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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主題地圖雖是廣被採用的空間現象展示工具，但由於製作需要相當程度
之專業，往往讓使用者望之卻步。許多健康城市研究之資料與分析皆與空間
有關，若僅因無法製圖而受到限制，是相當可惜的事。透過發展一個具備製
圖知識的網際網路主題地圖製作與展示機制，我們成功克服三個主要瓶頸：
（1）使用者可利用網際網路之便利性，於遠端完成主題地圖之製作；（2）
使用者僅須提供與地理識別碼連結的主題資料，且該資料不需為地理資料格
式；
（3）製作機制具備足夠的製圖知識，可代替使用者完成絕大部分的製圖
工作。由功能之觀點，完成之系統使不具空間專長的使用者也可自行完成主
題地圖之製作，可因此大量降低主題地圖之製作門檻，提供更為豐富及彈性
的資料成果展示。系統之架構以符合國際開放式地理資訊系統標準之網際網
路服務為基礎，可避免商用軟體之限制，不但可依需要擴充整體架構，並可
達成提升整體資料互操作性之目標。
Thematic maps are widely accepted tools for displaying spatial phenomena.
The requirement of professional cartographic knowledge to make a correct
thematic map, nonetheless, tremendously limits inexperienced users’ interests.
For researchers dedicating themselves to the various issues of Healthy City,
many collected data and research agenda are spatial-related. It is rather pity not
being able to take advantages of the power of thematic maps simply because of
the lack of cartographic knowledge. By introducing an internet-based thematic
map making mechanism, we successfully overcome three major obstacles: (1)
allow user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convenience of internet accessibility to
make thematic maps; (2) allow users to submit thematic data with geographic
identifier links, and the data does not necessarily require to be in geographic data
format, and (3) the mechanism has sufficient built-in cartographic knowledge to
make mapping decisions for the users. From a functionality perspecti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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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mechanism allows users without cartographic background to make
thematic maps, and therefore boosts the application of thematic maps and
provides abundant and flexible map data display and analysis capability.
Furthermore, the whole mechanism was developed based on Web Service
Standards of international Ope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OpenGIS)
technology.

This not only reduces the limitation enforced by commercial

software, but also allows mechanism expansion according to users’ requirement
and improves the overall data interoperability.

