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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EDITOR

此次刊物主題為無題
為什麼為無題呢?

因為追夢就該像高空彈跳一樣~
不要顧慮
不要拘束
放膽去想
放膽去作

那樣的行動才最能表達真正的自己!!!

大家一起朝自己的夢想邁進吧!!!

文/測量107 劉瑋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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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專訪
王驥魁 教授

•	 成大測量系副教授-2012至今
•	 成大測量系助理教授-2006~2012
•	 美國南密西西比大學研究員
•	 美國康乃爾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博士
•	 美國康乃爾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碩士
•	 台大農業工程學系學士	
•	 專長/研究領域：遙感探測、空載光達、地面光達、測深光
達、海洋光學、空間統計

									大一、大二可能對王驥魁老師相當陌生，因為大三
才上得到王老師的課，也就是對於遙測領域的接觸。老
師上課的步調不疾不徐，從來都不急著講完課本的所有
章節，卻是對每個細節都解說詳盡，各種問答、舉例、
小實驗，都讓學生對觀念的理解更加徹底與清楚。你或
許以為老師從大學以來就是在做遙測的，但實際上老師
與遙測的緣分到大學畢業都還沒展開呢！

王驥魁老師(此圖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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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遇的引導
大學、碩博時期
        老師的母系是台大的「農業工程學系」，其實也
就是水利，學生時期還真的學過蓋豬舍與灌溉排水這類
技術，但是糊里糊塗就到了大三，當時本來有一堂遙測
的選修，但是因為要跟女朋友去修通識課，所以沒有上
到，老師的這句話逗笑了小編們，看不出平常上課有些
嚴肅嚴謹的王老師，在年輕時期也是這麼隨興所至，為
愛奔走！
        人生階段中，我們被迫給出有關未來志願與方向
的答案，每個人都必須回答以後到底要幹嘛的問題。老
師輕鬆地談著：「我讀書讀得不錯，教人不就是最簡單
的事嘛！所以教書對我來說是個很合理的方向啊，我高
中就想過以後要當大學老師。沒為甚麼，生活要過就得
有個方向。」聽著、笑著，人生方向這回事就這樣被老
師講得沒這麼複雜了，邊走邊過就是老師一路走來的方
式。
      「成為一個大學教授，你需要一個博士學位。」這是
老師高中時一位清大教授給他的建議，於是也就朝著這
個目標繼續前進。當時要申請研究所，還是水利背景，
因為也沒修過遙測，所以各個土木系研究所申請表格工
作填一填、寫一寫，就這樣決定了、出國了，進入康乃
爾單純就是際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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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外的文化衝擊很大，開學第一天就是個當頭棒
喝。台灣的開學第一堂課通常是點個名，但是到了美國
卻不是這樣，第一天三堂課的老師都把所有課上滿，還
都出了作業，而且班上同學的發問也很精闢，這樣的學
習節奏是十分有成效的。經過第一年的努力後，老師對
於水利仍然興趣不深，康乃爾剛好有教授是在鑽研遙測
領域的，於是轉往遙測跑道，後來順利拿到碩士學位，
繼續讀博士。碩士畢業後結婚的老師，認真攻讀博士，
為的就是盡早與家人團聚。

