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統操作手冊                                               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 
 

 I 

 
 
 
 
 
 
 

 

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 
 

 
 
 
 
 
 

系統操作手冊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系統操作手冊                                               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 
 

 II 

目            錄 

第一章 簡介.................................................................................................................. 6 
第二章 系統介紹與操作說明...................................................................................... 8 

第一節 系統介紹.................................................................................................. 8 
第二節 寺廟查詢功能........................................................................................ 21 

一、 瀏覽寺廟資訊.................................................................................... 21 
二、 寺廟相關資料查詢功能.................................................................... 25 

第三節 文化資產................................................................................................ 38 
一、 有形文化資產.................................................................................... 38 
二、 無形文化資產.................................................................................... 43 

第三章 網路地理資訊系統........................................................................................ 54 
一、 系統基本功能介紹............................................................................ 57 
二、 進階功能............................................................................................ 60 



系統操作手冊                                               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 
 

 III 

圖            目            錄 

圖 1 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平台網站架構.............................................. 9 
圖 2 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使用者登入前，後之功能差異.................. 9 
圖 3 文化資產查詢.................................................................................... 10 
圖 4 寺廟資料查詢.................................................................................... 11 
圖 5 GIS地圖查詢...................................................................................... 12 
圖 6 主題圖冊查詢.................................................................................... 12 
圖 7 相關活動查詢.................................................................................... 13 
圖 8 案例研究與應用議題查詢................................................................ 14 
圖 9 相關資源查詢.................................................................................... 17 
圖 10 關於本系統查詢.............................................................................. 18 
圖 11 資訊搜尋.......................................................................................... 20 
圖 12 使用者登入畫面.............................................................................. 21 
圖 13 寺廟資料進入畫面.......................................................................... 22 
圖 14 寺廟資訊依縣市別分類.................................................................. 22 
圖 15 寺廟資訊列表.................................................................................. 23 
圖 16 寺廟資料表資訊.............................................................................. 24 
圖 17 切換至寺廟資料頁面...................................................................... 25 
圖 18 主祀神標籤雲.................................................................................. 26 
圖 19 顯示查詢資訊.................................................................................. 27 
圖 20 主祀神明名稱自填.......................................................................... 28 
圖 21 依寺廟名查詢.................................................................................. 29 
圖 22依行政區查詢功能........................................................................... 30 
圖 23 依行政區查詢功能-以桃園縣桃園市為例.................................... 31 
圖 24 依行政區查詢.................................................................................. 33 
圖 25 於行政區內查詢主祀神明.............................................................. 34 
圖 26 依寺廟名查詢.................................................................................. 35 
圖 27 依廟名查詢結果篩選特定主祀神之寺廟數量.............................. 36 
圖 28 查詢條件列表.................................................................................. 37 
圖 29 單筆刪除搜尋條件.......................................................................... 37 
圖 30 有形文化資產.................................................................................. 38 
圖 31 建築查詢類別.................................................................................. 39 
圖 32 依古蹟名查詢.................................................................................. 40 
圖 33 級別標籤雲...................................................................................... 41 
圖 34 依建築名稱查詢.............................................................................. 42 
圖 35 無形文化資產.................................................................................. 43 
圖 36 風俗習慣.......................................................................................... 44 



系統操作手冊                                               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 
 

