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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世紀—
運用歷史舊地籍圖、職業明細圖、
火災保險地圖探索城市空間演變

廖泫銘 研究副技師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中華民國地圖學會常務理事、臺灣地理資訊學會理事）

臺北市地政局地政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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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資數位典藏
 日治時期大比例城市地圖

 地籍圖
 市區改正圖
 職業別明細圖
 火災保險地圖

 加值應用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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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資數位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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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理資訊數位化落實時空資訊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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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方輿（古輿圖）

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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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豐1824-1835年間臺灣山海全圖(中文版)

https://goo.gl/BxFz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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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李仙得所繪製《 Formosa Island and the Pescadores 》

https://goo.gl/cUU5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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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四年（1878） 《全臺前後山輿圖》 https://goo.gl/tZ1p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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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六年（1880）《臺灣前後山全圖》 https://goo.gl/ixuF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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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資訊數位典藏計畫

 從1998年迄今，中央
研究院持續匯集臺灣
各政府及學術機關典
藏的地圖，並針對國
外典藏機構之典藏空
間資料進行資料調查
與收集工作，目前已
累積逾55萬筆各式地
圖以及逾60萬筆航照
影像數位典藏成果。

計畫網站：http://map.rchss.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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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數位典藏整合查詢系統」

 跨機構整合性資料庫檢索
 完整豐富的元數據(metadata)

 線上等比例地圖檢視瀏覽
 地理空間查詢建立與查找

http://map.rchss.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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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年臺北市職業別明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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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會圖書館地理地圖部＊

 國家圖書館＊

 國史館及轄下臺灣文獻館＊

 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與圖書館
 內政部地政司方域科＊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國防部軍備局生製中心第四０一廠＊

 經濟部水利署及轄下河川規劃試驗所＊

 經濟部礦務局＊

 農委會林務局
 農委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地理學系
 臺灣各農田水利會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

 海軍大氣海洋局＊ ＊表簽訂合作協議書或備忘錄

提供一站式地圖整合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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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4月20日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與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簽訂學術合作備忘錄；本案已於106年底將日治時期全市
地籍圖978幅數位數位化，持續深化成果研究與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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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照數位典藏整合查詢系統」
 收集1943~1976年各類型舊航照影像資料
 http://gisportal.rchss.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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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年臺北大轟炸前後航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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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同弘 《反轉戰爭之眼：從美軍舊航照解讀台灣
地景脈絡》, 暖暖書屋 2018/1/18出版（ISBN：
9789869465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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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開放服務與前瞻性計畫鼓勵跨領域研究

 資料開放即服務；GIS化資料即平台
 從Re-use提升Re-purpose

Private 
Access

Open 
Access

 API
 CCTS API

 Web Service by Standard
 WMTS
 CSW

 Open Data
 THCTS Data

 CCTS
 THCTS

 Query System

Stand alon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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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百年歷史地圖」整合各時期地形圖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MapCom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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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大比例城市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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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大比例城市地圖

掌握城市基本空間紋理的歷史資料
 地籍圖
 市街圖
 鳥瞰圖
 商工案內圖：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
 市區改正圖（都市計畫圖）
 住宅地圖
 火災保險特殊地圖（火保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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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地籍圖（二十世紀的文化遺產）

 起自日治初期，沿用至今
 台灣土地管理最基礎圖資（實測、大比例尺）
 地籍圖與地形圖（台灣堡圖）整合： 土地調查、地

籍清理、地形測量合一
 「以地管人」制度，可以串連建物、戶籍等資料
 紀錄地目(土地利用)資訊
 「地籍線」、「地號」及「地目」用黑色線條或文

字標示，異動資訊則用紅色條或文字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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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圖所記載上「地籍線」、「地號」與「地目」註記及異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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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地籍圖數位典藏
 為永久保存臺灣歷史地籍圖與地籍登錄資料，

