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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山步道首部曲：雙北郊山步道鋪面調查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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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2013/04 

4/21 - 2012全國NGOs環境會議，提出2012步道新願景 

密集召開平台會議 
共同發起雙北郊山步道鋪面調查 

09/29 - 第一梯郊山步道守護志工培力工作坊 

結合社區大學步道社團、課程舉辦志工培力 
結合大學通識課程舉辦志工培力－台大「生命與人」課程 
10/26 - 第一場培力志工聚會，結合智庫沙龍分享里山守護概念 

01/19 - 第二場培力志工聚會，提出發展【步道學】課程 

03/03 - 第二梯郊山步道守護志工培力工作坊 

2012/12 12/01 - 獲得環境教育基金圓夢計畫績優團隊 

結合大專服務學習舉辦志工培力 - 中國科技大學 
04/12 - 完成第 101 筆資料，調查進度突破 30 % 
04/21 - 2013全國NGOs環境會議 

2013/05 05/02 – 郊山守護行動第二波，【步道學】課程正式展開 

2013/06 雙北市郊山鋪面調查成果突破 50 % 

2013/07 07/28 – 第三梯山步道守護志工培力工作坊 



4 

郊山步道首部曲：雙北郊山步道鋪面調查成果報告 

台北市完成 81 筆 
新北市完成 81 筆 
完成進度：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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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山步道首部曲：雙北郊山步道鋪面調查成果報告 

台北市完成   64.86公里 
新北市完成 218.54公里 
總計長度： 287.44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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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山步道首部曲：雙北郊山步道鋪面調查成果報告 

台北市水泥步道比例：67.10% -> 73.05% 
新北市水泥步道比例：25.07% -> 30.98% 

2013/4         2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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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山步道首部曲：雙北郊山步道鋪面調查成果報告 

台北市天然步道比例：12.43% -> 10.69% 
新北市天然步道比例：40.82% -> 39.38% 

2013/4         2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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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山步道首部曲：雙北郊山步道鋪面調查成果報告 

整體水泥步道比例：33.54% -> 40.07% 
整體天然步道比例：35.51% -> 33.41% 
已人工化長度約 191 公里 

2013/4         2013/7 



前言：從PPGIS談起 
 
工具篇 
              認識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 
              認識Google Earth 
              認識Google Map 

 
調查篇 
              調查前的準備 
              調查中的注意事項 
              調查成果彙整與上傳 

 
結語 

大綱 



從PPGIS談起 

2010河川PPGIS培力工作坊：風吹走沙，濁水溪北岸 



免費且開放的電子地圖：Open Street Map 

PPGIS 

• Public Participation GIS, 公共參與式地理資訊系統 
• 任何人都可以參與地理資訊系統 

免費且開放的電子地圖：Google Map 

前言 



PPGIS的意義 

• 在地圖上進行跨時空的對話 

將1905年的台灣堡圖套疊在現代的Google Map上，看出
百年來海岸線的變化 

模擬全球海平面上升4公尺後對台灣造成的影響 
（資料來源／Google Map/Earth觀察報@Sinica） 

前言 



PPGIS的應用 

http://goo.gl/maps/qxiHu 

• 台北縣市單車通勤共筆地圖 

前言 



PPGIS的應用 

• 莫拉克颱風救災地圖 

http://www.google.com.tw/intl/zh-TW/landing/morakot/  

前言 



PPGIS的應用 

• 救災地圖進階版：災難管理系統 SAHANA 

•  2004年南亞大海嘯 
 
•  2010年海地、智利地震 

 

• 斯里蘭卡語中的解救之
意 
 

• 結合地理資訊、模組化管
理系統，進行救災人力、物
資的調配 

SAHANA台灣（http://sahana.tw/） 

前言 



PPGIS的應用 

• 公民新聞／議題關注地圖：Ushahidi 

•  2008年肯亞選舉後的內戰 
 

• 斯瓦希里語中的見證之
意 
 

• 完全由志工開發而成的開
放程式平台：The Ushahidi 
Platform 

 
• 提供即時報導、資訊彙整 

Ushahidi應用：輻射測量公民地圖（http://www.knownuke.tw/map/index.php/main） 

前言 



千里步道環島路網台中路網地圖 

PPGIS的應用 

• 千里步道環島路網串連 

千里步道環島路網探查先鋒隊：苗栗-台中路段探查紀錄 

前言 



工欲善其事 

特別感謝：荒野保護協會雁子
擔任郊山步道守護志工代言人 



步道調查紀錄工具教學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 

•  24 顆衛星分佈 6 個軌道運行於 20,200 公里的高空，持續發射載有具有衛星
軌道資料及時間的無線電波 

 
• 透過 GPS 接收器，即時計算所在位置的座標、移動速度與海拔高度 

Garmin 60CSx GPS接收器使用注意： 
 

• 必須在室外及天空開闊度較佳的環境才能使用，否則衛星電波容易受
到屏蔽而產生計算誤差，甚至無法接收足夠的訊號 

• 強烈電波環境會遮蓋衛星電波訊號，應避免在高壓電塔下使用GPS 

• 在無S/A干擾的狀態下，單機定位誤差小於 15 公尺 

• 使用2顆3號電池在不開燈的狀態下，一般可操作約16小時 

• 接收器具有1公尺深、30分鐘內的防水功能 

• 標準環境下使用氣壓式高度計約有3公尺的誤差，使用時需進行校正 

感謝台灣國際航電公司（Garmin）贊助支持 10 部 60CSx 及 15部 eTrex GPS 導航接收器 



全球導航衛星系統（GLONASS） 

•  由蘇聯組建、現為俄羅斯政府負責營運的全球衛星系統，24 顆衛星分佈 3 
個軌道運行於 19,000 公里的高空，預計 2012 年增加為 30 顆衛星，可將定位
精度縮至 1 公尺左右 

感謝台灣國際航電公司（Garmin）贊助支持 10 部 60CSx 及 15部 eTrex GPS 導航接收器 

Garmin eTrex 30 GPS接收器使用注意： 

 

