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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  

一、基本資料：                                                             申請條碼：93WFA0505310   *93WFA0505310*

本申請案所需經費 (單選 ) A類(研究主持費及執行計畫所須經費) 

計 畫 類 別 ( 單 選 ) 一般型研究計畫 

研 究 型 別 整合型計畫 

計 畫 歸 屬 永續會 

申請機構 /系所（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學系(所) 

本 計 畫 主 持 人 姓 名 馮豐隆 職  稱 教授 身 分 證 號 碼 *******428 

中 文 坡地林業使用區之劃定及保育管理準則之探討(2/2) 
本 計 畫 名 稱 

英 文 The Land Classification of Slope Forestry and Criteria of Concervation and Management (2/2) 

整 合 型 總 計 畫 名 稱 以永續發展為導向，探討分區落實流域水土林資源整體保育治理規劃及合理土地利用之學 

整 合 型 總 計 畫 主 持 人 鄭皆達 身 分 證 號 碼 *******134 

全 程 執 行 期 限  自民國  94  年 08 月 01 日起至民國 95 年 07 月 31 日 

學  門  代  碼 名 稱(如為其他類，請自行填寫學門) 
研究學門(請參考本申請書所

附之學門專長分類表填寫 ) 
B5 森林、水保及生態 

研 究 性 質 基礎研究 

本年度申請主持國科會各類研究計畫(含預核案)共   1   件。(共同主持之計畫不予計入)  

本件在本年度所申請之計畫中優先順序(不得重複)為第   1 。 

本計畫是否為國際合作計畫：否 

本計畫是否申請海洋研究船：否 

本計畫是否有進行下列實驗：（勾選下列任一項，須附相關實驗之同意文件） 

計 畫 連 絡 人 姓名：    馮豐隆     電話：(公)   04-22854060       (宅/手機)  04-22853175    

通 訊 地 址 中興大學森林系  台中市國光路２５０號 

傳 真 號 碼 04-22872027 E-MAIL：flfeng@nchu.edu.tw 

計畫主持人(申請人)簽章：            馮豐隆                  日期：            2004/12/29 下午 01: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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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補助經費： 
（一）請將本計畫申請書之第四項(表 C004)、第五項(表 C005)、第六項(表 C006)、第七項(表 C007)、

第八項(表 C008)所列費用個別加總後，分別填入「研究人力費」、「耗材及雜項費用」、「研究

設備費」、「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差旅費」及「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差旅費」欄內。 

（二）「國際合作研究計畫費用」指若有申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費用者，請將表 I002之「合計」欄

金額填入。 

（三）管理費為申請機構配合執行本計畫所需之費用，其計算方式係依本會規定核給補助管理費之

項目費用總和及各申請機構管理費補助比例計算後直接產生，申請人不須填寫「管理費」欄。 

（四）「貴重儀器中心使用額度」係將第九項(表 C009)所列使用費用合計數填入。 

（五）請依各年度申請博士後研究之名額填入下表。 

（六）申請機構或其他單位（含產業界）提供之配合項目，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執行年次 
 
補助項目 

第一年 
(94年 8月~95
年 7月)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業        務        費 560,741  

研   究   人   力   費 240,000  

耗  材 及 雜 項 費 用 320,741  

研  究  設   備   費 180,000  

國  外  差   旅   費 0  

國外或大陸地區差旅費 0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差旅費 0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差旅費 0  

管       理       費 88,889  

合                計 829,630  

貴重儀器中心使用額度 0  

國內、外 
地區 

共 0名 共名 共名 共名 共名 
博士後研究 

大陸地區  共 0名 共名 共名 共名 共名 

申請機構或其他單位（含產業界）提供之配合項目（無配合補助項目者免填）  

配 合 單 位 名 稱 配合補助項目 配合補助金額 配 合 年 次 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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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研究人力： 

（一）請依照「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研究人員」及「博士後研究」等類別之順序分

別填寫。 

 

類 別 姓名 服務機構/系所 職稱
在本研究計畫內擔任之具

體工作性質、項目及範圍  
＊每週平均投入

工作時數比率(%)

主持人 馮豐隆 國立中興大學 森
林學系(所) 

教授 計畫執行及報告撰寫 30 % 

共同主

持人 
羅紹麟 國立中興大學森

林學系 
教授 計畫督導及執行 30 % 

※註：每週平均投入工作時數比率係填寫每人每週平均投入本計畫工作時數佔其每週全部工作時間

之比率，以百分比表示（例如：50%即表示該研究人員每週投入本計畫研究工作之時數佔其

每週全部工時之百分五十）。 
 

（二）如申請博士後研究，請分年列述博士後研究參與本研究計畫之 
1.目的及必備之專長。 
2.研究項目。 
3.工作份量及其對該計畫之影響程度。 
4.工作績效評估準則。 
5.若已有人選者，請務必填註人選姓名，並將其個人資料表併同本計畫書送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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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人力費： 

（一） 類別/級別欄請依專任助理(含碩士、學士、三專、五(二)專及高中職)、兼任助理(含博士生、
碩士生、大專學生、講師及助教)及臨時工等填寫。 

（二） 專任助理及兼任助理之每月工作酬金標準，不得超過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工作

酬金支給標準表之規定。 
（三） 九十年以後獲本會碩士論文獎或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者，於本會公布獲獎之日起三年內就

讀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博士班或碩士班，並參與本計畫研究工作，申請每月博士班研究獎

助金 28,000元或碩士班研究助學金 10,000元部分請務必於級別或姓名欄填列姓名，並檢
附得獎證明影本及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以利審核。 

（四） 申請專任助理者，除依工作月數填列工作酬金及至多1.5個月年終工作獎金外，須另填列
投保勞保及健保之「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費」（可至本會網站下載）。 

（五） 請分年列述。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第 1年 

（一）專任助理、講師及助教級兼任助理、臨時工資 

類別/級
別 

人數 姓 名 
工  作 
月  數 

月支酬金 
（含勞健保費）

小計 
請述明：1.最高學歷 2.曾擔任專題研究計
畫專任助理之經歷 3.在本計畫內擔任之
具體工作性質、項目及範圍 

 1 待聘 12 0 120,000  

合  計（一） 120,000

（二）博士班研究生、碩士班研究生及大專學生兼任助理 

級別或

姓名 
人數 
（1） 

每人每月

單元數(2)
獎助月數

(3) 
小計 (4)＝ 
＄2000×(1)×(2)×(3) 

在本研究計畫內擔任之具體工作性

質、項目及範圍 

碩士班研

究生研究

助學金/黃
俊凱 

1 2 12 48,000  

博士班研

究生獎助

金/李宣德 

1 3 12 72,000  

合計（二）  120,000

總計（三）＝合計（一）＋合計（二） 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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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耗材及雜項費用： 

（一） 凡執行研究計畫所需之耗材及雜項費用，均可填入本表內。 

（二） 說明欄請就該項目之規格、用途等相關資料詳細填寫，以利審查。 

（三） 若申請單位有配合款，請於備註欄註明。 

（四） 請分年列述。 

第 1年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名 稱 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雜支 現場調查、試驗設備費、

電腦耗材、維修、底片及

沖印、錄影帶、差旅費、

打字、印刷費、影印及文

具、資料檢索、郵電費等

 1 320,741 320,741  

合        計 32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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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設備費： 

（一） 凡執行研究計畫所需單價在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二年以上之各項儀器、機械

及資訊設備（含各項電腦設施、周邊設備及套裝軟體、程式設計費）等之購置、裝置費

用及圖書館典藏之分類圖書等屬之，此項設備之採購，以與本研究計畫直接有關者為限。

各類研究設備金額請於金額欄內分別列出小計金額。 
（二） 購置設備單價在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者，須檢附估價單。 
（三） 若申請機構及其他機構有提供配合款，請務必註明提供配合款之機構及金額。 
（四） 儀器設備單價超過六十萬元(含)以上者，請詳述本項設備之規格與功能(諸如靈敏度、精

確度…等)，其他重要特性與重要附件，以及申購本設備對計畫執行之必要性。本項設備
若獲補助，主持人應負維護保養之責，並且在不妨礙個人研究計畫或研究群計畫之工作

下，同意提供他人共同使用，以避免設備閒置。 
（五） 請分年列述。 

     第 1年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經費來源 

類別 

 

設備名稱 

(中文/英文) 
說     明 數  量 單  價 金  額 本會補助 

經費需求 

提供配合款之機

構名稱及金額 

儀器及資

訊設備 
硬體、應用軟

體、PC、印表
機等購置與維

護/ 

 1 180,000 180,000 180,000  

合                                  計 180,000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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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研究計畫項目及重點說明：（總計畫及子計畫之主持人均需填寫此表） 

（一）整合型研究計畫項目： 

計 畫 
項 目 主持人 服務機構/系所 職稱 計  畫  名  稱 申請經費

總計畫 鄭皆達 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教授 

以永續發展為導向，探討分區落實流域水土

林資源整體保育治理規劃及合理土地利用

之學理、管理對策及準則 
422,500 

子計畫一 鄭皆達 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教授 

流域整體保育治理之學理基礎、影響因子及

水土林資源全方位保育對策及措施之探討

研擬 
562,348 

子計畫二 鍾懿萍 逢甲大學 
土地管理系 教授 區域規劃及集水區土地分區判定利用形

式、限度及管理策略之探討 864,806 

子計畫三 林昭遠 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教授 集水區環境敏感區位之劃定及保育方法管

理準則之探討 717,920 

子計畫四 林俐玲 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教授 坡地農業使用區之劃定，保育對策及管理準

則 734,800 

子計畫五 馮豐隆 中興大學 
森林學系 教授 坡地林業使用區之劃定及保育管理準則之

探討 800,000 

子計畫六 陳鴻烈 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教授 以水質保護為導向分區落實合理土地利用

之保育措施及管理準則之探討 720,000 

（二）整合型研究計畫重點說明：  
請就下列各點分項述明： 
1.整合之必要性：包括總體目標、整體分工合作架構及各子計畫間之相關性與整合
程度。 

2.人力配合度：包括總計畫主持人協調領導能力、各子計畫主持人之專業能力及合
作諧和性。 

3.資源之整合：包括各子計畫所需各項儀器設備之共用情況及研究經驗與成果交流
情況。 

4.申請機構或其他單位之配合度。 
5.預期綜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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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標及分年研究重點 

環境與資源的保育使用是否得當是永續發展的基礎，流域、集水區（basin, watershed）

是地形地位是河川溪流某定點雨水匯集的區域。也是保育水土野生動植物等更新資源的生

態單位。流域集水區的狀況是自然環境因子的共同作品，更代表了集水區人類活動的所造

成的環境痕跡和累積影響。流域集水區上中下游的水土、林資源是否能妥善整體保育利用

治理更與山崩、土石流、洪水等災害消減及永續發展息息相關。因此流域或集水區是探討

人和自然互動關係和影響的合適評析單位。 

近一、二十年台灣經常發生大型山崩、土石流、洪水及旱災等水土災害，造成人民生

命財產及公共建設的重大損失，也是永續發展目標能否達成的考驗和挑戰。台灣水土災害

多與山高、坡陡、地質年輕脆弱、地震頻繁、颱風期間降雨總量大、強度高等先天條件不

良有關，但無法落實流域集水區土地的合理利用也是使災害次數加多、程度加深的原因。 

九二一大地震後各項颱風豪雨所造成重大生命財產損失的慘痛經驗充分顯示政府主

管機關過去投入了大量的財力與人力興辦包括擋土牆、攔砂壩、潛壩、堤防、丁壩、導流

工等工程方法對水土災害的消減有其功效但卻有其限度。而且在流域集水區內合理土地利

用工作之推動困難成效有限也使災害消滅的成果大打折扣。因此極有必要從基本學理、技

術、制度及土地利用管理等層面來探討如何以各項軟硬體措施妥善配合來確保或提升水土

災害消減措施的效果，奠定永續發展的基礎。 

本計畫從全方位之觀點探討影響流域水土林資源整體保育治理的自然（生態及水文）

及人文（含社會經濟、教育文化、法律及政治）因子、學理基礎（土地利用對水土資源的

影響），並研擬土地利用分區的劃定原理、方法及管理準則，以期由合理土地利用管理對

策配合相關軟硬體技術，以達到流域集水區內水、土、林資源之整體保育目的。展現一個

健康的流域集水區(healthy basin , watershed)在環境因子的限制條件下應有使可更新資

源（renewable resources）生生不息為人類永續享用的功能。本研究成果可作為政府對流

域內水、土、林資源之保育利用及管理之重要參考依據。 

本整合計畫之分年目標和研究重點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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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分年目標與研究重點 

計畫年度 分年目標 
整合總計畫與子計畫主要目標與工作重點，規劃各子計畫研究課題

之相互應用性，為本整合研究奠定基礎。 
子計畫

一 
a. 不同土地利用對於流域水土林資源保育、災害消減及永續發

展影響之學理及實例綜合探討評析及正確定位。 

子計畫

二 

a. 搜集與評析國內、外國土及區域計畫與流域規劃管理間關聯
性之相關文獻。 

b. 搜集與評析流域上、中、下游土地使用分類系統，永續利用
準則與總量管制策略工具。 

c. 研討與建構土地利用判定與分區劃設準則、方法論與分析系
統。 

子計畫

三 
a. 環境敏感區位文獻蒐集與基本資料建置，以及集水區環境敏

感區位分析系統開發。 

子計畫

四 

a. 坡地土壤與地質、地籍資料之收集、增補建置。 
b. 調查區坡度、土壤深度、沖蝕程度和母岩性質分類統計及現

況調查。 

子計畫

五 

a. 整合並建立以流域為考量的坡地多尺度地理資訊管理系統。
b. 資訊系統進行評估並選取較佳的坡地森林生態分類系統。 
c. 全方位由經營、研究及利害關係人或團體等共同討論研擬坡

地林業使用分區及永續經營的準則、指標(C & I)及 量化推
估模式。 

第一年 

子計畫

六 

a. 蒐集區域衛星影像、水質、土地利用，及其他相關之文獻資
料。 

b. 土地資料蒐集分析並建立水質參數及基本模式。 
c. 建立調查區水質污染總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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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一 

a. 探討水里溪流域自然水文氣象、地理、地質、土壤、生物因
子(bio-geo-climatic, attributes)及人文因子（含社會經濟、法律
政治及教育文化等）對水土林資源合理整體保育治理之影響。

b. 有效全方流域集水區全方位流域集水區整體保育治理方案之
研擬（含管理機制、組織架構、人力培訓、全民教育宣導及

公共參與等配套措施及不同替代方案的軟硬體各項對策的評

比優劣及在變動性環境條件下如何作最適（optimum）選擇。

子計畫

二 

a. 實證流域之土地使用現況與變動之判定分析，並探討土地利
用行為的變動與環境課題。 

b. 研擬流域土地使用分區判定、劃設準則與作業流程，並劃設
使用分區。 

c. 依永續使用之分區目標與準則，探討並訂定各分區的土地使
用總量管制之策略與工具。 

子計畫

三 

a. 集水區環境敏感區位之檢討及驗證，探討防災構造物之減災
功能及植生緩衝帶之避災功能，以及其配置之合理性。 

b. 藉由集水區環境敏感區位之生態指標評估，探討人工設施、
防災構造物及植生緩衝帶之景觀生態效益。 

子計畫

四 
a. 坡地土壤基本資料與可利用特性模型建制。 
b. 坡地農業區劃定系統建置。 

子計畫

五 

a. 設置坡地林業經營保育監測系統 
b. 進行經營保育活動的假設情境模擬(Scenario)了解執行後可
能狀況 

c. 依生態分類分區之坡地林業監測準則與指標(C & I)評估流域
水土林資源經營的整體性與永續性。 

第二年 

子計畫

六 

a. 進行分析不同土地利用型態與污染相關性，並研究其水質污
染總量。 

b. 制定合理的污染減量目標並依不同土地利用型態，制定合理
的保育措施與管理準則。 

 

1. 整合之必要性 

集水區保育與土地利用開發之衝突性 

流域為自然環境及生態，社會，經濟等條件因子所影響而形成之組合體，因此其保育

治理計劃仍以環境及資源之有效保育利用為其前題。而在整體保育對策之研擬上，各項資

源之開發利用常有相互衝突妨礙之現象。如森林資源開發、農牧用地之開闢、礦產之開採

及道路與建築興築、觀光遊憩事業等與水、土、林資源之保育均有所相當程度之衝擊。然

而為求取一適當平衡點，探討其衝突程度之大小並做一評估及決策是實現保育治理理想與

目標之重要課題。 

合理土地利用及管理之重要性 

合理的土地利用是集水區保育的根本，而合理之土地利用係指集水區的土地應根據可

利用限度及穩定性進行合理保育利用。土地的合理利用，維護土壤理化及水文特性，有益

坡地穩定，是確保其應有的保土理水功能的根本。集水區內土地利用管理不善，不當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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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常造成土壤沖蝕，泥沙淤積及水污染等影響，因此集水區的土地應依其可利用限度及穩

定性，作合理的保育利用及有效的土地利用管理，包括對不當土地利用的取締及土地利用

方式的輔導，此為集水區治理保育工作中得確切執行落實的重要課題。 

過去集水區治理大部份偏重工程方法土地合理保育利用及消減人為破壞之管理措施

所佔比重則非常低，這與「整體治理」名實不符。由賀伯至桃芝風災之災害實例證明工程

方法效用有其極限，對小型洪水、土石流有效；中型也許有效；大型則無效。因此如能把

土地合理保育利用及管理的項目納入，方能使水土災害防治及消減工作功能效益更加彰

顯，並奠定永續發展基礎。 

整合計畫目標 

本整合計畫『以永續發展為導向，探討分區落實流域水、土、林資源整體保育治理規

劃及合理土地利用之學理、管理對策及準則』主要即針對國土保安及水源涵養保護上述兩

大課題，並以區域規劃之原則針對影響集水區整體保育治理之自然及土地利用因子進行一

全方位之探討。其中在探討主題上，可分為五大領域，其中包括環境感敏區位坡地土壤流

失及土地可利用限度坡地農村社區生態環境規劃林地保育及管理對策及河川污染總量控制

等進行探討。在本研究中預計將以由流域為單元，分為上、中、下由進行土地利用影響水、

土、林資源因子探討。在流域上游方面，主要係針對坡地林業使用區之劃定經營保育管理

準則及經營保育規劃進行調查，目的在確保森林資源多樣性的保育，增加森林生產力，減

少上游之水、土、林災害發生，維護森林生態系健康，以推行符合生態原則之合理經營方

式，發揮森林公益及經濟效益；在流域中、下游之研究方面，由於強調人為開發利用之影

響性，故其為本研究之重點。其中本計畫將針對土地開發對土壤流失、農村土地利用規劃

以及由環境敏感區位探討人工開發構造物（包括社區開發行為）及避災設施之設對於環境

生態之影響性等。此外，本計畫預計將由集水區污染管制區位劃分之觀點進行，最後將各

項因子整合出一全方為之土地利用管制策略。 

在保育方案研擬上，本研究由促進集水區土地合理利用為出發點，依影響流域水、土、

林資源保育治理的自然及人文因子、基本學理，研究開發分區劃定流域內不同土地使用的

區位（包括溪邊環境感敏地區），訂定因地制宜的保育及管理方法及準則。各子計畫的整

體分工架構關係圖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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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各子計畫整體分工架構關係圖 
 

本整合計畫預計在各子計畫有初步結果後，定期和機動性的將子計畫成果之彙整工

作。將成果代入各合適的評估模式及保育方案中，第二年並將配合各子計畫執行選擇一共

同的研究集水區（南投縣水里溪上游集水區），除探討自然系統與各項人為開發行為或活

動相互之關係外，主要工作係將建立之成效評估模式以實際集水區各項因子資料代入進行

探討，並據以進行模式修正及調整。並整體探討集水區保育管理之機制及研擬整體全方位

之集水區保育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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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力配合度 

本計畫總計畫主持人鄭皆達教授，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系畢業後，赴國外主修土地

利用、水文學及集水區整體保育治理，為我國最早獲得此一領域最高學位之少數學者。有

15 年分別在加拿大政府之水資源局、環境廳及林業廳負責集水區保育治理研究、現場問題

解決（trouble shooting）及推廣工作的經驗。1983 年及1987 年回國分別在國科會及林

業試驗所擔任客座專家，1989 年任職於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係迄今。曾於1995 年至1998 

年擔任水土保持系系主任，具有豐富研究及行政協調能力。 

本整合計畫各子計畫的主持人包括二校四系在水土保持、區域規劃、森林保育規劃、

水質評估保護等各領域學有專精的高級研究人才，在計畫研擬和執行期間有定期及非定期

開會研商機制，探討執行細節及遭遇問題的解決之道。各子計畫主持人之間過去大部分均

有和諧執行整合研究計畫之經驗，未來在執行過程中可確實把握總計畫及各子計畫目標及

內容，順利執行。 

3. 資源之整合 

在研究資源整合方面，本計畫結合包括國立中興大學及逢甲大學研究水、土、林資源

相關系所之人員及設備；中興大學係中部唯一的綜合性國立大學，校內設有水土保持、森

林、土木、環工、土壤、森林、應用經濟等與水土林資源保育與災害防治科技及政策有直

接、間接相關的科系。上述科系設備完善、研究人力倍受肯定、研究成果豐富。能對本計

畫提供最佳全方位人力與設備支援。水土保持系成立於民國53 年，相關水土保持研究各方

面的設備與圖書相當完備，有利於各子計畫之推動及整體計畫之協調整合、掌握進度。在

校內資源整合上，本計畫結合校內包括森林系與農村規劃研究所等相關學術單位，以森林

系整合資源調查與分析、地理訊系統、生長演替模式系統、生態評估及生態系經營等專長，

配合農村規劃研究所農村發展多目標、多元化並兼顧生活、生態之理念下，提供決策及解

決問題所需的資訊等優勢，作為整體計畫決策系統之建立與運用。 

在校際整合上，本計畫將配合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進行計畫研究，該系在土地經濟

與政策等領域已有相當之研究基礎及成果，逢甲大學於民國八十年成立「地理資訊系統研

究中心」，多年來其發展推動的土地管理資訊研究及應用，成績相當優異，深受各方肯定。

在未來本計畫在執行過程中將可扮演一重要的角色。 

4. 預期綜合效益 

 由全方位觀點探討影響流域水土林資源整體保育治理因子 

由自然因子（生態及水文）及人文因子（含社會經濟、教育文化、法律及政治等）探

討土地利用對水土資源影響之其學理基礎。 

 研擬土地利用分區劃定原理、方法及管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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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合理土地利用管理為基礎，配合相關軟硬體技術，進行管理對策以達到水、土、林

之資源整體保育目標，成果作為集水區保育利用管理對策研擬之基礎。 

 由學理、自然及人文影響因子探討集水區體保育利用管理對策 

根據管理準則配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針對集水區問題提出符合現況及可行之集水區

整體保育利用管理對策，未來將可將相關研究成果融入相關之土地利用管制準則及法規

中，並作為國土規劃之重要參考依據。 

 建構並評估最適(optimum)集水區保育成效評估模式 

蒐集並探討國內外相關集水區效益評選模式及替代方案，並進行試驗集水區之現場因

子調查及模擬，最後將獲得之最適成效評估模式回饋作為擬定集水區管理準則及保育對策

之重要參考依據。 

 透過流域分區劃設及使用管制之策略，建構並提出整體之集水區保育方案。 

以開發潛能、可行性與適合性評估原則下，選擇適宜之森林生態系分類體系，進行研

究區森林生態系的分類系統及分區工作，並提出坡地林業使用區劃及保育方案。蒐集並探

討國內外相關集水區效益評選模式及替代方案，並以進行現地驗證，最後將評估結果回饋

作為擬定保育對策之重要參考依據。 

 結合環境生態指標概念評估並研擬環境敏感區位分析系統。 

由生態系經營的準則與指標(C & I)及準則、指標的量化推估、估模式建立森林生態

系永續經營計畫。 

預期成果及其應用 

總計畫 

本整合計畫旨在透過 七項子題研究探討影響流域內水土林資源整體保育利用的學

理、自然及人文影響因子管理機制、 研擬土地分區使用保育之規劃及管理維護準則（方法、

措施）並 選擇南投縣水里溪集水區作為土地利用保育規劃範例， 其他成果將對台灣在21世

紀確實達成分區合理使用土地及永續發展目標有很大助益。 

子計畫一：流域整體保育治理之學理基礎、影響因子及水土林資源全方位保育對策

及措施之探討研擬 
1. 全方位探討影響集水區水土林保育之土地利用、社會經濟、法律及行政等因子。 
2. 研擬效益評估評選模式以決定最佳（optimum）及替代方案，作為集水區經營對策 
3. 進行集水區綜合規劃之資源調配，評估確保水土資源保育之土地開發行為模式。 
4. 整合集水區保育之管理機制，擬定整合型管理模式及保育對策。 

子計畫二：區域規劃及集水區土地分區判定利用形式、限度及管理策略之探討 
1. 搜集及回顧分析流域在國土與區域規劃中的功能定位，國內、外流域地用分類系

統，與流域區永續利用準則及總量管制策略的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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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發及建構流域區土地利用形式判定與分區劃設之方法論與資料庫。 
3. 進行研究區流域土地使用現況與變動的判定及環境課題探討。 
4. 研擬、建構流域永續利用之分區劃設準則與空間資訊化之土地利用決策分析系統。 
5. 針對實證流域土地利用類型進行分區的劃設及進一步界定各分區土地使用組合與
環境功能。 

6. 研擬流域各分區土地永續使用總量管制策略，包括：允許之土地使用活動組、區位、
強度與其他成長管理工具等。 

7. 訓練、培養研究人員研究分析、獨立思考、搜集資料與論文寫作的能力。 
8. 將研究成果應用、發表及推廣於國內、外的相關期刊或會議中。 

子計畫三：集水區環境敏感區位之劃定及保育方法管理準則之探討 
1. 環境敏感區位之文獻回顧、基本資料蒐集與建置 
2. 利用數值地形模型與衛星影像資料分析地形陡峭區位、土壤流失敏感區位、土石流
危險溪流集水區及濱水區位等 

3. 研發集水區環境敏感區位分析系統，分析及整合各項環境敏感區位空間資料，作為
集水區整體治理之輔助工具 

4. 檢討及驗證環境敏感區位內之人工構造物及植生緩衝帶之配置效益及合理性，探討
其減災及避災之功能 

5. 結合環境生態指標概念，探討環境敏感區位內人工構造物及植生緩衝帶之景觀生態
效益，作為集水區環境敏感區位治理之參考依據 

6. 培養研究人員論文寫作訓練，並將研究成果發表及推廣 

子計畫四：坡地農業使用區之劃定，保育對策及管理準則 
1. 土地利用型態對土壤深度及沖蝕程度之相關性探討並訂定一標準判定程序。 
2. 結合坡地土壤與母岩性質資料庫，並以地籍資料為基礎加以整理、呈現。 
3. 訂定合理之土壤型態與土地利用之管理對策。 
4. 利用研究區進行土地使用管理對策之可行性評估。 

子計畫五：坡地林業使用區之劃定及保育管理準則之探討 
1. 建立台灣坡地林業多尺度地理資訊管理系統。 
2. 在潛能、可行性與適合性評估原則下，選擇以流域為單元的森林生態系分類體系，
再透過水土林專家學者共同修改討論，以建立較適合台灣的森林生態系分類系統及

分區工作，劃定坡地林業使用區。 
3. 透過共同討論的方式，研擬各森林生態系分類系統及分區的生態系經營的準則與指
標(C&I)及準則、指標的量化推估模式、評估模式、方法。建立可行的森林生態系

永續經營計畫，以增加森林生產力、維護生物歧異度與長期維護森林健康。 
4. 研擬中央的林業政策與各地方(事業區)的坡地林業經營計畫書規劃。 
5. 利用地理資訊系統進行假設情境的模擬，以了解未來的可能狀況，並加以評估，實

施監測與適應性調整經營，以保續作業為原則，保育森林資源，增加森林生產力，

注重國土保安，減少災害發生，達到水土林資源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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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六：以水質保護為導向分區落實合理土地利用之保育措施及管理準則探討 
1. 建立自然生態系中之水質基本模式。 
2. 建立自然生態系中之水質污染總量資料。 
3. 制定合理的污染減量目標。 
4. 制定不同土地利用 (生活、農業、工業) 之合理的保育措施與管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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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中文摘要 

台灣許多河川、溪流與水庫的上游集水區，森林均為主要覆蓋。河川、溪流

與水庫的泥砂災害，大部分與上游集水區的崩塌和沖蝕有關。森林覆蓋能防止表

面沖蝕、穩定坡面、減低泥砂和洪水為害下游的程度。因此如何以永續發展及災

害消減為導向，來進行坡地林業分類分區的劃定及保育管理準則的探討，以作為

流域水土林資源整體保育治理規劃，並落實合理的林地土地利用管理，乃是刻不

容緩。所以本研究利用生態生態與自然環境等資料，建立台灣多尺度地理空間資

料庫管理系統。並利用此系統得出影響土地未來發展的主要潛力與限制因子，來

描述台灣土地使用狀況。利用基於生態單元的方法，來進行土地利用分區，並與

專家學者共同討論，加以評估。然而坡地林業保育管理準則，將透過各個層級的

經營者、研究者和利害關係人，並依據相關法規、政策、及中央所擬定之林業永

續經營的準則指標來共同討論。利用地理資訊系統進行假設情境的模擬，以了解

未來的可能狀況，研擬中央的林業政策與地方經營計畫書，並加以評估，達到水

土林資源的永續發展。 

 

本研究擬以水里溪流域範圍，分二年依序進行研究探討：(一)整合並建立以

流域為考量的坡地多尺度地理資訊管理系統；(二)進行評估並選取較佳的坡地森

林生態分類系統；(三)研擬坡地林業使用分區及永續經營的準則、指標(C & I)及
量化推估模式；(四)設置坡地林業經營保育監測系統；(五)進行經營保育活動的

假設情境模擬(Scenario)，以獲得未來最佳狀況；(六)依生態分類分區之坡地林業

監測準則與指標(C & I)評估流域水土林資源經營的整體性與永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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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英文摘要 

The upper watershed of river, stream and reservoirs are covered with 

forest in Taiwan. The sediment disasters generally caused by the landslide 

and erosion of upper watershed. Forest cover could protect the land 

surface erosion, stable the slope surface and deduce the damage of 

sediment and flood. So, how to do the forestlands classification and set 

the criteria of conservation will be the key issue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consider the water, soil and forest of a river in a 

holistic planning would be very import issue in forestlands 

management. We try to develop a multi-scale geo-referenced DBMS with 

environmental and bio-ecological factors in the study. From the data bank, 

we could get the key potential factors and limit factors in the description 

of land use development. The land-use class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ecological units were applied in the study and members of 

multi disciplinary team could discussed and evaluate to get the better 

one. The criteria and index of slope land forestry and forest management 

could be discussed with managers, researchers and stakeholders under the 

C & Is of center government. Desirable future condition could be got from 

simulating different scenarios with GIS.  

In the study, the catchment basin of Shuli stream is the study 

area. We try to research the project in two years. The content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1) To develop the multi-scale geo-referenced DBMS 

under the catchment unit. (2) To evaluate the forestlands with ecological 

classification methods. (3) To develop C & Is of sustainability of land 

classification zones with mathematic models. (4) To build the monitoring 

system of slope land forest management. (5) To get the desirable future 

condition with different conservation scenarios. (6) To evaluate the 

holist and sustainability of forest ecosystem with C & Is in each 

ecological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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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內容： 

（一）近五年內主要研究成果說明。（連續性計畫申請時，應檢附上年度研究度

報告） 

（二）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請詳述本研究計畫之背景、目的、重要性及國內

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況、重要參考文獻之評述等。本計畫如為整合型研

究計畫之子計畫，請就以上各點分別述明與其他子計畫之相關性。 

（三）研究方法、進行步驟及執行進度。請分年列述：1.本計畫採用之研究方法

與原因。 

2.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3.重要儀器之配合使用情形。4.如為整合型

研究計畫，請就以上各點分別說明與其他子計畫之相關性。5.如為須赴國

外或大陸地區研究，請詳述其必要性以及預期成果等。 

（四）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請分年列述：1.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2.

對於學術研究、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面預期之貢獻。3.對於參與之工作

人員，預期可獲之訓練。4.本計畫如為整合型研究計畫之子計畫，請就以

上各點分別說明與其他子計畫之相關性。 

 

（一）近五年內主要研究成果說明。 

將遙航測(RS)、衛星定位系統(GPS)、地面永久樣區取樣調查(PSP)技術結合

成跨領域的整合資料收集監測系統；更利用地理資訊系統(GIS)，將RS、GPS、PSP 

所收集的屬性資料與圖層資料及過去經營管理、研究的調查資料，建構成多時

間、空間尺度的生態環境資料庫；由生態環境資料庫擷取空間分布之點資料，進

行點推面的空間推估；完成單株層級、林分層級、生態系層級、地景層級的建模

應用；藉以掌握各森林生態層級的現況、功能與變遷，更而進行生態系經營的生

產力、生物多樣性與森林健康的評估。其成果為： 

 

1. 建立於WWW 的台灣生態環境資料庫查詢(高堅泰、馮豐隆，1999，台灣生態環 

境資料庫查詢及應用於WWW，台灣林業，25(5):36-45.)與具林木、林分、地景 

層級之林業地理資料庫管理系統； 

 

2. 建立點推面的空間推估方法如應用克立金推估模式於降雨製圖森林生育地因

子之空間推估(馮豐隆、高堅泰，1999，應用克立金推估模式於降雨製圖，台大

實驗林研究報告，13(2):155-163.)與生育地分類與林分結構母數之推估等(高堅

泰、馮豐隆，2001，森林生育地因子之空間推估與生育地分類，中華林學季刊， 

34(2):167-184.)； 

 

3. 林木層級-林木位置圖之製作與建模應用於香杉之疏伐業務(馮豐隆、李宣

德、林明進，2001，林木位置圖應用於香杉之疏伐業務，林業研究季刊，

23(2):77-88.)(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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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隆、李宣德，2002，利用林木位置圖探討孔隙對林木生長之影響，林業研究 

季刊，24(1):21-30.)； 

 

4. 林分層級-整合GIS 與GPS 技術於林業製圖(馮豐隆、黃志成，1996，整合GIS 

與GPS 技術於林業製圖，中興大學實驗林研究彙刊，18(1):137-150.)、永久樣

區定位(馮豐隆、黃志成，1994，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在永久樣區定位之研究，中

華林學季刊，27(2):69-86.)、樣區設置(馮豐隆、蔡政弘，1998，地理資訊系統

在樣區設置上之應用，中興大學實驗林研究彙刊，20(1):81-99.)及分層取樣設

計上之應用(馮豐隆、蔡政弘，2000，地理資訊系統在森林分層取樣設計上之應

用，中華林學季刊，33(4):485-503.)； 

 

5. 生態系層級-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方法在台灣的應用與模擬(馮豐隆、高堅

泰，表C012 共11 頁第2 頁2001，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方法在台灣的應用與模

擬，林業研究季刊， 

23(1):83-100.)(馮豐隆，2002，假設情境及其在氣候變遷上之應用，台灣林業， 

28(4):24-32.)； 

 

6. 地景層級建模應用如惠蓀實驗林場土地利用之地景排列和變遷(馮豐隆、黃志 

成， 1997 ， 惠蓀林場土地利用之地景排列和變遷， 中華林學季刊，

30(4):387-400.)、地景格局之代表性分析－以關刀溪長期生態試驗地為例(簡炯 

欣、馮豐隆，2002，地景格局之代表性分析—以關刀溪長期生態試驗地為例，特

有生物研究期刊，4(1):75-85.)； 

 

7. 完成森林碳吸存之評估-　森林碳吸存之效益評估與林業經營策略(馮豐隆、

高勝助、黃國峰，1999，固定源總量調查─森林碳吸存之效益評估與林業經營策

略，行政院環保署八十八年度空間污染防制基金專案計劃，

EPA-88-FA32-03-2215，74pp.)；　由台灣地區森林碳吸存之效益評估談政府資

料發布(馮豐隆、高堅泰，2000，由台灣地區森林碳吸存之效益評估談政府資料

發布，2000.12.27 於中華林學會2000 年會森林學術發表會.)； 

 

8. 應用空間資訊於(1)林地生態地位評估(馮豐隆、吳昶清，2003，應用空間資

訊於林地生態地位評估－以惠蓀林場為例，中華林學季刊，36(2):115-125.)；

(2)野生動物棲息地評估(王駿穠、馮豐隆，2002，棲息地適宜度指標模式，台灣

林業，28(3):72-75.)(馮豐隆、王駿穠，2001，4S 在鳥類棲息地保育研究上之

探討，2001.5.25 於中台灣生態保育研討會，台灣，台中，東海大海省政大樓國

際會議廳.)(王駿穠、馮豐隆，2002，應用數位航測於鳥類棲息地製圖，＂2002 兩

岸青年遙感探測學術論壇論文摘要集＂，2002.11.3-4 於國立交通大學.)；(3)

地震崩塌地分布分析與復育探討等生態系經營事項(馮豐隆，2003，台灣地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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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植生製圖與應用，2003.12.6 發表於“2003 植物生物多樣性與植物資源永

續利用研討會＂ 論文集， 台中東海大學省政研究大樓大會議室， p149-204. 

ISBN957-29255-04)(馮豐隆，2003，森林生態系經營空間資訊之建立與應用-以 

惠蓀林場為例，2003.12.12 發表於＂2003 年資訊科學在農業之應用研討會＂論

文集)。 

 

（二）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土地為孕育生物之母，為了能合理妥善地利用土地，我們必須對土地多加瞭

解，有系統地收集分析有關土地的資訊，且對土地加以分類，以作為土地經營者

在決策時之依據。藉由土地分類來表示土地目前的狀況，也可以掌握土地的潛在

資源分布，以便在經營土地時，能夠在永續發展利用理念下滿足人類最大需求。 

 

為執行永續發展的山坡地經營，我們須擁有關於山坡地的基本資訊。為獲得

這些資訊，必須進行土地使用分類及發展過程的掌握，以及社會經濟及物理、生

物系統間關連的了解。為達成這些需求，必須獲得更多有關生物的分佈，與生物

所在的生育地、環境及其交互作用的資訊 

 

所謂土地分類即是蒐集到一些有用土地資料和資訊，並加以系統化分類，來

表示各分類等級之間的相關性和變異性，再依照土地特徵來加以歸納。其主要可

分為二：(一)針對土地使用現況的土地利用的分類及(二)土地潛能適性的土地潛

能分類。 

 

分類之前必需對土地作調查，收集有關土地之各種資料，無論是自然的、地

理的、物理的、社會的、經濟的、法律的或是人文等問題均需要注意，由於不同

時間、空間之土地使用現況不同，土地的潛能亦有所不同，故對土地進行調查、

分析時，時間尺度與空間尺度的問題必須加以注意。 

 

臺灣地理環境特殊，森林面積約佔全省面積的58%，共約202餘萬公頃(林務

局，1995)，除提供生產木材外，蘊藏種類繁多的生物多樣性、森林遊憩機會的

提供，保護水土資源，加強國土保安，更是森林不可忽視的一環。因此，在土地

使用規劃中，森林使用區之劃定是非常必要的。利用森林資源合理的、綜合性的

經營、利用，以永續作業為原則，保育森林資源，生物多樣性，增加森林生產力，

注重國土保安，發揮森林公益及經濟效益，更以推行合理經營方式，謀求全民福

祉為目的 

 

。因此，本研究擬收集生物生態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經濟的人文特性等相關

資料，在時間與空間尺度考量下，建立台灣多尺度地理資料庫管理系統（包含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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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自然環境的地理資訊，如氣候、地質、地文、水文、土壤、植被、動物及土地

利用等，和以往的調查記錄(如檢訂調查、資源調查、永久樣區調查、造林台帳

及伐木台帳等)）等過去、現況資料，並利用此系統的資料推導出影響土地利用

未來發展的潛力與限制因子的分布。利用主題圖與屬性表格的方式來描述台灣土

地的使用狀況和其生育地條件分布，並利用不同的觀點、方法，得出土地利用分

類、分區的方案，並公開舉辦座談會，邀請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共同討論、評估，

以獲得較為大家所接受的分類、分區方式。然而坡地林業保育管理準則，將透過

各個層級、跨單位的經營者、跨領域的研究者，並依據相關法規、政策、及中央

所擬定之林業永續經營的準則、指標來討論，研擬中央的林業政策與地方的森林

經營計畫書，並利用地理資訊系統進行假設情境的模擬，以了解未來的可能狀

況，加以評估，以達到水土林資源的永續發展。至於土地分類系統的流程，整理

如圖1：圖1. 土地分類系統的流程 

（三）研究方法、進行步驟及執行進度。 

1.研究方法 

(1) 利用地理資訊系統(GIS)，由過去圖籍及航遙測資料，整合台灣森林土地使用

的目前狀況，如植被分佈圖、林型圖、土地利用型圖；土地潛能適應性如森

林生育地(地形、氣象、土壤)、過去調查、經營管理記錄(如檢訂調查台帳、

造林台帳、伐木台帳)及資源調查樣區、永久樣區、樹幹解析、樣木等資料，

以及社會、經濟的現況資料，建立以流域為考量的坡地多尺度地理資訊系統。 

 
A. 參考利用過去已建構之惠蓀林場地理資訊系統架構方式(如圖2)，將整個

水里溪流域區域範圍依照生物生態與自然環境，建構地理資訊系統。將過

去與現在林業有關研究、經營機關之調查、經營管理所依據之事業區、林

班、小班；河川、流域、集水區；林道、步道等交通系統及林務局各單位

過去經營管理的紀錄—資源調查、檢訂調查台帳、造林台帳、伐木台帳，

曾進行調查劃訂之母樹林、永久樣區、造林中心區、森林遊樂區、保護區

保留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保安林區，經安排建構於單株林木、樣區

林分、群叢生態系、地景等生態層級之多尺度地理資料庫管理系統

(Geo-referenced DBMS)。有些生育地因子分布資料，則由全台灣的地理資

料，擷取出本研究範圍之生育地性質分布圖。 

B. 利用已購置2003年拍攝水里溪流域之高解析度的彩色數位航空照片影像

二十三張;40m x 40m數位地形模型(DEM)及由吾人組隊進行航空照片判

釋及地面的勘查以完成地覆圖(土地利用型圖、林型圖等)。 

C. 進行地形圖(坡度、坡向、海拔高)製作，目前水里溪流域的地覆圖製作與

更新，並將過去觀察、調查、研究、記錄的報告及有關土地利用型圖、植

生圖、樣區、樣木分布圖，其樣區土壤剖面圖、土壤圖、土相圖、氣象站

分布圖，不同時間、空間尺度的氣象圖(溫度、雨量、溼度、日照量)等的

圖籍、屬性予以建檔、數化與整合，以獲得過去時間歷程之土地利用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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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型圖、林相圖(包括如樹冠投影圖、材積分佈圖)。 

D. 配合氣象站的位置及歷年、每年、每季、每月甚至每日的日照、雨量、

溫度等氣象資料，利用地理統計(Geo-statistics)的推估方法以建立不同時

間、空間尺度的氣象圖(溫度、雨量、溼度、日照量)等資訊系統以及具時

間性的生育地氣象之地理資訊管理系統。 

E. 由土壤樣區調查資料(樣區位置分布圖、調查屬性表等)完成一序列土壤圖

製作過程圖(地形單元圖、土系圖、土相圖、土壤物理性質分布圖、土壤

化學性質分布圖等主題圖)及土壤圖製作、土壤物理化學性質檔之製作(林

務局，1995)土壤分類系統之關係以方便與過去之森林土壤圖對位比較。

藉此方式而將整個水里溪流域土壤、地質資料作更完善之建構，以提供未

來作為生態環境、林地規劃與監測分析之參考與利用。 

F. 依據生物生態學家的觀察研究結果，利用實證模式或機制模式製作各重

要動植物之物種棲息地適宜度分析之適宜度、潛在分布圖(如馮、王，

2002)、潛在生育地分佈圖與生育潛能圖及生態地位分布(馮、吳，2003)。
與環境生育地因子之間的關係，以便製作物種、群叢、生態系、地景等

潛在生育地分佈圖與豐富度分佈圖。好方便分析生態系、地景變遷及調

查取樣設計之依據。 

G.此外針對某些特殊地方如林業試驗所蓮華池分所、日月潭風景特定區、電

力公司發電廠、林務局;過去(九二一地震與桃芝颱風)所造成嚴重崩塌之

林地，區域內或附近區域作監測樣區設置，實施監測以了解監測期間內

各區域變化與變化趨勢，以作為永續經營規劃與執行之參考，以及建議

未來水里溪流域應該作何種方式之經營與調適(包括區域樹種選擇、森林

經營、土地利用規劃與管理)。 

 
(2) 進行台灣坡地分類分區：於水土林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尤其本研究團隊其他

研究人員共同討論，評估、選取較佳的坡地分類系統與分區技巧，以確立台

灣森林生態系之生態分類系統與分區技巧，並針對水里溪流域實施區劃。 

A. 由空間尺度與森林生態系層級的考量，決定台灣森林生態系各層級合適的

生態單元 (Ecological unit)，如立地單元、地形單元、地理單元、土相、1° 
級、2° 級、3° 級河之集水區；森林經營單位 (如事業區、林班、小班)；
植生(群叢、林型)、行政(如縣市、鄉鎮、村里) 、水庫集水區劃分等單元。 

 
B. 依照地景生態學原理，以生態單元來進行林地分類、分區、分級系統的建

立，並推導繪製研究範圍之森林現況與潛在的植生分佈圖。 

 
C. 配合總計畫參與台灣坡地分類分區的評估研討會，以確定台灣森林生態系

之生態分類系統與分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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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經營者、研究者、利害關係人或團體共同討論，提供已研擬之中央(全台灣)
層級－森林生態系永續經營之生物生態、社會經濟方面的七個準則與25 指標75 
個項目(馮、李，2003)來進行地方(各林管處、事業區)層級坡地林業使用分區及

永續經營的準則與指標(C & I)及準則、指標的量化推估模式、評估模式、方法；

更而利用這些資訊研擬中央的林業政策與各地方(事業區)的經營計畫書。 

 
A. 透過經營者、研究者與利害關係人或團體共同研擬各地景層級(如樣區、

林班、集水區、流域等)之生態分類群，以方便達成自然資源經營管理與

環境保育的目標，並參考森林生態系永續經營中央層級之C & I，由生物

生態、社會經濟、知識技術三方面來擬定地方性監測評價的準則與指標。 

B. 由專家學者針對初擬訂定的準則與指標，共同研擬、評估出推估計算的

項目、方法、模式及評價、評分C & I 的權重與方法。以時間、空間尺度

為考量，以森林生態層級為對象，建立現況、功能與變遷模式。並由小區

域研究成果推廣應用到大範圍；或由大範圍的狀況、功能、變遷，擷取部

份資料以了解小區域的狀況、功能與變遷，然各尺度層級間模式之尺度放

大、縮小相容的問題，宜值得重視。 

 
(4) 建構臺灣坡地保育管理規則之過程模式系統 

 
A. 利用坡地多尺度地理資訊管理系統的資料進行分析評估，由資訊擬出各種

可行方案，評估選擇方案，更而規劃、執行計畫、經營，再由監測活動中

獲得新知識、技能，以建立新目標，再而需要新資訊、新評估，訂出新決

策、新執行方法、方 向得以改善。其流程如圖3。 

 
B. 依林木、林分、群叢、生態系、地景層級選擇各分類、分區具代表性的物

種地點、監測站(經營管理措施、施行地點亦宜擇地點做長期觀察) 
 
(5) 依永續經營保育策略與目標，擬定執行計畫，進行經營保育活動的假設情境

模擬(Scenario)，以了解計畫執行後森林未來的可能狀況 

 
A. 由資料庫中擷取資料進行不同層級性態值的現況、功能與變遷模式的建

立，並將其推估以獲得未來某時點之生物生態資訊。 

B. 事先進行假設情境(Scenario)、數學規劃的評估，求得可能的未來的最佳狀

況(Desirable future condition, DFC)及最適合諧解。再參考比較其結果，以

便做好適宜的生態系經營政策擬定與經營計畫確定。 

 
(6) 依經營管理策略、計畫執行經營管理活動，配合中央與地方監測的C & I，評

估流域水土林資源永續經營的整體性與永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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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往後執行政策、策略及戰略時，需決定監測時間間隔，針對代表地區監測地

點(含實驗經營地區及對照區)，建立監測系統進行監測，以建立監測基線及進行

監測結果分析、檢討，以便適應性調整經營。 

 
B. 實施監測與適應性調整經營，使生態系經營真正落實於台灣的森林經營，而

不再只是觀念、理論或口號而已。 

 
C. 同時在整體性及永續性考量下，研擬生態系經營的核心工作－增加生產力、

維護歧異度及維持森林健康。 

 
2.分年目標執行 

計畫年度  分年目標 

第一年    坡地林業使用分區劃定之探討，首先整合森林生態系生物生態、社會

經濟之圖 

籍與屬性，建立以流域為考量的坡地多尺度地理資訊系統，利用此資

訊系統進行台灣坡地森林生態系分類分區及有系統地研擬討論，和

水、土、林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共同討論，評估、選取較佳的坡地森林

生態分類系統與分區技巧，並針對南投縣水里溪流域實施土地利用分

類與分區。並由經營者、研究者、利害關係人或團體共同討論研擬坡

地林業使用分區及中央(全台灣)與地方(各林管處)層級坡地林業永續

經營的準則與指標(C & I)，並確定其量化推估模式、評估模式與方法。 

第二年    坡地林業經營保育監測系統設立，依據永續經營保育策略與目標，擬

定以水里溪流域與巒大事業區()執行計畫，進行經營保育活動的假設

情境模擬(Scenario)，以了解計畫執行後森林未來的可能狀況，並依

生態分類分區之坡地林業之監測準則與指標(C & I)，來評估流域水土

林資源經營的整體性與永續性，以為做好調適性林業經營保育措施之

依據；更而，利用這些資訊研擬中央的林業政策與各地方(事業區)的
經營計畫書規範。 

 
3.進行步驟與執行進度 

(1) 第一年(2004/8～2005/7) 
A. 整合並建立以流域為考量的坡地多尺度地理資訊管理系統。 

B. 進行評估並選取較佳的坡地森林生態分類系統。 

C. 全方位由經營、研究及利害關係人或團體等共同討論研擬坡地林業使用

分區及永續經營的準則、指標(C & I)及量化推估模式。 

 
(2) 第二年(2005/8～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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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設置坡地林業經營保育監測系統 

B. 進行經營保育活動的假設情境模擬(Scenario)了解執行後可能狀況 

C. 依生態分類分區之坡地林業監測準則與指標(C & I)評估流域水土林資源

經營的整體性與永續性。 

 

（四）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 

1.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 

 
(1) 建立跨單位之坡地林業多尺度地理資訊管理系統。 

 
(2) 在潛能、可行性與適合性評估原則下，選擇以流域為單元的森林生態系分類

體系，再透過水土林專家學者共同修改討論，以建立較適合台灣的森林生態

系分類系統及分區工作，劃定坡地林業使用區。 

(3)  透過共同討論的方式，研擬各森林生態系分類系統及分區的生態系經營的

準則與指標(C&I)及準則、指標的量化推估模式、評估模式、方法。建立可

行的森林生態系永續經營計畫，以增加森林生產力、維護生物歧異度與長期

維護森林健康。 

(4) 研擬中央的林業政策與各地方(事業區)的坡地林業經營計畫書規劃。 

(5) 利用地理資訊系統進行假設情境的模擬，以了解未來的可能狀況，並加以評

估，實施監測與適應性調整經營，以保續作業為原則，保育森林資源，增加

森林生產力，注重國土保安，減少災害發生，達到水土林資源的永續發展。 

 
2.對於學術研究、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面預期之貢獻。 

(1) 坡地多尺度地理資訊管理系統，可供各級單位經營之依據與參考。 

(2) 坡地林業使用區分類分區體系建立，可供我政府各級位擬定土地使用政策、

策略之依據。 

(3) 利用空間資訊來表示坡地永續經營的準則與指標，可為監測永續性更具體的

資訊。 

(4) 坡地林業經營保育監測系統的建構，將促使坡地林業經營趨向合理的調適性

經營保育，達到坡地永續經營的目的。 

(5) 可發表坡地林業使用區分類分區的學術論文。學術上，設立空間資訊的模擬

模式系統的研發、機制過程的了解與發展。 

(6) 帶動空間網路資訊在自然資源經營、水土保持、保育研究，並發表有關空間

資訊在生態系經營上應用的學術論文。 

3.對於參與之工作人員，預期可獲之訓練。 

(1) 參與計畫的人員皆能由層級系統－國家、地方的整體與分部門，垂直理念與

分區的平面想法，對全方位的思考訓練；對未來學術與經營管理實務，皆有相當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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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參與計畫人員可在整個生態系各層面學理與跨領域討論中，獲得生物生態、

社會經濟、人文的交互觀點，對全方位知識、技術的養成，將有相當大的助益。 

(3) 對空間、地理資訊的應用、操作，將可獲得相當多的實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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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013 計畫主持人： 馮豐隆 申請條碼編號： 93WFA0505310 共 1 頁 第 1 頁 
 

十三、近三年內執行之研究計畫 
（請務必填寫近三年所有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本會補助者請註明編號） 

計畫內擔

任之工作
起迄年月 補助或委託機構 執行情形 經費總額 

子計畫六：坡地林業使用區

之劃定及保育管理準則之探

討(I)(93-2621-Z-005-009- ) 

主持人 2004/8/1 ~ 
2005/7/31 

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 
執行中 582,000

總計畫：區域氣候變遷模擬

系統之整合與應用

(IV)(93-2621-Z-008-003- ) 

共同主持人 2004/8/1 ~ 
2005/7/31 

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 
執行中 1,714,100

總計劃暨子計劃：氣象及臭

氧之垂直剖面量測

(92-EPA-Z-005-001- ) 

共同主持人 2003/4/1 ~ 
2003/12/31

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 
已結案 822,800

5S在’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推動方案’有關「土地利用

及森林」策略評估之應用 

計畫主持人 2004/1/1 ~ 
2004/12/31

行政院農委會 執行中 1,517,000

台灣人工林生產潛力評估系

統之建立(2/3) 
計畫主持人 2004/1/1 ~ 

2004/12/31
行政院農委會 執行中 300,000

公私有林地理資訊網路查詢

系統之建構 
計畫主持人 2003/1/1 ~ 

2003/12/31
農委會 已結案 776,000

台灣人工林生產力評估系統

之建立 (1/2) 
計畫主持人 2003/1/1 ~ 

2003/12/31
農委會 已結案 304,000

森林永續發展指標 計畫主持人 2003/1/1 ~ 
2003/12/31

農委會林務局 已結案 580,000

「綠資源查核樣區」調查判

釋數化工作 
計畫主持人 2003/1/1 ~ 

2003/9/30 
農委會林務局農

林航空測量所 
已結案 0

合     計 6,59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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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永續會專題計畫近五年執行成果調查表 

申請人:______馮豐隆_________  

計畫績效 分項指標 90年度 93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永續會專題計畫名稱 
氣候變遷對台灣森林植
生分佈與生產力影響評

估 

坡地林業使用區之劃定及
保育管理準則之探討 

(1/2) 
   

永續會專題計畫編號 NSC90-2621-Z005-001 NSC93-2621-Z-005-009    

計畫核定經費 400000 582000    

學術成就 
期刊論文發表數 
(SCI;EI;SSCI及TSSCI) 

 1(SCI)    

 期刊論文發表數 3 3    

 研討會論文數 6 7    

 專書 2 3    

 研究報告 4 0    

人才培訓 研究助理培訓人數 1 1    

 碩士培訓人數 2 2    

 博士培訓人數  1    

技術產出 發明專利申請數      

 新型、新式樣申請數      

新技術/品種引進項數      
 

技術轉移      

論文、專書與報告列表:(請註明是否為 SCI;EI;SSCI 及研討會名稱) 
專利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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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度 
期刊論文發表數 
馮豐隆、高堅泰，2001，Holdridge 生態區分類方法在台灣的應用與模擬，林業研究季刊，23(1):83-100. 
高堅泰、馮豐隆，2001，森林生育地因子之空間推估與生育地分類，中華林學季刊，34(2):167-184. 
李宣德、馮豐隆，2001，運用“細胞自動化”概念在森林生態系模擬，台灣林業，27(6):22-26. 
 
研討會論文數 

Feng, Fong-Long  2001  Integrating Vegetation Map to Eco-region Map with GIS in Taiwan. ASIA 2001, Tokyo, Japan Conference.  June 
20-22, 2001. 

Feng, Fong-Long  2001  To Integrate Forest Growth Model with Landscape Change Model. Workshop of "Linking the Complexity of Forest 
Canopies to Ecosystem and Landscape Function".  July 11-19, 2001 University of Uath. 

馮豐隆，2001，4S 於台灣地景分類之應用，The 2nd IALE Asia-Pacific Region Conference "Landscap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y".  Sep 
22-25, 2001, Lanzhou, China. 

張小飛、馮豐隆，2001，地理資訊系統在惠蓀林場生態規劃上的應用，2001 中華地理資訊學會及研討會，2001.10.12-13 於宜蘭技術學

院. 
馮豐隆，2001，森林生態系經營資料庫管理系統之建立與應用，2001 中華地理資訊學會及研討會，2001.10.12-13 於宜蘭技術學院. 
Feng, Fong-Long  2001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 Carbon Sequestration Model in Forest Ecosystem in Taiwan.  “AGU2001 Fall 

Meeting” Moscone Center, San Francisco, CA USA.  Dec 10-14, 2001. 
 
專書 

馮豐隆、王駿穠、李宣德、吳昶清、高義盛、黃國峰、薛怡珍，2001，森林動態學理論─森林演替模式之生態說明，國立中興大學教

務處. 
馮豐隆，2001，地理環境，陳明義、許坪行、吳聲海，關刀溪森林生，第一章，p12-21 國立中興大學實驗林管理處，162pp. 
 
研究報告 

馮豐隆、李宣德、高義盛、黃國峰、薛怡珍、吳昶清、王駿穠，2001，森林動態學理論─森林演替模式的生態說明，森林調查測計研

究室編印，186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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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豐隆，2001，台灣森林資源調查與監測系統之建立(二)，國立中興大學森林調查測計研究室，157pp. 
馮豐隆、林明進、羅南璋、吳昶清、王駿穠、張小飛、林妏嬪、陳淑芬，生態系經營管理模式之建立(2/3)－生育地適宜度分析模式，

90 農科-1.4.1-林-R1(19)，農委會林業處經費補助，森林調查測計研究室編印，69pp. 
馮豐隆、吳昶清、王駿穠，氣候變遷對台灣森林植生分佈與生產力影響評估，國科會 NSC90-2621-Z005-001，行政院國科會經費補助，

森林調查測計研究室編印，122pp. 
 
 
 

93 年度 
 
SCI 期刊論文發表數 
Fong-Long Feng，Change-Ching Wu and Cara Lin Bridgman 2004 Ecological Site Quality Model for tree species: Taiwan’s 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 as an example.  J. of Forest Science (Accepted) SCI 
 
期刊論文發表數 
馮豐隆，2004，歐盟對森林與林業在減緩温室效應頁獻上之研究─� COST E21 計畫，國際農業科技新知，21:3-7 
馮豐隆，2004，地景層級的空間生態學－地景生態學，台灣林業，30 (2):40-50 
馮豐隆，2004，森林生態系經營空間資訊之建立與應用－以惠蓀林場為例，農林學報，53(4):339-354 

 

研討會論文數 

Feng, Fong-Long and Gene-Long Wang 2004  Application of Spatial Information to Evaluate the Habitat Suitability: an Example of Avian in 
Taiwan.  Conference on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s Information system and Computers in Natural Resourc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IUFRO 4.11 statistical Methods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June 7-11, 2004 NTU, Taiwan. 

馮豐隆、李宣德 2004 生產力模式中整合生態地位與潛在生長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實驗所 2004.08.16-17 
馮豐隆 2004  5S 空間科技於森林碳滙與變動量之評估， 2004.8.19 發表於”綠化植物與空氣品質研討會”，台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Feng, Fong-Long 2004 Ecological Site Quality Model for tree species: Taiwan’s 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 as an example IUFRO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Harvest Scenario in Forest management”－Tale. Low-Taras, Slovakia Aug, 25-27,2004. 
Feng, Fong-Long  2004 Application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informatics in Forest Ecosystem Management - An Example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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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on FORCOM 2004 HOMEPAGE-The Role of Forest for Coming Generations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for Forest Resource Management 2004.10.17- 22Utsunomiy University Utsunomiya, Japan 

Feng, Fong-Long  2004  Application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informatics in Forest Ecosystem Management - An Example of Taiwan.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2004.11.17-21 Santa Clara, Villa Clara, Cuba. 

李宣德、馮豐隆，2004，台灣森林碳吸存與釋放量的推估以樟樹為例，2004.11.19 發表於“中華林學會 93 年度學術論文發表會論文集” 
壁報發表，國立宜蘭大學. 

