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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資料基礎建設—亞太暨太平洋地區（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Asia and the 
Pacific,簡 稱SDI–AP） 係由 「 全 球 空間 資 料 基 礎建 設 協 會 」（Global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Association （GSDI））發行之中英文免費電子新聞刊物，目標讀者為對

亞太地區空間資料基礎建設、地理資訊系統（GIS）、遙感探測（RS）、地理空間資料

之探討有興趣人士。本新聞月報希望藉由提供資訊與知識以促進亞太地區空間資料基礎

建設，並提供有用資料以支援該區所舉辦的相關活動。亞太地區地理資訊常設委員會

（ Permanent Committee 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PCGIAP））對本刊物提供諸多協助，該委員會之宗旨在於推動亞太地區地理資訊基礎

建設發展之國際合作。本新聞月報目前係由GSDI委託澳洲墨爾本大學之空間資料基礎建

設與地政中心（Centre for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s and Land Administration）編輯

製作。 
 

 
欲訂閱電子新聞月報 SDI–AP 者，請至此連結。過期新聞月報請至 GSDI 網站。只要登錄 GSDI News List，即可

收到新聞特報通知、公告、SDI–AP 出刊通知。欲訂閱或閱覽 GSDI 之主題性或區域性問題討論之內容或歷史紀

錄，請點選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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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歡迎閱讀 2012 年 11 月份電子報。 

若有任何空間資料基礎建設(SDI)、地理資訊系統（GIS）、遙感探測（RS）或空間資料方面的新聞或資訊（如工

作坊、刊物、報告、有趣的網站等），想刊登於下一期的電子報，歡迎於每個月 25 日以前將資料傳送給我們。 

本刊主編Malcolm Park 及SerrynEagleson（編輯)均任職於澳洲墨爾本大學（University of Melbourne）空間資料

基礎建設與地政中心（Centre for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s and Land Administration）。 

 

http://www.gsdi.org/�
http://www.gsdi.org/
http://www.gsdi.org/
http://www.gsdi.org/
http://www.gsdi.org/
http://www.gsd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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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cgiap.org/
http://www.csdila.unimelb.edu.au/
mailto:.SDI-AP@gsdi.org%20%3c.SDI-AP@gsdi.org%3e
mailto:Editor.SDIAP@gmail.com
http://www.csdila.unimelb.edu.au/
http://www.csdila.unimelb.edu.au/
http://www.csdila.unimelb.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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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稿者 

感謝以下個人、團體對本刊之協助：BaekWonkug 提供新聞資料，Jeremy Shen（沈金祥）及 Sean W. Lin(林文

祥)及其同事之中文編譯，以及由 ShivaniLal、GIS Development, GeoSpatial World 與 Asia Surveying & 
Mapping 所提供之報導。 

GSDI 新聞 

 
免費加入國際地理空間學會（IGS） 
在最近一次的會議中，GSDI董事會通過一項提議，開放讓來自低收入國家的個人在提供對全球社群有價值的特定

資訊來替代年費的情況下，加入國際地理空間學會（IGS）。有興趣加入者只要將您的專業履歷上傳到全球擴展

中的地理空間專家的內部連結。IGS會員擁有的福利都詳述於http：//www.igeoss.org/benefits這個網址。如您欲

了解更多資訊, 請連繫GSDI協會執行長Harlan Onsrud。 

回到目錄 
 

SDI 新聞、連結、論文、簡報 

 
Goodchild建構了數位地球的未來 
Michael Goodchild 博士今天早上在波特蘭舉辦的第 50 屆URISA年度大會中發表專題演講。這次演講的主題是數位

地球的未來，Goodchild 博士以回顧 1998 年 1 月 31 日艾爾．高爾的演說做為開頭；高爾是提出「數位地球」這個

名詞的第一人。那次虛擬實境的卓越演說真是令人讚嘆； 虛擬實境中，我們可以在電腦中看到博物館以及多層次

詮釋資訊即時來回的呈現，而這個演說比谷歌地圖的發行足足早了 7 年。如果虛擬實境建構了我們所從事的未

來，那麼回溯當時的觀點對我們來說極有助益，並且在工業發展上提供了一項有意義的檢驗。 

資料來源：Sensors & Systems 

 
SDI 實施指南更新 
SDI 實施指南的維基版本，已經更新了第 10 章，反映最新的標準版本及通俗版本。我們在尋找編輯者以更新其他

章節。大約下次GSDI 大會之前的三個月，我們會找一天制定「2013 年SDI 實施指南」的PDF版本。透過PDF檔案

及訂定出版日期，它可以闡明文件的參考及引用資料，並提供一個時間情境。 

如果您對協助更新任何章節有興趣，請與Douglas Nebert連絡。 

 
為未來世代掃描雪梨歌劇院 
一支蘇格蘭團隊為後代子孫繪製數位的雪梨歌劇院地圖。 
這座獨特的澳洲建築將成為這項蘇格蘭十項計劃的第四個國際地點；這項計劃最終將涵蓋五座蘇格蘭世界遺跡以

及其他世界各地的五個地點。 

… 

這項計劃把格拉斯哥藝術學院數位設計研究所，以及加州數位遺跡機構 CyArk 的蘇格蘭文物局及 3D 掃描專家集

結在一起。 

資料來源：Scots TV 

 
巨量資料將在 2015 年之前創造 440 萬個工作機會 
根據高德納公司（Gartner）的研究與分析，在未來的三年中，巨量資料預期會在全球創造 440 萬個的 IT 工作機

會，其中的 190 萬個工作機會是在美國，不過產業界並沒有足夠的人才。 

研究顯示，2013 年全球的 IT 花費預計會超過 3.7 兆美元，即從 2012 年的 3.6 兆美元增加了 3.8%。  巨量資料是一

種大量且複雜的資料，現有資料庫管理工具難以處理巨量資料。 

資料來源：地理空間世界周報 

 

https://owa.unimelb.edu.au/owa/redir.aspx?C=54c2b4d3973d480282dc7c38384f4204&URL=http%3a%2f%2fwww.igeoss.org%2fbenefits
https://owa.unimelb.edu.au/owa/redir.aspx?C=54c2b4d3973d480282dc7c38384f4204&URL=http%3a%2f%2fwww.igeoss.org%2fbenefits
https://owa.unimelb.edu.au/owa/redir.aspx?C=54c2b4d3973d480282dc7c38384f4204&URL=http%3a%2f%2fwww.igeoss.org%2fbenefits
mailto:onsrud@gsdi.org
http://www.sensysmag.com/news/top-stories/79-event/28332-goodchild-frames-the-future-of-a-digital-earth.html
http://www.sensysmag.com/news/top-stories/79-event/28332-goodchild-frames-the-future-of-a-digital-earth.html
http://www.sensysmag.com/news/top-stories/79-event/28332-goodchild-frames-the-future-of-a-digital-earth.html
mailto:ddnebert@usgs.gov
http://news.stv.tv/scotland/196055-sydney-opera-house-to-be-scanned-to-keep-it-for-future-generations/
http://news.stv.tv/scotland/196055-sydney-opera-house-to-be-scanned-to-keep-it-for-future-generations/
http://beta.geospatialworld.net/News/View.aspx?id=25738_Article
http://beta.geospatialworld.net/News/View.aspx?id=25738_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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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I 焦點 

 
本月份 SDI 焦點內容由墨爾本大學之空間資料基礎建設與地政中心（CSDILA）研究員 Serryn Eagleson 

所提供。Serryn Eagleson 也是本月刊的編輯，以及 AURIN and ANDS 計劃經理。 

 

AURIN & ANDS – 墨爾本西北都會區 

資料取得、整合與詢問，以及實地教學者計劃 
 
背景 
本計劃的目的是快速存取墨爾本西北走廊大量

的資料組。本資料測試平台透過 AURIN 入口

網站為研究人員提供一些資料組。這項前所未

有的資料存取將讓這項以處理北方重要政策議

題為主的世界等級研究得以付諸實行。墨爾本

西部地區就是如同「西北都會區管理論壇」所

認定的區域。本計劃透過墨爾本大學空間資料

基礎建設與地政中心(CSDILA)來實施，由墨爾

本大學的 3 個科系共同合作。本計劃的目的為

顯示將政府資料開放存取，提供給包括處理空間、地點及生存力的研究人員、策劃人員及決策者所帶來的好處。 
 
本計劃的價值透過 4 個論證計劃來證實；這 4 個計劃涵蓋了 4 個墨爾本西北地區最迫切的議題，那就是居住環境

與健康、住宅負擔能力、經濟生產力，以及運輸與永續性。毎一論證計劃的成果分述如下：  
 
論證計劃一：步行力論證結果 
透過以網路為基礎的繪圖工具傳送步行匯流模型的原始產出，包含透過圖形使用者界面的情境測試功能。使用

“Ped-Catch” 工具在Arden MacAulay與Melton地區的靜態輸出模型，藉以評估鄰近地區步行力、火車站及學區之

間的關係。這些動態與靜態產品將透過AURIN入口網站傳送給政府的利益關係人。從動態和靜態的結果中，報告

及學術出版品將作出調查推斷，以及透過AURIN入口網站的傳送流程。    
 
論證計劃二：就業論證結果 
重力與叢集法的產生是依據網路地圖繪製工具。這項工具將利用重力及叢集法以了解整體特殊產業工作群組的形

成。從ABS旅程與維多利亞州運輸局取得資料。它將提供循證資料來源給更了解的群組、通勤者及公司企業，回

應群組政策，以及終極群組動態（通勤變化及工作機會成長）。州政府的利益關係人可透過AURIN入口網站取得

本計劃的結果。  

 
論證計劃三：住宅負擔能力論證結果 
製作動態網頁地圖繪製應用的目的是要為墨爾本西北地區製作一套住宅發展潛勢指數(RDPI)。為住宅發展潛勢指

數更進一步報告所開發的工具，包括了報告及分析結果。分析工具包括經濟、作為住宅負擔能力功能的土地、都

市強化、住宅發展、用途變更、空間分析，以及開發許可的分析。  
 
論證計劃四：健康論證結果 
動態生態網頁地圖繪製工具的製作，結合了糖尿病與不利條件指標，以提供結合需求的熱區圖濃度。這項工具將

比較從第一項工具、糖尿病分佈到保健服務的結果。這些工具可以透過AURIN入口網站製作，並且可以透過RDA
製作後設資料。這項工具的目的在於根據CASE-D 的研究資料，利用社會及實際基礎建設資料來認證特別脆弱的

地區，以及把這些結果結合起來。報告及學術結果包括了一項計劃，那就是把目標放在強調資料組之間審查任何

明顯聯結的資料整合重要性。這些結果將呈獻給地方醫學保健單位、科學會議，以及其他重要的利益關係團體。

所有結果都可以透過AURIN 入口網站取得。  
 
圖一   資料整合計劃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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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團隊的部落格，內含本計劃最新的相關資料。請參閱下列網址http://blogs.unimelb.edu.au/aurinands/。 
 
誌謝 
本計劃受到墨爾本大學空間資料基礎建設中心、澳洲國家資料服務(ANDS)，以及澳洲都市研究基礎建設網路

(AURIN) 的支持。澳洲政府透過國家合作研究基礎建設策略計劃及教育投資基金(EIF)超級科學計劃來贊助 ANDS

及 AURIN。 

 
 
編輯群歡迎各位投稿焦點內容。 
 

GIS工具、軟體、資料 

 
從一幅美麗的風地圖透視超級颶風桑廸 
周一晚上 10:15 桑迪颶風登陸時，美國上方的這些精緻圖樣顯示了地面風場的環流與速度；其中強風以亮白色呈

現。沒錯，那就是位於費城下方的暴風眼，在大西洋城附近登陸二小時之後開始其可能破記錄的馬拉松式破壞，

在第二天連續淹沒了紐約的火車系統、關閉了政府機關與學校。 

這幅地圖是HINT.FM網站的團隊所設計的，他們利用 國家數位預測資

料庫毎小時的資料讀數來更新地圖。他們似乎是風力的後援會，寫道:

