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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臺中市政府於八十二年起自行辦理地理資訊系統計畫，因相關

單位積極投入，帶動整體發展，經市府辦理地理資訊整體規劃，

推動應用範圍及參與單位，前省政府地政處辦理 GIS整體規劃

時，並以本市為推動整體歸劃策略擬訂之執行區，更帶動市府

各單位之發展，使本府呈現地理資訊發展蓬勃之朝氣，本市更

因實施都市計畫，需辦理地形圖重測，籌編大筆預算執行；中

央政策性之推動國土資訊發展，鍵於臺北市為直轄市，人員與

經費均已充裕情況下，已有良好成果，有必要擴大實施成效與

範圍，即於八十七年度起指定本府為地理資訊重點發展城市，

並發展涉及都市計畫、地形地籍、宗教喪葬、門牌號碼、社會

福利、地下管線、消防救災等多重性項目計畫。 

 

貳、 目的 

    鍵於國內以往不曾以此種大規模方式指定地區實作，本府雖可

參考臺北市、高雄市目前之作法，但仍感於建立整體地理資訊願景之

必要性，由於先進國家地理資訊發展技術及行政業務已有數十年之

久，參考其模式除可獲得寶貴經驗，並可驗證本府 GIS發展策略是否

正確，以建立本府地理資 訊發展正確方向。 

         本次赴國外考察，經徵詢專家學者意見，並參考各單位建議，

決定以臺灣社經情況類似且發展較進步之日本為對象，其以參訪所

得，建立本市地理資訊發展方向，另因本市於九二一震災已屆一年，

相關重建設施加速實施中，日本之大地震已滿五年，有必要考察日本



對復建執行成果與使用 GIS防災情形，除 GIS考察行程外，並包含對

震災復建與防災設施之考察，本次行程由八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至同

年九月四日(共十二日)，相關考察行程如下： 

一、 八月二十五日上午日考察日本建設省國土地理院 

二、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考察東京 IBM PASCO部門 

三、 八月三十日考察北淡盯震災紀念公園 

四、 八月三十日考察亞洲防災中心 

五、 九月二日考察建設省九州地方建設局之 2000防災展 

參、 過程 

參觀建設省國土地理院： 

一、 國土院簡介： 

該院為一中央級測量機構，其機關本身有一衛星資料接收站，每日可

接收不同衛星資料，並免費提供各政府機關使用，不同年代照片可比

對不同城市發展，對海岸不同年代鳥瞰圖，可觀測海岸線變化，並長

時間於日本各火山震動帶置放電子觀測點，以長期即時追蹤火山活動

先機，所提供之地圖除一般性外並特製盲人專用地圖。 

二、 國土院 GIS應用介紹： 

（一） 本團參訪期適逢日本三宅島火山爆發，各觀測點迅速傳回

資料，掌握火山活動，該院並介紹對於 GIS 與觀測資料

處理火山爆發問題，於爆發前以觀測點之異常震動預測、

地形位置、等推斷爆發位置之可能性分析、時間預測分

析，於測知地殼震動後連續數月觀測，以掌握最可能爆發

時機，以進行人員疏散與安置，並於爆發當時空中攝得照



片，山勢裂痕與炎漿噴發狀況，並由雷達接收資料得知爆

發後炎漿流型狀，以劃設危險地，國土院長期監控各火山

地帶，於測知異常震動後並拍攝照片，並免費提供各政府

機關使用，對民間則以成本價供應。 

（二） 國土院二樓設一 GIS 展覽室，內容擺設重點有二，一為

地理資訊發展歷史為物與儀器設備介紹，另一為 GIS 運

用於資訊教育之推動成果，室內置放數百張小學生畫之地

圖，証明日本已將 GIS 與兒同地圖繪畫結合之方式，自

然導入小學資訊教育。 

（三） 國土院一樓設一販賣部，提供購買各種 GIS 用品，如地

圖光碟、GIS 飾品、GIS 雜誌等；並將美國出版之 GIS 

WORLD 雜誌翻譯並加入日本當地案例後，出版成日文版

之 GIS WORLD 雜誌，對臺灣而言，除三個月一次之國土

資訊通訊季刊外，幾無任何 GIS 定期出版品，而日本夾

其豐富人口與眾多單位，得以每月出版專業性地理資訊刊

物，以全球觀及日本觀之介紹雜誌，以與世界之 GIS 發

展同步，吾人視之為不可多得之福氣。 

參觀東京 IBM PASCO 大樓 

PASCO 機構從業人員超過 1000人 ，年營業額超過 500億日圓，主要

業務為與日本各政府機關之 GIS 業務應用，採用工具為美國 ESRI 系

