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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路徑： 

(1) 網址：hppt://ccts.sinica.edu.tw。 

(2) 點選【地圖總覽】(圖 )，則會出現下圖右邊的畫面。 

(3) 請點選【地圖瀏灠】。 

(4) 進入後，會出現登錄畫面。 

(5) 若已註冊者，則直接輸入帳號及密號，第一次使用者，請依 1-2 之說明執行。 

 
 

1-2 電腦設備： 

 基本 建議 
記憶體 128 RAM 256 RAM 以上 
CPU P II 450 以上 

AMD K6 450 以上 
P III 以上 
AMD K7 以上 

作業系統 IE 
若使用 Netscape 須具備支援 Jav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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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註冊： 

(1) 第一次進入本系統的使用者請先上網註冊。 

(2) 請點選主畫面左下角【使用者登入】／【使用者註冊】 

 
(3) 點選【使用者註冊】後出現的畫面如下： 

  

(4) 填完後送出去後系統會發一封同意函到註冊的信箱，即可點選【地圖總覽】，進入

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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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系統的畫面： 

(1) 點選【地圖總覽】，出現的對話框如下： 

 

(2) 點選分類選項(按滑鼠兩下)，可進入分類選項圖層 

 

(3) 勾選所需的圖層1後點選【open The Map】，還未登入者，畫面會要求輸入使用者

名稱和密碼，點選【Login】則會進入主畫面 

 

(4) 本系統使用介面係利用 JAVA 開發 , 故使用本系統前，一定請先安裝

j2re1_3_01-win-i.exe（Java Runtime Environment）及 Java Applet 程式（J2RE，

CCTS1.3），安裝前請先將瀏覽器關閉。 

(5) 若未裝妥上述之軟體時，則瀏覽器會一直停留在以下之畫面而無法使用： 

 

                                                 
1使用者若沒有點選，則出現的是 1990 年 ArcChina 的預設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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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歷史地名檢索地圖的方法 

(1) 點選【歷史地名檢索】，出現下圖右邊的對話框： 

   

(2) 輸入『上海』關鍵詞，則會將上海古今地名全列出，如下： 

 

(3) 每個地名的後面均有一個【detail】（如上圖的框選處），如想要檢索該地名清時期

的【detail】，點選後，便會出現該年代地名點的屬性資料，如下左圖 

   

(4) 點選【Zoom TO…】(如上左圖框選處)，便會將資料直接載入本系統，同時於主視

窗呈現所查詢的地名空間位置，如上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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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WebGIS 使用者介面的介紹 

2-1 使用者介面 

 

 
整個使用介面分為七個部份： 

(1) 第 部份：工具列－包括所有地圖的工具，詳看第三章。 

(2) 第 部份：圖層列表－所有載入的圖層都會顯示在本區內。 

(3) 第 部份：索引圖區－即當使用者在放大縮小主題圖時，索引圖會顯示主視窗中相

對於全圖的位置。 

(4) 第 部份：比例尺。 

(5) 第 部份：區域檢索－使用者可以直接選定所要的區塊，點選後，主題圖會自動切

換到點選的區域，目前是以省為單位。 

(6) 第 部份：X，Y 刻度－滑鼠移動時的大地經緯度座標。 

(7) 第 部份：主視窗－依使用者所選定的圖層及範圍顯示。 

 

 

 
 

 

主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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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解決疑難問題 

(1) 若出現以下畫面時，則表示某些工具在使用前一定要先在圖層列表中選定圖層才

能執行，請先於圖層列表中選定所要執行的圖層(詳見頁 7(2)圖層為可運作狀態)，

然後再去執行工具列選項 

 

 

在滑鼠點選圖層時，請注意被選定的圖層會有

粗框 

 

(2) 按工具列的某些工具時，若出現以下畫面時： 

 

 

請先利用 檢索功能來選定所要進

行分析的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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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層列的圖層無法呈運作的狀態時： 

若滑鼠左鍵按圖層時，圖層無法出現任何動作時，是因為執行一些工具選項，如

【設定單位】、【註記編輯】，請將使用者介面的第 部份還原至原始的選項(如下圖

所示) 

