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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內 容 摘 要 建  議  事  項 建 議 參 採 機 關 

測量製圖技術方法

亦日漸改良演進，「測

量」之定義已不在侷限

於使用傳統測量工具等

作業。 

近年衛星定位技術

環境蓬勃發展，其作業

精度經研究證實已能應

用於地籍測量範疇，配

合智慧行動裝置普及，

也產生各類 APP研究應

用的可能性。 

本研究為推展衛星

定位基準站於本局所屬

所隊勘查業務之應用，

進行實驗對照研究區衛

星定位基準網 D-GNSS

服務與一般智慧行動裝

置定位差異。 

驗證其成果可靠度

供執行機關參採，增加

業務執行之效率。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各科

室及所屬所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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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建議 辦理情形 

有關虛擬衛星訊號、增強型衛

星、AGNSS部分，未來如何將此

多來源方法做進一步整合？尤其

針對都會區遮蔽嚴重地區？ 

列入結論與建議。 

研究報告中提及單點定位效果不

好但是並未提及所運用的觀測技

術，建議在報告加強敘述運用

DGNSS系統在成本上的效益優

勢，例如一般手機即可接收電碼

並搭配臺北市所提供的訊號。 

列入結論與建議。 

報告中結論建議可以加強運用臺

北市區內所提供的免費 WIFI增

加定位成果的提升。 

列入結論與建議。 

研究報告中提及 50公分的誤

差，是隨機性或是系統性的誤

差？ 

列入結論與建議，納入後續研究

之參考方向。 

文獻回顧建議尋找與研究主題的

相關應用成果，取代相關原理、

方法等。 

列入文獻回顧書說明勘查應用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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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及所屬所隊為土地法第 39 條定義之地政機關

及登記機關，職掌本市土地建物各類業務，依現行業務型態可以區分

為測量、登記、地價、地權、地用、土地開發等 6 大類，其中土地建

物因其空間位置關係使用權益、自主權屬及私有財產概念，除實體空

間上分劃外，並與人文社會法制關係密不可分，是以地政登記機關即

擔負起不動產認證之機關角色，為此，即需要透過公權力進行土地地

籍空間及權屬之確認登記機制，空間範圍之界定即係所謂「地籍測

量」。 

  臺灣之地籍測量始於清朝光緒年間，當時巡撫劉銘傳，因地籍散

漫無稽，為稅賦課徵之需求成立清賦總局辦理清丈，並以清丈結果調

製而成「魚鱗圖冊」，是臺灣史上第 1 份地籍圖資，同時發以土地帳單

歸業主執收，作為永遠管業之證明（何維信、吳鴻鳴，2007），儼然可

見現行地籍圖、地籍調查表及土地登記簿之概念雛形。甲午戰爭後，

清朝戰敗於 1895 年與日本訂定馬關條約，臺灣進入日據時期，日方為

增徵田賦，當時圖冊已毀壞不全，難以發揮原生目的，為澈底清理地

籍資料，日本於 1898 年公布「臺灣土地調查規則」，首設臺灣土地調

查局辦理清理地籍等健全行政之作業，並完成日據時期地籍圖測繪，

為臺灣首次較為完整之地籍測量成果，至此臺灣進入全面性「地政」

制度實行時期。 

  時至民國政府時代，初期仍就延續日本土地制度與圖籍辦理相關

產權登記，惟日據時期產製之地籍圖冊經自然耗損，加以其縮圖比例

尺已不符合需求，更大的比例尺、更精密的測量成果始能符合經濟快

速發展、產權分明等等人民期待，臺灣地區遂進入各地方政府紛紛緊

密辦理地籍圖重測之時期，後經重測地籍圖數值化、數值區土地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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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之地籍整理，成為現今土地產業之樣貌。 

