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陽明山國家公園 ICT 應用於遊憩設施與自然美學體驗 

林永發、陳彥伯、韓志武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陽明山國家公園位於台北都會區近郊，擁有獨特而豐富的火山地質地形、水文、動植物及

人文資源特色，除具有保育珍貴環境資源的功能外，也提供了社會大眾親近大自然、從事生態

旅遊及進行環境教育的良好場域。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自 1985 年成立以來，即積極辦理環

境保育、解說教育、生態旅遊、遊憩設施整備等工作，目前已漸次呈現完善的經營管理架構，

未來亦將朝向推動保育成果及提昇服務品質的方向持續努力。 

近年來資訊科技日新月異，雲端技術與無線網路的應用日趨成熟，再加上智慧型手機與平

板電腦普及，通訊科技和無線感測網路不斷創新與發展，資訊得以更快速地傳遞。  

因此 ICT (資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的應用成為現代科

技發展的重點，ICT 技術廣泛地運用在各種產業與生活中。本處也將 ICT 應用於解說設施，

提供多元的自我導覽方式。 

ICT 應用於遊憩設施規劃架構，著重於基礎資料建置、通訊環境改善、應用系統設置等三

方面。基礎資料建置包含數值模型(DEM)與數值表面模型(DSM)建置，影像、溫度、溼度等即

時資訊提供，解說牌誌系統更新，解說教育與保育研究資料之彙整，氣象、火山監測資料，公

共設施資料建置等多方向。 

通訊環境改善方面，協調通訊業者增設基地台等改善擎天崗、二子坪、大屯等處通訊不良

狀況，現除少數死角外，大部分區域皆可通訊。協調通訊業者佈設 50M 光纖至各遊客服務站，

以提昇各站網路效能。 

應用系統設置方面，進行全球資訊網網頁全面改版及資料庫重整，設置 3D 導覽平台、手

持式行動導覽 APP 系統、解說牌誌系統等。 

運用 ICT 等智慧科技是全球趨勢，亦可節能減碳，我們將持續充實相關基礎資料。透過

新科技的運用，落實於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以達到環境資源永續利用之目標。ICT 相關系統之

運用，讓民眾不論在家或實際到陽明山來，均可隨時獲得必要資訊，輔助欣賞美景增加自然美

學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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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自然美學體驗

未來展望

前言

近年來資訊科技日新月異，雲端技術與無線網路的
應用日趨成熟，再加上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普及，通
訊科技和無線感測網路不斷創新與發展，資訊得以更快
速地傳遞。

因此ICT (資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的應用成為現代科技發展
的重點 ICT 技術廣泛地運用在各種產業與生活中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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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點，ICT 技術廣泛地運用在各種產業與生活中。本
處也將ICT應用於解說設施，提供多元的自我導覽方式。

陽明山國家公園簡介

 陽明山國家公園位處臺北盆地北緣，面積約11,455公頃
。

 行政區包括臺北市士林、北投部份山區，及新北市淡水
、三芝、石門、金山、萬里等部份山區；海拔高度自
200公尺至1,120公尺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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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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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北市士林、北投區

 新北市淡水、石門、三芝、金山、萬里區

陽明山國家公園簡介

本園區因受緯度及海拔之影響，氣候分屬亞熱帶氣
候區與暖溫帶氣候區，且季風型氣候極為明顯。

春季2、3月是陽明公園傳統的花季，色彩繽紛的各
種杜鵑與滿山遍野的緋寒櫻，一掃隆冬的陰霾、單調，
而將大地粧點得分外動人。

夏季在西南季風的吹拂下，午後偶有雷陣雨，霧雨
初晴時 山區常可見「虹橋跨立山谷 的景緻 使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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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晴時，山區常可見「虹橋跨立山谷」的景緻，使雨後
的陽明山更加亮眼。



