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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二） 

摘     要 

    為有效管理雪霸國家公園園區內豐富的自然資源，並使雪霸國家
公園管理處 90年度建置成果之圖資發揮其最大之效益，本研究持續
針對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之部分圖資進行資料格式轉換及屬性資料
增補，並依各業務單位需求擴充查詢系統功能，使之能在業務需求上
發揮更大之效益，同時落實雪霸國家公園相關業務人員之地理資訊系
統教育訓練，促進人員之專業知識與研究發展。本研究主要之工作項
目包括：1.目的及範圍確立、2.相關文獻回顧及系統訪談、3.CAD資
料轉檔及增補屬性資料、4.相關政府單位 GIS圖資整合、5.衛星影像
波段組合、6.武陵地區環境監測調查資料整合、7.查詢系統功能新增
與擴充、8.教育訓練與技術移轉。 

 

Abstract 
Shie-Pa National Park has developed various GIS data and systems for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With valuable accomplishments 
from previous efforts,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products has been limited for the 
variant data structures and perplexing systems. To make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data of Shie-Pa National Park more conform to transaction requirement, 
this research combined all the GIS data and upgrade the GIS system with map 
database for the convenient application. The major achievements of this research 
listed as follows: 

(1) To ascertain the purpose and study area of this research. 
(2) References and reports and to interview the staff of Shie-Pa National Park. 
(3) To transform the CAD files into GIS format. 
(4) Integrating the GIS data from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5) Remote Sensing image band combination. 
(6) Integrating on-site survey data of Wu-Lin area. 
(7) Upgrading the GIS System. 
(8) Process one-day workshop for technology transferring and training. 

 



目錄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二） 

-I- 

目   錄  

壹、緒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一、研究緣起及目的… … … … … … … … … … … … … … … … … … 1 

二、研究工作項目… … … … … … … … … … … … … … … … … … … 2 

三、研究工作進度… … … … … … … … … … … … … … … … … … … 5 

四、研究效益… … … … … … … … … … … … … … … … … … … … 5 

貳、雪霸國家公園整合式 GIS資料庫建置… … … … … … … … … … … 6 

一、CAD 資料轉檔及增補屬性資料… … … … … … … … … … … … 6 

二、相關政府單位 GIS 圖資整合… … … … … … … … … … … … … 6 

三、武陵地區環境監測調查資料整合… … … … … … … … … … 14 

四、衛星影像波段組合… … … … … … … … … … … … … … … … 17 

參、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建置… … … … … … … … … … … … … 20 

一、系統訪談及系統分析… … … … … … … … … … … … … … … … 20 

二、系統開發建置… … … … … … … … … … … … … … … … … … … 24 

三、詮釋資料（MetaData）整合查詢… … … … … … … … … … … … 25 

四、系統功能架構及說明… … … … … … … … … … … … … … … … 28 

五、教育訓練與技術移轉… … … … … … … … … … … … … … … … 37 

肆、結論與建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38 

一、結論…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 

二、建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 

伍、參考文獻…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 

 

附錄一  系統問卷訪談結果 

附錄二  雪霸國家公園整合式資料庫資料典 

附錄三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操作手冊 



目錄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二） 

-II- 

圖  目  錄  

圖 1-1 研究範圍圖… … … … … … … … … … … … … … … … … … … … 2 

圖 1-2 研究流程圖… … … … … … … … … … … … … … … … … … … … 4 

圖 2-1 資料建置流程圖… … … … … … … … … … … … … … … … … … 9 

圖 2-2 資料庫架構圖… … … … … … … … … … … … … … … … … … … 13 

圖 3-1 系統運作架構圖… … … … … … … … … … … … … … … … … … 22 

圖 3-2 查詢運作程序圖… … … … … … … … … … … … … … … … … … 23 

圖 3-3 出圖列印程序圖… … … … … … … … … … … … … … … … … … 23 

圖 3-4 資料更新程序圖… … … … … … … … … … … … … … … … … … 23 

圖 3-5 程式開發運作圖… … … … … … … … … … … … … … … … … … 25 

圖 3-6 以詮釋資料為基礎的資料流通架構… … … … … … … … … … 25 

圖 3-7 詮釋資料匯出及列印畫面… … … … … … … … … … … … … … 28 

圖 3-8 系統功能架構圖… … … … … … … … … … … … … … … … … … 28 

圖 3-9 系統啟始畫面… … … … … … … … … … … … … … … … … … … 31 

圖 3-10 林班基本圖… … … … … … … … … … … … … … … … … … … 32 

圖 3-11 查詢五千分之一林班基本圖… … … … … … … … … … … … … 32 

圖 3-12 武陵地區地籍圖… … … … … … … … … … … … … … … … … … 33 

圖 3-13 武陵地區地籍查詢介面… … … … … … … … … … … … … … … 33 

圖 3-14 飛行模擬起始畫面… … … … … … … … … … … … … … … … … 34 

圖 3-15 出圖展示介面… … … … … … … … … … … … … … … … … … … 34 

圖 3-16 詮釋資料起始畫面… … … … … … … … … … … … … … … … … 35 

圖 3-17 建物資料修改介面… … … … … … … … … … … … … … … … … 35 

圖 3-18 建物影像管理介面… … … … … … … … … … … … … … … … … 36 

圖 3-19 使用者新增介面… … … … … … … … … … … … … … … … … … 36 



目錄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二） 

-III- 

表  目  錄  

表 1-1 工作進度甘梯圖（Gantt Chart）… … … … … … … … … … … … … 5 

表 2-1 政府單位 GIS 資料索取內容… … … … … … … … … … … … … 8 

表 2-2 雪霸國家公園環境資料庫索引表… … … … … … … … … … … 10 

表 2-3 武陵地區土地使用清查表範例… … … … … … … … … … … … 15 

表 2-4 衛星影像波段組合處理檔案表… … … … … … … … … … … … 18 

表 3-1 教育訓練課程表… … … … … … … … … … … … … … … … … … 37 

 



壹、緒論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二） 

-1- 

壹、 緒論 

一、 研究緣起及目的 

雪霸國家公園於民國 81年成立，為台灣第五座國家公園，位於
台灣本島中北部，屬於高山型國家公園。園區以雪山山脈為主軸，範
圍涵括了新竹縣五峰鄉和尖石鄉、苗栗縣泰安鄉、台中縣和平鄉，總
面積達 76,850 公頃。園區內地形錯綜複雜，景色變化萬千，高峰溪
流景觀壯麗，蘊涵完整豐富的動植物及人文資源。 

為合理管理園區內豐富的自然資源及掌握園區內自然事物的動
態變遷，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自民國 83年起即針對園區之自然環境
及人文地理資料進行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建置之工作，歷經八年已有相
當豐碩之成果，包括基礎資料之建置（地形、水文、動植物資源等）
與應用系統之開發（地理資訊系統、業務應用模組、衛星遙測系統
等），然其由於資料檔案格式不一，雖然資料量相當多，但是缺乏位
相關係與屬性資料，使得資料的展現、應用及分析功能相當有限。為
促使雪霸國家公園多年來建立之地理資訊系統資訊能更有效管理，雪
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於 90年度起委託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進行彙整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現有的地理資訊檔案，建立一整合式的
圖資查詢系統。 

為使 90年度建置成果之圖資發揮其最大之效益，本年度乃持續
針對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之部分圖資進行資料格式轉換及屬性資料
增補，並依各業務單位需求擴充查詢系統功能，使之能在業務需求上
方揮更大之效益，同時落實雪霸國家公園相關業務人員之地理資訊系
統教育訓練，促進人員之專業知識與研究發展。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為雪霸國家公園園區全區，研究範圍圖如圖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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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範圍圖 

二、 研究工作項目 

本研究延續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90年度「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
訊系統整合研究」之研究成果，主要之工作項目及流程如下： 

（一） CAD資料轉檔，增補屬性資料 

將 CAD檔案轉檔為 GIS格式，建立位相關係並進行圖形編修，
依據每一圖層之特性及應用項目，訂定屬性資料之欄位結構，包括：
欄位名稱、型態、長度、小數點位數等，同時針對每一筆圖徵之屬性
資料加以修正或補齊，以供系統查詢、展示及統計等。其中包括：全
區圖 8幅（園區範圍圖、園區計畫圖、行政區域圖..等）、五千分之一
資料（道路、水系、等高線、林班基本圖）700幅、武陵地區資料（含
地籍圖）17幅、以及其他於本研究中新增之圖層。 

（二） 相關政府單位 GIS圖資整合 

整合德基水庫集水區管理委員會所建立之地籍圖、中央地調所建



壹、緒論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二） 

-3- 

立之 1/500,000地質圖、林務局建置之林班基本圖，以及其他各相關
政府單位已建置完成之 GIS圖檔資料，整合至資料庫中，擴充資料庫
之內容，以供查詢。 

（三） 武陵地區環境監測調查資料整合 

整合雪霸國家公園進行武陵地區環境監測之調查資料，以林班基
本圖與地籍圖進行關連式查詢，查詢歷次調查之土地利用狀況以及照
片等資料，提供業務人員進行監測及管理作業之輔助工具。 

（四） 衛星影像波段組合 

將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歷年所購置之衛星影像（未進行波段組合
者），利用衛星影像處理軟體進行波段組合，並將組好之影像放入資
料庫中供使用者查詢。使用者可依衛星影像之衛星種類、時間及涵蓋
範圍進行條件式查詢。 

（五） 查詢系統功能新增與擴充及MetaData整合查詢 

1.延續 90年度已開發之「雪霸國家公園整合式圖資查詢系統」，
依據雪霸國家公園各課室之業務需求，擴充查詢系統之功能，包括：
武陵地區環境監測調查資料查詢、解說牌 GPS坐標輸入等功能。 

2.整合 MataData 查詢功能，提供使用者查詢任一圖資之詮釋資
料。 

（六） 地理資訊系統教育訓練與技術移轉 

1.撰寫技術手冊，將系統之安裝、操作、管理之詳細操作步驟製
作成手冊，以利系統之使用與維護。 

2.本研究於系統開發完成時，針對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各相關單
位及管理人員，進行教育訓練，包括地理資訊系統理論與實務以及系
統操作等課程，並於研究完成時進行技術移轉。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如圖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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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圖層轉檔
屬性資料增補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
訊系統相關文獻回顧

雪霸國家公園
圖資管理系統
規劃

政府單位資料索取
1.地籍圖、林班圖
2.崩塌地、土石流
3.氣象站、雨量站
4.地質圖、土壤圖
....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
系統功能擴充建置

雪霸國家公園
相關人員
教育訓練

系統技術移轉

計畫範圍與
工作內容確定

成果交付
1.成果報告書
2.技術手冊
3.系統安裝光碟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
處相關課室訪談、
問卷調查

資料轉檔及處理

系統安裝及測試

 
圖 1-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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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工作進度 

本研究九十一年度之執行期間自九十一年三月至十二月止，計十
個月，各項工作之進度如表 1-1所示，已於九十一年六月十八日完成
期中報告，十二月十日完成期末報告，十二月十三日辦理教育訓練，
並於十二月底前完成各項成果交付。 

表 1-1  工作進度甘梯圖（Gantt Chart） 
月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年別 九十一年 工作項目 

月份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目的及範圍確立           

2.相關文獻回顧及系統訪談           

3.CAD資料轉檔，增補屬性資料           

4.相關政府單位GIS圖資整合           

5.衛星影像波段組合           

6.武陵地區環境監測調查資料整合           

7.系統功能新增與擴充及MetaData整合查詢          

8.期中報告    ß       

9.教育訓練與技術移轉           

10.期末報告、修正及付印          ß 

11.研究成果交付           

預定進度累計百分比 20 26 35 42 58 67 75 88 96 100 

四、 研究效益 
(一) 藉由 GIS 之位相關係與屬性資料之連結，除於系統作查詢展示
外，更可進一步做資料之空間分析、空間統計等，增加資料之可
利用價值。 

(二) 彙整各相關政府單位之 GIS資料，建立 Client-Server架構之資料
庫，達到資料共享之目的。 

(三) 以業務需求為導向，擴充查詢系統功能，有助於提升相關業務執
行處理之效率。 

(四) 辦理教育訓練及技術轉移，輔導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各單位之相
關業務人員上線使用本系統，落實資訊化作業管理之目標。 

6/18 

12/10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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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雪霸國家公園整合式 GIS資料庫建置 

一、 CAD資料轉檔及增補屬性資料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在過去所建置之地圖圖檔資料多為 CAD
之.dwg或.dxf格式，此類型格式之圖檔主要應用於電腦繪圖上，一般
基本地圖所需的資訊，例如道路名稱、水系、設施點等資料，則以分
層建置方式並直接標註於圖面上，使其達到輔助說明的效果，因 CAD
資料無法記載屬性資料，使得地圖的應用與分析因此而受到限制。此
類格式之圖檔應用在 GIS上時，有以下幾項缺點： 

(一)  缺乏位相關係，無法像一般 GIS圖檔進行任何空間查詢、空
間分析與計算等功能。 

(二)  無屬性資料，不若一般 GIS可連結屬性資料進行查詢、統計、
分析等功能。 

(三)  投影坐標設定與修改不易。 
(四)  圖資展現方式已固定無法修改，不若一般 GIS圖檔可以隨意
標示 Label、變更圖例等。 

為使圖資發揮最大之使用效益，本研究將所有 CAD檔案轉檔為
GIS格式（ESRI GeoDataBase），建立投影坐標（TM二度分帶坐標）
及位相關係，並進行圖形整飾與編修，依據每一圖層之特性及應用項
目，訂定屬性資料之欄位（如面積、周長、使用分區等）及資料結構，
包括：欄位名稱、型態、長度、小數點位數等，同時針對每一筆圖徵
之屬性資料加以修正或補齊，以供系統查詢、展示及統計等。 

本研究所轉檔之 CAD圖檔包括：全區圖（園區範圍圖、園區計
畫圖、行政區域圖..等）、五千分之一資料（道路、水系、等高線等）、
武陵地區資料（採樣點分佈圖、稀有植物分佈圖、地籍圖等）以及其
他於本研究中新增之圖層。 

二、 相關政府單位 GIS圖資整合 

資料建置為所有複雜分析的基石，為能確實掌握正確之土地利用
資訊及系統的有效性，應建立完整之 GIS資料庫，本研究以雪霸國家
公園為範圍彙整個相關政府單位已建置完成之資訊，以充實本資料庫
內容。以下即分別對本研究所蒐集之資料內容、資料蒐集方式以及資
料之建置情形作詳細說明。 



貳、雪霸國家公園整合式GIS資料庫建置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二） 

-8- 

(一) 資料蒐集內容 

本研究主要為針對雪霸國家公園園區內環境地理資料之蒐集；因
此相關的各項土地使用、生態、自然環境及社經等資料，可說是本研
究最優先必須加以蒐集建置的資料項目。本研究所蒐集建置之資料項
目詳述如下： 

1. 基本圖 

包括行政界線圖、道路圖、水系圖、林班基本圖（含森林調查簿）
測量控制點及地籍圖等。 

2. 地質圖 

地質圖包括環境地質圖、山崩潛感圖及土地利用圖。就資料目前
狀況、中央地調所已出版 1/50,000地質圖，且正在進行 1/25,000地質
圖建置。而全省目前僅有 1/250,000之地質圖屬於最完整。 

3. 水文資料 

經濟部水利署於歷年來積極推動地理資訊業務，建立相當豐富之
水文環境資料庫，包括：台灣地區流域、集水區、水文站、雨量站、
水質監測站、水庫淹沒區域及雨量、流量等水文資料及相關紀錄。 

4. 環境敏感地區資料 

內政部營建署於 88年「區域土地使用計畫」中，建置全省環境
敏感區資料，包括地質災害敏感地、自然景觀敏感地、生態敏感地等
資料，並訂定各項敏感地之等級與限制事項。 

5. 坡地防災資料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於 88年度開始持續進行全省山坡
地治山防災資料調查工作，資料調查之內容包括：土石流、崩塌地、
危險村落、治山防災構造物等資料。 

(二) 資料蒐集 

在確定所需蒐集的資料項目、內容與範圍後，即著手進行資料蒐
集，若政府機關已建立完成數值資料，則行文至相關單位洽取或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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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以避免資料重複建置而浪費資源。本研究已於 5月由雪霸國家公
園管理處協助函文至各相關單位，索取資料之內容及所屬單位如下表
所示。 

表 2-1 政府單位 GIS資料索取內容 
單位 說明 備註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 

崩塌地分佈圖、土石流潛勢溪流圖、子
集水區圖 

已取得資料 
(91)營雪保字第
0911000386號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 

大溪、竹東、大安溪、八仙山、大甲溪
事業區之林班基本圖、林班土地利用型
圖、保安林分佈圖以及國有森林遊樂區
分佈圖及相關資料 

已取得資料 
(91)營雪保字第
0911000388號 

經濟部水利
署 

淡水河、頭前溪、大安溪、大甲溪流域
之流域圖、雨量站、水位測站、流量測
站、蒸發量測站、含砂量測站、河川水
質監測站分佈圖及相關記錄資料。 

已取得資料 
(91)營雪保字第
0911000389號 

經濟部中央
地質調查所 

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土場、竹東、
環山、東勢、梨山）及五十萬分之一臺
灣活動斷層分布圖數值圖檔 

已取得資料 
(91)營雪保字第
0911000391號 

內政部營建
署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土地利用現況
圖、環境敏感地區圖、限制發展區圖 

已取得資料 
(91)營雪保字第
0911000387號 

內政部土地
測量局 

新竹縣、苗栗縣、台中縣之控制點資料
以及大溪、竹東、大安溪、八仙山、大
甲溪事業區國有林班地地籍測量及土
地登記資料 

已取得資料 
(91)營雪保字第
091100039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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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料建置 

資料庫所需之圖形與屬性資料蒐集完成後，本研究利用地理資訊
系統將各種資料整合，尚未數值化之資料則進行圖形之數位化，在數
化完成時後檢核資料是否遺漏並補正之，其建置流程如下圖所示： 

自相關單位取得資料

文數字屬性資料圖形資料

資料整理與建檔

資料是否完整

補正

資料增修與連結

Yes

資料儲存管理

No

1.依照作業需求
向各機關或研
究單位蒐集相
關之文字屬性
與圖形資料

3.資料若有不足
或品質不佳進
行補正

4.圖形及文字屬
性資料建檔完
成後進行兩者
之連結

5.建置GIS 資料
庫及管理系統

2.整理並檢查所
有資料之品質
並開始修正

 

圖 2-1  資料建置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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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規劃整合及建置完成之資料庫如表 2-2所示 

