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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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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服務平臺，透過瀏覽器(IE)提供高精度三維影像、向量圖資及 3D 物件

模型等空間資訊。本案針對集水區航空測量作業、各部會數值圖資更新以

及擴充整合應用平臺等三大主題提出具體執行方案，航測圖資成果包含 99

年度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之 0.5 公尺解析度正射影像、土地利用、5 公尺間

距數值高程模型、崩塌地區判釋等重要地文資訊，並於後續擴充新增 100

年度航測作業。三維資訊整合服務平臺則透過 Web Services 技術及資料倉

儲架構設計開發「石門水庫集水區整合展示平臺」，藉由資料標準化之訂定

以及資料交換機制規範，整合水利署專案管考系統、水保局水土保持工程

管考系統以及環保署水質監測等服務進行資料連結，並針對系統資料查詢

邏輯、功能操作流程及版面進行更新，以圖形化操作介面環境結合引導式

操作邏輯設計，將各項單一功能進行群組整合(如『點、線、面』型態功能

群組)，提供主題資訊之查詢與統計服務(如基本資料、天氣、土壤、地質、

土地利用、都市計畫及地籍等 7 大類功能)以及擴充系統水利業務分析功能

(如庫容量計算、主題地標等)，並針對系統平臺核心軟體更新、建構單一登

入機制與水資源資訊服務平臺(WRISP)資料庫串接等作業，並藉由網際網路

建立開放式資料共通存取之機制，提升系統親和性、互動性及便利性以滿

足本局及石門水庫集水區共管機關(單位)於水資源資訊服務與經營管理之

需求，落實國土資訊系統於資訊共享、資料共用之效益。 
 

關鍵字：石門水庫集水區、三維資訊整合服務平臺、航測數值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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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Resources Agency for the North Water Resources Bureau of Shimen 

Reservoir watershed Aerial Photogrammetry operations and production of high 

precision, high-resolution aerial digital map data, and actively integrate the Aerial 

Photogrammetry map data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technology, building 

three-dimensional Internet platform for geographic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services. 

The user through a browser (IE) real-time view of multi-resolution three-dimensional 

topography image, vector map data and 3D object model and other spatial information. 

Three main themes for the case, including the catchment area of the Aerial 

Photogrammetry, agencies numerical map data update operations, and 

three-dimensional platform for the expansion of its system applications to construct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Aerial Photogrammetry results include the 

Shimen Reservoir catchment area of 0.5 m –resolution Aerial Photogrammetry 

orthophotos, land use maps, 5 m spacing of the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avalanches and 

other im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bitmap region, to provide reservoir watershed 

conservation implementation plan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important 

reference.Three-dimensional system for the functional structure of the original 

expansion and update our existing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through the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with guided operation 

mechanisms for the weather, soil, geology, urban planning, land use and cadastral 

projects such as establishment of thematic display mechanism and instructions. Case 

apply the XML and Web Service technology to build a common open data access 

mechanism, data query through simple diagram shows (point, line and plane) 

mechanism, business analysis, A0 drawing showing the print design and dynamic 

topics such mechanism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pen Internet access to the data 

synchronization mechanism, the implement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data exchange to share the goals. The results not only to meet the Water Resources 

Department, North water Resources Bureau and Shihmen Reservoir condominium 

authorities (units) in the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and demand for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implement land information system in information sharing, data sharing 

of the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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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壹章  計畫概述 
1-1 計畫緣起及目的 

計畫配合『第二階段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執行辦理，為有

效管理治理水庫集水區，使水庫達永續利用之最終目標，本案擬整合水庫

集水區水資源保育之完整資訊，透過航拍方式產製石門水庫集水區正射影

像、5m 網格間距數值高程模型，並配合辦理崩塌區判釋及崩塌量量化分

析，更新維護本局 97 年完成之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經由網際網路

提供各項空間環境資訊及分析功能，作為本局業務應用及相關業務單位於

水庫集水區保育實施本案擬訂之重要參考依據，以及未來水庫集水區整合

展示服務平臺，以有效管理並提供訊息交流平臺予各執行單位，以期達到

水庫永續利用之最終目標。 
 

1-2 計畫工作範圍及項目 
1-2-1 集水區背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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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74

平方公里)、三光集水區(107.21 平方公里)、玉峰集水區(80.26 平方公里)、

泰崗集水區(193.82 平方公里)及白石集水區(119.63 平方公里)。水系皆發

源自雪山山脈帶中，匯流至石門水庫內之阿姆坪才進入西部麓山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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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溪等支流匯合而成，本支流總數為 64 條，流路呈不規則樹枝狀，總長

約 352.63 公里。泰岡溪發源自品田山北麓及大霸尖石之間，流向東北轉

向西北，經鎮西堡至控溪，與源出大霸尖石北麓之白石溪會合北流，經田

埔、玉峰後復轉向東北，於三光、蘇樂之間，與發源於宜蘭梵梵山北麓之

三光溪會合，再向北流，分別會那卡溪於蘇樂東方、黑白庫溪於高義、匹

亞溪於榮華、色霧鬧溪於色霧鬧、高波溪於高波、義盛溪於羅浮對岸，此

段河谷因穿透堅硬砂岩層，遂行程兩岸峭崖壁立之狹長河谷；在羅浮附

近，匯入霞雲溪後，突轉向西，河谷漸寬，主流經此流曲部，注入廣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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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緩斜坡，行程廣闊之河道，自角板山附近，又匯納奎輝溪、三民溪、

高翹溪、南子溝溪等支流，形成石門水庫之廣大蓄水區域。石門水庫集水

區流域特性如圖 1-1 所示。 
 

 
圖 1-1 石門水庫集水區流域地文特性(本研究計畫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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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計畫工作項目 
本案各年度工作(民國 98 至 100 年度執行)項目如表 1-1 所示，建置石

門水庫集水區(如圖 1 所示)，各分項說明下： 
 

表 1-1 本案各年度工作執行項目彙整表 
                                       年度 
計畫工作項 

計畫執行年度 
98 年 99 年 100 年 

1 基本資料補充蒐集整理分析 ● ● ● 
2 水庫集水區航拍作業(製圖比例尺 1/5,000)  ● ● 
3 三維網路版 GIS 成果展示系統圖資更新維護 ● ● ● 
4 崩塌區判釋及崩塌量量化分析  ● ● 
5 石門水庫集水區整合展示平臺開發建置 ● ● ● 
6 報告編製及圖冊印製 ● ● ● 

●本案各年度執行作業項目 

 

1.基本資料補充蒐集整理分析 

檢視前期各年度系統建置之基本資料，於本案執行期間補充蒐集石

門水庫集水區最近期各項基本空間資訊，納入本局既有系統應用。 

2.水庫集水區航空測量(製圖比例尺 1/5,000) 

以航測技術建置石門水庫集水區，面積約 76,340 公頃，製圖比例

尺為 1/5,000 之分幅數值圖資，包括空標清理、完整之航空攝影及空中

三角計算，製作計畫區域之正射影像及 DEM 圖資、崩塌區位判釋等，

納入已建置三維網路版 GIS 系統中，並後續探討集水區土砂來源，作為

集水區經營管理保育對策建議方案應用。 

3.三維網路版 GIS 成果展示系統圖資更新維護 

以本局已開發建置完成之三維網路版系統，辦理本案數值圖資及蒐

集補充環境基本圖資之維護更新。 

4.崩塌區判釋及崩塌量量化分析 

應用各項數值圖資，配合航拍成果辦理集水區崩塌區影像立體判

釋，並具體量化崩塌區位及與前一時期影像比對之崩塌量，以提供建立

崩塌量預警及水庫泥沙變化量之預警機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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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石門水庫集水區整合展示平臺開發建置 

應用已開發之三維網路版 GIS 系統，配合本局其他相關集水區治理

計畫成果，開發建置石門水庫集水區整合展示平臺，將各項成果納入展

示系統應用。 

6.報告編製及圖冊印製 

各期程報告、簡報編印及完成航拍成果圖冊等作業。 
 

1-3 計畫執行架構及流程 
本案為三年延續性計畫(民國 98 年~100 年)，主要標的係建置石門水庫

集水區展示平臺整合三維網際網路系統以達業務管理分析之概念，作業項

目包括系統平臺軟體更新、水資源資訊服務平臺(WRISP)資料庫串接、各

部會圖資蒐整更新、航測資料製作、系統維護與功能開發、教育訓練及整

體作業品管等，整體作業流程如圖 1-2 所示。 
 

 
圖 1-2 計畫整體作業規劃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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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擴增石門水庫集水區圖資內涵及品質 
為有效整合各事業主管機關資源，且快速全面性整合本局轄區圖資，

使資料庫更加完整豐富並提升系統使用效益。本案則依本局業務管理所需

圖資類別、圖資展示以及系統功能整合應用之機制詳加研析規劃。 

2-1 圖資倉儲定義及目標 
傳統資料庫著重於單一時間之單一資料處理，而資料倉儲注重某一段

時間內之綜合資料。除此之外，傳統資料庫偏重於擷取詳細之資料以供決

策者參考，而資料倉儲則注重於大批資料所提供之走向、分析與趨勢。因

此，本案則整合本局現有歷年影像圖資、業務管理作業以及歷年報告成果

等分散基礎圖資，藉由建立石門水庫集水區之空間資料庫以作為後續系統

分析、圖資連結分享之共同來源機制(如圖 2-1 所示)，藉以簡化資料維護、

更新之作業，亦可提供本局正確業務資訊以供制訂治理策略與執行方針。 
 

 
圖 2-1 石門水庫集水區資料庫整合運用規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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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環境數值圖資彙整更新 
系統歷經多年期程建置，蒐集之資料已甚為豐富，系統發展過程中充

份考量本局圖資需求、圖資供應及後續系統整合等綜合寶貴意見，因數值

圖資受到時空環境變化，具有與時俱進之特性，因此系統需每年定期與不

定期地更新圖資與各部會機關權責圖資，以利業務單位使用。  

2-2-1 圖資彙整更新範圍 
因應本局整體流域治理之需求，圖資彙整作業係以本局 97 年度已完

成之『石門水庫集水區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為基礎，以石

門水庫集水區為核心擴充涵蓋本局轄管範圍，資料彙整範圍涵蓋新竹縣

市、桃園縣、大台北地區、宜蘭縣以及花蓮縣等地區(如圖 2-2)，蒐集更

新各類數值圖資資料，以豐富及充實本局圖資倉儲內涵。 

 
圖 2-2 北區水資源局管轄區域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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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圖資彙整範疇及架構 
檢視本局各年度系統已建置之基本資料，補充蒐集石門水庫集水區近

期各項空間資訊並納入系統應用。針對石門集水區治理需求、工程管理及

土地管理等業務主題圖進行彙整供系統查詢展示。本案已彙整建置之 GIS

圖層資料包含 TWD97 坐標圖資 46 項(水文、地文、地形、水質、土壤、

水資源及地質地層等)；1/5000 像片基本地形圖、1/25000 經建版地形圖、

1/5000 航照正射影像等遙測影像資料 4 大項；以及 3D 物件模型庫等 3 大

類資料而系統彙整之資料類別說明如表 2-1 所示。另外系統亦透過 Web 

Service 技術，將各類時序性資料與其他資料生產單位(機關)建立開放式資

料共通存取之機制，達成資料同步更新之機制。系統圖資資料類別彙整說

明如表 2-1 及圖 2-4 所示。 
 

表 2-1 系統圖資資料類別彙整表 
項次 資料項目 主要資料說明 

1 

 

6 大類總計 46 項圖資(TWD97) 
水文、地文、地形、水質、土壤、水資源等 

2 

 

3 大類總計 7 項資料 
1.氣象資料(雨量、氣溫) 
2.水文資料(水位、流量、水質) 
3.庫區資料(濁度、庫容量) 

3 

 

1、1/5000 像片基本地形圖 
2、1/25000 經建版地形圖 
3、1/5000 彩色正射影像 
4、專案航測正射影像 
5、衛照影像 

4 

 

1.石門水庫庫區 3D 模型 
2.大台北地區 3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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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各部會數值圖資成果 
系統核心圖資包含內政部地籍圖(內政部, 2010)、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95～97 年度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2009)、經濟部中央地質

調查所地質圖、坡地岩體特性、斷層及崩塌地等調查圖資(經濟部中央地質

調查所, 2010a, 2010b, 2010c, 2010d)、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地及都市計畫圖

資(內政部營建署, 2000)、行政院農業委員水土保持局土石流潛勢溪流、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土壤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2007)、交通部

運研所全國路網圖資(交通部運研所, 2010)以及本署水文水資源(經濟部水利署, 

2010a)資料，圖資細項及說明如圖 2-3 及表 2-2 所示。 

 
圖 2-3 各類圖資來源機關(單位)與資料細項說明 

 

圖 2-4 各類圖資蒐集彙整數量示意(本研究計畫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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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本案系統核心圖資彙整說明表(本研究計畫匯整) 
項

次 
資料項目 

主管機關或產製

單位(提供單位) 
圖資內容及基礎成果描述 資料年度/資料更新說明 

1 行政界線 內政部地政司 

於 97 年建置並公開於網站供查

詢，共計 2 個直轄市、23 個縣

市、332 個鄉鎮市區行政區域

(1/25,000)。目前該司正進行地

名英譯加註漢語拼音與直轄市

及轄區內行政區名稱更新作業。 

97 年/配合四都合併升格直

轄市進行圖資修正完成並匯

入系統。 

2 
國土利用現

況調查資料 
內政部 
國土測繪中心 

內政部 95 年度起由國土測繪中

心委由民間透過高解析度航空

影像，重新辦理國土利用調查分

區作業，並且已於 97 年完成全

台(含離島)調查作業。 

95~97 年/已配合四都合併升

格為直轄市辦理修正完成，

已匯入系統。 

3 交通路網 
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 

係以 98 年 9 月發行之路網數值

圖 97 版為基礎進行路網維護更

新，其中國道及快速公路更新至

98 年 7 月，其餘道路更新至 98
年 6 月 

98 年/經洽詢運研所，修正包

括四都合併升格為直轄市的

圖資。 

4 
地質災害潛

勢圖與環境

地質基本圖 

經濟部 
中央地質調查所 
(水利署) 

地調所辦理 91 至 95 年「都會區

及周緣坡地整合性環境地質資

料庫建置計畫」以及相關接續計

畫所產製。 

91-99 年/相關資料於 99 年已

匯入系統應用。 

5 數值地質圖 
經濟部 
中央地質調查所 

1.已數化出版地質圖 1/250,000 
2.已數化出版地質圖 1/50,000 
3.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調

查地質圖 1/50,000 

不定期更新/各年度發布圖資 

6 地籍圖 
內政部國土測繪

中心(水利署) 

由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彙整各

地政事務所地籍資料，包含數值

地籍測量資料與圖解數化整合

圖檔 

98 年/經洽詢署內倉儲系

統，已知本年度  貴署已向

內政部取得 100 年度地籍資

料，將向  資訊室提出申請

以匯入系統。 

7 土壤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業試驗所 
全省(平地、坡地、森林)土壤圖

(1/25,000) 
98 年/已匯入本系統上線使

用 

12 
都市計畫圖

及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

內政部營建署 
(各縣市政府) 

各地方政府都市計畫圖除數值

測量地區外，其餘則以人工繪製

之紙本提供使用 

不定期更新/透過  貴署易淹

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請地方

政府提供部分近期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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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資料項目 

主管機關或產製

單位(提供單位) 
圖資內容及基礎成果描述 資料年度/資料更新說明 

編定圖 圖檔。 

內政部營建署 
已建置完成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使用地編定屬性資料，並存

於『全國土地基本資料庫』 

90 年/已匯入本系統上線使

用 

13 環境敏感地 內政部營建署 

區域計畫劃設之限制發展地

區，包括重要水庫集水區、生態

保育地區、山坡地加強保育地

區、森林區、活動斷層、古蹟遺

址等依法應予禁止開發或建築

之地區 

不定期更新/新增圖資包含營

建署及環保署已公告發布之

環境敏感地圖資 

14 
自然資源與

生態 
行政院農委會 
(相關權責單位) 

由各權責單位負責建置自然資

源與生態資料，如漁港、國有

林、保安林、自然保護區域等資

料 

不定期更新/各年度發布圖資 

15 環境品質 行政院環保署 

由環保署環境地理資訊系統環

境品質資料庫提供圖資下載，本

資料也已納入國土資訊系統資

料倉儲及網路服務平臺

(TGOS)，可採用。 

不定期更新/包含空氣、水、

廢棄物與毒化物等資訊，將

於本年度彙整土壤地下水與

地表水質品質圖資，並匯入

系統。 

16 遙航測影像 

經濟部水利署 
(相關權責單位) 
美國地質調查局

等單位提供全球

衛星影像網頁 

包含歷年衛照影像、正射影像與

全球衛星影像 

不定期更新/彙整歷年  貴署

辦理航拍案成果或自其他單

位所蒐集。另外本年度將彙

整石門水庫集水區、秀姑巒

溪與離島地區最新影像成果

並匯入系統。 

17 

數值地形模

型(DEM) 

行政院農委會農

林航空測量所 
全省 DEM，解析度為 40 公尺 

年代較久遠/作為涵蓋全省基

本 DEM 資料 

18 經濟部水利署 
歷年航空測量計畫所產製之數

值高程模型，解析度視計畫需求

而定。 

不定期更新/彙整歷年辦理航

拍計畫案成果或自其他單位

所蒐集。另外本年度將再彙

整石門水庫集水區、秀姑巒

溪與離島地區之最新 DEM
成果並匯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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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IS 向量圖資 

A. 內政部行政區域圖資 

臺灣行政區域為內政部地政司 97 年度 8 月成果圖資(包含縣市、鄉

鎮、村里數值圖檔，如圖 2-5)，並建構查詢網頁供一般民眾查詢下載，

圖資成果包含 2 個直轄市、23 個縣市、332 個鄉鎮市區之行政區域圖檔

(內政部地政司, 2008)。本案配合臺中縣市、臺南縣市以及高雄縣市合併升

格為直轄市，進行系統圖資更新合併。 
 

 

 
圖 2-5 全國行政區域圖資展示頁面 

畫面引用：http://taiwanarmap.moi.gov.tw/moie/run.htm 

http://taiwanarmap.moi.gov.tw/moie/ru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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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內政部地籍圖資 

地籍資料為署內倉儲系統所提供之 100 年度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之全省地籍圖，資料以各縣市之地政事務所為單位細分各地段之數值圖

檔。本局轄管範圍地籍包含桃園縣大溪地政事務所(大溪鎮、復興鄉、

龍潭鄉)、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關西鎮)、新竹縣竹東事務所(尖石

鄉)、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大同鄉)等，各縣市地段及資料筆數彙整如

表 2-3 所示。 
 

表 2-3 局管範圍各縣市地段及資料筆數彙整表(本研究計畫匯整) 
英文 
代碼 

縣市 
名稱 

地段 
數量 

資料 
筆數 

英文 
代碼 

縣市 
名稱 

地段 
數量 

資料 
筆數 

C 基隆市 135 126,241 J 新竹縣 506 532,824 

F 
新北市 
(原台北縣) 

1,423 1,039,292 G 宜蘭縣 583 482,614 

H 桃園縣 853 1,051,162 U 花蓮縣 524 466,474 
O 新竹市 140 190,531 共７縣市、4,029 處地段 3,768,897 筆資料 
備註：由於此地籍資料系定期由地政事務所轉入，其資料與正確之地籍圖資料有一至二 
月之時間上落差，且該資料已經坐標轉換、圖幅接合、地段接合以及配合正射影像推圖… 
等處理，故此資料僅可供作參考，不得作為鑑界複丈之依據。 
 

因原地籍僅含「段號」、「地號」和「地目」等數型資料，其中段號

係以代碼方式儲存。另一方面，台灣省地籍圖以段為測圖及管理單位，

各地段地籍圖因測繪時期，測繪方法(數值法、圖解法)、坐標系統(地籍

坐標、二度分帶、三度分帶)乃至測圖精度均有所差異。然實際查詢展

示時，使用者則往往無法得知代碼之意義及資料品質等資訊，故須將代

碼轉換地段中文名並連結詮釋說明資料，俾利日後使用者查詢與參考。 

a. 地籍欄位屬性串接 

本案透過自行開發程式將原地籍資料進行欄位拆解，參照水資源

資料格式標準建置屬性欄位(水文標準格式 5A01AC)，將「段號」依

序前兩碼代表事務所代碼、第三碼至第六碼代表地段代碼，後八碼則

代表地號 (母號＋子號 )拆解分為地段名稱 (SEC_NA)、小段名稱

(SEC_NA1)、段代碼(SEC_NO)、地號母號(LAND_NOA)、地號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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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_NOB)。後續以「SEC_NO」欄位作為索引將國土測繪中心地

籍圖檔資料描述及說明表(如圖 2-7)串結匯入地籍欄位。透過上述程序

建構地籍屬性及說明資訊，使用者則可獲得每一地段地籍皆可查詢地

號、地目、地段別、詮釋資料(包測量方法、成圖年月、測圖比例尺

、坐標系統、資料轉入日期)等資訊，整體作業流程如圖 2-6 所示。 
 

 
圖 2-6 地籍資料處理流程 

 

 
圖 2-7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地籍詮釋資料說明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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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地籍空間位置檢核 

本案亦配合正射影像進行地籍圖資套疊比對，若地籍與影像現況

不符者則配合正射影像進行地籍圖資坐標轉換，如圖 2-8 所示。 
 

 
圖 2-8 地籍配合正射影像推圖或坐標系統轉換校對作業  

 

 
圖 2-9 本局局管範圍內之地籍圖資成果(100 年度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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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交通部交通路網圖資 

交通路網數值圖資由原部運輸研究所民國 98年 9月發行之 98版圖

資更新為 100 年版路網數值圖，該圖資以民國 99 年 6 月為道路更新基

準，蒐集福爾摩沙二號衛星影像、農航所彩色正射影像圖、部分縣市地

址門牌資料、國土利用調查資料、通用版電子地圖、各縣市政府回報道

路異動資料、各單位及圖資使用者回報圖資勘誤等資料進行路網維護更

新(交通部運研所)，涵蓋全臺灣地區一般道路、地標地物、橋梁隧道中心

點等(包括臺灣本島、澎湖、金門、馬祖)，全省路網圖如圖 2-10 所示，

其資料異動說明如表 2-4 所示。 
 

表 2-4 數值路網圖資差異摘要說明 
項目 98 年版路網數值圖 100 年版路網數值圖 

道路筆數 

1.共計 62 萬 2 千餘筆 1.共計 80 萬餘筆 
2.全臺國、快、省、縣道路網資料依官

方公佈最新資料更新。另增修金門

縣、嘉義市、臺北縣、新竹縣、屏東

縣、高雄縣、臺南市、臺中縣、桃園

縣、臺北市、高雄市、高雄縣及新竹

市局部路網資料。 

2.全臺國、快、省、縣道路網資料依官

方公佈最新資料更新。另增修臺北

市、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臺中

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

市、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宜蘭

縣、花蓮縣及臺東縣局部路網資料。 

道路更新時間 
1.高、快速公路網、省縣道及部分市區

快速道路更新至 98 年 9 月 
1.高/快速公路網、省縣道及部分市區

快速道路更新至 100 年 6 月 
2.其餘道路更新至 97 年 6 月 2.其餘道路更新至 99 年 6 月 

道路屬性 

1.沿用 97 年版屬性結構 1.沿用 97 年版屬性結構 
2.參考臺中市、南投縣[部分]、嘉義

市、屏東市及高雄市門牌資料增修路

名。 

2.參考各縣市政府已建置完成門牌資

料增修路名。 

道路節點數 46 萬 3 千餘點 61 萬 4 千餘點。 

鐵路/捷運 
沿用 97 年版圖層分類方式，分為臺

鐵、高鐵、捷運三個圖層 
沿用 97 年版圖層分類方式，分為臺

鐵、高鐵、捷運三個圖層 

地標地物 
沿用 97 年版分類，參考各官方網站局

部更新，另調整(410)為城市地標、(513)
為風景地標，共計 6 大類 51 細類 

沿用 97 年版分類，參考各官方網站局

部更新，另調整(410)為城市地標、(513)
為風景地標，共計 6 大類 51 細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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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交通運輸研究所 100 年版路網數值圖資 

 

A. 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圖資 

內政部營建署依據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六條規定，於民國 81 年

完成北(臺北縣市、基隆市、桃園縣、新竹縣市及宜蘭縣)、南部區域(嘉

義、臺南縣市、高雄縣市、屏東及澎湖)、民國 85 年完成中部區域之環

境敏感地劃設(苗栗縣、臺中彰化、雲林及南投)以及行政院環保署於民

國 84～86 年間完成了東部區域(含花蓮、臺東、蘭嶼、綠島)環境敏感

地劃設成果(內政部營建署, 2008)，並建置區域計畫地理資訊查詢系統供一

般民眾查詢展示，資料查詢網頁如圖 2-11 所示。 

透過前述系統下載圖資整併各類敏感地數值圖資，並轉換坐標為

TWD97 坐標系統，但該系統並無提供東部區域數值圖資，本案亦透過

公文申請程序整併全國環境敏感地圖資。包含優良農田敏感地圖、洪水

平原敏感地圖、生態敏感地圖、地表水源敏感地圖、地質災害敏感地圖、

自然景觀敏感地圖、文化景觀敏感地圖等 7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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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圖資查詢網頁 

資料來源：環境敏感圖資查詢網頁，http://gisapsrv01.cpami.gov.tw/ 

 

B. 水土保持局土石流潛勢溪流圖資 

蒐集水土保持局 99 年 05 月已發佈土石流災害潛勢資料數值圖，全

國土石流潛勢溪合計為 1,552 處(98 年僅 1,503 處)，分布於 19 縣市 159

鄉鎮，依土石流潛勢溪流的危險等級，危險度區分為「高」、「中」及「低」

3 個等級；而重大土石災情紀錄之災害類型，修正為「崩塌、地滑、土

石流、沖蝕及洪水」五類，且各災情紀錄之災害類型主要以保全對象之

受災型式為主，土石流潛勢溪流分佈位置如圖 2-12 所示。 

http://gisapsrv01.cpam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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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資料來源：土石流防災資訊網，http://246.swcb.gov.tw/default-1.asp 

  
C.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非都市及都市使用分區圖資，係由內政部營建署所建置之區域計畫

地理資訊查詢系統資料下載網頁申請下載，分類包含河川區、重劃區一

般農業區、特定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地、林班地、森林區、鄉村區、風

景區、特定專用區、工業區、都市土地、都市計畫區、國家公園等 14

類。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則由本署向內政部營建署取得資料，該資料係

以各縣市地政事務所提供之 1/5,000 或 1/4,800 各地段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圖分別掃描數化建檔，掃描地段影像並經平差糾正與定位後，數化套

疊鄉鎮界、都市計畫範圍界並整建土地使用分區編碼(資料發佈時間為

民國 90 年)。 
 

http://246.swcb.gov.tw/default-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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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示意圖 

 

D. 內政部土地利用圖資 

彙整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於 95～97 年完成第二次國土調查成果、

內政部 84 年度第一次國土調查成果(內政部, 1995)。為便利使用者可以相

同分類架構進行土地變遷探討，將各期判釋成果其屬性欄位統一設定，

若原始資料屬性資料缺漏、欄位格式以及不足者則予以補充，並重新分

類對應 95 年度分類系統架構(如圖 2-14)，將其細分為三級分類架構。 
 

 
圖 2-14 內政部土地利用分類架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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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土地利用調查成果重新分類彙整作業 

 

 
圖 2-16 內政部土地利用判釋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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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資料庫 

由於臺灣位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板塊之環太平洋地震帶間，板塊與

板塊間的碰撞導致地震頻繁，以致於造成土石鬆動與臺灣島的特殊地質

現象，再加上現今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下，極端暴雨重現頻率的增加所

造成土石災害的日益頻傳。本案則蒐集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以下簡

稱地調所)相關地質、斷層與崩塌地等分布資料，供後續系統查詢使用。 

a. 數值地質圖 

全省地質圖係以地調所民國六十三年出版之台灣區域地質圖檔

二十五萬分之一基本地質圖為基礎(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974)， 

流域範圍不同地層儘採同一套地層命名系統及地層標示方式，並

以流域內出露面積較大者為準予以統一，且有適當地質構造線可茲區

隔時，則以地質構造線作為流域內不同地層命名系統之分界。 
 

 
圖 2-17 中央地質調查所二十五萬分之一基本地質圖(本研究計畫匯整) 

 

另一方面地調所為配合國內水患治理計畫需求，逐年以流域為單

元分年分區辦理易淹水地區上游集水區地質調查與資料庫建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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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標在於分年建立集水區大比例尺地質及山崩土石流基本資料及

其災害潛勢評估。該成果可供易淹水地區淹水原因評估、流域治理與

管理等相關研究工作參考，並可作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復育與

管理之依據。 

本案將原石門水庫集水區庫區之五萬分之一地質圖(八十五年度

成果)更新為九十五年度最新地質調查成果，並配合地調所調查成果

逐年擴充更新為全省性地質圖資以符本局整體流域治理之需求，五萬

分之一基本地質圖資成果如圖 2-18 所示。(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007, 2008, 2009;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2010a) 
 

 
圖 2-18 中央地質調查所五萬分之一基本地質圖(本研究計畫匯整) 

 

依地調所「集水區地質調查及山崩土石流調查與發生潛勢評估計

畫」成果說明書之地質描述，石門水庫集水區出露之岩層大部分為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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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岩及輕度變質岩，地質時代從古第三紀至新第三紀。庫區以屈尺斷

層為界，分為南北兩側，以北包括有南港層、南莊層、桂竹林層，以

南包括有西村層、四稜砂岩、巴陵層、木山層、大寮層、石底層、北

寮層，打鹿頁岩等台地堆積層等。集水區流域中較常見的河谷地形特

徵包括河階台地、峽谷、曲流等。河階台地群代表為角板山河階台地

群，包含有阿姆坪、角板山、羅浮等較大面積河階台地，每個河階台

地都有 2 至 5 個階面，各階面平緩。大漢溪上游三光溪與玉峰溪沿岸

皆有較小面積河階台出現，如三光、爺亨、高台等地。 

集水區內主要斷層線自北而南有屈尺斷層、石槽斷層、鳥嘴斷層

(錦屏斷層)、插天山斷層、霞山斷層、羅山斷層與檜山斷層等，其中

大多數為由東南向西北逆衝之逆斷層。另庫區褶皺構造線而言，與斷

層構造大多呈東北-西南走向。主要褶皺構造自北往南有金山向斜、

尖石向斜、插天山背斜、三光向斜、萱原向斜與中嶺背斜等。有關上

述各地層岩性相關資料整理詳見表 2-5 所示。 
 

 
圖 2-19 集水區五萬分之一基本地質圖(本研究計畫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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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石門水庫集水區地質岩性特徵表 

 
 

b.坡地環境地質 

地調所自民國 91～95 年結合國內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力，透過最

新的衛星或是航空照片等遙測影像及分析技術判釋潛存地質災害區

域，再透過野外勘查確認災害位置及特性，建構環境工程地質資料及

查詢系統(如圖 2-20)。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包括：地層岩性、岩體強

度特性及斷層、褶皺等構造線位置；環境地質種類則包括：山崩、土

石流、順向坡、棄填土、惡地、河岸侵蝕、廢棄坑道及礦渣堆等(經濟

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2010b)。其調查資料集中於都會區周緣山坡地，可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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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後續擴充) 

   
 2-21 成果報告書 

解區域環境地質特性以及地質災害潛勢區分布情形，適用於區域計畫

、工程設計或防災規劃者使用，庫區岩體強度示意如圖 2-21 所示。 
 

 
圖 2-20 地調所坡地環境地質查詢頁面 

資料引用來源: 都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查詢系統 

 
圖 2-21 石門水庫庫區岩體強度示意圖(本研究計畫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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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活動斷層 

斷層分布位置、性質及斷層活動性，對後續災害評估為相當重要

資訊。地調所經多年現地調查及歷史文獻資料彙整，整合建置臺灣地

區活動斷層分佈及特性資料(林啟文, 陳文山, & 饒瑞鈞, 2008; 經濟部中央

地質調查所, 2008)。由地調所民國 99 年度出版圖資得知，活動斷層於臺

灣北部 8 條斷層，中部 8 條斷層，西南部 9 條斷層，南部 4 條斷層，

東部 8 條斷層；其中屬於第一類 20 條，第二類 13 條，共 33 條活動

斷層，活動斷層分佈如圖 2-22 所示。 
 

 
圖 2-22 臺灣活動斷層分佈圖(民國 99 年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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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土壤圖 

