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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專案概述 

第一節 專案名稱 

本專案名稱為『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導覽虛擬實境建置及地理資訊系統功能

擴充案』。 

 

第二節 專案緣起 

營建署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以下簡稱壽山籌備處)於 101 年完成「土地

管理地理圖資展示系統」及現場行動查核系統，並整合建置相關地理資料庫，

提升了處內同仁於土地管理作業方面之效益。本專案除了進行「土地管理地理

圖資展示系統」的功能擴充及相關地理資料的建置之外，擬以生態環境教育解

說及資源保育為目標，於此系統擴充整合相關多媒體資料，運用電腦多媒體

720VR 技術與 GIS 平台之整合應用，及搭配動態 flash、flv 的影音之應用技術，

建置相關資訊之互動多媒體，讓一般民眾可以經由此平台，即可線上瀏覽壽山

國家自然公園相關各生態及風景據點。 

 

第三節 專案目標 

本專案之整體目標如下： 

(1) 以生態環境教育解說及資源保育為目標，整合相關多媒體資料，供民眾

瀏覽檢視。 

(2) 運用電腦多媒體 720VR 技術、GIS 平台、flash 動態地圖、flv 的影音之

應用技術，擴充建置相關資訊之互動多媒體。 

(3) 提供一般民眾可經由此平台，於線上進行身臨其境方式瀏覽壽山國家自

然公園相關各生態及風景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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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專案範圍 

一、 導覽據點虛擬實境多媒體及地面光達點雲動畫建立 

(1) 由營建署壽山籌備處選定壽山國家自然公園(以下簡稱園區)30 處(含以上)

生態及風景據點，例如： 雅座、相思崖、觀景台、將軍台(點將台)、良

友亭上方瞭望台、海洋美景(往南方)、泰國谷、旗津旗後燈塔、旗津旗後

砲台、星空隧道、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半屏山之半屏湖、鳳山縣舊城

東門及北門、小溪貝塚及其它本公司推薦(由營建署壽山籌備處確認後執

行)與其他營建署壽山籌備處所指定之地點。本公司就每一地點至少規劃

拍攝一個 720VR，總數至少 30 處。每一生態及風景據點須可再聯結壽山

籌備處所提供各種解說文字資料、照片，物件聯結總數最高可達 90 個，

經後製處理整合搭配示意圖。720VR 場景有空間平面圖添加到地圖中，

讓觀看者可輕鬆識別場所具體方位，獲致如雷達圖掃描般之視覺效果。 

(2) 各生態及風景據點應具大地坐標(TWD97 121 坐標系統)，可由壽山籌備

處目前地理圖資展示系統平台選擇 2D 或 3D 飛行地圖點選聯結生態或風

景 VR。 

(3) 使用者介面（Interface）符合親和性（Friendly）之原則，畫面簡明美觀、

主題標示明顯、圖形影像精緻活潑、旁白音效適宜貼切、字體清晰易於

辨認；必要時，得以重點文字、影像、動畫、旁白等作為輔助說明。 

(4) 本公司提供製作 VR 環物影像圖片(含後製) 且 VR 拍照設備須為 1000

萬 PIXELS 以上等級。  

(5) VR 播放軟體須具有上、下、左、右、拉近、放遠的功能。搭配平面格局

圖使用，當 VR 轉動的時候，可以看出視角所看到的方位與方向。 

(6) 利用地面光達進行石灰岩洞、旗津旗後燈塔、英國領事館官邸三處地點

光達資料之建立(光達拍攝地點或範圍需附加記錄檔，檔案格式為 shp 或

kml 或 kmz 之資料格式)，並進行點雲動畫之建置以做為風景據點之另一

多媒體資料的來源。所建立石灰岩洞之光達資料可供未來地形變化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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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基礎。 

二、 3D 立體建模 

(1) 進行英國領事館官邸(含周邊附屬建物及設施)、旗津旗後燈塔(含周邊附

屬設施) 及其它營建署壽山籌備處所指定之地點等三個據點進行 3D 立

體建模(檔案格式須符合 kml 或 kmz 格式)。 

(2) 上開三處據點之 3D 立體建模，其解析度需達到 CityGML 的 LOD2 級。

所建立完成之 3D 立體建模需上傳整合至 Google earth。 

(3) 上開三處據點之 3D 立體建模完成後，須整合至營建署壽山籌備處已開

發完成的「土地管理地理圖資展示系統」的 3D 建模地理資料庫中，並

整合至該系統的 3D 飛行地圖平台上，讓使用者可以不同飛行角度觀看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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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3D 圖台整合開發建置及 2D 系統功能擴充 

本項工作需在營建署壽山籌備處既有的「土地管理地理圖資展示系統」平

台上進行 3D 圖台整合開發建置及 2D 功能擴充。上述系統開發環境係架構在

oracle 空間資訊解決方案、Cold Fusion 中，將在原開發環境中進行本系統建置。

詳細工作內容如下： 

 

(1) 3D 圖台整合開發建置 

1. 擴建 3D 圖台服務系統，將壽山籌備處原來建置的 2D 土地地理圖資

展示系統中擴建整合 google earth 3D 圖台服務。提供民眾可以直接在

原來的 2D 基礎地理圖資展示系統中，直接按 2D 圖台上的「3D 地圖

按鈕」後，系統即從原來的 2D 圖台直接切換至 google earth 3D 圖台，

使用者即可在瀏覽器中進行 3D 電子地圖的瀏覽，並可進行飛行、旋

轉、放大、縮小。 

2. 擴充 3D 圖層下載功能，讓使用者可以下載本專案所建立的生態及風

景據點飛行地圖。 

3. 擴充門牌號碼 3D 定位功能。 

4. 擴充地段地號 3D 定位功能。 

5. 擴充坐標 3D 定位功能。 

6. 擴充 30 個生態風景據點 3D 定位功能。 

7. 擴充 3D 建物之 3D 定位功能。 

8. 擴充生態、風景據點及 3D 建物飛覽功能。 

9. 使用者在 2D 圖台所觀看的地圖域區域在切換至 3D 圖台時，3D 圖台

會自動定位至該區域。使用者在 3D 圖台所觀看的地圖域區域在切換

至 2D 圖台時，2D 圖台會自動定位至該區域(僅限定在本園轄區範圍

內)。 

10. 在 3D 飛行地圖平台提供空間點選功能，使用者可於圖面上直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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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一生態或風景據點，系統即自動呈現該據點 VR。 

11. 提供園區飛覽功能，使用者只需按下園區飛覽播放，系統即自動進

行園區的飛覽。使用者亦可選擇暫停或停止飛覽。 

12. 擴充 3D 圖層展示控制功能，使用者可以自行進行 3D 圖層的開啟

及關閉。 

13. 提供使用者在 3D 圖台之中瀏覽土地使用分區之功能。 

14. 提供使用者在 3D 圖台之中瀏覽地籍圖之功能。 

15. 提供使用者在 3D 圖台之中瀏覽國家公園範圍之功能。 

16. 提供使用者在 3D 圖台之中點選地籍宗地，系統即展示其詳細地

目、面積、權屬…等相關資料。 

(2) 2D 圖台功能擴充： 

1. 在地理圖資展示系統 2D 圖台中，提供使用者將滑鼠移至任一生態或

風景據點時，系統即自動以 tooltip 泡泡方式呈現該據點之 720VR 縮

照之擴增功能，使用者可於泡泡上直接點選據點的 VR。若該據點有

3D 建模時，使用者亦可將該 3D 建模進行下載。若該據點有點雲動

畫時，使用者亦可直接接點選進行播放。 

2. 在地理圖資展示系統 2D 圖台中，提供探針查詢功能。使用者可經由

拖拉該探針至圖台，即可查詢附近之地段地號清單功能。 

3. 擴充影像地圖快速圖層透明度調整功能，以提供使用者可以利用不同

年度影像資料進行土地利用變化之比較。在快速顯圖下，使用者可以

對 2D 快速圖層進行透明度隨意調整的功能。使用者經由滑塊以連續

的方式，對 2D 快速圖層分別逐一進行圖層透明度百分別的調整，且

系統需在 1 秒內即反應完成。 

4. 擴充景點多媒體模組，提供使用者可以直接在清單中點選任一風景據

點後，系統即可直接開啟該風景據點之 720VR。或是進行該景點之

點雲動畫之播放。 

 
 - 5 - 群琁地理資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導覽虛擬實境建置及地理資訊系統功能擴充案 

成果報告書 
 
 

5. 提供使用者進行風景據點 2D 定位功能。 

6. 提供使用者進行水晶球 3D 定位功能。 

(3) 與圖資雲介接規劃及建置 

進行圖資雲所提供的基礎圖資(如通用版電子地圖)進行分析及瞭解，並將

本系統功能進行調整及擴充，俾使本系統所需的基礎圖資可經由介接圖資雲的

服務來展示。 

 
四、 圖形資料處理及地理資料庫整合 

(1) 將本專案所建立完成之 30 處生態及風景據點 720VR 成果，進行水晶球

(即 360Cities圖層)建置處理，並協助上傳至 Google Earth伺服器或 Google

公司授權之民間公司網站或伺服器，讓園區生態及風景據點可經由相關

平台擴大行銷推廣至全世界。 

(2) 進行本園區範圍界、土地使用分區圖、地籍圖進行 3D 飛行圖形處理並

整合至 3D 飛覽地理資料庫中。 

(3) 擴充本專案所建立之生態及風景據點地理圖層，並將其整合至地理資料

庫中。 

     
五、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建構成果及相關注意事項 

(1) 營建署壽山籌備處現有「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系統之開發環境係架

構在壽山籌備處既有的 GIS 平台中(Cold fusion、Oracle 空間圖形資訊解

決方案)，本公司在此平台架構下擴充本專案功能。 

(2) 本專案各項成果均應建置於營建署壽山籌備處既有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

統，作為內部使用。 

(3) 上述既有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本公司會將地籍圖層、樁位圖層、或

與營建署壽山籌備處討論認為不宜提供之資訊隱藏後，另提供簡易版之

GIS 地理圖資展示系統即民眾版的園區導覽虛擬實境地理資訊系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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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不特定民眾查詢使用，提升為民服務效能。並應將簡易版 GIS 地

理圖資展示系統之 VR 網址，協助於營建署壽山籌備處網站進行連結及

展示。 

(4) 營建署壽山籌備處負責提供各種聯結所需的相關解說文字資訊、照片及

影片。 

(5) 提供完全支援 IPv4/IPv6 雙協定互通技術測試報告。 

(6) 遵循「行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政府網站版型與內容管理規範」。 

(7) 本專案網頁需以 HTML5 技術開發，以相容於各種瀏覽器及裝置。 

 

六、 教育訓練 

本公司於本文件中訂定教育訓練計畫，提供營建署壽山籌備處系統管理人

員及一般使用人員相關教育訓練課程，俾讓營建署壽山籌備處員工及相關人

員，熟悉如何應用本專案建置成果。(共兩梯次，每梯次 1.5 小時，5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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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資通安全事項 

(1) 基本安全 

1. 本公司於系統分析階段完成前，將先瞭解營建署資安政策、既有之資

訊安全管理系統與本專案之內容。 

2. 遵循營建署之相關資訊安全管理文件、手冊、要點及規範。 

3. 本公司對所接觸之資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確保資料安全性，

並遵循下列相關法令或規定： 

 個人資料保護法。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規範。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 

 政府資安作業規範之「Web 應用程式安全參考指引」。 

 其他法令相關規定。 

 

(2) 應用程式安全 

1. 應用系統軟體開發應遵照政府資通安全作業規範之「Web 應用程式

安全參考指引」。 

2. 應用系統程式開發須禁止使用已被資訊安全組織公布，易遭駭客攻擊

之弱點的開發方式，如 OWASP(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 最新公布之前 10 大安全問題種類（如 SQL Injection 及 Cross 

Site Scripting）及未來發布之安全問題種類。 

3. 禁止使用未取得授權的軟體，取得授權之軟體應在授權許可之機器上

使用。 

4. 本公司交付應用系統程式原始碼時應負責檢測並確保所交付之應用

軟體不得有後門或木馬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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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共通需求 

(1) 網站設計之文字字型、風格設計、區塊(Layout)配置皆須使用共同之 CSS

設定，以達美觀、好維護。 

(2) 當網頁使用 Script 語言設計時，本公司須提供瀏覽器不支援 Script 播放

時之替代方案，並需符合無障礙需求，且不影響營建署網頁美觀。 

(3) 網站首頁下載應考慮使用者網路環境負載能力，網頁製作須考量網路的

傳輸速率及網頁品質。 

(4) 網頁相關之圖示、圖形、技術與程式碼之來源必須符合著作權法之規定，

若有違反，一切法律責任必須由本公司自行負責，與營建署無關。 

(5) 本公司簽約後於系統規劃過程，應依計畫進度提報作業現況，並經營建

署同意，據以進行後續程式設計等工作。 

(6) 工作期間內機關得視需求請本公司提出工作執行書面說明或口頭報告。 

(7) 本公司於本專案執行期間，應依據營建署業務之需要，隨時協助營建署

調整網站架構。 

九、 系統保固及維護需求 

(1) 本專案系統經驗收合格次日起一年內為保固服務期，本公司應免費提供

各項保固服務。 

(2) 保固服務項目包括：本專案應用系統之維護、偵錯、功能強化更新、使

用者現場諮詢服務等工作。 

(3) 系統如有偶發故障，本公司需負責完成故障排除。 

(4) 保固期間內若發現程式設計錯誤或本專案所裝之軟體造成的資料發生連

結錯誤或系統執行異常現象，本公司應自接獲通知 8 個工作小時內配合

做緊急處理，並於 24 個工作小時內將錯誤程式修改(或軟體重新安裝、

更新版本)測試完畢，並同時修正相關之文件資料。 

(5) 工作小時計算以營建署正常上班時間為準(週一~週五為每日 8 小時，例

假日及彈性放假日不列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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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專案時程 

本公司根據專案工作項目、內容及專案簽約日：7 月 23 日，擬定各項工作

之預定進度(如表 1)及重要查核點，以供壽山籌備處於專案執行過程中掌握工作

進度及階段性成果，確保專案執行品質，本專案工作重要查核點時間及查核項

目包括： 

 

一、 查核點一(專案工作計畫書)： 

(1) 時間：102 年 8 月 12 日前 (簽約次日起 20 個日曆天內)。 

(2) 查核項目： 

1. 提送專案工作計畫書(書面 12 份、電子檔 1 份)。 

2. 召開期初簡報。 

 
二、 查核點二(期中報告)： 

(1) 時間：102 年 10 月 21 日前 (簽約次日起 90 個日曆天內)。 

(2) 查核項目： 

1. 完成系統雛型及資料庫建置架構。 

2. 提送期中報告書(書面 12 份、電子檔 1 份)。 

3. 召開期中簡報。 

 
三、 查核點三(系統測試)： 

(1) 時間：102 年 12 月 30 日前(簽約次日起 160 個日曆天內)。 

(2) 查核項目： 

1. 完成系統及資料庫建置架構作業，於正式環境測試，上線營運。 

2. 提送系統測試報告書(書面 10 份，電子檔 1 份)。 

3. 上線測試並依據測試結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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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查核點四(期末報告)： 

(1) 時間：103 年 2 月 8 日前 (簽約次日起 200 個日曆天內)。 

(2) 查核項目： 

1. 完成本專案系統應修正與調整工作。 

2. 提送期末報告書(書面 12 份、電子檔 1 份)。 

3. 系統操作及管理手冊(書面 10 份，電子檔 1 份) 。 

4. 軟體原始程式碼及執行檔(電子檔 1 份) 。 

5. 本專案使用之相關軟硬體合法使用授權書(書面 1 份) 。 

6. 召開期末審查。 

 

五、 查核點五(成果交付)： 

(1) 時間：103 年 3 月 3 日前(期末簡報審查通過後於 14 個日曆天內提送成果

報告書)。 

(2) 查核項目： 

1. 期末審查審查通過後辦理教育訓練(共兩梯次，每梯次 1.5 小時 5 人

以上)並提送成果報告書(書面 12 份，電子檔 1 份)。 

2. 成果報告書若經機關審查尚需修正，應於接獲通知次日起 7 個日曆天

內修正完畢並重行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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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專案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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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專案組織 

本專案人員組織如下圖所示。 

 

 
圖 1   專案人員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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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小組所負責之工作項目說明如下： 

 
專案督導： 

 督導小組工作方向 
 確保專案的品質 
 

計畫主持人： 

 做為專案聯絡之窗口 
 協調小組內工作分配 
 安排作業時程控制進度 
 

專案顧問： 

 提供生態及風景據點內容描述建議 
 確保風景據點內容描述之品質與正確性 
 

專案經理： 

 掌握專案執行進度 
 協助小組工作問題排除 

 

行政支援小組： 

 負責簽約文件準備 
 負責專案文件打字送印事宜 
 負責專案公文往返準備及請款事宜 

 

系統功能開發小組： 

 負責系統架構設計 
 負責系統資料庫設計及建置 
 負責系統功能規劃及程式擴充開發 
 負責測試資料庫與系統功能整合運作無誤 
 負責系統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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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處理及立體建模小組： 

 負責資料處理原則擬定工作 
 負責資料處理流程規劃工作 
 進行建模地點資料蒐集 
 建物拍照作業 
 進行 3D 立體模型製作(含立體模型製作、貼面處理等作業) 
 建模成果上傳 3D WareHouse，供 Google 評估收納，以利推廣至全

世界。  

 
光達製作小組(力弘科技)： 

 負責航拍作業及光達掃瞄作業 
 負責光達資料處理 
 光達點雲動畫建立 

 

720VR 小組： 

 720VR 設計規劃、資料探勘、文件製作 
 720VR 拍照 
 720VR 資料整合 
 整體視覺設計、風格設計 
 Flash 動畫設計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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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導覽據點虛擬實境多媒體建立 

第一節 作業需求 

(1) 由營建署壽山籌備處選定壽山國家自然公園(以下簡稱園區)生態及風景

據點並拍攝 30 個點(含以上)，例如： 雅座、相思崖、觀景台、將軍台(點

將台)、良友亭上方瞭望台、海洋美景(往南方)、泰國谷、旗津旗後燈塔、

旗津旗後砲台、星空隧道、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半屏山之半屏湖、鳳

山縣舊城東門及北門、小溪貝塚及其它本公司推薦(由營建署壽山籌備處

確認後執行)與其他營建署壽山籌備處所指定之地點。 

(2) 每一生態及風景據點須可再聯結壽山籌備處所提供各種解說文字資料、

照片，物件聯結總數最高可達 90 個，經後製處理整合搭配示意圖。720VR

場景有空間平面圖添加到地圖中，讓觀看者可輕鬆識別場所具體方位，

獲致如雷達圖掃描般之視覺效果。 

(3) 各生態及風景據點應具大地坐標(TWD97 121 坐標系統)，可由壽山籌備

處目前地理圖資展示系統平台選擇 2D 或 3D 飛行地圖點選聯結生態或風

景 VR。 

(4) 使用者介面（Interface）符合親和性（Friendly）之原則，畫面簡明美觀、

主題標示明顯、圖形影像精緻活潑、旁白音效適宜貼切、字體清晰易於

辨認；必要時，得以重點文字、影像、動畫、旁白等作為輔助說明。 

(5) 本公司提供製作 VR 環物影像圖片(含後製) 且 VR 拍照設備須為 1000

萬 PIXELS 以上等級。  

(6) VR 播放軟體須具有上、下、左、右、拉近、放遠的功能。搭配平面格局

圖使用，當 VR 轉動的時候，可以看出視角所看到的方位與方向。 

(7) 將本專案所建立完成之 30 處生態及風景據點 720VR 成果，進行水晶球

(即 360Cities圖層)建置處理，並協助上傳至 Google Earth伺服器或 Google

公司授權之民間公司網站或伺服器，讓園區生態及風景據點可經由相關

平台擴大行銷推廣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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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作業流程 

壹、 虛擬實境多媒體作業流程 

虛擬實境多媒體作業流程有以下幾點說明: 

(1) 擬訂拍攝地點清單。 

依據邀標書之清單進行拍攝地點討論，例如： 雅座、相思崖、觀景台、

將軍台(點將台)、良友亭上方瞭望台、海洋美景(往南方)、泰國谷、旗津旗

後燈塔、旗津旗後砲台、星空隧道、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半屏山之半屏湖、

鳳山縣舊城東門及北門、小溪貝塚等。確認後之拍攝清單如第貳章第四節虛

擬實境多媒體成果說明所示。 

其中，依上述內容確認會拍攝的地點有: 雅座、觀景台、良友亭上方瞭

望台、海洋美景(往南方)、泰國谷、旗津旗後燈塔、旗津旗後砲台、星空隧

道、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半屏山之半屏湖、鳳山縣舊城東門及北門、小溪

貝塚。 

不會拍攝的地點有: 觀景台和將軍台(點將台)，因為上述地點後續呈現

的效果與良友亭上方瞭望台等雷同，所以不予拍攝。 

 

(2) 現場實際拍攝。 

拍攝時間為 102年 10月期間。 

 

(3) 拍攝成果討論，確認拍攝清單，確定 44 個虛擬實境清單。 

本公司與籌備處召開第一次與第二次工作會議進行討論，請詳第壹拾貳

章第一節第一次工作會議紀錄和第壹拾貳章第二節第二次工作會議紀錄說

明。 

(4) 依據虛擬實境拍攝清單，討論 I 點內容。 

(5) 確認 I 內容進行系統後製作業。 

(6) 完成虛擬實境多媒體建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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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水晶球作業流程 

水晶球製作方式採用 Panorama 做為資料來源，Panorama 為寛景圖

(wide-angle)，一般有三種類型： 

 
(1) 寛景圖 

指圖面比一段的照片寛，而左右視角未達 360°。(圖 2) 

(2) 環景圖(cyclorama) 

圖面左右視角達 360°，但天地視角未達 180°。(圖 3) 

(3) 球形環景圖(spherical panorama) 

左右視角達 360°，天地視角為 180°，為等距離圓柱投影式

(Equirectangular)的圖，畫面寛高比例固定為 2:1(圖 4)，此影像即為經過後

製處理的 720°VR 環景影像圖片，為製作水晶球最好的接合影像。 

 

 
圖 2   寛景圖 

 

 
圖 3   環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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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球狀環景圖 

 
水晶球製作為透過 OGC KML 的 photooverlay 語法，將球形環景圖，經過處

理後，製作成水晶球，提供大眾下載瀏覽，流程如下： 

 

1. 準備好球形環景圖，也就是經過後製處理的 720VR 環景影像圖片。 

2. 以壽山籌備處身份登入 360 Cities 網站，在 360 Cities 網站必須先申

請帳號，才能上傳球形環景圖。 

3. 上傳圖片，利用 360 Cities 網站提供的上傳功能，將符合標準的球形

環景圖上傳至 360 Cities 網站。 

 

水晶球製作完成後，需再進行逐筆資料參數設定，才能將水晶球資料鑲嵌到

正確位置。由於目前Google Earth只與一家 360 Cities網站(http://www.360cities.net/)

合作，一般使用者如要將水晶球放置於 Google Earth的資料庫內，須透過 360 Cities

網站，將水晶球上傳至 Google Earth 的資料庫，利用 Google Earth 伺服器雲端優

勢，為壽山籌備處做最佳的景點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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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設備說明 

本專案使用攝影設備為 Nikon D200 的啟動時間只要 0.15 秒，連拍達 

5fps，JPEG 時可以連拍至 54 幅( normal )，並提供更彈性的 RAW + JPEG 

紀錄等性能，並搭配 Nikon 10.5 F/2.8 魚眼鏡頭進行拍攝。 

Nikon D200 

      System EPIC Pro 

    

Nikon 10.5 F/2.8 魚眼鏡頭                                               

 
 

再藉由軟體自動縫合影像成為幾十億像素的超高解析全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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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虛擬實境多媒體清單 

以下為討論後之虛擬實境多媒體清單，總計 44 個多媒體數量，符合合約個

數。 

表 2   720 虛擬實境拍攝成果清單(含拍攝時間) 

 系統整合 
據點名稱 

拍攝據點名稱 拍攝時間 

1 往雅座的路上-二景 02-往雅座的木棧道與峭壁 10 月 8 日 
2 雅座 02-雅座 10 月 8 日 
3 大壁岩 05-高聳的大壁岩一景 10 月 8 日 
4 06-高聳的大壁岩二景 10 月 8 日 
5 小坪頂-一景 07-景緻天成的樹門 10 月 8 日 
6 小坪頂-二景 08-小坪頂木棧道旁的小峽