 
(4) 除了提供工具列功能的選項外，我們也在畫面使用時，提供幾個簡易功能鍵 

A. 使用者可在主視窗按【滑鼠右鍵】； 

B. 在圖層列表區按【滑鼠右鍵】便可開啟，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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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具列選項】的使用 

3-1 圖層的基本操作 

工具列的使用介面，大致上分成幾個大項：操作工具、檢索工具、編輯工具及專案工具，

操作工具是為圖層操作的基本工具。 

 

工具列選項對照表 

操作工具   

檢索工具 

編輯工具  

專案工具  

(1) 開啟與關閉圖層：  

用滑鼠點選圖層名稱旁邊的 check box 來開啟或關閉圖層。關閉圖層只會暫時取

消圖層展示，並不會將圖層從視窗中刪除。 

(2) 使圖層為可運作(Active)狀態： 

 點選圖層列表中的任一圖可使其成為可運作狀態。當圖層成為可運作狀態後，在

圖層表列中的圖名及圖例會有一個黑框，此時很多工具選項才具有操作功能。 

 

(3) 變更圖層的順序：按著滑鼠左鍵拖曳某圖層到新的位置，即可改變該圖層展示的

順序。 

 

使圖層為可運作(Active)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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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操作工具】使用說明 

【操作工具】提供的是主題圖的基本操作，各工具的說明如下： 

狀態列 功能 說明 備註 

 放大 拖曳放大所選區域 

 縮小 拖曳縮小所選區域 

點選該工具選項後，請按滑鼠左

鍵點選或框選想要放大或縮小的

主題圖 

 全覽 縮放至地圖全部範圍 

 圖層全覽 縮放至所選圖層的範圍 

【全覽】是指全螢幕 
【圖層全覽】則是指特定圖層的

全覽 

 上一步 回上一個放大或縮小範圍 

 下一步 至下一個放大或縮小範圍 

若圖層範圍選錯時可直接利用此

功能回到之前所選定之圖層範圍

 平移 拖曳平移地圖 
點選該工具選項後，在主題圖按

滑鼠左鍵到想要平移的位置 

3-2-1 【 全覽】與【 圖層全覽】 

全覽功能 所選圖層全覽 

  
(1) 不必選定圖層 
(2) 是整個主題圖畫面的全覽 
(3) 地圖全部範圍(Zoom to Full Extent) 
 

(1) 是指特定主題圖的全覽功能，故要選定

想要全覽的特定圖層，若無選定圖層則

會注意事項(二)之情形 
(2) 所選定圖層的全部範圍 (Zoom to 

Active Themes) 
(3) 如何於圖層表列增加新的圖層，請詳見

頁 28 【3-4-1 新增圖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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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 上下左右移動】與【 放大】【 縮小】 

(1) 點選 ，可以利動主題圖任一位置。 

(2) 圖選 或 ，可以改變主題圖比例尺的大小。 

 

3-2-3 【 上一步】與【 下一步】 

若圖層範圍選錯時可利用 ，還原到上一次放大或縮小的範圍，或者利用 ，到下一

次縮放圖層範圍。



 11

3-3  【檢索工具】使用說明 

 

檢索列 功能 說明 

 尋找 輸入關鍵字尋找某圖層某符合圖徵 

 環域分析  

 檢視資料 可以檢索每個圖層任一圖徵的資料 

 方形檢索 拖曳一方形區域檢索圖徵 

 圓形區域檢索 拖曳一圓形區域檢索圖徵 

 多邊型區域檢索 點拖曳一多邊型區域檢索 

 整合查詢 
即是整合漢全文檢索、地方誌及全國圖書聯合目錄等

資料的查詢 

 橡皮擦 清除查詢結果 

 統計圖 可以查詢圖徵統計資料2 

 

3-3-1 方形檢索功能： 

點選【 檢索】，在主題圖上想要檢索的地方，拖曳一方形區域檢索圖徵 

 

                                                 
2 目前僅有清代糧價人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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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圓形區域檢索： 

點選【 檢索】，在主題圖上想要檢索的地方，拖曳一圓形區域檢索圖徵 

 

3-3-3 多邊型區域檢索： 

點選【 檢索】，在主題圖上想要檢索的地方，拖曳一多邊型區域檢索 

 

 

3-3-4 尋找功能說明： 

(1) 點選【 尋找】，出現的對話框如下：  

 