花漾大學生活----童軍社經驗
        大學時期是老師玩得最瘋狂的時期，本來想加入登
山社，卻因為安全關係遭到長輩勸阻，改進童軍社，感
受輕鬆步調的登山經驗。除了當社員受學長姊照顧外，
也當過總召，辦過大大小小的活動。老師說，辦活動的
過程中會犯的錯也幾乎在那時候都犯過了，換言之，
老師因為當時的致力投入、參與、體驗，讓他學到了
辦活動時的許多技巧。而2015年ISRS(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emote Sensing)便是由老師主辦，老師
自信地說：「當時的經驗真的對現在在處理活動相關事
務時，有很大的幫助。」因此老師也鼓勵我們多參與「
大活動」，而非「小活動」，如此才能較深刻地學習如
何「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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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這年(執教時期)
       在系館遇到老師，一定有印象老師常常走得匆匆忙
忙的，很納悶到底在忙甚麼？老師提到他自己在念PHD
時的指導教授也時常忙得約不到人，在這樣等待的過程
中，時常已經自行解決問題了，那時也納悶自己的老師
沒教幾堂課，沒幾個研究生，有甚麼能忙？
       當上老師才知道，其實教一個小時的課，備課是需
要三到四倍的時間的，早年甚至需要準備八至十小時！
加上系上、校外都有會議要開，偶爾要參加研討會，平
時要指導學生、要交論文，更有其他瑣事像學測面試、
學校問卷等等需要處理。
       除了教學與研究本身，處理事情的份量也不少，
這與學生時期只要顧好自己的吃飯、睡覺、程式的日子
非常不同。也因為進入一個組織治理的體系，所以需要
顧及到他人，於是就得分掉許多時間在配合組織的管理
上，不過老師也說這種組織分工其實也是我們以後人生
必須面對的一項重要瀝練啊!

王驥魁老師(此圖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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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老師問到其特殊的教學方式——喜歡點同學回答問題、「
問到底」的堅持… …。老師說也許是因為本身專業養成主要在國
外，也或許是因為「代溝」的關係，他發現大約從前三屆開始，
他上課時拋給學生他認為會引起興趣的例證或是問題，都漸漸得
不到回應，這其實讓他感到十分沮喪，而那些行為也都是因應這
份沮喪的對策。
       老師說國外的教學環境和台灣大不相同，國外的學生什麼
樣的問題都問，甚至是把老師講解的內容，經過自己理解、吸收
後，從頭到尾再向老師再重複一次所有邏輯，並向老師詢問他的
理解方式是否正確的同學都有，被問這樣問題的老師見怪不怪
外，還會再向同學傳授其他相關延伸知識呢！而老師說他有時候
還能因為如此而想到自己未曾思考到的層面，獲益良多。而老師
一直有個理念，便是希望自己教過的學生，在未來回想自己上過
的課程內容時，能夠有基本的了解，甚至說出所學內容，而不是
腦袋一片空白。
        因此當他發現，同學們對他的教學方式，及他所拋出那些他
認為同學應該感興趣的問題不再熱情，甚至沒有任何回應、出考
題時學生看不懂題意，甚至是有部分同學，無論講授幾次都無法
清楚理解時，老師便開始以上課點人回答問題的方式，首先喚起
所有同學的注意，也在一問一答過程中了解學生是不是真的理解
課程。必要時刻，也會請已經融會貫通的同學替他向另一位同學
傳達課程概念。 

        老師認為得不到回應和「代溝」問題，是讓他最無奈，同時
也是讓他最感到沮喪的原因。因此學弟妹倘若有什麼課程上的問
題，也許可以盡量勇敢舉手提問，一方面幫助周遭同學注意力，
一方面也能對老師的教學有所回應，讓老師了解大家的學習狀
況。

教學理念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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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女友、家庭、孩子
       談及最令人期待的「女朋友」，老師邊笑邊大方
地向我們分享有關於「另一伴」的故事。大學時代的
童軍社其實就是與當時的女朋友、現在的老婆相識的地
方，談起當年與老婆一起參與的種種，老師也不免會心
一笑，而碩班畢業就結婚的老師，現在已經有三個孩子
了。談到孩子，老師語氣就多了幾分溫柔，不過老師也
說當父母真的很忙，因為要時時關心小孩子，不管是在
學校的課業或與同儕的相處......等，有時必須給他們正確
的觀念，而且重點是三個小孩每一個都非常、非常的不
一樣。聽得出辛苦，不過口中那份身為三個獨特孩子的
父親而有的驕傲感，自然流露。
      但是眼看著最大的女兒就要升上國中了，陪著孩子經
歷這一切，老師幸福地感嘆道：「就像是把自己糊裡糊
塗過完的童年再重溫一次，其實很不錯啊！有了小孩就
覺得原來這是個完整人生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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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生的期許
      不像一般的老師，認為學生應該要立定志向與目標，
按部就班、循規蹈矩地朝著自己的夢想前進，老師給我
們的期許，反而有種「跟著命運走」的感覺。
但「跟著命運走」並不表示無所事事，一切交由命運掌
管的消極態度。而是多走出去嘗試，多跨出腳步去體
驗。
       而問及老師是否鼓勵學生們出國深造，老師認為能
去多見識，有何不可？而出國的原因，可以是因為求職
條件，可以是因為單純想精進專業，不管目的為何
，老師認為，只要清楚自己「為什麼要出國？」而不是
漫無目的過生活就好。
       聽了老師的求學故事之後，可以很深刻地感受到老
師對生命保有一定程度的瀟灑態度。也許認真在每個當
下之後，就跟隨命運，讓命運帶你去你應該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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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該選擇課業還是活動？