谷 
10 月 8 日 

7 坪頂亭 09-翠綠幽境古木環繞的坪

頂亭 
10 月 8 日 

8 一簾幽夢 10-泰國谷一簾幽夢的內側 10 月 8 日 
9 11-泰國谷一簾幽夢景觀 10 月 8 日 
10 12-泰國谷一簾幽夢的外側 10 月 8 日 
11 泰國谷-巨大咬人狗 14-泰國谷一簾幽夢附近有

顆巨大的咬人狗樹 
10 月 8 日 

12 泰國谷-一景 13-泰國谷內綿密的榕樹群 10 月 8 日 
13 四層樓 15-四層樓 10 月 8 日 
14 良友亭 16-良友亭 10 月 8 日 
15 16A-良友亭 10 月 8 日 
16 壽山西南海岸與海崖-

一景 
17-山豬枷密幹叢林及西海

岸景觀 
10 月 8 日 

17 西海岸海景一隅 18-草坪及西海岸景觀 10 月 9 日 
18 大自然 20-大自然西海岸景觀 10 月 9 日 
19 海岸峭壁 21-海岸峭壁及西海岸景觀 10 月 9 日 
20 旗津旗後燈塔 34-旗津旗後燈塔上看高雄

港 
10 月 9 日 

21 35-旗津旗後燈塔庭院景觀 10 月 9 日 
22 旗後砲台 37-旗津的旗後炮台駐兵房 10 月 9 日 
23 36-旗津的旗後炮台 10 月 9 日 
24 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 39-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左

側景觀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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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整合 
據點名稱 

拍攝據點名稱 拍攝時間 

25 40-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右

側景觀 
10 月 9 日 

26 41-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右

後側緊鄰高雄一港口 
10 月 9 日 

27 42-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與

高雄港夜色 
10 月 9 日 

28 半屏山大岩洞 30-半屏山大岩洞地景 10 月 14 日 
29 31-半屏山大岩洞地景 10 月 14 日 
30 半屏山大榕樹 32-半屏山大榕樹 10 月 14 日 
31 半屏山半屏湖 33-半屏山半屏湖 10 月 14 日 
32 小龜山觀景平台 43-小龜山觀景平台 10 月 14 日 
33 左營舊城北門 44-舊城北門的城樓上 10 月 14 日 
34 45-舊城北門的城牆 10 月 14 日 
35 大龜山制高點 46-大龜山的山頂有舊碉堡

並可鳥瞰老左營市區 
10 月 14 日 

36 左營舊城東門 47-舊城東門公園綠地 10 月 14 日 
37 星空隧道 38-星空隧道 10 月 14 日 
38 龍門亭 22-龍門亭小溪貝塚 10 月 14 日 
39 魔芋大道 23-魔芋大道景觀 10 月 14 日 
40 24-魔芋大道的巨大榕樹景

觀 
10 月 14 日 

41 25-魔芋大道木棧道景觀 10 月 14 日 
42 大峽谷 26-大峽谷地景 10 月 14 日 
43 
 

27-大峽谷地景 10 月 14 日 

44 
 

石灰岩洞 29-園區北界鳳凰木區的鐘

乳石洞內部景觀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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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虛擬實境多媒體畫面設計 

(1) 整體版面是以環景之美景為主，右下方有雷達圖，顯示使用者視角之方

位，下方有功能列，可以向右、向左、向上、向下旋轉視角，使用者亦

可以透過滑鼠進行環景圖的瀏覽，不需要透過以下工具列。如圖 5 說明。 

 
圖 5   虛擬實境版面設計 

(2) 風景據點的解說。如圖 6 說明。 

 
圖 6   虛擬實境-風景據點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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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環景內之相關 I 點，若為圖片和文字說明，顯示方式可以參考以下

畫面。如圖 7 和圖 8。 

 

 

 

 

 

 

 

 

 

 

圖 7   虛擬實境-I 點的展示方式 1 
 

 
圖 8   虛擬實境-I 點的展示方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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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環景內之 I 點，亦可為影像檔之連結，如以下範例為串聯營建署國家公

園組所製作之行動解說員成果。如圖 9 和圖 10。 

 
圖 9   虛擬實境-I 點的展示方式 3 

 

 
圖 10   虛擬實境-I 點的展示方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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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虛擬實境多媒體成果說明 

720 虛擬實境總計拍攝 44 個風景據點，其中 I 點數量為 109 個，皆符合本專

案所要求的數量。 

表 3   720 虛擬實境拍攝成果總表 

 系統整合 
據點名稱 

拍攝據點名稱 連結網址 

1 往雅座的路

上-二景 
02-往雅座的

木棧道與峭壁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02/To
ur_02.html 

2 雅座 02-雅座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02A/T
our_02A.html 

3 大壁岩 05-高聳的大

壁岩一景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04/To
ur_04.html 

4 06-高聳的大

壁岩二景 
5 小坪頂-一景 07-景緻天成

的樹門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05/To
ur_05.html 

6 小坪頂-二景 08-小坪頂木

棧道旁的小峽

谷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06/To
ur_06.html 

7 坪頂亭 09-翠綠幽境

古木環繞的坪

頂亭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07/To
ur_07.html 

8 一簾幽夢 10-泰國谷一

簾幽夢的內側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08/To
ur_08.html 

9 11-泰國谷一

簾幽夢景觀 
10 12-泰國谷一

簾幽夢的外側 
11 泰國谷-巨大

咬人狗 
14-泰國谷一

簾幽夢附近有

顆巨大的咬人

狗樹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0/To
ur_10.html 

12 泰國谷-一景 13-泰國谷內

綿密的榕樹群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09/To
ur_09.html 

13 四層樓 15-四層樓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1/To
ur_11.html 

14 良友亭 16-良友亭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2/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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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04/Tour_04.html&usd=2&usg=ALhdy28-DbCu_z46IUzkQivVG_U_k97QuA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04/Tour_04.html&usd=2&usg=ALhdy28-DbCu_z46IUzkQivVG_U_k97QuA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05/Tour_05.html&usd=2&usg=ALhdy29UxApOBlfNJHLaQkrfrWsez2f-7Q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05/Tour_05.html&usd=2&usg=ALhdy29UxApOBlfNJHLaQkrfrWsez2f-7Q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06/Tour_06.html&usd=2&usg=ALhdy2_yLib3HfVwiA5NPaTH4Bt5j5AStQ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06/Tour_06.html&usd=2&usg=ALhdy2_yLib3HfVwiA5NPaTH4Bt5j5AStQ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07/Tour_07.html&usd=2&usg=ALhdy29hDIX_qd-jzw8JjSDDZyKZPvwQzQ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07/Tour_07.html&usd=2&usg=ALhdy29hDIX_qd-jzw8JjSDDZyKZPvwQzQ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08/Tour_08.html&usd=2&usg=ALhdy2-grLb_ZXePk4xDbhrN1mBNyHjlTQ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08/Tour_08.html&usd=2&usg=ALhdy2-grLb_ZXePk4xDbhrN1mBNyHjlTQ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0/Tour_10.html&usd=2&usg=ALhdy286qKukqItieCpLo0O_lMC22C2o0g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0/Tour_10.html&usd=2&usg=ALhdy286qKukqItieCpLo0O_lMC22C2o0g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09/Tour_09.html&usd=2&usg=ALhdy29Vd_hCj1_n8EQtcE0WBu0wGWsCQQ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09/Tour_09.html&usd=2&usg=ALhdy29Vd_hCj1_n8EQtcE0WBu0wGWsCQQ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1/Tour_11.html&usd=2&usg=ALhdy29qqDADNoV8vE9wGmSe-FXrajNqrw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1/Tour_11.html&usd=2&usg=ALhdy29qqDADNoV8vE9wGmSe-FXrajNqrw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2/Tour_12.html&usd=2&usg=ALhdy28wZw5p0MkbDAqP2civVo_v_pBj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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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整合 
據點名稱 

拍攝據點名稱 連結網址 

15 16A-良友亭 ur_12.html 

16 壽山西南海

岸與海崖-一
景 

17-山豬枷密

幹叢林及西海

岸景觀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3/To
ur_13.html 

17 西海岸海景

一隅 
18-草坪及西

海岸景觀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4/To
ur_14.html 

18 大自然 20-大自然西

海岸景觀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6/To
ur_16.html 

19 海岸峭壁 21-海岸峭壁

及西海岸景觀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7/To
ur_17.html 

20 旗津旗後燈

塔 
34-旗津旗後

燈塔上看高雄

港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3/To
ur_23.html 

21 35-旗津旗後

燈塔庭院景觀 
22 旗後砲台 37-旗津的旗

後炮台駐兵房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4/To
ur_24.html 

23 36-旗津的旗

後炮台 
24 打狗英國領

事館官邸 
39-打狗英國

領事館官邸左

側景觀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2/To
ur_22.html 

25 40-打狗英國

領事館官邸右

側景觀 
26 41-打狗英國

領事館官邸右

後側緊鄰高雄

一港口 
27 42-打狗英國

領事館官邸與

高雄港夜色 
28 半屏山大岩

洞 
30-半屏山大

岩洞地景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6/To
ur_26.html 

29 31-半屏山大

岩洞地景 
30 半屏山大榕 32-半屏山大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7/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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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3/Tour_13.html&usd=2&usg=ALhdy2-UKNkXTIP7_2aZYrOXFWFYsT6alw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3/Tour_13.html&usd=2&usg=ALhdy2-UKNkXTIP7_2aZYrOXFWFYsT6alw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4/Tour_14.html&usd=2&usg=ALhdy28xKS05BsiX_MAEGV4Y66LOhZgqIA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4/Tour_14.html&usd=2&usg=ALhdy28xKS05BsiX_MAEGV4Y66LOhZgqIA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6/Tour_16.html&usd=2&usg=ALhdy28TVncr_1KbglwY2m7GKdb3CTALMw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6/Tour_16.html&usd=2&usg=ALhdy28TVncr_1KbglwY2m7GKdb3CTALMw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7/Tour_17.html&usd=2&usg=ALhdy2-tLS7AlcbpvbllI9xAxH6MGHWi9A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7/Tour_17.html&usd=2&usg=ALhdy2-tLS7AlcbpvbllI9xAxH6MGHWi9A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3/Tour_23.html&usd=2&usg=ALhdy29teE7o4AC-UHz1BtEBjPEUX32UfA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3/Tour_23.html&usd=2&usg=ALhdy29teE7o4AC-UHz1BtEBjPEUX32UfA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4/Tour_24.html&usd=2&usg=ALhdy29667cyWGwTJckuN0v96rlWQA5Ktw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4/Tour_24.html&usd=2&usg=ALhdy29667cyWGwTJckuN0v96rlWQA5Ktw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2/Tour_22.html&usd=2&usg=ALhdy29Lp9Yg-SFVxI1mAgMT6Z4XCf83ZQ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2/Tour_22.html&usd=2&usg=ALhdy29Lp9Yg-SFVxI1mAgMT6Z4XCf83ZQ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6/Tour_26.html&usd=2&usg=ALhdy28OL2yxQbhoBuejXveLs6lgaAd3PQ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6/Tour_26.html&usd=2&usg=ALhdy28OL2yxQbhoBuejXveLs6lgaAd3PQ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7/Tour_27.html&usd=2&usg=ALhdy2-wEIDFVcpdoDpy_jEZtEsiKhY4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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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整合 
據點名稱 

拍攝據點名稱 連結網址 

樹 榕樹 ur_27.html 

31 半屏山半屏

湖 
33-半屏山半

屏湖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8/To
ur_28.html 

32 小龜山觀景

平台 
43-小龜山觀

景平台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9/To
ur_29.html 

33 左營舊城北

門 
44-舊城北門

的城樓上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30/To
ur_30.html 

34 45-舊城北門

的城牆 
35 大龜山制高

點 
46-大龜山的

山頂有舊碉堡

並可鳥瞰老左

營市區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31/To
ur_31.html 

36 左營舊城東

門 
47-舊城東門

公園綠地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32/To
ur_32.html 

37 星空隧道 38-星空隧道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5/To
ur_25.html 

38 龍門亭 22-龍門亭小

溪貝塚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8/To
ur_18.html 

39 魔芋大道 23-魔芋大道

景觀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9/To
ur_19.html 

40 24-魔芋大道

的巨大榕樹景

觀 
41 25-魔芋大道

木棧道景觀 
42 大峽谷 26-大峽谷地

景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0/To
ur_20.html 

43 
 

27-大峽谷地

景 
44 
 

石灰岩洞 29-園區北界

鳳凰木區的鐘

乳石洞內部景

觀 

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1/To
ur_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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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8/Tour_28.html&usd=2&usg=ALhdy285MTgl1rEVUkWaLLvF5iORTdcHzQ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8/Tour_28.html&usd=2&usg=ALhdy285MTgl1rEVUkWaLLvF5iORTdcHzQ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9/Tour_29.html&usd=2&usg=ALhdy2-ExKHnS_X2aEP0IxzU6zjVI0l4OQ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9/Tour_29.html&usd=2&usg=ALhdy2-ExKHnS_X2aEP0IxzU6zjVI0l4OQ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30/Tour_30.html&usd=2&usg=ALhdy295Ma_tzCYlX0hblgAATVUemH864A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30/Tour_30.html&usd=2&usg=ALhdy295Ma_tzCYlX0hblgAATVUemH864A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31/Tour_31.html&usd=2&usg=ALhdy2_WEfGkQFfbCDnTuOBDfG9jQMJWSw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31/Tour_31.html&usd=2&usg=ALhdy2_WEfGkQFfbCDnTuOBDfG9jQMJWSw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32/Tour_32.html&usd=2&usg=ALhdy29YmNYBd5cnw7PVqYX0bTrVCx1oOA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32/Tour_32.html&usd=2&usg=ALhdy29YmNYBd5cnw7PVqYX0bTrVCx1oOA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5/Tour_25.html&usd=2&usg=ALhdy29u0GQYxvBYKpp21rnGtb1J2tPKmg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5/Tour_25.html&usd=2&usg=ALhdy29u0GQYxvBYKpp21rnGtb1J2tPKmg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8/Tour_18.html&usd=2&usg=ALhdy28-N4GvUfYDLepm8xOcBA1rRXEFAg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8/Tour_18.html&usd=2&usg=ALhdy28-N4GvUfYDLepm8xOcBA1rRXEFAg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9/Tour_19.html&usd=2&usg=ALhdy28wllzLgbT08TxiALlEz7s07UZsVg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19/Tour_19.html&usd=2&usg=ALhdy28wllzLgbT08TxiALlEz7s07UZsVg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0/Tour_20.html&usd=2&usg=ALhdy2_Nmg2RYtO4I5aMhqAw3IuCcVQhQQ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0/Tour_20.html&usd=2&usg=ALhdy2_Nmg2RYtO4I5aMhqAw3IuCcVQhQQ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1/Tour_21.html&usd=2&usg=ALhdy29XNzZLrw2WPCLhJ85FXhdgtLNcVg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nnp.cpami.gov.tw/gis/NaturePark/21/Tour_21.html&usd=2&usg=ALhdy29XNzZLrw2WPCLhJ85FXhdgtLNc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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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720 虛擬實境 I 點內容總表 

 系統整合 
據點名稱 

拍攝據點名稱 I 點標題 
(文字或圖片) 

I 點標題 
 (行動解說員) 

1 往雅座的路上-
二景 

02-往雅座的木棧

道與峭壁 
雅座 

 
2 雅座 02-雅座 大葉雀榕、臺灣

獼猴  
3 大壁岩 05-高聳的大壁岩

一景 
鱗蓋鳳尾蕨、鞭

葉鐵線蕨、腎

蕨、大壁岩  
4 06-高聳的大壁岩

二景 
薄葉三叉蕨、海

金沙  
5 小坪頂-一景 07-景緻天成的樹

門 
細葉麥門冬、榕

樹  
6 小坪頂-二景 08-小坪頂木棧道

旁的小峽谷 
溝谷 

 
7 坪頂亭 09-翠綠幽境古木

環繞的坪頂亭 
黃連木、月橘、

坪頂亭  
8 一簾幽夢 10-泰國谷一簾幽

夢的內側 
錦屏粉藤、大葉

雀榕  
9 11-泰國谷一簾幽

夢景觀 
錦屏粉藤、大葉

雀榕  
10 12-泰國谷一簾幽

夢的外側 
錦屏粉藤、咬人

狗  
11 泰國谷-巨大咬

人狗 
14-泰國谷一簾幽

夢附近有顆巨大

的咬人狗樹 

咬人狗的花、咬

人狗的果實、姑

婆芋、咬人狗  
12 泰國谷-一景 13-泰國谷內綿密

的榕樹群 
七里香、榕樹 

 
13 四層樓 15-四層樓 鳥瞰高雄、台泥

舊礦區-入料台  
14 良友亭 16-良友亭 鳥瞰高雄  
15 16A-良友亭 礦區步道  
16 壽山西南海岸

與海崖-一景 
17-山豬枷密幹叢

林及西海岸景觀 
山豬枷、金武扇

仙人掌、臺灣海

棗、古亭坑層泥

岩  
17 西海岸海景一

隅 
18-草坪及西海岸

景觀 
 壽山國家公園高位珊

瑚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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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整合 
據點名稱 

拍攝據點名稱 I 點標題 
(文字或圖片) 

I 點標題 
 (行動解說員) 
http://www.youtube.co
m/watch?v=Iox4gJfQiv
k 

18 大自然 20-大自然西海岸

景觀 
崖與坡、噴浪、

崩崖大洞  
19 海岸峭壁 21-海岸峭壁及西

海岸景觀 
臺灣海棗、風化

後的珊瑚礁岩體  
20 旗津旗後燈塔 34-旗津旗後燈塔

上看高雄港 
燈塔及燈泡的說

明、大坪頂砲

台、英國領事館

官邸、雄鎮北

門、壽山國家自

然公園管理處預

定地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http://www.youtube.co
m/watch?v=bYdUkVJo
X_c 

21 35-旗津旗後燈塔

庭院景觀 
旗後燈塔的故

事、舊燈塔遺

址、旗後砲台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旗
後燈塔
http://www.youtube.co
m/watch?v=PhfJoY89
Z1k 

22 旗後砲台 37-旗津的旗後炮

台駐兵房 
威鎮天南、花式

磚砌、營房  
23 36-旗津的旗後炮

台 
北區營房、大屏

頂砲台、前操練

室、砲座、彈藥

房、指揮所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旗

後砲台
http://www.youtube.co
m/watch?v=RkDM2Iw
emzA 

24 打狗英國領事

館官邸 
39-打狗英國領事

館官邸左側景觀 
十八王公廟、西

灣夕照  
25 40-打狗英國領事

館官邸右側景觀 
登山古道、打狗

英國領事館官邸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英
國領事館
http://www.youtube.co
m/watch?v=5MOjII8zJ
TQ 

26 41-打狗英國領事

館官邸右後側緊

鄰高雄一港口 

85 大樓、中鋼大

樓、高雄國際世

貿會展中心  
27 42-打狗英國領事

館官邸與高雄港

夜色 

高雄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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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整合 
據點名稱 

拍攝據點名稱 I 點標題 
(文字或圖片) 

I 點標題 
 (行動解說員) 

28 半屏山大岩洞 30-半屏山大岩洞

地景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半

屏山
http://www.youtube.co
m/watch?v=a-WjFb10
DaE 

29 31-半屏山大岩洞

地景 
山棕、人面蜘

蛛、棱果榕  
30 半屏山大榕樹 32-半屏山大榕樹 大榕樹、月桃  
31 半屏山半屏湖 33-半屏山半屏湖 半屏湖、綠化成

果  
32 小龜山觀景平

台 
43-小龜山觀景平

台 
龍虎塔、鳳山舊

城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大

小龜山
http://www.youtube.co
m/watch?v=gxA4nLB6
6d8 

33 左營舊城北門 44-舊城北門的城

樓上 
馬道、城垛、眷

村(東自助)、大榕

樹  
34 45-舊城北門的城

牆 
北門 

 
35 大龜山制高點 46-大龜山的山頂

有舊碉堡並可鳥

瞰老左營市區 

碉堡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大

小龜山
http://www.youtube.co
m/watch?v=gxA4nLB6
6d8 

36 左營舊城東門 47-舊城東門公園

綠地 
東門、鳳山舊城

鳳儀門外的護城

河和水關 

壽山國家公園左營舊

城遺址
http://www.youtube.co
m/watch?v=baPRyhjU
nWE 

37 星空隧道 38-星空隧道 星空隧道  
38 龍門亭 22-龍門亭小溪貝

塚 
攔沙壩、小溪貝

塚、棕櫚、馬卡

道澤蟹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小
溪貝塚
http://www.youtube.co
m/watch?v=qwcof3feb
R8 

39 魔芋大道 23-魔芋大道景觀 密毛魔芋、臺灣

魔芋、翠翼鳩、

山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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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整合 
據點名稱 

拍攝據點名稱 I 點標題 
(文字或圖片) 

I 點標題 
 (行動解說員) 

40 24-魔芋大道的巨

大榕樹景觀 
密毛魔芋、臺灣

魔芋  
41 25-魔芋大道木棧

道景觀 
觀察翠翼鳩、山

羌的危機  
42 大峽谷 26-大峽谷地景 毬蘭、大峽谷  
43 
 

27-大峽谷地景  
 

44 
 

石灰岩洞 29-園區北界鳳凰

木區的鐘乳石洞

內部景觀 

石灰洞的特性、

洞穴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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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水晶球成果說明 

以下為虛擬實境環景圖成果製作成水晶球並上傳至 Google Earth 上之成果

說明，提高壽山國家自然公園風景據點之能見度。詳圖 11 至圖 14 說明。 

 
圖 11   水晶球-Google Earth 開啟 

 
圖 12   水晶球-選擇地點 

 

 
 - 33 - 群琁地理資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導覽虛擬實境建置及地理資訊系統功能擴充案 

成果報告書 
 

 
圖 13   水晶球-進入水晶球 

 

 
圖 14   水晶球-水晶球成果 

 

 

 

 

 
 - 34 - 群琁地理資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導覽虛擬實境建置及地理資訊系統功能擴充案 

成果報告書 
 

第參章 地面光達點雲動畫建立 

第一節 作業需求 

利用地面光達進行石灰岩洞、旗津旗後燈塔、英國領事館官邸三處地點光

達資料之建立，並進行點雲動畫之建置以做為風景據點之另一多媒體資料的來

源，本專案所建立石灰岩洞之光達資料亦可供未來地形變化之分析基礎。 

 

第二節 地面光達點雲動畫地點 

本公司已完成石灰岩洞、旗津旗後燈塔、英國領事館官邸三處地點之 3D 雷

射掃描拍攝完成。 

 石灰岩洞 

 旗後燈塔 

 英國領事館    

 

第三節 作業流程與地面光達成果說明 

一、 選用 3D 雷射掃瞄 

使用 FARO Focus120 3D、雷射掃瞄儀執行本計劃。掃瞄儀透過內建數

位攝影機，可通過 7 千萬像素彩色選項可進行彩色掃瞄，使其中的每個掃瞄

點不僅包含其 3D 資訊，同時還包含與它相關的顏色值，為目前高精度且最

快速掃瞄機種之一。下述以本團隊執行案例，說明 3D 雷射掃瞄執行方法與

步驟。 

針對石灰岩洞的狹小工作環境特別選用目前全世界最新掃瞄技術儀

器，Mantis vision’s  F5 影像式雷射掃瞄儀器，高精度掃瞄儀，最高精度可

以到 0.05mm，平均整體精度為 2mm 以下，符合未來點雲監測變形需求。同

時 F5 是唯一可以在戶外作業的高精度手持式掃瞄儀產品，唯一可以在陽光

下或是無光下完成掃瞄工作的手持式儀器。連續式的掃瞄不中斷的取資料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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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讓掃瞄作業前毋需任前置在掃瞄物件上貼共軛點，即可以完成做到非接

觸式掃瞄作業，故作業時間可以大幅度的縮短，作業時間大部份可以縮短到

5 分鐘內。 

 掃描最高到 976，000 個點/秒  
在 30 秒的 350 萬測點  
掃描角度︰ 水平角度 360°;垂直角

度 300 ° 
水平、垂直解析度：0.009 ° 
最大的距離︰ 120m  
彩色：7 千萬像素 
 精度 25m ±2 mm  
儲存掃描資料︰SD、SDHC、SDXC 
內建 32GB 卡 
自動水準   
掃描器控制︰單鍵觸控 
電池模組︰ 可使用 5 個小時電池  
小型設計︰ 僅僅 5 Kg 重  
運送方便：240mm X 200mm X 100 
mm 