關鍵字：網際網路（Internet）、主題地圖（Thematic Maps）、健康城市
（Healthy City）

壹、前言
歷經數百年來地圖理論與技術的發展，
「主題地圖」
（Thematic Maps）已
成為各學術領域展示與空間有關現象的重要工具（Monmonier and Schnell，
1988）
，即令本身不具備空間資料處理能力的領域，也期待可透過主題地圖，
以圖形之方式具體顯示其研究成果。尤其在現象本身具備空間分佈之特徵
時，圖形之顯示成果顯然具有更高之說服力。許多健康城市研究之資料與分
析皆與空間有關（洪榮宏等人，2004），若僅因無法製作為主題地圖而受到
限制，是相當可惜的事。在製圖程序電腦化前，地圖設計與製作確實需要高
度的專業理論及技術，因此並非一般人可輕易掌握。在地理資訊系統技術出
現後，部分製圖工具的限制已獲得革命性的突破。配合以數值記錄地理資料
之優勢，地理資訊系統軟體提供各類便給的地圖製作功能，允許使用者在少
量訓練下，便可成功完成主題地圖的製作。藉由模組化的設計，使用者可透
過精靈（Wizard）的導引（例如 MapInfo、ArcView 等軟體）與簡單的交談，
迅速完成不同種類地圖之製作。在這個過程中，使用者甚至沒有必要知道該
類地圖之相關理論或應滿足之條件，而可經由視覺檢視（Visual inspection）
及「所見即所得」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的工作環境，反覆更改地
圖設計，直至滿意為止。由使用者的觀點，這個以工具為基礎的概念
（Dangermond，1986）大量減低了主題地圖生產的技術瓶頸，也使地圖製作
不再是一件遙不可及的事。但由製圖專業的觀點，這卻反而是一個令人憂心
忡忡的轉變。以往需透過嚴謹地圖理論分析後才可能形成的地圖，現在卻可
能在毫無理論基礎與專業經驗的人手中完成，其品質可能根本就存在嚴重問
題，遑論提供為後續決策訂定之參考（潘桂成，2004; Vitek，1996）
。持平來
說，地理資訊系統的出現確實有效改善製圖工具的便利性，尤其對於專業的
製圖者而言，便利的軟體功能可有效提升生產的效率；但對於不具訓練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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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而言，若無法提升本身之學能，卻期待由簡易之製圖模組扛起所有製圖
任務，則不啻為一個帶有相當風險的作法。當然上述的論點並不在限制不具
製圖專業的使用者透過地理資訊系統製作主題地圖，相反的，身為地理資訊
系統的研究者，應該戮力於建構一個可讓一般使用者更為便利、更為自信建
立主題地圖的環境。適當引入製圖知識（張春蘭，2000），提升地理資訊系
統內建的製圖能力似乎是可行的作法（洪榮宏與何明修，1997），但地圖的
製作本就牽涉複雜的因素與各類現象描述之間的互動關係，一個完全自動的
地圖設計模組也並非可一蹴可及。
除製圖知識的缺乏外，另一個影響主題地圖設計與製作的因素則是使用
者須可取得正確格式的地理資料與功能齊備的製圖軟體。然而對於非地圖製
作專業的使用者而言，這兩項要求可能都不易滿足，造成即令擁有大量領域
主題資料，且甚至已為數值格式（例如 EXCEL 檔）
，也不見得有適當管道製
作為合適的地圖。另一方面，對於僅須偶爾透過主題地圖展示空間分布現象
的使用者而言，更可能認為購置相關軟體是無謂的投資。主題地圖的製作無
疑確有其必要性，但要擴展至允許非專業製圖領域之使用者也皆可加以應
用，則顯然必須將專業訓練、資料完備性及軟體親和性一併納入考量。近年
快速發展的網際網路地理資訊系統（WebGIS）技術為這個議題提供了一個
可能的解決策略（逢甲大學地理資訊系統研究中心，2000）。透過位於遠端
伺服器的運作，需求之主題地圖可被轉換為影像，再透過 HTML 包裝為網
頁之型態回傳給使用者，因此使用者不需特殊的軟體，就可以在瀏覽器上讀
取地圖（Peng and Tsou，2003;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2004）。若下載特
殊的外掛元件，則更可於使用者端進行更為複雜的操作。另外資料也可因此
由遠端供應，使用者不須費心收羅相關資料。雖然對使用者而言，網際網路
地理資訊系統的出現好像僅是將地理資訊系統由使用者端移至伺服器端，但
事實上單以其不須購置相關軟體及可分享使用他人的資料的優勢，即是相當
大的突破。過去單一電腦由單一人員使用的限制，現在也可由無遠弗屆的網
際網路及允許多人同時登入之伺服器架構所取代，大量提升主題地圖製作及
空間資訊流通的便利性。不過這樣的架構也並非完全沒有缺點，使用者或許
希望以手裡擁有的資料製圖，但伺服器卻可能限制僅能以伺服器內存、已處
理完成的資料進行製圖。若要允許由使用者提供資料，則使用者手上不具空
間描述的主題資料如何與空間資料結合，進而製作成主題地圖也構成另一個
挑戰。這個問題的癥結似乎仍歸結到網際網路的使用雖然可降低地圖製作之
門檻，但使用者仍必須具備一定程度之專業，才可能充分享用技術突破的優
勢。本文以網際網路主題地圖製作及展示為主要研究對象，但討論之重點並
不擬放在後端的伺服器判斷與成圖技術（例如本文製圖機制之設計採用了目
前正快速發展的開放式地理資訊系統相關標準），我們希望由不具空間專業
使用者之觀點分析主題地圖製作與展示系統的設計需求，再由對地圖內容設
計的討論勾勒製圖的程序，以形成正確的主題地圖。以下第二節首先分析使
用者對地圖內容製作的需求，並進而推演設計相關之使用者介面，第三節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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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製圖機制之主要架構，再以單一主題地圖之製作為例說明，最後於第四節
歸納本文之主要發現與結論。

