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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政府推動國家地理資訊系統（Nat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NGIS）發展至今，建置超
過 1,200 項具坐標空間屬性圖資成果，包含共用基本底圖及各類主題性圖資，已成為政府施政與決
策的重要輔助工具。為深化我國 GIS 加值應用，國家發展委員會於第 54 次委員會議決議，推動建
置 3D 國家底圖，期透過各界共同努力，奠定 3D GIS 及智慧政府數位服務發展基礎，為民眾帶來更
智慧、便利的生活。
貳、國際發展趨勢
隨著 ISO/TC211 之 19100 系列標準、開放式地理資訊系統協會（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OGC）技術標準規範、開放介面標準及開源技術的帶動，空間地理資訊應用在全球快速發展，資料
流通及服務之基礎架構日趨完善及成熟，跨資料格式及軟體平臺的應用問題獲得解決，各先進國家
地理圖資管理或權責機關紛紛建置國家級空間地理圖資網站，提供多元圖資之瀏覽、查詢及分析應
用，如美國地質調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國家地圖（The National Map, TNM）
、
日本國土交通省國土地理院「地理院地圖」。
在全球在智慧城市發展的浪潮下，對於地理空間的應用層面已逐漸成為施政決策的依據，資料
的需求也逐漸由二維轉向三維，美國紐約及波士頓、加拿大多倫多及魁北克、英國劍橋、荷蘭鹿特
丹、芬蘭赫爾辛基、德國柏林、新加坡及香港等國家及城市，均已推動建立三維建物模型，多數三
維建物模型成果除可進行線上瀏覽及查詢（如美國紐約 https://cesiumjs.org/NewYork，荷蘭鹿特丹
https://www.3drotterdam.nl）外，並以開放資料形式提供下載。

（a）LOD1 三維灰階建物模型
理)

（b）LOD2 三維灰階建物模型

（c）LOD2 三維建物模型(貼附外觀紋

圖 1：鹿特丹 LOD1 及 LOD2 三維城市模型瀏覽畫面，資料來源：鹿特丹三維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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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在推動建置三維城市模型歷程中，新加坡 2014 年啟動之虛擬新加坡（Virtual Singapore,
VS）計畫，投入金額為 7,300 萬新幣（約 16 億台幣），屬於短時間單位面積投入經費規模較高之計
畫，推動執行更是由新加坡國家研究基金會（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NRF）、新加坡總理辦公
室室（Prime Minister’s Office, Singapore）及新加坡土地管理局（Singapore Land Authority ,SLA）等
單位共同執行。此外，新加坡三維城市模型亦彙整來自公部門與民間企業單位的各種巨量資料，未
來不僅可加強公部門之間的協作與支援決策能力，更有助於各項城市規劃設計及測試。

圖 2：虛擬新加坡成果及應用示意圖
資料來源：NRF 虛擬新加坡計畫
參、NGIS 現況及發展
臺灣地理空間資訊的發展，在國家發展委員會持續推動與各政府機關共同努力下成果豐碩，已
完成超過 1,200 項具坐標空間屬性成果，包含各比例尺基本地形圖、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門牌位置
資料、數值地形模型、地籍圖、航照與衛星影像資料等核心圖資，以及各類主題性基礎圖，包含自
然生態資料、公共管線資料、自然環境資料、國土規劃資料、社會經濟資料、環境品質資料、土地
資料與交通資料等類，已成為施政及民生應用不可或缺之資料。
因應物聯網及智慧城市等多元應用，GIS 資料需求及應用已逐漸從傳統 2D 平面延伸到 3D 立
體，從單一資料源擴展多時序資料，從資料分析轉變為跨領域服務整合。國家發展委員會因應多元
應用需求，規劃 NGIS 整體發展方向並於第 54 次委員會議獲致共識，將從國家空間資料基礎建設
（National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NSDI）
、國家底圖、資產管理及服務研發等 4 個面向，推動 NGIS
發展升級。「智慧政府推動策略計畫」三大目標之一「鏈結治理網絡，優化決策品質」，亦納入建構
國家三維空間底圖，以 GIS 國土空間資料庫提供決策參據。
NGIS 發展升級近期優先辦理事項，包含加速國家底圖的開放應用、訂定 3D 資料標準、落實圖
資資產管理、推動 3D 管線管理、3D GIS 發展及 GIS 加值應用與產業發展等。其中國家底圖的開放
應用，將由內政部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為基本底圖，辦理既有 2D 國家底圖升級為 3D、相關資
料標準訂定及高共通性與決策支援應用功能開發等工作，為 3D GIS 發展基礎奠定基礎。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62 期