「圍繞在我們身邊一個看不見的古老能量來源，它為世界首次探險賦

予力量，而且可能是未來之鑰。這幅地圖讓我們看到美國上方風颺的

精美裝飾。」 

 

SDI-Asia/Pacific Newsletter 

資料來源：大西洋「城市」地圖 

 

 

http://blogs.unimelb.edu.au/aurinands/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neighborhoods/2012/10/superstorm-sandy-seen-beautiful-map-pure-wind/3741/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neighborhoods/2012/10/superstorm-sandy-seen-beautiful-map-pure-wind/3741/
http://www.nws.noaa.gov/ndfd/
http://www.nws.noaa.gov/nd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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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的報告預測了紐約市地鐵淹水的大災難 
去年秋天，有關紐約市氣候變化大規模報告的其中一部份，是由哥倫比亞大學Klaus Jacob所領導的研究團隊所設

計的個案研究，預估百年一遇的暴風雨對於紐約市交通基礎建設所造成的影響。大都會運輸署主席Joseph Lhota今

天表示，桑迪颶風對於地鐵的影響是「比最糟糕還要糟糕的情況」，似乎可以把桑迪擺放在百年暴風雨的類別

了。如果是那樣，假設報告的其他部份是真的，地下鐵系統可能要好幾個星期才會恢復，而其影響會持續好幾個

月，甚至好幾年。 

研究人員製作了一個可能的百年暴風雨的模型，製作時將第 1 或第 2 類別輕輕掃過的暴風雨，以及引發巨浪的北

美東北部大西洋岸嚴重風暴雨都考慮進去。（現在我們知道桑迪是所有三種狀況的綜合體。）這些模型預測了暴

風雨過後許多隧道都完全淹沒了，包括東河的所有隧道。 
資料來源：大西洋「城市」 
 
你從未見過的南極洲 
資料來源：LocalWiki.org 
 
澳洲洪水新指南 
澳洲地球科學局及澳洲工程師學會雙方已經簽訂了一份合約，要完成修訂澳洲降雨及逕流指南。這份合約明訂一

項 4 年計劃的部份內容，即提升洪水風險資料的品質、一致性及可取得性，以回復自然災害保險的檢視。 
資料來源：PS新聞及 地理空間世界周報 
 
Dangermond的GIS專業閉幕演說呈現專業的挑戰與機會 
Matt Ball   著 
Esri 的創辦人與總裁 Jack Dangermond，今（10 月 4 日）天在波特蘭舉辦的都會與區域資訊系統協會(Urban and 
Reg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Association, URISA)」GIS 專業大會中發表了一場閉幕演說。Dangermond 從 1968 年起就

開始參加這項活動，他和大家分享了這個協會是如何影響他的想法，以及 GIS 的創立過程。URISA 的前 50 年是

在成立論壇，和大家分享觀念、學習知識及建立友誼。這個機構已經是 GIS 定義自己的重要所在。它也支持許多

興趣愛好、培育想法，以及某些已經不存在的觀念。  

這個協會發展了跨越不同世代的科技。協會草創之初，是個自製軟體的大型電腦世界。在利用工作站及桌上電腦

而變得更為容易使用之後，我們的專業領域完全地擴展開來。我們的使用者在毎一階段都大幅度地成長。現在有

了巨大的變化，這對協會來說具有什麼意義呢？  

GIS 現在因為地圖的傳播而受人矚目；他們整合並建立了合作的方法；利用空間分析增加了解；地理設計讓我們

有更美好的未來；新的技術讓 GIS 擴展到任何設備都可以進入的平台。這些功能就是我們所需要的，因為我們追

求更多的了解及更大的效能。我們過的生活已經超過地球所能承受，我們已經對這個世界造成太大的影響。GIS

提供了一個讓這個世界變得更好的核心要點。 

GIS 正引領大家朝向地理設計，可以利用未來的意識創造來整合科學與設計。 我們都是未來的設計家，不只是資

料，而是把資料聚集起來加以了解。我們設計策略、企業地點，以及設計決策。地理設計横跨新舊領域，我們有

不同的決策選擇。我們越把新領域格式化，資料就會更成為我們所需要的形式，以建立一個永續發展的世界。 

URISA 的基礎建立在了解的架構上。它是呈現早期 GIS 計劃與系統的地方，在此我們可以對計劃及系統進行了

解。我們透過使用者的需求及設計流程來作業。我們了解民眾的需求及渴望，我們所需要的資料，以及 GIS 系統

發展的形態。 

透過一座又一座的城市研究，越加了解所有的城市都在做同樣的一件事，以及一個地理設計功能架構，而所有功

能都需要地理空間的想法。一般的工具及工作流程 - 緩衝、例行工作、研究等等 – 提供不同的工作流程以管理繪

製決策基地地圖所需的地理資料。資料模型結合 GIS 工具而成為一個模式。 
雲端平台是可以讓世界起死回生的結合技術。GIS 是處理更便宜，更簡單及更快速技術的重大轉捩點。在這個環

境裡，GIS 轉變成整個機關的平台。谷歌地球之所以變得這麼熱門，是因為它的雲端科技，以及容易取得與使用

簡單的特性。現在，有了容易取得的特性，整合不再困難，它有了全新的可能性。 
這個平台對於各種趨勢正在發揮影響力，賦予人們對於 GIS 新的想像。我們會改變，我們所服務的對象會改變，

而 GIS 分析人員的責任也會改變。關於這點，我們並不懼怕，那意謂著把地理知識整合到所有的事物當中。地理

學這一門科學因整合所有類型的地理資料而變得普遍。這是個好現象，因為如果我們有機會把它變成一個物種，

那麼我們需要空間的知識才知道要怎麼做。  
網頁地圖讓你可以簡單地在任何的設備目錄上取得這些資料，你可以很容易找到需要的東西。這些地圖開了一個

資料窗口以提供分析服務。這個新的媒介取代了，或者是附加到傳統的 SQL 資料庫身上。支援視覺化、詢問、編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commute/2012/10/2011-report-predicted-new-yorks-subway-flooding-disaster/3748/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commute/2012/10/2011-report-predicted-new-yorks-subway-flooding-disaster/3748/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commute/2012/10/2011-report-predicted-new-yorks-subway-flooding-disaster/3748/
http://www.nyserda.ny.gov/Publications/Research-and-Development/Environmental/EMEP-Publications/Response-to-Climate-Change-in-New-York.aspx
http://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2/10/the-article-that-predicted-the-new-york-subway-storm-surge-problem/264199/
http://localwiki.org/blog/2012/oct/10/localwiki-antarctica/
http://localwiki.org/blog/2012/oct/10/localwiki-antarctica/
http://www.psnews.com.au/Page_psn3335.html
http://www.psnews.com.au/Page_psn3335.html
http://beta.geospatialworld.net/News/View.aspx?ID=25681_Article
http://beta.geospatialworld.net/News/View.aspx?ID=25681_Article
http://www.sensysmag.com/news/top-stories/79-event/28348-gis-pro-closing-keynote-presents-professional-challenge-and-opportunity.html
http://www.sensysmag.com/news/top-stories/79-event/28348-gis-pro-closing-keynote-presents-professional-challenge-and-opportunity.html
http://www.sensysmag.com/news/top-stories/79-event/28348-gis-pro-closing-keynote-presents-professional-challenge-and-opportunity.html
http://www.sensysmag.com/news/top-stories/79-event/28348-gis-pro-closing-keynote-presents-professional-challenge-and-opportunity.html
http://www.sensysmag.com/news/top-stories/79-event/28348-gis-pro-closing-keynote-presents-professional-challenge-and-opportun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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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及分析。就好像是地理的臉書 – 群眾分享及建立新的經驗。網頁地圖就是沒有 GIS 的意思。我們可以在各地

的任何設備觀看我們的 GIS，就像是查看我們的電郵信箱。  

這個經驗讓群組之間沒有資料的隔核。它將與合作及分享的新世代，利用強而有力的科技與工具打開我們的世

界。群眾正在進入狀況，因為開放意謂著我們可以輕易地採礦、混搭及繪製資料的地圖。先前我們創造的所有事

物並不需要簽訂資料模型與一般安排的合約。現在有了雲端科技，整合容易，毎個人都可以製作地圖。 

未來使用這項技術製作地圖的人將由數十億人增加到一百倍。也就是毎個人都會使用這項技術製作地圖。政策、

企業情報與設計的整合會越來越多。地方本位方法很容易就被不熟練所取代。我們將擁有更好的公眾接觸及更開

放的政府。 

科技發展的時候，資料及技術總是不夠。大眾會推廣及創造接觸的下一個層級，而 URISA 將會持續提供討論的議

題，以了解如何分享及了解作業內容。 

資料來源：Sensors & Systems 
 
印度的一個邦聯繪製地下水位的地圖 
這是印度首度，利用地理資料系統(GIS)在拉賈斯坦邦進行地下水位的地圖繪製。這項資料將可以協助追蹤本地區

地下水的整個歷史。使用者只要動一下滑鼠就可以知道一個地區的地下水位、氟化物內容、氮的數量，以及水是

鹹的還是甜的。 
資料來源：印度時報及 地理空間世界周報 
 
印度：政府資料入口網站即將開跑 
可以和社會大眾分享官方資料的政府入口網站data.gov.in，很快就會全面設定功能。國家空間資料基礎建設執行長

R. Siva Kumar告訴印度教徒報，他表示現在是試用版或是測試階段，網點的技術已經超越了，下個月官方研討會

之後的幾個星期之內就可以開始把資料全部上傳。  

有了這個網站，印度就可以進入成長國家的行列當中，他們打算利用開放資料作為提升政府透明度及效率的工

具。 

提供官方資料分享架構的國家資料分享及開放政策(NDSAP)，將應用到所有「利用各部會與各級政府單位公共基

金的非機密資料搜集。」NDSAP 打算「透過建立的程序及經認可的規範」開放這類資料的公用管道。 

 
皇家不列顛哥倫比亞博物館展出世界上最古老的印刷地圖 
皇家不列顛哥倫比亞博物館之前對所有訪客開放的「想像這個世界：最早的印刷地圖，1472-

1700」展覽頗受好評。這項展覽的地圖是向加州索諾馬縣商借而來，讓我們見識到全世界為人所

知的一些印刷地圖！這項西元 1472-1700 年間的典藏，展示了 30 幅令人讚嘆的地圖，讓我們往後

坐並發出「哇」的讚嘆聲。這次展覽包括了世上有史以來的第一幅印刷地圖，以及一幅約莫是西

元 150 年的簡易木板畫。 

資料來源：Anything Geospatial GISuser Blog by @gletham 

 

開發中國家讓衛星地球觀察的影像需求大幅成長 
根據歐洲諮詢公司有關衛星地球觀察市場的最新報告，發展中國家的衛星影像商業市場正在大幅地成長。相較於

2006 年到 2010 年之間超過 20%的年成長率（主要是東南亞、拉丁美洲及俄國的市場大幅成長）， 2011 年的成長

相當緩慢，只有 6%。  

資料來源：亞洲調查與地圖繪製，以及 EuroConsult 
 
日昇與日落的照片計算機 
正確光源位置的規畫會造成照片極大的差異。你可以利用下列的日光計算機做為指導方針。 
也請參閱 – 月亮與夜間照片計算機 
資料來源： Cambridge in Colour: a learning community for photographers 
 
ESCAP宣佈一項利用空間技術進行災難管理的計劃  
聯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 (ESCAP)已宣佈開始啟動一項 5 年計劃， 其目的為管理及降低災難的風險

