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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建議需求 

項目 規格需求 

作業系統 Windows/Linux/MacOS/Android/iOS 

RAM記憶體 2GB RAM(建議 4GB或更高) 

處理器 雙核心(建議 4或 8核心) 

瀏覽器 Chrome,Firefox,Safari 

網際網路連線 

必須具備網際網路連線能力，並建議連線速度為

8.0Mbps或以上，以獲得順暢的圖資載入速度 

網站維護廠商：自強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洽詢電話：(02)2225-2200轉 247 

洽詢 e-mail：247@st22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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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識民眾版開放資料 3D-GIS圖台 

「民眾版開放資料 3D-GIS 圖台」提供跨平台的管線圖資查詢服務。使

用者不需要下載安裝 APP 或瀏覽器插件，透過一般網頁瀏覽器，便可

攜帶平板電腦或手機至現場，藉由地址定位查詢周遭的管線設施分佈

狀況。 

 

  
 

三、開啟「民眾版開放資料 3D-GIS圖台」網頁 

請直接複製以下網址至瀏覽器上，或是掃描 QRCode 開起「民眾版開

放資料 3D-GIS 圖台」網頁。 

 

https://3dgis.rpic.taipei/sgwptools/RPIC/Apps/pipe.html 

 

 
  

https://3dgis.rpic.taipei/sgwptools/RPIC/Apps/pip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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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認識「民眾版開放資料 3D-GIS圖台」網頁介面 

「民眾版開放資料 3D-GIS 圖台」網頁介面主要由 3D 圖台視窗、功能

列以及瀏覽輔助組成。 

 

1. 3D圖台視窗：展示 3D場景、3D管線及各項圖資之介面 

2. 功能列： 

編號 說明 圖示 

1 產製 3D 管線圖資 

 

產製在 3D 圖台視窗中心 3D 管

線設施。 

2 圖層 

 

電力、電信、自來水、污水、

雨水、瓦斯、水利、輸油、綜

合等管線圖層以及路網、3D 建

物圖層之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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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說明 圖示 

3 分析 

 

長度量測。 

4 導覽 

 

HOME 鍵、地址定位、地底模

式。 

5 選單收合 

 點選功能列右上角可將選單收合 

 

3. 瀏覽輔助：指北針、放大、縮小 

 

1.指北針：顯示 3D 視窗指北方

向，點選可使 3D 視窗轉為正北方

向 

 

2.放大：放大 3D 視窗 

3.縮小：縮小 3D 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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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認識 3D圖台視窗操作 

 

編號 3D 圖台視窗操作 操作說明 快捷鍵 

1 放大 

✓ 滑鼠滾輪往前轉動 

✓ 滑鼠右鍵向下拖曳 

✓ 點選瀏覽輔助「放大」鍵

於觸控螢幕上兩手指向外

滑動 

鍵盤 S 鍵 

2 縮小 

✓ 滑鼠滾輪往後轉動 

✓ 滑鼠右鍵向上拖曳 

✓ 點選瀏覽輔助「縮小」鍵 

✓ 於觸控螢幕上兩手指向內

滑動 

鍵盤 X 鍵 

3 向上移動 

✓ 滑鼠左鍵向下拖曳 

✓ 於觸控螢幕單指向下滑動 

鍵盤 A 鍵 

4 向下移動 

✓ 滑鼠左鍵向上拖曳 

✓ 於觸控螢幕單指向上滑動 

鍵盤 Z 鍵 

5 向左移動 

✓ 滑鼠左鍵向右拖曳 

✓ 於觸控螢幕單指向右滑動 

鍵盤 Q 鍵 

6 向右移動 

✓ 滑鼠左鍵向左拖曳 

✓ 於觸控螢幕單指向左滑動 

鍵盤 W 鍵 

7 視角往上轉 ✓ 鍵盤方向鍵↑ 鍵盤方向鍵↑ 

8 視角往下轉 ✓ 鍵盤方向鍵↓ 鍵盤方向鍵↓ 

9 視角往右轉 ✓ 鍵盤方向鍵→ 鍵盤方向鍵→ 

10 視角往左轉 ✓ 鍵盤方向鍵← 鍵盤方向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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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D 圖台視窗操作 操作說明 快捷鍵 

11 地形水平視角傾斜 

✓ 滑鼠中間滾輪按住向下拖

曳(或按住 ctrl 鍵滑鼠左鍵

向下拖曳) 

✓ 於觸控螢幕雙指向下滑動 

 

12 地形垂直視角傾斜 

✓ 滑鼠中間滾輪按住向上拖

曳(或按住 ctrl 鍵滑鼠左鍵

向上拖曳) 

✓ 於觸控螢幕雙指向上滑動 

 

