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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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解析航測建置計畫，並積極結合地理資訊系統推動三維網際

網路整合服務平台，透過瀏覽器提供高精度三維影像、向量圖資及 3D 模型資訊。

為達成水庫永續利用之目標，本(102)年度延續 101 年「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

訊系統圖資更新及維護計畫(1/2)」計畫，辦理「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圖

資更新及維護計畫(2/2)」(以下簡稱本計畫)。本計畫分為二年度計畫，本年度為

第二年度執行計畫。 

本計畫辦理年度集水區航空測量作業航拍攝影、量測與製圖工作，產製最新

石門水庫集水區正射影像、數值高程模型(DEM)與土地利用資料。相關資料均匯

入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提供圖層套疊使用。同時本計畫亦應用地面光達

設備，針對石門大壩區、後池堰與十一份辦公區辦理點雲掃描，所取得之龐大點

雲資料，可作為後續石門水庫大壩安全檢測之重要參考資料。 

在系統開發與維運方面，本計畫針對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服務入口

網、數值圖資更新與集水區航空測量作業規劃提出具體執行方案，可達到持續維

護石門水庫集水區圖資，應用三維地理資訊系統與網頁提供快速便利的查詢分

析目的；再透過智慧型行動裝置之開發，結合工程管理、快速定位與照片拍攝與

上傳機制，提供本局人員執行業務使用。並且規劃開發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

之分眾服務，提供石門水庫園區之遊覽與生態保育資訊，完成上線前之架構規劃、

網頁與程式開發等作業，可提供一般民眾透過網路查詢石門水庫風景區之實用

資訊與美麗風情。 

本年度計畫執行已獲致階段性工作成果，前述各項作業均已順利完成，並且

透過辦理教育訓練課程，讓相關人員熟悉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之重點案

例功能操作，以及石門水庫工程管理 APP 之安裝與操作，獲致良好成果。另外

亦配合臨時性之需求，協助辦理緊急 UAV 拍攝與衛星影像判釋，另外亦協助全

國河川日之辦理，於羅東運動公園老街碼頭設置本局攤位，應用本計畫開發之系

統成果，製作成果推廣 DM，以有效推廣本計畫成果，取得相當良好之迴響。未

來仍可持續辦理相關系統維運作業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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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of Water Resources Agency 

(WRANB) handle high-precision and high-resolution aerialphoto build plan in 

Shihmen Reservoir , from 2006 in succession. In this plan, WRANB also build three-

dimens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3D GIS)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service platform. Through a browser, 3D GIS provide high-

precision images, vector map data and 3D model information.To reach reservoir 

sustainable use, the (102) annual continuation of 101 years of plan, for "Shihmen 

Reservoir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map data updates and maintenance plan (2/2) 

". This project is divided into two annual plans, this year is the second implementation 

of plans. 

In terms of system development for the Shihmen Reservoir three-dimens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his plan execute maintenance and operation of 

numerical map data updates and catchment aerial survey jobs, proposes to obtain aerial 

photo,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landuse and collapse data, and up to ongoing 

maintenanc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 to provide fast and 

convenient web query and analysis purposes; then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mobile devices , combined with project management, to quickly locate and upload 

photos taken with a mechanism to provide personnel council business use . And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Shimen Reservoir navigation services web service , 

which offers tours and conservation information Shimen Reservoir Park , the 

completion of the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before the on-line , web an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operations , providing the general public through the internet landscape 

query Shimen Reservoir useful information and beautiful style region. 

The project execution have achieved target of work, the foregoing operations are 

completed successfully handled throug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ourses for relevant 

staff are familiar with key case Shihmen reservoir functional three-dimens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operations, and the Shimen Reservoir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PP installation and operation , attainable good results . In addition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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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 temporary demand , assist with emergency UAV satellite images taken with the 

judge to release , in addition to the assistance of the National Rivers Day is also handled 

in Luo Dong Sports Park Street pier Council booth application system developed by 

the outcome of this project , production achievements in DM,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project results achieved quite good response. The future is still relevant systems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mote sustainable 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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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壹章 計畫概述 

一、計畫目的 

石門水庫是北台灣重要的水庫之一，不僅供應大桃園及台北地區民生、及

農、工業用水需求；也是多目標水利工程，提供灌溉、發電、給水、防洪、觀

光等效益。再加上本局已於 101 年度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證通過，成為環境

教育實施場所，因此目前更可提供教育性質之服務，以提升全國民眾對於石門

水庫之生態環境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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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性脆弱與土壤鬆軟等環境因素，導致在集中性暴雨時，容易發生崩塌事件。

為持續監測石門水庫集水區環境以確保水庫營運安全，必須定期對集水區進行

地形、地貌等環境狀況進行全面性測量及調查，以建立連續性時序資訊。 

本局已分別於民國 95 年、97 年、99 年及 100 年以航測技術建立石門水庫

集水區全區高精度與高解析的數值地形資料庫。為達成水庫永續經營之目標，

本(102)年度延續本局 101 年「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圖資更新及維護計

畫(1/2)」，辦理本計畫。101 年度計畫與本年度計畫皆由陶林數值測量公司工作

團隊受託辦理。 

本年度除補充蒐集本局轄管區域範圍各項環境數值圖資(包括影像圖資及

向量圖資)，並配合集水區治理計畫成效辦理石門水庫集水區航空測量作業，建

構時序性之環境數值圖資，同時辦理資訊導覽服務網站推廣，以達成資源共享

及成果展示目的。總體計畫為二年計畫，本年度為第二年度執行計畫。 

本計畫執行目的為石門水庫集水區航拍正射影像與DEM等精確圖資製作、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維護開發，工程管理行動裝置 APP 等，其成果於時效

性與正確性均具有相當大的價值。因此於本計畫執行期間與計畫執行後所產製

之各項成果，須辦理相關圖資資料庫之維護更新，以提供業務功能操作查詢，

並透過教育訓練，延續本計畫成果使用效益。 

 

二、計畫範圍 

石門水庫集水區內共分為五個子集水區，分別為石門集水區、三光集水區、

玉峰集水區、泰崗集水區及白石集水區。集水區內之河川水系，皆發源自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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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脈一帶，匯流至石門水庫內之阿姆坪才進入西部山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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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南子溝溪等支流匯合而形成石

門水庫之廣大集水區域。石門水庫集水區流域地文特性如圖 1-1 所示。 

 

 

圖 1-1 石門水庫集水區流域地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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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年度計畫整體工作內容概述 

本計畫分二年度辦理，整體工作內容包括： 

1. 石門水庫集水轄區圖資補充蒐集，更新資料庫內容及成果整理分析。 

2. 計畫年度集水區航空測量作業(比例尺 1/5,000)。 

3. 石門水庫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維護及內容資料更新。 

4. 石門水庫資訊導覽服務網站設置。 

5. 智慧型行動水庫調查及資訊查詢裝置設置。 

6. 資訊服務後臺管理子系統及資料庫設置。 

7. 歷年測量、調查、監測及評估資料彙整分析。 

8. 行政作業配合 

9. 技術移轉及教育訓練 

10.年度工作報告撰寫及印製 

 

四、本年度計畫工作內容 

(一)集水區航空測量作業(比例尺 1/5,000)航拍攝影、量測、製圖 

以航測技術建置石門水庫集水區，面積約 76,400 公頃，製圖比例尺為

1/5,000 之分幅數值圖資。作業內容包括空標清理(60 點)、航拍攝影及空中三

角測量平差計算，製作計畫區域之正射影像(製作比例尺 1/5,000，合計 138

幅)、土地利用及 DEM 圖資，航測圖資成果亦須納入既設之石門水庫三維地

理資訊系統中，作為後續集水區經營管理保育業務應用。 

(二)轄區圖資補充蒐集擴充及整理分析 

配合本計畫需求，以本局轄管之石門水庫(含上游巴陵壩、榮華壩)、寶山

第二水庫、及羅東堰、上坪堰、隆恩堰等堰壩及其集水區為範圍，將相關數

值圖資彙整及數化。於本計畫執行期間，應參酌本局執行之各計畫以電子書

方式納入本系統展示應用。 

(三)石門水庫集水區 3D-WebGIS 系統維護及圖資更新 

補充蒐集本局轄管區域範圍各項環境數值圖資(影像圖資、向量圖資及

3D 建物模型)，擴充既有之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3D WebGIS)資料庫，

配合本局業務需求辦理必要之功能整合及維護作業，並依循水利署「資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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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系統開發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四)石門水庫資訊導覽服務網站上線、維運 

於 101 年度開發導覽網站，可提供使用者直覺式操作模式，讓使用者於

網際網路上利用瀏覽器方式瀏覽介紹石門水庫之集水區圖資、內容及各式歷

史資料查閱與統計等。102 年度辦理後續上線及維護運作。 

(五)智慧型行動水庫調查及資訊查詢裝置上線、維運 

101 年度開發之智慧型行動裝置導覽程式開發與下載安裝服務，係整合

3G 上網下載及 GPS(行動網路)定位功能，以整合影像圖資呈現於行動裝置上。

透過智慧型行動裝置內建之數位相機、GPS、wifi 等裝置，可立即拍攝現場

照片與傳回系統平台，同時自動將拍攝地點坐標、分類與描述等一併傳回，

建立照片資料庫。可以查詢當地鄰近歷史災害拍攝成果，利用表格、地圖與

擴增實境呈現。本年度上線及辦理維護營運作業。 

(六)資訊服務後臺管理子系統及資料庫上線、維運 

本年度規劃完成之後臺管理子系統及資料庫辦理維護營運作業。 

(七)辦理資訊導覽服務網推廣活動 1 場 

除依本局需要辦理教育訓練，並辦理資訊導覽服務網推廣活動一場。 

 

五、計畫工作流程與執行進度 

(一)整體工作流程 

由前述本年度工作內容，可歸納本計畫作業包含下列五項： 

1. 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航空測量與數值圖資產製作業 

2.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圖資更新與功能維護 

3. 集水區工程管理行動裝置 APP 之維運與推廣 

4. 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之維運及推廣 

5. 配合本局需求辦理各項推廣教育訓練 

本年度重點作業為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航空測量與產製航拍數值圖資

作業。因此，工作流程規劃分為三個方面進行，包含航測數值圖資建置、三

維地理資訊系統/網頁/資料庫維護(含工程管理 APP)，以及導覽服務網上線維

運。於前述作業辦理過程中，各項已完成之成果需納入既設系統，最後則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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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年度航拍成果與系統維運成果，辦理系統推廣與教育訓練。 

本計畫航空數值測量辦理方式，包含擬定航拍測圖計畫、航空攝影、地

面控制、空中三角測量、數值高程模型、正射影像製作及詮釋資料製作等。

測製方法、內容及精度檢核參照內政部頒布及『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地形資料

分類編碼表』與『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圖式規格表』之規定辦理為原則。計畫

整體作業流程如圖 1-2 所示。 

 

 

圖 1-2  計畫整體作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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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重要時程檢核點與繳交成果表 

依據本計畫勞務採購契約書，履約期限為自簽約次日起至民國 102 年 12

月 15 日止，各項工作成果提送期程如表 1-1 所示。有關期初、期中與期末會

議審查意見與回應資料，如附錄一所列。 

 

表 1-1 計畫重要時程檢核點與繳交成果表 

日期 執行作業 交付數量 

決標日起 50 日 提送期初報告 20 份 

102 年 4 月 16 日

~102 年 8 月 9 日 
整體飛航作業起訖時間 - 

102 年 5 月 22 日 提請調整航測作業之期程 - 

102 年 6 月 25 日 辦理系統工作會議 - 

102 年 6 月 30 日 提送期中報告書 20 份 

102 年 7 月 15 日 辦理期中會議 - 

102 年 7 月 23 日 
參加協助審查經濟部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審查小

組第一次委員會議 
- 

102 年 8 月 14 日 提送石門水庫(含榮華壩)集水區劃定書(修訂本) 14 份 

102 年 11 月 5 日 辦理本計畫系統教育訓練 - 

102 年 11 月 20 日 提送期末報告書 20 份 

102 年 12 月 15 日 
修正成果提送正式報告書，每份均含成果光碟 

(含產製及蒐集成果一份) 
50 份/10 份 

 

(三)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功能之開發及擴充項目 

本系統於 101 年度完成服務功能擴充與網頁改版，相關成果於 101 年結

案後均已上線提供服務。於該年度所完成之維護成果，如表 1-2 所示。本(102)

年度計畫完成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功能維護成果如表 1-3 所示。 

 

表 1-2  101 年度計畫完成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功能維護成果表 

編號 分項 功能 類別 服務說明 系統維護績效說明 

1 系統 
地籍查詢定位

效能強化 
維護 

改良查詢效率，提供地籍

面圖徵定位及屬性查詢 

地籍匯入空間資料

庫，加速查詢時間 

2 系統 易淹水工程 /防 維護 介接水利署WRISP工程管 提供易淹水地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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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分項 功能 類別 服務說明 系統維護績效說明 

洪工程點定位 理系統，提供介面查詢 程點位定位服務 

3 系統 編輯功能微調 維護 
提供自行於系統上編輯或

製作各種地標資訊 

提供自行繪圖與匯

出服務 

4 系統 

系統版面重新

設計與擴展系

統易用性 

101 年

度開發 

透過教學精靈與版面設計，

提供圖面查詢導覽 

改善畫面美觀與直

覺性，強化操作性 

5 系統 
圖層與圖素查

詢定位機制 

101 年

度開發 

結合「圖層空間資料庫」與

新版「圖素搜尋與定位」 

改善查詢便利性，

加速查詢時間 

6 系統 即時水情 
101 年

度開發 

介接防災中心 WRISP 服

務，提供介面查詢 
提供即時水情資訊 

7 系統 
TGOS/Google

地址定位 

101 年

度開發 

提供門牌、地標地名、路

名與行政區比對 

具備門牌資料模糊

推估比對等服務 

8 系統 
Google 街 景 與

地圖服務 

101 年

度開發 

透過「點查詢」功能連結

Google街景與地圖 

整合地圖及街景提

供多樣化資訊 

9 網頁 網頁版面設計 
101 年

度開發 

網頁全面重新設計與改版

提供多樣化網頁主題資訊 

擴充入口網頁服務，

改善美觀與操作性 

10 網頁 最新訊息主題 
101 年

度開發 
提供網頁、系統之最新消息 可獲得最新訊息 

11 網頁 圖資說明主題 
101 年

度開發 

提供網頁查詢空間資料庫

圖資資訊 
可查詢系統圖資 

12 網頁 書圖瀏覽主題 
101 年

度開發 
提供網頁查詢電子書圖冊 

可線上查詢、瀏覽電

子書與圖冊，並可下

載應用 

13 網頁 行動服務主題 
101 年

度開發 

提供工程管理行動裝置

APP下載、系統教學之管道 
可了解APP訊息 

14 網頁 意見交流主題 
101 年

度開發 
提供意見交流之管道 

可向系統維運單位

回報使用意見問題。 

 

表 1-3  本(102)年度計畫完成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功能維護成果表 

項次 服務功能名 需求說明 服務網頁展示 3DGIS定位 

1 
1.1 水庫營運報表 

1.2 水庫資訊總表 

擴充水庫營運報表欄位，如水庫有

效容量、滿水位、呆水位、進水

量、出水量、集水區降雨量、即時

水位、蓄水百分比等資訊，並可提

供自動化產製報表。另規劃於網頁

設置水庫營運報表服務，讓系統與

服務網頁均能提供完整水庫營運報

已完成前台網頁

資訊顯示 

已完成資訊欄位

水庫營運報表有

效容量等基本資

料與定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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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查詢 

於 3DGIS與入口網頁上設置轄區

水庫資訊總表查詢服務，介接水利

署防災中心「水利署防災水庫基本

資料」。規劃提供欄位包括轄區水

庫名稱、縣市位置、河川名稱、管

理單位、總蓄水量、壩型、壩頂標

高、營運狀況資訊，可於系統與服

務網頁查詢。 

2 

水庫水情旬(月)報 

2.1 降雨量比較表 

2.2 降雨量比較圖 

2.3 水庫蓄水統計 

2.4 水情報表

(日、旬、月、年) 

介接「防災即時水庫資料」，提供

系統與網頁下拉選單查詢單一水庫

日報、旬報、月報、年報及颱風/

乾旱事件，並提供網頁圖形化比較

項目(X軸)及時間(Y軸)與統計報表

匯出。 

已完成前台網頁

資訊顯示 

本項目屬於資料

表單性質，無提

供 3DGIS操作 

3 
3.1 轄區水庫集水

區工程點位資訊 

為讓本局所屬水庫管理單位能透過

系統與網頁，查詢各管理水庫工程

完整工程資訊，規劃由WRISP之

Web Service服務，將工程管理資

訊整合於系統與網頁 

已完成前台網頁

資訊顯示 

已完成此服務資

訊顯示與定位 

4 

4.1 環保署轄區 

環境水庫水質 

(歷年與最近期) 

Web Service 

為讓使用者應用系統進行水庫水質

監測點位之定位，以及歷年水質查

詢，本計畫以水庫水質Web 

Service服務，針對轄區水庫進行

水質服務資訊引用開發作業，並且

設計前台網頁介面，使用者查詢。 

已完成前台網頁

資訊顯示 

已完成此服務資

訊顯示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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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貳章 集水區航空測量作業 

 

本計畫依照第一年度航拍規劃，於本計畫實施航空測量作業。作業流程如圖

2-1，為符合航空攝影作業規範及飛航設備特性需求，依石門水庫集水區實際地

形高程、載具航攝高度、航線涵蓋寬度、航線間重疊率及飛航管制等嚴謹航測規

劃作業程序，並模擬每一航線涵蓋寬度、重疊率，採垂直連續攝影。 

為符合整體航空測量作業執行進度之實務需求，依據內政部頒布「國土測繪

法」第 55 條及「實施航空測量攝影及遙感探測管理規則」第 3 條規定，準備飛

航實施計畫書、航測地區範圍圖、辦理航測攝影設備清冊、飛機航拍租用合約、

以及其他證明書與本計畫合約等，於 1 月 4 日向民航局主管單位及內政部提出

飛航申請。飛航實施計畫書與飛機航拍租用合約資訊如附錄二所示。 

 

 

圖 2-1 石門水庫集水區航測整體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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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擬定測圖計畫 

(一)航空攝影設備整合 

本計畫之航測製圖專用相機(Z/I DMC)、空載 GPS、IMU 等航拍機具，

皆安置於前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固定翼載具 Grand Caravan 208 (C-208)內。

針對機載設備電力系統、載具載重、攝影窗、控制組件及系統組件等各項作

業，於實施航空攝影前皆已率定及配置完成，可配合作業需求，建置計畫測

區航測影像資料。 

1.固定翼載具(Cessna Grand Caravan 208) 

為美國Cessna飛行器公司生產，以雙渦輪旋槳發動機驅動的航空器。

208 型航空器屬於多用途型的小型航空器，以安全、優良適應多地形能力著

稱，可充分應用於本計畫航拍作業。最大作業高度可達到 7,620 公尺，最大

航程時間為 7.5 小時，自臺北市松山機場起飛後，可迅速抵達石門水庫集水

區上空，並且完成飛行航拍任務。C-208 型固定翼載具規格如表 2-1 所示，

機型外觀與內部安裝航測相機如圖 2-2 所示。 

 

表 2-1  固定翼載具規格表 

1 飛機型號 Cessna Grand Caravan 208 

2 飛機總重 8,785 磅 

3 空重 4,514 磅 

4 載重 4,271 磅 

5 翼展 52 呎 1 吋 

6 機長 41 呎 7 吋 

7 機高 14 呎 10 吋 

8 發動機 Pratt&Whitney  PT6A-114A  675shp @1900rpm 

9 燃油容量 採 14 號油,332 加侖 

10 螺旋槳直徑 106 吋 

11 起飛距離 1365 呎 

12 落地距離 950 呎 

13 最大航程時間 7.5 小時 

14 最大爬升率 975fpm 

15 最大作業高度 25,000 呎 (約 7,620 公尺) 

16 最大空速 184 浬(at 10,000 ft) 

17 巡航速度 174 浬(at 20,000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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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固定翼載具(C-208)外觀與內部安裝航測製圖相機位置 

 

2.航測製圖專用相機(Z/I DMC) 

本計畫採用航測專用數位相機Z/I DMC (Digital Mapping Camera)進行集

水區數值影像拍攝作業(如圖 2-3 所示)，其相機焦距 12cm，具有 4096 階(12

位元(bit))原始輻射解析度，為一般 8bit(色階 0～255)影像資訊 16 倍，尤其

於陰影與較低能見度天氣時，具較高影像品質可供辨識。且本相機具備IMU

及DGPS儀器及自動拍照機制，可即時獲取相機拍攝瞬間位置及姿態，準確

控制攝影航線及照片曝光位置，可提高空中三角整體平差計算精度。全色

態影像包含 13,824 像元橫掃影像(cross track)及 7,680 像元縱掃影像(a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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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符合內政部側向像幅不得少於 6,500 像素，縱向像幅於立體模型測

繪時，具基高比(B/H)不得小於 0.3 規範標準。另外本像機亦具備SSD固態硬

碟(Solid State Drive)，為高功率儲存系統設備，提供拍照後迅速存取。 

 

 

圖 2-3  DMC 數位相機設備及影像地面解析展示說明 

 

(二)計畫航線設計 

航線設計以研發之航線規劃程式依計畫區域實際地形進行航拍高度、影

像涵蓋及重疊量計算並繪製航線規劃圖。若地形高差過大則分段以不同之飛

行高度實施航拍，以確保航攝影像地面解像力 GSD (Ground Sample Distance)

為 30 公分。 

本計畫依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以東西向為航線方向。計畫航線共計 34 條、

航線總長度為 560 公里。為確保後續空中三角整體平差精度，各航線前後於

測區外各多拍攝 2 個像對，航線間相鄰影像重疊率(左右重疊)為 30%，航線

內相鄰影像重疊率(前後重疊)為 80％，拍攝影像地面解析度為 30 公分。航拍

資訊如表 2-2 所示，航線規劃如圖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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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本計畫航拍作業規劃資訊 

項目 資訊 備註 

航拍影像比例尺 1/22500 ＊ 配合石門水庫集水區地形走勢 

影像掃瞄解析度 12 μm ＊ 優於傳統相機掃瞄解析度 

地面解析度 約 30 cm ＊ 符合 1/5000 比例尺製圖精度及需求 

航拍影像前後重疊度 80 % 
＊ 以 80％重疊度製作正射鑲嵌影像，減

少物體高差位移 

航拍影像側向重疊度 30 % - 

航線數及長度 34 條、560 km ＊ 採用 101 年航線規劃作業方式 

航速 110 浬 - 

航高 3,000 至 4,500 公尺 - 

航拍設備 DMC相機 - 

 

圖 2-4 石門水庫集水區航線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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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工安全衛生講習 

經濟部水利署為落實所屬機關所進行之工程承包廠商辦理工程勞工安全

衛生作業，特於民國 91 年頒訂並於 99 年進行修正之『經濟部水利署勞工安全

衛生施工規範』作為各工程作業之準則訂定本施工規範。 

為加強測量安全及衛生管理，避免發生重大勞安事故，亦於執行地面空標

清理作業前，由測量技師及甲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辦理行前勞工衛生安全

講習說明(102 年 1 月 22 日)，依照經濟部水利署勞工安全衛生施工規範，針對

其作業事項相關安全規範進行宣導，並依任務性質分配及執行相關防護措施與

專案控管，以維護人員安全，避免發生重大勞安事故。 

本計畫有關內部作業之教育訓練課程，主要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

則(2009.09.07 修訂)第十六、第十七條規定辦理至少三小時之訓練課程，課程內

容安排如表 2-3 所示。其課程主要由甲種勞工安全衛生主管進行勞工安全衛生

相關法規及工作守則介紹，並且依照職能分工之作業組別由各組組長依職權指

揮、監督所屬執行安全衛生管理事項及程序說明，針對作業期間可能遭遇之緊

急事故、消防設施以及急救常識等相關緊急應變資訊，藉由簡報、實際操作演

練以及影片解說之方式進行互動式教學。 

 

表 2-3  勞工安全衛生講習課程表 

時間 說明會內容 講師 

08：30～09：30 
(一)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二)勞工安全衛生概念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高堅泰 

09：40～10：40 
(三)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四)標準作業程序 
各組長 

10：50～11：50 

(五)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六)消防及急救常識暨演練 

(七)其他與勞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識 

各組長 

高堅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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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實施清標作業行前勞工安全衛生講習課程上課情形 

 

而針對飛航作業，亦於實施航拍之前與作業期間，由前進航空公司辦理飛

航作業安全講習(102 年 5 月 16 日)，包含機長、副機長、航攝操作員、地面主

管與飛安主管均參加，如圖 2-6 所示。 

 

圖 2-6  實施飛行航拍作業期間勞工安全衛生講習課程上課情形 
  

勘測作業安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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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面空標清理作業 

(一)申請空標清理許可作業 

控制點(空標)為航空攝影測量基準，考量地面控制系統一致性，於實施

航空攝影之前，需整合本局 95 至 100 年度航空測量控制測量成果，執行現

場清理空標作業。控制點(空標)分布情形如圖 2-7 所示。 

為進入集水區範圍內辦理清標，於 102 年 1 月 15 日行文雪霸國家公園

管理處、林務局新竹林區林管處與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森林事

業保育處等單位，以利作業人員進入轄區進行清標補遺作業。並於 1 月 24

日、25 日獲得前述機關同意，可進入轄區進行測設工作。各機關同意進入轄

區辦理測設工作之公文如附錄三所示。 

 

圖 2-7  空標布設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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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空標清理作業 

取得集水區內各管理單位空標清理許可之同意函後，隨即規劃辦理外業

清標作業。在檢視整體空標布設位置分布後，於 102 年 2 月 4 日至 3 月 8 日

間，實施現場清標作業完成。本次清標作業整體流程包括： 
 

1. 依照空標布設位置之坐標，規劃路線與時程安排。(如圖 2-8 所示) 

 

圖 2-8  實施空標清理作業之路徑規劃圖(摘要) 

 

2. 依照排定之清理空標點位順序與路線，前往現場。路程中有道路轉

折、路線標示不清或附近有明顯特徵點者，均需進行拍照，以利空

標點誌記之製作。(如圖 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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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抵達空標點前之道路轉折與明顯特徵點拍攝作業 

 

3. 抵達現場後，優先檢視周圍環境與空標本身之完整狀況。若空標白

色十字型標已有模糊不清或殘缺之狀況，則需適時用白漆補強，並

且維持空標附近之清潔，以利飛航拍攝與後續空中三角測量平差等

作業。(如圖 2-10 所示) 

 

  

圖 2-10  實施空標點位清潔與補強標體作業 

 

4. 清標作業於 2 月 22 日實施時，接受本局現場督導作業，如圖 2-11。

並適時於空標附近已知點施測 eGPS，確保整體精度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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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會同本局督導實施清標作業 

 

(三)清標作業點誌記製作 

實施清標作業後，可了解目前石門水庫集水區空標點整體健全狀況。彙

整如表 2-4 與表 2-5 所示。點誌記為空標點位基礎資料，清標作業成果則製

作空標點誌記，內容包含：點號、空標形狀、坐標、建置單位、日期、位置

略圖、交通路線、點位照片等空標點之相關資料，相關內容依內政部數值地

形作業規範製作地面控制點及空標點位記錄表。其成果示例如圖 2-12 所示。

相關作業點誌記如附錄四所示。 

 

圖 2-12  清標作業點誌記示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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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本計畫清標作業實施成果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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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本計畫清標作業實施成果表(2/2) 

 
 

四、彩色航空攝影作業 

本計畫由航攝專用固定翼飛機(C-208 固定翼螺旋槳飛機)，並採用航空測量

專用數位相機(Z/I DMC)辦理航拍。為避免航拍範圍涉及國家安全機密，於航線

規劃期間，套疊農委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公開發佈之五千分之ㄧ正射影像

圖圖幅，確認航攝範圍並無涉及密級區，可進行航空拍攝。 

 

圖 2-13  計畫航線及原始影像解析度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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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3 月中旬至 4 月中旬期間，石門水庫集水區受到春雨季節之影響，上游

天候大部分時間均為多雲與雲層高度太低狀況，因此均無合適拍攝時機，並於

5 月中旬辦理飛航展延。該時間段之天氣資料如表 2-6 所示。其後 4 月 16 日、

29 日與 30 日航線上天氣良好情形下進行航拍。由於時間有限，每日均與航空

公司密切聯繫，追蹤當天天候狀況。整體航拍至 8 月 9 日完成。本計畫航拍攝

影紀錄表，如表 2-7 至表 2-9 所示。有關天氣資料的詳細記錄，詳附錄五。 

  

表 2-6  航拍階段天氣資料整理表(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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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航空攝影紀錄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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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航空攝影紀錄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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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航空攝影紀錄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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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航拍之原始影像，如圖 2-14 所示。 

  

圖 2-14  石門水庫數位像機航攝影像原始圖檔 

 

五、空中三角測量及整體平差作業 

為航測數值製圖於航測工作站影像建立控制基準，故需以空中三角測量及

整體平差作業獲取航拍影像控制資料。採用 Z/I ISAT 自動空三軟體及光束法空

中三角區域平差程式作業，並引入 GPS 輔助空中三角量測方式，配合慣性量測

(IMU)裝備定位攝影基站位置，將攝影基站間相對位相關係作為控制資料進行

空中三角測量聯合平差，以強化空中三角控制成果精度。整體作業如圖 2-15 所

示。於影像中空三點及地面控制點分布情形如圖 2-16，空三點量測情形如圖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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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空中三角整體平差作業 

 

圖 2-16  空三點及地面控制點分布情形 

  

圖 2-17  空三點量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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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三角測量平差所得量測觀測中誤差，其量測中誤差不得超過 10μm，

平差後之 R.M.S.符合計畫平面 20 公分、高程 25 公分。為提升空三成果精度，

乃需藉由強化空中三角網形強度，分析空中三角連結點其連結強度指標值，重

疊 80％時≧0.3 指標值。空三計算成果參考案例如圖 2-18。空三計算精度及可靠

度驗證如圖 2-19 所示。整體空中三角測量整體平差計算之驗證，委由國立高雄

應用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暨土木工程科技研究所李良輝教授進行成果驗證與

檢核驗證。空中三角平差計算成果檢核驗證完整資料如附錄六所述。 

 

 

圖 2-18  最小約制(自由網)平差與完全約制平差計算成果 



 

2-21 

 

圖 2-19  空中三角計算精度及可靠度驗證成果 

  

六、正射影像製作 

正射影像圖製作以全數位影像工作站配合空中三角測量成果、數值表面高

程模型數值資料，將中心投影之航測影像，以微分糾正法消除影像因相機傾斜

及地形因素所造成傾斜及高差位移，並進行全區影像進行無縫鑲嵌作業，不以

單模正射糾正影像產生正射影像。 

(一)影像幾何正確性 

計畫採以 OrthoVista 進行全區無縫鑲嵌(mosaic)與切幅作業，不以單模正

射糾正影像切圖幅方式產生單幅影像。並輔以人工方式進行編輯數值高程模

型，並針對有扭曲或變形等影像異常現象區域(如房區、高塔、油槽、高架橋

樑)，逐點糾正正射影像圖至正確圖像成果。 

(二)影像色調一致性 

由於航拍時間、角度、氣候等因素，易有影像色調不一致之情形，故整

體影像鑲嵌作業採用像主點附近之影像進行拼接，並選在平坦且色調均勻處

如河道、河川天然界等，以人工方式使用影像軟體修整色調使其一致，反覆

檢視影像圖資至全區色調一致為止，作業過程如圖 2-20 所示。正射影像製作

要點如表 2-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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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正射影像製作要點彙整表 

製作要點 處理及檢核機制 

影像清晰 

正射影像清晰度取決於原始航照影像品質，正射影像製作可透過影

像檢核程序加以控管，並使用 Photoshop 軟體增加其對比和銳利化

處理，可使影像更為清晰。 

DEM 資料 

利用影像自動匹配產製之數值表面模型(DSM)，易受地表地物遮蔽

影響而導致影像扭曲。需以人工方式編輯、檢核；針對 DSM 扭曲

或變形等異常現象區域逐點糾正正射影像圖至正確圖像成果。 

無接縫鑲嵌處理 

同一幅正射影像可能由不同的原始航空影像拼接而成，拼接線

(seamline)應儘可能選取紋理交接處(例如：道路邊緣、田埂線等)，

以達成無接縫鑲嵌之目的。 

色調均勻 

由於航拍時間、角度、氣候等因素，各影像間色調無法完全一致，

需以人工方式使用影像軟體進行影像增強(Image enhancement)作

業，包含影像的亮度值擴展、增加色彩的飽和度、適度的濾波。以

目視反覆檢視影像圖資至全區色調一致為止。並為減少影像鑲嵌之

誤差，整體鑲嵌作業採用像主點附近之影像進行拼接，並選在平坦

且色調均勻處如排水、河川天然界等。 

精度要求 
位於平坦地表面無高差移位的明顯地物點其位置最大偏差應在圖面

上 0.5mm 以內。 

 

 

圖 2-20  不同航帶影像色調一致編修作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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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像自主檢查作業 