經濟部邀集國內各土壤調查生產單位，成立「土壤調查資料庫規範

研訂專案」小組，並建立整合性之土壤資料庫，俾利相關單位在土壤資

料互通、共享及多目標應用之基礎。現階段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

驗逐步整合全臺平地、山坡地及高山林地土壤分類，各類土壤圖整合成

果如圖 2-23 所示，圖資屬性包含土相、土系、描述、土壤深度、土壤

質地、土型、大土類及第一層 PH 值等。 
 

 

 
圖 2-23 宜蘭縣境內土壤調查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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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區域排水路 

水利規劃試驗所於 95、96 年依經濟部水利署 94 年 12 月出版之「中

央管、直轄市管、縣市管區域排水手冊」內所列之中央管、直轄市管、

縣市管區域排水為主進行現地調查。95 年已完成宜蘭縣、臺北縣、桃

園縣、新竹縣、苗栗縣、臺中縣、嘉義縣等 7 縣市(逢甲大學營建及防災研

究中心, 2006)。該案透過實地勘查方式對排水路位置、起迄點、改善工程

及跨河構造物進行 GPS 定位、量測尺寸及拍照或攝影；同時進行排水

資料數化(排水路位置、排水改善工程、跨河構造物、淹水範圍、集水

區範圍、村落及都市計畫區)繪製成排水系統圖與概況圖，成果展示如

圖 2-24 所示。 
 

 
圖 2-24 宜蘭縣境內中央管、直轄市管、縣市管區域排水分佈圖 

 

H. 水質水量保護區 

為保護水資源，自來水事業依自來水法申請劃定公佈「水質水量保

護區」，並禁止或限制貽害水質與水量之相關行為。目前依自來水法劃

設之水質水量保護區面積約為 9,012 平方公里，佔台灣總面積之 25%(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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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石門水庫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其公告日期為中華民國 96

年 5 月 31 日、公告面積約 766.86 平方公里，其涵蓋範圍桃園縣復興鄉

(全部)、大溪鎮(部分)、龍潭鄉(部分)、新竹縣尖石鄉(部分)、關西鎮(部

分)、宜蘭縣大同鄉(部分)等。 
 

 
圖 2-25 台灣地區水質水量保護區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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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庫區淤積測量 

彙整本局民國九十年至九十九年歷年石門水庫區庫區水深測量成

果(共計 10 期資料)，將庫區每隔 100 公尺實測斷面資料重新轉檔建置

為 5 公尺間距數值高程資料，將原斷面(線)數值資料透過空間數值內插

方式建構庫區範圍(面)之數值高程資料，具體呈現庫區歷年水下地形變

化起伏狀況，庫區淤積測量數值成果如圖 2-26 所示。 
 

 
圖 2-26 石門水庫庫區範圍 5 公尺間距水下 DEM 呈現示意(本研究計畫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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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庫區工程點位資料 

針對集水區內治山防災構造物及跨河結構物，分別彙整相關資料建

構資料表單，以作為庫區保育治理工程成效追蹤之呈現。 

a. 庫區主要工程點位 

針對集水區內治山防災構造物調查，共 76 件，分別於庫區集水

區共有 29 件，其中 27 件屬第一階段，餘 2 件屬第二階段，大致均布

於集水區，而以蘇樂溪集水區整治投入最多；玉峰區集水區治山防災

構造物共有 31 件，其中 27 件屬第一階段，餘 4 件屬第二階段，著重

於泰平、抬耀(鐵立庫)野溪、石磊地區整治；三光集水區治山防災構

造物共有 4 件，其中 3 件屬第一階段，餘 1 件屬第二階段，著重於光

華地區整治；白石集水區治山防災構造物共 7 件，其中 4 件屬第一階

段，餘 3 件屬第二階段，著重於秀錦地區整治；泰崗集水區治山防災

構造物共有 5 件，其中 3 件屬第一階段，餘 2 件屬第二階段，著重於

新光、鎮西堡地區整治。整體而言，大多為災害復育性工程，採用護

岸、固床工、跌水工、梳子壩、潛壩以及防砂壩等如圖 2-27 所示。 
 

  
圖 2-27 庫區治理工程調查現況照片一覽(本研究計畫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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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跨河構造物 

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於九十八年度針對石門水庫集水區

之庫區、玉峰、三光、白石及泰崗等五大集水區，依主要道路進行現

地跨河構造物調查共計 88 座(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0)。依所佔跨

河結構物數量多寡排序，依次為庫區集水區(計 65 座跨河結構物)、玉

峰區集水區(計有 14 座跨河結構物)，白石集水區(計有 5 座跨河結構

物)，最後為三光及泰崗集水區(計有 2 座跨河結構物)。 

c. 庫區防砂壩 

集水區內防砂壩計 122 座其分布如圖 2-28 所示，其中 49 年以前

興建的有 12 座，在 50-59 年間有 50 座，在 60-69 年間有 25 座，在

70-79 年間有 16 座，在 80 年以後有 19 座；在壩體形式方面，砌石造

重力型者有 69 座，大部分為 70 年以前興建、屬於 P.C.重力型者有 33

座，大部分為 70 年以後興建的防砂壩、混凝土重力型者有 8 座、格

籠重力型有 5 座、鐵絲蛇籠有 4 座，其他形式則有 3 座。 
 

 
圖 2-28 庫區防砂壩分布位置圖示意(本研究計畫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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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文、氣象等時序性資料 

水文時序性資料需資料包含署內業管資料(各河川局之雨量、水

位、流量、含砂量、地下水資料)、水利署水資源單位(水資源局、水規

所、台北水源特定區之雨量、水位、流量資料)、中央氣象局(雨量、氣

象資料)等相關資料，包含水文資訊、水庫資訊、水質資訊以及氣象等 4

大類共 10 項查詢項目，如表 2-6 所示。本案透過資料庫或網頁連結方

式擷取各類水文資料，以下為各蒐集資料來源說明介紹。 
 

表 2-6 時序性水文資料列表說明 

項次 水資源項目 資料說明 資料連結機制 資料來源 

1 水位 河川時水位 ◎ 水利署 
2 流量 河川時流量 ◎ 水利署 

3 雨量 
時雨量、累積雨量、

氣象雲圖、颱風資料 
◎、○ 水利署、氣象局 

4 濁度 泥砂濃度資料 ◎ 第十河川局、北區水資源局 
7 潮位 潮位、海象 ○ 氣象局 
10 水庫水位 水庫水位、庫容量 ◎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1 河川水質 河川水質 ◎ 

環境環保署 
12 水庫水質 水庫水質 ◎ 

資料連結機制：◎Web Services技術 ○點選網頁連結 

 

A. 水文監測資訊 

北區水資源局石門水庫管理中心於石門水庫集水區內設有水位流

量站五站、氣象站十站、雨量站十六站，目前以石門、鳶山堰、霞雲、

高義、玉峰、稜角、秀巒等七個水位觀測站，進行地面上之水文動態，

包括水位、流速、流量、含砂量觀測，各站每月施測二至三次(全年施

測三十次)為原則。水文站設有水壓式水位計，進行即時水位觀測；流

速量測平時以懸杯式流速儀、高流量時則以浮標法進行。含砂量分析則

於現地流速量時同時進行。氣象站主要為觀測大氣之溫度、濕度、氣壓、

蒸發量、降雨量、風向、風力等，目前有下列氣象雨量站：一、微電腦

綜合氣象觀測站：石門、復興、霞雲、高義、巴陵、玉峰、十一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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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秀巒、鎮西堡等共十站。二、無線電遙報雨量站：石門、霞雲、高

義、巴陵、玉峰、嘎拉賀、鎮西堡、池端、西丘斯山、白石等十站。 三、

自記雨量站：十一份、長興、復興、三光、鞍部、秀巒等六站。 

此外，本局在大壩取水口、第二原水進水廠、龍珠灣設有自動水質

監測站，進行即時監測，監測的項目報包括溫度、導電度、溶氧飽和度、

溶氧量、PH、濁度、葉綠素等。 
 

 
圖 2-29 石門水庫集水區遙測水位站及雨量站位置圖(本研究計畫匯整) 

 

B. 水質監測資訊 

環境環保署於 96~99 年間，陸續建置擴充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

網(2010)，並透過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方式建置跨機關

(構)、跨領域的共通性交換格式規範，提供水質監測資料供應服務，包

含河川、地下水、水庫、海域、近海休憩海域等 5 大類，如圖 2-30 所

示。以提昇各機關間資料流通效率，確保數據處理及管理的永續性。本

案則針對河川、水庫及海域等三項進行資料庫連結查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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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0 環保署水庫水質監測資料畫面示意 

圖片引用：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 from http://wqshow.epa.gov.tw/ 

  
C. 氣象監測資料 

蒐集中央氣象局提供之氣象資料，包含全台氣象站所記錄之每月

及月平均之氣象觀測資料，包含溫度、雨量、風速、相對溼度、測站

氣壓(百帕)、降雨日數及日照時數等氣象資訊(如圖 2-31)，記錄時間

由 2001 年 1 月至今。 

http://wqshow.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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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後續擴充) 

   
 2-32 成果報告書 

 
 

 
圖 2-31 中央氣象局氣候統計－每月氣象站資料 

 

 
圖 2-32 中央氣象局氣候統計－每月氣象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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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遙航測影像圖資 

本系統於 97 年開始彙整遙航測影像與 DEM 資料。在影像部分，

包含全省性(如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中心之 SPOT-5 衛照影像、農航所正

射影像)、地區性(如本署歷年辦理各中央管河川地區航拍計畫之彩色正

射影像)、受災區緊急航拍正射影像、1/25,000 經建版地形圖與分層設色

圖等(如示意)。目前系統已具備本署歷年航拍計畫至 99 年度計畫案成果

之正射影像，資料相當豐富。 

A. 航測數值正射影像 

a. 庫區範圍 

彙整水利署於轄區內各時期最新航攝之影像圖資，以俾利掌控石

門水庫集水區外之正射影像資訊，歷年影像成果如圖 2-33 所示，共

計 6 期正射影像。 

 
圖 2-33 石門水庫歷年航測影像圖資成果(本研究計畫匯整) 

b.轄管區域 

除石門水庫集水區正射影像外，亦彙整本局轄管範圍之航測影像

，涵蓋淡水河流域(大漢溪、基隆河、新店溪及景美溪區域)、蘭陽溪

水系、花蓮溪以及桃園縣縣管河川等區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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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 本局轄管範圍之航測影像圖資成果(本研究計畫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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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內政部正射影像 

內政部自 93 年起以農航所原始影像(以 93、92 年為主，91、92

為輔)測製全國數值高程模型(DEM)與數值地表模型(DSM)，製作全臺

1/5000 彩色正射鑲嵌影像，其影像解析度為 50 公分。該計畫總計完

成約 3,657 幅如圖 2-35 所示(內政部地政司, 2004)。 

 
圖 2-35 內政部全臺 1/5000 彩色正射鑲嵌影像 

d.全國海岸正射影像 

蒐集本署 94、99 年度『臺灣本島海堤調查及 GIS 建置計畫』成

果(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2005)，該計畫完成全島海岸之高解析度

1/5,000 數值圖像，海岸影像圖資建置範圍如圖 2-36 所示。 

  
圖 2-36 海岸區域正射影像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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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衛照數值鑲嵌影像 

除彙整石門水庫庫區相關影像圖資，亦收納全國衛照數值鑲嵌影像

以作為系統登入背景影像，各類影像來源及解析度分述如下： 

a. SPOT-5 鑲嵌衛照影像 

水利署於 97、99 兩年度辦理『中央管河川主題圖資編製計畫』

，該計畫購置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SPOT-5 鑲嵌衛照影

像(該影像解析度為 2.5 公尺)，其影像拍攝時間為 95 年 4 月至 97 年 7

月以及 98 年 5 月至 99 年 4 月，影像包含本島地區及外島(金門、馬

祖、澎湖等區域)，如圖 2-37(A、B)所示。 

b.福衛二號鑲嵌衛照影像 

地調所於 98 年 8 月莫拉克颱風後提供之福衛二號鑲嵌衛照影像(

該影像解析度為 2.5 公尺)，如圖 2-37(C)所示。 
 

 

圖 2-37 臺灣本島地區全國性影像圖資建置時期說明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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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D 物件模型 

為強化展示平臺系統視覺展示效果，蒐集建置本局轄管區域相關設

施模型(如水利構造物、橋樑、建築大樓等)，透過免費 Google Sketch Up

套裝軟體進行模型建置作業，提昇系統視覺展示之豐富度。包含本局

96 年度『石門水庫更新改善虛擬實境模擬展示』案以虛擬實境模擬建

置之 3D 模型(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 2007)，包含庫區、大壩、溢洪道、排

洪隧道、電廠、永久河道放水口、石門大圳進水口、取水口、後池及後

池堰等等既有結構物，以及壩頂取水相關設施，如抽水機及浮台、輸水

管線、集水槽(如圖 2-38)等 3D 模型配合庫區實際地形進行模型擺放及

更新作業。 
 

  

  
圖 2-38 庫區虛擬實境模擬 3D 模型成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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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題資料群組 
決策資訊往往為統計性的、摘要性的主題資料，因此以往單一類別圖

資展示顯得缺乏彈性，因此結合相關主題透過圖籍表現的方式，不僅能凸

顯主題資訊，更能透過圖籍與相關資料表單關聯分析，以最有效的方式呈

現更彈性、多維度資料，自然成為 GIS 資訊重要的考量項目之一。 

2-3-1 主題導向資料群組概念 
1.主題資訊規劃觀點 

主題導向(Subject-Oriented)可視為是群組資料的子集合，針對感興

趣的主題儲存、提供相關的資料作為分析及多維度的查詢，其包涵資料

篩選(Data Cleaning)、前置處理(Pre-processing)、整合的(Data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等作業。大致上由下述觀點規劃考量： 

A. 資料層級觀點(The Top-Down View) 

依據使用者關心主題(Subjects)考量所有相關連資料表(Table)間的

維度層級(Drill Down)關係，並以縱向或橫向連結相關資料。 

B. 現有資料分析(The Data Source View) 

分析現存資料庫資料，有哪些需要做分組切割、哪些需要加總合

併、哪些需要量化計算…等議題作規劃。 

C. 資料倉儲觀點(The Data Warehouse View) 

資料倉儲規劃係以主題導向(Subject-Oriented)之觀點進行資料庫架

構設計及分類，其可能以多個目標去架構一個以上的資料超市(Data 

Mart)。因此，資料分類架構則須考慮企業需求及查詢組合等標的，以

利資料在轉入資料倉儲前置處置(Pre-processing)作業，以達到查詢加速

回應的目的。 

D. 從企業關心主題為觀點(The Business Query View) 

在規劃資料倉儲結構時，我們必須先對企業本身所關心的主題及其

延伸的可能查詢做必要的分析，以利在規劃、分析維度(Cube)時能儘可

能的涵蓋所有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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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時間與空間尺度考量 

主題資訊須要同時顧及到時間與空間尺度(Scale)上的考量，尤其製

圖比例尺隱含空間解析力(Resolution)概念，因此製圖分類層級直接影響

主題資訊解析力。例如災害潛勢的圖資、資料會因災害特性、空間範圍、

規劃目的之不同而規劃不同空間範圍與精度的調查製作作業，而綜合反

映在比例尺的差異性上(如土石流潛勢溪流：1/2,500；坡地環境災害敏

感區：1/25,000；淹水潛勢圖：200×200 公尺網格等)。因此不同比例尺

的圖資，其精度和具實質空間意義的單元大小不同，如圖 2-39 所示。 
 

 
圖 2-39 不同製圖比例尺圖資層級架構示意 

圖片修改自：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資料整合查詢 

 

2-3-2 關聯式資料架構設計 
主題性資料群組架構則包含資料處理及展示流程設計等兩方面，類似

關聯式資料庫，是由資料表、紀錄、欄位以及資料所構成的。在關聯式資

料庫中，有主鍵、次要鍵、外來鍵、超級關聯鍵等不同鍵值，提供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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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或識別。關聯式資料庫，將資料建立一組關係模型，再依此基礎建出

系統架構。本案執行重點即配合已彙整之圖資，針對使用者關心主題

(Subjects)進行工作流程圖、資料表清單和程式與檔案關聯表設計，如圖

2-40 所示。 
 

 
圖 2-40 主題導向資料群組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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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資料庫標準制度化 
依據水利署網際水利地理資訊資料管理系統報告，其已完成規範水利

署資料標準制度項目，如資料交換格式、資料安全管制規定、相關作業法

規、資料典製作、資料品質報告、資料說明文件等項目(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

統研究中心, 2007b)。計畫將其綜合歸納包括檔案及欄位名稱、儲存格式、資

料坐標系統、詮釋資料庫等項目之標準化。各類圖資除進行圖資坐標系統、

建置範圍、圖徵建置情形、屬性欄位與內容等項目進行檢核處理外，亦將

資料相對應之縣市、河川等標準代碼及空間資訊寫入資料欄位內，透過資

料庫標準化流程與圖檔格式轉換作業納入本局系統，以提供相關功能查詢

時快速取得對應之空間資訊，其流程說明如圖 2-41 所示。 
 

 
圖 2-41 資料蒐集彙整作業流程示意 

 

作業細節概述如下： 

(1) 資料庫項目規劃---GIS 資料項目可分成空間資料及屬性資料二大

類，針對資料需求、應用目的、資料現況及經費限制等因素，綜合

分析資料庫之建置項目，並定義其精度及範圍。同時規劃適合之硬

體平臺及資料庫軟體(含軟硬體設施)。 

(2) 資料庫架構及欄位設計---配合系統規劃及設計作業，同步進行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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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架構設計及欄位設計，在空間資料中應明確定義圖層名稱、圖檔

格式(如 TIFF 影像檔或 SHAPE FILE 向量檔)及型態(點、線、面)等

細部內容。在屬性欄位中則必須進行空間關連鏈值設計、欄位結構

設計、正規化作業、代碼設計、缺失值設計等作業。 

(3) 資料庫建檔---依規劃及設計成果進行空間資料數化或轉檔作業，並

進行屬性資料之輸入及空間連結等動作。 

(4) 資料庫整合與檢核---將建檔成果依設計目的整合至資料庫中，並進

行條件檢核或抽查檢核等驗證動作，確保資料庫內容無誤。 
 

2-4-1 資料庫標準化機制 
1.屬性欄位標準化 

A. 水資源資料格式 

為促進水資源資料流通共享、建立完整架構與共通格式之規範，以

提供各界能快捷互通、資源共享之管理機制。經濟部水資源局於民國

88 年『推動水資源資料中心建置與運作(2/2)』計畫，研訂『水資源資

料格式標準(草案)』，並於 91 年、93 及 95 年年重新修訂。99 年度修訂

「水資源資料格式標準」，並配合現有地理資訊系統圖層資料格式實際

應用之需求進行檢討調整，並調整為 6 個資料大類、13 個資料中類、

28 個資料小類、193 個資料檔案(經濟部水利署, 2010)。表格欄位命名則依

水利署『水資源資料格式標準』，列出三點原則： 

(1) 英文欄位名稱：欄位名稱採英文命名，且以簡短為原則。 

(2) 中文欄位名稱：作為查詢所得資料展現時之顯示欄名，為避免表格

過寬之問題，因此在命名時考慮前後關係而簡化，並非該欄位資料

最完整之說明。 

(3) 欄位屬性格式：為資料之記錄格式，分為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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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數(N)，例如：

N(5,2)表示 3 位整數，2 位小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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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標準格式及欄位整併作業係透過 ArcGIS 套裝軟體所提供

Model Builder 工具進行處理，Model Builder 係透過視覺化工作流程圖

方式建構標準 SOP 流程，使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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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則配合 99 年水資源資料格式透過此

標準化流程即可將整個流程一次處理完畢且符合規範，並大幅度降低使

用者處理人為錯誤以及檢核盲點，處理流程如圖 2-42 所示。 
 

 
圖 2-42 水利圖資欄位標準化作業流程示意 

 

B. 屬性代碼設計 

俟標準欄位建立完畢後，則可透過單一代碼、空間交集或點位關聯

等方式進行資料欄位串接，填補各資料項共通性欄位之敘述或代碼資料

(如流域、水系以及縣市等共通代碼)，行政區界編碼參照行政院主計處

(2010)所編訂之『中華民國行政區域及村里代碼』、河川及流域代碼參

照水利署 96 年頒訂，其餘則為本案依據實際功能需求，將各種資料項

目進行分類與編碼，各代碼意義將詳列於各檔案結構表中，資料欄位屬

性代碼設計說明如表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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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3 欄位屬性代碼填寫機制 

 
表 2-7 資料欄位屬性代碼設計說明 

內容 英文欄位名稱 
欄位格

式 
中文欄位名稱 備註 

行政區

代碼 

COUN_ID C(5) 縣市代碼 

依內政部公佈之行政區代碼

(99.12.25 更新) 

COUN_NAME C(10) 縣市名稱 
TOWN_ID C(7) 鄉鎮代碼 
TOWN_NAME C(10) 鄉鎮名稱 
Village_ID C(7) 村里代碼 
Village_ NAME C(10) 村里名稱 

水資源

分區 
WR_DIST_NO C(2) 水資源分區編號 依水利署流域代碼(96.05)，

10 北;20 中;30 南;40 東 WR_DI_NAME C(10) 水資源分區名稱 

流域 
BASIN_NO C(4) 流域 

依水利署流域代碼(96.05)，
河川代碼前四碼 

BASIN_NAME C(20) 流域中文名稱 
BASIN_NA_E C(40) 流域英文名稱 

河川 
RV_NO C(6) 河川代碼 
RV_NAME C(40) 河川中文名稱 
RV_NAME_E C(60) 河川英文名稱 

自來水

區處 
MANGT_ID C(2) 自來水區處代碼 
MANGT_NAME C(20) 自來水區處名稱 

地下水

分區 
WSECT_CODE C(3) 地下水分區編號 
WSECT_NAME C(16) 地下水分區名稱 

河川局 
RVB_NO C(2) 河川局編號 
RVB_NAME C(10) 河川局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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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儲存格式標準化 

為提高計畫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資料讀取速度及展示效

能，需將計畫已蒐集彙整之各類向量及格網數值圖資(如像片基本圖、

正射影像、衛星影像、數值高程模型等)進行格式轉檔作業(如圖 2-44 所

示)。配合計畫自行研發之影像壓縮技術(具備 TB 級巨量影像資料壓縮

技術)，將向量資料如 ERSI 公司 SHP 檔、Autodesk 公司 DWG 檔與

MapInfo 之 MIF(含屬性資料)轉換為 IMF 圖形檔，影像資料如 GeoTIF

或 TIF 格式影像檔則轉換為 HIF(Huge Image File)單一大圖形檔或

IIF(Internet Image File)多圖形合併檔。 

此特殊格式即可將預先使用之大型圖檔快速匯入記憶體中，系統伺

服端則依據使用者要求之範圍讀取圖檔後傳送客戶端，不僅大幅度改善

影像讀取速度，亦可提高系統功能執行效能之功效。Google Earth 亦採

相同的方式更新衛星影像。 
 

 
圖 2-44 影像資料格式(壓縮)轉換作業 

 

3.坐標系統標準化 

針對計畫蒐集圖資若其原坐標系統為地籍-間(或地籍-間公尺)坐標

系統或 TWD67 坐標系統，則採用內政部研發之『臺灣地區地籍測量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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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系統轉換程式』進行坐標轉換。使用者可自行選定共同點進行坐標系

統轉換(如圖 2-45所示)，轉換模式包含地籍坐標、TWD67坐標及TWD97

坐標三種類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原內政部土地測量局), 2003)。就一般圖籍

資料坐標系統轉換，由相關研究得知，以 6 參數轉較 4 參數轉換較為完

備(陳鴻益, 1984; 傅桂霖, 2001)，故計畫採 6 參數方式將各類圖資轉換為

TWD97 坐標系統。 
 

 
圖 2-45 臺灣地區地籍測量坐標系統轉換程式畫面 

 

4.影像圖層處理 

三維系統平臺圖資展示機制係依據用戶端端可視距離即時將影像

及 DEM 資料配合 LOD 進行影像金字塔處理，建構成多重精細度模型、

壓縮資料，並轉換為資料串流型態以非同步方式(漸進式)將資訊傳遞至

使用者的電腦。針對瀏覽者距離目標物的將地表影像做不同解析度的分

級，愈近則使用高解析度影像，愈遠則使用較粗解析度影像。為增進系

統影像展示效能，規劃以不同解析度影像為群組單位進行影像融合作業

(如解析度 0.125m 為一群組、0.25m 為另一群組)，並設定影像展示最佳

高度，系統則可依據不同高度呈現不同解析度的影像圖層，其展示效果

如圖 2-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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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6 影像融合處理展示示意 

 

2-4-2 詮釋資料補齊與建立 
詮釋資料(Metadata)其定義為『描述資料的資料(Data about data)』，即

針對已存在之資料或服務建立描述性說明，描述項目之名稱、型別、值域、

內容及編碼方式(史天元, 何心瑜, & 陳大科, 2007)。為整合於原分散於各單位

之國土資訊建置成果，內政部於民國 89 年開始推動「國土資訊系統資料

倉儲及網路服務平台(Taiwan GeoSpatial One Stop, TGOS)，並自民國 94 年

開始執行加盟作業，提供線上查詢、圖資流通與網路服務介接，採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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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管理、分散處理」模式，達成資源共享之目的。截至 99 年截止已有 62

個加盟單位，並彙整 1129 筆詮釋資料，及 744 筆 Web Map Services(WMS)

與 16 筆 Web Services，提供線上查詢、圖資流通與網路服務介接。 

為促進國土資訊系統(NGIS)圖資共享，提供圖資需求者快速找到所需

資料，內政部自 2008 年將詮釋資料標準(TWSMP)進入實作階段，於『國

土資訊系統資料倉儲及網路服務平台』提供網路版及單機版詮釋資料編輯

及查詢功能，透過網頁瀏覽器(或單機程式)即可進行相關詮釋資料新增、

編輯作業。為使本案詮釋資料能與其他單位共享，則依國土資訊系統標準

委員會制訂『地理資料詮釋資料標準』(TWSMP，Taiwan Spatial Metadata 

Profile)與 ISO 19139 XML 綱要規定(http://www.isotc211.org/2005/)，將本

計畫產製及彙整之水利圖資依循內政部資訊中心所訂定之『詮釋資料編輯

系統作業規範』(內政部資訊中心, 2010)分別建置 XML 格式詮釋資料，以統

一詮釋資料架構及編碼原則，並提供資料需求者深入了解資料內容、品

質、資料模式、坐標系統、屬性、方式等資訊(如圖 2-47)。另一方面管理

者毋須再額外花費人力及時程重新建置該筆詮釋資料，匯入後即可在進行

編輯或刪除，亦符合內政部倉儲可直接讀取之內容及格式。 
 

 
圖 2-47 TWSMP 標準詮釋資料內容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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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圖資檢核機制 
考慮後續系統之應用，同時兼具原始圖面之完整性，故計畫依據各原

始圖層之特性，透過資料庫標準化流程與圖檔格式轉換作業納入地理資訊

系統，並於資料載入前就資料圖形、屬性資料及圖形屬性對應情形進行檢

核(如圖 3-32)，降低資料匯入的錯誤率，並可加快資料的處理速度等，圖

資匯入與檢核標準化作業程序如圖 2-48 所示。 
 

圖資匯入與檢核標準化程序

重新取得圖資或更新
圖資資料

向量圖資檢核項目 影像
檢核項目

圖
檔
格
式

資
料
範
圍

圖
檔
格
式

坐
標
系
統

圖
形
物
件
幾
何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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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命
名

資
料
範
圍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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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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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規範

匯入空間資料庫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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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8 圖資匯入與檢核標準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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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參章  石門水庫及水庫集水區航測數值成果 
航測技術建置石門水庫集水區 1/5,000 比例尺數值圖資，其成果包含正

射影像、數值高程模型、土地利用圖及崩塌區位判釋等四類圖資。 

3-1 水庫集水區航測作業 
本案採航測製圖專用數位相機進行航測作業，整體作業除考量石門水

庫集水區實際地形高程、載具航攝高度、航線涵蓋寬度、航線間重疊率以

及飛航管制等嚴謹航測作業外，本案航測作業流程及品質控管機制規劃如

圖 3-1 所示。另為符合內政部「航空測量攝影及遙感探測管理規則」相關

規定，特於飛航掃描前向民航局主管單位及內政部提出飛航計畫申請，本

案於 100 年 2 月 1 日檢送內政部航攝實施計畫書，並經內政部 100 年 4 月

11 日台內地字第 1000073399 號函同意飛航計畫，各作業細節詳述如後： 
 

 
圖 3-1 石門水庫集水區航測整體作業流程 

 

3-1-1 計畫航線設計 
航線設計則配合本團隊研發程式依計畫河段實際地形進行航拍高

度、航拍涵蓋及重疊間隔計算並繪製航線規劃圖。若地形高差過大則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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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之飛行高度實施航拍，以確保本案航攝影像地面解像力(Ground 

Sample Distance, GSD)為 25 公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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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 公里(如圖 3-2)，並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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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拍攝律定影像拍攝前後重疊範圍不得小於百分之八十，左右重疊範圍

不得小於百分之三十為原則。 
 

 
圖 3-2 本案石門水庫集水區航線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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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彩色航空攝影作業 
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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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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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資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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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3-3)。 
 

 
圖 3-3 DMC 數位相機設備及影像地面解析展示說明 

 

DMC 設備優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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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具全色域(panchromatic)及真實彩色(true color)成像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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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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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規範標準。 

(3) 具備 SSD 固態硬碟(Solid State Drive)，為高功率儲存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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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航空攝影作業 

石門水庫集水區航拍作業分別於 99 年 1 月及 100 年 5 月拍攝完畢，

航測影像原始地面解析度(Ground Sampling. Distance, GSD)為 25 公分，

集水區航拍紀錄資料如表 3-1 及表 3-2 所示。兩期原始影像如圖 3-4 所

示，若依本局水情資訊網查詢兩期航拍庫區平均水位高度，99 年 1 月

庫區其平均水位為 240.13m 及 100 年 5 月其水庫平均水位為 217.7m。 
 

 
圖 3-4 數位像機航攝影像原始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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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2010 年 1 月航拍攝影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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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2011 年 5 月航拍攝影記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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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2011 年 5 月航拍攝影記錄表(二) 

 
 

2.影像品質檢核 

原始影像檢核重點包含航測照片之清晰度、含雲量、影像色調以及

影像重疊度等作業。檢核作業採用全面檢測：99 年全面檢查 3366 片可

用 1685 片，100 年全面檢測 1744 片可用 1710 片，自主檢查報表詳見

附錄二，檢核作業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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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晰度：影像清晰可辨，無影像遺漏或拍攝模糊而無法量測情形。 

(2) 含雲量：因氣候因素，僅極少部分之薄雲，可穿透不影響量測。 

(3) 影像色調：色調均勻且具有足夠之反差。 

(4) 影像重疊度：影像前後重疊度 80％，左右重疊 30％。 

 
圖 3-5 影像涵蓋及重疊度檢核作業 

 

 
圖 3-6 航拍原始影像解析度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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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航測控制測量作業 
航測地面控制測量之目的在測設適量之平面及高程控制點，作為航空

測量之基準。控制測量分為平面控制及高程控制，平面控制點依據內政部

公告之基本控制點成果，以「基本測量實施規則」所規定之加密控制測量

方法施測。高程控制點依據內政部公告之一等水準點成果，於平地採用直

接水準測量，於山區得採用間接高程測量或 GPS 施測。 

本案平面控制採用內政部頒定TWD97 坐標系統 1；高程控制採用基隆

港平均海水面中潮位TWVD2001 高程系統 2。本案依 97 年度航測控制測量

成果進行地面空標清標補遺作業，若既有空標遺失則需重新進行GPS控制

測量。整體作業流程如圖 3-7，各項作業細則分述如下： 
 

 
圖 3-7 控制測量作業流程說明示意 

 

1.勞工衛生安全講習 

為加強測量安全及衛生管理，避免發生重大勞安事故，亦於本案執

行控制測量作業前期由測量技師及甲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辦理勞

工衛生安全講習說明，並依任務性質分配及執行相關防護措施與專案控

管，以維護車輛人員安全加強安全規範，避免發生重大勞安事故。勞工

 
1臺灣大地基準(TWD97)：採國際地球參考框架(International Terrestrial Reference Frame，簡稱為

ITRF)。ITRF為利用全球測站網之觀測資料成果推算所得之地心坐標系統。 
2正高系統：同時高程基準係定義在 1990年 1月 1日標準大氣環境情況下，採用基隆驗潮站 1957 年至