 IV 

圖 37 風獅爺頁面...................................................................................... 45 
圖 38 依風獅爺名稱查詢.......................................................................... 46 
圖 39 依獅子高度查詢.............................................................................. 47 
圖 40 依功用查詢...................................................................................... 49 
圖 41 材質與位置屬性查詢...................................................................... 49 
圖 42 依類型查詢...................................................................................... 50 
圖 43 彩繪、形制、獅別查詢.................................................................. 51 
圖 44 依行政區查詢.................................................................................. 53 
圖 45 縣市鄉鎮村里查詢.......................................................................... 53 
圖 46 地圖影像發佈技術.......................................................................... 55 
圖 47 文化資源網路式地理資訊系統首頁.............................................. 56 
圖 48 地圖平移功能.................................................................................. 57 
圖 49 地圖等比例縮放功能...................................................................... 58 
圖 50 地圖街道圖顯示功能...................................................................... 59 
圖 51 空間定位檢索功能.......................................................................... 60 
圖 52 地段地號定位功能.......................................................................... 61 
圖 53 行政區定位查詢-以台北市南港區中研里為例............................ 62 
圖 54 門牌地址定位功能-以內政部地址為例........................................ 63 
圖 55 地標定位查詢-以中央研究院為例................................................ 64 
圖 56 空間查詢功能.................................................................................. 65 
圖 57 各類文化資產查詢.......................................................................... 66 
圖 58 依寺廟所在縣市查詢-以高雄市地區為例.................................... 67 
圖 59 依目前檢視的影像區域或地圖範圍查詢-以高雄市為例............ 68 
圖 60 依寺廟名稱查詢-以松山區慈祐宮寺廟為例................................ 69 
圖 61 文化資產與全國寺廟查詢功能...................................................... 70 
圖 62 依古蹟所在的縣市範圍進行查詢.................................................. 71 
圖 63 古蹟資料與顯示圖層...................................................................... 72 
圖 64 依歷史建築與古蹟所在縣市查詢-以台中市部分地區為例........ 72 
圖 65 歷史建築、古蹟與老樹圖例.......................................................... 73 
圖 66 顯示古蹟、歷史建築、老樹資訊.................................................. 73 
圖 67 依歷史建築或古蹟名稱查詢-以全國「酒廠」關鍵字為例（1/2）

.............................................................................................................. 74 
圖 68 依歷史建築或古蹟名稱查詢-以全國「酒廠」關鍵字為例（2/2）

.............................................................................................................. 75 
圖 69 輸入廟名及詳細資料...................................................................... 76 
圖 70 下拉式查詢選單.............................................................................. 77 
圖 71 透過詳細資料查詢寺廟資訊.......................................................... 77 
圖 72 依年代查詢...................................................................................... 78 



系統操作手冊                                               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 
 

 V 

圖 73 民俗活動查詢.................................................................................. 79 
圖 74 選單式年份查詢.............................................................................. 80 
圖 75 遶境路線分布圖.............................................................................. 81 
圖 76 主題地圖查詢.................................................................................. 82 
圖 77 台灣堡圖廳治.................................................................................. 82 
圖 78 宜蘭農田水利會-灌溉區水圳進水口............................................ 83 
圖 79 圖層與圖例...................................................................................... 84 
圖 80 影像圖層清單.................................................................................. 84 
圖 81 台南市區寺廟分佈圖（底圖：臺灣堡圖）.................................. 85 



系統操作手冊                                               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 
 

 6 

第一章 簡介 

中華民國文化建設委員會為掌管全國文化資產的中央單位，文化

資產範疇包含遺址、古蹟、歷史建築等等。2006年起中央研究院執

行文建會三年期的計畫，主要目的為建置以地理資訊為核心的管理系

統-「台灣遺址地理資訊系統」來協助管理考古遺址。系統架構包含

GIS、內容管理系統（CMS）以及空間資料庫（Spatial database）。

透過 CMS的權限設定能讓不同群組使用者瀏覽特定內容的遺址詳細

資料並對應至 GIS地圖上，亦可由地圖界面直接檢索查詢。圖資方面

提供超過十種的歷史地圖，最早的地圖可追溯至 100年前，並可隨時

任意切換瀏覽；遺址、古蹟、歷史建築與數值地籍圖的套疊，可以得

知該筆文化資產所座落土地以及所有權人的基本資料。 

基於上述成功整合 GIS、CMS的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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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 GIS專題中心）於

2010年開始建置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Cultural Resource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CRGIS）

