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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定位系統衛星定位系統衛星定位系統衛星定位系統    

衛星定位系統，利用人造衛星作為移動參考點，以其發出的無線電訊號，供使用

者的接收器計算出使用者和衛星之間的＿＿＿＿，從而計算出自己所在的位置。 

這種系統的有效範圍，可以是局部地區，亦可以是全球性的。現時正在發展全球全球全球全球

性衛星定位系統性衛星定位系統性衛星定位系統性衛星定位系統 (GNSS  (GNSS  (GNSS  (GNSS –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的國家或地區包括︰ 

國家／地區 系統名稱 

美國 (USA)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俄羅斯 (Russia) GLONASS 
(ГЛОНАСС – ГЛОбальная НАвигационная Спутниковая Система) 

中國 (China) 北斗 (Compass / Beidou) 

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GALILEO 

全球定位系統全球定位系統全球定位系統全球定位系統 (GPS) (GPS) (GPS) (GPS)    

GPS 由美國研發，以太空為基礎的無線電導航系統。美國軍方發射了廿多顆人造

衛星（satellite），在指定的軌道繞著地球運行，並發射 GPS 器材能辨認的微波訊

號。在地球表面任何位置，如無遮擋的話，最多可接收到______顆衛星的訊號。

只要美國軍方維持現時提供 GPS 服務的方法，使用 GPS 是免費的。 

我們可以使用 GPS 接收器 (GPS receiver) 去接收 GPS 人造衛星的訊號，這些 GPS 接

收器可以是自成一個裝置，亦可以附設於其他硬件 (hardware)，例如行動電話 

(mobile phone)、數碼相機 (digital camera) 等。該等硬件可以接收到 GPS 衛星訊號，是

因為它們安裝了＿＿＿＿＿＿＿＿＿＿＿＿。 

GPS 接收器至少要接收到______顆衛星的訊號，才能可靠地可靠地可靠地可靠地提供以下位置 (position) 

資訊︰ 

� ＿＿＿＿＿＿＿＿＿＿＿＿ 

� ＿＿＿＿＿＿＿＿＿＿＿＿ 

� ＿＿＿＿＿＿＿＿＿＿＿＿ 

一般的 GPS 接收器的定位準確度在 20 米內。 

由於 GPS 人造衛星都安裝有極準確的原子鐘（atomic clock），並經常與地面的監察

站定時，所以我們可以由這些衛星接收到準確的＿＿＿＿＿＿＿＿＿＿。 

12 

距離 

緯度 (latitude) 

經度 (longitude) 

高度 (altitude) 

GPS 晶片 (GPS chip) 

放映 ppt 

4 

時間 (time) 

要教授這些知識，是因為將來流行的定位系統可能不是 GPS。 

俄羅斯發展的已經是全球性的，但中國及歐盟的系統現

時只是「地區性」。根據維基百科，現時發展「地區

性」衛星定位系統的國家有印度、日本及法國。 

在地球表面使用的話，高度的準確度不高，

因為 GPS 系統計算出來的海平面與地球實際

的海平面並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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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GPSGPSGPS 接收器的功能接收器的功能接收器的功能接收器的功能    

GPS 接收器所提供的功能，要視乎接收器附有什麼硬件及軟件，例如︰ 

� 是否有顯示屏？ 

� 否有記憶功能？ 

� 是否裝有數碼地圖？ 

� 是否具備通訊功能（例如 GPRS、Wi-Fi、藍芽等）？ 

� 是否安裝有合適的軟件？ 

 試估計以下的 GPS 接收器可提供什麼功能。 

�︰有提供 ？︰可能有提供 �︰沒有提供 

A: 黑盒式 GPS logger 

B: 附有小型顯示屏的 GPS 接收器 

C: 附有大型顯示屏的 GPS 接收器 

D: 附有 GPS 功能的行動電話 

A B C D 

1. 顯示位置資訊 � � � � 

2. 顯示準確時間 � � � � 

3. 記錄行蹤 (track log) 及航點 (waypoint) � ？ ？ ？ 

4. 在地圖上顯示位置 � � ？ ？ 

5. 導航 (navigation) � � ？ ？ 

6. 把自己的位置送往其他裝置 ？ ？ ？ ？ 

7. 匯報日出及日落時間及潮汐資訊 � � ？ ？ 

8. 匯報前進方向及速度 � ？ ？ ？ 

9. 量度距離 � ？ ？ ？ 

10. 量度行程所包圍的面積 � ？ ？ ？ 

要知道一個 GPS 接收器有什麼功能，必須參閱其說明書 (user manual)。 

本課程主要內容是使用 GPS 接收器的行蹤記錄功能。 

 學校提供的 GPS 接收器是 Holux M-241。它提供以上哪些功能？ 

  

 

必須有顯示屏 

必須有顯示屏 
必須附有

memory 

必須安裝有數碼地圖 

必須安裝有數碼地圖 

必須有通訊功能 

必須安裝有指定軟件 

必須安裝有指定軟件 

必須安裝有指定軟件 

必須安裝有指定軟件 

放映 ppt 

1、2、3、6（藍芽）、8、9 



GPS 簡介及行蹤記錄之應用 

4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GPSGPSGPSGPS 接收器的一般注意事項接收器的一般注意事項接收器的一般注意事項接收器的一般注意事項    

