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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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與 SDI-AP 之出刊通知。欲訂閱或閱覽 GSDI 之主題性或

區域性問題討論內容與歷史紀錄，請點選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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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歡迎閱讀 12 月份電子新聞報。   

 

若您有任何關於空間資料基礎建設(SDI)、地理資訊系統(GIS)、遙感探測(RS)，或是空間資料方面的新聞與資訊

(如專題研討、刊物、報告及網站等)，欲刊登於下一期的電子新聞報，歡迎於每月 25 日之前將資料傳送給我們。  

 

本刊主編 Malcolm Park 及 Serryn Eagle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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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投稿者 

感謝以下個人及團體對本刊物所做之貢獻： 

 

Kate Lance 及 Baek Wonkug 提供新聞資料，Jeremy Shen(沈金祥)、Bruce Lan(藍坤玉)及其同事的中文編譯，

以及由 Shivani Lai、GIS Development、GeoSpatial World 與 Asia Surveying & Mapping magazine 所提供之報

導。 

http://www.gsdi.org/
http://www.gsdi.org/
http://www.pcgiap.org/
http://www.pcgiap.org/
http://www.csdila.unimelb.edu.au/
http://www.csdila.unimelb.edu.au/
http://www.gsdi.org/newslist/gsdisubscribe
http://www.gsdi.org/newsletters
http://www.gsdi.org/newslist/gsdisubscribe.asp
http://www.gsdi.org/discussionlists
mailto:.SDI-AP@gsdi.org%20%3c.SDI-AP@gsdi.org%3e
mailto:Editor.SDIAP@gmail.com%20%3cEditor.SDIAP@gmail.com%3e
http://www.csdila.unimelb.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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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DI 新聞 

國際地理空間協會(International Geospatial Society, IGS)提供免費入會資格 

在最近一次會議中，全球空間資料基礎建設協會(GSDI)之理事會通過一項議案，即凡來自低或非常低收入國家的

個人，只要能針對全球共同體觀點提出重要的具體資訊，便可以此代替加入國際地理空間協會 (International 

Geospatial Society, IGS)的年費。如欲申請，只需將您的專業簡歷加入逐漸遍佈全球的地理空間專家之互聯網路

中即可。IGS 會員權益請參見 http://www.igeoss.org/benefits。欲知更多訊息，請與全球空間資料基礎建設協會

執行理事 Harlan Onsrud 聯絡。 

 

全球空間資料基礎建設協會全球公民獎提名 

全球空間資料基礎建設協會歡迎來自世界各地，對於(1)提升地理資訊及地理空間技術以造福社會，以及/或是(2) 

促進空間資料基礎建設發展，整合地方及全球規模以維持永續社會、經濟及環境系統，提供示範領導能力及傑出

貢獻的個人提名。相關資料，請參考網站 http://www.gsdi.org/globalcitizenaward 

 

流程:全球空間資料基礎建設協會主要全球大會召開之前接受提名。被提名人資格需明確地詳載於提名信件當中，

不需要特定格式。信件需可網路連結至被提名人履歷表，或是附加履歷表檔案。請在 2011 年 12 月 1 日之前將提

名信寄給全球空間資料基礎建設協會執行長 Harlan J. Onsrud，電郵信箱是<onsrud@spatial.maine.edu 收，並把

副本寄給全球空間資料基礎建設協會主席 Abbas Rajabifard，電郵信箱為<abbas.r@unimelb.edu.au>。寄件人兩

天內會收到郵件收據。 

 

SDI 需要長期資助:GSDI 董事長 (專訪) 

身兼 SDI 全球發展的創始者及提倡者積極主動的雙重角色，全球空間資料基礎建設協會主席 Abbas Rajabifard 教

授和未來政府雜誌(FutureGov)讀者分享他的想法，包括 GSDI 如何協助社會及政府空間化，國際空間資料基礎建

設(NSDI)的標準，以及如何符合 E 化政府計畫。 

資料來源: 亞太未來政府雜誌及 地理空間世界周報 

 

回到目錄 

 

SDI 新聞、連結、論文、簡報 

德里空間資料基礎建設法自 11 月 15 日起生效 

新德里:政府準備開始從 11 月 15 日起實施 2011 年德里地理空間資料基礎建設法。在本法案規範之下，所有州部

門及市府單位必須強制取得、使用及分享所有計畫的資訊，並更新德里的空間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是一套相互連結的三維全球資料系統，透過安全的通訊網路來記錄首都的人口統計，以及像是暴風雨

水排放、下水道、道路、基礎建設及都市計畫等的公共事業。 

有了德理的主任秘書擔任主席，地理空間德理公司將負責資料庫的維護與更新。地理空間德理公司大約二年前成

立，負責研究受過專業資料庫處理專家所提供的應用作業。該公司提出毎年僱用 30–40 名地理空間約聘顧問的要

求。毎位顧問的月薪為 Rs 70,000。 

德里政府的資深官員表示，專業員工必須管理並確保資料庫的定期更新。資訊科技秘書 Rajendra Kumar 表示, 一

旦實施 2011 年德里地理空間資料基礎建設法(管理、控管、行政、保安及安全)，所有部門也必須分享相關資料，

同時也須毎個月更新資料庫。 

毎個部門及市級機關需指派一個單位來存取及更新資料庫。Kumar 說道：「譬如，勞工部在興建道路，毎月更新

的資料庫需顯示出該道路的最新狀況，這不僅可以協助追蹤計畫現況，避免進度落後，也可以協助其他單位規劃

公共建設以配合其工序流程。」 

資料來源: Kate Lance 

 

Lutz 分享的必讀資料 – 最佳實務地理空間分享指南 

安全軟體的 Dale Lutz 最近在完全資料部落格分享一則有趣的文章。文章中，Dale 提到一位同事，最近參加美國

地質調查局(NSGIC)年會，推銷新的最佳實務地理空間資料分享指南文件。 

在特別的利益當中，Dale 表示：「文件本身的利益很明確地是鎖定比地理空間專業人員更多的讀者群，地理空間

專業人員通常聚在一起討論這類的事情。例如，下次可能在晚宴被詢問在生活工作中做了些什麼，我開始用地理

空間資料的定義。」 

Dale 繼續敘述文件的內容與好處。我認為特別的利益是 Dale 所提到的地理空間資料開放分享的 3 個理論: 

https://owa.unimelb.edu.au/owa/redir.aspx?C=54c2b4d3973d480282dc7c38384f4204&URL=http%3a%2f%2fwww.igeoss.org%2fbenefits
mailto:onsrud@gsdi.org
http://www.gsdi.org/globalcitizenaward
mailto:onsrud@spatial.maine.edu
mailto:abbas.r@unimelb.edu.au
http://www.futuregov.asia/articles/2011/nov/24/driving-spatial-enablement-worldwide/
http://geospatialworld.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3531%3Asdi-requires-long-term-support-gsdi-president&catid=66%3Aapplication-miscellaneous&Itemid=1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1-10-17/delhi/30289139_1_database-information-system-urban-planning
http://www.gisuser.com/content/view/25122/2/
http://blog.sa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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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可以透過資料收費來支付 GIS 作業 

- 資料取得的安全性潛在風險 

- 使用開放資料的感知責任 

更多資料請到 Dale 整篇的文章，並到 NSGIC 文件(PDF)下載檔案 

資料來源: GISUser 

 

約旦國家空間資料基礎建設的可行性研究 

這份由 infoDev 以 ICT 發展為目標的大韓信託基金所作的報告，包含了一份約旦空間資料基礎建設所有活動的綜

合概要。這份研究包括了實務建議及 15 份的地區個案研究，由世界銀行集團執行，做為一項技術協助計畫。 

資料來源: infoDev 

 

永續性是土地管理的關鍵 

世界銀行一直支持全球各地執行土地行政及管理計畫。本文的重點是建立國家SDI的重要性，國家SDI是以穩健的

政策及管理為基礎。  

資料來源: 地理空間世界 

 

中國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的目標為交通 

儘管空中已有10個衛星，中國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持續發展，主要朝向2012年中國的運作狀態，以及2020年涵

蓋全球的目標前進。  

資料來源: 亞洲調查及地圖繪製 

 
馬來西亞調查計畫在沙勞越持續進行 

一項原住民傳統習俗擁有權(NCR)土地的新計畫送交沙勞越土地法的第六公報持續進行。政府正在發行由州土地

及調查部(JTS)所作的NCR土地所有權。 

資料來源: 亞洲調查及地圖繪製 

 

歐洲空間規劃者委員會 

歐洲空間規劃者委員會(ECTP-CEU, European Council of Spatial Planners-Conseil européen des urbanistes)於

1985 年成立，共有來自歐洲 23 個國家的 25 個專業城市規劃協會與研究單位及其成員參加。雨傘協會提供其會

員一個共通架構，作為規劃實務與教育、持續的專業發展及專業責任規定的標準。 

資料來源: V1 雜誌 

 

地理空間獎: 2012年元月15日前提交被提名人名單 

如您所知，《地理空間世界 – 您的地理空間產業雜誌》在協助未來地理空間產業規劃相關的各種計畫、創新及政

策受到廣大的支持，並獲得很高的評價。我們邀請世界各地的專業人員來參加下列地理空間世界傑出獎的參賽項

目:  

 地理空間應用傑出獎 

 地理空間技術創新獎 

 地理空間政策執行獎 

已經開始提名了，邀請大家協助我們找出最好的計畫、政策及創新。提名截止日為 2012 年元月 15 日。得獎人由

國際評審團選出，由 2012 年 4 月 23 – 27 日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的地理空間世界論壇贊助及頒獎。 

請到 http://awards.geospatialmedia.net 註冊並完成提名程序。 

 
回到目錄 

 

SDI 焦點話題 

 

本月份的焦點人物是澳洲墨爾本大學博士候選人 Nilofer Tambuwala。 

 

房地產市場之樹 

 

http://blog.safe.com/2011/11/best-practices-for-geospatial-data-sharing-released-by-nsgic/
http://www.nsgic.org/committees1/documents/NSGIC_Data_Sharing_Guidelines_103111_Final.pdf
http://www.infodev.org/en/Publication.1119.html
http://www.infodev.org/en/Publication.1119.html
http://www.geospatialworld.net/images/magazines/gw-nov11-42-44.pdf
http://www.asmmag.com/201111252664/chinas-beidou-navigation-satellite-system-aiming-at-transportation.html
http://www.asmmag.com/201111242663/malaysian-surveying-initiative-continues-in-sarawak.html
http://www.vector1media.com/article/features/24296-european-council-of-spatial-planners.html
http://awards.geospatialmedia.net/
http://awards.geospatialmedia.net/
http://awards.geospatialmedia.net/
http://www.geospatialworldforum.org/
http://awards.geospatialmed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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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市場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是聯邦層級，而土地管功能則是州的層級，國家房地產資料的重

