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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概述  

 

1.1 計畫名稱 

「九十五年度數位典藏創意加值計畫—數位地質圖鑑系統開發」專案 

1.2 計畫背景 

隨著全民教育程度提高、資訊的普及，終身學習的風氣越來越盛行，傳統的文字資

訊傳遞已經不能滿足大眾之需求，以台灣地區土石流災害為例，多數一般民眾已漸漸體

認地質與個人生活密切相關方式，而汲汲於尋求研讀切身相關之地質資訊。有鑒於此，

本計劃將國立台灣大學地質系(以下簡稱本系)所建置之地質相關數位典藏資料，結合現

在地球科學領域的專業空間處理技術以及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等技術，完成數位地質圖鑑單機板 GIS 軟體。讓使用者透過個人電腦之操作，藉由親切

近人的 Flash 導引介面及專業的 GIS 查詢功能，了解台灣本土地質標本及相關資料，使

典藏內容資訊透過此一專案的系統開發，提升其使用價值，對台灣自然環境資源教育之

推廣及發展將有巨大的助益。這亦將是本計畫所積極尋求努力的目標。 

1.3 研究目的 

本計劃預計以一年時間，整合團隊中地質專精領域知識、業界多媒體展示技術及商

業軟體開發經驗，加值應用典藏單位之數位化典藏內容，開發跨平台之單機版『地質數

位圖鑑系統』及外掛模組，提供一般民眾做為離線時之資料搜尋。  

1. 台灣地質數位圖鑑單機版商業軟體：將結合地理資訊資料並與台大數位典藏

機構計畫、區域地質資料為之知識基礎，加值成為數位地質內容典藏資料。並結合

向量式電子圖資(查詢)、3D 地形展示模擬技術，規劃並研發台灣地質數位圖鑑單機

版系統商業化軟體，並於期末燒錄成光碟供地質領域進階專業、業餘、科學教育領

域人士試用。 
2. 台灣地質數位圖鑑礦物資料查詢外掛模組：利用數位典藏提供之全台灣礦物

標本資料，包裝成一 GIS 礦物資料查詢外掛模組，供已安裝 GIS 軟體之專業或業餘

人士使用，無需安裝軟體即可瀏覽、查詢目前已完成建置之岩石資料分布，同時提

供另一種商業運轉模式。 

1.5 計畫預定時程 

預計計劃時程自民國九十五年三月至九十六年二月止 

1.6 計畫預期成果 

1.預計完成工作項目 
 整合台大數位典藏機構計畫中相關資訊，加值完成為數位典藏地質資料之空

間屬性數值資料。 
 加值完成台灣約 116 種礦物多媒體及空間屬性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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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完成「地質數位圖鑑系統」之單機版版本，生產測試光碟供礦物學相關