表 2-2 雪霸國家公園環境資料庫索引表 

資料庫 類別 圖層名稱 檔案名稱 原始資料來源 
可否對
外提供 

5*5 m數值高程 Sbdtm5.lan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No 

40*40 m數值高程 Sbdtm40.lan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No 

園區範圍圖 Bnd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等高線圖 Contour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山岳分佈圖 Mountain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測量控制點分佈圖 Contral 土地測量局 No 

環境敏感區與潛在災害分佈圖 Hazard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坡度圖 Slp Dtm計算 Yes 

坡向圖 Asp Dtm計算 Yes 

地質圖 Geo 中央地調所 No 

地質
地形 

斷層分佈圖 Fault 中央地調所 No 
水庫集水區範圍圖 Shed 水利署 No 

水系圖 River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全省流域圖 Twbasin 水利署 No 
全省子集水區圖 Twsub 水土保持局 No 
全省主要河川圖 Twriver 水利署 No 
雨量站分佈圖 Ppobsta 水利署 No 
水位測站分佈圖 Rivwlsta 水利署 No 
流量測站分佈圖 Rivqasta 水利署 No 
蒸發量測站分佈圖 Epobsta 水利署 No 

水文
資料 

含砂量測站分佈圖 Rivsesta 水利署 No 
縣市界圖 County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鄉鎮市界圖 Town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行政
區域 

村里鄰界圖 Vill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五千分之一索引圖 Index5000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二萬五千分之一索引圖 Index25000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圖幅
索引 

五萬分之一索引圖 Index50000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國家公園分佈圖 Twpark 營建署 No 

設施分佈圖 Facility 自行數化 Yes 

道路圖 Road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步道分佈圖 Walk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環境地理
資料庫 

   

土地
利用 

地籍圖 Land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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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 類別 圖層名稱 檔案名稱 原始資料來源 
可否對
外提供 

避難山屋分佈圖 Shelter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步道樁位圖 Stake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建物分佈圖 Build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林班基本圖 Forest 林務局 No 

園區計畫圖 Zone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地名註記 Annotation 自行數化 Yes 

牌示分佈圖 Card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直昇機停機坪 hstand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 *.gis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No 

五千分之一分幅道路圖 Road*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五千分之一分幅水系圖 River*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五千分之一分幅等高線圖 Contour*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五千分之一分幅林班基本圖 Comp* 林務局 No 

五千分之
一資料庫  

五千分之一分幅林區相片基本圖 *.jpg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No 

崩塌地分佈圖 Tumble 水土保持局 No 坡地防災
資料庫 

坡地
資料 土石流分佈圖 Debris 水土保持局 No 

武陵地區範圍圖 W_Bnd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武陵地區道路圖 W_Road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武陵地區水系圖 W_River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武陵地區等高線圖 W_Contour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武陵地區地質圖 W_Geo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武陵地區採樣點分佈圖 W_Point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武陵地區稀有植物分佈圖 W_Plant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武陵地區防砂壩位置 W_dam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Yes 

武陵地區
資料庫 

武陵
資料 

武陵地區地籍圖 W_Land 德委會 No 

優良農田敏感地 Agricul 營建署 No 
文化景觀敏感地 Critic 營建署 No 
地表水源敏感地 Cwater 營建署 No 
生態敏感地 Ecolog 營建署 No 
洪水平原敏感地 Floodp 營建署 No 
地質災害敏感地 Geohaz 營建署 No 
自然景觀敏感地 Naturv 營建署 No 
地下水補注區敏感地 Recharg 營建署 No 

環境敏感
地資料庫 

敏感
地 

地表水源敏感地（未疊水質水量
保護區） Xwater 營建署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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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 類別 圖層名稱 檔案名稱 原始資料來源 
可否對
外提供 

衛星影像 *.img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No 衛星影像
資料庫 

衛星
影像 衛星影像範圍圖 Login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No 

建物照片 *.jpg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No 照片 
資料庫  

牌示照片 *.jpg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No 

飛行模擬動畫 *.avi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No 動畫 
資料庫  

飛行模擬路徑 flypath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No 

本研究規劃之資料庫架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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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
整合式資料庫

武陵地區資料庫 坡地防災資料庫衛星影像資料庫

圖形資料

屬性資料

環境敏感地資料

武
陵
地
區
範
圍
圖

環境地理資料庫

土
地
利
用
資
料

基
本
圖
資
料

地
質
地
形
資
料

衛
星
影
像
範
圍
圖

原
始
衛
星
影
像

土
石
流
分
佈
圖

崩
塌
地
圖

文
化
景
觀
敏
感
地

地
質
災
害
敏
感
地

自
然
景
觀
敏
感
地

地
下
水
補
注
敏
感
地

地
表
水
源
敏
感
地

優
良
農
田
敏
感
地

生
態
敏
感
地

洪
水
平
原
敏
感
地

水
文
資
料

鄉
鎮
市
界
圖

五
萬
分
之
一
圖
幅
索
引
圖

縣
市
界
圖

村
里
鄰
界
圖

全
省
子
集
水
區
圖

雨
量
站
分
佈
圖

水
系
圖

建
物
分
佈
圖

道
路
圖

地
名
註
記

林
班
基
本
圖

等
高
線
圖

水
位
測
站
分
佈
圖

五
千
分
之
一
圖
幅
索
引
圖

水
質
監
測
站
分
佈
圖

地
質
圖

全
省
主
要
河
川
圖

表原有資料庫

表本年度新增擴充之資料庫

武
陵
地
區
地
質
圖

武
陵
地
區
稀
有
植
物
分
佈
圖

武
陵
地
區
道
路
圖

武
陵
地
區
採
樣
點
分
佈
圖

武
陵
地
區
等
高
線
圖

武
陵
地
區
水
系
圖

武
陵
地
區
防
砂
壩
位
置
圖

武
陵
地
區
地
籍
圖

蒸
發
量
測
站
分
佈
圖

含
砂
量
測
站
分
佈
圖

流
量
測
站
分
佈
圖

二
萬
五
千
分
之
一
地
形
圖

地
籍
圖

直
昇
機
停
機
坪

牌
示
分
佈
圖

斷
層
分
佈
圖

5
m
數
值
高
程

園
區
計
畫
圖

40
m
數
值
高
程

園
區
範
圍
圖

山
岳
分
佈
圖

測
量
控
制
點
分
佈
圖

環
境
敏
感
區
與
潛
在
災
害
分
佈
圖

坡
向
圖

坡
度
圖

全
省
省
流
域
圖

水
庫
集
水
區
範
圍
圖

二
萬
五
千
分
之
一
圖
幅
索
引
圖

國
家
公
園
分
佈
圖

設
施
分
佈
圖

步
道
分
佈
圖

避
難
山
屋
分
佈
圖

步
道
樁
位
圖

五千分之一資料庫

五
千
分
之
一
分
幅
道
路
圖

五
千
分
之
一
分
幅
林
區
像
片
基
本
圖

五
千
分
之
一
分
幅
林
班
基
本
圖

五
千
分
之
一
分
幅
等
高
線
圖

五
千
分
之
一
分
幅
水
系
圖

照片資料庫

建
物
照
片

牌
示
照
片

動畫資料庫

飛
行
模
擬
動
畫

飛
行
模
擬
路
徑

 
圖 2-2  資料庫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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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武陵地區環境監測調查資料整合 

雪霸國家公園武陵地區因特殊之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育研究調查
與基礎資料建置較為豐富，而土地之使用狀況亦為相當重要之基礎資
料，且需要有時間性之調查紀錄。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目前正進行園
區內之建物調查工作，經由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企畫課所提供之建物
調查資料（Word檔案，共 141筆資料）再加以轉檔處理，將建物屬
性資料及座落位置圖、照片圖檔等轉入資料庫中，提供查詢系統進行
相關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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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武陵地區土地使用清查表範例 

武陵地區土地使用清查表 

編號：０００１ 日期：９０年１０月０５日 

調查項目 查對記載 

01縣市(鄉鎮市
區) 

台中縣和平鄉 

02地段 志良段 

03地號 96-1 

土地標示 

04面積（公頃） 0.6673 

05所有權人(管
理機關) 

中華民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 登記情形 

06權利範圍 全部 

Ａ

地

籍

資

料 

使用分區 07使用分區 遊憩區 

01地上物類別 建築物 

02建物結構 鋼筋混凝土造，三層樓房 

03建物門牌號碼 台中縣和平鄉平等村武陵路３－１號 

04地上物用途 辦公室 

05 使用本筆土地面積 0.078246公頃 

B 

地

上

物

資

料 06其他 
已登記；台灣省梨山建設管理局 70建營使
字第 001號 

C
圖

說 

座落位置圖：如附圖           比例尺：１／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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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其
他
事
項 

 

照

片

1 

志良段建物（編號０００一）現況照片（0749000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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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2 

志良段建物（編號０００一）現況照片（074900010002）  

 

四、 衛星影像波段組合 

雪霸國家公園面積廣闊，若欲針對每一筆土地進行現況調查的
話，必須要耗費大量的人力與時間成本，實屬不易，雖然目前雪霸國
家公園管理處已有相當豐富之環境地理資料，然環境資料（如地表覆
蓋、道路、土地利用等）會因自然或人為因素而改變，為能有效管理
並於決策上提供完整的相關資訊，利用衛星影像可以快速為大面積地
表覆蓋／土地利用狀況判識提供有效之參考資訊。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對於衛星影像之研究與應用，已有相當豐富
之成果，歷年之研究計畫包括土地覆蓋之變遷分析、921震災變遷偵
測以及森林火災後之變遷分析等。本研究整合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歷
年來所有之衛星影像（共 35幅），將各單一波段之原始影像資料，組
成具有三個波段，分別為綠光段(G)、紅光段(R)、近紅外光段(IR)的
SPOT XS多波段影像。 

SPOT XS 衛星影像為多波段影像，多光譜之三個波段分別為綠
光段（XS1：0.5μm - 0.59μm），紅光段（XS2：0.61μm - 0.68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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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近紅外光段（XS3：0.79μm - 0.89μm），利用 IMAGINE影像處理
軟體進行波段組合作業，組合完成為一張具彩色效果的多波段影像。 

為提供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在查詢衛星影像及套疊時之
處理效率，並提供其他軟體瀏覽，本研究亦將所有波段組合完成之衛
星影像匯出成具有坐標之.IMG檔案，並置於資料庫中。 

 



貳、雪霸國家公園整合式GIS資料庫建置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二） -20- 

表 2-4  衛星影像波段組合處理檔案表 

檔案名稱 衛星種類 感測器 MODE 等級 年 月 日 行數 列數 左上 Y 左上 X 右下 Y 右下 X 

I0002807 SPOT-2 HRV1 MLA 10 1993 12 30 1200 1200 2715400.0 252900.0 2700400.0 267900.0 

I0002810 SPOT-2 HRV2 MLA 10 1996 11 8 1200 1200 2704450.0 249450.0 2689450.0 264450.0 

I0002811  SPOT-2 HRV2 MLA 10 1996 12 21 1200 1200 2704450.0 249450.0 2689450.0 264450.0 

I0002812 SPOT-1 HRV1 MLA 10 1997 12 26 1200 1200 2704450.0 249450.0 2689450.0 264450.0 

I0002856 SPOT-2 HRV1 MLA 10 1994 11 7 1200 1200 2700000.0 271000.0 2685000.0 286000.0 

I0002859 SPOT-2 HRV2 MLA 10 1995 1 8 1200 1200 2700000.0 271000.0 2685000.0 286000.0 

I0002862 SPOT-3 HRV2 MLA 10 1995 11 25 1200 1200 2700000.0 271000.0 2685000.0 286000.0 

I0002866 SPOT-2 HRV2 MLA 10 1996 1 1 1200 1200 2700000.0 271000.0 2685000.0 286000.0 

I0002870 SPOT-3 HRV1 MLA 10 1994 11 5 1200 1200 2715400.0 252900.0 2700400.0 267900.0 

I0002873 SPOT-3 HRV2 MLA 10 1995 1 22 1200 1200 2715400.0 252900.0 2700400.0 267900.0 

I0002876 SPOT-1 HRV2 MLA 10 1998 11 13 1200 1200 2704450.0 249450.0 2689450.0 264450.0 

I0002879 SPOT-2 HRV2 MLA 10 1996 1 1 1200 1200 2715400.0 252900.0 2700400.0 267900.0 

I0002814 SPOT-2 HRV1 PLA 10 1993 12 30 2400 2400 2715400.0 252900.0 2700400.0 267900.0 

I0002816 SPOT-2 HRV1 PLA 10 1996 11 8 2400 2400 2704450.0 249450.0 2689450.0 264450.0 

I0002818 SPOT-2 HRV1 PLA 10 1996 12 21 2400 2400 2704450.0 249450.0 2689450.0 264450.0 

I0002820 SPOT-1 HRV2 PLA 10 1997 12 26 2400 2400 2704450.0 249450.0 2689450.0 264450.0 

I0002857 SPOT-2 HRV1 PLA 10 1994 11 7 2400 2400 2700000.0 271000.0 2685000.0 286000.0 

I0002860 SPOT-2 HRV1 PLA 10 1995 1 8 2400 2400 2700000.0 271000.0 2685000.0 28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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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衛星影像波段組合處理檔案表（續） 

檔案名稱 衛星種類 感測器 MODE 等級 年 月 日 行數 列數 左上 Y 左上 X 右下 Y 右下 X 

I0002863 SPOT-3 HRV1 PLA 10 1995 11 25 2400 2400 2700000.0 271000.0 2685000.0 286000.0 

I0002865 SPOT-2 HRV1 PLA 10 1996 1 1 2400 2400 2700000.0 271000.0 2685000.0 286000.0 

I0002871 SPOT-3 HRV1 PLA 10 1994 11 5 2400 2400 2715400.0 252900.0 2700400.0 267900.0 

I0002874 SPOT-3 HRV1 PLA 10 1995 1 22 2400 2400 2715400.0 252900.0 2700400.0 267900.0 

I0002877 SPOT-1 HRV1 PLA 10 1998 11 13 2400 2400 2704450.0 249450.0 2689450.0 264450.0 

I0002880 SPOT-2 HRV1 PLA 10 1996 1 1 2400 2400 2715400.0 252900.0 2700400.0 267900.0 

I0004007 SPOT-2 HRV1 MLA 10 2001 2 15 800 800 2698200.0 274200.0 2688200.0 284200.0 

I0004008 SPOT-2 HRV1 PLA 10 2001 2 15 1600 1600 2698200.0 274200.0 2688200.0 284200.0 

I0004158 SPOT-1 HRV1 PLA 10 2001 1 18 1600 1600 2698200.0 274200.0 2688200.0 284200.0 

I0004159 SPOT-1 HRV2 MLA 10 2001 1 18 800 800 2698200.0 274200.0 2688200.0 284200.0 

I0004160 SPOT-1 HRV2 PLA 10 2001 2 18 1600 1600 2701000.0 271000.0 2691000.0 281000.0 

I0004161 SPOT-1 HRV1 MLA 10 2001 2 18 800 800 2701000.0 271000.0 2691000.0 281000.0 

I0004162 SPOT-2 HRV1 PLA 10 2001 3 30 1600 1600 2701000.0 271000.0 2691000.0 281000.0 

I0004163 SPOT-2 HRV1 MLA 10 2001 3 30 800 800 2701000.0 271000.0 2691000.0 281000.0 

I0004958 SPOT-2 HRV2 MLA 10 1996 1 1 4001 4000 2721300.0 241512.5 2671287.5 291512.5 

I0004964 SPOT-2 HRV1 PLA 10 1996 1 1 8000 8000 2721293.8 241512.5 2671293.8 291512.5 

I0004965 SPOT-2 NATURAL COLOR 10 1996 1 1 8000 8000 2721293.8 241512.5 2671293.8 291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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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建置 

一、 系統訪談及系統分析 

系統訪談的目的主要是針對管理處各課對本研究系統未來使用
需求上進行深入了解，以提供未來系統開發能有效符合業務單位對於
資料管理及業務上的需求之開發依據，因此對於系統訪談的方式說明
及訪談後系統需求分述如下： 

(一)系統訪談 

1.問卷調查與分析： 

為有效了解本系統功能及資料項目之所需，本研究針對業務單位
及主要使用之相關業務人員進行訪談，並設計問卷提供各課室填寫，
問卷之內容及訪談會議簽到單詳見附錄一。 

現況需求、調查及分析的目的為瞭解相關單位所有無相關 GIS系
統、資料、及其在業務運用上之需求，使系統應用及管理人員能深入
體認其關鍵之處，有助於本系統在開發之成功性。 

本項進行相關單位需求調查分析，所設定作業方向及方法，其作
業重點包括有以下： 

(1)調查目的及方向 

目的：瞭解業務及各相關單位本身現有何種相關系統、GIS資料
及在業務運用上之需求，有利系統開發之資料整合及系統
功能之規劃設計。 

方向：了解資料應用型態、種類以及應用需求。 

(2)資料處理作業： 

目的：瞭解業務單位及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其他單位，現有資料
處理方式、品質、數值化建檔格式及數量，將有利資料庫
彙整、轉檔之時效。 

方向：對於本管處之相關 GIS資料處理作業情形，其主要基本圖
及屬性資料建檔品質、格式、數量、作業及應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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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現行資訊系統作業： 

目的：了解現有之相關圖資系統作業，以作為未來本系統開發功
能設計及擴充之參考。 

方向：相關圖資之處理系統、業務作業系統、圖形及屬性資料應 
用系統等。 

(4)現行單位圖資運用： 

目的：有效運用及結合現存有關資源，將會增加系統開發設計及
推動發展之成功性，及成本節省之經濟效能。 

方向：圖資項目包括有關單位業務資料，資訊硬、軟體設備，技
術人員及專有技術支援程度，以發掘貴單位資源運用潛
能。 

2.系統訪談需求結果 

本研究經由正式訪談以及多次聯繫說明了解各課室之需求，確定
未來系統開發之方向依據，綜合整理如下需求： 

(1)圖資整合需求 

圖資整合部份除了將管理處原利用 ArcView 3.2開發之「雪霸國
家公園整合式圖資查詢系統」圖資，移植至 ArcGIS 8.1中，並將其他
資料整合納入及更新原有資料，如水文資料、設施分佈資料、山岳分
佈資料、建物資料、國家公園分佈圖、牌示資料更新、道路資料更
新、… … 等。 

(2)資料更新管理需求 

有關資料需要更新之資料種類包含有建物、牌示圖資部份以及照
片影像資料之管理，期有圖資及影像更新管理功能。 

(3)業務使用需求 

對於建物管理上，除了建物需進行基本資料輸入外，另需配合基
本地籍資料、影像、照片資料以及新增建物點位輸入，以利有效管理
建物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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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牌示管理上，除了牌示輸入基本資料外，需依據步道類別配
合、照片資料以及新增牌示點位輸入，以利有效管理牌示圖資。 