FARO FOCUS120 儀器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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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重量: 掃瞄儀 1.7kg; UMPC1.0kg 
掃瞄儀大小: 33cm x 16cm x 6cm 
掃瞄角度(VxH): 38° x 44° 
掃瞄距離：0.5m - 4.5m 
單幅精度: up to 0.5mm at a range ≤ 
1m 
3D 解析度: 50,000 points/frame @ 
10 frames/second 
電池連續工作時間: 1 hour 
雷射等級: Class 1M 

Mantis vision’s  F5 影像式掃瞄儀器規格 

 

(1) 外業作業 

1. 全區作業規劃 

先於選擇之掃瞄標的進行掃瞄規劃，為確保獲得精確掃瞄成果，除

了掃瞄測站的經驗選擇外，同時採用目前可靠度最佳之 3D 共軛掃瞄球

（Sphere）自動套疊法處理，精準的套疊 3D點雲模型，將可免除覘標式

平面套疊非真正 3D之誤差，及特徵點選擇法之人為誤差對整體 3D模型

之影響。 

踏勘指定掃瞄區域後於適當位置擺設共軛基準點三點以上，作為不

同測站掃瞄之基準，並作為 3D模型建模及未來結構物變形分析之重要依

據。首先進行一般 3D 雷射掃瞄，掃瞄角度水平 360°、垂直 300°，依現

場標的物狀況調整掃瞄距離 0.6-120m 。原理係利用儀器發射雷射光撞

擊待測點，同時接收自然物表面反射之訊號進行測距，針對每一掃瞄點

可測得測站至掃瞄點的斜距，配合掃瞄的水平與垂直方向角，據此計算

待測點之三度空間相對坐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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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LaserSscaner 雷射掃瞄儀  FARO FOCUS 120 如同全測站經緯儀 

 

 

外業執行步驟為： 

 擺設共軛基準點，進行共軛基準點之掃瞄，以求得測站與共軛基

準點間之相關位置。 

 進行古蹟或歷史建築本體掃瞄 

 單一測站工作結束，內建數位照相機置於掃瞄儀上，通過掃瞄儀

控制進行彩色拍照，掃瞄儀首先進行普通掃瞄並確定一個平衡的

曝光設置，最後將在另一次轉動時拍攝數位圖片。 

 搬站進行另一角度之掃瞄。 

重複上述(1)至(4)步驟直到掃瞄閉合。 

 
 

 
 - 38 - 群琁地理資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導覽虛擬實境建置及地理資訊系統功能擴充案 

成果報告書 
 

掃瞄站位及共軛球擺放位置規劃 

 

 

石灰岩洞掃瞄站位擺放位置 

 
英國領事館官邸站位擺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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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津旗後燈塔站位擺放位置 

圖 15   3D 雷射掃瞄儀架設掃瞄外業作業-站位擺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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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岩洞 石灰岩洞 

  

英國領事館官邸 英國領事館官邸 

  

旗津旗後燈塔 旗津旗後燈塔 

圖 16   3D 雷射掃瞄儀架設掃瞄外業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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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定 3D 掃瞄範圍 

目前外業進度為掃瞄指定掃瞄範圍初步完成了 FARO 儀器掃掃瞄的部

份。3D 雷射掃瞄作業將各掃瞄站所獲得之 3D 點雲坐標檔，藉由 3D 共軛掃

瞄球進行套疊成 3D 立體數位模型。其中經掃瞄後之資料須先經過以下步驟

處理： 

 

1. 各掃瞄站所得之 3D 數位資料套疊組成 3D 數位模型； 

2. 檢視共軛基準點之套疊誤差，共軛基準點之套疊誤差愈小，表示

3D 數位模型之套疊誤差愈小、整體之掃瞄精度愈高； 

3. 計算出精度表即為各掃瞄站及共軛基準點之套合精度，快速檢視

掃瞄點雲資料精度品質。 
 

(3) 3D 點雲資料坐標計算與整合 

藉由 3D 共軛掃瞄點將不同掃瞄測站所獲得之掃瞄資料進行套合，因此

可將古蹟建築進行套疊，建置成單一之 3D 點雲模型。而外業掃瞄採用共軛

掃瞄球之套疊 3D 點雲模型，藉此確保 3D 點雲模型之可靠度及低誤差值。 

 

 

 

圖 17   掃瞄套合及精度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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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石灰岩洞精度計算 

 
圖 19   旗津旗後燈塔精度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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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英國領事館官邸精度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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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業處理 

(1) 點雲自動模組化 

將外業各測站掃瞄獲得之 3D 點雲資料匯入。 

1. 進行各測站資料 3D 自動模組化。 

2. 進行共軛基準點統計測試，判定各測站間所掃瞄之共軛基準點精度指

標是否符合套疊誤差 ±1 公分之要求。 

3. 若不符合上述精度之要求，則無法自動組成 3D 模型，改採手動方式

進行 3D 模組化。 

4. 對於掃瞄之結果進行雜訊的清除以獲得所需要之資料。 

5. 將掃瞄之點雲資料建模後，可依需求得高精度點雲模型。 

 

依 FARO SCANE 軟體經套合平差計算整體掃瞄誤差如下： 

 石灰岩洞其 3D 點雲平均站位誤差為 2.9mm，點雲最大誤差為

0.54cm。 

 英國領事館官邸其 3D 點雲平均站位誤差為 2.7mm，點雲最大誤差

為 2.5cm。 

 旗津旗後燈塔其 3D 點雲平均站位誤差為 2.8mm，點雲最大誤差為

2.92cm。 

 

  

圖 21   石灰岩洞點雲掃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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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英國領事館官邸點雲掃瞄成果 

 

  

  

圖 23   旗津旗後燈塔點雲掃瞄成果 

 

(2) 點雲動畫製作 

Pointools View Pro 軟體(目前被 Bentley公司收購，改名為 Bentley 

Pointools V8i )，是目前市面上最簡易上手且動畫效果最佳的動畫製作軟

體。此軟體可以匯入各家廠牌掃描器的點雲格式(Ascii xyz、Faro fls / f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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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ca ptx / pts、Optechixf、Riegl 3dd / rsp、TopCon cl3、Kubitptc…等)，

並可以接受各式的 3D 模型格式，成果匯出也是常用的格式，對於使用者來

說操作介面清楚且容易上手，因此成為本案所選擇製作動畫的軟體。操作上

可分為五個步驟。 

 

1. 資料轉檔 

這一次本案使用的掃描器是 3D FARO FOCUS雷射掃描儀，因此，本

案將掃瞄檔案*.fls 匯入到轉檔程式(圖 24)，並指定儲存位置，

PointoolView Pro 軟體將會快速地轉成*.pod(圖 25)。 

 
圖 24   點雲動畫資料轉檔 1 

 
圖 25   點雲動畫資料轉檔 2 

 

2. 資料匯入 

將完成轉檔的*.pod 檔案匯入(圖 26)到 Pointools View Pro 動畫

軟體中(圖 27)。 

 
圖 26   點雲動畫資料匯入 1 

 
圖 27   點雲動畫資料匯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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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環境設定 

因每一次動畫製作的內容皆不同，設定工作環境成了一件很重要的

事。調整背景環境是為了使掃描資料可以比擬現場環境(圖 28)，調整運

算參數可使電腦工作流暢(圖 28)，影格數量控制影片長度(圖 29)，解

析度則是控制影片大小(圖 29)。 

 
圖 28   點雲動畫環境設定 1 

 
圖 29   點雲動畫環境設定 2 

 

 
 - 48 - 群琁地理資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導覽虛擬實境建置及地理資訊系統功能擴充案 

成果報告書 
 

4. 路徑設定 

路徑設定是使用設定影格的方式製作(圖 30)。在設定路徑時會先孰

悉現地環境，依據現地環境及觀看重點來設定路徑位置。製作動畫時，

會先控制影片的速度進而調整影格位置，然後調整畫面到預期觀看的視

角，加上影格，軟體會自行產生動畫路徑。重複上述動作，直到完成路

徑設置。 

 
圖 30   點雲動畫路徑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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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動畫匯出 

路徑設定完成後，即可將動畫進行匯出。匯出時需設定動畫儲存位

置、動畫格式、壓縮格式等(圖 31)，軟體提供動畫輸出有 2種方法，其

1 是使用螢幕擷取的方式進行動畫輸出(圖 32)，其 2是使用電腦 CPU 運

算。螢幕擷取的方式，運算的時間較快，但在輸出時需靜置電腦，讓電

腦只能做輸出的動作；CPU 運算的方式，運算時間約為前者的 4 倍，但

可同時使用電腦進行其他事務處理。兩種方式輸出後效果都是一樣的，

因此本案皆選擇影幕擷取的方式進行動畫輸出。 

 
圖 31   點雲動畫匯出 1 

 
 
 

 

 
圖 32   點雲動畫匯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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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點雲動畫成果說明 

一、 石灰岩洞 

 
圖 33   點雲動畫成果-石灰岩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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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旗後燈塔 

 
圖 34   點雲動畫成果-旗後燈塔 1 

 

 
圖 35   點雲動畫成果-旗後燈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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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國領事館官邸 

 
圖 36   點雲動畫成果-英國領事館官邸 1 

 
圖 37   點雲動畫成果-英國領事館官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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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點雲動畫成果-英國領事館官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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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3D 立體建模 

第一節 作業需求 

本專案將進行三處據點之 3D 立體建模製作，3D 立體建模的細緻度需達到

CityGML 的 LOD2 等級（含），並視建物狀況，擇一建物進行更細緻的立體建模

作業。依據本公司以往的執行經驗，擬定作業流程如圖 39 所示，專案需求如下： 

(1) 進行英國領事館官邸(含周邊附屬建物及設施)、旗津旗後燈塔(含周邊附屬設

施) 及其它營建署壽山籌備處所指定之地點等三個據點進行 3D 立體建模

(檔案格式須符合 kml 或 kmz 格式)。 

(2) 上開三處據點之 3D 立體建模，其解析度需達到 CityGML 的 LOD2 級。所

建立完成之 3D 立體建模需上傳整合至 Google earth。 

(3) 上開三處據點之 3D 立體建模完成後，須整合至營建署壽山籌備處已開發完

成的「土地管理地理圖資展示系統」的 3D 建模地理資料庫中，並整合至該

系統的 3D 飛行地圖平台上，讓使用者可以不同飛行角度觀看瀏覽。 

 

第二節 3D 立體建模地點 

本公司已完成籌備處所選定之三處地點： 

 

(1) 英國領事館官邸 (含周邊附屬建物及設施) 

(2) 旗津旗後燈塔(含周邊附屬設施) 

(3)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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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作業流程 

本公司製作 3D 建物流程如下圖所示。 

建物圖層

坐標轉換

格式轉換

建物照片

現場拍照

建物KML

後製處理

建物立面
影像

Google Earth
套疊展示

Google 
SketchUp

建物模型製作

3D建物模型

建
物
樓
高
資
訊

 
圖 39   3D 建物細緻模型製作流程圖 

 

蒐集既有之建物樓高屬性資料，以作為 3D 模型平面位置之參考。然後於

Google Earth 中開啟，擷取基地位置影像至 Google SketchUp 中展示，如圖 40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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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擷取建物地基影像於 Google SketchUp 中展示 

 

接著利用 Google SketchUp 的工具，參考樓高資訊，繪製建物之 3D 模型，

如圖 41 所示。 

 
圖 41   於 Google SketchUp 中繪製建物模型 

 

然後將後製處理好 (裁切、拼貼、旋轉等) 的建物立面影像佈貼於建物量

體模型，如圖 42 所示。最後儲存成 KML 格式即完成 3D 建檔，如圖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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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於 Google SketchUp 中佈貼建物立面影像 

 

 
圖 43   於 Google earth  圖台展示建物模型建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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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3D 立體建模成果說明 

一、 英國領事館官邸 (含周邊附屬建物及設施) 

 
圖 44   3D 立體建模成果-英國領事館官邸 

二、 旗津旗後燈塔(含周邊附屬設施) 

 
圖 45   3D 立體建模成果-旗津旗後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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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圖 46   3D 立體建模成果-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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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3D 圖台整合開發建置及 2D 系統功能擴充 

第一節 運作環境架構與軟體設備 

整體架構圖如圖 47 所示，本專案為延續性擴充，硬體環境將延續既有土地

管理地理資訊系統的硬體架構，擴充既有之公務版「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

另提供簡易之展示系統即民眾版的「園區導覽虛擬實境地理資訊系統」，作為提

供不特定民眾查詢使用，提升為民服務效能。 

 
圖 47   整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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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硬體設備如圖 47 所示。本專案為延續原有系統予以擴充功能，軟硬體設

備亦將延續既有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的軟體/網路架構設計，下圖為展示有關

各項軟體組件間的關係。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WIN XP / 2003 / 7 / 8

通訊協定

網路卡驅動程式

Internet Explorer / 
FireFox /Chrome 

應用系統伺服主機

WIN XP / 2003 / 7 / 8

通訊協定

網路卡驅動程式

Internet Explorer / 
FireFox /Chrome 

一般使用者

使用者界面

Geo4Oracle
(圖台部分)

通訊協定

網路卡驅動程式

Window 2008 Server

Cold 
Fusion

Internet 網際網路/GSN(公務版)

資料庫伺服主機

使用者界面

Oracle 

通訊協定

網路卡驅動程式

Window 2003 Server

 
圖 48   軟體/網路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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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作業流程 

本專案使用之系統建置技術、方法及工具詳如表 5。 

表 5   作業方法、技術及工具一覽表 

序號 作業項目 方法 技術 工具 

1 專案管理  CPM 
 PERT CHART 
 GANTT CHART 

 Microsoft 
Project 軟體 

2 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方

法 

 訪談溝通技術 
 應用軟體規格描述 
 分析原理 
 應用軟體規格檢查 

 MS WORD 
 VISIO 

3 系統分析 
 結構化系統

分析方法 

 資料流程模型(DFD) 
 資料典 
 系統規格描述 

 MS WORD 
 VISIO 

4 
系統開發   

(含原型開發) 
 原型開發方

法 

 資料設計 
 結構化程式設計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使用者界面設計 

 ColdFusion 
 Geo4oracle 
 ODBC 

5 軟體測試 
 白箱測試 
 黑箱測試 

 路徑測試 
 條件測試 
 資料流程測試 
 迴圈測試 
 等價劃分 
 邊界值分析 
 比較測試 

 原作業平台 

 

配合前述各項架構，使用之開發語言列表如表 6 所示。 

表 6   開發語言一覽表 

項次 目的 使用語言 

1 網頁製作 HTML + JavaScript 
2 動態網頁 ColdFusion 
3 資料編修 ColdFusion 
4 靜態網頁 HTM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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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案在考量下列因素及多年開發經驗下，擬採改良式原型開發方法： 

(1) GIS 開發工具多適合快速開發。 

(2) 原型開發中工具即與最終系統工具相同，無定案後改寫問題。 

(3) 多年經驗顯示，使用者看到系統後才能具體化以實機例舉方式明確說出

其需求。 

 

因此，本專案所用之改良式原型開發方法其主要步驟如下： 

1. 進行初步系統需求分析。 

2. 系統環境架設。 

3. 開發第一原型進行相關查核點報告，含完整操作界面及重要功能，依

原型重新調整功能範圍。 

4. 系統測試及界面修正。 

5. 撰寫相關系統文件。 

6. 系統運轉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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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系統設計 

針對系統之整合性、擴充性與操作上使用之容易度，本公司以瀏覽器、操

作介面、空間資料擴充、通訊協助互通之技術之角度來探討，於本專案擴充之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以及本專案開發的「園區導覽虛擬實境地理資訊系

統」，本公司擴充之「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將支援以下事項。 

 

一、 系統支援市面上前三大主流瀏覽器使用  

(1)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8.0(含)以上 

(2) Mozilla FireFox 2.0(含)以上 

(3) Google Chrome 17.0(含)以上 

 
圖 49   使用者瀏覽器排行(統計時間至 2013 年 2 月止) 

 

二、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延續既有操作介面進行擴充 

由於「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已開發完成，本公司延續其既有操作方

式與介面進行擴充開發，確保擴充功能之整合性與擴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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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開發「園區導覽虛擬實境地理資訊系統」介面親近活潑 

『園區導覽虛擬實境地理資訊系統』重點在整合本專案多媒體建置成

果，包含「虛擬實境多媒體」、「3D 建模」與簡易版「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

統」成果，並讓一般使用者快速明瞭其所要的資訊。 

其中，由於「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將調整部分系統功能以開放民眾

使用，故將簡易版之「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於『園區導覽虛擬實境地理

資訊系統』中名稱設計為「園區地圖」，以利使用者了解。 

首頁設計將以自然風景圖片相互交疊融合，結合一般民眾所了解之知名

景點，搭配動態效果，首頁風格以自然風景的畫面呈現，後方照片每 2 秒會

做替換。 

 
圖 50   園區導覽虛擬實境地理資訊系統-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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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Oracle 資料庫-空間資料持續擴充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於 100 年 12 月 6 日正式成立，現階段已收納多項空

間圖資，本專案更擴充風景據點 30 個 720VR 展示、3 處 3D 建模。 

未來勢必會再擴充 GIS 圖檔資料，並且針對系統功能需求也會逐年擴

充，因此，本專案仍會預留系統整合性及擴充性，以因應未來資料庫項目愈

來愈多、系統功能愈來愈多、作業流程愈來愈複雜的擴充需求。 

 

五、 支援 IPv4/IPv6 雙協定互通技術 

本公司為配合支援 IPv4/IPv6 雙協定互通技術，程式碼撰寫將網頁連結

處以 Domain Name 取代 IP 位址以取得彈性，同時改用對於 IPv4 及 IPv6 均

可以支援的程式語法，儲存 IP 位址的資料庫以及提供用戶輸入位址的操作

介面也必須修改為支援 128 位元 IPv6 位址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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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系統架構(含擴充功能) 

本專案需進行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以下簡稱為公

務版) 3D 圖台整合開發建置及 2D 功能擴充，系統之整體架構及系統軟體架構詳

圖 47 和圖 48。 

目前系統整體環境為架構在營建署資訊室機房內之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專屬

GIS 平台中(Cold fusion、Oracle 空間圖形資訊解決方案 )，資料庫與營建署國家

公園組「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料庫與知識平台」共用，本專案以此架構進行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的各項擴充功能設計及開發，並將地籍圖、樁位圖

或壽山籌備處認為不適宜對外提供之資訊隱藏，提供簡易版「土地管理地理資

訊系統」(以下簡稱為民眾版)成果，讓一般使用者快速明瞭其所要的資訊。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系統功能架構說明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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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系統功能架構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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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系統功能架構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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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系統功能架構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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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系統功能及說明 

功能名稱 功能描述 公務版 民眾版 

帳號登入 

使用者登入系統輸入帳號、密碼後由系統主

機進行使用者身分認證，確定使用者身分

後，始可進入系統使用相關功能。 

於內部網

域且帳號

登入後始

可使用。 

不需要帳

號登入。 

地圖工具 

地圖工具-2D 圖台 

放大 

針對 2D 圖台展示內容進行放大功能，指標鍵

功能可連續放大，提供地圖展示回前一次比

例尺功能(最多回前三次)，使用者亦可以用滑

鼠滾輪進行圖面放大及縮小。 

有 有 

縮小 

針對 2D 圖台展示內容進行縮小功能，指標鍵

功能可連續縮小提供地圖展示回前一次比例

尺功能(最多回前三次) ，使用者亦可以用滑

鼠滾輪進行圖面放大及縮小。 

有 有 

平移 

針對 2D 圖台展示內容進行平移功能，指標鍵

功能可連續平移，提供地圖展示回前一次比

例尺功能(最多回前三次)。 

有 有 

框選放大 
可隨意框選任一矩形範圍放大到該區域小，

並顯示最佳比例尺畫面。 

有 有 

初始畫面 
將 2D 圖台資料展示範圍區恢復為全壽山國

家自然公園。 

有 有 

比例尺設定 
針對 2D 圖台展示內容由使用者選定特定比

例尺後，以該特定比例尺進行圖形資料展示。 

有 有 

坐標切換 

針對 2D 圖台展示內容可切換坐標顯示設

定，可切換之坐標如下： 
1.TWD67 
2.TWD97 
3.WGS84(97LL) 
4.67LL 
5.EPSG:3857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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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名稱 功能描述 公務版 民眾版 

距離量測 
提供使用者由 2D 圖台上標定二點，系統即可

進行距離量測功能。 

有 有 

面積計算 
提供使用者由 2D 圖台上標定多點並封閉為

單一區域範圍，系統即可進行面積計算功能。 

有 有 

功能開關 

針對 2D 圖台快捷工具開關功能 

1. Tooltip：對於 Tooltip 功能可關閉與開啟。 

2.右鍵選單：對於右鍵選單功能可關閉與開

啟。 

3.選取功能：對於選取功能可關閉與開啟。 

  

有 有 

地圖工具-3D 圖台 

前進 

提供 3D 圖台前進、後退、向左、向右、地圖

旋轉、傾斜等操作功能，系統將配合面板操

作設定進行以飛行模擬方式瀏覽地圖資料。 

有 有 

後退 有 有 

向左 有 有 

向右 有 有 

旋轉 有 有 

傾斜 有 有 

探針查詢 
使用者可拖拉該探針至 2D 圖台，即可查詢附

近之地段地號清單。 

有  

地圖定位 

門牌定位 
提供使用者輸入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範圍境內

之門牌住址，系統可定位至 2D 圖台/3D 圖台。 

有  

地籍圖定位 
提供使用者選定地段小段及地號，系統可定

位至 2D 圖台/3D 圖台。 

有  

地名（地標）定位 
提供使用者選擇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境內之地

名(地標)，系統定位至 2D 圖台/3D 圖台。 

有 有 

坐標定位 
提供使用者給定坐標，系統定位至 2D 圖台

/3D 圖台。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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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名稱 功能描述 公務版 民眾版 

圖層開關 

2D 圖層 

主題圖層 

以系統現有圖層為主，主題圖層如： 

1.門牌 

2.地標 

3.保安林 

4.園內地標 

5.公有涼亭...等 

 
本專案擴充：風景據點(含 720VR、點雲動畫、

3D 建模)。 

有 無門牌、地

籍圖、樁位

圖。 

快速圖層(影像地圖) 

(以系統現有圖層為主) 

1.壽山 World View 衛星影像圖 

2.壽山千分之一航照影像圖 

 
本專案擴充：透明度調整功能。 

有  

快速圖層(底圖介接) 

(以系統現有圖層為主) 

1. Google 路網 

2.Google 影像地圖 

3.Google 電子地圖 

 
本專案擴充：圖資雲(如通用版電子地圖)介

接。 

有 有 

3D 圖層 

本專案新增： 

1.國家自然公園範圍 

2.土地使分區 

3.地籍圖 

4.風景據點 

有 有 

(無地籍圖) 

3D 地圖下載 
使用者可以下載本專案所建立的風景據點飛

行地圖或 3D 建模。 

有 有 

 
 - 74 - 群琁地理資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導覽虛擬實境建置及地理資訊系統功能擴充案 

成果報告書 
 
 

功能名稱 功能描述 公務版 民眾版 

景點飛覽 

針對本專案所建置之風景據點進行 3D 地圖

飛覽，讓使用者透過此功能線上遊覽壽山國

家自然公園。 

有 有 

逐段開啟(地籍圖) 提供使用者逐段開啟地籍圖。 有  

風景據點多媒體 

720VR 
表列 720VR 風景據點清單，並提供 2D 圖

台/3D 圖台定位。 

有 有 

水晶球 
表列水晶球清單，並提供 2D 圖台/3D 圖

台定位。 

有 有 

出圖功能 使用者可依據目前地圖畫面進行出圖操作。 有 有 

提示訊息 配合部分功能加上警示訊息或說明。 有 有 

帳號管理 

提供系統管理者查詢使用者資料及密碼，或

新增、修改、刪除使用者資料，以確保系統

使用安全。 

有 

(僅系統 

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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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系統成果畫面 

以下為本公司針對「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增加與擴充之功能進行畫面

說明。 

一、 擴充 3D 圖台定位功能-以門牌定位為例 

 

 

2D 圖台定位畫面 

3D 圖台定位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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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擴充 3D 圖台定位功能-以地籍圖定位為例 

 

 
 

2D 圖台定位畫面 

3D 圖台定位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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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3D 圖層資料與功能彙整 

 
四、 風景據點多媒體資料彙整 

   
 