（http://crgis.rchss.sinica.edu.tw/ ），廣義的文化資源定義包含遺址、

寺廟、古蹟、歷史建築、書院、老樹以及神明活動、宗教信仰祭祀圈、

藝術、戲曲、儀式等等。系統資料庫目前除歷史建築、古蹟外，亦增

http://crgis.rchss.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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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全國寺廟、老樹以及民俗活動等類別。以寺廟為例，每一筆都參

考相關歷史文獻，確認創建的年代，如此可與歷史地圖、事件或統計

資料相互對照使用。透過 CRGIS平台，使用者可瀏覽同一空間範圍內

多元文化資源的時空資訊（Spatio-temporal Information）之關連

性。 

 

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的建置有以下幾點效益： 

1、 文化資源的廣義定義沒有法定文化資產的侷限，對於一地區的歷

史文化與內涵能更全面性的掌握。 
 
2、 時空資訊的彙整，使得 GIS 能整合不同歷史文獻進行各種空間分

析。 
 
3、 節省歷史學、考古學者整合資料與繪製地圖的人力、時間。 
 
4、 提供研究者整合文字、影像及空間資訊於一個平台上。 
 
5、 文化資源知識之普及與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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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統介紹與操作說明 

第一節 系統介紹 
 

圖 1 為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平台網站頁面，主要分為以下六 
個部分： 

 
1、 主要功能：速導引至各項主要功能，包含「首頁」、「文化資產」、

「寺廟資料」、「空間資訊」、「訊息快遞」、「應用議題與案例」、「相關

資源」、「關於本系統」等八項。 
 
2、 內容頁面：主要的內容展現區 
 
3、 文化資產 RSS 
 
4、 快速搜索區：即時搜索功能 
 
5、 中文 English：提供網站中英文語言切換 

 
6、 個人工具列：除了登入、登出功能外，還可以直接連結到自己的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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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平台網站架構 

 

 

不同的使用者角色，所能瀏覽、編輯各類資訊的權限有所不同，

因此當使用者瀏覽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首頁時，登入帳號前後能使

用的功能不同，（如圖 2 所示）。 
 

   
圖 2 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使用者登入前，後之功能差異

登入前 登入後 

 

1 

2 

4 

5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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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化資產 
分為「有形文化資產」、「無形文化資產」，將所有關於古蹟、 

歷史、建築以及風俗、節慶、藝術相關資訊依分類做查詢，（如圖 3
所示）。 

 

 

 
圖 3 文化資產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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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寺廟資料 
文化空間寺廟資訊可由「寺廟資料」中查詢及檢索功能使用，（如

圖 4 所示）。 

 

 

圖 4 寺廟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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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空間資訊 
分為「GIS 地圖」、「主題圖冊」，GIS 地圖供使用者查詢全國寺

廟登記資料、古蹟、歷史建築、老樹等向量式圖層以及台灣堡圖、經

建版地形圖、衛星影像等網格式影像圖層，（如圖 5 所示）主題圖冊

中包括寺廟遶境路關圖、主祀神明分布圖，（如圖 6 所示）。 

 
圖 5 GIS地圖查詢 

 

 
圖 6 主題圖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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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訊息快遞 
所有文化空間相關新聞及活動事件，發表於「新聞消息」、「會議

展覽」，讓其他使用者能隨時、容易、清楚地瞭解的所有發佈的資訊，

（如圖 7 所示）。 
 

 

 
圖 7 相關活動查詢 



系統操作手冊                                               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 
 

 14 

(五) 應用議題與案例 
分為「研究案例」、「應用議題」，探討介紹空間技術於人文社會

科學領域之應用議題以及實際案例，（如圖 8 所示）。 
 

 

 

圖 8 案例研究與應用議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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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相關資源 
此處提供「參考文獻」、「相關團體」、「網路資源」、「空間資訊技

