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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TELES常見問題概要 

•TELES有什麼方便使用者之功能? 

•新舊版本之TELES差異? 

•如何客製化基本資料及分析參數? 

•使用TELES需準備之資料? 

•如何將評估結果匯出，在其他軟體加值應用? 



TELES常見問題概要(1/7) 

•安裝/初始設定 

•地理資訊系統相關問題 

•常見TELES之一般使用
問題 

•行政區界設定 

•震源參數設定 

•地震災害潛勢 

•一般建築物 

TELES常見問題概要 

安裝/初始設定 

1.1 操作TELES之前，需要具備哪些基本知識? 

1.2 出現「無法啟動程式、因為您的電腦遺失
libifcoremd.dll…」視窗而無法使用軟體該怎麼
辦? 

1.3 出現「新增與MapInfo的連結發生錯誤」視窗
而無法使用軟體該怎麼辦? 

1.4 TELES與MapInfo的關聯? 

1.5 Master Settings(主控設定檔)的功用為何? 

1.6 專案命名規則有何限制? 

1.7 如何切換中英文操作環境? 



TELES常見問題概要(2/7) 

•安裝/初始設定 

•地理資訊系統相關問題 

•常見TELES之一般使用
問題 

•行政區界設定 

•震源參數設定 

•地震災害潛勢 

•一般建築物 

TELES常見問題概要 

地理資訊系統相關問題 

2.1 座標系統說明。 

2.2 何謂投影(Peojection)? 

2.3 何謂大地基準(Datum)? 

2.4 台灣常用圖資之座標系統為何? 

2.5 如何新增MapInfo的座標系統? 

2.6 如何設定MapInfo的座標系統? 

2.7 如何確認MapInfo檔案目前的座標系統? 

2.8 如何變更儲存MapInfo地圖的座標系統? 

2.9 如何利用MapInfo製作網格檔?  



TELES常見問題概要(3/7) 

•安裝/初始設定 

•地理資訊系統相關問題 

•常見TELES之一般使用
問題 

•行政區界設定 

•震源參數設定 

•地震災害潛勢 

•一般建築物 

TELES常見問題概要 

常見TELES之一般使用問題 

3.1 TELES和MapInfo檢視資料的介面有何不同？ 

3.2 如何操作TELES分析資料檢視視窗？ 

3.4 如何設定適當的欄位寬度，剛好可瀏覽所有
內容？ 

3.5 如何切換中英文欄位名稱？ 

3.8 何謂主題圖？ 

3.9 如何製作主題圖？ 

3.10 已產生主題圖，卻看不到主題圖，該如何處
理？ 
3.14 該如何瀏覽及比較災害潛勢、建物損壞、人
員傷亡等的評估結果? 

3.21 分析結果輸出的單位為何？ 

…… (共24項) 



TELES常見問題概要(4/7) 

•安裝/初始設定 

•地理資訊系統相關問題 

•常見TELES之一般使用
問題 

•行政區界設定 

•震源參數設定 

•地震災害潛勢 

•一般建築物 

TELES常見問題概要 

行政區界設定 

4.1 TELES所採用的行政區界分級為何? 

4.2 縣市、鄉鎮區與村里代碼之關聯性? 

4.3 行政區界是否能客製化? 

4.4 目前行政區界的圖資來源及版本為何? 



TELES常見問題概要(5/7) 

•安裝/初始設定 

•地理資訊系統相關問題 

•常見TELES之一般使用
問題 

•行政區界設定 

•震源參數設定 

•地震災害潛勢 

•一般建築物 

TELES常見問題概要 

震源參數設定 

5.2 如何定義點、線與面型態的震源參數? 
 
5.3 不同的斷層方向和傾角設定對模擬結果之影
響為何? 

5.5 地震規模的設定上下限為何? 

5.6 震矩規模與苪氏規模有何不同? 

5.7 進行震災境況模擬時，為何要限制輸入
的地震規模不能大於7.5？ 

5.9 震源參數的設定限制? 

5.11 是否可修改系統所建議的斷層長度與寬度? 

5.13 震央位置的選取對錯動斷層面與活動斷層面
的影響為何? 
5.14 震源深度的選取對錯動斷層面與活動斷層面
的影響為何? 

