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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測量:建立全國統一之測量基準及基本控制測量
測量基準及坐標系統更新維護

»大地基準及坐標系統:採用一九九七坐標系統(簡稱
TWD97)，公告成果數值更新至2010年。
本中心完成「2010年國內GPS連續觀測站資料解算」及「一
九九七坐標系統之2010成果化算」，並提送大地基準站增設
及一等衛星控制點之選點建議。
內政部於100年10月28日，確認大地基準及坐標系統
之更新原則。
本中心完成一九九七坐標系統2010年成果計算。

»內政部於101年3月30日公告大地基準及一九九七坐標
系統2010年成果(TWD97[2010])
大地基準及衛星控制點計3,013點。
工作總報告於本中心網頁「線上服務-政府資訊公開」下載。

壹、基本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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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基準及重力系統:內政部於98年12月25日台(98)內地字
第0980229432號公告發布，並命名為二ΟΟ九重力系統
(Gravity System 2009，簡稱GS2009)

»內政部 103年3月13日台內地字第1030108069號公告102 年
臺灣地區重力網重力測量成果，總計本次公告成果絕對重
力點17 點、一等、二等重力點683 點、 6,084 點。

»內政部103年6月4日台內地字第1030178307號公告103年臺
灣地區大地起伏模型成果。

依內政部控制測量成果供應要點規定，填具前開要點附表一申請表
（申請成果項目勾選9，臺灣地區大地起伏計算程式）以郵寄本中心
或以傳真方式本中心控制測量課辦理。

本次公告成果-臺灣地區大地起伏模型(TWHYGEO2014)是採用混合
法大地起伏模型，適用範圍為北緯21度至26度，東經119度至123度
所形成之矩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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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基準及高程系統:臺灣高程採用正高系統；定義在1990年1月1
日標準大氣環境下，採用基隆潮位站1957年至1991年之潮汐資料
化算而得，命名為2001臺灣高程基準（TaiWan Vertical Datumn
2001 ，簡稱TWVD2001）。

»臺灣本島地區一等水準點補建及檢測
103-104年度辦理臺灣本島一等水準點檢測
內政部105年4月12日公告本次一等水準網水準測量成果，公
告點位（含一等水準點及連測水準點）合計 2,461 點。

105年度辦理11點一等水準點補建及檢測工作
106-107年度辦理離島一等水準點檢測

»高程基準檢測:內政部於93年交辦，本中心自94年度起每年辦理。
臺灣水準原點高程基準網
臺灣新水準原點(K997)高程基準網
臺灣本島28個潮位站及離島6個潮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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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控制點測量及管理維護

»基本控制點檢測
臺灣本島具TWD97[2010]坐標成果之基本控制點
102年度檢測1,369點，105、106年度檢測1,430點
定期檢測作為研議TWD97坐標系統現代化基礎

»一等水準點e-GPS測量
101年依據TWD97[2010]成果及「採用虛擬基準站即時動態
定位技術辦理加密控制及圖根測量作業手冊」規定辦理。
觀測1,991點，提供水準點TWD97[2010]加密控制精度坐標

»永久測量標標示牌設置
國土測繪法第3條第11款規定辦理。
99至102年度止，累計設置4,43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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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全國衛星追蹤站之點位分布及相關屬性

以行政區、共享機關等屬性方式查詢

以框選方式查詢
列出點位清單及空間分布，可由不同圖例區分共享機關
可定位方式快速查詢點位空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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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基本控制點之點位分布及相關屬性

以行政區、計畫關鍵字、點名、點號或坐標系統，設定公告類別方式查詢以框選方式查詢查詢結果及圖例說明以定位方式查詢點位位置查詢點位相關資訊

列出歷年計畫成果

列出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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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全國性地籍測量計畫
地籍圖重測計畫

»早期用於地籍管理之地籍圖為日據時期所測繪，因年代久遠
，致圖紙伸縮、破損，加上天然地形變遷及人為界址變動等
影響，常有圖、簿、地不符情形。

»為全面釐整地籍，內政部自62年起試辦地籍圖重測，65年起
研修相關法令，擬訂地籍圖重測相關計畫分年辦理。
自62~103年度止，地籍圖重測計畫及地方自籌經費辦理
之重測土地面積計61萬0,440公頃，筆數773萬5,510筆。
103年地籍圖重測計畫執行完竣後，仍有約280萬筆日據
時期測繪地籍圖，尚待辦理地籍整理。