• 如開啟 GPS + GLONASS 模式，可加速衛星搜尋及定位精確度 

• 強烈電波環境會遮蓋衛星電波訊號，應避免在高壓電塔下使用 GPS 

• 在無 S/A 干擾的狀態下，單機定位誤差小於  15 公尺 

• 使用 2 顆 3 號電池在開啟 GPS 和背光 50% 恆亮約可使用 20 小時  

• 接收器具有 1 公尺深、30 分鐘內的防水功能 

步道調查紀錄工具教學 



認識工具：Garmin 60CSx GPS 

•  GPS接收器外觀 

圖片來源／Garmin 60CS使用說明書 

步道調查紀錄工具教學 



認識工具：Garmin 60CSx GPS 

•  功能顯示畫面 

衛星狀態頁 航行資訊頁 地圖頁 羅盤頁 高度計頁 主目錄頁 

使用方法： 
 

• 按下【換頁鍵】切換功能頁 

• 在視窗畫面按下【目錄鍵】便可開啟該功能設定選項 

• 在任何頁面連續按兩下【目錄鍵】皆可跳回主目錄頁 

步道調查紀錄工具教學 



認識工具：Garmin 60CSx GPS 

•  衛星狀態頁 

• 開機後，畫面會自動切換至衛星狀態頁，搜尋衛星
訊號 

• 在戶外且開闊的環境下，一般約45秒便可搜尋到足
夠的衛星進行定位 

• 當接收器搜尋到3顆衛星時，狀態列（紅框範圍）
便會出現2D的符號，此時便可進行定位，當搜尋到4
顆衛星以上，狀態列會呈現3D，表示可進行高程計算 

•  地圖頁 

• 進行定位時，接收器位置在地圖頁中會顯示為一個
黑色三角形，並以銳角端為前進方向；圓圈圖示則表
示誤差範圍，圓圈愈小表示誤差愈小 

• 於地圖頁按下【目錄鍵】可設定地圖版面以及顯示
精細度、量測距離 

步道調查紀錄工具教學 



認識工具：Garmin 60CSx GPS 

•  航跡記錄功能 

• 經由太空衛星持續發出的無線電波訊號，GPS接收器每一秒都可收到
最新的資訊 

• 接收器紀錄的每一個座標位置皆稱作「航點（Waypoint）」，兩個
航點便可構成一條航段（Leg），完整的行程便稱作航跡（Route） 

 

 

 

• 航跡記錄暫存於記憶體中，最多可記錄10,000個航點，1,000個標定
點；當按下【儲存】時，機器會自動篩減航點並清除航點的時間資訊，
因此為了確保航跡資料完整，切勿儲存航跡 

• 航跡記錄過程中若有信號中斷或關機，便會造成航跡記錄分段 

暫存航跡 

儲存航跡 

航段（Leg） 

航點（Waypoint） 

航跡（Route） 

步道調查紀錄工具教學 



步道調查紀錄工具教學 

認識工具：Garmin 60CSx GPS 

•  航跡記錄功能 

• 航跡記錄方式分為自動、距離、時間三種，當設定依照距離或時間記
錄航跡時，必須另外設定間隔多少距離或時間記錄一筆航跡資料 

• 【航跡持續更新】功能開啟時，當暫存航跡記憶體滿了便會覆蓋最舊
的航跡資料，反之則會停止記錄及更新 

 

• 當航跡記錄已匯出存至電腦後，便可將暫存航跡紀錄刪除 

• 清除方式一：於【航跡記錄】功能頁按【清除鍵】 

• 清除方式二：於【航行資訊頁】歸零時清除 

【換頁鍵】
切換至航行
資訊頁 

【目錄鍵】
選擇歸零 

【方向鍵】
選擇歸零、
清除的項目 
【方向鍵】 
移到選用
【輸入】 
確定清除 



認識工具：Garmin 60CSx GPS 

•  標定重要航點 

• 重要的航點可按下【標定】編定名字，若無輸入文字則會以流水號在
地圖上呈現 

• 在任何功能頁面按下【標定】時，便會跳出航點標定頁，若不更改任
何內容，按下【輸入】即可確定儲存此刻所在座標位置的相關資訊 

步道調查紀錄工具教學 



認識工具：Garmin 60CSx GPS 

•  小結 

• GPS接收機使用時應待在戶外、開闊
地，以確保接收到足夠的衛星訊號提高
精確度 

• 航跡記錄於使用時再開啟，並於每
次踏查結束後關閉，避免連結前一次開
機最後記錄位置產生錯誤航跡（如右圖） 

• 建議每完成一次踏查並將資料匯出
儲存於電腦後，便歸零GPS接收器中的
資料，減輕後續資料整理負擔 

• 長時間不使用接收器時（一週以
上），建議將電池取出，延長電池壽命，
也避免電池受潮危害機器功能 

步道調查紀錄工具教學 



認識工具：Garmin eTrex 30 GPS 

•  GPS接收器外觀 

➊ 

➌ 

➋ 

➍ 

➎ 

➏ 

➐ 

➑ 

1. 電源/背光鍵（light）  
長按開關機。在開機狀
態下按壓可調節背光亮
度、查看時間日期、電
池電量和衛星訊號強度。 
 
2. 五向操控桿 
上下左右可調整游標所
選擇的位置。按壓進行
選擇。 
 
3. 返回（back）：按壓
可返回前一頁。 
 
4. 功能目錄（menu）：
顯示目前頁面的功能表
選單，不同頁面按壓出
現的選單也不同。 

5. 向上和向下 
選項列表中按壓可快
速切換顯示頁面。地
圖頁面中快速調整顯
示比例。 
 
6. USB連接埠：揭開
保護蓋可以USB傳輸
資料。 
 
7. 背蓋鎖定環：將鎖
環提起並逆時針旋轉
90度，即可打開電池
後蓋。反方向操作即
可鎖上電池後蓋。 
 
8. Micro SD卡插槽
位置(電池蓋下面)。 圖片來源／Garmin eTrex 30 使用說明書 



認識工具：Garmin eTrex 30 GPS 

•  接收衛星訊號 

eTrex 30在每次開機後，會以上次關機位置座標為
參考點，並利用已經儲存在機器內部的衛星星曆資
料做推算，計算目前所在位置的上空，應該會有哪
些衛星，並優先接收這些衛星訊號，進行快速定位。
不需每次都從第一號衛星開始搜尋，浪費定位的時
間，使用方式如下： 
 
