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akview 使用說明 
 

Peakview 是一套觀看山頭名稱的應用程式，主要山頭資訊僅限於台灣本島。經由此程式，使

用者可以瞭解所屬位置周遭的大山，進而認識我們的環境。 

原則上，此軟體是為登山者而設計，希望協助登山者，於爬山時瞭解所屬周遭所能看到的大山

名稱(如百岳)；對一般使用者，您亦可透過此應用程式，瞭解您所屬周遭的山頭。 

 

 

 

  



(1) 使用說明 

(A) 系統環境介紹 

 

(i) 山頭點與名稱：顯示山頭的位置與名稱 

一般而言，比較重要的點(例如百岳、小百岳)，山頭名稱會顯示於點的上方；次要點

則會顯示山頭名稱於點的下方；較不重要的點，則僅會標示位置點，不會標示山頭名稱。

若您想知道某山頭更詳細的資訊，可參考以下(iii)的說明。 

另外，字體的顏色代表所在點與該山頭點的距離，較近的點字體為黑色、中等距離

的點字體為藍色、較遠距離的點字體則為紅色。 

(ii) GPS 資訊：顯示所在位置的 GPS 資訊，若未抓取到 GPS，會顯示「等待 GPS 訊號中」，

若您忘了開啟 GPS 硬體，會顯示「GPS 裝置未開啟」，至於程式啟動時，系統會抓取行

動裝置的 GPS 資訊，此時，會顯示「GPS 資料匯入中」(匯入時間依系統效能而定，一般

可於 5 秒內完成)。 

(iii) 山頭詳細資訊：於螢幕中間正下方處，會顯示(左右)最接近中心的山頭點之詳細資訊。由

於每一山頭所擁有的資訊多元，未避免大量顯示導致資訊紊亂，本軟體僅顯示最接近中

心點的山頭資訊。 

(iv) 方位角：顯示目前螢幕方現的方位角度，北方為 0°，東方為 90°，南方為 180°，西方為

270°。 

(v) 仰俯角與傾斜角：顯示於螢幕左右兩側的中間處，上方數值代表仰俯角，表示您行動裝

置垂直(上下)的角度；下方數值代表傾斜角，用以判斷您行動裝置是否(左右)傾斜。請注

意，傾斜角需儘量保持於 0°，以達到最佳之效果。 

(vi) 按鈕：系統中有四個按鈕，功能分別說明如下： 

(i) 

(ii) (iii) 

(iv) 

(v) (v) 

(vi) 



右下按鈕  ：離開 Peakview。此外，目前系統預設不使用 Peakview 或螢幕失焦時，

系統會自動離開 Peakview，以節省行動裝置之電力。 

左下按鈕  ：設定。詳細說明，請見後方的「基本設定」一節。 

右上按鈕 或  ：設定方位角為擷取或暫停擷取。 

左上按鈕 或  ：設定仰俯角與傾斜角為擷取或暫停擷取，此功能只有在方位角為

暫停擷取時，才會生效。 

 

 

 

(vii) 本地資訊：若您正處於某山頭，螢幕左上角會顯示目前所在山頭的名稱。 

(viii) 水平基準線：水平線為螢幕上一黃色細線，用以呈現前方仰俯角為 0°的位置，使用此

軟體時，應儘量保持此線成水平，不要左右傾斜。 

 

  

(vii) 

(viii) 



(B) 注意事項 

(i) 保持水平 

使用者於使用時，需儘量保持螢幕水平(螢幕中的黃線，保持水平)，不要傾斜過大(可

向上或向下旋轉，但左右仍需保持水平)  

 
正確的姿勢 

 

仰俯角可變化(目前顯示 5°)，亦為正確的姿勢 



 

偏移角(±9°)過大，此為錯誤的姿勢 

(ii) 避免晃動 

當使用者將行動裝置拿在手上，或者在有風的狀態下，都可能因些微的變化，導致山

頭資訊會震動，此時，會建議您將行動裝置放於一固定的地方，以避免晃動。 

此外，您亦可以透過兩個暫停按鈕(方位角固定與仰俯角固定)，來解決山頭資訊會震

動的問題。 

 

 

 

 

  



(2) 基本設定 (第一次使用時需注意) 

「設定」位於螢幕右下角的 圖示，第一次使用本應用程式前，需先進行環境設定，以達到

準確之山頭資訊。 

(A) 自訂 GPS 座標 

輸入經度、緯度與高度座標後，可以觀看自訂點周遭的環境。 

每當關閉應用程式後，此功能即失效。(下次使用時需重新設定) 