1991年之潮汐資料化算，命名為 2001臺灣高程基準(Taiwan Vertical Datum 2001，簡稱 TWVD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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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安全講習說明如如圖 3-8 所示。 
 

 

 
圖 3-8 勞工衛生安全講習說明會照片 

 

2.空標清標補遺作業 

依 97年度已完成之航測GPS控制點資料 3進行現地空標清標補遺作

業，若既有空標點位遺失則重新佈設並進行GPS控制測量。本案已於 99

年度 3 月以及 100 年度 2 月完成現地空標清標及補強作業，鬆地以塗白

漆之三夾板或白色塑膠布，而柏油地則直接塗以白漆(如圖 3-9)，各控

制點位現地狀況良好，利航拍時可清楚辨識空標位置。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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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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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空標清標補遺及補強作業示意 

3.地面控制測量作業 

GPS 控制測量則採用 Leica 測量專用儀器，儀器精度需優於 10mm

±2ppm，同時可接收四顆以上之衛星訊號，每 15 秒接收一筆資料，同

步接收 1.5 小時以上；並且各地面特徵點位其各方向仰角十五度以上需

無對空障礙物，避免於雷達站、微波站、金屬結構物等易干擾衛星訊號

之結構物附近。後續則將全部 GPS 控制點觀測訊號記錄進行基線及平

差計算作業，GPS 觀測及航測控制點位分佈如圖 3-10 及圖 3-11 所示。 
 

 
圖 3-10 航測地面控制點位 GPS 觀測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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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航測地面控制點位分佈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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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後續擴充) 

   
 3-13 成果報告書 

 

3-1-4 空中三角整體平差作業 
空中三角整體平差作業係採用 VirtuoZo 航測影像工作站量測航攝照

片之影像坐標，為增進空中三角網形強度，配合 GPS 輔助空中三角量測

方式，以機載動態 GPS 測量或配合慣性導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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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獲取相機拍攝瞬間的

位置及姿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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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3-12)，以強化空中三角網形強度以達較佳控制精度。並配

合前述地面控制測量成果以空中三角光束法區域平差程式(PATB-NT)進

行空三點位平差數值計算。 
 

 
圖 3-12 GPS 輔助空中三角量測方式 

 

1.空中三角測量作業 

空中三角點之量測是採用VirtuoZo 航測影像工作站量測每一像片 9

個標準點位上至少量測 2 個點影像坐標(稱為連接點)，每個位置上均必

須與所有涵蓋有此點位的相鄰像片(無論同航帶或鄰航帶)相連。即每一

個標準位置量測 2 個連接點，每一像片 18 點，若前後兩張重疊 60%的

每一立體像對可有 12 個連接點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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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區航拍涵蓋及空三點分布情形如圖 3-13 所示，本案為增強各相鄰

模型連結強度，標準點位間增補兩排點位加密量測(如圖 3-14)，則當模型

連結度越強時其多餘觀測數較多，則模型相對定位精度較好，故平面、高

程精度亦越高。本案總計共量測 8,000 個連接點與 113 個地面全控點，地

面控制點測量作業如圖 3-15 所示。 
 

 
圖 3-13 航拍涵蓋及空三點位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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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影像連接點位分佈情形示意 

 

 
圖 3-15 地面控制點測量作業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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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中三角整體平差計算 

本案兩期航測空中三角整體平差計算成果，符合其平差後像片量測

中誤差(標準偏差)不超過 10μm之計畫規定，整體平差後之 R.M.S.亦符

合不得超過平面 20 公分、高程 25 公分之規範要求內。空中三角整體平

差計算成果對應表如表 3-4 所示。 

A. 99 年度空中三角整體平差成果 

總共量測 8,000 個連接點與 113 個地面全控點，最小約制網(自由

網)所得之量測中誤差為 4.49μm (約相當於地面 10.3 公分)，其次強制

附合至地面控制點，其平面量測中誤差為 4.75μm(約相當於地面 10.9

公分)，符合光束法計算時不得超過 10μm 規定，且量測中誤差增加量

為 5.7％，亦未超過 30％之規範；平差後之 R.M.S.，X 為 5.9 公分、Y

為 6.4 公分、Z 為 14.1 公分，亦符合不得超過平面 20 公分、高程 25 公

分之規範要求。 

B. 100 年度空中三角整體平差成果 

總共量測 101,633 個連接點與 101 個地面全控點，最小約制網(自

由網)所得之量測中誤差為 4.14μm(約於地面 9.32 公分)，其次強制附

合至地面控制點，其平面量測中誤差為 4.16μm(約相當於地面 9.36 公

分)，符合以光束法計算時不得超過 10μm 規定，且量測中誤差增加量

為 0.48％，未超過 30％之規範；平差後之 R.M.S.其 X 為 6.9 公分、Y

為 6.9 公分、Z 為 8.1 公分，亦符合不得超過平面 20 公分、高程 25 公

分之規範要求。 
 

表 3-4 空三計算成果詳細列表 

說明 計畫規範 
99 年影像 
整體平差成果 

100 年影像 
整體平差成果 

平差後像片 
量測中誤差 

量測中誤差 
不得大於 10μm 

量測中誤差為 
4.75μm 

量測中誤差為 
4.16μm 

平差後 R.M.S.數值 
平面 R.M.S.不得大於 20cm 
高程 R.M.S.不得大於 25cm 

X 為 5.9cm 
Y 為 6.4cm 
Z 為 14.1cm 

X 為 6.9cm 
Y 為 6.9cm 
Z 為 8.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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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後續擴充) 

   
 3-17 成果報告書 

 

3.空中三角測量整體平差計算驗證作業 

本案以本工作團隊測量技師簽證驗證成果(如圖 3-16 所示)，並邀請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具有航測專業背景之李良輝博士辦理空中三角

平差計算成果檢核驗證。將本案兩期航測空中三角平差計算成果、像片

連接點(Tie point)、地面控制點之量測影像坐標以及地面控制點實測坐

標等資料重新進行解算，本案兩期航測空中三角整體平差計算成果皆符

合計畫要求，99 年與 100 年驗證報告如圖 3-17、圖 3-18 所示，詳細報

告內文詳見附錄五。 

 
圖 3-16 測量技師簽證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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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99 年度空中三角整體平差驗證 

 

 
圖 3-18 100 年度空中三角整體平差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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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數值高程模型資料製作 
數值高程模型資料(Digital Elevation Model，後續簡稱 DEM)其一般製

作方式係採用航測影像工作站以影像自動匹配之技術，輔以人工編修方式

去除地形上覆蓋物高度(人工建物、植被等)，以獲得地表高程資料。計畫

採用立體測圖方式於立體模型內加測地形資料，以確實反應實際地形面之

起伏情形，製作精確之數值高程模型資料。 
 

 
圖 3-19 數值高程模型建置成果示意 

 

1.地形特徵分類 

地形特徵線可視為高程點位之集合，計畫以 3DPolyline 繪製地形特

徵線，紀錄特徵線斷每一節點點位之高程值，以利於後續 DEM 高程內

差計算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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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不同地形特徵資料型態採分層測設，於立體模型加

量測地形特徵點(如山頂、山窪、鞍部等變化處)及地形特徵線(如山脊、

山谷、陡坡處加測山脊線、合水線及坡間線)，立體模型地形特徵資料

繪製作業如圖 3-20 所示，地形特徵資料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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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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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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緩和摺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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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垂直的地形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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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0 立體模型地形特徵資料繪製作業畫面示意圖 

 

本案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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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特徵資料繪製及檢核作

業示意如圖 3-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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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立體模型地形特徵資料繪製及檢核作業畫面 

 

2.不規則網格內差計算 

對於前述立體測圖萃取之地形資料進行地形高程重組為不規則三

角網格高程(Triangular Irregular Network，以下簡稱 TIN)，TIN 資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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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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 資料格式之基本元素，線段則由

相鄰兩點節點連接形成，面由相鄰三條線段而組成，位於三角形內的任

意位置皆可使用線性內插的方式計算其高程。TIN 組成方式包含

Delaunay 三角剖分法(Delaunay triangulation)及距離排序法(Distance 

Ordering)，其中距離排序法易產生許多狹長的三角形，而 Delaunay 法

較能表現最佳最近相鄰近三角形(如圖 3-22 所示)，因此 ARC/INFO 等套

專軟體其產製 TIN 方式亦採用 Delaunay 法。 
 

 
圖 3-22 Delaunay 不規則三角形格網組成流程 

 

3.DEM 規則網格內插計算 

以不規則三角網(TIN)資料結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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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離散點位分

佈不均勻之影響亦能充分考量。當以密集之地形特徵線資料構成 TIN

網格資料後，則可重新於三角形內的任意位置皆可使用線性內插的方式

計算其高程。而 TIN 網格資料其主要缺點即是建立三角形較費時，並且

規則網格資料其矩陣結構簡單一致，因此網格模型在分析處理運算、資

料儲存架構上易與遙測影像資料結合；並且網格資料亦可有效表示空間

變動性，故為現今最通用的資料格式。故本案將不規則三角網格高程

(TIN)轉換為規則網格模型產製 5m × 5m DEM 資料(如圖 3-23 所示)，，

並由地形特徵資料產製等高線進行自我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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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TIN 高程資料轉換成規則網格資料作業示意圖 

 

4.數值高程精度檢核 

數值高程精度檢核則依本案 DEM 與立體測圖量測之高程檢核點進

行高程精度驗證，檢核點數共 17 區共計 350 點(以崩塌裸地為主)，其兩

年度量測中誤差皆約為 1.3 公尺(如圖 3-24)。其整體誤差符合本案

1/5,000 數值地形圖誤差量需小於等高線距之半 2.5 公尺之規範。 
 

 
圖 3-24 檢測點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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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石門水庫集水區 99 年 5M 數值地形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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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 石門水庫集水區 100 年度 5M 數值地形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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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正射影像製作 
正射影像製作採用 VirtuoZo 全數位影像工作站配合空中三角測量成

果、數值高程模型資料，將中心投影之航攝影像，以微分糾正法清除影像

因像機傾斜及地形等因素所造成傾斜及高差位移；並以全區影像進行無縫

鑲嵌(mosaic)作業，不以單模正射糾正影像切圖幅方式產生正射影像，並

將『影像幾何性』、『影像色調一致性』視為為正射影像檢核之重點，檢查

是否有扭曲或變形等異常現象，若有影像扭曲、異常等現象則需重新製作

編修高程為正射影像，正射影像製作要點及整體作業流程如表 3-5 所示。 
 

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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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影像幾何正確性 

本案採以 Ortho V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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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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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地形地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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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狀、大小及寬度一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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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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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7 正射影像檢核作業及項目說明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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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水區全區數值影像成果 

集水區影像最後依據五千分之一圖幅進行影像分幅作業(影像解析

度為 0.5M)，影像分幅成果如圖 3-28 所示。 
 

 
圖 3-28 石門水庫集水區五千分之一分幅影像成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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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9 石門水庫集水區 99 年度航測正射影像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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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0 石門水庫集水區 100 年度航測正射影像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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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土地利用現況圖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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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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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影像判釋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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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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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水土保持局土地利用分類圖例示意 
說明 正射影像土地利用判釋類別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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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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類別編碼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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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所示)，判釋作業並配合本局以往土地

利用成果進行比對，以降低前後期判釋差異之疑慮，土地利用判釋作業

如圖 3-31 所示。 
 

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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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31 土地利用判釋作業畫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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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利用屬性建置檢核 

土地利用判釋原為 CAD 的 DWG 檔案格式，其資料為線圖徵資料。

需經封閉線段及位相關係處理，將原以線所組成之圖檔轉換為面域之圖

形資料，同時建立點、線、面之相互關係並建立屬性資料。土地利用圖

資則分別以人工方式檢核(於電腦螢幕上，檢查圖幅線條、地類代號等

繪圖成果)及系統程式自動查核(如線段、多邊形及屬性資料等)兩類進行

檢核，以避免圖幅接邊、島坵重複、缺漏之各種問題。  
 

 
圖 3-32 石門水庫集水區 99 年度土地利用判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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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石門水庫集水區 100 年度土地利用判釋成果 

3.土地利用變異情形比較 

土地利用變異情形採用 99 年與 100 年航測土地利用判示成果進行

分析，以水保局土地使用項目進行分項使用面積差異分析，可得知兩年

間使用變異的情形，變異統計如表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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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99 年與 100 年土地利用變異統計表 

列標籤 
水田 旱田 闊葉林 針葉林 竹林 灌木林 建築地 墓地 花園 檳榔 茶園 果園 草生地 崩塌地 河流 道路 水庫 水池 荒地 公園 

伐木

地 

開墾

地 

景觀

區 總面積 
變異面

積加總 

變異

百分

比 A B C D E F G H I J L O P Q RI RO S T U V W X Y 

水田 A 8.45 1.48 0.00 0.00 0.07 0.00 0.03 0.00 0.00 0.00 0.00 0.00 0.0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9 1.64 16.3% 

旱田 B 2.48 1,236.76 53.79 0.07 32.46 0.00 9.71 0.16 0.00 0.39 0.05 44.47 21.24 0.81 1.05 10.43 0.00 1.02 1.01 0.21 0.00 0.20 0.00 1,416.30 179.55 12.7% 

闊葉林 C 0.00 53.83 45,113.12 7.83 340.88 3.45 4.70 0.32 0.03 0.36 0.37 33.13 63.08 118.15 41.35 22.15 1.66 0.75 150.30 0.68 0.00 2.19 0.62 45,958.96 845.85 1.8% 

針葉林 D 0.00 2.17 353.95 16,450.49 30.24 0.03 0.10 0.00 0.00 0.00 0.00 0.46 0.27 180.60 12.16 0.65 0.00 0.01 0.01 0.00 0.00 0.00 0.00 17,031.13 580.64 3.4% 

竹林 E 0.00 116.91 487.62 18.81 8,559.03 1.31 2.64 0.17 0.00 0.85 0.00 43.70 60.36 16.04 8.65 20.27 0.23 0.09 2.65 0.00 0.00 6.54 0.00 9,345.86 786.82 8.4% 

灌木林 F 0.00 0.00 2.99 0.35 0.01 1,414.9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82 0.01 0.3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421.50 6.56 0.5% 

建築地 G 0.01 8.24 4.96 0.05 1.49 0.00 291.13 0.08 0.02 0.00 0.01 2.22 3.01 0.08 0.27 2.65 2.75 0.07 0.02 0.67 0.00 0.31 0.02 318.06 26.93 8.5% 

墓地 H 0.00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2.31 0.00 0.00 0.00 0.00 0.09 0.00 0.00 0.00 0.00 0.02 0.00 0.00 0.00 0.00 0.00 2.43 0.12 5.0% 

花園 I 0.00 0.0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3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44 0.06 12.9% 

檳榔 J 0.00 1.16 4.10 0.00 2.65 0.00 0.11 0.00 0.00 23.29 0.00 0.07 0.00 0.00 0.00 0.0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1.47 8.18 26.0% 

香蕉園 K 0.00 0.00 0.00 0.00 0.1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14 - - 

茶園 L 0.00 0.92 0.28 0.00 0.00 0.00 0.08 0.00 0.00 0.00 33.68 0.05 0.00 0.00 0.00 0.1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5.11 1.43 4.1% 

果園 O 0.00 46.02 46.51 0.02 71.18 0.00 1.41 0.14 0.00 0.00 0.03 948.93 10.50 0.26 1.11 4.83 0.01 0.18 0.12 0.05 0.00 0.65 0.00 1,131.96 183.03 16.2% 

草生地 P 0.01 56.56 177.77 28.97 43.89 7.08 4.67 0.18 0.00 0.00 0.00 10.57 692.49 73.84 9.94 4.88 4.36 3.19 2.34 5.21 0.00 1.23 2.18 1,129.38 436.89 38.7% 

崩塌地 Q 0.00 12.73 244.46 73.17 35.30 3.37 0.01 0.00 0.00 0.00 0.00 1.25 61.16 441.76 8.41 0.83 0.00 0.00 1.11 0.00 0.00 0.12 0.00 883.68 441.92 50.0% 

河流 RI 0.00 0.74 92.32 32.45 9.97 1.19 0.17 0.00 0.00 0.00 0.00 0.57 28.64 16.30 1,098.71 5.40 0.51 0.01 0.71 0.00 0.00 0.00 0.00 1,287.67 188.96 14.7% 

道路 RO 0.00 7.43 18.86 0.45 16.17 0.12 2.52 0.00 0.00 0.02 0.04 2.53 3.13 0.19 9.14 485.83 0.01 0.03 0.09 0.00 0.00 0.20 0.00 546.76 60.93 11.1% 

水庫 S 0.00 0.00 0.48 0.00 0.01 1.73 0.29 0.00 0.00 0.00 0.00 0.00 5.72 0.07 244.23 0.75 603.1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856.46 253.28 29.6% 

水池 T 0.24 0.14 1.04 0.00 0.10 0.11 0.05 0.00 0.00 0.00 0.00 0.39 0.76 0.00 0.08 0.02 0.11 55.96 0.00 0.00 0.00 0.00 0.02 59.03 3.07 5.2% 

荒地 U 0.00 3.86 13.72 0.43 9.76 0.00 0.69 0.00 0.00 0.00 0.12 0.71 12.30 6.60 0.18 0.85 0.00 0.08 67.65 0.00 0.00 1.24 0.00 118.19 50.55 42.8% 

公園 V 0.00 0.00 2.56 0.00 0.00 0.00 0.13 0.00 0.00 0.00 0.00 0.00 0.26 0.00 0.00 0.06 0.00 0.00 0.00 2.62 0.00 0.05 1.15 6.82 4.20 61.6% 

伐木地 W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21 0.00 0.00 3.21 0.00 0.1% 

開墾地 X 0.00 19.51 7.36 0.00 2.83 0.00 0.06 0.00 0.00 0.00 0.00 2.20 11.30 0.00 0.95 0.42 0.00 0.00 0.00 0.00 0.00 11.93 7.33 63.90 51.96 81.3% 

景觀區 Y 0.00 0.00 0.00 0.46 0.00 0.00 0.03 0.00 0.00 0.00 0.00 0.00 0.17 0.00 0.03 0.0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8.04 8.78 0.74 8.5% 

總面積 11.18 1,568.53 46,625.90 16,613.56 9,156.18 1,433.32 318.53 3.37 0.44 24.92 34.30 1,091.25 974.53 857.52 1,436.26 560.62 612.82 61.40 226.00 9.45 3.21 24.68 19.35 81,667.32 

 
變異面積加總 2.74 331.77 1,512.78 163.06 597.15 18.38 27.40 1.06 0.05 1.63 0.62 142.32 282.04 415.76 337.55 74.79 9.64 5.44 158.35 6.83 0.00 12.75 11.32 

 

變異百分比 24.5% 21.2% 3.2% 1.0% 6.5% 1.3% 8.6% 31.5% 11.3% 6.5% 1.8% 13.0% 28.9% 48.5% 23.5% 13.3% 1.6% 8.9% 70.1% 72.3% 0.0% 51.7%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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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航測圖資品質檢核機制 
品質管理係指本案所有共同參與人員共同肩負品質管制機制，並非由

品管人員單獨負責，包含圖資品質機制及人員專業訓練等兩方面。為達成

本案航測圖資品質目標，本案於計畫執行期間建立圖資品管機制，包含訂

定作業要領、品管計畫及設立品管人員，訂定各項品質管理標準、檢驗程

序以及紀錄文件管理機制等，以落實航測製圖品質管制。 

3-2-1 計畫時程檢核點 
本案針對各項作業細節、規範、產製成果以及檢核機制，透過文件製

作控管及檢核表單，並分別針對航測組、立測組及影像組等作業人員辦理

研討說明(如圖 3-34 及圖 3-35)，透過此方式確實掌控本案各項作業前後

關連性、作業時程、人力資源調度等運用情形，可快速進行資源調度作業。 
 

 
圖 3-34 圖資產製技術人員作業細節研討說明示意 

 

 
圖 3-35 作業人員分組調配、資源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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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資品質機制 
本案組織具備專案管理師及專案品管人員，並且各主管階級與圖資產

製技術人員亦經常辦理教育訓練及研討說明，參照內政部頒布『五千分之

一數值航測地形圖測製作業』規範辦理圖資檢核(如圖 3-36 及圖 3-37)。

各階段航測作業完成後，則依內政部航測測製作業規定實施檢查，並就各

檢查項目做成檢查紀錄備查(各類檢測表單詳見附錄)。 

 

圖 3-36 本案航測圖資自我檢核機制 

 
圖 3-37 訂定作業流程及品管內容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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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肆章  崩塌區判釋及崩塌量量化分析 
應用航測成果立體判釋集水區崩塌區位並估算崩塌量，以提供本局相關崩

塌預警及水庫泥沙變化之分析應用。 

4-1 崩塌區判釋作業 
崩塌地判釋具備一定之專業與技術，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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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以及我國仍以採用人工判釋，最主要的

理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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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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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航攝崩塌地判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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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利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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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4-1)，並可重複及二

人同時觀測以增加判釋的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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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4-1(a)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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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4-1(b))，崩塌地判釋作業流程如圖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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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航照判釋工作內容說明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航照判釋 採用彩色航照資料，大幅加強色彩解析力，依據航空照片上裸露地形

狀、大小、色調、型態等進行山崩及土石流判釋。 
地形分析 山崩及土石流會呈現出特殊地形與地貌，如岩屑崩滑在崖面上呈陡凹

坡，堆積區呈緩地形；岩體滑動外觀成畚箕狀凹陷地形；順向坡易形成

單面山、豚被脊等地形面，皆為航照判釋重要指標。 
判釋成果數化 電腦立體像對之航照判釋，直接將判釋成果數化並儲存為 Shp File。 

 

 
圖 4-1 航攝崩塌地判釋作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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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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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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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庫區前後期影像輔助崩塌地判釋作業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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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航照崩塌地判釋及調繪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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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崩塌地分類準則與航照影像判釋特徵說明表(本研究計畫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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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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崩塌地屬性建置 
本案利用關聯式資料庫設計方式，將針對崩塌地鍵入基本屬性資料，

登錄之屬性包括(1)崩塌地編號、(2)縣市別、(3)鄉鎮市區別、(4)圖號(比例

尺 1/5,000)、(5)子集水區、(6)土地類別、(7)崩塌地面積、(8)TM2 坐標(崩

塌地中心點)、(9)頂部標高、(10)坡度、(11)地層、(12)坡向、(13)崩塌種

類等共 17項(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 1998; 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2006, 2008)，崩塌地屬性資料如表 4-3 所示。 
 

表 4-3 崩塌地屬性資料表(本研究計畫匯整) 
資料表名稱 Landslide 資料表說明 崩塌地屬性基本資料 

序號 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 欄位說明 備註 

1 Mslink number(10) 崩塌地流水號 Primary 

2 landslideno char(30) 崩塌地編號 如：001 

3 dist1 char(12) 縣市別  

4 dist2 char(12) 鄉鎮市區別  

5 map char(12) 地區圖號 左/右 

6 s-basin char(16) 子集水區名  

7 belong char(20) 土地類別 如：林班地等 

8 area_1 number(7,3) 崩塌地面積 單位：m2 

9 area_2 number(7,3) 崩塌地面積 單位：ha 

10 locate_n number(12,4) 崩塌地中心點坐標(N)  

11 locate_e number(12,4) 崩塌地中心點坐標(E)  

12 elevation number(6,0) 崩塌地頂部標高 單位：ｍ 

13 gradient number(6,2) 平均坡度 單位：° 

14 stratum char(4) 地層 地層代號 

15 aspect char(2) 坡向 八方位 

16 type char(2) 崩塌種類 例：地滑 

17 memo char(40)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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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項屬性資料，係利用地理資訊系統(GIS)之空間分析功能，將

崩塌地圖層與縣市、鄉鎮、村里、圖號(比例尺 1/25,000，經建版)、集水

區、土地類別(原保地、林班地)等 GIS 圖層，進行套疊及建立其屬性；崩

塌地面積與中心點坐標值，亦應用其分析功能建立空間屬性。 

(1)項崩塌地編號係依以由左至右，由上而下之原則進行編碼。(3)～

(5)項，依據內政部出版之地形圖，及主計處公佈之村里界資料，經數化

後之行政區界圖層，利用地理資訊系統(GIS)疊圖分析，建立崩塌地之行

政區界及圖號之屬性。(7)～(9)項，依集水區及土地利用範圍，利用地理

資訊系統疊圖分析，建立崩塌地之集水區及土地類別之屬性。(10)～(11)

項，擬利用地理資訊系統計算崩塌地之投影面積，及崩塌地範圍中心點之

坐標。(12)～(15)項，乃利用本案 5 公尺間距之 DEM 資料，將崩塌地範

圍內之方格高程，粹取最大高程值代表頂部標高；平均坡度則以崩塌地範

圍內之各網格之坡度計算平均值。 
 

 

圖 4-4 崩塌地屬性欄位建置成果範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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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崩塌地判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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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集水區歷年

崩塌地彙整成果如圖 4-5 所示。 
 

 
圖 4-5 石門水庫集水區歷年崩塌地彙整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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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崩塌地統計分析 
由本案蒐集歷年石門水庫集水區正射影像及崩塌地資料，茲針對颱風

降雨引發之新生崩塌地、崩塌地復育等方面分析與探討。 

4-2-1 崩塌地統計分析 
統計歷年各颱風事件於石門水庫集水區降雨量如圖 4-7 所示，以艾利

颱風降雨量為 1,053 公釐，造成新生成崩塌地最多(達 600 公頃)，其次為

瑪莎颱風降雨量為 847 公釐，造成新生成約 800 公頃崩塌地，後續如辛樂

克、柯羅莎、辛樂克與莫拉克等颱風強降雨並未造成較高之崩塌量(颱風

路徑非直接衝擊北部)。各子集水區不同年度崩塌地面積及筆數如表 4-4

及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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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石門水庫歷年新增崩塌地面積(本研究計畫匯整) 

子集水區名稱 
崩塌面積(公頃) 
92 年 93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 99 年 100 年 

石門庫區集水區 67.05 184.59 338.78 318.68 164.31 40.41 6.37 
玉峰溪集水區 22.72 175.9 286.72 253.07 216.79 6.61 8.3 
三光溪集水區 29.91 58.13 139.04 113.09 114.71 0.75 5.76 
泰崗溪集水區 115.66 207.63 483.72 408.36 457.56 24.64 10.47 
白石溪集水區 56.93 271.21 418.55 323.26 449.17 34.13 3.1 
統計 292.27 897.46 1666.81 1416.46 1402.54 106.54 34 

 
圖 4-6 石門水庫子集水區崩塌面積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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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石門水庫集水區歷年颱風降雨雨量圖(本研究計畫匯整) 

資料引用: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研究綜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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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後續擴充) 

   
 4-10 成果報告書 

4-2-2 崩塌土方變化比對 
空間幾何體積計算可分為兩種方式，一為僅適用於地形變化較小或順

直區域(如順直河道)，以幾何體前後兩端面積平均值進行估算；另為適用

於地形變化較大或非順直剖面區域，此方式將地形視為連續斷面資料，將

地形剖面劃分為連續間距斷面網格，累算連續地形剖面間之體積量。此方

式因為能具體表現地形變化趨勢，故其計算成果亦較為符合現況。本案配

合前後兩期航測 DEM 資料，可針對崩塌區前後期地表高度變化量與面積

估算地形體積變化量，崩塌量量化分析流程如圖 4-8 所示。 
 

 
圖 4-8 庫區崩塌量分析計算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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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崩塌深度推估崩塌量需考慮新舊崩塌地產出土砂量之方式，新崩

塌或自舊有崩塌地擴大之區域，因其坡面具較完整之地表覆蓋，當發生崩

塌時，坡面原有覆蓋隨之崩落，故可藉前後兩期航測 DEM 資料計算崩塌

深度估算其崩塌量；而舊有崩塌地坡面其可滑落塊體大多在崩塌發生初期

即崩落，因此後續較不易再因塊體滑落而產出大量土砂，但該區域仍可能

會有土砂產出，其原因可能為坡面受沖蝕作用而產生之土壤沖蝕量，其土

壤流失量可採通用土壤公式(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估算。透過航測

判釋之崩塌區位相互套疊篩選新舊崩塌地(如圖 4-9 所示)，若與前期崩塌

地無相互重疊之區塊則視為新增之崩塌地，重疊則視為舊有崩塌地而剔除

計算，透過三維系統針對新增崩塌區塊進行土方變化計算。 
 

 
圖 4-9 崩塌地高程變化分析示意圖 

 

石門水庫集水區於 98 年以後，因新生成崩塌地減少而崩塌地比例下

降，使得 99 年之土砂產量大為下降；此外，隨著舊崩塌地逐漸復育，土

砂產量的比例也隨之改變，產砂量則以舊崩塌地沖刷與土沖蝕為主，新生

成崩塌地的比較大幅下降。另一方面，由歷年航照影像以及崩塌體積變遷

量結果顯示，各崩塌坡面皆已有新的植被覆蓋且坡面漸趨穩定。 

新增崩塌量計算，係以 99 年數值高程地形與 100 年數值高程地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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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並以 99 年劃設之崩塌地範圍作為分析計算基準，判別高程減少之區

域即為新增崩塌地，作業如圖 4-10 所示。崩塌量計算以網格計算出高程

減少值乘上網格解析度(5m*5m)，即可得新增崩塌量，以本計畫成果 99

年與 100 年數值高程地形計算，崩塌量面積為 46 公頃，崩塌量體積為

2,224,487 立方公尺。 

 

 
圖 4-10 新增崩塌地判示作業示意圖 

 
圖 4-11 數值高程地形網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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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崩塌地復育比對分析 
石門水庫集水區歷年崩塌治理成效係可透過歷年航照影像進行探討比

對各期崩塌地復育狀況，依本局 100 年度『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研究

綜整計畫』案之彙整資料顯示，石門水庫集水區內歷年崩塌地變化與復育

情形如圖 4-12 及表 4-5 所示，並可依子集水區、管轄範圍等面向探討說明。 

1.石門水庫各子集水區崩塌復育 

石門子集水區至 99 年底為止約 95.1%的崩塌地已復育、霞雲子集

水區至 99 年底為止約 96.2%的崩塌地已復育、高義與稜角集水區至 99

年為止分別約 99.2%與 80.3%的崩塌地已復育，高義子集水區為復育成

效最良好地區。三光子集水區為艾利颱風災害較為嚴重的集水區，至

99 年底為止約 80.8％之崩塌地復育已復育、玉峰子集水區其位於集水

區上游且面積較為廣大地，其復育率約為 67.1%。秀巒子集水區為艾利

颱風災情最為嚴重且崩塌地規模較其他子集水區大，如白石溪上游的白

石大崩塌區域約 7.4 公頃，至 99 年底秀巒子集水區復育率約為 75.5%。

石門水庫各子集水區內歷年崩塌地變化與復育情形如圖 4-13 所示。 

2.各管轄範圍崩塌復育 

將崩塌依據其管轄單位，分為一般行政區、原住民保留地與國有林

班地，分別探討各管轄範圍之崩塌復育率。石門水庫各各管轄範圍歷年

崩塌地變化與復育情形如圖 4-14 所示。 

(1) 一般行政區總面積為 10,057 公頃佔集水區總面積的 13%，總新生崩

塌面積為 40.03 公頃(崩塌比為 0.40%)，99 年底其復育率約為

95%(總復育面積為 37.99 公頃)，其崩塌復育率為最高。 

(2) 原住民保留地總面積為 11,757 公頃，佔集水區總面積的 15%，總新

生崩塌面積為 280.55 公頃(崩塌比為 2.39%)，雖然新生崩塌面積小

於國有林班地，但其崩塌比為三個管轄範圍之中最嚴重的地區，99

年底復育率約為 87%(總復育面積為 244.06 公頃)。 

(3) 國有林班地總面積為 54,527 公頃，佔集水區總面積的 72%，總新生

崩塌面積為 733.94 公頃，約原住民保留地的 2.6 倍，因國有林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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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較大，崩塌比相對於原住民保留地較低，崩塌比為 1.35%。99

年底崩塌地復育率約為 75%，總復育面積為 548.88 公頃。 
 

由歷年航照影像以及崩塌體積變遷量結果顯示，各崩塌坡面皆已有新

的植被覆蓋且坡面漸趨穩定，顯示崩塌地復育成效相當良好，各子集水區

崩塌地歷年正射影像比對示意如圖 4-15~圖 4-19 所示。 
 

 
圖 4-12 石門水庫集水區歷年崩塌復育統計 

 
表 4-5 石門水庫集水區歷年崩塌復育統計(本研究計畫匯整) 

