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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數位典藏與 GIS 技術應用經驗分享 

洪振洲1、馬德偉(Marcus Bingenhimer)2、張伯雍3、李志賢4
、黃仁順5 

 

 

摘要 

數位典藏的工作時常具有許多不同的面相。在大部分時間內，數位典藏的工

作是盡其所能的是將重要的文化資料以最原始的面貌保存下來。但除此之外，將

數位化之後的資料，作更進一步的加值應用，或提供閱讀原始文本資料無法提供

的訊息，也是一個非常重要貢獻。由於本校近年來所進行的多個佛典數位典藏的

專案之中，其內容都與地理資訊有些許關係。也因此，本校近年來便嘗試的將地

理資訊系統與佛教數位典藏相結合，其目的不僅是將資料作更視覺化的呈現，也

希望透過地理資訊的技術，帶給古代典籍另一種新的看法。在本篇論文之中，我

們將介紹進行中的幾個 GIS 相關的數位典藏專案，並分析在各專案中，GIS 技術

所扮演的角色與成果。期望能以本校之 GIS 數位典藏開發經驗，使更多數位典

藏都能更輕易的享用 GIS 技術所帶來的好處。 

關鍵字：佛教、數位典藏、地理資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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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GIS Technology in Buddhist Digital Archive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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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two dimensions of archive digitization. One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ulture heritages in their original conditions, and the other, which is a far mor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lies in the valuable applications and the metadata provided 
aside from the original text. Recently, the content of many Buddhist digital archives 
projects processed in our university contains a lot of geographic data, through which 
we come up with the idea of introducing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to 
the digitization of Buddhist archives. By combining GIS with the digitization of 
Buddhist archives, information can be presented visually and new insights may appear. 
In this essay, we will introduce several GIS related digitization projects, and analyze 
the function and effects of the application of GIS in each project. We hope our 
experiences in GIS-related digitization of Buddhist archives will benefit other digital 
archives projects in sharing the advantages GIS technology b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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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 

（一）佛教與中華文化 

中國的哲學思想自秦漢以來，夙以儒、釋、道三家為大宗。儒家強調的是人與人、

人與社會的關係；道家講究的是人與自然、天地的關係；佛教則是針對世間之苦，像是

生、老、病、死、貪、嗔、痴等提出解脫之路，即人與自我的關係。雖然到了東漢，有

了道教的興起，但其要旨已經趨向修煉成仙為主，參雜較多的迷信思想。 

根據諸多學者的研究，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約在東漢光武年間。《後漢書．楚王英

傳》謂： 

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賔客，晚節更喜黄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八年，詔

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黄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託

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

曰：「楚王誦黄老之微言，尚浮圗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

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1 

劉英為漢光武之子，以他崇好佛教的情形而言，佛教不似初來乍到。但也決不如後

世這般普及。據湯用彤《漢魏兩晉南北朝佛教史》（以下稱《湯史》）所述： 

蓋在西漢文景帝時，佛法早已盛行於印度西北。其教繼向中亞傳播，自意

中事。約在文帝時，月氏族為匈奴所迫，自中國之西北向西遷徙。至武帝

時或已臣服大夏。大夏君主原亦屬希臘遺民。其與弘法之彌蘭王，政法民

情，本極密切。大夏在吐火羅地，與彌蘭轄境相接，佛化在漢初當已流

行。及大月氏佔領此土後，並取高附地，滅濮達罽賓，侵入印度，建立貴

霜王朝。而其王迦膩色迦，後世釋子推為護法名王之一。漢通天竺，以其

地為樞紐（張騫在大夏始聞有身毒）。佛法之傳佈於西域，東及支那，月

氏領地實至重要也。2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各領風騷。殆秦火之後，天下歸漢，初以黃老思想

