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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研究目的、研究方法、重要發現、主要建議) 

地籍圖圖根點的維護與管理，是土地複丈工作中的重要議題，當

圖根點遺失或坐標精度隱含不確定性時，會增加測量作業上的阻礙，

也影響人民權益甚鉅。目前本所對於圖根點的管理並沒有統一的規範，

而是由各轄區承辦人自行辦理，以致於圖根點資料不易共享，對於圖

根點現況的掌握難以長久延續。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本計畫納入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空間資料(Spatial Data)與屬性資料(Attribute Data)

的概念，所謂的空間資料即為圖根點在台灣大地基準下的橫麥卡托二

度分帶投影坐標值，定義絕對位置；屬性資料用來描述圖根點的特性，

例如：點號、點名、發布時間、測製方法、樁位照片等。本研究將圖

根點的空間與屬性資料運用資料表彙整保存，方便增修管理，此外，

本計畫依據開放式地理空間協會(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維護發

展的開放地理資訊編碼標準 KML(OpenGIS Keyhole Markup 

Language Encoding Standard)建置圖根點位置標記檔，承辦人員可於電

腦或行動裝置上透過 Google Earth或 Google Map檢視圖根點資料，

增進外業工作的效率，圖根點資料的流通也更加便利。 

本研究以 106、107 年度圖根點清理補建計畫資料為測試對象，



2 

 

建置圖根點位置標記檔，可於行動裝置上瀏覽圖根點資料，增加外業

工作便利性，圖根點現況常因道路施工等因素而有變化，由轄區承辦

員直接維護管理，能提升資料更新頻率，每年定期清查的紀錄也能納

入管理，使本所能有效掌握轄區內圖根點遺存的狀況，據以辦理圖根

點補建工作。 

現階段將圖根點資料彙整於單一檔案保存，並不是最理想的方式，

未來建議能改為利用資料庫儲存於伺服器中，並設計軟體程式界面整

合資料篩選和匯出位置標記檔的功能，如此資料管理更有整體一致性，

也更便利。 

2 主旨及背景說明 

目前本所的圖根點資料存放於地籍資料伺服器中，可於地政系統

WEB版界面檢視，或匯出控制點坐標檔(*.CTL)，展繪於地籍圖重測

系統，並無結合其他可輔助辦認圖根點位置的資料，相關的屬性資料

也缺乏，因此，若能整合相關資料，能使資料使用效益提昇。 

3 相關研究、文獻之探討 

開放地理資訊編碼標準KML已是國際通用的GIS資料交換格式，

我國內政部建置之通用版電子地圖，以圖磚方式建立影像底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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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應用單位介接，但底圖服務未包含相關屬性，且所有圖層資料被

納入單一影像，原始的 GIS資料屬性無法發揮作用，為因應此問題，

內政部選擇以 KML標準制訂通用版電子地圖之開放圖式，供使用者

以 KML標準建構地圖資料時，能引用圖式。 

我國內政部地政司為促進控制點資料流通共享，公佈控制點資料

標準(文件編號：NGISTD-ANC-004-2010.3)，針對控制點進行特性分

析，並設計對應的屬性欄位，本研究以此欄位內容作為參考，設計適

合本研究的圖根點控制資料的屬性欄位。 

4 研究方法 

本研究由資料蒐集、彙整到資料建置擬定資料處理作業流程，將

原本分散的圖根點相關資訊進行整合，研究流程如圖 1，後續各小節

分別說明每個流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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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流程圖 

4.1 資料蒐集 

本研究處理的圖根點資料，可由地政機關考量辦理人力、轄

區範圍大小、圖根點數量…等因素，自行排訂期程辦理。本報告

以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辦理之地籍圖圖根點清理補建計畫範圍

為例，該計畫屬年度計畫，每年選定轄區內圖根點遺失嚴重的地

段為作業範圍，清查範圍內尚保存良好的圖根點，做成紀錄，並

以導線測量方法補建圖根點，其單導線平差計算前均符合地籍測

量實施規則規範之精度要求，再將導線網佈設形狀納入平面角邊

混合控制網嚴密平差計算。以上述方法蒐集得舊有圖根點及新設

圖根點皆納入管理。 

資料蒐集 

•圖根點清理 

•圖根點補建 

屬性欄位
設計 

•控制點資料
標準 

資料彙整 

•依屬性欄位
填寫 

批次轉換
為KML 

•單機版視窗
程式操作 

成果展示 

•Google 
Earth 

•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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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屬性欄位設計 