720VR提供 2D與 3D圖台定位 水晶球僅提供 3D 圖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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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探針功能 

 

 
 

將探針拖曳至 2D 圖台中 

系統立即顯示地籍圖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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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系統介接 Google 街景，結合公用資源展現  壽山地區環境特色  

本專案以生態環境教育解說及資源保育為目標，於「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

統」、「園區導覽虛擬實境地理資訊系統」擴充整合相關多媒體資料，運用電腦

多媒體 720VR 技術與 GIS 平台之整合應用，及搭配動態 flash、flv 的影音之應

用技術，建置相關資訊之互動多媒體，目的為讓一般民眾亦可經由此平台，線

上瀏覽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相關各生態及風景據點，瞭解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現已整合 Google 路網、Google 影像地圖、Google

電子地圖，本公司可於系統功能『快速圖層(底圖介接)』增加介接「Google 街景」。 

 

 
圖 54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範圍- Google 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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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 Google 街景於園區內之情形，呈現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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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圖形資料處理及地理資料庫整合 

第一節 資料表清單 
表 8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資料表清單 

編號 資料表英文名稱 資料表中文名稱 備註 
1.  G97_RIVER_P 河川  
2.  G97 _ADDRESS_M 門牌  
3.  G97 _PARCEL_P 全區地籍圖  
4.  G97_SECREGION_P 全區段界圖  
5.  G97 _LANDUSE_P 土地使用分區  
6.  G97 _PARCELUSE_P 段土地使用分區  
7.  G97 _REGION_P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範圍  
8.  G97_ROAD_L 運研所路網圖  
9.  G97_TOWN_P 鄉鎮界  
10.  G97_COUNTY_P 縣市界  
11.  G97_VILLAGE_P 村里界  
12.  G97_VIEW_M 風景據點(720VR)  
13.  G97_3DCITY_M 立體建模  

 

第二節 土地使用分區與地籍圖資料庫關聯性 

G97_LANDUSE_P

PK OGR_FID 

 ORA_GEOMETRY
 TYPE1
 TYPE2
 ZNAME

G97_PARCELUSE_P

PK OGR_FID

 ORA_GEOMETRY
 CODE
 SHOW
 USE
 SEC_CODE
 BG_CODE
 SM_CODE
 REGION
 TYPE1
 TYPE2
 ZNAME      
 REMARK
  

G97_SECREGION_P

PK OGR_FID 

 ORA_GEOMETRY
 BG_NUMBER 
 COUNTY_ID
 COUNTY  
 MAX_X 
 MAX_Y 
 MIN_X
 MIN_Y 

G97_PARCEL_P

PK OGR_FID

 ORA_GEOMETRY
 CODE           
 GEO_NUMBER 
 USE    
 BG_NUMBER      
 COUNTY
 STYLE  
 TYPE1
 TYPE2
 ZNAME
 REMARK
 REGION
 TOOLTIP  
 BD_REGION

 

圖 55   土地使用分區與地籍圖資料庫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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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字典 

河川 
表格名稱 G97_RIVER_P 
表格說明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範圍與鄰近區域河川分布資料 
主  鍵 OGR_FID 

編號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Null? 預設值 欄位說明 
1 OGR_FID NUMBER 38 N  識別碼 

2 ORA_GEOMETRY MDSYS.SDO_G
EOMETRY 200   空間欄位 

3 RIVERSN VARCHAR2 36   河川資料原始序號 
4 RIVERID VARCHAR2 10   河川資料原始代碼 
5 RIVERTYPE VARCHAR2 2   河川等級 
6 RIVERNAME VARCHAR2 6   河川名稱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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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牌 
表格名稱 G97_ ADDRESS_M 
表格說明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範圍與鄰近區域門牌點位資料 
主  鍵 OGR_FID 

編號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Null? 預設值 欄位說明 
1 OGR_FID         NUMBER 38 N  識別碼 

2 ORA_GEOMETRY MDSYS.SDO_G
EOMETRY 200 N  空間欄位 

3 COUNTY          NUMBER 10 N  縣市名稱 
4 COUNTY_ID       NUMBER 10 N  縣市代碼 
5 TOWN VARCHAR2 254 N  鄉鎮名稱 
6 TOWN_ID         NUMBER 10 N  鄉鎮代碼 
7 VILL            VARCHAR2 254 N  村里名稱 
8 LIN             VARCHAR2 254 N  鄰 
9 ADDRESS VARCHAR2 254 N  完整地址 

10 ROAD            VARCHAR2 254 N  道路名稱 
11 AREA            VARCHAR2 254 N  地區名稱 
12 LONE            NUMBER 19,11 N  巷 
13 ALLEY           NUMBER 19,11 N  弄 
14 NO              VARCHAR2 20 N  號 
15 X               VARCHAR2 20 N  X 坐標 
16 Y               VARCHAR2 50 N  Y 坐標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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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地籍圖 
表格名稱 G97_ PARCEL_P 
表格說明 高雄市政府提供之地籍圖資料 
主  鍵 OGR_FID 

編號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Null? 預設值 欄位說明 
1 OGR_FID         NUMBER 38 N  識別碼 

2 ORA_GEOMETRY MDSYS.SDO_G
EOMETRY 200 N  空間欄位 

3 CODE            VARCHAR2 50 N  原始資料代碼 
4 GEO_NUMBER      VARCHAR2 10 N  段代碼 
5 USE             VARCHAR2 10   土地利用性質 
6 BG_NUMBER       VARCHAR2 50 N  地段代碼 
7 COUNTY          VARCHAR2 20 N  縣市名稱 
8 STYLE           VARCHAR2 30 N  地段名稱 
9 TYPE1           VARCHAR2 30   大土地使用分區名稱 

10 TYPE2           VARCHAR2 30   大土地使用分區名稱簡寫 
11 ZNAME           VARCHAR2 50   細部土地使用分區名稱 
12 REMARK          VARCHAR2 255   疑義區備註說明 
13 REGION          VARCHAR2 20   所屬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範圍區 
14 TOOLTIP         VARCHAR2 255 N  TOOLTIP 系統功能顯示欄位 
15 BD_REGION       VARCHAR2 20   疑義區範圍標示說明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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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段界圖 
表格名稱 G97_SECREGION_P 
表格說明 高雄市政府取得之地籍圖資料各段範圍圖 
主  鍵 OGR_FID 

編號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Null? 預設值 欄位說明 
1 OGR_FID         NUMBER 38 N  識別碼 

2 ORA_GEOMETRY MDSYS.SDO_G
EOMETRY 200 N  空間欄位 

3 BG_NUMBER       VARCHAR2 50 N  地段代碼 
4 COUNTY_ID       NUMBER 11 N  縣市代碼 
5 COUNTY   VARCHAR2 20 N  縣市名稱 
6 MAX_X           NUMBER 16,4 N  範圍內 X 坐標最大值 
7 MAX_Y           NUMBER 16,4 N  範圍內 Y 坐標最大值 
8 MIN_X           NUMBER 16,4 N  範圍內 X 坐標最小值 
9 MIN_Y           NUMBER 16,4 N  範圍內 Y 坐標最小值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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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分區 
表格名稱 G97_ LANDUSE_P 
表格說明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之土地使用分區 
主  鍵 OGR_FID 

編號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Null? 預設值 欄位說明 
1 OGR_FID         NUMBER 38 N  識別碼 

2 ORA_GEOMETRY MDSYS.SDO_G
EOMETRY 200 N  空間欄位 

3 ID              NUMBER 6 N  原始資料識別碼 
4 AREA            NUMBER 10 N  面積(平方公尺) 
5 TYPE            VARCHAR2 20 N  土地使用分區名稱 
6 TYPE2           VARCHAR2 10 N  土地使用分區名稱簡寫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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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土地使用分區 
表格名稱 G97_TJN_PARCELUSE_P 
表格說明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範圍內之段土地使用分區圖 
主  鍵 OGR_FID 

編號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Null? 預設值 欄位說明 
1 OGR_FID         NUMBER 38 N  識別碼 

2 ORA_GEOMETRY MDSYS.SDO_G
EOMETRY 200 N  空間欄位 

3 CODE             VARCHAR2 15 N  原始資料代碼 
 SHOW             VARCHAR2 20   TOOLTIP 系統功能顯示欄位 
4 USE              VARCHAR2 5   土地利用性質 
5 SEC_CODE         NUMBER 4   地段代碼 
6 BG_CODE          NUMBER 4   地號母號 
8 SM_CODE          NUMBER 4   地號子號 
9 REGION          VARCHAR2 254   所屬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範圍區 

10 TYPE1           VARCHAR2 254   大土地使用分區名稱 
11 TYPE2           VARCHAR2 254   大土地使用分區名稱簡寫 
12 ZNAME           VARCHAR2 254   細部土地使用分區名稱 
13 REMARK VARCHAR2 254   疑義區備註說明 

備 
註 

本案建置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範圍 
表格名稱 G97_REGION_P 
表格說明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範圍 
主  鍵 OGR_FID 

編號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Null? 預設值 欄位說明 
1 OGR_FID         NUMBER 38 N  識別碼 

2 ORA_GEOMETRY MDSYS.SDO_G
EOMETRY 200 N  空間欄位 

3 ID      NUMBER 6 N  原始資料識別碼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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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研所路網圖 
表格名稱 G97_ROAD_L 
表格說明 運研所道路路網圖 
主  鍵 OGR_FID 

編號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Null? 預設值 欄位說明 
1 OGR_FID         NUMBER 38 N  識別碼 

2 ORA_GEOMETRY MDSYS.SDO_G
EOMETRY 200 N  空間欄位 

3 ROADSN          NUMBER 11   道路序號 
4 ROADTYPE        VARCHAR2 3   道路等級 
5 ROADNAME        VARCHAR2 36   道路名稱 
6 RDNAME          VARCHAR2 36   道路名稱 2 (國道、省道…) 
7 RDNAMELANE      VARCHAR2 36   巷 
8 RDNAMENON       VARCHAR2 36   弄 

備 
註 

 

 

鄉鎮界 
表格名稱 G97_TOWN_P 
表格說明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範圍與鄰近區域之鄉鎮界 
主  鍵 OGR_FID 

編號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Null? 預設值 欄位說明 
1 OGR_FID NUMBER 38 N  識別碼 

2 ORA_GEOMETRY MDSYS.SDO_G
EOMETRY 200 N  空間欄位 

3 COUNTYNAME VARCHAR2 36   縣市名稱 
4 TOWNNAME VARCHAR2 36   鄉鎮名稱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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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界 
表格名稱 G97_COUNTY_P 
表格說明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範圍與鄰近區域之縣市界 
主  鍵 OGR_FID 

編號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Null? 預設值 欄位說明 
1 OGR_FID NUMBER 38 N  識別碼 

2 ORA_GEOMETRY MDSYS.SDO_G
EOMETRY 200 N  空間欄位 

3 COUNTYNAME VARCHAR2 36   縣市名稱 

備 
註 

 

 

村里界 
表格名稱 G97_VILLAGE_P 
表格說明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範圍與鄰近區域之村里界 
主  鍵 OGR_FID 

編號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Null? 預設值 欄位說明 
1 OGR_FID         NUMBER 38 N  識別碼 

2 ORA_GEOMETRY MDSYS.SDO_G
EOMETRY 200 N  空間欄位 

3  VILLAGESN       NUMBER 11   村里序號 
4  VILLAGECOD      VARCHAR2 11   村里代碼 
5  COUNTYNAME      VARCHAR2 36   縣市名稱 
6  TOWNNAME        VARCHAR2 36   鄉鎮名稱 
7  VILLAGENAME    VARCHAR2 36   村里名稱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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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據點(720VR) 
表格名稱 G97_VIEW_M 
表格說明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風景據點(720VR) 
主  鍵 OGR_FID 

編號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Null? 預設值 欄位說明 
1 OGR_FID         NUMBER 38 N  識別碼 
2 NAME VARCHAR2 50 N  名稱 
3 X NUMBER 20,6 N  橫坐標 
4 UMBER NUMBER 20,6 N  縱坐標 

備 
註 

 

 

立體建模 
表格名稱 G97_3DCITY_M 
表格說明 立體建模 
主  鍵 OGR_FID 

編號 欄位名稱 型態 長度 Null? 預設值 欄位說明 
1 OGR_FID         NUMBER 38 N  識別碼 
2 NAME VARCHAR2 50 N  名稱 
3 X NUMBER 20,6 N  橫坐標 
4 UMBER NUMBER 20,6 N  縱坐標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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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教育訓練 

第一節 教育訓練時間 

場次 教育訓練名稱 時間 

1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操作教育訓練 103/02/26 10:00~11:30 

2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操作教育訓練 103/02/26 14:00~15:30 

 
註：課程分梯次者其上課內容相同，請擇一參加即可。 

 

 

第二節 人數及對象 

(1) 每梯次課程人數為 20 人為限。 

(2) 課程對象：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業務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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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課程大綱 

一、 場次一  

課程名稱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操作教育訓練 

課程時數 1.5 小時 

時間 103/02/26 10:00~11:30 

場地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二樓會議室 

舉辦方式 由本公司安排課程講師進行講解及問題回答 

課程內容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簡介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基本操作說明 
 3D 圖台之操作 
 探針功能之操作 

 現場問題詢答 

 

二、 場次二 

課程名稱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操作教育訓練 

課程時數 1.5 小時 

時間 103/02/26 14:00~15:30 

場地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二樓會議室 

舉辦方式 由本公司安排課程講師進行講解及問題回答 

課程內容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簡介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基本操作說明 
 3D 圖台之操作 
 探針功能之操作 

 現場問題詢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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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育訓練成果畫面 

以下為本公司於會場進行教育訓練時的現場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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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捌章 成果交付 
本專案於工作完成後，須交付之成果項目及份數，如下所示： 

(1)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園區導覽虛擬實境系統。 

(2) 本專案擴充後之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土地管理地理圖資展示系統。 

(3) 於各階段交付下列文件及程式： 

1. 專案工作計畫書(書面 12 份、電子檔 1 份) 

2. 期中報告書(書面 12 份，電子檔 1 份) 

3. 系統測試報告書(書面 10 份，電子檔 1 份) 

4. 期末報告書(書面 12 份，電子檔 1 份) 

5. 成果報告書(書面 12 份，電子檔 1 份) 

6. 系統操作及管理手冊(書面 10 份，電子檔 1 份)  

7. 軟體原始程式碼及執行檔(電子檔 1 份) 

8. 本專案使用之相關軟體合法使用授權書(書面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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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玖章 專案管理 

第一節 專案管理計畫 

依據專案工作需求及本公司之專案執行構想，擬定專案實施步驟(工作流

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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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專案開始

1.0 需求確認--確認
多媒體作業需求與系統擴充功能

2.1 720VR景點拍攝 2.2 3D立體模型製作

2.3 多媒體資料整合

2.4 完成資料處理並
將資料匯入資料庫中

 6.0 專案成果彙整

3.1 系統設計

3.2 系統程式開發  

3.3 雛型系統展示

3.4 系統整合測試

5.0 教育訓練

光達點雲動畫

4.1 資料蒐集彙整

4.2 3D雷射掃描

4.4 點雲動畫製作

4.3 內業處理

3D圖台開發及
系統功能擴充

720VR多媒體 3D立體建模

 
圖 56   工作流程圖(專案執行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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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項說明各項工作之工作目標、工作方法及內容與預期成果。 

 

一、 【0.專案開始】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0 
工作名稱：專案開始 
工作目標：擬定專案策略與計畫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專案工作開始前，必先徵得壽山籌備處的同意，壽山籌備處及本公司工作

同仁應有共同的認識，確定工作目標，擬定專業策略與計畫，工作主旨才

不致分歧。 

(2) 選派工作人員，使工作人員了解專案內容。 

 
預期成果：專案進行策略與計畫之擬定，工作人員選派。 

 

 

二、 【1.0 需求確認--確認多媒體作業需求與系統功能】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1 
工作名稱：需求確認 
工作目標：確認多媒體作業需求與系統功能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與壽山籌備處業務相關人員確認生態風景據點 30 個 720VR 點位、3 處 3D

建模與 3 處 3D 雷射掃描位置，以及多媒體作業需求與系統擴充功能需求。 

(2) 完成期初報告之工作計畫書。 

 
預期成果：完成專案工作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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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1  720VR 景點拍攝】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2.1 
工作名稱：720VR 景點拍攝 
工作目標：完成 720VR 景點拍攝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依據 2.0 之需求確認結果擬訂 720VR 拍攝之風景據點清單，完成 720VR

拍攝工作，聯結解說點不超過 90 個。 

(2) 針對拍攝成果進行接合作業。 

 

預期成果：完成 720VR 景點拍攝及處理作業。 
 

 

四、 【2.2  3D 立體模型製作】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2.2 
工作名稱：3D 立體模型製作 
工作目標：完成 3D 立體模型製作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三處建模地點資料蒐集。 

(2) 建物拍照作業。 

(3) 進行 3D 立體模型製作(含立體模型製作、貼面處理等作業)。 

(4) 檢視 3D 立體模型建置成果並修正。 

 

預期成果：完成 3D 立體模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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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3  多媒體資料整合】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2.3 
工作名稱：多媒體資料整合 
工作目標：完成多媒體資料整合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完成 720VR 資料整合。 

(2) 完成 3D 立體模型資料整合。 

 

預期成果：完成多媒體資料整合。 
 

 

六、 【2.4  完成資料處理並將資料匯入資料庫中】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2.4 
工作名稱：完成資料處理並將資料匯入資料庫中 
工作目標：完成多媒體資料處理，並將相關圖形資料匯入資料庫中。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將多媒體資料配合系統加以整合。 

(2) 完成圖形資料處理並匯入資料庫中。 

 

預期成果：配合系統資料庫架構，完成多媒體資料與 3D 立體模型資料匯入資料

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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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3.1 系統設計】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3.1 
工作名稱：系統設計 
工作目標：完成「土地管理地理圖資展示系統」功能設計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依需求狀況規劃系統架構，並與壽山籌備處確定系統需求後，進行「土地

管理地理圖資展示系統」功能的需求分析(含 3D 圖台架構)。 

(2) 完成「土地管理地理圖資展示系統」功能設計及系統分析，並以此架構設

計系統功能架構及功能模組(含 3D 圖台架構)。 

(3) 完成系統設計(含 3D 圖台架構)。 

 

預期成果：完成「土地管理地理圖資展示系統」功能設計，並納入期中報告書中。 
 

 

八、 【3.2 系統程式開發】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3.2 
工作名稱：系統程式開發 
工作目標：完成「土地管理地理圖資展示系統」功能程式開發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根據「土地管理地理圖資展示系統」功能設計規格所擬定之系統功能架

構，進行程式開發。 

(2) 完成系統程式開發。 

(3) 完成「園區導覽虛擬實境地理資訊系統」系統。 

 

預期成果：完成「土地管理地理圖資展示系統」與「園區導覽虛擬實境地理資訊

系統」功能系統程式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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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3.3 雛形系統展示】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3.3 
工作名稱：雛型系統展示 
工作目標：完成雛型系統展示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完成雛型系統設計。 

(2) 記錄系統調整建議，供後續程式開發參考。 

 

預期成果：完成雛型系統展示。 
 

一 〇、 【3.4 系統整合測試】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3.4 
工作名稱：系統整合測試 
工作目標：完成「土地管理地理圖資展示系統」與「園區導覽虛擬實境地理資訊

系統」功能測試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整合資料處理成果及應用系統功能程式，進行「土地管理地理圖資展示系

統」與「園區導覽虛擬實境地理資訊系統」測試。 

(2) 調整系統功能。 

(3) 完成「土地管理地理圖資展示系統」與「園區導覽虛擬實境地理資訊系

統」。 

 

預期成果：完成「土地管理地理圖資展示系統」與「園區導覽虛擬實境地理資訊

系統」功能測試、資料庫整合建置及系統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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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4.1 資料收集彙整】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4.1 
工作名稱：資料收集彙整 
工作目標：完成本專案 3D 雷射掃描資料收集彙整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完成 3D 雷射掃描資料收集彙整。 

(2) 擬定掃描方式。 

 

預期成果：完成 3D 雷射掃描資料收集彙整。 
 

一二、 【4.2  3D 雷射掃描】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4.2 
工作名稱：3D 雷射掃描 
工作目標：完成本專案 3D 雷射掃描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完成 3D 雷射掃描資料收集彙整。 

(2) 擬定掃描方式。 

 

預期成果：完成 3D 雷射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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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4.3  內業處理】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4.3 
工作名稱：內業處理 
工作目標：完成 3D 雷射掃描之內業處理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完成 3D 雷射掃描成果之內業處理。 

 

預期成果：完成 3D 雷射掃描成果。 
 

一四、 【4.4  點雲動畫製作】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4.4 
工作名稱：點雲動畫製作 
工作目標：完成本專案所需之點雲動畫製作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與壽山籌備處確認點雲動畫製作腳本。 

(2) 完成 3D 雷射掃描成果之點雲動畫製作。 

 

預期成果：完成本專案所需之點雲動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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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5.0  教育訓練】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5.0 
工作名稱：教育訓練 
工作目標：完成本專案之相關教育訓練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準備教育訓練教材。 

(2) 安排教育訓練上課之時間及地點。 

(3) 舉行系統操作使用教育訓練。 

 

預期成果：完成教育訓練。 
 

一六、 【6.0  專案成果彙整】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6.0 
工作名稱：專案成果彙整 
工作目標：完成專案成果驗收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將本專案所有相關成果提交壽山籌備處。 

(2) 完成專案成果驗收工作。 

 

預期成果：專案成果驗收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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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專案品質保證 

為提昇產品品質及服務水準，本公司累積多年地理資訊系統建置之經驗，

擬定專案管理制度。制度下，每一專案所涉及的組織單位有專案事業處、查核

顧問、稽核處、系統分析、設計部門、圖資部門等。每一專案由專案代表填寫

專案通報，經專案處長批淮，交由稽核處及專案負責人製作專案計畫，再經稽

核處召集查核顧問及相關同仁進行簡報，討論修正，再與客戶共同討論定案，

由稽核處依計畫進度管制其產品。 

 

為圓滿達成任務，本公司詳細規劃本專案之組織及指定有經驗之人員，期

在壽山籌備處的督導及本公司專案負責人之執行，順利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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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專案管理概念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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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品質管制制度 

為了保証專案作業進行期間，專案負責人各項交付產品能滿足各階段文件製

作標準及作業需求，本公司為提供客戶最佳服務，特別注意產品之品質，因此，

由公司內資深同仁依據多年來從事地理資訊系統專案之專業經驗累積，並參酌

ISO 9000 標準之建議，特別設計品質管制制度，以輔助專案進行時之管制。 

 

以下茲對規劃品質保証做一說明。 

 

有關規劃成果的驗證，由於本專案所採取的工作步驟流程係採由上而下之規

劃，而建置設計則由下至上，故應確認由下而上之設計成果是否符合先前由上而

下規劃成果。 

至於品質保證之確認程序，最有效的方法為邀請使用者（發包單位公司)參

加審查。唯有使用者之參與、確認才能做好。 

 

貳、 文書稽核管理措施 

文件說明資料關係整個專案系統之成果說明與後續維護參考，所以，特別自

品質保證措施中提出並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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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撰寫及修改

文 字 校 正

文件內容檢核

文件格式與裝訂審查

文件製作完成
 

圖 58   文書稽核管理措施示意圖 

 

(1) 文件撰寫及修改：專案小組成員依專案計畫時程及委辦單位需求製作各

項文件。 

(2) 文字校正：文書稽核首先進行錯字及漏字的校正，此為文件撰寫者之職

責，檢核完畢將結果整理成書面資料，交予專案負責人即進行文件之修

改。 

(3) 文件內容檢核：稽核處依品質保證措施邀集查核顧問進行文件內容查

核，重點為：是否合乎委辦單位之需求、表達方式是否專業、是否合乎

文件範本之規定等，檢核完畢將結果整理成書面資料，交予專案負責人

即進行文件之修改。 

(4) 文件格式與裝訂審查：審查文件格式是否符合規定、是否一致、是否容

易閱讀、是否裝訂美觀，檢核完畢將結果整理成書面資料，交予專案負

責人即進行文件之修改。 

(5) 文件製作完成：將完成修訂之文件正式影印、裝訂並交予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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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問題管理措施 

專案時程之控制與專案品質之保證，往往直接影響到專案之成敗，因此本公

司特別製訂乙套完整之稽核制度，由稽核處依計畫進度管制實施與產品，以便及

早發現未盡事宜時隨時修正，而能順利完成各專案。 

 
(1) 方法： 

稽核處於內部對各專案進行時程之控制，對外，則進行客戶滿意度之調

查，並對所蒐集之問題，進行追蹤（FOLLOW UP)作業，以期各專案能順利

完成。 

 
(2) 稽核作業程序 

1. 稽核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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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客戶名單及
調查對象之
   蒐   集