»本中心研擬地籍圖重測後續計畫，於104至112年分2期辦理
143萬筆(含修正測量地籍圖13萬筆)亟需地籍圖重測之土地，
經行政院於103年1月13日核定第1期計畫(104~107年)。
104年經費2.4億元，辦理筆數13萬0,347筆
105年經費2.4億元，辦理筆數12萬8,428筆
106年經費2.4億元，辦理筆數13萬筆
本中心辦理2萬7,000筆(21%)
地方政府辦理10萬3,095筆(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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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測前地籍圖

重測後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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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計畫
»臺灣地區圖解地籍圖已於94年底全面完成數值化作業，然而僅保存數化
當時地籍圖之原貌，並未解決圖紙破損及伸縮造成的累積誤差與圖幅無
法銜接等問題。

»計畫期程96~104年，96~103年度止，計辦理37萬0,335筆、1萬0,995公頃
之圖籍整合套疊作業，並完成修訂整合及套疊作業工作手冊及研訂圖幅
整合作業之法規。
以完成數化之地籍圖為基礎，藉由測設TWD97控制點、參考地籍調查
表及實地檢測，在圖解地籍圖容許誤差範圍內，修正地籍圖經界線，
以解決圖幅接合問題。

辦理完成地區，可以數值方式辦理土地複丈作業。
»105年起，每年辦理7萬5,000筆(3,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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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機關地籍資料加值流通供應計畫-
地籍圖整合與供應

地籍圖原始資料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全
國
各
地
政
事
務
所

以圖幅整合後之地段為單位

TWD97、TWD67

坐標轉換 TWD67

TW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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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圖：每月運用全國各地政機關之
地籍圖資更新產製加值地籍圖資料，
作業範圍為臺灣地區6直轄市及18縣
市約351萬公頃已辦理地籍測量地區，
計約1萬4,400地段、1,480萬餘筆宗地。

紙本產品：不同尺寸或比例尺之地籍
圖輸出品、地段示意圖。

電子檔產品：SHP、DXF、DGN、
MIF/MID等各種格式地籍圖檔、地段
外圍圖檔。

網路服務：WMS、WMTS

地籍圖
複丈格式資料

地籍圖資
格式轉換

地籍圖對
位處理

地籍圖加
值成果



以鄉鎮市區範圍為單位之地籍圖對位作業
多地段接合

地籍坐標系統

TWD97

TWD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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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界
地籍線
通用版電子地圖道路圖層
對位控制點

•以新北市三重區為例
•以通用版電子地圖道路圖
層為對位基準

•控制宗地形變
•檢核基準：

–面積差百分比：2%

–角度差最大值：4度

•合格標準：宗地合格率達
95%以上

土城區



通用版電子地圖

参、基礎圖資產製及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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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利用監測

海域基本圖

基本地形圖

國土利用調查

本中心辦理之國家
核心與基礎圖資
本中心辦理之國家
核心與基礎圖資

航遙測與空間資訊技術應用
航遙測技術具有快速經濟、像片涵蓋面積大、較不易受通視與地
形地物阻擋之限制等優勢，近年來，國家測繪製圖多以航遙測技
術進行測繪及運用空間資訊技術提供應用。
為落實土地資源管理，土地利用監測日益重要，遙測影像具有資料
獲取週期短、可迅速掌握地表改變狀況、影像資料涵蓋範圍廣及成
本低等特性，最適合做為全面及時性國土監測工具。
近年航遙測技術快速精進，其中無人飛行載具系統(UAS)具備機
動快速、可於低空雲下作業及車載移動式測繪系統(MMS、測繪
車)具備快速獲取地面空間資料之特性，可運用於測繪圖資更
新、協助防救災、環境監測等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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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域測繪圖資

目前基本地形圖（基本
圖、中小比例尺地形
圖）、通用版電子地
圖、國土利用調查，均
以航空攝影測量方式，
進行測繪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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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全國唯一政府產製之官方電子地圖

»97~100年建置，101年起更新維護
»103年起以2年為更新周期
»每年經費3,760萬元

»10大類圖層及高程資訊，內容豐富
精度高(1.25m)，免費瀏覽、介接

»建置英文版電子地圖

更新內容為主要道路、重要建物
及地標，並配合使用者反應區域
動態更新。
導入無人飛行載具系統及移動式
測繪系統辦理圖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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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製
成果加值型(600元/幅)