那就兩個都選！

李啓民學長專訪
文/測量106 吳亮瑜 林展慶

是誰，不但讓我們能在大大小小的活動中看到他
的身影，同時也是宿營、3S營系上兩大活動的總
召，更連拿三年的書卷獎？而身為青春活力大學
生的我們，是否常常覺得課業和活動無法同時兼
顧呢？

這次我們有幸採訪到啓民學長，讓我們一起來聽
聽他的經驗分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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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DUCTION
姓名  : 李啟民

生日：82年7月7日
系級：測量104級

興趣：打球、閱讀、看電影、教學
座右銘：機會是留給敢抓的人

重要經歷：
102學年度測量系學會 副會長
測量系106級迎新宿營 總召

第一屆3S科技空間資訊營 活動長
第二屆3S科技空間資訊營 總召

測量系100 101 102學年度 書卷獎
國高中補習班教學經驗

國高中數理科家教教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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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營及3S營的經歷
       參與過大大小小的活動中，擔任系上兩大活動──3S
營和宿營的總召時，因為身負重任，相較之下也較為吃
力。因為宿營是自己系上的學弟妹參加，單純帶活動比
較簡單，也因為辦過比較多年所以形式上大致固定不會
有太多變動；而3S營目前還處於草創階段，需蒐集許多
資訊且經過不斷變革才能逐漸找到方向。最困難的部份
是招生和課程設計，因為我們不是熱門科系，大家可能
比較想去醫學、電機……等等較為知名科系的營隊;而課程
設計方面，如何讓課程達到能吸引學員且理論實務並重
是一項艱鉅的任務。更重要的是，3S營對外代表著系上
整體形象，壓力非同小可。
       而辦營隊最大的收穫是認識了許多人，在負責繁雜
的事務時也學到很多與人社交的溝通技巧。像是要連絡
場地、教授老師諸如此類的事情，都有助於累積人脈，
如此一來，往後若遇到事情也比較方便處理。

測量李助教
      啓民學長大一到大三皆獲得書卷獎的殊榮，因此在
系上人人都稱呼 他「助教」。除了在課業有優異表現
外，同時學長也擔任過「下至國小，上至高中」的家
教，更曾於補習班任教過。由於面對教學總是樂在其
中，總會自己編寫講義、出考卷。大一時，付出相當多
的時間在經營家教這份工作。而支持學長的動力不外乎
是那種很喜歡教書的感覺，每當教導的學生有所進步時
就會很有成就感。印象最深刻的是，之前教過的一位國
中生，原本學校考試都不及格，但是最後基測考了很不
錯的成績，成績一出來便馬上打電話致謝！學長除了替
他感到很高興，也深深的體會到，教育真的是一件大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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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是什麼？
        當初選填志願時是照著分數高低排序，對於測量系
可以說是完全沒有概念。但後來一路念下來，並不覺得
排斥，也因為實習出外業可以活絡筋骨，相較一直坐在
教室有趣多了；而大一、大二學的只是一些基礎科目，
到大三才學到專門的科目，像是攝影測量、大地測量、
遙感探測等科目，才發現測量系其實接觸到的層面很
廣，其中技術的應用或許會涉及更多領域。因而認為測
量不但有它傳統的一面，更有許多新穎的科技不斷萌
芽，是相當具有發展潛力的領域。回首這四年，不會後
悔加入測量系！

