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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濱行動:	地圖服務的環境調查到社會實踐	

Changbin Act: from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to social practices 

⼀. 本文 Content ( 3-15頁)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本研究為108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地圖為溝通：社會地景視覺化與社區地圖協

作(PSK1080235)」的延續性探究。資通訊科技發展對既有的地圖教育，無論在「質」

與「量」上都產生了極大的衝擊與挑戰。這樣的衝擊可以概略區分為技術，服務與

資料三部分。在技術方面，資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降低了地圖繪製的技術門檻，過

去苦苦在桌前描繪地圖的訓練，很大一部分已經被技術服務所取代。服務方面，數

位地圖與載具的發展，除了地圖使用者不再必須仰賴制式的框架進行地圖閱讀，更

能讓地理空間資訊即時(live	time)，線上(online)的進行傳播與資訊交流。在資料方面，

資通訊服務將地圖推向了全民製圖的新時代，地圖不再只提供上位掌權者環境資源

管理服務，更多個人的，感受的，社會的應用讓資料生產更多元。	

在資通訊教育的地圖教育該是什麼模樣呢？透過過去參與教學，研究與服務的操作

經驗，本申請人認為，當代地圖教育應包含資訊嫁接，群眾共享與社會實踐等三部

分。資訊嫁接函示了地圖從製圖到繪圖的技術性，群眾共享包含了地圖在傳統空間

資源調查之外，社會評價與環境感知調查的公共效益，社會實踐則強調「用」地圖

的在地連結與回饋。當代的地圖教育不只是製圖師的技能訓練，繪圖的能力	–	場

域的空間資訊視覺化，與應用空間資訊進行協商對話的能力，才是當代地圖教育的

核心價值。	

在前期研究中，本人在課程中強化了資訊嫁接與群眾共享的知能訓練，以研究團隊

所開發之「「都市探針(City	probe)」App為工具，引導修課同學以「拍照-評價-上傳」

的方式，建立研究場域環境感知的評價資料庫，並利用開源系統，將評價資料與

TGOS平台資料進行圖資套疊，藉以進行研究場域環境變遷與地方感的空間資訊視覺

化，在教育養成與環境資料調查上均有豐碩成果，在本年度成果發表中深獲肯定。	

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本年度計畫將強化地圖訓練養成中「社會實踐」的部分，配合

計畫申請人所共同執行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風動彰濱，

地方創新：與離岸風電共生的永續社區」，引導課程參與同學至研究場域，並與地

方居民就視覺化的調查結果進行討論與分析，結合USR計畫所關注之社會性課題，

從視覺化的空間經驗中建立社區與大學共評共享的實證演練，並探索實踐於在地的

發展可能。	

本計畫以提供彰化師範大學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風動彰濱，地方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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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離岸風電共生的永續社區」在地圖領域上的技術實作訓練為主要目的，從協作中

建立知識（修課者與指導團隊），地方（修課者與社區）與任務（指導團隊與社

區）的鏈結關係。研究計畫主題分為核心能力養成，空間資訊整合，社會地圖加

值，地圖協作及共享，地圖力與社會實踐等五大部分。ㄒ各主題說明如下，研究架

構如圖1所示。	

																							 	

·核心能力養成：包含地圖繪製的科學，如投影座標的轉換，比例尺的

計算等傳統製圖技術與讀圖能力培養。	

·空間資訊整合：以地理資訊系統應用能力為養成目標，包含空間資訊

搜集，疊合，地圖呈現技等訓練。	

·社會地圖加值：探討地圖在社會科學議題上的應用，如在環境認知，

都市規劃與社會評價等面向上的應用與實作。	

·地圖協作及共享：探討並深化地圖在環境事物釐清，溝通與回饋上的

效益，包含地圖的視覺效果，地圖要素建構與配置，資訊視覺化等。	

·地圖力與社會實踐：結合研究場域現況與環境調查，提出社會實踐與

協商方案	

2.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1)智慧城市與市民感知	

地理學家洪保德（Friedrich	Wilhelm	Heinrich	Alexander	von	Humboldt,	1976-1859）

將地理視為一個巨大的整體，倡議在科學性的測量之外，同時善用「人」的感知來

測量，體驗並感受所處的環境，這樣的立論顛覆了當時科學站在外部性觀點，「解

剖」以了解自然的時代性研究意涵。科學上多半用「智慧」這個詞來詮釋這種以人

圖1	彰濱行動:	地圖服務的環境調查到社會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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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單元，接受，轉譯並重現複合性空間資訊的討論，如智慧城市，智慧社區等。相