要性需要進行典範轉移。為了能有效率的財政及金融政策，大的聯邦部門及單位需要市場交易

及課稅計畫的國家資訊；目前課稅計畫是納入各國個別的轄區資料庫。房地產市場之樹是為了

改善房地產市場相關的聯邦政策，提倡更好的資料存取所建立的一個新模型， 詳如圖一。 

 
 
 

 
 
 

                    

圖一: 房地產市場之樹 

 

房地產市場之樹說明了政府土地管理及政策部門之間需要有充份的資訊流，如此才能保有健全的土地市場。一個

健全的市場會隨著環境而成長或緊縮。傳統上，策略有助於地方、區域及國家機關獨立管理資料的發展、取得及

儲存。政府土地管理機關傾向在自己的權限範圍內能獨立作業，而且只為限定的部門產生資料。目前土地管理有

少數的資料整合或搜集，資料整合或聚集需要持續且積極的行動。 

 
其他的方法支持房地產市場之樹所提出的典範轉移。土地資料庫結構及為大眾所熟知歡迎的多目的地籍圖概念的

節點法在 1980 年代受到闡述說明； 節點法是用來整合各土地管理部門提供的土地相關資料。美國最近設置可靠

的房地產權利基礎建設，為崩解的土地市場盡一份心力。 

 
和美國一樣，澳洲的土地管理資料組主要是滿足各機關的內部資訊需求，而且國家層級的合作受到很大的限制。

如同房地產市場之樹所建議，政府針對土地市場所制定的政策應該以官方的市場資料為基礎。澳洲所需要的是國

家土地管理及資料基礎建設來支持越來越受到國家注意的多層次房地產市場。  

 
編輯群歡迎本刊訂閱者及讀者踴躍來稿。 

 

回到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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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工具、軟體、資料 

 

布里斯本市議會釋出免費資料，宣布 '駭客' 競賽 

布里斯本市議會 (BCC)已增加了 50 個資料組，達到 750 個以上，人們可以透過

data.gov.au 免費取得。資料組包括公車站位置、箱子收集日、市區循環地點、停車

區、飲食安全率、狗狗公園等等。所有釋出的資料組在創用 CC 授權下皆可取得。 

 

為了慶祝釋出這些資料組，BCC 宣布駭客: 布里斯本競賽，進行軟體開發人員挑戰

賽，以協助改善布里斯本新建立的 apps 或是利用布里斯本市議會資料的網站。兩個最大獎的獎金為$10,000，將

於 2012 年 3 月 16 日的閉幕式頒發。請到 http://data.brisbane.qld.gov.au/index.php/about-hack-brisbane/了解更

多訊息。 

資料來源: 空間來源 

 

澳洲的一秒數位地形模型 

針對全澳洲大陸大約 30 公尺解析度的水文學應用，一秒數位地形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計畫已開發

出，取自太空梭雷達地形測量任務資料的一致性高度資料組。 

資料來源: 氣象局 

 

美國 – 高等法院法官星期二對於警方將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偷偷地放在車子上，以追蹤嫌疑犯表達關切，他把這樣

的行為和小說《1984》裡的老大哥警察現象相提並論 

如果歐巴馬政府獲勝，全球定位系統得以追踨車輛，斯蒂芬佈雷耶法官說道：「那麼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預防警

察或政府 24 小時監視毎位國民的公開行動。」 

喬治歐威爾在 1949 年出版的著名小說中描述普遍的政府監視情節，佈雷耶在其參考書目中提到，如果政府獲

勝，他說:「會突然發生 1984 年發生的事。」 

資料來源:  路透社 

 

地理資訊系統(GIS)技術幫助健康照護產業拯救生命 

美國健康照護產業利用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來拯救生命。 

公共健康及醫院的官員藉著分析地理資訊健康照護資料，可以為病人做出更好的決策，增加服務項目，並預防未

來疾病的發生。 

美國哨兵大學已發現 GIS 改善健康照護產業的四種方法。 

互動式地圖繪製 

健康照護產業為了流行病學研究已做了好長一段時間的活動地圖繪製。不過現在有了 GIS 技術，醫院可以為病人

來自何處，最普遍的疾病發生過程及程序進行地圖繪製。GIS 在追蹤疾病與傳染方面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因此

政府可以追踨得更為緊密，在疾病發生時做更適當的因應。 

照護個案管理 

MSN、 RN、 C-PNP、美國哨兵大學的照護助理教授 Kathy K. Wright 表示，公共健康及照護個案管理所使用的

GIS，對社會來說是一項重要的資產。使用 GIS 技術可以積極地應付健康照護的不平等。GIS 工具可以讓更多社

區取得健康照護資源，而不會消耗公共資源。 

人類的照護資源 

照護資源短缺已有完善的記錄，不過傳統的人力資源方式不見得都能找到優秀的護士。這也就是史丹佛大學醫學

中心使用 GIS 來分析不同地理區域護士人口密度的原因。 

地理醫學 

在免費的地理醫學 – 電子書當中寫道：「地理醫學：地理資訊可以讓我健康嗎? 」Esri 注意到病人從他們的健康

與居住、工作及玩樂地點之間，更為精確的臨床理解連結獲得利益，也發現目前臨床醫生能取得的健康相關的地

理資訊相當少。 

資料來源: GISUser 

 

掃描揭露了腦部的 GPS 如何協助我們從 A 點航行到 B 點 

腦部掃描已揭露了腦部 GPS 的運作狀況，在前往目的地時這套 GPS 系統支持我們所做的決定。腦部的兩個區域

似乎輪流擔任我們的體內全球定位系統，並攜手合作導引我們的方向。腦部的各個區域擔任不同的角色以符合我

們的需要，其中一個角色就像是烏鴉飛翔時追蹤到目的地的距離一樣，而另一個區域則是計算我們到達匯合處時

http://au.mg6.mail.yahoo.com/neo/launch?.rand=8i8umgt36ghdr
http://data.brisbane.qld.gov.au/index.php/about-hack-brisbane/
http://www.bom.gov.au/water/about/waterResearch/document/project2.1.pdf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1/11/08/us-usa-police-gps-idUSTRE7A767520111108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1/11/08/us-usa-police-gps-idUSTRE7A767520111108
http://www.gisuser.com/content/view/25014/2/
http://www.guardian.co.uk/science/2011/nov/15/scans-reveal-brain-gps-navigate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空間資料基礎建設 

Asia & the Pacific Newsletter 亞太暨太平洋地區電子新聞月報 

 

 

SDI-Asia/Pacific Newsletter - 6 -  December  2011, Vol. 8, No. 12 

前方路徑的實際距離。自願者在倫敦市中心的蘇活街上觀看電影拍攝時，研究人員利用掃描他們的腦部，精確地

指出神經系統的位置。 

資料來源: 守護者 

 
日本大地震 – 後續 

移動式地圖繪製系統提供日本詳細的損壞評估 

發生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規模 9.0 的日本東北大地震，引發 133 英呎(4.5 公尺)高的海嘯，往內陸推行了 6 英哩

遠，造成 15,800 人死亡。日本除了大規模的建築物損壞，還有 42 平方公里的土地產生液化現象，以及 561 平方

公里的土地遭到洪水淹沒。Kokusai Kogyo 公司提供日本大範圍的地圖繪製及調查服務，他們忙著評估影響，包

括利用高解析度移動式地圖繪製車輛雷達。 

 

日本的幅射地圖繪製為心靈帶來平靜 

我們為許多我們認為重要的東西繪製地圖，不過很難想像有什麼事情對我們心靈的平靜比幅射汙染的地圖繪製還

要重要。我們身體裡看不見持續增加的幅射是緩慢無聲的殺手，削減我們生命的質與量，而它不像風、雨及地形

一樣存在於影響其範圍的因素當中，容易進行地圖繪製。海嘯重創了日本，也癱瘓了福島第一核能電廠，外洩的

幅射竄流到鄰近區域，汙染的地圖繪製是邁向復原重要的第一步。 

資料來源: 亞洲調查及地圖繪製 

 

RICS 集體創作及土地管理研究開始運作 

一項開創性的 RICS 研究報告為使用集體創作以改善全球貧窮社會的土地佔有權安全的可能性進行調查。英國皇

家特許工料測量師亞瑟．羅賓．麥克拉蘭最近在聯合國‘Spider’發表一份集體創作，只邀請日內瓦舉行的活動，超

過 60 個以上的聯合國官員、科學家、世界銀行及其他非政府組織，像是 Ushahdidi 、 Oxfam 及

OpenStreetMap。全球大約 60 億筆的土地當中只有 15 億筆的土地正式在土地系統中登記擁有土地權。11 億貧

民窟居民及數十億在社會終身制之下的人民毎天早上醒來都要面臨遭到驅逐的威脅。這些人沒有任何形式的土地

權保障： 他們深陷貧困的泥淖當中，越來越多的世界人口及都市化只是持續把這個缺口變成深淵。英國皇家特許

測量師學會(RICS)及 Know Edge 的一份合作研究計畫探討解決土地權保障缺口的可能方案，即透過集體創作，

建立起土地專業人員及市民之間的伙伴關係。這可以鼓勵及支持市民直接握有及維持他們土地權利的資料。這份

研究呈現一個觀點，也就是這要如何執行，並且研究這個合作方法的相關風險要如何因應。 

集體創作的概念，是利用網路及線上工具，藉由市民志願者輸入的資料及激勵的行動來將工作完成。目前這個概

念是用來支持災害處理的科學證據收集及重大事件記錄，例如見證最近海地及利比亞的危機。因為社會越來越空

間化，所以這些算是新的應用。 

最新的集體創作研究為 RICS 產品設立了一個新的標準，並且已在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的重要活動中發表過。 