陽明山國家公園簡介

當秋季來臨的10月份，白背芒形成一片隨風搖曳的
花海；稍晚，楓紅點綴枝頭，樹葉片片金黃，交織成一
幅盛名遠播的「大屯秋色」。

冬季時因受東北季風影響，陽明山區經常寒風細雨
，低溫高濕，雲霧瀰漫，別具一番景緻；若遇強烈寒流
來襲，七星山、竹子山、大屯山一帶偶可見白雪紛飛，
成為瑞雪覆蓋的銀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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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瑞雪覆蓋的銀白世界。

小油坑遊客服務站小油坑遊客服務站

大屯遊客服務站大屯遊客服務站

陽明書屋遊客服務站陽明書屋遊客服務站 冷水坑遊客服務站冷水坑遊客服務站

服務據點分佈圖

88

擎天崗遊客服務站擎天崗遊客服務站

龍鳳谷遊客服務站龍鳳谷遊客服務站

陽明書屋遊客服務站陽明書屋遊客服務站 冷水坑遊客服務站冷水坑遊客服務站

天溪園遊客服務站天溪園遊客服務站

遊客中心遊客中心

ICT應用於遊憩設施規劃架構

基礎資料建置

通訊環境改善

應用系統設置

 陽明山國家公園全球資訊網

 3D導覽平台

 環境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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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影像資料庫系統、環境教育電子書）

 導覽機系統

 手持式行動導覽APP系統

 解說牌誌系統
（解說牌、解說摺頁及解說牌延伸閱讀及解說樁QR code）

ICT應用於遊憩設施規劃架構

基礎資料建置

 數值模型(DEM)與數值表面模型(DSM)建置

 重要建物3D建模

 影像、溫度、溼度等即時資訊提供

 行動解說員影片拍攝

 解說牌誌系統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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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說教育與保育研究資料之彙整

 影像資料庫建置

 火山監測資料、氣象資料監測

 土地管理地理資訊整合建置

 公共設施資料建置

 建築管理資料建置

ICT應用於遊憩設施規劃架構

通訊環境改善

 協調通訊業者增設基地台等改善擎天崗、二子坪、大屯等
處通訊不良狀況，現除七星山頂、夢幻湖等少數死角外，
大部分區域皆可通訊。

 協調通訊業者佈設50M光纖至各遊客服務站，以提昇各站網
路效能，目前除天溪園外均已佈設完成

11

ICT應用於遊憩設施規劃架構

應用系統設置

 陽明山國家公園全球資訊網

 3D導覽平台-虛擬實境地理資訊系統

 環境教育平台
（含影像資料庫系統、環境教育電子書）

 導覽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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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動導覽APP

 解說牌誌系統
（解說牌、解說牌延伸閱讀及解說樁QR code）



運用資通訊科技(ICT)之應用系統現況

 進行網頁全面改版及資料庫重整。

 結合智慧型手機，強化即時資訊。

 線上影音多媒體觀賞及下載功能。

 提供環境教育教學活動設計等內容。

 成立Facebook粉絲團加強與網友互動。

• 陽明山國家公園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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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資通訊科技(ICT)之應用系統現況

‧ 3D導覽平台-虛擬實境地理資訊系統

 運用3D LiDAR建立環境地景、建築等重要景點之數位資料
，並將重要建物進行3D建模，取得園區範圍最新正射影像
及DEM資料，將之整合至3D導覽平台，以供相關展示設計上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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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資通訊科技(ICT)之應用系統現況

‧ 3D導覽平台-虛擬實境地理資訊系統

 透過互動式3D導覽平台的展示系統創新行銷本園，使用者
能透過線上立體仿真導覽對本園區有預先的認識，並能尋
找需要的保育、解說及遊憩資訊，以提升遊憩品質並做到
保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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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資通訊科技(ICT)之應用系統現況

‧ 3D導覽平台-虛擬實境地理資訊系統

 具水平、垂直距離及面積、地形起伏量測功能。

 於主要步道建置解說牌誌、景觀照片、生物照片、影片。

 重要景點建置720度環場照片。

 建置園區自行車騎乘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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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資通訊科技(ICT)之應用系統現況