對於「智能」以科技展現為主軸，「智慧」所函示的是在科技服務下，以人為本的

生活與決策方式。聯合國公共管理網絡(United	Nation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twork)將智慧城市(smart	cities)的特徵歸納為四類：廣泛全面的感知察覺，無所不

在的互聯特性，遍佈透徹的有效智能，與以人為本的永續創新，本研究歸納整理，

簡述各類特徵如下表1。	

表	1	智慧城市的四個特徵	

以人為出發點所建構的智慧城市網絡，則多半以智慧社區(smart	communities)稱之，

以檢驗在科技服務下的場所性(place)。沈與盧(2016)用「社區意識(community	

perception)」和「社群意識(sense	of	community)」來說明資通訊科技服務下社區價值

的轉譯，並重新思考「人」在空間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如表2所示，資通訊科技服

務下的「社區」，	本質上不脫人與人的互動，在表現上卻可以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

制。換言之，資通訊科技下的智慧社區，其成員應包含空間上的「居民」與關心此

智慧城市的四個特徵 內容

廣泛全面的感知察覺 透過感應器佈署並結合資通訊技術的輔助，建置深入環境的感知科技，

以實現對城市脈動的即時感知察覺。感知科技可視為智慧城市的「感應

神經末端」，智慧城市利用各類隨時隨地的感知設備和智慧化系統，感

知城市在三維空間上的環境、狀態、位置等資訊，並透過資通訊科技傳

輸整合這些感知資訊，使整座城市的各項機能運作與動態事件能在雲端

匯集成整合性的巨量資料，促進智慧城市整體運作的協調性與廣泛性。

無所不在的互聯特性 以資通訊科技包括電信廣播、無線網路、衛星定位系統、區域短波等，

發展城市中物與物、人與物、人與人的全面互聯，為城市使用者提供地

點導向的資訊服務(LBS)。資通訊科技包括電信廣播、無線網路、衛星定

位系統、區域短波等，可視為為智慧城市的“神經網絡”，負責串聯各

種末端訊息並集結匯流到智慧城市的中央主控系統，同時也負責反饋主

控系統所發布的回應訊息，使智慧城市能成為一個類神經網路架構下的

自適應系統，產生即時反饋、隨時隨地智慧化服務的能力。

遍佈透徹的有效智能 智慧城市的管理應具備足夠的數據佐證，並維持高度的開放性以回應隨

時在變化的城市狀態。透過新一代全面感知技術的應用，城市系統在開

放性的原則下持續收集城市中各種類型的數據，並透過雲端系統的整合

運算能力實現對巨量資料的存儲、運算、分析、與反饋，構成都市”決

策大腦”的功能。決策大腦的資訊來源並不僅限於傳統的來源，更納入

了城市居民的參與，以及深入都市環境中的各種環境參數，可以說是由

下而上逐步的構成共同決策的機制，使的整個決策過程能夠達到遍布透

徹的有效智慧化運作。

以人為本的永續創新 智慧城市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在於以人本為出發。相較於過去菁英式的決

策過程，智慧城市具體的彰顯現代科技以人為本的內涵，也重新定義了

城市創新中基層使用者的角色參與以及群眾外包的集體智慧。換句話

說，城市的創新不再只集中於城市管理者的手上，而是透過城市居住者

的集體共創，由下而上共同決定城市的創新價值與永續方向。在運作的

過程中，廣泛全面的感知察覺(感知器官)、無所不在的互聯特性(神經系

統)、以及遍布透徹的有效智能(決策大腦)三者，都是為了能展現城市居

民力量的重要手段與環節，使城市本身能在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下，實

現整體經濟、社會、環境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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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社群人口」。以「社群意識	(sense	of	community)」來界定資通訊年代的社