 
專書 
馮豐隆，2004，森林經營學（第四版）文稿，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系，279pp. 
馮豐隆，2004，森林經營學（第四版）講義稿，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系，p280-392. 
馮豐隆，2004，5S 應用於生態系經營教科書目(三版)，森林調查測計與空間資訊研究室編印，484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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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001 計畫主持人： 馮豐隆 申請條碼編號： 94WFA0500007 共 1 頁 第 1 頁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  

一、基本資料：                                                             申請條碼：94WFA0500007   *94WFA0500007*

本申請案所需經費 (單選 ) A類(研究主持費及執行計畫所須經費) 

計 畫 類 別 ( 單 選 ) 一般型研究計畫 

研 究 型 別 整合型計畫 

計 畫 歸 屬 永續會 

申請機構 /系所（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學系(所) 

本 計 畫 主 持 人 姓 名 馮豐隆 職  稱 教授 身 分 證 號 碼 *******428 

中 文 氣候變遷衝擊與調適策略研析-森林與糧食生產面向 
本 計 畫 名 稱 

英 文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d Adaptation Actions in the Section of Forestry and Food Production 

整 合 型 總 計 畫 名 稱 
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衝擊與調適策略研析 (Assessment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d 

Adaptation Actions for Taiwan Area) 

整 合 型 總 計 畫 主 持 人 童慶斌 身 分 證 號 碼 *******940 

全 程 執 行 期 限  自民國  94  年 02 月 01 日起至民國 94 年 08 月 31 日 

學  門  代  碼 名 稱(如為其他類，請自行填寫學門) 
研究學門(請參考本申請書所

附之學門專長分類表填寫 ) 
B5 森林、水保及生態 

研 究 性 質 導向性基礎研究 

本年度申請主持國科會各類研究計畫(含預核案)共   1   件。(共同主持之計畫不予計入)  

本件在本年度所申請之計畫中優先順序(不得重複)為第   2 。 

本計畫是否為國際合作計畫：否 

本計畫是否申請海洋研究船：否 

本計畫是否有進行下列實驗：（勾選下列任一項，須附相關實驗之同意文件） 

計 畫 連 絡 人 姓名：    馮豐隆     電話：(公)   04-22854060       (宅/手機)  04-22853175    

通 訊 地 址 中興大學森林系  台中市國光路２５０號 

傳 真 號 碼 04-22872027 E-MAIL：flfeng@nchu.edu.tw 

計畫主持人(申請人)簽章：            馮豐隆                  日期：            200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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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002 計畫主持人： 馮豐隆 申請條碼編號： 94WFA0500007 共 1 頁 第 1 頁 

 

二、申請補助經費： 
（一）請將本計畫申請書之第四項(表 C004)、第五項(表 C005)、第六項(表 C006)、第七項(表 C007)、

第八項(表 C008)所列費用個別加總後，分別填入「研究人力費」、「耗材及雜項費用」、「研究

設備費」、「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差旅費」及「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差旅費」欄內。 

（二）「國際合作研究計畫費用」指若有申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費用者，請將表 I002之「合計」欄

金額填入。 

（三）管理費為申請機構配合執行本計畫所需之費用，其計算方式係依本會規定核給補助管理費之

項目費用總和及各申請機構管理費補助比例計算後直接產生，申請人不須填寫「管理費」欄。 

（四）「貴重儀器中心使用額度」係將第九項(表 C009)所列使用費用合計數填入。 

（五）請依各年度申請博士後研究之名額填入下表。 

（六）申請機構或其他單位（含產業界）提供之配合項目，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執行年次 
 
補助項目 

第一年 
(94年 2月~94
年 8月)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業        務        費 700,000  

研   究   人   力   費 493,695  

耗  材 及 雜 項 費 用 206,305  

研  究  設   備   費 0  

國  外  差   旅   費 0  

國外或大陸地區差旅費 0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差旅費 0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差旅費 0  

管       理       費 81,605  

合                計 781,605  

貴重儀器中心使用額度 0  

國內、外 
地區 

共 0名 共名 共名 共名 共名 
博士後研究 

大陸地區  共 0名 共名 共名 共名 共名 

申請機構或其他單位（含產業界）提供之配合項目（無配合補助項目者免填）  

配 合 單 位 名 稱 配合補助項目 配合補助金額 配 合 年 次 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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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003 計畫主持人： 馮豐隆 申請條碼編號： 94WFA0500007 共 1 頁 第 1 頁 

 

三、主要研究人力： 

（一）請依照「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研究人員」及「博士後研究」等類別之順序分

別填寫。 

 

類 別 姓名 服務機構/系所 職稱
在本研究計畫內擔任之具

體工作性質、項目及範圍  
＊每週平均投入

工作時數比率(%)

主持人 馮豐隆 國立中興大學 森
林學系(所) 

教授 計畫執行、報告撰寫 50 % 

共同主

持人 
申雍 國立中興大學土

壤環境學系 
教授 計畫執行、報告撰寫 50 % 

※註：每週平均投入工作時數比率係填寫每人每週平均投入本計畫工作時數佔其每週全部工作時間

之比率，以百分比表示（例如：50%即表示該研究人員每週投入本計畫研究工作之時數佔其

每週全部工時之百分五十）。 
 

（二）如申請博士後研究，請分年列述博士後研究參與本研究計畫之 
1.目的及必備之專長。 
2.研究項目。 
3.工作份量及其對該計畫之影響程度。 
4.工作績效評估準則。 
5.若已有人選者，請務必填註人選姓名，並將其個人資料表併同本計畫書送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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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004 計畫主持人： 馮豐隆 申請條碼編號： 94WFA0500007 共 2 頁 第 1 頁 
 

四、研究人力費： 

（一） 類別/級別欄請依專任助理(含碩士、學士、三專、五(二)專及高中職)、兼任助理(含博士生、
碩士生、大專學生、講師及助教)及臨時工等填寫。 

（二） 專任助理及兼任助理之每月工作酬金標準，不得超過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工作

酬金支給標準表之規定。 
（三） 九十年以後獲本會碩士論文獎或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者，於本會公布獲獎之日起三年內就

讀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博士班或碩士班，並參與本計畫研究工作，申請每月博士班研究獎

助金 28,000元或碩士班研究助學金 10,000元部分請務必於級別或姓名欄填列姓名，並檢
附得獎證明影本及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以利審核。 

（四） 申請專任助理者，除依工作月數填列工作酬金及至多1.5個月年終工作獎金外，須另填列
投保勞保及健保之「雇主應負擔之勞、健保費」（可至本會網站下載）。 

（五） 請分年列述。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第 1年 

（一）專任助理、講師及助教級兼任助理、臨時工資 

類別/級
別 

人數 姓 名 
工  作 
月  數 

月支酬金 
（含勞健保費）

小計 
請述明：1.最高學歷 2.曾擔任專題研究計
畫專任助理之經歷 3.在本計畫內擔任之
具體工作性質、項目及範圍 

學 士 級

專 任 助

理 第 一

年 

1 葉怡儀 7.875 29700 248,738 1.大學畢業 
2.協助相關文獻與統計資料收集、資
料整理與分析等工作 

分 擔 勞

健 保 費

(學士級
專 任 助

理 第 一

年) 

1 葉怡儀 7 2851 19,957學士級專任助理第一年 2851 元 x 7
月 x 1 名 

 2 馮豐隆、

申雍 
7 10000 140,000研究主持費 

臨 時 工

資 
0 待聘 0 0 50,000  

合  計（一） 458,695

（二）博士班研究生、碩士班研究生及大專學生兼任助理 

級別或

姓名 
人數 
（1） 

每人每月

單元數(2)
獎助月數

(3) 
小計 (4)＝ 
＄2000×(1)×(2)×(3) 

在本研究計畫內擔任之具體工作性

質、項目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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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004 計畫主持人： 馮豐隆 申請條碼編號： 94WFA0500007 共 2 頁 第 2 頁 
 

碩士班研

究生研究

助學金/黃
俊騰 

1 2.5 7 35,000協助相關文獻與統計資料收集、資料
整理與分析等工作 

合計（二）  35,000

總計（三）＝合計（一）＋合計（二） 493,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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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005 計畫主持人： 馮豐隆 申請條碼編號： 94WFA0500007 共 1 頁 第 1 頁 
 

五、耗材及雜項費用： 

（一） 凡執行研究計畫所需之耗材及雜項費用，均可填入本表內。 

（二） 說明欄請就該項目之規格、用途等相關資料詳細填寫，以利審查。 

（三） 若申請單位有配合款，請於備註欄註明。 

（四） 請分年列述。 

第 1年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名 稱 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雜支 試驗設備費、電腦耗材、

維修、底片及沖印、錄影

帶、差旅費、打字、印刷

費、影印及文具、資料檢

索、郵電費等 

 1 206,305 206,305  

合        計 206,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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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整合型研究計畫項目及重點說明：（總計畫及子計畫之主持人均需填寫此表） 

壹、整合型計畫研究項目 

計畫項目 主持人 服務機構/系所 職稱 計  畫  名  稱 申請經費 

總 計 畫 童慶斌 
台灣大學生物環境
系統工程學系 

副教授 
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衝
擊與調適策略研析 

合併於子
計畫一 

子計畫一 童慶斌 
台灣大學生物環境
系統工程學系 

副教授 

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衝
擊與調適策略研析-公
衛、生態、水資源、與
防災面向 

1,560,000 

子計畫二 馮豐隆 中興大學森林系 教授 
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衝
擊與調適策略研析-森
林與糧食生產面向 

760,000 

子計畫三 呂學榮 
海洋大學環境生物
與漁業科學系 

助理教
授 

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衝
擊與調適策略研析-漁
業面向 

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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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總目標及研究重點 

氣候變遷可能弱化環境承載力，進而限制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從系統管理角度可分成規劃管理與

操作管理，有良好之長期規劃管理策略方能提供具有彈性並有效率之短期操作管理手段。氣候變遷將
影響長期性之規劃管理策略，如不謹慎以對，則政府與社會將失去因應短期氣候變異之彈性與效率。 

近年來全球環境變遷問題受到國際社會重視，異常氣候帶來生態、環境、經濟社會發展、與人類

健康之衝擊，似乎一再提醒人類不可忽視自然之反撲力量。自工業革命以來，工業技術快速進步，帶

動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大量增加溫室氣體之排放，進而加強大氣溫室效應與導致全球環境變遷。主要

溫室氣體 CO2 濃度約從工業革命前之 280ppm 增加至目前之 370ppm。根據 IPCC（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針對未來經濟發展之情況所訂定之溫室氣體排放情境（Special Report on 
Emissions Scenarios, SRES）所做的評估指出，西元 2100 年 CO2 濃度將在 540～970ppm 之間，其結果

將導致從 1990 年至 2100 年，全球平均溫度可能上升 1.4～5.8oC，進而對不同層面產生嚴重衝擊。聯

合國 158 個國家在 1992 年於巴西里約熱內盧簽署「氣候變化綱要公約（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此公約目的在透過國際合作以穩定大氣溫室氣體濃度，以降低人為活動所帶來對

氣候系統之影響。在公約下，參與簽署國家有義務必須提供溫室氣體排放量基本資料、降低排放量之

計畫、並評估可能受到之衝擊與調適策略。1997 年在日本舉行締約國第三次大會（COP3），各國簽訂

具有國際約束力之溫室氣體減量協定─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協議訂定以 2008 至 2012 為目

標年，及以 1990 年排放量為基準，訂定各國削減百分比。京都議定書生效必須有到 55 個國家批准，

且工業國家排放總量達到排放總量的 55%，去年（2004）俄羅斯通過認可後，議定書正式生效。接下

來問題為如何達成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並在未來新氣候環境管制目標下衝擊與調適策略為何。本整合
型計畫重點在於研析後者。 

永續發展為 21 世紀重要之議題，永續發展目的在維持環境永續性下可持續支持經濟社會發展。

全球氣候變遷衝擊可能危害國家永續發展，氣候變遷兩大議題為溫室氣體減量以減輕衝擊（mitigation）
與調適（adaptation），其層面可能同時包括環境、經濟、與社會。溫室氣體減量牽動能源與產業結構，

直接衝擊經濟與社會發展，我國雖然非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簽約國，但台灣屬於外銷型經濟，與國際

連動關係強烈，國際相關環保政策影響將相當顯著，外銷型經濟之脆弱度值得注意。全球環境變遷將

直接衝擊環境永續性，弱化環境持續支持經濟社會與生態系統發展之承載力。台灣地區為海島型環

境，雖然對全球氣候影響不大，但受到全球環境變遷影響則可能相當顯著，傳統措施恐怕無法降低全

球環境變遷衝擊。如台灣櫻花鈎吻鮭在全球暖化下可能因棲地水溫升高而受到衝擊，此衝擊恐非拆除

攔砂壩、森林復育等傳統保育措施可因應；氣候變遷導致海水位上升，則對海岸生態棲地，如沿海黑
面琵鷺棲地，亦可能產生衝擊，其衝擊亦非傳統區域保育政策可減輕。 

氣候改變最直接之影響包括公共衛生、人類健康、生態、森林、糧食生產、水資源等。國內近年

來在氣候變遷相關研究領域上已投入許多人力與經費，但過去在溫室氣體源、匯與減量問題上著力較

多，在衝擊與調適研究著力較少。然如前所述長期氣候變遷是影響環境承載力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之主要因素，為確保國家永續發展，則此因素必須仔細評析，瞭解未來可能衝擊與調適策略。本計畫
將彙整國內外近年來相關研究，達成計畫總目標與研究重點包括： 

一、分析已觀察到之氣候改變及對自然與人為環境之衝擊 

二、分析彙整相關報告說明未來可能之衝擊及其不確定性 

三、蒐集與分析不同面向國外與國內已提出之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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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不同面向之脆弱度與政府因應氣候變遷之能力 

五、分析氣候變遷衝擊與調適研究未來之創新研究方向 

    在了解氣候變遷衝擊後需提出調適策略，然目前氣候變遷衝擊評估不確定性大，導致往往無法提

出符合政策需求之調適策略。目前國內外均有許多研究者發展更先進之氣候模式、降尺度技術、與衝

擊評估模式，希望藉以降低衝擊預測之不確定性，然其成果非短期可顯著改善；因此，從擬定調適策

略角度出發，必須探討在接受目前評估之不確定性水準下，哪些是必須關心之議題，在考量風險下，

哪些長期規劃策略是必須進行以建立政府因應氣候變遷之能力，本整合型計畫希望在此目標下完成各
項工作項目。 

 

參、整合之必要性及整體分工合作架構 

本整合型計畫依參與學校分成三個子計畫，如下圖，再透過例行工作會議交換意見。本整合計畫

研析面向包括公共衛生、生態、水資源、防災、森林、糧食、與漁業，結合台灣大學、中興大學、與

海洋大學相關學者，透過整合型計畫擬定共同探討之課題，然後再分工收集本身專業領域相關資料進

行分析，藉由整合型計畫亦可相互交叉比較，瞭解不同面向在此研究課題推動之進展差異，並可探討

不同面向未來橫向整合分析之可行性，最後並可由總計畫彙整成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衝擊與調適策略
研析之完整報告。 

 

 

 

 

 

 

 

 

圖一 各子計畫之間相互關係圖 

各子計畫主要研究內容如下： 

子計畫一：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衝擊與調適策略研析-公衛、生態、水資源、與防災面向 

公共衛生 (台灣大學公衛系 李芝珊教授) 
由人類活動所導致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之變遷，稱為全球變遷。全球變遷所涵蓋的範圍，包括

全球氣候變遷、全球臭氧減少及全球土地地貌變遷，這三項與環境相關的變化不僅會造成環境生態的

破壞，也可能危及人體的健康。近百年來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衝擊已經達到全球性的幅度，這些全

總計畫 

子計畫一 （台灣大學） 子計畫二 （中興大學） 子計畫三 （海洋大學） 

氣候資料分析 

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衝擊與
調適策略研析-公衛、生態、
水資源、與防災面向 

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衝擊與
調適策略研析-森林與糧食生
產面向 

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衝擊與
調適策略研析-漁業面向 

總計畫 

例行工作會議、計畫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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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性環境變遷可能直接或間接對人體健康產生衝擊，因此必須從公共衛生的角度來探討這些變遷的造

因以及其可能引起的健康效應。過去數十年來，有關環境變遷對人類健康的可能威脅一直是各國政府

與學術部門關心與討論的主題。由於臺灣位處亞熱帶地區，常年高溫又高濕的環境，因此全球變遷未

來可能引發臺灣地區產生更多的公共衛生問題；提前做好相關的規劃及準備，乃是政府當務之急的工

作，也是公共衛生相關學者未來要面臨的新挑戰與責任。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即在藉由文獻回顧方式

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探討全球環境變遷及氣候變遷對公共衛生的可能衝擊。 

 
生態 (台灣大學生態演化所 李培芬 副教授) 

生態系服務（Ecosystem service）對於人類社會的貢獻，雖然難以量化，但卻是永續發展中不可或

缺的一環。有關氣候變遷對於生態之衝擊，在國際間相關的研究很多。然而，在台灣，由於諸多的因

素之下，這方面的成果非常有限。本工作項目擬以台灣的陸域與海域生態為範圍，彙整過去的相關研

究資料與報告（主要為國科會永續會與環保署之研究報告），說明台灣生態之特色，進而探討氣候變

遷對於台灣的生態衝擊與不確定性，主要重點在於陸域生物多樣性、沿岸生物多樣性、保護區系統、

珊瑚等。並參考國際間的作法，研擬減輕衝擊之對策與調適策略。最後，提出未來科學研究可以推動

之項目與方向。 

 
水資源 (台灣大學生工系 童慶斌副教授) 

水資源為支持經濟與社會發展之重要資源，過多或過少均會致災，2002 年北部缺雨乾旱與 2004

年石門水庫因為豪雨水質混濁導致供水不足之問題令人印象深刻，氣候變異導致台灣地區暴雨與連續

不雨之極端事件頻率與強度不斷增強，本工作項目在水資源面向將以供水為主要探討對象，依據前述

計畫總目標與研究重點所列之工作項目，分別探討單元 

1. 主要氣候因子（包括溫度與降雨） 

2. 上游河川流量 

3. 農業灌溉需水量 

4. 供水系統 

 
防災 (台灣大學水工所 何興亞博士) 

聯合國 UNDP 2004 年報告指出，地震、颱風、洪水及乾旱四種天然災害，過去二十年在全球造成

超過 150 萬人死亡。IPCC 2001 年的報告中指出，全球平均表面溫度持續升高，氣候變遷跡象日趨顯

著，若無法遏止，將嚴重影響人類生存環境，而且小島國家可能是受氣候變遷影響最嚴重的國家。此

外，因應京都議定書生效，我國應詳予探討未來新氣候環境管制目標下之衝擊，以及調適策略。本計

畫項目擬考慮我國環境與社會發展特性，以防災面向探討氣候變遷可能造成之衝擊，同時基於我國政

府運作體制、資源運用及發展策略，研擬因應氣候變遷在防災面向之調適策略，供政策擬訂與相關學

術研究參考。 

 
子計畫二：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衝擊與調適策略研析-森林與糧食生產面向 

森林 (中興大學森林系 馮豐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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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在氣候變遷過程裏，不但扮演主動的角色，同時也扮演了被動的角色。主動角色即將大氣中

的 CO2 吸存到森林裡，亦即可以減量大氣中的 C 量；被動角色即地球溫暖化後，造成樹種分布、樹種

組成和其生長的改變。本研究即透過文獻回顧，探討森林對影響氣候變遷最大宗的 CO2 之吸存、貯存、

取代之功能，以及氣候變遷對森林可能造成之衝擊，並研擬提出因應對策，以供政府施政參考依循；

研究重點工作項目如下 

1. 森林對碳貯存、吸存與取代功能的推估。 

2. 氣候變遷對森林的衝擊。 

3. 森林對氣候變遷衝擊的反應及調適性評估。 

4. 檢討、研擬氣候變遷對森林、林業的衝擊與調適的創新研究方向。 

糧食生產 (中興大學土環系 申雍教授) 

糧食生產與供應可以滿足國民生活之基本需求，是各國政府都必須達成的基本任務之一。由於溫

室氣體排放所引發的全球氣候暖化效應，除將導致全球糧食主要產地位移外，也會增加糧食生產的不

穩定性。台灣地區目前除蔬菜、水果、和魚產可以自給外，榖類和油脂類作物的生產並不足以滿足國

人的生存需要，必須大量由國外進口，因此國人糧食供應的不穩定性也隨之增加。此外，農業生產中

會釋放出 CH4 和 N2O 等溫室氣體，依據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各國也需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因此，本子計畫將以糧食生產和供應的議題為主，探討全球氣候變遷對我國糧食生產和供應的衝擊，

並將從擬定調適策略角度出發，探討必須關心之議題和規劃未來因應策略。 

 
子計畫三：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衝擊與調適策略研析 - 漁業面向 

漁業 (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 呂學榮) 

氣候變遷對魚類資源之影響至少包括資源量、洄游路徑及分布界線，反應在漁業上則為魚種、漁

期、漁場及漁獲量等之變化，其衝擊程度並不亞於人類的漁獲壓力，漁業的管理與永續利用自不應忽

略氣候變遷因素。我國漁業分為遠洋、沿近海及養殖漁業，受到氣候變遷影響的程度各有不同。沿、

近海漁業因缺乏多獲性浮魚資源，以短期間、小規模為主，加上長期處在過度捕撈的脆弱狀態，氣候

變遷的衝擊極可能加速導致一些種群的滅絕；養殖漁業多採高密度的養殖方式，對於海域的生態環境

已造成一定程度的壓力，而工業化的結果增加了沿海的污染，若加上氣候變遷的不利因素(暖化、水位

上升、酸雨等)，衝擊是必然存在的；遠洋漁業遍佈世界各水域，氣候變遷造成之海域別資源起落，造
成經營上的不穩定性。 

國內此領域之研究以個案為主，且關切之議題也各有偏重，本研究透過文獻彙整的方式加以歸

納、分析與重整，分別就遠洋、沿近海與養殖漁業之關鍵漁業或魚種，探討氣候變遷造成之衝擊，再

進一步研析適應策略。本子計畫依據總計畫揭示之總目標與重點，將完成以下研究內容：(1)已觀察到

之氣候改變及對漁業環境之衝擊；(2)彙整相關報告說明未來可能之衝擊及不確定性；(3) 提出之調適

策略；及(4)脆弱度與政府因應氣候變遷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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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畫主持人協調領導能力

本計畫總主持人童慶斌 1995 年畢業於美國康乃爾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博士，碩士與博士論文均

從事氣候變遷對水資源與農業生產之衝擊評估與調適策略擬定，論文題目分別為「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New York Streamflows (1992)」、「The Impacts of Landuse and Climate Changes on 
Streamflows and Corn Yields and the Effects of Corn Production Response Strategies (1995)」。民國 84 年回

國於台灣大學水工試驗所任博士後副研究員，民國 85 年獲台灣大學農業工程學系（現更名為生物環

境系統工程系）聘任為助理教授，現任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系副教授。近年來主要研究在

於環境變遷之影響評估、永續發展指標與評量系統、環境管理等相關領域。環境變遷包括土地與氣候

變遷，並探討相關因應對策；永續發展指標除了定義探討與指標界定，更重要是如何量化評估；在環

境管理方面除了實際問題之應用外，亦針對方法論進行探討。回國任教五年多，除了國外期刊發表外，

亦多次參與國際會議以與國外學者交換研究心得。發表 SCI 期刊論文「Climate Change, Irrigation, And Crop 
Response」並被 IPCC 條列為參考文獻，民國 86～87 年間受環保署委託之「氣候變遷對台灣水資源之

影響評估與因應對策」，報告中對台灣四條主要河川進行氣候變遷影響評估，並擬定因應策略，結果
為國家通訊報告引用。 

    目前主要計畫包括環保署計畫「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國家通訊衝擊調適資料建制─ 氣候、水文、

生態部分(一)(二)」(環保署 91-92)，於計畫中擔任總主持人，對於整合計畫有著相當的經驗，而在氣

候變遷衝擊影響評估更有不錯的根基與成果。過去主要推動計畫包括主持國科會生物處氣候變遷對櫻

花鉤吻鮭棲地水溫之衝擊評估、及國科會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之群體計畫，除了子計畫注重於水資源供

需分析外，亦發展整體群體計畫整合機制與管理模式；另參與於幼華教授於國科會之主軸計畫，負責

水土資源永續發展資訊系統建立。過去幾年主要研究計畫包括水土資源永續發展指標體系 I～III（主

持人，國科會：86～89）、氣候變遷對大甲溪河川流量衝擊評估（國科會：85）、氣候變遷對地下水補

注衝擊評估（國科會：86）、環境變遷對櫻花鉤吻鮭棲地水溫影響評估（國科會：89）、櫻花鈎吻鮭氣

候變遷衝擊評估與季節性氣候變異預警系統（國科會：93）、水文觀測現代化之蒸發散監測技術 I ＆ 
II（主持人，水資源局：88～90）、禁忌與模擬退火法在地下水參數分區之優選（主持人，國科會：88
～89）、地層下陷區水土資源之合理管理分析 I＆II（主持人，水資源局，86～88）、氣候變遷對台灣水

資源之影響評估與因應對策（主持人，環保署：86～87）、氣候變遷對台中小水力發電衝擊評估（台
中水利會：87 年）等。

參與研究計畫主持人之專業能力及分工情形 

子計畫一：童慶斌 

為本計畫總主持人，請參閱前面資料。 

子計畫二：馮豐隆 

 本計劃主持人 馮豐隆目前服務於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系；1990 年畢業於台灣大學森林系博士，碩

博士論文皆以人工林的生長收穫、人工林林分結構與生長量化理論為探討對象。1998 年完成環保署計

劃-林業溫室氣體減量策略規劃及衝擊評估研究，1999 年進行“固定源總量調查-森林碳吸存之效益評估

與林業經營策略”， “固定源總量調查-森林碳吸存之效益評估”，2000 年進行森林生態系碳吸存模式之

建立與應用之研究，2004 年農委會『5S 在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推動方案“有關「土地利用及森林」策略

評估之應用”』；利用 5S（RS、GPS、GIS、PSP 與 SMS）空間技術，進行台灣地形、氣象、土壤等生

育地環境的空間推估，更而進行 Holdridge 生物區區劃（馮豐隆、高堅泰 2001）與台灣地覆與潛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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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製圖與應用的探討（馮豐隆 2003），更研發生態地位評估法（Ecological Site Quality, ESQ）（馮豐隆、

吳昶清 2004）及改進生育地適宜度指標（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 HSI）來探討樹種潛在分布、林地生

產力之承載量與衝擊的假設情境（Scenario）。2002 年完成林務局台灣森林永續發展指標之研擬計劃；
2004 年執行國科會以永續發展為導向之水土林資源整合規劃與管理對策計劃。 

子計畫三：呂學榮 

子計畫主持人呂學榮 1995 年取得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博士學位後，任職於中華民

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資訊組，負責近海遠洋漁業統計與鮪魚資源評估相關工作，對於國際漁業問

題涉略頗多。1998 年進入海洋大學漁業科學系（現更名為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擔任教職至今，投

入漁業資源分佈、變動與海洋環境因子關係的相關領域研究，研究成果發表於國內、外學術期刊，特

別是太平洋鮪魚資源與海洋環境變遷方面有兩篇 SCI 發表，學術界與業界之引用頗多，並多次參與國

際會議與國外學者交流。 

近五年來從事之研究主要有兩個主軸：氣候變遷對太平洋鮪漁業及漁場變動之影響，以及遙測與

地理資訊系統開發方面。曾經主持及參與之主要相關研究計畫包括：氣候變遷對中西太平洋鮪資源及

漁場變動之影響研究(漁業署 89-93)、沿岸海域漁業多元化利用規劃—地理資訊系統建置(漁業署

89-91)、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國家通訊衝擊調適資料建置—氣候、水文、生態部份之漁業部份(環保署

91-92)、衛星遙測與地理資訊系統在遠洋漁場資訊分析之應用--東太平洋大目鮪魚海況變動(漁業署

91-92)、台灣沿近海域漁業地理資訊系統建立與應用之研究(漁業署 93-94)等。因此，子計畫主持人對

於氣候變遷之漁業問題研究，不論在科學面與實務面均具經驗。 

 

肆、預期綜合效益、成果及其應用 

    本整合型計畫結合公共衛生、生態、水資源、防災、森林、糧食、與漁業面向，藉由蒐集分析不
同單位推動氣候變遷衝擊與調適策略之研究成果，希望達成下列之研究成果 

1. 將分別根據國內不同部門、單位推動氣候變遷之研究成果，歸納分析目前與未來氣候變遷與衝擊
之趨勢，及可能之調適方案。 

2. 透過整合型計畫，相互比對歸納各單位推動氣候變遷衝擊研究深度之差異；並探討橫向結合問題，
不同面向調適策略是否相衝突，或可透過系統整合強化功能之研究推動方向。 

3. 根據資料研析結果，探討在氣候變遷不確定性下哪些是要關注與立即採取行動之政策與議題，哪
些可待衝擊評估不確定性降低後再擬定調適策略。 

4. 提供政府瞭解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衝擊與調適策略研究之進程，並協助政府瞭解自然系統與人為
管理系統之脆弱度，及建議政府強化因應氣候變遷衝擊能力之推動策略。 

5. 根據分析結果建議未來科學研究在氣候變遷衝擊與調適策略應該推動之研究項目。 

6. 完成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衝擊與調適策略研析報告與執行摘要，提供政府單位作為後續推動相關
工作之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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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衝擊-摘要 1.doc> 
2005/1/28 修訂 

表 C011                                                                共  1  頁    第  1  頁 

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衝擊與調適策略研析－森林

部門與糧食生產部門 
《摘要》 
（一）森林部門 (中興大學森林系 馮豐隆教授) 

森林在氣候變遷過程裏，不但扮演主動的角色，同時也扮演了被動的角色。主動角色即

將大氣中的 CO2 吸存到森林裡，亦即可以減量大氣中的 C 量；被動角色即地球溫暖化後，造

成樹種分布、樹種組成和其生長的改變。氣候變遷會對森林生態系造成衝擊，為使生態系有

足夠的時間自然地適應氣候變遷，而且不影響森林的健康與生產，使人類維生環境與經濟發

展得以永續進行。本研究即透過文獻回顧，探討森林對影響氣候變遷最大宗的 CO2 之吸存、

貯存、取代之功能，以及氣候變遷對森林可能造成之衝擊，並研擬提出因應對策，以供政府

施政參考依循；研究重點工作項目如（1）森林對碳貯存、吸存與取代功能的推估。（2）氣候

變遷對森林的衝擊。（3）森林對氣候變遷衝擊的反應及調適性評估。（4）檢討、研擬氣候變

遷對森林、林業的衝擊與調適的創新研究方向。 

（二）農業-糧食生產部門(中興大學土環系 申雍教授) 

糧食生產與供應可以滿足國民生活之基本需求，是各國政府都必須達成的基本任務之

一。由於溫室氣體排放所引發的全球氣候暖化效應，除將導致全球糧食主要產地位移外，也

會增加糧食生產的不穩定性。台灣地區目前除蔬菜、水果、和魚產可以自給外，榖類和油脂

類作物的生產並不足以滿足國人的生存需要，必須大量由國外進口，因此國人糧食供應的不

穩定性也隨之增加。此外，農業生產中會釋放出甲烷和氧化亞氮等溫室氣體，依據京都議定

書，各國也需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因此，本子計畫將探討全球氣候變遷對我國糧食生產

和供應的衝擊，並將從擬定調適策略角度出發，探討必須關心之議題和規劃未來因應策略。

預期研究成果將有助於政府相關單位擬定氣候變遷因應之決策，可使我國農業生產和糧食供

給面對未來氣候變遷環境有更大的調適能力，以減少氣候變遷衝擊所帶來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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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氣候變遷衝擊與調適策略研析-森林與糧食生產部門 

（一）森林部門-馮豐隆(中興森林)、（二）農業－糧食生產部門-申雍(中興

土環) 

 

計畫內容  

一、 近五年內主要研究成果說明  

（一）森林部門 

本人近年來的研究集中於利用 5S（RS、GPS、GIS、PSP 與 SMS）技術與空間資訊

學（informatics）於生態系經營（Forest Ecosystem Management）上之應用。生態系經營

的內容包括 1.物種、種群與生育地等歧異度的潛在分布 2.森林財貨的生產力 3.森林與氣

候變遷的關係上的研究。5S 即利用遙航測(RS)、衛星定位系統(GPS)、地面永久樣區取

樣調查(PSP)技術結合成跨領域的整合資料收集監測系統；更利用地理資訊系統(GIS)，

將 RS、GPS、PSP 所收集的屬性資料與圖層資料及過去經營管理、研究的調查資料，建

構成多時間、空間尺度的生態環境資料庫；而模擬模擬系統（SMS）即由生態環境資料

庫擷取空間分布之點資料，進行點推面的空間推估；執行單株層級、林分層級、生態系

層級、地景層級的分層取樣以及各層級現況、功能與變遷之建模推估；分析與尺度縮小、

擴大的推繹，建模應用；藉以掌握各森林生態層級的現況、功能與變遷。目前已發表的

文章有：以空間技術，進行台灣地形、氣象、土壤等生育地環境的空間推估（高堅泰、

馮豐隆 2001），更而進行 Holdridge 生物區區劃（馮豐隆、高堅泰 2001），以及台灣地覆

與潛在植生製圖與應用的探討（馮豐隆 2003），更研發生態地位評估法（Ecological Site 

Quality, ESQ）（馮豐隆、吳昶清 2004）及改進生育地適宜度指標（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 

HSI）（馮豐隆、王駿穠 2003），比較 ESQ 與 HIS 於肖楠生長分布的研究（馮豐隆、曾

文正 2004）來探討樹種、林型潛在分布、林地生產力與衝擊的假設情境（Scenario）。2003

年完成林務局台灣森林永續發展指標之研擬；2004 年執行國科會以永續發展為導向之水

土林資源整合規劃與管理對策計劃。 

（二）農業－糧食生產部門 

敝人近年研究工作重點集中於兩部份，1.田間水稻產量和氮營養狀況遙測技術之開

發與應用，2.作物氣象災害防護技術之開發與經濟效益評估。前者已獲得初步成果，正

在農委會農糧署經費支援下，與國科會精密儀器中心和太空計劃室合作，進行實際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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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可行性的測試；且已撰寫三篇文章，分別投稿於 Agronomy Journal 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目前已有一篇被接受，二篇正在審查中。後者主要與中央氣

象局和各地區農業改良場人員合作，於農民果園實際測試各種防護措施的效能，希望未

來災變性天氣發生頻度增加時，能提供經濟有效的防護措施供農民應用；目前已有部分

成果發表於國內和國際研討會中。 

 

二、 研究計畫之背景、目的及重要性 

（一）森林部門 

氣候改變最直接影響包括森林生態、生態學與林業、糧食生產、水資源等。國內近

年來在氣候變遷相關研究領域上已投入許多人力與經費，但過去在溫室氣體貯存與釋放

減量問題上著力較多，在衝擊與調適研究著力較少。然氣候變遷影響森林的組成、結構、

更新、生長糧食作物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之主要因素，為確保國家永續發展，則此因

素必須仔細評析，瞭解未來可能衝擊與調適策略。本計畫將彙整國內外近年來氣候變遷

對森林、糧食生產的衝擊相關研究，達成計畫目標。 

在了解氣候變遷對農林業及農作物、森林衝擊後需提出調適策略，然目前氣候變遷

衝擊評估不確定性大，導致往往無法提出符合政策需求之調適策略。目前國內外均有許

多研究者發展更先進之氣候模式、推繹尺度技術、與衝擊評估模式，希望藉以降低衝擊

預測之不確定性，然其成果非短期可顯著改善；因此，從擬定調適策略角度出發，必須

探討在接受目前評估之不確定性水準下，哪些是必須關心之議題，在考量風險下，哪些

長期規劃策略是必須進行以建立政府因應氣候變遷之能力，本整合型計畫希望在此目標

下完成各項工作項目。 

1997 年於京都召開第三次締約國大會，通過「京都議定書」，規定工業化國家，到

2008-2012 年間，要使其全部溫室氣體排放量與 1990 年相比，至少削減 5%。同時規定

共同減量，清潔發展機制及排放權交易三種機制，使已開發國家能夠協助開發中國家或

經濟轉型期國家進行溫室氣體合作減量。 
我國的 CO2 排放量與吸存量佔世界總量比例甚微，但為避免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和環

境保護，行政院成立「全球環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以處理相關業務。 
國家通訊報告內容： 
●國家基本資料：人口、地理環境與土地變更、農業、土地利用變遷與林業、自然

資源、氣候、經濟。 
●溫室氣體清冊。 
●受損度與適應措施：全球大氣環流模式(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 GCM)情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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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進行海岸、水資源、農／牧業、林業的衝擊分析。 
●減量與具體成效。 
●分析國際政策性工具、國家行動計畫（包括減量／適應）、國際共同減量…等等。 
國家通訊報告書旨在報告各國的 CO2 吸存排放與國家基本資料，並籍以推估氣候變

遷的可能衝擊，因而提出減量措施與防制對策，期使透過研究、教育與宣導，使各產業

界乃至於一般民眾能夠共同了解保護地球環境是地球村上每一個人的責任，而共同致力

於環境保護，使地球上之食物生產、維生環境和經濟得以永續發展。 
《研究背景》 

為瞭解氣候變遷對林業、土地利用部門的衝擊，更而影響森林碳吸存能力，過去台

灣探討密度競爭探討林木生長的影響的研究不少(楊榮啟，1975、馮豐隆，1990、Feng，
1997)。但對氣候因子等環境因子如何影響生長量及森林植生分布的研究少，資料亦較

缺乏，所以透過過去氣象站、雨量站的氣象資料，以及本整合型計畫氣象、氣候資料、

日照量，及歷年的土壤資料、調查資料，以為氣象／水文／化學／土壤研究，以提供生

態模式之建立。 
而探討森林植生分布與生產力的生態模式很多，選擇整合、發展、合適的生態模式

是首當其衝的要務，以增進溫室氣體對森林植生分布與生產力推估之精確性，更而利用

大氣環流模式(GCM)假設情境技術，進行台灣植生分布及林木生產力受氣候影響的模擬

試驗、敏感度分析，並藉由模擬結果，探討由於氣候變遷所引致的衝擊與適應問題，最

後則提出具體的防制策略，以應國家通訊報告的需要，建立台灣地區森林及土地利用部

門 CO2 吸存量及釋放量自動監測系統，以便藉此全面檢討我國森林經營管理與土地利用

方案對 CO2 吸存影響，以供最佳之森林經營計畫與土地利用政策。 
《研究目的》 

1、 森林對碳貯存、吸存與取代功能的推估。 
2、 氣候變遷對森林的衝擊。 
3、 森林對氣候變遷衝擊的反應及調適性評估。 
4、 檢討、研擬氣候變遷對森林、林業的衝擊與調適的創新研究方向。 

《研究重要性》 
氣候變遷對森林植生分布與生產力影響，使人類的維生環境與資源受損，同時森林

透過生長吸附 CO2 儲存碳，以改善溫室效應。所以 (1)森林對碳貯存、吸存與取代功能

的推估 (2)氣候變遷對森林的衝擊 (3)森林對氣候變遷衝擊的反應及調適性評估 (4)檢
討、研擬氣候變遷對森林、林業的衝擊與調適的創新研究方向，頗值探討。 
（二）農業－糧食生產部門 

糧食生產與供應可以滿足國民生活之基本需求，是各國政府都必須達成的基本任務

之一。由於溫室氣體排放所引發的全球氣候暖化效應，除將導致全球糧食主要產地位移

外，也會增加糧食生產的不穩定性。台灣地區目前除蔬菜、水果、和魚產可以自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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榖類和油脂類作物的生產並不足以滿足國人的生存需要，必須大量由國外進口，因此國

人糧食供應的不穩定性也隨之增加。此外，農業生產中會釋放出 CH4 和 N2O 等溫室氣

體，依據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各國也需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因此，本子計

畫將以糧食生產和供應的議題為主，探討全球氣候變遷對我國糧食生產和供應的衝擊，

並將從擬定調適策略角度出發，探討必須關心之議題和規劃未來因應策略。 

 

三、國內外有關本計劃之研究與參考文獻之論述 

（一）森林部門  
1. 森林對碳貯存、吸存與取代功能的推估 

依 Alban & Perala (1992)在美國五湖區不同林齡楊樹碳吸存的研究，發現在 40 年生

輪伐期伐採，其生物量吸 C 量為 2.9 MgC/yr/ha，而 55-350 年生的楊樹林，其吸 C 量只

有 2.6-0.8 MgC/ha/yr 而已。而吸收的碳以木質生物量的形式儲存於樹體裏，若沒有燃燒、

腐朽，仍以生物量貯藏於木材中，即使成為工業用的實木，C 仍然留存於木材中。 

IPCC (1996)闡明森林在氣候變遷上的三大角色為：(1)森林所在的陸域植生和森林

土壤是 C 的貯存庫，為大氣中 CO2 的碳匯；(2)木材產物為低耗能源的材料，可取代高

耗能、會釋出 CO2 的其他材料；(3)森林能提供許多型式的再生能源，包括生物能、焦

碳、木精等液體燃料（Lugar & Woolsey, 1999），所以可取代化石燃料的能源與生產系統

（Brand, 1998）。 

以台灣生產力較差的林相變更地人工林 20 年生的平均生長量來說，每年每公頃平

均生長量約為 4.5 m3/ha/yr，生長較好的森林則有 9.8 m3/ha/yr（羅紹麟、馮豐隆，1986）。

再依羅紹麟、馮豐隆(1986)研究 99 株樟樹，全株重量得知：根部約佔全株 30%，枝葉約

佔 6%，兩者皆隨胸高直徑愈大比例愈小（胸徑 18～30 cm 旳林木，其根部所佔比例為

32.80～27.78%；枝葉所佔比例為 7.56～3.93%），亦即 1 m3 的樹幹材積，約為 1.67 m3

的全株生物量（包括根、莖、枝葉）與 Sedjo (1989)推估每 1 m3 樹幹材積，其全株材積

約為 1.6 m3，約略相同，而每 1 m3 的生物量，約含 0.26 噸的 C（Brown et al., 1986），

則 1 ha 的森林約可吸收 C 量分別： yrhaCtonsyrhaCtons //26.4//95.1 、 若再換算為吸

存空中的 CO2 量，則為  yrhaCOtonsyrhaCOtons //6.15//16.7 22 、  

若配合台灣 1990 年、1992 年 180 萬公頃林地及 1996 年以後 210 萬公頃的的林地（佔

全台灣島 359 萬公頃的 58.5%）（林務局，1995）及林業統計為材料，以 IPCC 表方式進

行推估，則林業與土地利用部門考慮(1)森林及其他木材生物量之蓄積改變；(2)森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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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的變更；(3)棄置地的經營用地，而暫不考慮土壤所釋放及吸存之 CO2，則 CO2 淨吸

存量各年分別如：1990 年為 17,172.59 Gg；1992 年為 17,408.59 Gg；1994 年為 20,238.27 

Gg；1996 年為 20,167.32 Gg；1998 年為 20,296.80 Gg。 

若以世界每年排放 2.9 億噸的 C 至大氣中，則依 6.24 噸 C/yr 排放量，則需 4.65

億 ha 的造林地，以完成 C 平衡。增加造林面積，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2.氣候變遷對森林的衝擊 

氣候的改變導致： 
（1）適合某林型的地理環境與森林林型分布的面積移動變化。 
（2）混淆林的樹種組成改變。 
（3）每單位面積森林產物的生產量發生變化。 

這種改變將影響森林的社會經濟系統，如有關燃料材、建材和森林產物的出口所

得、工作機會等，也影響隨樹種組成變化的生態系穩定與淨水供應等勞務。若依生物生

態社會經濟方面來看，森林部門各層級對氣候變遷的影響。 
森林影響氣候，也受氣候影響。森林對氣候的影響直接影響到地方及地區尺度，其

直接影響地方或地區尺度的太陽能吸收、水蒸發散、地表面粗糙度等性態值，亦透過碳

間接貯存與釋出，影響全球尺度；評估時需有完整迴圈考量及整合模式技術（integrated 
modelling technology）的應用。 

 
3.森林對氣候變遷衝擊的反應及調適性評估 

依據預測在 21 世紀中期 CO2 濃度可能增加為二倍，這些 CO2 的釋出排放主要源於

石化燃料的燃燒。然而，土地變遷、森林消失移除了不少木質生物量（尤其熱帶雨林），

也對 CO2 濃度的增加有了許多的影響（Detweiler and Hall, 1988）。依估計世界每年大氣

中的 C 量約增加 2.9 億噸，而由於石化燃料的燃燒與森林消失，所引起的碳釋出量每年

約 4.8-5.8 億噸（Sedjo, 1989）。 

許多研究認為，推估建造更多的人工林，可以補足抵償每年大氣中增加的 CO2 量。

Marland (1988)推估 5 億 ha 的集約經營的速生樹種人工林，每年將可吸收 500 萬噸因石

化燃料燃燒和移除森林所釋放的 CO2。同樣地，Woodwell (1987)推估 2-4 億 ha 的速生樹

種、人工林，將可吸收每年增加釋放於大氣中 2.9 億噸 C 的 1-2 億噸。然而，若要維繫

目前大氣中 CO2 的濃度水準，則需有 1-2 億噸以上、Marland 推估的 5 億噸以上的 C 吸

收量，才可使大氣中的 C 推估穩定。 

要建立如以上所談的人工林，則成本確實不少。依羅紹麟、馮豐隆、曾建薰(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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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6 年造林費每公頃約 66,553.02 元（以 1981 年為基準），較美國 400 US$/ha-100US$/ha

約高 1 倍（Sedjo, 1980）。 

農、林業對土地的競爭使用，若以調整適應模式（adaptation model）測試，對森林

部門與農業部門加以分析時，則需要做整合分析的考量，以確保未來土地利用規劃時，

不會衝突。 
 

4. 檢討、研擬氣候變遷對森林、林業的衝擊與調適的創新研究方向 
假設情境係指對未來世界可能狀況的合理且一致的描述，假設情境的發展、建立、

使用，以森林生物生態系為考慮對象，討論森林碳量吸存，以氣象及社會經濟為基線

在各種不同假設情境下的影響變化。 
假設情境可以用來做衝擊評估與適應性評估(impact and adaptation assessment)。假

設在某一人口成長率與經濟發展速率，亦有以農業生產、林地消失來設定其假設情境，

以了解其森林及土地利用部門對大氣 CO2 吸存釋放的衝擊。在森林部門裏土地利用、

水資源利用、林木的需求、大氣的組成與分解、自然保育政策與經濟、技術組織的改

變，皆是適應性、容納量的重要考量。 
模式在假設情境的發展中相當重要，如人口結構、人口成長、價格改變、經濟結

構。模式無法產生完整假設情境，然假設情境需要模式才可以填具其內的細部資料，

如人口模式可以配合其他模式所提供死亡率和生產力，更而獲得年齡分布。 
社會－經濟假設情境係用來提供當氣候變遷時，對內容衝擊的推算，亦即衝擊分

析（impact analysis），一般由一部門或一個系統（如農業、林業、產業、健康）的現

況開始，其次再針對氣候干擾和對該部門，或系統的衝擊（如較多收穫為例）。 
De Jouvenal (1967)即利用假設情境進行模擬。由森林生物與生態系會隨時間而有

所變化，這些變化有時來自於社會－經濟（Socio-economic）因子、自然氣候變遷，有

時來自酸雨的非氣候變數的人為干擾，而一般較能掌握其變化趨勢者，大體是以(1)氣
象基線；(2)社會－經濟基線的預測。 

馮豐隆、高堅泰(2000)依當 CO2 濃度增加 1 倍時，溫度增加 1.5℃～4.5℃之範圍，

進行假設情境模擬，以溫度增加 1℃、2℃、4℃時，溫度分布及潛在濕度變動之情形，

模擬推估 Holdridge 生態區種類、面積與分布，再以基準面的 Holdridge 生態區之土地

利用型、樹種別比例為依據，進行各模擬情況之種類、面積分布比較。最後提出森林

對 CO2 吸存、釋出能扮演的角色及森林、林業活動。 
（二）農業-糧食生產部門 

全球氣候變遷方面： 
IPCC(2001)針對多種溫室氣體排放情境模擬 21 世紀全球氣候變遷的結果指出，全

球平均氣溫將升高 1.4-5.8℃，增溫幅度約 0.1-0.2℃/10 年，高緯度地區氣溫增加幅度高

於低緯度地區，北美和亞洲中部與北部冬季的增溫幅度將超出全球平均約 40%，而南亞

和東南亞在夏季，以及南美在冬季的增溫幅度將低於全球平均；夜間最低氣溫的增加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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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比白天最高氣溫的增加幅度高，因此會降低日夜溫差的幅度。全球平均降雨也會增

加，尤其以中、高緯度地區的冬季最為明顯，低緯度地區則有區域性增加或減少的現象；

年降雨量的差異也會增大，發生乾旱或大雨的機會增多。颱風風力和降雨強度也可能增

強。全球海平面則可能升高 0.09-0.88m。由於作物生長界線將向高緯度地區移動，且未

來各種農業氣象逆境(乾旱、豪雨、低溫)之發生機率增多，因此全球氣候變遷將改變全

球糧食生產的分佈地區和穩定性。 
過去百年來，臺灣也有全島性的暖化現象，氣溫上升速率在 1.0-1.4 ℃/百年之間，

增溫趨勢在夏季(1.37°C/百年)比冬季明顯(0.83°C /百年)，因此年溫差呈現上升的趨勢。

夜間氣溫上升的幅度大於日間，因此日夜溫差呈現下降的趨勢(許等，1999)。北部(新竹、

花蓮、淡水)雨量增加幅度在 3-4mm/年之間；南部(恆春)雨量的減少幅度為 3.99mm/年，

因此雨量略有北增南減的趨勢，乾季與雨季間的雨量差，在北部呈現增加的趨勢，在南

部則減少。豪、大雨日數在北部有增加的趨勢，但是增加的速率極其緩慢(許等，1999)。
若以近三十年之降雨資料分析，全年降水在東部和北部約增加 5%，西南部地區約減少

10~20%(中央氣象局，1994)。在降水量的季節變化方面，秋、冬季時東部和北部增加，

中南部略減；春、夏季時各地區都減少；梅雨季早期減少但後期增加(吳，1992)。 
人口、耕地、水資源方面：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資料，台灣地區人口成長率逐年降低，預估民國94年為

0.42%，民國104年則降為0.20%，屆時人口推估為23541千人。 
近十年間耕地總面積則以每年約2800公頃的速率減少，主要減少者為平地的水田面

積，截至民國92年台灣地區耕地總面積為844097公頃，其中水田與旱田面積約各佔一

半。近年來，台灣西南部沿海地區受地下水超抽影響，地層逐漸下陷，因此未來受氣候

暖化海平面上升的影響將相對嚴重，施(1995)指出若海平面上升10cm，西部海岸線將後

退1km。若再加計地下水層受海水入侵所導致土壤鹽化的問題，未來可用耕地面積將更

為減少。 
天然降雨是臺灣地區水資源的主要來源，雖然年平均雨量約有2500mm，然由於受

到降雨時間集中和河川短且流急的限制，可利用的水量不及總降雨量的15%，再加上人

口密度高，使得我國成為全球排名第18位的缺水國家，可供利用之水資源相當有限。水

資源需求方面，一般分為生活用水、工業用水與農業用水等三大類，近年各標的用水量

統計顯示，生活用水逐年大幅增加，工業用水小幅增加，農業用水則逐年降低。因此，

未來農業生產受灌溉水量減少與灌溉水質惡化之影響將更為顯著。 
糧食需求方面： 

依據農委會統計資料，目前台灣地區僅蔬菜、水果、肉類、蛋類、和魚類的糧食自

給率可達90%以上，但生產肉類和蛋類之畜牧業所用飼料幾乎全靠進口。稻米生產目前

雖然略有過剩現象，但稻米僅佔國人榖類消耗量的54%，而作為主食之榖類的自給率卻

小於30%，油脂類的自給率更僅有3.5%。因此除蔬菜、水果、和魚產外，台灣地區的農

業生產並不足以滿足國人的生存需求，必須大量由國外進口。由美國進口之數量和總值

分別佔全部輸入農產品的64%與43%；其次則為泰國與澳大利亞，但由該兩國進口數量

和總值分別僅佔全部輸入農產品的7%與5%，以及3%與2%，顯示我國糧食進口極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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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美國。由於全球氣候變遷將改變全球糧食產地和生產穩定性，因此台灣地區糧食供給

的穩定性也可能變差。 
糧食生產方面： 

大氣中 CO2 濃度增加，不僅可因進入葉片氣孔內腔的 CO2 通量增加而增加光合作用

速率，也會減少光呼吸的消耗，使生質量易於累積而提高作物產量，因此在水分與氮肥

供應充足的條件下，對 C3 型作物(多數農藝作物屬之)的增產效果最為明顯(宋等，1998；
Kimball et al., 2002)。全球暖化導致的氣溫升高卻不一定對作物生產有利，因為每種作

物在不同生育階段都有其最適溫度範圍，以及可忍受的低溫和高溫界線。以水稻為例，

營養生長期間生質量隨溫度升高而增加，但在生殖生長期間高溫對產量則有不利影響，

主要因榖粒充實日數縮短，每穗未充實粒數增加，且高溫低濕的環境下也容易導致稔實

率嚴重下降(Yoshino et al., 1988；Matsui et al., 1997)。 
目前有關農作物在未來氣候變遷環境下的生產力預測、以及衝擊影響評估等研究，

主要係利用全球氣候模式(GCM)推估未來之氣象環境，再利用作物模式進行產量模擬。

Gitay et al. (2001) 曾歸納 27 個作物模式的研究結果指出，熱帶地區因為目前氣溫已經

處於作物最適溫度範圍的上端，因此全球暖化將會造成農作物產量降低；溫帶地區氣溫

目前仍處於作物最適溫度範圍的下端，且全球暖化也會延長作物的生長期，因此農作產

量將會增加。Parry et al. (2004)利用全球氣候模式(HadCM3)模擬之 2080 年氣候環境，配

合小麥、水稻、玉米、大豆作物模式針對全球 200 個國家進行產量預測，指出已開發國

家(溫帶地區)的穀物產量將可增產 3-8%，而開發中國家(熱帶地區)的穀物產量將會減產

2-7%。Horie et al. (1995，1997)利用 SIMRIW 模式，Matthews et al. (1995，1997)利用

ORYZA1 模式，配合三種全球氣候模式(GISS、GFDL、UKMO)指出，在 2 倍 CO2 濃度

環境下，中國、韓國、日本的北部地區，以及台灣、印尼和馬來西亞的水稻將會增產，

中國和日本的南部地區、泰國、孟加拉以及印度西部的水稻，將會因作物生長季節縮短

和高溫導致的不稔而減產。姚等(2000)利用 DSSAT 模式，配合三種全球氣候模式(GISS、
GFDL、UKMO)指出，在 2 倍 CO2 濃度環境下，台灣地區水稻有小幅增產趨勢。 
溫室氣體排放方面： 
IPCC(1997)提出估計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方法。侯等(2000)曾依該法估計國內由農

牧業所產生之溫室氣體釋放量在 1990 至 1997 年度間的變化指出，畜牧業因豬、牛、雞、

鴨四種畜養動物屠宰頭數之逐年增加，所釋放之甲烷由 1990 年之 48.76 Gg 增加到 1996
年之 59.02 Gg；1997 年則因口蹄疫之流行，降至 52.61 Gg。水稻因栽培面積逐年減少，

且農民多不再以燃燒方式處理其收穫後之廢棄物，所以甲烷釋放量由 87.49 Gg 減少到

82.97 Gg，平均每年減少 0.75%，因此農業上釋放之甲烷對全球氣溫之變遷影響並不大。

氧化亞氮之釋放量主要來自畜養動物廢棄物處理系統、土壤直接與間接釋放、以及稻草

燃燒，七年間由 10.16 Gg 增加到 10.83 Gg,增加 6.59%，平均每年增加約 0.92%。有關

溫室氣體通量測定及減量對策方面之研究，主要由國立台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農業化

學系和農藝學系、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國立中央大學環境研究中心、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學系、嘉南藥理學院環境工程

衛生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處、台南區農業改良場和畜試所新竹分所所組成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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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執行，包括有水田、旱田、濕地、和堆肥場之二氧化碳、甲烷與氧化亞氮排放通量

及減量對策、臭氧對水稻生長之影響等研究主題(楊等，2003)。 

四、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 

（一）森林部門 

    本研究擬依下列步驟依序進行， 
1. 首先將儘量收集回顧國內外近年來森林對碳貯存、吸存與取代功能的推估計算技術

方法與研究成效 

2.回顧森林衝擊反應及調適性的評估與促進－透過造林與撫育措施，增加碳貯存、碳

吸存的能力，也由於木材為綠建材、再生能源之取代與木材使用效率的提高。 

3.收集國內外近年來與氣候變遷和森林生態系、林業相關的研究報告與統計資料，分

析已觀察到之氣候改變對於台灣地區之森林生態系與林業之衝擊及其不確定性，提

供作為後續情境模擬之基礎。 

（1） 碳貯存（Carbon Conservation）－無立木造林（aforestation）與更新造林

（reforestation）減少森林伐採（deforestation），以增加森林面積。 

（2） 碳吸存（Carbon Sequestration）－透過樹種選擇、更新造林、疏伐等森林施業

以增加林木生長量，增加碳吸存。 

（3） 碳取代（Carbon Substitution）－碳保存於木材內，可以取代製造過程會釋放碳

的石化材料，木材是可貯存碳的潛在代用品。 

4.其次將依據上述基礎資料，以及與本整合型計畫團隊成員之討論結果，設定若干情

境，以推估台灣地區森林與土地利用對氣候變遷的影響，以及國際間對於溫室氣體

減量的要求。 
5.進而分析各種可能調適策略，在所設定之多種情境下，對於滿足國人對於森林價值

(財貨與勞務)的需求，以及國際間對於溫室氣體減量要求的可行性。 
6.依據上述三項工作成果，檢討、研擬氣候變遷對森林與林業的衝擊與調適的創新研

究方向 

（二）農業-糧食生產部門 

本研究擬依下列步驟依序進行， 
1.首先將儘量收集國內外近年來與氣候變遷和糧食生產相關的研究報告與統計資

料，分析已觀察到之氣候改變對於台灣地區糧食生產與供應之衝擊及其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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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供作為後續情境模擬之基礎。 
2.其次將依據上述基礎資料，以及與本整合型計畫團隊成員之討論結果，設定若干

情境，以推估台灣地區自行生產之糧食，加上由國外進口之糧食，能否滿足國人

對於糧食之需求，以及國際間對於溫室氣體減量的要求。 
3.進而分析各種可能調適策略，在所設定之多種情境下，對於滿足國人糧食需求，

以及國際間對於溫室氣體減量要求的可行性。 
4.依據上述三項工作成果，探討必須關心之議題和規劃未來因應策略。 

五、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 

（一）森林部門 
1. 森林對碳貯存、吸存與取代功能的推估計算技術方法與研究成效 

2. 分析已觀察到之氣候改變及對森林與林業之衝擊 

3. 分析彙整相關報告說明林業未來可能之衝擊及其不確定性 

4. 蒐集與分析森林與林業在國外與國內已提出之調適策略 

5. 分析森林與林業之脆弱度與政府因應氣候變遷之能力 

6. 分析森林與林業受氣候變遷的衝擊與調適研究未來之創新研究方向 

（二）農業-糧食生產部門 
本研究預期將可完成台灣地區糧食生產與供應受全球氣候變遷衝擊，以及多種調

適措施對於減輕氣候變遷效應之評估。將有助於政府相關單位擬定氣候變遷因應之決

策，減少氣候變遷衝擊所帶來的損失，並使我國農業生產和糧食供給面對未來氣候變

遷環境有更大的調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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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 

馮豐隆、李宣德、高義盛、黃國峰、薛怡珍、吳昶清、王駿穠，2001，森林動態學理論─森林演替模式的生態說明，森林調查測計研

究室編印，186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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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豐隆，2001，台灣森林資源調查與監測系統之建立(二)，國立中興大學森林調查測計研究室，157pp. 
馮豐隆、林明進、羅南璋、吳昶清、王駿穠、張小飛、林妏嬪、陳淑芬，生態系經營管理模式之建立(2/3)－生育地適宜度分析模式，

90 農科-1.4.1-林-R1(19)，農委會林業處經費補助，森林調查測計研究室編印，69pp. 
馮豐隆、吳昶清、王駿穠，氣候變遷對台灣森林植生分佈與生產力影響評估，國科會 NSC90-2621-Z005-001，行政院國科會經費補助，

森林調查測計研究室編印，122pp. 
 
