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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報告架構

1. Web 2.0概念介紹

2. 近期GIS產業及技術發展

3. 參與式地理資訊系統發展現況與案例

4. 參與式地理資訊系統之趨勢

5. 結語



Web 2.0的特點

網站內容的提供從原來的管理者主動建置轉
換成為使用者直接參與提供

不同網站或服務可以透過開放的介面相互串
連與整合。

混搭：Mashup：Web application hybrid

參考來源：http://www.csie.ntu.edu.tw/~kmchao/life/Web2.htm



Web 2.0的例子

維基百科 (Wikipedia，http://wikipedia.org/)
透過眾人之力來編修百科全書

部落格(blog)
個人新聞台、個人心情筆記

YouTube
影片分享

網路相簿flickr (http://www.flickr.com/)
個人照片儲存及分享網站

自訂Tag

http://wikipedia.org/
http://wikipedia.org/
http://www.flickr.com/


GIS可不可以也Web 2.0？

PPGIS
GeoWeb 2.0
GIS/2
商業成果MapQuest、maps.yahoo.com、
maps.msn.com、或者maps.google.com 、
UrMap.com

不可輕忽眾人之力

內容才是核心價值

系統應該簡單、容易整合



PPGIS

Public Participation GIS
參與式地理資訊系統

網路科技的特性：

匿名性：容許以匿名方式表達意見(可以不涉及人身攻
擊、毀謗)
非同步：無法親自與會的居民，仍可以有表達意見的機
會。

公開：讓全體居民都能閱覽，表達其意見。

資料保存：能保存歷年來的相關討論、會議紀錄。



司馬庫斯原住民部落GIS：經由
參與式GIS(PP GIS)的設計，讓原
住民指認其「傳統領域」的範
圍。GIS成為一個有效的溝通平
台，突破了只能藉諸現地遙指的
方式，或以語言文字來描述其所
認知(模糊)的領域範圍。

傳 統 領 域
祖 靈 地
獵 徑

遷 徙 路 線
自 然 資 源

圖形

聲音
文字

照片影片

時空資訊平台

PPGIS例子



PPGIS與GIS比較



GeoWeb 2.0

See http://gismatters.blogspot.com/2006/06/geoweb-20.html



GeoWeb 2.0 發展基礎環境

開放式地理資訊系統(Open GIS)
開放源碼地理資訊系統(Open Source GIS) 
高解析力空間資料的落實與普及化

Web 2.0 



近一年來國際上GIS相關事件

Google買下Keyhole Co.,
推出google earth

AutoDesk將旗下的MapGuide軟體Open Source，並
贊助成立OSGeo基金會

Microsoft 買下GeoTango International Corp. 
Microsoft買下Vexcel Corporation

運用其技術發展出Virtual Earth 3D
ORBIMAGE買下Space Imaging
Google買下SketchUp Co.,



Microsoft Virtual Earth 3D



ArcGIS Explorer (available in end of 2006 year)



Google Earth

http://earth.google.com/

在虛擬地球上進行探索、搜尋與發現

相關延伸應用可參閱http://gearthblog.com/

http://earth.google.com/


Google Earth特點

免費或低價

簡潔的使用介面與功能

高解析度遙測影像

可傾斜、旋轉畫面觀看3D地形及建物

可儲存及分享個人的檢索與喜好設定

可以增加個人資料

可以搭配GPS應用

開放的資料格式與資料交換介面 *

*最近也開放COM API



GIS與GE整合方式

GIS Data -> KML -> GE/GM
GIS Data -> WMS Server-> GE/GM
GIS Data -> Image Pyramid -> GE/GM

GE/GM Image ->Georeferenced Image -> GIS



KML資料格式發佈與整合

Data catalog

Vector Data

Raster Data

kml

kml



GIS透過WMS與Google Earth結合

虛擬WMS (cgitrans)
擴充自Google Earth中Image  
Overlay功能

接近影像座標轉換Web Service概念

映射器(Reflector)
擴充自Google Earth中Network Link
功能

可以延伸到向量資料

可以處理過長或過複雜WMS語法問題

透過OGC WMS服務介面，動態從伺服器端取
得影像,並把對應的影像映射(Mapping)到
Google Earth的空間位置上

＊可自http://gis.ascc.net/ISTIS/tools.html下載以上工具

http://gis.ascc.net/ISTIS/tools.html


在瀏覽器鍵入網址http://gis.ascc.net/googlemap/，
並按下【飛覽台北】旁KMZ圖示，系統便會自動載入資料

按下飛覽台北
旁的KMZ圖示

http://gis.ascc.net/googlemap/
http://gis.ascc.net/googlemap/
http://gis.ascc.net/googlemap/


開啟1900年代
堡圖，並放大
功能，觀察當
時的土地利用



開啟1940年台北
舊航照，並利用
放大功能，觀察
當時的土地利用



在Desktop GIS結合Google Earth/Map







MSN Live Local

Yahoo Map

Google Map

AS Map*

Google Map API

OpenLayers API*

ArcGIS Server

ArcGIS*

Google Earth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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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社區參與



綠色生活地圖



千里步道運動

＊http://www.tmitrail.org.tw/



美濃社區GIS

本研究團隊經由整合空間資料的過
程，呈現出美濃地區(社區)特有的人文
歷史發展脈絡，以及其所處地區的自
然環境與資源特色，進而在相關社區
議題與未來發展方向之決策上提供有
效之輔助空間資訊。

時空資訊平台的建構上可分為兩個應
用層次，一個是以整合、分析資料為
主的專業層次。另一個則是以展示資
料並導引社區居民參與議題討論為目
的的參與層次。前者以WebGIS的架構
建立平台，後者則採用Google Earth開
發參與式時空資訊平台。

時空資訊平台
（基本資料整合）

行政資料

交通資料

土地資料

人文景觀 文化遺產

經濟產業

自然環境

生態資源

影像資料



將美濃地區的重要文
化地景建立點資料圖
層，以不同的LABEL
顯示不同種類的地
景。可以看出不同景
觀的空間分佈。

使用Google Earth優異
的3D瀏覽功能以不同
的視角俯瞰美濃地區的
文化地景，並可點擊各
圖徵顯示更詳細的地名
或屬性資料。

在Google Earth平台建立文化地景屬性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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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Google Earth與
WEBGIS串聯，可輕易
在用戶端的GE平台讀
取各年代地圖與衛星
影像圖層。

Google Earth平台與WebGIS之整合



點擊每個文化地景之
照片圖例，可跳出較
大的照片圖文視窗，
並可以建立超連結與
WWW網頁串連。

結合GPS以及Mobile 
GIS之野外調查，將
野外攝影成果直接透
過座標對應在3D的地
表與衛星影像上。

Google Earth平台與Mobile GIS之整合



GeoWeb 2.0的趨勢

優質的基礎圖資及創新的服務將是核心價值

基礎圖資供應商將趨於集中化

整合平台將獲取最大利潤

目前缺乏長期商業運作模式(Business Model)

應用將更多元、個人化、社區化



小結

引進Web 2.0概念，讓GIS系統或服務納入
使用者直接參與的特性，是未來發展的趨勢

免費、高品質、簡單、開放及社群分享，是
GeoWeb 2.0成功的關鍵

當GIS產品與應用民生化時，GIS才會成為
主流產業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聯絡資訊:

廖泫銘 veevee@ccvax.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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