(4)其他功能使用需求 

◆可對圖形進行匯出以儲存成 shapefile，以供使用者自行使用。 

◆對於管理處原已開發的 3D飛行模擬系統及內政部資訊中心之詮
釋資料系統，能以外掛方式整合納入本系統使用。 

(5)教育訓練需求 

由於管理處相關業務人員不熟悉 ArcGIS基本操作，因此希望未
來之教育訓練能有 ArcGIS 的基本操作課程安排，以了解 ArcGIS 功
能基本架構，以提昇單位使用 GIS系統軟體上熟悉度，以利日後運用
GIS增進業務上之效率及管理。 

(6)使用管理需求 

對於管理處五個業務課(企劃經理課、工務建設課、觀光遊憩課、
解說教育課、保育研究課)工作人員，由系統管理者進行欲使用個人
之權限管理，以利系統管理者有效管理圖資。 

(二)系統分析 

1.系統運作架構 

雪霸國家公
園地理資訊
管理系統

展示

疊圖分析

出圖列印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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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系統運作架構圖 

2.查詢運作程序 

查詢

相關圖形資料
相關圖形資料

相關屬性資料
相關屬性資料

結果展示

出圖
列印結果

使用者

 
圖 3-2查詢運作程序圖 

3.出圖列印程序 

查詢

出圖列印

展示

影像資料
影像資料

圖形資料
圖形資料

文字及數據
文字及數據 使用者

 
圖 3-3出圖列印程序圖 

4.資料更新程序 

資料新增
資料修改
資料刪除

資料文件 確認 圖資資料查詢

確認更新資料庫

是

是回系統功能介面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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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資料更新程序圖 

二、 系統開發建置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原開發之「雪霸國家公園整合式圖資查詢系
統」為利用 ArcView 3.2所開發，本年度改版為 ArcGIS 8.1系統執行
運作，其功能上均遠較原 ArcView 3.2版之效率好，其特色在於： 

(1) 可結合標準的Windows應用程式，為原 ArcView 3.2所欠缺的
方便性。 
a. 容易由使用者自訂之圖形使用者介面(GUI) 
b. 船塢式工具欄 
c. 移動按鈕與工具 
d. 使用 VBA、VB、VC++、Delphi及其他 COM等產業標準
的應用程式開發語言 

e. 已不支援 Avenue 

(2) 增加建立詮釋資料（Metadata）之功能，為原ArcView 3.2所無。
可對資料的建置目的、比例、精度等資料的描述，可幫助使用
者了解資料的特性。 

(3) 元件處理效能增加 

ArcView 8.1在操作上以一個稱為「Map Document」作為工作
區，其記錄了使用者所載入資料的儲存路徑、空間資料的展現
方式、資料的狀態，加入地圖元件及圖形符號等資訊，即「Map 
Document」並不儲存資料的本身，而僅是儲存上述各種資訊，
此與原 ArcView 3.2直接處理圖資方式大為不同。 

(4) 提高圖形數化之精確度 

增加之圖形編輯功能，已非原 ArcView 3.2之簡易數化工具，
大為提昇圖資之精確性及使用便利性。 

(5) 資料庫管理方面則運用集中式資料集管理，遠比 ArcView 3.2
直接針對圖資 shapefile 單一圖資進行管理來得有效率及安全
性。 

針對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之需求及 ArcGIS 8.1的特性，本系統進
行開發建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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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統開發方面，本系統為單機系統開發，採用 ArcGIS 8.1提
供之 VBA(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環境，並利用 VB開發
本系統所需之 DLL、COM應用程式，及整合已開發之飛行模
擬、詮釋資料應用程式模組，完成本系統。 

DLL COM

VB&Active X

VBA

其他COM
應用程式

 
圖 3-5程式開發運作圖 

2. 資料庫方面，採用 Geodatabase資料集進行管理，對於圖資管
理則運用 ArcGIS8.1 獨特的虛擬圖層(layer)方式進行圖層管
理。 

3. 操作使用方面，以使用者自訂之圖形使用者介面 (GUI)進行
中文化界面處理，並以船塢式工具列的特性進行本系統專屬
之工具列功能開發。 

4. 對於本系統詮釋資料建置部分，採用內政部資訊中心開發之
詮釋資料應用程式，建置本系統之圖資詮釋資料，以符合政
府大力推行之本土化國土資訊系統詮釋資料建置政策，及未
來資料流通共享之標準作業格式。 

三、 詮釋資料(MetaData)整合查詢 

 

圖 3-6以詮釋資料為基礎的資料流通架構 

資料庫 

資料庫 

資料庫 

詮釋資料 

詮釋資料 

詮釋資料 資料流通環境 

網際網路 

詮釋資料 

資料需求者介面 詮釋資料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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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資訊中心，2001 

詮釋資料（Metadata）主要用途在於描述資料的特性，可稱其為
資料的資料。透過詮釋資料的建置，將一些與資料有關的附帶資訊放
入，則使用者可輕易利用這些額外的資訊找到適合己用的資料。一個
以詮釋資料為基礎的地理資料流通機制，各資料庫依其內容及管理方
式分別建立詮釋資料，資料的需求者依其需求建立約制條件，向詮釋
資料搜尋引擎提出查詢的需求，搜尋引擎向散佈於各處的詮釋資料中
可供搜尋的部分進行比對查詢，確認合乎需求的資料。確認資料後，
需求者可藉由資料流通環境向各資料庫管理系統提出取得實際資料
的需求，進而取得資料。由於資料需求者在研判搜尋結果時即已檢視
了全部的詮釋資料，因此在取得資料後便可很快的對資料加以運用。 

一般而言，詮釋資料有其一定的格式，依內政部資訊中心（地理
資料目錄檢索及流通交換系統介紹及操作）的規範，詮釋資料含蓋了
十一大項，其內容包含識別資訊、資料品質資訊、空間資料組織資訊、
空間參考組織資訊、實體與屬性資訊、資料提供方式、詮釋資料的參
考資訊、引用資訊、資料的時段資訊、聯絡資訊、額外資訊。 

詮釋資料（Metadata）含蓋了十一大項三百多個元素，其內容如
下： 

1.識別資訊(Identification information)— 資料庫裡的定義和基本資
訊。 

2.資料品質資訊(Data quality information)— 對資料品質的一般評
估資訊。 

3.空間資料組織資訊(Spatial data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空間
資訊的直間接參考方式資料模式類型及物件數量。 

4.空間參考組織資訊(Spatial reference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敘述使用的空間參考框架及座標系統等資料。 

5.實體與屬性資訊(Entity and attribute information)— 有關資料實
體的型式、它們的屬性、屬性的值域(domain)等相關訊息。 

6.資料提供方式(Distribution information)--有關於資料的提供者、
提供方式的相關訊息。 

7.詮釋資料的參考資訊(Metadata reference information)— 詮釋資
料格式名稱、版本現行資訊以及負責機構之相關資訊。 

8.引用資訊(Citation information)— 對資料本身名稱、生產者、版
本及其他相關資料等詳細之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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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資料的時段資訊(Time period of content information)— 有關資料
內容發生及記錄的時間資訊。 

10.聯絡資訊(Contact information)— 與資料庫有關人士或單位的
基本資訊和聯絡方式。 

11.額外資訊(Extra Information)— 因應國內對權責單位、國土資訊
系統資料分類及對應圖幅資訊之需要，所特別加入的資訊 

詮釋資料之建置，為一重要之工作，然其資料項目繁多，在資料
建置與管理上相當不易，本研究使用民國 90年內政部資訊中心所開
發之「詮釋資料撰寫輔助系統」，作為建置詮釋資料及管理詮釋資料
之工具。詮釋資料建置之畫面如下： 

 

系統並提供詮釋資料匯出及列印之功能，本研究除保留原始資料
庫，以供雪霸國家公園相關人員進行編輯與管理外，將建置之所有詮
釋資料皆匯出為純文字檔（.TXT），其畫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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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詮釋資料匯出及列印畫面 

四、 系統功能架構及說明 

系統功能架構如下圖：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

地質地形 水文資料環境敏感地資料 資料查詢武陵地區 飛行模擬五千分之一 出圖全區圖 資料管理

等高線圖

林班基本圖

水系圖

林區相片基本圖

道路圖園區範圍圖

園區計畫圖

全區山岳圖

全區道路圖

全區水系圖

全區等高線圖

全區林班基本圖

全區步道圖

步道樁位圖

設施分佈圖

全區牌示分佈圖

建物分佈圖

避難山屋分佈圖

全區地籍圖

直昇機停機坪
分佈圖

地名註記圖

1/5000圖幅索引圖

1/50000圖幅索引圖

主要地標

主要水系

主要道路

國家公園分佈圖

縣市界圖

鄉鎮市界圖

村里鄰界圖

武陵水系圖

武陵範圍圖

武陵道路圖

武陵地質圖

稀有植物分佈圖

採樣分佈圖

防砂壩位置圖

武陵地籍圖

優良農田敏感地

文化景觀敏感地

地表水源敏感地

生態敏感地

洪水平原敏感地

地質災害敏感地

自然景觀敏感地

地下水補注區敏感地

地表水源敏感地
( 未疊水質水量)

5*5數值高程

40*40數值高程

測量控制點分佈圖

環境敏感地區與潛
在災害分佈圖

坡度圖

坡向圖

地質圖

斷層分佈圖

土壤圖

崩塌地分佈圖

土石流分佈圖

水庫集水區
範圍圖

全省流域圖

全省子集水區圖

全省主要河川圖

雨量站分佈圖

水位測站分佈圖

流量測站分佈圖

蒸發量測站分佈圖

含砂量測站分佈圖

衛星影像

全區地籍圖

武陵地區
地籍圖

牌示查詢

建物查詢

Metadata管理

匯出成shapefile

建物資料管理

牌示資料管理

建物影像管理

牌示照片管理

使用者資料管理

 
圖 3-8系統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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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之功能包含有下拉式選單、工具鈕，其系統架構說明如下： 

(一)下拉式選單部分： 

1.系統權限管理 

本系統使用之權限管理主要針對管理處五個業務課進行使用權
限管理，分為一般使用者及系統管理者，兩者差別在於一般使用者無
法使用資料管理選單下之功能，其餘皆可使用，而系統管理者對於全
部功能皆可使用。 

2.圖資展示 

對了方便使用者對於本系統之圖資使用能清楚、方便、快速的展
現圖資，因此本系統將利用下拉式選單功能進行資料分類，以方便使
用者載入圖資。本項圖資展示下拉式選單包含全區圖、五千分之一、
武陵地區、環境敏感地資料、地質地形、水文資料等六項。 

(1) 全區圖：本項選單選擇欲展示之圖形名稱即可顯示該圖。包含有：
園區範圍圖、園區計畫圖、全區山岳圖、全區道路圖、全區水系
圖、全區等高線圖、全區林班基本圖、全區步道圖、步道樁位圖、
設施分佈圖、全區牌示分佈圖、建物分佈圖、避難山屋分佈圖、
全區地籍圖、直昇機停機坪分佈圖、地名註記圖、1/5000 圖幅索
引圖、1/50000圖幅索引圖、主要地標圖、主要水系、主要道路、
國家公園分佈圖、縣市界圖、鄉鎮市界圖、村里鄰界圖。 

(2) 五千分之一：本項選單選擇欲展示之圖形名稱即可顯示該圖查詢
選單已設定查詢條件，顯示該設定條件之圖形。包含有：查詢
1/5000水系圖、查詢 1/5000道路圖、查詢 1/5000等高線圖、查詢
1/5000林班基本圖、查詢 1/5000林區相片基本圖。 

(3) 武陵地區：本項選單選擇欲展示之圖形名稱即可顯示該圖。包含
有：武陵地區範圍圖、武陵地區水系圖、武陵地區道路圖、武陵
地區等高線圖、武陵地區地質圖、武陵地區稀有植物分佈圖、武
陵地區採樣點分佈圖、武陵地區防砂壩位置圖、武陵地區地籍圖。 

(4) 環境敏感地資料：本項選單選擇欲展示之圖形名稱即可顯示該
圖。包含有：優良農田敏感地、文化景觀敏感地、地表水源敏感
地、生態敏感地、洪水平原敏感地、地質災害敏感地、自然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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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地、地下水補注區敏感地、地表水源敏感地(未疊水質水量)。 

(5) 地質地形：本項選單選擇欲展示之圖形名稱即可顯示該圖。包含
有：5*5數值高程圖、40*40數值高程圖、測量控制點分佈圖、環
境敏感區與潛在災害分佈圖、坡度圖、坡向圖、地質圖、斷層分
佈圖、土壤圖、崩塌地分佈圖、土石流分佈圖。 

(6) 水文資料：本項選單選擇欲展示之圖形名稱即可顯示該圖。包含
有：水庫集水區範圍圖、全省流域圖、全省子集水區圖、全省主
要河川圖、雨量站分佈圖、水位測站分佈圖、流量測站分佈圖、
蒸發量測站分佈圖、含砂量測站分佈圖。 

3.資料查詢 

本項選單選擇欲展示之圖形名稱即可顯示該圖查詢選單已設定
查詢條件，顯示該設定條件之圖形。 

包含有：查詢衛星影像、查詢全區地籍圖、查詢武陵地區地籍圖、
查詢解說牌、查詢建物。 

4.飛行模擬 

本選單為整合原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所開發之衛星影像飛行模
擬系統。 

5.出圖 

本選單提供使用者設定出圖之版面物件設定，如圖名、指北針、
圖例等。 

6.資料管理 

為了有效管理具有資料更新業務需求，則將整合於本下拉式選單
中，包含有詮釋資料管理、使用者資料管理、建物資料管理、建物影
像管理、牌示資料管理、牌示照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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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具鈕部分 

本工具鈕則利用滑鼠點選後，再點選圖形視窗中之該圖檔欲顯示
之位置，即可顯示該位置之圖形資訊。 

包含有：水系圖、道路圖、等高線圖、林班基本圖、相片基本圖
及文字註記、查詢建物圖、解說牌、地籍圖。 

(三)系統成果展示 

1.系統開始畫面 

 
圖 3-9系統啟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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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圖形展示 

(1)全區林班基本圖 

 
圖 3-10林班基本圖 

(2)查詢五千分之一林班基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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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查詢五千分之一林班基本圖 

(3)武陵地區地籍圖 

 
圖 3-12武陵地區地籍圖 

3.資料查詢 
(1)武陵地區地籍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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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武陵地區地籍查詢介面 

4.飛行模擬 

 
圖 3-14飛行模擬起始畫面 

5.出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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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出圖展示介面 

 

6.資料管理 
(1)詮釋資料 

 
圖 3-16詮釋資料起始畫面 



參、雪霸國家公園整合式地理資訊系統建置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二） 

附錄二 -38 

(2)建物資料修改 

 
圖 3-17建物資料修改介面 

(3)建物影像管理 

 
圖 3-18建物影像管理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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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者新增 

 
圖 3-19使用者新增介面 

五、 教育訓練與技術移轉 

本系統之教育訓練與技術移轉已於12月13日假逢甲大學商學大
樓六樓舉行，依據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之需求，針對管理處相關業務
承辦人進行教育訓練與技術移轉，包括「地理資訊系統概論與ArcGIS
基本操作」以及「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操作」之訓練課程。 

表3-1  教育訓練課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8:30~9:00 報到  

9:00~10:00 
地理資訊系統概論—國家公
園GIS之應用與發展 

劉怡萱 

10:00~11:00 ArcView 8.x 基本操作 邱守榮 
地理資訊系統
概論與ArcGIS
基本操作 

11:00~12:00 系統安裝與設定 邱守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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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13:30 午餐  

13:30~14:30 圖形展示及資料查詢功能 邱守榮 

14:30~15:30 資料管理功能操作 邱守榮 
雪霸國家公園
地理資訊系統
操作 

15:30~16:30 整合應用及綜合討論 邱守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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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研究已完成整合式資料庫之建置以及「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
系統」之開發建置，提供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相關業務人員進行基本
資料、建物牌示及衛星影像等圖資資料查詢、管理之功能。本研究完
成之工作項目如下： 

項目 內容 說明 
文獻回顧及
系統訪談 

1. 相關文獻回顧 
2. 會同各課室召開訪談會議 
3. 規劃系統之應用項目 

已完成 

整合式資料
庫建置 

1. CAD資料轉檔，增補屬性資料 
2. 相關政府單位 GIS圖資整合 
3. 衛星影像波段組合 
4. 武陵地區環境監測調查資料整合 

已完成 

查詢系統建
置 

1. 原查詢系統版本提升為 ArcView 8.1 
2. 地圖查詢、屬性查詢、出圖列印、地籍
管理、建物管理、牌示管理及權限管理
等功能建立 

3. MetaData資料建置及整合查詢 
4. 整合「詮釋資料撰寫輔助系統」以及「立
體飛行模擬展示系統」於雪霸國家公園
地理資訊系統 

已完成 

教育訓練及
技術移轉 

1. 系統安裝測試 
2. 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及講師安排 
3. 系統操作手冊製作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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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1. 本系統目前仍為 PC版運作，隨著電腦及網際網路的發展與普
及化，GIS已從過去的單機式系統擴展為主從式架構，網際網
路 GIS 已是目前 GIS 發展之趨勢，藉由網路使用者只需透過
網際網路瀏覽軟體，就能獲得許多豐富的地圖資訊。基於資源
共享及單位溝通便利性考量，建議建立「雪霸國家公園網際網
路地理資訊系統」，將雪霸國家公園園區內之資料（包括基本
環境地理資料、動植物生態調查資料、遊憩區步道景點資料⋯
等）整合至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透過網頁方式，使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各課室以及一般民眾能在網站上查詢雪
霸國家公園內之各項圖形或屬性資料，達到資料共享與提升資
料管理效率之目的，拉近雪霸與民眾之距離，讓民眾更進一步
認識雪霸國家公園。 

2. 資料之更新與維護為相當重要之工作，且為資料價值之評斷標
準，為提升雪霸國家公園業務作業之效率，建議建置網路版之
資料管理系統，包括：建物管理、牌示管理、地籍管理等之查
詢、新增、修改、刪除、編輯等功能，將這些功能建置於網路
上，各課室及管理站相關業務人員即可直接透過網路瀏覽器，
進行資料之集中儲存管理，以提升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相關業
務資料更新之管理效能。 