領域產、官、學、研究單位試用。 
 

2.預期貢獻 

(1)激發台灣本土環境保育意識 
研發成果可將台灣礦物地質數位典藏加值資料，以多媒體展示方式，推廣至

各地教育單位（全台大專、高中、國中、小學）、學會、團體、各級研究單位

與個人，藉由友善的操作介面與各類豐富的加值礦物資料，除了能教導一般

民眾地球科學知識目的外，亦能激發對台灣本土環境之認識興趣，進而達到

終身學習的目標。 
(2)加強對本土地質研究 

透過計畫加值數位典藏的台灣礦物資訊，相關產地分布與資料，亦可提供國

內外學者參考，加強對本土地質研究之深度及廣度。 
(3)開拓數位典藏加值應用市場 

透過本整合計畫的產學合作，開發加值版本進行商業化運轉，將數位典藏

成為永續經營的新興產業。 

3.商業模式： 

(1)崧旭資訊提供商業行銷管道： 
以崧旭資訊現有軟體客戶資料庫為基礎進行產品電子報訊息、相關產品搭

配銷售(Bundle Package)、及推廣教育訓練等方式進行銷售。 
(2)多種商業測試模式建立使用族群： 

初期銷售對象將以一般單位民眾、專家單位、教育單位為推廣對象，於結

案時，製作 1000 份測試光碟供上述單位索取試用。往後將以加值內容更新資

料方式進行收費。第一年地質數位圖鑑系統單機測試版將公布在網站以下載推

廣方式提供一般民眾下載試用，因網路交易安全機制尚未健全，初期本計畫之

商業模式將不自行建立網路交易方式。 
(3)教育單位優惠推廣方案： 
初期以各級大專以下之學校教育單位為銷售對象（據統計超過 3800 間學校單

位）：評估若半數以上之學校以全校授權方案使用此系統擔任自然教學輔助教

材，預估三年內之教育市場規模將超過 2000 萬元。 

4.預計投入產品價值 
(1)產品名稱：中文地理資訊系統 10 套 
產品價值：每套定價約 10 萬元，市值預估超過 100 萬 

(A)可在 Windows95/98/Me/2000/XP 的 OS 平台環境發展程式。 
(B)提供空間與屬性資料,圖表的製作與展示. 
(C)強大的視覺化套圖效果. 
(D)具備製圖導引精靈. 
(E)高品質構圖功能. 
(F)強大並易用之註記與文字工具. 
(G)可針對所有支援之檔案格式產生熱連結(hot link). 
(H)卓越的分析功能. 



   3

(I)豐富的地理資料與編輯工具. 
(J)可產生與瀏覽詮釋資料(metadata). 
(K)完整的自訂使用者介面功能. 
(L)內附台灣地區示範地圖資料(Sample Data) 
(M)內建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VBA)供使用者自訂介面. 
(N)完整的開發者環境.(可利用任何符合 COM 架構之標準程式語言,如

C++, Visual Basic, Delphi,自訂介面 
(O)百分之百的 COM(Component Object Model)架構. 
(P)具可擴充模組之系統架構. 

 
(2)產品名稱：數位地質圖鑑空間資料瀏覽軟體 10 套 
產品價值：每套定價約 10 萬元，市值預估超過 100 萬 

(A) 提供簡易的操作介面 
(B) 具備條件式查詢功能 
(C) 支援多種向量格式 ESRI Shapefile、MIF、DXF 
(D) 支援多種影像格式 JPEG、GIF、BMP、PNG、LAN、GIS、ECW、GeoTIFF 
(E) 提供多種標記圖資註記功能 
(F) 提供線上地圖量測工具 
(G) 提供框選或點選所要放大縮小之區域 
(H) 內建符號庫使用者可自行設定符號展現型態 
(I) 可儲存與開啟地圖文件 
(J) 支援屬性查詢方式選取圖徵 
(K) 提供圖層展示多種配色方式 
(L) 提供圖層透空展示功能 
(M) 提供點選圖徵查詢屬性值 
(N) 提供圖徵環域分析功能 
(O) 提供環域分析選取圖徵功能 
(P) 提供多種比例尺與指北針的展示 
(Q) 提供圓形、矩形、多邊形等選取圖徵方式 
(R) 提供地圖註記沿線標記功能 
(S) 全中文使用者介面 
 



   4

貳、系統架構 

 

2.1 設計研發構想 

本計劃為國內首次研發地質相關之數位圖鑑計劃，在市場上並沒有同類型產品可供參

考，因此本計劃未來一切經驗將能提供地質領域之資料加值應用之參考依據，透過本計

劃將開發適合地質科學館藏標本數位化之軟體介面平台，未來只需要擴充相關之數位化

資料庫即可達到更新資料之目的，此軟體研發方向將可使未來的典藏計畫之整體工作發

揮最大工作效益。 
 

2.2 系統架構 

本系統以單機作業架構為依據，開發平台功能架構包含三個部分，(1)系統主要展示介

面、(2)簡易版標本位置查詢功能、(3)GIS 數位標本圖鑑功能。 
 

系統主要展示介面提供以下功能： 

(1)關於本計劃:介紹本計畫源起目標、工作流程、參與人員及目標。 

(2)學習教室: 介紹什麼是礦物、由來、分類與命名及特性等。 

(3)礦物資料庫:可查詢礦物的資料、圖片。 

(4)相關網站查詢: 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相關網站、臺灣大學典藏數                 

位計劃、教育推廣、國內外網站 

(5)版權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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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簡易版標本位置查詢功能 

