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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空間資訊科技發展迅速，其應用領域廣泛，在人才的需求上日益增
加，因此國內大專院校紛紛成立與空間資訊相關的系所或學程，積極培育人才。
在空間資訊領域的應用方面，電子地圖已經成為大眾不可或缺的工具。本計畫之
目的主要是以開放源碼(open source)的網站管理系統開發工具，結合電子地圖
與 Google Maps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開發出一套能整
合行動裝置所獲得的空間資料的地理資料庫管理平台。
關鍵詞：測量、空間資訊、Google Maps API

Abstract
Geo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rows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it can
be used in a vast array of applications, the demand on geospatial professionals has
also increased. As a result, many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ave established
departments or programs related to geospatial science in order to train more
competent people with adequate skills. Among many applications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lectronic maps have become indispensable to many peopl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utilize open source website management development
tools to implement a geospatial database management platform that can integrate
electronic maps, Google Maps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nd spatial
data acquired using mobile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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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遙感探測(Remote Sensing)、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與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的迅速
發展，不僅使空間資訊領域的學術研究蓬勃發展，更促進了相關領域的產業與應
用的快速成長，不但創造了可觀的經濟產值，也在民生方面有許多便利的應用，
如衛星導航系統(PaPaGo)、電子地圖(Google Maps 與 UrMap)等。
資訊科技與全球網際網路(World Wide Web, WWW)近年來快速的成長，使 WWW
成為查詢資訊的主要工具。由於電子地圖、空拍影像日益精良，以及 Google Maps
和 UrMap 的普及，且透過網頁程式語言結合 Google Maps，電子地圖可以即時做
動態的資料展示，並連結其他資訊與多媒體影音資訊，利於使用者得知更豐富的
資訊，因此傳統地圖已經甚少作為查詢的工具。此外，電子地圖較傳統的紙圖容
易變更和維護，借助於地理資訊系統可方便的管理和展示圖資，更可整合行動裝
置(mobile device)和攝影設備所獲得的資料，例如：GPS 接收儀與 Google 街景
攝影即為很好的例子，這些優點都是傳統地圖所不能及，也使電子地圖具有更廣
泛的應用價值。
本計畫之目的主要是以開放源碼(open source)的網站管理系統開發工具，
結合電子地圖與 Google Maps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開
發出一套能整合行動裝置所獲得的空間資料的地理資料庫管理平台，系統將以網
頁呈現的客製化工具，提供使用者建立、修改、刪除、查詢等功能，讓使用者能
根據需求建立地理資料庫，並透過網路呈現多元化的資訊，未來將可應用於科學
研究之田野調查、校園生活資訊、社區資源和景點調查等領域。