列之 GIS 工具，含 ARC/INFO、Arc View、ERADS、MAP OBIECTS 等產

品，所發展之業務應用含都市計畫、道路防災、流域管理、地圖提供、

衛星資料應用與盼別、環境調查、不動產管理、運輸配送計畫、文化

財產之調查、保險業務應用、商圈分析、店面調查與顧客滿意度等項



目；在參觀 PASCO機構時，日方因不瞭解本團對 GIS之瞭解程度，僅

展示基本系統，後經溝通後查覺本團人員對 GIS 均已有一定程度瞭

解，惟因天色已晚，本團人員雖欲與 PASCO人員多加交流，在時間有

限下，未查覺該公司與臺灣 GIS民間公司之差異，但由所提供資料顯

示該公司主要顧客為政府部門外，仍有保險業務應用、商圈分析、店

面調查與顧客滿意度等民間委託之商業性計畫，仍可顯見日本整體發

展已較臺灣成熟。  

參觀震災紀念公園 

震災紀念公園為一九九五年大地震後所建之公園，實地保存當地殼裂

縫與地面隆起之原貌，除以地震實物與照片實景為主要展示外，並大

量引用 GIS 資料顯示，如以航照圖及衛星圖表示震災前後之地面狀

況，以地質 GIS 圖顯示與地震關聯，以舊有地形圖(一萬年前、三百

年前)與今日地形之比較以長時間顯示地形之變化是地球之自然現

像，以 GIS 工具表現傷害分佈圖、房舍全半倒分佈圖，並以 3D之 GIS

模擬地震系統發生之情形；各類展示內容與臺灣九二一後之各類資料

報告分析等內容頗類似，目前臺灣中部同樣欲建地震後相關紀念設

施，以臺灣現有九二一文件資料與日本地震紀念內之相關報告比較，

應有足夠之資料展示，惟日本地震紀念公園內並未有讓一親身參與並

體驗地震之實際設施，此點似可納入豪斯登堡之大洪水體驗館之遊戲

角度模擬真實及臺灣之自然科學博物管現有生命科學館之火山爆發

震動體驗及科博館之九二一特展所採用之環景方式及以後之九二一

與 GIS 巡迴展示車概念。 

參觀亞洲防災中心 

本團參觀亞洲房災中心時與日方之交涉重點以借重日方震災重建經



驗為主，我方代表團與日方之防災中心總裁曾有深入且詳細之對談，

茲擇日方回答之要點節錄如下:對一九九五年之阪神地震與一九九九

年之臺灣地震，日方認為之間並無相互影響關係，地震後之餘震為正

常現像，應不會發生較原主震更高之震動，阪神地震發生在人口稠密

區，災害嚴重，震後除應體設施之重建外，心理建設之宣告安撫同樣

重要，必須儘快恢復災民之日常作習；一九二三年日本發生關東大地

震，對震後處理，日方至一九八五年才有法令產生，對地震災民需以

組合屋或政府提供房舍方式處理，災民在搬遷過程中同樣有抗爭產

生，最後均以理性溝通收場；而在地震未發生前之小震不斷之影響人

心之安定處理與地震後之處理同樣重要；對臺灣禁止在斷層代兩側一

定距離建築之情形，日方採務實作法，不限制斷層帶上之重建，因為

地表斷裂處與斷層帶並不一定在同一垂直線上，下次震動之地表斷裂

處實際位置，並無十足方法可查知。在地震前可見到動物之異常移動

等現像，但並無直接顯示之關連性；亞洲防災中心為一會員組織，對

我方能否加入該組織，日方認為因兩國間並無正式邦交，加入組織將

有困難，但日方對臺灣之大地震會保持關心與瞭解。 

參觀福岡 2000防災展 

本項展覽地點位於福岡博多車站之地下商店街，為一靜態展示，現場

並無任何電腦設備，以精美大型圖形與照片表示各型災害發生與處置

措施，如地震斷層代分佈圖、土石流災害發生位置、土石流地區改善

前後照片對照圖、豪雨區域圖、災害區前進指揮所設置與通訊架設分

析圖、災民收容場所圖等，較之臺灣九二一發生後所提出之後續各報

告中之處理頗類似。 

肆、心得與建議 



一、 日本建設省國土院為中央級測量機構，得以統一測量事權及提

供資源，該院並對 GIS應用於 而臺灣之測量單位在內政部地政

司測量科及內政部土地測量局，據聞將統一為內政部地政署，

以對都計與地政測量事權統一，對衛星資訊來源，建設省國土

院可免費提供，臺灣之中央大學衛星資料仍需透過購買方式，

較之日本，臺灣尚有改進之參考；對國土院二樓之大量兒童地

圖漫畫與 GIS WORLD日本版之介紹 GIS於教育體系之推廣實例，

臺灣雖於高中地理課本於下學期首度納入 可見文章報告，但未

見之 GIS教育推廣真正案例，本府雖有心推廣，無奈事多人少，

限於人力，目前僅止於有構想階段，。 

二、 於晚間逛東京之鬧市原宿，見路上滿坑滿谷之日本年輕人，追

求時尚，皮膚曬成古銅色，頭髮染成金黃色，曾懷疑國家日後

交由這樣的年輕人接棒是否能持續保有競爭力，此項疑慮後經

由早上六時於旅館內觀之雖為星期日東京街上已車聲鼎沸，証