(B) 可視方位角 

可視方位角是指螢幕左邊界與右邊界間，可視的總角度。由於不同的行動裝置間，可視

的方位角稍有不同，因此，第一次使用前，您需要自行設定此數值，並建議您把它記錄下來，

以備不時之需(例如重灌時需重新設定)。 

資料型態：浮點數 

小技巧：由於行動裝置受周遭磁場的影響，方位角可能會跳動的很厲害，此時，您可以透

過暫停鈕，將方位角固定，以方便觀看。 

設定的方法為先選取兩個已知的山頭，並請注意(i)兩山頭間的方位角不要太小、且(ii)

山頭與目前所在位置的距離不要太近(太近時，可能會因行動裝置的 GPS 資訊有誤差，導致

所算出的距離也有誤差)，接著，判斷 Peakview 所抓取的距離，是否正確？若兩點距離太長，

代表角度不足，應加大此角度數值；反之，若兩點距離太短，代表角度太大，應減少此角度

數值。 

以下圖為例，我已知「南湖大山」與「中央尖山」為哪兩個山頭，而 Peakview 在顯示

時，「中央尖山」的位置正確，但「南湖大山」卻偏右了。換言之，兩點距離太短，代表角

度太大，應減少可視方位角之數值，如此，兩點距離就會變長。 

 

實際山頭位置 

目前位置 基準點 



(C) 可視仰俯角 

可視仰俯角是指螢幕上邊界與下邊界間，可視的總角度。與方位角一樣的原理，由於不

同的行動裝置間，可視的仰俯角稍有不同，因此，第一次使用前，您需要自行設定此數值，

並建議您把它記錄下來，以備不時之需(例如重灌時需重新設定)。 

資料型態：浮點數 

小技巧：某程度上，「可視仰俯角」有誤差並不是什麼大問題，因為「可視方位角」有誤差

時，會造成山頭的位置不正確，但「可視仰俯角」有誤差，僅會造成山頭上顯示

上，上下的位置點稍微有誤差而已。 

設定的方法為先選取一個已知的山頭，並請注意(i)山頭間的仰俯角不要太小，且(ii)山

頭與目前所在位置的距離不要太近(太近時，可能會因行動裝置的 GPS 資訊有誤差，導致所

算出的距離也有誤差)，接著，判斷 Peakview 所抓取的仰俯角，是否正確？若仰俯角過長，

代表角度不足，應加大此角度數值；反之，若仰俯角過短，代表角度太大，應減少此角度數

值。 

以下圖中的臺北 101 為例，一開始我們設定可視仰俯角為 30°，此時會發現仰角過長，

代表角度不足，應加大此角度數值； 

 

接著，我們設定可視仰俯角為 60°(如下圖)，此時會發現仰角過短，代表角度太大，應

減少此角度數值； 



 

最後，我們設定可視仰俯角為 42°(如下圖)，此時則很接近實際之仰俯角。 

 

 

另外，還有一種設定的方式，設定步驟如下： 

(i) 將行動裝置放於一固定的地方，並將其呈水平(傾斜角保持於 0°) 

(ii) 將行動裝置的螢幕上邊界，瞄準一遠方的水平基準線，並記錄下目前的仰俯角度數 

(iii) 將行動裝置的螢幕下邊界，瞄準同一遠方的水平基準線，並記錄下目前的仰俯角度數 

(iv) (ii)與(iii)所記錄下來仰俯角度數的差，即為可視仰俯角 

以下圖為例，我們希望以圖中的橋樑為基準， 



 

所以一開始，將此橋樑放於螢幕上邊界，並記錄下目前的仰俯角度數為-20° (傾斜角保

持於 0°) 。 

 

接著，將此橋樑放於螢幕下邊界，並記錄下目前的仰俯角度數為 21° (傾斜角保持於 0

°) 。 



 

最後，即可知螢幕的可視仰俯角，約為 21-(-20) = 41°。 

(D) 顯示總點數 

顯示在行動裝置上的最多點數。若顯示的點數太多，會造成螢幕擁擠，山頭資訊就會擠

在一起；若顯示的點數太少，勢必有很多點無法被顯示出來，以致於會漏掉部分山頭資訊。 

系統預設值會依您行動裝置的螢幕大小，設定一初始值，因此，您可以不用修改此數值。

一般而言，會建議大螢幕使用者，可設定較多的點數，而螢幕較小者，則設定較少之點數。 

資料型態：整數 

最大值：100 點 

最小值：10 點 

預設值：視螢幕大小而定 

小技巧：有時，可能因為顯示的點數太少，導致您有興趣的點未被顯示出來，此時，您可

以儘量將該山頭，往螢幕(左右)的正中間移動，則該點就會被顯示出來了。(因為

最接近螢幕正中間的點，擁有最高的顯示優先權) 

