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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GIS於圖書館館藏地圖
流通與典藏管理

廖泫銘 研究助技師兼執行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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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綱

 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數位典藏概況
 國際上主要東亞地圖資源
 地理資訊數位典藏加值應用
 圖書館館藏地圖流通與典藏管理
 地圖與GIS圖書館
 會後實作練習：利用QGIS產製圖框

（索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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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數位典藏

遙測影像（航空照片）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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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萬筆各式地
圖以及逾50萬筆航照
影像數位典藏成果。

計畫網站：http://map.rchss.sinica.edu.tw

廣惠專案

 為續推動妥善保存國家珍貴資產及發揮史料價值
，遂與中央研究院研商合作計畫，雙方於105年2
月1日成立「廣惠專案」，冀達永久典藏與資料數
位化之目的，俾提增國土規劃及學術應用價值。



地圖專用掃描器

 與全友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開發大
尺寸平台式掃描器

http://www.microtek.com/

「數位方輿」（古輿圖）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 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



「地圖數位典藏整合查詢系統」
（現代測繪地圖）
 http://map.rchss.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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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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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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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0年荷蘭人所繪福爾摩沙地圖

1654年《大臺北古地圖》



1824-1835年間臺灣山海全圖(中文版) https://goo.gl/Q5P9Da

1870年李仙得所繪製《 Formosa Island and the Pescadores 》

https://goo.gl/cUU5ao



清光緒四年（1878） 《全臺前後山輿圖》 https://goo.gl/tZ1pDq

清光緒六年（1880）《臺灣前後山全圖》 https://goo.gl/ixuFjG



1884年臺灣北部秘密測圖

1894年臺北府附近圖



1932年臺北市職業別明細圖

1958年臺北1/1200實測地形圖



「臺灣航照數位典藏整合查詢系統」
 收集1943~1976年臺灣舊航照影像資料
 http://gisportal.rchss.sinica.edu.tw

1945年臺北大轟炸前後航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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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主要東亞地圖資源

日本外邦圖研究會
 http://www.let.osaka-u.ac.jp/geography/gaihouzu/
 大阪大學小林茂名譽教授



日本外邦圖數位典藏
 http://chiri.es.tohoku.ac.jp/~gaihozu/

美國史丹福大學典藏日本外邦圖
 https://library.stanford.edu/guides/gaihozu-

japanese-imperial-maps



整理地圖圖籍清單

美國德州大學地圖數位典藏
 http://www.lib.utexas.edu/maps/



美國哈佛大學地圖數位典藏
 http://hcl.harvard.edu/libraries/maps/digitalmaps/

David Rumsey Map Collection
 https://www.davidrums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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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資訊數位典藏加值應用

如果只是…

倉庫

倉儲



如何將老地
圖與當代GIS

結合?

 地理資訊數位典藏成果，需要進一步透過加值處理（如地理
座標定位校正），轉變成GIS圖層，才得以整合到時空框架。

 整合已經完成座標校正的各時期影像資料，已完成台灣全島
，以及臺灣與中國大陸主要城市之「百年歷史地圖系統」。

地理資訊數位典藏加值應用系統

地理資訊數位典藏加值處理流程

 WebGIS
 KML
 WMS
 WMTS

數位典藏 加值處裡



（該系統榮獲第九屆台灣地理資訊學會金圖獎-應用系統獎）

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系統介紹
 過去紙張地圖，不但尺寸大、圖幅數量多，且不同比例尺地圖之間要比對，過程

也十分繁複。這些地圖經過數位化之後，再利用GIS進行坐標定位後，就可以將一

整套地形圖拼成一個單一圖層，使用起來就方便很多了。該系統收錄歷史圖層40

個地圖集，主要包括:

1.日治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明治版)

2.日治四十萬分之一臺灣全圖

3.日治十萬分一臺灣圖
4.日治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

5.日治五萬分之一地形圖(總督府土木局)

6.日治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

7.日治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大正版)

8.日治三十萬分之一台灣全圖(第三版)

9.日治五萬分之一地形圖(陸地測量部)

10.日治三十萬分之一台灣全圖(第五版)

11.美軍五萬分之一地形圖

12.美軍航照影像(1945)

13.美軍繪製台灣城市地圖

14.一千二百分之一台北市地形圖

15.蘇聯二十萬分之一地形圖

16.二萬五千分之一經建版地形圖(第一版)

17.臺灣十萬分一地形圖

18.二萬五千分之一經建版地形圖(第二版)

19.五萬分之一經建版地形圖

20.五萬分一經建版地形圖(第二版)

21.二萬五千分之一經建版地形圖(第三版)

22.土地利用

23.二萬五千分之一經建版地形圖(第四版)