消除土地權保障缺口對開發中國家的未來及全球經濟的發展非常重要。集體創作結合其他聯合國所支持的計畫，

像是專業能力建設，則可能是這個問題的真正解決方案。 

本研究也包括了海地、肯亞、南蘇丹及加拿大的個案研究。 

 
西藏高原生態安全資料服務的地理空間網站入口 

2011 年 6 月 4-26 日在中國上海舉行的第 19 屆國際 e 訊息大會中呈現 

本論文為以網路服務、入口技術及 GIS 技術為基礎的西藏高原生態安全資料服務提出地理空間網站入口的建議，

把地理空間網站入口做為地理空間資料整合、管理、提交、出版及分享的線上資料支持平台。其架構呈現一個三

層結構，包括了以 ASP.NET MVC2 及 ArcGIS server 9.3 為基礎的資料來源層、資料服務層及資料呈現層。如同

入口建置裡的運用，微軟 Silverlight 技術及 Bing 地圖技術加上豐富的地理空間，把特色及互動表現呈現給客戶。

對為西藏高原建置生態環境傾向的空間資料基礎建設(SDI)來說，設立地理空間網站入口是很重要的一步，可以增

進合作，為國家生態安全避難所的保護與建設，來建立、分享及宣傳地理空間資料來源。 

 
以三維探索城市 

僅僅幾個月，諾基亞地圖 1 以瑞典公司 C3 技術為基礎，提供令人讚嘆的城市寫實照片的低空編隊飛行。今年夏

天蘋果採購部分的 C3 之後，這類的使用者經驗毫無疑問將更為普遍。更接近大自然中”二又二分之一尺寸"的數位

地形模型 - 2.5D 無法支持同一垂直線上多個點，真三維模型，這些地圖只能看遠距的圖像，雖然他們無法捕捉到

細部，像是突出的外觀及屋頂，建築物或紀念碑裝飾品(陽台、門及窗戶框架等等)，橋樑、樹木、內部及物體等

等。   

相反地，專業人員希望取得逼真的三維模型，可以從空中潛入城市的中心。需要這種精確度的應用有許多種，包

括建築、工程及興建、情報及防禦、生產、媒體及娛樂、電子商務、科學分析、文化遺產。 

http://www.asmmag.com/201111172582/mobile-mapping-system-provides-detailed-damage-assessments-in-japan.html
http://www.asmmag.com/201111172602/maps-of-radiation-in-japan-perform-critical-task-for-peace-of-mind.html
http://www.rics.org/site/scripts/download_info.aspx?downloadID=8083
http://www.rics.org/site/scripts/download_info.aspx?downloadID=8083
http://ieeexplore.ieee.org/xpl/freeabs_all.jsp?arnumber=5980915
http://www.gisuser.com/content/view/25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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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創作逼真的三維模型的過程是進入一個有 smart3Dcapture 及 acute3D (http://www.acute3D.com)突破性技術

的全新年代，可以利用簡單的照片建置真三維高解析度的模型。取得的步驟有近交點發射的限制，高擴充性的加

工步驟及心靈的表現，可以在沒有人為的干預下的數分鐘或數小時內執行。這項技術在兩大歐洲學術研究機構研

究了 15 年。  

遠遠超過產自嚴格管控的航空影像的 2.5D 城市寫實照片的低空編隊飛行，smart3Dcapture 以全自動的方式，把

各種影像來源(航空器、直升機、UAV、街頭層級…)變成一連串正確的真三維模型，包含所有的 SC。 

影 帶 的 快 照 說 明 了 2.5D 城 市 寫 實 照 片 及 逼 真 的 真 三 維 之 間 的 差 異 。 請 至 下 列 網 站 觀 看 影

片: http://youtu.be/7clYBI-1OKw 

影帶的快照顯示來源多樣化所帶來的廣泛可能性。請至下列網站觀看影片: http://youtu.be/ADVQso0KZzo 

smart3Dcapture 已經成為客製化軟體的解決方案，可以透過三維軟體業者整合產品，或者是在工業三維生產線上

部署。這是 Autodesk 開創性的 123D Catch3 網站服務 (前身為 Photofly4)  

資料來源: GISUser 

 

GIS 地圖繪製受到歡迎 …讓保護科學、經濟發展及計畫可行 

數位化空間資料系統的數值資料可以在 衛星影像上堆積成層。這套系統受到政府機關及私人企業的歡迎，並用來

進行各項研究。專家表示，這項技術稱為地理資訊系統(GIS)，徹底改革我們研究及分析居住地的方法。 

資料來源: 經濟時報 (印度) 

 
大地測量: 除舊佈新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測量與空間信息學院教授及院長，國際大地測量協會主席 Chris Rizos 著作 

我們應該推廣新的大地測量，不是讓我們的學生心生恐懼，而是要傳達現代大地測量令人愉悅的刺激因素。 

資料來源: 協調電子雜誌 

 

改善海軍及海岸空間的管理 

千里達及托巴哥共和國西印度聖奧古斯汀大學地理資訊工程及土地管理系 Michael Sutherland 著作 

海軍地籍圖最好是建立在多目的地籍圖的概念上，它是可理想地提供主題及空間資料與資訊的工具，以支持海岸

及海軍空間的有效決策。 

資料來源: 協調電子雜誌 

 

gvSIG 2.0 準備測試 (gvSIG 新聞辦公室) 

經過長期發展及重構之後，gvSIG 2.0 成真。 

藉由發布 gvSIG alpha2, gvSIG 正式開始眾所矚目版本的穩定期。gvSIG 鼓勵你予以測試並提出程式錯誤之處，

郵件清單的特色需求通常不建議把發展布局用於生產環境。 

請到 這裡了解更多資料  下載 gvSIG 2.0 alpha2 

 
gvSIG 校園社群已誕生(gvSIG 新聞辦公室) 

gvSIG 很高興宣布在 gvSIG 計畫中設置名為 gvSIG 校園的新社群。這個社群是 gvSIG 計畫所創建的新社群，主

要目標是成為第三訓練機關的學生及教師(學士、碩士、博士等等)之間的會合點，他們可以利用 gvSIG 製作期末

報告。 

那些計畫可以連結到不同的知識領域: 新工具的發展、其他軟體的比較、GIS 工具的特別應用等等。 

更多 gvSIG 校園的相關資訊，請到以下網頁。 

如果對本社群有興趣，建議你加入郵件清單 ， gvSIG 校園會員可以利用此平台和其他成員交流 。 

另外，拓展網站已成立一個稱為校園的新單元。本單元包括一個社群會員製作的期末報告資訊資料庫。透過這個

新校園單元，任何人都可以搜尋即有的報告，也可以尋找完成的期末報告及未來新報告的某些想法。 

 

回到目錄 

 

國外新聞 

下節內容主要是讓讀者了解本區之外的發展情況，呈現空間資料基礎建設的實施情形。 

 

在紙圖銷售式微之際，Avenza 為地圖出版商開闢了線上市場 

http://youtu.be/7clYBI-1OKw
http://youtu.be/ADVQso0KZzo
http://article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2011-10-13/news/30275214_1_gis-mapping-satellite-imagery-income-distribution
http://mycoordinates.org/geodesy-out-with-the-old-in-with-the-new/
http://mycoordinates.org/improving-the-administration-of-marine-and-coastal-spaces/
http://www.gvsig.org/web/community/mailing-lists/directory-en
http://blog.gvsig.org/2011/11/24/gvsig-2-0-ready-to-test/
http://www.gvsig.org/web/projects/gvsig-desktop/official/gvsig-2.0/downloads
http://gvsig.org/web/community/comm_groups/comm_gvsig_campus/
http://www.freelists.org/list/gvsig-campus
http://outreach.gvsig.org/campus/
http://www.gisuser.com/content/view/249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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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nza 系統公司是 Adobe Photoshop 所需的 Adobe
®
 Illustrator

®
 及 Geographic Imager

®
 地理空間工具，

MAPublisher
®
製圖軟體的製造商。他們利用該公司發行的 PDF Maps app 及其在蘋果 iOS 平台開設的 Avenza 地

圖商店，在行動的 app 空間畫出新的版圖，以便使用包含 iPhone、 iPad 及 iPod Touch 在內的設備。有了 PDF 

Maps app， 製圖師及地圖出版商現在已取得廣大的未開發顧客群，在紙圖銷售持續下滑之際，這些顧客群相當

依賴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 

資料來源: GISUser 

 

世界銀行土壤固碳網站 

利用永續土地管理技術的土壤固碳藉由加強農業生產及降低農村貧困，為限制溫室氣體排放提供有效的解決方

案，並創造自然土壤資產，把農業生態系統對氣候變化及易變性降到最低，創造三贏的局面。 

這個網站工具提供不同土地管理實務的固碳潛能，人們可透過點選或利用搜尋地名取得一個地點的固碳潛能資

訊。資料庫讓使用者下載及整合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及其他資訊來估算不同農業計畫的土壤碳儲存變化。 

 
回到目錄 

 

文章 

 

開發中國家如何從地理人口統計的原則及實務當中取得價值， 以及為黃金時代發展挑戰提供新的解決方案 

地理學及區域計畫期刊，第 4(9)期，第 505-512 頁，2011 年 9 月 4 日 

地理人口統計細分系統是區域分類，利用群居地及人群的多標準及地理統計解析學放入似度聚集體中。地理人口

統計起源的已開發國家已廣泛地享受到這些地理計算技術的利益。儘管確認了為提高已開發國家政策的效能而使

用細分技術的價值，許多開發中國家仍然缺少這些機制。某些原因顯然是最基本的；不過，有些更為貼切的議

題，像是資料基礎建設重要性的誤解常常受到忽略。這份報告當中，我們提供了地理人口統計經歷的一些背景，

並著重在空間細分的挑戰及利益上；空間細分是開發中國家推動證據政策制定的一個選項。 

關鍵字: 開發中國家、地理人口統計、地理資訊系統、黃金時代發展目標、公共政策 

 

沒有錯誤的目標: 只是一項調查?   Kristopher M. Kline 著 

利用特許的長處，土地調查人員負有執行符合其獨特專長的特別任務的責任。這可能提高誤信專業判斷的機率，

包括單向解決問題 ，或是為客戶造成特別的結果。一次令人遺憾吹噓，集體自負、已簽名及用印的單次調查比我

們所相信的更沒有說服力。 

資料來源:起始點 

 
科技對話: 攝影的眼光   Joseph V. R. Paiva  著 

攝影是一個總稱詞，泛指各種尺寸的照片。對許多調查人員來說，攝影有點像“黑色藝術”的工序 。 

資料來源: 起始點 

 