 13

(2) 點選【地名檢索】時，請輸入所要查詢的地名，按【確定】後出現的對話框如下3： 

 
(3) 點選【圖層內容檢索】，按【確定】後出現的對話框如下： 

 

(4) 請按對話框的順序操作： 

 
                                                 
3 如頁 3 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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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 在【Layers to Search】選項中在想要查詢的圖層上按一下 

步驟二： 在【值】的方框輸入關鍵字按【尋找】後，相關的資訊會出現在【result 

returned】 

步驟三： 點選【平移至】或【放大至】，主題圖便會出現以上海為中心點的圖層，

如下： 

 

3-3-5 環域分析檢索功能： 

步驟一： 請在圖層表列中勾選要做環域的圖層 

步驟二： 在做環域分析前，一定要先先利用 檢索功能，選定所要進行分析

的圖徵 

步驟三： 若範圍選定有誤時，請利用【 清除所有選擇】把所有的選擇清除，重新

選定 

 若要進行環域分析的範圍並非同一區域，則可按住滑鼠左鍵，在主題圖上點

選想要分析的圖徵(如下圖灰色部份，即為選定的圖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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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 選定要進行分析的範圍後，再點選 功能鍵則會出現以下之對話框 

 
步驟五： 請輸入距離、單位等資料後，執行【確定】鍵，便會出現環域分析的結果，

如下： 

 

(1) 若環域距離分析不盡理想時，只要重新點選 ，原分析範圍便會還原。 

 

3-3-6 檢視資料功能說明：檢視資料功能可以展示圖層的屬性資料 

步驟一： 請在主題列中勾選想要檢索的圖層，並於圖層上按一下，使其成為運作的狀

態 

步驟二： 點選 任一種檢索工具按滑鼠左鍵在圖層上拖曳，框選想要檢視的

範圍 

 利用滑鼠點選時僅能點選一個範圍，若要多重選擇且不為連續範圍時，可利用

【Shift】＋【滑鼠】點選想要的圖層範圍，直到選定完畢後再放手。 

步驟三： 點選【 檢視資料】，出現查詢結果對話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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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 對話框的左邊視窗會列出框選的所有資料，請在想要查詢的資料，按滑鼠左

鍵兩下，詳細資料便會列在右邊的視窗，如下 

 

 

3-3-7 整合查詢功能：  

目前本系統已整合【漢籍全文檢索系統】、【地方誌檢索系統】及【全國圖書聯合目錄系

統】，點選【 整合查詢】即可查詢以地名為基礎的相關資訊。 

步驟一： 請在主題列中，勾選想要檢索的圖層，並於圖層上按一下。 

 若要檢索的圖層並沒有在主題列中時，請點選【 新增圖層】，將想要納入

檢索的圖層加入(增加圖層的方法可詳看頁 28【3-4-1 新增圖層】)。 

步驟二： 點選 任一檢索選項或滑鼠左鍵點選圖徵範圍(下圖黃色 mark 部份

即是) 

步驟三： 點選【 整合查詢】，所框選的圖徵資料便會顯示於如對話框中 

 

目前整合的資料庫包括 

1. 漢籍全文檢索 
2. 地方誌檢索 
3. 全國圖書聯合目錄 

 

出現該地的詳

細資料 
點

選

滑

鼠

左

鍵

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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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 點選欲查詢的資料庫，便會出現該圖徵資料庫的查詢結果對話框 

(1) 當點選【漢籍全文檢索】的畫面時，會出現的對話框如下： 

 
(2) 請按(1)【漢籍全文檢索】對話框步驟 操作，則出現該地名查詢資料的對話

框如下： 

 
(3) 當點選【地方誌檢索】時，出現的對話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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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點選【全國圖書聯合目錄】時，出現的對話框如下： 

 
 

3-3-8 統計圖功能：  

目前僅有清代糧價人口資料，故以此圖層為說明方法 

步驟一： 點選【 新增圖層】，請在清代糧價人口資料上按滑鼠左鍵兩次，再勾選清

代糧價人口資料後，按【加入圖層】，出現的對話框如下： 

 

 

步驟二： 請在圖層列表勾選清代糧價人口資料的圖層，並在圖層上點一下，讓該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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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運作(active)的狀態 