為主，漢武以後，儒家漸佔上風。這些轉變自然與統治的需求有關。所以佛教在中國的

流行，其實與儒、道兩家流行的歷史，在時程上相差不遠。在晉室南遷之前，信仰佛教

屬於零星、個人的行為。東晉以後，北方君主大力提倡佛教。但另一方面，也發生滅佛

的事件，同樣也是因為統治需求。根據方立天的《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所述： 

                                                       
1 范曄，《後漢書．楚王英傳》卷七十二，頁 6 
2 湯用彤，《漢魏兩晉南北朝佛教史》，頁 48 



144 
 

東晉時北方十六國的統治者，多數是為了利用佛教以鞏固其統治而加以提

倡，尤其是後趙、前後秦和北涼的統治者更為突出。他們十分重視名僧，

如佛圖澄，被後趙石勒尊為大和尚，石勒的大將郭里略拜他為師。佛圖澄

協助後趙軍政機要，據史載曾勸阻石勒少殘殺百姓。前秦苻堅在派兵取鳩

摩羅什以前，曾發兵攻襄陽，據苻堅說此舉就是為了取得名僧道安。道安

到長安後，實際上成為苻堅的政治顧問。 

但其間也首次出現運用政權力量毀滅佛教的事件。明元帝嗣子太武帝「銳志

武功」，為充實兵員，接受道士寇謙之、司徒崔浩的進言，于太延四年（438

年）令五十歲以下的沙門，一律還俗。後又下令禁止官民私養沙門。3 

至於在一般民間，在侯旭東作品〈五、六世紀北方民眾佛教信仰〉中提到： 

漢至西晉間僧侶幾乎都是西域胡人，政府禁止漢人出家，《冥祥記．抵世常

條》云：太康中，禁晉人作沙門，《高僧傳．佛圖澄傳》亦提到漢魏有禁。

所以東晉末年桓玄言：「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眾皆是諸胡。」漢人奉

佛，基本上只可為居士，自然於佛法在中土弘傳不利。這一禁令的廢除，

南方要到東晉太寧年間，北方則是十六國後趙建武元年（335 年）。從僧侶

活動中心寺院的分布情況看，最初出現在黃河流域的主要城市，且全部分

布在絲綢之路，黃河與鴻溝水系的交通幹線上，後逐步沿交通幹線擴展。4 

後面又舉高僧傳中的實例，說明高僧遊化對於推展佛法的貢獻： 

追根溯源，遊化之風，啟於西壤。佛教傳入中土，實獲益於西域僧人的遊

化。東來高僧基本上都是抱著弘化諸國，解救眾生的志向，歷盡艱辛，不

遠萬里抵達中夏的。 

安世高「遊方弘化，遍歷諸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支婁迦讖「諷

誦群經，志存宣法，漢靈帝時遊于雒陽」。曇柯迦羅「常貴遊化，不樂專

守」，曹魏時抵洛陽。竺法護「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

通各國方言，「大齎梵經，還歸中夏」。僧伽跋澄「常浪志遊方，觀風弘

化，苻堅建元十七年來入關中」。曇摩難提「常謂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

故遠冒流沙，懷寶東入」。佛馱跋陀羅「志在遊化，居無求安」。求那跋

摩「聖化宜廣，不憚遊方」。曇摩蜜多「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

後到敦煌。菩提流支「志在弘法，廣流視聽，遂挾道宵征遠蒞葱左，以魏

                                                       
3 方立天，《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頁 142-143 
4 侯旭東，〈五、六世紀北方民眾佛教信仰〉，《中國佛教學術論典 45》，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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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平之初，來遊東夏」。 

沒有一代代有道高僧「協策孤征，艱苦必達，傍峻壁而臨深，躡飛絙而渡

險，遺身為物，處難能夷」，也就不會有「傳法宣經，初化東土」局面的

出現。此風傳至東土，如之兩漢以來中土固有之儒生遊學訪師問道的傳

統，促成了僧侶遊化之風的盛行。4 

如此積極弘法的結果，使得北魏末年天下寺院三萬有餘，僧尼二百萬，北齊北周

僧尼則增至三百萬。當然這樣的成果少不了朝廷的支持與官吏的襄助，但也印證佛教

之深入官府與民間。在此同時，佛教與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思想、利益是否相結合，

也成為佛教是否能成功的傳入中國的關鍵。南北朝時期，佛教挾其以印度社會發展而

來的哲學觀，大舉傳入，其扞格之處不是沒有。故譯經之時，多已參雜儒家禮教思

想；弘傳佛法亦不放棄社會倫常。慧天在其著作中《中國社會的佛教倫理形態》提到： 

佛教偏重於出世間道――出家道，因而有慧遠之沙門不敬王論，在中國佛

教史上展開了僧尼不拜君親的論爭。這結果都是保守佛教出世間道的一面

想法，以貫徹出家的純一性，作為佛教毅然的主張。這種嚴肅的態度，也

不讓於儒教的倫理精神。但是佛教主張佛教的倫理，並不違悖儒家的禮

教。出家雖是出世間道，但也並不背反人倫之禮。因此佛教與儒教的孝道

彼此是一致的。以這樣的說明辯白，即成為中國佛教的特色，亦即是中國

社會的佛教倫理方法。這樣中國佛教的倫理，在此意義上容納於中國社

會，使儒教的倫理與佛教的倫理，彼此互相調和。5 

之後隋朝統一南北，唐代盛世繼之而起，佛教隨中國政治與經濟的強大力量，亦達

到前所未有的巔峰。此時的佛教經過五百年的調和、轉變、發展，已經與原始的佛教不

同。也由於這樣的發展，產生了教義上的諸多疑點，因此有了玄奘的西行取經，與智顗、

慧能、法藏、澄觀等創立各宗派。於是中國的佛教產生了一個創造性，「使得此後的中

國佛教史等於中國文化史、中國思想史」6。 

（二）佛教文獻的價值 

中國佛教史籍，恆與列朝史事有關，不參稽而旁考之，則每有窒礙難通之

史蹟。7 

佛教自東漢傳入以來，歷經千年來的演進與興衰變化與文化融合，早已不再是一個

                                                       
5 慧天，〈中國社會的佛教倫理形態〉，《現代佛教學術叢刊》9，頁 207 
6 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論集》，頁 5 
7 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論》序，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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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來的宗教，而成為影響中國甚至東亞發展非常重要的文化因素。佛典的產生，在隋代

之前以譯經為重；唐朝之後以義疏為主。且南北朝時期之譯經，與今日譯法有所不同。 

古今譯書，風氣頗有不同。今日識外洋文字，未悉西人哲理，即可譯哲人名

著。……古昔中國譯經之巨子，必須先即為佛學之大師。……蓋古人之譯經

也，譯出其文，即隨講其義。所謂譯場之助手，均實聽受義理之弟子。8 

在中國唐代之前，編撰佛經的活動主要為官方贊助。唐朝以後，各宗派林立，本土

化的注疏也逐漸增加。這也使得佛教典籍的數量豐富，堪當四庫全書的數目（以《大正

藏》計，約三千餘部）。而這些佛經也大部分都被完整的保存下來，對於佛學研究者而

言，當然是一大研究材料寶庫。 

在佛教發展早期的經典翻譯，由於沒有前例可循，必須由譯者依實際工作經驗歸納

出譯經準則。如道安之「五失本，三不易」，鳩摩羅什之「重視文飾，刪略、增補經典，

訂正名實」，彥琮之「十條要例」，玄奘之「尋求全本，絕對忠於原典，五種不翻」9。

因此在譯本中多會顯示譯者對於經本的領悟，以及為將佛教傳入中國，對於佛教原意或

佛經詞彙做本土化的解釋。如「śramana」，譯作「喪門」，被解釋為「由死滅之門」10。

殊不知乃音譯而已。所以譯經大師彥琮極力主張直接研習梵文佛典。 

事實上，漢文大藏經的最大價值，在於「涉及哲學、歷史、語言、文學、藝術、音

韻、天文、地理、曆算、醫學、建築、繪畫、科技、民族、社會、中外關係等諸多領域」
11，而並非僅止於教義的傳播記載。唐代經玄奘等人的努力，佛典的傳入已大致完備，

此時佛教在與中國哲學思想的互相影響之下，遂產生如「禪宗」等中國特有的宗派。五

代之後，佛教各宗雖然各自有所見地，但也因為這樣的「百家爭鳴」，使佛教在中國思

想史中，佔有一席之地。易言之，就藏經的質與量而言，佛教堪稱是中國的主流哲學思

想、信仰，並與印度、南亞的佛教大不相同。也因為有如此量多且質優的漢文典籍，佛

教典籍數位化的工作才更加的有意義。 

（三）佛教數位典藏的價值 

本校進行多年的佛教典籍數位化工作，深深感覺到，典籍數位典藏工作本身並非僅

僅將文獻資料已數位的方式記錄下來，而是具有下列更深一層的意含： 

                                                       
8 湯用彤，《漢魏兩晉南北朝佛教史》，頁 296 
9 王文彥，《佛典漢譯之研究》，頁 203 
10 《弘明集》，T52, no, 2102, p. 50c07 
11 方廣錩，《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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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文資訊的結合 

