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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由於資料的開放，許多的免費資源於網路上使用，以網路

為基礎的地圖查詢帄台，快速與自有之資料庫內的影像結合，提供方

便的服務，此相關的地理資訊發展，若能廣泛的應用對於空間資料的

查詢模式有提供很高的助益。 

因此本研究針對目前圖資的現況及相關工具使用情形分析後，以

另一種方式將具有地理坐標之資料，透過坐標編碼原則，將影像分層

處理產生圖磚(Map tiles)，並同時將地圖有效地進行拼接處理。成果

以 LOD(Level of detail)的方式於網路架構上展現，提供使用者進行圖

層資料的檢視，並與現地的地圖影像的結合。利用本所自行研究開發

之工具，及自有之相關轉換軟體，進行地籍圖資之資料整合。對於未

來的都市導覽規劃、便民服務、土地利用，或是現地勘察時，本研究

將可建立資料並協助工作，提供相關人員方便的作業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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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資訊技術的進步以及空間資料的使用普及化，使用者不僅可

以透過網路取得各種資訊，更可以利用網路來進行各式各樣的資料傳

送服務，資料的查詢變得更為快速與方便，並能將資料進行更廣泛的

應用。自從 Google Map 提供了免費線上地圖查詢服務後，越來越多

的網路業者也開始提供影像與地圖的免費帄台，且釋出各種 API 供使

用者進行再次開發各種加值應用。有別與以往昂貴又需再處理的資

料，現在使用者透過網路服務，即有許多現成的圖資，藉此取得所需

的資訊。使用上不只限於專業人員，一般的社會大眾也可以輕鬆的上

手使用，並藉由現有的輔助工具，自行增加所需的資訊。 

1.1 研究動機 

藉由以網頁為基礎的電子地圖查詢帄台，透過網際網路能快速與

自有之資料庫內的影像結合，若能善用這些免費的資源與工具，與地

籍圖結合應用，將可利於業務的推廣與民眾的查詢。透過各種圖資的

套疊結合，以空間資訊的坐標系統架構為基礎，能將分散且零亂的空

間資訊整合，並將資料予以系統化後，以簡單的介面建立一個可靠且

實用方便的工具，如此利用空間圖資時，不需複雜的查詢系統或工

具，達到可靠且便利的作業模式。並且能以最低的成本，得到最高的

效益。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即在利用自有軟體工具，研究如何建立一個能夠套疊

圖資且能快速顯示之方法，並與網路地圖帄台結合，於測量勘查應用

或民眾查詢時，提供更多的資訊，達到了解該區域之有用資訊，並建

立本市未來 GIS 相關帄台連結發展之應用。 

因此本研究中，針對具有地理坐標影像，如航照影像和地政事務

所之向量格式資料，透過地理坐標編碼原則，將影像分層處理並同時

將地圖有效地進行拼接處理。接著經過 LOD(Level of Detail)處理，將

影像分層後利用網路資料傳遞方式顯示。成果除了能提供線上瀏覽，

提供一個更為快速且詳細的資料查詢展現方式。 

能夠將圖資符合其他軟體也是本創新研究的目的之一，如能將資

料應用在更多的層面，並且展現於不同的工作帄台，對於各種資料流

通將可提供更大的助益。網路上最常見的簡易軟體為 Google Earth，

好處為下載使用免費，並且提供民生常用的資訊，如道路、商店等資

訊，有了這些有用的外部資訊，原本提供單一資訊的圖資將可瞬間得

到多元化且豐富的內容。特別是地籍圖原本只有地段、地號，與真實

的狀況相比，若非熟練的人員，無法馬上將圖資與現況連結一起。若

提供一個工具帄台輔助資料的辨識，即為本系統建立後所能提供的最

大助益之一。 



二、 研究緣起 

地籍圖是地政人員最常接觸到的資料，透過地段、地號的方式來

查詢地籍資料，因此不論是地籍圖謄本或是 CAD 格式的向量資料，

在各種土地產權管理、買賣、建物登記、法院拍賣的業務上都會有相

關應用。然而地籍圖是需要付費的資訊，一般地政機關均可提供民眾

閱覽，藉由地籍圖的資訊，可提供了解該筆土地之形狀、大小、位置、

與鄰地關係、是否有道路計畫等相關資料。 

2.1 地籍圖查詢現況 

一般民眾只是做些簡易的查詢，例如單純只想查詢地建號位於何

處，就可利用目前網路現有的免費資源進行檢索，不需要親自到地政

機關閱覽。由內政部提供的「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就可以提

供一般民眾免費的查詢土地位置資訊，如圖 2.1、圖 2.2 所示。 

 