非加值型(150元/幅)

交通路網數值
圖(105年與交
通部共同發行) 地標

水系圖
道路鐵路圖
建物區塊圖

數值檔

主題圖

路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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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e-Map 耀眼國際榮獲
亞洲地理空間應用卓越獎
內政部一手打造的臺灣官方
版電子地圖「臺灣通用電子
地圖（Taiwan Electronic 
Map，Taiwan e-Map）」，
於104年 9 月 29 日在馬來西
亞舉辦之「亞洲智慧地理論
壇(GeoSmart Asia 2015)」獲
頒「亞洲地理空間應用卓越
獎」。

基本地形圖
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基本比例尺測繪之地形圖，包括主要地
貌、地物及基本地理資料。
»製圖比例尺為1/5,000、1/25,000、1/50,000、

1/100,000(國土測繪法第3條)
»每5年定期發行基本地形圖(國土測繪法第25條)

經費不足，約6成的圖幅超過5年未更新
»自95年度起，內政部交由本中心執行

104年度500萬元
105年度4,000萬元；106年度3,000萬元

導入新式測繪技術，精進作業方式

1.結合e-GNSS辦理控制測量
2.整合既有圖層資訊
3.利用光達DEM成果轉製等高線等
地形資料
4.外業補繪部分地貌、地物及地類

航測立體製圖
+

外業調繪

傳統作業 改良作法

測測
量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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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地形圖
中小比例尺地形圖 1/5000比例尺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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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年度五千分之一基本地形圖修測範圍圖 106年度1/25,000地形圖修編範圍圖

106年度1/50,000地形圖修編範圍圖 106年度1/100,000地形圖修編範圍圖



海域測繪圖資
為確定我國領海主權範圍及測算其
他海域權利得主張之範圍，以維護
我國海域權益，行政院於88年2月
10日公告「中華民國第一批領海基
線、領海及鄰接區外界線」，範圍
包括臺灣本島及其附屬島嶼（含釣
魚台列嶼）、東沙群島、中沙群
島、及南沙群島。
考量我國海岸環境變遷及測繪技術
日益進步，為求領海基點坐標與實
地相符，內政部交由本中心辦理領
海基點檢測，行政院 98 年 11 月
18 日行政院院臺建字第
0980097355 號令公告修正成果。
自領海基點連線向外200浬之連線
則為國際上各國主張所謂「專屬經
濟海域」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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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基本圖

採用單、多音束測深辦理水深測
量，航空攝影測量辦理岸線測量。
»內政部自93年度起辦理，並於96年度起交由
本中心執行
93~103年完成新北市貢寮至彰化崙尾水
道計3,404平方公里

» 103年6月26日交辦，擬定製作符合國際海測
組織(IHO)標準電子航行圖之作業規範。
圖檔資料根據IHO訂定之S57格式與規範
編製，104年5月底完成

» 104年度，4,000萬元
辦理1,540平方公里，水深測量時，一併確

認礙航物、海床特徵物等資訊，供後續電子
航行圖製作之用。

海域基本圖
測製年度及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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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資料調查
採用單、多音束測深辦理水深測
量，航空攝影測量辦理岸線測量。
» 105年度5,000萬元； 106年度4,100萬元
辦理1,900；1,500平方公里之水深資料調查

工作，建置電子航行圖前置資料，提供轉製
電子航行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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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年度水深資料調查工作範圍圖 105年度水深資料調查工作範圍圖

我國領海基點樁及標示牌建置情形

項目 數量說明

領海基點樁 3
計有大潭(T7)、石梯鼻(T19)及烏石
鼻(T20)等3座

領海基點標
示牌

19

1.臺灣本島及附屬島嶼計有17座(其
中T10及TT11共用、T16及T17共用)
2.東沙群島計有2座(D1及D2共用、
D3及D4共用)

• 我國領海基線公布範圍包含臺灣本島
及附屬島嶼、東沙群島、中沙群島及
南沙群島等四區域。

• 臺灣本島及附屬島嶼部分計有三貂角
(T1)至龜頭岸(T22)共計22個領海基點。

• 東沙群島部分計有西北角(D1)至西南
角(D4)共計4個領海基點。

三貂角

石梯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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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海圖海域基本圖