結合人文與資訊兩大領域，利用資訊技術與工具，協助佛學領域的研究與發展，是

一個重要的努力方向。若能適當的應用資訊技術與工具，不但可讓專家學者的工作事半

功倍，更可以提高其研究品質。在傳統的研究過程之中，研究者多半花費大量心力在於

文獻的準備與整理，若使用資訊工具來整理及準備基礎的文獻，並建立方便清楚的工作

平台，不但可以減少大量的基礎工作量，使專家學者的精力能更專注在最重要的內容處

理上，並且可以達到更廣泛的查閱以及更高的正確率。另外，藉由資訊技術大量的儲存

分析功能，我們還能更進一步地依不同的主題，結合相關的網路工具，將傳統的內容做

更多樣的分類及服務，使得使用者在相同的資料中，能獲得多面向的複合價值的資訊。 

2. 提供新型態的文獻使用方式 

數位科技帶給人類最大的特性，就是閱讀使用資料方式的改變。有了數位化的文

獻，人們不需受限於實體版本的儲存位置的限制，而可以隨時在網路上取得所需的參考

資料。並且因資料數位化與網路技術的普及，我們可以對於艱澀難懂的文獻內容，引用

豐富的網路參考資源，使人們在閱讀時，能夠收事半功倍之效。數位化的線上文獻與傳

統紙本文獻最大的不同，在於其動態的特性。所謂的動態特性，除了上述的動態資料建

構與資訊傳遞功能外，數位化工具書可即時更新、保留與顯示變動歷程的特性，與傳統

紙本出版品的版本概念完全不同。除了單向的資料提供服務外，動態模式還可擴大到如

Wikipedia 的使用者互動概念。藉此線上數位文獻更可進一步發展為雙向互動式的資料

收集平台，建立一個以文獻內容為核心的線上社群及知識匯集中心。 

3. 回答過去無法回答的問題 

傳統以紙本媒體的出版品設計，是由作者決定其內容的編排方式與資料的呈現邏

輯。以《高僧傳》為例，《高僧傳》主要記載由漢代至明代的歷代中國高僧之行誼，其

中內容以各高僧為主，分篇記載。但因為各傳記中會記載該名高僧的所在，與相關的時

間，會面之人物等資訊，若將此資料有系統歸類並統計，我們將可能回答：「在西元四

世紀時，有哪些僧人曾經出現在山東地區」這樣的問題。但是這需要許多閱讀級資料整

理的工作，因此一直都沒有見到其他的文獻來回答這些問題。而當《高僧傳》數位化之

後，這些重要的資訊也隨即被有組織的整理。因此新的典藏系統將可以利用這些寶貴資

訊，回答這些原先無法回答的問題。使舊的文獻資料，顯現它的新價值。 

（四）佛教數位典藏與地理資訊系統 

地理資訊系統，泛指輸入、存儲、查詢、分析和顯示地理數據的資訊系統12。原本

因為該系統運行需較高運算能力之硬體，因此長年來多用在處理空間資料的專業應用之

                                                       
12 Wiki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graphic_information_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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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近年來，由於個人電腦運算能力的持續增加，加上程式處理的思維不斷創新，因此

地理資訊系統也開始被使用於各種相關資訊系統上，以提供更多樣化的呈現角度。因

此，將數位典藏結合地理資訊系統也是十分一種合理的演進。對於與地理資料相關的數

位典藏而言，使用地理資訊系統可以使用更為直覺化的方式，來呈現資料的內容。而對

於文獻為主的典藏內容，地理資訊系統將提供研究者一個全新的角度來闡釋文本的內

容。 

在後續章節中，將介紹本校自 2007 年在浩然基金會贊助之下的兩個重要的佛教數

位典藏專案。在這兩個專案之中，我們都使用了地理資訊系統技術來輔助資料的呈現。

第一個專案是「漢傳佛教高僧傳地理資訊系統」專案13，其目的是將《高僧傳》傳中的

內容，以地理資訊系統的技術，建構出完整的時空平台，以供研究者進行進一步研究時

使用。而另一專案是「台灣佛教地理資訊系統」專案14，此專案著重於蒐集台灣佛寺的

相關資料，並以地理資訊系統進行完整呈現，以利有興趣的使用者能更明確掌握台灣佛

教的發展現況。 

二、漢傳佛教高僧傳地理資訊系統 

（一）高僧傳簡介 

這裡的《高僧傳》非單指慧皎的《梁高僧傳》而言，乃併言道宣、贊寧、如惺等續

修之《高僧傳》15。在慧皎撰《高僧傳》之前，已經陸續有僧傳的載紀。如《高逸沙門

傳》《僧傳》《遊方傳》《江東名德傳》《宣驗記》《幽明錄》《冥祥記》《益部寺記》《京師

寺記》《感應傳》《徵應傳》《搜神錄》《三寶紀傳》《僧史》《出三藏記集》《三寶紀傳》

《東山傳》《廬山僧傳》《沙門傳》等。但為何《高僧傳》較受到研究諸子的重視呢？鄭

郁卿《高僧傳研究》歸納出六個特點： 

立體制、謹去取、知主從、有出典、嚴考據、善首尾。16 

此後各家修僧史者莫不以此為例，不出慧皎的窠範。《高僧傳》的內容雖然以僧傳

的形式出現，但一同歷代的《本紀》《列傳》，由各參與歷史事件人物的觀點，將歷史多

面向的還原。就像是用多部攝影機，由各個不同的角度詮釋同一個事件。當然這樣的文

獻對於宏觀歷史，會失之於瑣碎偏頗。但對於研究漢魏兩晉南北朝，乃至於隋唐五代宋

                                                       
13 漢傳佛教高僧傳地理資訊系統，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gaosenggis/ 
14 台灣佛教地理資訊系統，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taiwanbudgis/ 
15 本文所指《高僧傳》包含慧皎的《梁高僧傳》，道宣的《唐高僧傳》、贊寧的《宋高僧傳》、如惺的《明高僧傳》，

