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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NGISNGIS推動推動1010年有感年有感……

►►NGISNGIS推動十多年，雖已建置許多空間資料，推動十多年，雖已建置許多空間資料，
但對於資料需求者而言，如何取得所需的資但對於資料需求者而言，如何取得所需的資
料，仍存在著許多的問題。料，仍存在著許多的問題。

►►未來國土資訊系統的架構，應朝向分散式系未來國土資訊系統的架構，應朝向分散式系
統，提供跨平台的空間資訊服務給不同使用統，提供跨平台的空間資訊服務給不同使用
者。者。

►►這種環境為更進一步的「國家空間資料基礎這種環境為更進一步的「國家空間資料基礎
建設建設(NSDI)(NSDI)」，在這種環境下才能發展新一」，在這種環境下才能發展新一
代的代的GISGIS：：GeoWebGeoWeb。。



空間資料基礎建設的定義及重要性空間資料基礎建設的定義及重要性
►► 傳統的地理資訊運作模式，是一種主從式傳統的地理資訊運作模式，是一種主從式(Client/Server)(Client/Server)的地的地

理資訊系統，地理資訊系統存取一個特定的資料庫、資料檔理資訊系統，地理資訊系統存取一個特定的資料庫、資料檔

案，進行各項應用。案，進行各項應用。

►► 然而這個模式在不同的地理資訊系統之間，常存在著語義的然而這個模式在不同的地理資訊系統之間，常存在著語義的

模糊，以及資料模型、格式的不同，不同系統之間的異質性模糊，以及資料模型、格式的不同，不同系統之間的異質性

(Heterogeneity)(Heterogeneity)等等，而形成等等，而形成GIS GIS 無法跨平台互操作之問題。無法跨平台互操作之問題。

►► 因此，我們需要有一致地，可靠地分享空間資料之機制。這因此，我們需要有一致地，可靠地分享空間資料之機制。這

包涵了重要的資料綱要訂立、資料建置、以及資料分享的方包涵了重要的資料綱要訂立、資料建置、以及資料分享的方

法，可稱為空間資料基礎建設法，可稱為空間資料基礎建設(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國內外相關經驗國內外相關經驗

►► 美國及澳洲，從美國及澳洲，從80 80 年代開始就開始發展第一代的國家級空年代開始就開始發展第一代的國家級空
間基礎間基礎

►► 1994 1994 年時，柯林頓總統要求建立國家空間資料基礎建設年時，柯林頓總統要求建立國家空間資料基礎建設——
NSDINSDI，成為美國聯邦地理資料委員會，成為美國聯邦地理資料委員會(FGDC)(FGDC)主要推動的目主要推動的目
標。標。

►► NSDI NSDI 提供了一個具有關提供了一個具有關

係性的架構，讓資料生產係性的架構，讓資料生產

者與使用者之間能方便的者與使用者之間能方便的

共享資料。這個架構就像共享資料。這個架構就像

一個資訊系統，提供了跨一個資訊系統，提供了跨

層級的地理資訊建立、維層級的地理資訊建立、維

護及共享。護及共享。



NSDINSDI的建立的建立
►► NSDI NSDI 的建立可分為三個主要的活動：的建立可分為三個主要的活動：

建立國家級的地理資料倉儲架構：以分散式的網路架構將建立國家級的地理資料倉儲架構：以分散式的網路架構將
資料生產者與需求者連結起來。這個項目包括資料應用模資料生產者與需求者連結起來。這個項目包括資料應用模
型及資料標準等。型及資料標準等。

發展資料文件、收集、交換的標準。使資料能夠跨組織、發展資料文件、收集、交換的標準。使資料能夠跨組織、
跨管轄權，在不同的硬體平台以及不同的軟體上使用。這跨管轄權，在不同的硬體平台以及不同的軟體上使用。這
個項目的重點可說是地理資訊標準規格的建立，從過去我個項目的重點可說是地理資訊標準規格的建立，從過去我
國制訂的國制訂的SEFSEF，到今日已廣被接受的，到今日已廣被接受的GMLGML、以及、以及WMSWMS、、
WFS WFS 等規格。等規格。

