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系統操作說明

第一節 網站功能
壹、網站入口

本中心「國土測繪圖資 e 商城」查詢皆為免費使用，若您需進行圖資申購，

請先登入後再查詢。另提供非會員申請帳號，帳號整合 E 政府單一登入，在您

成功加入為會員後，皆可使用自然人憑證或工商憑證登入本網站。

一、會員登入

(一) 以自然人憑證或工商憑證登入

1. 執行「登入」。

2. 點選「憑證登入」。

3. 導頁至 e 政府單一簽入平臺，輸入 PIN 碼並執行登入。

4. 勾選同意服務條款，執行確定註冊為會員（如果已經是會員則會跳

過此步驟）。

5. 顯示憑證登入頁面。

圖 1 以自然人憑證登入操作畫面



圖 2 服務條款畫面

二、查詢密碼

1. 執行「登入」。

2. 點選「忘記密碼，查詢方式說明」。

3. 顯示忘記密碼時之查詢方式說明。

 3 查詢密碼畫面



五、會員登出

執行「登出」（圖 4）。

圖 4 會員登出操作畫面

六、網站導覽

1. 點選「網站導覽」。
2. 點選表列任一功能。

圖 5 網站導覽操作畫面



七、意見信箱

1. 點選「意見信箱」。

2. 依指示輸入相關訊。

3. 點選「確定送出」。

圖 6 意見信箱操作畫面

八、常見問答

執行「常見問答」。



圖 7 常見問答操作畫面

九、相關連結

1. 點選「相關連結」。

2. 點選「國內相關網站」或「國外相關網站」頁籤。

3. 點選連結資訊，可開啟連結的網站。

圖 8 相關連結操作畫面



十、最新消息

1. 點選「最新消息」。

2. 於最新消息清單點選摘要資訊，可瀏覽詳細資訊。

圖 9 最新消息操作畫面

十一、訂閱

1. 執行〔訂閱〕功能。

2. 輸入電子郵件地址，執行〔訂閱〕或〔取消訂閱〕。

圖 10 最新消息操作畫面



貳、認識測繪資料

1. 點選「認識測繪資料」。

2. 切換國土測繪空間資料簡介、詮釋資料簡介、各類圖資簡介頁籤。

圖 11 認識測繪資料操作畫面

參、購圖與收費

1. 點選「購圖與收費」。

2. 切換查詢瀏覽說明、資料申請及供應流程、流通共享機制說明、上

架圖資清單、供應項目與收費基準、手冊及規範頁籤。



圖 12 購圖與收費操作畫面

肆、測繪資料檢索　

一、電子檔資料－整合查詢

1. 點選〔測繪資料檢索－電子檔資料〕。

2. 選擇圖資〔類別〕。

3. 輸入查詢條件，執行查詢。

4. 勾選圖資，執行〔加入購物車〕；或執行〔全部加入購物車〕；或

執行〔本頁加入購物車〕。

5. 點選「詮釋資料」。

6. 點選「檢視縮圖」（可提供圖資預覽）。

7. 點選「圖臺套疊」。



圖 13 測繪資料檢索操作畫面（電子檔資料－整合查詢）

圖 14 檢視詮釋資料畫面



圖 15 檢視縮圖畫面

圖 16 圖臺套疊畫面

二、電子檔資料－圖幅視覺化查詢

1. 執行「測繪資料檢索」，點選〔電子檔資料〕。

2. 選擇圖資類別，點選圖幅視覺化。

3. 輸入查詢條件，執行查詢。



圖 17 測繪資料檢索操作畫面（電子檔資料－圖幅視覺化查詢）



三、繪製圖資－整合查詢

1. 執行〔測繪資料檢索－繪製圖資〕。

2. 選擇圖資類別。

3. 輸入查詢條件，並執行〔查詢〕。

4. 點選〔縮圖展示〕檢視縮圖，移動滑鼠有放大鏡效果（可提供圖資

預覽）。

圖 18 測繪資料檢索操作畫面（繪製圖資－整合查詢）



四、繪製圖資－圖幅視覺化查詢

1. 執行「測繪資料檢索」，點選〔繪製圖資〕。

2. 選擇圖資類別，點選圖幅視覺化。

3. 輸入查詢條件，並執行〔查詢〕。

圖 19 測繪資料檢索操作畫面（繪製圖資－圖幅視覺化查詢）



五、紙圖成果－整合查詢

1. 執行〔測繪資料檢索－紙圖成果〕。

2. 選擇圖資類別。

3. 輸入查詢條件，並執行〔查詢〕。

圖 20 測繪資料檢索操作畫面（紙圖成果－整合查詢）

六、紙圖成果－圖幅視覺化查詢

1. 執行「測繪資料檢索」，點選〔紙圖成果〕。

2. 點選〔圖幅視覺化〕。

3. 輸入查詢條件，並執行〔查詢〕。