稽   核   處

2
問卷之修改

稽   核   處

3
客戶訪談

稽   核   處

4
問題彙整

稽   核   處

5 提出問題
解決方案

專案負責人

6   問 題 之
FOLLOW UP 

稽   核   處  
圖 59   稽核作業流程圖 

2. 稽核作業 

 .由各專案負責人提供專案客戶及支援人員名單。 

 依據客戶之反應及公司同仁之意見，經研討後修改之。 

 稽核處直接向接受調查對象連絡，安排時間後進行訪談。 

 將所有問卷回收後，由稽核處作統計分析及問題彙整之作業。 

 將問題提交給各專案負責人，並限期提供解決方案。 

 由稽核處對問題作 FOLLOW UP 之工作，直到問題解決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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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保固及維護 

一、 保固維護支援計畫 

本公司維護技術人員，具有電子、地理資訊系統及機械等多方面的學經

歷，具備完整的系統維護支援能力服務。 

 

二、 保固維護作業說明 

(1) 本專案系統經驗收合格次日起一年內為保固服務期，本公司免費提供各

項保固服務。 

(2) 保固服務項目包括：本專案應用系統之維護、偵錯、功能強化更新、使

用者現場諮詢服務等工作。 

(3) 系統如有偶發故障，本公司負責完成故障排除。 

(4) 保固期間內若發現程式設計錯誤或本專案所裝之軟體造成的資料發生連

結錯誤或系統執行異常現象，本公司應自接獲通知 8 個工作小時內配合

做緊急處理，並於 24 個工作小時內將錯誤程式修改(或軟體重新安裝、

更新版本)測試完畢，並同時修正相關之文件資料。 

(5) 工作小時計算以營建署正常上班時間為準(週一~週五為每日 8 小時，例

假日及彈性放假日不列入計算)。 

 

三、 保固維護作業人員安排說明 

本公司有專線電話，配合完善電腦化系統，詳細記錄客戶叫修時間﹑問

題，立刻安排人力提供客戶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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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維護人力基本資料如下表： 

姓名 年資 經歷 職掌 

林尚德 3 年 群琁公司系統工程師 

曾參與專案： 

1. 陽明山國家公園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維護 

2. 內政部 100 年國土資訊系統統計區建置作業案 

3.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線上申請系統建置 

4.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規劃與建置案 

系統開發 

周宜和 3 年 群琁公司系統工程師 

曾參與專案： 

1. 陽明山國家公園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維護 

2. 100 年度臺南市政府地政局府城生活網維護 

3.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線上申請系統建置 

4.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規劃與建置案 

系統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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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拾章 結論與建議 
依據目前「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和「園區導覽虛擬實境地理資訊系統」

功能，本公司有以下幾點建議供籌備處進行後續擴充的參考。 

 

一、 圖資持續擴充更新維護 

本案之「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為供同仁線上判斷使用分區與園區範

圍內外管理的參考依據，建議持續更新門牌、地籍圖、段區分圖之圖資，以

利行政管理上的作業。 

 

二、 開發行動版之「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 

依據目前「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之系統功能，建議將部分重要且常

用的功能進行行動版「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開發，協助內外業之土地管

理需求，未來更可以整合查報功能於行動版系統中，再透過「土地管理地理

資訊系統」讓內業人員查詢與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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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拾壹章 審查會議意見回覆 

第一節 評選會議意見與回覆說明 

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一、委員 1  
1.目前公司內有多少專案進行中，在

人力資源上，如何充分支援本案？ 

專案執行過程中，不同階段所需人力

並不相同，一般而言，專案初期以資

料處理人員與系統分析、設計人員為

主，專案後期以系統程式開發測試、

安裝、教育訓練相關負責人員為主。 

而目前本公司手上執行中的計畫，幾

乎都進行到專案後期，因此，若承接

本案，可充分支援本案沒問題。 

2.服務建議書中未列預期效益。 配合於文件中加入預期效益： 

1. 以生態環境教育解說及資源保育

為目標，整合相關多媒體資料，以

網頁方式呈現供民眾瀏覽檢視。 

2. 運用電腦多媒體 720VR 技術、GIS

平台、flash 動態地圖、flv 的影音

之應用技術，擴充建置相關資訊之

互動多媒體，藉以行銷壽山國家自

然公園之美。 

3. 提供一般民眾可經由此平台，於線

上進行身臨其境方式瀏覽壽山國

家自然公園相關各生態及風景據

點，並可藉此方式達到環境教育的

目的。 

3.服務建議書第 65 頁，資訊安全環

境與管理機制規劃不應只是原則

性提列，應補強本案之管理規劃機

目前系統主機安裝於營建署資訊室

機房，未來將配合資訊室機房資訊安

全管控機制，補強說明於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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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制。 

4.使用者介面是否符合人因工程，有

無加入新元素？ 

本案為地理資訊系統應用開發，因

此，使用者介面設計分為二部分說

明，第一為地圖展示設計部分，針對

所加入的主題圖層，地圖設計用色及

圖例的使用，除了按地圖呈現慣性設

計外，會考量整體配色及主題呈現效

果等因素，予以設計。 

第二，系統操作介面部分，將參考坊

間習慣使用方式—例如比例尺切

換、放大縮小、版面配置等，避免使

用者需重新熟悉學習。 

二、委員 2  
1.本計劃原先 2D的GIS系統增加 3D

轉換功能，其幾何位置的配準、資

料庫擴充、銜接等技術，請詳細說

明？ 

GIS 系統由 2D 增加至 3D，主要需

要針對要套疊至3D的資料進行坐標

轉換，目前圖台部分會同時鑲嵌原本

2D 圖台及 Google 3D Plugin 圖台，

在查詢檢索端並無變動，只是定位時

會自行判斷行採 2D 或 3D 坐標系統

進行定位即可。 

2.光達掃描、點雲其反射強度的幾何

量沒有顏色，與數位相機的影像，

兩者的資料結構不一樣，如何進行

套疊幾何圖資的精確度，且可做完

整性、一致性的檢核，請補充說

明？ 

光達掃瞄資料格式為

X,Y,Z,I,R,G,B。其中 X,Y,Z,I 為雷射

掃瞄儀提供，RGB 值為照像機提

供，針特影像資料和空間坐標套合問

題，選擇 FARO FOCUS 3D 雷射瞄

儀，首創照像機與雷射掃瞄儀光路徑

同心同軸設計，讓照像機影像和掃瞄

資料呈現無視差的表現，有別於先前

設計的掃瞄機外掛照像機有偏心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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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軸設計，FARO FOCUS 同心同軸設

計可以做到不需後製處理即可從原

始掃瞄資料得到彩色和點雲一致性

的結果。 

3.可否將 LOD2 提昇到 LOD3 等級，

較能符合實際應用？   

將視建物狀況，擇一建物進行更高等

級的建置。 

三、委員 3  

1.本案和貴公司其他承接案件的特

殊性、差異性、創新性為何？如何

突顯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的特色？ 

很多的技術在不同的時間，會有不同

的進步與變化。例如，針對 720VR

拍攝成果的展示程式設計，以往都是

採 FLASH 方式以展現其環景效果，

但考慮到目前平台多元性的需求(例

如行動端)，本期將採用跨平台相容

的方式開發，讓 720VR 拍攝成果的

展示也可跨平台瀏覽。 

2.使用者滿意度的評估指標為何？

系統的 KPI 為何？ 

系統效益可分為二個面向來說明，對

籌備處內部而言，主要是可以透過地

理資訊輔導業務作業的執行，包括將

分區圖套疊地籍圖以供分區使用核

判參考等。對民眾端而言，主要是希

望整合相關多媒體資料，以網頁方式

行銷壽山國家自然公園之美及進行

生態環境教育說明，以提升民眾保育

概念。 

3.設備是否有限制，在本籌備處與使

用者端的不同？ 

系統可於 IE、Chrome 或 Firefox 環

境下皆可使用，在籌備處與使用者端

皆相同。 

4.除了儀器是重點外，其他 VR 或 3D

的取景、建模的特性為何？ 

VR拍攝主要目的為行銷壽山國家自

然公園之美及進行生態環境教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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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明，因此，拍攝時需注意該景點在何

時及何處拍攝最能達到效果。3D 建

模的目的是希望讓民眾在尚未到達

該建物地點前，就可以瀏覽建物之

美，但考量到 1 網路展示頻寬限制，

因此，建模時應考量擬真狀況及檔案

大小，以取得一個最佳建模效益。 

5.是否符合行動載具的使用需求？

限制為何？ 

目前系統圖台並不支援行動載具，但

720VR 成果可以跨平台瀏覽。 

四、委員 4：  
1.服務建議書第 3 頁，大地坐標為

何？ 

採用 97 坐標系統。 

2.服務建議書第 8 頁第(6)項後為空

白。 

會予以修正，感謝委員指正。 

3.若在建置時遇遮蔽區時如何因

應？  

針對被遮蔽無法獲致完整點雲模型

破損部份（無資料處），特別是較高

部份計劃選用五公尺高腳架盡可能

的完整收集，另外如果還有無法掃瞄

的部份而且是規則的建物則可選用

Point Cloud 軟體提供之工具插件架

構於 Auto CAD 上，將 3D 點雲資料

匯入 Auto CAD 並運用 Auto CAD 精

確繪圖特性，參考 3D 雲點位置、相

關測繪報告書、同時期建物直接在

3D 圖面上繪製掃瞄不完整部份，補

強掃瞄現地遮蔽物所造成掃瞄不完

整情況，在不規則掃瞄物體也只能儘

可能的增加掃瞄角度和測站來降低

掃瞄不完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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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務建議書第 62 頁，因只保固一

年，那所述逐年擴充如何達成？是

由甲方或乙方來做？ 

目前系統收納圖層包括國家自然公

園範圍、門牌、地標、地籍圖、分區

圖、World View II 衛星影像、航照影

像等。逐年擴充是指未來籌備處若取

得其他單位的圖檔資料時，可以持續

納入的擴充性。而圖層資料擴充處理

不屬於保固範圍，因此，會由籌備處

另案辦理。 

5.服務建議書第 70 頁，請說明門牌

與地籍圖如何定位？ 

使用者可以選定地段名稱並輸入地

號後，系統會檢索符合的地段地號清

單，供選取定位。 

使用者可以選定區別、路段名稱、

巷、弄別後，再輸入門牌號後，系統

會檢索符合的門牌清單，供選取定

位。 

6.服務建議書第 82 頁，3D LiDAR 用

什麼方法去彙整？ 

3D LiDAR 資料彙整做法，主要是將

掃瞄成果匯入處理系統中，以進行點

雲資料檢測共軛基準點精度、清除雜

訊及點雲動畫的製作。 

7.服務建議書第 86 頁，圖 18 請說明

專案管理概念流程？ 

專案管理的目的是確保專案執行進

度及執行品質符合委辦單位期望，本

公司具有二十多年專案執行經驗，除

了公司內部每周的專案管理會議

外，亦會定期與委辦單位溝通，以利

委辦單位掌握專案執行狀況。 

8.服務建議書第 93 頁，介接 Google

街景是否符合現況？ 

介接 Google 街景是以介接 Google

所發佈的最新資料，但因 Google 拍

攝時間差，會與現況有些許不同。 

9.服務建議書第 110 頁，專案經理經 採用軟協計費標準時，人月估算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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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只需 1 人月是如何估出來的？ 工作實際投入工時計算，而非以全案

執行月數計算。 

10.服務建議書第 116 頁，顧問是指

高雄市柴山會(單位)或(楊總幹事)

個人？ 

顧問是楊總幹事個人。 

五、委員 5：  

1.貴公司與力弘公司有合作經驗

嗎？ 

之前曾經有合作經驗。 

2.系統如何提供在地參訪者及遊客

多樣性、有趣、親和性或不同的感

覺，本擴充案除技術外，如何吸引

外地人參訪？ 

要提供在地參訪者及遊客多樣性、有

趣、親和性的導覽，可以藉由系統的

行銷推廣，例如於籌備處網站及國家

公園組網站增加連結或以本期建置

資料成果及營建署 ICT 平台資料開

發壽山的行動導覽 APP，可以增加

更多在地導覽服務。 

3.服務建議書第 101 頁，委託單位之

資料有誤。 

會予以修正，感謝委員指正。 

4.楊總幹事為本案顧問，惟經費似未

編列顧問費？ 

顧問經費編列於 30 處導覽據點虛擬

實境多媒體之其他人事費中。 

六、委員 6：  
30 個點位解說資料除籌備處提供

外，協力廠商可提供或參與之程度？ 

會協請柴山會楊總幹事及 720 拍攝

團隊於可能範圍內儘量配合照片的

提供。 
 

 

 

 
 
 - 120 - 群琁地理資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導覽虛擬實境建置及地理資訊系統功能擴充案 

成果報告書 
 

第二節 期初會議意見與回覆說明 

壹、 開會時間：102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一）下午 2 分 

貳、 開會地點：本署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2 樓會議室 

參、 主持人：許主持人書國                       記錄：吳宗益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簿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業務單位說明（略） 

柒、 廠商簡報及詢答(略) 

捌、 審查意見摘要與回覆說明 

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一、張委員俊陽：  

1.利害關係人為何？使用者包括：發

包單位(P.82)民眾(P.1)等，民眾又包

括：學生、市民、外來客(導遊)，不

同的使用者如何確認需求(P.72)，例

如：文獻回顧、問卷、專家訪談、

討論，因不同的使用者，會有不同

的需求及評估指標。 

由於本專案工作期程短，不太容易取

得太多元的使用者的意見，因此，針

對系統需求，本工作小組鎖定了解發

包單位及柴山會的經驗，因為柴山會

在歷年舉辦的壽山地區解說導覽活

動中，角色可以包括是專家、專業解

說人員並且會直接面對遊客的反

應，了解遊客在參訪過程中的需求。 

2.P.1說明本專案以生態環境“教育”解

說為目標，如何挑選 30 處生態及風

景據點？ 

 

籌備處今年度有委商辦理「壽山國家

自然公園解說牌誌內容設計」案，該

案工作內容即有規劃解說據點位

置，建議二案可互相配合，換言之，

本案的 30 處生態及風景據點，可由

該案規劃的一百多個解說牌誌位置

點中挑選，未來本案建置的成果，也

可以提供給解說牌誌網頁串連參

考，二案互相搭配，充分發揮專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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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效益。 

3.如果是“教育”為目標，是否有專

家或教師參與？如何衡量是否達成

“教育”的目標？例如：測驗的遊

戲等，或是拍攝建置過程的紀錄與

分享。 

本專案目標並非“教育”，專案目標主

要是為了將籌備處系統擴充整合相

關多媒體資料，運用電腦多媒體

720VR 技術與 GIS 平台之整合應

用，及搭配動態 flash、flv 的影音之

應用技術，建置相關資訊之互動多媒

體，讓一般民眾可以經由此平台，即

可線上瀏覽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相關

各生態及風景據點。只是，在彙整各

項多媒體技術建置之成果結合於系

統，提供給民眾使用者時，將生態環

境“教育”的想法納入考量而已，所

以，並無相關設計。 

4.此專案和貴公司其他案子的差異為

何？P.17〈如台江、墾丁、台南、東

沙〉 

就如同各管理處都有開發設計入口

網網頁，每入口網網頁在功能上，不

會有太多的不同，但重點在於各國家

公園或國家自然公園的特色不同，要

如何呈現各自的特色，才是重點。 

5.承上次評選會的問題，使用者滿意

度的指標為何？並非發問卷，而是

如何掌握使用者關心的議題為何？

〈請以“使用者滿意度評估指標”

作搜尋 keyword〉，例如：方向性：

足夠的導引資訊、引導性、使用性、

介面、內容等。 

系統開發設計時，會儘量提供使用者

引導，例如，本系統包括地圖操作功

能，而 GIS 網站與其他一般網站最大

不同在於滑鼠的操作會依使用者不

同需求而進行切換，雖然在功能圖示

上已儘可能”示意”操作功能，但怕使

用者不清楚，本系統會在使用者將滑

鼠移至功能鈕上時，顯示中文功能說

明，希望透過足夠的導引資訊方便民

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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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除了利用 Google earth，如何行銷此

系統？ 

建議本期開發完成民眾版網址可以

加入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入口網首

頁、營建署臺灣國家公園入口網，供

民眾連結使用。 

7.VR 的展現應以傳統書本、2D 網站

無法達成的主題作為展示。 

720VR 是指於同一地點拍攝環景 360

度再加上天空及地面照片而接合而

成的，因此展現效果與傳統書本、2D

網站的呈現效果不同。 

二、王委員麗貞：  
1.本案需在既有的土地管理 GIS 平台

進行 3D 圖台整合開發建置，有關

3D 建模在 3DGIS 使用上的效能提

升請多強化。 

 

目前系統規劃 3D GIS 是鑲入 Google 

Earth plug in，效能應該沒問題，但

3D 建模的檔案大小會影響展示效

能，這也是我們考量 3D 建模等級的

因素之一，以避免影響使用。 

2.專案工作計畫書、整體測試計畫及

上線流程規劃請補強。 

 

相關專案文件會依專案期程於適當

時間提出，供委辦單位參考。 

3.P.87 保固與維護，應就系統功能維

護及問題之排除加以說明，非僅提

列兩名系統開發人員經歷。 

 

保固與維護會依照合約要求規範辦

理，並已補充說明。 

 

4.期初報告，建議可增加期初工作小

結，依本專案目標敘述期中、期末

階段，逐一寫出會面臨的關鍵問

題、困難及因應對策，以利檢討。 

會於期中、期末報告中說明專案執行

中遭遇困難及因應處理方式，以供委

辦單位參考。 

 

5.當本案平台系統資料日益增多時， 當本案平台系統資料日益增多時，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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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效能不如預期規劃時，如何進

行相關的設定調校，以改善系統效

能？ 

 

生效能不如預期規劃時，會採取以下

幾種方式調校系統效能： 

(1). 常用的背景圖層，以產製圖磚方

式。 

(2). 每項地圖分別設定展示比例尺，

例如地籍圖，不需要在全區範圍時

開啟，因為資料過密，也無法看清

楚資料內容，因此，會設定比例尺

7500 以上才可以開啟瀏覽。 

(3). 中文註記開啟比例尺與地圖開啟

比例尺不一定同時。由於地圖展示

時，是否一併顯示中文註記效能也

不相同，也會影響展示效果，所以

會一併考量展示比例尺。例如地籍

圖是比例尺 7500 以上才可以開啟

瀏覽，而地號註記會於 2500 以上才

會開啟。 

(4). 針對資料量較大或分布密度較高

的資料，可以透過資料分級方式在

不同比例尺時顯示資料，例如，一

進系統只會顯示國道、省道，放大

至某一比例尺時，才會增加開啟縣

道，再放大至更大的比例尺時，才

可以看到更多路網等。 

6. P.53 系統建置方法、技術及說明：

需求訪談、需求分析之規劃內容與

未來系統分析功能之連結性，應具

體呈現。 

 

相關專案文件會依專案期程於適當

時間提出，供委辦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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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86 教育訓練內容，只著重在系統

操作介紹，建議增加 GE 的簡介與

應用及資通安全概念。 

 

教育訓練課程內容會於舉行前再與

委辦單位確認課程內容及需求。 

8. 各期報告的目的在檢視廠商是否依

工作計畫、工作進度來執行，因此

建議在日後的期中、期末報告，能

以具體成果為重點，明確的表達預

定進度之實際執行工作成果、問

題、困難及對策，以利檢核並確保

專案計畫之變動。 

配合辦理。 

三、蔡委員展榮：  
1.P.1 專案名稱與其他頁面錯字漏填

情形請更正。 

感謝委員指正，配合辦理修正。 

2.P.2 音效旁白可否建置多國語言與

臺灣在地方言，讓此專案的成果可

以行銷全世界，另 GSD 為何？ 

本期建置的導覽據點虛擬實境多媒

體並未包括解說語音的錄製。 

3.P.3 解析度達 LOD3 級所需精度，依

廠商提供之設備，似乎很難達到？

牆、屋頂、陽台、植被等細節加高

解析紋理、絕對精度：Gxy=0.5m，

Gz=0.5m 有疑問？ 

按本專案 RFP 需求，本案 3D 建模僅

需達到 LOD2 等級即可，而本案中

3D 建模的目的，應只是為了透過網

頁提供尚未到訪遊客檢視該建物的

外觀、外形。評選會議中有委員建議

是否建置 LOD3 等級的 3D 建模，本

工作團隊將擇一建物進行類 LOD3

建模，藉以評估了解對籌備處而言，

是否需要建置更高等級的 3D 建物建

模。 

4.P.4 飛行、任意路徑、定位：精度

Gx1Gy1Gz=？及 P5.…權屬…等，

目前系統規劃 3DGIS 是鑲入

GoogleEarthplugin，因此，飛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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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具體列出細項。 意路徑等操作皆是以

GoogleEarthplugin 現有功能提供，不

會另行開發設計。 

5.影像 3D 建模下載，是否合乎國家機

密保護法之規定？其法治力為何，

什麼是合法可供民眾下載的資料須

釐清？ 

影像資料部分，並未提供下載功能。

而 3D 建模成果僅以 LOD2 等級為基

礎，並且建模標的並非私人房舍亦不

涉及國家機密，提供下載應無妨。 

6.P.7 教育訓練時可否錄影，以供後進

人員使用？ 

配合委辦單位要求辦理。 

 

7.專案工作計畫書內之疏漏（漏字、

錯字、格式不對…等），詳閱紙本眉

批，予以更正。 

回覆：感謝委員指正，配合辦理修

正。 

  

8.P.8 資通安全事項，如何確保防範免

受後門或木馬程式攻擊？ 

本工作團隊將注意程式撰寫方式，儘

量避免系統會受後門或木馬程式攻

擊，並配合營建署的資安要求規範進

行系統資安防護。 

9.P.18 軟體自動縫合影像…超高解析

全景圖，其軟體名稱與解析度為

何？ 

軟體自動縫合系統所使用為

AutoStitch 軟體，720VR 影像解析度

為 8000*6000pixls。 

10.P.29 精度 0.05mm、平均精度<2mm

與 P.30 精度 25m+-2mm，是如何算出

來 

的？P.33共軛點空間分布及數量決定

將決定套合精度，如何佈設共軛 

點？P.35 真實 Lidar 資料與假設資料

宜標示，使可辨別。 

mantisvisionF5 精度在 0.5 公尺處最

佳精度 0.05mm 請參考型錄資料及平

均精度小於 2mm 為軟體控制精度選

項。MantisvisionF5 精度測定是由機

械測量尺寸方式定義測量出來的。掃

瞄由標準局出產的標準塊，精度測定

經由重覆量測與標準局出具的真值

比較而來。 

FARO 儀器精度 25M 處±2mm，是由

FARO 公司的精度校正場測定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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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的，校正場是參考 VDI/VDE2634-2

測定法改良，即是在 25 公尺內有多

個不同距離角度的固定球組及已知

真值坐標測定。其中真值測定為透過

經緯儀測定。不過測距的精度會現場

環境光線及掃瞄物體反射率而有所

影響±2mm 為最大可能的測距誤差。 

點雲的套合精度，在共軛點及數量是

會影響到套合的精度結果，掃瞄過程

我們為了降低整體套疊誤差，提高整

體精度。掃瞄站位除了關鍵的重要位

置例如正門、各側面正對擺設站位可

能增加共軛點，大部份皆是近可能選

擇在固定的平均距離共軛點及架設

站位。讓未來的誤差除了可以依距離

權重平差，同時可以有效控制整體掃

瞄點雲精度。因為掃瞄儀誤差有隨距

離成正比的特性，所以避免有不同遠

近的共軛點分佈，不讓精度出現的比

較大誤差，導致發生少數幾個套合誤

差較大的結果，雖然可以經由平差計

算來降低誤差，但是還是會影響了整

體精度，近可能的選擇相同距離讓掃

瞄精度有一致性進而有效控制誤

差。共軛球點數量通常是控制在等距

離下又可以讓掃瞄呈現閉合導線的

測量原則下決定，同時遵守在 FARO

原廠手冊中

(5.1.2.WorkingwithArtificial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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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sTargets)掃瞄自動套疊最佳精度共軛