洪災風險管理的新方法   亞洲調查及地圖繪製  Jeff Thurston  著 

全亞洲洪災的嚴峻及次數近來有提高的情形。柬埔寨、寮國、泰國、緬甸及越南最近都經歷了重大的水災。整合

的洪災管理是新興的業務，是洪水計畫的綜合性方法，需將整個流域的人口壓力、生態、氣象學及其他因素都納

入考量。 

 

重新繪製政治地圖  

英國-Jamie Justham 觀察了選區分界有計畫的改變，以及 GIS 技術如何協助衡量民主的含意。 

資料來源: GeoConnexions 

 

地點基礎的圖書館概念 

閱讀的空間維度是很有趣的面向，有可能變成真正的主題。許多的敘述讓空間的廣泛運用及花邊描述與地點變得

和人物一樣重要；人物因空間相互作用的描述及角色的設定而躍然紙上。 

資料來源: Urban Tick blog 

 
測量人員的無線解決方案   亞洲調查及地圖繪製  Jeff Thurston  著 

http://www-esd.worldbank.org/SoilCarbonSequestration/
http://www.academicjournals.org/JGRP/PDF/pdf2011/4th%20Sep/Ojo%20and%20Ezepue.pdf
http://www.pobonline.com/Articles/Column/BNP_GUID_9-5-2006_A_10000000000001120276
http://www.asmmag.com/201111162601/new-approaches-to-flood-risk-management.html
http://www.geoconnexion.com/uploads/politicalmap_ukv9i6.pdf
http://urbantick.blogspot.com/2011/10/location-based-library-concept.html
http://www.asmmag.com/201111242661/wireless-for-surveyor-solu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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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技術已快速地創新，目前已在地理資訊及地理空間領域隨處可見。使用無線有幾種好處，其中有幾種比較鮮

明。無線技術不牽涉到立即取得的長距連結，包括線路、彈性及節省成本。不過，調查的相關工作主要是省時，

以及直接連結到網路支持野外-辦公室活動的能力。  

 
使用供應鏈管理做為管理 GIS 計畫的工具  V1 雜誌 Peter Schmitz 著 

社會將變得更加社會化，經由地理學及 GIS 而成，有些已經嵌入主流的決策，並結合企業系統，像是 Oracle 及

SAP。  

Dangermond (1999) 及 Tomlinson (2000)表示，GIS 單位在 21 世紀所面臨的挑戰之一是可以成功地管理自己，

以利在對的時間運送對的產品給對的客戶 (Pulsani 接受 GEO 世界的訪問 (2004))。Tomlinson (2000)也指出， 有

幾種管理工具可以用來協助 GIS 單位成功地管理自己。其中一項管理工具是用於供應鏈管理，如同在工業上的運

用。 

 

Koo Koo Sint 及 Paddle Song 獨木舟的航行 

1811 年, 西北公司的調查人員及毛皮商人 David Thompson 抵達太平洋, 把哥倫比亞河加入毛皮貿易公路從哈德

森灣、蒙特婁，一路到太平洋的最後一站，並成為從哥倫比亞河接近英屬哥倫比亞 Invermere 的源頭 ，抵達美國

奧勒岡州阿斯托利亞，哥倫比亞河出口的第一位調查並繪製哥倫比亞地圖的調查人員。 

2011 年 6 月 3 日，10 艘 25-英呎長的運送木材的獨木舟離開英屬哥倫比亞 Invermere，展開 6 星期，1100 英

哩，終點為奧勒岡州阿斯托利亞的旅程，途中經過 Kootenai、Clark Fork、Pend Oreille 及哥倫比亞河。我們在

2011 年 7 月 15 日抵達奧勒岡州阿斯托利亞，距離 1811 年 David Thompson 抵達同一地點有 200 年之久了。 

10 艘獨木舟的其中 2 艘是由我們稱為北美土地調查員所駕駛的。這 2 艘獨木舟命名為"Koo Koo Sint" (海岸賽利

希族語 "觀星者" 或是 "看星星的人"來紀念 David Thompson) ，以及以 David 56 歲的太太 Charlotte Small 命名為 

"Paddle Song" (取自 Woman of the Paddle Song 一書)。 

資料來源: 美國調查人員 

 

精確的大地水準面 — 重力探測器 B 實驗   美國調查人員  Marc Cheves 著 

遠在 GPS 發明之前，調查人員依賴大地水準面來建立正高，其鉛錘線會受到當地重力變化的影響，好比說是附

近的群山。今天，我們可達到的最佳角度測量準確性是十分之一秒。史丹佛大學的重力探測器 B，具備解決十分

之一角秒角度的能力，將研究地球重力場的精細結構。  

不管你是在以前的科學課中第一次學到，或是看到迷離境界影集而回想起，愛因斯坦的 E=mc² 程式代表著相對

論。根據這個理論，核能發展可以製造原子彈。  

不過，愛因斯坦的總體相對論變得越來越難懂。40 多年前提出的理論，以 1800 年代的工作及愛因斯坦 87 歲的

理論為基礎，重力探測器 B(GP-B)實驗集結新技術驚人的陣列，沒有不可能做的實驗。  

從平凡百姓的觀點來看，愛因斯坦較不為人知的理論假設，一個太空物體(比如像地球) 穿越太空旅行，隨身拖著

空間時間。要在地球上證實這個想像的應用可能有點難，不過對於了解我們的世界它卻有很大的含意，好比說像

是黑洞。這個理論也指出，行星並沒有繞著太陽，在橢圓形的軌道上運行，不過，反而是穿越弧形空間時間的直

線。 

 

從世界銀行發展支持土地改革所獲取的經驗   Keith Clifford Bell 著 

本論文探討世界銀行支持東亞地區永續的土地改革，特別強調土地管理、土地發展投資、土地權保障、國際空間

資料基礎建設、電子政府、土地稅務、空間規劃、災難因應及減緩的計畫。我們已在最後議題中發佈了論文的第

一部分。 

資料來源: 協調電子雜誌 

 

調查準確性 –“邁向 2034 地籍冊” 的進一步對話 

2010 年再次舉行大自然及地籍冊角色的辯論。地點是澳洲雪梨的 FIG2010 年論壇及 GIM 國際大會。未來地籍冊

的 6 項設計要素受到討論，其中一項是調查的準確性。這項設計要素的廣大回應顯示，這個議題需要進一步說

明。在此，我們希望提供這樣的說明，以及有關“邁向 2034 地籍冊”的進一步對話。  

荷蘭國際航天測量與地球科學研究院 Rohan Bennett 及 Paul van der Molen (GIM International 雜誌) 

 
烏干達道路基礎建設維護地理資訊技術的演算合併 

摘要: 烏干達的道路基礎建設(RIM)維護並未充份地利用地理資訊技術 (GITs) 。因此，有必要把國家級地理資訊技

術的運用具體化為參與機關的決策支持工具。GIT 包括: 遙測、全球定位系統 (GPS)、地理資訊系統 (GIS)，以及

網路工具，例如谷哥地球。本份報告是根據評估使用 GIT 做為烏干達行動研究(RIM)決策支持工具所做的研究。

http://www.vector1media.com/article/features/24167-using-supply-chain-management-as-a-tool-to-manage-gis-projects-.html
http://www.amerisurv.com/content/view/9361/153/
http://www.amerisurv.com/content/view/8697/153/
http://mycoordinates.org/experiences-from-world-bank-development-support-for-land-reform-2/
http://www.gim-international.com/issues/articles/id1788-Survey_Accuracy.html
http://mak.ac.ug/documents/Makfiles/aet2011/Kayond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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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面談、田野考察及測量、參與觀察的結果， 烏干達行動研究使用 GIT 的差距及限制受到討論。RIM 的資料條

件有所規定。本論文指出一項強調 RIM 過程使用 GIT 的規則系統方法。這關係到資料搜集指南的政策，強調使用

GPS、衛星影像及 GIS、建立 GIT 理論及使用的能力、建置區域空間資料基礎建設以為已確認的活動進行道路維

護資料及駁回年度預算。動態細分資料模型被視為 GIS 裡優秀的資料儲存策略。 

關鍵字: 地理資料系統 (GIS)、地理資訊技術 (GITs)、道路基礎建設維護 (RIM)、烏干達 

 

開發中國家如何從地理人口統計的原則及實務當中取得價值， 以及為黃金時代發展挑戰提供新的解決方案 

地理學及區域計畫期刊，第 4(9)期，第 505-512 頁，2011 年 9 月 4 日 

地理人口統計細分系統是區域分類，利用群居地及人群的多標準及地理統計解析學放入似度聚集體中。地理人口

統計起源的已開發國家已廣泛地享受到這些地理計算技術的利益。儘管確認了為提高已開發國家政策的效能而使

用細分技術的價值，許多開發中國家仍然缺少這些機制。某些原因顯然是最基本的 ; 不過，有些更為貼切的議

題，像是資料基礎建設重要性的誤解常常受到忽略。這份報告當中，我們提供了地理人口統計經歷的一些背景，

並著重在空間細分的挑戰及利益上；空間細分是開發中國家推動證據政策制定的一個選項。 

關鍵字: 開發中國家、地理人口統計、地理資訊系統、黃金時代發展目標、公共政策 

 

回到目錄 

 

書籍與學術期刊 (影片與網路出版品) 

Robin McLaren FRICS, Peter Dale OBE FRICS 

主題: 土地市場及現代經濟, 第三版 

概要: 所有有生命的生物都需要食物、水及住所。我們都是生活在土地上的獨立個體。不過，誰應擁有土地，又

如何為所有人的利益來控管土地? 有些人主張政府應決定誰該擁有土地。其他人堅持，雖然國家制定控管架構， 

不過，取得土地使用最佳形式的最好的方式是透過自由市場力量的運作。 

本課程及論文了解土地權利的買賣原因非常重要，同時認為土地市場的效率及效力能獲得改善。第三版已全部更

新以反映世界經濟部分因財務危機而產生的經濟變化，以及世界強權嶄露頭角，例如印度、中國及巴西。它也包

含了這些國家的幾項重要議題，希望吸引及推廣有效的土地市場。新版的論文也包括了幾個新的個案研究，同時

也將在即將到來的世界銀行及聯合國土地相關的活動當中報告。 

 

『對地理空間產業、開放標準及開放源碼之看法』 Cameron Shorter部落格 

 
 
『SDI 雜誌』 

 

