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環球影城響譽全球提供娛樂服務，GIS 電子圖資流通為行政機關提供圖資服

務，兩者皆可視為某種型態的服務業，雖性質不盡相同，仍可嘗試建立對比關聯，而

環球影城各類服務頗有值得本府 GIS 流通借鏡之處，可藉此對照比較，提昇本府 GIS

流通之發展。 

  大阪環球影城於 2001 年開園，內容多與大眾熟知的電影角色結合，由於全球性

的好萊塢電影文化已無孔不入影響人們生活，帶來環球影城先天性基本優勢與後續源

源不絕的新娛樂設施延伸。 

  茲舉環球影城之大白鯊(Jaws)、蜘蛛人(Spider Man)、魔鬼終結者

(Terminator)及哈利波特(Harry Potter)魔法世界等來說明各個遊樂設施之基本差

異，大白鯊電影共演4集，為當年極轟動之電影，惟此30年前電影與當代流行已為

不同世代之文化；蜘蛛人電影共演5集，約可分為兩個段落，屬通俗現代產物；魔

鬼終結者電影已拍 4集，第1集至第4集前後長達20餘年，第5集於今年推出；侏羅

紀公園(Jurassic Park)則為老少咸宜類型。以上有的為三、四、五、六年級生所熟

悉，有的為七、八年級熟悉，環球影城皆將其轉換為具娛樂性故事之遊樂設施，

其橫跨年齡幅度之廣，一網打盡吸引各種年齡層顧客群。 

  再由等待享受遊樂設施之排隊觀之，遊樂設施入口有提供最快速排隊

(Express)、一般排隊、單一遊客排隊(Single Rider)等三種不同型態排隊方式，以

彈性快速疏解遊樂人潮，除標準作業流程外，還會因人多或人少時採取不同現場

動線規劃，主要目的即以服務顧客為宗旨;另在不同排隊動線型態之外，也有不同

場景之排隊服務，如在室外、一般室內有播放電影螢幕及主持人串場等不同階段

之排隊場景，除轉換顧客排隊等待心情，亦展現其以客為尊之多樣變動式彈性化

服務設計。 

  哈利波特(Harry Potter)魔法世界表演號稱提供5D服務，獲各方一致大力推

薦。包括以目前流行的3D電影動畫為基礎，再結合現場時景動作無縫串接(第

4D)、遊客乘坐之行車兼俱前進、後退、上爬、俯衝及不規則晃動(第5D)、及同步

配合螢幕之水或或火光出現時，現場同時出現淋水及溫熱感(第6D)，讓人有超質

享受，此種提供多樣化實質性服務內容為又環球影城異於其它一般遊樂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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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分析，環球影城之所以讓人趨之若鶩可說是源於以下幾個方面向之整體

綜效。 

1. 沿襲好萊塢話題源源不絕的新娛樂設施  

2. 能一網打盡吸引各種年齡顧客群 

3. 以客為尊之多樣變動式彈性化標準作業程序服務 

4. 提供多樣化實質性服務內容 

  本府 GIS 電子圖資流通供應機制屢獲各獎項肯定與好評，所收集之圖資由 1970

年至 2014 年，橫跨 40 餘年，可滿足對不同年代圖資之需求。隨著各類公務 GIS 應

用日增，對圖資之需求隨之增加，使得本府 GIS 流通業務日趨廣泛。 

  本府在GIS電子圖資流通之發展，建立資料更新、通報、組織、流通等行政規

則互相搭配。如同大阪環球影城的基礎在源源不絕的好萊塢電影劇情;本府GIS流

通的基礎在環環相扣的GIS自治法規與行政規則，而本府各機關持續圖資更新，提

供本府GIS源源不絕的圖資流通來源。如同環球影城提供不同年齡層內容，本府

GIS流通可提供540餘層圖資商品(含千分之一地形圖資料庫、管線資料庫、都市計

畫資料庫、地政資料庫、警政資料庫、地政資料庫、敏感地資料庫、社政資料

庫、綠化資料庫等多種類資料庫，超過其它各政府機關)，圖資含括之廣度，能滿

足不同圖資使用者之各類需求。 

  