不要等到不要等到不要等到不要等到需要使用需要使用需要使用需要使用 GPSGPSGPSGPS 接收器才接通電源接收器才接通電源接收器才接通電源接收器才接通電源    

要 GPS 接收器收到衛星訊號，它必須要知道衛星的位置。天上的衛星並不是固定

在同一位置的，所以，我們必須要在正式開始使用我們必須要在正式開始使用我們必須要在正式開始使用我們必須要在正式開始使用 GPSGPSGPSGPS 接收器前預留一段時間去接收器前預留一段時間去接收器前預留一段時間去接收器前預留一段時間去

把它接通電源把它接通電源把它接通電源把它接通電源，，，，讓它可以搜尋天上的衛星讓它可以搜尋天上的衛星讓它可以搜尋天上的衛星讓它可以搜尋天上的衛星。。。。離上次使用 GPS 接收器越久，它就需

要越長的時間去尋找天上的衛星。 

除非需要更換電池，否則在行程中要保持 GPS 接收器的電源接通。 

GPSGPSGPSGPS 接收器要在空曠的地方才有良好接收效果接收器要在空曠的地方才有良好接收效果接收器要在空曠的地方才有良好接收效果接收器要在空曠的地方才有良好接收效果    

衛星的訊號是來自天上的，所以在高樓大廈林立的地方，又或者是在山谷之內，

GPS 接收器的接收狀況會較差，有時甚至不能計算出自己的位置。 

如要在市區使用如要在市區使用如要在市區使用如要在市區使用 GPSGPSGPSGPS 接收器接收器接收器接收器，，，，必須留意接收器所匯報的位置誤差會較大必須留意接收器所匯報的位置誤差會較大必須留意接收器所匯報的位置誤差會較大必須留意接收器所匯報的位置誤差會較大。。。。    

如果離上次使用如果離上次使用如果離上次使用如果離上次使用 GPSGPSGPSGPS 接收器太久了接收器太久了接收器太久了接收器太久了，，，，我們要在使用前的一晚把它放在較為開揚的我們要在使用前的一晚把它放在較為開揚的我們要在使用前的一晚把它放在較為開揚的我們要在使用前的一晚把它放在較為開揚的

窗口旁把它接通電源約一小時窗口旁把它接通電源約一小時窗口旁把它接通電源約一小時窗口旁把它接通電源約一小時，，，，讓它得知衛星的最新位置讓它得知衛星的最新位置讓它得知衛星的最新位置讓它得知衛星的最新位置，，，，然後把電源關掉然後把電源關掉然後把電源關掉然後把電源關掉。。。。

那麼，真正使用時 GPS 接收器時就不需用太多的時間去尋找衛星了。 

電源的問題電源的問題電源的問題電源的問題    

使用 GPS 接收器時，它是經常被開着的，所以我們要使用電量充足的電池。 

如純粹使用 GPS 接收器的行蹤記錄功能的話，我們就不要常常進行按鍵操作；我

們亦要適當地關掉 GPS 接收器不需要的功能（例如顯示屏的背光、藍芽等）。 

行蹤記行蹤記行蹤記行蹤記錄錄錄錄 (track log) (track log) (track log) (track log)    

有記憶功能的 GPS 接收器，一般被稱為 GPSGPSGPSGPS 記錄器記錄器記錄器記錄器 (GPS logger) (GPS logger) (GPS logger) (GPS logger)。 

行蹤記錄行蹤記錄行蹤記錄行蹤記錄 (track log) (track log) (track log) (track log) 是由一連串記錄 (record) 所組成，每個記錄包含行程中所經

過的地點之位置資訊及時間。一般的 GPS 記錄器容許使用者有以下兩種設定去進

行行蹤記錄︰ 

� 以距離記錄 (distance interval)︰GPS 記錄器每隔所指定的距離去記錄一次。 

� 以時間記錄 (time interval)︰GPS 記錄器每隔所指定的時間去記錄一次。 

以上兩種方法當中，以＿＿＿＿記錄是較好的，因為 GPS 記錄器上的＿＿＿＿比

起＿＿＿＿可靠，這樣得出來的行蹤記錄會較為可靠。 

如果 GPS 接收器具通訊功能（尤其是附在行動電話的），它可能可以透過通訊方

式下載星曆檔案（almanac，即是最新的衛星位置的資料），那麼它就可能不需要

太多時間去尋找衛星了。 

時間 時間 

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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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蹤記錄有助於記錄行程中所經過的準確位置及時間。配合適當的地圖軟件，行

蹤記錄可以在地圖上展示出來，而且還可以把記錄輸出到電腦或其他 GPS 接收器

作其他用途。 

怎樣使用怎樣使用怎樣使用怎樣使用 Holux MHolux MHolux MHolux M----241241241241 作行蹤記錄作行蹤記錄作行蹤記錄作行蹤記錄？？？？    

學校提供的 GPS 記錄器是 Holux M-241。它使用一節 AA 鹼性電池，可進行約 12 小

時的行蹤記錄（實際時間視乎操作情況）。 

以下只介紹如何使用 Holux M-241 作行蹤記錄。其他的操作方法，請參看使用手冊

（可在 http://www.holux.com 下載）。 

基本設定基本設定基本設定基本設定    

學校已把 Holux M-241 調較成以下設定，你不用更改。如果把這些設定更改了，你

可能會不能成功地記錄行蹤。 

� 測距方式︰軌跡 (Dist. By: Route) 

� 公里／哩︰公里 (km/mile: km) 