 
 

93 年度 
 
SCI 期刊論文發表數 
Fong-Long Feng，Change-Ching Wu and Cara Lin Bridgman 2004 Ecological Site Quality Model for tree species: Taiwan’s 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 as an example.  J. of Forest Science (Accepted) SCI 
 
期刊論文發表數 
馮豐隆，2004，歐盟對森林與林業在減緩温室效應頁獻上之研究─� COST E21 計畫，國際農業科技新知，21:3-7 
馮豐隆，2004，地景層級的空間生態學－地景生態學，台灣林業，30 (2):40-50 
馮豐隆，2004，森林生態系經營空間資訊之建立與應用－以惠蓀林場為例，農林學報，53(4):339-354 

 

研討會論文數 

Feng, Fong-Long and Gene-Long Wang 2004  Application of Spatial Information to Evaluate the Habitat Suitability: an Example of Avian in 
Taiwan.  Conference on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s Information system and Computers in Natural Resourc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IUFRO 4.11 statistical Methods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June 7-11, 2004 NTU, Taiwan. 

馮豐隆、李宣德 2004 生產力模式中整合生態地位與潛在生長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實驗所 2004.08.16-17 
馮豐隆 2004  5S 空間科技於森林碳滙與變動量之評估， 2004.8.19 發表於”綠化植物與空氣品質研討會”，台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Feng, Fong-Long 2004 Ecological Site Quality Model for tree species: Taiwan’s 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 as an example IUFRO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Harvest Scenario in Forest management”－Tale. Low-Taras, Slovakia Aug, 25-27,2004. 
Feng, Fong-Long  2004 Application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informatics in Forest Ecosystem Management - An Example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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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on FORCOM 2004 HOMEPAGE-The Role of Forest for Coming Generations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for Forest Resource Management 2004.10.17- 22Utsunomiy University Utsunomiya, Japan 

Feng, Fong-Long  2004  Application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informatics in Forest Ecosystem Management - An Example of Taiwan.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2004.11.17-21 Santa Clara, Villa Clara, Cuba. 

李宣德、馮豐隆，2004，台灣森林碳吸存與釋放量的推估以樟樹為例，2004.11.19 發表於“中華林學會 93 年度學術論文發表會論文集” 
壁報發表，國立宜蘭大學. 

 
專書 
馮豐隆，2004，森林經營學（第四版）文稿，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系，279pp. 
馮豐隆，2004，森林經營學（第四版）講義稿，國立中興大學森林系，p280-392. 
馮豐隆，2004，5S 應用於生態系經營教科書目(三版)，森林調查測計與空間資訊研究室編印，484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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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雷達掃描高解析度衛星影像和

地理資訊系統於森林 林分結構生

物量推估與動態變化上之研究 
 

Monitoring of Forest Stand 
Structure, Biomass and 

Dynamics by Synergetic Use of 
Laser Scanning, High-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ry and GIS 
 

 



 
 

整合雷射掃描高解析度衛星影像和地理資訊系統 
於森林林分結構生物量推估與動態變化上之研究 

 
 
 

摘要 
 

傳統的森林調查方法包含有人工判釋、航空照片描述法、攝影測量以及生長模型等方法。

然而其中的大部份方法不但是昂貴的，而且相當費時與耗人力。藉由整合高解析度的衛星影

像，航空照片及地面雷射掃描，與地理資訊系統（GIS）等新方法，可以應用在地覆森林覆蓋

分類上，特別是干擾後（林火、伐採、病蟲害等）森林生態系變化偵測上，提供許多新的可

能性。新式的高解析度衛星影像可以做到精確的林分描述，且其對混淆林內樹種組成也相當

敏感。所以可以預期的是高解析度衛星遙測技術將在單株、林分、地景等森林層級屬性資訊

的取得上有突破性的發展。而航空雷射掃描則可以蒐集例如樹高、空間與樹冠分佈等森林之

三維資訊。所以很明顯的，整合高解析度的衛星影像與其他例如雷射掃描及 GIS等不同型態

的資料來源，將能改進森林調查觀測之遙感探測。其高空間解析度及精確度，使我們可以發

展地景型態分析上之快速演算法，其可以自動萃取干擾森林生態系的許多重要特徵。該晉級

方法及相關技術的發展與實現對台灣及擁有將近全世界 20%森林面積與全世界 50%針葉林的

北極區，特別是 Siberia，是相當關鍵且必要的。在此計劃中，我們將研究結合高解析度衛

星影像及雷射掃描技術，來發展出一個新的森林調查及監測系統。其將比傳統的方法更有效

率且具有更高的精確度。 

 
 
 
 
 
 
關鍵字: 森林調查，林分，高解析度衛星影像，雷射掃瞄，地理資訊系統，森林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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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of Forest Stand Structure, Biomass and Dynamics by Synergetic Use of 
Laser Scanning, High-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ry and GIS.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for the forest inventory include man-power, analogous aerial photo 
interpretation, photogrammetric measurements and the growth model. However, most of them not 
only expensive but also time consuming and laborious. The use of the high-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ry, aerial and ground-based laser scanning and GIS will provide a number of principally new 
possibilities on remote sensing of forest cover and specifically of a disturbed forest ecosystems 
(after wild fires, logging operations, insect outbreaks etc.). The new high-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ry allows accurate stand delineation and is sensitive to species composition. It is expected that 
it will make a major breakthrough for retrieving forest attributes of species, stand and forest levels 
over regional forests. And the airborne laser scanner would gather the 3-D information of the stands 
(e.g. trees heights, spatial and crown distribution). Obviously, the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o-referenced satellite data with other data sources, and adaptation of GIS will improve the remote 
sensing-based forest inventory and monitoring. The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and accuracy allow 
making the effective algorithms of morphology analyses, ensuring automatic extraction of many 
important in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 disturbed forest ecosystems.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such high-end methods and technology is critical and essential for Taiwan and 
the boreal zone and especially for Siberia, with nearly 20 percent of the total world forested area 
and nearly 50 percent of the total world coniferous forested area. In this project, we will develop a 
new system for the forest inventory and monitoring by combining both the high-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ry and the laser scanning data. It will be more efficient, and provide higher accuracy than the 
conventional ones. 
 
 
 
 
 
 
 
 
 

Keywords: Forest inventory, Forest stand, Crown distribution, High-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ry,  

Laser scanning, GIS, Forest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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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防制科研合作計劃 
 



九十四年度「環保署/國科會空污防制科研合作計畫」

整合型計畫構想書 
 
 

計畫名稱：都會通量觀測先導計畫 

所依據之研究方向：空氣污染涵容量研究及臭氧與懸浮微粒成因探討 

重點主題名稱：臭氧空氣品質不良成因探討雨前趨污染物來源分析 

PM2.5/PM10/奈米氣膠污染成因及來源分析 

 

本年度計畫：自 94 年 1 月 1 日至 94 年 12 月 31 日 

總主持人：  莊 秉 潔  職稱：教授 

機關系所：國立中興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聯絡人：莊秉潔 

電話：04-22851206 

傳真：04-22862587 

E-MAIL：tsuang@nchu.edu.tw 

 
 
 
 
 
 
 
 

mailto:tsuang@nchu.edu.tw�
mailto:tsuang@nchu.edu.tw�


壹、整合型計畫研究項目 

計畫項目 主 持 人 服務單位系/所 職  稱 計畫名稱 申請經費（元） 

總 計 畫 莊秉潔 國立中興大學 教授 都會通量觀測先導計畫  

子計畫一 
莊秉潔 
廖文彬 
林明德  

國立中興大學 
教授 
教授  
副教授 

FLUXNET 觀測塔之規劃與排放量推估計畫 1,000,000 

子計畫二 
王家麟 
林柏雄 

國立中央大學 
教授 
副教授 

有機污染物垂直通量之觀測 1,000,000 

子計畫三 

陳秀卿 
曾昭桓 
鄭曼婷 
盧重興 

國立中興大學 教授 無機污染物垂直通量之觀測 1,000,000 

子計畫四 
馮豐隆 
蔡榮得 

國立中興大學 教授 衛星遙測之應用與資料解析 1,000,000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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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總目標及研究重點 

由於台灣地狹人稠，都會地區各種空氣污染物排放，不僅嚴重影響都會地區

的空氣品質，更對民眾身體健康造成危害。為進一步了解其特性以建議防治策略，

於都會區觀測各污染物的通量為一切確的方式。 

本計劃欲觀測之污染物可分成氣狀污染物：如臭氧、一氧化碳、SOx 及 NOx
等，無機化合物：如硫酸鹽、硝酸鹽及銨鹽等，及有機化合物(OC)，國外已有文

獻針對區域性探討相關議題(Law and Diamond, 1997; Monn et al., 1999; Roosli et 
al., 2001)。Tsuang et al. (2003) 及 Tsai and Tsuang (2004) 利用不同高度之繫留探

空氣球觀測資料配合地表輻射資料可以 Businger equations (1971) 推估都會地區

可感熱通量，蒸發淺熱通量及水汽通量及觀測氣狀污染物之時間及空間的分布特

性 (Chen et al., 2002)。於上述方法中我們可得到近地表擴散係數，配合觀測不同

高度的污染物濃度梯度，便可以得到各污染物於近地表之通量( Stocker et al., 
1994; Constantin et al., 1997; Pilegaard et al., 1997; Hanel, 1997)。 

本整合型計畫主要目的即是協助環保署施政，針對科學上不確定之議題，進

行科學之探討，以達到施政之目標。目前科學上之不確定經環保署與相關學者討

論，再根據本研究群之能力將進行下列議題之研究，包括： 

一、進行空氣污染物及微氣象因子通量觀測技術之研究。 
二、評估國內外通量計算方式之研究。 
三、蒐集國內外都會區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之相關資訊。 
四、蒐集國內外人為源排放揮發性有機物之排放量相關資訊。 
五、探討國內人為源排放揮發性有機物對於空氣品質之影響。 
六、進行各土地利用型態下空氣污染排放量變化之研究 
七、評估利用排放量推估通量之研究 

 所有通量採樣之資料，將彙整入環保署模式支援中心之資料庫，並將於 2006
年開放給一般使用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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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整合之必要性及整體分工合作架構 

（一）各子計畫間關聯及整體計畫之協調整合。

總計畫：都會通量觀測先導計畫 

子計畫一： 
FLUXNET 觀測塔之規

劃與量測計畫 
 

污染物採樣 

為氣象因子採樣 

土壤成分分析採樣 

都會車流量觀測 

子計畫三 
無機污染物垂直通量之觀測 

1.分析各高度 PM 之組成 
2.分析各無機物之成份 

子計畫二 
有機污染物垂直通量之觀測 

1.分析各高度之 VOC 成分 
2.探討 VOC 排放通量 

子計畫四 
衛星遙測之應用與資料解析 

土地利

用型態 
葉面積

指數 
葉溫與

土溫 

TBEIS 

TEDS 

生物源

排放量 

人為源

排放量 

4 - 3



本整合型計畫橫跨環境工程及大氣污染的一向整合性大型研究，需整合國內

環境工程、空氣污染防制、大氣科學、及化學分析等專家學者。其中總主持人莊

秉潔教授專長於邊界層 O3 之採樣分析及邊界層氣象學，子計畫二主持人王家麟

教授對有機污染物採樣分析及 O3 形成機制皆有多年豐富之經驗，子計畫三主持

人陳秀卿與曾昭桓教授對微粒之採樣分析及形成機制，子計畫四主持人馮豐隆教

授則專長為森林環境與資源調查測計及 5S 資源技術(PSP+RS+GPS+GIS+SMS)。 

本整合型計畫中之每位主持人均有豐富的執行研究計畫經驗，其專業能力可

從其研究成果得到印證；且本整合型計畫縱向及橫向的結合，未來透過各子計畫

各項儀器設備之共用及研究經驗與成果之交流，可達到分工合作、相輔相成之預

期效益。 

（二）總計畫主持人協調領導能力 

總計畫主持人莊秉潔教授（Tsuang, B.J.）為國內第一個建立起地面至 1000
公尺之氣象場、臭氧及其前驅物採樣技術者（Chen et al., 2002b），並曾擔任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期刊之 Reviewer。其領導之研究群發展了電路軌跡傳遞

係數模式（Circuit Trajectory transfer-coefficient Model, CTx）（Tsuang & Chao, 1997; 
1999; Tsuang et al., 2002; Chen et al., 2002a），對密集採樣資料如何應用作為模式

校正及驗正，有深入之了解，並曾有主持群體計畫之研究經驗。於此計畫中，將

建立起污染物及微氣象因子之通量觀測技術，包括子計畫一之規劃 FLUXNET
觀測技術、計畫二之有機物垂直通量量測、計畫三之無機物垂直通量量測及計畫

四之衛星遙測資料之解析。 

（三）參與研究計畫主持人之專業能力及分工情形 

子計畫一：FLUXNET 觀測塔之規劃與量測計畫 

子計畫一主持人莊秉潔教授（Tsuang, B.J.）對臭氧及其前驅物採樣及微氣象

因子分析有豐富之經驗，於本計畫內將規劃建立起 FLUXNET 的觀測技術，並預

定於國立中興大學校園內，在建築物頂樓（約 35 公尺高）架設一簡易鐵塔，觀

測各污染物及風速、風向、溫度、溼度、大氣壓力、各輻射量等氣象因子，並且

於建築物取 2-4 個不同高度，同時進行污染物及氣象因子之量測，所採集之氣體

將分析其濃度，再代入 Businger equations (1971)推估各污染物近地表之通量。此

外，將部分採集之氣體，交由子計畫二進行有機物垂直通量量測，並由計畫三進

行 PM 成分分析及無機物之垂直通量量測。 

 

4 - 4



於初始污染物排放量部分，本計劃以中鼎公司所建立的 Taiwan Emission 
Data System(TEDS)推估(行政院環保署，2001)，其為目前國內最完整的排放量資

料庫並已為空氣品質模式TAQM及GTx所使用(Chang et al., 2000; Tsuang, 2003a; 
Tsuang et al., 2003b; Tsuang et al., 2003c) ，其中包括固定污染源、移動污染源、

面源及自然排放源等。在移動污染源部分本計劃預定於台中都會區較大的路口量

測汽機車全天候交通流量，以進一步代入 TEDS 推估台中都會區移動污染源排放

總量。 

 所有通量觀測之資料，將彙整後對資料進行一致化格式之規範，儲存入環保

署空氣品質模式支援中心之資料庫，並將於 2008 年開放給一般使用者使用。参

與密集觀測之研究人員，僅有 2008 年開放前之期間，可擁有其資料之唯一使用

權，作為個人進一步分析及發表用。主持人有義務於密集觀測結束後，儘速於

2008 年前將所觀測之結果發表於有審查制度之期刊中，以利後人之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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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有機污染物垂直通量之觀測 

子計畫二主持人王家麟教授（Wang J.L.）對有機污染物之採樣分析及對 O3

形成之機制有多年豐富之經驗，於 2005 年期間進行 VOC 成份之垂直剖面濃度

之即時分析，分析的項目將包含 isoprene 等 56 種 VOC 之濃度。 

所有觀測採樣之資料，將彙整後對資料進行一致化格式之規範，儲存入環保

署空氣品質模式支援中心之資料庫，並將於 2006 年開放給一般使用者使用。計

畫主持人將有義務於密集觀測結束後，儘速於 2006 年前將所觀測之結果發表於

有審查制度之期刊中，以利後人之引用。 

子計畫三：無機污染物垂直通量之觀測 

子計畫三主持人陳秀卿與曾昭桓教授對懸浮微粒之採樣及分析及形成之機

制有多年豐富之經驗，本計畫此組將於 2005 年期間會同子計畫一，同步進行通

量之密集採樣。密集採樣組將針對環保署一般測站及超級測站未有例行性觀測之

項目，作特別之觀測。這些項目包含懸浮微粒之成份及其前驅物之觀測。懸浮微

粒之成份則包括硫酸鹽、硝酸鹽、氨鹽及碳，其前驅物則如硫酸氣體、硝酸氣體

等。這密集採樣將根據子計畫一之研判，作為期至少十四天之密集觀測。所有密

集採樣之資料，將彙整後對資料進行一致化格式之規範，儲存入環保署空氣品質

模式支援中心之資料庫，並將於 2006 年開放給一般使用者使用。計畫主持人將

有義務於密集觀測結束後，儘速於 2006 年前將所觀測之結果發表於有審查制度

之期刊中，以利後人之引用。 

子計畫四：衛星遙測之應用與資料解析 

子計畫四主持人馮豐隆教授對森林環境與資源調查測計及 5S 資源技術

(PSP+RS+GPS+GIS+SMS)有多年豐富之經驗，本計畫此組將於 2005 年期間會同

子計畫一，利用華衛二號同步進行衛星影像資料之收集，並提供觀測塔周圍之土

地利用型態，且逐月提供葉面積指數（LAI）、葉表面溫度及土壤表面溫度。 

華衛二號為一顆由台灣自主操控之高解析度遙測衛星，可完全滿足國內各界

需要。其具備２m 光學高解析度遙測功能，並每天上午約十點經過台灣上空，涵

蓋臺灣本島的衛星影像可用四個連接掃描波段條來，獲得臺灣陸地及鄰近海域即

時性的衛星影像資料，接收到之掃描資料必須先經過影像前期處理

(pre-processing) 包含輻射校正：去除大氣中微小粒子，如水汽、灰塵等等之效應；

幾何糾正：修正地球自轉所產生之位移，將影像座標化(Level-II)以符合進一步之

應用。Level-II 影像作為土地利用、農林規劃、環境監控、災害評估、科學研究、

科學教育等相關之民生與科學用途。由台灣自行開發之華衛二號影像處理系統，

已完成系統驗證測試。目前正積極進行衛星影像資料之接收與處理測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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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VI、淨初級生長力(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NPP), 葉面積指數(leaf area 
index LAI) 為生物圈/大氣圈中測定全球與區域二氧化碳、水蒸氣交換之重要參

數。由衛星遙測影像資料推算出LAI與其他植被參數，提供為評估生物量及土地

利用型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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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臺灣的衛星影像進行全臺灣的NDVI分析，有兩個重要的意義： 

（1）整體性→ 以整個臺灣進行分析； 
（2）生態參數的動態變化→ 不同季節植被指數的比較與分析。 
 (林孟龍, 2004) 

由華衛二號的遙測技術可獲得台灣地區的衛星影像資料，因植物的 葉面積指

標（LAI）與紅光反射成反比與近紅外反射成正比（Tucker & Sellers, 1986），其

值介於 -1 (無植生) 與 1 (多植生)之間，以地面覆蓋度 ％ 表示之。對生物量之

測定頗具代表性，其與光合作用的活力、生長力有密切關係。且藉由此影像資料

經圖示及公式（式一）判定可獲得模式計算VOCs排放量時所需的輸入檔，如：

葉溫、土地利用型態、葉面積指標（LAI）等資料。 

1

2 52

−

=
−

Tk
hcB

e

hce
λ

λπ
  （式一） 

  eB—黑體的光譜輻射亮度 (W，m-2 ，Sr-1 ，μm-1 )  

  C—光速 (2.998×108 m·s-1 ) 
  λ—輻射波長 (μm) 

  h—普朗克常數， 6.626×10-34  J·S 
  T—黑體绝對溫度 (K、T=t+273k) 

  K—波爾兹曼常數 (Bolfzmann)， 1.380×10-23  J·K-1 

 

  「台灣生物源排放量推估模式(Taiwan Biogenic Emissions Inventory 
System, TBEIS)」（陳和張, 1999）是使用一個簡單的被覆模式(canopy model)去調

整在林地被覆(forest canopy)垂直五個層(level)之光合輻射通量(Photosythetically 
Active Radiation flux, PAR)。以溫度與光合輻射通量（PAR）推導出經驗方程去

估計各種類生物 VOCs 在被覆垂直各層的排放量（Geron et al., 1994）。模式之

輸入、輸出以及系統構成，如圖 1 所示。首先利用土地利用資料與排放係數資料

計算各網格在標準情況(攝氏30度、PAR為1000 µE m-2 sec-1)下各物種之排放量。

然後以輸入的資料(葉溫與 PAR)計算出各物種之環境校正因子(溫度校正因子與

光校正因子)（Guenther et al., 1993），之後以標準情況下之排放量乘上環境校正

因子，計算出當時情境下異戊二烯、單帖類以及其他 VOCs 之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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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此子計畫所判斷之土地利用型態，將提供給子計畫一進行各種土地利

用型態之土壤採樣，並進行這種分析，探求各種土壤之組成，並探討其與污染物

通量之相關性。 

肆、研究資源 

預估整體所需之研究人力及相關經費。 

一、預估整體所需之研究人力 

所需之研究人力除各子計畫主持人及博士班或碩士班專、兼任助理外，本研

究預定進行乙次完整臭氧事件日之密集採樣觀測實驗，屆時需較多之臨時工投

入。 

 目前研究團隊擁有之特殊儀器及中部自行設立之監測站有: 

1. 3-D 超音波風速計。(莊秉潔) 
2. 臭氧、NOx、SO2、NMHC 及 CO 等分析儀器 。(莊秉潔) 
3. 四自設地面氣象站，可即時量測風速、風向、溫溼度及壓力等。(莊秉潔) 
4. VOC 即時分析儀器乙套。(王家麟) 
5. 叢集電腦(cluster) (莊秉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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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之研究人力除各子計畫主持人及博士班或碩士班兼任助理外，本研究預

定於夏季進行一次為期約一個月的密集採樣觀測實驗，屆時需較多之工讀生投入，

將所需之研究人力及相關經費粗估如下： 

 人力預估: 

計畫項目 主 持 人 共協同、顧問 專任助理 博士生 碩士生 工讀生 
總 計 畫 1 0 0 1 0 0 人日 
子計畫一 同總計畫 1 0 0 2 100 人日 
子計畫二 1 1 0 0 1 100 人日 
子計畫三 1 0 0 0 2 100 人日 
子計畫四 1 0 0 0 2 0 人日 
合計 5 2 0 1 7 300 人日 

 經費預估: 

名稱 人數 月支 月數 金額 (元) 
計畫主持人 5 12,000 12 720,000 
共同主持人 2 10,000 12 240,000 
專任助理 0 34,000 12 0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 1 8,000 12 96,000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 7 6,000 12 504,000 
臨時工資 300 750 元/人日  225,000 
     
業務費（子計畫一）    1,000,000 
業務費（子計畫二）    700,000 
業務費（子計畫三）    700,000 
業務費（子計畫四）    700,000 
行政管理費    25,000 
合計    5,000,000 

 

二、預估整體所需之相關經費 

預估一年總預算：五百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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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期綜合效益、成果及其應用 

本整合型計畫搭配環保署例行之施政計畫，將於中部都會區中，建立起

FLUXNET 之觀測技術，並從有機、無機之分析與車流量調查，探討各污染因子

之通量。這套 FLUXNET 觀測技術的建立，有助於未來空氣品質模式之校正與驗

正，甚至可以定量評估個別污染源之改善。具體項目包括： 

林孟龍 2004 以景觀層級界定生物多樣性保育範圍－中尺度資源衛星 MODIS 影

像的應用,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究所博士論文 

May, Wolfgang 1998 Integrated Static and Dynamic Modeling of Processes, Diss. 
Berlin 

BENZ, U.C., HOFMANN, P., WILLHAUCK, G., LINGENFELDER, I. and M. 
HEYNEN (2004): Multi-resolution, object-oriented fuzzy analysis of remote sensing 
data for GIS-ready information. In: ISPRS Journal of Photogrammetry & Remote 
Sensing 58 (2004), 239-258. 

COLLINS, C.A., PARKER, R.C. and D.L. EVAN (2004): Using multispectral 
imagery and multi-return lidar to estimate tree and stand attributes in a southern 
bottomland hardwood forest. Proceedings of the ASPRS 2004 Annual Conference, 
Denver, USA. May 23-28. 

LENNARTZ, S.P. and R.G. CONGALTON (2004): Classifying and mapping forest 
cover types using ikonos imagery in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ASP R S 2004 Annual Conference, Denver, USA. May 23-28. 

MOELLER, M.S., STEFANOV, W.L. and M. NETZBAND (2004): Characterizing 
landcover changes in a rapidly growing metropolitan area using long term satellite 
imagery. In: Proceedings of the ASPRS 2004 Annual Conference, Denver, USA. May 
23-28. 

REPAKA, S.R. and TRUAX, D.D. (2004): Comparing spectral and object based 
approaches for classifi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feature extraction from high 
resolution multispectral imagery. Proceedings of the ASPRS 2004 Annual Conference, 
Denver, USA . May 23-28. 

VAN DER SANDE, C., S.M. DE JONG and A.P.J. DE ROOC (2004): A 
segment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approach of IKONOS-2 imagery for land 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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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ping to assist flood risk and flood damage assessment. In: ISPRS Journal of 
Photogrammetry & Remote Sensing 58 (2004), 217-229. 

BLASCHKE, T. (2003): Continuity, complexity and change: A hierarchical 
Geoinformation-based approach to exploring patterns of change in a cultural 
landscape. In: Mander, Ü. and Antrop, M. (eds.):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s Vol III: 
Continuity and Change. Advances in Ecological Sciences 16, WIT press, 
Southampton, Boston, 33-54. 

BURNETT, C. and BLASCHKE, T. (2003): A multi-scale segmentation / object 
relationship modelling methodology for landscape analysis. In: Ecological Modelling 
168(3), 23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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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概述 
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平地景觀造林政策，以建造優質的生活環境，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為主要推動與執行平地景觀造林政策的政府機關，

為落實平地景觀造林成果，訂定有完善的申請與審查制度。然而，造林係

長期的工作，必須有現場的查核機制，充分掌握現場情況，方能真正落實

造林成效。但因各造林地分散各處，且面積大小不一，造成如果進行現場

實測與每木調查，耗費過多人力，實不可行，故有必要利用航空照片與相

關的地理資訊圖資，來協助進行造林地的管理工作。 
林務局已建置有『造林資訊系統』，但因平地景觀造林資訊尚未有系

統的整理，與輸入資料庫。同時，平地景觀造林地係以地籍資料為申請單

元，如何同步將表示造林地空間資訊的地籍資料鍵入地理資訊系統內，應

是同等迫切的造林地基礎資訊，有必要加速進行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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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公司簡介 
一、 公司之概況及簡要敘述。 

本研究團隊近年來致力於將遙航測(RS)、衛星定位系統(GPS)、地

面永久樣區取樣調查(PSP)技術結合成跨領域的整合資料收集監測系

統；更利用地理資訊系統(GIS)，將RS、GPS、PSP所收集的屬性資料與

圖層資料及過去經營管理、研究的調查資料，建構成多時間、空間尺度

的生態環境資料庫；由生態環境資料庫擷取空間分布之點資料，進行點

推面的空間推估；完成單株層級、林分層級、生態系層級、地景層級的

建模應用；藉以掌握各森林生態層級的現況、功能與變遷。 
 

二、 計劃人員相關資料 
（一）專案計畫主持人 

姓        名：馮豐隆 
學        歷：美國奧立崗州立大學生物資源工程學系博士後研究 

台灣大學森林學研究所博士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學士 

專        長：森林環境與資源調查、地理資訊系統、地景生態

學、5S 資源技術(PSP+RS+GPS+GIS+SMS)、生態系

經營、生態評估 
重要經歷：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教授 

美國奧立崗州立大學生物資源工程學系客座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講師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助教 
2001 國科會甲等獎 
2003 中華林學會森林學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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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曾參與之計畫 

計劃期間 計畫名稱 單位 
2001 年 多尺度森林地覆分類系統之建立 農委會 

2001 年 公私有林經營發展及優質材培育推廣計劃 農委會 

2001 年 
氣候變遷對台灣森林植生分佈與生產力影響評

估 
國科會 

2001 年 1 月至

2002 年 12 月 
生態系經營管理模式之建立 

農委會 

2002 年 5S 資源技術在台灣森林生態系經營之應用 農委會 

2002 年 
參觀訪問歐洲在森林資源碳吸存潛力之評估的

現況 
農委會 

2002 年 
私有林經營改善實驗區 GIS 建立與訓練計畫

(新竹北埔) 
農委會 

2003 年 3 月至

2003 年 12 月 
森林永續發展指標 

農委會 

2003 年 卑南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 水利規劃所 

2003 年 生態資源資料及網頁查詢系統 水利規劃所 

2003 年 
中港溪、客雅溪、南崁溪流域等三溪污染源調

查地理資料庫建立 
環保署 

2003 年 公私有林地理資訊網路查詢系統之建構 農委會 

2003 年 7 月至

2003 年 9 月 
全島綠資源分布地真影像查對製圖 

農委會 

2003 年 1 月至

2004 年 12 月 
台灣人工林生產力評估系統之建立 

農委會 

2004 年 
5S 在”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推動方案”有關「土地

利用及森林」策略評估之應用 
農委會 

2004 年 8 月至

今 
坡地林業使用區之劃定及保育管理準則之探討 

國科會 

2005 年 2 月至

2005 年 7 月 

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衝擊與調適策略研析－子

計畫二：氣候變遷衝擊與調適策略研析-森林

與糧食生產面向 

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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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同計畫主持人 
姓        名：高勝助 
學        歷：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電腦與資訊科學系博士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電腦與資訊科學系碩士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數學系碩士 
政治大學應用數學系 

專        長：計算機網路、資料庫管理系統、作業系統 
重要經歷：中興大學資訊科學系副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電腦與資訊科學系研究助理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數學系教學助理 
政治大學應用數學系助教 

最近曾參與之計畫 

計劃期間 計畫名稱 單位 
2001 年 公私有林經營發展及優質材培育推廣計劃 農委會 

2002 年 
私有林經營改善實驗區 GIS 建立與訓練計畫

(新竹北埔) 
農委會 

2003 年 卑南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 水利規劃所 

2003 年 公私有林地理資訊網路查詢系統之建構 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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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劉東啟 
學        歷：日本國立千葉大學多樣性科學專攻博士班 
                    日本國立千葉大學環境綠地學系碩士班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畢業 
專        長：綠化植栽、城鄉景觀規劃、庭園研究、農業設施公

園綠地計劃 
重要經歷：中興大學園藝學系助理教授 
 
最近曾參與之計畫 

計劃期間 計畫名稱 單位 
2001 年 9 月至

2002 年 1 月 
高雄市中央公園規劃設計 高雄市政府 

2002 年 國立台東大學植物園規劃設計 台東大學 

2002 年至

2003 年 
台北賓館修復設計─庭園研究設計小組 外交部 

2003 年 2 月至

2003 年 10 月 
合歡山生態旅遊細部規劃 

太魯閣國家

公園 

2003 年 4 月至

2003 年 12 月 
生態工法規劃設計參考規範 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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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吳俊霖 
學        歷：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專        長：影像處理、訊號處理、圖訊識別、衛星遙測 
重要經歷：中興大學資訊科學系助理教授 

友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電腦圖學技術處資深主任工

程師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工程學系研究助理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助教 

最近曾參與之計畫 

計劃期間 計畫名稱 單位 
2004 年 6 月至

2005 年 12 月 
中區影像顯示科技人才培育區域中心—子計劃

六：影像處理與色彩科學 
教育部 

2005 年 1 月至

2005 年 7 月 
高動態範圍影像之合成 國科會 

2005 年 

我國異常氣候之發生、預測、衝擊研究與事件

評估與管理－子計畫二：異常氣候和水文分布

對心血管、呼吸道及腸胃道疾病發生之衝擊與

時空模式分析 

永續會 

最近發表期刊論文 (Journal Articles)  
1. “A New Operational Approach for Solving Fractional Calculus and 

Fraction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Numerically”, Jiunn-Lin Wu and 
Chin-Hsing Chen, IEICE Trans. on Fundamentals, Speical Section on 
Discrete Mathemat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May, 2004, Vol. E87-A, No. 
5, May 2004, pp.1077-1082. (SCI Extended)  

2 “Model Reduction via Haar Wavelets”, Jiunn-Lin Wu, Chih-Fan Chen 
and Chin-Hsing Chen, Control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Vol. 29, No 2, 
2001, pp. 29-32. (EI)  

3 “Numerical Inversion of Laplace Transfrom Using Haar Wavelet 
Operational Matrices”, Jiunn-Lin Wu, Chih-Fan Chen and Chin-Hsing 
Chen, IEEE Tra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Part I: Fundamental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Vol. 48, No. 1, January 2001, pp.120-122.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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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團隊 

姓 名 
最高

學歷 
經  歷 專長 

李宣德 碩士 ◎中興大學森林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國科會研究計畫助理－ 

“全球變遷：關刀溪森林生態系－地理資料庫

之建立與林分變遷之探討” 
“關刀溪森林生態系研究－森林生態系地理資

料庫之整合與應用” 
◎農委會研究計畫助理 

“5S在”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推動方案”有關「土

地利用及森林」策略評估之應用” 
“台灣人工林生產力評估系統之建立” 
“多尺度森林地覆分類系統之建立” 

◎林務局研究計畫助理－森林永續發展指標 
◎全島綠資源分布地真影像查對製圖 
◎農委會”生物資源調查人力培訓計畫”助教 
◎森林生態系碳吸存模式之建立與應用 

資源調查 
地理資訊系統 
森林CO2吸存 

蔣建宗 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資訊資源管理高

級研究班 
◎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研究助理－ 

 „遙測分析技術運用於土地利用形態調查及資

料庫之建立“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研究所經營組碩士 

 “遙測分析技術運用：溪頭實驗林柳杉光譜值

特性之分析” 
◎行政院農委會遙測小組約聘研究員 
◎德國福萊堡 Freiburg 大學航空測量及空中照片

判釋，並加強影像處理及統計分析等知識 
◎德國斯圖嘉特 Stuttgart 大學導航所 Institute of 

navigation 助理 
◎德國斯圖嘉特 Stuttgart 大學航空測量所

Institute for Photogrammetry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學系遙測與土地利用研究室

專任助理 

地理資訊系統 
衛星遙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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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衛星資訊中心專任助理 
◎中華民國航空及遙感探測學會 － 林業知識管

理及知識庫建置 

楊孟璋 碩士 ◎私立逢甲大學都市計畫系 
◎國立彰化師範學地理系碩士班 
◎都市計畫技師高考及格(89 年) 
◎曾任職書德工程顧問公司、霖峯開發等擔任規

劃師 
◎奇螢資訊科技有限公司營運經理 
◎東穎科技有限公司經理 
◎台中市容積率調查 
◎變更蘆洲都市計畫 
◎南投縣住宅建設計畫之規劃 
◎南投縣魚池鄉 921 震災調查（建物受損、社經

問卷） 
◎南投縣魚池鄉頭社村棉仔園重建規劃 
◎擬定中壢平鎮都市擴大修訂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計畫) 
◎和美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嘉義市盧厝地區都市計畫環保用地評估 
◎變更嘉義市盧厝地區都市計畫(環保用地區段

徵收) 
◎員林鎮交通整體改善計畫 
◎變更桃園都市計畫 
◎員林鎮交通運輸地理資訊系統先期規劃 
◎豐原市九二一災後重建計畫 
◎高雄市環保局空氣污染稽查地理資訊系統 
◎台南市營建廢棄土地理資訊系統 
◎苗栗縣五鄉鎮市固定污染源稽查地理資訊系統 
◎台北市政府建築管理處建管資訊系統建管資料 

都市計劃 
地理資訊系統 

曾文正 學士 ◎中興大學森林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東部河川－卑南溪河川情勢調查－生態資源資

料及網頁查詢系統/卑南溪空間資訊

SDE+IMS+ArcMap 整合應用 
◎全島綠資源分布地真影像查對製圖 

資源調查 
地理資訊系統 
資料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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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林經營改善實驗區 GIS 建立與訓練計畫

(新竹北埔) 
◎台灣人工林生產力評估系統之建立 

陳乃得 學士 ◎中興大學森林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全島綠資源分布地真影像查對製圖 

資源調查 
地理資訊系統 
電腦繪圖 

洪炫佑 學士 ◎私立樹德科大學建築與古蹟維護系 
◎高雄市中央公園規劃案 
◎國立台東大學植物園規劃設計 
◎合歡山生態旅遊細部規劃 

電腦繪圖 
田野調查 

趙芷苡 學士 ◎中興大學森林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台灣人工林生產力評估系統之建立 

資源調查 
地理資訊系統 
森林認證 

陳瑋旋 學士 ◎中興大學森林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全島綠資源分布地真影像查對製圖 

資源調查 
地理資訊系統 
森林CO2吸存 

黃俊凱 學士 ◎中興大學森林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坡地林業使用區之劃定及保育管理準則之探討 

資源調查 
地理資訊系統 

彭于倩 學士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 田野調查 
資料處理分析 

 
三、 以往服務個案 
（一）全島綠資源分布地真影像查對製圖 

為確認衛星影像 NDVI 技術此一快速大面積判釋取得的概略性資

訊正確性，同時需使用航測技術，於全島設立細部航測調查的樣區，

判釋綠資源的詳細資料，與之複核比對。 
再使用航照判釋技術，運用放大至１／２５００比例尺的「彩色

正射糾正影像圖」及「航照影像」，判釋並描繪以系統分佈

（Systematic Distributed）取樣，位於全台灣５７２個一平方公里「樣

區」內的第三、四層「綠資源區分類型」區塊，以便取得量化數據、

提供與同時用衛星影像 NDVI 技術判釋的同一地區第一、二層「綠資

源區分類型」比對，驗核其判事精度，瞭解用衛星影像快速判釋「綠

資源區分類型」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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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大安溪事業區樣區分佈圖 

 
（二）公私有林地理資訊網路查詢系統之建構 

在強調資料整合、科技整合的森林生態系經營理念下，為了讓不

同的單位提高其同步率、加強資料一致性、提高作業效率、與減少設

備支出，本研究將利用網際網路的即時性、多人同時使用、零距離交

流等優點，結合地理資訊軟體，來建構網路地理資訊查詢系統。 
在將原單機版公私有林經營管理查詢地理資訊系統移植到公私有

林地理資訊網路查詢系統所需要進行的有：針對地籍與補助資料查詢

系統的轉網路化，將原 FOXPRO 查詢系統改寫為 ASP 與 HTML 格式

的網頁格式，進行資料表格的重新設計調整、針對地理資訊方面的圖

層影像部分，進行蒐集、修整、轉檔，並將 ArcSDE 與 ArcIMS 系統加

入，進行圖層的網路管理與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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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路邊界 台灣縣市邊界 台灣鄉鎮邊界 台灣村里邊界 

    
台灣交通路網圖 台灣城鎮位置圖 台灣地質圖 台灣土壤圖 

    
台灣氣候站 台灣雨量站 台灣森林遊樂區 台灣保安林分布圖 

    
台灣自然保護區分布圖 台灣集水區位置 台灣五千分之一圖 台灣二萬五千分之一圖 

圖 2  台灣小比例尺資料庫圖層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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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經營改善實驗區

範圍圖 
新竹縣經營改善實驗區

私有地籍圖 
新竹縣經營改善實驗區

二萬五千分之一圖 
新竹縣經營改善實驗區

五千分之一圖 

    
嘉義縣經營改善實驗區

林班圖 
嘉義縣經營改善實驗區

私有地籍圖 
嘉義縣經營改善實驗區

二萬五千分之一圖 
嘉義縣經營改善實驗區

五千分之一圖 

    

南投縣經營改善實驗區

範圍圖 
南投縣經營改善實驗區

私有地籍圖 
南投縣經營改善實驗區

二萬五千分之一圖 
南投縣經營改善實驗區

五千分之一圖 

圖 3  公私有林經營改善實驗區空間資料庫索引圖 

   
圖 4  公私有林經營改善實驗區空間網路資料查詢系統及其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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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人工林生產力評估系統之建立 
由資源調查、永久樣區調查、氣候、土壤生育地因子等資料，利

用 GIS 建構生態地位評估與生產潛力評估(馮豐隆、吳昶清，2003)，
探討台灣主要造林樹種之地理分布及其生育地環境因子之生態幅度，

更而了解其潛在生產力－生態地位指標的分布（值介於 0~1 之間，值

越大表示越適合栽種該樹種）。 
 

   
紅檜生態地位指數分佈 台灣杉生態地位指數分佈 相思樹生態地位指數分佈 

 
圖 5    台灣主要造林樹種之生態地位指標的分布 

 
林地之生產力評估常以地位表示，地位評估方法發展至今大都

以與林分生長直接有關的林分材積或樹高來評估地位，此種評估方

法雖以現實生長做評估，但只能評估該樹種之地位，無法同時比較

其他樹種在該立地之地位，亦無法套用其他樹種之地位評估模式，

因此發展一套生態地位指數，以打破空間之限制，評估樹種在有無

該樹種生長的地區之地位，並解決不同樹種在相同立地上之地位。

其中環境因子包括：溫度、日照、土壤乾濕、地下水位以及土壤有

效氮含量；杉木對環境之需求包括：對溫量指數特性、抗旱力、耐

水性與土壤有效氮含量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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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生態立地品位流程圖（馮豐隆、吳昶清 2003） 

 
（四）台灣主要造林樹種生長資料庫建立 

以本研究團隊於 1992 年建立的台灣主要樹種生長收貨模式庫及

台灣主要林型、樹種、型態、生長、演替資料庫為基礎，持續收集

與分析台灣歷年來的生長相關資料，如資源調查、生長模式、樹幹

解析、生長錐之木蕊等，至今至少已建立 35 種樹種之生長資料及其

生長模式。 

評估樹種之立地品位 

相對日照量推估 

月均溫推估 

月均溫推估 

月降雨量推估 

 

土壤有效氮含量推估 

陰性或陽性樹種 

生長積溫特性 

抗旱力 

生育地因子資料收集，並應
用空間推估法推估與測驗台
灣地區環境因子面資訊 

樹種特性資料收集 

土壤有效氮含量
反應 

光反應式(fi(AL)) 

溫度反應式(TFi) 

對土壤乾旱之
反應式(WiFi) 

對土壤有效氮含
量反應式(NFi) 

求出生育地因子指數 

SQi= fi(AL)×TFi×WiFi×WeFi×NFi 

評估樹種之立地品位 

耐水性 
對土壤溼度之
反應式(WeFi) 

 地下水位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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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目標 
以 91 至 93 年度核定之平地景觀造林地為範圍，其面積為 6,987 公

頃，約三千餘筆資料，進行資料建置及查核，並完成下列目標： 
一、 91 至 93 年度平地景觀造林資料建置與查核。 
二、 91 至 93 年度平地景觀造林地空間資訊建置。 
三、 現場實地測量與查核。 

 
肆、 技術建議 

一、 平地景觀造林資料建置 
將林務局所提供 91~93 年度平地景觀造林資料，建置於林務局

「造林資訊系統」資料庫。但由於林務局基於安全理由，無法事先獲

得此資料庫之詳細資料，但本研究團隊將會依照此系統所需要之要

求，詳實建置此資料庫。 

 
圖 7  林務局造林資訊系統 
 

二、 平地景觀造林空間資訊建置 
1. 依據平地景觀造林申請資料的地籍資料，至各地地政單位申請數位

化地籍資料，由數位化地籍資料抽取出造林地位置範圍，並建置成

包括其造林地屬性資料的 GIS 圖檔。 
2. 由造林地空間位置可以得知其所在的五千分之一相片基本圖圖幅號

碼，利用近三年內所拍攝之五千分之一正射航照為底圖，套合造林

地資料，若該筆資料造林範圍未能完全依地籍邊界，應圈畫出其實

際造林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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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例操作： 
        現在以台中縣豐原市下南坑段的造林申請案件為例，首先先將

申請案件資料建入林務局的造林資訊系統中之平地景觀造林管理子

系統，再利用資料庫內的地籍資料，配合地政單位所申請的地籍圖

(地籍圖取得單位尚包含水土保持局的山坡地地籍圖、農委會農糧

處之平地之地籍圖及林務局委託邱祈榮教授建立之造林申請案之地

及資料庫)，在 GIS 下得到申請案的位置，如圖 8 所示。 
 

■造林地 
圖 8  台中縣豐原市下南坑段的造林申請案件造林地位置圖 

 
        根據造林地申請案的地籍圖所獲得的空間位置，查詢其五千分

之ㄧ的基本圖圖號(圖 9)，再利用正射影像圖進行套疊，獲得該地

之土地覆蓋情形、與四周環境的關係，如圖 10 所示，並可以利用

正射影像圖的高解析度(空間解析度為 50cm*50cm)，針對造林地加

以放大，進而檢視目前的造林情形，如是否有造林、其生長存活狀

況、造林樹種是否正確、造林是否成功……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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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全台灣五千分之ㄧ基本圖圖框 

 

 
圖 10  台中縣豐原市下南坑段的造林地套疊正射影像圖 

 
 
 
 



 5-20 

三、 現場實地測量 
1. 為確保所建立的造林地基礎資訊的作業品質，對於下列所述的兩項

情形均應至地面進行調查與測量： 
(1)若造林位置或範圍無法確認，或正射航照影像無法確認造林情形

時，則必須進行地面現場調查與實測其真正造林範圍。 
(2)所圈畫的實際造林面積若與所申請面積相差超過 10%，則必須進

行地面現場調查與實測其真正造林範圍。 
2. 利用高精度 GPS（公分級）與具有 GIS 的手提電腦（以利現場查

核），實地測繪出造林地的面積大小（若 GPS 無法接收，則改利

用雷射測距儀進行量測，並拉導線至 GPS 可接收處加以定位），

並查看其造林樹種，再將結果與申請資料做比對，並進行林分蓄積

調查（包含成活率及材積調查，調查方法參考 2003 年廖大牛老師

於全民造林運動造林成果督導評估與查證報告所提之方法，及參考

本研究團隊所建立的生長資料庫（請見 p15）），以利後續造林獎

勵金發放之參考資料。 
 

 
圖 11   現場實地測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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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流程圖 
 

 
圖12 造林地空間資料建置作業流程圖 

 
五、 利用遙測影像進行查核工作 
（一）造林申請前查核 

        以往的造林申請，有些造林地原本的林相不錯，樹冠鬱閉，

但仍被申請造林。因此可以利用此系統，在申請造林地的同時，

便進入資料庫利用正射圖及地籍圖，加以判斷其造林地是否可以

接受申請造林。更可以利用本研究團隊在農委會的研究案「台灣

人工林生產力評估系統之建立」所獲得的研究成果，即利用生態

地籍圖 

資料建置 

數化 
空間資料建置 

五千分之ㄧ正射航照圖 

匯入造林資訊系統 

與資料面積相符 

與資料面積不相符(相差 10%) 

確認造林地位置 
無法確認 

現場實地測量、查核 

現場實地測量、查核 

數化 

目的 
◙ 91 至 93 年度平地景觀造林資料建置與查核 
◙ 91 至 93 年度平地景觀造林地空間資訊建置 
◙現場實地測量與查核 

判釋查核 

判釋查核 

可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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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指數（請見 p14-15），來評估此造林地適合栽植哪一種造

林樹種，已達到適地適木的原則。 
（二）造林成果查核 
         可以針對造林地將正射影像圖加以放大，進而檢視目前的造林

情形，如是否有造林、造林樹種是否正確、造林是否成功（成活率，

利用廖大牛老師所提出的方法配合正射投影航空照片影像）、其生長

存活狀況……等狀況。從圖中所檢視的狀況判斷，每一株林木的樹冠

皆分散，尚未成林，可能是因為造林不久，仍為幼木所致；但每一株

林木散佈均勻，林木成活率高，造林成效大。(圖 13) 

 
圖 13 台中縣豐原市下南坑段的造林地套疊正射影像圖放大圖 

 
圖 14 利用正射影像圖估測其成活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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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樣調查以利監測 

森林要達成永續的生態系經營，則必須講究空間與時間的規

劃，善用其生態系的現況、功能與變遷資訊，並需建立有效之資料

提供管道，合理的規劃及經營。掌握森林資源的所有可用資訊，必

借助以往已有的資料、資訊、知識與森林資源調查和監測所獲得的

資訊。在時間推移之過程中，林分之變化過程及變化後的林分狀況

暨未來變化之趨勢都是森林經營者希望掌握的資訊。 
過去所用之種種查核調查方式受限於經費和人力之限制，無法

以最精簡的人、物力來提高查核精確度。然近年來遙測技術進步，

很多調查可以透過遙測與地面永久樣區加以實行，所以有必要儘快

於全省之平地造林地依據不同查核項目設立查核樣區，配合遙測技

術與地理資訊系統，建立遙測影像和查核項目之間的關係，如樹

種、成活率、生長狀況等，並建立全面之觀測系統，持續而有效的

收集相關資料，藉由這些調查資料的整合分析之後，才能掌握特定

遙測影像之相關資料，形成本土化的重要基本資料庫，也唯有如此

才能有效查核平地景觀造林地，提高造林成效，讓平地景觀造林的

理念能更加落實而有效的執行。 
 

六、 參考文獻 

行政院農委會，1998，全民造林運動規劃研究報告 

行政院農委會，2003，全民造林運動相關文獻知識庫建置，234pp 

吳昶清，2002，應用生育地因子評估立地品位，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論文)，83pp. 
林子玉、馮豐隆，1993，天然林樹種組成與林分結構分析技術改進之研究，82 年度森

林經營及林業經濟之研究成果研討會，25-47pp. 
馮豐隆，1992，台灣主要樹種、林型形態、生長演替量化資料庫，中興大學森林系森

林資源調查測計研究室，237pp. 
馮豐隆，2001，台灣森林資源調查與監測系統之建立(二)，國立中興大學森林調查測計

研究室，157pp. 
馮豐隆、吳昶清，2003，應用空間資訊於林地生態地位評估－以惠蓀林場為例，中華

林學季刊，36(2):115-125. 
馮豐隆、李宣德、吳昶清、曾文正、陳乃得、劉德泉、陳淑芬，2003，台灣人工林生



 5-24 

產力評估系統之建立(1/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九十二年度科技研究

計畫研究報告，92 農科-2.3.2-林-F1(1)，森林調查測計與空間資訊研

究室編印，86pp. 
馮豐隆、李宣德、林明進，2001，林木位置圖應用於香杉之疏伐業務，林業研究季

刊，23(2):77-88. 
馮豐隆、高勝助、黃國峰，1999，固定源總量調查─森林碳吸存之效益評估與林業經

營策略，行政院環保署八十八年度空間污染防制基金專案計劃，

EPA-88-FA32-03-2215，74pp. 
馮豐隆、黃志成，1996，整合 GIS 與 GPS 技術於林業製圖，中興大學實驗林研究彙

刊，18(1):137-150. 
馮豐隆、黃志成，1997，惠蓀林場土地利用之地景排列和變遷，中華林學季刊，

30(4):387-400. 
馮豐隆、黃志成、陳英彥，1993，地理資訊系統應用於惠蓀實驗林場土地利用變遷之

研究，遙感探測，19:71-95. 
馮豐隆、楊榮啟，1988，使用貝爾陀蘭斐模式研究台灣七種樹種生長之適用性之探

討，中華林學季刊，21(1):47-64. 
馮豐隆、楊榮啟，1990，史納德、柴普曼－理查梓生長函數式於林木各性態值生長上

之應用，台灣大學農學院季刊，30(1):51-63. 
馮豐隆、鄭美如，1992，台灣主要樹種、林型生長收穫模式彙集，中興大學森林系森

林資源調查測計研究室，232pp. 
馮豐隆、顏添明、吳綱立、盧誌銘、賴朝明、李俊彥、李宣德、蔣建宗、劉德泉、曾

文正、陳乃得、陳瑋旋、葉怡儀，2004，5S 在”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推動方案”有關「土地利用及森林」策略評估之應用，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九十三年度科技研究計畫研究報告，93 農科-2.5.1-技-a1(2)，
森林調查測計與空間資訊研究室編印，213pp. 

廖大牛、李培芬、王賢杰，2003，全民造林運動造林成果督導評估與查證報告，行政

院農委會，343pp 
羅紹麟、馮豐隆，1986，台灣第一次林相變更造林木生長情形及生長量調查計劃報

告，林務局，89pp. 
羅紹麟、馮豐隆，1986，樟樹林資源調查及其經營之研究，中興大學森林系研究報告

第 207 號，56pp. 
Fong-Long Feng，Change-Ching Wu and Cara Lin Bridgman 2004 Ecological Site Quality 

Model for tree species: Taiwan’s 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 as an 
example.  J. of Forest Science (Accepted) SCI 

Fong-Long Feng.  1997.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9(3):p220-236. 



 5-25 

伍、 管理建議 
一、 於 94 年 5 月底前完成期初簡報。 
二、 於 94 年 8 月底前完成期中簡報。 
三、 於 94 年 11 月底前完成期末報告，並將交付項目製作完成。 
四、 工作進度表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資料建置       ─ ──        
期初簡報        ─        
造林地空間資訊萃取     ── ─── ─── ─── ─── ───   
現場實測查核   ─── ─── ─── ─── ─── ─  
期中簡報           ─     
計畫報告書撰寫       ─── ─── ─ 
期末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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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驗收計畫 
一、 期初 
（一）91~93 年度平地景觀造林資料建置工作並印製書面資料交由林務

局分轉各縣政府、台糖公司核對完成，並經查核正確率在 99％
以上。 

（二）完成造林地空間資訊萃取作業模式，並實際測試可行。 
 

二、 期中。 
（一）完成至少面積 3,000 公頃造林地空間資訊萃取並製作光碟二份。 
（二）完成至少面積 150 公頃的現場實測查核及製作書面資料。 

 
三、 期末 

（一）完成 91~93 年度平地景觀造林造林地空間資訊萃取。 
（二）完成至少佔全部造林面積 5％的現場實測查核。 
（三）完成「利用航測技術查核平地景觀造林地」計畫報告

書，並印製書面 50 份（pdf 格式及 word 格式，含光碟 2
份）。 

（四）91、92、93 年度平地景觀造林資料庫與造林地 GIS 圖層

（ARC/INFO圖層）2 份（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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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成本分析 

科  目 經費 說                        明 

1.人事費 591 1.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3 人)津貼 
2.研究助理薪資 
3.計畫僱用人員之勞、健保費雇主應負擔部分 

2.業務費 2300 1.圖書、文具、郵電、資訊週邊耗材、照片沖洗、A4 紙張，

招標文件、成果報告、技術資料等複印打字、印刷，水

電、消耗品等所需費用 
2. 航空照片、像片基本圖等地理資訊相關資料 

3.調查費 800 野外調查及內業資料處理分析所需費用 

4.設備使用費 100 儀器、設備、車輛租借費用 

5.維護費 200 1.汽車保養修護等 
2.錄放影機、照相機等 
3.電腦主機及相關設備等儀器之維護 
4.Arc/View, ArcInfo 等影像處理與 GIS 軟體、統計軟體等維護 

6.旅運費 100 出差旅費 

7.行政管理費 409 百分之十 

合  計 4500 （1+2+3+4+5+6+7） 
 



 
 

林務局─6 

 

森林生態系永續經營研討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暨所屬機關 
九十四年度補助計畫說明書 

 
一、計畫序號、名稱及經費 
（一）計畫編號： 
（二）計畫名稱：森林生態系永續經營研討會 
（三）計畫經費：300（單位千元） 
 
 
二、計畫執行機關及執行人 
   計畫執行機關：國立中興大學 

計畫執行人及職稱：呂金誠  教授系主任 
電話：04-22840345 
 
 

三、計畫主辦人 
機關名稱：國立中興大學 
姓名：馮豐隆           職稱：教授              電話：04-22854060 
傳真：04-22872027      電郵：flfeng@nchu.edu.tw 
 
 

 
四、計畫聯絡人 

機關名稱：國立中興大學 
姓名：李宣德           職稱：研究助理           電話：04-22854060 
傳真：04-22872027      電郵：txt@fm4sem.nchu.edu.tw 

 
 
五、執行期限 
（一）全程計畫：    94 年 5 月 1 日至 94 年 11 月 30 日 
（二）本年度計畫：  94 年 5 月 1 日至 94 年 11 月 30 日 
 
 
六、計畫內容（均以條列為原則） 
（一）已完成之重要計畫成果摘要（如為延續性計畫，請條列概述） 
 
（二）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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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全程目標 
藉此研討會回顧森林永續經營內涵，了解學界對森林生態系永續經營、社會經濟與生物生態

的看法，以提供決策當局參考。 
(1) 舉辦森林生態系永續經營研討會 
(2) 整理台灣由 1990 迄今森林經營管理的理論與實務 
(3) 檢討過去、策劃未來台灣森林生態系經營 

    2.本年度目標 
(1) 舉辦”森林生態系永續經營研討會”分口頭報告與海報報告兩部分。 
(2) 出版”森林生態系永續經營研討會”論文集 
(3) 出版森林經營管理的理論與實務著作選集 

（四）重要工作項目 
 

森林永續經營研討會 

 
2005 年 9 月 15 日（星期四） 

時   程 主 講 者 題    目 
9：00～ 9：30 報                  到 

9：30～ 9：40 開  幕  致  歡  迎  詞 

9：40～10：30 羅紹麟 由社會經濟與生態談－森林永續經營 

10：30～11：00 茶                   點 

11：00～11：35 王培蓉 社區林業與森林永續經營 

11：35～12：10 楊宏志 森林遊樂及生態旅遊之永續經營 

12：10～13：30 中                   餐   

13：30～14：05 林喻東 混農林業與森林永續經營 

14：05～14：40 羅凱安 公私有林永續經營 

14：40~15：10 茶                   點 

15：10～15：45 李宣德 
馮豐隆 台灣森林永續經營之生態指標 

15：45～16：20 黃有傑 
羅紹麟 台灣森林永續經營之經濟、社會指標 

16：20～17：00 綜     合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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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舉辦” 森林生態系永續經營研討會” 
（1）森林生態 

A. 森林永續經營 
（2）社會 

A.社區林業 
B.森林遊樂及生態旅遊 

（3）經濟 
A.混農林業 
B.公私有林永續經營 

（4）森林經營管理 
 A.地景生態指標 

     B.經濟、社會指標 
 
2. 出版二本書(1)森林生態系永續經營研討會論文集(2) 森林經營管理的理論與實務著作

選集 
（四）執行程序 

1. 籌備研討會單元－由生物、生態、社會、經濟分別論述，再由森林的”財貨與勞務”價值

剖析 
2. 向專家學者邀稿、全文編輯，申請 ISN 
3. 整理森林經營管理的理論與實務著作之論文、建檔、編輯、校稿、彙編、印刷成冊 
4. 2005 年 9 月 15 日於國立中興大學舉辦” 森林生態系永續經營研討會” 

 
（五）預期效益 

1. 由生物、生態、社會、經濟來論述台灣森林生態系經營的理論與實務 
2. 對台灣近年來有關森林生態系永續經營做整理 
3. 檢討過去、策劃未來，提供台灣森林的方向 
 

七、預定進度及經費分配 

重要工作項目 

工作比重％

及 

查核項目 

預  定  進  度 預算金額（千元） 

 年度 林務局

經費 

其他配

合經費 1-3月 4-6月 7-9月 10-12月 

森林生態

系永續經

營研討會 

會議籌備   75% 95% 100% 

30  

論文邀稿及

論集編纂 查核項目  邀稿、排程 舉辦 報銷 

研討會舉行 

研討會   75% 9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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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集彙編 
查核項目  

籌備、收稿

件、彙編 

彙編、印

刷 
報銷實報 

彙編森林經營管理的

理論與實務著作選集 

  75% 95% 100 

查核項目  
整理、建檔、

編輯 
印刷 報銷實報 

合    計 
累計 

百分比 
 75% 95% 100% 

 
八、預算細目 
  

機關名稱：國立中興大學                                          (單位：千元)            

預算科目

代號 預算科目 
農委會林務局 說      明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20-00 業務費 290 0 290  

21-00 印刷費 186 0 186 資料影印、森林經營管理的理論與實務

著作選集、研討會論文集、海報等之

編輯、印刷及裝訂 
25-10 工資 20 0 20 臨時工資計 20,000 元 

25-30 
 

酬勞費 
 

34 0 34 演講者 7 人×2,000 元＝14,000 元 
海報發表 20 篇×1,000 元＝20,000 元 

28-00 材料費 20 0 20 紙張、磁片、光碟片、錄影帶、底片、識

別證、邀請函等費用 
29-00   雜支 30 0 30 餐費 100 人×80 元＝8,000 元 

餐點 2×3,000 元＝6,000 元 
茶水 1,000 元 
文具、郵電、照片沖洗、電話費等支出

15,000 元 
40-00 旅運費 10 0 10  

41-00 台澎金馬地區旅費 10 0 10 聯絡相關事宜 
10 人×1000 元＝10,000 元 

合        計 300 0 300  
 

 
九、研究人員（如僅個人則此欄免填） 

序號 機 關 名 稱 單 位 名 稱 研 究 人 員 
1.  

職 稱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學系 馮豐隆 教授 

2.  嘉義大學 森林學系 林喻東 副教授 

3.  屏東科技大學 森林學系 羅凱安 助理教授 
4.  臺中健康暨管理學院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 童秋霞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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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機 關 名 稱 單 位 名 稱 研 究 人 員 
5.  

