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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概述 

1.1 計畫緣由及目標 

桃園市擁有多元化地理及文化特性，在台灣地區扮演的角色除了「國家的門戶」

外，更配合大台北都會區的擴張、重大交通建設的整合  (如高速鐵路、捷運系統、快

速道路、二高內環線...等)及豐富的觀光遊憩資源，成為一個工商發達且能提供優良居

住環境之新城市。同時已於 103 年正式邁入直轄市，市內設籍人口超過兩百萬，轄內

各種民生管線佈設需求日增，道路施工及管線挖掘日趨頻繁，為減少寬頻管道、自來

水、電力、電信、瓦斯等維生管線等，於道路挖掘期間所帶來的交通、環境、商業等

各項不便，桃園市運用地理倉儲資訊及地理資訊系統技術，建置道路公共設施管線資

料庫，結合市府共同管道設施，做為市內各級道路輔助管理維護基礎，以強化道路挖

掘管理及施工協調。 

同時為利相關建設之推展，提升都市發展之品質、提高行政效率，並配合中央推

動國土資訊系統，市府正積極推動桃園市地理資訊系統之發展，並擴充本市道路挖掘

管理系統，惟現地調查建置完成之管線資料有限，須加速管線資料之收集，同時擴大

管線調查建置範圍，充實管線資料庫，增加應用效益。 

本期計畫將完成計畫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建置，擴充道路挖掘管理系統，

使上述管線資料能有更多元化的加值服務及妥善管理，同時輔助業務執行，提供民眾

及管線單位全市申挖資訊，施工單位可以在網路上藉由圖面查詢檢閱，可降低管線誤

挖，效率化道路挖掘申辦作業，提升道路管理業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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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桃園市道路挖掘申請操作 

2.1 道路挖掘申請 
[操作人員]：管線單位人員 

[操作說明]：道路挖掘申請係以道路挖掘所需填入之資料為基礎，故系統提供相關介面供

申請人員填入資料，並查看申請內容，在申請道路申挖前，使用者必須先進行使用者帳號

申請作業。 

2.1.1 道路挖掘帳號申請 

步驟 1：在系統登入頁上，選取使用者帳號申請，依下載的申請書內容填寫資料供處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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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管線協調會列管案件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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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道路挖掘非搶修案件申請 

步驟 1：針對一般道路挖掘案件，請選擇「案件申請」下的「非搶修申請」功能。 

  

步驟 2：填入道路挖掘案件申請資料(請先選取[路權單位]及[挖掘鄉鎮市別])。 

        非搶修申請僅提供「申請當日以後」的案件填報。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二、道路挖掘申請操作 

桃園市公共設施管線位置調查(監驗)暨系統建置第五期計畫委託建置服務工作 

 5

步驟 3：線上繪製道路挖掘案件位置，繪製完成後，按下「下一步」完成案件資料。 

        若屬禁挖月份，請勾選「有條件申請」項次並選取挖掘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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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繪製完成後，竣工範圖位置圖會自動帶入(改版後不必上傳) 

       請選取「管線斷面圖」及「管線平面圖」上傳即可。 

 

步驟 5：若完成申請，畫面上會出現一筆新的道路挖掘案件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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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道路挖掘搶修通報申請 

步驟 1：針對道路緊急搶修案件，請選擇「案件申請」下的「搶修通報」功能。 

  

步驟 2：填入道路挖掘案件申請資料(請先選取[路權單位]及[挖掘鄉鎮市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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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線上繪製道路挖掘案件位置，繪製完成後，按下「下一步」完成案件資料。 

        若屬禁挖月份，請勾選「有條件申請」項次並選取挖掘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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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繪製完成後，竣工範圖位置圖會自動帶入 

        

 

步驟 5：申請完成後會顯示搶修通報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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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自動核定的案件可直接在列印文件項目中選取搶修作業通報單列印；其他通報請

於路權單位核定後再行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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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人手孔啟閉通報申請 

步驟 1：針對人手孔啟閉通報案件，請選擇「案件申請」下的「人手孔啟閉通報」功能。 

 

 

步驟 2：填入人手孔啟閉案件申請資料(請先選取[路權單位]及[挖掘鄉鎮市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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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線上點選人手孔啟閉案件位置，繪製完成後，按下「下一步」完成案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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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繪製完成後，作業範圖位置圖會自動帶入 

        

 

步驟 5：申請完成後會顯示人手孔啟閉通報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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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請於路權單位核定後在列印文件項目中選取人手孔啟閉通報單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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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新建案聯合挖掘申請 