共計包含 1,382 位高僧之傳記。 
16 鄭郁卿，《高僧傳研究》，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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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時期的歷史而言，提供了另一個平民觀點的見解。除了對高僧、歷史事件的描述外，

最重要的，《高僧傳》提供當時人們眼中的地理觀、慣用語體、風俗民情與著作紀錄。

亦是對於研究當時社會背景重要的參考。另外，《高僧傳》對於語言學的貢獻，也由於

保存了當時語體的習慣用法，讓我們得以一窺語言發展的究竟。「語言的發展有它的一

般的內部規律和特殊的內部規律。一般的內部規律對於一切的語言是共同的規律，因為

它們不是由具體語言的構成特點來制約著的，而是由作為特殊社會現象，作為人類交際

需要的整個人類語言特殊本質來制約著的。語言各個構成部分發展的速度的不平衡性，

就是語言的一般發展內部規律之一。」17 

另外，對於高僧相關著作的紀錄，《高僧傳》也提供若干正確與錯誤的記載。正確

者不論，此處舉一錯誤者。《湯史》謂： 

《高僧傳》謂（竺法）蘭譯經五部，有《十地斷結》。按羅什以前十地通譯

十住，此曰十地，其偽可知。又蘭所譯書，不見兩晉南北朝各家經錄。18 

可見雖然《高僧傳》中提供不少經史的資料，但在採集的過程中仍不免有所疏漏。

話雖如此，《高僧傳》對於經史的貢獻依然瑕不掩瑜，有其相當重要的地位。 

（二）高僧傳地理資訊系統之價值 

《高僧傳》雖然具有極高之研究價值，但其內容並非容易瞭解。其中的困難點除該

文獻由現代學者較不熟悉的古代通俗文體撰寫而成之外，也因為其內容多記載高僧行

誼，文中提到許多古代地點、相關人物及使用傳統中國曆法所記錄的時間，並非一般有

興趣的閱讀可以簡單知曉的。這也使《高僧傳》的理解門檻大大地提高。而高僧傳地理

資訊系統使用先進的資訊技術，就是要提供一個可以輕易閱讀《高僧傳》內容，並掌握

其時空資訊，以創造新研究材料的系統。因此，我們所完成的高僧傳地理資訊系統共有

下列三個重要的成果： 

1. 提供《高僧傳》文獻內容時空資訊概觀 

高僧傳地理資訊系統最大的功能，就是將《高僧傳》中所提及的時空資訊，以呈現

於地理資訊系統之上。也就是說，研究者可以在一個完整的地圖系統之中，一目了然地

瀏覽高僧的行跡。並且在高僧傳地理資訊系統中，我們將地理資訊系統與文件閱讀做了

完美結合，使用者除可以瀏覽到傳記中相關地點的所在外，也可以由地圖系統中的標

記，回到原文的參考。此外，高僧傳地理資訊系統也提供「跨傳搜索」的功能，讓使用

者的瀏覽不在局限於某單一傳記之中。透過高僧傳地理資訊系統的搜尋介面，使用者將

                                                       
17 王協，《漢語史稿．第一章緒論》 
18 湯用彤，《漢魏兩晉南北朝佛教史》，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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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時間」、「人物」與「地點」作為搜尋條件，搜尋相關的文獻內容。 

2. 提供《高僧傳》文獻內容人物、時間、地點之詳細參考資訊 

《梁高僧傳》中記載許多於魏晉南北朝時期，來華弘法的胡僧傳記。如安世高（安

息人），曇諦、慧明 、法平 （康居人），釋道仙、釋智嶷（颯秣建國人），曇摩難提（覩

貨羅國人），僧伽跋澄，曇摩耶舍、佛陀什、弗若多羅、佛陀耶舍、僧伽提婆（罽賓人），

求那跋摩、卑摩羅叉、曇摩蜜多、闍那崛多（犍陀羅國人），求那跋陀羅、曇無讖、曇

摩迦羅、攝摩騰、求那毗地（中天竺人），菩提流支（北天竺人），菩提達磨（南天竺人），

真諦（優禪尼國人），達摩笈多（伐臘毘國人），鳩摩羅什、維祇難、僧伽跋摩、耆域、

竺佛調（印度人）。這些高僧原來的出生地方究竟是哪裡呢？又像是已經湮沒的古寺、

里弄，大概又是在哪裡呢？弄清楚了這些地名，將有助於我們對於高僧行跡的理解。否

則整部「玄奘傳」就會像是霧裡看花一樣。因此，在高僧傳地理資訊系統之中，我們對

文中所提到的地點、人物與時間，都提供了額外的解釋服務，讓學者能在使用此一系統

進行高僧傳閱讀時，能克服對於時間、人物與地點資訊不足所形成的閱讀障礙。 

3. 提供高品質的數位《高僧傳》文獻 

為長期典藏高僧傳的數位文本，在本專案中，我們十分重視數位文本的處理。我們

除取得由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以下簡稱

CBETA ）19的高僧傳數位化文本之外，並利用 Text Encoding Initiative（以下簡稱 TEI）20

的標準詳細處理《高僧傳》的文本。TEI 是一種以 XML 為基礎的標記規則，其目的就

是在對於數位全文的標記，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使用 TEI 的標準進行標記，也讓我們

對於本專案的數位產出有擠身國際品質的信心。 

（三）XML 標記重點 

《高僧傳》的標記底本採用 CBETA 提供的數位文獻，其中除校勘紀錄外，尚有「行

號」的標記，方便編者指回 CBETA 的原始文稿。而本專案則繼續加工這些文獻，提供

更細致的標記成果。我們的重點擺在文獻中所提及的人物、時間與地點等實體的標記。

對於這些實體，我們皆加以識別，並為每一個不相同的實體，提供一個唯一的編號21。

下圖 1 為標記結果的範例。其中 persName 是用來標記人物，而 placeName 則是用來標

記地點，date 是用來標記時間。 

                                                       
19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http://www.cbeta.org 
20 Text Encoding Initiative (TEI) consortium，http://www.tei-c.org 
21 每個實體都有一唯一的編號，稱為 authority id。該編號將利用來向 DDBC 權威資料庫取得實體詳細參考資料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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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高僧傳文本標記成果示意圖 