會網絡，較「社區意識（函示特定場域）	」更為恰當。	

表2	社區意識與社群意識的比較	

社群的「去地域性」打破了過往物理性框架與地理性條件的限制，其成員組成不再

受限於社區居民，因此聚合了一群具地方關懷的網路使用者，一同了解地方，建立

地方感，並就特定議題進行討論，如族群議題，公共開發，環境污染或歷史文化

等。換言之，有別於傳統鄰里將社群視為社區（特定空間）的延伸，今日的社會網

絡，也可能會先有共同的「議題」凝結成社群意識，再反過來實際影響社區運作，

甚至創造新的社區關係。	

儘管有同溫層現象的疑慮，資通訊科技服務仍提供了「人」作為一個整體來表述其

環境感受提供了正面的效益。例如，手機搭配特定的App，就可以紀錄特定的涵構

察覺(Context	awareness)資訊，並彙整到雲端，形成量化的巨量資料，進而影響到整

座城市的決策過程，建構出由全民共同參與下所打造的智慧城市生活。	

(2)	從群眾外包，參與式感知到「都市探針(City	probe)」App	

就方法而言，這種以人為單位，進行特定資料收集，轉譯並再現於決策服務支援的

技術，正是群眾外包	(crowdsoucing)概念的實現。群眾外包一詞是由雜誌記者Jeff	

Howe於2006	年提出，其概念是將一些需要仰賴人力完成的工作透過特定的平台，外

包給網路上不特定的一群自願者，處理的內容通常是較瑣碎、需要大量人力且電腦

程式難以取代的工作，參與者通常是自願的，或是在進行某種特定事件時同時完成

隱藏在其中的外包需求。近年來網路上已出現眾多提供群眾外包的平台，讓工作委

託者可以藉由提供實際的金錢酬勞，尋求網路上有意者協助解決特定的工作。例如

亞馬遜的AMT平台(Amazon	Mechanical	Turk)	主要運作方式是讓委託工作者將需要

藉由人類智能完成的繁雜任務藉由AMT平台切成較小的工作單元，並透過提供的指

令工具將工作單元以人類智能任務(HIT,	Human	Intelligent	Task)的形式公開發布至外

包平台，讓眾多非特定的工作者得以透過存取網頁的方式完成外包的工作內容。	

群眾外包的方法也直接影響到智慧城市蒐集開放性資料的模式，城市的管理者可以

社區意識 社群意識

群體類型 居住在特定地區的一群人，因對環
境的認同所產生的連結

關心特定地區的一群人，或是懷抱特
定空間發展想像的一群人彼此間的連
結

情感連結 居民間的使命感與地方認同 對特定議題的關心

互動工具 多半為社區會議 多為共同參與的網絡群組與非正式討
論

具體行動 對居住地的管理與對發展願景的規
劃，通常具備清楚的環境發展目的

強調人際網絡的建構，從人與人的互
動中找到共同經營的目標，這個目標
不一定針對社區環境發展，可以是文
化議題，族群議題，或是對特定污染
議題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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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群眾外包的方式，一方面讓市民直接參與在某種決策的過程當中，另一方也為