正射影像檢查作業則以虛擬格網分割，審查人員以逐格配合地面控制點

及地形圖等圖資檢查，並標記缺失交由作業人員修正後，再次檢查無誤時通

過正射影像自主檢核，另外正射影像檢核之重點為『影像幾何性』與『影像

色調一致性』，若影像有扭曲異常或色調不一致之現象，標記缺失交由作業人

員修正後，再次檢查而完成正射影像之自主檢核作業方式。產製流程及檢核

作業方式如圖 2-21 所示。 

本作業成果為影像元 0.5m、1m、2m 等三種解析度之正射影像圖，另依

1/5,000 圖幅切割成正射影像圖。影像檢核則包含『影像幾何性』與『影像色

調一致性』，審查人員以虛擬格網方式，逐格配合地面控制點及地形圖等圖資

檢查，若有扭曲異常或色調不一致現象，標記缺失交由作業人員修正後，再

次檢查而完成正射影像自主檢核作業，集水區影像最後依據五千分之一圖幅

進行影像分幅作業(採用影像解析度為 0.5m)，成果如圖 2-22 與圖 2-23 所示。 

 

圖 2-21 正射影像圖資檢核作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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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石門水庫集水區 102 年度正射影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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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石門水庫集水區 102 年度正射影像成果(1/5,000 分幅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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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數值高程模型資料製作 

數值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係採用影像匹配產製點雲及

立體測圖方式加測地形特徵製作而成，為確實反應實際地形面起伏情形，製作

精確之數值高程模型資料，本計畫採用立體測圖方式於立體模型內加測『地形

資料』：包含各式斷線、地形特徵線(山脊線、山谷線)、獨立標高點及加測繪製

地形結構線，以人工立體測圖測製數值高程模型資料。可充分且合理表達地形

結構之脈絡、趨勢，同時亦可顯示 3D 空間趨勢面的變化特徵。石門水庫集水

區 102 年度航測成果(DEM)如圖 2-27，整體作業分述如下： 

  
 

 

圖 2-24 石門水庫集水區地形特徵線繪製作業描述 

 

(一)地形特徵分類 

地形特徵可視為高程點位之集合，其紀錄特徵線每一節點之點位高程。

DEM 地形特徵分類作業則參考內政部『數值地形圖格式及線型格式』，將不同

地形特徵資料以 3D Polyline 分層測設製作如表 2-11 所示，而各類地形特徵資

料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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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獨立高程點：獨立標高點於模型內以均勻分佈為主，於地形劇烈變化之處

得加密之。 

2.地形特徵點：相較四周之地形，至少在一個方向上而距離在 2 格網格距離

內高差大於 3 倍 DEM 精度者，可視為一特徵點。 

3.地形特徵線：包含一為結構線，以地形起伏在沿線發生叫緩和的摺曲情

形，如山脊線、稜線、山谷線及土堤均等是。另一為斷線，地形起伏在沿

線發生差異較大之尖銳摺曲或斷裂情形，如重直的地形斷面，應將斷面

上、下斷線適度予以錯開。 

4.特殊結構線：地形特別平坦之地區，例如運動場、停車場、建物基地等，

以範圍周邊結構線來表示。 

 

表 2-11  地形特徵量測圖層分類 

資料類別 資料內容 圖層代碼 

等高線類 首曲線、計曲線 98111、98112 

結構線類 

道路 94213 

山脊 94216 

山谷 95114 

特殊結構線 93352 

水體邊緣線 95111 

高程點 
獨立高程點 

98120 
地形特徵點 

 

(二)不規則網格內插計算與轉換規則網格模型 

對於前述立體測圖萃取之地形資料，則進行地形高程重組為不規則三角

網格高程(Triangular Irregular Network， TIN)，TIN 資料為一種地形高程表示

之格式，其資料格式包含節點(node)、線段(segment)和面(facet)三種資料型態。

節點為構成 TIN 格式之基本元素，位於三角形內之任意位置皆可使用線性內

插方式求得其高程。 

以不規則三角網格資料格式，可充分合理表達地形結構之脈絡與趨勢。

然而主要缺點為建立三角網格較為費時，且不易與航拍影像在分析處理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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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儲存架構上作套疊結合。因此本計畫將不規則三角網格，轉換為規則網

格模型，產製 5m×5m 之 DEM 資料。整體高程轉換成規則網格如下圖。 

 

 

圖 2-25  TIN 高程資料轉換成規則網格資料作業圖 

 

(三)DEM 成果自我檢查 

本計畫並透過 DTMaster 套裝軟體進行資料校核作業，以立體模型方式

進行 DEM 資料編輯和三維量測作業，將上述地形特徵資料連線生成等高線

並透過視覺方式進行編修、檢核作業，並以立測之檢核點對成果檢核，本計

畫以全區全面方式檢核，檢核點計有 894 點，以道路、崩塌地及裸露地為主，

中誤差為 0.56 公尺。檢核點及誤差分布情形如圖 2-26 所示。 

                  

圖 2-26  檢核點及誤差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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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  石門水庫集水區 102 年度航測成果(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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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土地利用現況圖 

對於集水區經營保育而言，瞭解區域土地利用特性與變遷為最基本資訊，

故本計畫配合正射影像進行土地利用現況資料調查，依水保局制定之土地地類

類別進行判釋分類，並為配合內政部分類架構進行土地變遷探討，亦將各期判

釋成果重新分類對應國土測繪中心 95 年度土地使用分類系統架構，以期掌握

土地利用現況及變遷之參考。 

 

(一)由正射影像進行判釋數化 

判釋人員配合正射影像直接進行土地利用類別邊界之數化與分類判釋，依

影像上各地物形狀、大小、色調與顏色、組織、立地(site)及物體相關特性(如表

2-12)進行數化判釋，不僅可提高整體判釋速度與品質，亦可反覆執行與檢核判

釋成果，以期減少各個流程所累積的誤差。 

 

表 2-12  水土保持局土地利用分類圖例 

說明 正射影像土地利用判釋類別 

內容 水田 旱田 

判釋

影像

範例 

  

內容 闊葉林 針葉林 

判釋

影像

範例 

  

內容 竹林 灌木林 

判釋

影像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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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利用編碼處理 

土地利用類別編碼採用水保局分類方式以英文字碼加以註記，共分為 36 類

土地利用類別(如表 2-13 所示)，而後續為提供系統查詢土地利用能找到相對應

之類別，圖資屬性資料則轉為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95 年制定之土地使用分類

標準。本作業依據航攝影像地物之形狀、色調、組織等相關進行土地利用數化

如圖 2-28 所示。石門水庫集水區 102 年度土地利用判釋成果如圖 2-29 所示。

石門水庫集水區歷年土地利用各分類別所佔之面積統計如表 2-14 所示。 

 

 

圖 2-28  土地使用分類系統架構圖 

 

表 2-13  土地利用判釋分類表 

代碼 內容 代碼 內容 代碼 內容 

A 水田 J 檳榔 R 高爾夫球場 

B 旱田 K 香蕉園 S 水庫 

C 闊葉林 L 茶園 T 水池 

D 針業林 M 鳳梨 U 荒地 

E 竹林 O 果園 V 公園 

F 灌木林 P 草生地 W 伐木地 

G 建築區 Q 崩塌地 X 開墾地 

H 墓地 RO 道路 Y 景觀區 

I 花園 RI 河流 Z 雞豬舍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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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9  石門水庫集水區 102 年度土地利用現況判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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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歷年石門水庫集水區各種土地利用類別之面積統計表(單位:公頃) 

代碼 內容 102 年度 100 年度 99 年度 97 年度 95 年度 

A 水田 7.246 11.185 10.091 8.851 7.617 

B 旱田 1715.999 1568.528 1416.305 1343.097 1152.712 

C 闊葉林 45776.330 46625.901 45958.962 44507.544 44964.183 

D 針葉林 18213.42 16613.557 17031.133 18070.809 17844.681 

E 竹林 8751.950 9156.183 9345.856 8809.001 8888.879 

F 灌木林 908.934 1433.318 1421.495 1479.030 1116.918 

G 建築區 331.787 318.532 318.062 318.165 341.131 

H 墓地 3.021 3.368 2.430 2.173 2.543 

I 花園 0.049 0.436 0.444 0.448 0.452 

J 檳榔 25.501 24.923 31.467 32.607 24.678 

K 香蕉園 0.000 0.000 0.138 0.106 0.106 

L 茶園 27.988 34.300 35.105 61.589 7.877 

M 鳳梨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O 果園 1048.439 1091.246 1131.957 1204.281 1492.984 

P 草生地 1496.632 974.527 1129.377 964.465 711.312 

Q 崩塌地 614.390 857.680 883.960 1802.162 2096.356 

RI 河流 1141.291 1394.048 1286.331 1380.629 1339.816 

RO 道路 559.937 551.261 537.511 506.893 496.043 

R 高爾夫球場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S 水庫 861.522 630.344 831.141 853.300 855.333 

T 水池 55.416 61.401 59.031 69.442 69.352 

U 荒地 46.093 225.995 118.194 79.762 64.222 

V 公園 10.263 9.447 6.824 11.471 12.914 

W 伐木地 0.000 3.207 3.211 13.634 14.982 

X 開墾地 27.747 24.683 63.895 102.227 121.016 

Y 景觀區 20.306 19.355 8.779 10.322 9.062 

Z 雞豬舍寮 0.000 0.000 0.000 1.079 1.318 

水利構造物 (含水庫堰壩、堤防等) 6.42 16.593 14.911 15.377 14.134 

其他 (含停車場、砂石場等) 16.621 17.458 20.992 18.805 14.897 

 

總計 81667.305 81667.477 81667.402 81670.317 8166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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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航拍測量作業檢核說明 

本計畫相關航空測量製圖計畫、攝影及控制測量等相關作業方法、內容及

精度之檢核將以內政部所頒布『一千分之一數值航測地形圖測製作業規定』以

及『測量工作規範』等相關規定為原則辦理，並依據實際製圖比例進行調整。

作業期間配合各階段航拍作業時程制定檢核點，並由工作團隊之測量技師與經

驗豐富之圖資檢核人員進行內部查核並訂定自主檢核機制，並於階段性作業完

成後提報本局進行相關事項之檢核。航測作業查核項目流程如圖 2-30 所示，自

主檢查表補充說明於附錄七，各項檢核作業說明如后： 
 

 

圖 2-30  本計畫航測作業查核項目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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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航拍測量作業 

依據作業整體工作項目標的進行計畫執行規劃，並選定作業方式及標準，

並針對其計畫之可行性進行檢核及評估。 

 

(二)航拍規劃 

針對航拍計畫範圍，進行航線設計以及控制點與空標點之選定及布設作

業，於該作業期間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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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進行檢視。 

 

(三)平面及高程控制測量 

在完成已知控制點選定作業後則進行相關控制點之檢測及引測作業，以

確保已知控制點引用之可行性與準確度皆合於標準，才得以進行控制測量作

業，在完成已知控制點檢核後報請本局進行已知控制點外業驗收作業，而在

GPS 控制測量作業方面其網形分布之強度之測量誤差值也須控制在規範要

求之內。 

 

(四)航空攝影作業 

而在航空攝影作業方面，其儀器規格以及攝影方式等作業標準皆依照規

範為原則辦理，而部分則依據實際製圖比例需求進行調整。在完成航拍作業

後，進行計畫範圍及覆蓋重疊量等成果之檢核，並製作相關航拍攝影紀錄表。 

 

(五)空中三角整體平差 

在完成航空測量作業之空中三角整體平差計算後，其整體平差成果最小

約制與完全約制之中誤差必須符合精度要求，並且於作業完成後製作自主檢

核表單以作紀錄。 

 

(六)航拍測量成果繳交 

在完成相關圖資製作之後，會同本局相關查驗人員進行正射影像、數值

高程模型、數值地形圖圖資成果檢核及驗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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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石門水庫大壩、後池堰與十一份辦公區地面雷射掃描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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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Image)，為國內外獲得構造物空間三維資訊最為廣泛測量技

術。以最新的地面三維雷射測量技術，可在數分鐘內獲取數千萬點的測量點數

據以組成詳盡的面描述，平均點密度約為數公分左右。因此對於獨特的地理環

境及歷史文物古蹟，皆可進行超高密度的測量與描述。除此之外，由於非常密

集的量測特性，可以達到一般測量無法達到的詳盡程度，也開始應用在數位城

市建置與各種景觀模擬的應用上，提供規劃決策支援之用，有效減少不當開發

造成的損失。 

e-GPS 定位服務只須透過衛星接收儀同時接收 5 顆以上 GPS 衛星訊號，採

用行動式(Mobile)通訊網路傳輸技術"即時"結合多個 24 小時長期連續觀測基準

站資料，經過嚴密基線計算及網形平差分析觀測資料建構區域性定位誤差改正

模型。由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自 97 至 99 年度採用 e-GPS 即時動態定位系統，

辦理臺灣地區基本控制點速度場測量及管理維護作業，指出 e-GPS 即時定位服

務之精度，為公分級虛擬基準站即時動態定位(VBS-RTK)及次公尺級精度網路

化電碼差分即時動態定位(DGPS)。其即時動態定位測量精度在 95%信心水準下，

平面精度約為 3 公分，高程精度約為 10 公分，可輔助現地測量作業之需求。e-

GPS 定位流程及作業畫面如圖 2-31 所示。 

 

 

圖 2-31  e-GPS 定位流程及作業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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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加值作業以石門水庫大壩、石門水庫後池堰與十一份辦公區範圍進

行地面光達掃描。作業範圍如圖 2-32 至圖 2-34 所示。整體作業為首先針對大

壩控制點進行 e-GPS 坐標定位，再運用 3D 雷測掃描儀器以及近景攝影測量的

技術，將構造物資訊以彩色點雲方式儲存。透過專業處理程式解算點雲資料求

得空間坐標值，所獲得點雲具有即時實況記錄之特性。包含彩色點雲資訊、即

時產繪製數值高程(DEM)及等高線資料、以及剖面(斷面)分析等。計畫採用之地

面光達雷射掃描設備說明如表 2-15 所示。 

 

表 2-15  地面 3D 雷射掃描設備及作業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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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在面板上設定操作。  

 

圖 2-32  石門水庫大壩地面光達掃瞄作業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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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  石門水庫後池堰地面光達掃瞄作業範圍 

 

圖 2-34  十一份辦公區地面光達掃瞄作業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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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業已於 3 月 7 日、3 月 12 日、3 月 13 日、3 月 14 日進行石門水庫大

壩與後池堰掃瞄作業，於 6 月 25 日進行十一份辦公區掃瞄作業，作業範圍及引

用已知控制點如圖 2-35 與圖 2-36 所示。其平面控制採 TWD97TM 二度分帶坐

標，以公尺為單位，計至公厘止，高程採用 TWVD2001 高程系統，以公尺為單

位，計至公厘止。 

 

圖 2-35  地面光達掃瞄作業範圍及已知控制點點位(石門大壩與後池堰) 

 

圖 2-36  地面光達掃瞄作業範圍及已知點位(十一份辦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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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業已知控制點現地查認測量作業情形如圖 2-37 所示。掃描外部作業情

形如圖 2-38 所示；在完成外業掃瞄作業後，以各測站所測得點雲資訊，進行內

業點雲拼接(如圖 2-39 至圖 2-41 所示)以及上彩等點雲資料處理作業後，即可獲

得大壩現地掃描成果。內部作業情形及點雲成果如圖 2-42 所示。 

 

  

  

  

圖 2-37  地面光達掃瞄作業已知參考點位現地測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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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8  現地 3D 雷射掃描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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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9  地面 3D 雷射掃描點雲拼接作業(1/3) 
 

 

圖 2-40  地面 3D 雷射掃描點雲拼接作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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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地面 3D 雷射掃描點雲拼接作業(3/3) 

 

 

圖 2-42  石門水庫地面 3D 雷射掃描作業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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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崩塌區判釋及崩塌量量化分析 

(一)崩塌區判釋作業 

崩塌地判釋，需要具備一定之專業與技術，律定標準化規範程序制訂準

則、作業方式以及品管流程，以避免資料判釋有錯誤而影響後續分析之品質。

近年來採衛照影像與正射影像判釋崩塌地方式以逐漸為各研究單位所採用，

但自動判釋其正確性仍存部分疑慮。實務應用上，我國以及世界各國仍採用

人工判釋，最主要原因為人工判釋可獲得每個山崩的明確範圍與面積，亦即

人工判釋所得之山崩為物件(objects)，而一般影像自動分類方法，所得則為以

像元為基礎的山崩自動分類圖，目前為止人工判釋之成果仍然較為可靠。本

計畫為顧及崩塌判釋之正確性及數化標準一致性，採用航測技術透過人工判

釋直接獲得數位圖資，並以地理資訊系統計算各期崩塌地面積。 

傳統航照判釋通常利用立體鏡進行觀測，過程較為繁瑣且判釋結果需轉

繪方式繪入工作底圖中，常因轉繪位置偏差影響成果品質。因此本計畫利用

空中三角平差計算後具有地理坐標資料之航照立體像對，於影像工作站配合

立體眼鏡在螢幕上直接放大或縮小進行判釋及成果數化，並可重複及二人同

時觀測以增加判釋的準確度。 

 

 

圖 2-43  航攝崩塌地判釋作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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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照判釋係由專業航測人員於影像工作站環境進行，判釋過程並套疊現

有之地形圖、道路及水系等圖層輔助判釋，依航攝影像中顯現的地形、地質、

地貌等特徵(Photographic features)為依據，利用航照立體像對進行判釋及數化

作業，可增加判釋結果之準確性與效率。崩塌區位之分類則參考農委會水土

保持局發行之崩塌地調查、規劃與治理手冊，訂定航攝崩塌地判釋分類及航

攝影像特徵(形態、色調及組織)，判釋成果則直接匯入資料庫中由地理資訊

系統進行資料處理，崩塌地判釋作業流程如圖 2-44 所示。 

本計畫建置
彩色數值影像

歷年石門水庫
崩塌地資料

崩塌地
影像判釋

崩塌地範圍及類別

資料建製、核對

影像判釋書圖資料

相關圖資掃描數化

◆ 舊有崩塌位置
◆ 新增崩塌地數化及

判釋

相互比對 崩塌區位

崩塌地
屬性及圖資成果  

圖 2-44  航照崩塌地判釋及調繪作業流程圖 

山崩呈現在航空照片上有其特殊之型態，例如山崩崖面呈色調光亮時表示

其為裸露或植被稀疏之坡面，下方之坡度變平緩處可能表示具有崩塌堆積、或

崖錐堆積地形特徵；岩體滑動可能呈現外觀呈畚箕狀或凹陷地形，滑動體植生

林相改變與周圍林相不協調等地形地貌特徵。配合過去的災害紀錄，包括坡面

崩塌的形態、規模、區域災害狀況、發生時間、崩塌發生頻率，以及崩塌發生

時氣象等資料紀錄等，可藉以瞭解該地區崩塌範圍、崩塌土方量及崩塌後可能

再發生危險範圍推測等之參考。本計畫將崩塌地分為下列三類(山崩、地滑、土

石流)，崩塌地分類與航照特徵如表 2-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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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崩塌地分類準則與航照影像判釋特徵說明表(石門水庫集水區後續擴充計畫彙整) 

類別 一般特徴 發生條件 航照影像特徵 航照 

山崩 

滑動體受嚴重破

壞，破壞面常裸

露於地表 

坡度較陡(常>30度)。 
因為植被剝除而使坡面裸露，尤以剛發生的崩

塌受傷光反射時，色調特別亮。 

 

滑動體之不連續面發達或固結不良，

如砂頁岩薄互層、頁岩或泥岩、崩積

土或厚層土壤等。 

坡面常為凹坡或陡直坡。 

坡度大且岩體破碎或疏鬆處，無特殊

地質條件之限制。 
常位於河岸攻擊坡或路開闢道路上下邊坡。 

地滑 

滑動體未受太大

之破壞，滑動面

較深，且多為滑

動體所掩蓋 

坡度較緩(常約 8～30)。 
與鄰近呈不協調之地形：較周圍略呈凹下，具

崖坡、圓丘狀滑動體及起皺地形。 

 

不佳地質環境、如斷層、弱岩夾層。 
河道異常變窄或彎曲：近期滑動過之崩塌地，

其趾部常凸向河流，致河道彎窄或彎曲。 

滑動邊坡為凸坡，下緩下陡，使滑動

體有運動之空間。 

滑動邊坡為凸坡，上緩下陡，使滑動體有運動

之空間。 

土石

流 

泥、砂、礫及巨

石等與水之混合

物，受重力作用

後所產生之流動

及推積現象 

有大量崩積物或疏鬆堆積物質。 
料源區：湯匙狀之凹谷或袋狀之河道，可匯聚

大量之土石及水。 

 

堆積物有一定坡度或較小的截面積。 
輸送區：呈直線型之窄河道或河谷，河道稍

陡。 

地表水驟增，使堆積物超過其液性限

度。 

堆積物：位主流與支流匯流處或河道中寬平之

袋狀地。 

多發生在塊狀砂岩或砂頁岩互層的順

向坡上。 
位於河岸攻擊坡或新開闢道路之上下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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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崩塌區判釋成果 

為確保崩塌地判釋的正確性採取人工判釋的方法，比較前後兩期影像並

配合土地利用、坡度圖等資料，剔除因為耕地改變造成的誤判。並且每期崩

塌事件判釋完成後，再進行 2-3 次的重複校驗。石門水庫集水區 102 年度崩

塌地彙整成果如圖 2-45 所示。 

 

 

圖 2-45  石門水庫集水區 102 年度崩塌地彙整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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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崩塌地統計分析 

石門水庫集水區依地形可再細分成石門、玉峰、三光、泰崗、秀巒等 5

個子集水區。依據歷次石門水庫集水區崩塌地航測調查資料(92 年～97 年共

計五期資料)，石門水庫集水區歷年航拍時間如表 2-17 所示，各子集水區不

同年度之崩塌地面積及筆數如表 2-18 至表 2-20 所示，圖如圖 2-46 至圖 2-48

所示，顯示石門水庫集水區新生成崩塌地有明顯的下降趨勢。 

 

表 2-17  石門水庫集水區歷年航拍時間 

飛航日期/年度 99 年 100 年 102 年 

飛航日期 

1 月 19 日 

至 3 月 11 日 

(非汛期時間) 

5 月 10 日 

至 8 月 18 日 

(汛期時間) 

4 月 16 日 

至 6 月 19 日 

(汛期來臨前) 

 

表 2-18  石門水庫子集水區崩塌面積(99 年與 100 年)表(單位：公頃) 

子集水區/年度 
99 年 

面積 

100 年 

面積 

100 年崩塌地 

復育面積 

100 年崩塌地 

新增面積 

石門庫區集水區 82.09 58.29 60.99 37.19 

三光溪集水區 13.16 30.44 2.05 106.12 

玉峰溪集水區 31.44 55.55 15.34 39.45 

泰崗溪集水區 343.54 431.81 105.46 193.72 

白石溪集水區 367.85 338.38 129.32 99.85 

統計 838.08 914.48 313.15 476.34 

 

表 2-19  石門水庫子集水區崩塌面積(100 年與 102 年)表(單位：公頃) 

子集水區/年度 
100 年 

面積 

102 年 

面積 

102 年崩塌地 

復育面積 

102 年崩塌地 

新增面積 

石門庫區集水區 58.29 45.59 38.00 25.30 

三光溪集水區 30.44 18.14 19.38 7.07 

玉峰溪集水區 55.55 36.45 39.30 20.19 

泰崗溪集水區 431.81 284.74 205.62 58.55 

白石溪集水區 338.38 174.45 245.14 81.21 

統計 914.48 559.36 547.44 1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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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6  石門水庫子集水區崩塌面積變化趨勢圖(99 及 100 年度) 

 

 

圖 2-47  石門水庫子集水區崩塌面積變化趨勢圖(100 及 10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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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  石門水庫子集水區崩塌面積(99、100 年與 102 年)表(單位：公頃) 

子集水區/年度 
99 年 

面積 

100 年 

面積 

102 年 

面積 

石門庫區集水區 82.09 58.29 45.59 

三光溪集水區 13.16 30.44 18.14 

玉峰溪集水區 31.44 55.55 36.45 

泰崗溪集水區 343.54 431.81 284.74 

白石溪集水區 367.85 338.38 174.45 

統計 838.08 914.48 559.36 

 

 

圖 2-48  石門水庫子集水區崩塌面積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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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參章 轄區圖資補充蒐集擴充及整理分析 

 

配合本計畫執行需求，以本局轄管之石門水庫(含上游巴陵壩、榮華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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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相關數值圖

資彙整及數化，並且彙整委辦計畫成果報告電子書，納入系統服務網頁應用。資

料彙整範圍涵蓋本局轄管範圍，包含新竹縣市、桃園縣、大台北地區、宜蘭縣以

及花蓮縣等地區(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管轄區域範圍圖 

  

為有效維護系統大量圖層資料，參考水利署「水資源資料分類目錄架構」與

水利署「中央管河川空間資訊系統」圖層架構，建立本局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

系統圖層分類目錄，整合為 12 大類、52 小類(目錄如圖 3-2 所示)。本計畫針對

水資源業務重點維護目錄辦理更新，包括「基本資料」、「自然環境」、「土地」、

「土地」、「公共設施」等分類圖層。所彙整之更新圖資(如 102 年度地籍資料等)，

均妥善匯入 101 年度計畫所開發之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空間資料庫，提供後續圖

層套疊與定位功能。本系統向量與影像圖層列表如附錄九所述。 



 

3-2 

 

圖 3-2  系統向量圖層分類目錄 

 

一、年度維護與更新圖資作業 

本計畫今年度共計更新 28 筆向量圖資，包含最新航拍產製集水區土地利

用圖、102 年度地籍圖與轄區重要水庫集水區範圍審議後石門水庫(含榮華壩)圖

層。影像與 DEM 則彙整 102 年度石門水庫集水區正射影像與 DEM。向量與影

像圖均已匯入系統提供套疊與查詢。本年度彙整納入系統圖資之總說明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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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系統圖資彙整期末階段說明 

項次 大類 中類 圖層名稱 產製單位 圖資彙整期末階段說明 

 

基本資料 

水利區域 

中央管河川界點 經濟部水利署 

更新 102 年 11 月 8 日水利署公告之修正河川

界點資料，並已匯入系統。(訂定玉峰溪河川界

點：白石溪、泰崗溪匯流處；另三光溪、白石

溪與泰崗溪除列。) 

1 中央管河川區域線 經濟部水利署 

1. 中央管河川圖籍處理： 

完成 101 年 5 月至 102 年 9 月公告圖籍圖

檔彙整。 

2. 中央管區域排水處理： 

完成至 101 年 12 月之區域排水圖籍圖檔

彙整(102年度未有更新公告) 

2 
中央管區域排水 

設施範圍線 
經濟部水利署 

3 海堤區域線 經濟部水利署 

4 

分幅圖框 

中央管河川圖籍框 經濟部水利署 

5 
中央管區域排水 

圖籍框 
經濟部水利署 

6 海堤圖籍框 經濟部水利署 

7 

控制測量 

內政部 101年公告

二等衛星控制點 
內政部 

現行系統圖資已更新至101年內政部公告之相

關斷面樁、水準點及控制點等圖資。 
8 

內政部 101年公告

三等衛星控制點 
內政部 

9 
內政部 101年公告

衛星追蹤站 
內政部 現行系統圖資已更新至101年內政部公告之相

關斷面樁、水準點及控制點等圖資。 
10 內政部一等一級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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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大類 中類 圖層名稱 產製單位 圖資彙整期末階段說明 

水準點 

11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 101年度一等水

準點 eGPS 

國土測繪中心 

12 空標點 經濟部水利署 已完成更新，檢核及匯入系統。 

13 
自然環境 水文 

中央管河川級序 經濟部水利署 於 10 月完成相關圖資、屬性資料檢核與匯入

系統。 14 水系圖 經濟部水利署 

15 土地 地籍 
石門水庫集水區地

籍 
國土測繪中心 

已完成 102 年度圖資更新匯入空間資料庫作

業，包含地籍向量圖及土地權屬資料。 

16 公共設施 水庫集水區 水庫集水區範圍 
經濟部水利署 

與台灣電力公司 

現行系統圖資為 100年版本，為向水利署地理

資訊倉儲中心申請之水庫集水區範圍圖。 

因應 101年由各水庫管理機關依據「重要水庫

集水區圖資製作與查認作業要點」辦理範圍劃

定，本計畫已了解各集水區畫設複審會議後之

公告情況，並蒐集相關圖資更新納入系統。 

目前水庫集水區範圍已進入審議公告階段並

納入系統者包含： 

(1) 石門水庫(含榮華壩)集水區 

(2) 南溪壩、水簾壩、木瓜壩、龍溪壩及溪畔壩

水庫集水區 

(3) 德基(含志樂壩)、青山、谷關、天輪及馬鞍

水庫集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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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大類 中類 圖層名稱 產製單位 圖資彙整期末階段說明 

17 災害資料 防災資訊 土石流潛勢溪流 
農委會 

水土保持局 

現行系統圖資已更新為 102年版本，來源為農

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空間資訊供應系統。 

18 

影像及

DEM 

正射影像 遙航測影像 

經濟部水利署 

現行系統圖資已更新至102年度影像與數值地

形模型1(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包含： 

(1) 石門水庫集水區正射影像與 DEM 

(2) 石門水庫區、後池堰與榮華壩 101 年度淤

積測量 DEM資料 

(3) 烏溪及其部分支流(筏子溪、貓羅溪、北港

溪、南港溪與眉溪)正射影像與 DEM 

(4) 新店溪及其部分支流(景美溪、南勢溪)正射

影像與 DEM 

(5) 秀姑巒溪上游段河道正射影像與 DEM 

(6) 花蓮溪上游段河道正射影像與 DEM 

(7) 台中市中央管區域排水(包含十四張圳支

線、大埔厝圳支線、四塊厝支線、同安厝排

水、員寶庄圳支線、港尾子溪排水與莿子埔

坑排水)正射影像與 DEM 

(8) 集集攔河堰 101年正射影像 

19 數值高程模型 
DEM、淤積量

DEM 

 

                                                           
1 值地形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通常以地面上相等距離之點為樣本點，記錄其高程及地面坐標，透過具有數值化三維空間坐標的矩陣來表達地表高程的

一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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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資維護更新、欄位檢核與匯入空間資料庫 

各類空間圖資匯入本系統前，均須進行檔案及欄位名稱標準化處理，包含

坐標系統、圖徵建置、屬性欄位等項目，再透過資料庫標準化與格式轉換而納

入系統，提供圖層套疊與功能使用。流程如圖 3-3 所示。 

 

 

圖 3-3  數值向量圖資維護與更新作業流程 

 

(一)坐標系統整合處理 

本系統圖資範圍涵蓋臺灣本島及外島地區，橫跨中央經線 119 度及 121

度二度分帶 TM，因此採用全球大地坐標系統。當圖資蒐集完成，即進行坐

標系統檢查，確認為 TWD97、TWD67 或是 WGS84 坐標系統，再進行坐標

轉換與欄位標準化，作業如圖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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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坐標系統轉換作業流程畫面 

 

(二)檔案及欄位名稱標準化 

欄位標準化即為針對本局管理或產製數值圖檔，依據「水資源資料格式

標準」(民國 99 年修訂)，建立資料名稱、欄位及格式標準化作業。其中欄位

格式為資料記錄格式，分文字、整數及實數三種，表示方法包括文字(C)，例

如：C(10)表示可記錄 10 個英文字或 5 個中文字；整數(N)，例如：N(3)表示

3 位整數以及實數(N)，例如：N(5,2)表示 3 位整數，2 位小數。 

本計畫透過 ESRI 公司之 ArcGIS 套裝軟體 Model Builder 工具，以視覺

化工作流程圖方式建構標準 SOP 流程，亦可修改更動流程圖中輸入資料內

容、處理方式、分類標準等，處理所得成果亦符合規範，降低人為檢核可能

發生之錯誤盲點。作業流程如圖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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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水利圖資標準化作業流程 

 

(三)數值圖資匯入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與空間資料庫 

本系統採用圖資原始格式為 ESRI shape file 向量檔以及 GeoTIFF 影像

檔，為讓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有最佳展示效果，需轉換為本系統專用之多圖形

合併檔，提供前台使用者介面圖資套疊呈現。 

而為加速空間資料、屬性資料查詢、讀取及分析，本計畫採用 101 年度

計畫開發完成之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空間資料庫，建構上傳圖資空間

資料表單與索引，提供系統圖資蒐尋與多種功能使用，如圖 3-6 所示。 

 

圖 3-6  資料上傳 Microsoft SQL Server 流程圖 

匯入 3DGIS
空間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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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年委辦計畫電子書彙整納入查詢 

考量使用者操作系統亦有閱讀執行計畫成果報告需求，因此透過水資源資

訊服務平台(WRISP)，連結「圖書資訊系統－電子圖書知識分類及全文檢索」系

統及「委辦計畫績效評估資訊化管理整合建置計畫」系統，採用石門水庫關鍵

字或委辦計畫年度查詢條件，列出建議彙整委辦計畫成果電子書清單。表列計

畫電子書列表如表 3-2 所示。以下電子書為本計畫彙整所得成果，均已匯入石

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提供查詢(如圖 3-7 所示)。 

 

 

圖 3-7  應用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功能與系統入口服務網進行電子書線上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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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本計畫彙整委辦計畫成果電子書列表 

本系統分類查詢 計畫名稱 年度 計畫分類 

石門水庫崩塌與

淤積評估研究相

關 

94 年度石門水庫集水區崩塌地及土地利用航測調查計畫 94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集水區高精度地形量測及地形貌變化歷程之研究 98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集水區崩塌地調查監測暨植生保育對策方案之研

究計畫 
97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集水區崩塌與庫區淤積風險評估研究 97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集水區產砂量推估與數位式集水區綜合管理研究

計畫 
97 一般委辦 

桃園縣水土保持工作對石門水庫集水區之影響報告 93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淤積測

量報告 

100 年度石門水庫及榮華壩淤積測量作業_石門水庫測量

報告書 
100 一般委辦 

100 年度石門水庫及榮華壩淤積測量作業_後池堰測量報

告書 
100 一般委辦 

102 年度石門水庫及榮華壩淤積測量作業_石門水庫 102 一般委辦 

102 年度石門水庫及榮華壩淤積測量作業_後池堰 102 一般委辦 

102 年度石門水庫及榮華壩淤積測量作業_榮華壩 102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集水區