『鵜鶘媽媽：人類永續發展雜誌』 

2011 年 8 月期已出刊： 

 

『LiDAR 新聞』 第 1 卷第 22 期 (2011 年 11 月) 

 
『思考季刊』 - 谷歌線上雜誌 

 

『地理座標』月刊 

 

『SERVIR-非洲社區新聞』 

 

『美國測量員通訊』（12 月 2 日） 

 

『GISuser - GIS 和地理空間技術新聞』 

 

連結調查及 GIS 

ESRI 的 Brent Jones，擔任調查及工程產業經理，接受亞洲調查及地圖繪製(V1 媒體)Jeff Thurston 訪問  

調查及地理資訊系統(GIS)之間的關係是多數空間資料應用發展不可或缺的部分。測量的準確性及精密度非常重

要。雖然測量相關工具的數量及種類有增加的情形，但它們必須輪流和 GIS 相互運用，使應用得以發表結果。

http://www.academicjournals.org/JGRP/PDF/pdf2011/4th%20Sep/Ojo%20and%20Ezepue.pdf
http://cameronshorter.blogspot.com/2011/06/memoirs-of-cat-herder-coordinating.html
http://www.sdimag.com/
http://www.pelicanweb.org/solisustv07n08page1.html
http://www.lidarnews.com/newsletter/Vol1No17.htm
http://www.thinkwithgoogle.co.uk/quarterly/people/#aboutthebook
http://mycoordinates.org/pdf/june11.pdf
http://www.servirglobal.net/africa/en/News/CommunityNews.aspx
http://www.amerisurv.com/newsletter/20JUL2011.htm
http://www.gisuser.com/
http://www.gisuser.com/
http://www.vector1media.com/dialog/interviews/24152-interview-connecting-the-dots-between-surveying-a-g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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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編輯 Jeff Thurston 訪問了調查及工程產業經理 Brent Jones。 Esri 討論 GIS 調查，以及學習更多關於 Esri

如何接受挑戰以支持及強化 GIS 工具調查人員之間的的關係。  

 
 

背景的空間資料基礎建設 – 北與南 

V1 媒體 Jeff Thurston 審閱 

背景的空間資料基礎建設 – 北與南一書討論與空間資料基礎建設(SDI)執行相關的技術及非技

術障礙、政策及機制。編輯人員強調像是法律、政策、版權、責任及適合性要素等非技術議

題，提供改善取得 SDI、資料流通及支應能力的豐富資料。本書包含了給公務及私人與會者

的內容。 

 
 
 
 
即將開幕的的展覽 – 發現南極洲: 繪製最後大陸的地圖 

新南威爾斯雪梨美術館的國家圖書館，2011 年 12 月 3 日 – 2012 年 2 月 19 日 

這項重要的展覽揭露了神話、傳奇航行及許多的努力以繪製地球最後一塊大陸的地圖。觀看了

15 到 20 世紀上百幅的當代地圖，以及照片、用雪橇運送的日誌、寫生簿、影片、遺跡，以及

最新的南極洲的衛星影像。這場展覽也要慶祝 1911 – 14 年歷史的澳洲南極遠征百年紀念。 

 

回到目錄 

 

趣聞軼事 

 
彎曲的美國-加拿大的邊界 

全球各國的邊界那裡是最長的直線? 為什麼，肯定是美國 - 加拿大，位於伍茲湖 (明

尼蘇達與曼尼托巴)及界限灣(華盛頓州/英屬哥倫比亞)之間的邊界, 總長 1260 英哩，

沿著北緯 49 度線。是嗎? 錯。 
資料來源: 紐約時報 

 

世界的角落 – 谷哥智力競賽 (第一部) 及 (第二部) 

 

取自大西洋月刊 

上個月我們為您準備了大西洋雜誌及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的好禮這次你可能

就像太空人一樣近 。這個月，還是要感謝大西洋雜誌及 NASA，我們為您帶來了另一部縮

時攝影影帶可能是有史以來從太空拍攝的最棒的

高清地球視覺影像。 

資料來源: 大西洋雜誌及 NASA 

 
 

進一步觀看 NASA 製作的縮時攝影影帶仍然請觀看 月球 – 近距離 

資料來源: 地理空間世界周報 &德國航空太空中心(DLR)入口新聞:  

在三維月球上飛行 

 

上個月，我們為讀者從紐約時報帶來 Lytro (光場相機) 先拍攝，後對焦 

更多資料，請到攝影革命觀看 

網路上一組新相機的線上笑話，指稱光場相機今年稍早上市，如

果你把創造力當作另一個花招，沒人會怪你。照相機的注意力集

中器的特色是一種後事實追尋的全自動聚焦:  利用一個棘爪，可

以捕捉到照片上任何模糊的部分，讓它們都變得鮮明起來 – 那是

傻瓜都懂攝影的另一個步驟。 

http://www.vector1media.com/2011102123665/Article/Book-Review/spatial-data-infrastructures-in-context-north-and-south.html
http://email.synergymail.com.au/t/r/l/ililhyy/jddhw/a/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1/11/28/a-not-so-straight-story/?scp=1&sq=canada%20border&st=cse
http://www.theatlantic.com/infocus/2011/08/where-in-the-world-a-google-earth-puzzle/100120/
http://www.theatlantic.com/infocus/2011/11/where-in-the-world-part-2-a-google-earth-puzzle/100197/
http://www.theatlantic.com/video/archive/2011/10/this-is-probably-as-close-as-youll-get-to-being-an-astronaut/247483/
http://www.theatlantic.com/video/archive/2011/10/this-is-probably-as-close-as-youll-get-to-being-an-astronaut/247483/
http://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1/11/video-perhaps-the-best-hd-view-of-earth-from-space-ever/248395/
http://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1/11/video-perhaps-the-best-hd-view-of-earth-from-space-ever/248395/
http://eol.jsc.nasa.gov/Videos/CrewEarthObservationsVideos/
http://geospatialworld.net/index.php?option=com_imageoftheweek&view=managetemplate&id=62&Itemid=139&year=2011
http://www.dlr.de/dlr/en/desktopdefault.aspx/tabid-10081/151_read-2065/
http://gadgetwise.blogs.nytimes.com/2011/10/19/lytros-camera-shoots-first-focuses-later/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1/12/the-revolution-in-photography/8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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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類的影像校正只是不同技術的副作用罷了。消費者預計明年初可以買到光場相機，創造一個全新的視

界，為世人展示數位年代影像消費的模式。 

資料來源: 大西洋雜誌 

 
 

研究發現智慧型手機是最受歡迎的家電，而且變成代罪羔羊 

一個新的 Yahoo! 移動/剃刀魚研究發現智慧型手機是最為大眾觀迎的家電，而且成為許多社會現象的代罪羔羊。 

智慧型手機可隨時上線，連結新穎家電，適用各種功能、地點及背景，讓使用者處理生活中許多瑣事，甚至可以

解決棘手的難題。現在的 Yahoo! 移動/剃刀魚研究顯示一項有趣的性別差異，有 75%的投票者認為智慧型手機是

排名第一的家電。 

資料來源: GISUser 

 
回到目錄 

 

教育訓練 

 

第 11 屆 NCCR 氣候夏令營將在 2012 年 9 月 9-14 日於瑞士提契諾州舉行 

NCCR 氣候、瑞士絕佳氣候及氣候衝擊研究中心邀請年輕科學家，參加在風景秀麗的南瑞士阿爾卑斯山舉行的第

11 屆國際 NCCR 氣候夏令營的氣候研究領導人活動。 

本次夏令營活動的主題是「改變氣候的水循環」。之所以選擇這個主題是基於科學挑戰及緊迫社會考量的重要

性。特殊議題包括:  

          觀測的水循環差異. 

           因應氣候變化的水文物理過程， 

           氣候變化的水循環狀能，以及 

           預計的衝擊 

本次夏令營活動邀請了所有氣候研究領域的年輕科學家。課程涵蓋了氣候的廣大範圍及氣候衝擊研究議題，以及

培養跨領域的連結。毎一主題包含了大會學術報告及小組深度討論研討會。所有的夏令營活動與會者要提出其研

究海報，而且還有機會討論。 

本次夏令營開放給全世界的年輕研究人員(博士班學生及博士後研究)。與會者都相當具有競爭力，最多參加名額

限制為 70 人。報名費(1400 瑞士法朗)包括了一半的住宿費、短途旅行及教材費用。這一小筆金額連來自開發中

國家(例如非經合組織國家)的學生都支付得起。 
 

申請截止日:2011 年 12 月 20 日。 2012 年 2 月通知申請成功者。詳細資料及申請表格請至下列網頁 

<http://www.nccr-climate.unibe.ch/summer_school/2012/>. 

連絡地址: 瑞士柏林 CH-3012，Zähringerstrasse 25 號，柏林大學 NCCR 氣候管理中心, 電郵信箱: <nccr-

climate@oeschger.unibe.ch>  

電話 +41 31 631 31 45, 傳真 +41 31 631 43 38. 

 

大規模三維雷射掃描: 全程記錄 

如果你錯過了「大規模三維雷射掃描: 全程記錄」的現場網路研討會，別擔心。現在你可以隨時上網觀看! 