術」、「資料下載」，（如圖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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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相關資源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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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關於本系統 
文 化 資 源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Culture Resource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CRGIS)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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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置，（如圖 10 所示）。 
 

 
圖 10 關於本系統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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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即時文件檢索 
在右上方的文字輸入格內輸入所欲搜索的字串，這裡使用寺廟資

訊為例，輸入寺廟名稱、寺廟代碼、寺廟所在縣市、鄉鎮等相關資訊，

均可顯示相關查詢資訊，（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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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資訊搜尋



系統操作手冊                                               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 
 

 21 

第二節寺廟查詢功能 

一、瀏覽寺廟資訊 

使用者登入「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首頁

（http://crgis.rchss.sinica.edu.tw/），（如圖 12）。 

 
圖 12 使用者登入畫面 

 
 

將滑鼠移至「寺廟資料」，（如圖 13）可直接點選縣市名稱後，

選擇鄉鎮類別（如圖 14）即可檢視該縣市內所有寺廟清單（如圖 15）

及寺廟相關圖片資訊與內容（如圖 16）。 

http://crgis.rchss.sinica.edu.tw/


系統操作手冊                                               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 
 

 22 

 
圖 13 寺廟資料進入畫面 

 

 
圖 14 寺廟資訊依縣市別分類 

 

選擇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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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寺廟資訊列表 

 

寺廟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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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寺廟資料表資訊

寺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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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寺廟相關資料查詢功能 

(一) 主祀神查詢 

由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首頁→「寺廟資料」，（如圖 17 所示）。 

 
圖 17 切換至寺廟資料頁面 

 
 

（圖 18）為寺廟資料頁面，共有四個查詢對話框，依序為：「主

祀神明 (標籤雲)」、「主祀神明 (自填)」、「寺廟名」以及「行政區」。 

 

右方第一個查詢對話框「主祀神標籤雲」，標籤雲中主祀神名稱

字體越大代表該主祀神的寺廟數量越多。直接點選欲查詢的主祀神名

稱標籤如「土地公」。在右側「查詢項目」中即顯示全台灣土地公廟

查詢結果，共 2022筆（如圖 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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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主祀神標籤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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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顯示查詢資訊 

 
 

若在主祀神標籤雲中無欲查詢的主祀神名稱（通常是因為筆數較

少），可在「主祀神明(自填)」的查詢對話框中填入主祀神名稱並查

詢，如「有應公」，點選「搜尋」後，在右側「查詢項目」中即顯示

全台灣有應公廟查詢結果，共 4筆（如圖 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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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主祀神明名稱自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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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寺廟名稱查詢 

右方第三個查詢對話框為寺廟名稱查詢，可輸入寺廟名稱，如「北

極殿」，選擇「所有項目」後。點選「搜尋」，在右側「查詢項目」中

即顯示全台灣廟名為北極殿的查詢結果，共 106筆（如圖 21 所示）。 

 

 

 
圖 21 依寺廟名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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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區域查詢 

右側第四個查詢對話框為行政區查詢，可查詢單一行政區（縣市

或鄉鎮）內之寺廟數量（如圖 22 所示）。點選對話框內的行政區名

稱（如桃園縣桃園市），如「桃園縣桃園市」後，在右側「查詢項目」

中即顯示位於桃園縣桃園市的寺廟查詢結果，共 255筆（如圖 23 所

示）。 

 
圖 22依行政區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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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依行政區查詢功能-以桃園縣桃園市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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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綜合查詢 

雖然「主祀神明 (標籤雲)」、「主祀神明 (自填)」、「寺廟名」以

及「行政區」等四個查詢對話框均為獨立查詢功能，但也可搭配做綜

合查詢。以下舉兩個範例。 

 