3. 由於雪霸國家公園幅員廣闊，許多現場調查工作（如：動植物
調查、棲地調查、步道調查等）都需要耗費相當多之人力，同
時需有地圖、各種資料紀錄及傳輸之媒體之輔助，目前個人數
位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PDA）具有資料傳輸、記事
本、無線通訊、手寫式輸入及文數字、圖形、影像資料處理等
各項功能，由於體積小、功能多，並可隨身攜帶，已成為未來
行動資訊處理之趨勢。為能掌握雪霸國家公園園區內各項設施
及生態資料之空間分布，利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lobal 
Position System, GPS)由於操作簡便、可於短時間內取得精確的
大地坐標，且不受天候影響之特性，已成為現地調查人員定位
及測量的主要工具。建議未來可建立「雪霸國家公園 PDA行
動調查系統」，整合 PDA與 GPS定位功能，方便於現場調查
之記錄工作，同時調查成果資料可彙整至 GIS資料庫中，降低
調查所需之人力成本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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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199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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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系統問卷訪談結果 



 
 

 

「雪霸國家公園地裡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二）」問卷調查表 

訪談日期：91/5/29 
您好： 
本中心承蒙 貴處委託辦理「雪霸國家公園地裡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二）」，

為建立雪霸國家公園整合式地理資料庫，並作為未來地理資訊系統推動的藍本，

亟需蒐集 貴處各課室執掌範圍各類地理資訊系統資料或空間屬性資料，以利整

合式地理資訊系統之建置及 貴處未來之 GIS 發展。懇請 您撥冗填寫問卷中各
項問題。 

 
再次感謝 您提供寶貴的經驗與意見 

 
 
 
 
 
 
 
 
 
 
 
 
 
 
 
 
 
 
 
 

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敬上 
聯 絡 人：劉怡萱 

聯絡電話：04-24516669轉 48 
傳    真：04-24519278 
地    址：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號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組織架構及業務執掌 

 
 

企劃經理課 業務職掌  

 一、 雪霸國家公園計畫之擬定、檢討與變更事宜。 

 二、 雪霸國家公園區域內重大建設之研擬、規劃及經營管理事項。 

 三、 本區域內用地取得之處理事項。 

 四、 本區域內土地分區保護、利用、管制要點之擬定事項。 

 五、 本區域內有關設施之規劃、研擬事項。 

 六、 本區域內土地使用申請案件之審核、查詢事項。 

 七、 本區域內濫墾、濫建之處理事項。 

 八、 本區域內違反國家公園法事件之處理事項。 

 九、 本區域內國家公園事業投資、經營、監督及管理事項。 

 十、 國家公園法規、管理資料之搜集、研究事項。 

十一、 本處重要工作之追蹤考核及為民服務事項。 

十二、 本區域之政令宣導等。 

十三、 本處與各單位之協調配合事項。 

十四、 本處研考等事項。 

 
保育研究課 業務職掌  

 一、 本區域內保育研究計畫之研擬、及執行監督事項。 

 二、 國家公園區域內自然環境﹑生態資源﹑文化史蹟之調查研究﹑保育措施及

區內林業經營管理計畫審核與策劃工作。 



 
 

 

 三、 本區域內列為瀕臨絕種或珍貴稀有之野生動物、植物復育計畫研擬及執行

事項。 

 四、 資訊業務之建立與推行。 

 五、 圖書室管理。 

 六、 其他有關保育研究事項。 

 
解說教育課 業務職掌  

 一、 本區域內公園解說及環境教育之規劃、設計、執行與監督事項。 

 二、 本區域內公園解說及環境教育之推廣與研究事項。 

 三、 本區域內公園解說人員管理、訓練事項。 

 四、 本區域內公園解說及環境教育資料之蒐集、編製、印製、貯存與展示事項。 

 五、 本區域內解說教育視聽媒體之設計及製作事項。 

 六、 本區域內生態保育及環境保護宣導活動之策畫與遊客解說服務事項。 

 七、 其他有關解說教育事項。 

 
工務建設課 業務職掌  

 一、 本區域內工程之規劃事項。 

 二、 本區域內工程之測量、鑽探及設計事項。 

 三、 本區域內工程之發包施工、監督及驗收事項。 

 四、 本區域內環境工程及水土保持事項。 

 五、 本區域內建築管理事項。 

 六、 其他有關工務建設事項。 

 
觀光遊憩課 業務職掌  

 一、 本區域內遊憩事業之督導、考核事項。 

 二、 本區域內遊憩設施及旅遊安全之維護、管理事項。 

 三、 本區域內環境及秩序之維護、改善事項。 

 四、 遊客服務事項。 

 五、 本區域內觀光遊客資料之搜集、統計及分析事項。 

 六、 本區域內登山活動之規劃、管理及緊急救難、救災事項。 

 七、 本區域內遊憩區之經營、管理事項。 

 八、 其他有關觀光遊憩事項。 

 
 



 
 

 

基本資料 
單位：                                       

 
填寫人(職稱)：                                
 
聯絡電話：                                   

 
FAX：                                       
 
 
單位業務調查 

1、貴單位與圖形或空間分佈相關之業務項目為： 
企劃經理課：□土地管理 □違反國家公園法事件處理 □設施規劃管理  

   □其他                                   

 
保育研究課：□生態資源調查 □棲地調查 □林業經營管理 □文化史蹟調查 

   □其他                                   

 

解說教育課：□解說牌規劃管理 □解說景點規劃 
   □其他                                   

 

工務建設課：□建物管理 □測量資料 □地質鑽探 □水土保持工程 
   □其他                                   

 

觀光遊憩課：□遊憩設施管理 □步道規劃管理 □遊客資料統計 □緊急救難 
   □其他                                   

 
 
2、貴單位目前是否於上述業務上使用任何應用系統？ 
□是，系統名稱為：                           

□否（跳答第4題） 

 
 
3、其主要功能為： 
□資料查詢、管理  □資料編輯、更新 □資料統計  □列印  

□圖形展示   □坐標定位   □網路服務  

□其他                                   

 



 
 

 

4、貴單位平常所使用與空間相關的資料為： 
□無  

 

◎紙圖：  

□計畫分區圖 □地形圖 □相片基本圖 □地籍圖  

□照片  □其他                                   

 

◎圖形檔案： 

□道路圖  □水系圖 □林班基本圖 □等高線圖 □相片基本圖 

□地籍圖  □地形圖 □計畫分區圖 □工程圖 □地質圖  

□土壤圖  □設施分佈圖□土地利用圖 □衛星影像 □照片 

□其他                                   

 
 
5、承上題， 貴單位使用或擁有之圖籍資料提供來源為何? 
□其他課室生產並提供，提供資料之課室名稱______________ 
□其他廠商或政府機關提供，廠商或機關名稱_______________ 

 
 
6、除上述所使用之資料外，貴單位是否有因任何業務而產出之空間相關資料？ 
□是，資料之名稱為：                                   

□否(結束答題) 

 
 
7、承 6.上述之資料是由何項業務而產出？ 
 
 
 
8、承上題，上述所產出之資料型態為： 
◎□圖形資料 □文數字資料 

◎□書面資料 □數值檔案 

 
 
9、資料格式或使用軟體為： 
□Word  □Excel  □Access □TXT  □RPT 

□DWG  □DXF  □TXT  □Shape File  

□BMP  □JPG  □TIFF  □IMG 

□其他                                   



 
 

 

10、上述資料是以何種方式產生？ 
□圖解數化 □直接 Key in □轉檔  □GPS測量 

□其他                                   

 
 
11、上述資料之更新週期為： 
□每日  □每月  □每年  □不定期 

□其他                                   

 
12、所產出之資料是有再進階應用？ 
□無 

□有：說明                                   

 
13、上述資料之產出是有其他相關課室配合？ 
□無 

□有，配合之課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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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地理資料庫 

(一)地質地形 

1.園區範圍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地質地形 
圖層名稱(中文) 園區範圍圖 
圖層名稱(英文) Bnd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2.等高線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地質地形 
圖層名稱(中文) 等高線圖 
圖層名稱(英文) Contour 
型態 Polyline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ELEVATION 高程 數字 長整數 
Shape_Length 長度 數字 長整數 

3.山岳分佈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地質地形 
圖層名稱(中文) 山岳分佈圖 
圖層名稱(英文) Mountain 
型態 Point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X X坐標 數字 雙精準數 
Y Y坐標 數字 雙精準數 

NAME 名稱 文字 10 
ELEVATION 海拔高 數字 雙精準數 

4.測量控制點分佈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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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地質地形 
圖層名稱(中文) 測量控制點分佈圖 
圖層名稱(英文) Contral 
型態 Point 
資料來源 土地測量局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作業點號 文字 11 
TM2_X 數字 單精準數 
TM2_Y 數字 單精準數 

TWD67坐標 文字 18 

高程 數字 雙精準數 
標石號碼 文字 13 

點位名稱 文字 15 

點位概述 文字 255 

5.環境敏感區與潛在災害分佈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地質地形 
圖層名稱(中文) 環境敏感區與潛在災害分佈圖 
圖層名稱(英文) Hazard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NUMBER 環境風險率 數字 整數 
CLASS 環境敏感度分級 文字 254 
ZONE 研究區 文字 8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6.地質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地質地形 
圖層名稱(中文) 地質圖 
圖層名稱(英文) Geo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中央地調所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PERIMETER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CODE 代碼 文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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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_CODE 地質年代代碼 文字 3 
AGE_C 地質年代(中文) 文字 40 
AGE_E 地質年代(英文) 文字 50 
ST_C 岩層(中文) 文字 60 
ST_E 岩層(英文) 文字 120 

ABBREV 縮寫 文字 5 
CHAR_C 岩性(中文) 文字 80 
CHAR_E 岩性(英文) 文字 140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7.斷層分佈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地質地形 
圖層名稱(中文) 斷層分佈圖 
圖層名稱(英文) Fault 
型態 Polyline 
資料來源 中央地調所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CODE 代碼 文字 4 
FA_C 斷層名稱(中文) 文字 20 
FA_E 斷層名稱(英文) 文字 50 

Shape_Length 長度 數字 雙精準數 

（二）水文資料 

1.水庫集水區範圍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水文資料 
圖層名稱(中文) 水庫集水區範圍圖 
圖層名稱(英文) Shed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水利署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NAME 水庫名稱 文字 12 

ID 編號 數字 整數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2.水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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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水文資料 
圖層名稱(中文) 水系圖 
圖層名稱(英文) River 
型態 Polyline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NAME 名稱 文字 22 
Shape_Length 長度 數字 雙精準數 

3.全省流域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水文資料 
圖層名稱(中文) 全省流域圖 
圖層名稱(英文) Twbasin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水利署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PERIMETER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ID 編號 文字 4 
BASINNAME 流域名稱 文字 16 

4.全省子集水區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水文資料 
圖層名稱(中文) 全省子集水區圖 
圖層名稱(英文) Twsub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水土保持局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PERIMETER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UBBASINNA 子集水區名稱 文字 12 
SUBBASINCO 子集水區編號 文字 32 
BASINNAME 集水區名稱 文字 10 
BASINCODE 集水區編號 文字 10 
CITYCODE 縣市代碼 文字 32 
MAPINDEX 圖名 文字 16 

BASIN 流域 文字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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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_ 名稱 文字 16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5.全省主要河川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水文資料 
圖層名稱(中文) 全省主要河川圖 
圖層名稱(英文) Twriver 
型態 Polyline 
資料來源 水利署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LENGTH 長度 數字 雙精準數 
CLAS 等級 數字 整數 
NAME 名稱 文字 16 

6.雨量站分佈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水文資料 
圖層名稱(中文) 雨量站分佈圖 
圖層名稱(英文) Ppobsta 
型態 Point 
資料來源 水利署 

欄位名稱(英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站號 文字 10 

站名 文字 30 

流域編號 數字 整數 
流域名稱 文字 20 

X坐標 數字 雙精準數 
Y坐標 數字 雙精準數 
站況 文字 長整數 
縣市 文字 雙精準數 
縣市編碼 數字 整數 
鄉鎮 文字 8 

鄉鎮編碼 數字 長整數 
站址 文字 100 

標高 數字 單精準數 
所屬單位 文字 20 

7.水位測站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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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水文資料 
圖層名稱(中文) 水位測站分佈圖 
圖層名稱(英文) Rivwlsta 
型態 Point 
資料來源 水利署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欄位名稱 
站號 文字 16 

站名 文字 16 

流域編號 數字 整數 
X坐標 數字 雙精準數 
Y坐標 數字 雙精準數 
站況 文字 4 

縣市 文字 6 

鄉鎮 文字 8 

縣市編碼 數字 整數 
鄉鎮編碼 數字 長整數 
站址 文字 100 

標高 數字 單精準數 
所屬單位 文字 20 

8.流量測站分佈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水文資料 
圖層名稱(中文) 流量測站分佈圖 
圖層名稱(英文) Rivqasta 
型態 Point 
資料來源 水利署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欄位名稱 
站號 文字 16 

站名 文字 16 

流域編號 數字 整數 
X坐標 數字 雙精準數 
Y坐標 數字 雙精準數 
站況 文字 4 

縣市 文字 6 

鄉鎮 文字 8 

縣市編碼 數字 整數 
鄉鎮編碼 數字 長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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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址 文字 100 

標高 數字 單精準數 
所屬單位 文字 20 

9.蒸發量測站分佈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水文資料 
圖層名稱(中文) 蒸發量測站分佈圖 
圖層名稱(英文) Epobsta 
型態 Point 
資料來源 水利署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欄位名稱 
站號 文字 10 

站名 文字 30 

流域編號 數字 整數 
流域名稱 文字 長整數 
X坐標 數字 雙精準數 
Y坐標 數字 雙精準數 
站況 文字 4 

縣市 文字 6 

縣市編碼 數字 整數 
鄉鎮 文字 10 

鄉鎮編碼 數字 長整數 
站址 文字 100 

標高 數字 單精準數 
所屬單位 文字 20 

10.含砂量測站分佈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水文資料 
圖層名稱(中文) 含砂量測站分佈圖 
圖層名稱(英文) Rivsesta 
型態 Point 
資料來源 水利署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欄位名稱 
站號 文字 10 

站名 文字 30 

流域編號 數字 整數 
X坐標 數字 雙精準數 
Y坐標 數字 雙精準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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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況 文字 4 

縣市 文字 6 

流域名稱 文字 30 

縣市編碼 數字 整數 
鄉鎮編碼 數字 長整數 
鄉鎮 文字 8 

站址 文字 100 

標高 數字 單精準數 
所屬單位 文字 20 

 

（三）行政區域 

1.縣市界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行政區域 
圖層名稱(中文) 縣市界圖 
圖層名稱(英文) County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COUNTY 縣市 文字 8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2.鄉鎮市界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行政區域 
圖層名稱(中文) 鄉鎮市界圖 
圖層名稱(英文) Town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COUNTY 縣市 文字 8 
TOWN 鄉鎮 文字 8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3.村里鄰界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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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行政區域 
圖層名稱(中文) 村里鄰界圖 
圖層名稱(英文) Vill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COUNTY 縣市 文字 8 
TOWN 鄉鎮 文字 8 

Vill 村里 文字 8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四）圖幅索引 

1.五千分之一索引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圖幅索引 
圖層名稱(中文) 五千分之一索引圖 
圖層名稱(英文) Index5000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MAP_ID 圖號 文字 10 
MAP_NUM 圖號 數字 長整數 

MAP_NAME 圖名 文字 16 
MAP_50000 五萬分之一分幅 數字 長整數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2.二萬五千分之一索引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圖幅索引 
圖層名稱(中文) 二萬五千分之一索引圖 
圖層名稱(英文) Index25000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PERIMETER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NUM 圖號 文字 10 
NAME 圖名 文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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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ID 圖號 文字 8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3.五萬分之一索引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圖幅索引 
圖層名稱(中文) 五萬分之一索引圖 
圖層名稱(英文) Index50000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MAP_ID 圖號 文字 10 
MAPSITE 方位 文字 4 

MAP_NUM 圖號 文字 5 
MAP_NAME 圖名 文字 15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五）土地利用 

1.設施分佈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土地利用 
圖層名稱(中文) 設施分佈圖 
圖層名稱(英文) Facility 
型態 Point 
資料來源 自行數化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欄位名稱 
地點 文字 40 

ｘ坐標 數字 雙精準數 
ｙ坐標 數字 雙精準數 

2.道路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土地利用 
圖層名稱(中文) 道路圖 
圖層名稱(英文) Road 
型態 Polyline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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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名稱 文字 22 
Shape_Length 長度 數字 雙精準數 

3.步道分佈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土地利用 
圖層名稱(中文) 步道分佈圖 
圖層名稱(英文) Walk 
型態 Polyline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Name 名稱 文字 16 
Shape_Length 長度 數字 雙精準數 

4.地籍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土地利用 
圖層名稱(中文) 地籍圖 
圖層名稱(英文) Land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TOWN 鄉鎮 文字 16 
SECTION_ 地段 文字 16 
LANDNO 地號 數字 雙精準數 

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WORK_ 事業區 文字 16 
COMP_ 林班 數字 整數 
SUBC 小班 數字 整數 
NOTE_ 備註 文字 50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5.避難山屋分佈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土地利用 
圖層名稱(中文) 避難山屋分佈圖 
圖層名稱(英文) Shelter 
型態 Point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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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文字 20 

經度 文字 16 

緯度 文字 16 

經度_TWD67 文字 16 

緯度_TWD67 文字 16 

6.步道樁位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土地利用 
圖層名稱(中文) 步道樁位圖 
圖層名稱(英文) Stake 
型態 Point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欄位名稱 
ID 數字 長整數 
里程數 文字 16 

X_坐標 數字 雙精準數 
Y_坐標 數字 雙精準數 

7.建物分佈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土地利用 
圖層名稱(中文) 建物分佈圖 
圖層名稱(英文) Build 
型態 Point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編號 文字 20 

調查時間 文字 20 

縣市 文字 8 

鄉鎮市區 文字 10 

地段 文字 10 

地號 文字 10 

面積公頃 文字 50 

所有權人 文字 50 

權利範圍 文字 10 

使用分區 文字 12 

地上物類別 文字 10 

建物結構 文字 30 

建物門牌號碼 文字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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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物用途 文字 20 

使用本筆土地面積公頃 文字 50 

使照號碼 文字 50 

建物編號 文字 10 

建號 文字 50 

其他 文字 50 

X座標 數字 雙精準數 
Y座標 數字 雙精準數 

8.林班基本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土地利用 
圖層名稱(中文) 林班基本圖 
圖層名稱(英文) Forest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林務局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PERIMETER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MAPID 圖號 數字 長整數 
CNTY 縣市代碼 數字 整數 

CNTRY 鄉鎮代碼 數字 整數 
WK_NO 事業區代碼 數字 整數 

COMP_NO 林班 數字 整數 
SUBC_NO 小班 數字 整數 
SUBC_SEQ 小班序號 數字 整數 
COUNTY 縣市 文字 6 

TOWN 鄉鎮 文字 6 
WORK_NAME 事業區名稱 文字 12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9.園區計畫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土地利用 
圖層名稱(中文) 園區計畫圖 
圖層名稱(英文) Zone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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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_NAME 分區名稱 文字 30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Zone_id 分區代碼 數字 整數 
Name 名稱 文字 20 