貳、地圖識別碼架構的引入
由地圖學之觀點，主題地圖與一般參考地圖（General Reference Maps）
不同，其目標在於以製圖技巧突顯主題現象於空間分佈之不同（Robinson et
al.，1995）
。由地圖內容考量，主題地圖的製作至少涉及三個重要的課題：
（1）
主題現象的位置；（2）主題現象的符號與（3）參考配合的底圖。圖 1 以漸
變符號地圖（Graduated Symbol Maps）顯示台南市六個行政區域於 2006 年 3
月的人口總數狀態，漸變符號地圖本質上屬於點符號展示之地圖，以相同形
狀，但不同大小之點符號代表不同區域描述現象的數量或等級差異。其位置
習慣以各行政區域的中心位置代表，由於本圖為各行政區的特定主題，因此
配合納入各行政區域的範圍作為位置與範圍之參考。我們可以因此歸納當由

圖 1：台南市各區人口總數之
漸變符號地圖

使用者提出製圖需求時，至少需要：
1. 指定要製作之地圖種類：「漸變符號圖」
2. 提供所需之主題資料：各區之人口資料
3. 決定符號放置之位置：各行政區域之中心代表點
4. 須配合有相關底圖：各行政區域之邊界線底圖

對於熟悉地理資訊系統軟體操作的使用者而言，面對這樣需求時，只要
有能力判斷該主題資料是否合適，且可將資料處理為如圖 2 之空間與屬性結
合架構，通常便可以透過軟體之現有功能完成主題地圖的製作。固然部分之
操作還涉及對於整體地圖的觀感，而需進一步的訓練（例如符號的設計或相
關註記可依應用之場合而變化），然而這個情形下的製圖幾乎已可透過簡單
的選擇而完成。但對於不熟悉地理資料格式及軟體操作的使用者而言，卻可
能面對許多無法直接回答的問題，而放棄製圖之需求。其中最大的障礙是不
具空間描述的主題資料無法進行後續的地圖製作，它們必須可以有效與其對
應之空間位置結合，才可能據此建立為正確之主題地圖。但希望由不具經驗
之使用者在遠端進行這項工作是完全不實際的作法，不但使用者不見得能完
成指定對應的工作，其工作量也可能相當可觀，因此顯然必須另行規劃一個
可行的配套措施。為了正確建立對應位置，我們認為使用者所提供之任何一
筆主題資料，必須至少遵循以下的基本架構：
＜地理識別碼＞ ＋ ＜屬性 1、屬性 2、屬性 3、…＞

亦即對於任何可能作為後續主題地圖製作之屬性，必須搭配記錄其對應
之地理識別碼（Geographic Identifier），這個描述不需要是坐標，只要是任何
具備空間識別特性的編碼都可以（ISO，2003）
，例如如果屬性是「台南市東
區之總人口數」
，則其地理識別碼應記錄為「台南市東區」
。在這樣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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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地理資料中空間與屬性資
料的連結

如果我們可以取得一個具有「台南市東區」空間記錄的資料，便可以透過此
共同屬性值連結（Join）兩資料，而使資料成為具備空間與屬性架構的地理
資料，也因此滿足需為地理資料格式之需求。
地理識別碼可為任何可經由轉換處理或資料庫比對，建立為對應空間坐
標描述的編碼，一旦轉換為坐標描述，便可引用為主題現象的代表位置。表
1 列舉一些可引用為地理識別碼的編碼的例子：
表 1：地理識別碼例子
地理識別碼