依據內政部地政司 99 年 3 月公布之控制點資料標準(文件編

號：NGISTD-ANC-004-2010.3)訂定本研究的控制點(本計畫主要

對象為圖根點，另外也納入測設圖根點時所引用的加密控制點、

精密導線點、基本控制點，以下統稱控制點)屬性資料欄位，說明

如表 1： 

表 1 控制點屬性與說明 

屬性 說明 

點號 

提供控制點之識別需求，本所測設之圖根點依

施測年度及區域訂定；圖根點以外之控制點，

名稱由業務主管機關決定，本所援用。 

點名 

提供控制點之識別需求，本所測設之圖根點不

另訂點名；測設圖根點所引用之加密控制點

等，名稱由業務主管機關決定，本所援用。 

測製案名 說明控制點新補建計畫之名稱及相關資訊。 

發布時間 

控制點資料由業務主管機關正式發布之時

間，控制點於發布後方可引用。本所管理之圖

根點目前尚無法定公告程序，故填註圖根成果

核定日期。 

測製方法 說明測設控制點時採用之測量方法。 

點位概述 
說明控制點資料之基本特性，可註記使用時必

須注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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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 說明 

坐標 

控制點之二維平面坐標，包括台灣大地基準

(TWD97 或 TWD67)的二度分帶投影坐標及世

界大地基準(WGS84)的經緯度坐標。 

位置精度 
包括平面和高程位置精度兩類考量，應依測量

相關理論說明精度評估之方式與結果。 

標石種類 以文字敘述，說明控制點使用之標石種類。 

測製機關 
說明埋設該控制點並實施測量之機關單位名

稱。 

樁位照片 
該控制點之點位近照、點位遠照或點位四周環

境照片。 

4.3 資料彙整 

根據前一節設計的屬性欄位，採用 Excel 軟體將每一筆圖根

點資料對應的屬性值填入欄位中，示意如圖 2： 

 

圖 2 使用 Excel軟體彙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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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彙整並非一次性的工作，更新頻率是影響地理空間資料

品質的關鍵因素，因此每一筆圖根點資料可以依現況改變即時更

新，並定期批次更新 KML 檔案，如圖 3 的循環流程，提供最新

的資料給使用者。 

 

圖 3 資料更新週期流程 

4.4 批次轉換為 KML 

4.4.1  KML檔案架構 

開放地理資訊編碼標準 KML 是一種用於地圖瀏覽器(例

如：Google Map、Google Earth)展示地理空間資料的檔案格式，

是基於可擴展標記語言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語

法標準的一種標記語言，可以儲存點、線、面類型的幾何資料，

圖根點
清理補
建 

更新資
料庫 

批次更
新K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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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地理空間資料交換。本計畫根據控制點需求，選擇適當的

XML標籤儲存控制點的空間和屬性資料，並建構完整的 KML

檔案，整體架構如圖 4所示： 

 

圖 4 KML檔案架構圖 

 

圖 4中的方框，由左至右代表 XML標籤之間由上而下的階層

關係，各標籤的用途與內容說明整理於表 2： 

表 2 KML標籤用途與內容說明 

標籤名稱 用途與內容說明 

<Folder> 
<Folder>標籤代表整個計畫專案，其子階層

的<name>標籤儲存該計畫名稱；其子階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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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名稱 用途與內容說明 