24.2005~2011年福衛二號影像

25.臺灣地區公路網圖

26.數值地形資料



台灣百年歷史地圖提供多視窗比對功能
 透過時序地理圖資探索環境變遷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MapCompare/

台灣歷史文化地圖（THCTS）

台灣行政邊界的變遷 台灣西南部海岸線變遷 時空基礎 糖廠分布 古地名分布

所有THCTS GIS圖層皆可以下載使用



統計博覽繪-統計地理資訊系統
 搜羅百年時間縱深台灣各類社會經濟統計數據以及各級行政統計單元

，使用者可以自由切換所需時間序列的比較或進行貫時性分析
 互動性強的統計地圖繪製功能，讓使用者透過系統操作，參與成為產

製資訊圖表(Infograp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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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系統榮獲第十一屆台灣地理資訊學會金圖獎-應用系統獎）

WMTS資料開放(Open Data)服務促進創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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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歷史圖資展示系統介接使用

http://www.historygis.udd.gov.taipei/

台灣百年歷史地圖APP
 透過不同時期地圖的套疊，可以用於探究台灣各地過往地

形、地物之舊貌與人文聚落及土地利用分布狀況。瞭解鄉
土地理及環境變遷的好工具，

 特別適合結合行動裝置GPS功能，於戶外教學或旅行中使
用。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rchss.twhgis



`

http://digitalarchives.tw/Apps/TaipeiHistoricalMaps/



46

漢珍數位圖書：台灣百年寫真/GIS資料庫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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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館藏地圖流通與典藏管理

用空間檢索地圖

 地圖圖名往往取圖幅中主要地名，特別是成
套地形圖，無法提供精確的檢索依據

 同一圖幅範圍，不同版本圖名也會不同
 各大圖書館多半採用以圖查圖策略
（Location-Based Search)
成套地圖以「圖幅索引圖(index map)」檢索
單張地圖以「圖框(地理涵蓋範圍)檢索」



Topographic map index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p Collection
 https://www.lib.uchicago.edu/e/collections/

maps/indexes/index.html

AMS-Series Map at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ttp://hcl.harvard.edu/libraries/maps/collect

ions/series_indices/China_Index.html



GeoData @ UCB
 https://geodata.lib.berkeley.edu/

map viewer for the UK Legal Deposit Libraries

 http://www.thinkwhere.com/about-us/latest-
news/digital-preservation-uks-topographic-heritage/



透過群眾外包來協助地圖校正（I）

 British Library Georeferencer
http://www.bl.uk/georeferencer/

透過群眾外包來協助地圖校正（II）
 NYPL Map Warper
http://www.bl.uk/georeferencer/



中央研究院線上地圖校正系統
http://mapwarper.rchss.sinica.edu.tw/

 無需安裝其他軟體，使用網頁瀏覽器即可操作。
 使用者可以依興趣挑選平台上線有地圖或直接上

傳地圖進行校正。
 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加速加值處理步驟
 提供多元網路地圖服務，讓不同GIS平台使用
 GeoTiff -> GIS軟體
 XYZ Tile -> QGIS
 MBTiles -> Oruxmap
 GeoSpatial PDF -> 行動裝置

線上地圖校正系統整合



假設有一張無坐標的「淮河流域全圖」 。

進入系統後選擇上傳圖層，並填入適當資訊。



利用OSM地圖(或Google地圖)當做參考底圖選擇控制點

完成後套疊結果。



在WebGIS套疊應用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huaihe.aspx

桌上型GIS軟體(QGIS軟體)應用



Copyright © Elitegroup Computer Systems. All Rights Reserved             Page65

地圖與GIS圖書館

美國國家檔案館(US National Archives)



美國國會圖書館地理地圖部
(Geography and Map Division - Library of Congress）

地理資料保存資源中心
(The Geospatial Data Preservation Resource Center, 
NDIIPP, LOC)



日本國土地理院
(Geospatial Information Authority of Japan) 

David Rumsey Map Center in Stanford Libraries

 https://library.stanford.edu/rumsey



GIS in Libraries

 2017年7月1日參加由國際地圖學會(ICA)項下
Cartographic Heritage into the Digital工作委員會所舉
辦的「Mapping Tools for Non-Mapping Experts: 
Incorporating Geospatial Visualization Tools in 
Libraries」Workshop。

圖書館不只是提供資料，還有研究工具

 Map/GIS Specialist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透過圖書館的平台來提升大學內教職員的Spatial 

Literacy / GIS Literacy，並強調圖書館不只是提供
圖書及論文等成果典藏，也應該包括資料及應用資
料的工具，就地理資訊領域而言，則是提供Geo-
Spatial Data and Mapping Tools相關Research 
Commons (or Scholars’ Commons) Service。

 CartoShop：
https://libraries.indiana.edu/event-
categories/cartosh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