嶼、綠島等離島

共5,400餘幅之五千分一彩色正射影像圖，提供

經濟建設、土地利用、都市計畫、資源調查、

學術研究及災害重建等利用。目前農航所計畫

山區每二年一次、平地每年二次提供全島最新

的航攝影像資料，並逐步更新台灣地區彩色正

射影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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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環顧國內外的土木與工程資訊技術顧問

業，應用知識科技於土木工程，改善環境品

質、追求永續發展之需求，運用電腦科技於工

程規劃、設計、施工、監檢測及營運維護上，

整合成熟的工程科技與電腦，譬如說，虛擬實

境在工程規劃設計應用、基礎設施之監檢測系

統、人工智慧用於工程設施維護管理、工程資

訊資料庫之管理與應用等。而土木與工程建設

大抵包括三大步驟：

一、施工前：依據需求著手進行規劃與設計。

二、施工中：根據工程設計圖施行放樣與品管

工作，並嚴格要求施工安全，不偷工減料。

三、施工後：通過完工驗收階段後，確實實施      

保固與維修服務，務求工程設施與人員之安

全，維護公司信譽與「技術暨工程品質值得信

賴」之良好口碑。

　　

　　其中，在每一個步驟階段裡，都需要「工

程資訊」，如圖1扼要說出了土木工程建設

需要測量提供空間和工程資訊，包括施工體

的位置、數值地形模型(Digital Terrain Model, 

DTM)、土方量、物料、施工規格等，而隨著時

代與相關科技之進步，測量已繼往開來邁入所

謂的Geomatics新紀元，它提供了土木工程所需

的空間和工程資訊。

　　2004年美國勞工部所發表的重要研究報告，指出了空間資訊科技(Geotechnology)

與生物科技、奈米科技將成為未來十年的三大重要新興產業，以GIS(地理資訊系統)、

GPS(全球衛星定位系統)、RS(遙感)為代表的3S現代空間資訊科技在土木及相關工程資訊

應用領域發展迅速，本文揭櫫從傳統測量邁向21世紀熱門產業Geomatics之發展，扼述測

量及空間資訊工程領域之技術研發現況及其在土木工程資訊上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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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例來說，圖2顯示國立成功大學部分校區

的簡易三維校舍房屋模型，藍色和紅色框選區

就是測量及空間資訊系的系館和大學部教室位

置，圖右上角是系大門一景。早期測量系的傳

統專業是土地測量及地圖測繪，近二十年來由

於空間資訊科學及技術之快速發展，測量科技

與資訊科學、太空科技及電子電訊量測技術積

極整合，研究教學範疇陸續擴充為完整涵蓋測

繪科技及空間資訊科學。有鑑於此，成功大學

測量工程系順應世界潮流，於2002年更改系名

為「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英文名稱為 De-

partment of Geomatics。以系名之定義，所涵蓋

之研究教學專業領域即泛指地表資訊的收集、

分析、解讀、管理及應用之科技。

             圖1　土木工程建設與空間資訊的關係

貳、21世紀熱門產業Geomatics

　　根據最新的美國官方就業市場介紹機構之

說法，生物科技(Biotechnology)、地球空間技術

(Geospatial Technology)與奈米科技(Nanotechnol-

ogy)已是21世紀的三大熱門新興產業，其中，

地球空間技術包括攝影測量與遙感探測(Photo-

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以及地理資訊系

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正是所

謂的Geomatics領域的兩大科學技術。

一、從「測量」到「Geomatics」：談測量之
　　變革

　　許多人對測量科技的認識僅侷限於「在地

面上拉拉布卷尺測距或在大太陽底下架設儀器

做測量的苦工作」而已，不懂測量實質內涵，

也不知測量的應用場合、研究方向？

　　就定義而言，測量是使用各式的測量儀

器、按照不同的儀器操作方法取得觀測數據、

透過不同嚴密程度的計算來獲取幾何的、物理

輻射的、語意的資料和資訊的一種科學技術，

其中，幾何資料如物體的位置（坐標）、長

度、面積、體積、夾角、曲率、距離、高度、

輪廓形狀、土方、坡度、坡向、甲物在乙物的

北方等，物理輻射資料如物體的色彩值、溫度

值、影像值、地球重力、引力位、光譜特徵曲

線、回波響應值等，語意資料如物體是在公路

上行駛中的一部汽車，前方有一座橋樑，桌上

放置一部電腦，這是一塊水稻田，它的西側是

台11號公路等判讀和識別資料。傳統的測量常

在觀測完成後，經計算間接得到所要的資料，現

代的測量可以有另一種新的型式，那就是在測量

的瞬刻同時使用多種測量儀器立即直接取得所

要的資料，稱為直接地理對位技術(Direct Geo-

referencing Technology)，例如空載光達測量法

(Airborne LiDAR-grammetry)同時使用全球定位系

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雷射掃瞄系

統(Laser Scanning System)、慣性導航系統(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INS)從飛機上快速掃瞄地表面

而立即得到每一個被掃瞄點的三維坐標。

　　

　　由於測量及空間資訊科學及技術之快速發

展，測量科技與資訊科學、太空科技及電子電

訊量測技術積極整合，展現地球空間資訊(Geo-

spatial Information)、遙感探測與精密定位及導航

(Precise Positioning and Navigation) 等現代科技

的面貌，國際上將此領域命名為 Geomatics。

二、Geomatics是什麼?

　　依照加拿大自然資源部之定義，Geomatics

是採集、分析、判讀、傳遞、使用地理資訊的科

學與技術，它包含了測量、製圖、遙感探測、地

理資訊系統、全球定位系統等不同的領域，俾以

產製真實世界詳細易懂的圖象。有人認為這一個

現代科學新名詞的定義是測量、分析、管理、儲

存、顯示地球上的任一空間範圍裡資料之一項整

合科技，它包含了科學和技術，它整合了大地測

量學(Geodesy)、測量學(Surveying)、投影學(Map-

ping)、定位(Positioning)、導航(Navigation)、製

圖學(Cartography)、攝影測量、遙感探測、地理資

訊系統、全球定位系統等不同領域。其中，全球

定位系統、遙感探測及地理資訊系統，通稱為3S 

(GPS, RS, and GIS) 科技。

　　

參、Geomatics之應用與發展

　　Geomatics的應用是包羅萬象的，例如衛

星遙測應用於海嘯災害評估、重建聖母峰三維

模型、重建世界級文化古蹟區實景立體模型、

飛行船遙測、航空測量、直昇機遙測、三維城

市模型、三維地表圖騰分析、近景/地面攝影測

量岩石雕刻、動畫製作、重建佛陀像模型、聯

合國科教文組織世界文化遺跡三維壁洞佛像模

型重建等，如圖3 Geomatics應用例，都是測量

及空間資訊科技領域裡的「攝影測量與遙感探

測」常見的熱門研究課題，分別研發各式各樣

的測量技術來獲取大區域到微小物體的幾何、

物理輻射、語義的資料和資訊。

                                        圖2 國立成功大學部分校區的簡易三維校舍房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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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鐵路、公路、堤防、水壩、機場、港口等)

設計、都市及區域規劃、國土開發利用規劃、

領航、軍事作戰計畫、地籍管理登記及觀光導

遊等等之用。可說只要人在地球表面移動位

置、導引交通、疏導水流、動土施工、改變地

表面原來的狀態或劃定權利及使用範圍，就必

須用到地圖。

　　由於受到地圖資料只能呈現在二維平面圖

紙上的限制，因此，圖紙上所顯現的並非真實

的地形、地物，而是經過或多或少抽象化以後

的符號。而且由於圖紙是二維的，因此，傳統

的地圖雖然很精確、細緻的表現了地形地物的

平面位置，但是對於第三維的高度表現卻不很

理想。以致於拿一張地圖與現地比對時，多少

要有一點訓練及想像力，才可將二者的關係對

照起來。但是，任何一個人在看電視播出任意

畫面時，立即就可認出畫面上所播映的地點是

何處，完全不需要任何的訓練。因為畫面所顯

示的就與我們肉眼實地所看到的景象一模一

樣。如果地圖像電視或是實景相片，那該有多

好。隨著電腦科技的進步，工程設計、汽車導

航等等都逐漸由傳統的圖紙上顯示逐漸轉為改

以電腦螢幕顯示。此時我們不禁會提出一個問

題，既然電腦科技已發展出虛擬實境(Virtual Re-

ality)的技術，為什麼我們在電腦螢幕上所看到

的地圖仍然是已有數千年歷史，經過抽象化難

以辨認的二維地圖呢？為什麼不設法做到打開

螢幕看到的地圖就是一個三維的實景(Real Real-

ity)？如果地圖像電視實景一般，任何不識字的

人也能非常容易的使用它。基於這個構想，如

何把傳統的二維平面測量成果改為以三維的實

景來代替，為目前空間資訊技術領域主要研究

發展方向之一，圖4所顯示為聖母峰三維實景模

型重建。

一、Geomatics的應用分類

全球環境變遷偵測：例如兩極冰融量與速• 

度、全球平均海水面上升速度之監測、農

業與土壤、森林資源、森林火災、水資

源、地球觀測系統與感測器、土地使用與

地表覆蓋物變遷、災害監測評估與管理。 

公共工程建設測量：例如鐵公路建設、機• 

場興建、機場跑道平坦度檢測、大眾捷運

系統建設、商港建設等所需要的測量。

水利工程：例如運用高解析力衛星影像來• 

了解基隆河截彎取直後之水流區域變化。

工業測量：例如工業生產自動化監測技• 

術、核電廠設備安裝與監測、高速攝影機

進行單像量測來求定二維變形、自由落體

撞擊結構體產生的變形之量測、拱形之鋼

結構試體、模型汽車運動軌跡之測定。

都市環境設計規劃：例如都市景觀設計、• 

都市景觀透視圖、經濟發展與公共衛生。

古蹟建築物之• 保存維修。

衛星遙測：例如低軌微衛星遙測、高解析• 

力衛星影像

使用EROS衛星影像即時攝影911後的紐約

災情、高屏溪口污染情況、高雄外海中油

輸油管破裂、賀伯颱風後河口淤沙現象。

應用衛星影像及歷史資料來進行外傘頂洲

DTM、三條崙DTM之變遷分析。偵測高爾

夫球場違規的土地開發。地震後崩塌地調

查實例：九九峰、九份二山。

雷達測量：例如透地雷達之探測、合成孔• 

徑雷達影像、多波段全偏極雷達影像。

雷射掃描測量：例如總統巨石像、自由女• 

神像之立體電腦製圖。　　　　　　　　

　　　　　

地面測量車：例如三維城市模型• 資料採集。

三維實景模• 型。

GPS衛星定位導• 航系統。

國土資訊系統• 之建置。

三維通信：例如行• 動電話(Cellular Phone)。

科學研究：例如遙測微衛星高解析力特定• 

資料提供軌道力學研究、地球科學、資料

處理與演算法、影像判讀(Image Interpreta-

tion)自動化技術。   

 

(3a)衛星遙測                        (3b)航空攝影測量  

(3c)遙測火星表面地形            (3d)三維地表圖騰分析

             

(3e)重建佛陀像模型

                           圖3 Geomatics應用例

二、三維實景地圖使用需求

　　

　　傳統的測量工程最重要工作之一是測定地

球表面地形及地物的空間位置並製成地圖以供

              圖4 聖母峰三維實景模型重建

三、三維城市建模之發展

　　隨著都市環境日益擁擠惡化，而人們卻因

經濟水準的提高，對都市環境品質的要求反而

愈來愈高，使得都市計畫及建築管理也動輒得

咎。舉凡任意建大樓阻擋陽光、遮蔽視線，或

是一排古色古香的房屋中，突兀一個玻璃帷幕

摩天大樓，或是林蔭大道上橫跨一座水泥陸橋

等等破壞視覺景觀的事，愈來愈不能受都市居

民的容忍。而建管單位在單獨看某建築師設計

的作品時可能都不錯，誰知建成以後，與周圍

的環境竟然是那麼的格格不入。如果有了三維

的都市立體模型就可在審核時將設計之建物虛

擬的融入現有的實境中，而能更正確地判斷該

建物對環境及景觀造成的衝擊。凡此種種，

都對測量科技下了挑戰書，也使如何建立都

市地區立體資料模型，或簡稱為都市模型(City 

Model)，成為目前測量領域內十分熱門的研究

題目。圖5 所顯示為重建臺北市政府周邊三維城

市模型。

　　目前有關這方面研究涵蓋面很廣，為了達

到自動化資料獲取及資料庫建立的目標，研究

面涵蓋了從空中攝影、地面攝影、到空中雷射

掃瞄及地面雷射掃瞄。而且還必須結合加速儀

與陀螺儀之慣性測量系統及衛星定位系統。此

外，由於自動化的研究一定牽涉到如何模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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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視覺的認知方法，所以困難度相當的高。但

是也就是因為困難，所以才使得研究更有趣。

 

 

  圖5 重建臺北市政府周邊三維城市模型(中央大學提供)

四、透地雷達之探測

　　透地雷達(Ground-Penetrating Radar, GPR)是

一種非破壞性探測法，也可測地面下、牆面或

結構物之內部物料，也可探測出偷工減料位置

範圍，確保工程品質與安全性。例如圖6所示是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系的師生用透地雷達探測出

小東門甕城的遺址。

 

 圖6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系的師生用透地雷達探測出小

　　  東門甕城的遺址

             圖 7  航空雷射掃瞄技術及成果示意圖

五、三維雷射掃瞄測量之應用

　　三維雷射掃瞄儀依掃瞄的有效距離可將目

前商業化的掃瞄儀分為短、中、長距離及航空

雷射掃瞄儀等四種類型。短距離雷射掃瞄儀指

其最長掃瞄距離短於1公尺者，是最早商業化

的機種，通常用於小型模具之量測，最為便

宜普及。掃瞄距離在1~30公尺者則歸類於中距

離雷射掃瞄儀，多用於大型模具或室內空間之

量測，對大多數測量工程而言，其量測範圍不

足。而掃瞄距離大於30公尺甚至達一公里者則

歸類於長距離雷射掃瞄儀，可用於建築物、洞

穴、土木工程等大型物體之測量，是最有潛力

應用於一般各式工程之測量，成為測量儀器明

日之星。目前有能力生產長距離雷射掃瞄儀的

廠商並不多，然隨著需求的快速增加，商業化

的機型也快速推陳出新。航空雷射掃瞄儀則其

最長掃瞄距離通常需大於1公里，且需配合精確

的導航定位及方位系統才能求得掃瞄點坐標，

此種系統架構複雜昂貴，用於大範圍地表起伏

之測量，圖7顯示航空雷射掃瞄技術及成果範

例。

　　

　　地面雷射掃瞄儀主要的應用方向為工程測

量，工程測量與各項民生工程息息相關，舉凡

土木建設工程、防災與災害調查、建築古蹟維

護、坑道與洞穴測量、工廠設施與管線配置及

自然景觀維護等，皆須實施現地的測量以獲得

三維實景的空間資訊，是目前應用最廣泛的

測量技術。工程測量的特性有：測量範圍小；

被測物之空間關係複雜且可能正處持續變化

狀態；應用條件是必須快速獲得測量資訊；

時常會遇到困難甚至危險的測量環境，使得測

量工作倍加困難。三維雷射掃瞄儀具備快速準

確的量測功能，只要有一個立足點即能以很短

的時間測得大量的點位，許多困難的工程測量

問題，將因此種儀器的引進迎刃而解，因此可

預期未來各式工程測量將會陸續引用為主要的

測量工具。目前地面雷射掃瞄儀雖然昂貴（多

高於十萬美金），但相信隨著需求量的增加及

生產技術的提升，應有大幅降價的趨勢。近幾

年，商業化的地面雷射掃瞄儀如雨後春筍般推

出，各種應用案例及需求也快速增加，可見其

普及腳步的速度，圖8顯示地面雷射掃瞄在工程

應用例。

(8a) 奧地利維也納皇宮建築之觀測 (www.riegle. com)

(8b) 建築及土木工程工地之量測 (www.cyra.com)

(8c) 邊坡坍崩之量測 (www.cyra.com)

(8d) 水壩之監測 (www.optech.on.ca)

圖8  地面雷射掃瞄工程應用例

(8a)

(8b)

(8c)

(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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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雷射掃瞄之應用甚多，本文舉例由

台灣名家公司邀請CYRA儀器公司來台以Cyrax 

2500在高雄中油煉油廠所觀測的資料，說明在建

物結構上之應用。

 

　　高雄中油煉油廠之管線縱橫交叉密佈，實在

難以用現行的任何測量方法快速獲得管線的三維

空間資訊。CYRA公司工程師以Cyrax 2500進行

測量，共完成三個測站的掃瞄，獲得3百多萬個

點坐標資料，整個外業工作只花了三個小時。以

磁性覘標控制點法來達成點雲的連結。之後以

Cyclone軟體進行模型化的處理，經過12個小時的

內業工作，獲得模型化的成果，圖9顯示地面雷

射掃瞄測量高雄中油煉油廠之管線。

肆、結語
　　

　　測量工程是屬於土木家族的一支，土木工程

與人民生活空間及公共工程品質密切相關，例如

與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濱海工業區、捷運系

統、國土開發、地震、水災、山坡地滑動等等。

這些土木或防災工程如果沒有良好的規劃、試驗

與評估，則往往會給社會帶來直接的災難。引進

測量成果品質保障技術及觀念，採用新的科技與

電腦自動化作業，設計實用的作業方法、品管標

準及自動化成果，作為政府機關間互相引用與日

後發包的規格依據，提升國內工程品質與安全

性。研究成果一定要與本土的應用環境相結合，

對國家社會做出實實在在的貢獻。

　　放眼未來，Geomatics和土木與工程資訊之整

合，讓傳統重視的硬體建設邁向兼具硬體建設和

軟體服務的現代土木工程，拓展土木之範疇，讓

大家一起來為明日的土木而努力。而明日的土木

宜提高自動化的程度，藉以提高效率、產能、工

程品質與安全性，在高危險施工區，宜研發改由

機器人、自動探測器來取代人員，確保人員生命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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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高雄中油煉油廠觀測點雲模型化的成果

 (9a)高雄中油煉油廠之景觀

(9b)高雄中油煉油廠觀測之掃瞄站及點雲分佈情形

  圖9 應用地面雷射掃瞄測量高雄中油煉油廠之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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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不斷蛻變進化的Google Earth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國際新聞報導中，

記者很快的說明著災害發生的位置，迅速的操

作藍色地球於螢幕解說印尼的海嘯、四川的地

震、非洲的戰爭，那就是Google Earth， Google

自從2004年收購Keyhole公司的Earth Viewer軟

體，幾乎每隔幾個月就有新版本的Google Earth

發表，且每次發表都會讓人為之驚艷，近期幾

個特別的演變分述如下：

一、從3D擬真到街景視圖－如同親歷其境

　　2006年3月，Google先是買下了相當容易操

作上手的3D建模軟體－@Last公司的SketchUp，

緊接著在同年6月推出的Google Earth 4.0中開始

支援3D模型開放標準－COLLADA(*.dae)檔案格

式，使3D建物的外牆可以貼附擬真性較高的現

場照片，同時也加強了Google Earth與SketchUp

間相互操作的便利性。

　　2007年5月，2D地圖平台的Google Maps推

出首波5個都市的街景照片，這是利用一組特

殊的攝影器材，裝置在車上沿路拍攝下來的，

這組設備擁有11個不同方向的鏡頭，可同時運

作，並將照片融合成360度影像(如圖1)，據說

Google曾嘗試在台灣試拍過，但因為台灣都市

人潮眾多，必須克服大量車牌及人臉模糊化的

影像處理工作，至今尚未推出。2007年8月，

4.2版的Google Earth新增照片觀覽功能，使用者

可以將高解析度的相片垂直擺放到Google Earth

中，並透過此一模式放大觀看實景(如圖2)。

關鍵詞：Google Earth、KML、GIS、OGC、數位地球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正工程師／陳良瑋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副理／李信志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資深協理／管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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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 Earth是近兩年來被廣為使用的一套免費3D虛擬地球軟體，由於其操作
的便利性，能夠快速的下載全球衛星影像、數值地形模型、向量地圖資料，已為
各界廣為熟知，並有許多架構在Google Earth平台上的新應用，例如災難新聞中快
速全球展示、動態交通即時資訊、飛行模擬、地圖日記等等，可以說Google Earth
開啟一個新的空間訊息平台。本文先介紹Google Earth最新的發展趨勢，包括街
景操作模式、時間序列4D展示、KML成為國際標準與COM API；中間輔以數則實
例，說明Google Earth與其他應用軟體結合，在地圖服務平台、監工管理、動態訊
息提供、3D工程模型導覽上的應用，最後簡單說明Google Earth對世界的改變，而
且如何開創一個新的空間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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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Google Maps 的街景視圖 

              圖2 Google Earth 的照片觀覽模式

    2008年5月，街景視圖正式被納到Google 

Earth 4.3版中，其運作方式是採用類似照片觀

覽的方法，將街景照片濃縮至一顆一顆的球面

上(如圖3)，使用者進入此一模式，可以抬頭向

上、觀看四周360度全視野的整個球體視域。在

使用者操作介面上，為了方便3D視景的操作，

Google Earth改良原有的縮放滑桿，當地圖移動

到接近地表時，視窗畫面會逐漸傾斜俯衝，將

檢視角度轉為與地表平行，感覺就像是親自站

在當地觀看一樣(如圖4)。短短2年多的時間，

Google Earth就歷經了好幾次的功能躍進，如果

使用者是從Google Earth 3.0一路升級上來的玩

家，將會發現Google Earth的地球模擬畫面有變

得越來越接近真實現地景像的趨勢。

                       
圖3 Google Earth的街景視圖

              圖4 新縮放滑桿可直接轉換至地面視角  

二、動態資料與4D展示－展現即時與變遷資訊

　　Google Earth提供許多豐富的各式圖層資

料，有些屬於背景圖資(如道路、行政界線、地

名)；有些屬於地標點位(如各類商店、銀行、

旅遊景點…)；有些屬於社群分享(如維基百

科、Panoramio相簿)；另外還有一類屬於較為

特別的動態資訊，如即時交通資訊(如圖5，僅

於英文版)、即時氣象、New York Times即時新

聞、YouTube影片等等，這些動態資訊圖層可

以提供瀏覽者各式應用的啟發。Google認為，

最佳的資料內容往往來自於使用者所建置，藉

由KML語言中的Network Link標記，任何的資

料只要被設定為自動更新，就能動態的展現在

Google Earth上。即時地震數據監測、即時空氣

品質、即時停車資訊等，都有過應用實例。

　　Google Earth自4.0版加入「時間軸」的功

能，讓靜態的空間資料變成擁有時間序列的4D

展示，這效果可以讓3D模型動起來(如轉動的

摩天輪、運行中的貓空纜車)；卡翠納颶風中心

路徑可以串連成為動態行進路線；各個時期的

歷史地圖、兩極冰山溶解或航照影像可以進化

到4D的地貌演變；疫情資訊結合發病地點與時

間可以繪製成疾病的擴散歷程。到了4.3版新增

的「日光」按鈕，也算是「時間軸」的擴充應

用，使用者可以隨著時間軸的播放，觀賞各地

的日出與日落，如果同時開啟氣象雲圖圖層(如

圖6)，將使Google Earth看起來更接近真實的地

球。

               圖5 即時交通資訊（Traffic圖層）

      圖6 使用日光功能觀看日出，同時打開氣象圖層

三、3D世界的共通語言－KML成為國際標準

　　KML是Keyhole Markup Language的縮寫，

為Google Earth中用以顯示空間資料的標準檔

案格式。隨著Google Earth功能不斷的增加，

KML的版本也持續擴充演進，目前最新的版本

為2.2版。由於Google Earth普及性相當高的緣

故，已有越來越多的GIS及CAD軟體支援KML檔

案格式的匯入與匯出，例如：ArcGIS Desktop、

AutoCAD Civil 3D 2008、MicroStation、

MapInfo；而Google Maps、Virtual Earth等電子

地圖瀏覽器平台(GeoBrowser)已支援KML檔案的

線上套疊功能；部分WebGIS 伺服器軟體亦開始

提供動態KML服務的發布，如：ArcGIS Server、

SuperMap iServer等等。

　　儘管KML已獲多數軟體支援，Google為

了KML的長遠發展，仍然將相關的檔案格式

文件提交到開放式地理空間標準協會(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OGC)，申請成為國際開

放標準的一員，而這項申請，經過技術委員會

的討論以及會員的投票參與，已於2008年4月正

式確認生效。現在KML的完整名稱是OpenGISÖ 

KML Encoding Standard (OGC KML)，換句話說，

KML已成為地理空間資訊平台的標準語言，可

預期的未來將會有更多軟體或平台支援它，同

時，KML新版本的制定與擴充，將由OGC協會繼

續負責維護。

四、COM元件API與Google Earth API－開發
　　以GE為基底的應用程式

　　Google在2006年10月公佈了Google Earth 核

心COM元件的API類別函式庫，使用者可以透過

這組API開發獨立的應用程式，與Google Earth

進行互動溝通，進而取代在Google Earth中大部

分的操作功能。舉例來說，我們可以開發一個

景點地標的定位查詢程式，使用者可由下拉選

單中選擇地標種類與景點名稱，按下定位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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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動飛覽至該處，同時顯示該景點的相關資

訊。不過或許是撰寫單機版應用程式複雜度較

高的關係，Google並沒有大力宣傳這組API，

實際應用案例比起網頁平台開發的Google Maps 

API少了許多。

    2008年5月，Google新發表Google Earth 

Browser Plug-in，使用者只要安裝這個外掛程

式，便可讓Internet Explorer或Firefox擁有完整3D

地球操作界面。這相當於是把Google Earth內嵌

到瀏覽器之中，而操作方式則與Google Earth完

全相同。開發人員可搭配以JavaScript為基底的

Google Earth API，在Web上開發多元化的3D應

用程式(如圖7)。

貳、Google Earth應用實例介紹

　　各行各業在Google Earth上的應用相當的

廣泛而多元，端視使用者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在Google Earth圖庫中(http://earth.google.com/

gallery/) 已有成千上百個經過挑選的KML檔案供

使用者下載瀏覽，以下將針對工程面向與生活

資訊的應用進行介紹。

一、工地交通即時影像與進度資訊

　　Google Ear th中可以很容易的建立點、

線、面等幾何資料，並加入KML語法中的

description 標記記載文字資訊。description標

記為HTML格式，可透過href屬性連結至外部

網頁。圖8 工地交通即時影像的案例即是收

集捷運工地的監視器點位資訊，將即時影像

的URL超連結顯示在Google Earth中。

二、台灣世曦地理資訊平台地圖套用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台灣世曦)鑒於各部門對地理圖資套疊

之需求甚殷，於2004年時參考空間資料倉儲

的概念建立了一套圖資查詢整合平台「GIS

支援網」(如圖9)，平台中包含1/5,000向量

式電子地圖、1/25,000經建版地形圖掃描檔、

SPOT衛星影像、1/5,000正射影像等各類圖資，

使用者可擷取電子地圖的查詢畫面，應用在競

標簡報或各式報告書中，也可直接下載圖層資

料作後續的加值使用。而隨著Google Earth的發

展演進，GIS支援網亦將原有的地圖服務加以

擴充，發布數種KML格式的主題圖服務，可直

接在Google Earth中開啟並套疊使用，如圖10、

圖11、圖12分別為電子地圖、經建版地形圖、

SPOT衛星影像之套疊服務，係台灣世曦地理資

訊平台應用Google平台範例。

圖7 新加坡3D導覽

圖8 工地交通即時影像

圖9 台灣世曦GIS支援網電子地圖查詢畫面

圖10 Google Earth電子地圖套疊服務

圖11 Google Earth經建版地形圖套疊服務

圖12 Google Earth SPOT衛星影像套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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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模擬

    3D模型的瀏覽與展示是Google Earth的強項

功能；而模型的建置則有賴3D繪圖軟體互相

搭配。越來越多的建築師或室內設計師選擇以

Google SketchUp繪製3D建築模型，進而套疊至

Google Earth 之中進行工程模擬。圖13是機場

捷運台北站雙子星聯開大樓完工模擬；圖14是

台鐵捷運化桃園高架車站視域模擬，模擬工程

完工後的地景樣貌。

　　街景模式是Google Earth 4.3的新功能，藉由

調整圖層透明度的方式，可相互切換實景照片

與完工後的視域模擬(圖15及圖16以紐約新世貿

中心為例)。目前因台灣的街景視圖尚未上線，

此功能可改放自行拍攝的現場照片，進入照片

觀覽模式觀看比對。

參、新空間詮釋者及新資訊應用舞台

　　應用資訊技術於空間的詮釋，至今都有

不同案例及構想推陳出新，早期的虛擬城市

(Virtual City)提供一個烏托邦的世界，從市

民、街道、建物到法律均營建在虛無的空

間上，擺脫既有地理範圍的虛擬城市，藉由

討論區聊天室的途徑存在於

網路上，最有名的範例如圖

17所示，一個虛擬赫爾辛基

(Virtuaali Helsinki)城市，但沒

有實體的空間存在，自然也無

法引發人們對空間的記憶及地

域上的情感，搬離城市如同換

一個帳戶般的無眷戀。

　　新的空間詮釋舞台漸漸的

落在數碼城市及數位地球上，

主要是應用3S(GIS、GPS、RS)

以真實空間基礎建構虛擬空間

平台，因為其空間映像與真實

世界接近，在使用者的空間認

知與地域情感上取得連繫，因

此在社群經營上更加快累積用

戶，但舞台的大小也決定社群

的規模，數碼城市的推廣遠不如數位地球的

規模，而Google Earth又可以說是數位地球中

最成功的案例。

　　

　　回到文章的起點，原有Keyhole公司技術

是為滿足軍事用途，當加入Google的資金及

創意後，整個發展已有不同的應用構思，可

以下列角度思考。

一、窺視世界角落的心情

    Google Earth最大的資產在於全球衛星資

料與相關電子地圖，使用者可以看到全世界不

同地理區域的地理景觀，這些衛星資料以往可

能是軍事用途，但現在Google Earth上，無論

是機場、潛艦基地、衛星發射中心都可以一覽

無遺，但另一方面對於新聞的焦點、旅遊的景

點、親友的住所等，無不在Google Earth上達到

窺視瀏覽的目的，隨著瀏覽的次數增加及窺視

的角度不同，商品宣傳、社群的溝通、訊息的

傳播給Google Earth創造更多的機會。

二、真實與虛擬情境的混搭

    