1. 請將本機拿至室外較開闊的地點，避免受到高樓

與樹木的干擾。 
2. 開機後，機器會自動開始搜尋衛星訊號。 
3. 於主目錄選擇【衛星】功能可觀看衛星訊號狀態。 



認識工具：Garmin eTrex 30 GPS 

•  接收衛星訊號 

目前位置 

衛星系統 

估計誤差 

海拔高度 

衛星分布圖 

衛星編號及訊號強度 

* 一般情況下，衛星編號在32
以下的是GPS衛星，衛星編號
在32以上的為GLONASS衛星 



認識工具：Garmin eTrex 30 GPS 

•  第一次使用 : 設定衛星系統為 GPS + GLONASS 

主功能目錄頁 1. 以操控桿移至
【設定】選項 

2. 按壓進入【設
定】功能頁 

1. 移至【系統】 
2. 按壓進入【系

統】功能頁 

1. 移至【衛星系
統】 

2. 按壓打開【衛
星系統】選項 

1. 移至【GPS + 
GLONASS】 

2. 按壓輸入確認 



認識工具：Garmin eTrex 30 GPS 

•  地圖功能設定 

1. 【圖上方為】 
2. 包含上為北方、

上為航向、汽
車模式等選項 

1. 【地圖資訊】 
2. 可選擇地圖頁

面要呈現的底
圖 

1. eTrex 30 內建
台灣等高線地
圖，且預設為
開啟 

1. 按壓退出鍵回
到【設定】功
能頁 

2. 移至【地圖】 
3. 按壓進入【地

圖】設定頁 

1. 當地圖移至山
區時，等高線
便會很清楚 



認識工具：Garmin eTrex 30 GPS 

•  航跡紀錄功能設定 

1. 按壓退出鍵回
到【設定】功
能頁 

2. 移至【航跡】 
3. 按壓進入【航

跡】功能頁 

1. 【紀錄模式】 
2. 包含距離、時

間、自動偵測
等選項 

1. 【間格設定】 
2. 包含最密、稠

密、正常、稀
疏、最疏等選
項 

1. 【自動存檔】 
2. 分為當記錄滿

時、每天、每
周等存檔頻率 



•  資料清除功能 

1. 按壓退出鍵回到
【設定】功能頁 

2. 移至【重新設定】 
3. 按壓進入【重新

設定】功能 

1. 可以選擇里程資
訊、航點、航跡
或回復出廠設定
值 

認識工具：Garmin eTrex 30 GPS 

1. 內建存儲空間 : 2 GB  
2. 擴充記憶卡 : microSD（支援SDHC） 
3. 自建航點 : 2,000點 
4. 航線總數 : 200條，每條可儲存

250個航點 
5. 航跡記錄 : 10,000點（可另存成

200條） 



認識工具：Garmin eTrex 30 GPS 

•  標定功能 

1. 回到主目錄頁 
 

* 按壓兩下【目錄】
鍵可快速回到主目
錄頁 

1. 移至【標定航
點】 

2. 按壓進入【標
定航點】功能 

1. 航點標定資訊 
2. 按壓輸入確定 

1. 或者移至【名
稱】、【符號】、
【註記】、【座
標】、【高度】
等欄位輸入修改 

2. 以修改【名稱】
為例 



認識工具：Garmin eTrex 30 GPS 

•  標定功能 

1. 移至【名稱】
欄位，按壓進
入修改 

1. 以操控桿移動
選擇標點符號
輸入中文或數
字、標點符號 

1. 輸入完成後，
移至【確定】
按壓輸入確定 



認識工具：Google 地球 

•  免費的虛擬地球，可檢視地形、衛星影像、3D建築，
搜尋地表上的各種地理資訊，甚至可以進行一場太空
之旅… 

 
• 下載並安裝Google Earth 

• 前往Google地球首頁：http://www.google.com/intl/zh-TW/earth/index.html  

• 下載Google地球 

• 同意並下載 

• 開始安裝程序；安裝過程中，電腦必須處於可連線上網的狀態 

步道調查紀錄工具教學 



認識工具：Google 地球 

•  使用介面 

圖片來源／Google地球功能導覽網站 

步道調查紀錄工具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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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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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工具：Google 地球 

•  使用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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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工具：Google 地球 

•  使用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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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工具：Google 地球 

•  使用介面 

圖片來源／Google地球功能導覽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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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工具：Google 地球 