點擺放原則，三維空間點雲資料套

疊，站位和站位套合上至少有三個共

軛點。共軛點和共軛點間至少有 1 公

尺以上距離；掃瞄儀儀器和共軛球點

距離為 18 公尺為最佳，盡可能掃瞄

回原本第一站有的共軛球點(閉合

法)。以上為我們決定的共軛點佈設

原則。 

真實 Lidar 資料與假設資料將會標

示，方便後續資料使用辨別。 

11.P.40“建物樓高”作為 3D 模型平

面位置之參考、P.73 不用

stereovision、P.99 坐標轉換，模式、

點分布、點數量等請說明為何？ 

3D 建模建模建物樓高，由建物輪廓

圖層 Shapefile 讀出每一建物之建物

輪廓及高度資料，並進行坐標轉換

(TWD67、TWD97 轉 WGS84)及產生

TriangularMeshedModel。 

12.簡報內容中 P.12 展示方位雷達圖

的精確度，是否可能有很大誤差？

P.24 手持式儀器的單幅精度 0.5mm，

是如何算出？ 

 

展示方位雷達圖為有便利使用者網

站上初步判示，僅為示意。此外，手

持式儀器 FARO 儀器精度 25M 處±

2mm，是由 FARO 公司的精度校正場

測定出來的，校正場是參考

VDI/VDE2634-2 測定法改良，即是在

25 公尺內有多個不同距離角度的固

定球組及已知真值坐標測定。其中真

值測定為透過經緯儀測定。不過測距

的精度會現場環境光線及掃瞄物體

反射率而有所影響±2mm為最大可能

的測距誤差。 

手持式儀器的單幅精度 0.5mm 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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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方式是由機械測量尺寸方式定義測

量出來的。掃瞄由標準局出產的標準

塊，精度測定經由重覆量測與標準局

出具的真值比較而來。規格上主要差

別在單幅精度 0.5mm，測定距離為 1

公尺(m)，精度資料請參考

mantisvisionF5 型錄資料。 

13.是否可利用影像編修俾改善其品

質，例調整過亮、過暗影像，可用

影 

像處理技術來處理。另使用者逗留時

間長度，反映其對該內容的興趣 

與需求之高低程度，將可做為評估指

標。 

本工作團隊會利用影像處理技術以

改善其品質。而針對使用者逗留時間

長度較難規劃，本期不予納入。 

四、環境維護課李課員佳玫：  

1.本案之教育訓練課程，貴公司建議

以「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為主，

但本處的「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

建置案」，亦為貴公司所承包，當時

已有相同的訓練課程，如此是否有

重覆之嫌，貴公司在辦理本案訓練

課程，希望能提供更豐富及實用的

資訊與內容？ 

由於本案為既有系統之擴充，故教育

訓練課程標題採用「土地管理地理資

訊系統」教育訓練，但訓練內容會以

本案擴充功能為主。 

2.建議本案系統上線後能有路徑規劃

功能，例如民眾想從南登山口到相

思亭，可達路徑有 A、B，而其難度

為何？以及時程預測，以期更便民。 

感謝委員的意見，以壽山國家自然公

園之範圍，各景點之間不僅僅是道

路，更還有步道的關係，建議由籌備

處優先建立各景點與道路、步道之相

關資訊，以資訊提供方式供民眾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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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五、保育解說課楊技佐旻憲：  
1.P.18 未附 Gigapan 系統的圖片，應

補上。 

Gigapan 為誤值文字，已刪除其文字

內容。 

2.相機等資料收集設備應使用較新的

高畫素、高處理速度的機型，以達

所需效果。 

依本團隊之例年經驗，本團隊所使用

之相機已符合本案之作業需求，本案

相關作業成果應著重在如何凸顯壽

山國家自然公園所應呈現的樣貌，將

其感覺與情境拍攝出來，供線上使用

者瀏覽。 

3.前例台江的 720VR 有 sensor 過暗、

過曝問題，建議晴天可加裝減光

鏡、防手震及小光圈，並提高 ISO

做長曝的 HDR 高動態範圍像片拍

攝。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團隊會斟酌修

正。 

4.錦屏藤的拍攝據點是入侵種危害的

解說，需以謹慎文字解說；可拍攝

泰國谷及七里香神木。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團隊將於工作小

組會議上提出討論。 

5.部份據點建議加入比例尺。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團隊將於工作小

組會議上提出討論。 

六、企劃遊憩課廖技士英捷：  

1.本案產出之相關地理資訊圖資，請

承商評估供應予 TGOS 圖資平台之

可行性，另 TGOS 線上是否具有供

本案介接之圖資或服務？ 

本團隊建議可提供壽山籌備處之自

產圖資，提供予 TGOS 圖資平台。另

TGOS 亦圖供底圖介接服務供系統介

接。 

2.報告書 P.51(2)3、中，系統在 1 秒內

即反應完成之可能性，是否須考量

網路壅塞或其它不可預期之情形。 

本案擴充功能 1秒內即反應完成之可

能性必須在網路狀況穩定之情形下

允許。 

 
3.報告書 P.54，本案應可支援 IE、 本團隊將於本案系統測試報告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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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Fox、Chrome，請承商規劃於測

試報告書中呈現及檢視。 

呈現。 

4.報告書 P.56，本案須支援 IPV6，請

本案承商協助申請 ipv6ReadyLogo

流程。 

 

本團隊將配合署內相關政策協助辦

理申請。 

 

5.報告書 P.53 開發工具語言未列

flash、flv 等技術，請承商說明？ 

開發工具係針對本案之地理資訊系

統開發工具，然而 flash、flv 等技術

為製作虛擬實境之後端作業工具，並

非系統開發工具，故未列入其中。 

6.教育訓練是否可依不同參與民眾規

畫不同課程，如公務版及民眾版，

另關於行銷，可否協助以拍攝影片

供籌備處行銷使用？ 

本案教育訓練可配合擬訂民眾版和

公務版之兩種版本，並視參加人員進

行調整，如志工人員較多時，將以民

眾版之教材為主，此部分將與壽山籌

備處確認後實施。另行銷影片建議採

另案辦理。 

七、企劃遊憩課吳課員宗益：  

1.P.2 第四節一、(2)、P.17 第一節(3)

其中所述大地坐標，請配合評選 

會議時委員之意見，修正敘明採 97

坐標系統，以免讓人容易混淆。 

已加註說明。 

 

2.P.1 第一節、P.16 一覽表內專案名稱

錯置、P.94 委託單位名稱有誤、 

P.33(2)指定 3D 掃描範圍第 2、3 處、

P.34 圖片說明及 P.97 第五節第 

(4)點其中二處已確認的 3D 建模地點

應為英國領事館官邸與旗津旗後 

燈塔，以上錯誤請廠商更正。 

已修正完畢。 

3.P.6 第五點第(4)項，負責提供各種聯 感謝委員的意見，解說點資料是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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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結所需的相關解說資料部分與 P9 

7、第五節第(3)點所述不盡相同，又

因廠商的專案顧問為柴山會總幹事 

楊○○，可否也請廠商推薦並提供相

關可做為環境保育及解說教育之 

資料，或自本署 ICT 共通平台資料庫

抓取，並經本署壽山籌備處確認 

後執行？ 

備處負責提供，若有不足部分，建議

可擷取解說牌計畫成果予以納入，而

ICT 共通平台上的資料，亦由籌備處

上傳，因此，取用沒問題。 

4.P.97 中 30 處 720VR 地點廠商是否

有建議或另於工作會議中討論，3D 

建模第 3 處廠商是否有推薦地點？像

是舊城東門、小白宮這樣的歷史 

建築或是非軍區內的石灰岩洞等很好

的保育解說地點？ 

感謝委員的意見，本團隊將於工作小

組會議中提出討論。 

5.P.51 中民眾版是否開放既有

WorldView 和千分之一圖層，請在

會中討 

論，因為前者有解析度和軍事設施問

題，後者是高市府地政局提供， 

其適宜性需確認？僅套疊 Google 影

像地圖應足夠一般使用。 

WorldView 和千分之一圖層因涉及機

密區域，不對外提供服務。 

6.於本專案 720VR 內可否導入縮時攝

影的技術，讓本籌備處的 720VR 具 

有差異性與創新性，有別於貴公司之

前的案例，例如每個生態環境解 

說與資源保育景點，皆可呈現變化一

天不同時段的景緻之美，因同一 

景點一天當中甚至一年中，皆有不同

之韻味，真正突顯壽山國家自然 

720VR 為一張全景圖片與縮時攝影

不同，故無法納入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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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公園的特色？ 

7.民眾版進入頁面應和公務版分開，

建議民眾版以導覽解說為主題，也 

請廠商設定使用者的需求情境並符合

人因工程，來規劃系統功能，例 

如學生。 

民眾版之頁面與公務版為分開的，且

公務版需於署內網路環境下使可登

入。民眾版界面設計會儘量以簡單操

作為優先考量 

8.P.102 第 4 點中的回覆說明雖述明圖

層資料擴充處理，不屬於保固範 

圍，惟本籌備處許多業務尚在初期建

置階段，未來將有可能自各標案 

中，或向其他單位取得相關圖資資

料，非常需要整合納入本籌備處既 

有的地理圖資展示系統，以供同仁相

關地理圖資查詢與環境教育業務 

之用，可否請貴公司承諾於保固期

間，可協助匯入相關後續取得的圖 

檔資料？（例如：本處環維課今年地

質案有要做石灰岩洞 Lidar，是不 

是也可以把成果整合到系統裡？） 

建議納入之圖層若整理為 shp 檔，僅

納入系統瀏覽，不需額外開發查詢介

面，本團隊可協助納入本案資料庫。 

9.請廠商協助看看是否有其他單位的

3D 建模、720VR 可介接到本計畫。 

如 GOOGLEEARTH 平台已納入之

3D 建模，本系統亦可讀取，惟 720VR

需再評估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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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主席裁示： 

一、本案工作計畫審查原則通過，請依契約規定賡續辦理。 

二、審查委員及本處各單位審查意見，請群琁地理資訊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納入參考並修正執行。 

 

拾、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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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期中會議意見與回覆說明 

壹、開會時間：102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貳、開會地點：本署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2 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歐主任正興                       記錄：吳宗益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單位說明（略） 

柒、廠商簡報及詢答(略) 

捌、審查意見摘要與回覆說明 

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一、王委員麗貞：   

1.簡報 P.17 解說內容規劃，之後各

720VR 據點之解說導覽內容是否

有英文版本，有助於國際遊客瀏覽

Google Earth 上本案所上傳之

720VR，以增加國際能見度。 

本專案網站成果不包含英文版本，

建議後續應採另案辦理。 

2.請承商再考量除了 Google Earth 上

的 3D 建模 720VR 可介接外，其他

像高雄市政府相關單位，是否有其

他資料可介接到本計劃，園區範圍

外但屬周邊地區的也可以，以擴充

本系統之相關資訊。 

目前系統資料介接有 GOOGLE圖磚

服務，現階段常見介接單位有 TGOS

和 GOOGLE 雲端資源，如 TGOS 圖

磚服務和圖資發布 WMS 和 WFS

等，但需再開發介接程式進行資料介

接。 

3.在期中報告書中，P.12 專案工作進

度表(甘特圖)，建議另增加時程表

中各項工作項目所占比例、完成比

例、實際執行進度，以呈現各項工

作之實際進度，以利整體專案各階

段之管控。 

遵照辦理，詳本報告書表 1(12 頁)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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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4.建議本專案各項質化、量化指標，

在呈現上，應配合 PDCA 機制，以

逐步完善。 

本專案皆有相關查核點與不定期工

作會議來確保本專案執行成果。 

5.P.33 中 720VR 拍攝作業有許多變

更，包括攝點、置換點、內容重點

變更...等等，請補充說明變更原因。 

本專案之拍攝作業地點與需求討

論，可詳第一次與第二次工作會議紀

錄說明，詳 128 頁和 130 頁。 

6.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現階段已收納

多項空間圖資，本案更擴充 30 個

720VR 及 3 處 3D 建模，未來也將

再擴充 GIS 圖資，系統功能需求增

加，當本案平台系統資料日益增多

時，產生效能不如預期規劃時，如

何進行相關的調校、設定，以改善

系統效能？ 

本系統現階段線上主機硬碟空間

100gb，現階段使用 6gb，相較於去

年成長 1.6 倍，後端採用 Oracle 空間

資料庫，資料庫空間 30gb，現階段

使用 8gb，相較於去年成長 1.19 倍，

以現階段資料成長的速度與資料

量，系統和 Oracle 承載力仍可應付

未來 3~5 年的成長速度。 

7.期中報告書，建議增加結論與建議

之章節，並增加說明計劃執行時，

遇到的關鍵問題與因應對策，以作

為下一階段專案執行的參考。 

遵照辦理。 

二、曾委員清凉：  

1.虛擬實境建置部分，可先對作業構

想、流程、實作、結果來陳述會更

加完整且有系統。光達、3D 建模

也是。 

遵照辦理。 

2.第二章第四節的資料庫設計定義

不明，是只有 2D 變 3D 的土地資

料設計呢？還是包含光達、3D 建

模的資料庫也包含在內？系統功

能的擴充能更明確指出擴充了什

麼？是否可先做整體規劃？ 

資料庫僅包含 2D 圖台資料，並不包

含 3D 圖台相關資料，如 3D 建模等。

本案之擴充功能可詳圖 24 至圖 26

系統功能架構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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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3.註記及解說應好好的規劃：如(1)

知識性及教育性的要求其真實敘

述，(2)娛樂性、觀光性的解說可以

適當的加入活潑性、影片性的誇大

敘述。 

遵照辦理。 

4.夜景的拍攝其顏色可再注意其真

實性避免顏色失真，地上物主體之

外，也可再搭配背景的視野效果，

豐富其美感及幻想力。 

遵照辦理。 

三、張委員俊陽：  
1.系統的目標為：(1)生態環境教育解

說(2)資源保育，建議利用表格呈

現，將不同的工具(720VR、水晶

球、光達點雲動畫...等)，如何搭配

互補，以突顯上述目標及產生的效

益。 

遵照辦理。 

2.如何以 blog 客的方式解說、讓使用

者可以善於利用不同工具來看到

壽山的生態特色及資源保育，類似

行動解說員的概念。 

本公司將與籌備處討論後確認 I 點

內容。 

3.可以將拍攝製作過程中的點滴以

故事的方式呈現，讓使用者更容易

瞭解。 

本公司將與籌備處討論後確認 I 點

內容。 

4.是否可以預留預算，在不同季節補

拍(如春季)，以突顯不同季節壽山

生態環境的特色。 

魔芋大道的部分本公司將選擇適合

季節額外再補拍。 

5.壓力測試計畫？如何控制流量，以

防止系統超載？ 

本系統於上線前將配合營建署資安

弱點掃描與壓力測試，通過後始可上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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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四  李委員鎮宇：  
1.拍攝景點名稱應與內容相符，每一

景點的拍攝主題，應列出遠、中、

近景說明，每一點拍攝是否可不限

１個720VR，可同時放入2個以上。 

遵照辦理。 

2.拍攝 720VR 點應與柴山會顧問協

調以免有照片沒有文字內容。 

遵照辦理。 

3.導覽實境建置，期末報告建議從入

口網頁系統性說明呈現。 

遵照辦理。 

五  保育解說課楊技佐旻憲：  

1. i 點是否有設置意見欄，供民眾註

解及知識性註解。 

本專案並無包含意見欄功能設計。 

2.3D 圖台是否為 Google 立體圖台，

若是，是否能將 KML 包裹放在

Google 供人下載。 

3D 圖台為 Goolge 圖台，kml 部分

不提供使用者下載，但是 3D 建模可

供使用者下載。 

3.可否放入未來整體性介接解說牌

誌、步道路線、鄰近景點、歷史照

片等？ 

解說牌誌、鄰近景點、歷史照片皆

可放入 I 點內容。 

六  企劃遊憩課蔡幫工程司益銘：  
1. 720VR 的畫面是否可供民眾截取

使用，而其中 i 點圖示是否會影響

畫面美質。影片檔連結圖示是否收

納到 i 點內，也可避免誤認為轉向

符號。 

本公司會在不影響畫面美感的前提

下選擇合適的 I 點符號進行設計，另

本案 720VR 畫面成果不提供民眾下

載使用，但可透過 PRINT SCREEN

的方式擷取使用。 

2. i 點的內容視窗建議規劃一致的大

小分割欄位，限制其中圖片數、文

字數，另是否有英、日語版本內

容？ 

I 點的內容會有一制性的美工設

計，不侷限圖片或文字個數，但本公

司建議字數在 200 字內，且不包含多

國語言版本。 

3. 民眾操作地理資訊系統時是否先 進入系統後會有說明支援瀏覽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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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提示建議軟硬體、網路頻寬等規

格，以免瀏覽受限而反映系統有問

題。 

限制。 

4. 有關地籍定位功能是否開放，建

議討論。或僅供套疊地籍圖層開關

來瀏覽，但仍不開放地籍資料內

容。 

本公司與籌備處討論後不開放地籍

圖圖層供民眾瀏覽。 

5. P.77 影像地圖開放給民眾應不宜

(前次會議曾提及)，建議以 Google

圖層為主。 

遵照辦理。 

6. 對於民眾看到 720VR 影像後想到

現場要如何因應？是否提供位

置、路徑，但須限制軍區部分。 

720VR 是透過網路環境讓使用者尚

未到達現場前可瀏覽其美景，在非軍

區的部分皆提供坐標。 

7. 民眾版之使用是否需限制系統開

放時間或同時登入之人數，以減輕

系統負荷。 

若營建署頻寬許可，本系統可同時

容納多人登入，以 GIS 系統而言，

目前測試同時 50 人並無問題，720

虛擬實境部分布無此限制。 

七  企劃遊憩課方課長裕欽：  
1.針對契約要求的點位圖片外，超出

的部分點位圖片，是否也可提供本

處使用？  

此部分皆可提供與籌備處。  

2.系統建置中相關資料是否存放在

本處伺服器？未來成果呈現其速

度是否可以符合民眾需求？ 

本專案相關資料皆於營建署資訊中

心機房中，本公司開發之系統速度定

會符合處內和民眾所需，此為基本要

求。 

3.本案成果未來與解說牌誌的內容

結合的擴充性？ 

本專案相關成果戶或解說 I 點內容

皆可再擴充。 

八  許秘書書國：  

1.未來系統將分為公務與民眾版 民眾版之設計將與公務版不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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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本，公務版當然是沿用原來 GIS 系

統的介面，那民眾版要進入系統內

是否有不同的設計，請承商說明一

下？ 

口，畫面較為活潑生動。 

2.未來系統建置好的水晶球，於上傳

至 Google Earth 上後，如何可以辨

識是我們做的？ 

水晶球的下方皆有籌備處處徽，藉

以宣告為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之成果。 

九  歐主任正興：  

1.此次標案所做的 3D 建模、光達、

720VR 等，是在擴充本處的 GIS

系統，豐富展示內容，未來承商在

報告書上，建議可提及這些工具，

對我們系統整體有何效用，誠如各

委員提及這些工具如何去搭配，及

它的效益、角色。 

遵照辦理。 

2.本系統的功能於教育解說的意義

上是佔較重份量的，目前整個經營

管理面向上，這塊是屬於資源、生

態保育的區塊，未來需要讓民眾了

解區內資源的豐富性，對於 i 點展

示也要有適當的解說內容，例如一

簾幽夢，雖然看起來很漂亮，但必

須特別敘明是一個外來種蔓生的

情形，藉此來教育民眾。 

遵照辦理。 

3.720VR 的環景多媒體會強調在某

個點，例如：大樹徑咬人狗，可用

據點來取代景點，或是用資源點的

概念，不一定要標示那個地方的座

標或位置，例如；西海岸崩崖地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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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形、石灰岩洞地質景觀等資源特

色，強調保育而不去多做干擾。 

4.720VR 的點位名稱、敘述，可以在

之後再來討論，不一定要用山友約

定俗成的名稱來命名，若用資源點

的方式會較恰當，因為像海洋美景

等名稱，也只有當地人知曉，外地

遊客根本不懂，故可以資源面來呈

現。 

遵照辦理。 

5.解說內容可與解說牌誌案及柴山

會來結合，但解說內容字數可適度

予以限制。 

遵照辦理。 

6.保育課同仁所提在 720VR 內增加

意見欄之構思是否恰當？還是可

讓民眾將意見反映於本處網站或

不需要此功能，以避免民眾一些似

是而非的意見，影響了環境教育、

資源解說之原意。 

遵照辦理。 

 

玖、結論： 

一、 請群琁地理資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將審查委員及本處各單位審查意

見，納入後續執行參考。 

二、 本案期中報告審查原則通過，請依契約規定賡續辦理。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散會：下午 4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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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期末會議意見與回覆說明 

壹、開會時間：103 年 2 月 17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 

貳、開會地點：本署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2 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歐主任正興                       記錄：吳宗益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單位說明（略） 

柒、廠商簡報及詢答(略) 

捌、審查意見摘要與回覆說明 

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一、王委員麗貞：  

1.本案需提供完全支援 IPV4/IPV6雙

協定互通技術測試報告，請檢附測

試結果。 

支援 IPV4/IPV6 雙協定互通技術已

遞交申請單至內政部營建署進行開

通作業，並由內政部營建署進行系統

IPV6 轉址，完成 IPV4/IPV6 雙協定

互通技術測試。 

2.本案查核點三(系統測試)，期末報

告應檢附，系統整合測試報告、測

試範圍(功能測試、介面測試、穩

定性測試等)、測試流程、測試標

準、異常處理方式為何？以評估系

統於非正常狀態下的效能與表現

是否符合需求。 

系統測試報告書已於查核點三完成

文件交付，請詳第壹拾貳章第三節

系統測試報告。 

3.本專案整體目標之一：以生態環境

教育解說及資源保育為目標，整合

多媒體資料，供民眾瀏覽檢視，有

關系統平台在教育解說功能強化

上，期末報告書上並無著墨，請補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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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充說明成果如何？ 

4.本案系統，建議將系統在使用上，

經常發生的問題，製成 FAQ 放置

在網站系統介面上，供使用者查

詢。 

本系統之功能並不複雜，應無經查

發生之問題。 

5.期末報告書應有結論與建議章節。 遵照辦理。 

6.期末報告書 P.102 教育訓練部分，

除了 Lecture 外，建議可提出

E-learning 的方案。 

於教育訓練時本公司將拍攝訓練過

程與畫面，供未來開發 E-learning 功

能之資源使用。 

7.整個計畫執行效益，是否有符合專

案目標，應補強說明。 

整體計畫與契約規範，本公司已全

數完成。 

二、曾委員清涼：  
1.增加土地管理、資源保育的應用敘

述，以呼應本年度擴增土地管理

GIS 之功能擴充要求，資源保育的

應用也是。 

遵照辦理。 

2.第捌章的創新&加值服務，文字敘

述太簡略，反應不出創新與加值的

具體內容，可以將效益納入撰寫。

又 LoD3 已經實際利用 LiDAR 於

本案建置完成之案例，建議增加章

節敘述。 

創新&加值服務為評選時建議之系

統功能，已納入本案之系統功能中。 

LoD3 成果為透過 Sketch up 進行後

置作業，並非 LiDAR 成果。 

3.期末報告書 P.29 的等距離圓柱投

影式(Equirectangular)，其中英文是

否相符，請再查查地圖投影的專業

用語，因為英文字似乎沒有“圓

柱”的意義在內，以方便他人的正

確引用。 

圓柱投影式(Equirectangular)為寬景

圖之專有名詞。 

4.期末報告書 P.43 的「點雲動畫製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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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作」敘述似乎太簡單，不能看出其

製作方法與成果；其中「目前正進

行石灰岩洞、英國領事館官邸動畫

製作」，是否因為還在製作所以文

件撰寫尚未完成，請補充改正。 

5.報告的撰寫結構請再加以調整，加

入“結論與建議”，所有圖都應賦

予編號與圖名。 

遵照辦理。 

三、張委員俊陽：  

1.測試缺乏，1.黑箱測試：使用者測

試、利害關係人測試 2.白箱測試：

技術、資安、壓力、穩定性、流暢

性…3.系統目標、KPI 的達成率。 

系統測試報告書已於查核點三完成

文件交付，請詳第壹拾貳章第三節

系統測試報告。 

2.有系統架構圖，但未與系統測試的

流程相配合，作系統展示時，不知

道和系統架構的關聯性，建議站在

使用者的角度，將使用者的操作流

程階段化、步驟化，否則使用者如

何來使用此系統亦不清楚。 

系統測試報告書已於查核點三完成

文件交付，請詳第壹拾貳章第三節

系統測試報告。 

系統操作部分於教育訓練時會再特

別加強。 

3.系統的效能似乎不好，萬一未來有

許多使用者，同時上線系統會如

何？是否有建議最佳的上線人

數？要提醒使用者目前的問題(是

否可以下載影片檔？是否上線人

數太多？)，以及如何解決？ 

期末審查會議當天內政部營建署網

路確實較慢，但系統皆有目前正線人

數之數據統計，並於首頁提醒使用者

系統瀏覽的最佳解析度。 

4.圖形與 VR 很好，但是欠缺解說的

流程，與如何使用此系統的建議導

覽流程，使用者可能會走馬看花，

而忽略此系統的目標(教育解說及

本公司於教育訓練時會加強此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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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資源保育)。 