　　相對於虛擬城市的虛無及數碼城市的擬

真，不得不佩服Google併購SketchUp的目的，在

擬真的空間環境中給予虛擬情境的物件，當中

國宣布2008年奧運場館的構想後，更多數的人

從Google Earth上看到他的模型、地理位置，也

可想像2008年北京的新風貌，而許多GIS分析的

成果也有與真實空間搭配的平台，相關課題如

圖13 機場捷運台北站雙子星聯開大樓完工模擬 

圖14 台鐵捷運化桃園高架車站視域模擬

圖15 紐約世貿中心原址實景照片

圖16 紐約新世貿中心完工後視域模擬

圖17 虛擬赫爾辛基(Virtuaali Helsinki)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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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帶的分佈、沙塵暴的位置、兩極冰山融化

的變動等，也許日後還會出現虛擬人物及虛擬

城市在Google Earth上出現。

三、網路應用新平台

　 　 現 在 最 流 行 網 路 上 的 見 面 話 是 「 今 天

Google了嗎?」，習慣上每天在網路上的活動

就是打開Microsoft的IE瀏覽器，觀看新聞、社

群交友、網路搜尋都在IE的平台上完成，但或

許有一天，你打開的不再是IE而是Google Earth

平台，上述的動作都可完成，而且文字與空間

的訊息都能同步傳遞，以地圖日記 (http://map.

answerbox.net) 網站為例，Google Earth也可以是

旅遊日記的撰寫平台，未來也可以是商品交易

平台、交友平台、旅遊平台，就等待新的創意

者利用。

肆、結語

　　綜觀Google Earth 的最新發展與應用，可歸

納兩大方針，也可由此觀察到Google Earth的成

功關鍵因素及豐沛的商業利益。

一、開放式平台加速市場開拓   

　　

　　 Google眼光獨到的併購了Keyhole Earth 及 

@Last SketchUp兩套軟體，在重新包裝之後提供

了一個相當便利的3D模型建置環境與查詢展示

平台，這個平台不但容易上手、操作簡單，對

於使用者的需求反應迅速，幾乎半年至一年有

一次大改版，開發團隊的整體設計概念比用戶

看得更高更遠。有一個如此開放性平台，空間

訊息不再是少數公司的專利，或是營建一個高

額費用的Web GIS系統，利用Google API，許多

商業公司空間服務經由Google Earth提供平台，

分享前述各種空間訊息，而Google也由服務的

點擊率換取商業利益。

二、豐富空間資訊創造新應用

    Google Earth充分運用Web 2.0的平台特性，

將社群的分享、集體智慧的創作結晶納為源源

不絕的基礎資料，迅速豐富各式空間資料的完

整性(例如Google Earth Community 中的地標資

料、Panoramio的風景相片、3D Warehouse的立

體建物等)，此外Google也與眾多圖資供應廠商

策略聯盟，廣納各地最完整的空間圖資及影像

資料，可以預期Google Earth仍會持續不斷的擴

充，增加更多令人驚奇的特異功能，身為這套

軟體的使用者，在未來仍舊愉快的享受它、期

待它下一次的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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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土資訊系統推動至今已近二十年，不

論公部門或私部門對於全國性空間範圍圖資之

需求日趨迫切，大比例尺之都市計畫地形圖雖

然都會地區已逐步建置，但其資料內容規定詳

盡及高精度規範下，所需建置時程較長，對各

項公共建設及商業民生用途之需求緩不濟急，

而民間迫於需求所建置之電子地圖，在資料品

質、精度及正確性，仍有加強改善空間，亦未

建立圖資更新機制。在對公部門業務管理及私

人企業發展商業模式時，總有政府部門及民間

機構呼籲國內產製一套適合多數人使用、範圍

全國性、格式標準化及可定期更新之電子地

圖。有鑒於此，經建會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

於「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十年計畫」

中，優先建置全國「核心圖資建置與基礎圖資

建置」，內容即包括台灣地區通用版電子地圖

建置。

　　為推動國土資訊系統基礎環境建置計畫，內政部雖於近年補助各縣市政府積極
辦理都會區1/1000數值地形圖建置作業，由於所需時程冗長、經費龐大、更新頻
率緩慢，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整涵蓋全臺灣地區，提供各界加值應用。有鑑於此，
政府有必要推動通用版電子地圖作為各單位衍生加值應用之基本底圖，在合理範
圍內降低圖資建置所需經費及時程，進而提高更新頻率、維持內容之可用性，通
用版圖資內容與精度應滿足中央、地方政府及民間85%以上需求。內政部國土測
繪中心於2007年推動試辦計畫，規劃並實作產製，並評估不同方式所需之經費與
達到的資料精度，亦配合實作經驗回饋修正通用版電子地圖相關規範，使其更符
合實際應用所需。本文彙整國內政府單位及民間機構之電子地圖需求分析，並藉
由試辦計畫以多元圖資整合技術建置通用版電子地圖，探討各階段執行流程技術
要點及實務經驗。

　　

　　目前國內流通供應之各式基本圖的精度、

比例尺、製作方法及內容格式等雖均不同，但

現有圖資內容、資料品質具有規範標準，且多

元豐富，通用版電子地圖可透過現有資源整合

與部分圖層重新建置方式，建立一套具全國

性、共通性、一致性、定期更新為特點之電子

地圖，同時兼具最新正射影像及向量式的內

容。建置通用版電子地圖之目的包括：

一、解決都會區域1/1000數值地形圖建置經費

高、時程冗長、更新頻率緩慢，無法在短

時間內完整涵蓋全臺灣地區之困境。

二、在合理範圍內降低圖資建置所需經費及時

程，進而提高更新頻率、維持內容之可用

性。

三、作為政府、民間單位衍生加值應用之基本

底圖。

關鍵字：通用版電子地圖、地理資料庫、GIS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正工程師／劉新達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技術經理／鄭宏逵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地形及海洋測量課／測量員／陳鴻智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地形及海洋測量課／測量員／游政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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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資內容與精度滿足中央、地方政府及民

間85%以上需求。

　　內政部資訊中心於2006年辦理「規劃建置

都會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及門牌位置資料之

相關推動規範及示範作業」案，規劃通用版電

子地圖推動建置可行性評估，並委請內政部國

土測繪中心辦理「96年度通用版電子地圖試辦

計畫」。本文彙整國內政府及民間電子地圖需

求分析，藉由試辦計畫以多元圖資整合技術建

置通用版電子地圖，探討各階段執行技術流程

及分享實務經驗。

貳、國內電子地圖需求分析

　　台灣地區進行數值地形圖測繪工作已有時

日，各地區數值地理資料庫架構也逐漸形成，

但受限於各種比例尺地理資料權限開放及資料

空間廣度不足，仍未能廣泛應用。民間業者建

置電子地圖已有十餘年，在電子地圖供應面上

已有4~6家廠商可提供數值地圖販售，資料建

置成本為廠商生存之最大因素，於資料使用客

源仍多以公部門計畫為主，因此參考圖資多為

1/5,000比例尺基本圖，資料詳實度、正確性及

精度仍有不足。

　　

　　通用版電子地圖對政府部門及民間機構之

需求分析說明如下:

一、政府部門電子地圖需求

　　公部門對電子地圖空間需求範圍可分為兩

部分，中央機構職掌為全國性資料，對電子地

圖要求比例尺、精度及圖層類別較低，但空間

需求範圍以全國性為主，以1/5,000比例尺為圖

資需求下限，過大的比例尺可能會影響其資料

庫效率及便利性，常見之資料來源包括衛星影

像、農航所影像、運研所電子地圖及民間電子

地圖。

　　

　　縣市政府及區域性中央附屬機關(如國家

風景區、河川局等)對電子地圖的需求較為不

同，要求之比例尺通常為1/1,000 ~ 1/5,000較為

適用，包括重要地形圖層，及詳盡之重要地標

註記，道路形式包括單線及街廓兩種形式，主

要機關位置範圍能明確標示，如有土地使用類

別、等高線或高程暈渲圖能於山區及空曠處表

現。

　　
公部門對地理資料庫之建置所迫切之圖資

需求如表1。

表1  公部門之圖資需求分析

二、民間機構電子地圖需求

　　電子地圖之流通已為民間相關新興產業帶

來蓬勃生機，主要產業需求來自地圖加值、汽

車導航、手機服務及地理服務商，民間相關產

業之加值應用，對電子地圖之需求迫切，茲將

私部門對電子地圖之需求說明如后。

(一)地圖加值產業

　　國內電子地圖廠商，主要提供政府

部門專案計畫所需圖資，其資料精度在

都會區尚佳，在鄉村區精度及正確性仍

需加強，但優勢在資料範圍涵蓋全島，

資料一致性高，有豐富的興趣點(POI，

Point of Interest)資訊。

(二)汽車導航產業

　　汽車導航產業之產值近年皆以倍數方

式成長，而國內因自主地圖來源欠缺，間

接使導航系統商競爭力薄弱。汽車導航

產業所需求之電子地圖，主要以更新頻率

為主，特別是路網、街廓、建物、重要地

標、地形高程等資料為主。

(三)手機服務產業

　　手機地圖服務特色，在於手機螢幕限

制及便利性需求，因此對地圖精度要求並

不高，但迫切需求街廓及重要地標等圖

資。

(四)地理服務商

　　因網際網路發展而快速成長，是一

個新興服務，例如Google Earth、Google 

Map、Yahoo Travel Map或UrMap地圖網

等，利用網頁方式提供旅遊、POI、路徑

查詢及地圖黃頁等功能。各服務商間競爭

性激烈，容易被新廠商所取代，因此，各

廠商對地圖之要求在於更新頻率、取得價

格、交通路網正確性及正射影像來源等。

　　私部門對地理資料庫之建置所迫切需

要之圖資需求分析如表2。

參、通用版電子地圖規劃及產製方式

一、通用版電子地圖圖層規劃

　　通用版電子地圖以最基本最常用圖層為主，

採GIS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分層概念

規劃九大類圖層，包括道路、鐵路、水系、行政

界、區塊、建物、重要地標、控制點及彩色正射

影像等圖層(如表3)。

二、通用版電子地圖城鄉劃分

　　考量通用版電子地圖之建置須符合實際需

求與經濟效益，針對人口密集與經濟活動集中

的地區，應建置資料精度較高的電子地圖，而

對於人口稀疏與經濟活動不熱絡的地區，則建

置資料精度較低的電子地圖，以節省建置成本

並符合用圖者需求。依據上述因素，將臺灣地

區分別劃分為城區(urban area)與鄉區(rural area)

兩大區域(如圖1)。

項次 需求內容說明

精度等級
都會地區需有1/1,000之精度，若為網際網
路上使用，至少達1/5,000精度

圖資內容

正射影像、道路街廓、道路單線圖、河流水
系、水體(湖泊)、道路、分隔島、重要機關
及學校、都市計畫區、建成區、獨立建物、
門牌、重要地標、橋樑及隧道

空間範圍 提供全國性或單一縣市資料

流通供應
更新頻率為3~5年
機關可本職責加值及更新圖資

項次 需求內容說明

精度等級
配合網際網路上使用，比例尺1/5,000左
右即可

圖資內容
正射影像、道路街廓、道路名稱、河流
水系、水體(湖泊)、重要機關及學校、
門牌、重要地標、橋樑及隧道

空間範圍 提供全國性資料

流通供應
更新頻率為1~2年
資料格式能為民間直接取用加值，供應
辦法簡易且價格合理

類別 圖層名稱 型態

道路 

道路中線 線

道路節點 點

道路 面

鐵路

臺鐵 線

高鐵 線

捷運 線

水系

河流 面

河流中線 線

水庫湖泊 面

行政界
鄉市界 面

鄉鎮市區界 面

區塊 區塊 面

建物 建物 面

重要地標 點

控制點 點

彩色正射影像 網格

表2  私部門之圖資需求分析

表3  通用版電子地圖九大類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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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臺灣本島城區與鄉區劃分成果

(一)向量資料要求

　　城區：向量資料圖面位置相對於實

際位置的誤差不得超過1.25 公尺，經換

算比例尺為1/2500。

　　鄉區：圖面位置相對於實際位置的

誤差不得超過2.5 公尺，經換算比例尺為

1/5000。

(二)彩色正射影像解析度要求

　　城區的影像解析度25公分；鄉區的

影像解析度50公分。

三、通用版電子地圖產製規劃

　　

　　通用版電子地圖產製可歸納為三種方式，

包括重新產製電子地圖、現有1/1000地形圖縮

編及現有電子地圖資源整合。

(一)重新產製

　　採用新拍航照影像，配合地面控制

點資料進行空三平差、影像數化、立體

測圖、正射影像產製、外業調繪、圖資

編輯等程序以完成通用版電子地圖。

(二)縮編處理

　　已建置都市計畫1/1000地形圖地

區，依據地形圖為基礎，透過航照取

得、空三平差、正射影像產製、圖資補

編繪等程序產製符合通用版電子地圖規

範的電子地圖。

(三)資源整合

　　尚未建置1/1000地形圖地區，除

了可採重新產製方式外，亦可採現有資

源整合方式建置通用版電子地圖；以

1/5000像片基本圖、縣市1/1000地形

圖、門牌底圖及相關電子地圖產品為基

礎，透過航照取得、空三平差、正射影

像產製、圖資補編繪等程序產製，若仍

有不足之圖層，依據「重新產製」方式

補繪。

肆、多元圖資製作電子地圖

　　通用版電子地圖共包含九大類15圖層，

資料建置方式採多元圖資整合概念進行製作，

需先依據用途廣泛蒐集可供使用之資料，優先

蒐集並整合現有公部門之屬性資料，分析適用

性，增進圖資完整、正確性。確認資料來源及

產製時間，以分析圖資內容、精度、坐標系

統、格式等是否適合通用版電子地圖製作之需

求。

一、通用版電子地圖基礎資料蒐集

　　通用版電子地圖製作所蒐集之基礎資料可

分為三大類，分別為航照影像、既有圖資及參

考圖資，對資料之用途、來源、產製年份進行

分析，並依作業需求，擬定優先申請類別。(如

表4)

二、通用版電子地圖之標準作業程序 

　　電子地圖之作業流程較為複雜，所需之基礎

資料眾多，產製方式有多種方式，產製之順序亦

有先後之別，須先研擬下述四個重要課題，包括

基礎資料蒐集與備案計畫、擬定圖層產製方式、

各圖層產製之先後順序，訂定完整之標準作業程

序(如圖2)，把資源作最好之分配利用，以增進生

產效率。

(一)蒐集電子地圖製作之基礎資料 

　　　在測區範圍蒐集現有航照影像、既

有圖資及參考資料，如有不足應擬定基礎

資料之備案計畫。

(二)擬定圖層產製方式

1. 圖層轉製：將既有圖資進行圖檔整合及

格式轉換，如行政界線、控制點等圖層。

2. 立體測製：由完成空三平差之立體模

形進行圖資數化，包含建物、河流(面)、

道路(面)、水庫湖泊、鐵路等圖層。

　　

3. 加值產製：利用已測製完成之成果進

行加值，包含正射影像製作、正射數化

(區塊)、中線數化(道路、河流)及程式產

生(道路節點)等4類。

4. 外業調查產製

(1)屬性調查：經由內業之向量圖資數化

完成後，進行外業之屬性調查，如道路

名稱、河流名稱。

(2)地標調查：調查地標之位置及屬性。

(三)各圖層產製之先後順序

　　在完成各圖層產製方式擬定後，即

可定出各圖層產製作業之優先順序，如

航照影像資料蒐集→立體測圖、圖層轉

製→加值產製→外業調查等。

資料分類 資料名稱 用途 資料來源 產製年份 優先申請

航照
影像

農航所航照影像 立測、正射 農航所 2007~至今 ☆

民間航拍影像 立測、正射(備案) 民間航拍公司 新拍

航測控制點 空三平差
自行佈設 新佈標

內政部高精度及高解析度DEM測製案 2005年 ☆

既有圖資 控制點、行政區域圖 圖層轉製 各圖資主管機關

參考
圖資

縣市門牌電子地圖

圖元屬性之基礎資
料

縣市政府 最新版 ☆

都市計畫1/1000地形圖 縣市政府 最新版 ☆

新世紀資通路網圖 交通部運研所 2005年6月 ☆

1/5000像片基本圖 內政部 最新版圖

其它地圖資源 僅供查詢參考 地圖供應商

各地標類之列管清冊 地標調查基礎圖資 台南縣市政府 ☆

省、縣、鄉道清查成果 道路(線)參考用 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 2002年 ☆

地籍圖 繪製分戶線 國土測繪中心 最新版

數值地形模型(5M) 正射糾正 內政部 2006年

數值地形模型(40M) 正射糾正(備案) 農航所

表4 通用版電子地圖製作所需基礎資料蒐集計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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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地標類型 地標類型 圖例

99100 政府機關 政府機關

警察局隊

99110 文教機構 學校

文化古蹟

99130 公共設施 公園

市場

99150 醫療保健 醫院

99190 交通服務 場站資訊

休息站

收費站

公有停車場

(四)各圖層產製之作業平台

　　作業平台分CAD及GIS二類平台工

具，原則上向量圖資之建置與編修均在

CAD平台完成，在完成CAD圖檔之檢核後

即轉為GIS資料庫，在GIS平台上繼續屬

性資料之建置與編修。

                圖2 電子地圖製作SOP流程圖

三、圖例設計，增進閱讀便利性

　　為提升通用版電子地圖之可讀性，應針對

特定的圖層圖元設計適當的圖例，統一的圖例

將有利於電子地圖的瀏覽與出圖應用。特別針

對地標資訊，提供包括政府機關、文教機構、

公共設施、醫療保健、交通服務等豐富資訊之

設施圖例。圖例設計之參考範例如表5，各種

圖例皆賦予適當的顏色或紋理符號，同時訂定

「圖例色碼表」，藉由R、G、B數值，可明確定

義對應顏色，便利使用者閱讀GIS資料庫圖層。

可應用於展示及出圖，亦可做為資料庫建置成

果檢核之參考。未來通用版電子地圖所建置之

GIS格式成果展示如圖3。

表5 標準圖例設計範例

伍、結語

　　有鑑於各界對電子地圖之迫切需求，內政

部國土測繪中心於2007年開始整合目前既有圖

資資源，進行通用版電子地圖之建置工作，預

計於2009年建置完成，以下歸納通用版電子地

圖建置工作之效益。

一、以多元圖資整合建置通用版電子地圖，
      提供各行各業使用

　　通用版電子地圖運用先進航遙測及GIS技術

並整合多元圖資進行建置，建置成果為一致性

框架的國家級地圖，主要是提供公眾獲取高品

質、地理空間數值和資訊，可應用於未來國土

規劃、國土復育、防救災及民生活動上，提供

決策支援、資源管理者和民間需求，達成國家

整體競爭力之提升。

二、未來國家級地圖的框架為1/2500通用版
      電子地圖

　　透過國家級地圖產製，使圖資資源能統合

且一致性。國家級地圖的框架主幹由1/5000像

片基本圖提升為1/2500通用版電子地圖，另依

應用需求以縮編方式供應1/25,000，1/50,000、

1/250,000及1/500,000四種不同比例尺供其他單

位使用。

三、公部門主導推動，民間業者執行建置

　　通用版電子地圖建置由中央機關主導推

動，相關圖資主管單位、直轄市及和地方縣市

政府共同配合提供地理空間資訊，委由民間專

業公司執行生產。

四、提升民間業者技術層次，發展加值應用
　　產品

　　通用版電子地圖建置，對民間業者之競合

關係屬良性發展，業者可以將資源及人力投入

地圖後製作工作，將通用版電子地圖加值為特

定用途之地圖，再出售給民間地圖使用者，因

此其技術層次將不再為圖資調查、製作及維

護，轉而為地圖處理技術廠商、擴充圖層加值

廠商、空間分析與處理應用廠商，更可配合硬

體廠商將地圖封包於車載機或行動式平台，與

國內廠商拓展全球性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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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照影像

空三平差成果

立體測製

建物、道路(面)、河流(面)、
水庫湖泊、鐵路等

CAD圖檔編修

CAD圖檔自我檢核

GIS資料庫建置

GIS資料庫編修

中線數化

道路(線)、河流(線)

圖層轉製

行政界線、控制點

既有圖層蒐集

正射數化

區塊

參考資料蒐集

正射鑲嵌

正射

程式自動產生

道路節點

GIS資料庫自我檢核

外業調查

地標、資料庫屬性

通用版電子地圖

圖3 城區電子地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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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為有效利用國土資源，妥善管理土地相關

資訊，內政部自1990年起訂立「國土資訊系

統」發展目標，期以國家級之策略加速國土資

訊的整合應用，協助整體經濟、民生、公共建

設之成長，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力。土地利用為

社會經濟進化的整體現象，隨著社會化所帶來

的人口群集，土地使用現況也透過各種開發活

動，由自然生態逐漸轉型為農工商業型態。為

協調「人類」與「環境」的平衡關係，兼顧建

設發展與生態保育，有效利用國土資源，必須

對土地使用現況進行全面性的瞭解，作為國家

整體經建藍圖的基礎資訊，從而對土地資源作

合理的利用，達到「地盡其利」的目標。

　　

　　有鑑於土地使用規劃的殷切需求，內政部

於1992~1995年間辦理完成台灣地區國土利用

　　台灣曾於1995年辦理完成第一次全國性國土利用調查，然而土地利用的變化
迅速，前期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已無法符合現今的規劃需求，進行國土資訊更新實
為刻不容緩之工作。由於近年來空間資訊技術的發展，航遙測影像資料可方便取
得應用，因此自2006至2008年，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推動第二次國土利用調查，
主要藉由運用航遙測技術，進行影像判釋與實地調查(以下簡稱本計畫)，並配合地
籍圖、地形圖等參考資料，增進資料更新之效率。國土利用調查可確實掌握國土
利用現況，充實國土資訊系統基本資料庫，以期滿足各主管機關國土規劃管理之
需求。本計畫為技術多元之性質，本文主要就執行過程中，各作業階段流程之技
術要點，彙整工作規劃與執行實務經驗提供參考。

現況調查，動員中央及地方人力，以地政資料

為基礎針對土地使用情形進行全面性普查，獲

得土地利用邊界及屬性資料，並轉入地理資訊

系統資料格式。實際成果對於當時「國土綜合

開發計畫」之政策規劃、國土利用管制助益良

多。

　　隨著時間的演進與社會環境發展，土地利

用的變化迅速，歷經10年變遷的前期國土利

用調查成果已無法符合現今的規劃需求，進行

國土資訊更新實為刻不容緩之工作。加以近年

來空間資訊技術的發展，航遙測影像資料可方

便取得應用，因此內政部在具體作為上持續推

動「國土資訊系統計畫－基礎環境建置第二期

作業」，研訂「國土利用調查」子計畫，預計

2006-2008年由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分年執行

關鍵詞：國土利用調查、航照影像、衛星影像、地籍圖、影像判釋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正工程師／吳錫賢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技術經理／鄭宏逵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地形及海洋測量課／測量員／黃英婷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地形及海洋測量課／測量員／黃琦聆
1 2 3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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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1）。主要規劃重點於運用高解析航遙測

影像，掌握國土利用現況，配合地籍圖、地形

圖等資料，充實國土資訊系統與土地基本資料

庫，以期滿足各主管機關國土管理之需求。

                   
圖1  各年度作業範圍示意圖

貳、台灣地區土地利用概述

　　台灣地區的土地利用型態，依據地形、海

拔及主要使用型態大致可分為三類：

一、都市地區

　　

　　工商業活動熱絡的高密度發展區，因人口

群集而形成都市型態，交通網絡便捷，其地理

環境多屬於平原或盆地地形，土地利用以住

宅、商業、工業為主。人口集中造成各都市地

區範圍向外擴張，並有逐漸整合為大型都會區

之趨勢。而都市地區須特別注意工商業所帶來

的環境影響，例如空氣污染、水污染及土壤污

染等公害問題。

二、鄉村地區

　　

　　鄉村地區主要分佈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之

非都市地區，地理環境多屬平原與丘陵。平原

區域長期以來一直是台灣農業精華帶，土地利

用即以農業為主。然而由於都市土地難求，工

業發展以專案方式於各鄉村區進行開發，造成

工業區呈點狀分佈於鄉村地區。而丘陵地之不

當開發將造成環境品質危害，進而帶來水土保

持、水資源供需失衡影響。

三、森林地區

　　森林地區主要指位於海拔1000公尺以上

之地區，多屬國有林班地、保安林地、試驗林

地及山地保留地，總面積約占全台灣地區的

47％。隨著國內休閒風氣日盛，森林地區之新

興開發近來多以觀光遊憩目的為主，須注意生

態維護、林地涵養與坡地保育，對各種可能發

生的災害進行先期防治。

  

參、工作程序

　　本計畫工作流程如圖2，各項準備程序皆經

過品質管制之機制把關，避免誤差累積。土地

使用分類依據內政部「土地使用分類系統」第

Ⅲ級103種類別辦理。

肆、航遙測影像使用策略

　　本計畫構想係利用航遙測影像之豐富資

訊，搭配參考圖資與外業調查，迅速獲得最新

之國土利用調查成果。考量影像判釋進行之可

達程度與效率，實際執行時應決定影像類型和

使用策略，分析如下：

一、航照影像

　　航照影像具備地面解析度（Ground Sample 

Distance, 以下簡稱GSD）特高的優點。行政院

農委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以下簡稱農航

所）每年定期從事航測製圖與資源調查等工

作，並提供民間工程規劃辦理申購使用。農航

所依據台灣地區1/5000像片基本圖圖幅進行

南北航線規劃，使用RMKTOP 15/23寬角航空

像機（焦距約15公分），拍攝像片比例尺約

1/17000，自2004年起航空影像皆以14µm解析

度進行掃瞄，GSD約為24公分。

二、衛星影像

　　目前可取得之高解析度光學衛星影像，且

符合本案基本圖比例尺1/10000圖幅範圍內GSD

要求3公尺內之衛星種類計有5種：SPOT-5、

FORMOSAT-2、IKONOS-2、Quic kB i r d、

WorldView-1。除地面解析度條件外，並應就其

精度、取得時效、像幅、和涵蓋審慎評估（詳

表1）。

表1  航遙測影像圖資比較表

三、航照為主、衛照為輔

　　本計畫須由影像判釋至第III級分類，解析

度越高的影像對於判釋之正確性越有助益，由

表1可知農航所航照影像GSD達24公分，為各類

影像之冠，涵蓋率高，含雲量低，且可使用立

體像對判釋，故列為最優先之選擇。基本圖比

例尺1/5000圖幅範圍內將以航空影像作為影像

判釋主體資料，基本圖比例尺1/10000圖幅範圍

內，則使用SPOT-5或FORMOSAT-2影像輔助。

伍、航照立體模型重組

　　航照立體模型重組在於提供立體判釋階段

必須使用之立體模型，而GPS輔助空中三角測量

可解算投影中心坐標來重組立體模型。本計畫

除了在空中三角測量方法之外，亦採用近期研

發之「單像定位模式」，達到快速解算、提升

效率之目的。

種類
處理
等級

GSD
(m)

平均
含雲量

像幅
寬度

最大
視角

優點

農航所

航照影像
原始影像 0.24 低於1% 3.9km  5°

 1.立體像對判釋
 2.解析度特高

SPOT-5 正射影像 2.5 5% 60km  30°
 1.涵蓋率高
 2.價格較低
 3.具NIR波段FORMOSAT-2 正射影像 2.0 5% 24km  40°

IKONOS-2 正射影像 1.0 10~20% 11km  45°

 1.解析度中等
 2.具NIR波段

QuickBird 正射影像 0.6 10~20% 16.5km  27°

WorldView-1 正射影像 0.5 10~20% 17.6km  45°

圖2  工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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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各種土地使用類別坵塊之數值檔。為確保本