  臺灣經歷清末、日據、民國等 3 次地籍測量時期，其測量製圖技

術方法亦日漸改良演進，從日據早期以圖解法平板測量，至民國重測

初期圖解法、數值法經緯儀測量，續將圖解法成果數值化，到近代全

面數值化執辦地籍測量，測繪成果精度已有相當提升，電腦系統的普

及大大增加了地籍圖加值應用的可能性，「測量」之定義已不在侷限於

使用傳統測量工具等作業。 

  近年衛星定位技術環境蓬勃發展，其作業精度經研究證實已能應

用於地籍測量範疇（何維信、詹君正，2000；葉大綱、許育源、崔國

強，2014），配合智慧行動裝置普及，也產生各類 APP 研究應用的可

能性，例如 Google Map 等，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為辦理臺

北市加密控制及地籍圖根點之測設管理，因以傳統測量方法需耗費相

當人力時間成本，為避免辦理土地開發、土地複丈及公共工程建設時

程冗長，於 104 年建置臺北市衛星定位基準網，並於 105 年應用於測

繪業務，衛星定位基準網具備能提供中、高精度定位服務之能力，臺

北市至此已建立得以透過單機衛星接收儀辦理測量作業之環境。衛星

定位基準網進一步如何結合產業定位服務與支援市政應用，即係下一

階段發展之重要課題，本研究率先以衛星定位基準網提供之中精度

（0.5 公尺~1.5 公尺）定位服務應用於輔助土地勘查之可行性進行實驗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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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實驗方法 

資料分析 

結論與建議 

撰擬研究報告 

研究動機與目的 

二、 研究程序 

 

 

 

 

 

 

 

 

 

 

圖 1 研究計畫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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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回顧 

一、 全球導航衛星系統 

  1970 年代美國為該國軍事目的，開始研發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簡稱 GPS），透過建立覆蓋地球軌道之導航衛星，

該系統於 2000 年後取消對民用訊號誤差干擾，得以提供準確定位資訊，

其作業方式排除傳統測量方法通視、氣候環境因素等限制，具有大範

圍測量、節省人力經費、坐標系統一致等優勢，正式宣告全球測量技

術進入衛星技術發展時期，與之後俄羅斯發展的全球導航衛星系統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簡稱 GLONASS）、歐盟發展的

伽利略定位系統（Galileo sat-nav system，簡稱 Galileo）、中國發展的

北斗衛星導航系統（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簡稱 BDS）

結合成為多星系全球導航衛星系統（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簡稱 GNSS），利用發射至太空中的衛星搭配地面的監控站與用戶端的

衛星訊號接收器，就能迅速定位用戶端在地球上所處的位置及海拔高

度。 

 

 

 

 

 

 

 

圖 2 GNSS示意圖（NovAtel）檢自

https://www.novatel.com/an-introduction-to-gnss/ （Jan.1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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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差分定位原理 

全球導航衛星系統定位原理屬距離測量之延伸，透過觀測站接收

衛星訊號之時間反算兩者距離，同時使用者端依據衛星信號（包含衛

星星曆、衛星時鐘改正量、電離層改正係數等）可以計算衛星軌道及

衛星在地球坐標之瞬間位置（施永富，2002），利用已知的衛星點位

採用距離交會的方式來測出觀測站的位置，定位時通常需要四顆衛星

同時觀測，除了 3 顆衛星解算獲得空間位置 3 軸坐標分量以外，為消

除衛星時鐘與接收儀時鐘不一致之誤差，因此需要第 4 顆衛星來計算

時間修正量，將觀測方程式線性後，按最小自乘法求解得觀測點位置，

此即為單點定位原理，又稱為絕對定位或導航定位。 

單點定位因僅消除時鐘誤差，其精度較差，多用於導航或船隻、

飛機定位等，差分定位原理係利用差分方式消去不同測站於接收

GNSS 訊號時所產生的共同誤差，進而提高定位精度的作法，其中亦

包括對於參考站的位置確認。以虛擬距離觀測方法而言，原理是利用

一已知精確坐標之測站作為基站(Base Station)，由基站接收衛星資料

並計算基站位置與衛星位置之間的距離（稱為虛擬距離），此一計算距

離與參考站所測得之虛擬距離的差值 （稱為虛擬距離差），或是利用

測得虛擬距離計算參考站之坐標和參考站實際坐標間的分量差，當成

修正值( correction)，藉由數據傳送的方式傳送至移動站（Rover）接收

器進行修正，以提高未知測站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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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D-GNSS示意圖（NovAtel）檢自

https://www.novatel.com/an-introduction-to-gnss/ （Jan.12, 2018） 

三、 連續運行參考站 

  連續運行參考站（Continuously Operating Reference Station，簡稱

CORS）是一種取代傳統基站差分定位得到定位位置的基礎建設，能夠

提供公分級到公尺級、靜態到即時定位服務，普遍應用於精準農耕、

變形監測、礦區勘查、觀測製圖、科學研究，其運作原理是於一定範

圍內佈設一定數量的連續運行參考站，這些站點全天候接收導航衛星

訊號，並交由控制中心解算，即時提供測量時移動站坐標修正量，為

區域測量工作提供統一的測量基準，得以實現區域測量成果的基準統

一、解決不同應用測量基準系統差異問題，可滿足各種行業、不同使

用者對精密定位、快速和即時定位、測速、測方位、測量位移及測量

氣象相關參數之要求，其他特色計有網路化、精度高、快速定位服務、

可靠性高、自動化與智慧化、基準統一、多元化服務以及可單機作業

等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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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連續運行參考站示意圖（Nguyen Viet Nghia, Nguyen Quoc Long, 