‧3D導覽平台-虛擬實境地理資訊系統

 公車資訊彙整匯入及搜尋功能。

 停車場資訊彙整匯入。

 為提供外籍網友使用，新增英文版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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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資通訊科技(ICT)之應用系統現況

‧ 3D導覽平台-虛擬實境地理資訊系統

 將WebCam（網路攝影機）連結至相對應地理位置，提供遊
客線上觀看當地天氣與交通狀況。

18



運用資通訊科技(ICT)之應用系統現況

 環境教育平台

 行動解說員：配合解說服務內容規劃案規劃解說內容與大
綱，於逐年錄製解說員解說影音短片，由本處資深解說員
擔任影片主講，配合現場實境介紹各解說據點之生態、地
質或人文特色。2011年完成七星山系17支(營建署拍攝5支)
，2012年拍攝大屯山系20支，2013年拍攝擎天崗系15支。

19

運用資通訊科技(ICT)之應用系統現況

 環境教育平台

 研究報告資料庫：歷年解說教育與保育研究成果之分類與
整合分析。

 線上影像資料庫：將本處豐富之生態影像予以系統化之分
類並建立線上影像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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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資通訊科技(ICT)之應用系統現況

 環境教育平台

 環境教育專題網頁：環境教育教學活動設計、環境教育摺
頁編製、環境教育專冊編印等，均置於網站供學校師生線
上下載使用。

 環境教育多媒體電子書：打破傳統電子書格式，提供擷取
需要的文字、圖片、或整頁資料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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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資通訊科技(ICT)之應用系統現況

 手持式行動導覽APP系統

 本園位大台北地區北緣，遊客眾多，APP可提供24小時的便
捷服務。

 提供最新消息、園區介紹、園區景點、步道及單車遊、生
態藝廊、交通資訊－公車動態查詢。

 本應用程式(App)可適用於目前主流之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
：蘋果IOS、谷歌Android系統，微軟Mango版(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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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IOS、谷歌Android系統，微軟Mango版(Windows 
Phone)並各有英、日文版。

運用資通訊科技(ICT)之應用系統現況

遊客中心及各遊客服務站設置互動式導覽機

 為提供遊客互動式的遊憩資訊服務，於遊客中心及各遊客
服務站建置互動式導覽機台，提供遊客查詢園區遊憩資訊
、導覽解說、電子書、影音園地、交通資訊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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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資通訊科技(ICT)之應用系統現況

 遊客中心及各遊客服務站免費提供手機充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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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資通訊科技(ICT)之應用系統現況

‧ 解說牌誌系統

2010~2013年分4個山系逐年進行18條步
道及鄰近據點解說服務內容規劃設計

隔年施工

■步道牌誌細部規劃設計
‧解說資源細部調查、主題確認、基點選定、媒
體系統配套（含行動解說員解說內容規劃與解
說大綱訂定）整體規劃。

‧牌誌版面文稿、美編、地圖等細部設計。
2010年
解說系統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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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牌、解說樁、方
向指示牌、里程牌等
細部設計及施工
行動解說員影片拍攝
步道摺頁印製

■解說服務延伸閱讀內容及解說樁內
容（QR CODE）編撰

‧解說服務延伸閱讀內容及解說樁內容進行蒐集
與編撰

‧提出資通訊科技（ICT）與牌誌系統進行整合
與運用之相關建議。

‧牌誌版面文稿、美編、地圖等細部設計。

■步道摺頁之設計
‧步道摺頁系統之意象設計，及摺頁之內容撰寫、
美編設計完稿等工作。

解說系統整體規劃
解說系統架構
據點發展規劃
步道牌誌及摺頁系
統發展構想與規範
建立

運用資通訊科技(ICT)之應用系統現況

‧ 解說牌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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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資通訊科技(ICT)之應用系統現況

