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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本局)於 95 年度起即陸續辦理石門水

庫集水區高精度、高解析航測數值圖資建置計畫，並於 98 年度積極推動石門水

庫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以下簡稱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透過雲端服務

提供水庫集水區正射影像、數值高程模型、向量圖資與各單位服務介接資訊。 

為使石門水庫集水區三維系統能持續更新業務所需圖資，以利本局應用，

辦理『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圖資更新及維護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分為兩年度(105 年至 106 年)執行。本年度計畫之執行重點說明如下： 
 

1.應用無人飛行載具(UAV)與地面光達(LiDAR)進行集水區崩塌地地形量測與災

後正射影像套疊評估分析 

本作業執行分為集水區有災害發生之緊急執行拍攝與掃描作業，以及無

災害期間由本局針對歷年觀測地點或特殊事件進行拍攝作業。已完成巴陵橋

下游崩塌地、三光溪興漢橋上下游河堤護岸保護工程，以及寶山第二水庫與

寶山水庫連通管附近崩塌情況，完成正射影像製作與點雲模型。另外羅東攔

河堰與台電蘭陽發電廠之UAV現場飛行錄影亦完成影片拍攝，將原始影片轉

由主辦單位另案進行影片後製。 

 

摘圖 1  巴陵橋崩塌地與興漢橋 UAV 拍攝 105.07.06 地面控制點分布及成果表 

Point   GNSS2015N    GNSS2015E GNSS2015h TWD97-N     TWD97-E   TWD97-OH TWD97-h 

ST00N  2730083.621 288841.567 593.228 2730083.7 288841.101 570.451 593.179

xh05   2730792.387 288569.582 588.281 2730792.474 288569.116 565.563 588.223

xh06   2730073.258 288838.231 593.289 2730073.337 288837.765 570.511 593.24

xh08-2 2730077.049 288841.062 593.324 2730077.128 288840.596 570.547 593.275

xh09-4 2730208.933 289054.972 620.377 2730209.012 289054.505 597.614 620.326

bl01   2730471.502 288398.619 585.317 2730471.586 288398.153 562.573 585.263

bl03   2730497.873 288398.791 585.202 2730497.957 288398.325 562.461 585.147

bl04   2730681.706 288428.896 585.268 2730681.792 288428.43 562.541 58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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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圖 2  寶二連通管 UAV 拍攝 105.07.29 地面控制點分布及成果表 

 

2.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與行動 APP 圖資彙整更新 

地理資訊系統之核心為圖資，本計畫亦蒐集重要水庫集水區(石門水庫、

寶山第二水庫、羅東堰、上坪堰、隆恩堰等堰壩及其集水區為範圍)已公告環

境數值圖資至最新版本。另外亦彙整轄管環境敏感地區圖(如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水庫蓄水範圍等)、業務常用圖資(如地籍圖、集水區範圍工程等)等。

已彙整 19 筆資料更新作業，以及 2 項須申請之網路地圖服務介接與功能開

發，包括「航遙測圖資供應平台」航照正射影像網路地圖服務、以及「全國

門牌位置比對服務及坐標回傳門牌服務」。此外，亦辦理離線版APP之圖層維

護，目前APP離線圖層計有 32 筆，包含 2 筆 104 年航拍石門水庫集水區與寶

二水庫蓄水範圍正射影像資料。 

本年度計畫針對相關圖資蒐集與匯入後之功能應用層面，著重在 1. 水

資源環境敏感區位圖資彙整，包含水庫蓄水範圍、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水庫集水區範圍圖等；以及 2. 集水區範圍地籍圖徵與屬性資料更新彙整，

納入更新地籍定位之引用圖資；和 3. 石門水庫集水區歷年保育治理工程資

訊彙整，本計畫已更新 286 筆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資料。其中有關集水區歷

Point  GNSS2015N     GNSS2015E   GNSS2015h TWD97-N    TWD97-E   TWD97-OH TWD97-h  

f06    2737140.42 253654.736 128.389 2737140.62 253654.28 108.303 128.324

f08    2737177.053 253629.371 135.949 2737177.253 253628.915 115.867 135.883

f09    2737222.756 253610.708 141.623 2737222.956 253610.252 121.545 141.557

f10    2737227.153 253616.769 141.741 2737227.353 253616.313 121.663 14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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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保育治理工程資訊，主要彙整水利署工程管考系統資料庫、本局 100 年度

委託台灣大學辦理之「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成效追蹤及坡面困難工

址植生技術之發展與研究」計畫內容以及本局主辦課室提供之歷年保育治理

工程列表(含壓縮過之照片)三個資料來源，並且從中進行資料點位概略檢查

與屬性欄位整理，將之更新至系統，提供套疊查詢。 

本資料彙整越齊備，更能使相關單位或承辦人員，能快速取得該類資訊

並呈現於地理資訊系統或是行動APP，以協助提升執行管理效率。 

 

 
 

 

摘圖 3  集水區輕量化 GIS 查詢系統呈現工程點位分布畫面示意 

 

3.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功能開發與維運 

近年來，由於集水區上游坡地保育治理工程在各共管機關之努力之下，

歷年坡地崩塌範圍已逐步縮減(可藉由歷年航空測量立體測圖方式取得每一

年度成果，經前後期比較所得)，可知集水區保育治理已取得成效。後續除了

針對高風險地區持續關注監測外，由於歷年相關工程點位相當多，且分散在

集水區範圍內。為使這些資料能被保存起來，並持續確保其資料之正確性，

避免因人事更替之故，導致後續不易維護管理或甚至消失，本系統應用面即

逐漸轉往歷年保育治理工程點位之管理，並且提供歷年影像與崩塌地範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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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等用途。 

本計畫持續辦理「石門水庫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維運，並且擴增

定位功能群組。已完成 7 項定位群組功能開發、2 項前台服務網頁內容。另

為提供GIS輕量使用者快速查詢集水區地籍、集水區歷年保育治理工程等業

務管理圖資，運用開放原始碼地理資訊軟體，結合空間資料庫，打造「石門

水庫集水區輕量化GIS查詢系統」，提供簡便查詢。已完成 9 項功能開發。 

 

摘圖 4  網頁「石門水庫集水區查詢 APP 記錄查詢」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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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圖 5  「集水區輕量化 GIS 查詢系統」地籍點查詢功能 

 

4.石門水庫工程與地籍查詢行動 APP 功能維護擴充 

本計畫辦理雙作業系統之離線版APP圖資更新與功能維運，另外新開發

連線版行動APP，結合集水區輕量化地理資訊系統網頁包覆成APP。離線版

APP操作流程，包括使用者自辦公室內下載工程資料、現地查詢操作紀錄、

現地(或辦公室)上傳、資料透過服務於網頁上瀏覽等，須具備完整服務設計，

方能運作無礙。故主要藉由行動科技技術，提供QR CODE掃描讓使用者安

裝。並且搭配地理資訊系統介接水利署工程管考系統，由後臺提供歷年工程

管考資料與相關拍照記錄事件，讓使用者能透過網路下載後即可離線查詢之

機制，下載歷年工程基本資訊與現場紀錄資訊；透過攜帶簡便的行動裝置，

於深山或荒郊野外掌握集水區工程點位分布、工程管考紀錄內容與地籍等離

線圖資定位。相關功能已開發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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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圖 6  工程紀錄詳細資料(上方為事件紀錄、下方為工程管考紀錄) 

 

摘圖 7  連線版行動 APP 圖面查詢地籍資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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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訓練 

本計畫辦理一次 6 小時之UAV、LiDAR測量設備說明、系統與APP操作

使用教育訓練，已研擬相關課程表，並且延續以往說明簡報與操作手冊之內

容，辦理資料擴充，預定教育訓練於 11 月上旬辦理。 

另外為使本計畫APP開發成果，能於教育訓練前先安裝至主辦課室、各

單位課室與巡守志工之行動裝置，並且進行初步推廣，以利課程順利進行，

於 10 月 18 日辦理APP推廣與安裝服務，協助局內使用者與巡守志工更新或

安裝，共計當日有 14 位進行安裝。其中有 2 位為巡守志工隊長，並且對APP

之操作如何運用於巡守業務辦理，深入交換意見。經討論後，確認應可強化

志工們於現場作業之效率，建議納入後續APP運用標的。 

 

 

摘圖 8  石門水庫集水區 GIS 系統與集水區查詢 APP 教學手冊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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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06, The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of Water Resources 

Agency in Taiwan have handled plan which is included of producing high-resolution 

aerialphoto and develop GIS system for Shihmen Reservoir. WRANB was also been 

the first bureau which built three-dimens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3D 

GIS). The system could provide orthophoto maps, 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 etc. 

and provide the professional GIS function. 

To meet the need for updating the GIS data, WRANB have handled new plan in 

2016, which is named for "Shimen Reservoir GIS System update and maintain plans 

service (1/2)". This project is divided into two annual plans, this year is the first 

implementation of plans. 

In the plan, there have five project to excute. First is to use UAV and LiDAR to 

collect real-time data, orthophoto maps and cloud points, focusing in Shimen 

reservoir watershed and Baoshan 2nd Reservoir. The second project is to maintain 

and update spatial data in GIS system, include cadstrate data, engineering data, etc,. 

3rd is to maintain the Shimen reservoir three-dimens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develop new 2D GIS, which use open GIS library. The forth is to 

providing the off-line and on-line data in APP. Adding orthophoto maps as an off-line 

data, we also provide the system of a list about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s an 

application of searching engineering project and taking pictures on site and hold an 

activity to spread the course of integrating the system and UAV aviation. 

The project execution achieve target of work and handle the training programs. 

The course includes the operation of UAV and APP, the principle of aerial survey and 

3D GIS, etc. This program provides the best learning and reference and also be given 

some feedback to take as reference for follow-up profession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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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計畫完成現地 UAV 與地面光達作業、更新石門水庫集水區空間資料與

功能維運擴充、開發集水區輕量化地理資訊系統、Android 與 iOS 雙版本集水

區查詢 APP 與相關服務介接查詢。另外透過內部系統使用者與河川巡守志工內

部訓練宣導本計畫成果，達成預定目標。 

藉由計畫成果，可作為後續辦理水利行政、管理、規劃與整治等目的，達

成輔助石門水庫集水區流域經營管理、保育業務與環境教育等多面向目標。本

計畫各工作項目獲致成果與數量如下表。 
 

結表 1  各工作項成果一覽表 

工作大項/細項 作業進度說明 

1.應用UAV與LiDAR進行集水區崩塌地地形量測與災後正射影像套疊評估分析 

(1)現地拍攝工作 

於 6 月 23 日接獲第一次拍攝指定地區指示(公文)，並於 7

月6日辦理第1次拍攝作業之巴陵橋下游崩塌地與興漢橋

2 處、7 月 29 日完成寶二水庫連通管 4.5K崩塌地之拍攝

與掃描、9 月 6 日完成羅東攔河堰與蘭陽發電廠(台電)之

UAV現場飛覽影片錄影。 

(2)UAV影像與地面

光達內業作業 

已完成第一次作業相關成果製作，包含正射影像、數值高

程模型，以及飛行錄影影片。有關飛行錄影影片已上線至

入口網頁，提供局內人員瀏覽。正射影像圖資則已更新至

3DGIS系統。 

(3)影像、地形量測成

果套疊歷年資料評

估 

經資料評估，將歷年辦理巴陵橋下游右岸崩塌地進行套疊

本年度資料比對工作，包含崩塌量與崩塌面積之計算。本

工作已完成。 

2.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與行動APP圖資彙整更新 

(1)圖資彙整與更新

作業 

已完成 17 筆資料更新作業，其中包括石門水庫集水區範

圍內歷年工程點位，總計彙整 286 筆工程事件紀錄。 

(2) 申請公部門圖

資、API介接作業 

已完成 2 項服務介接申請工作，包括「航遙測圖資供應平

台」航照正射影像WMS網路地圖服務、以及「全國門牌

位置比對服務及坐標回傳門牌服務」。另外，配合本計畫

輕量化GIS系統上線，另外介接國土測繪中心通用版電子

地圖、通用版電子地圖正射影像、段籍圖之WMS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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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大項/細項 作業進度說明 

將之加到預設圖層套疊內，提供應用。 

3.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功能開發與維運 

(1)3DGIS主題定位

功能維運、擴增與網

頁內容擴充 

已完成 7 項原 3DGIS功能開發，並且擴充網頁歷年影像

圖查詢介面之WMS鏈結服務。 

(2)輕量化GIS系統

功能開發 

已完成 5 項主要功能開發，包含圖層套疊、主題定位、敏

感區定位、地籍圖查詢與圖面量測。目前已上線應用。 

(3)輕量化GIS系統

圖資整合 

已完成 3D系統空間資料庫服務整合，套疊供輕量化GIS

圖台應用，並進行外單位網路地圖服務介接。總計本系統

提供 30 筆向量圖資、9 筆影像圖資以及 4 筆外單位服務

圖資。另外亦提供WMS網址加入與KML單機套疊顯示。 

4.石門水庫工程與地籍行動APP功能維護擴充 

(1)連線版行動APP

功能開發 

搭配輕量化圖台開發，目前已完成 5 項主要功能開發，包

含圖層套疊、主題定位、敏感區定位、地籍圖查詢與圖面

量測。另外以原生容器包覆系統網頁，加入使用者登入帳

密機制，完成Android與iOS版本開發。本系統目前已上線

應用，可自網頁掃描QR CODE安裝。 

(2)離線版行動APP

離線圖資下載功能

開發與圖資更新 

原規劃將離線圖資下載功能放到系統入口網頁，為節省使

用者下載與資料抽換之複雜作業，採直接將本功能做到原

生APP內，在網路連線情況下，提供離線圖資分區安裝替

換作業。另外針對歷年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資料，彙整主

辦課室相關表單與表單內照片，將之直接從後台管理系統

更新，讓使用者可查詢到歷年工程拍照照片。 

5.教育訓練 

10月 18日、11月 3日辦理APP推廣與安裝服務，協助局

內使用者與巡守志工更新或安裝；使本計畫APP開發成

果，於教育訓練前安裝至主辦課室、各單位課室與巡守

志工之行動裝置，以利課程順利進行。並於 11 月 7 日完

成 6 小時之UAV、LiDAR測量設備說明、系統與APP操

作使用教育訓練課程，宣導計畫成果。本次訓練共計 18

位學員參與課程，並彙整各學員之使用心得與意見，以作

為後續持續成果精進之參考，共計回收 9 份教育訓練滿意

度調查表。 

6.報告撰寫及印製 

(1)期初報告會議 已完成期初會議與期初報告修正本提送。 

(2)期中報告會議 已完成期中會議與期中報告修正本提送。 

(3)期末報告會議 已完成期末報告書提送，後續辦理期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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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大項/細項 作業進度說明 

(4)正式報告成果 已完成正式成果報告書編撰、成果光碟繳交。 

 

二、 建議 

1.持續辦理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系統圖資與功能更新維護 

系統資料之良窳為地理資訊系統核心價值，系統功能客製化開發程度則

決定是否有效協助業務人員快速瀏覽、查詢與分析資料。本系統依照業務使

用標的進行客製化開發，可透過點、線、面功能或定位群組達成業務查詢標

的。建議持續更新集水區業務圖資最新資訊，並持續開發、擴充與維護功能。 

由於三維地理資訊系統使用操作門檻較高，為讓輕量需求者亦能使用本

系統查詢集水區空間資訊，可用不同瀏覽器開啟，且不需要安裝外掛元件，

並可以介接各政府單位發布之 WMS 服務，本計畫應用開放原始碼 GIS 軟體

-Leaflet 完成集水區輕量化 GIS 系統開發。Leaflet 之函式庫特性、API 豐富

度、未來擴展空間與社群支援度等，都相當適合用來開發輕度需求之

WebGIS，且由於其程式碼相當精簡(不到 50kb)，亦很適合開發 Mobile-GIS

版 APP。建議後續持續加入功能擴充與維護(如編輯、列印等業務常用且其

API 有支援之功能)。同時亦建議可考量評估應用開源碼平台開發網頁版三維

查詢系統，以強化石門水庫集水區歷年地形展示與航拍成果。 

 

2.UAV 航拍測量與地面 LiDAR 作業 

本計畫辦理小區域航拍測量作業，搭配歷年航空測量作業之正射影像與

數值高程模型成果，進行現況差異分析，亦可進行地貌與景觀之飛行錄影紀

錄。鑑於本局採用 UAV 進行災後迅速航拍取得即時性正射影像，成效頗佳，

加上由於集水區航空測量作業受到天候與執行日期影響，不容易拍到當下之

影像。若需盡速取得重點區域受災發生後之狀況，建議後續仍可以規劃採用

UAV 與地面光達高機動性與高精度地面資訊之優點，並套疊歷年航空測量成

果與集水區保育資料，針對受災地點進行影像比對及統計分析，確實掌握災

後整體集水區與庫區受損狀況，以利後續工程規劃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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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續發展石門水庫集水區工程與地籍查詢 APP 服務 

本計畫結合系統、APP、工程管考資料服務等，使得查詢 APP 能充分應

用於歷年工程、現地拍照記錄，以及現地套疊查詢地籍服務。除了歷年工程

點位查詢與紀錄外，藉由主辦課室推廣使用教育訓練，將 APP 應用於集水區

巡守志工之作業，讓志工們可以現場查詢有疑義處之相關空間資訊，並且進

行拍照記錄。由於志工回報疑義點之工作有制式報表，報表內包含照片。因

此若後續能結合表單資料庫設計，讓志工們能透過 APP 上的制式欄位填報，

局內人員可於網頁上瀏覽巡守路線與巡查紀錄，並且可以快速產製報表。如

此對於每月大量巡守工作，應可有效降低產製報表的時間，並可由系統化之

管理，於 GIS 或網頁上瀏覽相關巡守紀錄。 

另外本計畫已完成連線版 APP 開發，建議後續可再研究強化連線版 APP

之各項服務功能，例如加上拍照、填報事件紀錄等功能。 

 

4.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資訊資訊持續檢核與建檔保存 

本計畫已彙整歷年石門水庫集水區轄區內保育治理工程資料，並以匯入

系統與 APP 提供查詢。集水區歷年保育工程留存資料頗為完整，後續應持續

針對相關工程坐標資訊進行確認，以利系統查詢。此外，亦可逐步於集水區

輕量化 GIS 系統上，開發已建工程歷史圖紙資料數位化保存與系統查詢功

能，應用於已建工程盤點與老資料(工程設計圖說等)數位典藏，在管理上具

有相當重要性，可以完整呈現石門水庫上游坡地保育治理歷史沿革。 

就主辦課室保育治理計畫執行面而言，本資料彙整越齊備，更能使相關

單位或承辦人員，能快速取得該類資訊，呈現於地理資訊系統或是行動

APP，以協助提升執行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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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壹章   計畫概述 

 

