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寺廟資料庫 

田野調查工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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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團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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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網址：http://crgis.rchss.sinica.edu.tw/ 

聯 絡 人：洪瑩發 02-27821693*238/hodna@gate.sinica.edu.tw  

張智傑 02-27821693*236/roger@gate.sinica.edu.tw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mailto:hodna@gate.sinica.edu.tw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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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寺廟資料庫 田野調查工作手冊 

目錄 

壹、 計畫簡介.......................................................................................................................1 

貳、 調查工作概述...............................................................................................................3 

參、 田野調查工作準則.......................................................................................................5 

肆、 網路資料庫填寫.........................................................................................................12 

伍、 寺廟調查清冊與驗收單填寫.....................................................................................41 

陸、 檢核與實體資料之繳交.............................................................................................42 

柒、 著作權協議.................................................................................................................43 

捌、 相關注意事項............................................................................................................ 44 



 

 II 

圖       說 

圖 1 工作進行流程............................................................................................................3 

圖 2 寺廟拍攝.................................................................................................................10 

圖 3 寺廟坐向示意.........................................................................................................11 

圖 4 點選地圖，選擇田野調查之縣市.........................................................................12 

圖 5 新增「寺廟資料表」.............................................................................................13 

圖 6 寺廟名稱、資料、定位方式、坐向等資料填寫.................................................14 

圖 7 主祀神明選單.........................................................................................................15 

圖 8 寺廟創建年代之填寫.............................................................................................16 

圖 9 寺廟住址、負責人與電話.....................................................................................16 

圖 10 點選「瀏覽」按鍵...............................................................................................19 

圖 11 選擇要上傳的圖片檔案.......................................................................................19 

圖 12 多張不連續圖片選擇方法...................................................................................20 

圖 13 同一範圍圖片選擇方法（1/2）.........................................................................20 

圖 14 同一範圍片選擇方法（2/2）.............................................................................21 

圖 15 註解完標題後要按「上傳照片」.......................................................................22 

圖 16 檢查內容無誤後按「全部更新」.......................................................................22 

圖 17 進入編輯圖片.......................................................................................................22 

圖 18 點選要編輯的圖片...............................................................................................23 

圖 19 點選「編輯」.......................................................................................................24 

圖 20 編輯圖片詳細內容...............................................................................................24 

圖 21 編輯完圖片內容後，按下「儲存」按鍵...........................................................25 

圖 22 點選寺廟名稱.......................................................................................................26 

圖 23 檢查圖片是否上傳成功，確定後再點選「編輯」...........................................26 

圖 24 沒有出現工作列表............................................................................................... 27 

圖 25 到最下方點選「儲存」....................................................................................... 27 

圖 26 再點選「編輯」................................................................................................... 27 

圖 27 出現工具列表.......................................................................................................28 

圖 28 在簡介與照片欄點選「插入圖片」...................................................................28 

圖 29 點選要插入的圖片...............................................................................................29 

圖 30 檢查插入的圖片是否插入文章中.......................................................................30 

圖 31 到最下方按「儲存」...........................................................................................31 

圖 32 檢查圖片資訊內容，是否有顯現出在圖片下方...............................................31 

圖 33 完成寺廟資料表填寫後，預設狀態為「內部草稿」.......................................32 

圖 34 提交編輯之寺廟資料表.......................................................................................32 

圖 35 提交後的寺廟進入審核列表...............................................................................32 

圖 36 選擇寺廟資料庫附表進行編輯...........................................................................33 



 

 III 

圖 37 附表填寫內容....................................................................................................... 37 

圖 38 開啟 GPS資料夾...................................................................................................38 

圖 39 選擇田野調查的航點檔案...................................................................................39 

圖 40 選擇「GPS 資料上傳區」....................................................................................39 

圖 41 選定田野調查之縣市後，於「新增項目」中選擇「檔案」...........................40 

圖 42 編輯欲上傳 GPS檔案內容...................................................................................40 

圖 43 完成上傳之 GPS檔案...........................................................................................40 

圖 44 資料繳交流程.......................................................................................................42 

 

 

 



 

 IV 

表       說 

表 1 資料庫附屬表單........................................................................................................7 

表 2 田野調查工作成果繳交清單..................................................................................42 



 

 1 

壹、 計畫簡介 

廣義的文化資源定義，包含著各類有形的寺廟、古蹟、歷史建築、書院、老樹以

及無形之神明活動、宗教信仰祭祀圈、藝術、戲曲、儀式等等。許多的政府單位與學

術研究團體，幾十年來透過各種政策的落實、計畫的執行，蒐集、彙整、建立了各自

不同領域（如語言、民族文物、宗教、戲曲、藝術、考古、自然資源等等）的文化資

源調查成果，乃至於建置各類數值資料庫。使用者透過上述成果或系統資料庫的檢

索，均能獲得不同程度的參考資訊。 

所有的文化資源，均產生、運作、存在於地球上的某個角落、地方，簡言之，與

空間具有密不可分的關連性，往往不同類別的文化資源亦透過空間而產生關係。近三

十年來，空間資訊的理論、技術均有長足的發展，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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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本中心）期望以空間概念為主，利用空間

資訊技術（地理資訊科學，GIS），蒐集、彙整並提供能呈現各類文化資源的資訊平台，

並持續與各領域的既有文化資源豐富成果（系統、資料庫等）共同整合、應用，期望

能讓各類文化資源有著更多元、更全面性地學術研究或地方發展應用等。 

因此本中心自民國 98年起規劃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Cultural Resource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以下簡稱 CRGIS，crgis.rchss.sinica.edu.tw），

以『空間』為主軸概念，搭配地理資訊（GIS）技術，搭配各類歷史影像、地圖的使

用，廣泛地蒐集、彙整各類有形、無形文化資源之空間及屬性資料。在眾多文化資源

中，寺廟，除包含了雕刻、藝術、戲曲、建築、文物等多元文化元素的載體外，亦為

人類生活中重要的信仰集中地，因此隨著地方、聚落的生活需要，發展出各類神明祭

祀活動、慶典（遶境、神明祝壽等等）、行為活動（如點光明燈、求藥籤）等等。民

間信仰是台灣漢人社會中重要不可或缺的生活要素，無論是透過具體寺廟的創建、各

類信仰儀式的舉行、信仰空間的形成，均在地方的發展歷史脈絡中扮演重要角色，而

寺廟分布、信仰儀式，信仰空間以及地方發展之關連性亦密不可分。有鑑於此，本中

心於開始建置 CRGIS 之初，即以寺廟本體及其衍生的各類資訊（祭祀、慶典、文物、

歷史故事）為主的寺廟資料庫作為第一階段建置的重點。 

進一步於民國 100 年度中央研究院「利用數位典藏改善學術研究環境計畫」，項

下特別核准『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寺廟資料庫數位典藏計畫』，進行台灣地區寺廟

資料庫的建置計畫。 

計畫內容主要以寺廟資料庫的建置與田野調查為主，寺廟基本資料包含寺廟空間

位置（GPS定位）、主祀神明、創建年代、歷史沿革、照片（外觀、主祀神明、歷史沿

革）等。並需同步參考地方誌與各類普查成果，彙整、建置寺廟創建年代、沿革等基

本屬性資料。 

100 年度已完成臺南市(包含原臺南縣、臺南市)、高雄市(包含原高雄市、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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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屏東縣、連江縣、金門縣等縣市約 4,300 座寺廟的田野調查。 