海床特徵物偵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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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間帶位於海域與陸域交界之處，為獲致潮間帶地形資訊，銜接陸
、海域地形，93至97年建置西部海岸1/2,500潮間帶地形圖。
 海域地形以小船載單音束測深技術辦理。
 陸域地形，94年以航測、93、95、96年以空載光達測量技術

辦理。

岸線特
徵物

最低潮
位線向
西1公里

潮間帶地形圖

96

96

93

97

94

95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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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利用調查
82~84年辦理第1次國土利用調查，然隨著國內產業及土地
利用型態轉變，致資料亟需更新。

»現場調查為主，地籍圖及航照影像為輔，辦理已登記土地調查
內政部規劃辦理第2次國土利用調查，於94年檢討土地使用
分類系統及進行試辦，自 95年交由本中心辦理。

»內政部95年11月10日函頒土地使用分類系統表
3級之層級式樹狀結構，分類項目涵蓋農業、森林、水利、交通、
建築、公共、遊憩、礦鹽及其他等9大類，並細分41中類103小類。

»以航照影像為基礎，搭配地籍圖及通用版電子地圖等GIS參考
圖資並輔以外業調查，辦理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98年完成全國成果，99年起更新維護。

正射影像 國土利用調查

涵蓋國有林班及
未登記土地等，
並呈現建物混合

使用現況

30

101年度起由內政部、行政院農委會
林務局及水土保持局以資源整合方式
，分3個責任區共同維護。
» 內政部負責區域由本中心辦理，104年
經費3,066萬元。

未來作業方式調整
» 105年起將以2年為更新週期(每年2,500
萬元)

» 本中心逐年辦理國土利用調查更新工
作至第2級分類；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業務需要，自行辦理至第3級。

內政部於104年4月13日修正頒布土地
利用分類系統表，作為105年度起執
行之依據。

國有林事業
區(林務局)

山坡地
(水保局)

其他
(內政部)

2,516  1,209 3,027

總計6,752幅

» 9大類，41中類→57中類， 103小類→102小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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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監測
隨著經濟發展及社會變遷，土地利用型態日趨複雜，為有效
防止不當違法開發，國內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近年來持續運
用衛星影像及遙測技術協助辦理業務執掌範圍土地利用監測
工作，以客觀、有效的落實土地資源管理。

95年航拍影像 99年航拍影像

花蓮卓溪鄉濫墾

國土利用監測

32

國土利用監測
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保局及經濟部水利
署等3機關，歷年來依業務需求各司土地利用監測工作。

為整合國家資源，擴大使用效益，國家發展委員會請鈞
部整合相關監測工作，內政部自103年起交由本中心辦理
跨部會監測計畫整合工作。
» 營建署經費自103年度起調整編列至本中心，水保局及水利署
以委託代辦方式執行。

» 104年起每年1,500萬元(合計3,300萬元)

• 提升為每2個月辦理1次
• 提升監測使用衛星影像解
析度為1.5公尺至2.5公尺

• 配合需求提升監測頻率

•規劃及開發整合後通
報查報系統，便利各
機關使用

•配合緊急災害及業務
需求辦理加值應用，
提供各機關決策參考

加值
應用

便利
通報

定期
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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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報各單位，辦理變異點現地查報作業

變異點偵測

2、參考農航所影像、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地
形圖、電子地圖等輔助圖資，篩選變異點

1、利用前後期影像自動選取變異點

前期影像 後期影像

國土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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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監測－國土利用監測
土地利用變遷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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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監測－國土利用監測
海岸線變遷偵測

麟山鼻漁港2004衛星影像 麟山鼻漁港2005衛星影像

麟山鼻漁港2004現況照片 麟山鼻漁港2005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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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地變異點偵測
國土監測－山坡地監測

前期衛星影像

後期衛星影像

前期衛星影像

後期衛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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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監測－中央管河川區域變異監測

河川區域變異監測

 現場雜草遭剷除並拉
水管種植低莖作物

38

國土監測－各單位監測計畫執行方式及內容

營建署 水利署 水保局 林務局

監測範圍 全臺灣、離島、澎湖
縣、金門縣、連江縣
（扣除水利署、水保
局範圍）

中央管河川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
例之山坡地範圍

由營建署國土
利用監測計畫
配合辦理

監測頻率 每3個月1次

1年4期

每2週1次

15個月30期

每2個月1次

1年6期

—

查報方式 監測成果送地方政府、
主管單位，由地方政
府或主管單位進行現
場查證工作

監測成果提供各河
川局進行現場查核
工作

監測成果送地方政
府，由地方政府進
行現場查證工作

—

通報系統 變異點網路通報查報
系統

河川區域衛星影像
變異通報系統

山坡地管理資訊系
統

—

每2個月1次，並
納入水利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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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變異點
查報作業

