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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區故事地圖協作平台簡介 

第一節 什麼是社區故事地圖協作平台 

社區故事地圖協作平台（以下簡稱本協作平台），係為基於內政部地理資訊

圖資雲服務平台（TGOS）之地圖協作平台（以下簡稱 TGOS 地圖協作平台）架

構所建立。各界人士基於創用 CC 授權精神與方式，可任意建立各類主題資料，

且為可多人共同編輯之線上協作環境。 

本協作平台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

心（以下簡稱 GIS 專題中心）於 2018 年 3 月所建立，主要目的為提供一個友善、

便利的平台供各界人士整理儲存各類興趣主題資料，舉凡文史、娛樂、飲食、旅

遊、行政資源等等均屬其列，並能加以敘事為有趣的主題故事地圖，更可進一步

邀請志同道合夥伴共同協作或申請加入有興趣的主題故事協作。 

本協作平台網址：http://map.net.tw/story/  

 

第二節 系統需求 

本協作平台基於 TGOS MAP API 之上採用 HTML 5 語法進行開發，因此無

須額外的硬體或系統需求，使用瀏覽器即流暢的操作。 

建議採用之瀏覽器 Google Chrome 以及 Apple Safari。 

 

第三節 平台帳號註冊與登入 

本協作平台之使用者帳號可使用 TGOS 會員帳號，或直接用 Google 與

Facebook 等社群帳號登入（圖 1）。 

 

http://map.net.tw/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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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使用 TGOS會員帳號或社群帳號登入本協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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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協作平台操作說明 

本章節將分別介紹本協作平台的相關主題操作與說明。包括既有主題地圖

瀏覽、建立主題地圖、編輯主題地圖、協作參與以及地圖資料取用與嵌入。 

 

第一節 既有主題地圖之查詢與瀏覽 

一、 資料查詢與瀏覽 

當瀏覽者進入本協作平台後，即可瀏覽各主題故事之縮圖（圖 2）。亦可利

用輸入關鍵字方式查詢感興趣的主題故事（圖 3）。 

 

圖 2 瀏覽各主題故事之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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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以關鍵字查詢主題故事 

 

點擊有興趣的縮圖時，將彈跳出該主題的資訊視窗（圖 4）。資訊視窗內容

包括主題故事標題、故事描述、關鍵字等基本資訊，點擊【瀏覽主題】即可進入

該故事地圖。 

 
圖 4 主題故事之資訊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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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該故事地圖後，可透過點擊地圖上之圖徵點，左側隨即出現對應之屬

性資料視窗（圖 5）。 

 

圖 5 點擊地圖上之圖徵點，瀏覽其屬性資料。 

 

此外，亦可點擊地圖右側工作列之【資料管理】，瀏覽該故事地圖所有圖徵

之屬性資料（圖 6）。 

 
圖 6 點擊【資料管理】，以瀏覽該故事地圖所有圖徵之屬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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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視覺化展示模式 

本協作平台提供下列五種視覺化展示模式： 

1. 單點（圖 7） 

2. 類別：依據指定的資料欄位內容值，呈現不同類別圖示（圖 8）。 

3. 叢集：依不同比例尺，以資料個數數字呈現（圖 9）。 

4. 熱區：以熱區圖（Heatmap）呈現資料的分布情形（圖 10）。 

5. 時序：以時間軸方式呈現資料的時序變化（圖 11）。 

 

 

圖 7 視覺化展示模式-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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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視覺化展示模式-類別 

 

圖 9 視覺化展示模式-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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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視覺化展示模式-熱區 

 

圖 11 視覺化展示模式-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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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立主題故事地圖 

當使用者想建立自己的主題故事地圖時，需先以 TGOS 帳號或社群帳號登

入。登入後，點擊右側【建立主題】，即進入編輯畫面。 

一、 填寫基本資訊 

填入主題故事地圖名稱、描述與關鍵字（不同關鍵字以逗號隔開）等基本

資訊（圖 12）。若描述的內容有網址或超連結，請在網址前後一個字元輸入空白

字，例如： 文字內容 http://map.net.tw/story 文字內容 

 