5.未來如何行銷此系統？如何將導

覽內容與實際遊覽觀光作結合？

是否可以和觀光 BLOG 結合？或

和中小學教材結合？ 

於行銷本案成果，可於相關網站加

上連結進行宣傳、提高系統能見度，

並可透過籌備處或柴山會之部落格

加強宣導。 

6.飛覽設備有無的差異？此設備的

價格？又哪些景點可以進去，哪些

不可以？ 

每個景點都可用 google earth 原有工

具飛覧，各個景點皆可以進去。 

7.圖片是否會有軍事、國防的安全限

制？ 

本系統所使用的圖片均無軍事、國

防的安全限制。 

四、李委員鎮宇：  

1.成果報告建議結果依工作項目分

項說明。 

遵照辦理。 

2.期末報告成果呈現混亂，建議製作

方法及成果分段或分章說明。 

遵照辦理。 

3.圖資請全部編碼並文字說明，部分

資料建議移到附錄，例如表 2、表

4。 

遵照辦理。 

4.據點報告為 43 處，惟簡報資料 P.24

為 44 處，請確認。另外 107 個 i

點，一併確認，又表 3 建議編碼並

說明內容，例如是否有圖及文字，

並建議文字檔應附於附錄。 

虛擬實境成果為 44 處。 

i 點數量為 109 個。 

五、環境維護課謝技佐瑞婷：  
1.技術資源是否和署內系統能互相

轉換、整合。 

本系統技術支援的部分都需與署內

軟硬體相互結合與整合。 

2.3D 植栽物件做的很細緻，但請另

外考量物件是否會讓使用者系統

負荷太重。 

本公司已將 3D 植栽物件進行檔案

減量，降低使用者系統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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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3.作業系統需求、建議的等級，可考

量納入“結論與建議”中。 

遵照辦理。 

但作業系統需求本公司將納入網站

說明中。 

4.系統的圖層，建議可以層級式的方

法歸類。 

建議後續圖資更多時，可以思考圖

資整合的可能性。 

六、保育解說課楊技佐旻憲：  

1.期末報告 P.22 旗後炮台 i 點標題

“子藥房”應為誤植，P.43 第 7 行

多一個頓號，請修正。 

遵照辦理。 

2.期末報告 P.43 所述 HDTV 是否需

列出規格,例如：7209、1080i、1080p

等媒體硬體支援。 

HDTV 為一般通用之 1080i、1080p

之規格。 

3.能否呈現平板 wp、Android、ios

的流暢度。 

虛擬實境於 wp、Android、ios 皆可

順利執行。 

4.成果報告希望能條列參考文獻給

景物名錄，可於附錄中。 

本案之 i 點內容相關文字皆與籌備

處討論後提供之。 

5.建議可寫未來環教操作方向。 遵照辦理。 

七、企劃遊憩課蔡幫工程司益銘：  
1. 系統當中良友亭 720VR 的位置有

較大的誤差，請檢視。 

已修正。 

2.系統中 720VR 圖層命名為「景

點」，是否會讓民眾誤解為是可到

達的景點，建議調整名稱。 

已修正為風景據點。 

3.2D 圖模式中 720 點似乎沒有反應

或較慢，可能會讓使用者誤以為故

障，但 3D 模式則較順暢，請建議

是否適合只在 3D 模式中標註。 

期末審查會議當天網路有異常之情

形，於首頁中將加註最佳流覽顯示氣

的說明。 

4.民眾版是否有閒置一段時間即強

制跳出的機制，避免佔用系統資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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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源。 

5.720VR 中是否適合標註拍攝日

期，可作為日後特定點的異同比

較。 

遵照辦理。 

6.民眾版亦可下載 kmz 檔，是否會有

版權或重製的顧慮？ 

kmz 檔中已包含版權聲明。 

7.民眾版首頁建議參考內政部地籍

圖資便民系統，配置系統介紹、服

務內容、注意事項、使用說明等項

目，讓使用者瞭解本系統的功能與

限制。 

遵照辦理。 

8.座標定位查詢功能，建議補充格式

範例，以協助使用者正確輸入座

標。 

遵照辦理。 

9.報告書 P.71 中快速圖層，民眾版是

否有開放 World View 和 1/1000 航

照影像圖，請確認，目前民眾版系

統中並未開放。 

確認民眾版並無開放上述圖層。 

八、企劃遊憩課意見：  

1.建議於開放給民眾版之主題圖

層，尤其事涉其他主管機關或定位

座標有誤差之圖層，增加敘明僅供

參考之字眼，以避免相關不必要之

困擾。 

遵照辦理。 

2.期末報告書 P.71，民眾版之 2D 圖

層中，先前於期初與期中審查時，

委員皆有建請將壽山 World View

衛星影像圖與壽山千分之一航照

影像圖於民眾版之主題圖層移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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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除，是否為誤植？並請承商配合移

除。 

3.本專案係以園區自然生態與特有

地景等環境教育導覽為前提，建議

門牌查詢與定位功能於民眾版不

開放。 

遵照辦理。 

4.關於鄰近軍事管制區周邊或附近

的導覽風景據點，是否要特別以文

字敘明，除了向軍方申請從事學術

研究等許可外，請民眾勿隨意進入

軍事管制區以免觸法字樣。 

於首頁加註警示文字說明。 

九、許秘書書國：  

1.本案邀標書要求的 720VR 風景據

點數量雖然足夠，但有些邀標書原

有設定，卻因位於軍區，不宜拍攝

的據點，應敘明為何調整。 

遵照辦理。 

2.導覽系統首頁，是否每 2 秒鐘換一

張照片？ 

導覽系統首頁圖片約每 2 秒換一次

照片。 

3.720VR 內之 i 點為何呈現白色、紅

色 2 種不同顏色？ 

i 點呈現皆已修改為白色。 

十、歐主任正興：  
1.本案系統如何讓教育解說及地理

資訊系統擴充之功能與成果，可以

完整呈現給民眾？ 

可透過籌備處官網進行系統快速連

結，提高系統能見度予民眾。 

2.測試方面之進行與處理是否都已

達成契約要求，例如黑箱與白箱之

測試及系統目標之達成率？ 

系統測試報告書已於查核點三完成

文件交付，並達成契約要求之規範，

請詳第壹拾貳章第三節系統測試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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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回覆說明 

3.報告書的撰寫部分，是否都已依契

約上要求，皆可以文字臚列敘述出

來，例如：本案履約期間也進行了

多次工作會議，也可清楚敘明，讓

委員更清楚了解。 

遵照辦理。 

4.本籌備處之 LOGO 請承商確認一

下顏色，並作修正。 

遵照辦理。 

 

玖、結論： 

一、 請群琁地理資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將審查委員及本處各單位審查意

見，納入後續執行修正參考。 

二、 本案期末報告審查原則通過，請依契約規定賡續辦理。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散會：下午 5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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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拾貳章 附件 

第一節 第一次工作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2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二、會議地點：本籌備處 2 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歐主任正興                          記錄：吳課員宗益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五、討論事項：(略) 

六、會議結論： 

1、雅座：請廠商於 11 月工程施工完後再去補拍 720VR。 

2、泰國谷：榕樹群 720VR 中的繩索請修掉。或是等本處拆清除完畢後

再上去補拍。 

3、四層樓：本處將於 11 月完成該地點環境改善，屆時再請補拍新設施

的照片做為 i 點！ 

4、良友亭：拍攝地點建議往路口轉彎處可能會較恰當，請廠商重拍。 

5、海洋美景：720VR 請廠商將往北邊港口(軍港)拍攝內容做模糊或後

製處理。 

6、大自然：於大自然景點，請注意將山豬枷密林的感覺納入 i 點。 

7、北木棧道：因為此季節魔芋並未生長，可否請廠商於魔芋季節時再

行補拍或以現有照片透過虛擬方式呈現於 720VR 內。承商在北木棧

道拍攝時，請適時將猴子等北壽山動物入鏡。另也請將常見動植物

納入 i 點。 

8、小溪貝塚：於之後拍攝挑選小溪貝塚 720VR 景點時，可否將馬卡道

澤蟹與溪底的生態樣貌入境，或納入 i 點。 

9、請廠商調整拍攝清單，請將本處地形特色石灰岩洞 a 擇「石灰岩洞」

納入本案 720VR 拍攝清單之中。洞內照明補光部分，可由本處予以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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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石洞因為與現場亮度差異太大，不予納入。 

11、泰國谷拍攝內容改以榕樹群及其盤根錯節榕樹氣根內容取代其地形

內容。 

12、擎天崗及四層樓景點的選擇以四層樓為主。 

13、壽崗及忠列祠景點的選擇以忠列祠地點為主，並以 180 方式來拍攝

高雄港景。 

14、觀景台(點將台)亦請改以 180 方式來拍攝製作。西海岸觀景台亦可

建議以 180 方式來拍攝。 

15、半屏山觀景台，以半屏山大岩洞取代。 

16、英國領事館部份，增加挑選至 4 個 720VR。燈塔部份則增加挑選至

3 個 720VR。 

17、增加納入「樹門」、「一簾幽夢附近大型咬人狗」生態據點。 

18、南白沙灣因為海岸地形類似，建議不納入。而九龍樹則視路徑情況

及廠商拍攝 720VR 的數量是否已達合約要求再做調整。 

19、請廠商將 720VR 第一階段成果儘快提供給本處同仁，以利同仁構

思並提供 i 點的資訊。 

20、本案 3D 建模地點除英國領事館官邸及旗後燈塔二處外，請承商將

本處目前辦公處所做為本案第 3 處建模地點。 

 
七、散會：下午 12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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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第二次工作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02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貳、開會地點：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2 樓會議室 

參、主席：許秘書書國                     記錄：吳課員宗益 

肆、出列席人員：如後附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廠商簡報：(略) 

捌、討論： 

一、 許秘書書國： 

(一)  建議承商將民眾版之圖層控制內之門牌與私闢休息區刪除，惟軍

區範圍界仍開放。 

(二)  水晶球與 720VR 風景據點若位於軍區部分，請受託單位協助製作

相關之警語與宣導，讓無法進入軍區之民眾或遊客於網上即可欣

賞到區內之美景，又可藉此教育宣導該地為軍事管制區，非經申

請軍方允許，不得隨意進入，必要時可於本案期末報告前再舉行

一次工作會議，邀集軍方討論位於軍區內 720VR 風景據點之呈現

方式。 

二、 企劃遊憩課： 

(一) 有否類似 CPM 統計系統功能，可記錄民眾使用方式與情形。 

(二) 目前系統在查詢功能可以控制比例尺大小，惟輸出與列印方面可

否控制比例尺？ 

(三) 系統在 3D列印方面，例如 720VR的畫面是否可以完整列印出來？ 

(四) 系統連結 720VR 畫面控制版面上的標示是否可稍作修改？ 

(五) 可否將 3D 建模的初步成果展示一下。 

(六) 在系統 3D 地圖方面可否將園區範圍界顏色也稍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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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保育解說課： 

(一) 系統內之解說內容可否讓本署自行修改？ 

(二) 系統內可否新增志工巡守紀錄的功能？ 

玖、廠商答覆內容： 

一、 對於民眾版之圖層控制內之門牌與私闢休息區將配合刪除，並新

增軍區範圍界。 

二、 對於軍區內之水晶球與 720VR 風景據點，會再研究於民眾版最佳

之呈現方式，並配合本署之要求。  

三、 目前並無 CPM 統計系統功能，建議可於未來委外專案考量。 

四、  目前系統為 2.2 版本，在輸出與列印方面尚無控制比例尺功能，

惟將來升級為 2.5 版本時，可有解決方法。 

五、 目前系統在 3D 列印方面，僅可利用 Print Screen 功能將 720VR 的

畫面附貼修改。 

六、 系統連結 720VR 畫面控制版面上的標示將配合修改。 

七、 目前已有旗後山燈塔 3D 建模的初步成果，並配合真實地形圖將

Google Earth 上之底圖，進行旗後山形之擬真修改。 

八、 配合將系統 3D 地圖方面之園區範圍界顏色進行修改。 

九、 系統內之解說內容涉及後續美編與 Google 系統問題，尚無法由貴

署自行修改。 

十、 志工巡守紀錄功能於 ICT 系統內即有類似功能，目前本系統並無

此功能，建議可於未來，另案進行行動版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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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結論 

一、 本次會議原則通過，請受託單位續依契約辦理後續事宜。 

二、 請保育解說課全力協助系統 720VR 風景據點內，相關 i 點收錄之

解說、動植物資源與內容正確性之確認。 

三、 請環境維護課確認地質監測案石灰岩洞 Lidar 掃描點位資料是否

已提供受託單位進行整合。 

拾壹、散會：同日下午 3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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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系統測試報告 

壹、 測試目的 

針對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WEB 版「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進行系統測試，

提供系統測試之測試項目、待測試項目特性、測試方法、測試環境需求、測試

時程與測試規格以作為「系統測試報告書」之基準。 

 

貳、 測試範圍 

本文件將針對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WEB 版「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 

統」功能的特性進行測試： 

一、 系統之「操作流程」 

(1) 畫面欄位之數目 

(2) 畫面欄位之先後位置 

(3) 畫面欄位之輸入空格 

(4) 按鍵之操作結果 

(5) 超連結之連結結果 

二、 資料查詢之「輸出結果」 

(1) 資料查詢後之擷取檔案 

(2) 資料查詢後之顯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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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測試機制 

一、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測試環境需求 

(1) 系統作業平台：伺服器所在系統的作業平台 

1. 硬體需求: 

CPU：Pentium 4以上。 

RAM：2G(含以上)。 

其它能滿足視窗作業需求的配備。 

2. 軟體需求: 

Windows 2008 Server。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 7.0（IIS）。 

Oracle 空間圖形資訊解決方案。 

Cold Fusion 8。 

 

(2) 使用者作業平台： 

1. 硬體需求: 

CPU：Pentium 4以上。 

RAM：1G(含以上)。 

其它能滿足視窗作業需求的配備。 

2. 軟體需求: 

Windows  xp以上。 

Microsoft Explorer 8.0(含)以上、Mozilla FireFox 2.0(含)以上

及 Google Chrome 17.0(含)以上等瀏覽器支援。 

二、 測試準則 

(1) 通過準則：測試結果符合「待測試特性」與「測試方法」所描述之條件。 

(2) 失效準則：測試結果無法符合「待測試特性」與「測試方法」所描述之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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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測試方法 

本文之測試方法將由專人依 WEB 版「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 

功能的特性進行測試。 

 

 
 - 157 -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導覽虛擬實境建置及地理資訊系統功能擴充案 

成果報告書 
 

伍、 驗收項目檢核表 

表 9    驗收項目檢核表-範例 

功能名稱  
測試人員  狀態  
測試日期  最後修正日期  
備註  

測試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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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需求項目測試總表 

本案工作需求 測試結果 

一、 支援瀏覽器  

(1)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8.0(含)以上 通過 

(2) Mozilla FireFox 2.0(含)以上 通過 

(3) Google Chrome 17.0(含)以上 通過 

二、 系統功能 通過 

(1) 探針查詢。 通過 

(2) 3D 圖台(前進)。 通過 

(3) 3D 圖台(後退)。 通過 

(4) 3D 圖台(向左)。 通過 

(5) 3D 圖台(向右)。 通過 

(6) 3D 圖台(旋轉)。 通過 

(7) 3D 圖台(傾斜)。 通過 

(8) 門牌定位(3D)。 通過 

(9) 地籍圖定位(3D)。 通過 

(10) 地名(地標)定位(3D) 通過 

(11) 坐標定位(3D) 通過 

(12) 主題圖層(2D) 通過 

(13) 快速圖層(影像地圖)(2D) 通過 

(14) 快速圖層(底圖介接)(2D) 通過 

(15) 3D 圖層 通過 

(16) 3D 地圖下載 通過 

(17) 景點飛覽 通過 

(18) 風景據點多媒體(720VR) 通過 

(19) 風景據點多媒體(水晶球)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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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系統功能驗收項目檢核表 

表 10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檢核－探針查詢 

功能名稱 探針查詢 
測試人員 林尚德 狀態 測試通過 
測試日期 2013-12-2 最後修正日期  
備註  

測試結果畫面 

拖曳圖台左方探針圖案至欲查詢地段地號處。 

 
 
點選「地段地號」即出現 100*100 平方公尺範圍內的地段地號

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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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檢核－3D 圖台(前進) 

功能名稱 3D 圖台(前進) 
測試人員 林尚德 狀態 測試通過 
測試日期 2013-12-2 最後修正日期  
備註  

測試結果畫面 

進到 3D 地圖後，點選右方控制按的「前進」。 

 
 
即可在 3D 地圖中往前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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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檢核－3D 圖台(後退) 

功能名稱 3D 圖台(後退) 
測試人員 林尚德 狀態 測試通過 
測試日期 2013-12-2 最後修正日期  
備註  

測試結果畫面 

進到 3D 地圖後，點選右方控制鈕的「後退」。 

 
 
即可在 3D 地圖中往後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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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檢核－3D 圖台(向左) 

功能名稱 3D 圖台(向左) 
測試人員 林尚德 狀態 測試通過 
測試日期 2013-12-2 最後修正日期  
備註  

測試結果畫面 

進到 3D 地圖後，點選右方控制鈕的「向左」。 

 
 
即可在 3D 地圖中往左移動。 

 
 
 

 

 

 
 - 163 -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導覽虛擬實境建置及地理資訊系統功能擴充案 

成果報告書 
 

表 14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檢核－3D 圖台(向右) 

功能名稱 3D 圖台(向右) 
測試人員 林尚德 狀態 測試通過 
測試日期 2013-12-2 最後修正日期  
備註  

測試結果畫面 

進到 3D 地圖後，點選右方控制鈕的「向右」。 

 
 
即可在 3D 地圖中往右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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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檢核－3D 圖台(旋轉) 

功能名稱 3D 圖台(旋轉) 
測試人員 林尚德 狀態 測試通過 
測試日期 2013-12-2 最後修正日期  
備註  

測試結果畫面 

進到 3D 地圖後，拖曳右方控制鈕的「N」。 

 
 
即可在 3D 地圖中進行視角的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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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檢核－3D 圖台(傾斜) 

功能名稱 3D 圖台(傾斜) 
測試人員 林尚德 狀態 測試通過 
測試日期 2013-12-2 最後修正日期  
備註  

測試結果畫面 

進到 3D 地圖後，壓下滑鼠滾輪並拖移。 

 
 
即可在 3D 地圖中進行視角的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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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檢核－門牌定位(3D) 

功能名稱 門牌定位(3D) 
測試人員 林尚德 狀態 測試通過 
測試日期 2013-12-2 最後修正日期  
備註  

測試結果畫面 

在「門牌定位」的頁籤中，下查詢條件後，點選候選清單中的

「3D 定位」。 

 
 
即可在 3D 地圖中定位至該筆門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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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檢核－地籍圖定位(3D) 

功能名稱 地籍圖定位(3D) 
測試人員 林尚德 狀態 測試通過 
測試日期 2013-12-2 最後修正日期  
備註  

測試結果畫面 

在「地籍圖定位」的頁籤中，鍵入欲定位的地段地號後，直接

點選「3D 定位」。 

 
 
即可在 3D 地圖中定位至該筆地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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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檢核－地名(地標)定位(3D) 

功能名稱 地名(地標)定位(3D) 
測試人員 林尚德 狀態 測試通過 
測試日期 2013-12-2 最後修正日期  
備註  

測試結果畫面 

在「地名(地標)定位」的頁籤中，下查詢條件後，點選候選清

單中的「3D 定位」。 

 
 
即可在 3D 地圖中定位至該筆地名(地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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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檢核－坐標定位(3D) 

功能名稱 坐標定位(3D) 
測試人員 林尚德 狀態 測試通過 
測試日期 2013-12-2 最後修正日期  
備註  

測試結果畫面 

在「坐標定位」的頁籤中，鍵入欲定位的 X、Y 坐標後，選擇

坐標系統後，直接點選「3D 定位」。 

 
 
即可在 3D 地圖中定位至該筆坐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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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檢核－主題圖層(2D) 

功能名稱 主題圖層(2D) 
測試人員 林尚德 狀態 測試通過 
測試日期 2013-12-2 最後修正日期  
備註  

測試結果畫面 

在「主題圖層」中有各式主題的圖層。 

 
 
勾選後即可看到該圖層出現在地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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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檢核－快速圖層(影像地圖)(2D) 

功能名稱 快速圖層(影像地圖)(2D) 
測試人員 林尚德 狀態 測試通過 
測試日期 2013-12-2 最後修正日期  
備註  

測試結果畫面 

「快速圖層」中可將影像地圖勾選後呈現在圖台上。 

 
 
並可透過拉桿或方格中數字的更改針對影像地圖進行透明度

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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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檢核－快速圖層(底圖介接)(2D) 

功能名稱 快速圖層(底圖介接)(2D) 
測試人員 林尚德 狀態 測試通過 
測試日期 2013-12-2 最後修正日期  
備註  

測試結果畫面 

快速圖層可介接雲圖資。 

 
 
勾選後即可看到介接進來的雲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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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檢核－3D 圖層 

功能名稱 3D 圖層 
測試人員 林尚德 狀態 測試通過 
測試日期 2013-12-2 最後修正日期  
備註  

測試結果畫面 

右方的地圖切換到 3D 地圖後，左方的頁籤切換到「3D 圖層」

中，即可勾選欲開啟的圖層。 

 
 
勾選後可看到圖層出現在 3D 地圖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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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檢核－3D 地圖下載 

功能名稱 3D 地圖下載 
測試人員 林尚德 狀態 測試通過 
測試日期 2013-12-2 最後修正日期  
備註  

測試結果畫面 

進到「水晶球」的頁籤中，會看到景點的清單，直接點選景點

名稱即可下載。 

 
 
下載後在已裝有「Google earth」的電腦中，開啟該已下載的

「.kml」檔，即可看到以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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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檢核－景點飛覽 

功能名稱 景點飛覽 
測試人員 林尚德 狀態 測試通過 
測試日期 2013-12-2 最後修正日期  
備註  

測試結果畫面 

切換到「3D 地圖」後，進到「3D 景點飛覽」的頁籤中。 

 
 
按下「播放」鍵，即進入飛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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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檢核－風景據點多媒體(720VR) 

功能名稱 風景據點多媒體(720VR) 
測試人員 林尚德 狀態 測試通過 
測試日期 2013-12-2 最後修正日期  
備註  

測試結果畫面 

切換到「景點多媒體及水晶球」的頁籤中的「多媒體」裡。 

 
 
看到景點的清單後，直接點選景點的名稱即可進入到 720VR
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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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檢核－風景據點多媒體(水晶球) 

功能名稱 風景據點多媒體(水晶球) 
測試人員 林尚德 狀態 測試通過 
測試日期 2013-12-2 最後修正日期  
備註  

測 試 結 果

畫面 

進到「水晶球」的頁籤中，會看到景點的清單，直接點選景點名

稱下載後，在裝有「Google earth」的電腦中開啟該已下載的「.kml」
檔，開啟後畫面左下方「圖層」選項中的「360Cities」請勾選。 

 
 
即可看到畫面中有一顆寫著「360Cities」的紅點，雙點即可進入

以下水晶球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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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書 
 

捌、 修正回覆與說明 

項次 問題敘述 契約規範 備註 修正回覆與說明 

1 一、北壽山軍事管制區 

(1)以“手指”功能點

選，於滑鼠拖曳並按左鍵

時，會出現軍事基地的建

物及道路。 PS.比例為

1:5000與 1:10000  

(2)2D及 3D地圖都要確認 

本案邀標書「在隱

藏認為不宜提供

之資訊後，另提供

民眾版的園區導

覽虛擬實境地理

資訊系統，作為提

供不特定民眾查

詢使用」 

建議排除該視窗 

 