二、網站系統
2.1 網站系統目的
由於這幾年動態網站的需求大量增加，便有人開發出各種不同的 web
frameworks(網頁框架)，這些框架的出現一改先前瑣碎的設計步驟，設計一個動
態網頁只需短短的程式碼，甚至完全無須操心 SQL 的指令。這些框架的出現更改
變了動態網頁的思維，使得動態網頁的開發變得更為容易，由於門檻、開發難度
降低，吸引更多的人接觸動態網頁的設計。
然而，大部分的網頁框架雖然降低了動態網頁設計的難度，但是在使用上仍
會遇到許多困難，因為處理資料的進出的步驟很瑣碎，例如：讀取資料、取出資
料所需的 SQL 指令，以及驗證使用者輸入資料的合法性等，每一項都很繁瑣、很
容易出錯，開發系統時會因為這些瑣碎的工作而花上龐大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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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節省成本，並增加開發效率，選用合適的網頁開發框架是重要的一環，
本計畫採用 Django，為一開放碼源的網頁框架。
2.2 使用軟體
2.2.1 Django
有鑑於上述網頁框架設計所遇到的問題，以及本計畫主要以探討開放碼源的
地理資訊系統為主，如何選用支援地理資訊系統的網頁框架為一大課題。本計畫
所使用的 Django web frameworks，為一個全世界開發者參與的開源專案，以
Python 語言為基礎，可快速開發實用又乾淨的網頁。Django 是由兩年前因應某
一個線上新聞網站的運作開發而成的，它的設計主要是為了能處理密集的新聞資
料，以及讓網站開發者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看到網站開發的內容。其主要的優點
就是可以快速開發一個高效能及精緻的網站，Django 為 barebone 架構，提供網
頁設計的高度彈性，並支援地理資訊系統，內含 Geo Django。Django 採 MTV 的
設計架構，其 MTV 說明如下如下：
M:即 Django 的模組，用來描述資料表。而資料表的欄位是由 Python class
所組成，此 class 稱之為 model。
T:即 Django 的模板，用來描述網頁的設計頁面，可以配合 CSS 程式語言使
網頁自動化的呈現。
V:即 Django 的控制邏輯所在，是整個 Django 網頁框架運作的核心，以
Python function 所組成。
2.2.2 Python
本計畫採用的 Django 是以 Python 語言為基礎的開發工具，Python 擁有強
大的標準函式庫，且標準函式庫可以由使用者自訂擴充，使 Python 儼然成為一
種應用於其他語言與工具之間的語言。由於支援多種標準格式和協定，如 MIME
type 和 HTTP，Python 非常適於編寫網際的應用軟體，如：使用者圖形模組、連
線到關聯式資料庫、任意精度的科學運算、正規表式的支援和進行單元測試。
可擴充性可說是 Python 作為一種程式語言的特色，新的內置模組（module）
可以用 C 或 C++寫成，而我們也可為現成的模組加上 Python 的介面。Python 可
以讓使用者避免過多的語法的羈絆而將精力集中到所要實作的程式任務上。因此
Python 具有非常龐大的程式函式庫，透過它們可以快速完成絕大部分常用的任
務，如：從某個 URL 中獲取資訊、正規表式、獲得某個檔案或字串的 MD5 特徵字
串、多執行緒、XML 及 HTML 的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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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資料庫
資料庫（Database），可以被視為能夠進行自動查詢和修改的資料集。資料
庫有很多種型式，從最簡單的儲存有各種資料的表格到能夠進行海量資料儲存的
大型資料庫系統都在各個方面有廣泛的應用。
表一、資料庫系統
資料庫系統的優缺點
系統的優缺點
資料庫系統的優點

資料庫系統的缺點

減少資料重複

整體作業成本會增加

整合資料(Integrated
data)

使用上較複雜

完整性(Integrity)

需經常備份，否則意外狀況將造成重大傷害

資料的共通性

資料庫管理師(DBA)不容易培訓

可保護資料的安全及隱私

多套系統，格式有所出入，後續整合管理不易

2.2.4 MySQL
資料庫軟體亦是設計動態網頁不可或缺的一環，MySQL 為免費資料庫軟體，
因本計畫之總目標為利用地理資訊系統建構公眾參與之平台，故選用可支援地理
資訊系統的 MySQL 作為資料庫軟體。
MySQL 是一個開放源碼的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開發者為瑞典 MySQL AB
公司，現為 Sun 公司的一部分。2009 年 Oracle 宣布收購 Sun 公司，因此 MySQL
可能成為 Oracle 旗下產品。
MySQL 由於性能高、成本低、可靠性好，已經成為最流行的開源資料庫，被
廣泛地應用在 Internet 上的中小型網站中。隨著 MySQL 的不斷成熟，它也逐漸
用於更多大規模網站和應用，比如維基百科、Google 和 Facebook。非常流行的
開源軟體組合 LAMP 中的 M 就是指 MySQL。
2.3 網頁設計
利用 CSS 語法使頁面設計簡單。CSS 的概念主要是管理網頁、部落格中樣式
部分，如：文字、背景、連結、按鈕、表格等。利用 CSS 樣式表，指定給某一種
HTML 語法標籤或某一群組 HTML 標籤來使用，增加了更多的樣式以輔助 HTML。CSS
可以使多個網頁具有共同的樣式，並可快速更改所有網頁的樣式，開發者只需專
心更新內容無需擔心其他問題，並且具備在不同瀏覽器上有相似的效果等特點。
本計畫在網頁設計上考量因素如下：
(1)擴充性：使用者能依照所需，自行製作屬於社區的專屬網站，而無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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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撰寫網頁碼。
(2)開發人員撰寫便利性：不需撰寫多行多程式，只需透過 CSS 語法對背景、
文字、按鈕等作設定，即可達到所需排版效果。
2.4 系統使用環境
2.4.1 管理者環境需求
●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
● Internet Explorer 6.0 以上
●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 5.1
● Mozilla Firefox 3.0 以上
● Flash play 8 以上
2.4.2 使用者環境需求
● Internet Explorer 6.0 以上
● Mozilla Firefox 3.0 以上
● Flash player
2.5 網站功能
將開發人員所附之片段小程式，貼在對應之程式碼內，再針對架構大
小、版面需求做變動、更改樣式即可。