城市各種需要人類智能判斷的資料判斷能夠藉由「市民即是感應器(citizen	as	

sensor)」的方式獲得有效地蒐集與初步分析。以墨西哥Tuxtla	Gutierrez市為例，當

地市政府在2009年啟動一項稱為自發維安計程車司機的計畫(Taxista	Vigilante	

program)。市政府建造了一個整合平台讓計程車司機用智慧型手機通報街上的情況

和照片。這個計畫共有3千個計程車司機參與，此平台後端連接了46個政府局處，實

施一段時間下來效果非常顯著，大大地改善了整個城市的風貌，降低犯罪總數、加

速意外處理、道路修復良好等，更獲得國際知名組織智慧社區協會的2012年度首獎

(ICF	award,	2012)。相較於傳統的城市架設大量的攝影機以作為監控犯罪或車禍紀錄

等功能，自發維安計程車司機計畫透過移動範圍遍布在整個城市中的計程車，動態

的捕捉城市中的事件，不但解決了監控攝影機需要人工過濾出有效資訊的問題，更

能讓市民參與在整個城市的維安計畫中，有效的強化了市民的參與感與社會意識，

此案例凸顯了群眾外包應用於智慧城市中城市管理的價值。	

這樣的參與式感知(participatory	sensing)與電腦或感應器需要透過特定程式設計才能

判斷事件是有非常大的差異。由於參與式感知標的了市民對標定事物的感受，而這

些標定事務又與發生地點產生連結，因此能在空間上建立有效的加值應用。在呈現

上，則參考Goodchild	(2007)所指稱之自願性地理資訊(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VGI)	地圖平台，將市民所感知的資訊，也就是「認知(cognition)」，動

態的標注以呈現在地圖上，而當市民所貢獻的資訊能夠被標定在發生地點並持續的

更新與累積時，便能夠促成地點的權重性，使得原本無意識的城市空間地理，轉變

成具有價值判斷的智慧城市權重地圖。	

如果「共同議題」是資通訊時代智慧社區發展的關鍵，運用資通訊技術所建立的網

絡「評價（感知表達）」，則是參與式感知概念下社群交流的方法。Shen	et.	

al.(2016)以其所開發之「「都市探針(City	probe)」App為例，說明市民表達，並就特

定議題進行環境評價工作的表現。該研究認為，資通訊科技如行動通訊，無線網

路，嵌入式系統，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等，正帶著我們進入一個「電腦運

算無所不在緊密融入於生活」的時代，也架構出一個看似隱沒卻又萬物相關的世

界。「環境」與「資訊」已經成為無法分界的複合體，人作為一個整體，相對於片

斷性的拆解，更具有體驗並轉換複合性資訊的能力。	

圖2為「都市探針(City	probe)」App與評價介面，行動介面的使用劇本如下。以安全

性為題，當使用者到達某個實際場域時，可以透過「都市探針(City	probe)」App進行

拍照指認，拍照後根據議題給予該場域評分，評分的過程可以使用【+快門】進行

正向給分(+1~+10)，表示指認該場域具備有較高的安全性；另一方面亦可以進行【-

快門】的負向給分(-1~-10)，表示指認該場域較缺乏安全性。完成指認後APP會自動

將該具備正負評價的照片連同所在地點的座標，上傳到雲端資料庫進行彙整，完成

一次評價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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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探針(City	probe)」App倡議在智慧城市或社區的架構下，都市場域的特性指認

與活化要回歸到人本的「市民參與決策」機制的設計上，讓市民在整個流程中主導

資訊提供，資訊分析，資訊套疊與資訊加值等四階段。各階段分述如下：	

·資訊提供	(supporting)：透過市民即是感應器的概念，藉由行動科技與資通訊科技

的輔助，讓遍布於城市每個角落的市民可以協助提供場域特色的指認。	

·資訊分析	(analysing)：透過人腦優於電腦的感知判斷能力，分析所指認出的場域

類型以增加資料的識別性與有效性。	

·資訊套疊	(mapping)：透過定位科技與地理資訊系統的輔助，將指認出的場域特性

和原資料(metadata)能套疊到所屬的空間地理位置上。	

·資訊加值	(weighting)：透過資訊視覺化與網路平台，自動繪製出一張具有動態更

新能力的都市場域特性權重地圖，並根據權重分布進行後續的媒合加值。	

「都市探針(City	probe)」App主要運作機制是透過行動載具上的APP應用程式，以拍

照及議題指認的方式，對目標地點進行評價(assessment)，並將評價的結果以適地性

服務的模式標定於地圖上，透過視覺化的指認結果輔助智慧社區的使用者與決策者	

共同對於某議題進行決策。透過資通訊科技結合群眾外包與用戶生成內容的概念，

發展一套用於城市空間特性動態指認與加值的系統，開放市民智慧共同參與在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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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具備正負向評價機制的「都市探針(City	probe)」App行動介面	

(Source:	沈與盧，2016)