職 稱 
中興大學 森林系 曾建薰 博士生 

6.  中興大學 森林系 黃有傑 博士生 
7.  中興大學 森林系 葉美智 博士生 
8.  中興大學 森林系 黃昭通 博士生 
9.  中興大學 森林系 李宣德 博士生 
10.  中興大學 森林系 趙芷苡 碩士生 
11.  中興大學 森林系 曾文正 碩士生 
12.  中興大學 森林系 黃俊凱 碩士生 
13.  中興大學 森林系 陳瑋旋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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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7 

 

5S 在”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推動
方案”有關「土地利用及 森
林」策略評估之應用之(2/4) 

 
Application of 5S Resource 

Techniques to Promote theStrategies 
Assessment of CCCF on “Land-use 

and Forestry” (2/4) 
 

 



限閱/本件在計畫核定前請勿對外公開

農業科技計畫研究構想書(非農委會所屬機關專用)
 

  

 

 

 

 

 
五、協辦機關： 

成功大學,嘉義大學,台灣大學,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 

 
七、擬解決問題： 

為因應京都議定書之發展，我國政府草擬「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推動方案」，有關「土
地利用及森林」策略之執行事項為1.建立1990年以後，土地利用變更及森林管理等「
碳匯(sink)」成效；2.評估加入WTO後，農地轉作及廢耕地、植樹造林之碳匯效益。
    本計畫擬利用5S空間技術，1.推計1990年、2002年「土地利用及森林」部門之碳匯
與碳源的資訊，以提供「國家通訊」，溫室氣體減量，森林經營管理措施之規劃。
2.整合目前已有資料庫，來分析台灣75萬ha農地之土地區位特性，及環境條件，依生
活、生產及生態等三生區位之效益，進行農地分級，選擇農地生產、生活效益較差的
地區，植樹造林以發揮生態功能碳匯效益。 

八、已完成之前期或相關計畫成果摘要： 
馮豐隆等(2000)以氣候變化政府間專家委員會(IPCC)所定方法，及Holdridge氣象生育
地分類，針對台灣地區森林及土地利用部門，進行“森林生態系碳吸存模式之建立與
應用”研究，但無法由地景模式推算森林、土壤及林產品的碳蓄積量與碳吸存變量等

  施政項目名稱(94)：  十二(四)1.(1)應用遙測技術於自然資源與國土經營管理

  業務主辦單位(主辦人)：  科技處研究發展科(管惠莉)

一、計畫名稱：5S在”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推動方案”有關「土地利用及森林」策略評估之
應用(2/4)

二、新辦或續辦：續辦

        本計畫  不屬於  敏感科技項目

三、執行機關：中興大學

四、計畫主持人： 姓名：馮豐隆

單位：中興大學森林學系(所)森林
學系(所) 職稱：教授

連絡電話：04-22854060 傳真：04-22872027

電子信箱：flfeng@nchu.edu.tw

六、全程計畫實施期間：自民國 93 年 1 月至 9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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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
    為解決這些問題結合了遙測(RS)、地理資訊系統(GIS)、衛星定位系統(GPS)、永久樣
區(PSP)及模擬模式系統(SMS)等5S空間技術方法與CASFOR－CO2FIX模式系統於台
灣森林地景碳吸存推估，且於第一年計畫中整合林務局第三次資源調查資料及永久樣
區資料、農航所綠資源調查之遙航測資訊於地理資料庫中，並進行再調查樣區及生長
錐的樣木選擇，以獲得CASFOR－CO2FIX模式所需資料，以便未來推算模擬台灣每
年森林生物量、土壤與林產品的碳存量與碳吸存變量。
    研究地點以中部國有林為共同研究範圍；完成杉木、樟樹人工林之森林生物量，並
建立航遙測資訊與森林生物量關係模式。亦利用遙測技術來監測都會區綠資源變遷研
究，研擬本土化都會區綠資源監測與管理模式的研究方法；進而分析研究地區綠資源
之空間結構與特徵，並探討其與土地利用之關係。 

九、本年度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利用地理資訊系統（GIS），結合遙航測（RS，如SPOT、華衛二號、航測等）大範
圍的土地利用之地景資料、全球衛星定位（GPS）的位置座標、並依據台灣生態分區
來進行地面永久樣區（PSP）取樣及調查與單株林木生長的調查資料(以人工林為主
)，來完成下列目標，進而利用模擬模式系統（SMS），分析生態區各層級現況、功能
、變遷。
  1.對台灣地景之連續性與變遷等變化, 以不同空間性和時間性的尺度下，利用華衛二
號（ROCSAT-2）逐日影像，同時對ROCSAT-2之影像特性在理論上與技術上，描述
變化在像素特性與物件(Object)特性中的變遷，並融合2m Pan與8m 多譜及LiDAR空載
影像，採用碎形網狀演化方法(Fractal Net Evolution Approach, FNEA)、Fuzzy Logic 理
論方法，進行區塊 (Segmentation)之物件導向(Object-oriented)分類處理。(子計畫1)
  2.碳保存(Carbon conservation)效益推估─推算台灣森林地覆種類分布面積(子計畫1)及
都會區綠資源及土地利用變遷(子計畫3)。
  3.碳吸存(Carbon sequestration)效益推估─建立台灣主要森林地覆的生長模式，計算森
林的碳吸存量(包含地上部蓄積量、生長量及地下部) (子計畫1,2,4)，由過去土壤研究成
果及土壤種類分布圖，推算土壤CO2吸存及釋出量(子計畫1)。
  4.碳取代(Carbon substitution)效益推估─調查初級原料在台灣市場的通路以及長期、
中期、短期的分派，並瞭解台灣本地林產品的流向及生命週期(子計畫1)。
  5.建立台灣森林、土壤及林產品於IPCC有關"土地利用及森林部門之CO2淨吸存量
"推估。（子計畫1.2.3.4.） 

十、預期效益： 
(1)建立多層級地理資料庫，並了解單株、林分、森林、地景各層級之現況、功能與變
遷
(2)建立航遙測資訊與森林生物量(地上部及地下部)關係模式。
(3)了解不同林型、土壤型之土壤碳貯存量、釋出量
(4)了解台灣本地林產品的流向以及主要木材的生命週期。
(5)監測研究地區綠資源及都市造林與土地利用間的互動關係，並建立具共識基礎的監
測評估。
(6)建立台灣森林、土壤及林產品於IPCC有關"土地利用及森林部門之CO2淨吸存量"推
估
(7)提供土地利用規劃管理與森林經營策略擬定與溫室氣體減量之參考
(8)定期與林務局、東勢林管處、南投林管處及中興大學林管處、惠蓀林場互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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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研究心得，並以遙測及GIS等空間技術來加強決策資源。 

 
    (一)期中審查標準：   

1. 森林生物量文獻、調查資料、航空照片、衛星及基本圖之蒐集  
2. 森林生物量調查之地面樣區與樣木之設立選定  
3. 森林地下部探測方法之開發  
4. 樹木根系推估模式之建立  
5. 林產物部門之進出口資料之蒐集、並完成問卷設計、廠商調查確立  
6. 都市造林生物量調查樣區之選定  
7. 各層級生長資料分析 

    (二)期末審查標準：   
1. 樣區內林分特性、葉面積指數、生物量估算資料之調查與定位  
2. 航遙測資訊與森林生物量關係模式之建立  
3. 樣區內根系調查與根系模式之驗證  
4. 航遙測資訊與森林地下部關係模式之建立  
5. 台灣林產品模組內的產品最後分派  
6. 都會區造林成效與土地利用現況分析  
7. 多層級地理資料庫建立  
8. 各層級森林資料之現況、功能、變遷  
9. 森林及土地利用部門之碳吸存量與變動量之推估 

 

 

十一、評估指標：

十二、計畫經費：共計5,132千元，其中經常門4,832千元，資本門300千元

十三、預算細目：

機關名稱：中興大學

預算科
目代號

預算科
目

經費來源

農委會

經常門 資本門 小  計

其他

金  額 配合款
單位

合 計
說    明

10-00 人事費 831 0 831 0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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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薪俸 768 0 768 0 768 研究助理2名，月支31,976元
×12月×2人=767,424元

11-20 保險費 63 0 63 0 63 勞,健保費-雇主負擔部分2600元
/月*2人*12月=62,400元

20-00 業務費 1,140 0 1,140 0 1,140

21-00 印刷費 50 0 50 0 50 書刊影印、裝訂，報告印刷

22-00 租金 150 0 150 0 150 田野調查之租車費2000元/日
x75日=150,000元

23-00 油料 38 0 38 0 38 油費

25-10 工資 366 0 366 0 366 臨時工資，外業調查資料收集
依現場時價支付；內業工作，
按學歷標準據時核支。大學畢
960元/人日*300人日=288,000
元。碩士畢1035元/人日*75天
人=77,625元。共計365,625元

25-20 研究津
貼

36 0 36 0 36 馮豐隆教授研究津貼3,000元
x12=36,000元

28-00 材料費 300 0 300 0 300 電腦磁片、列表紙、色帶等物
料、繪圖、攝影器材等購置基
本圖、航空照片、掃描、繪圖

29-00 雜支 200 0 200 0 200 含文具、影印、郵電、照像材
料、沖印、水電費、外業器材
、意外險保費及其它雜支

30-00 維護費 140 0 140 0 140

32-00 養護費 140 0 140 0 140 GIS軟體、Arc GIS、IMS、
SDE、統計軟體

40-00 旅運費 400 0 400 0 400

41-00 臺澎金
馬地區
旅費

400 0 400 0 400 外業調查資料收集,會議出席及
業務協調用差旅費 2,000元/人/
天 x 200人/天= 400,000元

50-00 土地及
設備

0 300 300 0 300

54-00 交通及
運輸設
備

0 300 300 0 300 遙測影像分析軟體

合       計 2,511 300 2,811 0 2,811

機關名稱：中興大學園藝學系(所)

預算科
目代號

預算科
目

經費來源

農委會

經常門 資本門 小  計

其他

金  額 配合款
單位

合 計
說    明

20-00 業務費 738 0 738 0 738

25-10 工資 459 0 459 0 459 野外調查及室內資料分析工工
資960元×90日=86,400元，研
究助理1名，月支31,050元×12
月×1人=372,600元，共計
459,000元。實際申請459,0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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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0 研究津
貼

25 0 25 0 25 劉東啟老師研究津貼2,500元
×10月×1人=25,000元

28-00 材料費 200 0 200 0 200 光碟片、基本圖、衛星資料、
照相材料、隨身碟、印表機耗
材、電腦週邊耗材、化學藥品
、樣本化驗相關藥品、禦寒衣
物、測高器、胸高直徑尺等

29-00 雜支 54 0 54 0 54 資料檢索、文具、紙張、郵電
、保險、照片沖洗等

40-00 旅運費 50 0 50 0 50

41-00 臺澎金
馬地區
旅費

50 0 50 0 50 資料取得及業務聯繫等工作

合       計 788 0 788 0 788

機關名稱：中興大學森林學系(所)

預算科
目代號

預算科
目

經費來源

農委會

經常門 資本門 小  計

其他

金  額 配合款
單位

合 計
說    明

20-00 業務費 718 0 718 0 718

25-10 工資 459 0 459 0 459 野外調查及室內資料分析工工
資960元×90日=86,400元，研
究助理1名，月支31,050元×12
月×1人=372,600元，共計
459,000元。實際申請459,000元
。

25-20 研究津
貼

25 0 25 0 25 顏添明老師研究津貼2,500元
×10月×1人=25,000元

28-00 材料費 180 0 180 0 180 光碟片、基本圖、衛星資料、
照相材料、隨身碟、印表機耗
材、電腦週邊耗材、化學藥品
、樣本化驗相關藥品、禦寒衣
物、測高器、胸高直徑尺等

29-00 雜支 54 0 54 0 54 資料檢索、文具、紙張、郵電
、保險、照片沖洗等

40-00 旅運費 50 0 50 0 50

41-00 臺澎金
馬地區
旅費

50 0 50 0 50 資料取得及業務聯繫等工作

合       計 768 0 768 0 768

機關名稱：成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

預算科
目代號

預算科
目

經費來源

農委會

經常門 資本門 小  計

其他

金  額 配合款
單位

合 計
說    明

20-00 業務費 705 0 705 0 705

21-00 印刷費 25 0 25 0 25 書刊影印、裝訂，報告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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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 租金 20 0 20 0 20 田野調查之租車費2000元/日
x10日=20,000元

23-00 油料 5 0 5 0 5 油費

25-10 工資 463 0 463 0 463 臨時工資，外業調查資料收集
依現場時價支付；內業工作，
按學歷標準據時核支。大學畢
960元/人日*310人日=297,600
元。碩士畢1035元/人日*100天
人=165,000元。共計463,200元

25-20 研究津
貼

30 0 30 0 30 吳綱立助理教授研究津貼2,500
元x12=30,000元

28-00 材料費 100 0 100 0 100 購置基本圖300元x50張=15,000
元、航空照片400元x100張
=40,000元、掃瞄1600元x20張
=32,000元

29-00 雜支 62 0 62 0 62 文具、紙張、辦公室用品、郵
電費、印表紙、報表紙、水電
費及其他雜支. 共計61,800元

40-00 旅運費 60 0 60 0 60

41-00 臺澎金
馬地區
旅費

60 0 60 0 60 2000元/人日×30人日

合       計 765 0 765 0 765

十四、參與計畫人力資料表：

參與計畫
人員姓名 英文姓名 身份證

字　號

出生
年

民國

專長
領域 職級 學歷 性別 參與

人月
參與
性質

1 馮豐隆 Fong Long
Feng Q100690428 42 57 1 1 1 12

計畫
主持

人

2 顏添明 Tian Ming
Yen G120580033 53 57 2 1 1 6

共同
主持
人(或
工作
項目
主持
人)

3 劉東啟 Tung Chi Liu A122997067 54 51 2 1 1 6

共同
主持
人(或
工作
項目
主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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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吳綱立 Kang Li Wu A123258130 51 2H 2 1 1 6

共同
主持
人(或
工作
項目
主持
人)

5 顏江河 Chiang her
Yen J100659002 45 57 2 1 1 3

協同
主持
人

6 羅紹麟 Shaw Lin Lo J101527590 29 57 1 1 1 3
協同
主持
人

7 李俊彥 Jun Yen Lee M120256465 49 57 2 1 1 6
協同
主持
人

8 朱瀅樹 YING SHU
CHU R120086663 47 20 3 2 1 12

協同
主持
人

9 賴朝明 Chao Ming
Lai A101628816 40 53 1 1 1 3

協同
主持
人

10 陳正華 Cheng Hua
Chen V220293842 64 57 4 5 0 12

其他
（研
究人
員）

11 李宣德 Hsuan Te
Lee H121965933 64 57 3 5 1 12

其他
（研
究人
員）

12 許芳毓 Fang Yu Hsu H222921491 70 52 4 6 1 12

其他
（研
究人
員）

13 葉怡儀 Yu Yi Yeh Q222792567 68 20 4 3 0 12

其他
（研
究人
員）

14 林怡如 Yi Ru Lin N223664999 59 51 4 5 0 12

其他
（研
究人
員）

15 高雅 Ya Kao A225091162 72 51 4 6 0 12

其他
（研
究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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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林肇志 Cau Chi Lin B120633623 59 2H 4 5 1 12

其他
（研
究人
員）

17 蔡銪峰 Yau Feng
Chai E121071755 63 2H 4 6 1 12

其他
（研
究人
員）

18 蔣建宗
Tzung

Tschiang
Chien

F122929117 47 57 3 2 1 12

其他
（研
究人
員）

19 紀儀芝 Yi Chih Chi F222877398 64 57 4 2 0 12

其他
（研
究人
員）

計畫主持人(簽名)： 研提機關(戳印，學校得以系所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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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葉混交林碳吸存的推估 
 



限閱/本件在計畫核定前請勿對外公開

農業科技計畫研究構想書(非農委會所屬機關專用)
 

  

 

 

 

 

 
五、協辦機關：  

 
七、擬解決問題： 

森林碳吸存的貢獻，一般可由碳貯存與碳變動量來加以計算，其資料來源則檢視林型
、林分、單株層級在不同地區的蓄積量、生物量之收穫與生長量變異。由統計實證模
式與生態過程模式來探討森林各層級之現況、功能和變遷，更而由小尺度範圍獲得樣
區樣木資料或生態過程模式來說明，大尺度範圍的環境事件。當模式的時間、空間尺
度擴大時，則物種、族群、群落及生育地（環境）相對地增加他們的變異性，在解決
這些小尺度研究成果到大尺度的資訊，則一般稱為尺度擴大。本研究旨在整合不同層
級的現況、功能與變遷資訊，與如何由模式將單株的資訊推估到林分，更而推到林型
的資訊，亦即如何由短時間、小範圍空間去推估長時間、大空間的範圍的森林碳吸存
資訊。 

八、已完成之前期或相關計畫成果摘要： 
新辦計畫 

九、本年度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施政項目名稱(95)：  十二(三)5.(1)健全森林碳管理政策

  業務主辦單位(主辦人)：  林務局森林育樂組(管立豪)

一、計畫名稱：闊葉混交林碳吸存的推估（群體計畫，1/3）子計畫（六）：台灣地區森林
碳貯存量與碳變動量推估模式之建立

二、新辦或續辦：新辦

        本計畫  不屬於  敏感科技項目

三、執行機關：中興大學

四、計畫主持人： 姓名：馮豐隆

單位：中興大學森林學系(所)森林
學系(所) 職稱：教授

連絡電話：04-22854060 傳真：04-22872027

電子信箱：flfeng@nchu.edu.tw

六、全程計畫實施期間：自民國 95 年 1 月至 9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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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成台灣森林碳吸存－碳貯存量與碳變動量模式之建立，分三年三階段完成：
        第一年配合研究團隊，進行澳洲環境與遺產部溫室局(Australia Greenhouse Office,
Dcpt. of environmental and Heritage)所設立的國家碳會計系統（National Carbon
Accounting System, NCAS）與歐盟發展之CO2FIX以及IPCC推薦的TEM、BIOME-
BGC等模式參數及尺度擴大方式，層級的尺度擴大的比較應用。
        第二年以林務局規劃之森林資源碳吸存資料庫為核心，收集彙整台灣地區、氣候
生態區、不同林型、不同林分樣區、樣木資料；惠蓀林場及本團隊實驗區的資料，進
行不同尺度推估，完成生態過程模式測試評估與應用。
        第三年利用所彙整的資料庫、模式參數以及本團隊開發出來之（土壤－生理）生
態過程模式，進行台灣地區之模式尺度擴大與全台灣森林碳吸存貯存量與碳變動量之
推估。
 
        至於本年度主要工作則先針對當今世界較著名的碳吸存模式系統加以比較
        1.針對澳洲國家碳會計系統中的FullCAM模式系統與歐盟發展的CO2FIX模式系統
中有關林業所有森林（生物量、根、枝、葉）、土壤碳池、林產品以及碳變動量所用
之模式及參數加以比較。由其森林生長（生理生長模式）及森林經營管理系統所需之
參數與參數之時間、空間尺度。
        2.比較可推估淨生產力（NPP）的生物地理化學模式（Biogeochemistry
model），如BIOME-BGC、CENTURY和Terrestrial Ecosystem Model (TEM)，其所需
參數之時間、空間尺度。
        3.進行主要樹種生長模式的建構，收集樹幹解析及生長錐木蕊資料，建構生態模
式之核心資訊，具有漸進線的生長模式。
        4.過程模式所需之環境變數的推估及尺度擴大方法之探討。 

十、預期效益： 
1. 評估目前各地區發展及IPCC推薦之碳貯存及碳變動量推估模式系統，如NCAS、
CO2Fix、IPCC、TEM、BIOME-BGC等系統
2. 選擇台灣進行碳吸存推估時，單株、林分、森林各部門所需之模式、參數及調查資
料之所需模式彙整及參數評估
3. 時間、空間尺度及尺度擴大所需方法步驟。 

 
    (一)期中審查標準：   

1. 碳貯存與與碳變動量推估模式系統比較  
2. 生物量、生產力評估之模式、形式、種類與參數，與其時間、空間尺度 

    (二)期末審查標準：   
1. 各模式時間與空間尺度及研究層級之差別  
2. 尺度擴大的方法、步驟 

十一、評估指標：

十二、計畫經費：共計850千元，其中經常門850千元，資本門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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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預算細目：

機關名稱：中興大學森林學系(所)

預算科
目代號

預算科
目

經費來源

農委會林務局

經常門 資本門 小  計

其他

金  額 配合款
單位

合 計
說    明

20-00 業務費 850 0 850 0 850

24-10 按日按
件計資
酬金

344 0 344 0 344 臨時工資，外業調查資料收集
依現場時價支付；內業工作，
按學歷標準據時核支。大學畢
960元/人日*250人日=240,000
元。碩士畢1035元/人日*100天
人=103,500元。共計343,500元

24-20 研究主
持人費

36 0 36 0 36 馮豐隆教授研究津貼3,000元
x12=36,000元

26-00 材料費 220 0 220 0 220 電腦磁片、列表紙、色帶等物
料、繪圖、攝影器材等購置基
本圖、航空照片、掃描、繪圖

27-10 雜支 40 0 40 0 40 含文具、影印、郵電、照像材
料、沖印、水電費、外業器材
、意外險保費及其它雜支

28-30 資訊設
備維護
費

150 0 150 0 150 GIS軟體、Arc GIS、IMS、
SDE、統計軟體

29-10 國內旅
費

60 0 60 0 60 資料收集,會議出席及業務協調
用差旅費 2,000元/人/天 x 30人
/天= 60,000元

合       計 850 0 850 0 850

十四、參與計畫人力資料表：

參與計畫
人員姓名 英文姓名 身份證

字　號

出生
年

民國

專長
領域 職級 學歷 性別 參與

人月
參與
性質

1 馮豐隆 Fong-Long
Feng Q100690428 42 57 1 1 1 3

計畫
主持

人

2 詹明勳 Ming-Hsun
Chan R120379449 54 57 2 1 1 3

共同
主持
人(或
工作
項目
主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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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劉東啟 Tung Chi Liu A122997067 54 51 2 1 1 3

共同
主持
人(或
工作
項目
主持
人)

4 吳俊霖 Jiunn-Lin Wu E121614241 60 2M 2 1 1 3
協同
主持

人

5 陳瑋旋 Wei Hsuan
Chen F125127651 70 57 3 6 1 6

其他
（研
究人
員）

6 李宣德 Hsuan-Te
Lee H121965933 64 57 3 5 1 6

其他
（研
究人
員）

7 曾文正 Wen Chen
Jin A125177905 66 57 3 6 1 6

其他
（研
究人
員）

計畫主持人(簽名)： 研提機關(戳印，學校得以系所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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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縣級鄉村風貌綱要規劃 
 



南投縣縣級鄉村風貌綱要規劃服務建議書 

▓前 言 
 一、計畫緣起 

 隨著都市發展日益複雜，各縣市之施政涵蓋實質與非實質部門， 

然各部門獨立進行，難免未能顧全整體性，因此，具備綜合性、協調

性、整合性等特性之縣級鄉村風貌綱要計畫其目的即在於整合鄉村地

區之景觀資源使其發揮最大的效用。 
 同時，將強化綜開計畫的功能，達成國土綜合開發之目標，中央

經建會及營建署正積極研擬「國土綜合發展計畫法」及「城鄉計畫法」，

企圖重建國土與城鄉計畫的新體制，其草案已將縣市綜合發展計畫納

為國土綜合開發計畫體系之一環，並提升為法定計畫。故縣級鄉村風

貌綱要計畫在縣市層次，係將各部門的計畫再整合，並對全縣的鄉村

地區土地進行整合性規劃，未來可預見「縣級鄉村風貌綱要計畫」將

成為縣市施政之主要指導及依據。 
 「鄉村風貌與景觀」在台灣城鄉發展經驗與專業論述中，是一個

極度被忽略的課題。台灣的城鄉發展與都市計畫的經驗，在理論論述

基礎上，是被現代建築所主張的功能與都市發展論述所主導；在區域

發展的實務上，由於台灣特殊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城鄉發展的形式

與內容，長期以來被土地與房地產邏輯所支配，追逐的是想像性的價

值以及社會利益的交換與實踐。在這種特殊的城鄉發展經驗脈絡中，

「鄉村風貌與景觀」的意義與結構，不但不曾在城鄉發展的論述上扮

演過任何積極的角色，有關城鄉發展景觀意象形式與內容的計較與講

究，更是完全脫落於城鄉發展政策與環境發展管制脈絡之外。 
 從世界性的角度來觀察，「景觀」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具有國際性

知名度城鄉發展，推動城鄉治理與發展政策最重要的課題與任務。每

一個區域發展均有其長程性確定的城鄉景觀「引導意象」，不但作為

城鄉發展「地方特色」風貌與凸顯「自明性」之指導，也作為城鄉計

畫之管制依據。「景觀」在城鄉發展政策與管制脈絡中的脫節，讓台

灣社會付出了龐大的代價。高度經濟成長與社會發展雖然讓台灣站上

了國際的舞台，但「髒、亂、擠、醜」卻在國際上成為台灣城鄉環境

污名化的基本標誌，缺乏人文、歷史之「地方特色」與無可替代「自

明性」的城鄉意象，也讓台灣城鄉在21世紀全球化區域競爭中殆失先

機，成為競爭力指標的絆腳石。 
 南投縣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後，逐漸走出悲情，並因各界投注人力、

財力及物力，促成南投縣成為重要的觀光休閒大縣，並且以日月潭風

景區為中心所架構的觀光旅遊動線更是中央及地方政策軸心，卻仍有

城鄉風貌發展主軸定調問題。以下為南投縣要發展「城鄉景觀風貌」

之應有重點；「如何建構具有全球視野的城鄉環境與風貌新品質、也

同時具有獨特人文、歷史與地理『在地特色』與不可替代之『自明性』

的城鄉景觀，並積極結合城鄉土地使用管制與規劃設計，落實到城鄉

發展的指導與管制體系中，因此成為南投縣未來城鄉發展最重要之挑

戰」。 
 二、計畫目的與流程 

（一）計畫目的 
1.本計畫作為南投縣未來施政指標及爭取中央補助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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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計畫乃為推動景觀保育、管理、維護之指導原則。 
3.透過本計畫建立鄉村風貌營造之行政機制。 
4.提出全面性的鄉村發展策略與目標，作為未來鄉村發展建設、輔導及獎 

助計畫之設計準則與行動計畫。 
（二）計畫流程 

整個計畫流程將如下圖一所示，規劃工作將擬秉持八個主要的規劃

理念： 
1.整體性 

 本計畫係以南投縣鄉村區域為單元，依循上位計畫及相關政策  

之指導研訂縣級鄉村風貌發展目標及綱要內容、項目，其問題的界

定、發展構想之研擬，皆以全縣之鄉村地區整體發展為著眼點，以

建立南投縣鄉村地區之整體發展藍圖。 
2.綜合性 

 本計畫之內容包括縣內自治事業範圍之實質及非實質部門，舉

凡民政、財政、建設、產業發展、教育、文化、社會福利、環境保

護、醫療保健…等，都應適當配合考慮。 
3.協調性 

 本計畫在整合過程中作充分有效的溝通與協調，減少各部門間

之利益衝突，同時根據全縣鄉村風貌發展構想，研擬各鄉鎮市鄉村

風貌之發展綱要計畫，協調鄉鎮市間之發展步調與工作，達到事半

功倍的目的。 
4.實施性 

 南投縣鄉村風貌綱要計畫除長期之發展構想外，並須針對短、

中程建設計畫擬訂具體之實施方案，納入年度預算或專案計畫預算

執行，使之具有強而有力的實施工具。此外，並配合行政院災後重

建計畫綱領、「國家中長程建設計畫」及未來實際需要，研擬具體

可行的重大建設綱要計畫，據以加強推動實施，發揮整體帶動效果。 
5.資訊性 

 本計畫提供南投縣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及鄉村風貌之現況分析

與發展預測之資訊，以促進政府機關與民間對地方特性及資源分佈

之瞭解與認知。 
6.前瞻性 

 鄉村風貌綱要計畫係對「未來某種時空發展建設的安排」，因

此研擬未來發展方向，應以適當之科學分析預測技術為基礎。 
7.回饋性 

 規劃結果應透過反覆回饋的方式持續修正，務使成果盡善盡美。 
8.參與性 

 鄉村風貌綱要計畫所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故除了規劃者與官

員的合作後，民眾的參與亦是相當重要之一環，故本計畫以民眾意

見之訪談和問卷方式，以作為計畫擬定、修正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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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計畫目標與工作內容

文獻資料蒐集與環境現況調查

南投縣環境現況分析與診斷

整體景觀風貌之定位與發展願景

景觀風貌發展課題與分析

景觀組成與空間結構分析鄉村環境景觀調查分析

鄉村景觀風貌形塑目標與課題擬定

鄉村風貌基本構想發展暨策略研擬

重點景觀地區之劃分

鄉村風貌形塑與執行策略研擬

結論與建議

上位與相關法規、
計畫之研析

建立跨部會推動小
組與合作機制

在地舉辦必要之工
作會議與說明會

界定計畫目標與工作內容

文獻資料蒐集與環境現況調查

南投縣環境現況分析與診斷

整體景觀風貌之定位與發展願景

景觀風貌發展課題與分析

景觀組成與空間結構分析鄉村環境景觀調查分析

鄉村景觀風貌形塑目標與課題擬定

鄉村風貌基本構想發展暨策略研擬

重點景觀地區之劃分

鄉村風貌形塑與執行策略研擬

結論與建議

界定計畫目標與工作內容

文獻資料蒐集與環境現況調查

南投縣環境現況分析與診斷

整體景觀風貌之定位與發展願景

景觀風貌發展課題與分析

景觀組成與空間結構分析鄉村環境景觀調查分析

鄉村景觀風貌形塑目標與課題擬定

鄉村風貌基本構想發展暨策略研擬

重點景觀地區之劃分

鄉村風貌形塑與執行策略研擬

結論與建議

上位與相關法規、
計畫之研析
上位與相關法規、
計畫之研析

建立跨部會推動小
組與合作機制
建立跨部會推動小
組與合作機制

在地舉辦必要之工
作會議與說明會

 
圖一  計畫流程圖 

三、南投縣整體景觀資源與空間結構之概述 
南投縣位居台灣省中部，為本省之地理中心，是唯一不濱海之縣

份（圖二）。全縣總面積約4,106平方公里，佔全省土地面積之11.41%，

為全省第二大縣份，僅次於花蓮縣，幅員遼闊，山川壯麗，物產豐饒，

全縣共分為一市四鎮八鄉，縣政所在地為南投市。 
南投縣位於台灣中央山脈西側與西部平原之間，地形變化由東向

西降低，平地面積狹小，全境山地佔83%，坡地階在10%以上。境內多

山，地形起伏，風景秀麗，人文觀光資源極為豐富；境內主要山脈有

玉山、秀姑巒山、丹大山、奇萊山、合觀山、集集大山及八卦山等，

在海拔三千公尺以上者有三十餘座，境內河川可分為烏溪河系及濁水

溪河系，由於山高水急，河川僅收灌溉、發電之便，無運輸之利，全

縣之發展受天然環境之限制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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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南投縣全區規劃範圍圖 

南投縣位居台灣本島中央，由於交通不便故開發較晚；埔里以西，

至竹山、南投、草屯等地，就是清代文獻所稱內山地帶的南投縣，拓

墾事業始自明鄭時代率眾入墾水沙連的林驥，朱一貴及郭白事件後更

促使水沙連（竹山）及埔裏（現今之埔里）之漸次開墾，一直到光緒

年間吳光亮開鑿八通關古道後，更掀起另一波拓殖埔裏（埔里）集中

路（八通關古道）沿線的移民高潮，開發情況大體上由西南而東北，

由平地漸向山區發展。 
南投縣位於台灣省中心地帶，由過去發展歷史觀之，係屬台灣較

晚開發的地區之一，發展至今，雖擁有青山、綠水、森林、溫泉、人

文歷史…等豐富的觀光資源，但受限於地方財源短絀、社經條件不足、

交通狀況不佳…等因素，截至目前為止，仍有許多重大建設尚未實現，

地方發展相較於台灣其他大多數之縣市，仍屬建設較落後之縣市。 
（一）自然資源 

1.地理位置與面積 
南投縣位台灣中部，台灣省之地理中心，為全台灣唯一不臨海

的縣。範圍東以中央山脈毗連花蓮縣，西以八卦山脈與彰化縣為界，

南以清水溪及玉山支脈與雲林、嘉義、高雄縣相接壤，北以北港溪、

大甲溪之分水嶺（白狗大山、八仙山）及烏溪與台中縣為界。全縣

東西寬約72公里，南北長約95公里，總面積達 4,106平方公里，佔

台灣地區總面積之11.41%，為全省第二大縣份，僅次於花蓮縣（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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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南投縣土地資源面積                            單位：公頃 
地類別 

鄉鎮別 
土地總面積 平地 山坡地 高山林地 

合計 410,644 21,572 114,560 274,512 
南投市 7,160 2,448 4,670 42 
埔里鎮 16,222 3,803 8,510 3,909 
草屯鎮 10,403 4,908 3,390 2,105 
竹山鎮 24,733 5,489 4,610 14,634 
集集鎮 4,999 1,804 2,690 505 
名間鄉 8,310 2,069 6,180 61 
鹿谷鄉 14,190 1,051 6,940 6,199 
中寮鄉 14,670 0 14,670 0 
魚池鄉 12,137 0 6,140 5,997 
國姓鄉 17,570 0 13,210 4,360 
水里鄉 10,657 0 4,980 5,677 
信義鄉 142,241 0 11,250 130,991 
仁愛鄉 127,352 0 27,320 100,032 
資料來源：民國 87 年南投縣統計要覽 

2.地形 
南投縣位於臺灣紡錘形地塊之中心部，包括太魯閣帶大南澳亞

帶之極小部份，與合歡亞帶、玉山帶、西臺灣帶之大豹複向斜亞帶

與出磺坑樞紐亞帶等部分。其位於台灣中央山脈西側與西部平原之

間，地勢起伏變化，地形受摺曲、斷層與河蝕等作用，因此高山、

深谷、丘陵、盆地或平原之地形無不具備。但地勢大體由東向西降

低，唯平地面積狹小，全境山地佔83%，其坡度皆在10%以上。綜合

而言，南投縣之地形可分為山地、丘陵、臺地、盆地、平原及河谷

等六個地形帶，分述如下(見圖三)。 
（1）山地 

南投縣之高山地帶係指中央板岩山地和西部衝上斷層之大

橫屏山、集集山及鳳凰山脈。中央板岩山地約佔全縣面積的四分

之三，依其地勢可分為脊梁山脈、埔里板岩山地和玉山山塊三亞

區，本山地中多群峰峻嶺，海拔 3,000公尺以上者多集中於此，

致南投縣有「山嶽縣」之譽。 
（2）丘陵     

南投縣丘陵地包括火炎山之一部份和南投丘陵及竹山丘

陵。火炎山位於南投縣西北角之烏溪北岸，其南端之一小部份伸

入南投縣界內。南投丘陵位於烏溪與濁水溪之間，集集山脈的西

側，西緣與南投平原直接接境，為一單斜構造，呈南北走向而向

東緩傾，高度大部份均在四百公尺以下。竹山丘陵分佈在濁水漠

南方，鳳凰山脈的西側，西緣以清水溪為界，與斗六丘陵之觸口

切割臺地相接壤。一般而言，本丘陵東側比西側高，南部又較北

部高。 
（3）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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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之臺地包括八卦山臺地、坪頂埔臺地及觸口山臺地等

之一部份。八卦臺地位於台中盆地西側，由大肚溪南岸向南綿延

至濁水溪北岸，其東南部於南投縣境內，平坦面相當廣闊。坪頂

埔臺地位於竹山鎮之北，濁水溪與清水溪之合流處附近，其台地

面大致呈南北向延長，近似平方形之倒梯形。觸口山山脈在鬥六

丘陵之北端，為一切割臺地，此臺地東坡之中段即在南投縣境內。 
（4）盆地 

南投縣之盆地大小有十數個，為著名之埔里盆地群，分佈於

大肚溪上游之北港溪中游流路之間。此盆地群南北約30公里其間

之大小盆地大致呈北北東－南南西之排列，其中較大者為埔里盆

地、魚池盆地及日月潭盆地，而埔里盆地位於此盆地群之最北

端，為此盆地群中面積最大者。魚池盆地在埔里盆地之南，面積

僅次於埔里；日月潭盆地乃此盆地群中，唯一未乾涸之湖水盆

地，就湖面面積而言為埔里盆地群之第三大盆地。 
（5）平原     

南投縣之平原僅有烏溪下游之河床沖積平原、台中盆地南段

之南投平原和濁水溪中游部之河床沖積平原。其中，以南投平原

面積最大，亦較上述河床之沖積平原有較高之經濟價值，遂發展

為南投縣之經濟、政治與文化中心。 
（6）河谷  

南投縣之河流略呈東高西低，順向河流甚為發達，惟岩性影

響河谷地形甚大，軟弱之頁岩層或頁岩質板岩處，縱谷較發達、

河床亦較廣，貫穿硬質砂岩則多形成峽谷。 

 
圖三  南投縣地形圖 

資料來源：環保署，環境地理資訊系統共用資料 
3.地質 

南投縣位台灣紡錘形地塊之中心，在地質構造上相當於台灣複背斜

構成西翼之一部份，所以南投縣地質，大致東舊西新，各帶中有複雜之

背斜與向斜構造。由地質分佈狀態觀之，計分下列五大帶（見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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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南澳片岩帶     
位丹大溪上游、脊梁山脈之主分水嶺稜線上，發生於古生代

後期至中生代，變質度頗大，岩石中含雲母、石墨、石英片岩、

方解石片岩等礦物。 
（2）蘇澳相帶     

分佈於東部主要構造線－匹亞南構造線之東側，發生於古成

亞紀與中新代前期。上部以灰黑色、黑色板岩及灰色板岩為主，

下部以黑色板岩、千枚岩狀板岩為主，礦物有石英、長石類、雲

母、方解石、電氣石等。 
（3）烏來相帶    

分佈於匹亞南構造線之西部，地層包括烏石坑層、白冷層、

水長流層等三層。水長流層為上層，分佈於水長流溪、北山坑溪、

水里坑溪與陳有蘭溪沿岸，岩質多為黑色頁岩組成。白冷層為中

層，分佈於水長流溪、南港溪支流北山坑溪、水里溪及玉山地塊

一帶。烏石坑層分佈於玉山山塊北部、陳有蘭溪、郡大溪間之西

巒大山、埔里盆地群與眉原山地，岩性以砂頁岩互層為主。 
（4）新成亞紀之汐止群與三峽群之中新世地層帶  

．汐止群：地層由下而上為粗坑層、大坑層與水里坑層。粗坑層分佈     

於雙冬斷層東側，岩性為沈積岩、頁岩。大坑層分佈於哮貓斷層之

東、集集大山含煤區之西，岩性為頁岩。水里坑層分佈於大橫屏向

斜椅造之二翼、水里坑斷層與哮貓斷層間烏溪兩岸，岩性為砂岩、

頁岩之互層構成。  
．三峽群：地層可分為下部之南莊層和上部之桂竹林層。南莊層分佈

於大橫屏向斜之軸部、大岸山向斜之南端、集集大山向斜核部之周

圍、鳳凰山脈北端與西坡，楠仔腳萬溪與和社溪上游，岩性以砂岩

為主。桂竹林層分佈於烏溪北岸之馬鞍寮斷層與啤貓斷層間，岩性

以砂岩為主。 
   （5）苗栗群及巔嵙山群之新成亞紀末期與第四紀更新世地層帶   

．苗栗群：包括桂竹林層與巔嵙山群間之錦水層（下部）和卓蘭層（上

部）。錦水層分佈南投丘陵西面及竹山丘陵之他里場南方與竹山東

方至勞水坑、桶頭一帶。其岩性以砂質、泥質頁岩為主。卓蘭層分

佈於雙冬斷層以西之南投丘陵與鳳凰山斷層以西之竹山丘陵。其岩

性以泥質砂岩、砂質頁岩及頁岩之互層，形成顯著層階地層，傾斜

坡面發達。  
．巔嵙山群：包括通霄層（下部）與火災山層（上部）二部份。通雲

層又分二相，大坑相分佈於南投丘陵之雙冬斷層東側、南至集集附

近，跨濁水溪，在內樹皮、溪頭間為鳳凰山斷層截斷，以砂岩為主、

頁岩為副、另一相為魚池相，分佈於魚池盆地與埔里盆地一帶，岩

性為青灰色砂岩、黏土、褐色砂與夾黏土之碟石層組成。火災山層

分佈於烏溪北岸之火災山、南岸之雙冬、集集東北方北勢角及鳳凰

山脈西北角等地，由礫石層組成。 

9 - 7



國立中興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 
 

 
圖四  南投縣地質圖 

資料來源：環保署，環境地理資訊系統共用資料庫 
4.土壤 

就各種地形言，山地地係以黃棕壤、棕灰色灰化土為主；平原區及

河谷二岸則以黃棕壤分佈較廣；近高山地區之山坡地以灰棕色灰化壤為

主（見圖五）。 

 
圖五  南投縣土壤圖 

資料來源：環保署，環境地理資訊系統共用資料庫 
 

5.河川與水系  
南投縣境內河川可分為二大水系（見圖六）： 

（1）烏溪河系大南澳片岩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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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烏溪本流北港溪及其支流南港溪、貓羅溪、水長流溪所構

成，流域佔全縣面積之三分之一。 
（2）濁水溪河系  

係由其本流霧社溪及匯塔羅灣溪、萬大溪、丹大溪、郡大溪、

水里溪、陳有蘭溪、清水溪等溪構成，流域佔全縣面積之三分之

二。 

 
圖六  南投縣水系圖 

資料來源：環保署，環境地理資訊系統共用資料庫 
 

6.氣象 
南投縣位於北緯 24°20'與北緯 23°28'之間，恰居本省中央，因不濱

海，故較不受海洋之影響，型態屬台灣省南北二端之過渡型。唯因縣內

地形複雜，地勢起伏，平地與山區高程懸殊，致境內氣候複雜。 
（1）氣溫     

南投縣氣溫因受複雜地形的影響，以致也顯得非常複雜，全

縣境內熱帶、暖溫帶、冷溫帶及寒帶皆有。年均溫高於21℃者為

熱帶，則海拔 1,000公尺以下地區屬之；年均溫在 6℃以上21℃
以下為暖溫帶，則海拔 1,000至 3,000公尺間之山地屬之；月均

溫有1至5個月在 6℃以下，有寒冷冬季者為冷溫帶，則海拔3000
至 3,500公尺間之高山屬之；冬季冷而長，月均溫最少有6個月在

6℃以下者為寒帶，則3,500公尺以上之高峰屬之。  
（2）雨量     

一般而言，地勢愈高，地形面作用愈盛，雨量愈豐。南投縣

各地年平均雨量隨地勢高低而變化，平地如南投、草屯、名間等

地，年平均雨量平均在 1,750公釐以下；國姓、集集、鹿谷、魚

池、竹山、埔里等地年平均雨量均在2,000至2,200公釐間；水里、

仁愛山區則高達 2,800公釐以上；至於信義鄉則因中央山脈雨蔭

作用，年平均雨量僅887公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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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風速     
南投縣因位居本省中央，且其東、東北、東南三面多為三千公尺

以上高山所環繞，南投縣內平均風速乃小。 
（4）局部氣候     

南投縣氣候受到地形影響頗大，茲分述如下：  
．山地：南投縣山地地勢愈高，其氣溫愈低、雨量愈多，濕度、風速

與雲量亦愈大。  
．盆地：盆地氣溫一般較具四周之山地氣溫為高，且日變化及年變化

程度較小，雲量及濕度較山區為大，雨量及風速則較四周為小。   
．谷地：就風向速言，谷地之地面風幾由山風與谷風所支配。就雲量

言，日間受沿山坡而上升谷風影響，其雲量較多，夜間則因山風為

下沈氣流其雲量乃減少。就氣溫言，因受日間雲量多之影響，氣溫

變化較為緩慢，夜間則因山坡冷氣流下沈於谷底，氣溫乃較日間為

低。就濕度言，則谷地之相對濕度一般較其他地區為低。   
．平原區：平原區之氣溫較上述山地、盆地、谷地為高，雨量及雲量

則較小，日照時數較長，風速較大。 
（二）天然資源 

1.野生動物 
南投縣之野生動物主要為鳥類，其次為哺乳動物。其種類則很多，

而且分佈很廣，就分佈地點分述如下。 
（1）鳥類   

．合歡山：紅隼、烏鴉、黃羽鸚嘴、栗背林鷗鴝、岩鸚、鷦鸚、紅頭

山雀、煤山雀、毛腳燕、岩燕、灰頭花翼畫眉、褐色叢樹鶯、金翼

白眉、星鴉、禾雀、阿里山鴝。   
．霧社：領角鴞、黃角鳴鏽眼畫眉、灰鶺鴒、鸕茲鳥、綠蓑鷺、磯鷸、

黃山雀、小卷尾、洋燕。 
．日月潭：竹雞、白腹秋雞、小環項行鳥、胡鴿、班頸鴿、領角鴞、

小雨燕、五色鳥、岩燕、赤腰燕、洋燕、樹雀、紛紅鸚嘴、頭鳥線、

繡眼畫眉、白耳畫眉、彎嘴畫眉、山紅頭、冠羽畫眉、綠畫眉、紅

嘴黑阜鳥、白頭翁、藍腹柬鳥、赤腹柬鳥、白腹柬鳥、鶯、小必鳥、

鷦鶯、小啄木鳥。   
．東埔：小啄木鳥、大赤啄木鳥、小捲尾鳥、白環鸚嘴阜鳥、黃腹疏

璃鳥、桑戶鳥、紋翼畫眉、白猴笑鷯、竹鳥、紅山椒鳥、紅尾翁、

斑紋鷦鶯、深山竹雞、鉛色水鷯、藍尾鴝、茶腹白鳥、喜鵲、香鵲、

翡翠、白腰草鷸、大冠鷲、帝鴙、鴗茲鳥、夜鷺、白耳畫眉、白鶺

鴒、黃鶺。 
．溪頭：深山竹雞、綠鳩、大慈悲必鳥、鵂鶹、領角鴞、黃嘴角鴞、

小兩燕、五色鳥、岩燕、小卷燕、小捲尾、福鳥、紅頭山雀、青背

山雀、紋翼畫眉、頭鳥綠、繡眼畫眼、白耳畫眉、竹鳥、藪鳥、鱗

胸鷦鷯、彎嘴畫眉、山頭紅、冠雨畫眉、紅山椒鳥、紅嘴黑柬鳥、

小翼柬鳥、白尾鴝、柴繡柬鳥、鉛色水柬鳥、褐色樹叢鶯、小鶯、

棕面鶯、紅尾鶲、樹溜、灰鶺鴒、紅繡眼、尖尾鳥、褐鷽。   
．中興新村：白鷯鴿、白頭翁、毛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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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哺乳類  

．水里坑：台灣小葉鼻蝠、台灣蹄鼻蝠、阿里山天鵝絨尖鼠。 
．埔里：大管鼻蝠、台灣帶紋松鼠、荷氏松鼠、赤腹松鼠、條腹松鼠、

大赤鼯鼠、白麵鼯鼠、黃喉貂、鼬、麝香貓。   
．玉山：菊池氏火田鼠、高山白腹鼠、台灣森鼠、台灣黑熊。   
．溪頭：梅花鹿、赤腹松鼠。 

（3）蝴蝶類  
蝴蝶以闊尾鳳蝶、木生鳳蝶、蝙蝠蛾等種類為著，其中又以

埔裏鎮產蝶數量最多，約有380多種，因而有「蝴蝶鎮」之美譽，

而附近之本部溪因一年四季彩蝶翩翩，故被譽為「蝴蝶溪」。唯

因近來人類大量捕捉、農藥使用、農牧業之發展，迫使植物生態

發生改變，掠奪其賴以生存的空間與食物來源，致日漸減少。 
2.植物 

南投縣地形起伏甚鉅，海拔自 200 公尺以至 3,900 公尺，故其自然

植被之變異亦大，茲按海拔高度分述如下。 
（1）高山草本植物帶     

海拔自3,800至約3,952公尺或高山岩屑地中存在，也就是位

於本省絕頂或其下不穩定地帶。由於無法堆積足量成土，每年又

有約 4個月的冰雪期，受風強勁，較適合生長一些年週期草本，

其中包括許多冰河孑遺之珍希國寶，如玉山薄雪草。 
（2）亞高山矮盤灌叢帶   

海拔自3,500至3,800公尺或高山絕頂之下，累積有稍穩定之

岩屑及甚少量成土之區域可形成。不要由於環境壓力甚大，例如

強風、雪壓、岩屑地、較乾旱…等條件，迫令在遺傳本能中原可

長成高大喬木之玉山圓柏，只能形成盤曲張的低矮灌木狀，生態

學上稱之為「矮盤灌叢」，如玉山圓柏。 
（3）冷杉林帶     

海拔自3,000公尺至3,500公尺間，即為冷杉林帶，冷杉林帶

下大抵以玉山箭竹為主，在 3,000公尺海拔上下地區，冷杉與下

部之鐵杉常形成交會帶。 
（4）鐵杉林帶     

海拔自 2,500公尺至3,000 公尺間存在鐵杉林帶，鐵杉常存

純林狀態，若位於高海拔之下位，闊葉樹略已相混，而林下來雜

灌木如台灣茶蔍子、小葉莢迷生等。 
（5）檜木林帶    

 海拔約1,800～2,500公尺間，係生態體系的過渡帶，以紅

檜、扁柏為代表之檜木林。大抵形成針葉、闊葉樹混生狀態，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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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即為針葉林，往下則畫為闊葉林。檜木林帶內罕有降雪、四季

分明，眾多植物與之呼應，如台灣紅榨槭。 
（6）闊葉林帶    

海拔約 1,800公尺以殆為常綠闊葉林，植物繁多，每百平方

公尺範圍內，高等植物約有40～80種，惟百餘年來之拓墾，目前

已結較大面積之原始林，大多淪為人造林或次生植被。 

  
3.土地使用分類及分級系統 

土地使用分類及分級的目的，在使農業生產適地適作。南投縣之土

地使用型態，大部份以農業為主。為使土地資源充分而有效的利用，乃

根據南投縣之自然環境特性，與對土地之使用限制狀況，將南投縣土地

作分類及分級如下。 
（1）土地使用分類及分級依據     

土地使用各分類及分級之依據乃參考農委會於「台灣地區農

業區域發展初步規劃」報告中，根據土壤特性、航測調查、水資

源分佈等特性，加以劃設。 
（2）土地使用分類及分級標準     

在南投縣平地部份的土地分類及分級標準，是利用平地航測

調查資料，及水利資料特性將土地分成兩期作田、第一期單期作

田、第二期單期作田、輪作田、旱田、河川等類之土地。而在山

坡地部份，則依照「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將山坡

地分成Ⅰ－Ⅴ級地（參見圖七）。 
Ⅰ至Ⅳ級土地屬宜農牧地，Ⅴ級土地屬宜林地。Ⅳ（二）級

土地之利用限制其為僅適於常年地面覆蓋不須全面擾動土壤之

多年生果樹或牧草，如必須栽種勤耕作物，應由當地水土保持單

位指定其水土保持處理。尚有Ⅵ級地屬崩塌、滑崩地等，乃極需

加強保育之土地（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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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平地及山坡地航測調查 
圖七   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標準圖 

 
 
 

表二 南投縣各鄉鎮（市）山坡地可利用限度分類面積統計比較表 單位：公頃 

土地等級 
宜農牧地 

宜農牧地合計 
宜林地 加強保育地 

合計 
Ⅰ宜農地 Ⅱ宜牧地 Ⅲ宜林地 Ⅳ不分級地 

市鄉鎮別 72-75年 72-75年 72-75年 % 72-75年 % 72-75年 % 72-75年 
南投市 1,112.35 1,833.50 2,945.85  59.52 1,064.15 21.50 939.25 18.98 4,949.25 
埔里鎮 1,367.33 2,941.30 4,308.63  46.50 4,218.93 45.53 738.18 7.97 9,265.74 
草屯鎮 591.07 1,599.94 2,191.01  62.78 785.82 22.52 512.96 14.70 3,489.79 
竹山鎮 423.84 1,671.55 2,095.39  41.77 2,618.59 52.20 302.81 6.03 5,016.79 
集集鎮 24.76 1,727.98 1,752.74  75.65 438.98 18.95 125.25 5.40 2,316.97 
名間鄉 3,112.56 1,144.97 4,257.53  72.36 694.74 11.81 931.34 15.83 5,883.61 
鹿谷鄉 170.37 2,790.67 2,961.04  48.11 2,904.62 47.20 288.71 4.69 6,154.37 
中寮鄉 774.39 4,460.05 5,234.44  36.52 8,541.30 59.59 558.14 3.89 14,333.88 
魚池鄉 1,301.37 1,655.06 2,956.43  45.96 2,071.77 32.20 1,405.10 21.84 6,433.30 
國姓鄉 1,147.42 4,238.89 5,386.31  34.50 9,193.89 58.88 1,034.25 6.62 15,614.45 
水里鄉 644.47 1,099.86 1,744.33  32.15 2,259.89 41.65 1,421.43 26.20 5,425.65 
信義鄉 242.03 2,616.78 2,858.81  24.06 7,838.93 65.98 1,183.30 9.96 11,881.04 
仁愛鄉 77.47 4,684.03 4,761.50  20.86 16,595.47 72.70 1,470.25 6.44 22,827.22 
總計 10,989.43 32,646.58 43,636.01  38.25 59,277.08 52.14 10,910.97 9.61 113,592.06 

資料來源：台灣地區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級與土地利用現況調查報告階段性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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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九二一地震後之自然環境 
（1）地層狀況     

1999年9月21日淩晨1時47分12.6秒，在日月潭西南方發生了

芮氏規模 7.3的地震。根據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所提供的資

料，此次地震的震央位於北緯23.85°，東經120.78°，震源深度約

為7.0公里。此地震造成了2300多個人死亡，及8000餘人受傷，

另有超過萬處的建築物全倒或半倒、山崩以及道路橋樑崩毀等災

害。由圖八可得知，九二一大地震所引起斷層破裂帶的狀況。 

 
圖八  南投縣活斷層分布圖 

資料來源：國立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工程地質與防災科技研究是斷層調查及編製 
 

（2）坡地破壞狀況    
九二一震災中坡地破壞之分佈範圍相當廣泛，大致由苗栗縣

卓蘭鎮附近向南至嘉義縣阿里山附近之山區均有相當多處之山

坡地發生破壞。由圖九得知，南投縣在此次地震之後其坡地的狀

況，其中以國姓鄉、埔里鎮及草屯鎮最為嚴重。 

 
圖九  南投縣坡地破壞分布圖 
資料來源︰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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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壤液化現象   
「土壤液化」簡單形容，就是堅硬的土壤流砂化。土壤液化

是一種自然現象，它的要素是鬆軟的土質、高度含水量及足夠的

外力，而九二一地震如同搖晃杯子的強大外力。在河岸、海岸及

舊河道的砂質地或海埔新生地，砂質土壤的含水量通常比較高，

被地震激烈搖晃後，砂粒間的孔隙水壓上升，砂與砂之間的結合

力減少甚至消失，砂與水混合成泥漿般的液體。由圖十可得知南

投縣之土壤液化狀況，其中以南投市為最嚴重的地區。 

 
圖十  南投縣土壤液化狀況分布圖 

資料來源︰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三）各鄉鎮市聚落發展歷史 

1.草屯鎮 
草屯鎮原稱「草鞋墩」，清乾隆時代拓土開墾，興建水利，開闢道

路，人民聚集，大部從事農耕。地名由來據傳林爽文反清被官軍追擊，

途經本地，遺棄草鞋狼籍，堆積如山墩，因名「草鞋墩」。草屯鎮位於

烏溪南岸，貓羅溪東岸，東接國姓鄉，西接芬園鄉，南與南投鎮為鄰，

北隔烏溪與霧峰鄉為界。東部屬於中央山脈，多山地，以八卦山為界，

形成盆地。因富有水利，多為水田。住民多係閩籍，粵籍較少。大部信

仰儒教，佛教次之，鎮純為農業社會，生活簡樸。 
2.南投市    

南投地名原屬馴番社南投社之部落，故稱南投，另一種說法係依據

方位，其位置位於北投堡之南側，是以稱謂南投。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

廢縣改置南投廳仍置南投區，民國九年九月一日地方制度改革改稱台中

州南投郡仍置區，同年十月一日廢南投區改南投街。民國三十四年日本

投降，於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行政機構改編為臺中縣南投區南投

鎮，民國三十九年十月二十日縣市行政區域重新劃分為南投縣南投鎮，

縣治設置於此。民國四十六年臺灣省政府遷中興新村於此，民國七十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升格為縣轄市迄今。 
3.名間鄉     

名間鄉山頂地方昔時森林蒼鬱，茅蓬雜生，土地肥沃，為先住民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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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地帶。康熙廿年前後由福邁省民來此墾殖，各地移住者增多，漸次構

成部落。雍正元年臺灣設治時隸屬彰化縣；光緒廿一年臺灣割讓日本，

其間經數次地方官制改革，分屬於臺灣民政支部彰化出張所；後又改屬

臺中縣；民前十一年改屬南投廳，而分置皮子寮區役場，濁水區役場。

民國九年改制，合併兩區編為臺中州南投廳名間莊。民國卅四年臺灣光

復，改為臺中縣南投區名間鄉；卅九年行政區域調整，改為南投縣名間

鄉。名間鄉位於濁水溪北岸，南投之南，東以集集大山鄰接集集鎮、中

寮鄉，南隔濁水溪與竹山鎮相望，西以八卦山脈之斷崖為境界眺望彰化

縣二水、田中、社頭三鄉鎮，北隔新街溪鄰接南投市。 
4.中寮鄉     

中寮鄉開發於清朝嘉慶年間，自閩南漳洲、泉州及廣東等地居民先

後遷入中寮鄉墾殖，先到者佔有平地銀田，後到者逐漸推進山中，將先

住民族趕入深山，人口逐漸增加，隨之形成村莊。中寮鄉位於臺灣省中

部，南投縣之中央，山峰丘陵起伏，東以集集大山與集集鎮為界；以大

南邊山與埔里鎮、魚池鄉為鄰；西與南投市接壤；南接名間鄉、集集鎮；

北鄰草屯鎮、國姓鄉。 
5.埔里鎮     

埔里鎮昔時為森林茂密，野草叢生之蠻荒地域。為埔番、眉番兩族

所盤據。嘉慶初年少數通事及壯丁遷入。嘉慶二十年漢人突然發動武力

佔墾。道光年間平地熟番、岸裡大社番、大肚番及南投番陸續遷入；又

彰化寮港方面之閩籍漢人聞及此地肥沃，接踵移住者漸多，數年後遂形

成一市鎮，稱為埔里社。從此造成土番、熟番雜居之人文景象。而啟事

端機鬥之歷程。埔里鎮位於台灣省中央，東接仁愛鄉，西北毗連國姓鄉，

南鄰魚池鄉。境內眉溪貫流至水尾，合溪南邊溪，又有愛蘭一丘陵地。 
6.竹山鎮     

竹山為南投縣境內開發最早之地，在鄭經治臺期間，由鄭成功部將

林圯率領二百餘人，由牛相觸口（今中和里）遷入此地屯墾，以竹園子

（今雲林里）為根據地。驅逐土番於東埔蚋（今延平里）附近，土番乘

夜逆襲，林圯及部下百餘人慘遭殺害，其餘漢人追擊掃蕩，擊退土番。

於開拓就緒後，號稱林圯埔。林圯埔舊名水沙連，林圯開拓後改稱林圯

埔，民國九年以後，因見山丘竹林甚多，因而改名竹山。竹山鎮位於南

投縣最南端，北以濁水溪與集集鎮，名間鄉及彰化縣二水鄉為界；東與

鹿穀鄉毗連；西南以清水溪與雲林縣林內鄉、古坑鄉及嘉義縣為界，境

內除西部呈狹長臺地平原外，高峰峻嶺重疊，縱橫東南、清、濁二溪，

環繞南北，在西方合流出境。居民多為漳籍閩人，泉籍、客籍為數不多。 
7.鹿谷鄉     

 鹿谷鄉原名「羌仔寮」，因初民以種植農作物「羌」為生，邁有種

羌工作寮，遂名「羌仔寮」。後因該名不雅，而境內山嶽綿延，溪穀甚

多，民國九年乃改名「鹿谷」，沿用至今。東以白不仔溪與信義鄉毗連；

北以濁水溪與集集鎮為鄰；西南以大鞍嶺與竹山鎮接壤。居民大多為漳

籍移民，客籍次之，大多以農維生。鄉民多信奉佛、道、儒三教。 
8.集集鎮     

集集鎮在乾隆卅五年以前，仍為草木叢生山野荒蕪之地，乃原住民

雜居之處。至乾隆卅六年始有福建省漳州府饒邑人黃寬等三人在湳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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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館（林尾里）等地開墾，至四十五年墾成田園少許。此後入墾者與日