民國 
(年) 

新崩塌 
面積(公
頃) 

累積崩塌 
面積(公頃) 

復育崩塌 
面積(公頃) 

累積復育 
面積(公
頃) 

累積未復育

崩塌面積(公
頃) 

年度崩塌 
面積(公
頃) 

崩壞比 
(%) 

復育率

(%) 

92 295.8 295.8 0 0 0 296 0.39 0 
93 600.6 896.4 9.4 9.4 286 887 1.17 1.0 
94 114.5 1010.9 4.1 13.5 883 997 1.31 1.3 
95 0.0 1010.9 17.4 30.9 980 980 1.29 3.1 
96 26.9 1037.8 149.5 180.4 830 857 1.13 17.4 
97 10.2 1048.0 352.6 533.1 505 515 0.68 50.9 
98 5.5 1053.6 119.1 652.2 396 401 0.53 61.9 
99 0.9 1054.5 178.7 830.9 223 224 0.29 78.8 

資料引用: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研究綜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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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石門水庫集水區各子集水區崩塌地變化與復育情形 

圖片引用: 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研究綜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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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石門水庫集水區各單位管轄範圍崩塌地變化與復育情形 

圖片引用: 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研究綜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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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庫區子集水區崩塌地歷年復育影像比對示意(本研究計畫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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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玉峰子集水區崩塌地歷年復育影像比對示意(本研究計畫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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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後續擴充) 

   
 4-19 成果報告書 

 

 

圖 4-17 三光子集水區崩塌地歷年復育影像比對示意(本研究計畫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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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泰崗子集水區崩塌地歷年復育影像比對示意(本研究計畫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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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秀巒子集水區(白石)崩塌地歷年復育影像比對示意(本研究計畫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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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伍章  石門水庫集水區整合展示平臺 
石門水庫集水區整合展示平臺擔任集水區資料樞紐之角色，有鑒於各

共同治理機關已建立相關之應用系統與資料庫，基於資料不重覆建置以及

資料流通使用之效益原則，系統資料庫資料以交換或 Web Service 服務方式

彙整各共同治理機關於集水區內之監測資訊、工程計畫以及災害治理等資

料，透過整合展示平臺內之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予以彙整展示，以

供各共同治理機關上線查詢使用。整合展示平臺整體規畫分述如下: 

5-1 資訊平臺需求及目標 
本案為三年延續性計畫(民國 98 年~100 年)，其標的係建置石門水庫集

水區整合展示平臺並透過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進行業務管理分析。

本案以年度為區分單元逐步進行系統整合機制，第 1 年度(98 年)整合本局

內部既有 Web 系統、局內資訊查詢網頁等；第 2 年(99 年)度則透過水利署

水資源分享平臺(WRISP)及連結各共同治理機關已公開發佈資訊網(已具

備資料傳輸機制之資訊網，作為各共同治理機關圖資資訊整合、傳遞及應

用平臺；第 3 年度(100 年)則規劃整合展示水文主題事件，結合業務相關主

題事件，引導使用者查詢瀏覽，提高使用者與系統結合度。 

5-1-1 系統需求分析及規劃 
為能深入瞭解使用者真正需求與想法，在系統開發階段切合使用需求

之系統功能，需擬定不同時期之訪談時程與計畫。但由於使用需求不易經

由單次訪談就能引導與定義出完整與穩定範圍，因此在每次的訪談期間都

將完整紀錄訪談內容，並就訪談內容紀錄，與委託單位不斷進行溝通與討

論，進行需求變更管理，以維護後續開發工作品質。本案依據開發系統初

期目標，分為『展示平臺需求面向建置』及『原有系統加值開發』等兩方

面，經由訪談與歸納瞭解使用者需求後，再進行需求問題分析，確認功能

開發上是否有不可預期之風險。若發現需求有不明確或需補充地方，再與

使用者進行確認，如此不斷反覆至定義出系統功能開發目標與範圍後，方

進入系統分析設計與開發階段。若於系統開發階段，使用者提出相關意

見，如系統操作習慣或資料展示方法等意見，也將納入需求變更管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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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確認與修改。本案彙整石門水庫集水區相關計畫及多次與本局協商討論

(針對主要事項列表說明，如表 5-2)，主要期許計畫或系統能呈現四個面

向資訊，包含治理規劃效益、治理工程資訊及分佈、土地管理以及水資源

等(如圖 5-1)，故本案朝此 4 大方向進行資料收整及功能開發設計。 
 

 

 
圖 5-1 系統需求面向歸納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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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系統訪談紀錄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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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本案相關工作會議時程說明示意 
時間 會議名稱 參與機關或對象 討論事項及處理情形 

2009.07.06 
石門水庫集水

區保育第五次

評鑑會議 

石門水庫共管機關，包含本局各課

室、經濟部水利署、內政部營建

署、公路總局、原住民委員會、林

務局、水土保持局、新竹縣政府、

桃園縣政府等。 

協助石門水庫共管機關進

行簡報展示，將各機關工

程點位以人工方式匯入系

統。 

2009.07.14 
水利共享平臺

會議 
水利署、轄管各河川局及水資源局 

規劃水庫集水區相關業務

功能 
構思開發水庫集水區庫容

量分析模組，並已實作完

成並納入系統分析功能。 

2009.08.15 

石門水庫及其

集水區防災通

報系統資料庫

連結機制 

資策會資訊工程研究所 

討論石門水庫庫區內手動

紀錄濁度站之資料庫連結

方式及帳號提供。 
已完成資料即時連結作業

機制 

2009.09.04 
石門水庫集水

區濁度站即時

資料連結 
亞太儀器有限公司 

針對本局轄管區域(含大

漢溪)內自動紀錄濁度站

之資料庫連結方式及帳號

提供。 

2009.12.16  
第一年度教育

訓練 
本局各課室 

針對局內所需資料面向及

功能歸整，並常態性更新

系統圖資。 

2010.02.03 
石門水庫集水

區保育第六次

評鑑會議 

石門水庫共管機關，包含本局各課

室、經濟部水利署、內政部營建

署、公路總局、原住民委員會、林

務局、水土保持局、新竹縣政府、

桃園縣政府等。 

探討石門水庫共管機關各

自既有系統資料整合機制

及運用方式。 
本系統已可與水利署的專

案管考系統、水保局的水

土保持工程管考系統、山

坡地管理資訊系統進行資

料交換。 

2010.04.27 
石門水庫生態

推廣工作會議 
歷年執行石門水庫生態調查計畫

案人員 

釐清各計畫可提供資料面

向，以及各資料呈現意義

及後續調查作業 SOP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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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本案系統開發規畫相關會議照片 

  
水利共享平台會議-水庫集水區系統功能 

  
石門水庫集水區濁度站即時資料連結討論 

  
工作會議系統資料面向及運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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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eraths平台資料連結機制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成果效益暨保育防災推廣活動 

  
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第六次評鑑會議 

  
石門水庫生態推廣工作會議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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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資訊平臺服務對象 
依據經濟部於 2007 年 1 月 29 日發布之『水庫集水區治理權責分工暨

有關事項處理原則』，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有關水土保持工程，依業

務權責及專長分工治理及其監督主管機關(構)如下所示： 

(1) 水庫蓄水範圍(含庫區保護帶)：由水利署監督並由水庫管理機關(構)

治理。 

(2) 國有林班地治理(不含蓄水範圍)：由林務局負責。 

(3) 上開二款以外之山坡地治理：由水保局負責。 

(4) 有關道路水土保持部分：由道路主管機關依權責辦理(路權及上下邊

坡不可分割之治理範圍)。 
 

 
圖 5-2 石門水庫依業務權責及專長監督主管機關架構 

  
各機關相關權責業務及條文如下所示： 

(1) 水庫蓄水範圍(石門水庫標高 250 公尺以下)治理與管理：水利署北

區水資源局(依水利法 54 條之 2 及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辦法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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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2 項)。 

(2) 集水區(石門水庫標高 250 公尺以上)管理：包括違規使用之取締與

管理事項，管理機關為桃園縣政府及新竹縣政府。 

(3) 集水區治理：由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林務局(國有林班地)及北水局

分辦。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2 年 4 月 16 日農林字第 0920120251

號函，經濟部負責水庫保護帶(滿水位線起算至水平距離 30~50 公

尺範圍)、防砂工程；水土保持局負責土地超限利用管制、農地水

土保持；林務局負責林地水土保持。 

(4) 桃園縣政府於石門水庫集水區相關業務及單位則包含原住民行政

局經建課、農業發展局林務課、水務局水土保持課及農業局等課室。 
 

有鑒於此，本案規劃跨機關資訊蒐集與流通管道機制(如圖 5-3 所

示)，建置石門水庫集水區資訊整合、傳遞及應用之平臺，作為北水局與

各機關『管理治理平臺』與『資料供應中心』連結架構，提供集水區共同

治理之最佳效益。 
 

 

圖 5-3 跨機關資料庫彙整平臺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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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展示平臺服務機制 
石門水庫集水區整合展示平臺以服務導向(SOA)概念進行設計，規劃

集水區各共同治理單位於集水區內之監測資訊、工程計畫以及災害治理等

資料進行彙整。有鑒於各共同治理機關已建立相關之應用系統與資料庫，

基於資料不重複建置以及資料流通使用之效益法則，系統以資料庫資料交

換或以 Web Service 服務方式進行資料彙整，並於石門水庫集水區展示平

臺予以整合展示，以供各相關單位上線查詢使用。 

5-2-1 資料交換機制機制 
依前述資料交換機制規劃，建置資料交換機制以進行跨系統與跨單位

間資訊整合，將治理規劃應用、治理工程管理應用、治理效益應用及土地

管理應用等訊息彙整於石門水庫集水區整合展示平臺，目前水利署專案管

考系統及水土保持局工程管考系統已建立資料提供服務(Data Provider 

Service)，整體而言資料交換機制運作架構可如圖 5-4 所示，平臺透過對

應用系統發送資料請求(Request)訊息與接收回應(Response)資料訊息達到

資料取得，並籍由資訊交換過程中資料壓縮加密方以提升效能及安全性。

整個機制是建立在服務導向架構(SOA)基礎下運作，對於請求(Request)訊

息與回應(Response)訊息則遵循資料提供服務端所訂定的訊息格式，下面

將以水利署專案管考系統為例進行說明。 
 

 
圖 5-4 資料交換機制運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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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 服務導向架構最具代表性技術為 Web Services。Web service 以

Web 開放標準格式 XML(eXtensible Ｍarkup Language)為基礎，透過三個

開放式標準資料型態整合不同程式語言所建置之系統平臺。包含標準簡單

物件存取協定(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al，SOAP)、Web services描述語言(Web 

services Description Language，WSDL)以及統一描述、發現和整合(Universal 

Discovery Description and Integration，UUDI)等標準定義服務傳輸協定、服務目

錄資訊，以及服務本身描述。並且各類協定如 HTTP、SOAP、UDDI、

WSDL、XML 全部為跨平臺、跨語言的國際標準，即可克服分散式系統

整合困難之情形，實現分散式架構動態整合、平衡負擔、單元升級等優點，

建立跨異質平臺資訊傳輸機制。 

Web services 服務架構及運作流程如圖 5-5 所示。縱向由左到右表示

出 Web services 在提供者和使用者間運作步驟，橫向則是每個步驟使用到

的標準。用戶端透過 UDDI 搜尋所需要的服務，UDDI 會將服務提供者的

WSDL 位址提供給用戶端，接著用戶端會使用此 WSD1L 文件找尋服務者

實際的位置，服務者會將服務的詳細內容回傳給使用者，以上階段都是在

設計階段或動態執行的；最後用戶端會使用開發工具來使用並聯結此

WSDL 文件所提供的服務，雙方便會開始使用 SOAP 來做資料的交換傳

遞，這個階段則實際為使用 Web Services 的過程。 
 

 
圖 5-5 Web services 服務架構及運作流程說明示意 

圖片引用修改自:http://www.iiiedu.org.tw/knowledge/knowledge20021231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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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service 和傳統的網頁程式的最大不同點是，傳統的網頁程式處

理完資料後，結果是存在 Server 內，雖然這些結果可以用網頁的方式呈

現在 client 端，但是 client 端，無法立即使用這些資料，要花很大的功夫

重建資料。透過 Web service 技術可隨時經由網路增減元件以調整系統功

能，使得應用系統開發及維護更為容易。 

簡單而言，Web Services 架構係由模組化之元件構成，以 XML 為資

料格式透過網路提供服務，將軟體服務封裝成一堆可以在遠端呼叫的函

數，將資料公佈在網路上(服務定義的目錄，UDDI、ebXML)，透過網路

通訊標準協定(例如 HTTP、SMTP、FTP、RMI 等)，以 XML 標準格式的

底層協定(例如編碼格式，SOAP 與描述語言，WSDL)來處理溝通與辨認

程式碼的問題，進而與其他的應用程式進行溝通及提供服務。各類協定如

HTTP、SOAP、UDDI、WSDL、XML 全部為跨平臺、跨語言的國際標準，

即克服現今分散式系統整合困難之情形，實現分散式架構動態整合、平衡

負擔、單元升級等優點，易建立一跨異質平臺及擴充之資訊系統。Web 

Services 資料交換機制如圖 5-6 所示，包含資料請求(Request)訊息與接收

回應(Response)資料機制。 
 

 
圖 5-6 Web services 資料交換機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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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系統資料連結服務 
1.治理工程資訊 

為整合各共同治理機關於水庫集水區治理工程資料，各計畫承辦單

位聯繫，瞭解各系統其架構、資料內容及系統資料交換機制調查。針對

本案相關系統包含水利署的專案管考系統、委辦計畫管理系統、水保局

的水土保持工程管考系統、山坡地管理資訊系統、治理規劃資料展示平

臺等系統。本平臺已可與水利署的專案管考系統、水保局的水土保持工

程管考系統、山坡地管理資訊系統進行資料交換，目前因林務局『年度

施政計畫執行管制考核系統』為內部資訊網路，並不提供對外連線故尚

未連結納入。各機關資訊系統資料交換機制整理如表 5-4 所示。 
 

表 5-4 各共同治理機關資訊系統資料交換機制調查 
機關 資訊系統名稱 引用資料 辦理情形說明 

經濟部水利署 專案管考系統 治理工程 採用 Web Service 提供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水土保持工程管考系統 治理工程 採用 Web Service 提供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山坡地管理資訊系統 
衛星變異點查

報取締案件 
採用 Web Service 提供 

 

A. 水利署『專案管考系統』 

經濟部水利署為落實執行行政院列管計畫、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一億元以上公共建設計畫、經濟部年度重要施政計畫及提升水利署計畫

執行管考工作績效、掌握署內暨所屬各業務單位執行之各項計畫資料，

於民國 95 年度建置『專案管考系統』，以輔助水利署有效控管列管計畫

進行之各階段流程，提供主管人員作為計畫管理之參考依據。本案透過

「計畫工程執行回報管理系統」進行系統資料橫向傳輸連結機制，以

Web Services 擷取該系統內石門水庫集水區內之各項工程資訊，包含年

度別、區域(縣市)別、執行機關別、性質別、階段別等，分別彙整各工

程資料，包含工程點位坐標(67、97 或經緯坐標系統)、屬性資料(金額

為國字或數字等)，分別查核資料的正確性再後匯入計畫開發之三維網

路地理資訊系統，以減少各業務單位人員重覆登錄，並強化計畫工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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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整合內容，提高系統資料整合。 

 
圖 5-7 計畫工程執行回報管理系統工程資訊列 

 

B. 水保局『水土保持工程管考系統』 

『水土保持工程管考系統』乃水土保持局為掌握各縣市政府及各工

程所提報上來之各項工程進度資料，透過該系統即可了解各縣市政府或

各工程所上網建置各項工程進度資料，即時掌握各項工程之進度及空間

分布情形，以供工程管理之參考依據，如圖 5-8。 

 
圖 5-8 水土保持工程管考系統查詢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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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即時水情資訊 

系統透過 Web Services 整合水利屬 WRISP 服務平臺內水資源資料

查詢服務、本局水情資訊、環保署水體監測資料以及氣象局，針對流量、

水位、濁度、水質以及雨量等時序性資料庫進行連結作業，建構資料請

求(Request)訊息與接收回應(Response)資料機制達到資料即時取得機

制。系統即可擷取與分析全台各流域特定雨量、流量或水位測站於某一

時間點、某一區段(或颱洪事件)之即時資料，以作為即時水文資訊展示

以及颱洪水位預警之機制。 

A. 環保署水質監測資訊連結 

環保署除提供各機關線上瀏覽各類水質監測資料外，亦考量各界對

於各水體監測資料加值應用之需求，進而提供 Web service 資料交換機

制(如圖 5-9)，包含近岸休憩海域水質測站、水庫水質測站、地下水水

質測站、河川水質測站、海域水質測站以及各水體水質測站等基本資

料，透過服務即可連結查詢各測站即時資料如圖 5-10 所示。 
 

 
圖 5-9 行政院環境環保署水質監測 Web service 服務 

資料來源:http://wqshow.epa.gov.tw/ws_wqepa/ws_wqepa.as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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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環保署水質 Web Services 資料要求與回應範例 

 

B. 水利署 WRISP 平臺資訊連結 

水利署現有的對外系統之資料(如水文資訊申請網、水文資訊網整

合性服務系統、水文水資源資料管理供應系統)皆取自水利署水文資料

庫，該資料庫除存放經水利署審核之業管資料外，尚存放其他署內單位

之水文觀測資料，如北中南水資源局、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及水規

所，此外還包含許多署外單位提供之歷史資料，如中央氣象局之雨量資

料、台灣電力公司之雨量、水位、流量、含砂量資料…等，其內容資訊

相當豐富(銳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目前水利署已建置眾多資訊系統及資料庫，包含 MIS 資訊類、GIS

資訊類、水文資訊類以及其他類等，共計 43 項服務類別(如圖 5-11)。

其可透過 WRISP 服務導向架構實踐水利服務 E 網通之構想，以簡化資

料流通、整合流程，提昇資料流通的便利。為擴大整合本案系統資料之

多元化以及達成系統資料來源同步更新、減少重複建置之目標。系統規

劃納入水利署 WRISP 服務平臺，進行相關連結水文連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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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水利署水資源資訊服務平臺服務目錄示意 

 

 
圖 5-12 Web Services 資料要求與回應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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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局濁度水情資訊連結 

本局 97 年度已完成可經由網際網路輸入人工監測點之水質濁度資

訊，系統將可結合自動監測點之水質濁度資訊產製歷線圖，包括集水區

降雨、集水區水質及水位、地表滑動、壓力水位計等，供應變中心應變

處理掌握石門水庫各重要監測點水質濁度現況及變化趨勢，作緊急通報

及應變之處理機制。有鑑於此，本案亦透過後端資料庫交換機制，連結

已整合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及本局石管中心既有濁度自動監測系統(如

圖 5-13)，使用者即可透過本案系統進行即時濁度資料查詢及展示。 
 

 
圖 5-13 庫區歷線圖分析與濁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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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建置整合展示服務平臺 
石門水庫集水區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為全繁體介面，本系統功

能架構已相當完整且實用，截至 98 年底系統功能已初步完成系統版型及功

能架構更新作業。基於前述集水區治理規劃及系統使用需求探討以及參與

歷次教育訓練以與評鑑會議，已廣泛彙整使用者於圖資需求、操作建議以

及業務分析需求等需求，並規劃針對『系統操作機制』、『圖資說明』及『主

題圖資統計』等三方面進行服務平臺規劃。 

5-3-1 展示平臺入口網頁 
將本案成果設置說明網頁，藉由網頁提供基礎資訊內涵及來源進行說

明，網站架構及主題架構規劃如圖 5-14，包含計畫說明及簡介頁面、三

維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詮釋資料說明以及線上教學等。網頁設計以使

用者角度考量，以清新風格及動態選單方式，以符合網站易用性

(Usability)，提高系統親和力及便利性。 
 

 

圖 5-14 服務平臺整體架構說明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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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統與圖資更新公告 

三維系統自 97 年上線至今，涵蓋圖資類別及項目龐大，須要有圖

資更新公告的訊息通知使用者。已完成新增系統與圖資更新公告主題服

務頁面版面設置，如圖 5-15 所示。點選更新公告連結，均會以 PDF 檔

開啟，以利使用者線上觀看或下載瞭解。 
 

 

 
圖 5-15 系統公告與圖資更新說明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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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 系統公告與圖資更新說明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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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維系統連線檢測 

為強化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入口網頁之客戶端版本與頻寬配備檢測

機制，設置自動偵測網頁。使用者只需由入口網頁進入系統，伺服器即

會跳至自動偵測網頁以檢查客戶端之版本元件與網路頻寬。若版本需要

升級，使用者僅需執行微軟作業系統之安裝與移除程式功能，將原客戶

端(client)系統元件移除，再下載新元件安裝，即可順利完成客戶端版本

升級作業，畫面連入示意如圖 5-17 所示。 
 

 
圖 5-17 系統登入檢測導引畫面示意 

  

3.詮釋資料查詢 

配合內政部內政部研訂之新版詮釋資料標準(TWSMP)建置詮釋資

料編輯及查詢功能。客戶端點選查詢連結後端詮釋資料庫，列舉各項圖

資「核心資料」、「詳細資料」、「XML 資料」等 3 類層級資訊。針對不

同使用群提供簡易圖資內容說明，包括資料名稱、建置或蒐集日期、權

責單位、供應單位等資訊，讓使用者可快速了解圖資並取得其相關權責

等重要資訊，詮釋資料查詢設計如圖 5-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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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 詮釋資料查詢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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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後續擴充) 

   
 5-23 成果報告書 

 

4.線上教學頁面 

針對一般以書冊方式呈現系統操作流程之說明手冊，易因攥寫方制

或說明範例較為制式，若無透過實機教學或線上詢問說明，使用者較不

易由文件統整運用。本案配合系統更新及改版作業建置線上教學專區，

透過動態圖文(影片)型態進行教學說明，並配合教育訓練相關議題進行

案例教學說明，使用者可快速掌握系統操作機制以及業務運用分析。 

考量教學影片於網際網路其傳輸及展示效能，採取影像串流

(Streaming)機制將影像壓縮經過網際網路分段傳送，客戶端只需預先下

載極小部份資料即可即時(Real-time)播放，大量節省使用者下載及等待

時間；並且串流技術係透過客戶端緩衝記憶體(Buffer)的概念，使資料

不經實體儲存而直接由緩衝記憶體讀取播放後丟棄，亦可節省磁碟儲存

空間且具有一定程度智慧財產權保護機制。線上教學頁面包含功能學習

及 Q&A 說明兩項，客戶端可自行點選教學主題及系統常見問題，頁面

則即時連結展示影片或說明文件，展示畫面如圖 5-19 所示。 
 

 
圖 5-19 線上教學說明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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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 
1.系統運作環境架構 

本局 97 年度開發之『石門水庫集水區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

已完成系統軟硬體之購置，並已安裝架設於本局提供局內各課室人員使

用。本案考量經濟效益以及系統管理維護之效率，並基於使用共同資料

庫之原則，將『石門水庫集水區整合展示平臺』架構於同一伺服器中。 

系統伺服器軟體係採用藏識科技有限公司所研發 Universe 軟體，

分為地圖伺服器與客戶端導覽兩個部份。地圖伺服器使用 Universe 

Server 進行圖資轉換、影像壓縮與網路傳輸等設定，而客戶端則以嵌入

網頁 ActiveX 元件核心程式透過網際網路進行三維地形飛行導覽，系統

軟體服務架構如圖 5-20 所示。而系統伺服器軟體具備 TB 級巨量無縫

影像空間資料庫為系統技術核心，其具多解析度、高效能空間索引和空

間查詢特性，可在瀏覽器即時瀏覽三維影像資料，亦俱備空間分析功

能，並提供二次開發功能讓使用者使用客製化分析工具。 
 

 
圖 5-20 系統軟體服務架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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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主要環境架構在全球資訊網路(WWW)上，採用三階式(3-Tiers)

架構，利用 HTML、ASP、Web 伺服器與 Web 瀏覽器等相關技術將有

關水庫集水區管理及治理之資訊放置於網際網路伺服器上，以達到資訊

快速傳遞之目的，如圖 5-21 所示。 

 
圖 5-21 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整體架構 

 
圖 5-22 三維網際網路地圖伺服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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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軟、硬體更新系統作業 

為配合本案進行系統軟體版次升級、系統功能及核心技術之更新，

以提昇三維平臺系統影像讀取運算負載速度以及強化系統服務功能，而

將三維系統伺服器軟體版本由 7.6 版更新為 8.5 版，並配合其硬體環境

調整進行相關服務發布測試及系統檢測(如圖 5-23、圖 5-24)；系統同步

連線使用人數亦由原 15 人更新擴增至 35 人，提供更高效率及更加便利

業務功能與操作機制，提供更佳之系統服務。 
 

 
圖 5-23 系統更新安裝及檢測作業畫面 

 

 
圖 5-24 系統連線檢測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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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統圖資架構更新整合 

本案系統核心資料配合署內維護作業統一更新維護(如圖 5-25)，將

原有圖資架構重新依據水資源資料架構格式於 99年 6月 28日修訂決議

遵循國土資訊系統架構訂定四階層分類目錄，並調整為 6 個資料大類、

13 個資料中類、28 個資料小類、193 個資料檔案，以下為系統圖資更

新之架構如圖 5-26 所示。圖資架構主要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為署內相

關計畫及外部機關(單位)產製發佈之數值圖資圖資，第二類為多期遙航

測數值影像及數值高程資料，以及第三類為本團隊自行彙整產製之主題

圖資(如河海堤防位置、治理計畫線、斷面)。 
 

 
圖 5-25 水資源圖資分類架構示意 

 

系統可依據使用者瀏覽遠近更新換不同解析之影像及圖資資料，或

預設由使用者自行勾選展示。此方式不僅簡化使用者操作繁雜度，亦大

幅降低系統對於超大資料量的讀取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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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6 三維網際網路圖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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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統功能及架構改版說明 

A. 使用者導向設計介面 

原系統展示介面對於一般使用者而言較不易記憶其功能列之名稱

及功能。本案針對資料查詢機制、操作流程以及版面進行更新，將使用

者常用 GIS 操作(如縮放、平移、全景、正北、查詢)及業務常用(如圖

片連結、輸出列印、操作說明)等功能建構圖形化操作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s)，並提供使用者查詢各項主題式資料及統計資訊，以提

高系統使用之便利性及親和性，如圖 5-27 所示。 

 
圖 5-27 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展示介面更新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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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題資訊查詢展示 

原系統僅能提供單一類別資訊查詢機制，隨系資訊技術發展，以及

多元圖形元件與共享服務技術之進步，主題性服務導向架構已演成為新

一代系統趨勢。爰此，本案擬強化並導入創新系統操作機制，使用者僅

需透過點、線、面等不同空間概念(尺度)進行圖資查詢，系統自動連結

相對應之功能群模組進行主題性資訊分析及展示，簡化以往系統繁雜操

作介面，提升圖資整合運用之效益，主題資訊查詢及展示設計如圖 5-28。 
 

 
圖 5-28 主題資訊查詢及展示視窗設計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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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使用者選取『點』圖資查詢機制時，系統則自動列舉該點選位置

其複合性主題資訊(如天氣、地籍、土地利用及地質查詢 7 大類)；若點

選『線』查詢時，系統則即時演算線段長度、地形坡度以及歷年高程剖

面分析；而點選『面』查詢時則包含面積計算及地形變化等主題性資訊。 
 

 
圖 5-29 系統功能規劃設計概念示意圖 

 

C. 系統功能擴充及修正 

本年度配合系統架構、功能改版以及伺服器軟體版次更新，在保有

舊版功能下將現有系統入口頁面及功能架構進行整併，透過引導式查詢

邏輯提升使用者對於系統使用熟識度，規劃更新及新增系統功能包含

(1).庫區庫容量計算(HAV 曲線圖表)、(2).主題事件定位查詢展示、

(3).2D/3D 切換，系統整體功能架構說明表 5-5 所示，相關功能說明簡

述分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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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0 系統功能整體架構圖示意 

 
表 5-5 新版系統展示介面簡述 

項次 功能頁面說明 說明 
系統圖台基本操作 
1 基本模組 圖台縮放、平移、全景、圖資查詢、正北、連結、輸出及說明 
系統功能群模組 
1 點查詢機制 系統自動列舉該點選位置其複合性主題資訊(如基本資料、天

氣、土壤、地質、土地利用、都市計畫及地籍等 7 大類 
2 線分析機制 系統依據使用者繪製線段自動進行量測資訊及地形剖面分析 
3 面分析機制 系統依據使用者繪製區塊自動進行量測資訊及地形沖淤分析 
4 清除 清除所有分析功能並關閉圖層 
系統分頁群組 
1 圖層控制 各類圖資依其分類架構歸納，並提供樹狀勾選展示機制 
2 快速定位 含行政區、道路、地標、坐標、河川、地籍等 10 類快速選項 
3 進階功能 包含集水區劃設、同步飛行、飛行記錄、模型管理等功能 
4 編輯功能 提供使用者 
5 主題統計 提供主題性圖資統計功能 
6 查詢結果 各類查詢結果展示區 
圖台基本功能設定區 
1 基本功能設定 包含水下穿透、3D 模型開關、飛行音效等環境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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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使用者操作機制 

使用者飛行模擬導覽方式則可依據滑鼠、鍵盤等方式進行三維空間

飛行、多角度移動(包含飛行速度、離地高度、轉彎及傾角)與原地旋轉。

使用者能隨意控制觀看角度(放大、縮小、漫遊、旋轉觀看)，亦可搭配

羅盤滑輪方式(如 Google Earth 介面)設定，供使用者快速飛行操作。本

案亦配合歷次教育訓練與使用者心得意見，新增可即時切換 2D/3D 展

示平臺之操作機制(如圖 5-31)，使用者於 2D 平臺仍可採平移、縮放等

圖臺基礎功能進行飛行導覽，以便利不同使用者於系統展示之需求。 

 
圖 5-31 2D/3D 即時切換系統展示平臺畫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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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系統功能模組展示說明 
1.查詢功能群組 

使用者僅需透過點、線、面等不同空間概念(尺度)進行系統圖資查

詢，系統則自動連結相對應之功能群模組提供主題性資訊及分析展示。

依據使用者關心的主題(Subjects)考量所有相關連資料表單(Table)間維

度層級關係，結合相關主題資料透過圖籍以提供統計性的、摘要性的表

現方式，其運作機制包含 Point in Polygon(稱區中點分析)及 Buffer(環域)

分析兩概念，Point in Polygon 運作示意如圖 5-32(A)所示，其可判斷該

點坐標所屬資料區域，如圖中該點位於臺北市內湖區及第十河川局，透

過此分析功能，可讓使用者掌握該點之基本空間位置；Buffer 環域分析

其示意如圖 5-32(B)所示，可將圖中該點鄰近距離內相關圖資皆可進行

搜尋。使用者能透過此功能進行圖層複選機制，例如某一災害地點其臨

近範圍內地籍資料，並可複選列表統計。以下就各類功能群模組及主題

資訊加以說明。 
 
 

 
圖 5-32 Point in Polygon 及環域分析示意圖 

 

A. 點查詢功能 

各類主題包含基本資料、天氣、土壤、地質、土地利用、都市計畫

及地籍等 7 大類，使用者僅需點選主題視窗，系統則自動切換相對應之

主題資訊，查詢展示如圖 5-34 及圖 5-34 所示。此機制不僅能凸顯主題

資訊，亦能透過圖籍與資料表單呈現更彈性、多維度關聯分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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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3 點查詢主題資訊功能展示示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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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4 點查詢主題資訊功能展示示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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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線分析功能 