 

除標記人時地的資料外，我們也進一步標記文章中的關係點。每一個「關係點」都

由一個地名、時間與若干人名所組成。它代表的就是在某一個特定的空間與時間，聚集

了文中哪一些人物。在標記中，我們用<LinkGrp>的標記將關係點紀錄下來。這是經過

文獻工作人員的判讀後，所歸納出的結果，並紀錄在文獻之後。下圖 2為一個關係點的

實例。 

 

 

圖 2  關係點標記示意圖 

 

（四）系統架構 

高僧傳地理資訊系統最大的特徵，就是其即時的資料處理能力。作為一個人文資訊

系統，它必須提供許多對於人文學者而言的重要功能。但另一方面，系統必須兼具容易

使用且強韌之特性，以便作為其他人文資訊專案的典範。 

本專案使用多種先進的資訊技術，但所有使用技術皆為免費公開的技術，這也使得

此專案的系統架構可以容易的被複製到其他專案中使用。圖 3 為本系統的架構圖。所有

本系統所使用的 XML 格式高僧傳數位文獻，都儲存在 eXist 資料庫22當中。而系統的

網頁則是由 PHP 程式語言撰寫而成。當使用者進行資料瀏覽時，php 網頁會執行一個預

先撰寫的 xquery 腳本，以便向 eXist 資料庫取用需要的資料。而傳回的資料則會應用

                                                       
22 一種 XML 的原生資料庫，非常適合來處理 XML 資料，詳情參見：http://exist-d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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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 XSLT 的程式碼，將回應的 XML 轉譯成 HTML 的格式來展現給使用者。回傳的

html 網頁中，使用 Google earth plug-in23來展現《高僧傳》文本的地理訊息。並且同時

間引用 DDBC 佛學規範資料庫的網頁服務(web services)24 來提供線上閱讀《高僧傳》

時，更多的參考資料。 
 

 
圖 3  高僧傳地理資訊系統架構示意圖 

 

（五）系統介面功能 

1. 高僧傳文本閱讀 

高僧傳地理資訊系統提供使用者以分傳的方式閱讀高僧傳的內容。進入系統後，使

用者可以藉由選擇左上角的三個下拉式選單選取所要閱讀的高僧傳記。當傳記選定後，

該傳記中所標記出來的重要時空資訊都會顯現在網頁右方的 Google Earth 之中。首先出

現在地圖上的，是該傳中所出現的地名（金色圓點），以及該傳的所有關係點（方形符

號）。點擊這些點會出現一個說明的彈跳出視窗。如下圖 4 所示： 
 

                                                       
23 在網頁上使用 Google earth 功能的函式庫，由 Google 免費提供。參閱 http://code.google.com/intl/zh-TW/apis/earth/ 
24 請參見：http://authority.ddbc.edu.tw/docs/annotatio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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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漢傳佛教高僧傳地理資訊系統介面 

 

而在文本部分，所有標記過的人名與時間的實體都已經連結到 DDBC 的佛學規範

資料庫之中，因此點擊文本左方的人名與時間的實體，都會彈跳出一個含有這些實體較

詳細描述的視窗。若是點擊地名的話，則在地圖上的相對位置將會被移至地圖中間，並

在地圖相對應的地點出現一個彈跳出視窗。在以往的經驗中，讀者若是純粹閱讀「玄奘

傳」文本，關於地名（尤其是古代外國地名）大約只能模糊帶過，而在本網站中，可以

發現沿著喜馬拉雅山脈南麓，與印度次大陸接壤之處布滿大師的足跡。少數甚至遠達印

度南端。這樣的閱讀文本，讀者對於內容的理解自是大不同於以往。本網站還可以下載

整個 KML 檔案，在單機版的 Google Earth 上操作，做進一步的研究。 

2. 跨傳資料查詢 

本系統提供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提供「搜尋」的功能。不同於一般數位典藏系統，

多以全文搜索為主要搜尋機制，本系統的搜尋，則是著重於「關係點」分布的搜尋。系

統允許使用者輸入，人名、時間、地點的條件，並且回傳相符條件的「關係點」。這一

個部分的搜尋，已經突破傳的範疇，而是提供不同傳之間關連性的比對。下圖 5 為同時

查詢「鳩摩羅什」與「竺道生」的結果。可以知道在西元 402 至 409 年間（依鳩摩羅什

傳、竺道生傳），兩人曾一起在長安（竺道生從什公受業 ）；而西元 434 年時「竺道生」

已在廬山開講（竺道生傳）。而這樣的結果，必須將許多高僧傳記熟讀後，詳加比對才

拿發現。除本系統外，目前世界上尚無其他系統能提供這樣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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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鳩摩羅什與竺道生之查詢結果 

 

而另一跨傳資料查詢功能，則是對於各高僧的「籍貫」分布統計。讀者可以對時間

做出「條件」，了解《高僧傳》中各個時期高僧籍貫的分布情形。高僧籍貫的分布與出

現的時間，可以讓讀者做出佛教在中國流布的演變，為這一時期佛教弘傳情形做一個基

本的統計。在這部分的視覺化過程中，我們利用 Google Earth 3D 展現的特性，某一地

點的高僧人數展現在 Z 軸之上，使資料得到最好的展示。下圖 6 為梁與唐高僧傳中，

高僧籍貫的統計結果。 

 
圖 6  為梁與唐高僧傳中，高僧籍貫的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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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佛教地理資訊系統 