…… (共19項) 



TELES常見問題概要(6/7) 

•安裝/初始設定 

•地理資訊系統相關問題 

•常見TELES之一般使用
問題 

•行政區界設定 

•震源參數設定 

•地震災害潛勢 

•一般建築物 

TELES常見問題概要 

地震災害潛勢 

6.1 是否允許自訂衰減律公式來進行地表震動強
度分析？ 

6.2 土壤液化敏感類別的定義為何？ 

6.3 液化潛能指數的意義為何？ 

6.4 系統採用之強地動預估模式的距離採用何種
定義？在那邊可找到此資訊？ 
6.5 系統內採用之場址效應修正係數是否依土壤
類別給定？ 
6.6 土壤液化敏感類別圖與一般常見之液化潛勢
圖的區別為何？ 

6.7 在系統內所考慮之地震災害潛勢因子有那些？ 



TELES常見問題概要(7/7) 

•安裝/初始設定 

•地理資訊系統相關問題 

•常見TELES之一般使用
問題 

•行政區界設定 

•震源參數設定 

•地震災害潛勢 

•一般建築物 

TELES常見問題概要 

一般建築物 

7.1 使用Tgbs需準備的資料為何? 

7.2 新增專案後，出現找不到一般建築物樓地板
面積資料的視窗，該如何處理？ 

7.3 低、中高、高樓房的定義為何? 

7.4 模型建物分類系統的定義為何? 

7.5 用途分類的定義為何? 

7.6 耐震設計水準與不同年份耐震設計規範和震
區劃分之關係? 

7.7 日間、夜間與通勤時段的定義為何? 

7.8 何謂人口動態分佈? 

7.9 救災資源需求的推估模式為何? 



解答?? 

•完整TELES Q&A已放置於震災模擬組網頁
(http://teles.ncree.org.tw/) 

TELES常見問題概要 



一、TELES有什麼方便使用者之
功能? 



TELES有什麼方便使用者之功能? 

•使用者瀏覽視窗 

•資料排序 

•顯示/隱藏欄位 

•固定欄位 

•主題圖製作 

•統計圖繪製 

•特定資料搜尋 

•同步多地圖視窗 

•結果展示 

•不同災損結果比較 

•影像套疊 

TELES有什麼方便使用者之功能? 



主題圖製作(1/3) 

TELES有什麼方便使用者之功能? 

• 3.10 已產生主題圖，卻看不到主題圖，
該如何處理？ 

• 3.13 如何強制顯示地圖的標籤與主題圖? 

• 3.18 如何顯示圖例? 



主題圖製作(2/3) 

TELES有什麼方便使用者之功能? 



主題圖製作(3/3) 

TELES有什麼方便使用者之功能? 



如何顯示圖例(1/2) 

TELES有什麼方便使用者之功能? 



如何顯示圖例(2/2) 

TELES有什麼方便使用者之功能? 



主題圖樣示及分級範圍調整(1/4)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地震震度分級表 

震度分級 地表加速度(gal) 

7 劇震 400以上 

6 烈震 250~400 

5 強震 80~250 

4 中震 25~80 

3 弱震 8~25 

2 輕震 2.5~8.0 

1 微震 0.8~2.5 

0 無感 0.8以下 

TELES有什麼方便使用者之功能? 

• 3.12 如何自訂主題圖樣式和修改主題圖
分級範圍？ 



主題圖樣示及分級範圍調整(2/4) 

TELES有什麼方便使用者之功能? 



主題圖樣示及分級範圍調整(3/4) 

TELES有什麼方便使用者之功能? 



主題圖樣示及分級範圍調整(4/4) 

TELES有什麼方便使用者之功能? 



尋找特定資料之圖形物件位置(1/2) 

TELES有什麼方便使用者之功能? 

• 3.16 於瀏覽資料表格內，如何尋找特定
資料之圖形物件位置? 



尋找特定資料之圖形物件位置(2/2) 

TELES有什麼方便使用者之功能? 



二、TELES新舊版本具有那些差
異? 



主控資料夾 
(Master Folder) 

架構調整 

TELES新舊版本具有那些差異? 

HazTwn.tab 
分析參數 
基本圖資 

專案資料夾 
(Project Folder) 

 
ProjName.tab 

分析參數 
基本圖資 
各標的物資料 

情境資料夾 
(Scenario Folder) 

ScenDefn.TAB 
情境設定 
模擬分析結果 

•依評估標的物，將原始TELES拆解為多個子系統，
Tgbs(TELES For General Building Stock) 

•三層式架構四層式架構 

•依不同使用需求，進行操作及維護 

 

根資料夾 
(Root Folder) 

MasterGBS.tab 
分析參數 
基本圖資 



座標系統一致性 

TELES新舊版本具有那些差異? 