1、 單一行政區內的主祀神 

若欲查詢桃園縣蘆竹鄉內的土地公廟有幾座，於行政區查詢對話

框中選擇「桃園縣蘆竹鄉」，在右側「查詢項目」中即顯示位於桃園

縣蘆竹鄉的寺廟查詢結果，共 18筆（如圖 24 所示）。 

於主祀神明（標籤雲）中點選「土地公」，在右側「查詢項目」

中即顯示位於桃園縣蘆竹鄉的土地公寺廟查詢結果，共 3 筆（如圖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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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依行政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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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於行政區內查詢主祀神明 

 
 

2、 同名寺廟中相同主祀神 

若欲查詢全國同為北極殿名稱之寺廟，於寺廟名查詢對話框中輸

入「北極殿」，選擇「所有項目」後。點選「搜尋」，在右側「查詢項

目」中即顯示全台灣廟名為北極殿的查詢結果，共 106筆（如圖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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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依寺廟名查詢 

 

 

在寺廟名搜尋欄位下方選擇「在現行結果裡」，並於主祀神（標

籤雲）中點選「玄天上帝」後，在右側「查詢項目」中即顯示全台灣

廟名為北極殿，且主祀神為玄天上帝的查詢結果，共 64筆（如圖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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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依廟名查詢結果篩選特定主祀神之寺廟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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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補充說明 

在寺廟資料下方的「目前搜尋」中，會顯示您在搜尋過程中所設

定的查詢條件，（如圖 28 所示）。 
可依需求點選「隱藏條件 」或「刪除全部 」，如想單筆刪除

查詢條件可直接至條件中點選 做刪除動作，（如圖 29 所示）。 
 

 

 
圖 28 查詢條件列表 

 

       
圖 29 單筆刪除搜尋條件 



系統操作手冊                                               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 
 

 38 

第三節文化資產 

一、有形文化資產 

有形文化資產中分為五個部分，分別為「建築」、「遺址」、「文化

景觀」、「古物」、「自然地景」五項查詢功能，（如圖 30 所示）。 

 
圖 30 有形文化資產 

 
 

「建築」指人類為生活需要所營建之具有歷史、文化價值之建造

物及附屬設施群，在左側查詢「類別」中分為「古蹟」、「歷史建築」

兩項供使用者查詢，（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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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建築查詢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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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蹟查詢 

若欲查詢「古蹟」，可在「古蹟名稱」的查詢對話框中填入名稱

並查詢，如「孔子廟」，點選「搜尋」後，在左側即顯示全台灣孔子

廟查詢結果，（如圖 32 所示）。 

 

 
 

 
圖 32 依古蹟名查詢 

 
 

右方第二個查詢對話框「級別標籤雲」，標籤雲中名稱字體越大

代表該筆數的數量越多。直接點選欲查詢的標籤如「國定」。在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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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顯示全台灣國定古蹟查詢結果，（如圖 33 所示）。 

 

 
 

 
圖 33 級別標籤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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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歷史建築查詢 

若欲查詢「歷史建築」，可在「建築名稱」的查詢對話框中填入

名稱並查詢，如「古宅」，點選「搜尋」後，在左側即顯示全台灣古

宅查詢結果，（如圖 34 所示）。  

 

 
 

 
圖 34 依建築名稱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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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形文化資產 

無形文化資產中分為六個部分，分別為「信仰儀式」、「歲時節

慶」、「 風俗習慣」、「工藝美術」、「表演藝術」、「口頭傳統」六項查

詢功能，（如圖 35 所示）。 

 

圖 35 無形文化資產 

 
 

「風俗習慣」包含生命禮俗、生活習俗等…目前在類別中提供「風

獅爺」供使用者查詢（如圖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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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風俗習慣 

 
 

（如圖 37 所示），為風獅爺資料頁面，共有十二個查詢對話框，

依序為：「風獅爺名稱」、「獅子高度」、「功用」、「材質」、「彩繪」、「類

型」、「形制」、「獅別」以及「縣市」、「鄉鎮」、「村落」、「位置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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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風獅爺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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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風獅爺查詢 