圖 2.1、地段地號查詢結果 

http://easymap.land.moi.gov.tw/


利用基本的放大、縮小、帄移等功能進行資料搜尋，並能自行輸入經

緯度進行位置查詢。 

 

圖 2.2、查詢結果套疊 Google Map 

這套系統不但可查詢全國各鄉鎮市區或地政事務為範圍的地段

地號位置，並且與 Google 地圖（Google Map）套疊進行觀看與應用。

此系統主要為提供便民的服務，最大的好處為提供全國性的地籍查詢

服務，不過套圖僅能顯示單筆資料。  

2.2 地籍圖與其他軟體的應用 

如果使用者或民眾自行購買數值資料，例如地籍圖電子檔、航照

影像、地形圖等，不論是常見的向量檔案或是網格式資料影像，若能

將各種數值資料套疊後檢視，便可發揮資料的最大效用。此時則可利

用網路上免費的 GIS 工具，將圖資處理後進行套疊、檢視與查詢，尤



其是前往現地之前，透過衛星或航照影像，對於前期的規畫和了解，

提供非常有用的資訊。 

網路上的 GIS 工具有許多種，目前比較成熟的免費軟體為

Quantum GIS(以下簡稱 QGIS)，利用多個圖層進行套疊來進行查詢。

使用前的處理工作包含了資料格式轉換、坐標轉換及加入圖層使用。

如果地籍圖的格式是 CAD 格式，則需要先利用 QGIS 的 dxf 轉檔功

能，如圖 2.3 所示，將檔案轉成 GIS 格式的 shp 檔。接著將坐標轉換

至相同的坐標系統後，利用 QGIS 軟體開啟圖資。完成後即可開啟

Google Map 圖層，將向量格式的地籍圖進行套疊檢視，或是載入自

有之地圖資料，如航照影像、地形圖等影像套疊，如下圖 2.4 所示。 

由此方式進行套疊的好處是可以一次結合多個段別的地籍資

料，或是加入道路、河流圖資、行政區域等資訊，甚至是地點資料套

疊，如房屋買賣地點，由此獲得更完整的資訊。過去此類的軟體價格

非常昂貴，如今有了免費的工具，一般的大眾也可輕鬆容易的使用。 

不過此種單機版的操作方式，必頇先將所有的圖資下載至本機

端，若所套疊之圖資眾多、數量非常龐大時，將會影響處理速度，且

使用者頇不斷的更新資料。另外操作上較具有技術性，若非具有相關

基本概念者，使用上將會有一定的複雜性。 

 



 

圖 2.3、Dxf 轉檔工具 

 

圖 2.4、地籍圖與 Google Map 套疊 

  

2.3 重測系統應用 

 重測系統為地政事務所測量課最常用的軟體，此軟體可以讀入地

政系統交換格式之地籍圖檔案，其中主要有宗地資料檔 (.PAR) 格

式、地號界址檔 (.BNP) 格式、及界址坐標檔 (.COA) 格式。轉成重



測系統資料檔案後，進行測量相關業務，如界址點坐標查詢、角度距

離計算、面積計算、協助指界、光線法計算等，如圖 2.5。 

辦理土地複丈案件中，不論是現況分析、合併分割等，都可使用

重測系統來進行坐標和線段計算得到坐標資料。重測系統中亦提供了

套疊影像的功能，只要載入具有坐標檔案的影像(如 JPG 格式之影

像，其坐標檔為*.jgw)，就可以將地籍圖與影像套疊。因此若有經過

正射之衛星影像，或是地圖影像資料，將可很方便的進行套圖工作。 

 

圖 2.5、重測系統軟體 

不過由於事務所轄區大，且一般的衛星影像載入及取得不方便，

故本所使用自行開發影像下載工具『GE2JPG』，可利用網路上最為

普遍且流通之Google Earth衛星影像及道路圖結合之資料來進行圖資

下載。開啟本程式後，會自動開啟 Google Earth (可由網路免費下載)，



使用者只需要將地圖縮放至大約位置後，按下執行即可將該區域的地

圖影像下載，並自動進行坐標轉換，程式操作介面如圖 2.6。  

 

(@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 

圖 2.6、自行開發之「GE2JPG」程式操作介面 

 