國土監測－整合監測計畫執行方式

國土測繪中心邀請國土管理
署、水保局、水利署研商討
論監測計畫工作需求

國土測繪中心辦理監測計畫發包作業
1.辦理土地利用變遷偵測作業
2.辦理衛星影像光譜樣區資料更新維護作業
3.維護整合後監測通報查報系統平臺

變異點資料庫

國土測繪中心
變異點
查報結果

國土管理署
水保局

水利署追蹤查報
處理情形

回報變異點
查報結果

整合後監測計畫通報查報系統

國土管理署、水保局、水利署
國土測繪中心

匯入
國土測繪中心
發文通知

各執行單位、配合單位
(各直轄市、縣市為整合窗口)
（副知國土管理署、水保局、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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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跨部會國土利用監測整合
成果」獲「亞洲地理空間應用卓越
獎」本中心負責辦理內政部推動的
「跨部會國土利用監測整合成果」，
榮獲「亞洲地理空間應用卓越獎
(Asia Geospatial Excellence 
Awards)」，並於 106 年 8 月 23 日
在馬來西亞舉辦之「亞洲智慧地理
論壇(GeoSmart Asia 2017)」頒獎。



數值地形模型更新工作
數值地形模型(DTM)為國土管理、國土保育及地質敏感潛勢分析
及災害防救治等重要依據。

內政部
» 93-95年完成臺灣本島之高精度及高解析度DTM成果。
» 自96年起，引進空載光達(LIDAR)提升DTM成果精度，並局部區域
辦理網格間距1公尺之DTM成果建置工作。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 莫拉克風災後，為分析風災造成地表及環境地質變化，自99年-101年，
以空載光達方式完成莫拉克風災受創地區之DTM建置工作，以進行
地質敏感區分析，提供國土保育及重建使用。

» 為資料完整性，102年-104年賡續以空載光達方式完成全國DTM建置
工作。

內政部自95年起依規定提供各政府機關申請使用。
» DTM及其相關成果為「國家機密」等級。

42

內政部自105年起，以空載光達方式，每年辦理4,000~5,000平方公里(1億元)。更
新及整合全國高解析DTM資料，提供各界加值應用。

內政部自105年9月9日開放全臺及澎湖地區的20公尺網格DTM數值檔，可界至政
府資料開放平臺或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臺查詢下載利用。亦提供解析度20公
尺的DTM應用服務，可使用Chrome或Firefox瀏覽器至內政部地政司衛星測量中
心的網頁，點選「DTM應用」。

防救災防救災

河川整治河川整治

國土規劃國土規劃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

資訊技術資訊技術

城市模型城市模型

工程建設工程建設

地質敏感地質敏感

應用情境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

水利署水利署

農航所農航所

太空中心太空中心

地調所地調所

測繪中心測繪中心

地政司地政司

資料產製 應用對象

模式及加值 應用管理

DTM資料

巨量資料運算基礎設施巨量資料運算基礎設施

等高線

縱橫斷面

路線剖面

土方計算

坡度計算

崩塌潛勢

時空分析

圖立體化

防救災

使用者定義

分析工具

產業/軍方產業/軍方

中科院中科院

其他其他

部會署部會署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

國營企業國營企業

大學大學

研究機構研究機構

產業產業

民眾民眾其他其他

資料處理平台

格網、分析計算、視覺化等

內政部102年8月30日台內地字第10202769026號令修正發布「數值地
形模型成果資料流通供應要點」

網格間距≦5公尺DTM成果、影像特徵控制點及空載光達點雲資料列為
「一般公務機密」，僅限供應機關使用。
其餘相關成果列為非限制公開成果資料，並得提供機關、學校、團體、
公民營機構或個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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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繪科技-無人飛行載具系統(UAS)
雲下作業及高機動性，可應用於局部區域測繪圖
資更新、特定區域國土監測、協助防救災決策支
援。
» 成果：正射影像、快速拼接影像、環景影像、3D模型

