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編製臺灣地區各式基本圖及主題圖(1975~1990 年)
一、 基本圖
(一) 台灣地區大比例尺像片基本圖 ( 附地名叢刊廿二冊 ) 3,773 幅，民國 64~71 年初版，72~77 年
再版，79 年開始第三次修測。
(二) 台灣西海岸海埔地五千分一糾正像片圖 328 幅，民國 70~73 年製
(三) 台灣地區中央山脈二萬五千分一線劃地形圖 66 幅，民國 72 年繪製
(四) 台灣地區二萬五千分一地形圖 ( 經建第一版 ) 261 幅，民國 74~78 年繪製
(五) 台灣地區五萬分一地形圖 ( 經建第一版 ) 79 幅，民國 79~80 年繪製
(六) 台灣地區十萬分一分縣地形圖 15 幅，民國 74 年繪製
(七) 台灣地區十萬分一各市縣概況圖 20 幅，民國 73~75 年繪製
(八) 台灣地區十萬分一地形圖 ( 經建第一版 )13 幅，民國 76 年繪製
(九) 台灣地區廿五萬分一地形圖 ( 上下兩幅 )民國 73 年繪製
(十) 台灣地區四十萬分一地形圖 民國 74 年繪製
(十一) 台灣省行政區域略圖 ( 六十萬分一及八十萬分一兩種 ) 民國 72 年繪製
(十二) 台灣海岸一千分一像片地形圖 4,400 幅，民國 73~79 年繪製
(十三) 台北市一千分一城市地形圖 677 幅，民國 69 年繪製
(十四) 屏東市一千分一城市地形圖 147 幅，民國 72 年繪製
以上十四種基本圖，因比例尺度之不同，各有其不同之功用。基本圖除其本身所具有之特殊功用
外，並可用作各種主題圖之底圖。

二、 主題圖
(一) 廿五萬分一主題圖
採用台灣地區廿五萬分一地形圖 ( 基本圖(九) ) 為底圖，台灣全區分上下兩幅。本主題圖資
料係屬全面性與概略性，以見全貌。
1. 台灣地區集水區分佈圖 ( 上、下兩幅 ) 民國 73 年編製
2. 台灣地區農田水利會灌溉區域圖 ( 上、下兩幅 ) 民國 73 年編製
3. 台灣地區土壤圖 ( 上、下兩幅 ) 民國 77 年編製
4. 台灣地區河川流域圖 ( 上、下兩幅 ) 民國 78 年編製
5. 台灣地區保安林及自然保育區分佈圖 ( 上、下兩幅 ) 民國 78 年編製
6. 台灣地區林道圖( 上、下兩幅 ) 民國 78 年編製

(二) 四十萬分一主題圖
採用台灣地區四十萬分一地形圖 ( 基本圖(十) ) 為底圖。本主題圖資料亦屬全面性與概略性。
1. 台灣地區林區及事業區分佈圖 ( 第二版 ) 民國 78 年編製
2. 台灣地區農業氣候資源分佈圖 民國 75 年編製
3. 台灣地區水文雨量測站分佈圖 民國 76 年編製
4. 台灣地區地下水位地盤下陷測站分佈圖 民國 76 年編製

5. 台灣地區能源礦產資源分佈圖 民國 76 年編製
6. 台灣地區道路交通圖 民國 76 年編製
7. 台灣地區漁業港澳、漁會及魚市場分佈圖 ( 第二版 ) 民國 78 年編製
8. 台灣地區海域定置網魚礁及資源保護區分佈圖 ( 第二版 ) 民國 78 年編製
9. 台灣地區公糧稻米及肥料倉庫分佈圖 民國 74 年編製
10. 台灣地區各式雜糧倉庫分佈圖 民國 74 年編製
11. 台灣地區衛生機構分佈圖 ( 第二版 ) 民國 77 年編製
12. 台灣地區醫院分佈圖 ( 第二版 ) 民國 77 年編製
13. 台灣地區河川污染水質測站分佈圖 民國 77 年編製
14. 台灣地區畜牧事業主要機構分佈圖 民國 77 年編製
15. 台灣地區 73 年人口密度分佈圖 ( 雙面 ) 民國 77 年編製
16. 台灣地區全圖 ( 雙面、中英文對照 ) 附農、林、漁、牧機構分圖 民國 77 年編製
17. 中華民國遠洋漁業基地分佈圖 民國 77 年編製