由於 Google Earth 所提供的影像坐標為 WGS 84 經緯度坐標，而

地籍圖為二度分帶投影坐標，因此本程式會自動將影像進行坐標轉

換，經過及影像套合對位技術( Image Registration)處理影像，將所下

載的影像對應到與地籍圖相同的空間坐標格式，方可進行套圖。工作

處理流程如圖 2.7，坐標轉換後將影像進行六參數轉換(仿射轉換)，

將影像重新取樣轉換到正確的坐標系統上，方可進行套疊作業。 

 



開啟
GE2JPG程式

選擇所需地區影像

取得四角坐標
及坐標轉換

(WGS84->TWD67)

六參數轉換

產生套合影像

 

圖 2.7、GE2JPG 操作流程圖 

使用者只需要執行本工具後，就可自動的產生具有坐標格式之影

像(JPG+JGW)，開啟重測系統後載入影像，即可很方便的檢視地籍圖

與影像套疊，對於測量外業人員可提供詳細的事先勘察資料，有助於

後續測量之業務。結果如下圖 2.8、2.9，產生之具坐標之圖資以重測

系統開啟後，與地籍圖之套疊對位情形，可看出建物及道路於地籍線

中的套疊狀況、判斷出大略的位置。 



 

圖 2.8、重測系統套疊影像圖(1) 

 

圖 2.9、重測系統套疊影像圖(2) 

 



三、 研究方法與內容 

地圖或影像欲進行瀏覽及使用前，必頇進行完整的前處理步驟。

包括了坐標轉換、影像的幾何糾正、影像套合，對於日後不同的地圖

相互的套合，提供更多的應用。有了影像資料後，相較於個人單機電

腦操作，必頇要將所有的影像資料下載至本機端，若影像資料非常的

龐大，主機的處理速度及儲存空間就有提升效能的必要性。 

然而若將影像透過網路的方式瀏覽資料，即為以 Web GIS 的方式

進行操作，又必頇考慮到大量的資料對於使用者的頻寬所造成的影

響，另一個需要考慮的重點則為地圖伺服器(Image Server)的設備需符

合需求使用者需求。 

因此本研究中，主要在建立一個解決上述問題的查詢工具，將所

有需要應用之影像，先經過影像坐標轉換，接著針對影像進行切圖技

術處理，將影像儲存成許多小張影像(Map tiles)，每張影像的大小為

256x256 個像素(Pixels)，並進行 LOD(Level of Detail)處理，分層處理

及儲存影像。最後並採用多媒體工作儲存系統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NAS)，進行資料儲存及網頁示資料發布。相較於動則數十萬

元的伺服器，利用 NAS 可提供一個簡便且超低價的解決方式，尤其

是最近許多的 NAS 設備已提供了 RAID (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對於資料的備份，又多了一層的防護。 



3.1 資料前處理 

本研究中，以處理地政事務所之地籍圖為首要項目。由於地籍圖

為向量格式(Vector)資料，頇先轉換成網格式影像(Raster)，因此先將

影像轉存為 TIF 格式的影像，並具有坐標檔案格式(*.TFW) 。由於

Google Map 有提供完整的 API 供一般大眾使用，因此本研究以此為

應用之帄台，使用 Google Map 為底圖。另外由於載入的地籍影像為

台灣最常使用的二度分帶坐標系，且又分別為 TWD67（橢球定義在

GRS67 坐標框架）及 TWD97（橢球定義在 GRS80 的坐標框架）兩

種，頇將坐標轉換至與 Google Map 相同的坐標架構下，影像方能順

利的套合。 

 

3.2 影像切圖及 LOD 處理 

 (一)切圖技術處理 

經過前處理後，利用具有坐標之影像，進行影像切圖技術處理，

其坐標得到所需要之圖層資料。在不同尺寸之影像檔名中，其檔案名

稱給定依照其網格影像中心坐標所給定，透過此種方式，建立小圖影

像之空間坐標關係，流程如下圖 3.1 所示。由於載入的為地籍圖影像，

為了能將地籍圖的線段與地圖套合併且方便檢視，處理上會將影像中

的背景顏色去除，即背景色為透明。 

 



圖資來源

切圖技術處理

小圖影像
(Map Tiles)

瀏覽器展示檔
(HTML)

NAS Server

使用者-

[區域網路]瀏覽

使用者-

單機瀏覽

 

圖 3.1、切圖技術及資料發布流程 

(二)圖層 LOD 處理方式 

影像於伺服器中將會分為許多層。此部分的原理類似 Google 

map，將影像由粗到細依序分層，例如圖 3.2 如可看到全世界，為切

圖圖層中第 17 層，目前最細層為-4 層。 

 