（一）台灣佛教地理資訊系統專案介紹 

台灣的佛教發展萌芽始於十七世紀，迄今雖未滿五百年，但發展至今佛法大興，各

個宗派皆兼容並包，無論是大小顯密，抑或是所謂南傳、北傳、漢傳、藏傳等諸宗派，

皆在此土地上落地生根，並高僧輩出，成為世界佛教最為興盛地區，而信仰佛法非但不

是迷信或逃避，更是成為當代顯學，甚至成為風尚。 

誠如西方諺語云「羅馬非一日造成」，佛教能演變至今如此興盛，也是諸高僧大德

大力弘揚佛法，加以時代局勢配合，方有如此局面。後人欲了解整個台灣佛教發展史，

除非為此領域專家，否則很難全盤了解整個歷史演進過程。因此本專案的目的就是將歷

代台灣佛教25的相關文獻資料，與寺院發展歷程透過現代化的資訊技術來呈現，內容包

括寺院的基本資料和簡介、數位文獻、相關照片、影片，並且利用地理資訊系統之技術

同時整合時間及空間資訊，將原散見於諸文獻、寺院等資料，轉換並呈現為時空地理資

訊系統的視覺化數位資源，以設計具有人與時空二軸互動關係的數位研究平台，呈現相

關的地理空間分布、交通資訊等，並且無分宗派，以持續建構國內外急迫需要的台灣佛

教網路資源。 

（二）文獻資料的來源與整理 

本計畫所用之文獻，年代始於十七終於二十一世紀，主要分成兩大部分：網路來源

與紙本來源，網路來源主要為各法派寺院現有的網站與內政部民政司的寺廟一覽表。紙

本來源主要有台灣各地的地方志、台灣佛教史年表日據篇、重修台灣省通志與台灣佛寺

導遊等書。藉由這些資料讓日後其他學者得以追蹤台灣佛教數百年來之傳播發展及地域

分布。 

為確保本專案能提供高品質資料，於書本上或網路上獲取資料後，因考量彼此資料

會有大量重複、資料格式互異、同寺異名、住址異動等情形。因此，必須先經由文獻人

員統一做篩選及格式統一、彙整，以及進行地理定位工作。進行寺廟的地理定位是本專

案的重點工作之一，我們先在先在「中華電信 Hi-Page」26輸入地址、寺名等資訊查出

經緯度座標，再利用 Google Maps 服務27依相關地形、地貌及道路名稱等做相關位址做

二次確認。  

 
                                                       
25 指十七至二十一世紀之間的台灣佛教發展。 
26 中華黃頁網路電話簿，http://hipage.hinet.net/  
27 Google 地圖，http://maps.googl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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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介面與功能 

台灣佛教地理資訊系統的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將台灣目前 4,791 座佛寺的相關訊

息，加以整理、更新與求證之後，有組織的在系統上提供查詢及瀏覽的功能。 

1. 地理資訊入口 

相對於一般採用目錄式瀏覽的設計方式，台灣佛教地理資訊系統提供以搜索，或地

理資訊系統為瀏覽為主要入口的設計方式，讓使用者可以用更快速，更直觀的方式得到

所需的佛寺資訊。在本計畫中，我們提供以網頁為基礎的介面來讓使用者輸入查詢，也

有多樣的查詢條件讓使用者選擇，查詢條件又分成兩種，一種為一般文字導向的搜尋方

式，例如寺廟名稱、寺廟地址、寺廟主祀以及寺廟活動等文字條件來搜索，使用者可以

自行選擇想要的條件來組合。另一種為地圖圖形導向，方法是使用者可直接於台灣地圖

中選擇想要搜尋的區域，然後再進一步選擇行政區，與文字導向不同的是，它完全是以

地圖的空間觀點來搜尋，讓使用者除了文字找法之外又多一種選擇。 

當使用者按下首頁中的「地圖搜尋」頁籤時，將開啟地圖瀏覽的功能。地圖瀏覽主

要以台灣的縣市為基礎，使用者可將滑鼠移至欲瀏覽的縣市上面，此時會出現一小視窗

告訴使用者該縣市內的資料約有幾筆，如下圖 7 所示： 

 

圖 7    由台灣地圖進入地圖搜尋介面 

點選後，會搜尋該縣市底下的寺廟，此外我們也提供第二層的過濾條件，如該縣市

之二級行政區、主祀、寺名，讓使用者可在進一步的篩選搜尋資料，介面如下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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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地圖搜尋介面 

前端介面在收到查詢結果的之後會開始進行解析。在取得的資料中，最重要的是寺

院的座標資訊。這些座標的資訊將是把地點成現在 Google Map 上面的最基本資訊，也

因此，我們得以將使用者查詢的寺廟將會以地理分布的圖形化方式呈現。除了座標資訊

外，查詢結果還包含一些寺院的基本資料，諸如寺名、地址、電話等，以便使用者找出

需要進一步查看相關資料的寺院之用。但考量到使用者電腦的速度以及程式執行的效

率，我們的回傳資料中並沒有包含太多資訊，如果使用者想要觀看詳細資料，只要點選

於 GoogleMap 上的結果，便會開啟另一呈現該寺廟完整資訊的視窗，所謂完整資訊包

括所有基本資料、寺院照片及影片等。除了使用 Google Map 來標明寺院的位置外，

Google Map 本身有提供路線規劃的功能，也就是從 A 點到 B 點要花多少時間、有哪些

路可以走、要怎麼走最好最快，我們將這個服務導入到系統中，因此使用者在用我們的

系統時，除了可以查詢資料之地理分布外，若想要真正走訪該寺院，還可以透過此路線

規劃功能來規劃開車的路線和所需的時間。 

由於我們蒐集的寺院資料中，除記錄各台灣各佛寺的現行資料外，也對各佛寺的歷

史資訊進行了詳查及驗證。所以，在佛寺資料瀏覽的介面中，我們列出各佛寺過去的寺

院資料。如下圖 9，以「台北市劍潭古寺」為例，寺院歷程會顯示「觀音寺 (1634-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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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寶剎 (1717-1773) >>劍潭寺 (1773-1940) >>劍潭古寺 (1940-)」，此資訊可讓使用

者一目了然劍潭古寺的發展歷史，如果有需要的話，還可以點選各個時期的寺院，以顯

示該時期寺院之詳細資訊。 

 
圖 9  劍潭古寺之寺院歷程 

 