44

前期影像後期影像

特定區域國土監測

前期影像後期影像

局部圖資更新

44

100年建置完成之定翼機(國土測繪ㄧ號)

UAV狀態

UAV控制指令

地面控制系統（GCS）

載具翼展 3.3 m

載具重量 25 Kg

空速 100 Km/hr

續航力 2.5 hr

酬載重量 5 kg

升限 3600m

數位相機 Canon 5D2，焦距24mm，像元大
小6.4μm(GSD=25cm，航高930m)

GNSS 雙頻接收儀

IMU 靜態/動態精度1度；定位精度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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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空間情報小組指揮監督，支援
防救災時航拍任務，提供救災緊急應變參考。

»101~103年支援南投縣和社溪堰塞湖、花蓮縣台8線181.4K崩塌
地、萬榮鄉土石流及高雄市前鎮區氣爆災區緊急航拍工作

46

101年協助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辦理南投縣和社溪
堰塞湖航拍

103年協助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取得
高雄市前鎮區氣爆災點現況航拍影像

102年協助交通部公路總局辦理花蓮縣台8線181.4k崩塌地航拍

無人飛行載具系統率定(南崗校正場)

• 空中三角測量成果

航高

650m

檢核點 X(m) Y(m) Z(m)

RMSE 0.14 0.08 0.48

GSD：17公分、自由網Sigma： 2.6um
控制點固定網Sigma： 2.9 um 

△控制點 ○檢核點
地面控制點分布與航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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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繪科技-移動式測繪系統(MMS)
載具裝配定位定向系統及CCD等感測設備，在載具快速
行進中，蒐集道路及兩旁地物的空間和屬性資料。

MMS可提升地面資料蒐集效率，用於輔助通用版電子地
圖、基本地形圖、國土利用調查外業調繪作業。

定位定向:GNSS+IMU+輪速計
影像:工業級相機*8

MMS輔助辦理道路快速更新

台84快速道路麻豆至官田
新通車路段

MMS輔助辦理通用版電子地圖
地標清查更新

地標位置變更(7-11世賢門市)

48

彩色工業級相機(Point
Grey)8部:

» 焦距:8mm
» 像素:910萬

衛星定位儀(NovAtel
ProPak6TM)

» GPS、GLONASS
» 10Hz

慣性導航元件(NovAtel
IMU-FSAS)

» 陀螺儀漂移穩定度
<0.75deg/hr

» 加速度計漂移穩定度<1mg
» 200Hz

輪速計(CORRSYS-
DATRON)

» 1000 pulse/rev

49

104~105年完成MMS建置



車載移動式測繪系統－輔助國土利用調查成果更新

 建物分類編修示意圖

1.左右像對點至相同建物予以定位 2.於圖面標示建物臨路面寬度及深度

3.觀測建物樓高及使用比例判釋使用分類 4.完成建物土地使用分類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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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左右像對點至相同道路邊界線 2.量測道路邊界線成果

3.道路成果套疊影像 4.道路成果套疊基本圖 5.道路更新成果

車載移動式測繪系統－輔助道路快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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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NSS即時動態定位系統
95年完成建置， 98年1月正式營運。

»完成78個e-GPS基準站連線運作，涵蓋臺灣本島、澎湖、金門、
馬祖、蘭嶼、綠島等地。

101~103年辦理系統升級，並於103年9月1日正式更名。
»由GPS單星系提升為GPS/GLONASS雙星系服務。
»至106/08底501個有效會員，申請1,196個即時動態定位服務使用者帳號，
提供衛星觀測資料電子檔供應服務計20,203 站天衛星觀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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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基準站
備用基準站

機關名稱 圖例 主要基準站數量 備用基準站數量 小 計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52 12 64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19 46 65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4 6 10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 4 5

成功大學衛星資訊中心 1 2 3

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 1 1 2

健行科技大學 0 1 1

新竹縣政府地政處 0 1 1

小 計 78 83 151

• 跨機關整合國內各單位基準站資料。
• 主要基準站故障時，可即時改以鄰近備用基準站
提供服務，提供優質且穩定服務效能。

跨機關合作簽署測繪合作契約
»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簽署「全球衛星定位系
統觀測資料交換與合作備忘錄」。