對應空間範圍

說明

行政區域

實際面狀範圍/代表點

適用於描述整體行政區域
為統計單位之資料

地址門牌

代表點 / 建物面狀範圍

適合於描述發生於特定居
住場所的資料

郵遞區號

實際面狀範圍

可對應相同郵遞區號之地
址範圍

原則上地理識別碼須以系統性的方式，針對描述之現象提供完整的編碼
設計，使我們可以此識別碼辨識及表示特定之空間區域或點位。可以說地理
識別碼本身就具備了隱含的空間意涵，而且為一般日常生活中大量應用的工
具，也就是說，各領域使用者要使用識別碼來建置主題資料並沒有困難。而
當我們可以有系統、有組織的集合相同主題的地理識別碼後，我們可以進一
步建立一個「地理識別碼架構」
（GID Framework），藉由使用者指定其資料
對應的地理識別碼架構，製圖系統可以更快的搜尋後端資料庫中可提供空間
範圍描述的資料檔案，以完成屬性與空間資料的連結。依此概念，當使用者
蒐集及建置其領域資料時，每一筆屬性資料都應該依其對應之區域位置，選
定合適的地理識別碼描述。例如想製作台南市各醫療院所分佈之主題地圖，
可首先建立各醫療院所名稱及地址之列表，再由設定地理識別碼為地址之條
件，搜尋可提供地址與空間坐標對應的地理編碼伺服器（Geocoder），便可
將所有地址轉換為坐標，再進一步針對各醫院的選擇主題屬性（例如病人
數、醫院等級或燒燙傷病房數）進行主題地圖的製作。這樣的架構設計使各
領域之使用者仍能以其本身熟悉的方式進行資料蒐集（例如有許多資料習慣
以行政區域為蒐集範圍，有些資料個案則以地址為記錄方式），且可表達對
應之空間描述，而將地圖製作責任交由本文所發展之製圖機制。
由上述之概念，使用者之主題資料與伺服器的空間資料透過參考共同的
地理識別碼架構，以建立或回復對應的關係，然而中間任何的差錯都可能造
成對應的失敗，因此地理識別碼架構之設計有必要經過「標準化」的程序，
確保兩方均可能遵從共同的規定建置，以避免無法對應之情形。「標準化」
的考量至少涉及如架構之名稱、各地理識別碼之完整編碼規定、是否完整記
錄所有地理識別碼、對應空間範圍、時間等不同考量。要求使用標準化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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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識別碼固然造成使用者須有限度調整，但事實上絕大部分的地理識別碼本
就被廣泛使用於日常生活中，僅是在標準化後，必須要求使用者在建置主題
資料時依標準化的編碼方式建置。例如地址資料之格式本就有特定的規定
（完整之路、街、巷、弄、號、樓資訊）
，或不允許使用者任意混用「台南」
或「臺南」等狀況。標準化的識別碼架構必須可以提供給許多不同的領域使
用者使用，因此必須要求各領域使用者可完全配合，在建置主題資料時選用
合適的地理識別碼，而且須於溝通介面選擇正確的地理識別碼框架。但由於
一般使用者不可能在毫無訓練下就正確掌握所有地理識別碼設計之細節，因
此各地理識別碼架構必須訴諸文字，以標準文件之型態規定。未來若能進一
步配合發展網路的驗證系統，則可協助使用者判斷各地理識別碼之正確與
否。
理想上，上述之討論架構可成功回復或建立空間與屬性資料間的對應關
係，但製圖之程序卻並非如此單純，不同種類製圖的基本要求也不竟相同，
例如上述的漸變符號圖要求不同位置之主題屬性的量測等級（Measurement
Level）須同為等級（Ordinal）或同為數量比例（Count）
，須以相同之方式調
查而得，且一次僅能表達一個屬性的狀態。而若為分割的漸變符號圖，則主
題資料不但須包括單一主題中多個不同分類值的結果，這些分類值還必須為
互斥的狀態，而且每個位置都必須有相同且完整的記錄資料。當使用者無法
掌握資料之特性時，便可能產生錯誤之製圖結果。以製圖之觀點，系統應具
備解讀需求與判斷適用地圖種類的能力，但地圖種類的選擇終究仍須由使用
者決定。目前許多地理資訊系統都以例圖展示之方式提供使用者選擇製圖之
種類，雖然使用者不見得瞭解各類地圖背後之理論或要求，但由於使用者多
半對於各類地圖已有基本認識，因此選擇主題地圖種類似乎並非太困難的決
定。圖 3 為設計原型系統針對上述使用者需求分析而設計的使用者介面，共
包括三個步驟：
（一）第一步驟
使用者首先必須指定提供主題資料所參考的地理識別碼架構，以方便
主題地圖製作系統後續的比對工作。基於描述系統標準化的需求，介面設計
並不允許使用者「輸入」地理識別碼架構之名稱，而代以由使用者選擇系統
內建或可提供地理識別碼架構的運作方式。事實上系統無法解讀的地理識別
碼本也無法加以處理，因此這樣的設計反而可以避免使用者誤植地理識別碼
架構之名稱，而找不到資料的問題。
（二）第二步驟
使用者須於本步驟提供主題資料之基本描述，包括提供單位、主題資料
與屬性資料等三部分。「提供單位」包括資料提供單位之名稱及網址，僅為
說明資料之來源，以作為後續之比較參考，並不直接影響製圖。
「主題資料」
包括主題資料之名稱、資料之說明、擬引入製圖之屬性數目、屬性間是否互
斥及屬性之量測等級等項目。其中後三項與主題地圖的製作有高度關係，例
如漸變符號圖為單一主題（屬性數目=1；屬性互斥=false；量測等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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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主題圖製作使用者介面