研擬適當的政策以及程序、合作關係。發展國家空間資料研擬適當的政策以及程序、合作關係。發展國家空間資料
基本架構，使重要的資料能夠讓許多使用者來使用。這包基本架構，使重要的資料能夠讓許多使用者來使用。這包
含了政策面，工作流，適當的工具，一致的地圖圖例，地含了政策面，工作流，適當的工具，一致的地圖圖例，地
理資訊入口理資訊入口(Portal)(Portal)等。等。



GIS程式開發者

空間資料倉儲系統

GeoGeo--WebWeb

本機磁碟資料

行動裝置使用者

施政應用系統

空間資料提供者

衛星定位系統
(或相關感應Sensor)政府部門應用

一般使用者

網路服務提供者

民間資訊系統



NGISNGIS目前的問題目前的問題

►►目前我國的空間資料，仍有些問題懸而未目前我國的空間資料，仍有些問題懸而未
決，包括整體架構與服務機制不清，重要的決，包括整體架構與服務機制不清，重要的
資料尚未進入資料倉儲中，座標系統不符合資料尚未進入資料倉儲中，座標系統不符合
國際規範、技術尚未成熟等等。國際規範、技術尚未成熟等等。

►►因此，本研究室目前將推動國土資訊系統跨因此，本研究室目前將推動國土資訊系統跨
平台應用整體規劃，並以國土規劃相關業務平台應用整體規劃，並以國土規劃相關業務
為例。為例。



推動國土資訊系統跨平台推動國土資訊系統跨平台
應用整體規劃專案介紹應用整體規劃專案介紹



NSDI
國家空間資料基礎建設

專案目標專案目標

建置測試 規劃分析

開放式
資料分享架構

國土資訊系統
計畫推動

應用系統
服務導向架構



專案範圍專案範圍

國土資訊跨平台
應用系統整體規
劃報告書之研擬

地理資訊系統軟
體跨平台測試評

估

「國土空間規劃
資訊系統」之規

劃與建置



專案範圍專案範圍

建置「國土空間規
劃資訊系統」

以國土規劃為例，進行案例分析，開發
符合其應用面之應用程式並建置示範系
統。此系統應涵蓋地理資料服務的跨平
台應用功能，即支援讀取OGC WMS、
WFS 之功能。

需求分析 分析國土規劃相關應用單位之資料需求
與運用現況。

系統性分析與整理

國土規劃相關單位
進行訪談

針對我國國土規劃相關重要業務，對相
關單位進行訪談，以了解相關中央部會
及地方政府對執行相關的業務中具有空
間決策之支援需求之業務項目。

「國土空間規劃資訊系統」之規劃與建置

建立相關業務之關連性，以建立我國國
土空間規劃之空間決策業務架構系統及
服務導向架構



專案範圍專案範圍

研擬國土資訊跨平台應用系統整體規劃報告書

完成規劃報告書 具體完成我國「國土資訊系統跨平台應
用系統」整體規劃報告書

規劃NSDI架構
依上述功能需求及資料需求，以與世界
接軌之標準(OGC 及W3C)之規格為基
礎，規劃我國國家空間資料基礎建設
NSDI之跨平台圖資共享環境架構。

提出願景與可施行之
解決方案

現況分析及資料蒐集

分析目前國際發展趨勢與網路應用之發
展，蒐集國土資訊系統應用系統相關資
料，了解各單位使用國土資料庫之現
況，掌握已制定之標準與技術現況，並
對已建置之國土資訊系統使用現況進行
功能及需求分析。