Pham Cong Khai, Le Van Canh. Michael Buczek.,2016） 

四、 衛星定位基準網服務 

  本局土地開發總隊於 104 年建置 5 座連續運行參考站，以及 1 座

控制中心及內政部管有陽明山衛星追蹤站，構成 6 站 1 中心之衛星定

位基礎建設原型，5 座衛星定位基準站分別位於臺北市立關渡醫院、

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臺北市萬華行

政中心及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基準站系統以商用軟體 Trimble 

Pivot 建置，支援多星系衛星系統資料的接收存儲、分析除錯、處理及

服務廣播等，可提供使用者服務包含：即時定位服務、後處理服務、

三維坐標轉換服務、衛星資料下載等服務，命名為「臺北市衛星定位

基準網」；106 年 8 月 24 日地政局與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簽署合作協

議，擴充系統介接中心所管石門(SHMN)、海科館(TWVD)、五股

(WUKU)、坪林(PLIN)及復興(FUSI)等五站衛星定位基準站資料，完成

涵蓋本市轄區的控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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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臺北市衛星定位基準網 

  衛星定位基準網虛擬基準站法即時動態定位技術(Virtual Base 

Station Real-Time Kinematic，簡稱 VBS-RTK)較傳統測量方法有更大作

業範圍，並具備得以單機單人操作、無須架設雙站、符合中高精度及

便利移動等優點，國內外廣泛發展應用，已有載具調查、移動測繪、

結構監測、交通管制、自動農業、地形測量、測量應用等等。 

 

 

 

 

 

 

 

 

 

 

 

圖 6  衛星定位基準站技術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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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目前臺北市衛星定位基準網為例，可提供衛星即時動態定位服

務項目及定位精度等級如下： 

（一）虛擬基準站即時動態定位（VBS-RTK）服務，其定位精度可達

公分等級。 

（二）網路化電碼差分即時動態定位（D-GNSS）服務，其定位精度可

達次公尺等級。 

  使用者可視應用類型、設備等級與精度需求等考量，選擇合適之

服務項目。 

五、 衛星即時動態定位服務應用案例－土地勘查 

  高雄市縣市合併後，該府地政局為協助府內公務機關執行會勘作

業並提供地籍圖資，因此推動「土地公隨你行–雲端地籍行動網」專案，

改變過往人力會勘方式，藉由行動裝置套疊地籍圖資，協助各機關執

行勘查作業。 

 

圖 7  高雄市雲端地籍行動網架構圖 檢自

https://landp.kcg.gov.tw/inside.php?nid=731（Jan.12, 2018） 

https://landp.kcg.gov.tw/inside.php?nid=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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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系統所採用定位方式，仍是採用一般行動裝置採 GPS 單點定

位，所能達到理論精度僅為 5 至 10 公尺，對於使用者與圖資相對位置

之判斷，仍然有其使用之侷限性。 

參、  實驗方法 

一、 實驗方法 

  為分析應用衛星定位基準網中精度定位服務輔助土地勘查業務之

研究之可行性及精度可靠度，本研究採實驗研究法，選定本局輔助土

地勘查類型業務作為執行項目，比照使用傳統圖資及中精度定位智慧

行動裝置作業之異同，驗證其次米級定位應用是否能達成業務需求，

探討推展於勘查實務之利弊及限制，做為規劃標準施測程序之參考。 

  本次實驗作業透過衛星定位基準站搭配支援輕便型 D-GNSS 接收

儀及智慧行動裝置，於各外業環境進行現場測試，分別採用以下實驗

方法： 

（一） 已知點比對：檢測實驗區域範圍之已知坐標地籍圖根點，並比

對其與地籍坐標之差異。 

（二） 特徵物比對：選定區域範圍內具識別性之建築物，比對其實驗

系統圖面展示與手機商用 App 之差異 

二、 實驗區域 

  本研究實驗範圍鎖定本市信義區市政大樓附近，其區域特性為部

分高樓建築用地、部分空曠公園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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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驗儀器 