圖 21 測繪資料檢索操作畫面（紙圖成果－圖幅視覺化查詢）



伍、結帳（會員）

1. 點選「結帳」。

2. 點選〔填寫申購單〕。

3. 於使用注意事項同意書點選〔同意〕。

4. 輸入申購資訊。

5. 點選〔送出申購單〕。

6. 導頁至電子收費平臺。

圖 22 會員結帳操作畫面



陸、會員專區

一、查詢圖資申購單

1. 點選「會員專區－查詢圖資申購單」。

2. 輸入查詢條件，點選〔送出查詢〕。

3. 點選〔圖資申購單編號〕，顯示申購單資訊。

4. 點選〔基本資料修改〕，填寫表單內容並執行〔送出〕。

5. 點選〔刪除申購單〕，填寫表單內容並執行〔送出〕。

6. 點選〔代購申請書〕，顯示申購單申請書。

7. 點選〔郵寄宅配編號〕，連結至郵寄或宅配查詢頁面。

圖 23 查詢圖資申購單操作畫面

二、圖資下載

    點選〔圖資下載〕。

圖 24 圖資下載操作畫面



柒、圖資展示查詢

一、圖資最新訊息

(一) 執行「最新消息」功能。

圖 25 圖資最新訊息畫面



二、圖臺導覽介紹

(一) 執行「導覽」功能。

(二) 可切換頁簽顯示各項功能說明。

圖 26 圖臺導覽介紹操作畫面

三、圖資查詢

(一) 執行點選「圖資查詢」。

(二) 於圖面任意點選感興趣的位置。

(三) 顯示「點位資訊」。

(四) 點選「圖層清單」，並任意點選圖資類別。

(五) 執行「圖資展示」，可於圖臺套疊並瀏覽圖資。

(六) 執行「詮釋資料」，可瀏覽詮釋資料內容。

(七) 執行「時間軸展示」，「電子檔圖資」可以時間軸方式瀏覽歷年圖資

縮圖；「繪製圖資」將滑鼠移到圖片上有「放大鏡」效果（可提供圖

資預覽）。

(八) 點選「屬性」，並任意點選圖資類別。



圖 27 圖資查詢操作畫面(1)

圖 28 圖資查詢操作畫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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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圖資查詢操作畫面(3)

四、多邊形查詢

1. 執行「多邊形框選」功能。

2. 輸入查詢條件。

3. 將滑鼠移至圖臺繪製查詢範圍。

4. 執行〔查詢〕。



圖 30 多邊形查詢操作畫面

五、圖資套疊

(一) 套疊網路地圖服務／索引圖／最新版圖幅範圍

1. 點選「圖層清單」。

2. 點選「全臺可套疊圖層」。

3. 切換「網路地圖服務」、「索引圖」、「最新版圖幅範圍」頁簽。

4. 點選圖資項目完成套疊。



圖 31 套疊網路地圖服務／索引圖／最新版圖幅範圍操作畫面

(二) 套疊客戶端圖資

1. 點選「圖層清單」。

2. 點選「我的圖資」。

3. 切換「KML」、「SHP」、「GPX」、「DXF」、「CSV」頁簽。

4. 選擇坐標系統及檔案，隨即完成套疊。

圖 32 套疊客戶端圖資畫面

(三) 切換底圖

1. 點選「圖層清單」。

2. 點選「切換底圖」。

3. 點選圖資項目完成套疊。



圖 33 切換底圖操作功能

六、圖層清單

1. 點選「圖層清單」。

2. 或 ，即可開啟或關閉圖層。

3. ，即可移除圖層。

4. 按下滑鼠左鍵拖曳捲軸，即可調整透明度。

5. 點選「詮釋資料」，即可顯示圖資的詮釋資料。

6. 點選「圖例」，即可顯示該圖資的圖例。

7. 點選「縮圖展示」，即可顯示圖資的縮圖。

8. 點選「樣式設定」，即可調整圖層樣式。

9. 利用上下切換鍵或以滑鼠拖曳感興趣圖資調整套疊順序。

10. 點選「加入最愛」，即可將圖層加入〔我的圖層〕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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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圖層清單操作畫面