若欲查詢「風獅爺」，右方第一個查詢對話框為風獅爺名稱查詢，

可輸入名稱，如「新風獅爺」。點選「搜尋」，在左側中即顯示名為新

風獅爺的查詢結果（如圖 38 所示）。 

 

 
 

 

圖 38 依風獅爺名稱查詢 

 

 

右方第二個查詢對話框為風獅爺高度查詢，可輸入獅子高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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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尋找「10 到 120 公分高的風獅爺」，請在從跟到填上高度數字後，

點選「搜尋」，在左側中即顯示 120 公分內的風獅爺查詢結果，（如圖 

39 所示）。 

 

 

 
圖 39 依獅子高度查詢 

 
 

左方最後以及右方第三、四個查詢對話框為標籤雲，分為「功

用」、「材質」、「位置屬性」標籤雲中字體越大代表該數量越多。直接



系統操作手冊                                               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 
 

 48 

點選欲查詢的功用標籤如「鎮風」，（如圖 40 所示）。同時在「材質」、

「位置屬性」標籤雲中即顯示同步查詢結果。 

查詢結果為鎮風的風獅爺在材質上屬「石頭」最多，而位置屬性

為「聚落」最多，（如圖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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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依功用查詢 

 

 
圖 41 材質與位置屬性查詢 

 
 

右方第六、七、八、九個查詢對話框為標籤雲，分為「彩繪」、「類

型」、「形制」、「獅別」標籤雲中字體越大代表該數量越多。直接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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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查詢的類型標籤如「村落型」，（如圖 42 所示）。同時在「彩繪」、

「形制」、「獅別」標籤雲中即顯示同步查詢結果。 

查詢結果為村落型的風獅爺在形制上屬「立姿」最多，而獅別為

「雄獅」最多，（如圖 43 所示）。 

 
 

 
圖 42 依類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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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彩繪、形制、獅別查詢 

 
 

若欲查詢行政區，屬金沙鎮官澳村內的「風獅爺」，於鄉鎮查詢

對話框中選擇「官澳村」同時在左側中即顯示查詢結果，（如圖 44

所示）。 

查詢結果為金沙鎮的風獅爺在官澳村中「有七筆」風獅爺資料，

（如圖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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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依行政區查詢 

 
圖 45 縣市鄉鎮村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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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網路地理資訊系統 
隨著網路技術的發展迅速，不僅近年來市面上 Web GIS 的商業產

品競爭趨於白熱化，在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中，也發展出不少

Web GIS 軟體。 
近幾年來，Google 所推出的影像服務（包含 Google Map 與 Google 

earth），提供一種簡易 GIS 操作模式的環境，加上 Google API 的開放，

使得利用 Google Map 與 Google earth 做為各類主題影像服務平台更

加便利。因此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經過適當調整，改以影像伺服器

搭配 GoogleMap 作為系統的架構。 
搭 Google Map 的 資 料 庫 採 用 PostgreSQL

（ http://www.postgresql.org/ ）， 其 為 一 種 物 件 關 聯 式 資 料 庫 
( Object-Relational DBMSs,ORDBMS )，除具有一般資料庫（My 
SQL、Oracle）資料庫功能外，其最大的特色為直接支援儲存 GIS 空

間資訊，例如 SHP。 
影像伺服器部分，有鑑於大圖展示效能不佳的議題，GIS 專題中

心自行開發地圖影像分割及發佈套件(Map Tiles Server)，將原始圖資

進行影像分割(Map Tiles)處理，包含圖資之分層切塊、編碼命名，並

建立影像多重解析度 (Level Of Detail, LOD)，於網際網路發佈服務

後，能提供高效能網際網路大圖展示解決方案。此技術亦已註冊為專

門技術（如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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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地圖影像發佈技術 

 
 