地理資訊系統 

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擴充建置及維護 100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集水區高解析數值高程模型資料庫前置建置計畫 95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集水區逕流預測：地文及水文資訊查詢系統 95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圖資更新及維護計畫(1-2) 101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集水區

劃定作業報告 

石門水庫(含榮華壩)重要水庫集水區劃定書(修訂本) 101 一般委辦 

隆恩堰水庫集水庫劃定書 101 一般委辦 

上坪堰水庫集水庫劃定書 101 一般委辦 

羅東攔河堰水庫集水庫劃定書 101 一般委辦 

寶二水庫集水庫劃定書 101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經營、

規劃與管理相關 

石門水庫入庫水砂歷線推估模式 98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上游主河道分洪防淤工程初步規劃及水工模型試

驗研究 
99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法操作網路版手冊 98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表操作網路版

手冊 
98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土砂評量與整治率評估模式建立 95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生態資訊整合及數位環境教育平台建

置計畫 
99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之經濟效益評估 98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績效評核(95-97 年) 97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水砂運移監測與異重流模式開發及應用研究 97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水權水量之分析及研究檢討 97 一般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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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分類查詢 計畫名稱 年度 計畫分類 

石門水庫更新改善虛擬實境模擬展示 96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防災通報成果報告書 97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各標的用水中長期規劃暨區域產業發展

探討及推動之研究 
97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保育治理工程之生態檢核表最新版-水土保持局

版本 
98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保育治理工程之生態檢核表操作手冊v9 98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後池改善初步規劃 97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高濁度缺水分析及改善策略檢討 97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集水區土地利用整體規劃報告 94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集水區泥砂產量推估之研究 93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集水區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方法之研擬 97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集水區陸域生態之調查研究 93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集水區攔砂壩生態體檢調查計畫 91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園區及十一份辦公區景觀與設施整體規劃及其可

行評估委託技術服務 
99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園區及十一份辦公區景觀與設施整體規劃及其可

行性評估（後續擴充） 
100 

一般委辦 

石門水庫漂流木及異重流運移試驗分析 97 一般委辦 

氣候變遷對石門水庫供水風險之影響分析 98 一般委辦  
 

四、石門水庫集水區劃設作業處理進程 

(一)101 年度作業概述 

本局所轄水庫分別為石門水庫、榮華壩水庫、隆恩堰、上坪堰、寶山第二

水庫以及羅東攔河堰等六座。經濟部為辦理「變更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

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規定之「重要水庫集水區」範圍之查認，因此水利署於

101 年 1 月 13 日依經水事字第 10131003380 號函送研商「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

製作與查認作業要點(草案)」會議紀錄，決議請各水庫管理機關(構)協助辦理水

庫集水區範圍劃定與圖資製作，期建立基準相同之圖資，以方便機關(構)間圖

資流通及作為水庫集水區範圍之基本資料。該草案已於 101 年 6 月 15 日公告

為作業要點(經授水字第 10120220000 號)。 

本計畫於 101 年度辦理集水區劃設作業，主要為依照該要點進行，製作流

程如圖 3-8 所示，工作範圍如圖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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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計畫作業規劃與流程 

 

圖 3-9  辦理水庫集水區圖資製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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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工作項目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為集水區範圍圖資彙整、處理與製作；

第二為辦理重要水庫集水區範圍劃定會議以取得各單位與民間團體共識並確

認集水區範圍；第三則為依據經濟部 101 年 6 月 15 日核定「重要水庫集水區

圖資製作與查認作業要點」，擬定重要水庫集水區範圍劃定書。整體圖資製作流

程如圖 3-10 所示。 

 

圖 3-10  水庫集水區圖資製作流程 

本項作業依據劃設準則進行圖資製作、合理性檢視、疑義點現地探勘與向

本局報告劃設情形與疑義點釐清等作業，已於 101 年 12 月 14 日提送集水區劃

定書，內容則包含劃設成果圖、劃定摘要表與劃定檢核表等，如圖 3-11 至圖

3-13，表 3-3 至表 3-4 所示。  

 

圖 3-11  石門水庫(含榮華壩)集水區範圍影像圖(定稿送水利署鑒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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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石門水庫(含榮華壩)集水區範圍重要資訊圖(定稿送水利署鑒核) 

 

圖 3-13  石門水庫(含榮華壩)集水區範圍地籍圖(定稿送水利署鑒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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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重要水庫集水區劃定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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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重要水庫集水區劃定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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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102)年度於提送水利署審議之後續協助辦理事項 

本項作業於提送重要水庫集水區劃定書到署後，水利署即會依照劃定書

內容，先進行程序審查。主要針對書面資料(劃定書)之完整性進行審查，審

查通過後，即會由水利署工作小組進行審查與召開審議會議，並由劃設機關

於審議會議上進行簡報，說明本次劃設之內容，與針對審議小組所提出之問

題點進行回應。整體提送集水區劃定書後之作業流程，歸納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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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重要水庫集水區劃定審議作業流程圖 

 

依照審議作業流程，水利署已於本年度 3 月 29 日通知「石門水庫(含榮

華壩)集水區劃定書」完成程序審查，其中尚有部分資料需進行資料修正與資

料補正。有關經審核需補正之事項與目前處理情形對照表，彙整如表 3-5 所

示。其中第一點、第二點、第五點主要為書面文字之修正，而第三點與第六

點則為須補充地方政府與各相鄰接邊單位之書面認同意見，均已補充於劃定

書中。並於 5 月 30 日提送修正後石門水庫集水區劃定書至本局，再由本局

提送修正後劃定書至水利署。 

經濟部並於 7 月 23 日召開「經濟部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審查小組」第

一次委員會議，就石門水庫(含榮華壩)集水區劃定書進行審查。並依照審查

會議結論事項進行修改，於 9 月 23 日檢送劃定書修訂本至本局。相關公文

紀錄與修訂後劃定書節錄重點章節，如附錄八所示。由於整體審查流程需時

較長，無法於本計畫作業期程內完成。因此其他四座水庫集水區劃定書之審

議作業，仍需於未來計畫內持續配合經濟部與經濟部水利署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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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水利署針對本劃定案提出需補正事項與目前處理情形對照表 

項次 程序審查補正事項 辦理情形 

1 

有關「重要水庫集水區劃定檢核表」內「劃

定者」，承辦單位部分應係辦理劃定作業之

機關(構)，請予以修正。 

遵照審查意見辦理。 

2 
有關劃定書附表 4 尚缺漏圖資製作年度，請

予補正。 

遵照審查意見已進行補正，各圖資製

作年度請詳見劃定書。 

3 
有關徵詢相關單位與地方政府之意見，請再

檢附意見回復之佐證資料。 

遵照審查意見，回復資料如劃定書附

錄。 

4 

有關「重要水庫集水區劃定摘要表」內表格

標題－「社會輿論與視需要針對相關圖資之

正確性辦理說明會」應為誤植，請補正為

「相關圖資公告，蒐集相關意見及相關異議

人(或單位)說明」。 

遵照審查意見辦理。 

5 

有關「重要水庫集水區劃定摘要表」內的「異

議處理」，請說明目前圖資成果資料上的復

興鄉宇內段之土地面積是否即如內文所述，

係以土地登記面積為準。 

復興鄉宇內段土地登記面積與集水區

界劃設之地形、面積間有些微差異，

建議以土地登記面積為準。但對集水

區整體而言，其面積則應以新劃定之

範圍線計算成果為主。 

6 

重要水庫集水區間緊鄰者，其邊界之確認，

由各水庫管理機關(構)協商劃定，請提供與

石門水庫(含榮華壩)相鄰之水庫集水區邊界

協調文件。相鄰之水庫包含隆恩堰、上坪攔

河堰、士林堰、德基水庫、羅東攔河堰、羅

好壩、鳶山堰(詳附件)。 

石門水庫(含榮華壩)相鄰之水庫集水

區邊界協調文件，已檢附相關文件詳

見附錄。 

 

劃設完成之石門水庫含榮華壩集水區經計算面積石門水庫集水區為

198,274,579 平方公尺(19,827.46 公頃)，榮華壩為 562,428,065 平方公尺

(56,242.80 公頃)合計 760,702,644 平方公尺(76,070.26 公頃)。與水利署石門水

庫既有集水區面積 763,400,000 平方公尺  (76,340.00 公頃 )相較減少約

2,700,000 平方公尺(270 公頃)究其原因石門水庫既有集水區原劃設時可能使

用較小比例尺圖資，作業亦較粗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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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新劃設與既有集水區差異處劃設說明分析表(1/3) 

編
號 

位置 最大位移(偏移) 劃設說明 

1 
桃園縣大溪鎮

分水崙附近 

約 114 m 

(淺紅色線) 

參考農航所像片基本圖、內政部經建

版地形圖、石門水庫 5m*5m DEM 及

3D WebGIS系統動態集水區等劃設。 

  

編
號 

位置 最大位移(偏移) 劃設說明 

2 

塔開山 

(標高 1,727)附

近 

約 301 m 

(淺紅色線) 

參考農航所像片基本圖、內政部經建

版地形圖、石門水庫 5m*5m DEM 及

3D WebGIS系統動態集水區等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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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新劃設與既有集水區差異處劃設說明分析表(2/3) 

編
號 

位置 最大位移(偏移) 劃設說明 

3 明池山莊附近 
約 565 m 

(淺紅色線) 

參考農航所像片基本圖、內政部經建版

地形圖、石門水庫 5m*5m DEM 及 3D 

WebGIS系統動態集水區等劃設。 

  

編
號 

位置 最大位移(偏移) 劃設說明 

4 
唐穗山 

(標高 2,090)附近 

約 118 m 

(淺紅色線) 

參考農航所像片基本圖、內政部經建版

地形圖、石門水庫 5m*5m DEM 及 3D 

WebGIS系統動態集水區等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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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新劃設與既有集水區差異處劃設說明分析表(3/3) 

編號 位置 最大位移(偏移) 劃設說明 

5 

佐藤山與檜山之

間 2,335高地附

近 

約 231 m 

(淺紅色線) 

參考農航所像片基本圖、內政部經建版

地形圖、石門水庫 5m*5m DEM 及 3D 

WebGIS系統動態集水區等劃設。 

  

編號 位置 最大位移(偏移) 劃設說明 

6 
烏嘴山與李棟山

之間 

約 148 m 

(淺紅色線) 

參考農航所像片基本圖、內政部經建版

地形圖、石門水庫 5m*5m DEM 及 3D 

WebGIS系統動態集水區等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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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肆章 石門水庫集水區 3DGIS 維護及功能更新 

 

一、石門水庫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營運說明與連線單位 

石門水庫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為本局於 97 年度執行『石門水庫集水

區經營管理保育對策及建立集水區地理資訊系統資料庫建置』計畫所建置，彙

整集水區內共同治理單位之監測資訊、工程計畫及災害治理資料，以圖形化介

面整合『點、線、面』型態功能群組，提供主題資訊查詢與統計以及水利業務

分析功能。除此之外，石門水庫集水區歷年委辦航拍計畫所得到不同年度正射

影像、數值高層模型、集水區崩塌資訊等，皆可完全匯入本系統中，提供長期

性、最新性之集水區整合空間資訊。 

本系統服務對象，可依石門水庫集水區依業務權責及監督主管機關(構)，為

本局及石門水庫集水區共管機關，包含水利署、內政部營建署、公路總局、行

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水土保持局、新竹縣政府、桃

園縣政府等單位。依據『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保育評鑑會議2』需求與

建議，針對石門水庫共管機關建立聯絡窗口)協助相關展示並進行系統教學與連

線安裝作業(如圖 4-1)，以即時互動資訊提供各類圖資查詢、分析與簡報會議，

落實資訊整合、流通及應用之目標。 

  

圖 4-1  歷次評鑑會議及各機關系統教學 

                                                           

註2 為確保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保育治理之實質績效，經濟部設置評鑑小組，針對規劃設計、生態保育、保育

治理成效、協商機制、管理機制、預算執行情形及其他相關事項等項目進行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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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門水庫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營運架構 

本系統以 HTML、ASP、Web 伺服器與 Web 瀏覽器等技術開發建置，可區

分為地圖伺服器與客戶端導覽兩個系統環境。於圖資管理與呈現部分，採用

Universe Server3地圖伺服器進行圖資轉換、影像壓縮與網路傳輸等設定，而前

端客戶端則嵌入網頁 ActiveX 元件核心程式進行三維地形飛行導覽。系統運作

架構如圖 4-2 所示。 

為讓使用者能查詢多樣化集水區資訊系統服務，本系統亦於 2008 年註冊

於 WRISP。WRISP 為水利署為整合機關資訊系統，建立單一簽入窗口提供一

站式服務，架構之水資源資訊服務平台(WRISP)，可提供跨署內各單位資訊系

統服務作業與流程整合。本系統已註冊該平台系統服務包括氣象局雨量站基本

資料、水利署水情資料查詢服務等，並於 101 年度新增介接防災中心服務，提

供防災水庫基本資料、即時資料、統計資料等，如圖 4-3。 

 

 

圖 4-2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環境架構 
 

                                                           

註3 PilotGaea Universe 為國人自行研發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具備高效能空間展示及高度客製化開發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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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介接 WRISP 流程 

 

三、101 年度石門水庫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功能擴充與維運 

本系統整體系統架構圖如圖 4-4 所示。於第一年度完成之系統功能如圖 4-5

至圖 4-13 所示。 

 

圖 4-4  系統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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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圖形化操作介面 

 

 

圖 4-6  系統「圖層關鍵字搜尋及圖素展示定位」介面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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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地籍查詢與定位功能 

 

 

圖 4-8  系統文查圖易淹水工程點位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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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系統防洪工程記載表介接 

 

圖 4-10  即時水情服務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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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系統 Google 街景服務介接 

 

圖 4-12  新版系統服務網入口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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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新版系統服務網瀏覽委辦計畫電子書 

 

四、本(102)年度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功能擴充服務規劃 

101 年度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開發維護完成至今，系統營運相當穩

定，為讓使用者習慣操作環境與避免重複開發造成使用者混淆，本年度辦理系

統開發與維運之重點有三項：1. 強化與各單位服務介接；2.強化系統維運服務

之即時性；3. 針對使用者最常操作功能之內容擴增與精進其效能。整體三維系

統服務介接開發流程如圖 4-14 所示。 

 



 

4-9 

 

圖 4-14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服務介接開發流程 

 

本計畫亦於本年度 6 月 25 日辦理第一次系統訪談工作會議，主要針對石

門水庫行動工程管理 APP、圖資與電子書彙整、生態保育與工程 GIS 資料彙整

與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功能推廣與教育訓練等實施方式進行討論。本次系統訪談

記錄表如表 4-1 與圖 4-15。會中提出之建議事項，包含圖資面、系統功能面，

均已依照本局需求辦理擴充完畢。 

 

  

圖 4-15  系統訪談會議討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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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系統訪談紀錄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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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化各單位服務介接 

藉由開放地理資訊 Web Service，提供多樣化水庫資訊 (如業務經辦即時

資訊查詢與定位、會議活動場合展示解說水庫環境與即時資訊、對一般民眾

環境教育實施等)。服務介接介面設計將採用網頁型態開發，以因應未來跨不

同平台之水庫資訊共通性服務。本年度完成之服務介接項目說明如下： 

 

1.「轄區水庫營運報表」與「水庫資訊總表」系統與網頁共通服務 

本系統已介接水利署防災中心「水利署防災即時水庫資料」服務，提供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查詢水庫營運報表部分項目 (水位標高、有效蓄水量、蓄

水百分比與水庫定位)與即時雨量(雨量資訊與雨量站定位)之查詢。 

本年度為擴充水庫資訊提供服務，於系統入口網設置水庫營運報表服務

子網頁，將查詢與產製報表服務移植到前台網頁，並且擴充既有資訊欄位，

包括水庫有效容量、滿水位、呆水位、進水量、出水量、集水區降雨量、即

時水位、蓄水百分比等資訊，並且提供自動化產製報表服務。本作業已完成

網頁完整水庫資訊之設置與報表匯出功能，如圖 4-16 所示。 

另外本年度亦於入口網頁上設置轄區水庫資訊總表查詢服務，為介接水

利署防災中心「水利署防災水庫基本資料」。提供欄位包括轄區水庫名稱、縣

市位置、河川名稱、管理單位、總蓄水量、壩型、壩頂標高、營運狀況等資

訊，已完成入口網頁查詢服務之設置，如圖 4-17 所示。 

在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之功能呈現部分，目前已完成擴充水庫營

運報表與資訊總表之欄位與定位服務，如圖 4-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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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網頁查詢水庫營運報表 

 

 

圖 4-17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網頁查詢水庫資訊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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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查詢水庫營運報表與資訊總表前台規劃設計 

  

2.「轄區水庫水情旬(月、日)報表」系統與網頁共通性查詢服務 

本年度實作開發水情旬(月)報資訊表單網頁與圖表展示服務，透過介接

「水利署防災即時水庫資料」，提供系統入口網頁下拉選單查詢單一水庫日

報、旬報、月報、年報及颱風/乾旱事件，並且提供網頁圖形化比較項目(X 軸)

及時間(Y 軸)與統計報表匯出服務。查詢機制設計流程如圖 4-19 所示，以月

(年)報表查詢流程為例。 

 

 

圖 4-19  月（年）報表查詢機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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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已完成入口網頁之查詢服務，因本資料屬於水庫運轉歷線資訊，

故依照使用者查詢經驗，設置於入口網頁。介面如圖 4-20 所示。 

 

 

 

圖 4-20  轄區水庫水情報表、水庫運轉歷線與水庫蓄水統計於網頁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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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轄區水庫集水區工程點位資訊」系統與網頁共通性查詢服務 

本局所辦理之年度計畫工程，均需填報於水利署之「計畫工程執行回報

管理系統」，由各單位上傳詳細工程資料，包括執行單位、所屬機關、工程類

別、工程編號、工程名稱、預算經費、承包廠商與工程坐標等資訊。 

本系統目前已具備石門水庫集水區工程點位查詢與定位功能，為透過水

資源資訊服務平台(WRISP)，以 Web Service 擷取石門水庫集水區工程坐標。

為讓本局能透過系統與服務網頁，查詢各管理水庫工程完整工程資訊，規劃

由 WRISP 之 Web Service 服務，開發本局轄區水庫集水區工程點位與內容(工

程管理)資訊查詢與定位服務，將工程管理資訊整合呈現於系統與服務網頁。

另外針對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既有工程管理查詢功能，目前正進行以網頁

HTML 語法改寫版面，如圖 4-21 與圖 4-22 所示。 

 

 

圖 4-21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網頁查詢水庫工程管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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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查詢水庫工程管理資訊設計 

  

4.「環保署水庫水質服務介接」系統與網頁共通性查詢服務 

為有效整合各機關水質、水文資料，充分運用國內監測資源及提昇水質

保護效能，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爰推動環境水質監測資料的交換作業規範。環

境水質監測資料電子交換作業規範目標在於建置跨機關(構)、跨領堿的共通

性交換格式規範，以提昇環境保護各業務間資料流通效率。本規範採開放式

架構描述的可延伸標記語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來描述水質

監測數據的資料內容，於「全國環境水質監測網」提供海灘、水庫、地下水、

河川、海域等數種類型水體之水質採樣資訊 Web Service 服務，為直接對外

開放，可提供資訊引用服務。 

為讓本局使用者可應用系統進行水庫水質監測點位之定位及歷年水質

之查詢，本計畫以開放水庫水質 Web Service 服務，針對轄區水庫進行水質

服務資訊引用之開發作業，並且設計前台網頁介面，讓使用者查詢。水質監

測網頁圖表及 Web Service 引用如圖 4-23 與圖 4-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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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網頁查詢水庫水質檢測站數據資訊 

 

圖 4-24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查詢水庫水質檢測站數據資訊並提供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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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系統維運服務之即時性 

以往協助使用者排除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之問題時，使用者無法

利用系統立即將問題回饋，而需透過電話交談、電子郵件文字敘述或使用者

自行截取圖片等方式，讓維運人員依據與使用者交談或截圖畫面分析問題發

生原因。相關作業較為繁瑣，導致無法迅速排除問題。 

本計畫開發問題回報功能，若使用者遭遇問題可應用此功能，將問題畫

面擷取紀錄於回報表單，且可針對問題畫面做文字敘述，最後將問題畫面與

描述利用此功能直接回傳至維運人員專用信箱。以利維運團隊立即分析問題，

並提供即時性系統支援與表單紀錄服務。問題回報功能已開發完成，並完成

系統更新上線。螢幕截圖上傳及意見反映功能如圖 4-25 所示。 

 

 

圖 4-25  螢幕截圖上傳及線上意見反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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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使用者最常操作功能之內容擴增與精進其效能 

因應使用者查詢地籍時，需要了解該地籍周遭是否位於環境敏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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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計畫納入環

境敏感地查詢服務，將該服務統整至地籍定位功能。如圖 4-26 所示。 

 

 

 

圖 4-26  地籍定位結合環境敏感地環域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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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營運維護與流量分析 

系統自 101 年度新版成果上線後，採用自動偵測及發送系統伺服器狀態資

訊程式，每小時自動監測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伺服器，並由系統管理人

員每日檢查與填報檢查表(如圖 4-27 所示)。系統於 101 至 102 年間之營運狀況

均為正常。 

 

 

圖 4-27  系統伺服器狀態檢測填報表 

 

本年度計畫執行至今，整體伺服器營運狀態良好。後續依照既定程序，持

續監測系統伺服器。另外本系統亦採用 Google Analytics 網站流量分析服務，逐

月調查上線人數與使用趨勢情形，調查狀況如圖 4-28 所示。由 101 年 1 月 1 日

至 102 年 10 月 31 日之網站流量統計分析，得知總連線人次達到 2,946 人次，

平均每個月約有 130 人次左右之連線瀏覽量。後續辦理維護時，亦持續透過三

維地理資訊系統推廣文宣與主動推廣方式，推廣本系統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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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網頁流量分析4 
  
                                                           

4 瀏覽量和造訪停留時間項目中，有關 direct 項目，為由本局使用者直接連線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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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伍章 石門水庫資訊導覽服務網站上線、維運 

 

一、資訊導覽服務網站網路架構 

石門水庫為台灣北部主要水庫之一，為我國第一座多目標之營運水庫，庫

區山川秀麗，林木蓊鬱，無論是在生態、歷史、風景、飲食等各方面，均具備

相當豐富的觀光資源。因此本計畫針對石門水庫週遭或蓄水範圍內之各項遊憩

資訊，開發分眾導覽網頁，以推廣石門水庫之風景及遊憩資訊。101 年度計畫

作業著重於需求設計、規劃設置與初步上線；本年度計畫併同資訊服務後臺管

理子系統，進行上線與維運。 

石門水庫資訊導覽服務網站網路整體架構如圖 5-1 所示，於虛擬主機上運

行，可自內網環境透過透過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接取水資源資訊服務平

台(WRISP)水庫水情資訊服務，於導覽網頁呈現水庫水情即時資訊。本服務網

站虛擬主機已於 101 年 12 月 10 日由水利署同意申請對外開通服務，於今年初

開放上線。 

 

 

圖 5-1  資訊導覽服務網站網路營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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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眾導覽服務內容設計 

依據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制定「政府網站版型與內容管理規範」內

容，政府網站分眾目的，主要希望透過不同服務對象的定位，將網站資訊單元

與內容，依據該服務對象之角色與需求，提供適切資訊內容。依照計畫需求與

前述規範，將導覽網頁分為專業版(地圖版)、一般版(含兒童園地，為兒童版網

頁)與行動版，依使用者的目標、角色和興趣，適當分類網頁內容。整體網站結

構如圖 5-2 所示。 

 

 

圖 5-2 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站整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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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分眾導覽網頁提供服務內容 

分眾網頁提供資訊 一般版網頁 地圖版網頁 行動版網頁 

訊息快報 ○ - ○ 

天氣訊息 ○ ○ ○ 

景點資訊 ○ 
◎(強化地理

資訊顯示) 
○ 

水庫歷史介紹 ○ - - 

水庫歷年統計資料 ○ - - 

水庫工程相關資訊 ○ 
○(以圖層方

式開啟查詢) 
- 

水庫業務資料 ○ - - 

生態資訊 ○ - - 

交通資訊 ○ ◎ ○ 

影片展示 ○ - - 

服務申請資訊 ○ - - 

地理環境與水文 

相關圖層套疊資訊 
○ ◎ - 

地理查詢 - ◎ - 

 

(一)歡迎網頁 

使用者連至導覽網頁時，首先進入眼簾的是導覽服務網站入口歡迎網頁

(如圖 5-3 所示)。歡迎網頁以石門水庫園區環境之優美風景照片為底圖，充

分吸引使用者目光。此處即採分眾導覽設計，可自行選擇進入。 

綜觀整體導覽網頁設計，開發之目標以文字簡潔、圖片清楚為原則，以

突顯導覽主題，再針對每一主體內容進行細部資料呈現。本網頁採用

JavaScript 腳本語言製作，以利使用者在不同裝置下進行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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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石門水庫資訊導覽服務網頁歡迎頁設計 

 

(二)地圖版 

地圖版網頁整體功能架構如圖 5-4 所示，參考近年 Google Map、Bing 

Map、Open Street Map 等線上地圖結合各種生活型態與服務網頁風行，本網

頁採用以 Google Map 為主要底圖設計，結合 Google Map API、Earth API、

Google Paranomio、Google 街景服務與 Google 路況作為外部服務資源。而為

讓系統管理者方便管理地圖版景點資訊上架與內容照片上傳，以及控管整體

圖層套疊之檔案(kml 檔)管理，本計畫地圖版網頁系統開發部分，特別著重

於後台管理平台之景點資訊管理與圖層上傳服務擴充。地圖版開發作業目前

已完成開發並且上線運作。網頁功能區塊如圖 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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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地圖版導覽網頁架構 

 

 

圖 5-5  石門水庫資訊導覽服務網頁地圖版設計 

 

景點照片展示功能於 101 年度開發採用存取於虛擬主機伺服器照片，應

用自行開發之 Web Service 技術讀取照片資料夾路徑，呈現於地圖版網頁上。

另外亦結合 Google Picasa Web 的石門水庫風景照片，以超連結方式提供使用

者瀏覽石門水庫週遭景點資訊。透過前述服務，使用者即可透過直覺式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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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的操作，下拉選單選擇石門水庫風景地點，帶領使用者瀏覽整個石門水

庫及其週遭風景。 

而在地圖版網頁圖資套疊部分，本計畫亦採用新開發的圖層套疊後臺管

理平台，新增石門水庫庫區周遭 kml 圖資，並可查詢屬性資訊(如圖 5-6 所

示)。所選取上架圖資的原則，為能表現石門水庫周遭自然環境與人為設施為

主，且非屬於景點類型，在符合個資法的前提下，將資料匯入地圖版網頁。

本計畫擴充圖資資訊，如表 5-2 所示。後續持續針對已上傳圖資，視實際情

形增補屬性資訊，讓使用者瀏覽該圖徵屬性資料均為最新的資訊。 

 

 

圖 5-6  地圖版網頁-圖層套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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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石門水庫導覽服務網地圖版網頁擴充圖資資訊 

圖資編號 圖資分類 圖資名稱 

1-1 行政區域界 石門水庫集水區鄰近村里 

1-2 行政區域界 石門水庫集水區鄰近鄉鎮市區 

2-1 水庫範圍 水庫蓄水範圍 

2-2 水庫範圍 石門水庫水域與水面使用許可範圍圖 

2-3 水庫範圍 石門水庫集水區水系圖 

2-4 水庫範圍 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圖 

2-5 水庫範圍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3-1 水利設施 分層取水工輸水管線 

3-2 水利設施 排洪隧道 

3-3 水利設施 攔汙索 

3-4 水利設施 滿水位線界樁 

4-1 天氣概況 中央氣象局雨量站觀測資料 

4-2 天氣概況 水利防災資訊 

5-1 交通路線 省道台 3 乙線 

5-2 交通路線 省道台 4 線 

5-3 交通路線 省道台 7 丙線 

5-4 交通路線 省道台 7 乙線 

5-5 交通路線 省道台 7 甲線 

5-6 交通路線 省道台 7 線 

6-1 環境監測 含沙量監測站 

6-2 環境監測 河川水位監測站 

6-3 環境監測 河川水質監測站 

6-4 環境監測 河川流量監測站 

6-5 環境監測 濁度站 

6-6 環境監測 蒸發量站 

6-7 環境監測 雨量站 

7-1 橋梁 石門水庫周遭橋梁 

8-1 單車路線 石門水庫單車鐵馬自由行建議路線-後

池堰 
 

在景點列表部分，點選內容按鈕，即會顯示該景點「石門風情」、「景點特

色」、「資訊分類」、「專屬街景」四種景點介紹，如圖 5-7 與圖 5-8 所示。此景點

列表於本年度已建構完整展示架構，以更加豐富本網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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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景點內容「石門風情」 

 

圖 5-8  景點內容「專屬街景」 
 
 

而在路線規劃部分，提供「開車」與「搭乘運輸工具」兩種方式，並且

預設石門水庫風景區常用目的地，方便進行抵達路線規劃，如圖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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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地圖版網頁-路線規劃服務 

  

於 101 年度辦理地圖版網頁開發時，已納入跨瀏覽器與跨平台之考量。

因此本網頁除了可於桌上型電腦以瀏覽器開啟外，亦可應用行動裝置瀏覽，

讓使用者在任何具備網路之地方皆可操作與搜尋景點資訊，如圖 5-10 所示。 

 

 

圖 5-10  以行動裝置瀏覽地圖版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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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版 

一般版網頁整體功能架構如圖 5-11 所示，整體網頁設計如圖 5-12 所示，

版型設計則考量結合旅遊導覽與機關業務資訊提供之網站設計，讓不同取向

之使用者均可找到相對應之資訊。為了讓使用者查詢熱門景點，於網頁中嵌

入觀光主題地圖，另外提供包含「旅遊導覽」、「為民服務」、「業務資訊」以

及「水情資訊」等主題服務，讓使用者搜尋。 

 

 

圖 5-11  一般版導覽網頁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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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版網頁已建構完整服務主題架構，與地圖版網頁相同，本年度持續

擴充本架構內之資訊，以更加豐富本網頁各主題細部內容。圖 5-13 至圖 5-15

為一般版網頁部分內容。提供網頁瀏覽者另外一種新的展示主題。已新增中

央行政機關室內公共區域免費無線上網熱點位置(如圖 5-16 所示)，並針對歷

年統計資料(水庫或壩堰營運概況與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次統計表)擴充本年度

之網頁查詢表單與統計圖服務。資料來源為水利署官方網頁之水利統計資料。 

 

圖 5-12  石門水庫資訊導覽服務網頁一般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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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一般版網頁-熱門景點結合 QR CODE 連結資訊 

 

 

圖 5-14  一般版網頁-各項庫區使用許可及管理要點結合網頁地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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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一般版網頁-石門水庫遊客人數歷年統計資料表格與圖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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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  石門水庫庫區中央行政機關室內公共區域免費無線上網熱點位置 

 

(四)兒童園地(兒童版) 

兒童園地整體功能架構如圖 5-17 所示，整體網頁設計如圖 5-18 所示。

兒童版設計則以活潑可愛方式規劃設計，納入小朋友較有興趣之資訊，包含

石門故事館(介紹石門水庫的基本常識)、石門小學堂(介紹石門水庫運作原理，

例如灌溉、發電、給水、防洪、觀光等效益)，以及石門遊樂園(製作生動有趣

的網頁遊戲)與石門補給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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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  兒童園地網頁架構 

 

 

圖 5-18  石門水庫資訊導覽服務網頁兒童園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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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動版 

行動版網頁整體功能架構如圖 5-19 所示，整體網頁設計如圖 5-20 所示。

規劃以輕巧主題資訊提供行動裝置(特別為智慧型手機等尺寸較小之裝置)觀

看，因此將網頁資訊濃縮成四個主題：最新消息、園區景點、遊客服務以及

交通指南資訊，本年度持續辦理資訊內容維護。另外，因應目前行動裝置 APP

應用之普遍性，本計畫亦開發以 Android 為主之石門水庫導覽 APP，目前已

上線至 Google Play 商店，開放給一般民眾下載至行動裝置上。 

 

圖 5-19  行動版導覽網頁架構 

 

圖 5-20  石門水庫資訊導覽服務網頁行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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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Android 版本石門水庫導覽服務 APP 

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已開發 Android 版本行動導覽 APP 完成，使用

者僅需連線至 Google Play 商店，於關鍵字搜尋輸入「石門水庫」即可找到本

APP 進行安裝，如圖 5-1 所示。另外使用者亦可從導覽服務資訊網的行動版

網頁，利用點選超連結或以掃 QR 碼之方式，開啟本 APP 下載網頁，如圖 5-2

所示。 

 

圖 5-1  石門水庫導覽服務 APP 上架 Google Play 商店介面 

 

圖 5-2  應用行動版網頁超連結與 QR 碼連結 Google Play 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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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導覽服務APP目前提供之功能選單，包含當地天氣、活動訊息、

如何到石門(路徑規劃)、附近景點、節慶觀光季與觀光景點導覽六項。後續

亦搭配本局所推出之環境教育活動，持續辦理服務推廣。 

  

圖 5-21  Android 版本石門水庫導覽 APP 

  

三、無障礙網頁之申請與認證標章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及所屬機關資訊相關系統開發注意事項」，對外服務之

網站需通過無障礙檢測，至少達 A+等級。因此本網站依循此一注意事項，以及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研考會)訂定之「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下

載單機版無障礙網頁檢測工具 FreeGo v 3.1.1 進行自我檢測，協助開發人員修

正網頁以符合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取得認證標章。 

前述檢測作業採用 A+檢測等級，所得結果若有未通過者，則辦理修正至通

過 A+為止。本網頁於 101 年度進行檢測時，其內容大致已通過 A+等級，因此

於本計畫於網站開放對外後，需至研考會政府網站營運交流平台申請無障礙標

章完成登錄，並於後續由研考會政府網站營運交流平台執行標章抽測、抽檢等

作業，以確保本網頁持續符合無障礙功能規範。(如圖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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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申請無障礙標章資訊(於行政院研考會網頁) 

 

四、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營運維護與流量分析 

本年度計畫執行至今，整體導覽服務資訊網營運健康狀態良好。本網頁亦

採用 Google Analytics 網站流量分析服務，逐月調查上線人數與使用趨勢情形，

調查狀況如圖 4 27 所示。由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10 月 31 日之網站流量統

計分析，得知總連線人次達到 870 人次(如圖 5-4 所示)。而在導覽服務 APP 之

安裝人數統計部分，達到 57 人次(如圖 5-5 所示) 

分析連線人次之組成，可知舊訪客(參觀本網站次數為超過一次以上者)計

有 477 人次，全新訪客約佔 393 人次。因此可判斷本導覽網頁對於一般民眾查

詢石門水庫遊憩資訊有頗大吸引力，可持續吸引使用者回流參觀。未來導覽網

頁需考量重點在於如何將本網站擴大曝光率，結合各式各樣活動(如明年石門水

庫建庫五十周年活動、環境教育活動、於石門水庫區域申請辦理諸如路跑、單

車活動等商業活動等，或結合社群網頁如 Facebook、Plurk、Google+等)，或結

合網路廣告(如付費 Google Ads)等，以擴大服務對象與瀏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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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流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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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行動 APP 安裝人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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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導覽服務資訊網與 APP 推廣-102 年全國河川日-「勁水」蘭陽溪 

2005 年 6 月 29 日，聯合國將每年 9 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訂為「世界河川

日」，其宗旨為期許國際共同關懷河川、保護河川環境、文化與生態教育相關活

動紀念日。為與世界接軌，經濟部水利署重視民眾參與及水資源教育，在羅東

運動公園舉辦「河川日」嘉年華會。 

本局於 102 年 9 月 29 日(星期日)，配合經濟部水利署於羅東運動公園老街

碼頭，應用本計畫所開發之「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石門水庫導覽服

務資訊網」及「石門水庫導覽 APP」等成果資料展示，主要宣傳石門水庫導覽

服務資訊網、石門水庫導覽服務 APP、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民眾回應相當熱絡，

活動圓滿。同時為配合該活動之實施，製作導覽服務網與 APP 之推廣文宣，於

現場廣為發放，受到相當熱烈迴響。推廣文宣資料如附錄十。 

 

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兒童版遊戲: 

當日參加活動的民眾，6~12歲孩童約佔人群 1/4，當日以玩遊戲領獎品的方式，吸引小朋

友參加。 

 

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地圖版: 

當日民眾有騎單車之車隊民眾，宣傳地圖版使用方式，並將重心放在高程功能使用教學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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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導覽服務 APP: 

宣傳與服務民眾安裝石門水庫導覽服務 APP。 

   



 

5-24 

三維地理資訊服務網: 

透過此軟體，指導民眾使用飛覽石門水庫大壩，介紹石門水庫位置與為民眾帶來的服務。 

 

 

活動當日照片: 

  

會場布置與設定主機 會場布置與設定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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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楊署長蒞臨參觀 本局劉局長蒞臨參觀 

  

來賓蒞臨參觀。 來賓蒞臨參觀 

  

解說與指導安裝石門水庫導覽服務 APP。 文宣光碟發送，民眾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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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當地腳踏車隊推薦石門導覽網內容 當地腳踏車隊至本攤位索取文宣與光碟 

  

小朋友參與兒童版網頁遊戲 小朋友參與兒童版網頁遊戲 

  

指導如何使用三維地理資訊系統飛覽石門水庫 指導如何使用三維地理資訊系統飛覽石門水庫 

 



 

6-1 

6.   