提出我國國土資訊系統跨平台應用之
願景與可施行之解決方案



專案範圍專案範圍

地理資訊系統軟體跨平台測試評估

結果納入報告

做為未來國土資訊系統中央部會及
地方政府相關單位採購地理資訊系
統軟體之參考。

效能評比與分析

以支援跨平台空間資料(符合OGC 
WMS、WFS)存取情況，進行效能評比
與分析作業。

測試評估
準備工作

蒐集並協調國內外地理資訊系統軟
體廠商(代理商)進行相關測試評估
作業。



經驗分享：美國經驗分享：美國GIS for GIS for 
the Nationthe Nation









































目前推動國土資訊系統跨平台應目前推動國土資訊系統跨平台應
用整體規劃進度報告用整體規劃進度報告

「國土空間規劃資訊系統」之規劃
與建置



行政院
農委會

經濟部

行政院
經建會

內政部
地政司

內政部
營建署

國土規劃
空間資料與GIS功能

需求分析

國土規劃應用單位需求分析規劃作業國土規劃應用單位需求分析規劃作業



分析國土規畫功能性需求之架構與方法分析國土規畫功能性需求之架構與方法



針對國土規劃針對國土規劃，，本案預計產出本案預計產出

（一）（一） （二）（二） （三）（三）

現有已發展之
功能性應用系
統之分析

未來之功能性
需求分析

提出跨平台應
用系統資訊架
構之解決方案





目前推動國土資訊系統跨平目前推動國土資訊系統跨平
台應用整體規劃進度報告台應用整體規劃進度報告



GISGIS軟體跨平台測試與評估工作軟體跨平台測試與評估工作

平台測試之目的平台測試之目的

►► 瞭解國內各家提供瞭解國內各家提供GISGIS產品、服務之公司生產或代產品、服務之公司生產或代
理之軟體、在本土環境下對於理之軟體、在本土環境下對於OGCOGC規格之相容性、規格之相容性、
跨平台整合應用情況。跨平台整合應用情況。

►► 本案擬定跨平台互操作性測試方案，瞭解軟體是否本案擬定跨平台互操作性測試方案，瞭解軟體是否
能達到跨平台互操作之能力。能達到跨平台互操作之能力。

OGC Testing Program Compliance Testing

Interoperability Testing



初步測試情況初步測試情況

連結資料倉儲所提供之
地圖服務，有的用戶端
可以成功讀取，有的出
現錯誤訊息

連結資料倉儲所提供之
地圖服務，有的用戶端
可以成功讀取，有的出
現錯誤訊息

測試結果測試結果



平台測試之架構

與國內主要的地理資訊產
品、服務提供者合作。

依據國土規劃之需求，訂
定適當的測試應用方案。

測試過程中，合作廠商依
據應用方案建立資料服
務，並從用戶端產品存
取，以及連接其他廠牌伺
服器服務進行跨平台互操
作交叉測試。



測試應用案例：淡水河流域及大甲溪測試應用案例：淡水河流域及大甲溪
流域基本圖、淹水潛勢圖展示流域基本圖、淹水潛勢圖展示

Client
MAP interface OGC WMS/WFS Server

OGC WMS/WFS Server

案例：淡水河淹水潛勢區域查詢展示



目前工作進度目前工作進度

►►已與國內八家提供地理資訊產品已與國內八家提供地理資訊產品//服務洽談合服務洽談合
作計畫，預計本月份開始進行跨平台交叉測作計畫，預計本月份開始進行跨平台交叉測
試的初步工作。試的初步工作。

►►已與農航所商談合作計畫，未來農航所的航已與農航所商談合作計畫，未來農航所的航
照影像將開放予政府各部門免費使用。照影像將開放予政府各部門免費使用。



目前推動國土資訊系統跨平台目前推動國土資訊系統跨平台
應用整體規劃進度報告應用整體規劃進度報告

GISGIS軟體跨平台測試與評估軟體跨平台測試與評估



規劃方法說明規劃方法說明

►►分析過去及正在進行中的政府相關計畫，國分析過去及正在進行中的政府相關計畫，國
外相關經驗，採用案例分析的方式。外相關經驗，採用案例分析的方式。

►►研究重點在「以應用為目的」的設計程序研究重點在「以應用為目的」的設計程序
(application(application--driven design driven design rocessrocess))，以，以
便了解國家整體目前對空間資料的需求，以便了解國家整體目前對空間資料的需求，以
及各層級政府如何發展模式與實作之系統。及各層級政府如何發展模式與實作之系統。



規劃方法說明規劃方法說明

►►透過案例分析，嘗試整合分散存在的透過案例分析，嘗試整合分散存在的
GISGIS活動，才能達成國家空間資料基礎建活動，才能達成國家空間資料基礎建
設的目標。在這個架構下，成功的策略設的目標。在這個架構下，成功的策略
要素包括了：要素包括了：
一個能夠符合各層級政府需求的資料分享一個能夠符合各層級政府需求的資料分享
模式（模式（data sharing information data sharing information 
modelmodel））