101 年度預計進行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彰化縣以及澎湖縣等五縣（市）寺

廟資料庫約 2,700座寺廟的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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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調查工作概述 

本中心成立台灣寺廟資料庫，為方便各界提供並上傳相關資料，以利寺廟文化推

廣與研究之用，目前初步建立資料庫，故邀請學術、文史等各界協助進行寺廟相關資

料收集工作，為讓資料能夠有基礎統一的資料標準，所以特別訂定與編寫田野調查工

作手冊，以方便田野調查與資料建立。所規定事項為最基礎應該完成調查與建置的相

關事項，每一合作單位與個人，可依需求與本中心個別討論議定更深入的相關調查議

題，以補充資料的完整性。並分享相關經驗以利提高調查品質與加速調查的作業程

序，以下為田野調查工作的流程概述。 

 

 
圖 1工作進行流程 

  (一)準備工作 

進行田野調查前，建議先查詢地圖以及閱讀地方志書等相關資料，確定地點與順

序，安排動線，以利調查與節省時間。建議依聚落順序前往調查，除節省時間外，也

可順便清查未在名單內的社區宮廟。 

寺廟調查必須依據由本中心整理統一提供的寺廟清冊進行調查，（清冊來源為初

步彙整內政部寺廟登記資料以及地方誌）逐間進行相關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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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在本中心所提供的寺廟清冊中而屬於下列類型的寺廟，也請加以補登錄調

查： 

1. 社區宮廟:各聚落、庄頭、角頭等民眾共同認可與參與祭祀的寺廟。 

2. 被列入古蹟與歷史建築的寺廟。 

3. 重要的各式公眾的宮廟，或各個區域重要代表宮廟。 

4. 其他值得列入的重要宮廟。 

 

其他非清冊內類型寺廟，受委託人也可協助清查區域內各種小型宮廟，如土地公

廟、大眾廟等各式具研究意涵的宮廟，此部分可與中心商議後，確認調查與紀錄。如

遇到任何困難或需討論的事項請與本中心聯絡或是於田野工作表上紀錄。 

 (二)田野調查工作 

排定工作計畫後，開始進行相關田野調查計畫，田野調查時請注意服裝儀容，並

配戴相關證件，本中心將配發訪員證（附件一)，調查時請配戴，並表明為『接受中

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委託來調查』，其資料是作為『學術研究』之用，與

稅捐、建管、民政等單位無關。 

受訪寺廟與受訪者如有任何疑問，請提供訪員證背面上記載的本中心聯絡資訊與

系統網址，供查詢與聯絡之用，以利取得受訪人員之信任，但也請注意自己的相關言

行，以確保調查訪談之順利。每一合作與協助的單位與個人，必須注意與完成下列基

本工作與事項，以確保資料庫的一致性與完整性。須固定完成事項如下： 

1. 資料確認(確認寺廟名稱、主神等相關事項)。 

2. 寺廟建立年代確認。 

3. 相關資料填寫與勾選寺廟資料庫(附件二)。 

4. 附表與相關資料確認與填寫。 

5. GPS定位(寺廟位址與方向)。 

6. 拍攝寺廟建築與神像照片。 

7. 收集寺廟資料一式兩份。  

以上為每一間寺廟調查應該完成的固定工作事項，其詳細工作內容請參閱下節之

詳細說明。 

 (三)資料填寫與整理工作 

完成田野調查之後，進行田野調查相關資料進行整理與繳交作業，其作業分成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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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田野調查資料與 GPS資料之整理，包含相片與對位統合，與寺廟

GPS資料的整理，詳細參見 GPS作業說明。 

第二部分為網路資料田野部分，上網至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網站

http://crgis.rchss.sinica.edu.tw/，進入寺廟資料庫進行寺廟調查資料田野作

業，詳細部分參閱第肆部分。請完成一鄉鎮後，即上網填報。 

(四)實體資料繳交 

實體資料之繳交，繳交拍攝照片電子檔案與收集之相關資料，繳交方式與內容參

閱第伍部分。全部資料繳交完畢後後，才會核銷剩餘經費1。 

 

 

 

 

 

 

參、 田野調查工作準則 

進行寺廟田野調查工作，每一寺廟須依田野調查規定，『至少』完成基礎規定調

寺廟與相關內容的調查。須協助工作如下： 

(一)內政部登記資料確認 

確認由內政部提供的相關資料，確認相關資料有無錯誤，需協助確認: 

寺廟名稱：登記名稱與一般俗稱資料。(包含小地名添加與確認) 

1. 主祀神明: 登記名稱與一般俗稱資料。 

2. 住址及相關資料。 

    以上資料如有錯誤，請於調查表單上修正，並於後續線上資料庫填寫時一併修正

相關資料。例如寺廟名稱變更等。另外如地方對於蓋寺廟，習慣在廟名前加上小地名，

請依常用情況加上小地名，例如大甲鎮瀾宮、九如三山國王廟。 

 

 

                                                      
1
 資料繳交與經費發放方式，依每個團隊調查鄉鎮，另行約定。 

田野工作與資料繳交流程 

 請以鄉鎮區為單位，一次完成一鄉鎮的調查與上傳工作。 

 完成後，進行逐筆資料驗收。(請記得通知驗收) 

 完成 1鄉鎮後，寄回資料驗收，即核銷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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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寺廟建立年代確認 

依廟方相關資料(口述、碑記、簡介等)填寫寺廟創建年代2，請參閱相關資料後，

請直接填西元創立年代年，其餘相關資訊於創建年代參考資料內表述，表述方式為當

時年代年(西元年)，如下列表示方式3：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 (參考彰化縣誌,1987年版) 

 日治大正十三年(1924) (明善宮簡介,1993年出版) 

 民國七十五年(1986)   (忠孝宮廟內碑文,2001年刻) 