第陸章 智慧型行動水庫調查資訊查詢裝置上線、維運 

 

近年來手持式智慧型行動裝置日益普及，其具備 GPS 晶片、AGPS 服務與

攝影鏡頭，可透過 Wi-Fi 或 3G 行動網路抓取衛星資料定位；並可藉由專案開發

資訊服務 APP，以做為專業使用者於工程現場進行興建、維修、管理、施工查

核、探勘、攝影拍照記錄坐標、即時訊息編輯與回傳等用途。 

有鑑於此，針對本局流域集水區工程管理與巡防考量，已於 101 年度開發

石門水庫集水區工程管理行動 APP，採用 Android 作業系統行動裝置，整合 3G

行動網路及 GPS 定位，提供本局人員於現場勘查工程作業之輔助工具，並透過

行動裝置內建之數位相機、GPS、無線網路等，可將照片傳回系統，同時將拍攝

地點坐標、分類與描述等一併傳回至照片資料庫，減少現場勘查作業資料彙整問

題，增進流域外業巡防效益。目前本 APP 已開發完成，並且實際上線至本局三

維地理資訊系統之行動服務網頁，提供本局同仁下載安裝。 

 

一、行動裝置服務對象與軟硬體內容規格 

石門水庫集水區工程管理行動 APP 已於 101 年底開發完成並且上線服務，

為針對本局工程管理與巡防人員之實務需求而設計開發，因此規劃使用對象鎖

定為本局人員。APP 為搭配 Android 作業系統，需採用 3.0(含)以上之版本。而

在硬體部分，需配備 GPS，並支援 HSDPA 3.5G 及 Wi-Fi 行動網路，建議規格

如表 6-1 所示。 

 

表 6-1  轄區工程管理與巡防 APP 搭配行動裝置建議硬體規格 

規格名稱 建議須具備(最低)所需規格 

作業系統 Android 3.0 (含) 以上 

網路 HSDPA 3.5G 或 Wi-fi 

感應器 重力感應器、陀螺儀、墊子羅盤、GPS 

裝置類型 
可為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因查詢版面設計之關係，採用螢幕

較大者較為方便操作。 

APP容量 本APP行動裝置軟體建議預留約 50 至 100MB安裝 (內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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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應用開發環境建構 

本計畫 Android 行動應用開發環境建構於 Windows 主機上建構 Android 行

動系統開發模擬環境(模擬器)，可支援 Android 硬體模擬及不同版本開發。 

 

表 6-2  行動應用開發環境建構 

開發環境 開發軟體及技術 開發軟體畫面 

Android 

1. Java Development Kit(JDK) 6 

2. Eclipse 3.6.x(Helios) 

3. Google-ADT(Android 

Development Tools) for 

Eclipse (Get LastVersion) 

4. Android sofeware 

development kit (SDK) plate 

forms 2.3 (API9) and above 

5.Java 程式語言  

 

三、行動平台線上連線機制介紹 

為達到行動平台傳遞系統中即時資料之需求，「行動版平台」整體運作架構

如圖 6-1 所示，包含資料、中繼、客戶、使用者介面分為四層次，以確保資訊

能夠順利透過網路快速傳遞。各項流程單元分別說明如下。 

(一)資料層(Data Tier) 

該系統資料來源為水利署「計畫工程執行回報管理系統」資料庫，所須

資訊經 WRISP 服務提供後以回應 Middle Tier 要求，進行資料轉換、儲存及

維護。 

(二)中繼層(Middle Tier) 

係指「行動版平台」串連後端的資料庫伺服器，透過 Internet 的運作，針

對客戶端所提出各項查詢作業要求，進行服務與回應。 

(三)客戶層(Client Tier) 

係指使用者智慧型行動裝置，使用者必須在 3G 或具有無線通訊(Wi-Fi)

上網之環境，透過 Internet 呼叫中繼層應用程式，以滿足使用者操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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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UI) 

使用者介面所指的是平板電腦之系統畫面，本計畫配合平板電腦本身網

路地圖，進行客製化設計系統功能、使用者操作介面及資料展示等。 

 

 

圖 6-1  石門水庫工程管理行動 APP 系統資訊傳輸流程 

  

四、石門水庫集水區工程管理行動 APP 功能設計與維護 

(一)行動 APP 操作流程規劃 

基於操作行動裝置時，需要操作之流程包括： 

1. 連結計畫工程執行回報管理系統(又稱專案管理系統)與防洪工程記

載表管理系統，以查詢與照片與其 EXIF 資訊相對應工程、維護與巡

防表、構造物資訊等施工資訊。 

2. 查詢工程歷年紀錄，如防洪記載表，工程施工紀錄，施工照片。 

3. 查詢水工構造物歷年巡防檢查表紀錄，如調查記錄，歲修紀錄等。 

4. 透過 APP 查詢工程位置，並記錄現場狀況描述(含拍照)。 

5. 即時上傳或者回到局內上傳調查資訊。 

6. 彙整調查資訊報表，如今天看過地點列表或調查某水域點位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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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石門水庫工程管理行動 APP 平台規劃操作流程 

  

針對本計畫特性，開發水資源管理主題定位服務，透過水利署水資源資

訊交換平台(WRISP)服務，提供豐富而即時性之資料查詢，讓現場使用者了

解附近周遭水利工程資訊，如表 6-3 所示。 

 

表 6-3  規劃於石門水庫工程管理 APP 程式提供查詢之服務列表 

APP提供功能服務 細項提供服務類型 開發服務說明 

歷史影像查詢、拍

照與上傳服務 

影像照片查詢服務 
提供下拉選單，以拍攝時間、工程地點、

工程編號選取影像照片 

影像照片拍照服務 

以行動裝置內建攝影鏡頭與GPS，於拍照

前，設計由使用者選取輸入各項必要資訊

進行事件紀錄。並設計及時照片上傳。該

照片同時記錄GPS與屬性資訊。 

防洪工程記載表管

理系統表單查詢 
提供各式工程表單查詢 配合進行資料庫連結查詢 

工程管理系統表單

查詢 

提供各式工程表單查詢、

水利構造檢查表等查詢 
配合連結資料庫查詢 

水域管理主題查詢

與定位服務 

行政區查詢定位 提執行各項定位服務。另外針對地籍查詢

服務，加值提供套疊該地籍區塊之附加資河川水系查詢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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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提供功能服務 細項提供服務類型 開發服務說明 

堤防查詢定位 訊(如都市與非都市計畫區、環境敏感地

等) 地籍查詢定位 

圖幅框定位 

坐標查詢定位 

 

(二)系統設計操作介面 

本系統 APP 設計界面如圖 6-3 所示，主要以 101 年底開發系統介面為基

礎，進行版面微調作業。考量目前市面上各品牌之平板電腦及手機螢幕尺寸

皆有所不同，可能會導致功能鈕無法被看見而正常使用。因此目前初步設計

通用版設計界面(如圖 6-4 所示)。本操作介面已於 6 月 25 日系統第一次訪談

時，向本局進行展示與討論，獲得認可。 

 

 

圖 6-3  Android 版本操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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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版設計上方控制列將會顯示圖台資訊切換列之群組功能按

鈕，而下方為各資訊列之操作功能，多餘的功能鈕將會依據

手機版面自動縮放。 

橫版設計圖台資訊切換列及各資訊列之操作功能皆自動整合

於上方控制列進行操控。 

 

直版設計 橫版設計 

圖 6-4  通用版設計介面 

 

五、行動平台功能微調之規劃與介紹 

本 APP 具備地圖操作、圖層套疊、圖查文(空間資料搜尋)與快速定位功能。

除此之外，本 APP 結合工程管理與照片拍攝上傳機制，將照片資訊回饋至工程

管理照片服務資料庫，讓使用者查詢。截至目前為止，已獲得初步成果。相關

功能說明如后： 

 

(一)基本底圖 

基本底圖切換部分主要提供使用者選擇欲套疊切換顯示線上網路地圖

供使用者切換瀏覽。線上圖資套疊服務畫面如圖 6-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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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線上基本底圖切換操作功能 

(二)圖層套疊 

圖層套疊之圖資來源，主要透過署內既有系統提供之圖資服務進行介接

套疊展示，即可於行動平台套疊相關圖資服務。另考量外業網路傳輸速度，

設計開啟後即可自動存取暫存之機制，因此使用者於網路良好之環境，開啟

預前往之地點相關圖資，即會自動儲存於行動平台之離線暫存圖庫內，離線

圖庫主要透過資料庫元件讀取並存取至行動平台之資料庫內。 

圖層套疊將依據圖資類型進行群組分類，並以切換頁方式呈現圖資清單

列表，並提供使用者點選即可開啟套疊展示，系統畫面如圖 6-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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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工程管理 APP 圖層開關套疊 

 

(三)圖查文（空間資訊搜尋） 

提供使用者透過 GPS 定位或者任意空間點選查詢後，設計查詢項目之標

的，進行選取查詢，即可透過線上服務或者離線資料庫查詢圖資屬性資訊。

以地籍查詢服務為例，透過圖面任意點選查詢，即可快速提供使用者查詢所

在區域周遭之地籍資訊，地籍資料內容則包含地籍宗地之公私有資訊、使用

分區及公告地價等資訊，地籍查詢之系統操作畫面如圖 6-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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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任意圖面點選查詢＿地籍資訊 

 

(四)快速定位 

快速定位功能與網頁版查詢方式相同。行政區定位主要提供使用者針對

行政區進行查詢篩選定位設計，主要依據行政區階層進行查詢，提供使用者

選擇欲查詢之縣市、鄉鎮、村里，並定位至該行政區空間位置。行政區查詢

定位如圖 6-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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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快速定位-行政區定位功能 

 

(五)主題事件拍照記錄模組 

當使用者以本計畫開發之行動 APP 進行現地照片拍攝時，需指定事件類

別、事件主題、類別進行主題拍照記錄服務。該 APP 內建包含颱洪事件、現

地工程檢查(含計畫所需之安全檢查紀錄、勘查評估表單、維護保養表單與查

核缺失處理)、土地使用紀錄等主題紀錄，依選取事件類別，規劃自動以 GPS

位置提供該點位相關資訊選項。以下以工程資訊之主題事件進行事件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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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所示）、現地拍照作業、描述說明與產製空間資訊進行範例說明。透

過現地進行拍照記錄，會將資訊先存放至行動平台，可於網路良好環境下，

透過無線網路方式直接上傳至本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內(目前 3DGIS

尚未開放此一設定，為連線至工作團隊硬體伺服器。後續須透過申請方式，

讓資料庫可對外接收資料)。 

 

 

 

圖 6-9 行動應用程式畫面及功能 

 

防洪工程記載表為水利署暨所屬各河川局辦理各中央管河川防洪工程

的紀錄表單，歷年來各單位已陸續透過署內記載表管理系統持續建置。因此，

外業系統即可於現場查詢歷年記載表單資訊及空間定位，並可透過圖台查詢

展示周圍建造物資訊，如圖 6-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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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  外業行動平台記載表查詢定位畫面 

 

另外設計現地拍照上傳之功能，輔助紀錄目前正在施工中現地工程照片，

透過上述記載表查詢功能，選定該筆工程記載表資訊，透過行動平台之拍照

功能設計照片記錄及維護管理上傳之功能，如圖 6-11 所示。將有效簡化原有

記載表照片手動上傳管理之動作，以利記載表照片管理之便利。 

 

 

圖 6-11  防洪記載表工程紀錄查詢及拍照管理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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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系統入口網頁結合行動裝置 APP 服務首頁 

因本 APP 規劃設計為本局工程管理業務專用之 APP，考量使用者身分控

管，並不直接提供於 Android Market(軟體市集)直接下載使用，而採用於系統入

口網頁連結進入下載(本網頁僅限局內使用者使用)。 

本系統入口網頁提供「行動服務」主題網，其中分為「APP 教學」、「APP

下載」、「常用 Q&A」與「意見回饋」四項主題。因此自下載、安裝、教學與意

見回饋等作業流程，均已齊備(如圖 6-12 所示)。本年度持續擴增行動服務內容，

俾利使用者查詢 APP 之綜合資訊。 

 

 

圖 6-12  透過新版系統入口網連結行動裝置專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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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柒章 資訊服務後臺管理子系統及資料庫上線、維運 

 

一、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後臺管理子系統服務擴充 

因應 101 年度計畫開發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為提供網站管理者可上

稿發佈最新消息至前台網頁，並且查詢網頁瀏覽遊客流量分析服務，已於 101

年度計畫開發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之後臺管理子系統，為採用網頁型態提

供使用者操作，整體版面設計如圖 7-1 所示。 

後臺系統主要精神為提供一好用、簡便之操作平台，讓網站權限管理者不

需了解網頁與系統程式內容，亦可輕鬆管理整體前台網頁。因此於 101 年度開

發後臺作業之原則，為朝向簡單、直覺且不複雜之操作介面與功能目標進行。

目前後臺管理系統提供最新資訊管理、客戶關係管理(Google Analytics 使用者

流量分析)、帳號管理與系統日誌四種功能。針對前述功能，已於 101 年度上線。 

 

圖 7-1  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後臺管理平台網頁之功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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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1 年度開發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時，已彙整大量石門水庫庫區

周遭景點資料。於該計畫作業時，為讓景點資訊呈現於 Google Map 底圖，主

要為採用 Google Apps for Business 整合資料表與地圖服務，稱「Google Fusion 

Tables」，其提供服務等級協議(Service Level Agreement, SLA) 99.9% 的時間

運作正常保證。應用該服務於雲端硬碟上建立景點資料表，可直接賦予其地

理坐標，使用上相當便利。 

 

 

圖 7-2  Google Fusion Tables 作業畫面 

  

於本年度辦理景點資訊維護作業時，考量未來持續擴充石門水庫景點與其

他資訊有其實務需求(如集水區崩塌地、臨時性受災點、治理保育工程資訊點)。

因此於本計畫規劃開發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景點資料庫與圖層管理資料

庫，納入既有後臺管理平台之服務架構，將所彙整景點資訊自原本之 Google 

Fusion Tables 服務改為直接讀取導覽服務網頁伺服器景點資料庫，並與前台網

頁整合，期能透過更有效率之客製化管理介面以管理景點。 

本計畫已完成景點資料庫之開發，並且於 6 月 25 日辦理第一次系統訪談

時，部署至本局導覽服務網頁伺服器內。後續系統管理者可於後台介面新增景

點位置，並可透過實際 Google Map 與空間資料庫之定位服務，輔助確認位置。

除此之外，亦可於本介面指定圖例、上傳景點群組照片、描述景點說明文字與

發佈更新等，如圖 7-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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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石門水庫集水區導覽服務資訊網之景點資訊維護後台介面 



 

7-4 

除新增景點維護資料庫與管理介面外，本計畫亦針對非屬景點資訊，但須

歸類為導覽服務資訊網地圖版網頁之圖層套疊項目之各式圖層，進行維護介面

之開發。相關作業亦已經完成，並且於 6 月 25 日辦理第一次系統訪談時，一同

部署至本局導覽服務網頁伺服器內。後續管理者即可透過圖層維護後台介面，

進行 kml 檔案類型圖資上傳與群組歸納，以利一般使用者開關圖層查詢。介面

如圖 7-4 所示。 

 

 

圖 7-4  石門水庫集水區導覽服務資訊網之圖層套疊維護後台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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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後臺管理平台開發作業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入口網頁已於 101 年度計畫全面更新，提供三

維地理資訊系統圖資、網頁與系統最新公告訊息。惟該年度尚未開發三維地理

資訊系統後臺管理平台，若有更新資訊需要發布，需請網頁設計工程師將訊息

更新到網頁 HTML 檔案上，不易維護。 

因本系統須持續維護向量與影像圖資、服務網頁則提供電子書圖檔擴充、

教學文件與意見回饋管理，並且配合本局硬體伺服器管理狀況，適時提供系統

軟硬體維護訊息等需求，因此藉由後臺管理方式，讓系統管理者能方便快速上

稿最新公告訊息至後台資料庫，實有其需求。 

本年度計畫設計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後臺管理功能，提供最新資訊

管理、客戶關係管理(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入口網頁 Google Analytics)、帳號管理

與系統日誌四種功能(如圖 7-5 所示)。目前已完成整體開發作業。並且已於 5 月

底測試完畢，於 6 月正式發布至本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伺服器上線維運。後續

透過此後臺管理系統，持續發布最新消息，以讓使用者更快了解系統更新事項，

並且讓系統維護人員能更加便利地發布消息。 

 

圖 7-5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後臺管理平台網頁之功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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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系統資訊安全檢測與網站管理員自動監測營運狀況 

於開發系統與網頁接近完成後，隨即須依據水利署資訊安全規範「資訊相

關系統開發注意事項」進行程式原始碼與網頁資訊安全統一控管。程式原始碼

及原始程式庫作業僅可由經過授權之人員管理，採用 Source Any Where for 

Visual SourceSafe 程式碼管理工具，藉由記錄檔控管系統開發每一版本修改狀

況。而系統網頁以及系統 Web Service 資訊安全弱點檢測，則透過網頁應用程

式掃瞄工具軟體(Acunetix Web Vulnerability Scanner)針對網頁應用程式原始碼

弱點及漏洞檢測等進行檢測評估，並以圖形管理報表與圖表資料，依資安弱點

之嚴重性自動分級與給予修正建議。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與石門水庫集水區導覽資訊服務網已於 101 年

度辦理開發作業，已實施資訊安全軟體作業，檢測之問題點，均已修正完畢，

並製作資訊安全檢測報告。本年度所辦理各項網頁開發與系統維運，亦遵照水

利署資訊安全政策辦理，於成果繳交前，實施資訊安全檢測作業。有關資訊安

全檢測作業、網頁流量分析與壓力測試報告等，均已完成，並依照所發現之弱

點辦理修正完成。相關數據詳如附錄 11 所述。 

因應前述各項網頁於 101 年底上線，本年度計畫採用 Google 網站管理員

服務以協助網站營運診斷、索引狀態與提供有助於提升 Google 搜索排名最佳

化方式(SEO,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透過此服務，可提升導覽服務網站整

體營運健康狀態。應用流量分析服務及管理員工具服務檢測如圖 7-6 所示。相

關作業已開始進行，包含服務申請、Sitemap 建立與提交等。 

 

 

圖 7-6  系統網頁資訊安全檢測與 Google 網站管理員工具服務檢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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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捌章 辦理資訊導覽服務網推廣活動 

 

一、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教育訓練與成果推廣 

為強化推廣本年度計畫成果，除配合計畫作業期程辦理一次至少六小時操

作使用教育訓練，亦配合本局需求辦理臨時協助之行政事項、額外教學與成果

推廣等。辦理教育訓練推廣活動現場照片如圖 8-1 所示，教育訓練課程時間分

配如表 8-1 所示。 

 

  

  

圖 8-1  辦理教育訓練推廣活動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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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本計畫教育訓練課程實施表 

日

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時數 

 

102

年 

11 

月 

5 

日 

9:00 報到，上午場次課程開始 

9:00 ~ 9:20 
1.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網頁功能

介紹 

陶林公司 

專案講師 

20 

分鐘 

9:20 ~ 10:45 

1. 石門水庫集水區工程管考行動服務
APP 基本安裝與網頁操作教學。 

2. 工程管考行動服務 APP 功能使用操作
說明。 

陶林公司 

專案講師 

85 

分鐘 

10:45~12:00 
1. 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介紹 

2. 石門水庫導覽 APP 介紹 

陶林公司 

專案講師 

75 

分鐘 

12:00 ~ 13:30 午休，上午場次課程結束 

13:30~14:30 

1.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基本功能介紹 

2.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本年度系統更新圖資

說明 

陶林公司 

專案講師 

60 

分鐘 

14:30~15:30 

1.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定位群組介紹 

2.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其他展示、操作及查

詢功能更新擴充 

陶林公司 

專案講師 

60 

分鐘 

15:30~16:30 

1.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功能實際案例應用 

2. 自由練習與互動討論 

彙整使用者心得、意見回饋與問卷填寫 

陶林公司 

專案講師 

60 

分鐘 

16:30 課程結束 

  

完整之系統開發教育訓練計畫，應包括場地安排、宣傳文件製作、教育訓

練教材、教育訓練調查表單製作、講師專業度與回應問題能力、課程規劃等。

因此本計畫研擬教育訓練計畫規劃如表 8-1 所示，亦擬定宣傳文稿，邀請各單

位詳加利用，達到推廣目的。本年度檢視宣傳文稿與本計畫更新服務及功能等

面向，更新文稿內容如圖 8-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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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本計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導覽網頁教育訓練實施計畫內容製作 

規劃項目 項目內容 

教育訓練與計畫

成果推廣文宣 

製作精美推廣文宣，透過公文收發與網頁宣傳方式，讓各單位接收訊息並派

員參加。另外本項目亦可做為後續服務推廣之廣泛用途。 

教育訓練教材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導覽服務資訊網頁教學指引手冊 

石門水庫集水區工程管理APP教學指引手冊 

以上均需提供教學電子書，以讓使用者線上參閱或自行下載複印使用。電子

書置放於網頁，透過網頁形式瀏覽。 

教育訓練滿意

度、意見回饋等

調查資訊 

製作教育訓練滿意度調查表，以及系統建議之意見回饋表，讓使用者於填

寫，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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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彙整之表格資訊，做為教育訓練成果。 

教育訓練時數與

講師安排 

安排六小時以上課程，分段主題教學規劃。 

指派具備理論與實務經驗豐富之專業講師，進行流暢之系統教學，並且隨時

與學員進行提問與回應等互動。 

 

於今年度設計教育訓練課程時，考量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於本局內

之使用已相當普及，無論是應用於查詢地籍、蓄水範圍或是工程資訊等，套疊

歷年集水區正射影像，確實提供使用者業務辦理上相當程度的便利，因此本計

畫從「實際業務應用系統功能案例」的思考面向規劃課程。 

既有歷年三維地理資訊系統之教育訓練，均專注於個別單一功能操作解說。

然而如何排列組合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所提供之功能，以輔助本局使用者實際應

用於辦理例行性業務與臨時交辦任務，則是需要通過一段時間之系統操作，才

可融會貫通。為簡化各使用者融會貫通時間，本計畫彙整應用三維地理資訊系

統方式，製作主題業務常用功能之教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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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服務推廣宣傳文稿(節錄) 

 

  

  

圖 8-3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業務複合應用功能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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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成果推廣活動 

本局已於 101 年度 10 月 3 日正式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認證，而應用

本系統做為實施環境教育之載台，以三度空間立體飛行瀏覽石門水庫集水區，

做為當地之人文、地文、水文等多面向教學，誠為相當理想的教育平台。本計

畫執行期間亦配合環境教育之實施，持續提供各種系統展示之支援，以發揮整

體系統運作之效益。另外亦於 102 年 9 月 29 日參加全國河川日活動，有效推

廣本計畫之成果系統與網頁，得到相當好的回響。 

由於本年度擴大辦理三個系統(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石門水庫導覽

服務資訊網以及石門水庫工程管理 APP，分別製作教學手冊、宣導文宣與案例

教學說明等資料)，相關成果相當豐富，因此整理教學手冊部分摘要內容與文宣

資料於附錄十。 

 

  

圖 8-4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與導覽服務網頁宣導文宣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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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玖章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自 97 年度上線營運發展至本(102)年度，已邁

向第五年。作為本局重要地理資訊系統，主要作業目標為持續彙整與更新石門

水庫集水區空間資料(包含向量、影像與 DEM 圖資)、強化系統網頁服務與系統

功能操作之整合與連結，並且改善既有圖層套疊、查詢定位與關鍵字搜尋之服

務。藉由本計畫成果，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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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用預期目標。 

除了既有三維地理資訊系統之維運外，本兩年度計畫新開發石門水庫導覽

服務資訊網(含 Android APP)、石門水庫行動工程管理 APP，並且配合本局環境

教育課程實施、災後緊急 UAV 拍攝與衛照判釋、地理資訊圖資協助取得與提供

等，工作內容繁多，但本計畫之相關成果，確實可有效輔助本局之業務辦理。 

 

二、建議 

(一)持續辦理石門水庫三維地理系統圖資與功能之維護、更新 

系統資料之良窳為地理資訊系統核心價值，系統功能則為決定是否能有效

協助業務人員快速瀏覽、查詢與分析資料之關鍵。為有效發揮系統資訊整合效

益，應定期並且持續更新集水區內之業務圖資與正射影像等最新資訊，並且持

續辦理功能之開發、擴充與維護，以輔助業務辦理順利。本作業建議需要每年

定期辦理，因此可持續編列相關計畫，以確保良好圖資與功能改版與更新。 

 

(二)彙整使用者意見，持續營運與擴充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 

本計畫之開發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為針對歷次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

整治計畫之水庫集水區保育評鑑計畫會議皆提及之一般版民眾展示平台而設

置。因此建議可於後續辦理擴充計畫時，強化導覽服務資訊網於石門水庫之生

態、環境、坡地保育與復育等較為專業性之網頁服務功能與資訊，應用網頁版

地理資訊系統，讓一般民眾能對於石門水庫之整體環境有更深一層的了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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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止於石門水庫之風景名勝與旅遊資訊。另外本作業亦可配合石門水庫環境

教育場所之實施，而辦理導覽服務網之推廣與應用。 

 

(三)持續發展石門水庫行動工程管理 APP 裝置服務 

本計畫執行期間，完成石門水庫行動工程管理 APP 服務之 Android 版本。

由於目前行動化裝置以 Android 與 iOS 為市佔率較高之行動裝置作業系統，且

行動化管理石門水庫集水區大面積之工程資訊，的確可提供相當大程度之管理

效率。因此未來除了可持續辦理行動裝置功能之維運外，亦須考量辦理 iOS 作

業系統之工程管理 APP 開發，以讓業務辦理人員可因應個人或公務行動裝置不

同，均可使用本 APP。 

 

(四)辦理集水區劃定書送審議後之後續待辦事項 

本計畫於 101 年度辦理完成五座水庫集水區劃定書之製作，並於 101 年底

提送水利署進行後續審查。至目前為止，僅完成石門水庫(含榮華壩)之第一次

審議小組會議，並且依照會議結論製作劃定書修訂本再提送至水利署。由於後

續尚有四座水庫集水區劃定書須循此流程模式辦理，於作業期程上勢必無法於

本計畫完成，因此後續辦理維護作業時，仍應該配合水利署審查之進度，準備

與提供相對應之資料，以利審議作業。 

 

(五)辦理應用衛星影像或 UAV 災後影像套疊與評估分析 

由於近年來時空環境變化較為劇烈，單次颱洪事件造成之集水區上游豪大

雨，會立刻導致下游庫區與庫區以下至出海口生態環境重大影響。因此建議為

因應緊急颱洪事件，立即取得受災區域大面積影像與崩塌地變化資訊，建議於

未來可納入衛星影像或 UAV(無人航空載具)辦理緊急拍攝，取得集水區受颱洪

或暴雨侵襲所肇致集水區崩坍等災後即時影像資訊，並套疊集水區歷年航空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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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後續防災搶險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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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歷次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對照表 

  



 



附錄 1-1 

「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圖資更新及維護計畫(1/2)」 

後續擴充資格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對照表 

 

 



附錄 1-2 

壹、時間：101年 12月 7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30分 

貳、地點：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第二會議室 

參、主持人：吳委員東雄 

肆、會議記錄文號：水北保字第 10104006560號 

伍、會議討論：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一、 吳委員東雄 

(一) 貴公司所提加值服務「地面三維雷

射掃描」可否補述更完整之說明，

另本局十一份辦公廳範圍是否可一

併加入。 

 

 

(二) 航拍申請作業如何進行?請說明。 

 

(三) 如何透過本計畫強化環境教育內

容，應具體說明敘述。 

 

(一)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本計畫加值進

行地面三維雷射掃描，相關論述請

參照報告 p.2-25至 p.2-29。另外十一

份辦公廳範圍可納入掃瞄作業，初

步規劃包含  貴局十一份辦公廳與

周遭大草坪部分均予以納入。 

(二) 航拍申請作業描述請參照報告 p.2-3

與附錄二所述。 

(三) 本計畫已於 101年度配合實施環境

教育課程，相關描述請參照期初報

告書 p.2-67至 p.2-70所示。 

二、 張委員嘉強 

(一) 時序性圖資之管理宜特別注意圖資

測製時間點與坐標系統之註記。 

(二) 航拍作業預定在 3~4月間進行，請

考量天候因素並預置緩衝期，以使

本案製圖工作能順利完成。 

(三) 本年度應持續徵詢委託單位對管理

應用系統之功能需求，並力求完成

開發，以使系統更具實用性。 

 

(四) 導覽服務系統可適度增加一些重要

地標物之 3D建模成果，以增加民眾

使用之吸引力。 

(五) 行動查詢系統蒐集之資料是否納入

管理系統，有無匯入技術之運用，

若有責請注意專業訓練之工作。 

 

(一)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 

 

(二)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本計畫已於 1

月 4日提出飛航申請，後續將持續

追蹤申請進度，並且於 3~4月航拍。 

(三)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本計畫將延續

第一年度作業，辦理系統訪談會議

彙整各單位使用者功能需求意見，

以落實開發。 

(四)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本年度將新增

3D模型建模之部分，以讓使用者操

作 Google Earth地圖版網頁時查詢。 

(五)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工程管考行動

服務 app功能描述如期初報告書

p2-60至 p2-63所述，亦於本年度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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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六) 資訊系統之備援機制請加以設計。 

(七) 系統完成後可考量參加國內機關之

GIS競賽或發表相關論文，以使本案

成效之推廣更加落實。 

劃教育訓練課程，如 p.2-68所述。 

(六) 有關資訊系統之備援機制，擬配合  

貴局資訊管理單位而辦理。 

(七)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將配合  貴局

需求與規劃而辦理。 

三、 張委員庭華 

(一) 請說明「辦理資訊導覽服務網推廣

活動」一場次之活動內容及推廣對

象。 

 

 

 

 

 

 

 

(二) 於工作項目內未見「教育訓練」項

目，請說明倘取得後續擴充資格，

如何規劃及辦理教育訓練課程。 

 

(三) 石門水庫資訊導覽服務網站已開始

上線對外服務，將有利於水庫導覽

解說及環境教育之推動。本局石門

水庫珍水導覽志工對於導覽解說服

務極具熱誠，亦期待能有相關教育

訓練課程來精進自身本職學能。廠

商是否可承諾倘取得後續擴充資

格，將無條件增加提供針對志工導

覽解說需求之教育訓練課程服務。 

 

(一) 有關資訊導覽服務網推廣活動，目

前初步規劃兩種推廣對象與活動型

態。第一種為針對局內人員辦理教

育訓練，訓練課程包含本計畫三大

系統開發主題：三維系統、導覽網

站與工程管考 APP。第二種則可配

合  貴局需求，於辦理環境教育活

動時，搭配三維系統之操作，推廣

資訊導覽服務網頁。相關作業細節

擬再與  貴局規劃辦理。 

(二)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有關教育訓練

之課程規劃辦理，已於期初報告書

p.2-67至 p.2-70描述。擬將於系統訪

談會議再與  貴局討論作業細節。 

(三)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為  貴

局長期發展，功能已相當完備；而

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為 101年

度所開發，其功能與服務於本計畫

將持續發展與推廣，此兩套系統均

相當適合作為水庫導覽解說及環境

教育之推動。本團隊將全力支持提

供志工導覽解說需求之課程服務， 

四、 吳委員啟順 

(一) 集水區航空測量為 102年工作重

點，服務建議書及簡報似乎沒有較

細執行計畫及相關地面控制點狀況

說明等，如果陶林公司取得 102年

 

(一)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有關集水區航

空測量工作，已於期初報告書 p.2-3

至 p.2-29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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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工作，請於後續工作執行計畫、報

告加強補充。 

(二) 今年報載有航測飛機墜機事故，102

年工作如有取得，請顧問公司特別

注意飛機狀況及飛安。另飛航測量

相關管制、飛行紀錄請注意留存所

有資料，證明確實有進行飛行測量。 

 

 

(二)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本計畫需進行

航拍作業，將特別關注勞工安全與

飛航安全，相關飛航管制與飛行紀

錄資料，均會完整保存。 

五、 王委員瑋 

(一) 貴公司如獲得本計畫之後續擴充資

格，請問  貴公司是否承諾全力配

合豐富「石門水庫 3D-WebGis系統

維護及圖資更新」、「石門水庫資訊

導覽服務網站上線、維運」、「智慧

型行動水庫調查及資訊查詢裝置上

線維運」…等等(詳服務建議書及服

務建議簡報)。 

 

 

 

 

(二) 本計畫應全力配合石門水庫集水區

災害調查。 

 

 

(三) 石門水庫壩址之掃描(RIGEL地面三

維雷射掃描)之掃描範圍應明確化

(量化)。 

 

(一)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有關三維系統

維護、圖資更新、導覽網頁上線維

運與工程管考行動 app，均已於第一

年度計畫辦理獲致成果，本年度將

專注於系統網頁之維運與內容充

實，本年度計畫各工作項目初步規

劃均於期初報告書內描述，有關系

統網頁開發作業，亦將透過辦理系

統訪談，取得  貴局之意見，以豐

富計畫整體工作成果。有關航拍相

關作業所獲致成果，亦將完整納入  

貴局三維系統。 

(二)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於計畫執行期

間若有相關事件發生，本團隊將全

力配合  貴局需求辦理調查與圖資

整理作業。 

(三) 本計畫初步設定地面光達之掃瞄範

圍，包含石門水庫後池堰(包含溪州

公園、南苑停車場、後池堰水面區

至溪州大橋)、石門水庫大壩區(自大

壩頂部公路至大壩下方道路之間)，

以及十一份辦公區之辦公大樓與其

周圍大草坪。細部工作範圍，擬配

合航拍執行前之地面測量作業，至

現場辦理範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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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對照表 

 



附錄 1-6 

壹、時間：102年 2月 25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00分 

貳、地點：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3F第一會議室 

參、主持人： 簡委員昭群 

肆、會議記錄文號：水北保字第 10204000830號 

伍、會議討論：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一、 張委員嘉強 

(一) 時序性圖資之管理宜特別注意圖資

測製時間點與坐標系統之註記。 

 

 

(二) 航線規劃中之第 21、28及 31號航

線未涵蓋測區，其考量因素為何? 

