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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教學模組 

一、教學模組簡介 

模組名稱 用地名探討明鄭時期之

軍屯分布 

教學對象 中小學 教學時間 60 分鐘 

需求設備 硬

體 

DVD 光碟機 印表機 錄放影機 

電腦 投影機 攝影機 

數位相機 掃描機 視訊會議設備 

網際網路連接設備 電視 其他：＿＿＿＿＿ 
 

軟

體 

e-mail 軟體 影像處理軟體 網頁編輯軟體 

資料庫或試算表軟體 GIS 軟體 文書處理軟體 

出版社教學光碟 多媒體軟體 其他：＿＿＿＿＿ 
 

教

具 

教師教學手冊 教學學習單 PowerPoint 

課堂講義 主題地圖 其他：＿＿＿＿＿ 
 

使用網站 內政部地名資訊服務網: http://gn.moi.gov.tw/ 

教學目的 明鄭時期為臺灣漢人來臺重要的一個里程碑，雖然明鄭並非漢人來臺的始祖

且時間短而倉促，卻是臺灣重要的歷史紀錄。鄭成功驅荷之後統理臺南一帶，並

開始設立府縣實施軍屯制度，而軍營的名稱衍生成當地地名的例子在臺南隨處可

見，舉凡我們常聽到的新營、柳營、林鳳營等都與明鄭軍屯制有關。因此若要由

地名探究古今，明鄭時期的地名佔有一席之地無可厚非，本教案搭配「臺灣地名

資訊服務網」之功能與資訊，用地名逐一介紹鄭成功修改臺灣歷史紀錄的足跡。 

內政部地政司 2011 年所開發「臺灣地名資訊服務網」，為中研院將地名資料

庫結合臺灣百年歷史地圖（包括不同版次的經建版地形圖）所做的網頁平台，當

中將圖資部分進行數位化保存，並結合現代地圖介面，推出 WMS（Web Map 

Service）供各界使用。「臺灣地名資訊服務網」可供使用者查詢任一地名做空間定

位，並選取各式圖層進行套疊，設定不同的透明度瀏覽，做不同時期的地圖比對，

掌握臺灣百年來的環境變遷資訊。 

內容介紹   臺灣明鄭時期約始於 1662 年，當年鄭軍來臺由臺南鹿耳門登入，並成功驅荷

後建立了 22 年的明鄭時期。鄭軍所帶來的軍屯制度對南臺灣帶來深遠的影響，本

教案便針對明鄭時期的地名做查詢，主要為「營」字地名為主，雖然「鎮」與「衛」

字地名也與軍屯拓墾有關，但資料不多所以多以屬性資料查詢為主。 

  另外，鄭氏在臺時被推崇為英雄人物，舉凡國姓、國聖、延平郡王、開臺聖

王等都代表著鄭成功，訪間也流傳許多神話傳奇故事與鄭有關，這些故事雖然多

為虛構，卻也反映了鄭氏對臺灣的影響力，且故事內容牽涉到地名來源意義，可

以成為補充教材說與同學聆聽，增加課堂趣味性。 

事前準備 確認網站內容、電腦教室的網路連線狀況。 

確認本次的教學手冊、簡報檔、學習單與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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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1.瞭解明鄭時期在臺分布狀況。 

2.瞭解明鄭軍屯拓墾地名之涵義。 

3.瞭解鄭成功與地名相關神話傳說故事。 

4.應用內政部地名資訊服務網查詢明鄭相關地名資料。 

預期成果 1.熟悉南臺灣常見之明鄭時期遺留的地名文化。 

2. 熟悉內政部的地名資訊服務網操作介面。 

備註 無 

 