‧ 解說牌誌系統

 登山口導覽牌示以全面性介紹、登山注意事項及地圖為主
，輔以QR Code 提供民眾延伸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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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資通訊科技(ICT)之應用系統現況

‧ 解說牌誌系統

 解說牌內容淺顯易懂，以鋁板印刷顏色鮮艷，經久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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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資通訊科技(ICT)之應用系統現況

‧ 解說牌誌系統

 每200公尺設置里程牌，上有起訖點位置及總里程，標示出
現在位置，各山系牌誌上方以色塊區分並有步道名稱，側
面有標示海拔高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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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資通訊科技(ICT)之應用系統現況

‧ 解說牌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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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 Code



運用資通訊科技(ICT)之應用系統現況

‧ 解說牌誌系統

 QR Code 用智慧型裝置讀取後之延伸解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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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資通訊科技(ICT)之應用系統現況

‧ 解說牌誌系統

 應用解說樁減少解說牌設施，讓遊客用智
慧型裝置讀取QR Code，自行深入了解解說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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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資通訊科技(ICT)之應用系統現況

‧ 解說牌誌系統

 解說樁解說主題之意象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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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資通訊科技(ICT)之應用系統現況

‧ 解說牌誌系統

 解說主題以不同顏色顯示在手持式裝置中
人文 地質、水文、氣象動物 植物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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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運用資通訊科技(ICT)之應用系統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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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陽明山國家公園自然美學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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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地形地質特殊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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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山

火山地形地質特殊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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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山

火山地形地質特殊景觀

39

小油坑 竹子湖

火山地形地質特殊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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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地形地質特殊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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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觀音山

火山地形地質特殊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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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地形地質特殊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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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嘴山

火山地形地質特殊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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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地形地質特殊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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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地形地質特殊景觀

46

火山地形地質特殊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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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地形地質特殊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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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屯山



火山地形地質特殊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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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山

火山地形地質特殊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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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區

火山地形地質特殊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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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嘴山

大屯山 紗帽山

火山地形地質特殊景觀火山地形地質特殊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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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天山

微氣候自然景觀微氣候自然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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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氣候自然景觀微氣候自然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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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氣候自然景觀微氣候自然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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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氣候自然景觀微氣候自然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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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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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花

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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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昆欄樹

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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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毛氈苔 寒梅

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

大屯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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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松草 肺形草



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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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氏烏毛蕨 燕尾蕨

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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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馬醉木 山龍眼

台灣百合野鴨椿

水鴨腳秋海棠 細花根節蘭

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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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白忽木

假赤楊

十大功勞

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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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野櫻

青楓 鐘萼木

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

65

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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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櫻花



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

67

杜鵑

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多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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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毛杜鵑

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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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紋石龍子

紫嘯鶇

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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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藍鵲

紫嘯鶇

領角鴞

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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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冠鷲

五色鳥

台北樹蛙

綠繡眼

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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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斑椿象幼蟲

綠繡眼 大屯姬深山鍬形蟲

陽明山暮蟬



青帶鳳蝶

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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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斑蝶

大鳳蝶

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

埔里波紋小灰蝶 花豹盛蛺蝶 青班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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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邊黃小灰蝶青班蝶

多樣豐富的動植物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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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幻湖 台灣水韭

人文景觀資源人文景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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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景觀資源人文景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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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景觀資源人文景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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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景觀資源人文景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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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 菁礐

人文景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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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展望

運用ICT等智慧科技是全球趨勢，亦可節能減碳，我們將
持續充實相關基礎資料。

透過新科技的運用，落實於國家公園經營管理，並將國
家公園生態保育的理念深植於民心，以達到環境資源永
續利用之目標。

持續資料建置，發
展ICT相關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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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ICT相關運用，
讓民眾不論在家或
實際到陽明山來，
均可隨時獲得必要
資訊，輔助欣賞大
自然美景或延伸閱
讀。

83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