一組能夠產生及管理「全國一致性的」，一組能夠產生及管理「全國一致性的」，
「多目標的」地理資訊系統之工作流程及「多目標的」地理資訊系統之工作流程及
相關工具相關工具



規劃方法說明規劃方法說明

一組能夠生產、維護及分享地理資料的規一組能夠生產、維護及分享地理資料的規
範範

一組能夠引導資料維護管理架構及分享的一組能夠引導資料維護管理架構及分享的
政策政策

基於夥伴關係由地方政府所建立的地理資基於夥伴關係由地方政府所建立的地理資
料庫與詮釋資料庫料庫與詮釋資料庫

一組具有全國一致性的地圖產品規範一組具有全國一致性的地圖產品規範

一個能提供資料搜尋、傳輸、及取用的入一個能提供資料搜尋、傳輸、及取用的入
口網站口網站



推動的四個面向推動的四個面向

►►建立及維護多目標的國家地理資訊系統建立及維護多目標的國家地理資訊系統

►►建立國家空間資料基礎建設的資料管理架構建立國家空間資料基礎建設的資料管理架構
規範規範(NSDI Stewardship Templates)(NSDI Stewardship Templates)。。

►►提供持續而足夠的經費支援提供持續而足夠的經費支援

►►建立中央及地方的夥伴關係，以共同維護國建立中央及地方的夥伴關係，以共同維護國
家地理資訊系統的運作家地理資訊系統的運作



「國土資訊系統跨平台應用系統」
整體規劃作業

Web 
service

GIS
Browser-y

內部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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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server-m

Web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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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erver-i

Web 
service

GIS 
function 
server-l

Web 
service

GIS 
function 
server-n

Web 
service

GIS 
data 

server-j

User B

組態資料庫
(or broker of 

database and function modelbase  )

GIS
Browser-x

內部資料庫

User A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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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介紹案例介紹



案例介紹：案例介紹：New Jersey New Jersey CritialCritial Asset Asset 
Mapping to Support National PreparednessMapping to Support National Preparedness

►►紐澤西紐澤西(New Jersey)(New Jersey)最近致力發展一個系最近致力發展一個系
統，主要在支援國家基礎建設的標示及瀏覽統，主要在支援國家基礎建設的標示及瀏覽

►►另一個要分析的關鍵資訊產品是地址對位另一個要分析的關鍵資訊產品是地址對位
((geocodinggeocoding))的網路服務，這在紐澤西也是相的網路服務，這在紐澤西也是相
當創新的產品。藉著分析其資訊產品我們可當創新的產品。藉著分析其資訊產品我們可
以更了解它們。以更了解它們。



資訊產品：重要資產地圖資訊產品：重要資產地圖(Critical (Critical 

Asset Map)Asset Map)



資訊產品：涵蓋全州的地址定位資訊產品：涵蓋全州的地址定位



案例介紹：案例介紹：地形地圖範式地形地圖範式(Topographic (Topographic 
Mapping Prototypes)Mapping Prototypes)

►►本研究案例為三個不同州本研究案例為三個不同州(Kentucky, (Kentucky, 
Delaware, North Carolina)Delaware, North Carolina)的三個地形圖，當的三個地形圖，當
這三個地形圖的內容與呈現有稍微不同時，這三個地形圖的內容與呈現有稍微不同時，

它們則會提供詳盡的圖例它們則會提供詳盡的圖例(map indication)(map indication)與與
地形圖地形圖(topographic map series)(topographic map series)之資料需之資料需
求。求。



Sonora, KentuckySonora, Kentucky地形圖地形圖

►►此為典型的美國地質調此為典型的美國地質調
查局四邊型查局四邊型

（（quadrangle quadrangle ）地形）地形
圖，其比例尺為圖，其比例尺為

1:240001:24000。這項產品與。這項產品與
傳統最大不同之處是可傳統最大不同之處是可
透過網路服務取得這份透過網路服務取得這份
資訊產品，亦可以利用資訊產品，亦可以利用
動態方式整合這組資訊動態方式整合這組資訊