計畫判釋成果之應用價值，並考量各類作為判

釋作業依據圖資之差異性，依據本計畫作業規

範訂定之最小圖面單元說明如表4。

一、GPS輔助空中三角測量

　　國內外學術研究及實務上均證實GPS

輔助空中三角測量不僅在精度及可靠度與

傳統空三相當，並且可以減少大量之地面

控制點，正是解決本計畫作業山區控制不

足的良好方法。空中三角測量工作主要可

分三步驟：步驟一為使用工作站量測航照

影像間的連結點；步驟二是加入地面控制

點約制；步驟三則利用空三解算軟體進行

整體平差計算，完成三步驟後獲得投影

中心之外方位元素（X、Y、Z、Omega、

Phi、Kappa），即可重建各立體模型，供

後續立體判釋利用。

二、單像定位模式

　　單像定位模式作業流程分為兩步驟：

步驟一利用影像控制區塊代替地面控制

點，於待解算影像上量測與影像控制區塊

共軛之點位，作為影像外方位參數解算之約制

條件；步驟二透過單像後方交會之數學模式，

計算投影中心之外方位元素，即可重建各立體

模型。

　　影像控制區塊資料，建置基礎為過去已完

成空三之航照影像，藉由保存控制點及特徵點

之影像區塊（如圖3），做為類似於佈標點之

用途。當相同地區新航測任務執行時，具備三

維坐標資訊的影像控制區塊，即可代替外業佈

標、測量的控制點，於待解算影像上量測與影

像控制區塊共軛之點位，此步驟相當於空中三

角測量作業之控制點量測，但此方式之優點在

於取得影像的地面約制條件相當有效率，並可

省卻外業測量所費之時間、人力與成本。單像

定位模式確實可大幅提升航照影像立體模型重

組作業之效率，其正射影像之精度與傳統空三

定位成果產製之正射影像之相較下，中誤差約

0.5公尺，若以正射影像解析度換算相當於1個像

素，已可符合底圖編繪精度之要求。

圖3 單像定位模式－待解算影像之影像控制區塊量測圖

陸、正射影像製作

　　航照影像經空三平差解算投影中心之後，

即可使用數值地形模型資料（DEM）進行正射

影像製作。製作正射影像所需之DEM資料使用

台灣地區之20公尺網格資料，影像GSD設定為

50公分，並以1/5000像片基本圖圖幅為單位，

採單張單幅之方式製作。正射影像可提供立體

判釋之備援，並可提供分類底圖數化與檢核審

查之參考影像。

柒、參考圖資整合與分類底圖數化

　　分類底圖之製作原則在於參考影像與各式

圖資之相符程度，適當取捨並進行數化，以完

一、參考圖資之彙整
　　

　　執行本計畫所蒐集之參考圖資詳如表5。參

考圖資由於來源眾多，檔案格式不一，為便於

參考圖資於AutoCAD環境之使用，依據以下步驟

統一彙整。

(一)格式轉換：參考圖資包含有

ArcInfo、ArcGIS、MapInfo等GIS格

式，其各種分類界線皆透過應用軟

體先輸出為dxf格式，再轉為dwg格

式。

(二)坐標系統轉換：清查各參考圖

資之原有坐標系統，如非為TWD97

坐標系統（目前清查多屬TWD67系

統），則依據坐標轉換程式進行轉

換。

(三)屬性註記轉換：由於參考圖資

之部分重要屬性儲存於屬性資料表

中，於AutoCAD環境讀取不便，因

此將原始GIS格式之重要屬性資料以

文字註記（Annotation）之方式轉出

（dxf與dwg），再分別插入分類界

線dwg圖檔中，以清楚判別各坵塊之

原始屬性。

二、影像數化

　　分類底圖製作以人工數化方式

為主，參考經空間定位且糾正完成

之航照正射影像，套疊相關參考圖

資，由作業人員判斷分類界線之位

置後直接數化（圖4）。而在都市地

區，則可參考大比例尺地形圖建物

層之線條或地籍線進行分戶數化，

能兼顧效率及底圖之精確性。

範圍 道路 建物 其它

A區：位於1/5000基本圖圖幅範
圍內，且納入都市計畫之鄉村
區、工業區、特定專用區

寬度大於
4m

範圍大於
5m×5m

範圍大於
5m×5m

B區：位於1/5000基本圖圖幅範
圍內

寬度大於
4m

範圍大於
10m×10m

範圍大於
25m×25m

C區：位於1/10000基本圖圖幅範
圍內

寬度大於
4m

範圍大於
10m×10m

範圍大於
50m×50m

項次 圖資名稱 項次 圖資名稱

1 地籍圖 9 行政區界圖

2 1995年國土利用調查成果 10 水利署土地利用資料

3 國有林班資料 11 地調所崩塌地及廢棄土區

4 內政部1/5000地圖 12 地標資料

5 都計圖或大比例尺地形圖 13 農糧署水稻坵塊資料

6 營建署使用分區 14 民間電子地圖

7 營建署都計地形主題圖 15 台閩地區古蹟及觀光資料

8 交通路網 16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資料

表4  最小圖面單元

表5  參考圖資一覽表

圖4  地籍資料套疊情形與影像數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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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影像判釋

　　經由重組之立體模型即可於各分類坵塊內

之土地使用情形進行判釋。影像判釋之基本因

子有形狀、大小、色調、顏色、組織、排列、

陰影、立地與相關性等因素。判釋時，少數類

別可就以上一項或數項立即判認物體，但大多

需要依據多項參考資料始能正確判別物體；如

無法明確判別，則需至現地調查正確分類屬

性。本案第Ⅲ級多達103種類別，由判釋專家

辦理訓練，使判釋人員確實瞭解土地使用分類

系統以及分類原則，統一判斷標準。外業調查

之成果也將回饋給內業判釋人員，修正判釋經

驗，並提高判釋正確率。

玖、土地利用分類之判釋編碼處理
　　作業

　　判釋屬性之標註於AutoCAD平台建置作業環

境，方便資料標註、編輯及後續GIS屬性資料格

式欄位之對應。於CAD底圖判釋階段，應完成工

作要點如下：

一、各坵塊之判釋屬性標註

　　於AutoCAD底圖檔已設定103種分類圖元

（block），圖元以土地分類系統第Ⅲ級之中文

縮寫名稱表示，圖元名稱（block name）則以第

Ⅲ級分類代碼（數字六碼）命名，達到判釋圖

元「易讀、易識」之原則，並便於後續GIS轉檔

之分類代碼擷取。本計畫已開發「判釋屬性標

註」應用程式，提供下拉式選單，以點選後可

驅動於AutoCAD環境中插入選取之分類圖元，並

由作業人員將圖元插入點置於該坵塊範圍內，

即完成判釋屬性標註。

二、CAD圖面清理作業

　　CAD底圖之坵塊應求完整封閉，並避免微小

多邊形之出現。各線段應求明確連接（snap），

並將超出（overshoot）與未接（undershoot）之

情形加以改善，除妥善利用AutoCAD之圖面清理

工具外。本計畫已自行開發「CAD圖形清理暨封

閉檢核程式」圖形檢核程式，可由索引視窗自

動標示圖形閉合有誤之坵塊，並連動AutoCAD視

窗自動移至待編修位置，逐一過濾有誤之圖形

進行修正。

三、坵塊與屬性之一對一檢查

　　GIS成果轉檔前應就CAD成圖中之「閉合坵

塊」與「分類圖元」作一對一檢核，本計畫已

開發「CAD坵塊與屬性一對一檢核程式」可針對

CAD成圖之常見錯誤態樣自動檢核，務使成圖之

各封閉坵塊圖形與分類圖元能確保正確對應。

拾、實地調查之進行

　　由於都市建築混合使用之比例極高，航照

影像立體判釋於都市密集區有其限制，因此須

辦理全面性之外業調查，以確保都市土地使用

分類之正確性。調查成果精準度與提高調查速

度間取得平衡點，重要策略包含：由點而面最

佳化的外業調查方式、放大調查底圖比例尺、

引入科技化的調查工具、試辦快速的車輛錄影

調查（如圖5）。

拾壹、GIS成果整合作業

　　採用ESRI公司ArcGIS 9軟體作為GIS成果整

合作業工具，除視作業需求編寫巨集語言協助

資料處理外，並自行開發提供檔案格式轉換以

及成果品質檢核所需之應用程式。以CAD為基

礎進行判釋作業，配合規格需求，其成果將整

合至GIS資料庫供後續加值應用。作業步驟包含

GIS檔案轉換、屬性欄位處理、坵塊整併、圖例

設定、出圖及格式轉換等六個項目，說明如下

（如圖6）：

　　　

                  
 圖6  GIS成果製作示意圖

一、判釋成果CAD檔轉換為GIS之Shape File

　　利用【CAD Lines to Polygon Features】工

具，將CAD之邊界線與屬性點位，經過多邊形與

屬性連結的處理，製作成具有判釋成果屬性之

封閉多邊形坵塊。

二、GIS屬性欄位處理

　　

　　前步驟完成的GIS檔案內，各判釋單元皆為

多邊形(Polygon)型態且連結至判釋成果屬性資

料表，資料表架構如表6。

表6  土地使用分類成果屬性欄位表

三、圖形坵塊整併

　　GIS成果整合作業應將同一分類代碼之多

邊形區域整併為一個多邊形區域，這樣的成果

提供了土地利用調查成果更佳的可讀性。利用

【Dissolve】整併工具，設定LCODE_C3（第Ⅲ

級分類屬性）欄位值作為整併依據。

四、套用色碼表設定

　　提升本計畫土地利用調查成果之可讀性，

判釋作業成果於出圖過程中，將賦予各別的土

地利用類型適當的顏色。所需的顏色或紋理定

義將依據第一期計畫所制定之標準。原則上將

設定各土地利用坵塊顏色，藉由R、G、B數值，

可明確定義對應顏色。為確保各圖幅套用色碼

之一致性，並提升後續相關出圖作業之效率，

本計畫已製作圖例設定檔，並儲存為ArcGIS軟體

之＂layer file＂(國土利用.lyr)，可供後續成果圖

層直接套用設定值。

圖6  GIS成果製作示意圖

欄位名稱 中文名稱 型態 長度

ID 資料鍵值 Integer 6

LCode_C1 第Ⅰ級分類代碼 Char 2

LCode_C2 第Ⅱ級分類代碼 Char 4

LCode_C3 第Ⅲ級分類代碼 Char 6

METHOD 判釋作業方式 Char 1

DATATIME 成果產製時間 Char 6

IMTIME_F 參考判釋影像起始時間 Char 6

IMTIME_T 參考判釋影像截止時間 Char 6

圖5  提昇效率的多元調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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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圖面整飾及出圖檔製作

　　針對套用顏色圖例之判釋成果圖之出圖需

求，本計畫已依據第一期計畫成果規定之「出

圖樣版」作為所有出圖作業的準則，樣板內包

含圖名標示文字、國土利用圖例、指北方向、

比例尺圖形及比例尺說明文字，並於圖幅外框

加註坐標數值、坐標格點等圖面整飾元件，出

圖樣版並於ArcGIS軟體中存檔供後續應用。

六、檔案格式轉換

　　依據本計畫規格需求，成果檔案除製作ESRI 

Shape File格式外，尚需轉換為MapInfo(MID/

MIF)、AutoCAD(DXF)及內政部地形圖資料庫交

換格式(SEF)檔案。

　　本計畫已制定國土利用調查作業成果GIS整

合之標準作業程序，可大部分涵蓋上述六大處

理步驟之所需，並藉由ArcGIS軟體之Model（模

式化）功能，編寫資料整合作業模型，進行資

料的自動化處理，減低人為介入可能發生的錯

誤，同時提升作業效率。

拾貳、統計報表製作與詮釋資料

　　在國土利用GIS資料庫建置完成後，同步製

作統計報表將使本計畫得以提供更多元的後續

應用，提升整體資料價值。統計表皆由電腦程

式讀取成果屬性後進行加總計算，並將統計成

果填寫於Microsoft Excel文件內，藉由試算表軟

體功能可進行後續文書處理、製作統計圖形等

工作（圖7）。　　

　　

　　內政部訂定了國土資訊系統（Nat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NGIS）地理

資料詮釋資料標準－TWSMP（TaiWan Spatial 

Metadata Profile）。基於建構開放式地理資

訊系統（OpenGIS）環境中具空間特性資源

（GeoResource）之描述需求，內政部所訂定之

詮釋資料標準（TWSMP）引入了國際標準組織

（IS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

編號ISO 19115之詮釋資料標準，並依照我國

國情選擇其中符合需求之詮釋資料項目。詮釋

資料標準（TWSMP）內容包含識別資料、限制

資料、資料品質資訊、空間展示資訊、供應資

料、範圍資料、維護資料、引用資料、參考系

統及其他資訊等10大項目。

拾參、成果應用

　　本計畫數值成果為GIS資料格式，可於套疊

航遙測正射影像與DEM進行分析與應用。圖8

顯示使用ArcGIS Explorer(AGX)之應用實例，與

Google Earth同樣強調3D功能的展示與查詢，同

時可針對GIS處理與分析功能進行客製化工作。

　　

拾肆、結語

　　台灣地區使用航遙測影像辦理國土利用調

查作業，建置作業即將完成。本計畫數值成果

格式經妥善規劃，可協助未來國土資源管理的

有效利用與永續經營。以下列數項心得與結

論，作為持續為國土利用調查工作貢獻心力之

註解。

一、航遙測影像判釋可達成任務

　　有別於往年土地利用調查工作，以人員全

面現地調查為主的方式，本計畫以航照影像為

主，在訂定分類標準後，藉由受過專業訓練的

影像判釋人員，可達成國土利用判釋目標。

二、立體影像判釋可提升成果之可靠度

　　秉持「立體判釋為主、單像判釋為輔」的

理念，在作業過程中驗證了除用於傳統製圖任

務外，立體觀測所提供的高程變化、三維資

訊，搭配影像的紋理、顏色後，將可大幅提高

土地利用判釋成果之可靠度。

三、外業調查不可或缺

　　在詳盡的國土利用分類規範下，例如建築

使用、公共使用等類型的土地，仍無法完全在

影像上獲取所需的資訊，故以人力進行的外業

調查作業仍為補齊建物使用屬性的可行方案。

四、資料的有效利用有賴調查成果的流通與
　　共享

　　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可作為政府施政的基礎

參考資料，在民間亦可衍生出多樣的應用層

面，本計畫已建置詮釋資料，藉由國土資訊系

統的流通機制與成果維護資訊系統的建置，將

可發揮此一調查成果的最大效益。

五、成果資料的後續更新亦應列入重要工作

　　國土利用調查皆可充分反映當時的國土利

用狀況，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與工商建設步調

加速，成果資料如何在較短的時間內持續更

新，而非僅期待數年後的資料全面重建，亦為

本項資料能否受到信任之要素。

圖8  國土利用調查作業數值成果應用範例

圖7  土地使用分類統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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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台灣地區隨著社會與經濟進化的整體現

象，社會化過程帶來的人口群集效應，也在土

地使用變動中留下各種開發活動痕跡，由自然

生態逐漸轉型為農工商業型態中，在兼顧建設

發展與生態保育上，有效利用國土資源及追求

「地盡其利」的目標，必須對土地使用現況及

變遷上有全面性的瞭解，才能協調出「人類」

與「環境」的平衡關係，國土利用調查成果，

為展示台灣進步的最佳指標。

　　鑑於台灣地區地用規劃的殷切需求，內政

部於1992~1995年間辦理完成台灣地區國土利

用現況調查，動員中央及地方人力，以地政資

料為基礎針對土地使用情形進行全面性普查，

獲得土地利用邊界及屬性資料，並轉入地理資

訊系統資料格式，實際成果對於當時「國土綜

　　土地利用為人類與土地互動過程中，表現於空間的具體型式。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

政經發展條件及自然環境因素，導致不同的土地利用型態，國家的現代化程度越高，對國

土利用調查的依賴程度及應用範疇也越廣。確實掌握國家土地利用現況，始可擬定正確及

具前瞻性的國土規劃。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自2006年起推動第二次全面性國土利用調查，配合陸續完成之

成果資料，同步開發國土利用調查成果管理維護系統，並架構網際網路（Internet）以網站

方式呈現，提供民眾利用瀏覽器認識國土利用調查作業、查詢調查成果及瀏覽作業過程訊

息，並提供管理者進階資料更新功能。在資料更新部分，設計以主從式(Client/Server Archi-

tecture)架構供管理人員使用，並辦理更新維護及成果載入，另以PDA外業調查輔助系統提

供國土測繪中心人員外業檢核使用。

合開發計畫」之政策規劃、國土利用管制助益

頗大。隨著全球經濟的蓬勃發展，土地利用的

變化加快且日趨複雜，致使之前資料已不敷使

用，因此2006年起辦理了第二次的全國性土地

使用分類調查，主要目標乃是使所生產國土利

用調查成果的資料規格與品質，能滿足國土計

畫及其他相關決策分析與應用研究之需求。

　　為配合完成之國土利用調查成果資料，內

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構思開發國土利用調查成果

管理維護系統，以網站方式提供民眾利用網路

瀏覽器認識國土利用調查作業、查詢土地利用

調查成果，並可從相關網頁中認識土地利用判

釋過程及作業方式，以及提供管理者多種進階

功能，例如資料更新、空間統計、3D國土利用

現況展示、PDA外業調查輔助工具等，期以完

整資訊架構滿足產、官、學、研等不同需求面

相。

關鍵詞：國土利用調查、空間資料倉儲、Landuse、WMS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正工程師／林伯勳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副理／李信志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地形及海洋測量課／測量員／傅秉綱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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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需求分析與環境架構設計

　　分析業務單位相關作業需求，初步歸納出

需求面計有「國土利用調查成果推廣網站需

求」、「系統管理需求」、「進階圖資查詢及

統計需求」、「圖資維護更新需求」、「外業

查對圖資下載需求」及「PDA現場查對需求」等

六項，茲將各需求目標簡述如下：

一、國土利用調查成果推廣網站需求

　　

　　利用網際網路力量，宣導國土利用調查緣

由、作業過程、調查成果、判釋原則、土地利

用現況圖資查詢等內容，並建立與外界溝通管

道，另在瀏覽源上提供英文網頁、兒童網頁、

無障礙網頁規劃以區隔不同閱讀者。

二、系統管理需求

　　設有帳戶權限設定功能、意見信箱回覆及

訊息維護功能等，另配合Web GIS網路資源控

管，對於系統同時上線人數及可允許操作閒置

時間等限制，均能採用瀏覽器操作平臺進行管

控。

三、進階圖資查詢及統計需求

　　對一般民眾提供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展示，

對進階需求者提供歷年土地利用調查成果套

繪、查詢、統計及成果輸出功能，並能以小範

圍之類3D成果展示，協助專業人士分析國土利

用變遷研究。

四、圖資維護更新需求

　　

　　提供其他單位(例如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經濟部水利署)之土地利用調查資料匯出入功

能，使外單位調查資料之位相關係及屬性正確

性能與國土測繪中心成果保持一致。 

五、外業查對圖資下載需求

　　提供管理機關匯出土地利用外業查對資

料，並可指定目標區資料封包及下載功能，以

供外業PDA調查時使用。

六、PDA現場查對需求

　　

　　配合更新維護機制，可動態提供土地利用

變遷監測修訂之基本資料，快速反應國土變

化、潛在違規及國土保安問題所在區域，外業

人員前往現地後，在依據案件的特性進行空間

查詢、現地拍攝及空間資料繪製等工作。

　　為能配合國土測繪中心現有GIS軟硬體架

構，配合本次作業需求所添加之軟硬體規劃如

圖1所示，主要GIS網際網路瀏覽服務項目可歸

納為「國土利用調查成果推廣網站」、「管理

系統子系統」、「圖資查詢子系統」三個次系

統，開發工具為ESRI ArcGIS Server，除能提供

WMS (Web Map Services)服務外，在類3D功能上

亦支援Arc Globe及Google Earth KML服務。第二

類需求規劃由桌上型GIS軟體開發，歸納為「圖

資更新子系統」及「外業查對系統輔助」，採

用軟體為ESRI ArcEditor，負責對空間資料庫匯

入匯出及管理平台。對外業查對掌上型行動裝

置GIS需求，所採用軟體為國產SuperPAD軟體，

並將需求規劃為「現場查對輔助系統」。

參、系統架構及設計概念

　　為配合物件導向程式開發，系統設計階段

即採用物件導向式的方法進行。在初步設計階

段，採用系統循序圖(System Sequence Diagram，

簡稱SSD)顯示物件間彼此的互動關係及相互交

換的訊息。SSD為統一建模語言規範(UML)的一

種元件，在系統設計過程中採用循序圖以於說

明系統執行時參與者與物件之間的內部互動。

SSD主要在表達作用者與系統間的互動關係，並

以類似時間軸(Time line)的方式表達作用者所發

出的動作及系統所產生的回應。

　　各系統依開發目標、需求特性、應用系統

元件類別及其操作平台不同而區分，簡單描述

重要次系統架構及設計理念，例如「國土利用

調查成果推廣網站」依性質區分如圖2架構，表

示各網頁不同瀏覽動線及內容。

　　針對「圖資查詢顯示子系統」開發，以協

助使用者由系統能迅速查詢國土利用成果資

料，同時套疊範圍內之交通路網、地籍資料、

地形圖、正射影像圖等多功能地理資料庫資訊

為目標，並納入考量資料庫之正確性、完整性

及資料保密規定等。在地圖功能上，規劃包括

地圖的放大、縮小、平移、比例尺設定、前一

畫面、動態坐標、鳥瞰視窗以及成果圖的預覽

Storage Area 
Network(SAN)

 AP Server

 AP Server

IWS

Arc SDE

 AP Server

Arc IMS

 AP Server

DMZ

DB Server

Oracle 10g
 Spatial

 AP Server

MapGuide

Web Browser

ArcGIS Desktop

ArcGIS Explorer
Google Earth

AP 

AP

圖1 國土利用調查成果管理維護系統軟硬體架構

圖2 國土利用調查成果推廣網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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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圖資更新流程部分，採用資料分年分

區域建置模式，增加資料調查年份與資料來

源之屬性，使用者可填入該次資料來源與調

查日期，進行圖資更新之作業。在系統處理

模式的建立方面，將採用主從式(Client/Server 

Architecture)架構供管理人員使用，採用ESRI 

ArcEditior平台開發圖資更新子系統，其屬於

個人電腦單機版之商業軟體，提供後端處理人

員，經由客製化介面進行圖資更新及轉入、轉

出之動作，次系統架構如圖5所示。

                

肆、資料庫規劃與效能調校

　　國土測繪中心依現有資料庫內容及未來系

統使用效率而區分為「網路服務端資料」、

「Oracle Spatial端資料」及「ESRI SDE端資料」

三個資料群組。「網路服務端資料」主要是儲

存本系統所需之高程資料(例如DEM)，因為資料

龐大，也需不定期執行Cache建立工作，如果置

於網路服務點外，可能佔用大量網路頻寬而使

相關系統效能降低。「Oracle Spatial端資料」

主要是連結國土測繪中心現有地段及地籍資料

庫，透過Direct Access方式讀取。其他相關背景

資料及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則是直接由ArcGIS 

Server網站伺服器直接存取國土測繪中心SDE資

料庫。本文應用系統運作所需資料庫，按照資

與輸出，也須具備有長度及面積計算與多筆選

取統計之功能。藉由地圖上點選各類別圖層資

料查詢屬性，也可以由文字屬性資料來查詢該

資料所對應的地理位置，系統同時提供簡單且

多樣化之空間定位、搜尋與資料查詢功能，若

登入者擁有指定的特殊權限，另可執行額外的

國土利用空間統計功能與報表輸出，圖資查詢

顯示架構如圖3所示。

              圖3 圖資查詢顯示子系統功能架構圖

　　外業查對作業流程規劃構想如圖4，外業查

對輔助系統可分為PC端及PDA端兩大部分，PC

端的應用程式屬於Client/Server架構，除了與國

土利用調查成果資料庫連接外，與PDA端間的資

料交換可透過PDA基座進行。

料庫特性可區分以下五類：

˙背景圖層資料庫：現存於空間資料倉儲之行

政區域、交通路網、圖幅索引、地標、交叉路

口等圖層及存於Oracle Spatial之地段與地籍圖

層。

˙數值高程資料庫：5M數值高程資料，以網格

型態匯入儲存於空間資料倉儲中，可套疊國土

利用調查資料，執行高程查詢與3D展示。

˙國土利用調查資料庫：包括本次(95年度地用

調查)國土利用調查資料、1995年度調查資料與

林務局及水利署之相關調查圖資，儲存於空間

資料倉儲中。

˙推廣網站資料庫：「國土利用調查成果推廣

網站」運作所需資料表包括「訊息公告」、

「檔上傳」及「留言版資訊」等等，儲存於

Oracle 10g內。

˙系統管理資料庫：「系統管理子系統」及推

廣網站後台管理維護系統相關資料表，如「系

統用戶」、「管理權限」、「網站管理功能代

碼」等資料表。

　　本系統預計納入資料庫項目眾多，達到指

定之功能開發與資料匯入等工作並無困難，但

在考慮系統使用效能及資料庫未來擴充性，必

須在開發前預先考量資料庫效能提昇構想及後

續資料庫更新維護構想，說明如後。

一、大量GIS向量資料之效能提昇

　　

　　對空間資料管理機關而言，大量地理資料

之儲存與管理為機關重要課題之一，在GIS發

展初期，資訊系統所能存取之圖元有所限制，

因此開發出各種不同空間資料管理介面(Map 

Libraries)，早期是將圖元切分為不同的網格

(Tiles)，當查詢及展示時才萃取相關檔案載入系

統，如今資料庫系統快速發展，各種地理資料

庫檢索方式也實際應用於關聯式資料庫中，以

Oracle Spatial為例，其空間索引方法為R-Tree或

Quadtree，而ESRI ArcSDE所採用之空間索引方

法為Multi-Level Grid。由於歷次國土利用調查

成果豐碩，配合上述相關圖資，範圍涵蓋全國

地區，因此在空間檢索上，需利用較優之資料

庫存儲格式，考量國土測繪中心現有GIS系統之

相容性與未來擴充性，本系統空間資料庫採用

ArcSDE compressed binary + Oracle之架構，可在

兼顧大部分GIS軟體互通性之情況下，達到最大

使用效益。

二、高程資料讀取之效能提昇

　　若將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套繪於地形高程

上，更能顯示高程變化與土地利用之相互關

係，然而台灣地區數值高程資料龐大，以40M網

格DTM為例，若製成矩形方陣後，點數高達5千

5佰萬個點數，造成資料讀取、運算及展示上之

困難，連帶對3D展示上造成效能不彰，日後如

匯入台灣地區5M高程資料後，更可能造成系統

無法負荷情形。

　　為能使高程資料庫在資料萃取及顯示功

能，以GRID方式建置於ESRI SDE或WEB專屬伺

服器內，提供小比例尺高程查詢及展示，並在

ESRI ArcGoble或ArcCatalog下建置Cache空間，

增加系統展示效能，展示成果如圖6所示。

 
    

圖6 台灣地區數值高程資料套疊衛星影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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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圖資更新子系統

圖5 圖資更新子系統功能架構圖

  圖4 外業查對作業流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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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版本之虛擬疊合與整併

　　本文建置之空間資料庫內容包括內政部於

1995、2006及2007等年度所辦理之國土利用調

查成果，並匯入林務局及水利署提供之林班地

與河川用地等調查資料，日後更允許納入後續

修測之土地利用調查資料，因此不同時期測製

資料彼此具有空間相互疊合的關係。因此在資

料庫設計階段納入版本控制(Versioning)設計觀

念，採新版匯入及舊版匯出歷史資料庫方式設

計，並加附時間序列(Temporal)因數，更能配合

國土測繪中心日後資料維護更新作業。另一個

資料應用技巧上，在軟體端設定歷次土地利用

之圖層透明度(Transparency)，使新舊資料間的

變化更容易觀察。

伍、系統開發成果說明

一、國土利用調查成果推廣網站

　　

　　網站設置相關工作執行與建置成果說明推

廣網頁，並開發WebGIS 以提供調查成果調查統

計及相關圖資顯示等功能。網站主要內容以正

體中文呈現，同時製作英文與兒童版網頁，以

滿足不同族群之瀏覽需求，推廣網站中文版及

兒童版頁面如圖7所示。

二、系統管理子系統

　　系統管理子系統主要提供管理人員進行帳

號及權限之管理，包括帳號的新增、修改、刪

除與權限設定；進階功能及圖資須開放權限之

帳號才能使用或瀏覽。同時為監控網站是否正

常，避免因異常使用影響網站運作，以及管理

系統應提供登入統計、使用者紀錄查詢與錯誤

紀錄查詢，以圖8為例，各用戶權限及用戶等級

設定，皆有管理頁面供系統管理者設定。

三、圖資查詢顯示子系統

　　提供交通路網、地籍資料、地形圖、正射

影像圖等多功能地理資料套疊顯示，並有簡單

且多樣化之空間定位、搜尋與資料查詢功能。

若登入者擁有指定的特殊權限，另可執行額外

的國土利用空間統計功能與報表輸出各功能，

查詢頁面及統計成果顯示如圖9所示。

四、圖資更新子系統

　　主從式架構供管理人員使用ArcEditior平

台，經由客製化介面進行圖資更新及轉入、轉

出，系統開發成果如圖10所示。

五、外業查對輔助系統

　　本項功能提供資料封包下載，使用者可經

由圖資處理子系統之介面，選取特定區域之範

圍，將該目標區內之圖層及相關屬性資料轉出

儲存於PDA內(如圖11)，透過PDA安裝之客製化

軟體，可協助外業人員手持PDA赴外業進行調查

與查核之工作。

圖7 國土利用調查成果推廣網站兒童版及中文版面

圖8 系統管理子系統登入與操作畫面

圖9 圖資查詢顯示子系統操作畫面 圖10 圖資更新子系統資料匯入操作介面



3

94 │No.79│ July, 2008 

專
題
報
導

3

No.79│ July, 2008 │95 

專
題
報
導

六、現場查對輔助系統

　　作業人員前往查對時，為能快速獲得目前

位置與待查對點的相對位置，PDA端提供以國

土利用調查成果為底圖的GPS定位功能，將目前

位置及待查對點標記在圖面上。作業人員抵達

查對地點後，依據調查成果與實地進行比對，

當成果與實地不符時，作業人員可運用系統中

點、線、面圖形物件的註記功能，標示不符處

於圖面上，並將增修資料紀錄輸出成表格方

式。當完成查對返回辦公室後，作業人員再將

查對成果透過PDA基座上傳至外業查對輔助系統

中，以利後續確認，操作畫面如圖12所示。

陸、結語

　　本系統應用GIS產業中最先進的技術與產品

實作各項應用系統，所規劃開發之圖資查詢系

統，係採用新一代的GIS圖資服務發布伺服軟體

ArcGIS Server所建置而成，並與業務單位空間資

料倉儲整合，以提供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及相關

背景圖資查詢與統計應用。本案執行與推動總

結如下：

一、空間資料庫結合地理資訊系統可提供國
　　土利用形態與變遷分析

　　本系統功能係配合國土利用調查作業及更

新機制規劃，亦考量國土利用調查成果使用者

需求進行各項功能開發。除管理應用系統功能

開發外，系統內亦儲存大量歷史調查資料及外

單位提供之土地利用調查資料，可用以作為後

續國土利用形態分佈與變遷分析研究之用。

二、透過統計圖表與互動網頁內容推廣國土
　　利用調查成果

　　國土利用調查導覽網站之主題內容較偏研

究屬性，對於一般民眾而言較缺乏吸引力。因

此網頁內安排較多的統計數字與圖片，並製作

兒童版網站，以教育及遊戲等互動的方式提供

土地利用判釋作業及成果運用等資訊，以期推

廣相關作業成果。

三、預先處理分析資料以縮短系統運算時　
　　間，提升整體運作效率

　　透過WebGIS及空間資料倉儲等架構與專業

技術，可達到國土利用調查成果資料管理與成

果共用之目的，對於調查成果之分析與統計雖

可於本系統中達成，然於大範圍之圖資運算需

耗費相當大的資源與時間，現階段係採部分資

料預處理之方式，以節省即時運算分析所需之

時間，後續在資料校調及系統負載平衡上，仍

有努力空間。

圖11 外業查對輔助系統目標區規劃操作畫面

圖12 現場查對輔助系統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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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因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發展需要，台中縣政