包含量測資訊(長度、坡度、曲度分析)以及斷面資訊等 2 類。 

a. 量測資訊 

依據使用者所繪製線段進算長度計算，並依據數值高程資料進行坡

度計算，包含斜率、角度及比例等三類常用說明資料。 

b.地形剖面比對 

系統自動蒐尋比對使用者繪製線段區域之歷年 DEM 資料，繪製線

段地形剖面圖，並可依不同年度剖面資料進行沖淤分析比對。 

C. 面分析功能 

系統自動分析使用者所繪製之面圖徵相關主題資訊，包含量測資訊

(長度、坡度、曲度分析)以及斷面資訊等 2 類。 

a. 沖淤計算 

使用者可針對崩塌區域(或庫區)選取不同時期高程資料，利用不同

時期 DEM 高程變異之差異進行統計，系統立即顯示計算面積及崩塌量

(沖淤量)之數據，並可輸出報表使用，如圖 5-35 所示。 
 

2.快速定位功能模組 

主要包含行政區定位、道路定位、地標定位、坐標定位、河川定位、

地籍地位、Google 定位、圖層定位、關鍵字定位、特定圖層定位(如影

像監測站、照片點位)等 10 類快速定位選項。以地籍定位為例，系統會

自動查詢使用者目前系統畫面所在縣市鄉鎮位置並自動填入系統選

單，使用者僅需選取預定查詢地籍段別以及填入地號資料，系統則自動

顯示該地號之地籍基本資料及所有權部資料，並可執行定位及查詢資訊

輸出畫面等功能，地籍定位展示畫面如圖 5-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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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5 線段及多邊形面主題資訊查詢功能展示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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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6 系統快速定位功能展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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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進階分析功能模組 

主要包含同步飛行、集水區劃設、庫容量計算、土壤流失量、飛行

錄影、模型管理等 6 類功能。 

A. 同步飛行比對功能 

使用者可依據系統時間序列選單，自行選定不同時期影像(正射影

像、衛照影像)進行飛行比對。或由系統自動定點切換不同時間點影像，

可立即進行前後期地形變遷等比對展示。 

B. 動態集水區劃設功能 

使用者可自行選取不同年度之數值高程模型，點選預計分析之地

點，系統則自動劃設點選區域之水流向圖層，進一步點選水系匯流口則

系統自動劃設該點位以上之集水區，並可查詢該集水區地文因子資訊。 

C. 水庫蓄容量計算功能 

配合數值高程模型資料，系統可依使用者圈選計算範圍進行庫容量

計算，系統則依據不同高度計算其蓄水面積及總蓄水量等基礎資訊，以

連續蓄水高度進行動態蓄水範圍進行展示，並可將前述資訊即時轉換為

繪製 HAV 曲線圖；亦可展示各斷面位置其水位高度資訊。 

D. 土壤流失量計算功能 

透過土壤流失公式(USLE)結合降雨逕流沖蝕性(R)、土壤可蝕性

(K)、地形(LS)、覆蓋與管理(C)、以及水土保持措施(P)等因子，用以預

測均勻緩坡之土壤流失量。 

E. 飛行錄影功能 

系統提供使用者自行飛行方式紀錄攝影機空間坐標，並依攝影機空

間坐標產製錄影檔並出輸出 AVI 檔。 

F. 3D 物件模型展示功能 

使用者搭配系統預先建置 3D 物件模型，自行任意放置模擬進行 3D

場景導覽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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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7 進階分析功能展示畫面示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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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8 進階分析功能展示畫面示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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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編輯功能 

編輯工具可供使用者進行主題事件編輯，包含點、線、面、文字標

記、照片及網頁等類別。其中點圖徵可由系統已建置之圖例進行選取繪

製，而線及面圖徵可於系統圖台上任意繪製，並透過自訂顏色及線寬之

改變展示設定，系統展示方式如圖 5-39(A)所示。而各圖徵屬性欄位資

料皆由使用者進行屬性設定連結網頁路徑，展示方式如圖 5-39(B)所

示。文字標記工具主要提供使用者於特定位置上，輸入展示之文字內

容，並以 T-bar(旗桿展示文字方塊)或文字方塊呈現；另可將圖片檔案

展示於 T-bar 上呈現，以提供更多元化之自訂作畫說明方式，系統展示

方式如圖 5-39(Ｃ、D)所示。 
 

 
圖 5-39 系統繪圖編輯功能展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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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題統計功能 

主題統計內含工程管考、即時水情及主題地標等 3 類功能。 

A. 工程資訊整合查詢機制 

工程點位即包含前述水利署『計畫工程執行回報管理系統』及水保

局『水土保持工程管考系統』兩類工程資訊，查詢控制列可依年度別、

執行機關、縣市鄉鎮、金額或關鍵字等方式查詢工程計畫基礎資訊，透

過 Web Services 方式依各機關單位填報之 X、Y 坐標自動轉換成治理工

程點位轉置於系統平臺，使用者並可依據相關欄位進行統進分析。 

B. 即時水情 

系統針對水位、濁度、雨量以及水質等測站以 Web Service 技術進

行資料庫即時連結查詢，系統依據使用者選取查詢測站類別、時間及天

數以圖表與表格方式(含每小時紀錄、最大、最小值以及平均值等)。 

C. 主題事件展示 

使用者可將自然環境事件與地圖資料結合，系統則依據事件類別連

結相對應點、線、面等功能。 
 

6.輸出列印模組 

包含平面列印出圖、畫面輸出(jpg 圖檔)以及記錄主題(網頁超連結)

等三項功能。 

A. 平面列印出圖 

使用端可設定印表機款式、紙張尺寸以及出圖比例尺即時預覽出圖

範圍；進階設定則包含指北針樣式、標題設定以及比例尺等設定。 

B. 輸出圖檔 

則可依據使用者展示視窗，提供圖檔輸出機制。此功能與平面列印

出圖功能差異在於畫面輸出可提供 3D 地形畫面。 

C. 網址 

可將系統畫面產製連結網址供一般網頁連結，透過瀏覽器可直接顯

示三維地理資訊系統所紀錄的畫面；並且使用者可選此畫面啟動三維飛

行與瀏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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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0 系統主題統計功能展示畫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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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1 系統列印出圖功能畫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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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WMS 圖資發布 

網路地圖服務(Web Map Service,以下簡稱 WMS)為開放式地理資訊

系統協會(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OGC)所制定的 Web Services 機

制，透過標準公開通訊協定作為異質平臺間溝通機制，提供客戶端端直

接向伺服器端進行圖檔查詢服務(如 JPG、GIF、PNG 等)，讓圖資交流

不受限於商業軟體，甚至可用非特定商業軟體進行資料瀏覽。 

WMS 伺服端透過 HTTP 通訊協定與 Client 端互動，其服務資訊包

含資料名稱、圖檔範圍、格式以及出圖坐標系統，如伺服器正常運作就

能使用瀏覽器給予伺服器參數並要求回應，WMS 服務 URL 服務說明

如表 5-6 所示，不同軟體平臺引用 WMS 影像服務測試如圖 5-42 所示。 
表 5-6 WMS 服務 URL 參數說明 

參數 說明 
http://3dwebgis.wranb.gov.tw:223 WMS 服務位置 
VERSION=1.1.1 WMS 的服務版本為 1.1.1 
request=GetMap 要求伺服器回傳影像大小、坐標系統等屬性。 
SRS=EPSG:4326 坐標系統(EPSG:4326 為 WGS84) 
LAYERS=石門集水區_99 年 0.5M 要求伺服器傳回指定的影像: 石門集水區_99 年 0.5M 
WIDTH=512 HEIGHT=512 輸出圖形的長與寬，寬為 512，高為 512 
FORMAT=PNG 輸出圖形格式，格式為 PNG 

 

 
圖 5-42 WMS 影像連結測試成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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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後續擴充) 

   
 5-48 成果報告書 

 

5-4 系統資訊安全營運維護 
5-4-1 系統開發檢測機制 

依據水利署資訊相關系統開發注意事項，建立系統測試報告【包含單

元測試、整合測試、使用者測試及網站壓力演練測試】，計畫系統測試包

含四大類測試，分別為單元測試、系統整合測試、壓力測試、使用者驗收

測試等如圖 5-43 所示。以下為本計畫針對資訊相關系統開發注意事項，

進行之各項測試說明如下： 
 

 
圖 5-43 系統開發設計測試過程圖 

1.單元測試 

單元測試是對軟體基本組成單元輸出輸入進行的測試，是屬於白盒

測試的範疇，它主要通過對程式碼的邏輯結構進行分析來設計測試用

例。單元測試的目的除了要發現編碼中引入的錯誤和發現代碼與詳細設

計不一致的地方之外，另一個目的是為了保證詳細設計的品質。並且測

試分析和測試用例設計需要依據詳細設計來進行，實際即是對詳細設計

的重新檢視流程。 

2.系統整合測試 

系統整合測試為系統整體測試，包含技術及功能方面測試，功能達

到可上線使用，如果沒有達到則回到開發建置流程階段。並且於系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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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之前，須進行系統整合測試，模擬系統情境運作，主要測試整個系統

作業是否正確，避免系統在運作時發生錯誤情況，例如當機，系統整合

測試將所有作業流程進行驗證，確保系統遇到問題時，可以馬上找出解

決方案。主要在檢測系統設計作業程序，加速進行設計作業並提昇其品

質，作為計畫系統開發人員檢核之參考。系統測試作業應進行單元測試

程序、整合測試程序，並視需要執行平行測試及使用者測試等。 

3.壓力測試 

壓力測試是指模擬巨大的工作負荷以查看系統在最大使用者登入

情況下如何執行操作。其一壓力測試為較短時間內模擬多人上線的工作

負荷量是系統的使用達到最大使用者後，是否產生系統當機或錯誤率激

增，並能夠找出系統所能支援的最大使用數。 

本案透過自行開發檢測程式模擬多人連線機制狀態，並針對系統進

行模擬操作(包含快速飛行、巨量向量及影像圖層開關、功能反覆操作

等)，系統測試展示效能良好，亦符合北水局同時 10～15 人同時上線之

使用需求；並可確保系統在多人連線時不因負載過重而導致圖資遺漏或

斷面之問題，系統壓力測試畫面如圖 5-44 所示。 
 

 
圖 5-44 多人同步登入及系統功能測試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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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資訊安全檢測機制 
水利署對外連線系統之資訊安全除採取防火牆、入侵偵測、入侵防

護、防毒等基本外部防禦外，亦導入 Fortify SCA 機制針對 Web 應用程式

原始碼弱點檢測及漏洞檢測等安全性議題進行檢測評估。Fortify SCA 包

含 118 項資訊安全程式規則庫，涵蓋錯誤資訊處理(Poor Error Handling)、

程式碼含有未使用到的程式碼(Unused Method)、易造成記憶體洩漏的問

題如:資源未釋放(Unreleased resource)等的品質問題；以及 Cross-site 

Scripting (XSS)及 SQL Injection 等安全問題。 

本案系統已針對系統客戶端安裝程式(Client)與伺服端執行程式(Web 

Service)兩項程式碼進行弱點檢測作業，檢測結果如圖 5-45 所示。其中 Path 

Manipulation 弱點屬 Win Form 應用程式無需修改；而 Unreleased Resource 

Streams 弱點則屬 Fortify SCA 誤判，亦不需修改，故本系統僅存低弱點符

合水利署資訊安全檢測規定。 
 

  
圖 5-45 水利署 Fortify 程式弱點掃描成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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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後端資訊分析功能 
為迅速處理電腦主機暨網路系統等危安事件，降低緊急事故所造成系

統運作與業務推展之損害，依「資訊相關業務災害緊急應變處理實施計畫」

規劃研訂「應用系統伺服器災害緊急應變程序」。本案三維網際網路地理

資訊系統為 Server-Client 架構，當 Server 無法正常運作時，系統亦將無法

運作。在此前提下，Server 的運作偵測及備援機制就相當的重要，故本案

攥寫自動偵測及發送系統伺服器狀態資訊程式進行 Server 監控，以每小

時自動進行監測，若有問題則主動發送 Email 告知管理者，如圖 5-46。 
 

 
圖 5-46 自動偵測及發送系統伺服器狀態資訊 

 

系統透過網際網路進行傳遞客戶端與伺服器之間的命令，此方式需

透過 TCP/IP 服務，稱之為命令通訊埠(Command Port)，因此當偵測伺

服器出問題時，可依據下列程序進行錯誤修正，各類資訊處理步驟彙整

如表 5-7 所示，針對各項狀態及功能說明入下： 
 

(1) PORT80 狀態：TCP Port 80 為 Web Services 的服務程式通道。 

(2) PORT1000 狀態：為三維地理資訊系統伺服器未啟動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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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ORT1024 狀態：為系統設定 Load Balance Server(網站系統負載均

衡)之功能之服務程式通道。 

(4) PORT1433 狀態：為系統 SQL 作為 ASP.NET 程式的後端資料庫之

用存取/管理之服務程式通道。 
  

表 5-7 伺服器狀態維護修正機制彙整表 
問題 伺服器狀態為 False 

解決方式 
連線至本署 VPN；使用遠端桌面連線至該伺服器； 
若連線成功，表示 ping 封包被防火牆封鎖，屬正常； 
若無法連線，表示伺服器可能已被關閉，請洽本署資訊室。 

問題 Port80 為 False 

解決方式 

一、確認伺服器正常運作，請參考伺服器狀態為 False 之解決方式； 
二、使用遠端桌面連線至該伺服器； 
三、我的電腦->右鍵->管理->服務及應用程式->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網站->預設的網站->右鍵->啟動； 
四、若啟動失敗，表示 IIS 已被關閉，請至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右鍵->所有工作->重新啟動 IIS。 

問題 Port1000 為 False 

解決方式 

一、確認伺服器正常運作，請參考伺服器狀態為 False 之解決方式； 
二、使用遠端桌面連線至該伺服器； 
三、開始->程式集->PiloGaea->INet4D Wise Server Suite->INet Universe 
4DServer->Universe Server 

問題 Port1024 為 False 

解決方式 

一、確認伺服器正常運作，請參考伺服器狀態為 False 之解決方式； 
二、使用遠端桌面連線至該伺服器； 
三、開始->程式集->PiloGaea->INet4D Wise Server Suite->INet Universe 
4DServer->Universe Load Balance Server 
備註：若伺服器無 Load Balance，則請參閱 Port1000 為 False 之解決方式。 

問題 Port1433 為 False 

解決方式 

一、確認伺服器正常運作，請參考伺服器狀態為 False 之解決方式； 
二、使用遠端桌面連線至該伺服器； 
三、開始->程式集->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組態工具->SQL Server 組態

管理員 
四、選取左邊 SQL Server 2005 服務，之後再選右手邊之 SQL Server 
五、點選工具列->啟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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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系統平臺推廣計畫 
6-1 系統平臺教育訓練 

針對本局及集水區共同治理業務單位(機關)提供實機上線操作之教育

訓練，除加強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之操作使用，亦加強宣導本案資

料庫整合機制，並藉由教育訓練廣泛蒐集使用者心得、使用需求、使用建

議等，作為後續系統提昇之參考，教育訓練推廣計畫擬定如下： 

6-1-1 教育訓練規劃與籌備 
依教育訓練對象及講習時程之規劃，可分為三個主要時程，第一為籌

備期間、第二為講習實施期間、第三則為輔導更新。事前準備工作將影響

學習之參與意願，因此資料準備等事項皆需有完善之規劃，方能達到教育

訓練預期之目標。籌備期間進行的主要工作為單位需求訪談、課程內容方

向修正與訂定、講師安排、講義編輯及各項相關聯絡事宜。實施期間則依

計畫行程安排學員上課，並同時蒐集使用者回饋意見，作為系統更新改進

之參考依據，教育訓練執行規劃如圖 6-1 所示。 

 
圖 6-1 教育訓練執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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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訓練對象及時程地點 

A. 教育訓練對象 

教育訓練對象主要針對石門水庫集水區共同治理業務單位(機關)

為主，包含本局各課室、經濟部水利署、內政部營建署、公路總局、原

住民委員會、林務局、水土保持局、新竹縣政府、桃園縣政府等，使各

使用單位及人員迅速熟練系統的操作與應用。 

B. 時程安排 

本案為三年度延續性計畫(民國 98 年~100 年)。教育訓練配合本局

相關業務之執行進度以及系統更新測試之時程辦理，研擬每年度辦理一

次教育訓練，並針對系統更新或新研發之功能進行說明展示，確保本局

各課室人員可熟練系統操作以及系統功能修正之參考。 

C. 地點安排 

計畫教育訓練地點訂於水利署電腦教室或本局依山閣水情中心，其

中水利署電腦教室可同時容納約 20 人進行教育訓練，配備先進之教學

廣播系統及液晶螢幕個人電腦，講師可將螢幕畫面及聲音廣播給所有或

特定的學員，並可監看學員之螢幕、引導學員系統之操作。 
 

 
圖 6-2 歷次系統教育訓練規劃方案及教學說明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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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教育訓練報名表示意 
石門水庫集水區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 
教育訓練課程報名表 
姓名: 性別: □男□女 身分證字號: 
服務單位: 職稱: 
連絡電話:(公) 傳真: 
通訊地址:□□□□□ 
Email: 
午餐: □葷食□素食 
備註: 
1.報名方式:請於 100 年 10 月 15 日前填妥報名表，傳真至 04-22303708 或

Email:taolin@ms14.hinet.net 
2.聯絡人:陶林數值測量工程有限公司 王駿穠□聯絡電話:04-22303659 
3.教學地點:經濟部水利署中部辦公室 4F 電腦教室 
地點住址: 
40873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 2 段 501 號／電話：04-2250-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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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內容及教材規劃 

A. 課程內容規劃 

為使訓練效果顯著，於課程內容方面將朝力求學習人員能夠深入瞭

解及熟練操作技巧之目標規劃。課程內容安排以本案系統各模組功能之

整合應用為主，輔以相關技術之介紹，以期使計畫成果與實務並用。針

對系統登入、操作、管理之訓練並輔以實機操作教學。本案教育訓練之

課程如表 6-2 所示。 
 

表 6-2 教育訓練課程表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8：30～9：00 報到 

9：00～9：05 長官致詞 

9：00～10：20 
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 
基本功能操作介紹 

陶林公司 
系統工程師 

10：20～10：30 休憩 

10：30～12：00 
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 
進階功能介紹 

陶林公司 
系統工程師 

12：00～13：20 午膳 

13：30～14：40 
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 
主題事件編輯展示功能 

陶林公司 
系統工程師 

14：40～14：50 休憩 

 

B. 課程教材規劃 

編定技術手冊旨在便於參訓人員能透過講義內容自行學習，亦可作

為計畫技術轉移之憑藉。本案課程教材將由講師提供書面資料編定成操

作手冊，手冊內容包含系統連線、功能操作等詳細操作步驟(如圖 6-3)。

本年度配合系統更新及改版作業建置線上教學專區，透過動態影片進行

教學說明(如圖 6-4)，配合相關議題進行案例教學說明，使用者可快速

掌握系統操作機制以及業務整合運用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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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系統功能操作教育訓練教材 

 

 
圖 6-4 系統功能操作教學影片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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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後續擴充) 

   
 6-6 成果報告書 

 
C. 師資安排 

師資延聘主要考量其背景、專長、實務經歷及對於電腦系統規劃、

設計具有專精之人才，故師資方面則以系統開發領域專長及實務歷練者

為宜。教育訓練師資則由本案之工程師或專案經理擔任；除專案講師

外，計畫亦搭配本案專精系統工程師與學員可作雙向交談，以收理論與

實務並用之效。 

6-1-2 教育訓練實施成果 
本案第一年度教育訓練於民國 98 年 12 月 16 日辦理完成，第二年度

教育訓練於民國 99 年 10 月 28 日及民國 99 年 11 月 19 日辦理完成，第三

年度教育訓練於民國 100年 09月 28日及民國 100年 10 月 18日辦理完成。 

1.本局各課室實施成果 

針對本局各課室進行教育訓練，除讓相關單位人員熟習系統之操作

外，亦可透過此互動方式以瞭解學員上線情況，並將意見回饋作為本系

統修正之參考，各年度各期教育訓練實況如圖 6-5～圖 6-7 所示。 
 

 
圖 6-5 第一年度教育訓練辦理情形(98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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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第二年度教育訓練辦理情形(99 年 10 月 28 日) 

 

 
圖 6-7 第三年度教育訓練辦理情形(100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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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後續擴充) 

   
 6-8 成果報告書 

 

2.集水區共同治理業務單位 

針對水利署、內政部營建署、公路總局、原住民委員會、林務局新

竹處、水土保持局、新竹縣政府、桃園縣政府等集水區共管機關進行教

育訓練說明及實機操作展示，如圖 6-8 及圖 6-9 所示。 
 

 
圖 6-8 第二年度教育訓練辦理情形(99 年 11 月 19 日) 

 
圖 6-9 第三年度教育訓練辦理情形(100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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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訓練滿意度調查表 

針對本案教育訓練課程設計滿意度調查問卷(如圖 6-10)，針對課程

內容、講師教學方式、業務幫助等面向進行調查，了解參加人員之滿意

程度以及蒐集使用者其使用心得、需求與建議等，作為後續系統提昇之

參考，歷次教育訓練滿意度統計調查如圖 6-11 所示，對於本案課程教

學以及業務協助皆極佳肯定。 
 

 
圖 6-10 教育訓練滿意度調查表 

 
圖 6-11 教育訓練滿意度調查統計(本研究計畫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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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共管機關系統推廣及維護 
為推廣及維護系統以達永續利用，除定期辦理系統教育訓練外，亦積

極協助石門水庫集水區各相關治理機關進行系統平臺連線，並針對各機關

單位建立系統聯絡窗口(含水利署、內政部營建署、公路總局、原住民委員

會、林務局新竹處、水土保持局、新竹縣政府、桃園縣政府等)，各機關系

統連線、功能操作與圖資說明作業如圖 6-12 所示。 
 

 
圖 6-12 各機關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安裝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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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協助石門水庫集水區整治計畫相關議題展示 
本案透過三維網際網路系統建構即時互動展示資訊平臺，積極參與與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相關委辦計畫會議、機關參訪以及整治計畫評鑑會

議，了解各項相關計畫之執行情形及內容，並協助相關系統展示，如圖 6-13

及圖 6-14 所示，以即時互動資訊提供各類圖資查詢、分析與簡報會議。 
 

 
圖 6-13 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歷次評鑑會議及機關參訪展示 

 
圖 6-14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成果宣導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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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結論與建議 
本案執行重點包含建置石門集水區 99、100 年度航測圖資及地文資料

建置，以及建構石門水庫集水區整合平臺與 3DWebGIS 系統更新改版等三

方面，本案執行階段承蒙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在地民眾與團體、民間團

體、傳播媒體、專家學者、學術單位、政府機關等共同參與，使本計畫得

以順利進行，得以持續創新系統功能並對於溝通協商、民眾參與及資訊公

開極有助益。本案結論與建議歸納重點分述如下： 

7-1 結論 
(1) 本案具體成果包含兩次石門水庫集水區航拍作業、各部會向量圖資

與遙航測影像更新彙整、歷年崩塌判釋調查記錄與彙整分析、整治

計畫工程資料串接與整併展示、集水區治理工程最佳工法分析說

明、數位資訊平台網頁規劃、三維系統功能擴充改版與服務效能提

昇、歷次評鑑會議與機關參訪之三維系統導覽、集水區共管機關三

維系統共享連線安裝與教育訓練規劃、集水區圖冊印製等。 

(2) 本案運用航測技術建置石門水庫集水區多尺度數值圖資(99 年、100

年)，包含 0.5 公尺解析度之正射影像、土地利用判釋、5 公尺間距

數值高程模型及集水區內崩塌地判釋等重要地文資訊，可有效偵測

重點崩塌區範圍消長及土方崩落量，亦可作為庫區歷年崩塌復育成

效之參考指標。 

(3) 本案以主題導向(Subject-Oriented)架構整合群組資料，並針對系統

資料查詢邏輯、功能操作流程及版面進行更新，透過圖形化操作介

面環境(Graphical User Interfaces)結合引導式操作邏輯設計，針對相

關主題進行資訊包裝與展示(主題式查詢及統計)，簡化以往系統繁

雜操作介面，提高系統親和性以及使用者查詢統計便利性。 

(4) 因應地理圖資共享需求，今年度系統藉由三維地理資訊系統伺服器

核心技術，新增提供 GIS 圖資之 WMS 服務，達成局內業務資訊或

者是國土各單位圖資上的交換與整合機制，讓使用者可以即時取得

及彙整各種水資源或影像圖資，落實國土資訊系統資料互通共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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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7-2 建議 
(1) 航測產製之正射影像或 DEM 成果之解析度及精度較高，對於集水

區崩塌地判釋及分析算較準確，若是須快速獲取多時期且簡易崩塌

變遷情形，建議則採用衛照影像分析。故建議未來仍需定期進行高

精度航測製圖，尤其是特定颱洪事件前後之分析比對，即可進一步

了解集水區土砂運移與淤性，具體瞭解邊坡崩塌或河流沖蝕、堆積

所造成的土石方量變化情形，以及庫區泥沙淤積趨勢等分析，強化

集水區完整時間序列影像及地文資訊服務。 

(2) 資料良窳為資訊系統核心價值所在，為發揮系統資訊整合效益，應

定期且持續更新集水區內相關業務圖資、電子地圖、工程與生態資

訊以及重要遙航測影像等圖資之更新。另一方面本案於各類圖資更

新、維護以及檢核需花費大量人力且佔整體工作相當大之比例，建

議需持續編列系統圖資更新維護經費，確保良好圖資更新與循環。 

(3) 跨機關(計畫)系統資料連結服務，本案係透過 Web Service 技術與資

料生產單位建立開放式資料共通存取之機制(如環保署水質監測資

料、氣象局即時氣象、雨量與衛星雲圖等以及水利署與水保局之工

程點位資訊)。然此機制易受於服務提供端對於該服務之管理方

式，包含變更服務內容、服務網址以及資訊內容等，故建議須建立

各機關服務聯繫窗口，以利提供服務維護或更新等作業。 

(4) 有鑑於行動智慧型平臺大幅進步，包含 Windows、iOS 及 Android

等多元化網路平臺(手機或平板電腦)已廣泛使用，逐漸替換以往以

PDA 端儲存向量檔案並安裝地理資訊系統軟體架構，未來將可透

過行動網路使用者可以隨時讀取倉儲上的各項基本圖，包含遙測影

像甚至地籍圖等重要業務圖資，並可結合行動裝置 GPS 設備以大

幅提升圖資快速定位的效能，並且搭配網路雲端服務機制強化外業

調查資料連結及服務之便利性，將可以避免以往外調時軟硬體效能

不彰或者記憶體不足的窘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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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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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計畫會議與 NGO 團體座談中皆提及一般民眾版展示平臺，建議

規劃另行採購軟硬體設備並獨力架設於本局外網環境，一則建構本

局內部網域安全、資料保護以及網路頻寬等保護機制，另一方面則

區分局內業務同仁使用之專業三維系統與一般民眾展示查詢平台

(如 Google earths 平台等)，以利在地民眾對於集水區相關公開資訊

查詢之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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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擴充建置及維護計畫 
委託專業服務案成果報告書審查意見 

時間：100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三〉 
審查意見 意見回復 

P3-7頁請說明本作業驗證後成果

為何? 

影像品質檢核採用全面檢查，將不合格照

片剔除，99 年使用 1685 片，100 年使用

1710 片，檢查表如附錄二”航空攝影檢

查表”。 

附件應檢附驗證成果。 已於附錄五增加空三檢核驗證報告。 

有關成果報告書中表、圖應標示來

源及年度。 
計畫相關統計及彙整圖表已加註本研究

計畫匯整。 
P34-16頁空三計算成果，應有測量

技師簽證(附表 中)。 
已新增，請詳見圖 3-16 測量技師簽證紀

錄表。 
P3-24及 25頁圖 3-24及 25兩年大

小、顏色及高程資料不同，請修正

為可比對並分析原因。 

此為兩年度所使用的圖例並未統一導致

視覺上的錯誤，已修正請詳見圖 3-25、圖

3-26。 
P3-32及 33頁土地利用情形，應比

對比對並分析原因。 
已新增，請詳見 P3-35 頁。 

P5-2頁應增加 100年 9月之石門水

庫及其集水區整治  計畫成果宣導

部份。 

已增加相關資訊及照片，詳見圖 5-1 及表

5-3。 

本報告書中，應將本局其它計畫納

入本系統之相關情形及內容，納入

本報告書。 

請詳見”5-2-2 系統資料連結服務”。 

有關即時水情及濁度資料，請於報

告書中提出。 
請詳見”5-2-2 系統資料連結服務”。 

崩塌地判釋與量化成果查核比對內

容請納入於章節中。 
已增加，請詳見”4-2-2 崩塌土方變化比

對”。 
請納入 99年及 100年航照判釋之土

地利用變異情形及主要變異之區塊

並探討分析。 

已新增，請詳見 P3-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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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復 
3-1-7 「土地利用現況圖製作」章節

內，建議就判釋結果，增列「土地

利用判釋成果統計分析表」：即依表

3-7 表列判釋項目，分列各類別之約

計統計面積。將對集水區利用現況

及變遷差異比較，更具參考價值。 

已新增，請詳見 P3-35 頁。 

於期末報告審查時，廠商承諾本案

正射圖資將發布服務，提供其他系

統介接引用，惟本報告書內未提

及，如確有提供，得於報告書內增

述，彰顯本案辦理成果。 

已增加，請詳見 P5-17 頁，”WMS 圖資

發布”。 

P6-6  6-1-2 民國 100 年 9 月 28 日

及民國 100 年 10 月 18 日辦理教育

訓練應為第三年度，請修正。 

已修正，請詳見 P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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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擴充建置及維護計畫 
委託專業服務案期初報告書審查會會議紀錄 

 
時間：98 年 07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賴局長伯勳          記錄：劉家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出席人員簽名冊) 
主持人致詞：(略) 
主辦單位報告：(略) 
委員審查意見： 
 

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一)軍備局甯委員方璽 
1. 介面相容性、新舊資料格式統一。 
 
 
 
 
2. 簡報中 P17 機關資料連結作業安排於

第 2 年度是否太晚? 
 
 
 
3. 3D 模型庫建置方式，現地拍照或系統

既有功能? 

 
1. 本計畫系統平台係由北水局 97 年已建

置系統進行改版，並且資料格式遵照水

利署水資源格式，而非水利署權責或產

製資料，則仍依產製單位資料格式納入

系統，無相容問題。 
2. 有關各機關資料連結作業，因需確認各

服務及功能是否仍運作，以及北水局實

際需求進行規劃，故本團隊已於本年度

進行瞭解，確保計畫系統能順利執行及

整合作業。 
3. 系統 3D 模型庫係彙整網路公開之物件

模型，另外計畫展示依山閣 3D 模型則

由現地拍照建置。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張委員

錦家 
1. 本計畫 99 年度辦理期中、100 年辦理

期末時間似過長，建議應有工作報告，

以利對計畫進度及品質之控管。 
2. 崩塌地調查判釋作業於 99 年才辦理，

 
 
1. 遵照辦理，本計畫將配合北水局辦理不

定期之工作會報，說明計畫各階段進

度。 
2. 計畫航拍作業依合約為 99 年作業，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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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會不會太晚?另每年(98.99.100)均有颱

風過境，颱風後的新增崩塌如何納入?
崩塌量 99-100 年有無兩期航測或以前

的資料作比對? 
 
