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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太魯閣國家公園面積廣大，目前對於園內空間資訊皆仰賴小比例尺之紙本圖說，例如：細部計畫

書、步道地圖等，因此圖資的閱覽、查詢、套疊及分析都必須以紙本翻閱的方式進行，相當耗時費力。

而圖資整合與展示查詢系統的建置已成為現今智慧化管理之不可或缺的基礎工作，本文將以天祥遊憩區

為示範區，說明如何將大量紙本書圖，透過資料整合、空間數化及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圖

檔轉置等方式，達成空間圖資整合並匯入展示查詢系統之作業方法，未來將逐步導入系統智慧化功能，

輔助支援決策之各項應用。

摘  要

Abstract

Digitalization of Spatial Data Integ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of Tienhsiang Recreation Area 
in Taroko National Park

The spatial information of Taroko National Park used to only exist in paper forms, such as small-scale trail maps 

and land use plans, which made the reading, searching, and analyzing of spatial information difficult and time-

consuming. Therefore, making spatial information digital and building a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have 

become a necessary task. In this article, we based on our experience in Taroko National Park will illustrate how 

to turn paper-formed maps into digital spatial information and how to build an integrate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which with advanced functions can provide better support to decision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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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自民國75年成立以

來，致力國土規劃政策之推動。近來為面對各

種環境情勢發展，除依據園區實際發展狀況進

行檢討外，亦需將近年國內、外與國家公園相

關之重要政策納入考量，並積極因應生態環境

保育、節能減碳議題，以充分彰顯園區國際級

景點之重要性。

國家發展委員會於104年7月2日提報行政

院會通過之「ide@ Taiwan 2020 (創意臺灣) 政

策白皮書」，將施政分為「基礎環境、透明治

理、智慧生活、網路經濟及智慧國土」共5大

構面，其中「智慧國土」構面從國土的生態價

值為出發點，期求環境的永續經營。智慧國土

著重在導入資通訊技術應用，加速資訊分享交

流，強化橫向與縱向之協作整合，落實應用智

慧化、生活化資訊及開發相關產業加值，以增

加經濟效益。

由內政部主導的國家地理資訊系統(Nat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NGIS)計畫已完

成許多基礎圖資，導入並分享各業管單位之暨

有圖資即可發揮加值功效，而目前推動中的

「NGIS 2020」的規劃原點在於理解國家政府施

政的「善治」本質。而「善治」的精神則是自

由、開放、公民參與，在這些原則下，高度感

知化、網路化、智慧化是智慧國土的願景。

承上述中央施政主軸，太魯閣國家公園

管理處於105年啟動辦理「天祥遊憩區細部計

畫圖資數位化暨步道地圖展示查詢系統應用計

畫」，以「天祥遊憩區細部計畫」為示範起

點，並納入鄰近管轄步道，將基礎圖資依循

NGIS架構建置數位化資料，構建至網路平台進

行業務管理，進一步提供加值分享。計畫目標

如下︰

一、 將業管圖資進行資料數位化、標準化作

業，作為地理資訊應用圖資來源。

二、 完成地理資訊展示查詢系統建置，提供資

訊查詢及分享運用。

三、 配合開放資料政策，開放高品質及具參考

性之空間圖資，供各界加值應用。

貳、設定示範區

示範區選訂太魯閣國家公園天祥遊憩區及周

邊四條步道，總面積為43.9公頃，步道總長度為

11,500公尺，步道基本資料如表1所示，區域位

置如圖1所示，天祥遊憩區區位詳圖如圖2所示。

天祥原是太魯閣族塔比多部落，距太魯閣

約19公里，是太魯閣國家公園的核心，同時也

是太魯閣國家公園峽谷中重要的遊憩據點，此

遊憩區於87年由內政部公告之細部計畫書，是

作為後續管理單位之重要圖資來源，但由於留

存資料皆為紙本資訊，對於管理之查詢或決策

較不易，若透過將紙本資料數位化、標準化作

業，將紙本圖資整合，作為地理資訊應用圖資

來源，爾後配合開放資料政策，可提供高品質

且具參考性之空間圖資，給予各界加值應用。

表1 太魯閣國家公園天祥遊憩區周邊步道基本資料表

名稱 步道分級 管轄單位 登山申請 海拔高度 步道長度

白楊步道 景觀型 天祥管理站 不需申請 480公尺 2,100公尺

綠水步道 景觀型 天祥管理站 不需申請 410公尺 2,000公尺

豁然亭步道 健行型 天祥管理站 不需申請 915公尺 1,900公尺

綠水文山步道 登山型 天祥管理站 需申請入山 600公尺 5,50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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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天祥遊憩區區位詳圖