 

 

(三) 本案施作之地面雷射掃描，係提供

「點雲」或「建模」成果宜說明。 

 

 

 

 

 

(四) 本案航測結果係採內部技師審查方

式進行，請制訂相關查核標準，並

將相關紀錄留存備查。 

(五)  成果中之 5m * 5m DEM屬機敏性資

料，請甲、乙方妥慎列管。 

(六) 新開發(或串接)之水庫即時資料是

否適宜納入本案之 GIS系統，請與

主管機關再行討論，以免系統過於

龐大，並注意系統頁面之區隔。 

 

 

 

 

(一)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有關石門水庫

航拍正射影像作業，均會編製詮釋

資料，內容即會記載測製時間點與

坐標系統等資訊。 

(二) 第 21、28與 31條航線因位於山頭，

其相鄰航線為維持一定航高影像於

側邊重疊不足或有裂縫，故須增加

航線以補不足。 

(三) 本計畫除係提供點雲成果資料，並

會將成果資料製作飛行影片播放

檔。有關石門水庫大壩與後池堰之

點雲拼接與飛行影片錄製已完成，

目前正進行十一份辦公區之點雲拼

接。後續本團隊正規劃主題展現方

式，以有效推廣本加值作業之成果。 

(四) 本計畫航測成果主要仍採用內政部

1/1,000航測作業審查方式為辦理參

考依據。 

(五)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 

 

(六)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本系統於今年

度所介接水庫即時資料，為透過署

內網路即時傳遞，目前已完成串接

與服務網頁呈現，經過實際測試，

運作狀況頗佳，且不至於延遲或影

響三維系統伺服器既有效能。有關

即時資料之區隔，詳見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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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七) 本案工作成果之 GIS系統，建議可

納入北水局之介紹影片之中，以利

宣導。 

(八) 系統開發(含資料庫)之文件，應加以

製作並提供給甲方。 

 

 

 

 

(九) 本案成果在配合環境教育方面，可

參考大學執行服務學習之觀念，對

管區內之中小學及里民辦理推廣活

動。 

P3-12，後續可依照  貴局需求調整。 

(七)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可配合  貴局

實務需求，提供必要檔案圖片或文

字資訊，以利納入官方介紹影片。 

(八)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有關系統開發

作業，將依照經濟部水利署及所屬

機關資訊相關系統開發注意事項辦

理製作與繳交，其中即詳細規定訪

談記錄、系統規格書與測試計畫及

報告書等書面文件之格式。 

(九)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本團隊可配合  

貴局實務需求辦理相關推廣活動。 

 

 

二、 蘇委員明道 

(一) 有關本計畫成果配合北水局環境教

育，於報告書附錄 1-1中所提之方式

(p.2-70)顯有不足，請補充敘述將如

何與本局目前正在進行之環境教育

委辦計畫合作之方式與計畫，並具

體執行。 

 

 

 

(二) 請補充有關時序性圖資之管理與應

用之規範與執行方式，另外於系統

中請考慮加入時序性圖資之展示與

比對應用功能。(例如於系統中提供

以時間軸拉移的方式展示時序性圖

資) 

(三) 有關系統備援機制之答覆(p.附錄

1-2)不足，請補充實際配合北水局資

訊管理單位規定之方法，並於期中

報告中詳述執行方式與結果。 

 

(一)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有關推廣服務

教育訓練之實施初步規劃，已於第

捌章描述，後續本團隊會再向  貴

局討論確認實施方向與內容。針對

三維系統教育訓練方面，本團隊建

議可朝向實際業務應用辦理作為訓

練主題，而於環境教育委辦計畫方

式，本團隊目前正向主辦單位瞭

解，將於期中會議上說明。 

(二) 本系統之時序性圖資，主要採用本

計畫所產製之航遙測影像與DEM成

果。目前三維系統已具備提供不同

時期航遙測影像之比對。 

 

 

(三)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本團隊目前正

向資訊管理單位確認系統備援之規

定，將於期中會議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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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三、 吳委員啟順 

(一) 航測作業相關檢核情形，後續報告

請交代。 

 

(二) 本計畫加值作業以石門水庫大壩、

後池堰與十一份辦公區範圍進行地

面光達掃描，因範圍大、部分高差

大，如何進行(如佈點)，請重點補充

說明。 

(三) 石門水庫資訊導覽服務網站內容請

再檢查並注意更新(可請同仁協助瀏

覽)。 

(四) 目前工作情形請於第參章或其他章

節重點說明。 

 

(一) 本案產製成果，將依內政部 1/1,000

航測數值成果檢查作業規定樣式辦

理。 

(二) 配合光達掃描距離之設定，以完整

涵蓋為考量，進行掃描點位佈設。

若遇遮蔽問題，則以增加掃描點位

方式因應。 

 

(三)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有關石門水庫

導覽網頁之更新進度說明，詳見第

肆章所述。 

(四) 有關目前工作進度(至期中階段)之

回報，於各章節工作內容均有描

述，重點說明則詳見第玖章。 

四、 王委員輝雄 

(一)  期初計畫延續前期計畫，原則可

行，且檢討前期作法，修正及改善

前期作業缺失。 

(二) 針對水庫集水區資料介接，已完成

Google Map，或介面服務設計，建

議應朝行政院開放資料(open  data)

方式辦理，如 JSON方式提供即時線

上水位、雨量讀取，供他人使用。 

(三)  APP開發應考量即時動態、正確的

資料，同時應以民眾使用需要、必

要為原則，不宜與網路服務重複。 

 

(一)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 

 

 

(二)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之營

運，主要目標為提供  貴局查詢與

操作，未來若  貴局有水庫數值資

料開放之規劃，亦可納入本系統後

續維護管理之研究項目。 

(三) 有關資訊導覽服務網頁之 APP開

發，目前規劃提供最新消息，路線

規劃、景點指引與當地天氣等服

務，提供輕量化之資訊導引，可與

網路服務(一般版與地圖版)網頁有

所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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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王委員瑋 

(一) 本計畫之地面三維雷射掃描成果，

應符合本局使用；另本成果完成

後，建請養護課派員參加。 

 

(二) 本年度之航拍成果應與前期成果比

較並予以差異分析。 

(三) 本計畫除 6小時教育訓練外，如另

有志工訓練課程時，請協助辦理。 

 

(四) 集水區航空測量作業航拍攝影、量

測、製圖等精度應符合規定。 

(五)  如有重大水文事件時，請協助取得

可用之衛星影像圖。 

(六) 智慧型行動水庫調查及資訊查詢裝

置應考量石門水庫旅遊導覽 APP功

能。 

 

 

 

 

 

 

 

 

 

(七)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如需協助時，請

配合辦理。 

 

(一)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後續可請  貴

局邀集養護課參加本計畫會議，以

提供掃描成果可供  貴局於未來應

用方式之建議。 

(二) 依照委員意見，於成果完成時進行

差異分析。 

(三)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有關教育訓練

與志工訓練課程之建議實施方式，

已於第捌章說明。 

(四)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 

 

(五)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 

 

(六) 本計畫開發兩種不同性質之 APP，

一種作為集水區工程點位、地籍資

料查詢與現地拍照等服務之 APP，

本 APP因資料機密性之考量不予上

架，並依水利署資訊安全政策，透

過帳號管制方式，讓  貴局控管APP

使用者。另一種則為因應導覽服務

網頁之設置而產生，主要提供一般

民眾下載，自行安裝至 Android智慧

型裝置。由於使用客群、提供功能

服務均不同，因此建議可朝兩種面

向各自發展。 

(七)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 

六、 主辦課室 

(一) 本次航拍測量所得成果請與前次比

對，整理出變異點。 

(二) 資料彙整部分，養護課、石管中心

可一併彙整提供 101年淤積測量成

果、蓄水範圍測量成果。 

 

(一) 依照委員意見，於成果完成時進行

差異分析。 

(二)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本團隊將於期

中階段後向養護課與石管中心彙整

相關淤積測量成果與蓄水範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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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三)  新功能開發的部分，有關水情、水

質資料，請納入寶二水庫。 

 

 

(四) 有關清標作業與航拍作業之申請作

業，各單位均已回函同意辦理，相

關作業時間請確實掌握，並且於汛

期來臨前完成航拍作業。 

(五) 地面光達掃瞄作業細節是否已規劃

完成?作業範圍包括石門水庫大壩後

池堰、大壩區與十一份辦公區。作

業範圍、辦理時間請先與本局討論。 

(六) 本年度畫以航空攝影測量作業為主

要工作項，有關石門水庫三維系

統、導覽服務資訊網與工程管考行

動 APP上線與維護，請貴公司留意

整體工作人力與時程之調配。 

 

 

(七) 有關本年度石門水庫三維系統、導

覽服務資訊網與工程管考行動 APP

之系統訪談時間，亦請貴公司盡速

確定並提報本局，以利本局各單位

派員參與。 

 

 

 

 

 

 

(八) 有關本年度三維系統與導覽服務網

之推廣服務教育訓練實施，後續請

妥善規劃實施內容。 

資料，以匯入系統。 

(三)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目前有關水情

資料，均已納入寶山第二水庫資

料，而水質部分將於後續辦理服務

開發時，一併納入。 

(四) 航拍作業目前已接近完成，總計 34

條航線已完成 32條航線作業，整體

作業說明請參照第貳章。 

 

(五) 本團隊於辦理掃瞄作業前，已向貴

局協調作業時間。整體外業掃描至

期中階段已完成。 

 

(六)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本計畫各分項

工作主要分為航空攝影、航拍內業

作業、地面光達掃描(加值)與系統網

頁開發等，均由各分組進行，執行

進度均由各分組組長回報經理，層

層負責。因此可確實掌握人力與時

程調配。 

(七) 本團隊已於 6月 25日辦理第一次系

統訪談，初步確認工程管考 APP、

圖資與電子書之彙整需求等。由於

本次系統訪談係針對主辦課室，若  

貴局各單位針對本計畫所開發之系

統與 APP有需要了解或提出建議

者，本團隊建議可於期中階段後由  

貴局邀集各單位辦理第二次系統訪

談會議，以有效讓各單位瞭解本計

畫之執行成果，並彙整各方意見做

為後續作業調整之參考。 

(八)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有關推廣服務

教育訓練之實施初步規劃，已於第

捌章描述，後續本團隊會再向  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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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討論確認實施方向與內容。 

七、 簡委員昭群 

(一) 航拍期程確定後請通知本局人員，

並注意飛航安全各項規定，光達掃

描請與養護課、秘書室、石管中心

檢討位置選定。 

 

 

(二) 石門水庫集水區 3D-WebGIS系統，

請養護課提供 101年淤積測量成果

及石管中心蓄水範圍測量結果供

參。 

(三) 本年度航拍成果請與前次航拍結果

比對，彙整集水區變異點資料。 

(四) 資訊管理系統功能原則由相關網站

連結取得所需資料，避免本局同仁

於不同管考系統重複登錄各項資

料。 

 

 

 

(五)  水情、水質資料新功能開發，請一

併考量納入寶山第二水庫資料。 

 

 

(六) 為配合環境教育教育教學資料整

合，資訊導覽服務網站請與該計畫

網站系統整合，並將該系統與石管

中心召開工作會議檢討網站內容，

製作摺頁說明書，提供 APP下載點

於各服務台供民眾使用。 

(七)  本系統請依測量、工程、導覽、水

質、水情等類別，由各主辦業務單

位負責維護管理，並於教育訓練時

 

(一)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有關各項實施

外業掃描與航拍，將注意各項安全

規定，另外有關光達掃描位置，以

完整涵蓋為考量，進行掃描點位佈

設。若遇遮蔽問題，則以增加掃描

點位方式因應。 

(二)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本團隊將於期

中階段後向養護課與石管中心彙整

相關淤積測量成果與蓄水範圍成果

資料，以匯入系統。 

(三) 依照委員意見，於成果完成時進行

差異分析。 

(四)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本計畫所開發

之服務介接，主要為提供使用者資

料查詢，本系統並未提供工程資訊

之登錄。而工程管考 APP僅為提供

使用者拍照上傳至工程管考系統，

主要紀錄之登錄，仍應以既有管考

系統為主。 

(五)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目前有關水情

資料，均已納入寶山第二水庫資

料，而水質部分將於後續辦理服務

開發時，一併納入。 

(六)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本團隊將於期

中會議提出與環境教育教學網站系

統結合規劃。另外有關導覽網頁最

新消息內容資訊、三維系統與導覽

APP之推廣等服務內容，本團隊將

於後續向石管中心確認作業細節。 

(七)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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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請單位指派專人學習。 

(八) 本報告原則認可，並依委員意見及

執行計畫書辦理後續事宜。 

 

(八)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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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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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時間：102年 7月 22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 

貳、地點：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第二會議室 

參、主持人： 王課長瑋代 

肆、會議記錄文號：水北保字第 10216038580號 

伍、會議討論：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一、 王委員揮雄 

(一) 本案資訊系統維護似乎未有資訊系

統資安檢測報告、系統反應時間與

系統壓力測試報告，建議應有書面

報告。 

(二)  P4-8、P4-9是 2011年、2012年還是

2013年網站每月上網人數偏低，未

達 400人次，廠商應提出因應之道。 

 

 

 

(三) 水庫空照資料拍攝與蒐集是必要工

作，但似乎欠缺資料統計與異動分

析，或許可強化此工作，作為預警

處理。 

 

 

 

(四)  原則上本案修正後審查通過。 

 

(一) 有關系統資訊安全檢測報告、系統

反應時間與壓力測試報告等書面報

告，已補充於附錄十一。 

 

(二) 建議未來可強化與石門水庫當地活

動之串接，「石門水庫資訊導覽服務

網」增加連結曝光、埋入關鍵字語

法並配合石門水庫各大活動製作文

宣宣傳，來增加瀏覽人次機率。於

P5-19有補充描述說明。 

(三) 水庫航拍主要在建立水庫可見之地

形完整樣貌，經歷年之成果，即可

做資料之統計及分析，如崩塌地土

地利用，地表植被聚落發展，固可

做天然災害之預警，人為發展之依

據(本計畫亦對對山前地滑土石流土

地利用已做歷年分析)。 

(四)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 

二、 養護課 

(一) 101年度石門水庫及榮華壩淤積測

量成果報告已完工驗收，會後提供

相關資料。 

 

(二) 本案今年度完成之大壩周圍3D雷射

掃描成果，請提供本課做為大壩安

全檢查分析資料。 

(三) 本計畫開發之 APP請研擬如何宣導

 

(一) 本團隊已彙整相關資料，將 101年

石門水庫、後池堰與榮華壩淤積測

量資料轉為 DEM格式，匯入系統提

供沖淤計算與切斷面查詢。 

(二)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相關資料將於

本案成果繳交時檢附，可提供安全

檢查之參考點雲資料。 

(三) 在石門水庫導覽 APP方面，已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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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使用，以期達到有效利用之目的。 到 Google Play商店，並配合參加北

水局或水利署主辦之活動，盡量進

行宣導。而在工程管理 APP部分，

目前已透過局內人員教育訓練之課

程，進行安裝與操作之教學，後續

亦可配合北水局之需求，增加教學

服務之課程。 

三、 石門水庫管理中心 

(一) 導覽網站一般版與石門水庫官方網

站資料若有更新資訊，產生不同步

情況，是否會造成民眾瀏覽網站時

誤解。 

 

 

 

 

 

(二) 工程管考行動 APP資料是自水利署

取得，還是由本局自行更新建置? 

 

(一) 由於目前石門水庫官方網站未提供

最新消息之服務介接，因此目前是

採用每天定期人工檢查與最新消息

手動自後台更新機制。後續可考量

直接嵌入官方網站最新消息之頁面

於導覽網頁，或是後續官方網頁可

考量開發最新消息提供服務介接之

方式辦理，以取代目前由人工辦理

更新時，可能發生之不同步狀況。 

(二) 工程管理 APP含圖資套疊、地籍與

工程資料查詢、定位服務等。其中

圖資套疊、地籍與定位服務功能，

均為石門水庫 3DGIS圖層空間資料

庫提供資訊。而工程管考資訊來自

水利署工程管考系統，透過本團隊

開發 3DGIS資料庫介接工程管考系

統資料庫，定期更新局管工程資訊。 

四、 保育課 

(一)  建議石門水庫導覽網站內有關於

「觀光」之文字，可微調為生態旅

遊、環境教育導覽等敘述，而非僅

有觀光性質。 

 

 

 

(二) 導覽網站的一般版網站內容包含觀

 

(一)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觀光」之文字

部分已全數修改，將於後續辦理維

護網頁工作時，彙整有關生態旅

遊、環境教育導覽等資訊，納入現

有導覽網頁服務內容，屆時即可將

本網頁逐步轉型為提供生態旅遊等

知識性質之導覽網站。 

(二) 有關於本網頁資訊內容之排版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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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光與本局公開資訊等，整體內容與

網站排版設計等，會使得一般民眾

不易瀏覽。 

(三)  本局無 AD資訊，若依循水利署資

訊安全規定，如何控管工程管考使

用者。 

 

 

 

 

 

 

 

 

(四) 本局在瀏覽導覽網站的時候，發現

內容有很多外部友站連結，請問為

何有此規劃。 

 

 

 

 

 

(五) 增加在遊客服務底下的免費無線上

網熱點，請問貴公司認為可以對民

眾實際導覽時產生哪些幫助與對本

局帶來的助益。 

 

 

 

(六)  請問貴公司設計的石門 APP計畫如

何推廣此資訊。 

 

 

 

計，將依照委員意見持續檢討與修

正。至期末階段已修整一般版網頁

排版與文字色調設計。 

(三) 目前工程管理 APP之下載網頁，附

屬於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網，僅

限局內人員可以連到該網頁下載。

而針對部分單位為外部機關，則以

IP過濾方式將網頁內容強制隱藏。

為追蹤局內使用者後續使用情形，

建議未來辦理工程管理 APP之維運

時，在帳號管理須考量局內 AD資訊

認證服務之串接，由此進行控管。

相關作業將配合計畫課之資訊安全

設定而辦理。 

(四) 外部友站連結主要是考量可與其他

政府機關旅遊網站做一水平整合，

以讓使用者可交互查詢。目前則以

分享局內與桃竹地區相關政府機關

網站為主，包含北水局官網、石門

水庫管理中心官網、環境教育平

台、珍水志工園地、水資源新聞報

等。 

(五) 由於行動裝置的使用率頻繁，提供

免費無線上網熱點，能提高民眾使

用今年開發的以民眾為主要使用者

的石門水庫導覽服務網站與 APP服

務，讓民眾有機會更瞭解石門水

庫，進而帶動生態遊憩活動的蓬勃

發展。 

(六) 目前石門水庫導覽 APP已上架到

Google Play商店，使用者只要在該

商店內之 APP搜尋欄，打入”石門

水庫”，所搜尋到第一個 APP即為

本導覽 APP。而在北水局官方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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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七) 近期本局水庫集水區劃設後續作業

所產生之各項作業，請配合辦理。 

 

(八)  請於期末簡報時對各年度崩塌面

積、土地利用等進行比較與建議。 

 

(九) 水庫資訊，有關濁度部分可否納入。 

 

 

(十) 於 APP上，目前地籍圖查文功能，

提供手指觸控平板裝置，將該地地

籍圖徵與屬性資料帶出。可否提供

設定環域半徑，將該半徑內之地籍

資料展示出來。 

上也有放上導覽服務資訊網之超連

結，民眾即可從該連結連到導覽網

手機服務網頁，亦可下載 APP。另

外本團隊亦會透過參加活動機會，

製作 DM與海報，廣為宣傳。 

(七)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本團隊將竭盡

全力協助配合辦理集水區劃設之後

續作業。 

(八) 有關各年度崩塌面積與土地利用等

比較，已補充於報告有關航測成果

說明之章節。 

(九) 濁度站等資訊，為石門水庫管理中

心所維護，建議納入後續維護擴充

服務之作業。 

(十) 目前石門水庫集水區工程管理 APP

已依照意見辦理修改完畢。 

五、 主席 

(一)  請於最新消息等公開石門水庫導覽

APP軟體資訊，提高民眾使用率。 

 

 

 

 

 

 

(二)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圖資更

新作業，請加速進行。 

(三) 後臺管理資料部分，希望能對內提

供公開資料。 

 

 

 

(一) 目前石門水庫導覽 APP已上架到

Google Play商店，使用者只要在該

商店內之 APP搜尋欄，打入”石門水

庫”，所搜尋到第一個 APP即為本導

覽 APP。而在北水局官方網頁上也

有放上導覽服務資訊網之超連結，

民眾即可從該連結連到導覽網手機

服務網頁，亦可安裝 APP。 

(二) 遵照主席意見辦理，有關系統圖資

更新，目前已完成本年度資料更新 

(三) 有關導覽網頁之後臺管理資料，目

前提供局內管理人員可上傳KML地

理資料至前台地圖版網頁，若需對

內提供公開資料，則建議須規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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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四) 本報告與簡報內所稱石門水庫管理

局，應更正為石門水庫管理中心。 

(五)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之呈現

效能，請再檢討是否再提高速度。 

 

 

 

(六) 本報告與簡報內所提到之 3~4月梅

雨季節，應更正為春雨季節，5~6月

方為梅雨季節。 

(七)  部分簡報內容表格文字順序有誤，

請注意修正。 

(八) 明年為本局石門水庫建庫五十周

年，將實施各項環境教育課程，請

貴公司協助應用本系統與導覽網辦

理。 

(九) 本局可提供 101年石門水庫後池

堰、榮華壩淤積測量資料，請協助

更新匯入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

統。 

(十) 有關電子書部分，請本局同仁協助

提供。 

料申請、審核與供應機制，以有效

控管資料流向。有關此部分系統功

能建議可納入未來工作項目辦理。 

(四) 遵照主席意見辦理，相關文字已修

正完畢。 

(五) 遵照主席意見辦理。於本年度已致

力於強化定位群組之效能(包含地籍

定位)，以及點功能查詢地籍之系統

反應時間，使用上可感受到比以往

更加快速之效能。 

(六) 遵照主席意見辦理。已更正於報告

第貳章第四節。 

 

(七) 遵照主席意見辦理，均已辦理修正

完畢。 

(八) 遵照主席意見辦理，本團隊將竭盡

全力協助配合辦理環境教育之課程

實施。 

 

(九) 本團隊已將 101年石門水庫、後池

堰與榮華壩淤積測量資料轉為 DEM

系統支援格式，匯入三維系統提供

沖淤計算與切斷面查詢。 

(十) 遵照主席意見辦理。 

 

六、 結論 

(一) 有關安檢報告、系統反應等資料請

於期末報告時提供。 

 

(二) 本局協助事項，請各課室提供。 

(三) 本報告原則認可，並依委員意見辦

理後續事宜。 

 

(一) 遵照意見辦理。已補充附錄十一。

其中安全檢測均已通過 Acunetix軟

體檢測。 

(二) 遵照意見辦理。 

(三) 遵照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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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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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時間：102年 12月 3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貳、地點：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第二會議室 

參、主持人： 簡委員昭群 

肆、會議記錄文號：水北保字第 10216064790號 

伍、會議討論：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一、 王委員揮雄 

(一) 專案計畫執行內容及成效，符 RFP

規劃，原則審查通過。 

(二) 未來建議於水庫適當地點，建立數

位電子看板導覽系統，結合QR-Code

或 NFC設備，以利智慧型手機導覽。 

 

 

 

 

 

 

 

 

(三) 網路流量太低，使用率不高，應檢

討網站設計對象，內容，或是行銷，

諸如建立水庫資源教案教材，以利

應用。 

 

(一)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 

 

(二) 為達到推廣本計畫網頁系統建置成

果，建議  貴局未來可考量於遊客

容易聚集處(如環翠樓一樓、依山閣

一樓、大壩底部旁邊停車場、乘船

碼頭、大壩上方遊覽道路入口附近

等)，設置電子看板導覽相關裝置，

以利未來生態環境教育與園區遊覽

之宣導。本團隊可全力配合將相關

網頁系統放置於該平台上，並加值

開發適合於該平台上瀏覽(觸控)操

作之功能。 

(三)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以目前網頁內

容之豐富程度，網路流量人數應有

往上提升瀏覽人數之可能性。本團

隊除了檢討網站內容(朝向環境生態

教育)與行銷(採用網站關鍵字購買

廣告曝光率)等，另外亦朝向建立

FaceBook、Google Plus等社群網站

之方向進行。本作業將在本計畫保

固階段辦理。 

二、 張委員嘉強 

(一) 系統發展與圖資建立皆已日漸成熟

與完整，未來除應持續辦理更新維

護以維持圖資品質外，管理單位亦

可宜著重機關運作成效之推廣與累

 

(一)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本計畫辦理歷

經數年時間，累積相當豐富的圖資

建置成果，建議未來仍應持續辦理

更新維護，以強化系統呈現歷年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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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二) 行動裝置 APP開放民眾使用部分之

機關訊息，一定要有專人負責更新

的工作，此一部分之教育訓練工作

務必要加強。 

(三) 提高系統使用率之機關作為，宜列

入建議工作事項。 

(四) 系統功能之開發及擴充項目宜列表

為歷程資料，並於計畫概述一章中

呈現。 

(五) 系統開發及擴充功能之設計手冊宜

予以提供。 

 

 

 

(六) 變遷性資料之查詢分析功能宜列入

上線運作項目。 

 

 

(七)  UAV拍攝影像及判釋案例是否已在

年底計畫中執行。 

 

(八) 本案開發之系統完整，鼓勵委託方

及承接商積極參與國內之機關競

賽，以利績效呈現。 

富圖資，亦可維持圖資品質。 

(二)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由於機關最新

消息並非本團隊可即時掌握，因此

仍建議可由  貴局固定人員，協助

辦理最新消息資訊更新之工作。 

(三) 遵照委員意見，建議  貴局卓參。 

 

(四)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已補充於 P1-6

所述。 

 

(五) 有關設計手冊之繳交，為依照水利

署資訊計畫案所規範須作為成果繳

交之一的系統設計規格書辦理，本

團隊已製作完成，並依照規範納入

成果繳交之一部分。 

(六) 有關時序性變遷性質資料之查詢，

已規劃納入未來開發功能。目前規

劃結合水庫蓄水範圍與歷年淤積測

量資料，提供快速方便之查詢服務。 

(七) UAV拍攝影像非屬於本計畫合約工

作，而屬於臨時性質工作協助，故

未納入本計畫成果內容。 

(八) 感謝委員稱許，本團隊會再與  貴

局討論參與國內機關競賽之可行

性。 

三、 謝委員贏誼 

(一) 系統地籍展示時，請註明該地籍之

時間。 

(二) 請於報告書內增列系統功能架構

圖。 

(三) P2-31~32頁，土地利用現況判釋成

果建議增列各種利用類別之面積統

計表。 

 

(一)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 

 

(二)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已補充於 P4-4。 

 

(三)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已補充於

P2-33。 

四、 王委員正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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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前石門水庫導覽 APP在 google 

play上下載次數 50~100人次，請承

辦廠商加強宣導以提高下載次數。 

(二) 有關電子書資料，計畫課尚有資

料，請洽計畫課蒐集。 

(三)   本案有搜集本局多年航拍資料可否

輸出為易為宣導的方式，於網站上

宣導歷年集水區整治情形。 

(四) 陶林公司有在本局與署內有承攬多

個案件，例如水利共享地理資訊系

統、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注意相關

系統開發的差異性。 

 

 

 

 

 

 

 

(五) 本計畫開發之工程管考 APP資料目

前置於何處?。 

(一)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會再積極思考

推廣方式，以提高下載次數。 

 

(二)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 

 

(三)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此部分之宣導

相當具有意義，建議可規劃納入後

續年度辦理。 

(四)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本系統主要目

標為展示、查詢、分析石門水庫集

水區歷年彙整或航拍圖資，系統最

重要之內容為歷年集水區豐富圖

資，此為其他系統所無。另外所開

發之功能亦經過工作會議與  貴單

位需求而開發，主要是偏向水資源

管理單位需求之功能(如今年度所開

發之水庫基本資料、水庫旬、月報

表資料查詢等)。後續亦會注意與其

他系統之差異性。 

(五) 目前工程管考 APP資料主要置放於

水利署伺服器，透過該伺服器可讓

使用者操作 APP上傳、回報相關照

片與文字資訊。 

五、 王委員瑋 

(一) 感謝陶林公司於本計畫外之協助，

如蘇利颱風後取得衛星影像於石門

水庫水力排沙後對下游河道淡水河

之變化情形影響，以及盡量協助滿

足民眾對石門水庫之需求。 

(二) 目前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遭

遇較為明顯效能緩慢之問題，請注

意修正。 

 

 

 

(一) 感謝委員稱許，本團隊會持續提供

立即性、即時性之支援與服務，以

圓滿達成  貴局之需求。 

 

 

(二)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本團隊會在檢

視系統執行狀況。由於本系統在使

用功能時，約需要占掉 370~400MB

之記憶體，若當時有開複數個軟體

檔案，對於配備五、六年以上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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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展示地籍定位套疊環境敏感地時，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之圖層似乎

無法出現，請檢視修正。 

(四) LiDAR有做成錄影飛行影像，是否

後續可製作三維模型或應用虛擬實

境等技術? 