•  使用介面 

圖片來源／Google地球功能導覽網站 

步道調查紀錄工具教學 



認識工具：Google 地圖 

•  開放的網路電子地圖，可查看世界各地的街道圖、
空照圖、規劃路線、街景圖，還可以上傳個人編輯、
繪製的地圖並公開於網路上與人分享 

資料來源／Google地圖功能導覽網站 

介面功能說明： 
 
• 規劃路線 
• 我的位置 - 建立自訂地圖 
• 搜尋地圖 
• 顯示/隱藏左側面板 
• 圖層 - 將滑鼠游標移至地圖右上

角的小工具上，即可查看位置的
可用圖層，包括路況、相片、
Google Buzz 等眾多圖層 

• 列印/傳送 
• 連結這個網頁 - 建立地圖網址 
• 搜尋結果 
• 導覽控制介面 
• 地圖 
• 街景服務 - 將地圖縮放控制項中

的黃色衣夾人拖曳到某個地點，
即可檢視該地點的街道圖像並加
以瀏覽。 

• 資訊視窗 
• 檢視 - 切換「地圖」、「衛星」

及「地球」檢視模式 

步道調查紀錄工具教學 



拿起工具出發！ 

2012/9/18前往福州山公園測試調查方法及流程 



調查篇 

調查流程圖 

台灣步道志工網（http://www.tmitrail.org.tw/trails-volunteer/?cat=112） 

路線查詢 

調查步道認養 

路線圖下載 

雙北市步道普查總表（http://goo.gl/WxVGQ） 

步道調查 

GPS標定鋪面類型 

拍照記錄步道鋪面 

記錄相關設施數量 

適時註記步道現況 

資料輸出 

利用Google地球計算里程 

比對照片填寫調查表 

線上登錄調查成果 

回傳調查資料 

資料彙整、確認 

公佈於台灣步道志工網 

記錄表.xls 

軌跡檔.kml 

照片檔.jpg 

調查前 

調查中 

調查後 
郊山步道鋪面調查成果登錄表（http://goo.gl/WbsOZ） 



調查前 

•  分區分組 

• 分區認養？分區、分組方式？ 

•  路線查詢、路線圖下載 

• 雙北市步道普查總表 
      http://goo.gl/WxVGQ 
• 部份步道查無路線圖，需另外搜尋 

調查篇 



調查中 

•  步道調查 

•以GPS【標定鍵】功能記錄鋪面 

•記錄方式： 

1. 自步道起點出發後，開啟航跡
記錄功能進行記錄，同時【標
定鍵】起點位置 

2. 沿途觀察步道環境，如遇鋪面
材質改換，便於改變位置按下
【標定鍵】記錄 

3. 若是短距離、微小的鋪面改變
則視狀況忽略不予記錄 

步道鋪面調查類型表 

調查篇 



步道分類範例及說明 

•  水泥步道 

•以水泥固定步道鋪面材料（例
如石材），或是直接以混凝土
鋪設、格框而成的步道 

直接以混凝土鋪設的步道 

調查篇 



步道分類範例及說明 

•  水泥步道 

調查篇 

•以水泥固定步道鋪面材料（例
如石材），或是直接以混凝土
鋪設、格框而成的步道 

利用水泥固定鋪面材料的步道：左圖為水泥 + 大理石板，右圖則是水泥 + 花崗岩 上圖表面看不見水泥，但切割工整的石板下
應是以水泥固定 



步道分類範例及說明 

•  水泥步道 

調查篇 

•以水泥固定步道鋪面材料（例
如石材），或是直接以混凝土
鋪設、格框而成的步道 

上圖雖以碎石或泥土回填步道，但以水泥格框，或是用水泥預鑄建材，如空心磚、
透水磚等鋪設的步道，仍歸類為水泥步道 



步道分類範例及說明 

•  自然步道 

•步道鋪面不含水泥、混凝土且
未經人工鋪設任何材質，或曾
有人為施作而已恢復自然狀態
的步道 

調查篇 
未經人工鋪設的自然步道 



步道分類範例及說明 

•  棧道 

• 步道鋪面不含水泥或混凝土，
以金屬、木頭或其他材料架高
步道 

• 若是跨越溪水、溪谷者，應依
材質歸為木橋、石橋或金屬構
造橋，並記錄數量而不計長度 

調查篇 

以金屬或木材架高而成的步道 



步道分類範例及說明 

•  枕木／木屑步道 

調查篇 

• 步道鋪面不含水泥或混凝土，
經人工鋪撒木屑或安設枕木作
為鋪面的步道 

以枕木鋪設作為步道踏面的步道 以木屑作為鋪面的步道 



步道分類範例及說明 

•  碎石步道 

調查篇 

• 步道鋪面不含水泥或混凝土，
經人工以碎石回填作為鋪面的
步道 

以碎石回填於鋪面的步道 



步道分類範例及說明 

•  石材步道 

調查篇 

• 步道鋪面不含水泥或混凝土，
經人工設置石塊、石板於步道
上作為踏面的步道 

左圖為使用花崗岩鋪設為踏面的步道，並未使用水泥固定因此歸類為石材步道；
右圖為使用現地砂岩石塊鋪設的步道 



步道分類範例及說明 

調查篇 

•  石材步道 

• 步道鋪面不含水泥或混凝土，
經人工設置石塊、石板於步道
上作為踏面的步道 

左圖為使用現地大理岩鋪設的步道；右圖為使用現地頁岩鋪設的步道 



步道分類範例及說明 

•  石階 

調查篇 

• 步道鋪面不含水泥或混凝土，
由人工以石塊、石板混合現地
土壤設置的土石階梯 

利用石塊、石板混合現地土壤，而不以水泥固定的階梯 



步道分類範例及說明 

調查篇 

•  木階 

• 步道鋪面不含水泥或混凝土，
由人工以枕木、圓木等木材混
合現地土壤設置的階梯 

左圖為利用木柱格框回填碎石而成的階梯；右圖為使用圓木橫擋，再以ㄇ型釘固
定的階梯 



步道分類範例及說明 

調查篇 

•  木階 

• 步道鋪面不含水泥或混凝土，
由人工以枕木、圓木等木材混
合現地土壤設置的階梯 

左圖為利用板材作橫擋，再以ㄇ型釘固定回填土石而成的階梯；右圖是用ㄇ型釘
固定枕木作為踏面的階梯 



步道分類範例及說明 

•  其他人造物 

調查篇 

• 步道鋪面不含水泥或混凝土，
而以廢建材、家庭廢棄物、輪
胎、地毯等材料鋪設的步道 

利用各種廢棄物、輪胎鋪設的步道 



步道分類範例及說明 

調查篇 

•  其他人造物 

• 步道鋪面不含水泥或混凝土，
而以廢建材、家庭廢棄物、輪
胎、地毯等材料鋪設的步道 

利用廢棄地毯、塑膠墊鋪設的步道 



步道分類範例及說明 

•  設施 

調查篇 

• 包括涼亭、觀景平台與橋樑等
設施再依材質區分為水泥、石
造、木造等，僅需記載數量 

圖1：金屬構造橋、圖2：吊橋、圖3：水泥橋 

圖1 

圖2 

圖3 



步道分類範例及說明 

調查篇 

•  設施 

• 包括涼亭、觀景平台與橋樑等
設施再依材質區分為水泥、石
造、木造等，僅需記載數量 

圖1：水泥涼亭、圖2：木造涼亭、圖3：木造平台 

圖1 

圖2 

圖3 



調查中 

•  步道調查 

• 拍照記錄鋪面樣式與步道環境 

• 記錄方式： 

1. 按下【標定鍵】後，先以相機
拍下標定點序號（如圖1、2）
再按下【輸入鍵】確定 

2. 將相機貼近地面拍攝步道鋪面
與週邊環境（如圖3、4、5） 

3. 拍攝步道鋪面特寫（如圖6） 圖1 圖2 圖3 

圖4 圖5 圖6 

調查篇 



調查中 

•  步道調查 

• 記錄相關設施數量 

• 適時註解步道現況 

• 記錄方式： 

1. 於步道發現橋樑、涼亭、觀景
平台等設施時，以相機拍攝設
施全貌即可，無須標定位置 

2. 若遇見無法歸類於上述類別而
有必要記錄的人工設施，拍照
記錄後歸類為其他並簡要描述 

3. 視步道現況補充註解 

 

木造涼亭一座 

調查篇 



調查後 

•  資料輸出 



調查後 

•  使用Google地球計算里程 

• 將匯出的記錄命名儲存後，利
用Google地球的【尺規】功能
計算標定點間的距離 

• 操作步驟： 

1. 重新命名【位置】面板中的
「garmin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裝
置」資料夾 