count）；相對而言，分割漸變符號之主題資料必須符合（屬性數目 > 1；屬
性互斥= true；量測等級 = count）之基本條件。必須特別說明的是使用者在
此步驟並不決定欲製圖之種類，僅指定要引用來製作主題地圖的屬性，系統
會於後續步驟中以製圖知識判斷適合於該資料的主題地圖種類。伴隨選擇之
屬性數目，使用者必須進一步提供每一個選擇屬性的名稱、單位、說明及適
用時間等「屬性資料」，以提供後續製圖機制的資料取得及分析依據。
（三）第三步驟
使用者透過檔案選取介面，選擇欲提供之主題資料，此資料必須符合上
述之地理識別碼及屬性資料架構，本文以 EXCEL 檔案實作處理之架構，由
於系統並沒有能力辨別主題資料內容及對應地理識別碼之正確性，此部分須
由使用者確保內容及格式之正確。
此步驟完成後，系統將以製圖知識判斷所提供資料之特性，分析可供製
作之主題圖種類，提示合格主題地圖種類之示意圖供使用者選擇（圖）。基
於提供之主題資料及選擇屬性可能可製作成不同種類的主題地圖，使用者必
須由其中選擇最符合其需求的主題地圖種類。另一方面，系統也內建多類主
題圖層資料（本例包括行政邊界線、重要道路、一般道路等），可配合作為
主題現象展示的底圖，提供更豐富的定位參考。
評估上述的主題地圖製圖機制，固然使用者所能執行的功能受到部分限
制，例如可製作主題地圖的種類由製圖機制控制，並非使用者想作什麼圖就
能作什麼圖，而且使用者還須對少數課題有所瞭解，例如量測等級的 Nominal,
Ordinal 及 Count 的差異。但基本上而言，所受到的限制是為了確保可產生正
確的主題地圖，不當的資料引用本來就不應產生對應之地圖，而為了生產正
確的地圖，必要的少量訓練或調整應是合理的代價。

參、主題地圖製作及展示機制
當使用者可指定地理識別碼架構，並可提供相關主題資料及指定屬性
後，製圖系統將可因此搜尋提供該地理識別碼之架構服務，並進而以共同屬
性串連建立為地理資料型態。為提升整體架構之開放性，系統原型之設計採
用 OGC（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所提出的 GDAS（Geolinkedl Data Access
Service）
、GLS（Geolinking Service）與 WMS（Web Mapping Service）等標準，
並藉由網際網路服務（Web Service）之開放式介面達成資料的串連與製圖，
成果最後以影像型態，透過 WMS 伺服器供應至使用者端，透過網頁開啟展
示。限於篇幅所線，本文不擬探討系統各伺服器之要求（Request）與回應
（Response）介面及整體之系統架構，而擬將討論的重點置於結合地理識別
碼架構與製圖知識，以產生正確的主題地圖上。由前述討論，空間與屬性關
係建立與回復的重點在於兩者雖分由不同的體系提供，但須藉由指定相同的
架構而達成串連的目標。這個連結必須考量許多現實世界的狀況，首先，任
何一筆主題資料的記錄（Record）理想上均應可找到一個對應的空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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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經地圖知識判斷後的選擇
介面