步驟三： 點選【 檢索】，框選所要查詢的範圍(若範圍框選錯誤，可利用

重新選定)，如下圖： 

 
 

 若要查詢的資料不為鄰近區域，則請按鍵盤【shift】不放，利用滑鼠左鍵點選，

直到選定後再放開。 

步驟四： 選定範圍後，點選【 統計圖】，出現的統計圖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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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編輯工具】使用說明 

 

檢索列 功能 說明 

 計算距離 拉線計算兩點之距離 

 設定單位 螢幕單位、距離單位計算 

 註記編輯 可在主題圖上任意編輯註記 

 標籤 設定地圖 

 時間設定 依時間演進變化圖層 

3-4-1 距離計算功能： 

步驟一： 點選【 距離計算】 

步驟二： 在主題圖按滑鼠左鍵去拉所要量測的距離，出現的畫面如下： 

 

(1) 如要將量測的距離線條清除，請點選【 清除所有選擇】，在主題圖上按滑鼠左

鍵兩下，便會清除所有的線條。 
 

 
 

紅線即是

所要量測

的距離 

距離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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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螢幕單位、距離單位設定 

 

 

(1) 點選【 設定單位】，螢幕下方便出現距離單位變動的選項。 

(2) 可以轉換螢幕單位與距離單位，變換後可以配合選【 距離計算】使用，量測主

視窗任兩點的距離。 

(3) 不論是否變動單位名稱，若要還原 的設定，請點選【設定】

鍵，即可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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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註記編輯 

 

 

(1) 點選【 註記編輯】，螢幕下方便出現註記編輯列的選項。 

(2) 註記編輯工具說明如下： 

註記編輯 功能 說明 

 新增註記圖層檔 
編輯註記前，一定要先新增一個註

記檔 

 選擇註記圖層檔 會列出所有已編輯的註記圖層檔 

 移除註記編輯 清除所有的註記檔 

 還原 上一步(undo) 

 重做 下一步(redo) 

 滑鼠指標 框選註記圖徵 

 新增點資料 

 新增線資料 

註記圖層編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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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記編輯 功能 說明 

 新增多邊形面資料 

 新增方格面資料 

 新增圓形面資料 

 新增文字 

 插入影像 

 

 清除地圖編輯 清除畫錯的註記 

 儲存編輯  

 關閉編輯  

 

(3) 一整個註記編輯如同一個檔案，也就是說使用者可以依自己之所需，在主視窗編

輯許多不同的註記檔 

 

3-4-3.1 新增註記檔 

(1) 編輯註記前一定要先產生一個新的註記檔案。 

(2) 點選【 新增註記檔】，請在對話框輸入檔案名稱後按【確定】，出現的對話框

如下： 

 
 

3-4-3.2 圖徵編輯工具： 

使用者可以利用 編輯工具，在主視窗上任意製作點、線、面等各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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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註記圖徵。 

(1) 新增文字：在圖層上增加文字說明 

步驟一： 選定【 新增文字】，在對話框內輸入想要插入的文字 

 

步驟二： 若要更改文字格式，請點選【字形】鍵，出現的對話框填入想要的顏色、

字形及大小： 

 

步驟三： 在主視窗上任一想要插入文字的地方按滑鼠右鍵，所輸入的文字註記便會

出現。 

步驟四： 若想在不同的地方插入相同的文字註記，請在想要插入之地方不斷按滑鼠

右鍵，便會自動再插入。 

(2) 編輯工具：點選【 編輯工具】即可在圖層上任意處繪製點線

面的註記圖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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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增影像檔： 

步驟一： 點選【 新增影像檔】，在對話框內輸入影像檔案之所在地 

 

步驟二： 若不確定影像檔存放在本機電腦的位置，請點選上圖紅色框選的地方，可以

去尋找想要插入的影像檔，點選【ok】後出現的對話框如下： 

 

步驟三： 請在主視窗上想要插入影像檔的地方按滑鼠左鍵，便會自動插入，若想在不

同的地方插入同一個影像檔，則其作法與插入文字註記的方法相同(詳見頁

23)。 

  