增進學術研究，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前身為
土地測量局）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自2004年起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在『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經費支
持下，於2004~2014年間針對早期地籍圖進
行整理與數位典藏工作，期間完成：「官有林
野圖」、「公有山坡地測量地籍圖」、「林班
解除地地籍原圖」、 「160磅藍曬地籍圖」、
「修正測量地籍圖」 、「山地保留地地籍圖」
及「日據時期舊地籍圖」數位化保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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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日據時期舊地籍圖

 原本各地政事務所地籍正圖或副圖，完成圖解數化
後送交國土測繪中心典藏。因使用頻繁，出現伸縮
、摺裂、破損狀況；共計完成15,282幅掃描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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霳 憍 慩簰尲躋篎尴鰽Ｎ



35

「住所番地」地理座標定位

 某人舊戶口登記簿上記
載住所番地為「南投廳
沙連堡後埔仔庄土名水
車九十一番地」

 臺灣堡圖上找出「南投
廳沙連堡後埔仔庄」位
置，套疊現在地段圖得
知位於今日「南投縣竹
山鎮後埔子段水車小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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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032189, 120.74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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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宮前町九十番地
作者： 張超英/口述, 陳柔縉/執筆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16/07/30
ISBN：978986344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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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地籍圖運用於日治時期工商分布研究



日治時期西螺街商號、屋號明細表，西螺鎮志



西螺延平老街商號分布圖



45

臺灣早期寺廟分布研究

1899年台灣總督府出版「社寺廟宇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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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地籍圖運用於建築史研究

 林宜君、徐明福、吳宗江(2012), 日治時期溪底大
木司阜在臺執業之初探：遷移與營生歷程（1910-
1928）

 「寄留戶口調查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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霳 憍 慩簰詙去 毇
簙扵寷 扵熽宯鰽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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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地籍圖運用於古蹟、古地理考察研究

 廖德宗(2008), 重現鳳山縣新城的城池與街市(清
代至日治時期) , 高雄文獻27 頁頁63+65-144

 廖德宗(2012), 清代鳳山縣舊城內寺廟、官署與
街道空間之考證, 高雄文獻2:4 頁100-134

 古今地圖比對 找到清代鳳山縣左營舊城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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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考現學

台灣堡圖上的左營舊城及鳳山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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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營舊城的日治地籍圖上
古道及圳道

廖德宗(2012), 清代鳳山縣舊城內寺廟、官署與街道空間之考證, 《高雄文獻》 2:4 頁10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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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地籍圖所詳細記載台灣百年以前的「地目」(土地利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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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雙城古道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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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雙城古道活化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於2011年10月辦理騎單車訪古道活

動，並發表左營鳳山雙城古道寶典(地圖與景點)。

單車訪雙城古道(2011.10)



文化部左營見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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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甲路-地圖上的測量誤差
 保甲路/車行道路 - 過去生活與現在的斷層
 健行步道/腳踏車步道

 找路/找出路
 過去的產業：稻米、茶葉、煤礦
 不同資源的整合（圖資/社會資源/政府資源/人力資源）
 人文生態資源亮點

新北市石碇區光明社區保甲路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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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是地理上人物風情往來互動的通道，承載著有形物質界的交通，更是無
形文化的溝通網絡。與在地居民一起踏尋整修阡陌縱橫般的保甲路，除了串
連過去的歷史文化，凝聚在地社區共識，也共同集思著社區出路

社區找保甲路/找尋社區出路：保甲路勘查及行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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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圖上
的保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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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is.rchss.sinica.edu.tw/cgis/2016/09/20/保甲路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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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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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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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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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GIS怎麼做—實驗與實踐



其他研究
 吳秉聲（2013），〈清領時期台南城市空間結構復原之研究

（1875-1895）－以數位化之1920年代〈台南市地籍圖〉為
建構基礎〉《建築學報》(建築歷史與保存專刊)（85）:1-15
，台灣建築學會 (TSSCI)

 李宗信(2011)，〈崩山八社租業的形成與終結(1684-1904)〉
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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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改正圖
（都市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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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改正

