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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教學模組 

一、教學模組簡介 

模組名稱 清領漢人在臺拓墾歷史

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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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名可以探究臺灣歷史的脈絡、先民的走向與當時執政者的施政。臺灣在清

領時期漢人大量播遷來臺並進行開發，因開發逐漸北移也促使執政重心向北移

動，當時從事土地開發的政策衍生了許多特色地名，諸如現在常見的股、份、結、

張犁、甲等，都是開墾時為了分配資源而命名的。因此本教案以臺灣開墾歷史結

合「臺灣地名資訊服務網」的應用，介紹我們身邊常見的開墾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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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與廣東之漢人來臺開墾始於明鄭時期，當時主要集中在臺南地區，直至

1684 年清朝將臺納入版圖後才逐漸往北移動。因為開墾需申請執照所以衍生許多

如「墾戶」、「佃戶」與「佃農」的關係，其中「墾戶」因收取大租而又稱「大租

戶」，取得執照後招募大量人力往北拓墾。這樣的合作關係亦發展了如土地畫分與

繳交租稅金的現象，所以土地的單位計算變得精細，常見單位便為「甲」與「張

犁」。因此，透過地名探詢也可以瞭解當時漢人人來臺開墾的分布現象。另外漢人

開墾為與原住民為避免衝突而劃設的分界也造就許多特色地名，如今我們能夠在

山區靠近平原一帶看到所謂的「隘口」或者「土牛」便是原漢分界的分界點。 

  本教案主要針對清領時期漢人來臺進行農業開墾時所衍生地特色地名作探

討，搭配內政部地名資訊服務網的查詢與空間展示，進而讓學員瞭解漢人開墾歷

史與地名的起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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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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目標 1.瞭解清領時期漢人來臺農業開墾歷史。 

2.列舉清領時期漢人來臺農業開墾相關歷史地名 

3.運用地名系統網站，舉例說明拓墾歷史類地名的分布特色。 

4.瞭解原漢分界的特色地名。 

預期成果 1.熟悉如甲、張犁、公館、隘與圍等地名意義。 

2.熟悉內政部之地名資訊服務網地操作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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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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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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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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查詢、課堂或工作報告以及個人進修，然而網站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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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或多或少都有聽過如「五股」、「九份」、「十二

張」等地名，或許有些人會非常好奇，所為的股、份到底

有何意涵？為什麼這類地名的前面往往加上數字呢？另

外全臺灣各縣市幾乎都有所謂的「公館」，公館又代表甚

麼含意，以下便開始利用地名資訊網一探究竟。 

發展階段 

教學活動(一) 臺灣農業拓墾地名分布特色 

1. 說明清朝農業開墾的歷史文化背景： 

  清領時期為臺灣大量漢人湧入臺灣的時期，資金

雄厚者可向官員申請開墾證，成為所謂「墾戶」或者

「大租戶」，另「佃戶」與「佃農」協助開墾。而後為

了分配與租金繳交，土地開始需要細分，因此計算土

地的單位便產生了，如現在常聽到的「甲」與「張犁」

都是當時產生的農業開墾文化地名。 

2. 「甲」與「張犁」： 

  「甲」與「張犁」均為當時計算土地面積的單位，

其「一張犁」代表「五甲」，而透過地名的分佈展示可

以發現，「甲」用於南部較多，「張犁」用於北部較多，

推測可能因素為當時南部已經開發完成，較難以得到

面積大的土地進行開墾，而北部尚未開發，因此得到

的土地面積都比較龐大，所以用來計算的單位也通常

使用較大的「張犁」為單位。 

3. 教學活動： 

  請學生利用內政部的地名資訊服務網查詢「甲」

與「張犁」的地名，並轉存為 kml 檔案於 Google Earth

15分 電腦配備 

投影裝置 

第三章內

容-參考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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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開啟，以利瀏覽分佈狀況。並請學員可以分享自