10.地名註記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土地利用 
圖層名稱(中文) 地名註記 
圖層名稱(英文) Annotation 
型態 Point 
資料來源 自行數化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TEXT_ANGLE 字形角度 數字 雙精準數 

TEXT_SIZE 字形大小 數字 雙精準數 
TEXTSTRING 文字內容 文字 254 

KIND 類別 文字 4 

11.牌示分佈圖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土地利用 
圖層名稱(中文) 牌示分佈圖 
圖層名稱(英文) Card 
型態 Point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序號  數字 長整數 
名稱  文字 254 

山系或分區  文字 254 

景點編號  文字 254 

牌示種類  文字 50 
CLASS 分類代碼 文字 254 

CLASS_N 分類名稱 文字 254 

GPS位置  文字 254 
DESCRIB 說明文字 文字 254 

質地  文字 254 

尺寸  文字 254 
F_DATE 調查日期 數字 長整數 

GPS_X座標  數字 雙精準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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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_Y座標  數字 雙精準數 
圖名  文字 50 

圖號  文字 50 

照片檔名  文字 50 

新資料加入  文字 50 

12.直昇機停機坪 
資料庫名稱 環境地理資料庫 
類別 土地利用 
圖層名稱(中文) 直昇機停機坪 
圖層名稱(英文) hstand 
型態 Point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地點 文字 40 

ｘ坐標 數字 雙精準數 
Y坐標 數字 雙精準數 

二、五千分之一資料庫 

1.五千分之一分幅道路圖 
資料庫名稱 五千分之一資料庫 
類別 土地利用 
圖層名稱(中文) 五千分之一分幅道路圖 
圖層名稱(英文) Road* 
型態 Polyline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NAME 名稱 文字 22 
Shape_Length 長度 數字 雙精準數 

 

2.五千分之一分幅水系圖 
資料庫名稱 五千分之一資料庫 
類別 土地利用 
圖層名稱(中文) 五千分之一分幅水系圖 
圖層名稱(英文) River* 
型態 Polyline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NAME 名稱 文字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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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e_Length 長度 數字 雙精準數 

3.五千分之一分幅等高線圖 
資料庫名稱 五千分之一資料庫 
類別 土地利用 
圖層名稱(中文) 五千分之一分幅等高線圖 
圖層名稱(英文) Contour* 
型態 Polyline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ELEVATION 高程 數字 整數 
ELEVATION 高程 文字 20 

TYPE 類別 文字 8 
Shape_Length 長度 數字 雙精準數 

4.五千分之一分幅林班基本圖 
資料庫名稱 五千分之一資料庫 
類別 土地利用 
圖層名稱(中文) 五千分之一分幅林班基本圖 
圖層名稱(英文) Comp*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林務局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MAPID 圖號 數字 長整數 
WK_NO 事業區代碼 數字 整數 

COMP_NO 林班 數字 整數 
SUBC_NO 小班 數字 整數 
SUBC_SEQ 小班序號 數字 整數 
WK_NAME 事業區名稱 文字 10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三、坡地防災資料庫 

1.崩塌地分佈圖 
資料庫名稱 坡地防災資料庫 
類別 坡地資料 
圖層名稱(中文) 崩塌地分佈圖 
圖層名稱(英文) Tumble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水土保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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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IDNUMBER 編號 數字 長整數 
NUMBER 崩塌地編號 數字 16 

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PERIMETER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HECTARES 公頃 數字 雙精準數 

CITY_NAME 縣市 文字 6 
TOWN_NAME 鄉鎮 文字 8 
VILL_NAME 村里 文字 8 

PICTURENUM 地形圖編號 文字 20 
BASIN 流域 文字 30 

S_BASIN 子集水區 文字 30 
ZONEOWNER 山坡地/林班地 文字 10 

X_COORD X坐標 數字 長整數 
Y_COORD Y坐標 數字 長整數 
TOP_ELEV 頂部標高 數字 雙精準數 
BOM_ELEV 底部標高 數字 雙精準數 

SLOPE 坡度 數字 雙精準數 
ASPECT 坡向 數字 雙精準數 

LOCATION 崩塌位置 文字 10 
AREA_3D 斜面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DANGER 危險度 文字 6 
FIRST_ 治理順序 文字 8 

GEO 地層 文字 10 
LITHOLOGY 岩性 文字 60 

VEGETATION 植生種類 文字 70 
CLASS 崩塌種類 文字 30 

PICNAME 照片檔名 文字 50 
MEMO_ 備註 文字 100 
NOTE_ 調查計畫別 文字 16 

PICTURE1 照片(全景) 文字 50 
PICTURE2 照片(頭部) 文字 50 
PICTURE3 照片(保全對象) 文字 50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2.土石流分佈圖 
資料庫名稱 坡地防災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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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坡地資料 
圖層名稱(中文) 土石流分佈圖 
圖層名稱(英文) Debris 
型態 Polyline 
資料來源 水土保持局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DEBRISNO 編號 文字 10 
TYPE 土石流類型 文字 6 
BASIN 集水區 文字 16 

S_BASIN 子集水區 文字 16 
NAME 名稱 文字 20 
MARK 重要地標 文字 22 

COUNTY 縣市 文字 6 
TOWN 鄉鎮 文字 8 
VILL 村里 文字 10 

MAPID 圖號 文字 20 
OWNER 土地權屬 文字 20 

Y Y坐標 數字 長整數 
X X坐標 數字 長整數 

CLASS 治理等級 文字 10 
TUM_AREA 崩塌地面積 數字 LENGTH 

TIME_ 崩塌時間 文字 10 
H_TIME 時間 文字 10 
PEOPLE 保全人口數 數字 長整數 
COUNT_ 保全戶數 數字 整數 
DATE_ 調查日期 文字 12 

ROADNAME 道路名稱 文字 100 
LENGTH 溪流長度 數字 雙精準數 
R_AREA 流域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B15_AREA 15度以上集水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TERRANE 岩層 數字 雙精準數 

DAM 防治工程 文字 20 
STRA 岩性 文字 16 

FAULT_LENG 斷層長度 數字 雙精準數 
PICTURE1 照片(崩塌地) 文字 50 
PICTURE2 照片(土石流) 文字 50 
PICTURE3 照片(溢流點) 文字 50 
PICTURE4 照片(溢流點簡圖) 文字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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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5 照片(保全對象) 文字 50 
NOTE_ 調查計畫別 文字 30 

P_NAME 連絡人 文字 50 
P_ADD 連絡人地址 文字 100 
P_TEL 連絡人電話 文字 50 

Shape_Length 長度 數字 雙精準數 

 

四、武陵地區資料庫 

1.武陵地區範圍圖 
資料庫名稱 武陵地區資料庫 
類別 武陵資料 
圖層名稱(中文) 武陵地區範圍圖 
圖層名稱(英文) W_Bnd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2.武陵地區道路圖 
資料庫名稱 武陵地區資料庫 
類別 武陵資料 
圖層名稱(中文) 武陵地區道路圖 
圖層名稱(英文) W_Road 
型態 Polyline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Shape_Length 長度 數字 雙精準數 

3.武陵地區等高線圖 
資料庫名稱 武陵地區資料庫 
類別 武陵資料 
圖層名稱(中文) 武陵地區等高線圖 
圖層名稱(英文) W_Contour 
型態 Polyline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ELEVATION 高程 數字 整數 

TYPE 類別 文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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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e_Length 長度 文字 雙精準數 

4.武陵地區等地質圖 
資料庫名稱 武陵地區資料庫 
類別 武陵資料 
圖層名稱(中文) 武陵地區等地質圖 
圖層名稱(英文) W_Geo 
型態 Polyline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Shape_Length 長度 數字 雙精準數 

5.武陵地區採樣點分佈圖 
資料庫名稱 武陵地區資料庫 
類別 武陵資料 
圖層名稱(中文) 武陵地區採樣點分佈圖 
圖層名稱(英文) W_Point 
型態 Point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ID 編號 數字 整數 
NAME 名稱 文字 20 

X X坐標 數字 長整數 
Y Y坐標 數字 長整數 

6.武陵地區稀有植物分佈圖 
資料庫名稱 武陵地區資料庫 
類別 武陵資料 
圖層名稱(中文) 武陵地區稀有植物分佈圖 
圖層名稱(英文) W_Plant 
型態 Point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X X坐標 數字 長整數 
Y Y坐標 數字 長整數 

7.武陵地區防砂壩位置 
資料庫名稱 武陵地區資料庫 
類別 武陵資料 
圖層名稱(中文) 武陵地區防砂壩位置 
圖層名稱(英文) W_dam 
型態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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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CLASS 類別 文字 1 
CNAME 名稱 文字 8 

8.武陵地區地籍圖 
資料庫名稱 武陵地區資料庫 
類別 武陵資料 
圖層名稱(中文) 武陵地區地籍圖 
圖層名稱(英文) W_Land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德委會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PERIMETER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LANDNO 地號 文字 8 
NOTE 備註 文字 50 

SECTION_ 地段 文字 10 
Shape_Length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五、環境敏感地資料庫 

1.優良農田敏感地 
資料庫名稱 環境敏感地資料庫 
類別 敏感地 
圖層名稱(中文) 優良農田敏感地 
圖層名稱(英文) Agricul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營建署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CODE 代碼 數字 整數 
NAME 名稱 文字 30 
COLOR 顏色 數字 整數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2.文化景觀敏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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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名稱 環境敏感地資料庫 
類別 敏感地 
圖層名稱(中文) 文化景觀敏感地 
圖層名稱(英文) Critic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營建署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CODE 代碼 數字 整數 
NAME 名稱 文字 30 
COLOR 顏色 數字 整數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3.地表水源敏感地 
資料庫名稱 環境敏感地資料庫 
類別 敏感地 
圖層名稱(中文) 地表水源敏感地 
圖層名稱(英文) Cwater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營建署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CODE 代碼 數字 整數 
NAME 名稱 文字 30 
COLOR 顏色 數字 整數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4.生態敏感地 
資料庫名稱 環境敏感地資料庫 
類別 敏感地 
圖層名稱(中文) 生態敏感地 
圖層名稱(英文) Ecolog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營建署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CODE 代碼 數字 整數 
NAME 名稱 文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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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顏色 數字 整數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5.洪水平原敏感地 
資料庫名稱 環境敏感地資料庫 
類別 敏感地 
圖層名稱(中文) 洪水平原敏感地 
圖層名稱(英文) Floodp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營建署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CODE 代碼 數字 整數 
NAME 名稱 文字 30 
COLOR 顏色 數字 整數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6.地質災害敏感地 
資料庫名稱 環境敏感地資料庫 
類別 敏感地 
圖層名稱(中文) 地質災害敏感地 
圖層名稱(英文) Geohaz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營建署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CODE 代碼 數字 整數 
NAME 名稱 文字 30 
COLOR 顏色 數字 整數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7.自然景觀敏感地 
資料庫名稱 環境敏感地資料庫 
類別 敏感地 
圖層名稱(中文) 自然景觀敏感地 
圖層名稱(英文) Naturv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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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CODE 代碼 數字 整數 
NAME 名稱 文字 30 
COLOR 顏色 數字 整數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8.地下水補注區敏感地 
資料庫名稱 環境敏感地資料庫 
類別 敏感地 
圖層名稱(中文) 地下水補注區敏感地 
圖層名稱(英文) Recharg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營建署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CODE 代碼 數字 整數 
NAME 名稱 文字 30 
COLOR 顏色 數字 整數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9.地表水源敏感地（未疊水質水量保護區） 
資料庫名稱 環境敏感地資料庫 
類別 敏感地 
圖層名稱(中文) 地表水源敏感地（未疊水質水量保護區） 
圖層名稱(英文) Xwater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營建署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CODE 代碼 數字 整數 
NAME 名稱 文字 30 
COLOR 顏色 數字 整數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六、衛星影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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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衛星影像範圍圖 
資料庫名稱 衛星影像資料庫 
類別 衛星影像 
圖層名稱(中文) 衛星影像範圍圖 
圖層名稱(英文) Login 
型態 Polygon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FILE_ID 檔案名稱 文字 8 
SATELLITE 衛星種類 文字 8 

SENSOR 感測器 文字 8 
MODE 模式 文字 8 
LEVEL 等級 數字 長整數 

ACQUIRED_Y 年 數字 長整數 
ACQUIRED_M 月 數字 長整數 
ACQUIRED_D 日 數字 長整數 

LINES 行數 數字 長整數 
PIXELS 列數 數字 長整數 
ULC_N_ 左上 Y坐標 數字 雙精準數 
ULC_E_ 左上 X坐標 數字 雙精準數 
LRC_N_ 右下 Y坐標 數字 雙精準數 
LRC_E_ 右下 X坐標 數字 雙精準數 

PROCESS_D 處理日期 文字 11 
SOURCE 來源 文字 8 
CDROM 光碟編號 文字 10 

Shape_Length 周長 數字 雙精準數 
Shape_Area 面積 數字 雙精準數 

 

七、動畫資料庫 

1.飛行模擬路徑 
資料庫名稱 動畫資料庫 
類別 衛星影像 
圖層名稱(中文) 飛行模擬路徑 
圖層名稱(英文) flypath 
型態 Polyline 
資料來源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附錄二  雪霸國家公園整合式資料庫資料典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二） 

附錄二 -26 

LENGTH 長度 數字 雙精準數 
MOVIEFILE 動畫檔 文字 64 
Shape_Length 長度 數字 雙精準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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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流程 
 

本系統系利用 ArcGIS8.1 VBA開發，因此欲執行本系統必須先安裝
ArcGIS8.1地理資訊系統才能執行本系統。 

本系統安裝分成兩部份，第一部份為系統程式的安裝；第二部份為資料庫

解壓程式安裝，兩者缺一不可。安裝本系統所需之空間約 2.8GB才可進行安裝
與執行。 

 

第一部份系統程式安裝 
 

安裝前請將光碟片置入光碟機中，待光碟機讀取完畢後即可顯示所安裝檔

案： 

 

 
步驟 1.選取”SETUP.BAT”批次檔案，並快速按二下滑鼠左鍵後即可進入本系統

安裝程序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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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按下”Next”鍵，系統將繼續安裝至完畢。 
步驟 3.待「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程式」安裝完後，在出現如下的對話盒後，

按任意鍵繼續安裝 metadata程式。 
 

 
 
步驟 4.在出現之「詮釋資料撰寫輔助系統對話盒」中按”下一步”鍵，以進行下一

步安裝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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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在出現的路徑設定對話盒中，必須設定為”c:\QUANTASOFT\Metadata”

的預設目錄，再按”下一步”鍵系統會自動按裝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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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資料庫自解壓檔安裝 
 
本系統資料庫自解壓檔是利用WINZIP製作，為目前在 Windows環境中最

普遍的壓縮軟體。將資料片共三片，資料庫自解壓檔在安裝前請將光碟片置入光

碟機中，待光碟機讀取完畢後即可顯示資料自解檔壓檔(data1.exe、data2.exe、
data3.exe)所安裝檔案，並利用滑鼠快速點選檔案二下，會出現如下面安裝路徑
的自解壓縮對話盒。 

 
步驟 1.設定安裝路徑為”D:\雪霸 GIS91”後，並按”Unzip”鍵即可自行安裝資料庫

檔案。 

 

 
 
重要備註：安裝的路經一定要為 D:\雪霸 GIS91，否則系統將會出現錯誤並且無

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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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簡介 
 

系統架構 
 
本系統之架構如下圖：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

地質地形 水文資料環境敏感地資料 資料查詢武陵地區 飛行模擬五千分之一 出圖全區圖 資料管理

等高線圖

林班基本圖

水系圖

林區相片基本圖

道路圖園區範圍圖

園區計畫圖

全區山岳圖

全區道路圖

全區水系圖

全區等高線圖

全區林班基本圖

全區步道圖

步道樁位圖

設施分佈圖

全區牌示分佈圖

建物分佈圖

避難山屋分佈圖

全區地籍圖

直昇機停機坪
分佈圖

地名註記圖

1/5000圖幅索引圖

1/50000圖幅索引圖

主要地標

主要水系

主要道路

國家公園分佈圖

縣市界圖

鄉鎮市界圖

村里鄰界圖

武陵水系圖

武陵範圍圖

武陵道路圖

武陵地質圖

稀有植物分佈圖

採樣分佈圖

防砂壩位置圖

武陵地籍圖

優良農田敏感地

文化景觀敏感地

地表水源敏感地

生態敏感地

洪水平原敏感地

地質災害敏感地

自然景觀敏感地

地下水補注區敏感地

地表水源敏感地
( 未疊水質水量)

5*5數值高程

40*40數值高程

測量控制點分佈圖

環境敏感地區與潛
在災害分佈圖

坡度圖

坡向圖

地質圖

斷層分佈圖

土壤圖

崩塌地分佈圖

土石流分佈圖

水庫集水區
範圍圖

全省流域圖

全省子集水區圖

全省主要河川圖

雨量站分佈圖

水位測站分佈圖

流量測站分佈圖

蒸發量測站分佈圖

含砂量測站分佈圖

衛星影像

全區地籍圖

武陵地區
地籍圖

牌示查詢

建物查詢

Metadata管理

匯出成shapefile

建物資料管理

牌示資料管理

建物影像管理

牌示照片管理

使用者資料管理

牌示統計

 
 

圖 1 系統架構圖 
 
本系統之開發採 ArcGIS8.1進行本系統之開發，並以船塢式開發本系統專

屬之選單式功能項選單(MenuBar)及按鈕式工具項選單(ButtonBar)，並經由系統
管理者設定使用者等級，若為業務管理者則可使用全部功能，非業務管理者則資

料管理功能無法使用。 

 
一、選單式功能項選單(MenuBar)：SheiPa Menu 

 

 
(一)圖資展示選單 
    包含全區圖、五千分之一、武陵地區、環境敏感地資料、地質地形、

水文資料等七項選單。 

(二)資料查詢選單 
    包含資料查詢選單。 

(三)飛行模擬選單 
    包含飛行模擬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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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圖選單 
    包含出圖選單。 

(五)資料管理選單 
    包含資料管理選單。 

 
二、按鈕式工具項選單(ButtonBar)：SheiPa Tool 

 

 
    按鈕式工具項選單包含有林班基本圖、水系、道路、等高線、相片基
本圖、地籍圖、建物、牌示等八項選單。 

 