也可依據鄉鎮志等地方志書資料，填寫創建年代。創建年代的填寫，需在資料上

註明調查資料來源(如:田野調查4、參考資料5等)。以上為必須完成調查與確認的相關

資料部分，另外其他必須至少利用照片拍攝來確認其資料，或是協助填寫下列相關田

野調查表單(參考表單，請參閱附件資料)。 

(三)相關資料填寫與勾選寺廟資料庫附表 

協助利用攝影或是文字填寫相關寺廟資料庫相關欄位，相關欄位可上寺廟資料庫

查詢或是參見附表，以下為重要參考屬性資料，請協助填寫： 

1. 配祀神明:正殿與各殿配祀、副祀、重祀等神明6。 

2. 創建沿革：至少收集寺廟現有資料。 

3. 重要祭典與文物。 

4. 寺廟資料庫附表(如附件二、附件三)調查資料與選項。 

5. 其他相關資料。 

另外寺廟資料庫，有附屬相關表單，請依據田野調查資料，核實填寫與補充，該

寺廟沒有的相關資訊，可以不填寫，於紙本調查表單上填寫之外，也須上網填報寺廟

資料庫附表。附屬表單資訊如表 1所示。 

田野調查用表格，請參閱附件，自行依據參考表格設計符合自己調查之表格，但

至少協助完成上述規定事項。 

 

                                                      
2
 創建年代為神明進入公共祭拜場所之時間為準，如建立公厝或寺廟的時間，之前為私人或是家族、

神明會等祭拜方式的時間，請填入創建沿革內。 
3
 表格填記，資料庫為分成兩個欄位填寫。 
4
 須加註 訪問某人、身分、時間地點等資料。 
5
 加註資料名稱、作者、頁數等資料。 
6
如果與選填名稱一樣，就不用自填稱呼一欄，不一樣  再請填稱呼一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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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資料庫附屬表單 

(四)2012年嘉雲彰田野調查，必須詢問調查補充事項 

 嘉義雲林必問事項 

五年千歲 

是否有舉辦五年千歲相關祭典   

祭典相關時間與型式   

是否到馬鳴山請王   

其他請的相關神明   

代天巡狩 是否有迎請代天巡狩 (請王/請客王) 

時間與相關儀式  

祭典請神 

相關祭典會到他廟請神  

祭典名稱與時間  

所請寺廟的神明  

 

元素項目名稱 
單/複

選 
資料 

型態 
選項 提供者 欄位說明 

祭祀族群 複選 選單   1. 泉州  1.1三邑（晉江、南安、惠安） 1.2同安 1.3安溪 

2. 漳州  2.1福佬 2.2漳州客家(詔安客) 

3. 廣東  3.1潮州（大埔客、饒平客）3.2嘉應（四縣客）3.3惠州（海

陸客）3.4廣東福佬 

4. 其他  4.1平埔族 4.2汀州客 4.3戰後移民(外省) 4.4其他 

祭祀範圍選項  文字    

信仰範圍描述  文字    

分靈系統(媽祖) 複選 選單   1.北港朝天宮2.新港奉天宮3.鹿港天后宮4.關渡天后宮5.大甲鎮瀾宮 

6.彰化南瑤宮7.燕巢龍角寺天后宮8.台南大天后宮9.朴子配天宮 

10.東石港口宮11.後壁泰安宮12.其他 

分靈系統(王爺) 複選 選單   1.南鯤鯓代天府(五府)2.麻豆代天府(五府)3.東港東隆宮(溫府)4.馬鳴

山鎮安宮 (五年千歲)5.台西安西府(張李莫)6.府城共善堂(邢府) 

7.保西代天府8.鹿港奉天宮(蘇府)9.龍井福順宮(三府)10.其他 

分靈系統(觀音) 複選 選單   1.萬華龍山寺2.大岡山超峰寺3.赤山龍湖巖4.東山碧雲寺5.白河大仙寺

6.內門紫竹寺7. 半天巖紫雲寺8.清水紫雲巖9.社頭清水巖 10.其他 

分靈系統(其他) 複選 選單   1.廣澤尊王(西羅殿)2.廣澤尊王(永華宮)3.玄天上帝(松柏嶺) 

4.玄天上帝(台南武當山)5.保生大帝(學甲慈濟宮)6.中壇元帥(新營太

子宮)  7.三山國王（荷婆崙） 

移民廟宇 複選 選單   1.澎湖廟2.大陳廟3.安平廟4.東石廟 

香火來源 複選 選單   1.祖先攜來2.香火發光3.不肯離去4.撿拾神明5.撿拾王船6.小孩泥朔 

7.分靈8.神明指示9.安鎮去疫10. 

年例請神 複選 選單   1.關渡媽祖2.北港媽祖3.新港媽祖4.彰化媽祖5.五年千歲 

王爺選項 複選 選單   1.祀船2.請王(固定)3.請王(非固定)4.送王船(固定)5.送王船(非固

定)6.王醮7.其他 

籤詩選項 複選 選單   藥籤  1.無 2.有,大人  3.有,小兒 4.有,婦科 5.有,眼科 6.有,其他 

運籤  1.無 2.有,六十首  3.有,一百首  4.有,其他 

http://www.peitiangung.org.tw/about_a.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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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地區必問事項 

媽祖信仰 

是否有所屬媽祖聯庄組織  

祭典所迎請的媽祖神明(哪幾間宮廟)  

聚落內參與的南瑤宮媽會組織  

其他相關媽祖信仰事項  

 (四)拍攝影像 

  本次田野調查，必須到現地拍攝寺廟影像，依資料庫格式必須拍攝下列影像

(格式如下列規定): 

1. 寺廟外觀 (寺廟主要建築外觀)。 

2. 正殿內部神龕。 

3. 寺廟主神與配祀神明(寺廟正殿主神與配祀神照片)。 

4. 沿革碑記(寺廟相關沿革石碑等)。 

5. 其他相關足以彰顯寺廟特色的照片。 

 

格式規定 

相片拍攝必須繳交數位格式檔案(Jpg)與上傳資料庫，其所使用相機像素必須為 800

萬像素以上(或 2144×1424以上)，並且為中等品質以上之格式。 

    

    

   拍攝之照片，其拍攝範例請參見拍攝範例，拍攝時請一景多拍攝幾張，以利後續

之挑選。拍攝必須清楚，也請注意構圖與平衡，拍攝時間最好以白天天氣晴朗時拍攝，

室內拍攝請注意光線與曝光值，以免過暗與不清晰，沿革碑記請注意反光與角度，照

片必須清晰可辨視。 

 

如遇私人性質的廟宇，沒開或是拒絕訪問，可以拍攝外觀即可。另外如果無革沿

或是不確定，請在資料上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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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主神拍攝範例 

  

寺廟外觀拍攝範例 寺廟外觀拍攝範例 

 

 

寺廟大殿拍攝範例 寺廟大殿拍攝範例 

  

寺廟主神拍攝範例 寺廟主神拍攝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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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配祀拍攝範例 

  

寺廟其他資訊拍攝範例 

  

寺廟碑文拍攝範例 寺廟碑文拍攝範例 

  

其他資訊拍攝範例 其他資訊拍攝範例 

圖 2 寺廟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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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寺廟位置定位 