俱增，墾殖日廣。所謂「集集」者蓋聚集生活必需口以交易之謂也。集

集鎮現轄隘寮、田寮、林尾、和平、集集、玉映、吳厝、八張、永昌、

廣明、富山等十里。東與水里鄉為界；西接名間鄉；南隔濁水溪與療穀

鄉為鄰；北連中寮鄉。居民以福建省漳州籍居多，廣東客家籍較少，均

以耕農維生。宗教信仰以儒、道、佛三教居多。 
9.水里鄉  

水里鄉原為山地同胞所聚居，清光緒三年有平地人陳世傳來此狩

獵，得原住民之允許，容其居住墾殖。至臺灣淪為日據後，有新竹人前

來調查樟腦事業，以此地堪可耕墾，而引起平地人陸續進入經營樟腦事

業，居民日益增加。因當時森林茂密，地質寒冷，水量豐富，故取名「水

里鄉」。民前三年日軍為舉伐原住民並開採山地資源，乃由名間開闢道

路經由水里、頭社、魚池至埔里設糖廠，鼓勵人民種殖甘蔗，旋平地人

聚居日眾，而原住民受日人逼迫，乃逐漸遷入水社、信義一帶。迨民國

十年日人建設日月潭發電場廠，廿二年繼建鉅工發電廠，工商雲集，民

激增，地方日益繁盛。水里鄉東接魚池鄉，東南毗連信義鄉，西連中寮

鄉、集集鎮、鹿谷鄉，北界國姓鄉。由於開發較遲，居民多由彰化、嘉

義、雲林、臺中、新竹、苗栗等地遷居創業者居多，為時不過數十年。 
10.仁愛鄉     

仁愛鄉位於臺灣省中央山林地帶，東鄰花蓮縣，西毗埔里鎮，南接

信義鄉，北界臺中縣。境內地勢險峻，崇嶺疊佈，群山縱橫。民國卅五

年設立鄉公所，隸屬臺中縣；卅九年臺灣省行政區域調整，改隸南投縣，

現轄十三村，仁愛鄉為泰雅族聚居之地。 
11.國姓鄉     

國姓昔時為原住民聚居之地，森林茂布，無人開墾，傳說鄭成功軍

師劉國軒率兵肅撫，命名「國姓」。光緒三年林朝宗率五千士兵駐屯，

維持治安，然以番猖獗而撤兵。正式開發則在咸豐年間。日據時代設國

姓庄役場；光復後改置國姓鄉。國姓鄉東接埔里鎮，西連臺中縣霧峰鄉，

南毗中寮鄉、草屯鎮；北鄰仁愛鄉及臺中縣新社鄉。屬中央山脈支脈，

地勢偏高，全境大多為山地；境內有北港溪及南港溪，匯合於橋子林，

改稱烏溪。居民由各地聚集而來，客籍居多約佔五分之四，次為閩南人，

均以務農為生。多信奉道教或儒教，迎神賽會，地方性祭典甚盛。 
12.魚池鄉     

魚池鄉原稱五城堡，屬南投廳埔里社支廳管轄；民國九年由於地方

改制，廢廳設州，即屬臺中州新高郡魚池莊。民國卅四年臺灣光復，卅

五年改隸臺中縣新高區魚池鄉；卅九年台灣省調整行政區域，改為南投

縣魚池鄉。現轄魚池東池、大林、東光、共和、新城、大雁、五城、中

明、水社、頭社、武登、日月等十三村。四面由中央山脈之支脈大尖山、

水社大山、三角嶺等所圍繞形成高原盆地，名聞中外之觀光勝地－日月

潭即在魚池鄉中心。耕地除頭社村略成一小盆地外，其餘耕地均分散於

斜坡山溪之間，水利灌溉不便，致大部份均為單季田，交通亦受山地影

響比較不便，工商業亦不甚發達。魚池鄉居民多由大陸福建省漳州、泉

州或廣東省等地移民而來，其中僅德化社（日月村）有少許平地原住民。

居民語言以閩南語最多、客家語次之。大部鄉民均信奉佛教或道教，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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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禮儀均沿襲社國閩南習俗而來。 
13.信義鄉     

信義鄉地處內山，當縣之東南境，居玉山之麓，東界花蓮縣，南與

嘉義、高雄兩縣毗連，西鄰水里、鹿谷兩鄉，北與魚池、仁愛兩鄉接壤。    
信義鄉初為布農族、曹族棲息、遊獵之地；清近為保境安民，嚴禁漢人

入山。信義鄉初係彰化縣屬，光緒十三年臺灣建省，信義鄉屬臺灣府雲

林縣，但仍以「界外番地」稱之；光緒廿一年日本佔據臺灣，改設三縣

一廳，信義鄉屬臺灣省；廿七年全島改設二十廳，乃屬鬥六廳林圯埔支

廳；宣統元年全島廢合為十二廳，又改隸南投廳林圯埔支廳；民國九年

改為州郡制，又改屬臺中州新高郡，歷次改革均以不設堡或衛莊之番地

稱之。民國卅四年臺灣光復，信義鄉乃隸屬於臺中縣新高區，翌年全省

增設山地鄉，命名本鄉曰「信義」。卅九年實施地方自治，信義鄉改隸

新設之南投縣。信義鄉現轄愛國、自強、羅娜、新鄉、望美、同富、神

木、東埔、明德、豐丘、地利、潭南、人和、雙龍等十四村。 
（四）名勝古蹟 

南投縣位於臺灣中部地區，因屬內陸而開發較晚，因此有許多尚

保大自然之美的名勝和古蹟，另外中央山脈的許多景點也是值得一探

其壯美之地，以下將稍作介紹。 

1.玉山積雪         
玉山位於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地方海拔三千九百五○公尺山骨稜稜雄

鎮全島，每年十二月至二月海拔三千公尺上為冰雪所封，遠眺雪白如

玉，因而得名。 
2.雙潭秋月         

日月潭位於南投縣中央魚池鄉係臺灣省唯一天然內陸湖，海拔七百

四十公尺左右，周圍二十四公里，環湖皆山，潭水清冽，宛若鏡面倒映

峰巒，景緻絕佳，古曰石湖，亦曰龍湖，中突一嶼即「珠潭浮嶼」如逢

中秋，明月中天，清輝滿潭，美景無窮。 
3.霧社雲霞         

霧社位於南投縣仁愛鄉萬山之中，地勢險峻，海拔一千一百五十公

尺，四周崗巒疊嶂，縈繞環抱，林木蒼蒼。因氣候特殊山頭常為雲霧所

籠罩，日出雲海彩虹奇霞，美不勝收。櫻花嬌媚每當盛開，萬紫千紅，

更增人留念。 
4.廬山溫泉         

位於南投縣之仁愛鄉東北，由霧社向東北行十公里，便是廬山溫泉

境地 ，該處有日式房屋二棟，室內窗明幾淨，纖塵不染，室外萬籟俱

寂，櫻梅爭豔 ，花香襲人，浴池有室內與露天者，泉水清澈可飲，泉

水潺潺，塵俗盡洗，置身其中如臨世外桃園源。 
5.合歡奇觀         

位於南投縣仁愛鄉東北與花蓮縣交界，海拔三千四百一十六公尺，

距霧社三○公里，沿途峰迴路轉，景色萬千，有時山花遍野，古木蒼天，

有時白雲滾滾，怪石嶙峋，懸石峭穀，飛瀑流泉，每屬冬季為賞雪勝地，

山南合歡瀑布四千五百公尺，一瀉千里更為奇觀。 
6.八通關古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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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南投縣信義鄉東埔附近，為南投縣越中央山脈及攀登玉山必經

之地，清末開山撫番，吳光亮曾督兵於此。當時曾建華表及營盤，以為

內山重鎮，又勒一謁「遇化存神」現已荒失無存。沿途原始森林高聳入

雲，古柏蒼天，霧滿山谷，奇花異草，目不暇接，更是引人入勝。 
7.林圯墓         

林圯為福建同安人，延平郡王部將，歷戰有功至參軍，圯率部至斗

六門開墾，築柵以居，日與番戰，由牛相觸口入，拓至水沙連（今竹山）

番乘夜逆襲，圯被殺，番去，居民合葬之，以時祭祀，名其地為林圯埔

繼志以啟山林，奠定今日之基礎，現墓在南投縣竹山鎮雲林里碑曰：「明

代開闢水沙連，功授各弼參軍林圯公墓」。 
8.藍田書院         

藍田書院建於清光康壽家莊，迨同治三年，吳聯輝都首倡募建於現

址（南投鎮文昌街）相傳結構壯麗，至光緒十年受白蟻之害傾圯不堪，

故由連輝長子朝陽，募捐重修後罹兵燹，焚右廡後經修補，部份充南投

國小教室，當時顏曰「藍田書院」，正殿奉孔子，並祀「紫陽朱夫子神

位」、「奏凱崇文」一匾係臺灣提督學政丁日健所立，足見當年亦可謂南

投縣之發祥，現已修茸煥然一新。 
   
  本計畫書內容包括以下幾個部分： 
   壹、三生（生產、生態與生活層面）發展之空間課題分析 
   貳、南投縣與鄉村地區發展相關的規劃成果概況與評述 
   參、規劃方法與工作構想 
   肆、獨特的工作創意 
   伍、與地方政府互動之構想 
   陸、預期成果與時程 
   柒、經費概算 
   捌、規劃團隊之簡歷與專業分工 
   玖、其他自行考量需表達之項目 
 
壹、三生(生產、生態與生活層面)發展之空間課題分析 
一、鄉村地區之「三生」發展意涵 

鄉村風貌依國內主客觀環境、經濟及農業發展的階段不同，其內涵

也會有所差異，南投縣於現階段的鄉村風貌綱要之內涵應至少包括下面

三個層面： 
1.生產層面，即是農業產業層面 

廣大的鄉村地區是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場所，也是農民所得主要來

源，因此鄉村風貌規劃必然涉及農業及其他產業之發展。有效率的農業

生產，必須透過良好的政策，落實至鄉村地區，而鄉村風貌綱要計畫的

主要功能即在建構一個良好的生產環境，促進農業發展並提高農民所

得。因此必須依景觀資源與農業資源的分布，及各地區自然環境及產業

發展的需求，妥為規劃，並透過政府的公共投資、土地利用管理之相關

措施，提昇農民的經營效率，進而促進鄉村地區的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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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善農業生產結構    
傳統農地零碎及分散，坵塊不整，無臨農、水路，耕種條件

不良，且農產運輸造成不變等等問題。農地的零碎及分散影響了

農村整體的風貌及農業生產環境，且坵塊不整，有的農地並無臨

農路或水路，造成農產運輸及灌溉之不便，使得浪費時間及增加

生產成本等等的負面影響。透過鄉村風貌綱要計畫的工作重新劃

分成，以方便農產運輸及灌排水，減少生產成本；集中農業生產

面積，使生產規模擴大，改善生產環境，確保農業區穩定的發展。 
（2）技術的引進及指導 

早期人力為傳統的農業生產技術，時代的變遷，農業機具的

發明，使得機械化漸漸取代人力，但是，機械往往只能取代人類

的勞動力，並不全然是技術的創新及改進，因此可透過擁有專業

的農業技術人員對農民進行講解與實地操作等過程，傳授或指導

農民生產方面的技術。 
首先需瞭解農業之生產潛力應分析與評估農地利用之現

況，並分析出農地利用的適合性、自然生產力或等級、和坡度等

等資料，進而將農地劃分成具優勢生產條件、具普通生產條件及

具劣勢生產條件之地區，讓作物能適地適種，並配合引進新的技

術及品種的改良，藉以提高農業之生產力及確保高品質糧食的供

給，可依土地利用狀況及發展潛力的不同，生產多樣化的農產

品，提供國家社會經濟之需求。 
技術傳播的主要工作活動即是把試驗研究機構的創新或改

良資訊，以有效的傳播媒體，普及的傳送給計畫變遷對象，並使

他們認識與利用資訊，而改進生產效率和生活品質。創新資訊並

非僅指生產有關的栽培技術，同時，也應包含經營管理、運銷、

市場、法規或農業發展有關的資訊。 
2.生活層面，即是鄉村建設層面 

鄉村地區是農民居住的地方，如何透過「硬體」和「軟體」的建設，

使鄉村地區的經濟、社會、人文及景觀方面得以提昇水準，是鄉村風貌

綱要計畫的第二功能。在廣大的鄉村地區擁有山、水及河川等，具有「自

然景觀」及「鄉村特色」，因此如何結合自然景觀、鄉村特色及文化資

源，將是鄉村地區發展的新趨勢。 
（1）改善農民生活條件與工作環境 

於「鄉村景觀綱要計畫」之範疇可以透過土地重劃配合社區

更新的工作手段，改善村莊的交通道路，並興建必要的設施（例

如共同農機棚、集貨場、農機具修護保養中心…等），提昇農業

生產力與改善農民的生活條件。考量從事農村住宅整建與更新，

以改善農民生活，並規劃鄉村區周邊的農地，作為社區預留發展

用地，以解決社區內建地、公共設施不足及公園綠地缺乏的問

題。對於清寒的專業農民可給予其子女教育上的補助與減免，降

低農家的開銷…等種種方式，幫助有意務農的農家，滿足村民的

種種需求並給予良好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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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舉辦民間活動或教育訓練 
給予村民有參與社會文化生活的機會，例如舉辦傳統技藝傳

承活動、成立家政班、農藝訓練班…等，來充實居民的生活內涵。

提供村民職業訓練及再教育的機會，對於專業的農民給予專業的

訓練，以增加專業的知識和技能，提升其競爭力。 
3.生態層面，即是生態保育與環境維護層面 

鄉村風貌綱要計畫的第三個層面即是生態保育與環境維護。因為景

觀資源與農業資源的開發有其極限，唯有透過妥善規劃的生態保育及環

境維護才能達到國土保安，提昇全民生活品質並確保產業永續經營。同

時配合國際新潮流，環保全球化已形成共識，因此鄉村風貌綱要計畫除

生產與生活層面外，生態層面的規劃亦是不可或缺的。 
由於經濟的成長，都市的人口快速膨脹，建築物的密度亦過於高，

使得都市並無多餘的空間可在接納新的建築物，在種種的因素下，又正

逢農家大多都在出售農地，許多建商及廠商紛紛移轉鄉村投資，使得鄉

村生產的土地，漸漸地變成建築用地或是其他事業用地。 
在都市化的衝擊下，農地不當轉用，工商業擴佔良田，零散無規則

的設立，不僅破壞了鄉村景觀也帶來污染問題，更使得鄉村生活環境益

形惡化。很顯然的，自然環境及景觀都遭受到重大的衝擊，例如維持人

類自然生活體系的自然景觀將被破壞、野生動植物生長區與棲息場所將

逐漸減少及景觀自然之美的休憩價值也逐漸減低…等。 
為了避免上述情況發生，透過鄉村景觀綱要計畫的建立，除了可維

持農業生產力之外，亦可加強自然生態保育與景觀保全、保護野生動物

棲息地，及創造綠色空間，以形成一綠色網絡，使農村更具優美性與多

樣性。使得農村景觀風貌與健康的綠色空間可以得到維護，而生態環境

一旦受到維護後，亦可創造出一個健康的生活空間，使村民對農村的歸

屬感增強，村民也能在此安居而樂業。 
二、景觀法（草案）之意義與內涵 

我國之經濟生產力及所得水準大體已超越發展中國家，惟整體生活環

境品質仍未能相應提昇。於整體生活環境品質問題中，又以環境景觀因長

久以來缺乏整體規劃及經營管理，城鄉風貌混亂，缺乏特色。 
在邁向二十一世紀，面對全球化激烈競爭之際，如何整頓環境景觀，

提昇整體生活環境品質，實為我國欲掙脫轉型瓶頸，重建國際形象之重要

關鍵。為促使各級政府積極改善環境景觀，並養成國民愛護及美化環境景

觀之習性，以提昇整體生活環境品質，爰擬具「景觀法」草案（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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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景觀法（草案）之內容分析 

主題 內容 相關法條 

景觀綱要計畫 

建構直轄市、縣（市）景觀資源系統

及指定重點景觀地區，所訂定之指導

性計畫 

景觀法草案 
第三條 

表明內容： 
1.計畫目標 
2.景觀資源及相關重大課題 
3.景觀系統之建構 
4.重點景觀地區之指定 
5.景觀規劃、保育、管理及維護原則 
6.其他應表明事項 

景觀法草案 
第五條 

重點景觀地區 

劃設地區： 
1.景觀資源豐富，需要加以規劃保育及

維護地區 
2.景觀混亂地區，需加以改善 
3.國家公園、國家風景特定區、森林遊

樂區、野生動物保護區、國有林班

地、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及相關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訂定相關法

規，實施景觀之保育、管理與維護之

地區，免依前項規定指定為重點景觀

地區 

景觀法草案 
第三、六條 

重點景觀計畫 

強化重點景觀地區表明內容： 
1.計畫地區範圍 
2.現況及景觀要素之調查分析 
3.計畫目標、課題 
4.景觀對策、管制事項與基準 
5.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

定應表明事項 

景觀法草案 
第三、九條 

景觀改善計畫 

實施地點： 
1.重點景觀區內 
2.重點景觀地區外之地區，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認定有實施景觀改善之必要

者 

景觀法草案 
第三、十三、十四條 

表明內容： 
1.範圍 
2.現況調查分析 
3.計畫目標、課題與對策 
4.景觀改善項目及優先改善次序 
5.具體改善措施、禁制事項 
6.分區改善次序 
7.期程與經費 

景觀法草案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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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鄉村風貌與景觀之意義與內涵 
  （一）鄉村風貌之意涵 

鄉村風貌是一抽象的概念，對於鄉村的定義並不容易產生完全的共

識，因此涉及個人的價值判斷，劉健哲（1996）引用 Maier 等人的研究

結果指出，農村風貌主要形成要素包括「景觀上的農村」、「農村的周

圍」、「農村的通道」、「農村的街道」、「農村的空間」、「屋頂景觀」、「農

村建築」、「農宅正面與外觀」、「農村的自然景觀」與「農村的建材與物

質」等要素。就表徵於鄉村地區的鄉村風貌之景象，可在區分為具體有

形與抽象無形的景觀內涵（表四）。 
表四  具體有形與抽象無形的景觀內涵區分表 

項目 運用自然資源組成 運用人文資源組成 
具體有形元素 為視覺感官所能看見與察

覺，以自然條件組成之影像

者，如：廣大的農村地區之地

形、地勢、植被、山岳、溪流

與生態環境等。 

為視覺感官所能看見與察覺，

以人文條件組成之影像者，

如：農村地區之住宅、農路、

農林漁牧產業、廟祠等民居寮

舍之土地利用型態。 
抽象無形元素 心理感官與精神層面的認知

者，如：時令節氣之春、夏、

秋、冬四季自然生態變化。 

心理感官與精神層面的認知

者，如：地域之人文采風、宗

教信仰、習俗思想與生命歸屬

感等。 
資料來源：洪忠修，2004，「農村風貌與休閒農業發展之研究－以水里鄉與鹿谷鄉為例」，中興       

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博士論文，p46。 
（二）景觀規劃之定義 

景觀規劃的理念引進台灣的時間並不算太長，故其性質、定義與分

類常常含混不清，所以景觀規劃專業角色亦始終不明確。現先將其定義

闡述如下： 
Vnicek(1974)曾對景觀規劃作一定義：景觀規劃是幫助人類如何在

土地有限的地球表面上尋求最佳且合理的土地使用方式，亦即在提高土

地生產力及維護自然景緻美之間求取平衡發展的一個連續過程，所以對

於自然和景觀潛力的徹底了解，將能夠在對景觀資源進行多方面使用

時，亦能兼顧到自然資源的保育。 
Anderson(1980)說：由於景觀之上的土地使用模式係社會、經濟、

物理、文化等因素交互作用而成的一個複雜過程。因此在實務運作時，

景觀規劃往往涉及土地使用規劃和自然資源經營管理兩個層面的工作。 
根據 Albert Schmidt 之定義：19 世紀初葉，Peter Josef Lenne 在德

國東部興建大型景觀公園，在土壤保護、防風植栽及野地綠化可視為景

觀規劃先驅者。第二次大戰後景觀規劃成為一種機制，將受限的、有負

擔的自然資源及社會需求平衡，增加其重要性。70 年代不同的規劃層

級，對不同型態之景觀規劃發展出不同的內容。因而其名稱有景觀方

案、景觀綱領、景觀發展計畫/綠景計畫、景觀維護計畫及景觀維護管

理計畫。景觀規劃由一確定之規劃任務開始，接著包括了問題定位及現

況分析得到其發展部分之結果。通常負責工作的權責機構是自然保護機

構，或由接受其委託之專業自然保護公共機構、景觀師及城鄉之綠地管

制員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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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 12 月 24 日德國聯邦自然保護法（Bnat SchG 簡稱自保法）

公佈生效，景觀規劃第一次在德國有法源之規範。景觀規劃乃是自然保

護及景觀維護之規劃機制。它的橫向任務包括對自然資源保存維護之效

率及發展，自然物、植物、動物之自然能力，及考量自然及景觀的多樣

性、特有性及美質感。景觀規劃乃旨在生態基礎上，可做為空間相關之

部門規劃。影響著整體空間規劃，如其他部門計畫有不同之規劃層級，

生態上它提供代表使用模式，存在或產生在有人能夠居住或無人居住之

地區。景觀規劃乃為景觀環境的控制，提出策略性的調查、分析、整合

的規劃，將〝有生命的材料做成空間的造型〞，景觀規劃，因此做為成

長經營管理之落實，以及景觀環境之維護管理，也是景觀環境法最重要

的一環。 
    根據 Wolfgang Haber 之定義：1938 年特洛將植物生態引進景觀，而

有〝景觀生態〞的概念。史克爾或雷內將景觀視為〝有生命的材料做成

空間造型者〞而形成〝景觀規劃〞。 
    Brian Hackette 之定義：認為景觀規劃師乃是景觀生態學的專業知識

及景觀美學概念，進行不同土地使用的配置和結合，其規劃的結果將使

景觀進入一個演化的階段。 
    Sylvia Crowe 之定義：指出景觀規劃比土地使用規劃涵蓋更廣泛的概

念，因為它包含了外觀和使用、愉悅和土地可育性等考量內容。認為景

觀規劃的功能在於處理錯綜複雜的機能和居處的問題，且將無法相容的

使用型態區隔開來，或協調各種不同的使用型態，使其在景觀上具有整

體性。 
    依據 Ian McHarg 之定義：主張我們對景觀的人為改變應著重創造性，

他認為人既然是自然中的一部份，在整個演化的過程中就需具有創造

性，同時這種改變應以自然演化的法則加以研判。他的景觀規劃體系乃

基於「自然是一種過程，其對人類展現使用機會和限制兩種價值」之理

念。 
    Michael Laurie 對景觀規劃之定義：景觀規劃涵括「與研究有關的科

學層面」和「以研究為基礎的具體化過程」這兩部份共同形成政策計畫

的產物。景觀計畫即是行動的架構和方向，使景觀與因滿足人類需求而

改變的生態法則得以協調。這些觀點描述出景觀規劃的創造性內容，其

過程可分為四個階段：A.調查與分析；B.評估；C.政策或設計的對策；

D.實施。 
可見景觀規劃是一整合自然、人文與藝術美學的專業，於今，景觀

建築已不再停留於早期表現個人創意之最初層面上，而是一種計劃未來

的專業，它將土地及景觀視為一種資源，並依據自然、生態、社會與行

為等科學的原則來從事規劃和設計，使人與資源彼此間建立一種和諧均

衡的整體關係。 
  （三）景觀規劃之重要性與分類 

1.景觀規劃之重要性 
景觀價值依功能評價可廣泛的分成效用價值、功能價值、預期成美

學的價值、遊憩價值與生態價值。而景觀資源是一種非再生性的資源，

人為措施對於景觀資源的破壞是不可回復的，同時景觀是一種有限的資

源，終有匱乏的一天，因而需要妥善規劃確保其永續利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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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是一種遊憩資源近二十年以來，由於從事遊憩活動的時間日益

增加，人們以普遍瞭解環境 品質的重要性。他們已開始要求更清新的

空氣、更純淨的水，以及減少視覺景觀上的破壞。由於大眾日益認清環

境品質的重要，使的景觀成為一種主要的遊憩資源；且景觀的品質更是

遊憩資源的主要內涵。  
 環境景觀是一種歷史資源環境景觀是經由人類的血汗、靈感以及

夢想改造而成的。從環境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先人們飽嘗考驗的痕跡。

這些痕跡使我們對過去有親切感。這些痕跡永遠不含在歷史上消失。它

是先人留給我們的遺產，相當的重要。景觀在個人生長的過程中也扮演

著極重要的角色，每一個人的潛意識及 行為、態度，往往都與過去所

見過的景觀有關。  
．景觀是一種健康精神的資源景觀：除了可提供人們鍛鍊體魄的環境

之外，也可提供靜態休憩活動以及激發靈感的場所，滿足人們心理

及生理的需求。而且，壯麗、奇偉的景觀，也提供人們精神上、宗

教上的象徵領導。雄偉、秀麗的景觀更可以 反應出高尚的情操，

培養人們自尊的情懷。 
．景觀具有科學上的價值：大自然是一切科學發展的泉源，提供科學

研究的環境。無論是生物科學 、自然科學、或是工程科學都可從

自然中找出法則。 
．景觀具有教育上的功能 自然環境是提供自然實習的最佳場所，也

是大眾教育與學校教育的最好 教材與教學環境。  
．景觀具有經濟上的價值：景觀保育區的設立可以促進周圍地區的經

濟活動，由於這些活動是分散 性的，因此金錢的流通涉及許多人，

經濟利益直接分配到地方各個行業 中，可以使周圍地方得到普遍

的繁榮。  
．環境保護的價值：由於限制不當開發及大型工程活動，因此景觀保

護也有助於集水區保護、生物的保護、水質及水量的保護、歷史與

古蹟的保護、原始環境的保護、觀光遊憩資源的保護，以及土地資

源的保護等。可以避免許多人為因素所引起的災害，而成為安定的

自然環境。環境景觀是無價之寶，它是非再生性的有限資源。 
臺灣幅員不大，人口密度又高，近年來經濟高度發展，間接造成許

多「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育」的衝突，其直接原因是土地區位選定不當，

再加上過度使用自然資源而引發許多環境問題，而經由景觀規劃分析將

可以輔助人們判釋土地的屬性及了解其發展的潛力與發展限制，重視影

響景觀因子間的相互關係及考量其可能對環境造成的衝擊影響，則能避

免或減低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育之間的衝突。 
除此以外，景觀的美是種無形的資源，為了了解及妥善保存大自然

的美質資源，規劃者應用種種景觀資源的評估方法，透過分析與管理的

手段來保護大自然，景觀資源的評估與規劃具有保存自然環境美質、改

善遊憩品質及提昇生活環境水準等多重功能。 
 

2.景觀資源的分類 
景觀規劃處理的對象是一個大且複雜的環境涵構，將其分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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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景觀資源     
．地形景觀（山坡地、丘陵、盆地、平原、臺地、火山島、海岸、沙

洲、隆起珊瑚礁）。 
．內陸景觀（洞穴、斷崖、奇石、奇峰、峽谷、鐘乳石、其他）。 
．海濱景觀（海灘、海蝕洞、海蝕平臺、海岬、海上礁石、海蝕小地

形）。 
．水體景觀（河川或溪流、湖泊、溫泉、瀑布、其他）。 
．植生資源（樹林、草原、苗圃花園、稀有植物）。 
．動物資源（哺乳類、鳥類、魚類、蝴蝶類、稀有動物、其他）。 
．氣象景觀／瞬間景觀（雲海、日出、夕陽、濃霧、秋景、下雪、氣

候）。 
（2）人文景觀資源 

．土地使用。 
．重要公共設施（建築物、公共工程）。 
．公共建設（高速道路、街道、橋樑、街廓、堤防等）。 
．街道傢俱、廣告物、指示標誌等設施景觀資源。 
．鄉村落內之公園綠地或開放空間 
．重要地標或意象 

（3）生活環境景觀資源 
．地方重要傳統文化資產（族群聚落、工藝藝術、其他…等）。 
．重大民俗節慶活動。 
．日常生活育樂景觀。 

四、借鏡國外景觀發展之經驗 
主要的目的在研究國外推動鄉村景觀規劃的發展歷程、經驗與成果。

在本計畫中，企圖藉著深入研究分析國外城市已經成熟的推動經驗，建構

起南投縣推動鄉村景觀風貌的參考架構，並作為專業論述建構與論證的基

礎。本案預定選擇德國之國際典範性鄉村景觀案例，擷取其行動策略與操

作模式之精髓，作為南投縣推動鄉村景觀執行管理機制及專業論述建構的

參考。 
德國國土計畫體系中在景觀規劃方面有景觀架構方案（表五），此方

案乃各邦依聯邦自然保護法（BNatSch G）之原則，擬定各邦之景觀法

（Landschaftsgesetz，簡稱LG）或自然保護法（Naturschutzgesetz，簡稱

NatSch G），進而據以研擬景觀架構方案（Landschaftsrahmenprogramm，

簡稱LRPr），指導規劃全邦自然資源之保育與景觀環境之維護，景觀架

構方案與邦發展計畫性質相同，均為政策性及指導性計畫。於區域或地區

層級中，有關景觀規劃方面乃有「景觀架構計畫」（Landschaftsrahmenplan，
簡稱LRP），乃有關區域性自然景觀與環境維護方面之指導性計畫，它乃

上承景觀架構方案（LRPr）之目標與政策而擬定，以規範各該區域景觀

之維護及發展。又依據聯邦自然保護法（BNatSch G）第五條之規定，地

區發展計畫（GEP）同時亦具有景觀架構計畫（LRP）之功能，計畫中應

研擬為達成區域上自然保護與景觀美化之目標，而確定區域任務與所需之

配 合 措 施 。 於 鄉 鎮 市 層 級 中 ， 景 觀 規 劃 方 面 亦 有 景 觀 計 畫

（Landschaftsplan，簡稱LSP），與建設引導計畫平行而互補的計畫，此

計畫必須與土地利用計畫對應而相互配合，冀以奠定土地利用計畫所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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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態基礎，縣市政府為從事景觀規劃之基層機構，以全縣或全鄉鎮市為

範圍，依照生態環境維護與休閒遊憩的需要來進行景觀規劃，規劃時亦必

須依據景觀架構方案（LRPr）與景觀架構計畫（LRP）所確定之上為目標

與原則來擬定。 
表五  德國國土規劃之體系 

範圍 
規劃層次 

主管機構 目標 
法律依據 

空間規劃 景觀規劃 空間規劃 景觀規劃 

聯邦 － － 聯邦政府 

空間秩序

之規律化

與景觀美

化 

聯邦空間秩

序法

（ROG） 
聯邦空間秩

序方案

（ROPr） 

聯邦自然保護

法（BN-atSchG） 

邦 

邦發展計

畫（LEP）
部門計

畫：農業

結構綱要

計畫 

景觀綱要

方案

（LRPr） 
邦政府 

使邦發展

構想具體

化達成邦

發展目標 

聯邦發展方

案（LEPR） 
邦規劃法

（LPG） 

邦自然保護法

（NatSchG）或

景觀法（LG） 

區域或地

區 

區域計畫

（RP）或

地區發展

計畫

（GEP）
部門計

畫：農業

結構先驅

計畫

（AVP） 

景觀架構

計畫

（LRP） 
區域官署 

區域計畫

目標的具

體化並擴

展綠色空

間 

邦規劃法

（LPG） 

邦自然保護法

（NatSchG）或

景觀法（LG） 

縣市/鄉
鎮市 

建設引導

計畫

（BLP） 
1.土地利

用計畫

（FNP）
（全地

區） 
2.營建計

畫（BP）
（局部） 
部門計

畫：農地

重劃計畫 

景觀計畫 
（LSP） 

 
 
 
 

景觀維護 
 
 
 
 

伴隨計畫 
綠景計畫

（GOP） 

縣市政府/
鄉鎮公所 

 
 
 
 

農地重劃

局 

土地利用

要求的規

則與限制 

聯邦建設法

典（Bau 
GB） 

土地重劃法

（FlurbG） 

邦自然保護法

（NatSchG）或

景觀法（LG） 

資料來源：劉健哲，1993，「土地利用規劃與管制-臺灣、德國之比較研究」，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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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計畫涵蓋景觀現況的描述，景觀發展目標的確定，並且規定值得

保護的景觀部分以及所需配合發展、保育利用及開發之措施。為達成促進

生態平衡、維護自然景觀與提供休閒場所之目標，景觀計畫分成基本部分

與發展部份；基本部分乃說明景觀基本狀況、景觀分析、景觀診斷等結果。

發展部份包括地方的目標及措施，以保障所有綠地及綠資源相戶間的空間

配置與功能，並與營建計畫相配合。 
景觀計畫內容，以北萊茵－威斯特發里亞邦景觀法（LG）之規定應

包含地圖、地圖之解說及其他詳細分析報告，景觀計畫應附上計畫之依據

（理由），包含景觀分析及景觀診斷之結果，發展目標的說明，其主要內

容有： 
․描述計畫區之景觀現況 
․描述計畫區景觀之發展目標 
․確定應加以特別保護之自然與景觀部分 
․確定保護的標的（對象）、意義（目的）以及達成保護目的所需的

要求（命令）或禁止 
․確定自然保護區 
․確定景觀維護區 
․確定自然文物古蹟 
․確定受保護以及值得保護的景觀要素 
․有意義的休耕土地 
․特別規定的森林利用 
․確定發展措施，維護或保育措施以及開發措施 
茲將農村規劃中有關景觀規劃之重點及配合之措施，列之如下： 
․規劃重點 
－蒐集及評估各種景觀要素及生態資料 
－確定景觀缺陷部分（Landschftsstörungen）：水土沖刷、崩塌、

河流沉積泥沙、林木砍伐…等 
－土地利用之建議：維護或改變現況 
－規劃措施對景觀外貌及生態環境等之環境影響評估 
－確立保護及維護措施以及對土地所有權之限制：建立網狀棲息之

空間與水土保存等，以維護野生動植物之棲息場所 
․景觀措施 
  －透過所有權之限制，並且確定景觀維護之單位，以維護景觀之要

素及結構 
  －景觀之維修及更新：如林木之補植、溝渠之維修、河岸之維護、

水土保存、粗放經營之補償…等 
  －新的維護措施：如樹叢林木之新植、溪流運河之開闢、及水池之

挖掘、動植物棲息地之新設…等 
德國於鄉村地區廣地的空間與開闊的田野對於自然保育與景觀維

護，保護野生動植物棲息場所所肩附的使命，責無旁貸，使自然及景觀的

多樣性、獨特性及美化，均能得到適當的維護，以充實人們鄉居生活之基

礎，增加鄉村風貌與自然景觀之美的休憩價值。 
因此，藉由國外發展之經驗分析，南投縣應以全球景觀發展趨勢及國

際永續城市條件的標準來看待南投縣鄉村地區景觀的發展，這也是一項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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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與任務。所以，南投縣鄉村風貌綱要計畫制訂除了需考量朝向國際性的

宏觀來制訂，亦可作為國內景觀計畫的示範；發展一套具國際城市視野的

獨特南投縣鄉村景觀。 
 
貳、南投縣與鄉村地區發展相關的規劃成果概況與評述 
 一、已完成之相關縣級規劃成果 
 （一）竹山鎮太極峽谷風景區整體規劃 
      位於竹山鎮大鞍里，是阿里山山塊上衝地層陷落，經加走寮溪中段 

的河水，長期切割堅硬的砂石岩層，形成兩岸懸崖絕壁，景觀風貌特殊，

為豐富之觀光遊憩資源，為提振地區觀光產業，改善休憩品質，因此重

新整體規劃。 
 （二）鹿谷小半天地區整體觀光發展規劃 
    鹿谷小半天地區有豐富之觀光遊憩資源，為提振地區觀光產業，改善休

憩品質，及當地民眾殷切盼望需求，有必要將小半天地區做一整體規劃

及評估。 
 （三）肉品市場產業、文化、觀光、教學園區 
      地處第二條高速公路名間交道附近，交通極為便利，可將農產（肉）

品產業結合觀光，將整個場區朝「產業、文化、觀光、教學園區」規劃，

帶動肉品成長。 
 （四）貓羅溪畔休閒觀光產業 
      貓羅溪溪畔振興橋至南崗大橋河段整體空間景觀環境規劃。 
 （五）東埔風櫃斗觀光產業 
      塑造『青梅溫泉鄉－東埔風櫃斗』的地方品牌，打造精緻化的整合

性行銷理念。 
二、執行績效 
 （一）埔里鎮 
      1.第一屆休閒農漁園區創意大賽，埔里鎮農會「香菇珍絲」獲農漁特產品  

優等獎。 
      2.設置遊客服務中心。 
      3.茭白筍生態區、香菇生態區、百香果生態區、花卉生態及保健植物生態  

區等綠美化。 
 （二）集集鎮 
     1.辦理「集集趕集—休閒農業在集集」活動。 
     2.配合綠色隧道、小火車等景觀，設置親水遊憩設施並結合向日葵、波斯

菊等花卉營造以花為主之園區。 
 （三）鹿谷鄉 
      1.辦理茶與生活講習及各項講說人員訓練。 
      2.竹藝文化館。 
      3.除小半天休閒區外，另在和雅區亦有建設，如和雅的製茶體驗園區、各

項茶花生態解說牌等。 
 （四）國姓鄉 
      1.辦理行銷經營講習及生態講說人員訓練。 
      2.護欄整修及週邊綠美化。 
      3. 各項導引指示、解說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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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水里鄉 
     1.第一屆休閒農漁園區創意大賽，獲園區設施改善創意第二名。 
     2.第二屆休閒農漁園區創意大賽，松竹梅醋獲獎。 
     3.上安村設置吊橋--鵲橋，連結上安村上、下兩聚落。 
     4.車埕設置樟腦油 DIY 區。 
 （六）信義鄉 
     1.為使風櫃斗區的公共設施更臻完善，辦理景觀步道整修；設置安全護欄、

觀景台等。 
     2.設置旅遊服務中心(於農特產展售中心)。 
 
參、規劃方法與工作構想 
 一、鄉村地區發展潛力與願景規劃 
（一）整體鄉村發展潛力與景觀特色之描繪 

 南投縣位居台灣省中部，為本省之地理中心，是唯一不濱海之縣 

份。南投縣總面積約 4,106 平方公里，佔全省土地面積之 11.41％，為

全省第二大縣份，僅次於花蓮縣，幅員遼闊，山川壯麗，物產豐饒，南

投縣共分為一市四鎮八鄉，縣政所在地為南投市。南投縣位於台灣中央

山脈西側與西部平原之間，地形變化由東向西降低，平地面積狹小，全

境山地佔 83％，坡地皆在 10％以上。境內多山，地形起伏，風景秀麗，

人文觀光資源極為豐富；境內主要山脈有玉山、秀姑巒山、丹大山、奇

萊山、合歡山、集集大山及八卦山等，在海拔三千公尺以上者有三十餘

座，境內河川可分為烏溪河系及濁水溪河系，由於山高水急，河川僅收

灌溉、發電之便，無運輸之利，南投縣之發展受天然環境之限制頗大。 

南投縣位居台灣本島中央，由於交通不便故開發較晚；埔里以西，至

竹山、南投、草屯等地，就是清代文獻所稱內山地帶的南投縣，拓墾事

業始自明鄭時代率眾入墾水沙連的林驥，朱一貴及郭白事件後更促使水

沙連（竹山）及埔裏（現今之埔里）之漸次開墾，一直到光緒年間吳光

亮開鑿八通關古道後，更掀起另一波拓殖埔裏（埔里）集中路（八通關

古道）沿線的移民高潮，開發情況大體上由西南而東北，由平地漸向山

區發展。 

南投縣位於台灣中心地帶，由過去發展歷史觀之，係屬台灣較晚開發

的地區之一，發展至今，雖擁有青山、綠水、森林、溫泉、人文歷史…

等豐富的觀光資源，但受限於地方財源短絀、社經條件不足、交通狀況

不佳…等因素，截至目前為止，仍有許多重大建設尚未實現，地方發展

相較於台灣其他大多數之縣市，仍屬建設較落後之縣市；隨著台灣地區

整體經濟結構的改變，經濟重心由農業移轉到工業、商業、服務業，傳

統農林漁牧業產業在整個區域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地位更形沒落，加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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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縣原本即缺乏二、三級產業，在這種狀況下，更引發就業機會減少、

人口外流、經濟惡化、地方稅收減少財政惡化、導至縣內生活設施建設

緩慢…等之惡性循環，以致南投縣區域地位淪為中部區域發展體系中的

邊陲角色，也引發城鄉之發展更趨於遲緩。 

此種區域城鄉發展差距現象，隨著八十八年發生九二一大地震造成南

投縣十三個鄉鎮市重創，縣內的各項設施、經濟產業、觀光旅遊、民眾

生命財產…等都受到重大損失，更導致南投縣現階段在發展上遇到更嚴

重的瓶頸，但是危機亦是轉機，未來如何利用南投縣現有資源優勢與特

色，掌握重建契機，改善城鄉基盤設施，進而創造南投縣未來永續發展

的環境，亦是未來再造新南投整體重點方向。 
（二）整體景觀風貌之發展定位與願景目標 

 南投縣的幅員十分廣大，全縣鄉鎮市合計 13 個，在政治上，這些

鄉鎮市具有相當的獨立性，可部份自行決定發展的方向與施政的步調，

但是在生活上，無論是經濟、交通或者教育..等各方面，它們卻彼此息

息相關，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各鄉鎮市的發展方向未能考慮到彼此的關

係，將使鄉鎮市建設之成效大打折扣，故即使僅從地方發展的觀點，亦

需仰賴一個綜合考慮的鄉村風貌綱要計畫，以協調和定位各鄉鎮市的鄉

村風貌之初步發展架構與內容。 

 縣級鄉村風貌綱要計畫為縣治區域內之短、中、長期發展的具備風

貌營造之指導綱要計畫，有了完善的計畫，整個縣才能夠更有效率、有

秩序地發展。因此，目前積極擬定「縣級鄉村風貌綱要計畫」。同時，

由於原訂之南投縣綜合發展計畫實施成效未盡完善之部分，為強化綜開

計畫的功能，達成國土綜合開發之目標，企圖重建國土與城鄉計畫的新

體制，故「縣級鄉村風貌綱要計畫」在縣市層次上，係將各部門的計畫

再整合，並對全縣的土地進行整合性規劃，未來可預見「縣級鄉村風貌

綱要計畫」將成為縣市施政之主要指導及依據。 

 南投縣政府以往為了促進全縣各項的發展及提高縣民的福祉，各行

政部門也曾擬定各種單項計畫來推行；但因各行政部門間缺少一個合理

的綜合發展計畫來指導與協調，以致各單項計畫的擬定與實施，缺乏綜

合性發展目標的引導與評估基準，易發生各行政部門各自為政的局面，

也較難以發揮全縣整體發展之成效。目前南投縣正處於實質環境與社

會、經濟等各方面皆在迅速激烈變動的環境中，未來宜如何因應時代發

展的需要，合力創造一個健全的發展環境與有效提昇全縣縣民的生活品

質，實有賴於一個內容詳密、落實且具前瞻性、整合性的縣級鄉村風貌

綱要計畫來加以指引與推動（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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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之目標則可歸為如下： 
1.合理的土地使用 
（１）整體規劃土地使用，推動建立綠色生活圈，整合藍帶系統，並加強 

區域合作，以實現土地資源永續利用。 
（２）建立成長管理機制，並落實農地、坡地的管理。  
（３）建立有效的環境監測系統，積極遏止各種違法、違規的土地利用。 
（４）繼續輔導在地原住民發展經濟繁榮山村，促進原住民保留地之合理  

利用配合，加強原住民保留地管理及整體規劃。 
（５）清查閒置土地及畸零地等，勵行土地復育及再利用。 
2.適當利用農業生產區 
（１）保護優良農地，落實農地發展政策及坡地資源管理；及避免本土農

業生態系遭破壞。 
（２）維護森林資源，以生態系經營觀念經營林業、積極建立林業資源規

劃、管理、與長期監測制度推行生態造林的林相改良，重建多樣化

的生物棲息地並加強廣植樹林，兼顧復育生態系。 
3.保留適量自然綠地 
（１）整合重點景觀地區與保育地區系統，並落實國土綜合發展計畫保育

地區之管制；進行保護區域資源監測與保育技術研究，致力維護保

護區之自然完整。 
（２）南投縣境內各地普設生態走廊，結合綠地、藍帶與生活動脈形成綠

地系統網路、加強綠道建設、提高其可及性與安全性、考量綠地開

發與既有綠地空間之更新或再利用，並且避免農林生產綠地面臨銳

減、廢耕、變更使用。 
（３）在重點景觀地區與保護區與其它不同土地使用區域之間，宜有一定

範圍的緩衝區，為河川緩衝、景觀美質及野生物遷移或棲息之廊道。 
4.建立優質的鄉村生活品質 
（１）為遏止都市化蔓延趨勢，創造優質生活空間、維護鄉村特質，因而

重視綠營建及鄉村景觀規劃，保育生活環境品質。 
（２）依地方特色規劃建設，積極營造城鄉新風貌，創造優質、自然且具

生態的鄉村聚落。 
（３）依南投縣政府之永續發展目標與需要調整空間配置及優先次序。 
（４）重大建設務必遵循生態工法之理念，辦理環境及景觀規劃。 
（５）檢討交通設施及工業用地計畫，終止濫建不必要之交通網路及工業 

區。 
（６）全面調查境內之景觀特質，依地方特色規劃、設計、建設，積極營

造城鄉新風貌。   
5.發展農林漁牧休閒產業  
（１）在維護自然景觀資源的前提下，積極開發具有地方性的鄉村休閒產

業，發展鄉村獨特的休閒產業。 
（２）發揚鄉村地區傳統藝術與美學創作，結合地方人文與社會經濟，發

展獨特性的地方文化創意產業。 
6.建立村民參與機制  
（１）落實地方自治，強化地方政府與村民參與的互動。 
（２）鼓勵村民參與各項活動，扮演推動鄉村地區永續發展的積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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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由政府與民間合作推動民眾參與相關之學校與社會教育。 
（４）強化非政府組織合作，建立非政府組織有效參與鄉村地區風貌發展

行動的機制。  
（５）促進政府與民間團體對於環境保護、自然保育、以及鄉村風貌相關

議題進行教育、培訓、活動辦理等各項合作計畫。 
7.落實文化保存及多樣性維護 
（１）加強與促進古蹟遺址之再利用及管理維護，善用文化資產。 
（２）保存、活絡化善良民俗，創造發展與維護地方具有特色之人文景觀，

並提供遊憩、文化、藝術設施與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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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計畫目標關聯圖 

 二、研擬全縣鄉村風貌綱要計畫 
（一）鄉村風貌綱要計畫之項目 
     南投縣縣級鄉村風貌綱要計畫，應包含下列各項： 
  1.計畫目標 

   南投縣發展「鄉村景觀風貌」之應有重點：如何建構具有全球

視野的城鄉環境與風貌新品質、也同時具有獨特人文、歷史與地理

『在地特色』與不可替代之『自明性』的城鄉景觀，並積極結合城

鄉土地使用管制與規劃設計，落實到城鄉發展的指導與管制體系

中，因此成為南投縣未來城鄉發展最重要之挑戰。 
（１）作為南投縣未來施政指標及爭取中央補助之依據。 
（２）為推動景觀保育、管理、維護之指導原則。 
（３）透過本計畫建立鄉村風貌營造之行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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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提出全面性的鄉村發展策略與目標，作為未來鄉村發展建設、輔導

及獎助計畫之設計準則與行動計畫。 
    2.景觀資源及景觀相關重大課題 

  全縣景觀資源之調查（如附件）將針對生產、生活、生態三個面向，

並於調查分析後指認出鄉村地區的一般性地景結構、區域風貌特質、獨

特之重點景觀地區、三生之空間條件等，以利後續之課題分析，並將所

調查之內容將套繪入ＧＩＳ建置圖檔，且必須由水保局提供電子底圖，

都市計畫地區則由地政局提供電子底圖，本計畫才能予以補充建構。 
    具體分析鄉村地區於農業生產、聚落生活與生態保育上所面臨之問

題或即將面對之課題，以綜合性、全面性之觀點分析南投縣於三生發展

方向之潛力。 
    3.景觀系統之建構 
     景觀系統之建構必先將全縣景觀資源進行詳細之調查與分析，分為 

點、線、面三個面向，加以分析及建立，並藉空間結構診斷分析，將不

同的地景類型及土地利用型態予以區分，再將景觀依同質性單元進行地

景診斷分析，建立南投縣整體之景觀系統。 
    4.重點景觀地區之指定 

   規劃範圍境內有國家公園、國家風景特定區、森林遊樂區、野生動

物保護區、國有林班地、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或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已訂定相關法規，實施環境景觀之保育、管理及維護之地區，應依

規定指定為重點景觀地區，以加強該等地區內景觀資源之規劃、保育、

經營及管理。重點景觀計畫應表列： 
（１）計畫地區範圍 
（２）現況及景觀要素之調查分析 
（３）計畫目標及課題 
（４）景觀對策、管制事項及基準 
（５）其他經縣府主管機關指定應表明事項 

    5.景觀規劃、保育、管理及維護原則 
  整合重點景觀地區與保育地區系統，並落實國土綜合發展計畫保育

地區之管制；進行保護區域資源監測與保育技術研究，致力維護保護區

之自然完整。並擬定南投縣景觀規劃、保育、管理及維護原則，使境內

各地普設生態走廊，結合綠地、藍帶與生活動脈形成綠地系統網路。 
    6.其他應加表明事項：如獎勵辦法或罰則研擬。 
（二）南投縣鄉村風貌綱要計畫之操作內容與範疇 

1.景觀資源及景觀相關重大課題 
  全縣景觀資源之調查將針對生產、生活、生態三個面向，並於調查

分析後指認出鄉村地區的一般性地景結構、區域風貌特質、獨特之重點

景觀地區、三生之空間條件等，以利後續之課題分析、發展潛力分析與

擬定縣級鄉村風貌綱要計畫，而於調查階段中所調查之內容將套繪入Ｇ

ＩＳ建置圖檔，且必須由水保局提供電子底圖，都市計畫地區則由地政

局提供電子底圖，並運用水保局之既有資料，若為不足之部分則由本計

畫補充建構。 
    藉由調查資料之具體分析鄉村地區於農業生產、聚落生活與生態保

育上所面臨之問題或即將面對之課題，以綜合性、全面性之觀點分析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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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縣於三生發展方向之潛力。 
2.重點景觀地區之指定 

景觀綱要計畫中之重點景觀地區係旨景觀資源豐富，需特別加以規

劃、保育、管理及維護，或景觀混亂，需特別加以改善之地區（圖十二）。 
縣市綜合發展計畫 景觀綱要計畫

目標／願景 目標／願景

縣市空間發架構
（資源特色分區）
（生活機能分區）

景觀特色指認
（景觀資源系統

建立）

實質發展計畫
（土地使用）

重點景觀地區景觀
維護或改善計畫

縣市綜合發展計畫 景觀綱要計畫

目標／願景 目標／願景

縣市空間發架構
（資源特色分區）
（生活機能分區）

景觀特色指認
（景觀資源系統

建立）

實質發展計畫
（土地使用）

重點景觀地區景觀
維護或改善計畫  

圖十二  景觀綱要計畫與縣市綜合發展計畫之關係圖 
透過全縣鄉村地區風貌現況調查與分析，指認出獨特的重點景觀地

區，並詳實指認紀錄，建立重點景觀地區之願景與維護或改善計畫與其

工作項目（圖十三）。 
景觀綱要計畫

景觀規劃、保育、
管理與維護原則

重 點 景 觀
地 區

景 觀 系 統
之 建 構

重 點 景 觀
地 區 計 畫

景觀對策管制
事項、基準

景觀改善計畫

未指定重點
景 觀 地 區

基地範圍現況
調查分析
計畫目標、課題與對策
景觀改善項目及優先改善順序
具體改善措施、禁制事項
分區改善次序
期程與經費

主
要
計
畫

細
部
計
畫

執
行
計
畫

景觀綱要計畫

景觀規劃、保育、
管理與維護原則

重 點 景 觀
地 區

景 觀 系 統
之 建 構

重 點 景 觀
地 區 計 畫

景觀對策管制
事項、基準

景觀改善計畫

未指定重點
景 觀 地 區

基地範圍現況
調查分析
計畫目標、課題與對策
景觀改善項目及優先改善順序
具體改善措施、禁制事項
分區改善次序
期程與經費

景觀綱要計畫

景觀規劃、保育、
管理與維護原則

重 點 景 觀
地 區

景 觀 系 統
之 建 構

重 點 景 觀
地 區 計 畫

景觀對策管制
事項、基準

景觀改善計畫

未指定重點
景 觀 地 區

基地範圍現況
調查分析
計畫目標、課題與對策
景觀改善項目及優先改善順序
具體改善措施、禁制事項
分區改善次序
期程與經費

主
要
計
畫

細
部
計
畫

執
行
計
畫

主
要
計
畫

細
部
計
畫

執
行
計
畫

 
圖十三  重點景觀地區之指認與內容 

3.景觀系統之建構 
     首先將全縣景觀資源進行詳細之調查與分析，分為點、線、面三個

面向，建立及分析景觀資源，以藉空間結構診斷分析，將不同的地景類

型及土地利用型態予以區分，並運用景觀同質性單元之分析，建立南投

縣整體之景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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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景觀規劃／保育／管理及維護原則 
鄉村的「風貌」是一個抽象具有主觀性的概念，或許每個人心中都

有一個答案或是腦海中存有一幅圖像，但卻難以描述清楚，也不容易有

完全一致的共識。引述卡爾格綠的話：「鄉村的風貌是什麼？也就是鄉

村的感覺。」，即是人們對農村的知覺與意象（侯錦雄，1994）。而農

村聚落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需要更新、改善並維護當地傳統與特色，

給人們環境舒適、景觀和諧、具有當地特色的整體意象。 
對於鄉村風貌規劃而言，應先從將鄉村地區視為一個整體的單元來

考量，保存其獨特的性質，及現有良好的聚落尺度，在儘量不干擾現有

的實質生活型態及歷史文化下，進行規劃工作，同時邀請村民參與，讓

建築實體與周遭自然環境能夠結合，使其反映出鄉村聚落自然發展的特

性，並使鄉村風貌反映地方特色與地域景觀，共同強化鄉村景觀特色。

因此，將先就大尺度的鄉村風貌形塑的概念來闡述，大尺度的概念係指

整體鄉村地區的規劃原則，將分為幾個方面來說明，包括鄉村地區的外

貌封圍與邊緣、獨特性、保存與保育、村民參與、預留擴展與發展性等

層面的規劃原則，期望鄉村風貌在包含這些層面的規劃原則下，能形塑

良好的鄉村風貌景觀。。 
（１）外貌封圍與邊緣原則  

  鄉村風貌必須要有可以被認知的界線，例如利用景觀單元的劃 

分，加以封圍或當作邊緣，避免鄉村地區空間的失落感，也可以創

造鄉村地區整體的意象。封圍或邊緣可以是實體的建築群、道路或

圍牆等，也可以是軟性的河川、田野或山林等，讓一個空間曖昧不

明的鄉村，具有可被辨識的能力，因此必須加強鄉村地區外貌的封

圍與邊緣性的塑造。 
（２）鄉村聚落獨特性原則 

  鄉村聚落意象的塑造，主要是在創造聚落自明性與方向感，讓

人們熟悉聚落的場所感與辨明其所在的位置，因此聚落的入口意象

與整體意象、聚落中的老樹或具紀念性的建築物等，成為重要的因

素，也是聚落中具代表性的特色，藉以了解聚落實質空間的意涵，

並重新賦予該地區自明性與獨特景觀意象。 
（３）保存與保育原則 

  鄉村地區風貌因為社會的改變，加入越來越多新的元素，使得

舊的元素慢慢的消失，因此應該越來越重視舊有元素的保存，對於

新元素的加入，也應該在配合及尊重既有元素的情形下，使得新舊

能夠融合、和諧並存，並具有地方感。對於整體鄉村地區的規劃，

生態環境保育的觀念與原則更應強調。以往的經驗，往往是利用先

進的技術來征服自然，但是對於鄉村的環境，則造成相當大的衝

擊，例如砍伐樹木、剷平山坡地、垃圾廢水排入水圳或溝渠等等，

都是對於自然環境的一種破懷與干擾，因此在進行鄉村地區風貌規

劃時，應該避免人為的破壞，儘量不整地和開挖，保育自然環境並

與之相互配合。 
（４）村民參與原則 

  對於地域資源之維護，除公部門之介入管制外，尚應透過當地

村民的自覺力量與賦權行為達成之。村民的熱心參與與投入，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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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規劃的工作順利推展，也唯有透過村民的參與，融入村民的生活

型態，表達出村民實際的需求，反映出該鄉村地區的地方特色與意

象，使村民對自己的家鄉產生歸屬感與認同感，強化地方意識，在

擁有自主性的情境下，規劃村莊未來之願景。 
（５）預留擴展與發展性原則 

  鄉村地區的形成是經過日積月累，慢慢自然的累積而成的，而

傳統的鄉村聚落是以有機的方式發展，因此整體鄉村地區具有擴展

的發展性，但是現在的鄉村地區，常常亂無章法的建設或大興土

木，搗亂原本自然循序漸進發展的原則，因此預留其擴展與發展的

空間規劃，並須更加以重視，才能兼顧鄉村地區未來發展的空間與

鄉村生活或農事工作的需求。 
５.南投縣鄉村風貌基本構想發展暨執行策略研擬 

  南投縣境幅員廣擴，且全縣多屬出城特色與明顯海拔差異，因而

應 可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基本上是對於南投縣景觀作細緻的

診斷與分析，以及提出景觀發展基本主張和初步景觀結構藍圖，包含

下列1～5項；第二階段工作應擬定南投縣景觀發展系統建構、景觀綱

要計畫及各項行政作業與相關法令配套措施等，包含下列6～9項（圖

十四）。 

第
二
階
段
後
續
工
作

第
一
階
段

第
一
階
段

南投縣景觀發展政策與現
況調查研析

國內外景觀發展趨勢與內
容的掌握

南投縣景觀政策的發展目標與策略

研擬南投縣景觀綱
要

研擬景觀相關法制化
作業

協助建構景觀發展配
套措施

南投縣城鄉景觀意象結構藍圖的基本架構與內容

南投縣景觀基礎專業論述的建構

重點景觀系統發展
內容

宣導機制與訓練示範

南投縣景觀綱要計畫

第
二
階
段

核心工作組織
：在地與專業

教育訓練

系列演講

研討會

系列論壇

系列座談

第
二
階
段
後
續
工
作

第
一
階
段

第
一
階
段

南投縣景觀發展政策與現
況調查研析

國內外景觀發展趨勢與內
容的掌握

南投縣景觀政策的發展目標與策略

研擬南投縣景觀綱
要

研擬景觀相關法制化
作業

協助建構景觀發展配
套措施

南投縣城鄉景觀意象結構藍圖的基本架構與內容

南投縣景觀基礎專業論述的建構

重點景觀系統發展
內容

宣導機制與訓練示範

南投縣景觀綱要計畫

第
二
階
段

核心工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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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論壇

系列座談

核心工作組織
：在地與專業

教育訓練

系列演講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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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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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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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與專業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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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南投縣鄉村風貌基本構想發展暨執行策略 

（１）南投縣景觀發展政策現況調查與研析 
  主要探討國內當前景觀發展的整體環境，相關研究與實際的措

施狀態，以及南投縣承載都市與鄉村景觀發展與管制制度脈絡建構

的基本環境（參見圖十五、十六、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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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縣市景觀綱要計畫

國土計畫法

全國國土計畫

國土景觀綱要計畫

都市區域計畫

都會區域景觀綱要計畫

特定區域計畫

景觀法（草案）

鄉村區域計畫

鄉村地區景觀綱要計畫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縣市景觀綱要計畫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縣市景觀綱要計畫

國土計畫法

全國國土計畫

國土景觀綱要計畫

全國國土計畫

國土景觀綱要計畫

都市區域計畫

都會區域景觀綱要計畫

都市區域計畫

都會區域景觀綱要計畫

特定區域計畫

景觀法（草案）

鄉村區域計畫

鄉村地區景觀綱要計畫

鄉村區域計畫

鄉村地區景觀綱要計畫

 
圖十五  景觀綱要計畫在未來國土計畫體系之架構圖 

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

區域計畫

縣市綜合發展計畫

部門計畫

景觀規劃／景觀管制

建構都市及城鄉風貌
塑造都市及城鄉景觀
整體環境品質提昇

都市土地
（都市計畫法）

主要計畫／細部計畫

都市設計

景觀管制

非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

建築管理

建築法

相關部門法規

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

區域計畫

縣市綜合發展計畫

部門計畫

景觀規劃／景觀管制

建構都市及城鄉風貌
塑造都市及城鄉景觀
整體環境品質提昇

景觀規劃／景觀管制

建構都市及城鄉風貌
塑造都市及城鄉景觀
整體環境品質提昇

都市土地
（都市計畫法）

主要計畫／細部計畫

都市設計

景觀管制

非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

建築管理

建築法

相關部門法規  
圖十六  景觀綱要計畫與上位／相關計畫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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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現行與未來計畫體系中土地使用分區結合與調整示意圖 
（２）國內外景觀發展趨勢與內容的掌握 