(DRR)，並將區域經濟成長的環境成本降到最低。這項消息是在聯合國世界空間周(2012 年 10 月 4 – 10 日)的第一

天宣佈的。 

這項名為「2012 - 2017 空間科技與地理資料系統應用於降低災難風險與永續發展行動亞洲年」的計劃，在致力於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10-07/jaipur/34306030_1_groundwater-level-gis-state-partnership-programme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10-07/jaipur/34306030_1_groundwater-level-gis-state-partnership-programme
http://beta.geospatialworld.net/News/View.aspx?ID=25664_Article
http://beta.geospatialworld.net/News/View.aspx?ID=25664_Article
http://www.thehindu.com/todays-paper/tp-international/government-data-portal-set-for-takeoff/article3953078.ece
http://www.thehindu.com/todays-paper/tp-international/government-data-portal-set-for-takeoff/article3953078.ece
http://data.gov.in/
http://www.asmmag.com/201210184372/the-developing-world-drives-prospects-for-satellite-based-earth-observation-growth.html
http://www.asmmag.com/201210184372/the-developing-world-drives-prospects-for-satellite-based-earth-observation-growth.html
http://earsc.org/news/earth-observation-commercial-data-market-remains-strong-despite-slowdown-in-2011
http://www.cambridgeincolour.com/tutorials/sunrise-sunset-calculator.htm
http://www.cambridgeincolour.com/tutorials/sunrise-sunset-calculator.htm
http://www.cambridgeincolour.com/tutorials/moon-night-calculator.htm
http://www.cambridgeincolour.com/tutorials/moon-night-calculator.htm
http://www.cambridgeincolour.com/
http://www.unescap.org/unis/press/2012/oct/g45.asp
http://www.unescap.org/unis/press/2012/oct/g45.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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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空間科技及地理資料系統(GIS)應用的區域合作時，將會增加國家層級、縣層級及地方層級的相關活動。

ESCAP注意到這 2 個跨政府會議 ，其目的為準備一項為期 5 年的行動計劃，以指導亞太地區國家應用高科技以降

低災難風險。亞太地區永續發展之長期區域空間應用計劃(RESAP)的年度跨政府諮詢委員會，將於 2012 年 11 月舉

行，其目標為支持低度開發國家(LDCs)、內陸開發中國家  (LLDCs) ，以及太平洋開發中國家，為降低災難風險的

空間應用建立人力資源能力。ESCAP 將與泰國地理信息與空間技術開發局(GISTDA)共同合作， 在 2012 年 12 月於

泰國曼谷召開一場政府間會議。 

 
即時追蹤印度火車 
印度鐵路公司已經發佈線上軟體「鐵路雷達」，民眾可以利用這項工具找到大約 6500 班火

車在谷歌地圖上正確的即時地理位置。準時的火車以藍色顯示，而延遲的火車則為紅色。

在火車上點選可以顯示火車及路線的狀態。 
資料來源：印度信徒報及地理空間世界周報「本周影像」 
 
斯里蘭卡：中央環境機關的環境資料銀行  
中央環境局(CEA) 首次在斯里蘭卡利用地理分佈與位置，開發了一套環境資料銀行，包括了環境及產業資料。  

一項先進的科技工具，也就是地理資料系統 (GIS)已被利用在資料的處理上，藉此可以取得記述及分析的資料與地

圖。除了從地區的CEA官員處搜集來的資料之外，還包括取自野外生物、森林保護區、人口普查及統計、調查與

考古學部門、國家建物研究機關，以及其他各個單位的資料。這些資料可以依照省份、地區、部門秘書及村長處

來分類。 

 
首次開發南極洲水面下地圖 

科學家首次製作了一幅南極洲東方冰海海平面下的 3D 地圖。這幅地圖將可協助揭

開這個區域冰的總量，這對於了解氣候變化如何影響南極洲相當重要。 

這些南極洲研究人員搭乘澳洲南極洲破冰船 Aurora Australis 花了 2 個月的時間才

抵達，他們利用直升機，以及一種特別的自主式水下無人載具(AUV)，製作了一幅

廣大冰海的上方及底面地圖，發現了類似陸地地形的山峰及山谷。這些資料相當

珍貴，因為雖然衛星可以持續監測冰覆蓋的總量，但是還不足以測量冰的厚度或

容積 – 就如同這幅 3D 地圖所提供的資料。 

資料來源：生命科學及 地理空間世界周報 
 
GIS: 只是一項工具：迷思#3： 在地圖上取得目前的工作資料太困難了   Stephen C. Blaskey   著 
GIS 系統已經建置了 1/3，現在可以開始著手進行其餘的部份，也就是地圖繪製引擎與連結。建置地圖繪製引擎的

某些研究部份就是 GIS 系統開發人員，因為他們必須找尋所有可用的資料來源，搜集不同的資料組以填補地圖繪

製界面的影像。建置連結需要對搜集而來的資料組進行分析以找到適當的方法，利用地圖繪製引擎把資料庫集結

在一起。 

  
GIS：只是一項工具—迷思 #2：建置一套GIS 系統要很長的時間   Stephen C. Blaskey   著 
為測量公司建置及執行一套 GIS 系統，需要很久之後才能知道真正好處的這個迷思，最主要是認為測量公司必須

改變他們的作業方式來將就 GIS 系統。毎一家測量公司的營運方式都不一樣，都對現有的 GIS 產業提出難題；所

以他們試著開發一顆「魔術子彈」來處理毎一家測量公司的所有需求。試著提供一個事先建置的解決方案，並期

待整個測量產業都加入行列，已經造成 GIS 執行上的困難及阻力。  
資料來源：美國測量人員 
 
USGS製作了 2012 年 1 月 - 9 月全球氣候變化的信息圖與分析 
毫無疑問地，我們看到相當短時間內發生的氣候戲劇性變化，也看到明顯增加的極端氣候及極端天氣 – 很遺憾颶

風/ 熱帶風暴桑廸並不是唯一一個。最近，USGS報導了 2012 年 1 月到 9 月

之間一些驚人的氣候事件，以及一些警示的研究與相關的數據。 

資料來源：Anything Geospatial GISUser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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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新聞 

 
下節內容主要是讓讀者了解其他地區發生的新聞，並呈現空間資料基礎建設實施情況的發展狀況。 

 
把它描繪出來：軟體可以協助解決住宅管理者的問題 
利用地圖來了解資料可以釋出土地，作為發展、吸引人才，以及消弭能源匱乏的用途。 

資料來源：守護者雜誌及地理空間世界周報 

 
航空影像：「時間機器之後的一件好事」 
康乃狄克州以擁有一張歷史性的快照為榮，因為如我們所知，世界二次大戰之前，州際公路系統建置之前，以及

城市近郊出現之前，美國少有其他地方有相配的生活。回到 1934 年，康乃狄克州完成了一項全州各地土地的航空

測量，以及一項程序用以產生數千張，9 x 9 黑白的經濟大蕭條時代農地及

瘋車前城鎮的照片。這在當時的美國是前所未有的壯舉。 

這些影像已經數位化並合成在一起了。和我們現代的相等設備比較，他們

毫不遜色，而谷歌衛星影像問市是 80 年後的事了。三一學院與康乃狄克州

圖書館大學地圖與地理資訊中心（更適當的說法是 MAGIC）之間的一項

計劃，提供我們一個機會去追蹤這個曲折的變化故事。 
資料來源：大西洋「城市」 
 
歐洲太空總署在西班牙部署軌道垃圾測試雷達 
新設計用來測試尋找軌道垃圾方法的雷達已在西班牙安裝完成；軌道垃圾會對太空航行造成危險。未來這個雷達

將會用來發展碎石警示服務，協助提升歐洲衛星操作人員的安全。 
資料來源：歐洲太空總署及 地理空間世界周報 
 
Esri公司的劇烈天氣地圖追蹤桑迪颶風 
美國環境系統研究所公司（Esri）有一個精緻的故事地圖，可以通知劇烈天氣更新、預估風

暴路徑，以及利益社會媒體海報的使用者。最新的地圖可以協助使用者追蹤桑迪颶風的動

向。 

資料來源：Anything Geospatial GISuser Blog 及Esri Public Information Map 
 
USA：陸軍兵團使用GIS提升效能 
結合視覺傳達，以及資料與分析的管道有助於美國的轉變方式。多虧比 GIS 更為知名的地理資訊系統技術，加耳

維斯敦地區的美國陸軍工程軍團正在整理他們的資產，服務群眾，以及和伙伴單位通信。 

資料來源：Dredging Today及地理空間世界周報 

 
回到目錄 
 

文章 

 
數位地球從願景到實務：讓公民產生的內容合理化 
數位地球國際期刊，2012 年第 5 期第 5 卷 

摘要 

數位地球(DE)最近在國際社會的贊助下，根據來自感應器及居民的即時資料，利用提倡互動及動態的架構，把願

景放在擴展空間資料基礎建設的範例上。這份報告協助發展願景，提出此為期 2 年研究計劃的報告結果， 探究其

範圍，從毎天社會網絡的大量訊息及照片中選取對於政策與科學有利的資料。考量權威來源所提供的資料品質，

這份研究已開發了一套半自動的工作流程，評估從推特及 Flickr 選取資料的適當性，並利用森林之火做為個案研

究，把他們和來自官方的資料進行比較。這項發現顯示，我們可以準確地發現法國 2011 年夏天 8 場火災中的 6 場

重大火災，而我們的官方來源歐洲森林火災資料服務並未提出其他 4 場由社會網絡發現的火災相關報告。這些發

http://www.guardian.co.uk/housing-network/2012/oct/11/housing-associations-using-data-maps
http://www.guardian.co.uk/housing-network/2012/oct/11/housing-associations-using-data-maps
http://beta.geospatialworld.net/newsletter/oct2212.htm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neighborhoods/2012/10/pre-sprawl-aerial-images-next-best-thing-time-machine/3612/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neighborhoods/2012/10/pre-sprawl-aerial-images-next-best-thing-time-machine/3612/
http://www.esa.int/esaCP/SEM2J93S18H_index_0.html
http://www.esa.int/esaCP/SEM2J93S18H_index_0.html
http://beta.geospatialworld.net/News/View.aspx?ID=25706_Article
http://beta.geospatialworld.net/News/View.aspx?ID=25706_Article
http://blog.gisuser.com/2012/10/25/esri-severe-weather-map-tracks-hurricane-sandy/
http://blog.gisuser.com/2012/10/25/esri-severe-weather-map-tracks-hurricane-sandy/
http://blog.gisuser.com/2012/10/25/esri-severe-weather-map-tracks-hurricane-sandy/
http://www.esri.com/services/disaster-response/hurricanes/latest-news-map
http://www.dredgingtoday.com/2012/10/12/usa-army-corps-uses-gis-to-improve-efficiency/
http://www.dredgingtoday.com/2012/10/12/usa-army-corps-uses-gis-to-improve-efficiency/
http://www.dredgingtoday.com/2012/10/12/usa-army-corps-uses-gis-to-improve-efficiency/
http://beta.geospatialworld.net/newsletter/oct2212.htm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7538947.2012.712273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7538947.2012.71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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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以及從處理大量在研究中所討論過的鬆散多國語言資料中所學習到知識，提供了對於政策與科學的社會網路

資料價值有助益的觀點，並協助推動數位地球的願景。 

關鍵字：數位地球、社會網路、自願性地理資料、資料品質 

 
正確、精準及諸如此類   Lewis Graham  著（本議題系列第一部） 
我最近參加了一場交通研究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的會議，我們感嘆這些看起來像「真的」資料（例如像影像及高密

度的 LIDAR 資料）讓觀察員做出準確性的錯誤結論。這引發了什麼是正確的討論，以及我們要如何向沒有以正常

方式處理的人傳達這些觀點？因此，開始的隨機觀點專欄將提出一些術語環境正確性與精準性。  

資料來源：LiDAR 新聞 

 
探究流域管理的自願性地理資料：一項測量方法   D. R. Paudyal、K. McDougall 及 A. Apana  著 
ISPRS Annals of the Photogrammetry, Remote Sensing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Sciences, Volume I-4, 2012 
XXII ISPRS Congress, 25 August – 01 September 2012, Melbourne, Australia 
摘要： 
草根階層社區團體及市民參與自然資源管理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了。ICT 工具及空間技術最近有了發展，這些