� 記錄方式︰錄滿停止 (Log Rcd: Full stop) 

� 以時間記︰5 秒 (Log by Time: 5 Sec) ──顯示屏左上角有 圖示 

� 語言 (Language)︰繁體中文 

� 自動記錄︰否 (AutoLog: No) 

� 背光時間︰10 秒 (BackLight: 10 Sec) 

� 藍牙︰關閉 (Bluetooth: Off) 

注意︰設定中的「以距離記 (Log by Dist.)」不要進入。在顯示屏中見到 圖示就一

定是錯誤的，改正方法是在設定中進入「以時間記 (Log by Time)」。 

記錄行蹤的方法記錄行蹤的方法記錄行蹤的方法記錄行蹤的方法    

(1) 真正開始行蹤記錄 (track log) 時，確保 GPS 記錄器已能收到衛星訊號。 

(2) 按 Enter 鍵以開始行蹤記錄。行蹤記錄時，顯示屏左下角應顯示  圖示。 

(3) 行蹤記錄期間，你只需偶然看看 GPS 記錄器的電量是否充足。顯示屏右上角

的  圖示表示電量足夠；  圖示表示電量耗盡，你必須為 GPS 記錄器更

換電池。更換電池前，電源開關務必關上。更換電池後，你要重新啟動行蹤

記錄。 

(4) 行蹤記錄完成時，先按 Enter 停止記錄（ 圖示消失），然後才關閉電源。 

GPS Searching（GPS 搜尋中）︰GPS 記錄器未能收到衛星訊號 

xxx Free（xxx 筆）︰GPS 記錄器已能收到衛星訊號，並且顯示剩餘的記錄空間。 

行蹤記錄中 

這部份不需

詳細講解，

只需提醒學

生若果將來

需要使用 M-

241 來做

track log，就

可參考這一

頁作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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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在在 Holux MHolux MHolux MHolux M----241241241241 讀取準確的時間讀取準確的時間讀取準確的時間讀取準確的時間    

初接通電源時，Holux M-241 是在行蹤記錄模式，顯示屏可能是以下其中一種︰ 

在這模式下，按一下 Mode 鍵，就會進入時間模式︰ 

在其他模式下，你可以繼續按 Mode 鍵，直至進入時間模式。 

如果 Holux M-241 從未收到過衛星訊號，顯示屏中見到的是「--:--:--」。如果它曾

收到過衛星訊號，但當時不能收到衛星訊號，時間前面會有「~」符號。 

由於 Holux M-241 的時間是來自人造衛星的極準確之原子鐘，所以它的時間是準確

的。如你發現它所顯示的時間並不正確，這很可能是因為所選擇的時區時區時區時區 (time  (time  (time  (time 

zone)zone)zone)zone) 不正確。在時間模式下，按一下 Enter 鍵，就可見到類似以下的顯示︰ 

按 Mode 鍵，直至顯示正確的時區（香港的時區是 UTC+8），然後按一下 Enter 鍵回

到時間模式。 

 Holux M-241 提供的記憶裝置，可儲存多達十三萬個記錄。以每五秒一次的記

錄設定，Holux M-241 可以記錄連續多少個小時的行蹤？假設電源是源源不絕

地供應。 

  

在在在在 Holux MHolux MHolux MHolux M----241241241241 下載行蹤記錄下載行蹤記錄下載行蹤記錄下載行蹤記錄    

如要把 Holux M-241 內的行蹤記錄下載到電腦，該電腦必須已經安裝其驅動程式驅動程式驅動程式驅動程式    

((((driver program)driver program)driver program)driver program)。你可以在 http://www.holux.com 尋找下載這驅動程式的方法。你上課時

所用的電腦已經安裝了驅動程式。 

下載行蹤記錄前，你必須要知道 Holux M-241 被接駁到哪個連接埠。你可透過下列

方法去找出來︰ 

180.556 小時，式子是 130000 ÷ (3600 ÷ 5) 

這部份不需

詳細講解，

只需提醒學

生若果將來

需要把地理

資訊放在數

碼照片中，

就需要知道

如何讀取時

間。 

這部份是

給學生當

需要借用

M-241 回

家使用時

用來參考

的。 



香港培正中學──科技教育︰普通電腦科 

7 

(1) 透過隨 Holux M-241 附送的 USB 連接線，把 Holux M-241 連接到電腦的 USB 埠。 

(2) 在「我的電腦」按右鍵，選擇「內容」。 

(3) 在「系統內容」中選擇「硬體」，然後按「裝置管理員」。 

(4) 打開「連接埠 (COM 和 LPT)」，留意「CP210x USB to UART Bridge Controller」是連

接到哪個連接埠。 

如果你把 Holux M-241 借回家中使

用，這些步驟是必須的。 

不過，學校的電腦並不可以給大家

開啟這些系統設定。你要留意老師

告訴大家所需的連接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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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透過 Holux Logger Utility 這個軟件下載行蹤記錄。 

(1) 先確保你已把 Holux M-241 透過 USB 連接線接駁到電腦的 USB 埠。你會留意到你會留意到你會留意到你會留意到

Holux MHolux MHolux MHolux M----241241241241 的電源接通了的電源接通了的電源接通了的電源接通了，，，，即使它的電源開關沒有撥到即使它的電源開關沒有撥到即使它的電源開關沒有撥到即使它的電源開關沒有撥到「「「「ONONONON」。」。」。」。 