步驟 1：在功能列上，點選案件申請下的「案件修改」功能。 

 

步驟 2：在案件列表上，點選案件，進入案件修改。 

 

步驟 3：在案件列表上，點選列印申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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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系統會自動產製一張申請書的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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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道路挖掘新建案申請書 

步驟 1：在道路資訊便民系統道路挖掘新建案申請(http://epark1.tycg.gov.tw/RGIS)。 

 

步驟 2：建商在市府的系統平台上上傳登打聯合挖掘案件資訊。 

 

步驟 3：在案件登錄完成後，取得道路挖掘聯合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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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管線單位受理建商申請時需特別確認是屬於新建築案件。 

步驟 5：管線單位進行道路挖掘新建塑案件申請及填入道路挖掘聯合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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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道路挖掘年度計畫填報 

步驟 1：在道路挖掘管理系統中案件申請年度計畫。 

步驟 2：按下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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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填入年度計畫性路段。 

 
步驟 4：查詢整合路段資訊。 

步驟 5：可於便民系統查詢整合路段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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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申請案件註銷 

步驟 1：在功能列上，點選「案件申請」下的「案件註銷」功能。 

 

步驟 2：填寫案件註銷原因及說明，完成後按下案件註銷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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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桃園市道路挖掘施工通報 

3.1 施工階段填報—開工 

步驟 1：在功能列上，點選「施工填報」下的「案件開工」功能。 

  

步驟 2：點選「案件開工」選項，系統會自動列出目前進入施工狀態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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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在案件列表上，點選案件，會列出登錄施工表單供填報。 

 

步驟 4：填入開工後，系統會自動核定通過，不需路權單位再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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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若挖掘工事進行順利，可直接進入完工。 

 

步驟 6：點選案件後，進入完工資訊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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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7：請依次附上所需的結案資料及照片(管線更新圖製作方式請參閱 4.1.10)。 

 

步驟 8：案件完工登錄後，可在「結案查詢」的表單查詢該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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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施工階段填報—停工 

步驟 1：在功能列上，點選「施工填報」下的「案件停工」功能。 

 

步驟 2：請輸入停工日期及停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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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列印申請文件函文至路權單位進行停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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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施工階段填報—復工 

步驟 1：在功能列上，點選「施工填報」下的「案件復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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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請輸入復工日期及施工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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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列印申請文件函文至路權單位進行復工申請。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三、道路挖掘施工通報 

桃園市公共設施管線位置調查(監驗)暨系統建置第五期計畫委託建置服務工作 

 32

3.4 施工階段填報—展延 

步驟 1：在功能列上，點選「施工填報」下的「案件展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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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請輸入展延日期及展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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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列印申請文件函文至路權單位進行展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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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桃園市道路挖掘施工通報 APP安裝與使用說明 

4.1 App 功能說明 

機關於前期計畫已於現有之查報系統內加入道路挖掘即時施工資訊回報功能，並

獲得各界肯定及良好反應，本計畫將於現有作業機制上，應進行現有人行道設施巡查

功能整合作業，使系統應用更多元化及提昇整體效益，並規劃二大功能群組：路權機

關稽查及管線機構自主管理，詳細功能架構如圖 4.1-1 及 4.1-2 所示。 

 

圖 4.1-1 路權機關行動稽核功能架構圖 

 

圖 4.1-2 管線機構自主管理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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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App 安裝 

步驟 1：請登打以下網址 http://sv6306.ceci.com.tw/01019/download.html 

 

(請掃瞄 Qrcode) 

 

步驟 2：請安裝手機適用版本，分成 IOS 及 Android 版本。 

步驟 3：請安裝二個版本，分別為民眾版及工務版本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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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pp 今日施工案件通報 

步驟 1：請使用登入道路挖掘管理系統帳號及密碼 

  

步驟 2：今日施工案件通報(確定本日進場施作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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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APP 畫面取得路證之案件，點選案件後進行今日施工通報。 

  
步驟 4：通報完成後，按下重新載入後，系統會顯示案件資訊，若無出現代表申請時【繪

製施工區域】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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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App 預約施工通報 

步驟 1：點選案件詳細資訊後，會出現【執行通報】按鈕。 

  
步驟 2：點選【執行通報】按鈕後，再按下【預約施工通報】。 

  
步驟 3：明日系統登錄後，即可顯示案件資訊，不需再額外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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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App 施工前通報(當日有施工即需通報) 

