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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知識經濟為導向之時世，有效管理流動性核心價值之知識，即時支援最佳決策規劃，是

組織快速回應環境變化與創造競爭優勢之關鍵要素。本研究結合「知識管理」與「決策支援」

於 GPS 衛星控制測量，並採雛型法實際驗證具可行性與有效性之知識管理系統化及資源綜效

規劃決策支援，可為組織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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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n era led by knowledge economics, familiarity with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mobile core

values to promptly support the best decision-making is a key factor for quick reaction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creating competitive superiority for an organization. In this research,

method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support are integrated and a miniature adopted to

construct a GPS satellite surveying system.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 feasible and effective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of resources for efficient planning can increase

the benefits for an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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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及目的

組織內外競爭環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的更新轉

換，職場的競爭已由以往最早之以成本及品質為競爭主軸，

進而變換為以資訊與通訊科技為主的全球化競爭本質，更甚

至發展為以速度及創新為核心的競爭。管理大師彼得‧杜拉

克（Peter F. Drucker, 1965）早年就曾提到：「知識將取代機

器、設備、資金、原料與勞工，成為企業經營最重要的生產

要素」。微軟總裁比爾‧蓋茲（Bill Gates）（1999/1999）在

其《數位神經系統》一書中也指出：「未來的企業是以知識

與網路為基礎的企業，未來的競爭則植基於知識與網路的競

爭」，故傳統理論所強調的「職位權力」（position power）將

被以知識資訊的「知識權力」（knowledge power）所取代。

而知識在知識經濟時代的組織裡，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已勿庸

置疑，儼然成為組織塑造競爭優勢、組織累積附加價值及創

造成長的主要驅動力。

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衛星控

制測量攸關許多應用於經濟建設、工程建設、地圖繪製及地

籍管理等作業精度與權益之保障，且在政府再造的過程中，

已開放 GPS 衛星控制測量業務可由民間團體來執行。

然無論是 GPS 衛星控制測量之學理、技術、經驗、規

範及個案，都包含相當繁複的資料、資訊與專業核心知識，

而這些相當寶貴的領域核心知識卻分散於各地或儲存於各

種報告中，大多只端賴資深人員傳授或從文件檔中找尋，將

隨著日久遺失或人員退休失卻傳承之遺憾。若能將理論、技

術及案例經驗中寶貴的知識與智慧完善的分類整理，並藉由

資訊與通訊科技的管理，日後作業需求時即能很快的獲得相

關可靠的工法知識及成本預估模式。

所以，為了解決組織上述有效保存 GPS 衛星控制測量

相關知識管理，以及發揮資源應用最大綜效之問題，必須建

立一套完善且具備輔助決策支援之 GPS 衛星控制測量知識

管理系統，該資訊化系統之建立，將有助於組織應用資訊科

技從事有系統之知識管理，以及應用具體客觀的資訊決策支

援系統，來輔助組織反應變化及支援決策。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整合知識管理與決策支援於

GPS 衛星控制測量之實際運作方式、技術和觀念，並應用資

訊科技、網際網路與巨型資料庫技術，規劃及建置一個符合

測量組織需求之 GPS 衛星控制測量知識管理與決策支援的

雛型系統，以利組織有效應用資訊科技從事系統化之知識管

理，以及輔助組織具體客觀的快速回應內外職場環境變化和

支援資源綜效規劃決策之參考。並藉由資訊科技實際結合知

識管理與決策支援系統管理機制，成功有效的將知識快速移

轉給組織內部各層級單位與成員，使組織之專業技術、經驗

及核心價值知識，得以達成保留、傳承、擴散、分享及創新

之效能。同時，使 GPS 衛星控制測量專業資料、技術、經

驗與知識等組織核心價值，得以透過資訊系統快速有效的，

從事查詢、獲得、累積、追蹤、分析、運用、擴散、分享等

健全的管理機制；以及對組織之寶貴有限測量資源的運用、

規劃及作業等作有效的支援決策制定。預期能為組織創造更

快速、高效率、高品質之經營績效，進而營造更多的經濟收

益；而且亦將提昇組織之競爭力與競爭優勢及其成員存在價

值的能見度。然而，由於系統發展受於時間、案例數、控制

測量作業上影響等因素限制，本系統功能發展未能全般臻

實，將可擴及其他測量製圖類別再探討研究；以及為考慮安

全性須另在系統中設置安全管制機制，管制使用權限與範

圍，亦可能影響基層知識之分享。

二、文獻探討

組織推行知識管理及發展知識管理系統時，首先對其專

業核心價值知識及知識管理的內涵與特質必須應有明確的

認知。以下將分別概略說明與探討：

（一）知識管理

以資訊科技主導經濟活動及以知識管理為基礎已是時

代的主流趨勢；要在變化快、多元化及以知識為導向的新經

濟環境體系中，如何才能競爭、生存與佔優勢，端視學習、

合作及創新的速度與知識管理效能是否都能夠快過競爭者

才能脫穎而出。

1. 知識之函意與價值

Turban and Aronson（2001）指出，知識是模糊的、意

念的，只有在分享的環境中知識才是有效用的，而被視為資

源的知識因其已分析整合出重要事務，故為有價值的資源，

知識也意含內隱的瞭解、經驗，所以可清楚的辨別其應用及

不誤用；同時，知識的本質是流動性的、動態的（dynamic），

縱使過一段時間知識依然在進行演進仍有價值的、可再應用

的，並且有其歷史背景關聯。從資料、資訊、知識及智慧之

定義與程序可明白看出它們的層級與關係，資料經處理產生

資訊，資訊經行動促發出知識，而知識經學習內化精鍊出智

慧，它們彼此間之關係如圖 1 所示（愛弗廉‧圖爾本、傑伊‧

艾倫森，200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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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資料、資訊、知識及智慧關係圖（愛弗廉‧圖爾本、
傑伊‧艾倫森，2001/2002）

Turban and Aronson（2001）亦指出，事實上管理知識

系統之配置，是依循六個簡單的循環步驟運行，亦即依序為

建立知識、獲取知識、精煉知識、儲存知識、管理知識及散

佈知識等。反覆循環的原因係知識是動態的，會隨著時間增

加而精緻。好的知識管理系統是不會停止的，會隨著時間與

環境而改變，以及為因應改變知識必須不斷的被更新與反

映。是故，知識是一種不會被用盡的資源，隨需求可一再地

應用它；知識雖有時期性，但從不會因此而被耗盡；知識必

須不斷更新，以符合需求，知識庫亦會隨時間的累積而延續

與成長（愛弗廉‧圖爾本、傑伊‧艾倫森，2001/2002）。

Nonaka and Takeuchi（1995）在《創新求勝－智價企業

論（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一書中表示，知識

包含內隱知識通常是存在主觀的、認知的與經驗的學習領域

（如技術、觀點、信念）；而外顯知識則處理較多客觀、理

性與技術性知識（如檔案、資料庫、政策、程序書、軟體、

文件等），且是屬高度的個人化和難以形式化的。他們並提

出知識創造（knowledge creation）之動態理論，認為由於隱

性和顯性知識之不同，以及新知識的創造需經由內隱與外顯

知識彼此間交互作用及焠煉而將產生四種知識轉換（SECI）

模式（knowledge conversion）如圖 2 所示，此四種知識轉換

模式分述如下（野中郁次郎、竹內弘高，1995/1997）：共同

化（socialization），從隱性到隱性；藉由經驗分享而獲得知

識之過程，即透過彼此間之互動來創造知識，亦稱為共鳴知

識。外顯化（externalization），從隱性到顯性；將內隱知識

明白表達為外顯觀念之過程，即將靜態的知識轉為明確的知

識，亦稱觀念性知識。結合化（combination），從顯性到顯

性；將觀念加以系統化而形成知識體系之過程，即在社交過

程中結合不同個人的知識來交換或結合知識，亦稱系統化知

識。內隱化（internalization），從顯性到隱性；指外顯知識

轉為內隱知識之過程，將明確的知識轉為靜態的知識，亦稱

操作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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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知識轉換（SECI）模式（野中郁次郎、竹內弘高，
1995/1997）

