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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軟體社群不斷的壯大發展，提供學術、
民間社團和官方機構許多應用軟體的解決方案。以開放原始碼軟體建置資料庫網

站不僅大幅降低日後維護網站的成本，也利於網站的管理和維護；網站架設技術

和資源都是公開的，不必依賴特定的商業公司或團體。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

署建置國家重要濕地資料庫網站採用 Drupal、MetaCat、MapServer建置入口網站
主體、濕地生態研究資料查詢、分享平台，並提供地理資訊瀏覽查詢功能。Drupal
是一套免費的網站內容管理系統(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CMS)，廣大社群不
斷的開發各種模組，使 Drupal具有非常強大且富彈性的網站建置和管理功能。藉
由 Drupal模組的發展，未來可將分散的網站系統整合為單一的網站管理系統，提
升網站資訊管理和使用的效率。 
關鍵字：Drupal、網站管理系統、開放原始碼軟體、濕地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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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 bloom of open source software communities has benefited 
academia, government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s administration and 
maintenance cost a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due to website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with open source software. Readily accessible techniques and resources 
for website development have also reduced dependency on commercial proprietors. A 
Taiwan wetland database web portal was developed for th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Branch,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using Drupal as the website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MetaCat as a platform for 
warehousing, searching and sharing research data of wetlands, and MapServer for 
browsing and query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ll software was free with strong 
open resource support from broad user communities. Drupal is a powerful and flexible 
system for website development and administration due to manifold modules 
contributed by user community. In the future, this web portal can be integrated into 
one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by developing Drupal modules to facilitate 
administration and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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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網站建置與管理的潮流已由採用

特定商業架站軟體或個別撰寫網頁程式轉變

為使用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網站管理系
統(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CMS)。當美國
總統歐巴馬提出開放政府(open government) 
政策，美國白宮也開始擁抱開放原始碼社

群，採用 Drupal(http://drupal.org/)作為白宮網
站(http://www.whitehouse.gov/)的建置與管理
系統(陳曉莉 2009, 范眠 2010)。此一舉措，
舉世注目，更積極引領未來網路資訊傳播工

具朝向開放原始碼網站管理系統發展。開放

原始碼資源藉由公開、分享，及龐大開放社

群投入系統的開發、維護，軟體的功能性與

安全性亦不斷提升。採用開放原始碼資源，

不僅降低長期網站維護成本，更可跨越依賴

特定商業軟體的障礙，提高軟體資源的可及

性。政府單位採用開放原始碼資源不僅降低

網站建置、維護公務預算，更可將使用開放

原始碼資源所開發的成果回饋於廣大社群，

促使整體開放原始碼資源更加豐富。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長期推動全

國濕地環境生態調查、保育政策規劃與復育

行動計畫(內政部 2009,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
發展分署 2010)；2009 年籌畫建置國家重要
濕地資料庫入口網站，做為全國濕地生態環