二、教案 

節次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第 

一 

節 

準備階段 

一、課堂前述 

1. 說明電腦教室上課方式。 

2. 說明地名的功能： 

  地名是一個地方的名字，通常會反應當地的自然

地理或人文特徵，所以認識地名是學習地理一個很棒

的方法。 

3. 請學員利用桌上電腦開啟內政部建立的「地名資訊服

務網」，並針對網站內容講述其建置原因、網站功能

與網站資源等。 

(1)介紹「查詢定位功能」： 

  查詢定位功能主要為關鍵字查詢，可以搜尋具有

特殊關鍵字的地名、並列出總資料數、所有地名的屬

性資料、地名座標與地名資料的來源及出處，此功能

易於做地名資料的搜尋與空間分布之展示，並套用古

地圖可以做不同年代地名的比對。 

(2)介紹「地名音譯功能」： 

  地名音譯功能主要是針對臺灣各個地名做音

譯，此音譯為官方認定版本，有利於做地名的統一

管理與地方宣傳，需解釋地名的統一管理工作相當

重要，尤其像臺灣地區語言錯綜複雜，更需固定寫

法與唸法，然在統一之際也須尊重少數民族的文化

背景。 

4. 平台應用：一般來說，使用者可以分為社會大眾、

學校教師與文史工作者三類。 

(1) 社會大眾對於網站的使用因素可能為地名資料

的查詢、課堂或工作報告以及個人進修，然而網站

25分 電腦配備 

投影裝置 

第四章內

容-地名資

訊服務網

操作流程

與功能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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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內容具備淺顯易懂的優勢，操作上也不會太

過困難，是一個良好的資料獲取管道。 

(2) 教師則可以利用網站做教育應用，視課程內容將

網站平台當作一個輔助工具，引導學生瞭解臺灣地名

的沿革與發展，或者透過網站製作教材，此部分對於

中小學的社會科教育、鄉土教育較為相關，其他如生

物課、外語課程等也可觸類旁通。 

(3) 文史工作者所需的資料較為深入，網站內容可能

尚嫌不足，但是地名資訊平台的每一筆地名資料都會

註明出處，可以當作相關學者很好的資料獲取敲門

磚。 

二、引起動機 

  鄭成功乃是臺灣的傳奇人物，當初來臺便開始為臺

灣的漢人文化奠下根基。現如今有許多地名是與鄭氏文化

有關，我們可以透過地名資訊服務網來查詢這些地名的屬

性資料與地名分布狀況。 

發展階段 

教學活動(一) 由地名探討鄭軍分布 

1. 說明鄭成功來臺驅荷的經過： 

  鄭成功時期又被稱作鄭氏治臺時期、東寧王朝、

明鄭王朝與國姓爺王朝，前後歷經鄭成功、鄭經及鄭

克塽三世統治 22 年。鄭軍當時由臺南鹿耳門登陸後與

荷蘭東印度公司展開數次激戰，最終成功占領熱蘭遮

城為臺灣帶來漢人文化基礎。其中對地名影響最主要

的便是軍屯開墾地名。 

2. 以「營」字地名探討軍屯分布： 

  鄭軍初次來臺面臨最大的問題便是軍糧短缺，因

此設置了許多軍屯田畝，為大量士兵提供糧食。鄭軍

的部隊編制影響了臺南地區的地名文化，其中包括

「營」字地名便是主要軍屯開墾地，另外「衛」字與

「鎮」字地名也與軍隊駐點有關，並影響到後續的臺

灣地名文化。而鄭軍時期會把部隊分為前、後、中、

左、右五大部隊，所以也留下許多如「後營」、「左營」、

「右武衛」等特色地名。 

3. 教學活動： 

  可以請學生到地名資訊服務網的關鍵字查詢當

中，查詢「營」字並轉存 kml 檔於 Google Earth 中開

啟，可以透過 Google Earth 瀏覽「營」字地名的分布

20分 電腦配備 

投影裝置 

第三章內

容-參考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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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會發現多集中於臺南地區，顯示鄭氏治臺主要