這是所謂資料的「完整性」，未完整對應的主題資料在主題地圖製作上即有
缺憾（部分現象無法以地圖呈現）。另外如地理識別碼架構隨現實世界狀況
改變而必須進行的變動也須考量。例如台南市於 2003 年 12 月 31 日合併中
區及西區為中西區，行政區數目也因此由七個變為六個，因此所謂「台南市
區界架構」應以 2003 年年底為界，分別建立兩個不同的架構，而製圖機制
必須藉由使用者指定主題資料的時間（範圍）來判斷所須引用的地理識別碼
架構。另外一種情形則為同一識別碼，但空間範圍隨時間而改變，例如台南
市在近年有許多里的空間範圍重新調整，以「台南市里界架構」之觀點而言，
每當里界調整時，即應建立一個新版本的架構，並記錄其適用的時間範圍，
此時間記錄可與使用者提供主題資料的時間範圍比較，以決定適用的架構版
本。必須特別說明的是在本系統中，主題地圖之製作只能採用一個地理識別
碼架構作為底圖，因此若要製作一個台南市地區橫跨民國 2000 年到 2005
年，以區為基礎之主題資料的地圖時，便可能須面對同時找到兩個架構（空
間與時間條件）的問題。若選擇以新的六個行政區版本，則民國 2000 年至
2003 年的主題資料即須視屬性的特性進行處理（例如人口數資料須加總）；
相對而言，若選擇舊的七個行政區版本，則並不容易處理以合併後中西區範
圍而記錄的主題資料。透過製圖知識之判斷，系統將提示使用者可能發生的
問題，以避免建立錯誤的主題地圖。
以顯示台南市單一年度各里之人口密度資料為例，使用者所建 立
EXCEL 檔案之主題資料內容應遵循以下規格：
＜各里名稱＞＜各里人口密度＞

此架構不但可輕易以 EXCEL 表格設計及記錄，且使用者甚至可由如台
南市市政府網站直接取得相關資料。當面對圖 3 之使用者介面時，使用者必
須指定所參考之地理識別碼架構名稱（台南市里界架構），並選擇該主題屬
性（人口密度）為 Count 型態，可因此製作定量差異（Quantitative difference）
的主題地圖。如前所述，里界之空間範圍歷經調整而有不同版本，因此必須
注意在指定人口數的主題屬性時，必須一併指定人口數統計的對應年份，以
由系統判斷正確之「台南市里界架構」版本（對應年份）。年份不正確之底
圖未必不能製成主題圖，但其中可能隱藏之錯誤卻非一般使用者可以發現，
也造成後續使用的危機。為正確選擇對應之地理識別碼架構，系統必須因應
變化而建立不同版本的地理識別碼架構，並搭配記錄其相應的描述（例如適
用時間、坐標參考系統等），這些描述在本架構中被稱為地理識別碼架構的
「詮釋資料」
（Metadata）。使用者之各類製圖需求均必須參考系統內建地理
識別碼架構的詮釋資料，以選擇正確的參考空間架構。重要的是若沒有正確
對應的架構或僅部分的里人口密度資料有對應的空間描述，系統應明確告知
使用者，否則使用者在不了解製圖相關因素下，可能因此造成錯誤判斷。圖
5 顯示本系統以面量圖所建置的「台南市 2004 年 9 月里人口密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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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台南市各區里人口密度
面量圖

當使用者面對多主題屬性製圖之需求時，除須指定參考之地理識別碼架
構外，不同地理識別碼對應地區之主題屬性分類還必須相同，表 2 顯示台南
市 2003 年不同行政區域醫療院所之病床統計資料，注意其中所有地區之病
床種類分類均為醫院一般病床、醫院特殊病床與診所病床三類。由於並非時
間序列的統計資料，因此系統判斷可以分割圓餅圖（Segmented Pie Chart Map）
或柱狀圖（Bar Chart Map）顯示區域之分佈狀態，前者著重比例的顯示，後
者著重可能的趨勢變化，但通常更適合於具有時間特性的顯示（例如各行政
區多年度的主題統計資料）。系統並不自動由適用的地圖種類中進行選擇，
而是藉由如圖 4 之方式與使用者溝通，由使用者進行選擇。換言之，系統藉
由內建的製圖知識過濾「符合」使用者供應主題資料的製圖種類，在使用者
指定地圖種類後，再由系統自動執行後續的製圖工作。
表 2 台南市不同行政區病床統計資料
地理識別碼