圖1 天祥遊憩區位置圖



3
專
題
報
導

108 │No.117│January, 2018

參、圖本資料建置與多元資料整合

在不損壞原始圖資條件下，進行原稿的清

理、掃描與影像檔校正，再以人工判讀掃描解

析度、檔案格式、圖幅名稱、圖幅大小、四角

坐標等資訊，建置於資料庫中，如圖3所示。

比對天祥遊憩區既有樁位資料，並於現地

實際找尋相對應之樁位，如圖4，因既有樁位為

88年施測，距今已超過17年，而經巡查後發現

大部分樁位均已遺失，僅少數樁位可辨識。

經巡查後選定適當且可辨識之樁位共六

點，採e-GNSS(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衛星基準站即時動態定位測量方式(Virtual Base 

Station Real-time kinematic, VBS-RTK)檢測，由

連續接收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觀測資

料，透過網際網路即時傳輸至控制及計算中心

進行差分定位，其樁位編號與實測坐標如表2

所示。後續，將施測之TWD97系統樁位坐標值

與既有TWD67坐標系統之樁位坐標值進行仿射

(Affine)坐標轉換，仿射轉換如公式(1)所示。

圖4 現地巡查樁位實況圖

圖3 資料建置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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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過程如表3所示，各點改正數均在3公分以

內，顯示轉換精度良好。

原始掃描圖檔以ArcGIS軟體於TWD97坐標

系統之使用分區向量成果，來量測6個以上之共

軛點(如圖5)，進行圖檔定位，並將細部計畫圖

資重新進行圖幅整飾，分別套繪縣市界向量圖

(如圖6)及地籍向量圖(如圖7)，影像圖檔格式為

GeoJPG(JPG+.jgw)。

(Xp, Yp)為轉換前坐標，(xp, yp)為轉換後

輸出坐標，A、B、C、D、E與F為仿射轉換之

參數。

xp＝AXp＋BYp＋C

yp＝DXp＋EYp＋F (1)

將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進行坐標轉換(原

樁位TWD67坐標系統轉為TWD97坐標系統)，

表2 樁位調查表

點號 點別 橫坐標 縱坐標 正高 坐標系統

M54 界樁 2675547.529 300233.563 460.100 TWD97

M73 界樁 2675461.144 300255.946 456.095 TWD97

M72 界樁 2675461.134 300254.663 457.463 TWD97

T5 導線點 2675264.983 300349.119 446.604 TWD97

C52 中心樁 2675319.504 300166.170 470.489 TWD97

M116 界樁 2675241.297 300148.109 470.407 TWD97

表3 仿射轉換坐標計算表

Link Xp Yp xp yp
Residual_x

(m)
Residual_y

(m)

M54 299403.799 2675753.621 300233.563 2675547.529 -0.015 -0.021

M73 299426.212 2675667.293 300255.946 2675461.144 0.020 0.029

M72 299424.909 2675667.237 300254.663 2675461.134 0.000 -0.017

T5 299519.365 2675471.110 300349.119 2675264.983 0.015 -0.008

C52 299336.389 2675525.650 300166.170 2675319.504 -0.030 0.010

M116 299318.367 2675447.450 300148.109 2675241.297 0.010 0.009

圖5 共軛點量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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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步道地圖定位成果-全區(套疊縣市界向量圖)

圖7 土地使用計畫圖定位成果(套疊地籍向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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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GIS圖檔轉置