 

圖 12 填寫主題故事地圖名稱、描述與關鍵字等基本資訊 

 

此外，需定義此主題故事地圖預設的顯示空間範圍。本協作平台提供兩種

空間範圍定義方式：行政區（圖 13）或自行框選範圍（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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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空間範圍定義方式-縣市行政區範圍 

 

 

圖 14 空間範圍定義方式-自行框選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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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立資料欄位 

新建的主題故事地圖，其資料欄位有兩種建立（或稱為定義）方式，包括

空白資料表格欄位定義以及匯入 CSV 資料等兩種方式。 

1. 空白資料表欄位定義 

主題故事地圖發起者可依據故事性質與需求，建立空的主題圖層及欄

位，欄位的資料型態有字串、整數、小數、日期、時間、圖片、網址、清單

等 8 種（圖 15）。 

 

 

圖 15 空白資料表格欄位定義 

 

2. 匯入 CSV 資料 

主題故事地圖發起者可依據匯入資料範例檔案，製作兩筆以上的 CSV

格式檔案並上傳。CSV 格式包括具有坐標（WGS84 經緯杜坐標系統）、地

址或地籍等三種（圖 16）。匯入後，可即時預覽 CSV 匯入的結果及相關欄

位內容（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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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匯入現有 CSV資料 

 

 

 

圖 17 即時預覽 CSV匯入的結果及相關欄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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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節所介紹的視覺化展示模式中，提到 4.時序：以時間軸方式呈現

資料的時序變化。要套用此視覺化模式的必要條件為需有一個為【日期】格

式的欄位（圖 18），表示方式為西元年+月份+日期之八位數字，例如

19800101。 

若原始 CSV 之內容只有年代，無月份日期資訊，例如 1980，上傳後系統會自動

填上 1 月 1 日，表示為 19800101。 

 

圖 18 套用【時序】視覺化模式，需有一個為【日期】格式的欄位 

 

第三節 編輯主題地圖 

主題故事地圖建立好後（圖 19），可針對該主題地圖進行視覺化設定、建

立主題地圖縮圖、建立與編輯輔助圖層以及建立與編輯地圖資料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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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完成主題故事地圖的建立畫面 

 

一、 視覺化設定 

在管理設定中，選擇【視覺化工具】後，可選擇適合主題故事地圖的視覺

化設定，包括單點、類別、叢集、熱區以及時序等五種設定（圖 20、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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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選擇適合主題故事地圖的視覺化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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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完成主題視覺化資訊的更新 

 

1. 單點 

可使用本協作平台預設之圖示，或上傳自訂之圖示（圖 22）。 

 

圖 22 單點設定，可上傳自訂圖示 

 

2. 類別 

若主題故事地圖的資料性質較多元化，想依據特定欄位的值呈現不同的

圖例，提供更直覺的分類顯示，即可選擇此設定。 

指定特定的欄位作為分類顯示的依據，並分別自訂圖示（上傳圖檔）對

應到該欄位不同的值（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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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指定特定欄位為類別依據，並自訂對應不同值的圖示 

 

3. 叢集與熱區 

依據主題故事地圖呈現需求，可選擇叢集（圖 9），依不同比例尺，以

資料個數數字呈現；或熱區（圖 10），以熱區圖（Heatmap）呈現資料的分

布情形。 

 

4. 時序 

以時間軸方式呈現資料的時序變化（圖 11）。 

時序類型的選擇依據時間資訊集中於同一個欄位或分散於不同欄位的

不同，分為單一欄位、日期+時間欄位、起迄日期欄位以及起迄時間欄位等

四種類型（圖 24）。 

時序欄位為指定作為時間參考依據的欄位，需為【日期】欄位格式（圖 

25）。播放單位可指定時間單位為年、月或日。 

時序的呈現，包含自動播放方式輪播顯示資料（可設定自動播放時的間

隔秒數，有 0.5、1、2 以及 3 秒等四種選項），或單一時間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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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時序類型的選擇 