三、Google API 及其他網頁開發應用
3.1 GoogleMaps
為 Google 推出在網際網路上的電子地圖查詢服務，其概念與功能大都和
Google Earth 大體相同，但是在功能上不如 Google Earth 完整，使用上相當於
功能簡易版的 Google Earth。
3.2 GoogleMapAPI
利用 JavaScript，並結合 HTML 設計 將「Google 地圖」嵌入自己的網頁。
此 API 透過多種服務提供一些公用程式，以操控地圖，並新增地圖內容，能讓
您在網站上建立強大的地圖應用程式，且目前 V2 版本是免費的測試版服務，只
要申請 API 金鑰，對任何使用者的網站，都可以免費使用。而 GoogleMapsAPI
除了有 V2 版本外，也提供了 V3 版本，而 V3 版本與 V2 版本最大的差別就是，V3
版本不需申請金鑰，即可使用 API 服務，而且在執行速度上，遠遠比 V2 快，而
且 API 程式撰寫語法上 V3 又比 V2 來得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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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HTML
超文件標示語言（英文：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簡稱為 HTML）是
為網頁創建和其它可在網頁瀏覽器中看到的信息設計的一種置標語言。HTML 被
用來結構化訊息，例如：標題、段落和列表等等，也可用來在一定程度上描述文
檔的外觀和語義。由蒂姆·伯納斯-李給出原始定義，由 IETF 用簡化的 SGML（標
準通用置標語言）語法進行進一步發展的 HTML 後來成為國際標準，由全球資訊
網聯盟（W3C）維護。包含 HTML 內容的文件最常用的擴展名是.html，但是像 DOS
這樣的舊作業系統限制擴展名為最多 3 個字元，所以.htm 擴展名也被使用。雖
然現在使用的比較少一些了，但是.htm 擴展名仍舊普遍被支持。編者可以用任
何文本編輯器或所見即所得的 HTML 編輯器來編輯 HTML 文件。
3.4 JavaScript
Javascript 是一種直譯式語言， JavaScript 與 Java 除了都適用於網路的
用途外，兩者大不相同。 JavaScript 原名叫 LiveScript，雖不如 Java 強大，
但可配合 HTML 的程式，設計出栩栩如生的動態網頁，其語法也較簡單、容易學
習。一般而言，「script」語言代表一種簡單的程式，可用來執行簡單的任務，
而 JavaScript 則是承襲了 Java 與 Perl 的語法，用來處理畫面的特效。如：變
換圖片、彈出式選單、電子時鐘、拼圖遊戲等。JavaScript 為使用者端的程式，
可搭配 HTML 撰寫，隨著網頁下載至使用者的電腦，便會自動執行程式以顯示特
效。
3.5 XML
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或稱可擴展標記語言，屬於一種標記
語言。XML 的目的是描述、儲存以及交換資料，除此之外，XML 具有很好的擴展
性。在 HTML 中只能使用有限的標籤集合、顯示的資訊類型也會受到限制，透過
XML 使用者可以開發屬於自己的標籤與自己的文件結構，例如：可新增或移除元
件，卻不影響文件的整個結構。
3.6 使用 GoogleMapAPI 來做為地理位置資訊提供
3.6.1 傳統地圖的缺點
以往許多機關單位，在提供民眾交通指南資訊時，所使用的地理位置呈現方
式，絕大多數是以下列示意圖的方式來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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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傳統地圖示意圖
從此圖一中雖然可以看出各個建築物或地點的地理位置與相對關係，但是實
際上，很難從此示意圖看出實際地點特徵或建築物的外觀，更遑論附近特徵物的
實際樣貌，導致民眾在到達到當地後，仍需再花一段時間尋找實際地點。除此之
外，地理位置示意圖中往往未依比例尺繪製地物，各地點相對位置與實際距離產
生巨大的差異，例如：示意圖中某兩個地點，在地圖上看起來距離不遠，但是實
際上卻相距一公里，造成民眾在路線或是行程規劃上產生錯誤的決策與判斷。
3.6.2 使用 GoogleMap 方式呈現地理位置資訊