使用本中心提供或是自備之 GPS ，進行寺廟位置的正確定位。相關技術本中心另

行說明。每次使用前請先開機完成定位，並將數位相機時間與 GPS對時同步。抵達寺

廟時確認資料收集(定位)與照片拍攝，作業完畢後可關機(若前後間調查的寺廟距離

較近，可不關機)。GPS 能記錄約一千筆航點資料，所以負責較多鄉鎮寺廟調查的伙伴

請注意記錄情況，必要時先於下一次作業前將 GPS資料下載至電腦並清空 GPS紀錄。 

定位時必須等待 GPS定位完畢，於廟門口朝向之方向(機器朝向相同)（如圖 3 寺

廟坐向示意所示），進行定位（標定航點），可當場於 GPS中編輯航點的寺廟名稱或於

登記表上抄錄航點之編號以及寺廟名稱。 

 

 
圖 3 寺廟坐向示意 

 

(六)寺廟相關資料收集 

請協助收集寺廟相關資料一式兩份，包含簡介、寺廟志書等相關資料。零散資料

請用一透明袋裝好，並用資料冊收集。所收集的資料於繳交相片電子檔案時一同郵寄

給本中心收藏。 

(七)相關資料提供 

除上述相關必須填寫的資料外，寺廟資料庫另有寺廟活動的分頁，歡迎參與調查

的夥伴，提供拍攝的照片、影音資料或是相關研究資料，上傳到此分頁內，需要相關

技術協助，請洽詢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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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網路資料庫填寫 

田野調查完成後，完成整理的田調資料，需上網填寫寺廟資料庫7。  

（一） 基本資料填寫 

Step1： 登入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寺廟資料 

登入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http://crgis.rchss.sinica.edu.tw/ ），點選「寺

廟資料」→並由下方地圖（圖 4）點選田野調查之縣市。 

 

 
圖 4 點選地圖，選擇田野調查之縣市 

 

 

要上傳寺廟圖片前，請先在確認該座寺廟資料已建立。欲新增寺廟時，選定所屬的縣

                                                      
7
 目前寺廟資料庫採帳號管理式之資料庫，本中心將會給參與團隊一組帳號密碼(可以由團隊自設)，

登入後可以編輯自己所負責調查的鄉鎮資料。 

http://crgis.rchss.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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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鄉鎮，並點選「新增」，以建立新的寺廟資料表，如圖 5所示。 

 

圖 5 新增「寺廟資料表」 

 

Step2： 填寫寺廟基本資料-名稱、資料來源、坐標定位方式、坐向 

標題：寺廟名稱 

 

寺廟資料來源：若該筆寺廟在縣市寺廟登記資料中已登錄，則選擇「政府官方資料」；

若為田野調查過程中心增，請選擇「田野調查」。 

 

坐標定位方式：請選擇 GPS定位 

 

寺廟坐向：依據 GPS 電子羅盤數據填寫方位角度。 

 

此部分填寫資訊請參考圖 6填寫。 



 

 14 

 

圖 6 寺廟名稱、資料、定位方式、坐向等資料填寫 

 

Step3： 填寫寺廟基本資料-奉祀神明 

奉祀神明：依據田野調查結果，新增寺廟的主祀神明與陪祀神明。請逐行填寫，每

位神明佔一行。以主祀神明為例，如圖 7所示，主祀神明若是媽祖只需在欄位中填

入關鍵字（例如：媽），填寫後按下方向鍵「下」，系統將會在下方顯示相關神明選

單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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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下「Enter」鍵或滑鼠左鍵選取，選取後神明名稱會自動顯示於下方，代表已選

取成功。 

 

如需刪除，請按下神明名稱旁的叉叉圖案，即可刪除。 

 

若無法在清單中取得奉祀神明名稱，可自填神明種類，按下新增鍵即可新增完成。 

 

圖 7 主祀神明選單 

 

Step4： 填寫寺廟基本資料-創建年代 

若能確認寺廟的創建年代，請換算為西元年，並填寫於「創建年代」欄位中。例

如圖 8 所示，經田野調查與相關文獻考證，屏東縣恆春鎮鎮南宮創建於清光緒四年，

換算為西元 1878年，則填入創建年代欄位中。 

 

另，所有蒐集、彙整、考證之創建年代文獻資訊，均填寫於「創建年代參考文獻」

中，供後續所有使用者參考。參考文獻範例如下： 

清光緒 4 年（林衡道，《台灣寺廟概覽》，台灣省文獻會，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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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寺廟創建年代之填寫 

 

Step5： 填寫寺廟基本資料-地址、負責人、電話 

請填寫寺廟地址、負責人、電話等資訊，如圖 9所示。 

 
圖 9 寺廟住址、負責人與電話 

 

Step6： 填寫寺廟基本資料-建立沿革、祭祀活動、簡介與照片 

請填入建立沿革、祭祀活動、簡介與照片相關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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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均採取 RichWidget 填寫格式，書寫方式類似坊間部落格方法，以下就其功能

簡述之。 

 
 

              

 

       

即項目編號            即項目符號 

 

      
即減少縮排            即增加縮排 

  
若調查之寺廟與系統中其他寺廟有關連性，可利用內部連結做關連；亦可針對外部網

路資料進行超連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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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以表格方式書寫時，可選擇表格類別，輸入列與欄的數目，即可新增表格。 

 
若編輯的文章內容欲套用 HTML語法，可切換為 HTML檢視模式進行內容撰寫。 

     

 

Step7： 填寫寺廟基本資料-填表人資訊 

填寫填表人姓名、單位以及填表日期，並點選「儲存」。 

 

（二） 圖片上傳 

Step1： 已新增好的寺廟或原本就有的寺廟，選擇欲上傳圖片的位置，以金門縣烈嶼

鄉黃將軍廟為例。進入首頁 › 寺廟資料庫 › 金門縣 › 烈嶼鄉 › 黃將軍廟，然後點

選「瀏覽」，如圖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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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點選「瀏覽」按鍵 

 

Step2： 點選要上傳的圖片，上傳的圖片檔案請勿太大（建議不超過 5 MB），以

免上傳時間會太長，如圖 11所示。亦可以一次選擇多張圖片上傳。 

 

圖 11 選擇要上傳的圖片檔案 

 

※ 多張圖片上傳方法有 

1. 當多張圖片不連續時：按住鍵盤上的 Ctrl +選擇圖片的檔名，點選好要上傳的圖

片後按「開啟」，如圖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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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多張不連續圖片選擇方法 

 

2. 同一範圍選多圖片時：先點選範圍裡的第一張圖片的檔名，然後再按住鍵盤上的

Shift+點選範圍裡的最後一張圖片的檔名，點選好要上傳的圖片後按「開啟」，如

圖 13、圖 14所示。 

 