步驟 1：點選案件詳細資訊後，會出現【執行通報】按鈕。 

  
步驟 2：點選【執行通報】按鈕後，再按下【施工通報-前】。 

  
步驟 3：【拍攝近照】、【拍攝遠照】、【掃描攝影機的 Qrcode】，完成後上傳，即完成

施工前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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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App 施工後通報(當日有施工即需通報) 

步驟 1：點選案件詳細資訊後，會出現【執行通報】按鈕。 

  
步驟 2：點選【執行通報】按鈕後，再按下【施工通報-中】，上傳【施工告示】、【施

工告示】、【交管設施】、【開挖全景】、【孔蓋平整】、【埋設量測】、【CLSM 

近拍】等六張相片，完成後按下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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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App 施工後通報(當日有施工即需通報) 

步驟 1：點選案件詳細資訊後，會出現【執行通報】按鈕。 

  
步驟 2：點選【執行通報】按鈕後，，再按下【施工通報-後】，【拍攝近照】、【拍攝遠

照】，完成後上傳，即完成施工後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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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App 施工管障通報(當日有遇到即需通報) 

步驟 1：點選案件詳細資訊後，會出現【執行通報】按鈕。 

  
步驟 2：點選【執行通報】按鈕後，選擇【管障通報】，【拍攝近照】、【拍攝遠照】、

【回報內容】，完成後上傳，即完成【管障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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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App 施工銑鋪通報(當日有遇到即需通報) 

步驟 1：點選案件詳細資訊後，會出現【執行通報】按鈕。 

  
步驟 2：點選【執行通報】按鈕後，選擇【銑鋪通報】，【拍攝近照】、【拍攝遠照】、

【回報內容】，完成後上傳，即完成【銑鋪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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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App 施工改善通報(有被稽查不合格案件) 

步驟 1：顯示案件基本資料用來提供確認是否為此案，若此案有缺失時則會顯示『缺失改  

步驟 2：點選案件詳細資訊後，會出現【執行通報】按鈕。 

  
步驟 2：點選【執行通報】按鈕後，選擇【改善通報】，【回報改善內容】、【完成時間】、

【改善照片】，完成後上傳，即完成【改善通報】，承辦人員會進行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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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桃園市道路挖掘施工攝影 APP安裝與使用說明 

請參閱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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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支援-攝影機設備說明

紅外線網路攝影機1 2 螺絲（支架固定） 3 攝影機電源變壓器

中心支援‐攝影機設備說明

1

3G或4G分享器 (router)

2 網路線(視攝影機數量準備)

3

3G或4G sim卡

電池組4

施工單位‐自行準備設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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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即時影像傳輸站

路由器傳輸
(使用者自備3G/4G

sim 卡)

14000mAH
蓄電池組

( 充足電力可供攝影
作業至少達八小時 )

防水箱、支架底座
穩固，電源開關及
電量顯示便利使用

2016/10/18

攝影機及網路安裝架設

攝影機架上傳輸站支架
1

建議架設距離：

3-10公尺，掃完QR-code
報完開工後，使用者可從
「道路施工影像系統」
APP觀看錄影畫面，以調
整攝影機距離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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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機及網路安裝架設

將SIM卡放入
分享器的SIM卡卡槽中

2 接上天線
需銜接標示3G/4G的接孔

網路線端接上攝影機
、另端接上路由器

3 4

天線

2016/10/18

攝影機及網路安裝架設

將攝影機和路由器
接上電源線並插電

5
檢查網路線的兩燈號
需發光且綠燈閃爍

檢查路由器三個燈號。
從左側燈1和3恆亮，4要閃爍

6 7

注意：
請先將網路設備架設完，再架攝影機，否
則攝影機時間會有誤差。組裝完請從即時
影像檢查時間是否準確。

1    3  4 
網路線



使用遇問題之檢查事項

• 若攝影機無畫面回傳，請依序檢查下列項目：

電源檢查
1.電池電源充足（充飽８小時以上）
2.電源開關開啟

燈號檢查
1.網路線兩個燈號，有無發光且綠燈閃爍。 (如上圖１)

2.路由器三個燈號，從左側燈1和3恆亮，燈4要閃爍。(如上圖２)

SIM卡檢查
1.Sim卡完全插入卡槽
2.Sim卡插入方向正確
3.Sim卡已經解鎖：
(1)使用手機檢查。第一次開卡，請將SIM卡插入手機
(2)手機設定＞安全性>SIM卡鎖定設定＞解除SIM卡鎖定