課業VS活動
        在課業跟眾多活動之間，如何取得完美的平衡？
「上課專心聽講」最重要，不要把疑問帶回家！內容如
果能在上課消化完更好，這樣就多了很多時間可以盡情
的去享受活動，考前也不必太費工夫。另外強烈建議大
家不要為了準備考試或報告而通宵，這是很傷身體的且
事倍功半的行為。除了要會分辨事情的輕重緩急，更要
做好時間的管理、規劃好適合自己的讀書策略。關於課
業，其實這些問題都是老生常談，最重要的還是自己的
決心。

測量科目其實不難
        到目前為止，基本上覺得系上沒有太困難的科目，
稍微覺得有壓力的是大地測量。因為它偏向理論的東
西、感覺較為空泛和抽象，有時候不太能全盤的理解且
公式又非常多，但如果能充分了解每個公式所代表的涵
義和每個原理背後運行的機制，準備起來也是能駕輕就
熟的。在此啓民學長表示：各位學弟妹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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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覺時間──
大一二：平均大槪12~1點
大三：課業變得比較繁重、又有許多活動、打工，加上擔
任系會的副會長，所以比大一二晚一點，平均大槪2~3點。
P.S 上課不會睡覺，除非真的撐不下去，如果是很無聊的課
就會自己找事情來做，不會浪費時間。

來臺南，就是要吃美食
        宵夜首推勝早煎餃，真的很屌！再來還有中華路上的
義成土魠魚羹(24hr)、大同路上的香圃麵店，美食的話有大
豆豆餐飲屋(嫩骨飯)、開元路上萬紅刀切麵的甜抓餅$35(很
大喔)(還有洛神花茶可以一直喝)、海安路上的矮仔成蝦仁
飯、武廟旁的老騎士咖哩專賣店、五妃廟的杏仁豆腐……臺
南真的太多啦，不勝枚舉。

看了這麼多，是否對測量系和啓民學長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呢？想知道更多關於啓民學長的故事，歡迎找啓民學長聊
聊、或到他的粉絲專頁參訪喔！

FB搜尋：左擁右抱之測量李助教

-13-



實習面面觀
前言

       對於剛進入大一的我們，對測量系多少會有些許的
模糊懵懂，對自己現在所學的知識如何應用在實務上覺
得困惑紊亂，對未來的前途方向多少會有點感到焦慮緊
張，系上非常貼心地為了我們與各方面有關測量的公營
與民營公司接洽，在全台灣各地釋放出許多的名額，讓
我們各位同學可以在暑假休息期間到自己的所在地鄰近
的公司，去獲得課本以外學習不到的知識，也可以好好
培養自己，知識不是死的，讓自己提早去了解現今所學
的知識如何使用在實務上，也為我們未來的學習有所助
益，充實自己的暑假，一同過出精彩的每一天。
    測量系向來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並不是說說而已，
熱情的學長姐為了我們撥空在炎熱的中午來分享他們曾
經的實習經驗，每位學長姊都不藏私滔滔不絕分享他們
的實習故事，過程中歡笑聲不斷，有些人講得臉紅氣喘
抱怨不堪回首的經驗，決定以後絕對不做相關產業；有
些人卻對自己所待過的公司讚譽有加，甚至未來已經想
往那家公司發展，講得相當詳細，深怕青澀的我們對這
方面還是毫無頭緒。事不宜遲，我們還是趕快來看看各
位學長姐的精采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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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喬學長：分享了他在防災中心的實習，時間為期了一
個月，而在前一個星期，會先跟大家介紹防災中心，從
隸屬的機構到處理的事件與範疇…等。在實習的過程中，
他們透過分組的方式進行，組員們得到一個主題，在圍
繞著那個主題一同訂定一個標題，開始著手為這個題目
找資料，接著就每天一到公司與組員一起討論那個報
告，有點類似期末報告，一直到實習的最後一天分享自
己組裡的報告給主管人員們評鑑，而學長也表示這是比
較偏向研究、實驗室類型的一種實習。
    