境資訊與研究成果的累積與共享平台，以提

供未來全國民間、學術和官方進行濕地復

育、經營管理、政策擬定等各層面整合的基

礎資訊來源。先期規劃建置入口網站平台，

以彙整和擴充國家重要濕地簡介網站的內

容，提供長期濕地調查資料累積、更新和分

享的機制、及空間資訊導覽、網站內容維護

管理等功能。我們採用 Drupal、MetaCat 
(http://knb.ecoinformatics.org/software/) 、

MapServer (http://mapserver.org/) 和

GeoMOOSE (http://www.geomoose.org/) 等
開放原始碼軟體建置濕地入口網站的主要功

能；目前，網站建置的成果為建立整合國家

重要濕地相關資訊的架構，為一般大眾提供

各濕地社會人文、自然環境及濕地生物的導

覽介紹；為保育團體和研究單位提供濕地空

間資訊導覽、下載、濕地生態及社會人調查

標準作業程序建議、濕地調查研究資料上

傳、查詢和共享等服務；對管理機關則提供

了網站管理、濕地調查研究資料更新、分享

的功能與機制。 
濕地資料庫入口網站的主要功能分為國

家重要濕地導覽和相關計畫資訊、空間資訊

導覽，及濕地調查資料查詢三個部分。國家

重要濕地導覽和相關計畫資訊此部分的內容

龐雜；我們採用 Drupal網站管理系統，將這
些異質、零散的資訊分類建置網頁，構成了

入口網站的主要內容。空間資訊導覽系統是

以 MapServer 網路地理資訊軟體建置；濕地
調查資料查詢系統則是以 MetaCat 生態詮釋
資料目錄系統建置。這些網站系統均可架設

於 Windows 或 Linux 作業系統環境下的
Apache網頁伺服器。 
我們使用 MySQL 資料庫管理系統搭配

Drupal 網站管理系統，儲存網站的結點、頁
面內容；網站中內嵌 Google maps 應用於濕
地空間導覽，Google自訂搜尋則應用於濕地
生物整合查詢(表 1)。空間資訊導覽系統是以
MapServer for Wondows (MS4W) 、
GeoMOOSE 建置；要將圖層透過 MapServer
軟體發佈、展示於網頁上，必須編寫 map 
file，設定展示圖層的參數，此部分藉由
MSCompanion圖形介面的輔助，以降低編寫
map file的困難與不便(表 1)。 
濕地調查資料查詢系統，是採用

Apache、Tomcat網頁伺服器軟體，OpenLDAP
做為使用者認證系統，以 phpldapadmin軟體
來管理使用者帳號，以 PostgreSQL資料庫管
理系統儲存生態詮釋資料(表 1)；MetaCat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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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調查資料查詢系統的核心，使用者使用

Morpho詮釋資料編輯軟體，通過身分認證機
制上傳資料至 MetaCat 主機資料庫，使用者
亦可透過Morpho軟體或MetaCat網頁瀏覽介
面與 MetaCat 資料庫互動，查詢、下載資料 
(圖 2)。MetaCat 和 Morpho 兩套軟體都是由
美國 KNB (The Knowledge Network for 
Biocomplexity, http://knb.ecoinformatics.org)
組織所發展，國內有農委會林業試驗所生態

資訊研究小組參與 Morpho 的發展與介面中

文化，增進了 Morpho 對國內使用者的親和
性(林試所 2008)。國家重要濕地資料庫入口
網站 (http://wetland-tw.tcd.gov.tw/drupal/) 首
頁主要提供最新訊息及年度執行計畫成果的

公告。網站主選單位於上方橫列，提供國家

重要濕地計畫介紹、空間資訊導覽、及濕地

調查資料查詢的連結。左側選單提供濕地導

覽、濕地生物介紹、濕地生物整合查詢、濕

地保育宣導出版品、即時監控影像、相關網

站連結、檔案下載等連結功能(圖 2)。 
 
表 1. 建置國家重要濕地資料庫入口網站系統軟體 

軟體名稱 功能 來源網址 

1. 入口網站管理系統   

Drupal 6.x 入口網站建置、管理系統 http://drupal.org/;  
http://drupaltaiwan.org/ 

MySQL 網站資料庫管理系統 http://www.mysql.com/ 

Google Maps API 網站內嵌 Google maps應用程序 http://code.google.com/intl/zh-TW/apis/
maps/ 

Google Custom Search 
Engine API 

網站內嵌 Google 自訂搜尋應用程序 http://code.google.com/intl/zh-TW/apis/c
ustomsearch/ 

2. 空間資訊導覽系統   

MapServer for Windows 
(MS4W) 

網路地理資訊應用整合軟體 http://mapserver.org/; 
http://maptools.org/ms4w/ 

GeoMOOSE 2.0 網路地理資訊應用整合軟體 http://www.geomoose.org/ 

MSCompanion MapServer map file編輯軟體 http://code.google.com/p/mscompanion/ 

3. 濕地調查研究資料查詢系統  

Apache 2.x 網頁伺服器軟體 http://httpd.apache.org/ 

TomCat 5.5 網頁伺服器軟體 http://tomcat.apache.org/index.html 

OpenLDAP-2.4.16 使用者登入認證系統 http://www.openldap.org/ 

phpldapadmin 認證系統管理軟體 http://phpldapadmin.sourceforge.net/ 

PostgerSQL 8.3 資料庫管理系統 http://www.postgresql.org/ 

MetaCat 1.8.1 生態詮釋資料儲存、共享系統 http://knb.ecoinformatics.org/software/m
etacat/ 

Morpho 1.6.1 生態詮釋資料編輯軟體 http://knb.ecoinformatics.org/morphopor
tal.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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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MetaCat生態詮釋資料目錄系統架構 (資料來源：http://knb.ecoinformatics.org/) 
 