2. 儲存調查記錄檔 

3. 用【尺規】功能計算里程 

4. 記錄每一標定點的累計里程 

按右鍵選擇【內容】 

調查篇 



調查後 

•  使用Google地球計算里程 

• 將匯出的記錄命名儲存後，利
用Google地球的【尺規】功能
計算標定點間的距離 

• 操作步驟： 

1. 重新命名【位置】面板中的
「garmin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裝
置」資料夾 

2. 儲存調查記錄檔 

3. 用【尺規】功能計算里程 

4. 記錄每一標定點的累計里程 

全選【名稱】中的文字 

調查篇 



調查後 

•  使用Google地球計算里程 

• 將匯出的記錄命名儲存後，利
用Google地球的【尺規】功能
計算標定點間的距離 

• 操作步驟： 

1. 重新命名【位置】面板中的
「garmin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裝
置」資料夾 

2. 儲存調查記錄檔 

3. 用【尺規】功能計算里程 

4. 記錄每一標定點的累計里程 

將【名稱】改為此次調查的步道名稱後按下確定 

調查篇 



調查後 

•  使用Google地球計算里程 

• 將匯出的記錄命名儲存後，利
用Google地球的【尺規】功能
計算標定點間的距離 

• 操作步驟： 

1. 重新命名【位置】面板中的
「garmin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裝
置」資料夾 

2. 儲存調查記錄檔 

3. 用【尺規】功能計算里程 

4. 記錄每一標定點的累計里程 

點選命名後的資料夾，進入【檔案】中的【儲存】，選擇【將位置另存為】 

調查篇 



調查後 

•  使用Google地球計算里程 

• 將匯出的記錄命名儲存後，利
用Google地球的【尺規】功能
計算標定點間的距離 

• 操作步驟： 

1. 重新命名【位置】面板中的
「garmin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裝
置」資料夾 

2. 儲存調查記錄檔 

3. 用【尺規】功能計算里程 

4. 記錄每一標定點的累計里程 

選擇要存檔的位置後，將存檔類型改為【KML】按下【儲存】 

調查篇 



調查後 

•  使用Google地球計算里程 

• 將匯出的記錄命名儲存後，利
用Google地球的【尺規】功能
計算標定點間的距離 

• 操作步驟： 

1. 重新命名【位置】面板中的
「garmin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裝
置」資料夾 

2. 儲存調查記錄檔 

3. 用【尺規】功能計算里程 

4. 記錄每一標定點的累計里程 

將地圖Zoom in放大至標定點及航點清晰可見 

調查篇 



調查後 

•  使用Google地球計算里程 

• 將匯出的記錄命名儲存後，利
用Google地球的【尺規】功能
計算標定點間的距離 

• 操作步驟： 

1. 重新命名【位置】面板中的
「garmin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裝
置」資料夾 

2. 儲存調查記錄檔 

3. 用【尺規】功能計算里程 

4. 記錄每一標定點的累計里程 

點選【尺規】後，選擇【路徑】並將長度距離改為「公尺」 

調查篇 



調查後 

•  使用Google地球計算里程 

• 將匯出的記錄命名儲存後，利
用Google地球的【尺規】功能
計算標定點間的距離 

• 操作步驟： 

1. 重新命名【位置】面板中的
「garmin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裝
置」資料夾 

2. 儲存調查記錄檔 

3. 用【尺規】功能計算里程 

4. 記錄每一標定點的累計里程 

從步道起點開始，依照路徑上點計算長度，並逐次記錄各標定點累計里程，如上圖
所示，起點出發後至標定點002的累計里程為42.33公尺 

調查篇 



調查後 

•  使用Google地球計算里程 

• 將匯出的記錄命名儲存後，利
用Google地球的【尺規】功能
計算標定點間的距離 

• 操作步驟： 

1. 重新命名【位置】面板中的
「garmin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裝
置」資料夾 

2. 儲存調查記錄檔 

3. 用【尺規】功能計算里程 

4. 記錄每一標定點的累計里程 

逐次完成後便可計算出此次勘查步道總長，並儲存測量記錄 

調查篇 



調查後 

•  使用Google地球計算里程 

• 將匯出的記錄命名儲存後，利
用Google地球的【尺規】功能
計算標定點間的距離 

• 操作步驟： 

1. 重新命名【位置】面板中的
「garmin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裝
置」資料夾 

2. 儲存調查記錄檔 

3. 用【尺規】功能計算里程 

4. 記錄每一標定點的累計里程 

尺規路徑上的點（上圖中圈起來的綠色點）皆可用滑鼠左鍵按住後拖曳移動，使測
量更貼近軌跡記錄 

調查篇 



調查後 

•  使用Google地球計算里程 

• 將匯出的記錄命名儲存後，利
用Google地球的【尺規】功能
計算標定點間的距離 

• 操作步驟： 

1. 重新命名【位置】面板中的
「garmin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裝
置」資料夾 