 
圖 13 同一範圍圖片選擇方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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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同一範圍片選擇方法（2/2） 

 

Step3： 填寫標題名稱後，再點選「上傳照片」按鍵，如圖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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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註解完標題後要按「上傳照片」 

 

Step4： 填寫新增圖片的相關資訊，包含圖片標題、拍攝者與日期資訊，確定無

誤後按下「全部更新」按鍵，如圖 16所示。 

※建議於此步驟填寫圖片相關資訊，若不填寫，之後上傳的圖片，則無相關圖片資訊。 

 

圖 16 檢查內容無誤後按「全部更新」 

 

Step5： 要填寫更詳細圖片的內容資訊時，點選「內容」後，就會進入編輯圖片，

如圖 17所示。 

 

 

圖 17 進入編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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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6： 進入圖片的清單後，直接點選要編輯的圖片標題檔名，如圖 18所示。 

 

圖 18 點選要編輯的圖片 

 

Step7： 再點選「編輯」，進入編輯圖片的詳細內容狀態，如圖 19所示。 

 



 

 24 

 
圖 19 點選「編輯」 

 

Step8： 編輯圖片詳細內容，如圖 20所示。 

 

 

圖 20 編輯圖片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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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9： 編輯完圖片內容資訊，確定無誤後按下「儲存」按鍵，如圖 21所示。 

 

圖 21 編輯完圖片內容後，按下「儲存」按鍵 

 

Step10： 編輯完圖片詳細內容後，點選左上方的寺廟名稱，以切換至寺廟基

本資料狀態，如圖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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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點選寺廟名稱 

（三） 插入圖片 

Step1： 先在內容檢查上傳的圖片有沒有成功，點選「內容」後，若能看見圖片

的清單，即確定圖片已經上傳成功後。點選「編輯」以切換至寺廟基本資料

編輯狀態，如圖 23所示。 

 

 

圖 23 檢查圖片是否上傳成功，確定後再點選「編輯」 

 

※ 切換編輯狀態後，如發現無工具列表的話，如圖 24所示。到最下方點選「儲存」，

如圖 25所示。再點選「編輯」以切換至寺廟基本資料編輯狀態，如圖 26所示。

就會出現工作列表了，如圖 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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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沒有出現工作列表 

 

 

圖 25 到最下方點選「儲存」 

 

 

圖 26 再點選「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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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出現工具列表 

 

Step2： 切換「編輯」狀態後，在簡介與相關照片欄點選「插入圖片」 如圖 28

所示。 

 

圖 28 在簡介與照片欄點選「插入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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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點選要新增的圖片，右邊會出現要新增圖片的預覽圖與相關設定選項，

選項內的標題、拍攝者、日期，為圖片標題內容所填寫的資料，圖片尺寸為

預設。參見圖 29。考量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圖片上傳功能統一採批次上傳

方式（如前節所述），因此由本機端上傳檔案功能取消（如圖 9中的「上傳

檔案」所示）。圖片內容確認無誤後，點選畫面左下角「插入」按鍵，參見

圖 29。目前一次只能插入一張圖片，若要繼續新增圖片至文章中，請重複

前述步驟。 

Step4：  

※如圖片資訊內容有誤，請回編輯標題內容圖片的資訊修改，參考圖 17 至 圖 21

步驟。 

 

圖 29 點選要插入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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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確認資料 

Step1： 確認圖片是否正確插入文章中，如圖 30所示。 

※此時圖片的相關敘述資訊還不會出現。 

 
圖 30 檢查插入的圖片是否插入文章中 

 

Step2： 確認無誤後，至最下方按「儲存」，如所示。 

﹝ps.儲存後會回檢視欄位。若要繼續新增圖片至文章中，請重複前述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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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到最下方按「儲存」 

 

Step3： 儲存後會回檢視欄位，再檢查一次，圖片資訊內容是否有顯現出在圖片

下方，如圖 32所示。 

 

 

圖 32 檢查圖片資訊內容，是否有顯現出在圖片下方 

 

（五） 填寫資料送審 

Step1： 寺廟基本資料填寫完畢後，提交資料送審 

當完成寺廟資料填寫，並儲存後，資料表的狀態預設為「內部草稿」，如圖 33

所示。請點選由上角狀態下拉選單 ，選擇「提交為發佈」（圖 34），

系統將把該筆寺廟資料狀態更改為「等候審核」狀態，建立「審核列表」清單（圖 35）

並通知本系統顧問進行審核作業，待審核無誤後再由發佈該寺廟資訊為「內部檢視」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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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完成寺廟資料表填寫後，預設狀態為「內部草稿」 

 

         

圖 34 提交編輯之寺廟資料表 

 

 

圖 35 提交後的寺廟進入審核列表 

 

（六） 附表填寫 

填寫完寺廟基本資料後，若有祭祀族群等附附屬資訊，請填寫於附表。 

Step1： 選擇「附表」 

點選「附表」（如圖 36所示），即開啟後附表資訊編輯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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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填寫寺廟附表 

依據田野調查結果，填寫祭祀族群、祭祀範圍、信仰範圍、分靈系統、移民廟宇、

香火來源、年例請神、王爺選項、籤詩選項等內容，其中除祭祀範圍與信仰範圍為文

字敘述外，其餘均為選項，且可複選，如圖 37所示。 

 
圖 36 選擇寺廟資料庫附表進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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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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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附表填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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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GPS資料上傳 

Step1： 連接 GPS至電腦 

開啟 GPS電源，並將 USB連接線連接至電腦。若使用者的 GPS機型為 Garmin Dakota

™20，當連接 GPS與電腦後，開啟 GPS的資料夾，如圖 38所示。 

 

 

圖 38 開啟 GPS 資料夾 

 

切換至「Garmin」→「GPX」資料夾，選擇田野調查所記錄的航點 gpx檔（可依

檔名的時間辨識），如圖 3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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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選擇田野調查的航點檔案 

 

Step2： 登入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 GPS資料上傳區 

登入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http://crgis.rchss.sinica.edu.tw/ ），選擇「寺

廟資料」→「GPS資料上傳區」，並選擇田野調查 GPS定位之縣市名稱。 

    

圖 40 選擇「GPS資料上傳區」 

 

Step3： 上傳 GPS檔案至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中 

選擇田野調查 GPS 定位之縣市名稱後，於「新增項目」選擇「檔案」，如圖 41

所示。 

 

http://crgis.rchss.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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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選定田野調查之縣市後，於「新增項目」中選擇「檔案」 

 

Step4： 編輯田野調查 GPS資訊 

於新增檔案的內容中，輸入 GPS定位資料檔案標題與簡短說明後，按下「儲存」。

其中相關填寫規範如下（範例請參考圖 42）： 

 

標題：日期_調查者姓名 

若日期為跨天，請以「-」註明起迄，例如 20100426-20100428_張智傑 

 