(2) 在電腦合適的位置開設一個新的資料夾（視乎需要而定）。 

(3) 開啟 Holux Logger Utility，並在「通訊連接埠」選擇適當的連接埠。 

（在我上課時使用的電腦，連接埠是＿＿＿＿＿＿。） 

(4) 按一下「連接記錄器」。如果能成功連接，你會看到類似下左圖所示的畫

面，而且 Holux M-241 會有 USB 的圖示（見右下圖）︰ 

E308 是 COM3 

由這兒開

始是習作

一的主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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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擇「軌跡設定」，然後按一下「上傳」︰ 

(6) 選擇「軌跡存檔目錄」後，行蹤記錄開始下載到電腦的指定目錄處。下載時

你會見到這個畫面︰ 

(7) 下載完成後，你可以把所有 Holux Logger Utility 的視窗關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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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可以檢查一下你儲存了行蹤記錄的資料夾，裏面應該有這樣的檔案（假

設你的電腦有顯示檔案的副檔名）︰ 

你可以見到兩種檔案︰ 

� ＿＿＿＿檔案︰這種檔案可直接於 Google Earth 開啟，或者上載到 Google Maps 

(http://maps.google.com) 分享給其他人。不過，除此以外，暫時沒有其他用途。 

� ＿＿＿＿檔案︰這是 Holux M-241 以及某些品牌的 GPS 記錄器所採用的檔案格

式。這種檔案的直接用途不多，但它能被轉換成其他更有用的檔案格式（例

如 GPX 檔案）。 

每一次行程都會產生以上兩種檔案各一個，主檔名反映了 GPS 記錄器的名稱、型

號、開始日期及時間、結束日期及時間。 

PCMS_GPS-12_M-241_Start_20090113-125104_Finish_20090113-164717 

以上面這個主檔名為例︰ 

� 這行蹤記錄來自名為＿＿＿＿＿＿＿＿的 GPS 記錄器； 

� 這 GPS 記錄器的型號是 M-241； 

� 這行蹤是在＿＿＿年＿＿月＿＿日＿＿:＿＿:＿＿開始； 

� 這行蹤是在＿＿＿年＿＿月＿＿日＿＿:＿＿:＿＿結束。 

 上圖的例子中，可見 Holux M-241 有多少個行蹤記錄？ 

  

KMLKMLKMLKML 檔案檔案檔案檔案︰︰︰︰最快速地把自己的最快速地把自己的最快速地把自己的最快速地把自己的行蹤與人分享行蹤與人分享行蹤與人分享行蹤與人分享    

如果使用 Holux M-241 去做行蹤記錄，而想盡快把自己的行蹤與人分享的話，可使

用下載得來的 KML 檔案。你可以在 Google Earth 或 Google Maps 去處理這類檔案。 

KML 

TRL 

PCMS_GPS-12 

2009 1 13 12 51 04 

2009 1 13 16 47 17 

7 個 

留意︰只是「快速」，不是「最好」。最好的是由 TRL 檔轉換成的 GPX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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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在在 Google EarthGoogle EarthGoogle EarthGoogle Earth 開啟行蹤記錄開啟行蹤記錄開啟行蹤記錄開啟行蹤記錄    

開啟 Google Earth 這個軟件，你可見到從互聯網下載得到的地球資訊。不過，你有

可能會見到一些不屬於自己的資料，這是因為較早時使用 Google Earth 的人把自己

所做過的東西儲存到「My Places」內︰ 

如果你已證實 Google Earth 內已有的資料不屬於你自己，你可以把它刪除。（在

「Places」的「My Places」按右鍵，選擇「Delete Contents」），然後才繼續去做自己

的工作。 

在功能表列選擇「File」→「Open…」，並選取想檢視的 KML 檔案，你就可以把行

蹤在 Google Earth 內檢視。 

你可以把 Google Earth 內的資料存成圖片，以方便在其他地方發佈資訊。方法是︰

選擇功能表上的「File」→「Save」→「Save Image…」就可以了。 

以前使用以前使用以前使用以前使用
Google EarthGoogle EarthGoogle EarthGoogle Earth
的人所儲的人所儲的人所儲的人所儲
存 的 資存 的 資存 的 資存 的 資
料料料料。。。。    

KMLKMLKMLKML 檔案所記檔案所記檔案所記檔案所記

錄的行蹤錄的行蹤錄的行蹤錄的行蹤    

Google Earth 可在 http://earth.google.com 下載。 

存成圖片的用意是︰可以在 ppt 中展示，或者插入在 Word file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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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把把把 KMLKMLKMLKML 檔案上載到檔案上載到檔案上載到檔案上載到 Google MapsGoogle MapsGoogle MapsGoogle Maps    

((((http://maps.google.comhttp://maps.google.comhttp://maps.google.comhttp://maps.google.com))))    