(三) 十萬分一主題圖
本主題圖資料較詳，圖幅以縣為單位。
1. 台灣地區林相圖 13 幅 民國 77 年編製
2. 台灣地區漁業圖 11 幅 民國 78 年編製
3. 台灣地區能源與礦產圖 2 幅 民國 76 年編製
以上三種主題圖皆採用台灣地區十萬分一經建第一版地形圖 ( 基本圖(八) ) 為底圖。
4. 台灣地區土壤分佈圖 20 幅 民國 77 年編製
5. 台南縣主要河川沿岸畜產分佈圖 民國 78 年編製
以上兩種主題圖皆採用台灣地區十萬分一各縣市概況圖 ( 基本圖(七) ) 為底圖。

(四) 二萬五千分一主題圖
台灣地區林相圖 ( 大埔一幅 ) 民國 75 年編製
( 本主題圖採用台灣地區二萬五千分一經建第一版地形圖 ( 基本圖(四) ) 為底圖。
大埔一幅為示範圖。 )

三、主題圖集
(一) 臺灣地區森林圖集目錄
臺灣地區保安林及自然保育區分佈圖 ( 上、下兩幅 ) 廿五萬分一
臺灣地區林道圖 ( 上、下兩幅 ) 廿五萬分一
臺灣地區林區及事業區分佈圖 ( 一幅 ) 四十萬分一
臺灣地區林相圖 ( 13 幅 ) 十萬分一
臺灣地區林相圖 ( 大埔一幅 ) 二萬五千分一
附：參考圖
臺灣地區河川流域圖 ( 上、下兩幅 ) 廿五萬分一

臺灣地區土壤圖 ( 上、下兩幅 ) 廿五萬分一
臺灣地區農業氣候資源分佈圖 四十萬分一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全圖 ( 附農林漁牧機構分圖 )
(二) 台灣地區漁業圖集目錄
台灣地區漁港、船澳及漁會分佈圖 四十萬分一
台灣沿岸海域定置網魚礁及資源保育區分佈圖 四十萬分一
台灣地區漁業區 ( 11 幅 ) 十萬分一
附：參考圖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全圖 ( 附漁業行政、研究、推廣教育機構分佈圖 )
中華民國遠洋漁業基地分佈圖

(三) 臺灣地區河川圖集目錄
台灣地區河川流域圖 ( 上、下兩幅 ) 廿五萬分一
台灣地區地下水位地盤下陷測站分佈圖 四十萬分一
台灣地區河川污染水質測站分佈圖 四十萬分一
台灣地區水文雨量測站分佈圖 四十萬分一
台南縣主要河川沿岸畜產分佈圖 十萬分一
附：參考圖
台灣地區農田水利會灌溉區域圖 ( 上、下兩幅 ) 廿五萬分一
台灣地區土壤圖 ( 上、下兩幅 ) 廿五萬分一
台灣地區農業氣候資源分佈圖 四十萬分一

(四) 台灣地區土壤圖集目錄
台灣地區土壤圖 ( 上、下兩幅 ) 廿五萬分一
台灣地區土壤分佈圖 ( 廿幅 ) 十萬分一
附：參考圖
台灣地區農田水利會灌溉區域圖，廿五萬分一
台灣地區河川流域圖 廿五萬分一
台灣地區農業氣候分佈圖 四十萬分一

(五) 台灣地區能源與礦產圖集目錄
台灣地區能源與礦產資源分佈圖 四十萬分一
台灣地區能源與礦產圖 十萬分一

資料來源：臺灣地區地理資訊系統(GIS)基本資料庫之建立：臺灣地區主題圖專集 / 傅安明著, 臺
北市,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民 79[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