一、 計畫緣起及目的 

石門水庫集水區幅員遼闊，區內地形陡峻、溪流湍急，加以地質構造複雜

等自然環境因素，導致在集中性暴雨時，容易發生崩塌事件，影響供水。因此

以永續經營理念加強水庫集水區水土涵育、有效調度現有水源，穩定提供質、

量均佳之水資源，為水資源經營管理重要策略。 

為有效掌握集水區時間與空間資訊，本局自 98 年起即彙整轄管區域各環

境數值圖資(包括影像及向量圖資)，逐年建置「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

並於 95、97、99、100、102 與 104 年度等年度辦理石門水庫集水區航空攝影

測量作業，產製正射影像、DEM、土地利用與崩塌地判釋成果；並以業務需求

導向，辦理圖資更新維護與系統功能擴充更新，開發石門水庫集水區工程與地

籍查詢行動 APP (Android 與 iOS 版本)提供管理人員應用。 

另為即時掌握水庫集水區受颱洪、暴雨侵襲所肇致水庫集水區崩坍事件，

或其他特殊事件(如乾旱等)，足以影響水庫營運，以利盡早因應採取作為，以

確保石門水庫大壩之安全。自 103 年開始，每年均應用 UAV(無人航空載具)取

得災後或特殊事件之最近期影像，可進行集水區崩塌地歷年變化、集水區土地

利用歷年變遷分析，作為未來坡地保育治理與水資源工程研究、分析等應用與

參考資料。此外，於 106 年度計畫，需挑選石門水庫集水區(下游至中庄調整池)、

寶二水庫蓄水範圍與其附屬設施上坪堰之農林航空測量所正射影像圖資進行

購置並進行判釋，以定期補充集水區航拍影像，共計 164 幅。 

基於集水區三維地理系統開發延續性，為達成資源共享及成果展示目的，

本計畫於 105 至 106 年度應持續辦理 UAV 影像套疊分析、集水區三維地理系

統與集水區工程與地籍查詢 APP，達到擴充既有系統功能與資源共享之目的。

除可達到服務功能共享之目的外，亦可經由內部網路提供本局各業務單位應

用。總體計畫為二年計畫，本(105)年度為第一年度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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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兩年度計畫工作項目概要 

(一)民國 105 年工作項目 

(1). 應用無人飛行載具(UAV)與地面光達(LiDAR)進行集水區崩塌地地形量

測與災後正射影像套疊評估分析 

(2).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與行動 APP 圖資彙整更新 

(3).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功能開發與維運 

(4). 石門水庫工程與地籍查詢行動 APP 功能維護擴充 

(5). 教育訓練 

(6). 報告撰寫及印製 

(二)民國 106 年工作項目(後續擴充) 

(1). 應用無人飛行載具(UAV)與地面光達(LiDAR)進行集水區崩塌地地形量

測與災後正射影像套疊評估分析 

(2).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與行動 APP 圖資彙整更新及農航所影像購

置、影像資料判釋後納入系統 

(3).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功能開發與維運 

(4). 石門水庫工程與地籍查詢行動 APP 功能維護擴充 

(5). 教育訓練 

(6).報告撰寫及印製 

 

三、 本年度工作項目 

(一)應用無人飛行載具(UAV)與地面光達(LiDAR)進行集水區崩塌地

地形量測與災後正射影像套疊評估分析 

於計畫執行期間，若發生颱風侵襲本局轄管集水區(以石門水庫集水區為

主)造成崩塌或災害，則由本局視需要與急迫性應用無人飛行載具(UAV)與地

面光達(LiDAR)前往指定地點，取得庫區或集水區坡地崩塌事件災後即時影

像與光達點雲資料，產製高精度正射影像與數值地形，並套疊集水區歷年航

空測量成果與集水區保育資料，針對指定地區進行評估分析，提供業務應用。 

若於計畫執行期間無發生相關災害事件，則針對本局指定之水庫集水區

歷年曾發生災害、執行保育復育階段、辦理相關治理工程之重點關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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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UAV(無人航空載具)執行正射影像之取得或空拍攝影。若為正射影像，

需產製高精度正射影像成果；若為空拍攝影，須配合實際業務需要辦理攝影

剪輯作業以進行影片展示。 

原則上本年度計畫進行 2 次 UAV 拍攝。以實際執行次數計價。 

(二)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與行動 APP 圖資彙整更新 

配合本計畫需求，補充蒐集本局各重要水庫集水區(石門水庫、寶山第二

水庫、羅東堰、上坪堰、隆恩堰等堰壩及其集水區為範圍)之各項已公告環境

數值圖資(包括影像圖資、向量圖資或電子書圖檔) 至最新年度，資料內容應

以目前系統內之各式圖資為主。若為外單位轄管圖資，得配合規定由本局出

具公函進行圖資申請。若為本局轄管圖資，則由本局提供相關成果檔案供應

用。同時應配合計畫內工作會議或需求訪談，瞭解本局各業務單位須於系統

上查詢圖資，進行資料蒐集與匯入。 

前述各項圖資，若為本局轄管圖資，應依照水利署水資源資料格式標準

經過欄位標準化後，納入三維地理資訊系統與行動 APP。 

(三)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功能開發與維運 

辦理集水區三維地理系統維運，應配合計畫內工作會議或需求訪談，瞭

解本局各業務單位實際之 GIS 系統應用業務需要，規劃既有功能之維護與新

業務功能之開發。另外需配合本局既有之各項系統，透過跨單位之工作會議

與需求訪談，配合辦理與本計畫相關業務。 

前述各項作業需依循「水利署及所屬機關資訊相關系統開發與維護注意

事項」規定辦理。 

(四)石門水庫工程與地籍查詢行動 APP 功能維護擴充 

辦理石門水庫工程與地籍查詢行動 APP 維運，本年度應配合計畫內工作

會議或需求訪談，瞭解本局各業務單位實際之外業應用 APP 功能之實際業務

需要，規劃既有功能之維護與新業務功能之開發。 

(五)教育訓練 

配合作業期程，辦理一次至少六小時操作使用教育訓練，系統驗收後提

供至第二年期計畫成立前之保固維護，並可依本局需求額外提供使用操作指

導，廠商不得拒絕。內容包括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行動 APP 與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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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作業所應用之設備或儀器教學，以提供本局同仁新知。 

(六)報告撰寫及印製 

配合期程編撰期初、期中、期末與成果報告及簡報，提送本局審議。 

 

四、 計畫流程 

本年度主要工作項目為辦理指定地區之 UAV 與 LiDAR 作業產製最新圖

資，以及既有 GIS 系統和 APP 圖資、功能維運更新。 

UAV 與地面光達掃瞄作業，需搭配實務上本局需求，如建造物空間資訊保

留、UAV 災後影像拍攝等工作。依照契約規定，本計畫應辦理 2 次，惟須視實

際狀況辦理。 

系統圖資部分則辦理年度土地資料更新、水資源環境敏感區圖層更新等。

本年度主要需彙整集水區範圍內，歷年工程管考系統之列表清單，製作成分布

點位。由於坐標資料不盡然正確，因此需再搭配本局提供內部工程管理表單進

行點位正確性確認，若無法釐清正確位置，則須再詢問主辦課室，或是依照工

程照片或工程名稱，調整大致位置。 

系統經常應用定位功能查詢，而定位功能牽涉到圖資更新以及功能配合需

求擴充，因此本年度研提擴增數項主題圖資定位功能，強化整體服務。 

另外針對想要快速查詢圖資分布(如地籍)或電腦規格執行 3D GIS 效能欠

佳之使用者，於本計畫採用開放原始碼函式庫之地理資訊平台技術，開發輕量

化水庫集水區主題定位與環境敏感區位交集查詢系統，提供簡便且快速之地理

資訊查詢，可介接外單位發布之各種 WMS1、WMTS2與網路資料庫查詢服務，

對業務產生助益。作業流程如圖 1-1 所示。 

                                                           

1 WMS(Web Map Service)，為一種網路地理資訊傳遞之格式，為經由 OGC(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國際開

放式空間資訊協會制定之標準通用傳遞格式，提供經由資料庫發出之地理資訊服務，產生客製化之地圖，一般

格式為 PNG、JPEG。 

2 WMTS(Web Map Tile Service)，為另一種網路地理資訊傳遞之格式，亦為 OGC 制定之標準通用傳遞格式，其

與 WMS 之差別大致為 WMS 一次傳遞一張系統圖面上看到的全部影像，而 WMTS 為傳遞圖磚拼接而成(每片圖

磚常見為 256x256 pixel)。WMTS 之優點為可以預先產製好地圖圖磚放在伺服端，並且可以被客戶端瀏覽器當作

網路暫存檔存起來。這種預處理方式可以減少使用者等待伺服端提供影像時間並可節省頻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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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計畫整體作業流程 

 

五、 計畫範圍 

石門水庫集水區內共分為五個子集水區，分別為石門水庫集水區、三光溪

集水區、玉峰溪集水區、泰崗溪集水區及白石溪集水區。水系皆發源自雪山山

脈帶中，匯流至石門水庫內之阿姆坪進入西部山麓，以大漢溪為主，由泰岡溪、

白石溪、三光溪、拉拉溪、石磊溪、匹亞溪、雪霧鬧溪、大嵙崁溪、寶里苦溪、

義興溪、抬耀溪、三民溪、高翹溪、及湳子溝溪等支流匯合而形成石門水庫之

廣大集水區域，石門水庫集水區與石門水庫蓄水範圍如圖 1-2 與圖 1-3 所示。 

另於 104 年度曾辦理寶山第二水庫蓄水範圍航拍作業(圖 1-4)，取得正射影

像圖，並製作土地利用、數值高程模型等圖檔，建置寶二水庫重要設施點位。

本兩年度若有更新圖資需求，亦將取得後納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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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石門水庫集水區流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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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石門水庫蓄水範圍示意圖 

 

 

圖 1-4  寶山第二水庫蓄水範圍示意圖 

 

六、 計畫工作會議 

本計畫針對執行前規劃與執行過程中所遭遇之問題，除以電話、電子郵件

往返外，亦辦理工作會議探討，以釐清不同層面與角度的看法及意見，以利本

計畫執行順利。 

本年度計畫工作會議於 105 年 4 月 12 日於主辦課室進行(如圖 1-5)，針對

本年度主要工作項目內容進行討論，以釐清執行重點以及實際業務需求。包括

無人飛行載具應拍攝之區域、目前既有地理資訊系統使用體驗上應加強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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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今年度圖資收集重點項目、行動 APP 開發與擴充項目以及圖資及工程資訊

發佈服務建置等項目。 

 

  

圖 1-5  本年度計畫工作會議(105.4.12)討論情形 

 

另外為使本計畫 APP 開發成果，能於教育訓練前先安裝至主辦課室、各單

位課室與巡守志工之行動裝置，並且進行初步推廣，以利課程順利進行，避免

影響上課效率，本計畫於 10 月 18 日辦理 APP 推廣與安裝服務，協助局內使用

者與巡守志工更新或安裝，共計當日有 14 位進行安裝。 

 

  

圖 1-6  APP 推廣與安裝服務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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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計畫重要檢核點與成果提送 

依照契約規定，配合計畫整體履約起訖時間以及各重要檢核點時間編撰期

初、期中、期末與成果報告及各次簡報。各項工作成果提送報告時程如表 1-1，

並擇日辦理召開簡報會議審查。計畫應繳交成果如表 1-2。 

 

表 1-1 本計畫檢核點繳交成果表 

 檢核點日期 應執行作業 

1 105.03.18 計畫開始 

2 105.04.12 第一次工作會議(含系統需求訪談) 

3 105.04.18 決標次日起 1 個月-期初報告書 

4 105.07.01 提送系統需求規格書與設計規格書 

5 105.07.06 
辦理第一次UAV與地面光達掃描工作(巴陵橋下游崩塌與三光

溪興漢橋) 

6 105.07.18 契約簽訂後 4 個月-期中報告書 

7 105.10.01 提送系統教育訓練課程教材資料 

8 105.10.31 提送系統測試報告書 

9 105.10.31 

1.契約簽訂後 8 個月或該年 10 月底前(視本年度颱風影響程度

而定)-期末報告書 

2.期末簡報審查同意後 1 個月提送-期末修訂報告書 

10 105.12.15 
決標次日起 10個月或 12月 15日前完成成果繳交(視本年度颱

風影響程度而定)-成果報告書 

 

表 1-2  計畫結案應繳交成果表 

日期 應繳交成果清單與規格 

105.12.15 

成果光碟(正式成果報告書)*20 份 

成果光碟(中英文摘要)*10 份 

成果光碟(歷次成果報告、簡報與系統文件)*1 式 

成果光碟(APP安裝檔與離線圖資)*1 式 

成果光碟(計畫彙整圖資)*1 式 

成果光碟(UAV影片、正射影像與LiDAR點雲成果)*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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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貳章   應用UAV與LiDAR進行集水區崩塌地地形量

測與災後正射影像套疊評估分析 

 

一、 UAV 航拍與 LiDAR 掃描作業流程管理 

(一)UAV 航拍作業流程管理 

UAV 航拍測量執行，除了飛行載具與空拍相機設備差異外，其作業流程

基本上就如同以載人航拍飛機辦理航空攝影測量作業。因此本計畫 UAV 航

空測量製圖作業方法，作業流程參考內政部『建置都會區一千分之一數值航

測地形圖作業工作手冊』(見該手冊附錄 3-3)，並且因應使用軟硬體不同，加

以合併與調整工作流程。UAV 航測作業流程如圖 2-1 所示。 

 

圖 2-1  UAV 航拍作業流程 

1.UAV 航線規劃與擬定測圖計畫 

石門水庫集水區內鄰近河道之崩塌地，均有長期航拍影像紀錄與主辦課

室之監控。一旦發生災害，必須盡早取得現地災害勘查資訊，以研擬各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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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手段遏止災情擴大。由於UAV具備高機動性與便利性，因此本計畫即配合

業務需求，應用於小區域天然災害受災地區之災前與災後航拍作業。 

由於集水區內地形崎嶇，峽谷高差甚大，必須搭配現場環境踏勘，初步

判斷UAV拍攝範圍，審慎規劃航線。同時，需觀察現場可飛行之航高，並且

預設所需要之地面像素解析度(GSD)，以適當之相鄰影像重疊率設計航線(由

於地形因素，採左右、前後重疊率達 70%，以利內業執行)。亦即針對航線是

否涵蓋整體測區、控制點點位與布標點位間之網形分布是否有效控制航線範

圍等進行檢視。 

2.實施空標量測作業 

為確認UAV航空測量作業採用之對空標與各已知控制點整體現況，避免

因雜草碎石覆蓋遮蔽、空標漆無法辨認、道路重新鋪設或原有地貌遭受自然

或人為改變等因素，導致無法自UAV航測原始攝影照片上有效判讀空標，影

響整體空中三角測量控制平差狀況，因此對空標地面量測作業是必須的。 

由於UAV航空測量拍攝區域附近可能沒有歷年航測引用空標點或其他

可引用之控制點，因此實施航空攝影前，需先調查拍攝區域鄰近或較遠處是

否有空標點。若有且經測量技師判斷可以引用，則需進行空標清理作業，將

空標附近之雜草碎石等加以清除，並適時補上空標漆。並且需在實測區域附

近，尋找透空度良好之自然點位置，進行地面控制e-GNSS量測。 

3.實施航空攝影作業 

現場實施航拍工作，需根據需要的影像地面解析度及重疊率，確定UAV

的飛行高度、速度、航線等飛行參數，輸入飛行控制電腦(一般為平板)後，

即可讓UAV手動飛行或自主飛行並進行空中拍攝。本計畫所採用之設定為每

秒 3 至 5 公尺的飛行速度，並且採每 5 秒鐘即自動拍攝一張原始照片。同時

每一張原始照片均會記錄相機所在坐標值，以進行空三平差計算之用。 

4.空中三角整體平差作業 

取得UAV航拍原始影像後，於內業部分，由空中三角測量 (aerial 

triangulation)軟體計算出每張影像的方位參數，並於影像的重疊區，利用共軛

像點的前方交會即可計算出地面點的三維坐標，進一步可獲取數值地形模型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接著進行高差移位糾正及影像鑲嵌之後，即

可獲得正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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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航拍成果與影像判釋作業 

在完成正射影像圖資製作之後，即可以搭配地面光達掃描之高精度點雲

資料，輔以影像成果，進行土地利用之判釋、崩塌地之面積量測與體積前後

期變化量等工作。 

(二)LiDAR 掃描作業流程管理 

地面光達掃描作業流程如圖 2-2 所示，相關成果說明如後： 

 

圖 2-2  LiDAR 掃描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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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應用無人飛行載具並於崩塌處輔以地面光達進行現場作業 

於計畫執行期間，若發生颱風侵襲轄管集水區(以石門水庫集水區為主)造

成崩塌或災害，則由本局視需要與急迫性，應用無人飛行載具(UAV)與地面光

達(LiDAR)前往指定地點，取得庫區或集水區坡地崩塌事件災後即時影像與光

達點雲資料，產製高精度正射影像與數值地形，並套疊集水區歷年航空測量成

果與集水區保育資料，針對指定地區進行評估分析，提供業務應用。 

若於計畫執行期間無發生相關災害事件，則針對本局指定之水庫集水區歷

年曾發生災害、執行保育復育階段、辦理相關治理工程之重點關注地區，應用

無人航空載具(UAV)執行正射影像之取得或空拍攝影。若為正射影像，需產製

高精度正射影像成果；若為空拍攝影，須配合實際業務需要辦理攝影剪輯作業

以進行影片展示。原則上本計畫進行 2 次 UAV 拍攝。若拍攝地區為集水區崩

塌地，則會輔以地面光達進行地形掃描，取得高解析度地形資料。 

無人航空載具可以針對人力無法抵達之位置進行拍攝，所取得之影像資料

提供一般狀況下無法檢視到的角度，不論在決策執行與對外宣導上都有相當幫

助。此外透過事前慎密之航線規劃與現場精確地面測量作業後，能夠進一步產

製出高精度的正射影像圖以供相關單位使用，相較於傳統大型定翼機航拍所產

製出之影像，在小區域精度上是相當高的。同時，其在時效優勢是相當顯著的。 

本計畫針對本局轄管重要設施進行 UAV 影像拍攝，經期初會議後，由主

辦課室決定第一次作業區域，如表 2-1 所示。整體而言，UAV 作業流程比照航

空測量方式，分為現地勘查、現地飛航規劃、地面控制點測量、UAV 航拍及正

射影像處理、空中三角測量平差、影像鑲嵌及成果繳交等。 

 

表 2-1  本計畫年度 UAV 拍攝位置 

行政區域 拍攝區域 採用設備 

桃園市復興區 三光溪興漢橋 UAV+LiDAR 

桃園市復興區 大漢溪巴陵橋下游右岸崩塌地 UAV+LiDAR 

新竹縣寶山鄉 
寶二水庫聯通管 4.5公里上方邊坡

走山 
UAV+LiDAR 

宜蘭縣羅東鎮 羅東攔河堰、台電蘭陽發電廠 UAV(較長距離飛行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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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用 UAV 針對指定地區事件拍攝、調查記錄與製作正射影像 

1.UAV 設備整備作業 

本計畫UAV設備採用DJI公司之PHANTOM系列四軸無人飛行載具進行

拍攝作業，該系列為搭載多項輔助操作設備的四旋翼航拍飛行器，並配備具

有陀螺儀的高精度三軸穩定雲台、1400 萬畫素航拍相機以及精確操縱之飛行

控制器，透過多功能行動設備APP輔助，可實現遠距離遙控相機拍攝影像或

影片，並將畫面即時傳輸回行動設備以供檢視。如圖 2-3 與圖 2-4。 

 

圖 2-3  四軸無人飛行載具飛行器規格 

 

圖 2-4  無人飛行載具拍攝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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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UAV之攝影鏡頭為專為高空攝影使用所設計，在原始拍攝影像上

具有相當不錯的表現。因此針對各項不同拍攝標的性質與環境狀態，透過事

前規劃、現場測量作業及拍攝後，UAV便可產製出多樣化的成果以供應用，

如數值地形(3D模型)、正射影像、高畫質照片與飛行影像等，示意如圖 2-13。 

應用UAV進行現地空拍、空拍成果後製處理等工作，由於流程仍屬標準

航空測量作業，需要航線規劃、地面佈標/清標、地面控制點測量、現場依照

天候與近地表狀況實施飛行、內業原始影像檢核、空中三角整體平差計算等。 

2.UAV 現地航拍作業 

經確認拍攝區域與主要標的後，先以正射影像檢視拍攝區域情形，包含

交通、地形、人口分布狀況等資訊，並於天氣晴朗少雲的狀況下至現場確認

後進行拍攝作業。流程如圖 2-5。 

 