要把 KML 檔案上載到 Google Maps，必須

要先有 Google 戶口。如你已有 GMail 戶

口，你就可以立即使用 Google Maps。

（注意︰mail.puiching.edu.hk 的戶口並不是

Google 戶口。） 

把 KML 檔案上載到 Google Maps 的方法︰ 

(1) 登入 Google Maps 後，選擇左下面頁

框的「My Maps」。 

� 如果你想把 KML 檔案上載到舊有的地圖資料，你可以在「Created by me」

之下按一下合適的地圖資料，然後按「Edit」按鈕。 

� 如果你想新增地圖資料，你可按「Create new map」。 

(2) 按一下 Import，然後選擇要上載的 KML 檔案。 

(3) 上載成功後，你會在地圖頁框中見到行蹤記錄。 

(4) 完成後，按「Done」按鈕。 

要把地圖資料分享給其他人，你可按地圖頁框上右方

的「Link」，然後依指示把超連結複製。 
 

  習作一習作一習作一習作一    成績︰   
 

(1) 從老師分發給你的 Holux M-241 下載所有行蹤記錄，並選取老師所指定日

期的其中一個行蹤記錄（老師指定的日期是＿＿＿＿＿＿＿＿＿）。 

(2) 把該行蹤的 KML 檔案上載到 Google Maps，並記下其網址，用以完成步驟 

(4) 的任務。 

(3) 把該行蹤的 KML 檔案用 Google Earth 開啟，並存成圖片。 

(4) 在老師指定的地方（指定地方是＿＿＿＿＿＿＿＿＿＿＿＿＿＿＿＿＿

＿＿＿＿＿＿＿＿＿＿＿＿＿＿＿＿＿＿＿＿＿＿＿＿＿＿＿＿＿＿）

下載一個 Word 檔案，並填妥所指定的資料以及儲存。 

(5) 把步驟 (1) 所指定行蹤的 TRL 檔案、步驟 (3) 的圖片及步驟 (4) 的

Word 檔案壓縮成一個 zip 檔案，並上載到指定位置。 

註︰ 

� 如果指定日期有多於一個行蹤記錄，請選擇內容最多的一個。 

� 如果指定日期沒有行蹤記錄，則選擇所有行蹤記錄中內容最多的一個。 

旅行日在 2008-12-22 

Assessment server 本年度→「S3 Computer Literacy 中三普通電腦科」下載→GPS→習作一工作紙 

如學生不能在堂上完成，可

指示他們把整個下載了的

track log folder 抄走，回家慢

慢做。 

每學生均需申請一

個 Google 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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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在在 Google EarthGoogle EarthGoogle EarthGoogle Earth 內挑選有用的記內挑選有用的記內挑選有用的記內挑選有用的記錄錄錄錄    

在 Google Earth 開啟了 KML 檔案，就可以立刻見到裏面的記錄在「地球表面」顯

示。然而，這些數據不是每一項都有用。例如，你在 Holux M-241 下載得到的數

據，除了淺藍色的行蹤以外，還有每一次記錄得來的數據，以黃色圖示 標示出

來；這些標記佈滿整個行蹤記錄，使人有花多眼亂的感覺。 

若你留意 Google Earth 左邊的面板，你可見到你剛開啟的 KML 檔案裏面的數據是被

放在「Temporary Places」之下。你可以在有用的項目按一下右鍵，在快顯功能表中

選擇「Save to My Places」，該項有用的數據就會被放在「My Places」之下。你可以

挑選多項有用的數據，放到「My Places」之下。 

如有需要，你亦可更改各項數據的內容 (Properties) 顔，例如 色、名稱等等。 

挑選好有用的數據後，如果你想永久儲存「My Places」內的數據，你可在「My 

Places」按右鍵，選擇「Save Place As…」，那麼這些有用的數據就可以被儲存在新

的檔案內。 

你可以把「My Places」的數據存成新的 KML

檔案或 KMZ 檔案。兩種檔案均可被 Google 

Earth 或 Google Maps 讀取，唯一的分別是︰KMZ

檔案是 KML 檔案的壓縮版本。 

在「Temporary Places」之

下，挑選有用的數據，

儲 存 到 「 My Places」 之

下。 

視乎實際需要，

改變各項數據的

內 容 ， 例 如 顏

色、名稱等等。 

把「My Places」內的

數據永久儲存到新

的檔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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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XGPXGPXGPX 檔案檔案檔案檔案︰︰︰︰較多較多較多較多 GPSGPSGPSGPS 軟件支援的檔案類型軟件支援的檔案類型軟件支援的檔案類型軟件支援的檔案類型    

KML（及 KMZ）檔案主要是給 Google 的軟件使用；現時較多現時較多現時較多現時較多 GPSGPSGPSGPS 軟件支援的檔案類軟件支援的檔案類軟件支援的檔案類軟件支援的檔案類

型是型是型是型是 GPXGPXGPXGPX 檔案檔案檔案檔案，，，，而而而而 Google EarthGoogle EarthGoogle EarthGoogle Earth 亦可以讀取亦可以讀取亦可以讀取亦可以讀取 GPXGPXGPXGPX 檔案的檔案的檔案的檔案的，，，，但但但但 Google MaGoogle MaGoogle MaGoogle Mapspspsps 不能讀取不能讀取不能讀取不能讀取 GPXGPXGPXGPX

檔案檔案檔案檔案。。。。 

如果你有一個有導航功能的 GPS 接收器，你就可以把別人分享給你的 GPX 檔案上

載到 GPS 接收器，讓它帶領你沿着別人分享給你的路線前進。 

GPX 檔案內的位置資訊亦可用來嵌入數碼照片內，以記載照片拍攝的位置。 

互聯網上有一些網站提供行蹤分享的服務，例如︰ 

� EveryTrail (http://www.everytrail.com) 

� 網踪者 (http://webtracker.hk) 

http://www.everytrail.com/view_trip.php?trip_id=108318 

http://webtracker.hk/webtracks/view_events.php?e=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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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使用名為「NMEA to KMZ file converterNMEA to KMZ file converterNMEA to KMZ file converterNMEA to KMZ file converter」的軟件把由 Holux M-241 下載的 TRL