2. 知識管理之定義

本質上知識管理已是根深蒂固地在組織學習及組織記

憶的觀念中延續；當組織成員可正面的影響互相合作、溝通

理念、教相學習時，知識已被轉換且從個人傳遞到其他個人

及組織體。

知識管理之定義，學者專家為其作了許多的註解與說

明，其定義間也略有差異。Roberts（2000）為知識管理下

定義：「知識管理就是在正確的時間，得到正確的資訊，並

傳遞給正確員工，以提供競爭的優勢」（Roberts, 2000, p.

115）。Snowden（2000）亦對知識管理表示：「知識管理是

智慧資產的確認、最佳化與積極管理，這種智慧資產包括人

工成品具有的顯性知識，或是個人、社群擁有之隱性知識」

（Snowden, 2000, p. 9）。湯姆士‧戴文坡（Thomas H.

Davenport）和勞倫斯‧普賽克（Laurence Prusak）（1998/1999）

在其出版的《知識管理》一書中為知識下了定義說，知識是

一種流動性質的綜合體，其中除包括結構化的經驗、價值，

以及經過文字化的資訊外，也包含了專家獨特的見解，為新

經驗的評估、整合與資訊等提供架構。更為知識管理定義

為，知識管理的目的是要透過有效的管理機制，將知識做適

當整理、檔案化、分享、學習，以達到提升個人與組織競爭

力的目的；透過知識管理可以達成降低成本、提供最新、完

整、統一的資訊、服務品質，與創造企業的無形資產。陳振

東和戴偉勝（2002）的研究指出，知識管理即是透過知識的

創造、累積與應用，讓知識能為企業創造出更多的經濟效

益。在實務上，企業組織亟需一套系統，而藉由資訊與通訊

科技及組織管理機制的協助，使組織藉由知識的取得、利

用、累積、整合、分享、移轉、更新與創造能有效管理，及

掌握組織發展策略，來改善企業組織決策品質及員工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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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共更好的顧客服務品質，以提升企業生產力與未來競爭

優勢，並為企業帶來更多的收益。

3. 知識管理之重要核心與促動要素

Turban and Aronson（2001）提出知識管理是一連串過

程，係將原來存在於個人與組織內的群體及組織中地理距離

之分部的智慧資產（視為內隱知識）傳遞至價值的過程，此

傳遞與轉化的過程產生創新、知識創造及組織核心能力的注

入，而核心能力如何被連接至外顯及內隱知識的模型就如圖

3 所示（愛弗廉‧圖爾本、傑伊‧艾倫森，2001/2002）。

推動知識管理成效斐然的著名勤業管理顧問公司

（Author Andersen Business Consulting），對知識管理模型構

成之關鍵要素更用一明確簡易之數學模式表示，為

K=(P+I)s，如圖 4 所示。其中「K」是指「知識」（knowledge），

「P」是指「人力資源價值」（people），「I」是指「資訊價值」

（information），「S」是指「分享擴散」（sharing）。藉由知

識管理重要元素構面之公式 K=(P+I)s，可瞭解知識管理的核

心即是「分享」與「擴散」的程度。知識分享程度愈高，組

織成員愈容易取得與學習其所需要的知識，知識擴散的範圍

幅員亦愈廣，則知識的價值愈高；反之，知識分享程度愈低，

則組織成員愈不易獲取或學習到所需的知識，知識擴散的範

圍幅員也就愈小，知識的價值就相對的亦愈低（高希鈞、李

誠編，2000）。所以，簡而言之，知識管理之目的即是在利

用資訊、通訊科技設備，對專業核心價值知識作有效的分

析、整存、傳遞與分享，並激發員工創造與擴散，以提昇組

織的競爭力與持續的競爭優勢。

Liebowitz（1999）的研究提出，當組織為將知識轉換成

有價值的組織內部資產時，其知識、技術、經驗及專業知識

都必須被定義、制定、散佈、分享及應用。故組織規劃擬訂

政策、專利權、決
策、策略、IS、白
皮書等

專門技術、專門
知識、構想、組
織文化、價值等

組織核心能力

外顯知識 內隱知識

外顯化過程可能
產生新內隱知識

將內隱知識轉換
成清楚及可量測

的外顯知識

圖 3. 核心能力連接至外顯及內隱知識之模型（愛弗廉‧圖
爾本、傑伊‧艾倫森，200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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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知識管理數學模式與構成要素（高希鈞、李誠，2000）

創造與維持職場競爭優勢策略時，知識管理經常被重視為其

中關鍵要素。勤業管理顧問公司也提出了知識管理建立之模

型，將知識管理分為領導、企業文化、資訊科技、績效衡量

及知識管理流程（knowledge management process）等五大促

動要素，且知識係經由分享、創造、確認、蒐集、導入、組

織及應用等循環程序，逐漸循環累積並為組織創造出更多的

價值，如圖 5 所示（馬曉雲，2001）。且知識管理之促動要

素與流程彼此間互動的情形，更影響了知識管理成功與否的

重要關鍵。

（二）決策支援系統

當前知識管理資訊系統中，已逐漸增加了許多支援性功

能技術之運用，所以，對一個企業組織可更有效提供從事其

所需價值知識之整理、儲存、搜尋、決策支援、學習與更新

等功能，因此資訊化知識管理系統是必須具備且不可或缺

的。當前之知識管理資訊系統，已更提昇運用具備資料倉儲

化、代理人、人工智慧、類神經網路與專家系統等高支援功

能技術，且高度改善了以往知識管理系統上的缺失，必將成

為企業組織未來追求發展的趨勢。

1. 決策支援系統之要義

Little（1970）對決策支援系統 DSS 之定義曾表示：「以

資訊科技

績
效
衡
量

企
業
文
化

領 導

知識管理流程
促動要素

創造

分享

應用

組織 確認

導入

知 識

蒐集

圖 5. Arthur Andersen 知識管理建立模型（馬曉雲，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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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為基礎而能夠處理資料及判斷的程序集，此在管理者的