 
 
 
3. 教育訓練建議包含各有關單位工作人

員(名額多一些)，若能提供參與相關計

畫之工程顧問公司人員部分名額更佳。 
4. 防災顧問陳樹群老師資料有誤請更正。 

崩塌地調查判釋需於航拍作業完成後

方能辦理。有關颱風後新增崩塌地判釋

作業，建議由北水局與農林航空測量所

進行協商，由航測所辦理緊急航拍，不

僅可縮短航測時程作業、亦可建置最新

崩塌資料。崩塌量判釋則依據航測前後

期資料比對，目前計畫以 97 年辛樂克

後航測資料為基準進行比對。 
3. 遵照辦理，教育訓練依據北水局需求辦

理。 
 
4. 遵照辦理，係為筆誤並已修正報告。 

(三)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何委員信昌 
1. 本案將地調所為資料提供單位，由於相

關地質資料持續增修中，還請貴局事先

聯繫，將全力配合需求提供資料。 
2. 有關預定工作時程部分，本案期程長達

三年，僅列期初、期中及期末報告，建

議於 98 及 99 年底「技術移轉及教育訓

練」之前，辦理兩次年終報告，以利計

畫之掌控。 
3. 有關環境地質圖資部分，目前內政部營

建署、農委會水保局及地調所等單位相

關資料均甚具參考價值，唯因調查目的

不同，調查施行年度有異，致使內容不

一，本計畫是否考慮予以整併?或以其

他形式展示不同時期的演變? 
4. p.4-16 坐標系統標準化，建議納入

WGS84，以利 GPS 或與 Google Earth
資料之交換。 

5. 本案前階段成果雖已通過弱點掃描，仍

 
1. 非常感謝 貴所協助。 
 
 
2. 本計畫將配合北水局辦理不定期之工

作會報，說明計畫各階段進度。 
 
 
 
3. 各單位資料因調查目的、年度不同，故

計畫不予以整併，保留各機關建置成

果，可作為不同時期成果展示或判釋之

依據。 
 
 
4. 遵照辦理，計畫已規劃建置不同坐標系

統圖資查詢機制。 
 
5. 遵照辦理，計畫將於系統各階段成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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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建議本階段執行過程中，增加資安維

運，包括弱點、漏洞掃描與滲透測試，

以維資料安全。 

置完畢後再進行，以確保系統及北水局

網域等資訊安全。 

(四)林務局新竹林管處大溪工作站張先生

勇光 
1. 本案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建議可結合

北水局執行之衛星影像監測計畫。 
2. 有關地籍資料建議納入系統，以利土地

管理機關執行釐清變異點作業。 

 
 
1. 遵照辦理，計畫後續將與北水局協商瞭

解衛星影像監測計畫相關事宜。 
2. 遵照辦理，計畫將配合北水局提供之轄

管地籍資料納入計畫系統，供系統使用

者查詢、定位展示。 
(五)本局黃主任工程司宏莆 
1. 建議針對各單位對本系統之需求面儘

速瞭解，並釐清資料供給端為何單位?
是否齊全?是否需補作?釐清後供給端

儘快提供或補足，最後在系統內滿足各

單位之需求，如此才能達到平台共享之

目的。 
2. 對於一般用戶、民眾開放部分功能運用

或查詢部分，建議在不妨礙系統功能安

全之前提下，盡量滿足大眾之需求。 
 
3. 為防災運用需求，在即時影像呈現之方

式可在系統內研究並提供。 

 
1. 遵照辦理，本計畫將逐步針對各單位已

往計畫及系統等成果進行彙整、釐清需

求面，確立需求端及供給端並請北水局

協助發文辦理。 
 
 
2. 遵照辦理，計畫於本年度將完成一般用

戶、民眾之 Google earths 展示介面，並

將與北水局計畫課進行相關測試，以不

影響北水局網路頻寬、資訊安全為主

體，提供大眾基礎展示需求。 
3. 即時影像呈現將與北水局協商，計畫建

議以 貴局現有影像監視系統進行連

結展示。 
(六)本局資產課謝小姐贏誼 
1. 報告中提到使用自創技術壓縮影像，以

解決流量傳輸速度問題，在影像壓縮後

是否破壞影像品質，有關影像品質維

持，請陶林公司盡量克服。 
 

 
1. 影像壓縮技術係運用最新運算技術可

於極短時間簡約化影像與地表高程資

料，以高壓縮比演算法建立 3D 地形模

型，此機制利於巨量航測影像於網際網

路進行傳輸。此機制並不影響或破壞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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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2. 未來航拍提供本局之正射影像原始

檔，如同一幅圖內有部分在集水區外，

部分在集水區外，位於集水區之影像請

陶林公司不要將之刪除，維持原始拍攝

影像，以提供本局其他業務參考。 
3. 簡報中有關本局經營土地 GIS 系統建

置 141 地段範圍，期中僅有 20 多段位

於集水區範圍內，簡報附圖所示範圍並

不正確。 

始影像品質。 
2. 遵照辦理。計畫航測影像係依據石門水

庫集水區範圍進行拍攝及作業，原則均

會較集水區大些。 
 
 
3. 簡報附圖所示說明為原住民保留地範

圍內之地籍段數量，報告已修正並加註

說明避免誤解。 

(七)中央研究院陳小姐羿文 
1. 計畫 P4-4 頁提及將會整生態資料，敬

請陶林公司提供系統資料格式，本單位

可配合提供集水區生態調查資料。 

 
1. 感謝 貴單位協助，後續盡快瞭解 貴

單位生態調查成果，以利計畫後續展示

查詢。 
(八)內政部營建署書面意見 
僅針對附錄一圖資資料庫彙整表，提出下

列建議，請參考。 
1. 有關區域及都市計畫類，請將「計劃」

改為「計畫」。 
2. 建議各圖資資料彙整表可以新增「資料

形式(point、polyline or polygon)」、「資

料生產時間」之資料，以便後續掌握圖

資狀況及更新情形等。 
3. 針對環境資源資料類別，除生態敏感

地、自然生態保護區資料外，建議多蒐

集有關生態資源調查之資料，可向北水

局、水保局、林務局及民間或學術單位

收集。 
4. 地籍權屬資料類別，列出「內政部地

籍」，但資料來源卻是「本計畫彙整建

置」，未避免矛盾建議將「內政部」去

 
 
 
1. 遵照辦理，已修正報告內文。 
 
2. 遵照辦理，已修正報告附錄。 
 
 
 
3. 有關生態資源調查資料主要以政府機

關公開之研究成果為主，後續並依據委

員建議彙整相關成果。 
 
 
4. 遵照辦理，已修正報告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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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除。 

5. 影像資料類別，表中所列「農航所正射

影像」，一部分在資料來源為北水局保

育課、一部分為本計畫建置，而「內政

部正射影像」之資料來源又為內政部，

請確認「資料來源」之定義，是為資料

生產者或資料提供者，以免混淆。 

 
5. 遵照辦理，已修正報告附錄並增列「資

料來源」、「權責單位」及「處理方式」

等說明。 

(九)水患治理聯盟林先生長茂 
1. 期初報告書 P2-2 保護帶範圍之釐清。 
2. 航測成果誤差值為何?以及現地補充資

料(拍照)不足。 

 
1. 已由北水局釐清說明。 
2. 計畫航測作業係依據內政部 1/5,000 製

圖規範辦理，影像誤差於圖面不得大於

0.5mm(實際距離約 2.5m)。現地拍照資

料請北水局敬請協助提供。 
(十)本局保育課劉課長以銓 
1. 各單位資料提供及各單位操作此系統

之能力落實。 
 
2. 公用版 Google earths 建置請於本年度

底完成。 
3. 資料倉儲請配合水利署或內政部制度

辦理。 

 
1. 將依資料需求面、蒐集彙整運用，並敬

請北水局協助發文辦理。教育訓練則配

合北水局及各治理單位需求辦理。 
2. 遵照辦理。 
 
3. 遵照辦理。 

(十一)本局保育課 
1. 評鑑會議及簡報內所提一般民眾版，現

採用 Google earths 軟體進行，是否需

增加採購相關軟硬體設備，請陶林公司

務必於本年度初步建置完成民眾使用。 
2. 本局現有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

為 15 人版次，目前已開放各共同治理

機關使用(7 處)，對於本局內部使用是

否有影響?是否有其它備案方式處理? 
3. 報告所提及淡水河水系、寶山第二水庫

 
1. 一般民眾版規劃採用 Google earths 軟
體進行，為避免影響 貴局內部網域頻

寬及安全性之考量，建請 貴局協助提

供硬體設備架設於網域外。 
2. 計畫將於本年度提身為 35 人版次，對

於 貴局無使用之疑慮。 
 
 
3. 計畫所提淡水河水系影像係為第 10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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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其正射影像來源，本局是否有使用權? 

 
 
4. 有關本系統圖檔資料庫系統整合建置

及後續資料更新維護，對於 98 年度績

效目標為開發系統應用功能 2 項、擴充

系統圖層及屬性資料 2 項更新系統圖

層及屬性資料 5 項，請陶林公司務必於

期限內達成。 
5. 對於第 6 次評鑑會議預計於 98 年 11

月份舉行，屆時請協助相關業務整合。 

川局歷年航測成果、寶山第二水庫為 

貴局 94 年成果，且成果已納入水利署，

水利署及所屬單位皆可使用。 
4. 遵照辦理。 
 
 
 
 
 
5. 遵照辦理。 

結論 
1. 本系統之一般民眾版係採用 Google 

earths 軟體進行，有關系統及資料安全

請陶林公司配合辦理。 
2. 有關計畫中展示平台與整合各機關單

位需求，請本局主辦課室協助陶林公司

協助瞭解。 
3. 有關計畫圖資來源及更新機制，請陶林

公司依規定詳細規劃及說明，以確保後

續資料分享之正確性；另後續系統維護

管理機制、系統轉移及教育訓練對象，

請一併確認。 
4. 有關計畫航拍時程、次數以及颱風過

後，是否可請農林航空測量所協助辦理

航拍，相關機制請陶林公司會同本局主

辦課室瞭解。 
5. 請本局主辦課室與陶林公司協調定期

工作會議相關時間，以利本計畫進度及

品質之控管。 
6. 本次期初報告原則認可，請陶林公司參

 
1. 遵照辦理，有關對外連線及資訊安全計

畫將與 貴局主辦課室及計畫課研商。 
 
2. 請主辦課室協助辦理。 
 
 
3. 遵照辦理，將於期中報告說明圖資來源

及更新機制。教育訓練對象則以石門水

庫集水區共管機關為主。 
 
 
4. 請主辦課室協助辦理。 
 
 
 
5. 本計畫將配合北水局辦理不定期之工

作會報，說明計畫各階段進度。 
 
6.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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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酌各委員及出席單位、人員意見修正報

告書內容，並將辦理情形納入下次報告

書附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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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擴充建置及維護計畫 

委託專業服務案期中報告書審查會會議紀錄 
 
時間：99 年 07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本局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劉課長以銓          記錄：劉家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出席人員簽名冊) 
主持人致詞：(略) 
主辦單位報告：(略) 
委員審查意見： 
 

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一)林委員襟江 
1. 期中報告，敬表肯定。 
2. 航拍作業務必標定日期之水庫水位。 
 
3. 崩塌分山崩、地滑及土石流，應敘明係

配合資料以山崩類型進行崩塌比對分

析。 
4. 網際網路 3D 地理資訊功能定位頗廣，

建請主管單位說明，以彰顯功能，共享

成果。 

 
1. 感謝委員肯定。 
2. 遵照辦理，已增補本案航攝期間其石門

水庫平均水位高度資訊。 
3. 遵照辦理。 
 
 
4. 遵照辦理，已增補 3D 地理資訊系統架

構與功能描述於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

訊系統一節。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北分

局張委員錦家 
1. 山坡地查締資料建請統一與縣市政府

查對，匯入為準。 
 
2. 教育訓練應作問卷調查，針對不同單位

使用者的意見來彙整及檢討。 
3. 防災時影像使用之即時性應考慮列入。 
 
4. 氣象資料與疏砂或洪水數位模式，可否

 
 
1. 山坡地查締資料係透過水土保持局系

統既有系統服務連結，經查資料係由各

縣市查報上傳，資料應一致無誤。 
2. 遵照辦理，已於 99 年度辦理教育訓練

並彙整各單位使用者意見。 
3. 即時影像如無人載具(UAV)或監視器等

皆可透過網路傳輸連結展示。 
4. 平台現階段規劃以整合北水局現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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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考慮放入本系統運算，應做為即時防災

決策參考。(可為內部資料參考，不公

開) 
5. 生態資料之匯入應多元管道(eq.特生中

心等) 

料庫與服務連結等展示，而相關分析模

式成果亦可轉換符合本案系統格式進

行展示比對。 
5. 生態資料來源及調查項目不一，故系統

規劃以北水局現有資料展示標的。 
(三)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1. 本地理資料庫是否有固定時間來更

新，另於重大災害是否會做即時更新及

對外公布?另外集水區地理資料庫有無

納入各單位之規畫或治理成果，資料可

供未來各單位執行業務上的需求。 
 

2. 另外有關集水區資料檢核(書)機制及

因子為何，請加以說明。 
 
3. 請貴單位(團隊)於本計畫建置完成

後，邀集本集水區相關業務單位做教學

訓練，以利各單位在執行業務上所需。

(問卷調查各單位使用情形) 
4. 有關本局管考系統因內部資料尚未整

合完成，故目前無法對外連線，如貴單

位(團隊)需瞭解或整合最新概況，請洽

本局資訊單位。 
5. 另本系統是否有為未來其他地區進行

地理資訊庫建置作業介面整合準備? 
 
6. 生態性監測，新竹林管處有相關資料可

提供。 

 
1. 系統資料庫係每年度配合各部會圖資

同步進行更新，各類資料更新說明皆可

於本案系統入口查詢瀏覽。各單位工程

資訊目前已連結水利署及水保局工程

點位資訊，可透過系統點選查詢基礎資

料及定位展示。 
2. 本案航測所產製圖資皆依據內政部航

測作業及檢核標準辦理相關作業檢核

文件詳附錄二所示。 
3. 遵照辦理，將邀請集水區相關業務單位

辦理教學訓練並製作問卷紀錄。 
 
 
4. 林務局年度施政計畫執行管制考核系

統因尚未整合完成，故建議俟系統上線

受再行辦理連結作業。 
 
5. 因不同系統其採購軟體、系統架構不

一，故規劃針對資料庫介接流通或透過

Web Services 服務整合納入系統平台。 
6. 感謝貴單位協助。 

(四)交通部公路總局復興工務段 
1. 有關生態敏感地區塊，在此系統上可否

使用。 

 
1. 生態敏感地係由營建署區域計畫地理

資訊查詢系統提供，其成果為民國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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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2. 分年教育訓練預定何時辦理。 

年分析成果。 
2. 本案已於 99年度 12月分為兩梯次辦理

教育訓練，預計 100 年度 10 月下旬配

合系統更新上線再次辦理。 
(五)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1. 有關原住民保留地之地籍資料請納入

系統，以利土地管理機關即時掌握轄區

內土地變異狀況。 

 
1. 地籍資料為 98 年度國土測繪中心彙整

提供，其範圍涵蓋集水區內原住民保留

地。 
(六)水患治理聯盟林先生長茂 
1. 一年一次更新，如大的變動的話，如何

去做。 
 
2. 這系統非常好用，道路可算它長度及寬

度為何? 
3. 35 人學習如何?以上如何用? 
 
 
4. 石秀灣都市計畫區面積多大? 

 
1. 建議以定期拍攝航照為基準，若是針對

緊急重大災害則可採用 SPOT5 衛星影

像或中華衛星二號影像搭配使用。 
2. 可透過系統量測功能計算查詢。 
 
3. 系統使用人數係指同時上線登入負載

人數，符合北水局各課室及集水區共同

治理業務單位(機關)使用。 
4. 石門水庫水源特定區石秀灣都市計畫

區依桃園縣政府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度

書面資料說明約 145.72 公頃。 
(七)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書面意見 
1. 教育訓練建議可邀請其他單位參加。 
 
 
 
 
2. P4-32，依「水庫集水區治理權責分工

暨有關事項處理原則」(4)有關道路水

土保持部分:由道路主管機關依權責辦

理缺少(路權及上下邊坡不可分割之治

理範圍)，請補充。 

 
1. 本案已於 99年度 12月分為兩梯次辦理

教育訓練，預計 100 年度 10 月下旬配

合系統更新上線再次辦理，其對象包含

北水局各課室及集水區共同治理業務

單位(機關)。 
2. 遵照辦理，已修正報告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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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3. 部分文字不清晰，建議修正，如 P2-5

圖 2-3。 
3. 遵照辦理，已修正報告圖內文字解析

度。 
(八)本局資產課謝專員贏誼 
1. 請將報告書 2-13圖資提供本課(格式請

與 ArcMap 相符)使用。 

 
1.配合主辦課室辦理。 

(九)本局養護課 
1. 建議納入本局相關監測資料或預留擴

充空間。 
 
2. 建議增加工程相關地質鑽探資料。 

 
1. 系統已透過資料庫介接或 Web Services
服務方式連結 貴局即時水情資訊，具

備後續擴充或連結機制。 
2. 請主辦課室協助提供地質鑽探資料。 

(十)本局保育課 
1. 本局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更

新、平台說明網頁以及使用人數權限更

新作業是否於本年度執行辦理完畢。 
 
 
2. 本年度教育訓練應配合系統改版擴大

辦理，並邀請集水區共管機關共同參

加。 
 
 
3. 99 年崩塌區位及數量請盡快辦理檢

核，以利本局掌握集水區崩塌現況。 
4. 有關林務局工程管考系統連線機制惠

請林務局協助。 

 
1. 遵照辦理，本團隊已配合計畫將三維系

統伺服器軟體版本由 7.6 版更新為 8.5
版，系統同步連線使用人數亦由原 15
人更新擴增至 35 人，並配合進行系統

相關服務發布測試及檢測完成。 
2. 遵照辦理，本案已於 99 年度 12 月分為

兩梯次辦理教育訓練，預計 100 年度 10
月下旬配合系統更新上線再次辦理，其

對象包含北水局各課室及集水區共同

治理業務單位(機關)。 
3. 遵照辦理，資料已更新納入系統。 
 
4. 請主辦課室協助辦理。 

結論 
1. 委員意見納入後續辦理之參考。 
2. 本期中報告原則認可，依契約規定辦理

後續事宜。 
3. 請各共同使用單位提供資料，俾利系統

資料完整。 

 
1.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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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擴充建置及維護計畫 

委託專業服務案期末報告書審查會會議紀錄 
 
時間：100 年 09 月 16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              記錄：劉家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出席人員簽名冊) 
主持人致詞：(略) 
主辦單位報告：(略) 
委員審查意見： 
 

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一)軍備局甯委員方璽 
1. 地面控制測量、空中三角平差、DEM

及糾正後的正射影像之精度並未顯示

於報告中，因為本案關於崩塌及相關淤

積的計算皆據此求得，因此精度指標就

顯其重要性。 
2. 自我成果檢查表是否能更明確的顯示

出該批圖資檢驗結果及精度，否則就是

形式上的；另外，委外檢驗是否應請委

託單位簽證以示負責，才完備程序。 
3. 系統核心圖資彙整說明表是否能更明

確指出資料更新至何年度(或最新圖資

為何)。 
 
4. P3-14 中提及(3)地形特徵線中之…..土

提均等是。(是否誤植或錯誤)另”重

直”的地形斷面，是否為”垂直”的地

形。 
 
 
 

 
1. 已增補本案各項精度於航測一節，相關

檢測文件詳見附錄。 
 
 
 
2. 遵照辦理。 
 
 
 
3. 已增補本案各項圖資取得及更新時程

等說明文件(詳見附錄)，並建置圖資及

系統更新說明文件於本案系統入口網

頁，以利使用者隨時查詢。 
4. 報告內筆誤已更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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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北分

局張委員錦家 
1. P4-11 相關圖表及文字敘述，例集水區

名稱不符或資料不完整應補正。 
2. P4-12 圖 4-10 與其描述易誤導讀者，如

新增崩塌地來源主要為針闊葉林區、竹

林、草生地等論述過於武斷，因建築用

地、果園其選在平坦安全地區。另圖

4-9、4-10 等圖示其 x、y 意義為何均未

標示。 
3. P4-17 圖例顏色區分不出來，應補正。 
4. P4-10 其表 4-4、4-5 應為原年度之崩塌

(筆數)，請說明清楚。表 4-5 單位有

誤?(筆或公頃)。94 年無崩塌資料，是

否 94、95 年資料為合併數量應說明。 
5. 系統展示或操作應有實機(或光碟或網

址)讓委員測試使用，否則難以提供實

際建議供改進(目前只看到 3D 展示)。 
6. 防災及復建調查應用上，可否於現場時

以 iPad 即時顯示過去實拍、航照成果。 
7. P5-16”保護署”文字修正。 

 
 
1. P4-11 相關圖表及文字敘述筆誤處皆已

更新修正。 
2. 已修正刪除報告內文相關敘述，以避免

描述誤導，並增補圖檔圖示說明。 
 
 
 
 
3. 已修正報告圖檔圖例。 
4. 已修正報告表 4-4、4-5 單位說明。另一

方面，庫區 94 年度無相關崩塌調查資

料，95 年度崩塌地數量是否 94、95 年

資料為合併數量尚無法確認。 
5. 三維系統平台為北水局內部展示查詢

系統，尚無對外連線機制。 
 
6. 三維系統僅提供 Window 作業系統平

台，尚無提供 iPad 等 IOS 作業系統。 
7. 已修正報告為行政院環保署。 

(三)劉委員以銓 
1. 計畫所蒐集各單位圖資均更新為最新

版本，尤其配合四都合併予以更新屬

性，符合實際。 
2. P2-48有關提供決案支援應用之主題資

料庫，對資料庫應用有加值效果，是否

可提供案例說明，以了解實際操作方

法? 
 

3. P5-12橫向連結集水區控管工程各項回

 
1. 本案向量圖資已配合五都予以更新欄

位屬性並更新於三維系統。 
 
2. 主題資料呈現係透過系統點查詢機

制，系統則自動切換各類主題，包含基

本資料、天氣、土壤、地質、土地利用、

都市計畫及地籍等 7 大類主題視窗，並

建構線上教學影片供使用者查詢展示。 
3. 目前水利署專案管考系統及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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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報報表，可減省各類報表重複填寫動

作，並整合工程資訊，減少填寫錯誤，

效益良好，為不知系統上傳使用效果如

何? 
 
4. Chap4 對崩坍地判釋比較，可瞭解整體

治理計畫之整治成效，如與降雨量或降

雨強度坍方等因子比較，將可得到更具

體且具說服力資訊。 

局工程管考系統皆已建立資料提供服

務，各資料皆已串接資料於三維系統，

不僅以減少業務單位人員重覆登錄，亦

可即時查詢各工程資訊內容及空間分

布位置。 
4. 請主辦課室協助提供相關資料。 

(四)桃園縣政府王先生士綜 
1. 本案測量整合精度是多少在野外調查

土地使用管理時，可提供做為調查土地

屬性的準確度。 
2. 數值地形建置是真實地表或是包含地

表上林木高，在崩塌數量計算上是否有

誤差? 
 
3. 航拍地形圖等高線間距是否有 1M，以

作為各宗地申請可利用限度調查時作

初步判斷該土地坡度。 

 
1. 本案航測製圖比例尺為 1/5000，影像地

面解析為 50 公分，可作為一般土地使

用現況調查應用。 
2. 本案數值高程模型(DEM)係以人工編

修方式去除地形上覆蓋物高度(如人工

建物、植被等)以獲得地表高程資料，

並無包含地表林木高資料。 
3. 本案航測製圖比例尺為 1/5000，其等高

線精度為 2.5 米。而土地坡度則可透過

系統即時讀取地形坡度。 
(五)本局保育課王課長瑋 
1. 本課室現既有地理資訊系統，尚需整

合、納入其他計畫成果，請陶林公司協

助評估本局既有軟、硬體設備是否需再

升級或更新，以利系統之運作。 
2. 報告書中於不同年度所呈現之資料之

比對成果，應以同一比例尺、同一範圍

進行比對、俾利呈現正確之治理或改善

成果。 
3. 本案正射影像、數值高程模型、空中三

角測量、航空攝影、航測控制點布設…

 
1. 遵照辦理，配合貴局執行辦理。 
 
 
 
2. 遵照辦理。 
 
 
 
3. 已增補本案各項航測圖資檢核方式、結

果以及精度等說明資料於航測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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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等等，其圖資檢核方式及精度說明等資

料皆須納入報告說明。 
4. 圖資收集與圖資套疊之精度與正確

性，請陶林公司應多加費心，俾利日後

資料查詢及現地執行違法取締之依據。 

章節及附件檢核表單內。 
 
4. 遵照辦理。 

(六)本局保育室 
1. 本案崩塌地及土地利用其判釋數量與

面積等應增列敘明於報告。 
2. 針對本案已彙整之數值圖資，除增補詮

釋資料敘述外亦須註明相關資料處理

流程。 
3. 內政部函文同意本案飛航計畫等相關

公文亦須納入報告。 

 
1. 遵照辦理，已增補本案航測產製之崩塌

地及土地利用數量與面積等數據。 
2. 遵照辦理，已增補說明於報告第二章

2-2-3 各部會數值圖資彙整說明成果一

節。 
3. 遵照辦理，已增補於本案報告附錄。 

(七)本局資產課謝專員贏誼 
1. 經簡報，本系統已有影像發布功能，影

像發布時，對其他 GIS 系統有無限制。 
 
 
2. 第 5 章系統資料連結服務，連結其他機

關之系統如水土保持局之『水土保持工

程管考系統』等，是否還需使用其系統

之帳號、密碼登入? 
3. P5-16 環保署誤植為保護署。 
4. 第 6 章結論與建議請區分，何為結論?

何為建議? 

 
1. 網路地圖服務(Web Map Service,簡稱

WMS)為開放式網路地圖服務標準，因

此其服務並無相關限制，即可提供不同

資訊系統連結圖資與共享服務機制。 
2. 水土保持局之『水土保持工程管考系

統』系統過 Web service 連結資料庫服

務查詢，使用者無須使用帳號、密碼登

入。 
3. 已修正報告內文。 
4. 遵照辦理，已更新本案報告結論與建議

一節。 
(八)水患治理監督聯盟 
1. Web GIS 系統對於民間使用開放考量

點應包含資料安全性。 
 

2. 本案航拍拍攝時期不一，其影像成果呈

現差異度大。 

 
1. 本案系統係屬北水局內部資訊平台，尚

無對外供一般民眾連結查詢，並建議貴

局列為後續規劃。 
2. 航攝時期因牽涉天候、含雲量、日照方

位……等綜合非人為可控制因素，且須



附錄 1-18 
 

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3. 系統是否可提供有效決策，如颱洪時期

庫區排沙洩洪等。 

配合航測作業時程，故不易律定各期飛

航拍攝時間。 
3. 庫區排沙洩洪係牽涉水庫營運管理及

水資源調度等考量，本案系統尚無提供

此相關資訊。 
(九)吳主任工程司東雄 
1. 報告摘要請整合結論與建議並列舉敘

明，以凸顯計畫成效。 
2. 本案報告最後一節初步結論與建議，應

具體說明成果且刪除「初步」等描述說

明。 
3. 報告內部分灰階圖片請配合主題說明

適度調整更新為彩色圖片。 
4. P3-3 與 P3-4 航拍記錄其表單建置單位

不一致，請說明。 
5. 崩塌地數量分析請配合歷次重要颱洪

降雨等資料共同比對。 
6. 教育訓練是否本案作業項目，其規劃對

象與時程安排等請說明。 
 

7. 系統即時水情是否包含濁度站資訊。 

 
1. 遵照辦理。 
 
2. 遵照辦理，已修正報告本文。 
 
 
3. 遵照辦理。 
 
4. 已更新修正航拍記錄表單建置單位及

相關欄位。 
5. 請主辦課室協助提供相關資料。 
 
6. 教育訓練為本案協助執行作業事項，其

規劃對象以局內同仁以及石門水庫共

關機關為主，配合計畫時程執行辦理。 
7. 系統即時水情包含庫區濁度站資料。 

結論 
1. 航測各項作業成果其精度檢測方式及

檢核結果請納入報告。 
 
2. 一般民眾展示平台與內容納入後續計

畫執行規劃。 
3. 崩塌地判釋與量化成果請查核比對後

彙整列表供本局後續展示運用。 
4. 本報告原則認可，請依委員及列席單位

意見修正及補充。 

 
1. 已增補本案各項航測圖資檢驗方式、結

果以及精度等數據與說明資料於航測

各作業章節及附件表單內。 
2. 請北水局酌參規劃辦理。 
 
3.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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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擴充建置及維護計畫 

委託專業服務案期初報告書審查會會議紀錄 

 

時間：98 年 07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賴局長伯勳          記錄：劉家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出席人員簽名冊) 

主持人致詞：(略) 

主辦單位報告：(略) 

委員審查意見： 

 

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一)軍備局甯委員方璽 

1. 介面相容性、新舊資料格式統一。 

 

 

 

 

2. 簡報中 P17機關資料連結作業安排於

第 2年度是否太晚? 

 

 

 

3. 3D模型庫建置方式，現地拍照或系統

既有功能? 

 

1. 本計畫系統平台係由北水局 97年已建

置系統進行改版，並且資料格式遵照水

利署水資源格式，而非水利署權責或產

製資料，則仍依產製單位資料格式納入

系統，無相容問題。 

2. 有關各機關資料連結作業，因需確認各

服務及功能是否仍運作，以及北水局實

際需求進行規劃，故本團隊已於本年度

進行瞭解，確保計畫系統能順利執行及

整合作業。 

3. 系統 3D模型庫係彙整網路公開之物件

模型，另外計畫展示依山閣 3D模型則

由現地拍照建置。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張委員

錦家 

1. 本計畫 99年度辦理期中、100年辦理

期末時間似過長，建議應有工作報告，

以利對計畫進度及品質之控管。 

2. 崩塌地調查判釋作業於 99年才辦理，

 

 

1. 遵照辦理，本計畫將配合北水局辦理不

定期之工作會報，說明計畫各階段進

度。 

2. 計畫航拍作業依合約為 99年作業，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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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會不會太晚?另每年(98.99.100)均有颱

風過境，颱風後的新增崩塌如何納入?

崩塌量 99-100年有無兩期航測或以前

的資料作比對? 

 

 

 

 

3. 教育訓練建議包含各有關單位工作人

員(名額多一些)，若能提供參與相關計

畫之工程顧問公司人員部分名額更佳。 

4. 防災顧問陳樹群老師資料有誤請更正。 

崩塌地調查判釋需於航拍作業完成後

方能辦理。有關颱風後新增崩塌地判釋

作業，建議由北水局與農林航空測量所

進行協商，由航測所辦理緊急航拍，不

僅可縮短航測時程作業、亦可建置最新

崩塌資料。崩塌量判釋則依據航測前後

期資料比對，目前計畫以 97年辛樂克

後航測資料為基準進行比對。 

3. 遵照辦理，教育訓練依據北水局需求辦

理。 

 

4. 遵照辦理，係為筆誤並已修正報告。 

(三)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何委員信昌 

1. 本案將地調所為資料提供單位，由於相

關地質資料持續增修中，還請貴局事先

聯繫，將全力配合需求提供資料。 

2. 有關預定工作時程部分，本案期程長達

三年，僅列期初、期中及期末報告，建

議於 98及 99年底「技術移轉及教育訓

練」之前，辦理兩次年終報告，以利計

畫之掌控。 

3. 有關環境地質圖資部分，目前內政部營

建署、農委會水保局及地調所等單位相

關資料均甚具參考價值，唯因調查目的

不同，調查施行年度有異，致使內容不

一，本計畫是否考慮予以整併?或以其

他形式展示不同時期的演變? 

4. p.4-16坐標系統標準化，建議納入

WGS84，以利GPS或與Google Earth

資料之交換。 

5. 本案前階段成果雖已通過弱點掃描，仍

 

1. 非常感謝 貴所協助。 

 

 

2. 本計畫將配合北水局辦理不定期之工

作會報，說明計畫各階段進度。 

 

 

 

3. 各單位資料因調查目的、年度不同，故

計畫不予以整併，保留各機關建置成

果，可作為不同時期成果展示或判釋之

依據。 

 

 

4. 遵照辦理，計畫已規劃建置不同坐標系

統圖資查詢機制。 

 

5. 遵照辦理，計畫將於系統各階段成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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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建議本階段執行過程中，增加資安維

運，包括弱點、漏洞掃描與滲透測試，

以維資料安全。 

置完畢後再進行，以確保系統及北水局

網域等資訊安全。 

(四)林務局新竹林管處大溪工作站張先生

勇光 

1. 本案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建議可結合

北水局執行之衛星影像監測計畫。 

2. 有關地籍資料建議納入系統，以利土地

管理機關執行釐清變異點作業。 

 

 

1. 遵照辦理，計畫後續將與北水局協商瞭

解衛星影像監測計畫相關事宜。 

2. 遵照辦理，計畫將配合北水局提供之轄

管地籍資料納入計畫系統，供系統使用

者查詢、定位展示。 

(五)本局黃主任工程司宏莆 

1. 建議針對各單位對本系統之需求面儘

速瞭解，並釐清資料供給端為何單位?