3-3-3.3 滑鼠指標：註記的選擇 

可以選定一個以上的註記，在點選【 滑鼠指標】後，按滑鼠左鍵框選要選定的註記，

若選錯時，則在主題圖的任意處按滑鼠左鍵，則會取消。 

3-3-3.4 清除地圖編輯： 

若在編輯註記圖徵的過程中發生錯誤時，可點選【 清除地圖編輯】刪除編輯錯誤的地方 

步驟一： 點選【 滑鼠指標】，將所要刪除的註記框選起來 

步驟二： 選定的註記會以黃色 mark 表示，執行【 清除地圖編輯】即可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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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5 開啟註記圖層檔： 

已存檔的註記檔，可利用 開啟，點選 後，出現的對話框如下 

 
 

3-3-3.6 【 移除註記編】輯與【 清除地圖編輯】 

(1) 【 移除註記編輯】是針對已存檔的註記檔作移除動作，一旦執行【 移除註

記編輯】後註記檔會一併刪除，而所有的編輯工具無法再使用，除非再建立一個

新的註記檔，會出現的對話框如下： 

 

(2) 【 刪除地圖編輯】是針對圖徵註記做刪除的動作，但註記檔仍存在，所以如果

僅是要刪除某些圖徵註記時，請點選【 刪除地圖編輯】。 

 

3-3-3.7 停止鍵： 

(1) 停止註記編輯的功能 

(2) 若是在執行註記編輯的畫面時（即下方是為註記編輯的功能鍵時），在圖層列的圖

層無法執行任何的動作，請一定要先將註記編輯【 停止】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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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設定地圖標籤： 

(1) 所謂的標籤即是游漂移到那或把游標移到任一圖層的圖徵上時出現的文字說明，

如例圖中紅框的山西省即是所謂的地圖標籤 

(2) 可以隨易變動各圖資的標籤，如下對話框中，地名點的圖層標籤可將 name 改以

class 顯示 

 

 

3-3-5 時間設定： 

步驟一： 請先新增時間軸演變之圖層(參照【 新增圖層】的使用方法)，將先要展現

的圖層先加入。 

步驟二： 點選【 時間設定】後，出現的對話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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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請在起迄處填入年代，下方的時間軸便會依所填入的年代自動標出起迄的時

間： 

 

步驟四： 設定好時間起迄後，時間軸的啟動有手動與自動兩種方式 

 手動：手動的方式即是利用滑鼠右鍵拉動時間軸的 BAR，圖層會隨著 BAR 的所

在年代位置而作變動 

 
 自動：即是按【PLAY】鍵，圖層會自動播放 

步驟五： 只要將時間軸的視窗關閉，則圖層列表會還原到原之圖層，結束時間設定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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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專案工具】使用說明 

 
檢索列 功能 說明 

 新增圖層 加入新的套疊圖層 

 移除圖層 移除顯示圖層 

 圖層內容 顯示並設定圖層內容 

 開啟專案 開啟一已存在之專案 

 儲存專案 儲存現行專案 

 關閉專案 關閉現在專案 

 影像儲存 將現在所見之地圖匯出為一影像檔 

3-5-1 新增圖層： 

步驟一： 點選【 新增圖層】後，出現的對話框如下左圖： 

    

步驟二： 若要將地名圖層的點資料加入，請在【地名圖層】上按滑鼠兩下，出現的對

話框如上右圖 

步驟三： 請勾選想要加入的圖層，按【加入圖層】後，則會加入圖層列中 

(1) 同時也可將使用者存在本機圖層加入，方法請依下對話框的步驟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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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 點選【開啟本機端資料】兩下，則會出現如同檔案管理的畫面 

步驟二： 點選要加入的圖層後，按【加入圖層】，則使用者儲存於本機的圖層也可

以加入 

 由於新增後的圖層一律會出現在圖層列表中的第一順位，如果不想讓其成

為第一個優先圖層，請按住滑鼠左鍵將該圖層拖曳到你所要的位置。 

3-5-2 圖層內容： 

3-5-2.1 可以更改主題圖層展示的方式，使用者可以編輯的項目大抵有： 

(1) 選擇不同顏色或符號分類圖徵或所有圖徵都選擇相同的展示顏色 

(2) 選擇分類的方法 

(3) 可以設定各分類配色的方式 

(4) 設定各分類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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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2 叫出主題圖的圖層編輯方法有二： 