 

開放性地理空間社群線上學習課程  

很高興通知大家ELOGeo (一種使用地理空間開放資料、開放源碼與開放標準的線上學習架構)計畫的典藏課程已

經完成。  

ELOGeo 是由JISC贊助，位於諾丁漢大學的地理空間科學中心，由諾丁漢大學與曼徹斯特大學的卓越Mimas中心

合辦。ELOGeo 主要合作單位有開放源碼地理空間基金會(OSGeo)、開放性地理空間協會(OGC)、全國地形測量

局、開放諾丁漢、國際製圖協會(ICA)以及gvSIG協會。  

更多 ELOGeo 資料，請點選這裡。 

 

gvSIG 訓練平台提供給 gvSIG 使用者的第一套課程 

gvSIG協會試圖透過網路課程、推出新學習平台：gvSIG訓練，增加使用者的學習機會。因此，gvSIG協會推出其

官方認證課程。  

這也是朝免費地理信息學訓練課程又更近一步，建立一個線上訓練中心，有助於gvSIG計畫之拓展與永續性。是

http://www.gisuser.com/content/view/25103/28/
http://www.nccr-climate.unibe.ch/summer_school/2012/
mailto:nccr-climate@oeschger.unibe.ch
mailto:nccr-climate@oeschger.unibe.ch
http://www.faro.com/site/resources/details/1373?CampaignId=70170000000bbwr
http://elogeo.nottingham.ac.uk/xmlui
http://elogeo.nottingham.ac.u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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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地理限制，而且接受最棒專業人士指導的訓練。  

在這個平台，有數種語言版本可選擇，不同程度的使用者或開發者，都能學習如何使用 gvSIG 計畫的不同應用。

課程清單將隨著不同的 gvSIG 以及免費地理信息學專業課程(資料庫、地圖伺服器….)逐漸擴展，預期目標是涵蓋

社群的不同需求。 

gvSIG 訓練提供的課程是取得gvSIG 官方認證的必要部分。  

欲取得更多資料：  

- gvSIG 訓練：<http://gvsig-training.com/> 

- gvSIG 認證：<http://www.gvsig.com/services/certification> 

 
GIS 課程 –遠距教學  

NSW Riverina Tafe  

以下所列課程都是完整地理資料系統課程，可利用遠距教學分幾個學期完成修業。  

 空間資料服務(GIS)證書(III)  

 空間資料服務(GIS)證書(IV)  

 空間資料服務(GIS)學位  

資料來源: NSW River  

 
參與性空間資訊管理及溝通訓練工具組現已上線  

這份由CTA及IFAD以英文及西班牙文共同發布的訓練工具組非常特別，可依照使用者需求做調整，確定員工可從

「參與性空間資訊管理及溝通」中取得最佳訓練。  

線上版本於2011年3月初推出，DVD版本已於2010年12月推出。整個訓練工具組共有15個單元，每個單元均包含

一系列小課程。所有單元均包含全面性良好發展方式 – 以參與式繪圖行動的成果為基礎，從動員社群到發展溝通

方法。各單元觸及不同主題，例如訓練基礎、道德倫理與社群基礎工作及程序，以及更多技術性的低階、中階及

高階技術參與式地圖繪製方法。  

使用者可自行決定要涵蓋哪些項目以及何時納入這些項目。這項產品是利用多媒體訓練工具組(MMTK)的方式發

展 – 可供你選取最適合你需要的特殊單元、小課程及組件，並發展出適合你自己的課程。 出版者: 荷蘭瓦赫寧恩

(Wageningen)農業及農村合作技術中心ACP-EU (CTA)及義大利羅馬農業發展國際基金會。  

資料來源: The Centre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Cooperation 

 

回到目錄 

 

募款機會、獎項、獎學金 

Award to encourage young geospatial scientists 

(鼓勵年輕地理空間科學家的獎項) 

為了鼓勵從事於地理信息科學和技術領域的年輕研究學者，Rachapudi Kamakshi 紀念信託基金特別為「年輕地

理空間科學家™ 」設立了 Rachapudi Kamakshi 紀念金牌獎章。這項包括一個金牌、牌匾及獎狀的獎章,將每年在

該國地理空間團體最大會議場合中頒發。「印度地理空間論壇」（以前稱為「印度地圖」）將於 2012 年 2 月 8

日至 9 日授予該獎項。 

資料來源: 地理空間世界周報 

 

非洲自然資源聯合國大學研究所(UNU-INRA)之 2012 年訪問學者計畫  申請日期: 2012 年 3 月 15 日 

非洲自然資源聯合國大學研究所(UNU-INRA)宣布 2012 年訪問學者計畫，以及邀請非洲及全球有興趣者提案。 

這項計畫的主要目的為提供具備資格的學者機會，針對非洲自然資源的發展與管理相關的主題進行研究，參加

UNU-INRA 的活動，協助 UNU-INRA 的出版業務。 本計畫也將加強宣傳 UNU-INRA 的研究，投入 UNU-INRA 的

推廣計畫。 

本計畫不支持任何田野工作以搜集資料。它適合可取得資料，需要工作站設備及財務支援，以分析與發布其研究

結果。 

UNU-INRA 將毎個月提供$US1, 500 津貼，做為旅行、住宿、醫療及其他費用。 

有興趣者提出申請之前請詳閱檢附的公告內容及其他相關文件。 

UNU-INRA 策略計畫 2011 - 2014     非洲綠色經濟計畫 

 

”坦尚尼亞的感應器、活力化、負責任(SEMA)”的研究機會 

http://gvsig-training.com/
http://www.gvsig.com/services/certification
http://www.rit.tafensw.edu.au/nec/nrme/giscourses#Cert III in Spatial Information Services (CPP30109)
http://www.rit.tafensw.edu.au/nec/nrme/giscourses#Cert IV in Spatial Information Services (CPP40209)
http://www.rit.tafensw.edu.au/nec/nrme/giscourses#Diploma of Spatial Information Services (CPP50207)
http://www.rit.tafensw.edu.au/nec/nrme/giscourses
http://www.cta.int/en/About-us/CTA-news/Participatory-Spatial-Information-Management-and-Communication-Training-Kit-now-available-on-line
http://www.cta.int/en/About-us/Who-we-are
http://geospatialworld.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3094%3Aaward-to-encourage-young-geospatial-scientists-&catid=81%3Amiscellaneous-award&Itemid=1
http://inra.unu.edu/d1/unu-inra%20visiting%20scholars%20programme%20%202012.pdf
http://inra.unu.edu/d1/strat%2020110911.pdf
http://inra.unu.edu/d1/2011-07-26%20african%20green%20economy%20intiative.pdf
http://www.itc.nl/Pub/research_programme/Research_opportunit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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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計畫主題 "坦尚尼亞的感應器、活力化、負責任(SEMA)"是由荷蘭科學研究組織所提出，是 WOTRO-地球

科學發展計畫底下的子計畫。  

將延攬三名 PhD 候選人、一名博士後科學家及一名軟體開發人員。 

申請截止日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回到目錄 

 

工作機會 

 

GIS 專家、阿富汗水資源及農業計畫 

Tetra Tech ARD 目前正接受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制定的阿富汗水資源管理及農業計畫資深及中級員工職位的

申請。 

地理資訊系統科學家需負責利用開發及傳送 GIS 資訊產品到不同地區，以支援通訊、推廣、知名度建立、計畫及

計畫的 M&E 活動。他們的工作和下游包商及客戶有密切的關係，負責監督 GIS 的相關工作。專家們必須協調區

域、國家 GoIRA 代表及社區領袖，以進行計畫的各種活動。他們也將和跨學科團隊，以及來自自然、科技、社會

科學領域的專業人員密切合作。專員們將進行策略企劃、技術斡旋規劃，並訓練相關領域計畫的員工，以及提供

適合的地理空間工具及方法。他們也需指導資淺的員工，支援次級包商的計畫與行政，以及授權區域的執行人

員。上班地點有待決定。  

* 候選人需具備流利的達裡語或帕施圖語及英語的能力。 

 

你考慮要加入現今最熱門的地理空間領域的工作嗎?    Jeff Thurston 文 

空間資料今天在許多商業過程及工作流程中處處可見。地理空間技術不停地創新，同時，社會壓力及環境考量的

驅使而產生新的解決方案及應用。改變的步調正在加快，全世界嚴酷的壓力產生新空間資料的使用模式，需求也

增加了。地理空間社群的完美風暴正在不遠處向前靠進，人們需要加緊吸收地理空間的知識、技能，以及參與的

熱誠。你考慮加入現今最熱門的地理空間領域的工作嗎?  

資料來源: Vector 1 Media 

 

GIS 求職告示板在新的網站開張: www.gisjobboard.com 

新的網址提供雇主及求職者工具，可以把履歷及工作資訊上傳到 GIS 及地理空間紀律當中交流。 

GIS 的求職告示板網站已經開張了，是 GIS 及其他地理空間紀律的專屬網站。新的網址讓雇主及求職者很簡單地

就能傳及搜尋求職資料及履歷。本網站是為了 GIS 社群日益增加的需求而設立，以協助求職及徵才。網站的服務

內容如下： 

 上傳工作機會 (免費) 

 上傳履歷 (免費) 

 搜尋工作機會 (免費) 

 搜尋履歷 (免費) 

 上傳優先的工作機會 (上傳的工作在搜尋結果清單上會排在其他工作前面，並用不同顏色標示) 

 上傳優先的履歷表(上傳的履歷表在搜尋結果清單上會排在其他履歷表前面，並用不同顏色標示) 

 上傳有特色的工作機會 (上傳的工作在首頁上會顯示其特色，並放在優先的清單裡) 

 成為有特色的公司 (公司商標會顯示在網站的首頁) 

網站的首頁讓造訪者很快找到工作資訊及/或履歷表。造訪者也可以先以不同的可變因素號碼進行搜尋，讓搜尋範

圍縮小。使用者有不同的選擇以註冊上傳工作機會或履歷表。他們可以在網站上設立一個帳號，或是利用臉書、

LinkedIn 或是谷哥的帳戶登入，可以讓註冊流程更順暢。 

造訪者也可以選擇不同的語言觀看網站，更容易了解網站的內容。 

已註冊的使用者會收到以電郵發送的工作機會及履歷表。他們也可以旗子標示工作及履歷為安全搜尋，設定履歷

警示，以及安全履歷及工作機會。萬一其他使用者要和某人連絡，使用者可以使用私人訊息功能。請到

www.gisjobboard.com 網站觀看 GIS 工作告示板的更多訊息 

郵政信箱 531335 

美國加州聖地牙哥 CA 92154 

感謝 GISUser 提供本則訊息 

 

../../../../../Serryn/GSDI_Newsletter/http:/www.nwo.nl/nwohome.nsf/pages/NWOP_8HZC8C_Eng
https://careers.ardinc.com/ARDCareers/App/InternationalPostingDetail.aspx?PostingId=283
http://vector1media.com/dialog/perspectives/24114-what-do-you-consider-to-be-the-hottest-jobs-in-the-geospatial-sector-today.html
http://www.gisjobboard.com/
http://www.gisjobboa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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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尚尼亞的感應器、活力化、負責任(SEMA)”的研究機會 

本研究計畫主題  "坦尚尼亞的感應器、活力化、負責任 (SEMA)"是由荷蘭科學研究組織 (NWO)所提出，是

WOTRO-地球科學發展計畫底下的子計畫。  

將延攬三名 PhD 候選人、一名博士後科學家及一名軟體開發人員。 

申請截止日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回到目錄 

 

會議活動內容 

 
2n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3D Cadastres organized by FIG, EuroSDR 
and TU Delft  
(16-18 November 2011, Delft, The Netherlands). Papers & Presentations 
available here 

 
中非降低乾旱風險高階研討會 – (2011 年 9 月 24-6 日舉行) 

非洲與中國加強合作以因應乾旱風險 

2011 年 9 月 24-26 日，40 位以上來自中國、非洲國家及聯合國的官員，參加為期三天的中非降低乾旱風險高階

研討會，另降低乾旱風險則安排在明年「中非發展合作高峰會」的議程。本次研討會的與會者包括國家氣象服

務、災難管理、國家 DRR(災難風險降低)協調人員及學術單位首長，以及來自中國及衣索比亞、肯亞、馬達加斯

加、馬拉威、莫三比克、尼日、奈及利亞、蘇丹、坦尚尼亞、烏干達及辛巴威等 11 個非洲國家的科學家。 

與會人員彼此分享乾旱監測、早期警示，以及農業乾旱管理方面的知識、科學方法、實務手段。更多資訊請洽： 

Shirish Ravan. 
 