  本研究採用本局 106 年「臺北市即時定位與市政空間資訊整合服

務」委外研究案得標廠商研發之中精度衛星定位接收儀搭配市售

Android 系統手機，並連接本市衛星定位基準網服務進行測試，該接收

儀內建定位模組、藍芽無線傳輸模組，其設備規格如下： 

（一） 衛星定位接收儀： 

 220 Channels 接收頻道包含： 

  - GPS：L1 C/A 

  - GLONASS：L1 C/A 

  - Galileo：E1 

  - BeiDou：B1 

 輸出頻率 1Hz、輸出格式 NMEA-0183、接受輸入修正格

式 RTCM 2.x, 3.x 

 第一次開機時間 (Time to First Fix、TTFF) 冷開機 45 秒、

熱開機 30 秒 

 經中精度修正服務後  (DGNSS) 定位精度平面  < 1m 

(RMS) 

 無線傳輸：藍芽 Bluetooth 4.0、2.4GHz 

 電池充飽狀態下開機可連續使用時間 > 8 小時 

 LED 燈狀態指示：弱電、充電、定位狀態、連線狀態等 

 操作限制高度 18,000m 

 天線接頭：SMA、充電接頭：MicroUSB 

（二） Android 智慧型手機： 

 處理器：2.1GHz Quad + 1.5Ghz Quad 八核心 64 位元架構

14 奈米 

 記憶體：4GB RAM、32GB 內建儲存容量 

 顯示螢幕：5.7 吋 Super AMOLED、1440 x 2560 pixels、

24-bit 

 網路：2.5G、3G、4G LTE Ca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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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接能力：WiFi 802.11a/b/g/n/ac (2.4/5Ghz)、藍芽 V4.2 LE 

 作業系統：Android 5.1 Lollipop 

 尺寸大小及重量：76.1 x 153.2 x 7.6mm、171g 

 電池：3000mAh 鋰電池 

  本案採用廠商開發 App 軟體 BG200 作為人機操作軟體，並安裝於

Android 智慧型手機，其提供功能如下： 

 結合臺北市資訊局圖資中心共通平台為底圖圖資，以及臺

北市以外地區為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通用電子地圖圖

資。 

 可連接並登入至臺北市衛星定位基準網服務，接收中精度

修正資料。 

 將中精度修正資料透過藍芽傳遞給中精度D-GNSS衛星定

位接收器進行衛星定位觀測量進行修正，進而提升定位精

度。 

 接收中精度 DGNSS 衛星定位接收器經修正之提升定位精

度的成果資訊，並展繪套合至臺北市資訊局圖資中心共通

平台圖資上。 

 GNSS 衛星接收狀態查詢，包含目前接收所有 GNSS 衛星

編號、衛星天空分佈位置圖、衛星訊號強度、以及定位狀

態、經緯度/TWD97 NE 平面坐標、以及精度指標等。 

 操作者可以透過手動點選方式，透過 APP 軟體至臺北市資

訊局圖資中心共通平台查詢對應地籍屬性資料，並且將查

詢結果顯示於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上。 

四、 作業流程 

（一） 規劃準備：外業前透過臺北市控制測量成果管理系統

（http://cp.taipei.gov.tw），先了解待檢測點位及土地建物坐落現

況，透過地形圖及街景功能先了解點位四周透空狀況，如四周

遮蔽物（建物、樹、橋梁等）高度、距離及鄰近道路寬度等。 

http://cp.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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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臺北市控制測量成果管理系統介面 

（二） 智慧行動裝置設定：於 Android 手機安裝測試軟體 BG200 APP，

確認系統設定：坐標系統選擇 TWD97，圖磚來源選擇「臺北

市地籍圖」，於進階設定中設定伺服器位址、通訊埠及連接之

帳號與密碼，考量 TWD97 與本市地籍坐標之差異量，設定平

移距離參數 E 方向平移距離-0.59 公尺，N 方向平移距離-2.66

公尺，並參考土地勘查業務作業模式，設定每秒連續觀測 30

秒，並啟動簡便衛星定位接收儀，確認連線狀態、衛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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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智慧行動裝置 APP設定 



 

20 
 

 