府乃進行「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

定區計畫規劃案」(以下簡稱中科特定區計畫)，

同時辦理特定區範圍內1/1000地形圖測繪作

業。中科特定區範圍如圖１，涵蓋面積約3100

公頃。

　　中科特定區1/1000地形圖平面控制系統採

用台灣地區TM二度分帶(TWD97)坐標系統，高

程控制採用台灣一等水準系統(TWVD2001)。

　　以往航測1/1000地形圖作業精度要求多在

30~50公分，以下將分別說明作業中所使用提升

製圖精度方法，並實際以地測方式證明本次航

測製圖精度。

　　以航測方式製作地形圖，具有測圖範圍大、速度快、成圖精度高且均勻的優

點，故現今地形圖大範圍製圖工作，已多採用航測方式辦理，1/1000航測地形圖

平面精度約30~50公分，但是配合航測作業方式調整並整合作業流程，可有效提高

航測地形圖精度。

　　本文將介紹在中科特定區地形圖測製計畫中所使用作業方法，透過降低航

高、增加控制點與加強自我審核等作業方式，使中科特定區1/1000地形圖成果提

升精度，90%以上符合25公分精度標準。

圖１ 中科特定區範圍圖

關鍵詞：航測、提升精度方法、中科特定區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正工程師／闕文鏈

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第三課／課長／王東永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副理／林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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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提升精度方法

一、分別拍攝地形圖與正射圖使用影像

　　在航測作業中，航空攝影作業常囿於經費

考量，在製作地形圖與正射影像時使用同一套

航飛影像作業，在產出成果以正射圖為主時，

通常選擇具有較小高差位移的長焦距相機拍

攝，可確保正射影像圖的美觀；而成果

以地形圖精度為優先考量時，則會採用

可得到較大的基線航高比的短焦距相機

進行拍攝，將會有較佳的測圖精度。

　　在中科特定區計畫中，為兼顧立體

測圖精度與正射影像美觀考量，分別拍

攝地形圖測圖與正射影像所需要的航照

資料，先使用短焦距相機拍攝地形圖製

圖相片，再使用長焦距相機拍攝正射影

像資料，同時兼顧正射影像品質與測圖

精度（詳表１）。

(一)短焦距(15公分焦距)相機成果立測　

　　1/1000地形圖

　　為提高地形圖立體測圖精度，使用

拍攝相片之地面解析較高可有效提高點

位精度，並且高基線航高比(基線長/航

高)的拍攝成果組成良好的空間交會圖

像，可有效提高點位判斷精度，使用短

焦距航測相機(15公分焦距相機)拍攝成

果，具有以上低航高、高基線航高比的

優點，正適合作為1/1000地形圖立體測

圖依據。

(二)長焦距(30公分焦距)相機成果製作正

　　射影像

　　因為長焦距相機拍攝成果相片，地

物因拍攝所造成的高差位移較前次使用

短焦距相機成果小，辦理第二度航拍取

得較新航空相片，使製作正射影像成果

較佳，同時在中科特定區內部不斷進行

廠房和相關設施興建，新闢道路開發不

斷，特定區範圍內部變化劇烈，二度拍

攝航空相片，可藉以修訂因施工變化之

道路、建築等地形地物資料。也可以一

併記錄中科範圍之變遷狀況，作為未來

中科開發變遷歷史資料。

表１ 中科兩次航拍作業用途說明

二、降低拍攝航高

　　在1/1000地形圖立體測圖作業一般使用相

片比例尺為1/5000 (拍攝航高750公尺)，透過降

低相機拍攝高度以提升相片比例尺，可有效的

提高拍攝成果的解析與清晰度，也可有效再提

升立體測圖精度，對於提高地形圖精度成果有

絕對顯著的效果。

　　將航高降低為600公尺，取得相片比例尺約

1/4000，對於繪圖人員在立體測圖時，可提升

判釋能力並且輕易測繪1/1000地形圖內需要表

示之地形地物資料(詳表２)。

表２ 特定區航測與一般航測差異比較表

三、增加地面控制點並加強檢核空三成果

(一)加密地面控制點，確保空中三角成果

　　精度

　　若空三精度不佳，如同測量儀器

未校正，無法正確繪製地形圖，空中

三角測量精度是直接影響往後立體測

圖精度之前置工作，因此為確保空中

三角精度，將控制點密度由2~4個基線

(800~1600M)佈設一點控制點，加密至每

1~1.5個基線(400~600M)即佈設一個控制

點，透過此方式約將共佈設113個控制

點，為傳統控制點佈設數量兩倍(傳統航

測作業僅需佈設50~60個控制點)，將可保

證控制點數量與分佈狀況均為最佳，不

會因為遺失少數控制點而使控制網型強

度不足，保證控制強度足以符合作業需

求，且空中三角測量精度(模型重組精度)

一致，間接提高立體量測精度。

(二)加強驗證空中三角計算成果，確保空

　　三品質

　　完成空三連接點與控制點量測後，

除採用光束法計算空中三角測量平差解

算外，設置檢核點印證空中三角測量成

果精度，確保空中三角測量成果正確無

誤。

　　本次空中三角測量依作業規定量測已知控

制點與相片連接點資料，共完成11

條航帶(CH1~CH11)，使用拍攝相片

數共193張，共採用113個控制點資

料，總量測連接點達12,099點。

　　空三成果解算作業使用光束法

平差軟體(PATB)計算，採全區一次

量測平差作業，計算自由網與強制套合控制點

成果，計算結果所得自由網之觀測值中誤差為

5.49 um，而強制附合地面控制點所得後驗觀測

值中誤差為5.90um。中誤差增加量僅為7%，遠

低於空三作業規範20%增加量，證明已無空三

量測錯誤在內。

　　為確保各區域地形圖精度與品質一致，對

空中三角量測成果進行隨機抽樣檢查，選擇控

制點8%數量共計9點，作為檢核點使用(詳圖

２)，將檢核點視為未知點，以空三計算成果與

外業實測成果比較，以證明空三成果之一致性

與正確性，控制點外業實測成果與空三計算成

果比較結果詳表３。

第一次拍攝 第二次拍攝

像機焦距 15公分 30公分

相片比例尺 1/4000 1/10000

拍攝航高 600 M 3000 M

優點
高基線航高比，
立測精度高

1. 拍攝相片之高差位移小，
製作正射成果較為美觀

2. 取得最新施工狀況，修訂
變化之地形地物

主要用途
1. 立體測圖使用
2. 製作1/1000地 
形圖

1. 製作正射影像
2. 修訂中科施工範圍地形圖

特定區1/1000地形圖 一般1/1000地形圖

相片比例尺 1/4000 1/5000~1/6000

拍攝航高 600 M 750~900 M

地面解析(判釋能力) 6 CM 7.5~9 CM

控制點相對距離 400~600 M 800~1600 M

圖２ 檢核點分佈圖



3

100 │No.79│ July, 2008 

專
題
報
導

3

No.79│ July, 2008 │101 

專
題
報
導

　　由表３成果顯示，檢核點計算平面與高程

值與外業實測差距均在5公分以內，表示空三成

果精度均勻並足以提供高精度1/1000地形圖製

圖使用。

四、資深人員審查成圖

　　地形圖測繪工作屬於高專業性與高精密度

工作，每位測圖人員的經驗、能力與地形圖的

精度與完整性有絕對的關係，特別是在立體測

圖作業階段，地形圖成果精確度與圖面美觀均

在立體測圖人員繪製的瞬間就已決定。

　　在中科地形圖繪製過程中，參與立體測圖

人員與編修人員均挑選具有10年以上的立體測

圖經驗，且擁有多項大比例尺地形圖測圖工作

經驗，同時在各階段作業過程中，均指派有經

驗資深人員參與階段成果抽驗，辦理內部自我

審查，有效控管地形圖成果精確度、合理性與

圖面美觀。

　　辦理自審作業包括圖面精度審查與圖面合

理性審查：

(一)圖面精度審查

　　由資深擁有豐富經驗人員重組立體

模型，隨機重新量測明確地形地物點，

以單點方式量測記錄，將量測點展繪套

疊至繪製完成草圖，以檢核每一位立測

人員繪圖成果，自我審查檢核點分佈如

圖３，每個紅點半徑為25公分，展繪

套圖後每個明確地物點折角若均在紅點

               

五、使用控制圖根點網形平差計算

　　現場調繪補測工作為航測製圖中非常重要

的作業過程，將稿圖完成後必須攜至實地調查

地名、地類、高壓電桿(塔)。確認房屋構造類別

與層數、行政界線及立體測圖無法辨認或遺漏

之地物，如鐵絲網、圍牆、涵管與相片上因雲

層或陰影遮蓋部份，均須實地調繪補充之。

　　如何完整補測稿圖無法繪出部分或遮蔽缺

漏處，將會影響補充測量處資料精確度，若僅

透過自由測站方式辦理補測地形圖，就有如在

金縷衣上打破布補丁，使得補測處資料有精度

不足的疑慮，為維持補測地形圖高精度，在需

要辦理補充測量區路口、巷口處佈設圖根點，

引測至已知控制點後平差以導線網計算，補測

過程均由圖根點起始與閉合，確保補測精度可

維持一貫高精度。

六、二度航拍，更新變化資料

　　中科特定區計畫範圍在測製過程當中，仍

持續施工建設，區位內廠房與道路興建工程持

續進行，為使交付台中縣政府地形圖與正射影

像成果資料為最接近現況，在作業工期截止前

三個月，辦理第二度的航空攝影工作，取得中

科特定區最新影像資料，據以修訂施工範圍內

之地形地物變化，且製作第二份正射影像資

料，兩次所顯示地形地物變化亦為中科變遷參

考。

七、統一規劃立體測圖作業

　　本次作業期程僅180工作天，工作協調與作

業認知必須避免重工，各階段分工銜接與認知

必須一致，否則除了影響工期外，更會使得成

果受損，所以在各項工作開始前即辦理作業前

教育訓練，並統一作業內容和方式，避免有地

形地物認定不一或成果資料有不足標準狀況。

(一)統一作業環境並採用規定底圖格式

　　1/1000地形圖內容細緻，每次測

繪作業開始前需依據不同圖飾規格與內

容，統一製作作業底圖，保證每位作業

人員使用環境統一，降低錯誤發生機

會。

(二)內外業測圖位置認點統一

　　地形圖內建物資料測繪位置與建物

的滴水線認定有相當關係，若所有地形

圖繪製均採用最外緣雨棚加蓋處為建物

邊緣，將導致地形圖上建物位置會侵占

道路路權的錯誤狀況產生，對於此點，

統一要求建物外緣最多僅能與道路界切

齊，避免地形圖在測圖上產生困擾。

(三)樓層認定，頂樓加蓋不計

　　運用航測測圖較地測作業在建物測

製部分可更為明確，航測透過由上而

下的拍攝方式，可清楚辨別建築物在各

樓層或頂樓形狀，遠較地測方式方便準

確，但台灣地區建築在頂樓部分多有加

蓋鐵皮屋狀況，因鐵皮屋並非建物主

體，故在測圖前即建立樓層標準共識，

統一地形圖建物認定方式。

八、製圖人員配合指導外業調繪補測作業

　　因特定區範圍達3100公頃，同時派遣多組

人員參與地形圖稿圖調繪補測工作，必須統一

各組人員調繪標記、圈註方式，相同的註記方

式可方便內業作業人員編修作業，降低誤判發

生。

　　同時派遣製圖人員至現場隨同調繪說明，

針對航測製圖理念與作法除透過教育訓練說明

外，再輔以現場實際狀況講解，減少內業測圖

與外業調繪工作人員之間在地形圖判斷的認知

差距。

內，表示該點繪圖精度合格，少數不合

格點除修正錯誤外，亦將重新檢視其不

合格因素，避免錯誤重覆產生。

(二)圖面合理性審查

　　由資深繪圖人員於紙圖圖面上審視

成圖是否合理美觀，並檢查完成圖幅電

子檔案之圖層、圖例與屬性正確性，確

保圖檔資料提供使用時錯誤產生機率降

至最低。圖面自我審查初審檢查表範例

如圖４。

表３ 空三成果檢核比較表

圖４ 圖面自我審查初審檢查表

點號
外業實測成果 空中三角量測成果 差值

E值 N值 Z值 E值 N值 Z值 平面 高程
0303 2099998.807 2681432.702 260.016 209998.506 2681432.671 260.037 0.031 -0.021
0407 209841.258 2679436.264 275.506 209841.237 2679436.251 275.564 0.025 -0.058
0412 208891.293 2676965.826 279.674 208891.297 2676965.819 279.708 0.008 -0.034
0503 211125.288 2681200.251 203.211 211125.328 2681200.236 203.175 0.043 0.036
0608 210910.873 2678320.078 161.414 210910.879 2678320.082 161.436 0.007 -0.022
0704 212274.514 2680281.657 162.291 212274.502 2680281.637 162.282 0.023 0.009
0805 212569.886 2679096.350 133.095 212569.885 2679096.363 133.078 0.013 0.017
0909 212426.965 2676386.223 99.266 212426.998 2676386.208 99.268 0.036 -0.002
1006 213308.224 2677234.127 108.712 213308.224 2677234.156 108.675 0.029 0.037

圖３ 自我審查檢核點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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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地驗證精度

　　中科特定區完成1/1000地形圖幅數目合計

162幅，以現場地測實測方式驗證地形圖精度，

於14工作天內以8組人員辦理檢測工作。

　　8組驗證人員使用全測站儀器實際測量坐

標，自圖根點以開放導線點量測檢測現場建築

物屋角、圍牆、道路等現場明確存在地物資料

或高程資料，記錄所測量之距離角度數據後，

計算量測點位之平面坐標位置或三角高程值，

並展繪點位套疊至中科特定區1/1000地形圖

內。

　　實際測量驗證點數計有5201點，其中包括

4771點地物點與430點高程點，合計約有91％

檢測點位達到平面25公分與高程50公分的預設

規範內(詳表４)，為1/1000航測地形圖製圖先

例。

              
表４ 地形地物檢測成果表

肆、結語

　　從地測方式驗證結果來看，中科特定區地

形圖精度確實有所提升，較以前1/1000地形

圖精度30~50公分有明顯提升，透過「分別拍

攝地形圖與正射圖使用影像」、「降低拍攝航

高」、「增加地面控制點並加強檢核空三」、

「 資 深 人 員 審 查 」 、 「 控 制 圖 根 點 網 形 平

差」、「二度航拍，更新變化資料」、「統一

規劃立體測圖作業」、「製圖人員配合指導外

業調繪補測作業」等作業方式，確實可提高地

形圖成圖精度，所使用的這些方式，大致上也

可歸納為以下幾類：

一、事前統一規劃，提供教育訓練

　　在航地測相互配合作業過程中，需要內外

業測量人員相互配合作業，為使作業內容完

整，內外業人員對於事物認定必須統一，在作

業開始前須有統一規劃，並實施教育訓練。

二、派遣內業人員配合外業作業觀摩，並提
　　供通暢交流管道

　　不論從事內業或外業人員，在相互配合作

業當中，難免會以習慣的測量思維作業，必須

定期協調作業人員交流意見，提供內業人員至

現場觀摩與溝通，可有效交流作業方式並增加

整體作業速度。

三、依所需用途拍攝航空相片，除增加精度
　　 外，尚可保留變遷影像資料

　　依製作地形圖與正射影像不同需求，二度

拍攝所需航空相片，以短焦距相機拍攝成果測

圖，長焦距相機拍攝成果製作正射，不但各取

不同相機長處，尚可以兩次拍攝成果保留中科

變遷歷史資料。

四、航、地測合作製圖，並具有快速與精度
　    均勻優點

　　從驗收成果得知，透過合理規劃各階段作

業流程，並配合嚴謹查驗審查，以航測與地測

兩種測量方式互取其長，互補航測與地測作業

不足處，可有效提升地形圖精度。若以一般

1/1000地形圖標準為單點誤差須在30~50公分以

內，本次航測製圖配合地測作業超過94%點位誤

差在30公分以內，99%點位精度在50公分以內，

表示航測配合地測作業規範的作業方式符合絕大

部分製圖需要，可完成高精度製圖需求。

五、加強資深人員貢獻經驗，提升整體作業　

　    人員素質

　　資深作業人員除了擁有多年經驗，更有穩定

的工作態度，加強資深員工協助審查、貢獻經

驗，可作為其他作業人員有學習、模仿對象，提

高整體作業效率與精度，形成一種良性循環。

伍、致謝

　　感謝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第三課及第

二、三測量隊協助技術指導。

檢測地形地物數量 檢測誤差值 不合格點數 合格率％

地物4771點

50cm以上 17 99.64

30cm以上 280 94.13

25cm以上 424 91.11

地形430點 50cm以上 53 87.67

合計檢測5201點 477 9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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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維信，航空攝影測量學，大中國圖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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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都市計畫數值地形

測量作業規範，2003。

3.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都市計畫數值地形

測量督核及抽驗辦法，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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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地址門牌就如同建物的身分證以區分彼

此，目前台灣地址門牌編訂主要根據常用戶

政法令彙編（1996）及現行戶政法規彙編

（1999）。在都市地區的地址門牌通常可以分

為道路名稱及門牌號碼，而在非都市地區因未

有完善的道路系統編排，道路未命名或簡略道

路系統為單一名稱，在門牌號碼空間編排上呈

現不規則情形，台灣地區地址門牌表示如表1

所示，為兩種不同地址門牌表示。若門牌編訂

過程再加入時間因子，地址門牌會隨著都市環

境的變動，如道路名稱變更或門牌整編，新舊

門牌編訂方式前後不同，因此門牌號碼間更顯

現出動態變化，有些地區無法用單一邏輯可以

律定其原則。面對上述門牌空間位置與戶役政

地址資料間的不協調，如何透過完善的門牌調

查作業，確認其空間及屬性關係，提高資料正

　　地址門牌資料為國土資訊系統中重要的一環，因為地址門牌資料是地理資訊

系統相關地形圖資與屬性資料庫的基礎。目前國土資訊系統基礎建置計畫中，原

則以1/1,000地形圖為基礎，建置每戶門牌位置的數值檔，以成為國土資訊系統中

的基本資料之一。當地址門牌號碼資料與地形資料結合後，其應用層面廣泛，有

關地方政府之建築管理、工商登記、都市規劃、地政建物登記等均可發展多樣之

應用業務，因此地址門牌資料正確性顯得特別重要。為確保門牌號碼位置的完整

與正確，門牌調查成果檢核成為不可或缺的工作，本文以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

基地附近特定區為例，簡述於1/1000地形圖測繪後之地址門牌現場調查時，所遭

遇到的門牌位置查核困難及空間繆誤現象等，並說明其處理原則及解決方式。

確性，以利使用者對門牌應用系統有高度信賴

感，故門牌調查作業實屬國土資訊系統基礎環

境資料庫建置中最重要一環。

  

　　在不同的地址門牌應用層面，採用的門牌

空間概念而有不同，吳景斌（2000）就概念

上分出門牌所蘊含12種的空間意義。如以戶口

普查之統計作業考量，門牌位置指門牌所在區

塊（如街廓、普查統計區）；若是建築物管理

或建物產權登記，門牌位置宜指建築物的某個

區隔範圍或建築物的某個房間；而門牌編訂工

作，門牌位置可視為建築物內某個點或建築物

的某個區隔範圍內某個點。以本文範例中部科

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以下簡稱中

科特定區）門牌調查實務，所採用的概念即是

「門牌所在的建築物內某個點」，簡易的說，

門牌號碼位置需能代表其建物範圍內即可，而

非實際釘牌位置。

關鍵詞：門牌號碼、地理資訊系統、中科特定區、GIS、Address Match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工程師／謝奇峰

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第三測量隊／隊長／黃光輝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資深協理／管長青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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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門牌號碼位置調查準備作業

　　為能滿足地理資訊系統(GIS)中門牌號碼位

置之應用，門牌資料建置可區分為三部分：門

牌屬性資料、門牌號碼空間位置及詮釋資料，

在產出資料前相關空間圖層及門牌屬性資料為

調查前必要準備作業，分別述說如下：

一、門牌號碼調查作業空間參考圖資

　　台灣都會地區門牌調查多以1/1,000數值地

形圖為調查底圖，但國內對門牌位置之殷切遠

高於數值地形圖的製作時程，因此內政部近年

多以替代性底圖為空間參考資料，兩者主要參

考圖層包括街廓、道路中心線、建物、水系、

鐵路及行政區界等，除空間精度差異外，對門

牌調查作業之差異性包括人力分配、資料檢核

過程、建物分戶正確性及門牌位置落點位置皆

有不同影響，但不在本文探討範圍內，此次說

明門牌調查作業範圍之中科特定區，已有相關

作業所產生之1/1,000地形圖，計畫區所涵蓋面

積約3,100公頃，包含部分台中市西屯區、台中

縣龍井鄉、大雅鄉、沙鹿鎮等行政轄區，中科

特定區範圍如圖1所示。

                       圖1  中科特定區範圍圖
　　

　　

　　無論是1/1,000地形圖或者是1/5,000替代性

底圖，多數作業方法皆以地理資訊系統（GIS）

軟體萃取主要圖層，製作建物門牌主題圖供外

業人員戶外比對使用，建物門牌主題地形如圖2

所示。

                圖2 建物門牌主題地形圖

二、戶役政、地政資料讀取與整理

　　

　　由縣市政府民政局提供戶役政資訊系統之

RLDF020M里鄰門牌資料檔為現況門牌資料檔，

以及RLDF019M里鄰門牌異動資料檔，再轉換及

整理為Microsoft Access 格式之地址門牌位置調

查初始檔案，戶役政資訊系統之路街門牌資料

原為Informix系統，所擷取路街門牌資料之中文

為EUC碼，應同時轉換為中文BIG-5碼。另一門

牌資料是將地政整合資訊系統建物之基地坐落

及土地標示相關資料(Oracle)擷取基地號及路街

門牌資料(中文為BIG-5碼)，轉換為本文所使用

資料，另請地政局提供已數值化地籍資料，可

作為門牌位置設定之輔助資料。

　　比對前述戶役政及地政兩項作業程序所產

生之資料，建立建物門牌位置與地籍圖等參考

資料之對應關係，再經由門牌位置資料生產作

業流程規劃，可增加門牌位置之推估效益，減

少掃街調查之工作量。依國內已建置門牌位置

縣市經驗，其正確性可達90%以上。中科特定

區地址門牌調查方式是透過台中縣（市）政府

提供的村里鄰門牌資料，以分組分區派員上街

查訪方式核對，其門牌調查作業流程如圖3所

示。

                     圖 3 門牌調查作業流程圖

　　外業調查人員取得調查區域門牌查檢表(如

表2)後，攜帶建物門牌主題圖至現場核對，檢視

現地門牌是否與初始門牌資料20M相符，並釐清

現場門牌資料正確性及主管單位提供資料的正

確性。現場清查的目的是要確認初始門牌資料

（20M）與現況建物門牌是否相同及標註全新

的門牌位置。若現場清查與初始門牌資料相吻

合則為正確，屬全新的門牌位置則標註於圖面

上並於門牌查檢表上勾選為新增，若不合則列

為疑義門牌資料。

區域 地址門牌 道路名稱部分 地區 門牌號碼部分

都市計畫區

或

道路系統

明確地區

玉門路267號 玉門路 267號

福雅路252巷6弄10號 福雅路252巷6弄 10號

安林路13之9號 安林路 13之9號

西屯路三段西平南巷1之25號 西屯路三段西平南巷 1之25號

東大路二段66號 東大路二段 66號

中清路四段213巷26號一樓 中清路四段213巷 26號一樓

東大路一段30巷3號七樓之1 東大路一段30巷 3號七樓之１

福瑞街59號1樓之1 福瑞街 59號１樓之１

鄉區

或

道路系統

未明確地區

西林巷57號 西林巷 57號

堤防26號 堤防 26號

下庄4號 下庄 4號

勝利103之2號 勝利 103之2號

表1 台灣地區地址門牌表示

初
始
門
牌
資
料

門
牌
調
查
作
業
處
理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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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門牌查檢表

　　疑義門牌資料分三種情形，第一種是未尋

獲，第二種為門牌初始資料移位，第三種為其

他。門牌調查作業處理程序如下：

(一)正確門牌

　　依提供的建物門牌主題圖及門牌查

檢表，重新確認既有門牌位置，現場

清查與初始門牌資料相吻合則為正確門

牌。

(二)新增門牌

　　由於台中縣、市20M資料取得為

2004年6月、10月前所登錄建置之門

牌，而戶政單位其新增門牌有其一定資

料庫更新作業程序，所以在先前內業所

掌握到的門牌初始資料未必為最新，因

此現地門牌調查人員依提供的建物門牌

主題圖及門牌查檢表，標註全新的門牌

位置。至於新增門牌資料攜回內業再與

戶役政線上資料庫進行比對，若比對吻

合，則為正確門牌，若不吻合則列為疑

義門牌。

(三)疑義門牌

　　現場清查與初始門牌資料不吻合，

經與戶役政線上資料庫進行比對查核後

無該門牌資料，則為疑義門牌。疑義門

牌可分為三類。

1.未尋獲門牌 

　　發生門牌初始資料未尋獲的狀況主

要有二種；第一種情形為門牌號碼的

變動（如門牌註銷、變動號碼4號→6

號）。第二種情形為現地建物改變（如

拆除、改建等）。對於門牌號碼是否變

動可以透過戶政單位之戶役政線上資料

庫查詢村里鄰及門牌變更資料檔（19M）

以確認。針對現地建物改變而造成門牌

資訊不明，則應先洽詢當地居民協助，

並列冊以利後續追蹤。

2.移位門牌 

　　主要是建物門牌主題圖的門牌號碼

映射在地形圖上位置偏移，因此建物門

牌主題圖上的門牌與現場上所看具有定

量的移位，故於內業將此偏移量移到正

確位置即可。

3.其他門牌 

　　通常是建物的門牌經過整編，而取

得之20M資料並未更新，故需於現場詢問

當地居民，若為整編過後之建物門牌則

列冊並與戶役政線上資料庫進行比對，

比對無誤則建置於資料庫。

參、門牌資料檢核機制

　　門牌號碼現地調查工作內容複雜且需龐大

經費、人力，因其應用層面廣泛，故調查資料

檢核顯得特別重要。在整個門牌現地調查作業

完成後，勢必要有一套稽核方式資料勾稽，並

修正有現地無法判定問題者，如此才能將地址

門牌提供給其他單位做為後續加值應用，以下

就三個層面說明各項檢核步驟。

一、門牌數量及位置屬性檢核

    檢核方式為建置的地址門牌資料庫經由戶役

政資料庫（20M）比對濾出調查建置的資料無

法於戶役政資料庫中找到相對應的資料筆，挑

出無法相對應資料筆，如表3所示。可能找出錯

誤類型包括漏刪、漏加、多刪、多加，或是格

式、字元登打錯誤，交由內業查核人員予以確

認，如有內業作業中無法確認的疑義門牌，再

與民政局進行確認。

二、門牌資料空間位置邏輯性檢核

　　在門牌資料空間位置正確性檢核，可選用

GIS軟體作為檢核工具，檢核條件為門牌點位

是否落於「建物門牌主題圖」。門牌點位每一

門牌號碼必須對應至其相對應的建物位置範圍

內，因此本檢核作業以門牌空間位置是否落於

相對應的建物範圍內為標準。其方法是將資料

庫中每筆資料依其坐標資訊，對應至空間位置

上，落於建物外之門牌如圖4所示。此時對應

至某路段上的建物門牌除了街巷名稱必須一致

外，其號碼應介於該路段的起訖號碼之間；若

有號碼介於起訖號碼之外，可能的錯誤為該門

牌號碼所賦予的坐標值不正確，或該街段的起

訖號碼不正確。此檢核方法除了可以檢核門

牌號碼資料的空間位置正確性外，也同時進

行路段屬性（起訖門牌號碼）的檢核(Address 

Match)，落於建物門牌主題圖外的門牌點位則

為不合理，必須交由調查人員施以實地檢視。

其他常見之空間位置邏輯性檢核包括「門牌號

碼左右位置區隔性」、「門牌號碼與道路中心

線投射順序性」、「門牌號碼位置群聚性及行

政區範圍性」等，已有門牌位置案調查監審單

位及建置單位開發應用系統以利門牌資料檢

核。

三、人工檢核

　　門牌資料品質檢核最理想方式為逐筆檢

查，惟逐筆檢查在資料龐大時，勢必難行，但

為確保資料的正確性，可採抽樣檢核進行人

表3 無法相對應資料表

COUNTY_C TOWN_C LI LIN ROADSEC LANE_C LONG_C NO_CH

台中市 西屯區 永安里 012 西屯路三段 84之12號

台中市 西屯區 永安里 012 西屯路三段 84之13號

台中市 西屯區 永安里 012 西屯路三段 84之14號

台中市 西屯區 福安里 005 西屯路三段 79之27之2號

台中市 西屯區 西屯路三段 89之2號

圖4 落於建物外之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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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查檢，可由試辦區或門牌母體數中隨機選擇

5%~10%為抽樣檢核數目進行。

肆、調查實務問題與處理方式

　　在門牌號碼位置調查實務上，遇到的問題

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情形為建物門牌主題圖繪

製問題，第二類為地址門牌查核過程中的問

題，茲將問題描述及處理方式說明如下。

一、建物門牌主題圖繪製問題

  