 

 

圖 25 時序欄位的指定 

 

二、 建立主題地圖縮圖 

主題地圖縮圖提供主題故事地圖較活潑豐富的視覺效果（圖 26、圖 27、

圖 28）。 

 

 
圖 26 預設主題縮圖為統一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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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產製主題縮圖 

 

 

圖 28 主題縮圖產製成功 

 

三、 增加輔助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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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協作平台提供採用國際 OGC WMS/WMTS 標準介接外部影像底圖之功

能。 

在管理設定中，選擇【輔助圖層】後，於【常用】清單中勾選欲加入之圖

資（圖 29）。抑或加入 WMS/WMTS 服務網址（圖 30），相關圖層勾選完畢按

「加入」（圖 31），可一次加入兩種以上網路影像圖層（圖 32）。完成輔助圖層

的新增/編輯後，可在地圖介面中，點擊【輔助地圖】，選擇欲切換之影像圖層（圖 

33）。 

 

圖 29 開啟加入輔助圖層之對話窗 

 

圖 30 加入 WMS/WMTS服務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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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加入 WMS/WMTS服務網址後選擇欲加入的影像圖層 

 

圖 32 可選擇兩種以上網路影像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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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於主題故事地圖中切換輔助地圖 

 

四、 新增/編輯地圖資料 

本協作平台的地圖資料或編輯作業，採當次作業（為一筆或多筆資料的異

動）後，再一次上傳更新資料至雲端資料庫。 

新增地圖資料包括新增一個圖徵、CSV 批次新增圖徵以及以照片新增圖徵

等三種。 

選擇【新增一個圖徵】功能後，即可在地圖畫面上點擊滑鼠左鍵，以新增一

筆圖徵（圖 34），並填寫相關資料欄位內容（圖 35）。 

若需更改圖徵位置，於該圖徵圖示上點擊滑鼠左鍵兩次，即可移動圖徵於正

確位置（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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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新增一個圖徵功能，在地圖上點擊滑鼠左鍵以新增一筆圖徵 

 
圖 35 填寫所新增圖徵之相關資料欄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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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手動移動圖徵位置 

 

選擇【以 CSV 批次新增圖徵（坐標）】功能（圖 37）後，即可在地圖畫面

上點擊滑鼠左鍵，選擇一個具有坐標資訊之 CSV 資料（圖 38）以批次新增圖徵，

並填寫相關資料欄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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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以具有坐標資訊之 CSV資料批次新增圖徵 

 

 
圖 38 選擇一個具有坐標資訊之 CSV檔案 

 

主題故事地圖發起者或協作者可選擇【以照片新增圖徵】功能後（圖 39），

即可在地圖畫面上點擊滑鼠左鍵，選擇上傳一張具有坐標之照片圖檔（圖 40），

並填寫相關資料欄位內容（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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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以具有坐標之照片新增圖徵 

 

 

圖 40 選擇一張具有坐標資訊之照片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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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填寫具坐標之照片圖徵相關資料欄位內容 

 

若主題故事地圖的資料表格中沒有照片格式的欄位，「以照片增圖徵」功能

圖示則不會顯示（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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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若沒有照片格式的欄位，「以照片增圖徵」功能圖示不會顯示。 

 

當完成所有圖徵的新增與編輯作業後，點擊右下角的【更新本次異動】圖示，

即可將異動資料記錄上傳至雲端資料庫中（圖 43）。 

 

 

圖 43 將異動資料記錄上傳至雲端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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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編輯圖徵的過程中，本協作平台提供一個快速輔助尋找地標的功能，在地

圖畫面左側搜尋功能中輸入地標關鍵字（圖 44），即可獲得相關的地標清單。點

擊一筆地標名稱後，地圖將移動至該地標所在之位置。 

 
圖 44 快速搜尋地標關鍵字空間位置 

 