檔案轉換成 GPX 檔案，這軟件可在以下網址下載︰ 

http://homepage2.nifty.com/k8/gps/file/nmea2kmz.htm  

把把把把 TRLTRLTRLTRL 檔案轉換成檔案轉換成檔案轉換成檔案轉換成 GPXGPXGPXGPX 檔案檔案檔案檔案    

(1) 在指定網址下載 NMEA to KMZ file converter 的壓縮檔。把這檔案解壓縮，以及執

行裏面的 EXE 檔案。 

(2) 由於我們只需要製作 GPX 檔案，所以在在在在 Output File typeOutput File typeOutput File typeOutput File type 中只選中只選中只選中只選 GPXGPXGPXGPX。其他部份其他部份其他部份其他部份

的設定不要更改的設定不要更改的設定不要更改的設定不要更改。 

(3) 按一下「File name」右面的放大鏡按鈕，然後去選取你需要的檔案。為了方便

尋找，請在「檔案類型」中選擇「M-241 Log file (*.trl)」。你可以一次過選取

所有要轉換的檔案。 

(4) 選好檔案以後，按一下程式視窗右下角的「Convert」按鈕。所有的 GPX 檔案

都會被儲存在源 TRL 檔案所在的資料夾內。這些檔案的名稱反映了每個行蹤

的開始時間︰ 

轉換得來的 GPX 檔案 

E308 的電腦中並未並未並未並未安裝這軟件。 

只要更改 Output File type，不要更改其他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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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Map CalibratorMap CalibratorMap CalibratorMap Calibrator 來檢視來檢視來檢視來檢視 GPXGPXGPXGPX 檔案檔案檔案檔案    

Map Calibrator 是一個免費軟件 (freeware)，可以讀取 GPX 檔案，剪裁裏面的行蹤，並

且儲存成新的 GPX 檔案。這軟件亦可以用來下載 Google 地圖。 

這軟件的安裝程式可在下列網站下載︰ 

http://www.gpstuner.com/download/index.html  

使用 Map Calibrator 開啟行蹤的方法︰ 

(1) 開啟 Map Calibrator，然後按

圖示，選取「Open Track」︰ 

(2) 選擇你想開啟的 GPXGPXGPXGPX 檔案檔案檔案檔案（選

取 檔 案 時 ， 請 留 意 檔 案 類

型）。每次你只能開啟一個 GPX

檔案。 

(3) 如果想繼續開啟其他的行蹤檔

案，你可重覆以上步驟。當程

式出現「Would you like to erase the current Track?」的警告時，按「No」按鈕。 

(4) 完成後，你可按 Waypoint Manager 的「Cancel」按鈕回到 Map Calibrator。 

仔細檢視行蹤仔細檢視行蹤仔細檢視行蹤仔細檢視行蹤    

在 Map Calibrator，你可以利用 來把地圖放大及縮小，亦可以在地圖上拖曳滑

鼠，仔細地檢視行蹤的各個部份。 

Map Calibrator 最初安裝時，只提供一張世界地圖。如果你要檢視一般由步行或乘車

而產生的行蹤，你需要較大比例的地圖。Map Calibrator 可以從互聯網中下載 Google

地圖，方法是︰按 然後選擇「Google Map」來下載地圖。 

Map Calibrator 本來是配合 GPS Tuner

（一個專為 GPS 行動電話而設的

收費軟件）來使用。Map Calibrator

的介面相同容易用，亦可以用來

編輯 GPX 檔案。 

E308 的電腦中已安裝這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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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Waypoint ManagerWaypoint ManagerWaypoint ManagerWaypoint Manager        

按 圖示，開啟 Waypoint Manager。在左下角的下拉式選單中，選取「Track」。這

樣，所有行蹤上的點就會以清單形式展示出來。 

如果你只載入了一個行蹤，Waypoint Manager 是下左圖所示的樣子。 

如果你已載入了多於一個行蹤，Waypoint Manager 是下右圖所示的樣子；在這情況

下，你可以選擇檢視任何一個行蹤的詳情。 

如你希望在地圖上檢視行蹤記錄清單中某一點，你可選取該行蹤後，按右鍵，然

後選擇「Locate on Map」，你就可以檢視該點在地圖上的位置。 

這個下拉式選單是可使用

的，即是 Map Calibrator 中已

載有多於一個行蹤。 

這個下拉式選單不能使用，

代表 Map Calibrator 現時只載入

了一個行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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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數個行蹤合併成為單一行蹤把數個行蹤合併成為單一行蹤把數個行蹤合併成為單一行蹤把數個行蹤合併成為單一行蹤    