  如同環球影城提供多樣化以客為尊的遊客入場排隊模式，本府同時提供來文

申請、上網申請、電話申辦及現場即到即辦方式等方式申請。而對顧客所需之圖

資電子檔種類與範圍的選擇，除傳統之網路查詢訂購，另外提供即時電話諮詢與

代訂購服務;並提供以地標、上下左右街道、地號、道路沿線、口說等多種圖資範

圍選擇。對圖資之取得與繳費，本府提供單一窗口的申購、繳費、領件的服務。

而服務業需有售後服務，本府GIS電子檔流通除以平民價供應外，對於已申購者，

更採取後續圖資免費供應之售後服務;此種對於圖資取得程序與圖資使用之售後服

務，亦為以客為尊之多樣變動式彈性化標準作業服務。 

  除前述之多種類資料庫外，亦可供應1970年起至2014年等不同年代圖資；而

長期累積之結果，可提供約10餘個年代版本的道路、都市計畫、建物、門牌、地

籍等圖資及CAD、Shape、Tab等格式，及坐標TWD67與TWD97，影像與向量

等，以滿足不同使用者之各類需求；此種提供多樣化服務之圖資格式更為本府GIS

流通異於其他各地方政府機關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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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分析本府 GIS 流通在以下幾個面向展現綜效： 

1. 隨著GIS應用日漸普及，使本府GIS流通業務日趨廣泛。  

2. 能一網打盡吸引各種顧客群，滿足不同圖資使用者之各類需求。  

3. 提供以客為尊之多樣申購與售後之彈性化標準作業程序服務。 

4. 提供多樣化之圖資類型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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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環球影城   本府GIS流通 

面向 內容   面向 內容 

(一)環球影城基本說明   (一)GIS流通基本說明 

1.源源不絕的新

娛樂設施 

承襲各類好萊塢電

影為娛樂來源 

  1.源源不絕的圖資

需求 各項圖資來源

 
各項圖資來源與

需求日增 

(二)由不同來源主題談起   (二)由GIS資料流通特性談起 

2.能一網打盡吸

引各種年齡顧客

群 

以不同年代好萊塢

電影吸引三四五六

七八九年級之廣大

客群 

  2.能吸引各種圖資

需求的各類顧客群  

 540餘層圖資提

供各種類型顧客 

(三)以等待遊玩入場時措施觀之   (三)以申購圖資與售後服務方式觀之 

3.以客為尊之入

場多樣變動式彈

性化標準作業程

序服務 

遊客入場動線機

動，與排對與多樣

化場景 

  3.提供以客為尊之

多樣申購與售後之

彈性化標準作業程

序服務 

 多樣申請方式(發

文、網訂、電話

訂、現場訂)，售

後更新免費 

(四)多樣化表演內容與方式說明   (四)多樣化圖資內容與方式說明 

4.提供多樣化實

質娛樂性服務內

容 

電影3D+現場動作

+行車多樣+臨場

感 

  4.提供多樣化服務

之圖資格式  

 (CAD+TAB+SH

APE)+(67+97)+

(影像+向量)+(不

同年代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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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阪環球影城成功整合娛樂與故事等多個面向，產生新的綜合效益，每個園區都