決策制定中能夠輔助管理者。」其且認為成功的系統必須簡

單、健全、容易控制、有調適性、在重要議題上是完整而圓

滿的及容易與之溝通的，即是，此系統係以電腦為基礎，並

且提供使用者之問題求解能力的延伸性服務。因此，DSS

為一個可擴張的系統，且能夠支援臨時性的資料分析及決策

造模，適應未來的規劃，以及在不規則、没有計畫的期間下

被使用（愛弗廉‧圖爾本、傑伊‧艾倫森，2001/2002；Little,

1970）。而 Bonczek, Holsapple, and Whinston（1980）則對決

策支援系統 DSS 定義為，係一個以電腦為基礎的資訊系統，

且由三個基本相互作用的單元所構成，即是語言系統（即對

話管理系統，提供使用者與 DSS 其它構成單元溝通的媒

介）；知識系統（一個建置於 DSS 內「問題領域知識」的儲

存庫，如資料或是程序）；以及問題處理系統－模式系統（在

其他個單元間的連結，包括一個或更多制定決策時所需要的

問題運作能力）。

2. 決策支援系統之特質與架構

Alter（1980）指出決策支援系統 DSS 是一個能夠有效

支持決策過程的系統，其所強調的是「支援」，而不是自動

化的決策。故常被建立以支援「特定問題的解答及機會的評

估」，其實際界定的範圍可從基本面、而實務面、再到理想

面。

Turban and Aronson（2001）提出決策支援系統 DSS 的

特質是支援「決策制定」的方法（或方法論），它應用一套

互動式的、彈性的及協調性 CBIS，特別地是為支援特殊與

非結構化管理問題的解答而發展出的系統；而且是提供介

面、應用資料及合併決策制定者之洞察力。他們並提出 DSS

具有的主要理想特質及功能有：1. 結合人的經驗智慧、判

斷力及電腦資訊，使其在半結構化及非結構化狀況下，有效

提供決策管理制定者輔助支援。2. 提供適當即時之資訊，

支援於組織不同管理層級與決策人員，以增進決策之成效。

3. 提供支援於數項相互依賴且（或）序列的決策。4. 提供

支援予決策制定過程的所有階段，如設計、選擇及執行等。

5. 能隨著時間的改變而具調適性。6. 必須是容易且便利使

用。7. 不僅在改進制定決策之效率或成本；且在嘗試改進

決策制定的效果，包含準確性、即時性及品質。8. 主要是

針對支援而非取代決策者，故管理決策者須能全面掌控決策

過程之所有步驟。9. 終端使用者應能自行建置及維修簡單

的子系統。而且透過資訊系統（IS）專家的輔助，可建立較

大型的系統。10. 通常利用模式來分析決策的情況；可在不

同架構下藉由不同策略進行造模實驗。11. 提供各種之資料

來源、格式及型態的存取，其範圍可從地理資訊系統 GIS

至以物件導向之資訊系統。12. 可與其他 DSS 應用整合，並

運用網路技術於內部及外部擴展 DSS。

決策支援系統 DSS 經常應用模式，且經由一項互動及

重複過程（可透過終端使用者）而建置了 DSS。它支援決策

制定所有階段，而包含了知識單元。當然，可為個人使用，

或同時透過網路為基楚（web-based）在數個位置上多人一

起使用，構成決策支援系統 DSS 之基本架構，一般常包含

有以下之單元模組，其基本架構圖如圖 6 所示（愛弗廉‧圖

爾本、傑伊‧艾倫森，2001/2002）。

（三）GPS 衛星定位系統

大地控制點為一切測量之基準，亦是國家基本建設依據

之根基，凡有關經濟建設、一般工程建設、地圖繪製及地籍

管理等，均與控制點測量有相當密切之關係；其主要目的在

於提供統一之框架，以供相關需求單位應用。是故，必須經

常保持此等控制點點位之正確性與精確性。而大地控制點測

量之主要工作性質，即在精密測定地球表面點位之位置，惟

傳統之大地控制測量作法，控制點之建立係經由大地控制網

之佈設，並透過三角三邊測量、天文測量等大地測量之技

術，以及透過嚴謹繁複之計算程序求得點位之精密坐標。且

經常因受限於點位之地理位置、互通視程度、點位分佈幾何

強度及測量儀器精度與便利之影響，以致三維坐標系統建立

不易，也使得國家級傳統大地控制點維護與資料之更新等管

理工作不易推展。

資料庫管理系統

資料庫 模式庫

模式庫管理系統

管理者(使用者)

對話介面系統

圖 6. 決策支援系統基本架構圖（愛弗廉‧圖爾本、傑伊‧
艾倫森，200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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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機和汪俊寰（2002）在其研究指出近年來由於 GPS