功能選單說明 
 
本系統功能主要建立在兩個功能選單上，一下拉式功能選單(MenuBar)：

SheiPa Menu；另一為按鈕式工具項選單(ButtonBar)：SheiPa Tool。 

下拉式功能選單(MenuBar)：SheiPa Menu 

    Sheipa Menu中的選單(menu)包含有全區圖、五千分之一、武陵地區、
環境敏感地資料、地質地形、水文資料、資料查詢、飛行模擬、出圖、資

料管理等十項選單。 

全區圖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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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分之一選單 

 

 

武陵地區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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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敏感地資料選單 

 
 
 

地質地形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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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資料選單 

 
 

資料查詢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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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模擬選單 
出現飛行模擬設定畫面，提供飛行模擬的方式。 

 

 

出圖選單 

提供出圖設定對話盒。 

 

資料管理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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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式的ButtonBar 

    包含有 水系圖(須載入 1/5000圖幅索引圖，點選圖徵) 

道路圖(須載入 1/5000圖幅索引圖，點選圖徵) 

等高線圖(須載入 1/5000圖幅索引圖，點選圖徵) 

林班基本圖(須載入 1/5000圖幅索引圖，點選圖徵) 

相片基本圖(須載入 1/5000圖幅索引圖，點選圖徵) 

全區地籍圖(須載入全區地籍圖，點選圖徵) 

牌示查詢(須載入全區牌示分佈圖，點選圖徵) 

建物查詢(須載入建物分佈圖，點選圖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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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 
 
按下 Windows「開始」鍵，進入「程式集」中，選擇『雪霸 GIS』，有三種選項 

1.『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à進入本系統畫面。 
2.『系統還原』à可還原系統程式。 
3.『系統自動撥放展示』à可自動撥放本系統展示的 AVI檔。 

 

啟開系統 
步驟 1.，即可得『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按下即可進入本系統畫面。 
 

 
 
 

 
 
 
 
 
 
 
 
 
 
 
 

圖 2 系統起始畫面 

 
步驟 2.按下”啟開系統”按鍵，會出現「帳號密碼對話盒」，經輸入帳號及密碼後，”

按確認”鈕。 
步驟 3.經使用者帳號及密碼確認無誤後，會進入雪霸國家公園範圍圖之系統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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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 

 
備註：如不想使用本系統可選擇”離開至 ArcMap”鈕會至 ArcMap系統或選擇”

離開系統”鈕而跳出離開 ArcGIS系統。  

 

圖 3 系統起始操作畫面 

 

圖形展示 
 
有關圖形展示之功能選單有：全區圖、五千分之一、武陵地區、環境敏感

地資料、地質地形、水文資料等六項圖形展示選單。 

 

 

 
一、全區圖下拉式選單 

本項選單包含有：園區範圍圖、園區計畫圖、全區山岳圖、全區道路圖、

全區水系圖、全區等高線圖、全區林班基本圖、全區步道圖、步道樁位圖、

設施分佈圖、全區牌示分佈圖、建物分佈圖、避難山屋分佈圖、全區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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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直昇機停機坪分佈圖、地名註記圖、1/5000圖幅索引圖、1/50000圖幅

索引圖、主要地標圖、主要水系、主要道路、國家公園分佈圖、縣市界圖、

鄉鎮市界圖、村里鄰界圖。 
 
◆以”全區圖\全區等高線圖”為例： 
步驟 1.選取”全區圖”下拉式選單。 
步驟 2.選取”全區等高線圖”，即可載入圖層。 

 

圖 4 全區圖\全區等高線圖展示 

 
二、五千分之一圖形下拉式選單 

本項下拉式選單包含有查詢 1/5000水系圖、查詢1/5000道路圖、查詢1/5000
等高線圖、查詢 1/5000林班基本圖、查詢 1/5000林區相片基本圖共五項，
操作方式皆相同。 

◆以查詢 1/5000林班基本圖為例說明。 
步驟 1. 選取”五千分之一”下拉式選單。 
步驟 2.選取”查詢 1/5000林班基本圖”鍵，即出現”林班基本圖查詢”之對

話盒，並選擇欲載入之圖號後按”確定”鍵即可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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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若系統尚未載入 1/5000索引圖檔，則將會先行載入 1/5000索引圖檔後，

再按一次”確定”鍵即可載入該 1/5000圖幅之林班基本圖，如下圖。 

 

圖 5 查詢 1/5000林班基本圖對話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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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查詢 1/5000林班基本圖展示 

 
三、武陵地區下拉式選單 

包含有：武陵地區範圍圖、武陵地區水系圖、武陵地區道路圖、武陵地

區等高線圖、武陵地區地質圖、武陵地區稀有植物分佈圖、武陵地區採樣點

分佈圖、武陵地區防砂壩位置圖、武陵地區地籍圖。 
◆以”武陵地區\武陵地區防砂壩位置圖”為例： 
步驟 1.選取” 武陵地區”下拉式選單。 
步驟 2.選取”武陵地區防砂壩位置圖”，即可載入顯示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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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武陵地區\武陵地區防砂壩位置圖展示 

 
四、環境敏感地資料下拉式選單 

包含有：優良農田敏感地、文化景觀敏感地、地表水源敏感地、生態敏感

地、洪水平原敏感地、地質災害敏感地、自然景觀敏感地、地下水補注區

敏感地、地表水源敏感地(未疊水質水量)。 
◆以” 環境敏感地資料\地質災害敏感地”為例： 
步驟 1.選取” 環境敏感地資料”下拉式選單。 
步驟 2.選取” 地質災害敏感地”，即可載入顯示圖層。 

 

圖 8 環境敏感地資料\地質災害敏感地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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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質地形下拉式選單 
包含有：5*5數值高程圖、40*40數值高程圖、測量控制點分佈圖、環境敏
感區與潛在災害分佈圖、坡度圖、坡向圖、地質圖、斷層分佈圖、土壤圖、
崩塌地分佈圖、土石流分佈圖。 
◆以” 地質地形\坡度圖”為例： 
步驟 1.選取” 地質地形”下拉式選單。 
步驟 2.選取” 坡度圖”，即可載入顯示圖層。 

 

圖 9 地質地形\坡度圖展示 

 
六、水文資料圖形下拉式選單 

包含有：水庫集水區範圍圖、全省流域圖、全省子集水區圖、全省主要
河川圖、雨量站分佈圖、水位測站分佈圖、流量測站分佈圖、蒸發量測站分
佈圖、含砂量測站分佈圖。 
◆以” 水文資料\雨量站分佈圖”為例： 
步驟 1.選取” 水文資料”下拉式選單。 
步驟 2.選取” 雨量站分佈圖”，即可載入顯示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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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水文資料\雨量站分佈圖展示 

 

資料查詢 
 

 

 
 
一、查詢衛星影像 

 
 

 
 
步驟 1.按”查詢衛星影像”鍵，出現”衛星影像查詢”對話盒。 
步驟 2.選取衛星種類、感應器種類、時間等查詢條件。 
步驟 3.用滑鼠選取「影像數目」中之影像，可於上面的圖例顯示區中知其涵蓋之

範圍。 

步驟 4.將欲載入之衛星影像，按”ß”鍵，即可加入「顯示影像」中。 
步驟 5.選取「顯示影像」中的影像(可多選)，後按”確定”鍵，即可載入衛星影像

於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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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詢全區地籍圖 
須先載入該圖檔後，才可執行功能。 

步驟 1.按”查詢全區地籍圖”鍵，出現”地籍圖查詢”對話盒。 
步驟 2.設定欲查詢之鄉鎮、地段、地號等之條件設定後，按”確定”鍵後，將會放

大到所查詢到之圖形位置。 

 

 
 
三、查詢武陵地區地籍圖 
須先載入該圖檔後，才可執行功能。 

步驟 1.按”查詢武陵地區地籍圖”鍵，出現”武陵地籍圖查詢”對話盒。 
步驟 2.設定欲查詢之地段、地號條件後，按”確定”鍵後，將會放大到所查詢到之

圖形位置。 

 

 

 
四、牌示查詢 
須先載入該圖檔後，才可執行功能。 

步驟 1.按” 牌示查詢”鍵，出現” 牌示查詢”對話盒。 
步驟 2.設定欲查詢步道區、類別、質地、編號條件設定後，按”確定”鍵後，將會

放大到所查詢到之圖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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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牌示統計 
執行本項功能可直接顯示牌示種類的數量，並可進行列印。 

六、建物查詢 
須先載入該圖檔後，才可執行功能。 

步驟 1.按” 建物查詢”鍵，出現” 建物資料查詢”對話盒。 
步驟 2.利用滑鼠點選「建物清單」，即可放大到所查詢到之圖形位置。 
 

 
 

飛行模擬 
 

 

步驟 1.點選 ”動態選擇”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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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選取 鍵，進行路線飛行。 

 

圖 11 飛行模擬設定畫面 

步驟 3.欲進行飛行模擬，按 啟動鍵，即可。 

 

圖 12 飛行模擬展示 

 
備註：可改變座標系統、地圖選擇、播放速度及顯示飛行路徑，以模擬飛行之展

示。 

步驟 4.如欲離開，按 離開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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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圖 
 
步驟 1.版面設定為 portrait（直式）或 landscape（橫式）。 
 

 
 
步驟 2.以滑鼠點選”出圖”鍵，即可出現「出圖對話盒」。 
 

 
 
步驟 3.輸入出圖標題（非必要）、並可勾選圖例及指北針（非並要）後，按”確定”

鍵即可。 

 
 
備註：如欲將標題、圖例或指北針刪除，利用滑鼠點選後按右鍵，再選擇功能項

中的 Delete即可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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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出圖展示 

 
 
 
 
 
 
 
 
 
 
 
 
 
 

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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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Metadata管理 

   進入詮釋資料編輯系統後，即出現詮釋資料管理主畫面，其主畫面共

分為四大部份： 

◆詮釋資料：詮釋資料的編輯功能和詮釋資料的匯入／匯出交換功能。 

◆值域庫資料：詮釋資料所引用值域的定義功能。 

◆詮釋資料列印：詮釋資料列印功能。 

◆說明：系統的使用說明和詮釋資料資料項說明。 

圖 14 詮釋資料起始畫面 

 
詮釋資料編輯系統圖識／功能鍵說明 

(使用權限:系統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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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系統執行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常出現的圖示，其功能說明表列如下： 

◆圖識說明： 

      為必要資料。 

      為選項資料。 

       為部分必要資料部分選項資料。 

 

    ◆紀錄移動功能鍵說明： 

     

        資料在編輯狀態中，此組按鍵不可執行，必須在瀏覽狀態下紀錄才可移

動，依序說明如下： 

    移至第一筆、移至上一筆、移至下一筆、移至最後一筆。 

 

  ◆編輯功能鍵說明： 

     

    資料在編輯狀態中，只有確認和取消按鍵可執行，其餘按鍵皆為不可

執行，依序說明如下： 

  新增、修改、刪除、查詢、確認、取消、離開。 

    <注意事項：> 

    經新增或修改時，所輸入的資料，皆需按下「確認」才會真正將資料

儲存下來；同樣按下取消鍵就會將剛輸入的資料，全部放棄不儲存。 

 
(一)詮釋資料編輯系統主要功能說明 

  詮釋資料主要的功能在提供詮釋資料的建立維護、資料匯入／匯出以

達到流通交換之目的，分為三部份： 

1.詮釋資料編輯 
詮釋資料編輯在資料項方面共分為八大部份：識別資訊、資料品質資

訊、空間資料組織資訊、空間參考資訊、實體與屬性資訊、供應資訊、詮

釋資料參考資訊和其他資訊，於主畫面中選擇詮釋資料中的詮釋資料編輯

選項，即可進入詮釋資料編輯功能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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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詮釋資料管理起始畫面 

 
進入詮釋資料編輯功能後，即出現識別資訊功能畫面，此功能提供詮

釋資料的主要資料項建立及維護，每筆詮釋資料必須先建立完成此部分，

才可建立其他部分的資料。點選右側的功能按鍵進入其他功能項（資料品

質資訊、 空間資料組織資訊、空間參考資訊、實體與屬性資訊、供應資訊、
詮釋資料參考資訊、其他資訊）來建立維護其他類別資料。而當您執行右

側功能鍵時，您可以發現其各功能鍵內之對應紀錄皆與目前所見之識別資

料有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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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詮釋資料識別資訊編輯畫面 

 
 (1)識別資訊功能： 

    A.新增： 

(A)點選「新增」鍵，則指標停留在引用資訊 該資料頁當中。 

(B)依序輸入資料，輸入完畢後，按下「確認」鍵即可新增一筆記錄。 

  B.修改： 

(A)將指標移至欲修改的記錄位置上。 

(B)點選「修改」鍵。 

(C)修改完成後，點選「確認」鍵，即可完成修改。 

    C.刪除： 

(A)將指標移至欲刪除的記錄位置上。 

(B)點選「刪除」鍵，出現刪除確認訊息窗。 

 

 
 

      按下「是」鍵即刪除此筆詮釋資料記錄，按下「否」鍵即放棄此筆 

記錄刪除。   

D.查詢： 

(A)點選「查詢」鍵，出現查詢畫面，請輸入您欲查詢的資料，然後再點

選「查詢」鍵，系統即會將符合條件的資料顯示下畫面下方，若找不到

資料，則會出現訊息視窗以告知使用者。 

(B)在符合條件的資料中連按左鍵兩下，即可將此筆資料顯示在識別資訊

畫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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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此項識別資訊建置完成後，其他資料品質資訊、 空間資料組織資訊、空

間參考資訊、實體與屬性資訊、供應資訊、詮釋資料參考資訊、其他資訊，

請參考”說明下拉選單\使用手冊”。 
 
2.匯入功能 

<注意事項：>資料的匯入格式需按照本系統所提供的格式(如附件一) 

步驟1.選擇匯入後，出現此操作畫面 

步驟2.選取欲匯入的檔案後，按確認，即開始執行匯入資料的功能， 若按

取取消，則將結束此之的匯入功能。 

 
 
3.匯出功能 

步驟1.執行匯出功能時，需先進入詮釋資料編輯功能，畫面上所顯示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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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資料即為匯出的資料，於主畫面中選擇匯出選項，即可進入匯出功

能操作畫面。 

步驟2.輸入欲匯出的檔案後，按儲存檔案，即開始執行匯出資料的功能，

若按取消，則將結束此之的匯出功能。 

 

 
4.批次匯出功能 
步驟 1.選擇批次匯出後，出現此操作畫面 
步驟 2.選取欲批次匯出的檔案後，按確認，即開始執行批次匯出資料的功能， 

若按取取消，則將結束此之的批次匯出功能。 
步驟 3.按匯出，系統將各筆詮釋資料分別匯出至指定檔案(副檔名一律

為.MET)。匯出時，若某筆詮釋資料未曾匯出，資料庫則無檔名存在，
使用者須輸入檔名後，方得匯出。 

注意：每筆詮釋資料之匯出檔名由使用者自訂，惟各筆僅可有一個匯出檔名 

 

圖 17 匯出選取畫面 

 
(二) 值域庫資料 
此功能主要的目的在提供一資料建立介面，以供定義詮釋資料編輯功能所引

用值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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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於主畫面中選擇值域庫資料選項。 
步驟 2.選擇值域庫資料後，出現此操作畫面。 

圖 18 值域庫資料畫面 

 

◆新增 

1. 點選「新增」鍵，則指標停留在值域庫類別框中。 

2. 選取值域庫類別，輸入資料，按下「確認」鍵即可新增一筆記錄。 

    ◆修改 

  1.將指標移至欲修改的記錄位置上。 

2.點選「修改」鍵，此部份只能修改項目名稱。 

3.修改完成後，點選「確認」鍵，即可完成修改。 

◆刪除 

1.將指標移至欲刪除的記錄位置上。 

2.點選「刪除」鍵，出現刪除確認訊息窗。 

   3.按下「是」鍵即刪除此筆記錄，按下「否」鍵即放棄此筆記錄刪 

     除。   

◆查詢 

1.點選「查詢」鍵，出現查詢畫面輸入欲查詢的資料，點選「確認」即可
完成查詢。 

◆確認、放棄及離開鍵 

1.「確認」、「放棄」鍵於「新增」鍵、「修改」鍵被選取時為有效，否 

     則為無效狀態。 

2.「離開」鍵為退出此操作畫面時按鍵。 
 
(三)詮釋資料列印 
執行詮釋資料列印功能時，需先進入詮釋資料編輯功能，畫面上所顯示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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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資料即為印列的資料。 

步驟1.於主畫面中選擇列印功能選項，即可進入列印功能操作畫面。 

步驟2.選擇詮釋資料列印後，即開始執行資料列印的動作，執行完畢後會先

顯示在螢幕下，選擇列印後才會將資料印出。 

 
(四)說明 
   此功能提供本系統使用手冊及資料說明兩部分： 

1. 使用手冊：為系統的使用說明。 
2. 資料說明：當使用者對某一欄位資料不了解時，在程式執行時，可將游標
指到要查詢的欄位，按 F1，即可查得資料項說明內容。亦可由主畫面中說
明＼資料說明選項直接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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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匯出成 shapefile 
步驟 1.按” 匯出成 shapefile”，即出現欲匯出成 shapefile的圖檔選項對話盒。 
步驟 2.選取欲匯出之圖檔後，按”確定”鍵 
步驟 3.設定欲儲存之檔名後，按”存檔”鍵即可。 

 
三、建物資料管理 

(一)建物資料新增 
限制條件：本項功能必須先載入”建物分佈圖”。 
步驟 1.點選資料管理 menu下的”建物資料新增”鍵，即出現如下對話盒。 
步驟 2.輸入「建物編號」、「調查日期」、「X坐標」、「Y坐標」，缺一不可，

輸入完畢後，按”確定”鍵後，在系統畫面上會出現該點點位，並且
出現「建物資料新增」對話盒。 

步驟 3.欲知景點編號命名方式，按”景點編號說明”鍵。 
(命名方式：共八碼) 

 

 
步驟 4.在「地籍資料」、「地上物資料」分頁中，輸入該建物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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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如要建立該建物「座落位置圖」、「照片」之影像檔，請按”建物影像

管理”鍵，會出現「建物影像管理」對話盒(操作方式請參建物影像管
理操作說明)。 

 

 
 
(二)建物資料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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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條件：本項功能必須先載入”建物分佈圖”。 
步驟 1.利用滑鼠點選「建物清單」區中的建物編號。 
步驟 2.對於所欲修改的資料進行修改。 
步驟 3.按”確定”鍵後，資料即修改完成。 

備註：本項功能對於「建物編號」、「調查日期」、「X坐標」、「Y坐標」、「縣市」、
「鄉鎮」等資料不可更改。 

 
 
(三)建物資料刪除 

 
 