圖二、電子地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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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二中可以看出，不但有地理示意圖，還有實際地點的景象，除此之外，
更提供了路線規劃與路程距離的功能，讓使用者可以得到更多完整的資訊。這樣
的地理位置資訊呈現的方式，突破了以往單調的地理示意圖，並提供互動性的服
務，使用者只需透過簡單易懂的操作方式，來獲取需要的資訊，達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使用 GoogleMapAPI 的原因除了上述的分析外，還可將 GoogleMaps」嵌入網
頁，並且利用 HTML 與 JavaScript 製作自己所需的呈現效果。
表二、傳統地圖與 GoogleMaps 的比較
傳統地圖

GoogleMaps

資訊類型

單調

多元

呈現方式

單向

互動式

資料可靠度

普通

高

功能性

無

可擴充

四、研究問題
本計畫主要目標是開發出一套生活圈 e 化管理系統網站，所以主要的研究問
題為如何利用程式語言和資料庫之間做連結，並且利用 JavaScript 和 Google
Maps API 將行動裝置(GPS 軌跡器、PDA)所收集的資料以 HTML 檔案的格式呈現在
網路上，分別說明如下:
4.1 如何將 GPS 軌跡器之坐標位置和照片作連結
行動裝置 GPS 軌跡器為衛星的接收儀，以調整接收點位的時間間隔蒐集資
料，並且可以記錄所蒐集點位的時間，同時以數位相機拍攝照片，因此本計畫在
蒐集資料方面要研究的就是如何將點位位置和照片作連結，以便賦予影像正確的
空間坐標。
4.2 如何使用 Python 和 Django Web Framework 的網頁開發工具
Django 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 Web 應用框架，由 Python 寫成，採用了 MTV 的
軟體設計模式。M:即 Django 的模組，用來描述資料表，而資料表的欄位是由
Python class 所組成，此 class 稱之為 model。借助 Python 程式語言和 Django
的 model 結合，可以輕鬆的增加、刪除、編輯和查詢資料庫裡的資料取代過往的
SQL 語法；T:即 Django 的模板，用來描述網頁的設計頁面，可以配合 CSS 程式
語言使網頁自動化的呈現；V:即 Django 的控制邏輯所在，是整個 Django 網頁框
架運作的核心，以 Python function 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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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如何使用 JavaScript 語法結合 Google Maps API
Google Maps API 的內容是以 JavaScript 語法所建立的，用 JavaScript 撰
寫軟體呼叫 Google Maps API 的函式，便可利用 Google Maps 呈現電子地圖、衛
星影像與其他相關的資訊。
4.4 如何利用 Django Web Framework 網頁開發軟體對 MySQL 的資料庫進行新
刪除、
增、刪除
、修改和查詢等資料庫管理功能
資料庫為 Django 的核心所在，利用 Django 的 View 模板，可使用 Python
程式語言撰寫出來的函式對資料庫裡的資料進行增加、刪除、編輯及查詢等功
能，建立一個功能完善的管理介面。配合 Django settings.py 裡資料庫的設定，