(一)建物門牌主題圖上有建物，現場無該

　  建築物

　　在外業調查過程，發現建物門牌主

題圖上有建物，現場無該建築物，若有

此種現象則需深入調查，如洽詢當地居

民該建物是否為改建、拆除或倒塌，並

將之列冊以為後續門牌追蹤。

(二)建物門牌主題圖上無建物，現場有該

　  建築物

　　現調人員若於現場查訪發現建物門

牌主題圖上無建物，而現場有建物存

在，此種狀況則先於圖上繪出粗略之建

物線，再查看該建物是否有掛上門牌，

若無門牌則於內業時將該建物繪製於臨

時建物圖層，俾利後續追蹤。若有門牌

號碼則需列冊並回饋給有關業管單位進

行資料修測或補繪。

(三)圖面建物切割狀況與現場不同 

　　由現調人員依據現場所見之建物及

門牌分布情形將建物線重新切割，並於

內業重新修測。

二、地址門牌查核問題

 (一)同一建物具有兩個門牌號碼 

　　此種狀況可能有兩種，一種是門牌

整編，另一種為民眾自行創造門牌。部

分地區由於都市計畫的規劃，而使原本

建物之門牌號碼不夠用，因此會有門牌

整編之狀況，而民眾便將新、舊門牌貼

於同一建物上，故在門牌調查時需注

意，並於戶政單位申請最近新整編之門

牌資料進行比對，比對後以新門牌號為

主。另一種為民眾自行創造門牌，例如

某些大型社區為方便管理，故於社區道

路自行命名後並自設門牌。因此在大型

社區之門牌調查時需特別留意道路名稱

並洽詢當地管理員確認門牌號碼的真實

性。

(二)不同地點具有相同門牌號碼

　　此種現象多發生在非都市計畫區，

以往門牌在編排時欠缺資訊，故部分地

區會發生鄰近地點具有完全相同之地址

門牌，遇到此現象需與戶政單位進行確

認，以免誤刪門牌號碼。另一方面為工

廠（廠房）、學校、機關等具有鄰近建

物會有相同門牌號碼，主要是其建物、

廠房多或分散於鄰近地區，故為能區分

產權便將寫上或製作門牌貼於其他建物

上，但法定上僅有一個正確之門牌位

置，需與當地機關或負責人詢問正確之

門牌位置為何。

(三)道路兩側門牌路名不同 

　　部分道路兩側會有路名不同，是因

為都市計畫的道路擴寬，而部分建物被

徵收後拆除，導致道路兩側門牌路名不

同，故外業人員除了確認建物線、門牌

號碼外亦需注意道路兩側名稱，以免造

成一側之地址門牌植入資料庫造成資料

謬誤。例如台中縣東海路上，有一段其

左右兩側門牌路名不同，一側門牌路名

為東海路，對面門牌道路為清泉路，圖5

為相同道路兩側門牌路名不同。

　　　    
 圖5 相同道路兩側門牌路名不同

(四)一段路具有兩個不同路名

　　部分路段具有二個不同的路名，所

以外業調查人員應該確認其路名分界

點，以避免造成資料繆誤。

(五)屋主變更門牌號碼

　　新建房屋門牌或現有房屋已編訂之

門牌號碼，其門牌號碼帶有4、14、44等

者，屋主通常會去變更其門牌號，例如4

號改為6號、14號改為16-1號等，故在現

場調查時需特別注意是否有跳號或更動

號碼之情形。

(六)建物沒有門牌

　　建物上沒有門牌有二種情形，第一

是原本就無門牌，僅有建物，可能是倉

庫、違章建物、或附屬建物。第二種為

民眾自行取下或毀損，因此遇到此情形

需詢問當地住戶或鄰里長等確認是屬那

一類情形，並列冊管理。

(七)門牌編排凌亂

　　門牌編排凌亂大多出現在非都市計

畫區內（鄉村）及眷村，其編排方式並

無一定規則。在鄉村其住宅建物大都是

分散的，有些落在農耕地中、有些是在

工廠附近的小路內，圖6為非都市計畫區

內建物門牌圖。故同一區內的門牌號碼

並非具規則性，例如單雙號應分別為道

路兩側，但現場看到的確是單雙不分或

隔壁建物跳了好幾號，無法依據「法令

彙編」之規範。眷村的住宅建物為早期

建立，其建物密度相當高，巷弄道路狹

窄不易進出，且部分建物內還有建物，

圖7為眷村住宅建物門牌圖。故眷村的門

牌號碼編排頗為特殊，其門牌號碼的設

立，除了兩側單雙號不分外，亦可能有

門牌內還有門牌，圖8為台中縣大雅鄉忠

圖6 非都市計畫區內建物門牌圖 

圖7 眷村住宅建物門牌圖



3

112 │No.79│ July, 2008 

專
題
報
導

3

No.79│ July, 2008 │113 

專
題
報
導

義村眷村建物門牌圖。故在調查上需花

費時間與當地居民溝通並請求協助。

　　　  

圖8 台中縣大雅鄉忠義村眷村建物門牌圖

　

(八)集合式住宅

　　由於都市計畫區內的大樓林立，且

愈蓋愈高。其大樓內的戶數少則十戶，

多則上百戶以上至千戶，故大樓內戶數

由信箱門牌查看並不容易掌握，尤其是

住商混合式的大樓更加紊亂，因此調查

人員應該於現場調查時詢問該棟大樓之

管理員或住戶，並於內業將此資料與線

上戶政資訊系統連線比對。

　　門牌調查所遇到的問題及處理方式

整理如表4所示，並冀望未來在實務調查

上能減少錯誤發生，且能提供最正確之

資料。

伍、結語

　　國內仍有部分縣市正值門牌號碼位置調查

中，各縣市所出現門牌調查作業困境也各不相

同，由中科特定區的門牌調查經驗，可供相關

單位在後續門牌調查及維護作業上參考。

一、規劃健全的調查作業程序並確實遵循
　　

　　地址門牌調查是一項需花費大量人力與經

費的工作，錯誤的作業流程及檢核方式將造成

現地調查成果可讀性很低，常見國內廠商為節

省作業時程未將初始門牌資料完備後，直接提

供門牌調查人員進行門牌現地調查，因而錯誤

資訊導致門牌調查作業失敗或重覆調查作業，

因此，規劃健全的調查作業程序並確實遵循，

為最主要成功關鍵因素。

二、提高替代性底圖於建物密集區之精度
　　

　　門牌號碼位置可以應用於公私部門不同業

務層面，如提供有關地方政府之建築管理、工

商登記、都市規劃、地政建物登記等，故其位

置正確性顯得特別重要。在建物門牌主題地形

圖選擇上，仍以大比例尺為佳，便於外業調查

人員於現地清楚判釋，如無大比例尺地形圖可

供作業，也需要提高替代性底圖於建物密集區

之精度，並能以多項輔助圖層之套疊以補足空

間訊息之不足。

三、選用在地人協助調查

　　中科特定區因橫跨台中縣、台中市，其間

有各種不同的土地使用狀態，都市發展程度不

同，故道路名稱、門牌號碼間呈現空間多樣

性，建議現地門牌調查人員除行前應進行教育

訓練及空間特性解說，另儘量以長期居住當地

者為佳，較瞭解當地路段及門牌號碼，選用在

地人協助調查，也可化解民眾對外業人員之疑

慮及不安。

四、建立相關詮釋資料說明

　　建物、門牌號碼位置資料之建立，可清楚

了解都市發展現況並作為都市建設及管理之基

礎，並可透過GIS技術可利於與其他資訊系統鏈

結並加值運用，因此門牌資料庫之設計，需考

量資料可資訊化應用性、可維護性、可交換性

及建立相關詮釋資料說明，方能擴大資料使用

效益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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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門牌調查問題 處理方式

1
建物門牌主題圖上有建物，現場

無該建築物

洽詢當地居民該建物是否為改建、拆除或倒塌，並將之列冊以為後續

門牌追蹤

2
建物門牌主題圖上無建物，現場

有該建築物

先於圖上繪出粗略之建物線，再查看該建物是否有掛上門牌，若無門

牌則於內業時將該建物繪製於臨時建物圖層，俾利後續追蹤

3 圖面建物切割狀況與現場不同 依據現場所見之建物及門牌分布情形將建物線重新切割

4 同一建物具有兩個門牌號碼 於戶政單位申請最近新整編之門牌資料進行比對

5 不同地點具有相同門牌號碼 與戶政承辦單位人員確認

6 道路兩側門牌路名不同 門牌調查人員除了確認建物線、門牌號碼外亦需注意道路兩側名稱

7 一段路具有兩個不同路名 門牌調查人員應該確認其路名分界點

8 屋主變更門牌號碼 現場調查時需特別注意是否有跳號或更動號碼之情形

9 建物沒有門牌 詢問當地住戶或鄰里長

10 門牌編排凌亂 與當地居民溝通並請求協助

11 集合式住宅
於現場調查時詢問該棟大樓之管理員或住戶，並於內業將此資料與線

上戶政資訊系統連線比對

12 行政區空間位置不吻合
門牌位置與行政區不吻合，可能有當地特殊理由，需由戶政人員另加

說明，並於空間檢核時予以保留

13 巷道與門牌無法比對
有時為道路系統已另行編定，但門牌釘牌尚未同步實施，應先律定門

牌初始資料為優先

14 門牌位置與建物出入位置不合

部分釘牌時之道路位置或建物門口位置有所變動，常出現門牌釘牌位

置空間邏輯性不合理，應先放大由屋主物業範圍判定，選擇合理位置

再標示門牌空間位置

 表4 門牌調查問題及處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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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下水道建設為國家發展的重要項目，隨著

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高度發展，基礎公共建

設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而雨水下水道及污

水下水道的建置又為最重要的一個環節。雨水

下水道建設與民眾生活習習相關，完善的雨水

下水道可有效降低積淹水所造成人民生命財產

損失，污水下水道建設則為環保、衛生施政的

重要議題，其建設成果可表現國家與都市發展

的指標。

　　地理資訊系統(GIS)應用於下水道的營運

管理在近年來被廣泛的探討與應用，下水道營

運管理需求具有工程全生命週期的概念，由規

劃、設計、施工、竣工，乃至於營運管理階段

皆可藉由引入資訊系統達成有效的管理作業需

　　下水道建設是都市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雨水下水道的建設可確保排

水需求，避免因積淹水所造成的不便與災害，有效保障人民之生命財產安

全，而污水下水道則為環境衛生的基礎建設，可作為國家與都市發展的重

要指標。近年來，地理資訊系統(GIS)已廣泛應用於下水道的營運管理作

業，藉由空間資料及資訊系統平台的建置，可有效整合營運管理及空間資

訊，達成下水道資產維護及營運管理的任務。

求，下水道建設與營運的各個階段將產生多樣

化的圖資，配合一般管理資訊系統(MIS)所管理

的業務資料後，可藉由GIS加以結合，充分運用

空間與屬性資料相輔相成的效用，協助設施管

理維護的任務。

貳、資訊化的前置作業

　　在導入資訊系統進行下水道營運管理的任

務中，除了系統程式開發外，現有資料的建置

及後續維護亦為不可或缺的作業項目。一般而

言，下水道營運管理GIS資料庫的建置項目包含

了「設施圖層」與「參考圖資」，並需於資料

建置後持續辦理資料更新作業，確保資料的完

整性及可靠性。

關鍵詞：地理資訊系統(GIS)、下水道、營運管理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正工程師／陳益凰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副理／李信志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副總工程司／陳郭正

台北縣政府水利局污水下水道工程科／科長／吳明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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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適當的圖資數化方式，建置設施圖層

　　下水道建設是項持續性的工程，由於工程

施作年期的差異，造成工程圖資內容及展現(儲

存)方式的多樣性，其資料處理方式亦應隨原始

資料類型而有所不同。現今常見之下水道圖資

類型包含「GIS格式之下水道圖資電子檔」、

「CAD格式之下水道圖資電子檔」及「紙本文

件」。所需的資料處理原則、作業方式及檢核

程序說明如下，圖1則說明下水道空間資料建置

流程。

(一) GIS格式之下水道圖資電子檔

　　在OpenGIS的規範下，一般GIS軟體

(例如ESRI ArcGIS、MapInfo)所制定的檔

案格式皆能共享共用，可藉由適當的軟

體工具進行資料處理後，保存其空間圖

元、屬性資料及關連性。

(二) CAD格式之下水道圖資電子檔

　　一般GIS軟體可將CAD空間圖元完

整讀入GIS內，針對以CAD軟體(例如

Autodesk AutoCAD)之區塊(Block)處理之

屬性資料亦可直接對應讀入。若原始資

料以圖文分離的方式(例如文字註記)另行

儲存屬性資料，則需以撰寫CAD巨集語言

(例如AutoLISP或AutoCAD VBA)的批次化

處理方式讀入屬性，並配合人工作業確

保圖元及屬性資料皆完整載入。

(三) 紙本文件

　　年代較久遠的下水道(尤其是雨水下

水道)工程成果可能不具有電子檔，或管

理單位保存之竣工資料僅有紙本的工程

結算書、竣工圖等用來記載下水道的資

料，這類文件可能並沒有對應的電腦檔

案，是下水道設施唯一的身分紀錄。針

對這樣的紙本圖資，可以視需求以掃描

方式建立影像電子檔，或以數化方式補

建其GIS電子檔，說明如下：

1. 以掃描(Scan)方式處理原始資料

　　採取掃描方式處理原始資料，使其

轉換為影像格式之電子檔(例如Tiff或Jpeg

檔案)，再透過GIS工具，將影像化之圖檔

套疊於對應之地形圖、都市計畫圖或街

廓圖之上，透過人工判斷特徵點（例如

路口、建物邊緣），可完成圖資影像檔

坐標對位及糾正的處理程序，賦予圖資

正確的空間位置。

2. 以數化方式補建GIS電子檔

　　將具有空間位置資訊的影像檔顯

示於電腦螢幕上，以人工進行螢幕數

化（在螢幕上繪製人孔點位及管線線

段），即可將下水道管線、人孔之線段

(Line)圖元及點(Point)圖元重現於GIS空間

資料庫內，再透過屬性資料的建檔作業

即可產出完整的GIS成果檔案。

                   圖1 下水道空間資料建置流程

二、納入參考圖資，提升業務管理效用

　　下水道分布範圍廣泛，管轄單位人員往往

需要具有適當的參考圖資做為空間對位及資料

判讀的依據，例如辦理人孔巡查作業前，需套

印人孔、道路，甚至是影像圖層，據以搜尋人

孔位置及辦理檢查作業。圖2為下水道設施套疊

衛星及航照影像之範例。

　　常見的參考圖資包含「下水道相關圖資」

及「一般參考圖資」，其中下水道相關圖資主

要由下水道管理單位所生產及維護，例如常見

的圖幅接合表、集水(污)區域圖、工程標別範圍

圖等，這類圖資通常伴隨著下水道建設成果圖

一同完成，較易於納入資料庫作為參考圖資使

用。另外，包含地形圖、行政區界圖、都市計

畫圖、地籍圖、交通路網圖、門牌地址資料、

地標位置圖或正射影像圖(包含航空影像或衛星

影像)等參考圖資往往需要由其他單位提供原始

圖資，進行整合處理後納入GIS資料庫應用。

三、落實資料更新，確保GIS可用性

　　資料的完整性及正確性是資訊系統是否得

以延續使用的重要依據，伴隨下水道營運管理

系統制定的資料更新機制，是系統開發完成、

上線運作後仍不可或缺的重要作業項目。資料

更新作業可朝「自產資料更新維護」及「外部

資料更新維護」兩個方向來說明，自產資料通

常為下水道營運管理所需的主要資料，在下水

道資訊系統應用時，需要較高的資料更新頻

率，實際上可由下水道管理單位自行定義資料

同步更新之機制，在下水道設施有所新增、廢

除或更動(包含空間位置更動或屬性資料更動)的

情形發生時，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資料更新

作業；而外部資料主要作為營運管理之參考圖

資，因資料生產單位或資料格式的差異，往往

需要較為複雜的資料蒐集、整合程序，這類資

料通常可視使用單位的人力、財力狀況，定義

可接受的資料定期更新頻率，或依預算編列情

況，不定期執行資料更新作業。

參、營運管理平台的應用

　　下水道營運管理資訊平台的系統架構或功

能模組項目，往往因使用單位的的特性而有所

不同，在辦理營運管理系統開發前，需透過訪

談分析，釐清系統發展方向及目標後，透過系

統分析及系統設計程序，作為實際程式開發及

資料庫建置的依據。

　　圖3說明下水道營運管理系統整體架構，在

使用單位內透過空間資料庫引擎及WebGIS軟體圖2 下水道設施套疊衛星及航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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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下水道地理資訊系統(Web平台)」，連結

包含電子地圖等相關圖資，提供使用者透過個

人電腦之網際網路瀏覽器(例如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執行GIS基本功能。內部管理單位(例

如雨水下水道管理科室或污水下水道管理科室)

則視實際需求自行開發供業務應用之應用程式

(AP)，並可透過桌上型(Desktop)GIS軟體進行資

料建置與維護作業。透過這樣的平台，亦可開

放一般民眾透過網際網路瀏覽相關圖資，獲取

即時資訊，或配合資料倉儲設計，提供空間資

料庫(Geodatabase，GDB)成果檔案。

             圖3 下水道營運管理系統整體架構圖

　　
　　綜觀國內各單位開發之雨水下水道及污水

下水道GIS營運管理系統，可歸納數種常見的應

用，說明如下：

一、電子地圖操作及查詢

　　相較於一般業務管理資訊系統，GIS引入

電子地圖，提供文字資料與空間資料的連結應

用，常見功能包含「圖面操作」、「設施查

詢」、「空間定位」、「統計分析」及「圖資

輸出」，圖4為下水道GIS營運管理系統畫面範

例。

(一) 圖面操作

　　提供圖層套疊、圖面平移、比例縮

放及距離、面積量測等功能。

(二) 設施查詢

　　提供下水道設施資訊(例如管線、人

孔)的查詢功能，包含「圖查文」或「文

查圖」兩種操作方式，亦即使用者可

在視窗中用滑鼠點選或框選任意範圍，

取得設施的屬性資料，或使用者可開啟

設施的屬性資料表，於表中選擇特定設

施，並將電子地圖畫面移動至該設施所

對應的空間位置。

(三) 空間定位

　　在下水道管理的業務應用中，常需

藉由管線編號、人孔編號、抽水站(揚水

站)名稱、水(閘)門、集水(污)分區、行政

區、圖幅編號、道路名稱、門牌地址、

地標名稱等條件，將電子地圖移動至對

應的空間位置。

(四) 統計分析

　　除針對屬性資料的加總(Sum)、平均

(Average)、極大值(Maximum)、極小值

(Minimum)及計數(Count)等統計功能外，

亦可透過GIS之空間分析能力進行疊合

(Overlay)條件、環域(Buffer)等空間統計處

理，例如特定範圍內的人孔數、管線長

度等。

(五) 圖資輸出

　　製作符合業務需求之下水道系統

圖，藉由動態顯示設施屬性資料的功

能，使用者可選擇欲顯示之屬性資料，

由系統標記特定之屬性文字於對應之下

水道設施旁，並可調整該標記文字之字

體、大小、顏色等參數。

二、設施巡查管理

　　下水道工程竣工後，包含管線及人孔等設

施可能因人為破壞或自然耗損而無法提供其正

常功能，亦可能由於人口結構或其它工程造成

的水文變化，造成既有設施無法持續其理想功

能，此時資訊系統將可扮演資料蒐集、統計與

分析的角色，並適時達成監控之任務。營運管

理資訊系統的開發需依循下水道管理單位現有

巡查作業程序，開發對應之資料輸入表單，並

結合GIS之圖資處理能力，連結巡查成果及空間

位置水道管線及人孔圖資，並可進一步導入PDA

等手持式設備，達成巡查任務行動化的境界。

圖5為下水道設施(人孔)巡查系統畫面及作業流

程說明。

三、水情整合資訊

　　整合機關內部水利單位及外部氣象、水文

資料，以Web方式開發視覺化水情資訊整合系

統，系統具有WebGIS功能，可以即時透過網際

網路連結顯示水情資料，系統須有使用者管理

介面，能控管使用者登入狀況、已瀏覽之資訊

等。將水情展示資料及分析後的空間分佈圖依

需求輸出成制式化報表及圖形，水情整合資訊

系統畫面範例如圖6。

(一) 內部水利資料展示

　　可整合下水道水位監測站水位資料、

歷年積淹水資料及其它監測資料(例如雨

量、抽水站水位、河川水位以及抽水站影

像等)。

圖5 下水道設施(人孔)巡查系統畫面及作業流程

圖4 下水道GIS營運管理系統畫面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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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部資料展示

　　可透過協議經由網際網路取得外部

資料，例如中央氣象局之颱風氣象資訊

(颱風路徑圖、衛星雲圖、颱風警報單及

雷達回波圖等)、雨量站資料、水利署之

河川水位資料、防救災單位資料及其他

相關水情資料。

四、積(淹)水查報及管理

　　利用WebGIS可提供圖文交換互動的便利

性，提供各主管單位查報人員或民眾通報災情

的管道，積(淹)水查報及資料查詢範例畫面如圖

7。

(一) 積(淹)水查報

　　經認證之使用者透過瀏覽器連接積

(淹)水查報子系統，在查報系統中可填

報各項即時的積水現況，並數化積水區

域。

(二) 積(淹)水查詢

　　使用電子地圖操作功能查詢欲得知某區

域過去發生之積水狀況，包含系統顯示所選

區域之積水範圍、積水深度、積水說明等詳

細情況，並可檢視該區域積水照片。使用者

利用電子地圖操作功能查詢可得之某區域之

積水預測，主要依據歷年積水資料，統計分

析而得積水高危險區域，按積水發生頻率依

序列出，供民眾檢視該區域之積水預測。

五、污水下水道收費管理

　　污水下水道提供一般住宅或事業單位使用者排

放其所生產的污水，基於公共服務使用者付費的原

則，應辦理使用費徵收作業。除特定用戶(例如工

業區工廠等事業用戶)或未裝設自來水地區，其污

水下水道使用費的徵收可採用裝設流量計的方式辦

理外，一般用戶之使用費徵收方式將朝向隨自來水

水費徵收的方式辦理。資料庫內建立之用戶基

本資料(包含用戶姓名、地址及水號等資料)，可

做為使用費徵收管理之依據，配合GIS空間分析

與處理能力，更可產生用戶位置、污水下水道

建設分布狀況、污水下水道設計容量分析等加

值資料作為後續應用。圖8為污水下水道人孔、

管線及用戶位置分布示意圖。

六、業務管理及工程資訊管理

　　針對下水道業務管理應用(例如雨水下水道

的缺失案件、建議案件管理，污水下水道的用

戶排水設備接管、民眾陳情案件管理等)，除了

案件的基本資料外，在控管流程中可由GIS連結

對應的空間位置，使承辦人員得以更具體的明

瞭案件特性，並可於後續藉由GIS之空間展示及

分析能力提供加值應用，圖9為業務管理結合空

間資訊之畫面範例。

      

肆、GIS營運管理系統資料庫架構

　　完善的資料庫設計是資訊系統運作的基

礎，由於下水道建設具有「工程全生命週期」

的特性，也就是包含規劃、設計、施工，以及

竣工後的營運管理等生命階段。在規劃、設計

及施工(或竣工)階段將產生大量的圖資及文件

報表(例如設計圖、竣工圖、水理計算表、用戶

接管卡等)，在營運管理階段則需持續建立及維

護作業報表(例如人孔設施巡查紀錄表、自主檢

查表、積淹水紀錄表、用戶基本資料表、污水

下水道收費紀錄表等)。此外，為提供更豐富的

套疊圖層，相關參考圖資的建立亦具有其必要

性。

　　規劃下水道資料庫架構時，應考量其資料

型態包含「空間資料」、「文字資料」及「檔

案資料」等三種型式，「空間資料」主要用來

儲存設施或參考圖資的GIS圖層資料，例如人

孔、管線、道路、行政區界等，採用的圖元型

態包含點(Point)、線(Line)及面(Polygon)；「文

字資料」主要用來儲存與營運管理業務有關之

屬性資料，例如設施缺失案件紀錄、人孔巡查

紀錄、用戶基本資料等；而「檔案資料」則用

來儲存未納入資料庫系統管理的檔案，例如工

程設計圖說CAD檔、人孔巡查照片電子檔、用戶

圖6 水情整合資訊系統畫面範例 圖7 積(淹)水查報及資料查詢範例畫面

圖8 污水下水道人孔、管線及用戶位置分布

圖9 業務管理結合空間資訊畫面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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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管申請文件電子檔等。各種型態的資料透過

主鍵(Primary Key)連結，例如人孔之空間資料透

過人孔編號連結其文字資料，亦可透過檔案名

稱連結人孔相片檔案，而設施缺失案件透過案

件編號可連結其空間位置，並可透過檔案名稱

連結現地勘察相片檔，圖10為空間資料、文字

資料及檔案資料的連結示意圖。

           圖10 空間資料、文字資料及檔案資料的連結

伍、結語

　　下水道建設為國家發展的重要項目，地理

資訊系統(GIS)可結合下水道設施圖資與一般MIS

業務資料，充分運用空間與屬性資料相輔相成

的效用，提供管理單位掌握設施現況及其所在

位置，達成下水道資產及營運管理的任務。針

對下水道營運管理系統的建置作業，本文提出

以下三點結語。

一、下水道建設具有工程全生命週期之概念

　　下水道的生命週期包含了規劃、設計、施

工、竣工及營運管理等多個階段，各作業階段

將產生不同的成果，而各式的成果圖資可作為

後續階段應用的重要參考依據，例如竣工階段

產生的下水道設施圖資，即為營運管理階段不

可或缺的參考資料，適當的資訊系統可連結下

水道生命週期中的多樣圖資，協助下水道的管

理及維護作業。

二、下水道營運管理系統需要「下水道圖　
　　資」及「參考圖資」的支援
　
　　下水道營運管理之作業人員在取得所需的

任務資料後，仍需參考相關圖資，以取得其對

應的空間位置。針對這樣的需求，下水道營運

管理系統可藉由相關圖資的套疊，提供空間資

訊，並可做為後續統計分析之用，所需的資料

來源包含「下水道圖資」及「參考圖資」。

三、地理資訊系統(GIS)結合業務及空間資料     
　　，可提供更完整的下水道營運管理功能
　　

　　一般的管理資訊系統(MIS)可提供業務資料

的管理能力，在現今空間資訊技術已趨成熟的

條件下，下水道營運管理系統可進一步結合地

理資訊系統，發揮業務資料與空間資訊相輔相

成的效用。綜觀國內外相關單位資訊平台的開

發方式，下水道營運管理系統可提供具有圖資

操作功能之GIS平台，並依各單位業務需求分別

開發應用程式及建置相關資料，在包含空間資

料、文字資料及檔案資料的資料庫架構下，提

供營運管理的基本需求，並作為統計分析及後

續加值應用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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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山岳之島」台灣擁有超過三千公尺以上

的高山220座，豐富的地質地形景觀，孕育了許

多珍貴特有的生物、棲地與生態系，也因此吸

引了許多的登山民眾走入山林。在登山及健行

等戶外活動，逐漸成為「全民運動」的今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自1970年代，即逐步

發展森林遊樂業務，2001年起在永續經營森林

資源的目標下，著手進行全台各地之步道整理

串聯，同年更將全國步道系統建置發展計畫納

入行政院積極推動之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中，以

期藉由全國步道系統之建置與發展，在保育山

林生態環境的前提下，有效發揮森林環境之經

濟與社會機能，使人們敬山愛林，樂在其中。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日益普及，網際網路

已被認為是未來資訊科技社會中重要訊息傳遞

　　
　　行政院核定之「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納入農業相關建設項目計20項，其
中「國家自然步道系統計畫」規劃整合各地既有步道、古道，連結國家森林遊樂
區、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等遊憩據點，依森林景觀、環境資源、遊憩需求等條
件，結合步道周邊山村社區的文化及農林特產品，逐步建構適合國人生態休閒之
遊憩系統，發展以體驗自然野趣及山村文化為主之深度旅遊。
　　
　　因此，為有效提昇林務局森林育樂業務之服務形象並達成提供國人優質生態
旅遊環境之目標，台灣世曦受託辦理步道及國家森林遊樂區導覽網站規劃及建
置。網站除提供國內外遊客完善便利之資訊查詢管道、多語文及兒童版網頁建
置、擴大網頁服務族群層面及強化環境教育，此外，並建構設施、景點電子地
圖，以WebGIS提供豐富圖文及空間之遊憩資訊。

的介面與溝通的平台。伴隨網路而來的各種電

子化服務，以其快速、簡便、即時的特性與功

能，為知識經濟的現代社會，帶來一個嶄新的

面貌。鑑於網路的無遠弗屆，林務局運用導覽

網站的架構及連結，利用資訊的交換與共享，

有效提供民眾所需資訊服務。目前更著手建置

「台灣山林悠遊網」(http://recreation.forest.gov.

tw)之整合型入口網站，以期透過網路提供便利

的連接特性，發揮民眾與政府間溝通的橋樑角

色。

貳、系統發展歷程

一、國家步道導覽網站

　　林務局於2002年著手規劃辦理國家步道導

覽網站及管理資訊系統，利用管理資訊系統對

關鍵詞：WebGIS、森林育樂、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正工程師／黃子珉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副理／林志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育樂組／視察／翁儷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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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協助行政管理及資訊資料庫化，對外以導覽

網站提供民眾資訊與服務。其間更配合「國家

步道系統規劃設計規範」、「國家步道系統藍

圖」等發展，進行導覽網站改版並加強與民眾

互動網頁介面之設計，「國家步道導覽網站」

功能架構如圖1。

               圖1　國家步道導覽網站功能架構

 

　　導覽網站以台灣特有山林之美等網頁背景

為網站之設計風格，同時針對地方熱門步道進

行16個主題的深入報導。網站上線迄今之瀏覽

人次逾百萬，使國家步道導覽網站成為推廣全

國步道系統建置發展計畫之最大助力，亦為一

般民眾獲取登山、健行及步道相關資訊最豐富

之網站。該網站曾獲2005年「飛向世界‧發

現台灣之美」網路競賽活動之網友票選推薦網

站，並榮獲2006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題網站

評選「金網獎」，亦多次獲得國內平面媒體及

相關網站新聞之正面報導。

二、國家森林遊樂區導覽網站

　　林務局國家森林遊樂區於1997年即規劃建

置導覽網站，提供民眾瀏覽並取得資訊，為政

府單位提供網站服務之先驅。該導覽網站提供

各個國家森林遊樂區導覽資訊，網站功能包含

「森林遊樂區」、「導覽特寫」、「多媒體欣

賞」、「交通路網」、「旅遊裝備」、「氣象

報告」、「導覽精靈」及「留言版」等8個導覽

主題，「國家森林遊樂區導覽網站」功能架構

詳圖2。

              圖2　國家森林遊樂區導覽網站功能架構

 