 

 

 

 

 

 

 

 

(五) 明年適逢石門水庫建庫五十周年，

是否可協助現場進行 UAV無人載具

飛行展示，並且實際飛行將當天活

動自空中瀏覽之影像，即時傳輸於

活動佈設之大型 LCD螢幕。 

通常記憶體較小(如 1~1.5GB)，執行

上會頗為吃力，造成明顯效能降

低。建議可考量適當擴充記憶體，

可獲得明顯效能之提升。 

(三) 進行系統展示時所發現之問題，主

要為系統 BUG所導致，目前已辦理

修正完畢，並發布至  貴局系統。 

(四) 目前 LiDAR已做成錄影飛行影像，

並且提供拍攝地區密集高程點位資

訊。建議明年度可提供石門水庫大

壩歷年若有辦理空載或地面光達掃

描之成果資料，可提供本團隊進行

歷年點雲資料分析。而若需於明年

建庫五十周年展示，建議可於現有

導覽服務 APP上，新增擴增實境

(AR)等技術，讓一般遊客使用者均

可動手操作且覺得很特別，增加宣

傳成效。 

(五) 遵照意見辦理。本團隊可協助相關

活動之辦理，並建立可於明年度辦

理活動前再與  貴局充分討論展示

方式。 

六、 保育課 

(一) 近期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於

操作定位功能情況下，常常發生當

機狀況，請協助確認問題所在並加

以修正。 

 

 

 

 

(二) 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頁之無障

礙網頁檢測，請注意網站開發確實

 

(一) 遵照意見辦理。本團隊已於期末會

議當天派員於局內業務電腦實際執

行並且抓到問題點，目前已修正完

畢。後續為讓本團隊可於問題發生

時盡速排除問題，建議可開發問題

回報功能，提供  貴局透過回報功

能迅速擷取螢幕圖片與問題描述，

即時提供本團隊處理。 

(二) 遵照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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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行政院研考會無障礙網頁開發

規範，以免於該會進行人工與機器

檢測本服務資訊網頁時，出現需要

修改之頻率過於頻繁。 

 

七、 養護課 

(一) 第一章第一節計畫目的有關石門水

庫之效益，本局獲認證成為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建議增加具有「教育」

功能之效益。 

(二) 附錄四清標作業成果點誌記，建議

補充清標日期及清標情形。 

 

 

 

(三) P2-15表 2-7航空攝影紀錄表格中之

攝影日期與所列舉之航線攝影日期

不一致，請再釐清；另附錄五有關

各航拍天氣詳細紀錄似乎與航拍日

期不符，請再釐清。 

 

 

 

 

(四) 建議增加石門水庫大壩、後池堰與

十一分辦公區地面光達掃描成果可

供應用或加值之目的。 

 

(一)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已補充於第一

章第一節描述。 

 

 

(二) 遵照意見辦理，由於清標成果點誌

記並沒有標準格式，目前格式為歷

年石門水庫航拍案採用之版本。因

此擬於未來製作點誌記時，加註清

標日期與清標情形。 

(三) 在表 2-7至表 2-9內之攝影時間，主

要需參照表內之攝影日期一欄，於

P2-14之文字描述有少，已經補正。

另外附錄五內有關各航拍天氣之詳

細記錄，主要為桃園地區 4月 1日

至 5月 14日之天氣資料統計表，用

於說明由於這段期間集水區上游天

候不佳難以進行飛航攝影，因此需

辦理展延。 

(四) 遵照意見辦理，相關成果除錄製影

片放於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

網頁提供線上瀏覽外，成果高程資

料亦可提供  貴局相關課室使用。 

八、 寶山第二水庫管理中心 

(一) 本計畫與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製

作的影像差異為何？後續如需持續

更新集水區內之圖資，建議提供製

作正射影像圖資之成本供本局業務

單位參考。 

 

 

(一) 農林航空測量所每年度都會辦理航

空測量作業，相同地區(分為平地與

山區)原則上航拍頻率為三至五年，

而由於近年颱洪事件造成災害之頻

率較高，因此建議至少每兩年需辦

理航拍，以取得最近期影像，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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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崩塌區判釋係採用兩期影像分析而

得，同一年度下半年可能因汛期颱

風豪雨影響，造成崩塌面積會與上

半年度有所差異，建議清楚註明各

期影像及崩塌之時間。 

(三) 第參章所提配合本計畫執行需求，

將本局轄管之水庫集水區相關數值

圖資彙整及數化，是否有彙整及數

化本局轄管寶山第二水庫、上坪

堰、隆恩堰…等相關數值圖資？ 

 

 

 

 

(四) 本計畫所製作是 DEM或 DSM？

DEM是如何考量土地利用扣除地表

樹高之影響性？ 

掌握集水區整體狀況，並且進行集

水區上游土地利用、崩塌量之評

估。另後續更新集水區影像圖資成

本，端視以購圖重製或另行航測之

原始影像取得成本及製作時間與人

力成本而有差異，建議依實際業務

需求，專案委外辦理為宜。 

(二) 遵照意見辦理，已補充於報告

P2-47(三)崩塌地統計分析一節。 

 

 

 

(三)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主要圖

資彙整範圍為石門水庫集水區，因

此寶山第二水庫、上坪堰與隆恩堰

等，以彙整水庫堰壩點位、水庫蓄

水範圍、水庫集水區範圍圖與當地

地籍資料等圖資為主。而針對水庫

本身諸如工程設施之點位等，則無

蒐集。若有圖資套疊查詢需求，可

再提供本團隊匯入系統。 

(四) 本計畫所產製之成果為 DEM，其中

DSM為數值地表模型，本計畫辦理

航拍作業所取得之原始資料，經過

立體測圖之程序，已直接取得 DEM

數值高程模型(扣除地表樹高)，再透

過影像判釋之方式，取得集水區土

地利用之資訊。 

九、 簡委員昭群 

(一) 本計畫請保育課檢討配合環境教育

課程，將歷年成果研擬環境教育教材

及加油站設置動態展示看板規劃。 

(二) 本系統建置後，如何推廣於本局及

水利署相關單位應用，請洽計畫課於

 

(一)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 

 

 

(二)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本團隊可配合

保育課與計畫課之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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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官網及局內網站更新，並提供使

用說明。 

 

(三) 行動 APP程式內容，請保育課培訓

替代役專責為處理網頁內容維護及

更新。維持硬體系統穩定性，請陶林

公司檢視各項設備功能並協助改善。 

 

(四) 本報告原則認可，請依委員及與會

人員意見修正及補充，並依契約規定

提交正式報告。 

此部分仍須透過  貴局內部工作訪

談會議型式辦理以充分釐清雙方之

需求面，因此建議於保固階段辦理。 

(三)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本團隊可配合  

貴局，協助培訓替代役處理網頁內

容維護與更新。另外本團隊亦檢視

目前伺服器設備，效能與運作等方

面均為正常。 

(四)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 

 

 

 

 



 

 

 

 

 

 

 

 

 

 

 

 

 

附錄二  飛航實施計畫書與飛機航拍租用合約 

 

 

 



 



(2/2)  

 
 
 
 

 
 
 
 
 
 

 

 

 

 

 

(2/2) ( )
6

 

 

 
 
 
 

1.



 

1.  
(1) 

 
 

2.  
(1) 5  
(2) C-208B

 
 

1. C-208B  
1  C-208B 
2  B-23063 
3  8550  
4  4514  
5  4271  
6  52 1  
7  47 7  
8  15 5.5  
9  33 8  

10  Pratt&Whitney PT6A-114A 675shp @1900rpm 
11  332  
12  106  
13  1365  
14  950  

15  2000  
16  975 fpm 
17  25000  
18  184  
19  174  

(3) Zeiss DMC
 

2. DMC  

1  
1 12K*11K (Panchromatic)  
4 6K*5K (Multi-Spectral)  

12096*11200 
2  SSD 
3 FOV 50.7° cross track * 47.3° along track 
4  92 mm 45mm  

5  

B 400-580 nm 
G 500-650 nm 
R 590-675 nm 
Near IR 675-850 nm 

6 (B/H) 0.35 
7  2.0 sec / image 
8  14 bits / 8bits 
9  7.2 m 

10  66 kg 

11 T-AS Mount 48 kg 
(4) GPS (IMU) IMU

Applanix POS AV-510 200Hz  
(5) PPS (Post Processing System)

Applanix POS Pac  
(6) 

 
(7) 

 
 
 
 



3.  
3.  

1  34  

2  110  
3  3000-4500m 
4  1/22500 
5  30cm 
6  80 %  

7  30 %  

8  560km 
 
4.  

4.  

       
1   - 

2   - 

3 

4   - 

5 

6 

7 

8 

9 

10 

11 

12 

13   - 

14   - 

15   - 

16  - -   - 

 
 
 
 

5.  
5.  

(5%)

 
 
6.  

A. 6  ( )
 

 
7.  

A. ( Tiff ) 
B. ( ) 

 
 





 

 

 

 

 

 

 

 

 

 

 

 

 

附錄三  申請飛航許可與 

空標清理作業機關同意公文 

  



 













 



 

 

 

 

 

 

 

 

 

 

 

 

 

附錄四  空標清理點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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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申請飛航展延資料 

  



 











 

 

 

 

 

 

 

 

 

 

 

 

 

附錄六  空中三角平差計算成果檢核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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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圖資更新及維護計畫
(2/2)」空中三角平差計算成果檢核驗證 

 

壹、 前言 

本驗證為檢核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承製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石門

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圖資更新及維護計畫(2/2)」，有關數值航測影像圖資

製作之空中三角測量平差成果審驗。驗證之依據與標準為採用甲、乙雙方於簽

定合約中對空中三角平差部份所議定之作業規範標準。 

 

貳、 作業區域及資料來源 

乙方依據甲方工作項目，並已於 102 年 4 月 16 日至 8 月 9 日，採航測專

用數位像機(Z/I DMC)執行航拍作業，驗證之依據與標準採用甲、乙雙方於簽

定合約中對空中三角平差部份所議定之作業規範為標準，航測工作範圍、航線

及地面控制點分佈情形如圖 1。 

 

參、 空中三角點位量測作業 

乙方採用 ISAT 航測影像工作站進行空中三角點標準點位及加密點位量

測，及空中三角平差軟體(空中三角光束法區域平差程式)進行整體聯合平差計

算。由乙方資料說明本次航拍共計有 1868 片航拍影像，使用 1,603 片航拍影

像執行空三作業，總共量測 87,509 個連接點與 87 個地面全控點(平面及高程

控制點)，每片影像空中三角點位分佈情形如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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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航空測量作業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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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空中三角點位分佈及量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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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驗證資料 
 

一、空中三角平差計算軟體 

本驗證工作為以光束法空中三角區域平差程式。採用附加自率參數共線

條件式之數學模式進行全區整體平差計算及統計誤差分析。其平差計算及誤

差分析所依據之嚴密理論，符合實務作業規定之要求。 

 

二、使用資料 

由乙方所提供地面控制測量及空中三角量測成果： 

1. 像片連接點(Tie point)、地面控制點之量測影像坐標。 

2. 地面控制點實測坐標。 

3. 航測影像之 DGPS及 IMU資料。 

4. 空中三角測量平差成果。 

 

三、空中三角測量合約規範 

依乙方所提供空中三角測量作業之合約規範為： 

1. 空中三角連結點之量測可用精密解析製圖儀或精密單像坐標量測儀或航測

影像工作站量測，重覆量測之中誤差不得大於 10μm。 

2. 空中三角像片連接點應分佈每一像片 9 個標準點位上，空中三角平差偵錯

後，每一標準點位至少留存一點。 

3. 空中三角測量平差計算，需分 2個過程進行，先以最小約制(或自由網)平差

以進行粗差偵測並得到觀測值精度的估值，其觀測值之殘餘誤差均方根值不

得大於 10微米，在坡度達 IV級以上之山地或植被覆蓋達 IV級之林地不得

大於 15 微米。其次進行強制附合至控制點上平差，其觀測值之殘餘誤差均

方根值不得大於 12微米，在坡度達 IV級以上之山地或植被覆蓋達 IV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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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不得大於 18微米，否則必須檢核控制點或另外選擇控制點。 

4. 空中三角平差後之 X、Y(平面)R.M.S於 20cm以內，Z(高程)於 25cm以內。 

 

伍、 檢核說明 

一、檢核內容 

檢查空中三角測量作業方法，主要以地面控制點分佈及平差成果是否符

合各項精度需求為檢核基準，檢核要點如下： 

1. 空中三角測量之量測是以精密立體測圖儀或影像工作站於每一像片九個

標準點位上量測影像坐標，稱為連接點。每一個標準位置量測二個連接

點，即每一像片十八點，是則前後兩張重疊 60%的每一立體像對可有十二

個連接點為原則。空中三角平差偵錯後，每一標準點位至少留存一點。 

2. 空中三角測量平差計算，需分 2 個過程進行，先以最小約制(或自由網)平

差以進行粗差偵測並得到觀測值精度的估值，其觀測值之殘餘誤差均方根

值不得大於 10 微米，在坡度達 IV 級以上之山地或植被覆蓋達 IV 級之林

地不得大於 15 微米。其次進行強制附合至控制點上平差，其觀測值之殘

餘誤差均方根值不得大於 12微米，在坡度達 IV級以上之山地或植被覆蓋

達 IV級之林地不得大於 18微米，否則必須檢核控制點或另外選擇控制點。 

3. 空中三角平差後之 X、Y(平面)R.M.S 於 20cm以內，Z(高程)於 25cm以內。 

4. 空中三角平差計算時應進行偵錯。凡大於三倍觀測中誤差(σ0)之觀測值原

則上均應剔除並重行觀測。除非其局部多餘分量已達γ> 0.3，且其改正數

顯示剩餘未改正之觀測誤差小於 3σ0。檢核率：抽查率 10％以上。 

 

二、檢核結果 

1. 計畫範圍空中三角測量平差計算全區計有 1603 片影像，總共量測 87,509

個連接點與 87個地面全控點，全部檢核抽查率 100％。空中三角像片連接

點，採沿航線方向量測約 5排，而每排約 6點，每一像片至少 30 點以上；

優於空中三角平差標準規範之像片結點應分佈於每一像片九個標準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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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每一位置二個，即每一像片十八點，每一像對十二點規定。空中三角

平差偵錯後，平均留存點數在二十點以上，符合每一標準點位至少留存一

點。 

2. 平差後所得像片量測中誤差(標準偏差)，以外圍三個控制點做為最小約制

條件，並賦予適當精度權重，使其不致於影響影像空間之幾何圖形，最小

約制網(自由網)所得之量測中誤差為 4.23μm (約於地面 9.5 公分，如圖 4

所示)，符合光束法計算不超過 10μm 規定。最後，強制附合至地面控制

點，賦予較大權重，其平面量測中誤差為 4.25μm(約相當於地面 9.6 公分，

如圖 5所示)，符合以光束法計算時不得超過 10μm規定。其中誤差增加量

為 0.47％，未超過 30％。平差後之 R.M.S.其 X為 4.8公分、Y為 5.4公分、

Z為 14公分，未超過平面 20公分、高程 25公分，符合規範。 

3. PATB 空中三角平差計算時自動進行偵錯，輸入總像點數 87,509，全區量

測像點坐標數目計 175,279個觀測量，求定 35,160未知數，多餘觀測量達

140,119，且局部多餘分量均達γ> 0.3，符合規定。 

4. 本案航拍空中三角測量平差成果符合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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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最小約制(自由網)平差計算成果 

  
圖 4 完全約制平差計算成果示意圖 

 
量測中誤差(標準偏差) 

影像及控制點資訊 

影像及控制點資訊 

 
量測中誤差(標準偏差) 



 



 

 

 

 

 

 

 

 

 

 

 

 

 

附錄七  航測作業自主檢查表單 



 









 



 

 

 

 

 

 

 

 

 

 

 

 

 

附錄八  集水區劃設作業審議後資料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

地址：32547桃園縣龍潭鄉佳安村佳安路2號

聯 絡 人：劉家盛

聯絡電話：03-4712001　#607

電子信箱：f25@wranb.gov.tw

傳 真：03-4711973

受文者：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8月20日

發文字號：水北保字第1025305418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313200100G0000000_1023108967_1_161040311161.docx、1025305418.tif(10216

04376_1_201724145571.docx、1021604376_2_201724145571.tif)

主旨：檢送經濟部更正102年7月23日「經濟部重要水庫集水區圖

資審查小組」第一次委員會議紀錄影本乙份，詳如說明，

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經濟部102年8月16日經授水字第10220221810號函辦

理。

二、請 貴公司依據會議結論意見儘速修正後轉送本局，俾利

辦理後續事宜。

正本：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副本： 2013-08-21
10:45:53





 

「經濟部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審查小組」第一次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2 年 7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貳、地點：本署台北辦公區第 1 會議室 

參、主持人：賴副署長伯勳記錄：簡吉甫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略 

柒、討論事項： 

一、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周天穎委員 

1.建議採全國統一整合且由公部門公開發布之底圖，即國土測繪中心所

製作之通用版電子地圖，因其此比例尺為城區 1/2500、鄉區 1/5000，

且包含九大圖層，含正射航拍，又為全國性最新完成之底圖。 

2.建議採地政司已製作之全國 5m DEM 為基本分析資料，因其資訊已定義

為公務機密，可供公務內部使用。 

3.上述底圖僅 DEM 需盡速修正要點，並同時檢討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及環保署之飲用水保護區所有不同單位執掌之範圍製作底圖。 

4.集水區面積建議以地形圖資訊為主，因地籍圖製作時間及精度正確性

皆不同，但仍有地籍土地之合法依據。 

5.建議考慮越域引水之集水區範圍可一併劃入。 

 

二、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陳良健委員 

1.建議修正「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製作與查認作業要點」例如: 山區

1/10000 相片基本圖改為 1/5000 相片基本圖。 

2.執行團隊應遵循標準作業程序，因此，宜及早擬定。 

 

 



3.劃設集水區邊界之差異應於未來取得公信力，故: 

 (1)差異的理由應詳細說明(全面，非舉例說明) 

 (2)差異判斷時，矛盾點之辨証程序予以記錄。 

 (3)協商相鄰水庫之過程應予以記錄。 

 (4)以上以系統化呈現 

 

三、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黃灝雄委員 

 1.涉及土地徵收及人民權利等事項，宜與權責單位洽商。 

 2.前後劃定差異較大者，宜整理表列敘明原因。 

 

四、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蔡明發委員 

 1.依圖資審查小組作業要點第八點規定，本小組開會時，得邀請有關

機關、團體代表及利害關係人等列席，本次會議似未邀請上揭人員參

加，是否未來之委員會議以此形式辦理。 

 2.本案似乎未有利害關係人之意見，是否本案未牽涉任何利害關係人。 

 3.建議劃定書內容，是否能將「重要水庫集水區之管理，由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辦理」，此部分展現出來。 

 

五、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林志清委員 

1.建議圖例統一：由劃定書中的範圍圖及重要資訊圖中之臺鐵圖例並不

一致，雖不影響圖籍閱讀性，惟圖籍一致性及應用方便性，建議各種

圖籍間圖例應統一；如果可以的話，針對資料內容、格式、圖式顏色

予以規範，對於未來不同集水範圍圖籍整合，會有一定助益。 

2.由劃定書引用 DEM 是 40 米*40 米，而簡報中是引用水資源局自行測製

5米*5 米 DEM，建議應於劃定書內敘明；另建議引用內政部所測製 5



米*5 米 DEM，或是地質調查所以 LiDar 所測製 1米*1 米 DEM，以獲得

更高精度分水嶺位置。 

3.由簡報中了解，集水區劃定有一定劃設方法，請就劃設方法予以釐整，

作成集水區劃設作業原則或 SOP，讓各集水區作業方法一致，也可以

作為圖資審查參考；另對集水區劃設成果比較有興趣部分，由前後差

異比較，本次成果其折線情形比較多，似乎不太合理，須請再了解！ 

六、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黃群修委員(何伊喬代) 

1.本案劃定書建議增加「劃定依據」(如區域計畫變更一通、重要水庫集

水區圖資製作與查認作業要點等…)及「劃定目的」等背景或摘要說明。 

 2.P1 計畫名稱以委託陶林公司執行之標案名稱「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

資訊系統圖資更新及維護計畫(1/2)」為名，建議修正為「石門水庫(含

榮華壩)集水區劃定書」，以符實際。又本檢核表建議應附檢核者之資

料(職級、姓名、並加蓋職章)以利審查。 

 3.P2 格式及內容雖為「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製作與查認作業要點」所

規範，惟相關意見或為供主辦單位之參考，並不全然為「異議」，建

議如有可能，將「異議」兩字酌修為「意見」較為合宜。 

 4.有關林務局新竹處有關面積數據來源之意見，尊重主辦單位之意

見，惟建議應補充說明其面積計算之依據及方法。 

 5.附錄一「相關協商文件與紀錄」應再釐清，例如有關「石門水庫集

水區地理資訊系統圖資更新及維護計畫(1/2)」之期中與期末報告審

查，其內容有許多係針對系統之作業環境、介面等技術問題所提之意

見，與本案「劃定書」似無關聯; 又附錄 1-44~附錄 1-45 為「水庫集

水區圖資」與「函送單位」看不出與附錄 1-43 函文「各機關回覆意見」

之關聯; 另建議以附錄 1-52 有關相鄰水庫之清單，能增列該管理單位

確認之文號，以利審閱。 



七、經濟部水利署王藝峰委員 

 1.劃定書內無公告時間及相關公文文件，是否有相關利害關係人提出

疑義? 

 2.請全面性表列差異分析結果。 

 3.有關水庫集水區審查將優先檢討 22 座已公告水庫，其他水庫待臺灣

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通過後，持續配合辦理。 

八、內政部營建署廖文弘委員 

 1.「重要水庫集水區」之名稱係本部現行區域計畫(北、中、南、

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所劃設之限制發展地區之一，未

來在「全國區域計畫」將修正為「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公共給

水)」，建議本審查小組之名稱適時配合調整。 

 2.63 座重要水庫集水區之劃定，是否有規劃期程?未來是逐案或

批次公告? 

 3.重要水庫集水區之劃定結果: 

  (1)未來仍維持由內政部公告? 

  (2)與其他相類似範圍之統合(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飲用水

水源水質保護區)機制應予建立。 

 4.地形圖與地籍圖之誤差短期內無法有效克服，本案建議應以地

形圖為主。 

 5.差異分析之說明，除分析較大的變異部分外，應針對是否合理



(符合現況)併予說明，俾供審議參考。 

 6.劃定書部分: 

  (1)建議所有資料均予編頁碼。 

  (2)請加圖目錄、表目錄。 

  (3)圖面資料同時以「圖示法」、「數字法」表示比例尺，惟

未來若因圖面縮放產生誤解，建議評估釐清。 

 7.「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製作與查認作業要點」第 3點「重要水

庫集水區之管理，應依「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之分工，由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經查分工涉水利署(蓄水範圍及保護

帶)、林務局(林班地)、水保局(其他山坡地)、公路總局(公路上、

下邊坡)。惟水庫若位於平地者，則造成許多範圍並無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該部分是否應予補充，建議宜審慎評估。 

九、主席結論 

1、有關石門水庫及榮華壩水庫集水區圖資差異處部分，請北區水資源局

將修正前後圖資及建議調整理由列表說明，納入劃定書。 

2、「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製作與查認作業要點」第六點第一款後段之「公

告」實為「預告」，請北區水資源局速完成預告作業，該要點文字錯

用，請水利署保育組速完成修正。 

3、本案請依委員意見修正劃定書內容，如無須再次審議，本署將逕送內

政部辦理公告事宜。 

4、請水利署保育組就下列事項，檢討修正「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製作與

查認作業要點」及「經濟部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審查小組作業要點」: 



（1）加入國土測繪中心最新公告之通用版電子地圖及內政部地政司所製

5M*5MDEM。 

（2）檢討「經濟部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審查小組作業要點」第 8點邀請

團體代表及利害關係人之原則。 

（3）檢討「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製作與查認作業要點」，增訂審查細項

表(含各組細項審查原則)。 

（4）檢討修正「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製作與查認作業要點」第 6 點第 1

款，辦理水庫集水區劃定作業，有關「公告」一詞，檢討修正為「預

告」為妥。 

（5）檢討是否修正圖資之名稱。 

（6）劃定書是否應經測量技師簽證，亦請一併檢討。 

（7）越域引水集水區部分，對於水質水量之良窳，是否取用操作技術有

其判識之空間，俟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之縮編作業完成後一併

檢討。 

九、散會(12 時 40 分) 



 第 1頁 (共 1頁) 

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函 

地址：406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 130 號 17 樓 

電子信箱：service@taolin.com.tw 

電話：04-22303659   傳真：04-22303708 

聯絡人：沈維霖 

 

受文者：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9 月 23 日 

發文字號： 陶林 102 字第 10200178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 見主旨 

 

主旨：檢送「石門水庫(含榮華壩)集水區劃定書(修訂本)」

乙式十四份，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  貴局 102年 8月 7日水北保字第 10253051480

號函核轉經濟部水利署 102 年 8 月 5 日經授水字第

10220221610 號函規定辦理。 

二、有關石門水庫(含榮華壩)集水區劃定書，已於 102 年

7 月 23 日召開「經濟部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審查小

組」第一次委員會議，並依委員意見修正劃定書內

容。 

 

 

 

 

 

正本：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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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廉潔、效能、便民

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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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機：(02)370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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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03)471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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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門水庫(含榮華壩)集水區劃定檢核表 

計畫名稱 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圖資更新及維護計畫(1/2) 

劃 
 
 

定 
 
 

者 

機關（構）全銜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機關（構）地址 桃園縣龍潭鄉佳安村佳安路 2 號 

機關（構）代表人 劉駿明 

承
辦
單
位 

單位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單位地址 桃園縣龍潭鄉佳安村佳安路 2 號 

劃定範圍及面積 760,702,644 平方公尺(76,070.26 公頃) 

重要水庫集水區劃定文件事項 檢   核 

一、重要水庫集水區劃定摘要表 ■是  □否 

二、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資料  

1. 重要水庫集水區範圍圖(影像擇優提供順序為航照圖、相片

基本圖、衛星影像圖;航照圖、相片基本圖比例尺平地為五

千分之一、山坡地為一萬分之一、衛星影像空間解析度高於

(含)十公尺)。 

2. 重要水庫集水區範圍套疊重要資訊圖。 

3. 重要水庫集水區範圍套疊地籍圖。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三、相關圖資正確性之意見徵詢及異議處理  

1. 徵詢地方政府意見(含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

公所）。 

2. 徵詢有關機關(構) (地政單位、水保單位、林務單位、水利

單位、交通單位等相關單位)意見。 

3. 相關圖資公告於劃設之水庫管理機關(構)與範圍涉及之地方

政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經蒐集相

關意見後，水庫管理機關(構)得邀請相關異議人(或單位)說

明。 

4. 若非涉及「相關圖資之正確性」之意見，水庫管理機關(構)

應做成書面意見，納入劃定書內容，依作業程序(如附圖)提

送辦理。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四、附錄  

1. 相關協商文件與紀錄。 

2. 相關研究評估與統計資料。 

3. 相關照片或影像資料。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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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門水庫(含榮華壩)集水區劃定摘要表 

劃

定

事

項 

劃定集水區

範圍及面積 

石門水庫(含榮華壩)集水區範圍劃定係參考農航所像片

基本圖、內政部經建版地形圖及石門水庫 5mX5m DEM

等資料劃設，集水區面積為 760,702,644 平方公尺

(76,070.26 公頃) 

意

見

徵

詢 

及

異
議
處
理 

 
 

地方政府與

有關機關(構)

意見 

一、依據經濟部「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製作與查認作業

要點」第六條規定對集水範圍相關圖資之正確性，

徵詢相關單位並預告且蒐集相關意見，如附件一，

計有龍潭鄉公所等 16 個單位無修正意見或回覆意

見如二、三項。其餘各機關單位無回覆。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桃園縣復興宇內段 1 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為

393,417.18 平方公尺，與 貴局製作之地籍清冊內登

載 393,424.2831 平方公尺不符，劃設面積是否應以

土地登記為準，惠請自行查證。 

三、新竹縣關西鎮公所： 

本鎮集水區 96 年資料面積為 2,414,609 平方公尺，

而本案所送圖資為 2,495,927 平方公尺，所增加面

積部份為 81,318 平方公尺，差異處惠請  貴局再予

卓參。 

四、期中會議及期末會議亦召集相關單位及專家學者審

查及提供意見，審查會議記錄及意見處理情形如附

件二。 

五、石門水庫含榮華壩集水區相鄰各水庫集水區除羅東

攔河堰、上坪攔河堰、隆恩堰為北區水資源局所管

轄劃設外，計有德基水庫、士林壩、鳶山堰及羅好

壩等 4 座，均予以接邊無誤。如附件三。 

相關圖資公

告，蒐集相關

意見及相關

異議人(或單

位)說明 

本案集水區劃設經第一次工作會議後，已將相關圖資及

資訊函送相關單位進行公告及徵詢相關意見，並於期

中、期末會議邀請學者及集水區範圍相關單位提供意

見，會議記錄及辦理情形。如附件一及附件二。相關單

位意見係以圖資內容修改、地籍面積或行政界等因素造

成之差異為主，經由重新檢查集水區界劃設修訂無誤，

且無集水區劃設正確性問題，故無辦理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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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處理 一、 復興鄉宇內段之土地登記面積為 393,417.18 平方

公尺，依據地籍圖數化後圖形實際面積計算為

393,424.2831 平方公尺，差異處為 7.1 平方公尺。

經查應由於數化過程之圖紙伸縮、圖層套疊、坐標

轉換過程中所產生的誤差。另外由於地籍圖所管理

的是以地表面積計算並登記為主，與圖形計算之成

果之間具有些微差異，建議以土地登記面積為準。

但對集水區整體而言，其面積則應以新劃定之範圍

線計算成果為主。 

二、 石門水庫(含榮華壩)集水區於今年已重新劃設並修

正部份範圍。對於關西鎮公所提之內容，經由集水

區界範圍與行政區界進行圖資整合比對，並依據行

政區界位於新劃設之集水區內面積計算，關西鎮的

面積應為 2,495,927 平方公尺。 

其

他 

  

中華民國 10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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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門水庫(含榮華壩)集水區劃設圖資資料統計表 

石門水庫(含榮華壩)集水區劃設圖資資料統計表 

圖幅 
類
別 

中文名稱 圖資比例尺 圖資來源 圖資年度 備註 

集水區範圍圖 

(圖幅 1) 

影
像
資
訊 

衛星影像圖 

(spot-5超解析模式) 
地面解析度 2.5m 

中央大學 

太空遙測中心 
98 年  

重要資訊圖 

(圖幅 2) 

行
政
界
資
訊 

縣市界圖 1/25,000 內政部地政司 97 年  

鄉鎮界圖 1/25,000 內政部地政司 97 年  

村里界圖 1/25,000 內政部地政司 97 年  

地名註記圖 1/25,000 內政部地政司 97 年  

重要地標圖 1/25,000 各縣市政府 97 年  

水
文
資
訊 

河川流域範圍圖 1/5,000 經濟部水利署 97 年  

河川(河道)圖 1/5,000 經濟部水利署 97 年  

河川(支流)圖 1/5,000 經濟部水利署 97 年  

水庫堰壩位置圖 1/5,000 經濟部水利署 97 年  

水庫蓄水範圍圖 1/5,000 經濟部水利署 97 年  

交
通
資
訊 

國道圖 1/5,000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00 年  

省道圖 1/5,000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00 年  

縣道圖 1/5,000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00 年  

鄉鎮市道圖 1/5,000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00 年  

一般道路圖 1/5,000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00 年  

鐵路圖 1/5,000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00 年  

地
形
資
訊 

數值高程模型 

(DEM) 

40mX40m 太空遙測中心 -  

5mX5m 水利署北水局 97 年  

等高線圖 

(經建版) 

1/25,000 等高線間隔，首曲線

為 10 公尺，計曲線為 50 公尺 
內政部 

第三版 

90 年 
 

等高線圖 

(像片基本圖) 

1/10,000 等高線間隔，首曲線

為 10 公尺，計曲線為 50 公尺 
農航所 

第一版 

69 年 
 

等高線圖 

(像片基本圖) 

1/5,000 等高線間隔，首曲線

為 5 公尺，計曲線為 25 公尺 
農航所 

第三版 

83 年 
 

地籍圖 

(圖幅 3) 

地
籍
資
訊 

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地籍圖 
1/5,000 國土測繪中心 101 年  

說明 1：集水區範圍圖，即圖幅 1。 

說明 2：集水區範圍套疊重要資訊圖，即圖幅 1 套疊圖幅 2。 

說明 3：集水區範圍套疊地籍圖，即圖幅 1 套疊圖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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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圖資正確性之意見徵詢及異議處理 

(一) 徵詢地方政府意見 

本案依據經濟部「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製作與查認作業要點」第六條

規定，針對水庫集水範圍相關圖資之正確性，需徵詢範圍內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等地方政府意見，並已於 101 年 8 月 23 日行文

(北水保字第 10150057630 號)徵詢水庫集水區範圍內各相關地方政府意

見，計有龍潭鄉公所等 16 個單位無修正意見或無回覆，請詳見附件一。 

其中，新竹縣關西鎮公所回覆意見：『本鎮集水區 96 年資料面積為

2,414,609 平方公尺，而本案所送圖資為 2,495,927 平方公尺，所增加面積

部份為 81,318 平方公尺，差異處惠請  貴局再予卓參。』，針對新竹縣關

西鎮公所提出之相關意見回覆，請詳見石門水庫(含榮華壩)集水區劃定摘

要表之異議處理。 

(二) 徵詢有關機關(構)意見 

本案依據上述作業要點徵詢集水區範圍內有關機關(構)意見，包含：

經濟部水利署、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復興工務段、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北分局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