（三） 點位檢測/地形特徵比對：開啟 BG200 APP，啟動串接服務，

待初始化成功後，檢視接收衛星狀態，本次研究共接收 GPS、

GLONASS 及北斗衛星進行實驗，並分別以「檢測已知點位」

及「地形特徵物比對」方式實施。 

第一階段：「檢測已知點位」 

  針對市府大樓附近既存已知坐標控制點做為基準樣本，透

過衛星定位基準網提供差分訊息以簡便型 D-GNSS 接收裝置進

行測量，並進行每點 30 秒的解算取得坐標作為對照組，後續比

對 2 組之坐標值差異，藉以驗證是否可達中精度定位要求，同

時於各觀測點以手機開啟 Google Map APP，以畫面擷取方式記

錄 google 地圖顯示各觀測點的位置，圖面比較 2 者差異。 

 

 

 

 

 

 

 

 

 

 

圖 10 檢測已知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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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地形特徵物比對」 

  針對本市府大樓周圍特徵點同樣進行 D-GNSS 定位及

Google Map 畫面擷取，本階段實驗選定市府大樓作為測量標的，

市府大樓 1 樓設有東、西、南、北 4 出口，整棟建物平面幾何

結構可視為多片矩形區塊拼構而成，其中南、北門各有 1 突出

矩形風雨走廊，東、西 2 門為主要出入口，則為垂直挑高之結

構。作業方式為以簡便型 D-GNSS 接收裝置於 4 個大門角點進

行特徵萃取，因接收資料時鄰近建築結構體，將有四分之一至

二分之一之天際線遭遮蔽，勢必影響衛星訊號接收，藉此測試

本市衛星定位基準網提供 D-GNSS 解算之修正定位資訊能否提

供足夠之精度輔助勘查作業。 

 

 

 

 

 

 

 

 

 

圖 11 測量現況示意圖 

（四） 作業紀錄：拍攝檢測點位之照片並記錄比較實驗、對照組測量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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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號 地籍N坐標 地籍E坐標 測量N坐標 測量E坐標 坐標差值

Q88698 2770070.675 306851.796 2770070.749 306852.441 0.649

Q90279 2770035.974 306697.194 2770036.314 306697.636 0.558

QJH37 2770074.795 306652.221 2770074.352 306652.281 0.447

QJH41 2770137.533 306653.064 2770137.759 306653.899 0.865

Q5N21 2770087.467 307077.795 2770087.637 307077.510 0.332

Q1067 2769864.097 306754.781 2769864.150 306754.980 0.206

平均N坐標差值 平均E坐標差值 平均差值

0.218 0.411 0.509
點位分布如下圖

肆、 資料分析 

（一）檢測已知點位 

  本研究實驗共計檢測已知點位 6 點，其分布於臺北市政府市府大

樓鄰近，本範圍有些許大樓建物，惟道路及比鄰建物之空地也相對寬

敞，屬於衛星訊號中度遮蔽區域，經以本研究方法測量坐標成果如下： 

 

 

 

 

 

 

 

 

 

 

 

 

 

 

圖 12 已知控制點分布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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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研究經檢測已知點並與本市地籍坐標比對，其坐標平均差值

約為 50 公分，檢測 6 點中，以點號 QJH41 差值達 87 公分最多，點號

Q1067 差值僅 21 公分最少，各點坐標差值均低於 1 米，點位 QJH41

坐落於逸仙路人行道，其上有行道樹遮蔽，東側則鄰近 11 層樓高之本

市議會大樓，應係為坐標值差值較大之主因。 

  另比較本研究案使用APP及Google Map初始定位圖面差異如下，

可見 BG200 定位圖面位置明顯較 Google Map 定位位置精準，亦更接

近臺北市控制測量成果管理系統之結果，相關成果如下圖所示： 

 

點號 BG200 Google Map 

Q88698 

  

Q9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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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JH37 

  

QJH41 

  

Q5N21 

  

Q1067 

  

圖 13 使用 BG200 及 Google Map比對已知點展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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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形特徵物比對 

  第 2 階段針對本府市府大樓東西南北 4 大門出口各 2 角點

共 8 點進行測量記錄 BG200 展圖畫面如下，可見測點相當接近

實際現況，相關成果如下圖所示： 
 

北門右側角點 北門左側角點 

  

西門右側角點 西門左側角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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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門右側角點 南門左側角點 

  

東門右側角點 東門左側角點 

  

圖 14 測量市府大樓 4方大門角點展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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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實驗為小區域測試，依據測試結果僅具本章小結如下： 