包括資料庫種類、資料庫名稱、所對應伺服器 IP 和 PORT，可與資料庫之間做動
態的連結。使其以動態網頁的方式呈現。
4.5 如何用 CSS 程式語言將管理系統網頁美化
CSS(Cascading Style Sheet)為串接樣式表或是階層樣式表，使用 CSS 可以
讓製作網頁時更輕鬆地調整網頁樣式，包括網頁中的字形、大小 、顏色等，均
可套用在整個網站上的所有網頁，而不需針對個別網頁去修改網頁標籤(tag)的
設定，因此可以在網頁的更新維護上有較好的效率，也可以創造一致性的版面。
CSS 主要增加了更多的樣式定義方式來輔助 HTML，以往 HTML 文件的標籤放在不
同的網頁或同一網頁的不同位置都必須各自設定其顯示格式，但透過 CSS 修改定
義標籤的樣式則其它相同標籤的顯現格式都會跟著改變。
4.6 如何將資料庫的資料用 JavaScript 語法配合 ODBC 的技術呈現在網頁上，
的技術呈現在網頁上，達
到資料動態更新的效果
Django 支援多種資料庫管理系統軟體(例如：MySQL, PostgreSQL)，透過
Django 可以方便的管理網站內容與資料庫，此外還必須用 JavaScript 和資料庫
做連結，借助 ODBC（Open Database Connectivity，開放資料庫互連）提供了
一種標準的 API（應用程式編程介面）方法來存取 DBMS（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此種 API 利用 SQL 語法跟資料庫做連結。ODBC 本身也提供了對 SQL 語
言的支援，可以直接將 SQL 語句送給 ODBC。因此利用 JavaScript 語法配合 ODBC
的技術能將資料庫裡的資料做即時動態的更新，以及提供使用者查詢、展示等功
能。

五、開發方法
5.1 利用 GPS 軌跡器，
軌跡器，蒐集測試地點座落處和照片
首先利用 GPS 軌跡器收集景點、路線的測試資料，包括點位的經度、緯度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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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與行進方向等，並借助數位相機和影音設備拍下測試地點的照片和相關的影音
資料，以增加資料收集的完整性。以這次政大校園生活圈資訊系統為例，除了蒐
集校園內院館、校園美景、和校內商家坐標位置以外，還會有路線資料的蒐集，
像是校園公車路線、導覽路線等，並且將這些點和路線的資料連結照片和影音資
訊。此外，並蒐集校園外附近生活圈資料，如餐飲店、服飾店、眼鏡店、運動場
所和育樂景點的位置、照片(菜單)、詳細資訊(包括物品價錢、店家的 blog、育
樂景點的簡介等)，必要時蒐集影音的資訊，使整個政大生活圈的資料更完整。
5.2 將所蒐集的測試資料用 XML 建立資料庫
將步驟 1 蒐集的測試資料利用 XML 格式的資料表去建立測試的點位資料各項
項目(包括景點/路線名稱、地址、經度、緯度、相關聯結並照片相對位址)，以
下兩張圖說明 XML 格式建立資料範例:

圖三、
圖三、政大院館資料的
政大院館資料的 XML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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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圖四、附近景美自行車路線 XML 檔
5.3 用 Djngo Web Framework 建立管理系統介面
以 Django 之網站管理框架，撰寫 Python 工具軟體，藉以建立網頁管理管理
系統，並使其和資料庫作連結。