13 地形順時針旋轉 

✓ 滑鼠中間滾輪按住向左拖

曳(或按住 ctrl 鍵滑鼠左鍵

向左拖曳) 

✓ 於觸控螢幕雙指向順時針

滑動 

 

14 地形逆時針旋轉 

✓ 滑鼠中間滾輪按住向右拖

曳(或按住 ctrl 鍵滑鼠左鍵

向右拖曳) 

✓ 於觸控螢幕雙指向逆時針

滑動 

 

15 朝目標物飛覽 

✓ 滑鼠左鍵雙擊 3D 視窗的

目標位置 

✓ 於觸控螢幕單指雙擊目標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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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管線三維模型展示操作說明 

為降低大量管線模型展示對瀏覽器之記憶體負擔，並且獲得流暢的 3D

管線瀏覽體驗，圖台採用創新之即時產製 3D 管線圖資模式。操作說明

如下： 

(1)移動 3D視窗至適當位置，將視窗中心點對準搜尋目標。 

(2)點擊功能列中的「產製 3D管線圖資」。 

(3)圖台顯示 loading的狀態，以視窗中心點 30公尺半徑為搜尋範

圍 

(4)自動產製範圍內的 3D管線圖資。 

(5)當 loading狀態消失，表示範圍內的 3D管線圖資已產製完成。 

 

(6)圖層類別包括八大管線、路網及 3D建物，色塊表示圖層開

啟、黑底表示圖層關閉，可點擊圖塊進行圖層開關。 

  



民眾版開放資料 3D-GIS 圖台操作手冊 

 

10 
 

七、管線圖資三維模型屬性查詢 

1. 管線三維模型屬性查詢 

滑鼠游標移至管線三維模型上，當管線模型變色時，以滑鼠左鍵點選模

型(行動裝置用單指點擊)，即可顯示管線屬性。若要關閉管線屬性視窗，

則在 3D 視窗任意處再次點擊即可關閉。 

 

2. 設施物三維模型屬性查詢 

滑鼠游標移至設施物三維模型上，當設施物模型變色時，以滑鼠左鍵點

選模型(行動裝置用單指點擊)，即可顯示設施物屬性。若要關閉屬性視

窗，則在 3D 視窗任意處再次點擊即可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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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網、3D建物圖層開啟 

1. 路網圖層顯示開關 

本圖層之圖資來源為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的電子地圖，可透過滑鼠左鍵

點擊「路網」圖塊進行該圖層之開關。 

 

 

2. 3D建物圖層顯示開關 

本圖層之圖資來源為臺北市都發局的近似建物模型，可透過滑鼠左鍵點

擊「3D 建物」圖塊進行該圖層之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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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認識分析工具 

1. 長度量測 

點選分析工具頁面下的「長度量測」工具，滑鼠游標移至目標物，左鍵

點選欲量測之目標物，透過多點的連線即可進行水平之長度量測。 

若要取消長度量測或是進行新的長度量測作業，請重複點擊「長度量測」

工具。 

 

  



民眾版開放資料 3D-GIS 圖台操作手冊 

 

13 
 

十、認識導覽工具 

1. HOME鍵 

點擊導覽工具頁面下的「HOME」鍵，可快速飛覽至初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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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址定位 

使用者可藉由「地址定位」功能，飛覽至目標位置。滑鼠左鍵點擊(行動

裝置以單指點擊)「地址定位」後，3D 視窗顯示小視窗，提供「選單查

詢」及「直接查詢」兩種地址定位方式。 

(1)選單查詢：藉由行政區、路、巷、弄、號進行連動式的地址查

詢 

(2)直接查詢：讓使用者直接輸入地址進行查詢。 

 

 

完成地址輸入後，3D 視窗會自動飛覽至該地址，並且標示出標籤及地

址資訊。 

 

 

若要消除既有的標籤及地址資訊，可再一次以滑鼠左鍵點擊(行動裝置以

單指點擊)「地址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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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底模式 

(1)開啟地底模式可讓使用者瀏覽地下管線。 

 

 

(2)關閉地底模式僅能看見地表人手孔。 

 

註：在使用「產製 3D 管線圖資」功能鍵時，圖台會自動開啟地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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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認識右鍵選單功能 

本節介紹點選滑鼠右鍵後的選單功能(行動裝置以單指長按 1 秒方式呼

叫選單) 

 

1. 加入定位點及飛回定位點 

此功能提供使用者加入定位點，當 3D 視窗位置偏離時，使用者可透過

「飛回定位點」功能鍵迅速飛覽至先前加入之定位點 

 

加入定位點前 

 

加入定位點後 

2. 清除標籤 

此功能可讓使用者清除加入之任何標籤(包括定位點、地址定位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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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射視角 

此功能可讓傾斜的相機視角轉為正射視角 

 

使用正射視角前 

 

使用正射視角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