(不同廠牌手機SIM卡設定位置不同，找不到請詢問手機廠商)

1

2

使用問題之檢查事項

• 勿使用邊充電邊使用，易造成電路損毀

• 盡量避免撞擊，路由器和整流板屬於精細裝置

• 勿碰撞攝影機，易造成焦距跑掉模糊或內部電路損壞

攝影機傳輸 使用注意事項



2016/10/18

工地開工通報流程

2016/10/18

工地開工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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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開工通報流程

QR-Code位置
在攝影機機身側邊

2016/10/18

工地開工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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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工完成‐‐檢查影像是否成功回傳

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 (觀看即時影像)

安裝及使用快速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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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安裝

(1) 連結到管理者即時監控平台
https://rpic.tycg.gov.tw:8080/

(2) 使用下面帳號密碼登入
帳號/密碼 rpic@rpic.taoyuan / 1qaz2wsx

(3)

2016/10/18

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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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安裝

1 2 3 4 5掃瞄掃瞄 儲存儲存 安裝安裝 安裝安裝 開啟開啟

2016/10/18

(1) 透過輸入工地證號

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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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地圖位置找工地

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 ‐‐使用

工地通報標示分類
與道路資訊查詢系統

相同

2016/10/18

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 ‐‐使用

(3) 即時影像觀看、截圖



行動影音上傳系統APP (手機錄影應用)

安裝及使用快速上手

2016/10/18

行動影音上傳系統APP --應用架構

工地現場
拍攝

工地現場
拍攝



行動影音上傳系統APP --安裝

(1) 連結到管理者即時監控平台
https://rpic.tycg.gov.tw:8080/

(2) 使用下面帳號密碼登入
帳號/密碼 rpic@rpic.taoyuan / 1qaz2wsx

(3)

行動影音上傳系統APP --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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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攝影操作

行動影音上傳系統APP ‐‐使用

2016/10/18

(2) 設定說明

行動影音上傳系統APP ‐‐使用



結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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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ondershare.com

系統應用架構說明

www.wondershare.com

一、連結與登入
 連結到管理者即時監控網頁入口平台
 輸入帳號密碼登入



www.wondershare.com

二、功能簡介

七大功能列：
1. 帳號管理
2. 啟動碼
3. 使用者
4. 管理者

5. 韌體
6. 伺服器管理
7. 支援

www.wondershare.com

 成功登入後，左上帳號管理會顯示登入。
 帳號資訊，管理者可增修其訊息。

1. 帳號管理



www.wondershare.com

2. 啟動碼
 點選設備啟動碼查詢工具，輸入攝影機MAC，送出便可查詢該攝影機啟動碼。

www.wondershare.com

3. 管理者

 (1) Partner List: 可管理使用者權限



www.wondershare.com

 (2) 權限功能列表說明

 (3) 登入紀錄

www.wondershare.com

4. 使用者

 (1) 使用者列表：管理者可查看使用者之帳號與電子信箱資訊



www.wondershare.com

 (2) 線上設備：可查看已與使用者帳號綁定，並在線上運作之攝影設備

 (3) 未綁定設備：
可查看已連接網路，但未與任何使用者帳號連結之攝影機

www.wondershare.com

 (4) 已綁定設備：可查看所有確實與使用者帳號連結之攝影機。



www.wondershare.com

 (5) 解除設備綁定：
此功能用於大量移除已綁定之攝影機。但非特殊情況，不建議使用此功能。

www.wondershare.com



www.wondershare.com

 (6) 道路工地帳號管理：
可新增工地證號、查看已加入管理的工地帳號、各工地帳號所使用及分享的
攝影機；手動分享攝影機。

www.wondershare.com

(6‐2) 從工地帳號管理‐‐查看各工地即時影像

 管理者可透過“登入”、“登出”及“登入分享”功能，觀看工地即時影像
 此處與開啟雲端圖控管理系統平台查看即時影像相同。



www.wondershare.com

查看各工地即時影像‐‐操作說明

 登入：自動登入連結到選擇的工地證號，觀看其即時影像介面。

 登出：登出所連結查看之工地核備證號。
※注意‐‐切換另一個工地時，需登出再登入另一證號。

www.wondershare.com

查看各工地即時影像‐‐操作說明



查看各工地即時影像‐‐操作說明

 登入大畫面：自動登入連結到選擇的工地核備證號，其畫面放大的即時影像
介面以查看。

www.wondershare.com

(6‐3) 手動分享攝影機

步驟1: 選要分享的攝影機的MAC
步驟2: 選要分享的工地證號
步驟3: 選”攝影機分享至工地號”，該攝影機和被分享的工地出現在下方列表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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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韌體
可讓使用者看到各伺服器的即時狀況，例如：CPU記憶體運行之情況。