提供簡易親切查詢介面，供使用者查詢採集到該標本之約略位置。 

 

 

 

 

 

 

 

 

 

 

 

 

 

 

三、GIS 數位標本圖鑑功能 

進入 GIS 系統，透過地圖展示功能及礦物檢索、礦物定位、標本查詢等功能，了解數位

典藏建置標本之詳細資料及其於本島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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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結果與討論 

 
本專案工作內容包含「系統整體規劃」、「圖層資料彙整」、「系統功能修改與整

合」、「系統美編修改」、以及「人員教育訓練」等五大項，目前完成部份如下: 

3.1 整體規劃說明 

A.礦物資料收集 
本計畫地質數位圖鑑系統引用資料包括國內最重要的數位典藏資訊來源－

國立台灣大學礦物標本館數位典藏資料等圖文資料內容。為達成本計畫之

目標，需將所有數位典藏資料進行以下步驟： 
(A)清理修整館藏礦物標本並建冊。 
(B)外業調查台灣現有礦物標本資訊。 
(C)進行礦物標本之數位化。 
(D)建立標本 Metadata 詮釋資料。 
(E)設計礦物特徵搜尋欄位。 
(F)完成空間相互關係關連。 

B.資料多媒體化處理 

分類彙整台灣大學礦物標本館典藏資料；物種空間屬性資料庫之建立及

後續維護。將圖片、文字說明、360 度環場礦物標本展示影片等等資訊以多

媒體加值作業優化處理，期以建立標準化之空間資訊處理機制，此步驟將攸

關最終之資訊呈現之效果。 

C.空間資訊核心技術分析 

應用空間資訊應用技術之強大地理空間分析功能，輔以具空間座標之電子

地圖及衛星影像，並搭配使用者端多媒體資訊呈現方式，有效的展示礦物分佈

情形。 

D.前端展示應用 

使用者端以個人行動裝置為基礎（平版電腦、筆記型電腦、個人數位掌

上型電腦、個人電腦等裝置），可進行礦物資訊即時查詢及線上資料更新，達

到地質科學知識之數位學習效果，詳細功能說明如後。 

3.2 使用圖資匯整 

本年度計畫引用資料包括台灣大學岩石標本館數位典藏資料庫、地理資訊

系統相關資訊資料庫等資料。  

A、岩石標本數位典藏資料庫：國立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成立於

日治時代，多數館藏承接至台北帝大時代，資料量至為龐大多

樣，包括岩石約 450 件，透過「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致力

推展國家珍貴文化資產的數位化保存、研究、教育等工作，已

有卓越成效。  

B、全台相關 GIS 資料圖層：包含全省向量式電子地圖、數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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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模型資料等相關資訊。  

3.3 典藏資料加值處理 

將典藏資料輔以地理資訊系統化之整合加值處理，此項資料分類彙整、空

間屬性資料庫建立以及後續維護機制都攸關使用者端資訊呈現的效果。  
現有的台灣大學礦物博物館數位典藏資料雖然在礦物方面具有豐富之描述及數位資

訊，藉由空間資訊之強大分析能力於本計畫中可以整合彙整「空間資料」這項屬性資訊，

如表一所列舉。 

表一 礦物現地資料建立之空間位置屬性資訊 

資料區分  空間資訊說明  空間資料型態  
固定之地理地點  利用  GPS 或電子地圖定義精

確所在座標  
點 /線 /面
(point/polyline/polygon) 

礦物分佈地區  礦物分佈地理區域或預測分

佈地理區域  
面 (polygon) 

礦物採集點  利用野外調查等方式紀錄礦

物露頭或採集地點座標  
點 /面 (point/polygon) 

文字描述 /照片 /
語音描述  

找出相關資訊發生地點或所

紀錄之調查所在地座標  
點  
點 /面  
point/polygon 

 