 

圖 2-5  無人飛行載具成果產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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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拍作業基本設備包括指向UAV飛行器、天線遙控器與UAV專用行動

APP，如圖 2-6 所示。若拍攝用途為空拍影片，則不須地面測量；若拍攝用

途為製作正射影像與數值地形圖等，則需視當地狀況，實施地面空標布設、

連測鄰近地區地面控制點等作業，以取得足夠測量精度，如圖 2-7 所示。 

 

圖 2-6  UAV 與操縱控制器、行動 APP 相互搭配圖 

 

圖 2-7  空標布設及控制點定位量測作業 



 2-8  

3.UAV 內業作業流程 

PHANTOM系列採用鏡頭等效焦長328mm其FOV(Field of View)4達到

94⁰，本次飛行採用固定視野鏡頭，因此需佈設多條航線方可涵蓋全部範圍，

進行後續拼接與正射處理。另配合地面控制點測量與空標設置，透過內業空

中三角測量計算，可將UAV拍攝成果產製出良好品質之正射影像。整體UAV

內業作業如圖 2-8，影像拼接及正射處理，如圖 2-9。 

現場實地拍攝完成之動態及靜態影像，均需透過匯出及修正等前處理步

驟後，才能進一步應用以產製成果。概略分為靜態影像及動態影像應用兩個

面向；靜態影像可忠實還原拍攝標的之空間資訊及實際狀況，配合地面控制

測量資料及軟體處理，便能產製出帶有三維空間坐標資訊的模型及高經度正

射影像圖。動態影像則由於非廣角鏡頭之選用，僅需微幅修正鏡頭畸變5後，

即可依實際需求進行剪輯與腳本設計，產製影片提供使用。 

 

 

圖 2-8  UAV 內業作業流程說明 

                                                           

3 等效焦長：用於表示特定的照相機鏡頭與底片或圖像傳感器所組合得到的視角。 

4 FOV：視野(field of view (FOV))是由指由透鏡看出到物體的角度，可藉由測量水平及垂直的角度得到。更大的

影像感測器或軟片有更寬的視野，且能補捉到更多的畫面。 

5 鏡頭畸變：因鏡片設計因素而導致的影像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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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UAV 空拍影像前處理作業說明 

4.配合 UAV 正射影像製作，進行小區土地利用現況判釋與圖資製作 

本計畫將配合UAV作業，針對正射影像進行土地利用現況資料判釋。分

類準則為參考國土測繪中心『土地使用分類系統』分類架構，依據航攝影像

地物之形狀、色調、組織等相關性進行土地利用判釋及數化。 

(二)地面光達掃描 

1.地面光達作業流程 

近年來地面三維雷射掃瞄技術發展成熟，其優點不僅可快速直接獲得高

密度的三維點雲(Point Cloud)空間資訊，亦可將可見光之強度及色彩敷貼三維

點雲形成三維影像，為國內外獲得構造物空間三維資訊最為廣泛測量技術。 

於計畫執行期間，配合UAV航拍作業，針對崩塌地或指定地區進行掃

描、資料比對及統計分析。地面光達設備之規格如表 2-2，地面測量與UAV

相互搭配作業流程如圖 2-12，歷年石門水庫內作業如圖 2-10 至圖 2-11。 

地面光達(LiDAR)掃描系統是利用雷射脈衝、光柱、接收器時間系統、

計數和光線行進時間來進行作業。有別於傳統地面測量工具，雷射光束速度

是以光速傳遞發射至標的物，再回傳至光達，因此能以光束從發射至返回接

收的時間來計算光束發射點與物體間距離，得到光束發射點與物體間距離。

理論上距離越近，所打出來的每平方公尺範圍內之雷射光越密集，但由於其

光束以直線行走特性，若地形崎嶇蜿蜒，需架站數也越多。因此要如何搭配

現場實際狀況，盡量能將標的物完整無遺漏掃描完成，則需要有經驗之測量

技師與測量人員協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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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地面 3D 雷射掃描設備及作業精度說明 

 

RIGEL VZ-1000 掃描模式及精度 

＊長距模式 

測距範圍：1400m / 700m 

速度：29000 點/秒 

精度：8mm 

＊高速模式 

測距範圍：450m / 350m 

速度：122000 點/秒 

精度：8mm 

內建GPS設備可即時求得全區域坐標。同步結合千萬像

素單眼相機，將點雲上彩，提高影像逼真度。 

可單機作業不需外接電源與電腦，可大量減少換站設置

設備時間。可使用平板或智慧型手機操控儀器，可在儀

器面板上設定操作。 

Laser PRR

(Peak)
70 kHz 100 kHz 150 kHz 300 kHz

雷射速度 29,000點/秒 42,000點/秒 62,000點/秒 122,000點/秒

目標反射率

ρ ≥ 90%
1,400 m 1,200 m 950 m 450 m

目標反射率

ρ ≥ 20%
700 m 600 m 500 m 350 m

準確度

精密度

最近測距

雷射等級

最遠測距

地面雷射掃描儀  RIEGL  VZ-1000

8 mm

5 mm

2.5 m

一級雷射
 

  

圖 2-10  秀巒崩塌地掃描情形及點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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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辦理 UAV 與地面光達作業情形 

2.控制測量作業 

為了產製符合測量精度的地形資料與正射影像，需要UAV與地面光達之

緊密配合。以UAV而言，前後影像重疊量之控制取決於UAV飛行速度。左右

影像重疊量則有賴於參考附近地形高低起伏，依照UAV拍攝之高度與視角固

定比例，設計符合航線，並於現場沿著該航線飛行。 

因UAV較容易受到天候與地物影響(如風速、電塔等)，需至現場視情況

採用自動航線飛行或是人為操作方式飛行。飛行者的現場經驗，以及地面控

制測量品質與加密程度，將決定原始影像品質(如圖 2-12)。 

 

圖 2-12  地面測量與 UAV 搭配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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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光達之配合方面，則需搭配現場狀況，設置光達掃描站位置。為掌

握拍攝區域內之坐標資訊，以供內業人員進行空中三角測量及整體平差計

算，需要比照傳統航測作業方式，在作業區域附近尋找自然控制點或既有空

標點、各等級水準點或衛星控制點，經由各站施測e-GNSS，確保空標位置精

度(掃描時各站間須相互通視，點雲內需要包括GPS量測點)。再經計算得到

載具在坐標系統的空間位置，即得物體在坐標系統空間位置。 

地面光達掃描所得成果具備密集之三維坐標資訊，稱之為點雲（Points 

Cloud）。同時該設備亦會以數位相機進行 360〫拍攝影像，進行點雲的上色，

產生彩色點雲資訊。後續搭配各站掃描點雲之拼接，再藉控制點轉換至

TWD97 或 67 坐標系統。本計畫地面光達掃描與控制測量作業，巴陵橋附近

光達掃描 7 站，並於測區內測設地面控制點共 31 點，其中 8 點為空拍使用

之空標或自然點，模型連接中誤差為 0.011m，經控制點轉換後誤差為

0.021m。寶二水庫聯通管附近崩塌地共掃描 6 站 11 個地面控制點，其中 4

點為空拍使用之空標或自然點。分布位置與成果表如圖 2-14 與圖 2-15 所示。 

 

 

圖 2-13  3D 點雲貼附 UAV 航拍正射影像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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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巴陵橋崩塌地與興漢橋 UAV 拍攝 105.07.06 地面控制點分布及成果表 

 

圖 2-15  寶二連通管 UAV 拍攝 105.07.29 地面控制點分布及成果表 

Point   GNSS2015N    GNSS2015E GNSS2015h TWD97-N     TWD97-E   TWD97-OH TWD97-h 

ST00N  2730083.621 288841.567 593.228 2730083.7 288841.101 570.451 593.179

xh05   2730792.387 288569.582 588.281 2730792.474 288569.116 565.563 588.223

xh06   2730073.258 288838.231 593.289 2730073.337 288837.765 570.511 593.24

xh08-2 2730077.049 288841.062 593.324 2730077.128 288840.596 570.547 593.275

xh09-4 2730208.933 289054.972 620.377 2730209.012 289054.505 597.614 620.326

bl01   2730471.502 288398.619 585.317 2730471.586 288398.153 562.573 585.263

bl03   2730497.873 288398.791 585.202 2730497.957 288398.325 562.461 585.147

bl04   2730681.706 288428.896 585.268 2730681.792 288428.43 562.541 585.211

Point  GNSS2015N     GNSS2015E   GNSS2015h TWD97-N    TWD97-E   TWD97-OH TWD97-h  

f06    2737140.42 253654.736 128.389 2737140.62 253654.28 108.303 128.324

f08    2737177.053 253629.371 135.949 2737177.253 253628.915 115.867 135.883

f09    2737222.756 253610.708 141.623 2737222.956 253610.252 121.545 141.557

f10    2737227.153 253616.769 141.741 2737227.353 253616.313 121.663 14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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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崩塌地判釋作業與歷年崩塌地比對統計 

應用UAV與地面光達掃瞄作業，可將集水區地形變化之趨勢完整保留。

其中針對崩塌地判釋部分，可以得知小區域崩塌地面積與崩塌量(兩期資料計

算)。本計畫針對巴陵橋下游右岸崩塌地再次進行外業量測工作。進年辦理巴

陵橋下游右岸崩塌地判釋示意如圖 2-16 至圖 2-18。 

 

圖 2-16  巴陵橋下游右側新生崩塌地、歷年影像與崩塌地面積 

 

圖 2-17  巴陵橋下游右岸崩塌地正射影像(104.9.25) 

 

圖 2-18  巴陵橋下游右岸崩塌地點雲附合 UAV 航拍正射影像影片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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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應用 UAV 針對指定地區進行多樣化之空拍鳥瞰紀錄影片 

目前 UAV 使用情形多元，搭配高解析攝影裝備(可達 4K 錄影)。本年度針

對羅東攔河堰與蘭陽發電廠進行空拍鳥瞰紀錄，原始成果亦提供主辦課室另案

進行影片剪輯與後處理等工作(如圖 2-19 至圖 2-21)。 

 

圖 2-19  UAV 空拍影片示意(羅東攔河堰) 

 

圖 2-20  UAV 空拍影片示意(安農溪) 

 

圖 2-21  UAV 空拍影片示意(蘭陽發電廠) 



 2-16  

四、 第一次 UAV 空拍合併地面光達掃描作業 

(一)現場作業 

第一次 UAV 空拍作業，為依據期初會議後 105.6.23 主辦課室發文指定

拍攝地點而辦理。地點包括「巴陵橋下游右岸崩塌地」、「三光溪興漢橋」、「寶

二水庫聯通管 4.5 公里處上方邊坡走山」與「羅東攔河堰」等處(合計 1 次)。

其中前三處地點為 UAV 加上地面光達作業，羅東攔河堰與蘭陽發電廠為純

粹以 UAV 辦理飛行錄影作業。 

「巴陵橋下游右岸崩塌地」與「三光溪興漢橋」已於 105.07.06 進行 UAV

拍攝與 LiDAR 掃描。以 UAV 而言，相機拍攝則固定為每 5 秒拍一張照片。

而當天山區風力強勁，且 GPS 訊號於山谷地形內收訊欠佳；因此考量飛行機

安全，且為使影像能有效涵蓋，故將飛行高度拉得較高，先以導航路線飛過

一遍後，再改以人工操縱方式飛行。實際航線軌跡如圖 2-22 與圖 2-23 所示。

現場作業如圖 2-24 至圖 2-26。 

地面控制部分則尋找附近之既設控制點與自然控制點，針對巴陵橋下游

崩塌地，額外增加加密量測，即設定地面光達掃描之旋轉 360 度時間增加，

站與站之間隔縮短，以確保後續崩塌量與崩塌面積之計算成果。 

 

  

圖 2-22  巴陵橋下游崩塌地 UAV 航線軌跡 

 



 2-17  

 

圖 2-23  興漢橋上下游附近河道 UAV 航線軌跡 

 

 

圖 2-24  巴陵橋下游右岸崩塌地現場作業情形(2016.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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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  三光溪興漢橋現場作業情形(2016.07.06) 

 

 

圖 2-26  寶二水庫聯通管 4.5 公里處上方邊坡走山現場作業情形(2016.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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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業成果與分析 

本作業同時實施正射影像與地面光達掃描作業，以利記錄崩塌地與興漢

橋附近河道現況地形。巴陵橋下游右岸崩塌地自 100 年即可被觀察到，至 104

年度蘇迪勒颱風侵襲，導致範圍擴大。因此產製正式成果後，即可針對本年

度實測之崩塌地做歷年崩塌範圍量測與崩塌量之計算，如圖 2-27 至圖 2-30。 

 

圖 2-27  巴陵橋下游右側崩塌地原始 105 年航拍影像 

 

圖 2-28  興漢橋河道上下游原始 105 年航拍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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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9  寶二水庫聯通管 4.5 公里處上方邊坡走山原始 105 年航拍影像 

 

本計畫於 105.7.6 辦理巴陵橋下游右岸崩塌地正射影像與點雲掃瞄作

業，此次作業為應用 UAV 拍攝之第三次工作；並且合併歷年航拍成果，包

括 99、100、102、104 年度航空測量資料，可以計算本處崩塌地之歷史變化。

本局於 104 年度於此處辦理「巴陵壩下游右岸崩塌地處理工程」，崩塌地上

方屬林務局管轄，透過六年期間的持續航拍影像與地形判釋，對於後續要採

用何種工程手段來處理本處崩塌地，使得量體不再擴大，可以作為重要參考。 

104.11.5 應用 UAV 拍攝正射影像與當期崩塌涵蓋範圍示意如圖 2-31，

105.7.6 應用 UAV 拍攝正射影像與當期崩塌涵蓋範圍示意如圖 2-33，近兩期

應用 UAV 拍攝正射影像與當期崩塌涵蓋範圍示意如圖 2-34。整體沖淤變化

情形如圖 2-32 所示。於圖 2-31 圖面中間下方白色區塊為點雲掃描無法有效

掃描到之處，由於針對該小區域，當地並無適當位置可掃描到(被樹遮蔽)，

因此小區域之高程資料已加以濾除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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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0  巴陵橋下游右側崩塌地歷年影像(99 至 104 年度) 

104.11.5 

(UAV) 

104.9.25 

(UAV) 

104.4.3 102.5.30 

100.5.29 9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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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104.11.5 應用 UAV 拍攝正射影像與當期崩塌涵蓋範圍示意 

 

圖 2-32  近兩期 LiDAR 掃描量測資料之高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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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  105.7.6 應用 UAV 拍攝正射影像與當期崩塌涵蓋範圍示意 

 

圖 2-34  近兩期應用 UAV 拍攝正射影像與當期崩塌涵蓋範圍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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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崩塌地判釋，可得 105.7.6 崩塌地面積為 56,976.27 平方公尺(約 5.7

公頃)，由於兩期崩塌地涵蓋範圍不盡相同，因此計算方式為將兩期崩塌地取

最大範圍，並且針對範圍內高程值之變化進行計算。 

當兩期合併以最大範圍面積減 104 年面積資料，表示為新增崩塌地面

積。以合併最大範圍減 105 年面積資料，表示為崩塌地已復育面積。將(崩塌

地已復育面積)減去(新增崩塌地面積)即可得到面積變化量，計算如下： 

104.11.05 與 105.07.06 巴陵橋下游右岸崩塌地面積分析： 

復育面積=(105、104 合併面積)-105 年=5,835.529 平方公尺 

新增面積=(105、104 合併面積)-104 年=1,954.234 平方公尺 

面積變化量=5,835.529-1,954.234=3,881.295 平方公尺 

由以上算式，得知兩年期的崩塌地面積有逐年縮減情況。 

104.11.05 與 105.07.06 巴陵橋下游右岸崩塌地體積分析： 

面積=count*(1*1)=62,822*1=62,822 平方公尺(合併後面積) 

體積=面積*(前後期地形相減後之平均高程差)= count *(1*1) *mean  

=62,822 * (-0.016125) =-1,013.00475 立方公尺(崩塌) 

(count：合併後面積以 1m*1m 為單位之數量) 

(mean：前後期地形相減後之平均高程差：1m*1m 為單位之高差平均值) 

由以上算式，得知兩年期的崩塌地體積有減少情況。 

 

 

圖 2-35  巴陵橋下游右岸崩塌地範圍面積歷年變化(單位：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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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參章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與行動 APP 圖資

彙整更新 

 

一、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圖資彙整 

本計畫圖資彙整主要以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內之空間資訊圖資為標的，包

括水資源相關敏感區域圖、水庫重要設施位置、集水區重要水利設施、集水區

歷年保育治理相關工程點位、各共管機關管轄範圍歷年航拍成果、地籍資料、

各單位服務介接或小區域崩塌地形紀錄等。本計畫重點圖資更新情形如表 3-1，

圖資示意如圖 3-1。系統圖資清單如附錄二。 

 
 

 

 

 

 

 

 

 

 

 

 

 

 

圖 3-1  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重點圖資蒐集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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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重點圖資更新情形 

項次 大類 圖層名稱 來源 圖資更新說明 

1 

基本

資料 

水庫蓄水範圍 水利署 

原系統圖資為 100 年度申請更新，資

料來源為水利署地理倉儲中心。本年

度倉儲無更新資料。惟配合本年度經

濟部 105.7.4 公告修正寶二水庫蓄水

範圍(經授水字第 10520207000 號)，

將資料蒐集合併後更新系統。 

2 

石門水庫集水

區保育治理工

程 分 布 點

(90-104 年) 

本局 

資料來源包括水利署專案工程管考執

行系統、本局 96-100 年保育治理工程

分布點位、以及主辦課室內部管控表

格綜整而成。 

3 

自然

環境 

2016 土壤液化

區_中潛勢 

中央地

質調查

所 

本資料集為土壤液化潛勢圖，土壤液

化潛勢圖為比例尺 1:25,000 之「初級」

精度調查研究成果，做為國土規劃或

其它更精細調查研究之基礎資料，請

勿用於個案工程規劃設計，如有建築

開發需求，應依相關規範進行個案細

部地質探查與評估。 

4 
2016 土壤液化

區_高潛勢 

5 
2016 土壤液化

區_低潛勢 

6 
2015 地下水補

注地質敏感區 

1. 地質敏感區數值範圍檔為地質敏

感區劃定過程之資料，僅供規劃參

考，套疊之相關圖層應注意坐標轉

換、底圖種類及精確程度是否產生誤 

差，以避免套疊後資料解讀錯誤，實

際範圍仍以公告圖資為準。 

2. 各地質敏感區邊界係依據相關圖

資圈繪，續套疊於相等或較小比例尺

之地形圖辦理公告，圖資數值化均存

有比例尺與精度限制，地質敏感區數

化圖層套疊應用時，仍宜考量誤差存

在，地質敏感區劃定方式詳各劃定計

畫書。更新於 104.11.24。 

7 
2015 活動斷層

地質敏感區 

8 

交通

路網 

火車站 

交通部 

提供交通部路網數值圖台系統之火車

站點位資料。公布時間為 104.10.20。 

9 
快速道路里程

牌 

提供交通部路網數值圖台系統之快速

道路路線里程樁號座標定位資料。公

布時間為 104.10.20。 

10 省道里程牌 1. 省道里程牌（樁號）：省道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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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大類 圖層名稱 來源 圖資更新說明 