以臺南為首，直至清領時期才逐漸往北移動，另外也

可以多查詢「衛」字與「鎮」字地名查看其屬性資料，

會有許多與鄭氏有關的歷史來源，非常有趣。 

教學活動(二) 明鄭時期的傳說地名 

1. 列舉與鄭成功有關的神話傳說地名： 

  如參考資料中第二部分提到的傳說故事，可以分

享給學員聽，最耳熟能想的故事便為「鶯歌石」與「劍

潭」兩者。必須要與學員說明，其實鄭成功佔領臺灣

同年即逝，後來 22 年以鄭經與鄭克塽統領為主，所以

鄭成功並無前往臺灣北部甚至東部，傳說故事多為民

眾將其英雄化所訛傳的。 

2. 教學活動： 

  鄭成功為臺灣英雄人物，所流傳的相關地名也很

多，舉凡鶯歌石、劍潭、延平、國姓、國聖、龜山島、

鐵砧山、拇指山、草鞋墩等，均是與鄭有關的地名文

化。可以請學生利用「地名資訊服務網」一探究竟，

也許會找到不一樣的結果跟歷史來源。 

10分 電腦配備 

投影裝置 

第三章內

容-參考資

料 

總結階段 

一、課堂總結 

  鄭氏為臺灣帶來的特色地名不外乎與軍制有關，如今

在臺南一帶依然可以看到這些地名的蹤跡，可見地名當作

歷史之遺跡是非常肯定的。然而鄭氏的文化內容不只於軍

制上，其實在宗教、宮殿、服飾、教育與文藝科學也不少，

且服飾與宮殿上帶有濃厚的明朝特色。鄭氏後期失去對抗

清朝的能力，直至鄭克塽時期不敵清朝侵略而降清，東寧

王朝才正式落幕，因此鄭氏文化特色僅局限於南臺灣無法

北上。 

5 分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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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考資料 

  明鄭時期為鄭成功於南臺灣所建立之鄭氏政權統治時期，前後歷經鄭成功、

鄭經與鄭克塽三世，由 1662 年起至 1683 年止。起初鄭成功兵發金門料羅灣，次

月抵達鹿耳門登陸南臺灣，並利用戰略率先搶占荷軍防守薄弱的普羅民遮城，隨

後企圖圍攻熱蘭遮城，當年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軍隊多次議戰交手後，因切斷荷

軍水陸交通管道，導致荷軍逐漸潰散寡不敵眾，最終鄭氏驅荷成功正式統治臺灣，

開始了為期約 22 年時間的明鄭時期。 

  然而鄭成功攻下臺灣後同年即逝，加上來臺征戰也導致鄭軍內部士氣崩潰，

在臺將士多因水土不服而亡，繼而引發後續明鄭的權利與軍事衝突，直至鄭經繼

任才有所轉圜。明鄭時期起初面臨最大問題便是軍糧短缺，因此該時期出現大量

軍事屯墾地，另外鄭軍編制縝密，許多地區都因成為軍事領地而有了特殊的地名

文化。鄭氏為臺灣第一個漢人政權，並帶來了一波漢人移民，當時引進了明朝規

格的宮式、廟宇、制度、教育、服裝、曆法與宗教等對於臺灣本土造成極為深遠

的影響，也為臺灣漢人文化奠定根基。 

  要探討明鄭軍屯地名，就必須先知道明鄭時期的軍隊編制，鄭軍主要分為親

軍與非親軍，親軍者稱作「衛」，一衛莫約兩千五百士兵，衛的下階稱作「協」，

一般會分為五協；而非親軍者稱作「鎮」，人數一樣約兩千五百人，鎮的下階則

稱作我們常聽到的「營」。因此南臺灣各地與明鄭有關的地名，不外乎與軍隊編

制有很大的關係。 

  另外，明鄭時期之地名也有官田、私田與營盤田的差異，主要差異如下：荷

蘭時代，荷蘭人從中國大陸招募大批漢人到台灣開墾土地，這些開墾的土地，由

於屬於荷蘭東印度公司所有，所以稱為「王田」(荷蘭國王的土地之意)，開墾的

農民，都是東印度公司的佃農。1662 年鄭成功打敗荷蘭人，接收了荷蘭人留下

的王田，變成官方的土地，所以這些王田，明鄭之後稱為「官田」，之前替荷蘭

人種田的漢人佃農，就稱為「官佃」，農作的收成，就歸明鄭官方所有。另外，

明鄭王朝中的王公貴族、將領和士家大族，也可以向官府報備後，招募佃農去開

墾某一塊土地和收租，這種田叫做「文武官田」，又叫「私田」。 明鄭還實行屯

田制，就是叫軍隊去開墾土地，自耕自給，這些軍隊開墾的土地，就叫做「營盤

田」。 

 

(一)由地名探討鄭軍分布 

  鄭氏時期的屯墾，採軍屯、官墾與民墾並行的政策，而以軍屯為主。軍屯是

採取『寓兵於農』的方法，將軍隊派往各地駐紮，就地開墾從事農耕，農閒時進

行軍事訓練，有戰爭時上戰場，達到軍隊自耕自食的效果。 

  鄭治初期大量軍隊駐進臺灣，導致糧食短缺的問題非常嚴重，因此鄭軍開始

進行採取屯墾之治，以利提供軍隊充足糧食，而此類軍隊屯墾駐紮地會被稱作為

「營」，例如臺南的新營、柳營、林鳳營等均是當時明鄭遺留下來的地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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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可以利用「地名資訊服務網」查詢「營」字地名，由網站瞭解地名的意