參、台灣山林悠遊網規劃與推展目標

　　林務局自1998年開發國家森林遊樂區導覽

網、2002年起配合全國步道系統之發展，規劃

建置國家步道導覽網站及管理資訊系統，其間

網站內容配合森林遊樂區及步道系統規劃成果

建置，並陸續增列區域步道導覽資訊等網站內

容，更增辦電子報、創新設計「國家步道吉祥

物」辦理網路推廣活動，獲得眾多網友廣大迴

響，對於林務局森林育樂業務之推動執行及政

府形象宣導效果極大。2007年起，為有效提昇

林務局森林育樂業務之服務形象，並達成提供

國人優質生態旅遊環境之整體目標，著手整合

國家森林遊樂區及全國步道系統各項導覽服務

資訊，規劃建置台灣山林悠遊網。

　　台灣山林悠遊網規劃與推展之目的，在於

透過網際網路，以國家步道導覽網站及管理資

訊系統建置成果為基礎，整合國家森林遊樂區

導覽資訊。創新規劃的台灣山林悠遊網及管理

資訊系統，其推展目標如下：

一、活化並提昇網站各項主題圖文內容，強化

多語文網頁，提高網頁國際能見度，提供國內

外遊客便利之資訊取得管道。

二、配合各類網站服務及GIS功能，以模組化方

式建構即時性、易用性、互動性及擴充性之資

訊服務網站，提供活潑、多元化的多媒體互動

及應用功能，加強與民眾互動功能及活動設計

內容。 

三、擴大網頁服務族群及年齡層，強化環境教

育功能，提昇網站服務品質。配合網路推廣活

動辦理，促進多元族群公眾參與。

四、確定系統發展方向（詳圖3），提供民眾便

利完整且兼具環境教育、休閒遊憩、生命體驗

等多重價值的概念、資料與服務，完整呈現全

國步道系統建置發展、森林生態旅遊健全拓展

之發展成果，有效落實永續健康森林目標。

                 

肆、台灣山林悠遊網規劃方向內容
　　

　　台灣山林悠遊網係一涵蓋「國家森林遊樂

區導覽」及「全國步道系統導覽」之整合性入

口網站，提供網友多面性服務主題，並加強互

動性、即時性、教育性。同時致力提高國際能

見度、擴大網頁服務年齡層、加強網站互動功

能。「台灣山林悠遊網」架構全覽圖詳圖4。

 一、首頁

　　「首頁」功能模組主要為提供林務局各單

位進行活動宣傳、登載國家森林遊樂區及各步

道內部、聯外路況，提供網友由此便利瀏覽所

需資訊。此外，未來將與國內外各登山社團、

生態旅遊機構、步道管理機關、學術研究單位

等進行友好網站連結，俾於「首頁」中提供網

友近期內詳盡活動訊息，並藉結盟合作之關

係，有效提升本入口網站之能見度。「台灣山

林悠遊網」首頁畫面詳圖5。

圖4 「台灣山林悠遊網」架構全覽圖

圖3　台灣山林悠遊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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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新消息

　　提供林務局及各林區管理處公告所

轄步道、國家森林遊樂區之開放、整修

以及近期所舉辦之活動訊息等，促進網

友參與。

(二)最新路況

　　提供林務局及各林區管理處公告各

步道、國家森林遊樂區內及聯外道路

中斷及修復說明，包括路段名稱、通報

時間、路況紀要、路況發生時間、路況

里程及各階段處理方式等，提醒民眾注

意。

(三)當月森呼吸

　　每月擇一國家森林遊樂區結合鄰近

步道、順遊景點等資訊，進行深度報

導，推廣旅遊。

二、國家森林遊樂區導覽

　　「國家森林遊樂區導覽」主要進行國家森

林遊樂區各項導覽主題展示，網友能依需求獲

取所需資訊。現階段已重新蒐集、調查、編輯

林務局所轄18個森林遊樂區之資料，共設計規

劃出全覽資料、生態百科、人文史蹟、景觀設

施、順遊景點、獨門玩法、餐飲住宿、交通旅

程、季節裝備、緊急救護、地圖查詢、常見問

題等12大功能項目。

　　另於國家森林遊樂區資料蒐集完成後，配

合「旅遊E點通」模組，規劃國家森林遊樂區資

料加值服務，結合鄰近之步道系統延伸導覽範

圍，提供主題旅遊、行程規劃等服務。除有效

宣傳各森林遊樂區之多樣性特色，亦協助紓解

現今各國家森林遊樂區知名度及淡旺季造成遊

憩承載量超荷等現象。「國家森林遊樂區」頁

面詳圖6。

三、全國步道系統導覽

　　「全國步道系統」功能模組主要提供步道

各項導覽主題說明，使網友依各分項獲取所需

資訊。台灣山林悠遊網之全國步道系統模組，

配合國家步道系統藍圖及區域步道系統發展，

進行各地步道圖文資料之蒐集、數化作業，最

後製作成網頁供網友瀏覽。「全國步道系統」

導覽頁面詳圖7，網頁特色如下說明：

(一)建構全國步道入口網站

　　配合步道系統建置成果進行資料蒐

集、數化、建置作業，並配合說明相關政

策、統計各項資訊，再針對人文、自然、

交通動線、步道分級等予以分類，分段完

備資料並建構全國步道入口網站，提供全

國步道統一資訊平台。

(二)提供步道加值服務

　　蒐集充實步道內容後，進一步分析步

道屬性進行資料分類與思考加值應用，結

合鄰近之國家森林遊樂區相關資訊，延伸

服務廣度。依據不同年齡層、步道困難

度、管理強度等因素，進行步道分級；依

據步道環境特色、季節特色，設計特定旅

遊目的之主題式旅遊資訊，提供網友規劃

遊程。

(三)電子地圖加值服務

　　在蒐集步道詳實之圖資資料後，規劃

擴充電子地圖查詢功能，提供複合式查詢

介面，提供網友查詢製作旅遊地圖、規劃

遊程路線。

　　此外，針對14個國家步道系統提供數十張壯

麗之山林美景空拍圖。每一張皆是攝影名家陳敏

明老師的精采作品。尤其從直昇機由上至下之角

度拍攝，更提供網友全新之欣賞角度。圖8為霞

喀羅國家步道空拍圖。

圖5　台灣山林悠遊網首頁

圖6　國家森林遊樂區頁面

圖7　全國步道頁面

圖8　 霞喀羅國家步道空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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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然教育中心

　　為因應林務局自然教育中心發展，彙整

「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羅東林業文化園

區」、「八仙山自然教育中心」、「奧萬大自

然教育中心」、「池南自然教育中心」等資料

並建構網站。其內容包含自然教育中心之設

施、資源、組織及戶外教學、專業研習、主題

活動、生態旅遊等課程之介紹。「自然教育中

心」頁面詳圖9。

                 

五、無痕山林運動

　　無痕山林運動（Leave No Trace）係為落實

推動登山禮儀與環境教育的制度，以期永續經

營台灣山岳環境。此功能內容中詳述「無痕山

林準則」、「環境優化宣言」、「組織」等內

容。並讓網友透過此網頁內容進行線上連署，

以期推廣為全民之共識活動。「無痕山林運

動」相關網頁如圖10。

六、旅遊E點通

　　不同於「國家森林遊樂區導覽」及「國家

步道導覽」功能模組僅針對個別步道或森林遊

樂區進行導覽，「旅遊E點通」功能模組提供結

合國家步道及國家森林遊樂區之綜合性旅程安

排，進一步規劃旅程DIY、套裝行程建議、主題

旅遊等三項功能，藉此滿足網友不同的旅遊需

求、提供深度旅遊服務。

七、數位森林誌

  

　　「數位森林誌」功能模組提供包含森林育

樂（森林育樂發展藍圖與內容、施政成果、各

項行政規範等）、山岳電子學堂（山岳環境特

色、無痕山林運動、登山知識、登山醫學、登

山裝備、山難資料等）、森林教室（森林環境

特色、環境倫理、生態百科、生態遊戲、森林

DIY自然創作、自然教育中心等）、資料下載

（研討會資料、研究計畫、摺頁與地圖、Google 

Earth封包、出版品購買/索取等）、常問問題等

資訊瀏覽查詢。

八、線上放映室

　　「線上放映室」功能模組提供以文字、影

像、聲音等多媒體方式提供網友聽覺、視覺上

之饗宴，包含台灣山林之美、山徑筆記書等功

能。

九、互動園地

　　

　　「互動園地」功能模組提供常態性與網友

交流之各項園地；除主動發送電子報外，更邀

請各領域專家擔任部落格版主，分享相關體驗

與感動，包含山友心得分享、部落格、電子

報、滿意度調查等功能。

 

伍、外文版及兒童版

　　兒童版主要設計規劃對象為學齡孩童、青

少年、家長以及教師，資料來源為利用國家森

林遊樂區與國家步道導覽網中蒐集彙整成果，

但為吸引廣大學生族群，以較生動活潑的方式

呈現。網站內容著重於環境倫理與生態教育，

提供環境保育的教學參考資料下載。主要功能

涵蓋「首頁」、「國家步道系統」、「國家森

林遊樂區」、「學習護照」、「育樂天地」、

「互動園地」，圖11為兒童版之首頁。

　　外文版提供國家森林遊樂區及國家步道內

容之英、日文版本之網頁導覽，其中國家森林

遊樂區外文版有四大導覽主題「簡介」、「景

點說明」、「交通旅程」、「行程建議」，國

家森林遊樂區英日文版之成果頁面如圖12所

示。

圖12　國家森林遊樂區英日文版成果頁面
  圖9　自然教育中心頁面

圖10　無痕山林運動網頁 圖11 兒童版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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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步道外文版亦包含「空拍圖」、「遊

客利用」、「環境說明」、「經營管理」等四

大導覽主題，國家步道英日文版成果頁面如圖

13。

                 圖13 國家步道英日文版成果頁面

陸、WebGIS服務平台

　　網站對外伺服器位於林務局對外伺服群

內，主要功能為提供對外導覽網站的網際網路

服務(Internet)和電子地圖伺服器的服務，因此

伺服器上裝設的軟體分別為Microsoft Windows 

2000 Server，作為伺服器的作業系統；Microsoft 

IIS 6.0提供導覽網站的網際網路服務平台；ESRI 

ArcIMS 9.1提供電子地圖伺服器的服務平台，整

體網路之軟硬體架構圖如圖14。

　　「台灣山林悠遊網」之WebGIS服務，主要

為現有國家森林遊樂區內設施點位資料及步道

路線之資料，而以經建版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

圖包含等高線與地標文字註記為主要之背景圖

層，提供複合式查詢介面，讓網友能更便利地

查詢所需資訊。亦將國家森林遊樂區範圍、地

標景點位置及介紹圖文轉換為Google Earth 的

KML與KMZ資料格式檔，並於網站上發布，提供

民眾下載後於Google Earth 中展示生動的空間與

圖文資訊。圖15說明網站WebGIS服務畫面。

                       

柒、結語
　　

　　本文主要說明「台灣山林悠遊網」規劃與

推展，而網站之建置恰與森林生態旅遊拓展健

全之發展對應，藉由網際網路將林務局育樂發

展之實體，連結轉化至網際網路的系統與脈

絡，使政府行政服務、森林多功能保全與民眾

需求藉此緊密結合。針對「台灣山林悠遊網」

之相關成果，本文提出以下數點結語。

一、提昇國人育樂生活品質

　　

　　林務局之「國家森林遊樂區」及「全國步

道系統」育樂業務，台灣山林悠遊網皆以資料

庫觀念來建置導覽內容，並整合二者資訊以建

構區域性之旅遊行程，未來可規劃上網行銷，

豐富國人之旅遊。

二、國際化行銷

　　透過多語言導覽網站上線服務，行銷台灣

山林之美及推廣相關活動，除了可以讓外國人

更深切認識台灣，更可讓政府「觀光客倍增」

計畫增益績效。

三、宣導環境教育且向下扎根

　　以電子報及網路行銷，宣導國人正確之環

境教育知識。無論是LNT（Leave No Trace）

觀念或是其他新的政令宣導，網站皆能利用活

潑、互動、美工等特性來推廣國人應有的育樂

知識，兒童版並可吸引剛就學之學齡兒童上網

瀏覽及吸收正確的觀念，讓網站能傳播環教及

自然中心理念，達到寓教於樂之效果。

四、WebGIS導覽

　　「台灣山林悠遊網」提供步道及國家森林

遊樂區WebGIS之服務功能及Google Earth檔案下

載，必能對旅遊區域更具立體呈現，而有推廣

觀光之功效。

參考文獻

1. 農委會林務局(2007) ，國家步道導覽網站擴

充及森林遊樂區導覽網站規劃建置計畫(含管   

理資訊系統)」成果報告

2. 翁儷芯(2007)，台灣山林悠遊網規劃與推展

之初探

 圖15　WebGis服務

圖14　軟硬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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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為提昇國家於資訊發展之競爭力，由行政

院科技顧問組協調內政部及經濟部，共同推動

「M台灣計畫」(行動台灣計畫)。期以「行動台

灣、應用無線、商機無限」為發展願景，建設

寬頻管道，推動行動台灣應用，為台灣建構一

個完善的寬頻網路環境。

　　「寬頻管道建置計畫」由內政部營建署負

責推動執行，以補助地方政府建設寬頻管道，

期解決目前光纖寬頻建設不易的難題。有鑑於

寬頻管道工程管理業務繁雜，內政部營建署結

合地理資訊系統技術，發展寬頻管道工程營運

管理系統，建置寬頻管道資料庫。本文即以內

政部營建署所推動建設中之寬頻管道為例，藉

由管道資料庫建置實務經驗，探討寬頻管道資

料庫之建置技術及加值應用面向。

　　地理資訊系統(GIS)技術發展歷經多個階段，已為二十一世紀GIS關注的焦點，
不僅是軟體操作界面，更專注於資料的儲存及溝通方式，以及所能提供的地理服
務(GIS Service)。藉由關聯式資料庫概念，將幾何形狀、屬性，以資料表方式記
錄，此種記錄方式除有助於資料管理及維護，更符合地表真實現象及確保資料準
確性，讓GIS發展進入一個全新的里程碑。

　　本文將介紹國內寬頻管道工程資料庫之實務經驗，論述寬頻管道資料庫整合
建置之現代技術及加值應用實例。如結合寬頻管道營運及租用管理模式等，可提
供主管機關決策及管考資訊；藉由整合管線資料、模式分析與加值應用，可發揮
GIS功效，以提高決策品質、減低災害發生機率及增進為民服務績效。

貳、寬頻管道地理資料庫建置技術

　　寬頻管道資料庫的建置技術與方法，可歸

納為以下數個重要之步驟：

一、訂定圖資建置規範

　　為建立完整之寬頻管道台帳資料，以協助

後續管道營運管理實務，對於寬頻管道竣工階

段之圖資，應建立一套標準資料建置程序，提

供建置單位依循並納入契約規範，承商並可依

據規定建置圖資。避免日後各機關之資料格式

不一，造成資料整合不易。

二、明確定義管線組成

　　依據寬頻管道的特性，首先應對管道及人

手孔等設施的配置及結構型式加以分析，以擬

訂所需建置的資料種類及項目。

關鍵詞：地理資訊系統(GIS)、寬頻管道、資訊整合應用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正工程師／馮漢夙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正工程師／許智翔       

內政部營建署公共工程組／組長／陳肇琦

內政部營建署公共工程組／研究員／蔡忠城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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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管道

　　寬頻管道的結構型式常以混凝土結

構物組成，在施作上可採預鑄結構體方

式，並常建置於人行道下方。考量管道

埋設深度，通常並不設置爬梯，僅預留

纜線佈設作業空間即可。

 

(二)人孔

　　寬頻管道主要是以手孔做為管道的

銜接設施，人孔則視現地狀況條件配

置。

 (三)手孔

　　考量纜線佈設及維修上的便利性，

寬頻管道的手孔，以20-50公尺為設計間

距，在管道上並預留數個管線引出口，

方便纜線引出接戶，關於寬頻管道設施

的配置示意圖如圖１所示。 

               圖１　寬頻管道系統設施配置示意圖

三、使用CAD工具繪製管道圖應注意事項

　　為使管道資料具備連續性，在建置圖資

時，需針對管道與人(手)孔銜接之建置方法進行

探討。人(手)孔與管道建置時，管道之間必須

確實連接，不可接在人手孔圖例的外緣(如圖２

所示)。其原因在於GIS資料具有空間位相關係

(Topology)，而CAD檔案中並未記載此項特性。

基於未來將CAD檔轉換為GIS資料的需求，在

CAD中建置管道資料時，應確實將管線資料連

接。

                管道與人手孔接合繪置 (錯誤例) 

                 

管道與人手孔接合繪置 (正確例)

                 圖２　寬頻管道及人孔接合範例

參、寬頻管道工程營運管理系統架構

一、系統架構

　　寬頻管道工程管控系統提供營建署用以管

控營建署所補助寬頻管道建置計畫工程之整合

性業務應用系統，接受補助之各級政府透過網

際網路填報工程進度及工程相關資訊，提供營

建署對各工程業務進行監控、統計、分析、資

料記錄、資料搜尋等整合管理應用。本系統操

作環境需能提供管理單位及受列管單位直接於

網際網路進行資料填報、管制及應用分析；並

結合地理資訊系統，展示工程地點、範圍及相

關工程及管道資訊。

　　由於應用系統涵蓋電子地圖查詢功能以及

工程管考功能，因此「寬頻管道工程營運管理

系統」主要可分為「工程管理」及「圖資管

理」兩大部分。工程管理內含「工程案線上申

請子系統」及「工程管理子系統」，而圖資管

理則內含「管道圖資查

詢子系統」、「竣工圖

資管理子系統」及「背

景圖資下載子系統」。

有關系統架構請參考圖

３。

二、成果展示

　　在工程管理部分，

是依據寬頻管道生命週

期作業各重點執行步驟

進行開發，依據作業實

務而分析需求，規劃本

工程管理系統應用情境

如圖４所示。　　　　

　　依據申請案件特性可

分為整體規劃(A類)及工

程施作(B類)兩大類型，

而 其 工 程 案 件 可 能 單

獨發包施作，或配合既

有工程執行合併於工程

標案中執行。主辦機關

除需對營建署提報寬頻

管道工程執行情形外，

對於經費超過100萬以

上之工程案件則可視需

要提報予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標案管理系

統」。關於工程管理相

關子系統功能如圖５至

圖８。

 

圖３　寬頻管道工程營運管理系統架構

圖４　工程管理系統應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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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資管理部分主要是採用互動式網頁技

術ASP.NET及JavaScript等程式開發，由於系

統須展示大量地圖影像資訊，並藉由SDE空間

資料庫引擎及SQL Server，讀取資料庫之圖層

後，應用ESRI ArcIMS圖形伺服器將圖形呈展於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瀏覽器端，關於圖

資管理相關子系統功能如圖9至圖12。

肆、寬頻管線資料庫加值應用案例

　　營建署為掌握寬頻管道建置進度，導入工

程管理系統以查詢工程案件的整合性業務，受

補助之各單位將透過網際網路方式，填報工程

整合資訊，並可於線上管理竣工圖資。

一、掌握各縣市寬頻管道建設進度

　　營建署可透過寬頻管道規劃建設藍圖及各

標案竣工圖資，掌握各級政府分年分期執行績

效及進度。並作為新年度寬頻管道補助申請計

畫之決策輔助項目。

二、寬頻管道佈纜承租及管理維護

　　寬頻管道陸續完工後，將邁入營運管理階

段，各縣市政府可透過圖形介面之租管系統(圖

13、圖14)，執行寬頻管道佈纜及承租業務。藉

由GIS分層分色展示功能，未來縣市政府可強化

各路段之租用管理，有效達成寬頻管道建設目

標，並為地方增加稅收。

   

圖5 工程基本資料填報範例

圖6 工程預定/實際進度填報範例

　 圖7 工程標案統計範例

 圖8 圖形報表分析範例

   圖9 系統登入畫面

   圖10 圖資查詢範例

  圖11 背景圖資下載範例

   圖12 竣工圖資管理範例 圖13 租用管理系統―填寫申請資料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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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4 租用管理系統-選取申請管道範例

伍、結 語

　　寬頻管道建置為國家資訊發展的重點項

目，針對寬頻管道資料庫之整合運用，本文提

出下列結語：

一、管線資訊化增益管理維護之實效

　　寬頻管道資料庫為公共管線資料庫的一

環，隨著管線資訊化而強化管理，對於國家資

訊網路發展將有實質效益。

二、寬頻管道資料庫整合應用，協助決策，
　　提昇施政績效

　　寬頻管道資料庫整合建置如結合寬頻管道

營運及租用管理模式等，將可提供主辦機關查

詢管理，藉以提高決策品質、減低災害發生機

率並增進施政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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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坐標轉換在空間資訊科技的應用非常廣

泛，例如經緯儀的定心定平及後視定向，也就

是將儀器坐標系統轉換至測站之坐標系統，再

透過與已知控制點的觀測資料，計算（轉換）

至已知控制點的坐標系統；同樣地，航空攝影

測量中亦是透過內方位、外方位將相片坐標系

統與大地坐標系統作連結。

　　近年來，大地測量技術不斷地進步，旋轉

橢球體（對真實地球的數學模擬）的定義日趨

完善，而台灣地區法定的坐標系統，亦隨年代

不斷地更新，隨之產生之各式地理圖資自然無

法直接整合，必須先透過坐標轉換的技術，先

轉換至一致的坐標系統套合後，才能夠後續加

值應用。

　　坐標轉換係空間資訊各地理圖資套疊應用之基礎，本文旨在介紹在小區域範
圍下的平面坐標轉換的實務作法，因為小於10公里見方的範圍，可以忽略曲面的
曲率，視為平面處理，計算較為簡易。

　　坐標轉換依圖資本身的共同點位數量與精度要求，可以選擇近似公式或者相
似轉換，即Helmert四參數法及Affine六參數法，並以新竹科學園區特定區及其周
邊的控制點作一實例分析，以確認坐標轉換在實務應用的可行性。

　　而在國土資訊系統（NGS）架構下，台灣地

區各式地理圖資的套繪整合，亦有賴於坐標轉

換之觀念與技術，大地坐標本身是一曲面坐標

系統，如圖1，其數學模式的建立及計算較為繁

複，而在一般性應用，其範圍大多不超過10公

里見方，弧線與直線段長度近似相等（10公里

弧長與弦長之差值約1公釐，可忽略不計，視為

相同），因此可將此小區域之曲面視為平面再

做後續計算，本文即介紹在小區域範圍常用的

平面坐標轉換的一些實務作法。

                   圖1 大地坐標的定義示意圖

關鍵詞:坐標轉換、相似轉換、Helmert四參數法、Affine六參數法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正工程師／陳振文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副理／姜興華

1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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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台灣地區坐標系統的演進

　　台灣地區法定之坐標系統依年代的演進主

要有以下幾個時期：

一、地籍坐標系統（1899～1903年）
　　

　　日本人治理台灣期間成立臨時土地調查

局，於西元1899年8月於台中公園設置主三等三

角點，即台灣地籍原點（如圖2），其縱橫坐標

均假設為 0，係採用平面直角坐標，將台灣劃為

4個象限，長度單位為“間＂（1間 = 1/0.55公

尺≒1.818公尺），據以辦理日治時期台灣地區

之地籍測量及土地調查，現存之老舊地籍圖圖

資尚有許多屬於此一地籍坐標系統。

            圖2 台灣地籍原點（位於台中公園）

二、陸測坐標系統（1908～1921年）

　　日據時期日本軍方為測定地形圖所需，由

日軍陸地測量部測設陸測坐標系統，原點則設

於南投埔里虎子山一等天文原點，測定其天文

經度、緯度，設原點高度=555.340公尺，共測

設四級三角點約7,900點，控制點數及精度均較

前述地籍坐標為高，但地籍圖與地形圖二者之

坐標系統從此分道揚鑣。

三、UTM坐標系統（1968～1970年）
　　

　　控制點採用日治時期控制點，平原地多採

用地籍三角點，山區多採陸測點坐標系統改

算，並統一採用1924年Hayford地球原子（長

半徑a=6,378,388公尺，扁率 f= 1/297）化算，

並改算至UTM（六度分帶）坐標，並同時計算

出各控制點之經緯度、縱橫投影坐標及地籍坐

標，以供不同系統之圖資應用。

四、TWD67坐標系統（1967～1997年）

　　為加速經濟開發，提升土地測量之精確性

並統一台灣及澎湖地區之坐標系統，係採用

GRS1967地球原子（GRS：參考橢球體，長半徑

a=6,378,160公尺，扁率 f= 1/298.25），以埔里

虎子山為起算原點（如圖3）及虎子山對頭距山

之方位角為方位基準，採用橫麥卡脫投影二度

分帶投影（T.M二度），中央經線121度，尺度

比=0.9999，橫坐標西移250,000公尺。

                     圖3 TWD67虎子山三角原點

五、TWD97坐標系統（1997年～迄今）

(一)TWD97坐標系統，係採用國際地

球參考框架（International Terrestrial 

Reference Frame簡稱為ITRF）。 ITRF為

利用全球測站網之觀測資料成果推算所

得之地心坐標系統，其方位採國際時間

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el` Heure簡稱為

BIH）定義在世界時1980年零時（即UT 

1980.0）時刻之方位。

(二)TWD97坐標系統之參考橢球體採用

1980年國際大地測量學與地球物理學協

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簡稱為IUGG）公布之參考橢

球體（GRS80地球原子），其橢球參數

如下：長半徑a=6,378,137公尺，扁率

f=1/298.257222101。

(三)台灣地區之投影方式採用橫麥卡托

投影二度分帶，其中央子午線為東經121

度，投影原點向西平移250,000公尺，中

央子午線尺度比為0.9999。

　　目前台灣地區地理圖資除了老舊之

地籍圖外，大多屬於TWD67或TWD97坐

標系統，二者坐標系統之差異可以用表1

說明。

　　　　表1  TWD67與TWD97坐標系統差異比較表

參、平面坐標轉換實務

　　大範圍的坐標轉換常牽涉大地基準轉換之

課題，處理的問題層面較複雜，通常是由國家

級測繪機關統籌辦理，如台灣地區測量系統由

TWD67轉換成TWD97時，係由內政部統一辦理

（詳見內政部衛星測量中心網站http://www.gps.

moi.gov.tw/）。

　　而台灣地區平面坐標系統均與選用之大地

基準息息相關，因為牽涉旋轉橢球體之定義、

曲面投影成平面之數學近似及各圖資現存誤差

等問題，無法當成剛體運動計算，亦無法直接

以解析之數學式求解。

　　但一般小區域之圖資套合，僅需考量區域

性相對的幾何精度，問題相對單純，可以用數

學轉換及最小二乘平差的方法處理。

　　依據圖資的性質，小區域平面坐標轉換可

以歸納為以下幾種方法：

一、圖資無共同點位時，採近似公式或選定
　　共同點聯測

　　現有圖資無法找出共同點位，可個別得出

兩個坐標系統之坐標值，此時僅能採用近似公

式或選定共同點聯測重新計算轉換參數。

    目前台灣地區常用之TWD67與TWD97坐標轉

換近似公式說明如下：

(一)整體近似平移

　　直接用整體參數平移計算，坐標概

略換算公式如下：

X67  X97  828 

Y67  Y97  207 

             坐標系統
項目

TWD67 TWD97

參考橢球體 GRS67 GRS80

長軸a 6378160m 6378137m

扁率f 1/298.25 1/298.257222101

測量觀測技術 三角三邊 GPS

坐標起始(原)點 虎子山 ITRF框標站

起始點坐標來源 天文測量 太空大地測量技術

坐標系統型式 區域 全球

主要坐標分量 平面 三維

高程種類
正高(平均海
水面高)

幾何高(橢球高)

點位坐標精度提供 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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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D67 
其中                           橫坐標

                                 縱坐標   

                                

                                
 橫坐標

                                 縱坐標

轉換精度約5公尺。

 (二)成大二維坐標轉換公式

　　由國立成功大學衛星測量中心提

出，轉換精度約2公尺。成功大學水工所

網站（http://gis.thl.ncku.edu.tw/coordtrans/

coordtrans.aspx）提供線上計算。

其中 A= 0.0000154

(三)內政部二維坐標轉換公式

　　由內政部委託國立成功大學之研究

成果，坐標轉換係採用最小曲面法，

計 算 繁 複 但 精 度 較 佳 ， 可 以 達 到 3 0

公分。可由內政部衛星測量中心網站

（http://www.gps.moi.gov.tw/satellite/jsp/

TWDConvert.jsp）線上坐標轉換或申請轉

換程式。

二、圖資有共同點位，且其餘點位原始觀測
　　值已知，可採重新平差或聯測計算

　　可將共同點當作已知控制點，將觀測值帶

入重新平差計算，計算出另一坐標系統之坐標

值。

三、圖資有共同點位，惟其餘點位原始觀測
　　值未知，可採用相似轉換

　　最常使用的二維相似轉換法（Similitude 

Transformation）包括Helmert四參數法及Affine

六參數法，說明如下：

(一) Helmert四參數法

　　由圖4可知，Helmert四參數法，四參

數包含尺度、旋轉及縱橫坐標平移量，

如剛體運動一般，轉換前後幾何關係近

似保持不變，最少需要兩個共同點解算

（三個共同點以上平差計算），因計算

簡易，常用於地理資訊系統各類圖資轉

換。

              
圖4 二維平面坐標轉換- Helmert四參數法

(二) Affine六參數法

　　 由圖5可知，Affine六參數法，六參

數包括縱橫坐標尺度、旋轉及縱橫坐標

平移量五參數外，更加入縱橫軸夾角，

最少需要三個共同點解算（四個共同點

以上平差計算），可將非正交系統轉換

為正交系統，不僅轉換前後幾何關係改

變，更可略微吸收系統性誤差，故較適

用於地籍坐標或都市計畫樁轉換。

肆、實例分析

　　以下將以新竹科學園區TWD67控制點坐標

轉換為TWD97做實例之說明，新竹科學工業園

區特定區及其周邊範圍約5400公頃，現有之控

制點位如圖6所示，其中TWD67與TWD97共同

點12點（已知上級控制點），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委託中華顧問工程司辦理科園航測案時設

置石樁32座、鋼樁45座、鋼片樁11座及航空標

63點，合計151點，以12台Leica 500 衛星接收

儀 GPS靜態測量觀測，本次測試以GPS整體平差

成果作為各點位TWD97坐標之對照數據，並以

上述12個共同點對151點科園控制點分別辦理平

移、四參數轉換及六參數轉換，坐標轉換成果

再與上述對照數據作比較，其坐標轉換比較如

表2所示。

　　由表2可知，本次個案轉換成果以六參數

轉換成果較佳，誤差的分佈較均勻，中誤差亦

較小，且已知控制點之間一致性不足，隱含系

統性誤差（這可以從2002年新竹科園航測案

測量成果簿TWD67已知三等三角點檢測的成果

看出），因此新竹科園舊有的TWD67空間資訊

如都市計畫及地籍資料等，建議採用六參數轉

換，成果較佳，轉換精度可達5.8公分；新竹科

園六轉換參數如下：

橫坐標尺度

縱坐標尺度

旋轉角

非正交夾角

橫坐標平移量

縱坐標平移量
　　

　　其次，若分析四參數轉換與六參數轉換的

相關係數與統計α=5%之Tau-test（數據如表3及

表4紅框所示），可知其中旋轉參數並不顯著，

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對於圖資精度之要求相對

於轉換精度低的新竹科園舊有的TWD67圖資如

地形圖、正射影像等，建議可以直接平移轉換

至TWD97系統，轉換精度仍可達12.4公分（詳

表2）。

內政部二維坐標轉
換公式

平移 四參數法 六參數法

縱坐標 橫坐標 縱坐標 橫坐標 縱坐標 橫坐標 縱坐標 橫坐標

最大值 0.408 0.002 0.250 0.188 0.251 0.096 0.098 0.115

最小值 0.031 -0.247 -0.143 -0.317 -0.146 -0.197 -0.088 -0.094

平均值 0.172 -0.102 0.002 -0.006 0.004 -0.002 0.006 0.000

中誤差 0.209 0.128 0.065 0.106 0.084 0.051 0.034 0.047

點位中誤差 0.235 0.124 0.098 0.058

轉換誤差

    
方 法

X67：TWD67

X97：TWD97
：TWD97 

X67 = X97 - 807.8 - A * X97 - B * Y97  

Y67 = Y97 + 248.6 - A * Y97 - B * X97  

X97 = X67 + 807.8 + A * X67 + B * Y67  

Y97 = Y67 - 248.6 + A * Y67 + B * X67 

X67 = X97 - 807.8 - A * X97 - B * Y97  

Y67 = Y97 + 248.6 - A * Y97 - B * X97  

X97 = X67 + 807.8 + A * X67 + B * Y67  

Y97 = Y67 - 248.6 + A * Y67 + B * X67 

B= 0.000006521 

Sx=0.99997979
Sy=1.00001292

 = -0.0000287 (rad.) 
 C1= -793.365 

C2= 173.275 

X67 = X97 - 807.8 - A * X97 - B * Y97  

Y67 = Y97 + 248.6 - A * Y97 - B * X97  

X97 = X67 + 807.8 + A * X67 + B * Y67  

Y97 = Y67 - 248.6 + A * Y67 + B * X67 

圖5 二維平面坐標轉換- Affine六參數法

圖6 新竹科園控制點分佈圖

表2  新竹科園TWD67 to TWD97坐標轉換誤差比較表(單位：公尺）

 = -0.00001132(rad.) 