充滿吸引與感人的故事，造成其它競爭者難以跨越之瓶頸，但面對新開張之上海環球

影城，已經營十餘年的大阪環球影城將面臨嚴峻挑戰，需發揮差異化之在地服務的優

勢，以更廣的角度結合當地整體風土民情(如優良之日式服務與排隊秩序等傳統)，才

能保有持續的吸引力。 

  本府GIS電子檔流通嘗試整合數個面向，產生新的綜合效益，同樣需以更廣的角

度結合不圖種類與層級的產、官、學圖資，並結合Ｏpen Ｄata趨勢，調整最新的法

規與行政配套措施，如此才能促進電子圖資流通成長。 

本期內容 

第三十九期電子報     發行日期： 104 年 5 月 29 日    

  在 OSC (Open Source Community)開放軟體領域中，Eclipse 跟 Netbeans 為

兩大軟體整合開發平台 SIDE(Softwar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 

  說到 Eclipse 相信許多寫程式的(老程式員)應該不陌生才對，尤其當 Google 

Android 手機平板大行其道後，許許多多的 APP 開發，應該都是以 Eclipse 為主， 

Android 讓本已普遍使用的 Eclipse 更加流行。 

  而今，雖然 Google 已經釋出專屬的 Android Studio 開發平台，不但安裝容

易，界面親切，相關的 SDK/ADT/VM 整合更為一體而且操作使用方便，對新開發者

而言，用 Android Studio 寫 APP 容易入門。不過對使用過 Eclipse 的"老"手而言卻

仍在觀望，看看 Android Studio 還刻意讓使用者可以模擬 Eclipse 的 Coding Style 

就不難理解了吧 ！ 

  雖然寫了二十幾年的程式，隨著大環境一路從 Pascal, C(Turbo C), Java, C++...

半途的 PHP, JS...到今天的 5 花 8 門的程式語言，筆者一路就是使用的就是 Eclipse 這

個 SIDE 來開發程式，原因在於 Eclipse 是免錢好用又好看。 

  談起 Netbeans 就會說到 Java。大家如果不健忘，應該還記得 Sun 

Microsystems 這家公司吧？而 Netbeans 就是這家公司所開發的，能與 Eclipse 一較

高下甚至佔有一席之地的軟體開發的平台。會改使用 Netbeans 其實是因為程式設計

師受盡 Eclipse 的摧殘，因為 Eclipse 的改版使得支援各程式語言 plugin 無法跟上，

常常是許多半夜不睡覺人的夢饜。這情況就像如今要從 Java7 升級到 Java8 一樣的痛 

(這是軟體進步的常態，聽說 Python2 跟 Python3 也一樣無法相容)。不過 Java8 到

底好在哪裡?其它不說，光一個全新的 Lamda 表示式要學，也許就讓(老)人裹足不前

了吧！ 

  沒錯！ Netbeans 的好處是 Eclipse 所沒有的，尤其如果您專注的是 Java 相關的

Coding，雖然 Netbeans 也提供許多程式語言的支援選項，不見得不如 Eclipse 甚至

更好，但 Eclipse 對許多(老)人而言就像母語，多一份親切，這恐怕不是 Netbeans 所

能輕易取代的。說起來奇怪，Android 從 Java 移花接木卻棄 Netbeans 而從

Eclipse，足見 OSC 這一群人的無私與偉大，讓 Eclipse 的生命週期能夠繼續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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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日前以 460 萬美元（約 3,565 萬港元）天價，擊敗 Google 和其他投標

的網絡公司，成功奪得 .buy 域名的獨家使用權。頂級網域原以國別（如 ）及組織

(如. )為主，全球網路最高管理機構「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指配組織」（ICANN）於

101年開放新通用網域名稱申請，已有1900個組織與機構向ICANN提出申請，目前有超

過900個新的TLD已經生效，包含紐約、倫敦、巴黎、柏林、東京等，依倫敦頂級網域

(.london)官方網站報導，有下列利基： 

  據倫敦市政府針對該市小型企業的調查，約有1/4（超過20萬個）小型企業想加入

27%認為可以提升營業額。該市專家們認為當城市有良好的品牌聲譽，

以提供一個情感連結的品牌，更能吸引到企業的註冊，並在擁擠的網際網路上，在地公

司的註冊更有加分的效果，且新的網域出現，可以減少網路蟑螂（搶註商標網址藉以高

價賣出投機者）的出現。擁有自己城市域名的企業將可透過網址立即識別為在地公司或

者跟城市的關聯性(如公司創始於哪城市)，像是名產、連鎖餐廳等。但像 的

城市TLD仍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需讓大眾改變習慣從原本的網址轉用地域性的網址，但隨

著簡短的網址容易記憶，會帶來快速的學習或使用曲線。  

    新生效的TLD，不只拉丁文字，連中文都可以成為域名如「.