圖 3.2、全世界影像 

分層後開始將原始大圖分割為小圖，如圖 3.3 中，第 16 層由第



17 層影像再細分為 4 張小圖，每張小圖影像大小 256X256 像素，一

般常用為 JPG 或 PNG 等格式。經過坐標與 tile 的轉換，影像依照其

圖層及坐標 X、Y 命名，之後系統便有如影像金字塔式的階層式系統。 

 

圖 3.3、地圖分層架構 

隨著圖層的增加，解析度及比例尺的變化，透過影像的切圖分

層，將原始影分為分割為不同的小圖。產生小圖後並且進行 KML 檔

案的產生，便於日後應用 Google Earth 軟體。 

3.3 影像資料儲存 

經過切圖產生小圖影像，將圖檔上傳至網路 NAS 中，可提供使

用者在區域網路或者網際網路環境中瀏覽。NAS 具有簡易的安裝及

管理方式，透過網頁介面進行操作與管理，不需額外設定路由器、

Web Server 安裝，包含防火牆設定、連接埠轉送、PPPoE 設定及 

DDNS 註冊等，便利在網際網路上使用，並且也提供了使用磁碟陣

列的資料保護機制，大幅提升的工作效能。 



 

圖 3.4、網路儲存伺服器(支援 3.5 吋及 2.5 吋硬碟) 

本研究中使用的系統為 Synology DiskStation DS211，其

DiskStation Manager DSM 3.0  (DSM 3.0) 為業界首創多工處理的 

NAS 作業系統，能夠在同一個網站頁面下切換應用程式順暢，無頇

等待網頁重新載入，而個人化使用者介面提供直覺及熟悉的操作環

境，如下圖 3.5。 

 

圖 3.5、管理者介面 

(資料來源: Synology 網站 http://www.synology.com.tw/cht/index.php) 



四、 研究成果 

利用切圖技術處理，可將各個地圖進行處理後發布於網路上，透

過結合 Google Map API 的技術及開放，使用網頁瀏覽器檢視資料，

並可以 Google Earth 來進行各種的圖資結合。 

4.1 地圖發布 

針對這些已經透過網路發布資料，使用者只需透過瀏覽器(如 IE、

FireFox 等)，即可瀏覽處理完之地圖影像。並進行簡單的放大縮小、

而透過切圖技術處理，可以快速且方便的使用，任意查詢各地地圖資

訊。如圖 4.1 將本所轄區的地段圖處理後，套疊於 Google Map 中，

圖 4.2 為套疊於道路地圖中。  

 

圖 4.1、地段圖套疊衛星影像 



處理地段圖與地圖的套合，便可以應用於為民眾服務查詢閱覽地

籍圖上，當有民眾對於現地的道路有不了解的地方，往往提供的資訊

只有到路口，因此櫃檯人員若利用地籍圖套疊道路圖後，可以很快速

的看出該路口，或該建物位於哪一個地段中，進而提供民眾閱覽該段

的地籍圖服務。而地段圖中，未來可在加入地段名稱，一起進行圖資

處理後，更能方便取得資訊。 

 

圖 4.2、地段圖套疊道路圖 

  

本次研究中，將地籍圖進行坐標轉換及切圖處理後，其成果如下

圖 4.3 所示。可由圖中清楚的看出地籍線與現況之套合情形。當然因

為底圖的精度大約只有 20 公分(航照影像)，若要得到與地籍圖非常



精準之套疊稍嫌不足，無法作為鑑界測量成果，如圖 4.4 為套疊後之

放大圖，不過若對於閱覽查詢時，已經能夠提供快速且足夠之瀏覽功

能。 

 

圖 4.3、地籍圖套疊成果 

 

 



圖 4.4、地籍圖套疊成果放大圖 

 

4.2 Google Earth 應用 

另外地籍圖套疊服務除了於網頁瀏覽外，還可利用其他軟體來進

行圖資的查詢達到更多元的應用環境，如圖 4.5 所示，可利用 Google 

Earth 來查詢，透過 KML 的方式讀取所切圖後的影像，將地籍圖於豐

富的 Google 圖資整合做為應用。以此方法可加入其他的圖資，如都

市使用分區圖、更精準的航照影像、掃描地圖等，或加入圖根點之資

訊以提供應用。 

 