圖五、
圖五、Django 建立網站流程圖(陳建玎
建立網站流程圖 陳建玎，
陳建玎，2009)
10

由圖五可知，。Django 自己有內附一個 HTTP server，使用者從瀏覽器透
過 HTTP server 來要求資料時，Server 會對照 urls.py 來找到相對映的
Python 程式(views.py)來處理。在處理的過程當中，若有牽涉到資料庫時，就
會透過 views.py 裡的函式呼叫從 models.py 所建立的資料表資料。通常我們會
讀某一個 template 檔，而此時 Django 就會將 template 所需要的資料都處理
過後，再做回應，呈現在瀏覽器上。
5.4 以 JavaScript 撰寫網頁，
撰寫網頁，將蒐集的資料用 ODBC 的技術連結本計畫所建的
MySQL 資料庫
本研究將使用 JavaScript 程式語言撰寫結合 ODBC（Open DataBase
Connectivity）的技術具有互動功能的網頁。而 ODBC 建立在主從架構上，並提
供一組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使應用程式可以透過這一
組 API 把 SQL （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指令送到資料庫系統中存取資
料。由於 ODBC 是一個為資料庫系統定義的標準界面，因此應用程式可以同時與
多個資料庫系統連接。本計畫為採用的資料庫為 MySQL，所使用連結資料庫的驅
動程式為 MySQL Connectors 用來跟資料庫作連結。Google Maps API 的函式庫，
以及後端的資料庫管理系統。
5.5 將互動式地圖的結果以 HTML 的方式呈現在網際瀏覽器上
將 GPS 軌跡器收集的資料，建成 XML 檔案格式，並且利用 JavaScript 去連
結 Google Maps API 的函式進而將資料呈現在 Google Maps 上。並將 Google Maps
上所呈現的資料放在 HTML 檔裡面，利用 CSS 程式語言將其呈現出來，使網頁具
有較為一致的風格，並維持未來更新時的彈性。

圖六、
圖六、互動式地圖呈現範例
互動式地圖呈現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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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GPS 軌跡器，
軌跡器，
蒐集測試地點座落
處照片和影音。
處照片和影音。

將所蒐集的測試資料
用 XML 建立資料庫

將所建立的 XML 資料，
資料，
利用 JavaScript 建立在
資料庫裡。
MySQL 資料庫裡
。

將蒐集的資料用 ODBC 的技術連結
本計畫所建的 MySQL 資料庫。
資料庫。

撰寫 JavaScript 程式語言引入 Google API
的函式，
的函式，將所建立的資料呈現在 Google
Maps 上，並將互動式地圖的結果以 HTML
的方式呈現在網際瀏覽器上。
的方式呈現在網際瀏覽器上。

圖七、
圖七、開發方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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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使用者手冊
6.1、
、使用者介面
6.1.1.進入網頁的起始畫面
一開始進入網頁時，網頁會自動提供院類別的資料，並顯示在地圖上。

圖八、
圖八、起使畫面圖
6.1.2.依類別查詢地點資料
使用者可以從紅框中之工具，進行查詢的動作，首先選擇想查詢的類別，再
按下執行即可進行查詢的動作，而查詢解果會有查詢到跟無查詢到兩種結果，可
從下面解說了解。

圖九、
圖九、依類別查詢地點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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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查詢到資料：假設使用者查詢的類別為院，網頁便會去搜尋院類別的資
料，有搜尋到就會直接顯示在地圖上。

圖十、
圖十、依類別有查詢到資料圖
無查詢到資料：假設使用者查詢的類別為店家，網頁便會去搜尋店家類別的
資料，若無查尋到相關資料就會在地圖上跳出訊息。

圖十一
圖十一、依類別無
依類別無查詢到資料圖
6.1.3.依單一點查詢地點資料
使用者可以從紅框中之工具，進行查詢的動作，首先輸入想查詢的地點名
稱，再按下查詢即可，而查詢結果會有查詢到跟無查詢到兩種結果，可從下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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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了解。