里程牌主要於 100 年間依第 4 次公路

總清查成果重新設置，由公路總局於

里程牌旁以平板電腦ViewPad7 內建

之GPS測定坐標值，再彙整轉檔產出

(點圖層)。本網頁提供之里程牌資訊

大部分與現地相符，少部分未設置里

程牌路段，係以推估方式辦理。 

2. 省道路線：依公路總局第 4 次公路

清查成果、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數值

地圖」等資料，經轉檔產出(線圖層)。

公布時間為 104.10.20。 

11 臺鐵路線 
提供交通部路網數值圖台系統之鐵路

線開放資料。公布時間為 104.10.20。 

12 

土地 

轄管重要水庫

集水區地籍圖 

國土測

繪中心 
原系統圖資為 104 年度，為針對重要

水庫集水區範圍內之地籍資料，更新

至 105 年度。 13 全國段籍圖 
國土測

繪中心 

14 
全國門牌地址

定位(API) 

TGOS服

務 

需申請介接服務，已開始採用(主要應

用於地址定位功能)。資料來源為內政

部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之全國門

牌地址定位服務。 

15 

環境

敏感

地 

105 年度 1687

條土石流潛勢

溪流圖 
水土保

持局 

本年度向該內政部地理資訊圖資雲服

務平台申請 105 年版更新圖資。 

16 

105 年度 1687

條土石流潛勢

溪流影響範圍

圖 

17 

影像

/DEM 

1. 105 年巴陵

橋下游崩塌

地 

2. 三光溪興漢

橋上下游約

一公里河道 

本局 
本年度辦理UAV航拍正射影像成果，

時間為 105.7.6 航拍。 

18 
全國正射影像

(WMS服務) 

農林航

空測量

所服務 

需申請介接服務，已開始採用(主要應

用於集水區輕量化GIS系統)。資料來

源 為 航 遙 測 圖 資 供 應 平 台

(http://ngis.afasi.gov.tw/n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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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大類 圖層名稱 來源 圖資更新說明 

19 

通用版電子地

圖/電子地圖正

射影像 (WMS

服務) 

國土測

繪中心 

開放資料，已直接引用(主要應用於集

水區輕量化GIS系統)。資料來源為國

土 測 繪 圖 資 服 務 雲

(http://maps.nlsc.gov.tw/)  
 

二、 離線版行動 APP 圖資 

石門水庫集水區轄區廣大，在考量哪些圖層要選用為離線圖資時，需評估

離線圖層大小、外業查詢需求度等。離線向量圖層資料匯入之流程，是由 Shp

檔經緯度坐標系統格式，轉換為 SQLite 資料庫格式。SQLite 是以 SQL 為基礎

的開放資料庫軟體，主要是由「資料庫」、「資料表」(table)、「查詢指令」(queries)

等單元組成的「關聯性資料庫」，為 Android 與 iOS 系統內建之開放的小型資料

庫。轉換為 SQLite 資料庫後，原始檔案可獲得輕量化，且能快速地為行動裝置

所使用、呼叫 API 進行套疊、定位等多種功能用途。而在正射影像部分，則是

採切成地圖圖磚方式，分階層進行資料存取動作。為使影像進一步壓縮，故採

取 PNG 檔格式存取。 

本計畫延續既有分類架構，包含「集水區土地」、「航拍正射影像」、「主要

設施」、「水庫集水區資訊」、「各機關圖資」五種，共計 32 筆(如圖 3-3、圖 3-4

與表 3-2)。由於採用離線，圖資檔案容量較大(完整執行檔案大小約 300MB)。

其中特別是地籍資料，由於檔案龐大，在考量離線查詢之裝置效能、儲存空間

等問題，選定首次安裝僅放入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籍資料，如此地籍離線圖資可

以減少到 100MB 左右。若使用者需另外查詢羅東攔河堰集水區，寶二、上坪

與隆恩堰集水區範圍內之地籍資料時，需透過本計畫開發之離線地籍下載機

制，以進行抽換。總計約有 37 萬筆土地地籍可供離線查詢(如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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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離線地籍套疊與查詢範圍 

 

 

 

圖 3-3  離線版行動 APP 圖層套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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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離線版行動 APP 圖層套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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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石門水庫工程與地籍查詢行動 APP 圖層分類群組列表 

分類 圖層名稱 預設開 圖徵 

集水區土地

(2 筆) 

本局轄管區域段籍圖 — Polygon 

重要水庫集水區地籍圖 — Polygon 

航拍正射影

像(2 筆) 

104 年度石門水庫集水區航拍正射影像 — — 

104 年度寶山第二水庫蓄水範圍航拍正射影

像 
— — 

主要設施 

(12 筆) 

石門水庫重要設施分布點 — Point 

分層取水輸水管線 — Line 

石門水庫排洪隧道 — Line 

石門水庫排砂隧道 — Line 

石門水庫沉澱池 — Polygon 

石門水庫庫區攔汙索 — Line 

石門水庫庫區滿水位線界樁 — Point 

中庄調整池 — Polygon 

中庄攔河堰 — Point 

中庄調整池引水路與輸水路 — Line 

寶二水庫重要設施分布點 — Point 

寶二水庫越域引水路 — Line 

水庫集水區

資訊(12 筆) 

中央管河川 Y Line 

各單位已公告水庫堰壩(本局轄區) Y Point 

各單位已公告水庫蓄水範圍(本局轄區) Y Polygon 

各單位已備查水庫集水區範圍圖(本局轄區) Y Polygon 

各單位已公告自來水質水量保護區(本局轄

區) 
— Polygon 

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分布點 — Point 

石門水庫集水區防砂壩分布點 — Point 

石門水庫子集水區 — Polygon 

石門水庫次集水區 — Polygon 

石門水庫集水區河川水位測站位置圖(現存) — Point 

石門水庫集水區河川流量測站位置圖(現存) — Point 

石門水庫集水區含沙量測站位置圖(現存) — Point 

各機關圖資 

(4 筆) 

104 年度 1673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圖 — Line 

原住民族保留地 — Polygon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 Polygon 

飲用水水源水質取水口 —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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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點圖資彙整說明 

(一)水資源環境敏感區位圖資彙整 

現行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許可，於進入實質審查階段前均需先查詢有無

位於第 1 級及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圖資(計 52 項)。其中有牽涉到本局主要管

轄圖資，分別為水庫集水區(非供家用或公共給水)、(堰壩水利建造物(100m

以上距離)、水庫蓄水範圍、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與地下水管制區等。為「內

政部全國區域計畫」將環境敏感地區分為第 1 級及第 2 級，將各分類之對應

地區提供相關法令及劃設依據，如表 3-3 至表 3-5 所示。 

此外，依據自來水水法、自來水法第十一條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禁止

或限制事項補充規定，以及各水庫訂定之水域水面使用許可及管理要點等，

對於蓄水範圍內以及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內之人為使用，均有所限

制，以保護水資源，避免超限利用影響水質、水資源與國土流失，延長水庫

營運年限。 

因此，針對上游集水區土地之永續管理，實有必要透過地理資訊系統，

整合相關圖資，開發環境敏感區位圖資查詢與交集分析功能。當接獲民眾檢

舉、巡守志工舉報，或是配合共管機關查報等工作，均能應用本計畫所彙整

之相關敏感區位圖資，由系統上輸入坐標與地籍資訊，以利業務輔助判斷(圖

3-5)。本計畫持續蒐集彙整相關業務管轄圖資，於本年度新增寶山第二水庫

與其附屬設施-上坪堰之蓄水範圍變更公告圖檔，提供敏感區交集查詢。 

 

表 3-3 屬於水利環境敏感區位查詢圖資列表 

項次 水利署環境敏感區位查詢圖資 水資源局業務管轄圖資 

1 中央管河川區域 - 

2 中央管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 

3 海堤區域 - 

4 中央管河川水道治理計畫線 - 

5 中央管河川水道用地範圍線 - 

6 中央管區域排水用地範圍線 - 

7 中央管區域排水集水區域範圍 - 

8 興建中水庫計畫區  

9 堰壩水利建造物(100m以上距離)  

10 水庫蓄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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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水利署環境敏感區位查詢圖資 水資源局業務管轄圖資 

11 地下水管制區  

12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3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14 水庫集水區  

15 中央管河川防洪區 - 

16 洪水平原管制區 - 

 

表 3-4 環境敏感地區第 1 級項目表 

分

類 
項目 相關法令及劃設依據 中央主管機關 

災 

害 

敏 

感 

特定水土保持區 水土保持法 農委會 

河川區域 水利法、河川管理辦法 經濟部 

洪氾區一級管制區及洪水

平原一級管制區 

水利法、河川管理辦法、

排水管理辦法、淡水河洪

水平原管制辦法 

經濟部 

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水利法、河川管理辦法、

排水管理辦法 
經濟部 

生 

態 

敏 

感 

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

區、生態保護區 
國家公園法 內政部 

自然保留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農委會 

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保育法 農委會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野生動物保育法 農委會 

自然保護區 
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法

(森林法) 
農委會 

沿海自然保護區 

區域計畫法、行政院核定

之「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 

內政部 

文

化

景

觀

敏

感 

古蹟保存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文化部 

遺址 文化資產保存法 文化部 

重要聚落保存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文化部 

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 國家公園法 內政部 

資

源

利

用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

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

之地區 

飲用水管理條例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 

水庫蓄水範圍 區域計畫法 經濟部查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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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項目 相關法令及劃設依據 中央主管機關 

敏

感 

內政部公告 

森林(國有林事業區、保安

林等森林地區) 
森林法 農委會 

森林(區域計畫劃定之森林

區) 
區域計畫法 內政部 

森林(大專院校實驗林地及

林業試驗林地等森林地區) 
森林法 

教育部、農委

會 

溫泉露頭及其一定範圍 溫泉法 經濟部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漁業法 農委會 

參考來源：內政部全國區域計畫(2013) 

表 3-5 環境敏感地區第 2 級項目表 

分類 項目 相關法令及劃設依據 中央主管機關 

災 

害 

敏 

感 

地質敏感區(活動斷層、

山崩與地滑、土石流) 
地質法 經濟部 

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

水平原二級管制區 

水利法、河川管理辦法、

排水管理辦法、淡水河洪

水平原管制辦法 

經濟部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劃設作

業規範 
經濟部 

海堤區域 水利法、海堤管理辦法 經濟部 

淹水潛勢地區 
災害防救法、水災潛勢資

料公開辦法 
經濟部 

山坡地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水

土保持法 
農委會 

生態

敏感 

沿海一般保護區 

區域計畫法、行政院核定

之「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 

內政部 

海域區 區域計畫法、區域計畫 內政部 

國際級及國家級之重要

濕地 
濕地保育法 內政部 

文化

景觀

敏感 

歷史建築 文化資產保存法 文化部 

聚落保存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文化部 

文化景觀保存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文化部 

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 地質法 經濟部 

國家公園內之一般管制

區及遊憩區 
國家公園法 內政部 

資源 水庫集水區(非供家用或 區域計畫法 經濟部查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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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項目 相關法令及劃設依據 中央主管機關 

利用

敏感 

公共給水) 內政部公告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自來水法 經濟部 

優良農地 
農業發展條例、區域計畫

法施行細則 

農委會、內政

部 

礦區(場)、礦業保留區、

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礦業法 經濟部 

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 地質法 經濟部 

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 漁業法 農委會 

參考來源：內政部全國區域計畫(2013) 

 
 

 

 

 

 

 

 

 

 

 

 

 

 

圖 3-5  應用敏感地查詢地籍是否坐落水資源敏感地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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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水區範圍地籍圖徵與屬性資料 

地籍圖為河川土地管理重要之基礎資料，臺灣地籍圖以段為測圖及管理

單位，各地段地籍圖因測繪時期、測繪方法(數值法、圖解法)、坐標系統(地

籍坐標、二度分帶、三度分帶)乃至測圖精度均有所差異。因此國土測繪中心

每年彙整全國地政事務所數值地籍測量圖資與圖解數化圖檔資料，建立數值

地籍圖資料庫，再以二度分帶坐標系統為基礎，將各段資料實施坐標轉換、

地段接合處理等，供各單位整合納入地理資訊系統套疊參考之運用。 

地籍圖資料來源主要有二種：1.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數

值法測量成果)；2.圖解地籍圖數值化成果管理系統(圖解法測量成果)，流程

如圖 3-6 所示。計畫延續歷年系統地籍圖資維護與更新作業，透過水利署資

料庫服務串接，蒐集轄管重要水庫集水區範圍地籍圖，資料涵蓋羅東、大溪、

竹東與竹北地政事務所，提供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查詢應用，如圖

3-7、圖 3-8 所示。 

 

圖解地籍圖

數值地籍圖

[地政事務所]
圖解地籍圖數值化

成果管理系統

[地政事務所]土地
登記權丈地價地用

電腦作業系統

1.資料格式轉換
2.坐標轉換
3.定期更新

1.資料格式轉換
2.定期更新

國土測繪中心 使用者格式
轉

檔

數化

 

圖 3-6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地籍面圖徵資料處理流程圖 

 

 

 

 

 

 

 

 

 

圖 3-7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地籍面圖徵詮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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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石門水庫集水區與鳶山堰集水區地籍分布略圖與系統地籍查詢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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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門水庫集水區歷年保育治理工程資訊彙整 

本計畫彙整歷年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資料，整合於集水區輕量化地理資

訊系統，提供圖層點位分布、屬性資料等，其中屬性資料包括工程編號、名

稱、工程形態、各階段時間點、工程概要內容等。總計有 286 件已建工程資

訊。相關資料之取得來源，包括： 

1. 水利署工程管考系統資料庫，篩選自 92 年至 104 年度屬於本局發包

執行之工程資料(坐標資料未檢核，可能有誤)。 

2. 本局 100 年度委託台灣大學辦理之「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成

效追蹤及坡面困難工址植生技術之發展與研究」計畫內容，針對 96 年至 100

年間於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內各水庫集水區已治理分工權責機關(農委會林

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原住民族委員會、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

處、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等單位)發包執行各工程資訊(坐標資料已經過該計畫

檢核，可直接使用)。主要為透過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之水庫集水區

保育計畫評鑑工作，向各單位彙整而得，共計有 156 件。其中屬本局發包工

程計有 44 件，涵蓋類型包括主流河道護岸治理、野溪治理、邊坡坡面治理。 

3. 本局主辦課室提供之歷年保育治理工程列表(含壓縮後之照片)。本資

料較為零散，但是部分工程具有前兩者所缺少的工程竣工照片，因此特別將

相關照片都篩選出來，進一步放入本計畫開發之 APP 工程與相片紀錄資料

庫，提供應用 APP 查詢工程事件之基本照片資料。 

石門水庫集水區歷年保育工程留存資料頗為完整，後續應持續針對相關

工程坐標資訊進行確認，以利系統查詢。此外，亦可逐步於集水區輕量化

GIS 系統上，開發已建工程歷史圖紙資料數位化保存與系統查詢功能，應用

於已建工程盤點與老資料(工程設計圖說等)數位典藏，在管理上具有相當重

要性，可以完整呈現石門水庫上游坡地保育治理歷史沿革。 

就主辦課室保育治理計畫執行面而言，本資料彙整越齊備，更能使相關

單位或承辦人員，能快速取得該類資訊並呈現於地理資訊系統或是行動

APP，以協助提升執行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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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石門水庫集水區歷年保育治理工程資訊彙整表單 

 

 

圖 3-10  集水區輕量化 GIS 查詢系統呈現工程點位分布畫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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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系統平台服務引用與介接 

本計畫配合既有系統功能、開發新版輕量化查詢系統等需求，向各外部

公部門系統平台服務提出申請、介接與運用。本計畫申請服務有三種型態，

分別為 WMS、Web Service 與 API。 

網路地圖服務(Web Map Service, WMS)為開放式地理資訊系統協會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OGC)所制定的 Web Services 機制。透過標準公

開通訊協定作為異質平臺間溝通機制，提供客戶端端直接向伺服器端進行圖

檔查詢服務(如 JPG、GIF、PNG 等)。並透過 HTTP 通訊協定與 Client 端互動，

利於圖資流通，可不受限於商業軟體進行資料瀏覽。目前有相當多的開源/

商業 GIS 或 CAD 軟體支援 WMS 網址輸入，如 QGIS、ArcGIS、Google Earth、

AutoCAD Map 3D 或 AutoCAD Civil 3D 等。 

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一般定義為「電腦作

業系統」或「程式函式庫」提供給應用程式呼叫使用的程式碼。其主要目的

是讓應用程式開發人員得以呼叫一組常式功能，而無須考慮其底層原始碼為

何、或理解其內部工作機制的細節。以全國門牌地址定位服務為例，本計畫

透過申請該服務之 API，即可在設計好的文字輸入框內輸入地址，透過 API

呼叫，即可實現「讀取門牌地址資料庫」、「顯示選單」、再將查詢結果「在

網頁中顯示」等複雜工作，而不需要由每一個要使用該服務之開發者重新開

發程式。本年度介接相關公部門服務清單如表 3-6 所示，各項服務資訊與說

明分述如下： 

 

表 3-6  公部門相關服務介接清單彙整表 

服務名稱 服務來源 服務提供者名稱 介接方式 

農航所 1/5,000 

全台正射影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林航空測量所 

國土資訊圖資服務平台

(TGOS) 

WMS 

(已申請) 

通用版電子地

圖等系列服務 

國土測繪圖資網路

地圖服務系統 

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通用

版電子地圖 

WMS 

(開放服務) 

氣象資訊，如雷

達回波圖彩色

產品等 

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開放資料平臺 

API、Web 

Service 

(已申請) 

全國門牌地址

定位服務 
內政部資訊中心 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 

API 

(已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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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農航所 1/5,000 正射影像地圖 WMS 服務 

由於航空測量之正射影像圖具備測量精度、時間序等特性且能反映真實

地形狀況，故為地理資訊系統重點基礎底圖。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農林航空

測量所有鑑於目前各界對彩色正射影像需求量大增，為達成資料流通、共享

目標，整合全臺 1/5,000 最新的正射影像圖，建構符合OGC標準之WMS服務，

提供政府機關建置地理資訊系統時之圖資介接服務。 

本計畫依行政程序向農航所申請全臺 1/5,000 航照正射影像之WMS地圖

服務，農航所地圖服務申請與詮釋資料畫面如圖 3-11 及圖 3-12 所示。 

 

圖 3-11 農航所網路地圖服務申請與詮釋資料示意 

 

圖 3-12 農航所正射影像 WMS 套疊集水區輕量化 GIS 查詢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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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土測繪圖資網路地圖 WMS 服務 

國土測繪圖資網路地圖服務已於 10 月更名為「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全面開放WMS服務與部分離線圖磚，開放WMS包含通用版電子地圖、正射

影像、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段籍圖及村里界等圖資，離線圖磚則以MBTile

格式發布通用版電子地圖離線圖磚(至 15 層)。地圖服務說明及詮釋資料如圖

3-13 及圖 3-14 所示。 

 

 

圖 3-13  國土測繪中心網路地圖服務詮釋資料示意(1) 

 

 

圖 3-14 國土測繪中心網路地圖服務詮釋資料示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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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運用其相關服務，將連結放入集水區輕量化GIS查詢系統，包括

通用版電子地圖與通用版電子地圖正射影像兩種。服務如圖 3-15 及圖 3-16。 

 

圖 3-15 通用版電子地圖 WMS 套疊集水區輕量化 GIS 查詢系統畫面 

 

圖 3-16 通用版電子地圖正射影像 WMS 套疊集水區輕量化 GIS 查詢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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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GOS 地址定位(API) 

全國門牌地址定位服務為內政部TGOS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之主要

提供服務，彙整全國超過 800 萬筆門牌位置資料，利用服務導向架構(SOA)

提供各界應用。該系統已更新至 3.0 版，提供門牌容錯模糊比對，並透過API

金鑰做控管。本計畫已於 101 年申請，開發地址定位功能提供使用者於系統

上執行門牌定位。惟目前申請機制以及服務授權方式已有改變，因此於本年

度改由主辦單位提出申請。目前本服務已介接完成，上線提供應用。服務清

單如圖 3-17 所示，系統畫面如圖 3-18 所示。 

 

圖 3-17  內政部 TGOS 全國門牌位置比對服務清單與服務資訊 

 

圖 3-18  內政部 TGOS 全國門牌位置比對應用於地址定位功能 



 

 4-1  

 
4.  