實日人為一勤奮早起之人民，及東京捷運上多人手一冊之閱讀

習慣，對日本未來之競爭力不再懷疑，較之臺灣捷運車上乘客

眼睛無神對望與日本捷運乘客之利用時間閱讀，足證日本城市

步調與競爭力較臺北市為高，值得我們深思。 

三、 在高速公路或市區主要道路，有標示各道路之目前行車平均速

度顯示圖，讓顧客瞭解各路行車狀況，提供車主預告及選擇替

代路線圖，此一作法值得臺灣參考。 

四、 於住宿飯店內長可見牆上掛一當地之古地圖，各旅遊景點常見

古地圖或觀光式地圖，此種將觀光與文化合流推銷為一方式，

目前臺灣之大地地雜誌，原為一文化性地理雜誌，於最近數期



均介紹 GIS，並介紹大量古地圖，將文化、資訊、觀光進行綜合

性推廣，臺灣似已有案例。 

五、 大城市之重要建築考慮觀光特色，此做法不僅替屬於建物之使

用單位博得名聲，為提昇整體觀光資源之作法，較之臺灣各地

繼宜蘭童玩節之後，如苗栗鬼面節等發揮當地特色，爭取觀光

資源之作法，臺灣已有非城市地區之特色主題產生。 

六、 日本地鐵所經之大城市，均以地鐵站設立地下街，以提供商店

設置場所振興商機，此種方式於臺北市捷運站之火車站處已有

仿效，以大量人潮為基礎，提供地下街之商機營運。 

七、 日本別府街上之書店，驚見地圖之大比例尺書籍，其上除道路

外，建物也標示，此種地圖細微印刷方式臺灣僅臺北市與臺中

市有印刷，惟成果僅止於公務使用，如何擴及輸店販售以提供

一般社會大眾使用，在法理上、推廣上都有值得努力之空間。 

八、 日本與臺灣相同，於 2000 年底進行全國國勢調查(即臺灣之十

年一次戶口普查)，於各地場所可見宣導標示，日本與臺灣幾乎

同期進行大規模人口普查，結果與過程應互相參考。 

九、 於考察進行時，得一日文報紙，說明亞洲各國調查結果，日本

之英文程度最低，初閱時感此方面臺灣超越日本，但証諸之後

行程查知，日本因提供完善之英翻日資源，使日人在不需學英

文情況下即口通行，此點有可在日本各地速食店全無英文標

示，較之臺灣速食店均以中英文對照標示得到証明。 



 

伍、附錄:國土資訊千分之一數值航測 GIS 地形圖國外考察行程表 

月/日 起訖點 任務 

8/24  東京 
考察日本政府與民間目前地理資訊千分

之一數值 GIS地形圖及相關 GIS成果 

8/25 東京 
考察日本政府與民間目前地理資訊千分

之一數值 GIS地形圖及相關 GIS成果 

8/26 東京 
考察日本政府與民間目前地理資訊千分

之一數值 GIS地形圖及相關 GIS成果 

8/27 橫濱 靜岡縣 
考察日本政府與民間目前地理資訊千分

之一數值 GIS地形圖及相關 GIS成果 

8/28 關東神奈川縣 
考察日本政府與民間目前地理資訊千分

之一數值 GIS地形圖及相關 GIS成果 

8/29 京都 
考察日本政府與民間目前地理資訊千分

之一數值 GIS地形圖及相關 GIS成果 

8/30 京都 
考察日本政府與民間目前地理資訊千分

之一數值 GIS地形圖及相關 GIS成果 

8/31 九州 宮崎 
考察日本政府與民間目前地理資訊千分

之一數值 GIS地形圖及相關 GIS成果 

9/1 九州 熊本 
考察日本政府與民間目前地理資訊千分

之一數值 GIS地形圖及相關 GIS成果 

9/2 九州 福岡 
考察日本政府與民間目前地理資訊千分

之一數值 GIS地形圖及相關 GIS成果 

9/3 九州 福岡 
考察日本政府與民間目前地理資訊千分

之一數值 GIS地形圖及相關 GIS成果 

9/4 臺灣 
考察日本政府與民間目前地理資訊千分

之一數值 GIS地形圖及相關 GIS成果 

 



國土資訊千分之一數值航測 GIS 地形圖國外考察人員名單 

單位 姓名 職稱 備註 

市長室 張溫鷹 市長  

副市長室 陳大鈞  副市長  

工務局 劉應榮 副局長  

工務局 龍明成 課長  

工務局 彭進憲 課長  

工務局 江毅生 技士  

工務局 賴明裕 技士  

財政局 何江喬 課員  

地政局 張松林 副局長  

人事室 林煜焙 主任  

勞工局 徐火旺 局長  

建設局 吳世瑋 課長  

社會局 張金釵 副局長  

交通局 陳全成 課長  

交通局 吳榮輝 課長  

計畫室 黃崇典 主任  

計畫室 張祖豪 課長  

計畫室 李秀香 技士  

工作人員 蔡宗欣 管理師  

工作人員 趙僩 分析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