涵與緣由，如下圖 3-1 與表 3-1 所述。 

 

圖 3-1 利用網站查詢「營」字地名 

  利用地名關鍵字查詢完成後，將「營」字地名彙整成下表內容，可以顯示大

多都與明鄭軍屯開墾有關的「營」字地名多位處臺南，其他縣市則為清領或者日

治時期為了防禦山地原住民所設立之兵營處，另外如「營仔」、「營盤」或者「營

內」則分布許多縣市，主要緣由也是曾經設立為兵營的所在位置而得名。 

表 3-1 臺灣常見「營」字地名屬性資料 

縣市 地名 地名意義 

臺南 

中營 
應為明鄭由「舊營」遷屯新建「新營」之故地，昔為新營市街的發源

地，故名。 

後營 鄭成成入臺之後，後援部隊設鎮屯田於西港仔東北，故稱後營。 

許中營 
位於港口庄東北方，原為鄭成功在臺江北岸所設的營鎮，因四周為海

洋所環繞，故取名海中營，後人傳為古中營，日治時期訛稱為許中營。 

下營 下營名稱來自明鄭設鎮駐兵屯田之地，為右武衛軍團的屯墾區，濱急

水溪畔設營盤，因在頂營、中營之西（下游），故稱下營，又當時因濱

倒風內海所以也稱海墘營。 

營頂 營頂即是在兵營上方的聚落。此處的兵營為明鄭時期的屯田設營處，

麻豆鎮港尾里另有一營後地名。 

林鳳營 聚落被臺一線道路分為兩部份，係明鄭名將林鳳駐軍屯田之地，故稱

林鳳營。 

查畝營 

查畝營位居柳營鄉的中心，為明鄭營鎮所墾的土地，至於為何種營鎮

來此屯墾或駐紮有二種說法，其一：為清查田畝的部隊屯駐於此，故

稱查畝營。其二：為鄭成功部下的女宿鎮所屯墾的土地，此營俗稱查

某營，故此地有另一地名俗稱為「查某營」，以第一種說法較多人採信。 

柳營 

「柳營」地名由來有二種說法，其一：本區居民以劉姓為主，因而更

名為「劉營」，劉與柳的日語發音相同，後又轉為「柳營」，其二：以

海起家的鄭成功，以二十八星宿為軍隊命名，「開設二十八宿營：角營、

利用

地名

關鍵

字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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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宿、氐宿、房宿、心宿、尾宿、箕宿、斗宿、牛宿、女宿、虛宿、