第肆章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功能開發與維運 

 

一、 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開發與維護管理說明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之開發建置，有其歷史背景。系統自 98 年度

開始發展，主要為配合本局依據總統令公告「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

例」，啟動「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分階段執行，其中第一階段(95 至

98 年)以災害復建、緊急工程為主，第二階段(98 至 102 年)以確保水庫營運、

穩定供水與集水區保育為主。 

本系統自 98 年開始，進行三年期地理資訊系統開發延續性計畫，其標的

係建置石門水庫集水區整合展示平臺及圖資倉儲展示系統，以利業務單位之間

圖資交換、整合與套疊查詢。自 100 年開始，為持續取得集水區空間資訊，以

利加快集水區治理方針與庫區工程規劃、庫區設施管理等對策擬定，採用每兩

年辦理一次航空攝影測量搭配地面測量，取得全集水區高解析正射影像、崩塌

地面積與土地利用等資料，相關資料均會納入系統。系統長期目標，為持續營

運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之空間資訊查詢應用系統。 

近年來，由於集水區上游坡地保育治理工程在各共管機關之努力之下，歷

年坡地崩塌範圍已逐步縮減(可藉由歷年航空測量立體測圖方式取得每一年度

成果，經前後期比較所得)，可知集水區保育治理已取得成效。後續除了針對高

風險地區持續關注監測外，由於歷年相關工程點位相當多，且分散在集水區範

圍內。為使這些資料能被保存起來，並持續確保其資料之正確性，避免因人事

更替之故，導致後續不易維護管理或甚至消失，本系統應用面即逐漸轉往歷年

保育治理工程點位之管理，並且提供歷年影像與崩塌地範圍之查詢等用途。此

外，亦會配合主辦課室環境教育課程實施，提供以三維系統飛覽集水區之教

學。如圖 4-1 所示。 

本系統具備眾多功能與介接多種服務，其中最常使用的功能為定位功能群

組。本計畫持續聚焦較常使用之圖層定位功能，並應用開放原始碼地理資訊系

統軟體，開發集水區輕量化 GIS 查詢系統，以利快速查詢集水區內工程點位分

布資訊，並提供歷年彙整重要管轄資料之圖層套疊與定位。有關本系統架構、

功能、連線機制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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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歷年應用石門水庫集水區三維系統於各會議、推廣活動、教育訓練 

 

(一)系統架構 

本系統架構包含前端網頁程式(HTML)、前端應用程式(AP)介面與後端

資料庫，為基於主從式架構(Client–Server Model)設置，因此需安裝 3D 瀏覽

元件，於本局內部網域運行。應用程式資料儲存及運算處理，皆集中於伺服

器端。為讓使用者容易安裝元件，達到一致性控制與安全性，並且有彈性地

維護使用者介面、運算邏輯與資料管理分層實作，降低個人端電腦負荷，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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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層式(3-tier)分散架構。三層式架構包含使用者介面層、運算邏輯層及資

料服務層。伺服器軟硬體規格與客戶端軟硬體需求如下表所示。說明如下： 

1 「使用者介面層」安裝具備圖形化操作介面程式(系統操作互動介面

Universe Client 8.5 版)，嵌入網頁 ActiveX 元件核心程式，可透過特定

介面之打造，供使用者輸入資訊，以便與伺服器進行互動。 

2 「運算邏輯層」負責運算處理程式於伺服器電腦上執行，接受來自用戶

端請求並負責資料處理，決定何種資訊可以被傳送至用戶端。 

3 「資料服務層」包含資料庫(系統空間資料庫)，負責提供資料給運算邏輯

層，再傳送至使用者介面層。 

本系統網路伺服器為 97 至 98 年度購置，營運至今已近 8 年時間。由於

系統作業系統 Windows Server 2003 已不再由原廠提供更新 patch 維護，且記

憶體僅有 4GB RAM，已無法提供高效率之服務，且會面臨資訊安全風險。

因此本計畫已依照期中會議委員意見，調查本年度共同供應契約(9 月中開放

購買)之合適伺服器機種，並向本局提供建議購買規格。其規格已由資訊主管

確認可行，正辦理後續採購作業。 

 

表 4-1 現行伺服器端軟硬體規格資訊 

主要軟硬體 軟硬體規格明細 

IBM x3550 
伺服器：2U Server/CPU：Intel Xeon X5450@3.00GHz(8 CPUs) 

硬碟空間：2.0 TB 2.5〞、記憶體：4GB RAM 

伺服器軟體 Windows Server 2003 R2 標準版 

資料庫 SQL Server 2008 R2 Express 

三維地理資訊

網路軟體 
PilotGaea Universe 4D Server 

 

表 4-2  建議伺服器端軟硬體規格資訊 

主要軟硬體 軟硬體規格明細 

DELL 

PowerEdge 

R630 

伺服器：1U Server/CPU：Intel Xeon E5-2600-V4-2.1GHz 

(2CPUs) 

硬碟空間：2.4 TB 2.5〞(300GB 10,000 轉 SAS 硬碟，支援熱

插拔) 

記憶體：32GB RAM 

伺服器軟體 Windows Server 2012 標準版 

資料庫 SQL Server 2014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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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客戶端軟硬體最低需求資訊 

規格 軟硬體規格明細 

硬體端 

CPU：Intel Pentium 4 3.0 GHz 以上等級 

記憶體：2GB 以上 

硬體顯示卡：具備獨立顯示卡加 256MBVRAM 同等級或以上 

軟體端 

作業系統：Windows 7 以上版本 

瀏覽器：使用 IE 8.0 以上版本 

安裝.Net Framework 4.0 

安裝 ActiveX 元件： UniverseView Control 

 

為讓使用者查詢多樣化集水區資訊，本系統亦註冊於水利資料整合雲平

台。該平台可提供各單位跨資訊系統服務作業與流程整合。三維地理資訊系

統與各單位系統介接關聯如圖 4-2 所示。而於伺服器硬碟容量部分，整體伺

服器具備 2.0 TB 儲存空間，目前約有 709 GB 空間可供應用，如表 4-4 所示。 

 

圖 4-2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與各單位系統介接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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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伺服器容量 

圖資類別(統計本系統相關圖資、書圖報告) 圖資容量(GB) 

向量圖檔 44.9 GB 

影像與 DEM 圖檔 665.0 GB 

書圖報告電子檔、網頁 HTML 檔 72.5 GB 

 

(二)系統與網頁功能架構 

本系統主要應用業務管理包括地籍與坐標定位、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與蓄水範圍內地籍查詢、集水區正射影像查詢等。系統、網頁功能架構如下

圖與下表所示。 

 

圖 4-3 石門水庫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圖形化操作介面 



 

 4-6  

 

圖 4-4  石門水庫集水區三維系統圖形化操作介面功能配置 

 

圖 4-5 石門水庫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功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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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石門水庫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入口網頁 

 

圖 4-7  網頁「工程統計圖表分頁之工程詳細資訊」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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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石門水庫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網頁服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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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開發專案啟動 

為釐清開發方向，於進入實作階段前，依圖 4-9 內部標準作業流程作業。

負責人員均全面投入，以使系統開發作業能夠順利進行。依據該流程，工作

會議位居整體作業流程中之關鍵地位。由專案經理統籌，偕同系統整合分析

師與專案管理師，共同拆解功能工作分解結構(Work Breakdown Structure，簡

稱 WBS)，經由分析師確認後，即於表 4-5 資訊專案控管表內開始安排相關

作業人力、預定完成日期與各式檢核點。後續經由期初會議或需求確認會

議，由本局確認後進行開發。  

 

圖 4-9  本計畫成立後至系統進入開發階段前之作業流程 

 

表 4-5  各工作項目工作分解結構(WBS)與專案控管表示意 

 
 

(四)資訊安全檢測作業 

在資訊安全弱點檢測部分，則是透過網頁應用程式掃瞄工具軟體

(Acunetix Web Vulnerability Scanner)，針對展示平台網頁以及 Web Service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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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程式原始碼進行弱點檢測及漏洞檢測等，並以圖形管理報表與資料，依資

安弱點嚴重性自動分級與給予修正建議，系統工程師即據此進行修改(如圖

4-10 所示)。在正式上線前，均須修改完畢並且通過資安檢測。 

 

圖 4-10  網頁應用程式掃瞄工具軟體(Acunetix Web Vulnerability Scanner) 

程式原始碼及原始程式庫僅可由授權人員進行管理，而針對系統開發版

本控管則採用 SourceAnyWhere for VSS (Visual SourceSafe)程式碼管理工具

(如圖 4-11)。系統工程師需將儲存檔案下載至本地端工作目錄，方能進行程

式修改與維護，控管系統版本修改狀況。 

 

圖 4-11  系統開發程式碼管理工具軟體(SourceAnywhere for V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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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訊系統文件撰寫 

水利署及所屬機關之委託資訊服務採購案及勞務委託案件，涉及資訊系

統開發，對於該署資訊安全之要求、資訊系統之規劃、建置及維運等應辦事

宜，應依照「水利署及所屬機關資訊相關系統開發注意事項」，遵循辦理。

該注意事項規範 12 個階段應注意事項與個別事項之規定，並且規範應依期

程產出各系統文件，包括「需求規格書」、「系統需求訪談紀錄表」、「設計規

格書」、「測試計畫書」、「測試報告書」、「營運持續計畫書」、「教育訓練計畫

書」與「操作手冊」等。相關系統文件摘錄如附錄三所示。 

 

(六)資訊系統維運管理 

於計畫執行期間，將持續進行系統維運作業。組成資料庫及系統維護保

固小組，提供使用諮詢及技術支援服務。維護內容包括「軟硬體保固維護」、

「系統功能保固維護」、「資料庫保固維護」三項，於本計畫制定營運維護措

施。相關工作規劃如表 4-6 所示。 

 

表 4-6  石門水庫集水區系統與 APP 營運維護作業工作規劃 

編號 工作分項 說明 

1 

專責維護人

員辦理系統

維護與意見

回應 

設置系統營運專責人員擔任聯絡與協調任務，整合系統

維護工作，並且彙整使用者意見回饋，提供使用諮詢及

技術支援服務。 

指定系統維護專責人員，可有效率分配資源與維護工作。 

2 
問題回報 

機制 

使用者可利用問題回報機制與維運團隊聯繫，並以螢幕

截圖上傳功能，分析問題，提供即時系統支援。 

3 
結案後系統

維護 

提供結案後一年期保固維護，包括「軟硬體設施保固」、

「系統功能檢核維護」、「資料庫圖資更新維護」三項。 
 
 

為確保系統正常操作，除透過保固小組每日偵測系統運作狀態、接收使

用者發現問題後致電訊息或以電子郵件通知小組處理外，另外開發螢幕截圖

與意見反映事件紀錄功能。若使用者遭遇問題，可將問題畫面與文字記錄擷

取於線上回報網頁，將該畫面與訊息描述上傳至資料庫，並且轉發至保固小

組電子信箱，以利立即分析問題，提供即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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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系統維運之客服聯繫處理流程 

 

二、 系統圖資更新、環域分析原理設計與工程案件服務查詢 

本系統最常使用之圖層套疊、定位與環域分析，以及工程查詢等功能，均

經過前述系統設計，配合實務需求，確認資料流如何傳遞，並且應於何時產生

相關資訊提供使用者觀看等，已有完整之設計規劃，並透過程式開發與網頁設

計人員製作介面出來。以下就三個方面加以論述。 

 

(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空間資料庫圖層定位查詢功能維護 

定位功能為透過集水區三維系統空間資料庫內容圖層所提供 (如圖

4-13)，包括地籍地號、水工構造物、水系、水庫水資源、圖幅框、坐標、地

址與行政區八種定位服務功能。 

由於應用資料庫內圖層提供定位查詢機制，在各圖層均為相同，僅需考

慮的因素為如何讓使用者下拉選單方式，分層下拉、逐步縮小搜尋條件後，

提供查詢定位。因此後續若有相同圖資更新或是新圖資要納入交集計算，均

可依循相同設計流程處理(如圖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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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空間資料庫圖資匯入流程 

 

  

圖 4-14  水庫水資源定位與林班地定位流程與介面 

 

 

 

 

 

 

下拉選單

對話框 

查詢結果

顯示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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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用坐標查詢地籍與應用地籍定位進行環域分析 

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廣大，範圍內屬於水資源環境敏感圖層者，包括水

庫蓄水範圍圖、水庫集水區範圍圖，以及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圖為

主。其中，針對蓄水範圍與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均有受到法規管制，包

含石門水庫蓄水範圍相關許可及管理要點、自來水法第十一條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禁止或限制事項補充規定等。由於集水區上游分布住家、原住民部

落、山坡農耕地與風景區等人為活動地區，違法占用水源地、公有地進行開

墾濫伐情事，時有所聞。 

因此，本系統結合空間交集計算原理，應用圖層交集(intersect)方式，由

所輸入之地籍圖或圖面點選有違法之虞的區塊，與現場紀錄坐標，自動搜尋： 

1. 是否位於環境敏感地內(如水庫蓄水範圍、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水庫集水區範圍等) 

2. 若確認有違法情況，是否占用公有土地。 

本作業概念如圖 4-15 所示，已完成結合空間資料庫開發地籍與坐標套疊

環境敏感地查詢服務(如圖 4-16 與圖 4-17)。如同空間資料庫圖資定位，由於

不同圖層所採用交集運算機制均為相同，因此很容易新增敏感區圖層加入計

算，相當容易於後續辦理計算圖層擴充。 

 

 

圖 4-15 圖層交集與環域分析 

新北市 

萬里區 

汐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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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坐標定位功能查詢是否位於特定環境敏感區相關圖層範圍 

 

圖 4-17  地籍定位功能查詢是否位於特定環境敏感區相關圖層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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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案件統計圖表與石門水庫集水區查詢 APP 照片事件 

水利署「計畫工程執行回報管理系統」為管理署內各單位發包工程資

訊，本計畫開發資料庫介接該系統，透過關鍵字篩選屬已發包相關工程列表

資訊，提供網頁查詢(回傳屬性欄位如表 4-7 所示，工程事件紀錄如表 4-8 所

示)。亦開發集水區工程資訊統計圖表功能，讓使用者可從系統網頁上選擇不

同統計查詢條件瀏覽，如圖 4-18 與圖 4-19。 

另外為使石門水庫集水區查詢 APP 所紀錄之相關資訊，能於本系統上進

行查詢，本功能介接 APP 紀錄之文字與相片資料庫服務。該資料庫已透過工

程編號唯一碼，串接工程管考系統之工程資料表單。 

 

表 4-7 工程查詢回傳屬性資料表(摘要) 

元素名稱 形態 說明 元素名稱 形態 說明 

exe_unit xs:string 執行單位 en_end xs:datetime 工程終止日 

county xs:string 受補助單位 budget_gold xs:double 預算經費 

plan_year xs:int 計畫年度 sum_exp xs:double 
發包費用合

計 

plan_no xs:string 
列管計畫編

號 
pre_sch xs:int 預定進度 

plan_name xs:string 
列管計畫名

稱 
act_sch xs:int 實際進度 

en_class xs:string 工程類別 pre_openjob xs:datetime 
預定開工日

期 

en_no xs:string 工程編號 act_openjob xs:datetime 
實際開工日

期 

en_name xs:string 工程名稱 pre_closejob xs:datetime 
預定完工日

期 

en_property xs:string 工程性質 act_closejob xs:datetime 
實際完工日

期 

en_x xs:double 
工程坐標

_X 
en_site xs:string 工程地點 

en_y xs:double 
工程坐標

_Y 
en_con xs:string 工程概要 

en_start xs:datetime 工程起始日 exe_con xs:string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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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工程查詢回傳資料(摘要) 

 

 

 

圖 4-18  系統入口網頁查詢工程管考案件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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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集水區已發包工程案件統計查詢介面 

 

三、 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入口網頁 

系統入口網頁為前一年度計畫開發新版，設計原則如下： 

1、首頁提供常用且完整服務連結，業務導向版面配置，增加使用方便性。 

2、結構改為寬度適應性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減少版面配置問題。 

3、去除背景相片輪播機制，強化瀏覽器執行效能。 

4、設計具擴充彈性之結構，讓設計師未來能配合需求迅速設置功能服務。 

本計畫針對網頁內容，擴充項目包括：配合輕量化查詢圖台開發，設置

2DGIS 系統連線、連線版 APP 之 QR CODE 掃描、歷年影像資訊新增 W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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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服務網址，以及將本年度辦理 UAV 航拍與 LiDAR 點雲掃描之影片放入

歷年成果展示網頁內。網頁設計說明與本計畫擴增功能服務如圖 4-8 與圖 4-9

所示。網頁設計畫面如下圖所示。 

 

表 4-9  石門水庫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網頁功能服務 

 網頁名稱 服務內容 

首頁 

提供「最新消息」、「服務簡介」、「集水區工程資訊」、「行

動服務快速連結」、「客服資訊」、「學習專區」與「網站連

結」。 

1 最新消息 
提供後台頁面發布關於系統最新訊息。包含網站類(網站內

容)、系統類(系統功能)與圖資類(系統圖資)。 

2 服務簡介 提供系統服務靜態文字說明簡介。 

3 集水區工程資訊 

提供工程統計圖表與APP紀錄查詢兩種按鈕進入。 

1. 工程統計圖表提供圓餅與直方圖表查詢歷年工程資訊。 

2. APP年度工程案件資訊提供瀏覽APP拍照與文字紀錄、

工程位置查詢等。 

4 
行動服務快速連

結 

提供集水區查詢APP帳號註冊與QR CODE連結。包含連線

版、離線版及兩種作業系統版本，共有 4 個QR CODE。 

5 客服專區 

意見回饋功能採用螢幕擷取與意見一鍵回應功能，可方便

地擷取螢幕圖片，說明問題發生細節並且將圖片與文字說

明寄回維運團隊。 

6 學習專區 

提供系統操作文件之教學說明檔案。 

1. 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操作手冊。 

2. 集水區查詢APP操作手冊(含兩種作業系統)。 

7 網站連結 提供各官方網頁之超連結。 

左側網頁收折功能

群組 

提供「系統入口」、「水庫即時資訊」、「集水區航拍成果展

示」、「集水區生態保育景點資訊」、「委辦計畫生態調查成

果」與「書圖瀏覽」。 

1 3D GIS系統 提供石門水庫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連線入口按鈕。 

2 2D GIS系統 提供石門水庫集水區輕量化查詢系統連線入口按鈕。 

3 水庫即時資訊 

提供水利署防災中心服務介接查詢。包括「水庫資訊總

表」、「營運報表」、「水情報表」、「蓄水統計」、「降雨量比

較圖表」等。 

4 
集水區航拍成果

展示 

提供「圖資清單」、「歷年航拍成果(本年度新增WMS服務

連結)」、「UAV航拍Youtube影片」與「LiDAR影片」。 

5 
集水區生態保育

景點資訊 

提供石門水庫集水區生態保育服務資訊網之網頁內容，包

含「物種分布」與「景點資訊」。 

6 委辦計畫生態調 整合現有石門水庫下游放淤調查成果資訊。提供「陸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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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頁名稱 服務內容 

查成果 物」、「陸域植物」、「水域生物」、「水質調查」、「底質調查」

與「分析指標(靜態圖文說明)」。 

7 書圖瀏覽 提供電子書與電子圖冊線上瀏覽與下載。 

 

表 4-10  本年度石門水庫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網頁擴增功能服務 

網頁功能 內容 

2D GIS  提供石門水庫集水區輕量化查詢系統連線入口按鈕 

APP 快速

連結 

QR 

CODE

掃描 

Android 

離線版 

 

Android 

連線版 

 

iOS 

離線版 

 

iOS 

連線版 

 

歷年航拍

成果-航

拍影像與

WMS服

務 

http://3dwebgis.wranb.gov.tw:8080/geoserver/WRA_North_Imagery/wms? 