(1) 在圖層列表上，欲編輯主題圖名稱上點兩下。 

(2) 在欲編輯的圖資上點一下，使該張圖資是為可運作的狀況。 

 

3-5-3 編輯內容 

點選【 編輯內容】，出現的對話框有三種選項可以選用：設定地圖操作、設定標籤顯

示及設定圖層及稱及比例尺，各功能使用方法如下： 

 
使用者可依自己之喜好設定

圖層顏色 
可設定標籤字體大小、顏色

等等 
可更改圖層名稱及比例尺 

 

3-5-3.1 【設定地圖顯示】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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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raw Features using 有三種格式：One Symbol、Graduated Symbols 和 Unique 

Symbols 

A、 One Symbol(單一符號)：即所有的圖徵都以同一種符號及顏色表示，出現如下

左邊的對話框： 

    
B、 Graduated Symbol(漸層符號)：出現如上之中間的對話框 

C、 Unique Symbols(單一值符號)：出現如上之右邊的對話框 

(2) 步驟說明： 

步驟一： 在【Draw Features using】下拉式選項中，選擇圖例類型；不同圖例類

型，有不同的編輯方式，如上述 A、B、C 三種，此以【Graduated Symbols】

的方法來說明 

步驟二： 在【欄位】下拉式選項中，選擇屬性欄位，如下對話框中  

步驟三： 選擇屬性欄位後，屬性分類預設值是分為五類，在【Classes】可以改變

分類的數目 

 若要把邊框去除，則可勾選【Remove Outline】 

步驟四： 預設值的顏色是設定由黃色到紅色，在【顏色】可以利用下拉式選項去更

改顏色，如對話框中  

步驟五： 在對話框中 ，可以去更改【Symbol】、【Range】及【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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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改變分類符號【Symbol】時，請在【Symbol】處的欄位點兩下，則會出現符

號調色盤的對話框如下： 

 

調色盤 HSB RGB 

 要改變各類描述【Label】時，請在 圈選【Label】，各欄位點兩下，輸入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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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2 【設定標籤顯示】的操作：即是更改圖層註記的大小及顏色 

 

(1) 除了可以更改圖層的符號及顏色外，也可以更改顯示於螢幕上的註記大小，甚至

註記可以更改為其他欄位。 

(2) 請在【Label feature uing】更改圖層原顯示的註記名稱。 

(3) 若不想直接更動，想先閱覽更改結果時，請點選【套用】鍵，否則一點選【確定】

鍵後，則編輯內容的對話框會隨之不見。 

 

3-5-3.3 【設定圖層名稱及比例尺】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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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更改圖層列的圖層名稱，如下圖對話框  

(2) 可以更改圖層出現的比例尺：即如果不想讓圖層列所有勾選的圖層一併出現的

話，可以指定某個圖層在特定比例尺的狀態下才會出現，請點選【Only show layer 

in the following scale range】後，填入比例，如下圖對話框 。 

 
 

3-5-4 開啟專案、 儲存專案與 關閉專案 

(1) 當使用者編輯文件到某一個階段時可以把執行結果先行存檔，以利於下次直接開

啟已存檔案繼續使用，而此所謂的專案便是此概念。 

(2) 儲存專案： 

 使用者可以把自己在 Web 所執行的結果存成一個專案(.axl)，如此一來當使用者下

次還要再繼續使用時則可不必再重新設定圖層或增加圖層，而且使用者還可以把

自己每次所執行的不同結果存成不同的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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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啟專案： 

3-3-5.3 使用者可以把自己儲存在電腦的.axl 專案，利用【 開啟專案】來打開。 

 

  

3-3-5.4 可以觀看別人的專案：勾選【看看別人的專案後】，下拉式選單便會把專案列

出來供挑選，選定後按【確定】鍵，整個主畫面會出現該專案的狀態 

   

 

在開啟一個新的專案前，電腦會問你是

否要將目前的作業存成專案，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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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影像儲存：即是可把螢幕上畫面的地圖，匯成影像檔儲存 

(1) 點選【 影像儲存】，出現的對話框如下： 

 
(2) 輸出結果：直接儲存於本機電腦，是為 JPG 檔 

 
 

 
 

 
 

【列印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