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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駐警多目標業務巡防 APP 操作手冊 

簡介 

河川駐警多目標業務巡防 APP 建置行動圖資平台，整合彰化縣政府水利處

圖資系統之發布圖層，提供圖層套疊展演，將原本只能於內業、於電腦上檢視的

圖層帶出門，於有網路服務的環境下即可隨點隨看，另設有支援工具、定位、底

圖切換等功能供使者能多元操作本 APP。 

另一方面，將「彰化縣政府水土資源保育維護管理巡防試辦計畫」內之表單

全面數位化，並納入本 APP 中，提供駐警於外業現地即查即線上記錄，並可透

過網路傳輸直接講勘查資料回傳到内業管理系統儲存建檔，以此取代過往的紙

本作業，提供更便利且輕鬆的方式完成外業任務。 

 

壹、 安裝說明 

Android 系統於排水圖資系統(http://waterfusion.chcg.gov.tw/)下載.apk 檔安

裝即可；iOS 系統請參照安裝手冊進行下載安裝。 

 

圖 1 於排水圖資系統上的河川駐警多目標業務巡防 APP 下載安裝連結  

http://waterfusion.ch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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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介面功能介紹 

一、 登入介面 

因本 APP 屬於特定業務使用，因此設有帳號密碼登入，另設有「記住帳

密」此便利功能，方便使用者二次登入時無須再次輸入帳密，縮短登入時間。 

 

圖 2  APP 登入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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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操作介面 

 

圖 3  APP 主要介面 

 支援工具 設有框選放大、距離與面積量測工具 

 操作模式切換 切換地圖模式或表單模式 

 圖層服務 整合圖資系統，提供圖層套疊展演服務 

 搜尋定位 提供輸入關鍵字、地址進行搜尋定位 

 底圖切換 提供多元類型地圖與影像底圖切換 

 GPS 定位 擷取手機 GPS 訊號進行現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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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功能操作說明 

一、 支援工具 

1. 框選放大 

於地圖上(高海拔視角)利用手指對欲想放大的地區框選一範圍，即可

自動放大檢視該區域。 

   

    圖 4 框選欲放大檢視的範圍            圖 5 放大(Zoom in)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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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距離、面積量測 

欲地圖點選任意兩點以上連成線即可量測距離、點選任意三點連成面

以上即可量測面積。 

 

圖 6 開啟距離、面積量測功能 

   

       圖 7 距離量測結果畫面               圖 8 面積量測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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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圖層服務 

1. 圖層套疊展演 

介接圖資系統，設有「基本圖層」、「進階使用圖資」、「地籍資料」、「排

水系統」、「公告排水及河川區域範圍」等五類圖資。 

   

圖 9 開啟圖層服務                    圖 10 展開圖層群組 

 

點選圖層群組上的圖層即可將該圖層套疊於地圖上展演。因圖層服務

是透過網路傳送圖資服務至 APP 上，因此擁有快速展演與傳輸負載量小的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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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點選圖層                      圖 12 展演圖層 

2. 圖層套疊上下調整功能 

開啟的圖層於圖層區下方呈現，點擊「套疊」按鈕即可開啟上下層調

整功能，接者按住「」按鈕上下拖拉圖層，即可調整圖層於展演時上下層

的順序。 

 

圖 13 開啟套疊圖層上下調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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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調整套疊圖層上下肢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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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搜尋定位 

提供使用者輸入關鍵字、地址(門牌號碼)進行搜尋定位。提供使用者輸

入關鍵字、地址(門牌號碼)進行搜尋定位。 

   

圖 15 關鍵字搜尋定位                 圖 16 地址搜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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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底圖切換 

提供 Google 地圖、Google 衛星影像及 Open Stree Map 等三種底圖。 

 

圖 17 底圖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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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GPS 定位 

點擊地圖右下方的 GPS 定位按鈕「 」，即可針對您所在的位置進行定

位，並顯示北方方位。若透空度好時定位會較精準。 

注意：執行此功能時須先開啟行動裝置的 GPS 定位功能 

 

圖 18  GPS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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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巡查表單 

將「彰化縣政府水土資源保育維護管理巡防試辦計畫」內之表單全面數位化，

並納入本 APP 中，建立線上電子表單取代紙本，供使用者記錄巡查情況與照片，

共有七張表單如下。 

1. 彰化縣政府執行縣轄區域排水、野溪巡防工作紀錄表 

2. 土石採取場現場查核表 

3. 土石採取場（坡地）安全檢查現場查核表 

4. 彰化縣所屬土資場查核紀錄表 

5. 違規使用查報表 

6. 彰化縣政府盜濫採砂石聯合稽查小組會勘紀錄表 

7. 彰化縣政府取締違法取水案件查勘紀錄表 

 

圖 19 巡查表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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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使用者於外業巡查時能減輕工作負擔，七張表單選填欄位皆盡量設

計成單/複選、下拉式選單，減少輸入文字的次數與時間，以此讓使用者能更便

利地使用本 APP，提升友善度。 

點選排水、野溪巡防工作紀錄表即可見巡查表單列表，點擊「 」按鈕

即可新增新表單。 

一、 彰化縣政府執行縣轄區域排水、野溪巡防工作紀錄表 

   