石門水庫集水區_104 年 0.5m 

石門水庫集水區_102 年 0.5m 

石門水庫集水區_100 年 0.5m 

石門水庫集水區_99 年 0.5m 

石門水庫集水區_97 年 0.5m 

石門水庫集水區_95 年 0.5m 

本局經管土地_99 年 0.2m 

寶二水庫蓄水範圍_104 年 0.15m 

寶二水庫_94 年 0.125m 

歷 年 航 拍 成 果

-UAV影片 

2016 年 7 月 6 日巴陵橋下游崩塌地、三光溪興漢橋等處(4 段) 

https://youtu.be/ikeHK_zbX7k 

https://youtu.be/Jrvv2zUebvo 

https://youtu.be/aXO3h5Cw0T8 

https://youtu.be/UHFG0_DUzWs 

2016 年 7 月 29 日寶山-寶二水庫連通管附近崩塌(2 段) 

https://youtu.be/XpjY3U-0NRA 

https://youtu.be/83ghTKTA1wk 

歷年航拍成果 

-LiDAR影片 

2016 年 7 月 6 日巴陵橋下游崩塌地、三光溪興漢橋等處(2 段) 

https://youtu.be/yOoEss-q10E 

https://youtu.be/buWnUVukjVA 

 

https://youtu.be/83ghTKTA1wk
https://youtu.be/Jrvv2zUebvo
https://youtu.be/buWnUVukjVA
https://youtu.be/aXO3h5Cw0T8
https://youtu.be/XpjY3U-0NRA
https://youtu.be/UHFG0_DUzWs
https://youtu.be/yOoEss-q10E
https://youtu.be/ikeHK_zbX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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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網頁「工程統計圖表分頁之工程詳細資訊」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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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網頁「工程統計圖表之統計圓餅、直方圖」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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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網頁「水庫水情資訊」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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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網頁「集水區航拍成果展示」分頁 



 

 4-25  

 

圖 4-24  網頁「石門水庫集水區查詢 APP 記錄查詢」分頁 



 

 4-26  

 

圖 4-25  網頁「委辦計畫生態調查成果」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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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網頁「集水區生態保育景點資訊之物種分布」分頁(超連結) 

 

 
 

 

 

圖 4-27  網頁「集水區生態保育景點資訊之景點資訊」分頁(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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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功能擴充 

本系統之開發以地理資訊系統應用於集水區內各項業務推展需求為導

向，針對主要功能了解其需求，持續進行擴充。擴充之要件包括 2 種，第 1 種

為因應在圖資更新、與圖資相關聯圖表屬性增加、改變所產生之必要性功能擴

增。第 2 種為因使用者操作遭遇問題或使用者介面建議而產生之功能調整。本

年度針對系統與網頁進行功能與內容擴充，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開發功能說明 

項

次 
功能名稱 服務內容 

本計畫新開

發/擴充功能 

1 

集水區輕量

化GIS圖台

開發 

本計畫應用開放原始碼技術，開發石門水庫集水

區地理資訊輕量化查詢系統，透過網頁方式瀏覽

集水區重點圖資與歷年航拍影像，並提供快速、

簡便的查詢定位功能。 

本計畫 

新開發圖台 

2 

地籍定位功

能輸出圖與

表格功能 

地籍定位資訊輸出圖片(螢幕圖片)與表格(Excel

格式)，Excel表格資訊則可提供地籍宗地屬性與

段籍資訊，方便使用者後續利用。 

本計畫 

新開發功能 

3 

水資源環境

敏感區位查

詢功能 

提供用於快速釐清集水區範圍內土地使用、占用

等疑慮之業務輔助查詢，以及針對開發所需檢附

是否位於環境敏感地區之輔助查詢等應用。 

本計畫 

新開發功能 

4 
多筆坐標定

位功能 

圖台多筆坐標定位，提供現場複數坐標資訊同時

查詢，以簡化查詢過程並滿足坐標位置比較上之

需求。 

本計畫 

新開發功能 

5 
公路里程定

位功能 

藉由以交通部公路總局提供免費下載之里程樁

(point)省道里程圖資為基礎，提供使用者於圖台

上查詢省道里程所在位置，以確實掌握道路位置

描述上之所在地點。 

本計畫 

新開發功能 

6 

地址定位配

合 TGOS 改

版 

原有地址定位為配合TGOS門牌地址定位雲端服

務Version 3.0 升級，需重新提出服務申請作業，

提供輸入地址後由系統回傳坐標值，執行定位。 

本計畫 

擴充功能 

7 
水情資訊定

位功能 

開發水情資訊查詢與定位功能，以超連結連線至

地理資訊倉儲中心開放資訊水資源資料空間整

合查詢各監測站圖表網頁，包含雨量站、河川水

位站、河川流量站、含沙量站、地下水位站、水

庫水位站等資訊。 

本計畫 

新開發功能 

8 
定位群組之

查詢按鈕 

定位群組內，按下鍵盤上[Enter]鍵等同螢幕上點

擊[查詢]按鈕。 

本計畫 

新開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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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功能名稱 服務內容 

本計畫新開

發/擴充功能 

9 

水庫集水區

歷年正射影

像圖資發布

WMS服務 

提供石門水庫集水區歷年航拍影像之影像圖磚

使用服務，局內使用者可透過GIS軟體或Google 

Earth等單機軟體輸入網址後，即可自動載入本計

畫歷年航拍成果。 

本計畫 

新開發功能 

(一)地籍定位功能擴增輸出(JPG)與表格(EXCEL)功能 

針對常用之地籍定位功能，增加輸出圖表功能，方便查詢後可將查詢之

地籍屬性輸出為 Excel 表單或匯出螢幕擷取圖片，以利後續應用。如圖 4-28。 

 

 

圖 4-28  地籍定位功能輸出圖(JPG)與表格(EXCEL)功能示意 

 

(二)水資源環境敏感區位查詢功能 

一般集水區牽涉到環境敏感區位交集地籍圖判斷業務者，在水利主管機

關，其主管圖層包含集水區範圍圖、水庫蓄水範圍圖、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

區等。本計畫整合原有地籍查詢服務，開發「水資源環境敏感區位查詢功

能」，提供多(環境敏感圖資)對多(複數地籍)查詢。如圖 4-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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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水資源環境敏感區位查詢功能示意 

 

(三)多筆坐標定位功能 

坐標定位功能目前已提供多筆坐標輸入，於本年度開發多筆坐標定位結

果保留功能。於每次輸入單筆或多筆坐標後，可開啟保留結果按鈕，系統即

會自動保留前一次查詢資訊。 

另外配合業務需要，針對外業帶回之坐標，可能需要進一步查詢該筆坐

標所在地籍資訊，以及是否交集到水資源環境敏感區範圍。因此本計畫新增

交集計算地籍與環境敏感地功能，系統會即時由伺服端計算交集與否，再回

傳至使用者電腦提供查詢結果，如圖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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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0  多筆坐標定位功能示意 

(四)公路里程定位功能 

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內之重要道路為省道台 7 線，由於範圍內尚有公路

總局復興工務段、水土保持局、林務局等水庫集水區已治理分工權責機關，

藉由以公路總局開放資料之省道里程圖資為基礎，開發公路里程樁號定位功

能。若於附近發生崩塌災害或需要通報地點，可讓使用者查詢與掌握省道里

程所在位置，如圖 4-31。 

 

圖 4-31  公路里程定位功能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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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址定位配合 TGOS 改版 

原有地址定位功能亦為介接內政部 TGOS 全國門牌地址定位服務，為配

合該服務機制更改，包括須改由主辦單位提出服務申請，並改寫程式為介接

API 方式等工作。目前本功能已重新改寫完成，如圖 4-32。 

 

 

圖 4-32  地址定位介接全國門牌地址定位服務功能示意 

 

(六)水情資訊定位功能 

本系統原有水情資料查詢，為介接水利署防災中心服務，提供下拉表單

與數據表格查詢。本計畫進一步開發水情資訊查詢與定位功能，以超連結方

式，讓使用者能透過選取雨量站、河川水位站、河川流量站、含沙量站、地

下水位站、水庫水位站等資訊，提供列出各站站名，點擊定位，並可按下細

目，自動連線至水利署地理資訊倉儲中心之開放資訊水資源資料空間整合查

詢各監測站圖表網頁(http://gic.wra.gov.tw/gic/Water/Space/Main.aspx)，提供圖

台進行監測站圖台定位，與折線圖圖表網頁查詢，如圖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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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水情資訊定位與查詢超連結網頁功能示意 

 

(七)定位群組按鈕 

針對定位功能內的查詢按鈕，提供按下鍵盤[Enter]鍵等同螢幕上點擊[查

詢]按鈕，增加查詢效率。 

 

(八)歷年集水區航拍影像切製圖磚發布 WMS、WMTS 服務 

本計畫歷年辦理航空測量作業，產製全集水區 0.5 公尺解析度之正射影

像，共計有 6 期，成果相當豐碩。目前局內使用者若想瀏覽歷年影像，則必

須連線到本計畫開發系統方能套疊瀏覽，對於有正射影像套疊 GIS 圖檔、

CAD 圖檔或在 Google Earth 上套疊 kml 檔之需求者而言，則必須取得歷年影

像成果實體檔，方能瀏覽。 

本計畫將歷年集水區航拍影像，切製圖磚發布 WMS、WMTS 服務，讓

有相關影像套繪需求者，均能透過 GIS 或 CAD 軟體(如 ArcGIS、QGIS、

Autodesk Map、Google Earth 等)進行服務網址加入，如圖 4-34。網址為

http://3dwebgis.wranb.gov.tw:8080/geoserver/WRA_North_Imagery/wms?。 

 

http://3dwebgis.wranb.gov.tw:8080/geoserver/WRA_North_Imagery/w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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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石門水庫集水區 WMS、WMTS 服務介接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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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應用開放原始碼地理資訊系統軟體技術建置輕量化 GIS 系統 

(一)開發緣起 

近幾年來，應用日趨成熟的地理資訊系統軟體開放原始碼，整合後端資

料庫(如開放原始碼 PostgreSQL 資料庫、PostGIS 開源程序服務與前端網頁

開源地理資訊函式庫(Open-Source Library)與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如 Leaflet、Openlayers、Cesium…)等蓬勃發展，使得降低軟體建置

必須付出的高昂費用變得可能，取而代之的就是如何結合各式各樣開源程式

與服務，建構符合使用者業務需求與操作習慣的 GIS 系統，就變得相當重要。 

本年度計畫為了滿足使用者對於集水區相關圖資能以有別於三維系統

之外的訴求進行操作，於開發初期，即決定採用開放原始碼地理資訊軟體作

為引用與建置軟體。三維系統的目標為在模擬三度空間集水區之立體觀點

下，提供完整歷年石門水庫集水區影像與向量圖資查詢。而石門水庫集水區

輕量化 GIS 系統，目標為能達到圖台功能輕量化、能快速反應查詢結果，且

能以網頁瀏覽器操作，不須安裝使用元件等需求；並藉由結合影像圖磚與空

間資料庫服務，打造新版之集水區 GIS 系統平台，期望能提供本局作為集水

區空間圖資查詢的應用窗口，以利迅速完成輔助業務辦理之功效。本系統主

要採用 Leaflet 作為前端開發系統選項。 

本系統平台為 2D GIS 網頁地圖，不須安裝客戶端(Client)元件、插件

(plug-in)，且不需安裝獨立顯示卡。個人電腦須能連網路，透過網路瀏覽器

(Brower)開啟。本平台可採微軟(Internet Explorer)、谷歌(Google Chrome)與火

狐(Firefox)等主流瀏覽器開啟。若採用 IE 瀏覽器，建議版本為 IE 10 以上。 

 

(二)技術說明 

Leaflet 為一套目前廣泛在世界上被採用的開放原始碼 JavaScript 函式

庫，主要應用於開發網頁地圖；其乃是由Universal Mind的Vladimir Agafonkin

帶領專業開發團隊所創建。自 2011 年第一次公開版本，已歷經數個版次更

新，最新一次版本更新是 2016 年 4 月所釋放之 1.0-rc1 版次。目前穩定運行

的是 2015 年 10 月的 0.7.7 版次，本次開發是引用 1.0.0-beta.2 該版次函式庫。 

Leaflet 支援跨瀏覽器、跨桌面與行動設備之網頁地圖開發，支援相當豐



 

 4-36  

富之 OGC 標準格式，包括 WMS、WMTS6 、GeoJSON 等。其他型態諸如

WMS、GML、KML 等，則可於撰寫程式時，加入外掛模組，即可支援。此

外，其原始碼相當精簡，不到 50kb 的程式碼，小巧輕便且容易擴展，為目

前用於開發移動端網頁地理資訊地圖相當熱門的選項。 

 

圖 4-35  Leaflet 官方網頁介紹 

 

Leaflet 是一個用於開發 WebGIS 用戶端的 JavaScript。Leaflet 傳輸地理

空間資料的方法，係採用 OGC 制定之標準服務發布，符合 OpenGIS 的 WMS

和 WFS 規範標準，透過用戶端瀏覽器進行顯示地圖資料。Leaflet 支援地圖

來源，包括：WMS，Google Maps、Yahoo! Map、Microsoft Virtual Earth 等等；

亦可用簡單的圖片作為來源，與其他的圖層進行套疊。 
                                                           

6 WMTS: Web Map Tile Service (WMTS)為 OGC 組織制定的一種標準協議(Protocol)，將影像經過預處理且依照

圖磚索引規範將世界定義由左上角(國際換日線北方頂點)為原點，往東、往南平移增加，並且依照不同階層架構

制定不同圖號，台灣地區的 WMTS 圖磚編號可參考

http://www.maptiler.org/google-maps-coordinates-tile-bounds-pro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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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方面，開發者透過呼叫 Leaflet 函式庫建立地圖瀏覽的基本效果，

比如：放大（Zoom In）、縮小（Zoom Out）、平移（Pan）等常用操作外；還

可進行選取面、選取線、feature 選擇、圖層套疊等不同的操作。甚至可對已

有的 Leaflet 操作和資料支援類型進行擴充，為其賦予更多的功能。例如，它

可以為 Leaflet 添加網路處理服務 WPS 的操作介面，從而利用已有的空間分

析處理服務，來對載入的地理空間資料進行計算。 

內政部 105年 2月公布之國土資訊系統網際網路地圖圖磚服務共同作業

準則(以下簡稱：地理圖磚服務準則)，係為統合國內圖磚產置規格的各種參

數與發布格式，以推動符合 OGC WMTS 實作標準之開放操作介面，達成共

享機制之目標。依據該準則，地圖圖磚可提供大範圍地區涵蓋，近年已有許

多服務範圍廣及全球、並透過多比例尺階層設計而提供地圖圖磚服務之機

制。當採用共同之坐標參考系統及空間分割方式後，不同單位所提供之圖磚

資料將可更方便結合應用。目前普遍採用系統為以 Web Mercator Auxiliary 

Sphere 為主而發展之投影坐標系統(EPSG:3857)。 

地圖圖磚可透過階層架構之設計而達到不同展示細緻度之成果，此系列

資料稱為地圖圖磚陣列集，其效果類似於檢視不同比例尺地圖之內容，滿足

由粗略至精細之空間現象展示需求，各層級之參數必須個別說明。OGC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將被普遍採用之系列比例尺定義為「眾所周知之比例

尺系列」(Well-known scale set)，提供各單位建置地圖圖磚之參考，並強調使

用「共同」(common)系列比例尺之優勢。 

OGC 於 2015 年發布「OGC Web Map Tile Service Simple Profile」之文件

中，針對 EPSG:3857 所規定之圖磚陣列集相關參數(World Web Mercator Tile 

MatrixSet)，其極值範圍為一正方形，左下角坐標為(-20037508.3427892，

-20037508.3427892)，右上角坐標為(20037508.3427892，20037508.3427892)。

為依據網際網路麥卡托(Web Mercator)投影所產生之成果，每個圖磚之行與列

的像元數固定為 256，上下階層圖磚之間固定以 2 之倍數進行分割，亦即上

階層之一個圖磚與下階層之 4 個圖磚具有一樣的空間範圍。因空間範圍固定

為上述之正方形範圍，單一階層像元數目可固定以 2 的次方計算而得，因此

每一階層單一像元對應現地之大小可以計算而得，此數值並不隨 dpi 之變化

而變化(表 4-12 之 pixel size 欄位)。表 4-12 中之比例尺為 OGC 基於此二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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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而設計之參考比例尺，每個像元約為 0.28 mm，大約為 90 dpi，可依對應

之 pixel size 及設定之 dpi，而計算對應之系列比例尺。 

 

表 4-12  World Web Mercator TileMatrixSet 之規定(EPSG 3857) 

 

 

圖 4-36  WMTS 定義圖磚索引方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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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EPSG:3857 第 0 層(Level)只有 1 張 256*256 影像圖磚，範圍是全地

球；再連續往下細切至第 19 層時，每一像點接近 0.3 公尺。本系統即是依據

上述應用技術，為符合台灣本島地區真實狀況，系統中預設載入階層為 8~19

階；而針對不同圖層則是配合其實際範圍，擇定不同階層顯示為原則，以節

省網路資源。 

 

(三)系統圖資說明 

本系統平台提供豐富向量與影像圖資，其成果均可於系統中套疊應用。

圖資列表如表 4-1 至表 4-4，計有 43 筆圖層。 

 

表 4-13  石門水庫集水區輕量化 GIS 系統圖層目錄(1) 

圖層目錄 圖資 

1.水庫集水區(19 筆) 

水庫堰壩 

水庫蓄水範圍 

水庫集水區範圍圖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溫泉位置 

北區水資源局辦公區室 

石門水庫庫區重要設施與景點 

石門水庫集水區重要水利設施 

石門水庫集水區防砂壩分布點 

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成效追蹤分布點 

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分布點 

石門水庫蓄水範圍滿水位線界樁 

石門水庫蓄水範圍生態物種分布圖 

石門水庫集水區 104 年判釋崩塌地範圍 

石門水庫集水區 104 年判釋土地利用 

省道里程樁位_台 7 線 

寶二水庫重要設施 

寶二水庫越域引水路 

寶二水庫蓄水範圍 104 年判釋土地利用 

2.地下水與地層下陷

區(4 筆) 

地下水分區 

地下水管制區圖 

地層下陷區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7.土地與行政界線(7 河川局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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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目錄 圖資 

筆) 水資源局界_面 

水源特定區圖 

村里 

鄉鎮市區 

縣市 

段籍圖 

 

表 4-14  石門水庫集水區輕量化 GIS 系統圖層目錄(2) 

圖層目錄 圖資 

1.北區水資源局(9 筆) 

石門水庫集水區_104 年 0.5m 

石門水庫集水區_102 年 0.5m 

石門水庫集水區_100 年 0.5m 

石門水庫集水區_99 年 0.5m 

石門水庫集水區_97 年 0.5m 

石門水庫集水區_95 年 0.5m 

本局經管土地_99 年 0.2m 

寶二水庫蓄水範圍_104 年 0.15m 

寶二水庫_94 年 0.125m 

 