團體正在尋找新的機會以管理自然資源資料。土地照護團體、土地所有人及其他草根階層的社區團體透過他們的

自願者計劃搜集/產生了許多空間資料。州政府機關也對於取得空間資料/ 資訊通道，以及參與這些團體感到有興

趣，希望在他們的地圖繪製計劃之下搜集空間資料。本論文的目的為探究流域管理行動的自願性地理資料(VGI)的

可能用途。這份研究報告討論了流域管理的空間資料與空間資料基礎建設(SDI)的重要性，以及自願性地理資料的

出現。一份概念架構用來說明這些新興的空間資料應用，以及各種社區自願者活動如何協助區域層級一個更為融

合的空間資料基礎建設(SDI)發展。澳洲一項針對 56 個區域性自然資源管理主體的調查，被用來探討目前自然資

源管理活動相關的社區主導自願者活動，以及自然資源管理決策過程 VGI 計劃使用的可能性。這份研

究報告包括了自願性地理資料活動，具有極大可能性協助社區層級的 SDI 發展，以獲得更好的自然資

源管理(NRM)結果。 

 
關鍵字： 
自願性地理資料、空間資料、空間資料基礎建設、使用者產生內容、自然資源管理、流域管理 

 
地點在發現及創新所扮演的角色   Richard Florida  著 
本作者訪問了《事實的半衰期》（The Half-Life of Facts）一書的作者 Samuel Arbesman。  

企業家精神與創新沒有出現在空虛的心靈中；他們出現在某些地方。地理及群集所扮演的角色很明確。我們當

然都直覺地知道：不管理由為何，矽谷在企業家精神與創新的卓越表現是世界聞名，雖然我們不會想像很多人

都去安克拉治創業。   

資料來源：大西洋「城市」網站 

 
OGC網路圖徵及網格服務的表現測試： 有效能的地理空間資料存取    Giuliani, Dubois, Lacroix  著 
空間資料科學期刊 (JOSIS)， 論文審查中  
摘要：OGC 網路圖徵服務(WFS)與網路網格資料服務(WCS)的規格，讓我們可以透過空間資料基礎建設(SDIs)，取

得分佈式地理空間資料相互操作的通道。為了確保服務足以執行使用者的期待與要求，必須評量並監測服務的表

現以追蹤可能影響整體品質的潛在因素、瓶頸及錯誤。儘管資料的恢復及存取很重要，但是在整合分佈資料來源

時，少有以此為主題的研究發表，而且大多著重在服務的使用性。 

考慮到這些議題，這份論文(1) 提出一個開放的方法，用來測量由各個軟體所提供 WFS 及 WCS 不同的服務表現，

以及(2) 為資料提供者提供一些指引以改善他們的服務品質。我們的結果顯示，經測試的執行表現整體上令人滿

意，而記憶體微調/ 資料及儲存最佳化是提升服務效能及可靠性的重要因素。 

關鍵字：服務品質、表現、WFS、WCS、基準評價 

 
地理歷史欣賞的文藝復興   Adam Gopnik  著 
兩本新書原本想要把讀者定位在說服力及知識廣博的地理轉向形態，雖然其目的不同：Robert D. Kaplan 所著的

《地理的報復》（Random House出版社）主要是預言性的 [請見下列書籍與期刊]，而由美國密西根州教授Harm de 

Blij,所著的《地理學為什麼重要：比什麼時候都重要》（牛津出版社）實質上則是回顧性的。De Blij 希望學生多

讀點地理學；Kaplan要記者先想想地形。Kaplan的書可以用Ambrose Bierce的一句話來概括：「戰爭是上帝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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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darnews.com/content/view/9229/136/
http://eprints.usq.edu.au/21633/2/Paudyal_McDougall_Apan_ISPRS_2012_PV.pdf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jobs-and-economy/2012/10/role-place-discovery-and-innovation/3535/
http://josis.net/index.php/josis/article/view/112/84
http://josis.net/index.php/josis/article/view/112/84
http://josis.net/index.php/josis/article/view/112/84
http://josis.net/index.php/josis/article/view/112/84
http://www.newyorker.com/arts/critics/atlarge/2012/10/29/121029crat_atlarge_gopn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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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地理的方式。」特別的是，Kaplan堅決認為，伊拉克戰爭是教導新保守主義者關心地形的方法。他承認他

對於那場戰爭很熱衷，他認為那是一場大災難，該譴責的是缺少對於土地地形的關心。 
資料來源：紐約客雜誌 
 
ROMNOGRAPHY: 敘利亞朝海裡前進    Adam Gopnik  著 
美國總統候選人忽視中東的地理。 
資料來源：紐約客雜誌部落格 
 
測量員的角色變化     Matt Ball  著 
測量員的歷史角色已經由新的評量技術修改過了，不過數位行動則大幅度調整成實地考察工作。破壞性技術以

GPS 始於 1984 年，1993 年擴展成 RTK ，2000 年為 LIDAR ，機器控制，以及現在的無人飛機系統(UAS)。這些的

每一種技術已經改變了它們既有的測量方法，以及如何很快地搜集測量結果。  

… 

這個轉換角色的其中一項因素是 GPS 接收器的普遍化，因為毎一支智慧型手機都有。航行科技的消費者使用已經

增加了了解與利益。大家所期待的是更為準確的地圖資料。結果是，更為準確的利益為專業人員帶來更多的機

會。 

資料來源：亞洲測量與地圖繪製 

 
利用GIS來判定疏散庇護所的區域適當性   Junglan Yang、Yongjin Joo 及Chulmin Jun 
介紹  
每一年，世界各國，包括韓國在內，都因自然災害，像是地震、乾旱、洪災，以及人為災害，像是火災、爆炸與

建築物倒榻而承受人命及財產的損失。發生火災或災難時，首先該考慮的是人員的疏散，而緊急的疏散庇護所變

得非常重要。此外，了解指定緊急疏散庇護所的精確位置是緊急事件發生時，最重要的疏散方法之一。不過，與

發生災難或重大災害相關的最基本問題，是人員疏散時缺少預防與因應這類災害，或是對於災害復原的了解。為

了解決這類的問題，需要有效率且快速的處理，以及增加民眾對於災難及重大災害的了解。  

再者，緊急疏散庇護所的設施是否依照適當的標準建置完成，這點在很多方面都很容易引起爭議。而且， 雖然已

經有一些針對其適當性的研究，不過精確的標準仍然在制定當中。 目前，需要有標準來評估他們的適當性才能評

斷緊急疏散庇護所的設施是否依照適當的標準建置完成，以及他們是否也需要互補作用。這份研究在一開始審視

之前緊急疏散庇護所的標準要素，並呈現量化評量的要素。接下來，這份研究利用標準要素所產生的變量建置了

GIS 資料庫 ；這些標準要素是利用之前的研究結果所設計而成的。第三點，為了考量要素的重要性以設計緊急疏

散庇護所，這份研究應用了 AHP，呈現標準要素，以及評估他們的相關重要性與優先順序。最後，這份研究藉由

應用這份標準要素到測試的地區，透過分析結果製作了一份新的建議。   

資料來源：地理空間世界周報 

 
5D模型的原則   Peter van Oosterom 及Jantien Stoter  著 
摘要 
這份論文提出一個製作 5 維空間資料模型的方法。除了 3 維的幾何圖案呈現，以及時間的 4 維，我們確認了規模

是 5 維的特性。考量規模是地理資料的另一個特點，和其他特點完全整合是一個新的方法。透過概念式 5D 閉聯

集當中地理資料的正式定義，這些資料可以利用整合方法來處理，以確保橫跨規模與時間的一致性。因為這是個

新的又具挑戰性的方法，因此我們選擇逐步法研究 5 維的幾個組合， 最後製作出最理想的 5D 模型。我們也提出

把多維模型的數學理論應用在地理資料區域裡多維模型建置完成的原則上。這個結果是 3D 空間+時間+規模空間 

(例如沒有重疊，沒有缺口) 概念式的全然分割，藉以了解資料管理系統的 5D 資料模型。 

資料來源：地理空間世界周報 

 
最長的線   Albert "Skip" Theberge, Jr   著 
美國海岸與大地測量局執行的重大計劃當中，最著名的是第 39 次平行測量，那是第一個橫跨大陸的三角測量。這

項工作從 1871 年開始動工，將近 30 年都沒有完工。靠近第 39 次平行測量的西方邊界，主要計劃三角測量的周

圍，是最大的層狀火山沙斯塔山，它座落在喀斯喀特山的南邊終點附近。沙斯塔山的高度是海拔 14,179 英呎，位

於加州沙加緬度谷地的北方終點。它的名字據說是早期俄國移民所取的，白色或是純潔的意思，是根據它幾乎全

年被白雪覆蓋的山頭而命名。 雖然位於北緯 41.4 度，因為它的高海拔，是引人注目的地標，美國海岸與大地測量

局(C&GS)選擇它來判決這座高山的位置。  

http://www.newyorker.com/online/blogs/newsdesk/2012/10/romney-and-syrias-march-to-the-sea.html
http://www.newyorker.com/online/blogs/newsdesk/2012/10/romney-and-syrias-march-to-the-sea.html
http://www.asmmag.com/201210184370/the-changing-role-of-the-surveyor.html
http://beta.geospatialworld.net/Paper/Technology/ArticleView.aspx?aid=30344
http://beta.geospatialworld.net/Paper/Technology/ArticleView.aspx?aid=30344
http://www.amerisurv.com/content/view/1064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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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美國測量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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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與學術期刊（包含影片與網路出版品） 

 
Varanka, D.E., 2012, In地理空間語義及科技研討會手冊 
U.S. Geological Survey Open-File Report, 2012–1109, 107 p. 
摘要 
這個研討會是利用標準的網頁伺服器來介紹地理空間語義及實際操作練習的個別指導。本研討會分為兩個主題，

即利用取自美國地質調查局及開放實體倉儲的國家地圖資料所製作的網頁一般語義，以及地理空間語義的特別範

例。一般語義包括資料及公用語義檔案的存取。特別主題包括地理空間語義資料，以及水文地理學、運輸、邊界

及姓名等強化語義資料的存取。開放實體倉儲提供開放來源本體供民眾使用。 
 
下一世代的數位地球 
一份名為《下一世代的數位地球》的論文於 2012 年 6 月 21 日刊登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這份論文的目的

為更新 10 多年前 Al Gore 提出的數位地球觀點，重新檢視數位地球科學發現的過程，分析目前的工作，以及預報

未來的發展。 
 
作者Robert Kaplan解釋地理的重要性   地球及郵件的Michael Posner 著 

Robert Kaplan不是強烈反對機械化或自動化的盧德分子。他說：「我接受社會媒體革命 – 科技

已經瓦解很久了。不過，地圖仍然很重要。」事實上，大西洋月刊的國際 通訊記者認為現代通

信「讓地理更為寶貴，而不是無關緊要。」 

他撤銷了 2003 年對於大舉入侵伊拉克的支持，因為他覺得華盛頓當局不在乎對於土地的衝擊，

而他現在寫了一本名為《地理的報復：地圖告訴我們未來的影響，以及與命運對抗》 的書。 

他在這裡給了地球及郵件的 Michael Posner 5 個地球爆發點的例子，在他看穿地理棱鏡的時候能

更為合理。 

1.  以色列和伊朗           2. 伊斯蘭化 3. 中國掘起      4. 印度-巴基斯坦    5. 普丁的妄想症 

  加拿大呢? 
 