»與臺北市政府地政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桃園市政府地
政局、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新北市政府地政局、金門縣地
政局、南投縣政府地政處、新竹縣政府、新竹市政府、彰
化縣政府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花
蓮縣政府及雲林縣政府地政處等13個政府機關簽署
「e-GNSS即時動態定位系統測繪服務合作協議書」。
本中心服務項目：線上三維坐標轉換服務、各類測繪程式工具
使用授權、各類測繪業務教育訓練及技術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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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測量儀器校正實驗室簡介

本中心為確保測量成果品質，積極推動儀器的校正工作，在各
項測量作業手冊均規定儀器應定期送校，以維持儀器之精度，於97
年成立測量儀器校正實驗室（Survey Instrument Calibration 
Laboratory，SICL），並於99年3月10日通過TAF校正實驗室認證。

101年5月6日校正實驗
室發出第1份校正報告

101年11月30日通過
延展認證

105年2月16日
再次通過延展認證

證書有效期至108年3月9日

國內校正法規介紹

1.基本測量實施規則 第24條
‧ 基本控制測量所使用之儀器裝備，應依實施計畫之

校正項目及週期辦理校正。

‧ 前項校正應由國家度量衡標準實驗室或簽署國際實
驗室認證聯盟相互承認辦法之認證機構所認證之實
驗室為之，並出具校正報告。

2.基本測量實施規則 第33條

‧ 加密控制測量之實施程序、測量方法、點位種
類與選擇、儀器裝備校正、成果計算及圖表調
製，得依十七條至二十八條規定辦理。

3.應用測量實施規則 第12條

‧ 辦理應用測量使用之儀器裝備所為之校正，應依
測量計畫目的及作業精度等需求辦理。

測量儀器校正體系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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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124
座

(一)輔導全國各地政機關建置基線場

目前推動校正重點工作

目前推動校正重點工作

(二)建立儀器電子履歷管理



本中心測量儀器校正實驗室網頁

網路連結：http://sicl.nlsc.gov.tw/

全國簡易基線場資訊公開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肆、測繪圖資管理及供應
運用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倉儲、空間資料庫及網路服務等
技術，整合國土測繪資訊及服務。

1/1,000地形圖
1/5,000基本圖
1/25,000地形圖
1/50,000地形圖
1/100,00地形圖
衛星追蹤站
一等衛星控制點

二等衛星控制點
三等控制點
加密控制點
精密導線點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國土利用調查

一等一級水準點
一等二級水準點
數值地籍圖檔
地段外圍圖檔
典藏地籍圖掃描檔
海域基本圖
潮間帶地形圖
1/5,000像片基本圖影像掃描檔
1/1,000正射影像
1/5,000正射影像
衛星影像
(福爾摩沙、SPOT、IKNOS)
行政區域圖(縣市、鄉鎮、村里
)、索引圖、地標、地名等

國土測繪空間資料庫資料標準化
GIS系統

通用版電子地圖

地籍圖

地形圖

國土利用調查

套疊後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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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國土測繪成果資料收費標準」供應之測繪圖資項目

61

地
籍
圖
檔

地段
外圍
圖檔

臺灣地
區水系
圖數值
資料檔

臺灣地
區建物
及區塊
圖數值
資料檔

典藏
地籍
圖掃
描檔

基本
地形
圖數
值資
料檔

臺灣通
用電子
地圖成
果檔

數值地
籍測量
原始成
果檔

臺灣地
區地標
數值資
料檔

臺灣地
區道路
及鐵路
圖數值
資料檔

國土利
用調查
成果檔

通用電子地圖
主題圖層



測繪圖資供應現況-法規依據
圖資供應法規依據

»測繪成果申請使用辦法、國土測繪成果資料收費標準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測繪成果電子流通作業要點

除一般申請外，亦規定加值申請、申請更新及二次申請

公司或具商業登記之廠商可將測繪成果電子資料改作或編輯為成品或加值衍生
品，進行有償贈與或交易。

曾申請測繪成果電子資料之申請人得申請更新同一空間範圍之同項目測繪成果
電子資料。

第三季後申請授權臺灣地區道路及鐵路圖數值資料檔或臺灣地區建物及區塊圖
數值資料檔加值型使用目的者，得依資料更新狀況，採全套分二次申請。

通用電子地圖原則每2年辦理圖資更新1次，故申請人倘於第3季申購此2種高單價圖資，則約有半
數價值之圖資於短期間內即有新版資料，為保障申請人取得最新版圖資之權益，爰增訂此規定。
通用電子地圖原則每2年辦理圖資更新1次，故申請人倘於第3季申購此2種高單價圖資，則約有半
數價值之圖資於短期間內即有新版資料，為保障申請人取得最新版圖資之權益，爰增訂此規定。