竹吟學姊：分享了他在九幅民營企業的實習，所作的內
容是地質類型較偏地科系的範疇，與測量系較沒有直接
的關係，表示裡面的員工只有總經理是測量系畢業，其
他員工並非測量的專業人員。實習的內容為停車格的屬
性輸入，透過行經的街景車，將兩邊的停車格輸入，再
進行各個時期數化前後比對。正恰好實習完，大三的課
程也與此實習相關，念起來相較於輕鬆，實習完後軟體
能學到的不多，但對一個專案進行過程較清楚，還可以
去看看周遭的同事做的事務，對未來更有概念。

亮頤學長：則到一間私人測量公司實習了一個半月，是
一間傳統測量公司，負責地籍、導線等，前半個月在
內業幫忙數化道路圖，後一個月在外業幫忙水溝數化的
工作，會跟著師傅們到那個地區把所有水溝拍照、量深
度，也有幫忙導線測量，幫忙架稜鏡等，學長也覺得出
外業很有趣。

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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曜新學長：大二升大三的暑假到公家機關實習，處理一
些行政的事情之外，公家機關與私人公司不同於地籍測
量，因為所有權人土地涉及隱私，都是由公家單位進行
測量，但因為工作量大，所以還是會外包給私人公司，
但相對內容較少，也要保證資料的保密，而另一大部份
的工作在於舊有的地圖數位座標化，數位化的時代，舊
有的大量地圖數位化也是一大工程，也十分重要。另外
在公家機關實習的好處就是可以接觸到儀器校正的過
程，平常我們實習所用的儀器都被老師告知已經校正過
了，但從來沒了解過其過程，在公家機關可以完全體驗
到其過程，是個不錯的經驗。

晏羽學姊：也是大二升大三的暑假到私人公司實習，是
一家美國衛星影像的代理商，美國衛星拍下來的影像，
若台灣有人想要取得，需要透過該公司取得，而工作內
容就是影像的處理，將美國傳過來的衛星影像做加工的
處理，看似困難的工作內容，但完全不用擔心，公司會
耐心的教導實習生，所以很快就能上手，而且實習的為
期多長，是可以跟公司商量的，不用擔心跟想做的事撞
期，是一個很棒的工作經驗，但具有先備知識在實習中
滿重要的，若你了解影像處理背後的涵義，工作內容才
會實習的目的，能與學校內習得的知識結合，不然就只
是純粹的技術操作，不需要是本系也是可以輕鬆應付。

瑋哲學長：大一時到國有財產屬(公家機關)，公司的工作
內容如名字一樣，就一直在鑑界，而大一去公家機關實
習得缺點就是不會接觸很專業的東西，所以通常做些文
書處理，偶爾會有外業可以觀摩，更能了解該部門的工
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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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閎學長：在台北政府土地開放總隊實習了一個月，大
約有一半的時間都在外業，土地開發總隊，顧名思義他
們的工作地點都是未開發的地方，為下一個可能的重要
建築、地標，做土地測量，但工作內容當然不只如此，
還會去台北的車道上做車道中心點測量，當然公家機關
多少會做一些鑑界的工作，而台北市的鑑界特別重要，
因為每一坪的土地都十分的昂貴，所以需要格外的小
心，這個部門十分適合喜歡玩全站儀的同學，對全站儀
不熟的也會百鍊自得。