 日治時期所告示（公告）之「市區改正」或「都
市計畫」計有74處，其中24處之都市計畫並有
後續之「擴張計畫」

 昭和12年（1937）4月1日實施臺灣都市計畫令
前稱「市區改正」，之後則依計畫令之法定名詞
，改稱為「都市計畫」。

 多數典藏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總督府檔案
 http://ds3.th.gov.tw/ds3/app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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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台南市區改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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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彰化一九○六：一座城市被
烙傷，而後自體再生的故事

作者：青井哲人
出版社：大家出版
出版日期：2013/10/2
ISBN：9789866179594

「一座城市若是有了名字，又被繪成肖像，
說不定也算具有某種「人格」吧。這些「人

格」超越人的一生，甚至超越國家盛衰，生
生不息，即使戰爭、大火，也無法奪走城市
的生命。」 ~青井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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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明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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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明細圖（大日本職業別明細案內圖）

 屬於工商地圖
 多為「東京交通社」出版

 http://gis.rchss.sinica.edu.tw/mapdap/?page_id=7971



77 1929年臺南市職業別明細圖(No.170)A

78 1932年臺北市職業別明細圖



79 1932年臺北市職業別明細圖（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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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保地圖
（火災保険特殊地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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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保險特殊地圖

 提供火災保險核定保費(
料率算定)的參考用地圖

 昭和3年沼尻長治設立地
圖研究所，後改稱都市整
圖社

 昭和8年臺灣調查繪製
 日比谷図書文化館典藏

 樺太・台湾・旭川

 2018年 柏書房復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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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建築學會技術報告集 第5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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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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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及WMTS服務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pei.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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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服務促進數典創新應用

臺灣百年歷史地圖APP

中研院數位文化中心

臺北市歷史圖資APP

旅行、登山紀錄

Oruxmap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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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圖古今對照

 老照片與街景對照

 GPS現在位置

 同時在Apple Store、
Google Play，免費下
載。

歷史地圖app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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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http://digitalarchives.tw/Apps/TaipeiHistoricalMaps/

「歷史地圖散步」系列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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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臺北歷史地圖散步
2017 臺中歷史地圖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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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市場歲月：新富町庶民生活的軌跡
作者：財團法人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
出版社：馬可孛羅
出版日期：2018/5/31
ISBN：978957875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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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對於歷史的
確認，延展想像的
起點。

書名：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
作者： 陳柔縉
出版社：麥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3/3
ISBN：9789863445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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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安區水圳人文走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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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舊秋調」城市壯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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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散步地圖

宜蘭在地文創書店「Stay旅人書店」，依據昭和四年臺灣總督府出版的宜蘭街古地圖，
重新繪製一份宜蘭街旅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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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州立基隆中學校校友回憶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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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和號2013年出版《臺南‐拾歲帖》：精選6張日治臺南古地圖濃縮至1張，
讓讀者清楚看見日治時期臺南市的地理變遷與街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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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鼓山區哈瑪星時空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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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時空地圖
B面文化工作出版之《台南時空地圖》是一份將台南自古至今的圖資匯整、解讀，還原
建構成現今規格的地圖。 地圖並以顏色區分各個時期，包括史前、明、清、日、民初，
至現今； 讓城市的發展變遷，從一張圖上便能依時序閱讀出來。也由於繪製方式是以
現今的地理資訊為基礎，以高精確度定位文史資料， 便於新舊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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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安南區土城社區地圖
臺史博陪伴土城子鄉音劇團繪製社區地圖，並在「「地圖很有事：地圖的臺灣史」
特展特展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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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地圖協作平台

https://www.tgos.tw/MapSites/Web/MS_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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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回顧臺灣日治時期大比例尺城市地圖，有別於一般
地形圖可以針對城市空間進行更細緻的研究。

 舊地籍圖不僅僅是地權登記文件，隨著時間演進，
也成為臺灣歷史研究史料。

 地籍圖、市街圖、職業明細圖、火保地圖相關訊息
整合，可以建構城市時空資訊基礎框架，讓相關人
物、事件、物件精準定位、並相互關連。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廖泫銘 veevee@gate.sinica.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