，中國大陸的廣東及佛山亦有簡體字的TLD生效，讓在地

使用者更為熟悉。除了地理性TLD提供註冊外，亦有其他TLD如

提供註冊服務，簡短的網址容易記憶，對品牌

的行銷也有助益。舉凡食衣住行育樂品牌如 

，或資通訊網路品牌如

等，都將加入這波新網域行列，有些企業如 

甚至申請數十個至上百個網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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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在臺灣的域名交易或是關心此議題的人少，但是仍然非常重要，需要投入關

心。NII產業發展協進會執行長吳國維指出，新網域的強烈識別性，除了提供企業強化

品牌行銷、地方政府推動城市行銷，以及社群組織拓展理念行銷的新利器外，同時也促

進全球網友瀏覽網站的便利性（可直接輸入域名，不用再透過搜尋引擎的查詢與連

結），以及註冊域名的選擇多樣化。 

  不過，吳國維也說，成百上千個新網域的誕生也伴隨諸多新挑戰。例如：對傳

統 等既有網域註冊量是否有衝擊、企業品牌保護成本是否增加與商標侵權

糾紛風險是否提升、使用者是否對網址辨別產生混淆，以及各國政府該如何治理國內的

域名市場等。 

  目前 ICANN 正評估是否於 2016 年開放第二波的新網域申請。面對域名新時代的

機會與挑戰，吳國維表示，多數國家因為將其視為商業自由交易並未特別立法管理，但

也有部分國家採取鼓勵申請與積極管理方式。 

    

1 .  網路是怎麼運作？網路治理議題與新頂級域名， TechNews ，日期2015年2月2日，取自                          
h t tp :// technews .tw/2015/ 02/02/ interne t -g overnanc e -and-the -new-g t ld/  

2 .  .london官網：htt p:/ /d omain s . lon don/  

3 .  . ta ipe i官網：ht tp ://n ic . ta i pe i/  

4. 「.我愛你」、「. SONY 」全球新網域正時興，衍生問題尋解方， TechNews 科技新報，日期2015年1

月23日，取自http :// techne ws .tw/2015/01/23/new - gt lds - forum/  

 

 

 

※ 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張主任忠吉榮升科技部資訊處處長，自104年4月10日起由黃副

主任惠敏代理。 

※ 本中心4月９日舉辦歡送會，場面溫馨感人。感謝張前主任忠吉４年來帶領本中心奠
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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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JAX (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非同步的 JavaScript 與 XML 技術

(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AJAX) 指的

是一套綜合了多項技術的互動式網頁應用開發技

術。傳統的 Web 應用當伺服器接收並處理要求

後，送回一個新的網頁，但浪費了許多頻寬與等待

時間，因為在前後兩個頁面中的大部分 HTML 碼往

往是相同的。而 AJAX 應用可以僅向伺服器發送並

取回必需的資料，它使用 SOAP 或其它一些基於

XML 的服務介面，並在使用者端採用 JavaScript 處

理來自伺服器的回應。因此在伺服器和瀏覽器之間

交換的資料大幅減少，約只有原來的 5%，伺服器

的回應更快，同時很多的處理工作可以在使用者端

機器上完成，所以 Web 伺服器的處理時間也減少

了。( 轉載/出處：維基百科) 

※ SOAP (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簡單物件存取協定(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SOAP) 一種標準化的通訊規

範，主要用於 web service 中。SOAP 的出現是為

了簡化網頁伺服器從 XML 資料庫中提取資料時，無

需花時間去格式化頁面，並能夠讓不同應用程式之

間透過 HTTP 通訊協定，以 XML 格式互相交換彼此

的資料，使其與程式語言、平台和硬體無關。一個

SOAP 訊息可以發送到一個具有 Web Service 功能

的 Web 站點，例如，一個含有房價信息的資料

庫，訊息的參數中標明這是一個查詢消息，此站點

將返回一個 XML 格式的信息，其中包含了查詢結

果，價格、位置、特點或者其他訊息。由於資料是

用一種標準化的可分析的結構來傳遞的，所以可以

直接被第三方站點所利用。( 轉載/出處：維基百科)