珮晴學姊：分享了她大一到新北市政府地理測量科的經
驗，前兩個禮拜，學姊在衛星組實習，在那個單位裡，
有一位測量技師和8位測量助理在辦公室，大部分時間都
在出外業，技師負責處理衛星資訊，測量助理們就負責
出外業架GPS，而學姊在出外業的時候就會一起幫忙，
學姊有提到有趣的是：因為GPS要架在制高點，所以常
常需要爬山、爬水塔等，測助們都展現身手，神乎其技
的架著GPS，而學姊對出外業的評價很好，相對於在辦
公室裡處理數據，學姊後兩個禮拜到地籍科，該單位負
責數化、量測土地邊界，在辦公室裡可以幫忙標土地
邊界點、出外業，學姊也說到，相對於私人機關，公家
機關的壓力比較小，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可以在下班
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用再管上班時候的事。隔年，
學姊到式新工程，原來的中華工程，在那裡，學姊到地
理資訊組，負責幫忙處理通用版電子地圖，因為地圖每
一年都要更新內容，如果有遷地址或改正原來錯誤的地
方，需要出外業更新正確的資料，在那裡學姐也分享比
較特別的工作，例如:點雲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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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訪問完學長姐們後，學長姐也分享了實習後的收
穫，學長姐們都說，到了公司實習後，可以了解
實際在出社會工作後，真正會碰觸到哪些工作，
和業界裡的生態，所以學長姐也鼓勵多嘗試去不
同的單位、公司多學習，可以對未來有更多想
法，學姊也提到，做的工作其實很單純，常常是
做重複的事，所以想要學更多東西需要靠自己更
積極的行動，多觀察其他人，或是從有經驗的學
長姐、員工們的口中得到更多不一樣的事情，所
以實習真的是一個能學到東西，又能讓自己開闊
視野的方式，所以大家只要對實習有興趣，都可
以關注系上的網頁，瞭解報名的資訊。

OVER 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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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 INTRODUCTION
系上有各式各樣的實驗室，我到底該怎麼選？或
者碩生研究項目有那些?就來聽教授跟學長姐的解
答巴！而透過實驗室介紹，也可以讓大學部的同
學提早認識測量所各個實驗室主要研究方向，更
可讓同學能針對個人有興趣的議題去選擇日後研
究方向，做好準備往自己的夢想邁進。

實驗室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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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環境遙測實驗室  老師/講者：王驥魁

從環境著手，舉凡河川變化、水下礫石監測等等的議題皆
有研究，例如利用水下攝影，影像學的應用，透水光達用
飛機量水深，解決了以往船在淺水觀測不易，易發生危險
的問題；實驗室會參與國際活動，並舉辦活動交流，涉及
應用層面，與國際上學者做交流。

(2)整合式定位技術發展LAB  老師：江凱偉  講者：蔡光哲

POINT！也就是這間實驗室的名字。
主要從定位、製圖、GIS等系統進行整合式的應用，除了傳
統專業儀器外，更會以生活周邊的感測器搭配撰寫應用程
式來作應用，例如：kinect。定位系統為發展重點之一！以
慣性導航、GPS推算點位；而目前的研究——室內定位，
打破訊號干擾限制，先前更有測繪車、簡單的UAV(無人航
空載具)、小型航空攝影測量進行小空間採集資料。老師常
鼓勵學生參加比賽、學生國際論文，並希望學生都有出國
參加研討會的經驗。

(3)3G實驗室  老師：尤瑞哲  講者：黃瑋麒

3G = Geodesy(大地測量)，GNSS(全球衛星導航系統)
，Geospatial Information(地理空間資訊)，研究範圍：衛
星、重力計算，大地基準的建立，坐標系統的轉換，地球
重力場，衛星定位到手機定位，光達影像資料整合，對衛
星影像做改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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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智慧型地理資訊系統實驗室  老師/講者：洪榮宏

如何將大量快速成長的資料正確使用以GIS整合串聯是一大
挑戰，並且讓全世界都能享用結果，發揮高效能，符合快
速的發展市場，是現在的趨勢。
「Sharing!」是老師強調的概念：
1.資料正確描述
2.建立一個機制，讓資訊容易分享流通
3.整合並建構在資料上
此外，需要標準機制包裝，建立一致性，將相關知識融
入，跨領域合作，進行資料包裝與流通，並與服務結合，
建置標準化的流程，最後以網路連結，讓它具有即時性的
結果；老師最後也提到，來GIS實驗室的同學，希望最後都
能具備「GIS skill and GIS Sense」。