(E) 匯入總點數 

此欄位是指要匯入記憶體中的資料量，與「顯示總點數」無關，當匯入的資料量超過此

數值時，程式會停止繼續匯入，因此，有可能造成較不重要的點無法顯示出來之問題。 

系統會依您所在位置的不同，抓取不同的點，一般而言，系統會抓取的點數，約介於

500~1000 點之間。若此數值太大，除了會降低程式處理的速度外，亦有可能導致程式中斷，

修改時需特別注意。 

若修改後會導致程式中斷，請關閉 GPS 硬體，然後回到此設定中，修改(降低)此數值。

此外，您亦有可能在修改後，未發生程式中斷的情況，但換了一個位置後，就發生程式中斷



的情況，這亦是由於此數值過大所導致(原位置抓的點較少沒問題，新位置抓的點較多就有

問題)，請修改(降低)此數值，以避免程式中斷。 

此數值修改後，需重新啟動此程式，變更才會生效。 

資料型態：整數 

最大值：10000 點 

最小值：100 點 

預設值：500~3000 點 

 

 

 

  



(3) 常見問題 

(A) 山頭不應該看到，卻會被顯示出來 

 

為避免程式誤判，導致應顯示出來的山頭未顯示出來，因此，我們目前是採最寬鬆的地

形判斷機制。換言之，不確定會不會被遮住的山頭，就一律顯示出來，因此可能產生此判斷

上的錯誤。 

 

(B) 行動裝置靜止時，(左右)方位角會跳動、偏移或不正確 

(I) 細微跳動與偏移 

方位角是擷取行動裝置中電子羅盤的資訊，由於地球磁場混亂，以致於電子羅盤會有些

許誤差，此誤差可能造成所抓取出來的數值，會小幅度的跳動，皆屬於正常情況。 

此外，方位角有可能因磁場變化，產生角度的偏移，造成「螢幕上的山頭」與「判斷點」，

螢幕左右間產生幾度的誤差，此問題亦屬於硬體問題，我們的程式無法修正，但您可以透過

我們所設計的「暫停」功能，將螢幕上的方位角固定上來，然後手動修正偏移的方位角。 

另外，在風大的地方，亦有可能因為細微的變化(風在吹)，導致山頭跳動的很厲害，此

時，除了可以將行動裝置放於固定的物體上，亦可使用我們所設計的「暫停」功能(兩個暫

停都要按)，將方位角與仰俯角同時固定下來，即可解決此問題。 

(II) 劇烈跳動與不正確 

若行動裝置的電子羅盤會劇烈的跳動，則代表電子羅盤有問題，建議進行電子羅盤的校

正；另外，若您使用的行動裝置，有方位角不準確的問題(東西南北搞不清楚)，則亦需要先

進行電子羅盤的校正，此校正方式依行動裝置而稍有不同，一般可以「拿著行動裝置在空中

畫 8 字」，若還是無效，建議您可上網搜尋「電子羅盤 校正」，以解決方位角之問題。 

不應被顯示出來的點 



 

(C) 接近一山頭時，仰俯角可能產生誤差 

這情況通常發生於與山頭距離小於 1Km 的距離內，由於行動裝置內的 GPS 全球定位系

统，所抓取的經緯度與高度資訊，存在著些取誤差(尤其是高度資訊)，這可能造成所顯示出

來的資訊，存在著誤差。   [硬體限制，依行動裝置而異，無法解決] 

 

 

(D) 啟動後，看不到任何的山頭 

以下幾種原因，可能造成看不到山頭資訊： 

(i) 行動裝置尚未擷取到目前所在位置的 GPS 資訊。請檢查螢幕左下角，是否有 GPS 資訊，

若顯示「等待 GPS 訊號中」或「GPS 裝置未開啟」，則無法顯示山頭資訊。 

(ii) 行動裝置的 GPS 資訊錯誤。若您的 GPS 座標錯誤，且座標不在台灣(例如在國外)，則無

法顯示山頭資訊。 

(iii) 人在離島。若您人在離島，因為距離台灣本島較遠，所以抓到的資料也會有問題。 

(iv) 人在國外。若您人在國外，由於距離太遠，是看不到任何山頭資訊的。 

 

(E) 移動或轉動行動裝置時，螢幕會延遲、滯後(Lag) 