SDI 實施指南 
SDI 實施指南的維基版本，已經更新了第 10 章，反映最新的標準版本及通俗版本。我們在找編輯更新其他章節。

大約下次GSDI 大會之前的三個月，我們會找一天制定「2013 年SDI 實施指南」的PDF版本。透過PDF檔案及訂定

出版日期，它可以闡明文件的參考及引用資料，並提供一個時間情境。 

如果您對協助更新任何章節有興趣，請與Douglas Nebert連絡。 

 
新地理網站 
 
繪製倫敦地圖部落格 
 
徵求論文: 以電腦、環境及都市系統進行自願性地理資訊地理分析的特別企劃 
自願性地理資訊(VGI) 
論文提交 
原著論文的長度為 6000 到 7000 字。請依journal的作者指南提交論文。歡迎論文作者提交補充資料，包括原始資

料、輸出資料及源代碼；我們特別鼓勵作者可以把補充資料集結起來以方便有興趣的讀者複製。作者來到提交程

序的「論文類別」時應該要點選「特別策劃」，並在投稿信上確認「VGI地理空間分析」的特別企劃。首次使用

者本人需登記為作者。 
重要日期： 
論文提交截止日：2012 年 12 月 30 日 
接受通知：2013 年 5 月 30 日 

http://pubs.usgs.gov/of/2012/1109/
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2/06/20/1202383109.full.pdf+html
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2/06/20/1202383109.full.pdf+html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world/author-robert-kaplan-explains-why-geography-matters/article4593404/?cmpid=rss1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world/author-robert-kaplan-explains-why-geography-matters/article4593404/?cmpid=rss1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world/author-robert-kaplan-explains-why-geography-matters/article4593404/?cmpid=rss1
mailto:ddnebert@usgs.gov
http://www.newgeography.com/
http://www.newgeography.com/
http://mappinglondon.co.uk/
http://mappinglondon.co.uk/
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computers-environment-and-urban-systems/call-for-papers/call-for-papers-a-special-issue-on-geospatial/
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computers-environment-and-urban-systems/call-for-papers/call-for-papers-a-special-issue-on-geospatial/
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computers-environment-and-urban-systems/call-for-papers/call-for-papers-a-special-issue-on-geospatial/
http://ees.elsevier.com/c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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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2013 年 8 月 30 日 
編輯特別企劃: 
Bin Jiang - 瑞典耶夫勒大學科技及建造環境系地理資訊組 
Jean-Claude Thill – 美國北卡羅來納大學夏洛特分校地理及地球科學系 

紐約時報邊界部落格 
國家是以分割它們在土地上劃出的界線所定義出來的。但如何決定這些界限－為什麼有些界線很奇怪？邊界

探索全球地圖背後的故事，每次探索都是一條界線，一則故事。 
Frank Jacobs著 

Frank Jacobs 是駐倫敦的作家與部落客。他書寫有關地圖製作的文章，但只涉獵有趣的部分。其另一部落格

為奇妙地圖。 
 
主題的地圖繪製部落格 
以 Mapnik 繪製的地形地圖 

地理學家Ragnvald Larsen部落格 
繪製挪威自然管理理事會地圖的地理學家。他的工作包含致力於發展輔助計畫。 
 

國際社會數位地球–2012 年 8 月新聞報 

 

對地理空間產業、開放標準與共享資源的看法  Cameron Shorter部落格 

 

紐西蘭－SDI食譜第六章－政府與產業不斷前進 

 

地理空間專家嘉年華#3－Geo Faithful分享的沉思與超酷事件 

 
開放地球 5, 國際gvSIG會議發行的雜誌電子檔 
 

SDI 雜誌 

http://cameronshorter.blogspot.com/2011/06/memoirs-of-cat-herder-coordinating.html 
鵜鶘媽媽：人類永續發展期刊 

2012 年 1 月期刊已經刊登。 
 

LiDAR新聞, Vol 2, No 19（2012 年 9 月） 

http://www.gisuser.com/content/view/25690/28/ 
LiDAR News magazine (2012 年秋天第 2 卷第 5 號) 
 

思想季刊–谷歌新線上雜誌 

 

協調月刊 PDF（2012 年 6 月） 

 

SERVIR–非洲社群新聞 

 

GIS使用者－GIS及地理空間科技新聞 

 

國家地理雜誌網站 

mailto:bin.jiang@hig.se
mailto:Jean-Claude.Thill@uncc.edu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category/borderlines/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category/borderlines/
http://bigthink.com/blogs/strange-maps
http://blog.thematicmapping.org/
http://blog.thematicmapping.org/
http://www.mindland.com/wp/
http://www.mindland.com/wp/
http://www.digitalearth-isde.org/news/ISDE-Newsletter.html
http://www.digitalearth-isde.org/news/ISDE-Newsletter.html
http://cameronshorter.blogspot.com/2011/06/memoirs-of-cat-herder-coordinating.html
http://www.geospatial.govt.nz/sdi-cookbook-chapter-6-government-and-industry-moving-forward
http://www.geospatial.govt.nz/sdi-cookbook-chapter-6-government-and-industry-moving-forward
http://www.geospatial.govt.nz/sdi-cookbook-chapter-6-government-and-industry-moving-forward
http://www.geospatial.govt.nz/sdi-cookbook-chapter-6-government-and-industry-moving-forward
http://www.gisuser.com/content/view/25690/28/
http://www.gisuser.com/content/view/25690/28/
http://www.gisuser.com/content/view/25690/28/
http://www.gisuser.com/content/view/25690/28/
http://www.gisuser.com/content/view/25690/28/
http://www.gisuser.com/content/view/25690/28/
http://jornadas.gvsig.org/descargas/magazine
http://jornadas.gvsig.org/descargas/magazine
http://jornadas.gvsig.org/descargas/magazine
http://jornadas.gvsig.org/descargas/magazine
http://jornadas.gvsig.org/descargas/magazine
http://jornadas.gvsig.org/descargas/magazine
http://www.sdimag.com/
http://www.sdimag.com/
http://www.sdimag.com/
http://cameronshorter.blogspot.com/2011/06/memoirs-of-cat-herder-coordinating.html
http://www.pelicanweb.org/solisustv08n01page1.html
http://www.pelicanweb.org/solisustv08n01page1.html
http://www.lidarnews.com/newsletter/Vol2No19.htm
http://www.lidarnews.com/newsletter/Vol2No19.htm
http://www.lidarnews.com/newsletter/Vol2No19.htm
http://www.gisuser.com/content/view/25690/28/
http://lidarnews.com/emag/2012/vol2no5/index.html
http://thinkquarterly.co.uk/#aboutthebook
http://mycoordinates.org/pdf/jun12.pdf
http://www.servirglobal.net/africa/en/News/CommunityNews.aspx
http://www.servirglobal.net/africa/en/News/CommunityNews.aspx
http://www.servirglobal.net/africa/en/News/CommunityNews.aspx
http://www.gisuser.com/
http://www.gisuser.com/
http://www.gisuser.com/
http://www.gisuser.com/
http://www.gisuser.com/
http://www.nationalgeographic.com/
http://www.nationalgeograph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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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城市網站包括地圖 

 

專業調查員雜誌 

 

美國驗船師（八月 29 日） 

 
My Co-ordinates e-zine – 10 月號（PDF檔） 
 
回到目錄 
 

趣聞軼事! 

 
為什麼 iPhone沒了谷歌地圖是件好事 
蘋果公司決定把谷歌地圖從 iPhone 裡刪除，為自家的蘋果地圖鋪路； 蘋果地圖缺少公車或火車的資料，其他的

缺陷已經點燃大眾通勤族的怒火。不過，儘管不方便，運輸科技愛好者，像是 George Aye（他們最近的新歡是

芝加哥運輸應用軟體）也認同把谷歌地圖從 iPhone 裡刪除可能為蘋果帶來希望： 一個多星期之前，iOS 6 問市

後就有超過 1 億人改用這個較小、在地的交通應用軟體，以趕上創新流行。 
資料來源：大西洋「城市」 
 
蘋果手機地圖的使用者那兒都不去   Andy Borowitz  著 [警告 –諷刺性作品] 
儘管庫克出面道歉，但是他只是輕描淡寫地說只有少數的蘋果客戶受到這個地圖技術性小毛病的影響：「這只會

影響到某些蘋果客戶的行程。如同我們所認知，我們大部份客戶只是在蘋果專賣店之間往返。」 

資料來源：紐約客 Borowitz 的報告 

 
玉米迷宮的地理學 – 哇，華盛頓州！ 
這位作者並不是真的玉米迷宮粉絲，不過，他真的挖地圖，所以他必須給華盛頓

州的這個迷宮兩個讚 – 這肯定是地理學家的夢想！這個迷宮位於華盛頓州的

Snohomish 郡，有著華盛頓州的外型，裡面有主要道路、河流與主要陸標，像是太

空針塔和聖海倫火山……真是令人佩服!  
資料來源：AnyGeo blog 
 

在停車場遺失車子的性別心理學家 
一些研究人員曾在應用認知心理學期刊刊登他們的發現；有一次，他們在花園及大賣

場(我們認為應該是荷蘭的家得寶賣場)出口的路上攔住115 名購物者。後來，他們花

了 10 分鐘訪問駕駛有關平常停車時會疏忽的事，如記住停車場的地圖，估計與目的

地的距離，以及用什麼方法記住停車位。後來，研究人員跟著這些人回到車子（這是

問卷上的題目，字面上的說法是「我們可以跟著你到車子那裡嗎﹖」） 

資料來源：大西洋「城市」 

 
荷蘭- 加溫的自行車道 
荷蘭的城鎮希望進行先導測試為自行車道加溫，或是建置一公里花費 20,000-40,000 歐元的地熱基礎建設，如此一

來就可以融化早上通勤路上的積雪與結冰。 

這項計劃背後的藏鏡人 Marcel Boerefijn 表示，越少車禍省越多錢，能花越少的鹽去增加道路磨擦力，並且減少

車輛的花費。Boerefijn 先生說，最後的淨成本可能會比在道路上擺放稻草還要低。 

資料來源：大西洋「城市」 

 
 
有趣的影帶 – Durham的死亡之橋將會毁壞任何的高大卡車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posts/map/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posts/map/
http://www.profsurv.com/
http://www.amerisurv.com/newsletter/28MAR2012.htm
http://www.amerisurv.com/newsletter/28MAR2012.htm
http://www.amerisurv.com/newsletter/28MAR2012.htm
http://www.amerisurv.com/newsletter/28MAR2012.htm
http://mycoordinates.org/pdf/oct12.pdf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technology/2012/10/why-losing-google-maps-iphone-good-thing/3466/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technology/2012/10/why-losing-google-maps-iphone-good-thing/3466/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technology/2012/10/why-losing-google-maps-iphone-good-thing/3466/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technology/2012/10/why-losing-google-maps-iphone-good-thing/3466/
http://www.newyorker.com/online/blogs/borowitzreport/2012/09/apple-advises-maps-users-not-to-go-anywhere.html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bios/andy_borowitz/search?contributorName=Andy%20Borowitz
http://blog.gisuser.com/2012/10/18/the-geography-of-corn-mazes-wow-washington-state/
http://blog.gisuser.com/2012/10/18/the-geography-of-corn-mazes-wow-washington-state/
http://blog.gisuser.com/2012/10/18/the-geography-of-corn-mazes-wow-washington-state/
http://blog.gisuser.com/2012/10/18/the-geography-of-corn-mazes-wow-washington-state/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commute/2012/10/gender-psychology-losing-your-car-parking-lot/3675/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commute/2012/10/gender-psychology-losing-your-car-parking-lot/3675/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acp.2844/abstract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commute/2012/10/invention-we-wish-we-had-heated-bike-lanes/3706/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commute/2012/10/invention-we-wish-we-had-heated-bike-lanes/3706/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neighborhoods/2012/10/durhams-bridge-death-will-decapitate-any-tall-truck/3707/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neighborhoods/2012/10/durhams-bridge-death-will-decapitate-any-tall-truck/3707/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neighborhoods/2012/10/durhams-bridge-death-will-decapitate-any-tall-truck/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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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年來，一名北卡羅來納州的男性記錄了一座 11 英呎 8 英吋高的橋樑，對於交通所產生驚人的毀滅性影響。資料