危宿、室宿、壁宿、奎宿、昂宿、柳宿、井宿」其中以柳宿星衍生而

來的柳宿鎮在此屯墾，故稱為柳營。但柳宿營是否確實在此屯墾，有

待進一步求證。 

新營 

明永曆十五年（1661）鄭成功入主臺灣，為安頓隨之渡海的數萬官兵

民眷，乃實施屯田制，寓兵於農，稱為營盤田。明永曆十六年（1662）

鄭成功部屬何積善（泉州人）與范文華率軍士墾於八掌溪、急水溪間

三角地帶（今之鹽水區舊營里一帶），後聚落愈漸興盛，逐漸向東擴大

屯田的區域，約在今日新營市之中營里新設營鎮開始拓墾，故將此一

新設營鎮稱為新營，而將原先在鹽水之營鎮稱為舊營，以為區分，此

即為新營地名之由來。 

馬兵營 本處為明鄭時代的提督馬信駐守馬兵之地，所以稱為馬兵營。 

高雄 曾營 

根據當地耆老說法，此地為過去軍隊屯墾仕隆這一帶時的營地，就是

今日仕隆國小舊大門前偏北方，育才街和台一線之間的地區，稱為曾

營。 

苗栗 屯兵營 

昔時山地人尚有「出草」（即獵人頭）之惡習，因此大湖一帶居民常遭

騷擾。為防止山地人「出草」，就在此地搭建營房，集合民兵一面開墾，

一面待命防守，「屯兵營」之名因此而得。 

新北 王厝營 清末時對抗原住民的紮營之地。 

南投 營盤口 

營盤口指聚落名稱，清朝年間，大虎山腳常有土匪出沒（洪委員敏麟：

爽文役福康安設大營阻民軍由此出），威脅居民生活安全；清朝政府因

而調派駐軍駐守此地，護衛居民安全；昔時營地位在聚落附近，故稱。

其二指日治時期的庄名與大字名；其三指日治時期的區名。 

嘉義 營埔 
在清代就有此名詞,當時訛作「半埔後」，以為是飼養羊隻的地方。其實

是軍隊駐紮與訓練的地方。 

屏東 石頭營 

石頭營是清末開山撫番時留下的石造兵營，現已被拆除。《鳳山縣采訪

冊》中記載如下：「石頭營在港東里三條崙嶺，縣東五十里，同治十三

年，屯兵於此。現駐都司一員、兵二百名（內分紮歸化門、力裡社、

樹林口、浸水營、出水陂等處，各駐兵三十名，惟大營五十名，合二

百名）（盧德嘉：143）」。在石頭營附近還留有個字紙亭，為當時清朝

官兵燒字紙（有寫字的紙）處，為三級古蹟，現已整修完成。 

 

  為了可以更詳盡的瀏覽臺灣「營」字地名的分布，可以利用地名資訊服務網

中轉存 kml 檔的功能，將「營」字地名資料轉存後於 Google Earth 開啟瀏覽分布

狀況，如下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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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臺灣「營」字地名分布  

  由 3-2 分布圖可以看見，臺灣「營」字地名的分布北中南均有其蹤跡，而明

鄭時期的「營」字地名主要集中在臺南地區，這與鄭軍駐臺的分佈有顯著關係，

由下圖 3-3 臺灣鄭軍行政區域圖便可以看見，鄭軍駐臺主要活動位於臺南，並設

置承天府，北為天興縣南為萬年縣，隨後改州，後置清領漢人才開始往北發展，

因此「營」字地名也往北挪動，只是設置目的已經不再是為了軍糧補給。 

 

圖 3-3 明鄭時期行政區域圖(本研究所繪製) 

臺南「營」字地名多與明鄭軍屯拓墾有

關，是為了提供大批鄭軍糧食而開發。 

新北、桃園與南投等區域的「營」字

地名也曾經是軍營的所在處。主要功

能是防止山區原住民侵擾，與屯墾軍

糧的目的並不相同，此類軍營多稱「營

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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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明鄭時期的部隊編制也是影響臺南的名的主要原因，當年鄭軍制度複