五、 刪除圖徵 

在圖徵編輯狀態下，以滑鼠左鍵點擊欲刪除的圖徵兩次，即可從左側的屬性

視窗中選擇【刪除】（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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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刪除圖徵 

 

六、 資料編修歷程記錄 

本協作平台將主題故事地圖發起者與所有協作者所進行過的資料圖徵編輯

動作均做了記錄。從資料管理中選擇【編修歷程】，即可選擇所有編修者、所有

動作或圖徵編號來進行查詢（圖 46）。並可針對查詢的結果瀏覽一筆圖徵詳細編

修內容（圖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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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透過選擇所有編修者、所有動作或圖徵編號以查詢相關編修歷程 

 

 

圖 47 檢視一筆編修記錄的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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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協作參與 

使用者對於感興趣的主題故事地圖，可向該故事地圖的發起者申請參與協作

（圖 48），並填寫相關申請協作內容（圖 49）。 

 

圖 48 向主題故事地圖發起者申請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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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填寫申請協作的相關目的等資訊 

 

主題故事地圖發起者收到申請協作之通知信（圖 50）後，可於該地圖的管

理設定中之【協作管理】進行協作申請的審核（圖 51）。 

在主題地圖發起者未審核允許前，該協作申請將持續中。當通過協作申請審

核後。 

 
圖 50 主題故事地圖發起者將收到申請協作之通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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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於地圖中進行進行協作申請的審核 

 

當協作申請通過後，申請者會收到系統通知信（圖 52）。此時登入帳號後即

可在該主題故事地圖的右上角發現【我有參與】的訊息（圖 53）。 

 

圖 52 協作申請通過之通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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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協作者在該故事地圖右上角可見【我有參與】的資訊 

 

第一次以協作者身份進入該主題故事地圖時，系統會提醒協作者之相關協作

注意事項（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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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系統會提醒協作者之相關協作注意事項 

 

若協作者未來因各種因素要退出該地圖協作時，可於【管理】→【參與協作

的主題】中，點擊該故事地圖主題縮圖右上角之【退出協作】（圖 55）。協作狀

態的紀錄仍會保留該主題故事地圖中（圖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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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協作者退出該主題故事地圖協作 

 

 

圖 56 協作狀態的記錄 

 

除向主題故事地圖發起者申請協作外，發起者亦可主動邀請參與協作。於地

圖中【管理設定】→【協作管理】，點擊【邀請協作】，輸入欲邀請者的 email 信

箱及姓名，即可送出邀請信（圖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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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寄送主題故事地圖之邀請協作 

 

邀請者將會受到邀請信，並決定是否加入協作（圖 58）。若受邀者七天內未

審核允許加入，該協作邀請將自動失效。 

 

 

圖 58 受邀者收到邀請協作之通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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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未來主題故事地圖發起者因各種因素無法再繼續擔任發起者，可將該故事

地圖管理權移轉給其他作者。 

於地圖中【管理設定】→【協作管理】，點擊【主題移轉】（圖 59），選擇欲

移轉的協作者。 

 

圖 59 主題故事地圖的主題移轉 

第五節 地圖資料取用與嵌入 

當主題故事地圖發佈於本協作平台後，該地圖相關圖徵資料即可被取用並進

一步加值應用。取用方式包括資料下載、網頁存取或嵌入地圖等方式。 

於地圖中【資料管理】→【資料取用】中，可選擇 CSV 或 KML 格式等下

載資料或 GeoJSON 服務（圖 60）。 



社區故事地圖協作平台操作手冊 

 

                                                 

40 

 

圖 60 選擇主題故事地圖資料取用下載或 GeoJSON服務 

 

使用者亦於地圖中可選擇【嵌入地圖】，將取得該地圖的嵌入網址（圖 61）。 

 

圖 61 取得嵌入地圖的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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