  主要的目的在研究國外推動都市景觀規劃的發展歷程、經驗與

成果。在本研究中，企圖藉著深入研究分析國內外城鄉景觀已經成

熟的推動經驗，建構起南投縣推動城鄉景觀風貌的參考架構，並作

為專業論述建構與論證的基礎。 
（３）景觀基礎專業論述的建構 

  嘗試建構起景觀專業論述的基本架構與模型，特別是城鄉景觀

意象的基本結構圖系統性建構。 
（４）協助建構景觀發展配套措施 

  主要包括景觀資源系統（圖面及相關研究文獻 data 資料）、

管制資訊資料庫平台系統、支援系統、人才系統等。 
（５）宣導機制與訓練示範之建立 

  配合本計畫之主觀企圖及預期成果，舉辦各種類型座談、研

討、宣導，以作為社會擾動的界面，全面提升及改善城鄉景觀發展

的社會承載基礎。 
（６）南投縣城鄉景觀政策的發展目標與策略 

  根據國內外的經驗分析，以及當前南投縣治理的訴求，建立起

南投縣城鄉景觀發展政策的基本目標與策略。 
（７）南投縣城鄉景觀意象結構藍圖的基本架構與內容 

  根據南投縣景觀發展狀況，輔以城鄉景觀理論論述的支持，以

社會行動與營造的模式，建構起南投縣城鄉景觀意象結構圖，並進

一步確立其基本架構與內容。 
（８）研訂南投縣鄉村風貌綱要計畫 

  研擬計畫內容與範疇、重要景觀系統發展之系統範疇、基本景

觀結構系統、發展內容與綱領等。 
   （９）研擬景觀發展相關法制化作業 

  主要涵蓋管制規定的彙整、自治法規或要點、管理機制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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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及行政作業須知。 
 
肆、獨特的工作創意 
 一、村民參與的落實 
     南投縣縣級鄉村風貌綱要計畫對於鄉村地區之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並 

且在環境、生態保育的意識下，廣大的鄉村地區更兼負自然環境之保育與景

觀生態之維護保育的責任，以達到鄉村地區生產、生活、生態永續發展的終

極目標。在鄉村地區的各項建設，要確實採由下而上的規劃模式，落實村

民參與之機制，廣泛的去了解村民對於鄉村風貌的種種想法與期許，並且

充分而積極的與村民討論，促進村民與專家學者及政府部門等人員之充分

溝通，針對村民所關心之各項議題與村民廣泛研討，達成一定共識，如此

才能有效的落實村民參與之機制，使所研訂之鄉村風貌綱要計畫更貼近政

府部門、專家學者與在地村民之想法，打造共同的願景。 
  二、建立「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之規劃策略 
（一）「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二者並重 

    由下而上－法律規範與制度層面包含： 
1.典章制度 
2.規劃期限 
3.經費籌措 
4.規劃法定地位 
5.規劃過程或程序 
6.規劃區篩選原則 

（二）由下而上：村民意見充分反映 
（三）上下位間相輔相成的配合機制（上位者基層人員之配合） 
（四）由本專業團隊進行全縣景觀資源調查與背景資料分析與建立，藉由村民

參與機制與由下而上之概念，與政府部門相關人員及結合在地團隊與社

區組織，共同探討鄉村風貌相關議題，如：鄉村地區內敏感地、不良景

觀地區、優良景觀地區、獨特風貌景觀…等地區之劃設、相關規範與規

劃原則之建立，並分次討論取得各項三生議題之共識與南投縣風貌之定

位，其所決議之共識，再經由各相關行政部門主管之確認，共同建立南

投縣鄉村風貌之綱要。 
伍、與地方政府互動之構想 
一、南投縣鄉村風貌綱要計畫執行機制之建立 

南投縣各鄉鎮市間的環境差異甚大，應深入瞭解各地現況及特性，讓

實際長期參與地方事務的相關人員及學者，以在地的角色及需求，建構真

正屬於地方的永續鄉村風貌系統，並將永續發展的理念融入各個部會的決

策過程之中，使鄉村風貌綱要計畫的擬定能夠符合永續發展的理念。發展

適當工具並結合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要求各部會於政策及計畫研

擬過程即進行永續性評估，以做為決策參考。 
（一）南投縣鄉村風貌綱要計畫之組織架構與景觀相關業務 

調整政府組織架構，強化執行人力，提昇各部會之功能，並整合生

態保育、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等機構。以利推動鄉村風貌及地方永續發

展，並作為與中央機關之聯繫窗口，因此本計畫初擬之建立整合平台統

籌管控相關計畫執行組織架構如圖十八所示。並加強人力訓練與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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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機制之建立，充實環境景觀教育與輔導，增進各部會與全民對於環

境意識與景觀風貌之認知。  

‧原住民：保留地管理、租
地造林管理、公共工程

‧歷史文化資產資調查與分
析

‧文化及自然資產保存與利
用

‧農務發展
‧水旱田利用
‧水產養殖、畜牧管理規劃
‧輔導農產品行銷企劃
‧農民輔導
‧休閒農業區劃定計畫與輔
導計畫

‧觀光資料調查與分析
‧觀光事業推廣
‧縣級風景區之經營管理
‧觀光設施及據點之開發建
設事項

‧停車場及公園綠地管理與
維護

‧風景特定區規劃
‧觀光旅遊事業（含民宿
業）管理

‧土地登記、地籍清查測量
與管理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後各
種用地之管制

‧重劃區之相關管理事項

‧商圈更新再造
‧道路系統新建、改善等事
項

‧建造等相關質造之核發
‧違章建築管理及拆除

‧工程與事務採購
‧營繕工程與施工品質管理

‧水土保持與水利工程規劃
與管理

‧生態保育規劃
‧資源調查規劃與開發利用
‧山坡地保育與開發利用管
理

‧農地安全排水系統規劃
‧治山防災與野溪治理工程
規劃

景觀綱要計畫

流域管理局

民政局

交通旅遊局

地政局

農業局公共工程局

建設局

文化局

‧原住民：保留地管理、租
地造林管理、公共工程

‧歷史文化資產資調查與分
析

‧文化及自然資產保存與利
用

‧農務發展
‧水旱田利用
‧水產養殖、畜牧管理規劃
‧輔導農產品行銷企劃
‧農民輔導
‧休閒農業區劃定計畫與輔
導計畫

‧觀光資料調查與分析
‧觀光事業推廣
‧縣級風景區之經營管理
‧觀光設施及據點之開發建
設事項

‧停車場及公園綠地管理與
維護

‧風景特定區規劃
‧觀光旅遊事業（含民宿
業）管理

‧土地登記、地籍清查測量
與管理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後各
種用地之管制

‧重劃區之相關管理事項

‧商圈更新再造
‧道路系統新建、改善等事
項

‧建造等相關質造之核發
‧違章建築管理及拆除

‧工程與事務採購
‧營繕工程與施工品質管理

‧水土保持與水利工程規劃
與管理

‧生態保育規劃
‧資源調查規劃與開發利用
‧山坡地保育與開發利用管
理

‧農地安全排水系統規劃
‧治山防災與野溪治理工程
規劃

景觀綱要計畫

流域管理局

民政局

交通旅遊局

地政局

農業局公共工程局

建設局

文化局

景觀綱要計畫

流域管理局

民政局

交通旅遊局

地政局

農業局公共工程局

建設局

文化局

鄉村風貌綱要計畫

統合各鄉鎮市公所及社
區組織研提之規劃案

景觀總顧問

 
圖十八  建立整合平台統籌管控相關計畫執行組織架構 

（二）建立跨局處推動小組與合作機制 
 建立跨部門的推動小組（圖十九），並深入瞭解各地現況及特性，

讓參與地方事務的相關人員及學者與地方團體及景觀總顧問，以在地的

角色及需求，建構真正屬於地方的永續鄉村風貌體系，籌組景觀審議委

員會、建立景觀管理維護基金等，使鄉村風貌綱要計畫的擬定能夠符合

永續發展的理念。 
南投縣級鄉村風貌綱要

計畫推動召集人

縣長

相關各局
首長

執行長

流域管理局局長

相關民間
團體代表

專家
學者

景觀
總顧問

景觀自治法規 景觀審議委員會 景觀管理維護基金

審議
規劃

審議
設計

審議
管理

南投縣級鄉村風貌綱要
計畫推動召集人

縣長

南投縣級鄉村風貌綱要
計畫推動召集人

縣長

相關各局
首長

執行長

流域管理局局長

執行長

流域管理局局長

相關民間
團體代表

專家
學者

景觀
總顧問

景觀自治法規 景觀審議委員會 景觀管理維護基金

審議
規劃

審議
設計

審議
管理  

圖十九  跨部門推動小組與合作機制 
二、與地方政府溝通平台之建立 

 本團隊於計畫推動過程中，將跳開傳統行政執行之任務指派，以全方

位之新視野推動夥伴關係（圖二十），不僅在地方計畫執行層面，積極推

動各在地團體／社區組織、村辦公室、鄉公所與縣政府與本團隊之合作網

絡建置，共同協商工作目標與願景，且於本團隊結合各個不同專業領域之

專家，更能進而突破現有限制達其積極之效果（圖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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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  與地方政府整合互動之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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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  景觀綱要計畫之效益關係圖   

（一）配合水保局與總顧問隊之活動 
          配合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極其委託之縣級鄉村風貌綱要規劃總顧問

團對舉辦之工作坊、交流會和成果展示研討會等活動。 
（二）在地方舉辦必要之工作會議與說明會 
     在地方舉辦必要之工作會議及說明會等，並與農村產業發展、農村

生活、生態保育等領域相關之在地團體與社區組織建立溝通平台且定期

作參與式互動討論。主題式的研習工作坊可以推動組織學習的經驗，在

各階層的行政執行與差異上，常會遇到衝突與障礙，為落實化危機為轉

機，應舉行必要之工作會議來尋求問題解決之契機，並可為各項意見之

溝通，並將各再地團體與社區組織之意見與建議彙整，具體呈現於規劃

成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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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期成果與時程 
表六  計畫工作時程進度表 

項次 工作內容 94 年 95 年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提送工作執行計畫            

 

․全縣鄉村地區風貌

之部分現況調查與

繪圖 
․在地方舉辦必要之

工作會議、說明會 

           

 ․期中簡報            

 

․全縣鄉村地區風貌

之部分現況調查與

繪圖 
․三生發展之先期空

間課題分析 
․在地方舉辦必要之

工作會議、說明會 
․配合水保局與總顧

問團隊之活動 

           

 

․三生發展之空間課

題分析 
․鄉村地區發展潛力

分析與願景規劃 
․在地方舉辦必要之

工作會議、說明會 
․配合水保局與總顧

問團隊之活動 

           

 

․鄉村地區發展潛力

分析與願景規劃 
․研擬全縣鄉村風貌

綱要計畫 
․在地方舉辦必要之

工作會議、說明會 
․配合水保局與總顧

問團隊之活動 

           

 ․期末簡報            
 ․修正正式成果報告            
 ․提送正式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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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經費概算 

一、經費預算總表 
表七  經費預算總表 
項次 服務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仟元） 總價（仟元） 備註 

1 
全縣鄉村地區風貌現

況調查 
1 式 1,200 1,200  

2 
三生發展之空間課題

分析 
1 式 200 200  

3 
鄉村地區發展潛力分

析與願景規劃 
1 式 600 600  

4 
研擬全縣鄉村風貌綱

要計畫 
1 式 600 600  

5 
配合水保局與總顧問

團隊之活動 
1 式 200 200  

6 
在地方舉辦必要之工

作會議、說明會 
1 式 400 400  

7 規劃報告編印 1 式 200 200  
8 管理費 1 式 100 100  

總    計 3,500  
註：以上費用包含報告撰寫與印刷、資料分析及相關參考文獻期刊之蒐集購置、各項工作內容電

腦檔製作、各期會議誤餐、委員出席及旅運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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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預算明細表 
表八  經費預算明細表                                    單位：千元 

預算科 
目代號 預算科目 

 
合計 說                   明 

經常 資本 小計 
20-00 業務費 1,890  1,890 1,890  

21-00 印刷費 200  200 200 期中及期末規劃報告印刷裝訂。 
25-10 

 
工  資 

 
360  360 360 臨時助理人員 4 人，協助規劃與設計、

資料蒐集與整理及其他庶務工作： 
1,000 元/天*360 人天（4 人*6 月*15 天

/月，計約 人天）= 元。 
25-30 

 
酬勞費 700  700 700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及顧問酬勞 

1.主持人、協同主持人酬勞費： 
12,000 元/人月*5 人*10 月=600,000 元 
2.顧問酬勞費： 
25,000 元*4 人=100,000 元 

28-00 材料費 80  80 80 計畫中所需之材料、試驗儀器、物料等 
29-00 雜  支 450  450 450 文具、紙張、郵票、電話、影印、參考書

籍、磁片、碳粉、誤餐費、旅行與綜合保

險費及其他雜項支出費用 元。 
29-10 行政管理費 100  100 100  

40-00 旅運費 1,260  1,260 1,260  
41-00 台澎金馬 

地區旅費 
1,260  1,260 1,260 主持、共同與協同主持人及相關研究人

員蒐集資料及開會出差費： 
1.主持、共同與協同主持人及相關研究

人員開會出差費： 
1,800 元/人天*200 人天=360,000 元 
2.相關研究人員蒐集資料出差費： 
1,200 元/人天*750 人天=900,000 元 

50-00 土地及設備 350  350 350  
53-00 機械設備 200  200 200 測試儀器之購置 
55-00 資訊設備 150  150 150 電腦週邊設備及軟體購置 
合      計  3,500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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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規劃團隊之簡歷與專業分工 
一、計畫主持人-劉健哲博士 
    現職：國立中興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  所長兼教授 

通訊方式：TEL：(04) 2285-9399      FAX：(04) 2286-1028 
E-mail：czliu@dragon.nchu.edu.tw 

學歷：德國波昂大學 農業政策博士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學士 
專長：農業政策與法規、農村規劃與區域經濟、鄉村發展政策 

經歷：國立中興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所長（2002/08~至今）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教授（1985/08~至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村聚落重建調查審議小組委員（1999/1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休閒農場專案輔導小組委員（2004~至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科技審議委員會」農業領域小組：國際合

作分組農村規劃分組評審委員（2003~2006） 

行政院內政部農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委員會委員（2004/10~2006/09） 

考試院九十四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命題兼閱卷委員（2005） 

台中縣政府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委員（2005~） 

南投縣政府農地重劃委員會委員（1998/07~） 

中華鄉村發展學會常務理事（2002/01~） 

台灣農村經濟學會理事（2004/01~） 

中國農村發展規劃學會理事（1998/01~） 

中德社會經濟協會理事（1990~） 

國立中興大學農資學院國際農業合作推動委員會委員（2001/06~） 

國立中興大學農資學院出版委員會委員（2003/08~） 

國立中興大學農資學院農林學報編輯委員會編審委員（2003/08） 
最近三年參與的研究計畫案： 

1.農村建設由下而上規劃模式之研究，計畫主持人，91 年 1 月-91 年

12 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2.中德農業發展及政策合作研究-德國農村發展與策略，計畫主持人，

92 年 1 月-91 年 12 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3.建立農村新風貌帶動休閒農業發展之研究，計畫主持人，92 年 1 月

-91 年 12 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4.農村建設由下而上規劃評估機制之研究，計畫主持人，92 年 1 月-91

年 12 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5.東南亞國家農業資源與投資環境之調查評估計畫-泰國與越南農業

市場及投資環境與機會評估，計畫主持人，92 年 1 月-91 年 12 月，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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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個人動態： 
1.第七屆中國海峽經貿交易會，2005/05/18~2005/05/22，發表論文，

題目為「台中之農產貿易與外銷競爭力」、「台灣之農村社區更新」。 
2.2005 年第二屆農村規劃學術研討會，2005/05/06，擔任大會之主持

人，並發表論文。 
3.第 22 屆中德社經協會雙方理事聯席會議，2004/12/13~2004/12/17，

執行台德農業發展與政策計畫，發表論文，題目為：「A Study on the 
German Ecological Ervironment Planning for the Meaning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4. 赴 泰 國 執 行 研 究 計 畫 並 考 察 農 業 市 場 及 投 資 環 境 ，

2004/11/12~2004/11/18，執行東南亞農業投資考察計畫。 
5.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九十三年度農業政策與農村發展研習班」，

2004/09/24，擔任農村規劃與發展政策授課講師。 
6.第二屆海峽兩岸農業交流研討會，2004/09/08~2004/09/11，題目為：

「台灣農面臨之挑戰與機會」。 
7.行政院農委會休閒農場專案輔導，2004/08/03、2004/08/04、

2004/08/10、2004/08/11，擔任輔導委員。 
8.赴新加坡及越南執行研究計畫並考察農業市場及投資環境，

2004/08/17~2004/08/23，執行東南亞農業投資考察計畫。 
9. 赴 德 國 執 行 中 德 農 業 發 展 及 政 策 合 作 研 究 計 畫 ，

93/07/21~93/08/05，執行台德農業發展及政策合作計畫。 
10.台灣農村經濟學會舉辦「稻田休耕與農地利用之探討」論壇，

2004/07/02，擔任與談人。 
11.帶領中興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研究生一行 15 人前往德國事業考察

農 村 規 劃 事 宜 ， 並 與 波 昂 大 學 進 行 學 術 研 究 ，

2004/06/06~2004/06/21，擔任授課教師與領隊。 
12.「加強農田水利建設－早期農地重劃區農水路之更新改善計畫」專

案查證， 2004/06/25 、 2004/06/29 、 2004/07/07 、 2004/07/08 、

2004/07/14，查證委員兼領隊。 
1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專業訓練－成長班，2004/04/21、

2004/05/05，擔任講座。 
14.赴越南泰國考察，2003/11/20~2003/11/27，執行東南亞農業投資考

察計畫。 
15.赴中國福州大學講學，2003/08/25~2003/09/14，中華發展基金會補

助赴中國福州大學講學。 
16.赴泰國考察，2003/08/12~2003/08/19，執行東南亞農業投資考察計

畫。 
17.赴德國及英國研究考察，2003/07/14~2003/08/04，執行中德農業發

展與政策計畫。 
 
二、協同計畫主持人-林昭遠博士 

現職：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教授 
通訊方式：TEL：(04)22840381 ext 508      FAX：(04)22857522 

E-mail：cylin@water.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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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博士後研究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學博士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學士 

專長：生態系統分析、搖感探測、坡地保育規劃設計、環境系統規劃、資

源調查與分析、環境監測與評估、     水土保持、地理資訊系統 
經歷：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教授（2001/08～迄今）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副教授（1992/02～2001/07）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講師（1988/02~1992/01）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助教（1984/08~1988/01） 
台中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課土肥股助理（1983/09~1984/07） 

最近三年參與的研究計畫案： 
1.集水區崩塌地植生復育監測及評估系統(I)，主持人，89/8～90/7，

國科會。 
2.九份二山集水區崩塌地植生復育評估系統之建立(1/5)，主持人，90/1

～90/12，農委會林試所。 
3.九二一震災林班地崩坍區土壤流失量之監測與評估，主持人，

90/06~90/12，農委會林務局。 
4.降雨警戒值分析系統建置計畫，主持人，90/05~90/08，農委會水土

保持局。 
5.集水區崩塌地植生復育監測及評估系統(II)，主持人，90/08~91/08，

國科會。 
6.基隆河流域地文及水文資訊動態分析系統之建置，主持人，

90/08~91/08，國科會。 
7.九份二山集水區崩塌地植生復育評估系統之建立(2/5)，主持人，

91/01~91/12，農委會林試所。 
8.集水區洪峰流量動態分析系統，主持人，91/04~91/12，農委會水保

局。 
9.土石流發生警戒系統之建置，主持人，91/04~91/12，農委會水保局。 

10.山坡地管理輔導與監測計畫，主持人，91/07~91/12，農委會水保局。 
11.加走寮溪治理規劃計畫－地文水文資訊即時分析系統之初步建

置，主持人，91/07~91/12，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 
12.九份二山集水區崩塌地植生復育評估系統之建立(3/5)，主持人，

92/01~92/12，農委會林試所。 
13.應用衛星影像探討集水區逕流係數空間分佈之研究，主持人，

92/01~92/12，農委會水保局。 
14.生物聚合物「三仙膠」應用於環境復育之研究 (I)，主持人，

92/08~93/07，國科會。 
15.九份二山集水區崩塌地植生復育評估系統之建立(4/5)，主持人，

93/01~93/12，農委會林試所。 
16.生物聚合物「三仙膠」應用於環境復育之研究 (II)，主持人，

93/08~94/07，國科會。 
17.以永續發展為導向，探討分區落實流域水、土、林資源整體保育治

理規劃及合理土地利用之學理、管理對策及準則─子計畫三：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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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環境敏感區位之劃定及保育方法管理準則之探討(I)，主持人，

93/08~94/07，國科會。 
18.水庫集水區應用生態工法治理之成效評估模式建立，主持人，

93/04~93/12，經濟部水利署。 
19.七家灣溪濱水區植生緩衝帶配置之研究，主持人，93/01~93/12，雪

霸國家公園。 
20. 八掌溪集水區洪峰流量動態分析系統之建置，主持人，

93/01~93/12，農委會。 
三、協同計畫主持人－馮豐榮博士 

現職：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教授 
通訊方式：TEL：04-22854060  FAX：04-22872027 

E-mail：mailto:flfeng@nchu.edu.tw 
學歷：美國奧立崗州立大學生物資源工程學系博士後研究 

國立台灣大學森林學系博士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學士 

專長：森林環境與資源調查測計、地理資訊系統、地景生態學、5S 資源

技術(PSP+RS+GPS+GIS+SMS)、生態評估 
經歷：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教授（迄今）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副教授 
美國奧立崗州立大學生物資源工程學系客座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講師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助教 

進行中的研究計畫案： 
1.區域氣候變遷模擬系統之整合與應用—子計劃八：氣候變遷對台灣

森林植生分佈與生產力影響評估（I）  
2.應用遙測技術於自然資源及國土經營管理 —5S 資源技術在台灣森

林生態系經營之應用(1/4)  
3.森林資源經營及保育利用之研究—生態系經營之生物生態評估模

式之建立研究(3/3)  
4.公私有林經營發展及優質材培育推廣計劃—私有林經營改善實驗

區 GIS 建立與訓練計劃  
5.卑南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 GeoDBMS 之建立 

 
四、協同計畫主持人-黃琮琪博士 

現職：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教授 
通訊方式：TEL：(04)2287-6910      FAX：(04)2285-7377 

E-mail：tchwang@dragon.nchu.edu.tw 
學歷：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農業經濟與鄉村社會學系 博士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農業經濟與鄉村社會學系 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學士 

專長：農村產業發展、農產運銷與貿易、農業金融與組織、農業發展政策 
經歷：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教授（83/08 迄今） 

中華鄉村發展學會理事長（91/01 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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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環境景觀總顧問（92/12～93/12） 
南投縣政府地政局(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 委員（93/09 迄今） 
中華民國養羊協會羊乳推廣委員會主任委員（92/01 迄今） 
台灣省養鵝協會優質鵝肉推廣委員會委員（92/07 迄今）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推廣中心組長（93/08 迄今） 
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獨立監察人（94/01 迄今） 

規劃經驗： 
1.集集攔河堰營管中心及週邊設施委記民間經營管理評估及招商作

業總顧問，總顧問，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民國 94 年 1 月-
民國 95 年 12 月。 

2.南投縣城鄉新風貌競爭型提案-「八通關古道風貌重塑系列發展計畫

-八通關關隘山門計畫」，總顧問，南投縣政府，民國 93 年 8 月 15
日-民國 93 年 9 月 15 日。 

3.「花蓮縣壽豐鄉米棧村草鼻段農村綜合發展規劃」，協同主持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第六工程所，民國 91 年 4-9 月。 
4.「台灣省中部地區花卉科技園區之規劃」，協同籌劃人，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民國 88 年 6-12 月。 
5.「農業民俗文物館設館區位之研究」，共同主持人，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輔導處，民國 84 年 7 月-民國 85 年 6 月。 
最近三年參與的研究計畫案： 

1.我國主要家禽管理查核取締現況與監控系統評估分析，計畫主持

人，93 年 1 月-93 年 12 月，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研究計畫。 
2.重要農民福利制度之規劃研究整合型計畫-農民保險制度之檢討與

改進，計畫主持人，93 年 1 月-93 年 12 月，農委會研究計畫。 
3.農漁家負債及對農漁貸意見調查，計畫協同主持人，93 年 1 月-93

年 12 月，農委會研究計畫。 
4.我國進口農產品「原產地規則」設定之研究，計畫協同主持人，93

年 1 月-93 年 12 月，農委會研究計畫。 
5.東南亞國家農業資源與投資環境之調查評估(二)子計畫 2-新加坡農

業市場及泰國與越南出口農產及加工品分析，計畫主辦人，93 年 1
月-93 年 12 月，農委會研究計畫。 

6.休閒農業經營產值調查，計畫主持人，93 年 4 月-93 年 12 月，農委

會研究計畫。 
7.九十三年度台中市社區規劃師建置計畫服務案—區域中心及輔導

社區建置計畫-東南區綠園道週邊，協同主持人，93 年 9 月-94 年 4
月，台中市政府。 

8.農產品加工業經營概況調查—農民及農民團體部分專案，計畫主持

人，92 年 1 月-92 年 12 月，農委會研究計畫。 
9.泰國與越南農業市場及投資環境與機會評估，計畫主辦人，92 年 1

月-92 年 12 月，農委會研究計畫。 
10.政策性專案農業貸款之成效與改進分析，計畫主持人，92 年 1 月-92

年 12 月，農委會研究計畫。 
11.台灣進口農產品「原產地規則」設定之研究，計畫主持人，92 年 1

月-92 年 12 月，農委會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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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PO 發展社區以改善鄉村生活多國性考察，計畫主辦人，92 年 1
月-92 年 12 月，農委會研究計畫。 

13.東埔風櫃斗觀光產業整體規劃案，計畫協同主持人，91 年 9 月-92
年 7 月 19 日，南投縣政府計劃。 

14.西洋蘭運銷通路及成本調查分析，計畫主持人，91 年 1 月-91 年 12
月，農委會研究計畫。 

15.農漁家資金來源、負債及貸款概況調查，計畫主持人，91 年 1 月-91
年 12 月，農委會研究計畫。 

16.農業金融機構放款機制改善之研究，計畫主持人，91 年 1 月-91 年

12 月，農委會研究計畫。 
17.羊乳市場應變對策及消費市場區隔之調查研究分析，計畫主持人，

91 年 1 月-91 年 12 月，農委會研究計畫。 
18.支援泰國清邁大學設立區域農業推廣中心協助泰北僑胞改進農業

技術計畫，計畫主持人，91 年 1 月-91 年 12 月，農委會研究計畫。 
 
五、協同計畫主持人－蔡岡廷博士 

現職：國立中興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  助理教授 
通訊方式：TEL：04-22840513#18  FAX：04-22859645 

E-mail：kttsai@ nchu.edu.tw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建築學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建築學碩士 
專長：永續農村環境與建築規劃設計、綠建築規劃設計、木質吸音構造之

研發、農村環境規劃及設計、農村綠建築規劃與設計、永續農村規

劃設計評估指標 
經歷：國立中興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助理教授（92/07 迄今） 

南投縣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委員（93/09 迄今） 
南投縣政府環境景觀總顧問協同主持人（92/12～93/12）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博士後研究員（91/06～92/07）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建築法修正小組研究員（92/06~92/10） 

規劃經驗： 
1.集集攔河堰營管中心及週邊設施委記民間經營管理評估及招商作

業總顧問，協同主持人，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94 年 1 月-95
年 12 月。 

2.南投縣城鄉新風貌競爭型提案—八通關古道風貌重塑系列發展計

畫「八通關關隘山門計畫」，專業規劃團隊委員，南投縣政府，93
年 8 月 15 日-09 月 15 日。 

3.九十三年度台中市社區規劃師建置計畫規劃服務案-區域中心及輔

導社區建置計畫-東南區綠園道周邊，計畫主持人，台中市政府，

民國 93 年 09 月 01 日～94 年 04 月 30 日。 
4.九十四年度「新故鄉社區營造－社區風貌營造計畫」之「南投縣草

屯鎮富寮社區【匏仔寮社區藝文生活圈區】生活藝文空間計畫」，

規劃撰寫，南投縣政府。 
5.九十四年度營造農村新風貌補助計畫之審查，審查委員，南投縣政

府流域管理局，93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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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鹿谷鄉入口山門計畫-初鄉橋及入口山門計畫-（政策型提案），計畫

撰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93 年 10 月。 
7.新竹縣大同國小教學空間規劃設計案，規劃設計顧問，教育部，91

年。 
8.「縣治遷建第二期九十一年度公園、兒童遊樂場、綠地、綠帶工程」

規劃設計，規劃設計顧問，新竹縣政府，91 年。 
9.九十一年度鐵路內灣車站公廁整建工程，設計顧問，新竹縣政府，

91 年。 
最近三年參與的研究計畫案： 

1.比較不同竹集成材 W 型強度試驗之研究，計畫主持人，

93.8.1-94.7.31，行政院國科會。 

2.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穿孔竹複合嵌板吸音構造之研

發，計畫主持人，93.11.1-94.10.31，行政院國科會。 

3.臺加農業科技合作計畫－綠建築之研究－生物材料應用於木質構

造建築及木質吸音板研發，計畫主持人，93.1.1-93.12.31，行政院

農委會。 

4.九十三年度台中市社區規劃師建置計畫規劃-東南區區域中心及輔

導社區建置計畫，計畫主持人，93.10.1-94.4.30，台中市政府。 

5.台北縣客家文化園區演藝廳及會議廳音效測試評估認證，計畫主持

人，93.2.1 ~93.12.31，經捷實業有限公司。 

6.芳苑鄉文化活動中心表演廳、埔心鄉中山堂表演廳、員林演藝廳表

演廳音效測試評估，共同主持人，2003.6—2003.8，彰化縣文化局。 

7.綠建材性能實驗研究子計畫三：建築音響館實驗架構及營運規劃之

研究，博士後研究員，2003.2—2003.12，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8.高鐵板橋站站體工程室內音響之規劃與評估，共同主持人，

2003.5~2003.11，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9.穿孔板吸音構造之開發研究，研究員，2002.6—2003.5，國科會。 

10.台中國家歌劇院興建工程可行性及整體規劃作業評估，共同主持

人，2002.6—2003.5，台中市政府文化局。 

11.綠色居住生活科技之研發及改善現況之調查與策略研究-子計畫一:

都市綠色音環境指標及策略之研究 (I)(II)(III)，研究助理，

2000—2002，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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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顧問團隊 
（一）鄭詩華博士 
現 職：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教授兼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院長 
學 歷：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學系學士 
    國立中興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碩士 
    日本國立九州大學農學部農政經濟學科博士 
專 長：農業政策、農業法規與制度、農業計畫評估、休閒農業規劃、農村社  

區發展規劃 
經 歷：內政部公共造產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臺中縣、桃園縣農地重劃委員 
中國農村發展規劃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農村經濟學會理事 
亞洲農業院校聯盟(AAACU)第一副會長(2004.10~) 

（二）吳明敏博士 
現 職：國立中興大學行銷學系 教授 
學 歷：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學系學士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學系碩士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農業經濟和鄉村社會學系博士 
專 長：國際行銷、產業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法、產業研究 
經 歷：中央畜產會生乳（牛乳）價格評議委員會召集人 
    台灣農業產學聯盟理事長 
    台灣銀行常務董事 
    澳洲台灣商會/越南台灣商會顧問 
    台灣管理學會理事 
    台灣基層產業拼經濟協進會顧問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委員 
    台灣智庫農業論壇執行秘書 
    財政部關稅總局進口貨品原產地認定委員會諮詢專家 
（三）曾梓峰博士 
現 職：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 副教授 
學 歷：德國 Darmstadt 大學建築學博士 
專 長：都市設計、都市更新及城鄉再發展理論與實務、國土及區域發展趨勢

及政策、規劃理論、規劃方法及規劃實務、都市社會學、建築與都市

發展史 
經 歷：國立高雄大學總務處總務長 

國立高雄大學籌備處副研究員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華梵大學建築學系專任副教授 
中原大學建築系暨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系所專任副教授 

    淡江大學建築系兼任講師 
    中國工商專科學校建築科兼任講師 

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計畫作業室約聘企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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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鄭皆達博士 
現 職：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教授 
學 歷：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學士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碩士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專 長：森林及水土保育經營、森林水文及集水區保育治理、水土保持、水文、

水資源規劃、集水區整體規劃及治理、自然資源保育經營、生態及森

林保育、土地利用整理規劃 

經 歷：台灣環境與資源保育學會理事長 

    台中市新環境促進協會理事長 

    中華坡地防災學會監事 

    快樂農家常務理事 

    福爾摩沙環境保護基金會常務董事 
 
七、助理群 
（一）專任研究助理：李凱傑 先生 

 最高學歷：逢甲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班 
 曾執行業務：設計、監造、預算書圖編制、工程管理及行政業務處理 
 業務案名：合歡山景觀步道改善工程、合歡山主峰及週邊景觀美化整建工   

程、奇萊山入口意象美化工程、白揚步道改善工程、太魯閣閣口

景觀改善工程（太管處）南投縣新農業文化園區設計規劃、（信義

鄉雙龍及地利村）（鹿谷鄉和雅村）、信義鄉農會酒莊增建工程、

南投縣水里形象商圈建造工程、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農村規劃新

建工程（水保局第三工程所）及各項競圖協助  
（二）行政助理：王楷婷 小姐 
最高學歷：國立中興大學會計系 
（三）兼任研究助理：周秀雯 小姐 
最高學歷：國立中興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 碩士 
（四）兼任研究助理：李盈霖 先生 
最高學歷：國立中興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 碩士 
（五）兼任研究助理：戴介三 先生 
最高學歷：國立中興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碩士班 
（六）兼任研究助理：陳育正 先生 
最高學歷：國立中興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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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規劃團隊之專業分工 
計畫職稱 姓名 工作執掌 

計畫主持人 劉健哲 
全縣鄉村地區風貌現況與綱要性研究 
鄉村地區發展潛力分析與願景規劃 
鄉村風貌綱要規劃綜理 

協同主持人 林昭遠 
鄉村地區資源調查與分析 
調查內容套繪入ＧＩＳ建置圖檔 
水資源利用規劃 

協同主持人 馮豐隆 
鄉村地區資源調查與分析 
調查內容套繪入ＧＩＳ建置圖檔 
森林資源利用規劃 

協同主持人 黃琮琪 鄉村產業規劃與整合 
總理整合南投縣綱要性整體發展事宜 

協同主持人 蔡岡廷 
三生空間結構之組織與課題分析 
地區發展潛力調查與分析 
必要之工作會議與說明會 

顧 問 鄭詩華 提供縣級風貌綱要計畫之專業諮詢 
顧 問 吳明敏 提供縣級風貌綱要計畫之專業諮詢 
顧 問 曾梓峰 提供縣級風貌綱要計畫之專業諮詢 
顧 問 鄭皆達 提供縣級風貌綱要計畫之專業諮詢 

專任研究助理 李凱傑 
與行政單位溝通協調 
協助鄉村地區調查事宜 
彙整本計畫之各類資料 

行政助理 王楷婷 協助聯繫地方說明會等事宜 
財務報帳事宜 

兼任研究助理 周秀雯 彙整本計畫之各類資料 
調配鄉村地區調查之臨時人員 

兼任研究助理 李盈霖 協助鄉村地區資源調查 
調查資料之整理 

兼任研究助理 戴介三 協助鄉村地區資源調查 
調查資料之整理 

兼任研究助理 陳育正 協助鄉村地區資源調查 
調查資料之整理 

 
 
玖、其他自行考量需表達之項目 
    本計畫需配合所列之調查及圖繪要求，如全縣景觀資源之調查（如附件） 

將針對生產、生活、生態三個面向，並於調查分析後指認出鄉村地區的一般

性地景結構、區域風貌特質、獨特之重點景觀地區、三生之空間條件等，並

將所調查之內容將套繪入ＧＩＳ建置圖檔，將必須由水保局提供電子底圖，

都市計畫地區則由地政局提供電子底圖，並由承辦單位協助提供本計畫所需

之相關部會之南投縣基本背景資料與文獻參考，以利本計畫之基礎資料之補

充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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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由 

頭前溪為新竹縣、市境內的主要河川，近年來因環保意識抬頭，

民眾對環境保護需求殷切，因此河川治理除了維持其河川正常機能

外，並兼顧河川生態環境之維護保育。為推展頭前溪河系河川事業、

河川管理及提供水利單位對生態工法規劃設計之參考依據，而對頭前

溪河系河川有關之基礎資料，包括人文、地文及水文資料、生物、空

間利用等之河川情勢調查。 

現有之河川生態資料無法滿足水利工程單位進行生態環境保護

之規劃、設計，故本校自 2004 年 4 月起受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委託辦理為期兩年的頭前溪河系情勢調查計畫一案，2004 年為第一

年，2005 年為第二年。2004 年的調查中共發現有 264 種植物，其中

台灣大豆歸屬於第三級之稀有植物；哺乳類的調查發現 13 種，其中

名列為珍貴稀有保育類的山羌以及小麝鼩兩種；鳥類 94 種，其中鳳

頭蒼鷹、大冠鷲、紅隼、彩鷸、領角鴞、黃嘴角鴞、八色鳥、台灣畫

眉等八種珍貴稀有保育類，特有種生物則僅有台灣紫嘯鶇一種；爬蟲

類 20 種，其中屬保育類的有眼鏡蛇、龜殼花、雨傘節及台灣草蜥等；

12 種的兩棲類，其中保育類的有貢德氏赤蛙、面天樹蛙和褐樹蛙；

蝶類及蜻蜓調查中，共記錄了 5 科 58 種的蝴蝶及 5 科 13 種蜻蜓；水

域部分共發現 39 種魚類，其中保育類僅有鱸鳗一種，主要的優勢種

為底棲性的蝦虎魚科魚類明潭吻蝦虎魚（Rinogobius candidianus）和

游泳性的鯉科魚類台灣石（Acrossocheilus paradoxus）及粗首鱲

（Zacco pachycephalus），但以明潭吻蝦虎魚的分布最廣；蝦類共發現

3 科 9 種，粗糙沼蝦為分佈最廣的優勢蝦種；蟹類則發現 3 科 5 種，

分佈最廣之蟹種為日本絨螯蟹。另外針對頭前溪生態保育及治理計畫

也已提出相關的建議供水利單位參考。 

2004 年調查成果雖然相當豐碩，但僅有一年之調查資料仍略嫌

不足，所以 2005 年針對頭前溪持續辦理相關的河川情勢調查。今年

主要工作目的除為持續蒐集頭前溪河系，包括頭前溪主流及二條支流

（上坪溪、油羅溪）現有之河川情勢調查資料，並彙整第一年之資料，

以提供給相關單位參考，其調查結果可讓未來的通盤治理計畫有更多

可參考的生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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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範圍 

本計畫工作範圍以頭前溪流域治理範圍內為主，如圖 1 所示。 

頭前溪流域的位置位於台灣省的西北部，面積約 565.94 平方公

里，上游主要兩條支流－油羅溪、上坪溪匯合後流長約 24 公里，本

流河床平均坡降約 1/190；上坪溪流域面積 252.87 平方公里，流長約

44 公里，平均坡度約 1/49；油羅溪流域面積 177.80 平方公里，流長

約 26 公里，平均坡度約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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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頭前溪流域治理區域圖層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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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工作目標 

本計畫主要的研究綱目為： 

一、 蒐集頭前溪河系河川包括頭前溪主流及油羅溪、上坪溪兩條主

要支流河川現有之河川情勢調查資料。 

二、 蒐集及調查之生態資料，建立頭前溪河系河川為單元之 GIS 生

態資料庫。 

三、 提供本研究河系之生態工法規劃設計應注意事項。 

調查方法以現場會勘後，擬定調查計畫包括調查地區選定、調查

方法，經現場調查資料整理分析，並以頭前溪河系（包括兩條主要支

流上坪溪及油羅溪）以河川為單位建立生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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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定工作項目與內容 

河川情勢調查項目及內容包括： 

一、河川調查包括： 

（1）河川概要：水源（山頭名稱及標高）、主支流名稱、流經

行政區域、長度、流域面積等。 
（2）流域概要：流域人口、社會、經濟、年降雨量、觀光等資

料。 
（3）流量與水質：包含流量季節變化、水質概要、水溫、流速

等。 
（4）河川形態：河川形態、瀨淵分布、河川材料、河川縱、橫

斷面構造物、魚道等。 

二、生物調查：原則上主流河川上、中、下游設固定樣站各一處，隨

意樣站四處；支流河川上、中、下游設固定樣站各一處，隨意樣

站三處，其中保育類、稀少已絕滅或洄游性等生物另外註明。 

（1）魚類：每季調查 1 次。 
（2）蝦蟹類：每季調查 1 次。 
（3）底棲生物：每季調查 1 次。 
（4）植物：每年調查 2 次。 
（5）鳥類：繁殖季與非繁殖季各調查 1 次。 
（6）兩棲類、爬蟲類、哺乳類：每季調查 1 次。 
（7）陸上昆蟲類：每季調查 1 次。 

三、河川空間利用狀況：包含高灘地利用狀況、河川使用狀況。 

四、持續追蹤颱風過後頭前溪生態環境的復原狀況：針對目前各地執

行的河川災後重建工程（堤防護岸與固床工等等）對於生態的影

響調查，以及生態工法應用在河川環境營造與保育的工作。 

五、生態資源資料庫及網頁查詢系統：2004 年建立頭前溪主流及兩

條支流為單元之 GIS 生態資料庫（並提供一套 ARC/VIEW 8.x 為

開發軟體工具）；今年將配合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網頁查詢系

統架構（ARC－IMS）建置頭前溪 GIS 生態資料庫及查詢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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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工作計畫與方法 

一、河川物理特性調查 

調查內容主要包括河川概要、流域概要、流量及水質、河川物理

環境測量等四大項，整個河川物理特性的調查以現有河川資料的收集

為主，現況調查為輔，各項調查方法及內容如下：  

（1）河川概要：包含頭前溪水系主支流的源頭山脈（山頭名稱及

標高）、主支流名稱、流經行政區域、長度、流域

面積等各項資料。 

（2）流域概要：調查流域人口、社會、經濟、年降雨量、觀光等

流域基礎資料。 

（3）流量與水質：包含流量、季節變化、水質概要、水溫等。對

於流量及流速的相關變化，以收集水利署現有的歷

年流量資料進行分析為主。至於水質部分，除了收

集環保署現有的水質監測資料外，並於每季進行一

次現場的測量工作，測量項目包括酸鹼值、水溫、

溶氧量、導電度等，並以 RPI 指標為河川污染分類

指標，根據其數值來評估河川污染程度。 

（4）河川形態：以 92 年最新航拍圖來呈現河川形態、瀨淵分布、

河川底質、影響河川型態之人為因子如河川縱斷面

構造物、河川橫斷面構造物、魚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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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潭瀨類型棲地各種小單元說明表 

棲地 
單元 

淺瀨 
(Riffle) 

深潭 
(Pool) 

淺流 
 (Glide) 

深流 
(Run) 

水面 
型態 

水面紊動明顯並有

水花，流速快，底

層石塊可能突出水

面。 

水面平順，流速緩

慢，可能產生迴流

區。 

類似淺瀨，但底質多

為小型的砂石、礫石

與卵石。 

水面略有波動。深流

為淺瀨、深潭間之溪

段。 

河床 
底質 

巨石與圓石。 
多為小型底石，偶有

大型巨石沈埋。 
小型的砂、礫石與卵

石。 
礫石為主。 

流況 
水淺（＜30cm） 
水急（＞30cm/s） 

水深（＞30cm） 
水急（＜30cm/s） 

水淺（＜30cm） 
水急（＞30cm/s） 

水深（＞30cm） 
水急（＞30cm/s） 

 
 

表 2：河床底質粒徑分類標準表 

底質 
編號 

底質等級 
底質粒徑範圍

（mm） 

1 
細沉積沙土（ fine sediments）、有機質碎屑

（ organic detritus）、黏土（ clay）、泥（ silt）、
砂（ sand）  

＜2.0 

2 小礫石（礫石）（gravel） 2.0－16 

3 大礫石（卵石）（pebble） 16－64 

4 圓石（ cobble）  64－256 

5 小巨石（小漂石）（ small  boulder）  256－512 

6 大巨石（大漂石）（ large boulder）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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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礎生態資料調查 

本計畫在頭前溪主、支流共設 19 個樣站，其中主流共設置固定

樣站 3 處，隨意樣站 4 處共七站，而上坪溪、油羅溪兩條主要支流各

設置固定樣站 3 處，隨意樣站 3 處共 12 站。主要調查項目分為水域

生物之魚類、蝦蟹類、藻類（包括附著藻及浮游藻）、水棲昆蟲、螺

貝類及環節動物，與陸域生物之植物、鳥類、哺乳類、爬蟲類、兩棲

類、昆蟲（蝴蝶和蜻蛉目）。 

水域生物調查 

（1） 魚類：經過合法申請使用電器法為主進行採集，調查樣區由

下游往上游採集長度為 100 公尺，每次調查進行一次採集，

以距離及時間為努力量標準。所採集到的魚，均會進行種類

鑑定及個體體長後，待魚類甦醒後放回原河段中。河口感潮

帶主要作業方式以流刺網為主，另外在較上游的封溪河段則

以浮潛法觀察。 

 

 

 

 

 

 

 

 

照片 1：電器法採集工作照 

（2）蝦、蟹類：使用電器法採集時會採集到部分的蝦、蟹類，但

為求採集種類的完整，會在每一站另外架設小型蝦

籠至少 2 個(口徑約為 12 公分)輔助採集，誘餌為秋

刀魚。同時記錄捕獲之蝦、蟹的種類、數量等相關

生物資料後，放回原河段。另外在較上游的封溪河

段則以浮潛法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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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蝦籠內的誘餌為秋刀魚 

水流方
向

GPS座標點

A A'

平面圖

左
岸

右
岸

<100 m> <100 m>

 

圖 2：魚、蝦、蟹類調查樣區 GPS 定位點位置示意圖 

（3）藻類：藻類又分為浮游性及附著性的藻類。取樣方法分別為： 

A、浮游性的藻類：以保特瓶取 2 公升水樣，靜置沈澱數分鐘，

取上清液 1 公升（或視藻類數量情況決定）過濾於

濾膜上，烘乾做永久玻片，之後以顯微鏡計算細胞

數目及種類。本項採集避免於大雨後一週內進行採

集。 

B、附著性藻類：取水深 10cm 處之石頭，以細銅刷或毛刷刮

取 10 cm x 10 cm 定面積上之藻類，之後打散、溶

解、過濾。本項採集避免於大雨後一週內進行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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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棲昆蟲：使用蘇伯氏定面積網(Suber’s net)，在河中的各種

流況下以隨機方式採集 3 網作為統計分析的標

準，直接以目視法用小鑷子檢取網上之水棲昆蟲，

紀錄檢取地點與日期後帶回實驗室鑑種。本項採集

避免於大雨後一週內進行採集，採集地點必須避開

砂石廠、電廠、堰壩下游。 

（5）螺貝類及環節動物：包含在水生昆蟲網（50 cm x 50cm x 3 網）

的範圍內可採者。若是在採集區域旁邊可以看到

（靠水岸的），都包含在採集工作中，但是以 1 平

方公尺內可見者進行統計。若是在採樣地發現大量

的絲蚯蚓，則採 1 平方公分的面積。 

陸域生物調查 

（1）植物：每個樣站預計每年進行兩次調查，調查對象以維管束

植物為主。樣區主要設在堤防內側之河道內，包括

高攤地及靜水流區，以立意取樣之方式， 選擇均

質性高之植群設立樣區。樣區大小之選擇，陸域植

物以 10 x 10 平方公尺來取樣高達 6 公尺以上之植

被，取樣內容包括植物種類及其覆蓋度，以覆蓋度

來表示樣區植物種類之優勢度，再依植物種類之覆

蓋度及其在不同樣區出現之頻率，來決定植物在頭

前溪植被上之相對優勢度。(劉、蘇，1983) 

若沒有堤防,則以邊坡和
河床的交界線為準

左岸樣區:10*10 
平方公尺

右岸樣區:10*10
平方公尺

水流方
向

GPS座標點

A A'

A-A'斷面

平面圖

橋樑

<50m>

<50m>

<10m>

<50m>
<10m>

<50m>

<10m>

<10m>

 

圖 3：植物調查樣區 GPS 定位點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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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鳥類：調查次數繁殖季及非繁殖季各一次，一般而言以每年

之 3~8 月為繁殖期。調查需於日出後三小時內進

行，黃昏時再補一次，來回共計 4 次。採用穿越線

法加圓圈法，沿河旁有路的地方設穿越線，穿越線

長度為 1,000 公尺，樣點間距改為 200 公尺，包含

6 個相距 200 公尺的點，每點停 6 分鐘。沿穿越線

單向走完以後反向再記錄一次（即每一點可有兩次

記錄）。調查時以目視法輔以鳥音（即聽到的鳥種）

進行判別，紀錄種類、數量、及其出現的棲地。 

（3）哺乳類：小型哺乳類採集以穿越線法佈鼠籠（Sherman 氏捕

鼠器），籠間彼此相距 10 至 15 公尺。至於中、大

型哺乳類則以足跡、排遺及其他痕跡進行判斷。除

此之外，並訪問附近的居民，但有效時間為 5 年

內，有效距離為 1 公里以內。 

水流方
向

<10 m>

GPS座標點

A A'

平面圖

橋樑

左岸
右
岸

<200m>

 

圖 4：鳥類、兩棲類及昆蟲類調查樣區 GPS 定位點位置示意圖 

（4）爬蟲類：採用類似鳥類之穿越線法的分法進行調查，但穿越

線長度為 500 公尺長。調查方法主要參考「台灣野

生動物資源調查-爬蟲類動物調查手冊」所載逢機

漫步 (Randomized Walk Design) 之目視預測法

(Visual Encounter Method)，紀錄爬蟲類之種類、數

量、及棲地環境等。針對蛇類等夜行性種類，則須

進行夜間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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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方向

A A'

平面圖

橋樑

左
岸

右
岸

GPS座標點

間距10~15m

 

圖 5：哺乳類調查樣區 GPS 定位點位置示意圖 

（5）兩棲類：採用類似鳥類調查之「穿越線法」進行調查，但穿

越線長度為 500 公尺長。調查時間為天黑以後以探

照燈目視尋找，配合圖鑑鑑定種類，並比較各區段

兩棲生物之種類及族群分布。以每季為資料累計時

間點。兩次採樣間需間隔 2 個月。 

（6）昆蟲：以蝴蝶和蜻蛉目為對象，不做夜間集網採集，調查基

準範圍，採用穿越線法進行調查。穿越線長度為

500 公尺長，每 50 公尺有一標記，以便調查者紀

錄精確的距離。穿越線須通過原生植被與棲地多樣

性高的區域。調查者記下出現在道路兩側 2.5 公尺

內、距地面 5 公尺以下、在觀察者前方 5 公尺內的

蝴蝶、蜻蛉種類與數量及其出現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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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各項目的調查頻度如表 3 所示。 

表 3：生物調查項目之調查頻度 

調查 
項目 

魚類 蝦蟹類 
哺乳類動

物 
鳥類 植物 

兩棲、 
爬蟲類 

陸上昆蟲

類 

頻度 
一季 
一次 

一季  
一次 

一季 
一次 

繁殖季與非

繁殖季各一

次 

每年 
二次 

一季 
一次 

一季 
一次 

表 4：頭前溪調查樣站名稱及 GPS 座標 

流域 
名稱 

樣
站
別 

測站名稱 GPS 座標 

頭
前
溪 

固
定
樣
站 

溪洲大橋 247110  2746706 

隆恩堰 252827  2743422 

竹林大橋 258695  2738073 

隨
意
樣
站 

竹港大橋 242827  2748859 

新庄里 245176  2747581 

國道一號橋 250290  2745259 

頭前溪橋 248877  2746195 

中正大橋 252827  2743422 

國道三號橋 256732  2739497 

新中正大橋 255787  2740977 

表 5：上坪溪調查樣站名稱及 GPS 座標 

流域 
名稱 

樣
站
別 

測站名稱 GPS 座標 

上
坪
溪 

固
定
樣
站 

竹東大橋 259905  2735197 

燥樹排攔河堰 259652  2731785 

五峰大橋橋 261746  2726609 

隨
意
樣
站 

東泰高中後方 259314  2733832 

昌惠大橋 260720  2729409 

南昌橋 261688  2728210 

10 - 16



表 6：油羅溪調查樣站名稱及 GPS 座標 

流域 
名稱 

樣
站
別 

測站名稱 GPS 座標 

油
羅
溪 

固
定
樣
站 

油羅溪橋 261728  2735287 

麥樹仁橋 269610  2733260 

新樂大橋 274386  2736291 

隨
意
樣
站 

增昌大橋 264171  2733445 

新興大橋 263404  2734418 

永豐大橋 266263  2733740  

嘉興大橋 270700  2733193 

 

三、河川空間利用狀況 

調查對象以人類於頭前溪流域中從事休閒活動為主，從事生活、

生產活動為輔。調查以各固定樣站及隨意樣站為必要之範圍，調查方

式以 2003 年版的 1/5000 彩色相片航照圖為基準進行河川狀況等判

別。 

四、持續追蹤颱風過後頭前溪生態環境的復原狀況 

今年將加強針對目前各地執行的河川災後重建工程（堤防護岸與

固床工等等）對於整個河川生態環境的影響調查，以及生態工法應用

在河川環境營造與保育的工作。另外，就目前頭前溪的一些環境問題

現況做較精確的調查統計，包括上、下游與左右兩岸之間的生物廊道

問題，河床單調化缺少深潭與河中島的問題，河床沙漠化的問題等

等，並進一步地探討如何提供改善的建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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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態資源資料庫及網頁查詢系統 

本資料庫設計之構想乃依據河川情勢調查規範所訂定之調查項

目為主要內容，項目包括：1.河川物理特性調查（河川概要、流域概

要、流量及水質、河川物理環境測量等），2.基礎生態資料調查（魚

類、蝦蟹類、底棲生物、水棲昆蟲、鳥類、兩棲類、爬蟲類、哺乳類、

陸上昆蟲類、植物、浮游藻類等），3.河川空間利用狀況調查以從事

休閒活動之項目為主。本資料庫設計的建立基本原則，以符合河川情

勢調查內容之資料庫，以生物資源方面以資訊的提供為主，其他社會

經濟與自然資源為輔助資料。在資料表格設計方面依照水利署水資源

資料管理供應系統標準格式進行建立、編輯與修改，將多於不需要的

欄位予以刪除，不足的欄位則自行增加，欄位格式方面則依照實際內

容進行增減，在生物資源調查表格方面則依照『河川情勢調查作業準

則』之內容進行設計，以下分別針對資料庫架設軟硬體設施、資料庫

架構、資料表格式與資料表格定義進行說明。 

A. SQL 資料庫架設軟硬體設施 

本計劃利用 ESRI 公司所出版的 ARCGIS 系列產品包括 ARCGIS 
ARCINFO  Desktop 9.0、ARCGIS ARCINFO Workstation 9.0、
ARCSDE 9.0 與等四套地理資訊系統作業軟體處理地理資訊，地理資

訊系統主要用來製作、連結、管理與查詢調查範圍的地理概況、行政

位置、調查樣站、河川型態、影像資料、空間利用狀況等，並結合調

查資料建立生態地理資源資料庫，而資料庫管理係利用Microsoft SQL 
2000 進行資料庫建置與管理，架構如圖 6，透過 ARCINFO Desktop 9.0
與 ARCINFO Workstation 9.0 製作所需圖層資料，再利用 ARCSDE 9.0
將製作完成之圖層匯入 Microsoft SQL 2000 資料庫中，然後使用

ARCIMS 9.0 製作網路地理資訊地圖，再利用 Windows 2000 Server 的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IIS）服務將製作完成的網頁發佈到網際

網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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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台灣河川網路資訊系統作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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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S 服務 

網際網路 

 

瀏覽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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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頭前溪河系情勢調查各樣區生物種類數量統計表 

 樣區一 樣區二 樣區三 樣區四 樣區五 樣區六 樣區七 
種類/調
查日期 

              

               
               
               
               
               
               
               
               
               
               
種類               
數量               
 

表 8：頭前河系情勢調查各樣區鳥類種類數量表(範例) 

 樣區一 樣區二 樣區三 樣區四 樣區五 樣區六 樣區七 
種類/調
查日期 

              

八哥 1  1  0  0  0  0  0  
大卷尾 21  13  14  4  7  0  0  
               
               
               
               
               
               
               
種類合

計 
              

數量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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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頭前溪河系情勢調查生物名錄表 

GIS
代號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保育等級 棲地需求 

      
      
      
      
      
      
      
      
      
      
      
      
      
 

表 10：頭前溪河系情勢調查鳥類名錄(範例) 

GIS
代號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保育等級 棲地需求 

 鷺科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普留  
 隼科 遊隼 Falco peregrinus I；不普冬、稀留  
      
      
      
      
      
      
      
      
      
      
保育等級：I 瀕臨絕種野生動物、II 珍貴稀有野生動物、III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

動物 
出現頻率：稀—稀有、不普—不普遍、普─普遍 
生息狀態：留─留鳥、冬─冬候鳥、夏─夏候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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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頭前溪河系水質測量表格 

測站名稱 GPS 位置 
測量日期年

月日 
水溫 pH 

導電度

ms/cm 
溶氧 備註 
mg/L  

固
定
樣
站 

樣站 1  
      
      

樣站 2  
      
      

樣站 3  
      
      

臨
時
樣
站 

樣站 4  
      
      

樣站 5        
樣站 6        

樣站 7  
      
      

樣站 8  
      
      

 

表 12：頭前溪河系水質測量表格(範例) 

測站名稱 GPS 位置 
測量日期

年月日 
水溫 pH 

導電度

ms/cm 
溶氧 備註 
mg/L  

固
定
樣
站 

溪洲大橋 247110  2746706 
93.4.30 21.1 8.3 0.545 9.2  
      

  
      
      

  
      
      

臨
時
樣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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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計畫期程與進度 

一、第一期（期初報告）：於簽約後十五日內提出工作執行計畫，

包含全區背景資料、劃定工作範圍、工作內容、調查方法與分配。 
二、第二期（期中報告）：提供各調查項目第一、二季之現場調

查原始紀錄、照片各三份，並提出期末報告目錄。 
三、第三期（期末報告）：於民國九十五年二月上旬前提出期末

報告書初稿。 
 
執行期間預定為民國 94 年 3 月 1 日至民國 95 年 2 月 28 日止。 

月次 
94/3 4 5 6 7 8 9 10 11 12 95/1  2 

備 
 
註 

工作項目 

準備工作              
資料收集與文獻整理              
野外調查工作              
分析統計              
資料處理              
小組間檢討與協調              
群體計畫檢討              
期初簡報              
期中簡報              
報告整理、撰寫與修改              
期末報告              
成果驗收              
累計進度％ 20 25 30 35 40 45 50 60 70 80 90 100  

圖 7：預定進度甘梯圖 (GANTT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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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頭前溪調查計畫表 

樣區屬性 樣區名稱 94 年 95 年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合計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固定樣區 溪洲大橋  ＊   ＊   ＊  ＊   

 隆恩堰  ＊   ＊   ＊  ＊   

 竹林大橋  ＊   ＊   ＊  ＊   

隨意樣區 竹港大橋  ＊      ＊     

 溪洲新庄里     ＊     ＊   

 鐵路橋  ＊      ＊     

 一號高速公路橋     ＊     ＊   

 經國大橋  ＊      ＊     

 中正大橋     ＊     ＊   

 新中正大橋     ＊     ＊   

 三號高速公路橋  ＊      ＊     
＊每季之調查工作原則上依所預訂時間之每月上旬開始，依工作狀況執行至調查工作結束為止 

表 14：油羅溪調查計畫表 

樣區屬性 樣區名稱 94 年 95 年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合計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固定樣區 油羅溪橋  ＊   ＊   ＊  ＊   

 北角吊橋  ＊   ＊   ＊  ＊   

 新樂大橋  ＊   ＊   ＊  ＊   

隨意樣區 新興大橋     ＊     ＊   

 增昌大橋  ＊      ＊     

 永豐橋     ＊     ＊   

 嘉興大橋  ＊   ＊   ＊  ＊   

 嘉新大橋  ＊      ＊     
＊每季之調查工作原則上依所預訂時間之每月上旬開始，依工作狀況執行至調查工作結束為止 

 
 
 
 
 
 
 

10 - 24



表 15：上坪溪調查計畫表 

樣區屬性 樣區名稱 94 年 95 年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合計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固定樣區 竹東大橋  ＊   ＊   ＊  ＊   

 燥樹排攔河堰  ＊   ＊   ＊  ＊   

 五峰大橋  ＊   ＊   ＊  ＊   

隨意樣區 新力工商後方  ＊   ＊   ＊  ＊   

 昌惠大橋  ＊   ＊   ＊  ＊   

 南昌大橋  ＊   ＊   ＊  ＊   
＊每季之調查工作原則上依所預訂時間之每月上旬開始，依工作狀況執行至調查工作結束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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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預期工作成果 