處等有關機關(構)之意見。其中，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回覆意見：『桃園

縣復興宇內段 1 地號，土地登記面積為 393,417.18 平方公尺，與 貴局製作

之地籍清冊內登載 393,424.2831 平方公尺不符，劃設面積是否應以土地登

記為準，惠請自行查證。』，針對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提出之相關意見

回覆，請詳見石門水庫(含榮華壩)集水區劃定摘要表之異議處理。 

(三) 相關圖資公告，蒐集相關意見及相關異議人(或單位)說明 

本案集水區劃設經第一次工作會議後，已將相關圖資及資訊函送相關

單位進行公告及徵詢相關意見，並於期中、期末會議邀請學者及集水區範

圍相關單位提供意見，會議記錄及辦理情形，如附件一及附件二。相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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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意見係以圖資內容修改、地籍面積或行政界等因素造成之差異為主，經

由重新檢查集水區界劃設修訂無誤，且無集水區劃設正確性問題，故無辦

理說明會。 

(四) 非涉及相關圖資正確性之意見 

本案徵詢地方政府意見及有關機關(構)意見後，有關非涉及「相關圖

資之正確性」之意見，包含：桃園縣地政局於桃地用字第 1010028006 號(附

件 1-10)中建議：『本案得否重新檢討縮小其劃設之水庫集水區範圍；或於

可兼顧開發與保育原則下，由  貴局建請內政部訂定以距離水庫主體遠近

不同之標準，對於尚無相關災害潛勢之虞的地區，適度開放土地利用(如距

離越近、管制越嚴格)。』，相關意見之回覆請詳見附件 1-11 及 1-12。 

(五) 經濟部圖資審查小組之意見 

本案於 102 年 7 月 23 日招開「經濟部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審查小組」

第一次委員會議，並依據委員建議事項及主席結論修正劃定書內容，相關

意見之回復請詳見附件 2-29 至 2-34。 

 



 

 

 

 

 

 

 

 

 

 

 

 

五、附錄 

 

 

附錄 1  相關協商文件與紀錄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 1-1 

徵詢相關單位意見徵詢及回覆表 

編號 徵詢單位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1 新北市政府 無修正意見 - 

2 新北市三峽區公所 無回覆 - 

3 新北市烏來區公所 無修正意見 - 

4 宜蘭縣政府 無回覆 - 

5 宜蘭縣大同鄉公所 無回覆 - 

6 桃園縣政府 無回覆 - 

7 桃園縣政府地政局 

本案得否重新檢討縮小其劃設之

水庫集水區範圍；或於可兼顧開

發與保育原則下，由  貴局建請

內政部訂定以距離水庫主體遠近

不同之標準，對於尚無相關災害

潛勢之虞的地區，適度開放土地

利用(如距離越近、管制越嚴格) 

請詳見附件 1-11 及

1-12 

8 桃園縣復興鄉公所 無回覆 - 

9 桃園縣大溪鎮公所 無回覆 - 

10 桃園縣龍潭鄉公所 無修正意見 - 

11 新竹縣政府 無回覆 - 

12 新竹縣關西鎮公所 

本鎮集水區 96 年資料面積為

2,414,609 平方公尺，而本案所送

圖資為 2,495,927 平方公尺，所增

加面積部份為 81,318 平方公尺，

差異處惠請  貴局再予卓參 

詳見 P2.石門水庫(含

榮華壩 )集水區劃定

摘要表之異議處理 

13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 無回覆 - 

14 新竹縣五峰鄉公所 無回覆 - 

15 苗栗縣政府 無回覆 - 

16 苗栗縣泰安鄉公所 無修正意見 - 

1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台北分局 
無回覆 - 

1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桃園縣復興宇內段 1 地號，土地

登記面積為 393,417.18 平方公

尺，與 貴局製作之地籍清冊內登

載 393,424.2831 平方公尺不符，

劃設面積是否應以土地登記為準 

詳見 P2.石門水庫(含

榮華壩 )集水區劃定

摘要表之異議處理 

19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 

養護工程處復興工務段 
無修正意見 - 



附件二 

附件 2-29 

經濟部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審查小組第一次委員會議及處理情形 

壹、時間：102 年 7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貳、地點：本署台北辦公區第 1 會議室 

參、主持人：賴副署長伯勳                    記錄：簡吉甫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略 

柒、討論事項：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一、 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

心 周天穎委員 

1. 建議採全國統一整合且由公部門公

開發布之底圖，即國土測繪中心所製

作之通用版電子地圖，因其此比例尺

為城區 1/2500、鄉區 1/5000，且包

含九大圖層，含正射航拍，又為全國

性最新完成之底圖。 

2. 建議採地政司已製作之全國 5m DEM

為基本分析資料，因其資訊已定義為

公務機密，可供公務內部使用。 

3. 上述底圖僅 DEM 需盡速修正要點，並

同時檢討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及

環保署之飲用水保護區所有不同單

位執掌之範圍製作底圖。 

4. 集水區面積建議以地形圖資訊為

主，因地籍圖製作時間及精度正確性

皆不同，但仍有地籍土地之合法依

據。 

5. 建議考慮越域引水之集水區範圍可

一併劃入。 

 

 

1. 依主席結論辦理。 

 

 

 

 

2. 依主席結論辦理。 

 

 

3. 依主席結論辦理。 

 

 

4. 依主席結論辦理。 

 

 

 

5. 依主席結論辦理。 

 

二、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

中心 陳良健委員 
1. 建議修正「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製作

與查認作業要點」例如 : 山區

1/10000相片基本圖改為 1/5000相片

基本圖。 

 

 

1. 依主席結論辦理。 

 

 

 



附件二 

附件 2-30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2. 執行團隊應遵循標準作業程序，因

此，宜及早擬定。 

3. 劃設集水區邊界之差異應於未來取

得公信力，故: 

(1) 差異的理由應詳細說明(全面，非舉

例說明) 

(2) 差異判斷時，矛盾點之辨証程序予

以記錄。 

(3) 協商相鄰水庫之過程應予以記錄。 

(4) 以上以系統化呈現。 

2. 依主席結論辦理。 

 

3. 依委員意見修正於劃定書附錄 2 之附

件。 

 

 

 

 

 

 

 

三、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黃灝

雄委員 
1. 涉及土地徵收及人民權利等事項，宜

與權責單位洽商。 

2. 前後劃定差異較大者，宜整理表列敘

明原因。 

 

 

1. 依委員意見辦理。 

 

2. 依委員意見辦理。 

 

四、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蔡

明發委員 
1. 依圖資審查小組作業要點第八點規

定，本小組開會時，得邀請有關 機

關、團體代表及利害關係人等列席，

本次會議似未邀請上揭人員參加，是

否未來之委員會議以此形式辦理。 

2. 本案似乎未有利害關係人之意見，是

否本案未牽涉任何利害關係人。 

 

3. 建議劃定書內容，是否能將「重要水

庫集水區之管理，由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辦理」，此部分展現出來。 

 

 

1. 依主席結論辦理。 

 

 

 

 

2. 各相關單位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已於集

水區劃定過程之相關會議時均予說明，

並被相關單位接受。 

3. 各相關單位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已於集

水區劃定過程之相關會議時均予說明，

並被相關單位接受。 

五、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林志清

委員 

1. 建議圖例統一：由劃定書中的範圍圖

及重要資訊圖中之臺鐵圖例並不一

致，雖不影響圖籍閱讀性，惟圖籍一

 

 

 

1. 依主席結論辦理。 

 

 



附件二 

附件 2-31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致性及應用方便性，建議各種圖籍間

圖例應統一；如果可以的話，針對資

料內容、格式、圖式顏色予以規範，

對於未來不同集水範圍圖籍整合，會

有一定助益。 

2. 由劃定書引用 DEM是 40米*40 米，而

簡報中是引用水資源局自行測製 5米

*5米 DEM，建議應於劃定書內敘明；

另建議引用內政部所測製 5 米*5 米

DEM，或是地質調查所以 LiDar 所測

製 1米*1 米 DEM，以獲得更高精度分

水嶺位置。 

3. 由簡報中了解，集水區劃定有一定劃

設方法，請就劃設方法予以釐整，作

成集水區劃設作業原則或 SOP，讓各

集水區作業方法一致，也可以作為圖

資審查參考；另對集水區劃設成果比

較有興趣部分，由前後差異比較，本

次成果其折線情形比較多，似乎不太

合理，須請再了解！ 

 

 

 

 

 

2. 依委員意見修正，請詳見附錄 2-5至附

錄 2-7。 

 

 

 

 

 

3. 依主席結論辦理。 
 

 

 

 

 

 

六、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黃群修

委員(何伊喬代) 
1. 本案劃定書建議增加「劃定依據」(如

區域計畫變更一通、重要水庫集水區

圖資製作與查認作業要點等…)及

「劃定目的」等背景或摘要說明。 

2. P1 計畫名稱以委託陶林公司執行之

標案名稱「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

系統圖資更新及維護計畫(1/2)」為

名，建議修正為「石門水庫(含榮華

壩)集水區劃定書」，以符實際。又

本檢核表建議應附檢核者之資料(職

級、姓名、並加蓋職章)以利審查。 

3. P2格式及內容雖為「重要水庫集水區

圖資製作與查認作業要點」所規範，

惟相關意見或為供主辦單位之參

考，並不全然為「異議」，建議如有

 

 

1. 已於劃定書之集水區劃定摘要表中說

明。 

 

 

2. 本案為「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

圖資更新及維護計畫(1/2)」工作項之

一，故名稱仍依標案名稱書寫。 

 

 

 

 

3. 依主席結論辦理。 

 

 

 



附件二 

附件 2-32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可能，將「異議」兩字酌修為「意見」

較為合宜。 

4. 有關林務局新竹處有關面積數據來

源之意見，尊重主辦單位之意見，惟

建議應補充說明其面積計算之依據

及方法。 

5. 附錄一「相關協商文件與紀錄」應再

釐清，例如有關「石門水庫集水區地

理資訊系統圖資更新及維護計畫

(1/2)」之期中與期末報告審查，其

內容有許多係針對系統之作業環

境、介面等技術問題所提之意見，與

本案「劃定書」似無關聯; 又附錄

1-44~附錄 1-45為「水庫集水區圖資」

與「函送單位」看不出與附錄 1-43

函文「各機關回覆意見」之關聯; 另

建議以附錄 1-52 有關相鄰水庫之清

單，能增列該管理單位確認之文號，

以利審閱。 

 

 

4. 已補充於劃定書中附錄 2-1。 

 

 

 

5. 本案為「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

圖資更新及維護計畫(1/2)」工作項之

一，故有其他單位之意見，另於附件 1-1

清單中說明。 

 

 

 

 

 

 

 

 

 

 

 

七、 經濟部水利署 王藝峰委員 
1. 劃定書內無公告時間及相關公文文

件，是否有相關利害關係人提出疑

義? 

2. 請全面性表列差異分析結果。 

3. 有關水庫集水區審查將優先檢討 22

座已公告水庫，其他水庫待臺灣北、

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通過後，持續配合辦理。 

 

1. 本案集水區劃設說明均已發文相關單位

與接邊單位，對於劃設結果無意見，相

關單位意見如附件 1-1。 

2. 分析結果如附錄 2-5 至 2-7。 

3. 依主席結論辦理。 

 

 

八、 內政部營建署 廖文弘委員 
1. 「重要水庫集水區」之名稱係本部現

行區域計畫(北、中、南、東部區域

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所劃設之限制

發展地區之一，未來在「全國區域計

畫」將修正為「水庫集水區(供家用

 

1. 依主席結論辦理。 

 

 

 

 



附件二 

附件 2-33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或公共給水)」，建議本審查小組之

名稱適時配合調整。 

2. 63座重要水庫集水區之劃定，是否有

規劃期程?未來是逐案或批次公告? 

3. 重要水庫集水區之劃定結果: 

(1)未來仍維持由內政部公告? 

(2)與其他相類似範圍之統合(自來

水水質水量保護區、飲用水       

水源水質保護區)機制應予建立。 

4. 地形圖與地籍圖之誤差短期內無法

有效克服，本案建議應以地形圖為

主。 

5. 差異分析之說明，除分析較大的變異

部分外，應針對是否合理(符合現況)

併予說明，俾供審議參考。 

6. 劃定書部分: 

(1)建議所有資料均予編頁碼。 

(2)請加圖目錄、表目錄。 

(3)圖面資料同時以「圖示法」、「數

字法」表示比例尺，惟未來若因

圖面縮放產生誤解，建議評估釐

清。 

7. 「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製作與查認

作業要點」第 3點「重要水庫集水區

之管理，應依「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

之分工，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

理。」經查分工涉水利署(蓄水範圍

及保護帶)、林務局(林班地)、水保

局(其他山坡地)、公路總局(公路

上、下邊坡)。惟水庫若位於平地者，

則造成許多範圍並無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該部分是否應予補充，建議宜

審慎評估。 

 

 

2. 依主席結論辦理。 

 

3. 依主席結論辦理。 

 

 

 

 

4. 依主席結論辦理。 

 

 

5. 如附錄 2-5至 2-7。 

 

 

6. 劃定書部分: 

(1)已依委員建議修正。 

(2)已依委員建議修正。 

(3)已依委員建議修正。 

 

 

 

7. 依作業要點進行辦理。 

九、 主席結論 
1. 有關石門水庫及榮華壩水庫集水區

 

1. 已修正於附錄 2-5至 2-7。 



附件二 

附件 2-34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圖資差異處部分，請北區水資源局將

修正前後圖資及建議調整理由列表

說明，納入劃定書。 

2. 「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製作與查認

作業要點」第六點第一款後段之「公

告」實為「預告」，請北區水資源局

速完成預告作業，該要點文字錯用，

請水利署保育組速完成修正。 

3. 本案請依委員意見修正劃定書內

容，如無須再次審議，本署將逕送內

政部辦理公告事宜。 

4. 請水利署保育組就下列事項，檢討修

正「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製作與查認

作業要點」及「經濟部重要水庫集水

區圖資審查小組作業要點」: 

（1）加入國土測繪中心最新公告之通

用版電子地圖及內政部地政司

所製 5M*5MDEM。 

（2）檢討「經濟部重要水庫集水區圖

資審查小組作業要點」第 8點邀

請團體代表及利害關係人之原

則。 

（3）檢討「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製作

與查認作業要點」，增訂審查細

項表(含各組細項審查原則)。 

（4）檢討修正「重要水庫集水區圖資

製作與查認作業要點」第 6點第

1 款，辦理水庫集水區劃定作

業，有關「公告」一詞，檢討修

正為「預告」為妥。 

（5）檢討是否修正圖資之名稱。 

（6）劃定書是否應經測量技師簽證，

亦請一併檢討。 

（7）越域引水集水區部分，對於水質

水量之良窳，是否取用操作技術

有其判識之空間，俟自來水水源

水質水量保護區之縮編作業完

成後一併檢討。 

 

 

 

2. 已修正於 P2 集水區劃定摘要表。 

 

 

 

3. 依主席結論辦理。 

 

 

4. 依主席結論辦理。 

 

 

 

 

 

 

 

 

 

 

 

 

 

 

 

 

 

 

 

 

 

 

 

 



 

 

 

 

 

 

 

 

 

 

 

 

 

 

附錄 2  相關研究評估與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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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相關研究評估與統計資料 

本案集水區劃設主要參考農航所像片基本圖、內政部經建版地形圖、99、

100 年度航拍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之 0.5 公尺解析度正射影像(如圖一、二)、石

門水庫 5m*5m DEM 及 3D WebGIS 系統動態集水區成果等劃設。 

另本作業亦應用水利署石門水庫既有集水區界比對分析，計有 6 處比對差

異較大，詳述如附件。參考圖資除前述基本圖、地形圖之等高線及北水局產製

之石門水庫相關圖資外，亦參考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之 3D 正射影像、「航

遙測圖資供應平台」及 Google Map 等影像，套疊辦理邊界細部修正。其中有關

於石門水庫集水區內之各項水文、地文資訊等，主要參考下列研究報告。 

項次 年度 專案名稱 委辦機關 計畫期程 

1 100 年 
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擴充建置

及維護(含後續擴充) 
北區水資源局 100.03~100.11 

2 98 年 
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擴充建置

及維護計畫委託專業服務 
北區水資源局 98.05~100.11 

3 97 年 
石門水庫集水區經營管理保育對策及建

立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建置 
北區水資源局 97.02~97.12 

4 95 年 
石門水庫集水區高解析數值高程模型資

料庫前置建置計畫 
北區水資源局 95.06~95.12 

劃設完成之石門水庫含榮華壩集水區經計算面積石門水庫集水區為

198,274,579 平方公尺(19,827.46 公頃)，榮華壩為 562,428,065 平方公尺(56,242.80

公頃)合計 760,702,644 平方公尺(76,070.26 公頃)。與水利署石門水庫既有集水區

面積 763,400,000 平方公尺1
(76,340.00 公頃)相較減少約 2,700,000 平方公尺(270

公頃)究其原因石門水庫既有集水區原劃設時可能使用較小比例尺圖資，作業亦

較粗略所致。 

                                                      
1
 石門水庫集水區面積 763.4 平方公里，資料來源為經濟部水利署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專屬網站

(http://shihmen.wra.gov.tw/ct.asp?xItem=31310&CtNode=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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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石門水庫集水區 99 年度航測正射影像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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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石門水庫集水區 100 年度航測正射影像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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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劃設集水區與既有集水區差異較大處位置圖2
 

                                                      
圖示說明一：紅線為新劃設集水區界，青線為既有集水區界。(以下各圖均同) 

圖示說明二：黃框為新劃設與既有集水區界差異較大處。 

1 

2 

4 

6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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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劃設與既有集水區差異處劃設說明分析表 1/3 

編
號 

位置 最大位移(偏移) 劃設說明 

1 
桃園縣大溪鎮分

水崙附近 

約 114 m 

(淺紅色線) 

參考農航所像片基本圖、內政部經建版

地形圖、石門水庫 5m*5m DEM 及 3D 

WebGIS 系統動態集水區等劃設。 

  

編
號 

位置 最大位移(偏移) 劃設說明 

2 
塔開山 

(標高 1,727)附近 

約 301 m 

(淺紅色線) 

參考農航所像片基本圖、內政部經建版

地形圖、石門水庫 5m*5m DEM 及 3D 

WebGIS 系統動態集水區等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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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劃設與既有集水區差異處劃設說明分析表 2/3 

編
號 

位置 最大位移(偏移) 劃設說明 

3 明池山莊附近 
約 565 m 

(淺紅色線) 

參考農航所像片基本圖、內政部經建版

地形圖、石門水庫 5m*5m DEM 及 3D 

WebGIS 系統動態集水區等劃設。 

  

編
號 

位置 最大位移(偏移) 劃設說明 

4 
唐穗山 

(標高 2,090)附近 

約 118 m 

(淺紅色線) 

參考農航所像片基本圖、內政部經建版

地形圖、石門水庫 5m*5m DEM 及 3D 

WebGIS 系統動態集水區等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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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劃設與既有集水區差異處劃設說明分析表 3/3 

編號 位置 最大位移(偏移) 劃設說明 

5 

佐藤山與檜山之

間 2,335 高地附

近 

約 231 m 

(淺紅色線) 

參考農航所像片基本圖、內政部經建版

地形圖、石門水庫 5m*5m DEM 及 3D 

WebGIS 系統動態集水區等劃設。 

  

編號 位置 最大位移(偏移) 劃設說明 

6 
烏嘴山與李棟山

之間 

約 148 m 

(淺紅色線) 

參考農航所像片基本圖、內政部經建版

地形圖、石門水庫 5m*5m DEM 及 3D 

WebGIS 系統動態集水區等劃設。 

  



 

 

 

 

 

 

 

 

 

 

 

 

 

附錄九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圖資列表 



 



石門水庫集水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向量圖資列表 

向量圖資階層目錄/圖資名稱 管理單位 
本年新

增圖資 

既有圖

資更新 

無變動 

圖資 

一、基本資料 

水利區域 

中央管河川界點 經濟部水利署  √  

中央管河川區域勘測起終點 經濟部水利署   √ 

中央管河川治理規劃報告起終點 經濟部水利署   √ 

中央管河川治理基本計畫起終點 經濟部水利署   √ 

中央管河川河川區域線 經濟部水利署  √  

中央管河川水道治理計畫線 經濟部水利署   √ 

中央管河川堤防預定線 經濟部水利署   √ 

中央管區域排水設施範圍線 經濟部水利署  √  

中央管區域排水水道治理計畫線 經濟部水利署   √ 

中央管區域排水堤防預定線 經濟部水利署   √ 

海堤區域線 經濟部水利署  √  

水庫蓄水範圍 經濟部水利署   √ 

水庫集水區範圍圖 經濟部水利署  √  

地下水管制區圖 經濟部水利署   √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經濟部水利署   √ 

地層下陷區 經濟部水利署   √ 

行政界線 

村里 內政部   √ 

鄉鎮市區 內政部   √ 

縣市 內政部   √ 

水源特定區圖 經濟部水利署   √ 

河川局界 經濟部水利署   √ 

水資源局界 經濟部水利署   √ 

水保分局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 

 
 √ 

山坡地範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 

 
 √ 

自來水區處別 台灣自來水公司   √ 

事業區林班圖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 

國有林班地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 

林務局林區界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 

原住民族保留地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分幅圖框 
中央管河川圖籍圖幅框 經濟部水利署  √  

中央管區域排水圖籍圖框 經濟部水利署  √  



向量圖資階層目錄/圖資名稱 管理單位 
本年新

增圖資 

既有圖

資更新 

無變動 

圖資 

海堤圖框 經濟部水利署  √  

內政部 1/5,000 圖框 內政部   √ 

經建版 1/25,000 地形圖圖框 內政部   √ 

控制測量 

中央管河川斷面樁 經濟部水利署   √ 

內政部一等一級水準點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1 年度一等

水準點eGPS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  

 

內政部 101 年公告二等衛星控制點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   

內政部 101 年公告三等衛星控制點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   

內政部 101 年公告衛星追蹤站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   

空標點 經濟部水利署  √  

地圖註記 

地名 經濟部水利署   √ 

水利署及所屬單位位置 經濟部水利署   √ 

河川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   √ 

鄉鎮市區公所位置 內政部   √ 

縣市政府位置 內政部   √ 

直轄市政府位置 內政部   √ 

部落位置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三維立體特徵線 經濟部水利署   √ 

小計 5 9 35 

二、自然環境 

水文 

中央管河川位置 經濟部水利署   √ 

中央管河川 經濟部水利署  √  

中央管河川級序 經濟部水利署 √   

中央管區域排水位置 經濟部水利署   √ 

中央管區域排水 經濟部水利署  √  

縣市管區域排水路 經濟部水利署   √ 

縣市管區域排水流域範圍 經濟部水利署   √ 

水系圖 經濟部水利署  √  

易淹水地區集水區範圍圖 經濟部水利署   √ 

河川流域 經濟部水利署   √ 

水保局子集水區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 

水保局集水區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 

地下水分區 經濟部水利署   √ 

地文 
山名 經濟部水利署   √ 

土壤圖 農委會農業試驗所   √ 



向量圖資階層目錄/圖資名稱 管理單位 
本年新

增圖資 

既有圖

資更新 

無變動 

圖資 

順向坡面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 

地質 

地質圖_易淹水地區地質圖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 

地質圖_五萬分之一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 

地質圖_二十五萬分之一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 

岩體強度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 

斷層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 

褶皺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 

水文地質剖面位置點 經濟部水利署   √ 

水文地質剖面線位置圖 經濟部水利署   √ 

近海地形 

海岸型態 內政部營建署   √ 

外島海岸線 經濟部水利署   √ 

臺灣本島海岸線_不含港灣 經濟部水利署   √ 

臺灣本島海岸線_含港灣 經濟部水利署   √ 

臺灣本島海岸線_含港灣_94 年 經濟部水利署   √ 

海軍測量局_負 5M水深 海軍測量局   √ 

電子航海圖等深線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

技術研究中心 
  

√ 

潮間帶等深線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 

河川情勢 

河床質地 經濟部水利署   √ 

水岸概況 經濟部水利署   √ 

水流棲地 經濟部水利署   √ 

主河道流道 經濟部水利署   √ 

小計 1 4 32 

三、生態資源 

資源 

自然保留區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 

保安林分佈概略圖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 

漁業資源保育區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 

礦產區 經濟部礦務局   √ 

水權 
水利會地面取水口 農田水利會   √ 

農田水利會管轄範圍 農田水利會   √ 

生態 

國家重要濕地 內政部營建署   √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 

沿海保護區 內政部營建署   √ 

海岸防護區圖 內政部營建署   √ 

海岸管理範圍圖 內政部營建署   √ 

環境 洪水平原敏感地 內政部營建署   √ 



向量圖資階層目錄/圖資名稱 管理單位 
本年新

增圖資 

既有圖

資更新 

無變動 

圖資 

敏感地 自然景觀敏感地 內政部營建署   √ 

地質災害敏感地 內政部營建署   √ 

地表水源敏感地 內政部營建署   √ 

地下水補注區敏感地 內政部營建署   √ 

生態敏感地 內政部營建署   √ 

文化景觀敏感地 內政部營建署   √ 

優良農田敏感地 內政部營建署   √ 

土地使用發展限制區 內政部營建署   √ 

限制發展區 內政部營建署   √ 

小計 0 0 21 

四、環境品質 

水質 

飲用水水源水質取水口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流域_集污區排入點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流域_集污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水污染管制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空氣 

空氣品質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焚化爐煙囪位置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焚化爐廠區範圍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廢棄物 

垃圾掩埋場位置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垃圾掩埋場範圍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垃圾掩埋場復育場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小計 0 0 11 

五、社會經濟 

公共給水 

輸配水管_八百毫米以上 經濟部台灣自來水公司   √ 

地面水取水口 經濟部台灣自來水公司   √ 

地下取水口 經濟部台灣自來水公司   √ 

淨水場 經濟部台灣自來水公司   √ 

配水池 經濟部台灣自來水公司   √ 

供水支援點 經濟部台灣自來水公司   √ 

導水管 經濟部台灣自來水公司   √ 

自來水管線 經濟部台灣自來水公司   √ 

自來水供水系統 經濟部台灣自來水公司   √ 

農業用水 

水利灌溉區 農田水利會   √ 

水門與制水工 農田水利會   √ 

農田排水渠道 農田水利會   √ 



向量圖資階層目錄/圖資名稱 管理單位 
本年新

增圖資 

既有圖

資更新 

無變動 

圖資 

產業經濟 

漁港碼頭位置 水利署計畫成果   √ 

漁港構造物 水利署計畫成果   √ 

外島漁港 水利署計畫成果   √ 

工業區位置 經濟部工業局   √ 

工業區範圍 經濟部工業局   √ 

水力發電廠 經濟部   √ 

火力發電廠 經濟部   √ 

核能發電廠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 

觀光遊憩 

溫泉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國家公園區劃 內政部營建署   √ 

國家級風景特定區 交通部觀光局   √ 

社會福利 

社福機構_老人福利機構 內政部社會司   √ 

社福機構_身障機構 內政部社會司   √ 

台灣本島收容所 內政部社會司   √ 

小計 0 0 26 

六、交通網路 

橋梁設施 
主要跨河橋梁 交通部公路總局   √ 

橋梁 交通部公路總局   √ 

隧道 隧道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 

路網系統 

國道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 

省道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 

高鐵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 

捷運系統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 

鐵路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 

縣道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 

一般道路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 

道路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 

鄉道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 

產業道路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 

小計 0 0 13 

七、土地 

地籍 

102 年度全國地籍資料 

(由於資料量甚大，僅提供空間資料

庫查詢與繪圖徵，不提供圖層開關) 

內政部地政司、國土測

繪中心 
 √  

河川圖籍 98 年中央管河川圖籍地籍 經濟部水利署   √ 

河川公地 河川公地圖 經濟部水利署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9%99%A2%E5%8E%9F%E5%AD%90%E8%83%BD%E5%A7%94%E5%93%A1%E6%9C%83


向量圖資階層目錄/圖資名稱 管理單位 
本年新

增圖資 

既有圖

資更新 

無變動 

圖資 

圖 

區域與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區 內政部營建署、地政司   √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內政部營建署、地政司   √ 

非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內政部營建署、地政司   √ 

土地利用 

內政部國土利用調查 

石門水庫歷年航拍委辦計畫成果 

水利署歷年委辦計畫成果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北水局麗年航拍成果 

水利署計畫成果 

 √  

小計 0 2 5 

八、公共設施 

治水防洪 

中央管河川堤防護岸位置 經濟部水利署   √ 

中央管河川堤防護岸 經濟部水利署   √ 

海堤構造物位置 經濟部水利署   √ 

海堤構造物 經濟部水利署   √ 

海堤年度工程 經濟部水利署   √ 

水門位置圖 經濟部水利署   √ 

抽水站位置圖 經濟部水利署   √ 

分洪設施位置圖 經濟部水利署   √ 

海堤調查影像連結 經濟部水利署   √ 

下水道節點 內政部營建署   √ 

下水道管線 內政部營建署   √ 

縣市管區域排水水門 經濟部水利署   √ 

縣市管區域排水渡槽 經濟部水利署   √ 

縣市管區域排水箱涵 經濟部水利署   √ 

縣市管區域排水改善工程 經濟部水利署   √ 

水庫 

集水區 
水庫堰壩 經濟部水利署  √ 

 

北水局 

石門水庫桃園大圳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 

庫區斷面樁位置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 

滿水位線界樁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 

攔汙索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 

防砂壩點位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 

排洪隧道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 

中庄調整池計畫區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 

中庄調整池書水路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 

中庄調整池引水路線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 

分洪防淤工程方案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 



向量圖資階層目錄/圖資名稱 管理單位 
本年新

增圖資 

既有圖

資更新 

無變動 

圖資 

石門水庫分層取水管線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 

小計 0 1 26 

九、監測資料 

陸地水文 

濁度站 經濟部水利署   √ 

情勢調查點位 經濟部水利署   √ 

含沙量測站位置圖 經濟部水利署   √ 

河川流量測站位置圖 經濟部水利署   √ 

河川水位測站位置圖 經濟部水利署   √ 

地下水觀測井位置圖 經濟部水利署   √ 

遠端監控站點位 經濟部水利署   √ 

氣象 

雨量站 
經濟部水利署 

中央氣象局等單位 

 
 √ 

主要氣象測站 中央氣象局   √ 

蒸發量站位置圖 中央氣象局   √ 

潮位站 中央氣象局   √ 

浮標站 中央氣象局   √ 

近海水文 

氣象站 經濟部水利署   √ 

近海水位氣象站 經濟部水利署   √ 

近海水文潮位站 經濟部水利署   √ 

海象中心固定站資料 經濟部水利署   √ 

地層下陷 

地層下陷站 經濟部水利署   √ 

地層下陷水準高程檢測點 經濟部水利署   √ 

磁環分層式地層下陷監測井 經濟部水利署   √ 

水質 

河川水質監測站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海域水質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區域性監測井分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大氣 
空氣品質監測站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總懸浮微粒測站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小計 0 0 24 

十、災害資料  

防災資訊 

土石流潛勢溪流_102 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 
 √ 

 

土石流影響範圍_101 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 
  

√ 

臺灣活動斷層_99 年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 

崩塌地特定水土保持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   √ 



向量圖資階層目錄/圖資名稱 管理單位 
本年新

增圖資 

既有圖

資更新 

無變動 

圖資 

保持局 

土石流特定水土保持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 

 
 √ 

計畫洪水到達範圍圖 經濟部水利署   √ 

淹水潛勢 

日重現期距 1 年至 500 年淹水範圍 經濟部水利署   √ 

日降雨量 150mm至 600mm淹水範

圍 
經濟部水利署 

 
 

√ 

洪痕範圍 歷年颱洪造成之淹水範圍 經濟部水利署   √ 

避難救災 
避難場所 各縣市政府   √ 

防汛備料地點 經濟部水利署   √ 

公路防災 
重點監控路段 交通部公路總局   √ 

重點監控橋梁 交通部公路總局   √ 

小計 0 1 12 

十一、轄區圖資  

各單位轄管區域具獨特性與區域性資訊 經濟部水利署   √ 

101 年度北水局集水區劃定案成果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   

小計 1 0 1 

十二、影像及DEM  

分年正射

影像 

94 至 102 年正射影像 (共計 9 期影

像) 
河川局  √ 

 

石門水庫集水區_92至 102年正射影

像(橫跨 92、93、95、97、99、100 與

102 年度，解析度 0.5M) 