Harrington, Delaware Harrington, Delaware 地形圖地形圖

►►乍看之下，這份地形圖乍看之下，這份地形圖
很像典型的美國地質調很像典型的美國地質調

查局地形圖查局地形圖((比例尺比例尺
1:24000)1:24000)，但仔細觀察，但仔細觀察
則會發現所有資料均從則會發現所有資料均從

DelawareDelaware州的網站上州的網站上----
http:DataMil.Delaware.ghttp:DataMil.Delaware.g
ovov取得的資料，由這網取得的資料，由這網
站獲得的資訊比站獲得的資訊比DLGDLG的的
資料之可即性更高。資料之可即性更高。



Mecklenburg County, North CarolinaMecklenburg County, North Carolina
地形圖地形圖

►►這份地形圖這份地形圖((比例尺比例尺
1:24000)1:24000)除了地名資訊除了地名資訊
系統（系統（Geographic Geographic 
Names Information Names Information 
System, GNISSystem, GNIS）之外，）之外，
其餘均利用地方資料。其餘均利用地方資料。
這份地圖也利用國土安這份地圖也利用國土安
全工作小組的地圖符號全工作小組的地圖符號
標準標準( Homeland ( Homeland 
Security working group Security working group 
symbologysymbology standard)standard)以以
突顯該區的主要公共建突顯該區的主要公共建
設。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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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規劃成果預期規劃成果



預期規劃結果預期規劃結果
►►規劃結果預期包括：規劃結果預期包括：

一個能夠符合各層級政府需求的資料分享一個能夠符合各層級政府需求的資料分享
模式（模式（data sharing information data sharing information 
modelmodel）。）。
一組能夠產生及管理「全國一致性的」，一組能夠產生及管理「全國一致性的」，
「多目標的」地理資訊系統之工作流程及「多目標的」地理資訊系統之工作流程及
相關工具之發展綱要。相關工具之發展綱要。
一組能夠生產、維護及分享地理資料的規一組能夠生產、維護及分享地理資料的規
範之制訂原則。範之制訂原則。
一組能夠引導資料維護管理架構及分享的一組能夠引導資料維護管理架構及分享的
政策之需求分析。政策之需求分析。



預期規劃結果預期規劃結果

基於夥伴關係由地方政府所建立的地理資基於夥伴關係由地方政府所建立的地理資
料庫與詮釋資料庫之資訊管理架構。料庫與詮釋資料庫之資訊管理架構。

一組具有全國一致性的地圖產品規範之製一組具有全國一致性的地圖產品規範之製
作指引或範例。作指引或範例。

一個能提供資料搜尋、傳輸、及取用的入一個能提供資料搜尋、傳輸、及取用的入
口網站之架構，如下圖。終端使用者透過口網站之架構，如下圖。終端使用者透過
「一站式空間資料服務（「一站式空間資料服務（Geospatial OneGeospatial One--
Stop, GOSStop, GOS）」入口網站上的目錄服務，搜）」入口網站上的目錄服務，搜
尋已註冊的資料圖層。尋已註冊的資料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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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主要國家國土資訊系統發展趨勢分析(一)世界主要國家國土資訊系統發展趨勢分析

(二)我國國土資訊系統跨平台之願景(二)我國國土資訊系統跨平台之願景

(三)現況分析(三)現況分析

(四) 理想架構(四) 理想架構

(五)推動策略構想(五)推動策略構想

(六)短中長期目標(六)短中長期目標

(七)推動開放式資料庫服務機制及整體架構(七)推動開放式資料庫服務機制及整體架構



其他建議事項其他建議事項



建議事項

無悔策略

藍海策略



無悔策略
國土資訊系統資料生產單位應提供符合國際標準
的網路服務(Web Service)，免費提供政府及學
術研究單位使用

好處

大幅降低應用單位成本

加速應用系統之開發

提升行政效率

提升政府決策品質

充份利用學術單位研發成果



藍海策略

為促進GIS產業的發展，國土資訊系統資料庫，
得授權私人企業開發網路應用系統，所獲得收益
的百分之二十應回饋給政府。

好處

私人企業選址應用成本大幅降低

提升企業競爭力

GIS產業將蓬勃發展，產生許多新的工作機會

促進經濟發展，提高政府稅收

提升GIS產業競爭力，發展國際級GIS軟體及應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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