•67二度分帶系統97經緯度系統 

•檢核座標系統一致性 

•提供圖形物件座標系統轉換工具 

•TWD67TWN97 

•TWN97TWN67 

 

 



基本圖資、分析資料及參數更新 

TELES新舊版本具有那些差異? 

•基本圖資更新-縣市、鄉鎮、村里圖資 

•因應縣市合併改制：民國99年，台北縣升格改制為
新北市、台中縣市合併改制為台中市、台南縣市合
併改制為台南市、高雄縣市合併改制為高雄市 

•嘉義市村里縮減：嘉義市近年來村里異動較大，共
計有22個村里與其他村里合併 

•分析資料及參數更新 

•因應民國100年財稅資料取得及基本圖資更新，調整
多項分析資料及參數，包含依行政區域為單元之分
析參數、樓地板面積、MappingScheme等 

 



三、如何客製化系統基本資料與
分析參數? 



如何客製化系統基本資料與分析參數(1/8) 

如何客製化系統基本資料與分析參數? 

主控資料夾 
(Master Folder) 

HazTwn.tab 
分析參數 
基本圖資 

    根資料夾 
       (Root Folder) 

MasterGBS.tab 
分析參數 
基本圖資 

•調整分析參數 

•客製化活斷層 

HisEpic97_2008.TAB 

HisEpic97_2011.TAB 

取
代 

…… 

HisEpic97_2011.TAB 

Register 

不可
編輯 

地震目錄 設定值 

更新流程概要說明 

ㄨ 



如何客製化系統基本資料與分析參數(2/8) 

如何客製化系統基本資料與分析參數? 

•客製化原則： 

•資料欄位結構至少符合原先
欄位數量 

•欄位定義參考使用手冊 

•客製化範例： 

•人口密度統計參數表：
BldgPopDensity_2005_Custo
m 

•活斷層資料表：
Faults97_2012_Custom 

 



如何客製化系統基本資料與分析參數(3/8) 

如何客製化系統基本資料與分析參數? 

客製化人口密度統計參數表 



如何客製化系統基本資料與分析參數(4/8) 

如何客製化系統基本資料與分析參數? 

客製化活斷層資料表 



如何客製化系統基本資料與分析參數(5/8) 

如何客製化系統基本資料與分析參數? 

修改根資料設定表 (MasterGBS) 



如何客製化系統基本資料與分析參數(6/8) 

如何客製化系統基本資料與分析參數? 

客製化檔案置於根資料夾內 



如何客製化系統基本資料與分析參數(7/8) 

如何客製化系統基本資料與分析參數? 

TELESRegister功能更新主控資料夾 



如何客製化系統基本資料與分析參數(8/8) 

如何客製化系統基本資料與分析參數? 

TELES系統操作介面 



客製應用於韓國之範例 

如何客製化系統基本資料與分析參數? 



四、使用TELES需準備之資料? 



使用TELES需準備之資料? 

使用TELES需準備之資料(1/3) 

•研究區域之用途分類及模型建物樓地板面積。 

•使用時機為：新增專案時，需透過功能選單中
DatabaseImportFloor Area，匯入研究區域之
樓地板面積、用途分類與模型建物之對映關係
(Mapping Scheme)。 



使用TELES需準備之資料(2/3) 

•假若不匯入樓地板面積 只能進行地震災害潛勢
分析 

使用TELES需準備之資料? 



使用TELES需準備之資料(3/3) 

•匯入樓地板面積(南投縣)仍發生錯誤 

新增專案時，選
擇與樓地版面積
相符的研究區域 

使用TELES需準備之資料? 



五、如何將評估結果匯出，在其
他軟體加值應用? 



將地圖視窗輸出為圖檔(1/2) 

如何將評估結果匯出，在其他軟體加值應用 

• 3.17 如何輸出主題圖? 



將地圖視窗輸出為圖檔(2/2) 

如何將評估結果匯出，在其他軟體加值應用 



圖例輸出 

如何將評估結果匯出，在其他軟體加值應用 



將資料表格內容輸出 (1/2) 

如何將評估結果匯出，在其他軟體加值應用 

• 3.19 如何複製TELES的評估結果
到文書處理軟體? 



將資料表格內容輸出(2/2) 

如何將評估結果匯出，在其他軟體加值應用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