在一個行程中，GPS 記錄器可能會記錄

成多於一個行蹤，這可能是因為 GPS 記

錄器曾被關上電源、行程中衛星訊號接

收情況較差等等。這時候，你需要把同

一行程內的數個行蹤合併成為單一行

蹤。方法是︰在行蹤中任何位置按右

鍵，然後選擇「Combine」。重覆這個動

作，直至不能再合併為止。 

完成後，回到 Map Calibrator，按一下

圖示，並選擇「Save Track」以把行蹤儲

存在新的 GPXGPXGPXGPX 檔案檔案檔案檔案內。 
 

  習作二習作二習作二習作二    成績︰   
 

(1) 在＿＿＿＿＿＿＿＿＿＿＿＿＿＿＿＿＿＿＿＿＿＿＿＿＿＿＿＿＿＿

下載一系列行蹤檔案，這些都是來自習作一的行蹤檔案。 

(2) 把這些行蹤合併成單一個行蹤。這行蹤將會在習作三使用這行蹤將會在習作三使用這行蹤將會在習作三使用這行蹤將會在習作三使用。。。。 

(3) 把結果儲存成單一個 GPX 檔案，並上載到指定地方。 

把把把把 GPXGPXGPXGPX 檔案中錯誤或無用的記錄刪除檔案中錯誤或無用的記錄刪除檔案中錯誤或無用的記錄刪除檔案中錯誤或無用的記錄刪除    

使用 GPS 記錄器記錄行蹤的過程中，可能會有些時候收到的衛星訊號有點偏差，

以致有些記錄的位置不大準確；另外，GPS 記錄器記錄的時間往往比實際的行程

長，所以行蹤中有些記錄是無用的。這時候，你需要把這些記錄刪除。 

刪除無用的記錄前，要先

留意哪些記錄是不合理

的。以右圖為例，該行蹤

應該是沿着西九龍公路前

進，因此箭咀指着的記錄

是不合理的，應該刪除。

方法是︰在要刪除之記錄

位置按右鍵，在行蹤記錄

點 的 編 號 之 下 選 擇

「Delete」。 

Assessment server 本年度→「S3 Computer Literacy 中三普通電腦科」下載→GPS→習作二行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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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你亦可以把連續的點刪除。例如行蹤由 12:50 開始記錄，但其實有用的行

蹤是在 12:57 才開始，我可以把 12:57 前的點全部刪除。方法是︰ 

(1) 按 開啟 Waypoint Manager，並選

擇檢視「Track」。 

(2) 點選第一個要刪除的點。 

(3) 按下鍵盤的 Shift 鍵，並點選最後

一個要刪除的點。這時候，你應

該見到你要刪除的點都被選取

了。 

(4) 在已選取的點按右鍵，然後選擇

「Delete」。 

在數碼照片加上地理資訊在數碼照片加上地理資訊在數碼照片加上地理資訊在數碼照片加上地理資訊    

(Geotagging digital photographs)(Geotagging digital photographs)(Geotagging digital photographs)(Geotagging digital photographs)    

數碼照片檔案中，除了照片本身，還儲存了一些與照片有關的額外資訊，例如拍

攝模式、焦距、曝光時間、拍攝日期及時間等等。事實上，數碼照片檔案還可以

儲存很多額外資訊，包括拍攝地點的位置（經度、緯度及高度）。 

普通的數碼相機沒有 GPS 功能，所以並不能立即把拍攝位置儲存到照片內，但如如如如

果我們在拍攝照片時有使用果我們在拍攝照片時有使用果我們在拍攝照片時有使用果我們在拍攝照片時有使用 GPSGPSGPSGPS 記錄器記錄行蹤的話記錄器記錄行蹤的話記錄器記錄行蹤的話記錄器記錄行蹤的話，我們可以憑照片拍攝的時憑照片拍攝的時憑照片拍攝的時憑照片拍攝的時

間間間間，，，，在行蹤當中找出當時的經度在行蹤當中找出當時的經度在行蹤當中找出當時的經度在行蹤當中找出當時的經度、、、、緯度及高度緯度及高度緯度及高度緯度及高度，再配合適當的軟件，這些資訊就

可以寫到數碼照片內。 

進行照片拍攝工作前的準備功夫進行照片拍攝工作前的準備功夫進行照片拍攝工作前的準備功夫進行照片拍攝工作前的準備功夫    

時間是我們找出數碼照片拍攝位置的憑藉，所以進行照片拍攝工作前，我們應該

要依據 GPS 記錄器所顯示的時間調較相機的時鐘。 

萬一我們忘記了在拍攝照片前調較相機的時

鐘，我們還有一個補救方法，就是在完成所有完成所有完成所有完成所有

照片拍攝工作後照片拍攝工作後照片拍攝工作後照片拍攝工作後，，，，用同一部相機拍攝用同一部相機拍攝用同一部相機拍攝用同一部相機拍攝 GPSGPSGPSGPS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

器的時器的時器的時器的時間間間間，我們便可以憑照片所記錄的拍攝時憑照片所記錄的拍攝時憑照片所記錄的拍攝時憑照片所記錄的拍攝時

間與拍攝得到的間與拍攝得到的間與拍攝得到的間與拍攝得到的 GPSGPSGPSGPS 時間之相差時間之相差時間之相差時間之相差，，，，推算照片的推算照片的推算照片的推算照片的

真正拍攝時間真正拍攝時間真正拍攝時間真正拍攝時間，從而在行蹤當中找出真正的拍

攝位置。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不要在照片拍攝工作過程中改變相機的不要在照片拍攝工作過程中改變相機的不要在照片拍攝工作過程中改變相機的不要在照片拍攝工作過程中改變相機的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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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地理資訊加入照片前的準備功夫把地理資訊加入照片前的準備功夫把地理資訊加入照片前的準備功夫把地理資訊加入照片前的準備功夫    

進行 geotagging 前，你需要有未經編輯的數碼照片未經編輯的數碼照片未經編輯的數碼照片未經編輯的數碼照片（（（（存放在同一個資料夾內存放在同一個資料夾內存放在同一個資料夾內存放在同一個資料夾內））））、GPXGPXGPXGPX