空間活化的決策過程當中，開創出智慧社區乃至於智慧城市在空間成型與治理的創

新途徑。	

過去的實作結果顯示，以人為感知單元的評量方法，特別適用於電腦或感應器無法

判斷，具多重文化性的複雜性議題(Shen	et	al.,	2016,	2017,	2017;	Shen	and	Lu,	2012,	

2014)。以圖	4為例，吾人能夠輕易判別這兩張照片的悠閒程度，對電腦而言，卻因

為「悠閒」涉及了許多感知性地元素，無法輕易判別。針對這點，目前只能用機器

學習(machine	learning)的方式，藉由大量的人工判釋結果對電腦進行訓練與調教。若

以「安全性(safety)」為例：相較於PM2.5	可以透過特定的感應器做偵測，安全性屬

於較複雜的認知層級，幾乎無法透過儀器進行測量，	

(3)	結語：社區行動的智慧技術支援	

資通訊科技服務的發展，提供了在跨時空尺度下探討環境識覺的可能，所帶來的應

該是「社區」之於「社群」的比較與了解，並建立從溝通到決策的實踐之可能。社

群的去地域性使其對象不再受限於在地居民，而是因特定議題所聚合的群體。網路

使用者（社群成員）在網路上評價以表達其感知的可能，在群眾外包的概念下搜集

社會評價所建立的資料庫，除了呈現大眾，一般性的社會價值，也將環境感受資訊

以地圖的方式視覺化呈現，從「用」地圖中建立社區行動。	

本計畫將網絡社會評價的方式應用在社區地景的研究範疇，藉由適地性服務的概念

下進行開放資料嫁接與資訊再呈現的各種可能，建立即時的，動態的，地景化的適

地性社區地圖，除了建立地圖學修課學生對當代地圖應用的理解與操作技能外，也

期待能具體落實於社區溝通與發展決策服務。	

3.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本計畫之主要發問為：「如何透過實作建構地圖學課程與地方的連結？」在執行

上，將以彰化海線為研究場域，透過實作進行環境感調查與評價檢核，建立課程與

地方的連結。	

4. 研究設計與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本計畫之主要發問為：「如何透過實作建構地圖學課程與地方的連結？」在執行

上，將以彰化海線為研究場域，透過實作進行環境感調查與評價檢核，建立課程與

地方的連結。	

5. 教學暨研究成果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研究實施於計畫主持人所教授之「地圖學」課程。這門課原以理論講述為主，輔

以地圖學實察。本計劃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研究場域的環境調查與感知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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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調查成果將作為社區行動實踐方案規劃之參考依據，建立地圖應用於環境場域的

操作訓練。課程規劃分為四個階段：理論講述，環境評量，地圖協作，社區對話。

分階段說明如下：	

·理論講述：7週，內容為地理學基礎理論，如地圖發展，地圖特質，座標與地圖投

影，大地測量等。主要進行地圖學的知識脈絡與核心議題，建立地圖學的基礎知

識。	

·環境評量：4週，內容為真實情境探索與環境感(sense	of	the	environment)訓練，修

課同學進入社區，利用「都市探針(City	probe)」App進行環境調查與感知評量，藉

由大量的「拍照-評價-上傳」圖資，完成評價資料庫，以繪製出具有量化指標的地

方空間權重地圖，呈現出場域特質與累計數量。	

·地圖協作：3週，內容為空間資訊套疊與應用，前兩週教導修課學生利用開放圖資

(如TGOS圖台，國土測繪中心等)進行地圖套疊與環境分析，後兩週則導入「都市

探針(City	probe)」App現場調查資料成果，利用疊圖進行空間分析，最後一週規劃

以組為單位進行議題探討，深化對地方空間議題之理解與探討。	

·地方實踐：4週，配合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透過居民深度訪談，社區服務與參

與式觀察進行在研究場域的溝通與對話，完成「用」地圖於地方的訓練與行動方

案演繹。	

本計畫與大一台灣地理，人文地理進行合科實察，實察路線如圖3所示，共停靠A.	