圖十二
圖十二、依單一點有查詢
單一點有查詢地點
有查詢地點資料圖
地點資料圖
有查詢到資料：假設使用者輸入綜合院館，網頁便會去搜尋是否有綜合院館
的資料，有搜尋到就會直接顯示在地圖上。

圖十三
圖十三、依單一點有查詢到資料圖
單一點有查詢到資料圖
無查詢到資料：假設使用者輸入綜合院館，網頁便會去搜尋是否有綜合院館
的資料，若無查尋到相關資料就會在地圖上跳出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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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圖十四、依單一點無查詢到資料圖
單一點無查詢到資料圖
6.2、
、管理者介面
6.2.1.管理者登入畫面
輸入管理者的帳號和密碼，即可登入管理系統。

圖十五
圖十五、管理者登入畫面圖
管理者登入畫面圖
6.2.2.登入後的起始頁面
登入管理系統的起始畫面都會預設在新增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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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圖十六、管理者登入起使頁面圖
管理者登入起使頁面圖
6.2.3.新增景點或路線資料
輸入要新增景點的名稱。

圖十七
圖十七、輸入新增景點的名稱圖
輸入新增景點的名稱圖
輸入新增景點的種類(共分成六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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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圖十八、輸入新增景點的種類
輸入新增景點的種類圖
種類圖
輸入新增景點的地址

圖十九
圖十九、輸入新增景點的
輸入新增景點的地址
新增景點的地址圖
地址圖
選新增景點類型並在地圖上選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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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
二十、選新增景點的類型並選點位
新增景點的類型並選點位圖
類型並選點位圖之一

圖二十一、
二十一、選新增景點的類型並選點位
新增景點的類型並選點位圖
類型並選點位圖之二

輸入完新增的資料後，管理者可按下新增景點的按鈕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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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
二十二、完成新增景點示意圖
6.2.4 編輯景點名稱或路線資料

圖二十三、
二十三、編輯景點名稱或路線資料圖
編輯景點名稱或路線資料圖
輸入編輯景點名稱並按連結資料按鈕即可得要編輯名稱的其他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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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
二十四、輸入編輯景點名稱並按連結資料按鈕圖
輸入編輯景點名稱並按連結資料按鈕圖
編修資料後並按畫面最底下的編輯紐做編輯的動作

圖二十五、
二十五、完成編輯景點資料
完成編輯景點資料圖
編輯景點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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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查尋景點名稱或路線資料
選擇要查詢的種類並按查詢鈕送出

圖二十六、
二十六、選擇要查詢的種類並按查詢鈕圖
選擇要查詢的種類並按查詢鈕圖
為查詢完種類的結果:

圖二十七、
二十七、查詢完種類的結果圖
查詢完種類的結果圖
6.2.6.刪除景點或路線資料
將查尋景點名稱的結果輸入到刪除的景點名稱並按刪除完成刪除的動作

圖二十八、
圖二十八、刪除景點或路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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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本計畫之目的主要是以可免費取得之開放源碼(open source)的軟體工具，
開發網站管理系統，利用 Google 提供的免費地圖，呈現政大生活圈的空間位置
資訊。綜合本計畫之成果，可獲得以下結論。
1. 由於空間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各種資料如：衛星影像、航空照片、GPS
定位資料等的獲取效率與精度不斷提高，資料展示的技術也不斷的提
升，結合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的功能，使得電子地圖的應用更加廣泛，相
關技術的發展與應用也具有研究價值。
2. 利用動態網頁設計的技術，可使用 Google Maps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結合免費的電子地圖，開發出一套能整合行
動裝置所獲得的空間資料的地理資料庫管理平台。
3. 本計畫使用多種免費軟體，由於軟體的技術文件與服務資源較少，在實
驗的過程中遭遇不少困難，參與研究的同學不斷的努力，終於能順利完
成計畫，所有參與者均學到很多寶貴的經驗，本研究之成果未來將可應
用於科學研究之田野調查、校園生活資訊、社區資源和景點調查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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