形式儲存的行蹤形式儲存的行蹤形式儲存的行蹤形式儲存的行蹤，以及名為名為名為名為 GPicSyncGPicSyncGPicSyncGPicSync 的軟件的軟件的軟件的軟件（可在 http://code.google.com/p/gpicsync/ 下

載）。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GPicSyncGPicSyncGPicSyncGPicSync 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geotagginggeotagginggeotagginggeotagging    

(1) 開啟 GPicSync。 

(2) 如果你的相機並沒有調較成 GPS 時間的話，選擇「Options」�「Local time 

correction」，並填上照片的拍攝時間（可在數碼相機中看到）及在照片中所

見的 GPS 時間，然後按「Apply correction」，然後按「Quit」。 

(3) 按「Pictures folder」按鈕去選擇存放了數碼照片的資料夾。 

(4) 按「GPS file」按鈕去選擇合適的 GPX 檔案。 

(5) 確保「UTC Offset」是配合 GPS 記錄器所選的時區（香港是 8）。 

(6) 一切設定完成後，按「Synchronise」按鈕開始。 

照片的拍攝時間

（可在數碼相機

中看到） 

照 片 中 所 見 的

GPS 時間 

照片存放的資料夾 

合適的 GPX 檔案 

時區必須準確

留意這方框中有沒有出現任何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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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成功完成，你在指定資料夾內的照片都會被加入拍攝的位置。除此以外，資

料夾內還多了以下東西︰ 

� 名為「original-backup-（選定的資料夾）」的資料夾︰裏面存有照片在 geotagging

前的備份； 

� 名為「thumbs」的資料夾︰裏面存有照片的縮圖； 

� 名為「doc.kml」的檔案︰用 Google Earth 開啟，可以見到照片的縮圖被放到「地

球表面」所拍攝的位置︰ 

這些已經被加入地理資訊 (geotagged) 的照片，可以上載到 Picasa Web Albums

（http://picasaweb.google.com）分享給其他人。這些網上相簿除了寄存照片以外，還可

以把照片的拍攝位置在地圖上顯示。 
 

  習作三習作三習作三習作三    成績︰   
 

(1) 利用習作二所得的 GPX 檔案，把自己的照片加入地理資訊。 

(2) 在 http://picasaweb.google.com 開新相簿，並把剛加入地理資訊的照片上載到

這相簿。 

(3) 在這個相簿的右方，找出「View in Google Earth」（在 Google 地球中檢視）

的超連結。從這個超連結可以下載一個 KML 檔案。下載這個 KML 檔案，

並上載到指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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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GPSGPSGPSGPS 記錄行蹤及記錄行蹤及記錄行蹤及記錄行蹤及 GeotaggingGeotaggingGeotaggingGeotagging 的應用的應用的應用的應用    

(1) 前往一個陌生地方，所記錄的行蹤可以供其他人參考其路線。 

(2) 進行戶外考察時，往往會忘記照片的拍攝地點。使用 GPS 記錄器記錄行蹤，

就可以自動記錄照片的拍攝位置。而行蹤記錄亦可使自己的報告更豐富。 

(3) 香港發展一日千里，今天一些還存在的建築物，將來未必可以保存。給這些

即將消失的建築物拍照，並加上地理資訊，除了可讓後人懷緬這些建築物以

外，還可以知道它們的本來位置。 

GPS 還有很多用途，有待大家去發掘。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 Holux M-241 的相關下載（說明書、驅動程式等等）︰ 

http://www.holux.com/JCore/en/products/products_download.jsp?pno=341 

� 美國政府有關 GPS 的資訊︰ 

http://www.gps.gov/ 

� Google Earth 的使用說明︰ 

http://earth.google.com/userguide/ 

� Google Maps 的使用說明︰ 

http://maps.google.com/support/bin/answer.py?hl=en&answer=68259 

� GPicSync 的使用說明︰ 

http://code.google.com/p/gpicsync/wiki/GettingStarted 

� Picasa Web Albums 的使用說明︰ 

http://picasa.google.com/support/bin/answer.py?answer=93184&topic=10748 

� 畫出「您」想 —— Google [我的地圖] 創作比賽 

http://www.google.com.hk/intl/zh-TW_hk/help/maps/mymaps-expo/ 

這網站內的各種地圖，可以向學生們展示別人如何使用 Google Maps 去進行考察性質的專題報告，不過大部份都

與 GPS 沒有關係，因為裏面建立的資料純粹是自己在 Google Maps 加上去的。 

特別適合學生們參考的︰ 

� 佛教何南金中學 - 我的社區‧我的地圖 ( 2C 陳凱灝、2C 許丹莉、2C 范汶靜、2C 吳澤丞、2C 林言

徽、2C 陳騰峰 ) 
http://maps.google.com.hk/maps/ms?hl=zh-

TW&ie=UTF8&msa=0&msid=114154494461908922114.00045e25d1676b9a633bb&ll=22.293861,114.233265&spn=0.017987,0.027637&t=h&z=15  

肯定與 GPS 有關的，是︰ 

� 日出雪梨，日落柏斯 澳洲單車遊記 
http://maps.google.com.hk/maps/ms?hl=zh-TW&ie=UTF8&oe=UTF8&msa=0&msid=103761746502427289280.00045f43b1096a96aef45&start=0&num=200&z=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