是否齊全?是否需補作?釐清後供給端

儘快提供或補足，最後在系統內滿足各

單位之需求，如此才能達到平台共享之

目的。 

2. 對於一般用戶、民眾開放部分功能運用

或查詢部分，建議在不妨礙系統功能安

全之前提下，盡量滿足大眾之需求。 

 

3. 為防災運用需求，在即時影像呈現之方

式可在系統內研究並提供。 

 

1. 遵照辦理，本計畫將逐步針對各單位已

往計畫及系統等成果進行彙整、釐清需

求面，確立需求端及供給端並請北水局

協助發文辦理。 

 

 

2. 遵照辦理，計畫於本年度將完成一般用

戶、民眾之 Google earths展示介面，並

將與北水局計畫課進行相關測試，以不

影響北水局網路頻寬、資訊安全為主

體，提供大眾基礎展示需求。 

3. 即時影像呈現將與北水局協商，計畫建

議以 貴局現有影像監視系統進行連

結展示。 

(六)本局資產課謝小姐贏誼 

1. 報告中提到使用自創技術壓縮影像，以

解決流量傳輸速度問題，在影像壓縮後

是否破壞影像品質，有關影像品質維

持，請陶林公司盡量克服。 

 

 

1. 影像壓縮技術係運用最新運算技術可

於極短時間簡約化影像與地表高程資

料，以高壓縮比演算法建立 3D地形模

型，此機制利於巨量航測影像於網際網

路進行傳輸。此機制並不影響或破壞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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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2. 未來航拍提供本局之正射影像原始

檔，如同一幅圖內有部分在集水區外，

部分在集水區外，位於集水區之影像請

陶林公司不要將之刪除，維持原始拍攝

影像，以提供本局其他業務參考。 

3. 簡報中有關本局經營土地 GIS系統建

置 141地段範圍，期中僅有 20多段位

於集水區範圍內，簡報附圖所示範圍並

不正確。 

始影像品質。 

2. 遵照辦理。計畫航測影像係依據石門水

庫集水區範圍進行拍攝及作業，原則均

會較集水區大些。 

 

 

3. 簡報附圖所示說明為原住民保留地範

圍內之地籍段數量，報告已修正並加註

說明避免誤解。 

(七)中央研究院陳小姐羿文 

1. 計畫 P4-4頁提及將會整生態資料，敬

請陶林公司提供系統資料格式，本單位

可配合提供集水區生態調查資料。 

 

1. 感謝 貴單位協助，後續盡快瞭解 貴

單位生態調查成果，以利計畫後續展示

查詢。 

(八)內政部營建署書面意見 

僅針對附錄一圖資資料庫彙整表，提出下

列建議，請參考。 

1. 有關區域及都市計畫類，請將「計劃」

改為「計畫」。 

2. 建議各圖資資料彙整表可以新增「資料

形式(point、polyline or polygon)」、「資

料生產時間」之資料，以便後續掌握圖

資狀況及更新情形等。 

3. 針對環境資源資料類別，除生態敏感

地、自然生態保護區資料外，建議多蒐

集有關生態資源調查之資料，可向北水

局、水保局、林務局及民間或學術單位

收集。 

4. 地籍權屬資料類別，列出「內政部地

籍」，但資料來源卻是「本計畫彙整建

置」，未避免矛盾建議將「內政部」去

 

 

 

1. 遵照辦理，已修正報告內文。 

 

2. 遵照辦理，已修正報告附錄。 

 

 

 

3. 有關生態資源調查資料主要以政府機

關公開之研究成果為主，後續並依據委

員建議彙整相關成果。 

 

 

4. 遵照辦理，已修正報告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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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除。 

5. 影像資料類別，表中所列「農航所正射

影像」，一部分在資料來源為北水局保

育課、一部分為本計畫建置，而「內政

部正射影像」之資料來源又為內政部，

請確認「資料來源」之定義，是為資料

生產者或資料提供者，以免混淆。 

 

5. 遵照辦理，已修正報告附錄並增列「資

料來源」、「權責單位」及「處理方式」

等說明。 

(九)水患治理聯盟林先生長茂 

1. 期初報告書 P2-2保護帶範圍之釐清。 

2. 航測成果誤差值為何?以及現地補充資

料(拍照)不足。 

 

1. 已由北水局釐清說明。 

2. 計畫航測作業係依據內政部 1/5,000製

圖規範辦理，影像誤差於圖面不得大於

0.5mm(實際距離約 2.5m)。現地拍照資

料請北水局敬請協助提供。 

(十)本局保育課劉課長以銓 

1. 各單位資料提供及各單位操作此系統

之能力落實。 

 

2. 公用版Google earths建置請於本年度

底完成。 

3. 資料倉儲請配合水利署或內政部制度

辦理。 

 

1. 將依資料需求面、蒐集彙整運用，並敬

請北水局協助發文辦理。教育訓練則配

合北水局及各治理單位需求辦理。 

2. 遵照辦理。 

 

3. 遵照辦理。 

(十一)本局保育課 

1. 評鑑會議及簡報內所提一般民眾版，現

採用 Google earths 軟體進行，是否需

增加採購相關軟硬體設備，請陶林公司

務必於本年度初步建置完成民眾使用。 

2. 本局現有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

為 15人版次，目前已開放各共同治理

機關使用(7處)，對於本局內部使用是

否有影響?是否有其它備案方式處理? 

3. 報告所提及淡水河水系、寶山第二水庫

 

1. 一般民眾版規劃採用Google earths 軟

體進行，為避免影響 貴局內部網域頻

寬及安全性之考量，建請 貴局協助提

供硬體設備架設於網域外。 

2. 計畫將於本年度提身為 35人版次，對

於 貴局無使用之疑慮。 

 

 

3. 計畫所提淡水河水系影像係為第 10河



附錄 1-6 
 

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其正射影像來源，本局是否有使用權? 

 

 

4. 有關本系統圖檔資料庫系統整合建置

及後續資料更新維護，對於 98年度績

效目標為開發系統應用功能 2項、擴充

系統圖層及屬性資料 2項更新系統圖

層及屬性資料 5項，請陶林公司務必於

期限內達成。 

5. 對於第 6次評鑑會議預計於 98年 11

月份舉行，屆時請協助相關業務整合。 

川局歷年航測成果、寶山第二水庫為 

貴局 94年成果，且成果已納入水利署，

水利署及所屬單位皆可使用。 

4. 遵照辦理。 

 

 

 

 

 

5. 遵照辦理。 

結論 

1. 本系統之一般民眾版係採用Google 

earths 軟體進行，有關系統及資料安全

請陶林公司配合辦理。 

2. 有關計畫中展示平台與整合各機關單

位需求，請本局主辦課室協助陶林公司

協助瞭解。 

3. 有關計畫圖資來源及更新機制，請陶林

公司依規定詳細規劃及說明，以確保後

續資料分享之正確性；另後續系統維護

管理機制、系統轉移及教育訓練對象，

請一併確認。 

4. 有關計畫航拍時程、次數以及颱風過

後，是否可請農林航空測量所協助辦理

航拍，相關機制請陶林公司會同本局主

辦課室瞭解。 

5. 請本局主辦課室與陶林公司協調定期

工作會議相關時間，以利本計畫進度及

品質之控管。 

6. 本次期初報告原則認可，請陶林公司參

 

1. 遵照辦理，有關對外連線及資訊安全計

畫將與 貴局主辦課室及計畫課研商。 

 

2. 請主辦課室協助辦理。 

 

 

3. 遵照辦理，將於期中報告說明圖資來源

及更新機制。教育訓練對象則以石門水

庫集水區共管機關為主。 

 

 

4. 請主辦課室協助辦理。 

 

 

 

5. 本計畫將配合北水局辦理不定期之工

作會報，說明計畫各階段進度。 

 

6.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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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酌各委員及出席單位、人員意見修正報

告書內容，並將辦理情形納入下次報告

書附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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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擴充建置及維護計畫 

委託專業服務案期中報告書審查會會議紀錄 

 

時間：99 年 07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本局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劉課長以銓          記錄：劉家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出席人員簽名冊) 

主持人致詞：(略) 

主辦單位報告：(略) 

委員審查意見： 

 

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一)林委員襟江 

1. 期中報告，敬表肯定。 

2. 航拍作業務必標定日期之水庫水位。 

 

3. 崩塌分山崩、地滑及土石流，應敘明係

配合資料以山崩類型進行崩塌比對分

析。 

4. 網際網路 3D地理資訊功能定位頗廣，

建請主管單位說明，以彰顯功能，共享

成果。 

 

1. 感謝委員肯定。 

2. 遵照辦理，已增補本案航攝期間其石門

水庫平均水位高度資訊。 

3. 遵照辦理。 

 

 

4. 遵照辦理，已增補 3D地理資訊系統架

構與功能描述於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

訊系統一節。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北分

局張委員錦家 

1. 山坡地查締資料建請統一與縣市政府

查對，匯入為準。 

 

2. 教育訓練應作問卷調查，針對不同單位

使用者的意見來彙整及檢討。 

3. 防災時影像使用之即時性應考慮列入。 

 

4. 氣象資料與疏砂或洪水數位模式，可否

 

 

1. 山坡地查締資料係透過水土保持局系

統既有系統服務連結，經查資料係由各

縣市查報上傳，資料應一致無誤。 

2. 遵照辦理，已於 99年度辦理教育訓練

並彙整各單位使用者意見。 

3. 即時影像如無人載具(UAV)或監視器等

皆可透過網路傳輸連結展示。 

4. 平台現階段規劃以整合北水局現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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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考慮放入本系統運算，應做為即時防災

決策參考。(可為內部資料參考，不公

開) 

5. 生態資料之匯入應多元管道(eq.特生中

心等) 

料庫與服務連結等展示，而相關分析模

式成果亦可轉換符合本案系統格式進

行展示比對。 

5. 生態資料來源及調查項目不一，故系統

規劃以北水局現有資料展示標的。 

(三)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1. 本地理資料庫是否有固定時間來更

新，另於重大災害是否會做即時更新及

對外公布?另外集水區地理資料庫有無

納入各單位之規畫或治理成果，資料可

供未來各單位執行業務上的需求。 

 

2. 另外有關集水區資料檢核(書)機制及

因子為何，請加以說明。 

 

3. 請貴單位(團隊)於本計畫建置完成

後，邀集本集水區相關業務單位做教學

訓練，以利各單位在執行業務上所需。

(問卷調查各單位使用情形) 

4. 有關本局管考系統因內部資料尚未整

合完成，故目前無法對外連線，如貴單

位(團隊)需瞭解或整合最新概況，請洽

本局資訊單位。 

5. 另本系統是否有為未來其他地區進行

地理資訊庫建置作業介面整合準備? 

 

6. 生態性監測，新竹林管處有相關資料可

提供。 

 

1. 系統資料庫係每年度配合各部會圖資

同步進行更新，各類資料更新說明皆可

於本案系統入口查詢瀏覽。各單位工程

資訊目前已連結水利署及水保局工程

點位資訊，可透過系統點選查詢基礎資

料及定位展示。 

2. 本案航測所產製圖資皆依據內政部航

測作業及檢核標準辦理相關作業檢核

文件詳附錄二所示。 

3. 遵照辦理，將邀請集水區相關業務單位

辦理教學訓練並製作問卷紀錄。 

 

 

4. 林務局年度施政計畫執行管制考核系

統因尚未整合完成，故建議俟系統上線

受再行辦理連結作業。 

 

5. 因不同系統其採購軟體、系統架構不

一，故規劃針對資料庫介接流通或透過

Web Services服務整合納入系統平台。 

6. 感謝貴單位協助。 

(四)交通部公路總局復興工務段 

1. 有關生態敏感地區塊，在此系統上可否

使用。 

 

1. 生態敏感地係由營建署區域計畫地理

資訊查詢系統提供，其成果為民國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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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2. 分年教育訓練預定何時辦理。 

年分析成果。 

2. 本案已於 99年度 12月分為兩梯次辦理

教育訓練，預計 100年度 10月下旬配

合系統更新上線再次辦理。 

(五)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1. 有關原住民保留地之地籍資料請納入

系統，以利土地管理機關即時掌握轄區

內土地變異狀況。 

 

1. 地籍資料為 98年度國土測繪中心彙整

提供，其範圍涵蓋集水區內原住民保留

地。 

(六)水患治理聯盟林先生長茂 

1. 一年一次更新，如大的變動的話，如何

去做。 

 

2. 這系統非常好用，道路可算它長度及寬

度為何? 

3. 35人學習如何?以上如何用? 

 

 

4. 石秀灣都市計畫區面積多大? 

 

1. 建議以定期拍攝航照為基準，若是針對

緊急重大災害則可採用 SPOT5衛星影

像或中華衛星二號影像搭配使用。 

2. 可透過系統量測功能計算查詢。 

 

3. 系統使用人數係指同時上線登入負載

人數，符合北水局各課室及集水區共同

治理業務單位(機關)使用。 

4. 石門水庫水源特定區石秀灣都市計畫

區依桃園縣政府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度

書面資料說明約 145.72公頃。 

(七)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書面意見 

1. 教育訓練建議可邀請其他單位參加。 

 

 

 

 

2. P4-32，依「水庫集水區治理權責分工

暨有關事項處理原則」(4)有關道路水

土保持部分:由道路主管機關依權責辦

理缺少(路權及上下邊坡不可分割之治

理範圍)，請補充。 

 

1. 本案已於 99年度 12月分為兩梯次辦理

教育訓練，預計 100年度 10月下旬配

合系統更新上線再次辦理，其對象包含

北水局各課室及集水區共同治理業務

單位(機關)。 

2. 遵照辦理，已修正報告內文。 

 

 

 

 



附錄 1-11 
 

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3. 部分文字不清晰，建議修正，如 P2-5

圖 2-3。 

3. 遵照辦理，已修正報告圖內文字解析

度。 

(八)本局資產課謝專員贏誼 

1. 請將報告書 2-13圖資提供本課(格式請

與 ArcMap相符)使用。 

 

1.配合主辦課室辦理。 

(九)本局養護課 

1. 建議納入本局相關監測資料或預留擴

充空間。 

 

2. 建議增加工程相關地質鑽探資料。 

 

1. 系統已透過資料庫介接或Web Services

服務方式連結 貴局即時水情資訊，具

備後續擴充或連結機制。 

2. 請主辦課室協助提供地質鑽探資料。 

(十)本局保育課 

1. 本局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更

新、平台說明網頁以及使用人數權限更

新作業是否於本年度執行辦理完畢。 

 

 

2. 本年度教育訓練應配合系統改版擴大

辦理，並邀請集水區共管機關共同參

加。 

 

 

3. 99年崩塌區位及數量請盡快辦理檢

核，以利本局掌握集水區崩塌現況。 

4. 有關林務局工程管考系統連線機制惠

請林務局協助。 

 

1. 遵照辦理，本團隊已配合計畫將三維系

統伺服器軟體版本由 7.6版更新為 8.5

版，系統同步連線使用人數亦由原 15

人更新擴增至 35人，並配合進行系統

相關服務發布測試及檢測完成。 

2. 遵照辦理，本案已於 99年度 12月分為

兩梯次辦理教育訓練，預計 100年度 10

月下旬配合系統更新上線再次辦理，其

對象包含北水局各課室及集水區共同

治理業務單位(機關)。 

3. 遵照辦理，資料已更新納入系統。 

 

4. 請主辦課室協助辦理。 

結論 

1. 委員意見納入後續辦理之參考。 

2. 本期中報告原則認可，依契約規定辦理

後續事宜。 

3. 請各共同使用單位提供資料，俾利系統

資料完整。 

 

1.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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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擴充建置及維護計畫 

委託專業服務案期末報告書審查會會議紀錄 

 

時間：100 年 09 月 16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              記錄：劉家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出席人員簽名冊) 

主持人致詞：(略) 

主辦單位報告：(略) 

委員審查意見： 

 

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一)軍備局甯委員方璽 

1. 地面控制測量、空中三角平差、DEM

及糾正後的正射影像之精度並未顯示

於報告中，因為本案關於崩塌及相關淤

積的計算皆據此求得，因此精度指標就

顯其重要性。 

2. 自我成果檢查表是否能更明確的顯示

出該批圖資檢驗結果及精度，否則就是

形式上的；另外，委外檢驗是否應請委

託單位簽證以示負責，才完備程序。 

3. 系統核心圖資彙整說明表是否能更明

確指出資料更新至何年度(或最新圖資

為何)。 

 

4. P3-14中提及(3)地形特徵線中之…..土

提均等是。(是否誤植或錯誤)另”重

直”的地形斷面，是否為”垂直”的地

形。 

 

 

 

 

1. 已增補本案各項精度於航測一節，相關

檢測文件詳見附錄。 

 

 

 

2. 遵照辦理。 

 

 

 

3. 已增補本案各項圖資取得及更新時程

等說明文件(詳見附錄)，並建置圖資及

系統更新說明文件於本案系統入口網

頁，以利使用者隨時查詢。 

4. 報告內筆誤已更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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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北分

局張委員錦家 

1. P4-11相關圖表及文字敘述，例集水區

名稱不符或資料不完整應補正。 

2. P4-12圖 4-10與其描述易誤導讀者，如

新增崩塌地來源主要為針闊葉林區、竹

林、草生地等論述過於武斷，因建築用

地、果園其選在平坦安全地區。另圖

4-9、4-10等圖示其 x、y意義為何均未

標示。 

3. P4-17圖例顏色區分不出來，應補正。 

4. P4-10其表 4-4、4-5應為原年度之崩塌

(筆數)，請說明清楚。表 4-5單位有

誤?(筆或公頃)。94年無崩塌資料，是

否 94、95年資料為合併數量應說明。 

5. 系統展示或操作應有實機(或光碟或網

址)讓委員測試使用，否則難以提供實

際建議供改進(目前只看到 3D展示)。 

6. 防災及復建調查應用上，可否於現場時

以 iPad即時顯示過去實拍、航照成果。 

7. P5-16”保護署”文字修正。 

 

 

1. P4-11相關圖表及文字敘述筆誤處皆已

更新修正。 

2. 已修正刪除報告內文相關敘述，以避免

描述誤導，並增補圖檔圖示說明。 

 

 

 

 

3. 已修正報告圖檔圖例。 

4. 已修正報告表 4-4、4-5單位說明。另一

方面，庫區 94年度無相關崩塌調查資

料，95年度崩塌地數量是否 94、95年

資料為合併數量尚無法確認。 

5. 三維系統平台為北水局內部展示查詢

系統，尚無對外連線機制。 

 

6. 三維系統僅提供Window作業系統平

台，尚無提供 iPad等 IOS作業系統。 

7. 已修正報告為行政院環保署。 

(三)劉委員以銓 

1. 計畫所蒐集各單位圖資均更新為最新

版本，尤其配合四都合併予以更新屬

性，符合實際。 

2. P2-48有關提供決案支援應用之主題資

料庫，對資料庫應用有加值效果，是否

可提供案例說明，以了解實際操作方

法? 

 

3. P5-12橫向連結集水區控管工程各項回

 

1. 本案向量圖資已配合五都予以更新欄

位屬性並更新於三維系統。 

 

2. 主題資料呈現係透過系統點查詢機

制，系統則自動切換各類主題，包含基

本資料、天氣、土壤、地質、土地利用、

都市計畫及地籍等 7大類主題視窗，並

建構線上教學影片供使用者查詢展示。 

3. 目前水利署專案管考系統及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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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報報表，可減省各類報表重複填寫動

作，並整合工程資訊，減少填寫錯誤，

效益良好，為不知系統上傳使用效果如

何? 

 

4. Chap4對崩坍地判釋比較，可瞭解整體

治理計畫之整治成效，如與降雨量或降

雨強度坍方等因子比較，將可得到更具

體且具說服力資訊。 

局工程管考系統皆已建立資料提供服

務，各資料皆已串接資料於三維系統，

不僅以減少業務單位人員重覆登錄，亦

可即時查詢各工程資訊內容及空間分

布位置。 

4. 請主辦課室協助提供相關資料。 

(四)桃園縣政府王先生士綜 

1. 本案測量整合精度是多少在野外調查

土地使用管理時，可提供做為調查土地

屬性的準確度。 

2. 數值地形建置是真實地表或是包含地

表上林木高，在崩塌數量計算上是否有

誤差? 

 

3. 航拍地形圖等高線間距是否有 1M，以

作為各宗地申請可利用限度調查時作

初步判斷該土地坡度。 

 

1. 本案航測製圖比例尺為 1/5000，影像地

面解析為 50公分，可作為一般土地使

用現況調查應用。 

2. 本案數值高程模型(DEM)係以人工編

修方式去除地形上覆蓋物高度(如人工

建物、植被等)以獲得地表高程資料，

並無包含地表林木高資料。 

3. 本案航測製圖比例尺為 1/5000，其等高

線精度為 2.5米。而土地坡度則可透過

系統即時讀取地形坡度。 

(五)本局保育課王課長瑋 

1. 本課室現既有地理資訊系統，尚需整

合、納入其他計畫成果，請陶林公司協

助評估本局既有軟、硬體設備是否需再

升級或更新，以利系統之運作。 

2. 報告書中於不同年度所呈現之資料之

比對成果，應以同一比例尺、同一範圍

進行比對、俾利呈現正確之治理或改善

成果。 

3. 本案正射影像、數值高程模型、空中三

角測量、航空攝影、航測控制點布設…

 

1. 遵照辦理，配合貴局執行辦理。 

 

 

 

2. 遵照辦理。 

 

 

 

3. 已增補本案各項航測圖資檢核方式、結

果以及精度等說明資料於航測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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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等等，其圖資檢核方式及精度說明等資

料皆須納入報告說明。 

4. 圖資收集與圖資套疊之精度與正確

性，請陶林公司應多加費心，俾利日後

資料查詢及現地執行違法取締之依據。 

章節及附件檢核表單內。 

 

4. 遵照辦理。 

(六)本局保育室 

1. 本案崩塌地及土地利用其判釋數量與

面積等應增列敘明於報告。 

2. 針對本案已彙整之數值圖資，除增補詮

釋資料敘述外亦須註明相關資料處理

流程。 

3. 內政部函文同意本案飛航計畫等相關

公文亦須納入報告。 

 

1. 遵照辦理，已增補本案航測產製之崩塌

地及土地利用數量與面積等數據。 

2. 遵照辦理，已增補說明於報告第二章

2-2-3各部會數值圖資彙整說明成果一

節。 

3. 遵照辦理，已增補於本案報告附錄。 

(七)本局資產課謝專員贏誼 

1. 經簡報，本系統已有影像發布功能，影

像發布時，對其他GIS系統有無限制。 

 

 

2. 第 5章系統資料連結服務，連結其他機

關之系統如水土保持局之『水土保持工

程管考系統』等，是否還需使用其系統

之帳號、密碼登入? 

3. P5-16環保署誤植為保護署。 

4. 第 6章結論與建議請區分，何為結論?

何為建議? 

 

1. 網路地圖服務(Web Map Service,簡稱

WMS)為開放式網路地圖服務標準，因

此其服務並無相關限制，即可提供不同

資訊系統連結圖資與共享服務機制。 

2. 水土保持局之『水土保持工程管考系

統』系統過Web service連結資料庫服

務查詢，使用者無須使用帳號、密碼登

入。 

3. 已修正報告內文。 

4. 遵照辦理，已更新本案報告結論與建議

一節。 

(八)水患治理監督聯盟 

1. Web GIS系統對於民間使用開放考量

點應包含資料安全性。 

 

2. 本案航拍拍攝時期不一，其影像成果呈

現差異度大。 

 

1. 本案系統係屬北水局內部資訊平台，尚

無對外供一般民眾連結查詢，並建議貴

局列為後續規劃。 

2. 航攝時期因牽涉天候、含雲量、日照方

位……等綜合非人為可控制因素，且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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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復 

 

 

3. 系統是否可提供有效決策，如颱洪時期

庫區排沙洩洪等。 

配合航測作業時程，故不易律定各期飛

航拍攝時間。 

3. 庫區排沙洩洪係牽涉水庫營運管理及

水資源調度等考量，本案系統尚無提供

此相關資訊。 

(九)吳主任工程司東雄 

1. 報告摘要請整合結論與建議並列舉敘

明，以凸顯計畫成效。 

2. 本案報告最後一節初步結論與建議，應

具體說明成果且刪除「初步」等描述說

明。 

3. 報告內部分灰階圖片請配合主題說明

適度調整更新為彩色圖片。 

4. P3-3與 P3-4航拍記錄其表單建置單位

不一致，請說明。 

5. 崩塌地數量分析請配合歷次重要颱洪

降雨等資料共同比對。 

6. 教育訓練是否本案作業項目，其規劃對

象與時程安排等請說明。 

 

7. 系統即時水情是否包含濁度站資訊。 

 

1. 遵照辦理。 

 

2. 遵照辦理，已修正報告本文。 

 

 

3. 遵照辦理。 

 

4. 已更新修正航拍記錄表單建置單位及

相關欄位。 

5. 請主辦課室協助提供相關資料。 

 

6. 教育訓練為本案協助執行作業事項，其

規劃對象以局內同仁以及石門水庫共

關機關為主，配合計畫時程執行辦理。 

7. 系統即時水情包含庫區濁度站資料。 

結論 

1. 航測各項作業成果其精度檢測方式及

檢核結果請納入報告。 

 

2. 一般民眾展示平台與內容納入後續計

畫執行規劃。 

3. 崩塌地判釋與量化成果請查核比對後

彙整列表供本局後續展示運用。 

4. 本報告原則認可，請依委員及列席單位

意見修正及補充。 

 

1. 已增補本案各項航測圖資檢驗方式、結

果以及精度等數據與說明資料於航測

各作業章節及附件表單內。 

2. 請北水局酌參規劃辦理。 

 

3.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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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局土地利用分類表 

代碼 內容 代碼 內容 

A 水田 P 草生地 

B 旱田 Q 崩塌地 

C 闊葉林 RO 道路 

D 針業林 RI 河流 

E 竹林 R 高爾夫球場 

F 灌木林 S 水庫 

G 建築區 T 水池 

H 墓地 U 荒地 

I 花園 V 公園 

J 檳榔 W 伐木地 

K 香蕉園 X 開墾地 

L 茶園 Y 景觀區 

M 鳳梨 Z 雞豬舍寮 

O 果園   

  



水土保持局土地利用分類圖例示意 

水保局土地利用分類圖例示意 

代碼 A B 

內容 水田 旱田 

判釋

影像

範例 

  

代碼 C D 

內容 闊葉林 針葉林 

判釋

影像

範例 

  

代碼 E F 

內容 竹林 灌木林 

判釋

影像

範例 

  

代碼 G H 

內容 建築區 墓地 

判釋

影像

範例 

  

代碼 I J 

內容 花圃 檳榔 



水保局土地利用分類圖例示意 

判釋

影像

範例 

  

代碼 K L 

內容 香蕉園 茶園 

判釋

影像

範例 

  

代碼 M O 

內容 鳳梨 果園 

判釋

影像

範例 

  

代碼 P Q 

內容 草生地 崩塌地 

判釋

影像

範例 

  

代碼 RO RI 

內容 道路 河流 



水保局土地利用分類圖例示意 

判釋

影像

範例 

  

代碼 R S 

內容 高爾夫球場 水庫 

判釋

影像

範例 

  

代碼 T U 

內容 水池 荒地 

判釋

影像

範例 

  

代碼 V W 

內容 公園 伐木地 

判釋

影像

範例 

  

代碼 X Y 

內容 開墾地 景觀區 



水保局土地利用分類圖例示意 

判釋

影像

範例 

  

代碼 Z  

內容 雞豬舍寮  

判釋

影像

範例 

 

 

 



土地使用分類系統表 
一、土地使用分類系統表 

本土地使用分類系統整體為層級式樹狀結構，共分為 3 級。第一級共分為 9 大類，第二

級就第一級之劃分再細分 41 類、第三級則就第二級之架構再分為稻作等 103 類，均分別給予

編碼並闡明第三級分類項目之說明。（詳見表 1 至表 9） 

編碼方式主要依循民國 82 年土地使用分類系統之阿拉伯數字編碼，第一級分類項目給

予 2 碼，編碼自 01 開始，第二級及第三級分類項目亦給予 2 碼；第二級及第三級分類項目代

碼以尾數「0」代表與上 1 層級之類別相同。第一級 9 大類別分別為： 

「農業使用土地」：編碼 01 
「森林使用土地」：編碼 02 
「交通使用土地」：編碼 03 
「水利使用土地」：編碼 04 
「建築使用土地」：編碼 05 
「公共使用土地」：編碼 06 
「遊憩使用土地」：編碼 07 
「礦鹽使用土地」：編碼 08 
「其他使用土地」：編碼 09 



（一）農業使用土地 
農業使用土地下第二級共分為 4 類，第三級分為 11 類。第三級細分類項目係配合「農

業統計年報」中農業生產統計分類進行修訂，以利相關調查資料之更新，如表 1 所示。 
表 1 農業使用土地分類系統表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類
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說明 

農
業
使
用
土
地 

 
 
 
 
 
 

01 
 
 
 
 
 
 

農作 0101 稻作 010101 係指從事稻米栽培之土地。包括水稻、陸稻 
旱作 010102 係指從事雜糧作物、特用作物及園藝作物栽培之土地。雜糧作物

包括小麥、黑麥、蕎麥、紅豆、大豆、玉米、粟（小米）、大麥、
甘藷、花豆、綠豆、薏仁、落花生、蜀黍（高粱）；特用作物包
括係指從事纖維料、油料、糖料（甘蔗）、嗜好料、香料、藥料
及工業原料等特用作物栽培之土地。包括棕櫚、苧麻、亞麻、大
甲藺、芏苡（三角藺）、向日葵、油菜籽、葛鬱金（粉薯）、甜
菜、茶葉、菸草、胡椒、花椒、香茅草、芥末籽、杭菊、除蟲菊、
枸杞、黃蓍、麥門冬、桑樹、棉花、瓊麻、黃麻、洋麻（鐘麻）、
芝麻、蓖麻籽、樹薯、甜菊、咖啡、可可豆、蛇麻、茴香、仙草、
洛神葵、薄荷、魚藤、當歸、山藥、柴胡、牧草、綠肥作物；園
藝作物包括蔬菜、食用菌菇類（包括木耳、香菇、草菇、食用菌
菇類菌種、靈芝、洋菇、金針菇）及花卉（包括盆花植物、觀葉
植物、切花植物） 

果樹 010103 係指從事水果及乾果種植、栽培而以收穫其果實為目的之土地。
包括李、杏、柿、栗、枇杷、橄欖、木瓜、楊桃、鳳梨、檳榔、
葡萄、椰子、柑桔類、番石榴、梅、桃、棗、梨、芒果、胡桃、
蘋果、龍眼、香蕉、蓮霧、荔枝、番荔枝、百香果 

廢耕地 010104 係指原為從事 010101 至 010103 分類項目栽培之使用，因廢耕而
為草生之土地。如為從未栽植農作物及林木之草生荒地應屬
090300「草生地」 

水產養
殖 

0102 水產養殖 010200 係指水產養殖所使用之土地 

畜牧 0103 畜禽舍 010301 係指飼育家畜、家禽所使用之土地 
牧場 010302 係指放牧家畜、家禽之土地 

農業附
帶設施 

0104 溫室 010401 係指有固定基礎之透明採光設施。 
倉儲設施 010402 係指供糧食、肥料、資材存放之設施。 
農產品展
售場 

010403 係指供農產品之集貨、包裝、運銷、展售等設施。 

其他設施 010404 係指供農作、畜牧、漁業、休閒農業生產或經營所需之栽培場、
機房、資材室、冷藏或冷凍庫、育苗作業室等之設施。 



（二）森林使用土地 
森林使用土地下第二級共分為 3 類，第三級分為 12 類。第二級及第三級細分類項目

係配合「國有林事業區檢定調查手冊」中林地分類，以利相關調查資料之更新，如表 2 所

示。 

表 2 森林使用土地分類系統表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類
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說明 

森
林
使
用
土
地 

02 天然林 0201 天然針葉
樹純林 

020101 係指天然針葉樹純林，其蓄積或株數至少佔 75% 

天然闊葉
樹純林 

020102 係指天然闊葉樹純林，其蓄積或株數至少佔 75% 

天然竹林 020103 係指各類竹林或竹林佔全林冠 75%以上 
天然竹針
闊葉混淆
林 

020104 係指天然針、闊葉樹、竹混淆林，其針（或闊）葉樹種蓄積總和
或株數總和至少佔 25%以上，75%以下 

人工林 0202 人工針葉
樹純林 

020201 係指人工針葉樹純林，其蓄積或株數至少佔 75% 

人工闊葉
樹純林 

020202 係指人工闊葉樹純林，其蓄積或株數至少佔 75% 

人工竹林 020203 係指各類竹林或竹林佔全林冠 75%以上 
人工竹針
闊葉混淆
林 

020204 係指人工針、闊葉樹、竹混淆林，其針（或闊）葉樹種蓄積總和
或株數總和至少佔 25%以上，75%以下 

其他森
林使用
土地 

0203 伐木跡地 020301 林木伐採後尚未完成更新造林者 
苗圃 020302 培育林木之園區及附帶道路、建物等相關設施之總括 
防火線 020303 為防止森林火災蔓延擴展，於山稜脊線設置以清除所有地表植生

之帶狀裸露林地 
土場 020304 木材自林地搬出途中暫時存放之場所，在林道末端者稱為土場 



（三）交通使用土地 
交通使用土地下第二級共分為 4 類，第三級分為 11 類，如表 3 所示。 

表 3 交通使用土地分類系統表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類
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說明 

交
通
使
用
土
地 

 
 
 
 
 
 