(5)數碼城市實驗室  老師/講者：饒見有

關鍵字：攝影測量，3D，4D
利用移動式測繪系統、空載傾斜攝影取得的大量影像資料
建置三維數碼城市，舉凡道路設施或地標調查、UAV、災
害大面積監測都有涉及；另外有小型UAV，蒐集空拍影
像製作點雲資料，重建地形與三維模型，進行災情調查、
河道地形變遷監測，這些需要有效率的測量也是研究的範
疇；與成大博物館合作，將典藏文物或校園古蹟建築，以
數位典藏方式到捷克展覽；人力揹負的全景攝影系統，主
要應用在車子無法進入的地方，進行多角度災害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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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行動智慧裝置之空間資訊開發  老師/講者：張秀雯

「How can we make device smart？」老師首先拋出的問
題，並整理出4點
1、sensor怎麼感測
2、測量值如何轉變其他訊號
3、開發新的應用
4、裝置間的溝通
有別與以往對實驗室既定的印象「open mind」是老師所推
崇的，從測量基礎延伸做應用。從慣性導航系統出發，思考
如何將測量值再加以利用，結合時下運動、健康app開發，
結合其他功能，除了定位，有idea、新突破更顯重要；健康
監測相關應用開發後將有大量資料，精度不高該如何精進，
也是研究內容之一。如何將手錶等周邊的各個sensor整合，
做出自己的一套系統，並且對GPS、Wi-Fi、地圖、慣性系
統需有一定的喜歡與基礎。例如：手機與人體方向的關係、
室內定位、將在市中心定位遇到高樓遮蔽的問題加入演算法
改正。

(7)大地科學實驗室  老師：郭重言  講者：張繼鴻

研究領域多半與氣候相關，應用在全球氣候變遷議題上，例
如：海水面上升，冰河消融，影響洋流系統，如何監測？早
期：直接透過船載儀器或擺設浮標、錨定儀器進行量測，但
受限儀器布設及維護上的困難，難以提供長時間、大空間涵
蓋、品質穩定均勻的資料。現今：近二十年來，衛星雷達測
高與衛星重力觀測技術已趨成熟，透過衛星搭載之儀器進行
監測，可以克服傳統測量之缺陷，用於觀測全球尺度海水面
高度、地球重力場分布變化，也可應用在監測聖嬰、反聖嬰
現象、水體含量與山岳冰河、極區冰層消融的變化。對於將
大地測量理論與技術應用於環境氣候變遷監測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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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空間資訊探勘與應用實驗室 指導老師/講者：呂學展

跨領域的結合！整合資工和測量領域。主要做data mining
來從已知資料中挖掘隱藏的知識，歸納出規則並用以後續預
測。將測量技術整合到行動系統，研究方向有四個：
1.手機之間的結合。
2.車聯網，將智慧型運輸系統與空間資訊結合。
3.社群網路，根據虛擬社群互動及位置做出行動連結。
4.物聯網，分析機器之間溝通留下的大量資料，衍伸出
smart city、室內定位等議題。
實驗室會定期提供包含程式訓練的技術課程。潛藏於生活中
還有很多人與人的互動、能源分配及效率等議題，如何獲得
資訊做出後續應用，並為地球做些事，是實驗室的目標。

(9)航測及遙測實驗室 老師：曾義星 講者：黃聰哲、陳品
云、陳厚任、陳宜彣

本次介紹分為四項目
1. 近景攝影測量：可攜式全景影像測繪系統的特點是
360度平面方向視角，可應用於高雄氣爆現場資料搜尋，重
建並偵測復原情況；LADY BUG則著力於室內應用。
2. LiDAR：短時間快速發射雷射光測距、得到位置，配
合相機可得到地物真實色彩。有地面光達、光達旋轉配合車
子移動的街景車、放在飛機或UAV上的空載光達，對地面進
行掃描並利用點雲建出地表模型。
3. 高解析度數值地質模型：做出不包括植被和人工建物
的地形變化模型，不同的精度需求使用不同測量方式，應用
於分析莫拉克風災過後地表變化等等。
4. 歷史數位典藏計畫：掃描大量歷史航太圖資，萃取影
像特徵、拼接並和TWD97對位、貼合到地表上，可從中看
出過往都市規劃和產業變遷。