(以上由黃兆農 提供 ) 

※ 開放式地理空間聯盟(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OGC)：是於 1994 年由軟體

廠商、政府機關和民間機構所共同成立的，其成立

的宗旨是祈求每個人都能從任何一個網路、應用程

式或電腦平台中，方便地獲得地理資訊和服務所帶

來的好處；藉由共同的介面規格，讓資料供應者、

應用系統開發者和資訊整合者，能在短時間內、花

最少的費用，透過此介面讓使用者容易取用資料及使用

系統功能。  

※ 地理標記語言(Geography Markup 
Language, GML)：由開放式地理空間聯盟(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OGC)發展，以開放之格式描

述具有時間、空間及主題屬性之各類地理現象，以提升

在使用者端之互操作性。GML 且已被納入為 ISO19100

系列標準之一。GML 以 XML 為基礎之編碼方式，為樹

狀階層式結構之文字資料，其特點為支援 ISO19100 系

列各標準之預設資料型別，可提供圖徵(Feature)資料之

記錄，並能維持圖徵資料在資料模式內之關係及架構。 

※ 歐盟空間資訊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 for 
Spatial Information in Europe, 
INSPIRE)：於 2001 年成立，由來自歐盟(European 

Union)的 27 個會員國所組成，目的為促進歐洲各國營

部門跨國界的空間資料共享，並提供一致性的發展架

構。(以上由趙僩 提供 ) 

※ DSU/CSU（Data Service Unit/Channel 
Service Unit, 資料服務通道/通道服務單
位 )：是用戶端（User End）與電信局局端（Central 

Office）間 E1/T1 線路傳輸的數位式數據機，也是

WAN 與 LAN 間的基礎介質，具有傳輸語音、數據和影

像的功能，CSU/DSU 通常合併放在一個硬體中連結在

一起使用。CSU 負責傳送與接收往返 WAN 的訊號、測

試迴路是否已中斷連線，並可檢測另一端的 DSU/CSU

是否正常運作； DSU 則負責管理與轉換在 RS-232C、

RS-449 或 V.xx 架構間的輸出輸入訊號，可檢測時間錯

誤與恢復信號。( 轉載/

出處：嘉實資訊 ) 

※ DSLAM（DSL 
Access 
Multiplexer）：

是寬頻與窄頻網路的集

訊器，以提供 ATU-C

之資訊已傳送到高速

backbone 網路，如

ATM。Access Node

可位於 Central Office

或遠端節點。( 轉載/出

處：嘉實資訊 ) (以上由

林宜蓉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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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服務科助理設計師 ─ 林奕成  

   我來自高雄，有著南部人吃苦耐勞
的性格。能來資訊中心服務，相信是很
多資訊人員的目標。雖然在未來的日子
裡，可能會有許多事物需要學習、有很
多考驗需要克服。但相信我必能吃苦當
吃補，努力的做好一個小螺絲釘的角
色，讓各項業務能順利推動。 

      

 應用服務科設計師 ─ 呂惠婷 

   很高興可以加入臺中市政府資訊中
心團隊，初入公職，對於公部門運作方
式可說是完全陌生，好在同仁們都非常
親和且有耐心的指導，真的由衷感謝在
心，期許未來的日子裡，能跟大家一起
努力成長，也請大家多多指教，我也會
努力學習讓自己能盡快跟上大家的腳
步。 

      

 應用服務科設計師 ─ 簡志昌  

   離開民間企業踏入公務機關以來，歷
經小單位到今日榮幸加入的台中市府資訊
中心，接觸的業務領域、事物完全不同。
過去的小單位資訊業務獨力便可完成，現
今資訊中心的業務卻具有多樣、多方面的
構面需要理解或克服，且也需與同事或不
同單位間相互團隊合作，因此，日後個人
如有疏漏或不足之處，望各位長官或同事
指正，也期許在加入這團隊後一同推動資
訊中心的成長，謝謝各位。  

本刊花卉照片由江瑞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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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閱讀，倘對本電子報有其

他建議，歡迎隨時來信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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