6. 伺服器管理

www.wondershare.com

7. 支援

包含常見問與答（疑難排解）、文件（使用手冊等）以及行動裝置應用
程式下載（APP）等參考資訊。



www.wondershare.com

 新增/刪除 使用者帳號：
廠商帳號建立，需由中心人員，由管理者即時監控網頁入口平台內建立。

步驟說明

三、廠商帳號設定

www.wondershare.com

四、攝影機綁定設定



www.wondershare.com

www.wondershare.com



www.wondershare.com

雲端監控管理平台
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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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平台功能包含：
1. 即時影像
2. 設定
3. 分享
4. 使用手冊

雲端圖控管理系統‐功能簡介

2016/10/18

1. 即時影像
使用者可於此主要介面，一次瀏覽六個即時影像畫面。
若有多個攝影機畫面，可點選上/下一頁、最前頁/最後頁、或欄內輸入頁碼跳頁查看。



各別攝影機視窗
各即時影像畫面顯示上，標有攝影機名稱作為辨別。
使用者可進入設定作名稱更改。操作步驟詳見“設定”功能說明。

同時放大: 

 此功能可同時放大顯示，六個畫面之即時影像介面。



 單一畫面最大放大：單獨放大一個即時影像

燈色顯示 :
 共三種顏色，用於顯示攝影機連接狀態。



畫面放大：

 提供單一即時影像放大、倒帶回放檢視之功能。

回放：倒帶回放檢視

重新整理：重新載入該即時影像。



2. 設定
 使用者可於此介面，檢視、設定、刪除、分享、下載各攝影機之即時影像。

“設定”主要圖示功能說明：

(2-1) 即時影像



(2-2) 攝影機修改：可修改攝影機名稱，並可檢視/設定排程錄影。
點選後畫面顯示如下圖。

(2-2)     攝影機修改：可修改攝影機名稱，並可檢視/設定排程錄影。
點選後畫面顯示如下圖。



(2-5) 影像下載

3. 分享



4. 使用手冊
上述所有操作說明，使用者可在此功能列查詢。

現場施工攝影機架設及開工流程



中心支援‐攝影機設備說明

紅外線網路攝影機1 2 螺絲（支架固定） 3 攝影機電源變壓器

中心支援‐攝影機設備說明

1

3G或4G分享器 (router)

2 網路線(視攝影機數量準備)

3

3G或4G sim卡

電池組4

施工單位‐自行準備設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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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即時影像傳輸站

路由器傳輸
(使用者自備3G/4G

sim 卡)

14000mAH
蓄電池組

( 充足電力可供攝
影作業至少達八小

時 )

防水箱、支架底座
穩固，電源開關及
電量顯示便利使用

2016/10/18

攝影機及網路安裝架設

攝影機架上傳輸站支架
1

建議架設距離：

3-10公尺，掃完QR-code
報完開工後，使用者可從
「道路施工影像系統」
APP觀看錄影畫面，以調
整攝影機距離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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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機及網路安裝架設

將SIM卡放入
分享器的SIM卡卡槽中

2 接上天線
需銜接標示3G/4G的接孔

網路線端接上攝影機
、另端接上路由器

3 4

天線

2016/10/18

攝影機及網路安裝架設

將攝影機和路由器
接上電源線並插電

5
檢查路由器三個燈號。

從左側燈1和3恆亮，4要閃爍

6

注意：
請先將網路設備架設完，再架攝影機，否
則攝影機時間會有誤差。組裝完請從即時
影像檢查時間是否準確。

1    3  4 



使用遇問題之檢查事項

若攝影機無畫面回傳，請告知現場人員，依序檢查下列項目：

電源檢查

1.電池電源充足（充飽８小時以上）

2.電源開關開啟

3.傳輸站電壓誤低於7V

燈號檢查

1.路由器三個燈號，從左側燈1和3恆亮，燈4要閃爍。(如上圖1)