來源：大西洋「城市」 

 
乘坐城市的交通系統免費時，會發生什麼事﹖ 
紐西蘭 – 公車轉車 
來源：大西洋「城市」 
 
谷歌街景車抓得住大峽谷 – 步行背包客 
我們現在對於谷歌街景車（以及他們的 Nokia 親戚）都很熟悉。他們在城市裡到處穿梭，捕捉真實世界裡的資

料。不過，還是有些地方到不了；谷歌真的很想拍攝那些地方的影像，好比說，大峽谷。  

另外，谷歌不愧是谷歌，他們一起腦力激盪出一項解決方案：把我們所知道的照相設備從

車上移到背包上。他們把這個新裝置稱為 Trekker，透過電話控制（顯然是 Android 作業系

統），能自動捕捉影像。 

資料來源：Google blog 、大西洋「城市」及LA 時報 
 

最近得到真實的東西，失去重要的東西嗎?  在能感覺的時候就盡量享受，因為會越

來越不容易。 
現在多數 25 歲以下的年輕人很難記得使用折疊地圖是什麼時候的事了 (或是至少什

麼時候在店裡買了折疊地圖，以及以後不會再使用折疊地圖)。認為現在影響力最大

的地圖是製圖師手上的新品種地圖是一種令人震驚的想法。 

資料來源：BBC及地理空間世界周報 

 
回到目錄 
 

教育訓練 

 
免費參加雪梨GNSS遙測研討會 
在新南威爾斯大學（UNSW）澳洲空間工程研究中心，以及測量與地理空間工程學校的時候，我們對於所有應用

類型的位置產生極高的興趣；為了大型工程基礎建設的發展，以傳統的方式確定或重新確定歷史上的土地界線；

為了海床位置及石油與瓦斯探勘，以傳統的方式控制採礦作業。過去 20 年來，衛星定位已經改變了測量人員及空

間資訊專業人員的作業方式以提供正確位置。 
免費參加全球定位衛星系統(GNSS)遙測(RS)研討會 
時間︰2012 年 12 月 5 日星期三 
地點：澳洲雪梨新南威爾斯大學肯森頓校區演講中心M17 
費用：免費參加 
感謝Ross Johnson提供本則訊息 
 
課程焦點：空間資料科學碩士 
墨爾本大學課程焦點：空間資料科學碩士 
空間資料對任何經濟基礎建設都是很重要且不可或缺的。各行各業以及許多層面上都需要，例如土地佔有權的制

度、建立環境模型、食物製作、災難管理、建立氣候變遷的模型、工程、建築與都市規劃等應用也都有此需求。 
目前空間資料從業者的短缺加上澳洲與國際間逐漸擴大的需求，相關科系畢業的學生都會有薪資不錯的工作機

會。 
取得更多空間資料科學碩士的資訊及獎學金機會。 

利用Esri ArcGIS學習使用HTML5 
獲得 HTML5 的簡介，並學習以 ArcGIS API JavaScript 和 ArcGIS 線上使用 HTML5 科技。 
資料來源：GIS User與ES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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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atimes.com/business/technology/la-fi-tn-google-grand-canyon-20121026,0,4335732.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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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eta.geospatialworld.net/newsletter/oct15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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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hemelbourneengineer.eng.unimelb.edu.au/2012/02/course-spotlight-master-of-spatial-information-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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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isuser.com/content/view/259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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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覽無疑：大型 3D雷射掃描 
如果您錯過了現場網絡研討會：”一覽無疑：大型 3D雷射掃描”，不用擔心。現在您可在網上隨時觀看！ 

給開放空間社區的電子學習 
我們很高興地通知ELOGeo（利用地理空間的開放數據，開放源碼和開放標準的電子學習框架）的課程資源庫已

準備就緒。 
ELOGeo是英國諾丁漢大學地球空間科學研究中心由JISC贊助，並與英國曼徹斯特大學一起合作的計畫資助的專

案，諾丁漢大學地理資訊科學中心和曼徹斯特大學的土衛卓越中心（Mimas Centre of Execellence）合作。

ELOGeo主要的合作者有開放原始碼地理資訊基金會，開放式地理空間協會（OGC），英國地形測量局，諾丁漢

公開賽，國際製圖協會（ICA）和gvSIG協會。 
請至ELOGeo網站了解更多相關資訊 

gvSIG 培訓平台開放給 gvSIG 用戶的第一期培訓班課程 
gvSIG 協會試圖通過網上課程提供更多的學習機會，並發布新的學習平台：gvSIG 培訓。同時，gvSIG 協會推出

官方認證計畫。 
這是自由測繪科學訓練過程的下一步，需要建立線上的培訓中心，拓展到 gvSIG 計畫的可持續性，打破地理障

礙，且由最優秀人才進行訓練。 
在這個平台上，你會發現不論在使用者層級或研發者層級上，都有多種語言版的 gvSIG 計畫使用課程的不同應

用。課程清單將視各種團體的不同需要，開發出不同的 gvSIG 和自由測繪科學的專業課程（數據庫，地圖服務器

等等）並逐漸推廣。 
gvSIG 培訓提供的課程屬於訓練途徑的一部分，因此需要獲得 gvSIG 的官方認證。 
欲了解更多資訊，請參考： 
–gvSIG培訓：<http：//gvsig–training.com/> 
–gvSIG認證：<http：//www.gvsig.com/services/certification> 

通過遠距教學的地理資訊系統培訓班 
新南威爾士州的尼佤利納 tafe 學院（RiverinaTafe） 
以下的課程，涵蓋所有完整的地理資訊系統課程，這些課程可以透過遠距離教學，讓您在幾個學期中完成學業。 

空間資料空間資料系統.（GIS）的三級證書Certificate III in Spatial Information Services（GIS） 
空間資料空間資料系統.（GIS）的四級證書Certificate IV in Spatial Information Services（GIS） 
空間資訊服務文憑（GIS）Diploma of Spatial Information Services（GIS） 

來源：新南威爾士州河 

參與式空間資訊管理和溝通培訓手冊現已上線 
註冊稅務師（CTA）和農發基金（IFAD）合作出版英文和西班牙版的培訓手冊是一項獨特的產品，目的是為了滿

足用戶的需求，確保員工獲得參與空間資訊管理和交流，並提供最好的訓練。線上版本是在 2011 年初開始推出

的，DVD版本在 2010 年 12 月推出。訓練套件包含 15 個模組。模組涵蓋整個頻譜具有良好的發展實踐光譜 – 動
員社區發展的傳播戰略的基礎上，參與測繪活動的結果。這些模組相關的主題，像是訓練的基本原則、倫理道德

及社區基礎與過程，以及更多技術上的低科技、中科技及高科技的地圖繪製方法。使用者可以決定想要自行了解

什麼內容，以及什麼時候學習。利用多媒體訓練包(MMTK) 方法所製作的產品已經開發出來了；這個方法可以讓

你挑選最符合你需求的模型、單位及要件，並發展出一套適合你個人需求的課程。 
出版者：荷蘭和意大利羅馬的國際農發基金的瓦赫寧根農發基金的技術中心 
資料來源：農業和農村合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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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機會、獎項、獎學金 

 
開放地理空間聯合研討會- 澳洲與紐西蘭論壇 
2012 年 11 月 19 日星期一 -坎培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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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A辦公室, Level 2, 113 Canberra Ave, Griffith, ACT 2603.  連絡 

點子挑戰王 
點子挑戰是全球環境與安全監視大師（GMES Masters）競賽的核心。GMES Masters 邀請學生、企業家、新成

立公司及中小型企業，為 GMES 創新的商業用途提供意見，以確保 GMES Masters 網路線上資料庫的安全。利

用 GMES 資料的可行商業用途的最佳點子將獲頒獎項以茲鼓勵。得獎者將可獲得 10,000 歐元現金，以及一個讓

其想法進一步發展為六個 ESA 商業籌劃中心（BICs）其中之一的機會。相關的獎勵至少價值 60,000 歐元。 

ESA App挑戰 
歐洲太空總署（ESA）將頒發 ESA App 挑戰獎給手機全球環境與安全監視（GMES）的最佳應用點子。提案者需

提出一個以上的 GMES 重要主題（土地、海洋環境、大氣、氣候變化、緊急應變管理）。ESA 正在尋求可以讓

企業快速獲利的點子。此應用需包含 GMES 資訊及新聞的基礎應用，以及一個以上可以提供使用者即時地點相關

資料的特定內容模型。優勝者將獲得成為六個全歐 ESA 商業籌劃中心（BICs）其中之一的機會（至少價值

60,000 歐元）。 

歐洲太空影像高解析度挑戰 
歐洲太空影像（EUSI）是歐洲首屈一指的超高解析度（VHR）衛星資料供應商。EUSI將頒發使用最先進VHR衛

星資料的最佳應用點子獎。應用的點子必須是容易執行、具永續性、低成本及高效能。參加者需提出詳細的應用

方式，包括商業觀點。優勝者將獲頒價值 20,000 歐元以上的 EUSI 衛星資料套裝軟體，以進一步發展獲獎的應用

點子。 

DLR 環境挑戰 
DLR 正在尋求地球觀測新的應用方式，特別是提供環境及氣候地圖繪製的企劃案，同時也歡迎利用地球觀測來管

理能源永續供應的提案。除了任何型式的非衛星資料之外，提案者須以免費或商業形式取得的既有或即將產生的

地球觀測衛星資料為基礎。由提案者所創造出來的產品或服務應支持來自環境評估機構或企業的專業人員，或者

適用於一般大眾及客戶導向的市場。地區性及全球性的應用與服務均可提案，此外，我們特別歡迎連結服務與使

用者的創新方法，此類提案也必須描述執行的真實情境，與一般大眾或商業利益相關的情境都可以。優勝者將根

據進一步實現該想法所需的要求，獲頒研討會的入場券或得到初步指導的服務。 

最佳服務挑戰 
最佳服務挑戰邀請服務提供者在重要的全球環境與安全監視大師（GMES）的主題當中，把既有的服務概況上傳

到 GMES 大師競賽的網站上。最佳服務挑戰的主要目的是增進現行地球監測服務及對於歐洲居民利益的了解。優

勝者將得到由歐洲聯盟所財務支持的永續衛星資料名額。 

T–系統雲端運算挑戰 
T–系統將頒發雲端運算挑戰獎給最佳的全球環境與安全監視（GMES）應用或服務的點子，這些點子可以利用雲

端運算模型基礎建設服務（IaaS），透過使用者導向的入口網站或行動設備提供需要的地球觀測資料。T–系統將

協助優勝者實踐得獎的計畫。他們將支持優勝者將創新的計畫付諸實行，並成為長期的合作伙伴。 

刺激地理空間產業的挑戰 
新加坡土地局推出OneMap Challenge促進商業與社區上，先進地圖專用個人電腦與行動裝置應用程式的發展。 
OneMap Challenge提供應用程式發展者一個平台，讓他們透過他們發展的應用程式展現他們的創造力。他們發

展的對象為增加的高科技人口和企業，其中包含由中小企業協會（ASME）代表的人口或企業（中小企業協會

（ASME）為當中一個競賽贊助單位）。The Challenge旨在促進潛在事業夥伴間的合作來創造對企業與一般大眾

有用的位置基礎應用程式。 
OneMap Challenge備有兩項現金$20,000 元的大獎以及其它吸引人的獎項，被分為兩類–於網路瀏覽器上執行的

網路應用程式，與於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或其它可攜式裝置執行的行動應用程式。 
請至http：//www.sla.gov.sg/OneMapChallenge網頁來獲得更多關於OneMap Challenge的資訊，並至

http://www.facebook.com/OneMap瀏覽OneMap的facebook網頁。 
資料來源： Geospatial World and SLA press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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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Denise.McKenzie@dse.vic.gov.au
http://www.gmes-masters.com/ideas-challenge
http://www.gmes-masters.com/esa-app-challenge
http://www.gmes-masters.com/esa-app-challenge
http://www.gmes-masters.com/esa-app-challenge
http://www.gmes-masters.com/european-space-0
http://www.gmes-masters.com/dlr-environmental
http://www.gmes-masters.com/dlr-environmental
http://www.gmes-masters.com/dlr-environmental
http://www.gmes-masters.com/best-service
http://www.gmes-masters.com/best-service
http://www.gmes-masters.com/t-systems-cloud
http://www.gmes-masters.com/t-systems-cloud
http://geospatialworld.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3850:challenge-to-spur-the-geospatial-industry&catid=75:miscellaneous-events
http://geospatialworld.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3850:challenge-to-spur-the-geospatial-industry&catid=75:miscellaneous-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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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機會 

 
越南提供測量人員有利可圖的機會 
越南政府目前正投資大約 6000 萬美元在地籍地圖繪製。Dang Hung Vo 教授說明這對於測量人員有何意義。 
資料來源：地理空間世界 