包含多個<Document>標籤，將資料區分為不

同圖層。 

<Document> 

<Document>標籤代表圖層，其子階層的

<name>標籤儲存該圖層名稱，<Style>標籤儲

存圖層樣式，<Placemark>標籤內儲存幾何資

料。 

<Placemark> 

<Placemark>標籤代表一筆幾何資料，其子階

層能儲存絕對位置與屬性。其子階層的

<name>標籤儲存識別屬性 (如點號 )，

<ExtendedData>標籤儲存表 1 所列的屬性資

料。 

<LookAt> 

<LookAt>標籤代表在 Google Earth平台上檢

視該筆幾何資料時，預設的位置和視角，有

助於資料呈現。 

<StyleUrl> 
<StyleUrl>標籤設定該筆幾何資料所屬的圖

層樣式。 

<ExtendedData> 

<ExtendedData>標籤是使用者自訂資料欄

位，其子階層的<Data>標籤儲存屬性欄位名

稱，<Value>標籤儲存對應的屬性值。 

<Point> 

<Point>標籤代表點幾何資料，即為控制點，

儲存經緯度坐標值，並顯示在相應的空間位

置。 

<LineString> <LineString>標籤代表線幾何資料，儲存直線



10 

 

標籤名稱 用途與內容說明 

兩個端點的經緯度坐標值，並在相應的空間

位置展示一條直線。本計畫運用線幾何資料

表示控制點之間通視的情況。 

 

4.4.2  單機版視窗程式 

圖根點是龐大的測量資料，且有定期更新的需求，以人工

的方式逐筆轉換為 KML檔案並不理想，本研究使用 Visual C#

程式語言自行撰寫視窗程式，如圖 5，可於 Windows 作業系

統下執行，透過將前一節彙整的 Excel資料表，轉換格式為逗

點分隔文字檔(.csv)，程式讀取後，批次將每一筆圖根點屬性

資料寫入 KML 格式架構內，直接產製 KML 檔案。利用程式

批次處理資料，能達到更新速度快的優點，且不會發生因人為

因素導致資料錯誤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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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使用者操作介面 

 

4.5 成果展示 

本研究產製成果為控制點的 KML 位置標記檔，每一筆資料

含有坐標及相關的屬性資料，可將資料展繪在 Google Earth 或

Google Map上，同時適用於電腦或行動裝置上，如圖 6、圖 7、

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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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成果於電腦版 Google Earth 展示 

 

 

圖 7 成果於行動裝置 Google Earth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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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成果於行動裝置 Google Map展示 

5 研究發現 

各年度新建、補建及清查的圖根點資料統一管理，促進本所內不

同轄區承辦員之間資料共享，對於圖根點現況的掌握能長久延續。圖

根點資料(如現況照片)由轄區承辦員直接維護管理，資料更新頻率高，

每年定期清查的紀錄也能納入管理，使本所能有效掌握轄區內圖根點

遺存的狀況，據以辦理圖根點補建工作。 

依據開放式地理空間協會維護發展的開放地理資訊編碼標準

KML 建置的圖根點位置標記檔案，其格式能被大部分的商用地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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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系統軟體、網路地理資訊系統(Web-GIS)平台支援，亦即地政機關

所產製的資料，也能在符合法規的前提下，與產、官、學界相互流通。 

近年來，手持行動裝置普及，並內建有免費電子地圖(如 Google 

Map)和衛星定位(GPS)功能，本計畫建置的圖根點位置標記檔案，可

以直接套繪於電子地圖上，並整合圖根點坐標、現況照片，供測量人

員在外業現場直接查詢附近可用的圖根點，增進外業工作便利性。 

 

6 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擬定作業流程將圖根點相關資料彙整，使用 KML檔案型

態流通交換，同時也增進資料使用便利性。資料管理部分，目前僅採

取利用 Excel資料表管理，並非最佳方案，採用資料庫儲存每一筆圖

根點的坐標及相關屬性，應會是更理想的做法，設計軟體操作介面，

運用帳號管理使用者的權限，便能夠共同更新資料庫內的資料，達成

資料共享，上述想法為使本研究更為精進的建議，作為未來工作努力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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