衛星定位測量技術有效之應用，我國已於 82 至 83 年度，首

度分別於陽明山、墾丁、鳳林、金門、北港、太麻里、馬祖

及東沙等地設立八個 GPS 衛星追蹤站，為一全天候 24 小時

連續觀測之無人接收站；並於 84 至 87 年度，採用 GPS 衛

星定位技術完成施測 105個一等點及 621個二等點之衛星控

制點位（以及 2,065 個一等水準點）。將我國台灣本島與離

島地區納編統一坐標系統，建立了完整、統一及高精度之基

本控制點系統，稱之為「1997 台灣大地基準（TWD97）」。

TWD97 基準係採用 1994 年國際地形參考框架（ITRF94），

並且將其經緯度大地坐標化算至 1980 年公佈之參考橢球體

（GRS80）。為經常保持其坐標精度之可靠度，減低天然災

害、地殼變形或其他人為施工與破壞之因素影響，造成遺失

與毀損情形，各等級衛星控制點位坐標值之定期維護與更

新，有其必要與重要性。

1. GPS 衛星定位系統背景

曾清涼和儲慶美教授（1999）在其出版《GPS 衛星測量

原理與運用》一書中論及，GPS 係美國國防部發展用於導

航、測定時間及測定位置之系統，為提供美國軍方即時三度

空間導航定位之衛星系統，以為測量及導航之應用；是一種

結合衛星、通訊及資訊科技之技術。GPS 系統架構蓋可分為

三大部分，其中包括有太空衛星部分（the space segment）；

地面控制系統部分（the control segment）；以及使用者（接

收儀設備）部分（the user segment）。Leick（1995）在其 “GPS

Satellite Surveryin”一書中提到，GPS 係採用全球性地心固

定坐標系統 ECEF（earth centered, earth fixed），其坐標原點

為地球質量中心，目前共有 24 顆衛星繞行於（另有 3 顆備

用衛星）距地球 20,200 公里之六個太空軌道面中運行（橢

圓形軌道面傾角為 55 度），各軌道面分布約為 4 或 5 顆衛

星，衛星每繞行地球一週期約 11 小時 58 分。周忠謨、易杰

軍和周琪（1995）等學者亦說明，此些衛星以固定週期分別

繞行於六個太空軌道面運行，如此可確保在地球表面上可對

空通視之任何地點、任何時間、任何天候架設 GPS 衛星接

收儀，均可同時接收觀測到至少 4 顆以上衛星所傳送之電波

訊息，並藉由各種電波特性及衛星位置，運用電腦資訊計算

出接收儀（測站）所在正確位置（坐標）之快速測量方法，

可為即時導航定位、各類精確定位測量、洲際聯測及科學研

究等之應用。

2. GPS 衛星定位原理與作業流程

GPS 衛星定位測量基本上係時間之量測系統，亦是一種

距離之量測。主要在於量測空間各 GPS 衛星所發射之無線

電訊號至地面接收儀所需時間，再從量測時間計算衛星至地

面之距離，以測定點位之三維坐標的定位系統，即是在量測

未知點位與已知位置之衛星間的瞬時間距離。目前所應用之

主要的測量方法有兩種，為虛擬距離觀測法與載波相位觀測

法。無論採取任何以電碼觀測的虛擬距離觀測或以載波相位

觀測之方法，基本上皆在觀測衛星至接收儀之距離。

GPS 衛星定位基本原理係應用幾何學上三邊測量原

理，利用測量之空間距離至少三顆衛星量測至測站之邊長距

離，建構一空間幾何式，以三個聯立方程式求解和定位。當

同時觀測三顆衛星以上而獲取三度空間距離時，且由各顆衛

星之廣播星曆算出該顆衛星本身之空間位置，即可以空間後

方交會法，解算出接收儀所在測量站之點位位置。

曾清涼和儲慶美（1999）在書中亦稱衛星定位測量也提

供了多種觀測量，其中以電碼距離定位者，大多是為提供導

航定位與即時定位所用，是僅以單一個接收站（儀）接收訊

號而測得定位之結果，稱為單點定位（或稱為絕對定位或導

航定位），故通常係指在地球坐標系中，直接測定觀測站相

對於坐標系原點（地球質心）絕對坐標的一種定位方法；另

一以載波相位為觀測量者，多以雙測站（儀）以上同步觀測

與聯解所求得點和點之間之基線向量，稱為相對定位；而絕

對定位與相對定位在觀測方式、觀測數據處理、定位精度及

應運範圍等方面均是不相同。GPS 衛星定位測量方式，發展

及應用至目前已達一新階段，蓋可分為靜態測量，含靜態基

線測量和快速靜態測量；以及動態測量，含半動態測量、虛

擬動態快速測量和即時動態測量等兩大類五種方式。

GPS 衛星控制測量之一般作業流程，如圖 7 所示；測量

人員除需具備測量專業技能，也須瞭解測量學理、精度控制

與審查標準，而控制測量作業規劃更是規劃人員必須事先審

慎周詳完成之前置工作，才能有效達成成果品質及經濟效

益。

（四）GPS 衛星控制測量知識管理之要領

GPS 衛星控制測量「知識」是其組織 “know-how”相

當重要的專業核心價值；知識管理則是在以科學方法及有系

統的對其核心知識做有效之管理活動。然知識管理的實務重

點，是在確認各項資料間的相關性及運用方法，其方法是在

控制資料的正確性，並律定文件來規範有效的管理價值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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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GPS 衛星控制測量作業流程圖（本研究整理）

如何將專業學術、測量須知、作業模式、文件書表及經

驗智慧等等價值知識，做有效的知識取得、整理分類、組織

儲存、進入資料庫（或模式庫）、傳遞轉化及創新，並深入

推展於整個工作流程中管理，而從測量計畫、路線與資料搜

整、用品採購、系統檢測、選點埋樁、制訂規範、律定方法

與配置資源、現地施測、成果整理與平差、至最後驗收與管

理等整個過程，都是 GPS 衛星控制測量知識管理的關鍵重

要工作。當然這必須要有良好的推動與激勵機制，以及專責

維護單位與個人，依蒐集（創造、確認、導入）、組織（整

理、分類、建立關聯）、精鍊（應用、加值）、傳遞（分享）

等流程循環知識管理活動。

三、研究方法及系統設計

本研究係以 GPS 衛星控制測量、知識管理和決策支援

系統為立論基礎，並且採用雛型法作為系統研究發展及應用

驗證，以實際建置一套具有決策支援功能的 GPS 衛星控制

測量知識管理系統，有效協助組織解決 GPS 衛星控制測量

相關資料、知識及支援資源最佳綜效規劃決策等管理活動問

題。

（一）研究方法

比爾‧蓋茲（Bill Gates）（1999/1999）在其《數位神經

系統》一書中對知識管理系統提出，系統內容應包括工作流

程、管理資料庫、資料倉儲與採擷等管理子系統；當中也必

須運用一些資訊技術，是在使系統中的知識精鍊，亦是在讓

專業知識能更有效的被組織成員運用。本研究係以知識管

理、決策支援系統及 GPS 衛星控制測量為立論基礎，並且

採用雛型法作為系統研究發展及應用驗證，實際建置一個具

有決策支援與知識管理的應用雛型系統，有效協助組織解決

GPS 衛星控制測量相關知識管理及支援資源最佳綜效規劃

決策等管理問題。綜合分析此系統架構，其中將分別建立四

個主要功能單元子系統，包含有資料庫管理系統、知識庫管

理系統、模式庫管理系統及使用者介面對話管理系統等模

組，本研究之整體系統架構如圖 8 所示。最後將以實際案例

來測試雛型系統其有效性。

雛型法（prototyping）係為資訊系統快速應用發展（rapi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RAD）方法論之一，其主要之優點

即能有效地快速發展 DSS 之雛型子系統，提供使用者能夠

儘早測試系統各項功能；同時，Turban and Aronson（2001）

其他電腦
資訊系統

組織內外
相關網絡

管理者（使用者）

資料庫管理系統

資料庫

模式庫管理系統

模式庫

知識庫管理系統

知識庫

對話介面系統

內 部

外部

資料

圖 8. 本研究之整體系統架構圖（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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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DSS 系統工具必須是可以讓使用者（或系統管理者）