（如圖 47）是文化資源網路式地理資訊系統，投影坐標系統為

世界測量坐標系統（World Geodetic System, WGS84）。 
目前已放置之圖資包括全國寺廟登記資料、古蹟、歷史建築、老

樹等向量式圖層以及台灣堡圖、經建版地形圖、衛星影像等網格式影

像圖層。系統除基本 GIS 功能外，亦提供「空間定位」與「文化資源」

等進階功能，以下將就基本功能與進階功能分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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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文化資源網路式地理資訊系統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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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基本功能介紹 

(一) 平移功能 
GoogleMap 提供基本的地圖平移（pan mode）功能，(如圖 48 所

示)，直接點選影像圖面，即可進行平移或以左邊的控制列控制平移

方向。  

     

圖 48 地圖平移功能 

 

 

(二) 縮放功能 
在地圖縮放功能部分，提供不同等級之放大、縮小，(如圖 49 所

示)，以及可拖曳「街景黃色小人」至地圖上，即可顯示街道圖檢視

功能，(如圖 5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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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地圖等比例縮放功能 

      



系統操作手冊                                               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 
 

 59 

 

圖 50 地圖街道圖顯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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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階功能 

網路式地理資訊系統提供五大類功能，分別為「空間定位」、「文

化資源」、「民俗活動」、「主題地圖」、「基本底圖」、「720 ﾟ環景」、與

「3D 模型」等七類功能。以下分項說明： 
 
 

(一) 空間定位 
圖 51如所示，系統提供空間定位，可分別依「行政區定位」、「門

牌地址定位」、「地標定位」做檢索功能、另有「地段地號定位」查詢，

(如圖 52所示)。 

 

 

圖 51 空間定位檢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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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 地段地號定位功能 

 

 

1、 行政區定位查詢 

使用者可依地址所在的縣市、鄉鎮、村里進行查詢，系統會依

行政區顯示區域範圍，(如圖 53 所示)，以台北市南港區中研里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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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行政區定位查詢-以台北市南港區中研里為例 

 
 

2、 門牌地址定位 

使用者可依門牌地址做地圖查詢，例如：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5
號，(如圖 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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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門牌地址定位功能-以內政部地址為例 

 
 

3、 地標定位 

使用者可依地標名稱做地圖定位查詢，例如：中央研究院，(如
圖 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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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地標定位查詢-以中央研究院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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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化資源 
(如圖 56 所示)，系統提供地圖「可視範圍」、「行政區域」寺廟

關鍵字，以及各類文化資產查詢「古蹟」、「歷史建築」、「老樹」、「地

方文化館」、另有全國寺廟資料查詢等方式(如圖 57 所示)。 

   
圖 56 空間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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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各類文化資產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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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可視範圍查詢 

使用者可依寺廟所在的縣市範圍進行查詢，同時顯示出清單，(如
圖 58 所示)，以高雄市地區為例。 

 
圖 58 依寺廟所在縣市查詢-以高雄市地區為例 

 

 

2、 以行政區域查詢 

使用者可依行政區域檢視高雄市區域或進行更進一步的村、里範

圍查詢，(如圖 59 所示)，以高雄縣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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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依目前檢視的影像區域或地圖範圍查詢-以高雄市為例 

 

 

3、 以關鍵字查詢 

可依寺廟名稱、寺廟代碼等屬性資料進行，(如圖 60所示)為以松

山區慈祐宮寺廟名稱查詢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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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 依寺廟名稱查詢-以松山區慈祐宮寺廟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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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類文化資產查詢、全國寺廟資料查詢 
研究團隊於本年度計畫執行期間，將全國歷史建築、古蹟以及台

中市老樹空間位置、地方文化館，匯入資料庫中，因此可於系統中查

詢歷史建築、古蹟、老樹、地方文化館與金門風獅爺的空間資訊。(如
圖 61 所示)，系統提供縣市範圍、地圖可視範圍內以及歷史建築、古

蹟、老樹、地方文化館與金門風獅爺等五種查詢方式。 
 

 
圖 61 文化資產與全國寺廟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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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縣市範圍查詢 