SIM卡檢查

1. Sim卡完全插入卡槽

2. Sim卡插入方向正確

3. Sim卡已經解鎖：

(1)使用手機檢查。第一次開卡，請將SIM卡插入手機

(2)手機設定＞安全性>SIM卡鎖定設定＞解除SIM卡鎖定

(不同廠牌手機SIM卡設定位置不同，找不到請詢問手機廠商)

1

使用問題之檢查事項

 勿使用邊充電邊使用，易造成電路損毀

 盡量避免撞擊，路由器和整流板屬於精細裝置

 勿碰撞攝影機，易造成焦距跑掉模糊或內部電路損壞

 當電壓低於7V時，請儘速充電

攝影機傳輸 使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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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開工通報流程

2016/10/18

工地開工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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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開工通報流程

QR-Code位置
在攝影機機身側邊

2016/10/18

工地開工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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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工完成‐‐檢查影像是否成功回傳

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
影像上傳系統APP

安裝及快速上手



安裝及使用快速上手

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 (觀看即時影像)

2016/10/18

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安裝

(1) 連結到管理者即時監控平台
https://rpic.tycg.gov.tw:8080/

(2) 使用下面帳號密碼登入
帳號/密碼 rpic@rpic.taoyuan / 1qaz2ws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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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安裝

2016/10/18

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安裝

1 2 3 4 5掃瞄掃瞄 儲存儲存 安裝安裝 安裝安裝 開啟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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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輸入工地證號

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 ‐‐使用

2016/10/18

(2) 透過地圖位置找工地

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 ‐‐使用

工地通報標示分類
與道路資訊查詢系統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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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 ‐‐使用

(3) 即時影像觀看、截圖

行動影音上傳系統APP (手機錄影應用)

安裝及使用快速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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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影音上傳系統APP --應用架構

工地現場
拍攝

工地現場
拍攝

行動影音上傳系統APP --安裝

(1) 連結到管理者即時監控平台
https://rpic.tycg.gov.tw:8080/

(2) 使用下面帳號密碼登入
帳號/密碼 rpic@rpic.taoyuan / 1qaz2wsx

(3)



行動影音上傳系統APP --安裝

2016/10/18

(1) 攝影操作

行動影音上傳系統APP ‐‐使用



2016/10/18

(2) 設定說明

行動影音上傳系統APP ‐‐使用

結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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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駐單位-雲端監控管理
教育訓練

2016/10/18

目錄綱要

監
控
平
台

系統架構

功能操作

現
場
流
程

設備及架設說明

開工流程及問題檢查

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 安裝及使用

行動影音上傳系統APP 安裝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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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雲端圖控管理系統說明

• 本系統提供一個使用者介面，供監控人員使用一般桌上型電腦進行操作，並視情況將
電腦畫面投射至監控中心電視牆，透過網路瀏覽器登入並監看現場即時畫面。

2016/10/18



2016/10/18

系統平台功能包含：
•1. 即時影像
•2. 設定
•3. 分享
•4. 使用手冊

雲端圖控管理系統‐功能簡介

2016/10/18

1. 即時影像

• 使用者可於此主要介面，一次瀏覽六個即時影像畫面。
• 若有多個攝影機畫面，可點選上/下一頁、最前頁/最後頁、或欄內輸入頁碼跳頁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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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別攝影機視窗

• 各即時影像畫面顯示上，標有攝影機名稱作為辨別。
• 使用者可進入設定作名稱更改。操作步驟詳見“設定”功能說明。

同時放大: 

• 此功能可同時放大顯示，六個畫面之即時影像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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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一畫面最大放大：單獨放大一個即時影像

2016/10/18

燈色顯示 :

• 共三種顏色，用於顯示攝影機連接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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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放大：

• 提供單一即時影像放大、倒帶回放檢視之功能。

回放：倒帶回放檢視

重新整理：重新載入該即時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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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定

• 使用者可於此介面，檢視、設定、刪除、分享、下載各攝影機之即時影像。

2016/10/18

“設定”主要圖示功能說明：

(2-1) 即時影像



(2-2) 攝影機修改：可修改攝影機名稱，並可檢視/設定排程錄影。
點選後畫面顯示如下圖。

(2-2)     攝影機修改：可修改攝影機名稱，並可檢視/設定排程錄影。
點選後畫面顯示如下圖。



(2-5) 影像下載

2016/10/18

3.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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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手冊

上述所有操作說明，使用者可在此功能列查詢。

現場施工攝影機架設及開工流程



中心支援‐攝影機設備說明
紅外線網路攝影機1 2 螺絲（支架固定） 3 攝影機電源變壓器

中心支援‐攝影機設備說明

1

3G或4G分享器 (router)