頁2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圖 3：NGIS 發展升級架構圖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肆、3D 國家底圖之建構
依據 NGIS 發展升級規劃，建構國家底圖可區分為基本底圖、網路服務及共通需求等 3 個面向
推動。在基本底圖方面，考量內容的廣度及深度，將以 NGIS 圖資及政府開放資料為基礎，納入多
元 2D 圖資及時序資料，並陸續建構 3D 國家底圖，朝向多維度之架構發展；在網路服務方面，規劃
打造多維度國家空間資訊服務平臺，以單一服務平臺提供正確、高效且符合國際標準之國家底圖服
務；在共通需求方面，將蒐整各界應用的共通需求，開發決策應用分析功能，並滾動調整基本底圖
及網路服務內容。
國家底圖之 2D 基本底圖，以 NGIS 圖資資產及政府開放資料為基礎，納入如基本地形圖、臺灣
通用電子地圖、GIS 地籍及國土利用調查成果等資料；3D 國家底圖將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為基礎，
進行 3D 建物及 3D 道路等圖資建置。然而國內對於 3D 圖資的使用需求，雖有基礎雛型但仍屬萌芽
起步階段，須藉由應用面與資料面的磨合及聚焦，滾動修正 3D 國家底圖之資料內容及成果精細度。
為催化 3D GIS 應用及資料需求的成熟，3D 國家底圖圖資建置及更新上，透過蒐集國內外相關
文獻及執行成果，研擬作業流程，並以「先全面建置，後精進細緻」的策略執行，先透過全國性 3D
圖資的產製，提供各界使用，刺激多元的創新應用；再蒐整使用經驗及資料精進需求，進行 3D 圖
資的細緻化，滿足不同層次的使用需求。未來多維度國家底圖服務的成熟，將可使政府施政決策在
相同的國土資訊系統框架下相互關聯及搭配，更有助於跨部門、跨領域、跨地域之協同合作，為智
慧政府及產業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伍、3D 國家底圖建置
一、整體規劃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為政府機關產製的電子地圖，成果是具有空間與屬性資料的 GIS 圖
層，可直接應用於各種分析，內容以最基礎且經常使用的地理資訊為主，包括道路、鐵路
、水系、行政界、區塊、建物、重要地標、控制點、彩色正射影像等。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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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製精度為 1.25 公尺（比例尺 1/2,500 精度），較目前其他電子地圖測繪精度高出甚多且測
繪內容更完整，具備全國性、共通性、一致性及持續更新之特點，已是近年來公私部門
GIS 分析及應用系統採用之共通底圖。
3D 國家底圖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為基礎，辦理既有 2D 國家底圖升級為 3D，有別於 2D
圖資將真實世界的地物及地貌投影至平面，3D 圖資是呈現真實世界多元的內容及複雜的空
間關係，在資料建置的精細程度、成果展示的視覺效果及應用分析的可行性，須取得平衡。
考量整體作業經費、時效及可行性等因素，並搭配「先全面建置，後精進細緻」的策略執行，
全國 3D 圖資建置以 OGC 城市地理標記語言（City Geography Markup Language, CityGML
之細緻度（Level of Detail, LOD）規範為基礎，先全面建置 LOD1 積木模型（Block
Model），再透過模型細緻化作業，陸續將 LOD1 成果精進至 LOD2。

圖 4：CityGML 建物 LOD0-LOD4 成果示意圖
資料來源：Biljecki et al. 2016, an improved LOD specification for 3D building models
二、3D 圖資建置現況
3D 國家底圖建置，經評估既有資料內容、可用輔助資料種類、作業流程及後續不同領
域、不同層面的應用，自 108 年度起分年度進行建物、道路、鐵路及捷運等 3 類 3D 圖資建
置及資料標準（草案）研擬。3D 圖資建置策略，採「評估及試辦（含人力成本評估）」與
「圖資產製」等 2 階段推動；資料標準（草案）研擬完竣後，除導入後續 3D 圖資建置及更
新作業外，亦將循序提報國土資訊系統標準制度推動及審議工作小組，以期成為正式資料
標準供各界參採。
為達成 108 年底前完成全臺 3D 建物模型之目標，全國 3D 建物模型建置區分「成果整
合」及「模型產製」等 2 部分，成果整合為導入各機關已建置 3D 建物模型，避免政府資源
重複投入；模型產製經評估 105 年評估及試辦作業流程、現有圖資、作業時間、成本、後續
更新維護及資源整合等因素，規劃利用既有 2D 圖資之建物框及樓高萃取方式產製。其中 2D
建物框資料來源為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及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考量圖資成果時效性，將以「一
千分之一地形圖更新年度」選用依據，以具 104-107 年更新成果之範圍，採用一千分之一地
形圖，其餘範圍則採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108 年度 3D 圖資建置工作，包含 3D 建物模型產製與 3D 道路評估及試辦等 2 項，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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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模型產製作業，以無既有 3D 建物模型之區域為標的，進行 LOD1 之 3D 近似化建物
模型產製，並針對重要政府機關建物及地標建置 LOD3 成果，預計完成超過 300 萬棟 3D
近似化建物模型；在 3D 道路評估及試辦作業，則利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圖層、
DTM、相關輔助資料及參考紐約 3D 道路建置成果，辦理整體作業流程規劃，並針對不同
道路等級進行建置經費評估，作為 3D 道路建置參據。