2. 儲存調查記錄檔 

3. 用【尺規】功能計算里程 

4. 記錄每一標定點的累計里程 

完成軌跡記錄里程計算 

調查篇 



調查後 

•  填寫調查記錄表 

• 對照已經匯出存檔的軌跡記錄
以及調查時拍攝的照片，填寫
調查記錄表 

• 操作步驟： 

1. 下載鋪面調查記錄表 

2. 打開記錄表檔案後，先將檔案
另存為此次調查的步道名稱 

3. 依序將Google地球【尺規】功
能計算出的各標定點累計里程
填入表格 

4. 若預設點位數量不足，可按右
鍵插入新列 

5. 累計里程填寫完畢後，接著依
序比對照片判斷、選擇步道鋪
面樣式 

6. 如遇到設施便插入新列，選擇
設施分類後，填入數量 

7. 依序完成填寫後，Excel表格便
會自動計算出各種鋪面的長度
及佔步道總長的比例 

打開調查記錄表後，先進入【檔案】中的【另存新檔】 

鋪面調查記錄表下載網址：http://goo.gl/CZnyK 

調查篇 



調查後 

•  填寫調查記錄表 

• 對照已經匯出存檔的軌跡記錄
以及調查時拍攝的照片，填寫
調查記錄表 

• 操作步驟： 

1. 下載鋪面調查記錄表 

2. 打開記錄表檔案後，先將檔案
另存為此次調查的步道名稱 

3. 依序將Google地球【尺規】功
能計算出的各標定點累計里程
填入表格 

4. 若預設點位數量不足，可按右
鍵插入新列 

5. 累計里程填寫完畢後，接著依
序比對照片判斷、選擇步道鋪
面樣式 

6. 如遇到設施便插入新列，選擇
設施分類後，填入數量 

7. 依序完成填寫後，Excel表格便
會自動計算出各種鋪面的長度
及佔步道總長的比例 

選擇要存檔的位置，將檔名更改為此次調查的步道名稱後【儲存】 

鋪面調查記錄表下載網址：http://goo.gl/CZnyK 

調查篇 



調查後 

•  填寫調查記錄表 

• 對照已經匯出存檔的軌跡記錄
以及調查時拍攝的照片，填寫
調查記錄表 

• 操作步驟： 

1. 下載鋪面調查記錄表 

2. 打開記錄表檔案後，先將檔案
另存為此次調查的步道名稱 

3. 依序將Google地球【尺規】功
能計算出的各標定點累計里程
填入表格 

4. 若預設點位數量不足，可按右
鍵插入新列 

5. 累計里程填寫完畢後，接著依
序比對照片判斷、選擇步道鋪
面樣式 

6. 如遇到設施便插入新列，選擇
設施分類後，填入數量 

7. 依序完成填寫後，Excel表格便
會自動計算出各種鋪面的長度
及佔步道總長的比例 

點位P1為起點，因此里程為「0」，此後依序填入累計里程的數字 

鋪面調查記錄表下載網址：http://goo.gl/CZnyK 

調查篇 



調查後 

•  填寫調查記錄表 

• 對照已經匯出存檔的軌跡記錄
以及調查時拍攝的照片，填寫
調查記錄表 

• 操作步驟： 

1. 下載鋪面調查記錄表 

2. 打開記錄表檔案後，先將檔案
另存為此次調查的步道名稱 

3. 依序將Google地球【尺規】功
能計算出的各標定點累計里程
填入表格 

4. 若預設點位數量不足，可按右
鍵插入新列 

5. 累計里程填寫完畢後，接著依
序比對照片判斷、選擇步道鋪
面樣式 

6. 如遇到設施便插入新列，選擇
設施分類後，填入數量 

7. 依序完成填寫後，Excel表格便
會自動計算出各種鋪面的長度
及佔步道總長的比例 

在欲插入新列的位置按右鍵選擇【插入】 

鋪面調查記錄表下載網址：http://goo.gl/CZnyK 

調查篇 



調查後 

•  填寫調查記錄表 

• 對照已經匯出存檔的軌跡記錄
以及調查時拍攝的照片，填寫
調查記錄表 

• 操作步驟： 

1. 下載鋪面調查記錄表 

2. 打開記錄表檔案後，先將檔案
另存為此次調查的步道名稱 

3. 依序將Google地球【尺規】功
能計算出的各標定點累計里程
填入表格 

4. 若預設點位數量不足，可按右
鍵插入新列 

5. 累計里程填寫完畢後，接著依
序比對照片判斷、選擇步道鋪
面樣式 

6. 如遇到設施便插入新列，選擇
設施分類後，填入數量 

7. 依序完成填寫後，Excel表格便
會自動計算出各種鋪面的長度
及佔步道總長的比例 

選擇插入【整列】 

鋪面調查記錄表下載網址：http://goo.gl/CZnyK 

調查篇 



調查後 

•  填寫調查記錄表 

• 對照已經匯出存檔的軌跡記錄
以及調查時拍攝的照片，填寫
調查記錄表 

• 操作步驟： 

1. 下載鋪面調查記錄表 

2. 打開記錄表檔案後，先將檔案
另存為此次調查的步道名稱 

3. 依序將Google地球【尺規】功
能計算出的各標定點累計里程
填入表格 

4. 若預設點位數量不足，可按右
鍵插入新列 

5. 累計里程填寫完畢後，接著依
序比對照片判斷、選擇步道鋪
面樣式 

6. 如遇到設施便插入新列，選擇
設施分類後，填入數量 

7. 依序完成填寫後，Excel表格便
會自動計算出各種鋪面的長度
及佔步道總長的比例 

完成新增一列 

鋪面調查記錄表下載網址：http://goo.gl/CZnyK 

調查篇 



調查後 

•  填寫調查記錄表 

• 對照已經匯出存檔的軌跡記錄
以及調查時拍攝的照片，填寫
調查記錄表 

• 操作步驟： 

1. 下載鋪面調查記錄表 

2. 打開記錄表檔案後，先將檔案
另存為此次調查的步道名稱 

3. 依序將Google地球【尺規】功
能計算出的各標定點累計里程
填入表格 

4. 若預設點位數量不足，可按右
鍵插入新列 

5. 累計里程填寫完畢後，接著依
序比對照片判斷、選擇步道鋪
面樣式 

6. 如遇到設施便插入新列，選擇
設施分類後，填入數量 

7. 依序完成填寫後，Excel表格便
會自動計算出各種鋪面的長度
及佔步道總長的比例 

打開照片資料夾，找到拍攝起點「標定點001」的照片 

鋪面調查記錄表下載網址：http://goo.gl/CZnyK 

調查篇 



調查後 

•  填寫調查記錄表 

• 對照已經匯出存檔的軌跡記錄
以及調查時拍攝的照片，填寫
調查記錄表 

• 操作步驟： 

1. 下載鋪面調查記錄表 

2. 打開記錄表檔案後，先將檔案