簡短說明： 

調查區域：調查縣市鄉鎮 

 

 
圖 42 編輯欲上傳 GPS 檔案內容 

 

Step5： 當完成 GPS 資料上傳後，確認檔案顯示如圖 43所示，即代表完成上傳作業。 

 

 

圖 43 完成上傳之 GPS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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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寺廟調查清冊與驗收單填寫 

完成調查後，以及上傳到網路資料庫後8，請將整體結果填報到寺廟調查清冊內

(Excel檔)，如下格式： 

 

編號 區別 
寺廟名

稱 

主祀神

佛像 

寺廟地

址 

宗教

別 

建

別 

組織型

態 
電話 負責人 

調查 

結果 

原因 寺廟名

稱修正 

其他修

正資料 

備註 

1 
 

鎮天宮 玉皇上帝 
      

正常  吳地鎮

天宮 

負責人  

2 
 

聖濟堂 濟公活佛 
      

未找到 搬遷 聖濟堂   

3 
 

順天宮 聖母媽祖 
      

正常  大街路 

順天宮 

主神為

臨水夫

人 

 

4 
 

福順宮 李王爺 
      

新增 李莊公

廟 

   

 

    將調查與填報成果廟清冊內建立對應調查表格，原始檔案格式資料不變動，讚後

續新增調查結果、原因、寺廟名稱修正。其他修正資料、備註等幾項，填寫說明如下。 

 調查結果：正常/未尋獲/無法調查/新增(依田野調查情況填寫)。 

 原因：填寫未尋獲/無法調查/新增原因。 

 寺廟名稱修正：填寫修正或是加上小地名。 

 其他修正資料：例如修正主神等資料，以及其原因。 

 備註：其他相關聯絡事項。 

並且請填寫驗收通知單(如附件四)，主要請填寫異常的部分，其格式如下： 

 

寺廟調查情況通知 

寺廟名稱 調查問題填報 原因 後續處理 

聖濟堂 未找到 搬遷，不知去向  

福順宮 新增 李莊公廟，資料庫新增。  

完成線上資料庫填寫後，請將上述兩個表格，以電子郵件寄來，進行後續驗收與

資料庫整理手續。 

驗收通知單電子檔請自行於

crgis.rchss.sinica.edu.tw/resources/data_download/field_work 下載。 

                                                      
8
 建議資料與網上資料庫填寫同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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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檢核與實體資料之繳交 

完成一區域田野調查，並完成系統寺廟資料庫填寫後，請 email9通知中心進行檢

核作業(兩個表格電子檔，一同寄回)，檢核作業完成後，中心會通知寄送實體資料，

流程如圖 44 所示。實體資料的繳交規定如下表，完成驗收作業後，即發放補助的款

項。 

 
圖 44 資料繳交流程 

 

表 2田野調查工作成果繳交清單 

※清冊與調查田野表格原始電子檔由本中心提供。 

※繳交資料請燒錄成光碟片，除寺廟田野表格可紙本或以數位檔繳交。 

※寺廟所收集之資料請依寺廟分廟裝袋繳交。 

※所有資料請備份一年。 

郵寄注意事項 

 請妥善包裝，並掛號寄送，寄送後請 MAIL 通知。 

 郵寄地址: 115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30號人社中心後棟 5樓 

                   GIS 洪瑩發 收 

                                                      
9
請通知本中心洪瑩發先生 hodna@gate.sinica.edu.tw。 

編

號 
項目 繳交數量/規格 規格說明 備註 

1 寺廟調查清冊 電子檔 寺廟調查增補後 Eexcel檔案。 原始清冊由本中心

提供 

2 調查相片（數位檔） 電子檔 相片必須清晰可見，依寺廟區分

成一資料夾，Jpg檔案，像素需

800萬像素，或 2144×1424 以上。 

以光碟形式寄送

繳交 

3 
GPS定位資料 

電子檔   

4 寺廟收集資料 實體檔案 所收集的各寺廟資料  

5 其他資料  收據或其他相關資料  

檢核通過 上網填寫 檢核通過 

mailto:hodna@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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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著作權協議 

本次寺廟資料庫調查本著共同合作與學術分享的模式，進行著作權的授權與分

享，參與調查之人員，即同意本手冊著作權協議之約定內容，以及所簽屬的著作權授

權書內規定之事項(授權書格式如附件五)。其所上網填寫與寄送之實體資料，必須注

意下列事項： 

1. 所拍攝的照片必須為自己拍攝，並授權中央研究院使用10。 

2. 上網填寫之資料必須是為親自田野調查所得，或是參考相關資料，並註明相

關出處。 

3. 請遵守著作權法及相關規定，使用相關資料。 

本次上網填報與繳交的資料，填報時由參與人員填寫資料提供者與時間，相關人

員皆須簽屬著作權同意書，領取經費與田野人員皆須簽屬同意書，簽署同意書之人，

本院視為所有上網填寫上傳與繳交之資料，其為著作人，必須取得著作完整之權益，

並授權中研院使用。 

所有上傳與繳交之資料，視為授權人員同意下列事項： 

1. 同意授權中央研究院著作權，以全部、無償、非專屬、不限次數，授權各種

數位化方式重製，並得以網路公開傳輸方式，提供非營利性質及合理使用範

圍內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2. 同意中央研究院各式加值運用與再製之動作，著作權人享有著作人格權，但

因格式限制與其他因素限制下，本院使用資料時得不註明拍攝與填寫人員。 

3. 同意中央研究院對於所有資料進行包含學術研究、數位典藏、網站、教學、

文宣等相關用途之使用。 

4. 同意中央研究院授權第三人，作為上述之用途，並且不須著作人之再次授

權，並得直接以本院機構為引述與授權機構，可不再列著作權人名。 

5. 著作權人仍同樣享有著作權益，可以自行或授權使用相關資料，但以原始資

料為限，不得代位授權他人使用本院之資料庫與各式衍生著作。 

6. 原作者使用其著作，如在本院資料庫取得或是加值運用，以及使用各式衍生

著作，仍需依規定加註資料出處。如他人想取得上述相關資料，需徵得本院

之同意。 

7. 其他未盡事項，由契約(著作權授權書)約定之，本工作手冊也為著作約定之

一部分。全部未約定之事項，依著作權法辦理。 

                                                      
10
 保證授權給中央研究院之著作及相關資料內文，並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隱私權之情事，如有侵

害他人權益或涉及侵權之爭議，應自行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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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相關注意事項 