(a)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區塊建物框產製 3D 灰階建物模型(左)及近似化建物模型(右)

(b)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建物框產製產製 3D 灰階建物模型(左)及近似化建物模型(右)
圖 5：108 年度產製三維建物模型成果展示畫面
資料來源：自行製作
三、成果更新及精進細緻
3D 國家底圖建置策略採取「先全面建置，後精進細緻」
，全面建置成果為 LOD1 層級，
精進細緻則以 LOD2 成果為目標，並透過實際應用以滾動修正資料內容及成果精細度。3D
建物成果更新作業，將配合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更新與蒐集新產製一千分之一地形
圖，並比對既有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分戶建物框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之差異，獲取須
更新作業所需標的建物框；建物高度資訊，則優先採用最新更新光達 DTM；如無更新的光
達 DTM，則透過航照影像密匹配（自動）及立體量測（人工），獲取建物高度資訊。
精進細緻作業，將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建置之 3D 建物為標的，此類 3D 建物模
型為連續建物組成之區塊建物模型（無分戶），後續將運用相關圖資，如建物測量資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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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位置、地籍圖，搭配航照影像立體量測及影像密匹配等技術，進行電子地圖建物框分戶研
究及試作，以提升全國 3D 建物模型成果細緻度；道路、鐵路及捷運，則以 LOD1 成果為基
礎，增加道路貼面、隔音牆、橋墩、地下道或隧道入口等資訊，逐步提升成果細緻度及美觀。
陸、推動多維度國家底圖服務
為了讓全國民眾及產官學各界使用到最新及最正確的多維度國家底圖，除已透過「國土測繪圖
資服務雲」發布 2D 國家底圖服務，提供各界介接使用外，並於 108 年度辦理多維度國家空資訊服
務平臺建置，規劃導入各類 3D 圖資、發布符合 OGC Indexed 3D Scene Layers（I3S）及 3D Tiles 等
2 種國際標準之 3D 圖資服務，並將以滾動式規劃高共通性與決策支援應用功能開發，滿足 3D 國家
底圖加值應用需求。
多維度國家空資訊服務平臺規劃導入 3D 圖資包含 CityGML 之積木模型、影像密匹配產製之三
維實景三角網模型（Mesh Model）及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等 3 類，
其中積木模型將配合 3D 圖資產製期程分批導入，Mesh Model 及 BIM 將視資料蒐整情形納入。高
共通性與決策支援應用功能開發項目，將藉由使用需求調查及訪談，蒐整各機關對於 3D 圖資的應
用需求，歸納高共通性功能，作為功能開發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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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系統開發整體架構

(b)基礎功能項目
圖 6：多維度國家空資訊服務平臺整體架構及基礎功能圖
資料來源：自行製作
多維度國家空資訊服務平臺現為系統雛型建構階段，辦理作業含圖臺基本功能開發及全臺 3D
建物模型匯入等 2 項主要工作，圖臺基本功能項目有 2D 及 3D 圖資套疊、篩選與定位、量測與地形
分析、模型檢索等項；全臺 3D 建物模型匯入資料以積木模型為主，包含各機關已建置 3D 建物模型
及 108 年產製 3D 近似化建物模型產製與精緻模型，預計於 109 年上旬完成全部資料匯入及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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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套疊三維灰階建物模型，建物模型著色前後對照

(c) 圖臺提供基礎距離量測功能

(b)三維灰階建物模型著色（樓層環域篩選）

圖 7：三維建物模型篩選及量測操作畫面
資料來源：自行製作
柒、結語
未來多維度國家空資訊服務平臺將陸續整合 2D 及 3D 圖資與應用需求，朝向多維度國家底圖
服務單一入口平臺邁進，以提升國家底圖加值應用的彈性及便利，滿足各界應用需求。多維度國家
底圖服務的推動，不僅可使政府施政在相同的基礎框架下相互關聯及搭配，更可以助於智慧城市的
發展及物聯網的應用，並達成「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2017～2025）」普及數位空間科技應
用，強化國家地理資訊系統感知、分析及回應處理問題之智慧化能力之目標。

圖 8：推動多維度國家底圖服務願景，資料來源：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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