透過現今 GIS 空間資訊技術，本計畫進一步將相關之礦物數位資料以點、線或面之方式

建立其空間屬性資料。並以生態空間分佈之特性分析該物種預測分佈區域，不但達到生

態資料彙整之重要學術目的。所產出之加值資料可以電子地圖或衛星影像為基礎，提供

予使用者最直覺有效之空間資訊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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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使用者端展示應用 

單機多媒體圖鑑展示平台軟體「台灣地質數位圖鑑系統」，其相容平台包括

現行各式硬體平台，如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 tablet PC）。  
功能介紹 :  
(1)關於本計劃:介紹本計畫源起目標、工作流程、參與人員及目標。 

 
(2)學習教室 
介紹什麼是礦物、礦物由來、分類與命名、奇妙的特性、礦物的型態、礦物的硬度、顏

色與條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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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礦物資料庫: 進入「數位典藏博物館-礦物篇」視窗，可查詢各礦物詳細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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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礦物標本後，可點選則可顯示上或下頁之礦物資料，並可查詢常見特性、館藏特性、

特徵與產狀標本產地。 

 

選擇「放大」圖示則可看到標本放大照片。 

 

 

使用者另可選擇「細部圖示」觀察標本之詳細組織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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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簡易版標本位置查詢功能 

本系統另外提供一簡易標本位置查詢功能，使用者點選此圖示 則可進入「簡易地圖」

介面。 

 

 

 

 

 

 

 

 

 

 

 

1.選取欲查詢礦物之種類、名稱 2.點此圖示則可查詢礦物位置 

可選擇平移、放大、縮小 

、全景功能以流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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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IS 數位標本圖鑑功能 

進入 GIS 系統，透過地圖展示功能及礦物檢索、礦物定位、標本查詢等功能，了解數位

典藏建置標本之詳細資料及其於本島相對位置。 

 

 

 

 

 

 

 

 

 

進入 SuperGIS 系統後，圖資部分，除數位典藏之岩石標本點位外，本系統一並整合縣

市、鄉鎮、道路等基本圖資，以及台灣地區五十萬分之一地質圖供使用者套疊、查詢使

用。 

1.點選此圖示則可開啟 SuperGIS 系統介面 



   14

 
系統除了提供放大、縮小、平移等一般 GIS 常用查詢展示功能之外，另外，由於本計劃

主要目的在於整合數位典藏資料，並提供良好查詢介面供使用者操作，故另外針對礦物

標本進行個別客製化功能設計，提供「選取圖形物件」、「礦物定位」、「礦物查詢」、「版

面輸出設定」、「礦物檢索」等功能。 

 

 

 

 

 

 

礦物查詢功能，能提供使用者直接點選礦物名稱，並查詢該標本之相關屬性資料，並可

瀏覽放大或細部照片以及部分礦物並有建置 360 度影片。 
 

選
取
圖
形
物
件 

礦
物
定
位 

版
面
輸
出
設
定 

礦
物
查
詢 

礦
物
檢
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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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物定位功能則提供使用者鍵入礦物名稱或者相關關鍵字，查詢該礦物標本是否存在，

並提供地圖定位功能，將使用者了解該標本之空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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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輸出設定功能提供礦物圖資作版面輸出、編輯設定。 

點選版面輸出圖示，會顯示「輸出版面設定」視窗，於「輸出版面設定」視窗選擇 「開

啟輸出版面」，輸出版面將會顯示該礦物之地圖(如圖 X所示)。 

輸出版面編輯、加入照片或加入說明，輸入礦物名稱或關鍵字後按查詢，點選欲查詢的

礦物後即可「加入照片」或是「加入說明」。 

 

 

 

 

查詢到該礦物後即可加

入照片或加入說明

輸入礦物名稱

或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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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物檢索:由礦物分類瀏覽界面查詢礦物圖資。 

 

於選取的礦物上連點滑鼠右鍵 2下則會顯示「標本詳細資料」視窗並可使用總覽、放大、

細部瀏覽圖片 

1.選取礦物

2.選取欲查詢之礦

物，其照片 

4.定位查詢

3.連點滑鼠右鍵 2下

則會顯示 

「標本詳細資料」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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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總覽、放大、細部 

常見特性 

館藏特性 

特徵與產狀 

標本產地 

打開詳細資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