地理資訊招聘系統作業局推出新的網站：www.gisjobboard.com 
新網站提供發布和搜索地理資訊系統與地理空間學科工具給員工和求職者。 
地理資訊系統作業局已推出一個專門處理地理資訊系統和其他地理空間學科的新網站。新網站使得雇主和求職者

容易發布內容和搜索履歷表。該網站成立的宗旨是滿足GIS社群日益增長的需求，並幫助招聘和搜尋工作。訪客

還可以選擇不同的語言來瀏覽網站，使得他們更方面獲得他們要的資訊。註冊用戶可以通過電子郵件使得他們更

方便地獲得他們有興趣的工作或履歷表。除此之外，使用者如果有聯繫別人的需求，也可以使用私人訊息。 

欲得知更多有關地理資訊系統工作作業局的詳細資訊，請參觀他們的網站，網址在www.gisjobboard.com 
 

會議活動內容 

 
第 4 屆數位地球高峰會在紐西蘭威靈頓圓滿閉幕 
第 4 屆數位地球高峰雙年會於 9 月 2-4 日於紐西蘭威靈頓舉行，主辦單位是數位地理國際研討會(ISDE)。這次高

峰會的主題為「數位地球及科技」，由威靈頓市議會及紐西蘭土地資訊局所共同舉辦。本次會議的三個主題包括

數位環境、恢復活力的城市，以及成長的數位。會中有 15 位主講人及 75 份簡報，吸引大約來自超過 20 個國家

的 200 位代表與會。 
 
FIG Working Week 2012 Rome May 6 – 10, 2012 
2012 年 FIG 工作周將於 2012 年 5 月 6   –  10 日在羅馬展開 
技術計劃及論文集 

 

第十三屆GSDI魁北克大會圓滿成功 2012 年 5 月 14 – 17 日 
所有大會登記者都可以免費獲得一本限量的精選論文集「政府、產業及公民的空間賦能：研究及發展觀點」。大

會的論文及摘要可至GSDI協會網站下載。 

第七屆 3D地理資訊國際大會於 2012 年 5 月 16 – 17 日在加拿大魁北克舉行 
 
氣候變遷研究專題討論之GI科學及遙測報告 
2012 年 3 月 1 – 3 日於印度庫曼大學阿摩拉 SSJ 校區舉行 

2012 年馬來西亞地理空間論壇 
第 1 天（3 月 6 日）、第 2 天（3 月 7 日），全體出席於國家大樓舉行會議 

開啟星球 5，為國際 gvSIG會議International gvSIG Conference 發表的雜誌，目前已有電子格式。 

回到目錄 
 

http://www.geospatialworld.net/index.php?option=com_interview&int=1&view=managetemplate&id=255&Itemid=644
http://www.geospatialworld.net/index.php?option=com_interview&int=1&view=managetemplate&id=255&Itemid=644
http://www.gisjobboard.com/
http://www.gisjobboard.com/
http://digitalearth-isde.org/news/367
http://digitalearth-isde.org/news/367
http://digitalearth-isde.org/news/367
http://digitalearth-isde.org/news/367
http://www.fig.net/pub/fig2012/techprog.htm
http://www.fig.net/pub/fig2012/techprog.htm
http://www.gsdi.org/gsdiconf/gsdi13/prog_details.html
http://www.gsdi.org/gsdiconf/gsdi13/prog_details.html
http://www.int-arch-photogramm-remote-sens-spatial-inf-sci.net/XXXVIII-4-C26/
http://www.int-arch-photogramm-remote-sens-spatial-inf-sci.net/XXXVIII-4-C26/
http://www.int-arch-photogramm-remote-sens-spatial-inf-sci.net/XXXVIII-4-C26/
http://www.int-arch-photogramm-remote-sens-spatial-inf-sci.net/XXXVIII-4-C26/
http://www.int-arch-photogramm-remote-sens-spatial-inf-sci.net/XXXVIII-4-C26/
http://www.int-arch-photogramm-remote-sens-spatial-inf-sci.net/XXXVIII-4-C26/
http://www.int-arch-photogramm-remote-sens-spatial-inf-sci.net/XXXVIII-4-C26/
http://www.int-arch-photogramm-remote-sens-spatial-inf-sci.net/XXXVIII-4-C26/
http://www.int-arch-photogramm-remote-sens-spatial-inf-sci.net/XXXVIII-4-C26/
http://www.int-arch-photogramm-remote-sens-spatial-inf-sci.net/XXXVIII-4-C26/
http://www.asmmag.com/201205043668/report-on-gi-science-and-remote-sensing-for-climate-change-studies-workshop.html
http://www.asmmag.com/201205043668/report-on-gi-science-and-remote-sensing-for-climate-change-studies-workshop.html
http://www.asmmag.com/201205043668/report-on-gi-science-and-remote-sensing-for-climate-change-studies-workshop.html
http://www.asmmag.com/201205043668/report-on-gi-science-and-remote-sensing-for-climate-change-studies-workshop.html
http://www.geospatialworld.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4204%3Amalaysia-explores-geospatial-opportunities&catid=75%3Amiscellaneous-events&Itemid=1
http://www.geospatialworld.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4204%3Amalaysia-explores-geospatial-opportunities&catid=75%3Amiscellaneous-events&Itemid=1
http://www.geospatialworld.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4204%3Amalaysia-explores-geospatial-opportunities&catid=75%3Amiscellaneous-events&Itemid=1
http://www.geospatialworld.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4223%3Ageospatial-sector-should-strive-to-become-more-useful&catid=75%3Amiscellaneous-events&Itemid=1
http://www.geospatialworld.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4223%3Ageospatial-sector-should-strive-to-become-more-useful&catid=75%3Amiscellaneous-events&Itemid=1
http://www.geospatialworld.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4223%3Ageospatial-sector-should-strive-to-become-more-useful&catid=75%3Amiscellaneous-events&Itemid=1
http://www.geospatialworld.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4212%3Aplenary-showcases-g-tech-in-nation-building-&catid=75%3Amiscellaneous-events&Itemid=1
http://www.geospatialworld.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4212%3Aplenary-showcases-g-tech-in-nation-building-&catid=75%3Amiscellaneous-events&Itemid=1
http://jornadas.gvsig.org/descargas/magazine
http://jornadas.gvsig.org/descargas/magazine
http://jornadas.gvsig.org/descargas/magazine
http://jornadas.gvsig.org/descargas/magazine
http://jornadas.gvsig.org/descargas/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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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及活動 

如您欲了解最新一期的活動或國際上關心的重要議題，請瀏覽 GSDI 網站上的會議活動公告，本次列出的活動清

單僅限於亞太地區的會議。 

歡迎對此會議，活動消息，和通訊有興趣的訂戶來信洽詢。 

有興趣舉辦AARSE 2014 年和今後會議 
徵求有興趣在未來或 2014 年 10 月舉辦第 10 屆「非洲環境遙控偵測協會」(AARSE)兩年一度國際會議的夥伴。

第 9 屆將會在 2012 年 10 月於摩洛哥舉行。 

日期 地點 活動 
2012 年 11 月   

11 月 13 日- 15 日 
 
 
 

新南威爾斯大學

澳洲雪梨 
第 3 屆室內定位及室內導航國際會議 (IPIN)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oor Positioning and Indoor 
Navigation (IPIN) 
連絡 
 

11 月 19 日- 22 日 
 
 

倫敦 
英國 
 
 

世界永續技術大會 (WCST-2012) 
World Congress on Sustainable Technologies (WCST-2012) 
技術共同主辦：IEEE UK/RI 小組 
論文提交：提交論文，請瀏覽 
重要日期： 
論文全文提交日期：2012 年 9 月 20 日 
延伸摘要（進行中工作）提交日期：2012 年 9 月 30 日 
研討會及個別指導計劃：8 月 31 日 
研討會及個別指導接受通知：9 月 10 日 
產業簡報/ 特別專題計劃：8 月 31 日 
摘要接受/ 拒絕通知︰10 月 10 日 
產業簡報/ 特別專題計劃接受通知：9 月 10 日 
論文接受/ 拒絕通知：10 月 1 日 
完稿延伸摘要截止日：10 月 19 日 
完稿論文截止日：10 月 19 日 
提早註冊截止日：2012 年 8 月 1 日 – 2012 年 10 月 15 日 
最後註冊截止日：2012 年 10 月 16 日 – 2012 年 11 月 1 日 
會議期間：2012 年 11 月 19 – 22 日 
 

11 月 20 日-23 日 
 
 
 

坎培拉 
澳洲  

spatial@gov®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2012 
徵求論文 – 提交截止日：2012 年 8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5:00        
連絡 
 

11 月 26 日-30 日 
 
“最新” 
 

芭達亞 
泰國 

The 33rd ACRS (Asian Conference On Remote Sensing):  
第 33 屆ACRS大會 (亞洲遙測大會):  
瞄準智能空間感測 
這次大會是由泰國科技部地理信息與空間技術發展局及亞洲遙測學會

(AARS)所共同舉辦。 

  
11 月 27 日- 30 日 
 
 

蘇瓦 
斐濟 
 

2012 年太平洋GIS & RS會議 
2012 Pacific GIS & RS Conference 
摘要提交截止日：2012 年 9 月 30 日簡介 

http://lists.gsdi.org/pipermail/sdi-africa/2010-November/001135.html
http://lists.gsdi.org/pipermail/sdi-africa/2010-November/001135.html
http://lists.gsdi.org/pipermail/sdi-africa/2010-November/001135.html
http://lists.gsdi.org/pipermail/sdi-africa/2010-November/001135.html
http://www.surveying.unsw.edu.au/ipin2012/
http://www.surveying.unsw.edu.au/ipin2012/
http://www.surveying.unsw.edu.au/ipin2012/
http://www.surveying.unsw.edu.au/ipin2012/
http://www.surveying.unsw.edu.au/ipin2012/
http://www.surveying.unsw.edu.au/ipin2012/
mailto:ipin2012@unsw.edu.au
mailto:ipin2012@unsw.edu.au
http://www.wcst.org/
http://www.wcst.org/
http://www.wcst.org/
http://www.wcst.org/Paper%20Submission.html
http://spatial.cebit.com.au/
mailto:events@hannoverfairs.com.au
mailto:events@hannoverfairs.com.au
http://acrs2012.gistda.or.th/
http://acrs2012.gistda.or.th/
http://acrs2012.gistda.or.th/
http://acrs2012.gistda.or.th/
http://acrs2012.gistda.or.th/
http://acrs2012.gistda.or.th/
http://acrs2012.gistda.or.th/
http://acrs2012.gistda.or.th/
http://acrs2012.gistda.or.th/
http://picgisrs.appspot.com/
http://picgisrs.appspot.com/
http://picgisrs.appspot.com/
http://picgisrs.appspot.com/
http://picgisrs.appspot.com/
http://picgisrs.appspot.com/
http://picgisrs.appspot.com/file/page/blog/flyer/GIS%20Conference%20Flyer%202012.pdf
http://picgisrs.appspot.com/file/page/blog/flyer/GIS%20Conference%20Flyer%2020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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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年大會的主題為「繪製太平洋資源地圖」，適時地在最近 Rio+20 
聯合國大會結束後召開；Rio+20 聯合國大會提到為了永續發展及決

策為目的全球地圖繪製相關事項，並確認了可靠地理空間資訊的價

值。本世界大會更認定要盡己所能收集資源及環境資料，以支持發展

中國家。 
延續以往太平洋GIS & RS會議的慣例，本次會議的參加者不需付

費，會議的所有費用完全由地區機關、技術廠商及國際機構所贊助。

今年，德國技術合作公司（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GIZ）GmbH將支持本會議，贊助來自東加、萬那

杜及所羅門群島的簡報獲選人。為了符合資格，簡報主題需與森林、

農業或是GIS/RS的環境應用相關，並自動連結到氣候變化議題。摘

要提交截止日為 9 月 30 日，而決選時視情況將要求提交實際簡報的

補充資料。想要了解更多資訊及登記 
 

11 月 28 日- 30 日 
 
 
 
 
 
 