雜，其軍鎮系統一般會分為前、後、中、左、右軍鎮，從鄭成功到鄭經大底均是

如此設置，因此臺灣南部時常會有所謂「左營」、「左鎮」、「後鎮」等地名，與明

鄭時期息息相關。另外「衛」與「鎮」意涵相同，差別在於是否為「親軍」而已，

親軍者稱「衛」非親軍為「鎮」。如臺南市下營區的「右武衛」，透過「地名資訊

服務網」查詢屬性資料，顯示地名意義為「明鄭軍團之名，亦稱下武衛，只剩地

名，已無聚落，遺址大抵在今下營與中營間的大溪溪北處」。而《台南縣鄉土史

料》中曾昆雲先生提到：當年鄭成功渡海來臺之後，見沿嘉南平原土地肥沃，氣

候溫和，遂圖永久之計，行屯於沃野，營鎮「右武營」又稱「下武衛」。由於耕

作豐收而安居樂業，於 1685 年在下營庄建上帝廟，而「武安尊王」即在右武衛

區建武安宮供奉，後因右武衛地勢低窪，屢逢水災，民眾與廟宇才遷村至今之中

營庄定居，因此「右武衛」古部落也在西元 1911 年後消失於倒風內港北側。 

  臺灣南部地區如今與明鄭時期有關的地名雖然不多，鄭氏統治文化卻對臺影

響甚遠，舉凡後續的軍制、漢化、服飾與教育等均與明鄭時期息息相關，耐人尋

味。 

(二)明鄭時期的傳說地名 

  明鄭時期的地名也蘊含了豐富的文化特色，當時鄭成功在百姓間被推崇為英

雄般的人物，因此也流傳了許多有關鄭成功的神話傳奇故事，非常有趣。陳佳穗

(2010)的論著便提到許多臺灣因鄭成功而流傳下來的神話地名。最著名的變為

「鶯歌石」，如下所述： 

  三百年前，鶯歌一帶，一日狂風怒起，村子裡突然增添了兩塊巨大的石頭，

一塊好像栩栩如生的鸚鵡，一塊好像振翼欲飛的鳶鳥，每在午夜發出淒厲的叫聲，

令人不寒而慄；一天，天還沒亮，各種不同顏色的煙霧，從怪石中噴出，越噴越

多，村民紛紛逃離，來不及逃走的，都被捲入煙霧中，連屍體都找不到，此後再

也沒有人敢從這兒經過。鄭成功打敗荷蘭人之後，漸漸向北進軍，至此為煙霧所

困，失蹤了許多士兵。於是，國姓爺命令部下攻擊之，也有去無回，只好以龍 大

砲射擊，打中鶯歌妖石的頭和鳶鳥妖石的嘴，自此妖石不再興風作怪，就成了現

今所看到的兩塊巨石。 

 

  除此之外，「劍潭」由來也是非常著名的鄭成功傳說故事： 

  鄭成功的軍隊向北部前進，來到大浪砂河（今圓山附近）時，忽然颳起大風，

飛砂走石，河水氾濫，鄭成功來到河邊，見到一隻魚精捲起狂瀾怒濤，快要把士

兵捲入了河中，於是鄭成功就拔出寶劍投向魚精，強大的魚精抵不過寶劍，終於

死了，也平息了波浪，聽說農曆每月十五的晚上，寶劍就會浮在水面發生光芒，

假如有人要伸手去撈，就沈下去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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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潭的劍便為鄭成功當時所持之寶劍，另外與劍有關之地名也包括臺中大甲

區的「插劍取水」形成「國姓井」的情節： 

  在台中縣大甲鎮的鐵砧山，山上有一股井泉，泉味甜美，從未乾涸。相傳早

年，鄭成功率兵經過此山，因正值農曆端午，天氣炎熱，飲水缺乏，士兵們好不

容易在溝底爛泥中摸出幾個田螺，讓人們解飢止渴，但是到處都是沙石，田螺也

只有幾個而已，鄭成功在著急之下於是拔劍刺地，請求天賜甘泉，祝畢果然插劍

處泉水如湧，連原本已經被咬掉尾巴和吸掉肉塊的田螺，在泉水中竟又長出了肉，

因此，鄭成功命令士兵在此挖成一井，取水飲用，井挖成後，國姓爺將劍沈井底。 

 

  以上相關傳說不勝枚舉，甚至最遠傳達到臺灣東部龜山島等地區也有鄭氏神

話的蹤跡。然而諸類傳奇故事之依據多不可考，且鄭成功本人抵臺沒多久便過世，

最多僅在臺南生活並無到過臺灣東部地區。然而鄭成功這位開臺聖王，位居臺灣

人民心中的分量也是可見一斑了。臺灣許多鄭成功有關的地名資料，舉凡鶯歌石、

劍潭、延平、國姓、國聖、龜山島、鐵砧山、拇指山、草鞋墩等，可以請學生利

用「地名資訊服務網」一探究竟，也許會找到不一樣的結果跟歷史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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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名資訊服務網操作流程與功能介紹 

  「地名資訊服務網」是臺灣目前主要的地名查詢平台，該網站整建豐富的地

名資料，其資料來源均是透過各地耆老、專家學者的訪談紀錄，以及國內出版之

相關書籍等內容加以重整而得。網站中納入臺灣從日治時期至今日的各類歷史地

圖，提供了地名的查詢及展示功能，落實地理學中「時間」與「空間」的結合特

性。以下將介紹網站之功能與操作方式。 

一、內政部「地名資訊服務網」首頁 

於各類搜尋平台中查詢「地名資訊服務網」或輸入網站網址：

http://gn.moi.gov.tw/geonames/index.aspx 

便能進入首頁畫面 

 

 