除此之外，在寺院的搜尋過程之中，除了上述以地理空間呈現之外，我們還提供一

種與「時間」相關的功能，也就是「時間軸」功能。由於我們的寺院時間範圍是從十七

世紀至二十一世紀約三百七十年，每座寺院有自己的建寺時間和結束時間，有些寺院甚

至根本不存在了，因此，如果搜尋結果中把所有年代的寺院也一併顯示出來，似乎又過

於雜亂，因此我們提供一個時間軸功能，使用者可自由使用滑鼠拖曳時間軸的寺院年代

來過濾資料，用以顯示某個特定年代的寺院地理分布，將現今與歷史寺院做一個區隔。

當然如果使用者不想使用時間軸功能，而想看所有年代的資料，我們的介面也有提供關

閉時間軸的功能，讓使用者可以更加彈性的查詢。藉由此時間軸的功能，我們也可帶讀

者回到過去，瀏覽在歷史中的某一時刻，台灣佛寺的分布。如下圖 10 所示，就是 1932

年台北市的佛寺分布情形。圖中的綠色點表示當前已經不存在之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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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1932 年台北市的佛寺分布情形 

藉由將上述之時間軸、寺院發展歷程與 Google Map 的地理空間整合起來，轉換並

呈現為時空地理資訊系統的視覺化數位資源，將抽象的台灣佛教發展歷史視覺化呈現，

就創造了這一個包涵人與時空二軸互動關係的數位研究平台。 

2. 寺院影像資料庫 
在圖片瀏覽方面，雖然說可以藉由搜尋功能來查到寺院，再進一步觀看該寺院的圖

片，但似乎不是那麼的直觀，有鑑於此，我們另外提供一個圖片導向的瀏覽介面。而該

介面的分類之上，就是利用台灣縣市來做圖片的分類，這也是地理資訊另一個簡單應

用。在影像資料庫的介面設計中，為降低資料讀取時間，我們使用 Ajax（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的技術讓使用者等待的時間減少，以增進介面的友善程度。此外，

為了增加本資料庫的資料豐富程度，我們發起「台灣佛寺影像資料庫」創作分享計畫28。 

此分享計畫的目的為透過眾人共同建構台灣佛寺影像資料庫，包含相關寺廟照片、

影片及文獻等。方式為透過社會大眾無償捐輸自己親自拍攝或創作之照片、影片及相關

文獻授權給本計畫作為學術典藏－非商業用途使用。此種藉由創作者同意釋出授權分享

方式，即為現在最新分享授權新趨勢之「創用 CC 之非商業使用及姓名標示」之授權概

念。展望未來，除了此影像分享計畫外，同時也透過網路搜尋方式，主動尋找可用之

CC 授權圖檔及文獻資料下載使用，及尋找相關理念之寺院網站請求同意授權，兩種方

式雙管齊下，持續進行建構台灣佛寺影像資料庫，典藏台灣佛寺三百餘年之珍貴史料。 

                                                       
28 詳見：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taiwanbudgis/image_database/upload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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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理資訊系統相關運用經驗 

本章節把一些開發地理資訊系統程式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與重要決策描述出來。

這些經驗多半與專案內容無關，但是對於專案的建構卻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一）座標查找 

歷史地名的座標查找，是將地理資訊系統功能運用在本校相關數位典藏專案中最

大的挑戰。在經過多方嘗試之下，我們找到了一種有效率的工作模式，此工作模式中依

賴 Google Maps、Google Earth 等重要的線上地理資訊服務，若沒有這些服務，座標查

找的工作將會幾乎不可能完成。 

在我們查找座標的程序中，第一步是使用 Google Maps 的網站，進行目標地點的查

找。在 Google Maps 網站的查詢過程中，可能出現多個同名地名，使用者只要從中辨

認出所需的地名即可。例如當一使用者要查找「白馬寺」的座標時，在 Google Maps 的

網站搜尋「白馬寺」，結果會出現： 

中国河南洛陽市白馬寺 

中国河南洛陽市白馬寺鎮 

…… 

中国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貴德縣白馬寺 

由於文獻人員尋找的，可能就是洛陽市的白馬寺，因此立刻可以得到答案。不過尋

找的過程通常沒有這樣順利，古地名不常出現在今天的地圖上。查找沒有規則，只能就

手邊的資料抽絲剝繭，儘量試試。但是有一個地方需要注意：在 Google Maps 上中國的

「地圖」與「衛星」地圖並沒有完全重合，而是大約有 550 公尺的差距，根據 Google

官方說法： 

地圖和衛星視圖的偏差是因為這兩個資料來源不同，一個是我們合作資料商 

MapABC，一個是我們的眾多衛星圖片提供商，例如 Digital Globe 等。因此兩

者之間自然有一定的偏差。我們並沒有對任何一方的圖做過更改。 

若是在地圖上找不到，可以在中國的一些網路地圖試試，通常這些網站的資訊較為

豐富，但是並不提供座標查詢，回頭我們還是得要利用 Google Earth 兩相比對出詳細座

標。常用的網站有 MapABC29、「搜狗30」。「搜狗」另有提供現在行政疆域圖，方便判別

某地點位於哪一個縣市的轄區內。以下舉幾個實際案例供大家參考： 
                                                       
29 MapABC 地圖搜索，http://www.mapabc.com/ 
30 搜狗地圖搜索，http://map.sog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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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縛喝國： 