一、期初提出工作計畫書共 20 份。期中、期末（初稿及正式成

果報告書）則提出報告書各 20 份，包含簡報檔案光碟各 20 份，其光

碟內容包含現場調查原始記錄、照片、圖表及重要資料。今年則彙整

第一年與今年資料，提供正式成果報告書 100 份，皆附有光碟電子書。 
二、完成頭前溪主流及油羅溪、上坪溪兩條主要支流的情勢調查

資料，包含河川與生物調查資料。 
三、將調查生態資料，以 ARC/VIEW 8.x 為開發軟體工具，建立

頭前溪河川單元 GIS 生態資料庫。今年則增加網頁查詢系統的建置完

成。 
四、就河川型態、水文與生物資源狀況，提供頭前溪主流之生態

工法規劃設計建議與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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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參與人員組織與分配 

本團隊以清華大學主導，由曾晴賢博士擔任計畫主持人，中興大

學馮豐隆博士擔任協同主持人；為推動本計畫工作之進行，依據計畫

所需分為河川環境與景觀組（邀請巨廷工程顧問公司梁文盛博士協助

辦理）、陸域動物組（由曾晴賢博士與明新技術學院趙仁芳博士負

責）、植物生態組（邀請新竹師範學院黃星凡博士協助辦理）、水域生

態組（曾晴賢博士負責）與地理資訊系統組（馮豐隆博士負責）。各

組主要工作分配及成員如表 16、17 及圖 8 所示。 
 

表 16：各組主要工作分配表 

組別 主要成員 工作執掌 備註 
計畫主持人 曾晴賢 負責計畫工作之執行。 

召集本計畫相關簡報、協商會議並執行

決議。 

 

地理資訊系

統組 
馮豐隆 匯整各組生態調查結果，並以 GIS 呈

現。 
建立頭前溪水系生態資料庫。 

協 同 主 持

人 

河川環境與

景觀組 
梁文盛 
曾晴賢 

頭前溪地史、地景調查與記錄。  

陸域動物組 曾晴賢 
趙仁芳 

包含哺乳、鳥類、爬蟲、兩棲與昆蟲等

陸域動物的種類數量調查。 
 

植物生態組 黃星凡 包含各樣區植物種類與組成。  
水域生態組 曾晴賢 

 
溪流環境因子測量，包含物理與化學因

子。 
溪流生物調查，包含魚、蝦、蟹、螺貝

類、水棲昆蟲等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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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各組主要工作人員分配名錄 

組別 擔任工作 姓名 
性

別 
電話 e-mail 

水域生態組 

主持人 曾晴賢 男 03-5715131ext2765 cstzeng@life.nthu.edu.tw 

研究人員 曹鈴珠 女 03-5715131ext2765  

研究人員 林偉彥 男 03-5715131ext5870 g894231@pchome.com.tw 

研究人員 陳明宏 男 03-5715131ext5870 Kenny0918105432@pchome.com.tw 

研究人員 楊正雄 男 03-5715131ext5870 sophmer0605@yahoo.com.tw 

研究人員 廖德裕 男 03-5715131ext5870 swp0117@yahoo.com.tw 

研究人員 王昱人 男 03-5715131ext5870 hitachi@life.nthu.edu.tw 

研究人員

(漁船) 
郭銀建 男 03-5363525  

研究人員

(電魚) 
林貴祥 男 03-51719879  

地理資訊系統組 
協同主持人 馮豐隆 男 04-22854060 flfeng@nchu.edu.tw 

研究人員 曾文正 男 04-22860133ext506 sun@fm4sem.nchu.edu.tw 

植物生態組 研究人員 黃星凡 男 03-5213132ext2750 Sfhuang4898@yahoo.com.tw 

陸域動

物組 

兩生爬蟲

類 

研究人員 吳子青 男 03-5213132ext2750 a3111123@yahoo.com.tw 

研究人員 潘頎鈞 男 03-5715131ext5870 u3170379@cc.ncu.edu.tw 

哺乳類 
研究人員 洪東耀 男 03-5213132ext2750 g894253@oz.nthu.edu.tw 

研究人員 鄭博仁 男 03-5715131ext5870 tesan0325@hotmail.com 

昆蟲 研究人員 趙仁芳 男 03-5593142ext3868 chaotsai@venus.seed.net.tw 

鳥類 研究人員 劉名允 男 03-5715131ext5870 d878214@Oz.nthu.edu.tw 

河川環境與景觀組 

研究人員 梁文盛 男   

研究人員 鄧惠瑜 女 03-5715131ext5870 d884212@oz.nthu.edu.tw 

研究人員 黃貞瑜 女 03-5715131ext5870 summer-fish@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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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執行團隊的特色有： 
1. 在地學有專精團隊：本計畫主持人與野外動植物調查工作負

責人分別為新竹地區（清華大學、新竹師院與明新技術學院）大學專

攻動植物生態與分類研究的學者，分別主持的研究室包括專任研究助

理與博碩士研究生之人力均非常充沛，加上在地有相當多的保育團體

義工可以協助經常性的調查工作，因此對於各項繁重的調查工作均有

相當的把握。 
2. 河川生態與工程跨領域的組合：除了在生態調查工作上的在

地菁英團隊之外，更邀請在國內素有河川工程水理專家的巨廷工程顧

問公司的梁文盛博士，協助本計畫的生態工法與河川工程等相關之工

作，該公司剛剛執行過頭前溪河川環境管理計畫，對於本地的河川環

境問題之瞭解非常深入。計畫主持人曾晴賢博士對於河川生態工法也

有多年的經驗，目前又擔任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生態工法諮詢委

員，行政院永續會河海小組委員，經濟部生態工法推動小組委員，農

委會生態工法推動小組委員等職務，過去曾經在國內各單位講授河川

生態工法專門課題有數十場的經驗，也相當受到大家的肯定。因此能

夠結合生態調查與生態工法的專家執行本計畫，將會對於本計畫預期

得到的生態工法規劃設計所需要的資訊。 
3. 本計畫協同主持人馮豐隆博士除了專精於地景生態學與地理

資訊系統的教學研究之外，更實際參與過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

所，所委託的卑南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的生態資料庫與查詢系統的建

置工作。因此學識與經驗都相當充足，對於未來本計畫的執行也有十

足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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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工作小組組織架構圖 

 
 
 

 

 

委託單位 
 

計畫主持人： 
曾晴賢博士 

協同主持人： 
馮豐隆博士 

水域生態組： 
曾晴賢博士 

植物生態組： 
黃星凡博士 

河川環境與景觀組： 
梁文盛博士 
曾晴賢博士 

陸域動物組： 
曾晴賢博士 
趙仁芳博士 

地理資訊系統組： 
馮豐隆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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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推單位：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管理處 

 

 

研提單位：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計畫主持人：馮豐隆 

共同主持人：楊正澤、王瑋龍、謝森和 

            關永才、林良恭、黃坤煒 

日期：中華民國 94 年 2 月 



一、 前言 
綠島的地理位置在接近亞熱帶與熱帶交會處，因為黑潮流經周圍海域，海水

清澈擁有美麗的珊瑚礁，溫暖的海水讓綠島陸域溫度變化不大，雖然只是面積不

足十六平方公里的小島，也擁有十分多樣的物種。從民國八十年每年不到 5 萬人

的觀光人數，到民國九十一年觀光人數高達近 35 萬人，夏季每逢週休二日仍有

大量觀光客湧入綠島，讓綠島的自然生態環境面臨嚴峻的考驗。 
綠島擁有美麗而且獨特的生物資源，而最適合的保護方式是盡可能降低人

為的干擾，任何的觀光活動與人為的建築都會造成衝擊，特別在彈丸之地的綠

島，不經意的行為都可能危及許多物種的生存。綠島的未來發展方向定位在永續

發展的生態旅渡假島，將以維持生物多樣性與生態旅遊共榮共存為目標。 
監測是一項重要的工作，不但可以留下許多珍貴的背景資料，更重要的是

在問題發生時可以及時反應，特別是綠島在生物種類未完整調查，許多常見種類

的生態行為仍然所知有限，需要投入更多的調查與研究。監測方式與指標物種並

不是一成不變，需要透過對環境改變的認知，適時的改變監測方法與指標物種，

也可以因為特殊的目的選擇不同的指標物種進行監測。如綠島之津田氏大頭竹節

蟲的地理分布以西太平洋島弧為範圍，Kobayashi (1994)在日本琉球群島發現之

前台灣為最北界之紀錄，後來傳播到日本琉球群島的石垣島及西表島，如今已經

確定建立族群，據 Ushirokita（1998）推測均可能因卵夾在林投果粒間隙受黑潮

攜帶而往北擴大分布範圍。環境監測的方式很多，一般常用的方式以物理、化學

因子的監測為主，通常包括溫度、空氣品質（懸浮微粒、CO2、有害氣體等）、

水質（重金屬、 B.O.D.、C.O.D.等）、酸鹼度等，通常依照監測環境的特性來決

定。如藻類乃生長於水中，直接承受水質變化之衝擊，對水質的好壞和變化，反

映最直接，因此從藻類之鑑定和群落分析，可判定一個地區的水質狀況和水污染

來源(洪，1988；Wu & Suen, 1985；陳，1992；吳 & 周，1999)。 
鑑於本案本年度預算有限，無法完成上述計畫目的，基於綠島陸域生態相關

資料相當不足需儘快建立，故以辦理綠島陸域生態系調查與初步監測工作為主，

其次為潮間帶與濱海生態系之調查與監測，將來若有計畫能持續則接著完成建

立綠島生態環境庫與完成監測系統，並研擬相關經營管理及生態旅遊計畫。 
 

二、 計畫內容 
本計畫調查主體主要分為以下項目： 

(一) 非生物因子部分 

主要在生育地資料的收集與生物地理資料庫之建構，非生物因子部分之生育

地資料經由整理過去資料以及利用 4S 技術取得。4S，即長期調查監測具代表性

的永久樣區(Permanent Sampling Plot, PSP)，在載台上裝設感應器，遠距離地收集

資料、資訊的遙感探測(Remote Sensing, RS)，靠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 
System, GPS)配合太空 24 顆衛星及地面接收器，以決定某地點位置的大地座標，

以及將經營保育範圍之調查資料與地理位置資料結合，以具空間之圖層與屬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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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表示的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而 RS＋GPS＋
GIS 即一般稱之 3S 科技；3S＋PSP 即為 4S。 

透過 4S 技術生育地因子地理與生育地理資料庫得以建立，如 綠島(1) 地
形：岩岸/沙岸/珊瑚礁(礁岩) 與 DTM 坡度、坡向、海拔高等地型(2)土壤：地質

圖、土壤圖、土壤種類 (3)氣象：溫度、雨量、溼度、颱風、日照、霧、風向/
風量(4) 水系。 
 

(二) 生物因子部分 

1. 植物 
植物方面主要針對綠島木麻黃及其他闊葉樹之關係作為調查對象。比對綠

島過去之土地利用型圖，在過去是木麻黃後來轉變為其他闊葉樹或在過去

是其他闊葉樹後來轉變為木麻黃之地點設置 20 公尺*25 公尺之樣區，對樣

區內之植物物種、數量，並針對木麻黃與其他闊葉樹之生長機制作調查。 
 

2. 藻類 
(1) 調查方法 

本計畫對綠島主要溪流、水塘及陸海交界處的潮間帶生態環境進行調

查，本計畫的研究包括此地區水域的浮游性、附著性藻類及海藻類的多樣性、

分佈及季節變化。其方法分述如下 
(2) 採樣地點 

以綠島主要溪流、水塘及遊客較常前往的潛水點附近海域為調查重

點，潮間帶選定石朗浮潛區、大白沙浮潛區、朝日溫泉測站、海參坪、公

館港、柴口浮潛區等 6 個區域，每區域至少 3 個地點，調查記錄所需相關

資料。每兩月採樣一次，每年共計採樣 6 次。 
(3) 採樣方法 
a. 浮游性藻類採集 

直接以一公升塑膠瓶灌溪水收集，置於裝有碎冰之冰櫃中保存。另

外，每個採樣點再以浮游生物網採取 2 公升的水樣置於冰櫃中保存。採集

所得之樣品，馬上添加固定液(每 100 毫升中含有 10 公克碘化鉀，5 公克

碘，10 毫升醋酸，6 毫升福馬林)固定之。  
 

b. 附著生藻類採集 
在採樣點選擇至少三顆以上有矽藻著長之小石頭，每顆石頭設定約

25 平方公分面積，用牙刷將矽藻刷下，再用少量體積之河水將之洗入樣

本瓶中中。採集所得之樣品，馬上添加固定液(每 100 毫升中含有 10 公克

碘化鉀，5 公克碘，10 毫升醋酸，6 毫升福馬林)固定之。 
 

c. 海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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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50 公尺長的固定橫截線做為取樣工具，各設置一條 50 公尺長的橫

截線，橫截線上以每間隔一公尺為一個觀測點，記錄每 0.25m2 中海藻種

類、出現頻度及覆蓋度。 
 

d. 環境因子的紀錄 
    於採樣同時使用攜帶型儀器測量該採樣點的 DO、pH、氣溫、水溫、

電導度等，並使用 GPS 紀錄該點的經緯度。 
 

(4) 樣本處理與觀察 
a. 浮游性藻類 

    取 500ml 水樣，以 3000-3500 rpm 離心 10-15 分鐘，離心後，收集離

心管底部之濃縮液。經適當攪拌混和均勻，取一滴於顯微鏡下做藻類觀察

及全片計數。再換算水樣中每 1000ml 的藻類數量。 
 

b. 附著生藻類 
將附著性藻類沖洗液，經適當攪拌混和均勻，取一滴於顯微鏡下做藻

類觀察及全片計數。計數後換算成每平方公分之矽藻數量。 
另外，將上述已計數過之浮游藻類水樣濃縮液及附著性藻類沖洗液，

再次離心，以去除上層液，使藻類均沈澱於試管底。再以下列方法處理以

製作矽藻永久切片：將樣本以 H2SO4 與 KNO3處理以去除細胞之有機物 
(Sabater et al., 1990 )，成為矽藻粉末。再將矽藻粉末保存於 1% Phenol 
solution (Paddock, 1988) 中。觀察前，將水洗後的白色粉末，加入適當蒸

餾水，稀釋至 10ml。取一滴滴在蓋玻片上，再以 pleurax 封片，而製成矽

藻永久片，作為矽藻之觀察與計數。計數後換算成每平方公分之矽藻數量。 
作光學顯微鏡觀察時，測量藻體大小，並拍照存檔，作為藻類資料庫

之用。當高倍拍攝藻類時(1000x)，則以影像處理系統配合步進馬達作間

隔微調拍攝數十張影像，再使用軟體作疊圖處理而得到清晰的藻類圖像，

有助於藻類鑑定之用。 
 

(5) 資料整理與分析 
將計量所得的結果，分別以下列公式分析，並求得各相關指數。 

a. 相對豐富度(relative abundance) 
相對豐富度指數(Pr) = (群落中各種的數量/群落中所有個體數)×100％ 

 
b. 歧異度指數 

利用 Shannon-Weaver Diversity index 來瞭解各採樣點藻體族群結構

(Shannon, 1949)。 
H = - Σ (Pr．Log2 Pr)   其中 Pr 為個別種類之相對豐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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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均勻度指數(J) 
J = H / lnS   S=所出現種數  J 值愈大，個體數在種間則分配愈均勻。 

 
d. 相似度指數(S) 

以 Sorensen(1948)公式計算，用以比較兩個樣區之相似程度。S 值介於

0~1 之間，值愈大代表兩樣區相似程度愈高。 
S = 2 C / (A ＋ B) 
其中 A、B 為兩個採集點各別出現之種數；C 為兩採集點共同出現之

種數。 
 

(6) 河川或水域水質污染之藻類指標 
根據藻屬指數(GI)之計算來測量 GI 值與水質之關係(吳 & 周，

1999)。當 GI 大於 30 為極輕微污染水質；GI 介於 11~30 為微污染水質；

GI 介於 1.5~11 為輕度污染水質；GI 介於 0.5~1.5 為中度污染水質；GI 小
於 0.5 為嚴重污染水質。 

 
藻屬指數 GI = X / Y  

 
其中，X 為曲殼藻屬(Achnanthes)、橋彎藻屬(Cymbella)和卵形藻屬

(Cocconeis)等三類矽藻之出現數量相加之和，Y 為小環藻屬(Cyclotella)、
直鏈藻屬(Melosira)和菱形藻(Nitzaschia)等之數量和。 

 
(7) 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 
a. 生物資源調查 

針對綠島淡水水域及潮間帶生態環境進行浮游性、附著性藻類、海藻類及

淡水水域無脊椎動物的物種種類、分布及季節變化做調查。並在採樣點使用

GPS 記錄該點的經緯度，進行水中溶氧、pH 值、氣溫、水溫、電導度等環境

因子的測量。期望能對綠島水域生物項有初步了解，並依當地水域環境特性及

管理的需要選出指標生物(群)，以供監測之用。 
 

b. 訓練課程 
將前一年所收集的成果，分析完成後，撰寫成訓練教材，並辦理研習課程。 
 

c. 選出監測指標與多層級監測系統之建立 
(a) 針對綠島淡水水域及潮間帶生態環境進行浮游性、附著性藻類、海藻類

的物種種類、分布及季節變化做調查。並在採樣點使用 GPS 記錄該點的

經緯度，進行水中溶氧、pH 值、氣溫、水溫、電導度等環境因子的測量。

結合物種的生態習性與環境因子，選擇適當的物種或生物群，作為監測

指標生物(群)。深入探討水域生物各監測指標生物(群)之生態學特性，以

11 - 4



提供特定景觀點及旅遊路線之生態旅遊或保育解說時可資運用之素材。 
(b) 初步利用前二年調查結果之生物資源分布資料及生育地特性配合生態旅

遊之需要規劃確定生態或景觀點、生態旅遊路線及生態園區。以地景生

態學之源與匯（source and sink）的觀念，將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規劃為

生態園區，再以生物分布資料及生育地特性進行生態園區與綠島之規劃

設計，以作為綠島生態旅遊之窗口，使綠島生態旅遊資源得以永續利用

與保育。 
3. 無脊椎 

(1) 無脊椎動物之研究概況：  

所有生物，植物、動物及微生物種數，正式描述又有學名的部份也在 1.5 至

8 百萬之間，E. O. Wilson (2002) 也提到：以 1995 年全球生物多樣性評估 (Global 

Biodiversity Assessment)結果，全球生物最少 360 萬到 10 億種以上。 

昆蟲種類之多，占動物 80﹪，全世界已知約 800,000 種，台灣已知 19,000

種以上，分為 31 或 32 目 1970 科（中華昆蟲學會(現改名為臺灣昆蟲學會)，

1994）。距今約 90年前發現蛩蠊目以來，首度又發現新目昆蟲，Dr. Oliver Zompro

等人在 2002 年發表採自西非納密比亞(Namibia)布蘭登堡高地(Brandanburg 

massif)發現新種昆蟲兩種，然而震驚昆蟲學界的是在新種發表同時發表為新

目，這是近 100 年來的新目發表，這一個目的英文俗名取電影片名神鬼戰士

(gladiator)，外觀細長如竹節蟲，以中足捕食，親緣近於螳螂及竹節蟲目，本目

昆蟲學名為螳脩目(Mantophasmatodea)，昆蟲之多樣性，隨著新類群的發現，

持續增加速度之中（楊正澤，2003）。 
根據修訂過後的台灣蜉蝣目種類清單，台灣的蜉蝣種類至少有 65 種（28

個屬、9 個科）。而其中 C. virens、Habrophlebioides gilliesi、Uracanthella rufa

以及 Cloeodes 屬，甚至還有 Moribaetis 都是第一次被紀錄。以下是在分類學上

的變更：Pseudocloeon mustum（KANG＆YANG）comb. nov.、Ecyonurus littoranus

（KANG＆YANG）comb. n.、E. mitificus（KANG＆YANG）comb. n.、E. obscurus

（KANG＆YANG）comb. n.、Ephacerella glebosa（KANG＆YANG）comb.n.、

E. montana（KANG＆YANG）comb. n.。在 65 個已命名的種中，共計有 28 個

屬，9 個科。其中有一個屬（Eburella）和 54 個種被視為是台灣本土性的：5

種棲地在於日本或菲律賓，4 種於北極區東部或東南亞被發現，另外有 2 種大

部分分布於亞洲地區。 

針對綠島地區之直翅類(Orthopteroids)昆蟲包括蝗蟲、蟋蟀、螽蟖、灶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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蜚蠊、竹節蟲等，其他節肢動物含地棲性蟎類及節蜱(科博館黃坤煒博士)及淡水

無脊椎動物（見水生生物子題）配合其他動植物及生育地調查時間進行調查，其

對綠島直翅類昆蟲相有初步了解並依當地棲所特性及管理的需要選出代表種或

指標生物群。以供永續性監測之用。 

目前全世界已知的種類約有三萬種，但是研究的學者估計可能還有六十萬種

還沒有被發現。螨蜱是無所不在的動物，從空中、地面到海洋都有分佈，甚至南、

北極都可發現牠們的蹤蹟，現在人最常聽到，而且是聞之色變的－塵 螨，在狗或

牛身上的狗蜱、牛蜱，都是我們所熟的 螨蜱類。已知在北美草原每平方尺的甲螨

個體數可達十萬隻以上，而由國內關於土壤生物多樣性的研究，可得知土壤 螨蜱

佔所有土壤動物的比例可能達 50﹪。 

(2) 調查規劃設計 

本調查分為二大部分進行，一為普查，二為監測，樣區主要為未來監測之用。 

a. 普查又分為隨機採集、穿越採集及資料蒐集（如舊的研究報告）。  

b. 監測樣區又可稱固定樣區（fixed sampling plots）或永久樣區（Permanent 

sampling plots），其設定依景觀之植被型(vegetation pattern)，或土地利用型

(land-use pattern)分研究站，如綠島之草生型、建築地、木麻黃造林地、人闊混

生地 (含銀合歡) 、大葉山欖、道路系統、荒廢農地及灌叢 (林投)設 2-3 樣區

（sampling plots）視土地利用型之均質性(homogeneous)及棲所的破碎程度而

定，植被多樣性高較不均質者則多設樣區，以便了解其差異性及其肇因。 

(3) 樣區內無脊椎動物調查方法之規劃設計 

設置固定樣區，則依需要在樣區內設計調查方法，三個吊網，在三棵樹分上、

下兩層共計貼 6 張黃色黏蟲紙，3 個掉落式陷阱針對地表活動的昆蟲，加設動物

分解者及屍食性昆蟲誘餌式陷阱如雞脖子，吊網之誘餌鳳梨皮用以採集植物性腐

果分解者，樣區加收枯枝落葉，以柏氏漏斗分離植物分解者及土棲昆蟲，樣區附

近掃網或加馬氏網等針對植物上活動或植食性昆蟲。 

昆蟲體型細小，活動力、活動時間不一，隱藏性高，又如上述昆蟲生態功能

群的多樣化，各種害蟲生存方式五花八門，所以偵測方法各出奇招，採集昆蟲是

一般偵測害蟲甚至調查監測昆蟲的基本手段： 

a. 非設定採集(non-instaled colleting) 

    採土器（圖）或土鏟挖掘某一深度（10~30 公分）的土壤樣本，及土壤表層

的枯枝落葉曾（腐植層），再分別裝入布袋或塑膠袋內，袋子內除置入採集資料

單外，最好再放入濕紙條以保持土壤潮濕及避免擠壓標本，然後盡快將採集到的

土壤標本帶回實驗室內以柏氏漏斗（圖）或浮懸法（Floatation）收集螨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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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使昆蟲與其原來附著或棲息的環境分開，如(1)利用不

同濃度的鹽水，浸泡洗出可以篩出土棲及水生小昆蟲。(2)利用化學藥品(氯仿)

使大型動物之外寄生蟲掉在白磁盤上;又常見的，(3)利用光與熱負將落葉、腐植

土或根系中具趨光性土棲昆蟲向下逃避而掉落，穿過網目掉入固定液中一般簡稱

柏氏漏斗（Berlese funnel），也有特別設計為精密定量調查用之杜根氏漏斗

（Tullgren funnel）。 

柏氏漏斗法：柏氏漏斗訂做(現成碾米或碾豆漿用)不銹鋼漏斗 

(a) 採得落葉裝入採樣袋(肥料袋)再包以塑膠袋(垃圾袋特大)。 

(b) 採得腐植土裝入塑膠袋再裝入採樣袋同 1. 

(c) 採 得 樣 品 編 號 以 塑 膠 片 ( 布 條 ) 奇 異 筆 寫 好 標 籤                      

放入袋中(不宜以鉛筆書寫於紙條上)。 

(d) 以 60 w 燈泡照射 3 天，為求快速可以分批經常更替。* 注意檢查以免

起火燃燒。                                      

(e) 收集浸泡於酒精中標上標籤 (以鉛筆書寫於撕不破紙) 。 

(f) 一次處理不完可分批放入漏斗照射處理。 

b. 設定採集(installed collecting) 

此類方法常被稱為特殊採集方法及其他方法，但是，在今日的研究方法中，

常被應用於長期而有計劃的在特定地區定時定量採集標本，故稱為設定採集。均

利用各種昆蟲之特殊習性及趨性設置各種陷阱，誘引裝置及自動捕蟲器具等，這

些方法除用於採集及生態調查外更有多數應用於田間防治經濟害蟲，然而以固定

樣區或永久樣區調查昆蟲資源或供長期監測特定生態系之變化時，一般採用設定

採集，方法較易分析比較發揮效果，是近來應用漸廣的方法，以下分項敘之： 

(a) 掉落式陷阱杯(pit-fall) 

地棲昆蟲如跳蟲等躍起碰到遮蓋物掉入或地面步行者，直接掉入裝有固定液

之水杯中，固定液或保存液短期（三天以內）用甘油、酒精，較長期（三天以上）

則用代用福馬林等。數日後前往查看，將其檢出置於 70%酒精中保存，再依需要

製成玻片或液浸標本。 

(b) 黃色黏蟲紙（yellow sticky paper） 

原理：昆蟲飛行時主動或被動靠近而黏上，除黃色粘蟲紙之外各種不同顏色針

對不同昆蟲亦應考慮。 

方法及步驟如下：樣區內找出樣株樹幹上 100， 200cm 二處，約在成人胸高

位置(B)與舉手高度(L)；以釘鎗固定在樹幹上；收取時以塑鋼網為隔板，放

在黏膠面，避免黏在一起傷及標本，以樣區為單位，裝入封口塑膠袋。保存於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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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庫(7-11C)。 

(c) 花生醬誘集蟋蟀及灶馬（Yang et al., 1994）b 

(d) 吊網以鳳梨皮誘集蛾類及果實蠅等雙翅目昆蟲。 

c. 水棲無脊椎動物採樣 

(e) 蘇伯氏網(Surber sampler)：一定的採集面積(50x50 公分；網目＝250μm)，

因此可以作為定量或定性的採集。蘇伯氏網是設計用來採集溪流中的水

棲昆蟲，一般適用於水流急且水深小於 40 公分，底質組成以卵石、圓石

為主的溪段 

(f) 圓柱型採集器，一般常用的是直徑約 20 公分，長度約 45 公分，可用於

水流較緩或靜水水域，或用於底質以細砂土、礫石為主的棲地之採集，

但水深則須小於 45 公分。(謝森和，2004)。 

d. 土壤蟎蜱調查方法 

(a) 採土器 

在樣區內選擇適當地點以採土器鑽地採土，採土點選在平坦處，樹林和空隙交

界處，土層較厚，有機質豐富處為宜，避免在斜坡採土。使用採土有效深度

30 公分之採土器，以手動方式鑽地取土，自地表而下採土 30 公分，以 10

公分為單位區分為上層、中層、下層，將各層土壤裝入布袋中。 

(b) 蒐集枯落物 

各層之枯枝落葉和土壤分別裝入布袋裡，不可混淆，記得一併填寫標籤裝進

布袋內。 

將採集樣品倒入柏氏漏斗內，漏斗蓋上有燈泡的蓋子，利用負趨性收集蟎類，

漏斗下方放置收集瓶，瓶內裝有 70﹪或 75﹪的酒精，烘烤時間約 3-7 天。 

(c) 樣區之設置 

樣區之設置依本調查整合結果（表一）涵蓋綠島生態環境可能之基本類型，

以便未來評估比較及利用共同樣區整合分析及未來監測之需要。 

 

表一、綠島地區生態環境監測樣區一覽表 

土地利用型 現況 位置 調查時間 

1. 草生型 漸增 朝日溫泉村、柚子湖、牛頭山 1 月 

4 月 

7 月 

2. 建築地 漸增 南寮附近 

3. 木麻黃造林地 漸少 道路沿線 

11 - 8



4. 人闊混生地 

   (含銀合歡) 

漸增  10 月 

說明： 

據 2004年 9

月 18 日工

作團隊開

會討論結

果。 

5. 大葉山欖  阿眉山火燒山(?)，可及性不高 

6. 道路系統  環島 

7. 荒廢農地 漸增 南寮 

8. 灌叢 (林投) 漸減 觀音洞 

 

(4) 調查時間 

    考量離島計畫之交通，氣候特性及馮豐隆(2003) 台灣氣象資訊之分析結

果，團對各主題分類群調查之效果等，本計畫依季節規劃，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十

月分別進行整合性調查。 

 

(5) 分析之項目及方法 

調查的結果建立資料庫，就下列昆蟲相相關程度的參數項目分析：以便了解

當地區的昆蟲相特色及昆蟲多樣性： 

a. 每次調查累積的目(order)，科(family)，形態種(morpho-species)及個體數。 

b. 所有調查結果各植被型（研究站）之目(order) ，科(family)，形態種

(morpho-species)及個體數。 

c. 所有調查結果各調查方法之比較--目(order) ，科(family)，形態種

(morpho-species)及個體數。 

d. 所有調查結果各目的科級多樣性比較。 

    IHC（Index of Habitat Character）評估法，據 Brown Jr.（1999）指出保育地

點選定時的 

評估及監測項目（表二），評估項目有以下 12 條： 

1. 分類及生態上高度歧異（在單一地點或生態系物種數多）。 

2. 具高度生態忠誠度。 

3. 相對定居性。 

4. 物種特有性（窄分布）高，分化能力強（地區或區域性）廣分布。 

5. 分類明確，易鑑定。 

6. 研究透徹（包括遺傳、生化生態及生物地理研究）。 

7. 豐富度高，非隱密性，易於田間發現。 

8. 族群變動極大（但常出現）。 

11 - 9



9. 易於隨機採（取）得種或變種。 

10. 生態功能之重要性高。 

11. 對干擾的反應具預測性；快速敏感，可分析及具線性相關。 

12. 和其他特定物種及特有資源關係密切及指標性高。 

生物類群特性若符合條件為兩分，若不符則為一分，若無資料或無從判斷者

則為 0 分，總分最高為 24 分。 
 
表二、供生物地理及生態學分析之指標昆蟲的分類及監測項目（例） 

指標群生態學的特

性 

點
或
生
態
系
統
物
種
數
多)

。 

1. 

分
類
及
生
態
上
歧
異
度
高(

在
單
一
地 

2. 

具
高
度
生
態
忠
誠
度
。 

3. 

相
對
定
居
性
。 

力
強(

地
區
或
區
域
性)

廣
分
佈
。 

4 

物
種
特
有
性(

窄
分
佈)

高
，
分
化
能 

5 

分
類
明
確
，
易
鑑
定
。 

生
態
及
生
物
地
理)
。 

6 

研
究
透
徹
，(

包
括
遺
傳
，
生
化
， 

發
現
。 

7 . 

豐
富
度
高
，
非
隱
密
性
，
易
於
田
間 

8 
族
群
變
動
極
大
，
但
經
常
出
現
。 

9. 
易
於
隨
機
採(

取)

得
種
或
變
種
。 

10. 

生
態
功
能
之
重
要
性
高 

感
，
可
分
析
及
具
線
性
相
關
。 

11. 

對
干
擾
的
反
應
具
預
測
性
；
快
速
敏 

係
密
切
及
指
標
性
高
。 

12. 

和
其
他
特
定
物
種
及
特
有
資
源
之
關 

13. 

指
標
評
估
總
值
，
最
高
為
二
十
四
分
。  

Collembola ++ ++ ++ + + + + ++ + ++ ++ ++ 19 

Odonata(dragonflies, 

damselflies) 

++ ++ ++ + ++ + ++ + + + ++ + 18 

Isoptera (termites) ++ ++ ++ + ++ ++ + ++ + ++ ++ + 20 

Hemiptera： 

Coreidae, 

Pentatomidae, 

Cygacidae, 

Tingidae, Myridae 

++ ++ + + + + + + 0 + + ++ 14 

Homoptera： 

Membracidae, 

Ceropidae 

++ ++ + + + + + 0 0 + + ++ 13 

Coleoptera： 

Carabidae,, 

Cicindellidae, 

Elateridae, 

Cerambycidae, 

Chrysomelidae, 

Curculionidae 

++ ++ ++ ++ ++ ++ + 0 + ++ + ++ 19 

Diptera： Asilidae, ++ + + + ++ + ++ + + + ++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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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anidae 

Hymenoptera： 

Formicidae 

++ ++ ++ ++ ++ ++ + + ++ ++ + ++ 21 

Hym; Apoidea, 

Vespidae, Sphecidae 

++ ++ + + ++ ++ + + + ++ + ++ 18 

Sphingidae, 

Saturnoidea 

++ + + + ++ ++ + 0 0 + + + 13 

Arctiidae ++ + + + ++ ++ + + + + + + 15 

Papilionidae, 

Pieridae 

++ + + + ++ ++ ++ 0 0 + ++ ++ 16 

Morphinae, Satyrine 

(s. l.) 

++ ++ + ++ + + ++ 0 0 + ++ ++ 16 

Bait-attracted  

Nymphalinae 

++ + + + ++ + + + + + + + 14 

Heliconiini, 

Ithomiinae 

++ ++ ++ ++ ++ ++ ++ + ++ + + ++ 21 

 

(6) 指標生物群 

依目標不同及生物研究層次不同應用的資訊也不同，運用各種評估法選出指

標群如（表二），本研究依生物分類層次為基礎，調查結果各樣區昆蟲各科組成，

依生態承載量及環境保護政策需要，在配合現有其他資源之調查及規劃研究樣站

選定樣區，先行調查該樣區之昆蟲組成，利用指標群之棲地生態特性評估值

(IHC)，依河段特性決定評估值之標準供選定監測用及評估用之指標生物群，各

科組成選定後由委託單位訓練專人或委託專家負責鑑定從事後續之調查。若無法

事先調查評估，則利用歷年附近之調查再予修正，再選監測用之指標昆蟲科級組

成，亦為可行之道。經由指標值選出各科昆蟲指標群。 

日前常用的生態系物種歧異度指數，在昆蟲鑑定困難的情況下經常應用來探

討形態種，更應用在科群歧異度(楊正澤等，2001a；2001b)。而科群組成在某特

定生態系的多樣性可顯示生態系的穩定性，所以昆蟲科級生物多樣性及科群功能

群結構百分比，也是評估指標未來發展的方向(楊正澤，2001)。 

Pennak, R.W.(1978)的蜉蝣生態分類依 Needham, Traver, and Hsu（1935）整理如下： 

a. 靜水域如池塘、湖泊及溪流之迴流區 

(a) Climbers：稚蟲在半沉水性植物上爬（climb）dart、跑（run）或跳（jump）。

因為中央尾絲及鰓的快速移動而迅速活動。體型特色：體表光滑（smooth 

- bodied），尾毛具密纓毛，鰓葉片狀，無特別 streaml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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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代表屬：Blasturus、Cloeon、Siphlonurus 及 Callibaetis (Fig.375G)。 

(b) Bottom spramlers：在所有底質上慢速爬行。體型特色：體扁平、足堅硬、

多毛、覆有碎屑、足向外側張，第一對鰓葉通常特化為硬板蓋住及保護

其他鰓葉以免 silt。 

   典型代表屬：Caenis、Epherella 及 Potamanthus（Fig.370, 373A, 375H）。 

(c) Burrowers：所有蜉蝣最有趣的一群均是此型。好像地鼠式（mole like）

的在泥地、泥砂地或腐植碎屑（殘體）中挖掘（literally plow）隧道。隧

道具有兩開口。體型特性與功能：前足扁平可挖掘、大顎兩側具大牙突

起可能也有利挖掘，羽狀鰓位在背面，擺動起來可以維持隧道中的水中

氧氣，並排除碎屑（debris），當然也可能有避免隧道崩塌的功能。隧道

通常在底泥上層 5cm，也有在 15cm 處發現者。 

       典型代表屬：Dolamia、Potamanthus Ephemera、Hexagenia、Litobrancha、 

Pentagenia、Ephorn、Cavpsurus 及 Tortopus (Fig.367) 

b. 活水域及潮間帶（浪拍攤） 

   體型特性：複眼在背面。 

(a) Free – living：在急流水中自由活動，休息時爬附在卵石塊上，即便在湍

急水流中也可以四處移動（move about）。 

       典型代表屬：Isorychia、Ameletus、Paraleptophlebia 及 Baetis (Fig.375 E,  

F)。 

(b) Clinging：在緩流及 deliberately 區可以活動。緊緊爬在石塊上及其他物體

上，發現大量在裂縫(crevices)中及石塊下面(undersides)。體型特色：體極

扁平、前較寬、足特別扁平。 

       典型代表屬：Epcorus、Steronema、Heptagenia、Rhithrogena 及 Ephernerella 

(Fig. 373A, B；377F, G)。 

       體型特性：Epeorus 及 Rhithrogena 具腹部吸盤狀固著器（suck alike 

holdfast），由厚而具刺緣之鰓向外伸覆在基質上，腹面觀形成卵形環。

Ephemerella 腹部各節腹面形成吸盤狀，有些報告指這些吸盤無效用，而

是其爪最重要。 

(c) Stream – inhabiting：生活在 trash silt and moss，不會出現在漂流的水流中。

體型特色：足堅硬多刺。 

   典型代表屬：Ephemerella spp.及 Neoephermera 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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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存證標本編號保存及蒐藏 

 收標本後之存証標本，依吊網(Moth trap, MOT)、鳳梨皮(Pineapple, RAP)、

掉落式陷阱杯(Pit fall, PF)、黃色黏蟲紙(yellow sticky paper, YSP)、腐肉陷阱(Pit 

fall for Necro, PFN)、及可能加上的花生醬誘集器(Peanut butter bait trap, PBT)都要

和掃網(sweep, SWP)、枯落葉物搜集(Litters,LIT)，捕網(Aeronets, AN)、徒手採集

(free hand, HP)等代碼寫出每一件存證標本之編碼，以便日後再比對，編碼系列：”

日期—研究站—樣區—調查(採集方法)—形態種標號筆數—個體數” 

浸液標本則保存在 70-75%酒精，而黃色黏蟲紙則以隔網分隔後放在冰箱低

溫冷藏庫，以防止發霉，延長保存時段，增加利用價值。 

    鑑定方法請見楊正澤（2003）之敘述，特別是其中之鑑定參考資料。 

 

(8) 調查樣區概述 

針對不同林型（包括草生地、針葉林、針闊葉林、闊葉次生林、風水林、果

林、紅樹林），利用掃網、吊網、陷阱杯、誘集器，進行全面昆蟲普查。 
 

4. 哺乳類 

(1) 鳥獸類種類與分佈之基礎調查 

針對綠島各類生育地，從礁岩岸邊，草生地、廢耕農地、灌叢、森林（人造

林、闊葉林），到住宅建築等，進行鳥類與哺乳類的種類調查，並在採樣點使用

GPS 紀錄該點的經緯度。調查方法如下： 

a. 哺乳動物：  

以目視、設置捕捉器及夜間調查等方式於各樣區進行，並以動物之足跡、食

痕、排遺來輔助調查結果。另在樣區設置紅外線自動照相機（型號 wildlife 2; 香

港製）共二十台，24 小時長期監測動物出沒情形。 

b. 鳥類： 

將於調查樣區小徑以雙筒望遠鏡(慢速 7x35)觀察，或沿環島公路調查，聆聽

鳥類鳴叫聲（輔以錄音比對）於每日晨昏進行記錄鳥類種類、數量和棲地環境，

或亦由紅外線自動相機所拍攝到之照片判別種類。每季每樣區每日至少晨昏各做

二次普查。 

 

(2) 重要物種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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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瀕危物種 

台灣狐蝠(Pteropus dasymallus formosus)是分布於台灣唯一屬於大翼手亞目

的食果類蝙蝠。台灣狐蝠曾被記錄過的出現地點，包括高雄、台東、花蓮、綠島

與蘭嶼等地，西部地區則未曾有過，不過僅於綠島地區有較多且持續存在的族群

數量，但本種於民國七十八年由行政院農委會公告列為瀕臨絕種保育類的野生動

物。民國八十二年二月至八十五年 6 月止曾進行二年半的野外調查，在共計 8

條的勘察路線中，於過去狐蝠的四個棲所處並未發現任何台灣狐蝠的族群。現已

相隔十年需再進行普查。 

以全島普查進行野外直接目擊的方法，每季深入全島過去曾發現或捕捉過狐

蝠之棲所處，即柴口後方、龜灣大溝、溫泉及柚子湖地等四區進行為期四～五天

的觀察調查。調查方式為白天在山區及山溝內緩慢行走，聆聽是否有狐蝠叫聲或

掛棲於樹間，並觀察已結有果實的榕樹（Figus sp.）樹下，是否有食渣遺留。 

b. 引進物種 

台灣梅花鹿（Cervus nippon taiouanus）已於 1969 年完全在野外絕跡。不過，

由於鹿茸的經濟關係，梅花鹿於民間早有飼養，以綠島梅花鹿之飼養而言，早在

清朝時代（約 1884 年）即開始，其種源則來自台灣東部花蓮及台東地區的野生

梅花鹿。民國七十五年，鄉公所曾以公共造產方式所託管飼養的梅花鹿約 200

頭，因養鹿事業不振，就將此群鹿隻野放於全島山區，形成如今所謂的野放族群。

有關野放梅花鹿之族群生態、棲地需求，需持續監測調查。 

梅花鹿出沒狀況，主要採用夜間探照燈方式（spot-lighting）尋找，所見之

鹿，則記錄隻數、性別及可判定之年齡狀況，並觀察其逃逸方向。調查時間為每

季一次，每次進行 1－3 夜不等，每晚調查時刻分成二段，即夜晚 8：00－10：

00，和清晨前，大約在 4：30－6：00。 

 

(3) 監測指標生物（群）之建立與生態旅遊經營管理 

依當地棲地條件及季節變化，選出鳥獸代表種或指標生物群作為開發及遊客

可能衝擊的評析指標。作為生態旅遊與永續利用及保育管理的需要參考，達到綠

島鄉生活、生產與生態之相結合之生態鄉新境界。 
5. 兩爬 

(1) 兩棲爬行動物調查方法 
a. 種類名錄的完整建立：包括實地調查與相關文獻回顧。 
b. 分布狀況：針對綠島各類生育地，從礁岩岸邊，草生地、灌叢、森林，到

住宅建築等，進行種類、數量及分布調查。並在採樣點使用 GPS 紀錄該

點的經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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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微棲地分布：包括生育地、停棲地、微環境的調查記錄。 
d. 道路死亡動物(road kill)的監測：將亦遭受車輛輾斃的物種列為主要監測物

種。 

(2) 評估當地道路交通對該物種生態之衝擊，並研擬保護措施與發展生態旅遊

方案 
由於兩棲爬行動物行動緩慢，加上它們有季節性遷移的現象，所以島上的環島道

路交通的發展對動物將產生很不利的影響。所以研究調查計劃進行中，並將這些

動物較易出沒的地點設為主要監測站，同時計算調查期間的交通流量，比較旅遊

旺季與淡季的死亡動物種類與數量變化，以進一步評估當地交通的發展對該物種

生態的衝擊。同時，將收集國外文獻並研擬保育措施及方法(如涵管)，以達保育

及永續利用之效。 
 

 
三、 工作流程與進度分配 

  94 年 5 月 13 日期初簡報，94 年 8 月 13 日期中簡報，94 年 11 月 20 日期末簡

報，94 年 12 月 10 日繳交全部成果 
四、 預期效益 

（一）過去綠島陸域生態系之調查、生物物種、族群、群聚等各層級資料以及

非生物因子生育地資料的收集與生物地理資料庫之建構。 

（二）生育地因子地理與生育地理資料庫之建立，如綠島(1) 地形：岩岸/沙岸/

珊瑚礁(礁岩) 與 DTM 坡度、坡向、海拔高等地型(2)土壤：地質圖、土

壤圖、土壤種類 (3)氣象：溫度、雨量、溼度、颱風、日照、霧、風向/

風量(4) 水系 

（三）地覆資料庫之建立：利用綠島地面影像，進行土地利用型、植群型等地

覆圖之判釋數化建檔，更而利用該數化地覆圖進行生物資源(野生動植物)

取樣調查設計以及調查方法與對象之選定、調查頻率來決定。 

（四）水域生物：針對綠島淡水水域及潮間帶生態環境進行浮游性、附著性藻

類、海藻類及淡水水域無脊椎動物的物種種類、分布及季節變化做調

查。並在採樣點使用 GPS 記錄該點的經緯度，進行水中溶氧、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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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水溫、電導度等環境因子的測量。期望能對綠島水域生物項有初

步了解，並依當地水域環境特性及管理的需要選出指標生物(群)，以供

監測之用。 

（五）脊椎動物： 針對綠島各類生育地，從礁岩岸邊，草生地、灌叢、森林，

到住宅建築等，進行陸域脊椎動物包括兩棲類、爬行動物類、鳥類與哺

乳類的種類、數量、分布以及生活史調查，並在採樣點使用 GPS 紀錄該

點的經緯度。此外，也將完整地收集及回顧相關動物文獻。 

 
e. 綠島兩棲爬行動物種類名錄的完整建立：包括實地調查與相關文獻

回顧。 
f. 兩棲爬行動物的分布狀況：配合 GPS 定位。 
g. 兩棲爬行動物的微棲地分布：包括生育地與停棲地的調查記錄。 
h. 一年四季調查每一季的物種組成與數量變化比較。 
i. 道路死亡動物(road kill)的監測：將亦遭受車輛輾斃的物種列為主要

監測物  種，並將這些動物較易出沒的地點設為主要監測站，同

時計算調查期間的交通流量，比較旅遊旺季與淡季的死亡動物種

類與數量變化，以進一步評估當地交通的發展對該物種生態的衝

擊。 
 

（六）無脊椎動物： 針對綠島地區之直翅類(Orthopteroids)昆蟲包括蝗蟲、蟋蟀、

螽蟖、灶馬、蜚蠊、竹節蟲等，其他節肢動物含地棲性慲類及節虫卑及

淡水無脊椎動物（見水生生物子題）配合其他動植物及生育地調查時間

進行調查，其對綠島直翅類昆蟲相有初步了解並依當地棲所特性及管理

的需要選出代表種或指標生物群。以供永續性監測之用。 
 
 

五、 經費運用情形 

規劃目標 發展策略 具體措施 
實施方式 

計畫名稱 主辦機關 計畫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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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基礎

調查及監測 

 

建構綠島每年一

次航拍之地覆(土

地利用型、植群

型)數位檔 

1.規劃航測建立定期

數位高解析度空照

資料 

2.彩色垂直航拍照片

以及各種數位地圖

校正 

綠島相片基

本圖更新計

劃 

農委會 150萬 

近年來陸域生物

調查缺乏，逐步建

立生物多樣性資

料 

1. 普查現有陸生動

植物種類 

2. 比較物種變動情

形 

綠島陸域生

物調查 

交 通 部

（觀光局

東管處） 

150萬 

 
 

六、 參選機構簡介 
(一) 服務團隊組織介紹 
    本團隊以中華植物保護學學會主導，由馮豐隆博士擔任計畫主持人，楊正澤

博士、王瑋龍博士、謝森和博士、關永才博士、黃坤煒博士、林良恭博士擔任協

同主持人。去年(2004 年)共同參與農委會林務局的整合生物資源調查計畫。 
 
 
(二) 成員及學經歷 
擔任工

作 

姓名 性

別 

生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電話 其他通訊 

主持人 馮豐隆 男 42.06.

29 

Q10069042

8 

台中市仁義街 76

號 6 樓之 2 

04-2285406

0 

04-2285317

5 

協同主

持人 

楊正澤 男 46.2.2

5 

L120450926 台中市復興路三

段 111 巷 1 號 13

樓之一 

04-2285466

7 

04-2222659

5 

協同主

持人 

王瑋龍 男 48.4.2

8 

R121770440 彰化市進德路 1

號，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生物學系 

04-7232105

轉 3436 

04-7389058 

協同主

持人 

謝森和 男 51.10.

31 

 台中縣沙鹿鎮中

棲路 200 號，靜宜

大學生態學系 

04-2632800

1 轉 17506  

 

協同主

持人 

關永才 男 48.10.

07 

NC0011162

8 

台中市台中港路 3

段 181 號，東海大

學 生物學系 

04-2355060

9 

04-2355081

3 

研究人

員 

黃坤煒 男 60.09.

30 

 台中市民權路 359

巷 10 弄 8-2 號 

04-2322694

0 轉 317 

04-220503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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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成員學經歷如下： 

1. 馮豐隆主要學歷 

畢 業 學 校 國別 科系所 學位 起        訖 

     

     

     
馮豐隆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經歷 

服  務  機  關 服務部門 職   稱 起           訖 

現職：    

    

經歷：    

    

    

    

    

 
2. 楊正澤主要學歷 

畢 業 學 校 國別 科系所 學位 起        訖 

國立中興大學 中華民國 昆蟲學系 學士 1981/09-1983/06 

國立中興大學 中華民國 昆蟲學系 碩士 1983/09-1986/06 

國立中興大學 中華民國 昆蟲學系 博士 1988/09-1993/06 
 
楊正澤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經歷 

服  務  機  關 服務部門 職   稱 起           訖 

現職：    

國立中興大學 昆蟲學系 教   授 2003/02- 

經歷：    

國立中興大學 昆蟲學系 助   教 1984/02-1989/08 

國立中興大學 昆蟲學系 講   師 1989/08-1996/01 

加拿大馬吉爾大學 萊門博物館 訪問學者 1999/06-1999/12 

國立中興大學 昆蟲學系 副 教 授 1996/02-2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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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瑋龍主要學歷 

畢 業 學 校 國別 科系所 學位 起        訖 

私立文化大學 中華民國 植物學系 學士 1982/09-1984/06 

私立文化大學 中華民國 實業計劃所農

學組 

碩士 1984/09-1986/06 

國立台灣大學 中華民國 海洋研究所 博士 1988/09-1996/01 
王瑋龍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經歷 

服  務  機  關 服務部門 職   稱 起           訖 

現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生物學系 副教授 2002/08- 

經歷：    

文化大學 海洋系生物組 兼任講師 1986/08-1988/07 

中央研究院 地球科學研究

 

博士後研究 1996/08-1997/07 

國立中興大學 植物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 1997/08-1999/0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生物學系 助理教授 1999/02-2002/07 

 
4. 謝森和主要學歷 

畢 業 學 校 國別 科系所 學位 起        訖 

國立台灣大學  中華民國  
植物病蟲害系

昆蟲組  
學士 1983/09 – 1987/06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美國  Entomology  碩士 1988/09 – 1992/03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美國  
Biology/Zoolog
y  

博士 1992/01 – 1998/08 

謝森和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經歷 

服  務  機  關 服務部門 職   稱 起           訖 

現職：    

靜宜大學 生態學系(所) 助理教授 2001/08 

經歷：    

國立台灣大學  植病系昆虫組  Research 
i t t  

1987/08 – 198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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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Environmental 
Health Dept.  

Research 
assistant  

1992/03 – 1997/11 

國立台灣大學  昆蟲系  博士後研究員  1998/08 – 2000/04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科

學教育組  
科學教育組  助理研究員  2000/05 – 2001/07 

靜宜大學生態學研究所  生態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2001/08 – 2003/06 

 
5. 關永才主要學歷 

畢 業 學 校 國別 科系所 學位 起        訖 
Univ. of Florida 美國 Zoology 博士 1988 / 08-1992 / 05 
Iowa State Univ.  美國 Zoology 碩士 1985 / 08-1988 / 08 
台灣大學 中 動物系 學士 1978 / 10-1982 / 06 
關永才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經歷 

服  務  機  關 服務部門 職   稱 起           訖 

現職：    

私立東海大學 生物學系 教授 2002/08- 

經歷：    

台灣大學 動物系 助理 1982 / 07-1983 /06 

Univ. of Florida physiology Post.Doc 1992 / 07-1993 / 06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生物學系 副教授 1993 / 08-1996 / 07 

國立彰化師範 生物學系 教授 1996 / 08-2002/7 

 
黃坤煒主要學歷 

畢 業 學 校 國別 科系所 學位 起        訖 

國立中興大學 中華民國 昆蟲學系 學士 1981/08-1985/06 

國立中興大學 中華民國 昆蟲學系 碩士 1985/08-1987/06 

國立中興大學 中華民國 昆蟲學系 博士 1992/08-1996/06 
黃坤煒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經歷 

服  務  機  關 服務部門 職   稱 起           訖 

現職：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動物學組 
助理研究員(博

士級) 
198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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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動

物學組 
動物學組 助理研究員 1988 / 05-2003 /06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動

物學組 
動物學組 助理研究員 1988 / 05-2003 /07 

 
(三) 工作分配 

調查類別 工作分配 

非生物因子 馮豐隆博士 

植物 馮豐隆博士 

無脊椎 楊正澤博士、關永才博士、黃坤煒博士 

藻類 王瑋龍博士 

兩爬 謝森和博士 

哺乳類 林良恭博士 

 
 
 
(四) 曾辦理之類同案件 
2004 年曾辦理林務局整合資源調查訓練(農委會林務局保育組) 
2004 年曾辦理頭前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經濟部水利屬水利規劃試驗所) 
2004 年曾辦理卑南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經濟部水利屬水利規劃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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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衛星科學酬載及實驗計畫書 
申 請 書 

 
 
 
 

應用ROCSAT-2衛星影像資料在台灣地區 
森林資源監測之探討 

 
Application of ROCSAT-2 Imagery for Monitoring of  

Forest Resources in Taiwan 
 
 
 
 
 
申請機構：國立中興大學森林系 
 
執行單位：國立中興大學森林系 
 
主 持 人： 馮豐隆 
 
共同主持人： 吳俊霖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九十四 年 十 月 二十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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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太空中心委託研究計畫申請書 
一、綜合資料：  

申請機關 國立中興大學森林系 執行單位 國立中興大學森林系 

主持人 姓 名：馮豐隆 共 同姓名：吳俊霖 

 職 稱：教授 主 持 人職稱：助理教授 

            自95   01   01 起          自95   01   01  起 
執行期限 本年度計畫：   年   月   日 全程計畫：   年   月    日 

            至96   01   01 止          至98   01   01  止 
      

計畫名稱 
中文：應用ROCSAT-2衛星影像資料在台灣地區森林資源監測之探討

 英文：Application of ROCSAT-2 Imagery for Monitoring of Forest 
Resources in Taiwan 

計畫經費 向 本 中 心 申 請 申請機 備   註

 第一年 第二年 第三年 關自籌  
人 事 費 $755,400 $900,000 $900,000   
設 備 費 $190,000 $0 $0   

業務費      
(含消耗器材費) 

$644,600 $396,000 $396,000   
 

旅 運 費 $20,000 $20,000 $20,000   
管 理 費 $161,000.0 $131,600.0 $131,600.0   

共    計  $1,771,000 $1,447,600 $1,447,600   

貴重儀器使用費 $0 $0 $0   

計畫聯絡人 姓名： 馮豐隆         電話：04-22854060 傳真：04-22872027 

通信地址：台中市國光路250號 國立中興大學森林系 
       □已 
本計畫        申請其他機構之經費補助。 
       ■未 

計畫主持人  馮豐隆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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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計畫摘要：(請分別以中、英文就全部計畫要點作一概述，以五百字為限)中文部分 

(關鍵詞：自組織映射圖，階層式原型學習，遙測影像，類神經網路，影像分割) 

 

由於近年來台灣國土破壞嚴重及今年二月十六日以來京都議定書通過執行，育林、保林以

及森林資源碳析存的推估成為近年來政府努力的目標。因此，利用遙測影像進行森林資源的分

析，便是目前的當務之急。在本研究中，我們將利用華衛二號的遙測影像，對於台灣林地樹種

及林型進行分析，對台灣地景現況、功能與變遷等變化，在不同空間和時間尺度下，同時在理

論與技術上對ROCSAT-2影像之特性進行探討，同時描述變化像素特性與物件(Object)特性的

變遷，並融合2m Pan與8m 多光譜影像，採用類神經網路方法，進行區塊 (Segmentation)之分

類處理，以探討地面的地景格局(Landscape pattern)，(1) 人為地景：農業、鄉村與都會地景格

局(2)森林景觀：林型、林分、人工林、樹種，及(3) 濱河景觀：天然廊道河川（流域）與其附

屬之湖泊等濱河區。針對各層級區塊加以調查與判釋並建立動態模式。主要演算法分為兩個部

份，第一階段利用自組織映射圖（Self-organizing map, SOM），進行無監督分割（Unsupervised 

segmentation），把關鍵特徵向量擷取出來，第二階段則利用之前取出的特徵向量進行樹種與林

型的分類，在此階段採用階層式原型學習（Hierarchical Prototype Learning, HPL），目的在於每

種樹種建立起個別的原型，完成第二階段的分類，並進行監督式的分類。目的利用華衛二號遙

測影像完成林地樹種的分類，以達到林地分析的結果。佐以地理資訊系統(GIS)，將所收集的

屬性資料與圖層資料及過去經營管理、研究的調查資料，建構成多時間、空間尺度的生態環境

資料庫；由生態環境資料庫擷取空間分布之點資料，進行點推面的空間推估；完成單株層級、

林分層級、生態系層級、地景層級的層級結構；藉以掌握各森林生態層級的現況、功能與變

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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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畫摘要：英文部分 

(Keywords： self-organizing map, hierarchical prototype learning, Remote sensing image, 

Neuralnetwork, Image segmentation) 

 

 In this project, we propose to use neural network to analyze the multi-spectral image data. It 

contains two parts, unsupervised segmentation and supervised segmentation. In unsupervised 

segmentation, we use self-organizing map to segment multi-spectral image, then follow the supervise 

segmentation. In supervised segmentation, we use hierarchical prototype learning. We can make 

different prototype for each different objects. The input images can be classified by each prototype. 

After these two processing, we can analysis the ground elements by neural network. 