（一）中精度定位服務實測精度可達 1公尺以內 

  本次實驗使用衛星定位基準網中精度定位服務搭配行動裝

置，經實際比對已知坐標較差約為 50 公分，特徵物比對部分亦

能精確指示出使用者在圖面上之相對位置，配合套疊地籍圖資，

於此精度量級，應可支援土地現況勘查、土地指界、使用面積

粗估、土地利用初期規劃等等項目。 

（二）都會地區透空遮蔽影響定位效率，於市區使用仍屬可行 

  衛星定位測量精度會受測量環境遮蔽、接收衛星數量、訊

號的好壞及衛星分布的幾何形狀所影響。都會地區因高樓林立，

其透空環境常有受限，實驗過程偶有儀器初始接收訊號失鎖等

情形，需要稍微移動收訊位置，以利鎖定衛星訊號，依現今硬

體發展之規格及趨勢，本市衛星定位基準網中精度定位服務於

市區應用仍屬可行。  

伍、 結論與建議 

結論：衛星定位基準網中精度定位服務可應用於輔助土地勘查

業務 

  本研究採用已知點坐標比較（絕對精度）及特徵物比對(相

對精度)等兩項實驗方法驗證，應用本市衛星定位基準網中精度

定位服務，其定位精度（0.5 公尺-1 公尺）輔助土地勘查業務

實屬可行，相較於靜態衛星定位測量作業時間較短、成本較低，

且簡便型裝置攜帶方便，可大幅節省地政機關人力並提升勘查

作業之效率，衛星訊號接收晶片亦可廣泛推展應用於手機、行

動裝置、移動載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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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後續可延伸研究 

（一）釐清誤差來源是否包含系統誤差，以提升定位精度 

  本次實驗僅針對小區域範圍進行單次性的成果蒐集，未來

應可以採增加觀測點數、擴大測區，並於不同時間觀測，藉以

明確測試研究誤差來源性質分析誤差來源有無系統性誤差，體

提升定位精度，同時亦可藉由多是測試記錄系統使用經驗，提

供使用者作為參考。 

（二）遮蔽問題後續解決方式 

  衛星定位技術自 1980 年代 GPS 開放世代以來，迄今約 40

年，發展自原始的軍事需求、科普研究、商業導向、地理資訊

用以至民生應用，其已證明該技術之前瞻未來性，為廣入民生

用途，其技術必定需克服環境因素，都會地區訊號遮蔽問題產

學研界亦不斷研究解決方法，現階段仍以增加觀測數為共識解，

增加觀測數之方法，分述如下： 

1. 於訊號遮蔽嚴重地區設置虛擬衛星發射器，提升訊號解算效

率及精度，在特定場域需求之應用已得到驗證，例如機場進

場飛行導航，該方法缺點為造價昂貴，需針對特定區域進行

客製化虛擬衛星分布，並且不利於市容變化快速之都會地

區。 

2. 國際間為建設有利國情的衛星建設，多系統衛星已陸續運行，

另一增加區域衛星訊號觀測數進而提高定位精度之作法為導

入天頂距衛星訊號，亦即衛星增強系統（Satellite-Based 

Augmentation System，簡稱 SBAS），天頂距衛星因其軌道設

計，使其衛星訊號得長時間為特定中廣範圍區域所接收，提

供解算數及解算幾何較佳，是以解算成功之機率大幅上升，

亦可作為部分系統失效時之備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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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提升定位效率增加通訊基地臺訊號作為都會區定位之輔助

訊號源，都會地區因衛星訊號定位可能有遮蔽、多路徑效應

等不確定因素，建議透過增加導航衛星以外的資訊提供定位

參考，此類做法雖無法提供測量等級之定位精度，但可以達

成快速粗略定位，達成百米級之初步定位成果，例如輔助式

全球定位系統定位（Assisted-GNSS，簡稱 A-GNSS）輔助系統，

A-GNSS 原理為透過手機訊號基地台或 WiFi 在發送通信訊號

時同步傳送基地台坐標資料，使智慧行動裝置可以第一時間

接收最近基地台之坐標位置，幫助初始化定位坐標，之後再

持續進行單點定位解算，進一步增加精度，此方法可以有效

提升定位效率，已逐步推廣於個人行動裝置之配備，有賴都

會區手機訊號基地台、WIFI 基地台密集分布，建議可以增加

此類輔助訊號源，幫助快速達成初始定位。 

建議 2：研議市政業務導入措施 

  本研究初步驗證衛星定位基準網中精度定位精度可支援土

地勘查之用，本市各機關負責市政業務項目亦涉有中精度定位

之需求，為利最大化本市衛星定位基準網建置效益，建議由本

局制定相關計畫推行各機關使用衛星定位基準網服務，節省人

力提升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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