Webcast presentations of Open Source GIS Conference 2011 

(2011年GIS開放源碼會議網路廣播簡報)  

2011 GIS 開放源碼會議(OSGIS 2011)的網路廣播簡報內容，包含 OGC-OSGeo 互操作性當天的大會演講，目前

已經看得到。 

 
INSPIRE 2011 Conference Report  

6 月 27 日 – 7 月 2 日於英國愛丁堡舉辦 

 
2011 Esri Asia Pacific User Conference Proceedings 

2011 年 Esri 亞洲太平洋地區用戶會議論文集 

 
ISDE Working Group Meeting on Digital Earth Vision to 2020 

(ISDE工作小組會議的2020年數位地球願景)  

2011 年 3 月，數位地球國際社會於北京舉辦 2020 數位地球願景工作小組會議。該會議集結來自不同領領域的專

家學者試圖描繪出數位地球在下個 10 年的演化過程，2020 年願景是 1998 年 Al Gore 提出的數位地球概念的更

新版。這個新遠景將 21 世紀新科技進展納入考量，亦考慮到社會改變、人們與科技互動的方法，並預測會影響

未來發展的趨勢。 

 
回到目錄 

 

會議及活動 

 

欲知其他重要國際活動之近期信息，請參見 GSDI 協會網站上的近期會議清單 – 因為在此所列出的研討會清單主

要為亞太地區之研討會信息。 

 

編輯部歡迎電子報訂閱讀者踴躍投稿會議及活動專欄。 

 
徵求有意主辦AARSE 2014年及未來研討會之單位  

http://www.itc.nl/Pub/research_programme/Research_opportunities.html
../../../../../Serryn/GSDI_Newsletter/http:/www.nwo.nl/nwohome.nsf/pages/NWOP_8HZC8C_Eng
http://www.3dcadastres2011.nl/
http://www.3dcadastres2011.nl/
http://3dcadastres2011.nl/programme/
mailto:shirish.ravan@unoosa.org
http://cgs.nottingham.ac.uk/~osgis11/os_call_info.html
http://www.sdimag.com/20110708150/events/event-coverage/inspire-2011-conference-report.html
http://www.geodata.com.ph/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26:2011-apuc-proceedings&catid=45:new-a-events
http://www.digitalearth-isde.org/news/Digital%20Earth%20Vision%20to%202020.html
http://www.gsdi.org/events/upcnf
http://lists.gsdi.org/pipermail/sdi-africa/2010-November/0011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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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有意主辦 2014 年 10 月第 10 屆非洲環境遙感探測雙年國際研討會(AARSE)及未來研討會之單位。第 9 屆研

討會將於 2012 年 10 月在摩洛哥舉辦。 

 

日期 地點 活動 

2011 年 12 月   

12 月 5 - 7 日 

 

順化 

越南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Mobile 
Computing and Multimedia (MoMM2011) 

(第 9 屆進階行動計算及多媒體國際會議, MoMM2011) 

2011年7月15日：完整論文(8頁)，短篇論文、程序演示及程序進行 

(5頁)  

2011 年 9 月 15 日： 論文接受通知  

2011年10月15日： 最終電子稿論文及作者註冊  

提交之論文不得超過 8 頁，並須遵守 ACM 規範。                連絡人 

12 月 6 – 9 日 

 
 

新加坡 18th Session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al Space Agency 
Forum (APRSAF-18) 

(亞太地區空間機構論壇第 18 次會議) 

PDF 簡章                                       連絡 APRSAF 秘書處 

亞太地區空間機構論壇(APRSAF)是推動區域性，亞太層級的具體合

作空間相關活動的主動性討論會。同時，APRSAF 的目標是要為本

區域國家的永續發展擴大空間技術的和平用途及其應用。 

APRSAF-18 是由新加坡空間及技術協會(SSTA)、新加坡國立大學遥

感與影像中心(CRISP)、日本文部科學省(MEXT) ，以及日本宇宙航

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所共同主辦的。 

12 月 11 – 14 日 

 
 

阿布達比 

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 

徵求論文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Secured Transactions (ICITST-2011) 

(第6屆網路科技暨安全交易國際會議, ICITST-2011)  

ICITST 為一專注於安全網路交易之理論與實際執行的精進及培養資

訊科技演化探討之國際學術審議研討會。ICITST的目標在於提供一

個能夠促進學術界與業界卓越人士合作的專業性、學術性研討論壇。  

完整論文提交截止日: 2011年6月30日  

摘要提交延長 (程序演示): 7月31日  

早期登記截止日(只限作者)：2011年9月30日  

後期登記截止日(只限作者)：2011年11月15日  

與會者登記：2011年5月1日至12月1日  

更多細節 

2012 年 1 月   

1 月 10 – 12 日 

 
 

卑詩大學 

加拿大溫哥華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Cul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Sustainability. 

(第 8 屆環境、文化、經濟及社會永續性國際大會) 

1 月 16 – 18 日 

 
 

加州大學洛杉磯

分校  

美國洛杉磯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SOCIETY 

(第8屆科技、知識暨社會國際大會)  

發表人得選擇提交書面論文，以在相關的科技、知識暨社會國際期刊

中發表。如果您無法親自參加會議，我們亦提供虛擬登記，讓您得以

提交論文以供審查，並可於學術期刊中發表。  

下一次論文徵選截止日期(主題與短摘要) 10 月 11 日。  

論文將在提交後的兩周內進行審查。 

2012 年 2 月   

2 月 7 – 9 日 

 
 

古爾岡 

印度 

India Geospatial Forum 

(印度地理空間論壇) 

重要日期 

 

http://www.iiwas.org/conferences/momm2011/
http://www.iiwas.org/conferences/momm2011/
http://www.acm.org/sigs/publications/proceedings-templates
mailto:momm2011@iiwas.org%20%3cmomm2011@iiwas.org%3e
http://aprsaf.org/annual_meetings/aprsaf18/meeting_details.php
http://aprsaf.org/annual_meetings/aprsaf18/meeting_details.php
http://aprsaf.org/data/aprsaf18_data/AP18_1st%20Announcement_web.pdf
mailto:aprsaf18@aprsaf.org
http://www.icitst.org/
http://www.icitst.org/
mailto:info@icitst.org%20%3cinfo@icitst.org%3e
http://onsustainability.com/conference-2012/
http://onsustainability.com/conference-2012/
http://www.technology-conference.com/
http://www.technology-conference.com/
http://www.indiageospatial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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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交 2011 年 11 月 11 日  

摘要接受  2011 年 11 月 30 日  

作者登錄 2011 年 12 月 9 日  

完整論文提交 2011 年 12 月 16 日  

Award to encourage young geospatial scientists 

(鼓勵年輕地理空間科學家的獎項) 

為了鼓勵從事於地理信息科學和技術領域的年輕研究學者，

Rachapudi Kamakshi 紀念信託基金特別為「年輕地理空間科學家

™ 」設立了 Rachapudi Kamakshi 紀念金牌獎章。這項包括一個金

牌、牌匾和獎狀的獎章,,將每年在該國地理空間團體最大會議場合中

頒發。 

「印度地理空間論壇」（以前稱為「印度地圖」）將於 2012 年 2 月

8 – 9 日授予該獎項。 

2012 年 4 月   

4 月 11 – 13 日 

 

蘭開斯特 

英國  

徵求論文， GISRUK2012，2012 蘭開斯特大學 

我們誠摯邀請您針對第 20 屆年度 GIS 研究英國大會(GISRUK)提交

短篇論文(1500 字)。  

我們歡迎涵蓋 GIS 理論與應用研究各層面的論文，尤其是以下這些

主題：  

• 環境空間資訊學  

• 開放源碼 GI  

• Web2.0  
• GIS定性化  

• 空間生態學  

• 健康議題  

• 緊急應變  

• 地景視覺化  

• 地理空間語意學  

• 定位服務  

• 遙感探測與攝影測量學  

提交截止日期是2011年11月25日。所有論文都須按照口頭與海報過

程，由同儕予以審核。所有為本會所接受的口頭與海報簡報論文將被

編輯為免費電子書 (有 ISBN碼 )，並將被製作成傳統書本模式在

http://www.lulu.com/網站販售。 

  

本會議將於2012年4月10日開幕，內容包括開放源碼地理空間軟體研

討會與年輕研究員論壇。  

會議專題演講者為：  

- Pete Atkinson，英國南開普敦大學  

- Mei-Po Kwan，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 Tyler Mitchell，美國 OSGeo 執行董事  

 

欲了解更多相關資料與提交細節，請上會議網站：  

http://www.lancs.ac.uk/gisruk2012 或電子郵寄到

gisruk2012@lancs.ac.uk，連絡當地籌備委員會會。我們期待收到您

的提交論文並歡迎您來參加 2012 於蘭開斯特舉辦的會議。 

4 月 23 – 27 日 

 

“修訂” 

阿姆斯特丹 

荷蘭 

Geospatial World Forum 

(世界地理信息論壇) 

主題：地理信息產業與世界經濟 

http://geospatialworld.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3094%3Aaward-to-encourage-young-geospatial-scientists-&catid=81%3Amiscellaneous-award&Itemid=1
http://www.lancs.ac.uk/gisruk2012/
http://www.lulu.com/
http://www.lancs.ac.uk/gisruk2012/
mailto:gisruk2012@lancs.ac.uk%20%3cgisruk2012@lancs.ac.uk%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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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元月 31 日前註冊者可享有早起鳥的折扣 