能迅速且容易的進行系統提昇和修改。因此，應用雛型法所

建置之系統，亦可同時及重複的來進行執行分析、設計與實

施等階段工作；系統在獲得使用者經驗回饋時可以容易的被

修訂、維護和更新，以提昇及維持新雛型系統功能，進而發

展建置為臻實系統。本研究採用雛型法之理由，係為其有較

低的設計成本、系統發展完成時間短、使用者對系統應用的

經驗回饋與改善快速、可循環擴充與更新維護系統、容易客

制化（符合組織或個人需求）及使用者可對系統的需求與評

估持續進行等考量，有效達成協助組織與決策管理者之管理

活動，並且可迅速有效發展組織與其成員於知識管理之成效

等優點。

（二）系統規劃要領及策略

決策支援制定結果成敗或優劣之關鍵，決定於決策資訊

與資料之正確、有效與應用。確實有效的支援系統能將各項

決策所需之資源整理、歸類、儲存、分享及創新，使其藉由

有效之知識管理及結合資訊科技之應用，能在正確的時間供

給有效之正確資訊與知識予決策管理人員作為參考依據，使

其即時採取有效之正確行動。故在發展知識管理應用於決策

支援系統規劃之策略上，必須以考量組織、管理者及成員之

專業特性與專業需求為前提，並且以知識管理之策略從事整

合。在規劃決策支援系統同時，將個人化策略及系統化策略

所建立之知識作持續性整合，使系統能不斷的累積、學習及

創新。

（三）系統建置環境

系統建置係以活潑、互動式之網頁設計，以供使用者交

聊式之應用環境，並透過網頁介面連接比對資料內容，從事

資料存取，或與內外部組織體網路鏈結，執行搜尋資料活動。

本研究建置之 GPS 衛星控制測量知識管理與決策支援

系統的作業環境，係以三層式網路系統架構發展，三層式系

統如圖 9 所示（黃明德，2003）。在網頁介面顯示層中是以

FrontPage 2002 網頁編輯軟體搭配 HTML 語言來設計及撰

寫，其主要功能係在完成顯示系統網頁畫面與使用者溝通介

面（user interface），以及系統透過 HTML 提供文件與使用

者溝通。處理邏輯層則是此系統之核心程式所在，使用直譯

式 ASP.NET 程式語法撰寫而成，是系統處理來自於使用者

（前客戶端）之要求且進行搜尋、運算及回應等行動，而且

藉由Active X元件與ADO.NET物件來驅使執行存取後端資

料庫之作業，最後再將運算或搜尋結果回饋呼應予使用者

資料存取層

ACCESS

商務邏輯層

核心程式

II S

ADO.NET
物件

Active X
元件

顯示層

線上教育訓練

檔案分享管理

決策支援系統

流程知識庫管理

專業知識庫管理

使用權限管理

交流機制

點位查詢系統

圖 9. 本研究之整體系統三層式架構圖（黃明德，2003）

（客戶端），達成資訊化之知識管理系統操作與運用。而資

料存取層中主要的則是以資料庫系統 Access 做為資料存取

之控制。

系統中並以 Microsoft Visual Studio.Net 2003 為網站作

業平台及搭配 ODBC（資料庫開放式介面）與資料庫系統作

連結，且以 ADO.NET（資料存取物件）來存取後端資料庫

Access，將運算及查詢之結果回應予使用者，完成系統操作

系列。網站作業內容則應用 Java Script 以編輯網頁特效（動

畫效果、跑馬燈等），且使用 CSS 程式語言加強網頁文件編

輯上排版樣式之不足，以及使用 ASP.NET 製作互動式之動

態網頁（公佈欄、留言版），並使用 PhotoImpact（影像繪圖

軟體）編輯圖片及影像。

（四）知識管理系統之發展

知識管理除必須重視組織與制度的變革外，更應透過資

訊科技之輔助支援，增進知識迅速有效的創造、傳遞、分享

與創新，促進成員及組織知識的快速循環和累積，積極發揮

企業組織智慧資本之價值創造。本研究之知識管理系統將結

合著儲存、搜尋、學習及與更新四項基本功用，除具備知識

之建立、存取與顯示等功能，亦提供搜尋引擎支援組織成員

查詢相關 GPS 測量知識與資訊。以增進知識管理系統對於

知識之管理、應用與分享等有效之協助，並且支援組織持續

累積、學習，以為提昇和維持組織競爭力之最佳支援利器。

因此，本子系統最主要之發展目的，為建立一個具備有

上述功能之符合 GPS 衛星控制測量業務需求的知識管理系

統雛型架構。系統亦將改善了傳統被動式知識管理與分享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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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使組織內部使用者得以依個人職務與專業基本需求，藉

由系統進行資訊與知識快速轉化，以協助強化組織內部對於

知識之累積、分享、應用、學習、傳遞與創造等有效知識管

理的提昇，增進組織與個人快速學成專家知識，並透過組織

文化及激勵制度之建立，激勵持續學習與鼓勵成員分享個人

經驗與知識，使個人知識能迅速擴散成為團隊知識，進而將

累積團隊知識成為組織知識，達成組織知識管理全面落實的

目標。

GPS 衛星控制測量所需具備及應用之專業資訊與知

識，因隨著年代、資訊與通訊科技快速發展、鉅型資料庫廣

泛運用、學術創作及測量專案研究發表，亦逐年大量的更新

及提昇，致使組織必須有賴於資訊化系統之建置及輔助管

理，以發揮價值知識對組織與成員之效用。依其性質及實用

性分類，建置本研究所規畫之 GPS 衛星控制測量知識管理

系統功能架構，其中包含資料及知識項目。系統功能蓋包括

有控制測量知識庫、作業流程知識庫、決策支援系統、點位

查詢系統、教育訓練知識庫、測量成果資料庫、文件知識庫、

作業設備、網路資源及交流園地等主要功能項。

各功能建置之內容，分別為控制測量知識庫：含歷年施

測案例、參考文獻。作業流程知識庫：含作業須知與規範、

成果檢驗流程。決策支援系統：期程及成本最佳資源綜效規

劃決策支援。點位查詢系統：GPS 控制測量相關點位屬性資

料。教育訓練知識庫：含專業講義及教材、e 線上學習等。

測量成果資料庫：為 GPS 控制測量成果整理資料。文件知

識庫：含點誌記格式、成果申請程序、及樁材製作與採購申

請程序與相關使用表格。作業設備：含有硬體設備、軟體設

備資料庫。網路資源：相關查詢網站及網頁。交流園地：設

有留言版、討論區與公佈欄等分享交流區。本研究發展之

GPS 衛星控制測量知識管理與決策支援系統功能架構如圖

10 所示。

（五）資料庫管理系統

資料庫主要內容其中包括有歷年施測案例、學理參考文

獻（論文、期刊、著作）、作業須知與規範、成果檢驗流程

規定、點位紀錄、成果簿、成果光碟、操作手冊、上課講義、

測量專業測驗題庫、技能檢定測驗題庫、軟硬體設備及各類

表單等資料，以供組織存取或個人查詢資料之功能。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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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GPS 衛星控制測量知識管理與決策支援系統功能架構圖（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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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 ASP.NET 及 Access 資料庫系統完成建置。