2 網路線(視攝影機數量準備)

3

3G或4G sim卡

電池組4

施工單位‐自行準備設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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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即時影像傳輸站

路由器傳輸
(使用者自備3G/4G

sim 卡)

14000mAH
蓄電池組

( 充足電力可供攝
影作業至少達八小

時 )

防水箱、支架底座
穩固，電源開關及
電量顯示便利使用

2016/10/18

攝影機及網路安裝架設

攝影機架上傳輸站支架
1

建議架設距離：

3-10公尺，掃完QR-code
報完開工後，使用者可從
「道路施工影像系統」
APP觀看錄影畫面，以調
整攝影機距離與方向。



2016/10/18

攝影機及網路安裝架設

將SIM卡放入
分享器的SIM卡卡槽中

2 接上天線
需銜接標示3G/4G的接孔

網路線端接上攝影機
、另端接上路由器

3 4

天線

2016/10/18

攝影機及網路安裝架設

將攝影機和路由器
接上電源線並插電

5
檢查網路線的兩燈號
需發光且綠燈閃爍

檢查路由器三個燈號。
從左側燈1和3恆亮，4要閃爍

6 7

注意：
請先將網路設備架設完，再架攝影機，否
則攝影機時間會有誤差。組裝完請從即時
影像檢查時間是否準確。

1    3  4 
網路線



使用遇問題之檢查事項

• 若攝影機無畫面回傳，請依序檢查下列項目：

電源檢查
1.電池電源充足（充飽８小時以上）
2.電源開關開啟

燈號檢查
1.網路線兩個燈號，有無發光且綠燈閃爍。 (如上圖１)

2.路由器三個燈號，從左側燈1和3恆亮，燈4要閃爍。(如上圖２)

SIM卡檢查
1.Sim卡完全插入卡槽
2.Sim卡插入方向正確
3.Sim卡已經解鎖：

(1)使用手機檢查。第一次開卡，請將SIM卡插入手機
(2)手機設定＞安全性>SIM卡鎖定設定＞解除SIM卡鎖定
(不同廠牌手機SIM卡設定位置不同，找不到請詢問手機廠商)

1

2

使用問題之檢查事項

• 勿使用邊充電邊使用，易造成電路損毀

• 盡量避免撞擊，路由器和整流板屬於精細裝置

• 勿碰撞攝影機，易造成焦距跑掉模糊或內部電路損壞

攝影機傳輸 使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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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開工通報流程

2016/10/18

工地開工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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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開工通報流程

QR-Code位置
在攝影機機身側邊

2016/10/18

工地開工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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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工完成‐‐檢查影像是否成功回傳

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
影像上傳系統APP

安裝及快速上手



安裝及使用快速上手

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 (觀看即時影像)

2016/10/18

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安裝

(1) 連結到管理者即時監控平台
https://rpic.tycg.gov.tw:8080/

(2) 使用下面帳號密碼登入
帳號/密碼 rpic@rpic.taoyuan / 1qaz2ws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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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安裝

2016/10/18

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安裝

1 2 3 4 5掃瞄掃瞄 儲存儲存 安裝安裝 安裝安裝 開啟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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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輸入工地證號

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 ‐‐使用

2016/10/18

(2) 透過地圖位置找工地

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 ‐‐使用

工地通報標示分類
與道路資訊查詢系統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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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施工影像系統APP ‐‐使用

(3) 即時影像觀看、截圖

行動影音上傳系統APP (手機錄影應用)

安裝及使用快速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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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影音上傳系統APP --應用架構

工地現場
拍攝

工地現場
拍攝

行動影音上傳系統APP --安裝

(1) 連結到管理者即時監控平台
https://rpic.tycg.gov.tw:8080/

(2) 使用下面帳號密碼登入
帳號/密碼 rpic@rpic.taoyuan / 1qaz2wsx

(3)



行動影音上傳系統APP --安裝

2016/10/18

(1) 攝影操作

行動影音上傳系統APP ‐‐使用



2016/10/18

(2) 設定說明

行動影音上傳系統APP ‐‐使用

結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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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公共設施管線位置調查(監驗)暨系統建置第五期計畫委託建置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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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桃園市道路挖掘結案說明 

6.1 完工階段填報—GML 檔案製作 

步驟 1：在功能列上，點選「其他功能」下的「GML 檔案製作」功能。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六、道路挖掘結案說明 