表 4-15  石門水庫集水區輕量化 GIS 系統圖層目錄(3) 

圖層目錄 圖資 

開放圖磚與外部WMS 

(4 筆) 

農航所正射影像(WMS) 

通用版電子地圖開放圖磚 

通用版電子地圖正射影像(WMS) 

國土測繪中心段籍圖(WMS) 

 

(四)系統功能說明 

本系統平台主要分為位於主畫面左側之「平台資訊」、主畫面上方之「功

能選項」、以及主畫面右側之「協助工具」等三大部分，如圖 4-37。相關畫

面如圖 4-38 至圖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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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石門水庫集水區輕量化 GIS 系統畫面示意 

 

表 4-16  石門水庫集水區輕量化 GIS 系統功能 

項目 說明 

圖層套疊 

提供使用者依據需求開啟或關閉各類圖層進行套疊，並提供關鍵

字搜尋系統圖層名稱功能。 

(1)【向量】：主要放置向量類型之圖資；以集水區範圍內，或集

水區範圍外但為本局所管轄之重要圖資作為分類(集水區敏感地圖

資、歷年工程點位、水庫重要設施、地下水管制區等)。 

(2)【影像】：主要放置集水區歷年影像類型之圖資(石門水庫集水

區自 95-104 年、本局經管土地、兩期寶二水庫航拍影像)。 

(3)【服務】：主要放置開放圖磚及外部WMS介接圖資；並提供使

用者自行加入WMS連結網址，進行圖層套疊動作。 

(4)【KML單機檢視】：提供使用者自行匯入KML格式檔案，進行

圖層套疊動作。 

一般定位 

提供使用者採用不同主題方式進行圖面定位；主要提供【地籍定

位】、【行政區定位】、【水工構造物定位】、【河川排水定位】、

【地址定位】、【地標定位】與【道路定位】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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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敏感區查詢 

提供使用者進行水資源環境敏感區位查詢功能。主要依據水利署

制定位於集水區範圍內之水利環境敏感區圖資(水庫集水區範圍、

水庫蓄水範圍與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與地籍資料進行交集分

析，提供宗地所在區位之敏感程度(高或低)。 

地籍圖查詢 

提供使者用針對不同位置點進行地籍圖查詢作業。使用者可利用

滑鼠點擊不同位置點，即可查詢該位置之宗地資訊。也可透過畫

半徑方式，提供該點為圓心，一定半徑圓內之所有地籍資訊。 

圖面量測 

提供使用者針對圖面進行距離或面積量測。 

(1)距離量測：於圖面任選起點與終點，並計算該線段長度。 

(2)面積量測：於圖面任意繪製多邊形，並計算該多邊形面積。 

清除 
主要針對經定位查詢或繪製，所呈現在圖面上之向量圖徵予以清

除。 

問題回報 

提供使用者線上回報問題功能。使用者可利用螢幕快照功能紀錄

問題畫面，擷取畫面後依序填入問題類型、描述、姓名、聯絡方

式及服務單位，並點擊提交，即可完成回報。 

 

 

圖 4-38  「集水區輕量化 GIS 查詢系統」圖層套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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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9  「集水區輕量化 GIS 查詢系統」一般定位功能 

 

圖 4-40  「集水區輕量化 GIS 查詢系統」水利環境敏感區位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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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集水區輕量化 GIS 查詢系統」地籍點查詢功能 

 

圖 4-42  「集水區輕量化 GIS 查詢系統」圖面量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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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伍章   石門水庫工程與地籍行動 APP 功能維護擴充 

 

一、 離線版 APP 開發緣起與功能說明 

(一)開發緣起 

石門水庫集水區幅員遼闊，轄區內共管機關頗多，且範圍內歷年保育治

理相關工程相當多。在以往，若需要至現場查看已建工程、各單位共同會勘

本局工程、或需記錄工程執行狀況，所需要攜帶設備與參考資料甚為繁多。

不過隨著近年來行動科技相當普及，將前述相關資訊化繁為簡，濃縮至手持

式行動裝置內提供現場即時查詢、紀錄、拍照與定位的技術，變得相當可行，

可簡化現場人員調查與紀錄程序(圖 5-1)，且能完全依照客製化需求進行開

發。本 APP 即是因應此需求而產生。 

本 APP 開發，並非僅有 APP 程式撰寫，而是包括使用者自辦公室內下

載工程資料、現地查詢操作紀錄、現地(或辦公室)上傳、資料透過服務於網

頁上瀏覽等，須具備完整服務設計，方能運作無礙。故本 APP 主要藉由行動

科技技術，由後臺提供 QR CODE 掃描讓使用者安裝。並且搭配地理資訊系

統介接水利署工程管考系統，由後臺提供歷年工程管考資料與相關拍照記錄

事件，讓使用者能透過網路下載後即可離線查詢之機制，下載歷年工程基本

資訊與現場紀錄資訊；透過攜帶簡便的行動裝置，於深山或荒郊野外掌握集

水區工程點位分布、工程管考紀錄內容與地籍等離線圖資定位。若有進行工

程事件近況紀錄，主管或承辦員即可透過入口網頁查詢拍照記錄。 

本 APP 整合許多業務主題圖資、工程事件記錄功能，定名為「集水區工

程與地籍查詢行動 APP」(離線版)，並且提供 iOS 及 Android 二種操作介面。

建議最低硬體規格需求如表 5-1。 

 

圖 5-1  集水區工程與地籍查詢行動 APP 操作流程概念示意 



 

 5-2  

表 5-1  石門水庫工程與地籍查詢離線版 APP 最低與建議規格需求 

規格名稱 離線APP須具備最低與建議所需之規格 

作業系統 

(最低/建議) 

Android 5.0(含)版本以上 

iOS 9.0(含)版本以上 

Android 5.0(含)版本 

iOS 10.0(含)版本 

網路 行動通訊系統 3G、3.5G、4G、Wi-Fi 

單元裝置 具備相機前鏡頭、重力感應器、陀螺儀、電子羅盤、GPS晶片 

硬體空間 至少具備 300MB儲存空間，以作為離線向量與影像圖存放。 

 

(二)功能說明 

離線 APP 功能需能控制裝置內各式硬體(結合 GIS 圖台、定位、驅動行

動裝置相機記錄現場照片至裝置內)需求，原始設計上即採用原生 APP 

(Native APP)7技術開發，使用 Object-C (iOS)與 JAVA (Android)8撰寫。此外，

由於水庫集水區內網路環境受到侷限，因此亦配合打造離線圖資架構，即採

用全圖層離線方式(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進行查詢與定位。 

APP 啟動進入畫面首次登入請輸入帳號與密碼，只要輸入一次後，系統

即會自動記憶，除非移除後重新安裝，否則後續即不需要重複輸入，功能如

表 5-2。雙版本登入首頁如圖 5-2 與圖 5-3。於 Android 版本，登入後操作介

面如圖 5-2 所示，主要功能列均位於主畫面上方。由左至右分別為「圖台工

具」、「資料填報」、「生態資訊」，構成主要 APP 功能。於 iOS 版本，主要功

能列均位於主畫面右側，由上至下分別為「圖台工具」、「資料填報」、「生態

資訊」，構成主要 APP 功能。功能畫面如圖 5-2 至圖 5-9。整體各功能又可細

分如下，操作流程可點擊 APP 操作手冊按鈕，即可下載瀏覽： 

 

表 5-2  石門水庫集水區工程與地籍查詢 APP(離線版)應用功能 

功能名稱 功能說明 
本計畫新開發/

擴充功能 

連線版APP開發 

為讓具有APP簡易查詢需求之使用者，能透過快

速便捷之連線版APP現場查詢圖層、執行地籍定

位等，開發連線版APP，行動裝置之配備需求或

儲存空間不需要太大，即可執行。 

本計畫新開發 

                                                           

7 原生式 APP (Native APP)：意指採用行動裝置之作業系統本身所提供之軟體開發套件(SDK,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進行開發，好處是執行效能較高，且能容易直接驅動裝置上之相機、GPS、鈴聲等硬體。 

8 Object-C (iOS)與 JAVA (Android)：為 APPLE 公司與 GOOGLE 公司針對行動裝置作業系統之開發程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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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名稱 功能說明 
本計畫新開發/

擴充功能 

基本地圖 

提供以Google地圖為底之放大、縮小、平移、旋

轉等地圖操作功能。Google底圖包含衛星、電子

地圖與混合地圖。 

本計畫無更新 

圖層套疊 

提供離線圖層勾選套疊，圖層列表詳參閱第三

章。另外於無網路環境下，提供一期石門水庫

集水區範圍(104 年)與寶二水庫蓄水範圍(104

年)航拍正射影像(至第 16 層)為離線底圖。 

本計畫 

更新圖層內容 

查詢圖層屬性 提供已開啟離線圖層之屬性查詢。 本計畫無更新 

圖面查詢一定

圓形範圍內之巡

查事件 

配合教育訓練課程之巡守志工建議，為使本APP

更方便於現場操作，將巡查事件獨立出來成為

一顆按鈕，並設置於首頁上，方便現場巡查之

操作效率，快速進行新增巡查事件記錄與查詢

此處附近歷史巡查記錄。 

本計畫 

新開發功能 

(依教育訓練

使用者回饋) 

圖面查詢一定圓

形範圍內之工程

事件 

提供所點位置為圓心，最大 2 公里半徑範圍內

之所有歷年集水區工程事件紀錄。並可以由此

處啟動拍照事件紀錄。 

本計畫 

更新工程事件 

自 92~105 年 

定位功能 

提供地籍、水利建造物、水資源敏感區、林班

地、坐標、地址、河川排水、行政區等定位功

能。相關資料均採離線查詢(除了地址為應用

Google地址服務需連線)，坐標定位提供 97、67

與經緯度坐標輸入。 

本計畫無更新 

資料填報 

提供現地查詢歷年工程紀錄，並進行更新事件

紀錄與拍照。此功能與圖面查詢工程事件之介

面相同，惟不同之處在於此功能較偏向以文字

查詢啟動事件紀錄，而圖面查詢則是以地圖點

擊啟動拍照記錄。 

本計畫無更新 

生態資訊查詢 
提供蓄水範圍內生態物種分布點位資訊，來源

包含本局官方網頁、NGIS生態資源資料庫網站。 
本計畫無更新 

操作手冊 /分幅

資料 

提供自APP線上下載操作手冊，計畫新增分幅資

料下載，分為石門水庫集水區、寶二(上坪堰、

隆恩堰)水庫集水區與羅東攔河堰集水區範圍內

之地籍與林班地資料分區下載，以提供不同管

轄機關應用 

本計畫新開發 

 

「圖台工具」往下細分「基本底圖」、「圖層套疊」、「圖查文(路徑規劃)」、

「快速定位」、「清除標記」、「操作手冊」與「分幅資料」。 

「資料填報」往下細分「關鍵字查詢(工程事件)」、「拍照記錄」、「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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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更新紀錄」、「刪除資料」、「上傳資料」與「下載資料」。 

「生態資訊」往下細分「植物類」、「兩棲類」、「哺乳類」、「昆蟲類」、「爬

蟲類」、「魚類」、「鳥類」。本資料來源主要來自於本局官方網頁與石門水庫

管理中心網頁提供之生態物種詳細資訊與列表，分布狀況則來自於中央研究

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之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 

 

圖 5-2 Android 版本 APP 首頁與登入畫面示意 

 

圖 5-3  iOS 版本 APP 首頁與登入畫面示意 



 

 5-5  

 

圖 5-4  Android 版本 APP 功能配置(1)-圖台工具 

 

圖 5-5 Android 版本 APP 功能配置(2)-資料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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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Android 版本 APP 功能配置(3)-生態資訊 

 

圖 5-7  iOS 版本 APP 功能配置(1)-圖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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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iOS 版本 APP 功能配置(2)-資料填報 

 

圖 5-9  iOS 版本 APP 功能配置(3)-生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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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與巡查事件查詢、紀錄 

本 APP 提供所選定點為圓心，最大半徑 2 公里範圍內之歷年本局發包工

程資訊，資訊來源為水利署工程管考系統、主辦課室歷年管理表單等。 

需特別說明的是，應用本 APP 進行紀錄之文字與照片，將可以自本局三

維地理資訊系統入口網頁上查詢。若所紀錄之事件，僅讓使用者自己瀏覽觀

看，可不選擇上傳。若紀錄事件需讓其他人瀏覽與後續持續累加追蹤進度，

則需要選擇事件「紀錄上傳」，其他人若攜帶其他平板電腦，即可選擇下載

紀錄，並且自該紀錄繼續進行拍攝。事件查詢系統操作方式如下： 

「工程事件查詢」流程： 

1. 「圖查文」選擇「工程事件查詢」。 

2. 於圖面長按，系統即自動開啟「搜尋範圍」，最多可搜尋以長按點為圓

心，附近範圍 2 公里內相關工程記錄(圖面畫圓搜尋)。(圖 5-10)。 

3. 點選藍色工程圖示，即可顯示事件基本資訊。 

「工程拍照記錄」流程： 

1. 從事件基本資訊框，選擇「照片紀錄」，即可進行該工程新紀錄(圖

5-11)。(亦可以從「關鍵字」查詢歷年工程事件紀錄)。 

2. 可選擇拍照按鈕，作為本次事件紀錄(圖 5-12)。 

3. 可選擇裝置內已拍攝照片，作為本次事件紀錄(圖 5-13)。 

4. 連續點擊兩下照片，可以針對照片內容進行編輯或刪除(圖 5-14)。 

5. 做完紀錄後，按下更新本機紀錄(或磁片按鈕)可更新調查記錄於單機。 

6. 若需要讓其他人能延續本機拍照記錄，請點選「上傳紀錄」(圖 5-15)。 

「下載其他人拍照之工程紀錄」流程： 

1. 若需要延續其他記錄人之拍照記錄，應選擇「下載紀錄」。 

2. 選擇「下載紀錄」後，即會把其他人拍照資訊儲存到本機，即可繼續

進行拍照。若為了讓其他人能使用，則請再選擇「上傳紀錄」。 

3. 自行動裝置上傳工程紀錄資料後，即可自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

入口網頁上查詢。 

「路徑導航」流程： 

1. 當於圖面點選工程圖示後，於畫面右下角會出現導航按鈕，可以開啟

Google Map APP，自動帶入目前行動裝置所在坐標與欲查詢點位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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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並且自動進行路徑規劃與導航。亦可將該點位坐標儲存起來，作

為後續導航使用。即可導航(圖 5-17)。 

「綜合說明」流程： 

1. 集水區內保育治理工程竣工，承辦人可應用本 APP，至現場輸入該筆

工程名稱關鍵字，或採用圖面畫圓查詢該筆工程，進行新完工工程之

拍照記錄。 

2. 若後續受到颱風侵襲等天然災害或人為災害，導致建造物毀壞，即可

事先於辦公室內，下載完整歷年工程更新離線資料到平板；並且攜帶

平板(含本 APP)至現場，進一步調閱出歷年該筆工程之拍照與紀錄資

訊。接著，即可針對受災處進行詳細之拍照，以及追加針對受到特定

天災，導致毀壞之影響範圍等相關文字。 

3. 拍攝與紀錄完畢後，即可選擇上傳，後續就可以於網頁上查詢。 

4. 當搶災、搶險工程竣工後，即可在進一步追加紀錄，如此即可逐步累

積歷年工程追蹤事件狀況，透過本 APP 達成工程資訊歷年資料保存。 

 

圖 5-10  工程紀錄圖面搜尋(圖面畫圓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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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工程紀錄詳細資料(上方為事件紀錄、下方為工程管考紀錄) 

 

圖 5-12  工程事件之細項(拍照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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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裝置內選取曾拍攝照片作為該次事件紀錄 

 

圖 5-14  長按照片可以針對照片內容進行編輯或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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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按下磁碟片按鈕可進行資料本機儲存並進行上傳 
 

 

圖 5-16  選擇上傳本機內還未上傳之工程紀錄(若已上傳則不會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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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  應用路徑規劃功能執行目前行動裝置位置至該處之導航 

 

 

圖 5-18  可提供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網頁查詢瀏覽事件紀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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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9  可提供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網頁查詢瀏覽事件紀錄(2) 

 

(四)分幅離線圖資下載 

本計畫開發之離線 APP 圖資容量頗大，為讓使用者不需一次下載資料量

過大之圖檔，且考量多數使用者均只需要查詢管轄區域內之圖資即可，因此

本計畫將容量最大之離線地籍圖檔，以及離線林班地圖檔，切分為「石門水

庫集水區」、「羅東攔河堰集水區」與「上坪_寶二_隆恩堰集水區」三個分區，

可分別視需求下載地籍與林班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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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  分幅離線圖資下載 

 

二、 連線版 APP 開發緣起與功能說明 

(一)開發緣起 

由於離線圖資展繪在行動裝置圖台上，需透過行動裝置硬體執行。若規

格不足或特殊規格(如平板/筆電複合裝置等)，可能會面臨繪圖效能低落情

況。此外，前一年度計畫使用者亦有意見回饋，建議另外開發連線版 APP，

除了避免硬體問題，也可於網路順暢環境進行操作。 

本計畫開發輕量化 Mobile-WebGIS APP (Hybrid APP)9。本 APP 實際上為

網頁，並以原生容器 (Native Container)10包覆(如圖 5-21)，具有高相容性與跨

                                                           

9 混合式 APP (Hybrid APP)：採用原生容器，透過框架工具與部分原生語言開發，因此可以跨平台(因 Web 技術

可跨瀏覽器)，且可與部分行動裝置硬體設備互動，並可以原生語言做成原生 APP 外殼，上架至 App Store 與

Google lay 商店，開發上較原生 APP 或純 Web APP 來的更有彈性。但其效能上仍不及真正的原生 APP，且受

限於部分應用技術，可能無法完全驅動相機與網頁程式整合應用(如相機拍照等)。 

10 原生容器(Native Container)：利用框架工具(如 HTML5、CSS 和 JavaScript)開發前端使用者介面，包裝應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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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兩種兼具特性，同時亦設置帳號密碼管理。 

本APP整合連線業務主題圖資(包含集水區內歷年工程分布點位)以及地

籍查詢功能，定名為「集水區工程與地籍查詢行動 APP」(連線版)，並且提

供 iOS 及 Android 二種操作介面。建議最低硬體規格需求如表 5-3。連線版

APP 功能開發效益如表 5-4。 

 

表 5-3  石門水庫工程與地籍查詢連線版 APP 最低與建議規格需求 

規格名稱 離線APP須具備最低與建議所需之規格 

作業系統 

(最低/建議) 

Android 5.0(含)版本以上 

iOS 8.4(含)版本以上 

Android 5.0(含)版本 

iOS 10.0(含)版本 

網路 行動通訊系統 3G、3.5G、4G、Wi-Fi 

單元裝置 具備重力感應器、陀螺儀、電子羅盤、GPS晶片 

硬體空間 
原則上幾乎不占空間，程式檔案僅有 3.5MB，且不須額外空間

存放離線向量與影像圖。 

連線APP 

硬體需求 

原則上連線APP需求之作業系統版本較無限制，不須安裝離線

圖檔或工程資料，因此儲存空間需求亦較低。 

 

表 5-4  石門水庫集水區工程與地籍查詢連線版 APP 開發說明 

功能 效益 

連線版APP 

(Hybrid APP) 