  首頁的上方工具列包含「地名查詢」、「地名譯寫」、「地名應用」、「資訊交流」

與「友站連結」等功能。左手邊為快捷鍵與上方工具列內容相同，但多了「地名

互動園區」可點選進入遊戲畫面。右手邊的視窗則提供國土測繪法、標準地名審

議管理辦法、標準地名譯寫準則與中文譯寫使用原則等法規的下載點。 

以下為各功能之簡述： 

 地名查詢：查詢臺灣的地名資料並做空間定位，可以將定位之地名轉存 kml

檔於 Google Earth 中開啟。可做單一地名查詢也可做關鍵字查詢，非常利於

臺灣整體地名的分布瀏覽。 

 地名譯寫：顯示臺灣地名的官方譯寫版本，有單次譯寫與批次譯寫功能，標

準地名譯寫有利於地名的統一與管理。 

 地名應用：將現有的地名資訊做空間展示，包含國中與高中課本出現之地名，

並提供地名學習單做下載。 

 資訊交流：地名的最新資訊，包含活動資訊或者是政府最新修訂之地名資料。 

 友站連結：地名相關的網站連結，包含政府機關、大專院校與國外網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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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名查詢(通用空間定位) 

 

 

  地名查詢共有兩個查詢系統其一為「通用空間定位」二為「地名資料查詢」，

可於進入查詢視窗中的右上角點選。 

  「通用空間定位」旨在針對單一地名資料做定位處理，搜尋方式可依縣市、

鄉鎮、村里、經緯度、道路來做搜尋，搜尋到的成果可為一個範圍或者一個點座

標。另外也可用經緯度、座標系統、地標資料與道路資料來查詢定位。 

 

 
  可選擇要定位的縣市、鄉鎮

與村里，輸入好定位後即可得到

該區域的面符號。如右圖定位為

臺南市柳營區的人和里。  

 

也可利用經緯度、座標系統

來查詢定位，藉以教導學生

座標系統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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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通用空間定位查詢位置後，便可由圖資當中切換不同歷史地圖，進行該

區不同時期的比對。如下為定位臺南市新營區的歷史地圖比對。 

 

  可以查詢定位後，點選圖資的功能切

換不同年代的歷史地圖。逐一區換比對，

可以瞭解該區域的歷史環境演變。 

臺南市新營區 1904 年日治堡圖 

 

臺南市新營區 1921 年日治堡圖 

 

臺南市新營區 1944 年美軍地形圖 

 

 

三、地名查詢(地名資料查詢) 

  「地名查詢資料」旨在可直接輸入

關鍵字，並進階選擇縣市、鄉鎮、村里、

類別與標準地名，來查詢需要的地名資

料。 

 

 

其中「類別」項目包含了： 

行政區(含行政編組) 

聚落 

自然地理實體 

具有地標意義公共設施 

街道 

可依搜尋目的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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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完成會出現所有具關鍵字元的地名，以下為查詢結果介面與功能介紹。 

 

 

 

  

  擁有「定位」鍵者代表其屬性資料含有

空間座標，可以點選後在網站內建的地圖當

中呈現空間位置，如下方紅色方塊便是定位

「後營」所得到的空間位置。 

  點選後可立即輸出 kml 檔，於 Google 

Earth 中開啟藉以展示所有相同關鍵字元地

名的分佈，如臺南「營」字地名分布。 

  地名均可做點選的動作，點選進入

後會出現該地名的屬性資料視窗，資料

內容包括名稱、類別、拼音、意義、座

標等，並會紀錄資料來源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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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圖視窗中的介面  

 

  
  點選後可切換不同時期的台

灣地圖，內含日治時期到現今之

地形圖、堡圖等重要的臺灣歷史

地圖。如下圖切換成 1921 日治臺

灣堡圖之畫面。 

  系統底圖可以切換電子地圖、衛星影像與行

政區域圖，可依照不同需求選擇欲呈現的底圖。 

  所有數化、輸出、圖例功能

與街景等均由此工具列點選應用

（後續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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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數化功能（點、線、面） 

  數化功能讓我們可以將地圖上的空間特性繪製出來，並做不同時期的比對。

例如，當我們搜尋臺南「營」字地名後，點選了「大營」的定位，既可出現「大

營」的位置於電子地圖中。 

 

 

 

  