己查到的相關地名之屬性資料為何，以及北部與南部

單位使用的差異等。 

教學活動(二) 漢人與原住民的關係 

1. 說明原漢分界的起源： 

  漢人來臺與原住民接觸時多次碰撞產生衝突，雖

有明訂原住民土地之開墾條件，但漢人往往以不正當

手段騙取原住民之財產，因此原漢的衝突並無從改

善，最終為以防再次衝突，便在山地平原接口處設置

分界點，如此接沿設點無形中形成了所謂原漢分界線。 

2. 「隘」字地名： 

  原漢分界點多用如「隘口」、「土牛」、「圍」、「堵」

或者「石牌」等地名，而「隘口」意為有隘勇屯駐之

寮舍、「堵」代表在山河狹隘處逐土石為堵等，均是利

用當地地形設置的分界點。另外如「竹圍」、「壯圍」

與「木柵」等地名也是與原漢分界有所關係。 

3. 教學活動： 

  請學生利用內政部的地名資訊服務網查詢「隘」

字地名，並轉存為 kml 檔案於 Google Earth 當中開啟，

以利瀏覽分佈狀況。可以發現隘口位置多在山區地

段，另外與第三章-參考資料中的「篳路藍縷」地圖也

有相互重疊的現象，可以更清楚的顯示當年分界之情

形。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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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人開墾臺灣所帶來的影響深遠，許多當時的地名也

沿用至今，本教案僅提供探詢之敲門磚，並利用地名加以

描述之，更詳細的漢人來臺文獻是很值得學員多加瞭解與

研究的。 

5 分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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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考資料 

  臺灣漢人文化起始於明鄭時期，當時主要開發地僅限於臺南一帶等南部地區，

直至 1683 年鄭克塽降清後，清朝政府接受施琅建議，於 1684 年正式將臺納入版

圖才得以往北延伸拓展。而清領時期的漢人來到臺灣主要從事農業開墾，當時清

朝政府規定來臺拓墾者(稱「墾首」或「墾戶」)，必須 1.直接向官府申請開墾執

照，或者 2.向原住民取得耕作土地權再經官府核准後，才能招募眾人開始拓墾荒

地。因墾戶向官府申請的拓墾面積龐大，往往會再細分多塊區域招佃戶開墾，而

佃戶也可再招佃農替佃戶耕種，所以佃農向佃戶繳交的地租被稱作「小租」，而

佃戶向墾戶繳交的地租則稱為「大租」，所以才會有「大租戶」的名詞出現。 

  臺灣當時北部的農業開墾就是以資金雄厚的「大租戶」為主，大租戶申請開

墾執照後從臺灣南部甚至中國招募大量壯丁北移，進而在北中部形成許多聚落，

並比「股」、「份」、「鬮」、「結」等特殊字詞命名。形成了不同以往的特色地名，

且有不少的相關地名沿用至今日，非常有趣。 

 

(一) 臺灣農業拓墾地名分布特色 

  臺灣自漢人播遷來臺，許多組織公司或合力工作團體紛紛由臺南向北進行農

業開墾，當時因為許多拓墾均有合股、分工之故，因此地名聚落為分辨某墾戶所

分得的「份」，便有了「股」與「份」字的地名，詳見下表 3-1 所示。 

表 3-1 「股」與「份」字的地名意涵 

關鍵字地名 代表意涵 

股 墾戶合股共同出資後向官方領得某地或荒埔之墾照，便開始廣招

墾丁從事開墾工作。而墾成後的地名常以「股」為名。代表共由

幾股合力開墾之地，如：五股。 

份、分 「份」合力出資開墾者，在墾成後會將其股份分得之土地再行細

分，後來在該地形成聚落時，常以某墾戶分得之份為地名；另一

種是以樟腦開採時，腦寮之灶份數有關。例如：九份、十三份、

九份寮、十分寮等。 

張犁 農業拓墾時計算開墾之土地面積，一般來說一張犁等於五甲，而

一甲約為 0.97 公頃大小，後期演變會把犁字省略。例如：六張

犁、十二張等。 

公館 清領時期官方給予出差官員住宿或辦理公務的場所，有些則為大

租戶為徵收租金的房屋。 

鬮(ㄐㄧㄡ) 即墾戶分資墾成之地，為公平分配，暗寫字或記號，令人抓取，

以決定應得之份，謂之鬮。如二鬮、五鬮。 

資料來源：台北 123 資訊網-與農業開墾有關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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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文獻探討可以發現，當年「大租戶」進行的農業拓墾以北中部為主，也