1. 由於離線圖資預先下載圖資量較大(目前約達 300MB)，且需

透過裝置執行繪圖，圖資呈現速度與執行順暢度會受到行

動裝置硬體效能限制。採用連線版APP，一來其安裝需要硬

體效能不須太高，二來作業系統版本也不需要到最新版，相

當適合較為老舊之行動裝置安裝。 

2. 藉由連線版APP包裝輕量化GIS系統網頁，賦予原生容器包

覆，可於網路環境順暢情形，透過連線查詢圖資與定位。 

3. 在網路環境順暢情形，不須下載與安裝大容量離線圖資，即

可連線地籍定位、套疊正射影像圖。 

 

(二)功能說明 

APP 啟動進入畫面首次登入請輸入帳號與密碼，只要輸入一次後，系統

即會自動記憶，除非移除後重新安裝，否則後續即不需要重複輸入，功能如

表 5-5。登入首頁如圖 5-22。於 Android 版本，登入後操作介面如圖 5-23 所

                                                                                                                                                                                                 

生語言、網頁技術編寫之 APP。程序為透過瀏覽器引擎來呈現 HTML 之 APP 介面並執行 JavaScript 撰寫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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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兩種版本之功能排版都相同，均位於畫面左上方，由左至右分別為「圖

層套疊」、「主題定位」、「敏感區定位」、「地籍圖查詢」、「圖面量測」與「清

除」。各功能說明如下表，功能畫面如圖 5-24 至圖 5-27。 

 

表 5-5  連線版行動 APP 開發功能說明 

功能名稱 功能說明 

基本地圖操作 放大、縮小、平移及清除圖面 

連線圖層套疊 

 (1)Google混合地圖做為基本底圖 

(2)線上圖層套疊查詢 

(3)外單位WMS圖層套疊查詢 

圖面查詢已

開啟圖層屬性 
提供已開啟連線圖層之屬性查詢。 

圖面查詢一定

圓形範圍內之

地籍資料 

提供所點位置為圓心，最大 500 公尺為半徑範圍內之所有集

水區地籍圖徵與其屬性資料。 

主題定位 

定位功能 提供地籍、水利建造物、水資源敏感區、林班地、

坐標、地址、河川排水、行政區等定位功能。相關資料均採

連線查詢，坐標定位提供 97、67 與經緯度坐標輸入。 

水資源環境敏

感區位查詢 
提供水資源環境敏感區位查詢功能 

長度面積量測 
(1)長度量測：圖面點選起點、中繼點與終點，計算線段長度 

(2)面積量測：圖面點選多邊形角邊，並計算該多邊形面積 

 

 

圖 5-21  應用集水區 GIS 查詢輕量化系統技術開發連線版行動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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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連線版行動 APP 入口首頁 

 

圖 5-23  連線版行動 APP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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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4  連線版行動 APP 地籍定位功能 

 

圖 5-25  連線版行動 APP 查詢屬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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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6  連線版行動 APP 環境敏感區位查詢功能 

 

圖 5-27  連線版行動 APP 圖面查詢地籍資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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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雙版本 APP 適用範圍比較 

離線版與連線版 APP 最大差異，是依照使用者需求進一步規劃後所產生

的，就是其一為以原生程式所開發，另一以網頁為主體加以包覆在原生容器

內。其次便是安裝檔案大小的差距，接著就是各項查詢與應用機制之不同。由

於兩種版本的使用面向並不相同，故整理比較示意如表 5-6。 

 

表 5-6  石門水庫集水區工程與地籍查詢 APP 相關功能差異與使用比較示意 

系統差異比較 離線版APP 連線版APP 

開發技術 採原生程式開發 
採網頁程式開發，以原生容器加

以包覆而成 

開發難度/ 

維護難易度 
開發難度偏高/維護難度較高 開發難度偏低/維護難度較低 

安裝檔案大小/

須預留空間 

預留 300MB安裝 

並且須預留 100MB 

下載離線工程資料 

預留 5MB安裝 

網路環境需求 
基本上不太需要網路環境，但

部分功能仍需要應用到 
若無網路環境則無法啟動 

硬體需求/ 

配合作業系統

更新難易度 

硬體需求相對較高/須配合兩

作業系統原廠升級進行程式調

整，因此偶會遇到版本升級

後，既有APP無法執行 

硬體需求相對較低/基本上較不

需要配合作業系統更新而調整

程式 

網路底圖套疊 
有，且若無網路環境，則可採

用集水區離線影像套疊 
有，且全都需要透過網路連線 

圖層套疊/查詢

圖資屬性 
全離線查詢屬性 全連線查詢屬性 

離線/連線圖層

定位/其他功能 

全離線定位，但地址定位需連

線。生態物種圖面查詢需要連

線方能跳出物種照片與網頁。 

全連線定位 

工程資料查詢

與紀錄 

可查詢工程基本資料、 

可進行拍照記錄 

可透過圖層套疊的[石門水庫集

水區歷年保育治理工程點位]圖

層，查詢工程基本資料 

系統應用說明 

提供外業工程查詢紀錄 

提供集水區內違規查報 

提供巡守路線疑義點紀錄 

提供可攜帶水庫地理資訊系統 

提供網路順暢環境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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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陸章   教育訓練 

 

本年度計畫工作項目涵蓋 UAV 與 LiDAR 掃描、石門水庫集水區 GIS 系統、

石門水庫集水區查詢 APP 等開發與維運作業，因此課程內容涵蓋前述工作項，

本次規劃將較為枯燥艱深之航空測量製圖原理課程予以減少，並且將課程聚焦

於 UAV 之介紹，如何應用 UAV 辦理航空攝影測量以及未來發展趨勢，和地面

LiDAR 如何補足傳統地面測量之不足或缺點等。同時結合戶外實務應用及系

統、APP 教學等，希冀提供新知識，並能充分了解成果如何擴展至業務應用。 

為推廣本年度計畫成果，於 11 月 7 日辦理 6 小時操作使用教育訓練，本次

教育訓練課程表如表 6-2。包括地面光達原理介紹與實務應用、UAV 操作動態與

靜態教學、三維地理資訊系統與集水區輕量化 GIS 系統、離線版與連線版 APP

教學等。本次教育訓練計畫，包括課程規劃、宣傳文件製作、教材、意見調查

表單製作、講師回應問題能力與專業度等，均經過妥善安排(如表 6-1)。 

於測量課程部分，由具備航測製圖專業之測量技師，製作「UAV 及 LIDAR

掃描測量製圖作業實務簡報」與「LiDAR 基本原理介紹與測量應用」，並擔任課

程講師。於地面光達操作教學，由技師實際操作；於 UAV 飛行教學，則由 UAV

飛行操作員實際操作。而在 GIS 系統操作課程部分，則由專案經理進行「石門

水庫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石門水庫集水區輕量化 GIS 操作手冊」與「集

水區查詢 APP 操作手冊」編撰，並且於課程上進行實機教學、APP 安裝等。教

材摘錄如圖 6-2 至圖 6-3，教育訓練教材如附錄四。教育訓練參與人員簽名單與

滿意度調查表如圖 6-4，本次教育訓練課程進行之照片如圖 6-5 至圖 6-7 所示，

總計有 18 位人員參與，並將參與學員問題作成總整理與回應，參照表 6-3。本

次訓練共計 18 位學員參與課程，並多方彙整各學員之使用心得與意見，以作為

後續持續成果精進之參考，共計回收 9 份教育訓練滿意度調查表。 

 

表 6-1  規劃教育訓練內容製作 

項目 項目內容 

場地 於會議室進行室內教學，並且至現場進行戶外教學。 

教材 
(1) UAV及LIDAR掃描測量製圖作業實務簡報 

(2) LiDAR基本原理介紹與測量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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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目內容 

(3) 石門水庫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與輕量化GIS操作手冊 

(4) 石門水庫集水區查詢APP操作手冊 

以上提供教學電子檔，置放網頁提供線上參閱或自行下載複印使用。 

滿意度

調查 

製作教育訓練滿意度調查表，作為系統改善之重要參考訊息。相關表

格提供電子化網頁線上填寫表單，所彙整資訊，做為教育訓練成果。 

時數與

講師 

安排 6 小時課程，分段主題教學規劃。指派具備理論與實務經驗豐富

專業講師，進行流暢之系統教學，並與學員進行提問與回應等互動。 

 

表 6-2  教育訓練課程規劃表 

日

期 
時間 課程名稱 

105 

年 

11 

月 

7 

日 

8:30 - 9:00 報到，上午場次課程開始 

9:00 ~ 10:00 

(1 小時) 

 石門水庫集水區 UAV 航測製圖實務一 

包含 UAV 簡介、UAS 效能評估與適用性說明，以及應

用 UAV 進行現地飛行拍攝。 

10:00 ~ 11:00 

(1 小時) 

 石門水庫集水區 UAV 航測製圖實務二 

包含 LiDAR 簡介、LiDAR 效能評估與適用性說明，以

及應用 LiDAR 進行現地建造物或崩塌地掃瞄。 

11:00 ~ 12:00 

(1 小時) 

 工程與地籍查詢行動 APP 功能使用操作說明 

    (連線版、離線版)(戶外操作) 

12:20 ~ 13:30 午休，上午場次課程結束 

13:30 ~ 14:30 

(1 小時) 

 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網頁功能介紹 

 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功能介紹 

14:30 ~ 16:30 

(2 小時) 

 UAV 操作動態說明展示(戶外操作) 

 LiDAR 實務掃描操作(戶外操作) 

16:30 課程結束 

 

 

圖 6-1  UAV 及 LIDAR 掃描測量製圖作業實務簡報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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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航測製圖成果應用簡報摘錄 

 

圖 6-3  石門水庫集水區 GIS 系統與集水區查詢 APP 教學手冊摘錄 

 

表 6-3  教育訓練(外部與內部訓練)學員問題之綜合整理 

編號 使用意見 意見回應 

1 
講師講解非常專業詳細，獲

益良多。 
感謝指教，後續會持續強化教育訓練推廣。 

2 加強實務作業部分。 感謝指教，後續會持續強化教育訓練推廣。 

3 

APP中使用之經緯度坐

標，是否增加大地TWD97

坐標之轉換功能 

本APP已配合學員意見，於圖台上提供 97 坐

標/經緯度坐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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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人員出席簽名單與滿意度調查表 

表 6-4  學員意見調查表之綜合整理 

 
 

 

圖 6-5  教育訓練辦理情形照片(1)-航測簡報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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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教育訓練辦理情形照片(2)-地面光達戶外教學 

 

圖 6-7  教育訓練辦理情形照片(3)-系統與集水區查詢 APP 教學 

 

圖 6-8  教育訓練辦理情形照片(4)-UAV 飛行與學員互動戶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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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柒章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計畫完成現地 UAV 與地面光達作業、更新石門水庫集水區空間資料與

功能維運擴充、開發集水區輕量化地理資訊系統、Android 與 iOS 雙版本集水

區查詢 APP 與相關服務介接查詢。另外透過內部系統使用者與河川巡守志工內

部訓練宣導本計畫成果，達成預定目標。 

藉由計畫成果，可作為後續辦理水利行政、管理、規劃與整治等目的，達

成輔助石門水庫集水區流域經營管理、保育業務與環境教育等多面向目標。本

計畫各工作項目獲致成果與數量如表 7-1。 
 

表 7-1  各工作項成果一覽表 

工作大項/細項 作業進度說明 

1.應用UAV與LiDAR進行集水區崩塌地地形量測與災後正射影像套疊評估分析 

(1)現地拍攝工作 

於 6 月 23 日接獲第一次拍攝指定地區指示(公文)，並於 7

月6日辦理第1次拍攝作業之巴陵橋下游崩塌地與興漢橋

2 處、7 月 29 日完成寶二水庫連通管 4.5K崩塌地之拍攝

與掃描、9 月 6 日完成羅東攔河堰與蘭陽發電廠(台電)之

UAV現場飛覽影片錄影。 

(2)UAV影像與地面

光達內業作業 

已完成第一次作業相關成果製作，包含正射影像、數值高

程模型，以及飛行錄影影片。有關飛行錄影影片已上線至

入口網頁，提供局內人員瀏覽。正射影像圖資則已更新至

3DGIS系統。 

(3)影像、地形量測成

果套疊歷年資料評

估 

經資料評估，將歷年辦理巴陵橋下游右岸崩塌地進行套疊

本年度資料比對工作，包含崩塌量與崩塌面積之計算。本

工作已完成。 

2.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與行動APP圖資彙整更新 

(1)圖資彙整與更新

作業 

已完成 17 筆資料更新作業，其中包括石門水庫集水區範

圍內歷年工程點位，總計彙整 286 筆工程事件紀錄。 

(2) 申請公部門圖

資、API介接作業 

已完成 2 項服務介接申請工作，包括「航遙測圖資供應平

台」航照正射影像WMS網路地圖服務、以及「全國門牌

位置比對服務及坐標回傳門牌服務」。另外，配合本計畫

輕量化GIS系統上線，另外介接國土測繪中心通用版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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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大項/細項 作業進度說明 

地圖、通用版電子地圖正射影像、段籍圖之WMS服務，

將之加到預設圖層套疊內，提供應用。 

3.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功能開發與維運 

(1)3DGIS主題定位

功能維運、擴增與網

頁內容擴充 

已完成 7 項原 3DGIS功能開發，並且擴充網頁歷年影像

圖查詢介面之WMS鏈結服務。詳第四章。 

(2)輕量化GIS系統

功能開發 

已完成 5 項主要功能開發，包含圖層套疊、主題定位、敏

感區定位、地籍圖查詢與圖面量測。目前已上線應用。 

(3)輕量化GIS系統

圖資整合 

已完成 3D系統空間資料庫服務整合，套疊供輕量化GIS

圖台應用，並進行外單位網路地圖服務介接。總計本系統

提供 30 筆向量圖資、9 筆影像圖資以及 4 筆外單位服務

圖資。另外亦提供WMS網址加入與KML單機套疊顯示。 

4.石門水庫工程與地籍行動APP功能維護擴充 

(1)連線版行動APP

功能開發 

搭配輕量化圖台開發，目前已完成 5 項主要功能開發，包

含圖層套疊、主題定位、敏感區定位、地籍圖查詢與圖面

量測。其中可細分為數項功能，詳第四章。另外以原生容

器包覆系統網頁，加入使用者登入帳密機制，完成Android

與iOS版本開發。本系統目前已上線應用，可自網頁掃描

QR CODE安裝。 

(2)離線版行動APP

離線圖資下載功能

開發與圖資更新 

原規劃將離線圖資下載功能放到系統入口網頁，為節省使

用者下載與資料抽換之複雜作業，採直接將本功能做到原

生APP內，在網路連線情況下，提供離線圖資分區安裝替

換作業。另外針對歷年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資料，彙整主

辦課室相關表單與表單內照片，將之直接從後台管理系統

更新，讓使用者可查詢到歷年工程拍照照片。 

5.教育訓練 

10月 18日、11月 3日辦理APP推廣與安裝服務，協助局

內使用者與巡守志工更新或安裝；使本計畫APP開發成

果，於教育訓練前安裝至主辦課室、各單位課室與巡守

志工之行動裝置，以利課程順利進行。並於 11 月 7 日完

成 6 小時之UAV、LiDAR測量設備說明、系統與APP操

作使用教育訓練課程，宣導計畫成果。本次訓練共計 18

位學員參與課程，並多方彙整各學員之使用心得與意

見，以作為後續持續成果精進之參考，共計回收 9 份教

育訓練滿意度調查表。 

6.報告撰寫及印製 

(1)期初報告會議 已完成期初會議與期初報告修正本提送。 

(2)期中報告會議 已完成期中會議與期中報告修正本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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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大項/細項 作業進度說明 

(3)期末報告會議 已完成期末報告書提送，後續辦理期末會議。 

(4)正式報告成果 已完成正式成果報告書編撰、成果光碟繳交。 

 

二、 建議 

(一)持續辦理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系統圖資與功能更新維護 

系統資料之良窳為地理資訊系統核心價值，系統功能客製化開發程度則

決定是否有效協助業務人員快速瀏覽、查詢與分析資料。本系統依照業務使

用標的進行客製化開發，可透過點、線、面功能或定位群組達成業務查詢標

的。建議持續更新集水區業務圖資最新資訊，並持續開發、擴充與維護功能。 

由於三維地理資訊系統使用操作門檻較高，為讓輕量需求者亦能使用本

系統查詢集水區空間資訊，可用不同瀏覽器開啟，且不需要安裝外掛元件，

並可以介接各政府單位發布之 WMS 服務，本計畫應用開放原始碼 GIS 軟體

-Leaflet 完成集水區輕量化 GIS 系統開發。Leaflet 之函式庫特性、API 豐富

度、未來擴展空間與社群支援度等，都相當適合用來開發輕度需求之

WebGIS，且由於其程式碼相當精簡(不到 50kb)，亦很適合開發 Mobile-GIS

版 APP。建議後續持續加入功能擴充與維護(如編輯、列印等業務常用且其

API 有支援之功能)。同時亦建議可考量評估應用開源碼平台開發網頁版三維

查詢系統，以強化石門水庫集水區歷年地形展示與航拍成果。 

 

(二)UAV 航拍測量與地面 LiDAR 作業 

本計畫辦理小區域航拍測量作業，搭配歷年航空測量作業之正射影像與

數值高程模型成果，進行現況差異分析，亦可進行地貌與景觀之飛行錄影紀

錄。鑑於本局採用 UAV 進行災後迅速航拍取得即時性正射影像，成效頗佳，

加上由於集水區航空測量作業受到天候與執行日期影響，不容易拍到當下之

影像。若需盡速取得重點區域受災發生後之狀況，建議後續仍可以規劃採用

UAV 與地面光達高機動性與高精度地面資訊之優點，並套疊歷年航空測量成

果與集水區保育資料，針對受災地點進行影像比對及統計分析，確實掌握災

後整體集水區與庫區受損狀況，以利後續工程規劃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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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續發展石門水庫集水區工程與地籍查詢 APP 服務 

本計畫結合系統、APP、工程管考資料服務等，使得查詢 APP 能充分應

用於歷年工程、現地拍照記錄，以及現地套疊查詢地籍服務。除了歷年工程

點位查詢與紀錄外，藉由主辦課室推廣使用教育訓練，將 APP 應用於集水區

巡守志工之作業，讓志工們可以現場查詢有疑義處之相關空間資訊，並且進

行拍照記錄。由於志工回報疑義點之工作有制式報表，報表內包含照片。因

此若後續能結合表單資料庫設計，讓志工們能透過 APP 上的制式欄位填報，

局內人員可於網頁上瀏覽巡守路線與巡查紀錄，並且可以快速產製報表。如

此對於每月大量巡守工作，應可有效降低產製報表的時間，並可由系統化之

管理，於 GIS 或網頁上瀏覽相關巡守紀錄。 

另外本計畫已完成連線版 APP 開發，建議後續可再研究強化連線版 APP

之各項服務功能，例如加上拍照、填報事件紀錄等功能。 

 

(四)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資訊資訊持續檢核與建檔保存 

本計畫已彙整歷年石門水庫集水區轄區內保育治理工程資料，並以匯入

系統與 APP 提供查詢。集水區歷年保育工程留存資料頗為完整，後續應持續

針對相關工程坐標資訊進行確認，以利系統查詢。此外，亦可逐步於集水區

輕量化 GIS 系統上，開發已建工程歷史圖紙資料數位化保存與系統查詢功

能，應用於已建工程盤點與老資料(工程設計圖說等)數位典藏，在管理上具

有相當重要性，可以完整呈現石門水庫上游坡地保育治理歷史沿革。 

就主辦課室保育治理計畫執行面而言，本資料彙整越齊備，更能使相關

單位或承辦人員，能快速取得該類資訊，呈現於地理資訊系統或是行動

APP，以協助提升執行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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