限制條件：本項功能必須先載入”建物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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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利用滑鼠點選「建物清單」區中的建物編號。 
步驟 2.按”確定”鍵後，資料即刪除完成。 

備註：本項刪除功能，刪除時會將建物影像圖檔資料(建物位置圖及建物照片)一
併刪除。 

 
四、牌示資料管理 

(一)牌示資料新增 
限制條件：本項功能必須先載入”全區牌示分佈圖”。 
步驟 1.點選資料管理 menu下的”牌示資料新增”鍵，即出現如下對話盒。 
步驟 2.選取「步道名稱」，輸入「景點編號」、「X坐標」、「Y坐標」，缺一不

可，輸入完畢後，按”確定”鍵後，在系統畫面上會出現該點點位，
並且出現「牌示資料新增」對話盒。 

步驟 3.欲知景點編號命名方式，按”景點編號說明”鍵。 
(命名方式：共七碼) 

 
 
步驟 4.在所出現之「牌示資料新增」對話盒，輸入牌示各項基本資料後，按”

確定”鍵，資料即新增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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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如要建立該牌示「照片」之影像檔，請按”新增照片”鍵，會出現「牌

示照片管理」對話盒(操作方式請參牌示照片管理操作說明)。 
 
(二)牌示資料修改 

 
 
限制條件：本項功能必須先載入”全區牌示分佈圖”。 
步驟 1.先選取「步道名稱」區中的步道，再點選「景點編號」。 
步驟 2.對於所欲修改的資料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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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按”確定”鍵後，資料即修改完成。 
備註：本項功能對於「步道名稱」、「景點編號」、「X坐標」、「Y坐標」，等資料

不可更改。 

(三)牌示資料刪除 

 
 
限制條件：本項功能必須先載入”建物分佈圖”。 
步驟 1.先選取「步道名稱」區中的步道，再點選「景點編號」。 
步驟 2.按”確定”鍵後，資料即刪除完成。 

備註：本項刪除功能，刪除時會將該牌示之照片影像圖檔資料一併刪除。 

 
五、建物影像管理 

 
限制條件：本項功能必須先載入”建物分佈圖”。 

 
(一)、新增建物照片及建物位置圖影像 
步驟 1.選取欲增加建物照片的「建物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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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按”建物照片新增”鍵。 
步驟 3.在開啟對話盒中，選取欲新增「建物編號」之建物照片所在檔案後，

按”開啟”鍵。 
步驟 4.在另存新檔對話盒中輸入欲存檔的檔名後，直接按”存檔”鍵，系統自

動會將該建物照片檔案，儲存到建物照片資料庫中。存檔檔名會顯示

在建物照片及建物位置圖影像區中。 

 
 
步驟 5.如不知照片存檔之命名方式，按”照片命名說明”鍵即可顯示存檔之命

名方式。 

 
備註：建物位置圖影像命名方式：建物編號八碼+0000。 

(如 123456780000.jpg) 
      建物照片命名方式：建物編號八碼+ 0001開始之流水號。 
                     （如 123456780001.jpg、123456780002.jpg） 
 
(二)刪除建物照片及建物位置圖影像 
步驟 1.選取欲刪除之建物編號。 
步驟 2.選取欲刪除之建物照片或建物位置圖影像。 
步驟 3.按”建物照片刪除”鍵即可刪除照片。 

 
六、牌示照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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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條件：本項功能必須先載入”全區牌示分佈圖”。 

 
(一)新增牌示照片 
步驟 1.選取欲增加牌示照片的「景點編號」。 
步驟 2.按” 牌示照片新增”鍵。 
步驟 3.在開啟對話盒中，選取欲新增「景點編號」之牌示照片所在檔案後，

按”開啟”鍵。 
步驟 4.在另存新檔對話盒中輸入欲存檔的檔名後，直接按”存檔”鍵，系統自

動會將該牌示照片檔案，儲存到牌示照片資料庫中。存檔檔名會顯示

於牌示照片區中。 

 

 
 
步驟 5.如不知照片存檔之命名方式，按”照片命名說明”鍵即可顯示存檔之命

名方式。 

備註：牌示照片命名方式：景點編號七碼+ 0001開始之流水號。 
                       （如 12345670001.jpg、1234567000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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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刪除牌示照片 
步驟 1.選取欲刪除之牌示編號。 
步驟 2.選取欲刪除之牌示照片。 
步驟 3.按”牌示照片刪除”鍵即可刪除照片。 

 
七、使用者資料管理 

(一)新增使用者 

 
 
使用權限：系統管理者 

步驟１.輸入使用者基本資料，其內容包含使用者單位、姓名、帳號、密碼、
密碼確認等資料，缺一不可。 

步驟２.選取使用者的”使用等級”，在本系統中使用者等級分有系統管理
者、一般使用者，其差別在於系統管理者有資料管理功能、一般使

用者則無此項功能。 

步驟３.按”確定”鍵，即代表加入一個新使用者帳號。 
 
(二)刪除使用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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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限：系統管理者 

步驟 1.選取欲刪除的使用者單位、姓名，瀏覽使用者相關資料。 
步驟 2.確定刪除動作，請按”確定”鍵，即完成刪除動作。 

 
(三)修改使用者資料 

 
 
使用權限：系統管理者 

步驟 1.選取欲修改的使用者單位、姓名，瀏覽使用者相關資料。 
步驟 2.確定修改動作，請按”確定”鍵，即完成修改動作。 

 
(四)查詢使用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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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限：系統管理者 

步驟 1.選取欲查詢的使用者單位、姓名，瀏覽使用者相關資料。 
步驟 2.欲離開，請按”離開”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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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資料庫 
 

系統資料庫架構 
本系統資料庫存放位置皆在 d:\雪霸 GIS91目錄中，其架構分佈如下表： 
目錄架構 備註 

d:\雪霸 GIS91 系統資料庫*.mdb 
圖資索引檔*.lyr 

\25000地形圖 25000地形圖資料 
\FlyMovies 飛行模擬 avi檔 

\icons 圖例檔案 

            \Photo 存放建物、牌示圖片檔案 

\Support 飛行模擬系統檔案 

              \System 系統檔案 

              \相片基本圖 相片基本圖影像資料 

              \數值高程 數值高程資料 

              \衛星影像 雪霸國家公園衛星影像資料 

              \衛星影像 jpg 衛星影像圖例資料 

 

圖資種類 
資料庫 類別 圖層名稱 檔案名稱 原始資料來源 

5*5 m數值高程 Sbdtm5.lan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40*40 m數值高程 Sbdtm40.lan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園區範圍圖 Bnd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等高線圖 Contour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山岳分佈圖 Mountain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測量控制點分佈圖 Contral 土地測量局 

環境敏感區與潛在災害分佈圖 Hazard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坡度圖 Slp Dtm計算 

坡向圖 Asp Dtm計算 

地質圖 Geo 中央地調所 

地質
地形 

斷層分佈圖 Fault 中央地調所 
水庫集水區範圍圖 Shed 水利署 

水系圖 River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全省流域圖 Twbasin 水利署 

全省子集水區圖 Twsub 水土保持局 

全省主要河川圖 Twriver 水利署 

環境地理
資料庫 

   

水文
資料 

雨量站分佈圖 Ppobsta 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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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測站分佈圖 Rivwlsta 水利署 

流量測站分佈圖 Rivqasta 水利署 

蒸發量測站分佈圖 Epobsta 水利署 

 

含砂量測站分佈圖 Rivsesta 水利署 

縣市界圖 County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鄉鎮市界圖 Town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行政
區域 

村里鄰界圖 Vill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五千分之一索引圖 Index5000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二萬五千分之一索引圖 Index25000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圖幅
索引 

五萬分之一索引圖 Index50000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國家公園分佈圖 Twpark 營建署 

設施分佈圖 Facility 自行數化 

道路圖 Road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步道分佈圖 Walk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地籍圖 Land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避難山屋分佈圖 Shelter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步道樁位圖 Stake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建物分佈圖 Build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林班基本圖 Forest 林務局 

園區計畫圖 Zone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地名註記 Annotation 自行數化 

牌示分佈圖 Card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直昇機停機坪 hstand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土地
利用 

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 *.gis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五千分之一分幅道路圖 Road*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五千分之一分幅水系圖 River*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五千分之一分幅等高線圖 Contour*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五千分之一分幅林班基本圖 Comp* 林務局 

五千分之
一資料庫 

 

五千分之一分幅林區相片基本圖 *.jpg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崩塌地分佈圖 Tumble 水土保持局 坡地防災
資料庫 

坡地
資料 土石流分佈圖 Debris 水土保持局 

武陵地區範圍圖 W_Bnd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武陵地區道路圖 W_Road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武陵地區水系圖 W_River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武陵地區等高線圖 W_Contour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武陵地區地質圖 W_Geo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武陵地區
資料庫 

武陵
資料 

武陵地區採樣點分佈圖 W_Point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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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地區稀有植物分佈圖 W_Plant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武陵地區防砂壩位置 W_dam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武陵地區地籍圖 W_Land 德委會 

優良農田敏感地 Agricul 營建署 

文化景觀敏感地 Critic 營建署 

地表水源敏感地 Cwater 營建署 

生態敏感地 Ecolog 營建署 

洪水平原敏感地 Floodp 營建署 

地質災害敏感地 Geohaz 營建署 

自然景觀敏感地 Naturv 營建署 

地下水補注區敏感地 Recharg 營建署 

環境敏感
地資料庫 

敏感
地 

地表水源敏感地（未疊水質水量
保護區） 

Xwater 營建署 

衛星影像 *.img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衛星影像
資料庫 

衛星
影像 衛星影像範圍圖 Login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建物照片 *.jpg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照片資料
庫  

牌示照片 *.jpg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飛行模擬動畫 *.avi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動畫資料
庫  

飛行模擬路徑 flypath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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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Map常用功能 
 

Tools Bar工具 
 

 
 

 
 

 
 

 
 
 
 

 
 

 
 
 
 
 
 
 
 
 
 
 

Standard Bar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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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C圖層滑鼠右鍵常用功能 
 

 
 
 

當以滑鼠按住 TOC中的某一圖層，並按滑鼠右鍵時則出現如右圖之功能對
話盒選項，比選擇多圖層按右鍵所出現的功能多，其中常用的功能如下說明： 

一、copy 
    選擇本項功能，可複製所點選之圖層，並移動滑鼠於圖形視窗中按滑鼠右

鍵，可選擇 Paste layer功能後，即可複製圖層於 TOC中。 
二、Remove 
    選擇本項功能，可將所點選之圖層，從 TOC中移除。 
三、Open Attribute Table 
    選擇本項功能，可打開所點選之圖層之屬性資料表。 

四、Zoom To Layer 
    本項功能則以所點選之圖層範圍為展示範圍。 

五、Selection 
    本項包含之常用功能如下： 

Zoom To Selected Features：放大至被選取之圖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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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 Selected Features：清除被選取之圖徵。 
Switch Selection：使選取圖徵成為未選取圖徵，反之亦然。 
Select all：全部選取。 

六、Labled Features 
    選擇本項功能，可將圖徵貼上標籤。 

七、Save As Layer File 
    選擇本項功能，可將所點選之圖層，已 layer的型態儲存。 
 
 
 

出圖其他功能 
位置：Main Menu Bar中的「插入 Insert」內。 

 

 

 
一、邊框（Nea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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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設定邊框位置（Placement）。 
步驟 2.設定外框（Border）、背景（Background）、陰影（Drop Shadow）後按”OK”。 
 
二、比例尺（Scale Bar） 

 
 
步驟 1.選擇所要表現的比例尺種類。 
步驟 2.按”OK”即可。 
 
三、比例尺文字（Scal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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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選擇所要表現的比例尺文字種類。 
步驟 2.按”OK”即可。 
 
 
 
四、圖片（Picture） 

 

 
步驟 1.選擇所要插入的圖片檔案。 
步驟 2.按”開啟”鍵即可。 
 
五、物件（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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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選擇所要插入的物件種類。 
步驟 2.按”確定”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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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建物土地使用清查表 

建物土地使用清查表 

編號：０００１ 日期：９０年１０月０５日 
調查項目 查對記載 

01縣市(鄉鎮市
區) 

台中縣和平鄉 

02地段 志良段 

03地號 96-1 

土地標示 

04面積（公頃） 0.6673 

05所有權人(管
理機關) 

中華民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 登記情形 

06權利範圍 全部 

Ａ

地

籍

資

料 

使用分區 07使用分區 遊憩區 

01地上物類別 建築物 

02建物結構 鋼筋混凝土造，三層樓房 

03建物門牌號碼 台中縣和平鄉平等村武陵路３－１號 

04地上物用途 辦公室 

05 使用本筆土地面積 0.078246公頃 

B 

地

上

物

資

料 06其他 
已登記；台灣省梨山建設管理局 70建營使
字第 001號 

C
圖

說 

座落位置圖：如附圖           比例尺：１／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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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其
他
事
項 

 

照

片

1 

志良段建物（編號０００一）現況照片（074900010001）  

 

照

片

2 

志良段建物（編號０００一）現況照片（0749000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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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詮釋資料建置範例 
 
以1/5000比例尺相片基本圖詮釋資料為範例 
1.識別資訊：  
   1.1 引用資訊：  
     1.1.1 生產者：  
     1.1.1 生產者 1：內政部  
     1.1.2 發表日期：19940706  
     1.1.3 發表時間：  
     1.1.3-1 時間形態：  
     1.1.4 標題：五千分之一像片基本圖數值資料檔(97234096)  
     1.1.5 版本：  
     1.1.6 地理空間資料表現形式：地圖  
     1.1.7 系列資訊：  
       1.1.7.1 系列名稱：五千分之一像片基本圖數值資料檔  
       1.1.7.2 發行認證：  
     1.1.8 發表資訊：  
       1.1.8.1 發表地點：內政部  
       1.1.8.2 發表者：內政部  
     1.1.9 其他引用資訊：  
     1.1.10 線上連接：  
     1.1.10 線上連接 1：http://meta.ngis.moi.gov.tw/Map/5000/97234096.exe  
     1.1.11 較大量工作引用資訊：無  
   1.2 資料描述：  
     1.2.1 摘要：台灣地區 1/5000像片基本圖數值資料檔  
     1.2.2 目的：推動國土資訊系統，建立基本地形圖資料庫，供國家建設規劃

設計之用。  
     1.2.3 補充資料：內政部為推動國土資訊系統，積極建立基本地形圖資料

庫，經根據台灣地區像片基本圖及台灣地區二萬五千分之
一地形圖辦理數值化建檔，其中五千分之一像片基本圖計
3224幅，一萬分之一像片基本圖計 564幅，皆已完成水系、
道路、行政界線等資料之數值化建檔；二萬五千分之一地
形圖計 261幅亦完成水系及道路之數值化建檔，並賡續辦
理基他資料項目之數值化建檔。  

   1.3 資料時間：  
     1.3.1 時段資訊：  
       1.3.1.1 單一日期/時間：  
         1.3.1.1.1 日期：19930226  
         1.3.1.1.2 時間：  
     1.3.2 現況性參考：數化完成日期  
   1.4 維護狀態：  
     1.4.1 發展狀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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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維護與更新頻率：不固定  
   1.5 空間值域：  
     1.5.1 邊界坐標：  
       1.5.1.1 西邊界坐標：121.625  
       1.5.1.2 東邊界坐標：121.65  
       1.5.1.3 北邊界坐標：25.275  
       1.5.1.4 南邊界坐標：25.25  
     1.5.2 資料庫 G多邊形：無  
   1.6 關鍵字：  
     1.6.1 主題：  
       1.6.1.1 主題關鍵字辭庫：無  
       1.6.1.2 主題關鍵字：地形圖  
       1.6.1.2 主題關鍵字：1/5000  
       1.6.1.2 主題關鍵字：數值資料檔  
       1.6.1.2 主題關鍵字：跳石  
       1.6.1.2 主題關鍵字：97234096  
     1.6.2 地點：  
       1.6.2.1 地點關鍵字辭庫：無  
       1.6.2.2 地點關鍵字：台北縣  
       1.6.2.2 地點關鍵字：金山鄉  
     1.6.3 分層：  
       1.6.3.1 分層關鍵字辭庫：無  
       1.6.3.2 分層關鍵字：行政界線  
       1.6.3.2 分層關鍵字：院轄市界  
       1.6.3.2 分層關鍵字：縣界、省轄市界  
       1.6.3.2 分層關鍵字：鄉鎮界、縣轄市界  
       1.6.3.2 分層關鍵字：水系  
       1.6.3.2 分層關鍵字：河流  
       1.6.3.2 分層關鍵字：時令河  
       1.6.3.2 分層關鍵字：湖泊  
       1.6.3.2 分層關鍵字：魚池  
       1.6.3.2 分層關鍵字：河流中心線  
       1.6.3.2 分層關鍵字：道路  
       1.6.3.2 分層關鍵字：硬面道路  
       1.6.3.2 分層關鍵字：鬆面道路  
       1.6.3.2 分層關鍵字：小路  
       1.6.3.2 分層關鍵字：道路中心線  
       1.6.3.2 分層關鍵字：鐵路  
       1.6.3.2 分層關鍵字：高壓線  
       1.6.3.2 分層關鍵字：纜車  
       1.6.3.2 分層關鍵字：圖例  
       1.6.3.2 分層關鍵字：註記  
     1.6.4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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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資料取用限制：普通圖民眾均可申購。  
   1.8 資料使用限制：1.數值資料檔僅賦予使用權，申請單位非經內政部同意，

不得自行轉錄、轉售或贈與，亦不得以附加或改良資料
為由，自類轉錄、轉售或贈與。 

                    2.數值資料檔須專人保管，列入移交，不得複製，非經國
防部同意，不得攜出國外。 

                    3.遵照國家機密保護辦法、台灣地區基本圖測製管理規、
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使用數值資料檔。  

   1.9 聯絡資訊：  
   1.9-1 聯絡型態：1  
     1.9.1 聯絡人：莊秀華  
     1.9.2 聯絡單位：內政部資訊中心  
     1.9.3 聯絡人職位：約雇人員  
     1.9.4 聯絡住址：  
       1.9.4.1 供應住址類別：郵寄住址  
       1.9.4.2 住址：松江路 469巷 4號  
       1.9.4.3 城市：中山區  
       1.9.4.4 省：台北市  
       1.9.4.5 郵遞區號：103  
       1.9.4.6 國家：中華民國  
     1.9.5 電話：(02)25132245  
     1.9.6 聯絡 TDD/TTY電話：  
     1.9.7 傳真：(02)25132244  
     1.9.8 電子郵件網址：moi5366@moi.gow.tw  
     1.9.9 服務時間：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30分  
     1.9.10 聯絡指引：週一至週五全天，單週週六上午  
   1.10 樣張：  
   1.10 樣張 1：  
     1.10.1 樣張檔案名稱：http://meta.ngis.moi.gov.tw/Map/5000/sample.bmp  
     1.10.2 樣張檔案描述：  
     1.10.3 樣張檔案類型：bmp  
   1.11 資料貢獻者：內政部  
   1.12 安全(機密)資訊：  
     1.12.1 安全分級系統：  
     1.12.2 安全分級：未分級  
     1.12.3 安全處理描述：  
   1.13 資料產儲存環境資訊：  
   1.14 其他相關資料項：無  
 2.資料品質資訊：  
   2.1 屬性正確性：  
     2.1.1 屬性正確性報告：  
     2.1.2 屬性正確性定量評價：  
   2.2 邏輯一致性：1.圖層資料未符合基本地形圖資料庫編碼原則，且多數圖層