1. 資料庫管理系統及資料庫

李春謀、黃木榮、杜逸寧和施雅亭（2004）的研究指出，

資料庫發展的生命週期包含使用者需求、資料分析、資料庫

設計、實作、維護評估及強化資料庫系統。GPS 控制測量決

策支援系統資料庫設計的最重要目的是滿足使用者需求，設

計資料庫是循著資料庫發展的生命週期，從規劃整個評估的

範圍到實際案例驗證，資料庫管理系統含資料庫參數資料建

立、刪除、修改與維護、儲存、排序、索引、統計等功能。

資料庫管理系統提供資料庫定義語言（data definition

language, DDL），定義資料庫中參數資料的組成形式，並提

供資料庫操作語言（data manipulate language, DML）對參數

資料進行刪除、修改與維護、參數資料儲存、排序、索引、

統計等操作方式。

GPS 控制測量決策支援系統的資料庫參數，包含靜態與

動態參數資料。靜態參數資料大多是用於資料查詢，例如作

業編組、儀器裝備、點位數、工期參數、作業區域環境及工

程車輛等。動態參數資料是作業規劃作為而產生的相關資

料，資料會隨作業進度而更新；動態參數資料可顯示測量作

業中編組的掌控、聯測行動模式、相關位置變化。

2. 模式庫管理系統及模式庫

李春謀等人（2004）的研究指出，模式庫管理系統

為有效管理模式庫，具備靜態管理模式庫及動態管理模式

庫。靜態管理模式庫包含模式庫建立、刪除、檢索等功能。

動態管理模式庫就是管理模式執行狀況，其功能包含控制模

式執行的選擇、順序及與資料庫參數之間的關係。

模式庫乃是存放實際案例模式之處，而依模式的特性可

分為分析性及評估性模式。GPS 控制測量成本最佳化決策支

援系統的建模方法具理論與實際背景，以發展出可靠且符合

測量相關評估需求的作業期程及成本最佳化決策模式（李春

謀等人，2004）。

（六）決策支援系統建置

GPS 衛星控制測量作業蓋可分為規劃階段、準備階

段、作業階段及完成階段等四個部分。在規劃階段時規劃人

員與管理決策者最需要透過決策支援系統之輔助，建立一個

完善之資料、知識與決策支援等管理系統，而且內容必須更

完善、明確及標準化，使其對組織與各層級成員能即時有效

提供整個施測過程所需支援，提昇規劃和作業效率及大幅檢

省作業成本，進而提昇品質、服務及競爭力。

在規劃測量作業時，往往對組織有限資源之運用、成本

控制及資料管理成效不彰且費時費事，如有形的作業人員、

材料、機具、費用、期程、及車輛等；以及無形之測量後的

大量且繁複資料的整理、分析、儲存與運用等管理行動。在

管理程序上也常因案子之大小及期程之不同等不確定因

素，無一常規可遵循，而造成組織資源分配及測量成果管理

困擾，進而影響組織作業效率、成本及品質效益。故以具體

客觀及有系統的資訊決策支援系統，來輔助組織管理功能有

其必要與重要性。

系統將參考近年來實際測量之 GPS 衛星控制測量作業

案例的相關資源、期程與成本資料，加以整理、統計及分析，

並考量因應不同決策限制因素，定義出限制條件式及建立相

關數學模式，且經由系統進行解算模擬，組合出較佳及最適

合之資源分配方案，以提供規劃作業、成本評估與決策分析

之參考依據，提升解決問題的效能與創造力，使能在客觀有

效率的兼顧期程及成本下達到最大效益。

本研究將以作業期程及成本控制最佳化為主題，故僅考

量業務執行時所需之施測點數、期程工天及機具數量、人員

數量與車輛數量等參數，列為有關經費支配參數之主要變動

因素。此外，系統研究設計之重點也在於如何求解一個目標

定義不明確或不容易定義其目標函數之排程時間及成本評

估問題，由於此類問題較不易規劃出很好的最佳化之線性規

劃或整數規劃函數，較不適於以一般的求解方法解決，因

此，將應用窮舉法作為解算處理工具，算出 GPS 衛星控制

測量資源最佳組合方案，可快速、客觀的輔助作個案經費分

析、期程律定，以及人員、機具與車輛數分配等規劃作業，

有效檢省時間、成本與避免資源之浪費之預期效益。

在決策支援系統建置中，首先將先簡要探討窮舉法，以

及 GPS 衛星控制測量有關期程與成本之資料分析、名詞與

解算模式定義、以及本系統性質與目標等關鍵要素。

1. 窮舉法

「窮舉法」是一種在有限或被離散化的無限搜尋空間

中，比較每一點的目標函數值，以求出最佳解（最適合）的

求解方法。簡言之，如研究的對象數目是有限個，那麼吾人

對這有限個對象逐一檢查核對比較，進行歸納而得出結論，

這種有效的方法稱之為窮舉法。此種求解法，若無限制條

件，所需花費時間將隨搜尋空間之擴大而更增加。故可依實

際需求再賦予限制條件、設定控制參數，且由電腦運用模式

庫逐一驗證求得合乎條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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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決策支援系統架構

本子系統並不能完全替代人的決策，它僅能有限的協助

決策者（或規劃人員）決策參考，所以，系統藉由人機介面

提供決策者輸入控制資料（參數），並經轉換、運算、分析、

摹擬處理，最後輸出較佳或最佳化決策支援資料，適時提供

決策者較客觀的下達決策之參考或修訂之依據。

測量作業成本評估決策支援系統，需要資料參數，以模

擬各種作業區域環境及條件下，提供各種可能狀況的結果顯

示、資料查詢與分析需求。亦需具優良開放性、實用的分散

式處理功能，良好的應用開發環境及完整管理功能的資料庫

管理系統（data base management system, DBMS），使有效管

理歷年相關實際案例有效資料及在評估時所產生的大量資

料，並模擬各種可能條件、狀況下之較佳作為，遂行決策支

援評估。

電腦的快速處理能力（儲存、整理、計算、分析等），

可有效的輔助推估各種測量作業方案之成本運作分析與作

業規劃排列。而電腦決策支援系統模式的建立，可說是系統

的重心，最直接影響決策支援系統是否符合測量作業成本評

估的需求。建立符合需求，並經過驗證、測試過的決策支援

系統，透過模式庫管理系統（model base management system,

MBMS），可依決策需求建構 GPS 測量作業成本模式，達到

決策支援目標。

3. 問題之描述

（1）GPS 控制測量作業中，因工期、機具、人員及車輛搭

配使用無一規律性，而且在有限的成本或政策受限經

費支配下，其期程雖是有限個排列組合，而期程最佳

化則非單一選擇性。

（2）從有限個排列組合中，依限制條件逐一檢查，解算較

佳或最佳化組合，供決策者作有效及客觀的決策及規

劃。

4. 期程及成本分析、規劃及限制因素

歷年相關 GPS 控制測量實際案例資料，依個參數項目

整理、分析及統計（如表 1、圖 11）。經費支用率之高低不

一，經費支用控管成效不彰。因作業期程是影響支用成本的

絕對因素，故本研究將以期程最佳規劃視同相當最佳成本。

（1）期程規劃及成本評估考量因素繁多，舉凡單位目標、

現有機具、人員、車輛及作業經費等考量因素，在在

影響作業期程規劃及成本評估。故針對既有因素進行

推估，並選用適當數學模式，盡量符合實際作業規劃

表 1. 經費分析表及支用率

點數 天數 人數 機具 車輛
業務名稱

W DAY Z 自有 X 租借 Y M

經費

支用率%

業務 1 310 30 37 15 2 14 101.18

業務 2 120 24 14 9 0 7 89.95

業務 3 100 26 12 7 0 6 97.80

業務 4 210 27 30 13 0 10 101.48

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業務1 業務2 業務3 業務4

支用經費

計劃經費

圖 11. 支用、計畫經費比較圖

方式與需要。

（2）為配合年度作業總量，各作業期程依實際作業量及目

標來考量，因期程規劃過程中無相關依據可供參考，

無法求得迴歸參數，故不適用線性迴歸方式求解所需

期程；另從資料中研析，各案相關排列數量小於 1010

組，故研究中僅依實際需求將相關變數排列及組合列

式，提供較佳或最佳期程予決策者參考。

（3）測量作業中，因點數（一、二等 GPS 衛星控制測量實

際施測要求為點數重覆觀測站 100%，重覆基線 30%，

觀測時間 6 小時，故每點測量時間以天計）、工天、機

具、人員及車輛數組合方式不同，各項經費支用則情

形不同，點數越多變數越多。考量業務執行各項因素，

期程規劃以 30 個工作天、作業人員為 40 人（可視實

際情形增加工天及人數）、自有機具 15 部、車輛 14

輛為最大上限。

（4）一、二等 GPS 衛星控制測量作業，是以機具聯測方式

同步進行，故有時受限於離島船期或高海拔天候等不

可抗拒因素影響聯測作業，而徒增期程與成本，故不

可預測因素在本研究中排除考量。

綜合對於資源分配組合問題而言，最終之解算通常包含

三種結構資料：排列、組合與部分集合，因此可以窮舉法先

列舉所有的排列（組合、部分集合），再依作業考量及實際

需求條件限制解算，歸納而得出較佳資源排列組合及最佳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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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評定期程最佳化（成本最佳化）組合，提供決策者整