另存為此次調查的步道名稱 

3. 依序將Google地球【尺規】功
能計算出的各標定點累計里程
填入表格 

4. 若預設點位數量不足，可按右
鍵插入新列 

5. 累計里程填寫完畢後，接著依
序比對照片判斷、選擇步道鋪
面樣式 

6. 如遇到設施便插入新列，選擇
設施分類後，填入數量 

7. 依序完成填寫後，Excel表格便
會自動計算出各種鋪面的長度
及佔步道總長的比例 

判斷照片內容選擇適當的鋪面樣式 

鋪面調查記錄表下載網址：http://goo.gl/CZnyK 

調查篇 



調查後 

•  填寫調查記錄表 

• 對照已經匯出存檔的軌跡記錄
以及調查時拍攝的照片，填寫
調查記錄表 

• 操作步驟： 

1. 下載鋪面調查記錄表 

2. 打開記錄表檔案後，先將檔案
另存為此次調查的步道名稱 

3. 依序將Google地球【尺規】功
能計算出的各標定點累計里程
填入表格 

4. 若預設點位數量不足，可按右
鍵插入新列 

5. 累計里程填寫完畢後，接著依
序比對照片判斷、選擇步道鋪
面樣式 

6. 如遇到設施便插入新列，選擇
設施分類後，填入數量 

7. 依序完成填寫後，Excel表格便
會自動計算出各種鋪面的長度
及佔步道總長的比例 

根據照片內容，自GPS點位P1（即標定點001）開始的步道鋪面樣式應為「水泥步道」 

鋪面調查記錄表下載網址：http://goo.gl/CZnyK 

調查篇 



調查後 

•  填寫調查記錄表 

• 對照已經匯出存檔的軌跡記錄
以及調查時拍攝的照片，填寫
調查記錄表 

• 操作步驟： 

1. 下載鋪面調查記錄表 

2. 打開記錄表檔案後，先將檔案
另存為此次調查的步道名稱 

3. 依序將Google地球【尺規】功
能計算出的各標定點累計里程
填入表格 

4. 若預設點位數量不足，可按右
鍵插入新列 

5. 累計里程填寫完畢後，接著依
序比對照片判斷、選擇步道鋪
面樣式 

6. 如遇到設施便插入新列，選擇
設施分類後，填入數量 

7. 依序完成填寫後，Excel表格便
會自動計算出各種鋪面的長度
及佔步道總長的比例 

鋪面樣式選擇好之後，「水泥步道」的欄位便會自動計算長度 

鋪面調查記錄表下載網址：http://goo.gl/CZnyK 

調查篇 



調查後 

•  填寫調查記錄表 

• 對照已經匯出存檔的軌跡記錄
以及調查時拍攝的照片，填寫
調查記錄表 

• 操作步驟： 

1. 下載鋪面調查記錄表 

2. 打開記錄表檔案後，先將檔案
另存為此次調查的步道名稱 

3. 依序將Google地球【尺規】功
能計算出的各標定點累計里程
填入表格 

4. 若預設點位數量不足，可按右
鍵插入新列 

5. 累計里程填寫完畢後，接著依
序比對照片判斷、選擇步道鋪
面樣式 

6. 如遇到設施便插入新列，選擇
設施分類後，填入數量 

7. 依序完成填寫後，Excel表格便
會自動計算出各種鋪面的長度
及佔步道總長的比例 

依序比對照片，標定點007開始為一段棧道，且會經過一座涼亭 

鋪面調查記錄表下載網址：http://goo.gl/CZnyK 

調查篇 



調查後 

•  填寫調查記錄表 

• 對照已經匯出存檔的軌跡記錄
以及調查時拍攝的照片，填寫
調查記錄表 

• 操作步驟： 

1. 下載鋪面調查記錄表 

2. 打開記錄表檔案後，先將檔案
另存為此次調查的步道名稱 

3. 依序將Google地球【尺規】功
能計算出的各標定點累計里程
填入表格 

4. 若預設點位數量不足，可按右
鍵插入新列 

5. 累計里程填寫完畢後，接著依
序比對照片判斷、選擇步道鋪
面樣式 

6. 如遇到設施便插入新列，選擇
設施分類後，填入數量 

7. 依序完成填寫後，Excel表格便
會自動計算出各種鋪面的長度
及佔步道總長的比例 

標定點007開始的步道途中遇到一座木造涼亭 

鋪面調查記錄表下載網址：http://goo.gl/CZnyK 

調查篇 



調查後 

•  填寫調查記錄表 

• 對照已經匯出存檔的軌跡記錄
以及調查時拍攝的照片，填寫
調查記錄表 

• 操作步驟： 

1. 下載鋪面調查記錄表 

2. 打開記錄表檔案後，先將檔案
另存為此次調查的步道名稱 

3. 依序將Google地球【尺規】功
能計算出的各標定點累計里程
填入表格 

4. 若預設點位數量不足，可按右
鍵插入新列 

5. 累計里程填寫完畢後，接著依
序比對照片判斷、選擇步道鋪
面樣式 

6. 如遇到設施便插入新列，選擇
設施分類後，填入數量 

7. 依序完成填寫後，Excel表格便
會自動計算出各種鋪面的長度
及佔步道總長的比例 

於GPS點位P8（即標定點008）之前插入新列，並將鋪面樣式設為「木造涼亭」 

鋪面調查記錄表下載網址：http://goo.gl/CZnyK 

調查篇 



調查後 

•  填寫調查記錄表 

• 對照已經匯出存檔的軌跡記錄
以及調查時拍攝的照片，填寫
調查記錄表 

• 操作步驟： 

1. 下載鋪面調查記錄表 

2. 打開記錄表檔案後，先將檔案
另存為此次調查的步道名稱 

3. 依序將Google地球【尺規】功
能計算出的各標定點累計里程
填入表格 

4. 若預設點位數量不足，可按右
鍵插入新列 

5. 累計里程填寫完畢後，接著依
序比對照片判斷、選擇步道鋪
面樣式 

6. 如遇到設施便插入新列，選擇
設施分類後，填入數量 

7. 依序完成填寫後，Excel表格便
會自動計算出各種鋪面的長度
及佔步道總長的比例 

填入數量後，「木造涼亭」欄位便會自動計算整段步道的木造涼亭總計數量 

鋪面調查記錄表下載網址：http://goo.gl/CZnyK 

調查篇 



調查後 

•  填寫調查記錄表 

• 對照已經匯出存檔的軌跡記錄
以及調查時拍攝的照片，填寫
調查記錄表 

• 操作步驟： 

1. 下載鋪面調查記錄表 

2. 打開記錄表檔案後，先將檔案
另存為此次調查的步道名稱 

3. 依序將Google地球【尺規】功
能計算出的各標定點累計里程
填入表格 

4. 若預設點位數量不足，可按右
鍵插入新列 