(一)委託工作注意事項 

1. 本次調查計畫屬於委託辦理，參與田野調查工作人員係屬本院勞務外包人員(簽訂

契約)，非本院正式聘僱之人員，其於約定期間內所產出之著作物，由雙方共同分

享，並訂定授權書。 

2. 每一調查區有基礎田野調查經費，將視各區難度予以調整。 

3. 負責之工作人員必需依政府與中研院相關規定，簽訂承攬相關契約書。 

4. 接案可以政府立案之文史組織或以個人名義接案（在撥付相關費用時使用之名

稱），但單一單位所領經費超過新台幣十萬元，必須依採購法進行簽約採購（作業

由本中心進行），請務必配合。 

5. 若一次金額超過 22500, 中研院出納會先預扣 6%的稅金,報稅作做為稅金抵扣或

是退回稅金。 

6. 領取費用時必須配合中央研究院進行相關手續，簽領單據，與提供相關資料(身分

證影本、學歷證件、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 

7. 所繳交資料必需簽約授權研院作相關使用。所繳交資料必須不違反中華民國所有

法律，如有違反，必須自行負責。 

8. 必須參與本計畫所舉辦之教育訓練一次（可能為非假日與非在調查所在縣市）。 

（二）田野工作注意事項 

1. 注意自身安全，秉持安全第一的原則。 

2. 請服裝儀容整齊，態度和藹，因為是代表中研院以及自己文史工作團隊之形象。（會

配發相關證件） 

3. 如遇到詢問，請說明：「自己所屬的單位、姓名，並說明受中研院委託前來進行寺

廟調查」，必要時出示或配掛訪員證。 

4. 遇到任何困難，或有相關意見請向本單位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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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野繳交成果時程與說明 

1. 田野調查從簽約到繳交全部成果，依委託鄉鎮數決定。 

2. 調查第一個月，請上網登錄依調查區域成果，進行初步成果驗收，檢視相關規格。 

3. 後期依簽約時約定期限，進行上網登錄與成果驗收，最好一個月完成一個調查區

以上。 

4. 調查最後期限依各區域約定，本計畫於 2012年 11月 30日，進行最後所有區域之

檢核。（全部檔案請備份至少一年）。 

5. 請依規定時間與規格繳交，不符相關規定，將依約扣款，如未依約定時間繳交，

本院將依規定解除未繳交與未完成的契約，並停止相關權益，並得立即委託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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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證 

 

正面                                 背面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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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 

編號： 

寺廟名稱 
 調查時間 年   月   日 

調查人員  

地   址  
寺廟類型 佛教寺院、民間寺廟、 

一貫道、私人寺廟、齋堂、鸞堂、

道教宮觀、其他 

所屬教派  

祭祀範圍  
管理單位  

聯絡方式  

創建時間 
採訪口述  負 責 人  

相關記載  聯絡方式  

創建概述  

(必須拍照) 
GPS定位 機號         標號 

祭  祀  神  明 

主祀神明 
 

(必須拍照) 
誕辰祭期  

配祀神明 
 

(必須拍照) 
誕辰祭期 

 

歲時/祭祀/迎神/進香 

時  間 名  稱 方  式/內  容 
每年固定 

 
  

時間、進行方式、參與人員 
進香迎神 

 
  

時間、進行方式、參與人員、定期或不定期、路程、 
   

   

採  訪 重  點 

 

 

建築、相關團體、傳說、特色、可再深入報導之特色 

寺廟資料庫調查表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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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資料庫調查表附屬調查表 

元素項目名稱 
單/複

選 
選項 欄位說明 

祭祀族群 複選  

1. 泉州  1.1三邑（晉江、南安、惠安） 1.2同安 1.3安溪 

2. 漳州  2.1福佬 2.2漳州客家(詔安客) 

3. 廣東  3.1潮州（大埔客、饒平客）3.2嘉應（四縣客）3.3

惠州（海陸客）3.4廣東福佬 

4. 其他  4.1平埔族 4.2汀州客 4.3戰後移民(外省) 4.4其他 

祭祀範圍選項 複選   

祀奉範圍描述    

   

1.北港朝天宮2.新港奉天宮3.鹿港天后宮4.關渡天后宮5.大甲

鎮瀾宮 

6.彰化南瑤宮7.燕巢龍角寺天后宮8.台南大天后宮9.朴子配天

宮 

10.東石港口宮11.後壁泰安宮12.其他 

分靈系統(媽祖) 複選  

1.南鯤鯓代天府(五府)2.麻豆代天府(五府)3.東港東隆宮(溫

府)4.馬鳴山鎮安宮 (五年千歲)5.台西安西府(張李莫)6.府城

共善堂(邢府) 

7.保西代天府8.鹿港奉天宮(蘇府)9.龍井福順宮(三府)10.其

他 

分靈系統(王爺) 複選  

1.萬華龍山寺2.大岡山超峰寺3.赤山龍湖巖4.東山碧雲寺5.白

河大仙寺6.內門紫竹寺7. 半天巖紫雲寺8.清水紫雲巖9.社頭

清水巖 10.其他 

分靈系統(觀音) 複選  

1.廣澤尊王(西羅殿)2.廣澤尊王(永華宮)3.玄天上帝(松柏嶺) 

4.玄天上帝(台南武當山)5.保生大帝(學甲慈濟宮)6.中壇元帥

(新營太子宮)  7.三山國王（荷婆崙） 

分靈系統(其他) 複選  1.澎湖廟2.大陳廟3.安平廟4.東石廟 

移民廟宇 複選  

1.祖先攜來2.香火發光3.不肯離去4.撿拾神明5.撿拾王船6.小

孩泥朔 

7.分靈8.神明指示9.安鎮去疫10. 

香火來源 複選  1.關渡媽祖2.北港媽祖3.新港媽祖4.彰化媽祖5.五年千歲 

年例請神 複選  
1.祀船2.請王(固定)3.請王(非固定)4.送王船(固定)5.送王船

(非固定)6.王醮7.其他 

王爺選項 複選  

藥籤  1.無 2.有,大人  3.有,小兒 4.有,婦科 5.有,眼科 6.

有,其他 

運籤  1.無 2.有,六十首  3.有,一百首  4.有,其他 

籤詩選項 複選  

5. 泉州  1.1三邑（晉江、南安、惠安） 1.2同安 1.3安溪 

6. 漳州  2.1福佬 2.2漳州客家(詔安客) 

7. 廣東  3.1潮州（大埔客、饒平客）3.2嘉應（四縣客）3.3

惠州（海陸客）3.4廣東福佬 

8. 其他  4.1平埔族 4.2汀州客 4.3戰後移民(外省) 4.4其他 

http://www.peitiangung.org.tw/about_a.php
http://www.peitiangung.org.tw/about_a.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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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信仰公共祭祀備忘錄 

邱彥貴 

1庄的界定： 

 土名及其來由： 

 為    鄉鎮市    村里    鄰至     鄰，約      戶。 

 自然或人為界線：（圖示與文字描繪，五營位置及形式〔將寮或竹符〕） 

 