(1) 定位後雖然可以看到紅方塊為「大營」

位置，且位在市鎮之側。 

(2) 將底圖切換成 1921 日治臺灣堡圖後既

可發現當時大營的位置。 

(3) 點選面符號數化，可以將 1921 年大營

市區數化出來。 

(4) 完成後可以古地圖的調整透明度，來比

對大營以前到今日的變化與該地地名的位

置變遷。 

線  點  面 

可以調整數畫圖層的顏色、透明度與樣式

等。注意需調整完再數化。 

沿著市區

用滑鼠逐

一點選數

化，結束

時快點滑

鼠左鍵兩

下即可完

成數化。 

於大正堡圖右方點選可以開啟透明度調整欄，利

用滑鼠移動即可調整透明度。 

右圖為將大正堡

圖調整透明度為

50%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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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輸出功能 

  將數化好的圖層與不同歷史地圖結合輸出，可以當成一次學習成果。 

 

 

 

 

 

  點選「列印」既可看到輸出的範圍（紅框）與輸出格式表單，可由此命

名、設定範圍、比例尺、紙張尺寸、方向等資訊。完成設定後選擇匯出圖檔，

即可得到輸出後的成果。 

  輸出的成果包括 jpg 與 png 檔，成果範例如下所示。 

左圖的每一個項目均可以直接利用滑鼠去做

設定，設定完成後可以先預覽列印也可以直

接匯出圖檔。 

下圖紅框即為輸出的範圍，可以利用滑鼠去

做移動，也可以在左圖中的比例尺調整範圍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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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地名譯寫功能 

  可以利用網站譯寫系統，翻譯所有臺灣地名的羅馬拼音，此譯寫為官方建議

版本，可以單次譯寫與批次譯寫。 

 

  

地名譯寫查詢功能： 

1. 查詢地名之建議譯寫方式。 

2. 可單次譯寫與批次譯寫(含格式範例)。 

3. 可選擇縣市、鄉鎮與類別做查詢。 

4. 查詢結果如下： 

 

行政院區域名稱中英對照表下載。 

其他譯寫相關網站。 

主要譯寫功能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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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地名應用 

  「地名應用」將特殊地名的介紹結合了空間地圖，展示全臺分布情形，並附

上教材與學習單供民眾瀏覽下載。 

 

  
含特殊地名之介紹，目前已經

有的資料如下 

地 形－崙、坑、崎 

動植物－鹿、梅、竹 

歷 史－股、結、甲 

(此部分將持續更新) 

 

課本地名介紹： 

國中與高中課本出現過的地名

列表與座標，包含地名介紹說

明與定位功能。 

 

學習單： 

國高中地名相關學習單範例，

可以下載參考使用，也歡迎老

師提供。 

  配合右邊視窗的地名介紹，地

圖會即時呈現全臺特殊地名的分布

狀況，且各點均可點選瀏覽其屬性

資料(如圖)，幫助學習與認識。 

 
可切換不同底圖，選擇適合的

地圖做瀏覽： 

1. 測繪中心影像 

2. 行政區域圖 

3. 中研院堡圖 

4. 試用版電子地圖 



20 
 

九、訊息交流與友站連結 

  此部分提供國內地名最新資訊與地名相關的網站連結，方便民眾獲取更多臺

灣地名資料。 

 

 

 

 

 

 

 

  

提供國內地名相關的最新消息與各縣政府公告事項。 

友站連結包括所有國內外地名相關的應用網站與資料庫： 

政府機關－內政部地政司、國土資訊圖資服務平台。 

大專院校－臺大地理系、高師大地理系、政大地政系等相關科系。 

國外網站－ESRI World Gazetteer、NGA GEOnet Names Server (G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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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互動遊戲 

  互動遊戲的設計令民眾透過簡單的小遊戲認識臺灣地名，對於初步認識地名

的學員非常有幫助。 

 

 

 

 

  點

選

後

開

始

遊

戲

介

面

。 

互動遊戲主要以認識臺灣地名為主，有以下五款遊戲內容 

1. 猴子趴趴走：認識各地名所位處於臺灣那些縣市。 

2. 地名拼圖：將臺灣各縣市衛星影像圖做拼圖遊戲，可以認識不同地名的位置。 

3. 聽地名吃番薯：瞭解不同地名的名稱、叫法與資訊。 

4. 地名燈謎大會：簡單的地名猜謎，藉以認識地名來源與傳說。 

5. 地名故事線＆地名通名線：利用小火車走訪臺灣的遊戲風格，認識不同地名

的位置與歷史故事，其中可以選擇不同路線，認識不同主題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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