經由CAD圖資的預處理與圖檔檢核編修，

透過ArcGIS自動化轉出GIS圖檔(.shp)，並分別建

置點圖層(地標點)、線圖層(步道)、面圖層(使用

分區)之屬性資料，其中為利於步道管理，依數

化成果，紀錄步道起點與終點，並重新計算里

程以500公尺為單位轉為點圖層，GIS圖檔轉置

成果如表5(圖8~14)所示。

陸、太魯閣國家公園天祥遊憩區
地理資訊展示查詢系統建置

地理資訊展示系統建置，包含基礎圖台建

立、介接外部圖資服務、自有圖資發佈地圖服

務、系統功能開發等工作項目，整體作業方法

分述如下：

一、軟硬體及開發環境架構

硬體規格為四核心處理器、8GB以上記憶體

以及60GB之儲存空間，資料庫軟體採用Microsoft 

肆、空間資料數化作業

利用GeoJPG(JPG+.jgw)格式影像，將圖面

上重要資訊，包含地標、步道與使用分區，運

用電腦輔助設計軟體進行數化，並進行圖面清

理使之成為符合GIS資料庫圖元幾何關係之檔

案，作業程序包括圖資分層正確性檢核、圖檔

合併、及圖元幾何關係處理，以下將分別說明

其作業程序。

一、 圖資分層正確性檢核：本檢核之目的除了

確定各類圖資已分類至各單一圖層外，並

確定各分類圖層中所含之圖資均正確。

二、 圖檔合併：經圖層整理之後，各類圖元應

已存在單一圖層，以CAD(Computer Aided 

Design)軟體功能分次合併整個標案之圖檔。

三、 圖元幾何關係處理：在GIS資料庫建置前

需修正不符位相關係之圖元，包含重複物

件、面圖元未閉合、虛擬節點等問題，其

項目說明如表4所示。

表4 圖元幾何關係處理表

檢核項目 適用類型 檢核項目說明

刪除重複物件 點、線、面
針對坐標相同兩個點、起始與結束坐標相同的兩個線段、兩個完全相同的面進
行偵測，並刪除其中一個物件。

刪除虛擬節點 線 二獨立線段共用一點，則此點為虛擬節點，將此二線段合併為一連續線段。

中斷相交物件 線
尋找兩線相交但未產生相交點的物件。將其中斷相交並且在相交點上建立新的
節點。

圖元封閉 面
面圖元如道路面、河流面等圖資，在CAD端應先檢查其屬性為閉合，轉置GIS時
才能以Polygon的方式存在。

表5 GIS圖檔轉置成果表

成果內容 圖編號

1 點圖層成果-地標點(套疊地籍向量與參考影像) 圖8

2 點圖層成果-地標點(屬性資料) 圖9

3 點、線圖層成果-步道與里程點(套疊步道地圖) 圖10

4 點圖層成果-步道里程點(屬性資料) 圖11

5 線圖層成果-步道(屬性資料) 圖12

6 面圖層成果-使用分區(套疊地籍向量與參考影像) 圖13

7 面圖層成果-使用分區(屬性資料) 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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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點圖層成果-地標點(套疊地籍向量與參考影像)

圖9 點圖層成果-地標點(屬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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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點、線圖層成果-步道與里程點(套疊步道地圖)

圖11 點圖層成果-步道里程點(屬性資料)

圖12 線圖層成果-步道(屬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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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面圖層成果-使用分區(套疊地籍向量與參考影像)

圖14 面圖層成果-使用分區(屬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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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符合主流國際趨勢，使用網頁瀏覽器即可

開啟，不需安裝任何外掛程式，且選單、按鈕

等設計皆會將平板觸控操作納入開發考量，以

提供最適化之操作介面。

二、圖資發佈及介接設計

藉由整合多方來源圖資，提供豐富圖資整

合資源。本系統整合圖資類型包括業務圖層、

權屬主題圖、參考底圖及參考主題圖四大類

型，方可輔助系統套疊查詢及展示使用，圖資

取得來源與介接方式規劃如圖16所示。

系統介接各類型圖資項目及作法分述如下：

(一)  業務圖層：向量資料(地標點位、步道

路線、土地使用分區圖)，以及網格資

料(經校正對位之發展限制、道路系

統、公共設施服務等圖資)，發佈可供

網路介接及查詢屬性之地圖服務，圖

資設定發佈畫面如圖17所示。

SQL Express免費版，網站伺服器採用Windows 

Server內建之IIS(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組

成軟體環境，軟硬體架構如圖15所示。

圖台開發程式語言，採用JavaScript搭配地

圖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進行開

圖15 軟硬體架構圖

圖16 系統圖資介接來源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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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電子地圖介接(國土測繪中心通用版電子地圖)

(二)  權屬主題圖：因太魯閣國家公園絕大部

分落於花蓮縣境內，可藉由跨單位合

作，介接由花蓮縣政府提供之地籍圖

資訊，提供地籍圖套疊、地籍定位等

功能，大幅強化本應用系統實用性。

(三)  參考底圖：介接各單位所提供之開放

資源，包含電子地圖及影像兩大類

型，分別介接GoogleMaps、國土測繪

中心提供之通用版電子地圖及影像、

開放街圖(OpenStreetMap, OSM)、農林

航空測量所影像等，提供多元化底圖

參考，介接成果如圖18至圖22所示。

圖17 地圖服務發佈設定畫面

圖19 電子地圖介接(Google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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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影像底圖介接(通用版正射影像)