北水局  √  

北水局經管土地(96、99 年) (共計 2

期影像) 
北水局   √ 

分年 

衛星影像 

衛照影像(spot5)_97、98 年 2.5m解

析度 
經濟部水利署   

√ 

全國主題 

基本底圖 

全國像片基本圖 經濟部水利署   √ 

經建版地形圖 經濟部水利署   √ 

內政部及農航所影像_0.5m 經濟部水利署   √ 

分層設色 經濟部水利署   √ 

排水主題 

基本底圖 

全國各級排水影像_91 至 95 年 

0.5m 解析度 
經濟部水利署   √ 

海岸主題 

基本底圖 

海岸影像東南區_99 年 0.5m解析度 經濟部水利署   √ 

海岸影像北中區_98 年 0.5m解析度 經濟部水利署   √ 

外島主題 小琉球_99 年 0.25m 解析度 經濟部水利署   √ 



向量圖資階層目錄/圖資名稱 管理單位 
本年新

增圖資 

既有圖

資更新 

無變動 

圖資 

基本底圖 蘭嶼_99 年 0.25m 解析度 經濟部水利署   √ 

龜山島_99 年 0.25m 解析度 經濟部水利署   √ 

綠島_98 年 0.25m 解析度 經濟部水利署   √ 

金門_95 年 0.5m 解析度 經濟部水利署   √ 

馬祖_95 年 2.5m 解析度 經濟部水利署   √ 

澎湖_93 年 0.25m 解析度 經濟部水利署   √ 

災害主題 

基本底圖 

農航所_98 年莫拉克後影像 0.25m  

解析度 
經濟部水利署   √ 

數值高程 

模型 

全國DEM_40m 解析度 -   √ 

石門水庫歷年淤積測量DEM_90 至

101 年 
北水局  √  

石門水庫集水區_5m 解析度(包含

95、97、99、100 與 102 年度) 
北水局  √  

馬祖、綠島、澎湖、龜山島、蘭

嶼、小琉球與金門DEM_5m 解析度 
經濟部水利署   √ 

全球底圖 

全球影像The Blue Marble (影像解析

度 500 公尺) 
NASA   √ 

全球DEM ETOPO1 Ice Surface: Grid 

of Earth's surface (每網格 1 弧分(1 

arc-minute) 

NOAA   √ 

小計 0 4 21 

 

 

 



 



 

 

 

 

 

 

 

 

 

 

 

 

 

附錄十  教育訓練與推廣活動紀錄 

(操作手冊節錄部分內容)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工程管考 APP 與導覽服務資訊網」 
 

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一、 訓練目的： 
本教育訓練實施計畫係依據「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圖資更新及維護計畫

(2/2)」契約工作項目「七、辦理資訊導覽服務網推廣活動」辦理。為使貴局各相

關業務單位人員熟悉本年度開發與維護系統成果之操作，擬透過教育訓練方式達

成技術轉移及推廣之目的。 

本次教育訓練分為三個面向教學，包含「石門水庫集水區工程管考行動服務APP」

「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與石門水庫導覽APP」「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

統」。其中三維地理資訊系統與集水區工程管考行動服務APP為提供署內業務辦

理人員操作，營運目標為提供高效率且快速省時輔助業務執行；石門水庫導覽服

務資訊網與導覽APP為提供一般社會人士所設計，目標為推廣石門水庫的生態休

閒、環境教育與生活育樂資訊。 

 

二、 訓練日期與時數： 
訓練日期為102年11月5日，辦理6小時之教育訓練課程。 

 

三、 講習對象： 
貴局各業務單位相關人員、石門水庫珍水志工等人士。 

 

四、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執行單位: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五、 訓練地點: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桃園縣龍潭鄉佳安路2號) 

 

六、 課程內容： 
詳如附表一。 



七、 教學網址： 
 1.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 http://3dwebgis.wranb.gov.tw/NorthWeb/index.html 
 2.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 http://shihmentravel.wranb.gov.tw/allshihmen/index.html 
 4.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行動 APP 
http://shihmentravel.wranb.gov.tw/allshihmen/h/in_phone.html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tw.clotai.webviewexample 

 
 

八、 補充說明： 
建議參與課程人員可自行攜帶Google Android裝置手持裝置為佳，可現場操作。 

 

附表一：教育訓練實施課程表(分 2 場次辦理，此為 1 場次課程規劃)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時數 
9:00 報到，上午場次課程開始 

9:00 ~ 9:20 1. 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網頁功能
介紹 

陶林公司 
專案講師 

20 分鐘 

9:20 ~ 10:45 

1. 石門水庫集水區工程管考行動服務
APP 基本安裝與網頁操作教學。 

2. 工程管考行動服務 APP 功能使用操作
說明。 

陶林公司 
專案講師 

85 分鐘 

10:45~12:00 
1. 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介紹 
2. 石門水庫導覽 APP 介紹 

陶林公司 
專案講師 

75 分鐘 

12:00 ~ 13:30 午休，上午場次課程結束 

13:30 ~ 14:30 
1.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基本功能介紹 
2.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本年度系統更新圖

資說明 

陶林公司 

專案講師 
60 分鐘 

14:30~15:30 
1.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定位功能群組介紹 
2.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其他展示、操作及查

詢功能更新擴充 

陶林公司 

專案講師 
60 分鐘 

15:30~16:30 
1.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功能實際案例應用 
2. 自由練習與互動討論 

彙整使用者心得、意見回饋與問卷填寫 

陶林公司 
專案講師 

6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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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 

系統應用的 5 個便利性與優點 



 

 

1. 美觀且具完善查詢服務的專屬網頁 

    對於長期營運的地理資訊系統，在發展過程中，除了持續擴

充地理環境數值圖資與系統開發之既定作業外，應充分參考使

用者的意見回饋，彙整與系統有關之豐富資料，以提供有別於

地理資訊服務以外的其他資訊，並且透過美觀而直覺之網頁介

面，讓您願意停留於此處，取得主辦單位提供之豐富資訊。 

    本局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服務網頁，已於 102 年度

進行功能擴充。設計之核心目標為讓您迅速找到主題資訊，並

兼顧整體版面美觀與質感。因此本次改版之重點，包括減少非

必要顏色與圖示使用，將重要資訊與最新公告置於螢幕左側，

各主題資訊則依合理性由上往下排列，以符合使用者由左而右、

由上而下瀏覽之操作習慣。網頁主題包含「訊息公告」、「服

務簡介」、「平台入

口」、「圖資說明」、

「書圖瀏覽」、「影像

照片」、「行動服務」、

「水庫資訊」、「成果

展示」、「意見交流」

與「網站連結」。 



 

 

 

2. 石門水庫集水區最豐富環境圖資 

        本局自 95 年度起即陸續

辦理石門水庫集水區高精度、

高解析度航測建置計畫，並且

整合歷年影像圖資、業務管理

作業及歷年報告成果等資料。

截至 102 年度，所拍攝範圍

涵蓋全集水區，計畫執行成果

豐碩。相關資訊均匯入本系統，

若您有瀏覽石門水庫集水區歷年影像與數值高程資料之需求，

則透過本系統查詢與飛行導覽，為您最好的選擇。 

        另為有效維護歷年彙整之

豐富且大量圖層資料，本局三

維地理資訊系統參考水利署

「水資源資料分類目錄架構」，

建立分類目錄，將圖層整合為

12 大類，以利使用者分類查詢。 



 

 

3. 操作直覺且多樣化的整合查詢服務 

    本系統為石門水庫唯一之水利專業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可提

供 2D/3D 的觀點，飛覽

石門水庫集水區之美麗

風光，並且可透過同步

飛行的方式，套疊歷史

影像，觀察水庫集水區

之水文、地文歷年變化。

因此本系統不僅可作為

專業應用功能，亦可作

為石門水庫環境教育平台之一項有意義且有助益的教學工具。 

    另外本系統獨創藉由點、線、面為構成三維空間之最基本元

素，組成水利業務常用之主題查詢功能(如地籍、土地利用)，

提供操作簡單而直覺之查詢服務！ 

        



 

 

4. 多元化集水區地理資訊分析與應用 

    本系統開發初衷為提供石門水庫集水區環境空間資訊整合查

詢與分析平台，因此針對

集水區經營管理，開發

「庫區沖淤量與集水區土

石方計算」、「編輯作

畫」、「集水區劃設」、

「水庫即時水情」功能。. 

    以上功能均為針對本局

業務之實務需求而開發，

藉由良好且易於擴充之三維系統核心元件，維運單位可以相當

快速地接收您的需求，藉由水

利與環境專業背景之執業技師

與經驗豐富的程式設計師，規

劃進行客製化開發。目前的系

統功能可說是相當完備，歡迎

您的使用！。 

 

 



 

 

5. 永續性的圖資擴充與客製化開發服務 

    本局地理資訊系統之業務推動，結合各地方政府與民間單位

之力量而充分支持，使得

目前系統營運相當順利，

也深獲各單位之業務需求

而重用。 

    本系統歷年除了彙整本

局經辦業務而產製之各項

航空測量數值圖資成果，

也透過歷年集水區經營管

理與生態保育各項會議，

容納各單位之意見需求，持續擴充集水區全方位的數值圖資；

並且依據相關意見而開發適合各單位應用之業務功能。因此本

系統累積了相當多的實務經驗與成果，值得持續推展與應用。 



 

 

您準備好開始使用了嗎? 

我們希望您能充分應用本系統，作為您辦理各項集水區查詢、

分析與管理業務上強而有力的輔助工具! 

本系統之專屬服務網址：

http://3dwebgis.wranb.gov.tw/shihmen/index.html 

 

意見回饋 
若您有任何使用上的意見需要反映，歡迎您向系統主管機關或維運團

隊聯繫，我們願意盡最大的心力協助您排除問題。也竭誠希望您繼續

使用本系統，讓系統發展能更有助益於本局業務之推動，感謝您！ 

 

系統主管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服務網頁：http://www.wranb.gov.tw/mp.asp?mp=5 

        聯絡電話：03-4712001 

系統維運團隊：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服務網頁：http://www.taolin.com.tw/ 

        聯絡電話：04-22303659 

 

http://3dwebgis.wranb.gov.tw/shihmen/index.html
http://www.taolin.com.tw/
http://www.taolin.com.tw/
http://www.wranb.gov.tw/mp.asp?mp=5
http://www.wranb.gov.tw/mp.asp?mp=5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Water Resource Agenc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石門水庫導覽APP:

石門水庫導覽行動版:

Android 系統安裝方法:

ios 系統安裝方法:

網址:http://shihmentravel.wranb.gov.tw/

1.至play商店。

2.在應用程式搜尋列上，搜尋關鍵字"石門水庫導覽APP"。
3.選擇安裝。

4.或掃描右側QR code安裝。

1.掃描QR code。   2.點圖安裝。   3.點選安裝。

1.掃描QR code。
2.或在手機瀏覽器輸入網址:

   http://shihmentravel.wranb.gov.tw/allshihmen/h/mobile_in.html

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介紹石門水庫故事、熱門景點、交通資訊......
等等，歡迎民眾多加利用。

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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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系統資訊安全檢測、網頁流量分析

與壓力測試報告 



 



瀏覽量

2,946
% 總計： 100.00% (2,946)

瀏覽量和新造訪 (依月份分組)

月月份 瀏覽量 新造訪

201211 702 103

201212 524 51

201304 337 24

201305 302 19

201210 184 23

201301 159 21

201302 130 20

201209 126 21

201303 125 32

201307 116 17

造訪和平均造訪停留時間

入站和平均網頁停留時間

造訪 (依訪客類型分組)

瀏覽量和造訪停留時間 (依完整推…

完完整推薦連結來源網
址 瀏覽量 造訪停留

時間

(direct) 2,168 80:29:44

fs5/allweblist/webLi
st.html 395 15:03:20

192.168.99.26/ 138 04:32:20

wra3dgis.wca.gov.t
w/GISPortal/Default
.aspx

104 07:10:02

fs5/KaohsiungDrain
age/index.html 33 00:59:19

fs5/allweblist/weblis
t.html 30 01:35:52

shihmentravel.wran
b.gov.tw/allshihmen
/proMapIndex.html

30 01:01:29

192.168.99.26/inde
x.asp 10 00:04:16

google 9 00:00:00

wra3dgis.wca.gov.t
w/GISPortal/GIS.as
px

9 00:42:37

造訪 (依瀏覽器分組)

瀏瀏覽器 造訪

Internet Explorer 666

Chrome 225

Firefox 193

 造訪  平均造訪停留時間

2012年4月 2012年7月 2012年10月 2013年1月 2013年4月 2013年7月 2013年10月

202020

4040

00:33:2000:33:20

01:06:4001:06:40

 入站  平均網頁停留時間

2012年4月 2012年7月 2012年10月 2013年1月 2013年4月 2013年7月 2013年10月

202020

4040

00:16:4000:16:40

00:33:2000:33:20

Returning Visitor New Visitor

1,247

造訪

34.6%

65.4%

2012/1/1 - 2013/10/31石石門水庫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服務網1

所有造訪
100.00%

前往這份報表

水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資訊網2011 - http://3d…
水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三維地理資訊系統2011

瀏覽量

所有造訪
870
% 總計： 100.00% (870)
新訪客
393
% 總計： 45.17% (870)
回訪者
477
% 總計： 54.83% (870)

造訪 (依訪客類型分組)

造訪和平均造訪停留時間

入站和平均網頁停留時間

所有造訪

新訪客

回訪者

所有造訪

新訪客

回訪者

所有造訪

新訪客

回訪者

所有造訪

新訪客

回訪者

所有造訪

新訪客

回訪者

所有造訪

新訪客

回訪者

所有造訪

新訪客

回訪者

瀏覽量和% 新造訪 (依月份分組)

月月份 瀏覽量 新造訪率

201305

223 38.58%

65 100.00%

158 0.00%

201304

195 37.10%

63 100.00%

132 0.00%

201307

135 44.16%

60 100.00%

75 0.00%

201303

91 50.94%

46 100.00%

45 0.00%

201308

75 73.17%

64 100.00%

11 0.00%

瀏覽量和造訪停留時間 (依完整推…

完完整推薦連結來源
網址

瀏覽
量

造訪停留時
間

(direct)

737 28:02:39

348 07:28:54

389 20:33:45

fs5/allweblist/webList.html

111 05:20:29

38 01:35:31

73 03:44:58

Returning Visitor New Visitor

所有造訪

520

造訪
47.3%

52.7%

新訪客

246

造訪
100%

回訪者

274

造訪
100%

所有造訪：  造訪  平均造訪停留時間
新訪客：  造訪  平均造訪停留時間
回訪者：  造訪  平均造訪停留時間

2013年2月 2013年4月 2013年6月 2013年8月 2013年10月

101010

2020

00:58:2000:58:20

01:56:4001:56:40

所有造訪：  入站  平均網頁停留時間
新訪客：  入站  平均網頁停留時間
回訪者：  入站  平均網頁停留時間
202020 01:23:2001:23:20

2013/1/1 - 2013/10/31石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

所有造訪
100.00%

新訪客
47.31%

回訪者
52.69%

前往這份報表

石石門水庫導覽服務資訊網 - http://shihmentravel.wranb.gov.t…
所所有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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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 of http://fs5:80/NorthWeb/index.html

Scan information

Scan details

Start time 2013/11/18 �� 03:02:00
Finish time 2013/11/18 �� 03:05:30
Scan time 3 minutes, 30 seconds
Profile Default

Server information
Responsive True
Server banner Microsoft-IIS/7.5
Server OS Windows
Server technologies ASP.NET

Threat level

Acunetix Threat Level 0
No vulnerabilities have been discovered by the scanner.

Alerts distribution

High
Medium
Low
Informational 2

0

0

0

2Total alerts found

Knowledge base
List of file extensions
File extensions can provide information on what technologies are being used on this website.
List of file extensions detected:
 
 
- html => 21 file(s)
- css => 6 file(s)
- js => 7 file(s)
 

List of client scripts
These files contain Javascript code referenced from the website.
 
 
- /NorthWeb/javascripts/jquery/jquery.min.js
- /NorthWeb/javascripts/jquery.cycle.lite.js
- /NorthWeb/javascripts/jquery.min.js
- /NorthWeb/javascripts/kendo.web.min.js
- /NorthWeb/javascripts/console.js
- /NorthWeb/javascripts/soapclient.js
- /NorthWeb/javascripts/jquery-latest.js
- /NorthWeb/scripts/markerclusterer.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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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of files with inputs
These files have at least one input (GET or POST).
 
 
- /NorthWeb - 3 inputs
- /NorthWeb/mainEbook.html - 4 inputs
- /NorthWeb/mainLoadmap.html - 2 inputs
- /NorthWeb/topicInquire.html - 1 inputs
 
 
List of external hosts
These hosts were linked from this website but they were not scanned because they are not listed in the list of hosts
allowed.(Settings->Scanners settings->Scanner->List of hosts allowed).
 
 
- www.taolin.com.tw
- earth.wra.gov.tw
- docs.google.com
- ajax.googleapis.com
- 59.120.77.195
- shihmen.wra.gov.tw
- iwater.wranb.gov.tw
- www.wranb.gov.tw
- shihmentravel.wranb.gov.tw
- maps.googleapis.com
- maps.gstatic.com
- 
 

List of email addresses
List of all email addresses found on this host.
 
 
- service@taolin.com.tw
 

Alerts summary

Broken links

Affects Variation
1/NorthWeb/scripts/markerclusterer.js

Email address found

Affects Variation
1/North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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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 details

Broken links

InformationalSeverity
InformationalType
CrawlerReported by module

Impact

Description

A broken link refers to any link that should take you to a document, image or webpage, that actually results in an error.
This page was linked from the website but it is inaccessible.

Problems navigating the site.

Recommendation

Remove the links to this file or make it accessible.

Affected items

Details

/NorthWeb/scripts/markerclusterer.js

No details are available.

GET /NorthWeb/scripts/markerclusterer.js HTTP/1.1
Pragma: no-cache
Cache-Control: no-cache
Referer: http://fs5/NorthWeb/show3DScan.html
Acunetix-Aspect: enabled
Acunetix-Aspect-Password: *****
Acunetix-Aspect-Queries: filelist;aspectalerts
Host: fs5
Connection: Keep-alive
Accept-Encoding: gzip,deflate
User-Agent: Mozilla/5.0 (compatible; MSIE 9.0; Windows NT 6.1; Trident/5.0)
Acunetix-Product: WVS/8.0 (Acunetix Web Vulnerability Scanner - SBE)
Acunetix-Scanning-agreement: Third Party Scanning PROHIBITED
Acunetix-User-agreement: http://www.acunetix.com/wvs/disc.htm
Accept: */*

Request h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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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address found

InformationalSeverity
InformationalType
Scripting (Text_Search.script)Reported by module

Impact

Description

One or more email addresses have been found on this page. The majority of spam comes from email addresses
harvested off the internet. The spam-bots (also known as email harvesters and email extractors) are programs that scour
the internet looking for email addresses on any website they come across. Spambot programs look for strings like
myname@mydomain.com and then record any addresses found.

Email addresses posted on Web sites may attract spam.

Recommendation

Check references for details on how to solve this problem.

References

Email Address Disclosed on Website Can be Used for Spam

Affected items

Details

/NorthWeb

 
Pattern found: service@taolin.com.tw

GET /NorthWeb/ HTTP/1.1
Pragma: no-cache
Cache-Control: no-cache
Referer: http://fs5/NorthWeb/
Acunetix-Aspect: enabled
Acunetix-Aspect-Password: *****
Acunetix-Aspect-Queries: filelist;aspectalerts
Host: fs5
Connection: Keep-alive
Accept-Encoding: gzip,deflate
User-Agent: Mozilla/5.0 (compatible; MSIE 9.0; Windows NT 6.1; Trident/5.0)
Acunetix-Product: WVS/8.0 (Acunetix Web Vulnerability Scanner - SBE)
Acunetix-Scanning-agreement: Third Party Scanning PROHIBITED
Acunetix-User-agreement: http://www.acunetix.com/wvs/disc.htm
Accept: */*

Request h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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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ned items (coverage report)

Scanned 55 URLs. Found 2 vulnerable.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

5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Inputs

Input scheme 1
Input name Input type
/NorthWeb/ Path Fragment (suffix .html)

Input scheme 2
Input name Input type
/ Path Fragment (suffix .html)
/NorthWeb/ Path Fragment (suffix .html)

Input scheme 3
Input name Input type

Path Fragment (suffix .html)
/NorthWeb/ Path Fragment (suffix .htm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index.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image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images/980x560/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images/1240x820/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images/1880x880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images/main/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images/linksimg/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images/introimg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images/form/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images/tinytable/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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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cs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css/indexpage.cs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css/kendo.common.min.cs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css/kendo.default.min.cs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css/tinytable.cs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css/main_index.cs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css/main_content.cs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css/Default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css/texture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APKintro.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mainEbook.html

4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Inputs

Input scheme 1
Input name Input type
selectName1 URL encoded GET

Input scheme 2
Input name Input type
selectName2 URL encoded GET

Input scheme 3
Input name Input type
selectName3 URL encoded GET

Input scheme 4
Input name Input type
selectName4 URL encoded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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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mainLearn.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OpinionExa.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dataVector.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mainLoadmap.html

2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Inputs

Input scheme 1
Input name Input type
map URL encoded GET

Input scheme 2
Input name Input type
selectName1 URL encoded GET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3DLidarFilms.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topicInquire.html

1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Inputs

Input scheme 1
Input name Input type
tin URL encoded GET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content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contents/links.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contents/service.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contents/webintro.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contents/privates.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contents/copyrights.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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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contents/information.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contents/mobileindex.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contents/opinion.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contents/objective.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contents/notAP-login.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javascript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javascripts/jquery/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javascripts/jquery/jquery.min.j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javascripts/jquery.cycle.lite.j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javascripts/jquery.min.j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javascripts/kendo.web.min.j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javascripts/console.j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javascripts/soapclient.j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javascripts/jquery-latest.j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checkcode.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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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show3DScan.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script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scripts/markerclusterer.j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system/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Image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NorthWeb/x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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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 of http://fs5/allshihmen/index.html

Scan information

Scan details

Start time 2013/11/18 �� 04:10:30
Finish time 2013/11/18 �� 04:14:01
Scan time 3 minutes, 30 seconds
Profile Default

Server information
Responsive True
Server banner Microsoft-IIS/7.5
Server OS Windows
Server technologies ASP.NET

Threat level

Acunetix Threat Level 0
No vulnerabilities have been discovered by the scanner.

Alerts distribution

High
Medium
Low
Informational 7

0

0

0

7Total alerts found

Knowledge base
List of file extensions
File extensions can provide information on what technologies are being used on this website.
List of file extensions detected:
 
 
- html => 73 file(s)
- swf => 7 file(s)
- doc => 1 file(s)
- css => 11 file(s)
- ipa => 1 file(s)
- js => 8 file(s)
 

List of client scripts
These files contain Javascript code referenced from the website.
 
 
- /allshihmen/h/SpryAssets/SpryCollapsiblePanel.js
- /allshihmen/welcome/scripts/jquery.js
- /allshihmen/welcome/scripts/common.js
- /allshihmen/child/Scripts/swfobject_modified.js
- /allshihmen/child/lytebox.js
- /allshihmen/Scripts/swfobject_modified.js
- /allshihmen/SpryAssets/SpryTabbedPanels.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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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shihmen/js/markerclusterer.js
- /allshihmen/Page_Back/TreeServiceForGoogleEarth.js
- /allshihmen/Page_Back/TraceElevationService_V2.js
 
 
List of files with inputs
These files have at least one input (GET or POST).
 
 
- /allshihmen - 3 inputs
 

List of external hosts
These hosts were linked from this website but they were not scanned because they are not listed in the list of hosts
allowed.(Settings->Scanners settings->Scanner->List of hosts allowed).
 
 
- www.gov.tw
- www.wranb.gov.tw
- www.taolin.com.tw
- www.webguide.nat.gov.tw
- www.tycg.gov.tw
- smr.swcb.gov.tw
- www.taiwanbus.tw
- shihmen.wra.gov.tw
- iwater.wranb.gov.tw
- blog.yam.com
- www.wcis.itri.org.tw
- travel-taoyuan.tycg.gov.tw
- maps.google.com.tw
- www.thb.gov.tw
- www.adobe.com
- docs.google.com
- code.jquery.com
- shihmentravel.wranb.gov.tw
- ajax.googleapis.com
- maps.google.com
- www.google.com
- earth-api-samples.googlecode.com
- www.youtube.com
- www.apple.com
- itaiwan.gov.tw
- www.cwb.gov.tw
- www.taiwantrip.com.tw
- www.wra.gov.tw
- mapsengine.google.com
- www.kuva-chateau.com.tw
- shihmen.howard-hotels.com.tw
- taoyuan.chinatrust-hotel.com.tw
- www.taipeitravel.net
- maps.googleapis.com
- maps.gstatic.com
 

Alerts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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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ken links

Affects Variation
1/allshihmen/child/images/child.html
1/allshihmen/child/images/game_child.html
1/allshihmen/child/images/link_child.html
1/allshihmen/child/images/school_child.html
1/allshihmen/child/images/story_child.html
1/allshihmen/Page_Back/TraceElevationService_V2.js
1/allshihmen/Page_Back/TreeServiceForGoogleEarth.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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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 details

Broken links

InformationalSeverity
InformationalType
CrawlerReported by module

Impact

Description

A broken link refers to any link that should take you to a document, image or webpage, that actually results in an error.
This page was linked from the website but it is inaccessible.

Problems navigating the site.

Recommendation

Remove the links to this file or make it accessible.

Affected items

Details

/allshihmen/child/images/child.html

No details are available.

GET /allshihmen/child/images/child.html HTTP/1.1
Pragma: no-cache
Cache-Control: no-cache
Referer: http://fs5/allshihmen/child/images/TOP.swf
Acunetix-Aspect: enabled
Acunetix-Aspect-Password: *****
Acunetix-Aspect-Queries: filelist;aspectalerts
Host: fs5
Connection: Keep-alive
Accept-Encoding: gzip,deflate
User-Agent: Mozilla/5.0 (compatible; MSIE 9.0; Windows NT 6.1; Trident/5.0)
Acunetix-Product: WVS/8.0 (Acunetix Web Vulnerability Scanner - SBE)
Acunetix-Scanning-agreement: Third Party Scanning PROHIBITED
Acunetix-User-agreement: http://www.acunetix.com/wvs/disc.htm
Accept: */*

Request headers

Details

/allshihmen/child/images/game_child.html

No details are available.

GET /allshihmen/child/images/game_child.html HTTP/1.1
Pragma: no-cache
Cache-Control: no-cache
Referer: http://fs5/allshihmen/child/images/child_index.swf
Acunetix-Aspect: enabled
Acunetix-Aspect-Password: *****
Acunetix-Aspect-Queries: filelist;aspectalerts
Host: fs5
Connection: Keep-alive
Accept-Encoding: gzip,deflate
User-Agent: Mozilla/5.0 (compatible; MSIE 9.0; Windows NT 6.1; Trident/5.0)
Acunetix-Product: WVS/8.0 (Acunetix Web Vulnerability Scanner - SBE)
Acunetix-Scanning-agreement: Third Party Scanning PROHIBITED
Acunetix-User-agreement: http://www.acunetix.com/wvs/disc.htm
Accept: */*

Request h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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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s

/allshihmen/child/images/link_child.html

No details are available.

GET /allshihmen/child/images/link_child.html HTTP/1.1
Pragma: no-cache
Cache-Control: no-cache
Referer: http://fs5/allshihmen/child/images/child_index.swf
Acunetix-Aspect: enabled
Acunetix-Aspect-Password: *****
Acunetix-Aspect-Queries: filelist;aspectalerts
Host: fs5
Connection: Keep-alive
Accept-Encoding: gzip,deflate
User-Agent: Mozilla/5.0 (compatible; MSIE 9.0; Windows NT 6.1; Trident/5.0)
Acunetix-Product: WVS/8.0 (Acunetix Web Vulnerability Scanner - SBE)
Acunetix-Scanning-agreement: Third Party Scanning PROHIBITED
Acunetix-User-agreement: http://www.acunetix.com/wvs/disc.htm
Accept: */*

Request headers

Details

/allshihmen/child/images/school_child.html

No details are available.

GET /allshihmen/child/images/school_child.html HTTP/1.1
Pragma: no-cache
Cache-Control: no-cache
Referer: http://fs5/allshihmen/child/images/child_index.swf
Acunetix-Aspect: enabled
Acunetix-Aspect-Password: *****
Acunetix-Aspect-Queries: filelist;aspectalerts
Host: fs5
Connection: Keep-alive
Accept-Encoding: gzip,deflate
User-Agent: Mozilla/5.0 (compatible; MSIE 9.0; Windows NT 6.1; Trident/5.0)
Acunetix-Product: WVS/8.0 (Acunetix Web Vulnerability Scanner - SBE)
Acunetix-Scanning-agreement: Third Party Scanning PROHIBITED
Acunetix-User-agreement: http://www.acunetix.com/wvs/disc.htm
Accept: */*

Request headers

Details

/allshihmen/child/images/story_child.html

No details are available.

GET /allshihmen/child/images/story_child.html HTTP/1.1
Pragma: no-cache
Cache-Control: no-cache
Referer: http://fs5/allshihmen/child/images/child_index.swf
Acunetix-Aspect: enabled
Acunetix-Aspect-Password: *****
Acunetix-Aspect-Queries: filelist;aspectalerts
Host: fs5
Connection: Keep-alive
Accept-Encoding: gzip,deflate
User-Agent: Mozilla/5.0 (compatible; MSIE 9.0; Windows NT 6.1; Trident/5.0)
Acunetix-Product: WVS/8.0 (Acunetix Web Vulnerability Scanner - SBE)
Acunetix-Scanning-agreement: Third Party Scanning PROHIBITED
Acunetix-User-agreement: http://www.acunetix.com/wvs/disc.htm
Accept: */*

Request headers

Details

/allshihmen/Page_Back/TraceElevationService_V2.js

No details are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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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allshihmen/Page_Back/TraceElevationService_V2.js HTTP/1.1
Pragma: no-cache
Cache-Control: no-cache
Referer: http://fs5/allshihmen/proMapIndex.html
Acunetix-Aspect: enabled
Acunetix-Aspect-Password: *****
Acunetix-Aspect-Queries: filelist;aspectalerts
Host: fs5
Connection: Keep-alive
Accept-Encoding: gzip,deflate
User-Agent: Mozilla/5.0 (compatible; MSIE 9.0; Windows NT 6.1; Trident/5.0)
Acunetix-Product: WVS/8.0 (Acunetix Web Vulnerability Scanner - SBE)
Acunetix-Scanning-agreement: Third Party Scanning PROHIBITED
Acunetix-User-agreement: http://www.acunetix.com/wvs/disc.htm
Accept: */*

Request headers

Details

/allshihmen/Page_Back/TreeServiceForGoogleEarth.js

No details are available.

GET /allshihmen/Page_Back/TreeServiceForGoogleEarth.js HTTP/1.1
Pragma: no-cache
Cache-Control: no-cache
Referer: http://fs5/allshihmen/proMapIndex.html
Acunetix-Aspect: enabled
Acunetix-Aspect-Password: *****
Acunetix-Aspect-Queries: filelist;aspectalerts
Host: fs5
Connection: Keep-alive
Accept-Encoding: gzip,deflate
User-Agent: Mozilla/5.0 (compatible; MSIE 9.0; Windows NT 6.1; Trident/5.0)
Acunetix-Product: WVS/8.0 (Acunetix Web Vulnerability Scanner - SBE)
Acunetix-Scanning-agreement: Third Party Scanning PROHIBITED
Acunetix-User-agreement: http://www.acunetix.com/wvs/disc.htm
Accept: */*

Request h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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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ned items (coverage report)

Scanned 140 URLs. Found 7 vulnerable.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

5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Inputs

Input scheme 1
Input name Input type
/ Path Fragment (suffix .html)
/allshihmen/ Path Fragment (suffix .html)

Input scheme 2
Input name Input type
/allshihmen/ Path Fragment (suffix .html)

Input scheme 3
Input name Input type
- Path Fragment (suffix .html)
/allshihmen/ Path Fragment (suffix .htm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index.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m.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normal.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image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images/norma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images/topflash.swf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images/qr/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images/H394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images/H394/l_1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images/25710454171.doc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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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h/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h/in_phone.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h/in_phone.cs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h/image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h/images/app_intro/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h/APPintro.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h/mobile_in.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h/gt.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h/map_h.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h/news_h.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h/SHmobile.cs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h/Service_h.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h/SpryAsset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h/SpryAssets/SpryCollapsiblePanel.cs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h/SpryAssets/SpryCollapsiblePanel.j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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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h/Service2_h.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h/Service4_h.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h/Service3_h.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proMapIndex.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welcome/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welcome/cs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welcome/css/index_full.cs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welcome/script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welcome/scripts/jquery.j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welcome/scripts/common.j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welcome/image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work.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bird.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move.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tory.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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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pots.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workS.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itemap.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manage.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rental.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ervice.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explain.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Business.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Traffic.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s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ss/index.cs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ss/marker.cs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ss/promapindex.cs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ss/imge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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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child.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cs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css/child.cs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css/childpage.cs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link_child.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game_child.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story_child.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image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images/child_index.swf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images/image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images/TOP.swf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images/picGame.swf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images/KIDDIEPU.swf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images/link_child.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images/game_child.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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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images/story_child.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images/school_child.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images/w.swf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images/album/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images/child.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images/zoo.swf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school_child.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sitemap_child.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Script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Scripts/swfobject_modified.j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album.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lytebox.cs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lytebox.j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g.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child/story_pa.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13Acunetix Website Audit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normal_explanation.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cript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cripts/swfobject_modified.j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ervice6.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pryAsset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pryAssets/SpryTabbedPanels.cs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pryAssets/SpryTabbedPanels.j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j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js/markerclusterer.j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Page_Back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Page_Back/TreeServiceForGoogleEarth.j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Page_Back/TraceElevationService_V2.j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work3.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work2.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plan.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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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bird_explanation.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tory2.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pots5.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pots4.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pots3.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pots8.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pots7.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pots6.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pots2.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pots9.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workS2.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hostel.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travel.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bicycle.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ervice5.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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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ervice3.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ervice2.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ervice4.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hostel_explanation.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manage_explanation.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ervice_explanation.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BusinessG.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Business5.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Business4.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BusinessCN.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Traffic_explanation.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image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image/new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ervice6_explanation.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tory3.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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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ervice5-3.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ervice5-2.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ervice5-1.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ervice3_explanation.ht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wf/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script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Image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templates/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No vulnerabilities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is URL
URL: http://fs5/allshihmen/xml/

No input(s) found for this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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