彰濱工業區，B.鹿港天后宮與C.	芳苑潮間帶等三個觀察範圍，引導同學進行地方觀

察，並透過Field	Work完成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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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本年度地圖學實察路線



(2)	教師教學反思	

本人針對本計畫的反思可分為專業培養，實作內容與跨課程連結等三部分說明。專

業培養方面，本計劃在課程前段以講述與課堂討論為主，建構修課同學對地圖學的

基本認知與了解，研究成果符合預期。主要的挑戰在連結專業培養於實作	-	相較於

去年度透過都市探針(City	probe)」App進行環境調查與感知評量，Field	work的環境

觀察儘管能透過座標系統套疊來進行空間資訊視覺化，內部的資訊仍難以抽出來進

行量化分析，也使得本次的研究成果主要為應用於建構在既有感知評量成果上的質

化說明。	

此外，本計畫也首次嘗試跨課程連結，配合台灣地理，人文地理等課程進行同一研

究場域的合科實察，引導修課同學在同一停留場域完成不同課程的要求，這樣的連

結不僅滿足地圖學教學要求，也強化了議題探究的深度與廣度。	

(3)學生學習回饋	

本計畫之學生學習回饋如下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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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10學年度 第1學期   教學意見反應問卷結果

問卷類型：一般課程(General course)
科目名稱：(43004)地圖學
授課教師：盧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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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基本資料

(1) (2)

(1) (2) (3)

(1) (2) (3) (4)

(1) (2)

(1)女 (2)男
性別

(1)學士班(2)研究所(碩、博班)(3)在職碩士專班

(1)一年級(2)二年級(3)三年級(4)四年級

(1)必修(2)選修

學制

年級

課程類型

 24  14 

 36  2  0 

 34  1  3  0 

 36  2 

學生自我學習評量

(1) (2)

教育的美德是道德、理性與智慧，我將恪守這一份道德的責任，以
理性與客觀的態度填答此份問卷，以智慧與尊重對課程及教學提出
中肯的建議，並對為教育和學習而努力的人表示敬意，不使用可能
毀詆他人名譽之文辭。

(1)同意(2)不同意
 38  0

教學評量

平均 (1) (2) (3) (4) (5) (1)完全不同意 (2)不同意 (3)普通 (4)同意 (5)完全同意

教師能依教學大綱授課，讓學生瞭解學習重點。 0  0  0  14  24 4.63

教師教學內容具學習價值。 0  0  1  14  23 4.58

教師關心學生學習狀況，能適時與學生討論給予回饋。 0  0  0  14  24 4.63

老師很少無故缺課或遲到早退。 0  0  1  10  27 4.68

教師於教學時能尊重性別平等，不會有性別差異或性別歧視之言
語、舉止、態度。

 0  0  0  7  31 4.82

教師對學生的成績評分標準有依據且合理。 0  0  0  15  23 4.61

教師的講解示範條理分明、清晰流暢。 0  0  0  12  26 4.68

教師具備教授本課程之專業知識。 0  0  0  11  27 4.71

本課程有助於我知識或專業能力之提升。 0  0  2  12  24 4.58

整體而言，我修習本課程獲益良多。 0  0  1  13  24 4.61

總平均：  4.65

[其他具體建議]註：對於教學評量中之性別差異題，若回答1(完全不同意)，亦請補充說明之
地圖學的內容相較於其他必修比較少，但不表示學到的東西比較少，老師辦的演講可以讓我們知道更多知識。1、
性別平等題：很少提到性別相關議題，就算有也用字正確。
老師上課很好玩也會開玩笑，雖然有時候想睡覺但還是很努力撐著，因為真的很喜歡這堂課！

2、

兩個字：贊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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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課程教學意見反饋



6. 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奠基於前一年度環境感知評量的研究成果上，本計畫以提供彰化師範大學教育部大

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風動彰濱，地方創新：與離岸風電共生的永續社區」在地圖

領域上的技術實作訓練為主要目的，透過實察形式深化在地質性資料的收集，調查

與空間資訊視覺化，以培養學生對地圖繪製、空間資訊整合等能力，同時探討地圖

在社會科學上的應用，如在環境認知、都市規劃、社會評價等面向上的實作。透過

合科實察，在協作中建立知識（修課者與指導團隊），地方（修課者與社區）與任

務（指導團隊與社區）的鏈結關係，已達成研究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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