衍生出許多相關地名，可以利用「地名資訊服務網」查詢上表 3-1 的關鍵字，並

利用網站中轉存 kml 檔的功能於 Google Earth 中開啟，藉以瀏覽相關地名的分布

狀況，見下圖 3-1、3-2、3-3、3-4。 

 
 

圖 3-1 「四股」之屬性資料表 圖 3-2 「股」字地名分布 

 

  

圖 3-3 「十六份」之屬性資料表 圖 3-4 「份」字地名分布 

 

  透過地名資訊服務網的查詢與空間展示分布，可以發現「股」與「份」字的

地名大多分布在北中部一帶，與文獻內容相符。且屬性資料表也都描述與當時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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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拓墾的股份或者股東數有關，因此此類地名前面常常會冠上數字，顯示該地當

年的分配狀況，形成臺灣今日常見的地名樣貌。而「鬮」字地名則較為少見，透

過查詢到的屬性資料來看，顯示為當年拓墾完成後為分配墾地所以採取「抓鬮」

的方式因而得名，如高雄市阿蓮區的「九鬮」便為第九支「鬮」抽中的緣故。 

  大租戶完成農業開墾後便針對土地做劃分，而土地要進行分配便需要精算面

積之大小，後續才能當作繳交租稅的依據，當年計算土地面積的單位主要為「甲」

與「張犁」，兩者差異僅為面積大小的不同，一般來說，一張犁面積大約等於五

甲地面積的大小，而一甲地的面積約為 0.97 公頃。現如今，此類計算面積大小

的地名在臺灣北中南部也隨處可見，如臺南的六甲、鳳山的五甲等，或者臺北的

六張犁、新店的七張犁等，而「張犁」有些流傳至今被省去了「犁」字，如新店

的「十二張」，其實起源便是與土地計算有關。 

  此部分一樣可以利用「地名資訊服務網」查詢「甲」與「張犁」之關鍵字，

並於網站中轉存 kml 檔於 Google Earth 中開啟，藉以瀏覽「甲」與「張犁」地名

的分布狀況，見下圖 3-5、3-6。 

  

圖 3-5 「甲」與「張犁」地名分布 圖 3-6「公館」地名分布 

 

  圖 3-5 之分布圖中藍色圖釘代表「甲」字地名，紅色圖釘代表「張犁」地名，

可以發現，臺南地區有較多以「甲」為單位計算的地名，而北中部地區則較多以

「張犁」為單位計算之地名，雖然兩者僅是土地大小的差異卻也有明顯的區域之

分，非常耐人尋味。我們可以推測，或許當年臺南早已在明鄭時期開發成首要市

鎮，因此所配給的土地面積不會太大，而北部地區為新的開墾地，往往大租戶申

請到之土地都非常龐大，所以為了方便計算才以「張犁」來區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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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公館」也是在臺灣各縣市都有的特色地名，見圖 3-6，其起源也與農

業開墾有關，利用地名資訊服務網的屬性資料查詢可以看見公館的分布與地名意

義。「公館」一般為官方提供出差官員住宿或辦理公務而設立之建築，另外，大

租戶為徵收租金而建的房屋也被稱作為「公館」。 

 

(二)原漢關係 

  當福建與廣東之漢人大舉來臺進行拓墾時，對於臺灣當地原住民的衝擊非常

巨大，漢人會來臺拓墾者多為「羅漢腳」，其遊手好閒容易滋事，初次接觸便造

成多次流血衝突，且漢人經常利用不當手段詐取原住民土地，促使原住民心生不

滿，雙方激烈者甚至會出現屠殺行為。雖然為此清朝政府官員也有擬訂法規，令

漢人開墾原住民土地亦須得到原住民認可，且要向原住民繳交租稅金，但事實上

漢人經常利用原住民不識字與純樸之特性設計拐騙土地，法令之規定並無從解

決。 

  當時漢人與原住民關係緊張，因此出現所謂區隔原漢界線的「碑」用來約束

彼此，這種「碑」也衍生成為地名，最著名者便為臺北的「石牌」即是「碑」字

地名的轉變。利用地名資訊服務網查詢「石牌」便可得其地名意義為： 

 