5. 累計里程填寫完畢後，接著依
序比對照片判斷、選擇步道鋪
面樣式 

6. 如遇到設施便插入新列，選擇
設施分類後，填入數量 

7. 依序完成填寫後，Excel表格便
會自動計算出各種鋪面的長度
及佔步道總長的比例 

依序完成填寫 

鋪面調查記錄表下載網址：http://goo.gl/CZnyK 

調查篇 



調查後 

•  填寫調查記錄表 

• 對照已經匯出存檔的軌跡記錄
以及調查時拍攝的照片，填寫
調查記錄表 

• 操作步驟： 

1. 下載鋪面調查記錄表 

2. 打開記錄表檔案後，先將檔案
另存為此次調查的步道名稱 

3. 依序將Google地球【尺規】功
能計算出的各標定點累計里程
填入表格 

4. 若預設點位數量不足，可按右
鍵插入新列 

5. 累計里程填寫完畢後，接著依
序比對照片判斷、選擇步道鋪
面樣式 

6. 如遇到設施便插入新列，選擇
設施分類後，填入數量 

7. 依序完成填寫後，Excel表格便
會自動計算出各種鋪面的長度
及佔步道總長的比例 

完成填寫後，各鋪面樣式及設施欄位便會自動計算個別鋪面的長度、數量以及佔步
道總長的比例 

鋪面調查記錄表下載網址：http://goo.gl/CZnyK 

調查篇 



調查後 

•  線上登錄及回傳成果 

• 調查最終步驟：上網登錄調查
成果，並整理所有資料回傳至
千里步道協會，由協會彙整、
確認以公佈於台灣步道志工網 

• 操作步驟： 

1. 連線至登錄表頁面 

2. 依序參照調查記錄表登錄成果 

3. 最後調查成果回報進度檢核，
供志工檢視應回傳的資料是否
已準備回傳予千里步道協會彙
整公佈，包括調查記錄軌跡
KML檔、完整的相片原始檔、
調查記錄表Excel檔 

連線至成果登錄表的網頁 

郊山步道鋪面調查成果登錄表網址：http://goo.gl/xsLkA 

調查篇 



調查後 

•  線上登錄及回傳成果 

• 調查最終步驟：上網登錄調查
成果，並整理所有資料回傳至
千里步道協會，由協會彙整、
確認以公佈於台灣步道志工網 

• 操作步驟： 

1. 連線至登錄表頁面 

2. 依序參照調查記錄表登錄成果 

3. 最後調查成果回報進度檢核，
供志工檢視應回傳的資料是否
已準備回傳予千里步道協會彙
整公佈，包括調查記錄軌跡
KML檔、完整的相片原始檔、
調查記錄表Excel檔 

依序、依照調查記錄表的成果填入資料 

郊山步道鋪面調查成果登錄表網址：http://goo.gl/xsLkA 

調查篇 



調查後 

•  線上登錄及回傳成果 

• 調查最終步驟：上網登錄調查
成果，並整理所有資料回傳至
千里步道協會，由協會彙整、
確認以公佈於台灣步道志工網 

• 操作步驟： 

1. 連線至登錄表頁面 

2. 依序參照調查記錄表登錄成果 

3. 最後調查成果回報進度檢核，
供志工檢視應回傳的資料是否
已準備回傳予千里步道協會彙
整公佈，包括調查記錄軌跡
KML檔、完整的相片原始檔、
調查記錄表Excel檔 

郊山步道鋪面調查成果登錄表網址：http://goo.gl/xsLkA 

依序、依照調查記錄表的成果填入資料 

調查篇 



調查後 

•  線上登錄及回傳成果 

• 調查最終步驟：上網登錄調查
成果，並整理所有資料回傳至
千里步道協會，由協會彙整、
確認以公佈於台灣步道志工網 

• 操作步驟： 

1. 連線至登錄表頁面 

2. 依序參照調查記錄表登錄成果 

3. 最後調查成果回報進度檢核，
供志工檢視應回傳的資料是否
已準備回傳予千里步道協會彙
整公佈，包括調查記錄軌跡
KML檔、完整的相片原始檔、
調查記錄表Excel檔 

郊山步道鋪面調查成果登錄表網址：http://goo.gl/xsLkA 

依序、依照調查記錄表的成果填入資料 

調查篇 



調查後 

•  線上登錄及回傳成果 

• 調查最終步驟：上網登錄調查
成果，並整理所有資料回傳至
千里步道協會，由協會彙整、
確認以公佈於台灣步道志工網 

• 操作步驟： 

1. 連線至登錄表頁面 

2. 依序參照調查記錄表登錄成果 

3. 最後調查成果回報進度檢核，
供志工檢視應回傳的資料是否
已準備回傳予千里步道協會彙
整公佈，包括調查記錄軌跡
KML檔、完整的相片原始檔、
調查記錄表Excel檔 

確認每次調查資料，包含軌跡記錄KML檔、調查記錄表Excel檔及照片原始檔，皆整
理於同一個資料夾，以便將資料完整回傳予千里步道協會彙整 

郊山步道鋪面調查成果登錄表網址：http://goo.gl/xsLkA 

調查篇 



調查後 

•  線上登錄及回傳成果 

• 調查最終步驟：上網登錄調查
成果，並整理所有資料回傳至
千里步道協會，由協會彙整、
確認以公佈於台灣步道志工網 

• 操作步驟： 

1. 連線至登錄表頁面 

2. 依序參照調查記錄表登錄成果 

3. 最後調查成果回報進度檢核，
供志工檢視應回傳的資料是否
已準備回傳予千里步道協會彙
整公佈，包括調查記錄軌跡
KML檔、完整的相片原始檔、
調查記錄表Excel檔 

登錄表資料輸入完畢後按下提交便完成登錄程序 

郊山步道鋪面調查成果登錄表網址：http://goo.gl/xsLkA 

調查篇 



調查後 

•  線上登錄及回傳成果 

• 調查最終步驟：上網登錄調查
成果，並整理所有資料回傳至
千里步道協會，由協會彙整、
確認以公佈於台灣步道志工網 

• 操作步驟： 

1. 連線至登錄表頁面 

2. 依序參照調查記錄表登錄成果 

3. 最後調查成果回報進度檢核，
供志工檢視應回傳的資料是否
已準備回傳予千里步道協會彙
整公佈，包括調查記錄軌跡
KML檔、完整的相片原始檔、
調查記錄表Excel檔 

登錄後的資料經確認、彙整後，將統一於此成果表公佈 
網址：http://goo.gl/GVEl7 

郊山步道鋪面調查成果登錄表網址：http://goo.gl/xsLkA 

調查篇 



台灣步道志工網：郊山步道守護志工計畫頁面（http://goo.gl/F7otq） 

歡迎加入郊山步道守護志工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