民眾版底圖僅介接 google

底圖，3D地圖也是透過

google earth plugging 之

3D平台。因此，開放的圖層

都是 google 原先開放的內

容。 

2 灰色遮色片 

(1)以手指功能拖曳移動

時，灰色遮色片在比例尺

不同時，呈現大小不一的

遮住園區或非園區，畫面

顯得有點混亂，需要再檢

無 建議修正 

 

此問題已修正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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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敘述 契約規範 備註 修正回覆與說明 

查或改變呈現方式 

3 左邊功能列表似乎有點不

靈光(尤其 3D狀態時) 

無 建議修正 

 

此問題已修正完畢。 

4 景點多媒體及水晶球： 

1.多媒體為何連結至台江 

2.水晶球：呈現“伺服器

錯誤” 

本案邀標書「在導

覽據點虛擬實境

多媒體及地面光

達點雲動畫建立

與 2D圖台功能擴

充，需可連結至本

園區風景據點」 

 

景點多媒體已修正聯結至

本案所建置之虛擬實境多

媒體網頁。 

水晶球是在 googel earth

上方能顯現，須待多媒體資

料處理完後，再上傳至

360citys 網站收納後才會

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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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導覽虛擬實境建置及地理資訊系統功能擴充案 

成果報告書 
 

項次 問題敘述 契約規範 備註 修正回覆與說明 

 

5 可否新增能回歸初入系統

之地圖畫面之功能，讓使

用者迷路時可重回原點。 

無 

 

此問題已修正完畢。在 3D

地圖部分加上回到園區範

圍的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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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書 
 

項次 問題敘述 契約規範 備註 修正回覆與說明 

6 3D圖層無法顯示全區地籍

圖地號 

無 

 

3D 地圖的平台為 google 

earth plugging，此平台不

支援 gis面資料之中心點屬

性(如地籍圖之地號)顯示

於 3D 圖台之功能，但使用

者可點擊該地籍，於 popup

視窗中顯示其地段地號資

訊。 

7 在地圖定位功能點選地名

(地標)定位功能，於 2D定

位時，有些地標名稱不會

顯示，於 3D定位時地標名

稱會混亂 

本案邀標書「規定

提供使用者在 3D

圖台之中點選地

籍宗地，系統即展

示其詳細地目、面

積、權屬…等相關

資料」 

 

2D 定位時，為避免 2D 地圖

中地標文字過於擁擠，地標

名稱僅顯示重要地標名

稱，但定位時會顯示定位箭

頭，以指示使用者定位之地

標位置。 

3D定位時，定位之地標名稱

混亂之問題已解決。如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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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敘述 契約規範 備註 修正回覆與說明 

 

定位仍遇到地標名稱混亂

之情形，建議使用者更新

google earth plugging 之

版本，版本過舊會導致 3D

定位地標名稱混亂。 

8 地籍圖和門牌資訊在給民

眾使用的版本建議關閉 

本案邀標書「在隱

藏認為不宜提供

之資訊後，另提供

民眾版的園區導

覽虛擬實境地理

資訊系統，作為提

供不特定民眾查

詢使用」 

 

民眾版已將地籍圖相關功

能移除，但本公司建議保留

門牌資訊資訊於民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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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導覽虛擬實境建置及地理資訊系統功能擴充案 

成果報告書 
 

項次 問題敘述 契約規範 備註 修正回覆與說明 

9 於 3D圖層控制-使用分區

選項建議可於使用分區控

制圖層右方標明圖例，以

明顯辨識，於 2D使用分區

控制圖層也建議配合圖

例，減少於地圖上標示文

字，以免顯得凌亂。 

無 

 

 

系統已新增圖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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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書 
 

項次 問題敘述 契約規範 備註 修正回覆與說明 

10 於景點多媒體與水晶球，

於 2D定位時，沒有配合箭

頭等標示符號，附近若有

兩個以上景點時，會不知

所訂景點是哪一個，於 3D

定位時，會超過所定景點

或跑到該景點上方，一樣

不知所訂景點在哪裡？ 

無 

 

 

2D 定位時會加上定位箭頭

之提示。 

3D 定位時每個景點的定位

角度將會個別調整，讓使用

者明瞭定位之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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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書 
 

項次 問題敘述 契約規範 備註 修正回覆與說明 

11 地號顯示標號為“ NaN

號”，應顯示正確地號 

無 

 

已修正此問題。 

12 主題圖層景點顯示過於緩

慢 

無 

 

已修正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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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敘述 契約規範 備註 修正回覆與說明 

13 道路顏色及本園區範圍線

顏色應不同，以利區別 

無 

 

已修正此問題，調整園區範

圍線避免與道路顏色混淆。 

14 之後開放給民眾使用之民

眾版本，底圖建議只用

Google電子地圖或路網

圖，避免將軍事基地等機

敏設施暴露出來。 

工作計畫書(期

初)、 

期中審查建議 

 

民眾版的底圖僅介接

google 底圖，3D地圖也是

透過 google earth 

plugging 之 3D 平台，因此

不會造成管理處將軍事基

地等機敏設施暴露出來之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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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敘述 契約規範 備註 修正回覆與說明 

15 於 Google Chrome 上使用

時，景點顯示名稱會擠成

一團。 

無 

 

景點名稱混亂之問題已解

決。如仍遇到景點名稱混亂

之情形，建議使用者更新

google earth plugging 之

版本，版本過舊會導致景點

名稱混亂。 

16 民眾版本尚未呈現出來 本案邀標書「在隱

藏認為不宜提供

之資訊後，另提供

民眾版的園區導

覽虛擬實境地理

資訊系統，作為提

供不特定民眾查

詢使用」 

 

1.請先登入系統 

http://snnp.cpami.gov.tw/gis/  

2.登入成功後，將網址改為

http://snnp.cpami.gov.tw/gi

s/ssnp3/web/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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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敘述 契約規範 備註 修正回覆與說明 

17 目前 720VR、點雲動畫成

均尚未完成，會連結至台

江等景點 

本案邀標書「在導

覽據點虛擬實境

多媒體及地面光

達點雲動畫建立

與 2D圖台功能擴

充，需可連結至本

園區風景據點」 

 

 

先行修正 720VR連結至壽山

720VR 網站，點雲動畫部

分，於系統正式上線前會確

認各連結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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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導覽虛擬實境建置及地理資訊系統功能擴充案 

成果報告書 
 

項次 問題敘述 契約規範 備註 修正回覆與說明 

18 3D 圖層控制及 3D 景點飛

覽 ， 開 啟 “ 全 區 地 籍

圖”，相關說明文字點選

後，不會自動消失 

無 

 

此為 google 3D 地圖之圖台

特性： 

 

Google earth 圖台提供使

用者點選圖徵後顯示說明

文字功能，使用者需要點選

其它地方後，或是移動一下

地圖，則原先的說明文字即

可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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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書 
 

項次 問題敘述 契約規範 備註 修正回覆與說明 

19 在多媒體中建議點選相關

景點時，例 2D定位時，圖

層能夠秀出相關景點之相

對位置 

無 

 

已修正此系統問題。 

20 電 腦 是 否 一 定 要 先 灌

Google Earth，或電腦要

好一點，才跑得動系統 3D

地圖飛覽與定位等功能。 

無 

 

3D 地圖必須先下載 google 

earth plugging 才可使

用，若使用者電腦尚未安

全，系統也會提示安裝

plu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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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概述
	專案名稱
	專案緣起
	專案目標
	以生態環境教育解說及資源保育為目標，整合相關多媒體資料，供民眾瀏覽檢視。
	運用電腦多媒體720VR技術、GIS平台、flash動態地圖、flv的影音之應用技術，擴充建置相關資訊之互動多媒體。
	提供一般民眾可經由此平台，於線上進行身臨其境方式瀏覽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相關各生態及風景據點。

	專案範圍
	導覽據點虛擬實境多媒體及地面光達點雲動畫建立
	由營建署壽山籌備處選定壽山國家自然公園(以下簡稱園區)30處(含以上)生態及風景據點，例如： 雅座、相思崖、觀景台、將軍台(點將台)、良友亭上方瞭望台、海洋美景(往南方)、泰國谷、旗津旗後燈塔、旗津旗後砲台、星空隧道、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半屏山之半屏湖、鳳山縣舊城東門及北門、小溪貝塚及其它本公司推薦(由營建署壽山籌備處確認後執行)與其他營建署壽山籌備處所指定之地點。本公司就每一地點至少規劃拍攝一個720VR，總數至少30處。每一生態及風景據點須可再聯結壽山籌備處所提供各種解說文字資料、照片，物件聯...
	各生態及風景據點應具大地坐標(TWD97 121坐標系統)，可由壽山籌備處目前地理圖資展示系統平台選擇2D或3D飛行地圖點選聯結生態或風景VR。
	使用者介面（Interface）符合親和性（Friendly）之原則，畫面簡明美觀、主題標示明顯、圖形影像精緻活潑、旁白音效適宜貼切、字體清晰易於辨認；必要時，得以重點文字、影像、動畫、旁白等作為輔助說明。
	本公司提供製作VR環物影像圖片(含後製) 且VR拍照設備須為 1000萬PIXELS以上等級。
	VR播放軟體須具有上、下、左、右、拉近、放遠的功能。搭配平面格局圖使用，當VR轉動的時候，可以看出視角所看到的方位與方向。
	利用地面光達進行石灰岩洞、旗津旗後燈塔、英國領事館官邸三處地點光達資料之建立(光達拍攝地點或範圍需附加記錄檔，檔案格式為shp或kml或kmz之資料格式)，並進行點雲動畫之建置以做為風景據點之另一多媒體資料的來源。所建立石灰岩洞之光達資料可供未來地形變化之分析基礎。
	3D立體建模
	進行英國領事館官邸(含周邊附屬建物及設施)、旗津旗後燈塔(含周邊附屬設施) 及其它營建署壽山籌備處所指定之地點等三個據點進行3D立體建模(檔案格式須符合kml或kmz格式)。
	上開三處據點之3D立體建模，其解析度需達到CityGML的LOD2級。所建立完成之3D立體建模需上傳整合至Google earth。
	上開三處據點之3D立體建模完成後，須整合至營建署壽山籌備處已開發完成的「土地管理地理圖資展示系統」的3D建模地理資料庫中，並整合至該系統的3D飛行地圖平台上，讓使用者可以不同飛行角度觀看瀏覽。
	3D圖台整合開發建置及2D系統功能擴充
	3D圖台整合開發建置
	擴建3D圖台服務系統，將壽山籌備處原來建置的2D土地地理圖資展示系統中擴建整合google earth 3D圖台服務。提供民眾可以直接在原來的2D基礎地理圖資展示系統中，直接按2D圖台上的「3D地圖按鈕」後，系統即從原來的2D圖台直接切換至google earth 3D圖台，使用者即可在瀏覽器中進行3D電子地圖的瀏覽，並可進行飛行、旋轉、放大、縮小。
	擴充3D圖層下載功能，讓使用者可以下載本專案所建立的生態及風景據點飛行地圖。
	擴充門牌號碼3D定位功能。
	擴充地段地號3D定位功能。
	擴充坐標3D定位功能。
	擴充30個生態風景據點3D定位功能。
	擴充3D建物之3D定位功能。
	擴充生態、風景據點及3D建物飛覽功能。
	使用者在2D圖台所觀看的地圖域區域在切換至3D圖台時，3D圖台會自動定位至該區域。使用者在3D圖台所觀看的地圖域區域在切換至2D圖台時，2D圖台會自動定位至該區域(僅限定在本園轄區範圍內)。
	在3D飛行地圖平台提供空間點選功能，使用者可於圖面上直接點選任一生態或風景據點，系統即自動呈現該據點VR。
	提供園區飛覽功能，使用者只需按下園區飛覽播放，系統即自動進行園區的飛覽。使用者亦可選擇暫停或停止飛覽。
	擴充3D圖層展示控制功能，使用者可以自行進行3D圖層的開啟及關閉。
	提供使用者在3D圖台之中瀏覽土地使用分區之功能。
	提供使用者在3D圖台之中瀏覽地籍圖之功能。
	提供使用者在3D圖台之中瀏覽國家公園範圍之功能。
	提供使用者在3D圖台之中點選地籍宗地，系統即展示其詳細地目、面積、權屬…等相關資料。
	2D圖台功能擴充：
	在地理圖資展示系統2D圖台中，提供使用者將滑鼠移至任一生態或風景據點時，系統即自動以tooltip泡泡方式呈現該據點之720VR縮照之擴增功能，使用者可於泡泡上直接點選據點的VR。若該據點有3D建模時，使用者亦可將該3D建模進行下載。若該據點有點雲動畫時，使用者亦可直接接點選進行播放。
	在地理圖資展示系統2D圖台中，提供探針查詢功能。使用者可經由拖拉該探針至圖台，即可查詢附近之地段地號清單功能。
	擴充影像地圖快速圖層透明度調整功能，以提供使用者可以利用不同年度影像資料進行土地利用變化之比較。在快速顯圖下，使用者可以對2D快速圖層進行透明度隨意調整的功能。使用者經由滑塊以連續的方式，對2D快速圖層分別逐一進行圖層透明度百分別的調整，且系統需在1秒內即反應完成。
	擴充景點多媒體模組，提供使用者可以直接在清單中點選任一風景據點後，系統即可直接開啟該風景據點之720VR。或是進行該景點之點雲動畫之播放。
	提供使用者進行風景據點2D定位功能。
	提供使用者進行水晶球3D定位功能。
	與圖資雲介接規劃及建置
	圖形資料處理及地理資料庫整合
	將本專案所建立完成之30處生態及風景據點720VR成果，進行水晶球(即360Cities圖層)建置處理，並協助上傳至Google Earth伺服器或Google公司授權之民間公司網站或伺服器，讓園區生態及風景據點可經由相關平台擴大行銷推廣至全世界。
	進行本園區範圍界、土地使用分區圖、地籍圖進行3D飛行圖形處理並整合至3D飛覽地理資料庫中。
	擴充本專案所建立之生態及風景據點地理圖層，並將其整合至地理資料庫中。
	「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建構成果及相關注意事項
	營建署壽山籌備處現有「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系統之開發環境係架構在壽山籌備處既有的GIS平台中(Cold fusion、Oracle空間圖形資訊解決方案)，本公司在此平台架構下擴充本專案功能。
	本專案各項成果均應建置於營建署壽山籌備處既有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作為內部使用。
	上述既有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統，本公司會將地籍圖層、樁位圖層、或與營建署壽山籌備處討論認為不宜提供之資訊隱藏後，另提供簡易版之GIS地理圖資展示系統即民眾版的園區導覽虛擬實境地理資訊系統，作為提供不特定民眾查詢使用，提升為民服務效能。並應將簡易版GIS地理圖資展示系統之VR網址，協助於營建署壽山籌備處網站進行連結及展示。
	營建署壽山籌備處負責提供各種聯結所需的相關解說文字資訊、照片及影片。
	提供完全支援IPv4/IPv6雙協定互通技術測試報告。
	遵循「行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政府網站版型與內容管理規範」。
	本專案網頁需以HTML5技術開發，以相容於各種瀏覽器及裝置。
	教育訓練
	資通安全事項
	基本安全
	本公司於系統分析階段完成前，將先瞭解營建署資安政策、既有之資訊安全管理系統與本專案之內容。
	遵循營建署之相關資訊安全管理文件、手冊、要點及規範。
	本公司對所接觸之資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確保資料安全性，並遵循下列相關法令或規定：
	個人資料保護法。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規範。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
	政府資安作業規範之「Web應用程式安全參考指引」。
	其他法令相關規定。
	應用程式安全
	應用系統軟體開發應遵照政府資通安全作業規範之「Web應用程式安全參考指引」。
	應用系統程式開發須禁止使用已被資訊安全組織公布，易遭駭客攻擊之弱點的開發方式，如 OWASP(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 最新公布之前10大安全問題種類（如SQL Injection及Cross Site Scripting）及未來發布之安全問題種類。
	禁止使用未取得授權的軟體，取得授權之軟體應在授權許可之機器上使用。
	本公司交付應用系統程式原始碼時應負責檢測並確保所交付之應用軟體不得有後門或木馬程式。
	共通需求
	網站設計之文字字型、風格設計、區塊(Layout)配置皆須使用共同之CSS設定，以達美觀、好維護。
	當網頁使用Script語言設計時，本公司須提供瀏覽器不支援Script播放時之替代方案，並需符合無障礙需求，且不影響營建署網頁美觀。
	網站首頁下載應考慮使用者網路環境負載能力，網頁製作須考量網路的傳輸速率及網頁品質。
	網頁相關之圖示、圖形、技術與程式碼之來源必須符合著作權法之規定，若有違反，一切法律責任必須由本公司自行負責，與營建署無關。
	本公司簽約後於系統規劃過程，應依計畫進度提報作業現況，並經營建署同意，據以進行後續程式設計等工作。
	工作期間內機關得視需求請本公司提出工作執行書面說明或口頭報告。
	本公司於本專案執行期間，應依據營建署業務之需要，隨時協助營建署調整網站架構。
	系統保固及維護需求
	本專案系統經驗收合格次日起一年內為保固服務期，本公司應免費提供各項保固服務。
	保固服務項目包括：本專案應用系統之維護、偵錯、功能強化更新、使用者現場諮詢服務等工作。
	系統如有偶發故障，本公司需負責完成故障排除。
	保固期間內若發現程式設計錯誤或本專案所裝之軟體造成的資料發生連結錯誤或系統執行異常現象，本公司應自接獲通知8個工作小時內配合做緊急處理，並於24個工作小時內將錯誤程式修改(或軟體重新安裝、更新版本)測試完畢，並同時修正相關之文件資料。
	工作小時計算以營建署正常上班時間為準(週一~週五為每日8小時，例假日及彈性放假日不列入計算)。

	專案時程
	查核點一(專案工作計畫書)：
	時間：102年8月12日前 (簽約次日起20個日曆天內)。
	查核項目：
	提送專案工作計畫書(書面12份、電子檔1份)。
	召開期初簡報。
	查核點二(期中報告)：
	時間：102年10月21日前 (簽約次日起90個日曆天內)。
	查核項目：
	完成系統雛型及資料庫建置架構。
	提送期中報告書(書面12份、電子檔1份)。
	召開期中簡報。
	查核點三(系統測試)：
	時間：102年12月30日前(簽約次日起160個日曆天內)。
	查核項目：
	完成系統及資料庫建置架構作業，於正式環境測試，上線營運。
	提送系統測試報告書(書面10份，電子檔1份)。
	上線測試並依據測試結果修改。
	查核點四(期末報告)：
	時間：103年2月8日前 (簽約次日起200個日曆天內)。
	查核項目：
	完成本專案系統應修正與調整工作。
	提送期末報告書(書面12份、電子檔1份)。
	系統操作及管理手冊(書面10份，電子檔1份) 。
	軟體原始程式碼及執行檔(電子檔1份) 。
	本專案使用之相關軟硬體合法使用授權書(書面1份) 。
	召開期末審查。
	查核點五(成果交付)：
	時間：103年3月3日前(期末簡報審查通過後於14個日曆天內提送成果報告書)。
	查核項目：
	期末審查審查通過後辦理教育訓練(共兩梯次，每梯次1.5小時5人以上)並提送成果報告書(書面12份，電子檔1份)。
	成果報告書若經機關審查尚需修正，應於接獲通知次日起7個日曆天內修正完畢並重行繳交。

	專案組織

	導覽據點虛擬實境多媒體建立
	作業需求
	由營建署壽山籌備處選定壽山國家自然公園(以下簡稱園區)生態及風景據點並拍攝30個點(含以上)，例如： 雅座、相思崖、觀景台、將軍台(點將台)、良友亭上方瞭望台、海洋美景(往南方)、泰國谷、旗津旗後燈塔、旗津旗後砲台、星空隧道、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半屏山之半屏湖、鳳山縣舊城東門及北門、小溪貝塚及其它本公司推薦(由營建署壽山籌備處確認後執行)與其他營建署壽山籌備處所指定之地點。
	每一生態及風景據點須可再聯結壽山籌備處所提供各種解說文字資料、照片，物件聯結總數最高可達90個，經後製處理整合搭配示意圖。720VR場景有空間平面圖添加到地圖中，讓觀看者可輕鬆識別場所具體方位，獲致如雷達圖掃描般之視覺效果。
	各生態及風景據點應具大地坐標(TWD97 121坐標系統)，可由壽山籌備處目前地理圖資展示系統平台選擇2D或3D飛行地圖點選聯結生態或風景VR。
	使用者介面（Interface）符合親和性（Friendly）之原則，畫面簡明美觀、主題標示明顯、圖形影像精緻活潑、旁白音效適宜貼切、字體清晰易於辨認；必要時，得以重點文字、影像、動畫、旁白等作為輔助說明。
	本公司提供製作VR環物影像圖片(含後製) 且VR拍照設備須為 1000萬PIXELS以上等級。
	VR播放軟體須具有上、下、左、右、拉近、放遠的功能。搭配平面格局圖使用，當VR轉動的時候，可以看出視角所看到的方位與方向。
	將本專案所建立完成之30處生態及風景據點720VR成果，進行水晶球(即360Cities圖層)建置處理，並協助上傳至Google Earth伺服器或Google公司授權之民間公司網站或伺服器，讓園區生態及風景據點可經由相關平台擴大行銷推廣至全世界。

	作業流程
	虛擬實境多媒體作業流程
	擬訂拍攝地點清單。
	現場實際拍攝。
	拍攝成果討論，確認拍攝清單，確定44個虛擬實境清單。
	依據虛擬實境拍攝清單，討論I點內容。
	確認I內容進行系統後製作業。
	完成虛擬實境多媒體建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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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景圖(cyclorama)
	球形環景圖(spherical panorama)
	準備好球形環景圖，也就是經過後製處理的720VR環景影像圖片。
	以壽山籌備處身份登入360 Cities網站，在360 Cities網站必須先申請帳號，才能上傳球形環景圖。
	上傳圖片，利用360 Cities網站提供的上傳功能，將符合標準的球形環景圖上傳至360 Cities網站。

	設備說明
	虛擬實境多媒體清單

	虛擬實境多媒體畫面設計
	整體版面是以環景之美景為主，右下方有雷達圖，顯示使用者視角之方位，下方有功能列，可以向右、向左、向上、向下旋轉視角，使用者亦可以透過滑鼠進行環景圖的瀏覽，不需要透過以下工具列。如圖 5說明。
	風景據點的解說。如圖 6說明。
	點選環景內之相關I點，若為圖片和文字說明，顯示方式可以參考以下畫面。如圖 7和圖 8。
	環景內之I點，亦可為影像檔之連結，如以下範例為串聯營建署國家公園組所製作之行動解說員成果。如圖 9和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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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一測站工作結束，內建數位照相機置於掃瞄儀上，通過掃瞄儀控制進行彩色拍照，掃瞄儀首先進行普通掃瞄並確定一個平衡的曝光設置，最後將在另一次轉動時拍攝數位圖片。
	搬站進行另一角度之掃瞄。
	指定3D掃瞄範圍
	3D點雲資料坐標計算與整合
	內業處理
	點雲自動模組化
	進行各測站資料3D自動模組化。
	進行共軛基準點統計測試，判定各測站間所掃瞄之共軛基準點精度指標是否符合套疊誤差 ±1公分之要求。
	若不符合上述精度之要求，則無法自動組成3D模型，改採手動方式進行3D模組化。
	對於掃瞄之結果進行雜訊的清除以獲得所需要之資料。
	將掃瞄之點雲資料建模後，可依需求得高精度點雲模型。
	點雲動畫製作
	資料轉檔
	資料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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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徑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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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作環境架構與軟體設備
	作業流程
	GIS開發工具多適合快速開發。
	原型開發中工具即與最終系統工具相同，無定案後改寫問題。
	多年經驗顯示，使用者看到系統後才能具體化以實機例舉方式明確說出其需求。
	進行初步系統需求分析。
	系統環境架設。
	開發第一原型進行相關查核點報告，含完整操作界面及重要功能，依原型重新調整功能範圍。
	系統測試及界面修正。
	撰寫相關系統文件。
	系統運轉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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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illa FireFox 2.0(含)以上
	Google Chrome 17.0(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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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充3D圖台定位功能-以地籍圖定位為例
	3D圖層資料與功能彙整
	風景據點多媒體資料彙整
	探針功能
	系統介接Google 街景，結合公用資源展現  壽山地區環境特色


	圖形資料處理及地理資料庫整合
	資料表清單
	土地使用分區與地籍圖資料庫關聯性
	資料字典

	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時間
	人數及對象
	每梯次課程人數為20人為限。
	課程對象：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業務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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