圖20 電子地圖介接(OSM)

圖21 影像底圖介接(Google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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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1/5000地形圖介接成果畫面圖

圖24 段籍圖介接成果畫面圖

(四)  參考主題圖：利用國土測繪中心所提供

之WMTS(Web Map Tile Service)地圖服

務，介接相關參考圖資，包含1/5000地

形圖、段籍圖、國土利用調查，藉由

相關主題圖，可提供管理單位對於轄

管範圍內有更多空間資訊加以判讀，

介接成果畫面如圖23至圖25所示。

四、系統功能開發

天祥遊憩區地理資訊展示圖台，開發功能

項目如圖26所示。

系統開發作業，包含地圖操作、圖層套

疊、圖面點選、定位服務及圖面量測等功能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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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介接畫面圖

圖26 系統功能開發項目

組，各項功能模組分述如下：

(一) 基本地圖操作功能：

 包含地圖平移、放大、縮小，回到

原始地圖等功能，並提供操作紀錄回溯按

鈕，可回到上一畫面或下一地圖畫面。

(二) 圖層套疊功能：

 區分為底圖以及業務圖層切換，底圖

切換包含各類型電子底圖及影像地圖之切

換，作為系統圖台之基底圖資；業務圖層切

換已先行加入業務圖資，例如地標點位、

步道路線、土地使用分區、權屬分佈、發

展限制等。

 其中業務圖層切換介面，另設計多項

附屬功能，可於介面選單中拖曳直接調整

圖層套疊順序，每個圖層皆可進階選擇題

調整透明度、縮放置圖層、移除圖層、分

享圖層、展示圖層資訊，可針對個別圖層

做更為細緻之設定及操作，業務圖層進階

操作功能如圖27所示。圖27 業務圖層進階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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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圖面點選(土地使用分區圖)顯示畫面

圖28 圖面點選(地籍圖)顯示畫面

(三) 圖面點選：

 使用者可於地圖畫面中，點選向量圖

層(地標點、步道、使用分區、地籍圖)，查

詢點選位置資訊，功能成果畫面如圖28、

圖29所示：

(四) 定位功能：

 相關空間定位功能包含遊憩區定位、

地標定位及地籍定位功能，使用者可透過滑

動式選單加以切換各項定位視窗，每項定

位功能可使用下拉式選單或文字輸入，選

取所需定位之項目後，於圖面自動定位至

該位置，地標定位功能畫面如圖3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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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地標定位功能畫面

(五) 圖面量測：

 使用者自行繪製點、線、面以及加入

註記文字，提供使用者可自行於圖台上進

行業務用標示及製作說明，功能成果畫面

如圖31、圖32所示：

圖31 圖面繪製功能畫面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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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為達成圖資整合暨展示查詢系統智慧化之

成效，於作業過程中投入相當多樣的技術，包

括圖資料整理、資料建置、多元資料整合、空

間資料數化作業、GIS圖檔轉置、地理資訊展

示查詢系統建置等，同時透過太魯閣國家公園

管理處協助多方蒐集提供資料，並針對各項疑

議討論，終於順利完成。藉由天祥遊憩區作為

示範區，將圖資整合並建置智慧化展示查詢系

統，達成成效分述以下：

一、紙本資訊數位化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之圖資來源多樣，

包含細部計畫書、步道地圖等，皆為紙本資

訊，對於管理及查詢上較不易且耗時。相對於

紙本圖資，資料數位化可方便編輯、處理、儲

存及管理，透過將紙本資料數位化、標準化作

業，除了可將圖資整合作為地理資訊應用圖資

外，爾後還可配合開放資料政策，提供高品質

且具參考性之空間圖資，給予各界加值應用。

二、圖資介接導入

透過免費、開源之地圖服務、地圖伺服

器、圖台框架軟體，可將經費資源集中投入於

環境設置、圖台架設、服務發佈、功能開發等

專業技術服務上，確保地理資訊系統成功開

發，並為後續系統擴充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三、展示查詢系統建置

運用本期計畫產製圖資，整合套疊外部圖

資資源，建置完成天祥遊憩區圖資展示應用系

統。透過本系統，可即時查詢多項圖資，包含

天祥遊憩區土地使用分區、各類原始計畫圖、

地籍圖、周邊步道路線空間位置及設施點位，

並且可進一步點選、定位查詢進階相關資訊，

同時也可輔助土地使用分區查詢、核發，並透

過空間視覺化呈現，理解現有圖資品質及適用

狀態。

圖32 圖面繪製功能畫面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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