古代大夏國都城，以「縛喝國」搜尋沒有結果。但在「百度百科」查到季羨林的資

料，內有英文名「 Bactria 」。再搜 Google Earth ，發現在阿富汗有「 Balkh 

Alexandria-Oxus 」。對回原文（玄奘傳），位置大致相符，而且 Google Earth 在附近

有大量遺蹟照片，初步斷定就是這個地方。如果沒有進一步反面證據的話，就會將此

遺蹟座標記錄下來。 

【例二】逍遙園： 

鳩摩羅什譯經之處，今名「草堂寺」。知道今名一般都較容易搜到，尤其是旅遊景

點。早先搜這個地名，並沒有結果，是在網路上發現一段介紹「草堂寺」的影片，根據

影片中的圍牆，在衛星圖約略位置上找出正確位置。不過現在 Google Earth 已經有照

片了。 

【例三】波羅奈河： 

恆河北岸支流，於瓦拉納西城匯入恆河。基本上河流的資料比山脈要少，很難搜

尋。這裡是使用英文名「Varuna River」在英文維基百科搜尋，再記錄河口座標而得。

由於記錄河口座標比記錄河源或是河中游要容易確認河流（河源較難確認，河中游無法

了解與其他河流會合後是否易名），目前都以記錄河口座標為多。 

【例四】竹園寺： 

位於王舍城內。由於確實位置很難查考，所以採用王舍城的座標。由座標值可以

發現只使用到小數以下 2 位而非 6 位，說明這是一個粗略的數值。 

除了河流、山脈以外，許多的地名都是一個大範圍的「面資料」。相對於「點資料」

（如寺院）、「線資料」（如河流），「面資料」的範圍很可能跨越好幾個國家，像是「帕

米爾高原」。而且這樣的大範圍地區，其邊界本身也相當的「遼闊」。一般而言，我們先

將它分為兩類：自然與人文。首先，大範圍的定義是：跨越的範圍涵蓋兩個縣市以上。

如「嘉南平原」就是大範圍，「蘭陽平原」就不是（因為單一城市視為點地名）。自然的

大範圍地名會找一個比較接近幾何中心的座標，一般是整數，當作參考座標。然後在說

明的欄位中界定它的範圍。 

若是一個人文的大範圍地區，則以行政中心所在作為參考座標。例如「中國」會以

北京的座標為座標。當然，如果採用中國大陸的幾何中心（蘭州）亦未嘗不可。但就以

人文上而言，首府的比重可能相當的高。《高僧傳》中「長安」的份量可能抵得上整個

江南地區，南朝佛寺也大多集中在「建康」。因此採用首府的座標似乎較符合讀者的需

求。藉由中研院提供的歷史地名資料庫，讀者可以查閱中國歷代首都的詳細資料。在中

研院的資料當中，地名資料是具有「時間性」的，也就是說，同樣的長安，有分漢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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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唐朝的長安等。而漢朝的長安並不全等於唐朝的長安。若是標示「西漢」則用漢

朝的長安，「唐」則用唐朝的長安。所以在地點的選擇上必須多加斟酌。 

（二）Google Map 與 Google Earth 的使用 

Google 公司在 2005 年發布的免費軟體 Google Earth，其強大的影像處理功能解

決了在展開圖形時受到的網路速度限制，能快速呈現豐富的地圖資訊、航空照片、地形

圖等，其解析度之高甚至讓政府產生軍事安全的疑慮，而最新的「Google 街景圖」服

務也一樣備受侵犯隱私權之爭議。然而對於使用者而言，Google Earth 和 GoogleMap 仍

然是相當容易使用的，它是以網際網路為基礎，使用者可直接上網獲取所需的各種地理

資訊，直接進行分析，而不用擔心空間資料庫的維護和管理，而且平台為網路的話，對

於資訊的分享與整合是很方便快速的，這也意味著，只要有網路即可使用服務，不需要

在額外花大錢購買昂貴的 GIS 軟體。 

對於程式開發者而言，Google Earth 和 Google Map 都有完整的線上文件和範例可

供參考，開發者不需瞭解其背後複雜的處理和運算，只需要引用幾個函式庫即可使用，

並且做出自己想要的功能。而兩者最大的差別就是 Google Earth 為 3D 系統，而 Google 

Map 為 2D 設計。 

在「高僧傳地理資訊系統」與「台灣佛教地理資訊系統」兩個專案中，由於兩者視

覺化的導向不同，系統設計的角度也不同。「高僧傳地理資訊系統」主要的使用對象為

研究者，因此對於時間資訊、數值統計的需求是比較重要的，對於時間需求方面，Google 

Earth 本身有提供「時間軸」功能，只要給它資料，這個功能便可以直接實做上去，相

當的方便。又因為其地圖具有 3D 化，因此可在 Google Earth 上面用立體圖形表達統計

資訊、讓研究者一目了然。這些功能都是 Google Map 沒有的，因此在「高僧傳地理資

訊系統」我們使用了 Google Earth。 

而「台灣佛寺線上導覽」主要鎖定的對象是一般大眾，我們提供一個可以快速查詢

寺院的地理分布資訊之平台，因此執行速度和方便性便是主要考量，由於使用 Google 

Earth 需另外安裝 plug-in 軟體，且 Google Earth 亦較消耗電腦資源，因此比較不適合給

一般大眾使用，而 Google Map 並非立體化的地圖，它不需要太多的電腦資源，執行效

能也比 Google Earth 快，因此在這個專案中我們採用了它來當作視覺呈現的平台。 

（三）KML 

KML (Keyhole Markup Language) 是一種 XML 語法與檔案格式31，可用於塑模與

                                                       
31 參閱：http://en.wikipedia.org/wiki/Keyhole_Markup_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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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諸如點、線、圖像、多角形與模型等地理特定以顯示在「Google Earth」、「Google 地

圖」與其他應用程式上。KML 由 Keyhole, Inc 在 2004 由 Google 收購後，用來在所有

的 Google 地理資訊服務中當作資料交換與儲存的格式。而經過多年的研發與推廣，現

今 KML 已經變成地理資訊系統共通的資料交換格式。 

在「高僧傳地理資訊系統」中，我們提供以下功能輸出 KML 檔案： 

1. 文本的視覺化資訊 

2. 以人名、地名、時間查詢「關係點」之結果 

3. 高僧籍貫統計圖 

使用者可以把 KML 檔案下載回自己的電腦，或許在使用者電腦本身已有其他的

KML 檔案，他們可以由此來互相比較不同主題的地理時空資訊，並且使用者可以進一

步修改 KML 的內容，以創造客製化的地圖。而 GoogleEarth 與 GoogleMap 也可以藉由

KML 互通，因此不論在資料共享或呈現平台上，KML 格式是相當方便的。 

五、結論與未來發展 

使用先進技術讓數位典藏的內容能夠呈現出更豐富的面貌，是身為數位典藏的開發

人員努力不懈的目標。而地理資訊系統的引進，恰好能補足傳統文獻缺乏視覺呈現的問

題。再加上今日程式開發技術的精進與電腦硬體的發展，數位典藏得以使用更豐富、更

動態的方式呈現在使用者的面前。 

在本篇論文中，我們詳加描述了本校有關地理資訊系統的數位典藏專案，期望藉此

能激發各界使用地理資訊系統於數位典藏專案的更多好點子。而實際上，將地理資訊系

統整合到數位典藏的專案中，只是數位典藏介面開發的一小步。在未來，我們也考慮將

社會網絡視覺化，更精確的搜尋技術，以及將更豐富的資料分享機制建立在我們的數位

典藏專案之中。期待這些努力能讓數位典藏的發展更上一層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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