X67 = X97 - 807.8 - A * X97 - B * Y97  

Y67 = Y97 + 248.6 - A * Y97 - B * X97  

X97 = X67 + 807.8 + A * X67 + B * Y67  

Y97 = Y67 - 248.6 + A * Y67 + B * X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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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在10公里見方的範圍內，因無需考量地球

曲率，可視為平面處理坐標轉換及圖資套合，

本文提供了許多小區域的平面坐標轉換的作

法，不僅適用於大部分空間資訊圖資整合的應

用，也由於觀念及計算較為簡易，相較於嚴密

的理論公式（如最小二乘配置法等）需要的限

制條件較少（如已知點的數量、轉換圖資的統

計性質等），將更具實用性。

 

　　而透過以上說明及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之個

案分析，可以獲致下列結論：

一、小區域的平面坐標轉換可以依據精度的
　　要求，選擇適宜的坐標轉換方法

　　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控制點轉換為例，內

政部二維坐標轉換公式可適用於無共同點之圖

資轉換，轉換精度可達24公分；地形圖及正射

影像的坐標轉換可採平移處理，轉換精度約12

公分；高精度要求圖資如控制點、都市計畫或

地籍圖等，可採六參數轉換，轉換精度約5.8公

分。

二、透過參數相關性等統計分析指標，可以
　　過濾非顯著性的參數，使圖資轉換更簡
　　易

　　透過參數間相關性之統計測試，可以得知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坐標轉換之旋轉參數相關性

高，且在統計上並不顯著，對地形圖等圖資而

言，可以忽略旋轉量的影響，因此圖上各圖

元，如各圖例及文字等在圖資轉換時無須旋

轉，使轉換套繪單純化，降低新舊圖資轉換的

成本。

三、少量的共同點即可執行小區域平面坐標
　　轉換，可快速轉換不同坐標系統之圖資
　　

　　對小區域座標轉換而言，共同點的推求常

是一難題，此時採用Helmert四參數轉換或Affine 

六參數轉換，因為僅需要少數的共同點解算，

是一簡易可行方法，可快速將舊有圖資轉換至

新的坐標系統，做後續的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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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olf, P. R. and Dewitt B. A., Eleme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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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書，新竹，2002。

表3  新竹科園TWD67 to TWD97四參數轉換參數及精度表

表4  新竹科園TWD67 to TWD97六參數轉換參數及精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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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人工繪製地圖成本高而且耗時，造成地圖

更新緩慢。對航遙測影像進行正射校正，可使

正射影像與地圖同樣具備正射投影、單一比例

尺之幾何特性。理想狀況下正射影像可展示地

表物正確的形狀、位置和地理座標(如圖1)。

在數位時代中，正射影像可與地理資訊系統做

整合，作為影像地圖、數化地圖、變遷偵測、

三維仿真城市地景材質，應用甚廣。因此，航

遙測影像幾何校正是資料整合應用前的必要工

作。

一、傳統正射校正

　　正射改正指過去僅針對地形的影像改正方

法，本文中稱為傳統正射校正，其針對攝影傾

角造成的傾斜移位以及地形起伏所產生的高差

　　在地理資訊領域，為將各種空間資料整合於同一空間坐標，遙測影像幾何校
正為必要工作。在改正過程使用數值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簡稱DEM)
和相機姿態參數進行；前者描述地形起伏，而後者可描述三維物空間和二維影像
的轉換關係。兩者配合影像即可改正地形起伏在影像中所造成的變形，其成果稱
為正射影像。近年來國內使用新式數位相機空拍，影像具備高解析、高品質之特
性，地表建物的高程變化在影像的幾何變形更加顯著。為達高品質製圖，校正程
序必須考量地形與地物，使得成果影像地表物皆改正至正確位置，此種校正稱為
真實正射校正。在台灣都市區，最主要的建物為房屋、橋樑、道路。因此本文介
紹都會中建物密集區，整合房屋、道路、地形模型產生真實正射影像，並展示實
際測試例。

移位。然而，高解析影像中對於地貌包含更多

細微的資訊。圖2顯示都市區中，高樓造成影

像變形相較平緩的地形更為顯著。為達高品

質製圖，對建物進行校正是必需[Habib et al., 

2007]，本文探討建物針對房屋及橋樑道路。

關鍵詞：真實正射校正、遮蔽區、陰影區增揚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工程師／李訢卉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正工程師／李莉華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暨土木工程學系／教授／陳良健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張智安

1 2 3 4

1

2

4

3

圖1 正射投影幾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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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真實正射校正

　　真實正射校正更著重在地物改正之程序，

其考量地物在影像的幾何變形與遮蔽。經過校

正之成果影像可以展示所有地表覆蓋物的『真

實位置』，故稱為真實正射校正。改正程序若

僅根據地表物高度起伏進行校正，會顯不足。

因為，地物高度的驟變會造成遮蔽，遮蔽區塊

即像機無法拍攝到的區塊，必須用其他視角影

像進行填補。若未處理遮蔽區，僅使用單張影

像進行正射，成果則如圖3產生高樓影像錯誤殘

影。因此，真實正射校正之核心技術尚包含遮

蔽區之偵測與處理[Zhou et al.,2005]。本文將目

標物著重在房屋及道路，目的為整合房屋、道

路、地形模型以及高解析空照影像，產生真實

正射影像。

貳、模型及資料之準備

　　本文乃針對都市區，一般而言都市區地形

相對平坦，但有多層道路、高大房屋、複合屋

頂結構。本文將使用桃園測試區資料代表立體

交會道路案例，台北測試區資料代表都市高樓

之案例。欲配合高解析之空照影像校正，使用

資料包括：高解析度DEM、三維房屋模型(3D 

Digital Building Models,3D DBM)、三維道路模

型(3D Digital Road Models, 3D DRM)和高解析

空照影像。DEM和影像屬網格式資料；DBM、

DRM為稜柱體模型[Rau and Chen,2002]，屬三維

向量式資料。運算時，地表區、房屋區、道路

區，可分別由DEM、 DBM、 DRM描述其物空間

幾何與高程變化。資料中以許多區塊(Patch)組

成道路系統、房屋模型。

一、桃園測試區

　　本測試區位於國道一號與國道二號之桃園

系統交流道，其道路系統包含緩坡及兩兩交會

之三層立體道路。本測區之測試案例屬於高架

橋樑、立體交會道路之案例。

(一)航照影像 

    本測區所使用之航照影像由中華民

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提供，使用

UltraCam-D數位航空相機，攝影焦距為

101.4厘米。影像拍攝時間在2004年9

月，其解析度約為13公分，兩張影像之

重疊百分比約為60%。

(二)使用模型

    本測區所使用之DEM由中華民國航

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提供。DEM是經

由人工在數位影像工作站量測而得，圖

4之桃園測區DEM空間解析度為2公尺。

道路模型是人工在數位攝影工作站量

測，利用道路邊界線折點建模得到[羅詔

元,2006]，圖5之桃園測區3D DRM以不同

顏色的線段表示道路中心線與邊界線在

基準面之投影。

          

二、台北測試區

　　本測試區位於台北信義區，測區內房屋高

大、密集且具有複雜屋型之測試例。

(一)航照影像 

    本測區所使用之航照影像由台北市政

府提供，使用UltraCam-D數位航空相機，

攝影焦距為101.4厘米。影像拍攝時間在

2005年8月，其解析度約為16公分，影像

之前後重疊百分比95%，航帶間重疊百

分比(Side lap)為55%。

(二)使用模型

    DEM由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提供，

圖6之台北測區DEM之解析度為4公尺。

圖7之台北測區3D DBM是利用向量圖

獲得房屋輪廓，配合航照影像建房屋高

度。

 

　
　

參、影像真實正射校正

　　相較於傳統幾何改正程序，真實正射校

正，其程序偵測資訊不足之遮蔽區，並以多視

角之副影像補償。研究使用逆轉換模式[Kim et 

al., 2001]，本文主軸分別為幾何改正與輻射平

衡，幾何改正包括視線分析、遮蔽偵測及遮蔽

區補償；輻射平衡則為陰影區增揚。研究首先

對資料進行前處理，了解其位相關係以建立區

塊處理順序。

 圖4 桃園測區DEM   圖 5 桃園測區3D DRM

圖6 台北測區DEM 　　　　　　 圖7 台北測區3D DBM

圖2 高樓影像變形 圖3 高樓影像錯誤殘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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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8 工作流程圖

　　

　　處理程序包括：(1)視線分析、建立屬於主

影像之影像矩陣，用以記錄主影像可視點之集

合。(2)遮蔽偵測、反投影所有物點，擷取光譜

值自主影像，若並非(1)所記錄之點集合，則為

遮蔽區。(3)將(2)偵測之遮蔽區，投影至其他

副影像擷取光譜值進行填補。(4)對工作影像陰

影區塊與非陰影區塊，採直方圖匹配以進行增

揚。圖8為工作流程圖，詳述如下：

一、視線分析

      程序上先建立影像矩陣H-buffer，其大小與

主影像相同，用高程記錄像空間可視點集合。

研究概念在接近垂直攝影時，高度大會遮蔽高

度小之物體，故利用物體高度判斷遮蔽。當多

個物空間點對應至相同像座標，只記錄最大高

度值(如圖9)。地表、道路、房屋區，高度分別

內插自DEM、3D DBM及3D DRM。可由共線條

件式運算物象空間轉換[Wolf and Dewitt,2000]，

如式(1)：

　　    

.........................................................................................(1)

其中 ccc ZYX ,, 為投影中心於物空間坐標系之

坐標； yx,  為像點於框標坐標系之坐標值；

ZYX ,, 為量測點於物空間坐標系之坐標；

cc yx , 為像主點於框標坐標系之坐標值；   

f 為相機焦距； 11m ~ 33m 為旋轉矩陣之組成

元素。

二、遮蔽偵測

　　首先建立索引圖記錄各地元類別，其坐標

系統及大小與正射影像相同。執行時對物空間

網格逐點內插高度，以得物點三維坐標。再利

用共線條件式，計算對應像坐標，並比較地物

高與H-buffer對應儲存值。當H-buffer儲存值較

大，表物點被遮蔽，將之註記於索引圖，反之

則表該區可視，擷取光譜值自主影像填入工作

影像(如圖10)。

三、遮蔽區補償

　　將上步驟所偵測之遮蔽區，投影至副影像

擷取光譜值，以填補主影像不可視之遮蔽區。

遮蔽區即為影像拍攝時建物遮蔽的區塊，若不

經過視線分析就擷取，會在成果影像產生殘

影。同樣在補償遮蔽區時，必須先判斷這些區

塊在副影像是否有遮蔽，唯有可視區塊由副影

像進行填補，避免錯誤發生(如圖11)。

             圖11 遮蔽區之光譜值擷取自副影像

肆、陰影增揚

　　本研究程序包含兩步驟:(1)陰影區偵測(2)

直方圖匹配。在陰影區偵測中，利用太陽方位

角、仰角，自動化偵測工作影像中陰影區位

置。再以直方圖匹配法，對影像中的陰影區塊

與非陰影區塊，進行自動化增顯，以得到最終

之真實正射影像。

一、視線分析

　　陰影區塊偵測藉由太陽方位角、仰角，預

估陰影區在工作影像之範圍，本文所使用的方

法，係利用影像軟體量於正射影像測太陽方位

角α和陰影長度，並以陰影長度、房屋高度，

求太陽方仰角θ(如圖12)。此延續H-buffer觀念

於平行投影，偵測影像中被建築物遮蔽光線則

為陰影區域。平行投影之物像空間轉換使用式

(2) [李良輝,1991]，

.....................................................................................(2)

其中 PPP ZYX ,, 為投物空間點P之物空間坐

標； QQ vu , 為P之對應點Q於影像之坐標； l  

為物空間原點至像平面原點之距離，圖13為平

行投影之三維透視圖。

               
 圖12 陰影區偵測之側視圖

               
                

 
圖13 平行投影之三維透視圖

二、陰影區增揚

　　

　　本文以非陰影區為參考區，陰影區為目標

區進行直方圖匹配，將陰影區域之光譜分佈映

射到非陰影區之光譜分佈，以達陰影資訊回復

與增顯[Rau et al.,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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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逐區記錄屋頂面之高程 圖10 索引圖記錄各像元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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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校正成果
　　

　　為進行本文之成果與傳統校正成果比較，

測區影像將分別進行傳統正射糾正和本文之真

實正射糾正。為方便成果觀察，將各測區之影

像放大，以下步驟將遮蔽區標示為紅色，以方

便觀察。

　　本節展示道路測試例之成果，圖14為道路

傳統正射影像，可發現高架橋路緣扭曲。圖15

則展示道路遮蔽區之錯誤殘影，圖16為道路遮

蔽區偵測之成果，紅色區塊確實為圖15錯誤的

殘影。圖17為遮蔽偵測後補償之道路真實正射

影像，可發現本研究方法可正確偵測遮蔽區域

並予以補償，成果影像道路、橋樑位於正確位

置，道路邊界不再扭曲。

　　圖18為房屋傳統正射影像校正成果，改正

過程並未考量建物所造成之影像變形，因此可

以發現房屋越高，傾斜情況越顯著。圖19則

是將房屋模型加入真實正射校正程序之成果，

各屋頂面材質皆位於正確的平面位置，紅色區

塊表所偵測之遮蔽區。圖20、圖21和圖22分

別為使用一張、二張及三張副影像進行房屋遮

蔽區的補償成果。由此成果可知，利用不同視

角所拍攝之副影像，可填補建物在不同方向的

遮蔽，隨著使用副影像數量增加，遮蔽區逐漸

減少，但最後成果中仍有少部分無法完成被補

償。由於都市建物密集，部分區塊受到建物在

多方向的遮蔽，因此真實正射校正需要多航帶

高重疊影像。

 

　　利用圖22之成果進行房屋區陰影區影像增

揚，如圖23。由結果可知，本方法可偵測陰影

區，並以直方圖匹配進行影像增揚，提升陰影

區資訊的判釋能力，但所偵測之區塊與真實陰

影位置略有不同，原因與DEM精度、房屋模型

精度及資料套合誤差有關。

圖16 道路遮蔽區偵測 圖17 道路真實正射影像

 圖14 道路傳統正射影像 圖15 道路遮蔽區之錯誤殘影

圖18 房屋傳統正射影像 圖19 房屋遮蔽區偵測成果 圖20  一張副影像補償房屋  
        遮蔽區成果

圖21 二張副影像補償房屋遮蔽區成果 圖22 三張副影像補償房屋遮蔽區成果 圖23 房屋區陰影區增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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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精度評估

　　本節為精度評估，包括誤差向量圖與檢核

點中誤差。誤差向量圖中，青色線條為道路街

廓線段或房屋輪廓線，藍色圓形為檢核點位

置，紅色箭頭為其誤差向量。桃園測區使用48

個檢核點，人工挑選街廓線折點作為檢核點。

圖24為桃園測區真實正射影像誤差向量圖，成

果影像解析度0.15m，檢核點中誤差在E方向與N

方向分別為0.25m與0.29m。台北測區則使用51

個檢核點，來源係從房屋模型中人工挑選屋角

點作為檢核點。圖25為台北測區真實正射影像

誤差向量圖，成果影像之空間解析度為0.15m，

檢核點之中誤差在E方向與N方向分別為0.16m與

0.09m。由上發現道路測試例之精度較差，原因

與橋梁特性有關。其一，橋樑兩側高大護欄造

成人工繪製模型有認點誤差；其次，除道路交

會處外，道路不如房屋有許多明顯銳角點可供

檢核與繪製模型，亦放大其誤差。

　　　　　圖24 桃園測區真實正射影像誤差向量圖 

柒、結語

　　本文整合地形、房屋、道路模型，以區塊

為單元描述三種表面起伏以校正幾何變形，並

以多視角數位空照影像進行遮蔽區域的補償。

並且將成果影像進行陰影增揚，以增加影像在

陰影區的判釋力，最後對成果進行精度分析。

由研究成果可獲得以下結論：

一、建物區的影像變形可確實校正，真實正
　　射校正影像可廣泛應用

　　一般傳統正射影像上具有的房屋傾倒、高

架道路扭曲以及地物遮蔽現象，在成果中真實

正射影像中房屋傾倒、橋樑路面扭曲的情已被

消除。經過校正後，房屋、道路等重要建物皆

位於正確位置。經過精度評估，檢核點精度可

達到1－2象元之精度等級，在使用高精度模型

與高解析航遙測影像校正的情況下，成果影像

可達製圖標準做為影像地圖，甚至以影像作為

材質敷貼，搭配DEM與房屋、道路模型建置可

做為工程規劃的視覺模擬，或三維城市模型。

亦可使用地政資料或地理資訊系統，整合其屬

性資料於三維擬真城市，輔助防災和都市管理

等工作。

               圖25 台北測區真實正射影像誤差向量圖

二、利用高重疊、多視角航遙測影像可正確
　　補償遮蔽區影像

　　本方法可有效的偵測遮蔽區，並利用高重

疊、多視角之航遙測影像進行補償。可知，利

用不同視角所拍攝之副影像，可填補建物在不

同方向的遮蔽，隨著使用副影像數量增加，遮

蔽區逐漸減少，但最後成果中仍有少部分無法

完成被補償。由於都市建物密集，部分區塊受

到建物在多方向的遮蔽，即使用罄副影像，

仍難以重建該區塊之影像資訊。在遮蔽區面

積小的情況，未來工作可利用影像修補技術

(Inpainting)獲取部分無法補償之遮蔽區影像，或

以人工介入進行半自動編修。

三、陰影區塊影像以自動化方式有效增揚

　　本文將完成幾何校正之成果影像，針對陰

影區偵測後，以非陰影區為參考區，陰影區為

目標區進行直方圖匹配。可利用自動化的方

式，將陰影區域之光譜分佈映射到非陰影區之

光譜分佈，以達陰影資訊回復與增顯。成果顯

示，增揚可提升陰影區資訊的判釋能力，進而

提升真實正射影像的整體品質。由結果可知，

所偵測之區塊與真實陰影位置略有不同，則與

影像的精度和使用模型的擬真程度有關。未來

或許可使用半自動方式或部分人工介入的方

式，或使用其他模式之模型及使用光達資料，

以達成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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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許多人都曾有手持地圖卻依然迷路的窘困

經驗，這是因為以二維圖籍記錄三維空間資訊

時，無可避免地會損失一些三維資訊，加上每

個人對於抽象的地圖符號感受能力不同，以致

不易在地圖與環境間建立正確的空間對應關

係。為了讓地圖更接近現實環境，測量製圖界

發展出將二維線畫圖套疊正射像片而成像片基

本圖，提供測區的鳥瞰影像以增加擬真程度，

然而正射像片是由航照像片經過正射糾正而

得，與一般人站在地面上觀察環境的視角不

同，且二維地圖仍無法表達屋頂類型及建物

側面資訊。為因應土木工程需要，測量界又

發展出模擬地表起伏的數值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可以很方便地計算

　　隨著科技的發展及人口朝都市集中化，城市建築結構亦趨向複雜化，由原本的平面朝天空發展

為多層次的建設，如：台北101的超高樓層建物、立體交叉的高架道路、地下化的鐵路、捷運等。

這些多層次的空間資訊已超出傳統二維地圖之表達能力，亦非每一網格只能記錄單一高程值的數值

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所能表達，唯有透過三維城市模型才能完整地描述且逼真

地呈現。如何能在短時間內整合各種空間資訊來源，模塑出完整表達城市空間的三維城市模型，則

是當前測量製圖領域所追求的目標。本文採用模型式建物萃取法（Model-based Building Extraction, 

MBBE），將傳統航測的浮測標（Floating Mark）擴充為三度空間的浮測模型（Floating Model），使

量測的單元不再是抽象的一個點位，而是許多種可伸縮、旋轉、移動的三維模型，除了具備可調整

的三維位置參數外，還依模型種類增加了各方向的伸縮尺度、空間旋轉等參數，可想像成一個漂浮

在空間中，可移動、旋轉、縮放大小以量測地物的模型。浮測模型法提供了一種簡單直覺的模塑流

程，僅需調整模型使之套合航照影像或光達點雲，即可重建出高精度建物模型，將這一塊塊的積木

堆砌起來，即成三維城市模型。

出坡度、坡向、挖填方等空間資訊，但是每一

個網格點只能記錄一個高程值，因此只能算是

2.5維的表示法。時至今日，得利於電腦繪圖晶

片與虛擬實境繪圖語言的蓬勃發展，終於可以

在個人電腦上完整呈現城市空間的三維面貌。

這種依照測量所得高精度資料在電腦中重建出

的三維模型，不僅具備正確的空間幾何，也同

時記錄建物的各種屬性資料，猶如一個縮小的

城市，稱之為三維城市模型（Virtual 3D City 

Model）或數碼城市（Cyber City）。圖1顯示了

測量製圖成品從二維發展到真正三維的過程，

三維城市模型的優點不言可喻。

              

          

關鍵詞：浮測模型、三維城市模型、數值攝影測量、光達測量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正工程師／王聖鐸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教授／曾義星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副理／林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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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二維圖籍受到線條繪製與印刷技術的

限制，過高的測量精度無法在圖上表現出來，

而有所謂的比例尺精度（Accuracy of Scale）

或稱極限精度。而太小的地物在圖上也無法展

繪，因此比例尺在某種程度上也等於決定了圖

面上地物的幾何精度與細緻程度。德國「北萊

茵-西發里州大地數據基礎建設」組織的3D特別

小組（Special Interest Group 3D, SIG 3D）依據

國際大地空間協會（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OGC）的地理標記語言（Geography Markup 

Language 3, GML 3）為基礎，提出一套三維

城市模型的儲存與交換格式：CityGML（http://

www.citygml.org/），使各國製作的三維城市

模型除了可以在國際間互通共享外，還能提

供網際網路上傳輸、顯示、查詢之用。SIG 

3D在制訂CityGML時，並沒有採用測量製圖慣

用的比例尺概念，而使用了電腦繪圖中細緻

度層級(Level of Detail, LoD)的設計，並對每

一層級提出對應的精度要求。圖2為LoD0到

LoD4五種等級的示意圖。LoD0定義為大區域

範圍的2.5維數值高程模型，或在DEM上套疊

正射影像，其平面與高程精度小於5m。LoD1

則是在LoD0之上以稜柱體（Prism）架構建物

塊狀模型（Block Model），不含屋頂與側面

附屬建物，其精度大約5m。LoD2亦為城市尺

度模型，但加上了各種類型的屋頂，並對屋頂

及牆面敷貼材質紋理，其精度提升至2m。LoD3

則縮小範圍至單棟建物或地標，包含所有附屬

建物與建築細節，必須呈現建物完整外觀，其

精度約為0.5m。LoD4則是細緻到建物內部都

必須塑模，以致使用者可由建物外漫遊至建物

內，或由建物內向外觀察，其精度約為0.2m。

　　CityGML將模型細緻度與精度綑綁在一起，

從電腦3D繪圖角度來看或許很合理，但在測量

實務上卻會造成很大的困擾。王蜀嘉教授[1]對

此曾有精闢剖析，建議將精度與細緻度分開論

述，並增加LoD1.5與LoD2.5兩種細緻度層級，

相關內容請參考文獻，本文不再贅述。而從應

用面來看，不同細緻度與精度的三維城市模型

各有適用的場合，製作超過所需的模型，只是

浪費人力、時間成本罷了。以目前三維城市模

型最為大眾所歡迎的導覽用途而言，5m精度

已經綽綽有餘，但其細緻度卻可能要LoD2乃至

LoD3，甚至必須以實地拍攝影像作為牆面敷貼

材質，才能給予使用者最佳臨場感。圖3為國立

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曾義星教授團隊

所製作之虛擬校園一隅，建物幾何模型是以傳

統航空攝影測量之立體製圖方式逐點量測再連

線構築，而建物牆面影像則是實地拍攝後，以

人工擷取加以敷貼。像這樣的擬真模型已經非

常接近實地環境，可以協助初次到校的來賓立

即熟悉環境，而對於從未到過該校者，即使遠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也只需要坐在電腦前透過

網際網路就能瀏覽校園真實全貌。事實上許多

爭取主辦奧運的城市，如：巴黎、倫敦、北京

等，都曾經製作三維城市模型，將自身城市之

美推銷到全世界。

　　

　　城市導覽只是三維城市模型其中一項功

能，其管理三維空間資訊的能

力才是令人更加期待的。臺灣

地區每逢夏季常有颱風豪雨造

成災害，若能整合地形、建物

區位、排水系統、地質型態、

土壤含水量等資訊，就能預作

防範工程，或至少能預警危險

區民眾，減輕災害損失。圖4

是由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

研究中心饒見有博士開發，經

蔡富安教授[2]改良之網際網

路三維城市模型淹水視覺模擬

系統，除了調整場景功能外，

也提供晴天、雨天、煙霧等特效模擬，更重要

圖1 測量製圖成果由二維發展到真正三維

圖2  CityGML所定義的5種細緻度層級

圖3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所製作之

      虛擬校園一隅

圖4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所開發之
      淹水視覺模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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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使用者可自行設定淹水高度，檢視淹水發

生時可能的場景。

　　三維城市模型還可以作為房地產的最佳宣

傳工具，業者在新推建案時通常都會製作精美

的建物模型，其精緻度相當於前面所提之LoD3

甚至是LoD4，但範圍僅限於建案基地內。若能

結合到城市區域範圍之三維城市模型，則看屋

者不僅能瞭解建物外觀，更能全盤認識建案周

邊地區的交通動線、市區景觀、生活機能等，

提高其購屋意願。歐洲的電信公司過去僅採用

地理資訊系統作為基地台選址參考，其中建物

高程以樓層數x樓高概算，但在都市區實際架設

時，卻經常出現高度誤差、前有遮蔽或屋頂形

式不適合架設等困難，最後紛紛採用三維城市

模型以確保選址效果。除此之外，三維城市模

型還可以應用在都市計畫、飛航安全、地政管

理、營建管理、汽車導航等用途，由兩大軟體

龍頭Google與Microsoft分別推出Google Earth與

Microsoft Virtual Earth即可看出其潛力。

　　儘管市面上已推出許多三維模塑之商用軟

體，如： 3D Studio Max、Maya、AutoCAD、

Micro Station等，但要獲得建物高精度的三維

資訊，仍必須仰賴測量技術方可達成。對於城

市範圍而言，航空攝影測量應是目前成本較低

且發展成熟之技術，但立體觀測模式與逐點量

測的流程則是生產三維城市模型的效率瓶頸。

光達（Light Detecting And Ranging, LiDAR）

測量可快速獲得測區之數值地表模型（Digital 

Surface Model, DSM），惟購置成本高昂，且僅

能生產幾何模型無法製作材質影像。本文提出

浮測模型法，以單眼立體（One-eye Stereo）的

方式同時對多張影像進行量測，以改善傳統航

測逐點量測的缺點。

貳、浮測模型

　　傳統航測製圖系統以量測「點」的三維座

標為基礎，浮測標可以很簡易地表達出三維空

間的點位，因此在傳統2維或2.5維的量測相當

實用。然而當影像含有陰影或遮蔽等不良因素

時，將無法同時量測立體像對上的共軛點，同

時越來越多的應用需要三維的物件模型，此一

逐點量測的方式也會造成作業上的瓶頸。為了

解決快速模塑的問題，本文將浮測標的概念加

以擴展，提出了以浮測模型重建三維建物模型

的方法。浮測模型本質上就是一個參數式多面

體模型，模型設計之初便決定了建物或物件的

內部幾何條件。基本的浮測模型可以概分為四

大類：點、線、面、實體，每一種類型的浮測

模型還可以各自衍生出不同的模型以符合實際

作業需要。例如：「線」就包括了「直線段」

或「弧線段」；而「面」包括了「矩形面」、

「圓形面」、「橢圓面」、「三角面」等；而

「實體」更多樣化，可以是「矩形體」、「圓

柱體」、「角椎體」或「屋脊型建物」等。儘

管這些浮測模型的外型各異，卻都擁有一些共

同的特徵，就是一定具有一個基準點，一組姿

態參數（Pose Parameters）以及一組形狀參數

（Shape Parameters）。

　　基準點與姿態參數決定了模型在物空間中

的位置與姿態，其中基準點的位置由三個平移

參數(dX, dY, dZ) 來描述，而三個旋轉參數分別

代表繞Y軸的傾角(t)、繞X軸的旋角(s)、以及繞

Z軸的方位角(α)。圖5以4個浮測模型為例，顯

示更動姿態參數後的變化。圖中X’-Y’-Z´坐標

系統定義在模型空間，而X-Y-Z定義在物空間。

粉紅色的小圓球代表基準點的位置，黃色的元

件模型表示更動參數(dX, dY, dZ, t, s, α)前的位置

與姿態，而灰色的元件模型則是代表更動參數

後的模型位置與姿態。由圖5可以清楚看出模型

就有如漂浮在物空間中，藉由控制這些姿態參

數，可以任意地移動或旋轉模型，惟模型的外

型與大小並不會因為姿態參數的改變而有所不

同。

             圖5 浮測模型的基準點與姿態參數

　　