圖 20 開啟排水、野溪巡防工作紀錄表與新增新表單 

巡查人員會依照登入之帳號帶入所屬之人名，而區域則會依照該員所負

責之區域產生對應的下拉式選單。(例如：許○仲先生負責的區域為彰化區與

和美區，鄉鎮市別、排水系統則會產生對應的選項「彰化市、番雅溝排水」，

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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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排水、野溪巡防工作紀錄表單填寫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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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巡查紀錄選擇與填寫後，可以選擇暫存該筆紀錄或直接上傳至管理

系統儲存。 

   

    圖 22 儲存巡查表單             圖 23 上傳巡查表單至管理系統 

  



16 

二、 土石採取場現場查核表 

  

 
圖 24 土石採取場現場查核表單填寫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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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設有簽名欄位，可以直接於 APP 上進行簽名，完成簽名後即可帶入

致對應的欄位，如下圖。完成巡查紀錄選擇與填寫後，可以選擇暫存該筆紀錄

或直接上傳至管理系統儲存。 

  

圖 25 土石採取場現場查核表單簽名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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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土石採取場（坡地）安全檢查現場查核表 

 

  
圖 26 土石採取場（坡地）安全檢查現場查核表單填寫畫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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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土石採取場（坡地）安全檢查現場查核表單填寫畫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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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彰化縣所屬土資場查核紀錄表 

  

圖 28 彰化縣所屬土資場查核紀錄表單填寫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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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違規使用查報表 

  

點擊「選取地圖」會切換至地圖頁面，此時即可根據當下的違規地點縮放

置周圍的地圖，再點擊「 」即可擷取地圖成圖片帶入至表單中。 

  

圖 29 違規使用查報表單填寫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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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彰化縣政府盜濫採砂石聯合稽查小組會勘紀錄表 

  

 
圖 30 彰化縣政府盜濫採砂石聯合稽查小組會勘紀錄表單填寫畫面 

簽
名
欄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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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彰化縣政府取締違法取水案件查勘紀錄表 

  

圖 31 彰化縣政府取締違法取水案件查勘紀錄表單填寫畫面 

 

八、 表單刪除功能： 

於清單列表中點擊「 」即可開啟刪除功能，點擊「 」即可刪除。 

 

圖 32 表單刪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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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河川駐警業務巡防管理系統 

駐警於巡防 APP 上完成填寫紀錄表單後，可透過網路傳輸將巡防資訊回傳

至河川駐警巡防管理系統儲存。 

河川駐警巡防管理系統整合於彰化縣排水暨圖資雲端整合平台系統內，因

此駐警回到內業後，可使用登入河川駐警多目標巡防 APP 同一組帳密登入系統

來操作管理系統。 

 

圖 33 登入排水暨圖資雲端整合平台系統 

 

一、 基本功能操作說明 

登入系統後，可見河川駐警巡防管理系統於畫面下方功能應用區中，點選

即可開啟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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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排水暨圖資雲端整合平台系統主要畫面 

 

開啟管理系統可見由 APP 回傳的紀錄表單會依照七張不同表單分類並以清

單列表方式呈現，且提供新紀錄提示功能，使用者尚未檢視過的記錄表單會在列

表前方以 new 圖片提示，以此提醒使用者有新紀錄表單進到管理系統內。 

 

圖 35 開啟河川駐警巡防管理系統 

七張表單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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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清單列表上雙擊巡防紀錄資料即可進行地理位置定位，定位的地點即為

該筆紀錄於當初駐警外業時使用 APP 所紀錄的 GPS 座標位置。 

 

圖 36 開啟河川駐警巡防管理系統 

 

管理系統設有多項查詢功能，方便使用者依照所需查詢記錄表單資訊，其中

使用者使用關鍵字查詢，鍵入關鍵字時系統即會自動執行查詢並呈現結果。 

 

圖 37 河川駐警巡防管理系統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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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環域分析功能 

河川駐警巡防管理系統同時與排水暨圖資雲端整合平台系統既有功能：

環域分析功能完成整合，透過環域分析功能，輔助使用者以圖形化操作模式於

系統圖台上任一畫設一範圍來查詢該範圍內所涵蓋有巡防紀錄表單。 

環域分析功能提供圓形範圍與多邊形範圍兩種查詢模式，圓形範圍讓使

用者自設分析範圍半徑後於地圖上點擊查詢位置，即可產生對應半徑的圓形

查詢區域；多邊形範圍則讓使用者點擊三個以上的自選位置連線成一多邊巡

查詢區域，完成查詢範圍繪製後即可點擊「 」按鈕執行查詢，查詢結果會

於下方清單列表中呈現。 

 

圖 38 河川駐警巡防管理系統整合環域分析功能 

三、 詳細資料編輯與功能 

駐警可針對自身上傳的記錄表單加以編輯，點選列表上的詳細資料按鈕

即可開啟編輯功能，另一方面表單中設有回覆專區，提供駐警留言巡防業務辦

理情形與長官留言批示後續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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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巡防紀錄表單詳細資料與編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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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巡防紀錄匯出功能 

全新巡防作業機制從外業 APP 至內業管理系統皆已數位化，若駐警仍需

要紀錄資訊紙本來執行業務或行政流程，此時即可至管理系統上點選列表中

的「 」按鈕，即可將紀錄表單匯出成 word 檔儲存於個人電腦上進行後續

使用。 

 

圖 40 巡防紀錄表單詳細資料與編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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