 
 
 
 
 
 
 
 
 
 
 
 
 
 
 
 
 
 
 
 
 
圖 2. 國家重要濕地入口網站首頁 (http://wetland-tw.tcd.gov.tw/dru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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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圖層平移、縮放、量測、繪圖、Google
街景等基本導覽工具的空間資訊導覽介面 
(http://wetland-tw.tcd.gov.tw/geomoose2/wetla
nd-gis.html)。右側圖層目錄可控制圖層開
啟、關閉、淡入、淡出、上下堆疊等功能 (圖 
3) 。 在 濕 地 調 查 資 料 查 詢 系 統

(http://metacat.tcd.gov.tw/tcd/)查詢介面中輸
入關鍵字可以查詢相關的調查詮釋資料(圖 
4)。在查詢結果中，點選一份文件標題，可
檢視、下載該份文件的詮釋資料和表單資料

(圖 5)。 

 
 
 
 
 
 
 
 
 
 
 
 
 
 
 
 
 
 
圖 3. 國家重要濕地空間資訊導 (http://wetland-tw.tcd.gov.tw/geomoose2/wetland-gis.html) 
 
 
 
 
 
 
 
 
 
 
 
 
 
 
圖 4. 國家重要濕地調查資料查詢系統  (http://metacat.tcd.gov.tw/t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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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國家重要濕地調查資料查詢系統詮釋資料檢視頁面 
 
 
近年來，以 Drupal CMS 建置的網站不斷增
加，美國長期生態研究網 (US Long Term 
Ecological Research, LTER) 亦全面將網站移
轉至 Drupal CMS，以管理長期生態研究網長
年累積豐富、龐雜的生態研究資料 (Gries et 
al. 2010, San Gil et al. 2010)。2010年，美國
長期生態研究網以生態詮釋資料語言 
(ecological metadata language, EML; http:// 

knb.ecoinformatics.org/software/eml/) 標準為
基礎，發展了一套 Drupal環境資訊管理系統
模 組 (Drupal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DEIMS; 
http://code.google.com/p/deims/)，成功的以
Drupal 整合、管理長期生態研究資訊，使得
在單一網頁平台上建置、管理、查詢長期生

態研究資料更富有彈性及高度的資訊整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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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http://www.lternet.edu/sites/luq/ , http:// 
www .lternet.edu/sites/sev/)。Drupal CMS透過
模組的延伸，具有高度的彈性，亦有社群的

力量投入 Drupal 地理資訊功能的發展 
(Burnett 2009, Paulsen 2010)，例如 Geo 
(http://drupal.org/project/geo) 、 Mapstraction 
CCK(http://drupal.org/project/mapstraction_cc
k)等模組可支援地理資訊瀏覽的功能。目
前，國家重要濕地資料庫入口網站是以

Drupal、MetaCat、MapServer 三個網站系統
組成，未來透過 Drupal模組的發展及支援，
可將目前的系統整合為單一的網站管理系

統，以提高國家重要濕地資訊管理平台的使

用效率與親和性，持續推展使之成為未來濕

地國家公園之環境資訊管理系統。 
我們採用開放原始碼軟體建置了國家重

要濕地入口網站的架構，提供了全國濕地資

訊彙整、共享的平台。因應未來濕地國家公

園之成立及全國濕地保育與研究的進展，此

網站的架構與功能需要進一步發展，我們期

待管理單位能秉持開放的精神，發展便利、

開放的網站建置系統與模組，提供全國濕地

保育相關團體使用，以利於全國濕地資訊的

累積與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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