　　模型的外型與大小是由形狀參數所控制，

例如：矩形體模型具有三個形狀參數，分別描

述其寬度(w)、長度(l)以及高度(h)。改變這些參

數的值可以修改模型在三個軸向上的大小，但

是模型整體的外觀並不會改變。不同外觀的模

型會具備不同的形狀參數，例如：屋脊型房屋

除了上述三個形狀參數外，還多了一個屋脊高

參數(rh)。圖6以4個浮測模型為例子，說明更動

形狀參數後的變化。「點」浮測模型是一個特

例，因為它不具備任何形狀參數。由圖6可知更

動形狀參數並不會影響模型的位置或姿態，卻

讓模型在外觀上具有某些約制而又保有調整大

小的彈性。

參、模型―影像套合

　　模型─影像之套合是指模型投影於影像上

之邊緣線與影像邊緣像元之間的吻合程度，由

於模型是建立在所定義的模型坐標系統上，而

每個像元位置則定義於影像坐標，當將模型與

影像做套合時，必先經過幾個必要的坐標轉

換，如圖7所示。首先是模型座標與物空間座標

之轉換，接著為物空間與像片座標、及像片座

標與影像座標之轉換。透過模型參數（姿態及

形狀參數）的決定，可將模型角點的模型座標

轉換為物空間座標；而藉由已知像片之外方位

元素，可計算出角點在像片上的像片座標。另

一方面，透過率定書中已知的框標點像片座標

並量測其影像座標，可將邊緣線萃取像元轉換

為像片座標。若航測影像之內、外方位元素已
圖6  浮測模型的形狀參數

圖7  模型-影像套合過程中的坐標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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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代表影像固定、模型浮動，則套合作業的

目的就是決定模型的形狀及姿態參數。

　　實際作業則將套合分成近似套合及最佳套

合兩部分：近似套合從所有參數都是未知參數

開始，由人工判釋影像並挑選合適之模型，而

最佳套合則是以LSMIF自動迭代計算出模型與

影像最佳套合時的參數。本文以Borland C++ 

Builder設計了一套人機互動式操作介面，可自

動計算上述座標轉換，並將模型投影框線顯示

在影像上。模型首先以預設參數投影在對應之

影像區域，接下來操作者可在影像上拖拉模型

框線，與影像進行近似的套合，以決定最近似

的參數，此時模型邊線與影像邊緣像元應有初

步的吻合。

　　模型─影像最佳套合的基礎是假設模型參

數正確且影像外方位也正確的情況下，模型外

框的投影應該完全重疊於影像上的邊緣線，因

此可將萃取出的邊緣線像元到對應的投影線的

距離視為不符值，以盡可能消除不符值作為套

合的目標。由於模型經由人工近似套合後理應

很接近最佳套合之位置，為避免非屬該投影線

像元之干擾，因此自投影線向外延伸一段距離

作為套合環域，只有落在該環域內的邊緣線像

元才加入該投影線之平差計算，如圖8所示。由

於人工近似套合的程度不一，且地物附近的環

境特徵（如：女兒牆的內外緣）也可能造成邊

緣線偵測元的誤判，因此環域大小不宜完全固

定，最好能隨著影像的內容及迭代的成果逐步

調整。

　　

　　圖8顯示第 i 張影像上模型第 j 條框線環

域，其中第k 個萃取點Tijk到投影框線vimvin的

距離dijk可以用平面上點到線的距離公式表示。

dijk 是模型參數（l, w, h, dX, dY, dZ, ）的函

數，計算套合的依據是以所有萃取點到投影線

的距離平方和為最小做目標，如式(1)所示：

                                       

..........................................................................................(1)

　　若將距離視為平差中的不符值，則式(1)可

分別改寫為平差的觀測方程式，如式(2)所示：

..........................................................................................(2)

　　式(1)、(2)為非線性式需採用牛頓漸進法求

解，將式(1)、(2)分別依未知數取一次偏微分捨

去高次項，即可將其線性化，代入未知數的近

似值可解出未知數之增量，如此可反覆迭代直

到其收斂至最佳解。採用最小二乘平差法的好

處之一是平差後可以求得未知數的中誤差，可

以作為最佳套合的理論精度參考，另一方面則

是可以藉由調整未知數的權以設定約制條件。

舉例而言，若在萃取建物時事先由其他方式獲

得建物附近的地面高dZ，則加大dZ的權將使其

在平差過程中近似固定，即能確保LSMIF能收斂

至最佳解。

肆、實驗測試

　　本文提出浮測模型的概念，以四大類浮測

模型：點、線、面、實體為基礎，分別設計常

見之浮測模型，如：直線段、矩形面、矩形

體、屋脊型房屋等，以Borland C++ Builder 撰寫

物件導向程式，將每個模型製作為獨立物件，

使其具有形狀參數與姿態參數等屬性。所有輸

入的航照或近景影像也視為獨立的物件，分別

具有框標、內方位參數、外方位參數等屬性。

模型─影像套合的互動介面亦利用Borland C++ 

Builder程式設計，使用者可以藉由拖拉滑鼠或

鍵盤輸入的方式，分別輸入模型參數或影像參

數，模型在影像上的投影會隨之更新，以便使

用者確認是否符合近似套合。為了實踐模型─

影像的自動化最佳套合，我們將建物模塑的

LSMIF演算法亦製作為獨立之物件，供套合計算

時叫用。

　　本文採用成大校區附近兩條相鄰航帶、共

六張航空攝影像片，從中挑選十棟不同類型

的建物進行實驗。航空攝影的航高約1600m，

像機焦距為305.11mm，平均像比例尺約為

1/5000，像片經過專業航測像片掃描儀以像元

解析度25µm數化。圖9顯示其中一棟近似套合

與最佳套合後之成果，其中黃色框線代表所採

用的矩形體浮測模型，紅色點顯示自影像萃取

出的邊緣線像元，藍色圓圈標示模型基準點。

在未給予任何約制條件下，十棟建物以LSMIF自

動計算最佳套合之成功率約88%，若加入約制

條件，如基準點的地面高dZ或建物高h，則成功

率可達100%。在每一棟建物均萃取出來後，可

藉由模型參數換算出建物角點座標，再與傳統

航測角點座標比對，X、Y、Z座標差值之各項統

計值如表１所列。

圖8 由模型投影框線向外延伸的環域及
      萃取出的邊緣線像元

(9a) 人工近似套合後，模型在影像2-28與2-27之投影

(9b) LSMIF計算最佳套合後，模型在影像2-28與2-27之投影

圖9  矩形體浮測模型與建物之套合成果

   表1  10棟建物經LSMIF套合後，模型角點座標與

          航測座標差值之統計值

ΔX ΔY ΔZ 22 YX ∆+∆ 222 ZYX ∆+∆+∆

最大值(m) 0.983 0.723 3.034 1.072 3.047

最小值(m) -0.733 -0.985 -1.932 0.045 0.138

絕對
平均值(m)

0.291 0.223 0.799 0.397 0.942

平均值(m) 0.161 0.070 0.047 0.397 0.942

中誤差(m) 0.3296 0.2770 1.0335 0.2400 0.6233

ΣΣΣdijk
2=ΣΣΣ[Fijk(l, w, h, dX, dY, dZ, )]2

→min

0 + vijk = Fijk (l, w, h, dX, dY, d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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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三維城市模型整合各方所需的空間資訊，

可廣泛應用在觀光導覽、都市計畫、不動產管

理、交通規劃、機場航道規劃、無線基地台規

劃、國安維護等各種民生及專業用途。為解決

傳統航測技術在立體觀測與逐點量測上的瓶

頸，本文延伸浮測標量度的概念為浮測模型，

將零維的浮測標拓展到三維實體，使其除了具

有標定三維座標功能之外，更增加了各方向的

伸縮量、空間旋轉等參數，成為一個漂浮在空

間中，可移動、伸縮、旋轉以量測各式地物的

三維模型。本文並提出一套最小二乘模型─影

像套合演算法，使操作員僅需調整模型近似套

合至影像，即可交由電腦自動計算最佳套合時

的模型參數。

　　原則上所有能以參數描述的模型都可以設

計為浮測模型，因此操作員只要自各種預先定

義的浮測模型中挑選最適合的一種進行量測，

就能萃取屬於該類型的地物，而不再侷限於逐

點量測。且浮測模型在定義時即隱含內部幾何

約制條件，因此即使物體某部分被遮蔽，仍能

萃取出完整的物體模型。浮測模型內部的幾何

約制也確保了萃取成果的幾何特性，如：平

行、正交、等長等。最佳套合後的浮測模型即

代表該物體的外觀，不需要逐點連線。

　　而在研究的過程中也發現一些浮測模型與

LSMIF的缺點：(1)由於浮測模型隱含內部幾何約

制條件，若操作員選錯模型，不論如何調整都

無法完全套合。(2)由於必須以參數描述模型，

因此不規則的多面體便無法設計為一個浮測模

型，而必須切割後再分部進行量度。(3)航測像

片中許多建物的底部是被遮蔽的，而無法提供

計算最佳套合的依據。除了由其他來源獲得地

面高並在平差中約制dZ之外，另一個方法是改

用面模型，或是屋頂類的模型（如：橫等腰三

角柱體）來套合建物的頂面，再往下延伸到地

面構成稜柱體模型。(4)儘管模型本身內部具有

幾何約制條件可彌補部分被遮蔽的邊緣線，惟

若所有與該參數有關的邊緣線均被遮蔽而不可

見，就無法藉由套合以求解參數。

　　浮測模型法採用單眼立體觀測方式，不需

要特殊的電腦硬體設備，可降低三維城市模型

之測製成本。堆積木式的量測方式，除了能減

少逐點量測的工作，也能避免連線錯誤的人為

疏失。整體而言，浮測模型法確實能提升三維

城市模型之測製效率，並仍保有傳統航測製圖

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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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期「中華技術」正式與大家見面了，這一期是由本公司建築及

機電事業群地理資訊工程部主導撰寫；由於空間資訊的運籌服務包涵

全球衛星定位(GPS)、航遙測(RS)及地理資訊系統(GIS)之3S整合應用，

然而目前國內空間資訊技術發展，在政府近二十年的努力推動下，雖

然技術上已有顯著的進步，但在民間的空間資訊產業卻仍屬成長階

段，其相關技術及產品仍有很高的發展潛力。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近年來積極參與政府各項相關執

行計畫，如：高精度及高解析度數值地形模型建置、國土利用調查、

航遙測影像控制實體、通用版電子地圖、國土資訊系統建置等工程計

畫，並將部門研發技術投入實際生產計畫。所以無論在流程制定、規

範研擬、技術研發上均已累積相當多的實務經驗；希望經由本期內容

使得讀者了解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在國內空間資訊發展過

程中相關課題之經驗及技術，並提供讀者參考。

　　將於今年十月份出刊的80期「中華技術」，將由台灣世曦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軌道事業群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主辦，敬請期待。

　　

編 後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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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記：

● 本刊於每年一、四、七、十月份以季刊方式發行，來稿請備紙本 
   稿件一式三份及原稿電子檔，以掛號郵寄台北市106大安區辛 
     亥路二段185號27樓，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及研發部 
     轉『中華技術』編輯小組收。 

● 80期中華技術專輯主題／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截稿日: 97年9月10日／出刊日: 9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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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科技外交、考察評估、數位典藏、LiDAR、SWOT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地理資訊部／副理／林志錚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計畫經理／黃家啟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副教授／陳繼藩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教授／陳良健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主任、教授／曾義星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前資深研究員／吳豐敏

　　台灣具遙測與GIS科技整合及應用之豐富經驗，且擁有福

衛二號衛星和三號衛星相關資源與技術，倘能整合應用於外

交援助與經濟合作工作，對我友邦進行技術協助或移轉，則

對其整體性國土資源及重大公共建設所引發的環境變遷及防

災監控等工作，將頗具助益，兼有拓展海外商機之可能。外

交部曾希望推動「科技外交」，將台灣的科技發展經驗與友

邦分享，故進行本次參訪，其主要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友邦除重點區域（如巴拿馬運河廊道區）外，基本圖資

　　老舊缺漏，且精確度低，亟需更新。

二、友邦自然環境遭受人為破壞與污染日增，且宏國及尼國

　　屢屢蒙受風雨災而損傷慘重，故對環境監測及災害資訊

　　分析倍予重視。

三、友邦具有明顯的GIS潛在應用需求，而我方在航遙測技術

　　術已應用純熟，如運用於衛星影像製作地圖、影像判釋

　　與環境監測、易淹水區初步模擬與研析規劃等皆為可行

　　發展之業務。

四、中美洲友邦GIS市場可能之進入方式：前期宜配合外交

任務為先，促成外交行動方案，尤可借助駐地使館之

引介。　經熟悉人脈民情後，再尋求與在地廠商策略聯

盟，以逐步　擴大應用廣度與深度。

1

2

3

4

5

6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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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參訪緣由

　　利用遙測與GIS技術進行國土資源規劃、環

境監測及防災應變管理，在先進國家已是成熟

而普遍的科技。以台灣在遙測與GIS科技整合

及應用之豐富經驗，且擁有福衛二號衛星和三

號衛星相關資源與技術，倘能透過適當管道，

整合應用於外交援助與經濟合作，對我友邦進

行技術協助或移轉，則對其整體國土資源及重

大公共建設所引發的環境變遷及防災監控等工

作，將助益頗大，兼有拓展海外商機之可能。

故善加應用GIS先進科技於援助中美洲，應具鞏

固邦交之潛力。

　　外交部曾希望將台灣的科技發展經驗與友

邦分享，故推動「科技外交」，以期全方位鞏

固邦交。經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簡稱國合

會）與中央大學協力籌劃與提議，外交部同意

資助國合會，於2007年10月期間派遣一專家團

（含一自行出資之產業代表）前往中美洲重點

國家進行考察評估（Identification Mission），

以了解可行性並作為我政府未來規劃擬訂「GIS

科技外交」政策與行動方案之參考。

　　本公司榮幸受邀為本團之產業代表，經董

事長核准地理資訊部派員與團參訪，以考察中

美洲在空間資訊應用之展望。

貳、出團成員

　　本次出團參訪之專家團共六員，成員名單

列如表1。

表1 中美洲友邦GIS發展參訪成員名單

參、中美洲之投資風險概述

　　中美洲介於北太平洋及加勒比海間，地理

區位簡示如圖1。該區域屬新興發展國家，法國

科法斯集團以其60年的經驗，對全球91個國家

提供信用管理的服務，該集團調查的信用評等

指標如表2。其中，中美洲數國之投資風險普遍

較高。

表2 科法斯集團(Coface)信用評等指標 

　　綜合而言，中美洲友邦之社經概況有幾項

觀點：(1)農漁牧之物資豐富；(2)人民個性溫良

隨和；(3)政治普遍缺乏文官體制，政商利益關

係綿密；(4)城鄉發展落差極大，人口高度集中

於主要城市；(5)民生貧富差距懸殊；(6)基礎建

設及社經情勢尚不足以支應經濟發展之需求。

肆、中美洲相關單位GIS概況與課題

　　有關本次參訪中美洲相關單位之GIS發展概

況及其面臨課題，分項說明如下。

一、相關單位其測量或GIS之技能

(一)中美洲各國各單位GIS發展懸殊，一

般而言其圖資十分老舊及缺乏，技術仍

為起步階段且資源不足，推動GIS不易。 

(二)GIS及RS技術人員普遍不足，工作人

員平均年齡較高（40歲以上），而大專

院校尚缺乏GIS相關科系，部分GIS相關

研究才剛起步，人才培育顯然為基礎而

重要之課題。

(三)少數單位如巴拿馬運河管理局，為美

國一手建構的管理單位，於1990年代即

已開始設計開發GIS相關系統，在制度、

設備、技術與人力各方面十分完備，主

要皆為內部業務使用，採intranet應用於

設計藍圖查詢、船隻管理。

(四)又如尼加拉瓜國土監測研究管理局

INETER已成立20多年，為尼國官方專責

製圖機構。共分為(1)製圖、(2)地球物

理、(3)土地規劃及(4)水文等四個部門。

主管的業務包含大地測量、基本圖測

製、地理資訊、氣象觀測、水文及水資

源觀測、地震及海嘯監測、地籍管理測

量、國土規劃等，人力充沛，組織相當

完備，作業流程及分工明確，專業技術

人力充裕穩定，工作態度認真。

(五)友邦非常關心Copan Ruins周邊環境

變遷之情形，任何的不當開發或環境破

壞皆可能會嚴重毀損古蹟，宏國人類暨

歷史局相當認同文物數位典藏工作的必

要性，並監測Copan Ruins周邊之環境變

遷。但目前技術部門之經費、人力及技

術皆無法勝任此工作。

單位 職稱 姓名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計畫經理 黃家啟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副教授 陳繼藩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教授 陳良健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主任/教授 曾義星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 前資深研究員 吳豐敏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 林志錚

圖1 中美洲地理區位簡圖

A1級 A2級 A3級 A4級 B級 C級 D級

台灣 南韓 印度 巴拿馬 巴西 宏都拉斯 伊拉克

美國 馬來西亞 波蘭 羅馬尼亞 哥斯大黎加 剛果 賴比瑞亞

加拿大 泰國 中國 摩洛哥 瓜地馬拉 查德 尼加拉瓜

德國 希臘 墨西哥 突尼西亞 印尼 烏克蘭 尼泊爾 

日本 義大利 南非 沙烏地阿拉伯 薩爾瓦多 葉門 寮國 

註：A1級為投資風險最低，D級為投資風險最高評等。

     資料來源： Coface, “Country risk conference”, 2006. .http//www.trading-safely.com.

而普遍的科技。以台灣在遙測與GIS科技整合

及應用之豐富經驗，且擁有福衛二號衛星和三

號衛星相關資源與技術，倘能透過適當管道，

整合應用於外交援助與經濟合作，對我友邦進

行技術協助或移轉，則對其整體國土資源及重

大公共建設所引發的環境變遷及防災監控等工

作，將助益頗大，兼有拓展海外商機之可能。

故善加應用GIS先進科技於援助中美洲，應具鞏

固邦交之潛力。

　　外交部曾希望將台灣的科技發展經驗與友

邦分享，故推動「科技外交」，以期全方位鞏

固邦交。經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簡稱國合

會）與中央大學協力籌劃與提議，外交部同意

資助國合會，於2007年10月期間派遣一專家團

（含一自行出資之產業代表）前往中美洲重點

國家進行考察評估（Identification Mission），

以了解可行性並作為我政府未來規劃擬訂「GIS

(三)少數單位如巴拿馬運河管理局，為美

國一手建構的管理單位，於1990年代即

已開始設計開發GIS相關系統，在制度、

設備、技術與人力各方面十分完備，主

要皆為內部業務使用，採intranet應用於

(四)又如尼加拉瓜國土監測研究管理局

INETER已成立20多年，為尼國官方專責

製圖機構。共分為(1)製圖、(2)地球物

理、(3)土地規劃及(4)水文等四個部門。

主管的業務包含大地測量、基本圖測

壹、參訪緣由

　　利用遙測與GIS技術進行國土資源規劃、環

境監測及防災應變管理，在先進國家已是成熟

而普遍的科技。以台灣在遙測與GIS科技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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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務於GIS之應用領域

(一)加勒比海周邊國家經常遭受颶風及雨

水災患，而尼加拉瓜更有火山群，故對

防救災的應用較為迫切，且對資源保護

區、集水區及生態敏感區域之環境監控

十分感興趣。

(二)湖泊集水區域的環境監測是可預見的

問題，需要大量多時段的衛星影像。

(三)因應城鄉發展有土地重劃之需，但公

私有地界限往往不明確，且對土地管理

的方式相當被動，法規又繁複而有些衝

突。多採先建後審，有紛爭才介入。

(四)日本政府曾費二年調查與攝影，協

助宏都拉斯製作Copan Ruins的虛擬實

境(Virtual Reality)，主要以航空攝影及

照相技術製作場景，所製作的多媒體場

景相當逼真。然而，日本所製作的三維

模型資料並未留予宏國，只提供虛擬實

境的播放影片工具，因此僅具觀光導覽

與教育之用途。基於古蹟文物導覽、保

存、解讀、重建等工作，對Copan Ruins

的眾多戶外石材建構物及雕刻物而言，

文物數位典藏(Documentation of Culture 

Heritage)乃重要工作。

三、圖資系統與工具

(一)有關土地買賣的地籍業務較受重視，

因經費有限，製圖業務停滯，圖資更新

緩慢，全國性圖資大部分仍為類比圖，

少數地圖採數化，但航測設備老舊，且

缺乏經費與人力進行更新。

(二)常用圖為1/50000~12500，少數

1/5000，最新圖約為2002年部分，最舊

部分約為1980年，成果以紙圖為主。

(三)製圖業務最大的困難是坐標系統

不統一，多數圖之坐標系統仍用北美

NAD27，只有局部(約20%)用WGS84，未

來必須進行坐標統一。

(四)局部圖資由相關單位協助提供更新，

但因各自製作圖資，其控制系統不一，

以致無法整合。

( 五 ) 使 用 軟 體 工 具 ： G I S 部 分 多 為

A r c G I S、A r c S D E， C A D工具則以

MicroStation/MGE之應用多於AutoCAD。

　圖2∼圖11 為參訪各友邦相關單位之部分留

   影。

圖2 友邦承辦人員說明測量控制網

圖3 友邦之部分立體製圖設備新穎但閒置

圖4 友邦之立體測繪影像工作站

圖5 參訪友邦之機房設備與運作

圖6 與友邦高階將領進行航遙測研討

圖7 宏都拉斯首都德古西加巴商業繁榮 圖9 與國合會當地技術團成員合影 圖11 館長介紹Copan Ruins考古坑道

圖8 Copan Ruins帳棚保護下之文物遺蹟 圖10 友邦環境資源部部長致詞歡迎與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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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可能合作議題與機會

一、善用福衛二號衛星影像及台灣業界相關航

遙測技術，合作進行圖資數化更新。

二、利用衛星影像更新1:50,000地形圖，並以

1/5,000地形基本圖進行都市規劃或更新。

三、採用多時序及多源衛星影像於運河區及集

水區域的環境監測、水資源管理、處理緊急天

然災害事件與Copan Ruins周邊環境變遷監測。

四、協助建構測量基本控制網。

五、由我方水利與GIS專家協助規劃洪水預測之

資訊架構，逐步進行地形、雨量與水文等詳細

資料收集供後續模擬分析。

六、因友邦數國土地廣大，可由我方防救災專

家依歷年風雨災資料，協助規劃調查不適於居

住之區域，再建議將災害潛勢區之部分人口遷

往非危險區。

七、3D飛行模擬應用於工程規劃設計與管理。

八、提供空載光達(Airborne LiDAR)技術，與宏

國合作建立Copan Ruins區域精確的數值高程模

型(DEM)。

九、提供地面光達(Terrestrial LiDAR)技術，與

宏國合作建立Copan Ruins的石材建構物及雕刻

文物的精確三維模型，進行文物數位化典藏工

作。

十、與友邦政府相關部門利用其大學地利及學

校設備，協同舉辦GIS及相關航遙測科技之訓

練，提昇宏國政府GIS人員之專業水準。

十一、 以友邦大學為橋樑（如締結姐妹校情

誼），拓展在友邦GIS產業的商機。

陸、中美洲GIS業務機會之SWOT分析

　　針對中美洲友邦之GIS發展環境，以優勢、

劣勢、機會與威脅（SWOT）進行策略性分析，

整理如表3。

柒、業界進入中美洲市場之方式

　　此行專家團針對友邦之合作議題與機會，

經綜合性評估後，研擬並提議之行動計畫稿

（含推動優先序），已由國合會提送予外交部

作進一步之研商辦理。

　　依據前述參訪歷程及SWOT等綜合分析，考

量機會與風險，產業界對中美洲市場可能採行

之進入方式，建議如表4。就所投入重點而言，

因友邦之基本圖資老舊缺漏，仍待藉由航遙測

逐步建置圖資之後，GIS的應用才易發揮效果，

故建議於中長期才擴大引入GIS系統應用（例如

災害潛勢分析、都市更新重劃、交通系統規劃

分析等）。

捌、結論與建議
　　

　　依本行參訪專家團之觀察與討論，以及前

述分析，臚列以下數點結論與建議。

一、友邦除重點區域（如巴拿馬運河廊道區）

外，基本圖資老舊缺漏，且精確度低，亟需更

新。

二、友邦公私有土地分界不明且無門牌系統，

城區因應經濟發展才重視圖資而展開測量與調

查，但測量控制系統不足，地政管理體系未建

立，效果受限。

三、友邦自然環境遭受人為破壞與污染日增，

且宏國及尼國屢屢蒙受風雨災而損傷慘重，故

對環境監測及災害資訊分析倍予重視。

四、友邦人口高度集中於主要市區，亟需強化

都市計劃及交通控制規劃。

五、友邦具有明顯的GIS潛在應用需求，而我方

在航遙測技術已應用純熟，如運用於衛星影像

製作地圖、影像判釋與環境監測、易淹水區初

步模擬與研析規劃等皆為可行發展業務。

六、中大太遙中心與國合會合辦之「國合會外

籍生碩博士班獎學金計畫」及GIS國土規劃應用

研習班等案，其學員多為友邦國遴選代表，為

重要技術種子與洽商窗口，故宜多主動保持連

繫與交流，發揮運用海外人脈與技術之綜效。

七、中美洲友邦GIS市場進入方式：前期宜以

配合外交任務為先，積極促成外交行動方案，

而若能借助駐地使館或技術團之引介當助益更

大。經逐步熟悉人脈民情後，擴及尋求與在地

廠商策略聯盟，以擴大應用廣度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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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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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1. 友邦對(1)衛星影像地圖之製作及相關GIS圖資更新

查詢、(2)環境監測及災害資訊分析、(3)瑪雅文物

數位典藏等，表示高度興趣與合作意願

2. 友邦之在地廠商服務技術仍欠完整

3. 我國廠商可尋求與在地廠商Joint Venture的機會

4. 運用友邦曾來受訓學員為洽商媒介，或以宏國UMH

大學為橋樑，逐步開拓GIS產業的海外商機。

5. 日本國際合作組織(JICA)已在尼國進行多年航遙測

之調查與規劃，可參考其成果報告據以推展實作

1. 其政治制度不得連選連任，多為家族統治而缺乏

文官體制，政商關係綿密且政策不易連續

2. 在地廠商長年保有優勢之政商關係

3. 佔地緣之利的北美(含Mexico)廠商可能已滲入市

場或佈局中。

4. 因其長年接受美國及相關國際組織資助，系統與

資料易受北美技術主導或限制。

內
在
資
源
評
估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1. 我國擁有福衛二號衛星，具有每日拍攝大部分地區

的能力

2. 擁有光達測量及三維模型建置技術，可應用於文物

數位典藏

3. 熟悉國際性GIS及遙測各類應用軟硬體

4. GIS及遙測技術成熟，軟硬體及網路人才完整

5. 產、官、學、研之間合作及整合經驗良好

1. 對方單位的相關圖資不易取得

2. 福衛二號衛星的壽年有限(預估壽年至2010年，

但經驗顯示其使用期可能延長)

3. 我國廠商較無海外經驗

4. 旅程遙遠，不利現地作業或諮商

5. 缺乏懂西班牙語之GIS技術人員

　 前期(1~2年) 中期(3~5年) 長期(6年~)

進入方式
以配合外交任務為先，促成外
交行動計畫以拓展商機

在前期之基礎上，擴及尋求與
在地廠商策略聯盟

1.   同中期之策略聯盟

2.   確立商業模式、擴大應用廣度與深度

投入重點 遙測 航遙測/GIS GIS

表3 中美洲友邦之GIS發展之SWOT分析

表4 GIS業界進入中美洲市場之建議方式捌、結論與建議

配合外交任務為先，積極促成外交行動方案，

而若能借助駐地使館或技術團之引介當助益更

大。經逐步熟悉人脈民情後，擴及尋求與在地

2.   確立商業模式、擴大應用廣度與深度

遙測技術，合作進行圖資數化更新。

二、利用衛星影像更新1:50,000地形圖，並以

1/5,000地形基本圖進行都市規劃或更新。

三、採用多時序及多源衛星影像於運河區及集

水區域的環境監測、水資源管理、處理緊急天

然災害事件與Copan Ruins周邊環境變遷監測。

四、協助建構測量基本控制網。

五、由我方水利與GIS專家協助規劃洪水預測之

資訊架構，逐步進行地形、雨量與水文等詳細

資料收集供後續模擬分析。

六、因友邦數國土地廣大，可由我方防救災專

家依歷年風雨災資料，協助規劃調查不適於居

住之區域，再建議將災害潛勢區之部分人口遷

伍、可能合作議題與機會

一、善用福衛二號衛星影像及台灣業界相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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