體考量訂定作業期程之參考正，使組織資源分配及經費支用

效益最大化。各案例業務符合限制條件之離散圖如圖 12～

圖 15 所示。

5. 期程及成本決策模式之定義

李春謀等人（2004）研究的期程及成本決策模式之定

義，GPS 控制測量事前準備項目繁多，本文僅對點數、工天、

機具、人員、車輛數等經費支用情形，加以整理、統計，以

供後續數學模式解算及分析。主要影響期程及成本決策模式

因素之定義與假設。C：表所有車輛數、D：表期程日數、

DM：表每日經費、TM：表計畫支用經費、M1：表自有機

業務1

業務1

圖 12. 符限制條件內業務 1 離散圖

業務2

業務2

圖 13. 符限制條件內業務 2 離散圖

業務3

業務3

圖 14. 符限制條件內業務 3 離散圖

業務4

業務4

圖 15. 符限制條件內業務 4 離散圖

具數、M2：表租借機具數、P1：表人員數、P2：表控制點

測量數、EM：表工程案經費與計畫支用費之誤差、M：影

響因素之成本經費、$：表單項費用、2：表往返載途日數之

常數、GTM：表期程及成本最佳化模式。

當 EM 為最小值時，成本為最佳化。決策運算模式

如下（李春謀、黃木榮、杜逸寧、施雅亭，2004）：

（1）期程日數：

     2常數1212  MMPD （1）

（2）每日經費：

 )4$2()3$1()2$()1$1(  MMCPDM

（2）

（3）計畫支用經費：

DMDTM  （3）

（4）工程案經費與計畫支用經費之誤差：

TMEM 核定預算經費 （4）

（ 5）期程及成本最佳化模式：

    2常數)121(2 MMPGTM

  )4$2()3$1()2$()1$1(  MMCP

（5）

※限制條件：期程規劃以 30 個工作日、作業人員為 40 人、

自有測量機具 15 部、車輛 14 輛、經費誤差限制條件為

3%，經排列各種相關組合，其為有限個組合。

6. 應用程式

最佳期程及成本解算則運用簡易、運用靈活、程式結構

強及具延展性等特性之 MATLAB（MATrix LABoratory）程

式語言，撰寫運算處理程式（張錚，2002）；並於有限個排

列組合中，找出最佳資源分配組合及經費執行效益最佳方

案。應用程式在限制條件內各作業案例測試最佳解如圖 16

～圖 19 所示。

7. 系統驗證與修正

（1）計畫與實際案例實支經費比較誤差（經費誤差正負各

10%）：於解算排列組合中，選出與實際案例相同條件

下，比較經費誤差（如表 1、圖 20），得知計算經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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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限制條件內業務 1 最佳解表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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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限制條件內業務 2 最佳解表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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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限制條件內業務 3 最佳解表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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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限制條件內業務 4 最佳解表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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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程式計算成果與實際支用經費誤差

實支經費誤差甚小，故本決策支援系統之排列組合與

實際規劃可視為相同。

（2）依據經費支用原則及最佳支用率，於主畫面輸入經費

誤差為 30 0/00（修改程式內經費誤差為正值），重新解

算出最佳排程。由表 2、圖 21、圖 22 可知經程式運算、

處理、分析的最佳解之經費與計畫經費相當吻合。

四、系統驗證與討論

綜合分析本研究發展之 GPS 衛星控制測量知識管理與

決策支援系統，系統實際可提供應用之功能驗證成果，包括

人機溝通之使用者介面（含系統管理者）、控制測量知識庫、

作業流程知識庫、決策支援系統、點位查詢系統、教育訓練

知識庫（線上 e 化學習）、測量成果資料庫、文件知識庫、

作業設備、網路資源、及交流園地（含留言版、討論區、公

佈欄等知識討論園區）等，詳細說明如下。

表 2. 最佳期程與實際期程經費分析表

點數 天數 人數 機具 車輛
業務名稱

W DAY Z 自有 X 租借 Y M

經費

支用率%

30 37 15 2 14
1 310

27 39 15 4 14
99.80

24 14 9 0 7
2 120

17 25 13 0 9
99.99

26 12 7 0 6
3 100

13 25 15 0 11
99.99

27 30 13 0 10
4 210

27 29 13 0 10
99.96

註：斜體：表實際期程；網底：表最佳期程

業務1 業務2 業務3 業務4

實支經費

計劃經費

最佳經費

圖 21. 各支用經費示意圖

業務1 業務2 業務3 業務4

實際經費

計劃經費

最佳經費

圖 22. 各支用經費直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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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者介面管理系統

使用者（系統管理者）藉此生動便利之動畫網頁，達成

人與資訊系統互動之效益，用以管理各子系統使用權限及系

統功能更新與維護。並由此從事線上資訊、知識之搜尋、擷

取、交流分享及決策支援，以及由週邊設備列印或顯示獲得

之資料與知識成果。為維護系統功能與核心價值知識之機密

與安全，各知識庫子系統進入皆設有使用層級權限管理。驗

證如圖 23 所示。

（二）控制測量知識庫

控制測量知識庫內含建置歷年測量案例（含歷年各類各

式測量案例）及相關測量參考文獻（含有關測量論文、學術

期刊、著作等）等兩項知識庫，可提供各類測量較佳施測方

式與規劃參考，以及提供學術研究參考文獻，使用者可依測

量類別進入擷取需求，驗證如圖 24 所示。

（三）作業流程知識庫

作業流程知識庫為作業須知與規範（含 GPS 控制測量

定位原理、定位方法、作業計畫、網形設計規劃、誤差處理、

資料處理及平差計算、坐標基準轉換、作業須知與規範、精

度限制、標準作業流程等）及成果檢測流程等兩個單元。所

建置儲存之知識為 GPS 衛星控制測量專業核心價值知識，

圖 23. 使用者介面管理系統

圖 24. 控制測量知識庫

在提供整體專業作業須知與規範知識，以利施測時各作業流

程階段應注意事項與要領之掌握；以及最後測量成果檢測程

序之管理。主要目的在確保各作業流程均能順遂推行及成果

品質，驗證如圖 25 所示。

（四）決策支援系統

為期程及成本最佳資源綜效規劃決策支援系統。規劃人

員或決策管理者可於介面各欄位輸入測量點數、可用人數及

經費誤差範圍等控制參數（一般約為千分之三十至二五，視

組織要求；儀器與車輛可用數可依組織現有實際數量先於系

統內設定為固定參數），系統即可進行運算、分析及處理程

序，並將相關結果顯示於介面，包含所有條件方案、符合條

件方案、最佳建議方案，快速有效提供客觀的決策與規劃參

考，驗證如圖 26 所示。

（五）點位查詢系統

為可快速提供全省相關控制測量點位屬性資料系統。系

統是採用內政部公告以 GPS 衛星定位技術測量之 105 個一

等、621 個二等三角點，以及一等水準點資料為基礎，並編

製各點位相關屬性資料而成之系統化檔案。透過系統可獲得

三角測量、一等水準測量、重力測量等點位屬性資料（含經

緯度、坐標、點名、等級、標石編號、日期、圖名與圖號、

交通情形及位置略圖等），驗證如圖 27 所示。

（六）教育訓練知識庫

教育訓練知識庫是知識管理系統中主要的研究重心之

圖 25. 作業流程知識庫

圖 26. 資源最佳組合決策支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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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點位查詢系統