2012 年 5 月   

5 月 13-17 日 

 
 

魁北克市 

加拿大 

2012 Joint World Conference (2012 聯合世界大會)  

由GEOIDE網路所主辦的 GSDI 13 和 加拿大地球空間信息研討會 

(CCC)  

第13屆GSDI歡迎各種增進空間資料基礎建設實務與理論發展及空間

社會應用的簡報及論文。第13屆GSDI歡迎以下3種形式的出版文章

格式：  

第 13 屆 GSDI 歡迎各種增進空間資料基礎建設實務與理論發展及空

間社會應用的簡報及論文。第 13 屆 GSDI 主要以 3 種形式出版： 

(1) 一般的研討會摘要及完整報告彙整(未經審查及審查過的)，將以

USB 驅動、CD 和網站存檔形式出版。 

(2) 為分發給所有與會者並在網絡上發布的文章，標題定為「政府、

行業和公民空間致能：研究和發展前景」，並於會議前經充分審查，

和 

(3) 空間資料基礎建設研究國際期刊(IJSDIR)所出版的研討會後特

刊，彙整在研討會中精選出來的完整文章，並於研討會後經完整審核

及修訂。 

此外，還包括由聯席會議所建議以下二本書的額外章節增篇:  

(1)將分發給所有與會者的『科學網路的附加價值：GEOIDE 網路經

驗』一書（章節增篇徵求細節請上 http://www.geoide.ulaval.ca/call-

for-chapters.aspx），以及 

(2)將於會議結束後，郵寄給所有於星期三和星期四舉行的 3DGeo 會

議的參與者一本「3DGeo 信息學術會議論文集」(Springer)（請至

http://www.3dgeoinfo2012.ulaval.ca/?page_id=48 查詢）。 

 

重要連結 

會議網站： http://www.gsdi.org/gsdi13 

以前 GSDI 國際會議論文集：http://www.gsdi.org/openaccessbooks 

取得以前會議的開放書籍：http://www.gsdi.org/openaccessbooks 

其他重要日期：http://www.gsdi.org/gsdiconf/gsdi13/dates.html 

2012 年 6 月   

6 月 3-5 日 

 

“最新” 

瓜拉丁加奴 

馬來西亞 

 
 

資訊與應用國際大會 (ICIA2012) 

上述主題大會將在馬來西亞瓜拉丁加奴的蘇丹再納阿比丁大學舉行，

時間為 2012 年 6 月 3 – 5 日，主要目的為讓研究人員可以在不同的

數位應用之間建立連結。  

重要日期 

============== 

提交日期: 2012 年 4 月 1 日 

接受通知: 2012 年 4 月 15 日 

完整論文提交: 2012 年 5 月 2 日 

註冊: 2012 年 5 月 2 日 

6 月 15-17 日 

 

“最新” 

香港 第 20 屆地理訊息國際大會 (GeoInformatics 2012) 

摘要/論文提交截止日: 2012 年 11 月 15 日 

為了因應日益增加的全球變化及自然災害，2012 年大會的主題為"全

球變化、適應及風險管理"。地震、洪水、乾旱、汙染及許多其他的

自然與人為災害對人類造成嚴重的威脅。 地理資訊技術在緩和損害

及災難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這場大會為地理資訊科學領域的專

業人士及學生提供了絕佳的機會，交換創新的觀念、最新的技術及現

今啟發靈感的應用。同時，2012 年的大會是地理資訊科學中國專業

人士國際協會的 20 周年 (CPGIS, http://cpgis.org/ ) 及其年度大會(地

http://www.geoide.ulaval.ca/
http://www.gsdi.org/gsdiconf/gsdi13/
http://www.geoconf.ca/
https://owa.unimelb.edu.au/CookieAuth.dll?GetLogon?reason=0&formdir=1&curl=Z2FowaZ2Fredir.aspxZ3FCZ3D54c2b4d3973d480282dc7c38384f4204Z26URLZ3DhttpZ253aZ252fZ252fwww.geoide.ulaval.caZ252fcall-for-chapters.aspx
https://owa.unimelb.edu.au/CookieAuth.dll?GetLogon?reason=0&formdir=1&curl=Z2FowaZ2Fredir.aspxZ3FCZ3D54c2b4d3973d480282dc7c38384f4204Z26URLZ3DhttpZ253aZ252fZ252fwww.geoide.ulaval.caZ252fcall-for-chapters.aspx
https://owa.unimelb.edu.au/owa/redir.aspx?C=54c2b4d3973d480282dc7c38384f4204&URL=http%3a%2f%2fwww.3dgeoinfo2012.ulaval.ca%2f%3fpage_id%3d48
https://owa.unimelb.edu.au/owa/redir.aspx?C=54c2b4d3973d480282dc7c38384f4204&URL=http%3a%2f%2fwww.gsdi.org%2fgsdi13
https://owa.unimelb.edu.au/owa/redir.aspx?C=54c2b4d3973d480282dc7c38384f4204&URL=http%3a%2f%2fwww.gsdi.org%2fopenaccessbooks
https://owa.unimelb.edu.au/owa/redir.aspx?C=54c2b4d3973d480282dc7c38384f4204&URL=http%3a%2f%2fwww.gsdi.org%2fopenaccessbooks
https://owa.unimelb.edu.au/owa/redir.aspx?C=54c2b4d3973d480282dc7c38384f4204&URL=http%3a%2f%2fwww.gsdi.org%2fgsdiconf%2fgsdi13%2fdates.html
http://www.sdiwc.net/icia2012/
http://www.iseis.cuhk.edu.hk/GeoInformatics2012/Home.html
https://owa.unimelb.edu.au/owa/redir.aspx?C=82651c758f5444a5a1888b4c7879996b&URL=http%3a%2f%2fcpgis.org%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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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資訊系列), 組織委員會誠摯地邀請全球的地理資訊專業人士及學

者，回顧並慶祝我們的成果，為下一個 20 年共同設立願景。 

6 月 25-30 日 

 
 

伊斯坦堡 

土耳其 

World GIS Summit 

(世界地理信息峰會) 

“世界地理信息峰會”已延至 2012 年 6 月 25-30 日"  

2012 年 7 月   

7 月 23-27 日 

 

聖地牙哥 

美國 

Esri 國際使用者會議 

現在接受提交簡報 

GIS 社群會員參加 Esri 國際使用者會議 (Esri UC) < 

http://www.esri.com/events/user-conference/index.html >的人數遠

比參加其他技術使用者會議還來得多。這是個與同事們合作及接受其

工作靈感的場合。 

你知道什麼可以協助他人善加利用 ArcGIS? 現在有個機會可以讓你

和 GIS 專家分享訣竅、策略及成就。不管新的或老資格的 ArcGIS 使

用者都歡迎提交簡報摘要。特別歡迎與下列議題相關的論文:   
 

           以創新的方法把 ArcGIS 運用到新的問題上 

        利用 ArcGIS 10 的新能力 

           透過網站及行動應用，把 GIS 拓展到廣大群眾 

           在你從事的產業推動 GIS 

          與貴單位的內外人士合作，以增加效率、分享資料及將地理空

間資源做最大化的運用 

檢視 座談會主題 以了解你的貢獻是否符合今年的議程。 

摘要提交截止日: 2011 年 11 月 4 日  

將你的摘要提交至 http://www.esri.com/events/user-

conference/participate/presentations.html 

2012 月 8 月   

8 月 25 日 –  

9 月 1 日 

墨爾本 

澳洲  

 

XXII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hotogrammetry & Remote 
Sensing Congress 

(XXII社會航空攝影及遙測國際大會)  

 
Email: isprs2012@icms.com.au 

2012 年 9 月   

9 月 9-14 日 

 
 

提契諾 

瑞士 

2012 年第 11 屆 NCCR 氣候夏令營 

NCCR 氣候、瑞士絕佳氣候及氣候影響研究中心邀請年輕學者，參

加在風光明媚的南瑞士阿爾卑斯山舉行的 2012 年第 11 屆國際

NCCR 氣候夏令營的氣候研究領導人活動。 

本夏令營的焦點是「變化氣候的水循環」主題。之所以選擇這個主題

是因為科學挑戰及緊迫的社會考量的最高重要性。特別主題包括:  

           水循環的差異 

          因應氣候變化的水文物理過程 

           氣候變化的水循環狀況, 

          預估的影響 

本夏令營邀請所有氣候研究領域的年輕學者。課程涵蓋了廣大的氣候

光譜及氣候影響議題，以及培養跨領域連結。毎一項議題包括大會學

術報告及小組深度討論的座談會。所有夏令營與會者呈現他們的研究

海報，並且有機會進行討論。 

本夏令營開放給全球各地的年輕學者(PhD 學生及博士後研究)參加。

最多叁加人數為 70 人。註冊費用 (1400 瑞士法朗)包括一半的住宿

費、短期旅行及上課教材。這一筆小額費用連來自開發中國家的學生

都支付得起 (例如非經合會國家)。 

申請截止日: 2011 年 12 月 20 日。2012 年 2 月將通知成功申請人。 

詳細資料及申請表格請至下列網站 

http://www.gissummit.org/
http://www.esri.com/events/user-conference/index.html
http://www.esri.com/events/user-conference/participate/topics.html
http://www.esri.com/events/user-conference/participate/presentations.html
http://www.esri.com/events/user-conference/participate/presentations.html
http://www.isprs2012-melbourne.org/
http://www.isprs2012-melbourne.org/
mailto:isprs2012@icm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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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人: 伯恩大學 NCCR 氣候管理中心，地址為 Zähringerstrasse 

25, CH-3012 伯恩, 瑞士 

電郵信箱: 

<nccr-climate@oeschger.unibe.ch> 
電話 +41 31 631 31 45, 傳真 +41 31 631 43 38 

2012 年 12 月   

 
 

摩洛哥  

 

10th bienni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frican 
Association of Remote Sensing of the Environment (AARSE) 

第 10 屆非洲環境遙測協會(AARSE)雙年國際研討會 

2014 年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將於 2014 年主辦(國際測量組織)FIG 大會，這是在最近澳

洲雪梨所舉辦的 2010 年 FIG 大會中所做成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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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r-climate.unibe.ch/summer_school/2012/
mailto:nccr-climate@oeschger.unibe.ch
http://www.google.com/
mailto:sdi-ap@gsdi.org
http://www.gsdi.org/
http://www.gsdi.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