這應是您行動裝置太舊(Android 2.X 版本)，或者 CPU 太慢所導致，建議您進行行動裝

置的優化。 

此外，您可以於設定中，將「匯入總點數」修改成「100~300 點」左右，此目的是將判

斷的點減少，以提高 CPU 處理之速度。  (請注意，降低匯入總點數，將使部分比較不重要

的山頭，無法被顯示出來) 

顯示點 

實際位置 



 

(F) 應用程式擷取到 GPS 後即當掉 

當應用程式開啟並擷取到 GPS 資訊時，螢幕左下方會顯示「GPS 資料匯入中」，若此時

應用程式會當掉，應是由於您行動裝置的記憶體不足所導致，建議您進行行動裝置的優化。 

此外，您可以於設定中，將「匯入總點數」的數值降低 (請先關閉 GPS 硬體，以免未

完成設定前，系統即當機)，一般，匯入的總點數約介於 500~1000 點，若您將此數值降低至

500 點，所需的記憶體，也就會少很多。  (請注意，降低匯入總點數，將使部分比較不重要

的山頭，無法被顯示出來) 

 

(G) 什麼樣的行動裝置，適合使用此應用程式 

由於此應用程式會顯示大量的山頭，為了可以舒適的觀看，我們會建議您使用螢幕尺寸

較大的平板電腦或擁有大螢幕的智慧型手機。 

另外，由於此應用程式需要大量的位置運算，因此，擁有較佳的 CPU，將使您在觀看

時，更加的流暢。至於較慢的 CPU 則還是可以使用，但在移動或轉動時，將會有畫面延遲

的情況產生。 

 

(H) 如何擷取畫面？ 

此問題需視行動裝置開發商而定，一般而言，您可以同時按下「電源鈕＋音量下鍵」或

「電源鈕＋Home 鍵」(約一秒鐘)，來進行畫面的擷取。畫面擷取後，圖片會被置於預設目

錄下的「~/Pictures/Screenshots/」子目錄(目錄視開發商而定，亦有可能放於「~/Screenshots/」

子目錄或其他目錄中)，接著，您可以透過「檔案管理器」或「文件管理」的軟體，來尋找

儲存後的圖片。 

若以上方式無法擷取畫面，您可以透過搜尋引擎，搜尋您行動裝置的型號(以 Samsung 

Note 2 為例)＋關鍵字 (例如，搜尋「Note2 擷取畫面」)，來瞭解螢幕擷取的方法。 

 

(I) 我只想看到附近的山頭，但 Peakview 顯示出所有的山頭，造成螢幕看起來很亂 

很抱歉造成您使用上的不便，由於 Peakview 尚屬於發展階段，很多功能尚未完善，因

此會有此問題。 

目前，我們已著手修改此部分的設計，未來，使用者可透過設定想要觀看的距離，來選

擇要顯示的山頭。 [預計 2015 年 2 月完成] 

 

(J) 為何我的水平線不水平？ 

目前，我們發現部分中低階手機內的感測器，存在著不平的問題(例如 ASUS ZenFone 5)。



由於這是硬體設計上的瑕疵，無法透過軟體校正來修正此問題，因此目前暫無解決的辦法。 

同時，我們已發現此問題為使用者造成的不便，近期，我們會在設定中，增加手動調整

方位角、仰俯角與傾斜角的功能，以讓使用者能看到更正確的山頭資訊。 [預計 2015 年 3

月完成] 

 

(K) 應用程式開啟即當掉 

我們已測試過幾十組行動裝置(包含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尚無遇到此問題，若您不

倖遇到了，我們深感遺憾，這有可能是您的行動裝置太舊(Android 2.X 版本)，或者是您的行

動裝置特殊所導致。無論如何，都歡迎您與我們聯繫 (peakview01@gamil.com)，我們會儘

量設法為您解決此問題。 (必要時，可能需要請您協助測試，或商借您的行動裝置，來測試

一下) 

 

 

  



(4) 關於未來 

目前，我們的程式仍有許多不足的地方，我們仍有許多想法，待更多的時間來慢慢完成，在

此之前，還請多包涵我們程式無法做到的地方。此外，若您有其他很好的想法，也歡迎告訴我們

(peakview01@gamil.com)，以作為我們未來修正的參考。 

若您使用後覺得不錯用，歡迎傳送您在山上所拍攝的影像，給我們參考。 

若程式在使用上有問題(Bugs)，亦歡迎您告訴我們，因為這有可能也是其他人會遇到的問題，

請通知我們，以讓我們將程式修正的更好。 

若您有特殊的需求，也歡迎與我們聯繫，讓我們來研究一起合作的可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