桃園市公共設施管線位置調查(監驗)暨系統建置第五期計畫委託建置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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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請選取管線資料的種類，並填入資料說明及設定資料建置的時間。填寫範例如后，

填完後請按「下一步」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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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公共設施管線位置調查(監驗)暨系統建置第五期計畫委託建置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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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請按下右上角的「新增」按鈕，在管線設施下選取欲更新的設施種類，例如：埋

設新人孔要加入人孔，埋設新管線要加入人孔及管線，選定後請按下「儲存」指令設定當

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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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公共設施管線位置調查(監驗)暨系統建置第五期計畫委託建置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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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請按下管線資料內容下的「詳細+」按鈕，系統會另開啟管線設施詳細資訊，請依

列舉項目填寫，填寫完成後按下「確定」，即完成該筆設施輸入。 

 
步驟 5：完成所有設施輸入後，請按「下一步」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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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畫面中會顯示匯出 GML 檔案的預覽畫面，請按下「輸出檔案」按鈕即可匯出 GML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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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網頁通報每日施工資訊 

步驟 1：在功能列上，點選「首頁」下的「每日施工資訊」功能。 

 
步驟 2：在功能列上，點選「編號」，填入正確施作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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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用施工通報 APP 將當日的施工照片上傳。 

  
步驟 4：施工照片上傳範例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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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列印繳交表單 

步驟 1：在功能列上，點選「首頁」下的「列印文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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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道路挖掘審查作業 
[操作人員]：路權承辦人員 

[操作說明]：道路挖掘申請係以道路挖掘所需填入之資料為基礎，故系統提供相關介面供

審查人員查看申挖資料，並核發相關文件。 

6.4.1 道路挖掘案件受理及審查 

步驟 1：在功能列上，點選「案件審查」下的「收件計價」功能，進行案件受理審查作業。 

步驟 2：點選後，系統會列出已受理案件。 

 
 

禁挖路段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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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在系統功能頁上，選取案件，並進行案件收件，系統會帶入案件申請字號。 

 

步驟 4：進行詳細內容的審查。 

系統會列出已受理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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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道路挖掘案件登錄及挖掘許可證核發 

步驟 1：點選「案件審查」下的「路證核發」功能選項，進行案件路證核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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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道路挖掘案件管理審查-搶修通報審查 

步驟 1：選取『搶修案件審查』功能選項，進行搶修通報審查作業。 

 

步驟 2：選取案件後，即可進入搶修通報審查功能選項，進行案件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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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道路挖掘案件管理審查-人手孔啟閉審查 

步驟 1：選取『人孔啟閉審查』功能選項，進行人手孔啟閉審查作業。 

 

步驟 2：選取案件後，即可進入人手孔啟閉審查功能選項，進行案件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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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道路挖掘案件施工管理審查-完工審查 

步驟 1：選取『施工審查』功能選項，進行案件審查登錄作業。 

步驟 2：點選「施工審查」下的「案件完工審查」功能選項 

 
步驟 3：選取案件後，進行案件完工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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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請直接確認各項圖元填寫內容及所在位置 

 

 

 

 

管線更新檔圖元及屬性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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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若完工資訊填寫不完整、管線更新圖資填報不完整時，可直接按下「退回完工申

請」退件。 

 

 

步驟 6：若審查結果完成，進入會勘驗收登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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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道路挖掘案件施工管理審查-停工審查 

步驟 1：選取『施工審查』功能選項，進行案件審查登錄作業。 

 

步驟 2：選取案件後，即可進入完工案件審查功能選項，進行案件停工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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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道路挖掘案件施工管理審查-復工審查 

步驟 1：選取『施工審查』功能選項，進行案件審查登錄作業。 

 

步驟 2：選取案件後，即可進入完工案件審查功能選項，進行案件復工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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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完成審查後，即可核發案件復工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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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 道路挖掘案件施工管理審查-展延審查 

步驟 1：選取『施工審查』功能選項，進行案件審查登錄作業。 

 

步驟 2：選取案件後，即可進入完工案件審查功能選項，進行案件展延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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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完成審查後，即可核發案件展延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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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 道路挖掘案件管理審查-註銷審查 

步驟 1：選取『施工審查』功能選項，進行案件審查登錄作業。 

 

步驟 2：選取案件後，即可進入案件註銷審查功能選項，進行案件註銷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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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0 道路挖掘案件管理審查-列印文件 

步驟 1：選取『施工審查』功能選項，進行案件列印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