二次申請

加值申請

申請更新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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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申購
服務

網路
服務

國土測繪空間資料庫

國土測繪
圖資e商城

國土測繪
圖資服務雲

測繪圖資供應現況-供應方式

臨櫃辦理
»本中心於臺北、桃園
、臺中、嘉義、高雄
、花蓮及屏東均設有
售圖站。

線上申請
»本中心相關圖資服務
系統，滿足使用者查
詢、申購、介接等不
同需求。



測繪圖資供應現況-供應系統介紹
國土測繪圖資e商城(http://whgis.nlsc.gov.tw/)

»以「國土測繪空間資料庫」為基礎，提供「測繪成果檢索」及
「圖臺展示查詢」服務，便利使用者查找本中心所供應之圖資
及其詮釋資料。同時結合測繪圖資申購功能，可於查詢後申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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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資料
套疊於圖臺顯
示圖資申購

圖資檢索鍵：
以滑鼠拖曳至
圖臺適當處，
可查詢該點之
圖資及詮釋資
料，並進行圖
資套疊及申購

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http://maps.nlsc.gov.tw/

»本系統以網路地圖方式提供
使用者免申請即可應用的
Web Map API服務及符合
OGC WMS、WMTS之圖資
瀏覽服務，共享最新的國土
測繪圖資。

»本系統亦提供多種圖資供套
疊使用，可查詢空間位置基
本資訊、土地資訊及建號列
表，並可連接3D服務及
Google街景。

65

3D服務Google 街景

內政部地政司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
統介接本系統地籍圖及通用版WMS服務
內政部地政司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
統介接本系統地籍圖及通用版WMS服務

內政部實價登
錄網站介接本
系統 WMTS 服
務



展示圖資包含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圖、地籍圖、國道里程數、各
級學校範圍圖、地形圖、臺灣百年歷史地圖、重要濕地等77項

通用電子地圖向量 國土利用調查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圖

各級學校範圍圖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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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Taiwan Map Service）獲頒
「世界空間地理資訊傑出獎─ 
地理資訊技術創新獎」，並在
106年1月25日印度舉辦之
「世界地理空間資訊論壇
(Geospatial World Forum 
2017)」頒獎。

「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獲
頒台灣雲端運算產業協會主
辦之 2016 雲端物聯網創新
獎，榮獲政府應用組－傑
出應用獎，於 105 年 11 月
4 日由陳副總統建仁頒獎。



伍、公開(開放)資料
實體資料

»行政區界(含村里界圖)
»地政事務所轄區圖

網路地圖服務(WMS及WMTS)
»臺通用電子地圖
»臺通用電子地圖正射影像
»國土利用調查成果
»段籍圖
»行政區界(含村里界圖)
»地政事務所轄區圖(WMS)

開放資料供應之網站
»本中心「國土測繪圖資e商城」及「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內政部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臺(簡稱TGOS)
»內政資料開放平臺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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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開放

基本地形圖

1/5,000以上之大比例尺地表資
訊清晰，付費申請

1/25,000以下(含)之小比例尺，
開放免費提供

• 國土測繪中心地形圖供應分有比例

尺1/5,000、1/25,000、1/50,000

及1/100,000等4種。

• 現行供應法源：依據「國土測繪成

果資料收費標準」。

• 105年7月26日已開放經建版地形圖

數值檔（比例尺為2萬5千分之1、5

萬分之1及10萬分之1）免費下載及

使用。

• 紙圖部分考量作業及印製成本，仍

維持付費申請取得。

開放中小比例尺基本地形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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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未來發展
落實智慧國土－國土測繪圖資更新及維運計畫

• 時序資料整理。
• 推動歷史測繪圖資
保存及知識專區。

• 建立「巨量空間資
訊雲儲存運算中
心」。

• 產製發布多元圖資
網路服務。

• 發展客製化專業測繪資料加
值應用服務。

• 強化三維圖資瀏覽服務。

共
享

加
值

保
存

•除了現有WMS及
WMTS之影像圖資
服務外，亦發展
WFS、API等向量
圖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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