2-1庄內有幾間廟：（明確區分民間信仰廟宇、佛教寺廟、一貫道佛堂。圖示與文字描繪） 

 公廟？（至少包含正神、土地公、本庄特有神明與陰廟） 

 私廟、私人壇？ 

 祖厝或公厝？（注意祖先所奉來的宗族性神明，各房頭神明） 

2-1-1各公廟基本資料 

 外觀特徵（圖示與文字描繪） 

 內部平面（圖示與文字描繪） 

 奉祀神明（圖示與文字描繪，並注意分身意義） 

 歷史緣起與修建記錄：（兼及書面〔含碑碣聯匾〕與口頭兩種） 

2-2無（大）廟： 

 庄頭神明：（未建廟原因？） 

 

3神明管轄範圍（祭祀圈） 

 A庄內有無分角頭（次級祭祀圈） 

1. 區分原因與範圍：（以自然或人為界線區分柱、鬮、股、營、組、簽、鄰、姓氏或宗族房派？圖示

與文字描繪） 

2. 與土地公或其他神明管轄關係：（某某神明角、庄頭或庄尾土地公角？） 

3. 與爐主頭家產生方式關係：（各角頭卜一頭家？） 

4. 與特定祭典關係：（許或謝平安一組、某某神明生一組、普渡另一組？） 

 

4公共祭祀活動 

 B以本庄（角頭）為核心者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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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一日為週期：（燒香、鐘鼓） 

2. 以一週或一月為週期：（犒將日期、時間、地點、形式） 

3. 以一年為週期：接神、卜年籤、拜天公、許平安、主神或其他神明生日、溫庄、安營、繞境、普渡、

謝平安、某某紀念日、送神以及他庄神明相關祭典。 

4. 以數年為週期：（請關渡媽）  

5. 無週期或更大週期：（建醮、繞境） 

6. 祭典日或特定日期固定迎請的他處神明： 

7. 固定往他處進香活動：（明確區分旅遊式與謁祖、交陪等關係） 

8. 其他附屬全庄性活動：（卜柑、卜龜、神豬羊閹雞競賽……） 

9. 其他附屬開放性活動：（問事、補運、收驚、拜斗、安太歲、光明燈、契子女……）（結合 3~9項編

成年度行事曆） 

 

 C與他庄或他處聯合組成信仰／祭典組織（對等關係） 

1.  參加何庄、何神明、何種祭典： 

2.  與何庄共組： 

3.  權利義務： 

4.  其他記事： 

 

 D以他庄或他處神明為核心者（主從關係） 

1.  普渡： 

2.  繞境： 

3.  建醮： 

4.  其他：（如過路香） 

 

◎該庄最大（或某一）祭典日觀察記錄 

 

5公共信仰／祭祀組織 

 A爐主頭家制度 

1. 資格：（第    鄰至    鄰居住者，女性可否擔任？） 

2. 人數：（正爐    人、副爐    人、頭家    人） 

3. 產生方式：（卜杯？輪值？固定？） 

4. 產生日期與地點： 

5. 與祭典搭配方式：（一組爐主頭家負責全年祭典？多組負責多次祭典？） 

6. 責任或工作分派內容： 

 

 B丁口錢或緣金 

1.  收取範圍：（第    鄰至    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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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式與金額：（限定或自由、以戶或人〔男女〕、土地、船隻…為單位） 

3.  次數：（Recheck 公共祭祀日期） 

 

 C管理委員會或董事會 

產生方式、任期、職掌？ 

 

 D附屬組織 

1. 庄內神明會、神將會： 

2. 公廟內神明會、神將會： 

3. 庄內子弟文武館（北管軒社）： 

4. 公廟內子弟文武館： 

5. 公廟內轎班會、誦經團、其他志願性團體： 

 

6其他宗教相關事象 

 

 

 

7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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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寺廟資料庫田野調查工作驗收通知單 

團隊名稱 
 

負責人 
 

連絡電話 
 

驗收鄉鎮 
 

驗收基本情況 

簽約數量 上傳數量 通知時間 驗收完成時間 

 

 

   

基本情況確認  □ 上傳完成   □ GPS資料 

寺廟調查情況通知 

寺廟名稱 調查問題填報 原因 後續處理 

    

    

    

    

    

    

    

    

    

    

    

其他驗收聯絡事項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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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文化地理資訊系統著作權授權書 

一、 著作權人(以下簡稱甲方)，同意授權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乙方)將甲方在中央

研究院『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寺廟資料庫數位典藏計畫』委託調查之成果，

收錄於乙方之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內進行運用，並授權相關資料的著作權與

加值運用。 

二、 甲方同意將上網填報與實體繳交資料之著作永久、全部、無償、非專屬、不限

次數，授權乙方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之，並得以網路公開

傳輸方式，提供非營利性質及合理使用範圍內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三、 甲方保證授權給乙方典藏之著作及相關資料內文，並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

隱私權之情事，如有侵害他人權益或涉及侵權之爭議，甲方應自行承擔一切法

律責任，與乙方無涉。 

四、 授權給乙方之著作，甲方不得再專屬授權予他者，若甲方因疏失將專屬授權授

權他方，則本書可視為當初該著作完成時已授權乙方之證據。 

五、 依著作權法之規定，甲方可將上開著作再轉讓或授權予他人，但本授權不因嗣

後甲方將其著作財產權讓與或再為授權而受影響。 

六、 同意乙方各式加值運用與再製之動作，因格式限制與其他因素限制下，本院使

用資料時得不註明拍攝與填寫人員。 

七、 同意乙方對於所有資料進行包含學術研究、數位典藏、網站、教學、文宣等相

關用途之使用。並同意乙方授權第三人，作為上述之用途，且不須甲方再次授

權，並得直接以本院機構為引述與授權機構，可不再列著作權人名。 

八、 原作者使用其著作，如在本院資料庫取得或是加值運用，以及使用各式衍生著

作，仍需依規定加註資料出處。如他人想取得上述相關資料，需徵得本院之同

意。 

九、 甲乙雙方同意工作手冊也為著作約定之一部分。，本授權書之任何修正，應以

書面合意為之。 

甲方：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聯絡人：            電話/手機： 

地址：  

 

乙方：中央研究院 

代表人簽署： 

聯絡人：            電話/手機：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 



 

 54 

 

GPS 設備操作簡要說明    型號：Dakota™ 20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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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基本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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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機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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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點標定與管理、航跡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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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資料管理軟體-BaseCamp 

下載網址：

http://www.garmin.com.tw/products/application/basecamp/  

 

http://www.garmin.com.tw/products/application/base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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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 GPS操作說明請參考包裝盒內之操作手冊或由

http://download.garmin.com/tw/download/manuals/Dakota20TWN_0A.z

ip 下載操作手冊電子檔。 

 

 

 

http://download.garmin.com/tw/download/manuals/Dakota20TWN_0A.zip
http://download.garmin.com/tw/download/manuals/Dakota20TWN_0A.z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