七、定位

(一) 快速定位

1. 點選「快速定位」。

2. 輸入關鍵字，點選 ，執行查詢。

3. 選擇定位項目。

圖 35 快速定位操作畫面

(二) 行政區定位

1. 點選「快速定位」。

2. 點選「行政區」。

3. 選擇「縣市」或「鄉鎮市區」或「村里」，即完成定位。

 

圖 36 行政區定位操作畫面



(三) 地段地號定位

1. 點選「快速定位」。

2. 點選「地段地號」。

3. 選擇「縣市」、「鄉鎮市區」、「地段」（或輸入段代碼）。

4. 輸入地號（如果想以地段定位，可跳過此步驟）。

5. 執行「定位」。

圖 37 地段地號定位操作畫面

(四) 坐標定位

1. 點選「快速定位」。

2. 點選「坐標」。

3. 輸入「坐標」，並執行「定位」。

圖 38 坐標定位操作畫面



(五) 門牌定位

1. 點選「快速定位」。

2. 點選「門牌定位」。

3. 輸入查詢條件

(1) 選擇「縣市」、「鄉鎮市區」。

(1) 輸入「路段關鍵字」，並選擇路段。

(2) 選擇「巷」、「弄」（如無此需求可略過此步驟）。

(3) 輸入門牌號碼。

4. 執行「檢索」。

5. 選擇定位項目。

圖 39 門牌定位操作畫面



(二) 圖號圖名定位

1. 點選「快速定位」。

2. 點選「圖號圖名」。

3. 輸入「圖號或圖名」關鍵字，並選擇定位項目。

4. 執行「定位」。

圖 40 圖號圖名定位操作畫面

(三) 我的定位

1. 點選「快速定位」。

2. 點選「我的定位」。

3. 選擇定位項目。

圖 41 我的定位操作畫面



八、圖臺操控

(一) 滾輪放大縮小：滾動滑鼠滾輪，即可進行圖面放大或縮小。

(二) 捲軸放大縮小：點選捲軸刻度，即可進行圖面放大或縮小。

(三) 滑鼠平移：按下滑鼠左鍵並移動滑鼠，確定後放開滑鼠左鍵，即完成

圖面平移。

(四) 捲軸平移：點選捲軸上方的方向鍵，即完成圖面平移。

(四) 臺灣全圖：執行「臺灣全圖」功能，即顯示臺澎金馬範圍。

圖 42 圖臺操控畫面



九、測量

(一) 量測距離

1. 點選「距離測量」。

2. 移動滑鼠在量測地點按下滑鼠左鍵，再移動滑鼠直到下一個測量地

點，並按下滑鼠左鍵，直到結束時雙擊滑鼠左鍵。

圖 43 距離測量操作畫面

(二) 量測面積

1. 點選「面積測量」。

2. 移動滑鼠在量測地點按下滑鼠左鍵，再移動滑鼠直到下一個測量地

點，並按下滑鼠左鍵，直到結束時雙擊滑鼠左鍵。

圖 44 面積測量操作畫面



(三) 環域測量

1. 點選「環域測量」。

2. 移動滑鼠在量測地點按下滑鼠左鍵，移動滑鼠直到確定測量半徑後，

放開滑鼠左鍵。

圖 45 環域測量操作畫面

十、圖資回報

(一) 回報工具（下載疑義通報表）

1. 點選〔圖資回報〕功能。

2. 點選〔下載疑義通報表〕功能。

3. 填寫表單，並依據表單內容回傳給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下載的疑

義通報表內有回傳電子郵件地址）。

圖 46 回報工具（下載疑義通報表）畫面



(二) 回報工具（線上通報）

1. 點選〔圖資回報〕功能。

2. 點選〔圖面標註〕功能。

3. 於圖臺繪製回報範圍或點位。

4. 輸入回報資訊。

5. 執行〔確定〕。

圖 47 回報工具（線上通報）畫面



(三) 回報紀錄查詢

1. 點選〔圖資回報〕功能。

2. 切換到〔回報紀錄查詢〕。

3. 輸入 Email，執行查詢。

4. 顯示符合查詢條件之回報紀錄。

圖 48 回報紀錄查詢畫面



十一、Google 街景

1. 點選「Google 街景」功能

2. 將滑鼠移至圖臺查詢位置，按下滑鼠左鍵

3. 利用滑鼠移動「Google 街景」視角

圖 49 Google 街景操作畫面



捌、開放資料

1. 點選「開放資料」

2. 切換實體檔案、服務頁籤。

3. 實體檔案可輸入「關鍵字」，並執行「查詢」。

圖 50 開放資料操作畫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