瓦倫西亞 
西班牙 

8th International gvSIG Conference 
第八屆gvSIG國際大會 
「創造未來：科技、團結及商業」。 
徵求論文。目前企劃書可寄至email；提交論文將由科學委員會担任

評審以決定是否納入大會程序。有兩種交流形式：論文及海報。有關

於相關規定的資訊可以在交流組找到。摘要提交截止日為 9 月 28
日。 
對本活動合作有興趣的機關可在下列網站參閱相關資訊：如何參與合

作。 
  

2012 年 12 月   

12 月 8 日- 12 日 
 
“最新” 

吉達 
沙烏地阿拉伯 
 

ISOTC211 Plenary and Working Group meeting 2012 
2012 年ISOTC211 全體及工作小組會議 
摘要提交最後日期：2012 年 10 月 14 日 

ISO/科技委員會 211 地理資料/地理信息負責國際標準化組織(ISO) 地

理資訊系列標準。這些標準可能為了管理(包括定義及敘述)、取得、

處理、分析、存取與呈現資料，以及以數位/電子形式在不同使用

者、系統及地點之間傳輸這類資料，而對地理資料、方式、工具及服

務進行詳細說明。 

  
本次ISOTC211 全體及工作小組會議 將包括為期 3 天的研討會（2012

年 12 月 8 – 10 日。）這個研討會為地理空間使用者、決策者、技術

提供者、研究人員、學者與學生提供機會，得以向本地的廣大讀者呈

現他們的個案研究、研究工作及技術報告。為了讓您從這個機會獲得

最大利益，舉辦單位邀請您積極參加這次會議，提交下列主題的摘

要：: 
第一天主題: 
建立一致性國家架構資料的挑戰 
海岸地區地理空間架構 
地理空間資料模型說明 
地理入口網站與地理空間資料登記 
地理空間資料管理與分享政策 
資料取得感應器(LiDAR、數位照相機、GPS 與 INS) 
第二天主題: 
開放來源 GI 應用使用案例：政府、GIS 的參與、位置為本服務、健

康、能量、水資源、氣候變化等等…… 

NSDI (NCGIS)的執行：立法手段、協調與組織模型、資料政策與資料

http://picgisrs.appspot.com/
http://picgisrs.appspot.com/
http://jornadas.gvsig.org/
http://jornadas.gvsig.org/
http://jornadas.gvsig.org/
http://jornadas.gvsig.org/
http://jornadas.gvsig.org/
mailto:conference-contact@gvsig.com
http://jornadas.gvsig.org/8as/comunicaciones
http://jornadas.gvsig.org/8as/how-to-collaborate
http://jornadas.gvsig.org/8as/how-to-collaborate
http://www.isotc211jeddah.org.sa/workshops.html
http://www.isotc211jeddah.org.sa/workshops.html
http://www.isotc211jeddah.org.sa/workshops.html
http://www.isotc211jeddah.org.sa/workshops.html
http://www.isotc211jeddah.org.sa/workshops.html
http://www.isotc211.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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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通 
E 化政府計劃 – 整合地理空間服務為 E 化服務 

地理空間政府的能力建立與技能要求 

教育與知能提升 

大學參與創新與研究 

第三天主題: (行動標準) 

第三天的重點為行動標準，包括下列主題： 

地理空間資料製造者 

地理空間資料使用者 

NSDI (國家空間資料基礎建設) 

支持 SDI 策略 
12 月 9 日 - 10 日 
 
 

吉隆坡 
馬來西亞 

全球導航衛星系統亞洲暨大洋洲區域研討會 
Asia Oceania Regional Workshop on GNSS 
連絡 
 

12 月 11 日- 14 日 
 
“最新” 
  

吉隆坡 
馬來西亞 

19th Session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al Space Agency 
Forum (APRSAF-19) 
第 19 次亞太地區空間機構論壇 (APRSAF-19) 
主題: 透過創新的空間計劃提升生活品質 
連絡：aprsaf19@aprsaf.org….或是傳真：+81-3-6266-6908 

2013 年 2 月   

2 月 11 日-13 日 
 
 
 

丹佛 
美國 

國際LiDAR地圖繪製研討會 (ILMF) 
International LiDAR Mapping Forum (ILMF) 
徵求論文，邀請有興趣者於 2012 年 9 月 28 日前網路提交摘要 
連絡 
 

2013 年 3 月   

3 月 18 日-19 日 
 
 
 

新加坡 第 1 屆ACE年度國際大會 
1st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E: 
徵求 2013 年論文 
重要日期 
論文全文提交日期：2012 年 11 月 23 日 
作者通知：2012 年 12 月 7 日 
完稿論文截止日：2012 年 12 月 31 日 
提早註冊截止日：2013 年 1 月 18 日 
最後註冊截止日：2013 年 2 月 13 日 
連絡 
 

3 月 25 日-27 日 
 
 “最新” 

安曼 

約旦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s Middle East, 2013 
2013 年中東空間資料基礎建設 
中東的地理資料系統及其功能的發展相當快速。過去十年來，政府了

解到毎天取得與使用大量資料的必要性。個體部門或單位擁有工具來

分析、使用及散播資料會在政府，甚至在國家層級造成缺口。參加由

約旦皇家地理中心所舉辦的空間資料基礎建設中東大會的好處:   

- 探索地理資料系統，以及您所屬機關如何從聯合及可達成計劃中獲

得利益 

- 與資深政府決策者討論未來的 SDI 發展計劃 

- 了解末端使用者的 GIS，以及地理空間規定與考量的解決方案 

-  找出面臨建置 SDI 的挑戰，以及克服的方法 

-  了解如何透過 SDI 的發展改善政府部門的溝通 

-  學習最新科技，以及最適合您 SDI 計劃的科技 

 

http://www.multignss.asia/workshop.html
http://www.multignss.asia/workshop.html
mailto:ws@multignss.asia
mailto:ws@multignss.asia
http://www.aprsaf.org/annual_meetings/aprsaf19/meeting_details.php
http://www.aprsaf.org/annual_meetings/aprsaf19/meeting_details.php
http://www.aprsaf.org/annual_meetings/aprsaf19/meeting_details.php
http://www.aprsaf.org/annual_meetings/aprsaf19/meeting_details.php
mailto:aprsaf19@aprsaf.org
http://www.lidarmap.org/conference/Default.aspx
http://www.lidarmap.org/conference/Default.aspx
http://www.lidarmap.org/conference/Default.aspx
http://www.lidarmap.org/conference/Default.aspx
http://www.lidarmap.org/conference/Default.aspx
https://secure.smartregister.co.uk/events/Intelligent-Exhibitions/2013/ILMF-CFP/start.aspx
mailto:Emma.crane@intelligentexhibitions.com
mailto:Emma.crane@intelligentexhibitions.com
http://www.ace-conference.org/index.html
http://www.ace-conference.org/index.html
http://www.ace-conference.org/index.html
http://www.ace-conference.org/index.html
http://www.ace-conference.org/index.html
http://www.ace-conference.org/index.html
http://www.ace-conference.org/index.html
mailto:info@ace-conference.org
mailto:info@ace-conference.org
http://www.sdimiddleeast.com/
http://www.sdimiddleeast.com/
http://www.sdimiddleea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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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 4 月   

4 月 15 日-19 日 
 
 
 

坎培拉 

澳洲 
2013 年測量及空間科學會議 
Surveying & Spatial Sciences Conference 2013 
徵求論文日期延至 2012 年 10 月 6 日 
 
 

4 月 22 日-26 日 
 
 
 

北京 
中國 
 
 

 

第 35 屆環境遙測國際討論會(ISRSE35) 
3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 (ISRSE35) 
第 35 屆環境遙測國際討論會的論文由英國 IOP 出版公司出版。秩序
冊則可以透過 IOP 會議錄: 地球及環境科學取得。所有出版的論文由
EI Compendex 提供檢索。  
歡迎對於 ISRSE35 主題有興趣的作者提交原始手稿。根據 IOP 會議
錄同儕審閱政策的規定，提交至 ISRSE35 的原稿需經過同儕審閱以
確保其高品質的科學內容及書寫流暢無誤的英文。 
摘要提交 
意者應提交論文概要。 
● 所有提交資料以英文書寫。 
● 摘要需在2012年9月30日之前交至技術程序委員會。 
● 論文接受通知將在2012年12月10日前寄發。 
● 每一位論文發表作者需在2013年2月25日星期一之前完成註冊並支

付註冊費，以確保其論文列於程序冊當中。 
● 請透過下列網站提交摘要 
http://www.isrse35.org 
● 所有摘要需以網路方式提交。 
重要日期： 
開放報名：2012年9月10日星期一 
摘要提交截止日：2012年9月30日星期日 
專題研討會報名截止日：2012年10月30日星期二 
通知寄發日：2012年12月10日星期一 
早鳥報名截止日：2013年1月25日星期五 
定稿論文截止日：2013年2月15日星期五 
作者報名截止日：2013年2月25日星期一 
標準報名截止日：2013 年 4 月 15 日星期一 
連絡方式： 
ISRSE35  Secretariat (秘書處) 
E-Mail: isrse35@ceode.ac.cn 
Tel: +86 10 8217 8969   
Fax: +86 10 8217 8968  
網站: www.isrse35.org 
地址: 中國科學院地球觀測及數位地球中心（Center for Earth 
Observation and Digital Earth, CAS）, No. 9 Dengzhuang South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94, P.R. China 

2013 年 5 月   

5 月 6 日-10 日 
 
 
 

阿布加 

奈及利亞 
FIG 工作周 
The FIG Working Week 
本工作周將聚集來自全球的測量員及土地專家共同討論非洲的重大議

題。本會議是由FIG，以及FIG在奈及利亞的三個會員協會之一的奈

及利亞測量員研究中心（NIS）所共同舉辦。  
 

5 月 13 日-16 日 鹿特丹 地理空間論壇Geospatial World Forum是一個展覽暨會議，總是能

http://www.sssc2013.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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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isrse35@ceode.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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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蘭 以其發人省思的相關主題激發地理空間社群。今年的會議將安排於

2013 年 5 月 13-16 日，在荷蘭鹿特丹的Beurs世界貿易中心舉行；

其主要目的為增加我們對於目前以地理空間產業來增加價值的貨幣化

觀念的了解；主題為「貨幣化地理空間價值及實務」。 
請提交你的摘要。詢問。 
 
重要日期 - 

摘要提交截止日 2012 年 10 月 15 日 

摘要核准通知 2012 年 11 月 4 日 

演講者登記 2012 年 12 月 15 日 
 

2013 年 8 月   

8 月 26 日-29 日 
 
 
 

古晉 
砂勞越 
馬來西亞 
 

第 8 屆數位地球國際座談會（ISDE8） 
本次會議將在馬來西亞砂勞越省古晉市舉行，主題為「化知識為永續

實踐」。 
 
作者摘要指南                             截止日：2013 年 2 月 2 日 

2013 年 11 月   

11 月 4 日-8 日 
 
 
 

阿地斯阿貝巴 
衣索匹亞 

GSDI 14及AfricaGIS 2013: 
全球空間資料基礎建設協會、非洲環境資訊系統、國際地理空間學會

及聯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UNECA)很高興宣佈聯合舉辦第 14 屆

GSDI 世界大會及 2013 年 AfricaGIS 大會。 
大會主題為「空間資訊讓非洲經濟發展及減少貧窮」 

 
2014 年   

 
 

馬來西亞 
 

馬來西亞將在 2014 年主辦（國際測量師聯合會）FIG 大會，這項決

定是在 2010 年澳洲雪梨的 FIG 大會所做出的決議。 
 

 
訂閱SDI–AP請於線上申請，連絡編輯群請以email方式連絡。 
全球空間資料基礎建設協會（Global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Association） 
請在討論本期電子報內容項目往來之信件中載明SDI–AP為您的訊息來源。 
免責聲明：編輯者與網站提供者將不會對任何錯誤、失誤、印刷錯誤或不正確之資

訊負法律上之責任。 

http://www.gsdi.org/�
http://geospatialworldforum.org/2013/submit_abstrac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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