 

    61 

沒有資料。 
                  2.圖形資料採線段建檔方式，不具多邊形與位相關係資料。 
                  3.部分圖元資料未按一定之圖層存放。  
   2.3 完整性報告：1.以原像片基本圖資料內容為標的（不包括影像資料），分

別數化建檔。 
                  2.向量圖檔採點、直線、多重線等圖元建檔。 
                  3.圖像資料顯現與像片基本圖相對應。  
   2.4 位置正確性：  
     2.4.1 平面位置正確性：  
       2.4.1.1 平面位置正確性報告：1.採資料來源比對方式，以數值圖檔資料

與像片基本圖原圖套疊比較線段密合
度。 

                                  2.採向量資料與原圖糾正影像檔套疊比。  
       2.4.1.2 平面位置正確性定量評價：  
         2.4.1.2.1 平面位置正確性值：  
         2.4.1.2.2 平面位置正確性說明：1.以目視線段密合度方式進行。 
                                     2.鐵路、纜車、高壓線與原圖套合比

對檢核，90%精度在 0.5mm以內，10%
精度在 1.0mm以內。 

                                     3.其他部份與校正後影像比對檢核，
90%精度在 0.3mm以內，10%精度在
0.06mm以內。  

     2.4.2 垂直位置正確性：  
       2.4.2.1 垂直位置正確性報告：  
       2.4.2.2 垂直位置正確性定量評價：  
   2.5 資料處理歷程：  
     2.5.1 資料源資訊：  
       2.5.1.1 引用資訊：  
         2.5.1.1.1 生產者：  
         2.5.1.1.1 生產者 1：內政部(無)  
         2.5.1.1.2 發表日期：19900601  
         2.5.1.1.3 發表時間：未知  
         2.5.1.1.3-1 時間形態：  
         2.5.1.1.4 標題：台灣地區五千分之一像片基本圖(97234096)  
         2.5.1.1.5 版本：2.0~3.0  
         2.5.1.1.6 地理空間資料表現形式：地圖  
         2.5.1.1.7 系列資訊：  
           2.5.1.1.7.1 系列名稱：台灣地區五千分之一像片基本圖  
           2.5.1.1.7.2 發行認證：  
         2.5.1.1.8 發表資訊：  
           2.5.1.1.8.1 發表地點：內政部  
           2.5.1.1.8.2 發表者：內政部  
         2.5.1.1.9 其他引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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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1.10 線上連接：無  
         2.5.1.1.11 較大量工作引用資訊：無  
       2.5.1.2 資料源比例尺分母：5000  
       2.5.1.3 資料源媒體類型：紙  
       2.5.1.4 資料源內容時段：  
         2.5.1.4.1 單一日期/時間：  
           2.5.1.4.1.1 日期：19881120  
           2.5.1.4.1.2 時間：  
         2.5.1.4.1 資料源現況性參考：發行日期  
       2.5.1.5 資料源引用資訊縮寫：  
       2.5.1.6 資料源貢獻：像片基本圖數化  
     2.5.2 處理步驟：  
       2.5.2.1 處理描述：一、交通系掃描存檔，並產生向量之外框線（具實寬

之道路）。 
                       二、交通系人工數化產生向量化之中心線。 
                       三、水系掃描存檔，並產生向量之外框線（具寬度之

河川、湖泊、水塘）。 
                       四、水系人工數化產生向量化之中心線。 
                       五、行政界線人工數化產生向量圖檔。  
       2.5.2.2 已使用資料源引用資訊縮寫：無  
       2.5.2.3 處理日期：19900601  
       2.5.2.4 處理時間：未知  
       2.5.2.5 已生產資料源引用資訊縮寫：無  
       2.5.2.6 處理資訊聯絡人：  
       2.5.2.6-1 聯絡型態：1  
         2.5.2.6.1 聯絡人：莊秀華  
         2.5.2.6.2 聯絡單位：內政部資訊中心  
         2.5.2.6.3 聯絡人職位：約雇人員  
         2.5.2.6.4 聯絡住址：  
           2.5.2.6.4.1 供應住址類別：郵寄住址  
           2.5.2.6.4.2 住址：松江路 469巷 4號  
           2.5.2.6.4.3 城市：中山區  
           2.5.2.6.4.4 省：台北市  
           2.5.2.6.4.5 郵遞區號：103  
           2.5.2.6.4.6 國家：中華民國  
         2.5.2.6.5 電話：(02)25132245  
         2.5.2.6.6 聯絡 TDD/TTY電話：  
         2.5.2.6.7 傳真：  
         2.5.2.6.8 電子郵件網址：moi5366@moi.gov.tw  
         2.5.2.6.9 服務時間：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30分  
         2.5.2.6.10 聯絡指引：週一至週五全天  
   2.6 雲的遮蔽度：0  
 3.空間資料組織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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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間接空間參考：無  
   3.2 直接空間參考方法：向量(vector)  
   3.3 點和向量物件資訊：  
     3.3.1 空間資料轉換標準描述：  
       3.3.1.1 SDTS 點和向量物件類型：String  
       3.3.1.2 點及向量物件數：  
     3.3.2 VPF描述：無  
   3.4 網格物件資訊：  
     3.4.1 網格物件類型：  
     3.4.2 最大行數：0  
     3.4.3 最大列數：0  
     3.4.4 最大層數：0  
 4.空間參考資訊：  
   4.1 平面坐標系統定義：  
     4.1.1 地理性：  
       4.1.1.1 緯度解析度：1.5  
       4.1.1.2 經度解析度：1.5  
       4.1.1.3 地理坐標單位：分  
     4.1.2 坐標平面：  
       4.1.2.1 地圖投影：  
         4.1.2.1.1 地圖投影名稱：Transverse Mercator  
         4.1.2.1.2 地圖投影參數：  
           4.1.2.1.2.1 標準切面緯度：0  
           4.1.2.1.2.2 中央經度：121  
           4.1.2.1.2.3 投影原點緯度：0  
           4.1.2.1.2.4 X坐標東位移加值：250000  
           4.1.2.1.2.5 Y坐標北位移加值：0  
           4.1.2.1.2.6 赤道縮放比：1  
           4.1.2.1.2.7 地面上透視點的高度：  
           4.1.2.1.2.8 投影中心的經度：121  
           4.1.2.1.2.9 投影中心的緯度：0  
           4.1.2.1.2.10 中心線的尺度比率：0.9999  
           4.1.2.1.2.11 斜線方位角：  
             4.1.2.1.2.11.1 方位角的角度：  
             4.1.2.1.2.11.2 方位角量度點的經度：  
           4.1.2.1.2.12 斜線點：  
             4.1.2.1.2.12.1 斜線緯度：  
             4.1.2.1.2.12.2 斜線經度：  
           4.1.2.1.2.13 由極點的垂直經度：  
           4.1.2.1.2.14 投影起始點的縮放度：0.9999  
           4.1.2.1.2.15 衛星名及代號：  
           4.1.2.1.2.16 衛星軌道代號：  
           4.1.2.1.2.17 中央子午線尺度比率：0.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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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1.3 其他投影定義：經差二度分帶  
       4.1.2.2 方格坐標系統：  
         4.1.2.2.1 方格坐標系統名稱：二度 TM  
         4.1.2.2.6 其他坐標系統定義：500公尺方格線  
       4.1.2.3 局部地平面：  
         4.1.2.3.1 局部地平面描述：  
         4.1.2.3.2 局部地平面大地參考資訊：  
       4.1.2.4 地平面坐標系統：  
         4.1.2.4.1 地平面坐標編碼方法：  
         4.1.2.4.2 坐標說明：  
           4.1.2.4.2.1 橫坐標解析度：  
           4.1.2.4.2.2 縱坐標解析度：  
         4.1.2.4.3 距離與方位說明：  
           4.1.2.4.3.1 距離解析度：  
           4.1.2.4.3.2 方位解析度：  
           4.1.2.4.3.3 方位單位：  
           4.1.2.4.3.4 方位參考方向：  
           4.1.2.4.3.5 方位參考經線：  
         4.1.2.4.4 地平面距離單位：  
     4.1.3 局部區域：  
       4.1.3.1 局部區域的描述：  
       4.1.3.2 局部區域大地參考資訊：  
     4.1.4 大地測量模式：  
       4.1.4.1 水平基準名稱：1967國際地球原子（GRS67）  
       4.1.4.2 橢圓體名稱：Kuala 1964  
       4.1.4.3 半主軸：6378160  
       4.1.4.4 扁平率的分母：298.25  
   4.2 垂直坐標系統定義：  
     4.2.1 高程系統定義：  
       4.2.1.1 高程基準名稱：臺灣基隆平均海水面  
       4.2.1.2 高程解析度：  
       4.2.1.2 高程解析度 1：5  
       4.2.1.3 高程單位：公尺  
       4.2.1.4 高程編碼方法：  
     4.2.2 深度系統定義：  
       4.2.2.1 深度基準名稱：  
       4.2.2.2 深度解析度：無  
       4.2.2.3 深度距離單位：  
       4.2.2.4 深度編碼方法：  
 5.實體與屬性資訊：無  
 6.供應資訊：  
 6.1 供應者：  
   6.1 供應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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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聯絡型態：1  
     6.1.1 聯絡人：莊秀華  
     6.1.2 聯絡單位：內政部資訊中心  
     6.1.3 聯絡人職位：約雇人員  
     6.1.4 聯絡住址：  
       6.1.4.1 供應住址類別：郵寄住址  
       6.1.4.2 住址：松江路 469巷 4號  
       6.1.4.3 城市：中山區  
       6.1.4.4 省：台北市  
       6.1.4.5 郵遞區號：100  
       6.1.4.6 國家：中華民國  
     6.1.5 電話：(02)25132245  
     6.1.6 聯絡 TDD/TTY電話：  
     6.1.7 傳真：  
     6.1.8 電子郵件網址：moi5366@moi.gov.tw  
     6.1.9 服務時間：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30分  
     6.1.10 聯絡指引：週一至週五全天 
單週週六上午  
   6.2 來源描述：1/5000像片基本圖數化  
   6.3 供應責任聲明：  
   6.4 標準申購程序：  
   6.4 標準申購程序 1：  
     6.4.1 非數值資料：  
     6.4.2 數值形式：  
     6.4.2 數值形式 1：  
       6.4.2.1 數值轉換資訊：  
         6.4.2.1.1 格式名稱：DXF  
         6.4.2.1.2 格式版本：AutoCAD R10  
         6.4.2.1.3 格式版本日期：  
         6.4.2.1.4 格式明細：  
         6.4.2.1.5 格式資訊內容：1.執行 AutoCAD R12  OPEN  R12目錄下的

basicamap.dwg檔再選 SAVE  AS將之存檔
為 ACAD.DWG基本檔（覆蓋該檔案）。 

                               2.每次欲轉換檔案時，先執行 AutoCAD  
R12，選擇功能表 FILE項目之 NEW開啟新
檔，出現“CREATE  NEW  DRAWING”
之對話框後點選〝NO  PROTOTYPE〞。 

                               3.再選功能表〝IMPORT／EXPORT〞項下之
〝DXFIN〞並選擇所要轉換之 DXF檔案即
可。  

         6.4.2.1.6 解壓縮檔案方法：自動解壓縮  
         6.4.2.1.7 檔案大小：0.019  
       6.4.2.2 數值轉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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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2 數值轉換選擇 1：  
         6.4.2.2.1 線上選擇：  
           6.4.2.2.1.1 電腦聯絡資訊：  
             6.4.2.2.1.1.1 網址：  
               6.4.2.2.1.1.1.1 網路上檔名 1：

http://meta.ngis.moi.gov.tw/Map/5000/97234096.exe  
               6.4.2.2.1.1.1.1 網路上檔名 2：

http://meta.ngis.moi.gov.tw/Map/5000/basicmap.exe  
             6.4.2.2.1.1.2 接撥指引：  
               6.4.2.2.1.1.2.1 最低 BPS：0  
               6.4.2.2.1.1.2.2 最高 BPS：0  
               6.4.2.2.1.1.2.3 資料位元數：0  
               6.4.2.2.1.1.2.4 停止位元數：0  
               6.4.2.2.1.1.2.5 同位：  
               6.4.2.2.1.1.2.6 資料壓縮：  
               6.4.2.2.1.1.2.7 接撥電話：無  
               6.4.2.2.1.1.2.8 接撥檔案名稱：無  
           6.4.2.2.1.2 存取指引：1.首先下載

http://meta.ngis.moi.gov.tw/Map/5000/basicmap.exe 
                              2.解壓 basicmap.exe（以滑鼠雙擊 Double-click

即可執行）可得到 basicmap.shx檔，並連同
該目錄的其它檔案（包括 basicmap.dwg）一
併 COPY到 R12的目錄下。 

                              3.執行 AutoCAD R12  OPEN  R12目錄下的
basicamap.dwg檔再選 SAVE  AS將之存檔
為 ACAD.DWG基本檔（覆蓋該檔案）。 

                              4.每次欲轉換檔案時，先執行 AutoCAD R12，
選擇功能表 FILE項目之 NEW開啟新檔，
出現“CREATE  NEW  DRAWING”之對
話框後點選〝NO  PROTOTYPE〞。 

                              5.再選功能表〝IMPORT／EXPORT〞項下之
〝DXFIN〞並選擇所要轉換之 DXF檔案                    
即可。  

           6.4.2.2.1.3 供應者電腦及系統軟體：  
         6.4.2.2.2 離線選擇：  
           6.4.2.2.2.1 離線媒體：  
           6.4.2.2.2.2 記錄容量：  
             6.4.2.2.2.2.1 記錄密度：無  
             6.4.2.2.2.2.2 記錄密度單位：  
           6.4.2.2.2.3 記錄格式：  
           6.4.2.2.2.3 記錄格式 1：  
           6.4.2.2.2.4 相容性資訊：  
     6.4.3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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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 申請指引：  
     6.4.5 申請回覆時間：  
   6.5 顧客申講程序：  
   6.6 技術上的必要條件：  
   6.7 聯絡時段：無  
 7.詮釋資料參考資訊：  
   7.1 詮釋資料日期：20000317  
   7.2 詮釋資料最近檢視日期：20000810  
   7.3 詮釋資料未來檢視日期：  
   7.4 詮釋資料聯絡者：  
   7.4-1 聯絡型態：1  
     7.4.1 聯絡人：黃旭初  
     7.4.2 聯絡單位：內政部資訊中心  
     7.4.3 聯絡人職位：技正  
     7.4.4 聯絡住址：  
       7.4.4.1 供應住址類別：郵寄住址  
       7.4.4.2 住址：松江路 469巷 4號  
       7.4.4.3 城市：中山區  
       7.4.4.4 省：台北市  
       7.4.4.5 郵遞區號：103  
       7.4.4.6 國家：中華民國  
     7.4.5 電話：(02)25132236  
     7.4.6 聯絡 TDD/TTY電話：  
     7.4.7 傳真：(02)25132244  
     7.4.8 電子郵件網址：moi0499@moi.gov.tw  
     7.4.9 服務時間：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30分  
     7.4.10 聯絡指引：週一至週五全天 
單週週六上午  
   7.5 詮釋資料標準名稱：國土資訊系統相關數值資訊詮釋資料製作須知  
   7.6 詮釋資料標準版本：1.0  
   7.7 詮釋資料時間記錄傳統：  
   7.8 詮釋資料取得限制：無  
   7.9 詮釋資料使用限制：無  
   7.10 詮釋資料安全資訊：  
     7.10.1 詮釋資料安全分類系統：  
     7.10.2 詮釋資料安全分類：未分級  
     7.10.3 詮釋資料安全處理描述：  
 11.其他資訊：  
 11.其他資訊 1：  
   11.1 權責者：  
   11.1-1 聯絡型態：1  
     11.1.1 聯絡人：卓震宇  
     11.1.2 聯絡單位：內政部地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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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 聯絡人職位：技正  
     11.1.4 聯絡住址：  
       11.1.4.1 供應住址類別：郵寄住址  
       11.1.4.2 住址：徐州路 5號  
       11.1.4.3 城市：中正區  
       11.1.4.4 省：台北市  
       11.1.4.5 郵遞區號：100  
       11.1.4.6 國家：中華民國  
     11.1.5 電話：(02)23565275  
     11.1.6 聯絡 TDD/TTY電話：  
     11.1.7 傳真：  
     11.1.8 電子郵件網址：moi0888@moi.gov.tw  
     11.1.9 服務時間：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30分  
     11.1.10 聯絡指引：週一至週五全天 
單週週六上午  
   11.2 NGIS分類：  
     11.2.1 NGIS大類：9.基本地形圖資料庫  
     11.2.2 NGIS中類：9.4五千分之一地形圖  
     11.2.3 NGIS小類：  
     11.2.4 NGIS細項：  
   11.3 圖幅描述：  
     11.3.1 分幅數量：3800  
     11.3.2 圖幅索引圖：  
       11.3.2.1 圖幅索引圖檔案名稱：  
       11.3.2.2 圖幅索引圖檔案描述：  
       11.3.2.3 圖幅索引圖檔案類型：  
     11.3.3 圖幅：  
       11.3.3.1 圖幅名稱：跳石  
       11.3.3.2 圖幅代號：97234096  
       11.3.3.3 圖幅位置：跳石  
       11.3.3.4 圖幅生產狀態：數化  
         11.3.3.4.1 圖幅西邊界坐標：0  
         11.3.3.4.2 圖幅東邊界坐標：0  
         11.3.3.4.3 圖幅北邊界坐標：0  
         11.3.3.4.4 圖幅南邊界坐標：0  
       11.3.3.5 簡圖：  
         11.3.3.5.1 簡圖檔案名稱：  
         11.3.3.5.2 簡圖檔案描述：  
         11.3.3.5.3 簡圖檔案類型：  
     11.3.4 圖幅資料庫：  
       11.3.4.1 資料庫類型：  
       11.3.4.2 資料庫檔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