  乾隆 17(1752)年，淡水同知曾曰瑛，為確定原漢地區之界限，立石於民「番」

交界處，以防止移墾漢人與原住民之爭執。該碑文云：「奉憲分府曾批斷東勢田、

南勢園歸番管業界」。閩南語石碑叫「石碑」，嗣以轉音，以石牌為地名。 

 

  另外，當年山區與平地間也設立許多「隘口」意為設有隘勇屯駐之寮舍、「營

盤」為漢人駐軍的拓墾地與「堵」代表在山河狹隘處逐土石為堵，其他如「土牛」、

「圍」、「城」等均是為了將原漢區別開來以防流血衝突而設立的分界點，而這類

分界點進而也衍伸成為另一個地名特色。既然為分界點，若可以展示這類地名的

空間分布，某種程度也能呈現出當年的原漢分界線情形。利用「地名資訊服務網」

查詢「隘」字地名，並轉存為 kml 檔於 Google Earth 當中開啟以利展示空間分布

如下圖 3-7 與圖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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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隘」字地名分布 圖 3-8 「隘」字地名地形式意圖 

  可以發現「隘」字地名都位在山區與平原之間交界點，且地形類似山路之出

入口位置，顯示當時漢人來臺開墾時，主要以平原優先，後至山區因原住民族的

反抗加上地勢險峻所以無法順利開墾，而區分原漢界的分界點也就沿此山脈邊緣

設置了，下圖 3-9 為臺大地理系賴進貴教授出版地圖月曆的主題地圖，顯示臺灣

「隘」、「圍」、「城」、「堵」、「土牛」、「石牌」與「營盤」等地名地的分布，並依

此可以描繪出原漢分界線，如圖 3-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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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賴進貴教授地圖月曆之「篳路藍縷」主題地圖 

 

  防止原漢分界的地名其實還有許多，例如最一開始用簡單的竹子圍起來者後

續便稱為「竹圍」，而圍了竹子之後再派遣壯丁圍守者則稱作「壯圍」，或者是用

木頭圍起來的門柵便稱作「木柵」等，都是與原漢分界有關係的地名。而原住民

與外來移民者的衝突關係除了清朝漢人以外，到了日治時期更是爆發許多原住民

抗日行為，如最著名的與霧社事件等。其實原住民族面臨外來者經常處於弱勢，

除了錢財土地的侵略外，也備受許多不平等協議之剝奪，雖然平埔族原住民較為

親漢，但山區原住民則經常為了捍衛自我文化意識而挺而抗爭，為臺灣歷史留下

深刻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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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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線西鄉的下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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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為定位彰化縣鹿港鎮洋厝里的歷史地圖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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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鹿港鎮洋厝里 1904 年日治堡圖 

 

 

 

 

 

 

 

 

 

彰化縣鹿港鎮洋厝里 1921 年日治堡圖 

 

 

 

 

 

 

 

 

 

 

彰化縣鹿港鎮洋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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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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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張犁所得到的空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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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彰化縣的「張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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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搜尋新竹縣竹北市隘口地名後，點選了「隘口」的定位，既可出現

隘口的位置於電子地圖中。 

 

 

 

  

(1) 定位後雖然可以看到紅方塊為隘口位

置，顯示為現今的一般的市鎮樣貌。 

(2) 將底圖切換成 1921 日治臺灣堡圖後既

可發現隘口的名稱。 

(3) 點選面符號數化，可以將 1921 年隘口

周遭的物件數化出來。 

(4) 完成後可以古地圖的調整透明度，來比

對隘口周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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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著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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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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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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