一。在教育訓練知識庫設計上，相當重視蒐集及提供基本專

業知識、最新專業學術之輔教資料，亦即能夠及時支援分享

及維護最佳學理、實務、技術之專門知識。系統含專業講義

與教材（操作手冊、上課講義）、以及 e 化線上學習、即時

摩擬測驗系統等自動化學習園地，驗證如圖 28 所示。

（七）測量成果資料庫

測量成果資料庫則建置有歷年測量作業成果資料與整

理分析之經驗累積紀錄（GPS 衛星控制測量、三角點測量、

水準測量及重力測量等建案資料）。使用者可依需求進入各

經費編列類別（施政業務、軍方代辦業務、公民機關委託

業），再依測量業務性質分類及各年度別進入查詢（如 GPS

測量、三角點測量、地形測量、水準測量、天文測量、重力

測量及羅盤校正測量等），即可快速獲得所需案件相關屬性

資料參考運用，驗證如圖 29 所示。

（八）文件知識庫

文件知識庫分門別類設定了批次檔案，各分類檔案中建

置有各測量作業所需之不同用途的制式文件表格，包含有點

誌記格式、成果申請程序、樁材製作、採購申請程序與表格、

以及相關使用制式文件表格等（含測量成果與圖資借據、人

事類、文書類、主計類、採購類、運輸類、器材類），可便

利即時有效直接下載使用，驗證如圖 30 所示。

圖 28. 教育訓練知識庫

圖 29. 測量成果資料庫

圖 30. 文件知識庫

（九）作業設備

作業設備功能單元負責管理組織所有有關測量作業所

需硬體設備（GPS 儀器、資訊設備、車輛）及軟體設備（GPS

測量相關應用軟體）等資源存量狀態，使用者可依作業需要

預先進行查詢目前可用設備數量與套裝軟體資源資料庫存

量，便利進行測量規劃及申請使用參考，驗證如圖 31 所示。

（十）網路資源

設定相關 GPS 衛星控制測量之學術網站，供組織及其

成員在知識無法獲得滿足需求時，利用網際網路對外部相關

產官學界單位，迅速蒐集及獲得知識資源支援。已置入網站

包含農林航空測量所、台大地理資訊研究中心、太空搖測中

心、逢甲大學地理資訊中心、內政部地政司衛星測量中心、

及 INTERNATIONAL GPS SERVICE 等網站。未來尚可依實

際需要增修，另可由系統提供之站內搜尋及 google 平台，

圖 31. 作業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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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知識分享，驗證如圖 32 所示。

（十一）交流園地

本系統之交流園地包含留言版、討論區及公佈欄等單元

（公佈欄以跑馬燈方式置於系統首頁），可供組織內部成員

從事彼此分享經驗與技術、近期作業應注意事項、測量新學

術與議題等知識訊息；或遭遇問題之討論活動，使組織知識

能有效流動、傳遞、擴散、分享、與創造及發揮其價值，驗

證展示如圖 33 所示。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係結合「知識管理」與「決策支援」系統於 GPS

衛星控制測量，並採雛型法實際建置一資訊系統，且驗證其

具可行性與有效性之知識管理系統化及資源綜效規劃決策

支援功能。可快速回應競爭多變的職場內外環境，有效管理

組織專業核心價值知識，以及達到知識累積、運用、擴散、

分享、創造之知識管理效能與共享目的，以及提供決策管理

者進行有效的分析及制訂較佳的決策，為組織創造更多的經

濟效益。歸納本研究所得結論及提出未來可繼續發展的建議

如下：

（一）結論

1. 本研究將 GPS 衛星控制測量業界之相關學術理論、專家

作業技術、前人實際經驗案例及核心專業知識等，藉由

圖 32. 網路資源

圖 33. 交流園地

系統的發展建置一知識管理與決策支援系統作有效的資

訊化收集整理與保存管理，並透過資訊動畫視覺提供重

複運用、學習、共享及創造新的價值。

2. GPS 衛星控制測量之作業工法很多，本研究系統將 GPS

衛星控制測量之實施要領、提高精度因素、計算數學模

式、成本決策支援、作業注意事項等建置於系統內，更

容易讓使用者擷取相關知識、技術及共享，可協助測量

工程師在 GPS 衛星控制測量規劃時有較正確性、有效性

的參考與資源綜效決策。

3. 探究知識管理系統之文獻不多且多為文件管理系統，鮮

少有提供支援決策的功能。而 GPS 衛星控制測量不同作

業方法與資源分配常決定經費成本的不同，往往差異很

大，故本決策支援系統係藉先前案例與經驗為基推理的

方法，作為支援決策之用。系統之發展可提供作業成本

（投標成本）預估之依據、作業期程規劃與測量所需資

源（人力、車輛、儀器、工法、資訊設備）綜效規劃，

發揮最大經濟效益與競爭力。

4. 本研究系統係應用三層式網路架構開發系統，組織能即

時維護、發展與擴充需求性能，亦可便利與其他知識管

理系統鍊結共享存取知識資料，更能提昇其運用性。而

介面以網頁設計，對組織各級成員運用與學習具操作活

潑便利之特性。

5. 本研究系統更提供一個不受時間與空間限制之線上即時

專業知識教育學習與測驗系統環境，可提升企業組織整

體與成員學習成效及存在價值，提升組織整體之執行效

率及競爭優勢。

（二）建議

本研究將相關專業核心知識管理資訊化，並建置模式庫

案例推理，以及建立資源綜效成本決策支援系統。主要核心

架構是以 ASP.NET 為發展工具，其中決策支援系統解算是

以MATLAB 撰寫，而點位查詢系統則是運用Visual Basic

及 Access 作為系統開發及整合工具。惟在發展系統過程中

面臨一些限制問題，以下提出建議以供參考：

1. 本研究發展時間及經費有限，為驗證本系統之可行性與

有效性，除知識管理系統費相當大人力與時間完成建

置；決策支援系統案例基推理只有三項，雖已可提供資

源綜效規劃及最佳成本決策，然尚無法完全反應符合當

前消費單價變動所影響之成本估計。未來配合現況案例

數之增加，必可更真實提供當前成本變動及測量儀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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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發展之便利性等因素所影響之最佳決策。

2. 本系統之專業核心價值知識及實際案例係經整理後建檔

於知識庫與案例庫中，未來將隨著累積及更廣泛之實際

案例，而提供更新穎知識及更臻實的施測方法。同時，

為能讓企業組織順利推展知識管理系統，可於組織內制

訂適切激勵機制，以激勵組織成員積極參與及加速知識

的累積、創造和踴躍分享。

3. 系統中之模式庫案例推理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及決策

支援等子系統，必須即時維護與更新功能。且系統建置

前就須確定運用那種含有不同案例記憶推理結構和擷取

系統，以符合效能。

（三）未來研究

1. 本研究系統係以案例推理及「窮舉法」技術發展其功能；

當影響決策變動參數較少及未來案例推理需求時，可應

用結合基因演算法或其他法則庫方法，以達提供更有效

率、更有效益之決策支援參考。

2. 未來系統發展可導入新穎之高度應用程式、3D 動畫多媒

體技術、及結合虛擬實境（VRML）的應用，使知識管

理系統更臻實及即時有效支援更多需求；亦可推廣至相

關或其它組織之知識管理與決策支援系統建置之參考。

3. 當知識庫及模式庫更充實完整時，未來可增加人工智慧

型系統做控制測量前可行性分析、最佳方法選擇、精度

評估及期程與成本預估等，更有效掌控制測量作業精、

進度及發揮最大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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