-23-



(10)數位幾何實驗室 老師/講者：林昭宏 

Digital+Geometry=應用、理論兼具
三主要方向：
1.remote sensing：是目前實驗室主要研究方向。主要為衛
星影像處理，其優點為全球涵蓋面積比較完整、利於連續觀
測因為對一處重複掃描的時間間隔較短。應用著重於土地利
用，找到其衛星影像並對地物分類、觀察其變化。雲、大氣
情況、土壤溼度不同會影響影像品質，所以有關影像處理的
能力是需要的。
2.LiDAR：建構後端的data base和平台。
3.Map Generation：能按照使用者需要載入資訊的地圖。

(11)空間資訊分析與智慧管理實驗室 老師/講者：朱宏杰

主要分為兩大類：
1. 環境管理：主要發展演算法整合空間資訊，關注於台
灣的土地變遷、水文和空氣汙染等議題，從前著手於點資料
的處理，到現今逐漸成為面的整合，也針對台灣的一些區域
做分析。水文從前只有點的實地測量，現在主要是透過衛星
影像並整合光達跟高光譜的資料來得到更完整的土地分類分
析結果。透過這些資料分析可看出土地利用變遷，可應用於
分析崩塌歷程，找出其和施建時間、近期事件等眾多因素的
關聯。
2. 智慧生活：建構平台來上傳並使用手機提供的許多資
訊。例如地震發生時，將手機GPS、GIS等資訊直接通報給
系統，可更快建構救援路徑、回報道路崩塌情況，做出更有
效率的規劃；也可分析手機陀螺儀得到加速度，整合Kinect
來更準確的偵測老人是否跌倒。
實驗室有跟國外學者合作，也有一些產學計畫進行中，老師
希望能產學合一及跨領域整合，讓學生在其中得到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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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遙測及空間資訊實驗室 老師/講者：蔡展榮

需求為發明之母、好奇是成功的關鍵、行孝助人不能等！
老師表示，挑選研究題目時最好的是做自己有興趣且可行的研
究；在研究方向選擇時，會做出同學能力與實際考量後的平衡，
最理想的情況下會做一些終極的研究工作，例如助人、服務的技
術研發，研發內容會考量人類的需求，且研究內容創新，不與前
人相同。研究方向希望理論與實務兼備，測量需要跟其他科技整
合才能達到充分應用。

(13)地殼變形監測與分析實驗室 老師/講者：景國恩

整合地質、測量、遙測與GIS領域。凡能解決地質災害問題的測
量與遙測技術都會使用到。主要研究方向為運用大地測量及遙測
技術探討活動斷層、地震及崩塌地（地滑）之活動特性，並應用
到地質、地震的防災、救災與減災方面。在地表變形監測技術
開發方面，目前的方向有：(1)GPS地表微變形(達到mm等級)偵
測；(2)台灣半動態框架之研究與建立；(3)精密無線變形監測技
術的開發。主要工作區域包含有：台灣、菲律賓與印度喜馬拉雅
山，因此實驗室有參與相當多的國際合作與政府全台地表監測計
畫。

(14)創新衛星定位實驗室 老師：楊名 講者：儲豐宥

將衛星定位應用分為兩大類：
1. 測量應用：如測量製圖、精密農業規劃以及汽油探勘等，
不強調定位即時性，但需要高精度定位系統。
2. 導航應用：如手機定位導航、智慧行車系統等，不需要很
高的精準度，容許範圍到數十公分甚至數公尺，但著重於定位效
率。
實驗室致力於開發新的定位技術或改善現有的，來達到高精度、
高效率、實務應用的目標，將其應用於工程及學術上，並評估其
效益做後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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