 
 
 
 

03 機場 0301 機場 030100 包括航空站、航空貨運站、飛行場、航空貨物集散站及機場相關
設施如助航設施（導航台、助航台、儀降系統及塔台）及其他設
施（空中廚房、飛機製造修理場等）。如為軍用機場應屬 090100
「軍事用地」，但如為軍民合用之機場以及山區與離島之直昇機
緊急停機坪亦屬本分類 

鐵路 0302 一般鐵路 030201 包含一般鐵路線（供一般使用之鐵路線）、專用鐵路線（運糖、
運鹽或運木材）及捷運鐵路線之類別 

高速鐵路 030202 供高鐵使用之路線 
鐵路相關
設施 

030203 包括鐵路車站、機廠及機務段、裝卸場、調車場、維修場、機電
房及其他鐵路相關設施 

道路 0303 國道 030301 係指道路系統分級為國道者 
省道、快
速道路 

030302 係指道路系統分級為省道者 

一般道路 030303 4 米以上，但不包含 030301 及 030302 以外，之道路，包括縣道、
鄉道、市區道路和其他道路（堤防兩側道路視為水利用地，不屬
於此類） 

道路相關
設施 

030304 包括公路車站、停車場、車輛調度場、車輛檢修場、客貨運轉運
站、服務區、休息站、監理機構及其他公路相關設施 

港口 0304 商港 030401 包括碼頭、修造船廠、倉棧設施及其他公共設施；軍港不在此限，
如為軍商合用港亦歸屬於本分類 

漁港 030402 包括碼頭、修造船廠、倉棧設施及其他公共設施 
專用港 030403 係指軍、商、漁港以外之港口，但不包含海洋遊憩設施之遊艇港 
其他港口
設施 

030404 獨立燈塔（新增） 



（四）水利使用土地 
水利使用土地下第二級共分為 7 類，第三級分為 17 類。第三級細分類項目修改自「各

河川流域、海岸沿岸土地利用現況資料庫建置」中水利土地使用分類，如表 4 所示。 

表 4 水利使用土地分類系統表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類
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說明 

水
利
使
用
土
地 

 
 
 
 
 
 
 
 
 

04 河道 0401 河川 040101 係指江、河川、溪等水流經過之地域 
減河 040102 係指專為疏分本水道一定地段超量洪水而開闢之另一水道 
運河 040103 係指為便利水運所開鑿之水道 
堤防 040104 包括河堤、海堤及離岸堤（含設計之消波塊） 

溝渠 0402 溝渠 040200 包括灌溉、排水、給水及相關設施，其寬度 5M 以上者 
蓄水池 0403 水庫 040301 係指建立堰壩所形成之水域及其附屬設施 

湖泊 040302 係指該水域在當地以湖、泊稱之者 
其他蓄水
池 

040303 包括池、埤、溜、潭等；如專供養殖使用者，應歸屬於 010200「水
產養殖」類 

人工湖 040304 係指作為水源使用者之人工湖泊，形狀整齊，有輸水幹管等相關
設施。 

水道沙
洲灘地 

0404 水道沙洲
灘地 

040400 水利法 81 條，凡與水流宣洩或洪水停駐有礙之地區，包括湖沼、
河口之海埔地與三角洲及指定之洩洪區 

水利構
造物 

0405 水閘門 040501 水閘門 
抽水站 040502 抽水站 
水庫堰壩 040503 水庫堰壩 
地下取水
井 

040504 地下取水井 

其他設施 040505 包括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施做之欄沙壩、跨河橋樑保護工程及其
他設施等 

防汛道
路 

0406 防汛道路 040600 係指位於堤內緊鄰堤防供防汛使用之道路，及堤外便道等 

海面 0407 海面 040700 包括海面及海面上之附屬設施 



（五）建築使用土地 
建築使用土地下第二級共分為 4 類，第三級分為 12 類，如表 5 所示。 

表 5 建築使用土地分類系統表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類
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說明 

建
築
使
用
土
地 

 

05 
 

商業 0501 零售批發 050101 係指從事買賣貨品活動之土地，包括零售、批發及量販店，如百
貨公司、商店、市場、大型量販店和購物中心。其中零售業之銷
售對象以一般民眾為主，批發業（意旨從事有形商品批發、經紀
及代理）批發業係以銷售大宗商品為主，其銷售對象多為機構或
產業（如中盤批發商、零售商、工廠、公司行號等）。相關細項
業別包括農、畜、水產品業、食品什貨、布疋、衣著、服飾品、
家庭電器、設備及用品零售（批發）業、藥品、化粧品及清潔用
品、文教、育樂用品、鐘錶、眼鏡、首飾及貴金屬、建材、機械
器具、汽機車及其零配件、用品、綜合商品及其他商品之零售或
批發 

服務業 050102 係指提供個人或工商服服務務使用之土地包括住宿（如賓館、旅
館、旅社、汽車旅館、民宿、觀光旅館、招待所）、餐飲（如餐
廳、食堂、小吃店、速食店、鐵板燒店、日本料理店、飯館麵店、
快餐店、牛排館自助火鍋店、飲酒店、啤酒屋）、運輸通信（如
路上運輸、水上運輸、航空運輸、旅行、報關、郵政、電信、快
遞）、金融保險（如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會、漁會信用部、信
託投資）、不動產租賃、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如法律及會計服
務、建築及工程技術服務、專門設計服務、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資料
處理及資訊供應、研究發展服務業、廣告、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業（如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攝影、翻譯服務、獸醫、環境檢測服務）、
教育服務（如補習班、才藝班）、文化服務（如出版、電影製作、廣播
電視、藝文及運動服務業）及其他服務（如洗衣、理髮及美容、殯葬服
務、家事服務業、相片沖洗、浴室、駕訓班） 

住宅 0502 
 
 
 

純住宅 050201 係指整體建築專供住宅使用者，不含其他使用之土地 
兼工業使
用住宅 

050202 係指一樓供工業使用，其餘供住宅使用樓層比例超過 50% 

兼商業使
用住宅 

050203 係指一樓供商業使用，其餘供住宅使用樓層比例超過 50% 

兼其他使
用住宅 

050204 係指一樓供住宅、商業或工業以外之其他使用且其餘供住宅使用
樓層比例超過 50% 

工業 0503 
 

製造業 050301 係指從事製造業使用之土地。包括食品、飲料、菸草、紡織、成
衣、服飾品、皮革、毛皮、木竹製品、家具、裝設品、紙漿、紙
製品、印刷、化學材料、化學製品、石油、橡膠、塑膠、非金屬
礦物、金屬、機械設備、電腦、通信、電子、電力機械、運輸工
具、精密光學、醫療器材、鐘錶等製造業，製造品零組件之組裝
（裝配業）亦歸於本類 

倉儲 050302 從事經營租賃取酬之製造業相關原料、產品之堆棧、棚棧、倉庫、保稅
倉庫等用地均屬之（不包括農業、林業場地儲存活動所使用之土地） 

其他建
築用地 

0504 
 
 

宗教 050401 包括供寺廟、教（會）堂和其他宗教建築使用，但不包含 070101
法定文化資產項目之土地 

殯葬設施 050402 包含墓地、殯儀館、火化場和骨灰（骸）存放設施 
興建中 050403 已興建地下層或地面層但在現況調查年度內無法建築完成者 
其他 050404 係指宗教、殯葬設施、興建中以外之其他建築用地，包括人民團

體、財團法人等類別 



（六）公共使用土地 
公共設施使用土地下第二級共分為 6 類，第三級分為 14 類，如表 6 所示。 

表 6 公共設施使用土地分類系統表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類
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說明 

公
共
使
用
土
地 

 
 
 
 
 
 
 
 
 
 
 
 

06 
 
 
 
 
 
 
 
 
 
 
 
 

政府機關 0601 政府機關 060100 包含政府機關、民意機關、國際組織、外國使領館、其他外
國機構等 

學校 0602 
 
 
 
 

幼稚園 060201 學校內如同時包括幼稚園、小學、中學等使用，以最高級之
使用為主。如為托兒所則歸於 060400 社會福利設施 

小學 060202 供國民小學使用之土地 
中學 060203 供國民中學、高中（職）使用之土地 
大專院校 060204 供大專院校使用之土地 
特種學校 060205 包括啟聰學校、盲啞學校、感化院、輔育院等 

醫療保健 0603 醫療保健 060300 包括醫院、診所、衛生所及衛生室、醫事技術及其他醫療保
健服務之類別 

社會福利設
施 

0604 社會福利
設施 

060400 包括兒童、少年、老人、婦女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社會救
助機構、社區活動中心及其他社會福利設施，如為托兒所屬
兒童福利機構之類別 

公用設備 0605 
 
 
 

氣象 060501 包括測候站、雷達站、地震、海象、天文等觀測站及相關措
施，但氣象局應屬機關分類 

電力 060502 包括火力、水利、核能、風力、潮汐、溫差、潮流發電廠、
變電所、輸配電鐵塔及連接站及其他電業相關設施 

瓦斯 060503 包括煤氣、天然氣整（加）壓站、分裝場及接收站 
自來水 060504 包括自來水廠和抽水站、加壓站、配水池、其他自來水設施 
加油站 060505 加油站及附屬設施 

環保設施 0606 環保設施 060600 包括污水處理廠、污水抽水站、雨水及污水截流站、垃圾處
理廠及垃圾掩埋場、廢物處理、空氣、噪音監測處理設施、
資源回收設施 



（七）遊憩使用土地 
遊憩使用土地下第二級共分為 2 類，第三級分為 6 類。如表 7 所示。 

表 7 遊憩使用土地分類系統表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類
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說明 

遊
憩
使
用
土
地 

 
 
 
 
 

07 
 
 
 
 
 

文化設
施 

0701 
 
 

法定文化
資產 

070101 係指具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古蹟、
歷史建築、聚落、遺址、文化景觀、自然地景等土地 

一般文化
設施 

070102 包括博物館、演藝廳、音樂廳、文化中心、史蹟陳列館、藝術館、
紀念館、美術館、文物陳列館、工藝陳列館、圖書館、博物館、
劇院 

其他文化
設施 

070103 包括教育部主管之社會教育館、動植物園、海洋生態館、海洋公
園、科學館等 

休閒設
施 

0702 
 
 

公園綠地
廣場 

070201 係指非營利性且供一般民眾休憩之土地，包括公園、綠地、廣場、
花園及相關園藝設施 

遊樂場所 070202 包括室內遊樂場（電影院、電子遊樂場、保齡球館、撞球場、上
網專門店、釣蝦場）及戶外遊樂場（高爾夫球場、營利性公園、
森林樂園、海底樂園、森林遊樂區、露營野餐地、海上樂園、海
水浴場）之類別 

體育場所 070203 包括巨蛋、體育館、體育場、球場及游泳池 



（八）礦鹽使用土地 
礦鹽使用土地下第二級共分為 3 類，第三級分為 6 類，如表 8 所示。 

表 8 礦業使用土地分類系統表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類
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說明 

礦
鹽
使
用
土
地 

 
 
 
 
 

08 
 
 
 
 
 

礦業 0801 
 

礦場 080101 包括金屬礦場、非金屬礦場、石油、天然氣採集場、礦業堆積場 
礦業相關
設施 

080102 包括礦業開採設施、附屬設施及其他必要設施 

土石 0802 
 

土石採取
場 

080201 包括土石採取作業場所及其所需土石堆積場 

土石相關
設施 

080202 包括土石採取場以外之土石加工及其他必要設施 

鹽業 0803 
 

鹽田 080301 包括堆積場 
鹽業相關
設施 

080302 包括鹽廠及食鹽加工廠、辦公廳等相關設施 



（九）其他使用土地 
其他使用土地下第二級共分為 8 類，第三級分為 13 類，如表 9 所示。 

表 9 其他使用土地分類系統表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類

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說明 

其
他
使
用
土
地 

 
 
 
 
 
 
 
 
 
 
 

09 
 
 
 
 
 
 
 
 
 
 
 

軍事用
地 

0901 軍事用地 090100 包括軍事機關、軍事院校、軍用機場、軍港等相關軍事設施 

溼地 0902 溼地 090200 溼地、沼澤和紅樹林 
草生地 0903 草生地 090300 從未栽植農作物及林木之草生荒地 
裸露地 0904 

 
 

灘地 090401 沙灘、海灘、潮間帶等地 
崩塌地 090402 係指水利用地以外之裸露地，包括落石、翻覆、滑動、側滑、流

動等五類，涵蓋坍方、山崩、崩塌等土地 
礁岩 090403 礁岩、海蝕平台、裸露岩石等地 
裸露空地 090404 裸露空地 

灌木荒
地 

0905 灌木荒地 090500 灌木雜生之生荒地 

災害地 0906 災害地 090600 係指低海拔地區已發生災害之地區，包括因海水倒灌、土壤污染
等無法利用之土地 

營建剩
餘土石
方 

0907 營建剩餘
土石方 

090700 係指堆積、處理營建廢棄土之場所 

空置地 0908 
 
 

未使用地 090801 係指土地空置，且尚無特定用途者 
人工改變
中土地 

090802 係指已整地或正整地準備開發利用為某特定用途者，包含海浦新
生地 

測量標 090803 依「測量標設置保護條例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之永久測量標使
用者，包括覘標、標石、標架、標桿、標尺、水尺、航用燈標、
航用浮標等 

 



石門水庫集水區系統圖資資料庫彙整一覽表 

向量圖資階層架構/圖資名稱 圖資範圍 

00 基本資料(Base Data) 

A水利事業法定區域 

中央管河川界點 全省分類 

中央管河川區域勘測起終點 全省分類 

中央管河川治理規劃報告起終點 全省分類 

中央管河川治理基本計畫起終點 全省分類 

中央管河川斷面樁 全省分類 

中央管河川河川區域線 全省分類 

中央管河川水道治理計畫線 全省分類 

中央管河川堤防預定線 全省分類 

中央管區域排水設施範圍線 全省分類 

中央管區域排水水道治理計畫線 全省分類 

中央管區域排水堤防預定線 全省分類 

全省海堤區域線 全省分類 

水庫蓄水範圍 全省分類 

基隆河洪氾區 所屬範圍分類 

淡水河洪水平原區 所屬範圍分類 

地下水管制區圖 全省分類 

B行政界線  

村里 全省分類 

鄉鎮市區 全省分類 

縣市 全省分類 

C管轄範圍 

水源特定區圖 全省分類 

河川局界 全省分類 

水資源局界 全省分類 

水保分局界 全省分類 

事業區林班圖 全省分類 

國有林班地 全省分類 

林務局林區界 全省分類 

原住民族保留地 全省分類 

山坡地範圍 全省分類 

D分幅圖框 

全省海堤圖框 全省分類 

中央管區域排水圖籍圖框 全省分類 

中央管河川圖籍圖框 1/2,400 全省分類 

內政部 1/5,000圖幅框 全省分類 



01 自然環境(Natural Environment Data) 

A水文 

中央管河川 全省分類 

中央管排水 44條排水 全省分類 

縣市管區域排水路 全省分類 

縣市管區域排水流域範圍 全省分類 

水系圖 全省分類 

水庫集水區範圍圖 全省分類 

全省各集水區範圍圖 全省分類 

河川流域 全省分類 

水保局子集水區 全省分類 

水保局集水區 全省分類 

地下水分區 全省分類 

B地文 

土壤圖 全省分類 

地層下陷區 全省分類 

順向坡面 全省分類 

C地質 

地質圖_易淹水地區地質圖 全省分類 

地質圖_五萬分之一 全省分類 

地質圖_二十五萬分之一 全省分類 

工程地質鑽探井 全省分類 

水文地質剖面位置點 全省分類 

水文地質剖面線位置圖 全省分類 

岩體強度 全省分類 

岩體露頭 全省分類 

煤線 全省分類 

斷層 全省分類 

褶皺 全省分類 

02 自然資源(Natural Resources Data) 

A資源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全省分類 

自然保留區 全省分類 

保安林分佈概略圖 全省分類 

漁業資源保育區 全省分類 

礦產區 全省分類 

B水權 
農田水利會管轄範圍 全省分類 

水利會地面取水口 全省分類 

C生態 96年國家重要濕地(含彰化未定) 全省分類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全省分類 

棲地型態 全省分類 

沿海保護區 全省分類 

海岸防護區圖 全省分類 

海岸保護區圖 全省分類 

海岸管理範圍圖 全省分類 

D環境敏感地 

洪水平原敏感地 全省分類 

自然景觀敏感地 全省分類 

地質災害敏感地 全省分類 

地表水源敏感地 全省分類 

地下水補注區敏感地 全省分類 

生態敏感地 全省分類 

文化景觀敏感地 全省分類 

優良農田敏感地 全省分類 

土地使用發展限制區 全省分類 

限制發展區 全省分類 

E河川情勢調查 歷年委辦中央管河川航拍計畫成果 中央管河川分類 

03 環境品質(Environment Quality Data) 

A水質 

飲用水水源水質取水口 全省分類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全省分類 

流域_集污區排入點 全省分類 

流域_集污區 全省分類 

水污染管制區 全省分類 

土壤污染管制區圖層 全省分類 

B空氣 

空氣品質區 全省分類 

空氣污染防制區 全省分類 

焚化爐煙囪位置 全省分類 

焚化爐廠區範圍 全省分類 

C廢棄物 

工業區_WASTE 全省分類 

垃圾掩埋場位置圖 全省分類 

垃圾掩埋場範圍圖 全省分類 

垃圾掩埋場復育場址 全省分類 

04 社會經濟(Socio-Economic Data) 

A公共給水 
800以上輸配水管 全省分類 

地面水取水口 全省分類 



地下取水口 全省分類 

區處別 全省分類 

淨水場 全省分類 

導水管 全省分類 

各區域管線 各自來水分區分類 

供水支援點 全省分類 

配水池 全省分類 

供水區域 全省分類 

自來水供水系統 全省分類 

B標的用水 

水利灌溉區 全省分類 

水門與制水工 全省分類 

農田排水渠道 全省分類 

C能源設施 

水力發電廠 全省分類 

火力發電廠 全省分類 

核能發電廠 全省分類 

D觀光遊憩 

景點 全省分類 

國家公園區劃 全省分類 

國家風景特定區 全省分類 

風景特定區 全省分類 

05 土地(Land Use Data) 

土地利用 內政部第二次國土利用調查成果 縣市分類 

A內政部地籍圖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98年度資料 縣市分類 

B河川圖籍地籍圖 本署 98年中央管河川圖籍地籍 中央管河川分類 

C河川公地圖 河川公地圖 全省分類 

D第一次國土利用調查 內政部第一次國土利用調查成果 縣市分類 

E委辦計畫土地利用圖 歷年委辦中央管河川航拍計畫成果 中央管河川分類 

F區域與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區 全省分類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全省分類 

非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全省分類 

縣市管區域排水都市計畫 全省分類 

06 交通網路(Transport Network Data) 

A路網系統 

國道 全省分類 

省道 全省分類 

高鐵 全省分類 

捷運系統 全省分類 



鐵路 全省分類 

縣道 全省分類 

一般道路 全省分類 

道路 全省分類 

鄉道 全省分類 

產業道路 全省分類 

農路 全省分類 

林道 全省分類 

B橋樑設施 全省橋樑 全省分類 

C隧道 隧道 全省分類 

07 公共設施(Public Facilities Data) 

A水庫 水庫堰壩 全省分類 

B防洪設施 

中央管河川堤防護岸 全省分類 

全省海堤構造物 全省分類 

滯洪蓄洪設施 全省分類 

外島海堤 全省分類 

水門位置圖 全省分類 

防汛塊位置 全省分類 

海堤年度工程 全省分類 

調查影像連結 全省分類 

C排水設施 

下水道節點 全省分類 

下水道管線 全省分類 

縣市管區域排水水門 全省分類 

縣市管區域排水改善工程 全省分類 

縣市管區域排水渡槽 全省分類 

縣市管區域排水箱涵 全省分類 

08 監測資料(Monitoring Data) 

A陸地水文測站 

濁度站 全省分類 

含沙量測站位置圖 全省分類 

河川流量測站位置圖 全省分類 

河川水位測站位置圖 全省分類 

地下水觀測井位置圖 全省分類 

地下水位觀測井井況 全省分類 

B氣象測站 
雨量站 全省分類 

主要氣象測站 全省分類 



蒸發量站位置圖 全省分類 

潮位站 全省分類 

浮標站 全省分類 

C近海測站 

氣象站 全省分類 

近海水位氣象站 全省分類 

近海水文潮位站 全省分類 

海氣象資料浮標站 全省分類 

海象中心固定站資料 全省分類 

D地層下陷測站 

地層下陷站 全省分類 

地層下陷GPS監測站 全省分類 

地層下陷水準高程檢測點 全省分類 

磁環分層式地層下陷監測井 全省分類 

E水質測站 

河川水質監測站 全省分類 

海域水質 全省分類 

環評_水質監測站 全省分類 

環評_地下水監測站 全省分類 

區域性監測井分布 全省分類 

F空氣測站 

空氣品質監測站 全省分類 

環評_空氣品質監測站 全省分類 

總懸浮微粒測站 全省分類 

G其他測站 

情勢調查點位 全省分類 

生態觀測點位 全省分類 

遠端監控站點位 全省分類 

外離島調查影像連結 全省分類 

09 災害資料(Disaster-Related Data) 

A災害潛勢 

台灣海平面上升模擬 全省分類 

淹水潛勢圖_水利署 96-99委辦計畫成果 全省分類 

土石流潛勢溪流_99年 全省分類 

土石流潛勢溪流_98年 全省分類 

土石流潛勢溪流_94年 全省分類 

台灣活動斷層_99年 全省分類 

台灣活動斷層_89年 全省分類 

崩塌地特定水土保持區 全省分類 

土石流特定水土保持區 全省分類 

易淹水範圍 全省分類 



海岸線往內 500M 全省分類 

計畫洪水到達範圍圖 全省分類 

縣市管區域排水淹水範圍 全省分類 

B歷年洪痕範圍 歷年颱洪造成之淹水範圍 依颱洪事件分類 

C避難救災 

抽水站位置圖 全省分類 

水災保全避難場所_99年 全省分類 

防汛備料地點 全省分類 

避難處所 全省分類 

10 註記點位(Points Data) 

A行政區界 

t_鄉(鎮市區)公所 全省分類 

t_縣市政府 全省分類 

t_直轄市 全省分類 

B水資源 

t_水利署及所屬單位位置圖 全省分類 

t_中央管河川 全省分類 

t_海堤構造物 全省分類 

t_溼地 全省分類 

t_44條排水 全省分類 

C地標 

t_地名 全省分類 

t_山名 全省分類 

t_地標 全省分類 

t_沙洲名稱 全省分類 

t_工業區名稱 全省分類 

t_漁港構造物 全省分類 

t_外島漁港 全省分類 

t_漁港碼頭 全省分類 

t_外離島註記_地名 全省分類 

t_外離島註記_漁港名 全省分類 

11 基本地形圖(Basic Topographic Map) 

A控制測量 控制測量資訊 全省分類 

B地形圖 3D特徵線 全省分類 

C近海地形 

外島海岸線 全省分類 

海岸線-9899年不含港灣 全省分類 

海岸線-9899年含港灣 全省分類 

海岸線_94年 全省分類 

海軍測量局_負 5M水深 全省分類 



電子航海圖等深線 全省分類 

潮間帶等深線 全省分類 

台灣周圍海域海底地形圖 全省分類 

12 水資源局轄管區域 

北區水資源局 各水資源局轄管區域資訊與工程資訊 依水庫設施分類 

  



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影像及 DEM圖資分類架構 

影像圖資階層架構/圖資名稱 圖資範圍 

北區水資源局 

正射影像 

石門水庫集水區_100年 0.5M 航拍區域分類 

石門水庫集水區_99年 0.5M 航拍區域分類 

石門水庫集水區_97年 0.5M 航拍區域分類 

石門水庫集水區_95年 0.5M 航拍區域分類 

石門水庫集水區_93年 0.5M 航拍區域分類 

石門水庫集水區_92年 0.5M 航拍區域分類 

DEM 

石門水庫淤積測量_99年 水下測量區域分類 

石門水庫淤積測量_98年 水下測量區域分類 

石門水庫淤積測量_97年 水下測量區域分類 

石門水庫淤積測量_96年 水下測量區域分類 

石門水庫淤積測量_95年 水下測量區域分類 

石門水庫淤積測量_94年 水下測量區域分類 

石門水庫淤積測量_93年 水下測量區域分類 

石門水庫淤積測量_92年 水下測量區域分類 

石門水庫淤積測量_91年 水下測量區域分類 

石門水庫淤積測量_90年 水下測量區域分類 

石門水庫集水區_100年 5m 航拍區域分類 

石門水庫集水區_99年 5m 航拍區域分類 

石門水庫集水區_97年 5m 航拍區域分類 

第 01 河川局 

正射影像 

蘭陽溪_99年 0.125M 航拍區域分類 

蘭陽溪_98年 0.125M 航拍區域分類 

蘭陽溪_93年 0.5M 航拍區域分類 

和平溪_92年 0.5M 航拍區域分類 

DEM 

蘭陽溪_99年 1m 航拍區域分類 

蘭陽溪_98年 2.5m 航拍區域分類 

和平溪_92年 5M 航拍區域分類 

第 02 河川局 

正射影像 

頭前溪_98年 0.25M 航拍區域分類 

頭前溪_93-94年 0.1M 航拍區域分類 

頭前溪_92年 0.5M 航拍區域分類 

鳳山溪_93-94年 0.1M 航拍區域分類 



鳳山溪_93年 0.5M 航拍區域分類 

後龍溪_98年 0.25M 航拍區域分類 

後龍溪_94年 0.5M 航拍區域分類 

後龍溪_93-94年 0.1M 航拍區域分類 

中港溪_98年 0.25M 航拍區域分類 

中港溪_93-94年 0.1M 航拍區域分類 

中港溪_94年 0.5M 航拍區域分類 

客雅溪排水_94年 0.125M 航拍區域分類 

DEM 

後龍溪_98年 2m 航拍區域分類 

頭前溪_92年 2.5m 航拍區域分類 

鳳山溪_90年 3m 航拍區域分類 

第 09 河川局 

正射影像 

花蓮溪_99年 0.125M 航拍區域分類 

花蓮溪_93年 0.5M 航拍區域分類 

秀姑巒溪_93年 0.5M 航拍區域分類 

DEM 花蓮溪_99年 1m 航拍區域分類 

第 10 河川局 

正射影像 

淡水河_97年 0.5M 航拍區域分類 

淡水河_96年 0.5M 航拍區域分類 

淡水河_92年 0.5M 航拍區域分類 

基隆河_95年 0.25M 航拍區域分類 

基隆河(關渡至南湖大橋集水區)_94年 0.3M 航拍區域分類 

基隆河(南湖大橋至八堵鐵路橋集水區)_93

年 0.3M 

航拍區域分類 

基隆河(八堵以上(含員山子)集水區)_92年

0.3M 

航拍區域分類 

大漢溪_95年 0.25M 航拍區域分類 

新店溪_95年 0.25M 航拍區域分類 

景美溪_94年 0.25M 航拍區域分類 

三峽河_96年 0.5M 航拍區域分類 

磺溪_96年 0.5M 航拍區域分類 

磺溪_92年 0.25M 航拍區域分類 

塔寮坑溪排水_94年 0.125M 航拍區域分類 

塔寮坑溪排水_90年 0.5M 航拍區域分類 

DEM 淡水河_96年 5M 航拍區域分類 



淡水河_92年 5m 航拍區域分類 

基隆河_92年 5m 航拍區域分類 

大漢溪_95年 5m 航拍區域分類 

三峽河_94年 5m 航拍區域分類 

景美溪_94年 5m 航拍區域分類 

新店溪_95年 5m 航拍區域分類 

塔寮坑_94年 5m 航拍區域分類 

塔寮坑_90年 3m 航拍區域分類 

全省性圖資 

正射影像 

全省海岸影像_98-99年 0.5M 航拍區域分類 

農航所_98年莫拉克後 0.25M 航拍區域分類 

99年正射影像 航拍區域分類 

98年正射影像 航拍區域分類 

97年正射影像 航拍區域分類 

96年正射影像 航拍區域分類 

95年正射影像 航拍區域分類 

全省各級排水影像_91至 95年 0.5M 航拍區域分類 

內政部農航所_0.5M 航拍區域分類 

經建版地形圖 25000 圖檔定位分類 

分層設色 GIS軟體製作分類 

台灣周圍海域海底地形圖 圖檔定位分類 

衛照影像(SPOT5)_98年 2.5M 衛星拍攝區域分類 

衛照影像(SPOT5)_97年 2.5M 衛星拍攝區域分類 

DEM 全省 20M 航拍區域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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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擴充建置及維護後續
擴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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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建置及維護後續擴充」，有關數值影像圖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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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 5 月 10 日至 6 月 20 日，採航測專

用數位像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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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4 片航拍影像，使用 1550 片航拍影像

執行空三作業，總共量測 101,633 個連接點與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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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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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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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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河段空中三角測量平差計算全區計有 1550 片影像，總共量測 10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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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連接點與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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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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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μm (約於地面 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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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μm(約相當於地面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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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未超過 30％。平差後之 R.M.S.其 X 為 6.9 公分、Y 為 6.9 公分、

Z 為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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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7，全區量

測像點坐標數目計 203,569 個觀測量，求定 42,891 未知數，多餘觀測量達

160,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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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擴充建置及維護計畫 
空中三角平差計算成果報告 

 

壹、作業區域 
本案依石門水庫集水區為範圍取東西方向連線為航線，並為確保後續空中

三角整體平差精度，各航線於測區外各多拍攝2個像對，攝影方式係採垂直連

續攝影，影像拍攝前後重疊範圍不得小於百分之八十，左右重疊範圍不得小於

百分之三十為原則。本案採二萬分之一航攝像片比例尺計算(影像掃瞄解析度為

12μm)，其地面解析度約為25公分。計畫航線共計34條、航線總長度為585公

里，航拍作業範圍示意如圖1所示。本計畫已於99年1月10日～3月11日間採航測

專用數位像機(DMC)進行石門水庫集水區航拍作業。 
 

 
圖 1 石門水庫集水區航拍作業範圍圖 



 
貳、空中三角點位量測作業 

採 Virtuo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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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空中三角點位分布及量測以沿航線方向量測約 5 排，而每排約 6 點，每一像

片至少 30 點以上 (如圖 2)，其模型相對定位精度較好，故平面、高程精度亦越

高，符合且優於規範每一像對 12 點規定。 
 

 

 
圖 2 石門水庫集水區空中三角點位量測作業示意圖 



 
石門水庫集水區全區計有1,685片影像，總共量測8,000個連接點與113個地

面全控點，測區航拍涵蓋及空三點分布情形如圖3所示。 
 

 
圖 3 石門水庫集水區航拍涵蓋及空三點位分佈 

 

參、檢核說明 
一、空中三角平差計算軟體 

採用德國司圖佳(Stuttgart)大學Ackermann及Klein教授所發展之光束法空中

三角區域平差程式PATB-NT。PATB程式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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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界及業界均公認之嚴密空中三角平差軟體。 

二、空中三角測量規範 

1. 空中三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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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約制空中三角平差，可採用光束法或獨立模型法計算，強制符合地

面控制點後，中誤差之增量不超過上值之 30%，如有超逾，則應重新檢

核地面控制點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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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三、解算成果 
1. PATB 平差後所得之像片量測中誤差(標準偏差)，其以外圍三個控制點做

為最小約制條件，並且賦予適當精度權重，例如 20 公分，使其不致於

影響影像空間之幾何圖形。石門水庫集水區空中三角整體平差計算其最

小約制網(自由網)所得之量測中誤差為 4.49μm (約相當於地面 10.3 公

分，如圖 4)，符合以光束法計算時不得超過 10μm 規定。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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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μm(約相當

於地面 10.6 公分，如圖 5)，符合光束法計算時不得超過 10μm 規定。

其中誤差增加量為 2.8％，未超過 30％。平差後之 R.M.S.，X 為 6.1 公

分、Y 為 6.7 公分、Z 為 15.2 公分，符合計畫平面 20 公分、高程 25 公

分之規範要求。 

2. PATB 空中三角平差計算時自動進行偵錯，輸入總像點數 88,772，全區

量測像點坐標數目計 177,819 個觀測量，求定 34,110 未知數，多餘觀測

量達 143,709，且局部多餘分量均達γ> 0.3，符合規定。 

3. 本案航拍空中三角測量平差成果符合作業規範。 

 

 

 

 



 
圖 4 最小約制(自由網)平差計算成果 

 
圖 5 完全約制平差計算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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