醫院一般病床

醫院特殊病床

診所病床

台南市東區

825

342

223

台南市南區

289

72

138

台南市西區

386

243

87

台南市北區

999

294

252

台南市中區

627

249

152

台南市安南區

0

0

159

台南市安平區

0

0

23

前述之討論意味只要主題資料可以找到對應的空間範圍描述（符合時間
與完整條件），基本上即可進行主題地圖的製作。以健康城市研究之相關資
料而言，本就有許多指標與地理識別碼之對應範圍有關，基礎參考或衍生的
資料數量當然更多（洪榮宏與林士裕，2004）。以健康組織相關指標如總死
亡率、死因統計、低出生體重比例、護理人員服務居民數等指標，均為各區
衛生所所擔負執行的項目，雖然台南市政府之季報表以全市之加總數據顯
示，但其原始資料可至少以各區為記錄單位，在以「區」為地理識別碼的情
形下，可以顯示全市不同行政區之個別指標情形。與環境相關的綠覆率、閒
置工業用地、徒步區、腳踏車專用道等指標，皆是實際現象與全市總面積的
比較數值，也可透過各區之統計顯示分佈之不同。社會指標的犯罪率或肇事
量等，也是由各轄區警政單位所彙整的結果，也可看出全市各區域之不同狀
態。過去研究往往受限於主題地圖製作困難，而必須以表格或柱狀圖顯示，
在本文主題地圖製作與展示機制之協助下，均可以透過主題地圖進一步顯示
各區域之指標情形。舉例來說，每人每日垃圾清運量為評估市政府與民眾對
於垃圾減量、垃圾分類與資源回收績效的環境評估指標，以台南市之執行情
形而言，垃圾之清運資訊係以行政區為統計單位，隨年或隨季各區之統計數
據可以柱狀圖顯示，而各類垃圾分類之總量則可以分割圓餅圖呈現。這些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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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台南市各區病床統計之分
割圓餅圖

料當然又可與各行政區域之人口總數資料，或甚至人口分佈資料一併進行分
析。另外以罹患特殊病症之研究而言，若須分析可能之空間分佈型態，可以
病例個案之地址輸入，透過本架構製作主題地圖，既可顯示該現象之空間分
佈，也沒有洩漏相關地址之困擾。
評估本文所發展主題地圖製作與展示機制所達成之效益，我們想要特別
強調的是使用者在整個製圖過程中的角色。使用者提供之主題資料原本即是
使用者本身須蒐集的資料，除標準化的地理識別碼描述外，使用者並未被加
重資料蒐集的負擔。而主要的突破也在使用者可在沒有額外負擔下，透過這
樣具備製圖知識系統的協助，成功完成主題地圖的製作。

肆、結論
地理資訊系統技術的發展促成地理資料的快速流通與廣泛應用，即使過
去未接觸空間圖形資料庫的使用者也可能透過地理資訊系統便給的設計功
能，製作多樣的主題地圖。然而一方面製作主題地圖仍然需要一定程度的專
業訓練，另一方面，也並非所有的使用者均配備有相關的製圖軟體，因此主
題地圖的製作仍然存在許多限制。網際網路地理資訊系統技術的出現雖為主
題地圖的製作提供一個更為便利的工作環境，但對於手中僅有主題資料、而
沒有空間資料與軟體的使用者而言，使用上仍有相當限制。對於健康城市的
研究而言，許多領域的參與者可能都屬於這類有興趣，但不見得有製圖能力
的使用者，因此空有許多帶空間意涵的主題資料，卻無法形成有意義的主題
地圖。本文提出一個基礎於開放式地理資訊系統標準的主題地圖機制，允許
由使用者給定不具圖形的主題資料與對應的地理識別碼，再由設計的製圖機
制製作為符合目的的主題地圖。由於主題地圖製作的成功關鍵在於可正確建
立及回復屬性與空間之間的對應關係，本文藉由引入一個「標準化」的「地
理識別碼架構」，擔任使用者主題資料與對應空間描述連結的共同基礎，以
方便引用相關的製圖功能與服務，形成可透過網際網路傳遞的主題地圖。雖
然標準化的架構無可避免要求使用者須配合其規定建置其主題資料，但這個
調整對於已習慣使用這些識別碼的使用者而言，可能僅是小規模的習慣改
變。因此可歸結所設計之原型係基礎於使用者所具有之認識而設計，使用者
僅須忠實說明其對於資料之了解，即可藉由製圖知識的協助，完成主題地圖
的製作，對於廣大的健康城市研究學者而言，將是極為便利的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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