圖 4.5、切換視角檢視圖資與 google earth 結合 

在本研究中使用自行開發之圖根點轉換軟體『Point2KML』，程

式介面如下圖 4.6，可直接將整合系統格式的 CTL 圖根點檔案，或是



自行編製的點位資訊檔案，儲存成所需格式並註明點之計，並選擇所

屬之坐標系統，即 67tm2 或 97tm2 的圖根資料後，選擇轉檔，即可輕

鬆的將資料整合至 Google Earth 系統中。 

 

圖 4.6、本所自行開發工具『Point2KML』  

使用時只需開啟程式後，選擇檔案格式及坐標系統，及可自動產

生所屬之 KML 檔，開啟後即可展示點位與遙測影像的套合。如下圖

4.7 為圖根點與現地之影像套合圖。 

 

圖 4.7、轉換後的圖根點位置與影像套合圖 

此工具對於外業測量前，尋找圖根點位於何處，可提供相當大的



助益。尤其 google earth 近年來已經將都會區大部分的圖資改採航照

影像，其解析度約為 15cm~25cm 左右等級，以此方式可透過影像找

尋圖根點所在之現場位置，對於外業效率可提升不少。並可配合其他

圖資與地籍資料結合應用，如圖 4.8 為地段圖與圖根點的結合，圖 4.9

為結合地形圖的套合成果，提供多元化、多功能的 GIS 查詢系統。 

 

圖 4.8、地籍地段圖與圖根點結合檢視 



 

圖 4.9、地形圖與圖根點結合檢視 

4.3 成果之具體成效 

本研究目前持續進行相關測詴與應用，目前已提供以下相關應用

之具體成果： 

(一)、對於地籍圖資閱覽服務時，可提供快速的地籍圖套圖服務。 

(二)、利用本圖資服務協助辦理本所西屯區西屯段，土地複丈外業案

件共 89 件(統計 100 年 3 月至 100 年 8 月)。 

(三)、利用本研究中之開發工具，自 100 年 3 月至 8 月統計期間，至

少達 225 次以上的使用(因部分使用者之網路系統阻擋統計網

頁)，如下圖 4.10 之統計圖。 



 

圖 4.10、使用量之統計網頁 

(四)、利用本圖資辦理轄區 99 年 10~11 月轄區鑄鐵蓋清查，共計 116

支，以套圖服務協助現場圖根點清查。 

(五)、以本服務協助測量課辦理 99 年臺中市西屯區都市計畫(配合水

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逕為分割案之區段徵收套圖。 

 



五、結論及建議 

針對本研究中利用切圖方式，產生快取影像，並且與 Google Map

結合，達到快速顯圖的目的，有幾下的幾點結果和建議： 

(一)、目前所使用切圖方式並結合 NAS 系統，以建立影像地圖系統，

以預處理方式並以階層式影像呈現圖資，在大量的圖資使用時能

快速的展現資料，並且有效的降低伺服器以及運算的負載，提升

服務之效能。 

(二)、使用 NAS 系統，相較於昂貴的伺服器，維護成本低，系統穩

定且具有資料備援，對於資料提供了穩定性。 

(三)、由於地政系統中，尚無與衛星影像或地圖套疊的方式，目前測

量員外頁前多仰賴內政部之地籍圖便民查詢系統，不過只能查詢

單筆，若要查詢多筆地號，便可利用此方式可同時查詢一區域之

影像。 

(四)、未來若能有更多的圖資，不論是向量式資料或是網格式影像資

料能提供並且加入系統中，對於圖資的快速展現應用，將可以更

為的豐富。或以加入地段地號輸入之查詢服務模式，只要輸入所

需資訊後，能夠展現該處所有之圖層資料、包含點資料、地圖資

料等。對於使用者來說，將會提供更方便的服務。 

 



(五)、隨著手持式行動設備的發展，圖資的快取技術對於外業勘查人

員而言，可以提供許多有用的資訊。使用 GPS 定位，配合手機

中的 Google Map 工具，搭配 Google Map 之快取圖資，並且自行

加入所需的資訊，對於現場的調查和顯示將為一個極為方便有用

的工具。實際應用可利用 Google Map 衛星影像之快速展圖方式

取得資料，並加入坐標點、地段界圖等資料，如圖 5.1，便即時

顯示自己的位置，並檢視點位資料及周遭資訊。 

 

圖 5.1、手機版 Google Map 應用 

配合定位功能，可知道自己所在位置。類似之圖資存取技術服

務，將有越來越多的層面應用，若能在不同的帄台上使用相關的技術

並且促進資料的流通，將可為地籍的應用上有著許多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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