選擇條件示一，使用者可依古蹟所在的縣市範圍進行查詢，以臺

中市地區為例，(如圖 62 所示)。 
選擇條件二，選擇古蹟後按下查詢即可顯示古蹟資料與圖層，(如

圖 63所示)。 

依歷史建築與古蹟所在縣市查詢-以臺中市地區為例，(如圖 64

所示)。 

 

 
圖 62 依古蹟所在的縣市範圍進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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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古蹟資料與顯示圖層 

 
圖 64 依歷史建築與古蹟所在縣市查詢-以台中市部分地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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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未對歷史建築與古蹟進行指定類別分類，因此只分歷史建築

與古蹟兩大類（如圖 65 所示）可依使用者需求勾選，決定欲顯示的

圖層進行勾選查詢動作，（如圖 66 所示）。 

 

圖 65 歷史建築、古蹟與老樹圖例 

 

 
圖 66 顯示古蹟、歷史建築、老樹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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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關鍵字查詢 
可依歷史建築、古蹟名稱關鍵字進行查詢，（如圖 67 所示）為

以全國歷史建築與古蹟中有「酒廠」名稱之查詢為例。 

 
圖 67 依歷史建築或古蹟名稱查詢-以全國「酒廠」關鍵字為例（1/2） 

 
 

透過與文化資產網詳細資料連結，可瀏覽歷史建築或古蹟對應的

相關屬性資料，包含簡介、圖片、公告文號等（如圖 6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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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依歷史建築或古蹟名稱查詢-以全國「酒廠」關鍵字為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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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國寺廟資料查詢 
（如圖 69 所示）空間查詢選擇條件一先輸入查詢廟名，再選擇

條件二下拉選單「寺廟名稱」、「主祀神明」、「建別」、「宗教別」、「組

織型態」，另提供「年代查詢」（如圖 70 所示），輸入後點選查詢，

畫面會顯示出查詢寺廟位置及詳細資訊（如圖 71 所示），亦可直接

輸入年代查詢相關寺廟資訊（如圖 72 所示）。 
 
 

        
圖 69 輸入廟名及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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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 下拉式查詢選單 

 

圖 71 透過詳細資料查詢寺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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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依年代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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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俗活動 
（如圖 73所示），提供遶境民俗活動分布圖路線查詢，以及每年

戰後大甲媽祖進香路線選單式年份查詢（如圖 74所示），與各廟宇遶

境路線資料分布圖，（如圖 75所示）。 

 

 
圖 73 民俗活動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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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選單式年份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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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遶境路線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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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題地圖 
（如圖 76所示），提供各式主題圖查詢檢索，圖 77為台灣堡圖

向量圖資，圖 78為水圳圖資。 
 

           
圖 76 主題地圖查詢 

 
 

 
圖 77 台灣堡圖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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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宜蘭農田水利會-灌溉區水圳進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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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本底圖 
（如圖 79所示），圖層選單分為三個部分，包含影像圖層、KML

圖層、Google 空間資訊查詢以及全國門牌地指定位介接服務。 
 

             
圖 79 圖層與圖例 

 

 

1、 影像圖層 

目前暫由中央研究院提供 11 種影像圖層供使用者參考，（如 圖 

80所示）。 

    
 圖 80 影像圖層清單 

 

 

中央研究院經過多年的努力，蒐集整理了 20 世紀初日本所製作

的台灣堡圖，上頭非常詳實地記錄當時台灣的地形、地貌、村落、道

路等資訊，（如圖 81所示）為套疊台灣堡圖與台南地區寺廟分佈圖，

如此一來透過一百年前地圖資訊的比對，相信有助於學術研究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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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圖 81 台南市區寺廟分佈圖（底圖：臺灣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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