 

三、科學目標及原理 

(1) 科學目標 

1997 年 12 月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通過的京都議定書中，討論全球氣候日趨暖化

問題，並訂出溫室氣體減量目標。其後續之跨國合作減量計劃(Activities Implemented Jointly; 

AIJ)，主要分為能源技術與森林重建或保護兩大方向，其中植林方式對整體環境而言，是最自

然、最友善的溫室氣體減量政策。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針對「森林的永續經營」、「提昇

森林遊樂品質」、「推動民間參與森林遊樂建設」、「發展綠色森林產業」、「平地造林之休

閒產業」等五項議題，為台灣森林永續發展之重要課題，其相關「自然資源及國土經營管理」

與「遙測影像資料處理之技術研發」策略。因應中華衛星二號的遙測任務以滿足臺灣地區之需

求為主，衛星再訪頻率與適時性的獨特設計、全島大面積拍攝以及低價位影像的提供，中華衛

星二號特別針對其遙測應用實例包括：土地利用、農林規劃、環境監控、災害評估及科學研究

與教育之逐日性觀測特性進一步作深入探討。執行重點為：對台灣地景之連續性與和變遷等變

化, 以不同空間和時間尺度下進行地面地景格局(Landscape pattern)的調查和判釋。更利用地理

資訊系統(GIS)，將所收集的屬性資料與圖層資料及過去經營管理、研究的調查資料，建構成

多時間尺度（長期平均、年、月）、多空間尺度（地景、林份、單株）的生態環境資料庫；由

生態環境資料庫擷取空間分布之點資料，進行點推面的空間推估以及利用多空間層級資料進行

尺度推繹，以完成單株層級、林分層級與地景層級的層級化結構；藉以掌握各森林生態層級的

現況與變遷。 

 

本研究旨在藉由監督與非監督式類神經網路分類方法希望得到較佳的林型與土地利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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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嵌塊體合併準則，俾改進森林地景監測和假設情境(scenario)模式，並提供假設情境的空間

模式系統，以為森林與土地利用部門衝擊適應發展策略與永續發展政策之制定。台灣近年來由

於山區濫墾濫伐的影響下，造成台灣林地水土保持問題嚴重，每當豪雨過後山區便會產生土石

流，造成生命及財產大量損失，因此國土復育便成為近幾年政府努力的目標，而國土復育中，

造林則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外評估氣候變遷之碳吸存需要大量森林資源資料，造林為長期的工

作，必須要有現場的查核機制，以充分掌握現場情況，才能落實造林的成效。不過造林地分散

於台灣山區各處，假如要現場實測與調查，會耗費相當大的人力物力，實不可行。因此勢必要

結合利用遙測照片及相關圖資，應用於外業調查作業中，以減少成本的支出以及提高準確度，

本計劃預計採用華衛二號的遙測影像，利用遙測影像多頻道的特性，來對台灣林地之地表地物

的影像進行分析，以達到大範圍大規模的地覆分析。圖 1 為造林地影像圖的分析。 

 

 
圖 1、台中縣豐原市下南坑段的造林地影像圖 

 

傳統進行遙航測影像判釋分析，多採用人工進行分類，由於人工分類十分的耗時，並且容

易出錯，要進行大規模的林地分析，採用人工方法分類實在過於耗時、費力與耗費鉅額成本。

因此發展電腦自動化的分析技術，以達到快速且準確的效果。而電腦自動化分析又分為統計方

法，以及類神經網路方法，統計方法需要人工給予地表地物資訊，假如不慎給予錯誤的資訊，

便會導致整個分類結果錯誤，且統計方法需要給予大量的訓練樣本，所以利用統計方法仍會有

出現類似於人工分類方法的缺點，而且對於雜訊的容錯能力低。 

 

而類神經網路方法具有下列幾項特點是傳統方法所不具備，類神經網路演算法簡單，可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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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硬體支援進行平行運算，加快計算時間，所需要的訓練樣本個數少，而且容錯能力高，對

於雜訊的影響可以降到最低，幾乎可以克服雜訊的影響。而且高維度的影像，利用類神經網路

來進行分類，可以達到越好的分類效果，並且不需要給予任何已知資訊便可以完成分類。本計

劃預計利用華衛二號影像達成台灣林地的分類，並利用過去林務局第三次全省森林資源調查與

永久樣區資料以及林務局農林航空測量所綠資源 NDVI 調查計劃 91、92 與 93 年度成果和其他

相關的國土資訊系統中所建立的資料庫，擷取所需資料進行多層級森林資源的評估並與本計劃

成果之異同或優劣進行討論，於本計劃中亦將以分層取樣技術，進行取樣，以做為成果之檢核

與掌握森林資源分布現況，以提供台灣國土復育，國土安全與造林計畫等經營管理決策之用。 

 

(2)類神經網路分析的科學原理 

華衛二號為一顆由台灣自主操控之高解析度同步遙測衛星，其影像對台灣地景之連續性與

和變遷等變化，在以不同空間性和時間性的尺度下提供了極佳的資訊，對探討地面的景觀格局

(Landscape pattern)調查和判釋。ROCSAT-2提供逐日影像資料，據此可推算出常態化差異植生

指數（NDVI）近一步可得葉面積指數（LAI）、光合作用之輻射能吸收指數(FAPAR)，與地表

覆蓋現象如土地利用型態。影像處理將採用ERDAS Imagine v8.7與ESRI ArcGIS 9.1 等軟體以及

自行開發撰寫之影像分析軟體，處理 NDVI、LAI、單木層級、林分層級、與地景層級資料。

對NDVI、LAI而言，由於太陽光輻射從植被冠層散射出來且由衛星感測器測得光子的傳遞到

葉部與旁邊的地面。因此，為了估計植被冠層輻射，必須掌握三個重要特性。(1) 單獨植物個

體和整個冠層的架構； (2) 植物體葉部，莖幹和土壤的光學性質；前者取決於生理的條件(含

水狀況,色素濃度)； (3) 估測輻射地區的大氣條件。 
 

植物冠層之非均勻性可由三維葉面積分布函數表示 u
L
之。某(空間)點之值取決於所在之樹

幹分布、地形、幹枝條面積比例、葉片分散度、葉與冠層大小、及葉片叢集狀況（Myneni and 

Asrar, 1991; Oker-Blom et al., 1991）。 

 

1 ( )L

V

LAI u r dr
Xs Ys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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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n hern

hern hern

A A
NDVI

A A
α β

α β

−
=

+           (2) 

 

 
2004/07/28 台南新化近紅外光波段 2004/07/28 台南新化紅光波段 

2004/07/28 台南新化 NDVI 2004/07/28 台南新化擬色影像(421) 
圖 2、台灣新化之華衛二號遙測影像 

 

其中 V 是植物冠層範圍;XS,YS 是 V 的水平尺度。LAI , FPAR 與 NDVI 三者之間具有一關

係式  －  Backup Algorithm ，運算法取決於各土地利用型所適宜之輻射傳導模式，將採

pixel-by-pixel 方式運算，應用 ROCSAT-2 影像及土地利用型資料，而其 NDVI 值必須大於

0.1。 

 

LAI = f1(NDVI)，FPAR= f2(NDV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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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f1 及 f2 為生物量獨立迴歸曲線。土地利用型之萃取，(1) 都會地景：農業、鄉村與都

會；(2)森林地景：林型、林分、人工林、樹種，及(3) 濱河地景：天然廊道河川（流域）與其

附屬之湖泊等濱河區。分類層級則採取單木層級、林分層級、與地景層級方式處理。 

 

ROCSAT-2 影像解析度－全色態(pan)(黑白)影像 2 公尺；多頻譜(彩色)影像 8 公尺，如圖 2

所示。我們將利用組織映射圖 Self-organizing map（ SOM）來處理影像區塊  (image 

segmentation)，將影像分割出如 Biotope、林分、林型及土地利用型態等類以及各種土地利用型

如森林覆蓋面積、林分類別、針闊葉林、草生地、灌木叢等等。此計畫目標是將台灣林地的遙

測影像進行影像分割，由於不同的樹種會具有不同的樹冠，此計劃預計將相同樹種分配至同一

群，利用遙測影像具有多個頻道（multi-spectral），地表上不同的地物，對於不同的光譜會具有

不同的反射特性，所以先進行影像分割（image segmentation）可以把不屬於林地的地表物件給

區隔開，接者在對林地進行分類，以達到預期目標。圖 3 為計畫流程圖。 

 

 
圖 3、計畫流程圖 

 

非監督式影像分割利用類神經網路的方法自組織映射圖（Self-organizing map，SOM）來完

成非監督式分割（Unsupervised Segmentation）的結果，圖 4 為自組織映射圖的流程圖，自組織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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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圖是一種類神經網路方法，具有把相同特徵的輸入值聚集在一起。圖 5 是一個簡單的例

子，S.H. Ong（2002）利用 SOM，將原本輸入為亂序排列的二維特徵圖（feature map），經過

SOM 訓練過後，相同顏色的區塊會具再在一起。因此利用此特性，可以把遙測影像進行分

群。 

 

 
圖 4、自組織映射圖的流程圖 

 

  
圖 5、左圖為初始權重值，右圖為訓練後的值 [1] 

 

在本計劃中 SOM 為一個 2D 矩形架構的網路，架構如圖 6，具有輸入層（input layer）及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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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層（output layer），輸入層為輸入影像的特徵向量（feature vector），每個輸入層都與神經元

（ neuron ）都相連，其中 為輸入向量， 為第 個特徵值，

為第 個神經元之權重。 

[ mffffx ,,,, 321 K= if i

[ imiiii wwwww ,,,, 321 K= i

 

 
圖 6、SOM 架構圖其中 X 為輸入項量值，f 為圖層的向量值，Wi 為神經元 i 的權重 

 

SOM 是採用 winner-take-all 的策略，只對於與贏家神經元（winner neuron）相連的權重值（weight 

value）進行修正。勝利神經元的選取方法，為計算權重與輸入向量的歐基里德距離（Euclidean 

distance），距離最短的神經元，即為勝利神經元，選取公式如 (4)。 

 

( ) ( ) ( ) ( ){ }
( ) ( ){ } neuronwinningwtwtxc

twtxtwtx

ci
i

i
i

c

為−=

−=−

minarg

min
         (4) 

 

當選定後，便可以進行權重值的修正，修正的公式如 (5) 

 

( ) ( ) ( ) ( ) ( ) ( )[ ] ( )
( )⎩

⎨
⎧ ∈−+

=+
otherwisetw

tRiiftwtxthttw
tw

i

cicii
i

α
1                  (5) 

 

經過數次的訓練後，網路會漸漸的收斂，當網路完成收斂後，此類神經網路便訓練完成。訓練

完成後，可以發現具有相同特性的像素會被分在同一個區塊中，接者再從神經元中挑選一些具

有代表性的神經元。在此可以利用一個簡單的計數器，計錄挑選次數較多的神經元當作最後的

輸出。利用 SOM 可以將特徵個數降低，並且找出具有代表性的特徵，這對於進行分類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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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幫助。以上便是傳統 SOM 網路進行訓練的過程，由於特徵向量的選取，對於最後分類的結

果會有很大的影響，傳統挑選特徵向量只取像素本身值，並沒有考慮週邊像素的特性，Dokur

（2005）提出一種新的特徵向量選取方式， 如圖 7 所示，除了像素本身的值，並加上周邊八鄰

居的值，這樣除了考慮像素本身的值，也考慮到與像素周邊的特徵，進而達到比較優良的分類

結果。當完成分類後，可以將林地以及非林地給區分出來，接者就對於林地進行樹種的分類。

由於不同樹種具有不同的樹冠，在此可以針對不同的樹冠進行分析，把林地依據不同樹種而進

行分類。 

 

 
圖 7、特徵向量選取方式 [3] 

 

Dong（2005）提出一種新的學習網路，階層式原型學習（Hierarchical Prototype Learning，

HPL），這種學習網路可以將預計要進行分類的目標建立一個原型，接者利用此原型進行比

對，以達到分類的效果。圖 8 為階層式原型學習網路流程圖。由於剛剛經過SOM訓練後的影

像，得到具有代表性的特徵向量，因此對於不同的樹種，可以分別挑選前三個具有代表性的特

徵，來進行 HPL的訓練，每種不同樹種，都可以分別訓練產生一組HPL。以下為HPL的演算

法，先定義原型p的圓心為c，半徑為r，d(x,p)為輸入點與原型p的歐幾里得距離。如式(6) 假如d

小於半徑，則輸入點屬於此原型， 

 

( ) ( ) 2
1

3

1

2
, ∑

=

−=
j

ijjpx xcd                                        (6) 

 

接者定義原型的密度（Density of prototype），N 為原型 p 中所包含點的個數，如式(7) 

34
3D

r

N
p π
=                                                   (7) 

 10   

12 - 10



                    太空中心計畫申請書 製作日期：2005/10/28 列印日期：2005/10/30 

 

定義半徑最大值與最小值（rmax ，rmin）密度的最小值（Dmin）訓練點個數M，其程式與法如下： 

 

 11   

 

 r = rmax 
while r > rmin
  for i =1 to M 

  假如 xi 不屬於任何的原型，產生一個新原型，圓心則為 xi，半徑為r 
    計算新原型所包含點個數，並計算原型的密度Dp 

   假如Dp > Dmin 則接受p為原型。否則此原型不成立。 
  end for 

r = αr 
end while 
 

 

 
圖 8、階層式原型學習網路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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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訓練後產生的 HPL（Dong, 2005） 

 

接者計算每個原型中的元素個數，假如此原型個數小於某個特定的門檻值，便將此原型刪

除。圖 9為經過訓練後產生的HPL。接者將測試影像中的點與HPL進行比對，假如有被包含在

原型中，則此點就屬於此類型，反之就不屬於此類型。利用此方法，可以對於每種樹種建立起

屬於各樹種的 HPL，來完成樹種的分類，如圖 10。 

 

 
圖 10、區塊分類結果 (from Guide Book of eCognition) 

 

為整體之分類精確度，將採卡帕測驗(kappa test)檢測之，如式(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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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卡帕係數（kappa coefficient）為 

 

1
o c

c

P P
K

P

−
=

−              (9) 

 

最後我們整合地理資訊系統(GIS)，將所收集的屬性資料與圖層資料及過去經營管理、研

究的調查資料，建構成多時間、空間尺度的生態環境資料庫；由生態環境資料庫擷取空間分布

之點資料，進行點推面的空間推估；完成單株層級、林分層級、地景層級的層級化結構；藉以

掌握各森林生態層級的現況、功能與變遷。 

 

(3)實驗設計架構 
本計劃的主要目標為利用ROCSAT-2所提供的每月天氣良好視野清楚之影像資料，發展類

神經網路影像分析方法，並結合多層級森林資源評估方法，依序建立地景、林份與單株層級資

料，進行尺度推譯，估算各林型生長量、蓄積量、生物量與碳吸存量與變動量，整體計畫流程

程圖如圖 11。 

 

自然界的變化複雜，從生態學的研究中我們可以了解層級的作用與畫分是很重要的，ㄧ篇

好的溪流科學文章建構在溪流棲地組織的層級結構上(e.g., Frissell et al., 1986; Minshall, 1988; 

Fitzgibbon and Imhof, 1994)，且層級理論對於建立生態方面的文章是相當有助益的(Allen and 

Starr, 1982)，層級的畫分協助我們了解生態系統間與系統內的交互作用，也協助我們定義研究

的範圍以及界定重要的影響因子，在這個層面中，無論是針對何種生態系統的研究或是其他生

活上的應用皆可通行，本計劃的主要目的在於發展應用ROCSAT-2影像資料於地景格局自動化

分類方法，並且擴大應用此方法結合林份調查與生長錐調查和過去的調查資料，建立多層級森

林資源評估方法，提供國家通訊中所需之森林碳吸存量與變動量之評估方法，現針對本計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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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與空間尺度進行說明。 

 

ROCSAT-2 衛星影像四個季節日 
(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類神經網路影像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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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整體計畫流程程圖 

 

 時間尺度 

林木生長隨著時間的流動而有其週期性，在內在方面，表現在木材性質中會出現春秋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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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表現在生理方面會有不同光合作用循環等，外在方面生長的變化以及物候的更換，則吸

引一般人們的眼光，為了有效的訓練類神經網路分析的準確性，除了在挑選遙測影像時儘可能

排除由於雲層與地形等造成的誤差外，考量林木物候的變化，尤其是變葉、花候明顯之林型，

亦相當重要，通常物候之整體變化可以透過以月為單位來觀察，因此本計劃擬利用 ROCSAT-2

所提供的每月天氣良好視野清楚之影像資料，進行分析，在調查時間尺度的配合上，以可分為

按每月進行的檢核樣區調查，以及按年（於生長季節如 7、8 月）進行的樣區與生長錐調查。 

 

 空間尺度 

空間尺度方面，遙測影像的分析方法預期是針對全省區域進行自動判釋，由於方法研究之

初，需透過大量的訓練進行調適的回饋修正，因此在規則未建立之前須配合地面樣區調查來進

行試驗，層級的劃定上，最終的成果以全台灣 ROCSAT-2 影像之地景格局分類與森林資源評

估，其左上座標為（134,170，2,814,200），右下座標為（355,795，2,413,825），而建立規則的

試驗範圍，在有限的時間與成本考量下，我們選定本省每逢颱風、地震往往災情慘重的中部地

區，且借地利之便進行調查，本計劃試驗範圍含跨行政區包含台中縣、台中市與南投縣，林務

局所屬事業區包含八仙山、埔里、大甲溪與濁水溪事業區以及中興大學惠蓀林場，試驗範圍以

方框表示則左上座標為（196,494，2,704,275），右下座標為（294,906，2,634,107），座標系統

為 TM2 度分帶 TWD67， 如圖 12 所示，作為試驗中代表性的地景格局，各地景格局中再利用

分層取樣技術，按其所佔面積比例與形狀，挑選過去林務局曾經設立的永久樣區進行調查，若

所在地區並無永久樣區時，則自行新增臨時樣區進行調查，以獲得每個判釋出來之林型中林份

組成，並應用生長錐技術，進行定年與生長量分析，如此由大而小的依序建立地景、林份與單

株資料，而後再由小而大的進行尺度推譯，估算各林型之生長量、生物量與碳吸存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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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試驗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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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架構說明 
4.1.酬載實驗儀器（規格及需求） 
無 
4.2.地面部份：配合實驗的地面設施  
無 
4.3.科學資料處理及應用  
(1) 類神經網路航空影像自動判釋分類技術之開發 

(2) 發展多層級森林資源評估方法 

(3) 探討地景格局變遷機制，提供假設情境使用 

(4) 協助國家通訊計算森林碳吸存量與變動量 

五、工作項目 
5.1.工作要項（SOW） 

 第一年（執行時間 95 年 1 月 1 日起至 96 年 12 月 31 日止） 

A. 利用類神經網路影像分析方法，對ROCSAT-2所提供的每月影像資料進行地景格

局的分類，建立地景格局資料。 

B. 蒐集過去單株層級的樹幹解析、林份層級的樣區調查與地景層級的影像資料、

NDVI 與土地利用判釋等資料，進行執行成本與成果的分析比較，以了解過去利

用統計分析方法與類神經網路分析方法配合分層取樣進行森林資源調查與成本推

算與準確度的差異。 

 第二年（執行時間 96 年 1 月 1 日起至 97 年 12 月 31 日止） 

A. 利用地景格局資料進行分層取樣，進行林份與單株層級的樣區調查，更而對影像

分類成果加以檢核以及資源現況調查，若鄰近有過去設立的永久樣區則以永久樣

區為樣區，以避免樣區重複設置的資源浪費，並可結合林務局等單位的人力進行

調查與資料的整合。 

B. 利用類神經網路影像分析方法，對ROCSAT-2所提供的每月影像資料進行地景格

局的分類，建立第二年度地景格局資料。 

 第三年（執行時間 97 年 1 月 1 日起至 98 年 12 月 31 日止） 

A. 利用類神經網路影像分析方法，對ROCSAT-2所提供的每月影像資料進行地景格

局的分類，建立第三年度地景格局資料。 

B. 持續進行林份與單株層級調查建立第三年度森林資源現況資料。 

C. 利用第二年與第三年影像分析成果進行分析，探討地景格局變動情形與其過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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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解。 

D. 利用第二年與第三年地景、林份與單株層級調查分析成果，計算森林資源現況與

探討森林資源變遷的原因與機制。 

E. 利用過去林份與單株層級資料與本年度研究成果進行比較，探討方法與結果之異

同、優缺點與成本的分析。 

5.2.工作時程（包括進度甘特圖） 
 第一年（執行時間 95 年 1 月 1 日起至 96 年 12 月 31 日止） 

工作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類神經網路影像分析程

式撰寫 
            

利用類神經網路進行影

像地景格局的分類 
            

檢核樣區調查             

期中報告             

蒐集整理與分析過去單

株層級資料 
            

蒐集整理與分析過去林

份層級資料 
            

蒐集整理與分析過去地

景層級資料 
            

類神經網路方法與過去

統計方法之差異分析 
            

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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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年（執行時間 96 年 1 月 1 日起至 97 年 12 月 31 日止） 

工作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利用類神經網路進行影

像地景格局的分類 
            

分層取樣設計與樣區篩

選 
            

檢核樣區調查             

地景、林份與單株層級

現況調查 
            

期中報告             

現況調查內業資料處理

分析 
            

期末報告             

 

 第三年（執行時間 97 年 1 月 1 日起至 98 年 12 月 31 日止） 

工作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利用類神經網路進行影

像地景格局的分類 
            

檢核樣區調查             

地景、林份與單株層級

現況調查 
            

期中報告             

現況調查內業資料處理

分析 
            

森林資源變遷的原因與

機制之探討 
            

期末報告             

 

5.3.與其他工作之介面 
     無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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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資源需求：（可包括需 NSPO 支援及合作之部份） 
6.1.技術 

懇請 NSPO 提供計畫期間 95 年 1 月 1 日至 98 年 12 月 31 日，每月全台灣（左上座標

為（134,170，2,814,200），右下座標為（355,795，2,413,825））與試驗地區（左上座標

為（196,494，2,704,275），右下座標為（294,906，2,634,107）），座標系統為 TM2 度分

帶 TWD67 之多頻譜(Multi-Spectral)彩色影像資料（原空間解析度為 8 公尺，經處理後可

達 2 公尺）：Band 1 (藍) 0.45～0.52µm、Band 2 (綠) 0.52～0.60µm、Band 3 (紅) 0.63～

0.69µm 與 Band 4 (近紅外光) 0.76～0.90µm，。 

 
6.2.人力 

(1)類別欄內請分別填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助理研究人員」等。 
(2)計畫人員請檢附學經歷說明書。 
類 別姓 名 在本委託計畫內擔任之詳細具體工作性質、項目及範圍

主持人 馮豐隆 計畫之督導與執行、理論推導與實驗結果分析 

共同主持人 吳俊霖 計畫之督導與執行、理論推導與實驗結果分析 

學士級專任助理

研究人員 
曾文正 計畫之外業調查與內業資料處理以及行政相關事項之處理

博士班兼任助理

研究人員 

李宣德 計畫之外業調查與內業資料處理 

碩士班兼任助理

研究人員 
黃俊凱 計畫之外業調查與內業資料處理 

碩士班兼任助理

研究人員 

代聘 類神經網路影像分析程式開發 

碩士班兼任助理

研究人員 

代聘 遙測影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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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設備配置： 
(1)如某項儀器設備必須添購而其單價在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者，請說明(A)計畫結束後之用

途(B)教學及研究上之使用情形(C)指定由何單位保管維護，(2)「來源及數量」請填寫數字。如

係「借用」或「租用」請在「備註」欄內註明向何單位借用或租用。 
編 號 儀器設備名稱 用 途 及 說 明來 源 及 數 量備 註

 (中英文併寫)  自有 借用 租用 添購  
1 ARCGIS軟體 

ARCGIS software 
(A) 資料處理與分析 

(B) 資料處理與分析與

訓練GIS人員 

1    軟體需進行

升級維護

2 ERDAS影像處理

軟體 
ERDAS Imagine 

software 

(A) 影像處理 
(B) 影像處理與分析與

訓練影像分析人員

(C) 由主持人 馮豐隆教

授保管 

   1  

3 個人電腦 
Personal computer 

(PC) 

資料儲存備份裝置    1 需設定

RAID功能

4 個人電腦 
Personal computer 

(PC) 

資料處理分析    1 專用於影像

處理 

5 個人電腦 
Personal computer 

(PC) 

資料處理分析與程式開

發 
   1  

6 IBM伺服器 
IBM Server 

資料庫、資料倉儲、網

域管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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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畫經費說明：經費預估(新台幣)及分配（請明列細部規劃期經費分配。若為多年

期長程計畫，請明列各年度經費需求。） 
1.人事費用：  

(1) 第一年（執行時間95年1月1日起至96年12月31日止） 

姓 名 類 級 別 專或兼 在計畫內工

作 月 數

月支酬金(元) 小計(元) 

馮豐隆 主持人 主持人 12 $10,000 $120,000 

吳俊霖 共同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12 $10,000 $120,000 

曾文正 學士級助理研究人

員 
專任 9 $30,600 $275,400 

李宣德 博士班助理研究人

員 
兼任 12 $6,000 $72,000 

黃俊凱 碩士班助理研究人

員 
兼任 12 $6,000 $72,000 

代聘 碩士班助理研究人

員 
兼任 12 $4,000 $48,000 

代聘 碩士班助理研究人

員 
兼任 12 $4,000 $48,000 

總      計 $755,400
(2) 第二年（執行時間96年1月1日起至97年12月31日止） 

姓 名 類 級 別 專或兼 在計畫內工

作 月 數

月支酬金(元) 小計(元) 

馮豐隆 主持人 主持人 12 $10,000 $120,000 

吳俊霖 共同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12 $10,000 $120,000 
代聘 碩士級助理研究人

員 
專任 12 $35,000 $420,000 

代聘 博士班助理研究人

員 
兼任 12 $6,000 $72,000 

代聘 碩士班助理研究人

員 
兼任 12 $6,000 $72,000 

代聘 碩士班助理研究人

員 
兼任 12 $4,000 $48,000 

代聘 碩士班助理研究人

員 
兼任 12 $4,000 $48,000 

總      計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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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年（執行時間97年1月1日起至98年12月31日止） 

姓 名 類 級 別 專或兼 在計畫內工

作 月 數

月支酬金(元) 小計(元) 

馮豐隆 主持人 主持人 12 $10,000 $120,000

吳俊霖 共同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12 $10,000 $120,000
代聘 碩士級助理研究人

員 
專任 12 $35,000 $420,000

代聘 博士班助理研究人

員 
兼任 12 $6,000 $72,000

代聘 碩士班助理研究人

員 
兼任 12 $6,000 $72,000

代聘 碩士班助理研究人

員 
兼任 12 $4,000 $48,000

代聘 碩士班助理研究人

員 
兼任 12 $4,000 $48,000

總      計 $900,000
2.儀器設備費用：(1)「儀器設備名稱」欄請按儀器、機件、零件三類分別填寫，(2)表內「添置

方式」，請在適當欄內打「V」號，(3)本中心鼓勵自行設計製造儀器，如採自製方式，請檢附設

計及製作方法，(4)單價在新台幣十萬元以上者，須檢附報價單。 
(1) 第一年（執行時間95年1月1日起至96年12月31日止） 

儀器設備名稱  添 置 方 式 價                    款 
 規 格 及 廠 牌 自 國內 國外 單        價 數 總    價 檢附報價 

(中英文併寫)  製 採購 採購 外幣 臺幣(元) 量 (臺幣元) 單件數 

個人電腦 
Personal 

computer (PC) 

  V   $90,000 1 $90,000  

個人電腦 
Personal 

computer (PC) 

  V   $50,000 1 $50,000  

個人電腦 
Personal 

computer (PC) 

  V   $50,000 1 $50,000  

共      計      $190,000 3 $190,000  

(2) 第二年（執行時間96年1月1日起至97年12月31日止） 
無 
(3) 第三年（執行時間97年1月1日起至98年12月31日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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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相關費用：凡與研究計畫執行直接相關而不屬於上列各科目範圍之費用，包括文具、

紙張、郵電費、印刷費、圖書費用、所需消耗性器材、維護費用、調查費、計算機使用費、儀

器安裝、保險及運雜費等費用屬之。 
(1) 第一年（執行時間95年1月1日起至96年12月31日止） 
項 目 名 稱 用 途 及 說 明 金 額備 註

軟體維護費用 ARCGIS 軟體升級維護費用 $500,000 第一年維

護費用，

包含安裝

費用 

調查費用 請臨時工進行外業調查之費用 $96,000 以1天960
元工資

計，案預

定調查時

間(7、8、
9月)約100
天，總計

需$96,000

雜支 文具、紙張、郵電費、印刷費、圖書

費用、所需消耗性器材、儀器維修 
$48,600  

總 計 $644,600  

(2) 第二年（執行時間96年1月1日起至97年12月31日止） 
項 目 名 稱 用 途 及 說 明 金 額備 註

軟體維護費用 ARCGIS 軟體升級維護費用 $250,000  

調查費用 請臨時工進行外業調查之費用 $96,000 以1天960
元工資

計，案預

定調查時

間(7、8、
9月)約100
天，總計

需$96,000

雜支 文具、紙張、郵電費、印刷費、圖書

費用、所需消耗性器材、儀器維修 
$5,0000  

總 計 $3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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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年（執行時間97年1月1日起至98年12月31日止） 
項 目 名 稱 用 途 及 說 明 金 額備 註

軟體維護費用 ARCGIS 軟體升級維護費用 $250,000  

調查費用 請臨時工進行外業調查之費用 $96,000 以1天960
元工資

計，案預

定調查時

間(7、8、
9月)約100
天，總計

需$96,000

雜支 文具、紙張、郵電費、印刷費、圖書

費用、所需消耗性器材、儀器維修 
$5,0000  

總 計 $396,000

4.、旅運費：國外公差所需費用。 
國外差旅費：（請詳填出國計畫內容） 

(1) 第一年（執行時間95年1月1日起至96年12月31日止） 
出 差 事 由 出 差 地 點 費     用 備    註 

    

國內差旅費 

期中期末會議  $5,000  

相關研討會  $10,000  

其他連絡事項  $5,000  

總 計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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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年（執行時間96年1月1日起至97年12月31日止） 
出 差 事 由 出 差 地 點 費     用 備    註 

    

國內差旅費 

期中期末會議  $5,000  

相關研討會  $10,000  

其他連絡事項  $5,000  

總 計 $20,000  

(3) 第三年（執行時間97年1月1日起至98年12月31日止） 
出 差 事 由 出 差 地 點 費     用 備    註 

    

國內差旅費 

期中期末會議  $5,000  

相關研討會  $10,000  

其他連絡事項  $5,000  

總 計 $20,000  

 

八、計畫管理 
8.1.計畫管理概述 

本計劃中管理部份可分為程式撰寫、外業調查、內業分析與報告撰寫等方面，又

針對計畫內容可分為兩大部分，(1)影像分析程式的開發與應用，(2)多層級森林資源

評估工作之執行，分述如下。 

(1)影像分析程式的開發與應用 

由計畫共同主持人 吳俊霖 助理教授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影像分析小組）負責，

進行類神經網路應用於遙測影像分類方法的研究，所執行的任務包含分析程式的撰

寫、遙測影像的分析、相關技術報告的搜集整理與報告撰寫。 

(2)多層級森林資源評估工作之執行 

由計畫主持人 馮豐隆 教授工作小組（以下簡稱森林資源評估小組）負責，結合

遙測影像分析成果進行外業檢核樣區調查與地景、林份與單株層級現況調查，蒐集過

去國內相關研究成果，內業部份進行外業資料的處理分析，整合過去相關的調查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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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計畫成果與本計劃之成果與方法進行分析比較，以及報告撰寫與彙整。 

 
8.2.團隊組織及任務架構說明 

本團隊組織圖與各人員所負責之任務如圖 13，計畫主持人負責監督、控管與彙

整計劃執行狀況與成果，並與共同主持人分別負責各自工作小組之任務分派與管理權

責，在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下，計有一專任研究助理負責小組間與工作團隊外的行政

協調、資料申請、經費核銷、人員與資料的管理，此外共計有四位兼任助理（A、B、

C、D），兩位（A、B）屬於馮豐隆 教授工作小組，主要負責地景、林份、單株層級

之樣區調查與影像分類成果檢核調查的內外業處理，其他兩位（C、D）屬於吳俊霖 助

理教授工作小組，主要負責遙測影像分析與程式開發，其他計有臨時工數名協助外業

調查。 

應用逐日衛星資料在台灣地區森林資源監測之研究計畫 

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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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計畫團隊組織與工作分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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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預期成果。 

(1) 類神經網路航空影像自動判釋分類技術之開發 

(2) 發展多層級森林資源評估方法 

(3) 探討地景格局變遷機制，提供假設情境使用 

(4) 計算森林碳吸存量與變動量 

十、本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近三年內曾參與之專題研究計畫 
姓名：    馮豐隆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每人各填一份）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內 擔 任 工 作 起訖年月 補 助 機 構

「綠資源查核樣區」調查判釋數化

工作 
主持人 

92/07-92/08
農委會林務局農林航

空測量所 
公私有林地理資訊網路查詢系 
統之建構 

主持人 
92/01-92/12 農委會 

台灣人工林生產力評估系統之 
建立(1/3) 

主持人 
92/01-92/12 農委會 

森林永續發展指標 
主持人 

92/01-92/12  農委會林務局 

5S在”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推動方案”
有關「土地利用及森林」策略評估

之應用(1/4) 

主持人 
93/01-93/12 農委會 

台灣人工林生產潛力評估系統之建

立 (2/3) 
主持人 

93/01-93/12 農委會 

頭前溪河川情勢調查(1/2) 
共同主持人 

93/04-94/03 水利署第二河川局 

坡地林業使用區之劃定及保育管理

之探討(1/2) 
子計畫主持人 

93/08-94/07 國科會 

氣候變遷衝擊與調適策略研析-森
林與糧食生產面向 

子計畫主持人 
94/02-94/07

國科會 

坡地林業使用區之劃定及保育管理

準則之探討(2/2) 
子計畫主持人 

94/08-95/07
國科會 

南投縣縣級鄉村風貌綱要規劃 共同主持人 94/06-95/03 南 投 縣 政 府

頭 前 溪 河 系 情 勢 調 查 ( 2 / 2 ) 共同主持人 94/04-95/03 水利署第二河川局

森 林 生 態 系 永 續 經 營 研 討 會 主持人 94/02-94/07 林 務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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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吳俊霖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每人各填一份）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內 擔 任 工 作 起訖年月 補 助 機 構

高動態範圍影像之合成 主持人 94/01–94/07 國科會 

中區影像顯示科技人才培育區域中

心—子計劃六：影像處理與色彩科

學 

主持人 93/06–94/12 

 

教育部 

 
我國異常氣候之發生、預測、衝擊

研究與事件評估與管理－子計畫

二：異常氣候和水文分布對心血

管、呼吸道及腸胃道疾病發生之衝

擊與時空模式分析 

主持人 94/01–94/12 

 

國科會永續會 

 

一個使用運算矩陣之新奇分數微積

分數值方法 
 

主持人 94/08–95/07 

 

國科會 

 

十一、國內從事相關領域之學者專家：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地     址 電話/傳真號碼 

陳永寬 國立台灣大學 
森林系 

專任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森林學系 
106 臺北市大安區羅斯福

路四段一號 

(02)33664655 

陳朝圳 國立屏東科技大

學農學院 
院長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

屏東縣內埔鄉老埤村學府

路1號 

(08)-774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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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太 空 中 心 
各類申請案申請人個人資料表 

一、 基本資料：                           簽       名：馮  豐  隆 
                                            填 表 日 期：2005 / 10 /27  

身分證號碼 Q100690428 

中文姓名 馮豐隆 英文姓名 FONG-LONG FENG 

國籍 中華民國 性別 ■男  □女 出生日期 1953_年__06月__29日

聯絡地址 402 台中市國光路 205 號  中興大學森林系 

聯絡電話 (公) 04-22854060  (宅 /手機) 04-22853175 

傳真號碼 04-22872027 E-Mail flfeng@nchu.edu.tw 

二、 主要學歷 

學校名稱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訖年月(西元年/月) 

美國奧立岡州立大學 美國 生物資源工程學系 博士後研究 自 1994/08 至 1995/08 

國立台灣大學 中華民國 森林學系(所) 博士 自 1986/09 至 1990/06 

國立中興大學 中華民國 森林學系(所) 碩士 自 1982/09 至 1985/06 

國立中興大學 中華民國 森林學系(所) 學士 自 1980/09 至 1982/06 

三、 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經歷  
服務機構 服務部門／系所 職稱 起訖年月(西元年/月) 

現職：國立中興大學 森林學系(所) 教授 自 1998/08 

經歷： 
美國奧立岡州立大學 生物資源工程學系 客座副教授 自 1994/08 至 1995/08 

國立中興大學 森林學系(所) 副教授 自 1991/08 至 1998/07 

國立中興大學 森林學系(所) 講師 自 1990/08 至 1991/07 

國立中興大學 森林學系(所) 助教 自 1983/02 至 1990/07 

國立中興大學 森林學系(所) 研究助理 自 1982/06 至 1983/01 

屏東農業專科學校 森林科 研究助理 自 1972/02 至 1980/09 

四、 專長  
1.森林資源經營學 2. 空間資訊學  3. 地景生態學 4.地理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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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論文著述： 
【90 年度】 
 
(A) Referred Paper 

[1] 馮豐隆與高堅泰，2001，Holdridge 生態區分類方法在台灣的應用與模擬，林業研究季

刊，23(1):83-100。 
[2] 高堅泰與馮豐隆，2001，森林生育地因子之空間推估與生育地分類，中華林學季刊，

34(2):167-184。 
[3] 李宣德與馮豐隆，2001，運用“細胞自動化”概念在森林生態系模擬，台灣林業，

27(6):22-26。 
(B) Conference Paper  
[1] Fong-Long Feng, 2001, Integrating Vegetation Map to Eco-region Map with GIS in Taiwan. 

ASIA 2001, Tokyo, Japan Conference. June 20-22, 2001. 
[2] Fong-Long Feng, 2001, To Integrate Forest Growth Model with Landscape Change Model. 

Workshop of "Linking the Complexity of Forest Canopies to Ecosystem and Landscape 
Function". July 11-19, 2001 University of Uath. 

[3] 馮豐隆，2001，4S 於台灣地景分類之應用，The 2nd IALE Asia-Pacific Region Conference 
"Landscap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y". Sep22-25, 2001, Lanzhou, China. 

[4] 張小飛與馮豐隆，2001，地理資訊系統在惠蓀林場生態規劃上的應用，2001 中華地理資

訊學會及研討會，2001.10.12-13 於宜蘭技術學院。 
[5] 馮豐隆，2001，森林生態系經營資料庫管理系統之建立與應用，2001 中華地理資訊學會

及研討會，2001.10.12-13 於宜蘭技術學院。 
[6] Fong-Long Feng, 2001,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 Carbon Sequestration Model in 

Forest Ecosystem in Taiwan. “AGU2001 Fall Meeting” Moscone Center, San Francisco, CA 
USA. Dec 10-14, 2001. 

(C) Other Publication 
[1] 馮豐隆、王駿穠、李宣德、吳昶清、高義盛、黃國峰與薛怡珍，2001，森林動態學理論

─森林演替模式之生態說明，國立中興大學教務處。 
[2] 馮豐隆，2001，地理環境，陳明義、許坪行、吳聲海，關刀溪森林生，第一章，p12-21 

國立中興大學實驗林管理處，162頁。 
[3] 馮豐隆、李宣德、高義盛、黃國峰、薛怡珍、吳昶清與王駿穠，2001，森林動態學理論

─森林演替模式的生態說明，森林調查測計研究室編印，186頁。 
[4] 馮豐隆，2001，台灣森林資源調查與監測系統之建立(二)，國立中興大學森林調查測計

研究室，157頁。 
[5] 馮豐隆、林明進、羅南璋、吳昶清、王駿穠、張小飛、林妏嬪與陳淑芬，2001，生態系

經營管理模式之建立(2/3)－生育地適宜度分析模式，90 農科-1.4.1-林-R1(19)，農委會林

業處經費補助，森林調查測計研究室編印，69頁。 
[6] 馮豐隆、吳昶清與王駿穠，2001，氣候變遷對台灣森林植生分佈與生產力影響評估，國

科會NSC90-2621-Z005-001，行政院國科會經費補助，森林調查測計研究室編印，122
頁。 

 
 
【91 年度】 
 
(A) Referred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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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炯欣與馮豐隆，2002，地景格局之代表性分析—以關刀溪長期生態試驗地為例，特有

生物研究期刊，4(1):75-85。 
[2] 馮豐隆與李宣德，2002，利用林木位置圖探討孔隙對林木生長之影響，林業研究季刊，

24(1):21-30。 
[3] 王駿穠與馮豐隆，2002，棲息地適宜度指標模式，台灣林業，28(3):72-75。 
[4] 馮豐隆，2002，假設情境及其在氣候變遷上之應用，台灣林業，28(4):24-32。 
[5] 馮豐隆、吳昶清，2002，森林生長模式之發展及應用，台灣林業，28(5):14-19。 
[6] 馮豐隆，2002，自然資源保育製圖的未來，台灣林業，28(6):10-13。 

(B) Conference Paper 
[1] Fong-Long Feng, 2002, Collection, Processing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Colored Aerial 

Photos.  “Geoinformics 2002”, Nanjing Univ., Nanjing, China. June 1-3, 2002. 
[2] Fong-Long Feng, 2002, Application GIS to Forest Ecosystem Management in Taiwan.  “ESRI 

International User Conference 2002”.  July 8-12, 2002 in San Diego, California. 
[3] Fong-Long Feng and Ya-Jean Lou, 2002, Landscape change of Land-Use in Campus – A Case 

Study of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NCHU).  Agu 7, 2002 in Taipei, Taiwan. 
[4] 馮豐隆，2002，由地景生態學談保護區對瀕臨絕種物種的保育功能，2002.1.18於“瀕臨絕

種生物的保育生物學”研習會，台灣，台北劍潭海外青年活動中心. 
[5] 馮豐隆與林鴻鵬，2002，5S資源技術在台灣森林生態系經營之應用-惠蓀林場921地震崩

塌地分布分析與復育探討，2002.8.30於台北農委會”台灣林地分級與森林資源永續經營研

討會” 。 
[6] 高堅泰與馮豐隆，2002，數位航測於林木資源調查與分析上的應用，”2002兩岸青年遙感

探測學術論壇論文摘要集”，2002.11.3-4於國立交通大學。 
[7] 王駿穠與馮豐隆，2002，應用數位航測於鳥類棲息地製圖，”2002兩岸青年遙感探測學術

論壇論文摘要集”，2002.11.3-4於國立交通大學。 
[8] 汪家夷、黃志成與馮豐隆，2002，生態旅遊之土地分區研究－以惠蓀林場為例，”2002兩

岸青年遙感探測學術論壇論文摘要集”，2002.11.3-4於國立交通大學。 
[9] 吳昶清與馮豐隆，2002，林地生態地位評估方法之建立與應用－以臺灣造林中心區為

例，中華林學會91年度學術論文發表會，2002.12.6於國立中興大學森林系。 
[10] 廖亞禎與馮豐隆，2002，以半馬可夫鏈探討校園地景變遷－以中興大學為例，中華林

學會91年度學術論文發表會，2002.12.6於國立中興大學森林系。 
[11] 馮豐隆、吳昶清、王駿穠與李宣德，2002，氣候變遷對台灣森林植生分佈與生產力影

響評估(一)台灣森林植生分布模式與生態地位評估模式之建立-生育地因子考量，2002.12
國科會永續會(NSC90-2621-Z005-001)成果發表會於台灣大學，台北。 

(C) Other Publication 
[1] 馮豐隆，2002，國立中興大學惠蓀林場GIS地圖彙集，國立中興大學森林調查測計研究

室，62頁。 
[2] 馮豐隆，2002，5S應用於生態系經營教科書目，國立中興大學森林調查測計研究室，139

頁。 
[3] 林鴻鵬，2002，多尺度森林生態系經營資料庫之建立與應用-以惠蓀林場為例，國立中興

大學森林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指導論文)，81頁。 
[4] 吳昶清，2002，應用生育地因子評估立地品位，國立中興大學森林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指

導論文)，83頁。 
[5] 王駿穠，2002，鳥類棲息地適宜度模式之建立與應用-以惠蓀林場鳥類為例，國立中興大

學森林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指導論文)，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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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廖亞禎，2002，校園土地利用之地景變遷-以中興大學台中校區為例，國立中興大學森林

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指導論文)，62頁。 
[7] 江家夷，2002，生態旅遊之土地分區研究-以惠蓀林場為例，國立中興大學森林學研究所

碩士論文(指導論文)，93頁。 
[8] 鍾政偉，2002，景觀知覺偏好與地景結構指數關係之研究，國立中興大學森林學研究所

碩士論文(指導論文)，118頁。 
[9] 馮豐隆、高勝助、顏增昌、林明進、羅南璋、林妏嬪、李宣德、吳昶清、張小飛、王駿

穠與蘇倫平，2002，5S資源技術在台灣森林生態系經營之應用(1/3)，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九十一年度科技研究計畫研究報告，91農科-5.1.1-林-R1(2)，森林調查測計與空間資訊研

究室編印，51頁。 
[10] 馮豐隆，2002，森林系第81年班森林經營實習森林資源研究計劃，森林調查測計與空

間資訊研究室編印，314頁。 
【92 年度】 
 
(A) Referred Paper 

[1] 馮豐隆與廖亞禎，2003，校園土地利用之地景變遷－以國立中興大學為例，林業研究季

刊，25(1):37-48。 
[2] 馮豐隆與吳昶清，2003，應用空間資訊於林地生態地位評估－以惠蓀林場為例，中華林

學季刊，36(2):115-125。 
[3] 馮豐隆與林鴻鵬，2003，惠蓀林場921地震崩塌地分布分析與復育探討，林學研究季刊，

25(4):1-20。 
(B) Conference Paper 
[1] 李宣德與馮豐隆，2003，永久樣區在生態系經營的應用－以惠蓀林場為例，永久樣區研

討會，2003.2.25~26.台北.林務局。 
[2] 馮豐隆與林桂仿，2003，台灣溪流管理監測系統之建立－以卑南溪流域為例，永久樣區

研討會，2003.2.25~26.台北.林務局。 
[3] Fong-Long Feng, 2003, Application of Spatial Information to Wildlife Habitat Evaluation in 

Taiwan.  “IALE World Congress 2003”.  July 13-17, 2003 in Darwin, Northern Territory, 
Australia. 

[4] Fong-Long Feng, 2003, Application of Spatial Information to the Criteria and Index of 
Ecosystem Management in Taiwa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orest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and the Second Symposium of Asian University Forests.  July 
28-31, 2003 in Nantou. p93-111. 

[5] 馮豐隆，2003，以CO2FIX模式推估台灣的森林地景碳吸存之潛力評估，發表於“氣候變

遷對森林之二氧化碳吸存影響研討會論文集”，2003.10.9在台灣大學工學院應力館國際會

議廳，39-82頁。 
[6] Fong-Long Feng, 2003,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patial Information of Forest 

Ecosystem in Taiwan. October 13-14, 2003 in Conference Room I, 2nd Floor, Academia 
Activity Center, Academia Sinica. p102-125. 

[7] 李宣德與馮豐隆，2003，應用生態地位指數推估森林生產力，2003.10.31發表於“中華林

學會92年度學術論文發表會論文集”，國立嘉義大學森林館，519-532頁。 
[8] 曾文正與馮豐隆，2003，兩種生育地品質評估方法比較之研究－以台灣肖楠為例，

2003.10.31發表於“中華林學會92年度學術論文發表會論文集”，國立嘉義大學森林館，

73-84頁。 

12 - 35



                    太空中心計畫申請書 製作日期：2005/10/28 列印日期：2005/10/30 

 36   

[9] 馮豐隆與甘宸宜，2003，台灣溪流地景分類與指標生物之建置－以南崁溪、客雅溪、中

港溪為例，2003.10.31發表於“中華林學會92年度學術論文發表會論文集”，國立嘉義大學

森林館，239-252頁。 
[10] 馮豐隆與陳乃得，2003，台灣林地土壤圖與土壤氮池分布製圖，2003.10.31發表於“中

華林學會92年度學術論文發表會論文集”壁報發表，國立嘉義大學森林館，p542. 
[11] 馮豐隆，2003，森林生態系經營空間資訊之建立與應用－以惠蓀林場為例，

2003.12.1-2發表於“2003資訊科技在農業之應用”研討會，台灣農業資訊科技發展協會，

台北市公務人力發展中心，287-292頁。 
[12] 馮豐隆，2003，5S資源技術於生態系經營決策上之應用，2003中華林學會九十二年年

會及會員大會特刊p30～74.，2003.12.5在中興大學森林系梯形會議廳，九十二年年會學

術演講。 
[13] 馮豐隆，2003，台灣地覆與潛在植生製圖與應用，2003.12.6發表於“2003植物生物多

樣性與植物資源永續利用研討會”論文集，台中東海大學省政研究大樓大會議室，

149-204頁。 
(C) Other Publication 
[1] 馮豐隆，2003，1975~2003中興大學森林系森林調查測計研究室期刊論文彙編，森林調查

測計與空間資訊研究室編印，101頁。 
[2] 馮豐隆，2003，2002年中興大學森林系森林調查測計研究室執行之研究計畫成果彙編，

森林調查測計與空間資訊研究室編印，168頁。 
[3] 馮豐隆，2003，5S資源技術在台灣森林資源評估上之應用，2003.4.11於東海大學保育生

態學演講，東海大學，台中。 
[4] 馮豐隆，2003，自然歧異度的製圖，森林調查測計與空間資訊研究室編印，138頁。 
[5] 馮豐隆，2003，專題演講講義稿彙集(2)，森林調查測計與空間資訊研究室編印，504

頁。 
[6] 馮豐隆，2003，焦點自然(快速生態評估)，森林調查測計與空間資訊研究室編印，117

頁。 
[7] 馮豐隆、李宣德、林妏嬪、曾文正、陳乃得與陳淑芬，2003，森林永續發展指標，農委

會林務局委託計畫92-00-2-04，81頁。(以計畫經費補助)  
[8] 馮豐隆、李宣德、吳昶清、曾文正、陳乃得、劉德泉與陳淑芬，2003，台灣人工林生產

力評估系統之建立(1/3)，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九十二年度科技研究計畫研究報告，92農科

-2.3.2-林-F1(1)，森林調查測計與空間資訊研究室編印，86頁。 
[9] 馮豐隆與陳乃得，2003，地景層級之監測系統之建立與應用，30頁。 
[10] 馮豐隆、鍾纘堯、劉德泉與曾文正，2003，公私有林地理資訊網路查詢系統之建構，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農業管理計畫九十二年度細部計畫期末檢討報告，92農管-3.5-林
-O1(8)，森林調查測計與空間資訊研究室編印，34頁。. 

[11] 馮豐隆，2003，2003年研討會發表論文集，森林調查測計與空間資訊研究室編印，

3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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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年度】 
 
(A) Referred Paper 

[1] Fong-Long Feng，Change-Ching Wu and Cara Lin Bridgman , 2004, Ecological Site Quality 
Model for tree species: Taiwan’s Chamaecyparisformosensis as an example. J. of Forest 
Science (Accepted) SCI. 

[2] 馮豐隆，2004，歐盟對森林與林業在減緩温室效應頁獻上之研究─_ COST E21 計畫，國

際農業科技新知，21:3-7。 
[3] 馮豐隆，2004，地景層級的空間生態學－地景生態學，台灣林業，30 (2):40-50。 
[4] 馮豐隆，2004，森林生態系經營空間資訊之建立與應用－以惠蓀林場為例，農林學報，

53(4):339-354。 
(B) Conference Paper 
[1] Feng, Fong-Long and Gene-Long Wang, 2004, Application of Spatial Information to Evaluate 

the Habitat Suitability: an Example of Avian in Taiwan. Conference on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s 
Information system and Computers in Natural Resourc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IUFRO 
4.11 statistical Methods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June 7-11, 2004 NTU, Taiwan. 

[2] 馮豐隆與李宣德，2004，生產力模式中整合生態地位與潛在生長量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

業實驗所 2004.08.16-17。 
[3] 馮豐隆，2004，5S 空間科技於森林碳滙與變動量之評估， 2004.8.19 發表於”綠化植物

與空氣品質研討會”，台北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4] Feng, Fong-Long, 2004, Ecological Site Quality Model for tree species: Taiwan’s 

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 as an example IUFRO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Harvest 
Scenario in Forest management”－Tale. Low-Taras, Slovakia Aug, 25-27,2004. 

[5] Feng, Fong-Long, 2004, Application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informatics in Forest Ecosystem 
Management - An Example of Taiwan. Conference on FORCOM 2004 HOMEPAGE-The Role 
of Forest for Coming Generations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for Forest Resource Management 
2004.10.17- 22Utsunomiy University Utsunomiya, Japan. 

[6] Fong-Long Feng, 2004, Application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informatics in Forest Ecosystem 
Management - An Example of Taiwan.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2004.11.17-21 Santa Clara, Villa Clara, Cuba. 

[7] 李宣德與馮豐隆，2004，台灣森林碳吸存與釋放量的推估以樟樹為例，2004.11.19 發表

於“中華林學會93 年度學術論文發表會論文集”壁報發表，國立宜蘭大學。 
(C) Other Publication 
[1] 馮豐隆，2004，森林經營學（第四版）文稿，國立中興大學森林系，279頁。 
[2] 馮豐隆，2004，森林經營學（第四版）講義稿，國立中興大學森林系，280-392頁。 
[3] 馮豐隆，2004，5S 應用於生態系經營教科書目(三版)，森林調查測計與空間資訊研究室

編印，484頁。 
【94 年度】 
 
(A) Referred Paper 

[1] 馮豐隆、曾晴賢與甘宸宜，2005，台灣溪流管理監測系統之建立－以卑南溪流域為例，

林學研究季刊，已接受。 
[2] 馮豐隆與詹明勳，2005，年輪學應用於森林與環境的關係，林學研究季刊，已接受。 
[3] 馮豐隆，2005，達到和保續森林理想的未來狀況，台灣林業，已接受。 

(B) Conferenc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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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馮豐隆與詹明勳，2005，年輪學應用於森林與環境的關係 2005.4.29發表於“森林與氣候

變遷研討會論文集”，國立中興大學，113-130頁。 
[2] 馮豐隆與李宣德，2005，台灣森林碳吸存資源調查系統之建立─以樟樹為例，2005.6.22

發表於“陸生圈碳量經營管理研討會論文集”，國立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3] 馮豐隆，2005，空間資訊在生物資源調查之應用，2005.7.2發表於國中小學教師生物調查

研習會，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4] Fong-Long Feng, and H. T. Lee., 2005, Application of Spatial Information of Forest Inventory 

in Estimating Carbon Sequestration－An Example of Taiwan. XXII IUFRO World Congress. 
(Aug 8-13,2005) 

[5] Fong-Long Feng, and Wang, Gene-Long., 2005, Application of Spatial Information to Evaluate 
the Habitat Suitability – An Example of Avian in Taiwan. XXII IUFRO World Congress. (Aug 
8-13,2005) 

[6] 馮豐隆，2005，5S空間資訊技術理論與實務，2005.8.25~26發表於空間資訊技術在環境資

源調查、規劃與經營管理應用系列課程－系列一：地理資訊系統初級操作及公務運用（國

立中興大學）。 
[7] 李宣德與馮豐隆，2005，台灣森林永續經營之生態指標。2005.9.15發表於森林生態系永

續經營研討會（國立中興大學）。 
[8] 黃俊凱、馮豐隆。2005。崩塌區域分析－以水里溪流域為例。2005.9.15發表於森林生態

系永續經營研討會（國立中興大學）。 
[9] 馮豐隆、王駿穠。2005。Application of Spatial Information to Evaluate the Habitat 

Suitability  
－An Example of Avian in Taiwan。2005.9.15發表於森林生態系永續經營研討會（國立中興

大學）。 
[10] 馮豐隆、吳俊霖。2005。ForestGrid－A Powerful Tool for Integrating, Displaying, 

Querying and Analyzing Theme Maps。2005.9.15發表於森林生態系永續經營研討會（國立

中興大學）。 
[11] 張燕郳、馮豐隆。2005。由天然林探討生育地潛在分布－以台灣紅豆杉與台灣粗榧為

例。2005.9.15發表於森林生態系永續經營研討會（國立中興大學）。 
(C) Other Publication 
[1] 馮豐隆 2005 森林經營管理的理論與實務羅紹麟教授著作選集，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

局，421頁。 
[2] 馮豐隆 2005 森林生態系永續經營研討會會議資料，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59頁。 
[3] 馮豐隆 2005 森林生態系永續經營研討會論文集，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2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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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太 空 中 心 
各類申請案申請人個人資料表 

 
一、 基本資料                             簽       名：吳  俊  霖 
                                             填 表 日 期：2005 / 10 /27 
身份證號碼 E121614241 
中文姓名 吳俊霖 英文姓名 Wu, Jiunn-Lin 

國籍 中華民國 性別 男 出生日期 1971 年 10 月 6 日

聯絡/住宅地址 台中市南區 402 國光路 250 號, 國立中興大學 資訊科學研究所 

聯絡電話 (公) (04) 22840497~921 (宅)0933586520 
傳真號碼 (04) 22853869 E-MAIL jlwu@cs.nchu.edu.tw 

二、 主要學歷 
畢／肄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訖年月 

國立成功大學 中華民國 電機研究所（通訊組） 博士 1997/09 至 2003/12 

國立成功大學 中華民國 電機研究所（通訊組） 碩士 1993/09 至 1995/06 

國立成功大學 中華民國 電機工程學系 學士 1989/09 至 1993/06 

三、 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經歷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系所 職稱 起訖年月 

現職： 國立中興大學 資訊科學研究所 助理教授 2004/08 

經歷： 

友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電腦圖學技術處 資深 
主任工程師

2002/06 至 2004/07 

國立成功大學 測量工程學系 研究助理 1998/08 至 2000/12 

國立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助教 1997/09 至 1998/06 

四、 專長 
1. 影像處理 2. 訊號處理 3. 圖訊識別 4. 衛星遙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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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F. Chen and Jiunn-Lin Wu, 1997, “Analysis of Control Systems Involving Irrational Transfer 

Functions via Haar Wavelets”, Control and Computer, Vol.25, 1997, pp.5-11. (EI)  
[2] Te-Ming Tu, Chin-Hsing Chen, Jiunn-Lin Wu and Chein-I Chang, 1998, “A Fast Two Stage 

Classification Method for High Dimensional Remote Data”, IEEE Tra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pp.182-191, Vol.36, No.1 January 1998.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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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Weather on Respiratory Mortality in Taiwan Metropolitans”, ,Conference on the Progres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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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Y.C. Wang, C.Y Chuang., J.L. Wu, C.C. Chang, C.M. Liu and F.C. Sung, 2005, “The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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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Taipei, July 20-22, 2005. 

[12] Fong-Long Feng and Jiunn-Lin Wu, 2005, "ForestGrid - A Powerful Tool for Integrating, 
Displaying, Querying and Analyzing Theme Maps", 森林生態系永續經營研討會,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September 15, 2005. 

[13] Jiunn-Lin Wu and  Fong-Long Feng, 2005,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aiwan 
Biological Habitat Suitability Analysis Model”,台灣地理資訊學會年會暨學術研討會 , 
Taichung, Taiwan, Oct. 27-28, 2005.  

[14] Chao-Hung Lai and Jiunn-Lin Wu, 2006, “A Novel Algorithm for Temporal Texture 
Synthesis”,  accepted by the IAST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ST 2006, January 23-25, 2006, Puerto Vallarta, 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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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汐止群：地層由下而上為粗坑層、大坑層與水里坑層。粗坑層分佈　　　　　於雙冬斷層東側，岩性為沈積岩、頁岩。大坑層分佈於哮貓斷層之東、集集大山含煤區之西，岩性為頁岩。水里坑層分佈於大橫屏向斜椅造之二翼、水里坑斷層與哮貓斷層間烏溪兩岸，岩性為砂岩、頁岩之互層構成。
	．三峽群：地層可分為下部之南莊層和上部之桂竹林層。南莊層分佈於大橫屏向斜之軸部、大岸山向斜之南端、集集大山向斜核部之周圍、鳳凰山脈北端與西坡，楠仔腳萬溪與和社溪上游，岩性以砂岩為主。桂竹林層分佈於烏溪北岸之馬鞍寮斷層與啤貓斷層間，岩性以砂岩為主。
	．苗栗群：包括桂竹林層與巔嵙山群間之錦水層（下部）和卓蘭層（上部）。錦水層分佈南投丘陵西面及竹山丘陵之他里場南方與竹山東方至勞水坑、桶頭一帶。其岩性以砂質、泥質頁岩為主。卓蘭層分佈於雙冬斷層以西之南投丘陵與鳳凰山斷層以西之竹山丘陵。其岩性以泥質砂岩、砂質頁岩及頁岩之互層，形成顯著層階地層，傾斜坡面發達。
	．巔嵙山群：包括通霄層（下部）與火災山層（上部）二部份。通雲層又分二相，大坑相分佈於南投丘陵之雙冬斷層東側、南至集集附近，跨濁水溪，在內樹皮、溪頭間為鳳凰山斷層截斷，以砂岩為主、頁岩為副、另一相為魚池相，分佈於魚池盆地與埔里盆地一帶，岩性為青灰色砂岩、黏土、褐色砂與夾黏土之碟石層組成。火災山層分佈於烏溪北岸之火災山、南岸之雙冬、集集東北方北勢角及鳳凰山脈西北角等地，由礫石層組成。
	．山地：南投縣山地地勢愈高，其氣溫愈低、雨量愈多，濕度、風速與雲量亦愈大。
	．盆地：盆地氣溫一般較具四周之山地氣溫為高，且日變化及年變化程度較小，雲量及濕度較山區為大，雨量及風速則較四周為小。
	．谷地：就風向速言，谷地之地面風幾由山風與谷風所支配。就雲量言，日間受沿山坡而上升谷風影響，其雲量較多，夜間則因山風為下沈氣流其雲量乃減少。就氣溫言，因受日間雲量多之影響，氣溫變化較為緩慢，夜間則因山坡冷氣流下沈於谷底，氣溫乃較日間為低。就濕度言，則谷地之相對濕度一般較其他地區為低。
	．平原區：平原區之氣溫較上述山地、盆地、谷地為高，雨量及雲量則較小，日照時數較長，風速較大。
	．合歡山：紅隼、烏鴉、黃羽鸚嘴、栗背林鷗鴝、岩鸚、鷦鸚、紅頭山雀、煤山雀、毛腳燕、岩燕、灰頭花翼畫眉、褐色叢樹鶯、金翼白眉、星鴉、禾雀、阿里山鴝。
	．霧社：領角鴞、黃角鳴鏽眼畫眉、灰鶺鴒、鸕茲鳥、綠蓑鷺、磯鷸、黃山雀、小卷尾、洋燕。
	．日月潭：竹雞、白腹秋雞、小環項行鳥、胡鴿、班頸鴿、領角鴞、小雨燕、五色鳥、岩燕、赤腰燕、洋燕、樹雀、紛紅鸚嘴、頭鳥線、繡眼畫眉、白耳畫眉、彎嘴畫眉、山紅頭、冠羽畫眉、綠畫眉、紅嘴黑阜鳥、白頭翁、藍腹柬鳥、赤腹柬鳥、白腹柬鳥、鶯、小必鳥、鷦鶯、小啄木鳥。
	．東埔：小啄木鳥、大赤啄木鳥、小捲尾鳥、白環鸚嘴阜鳥、黃腹疏璃鳥、桑戶鳥、紋翼畫眉、白猴笑鷯、竹鳥、紅山椒鳥、紅尾翁、斑紋鷦鶯、深山竹雞、鉛色水鷯、藍尾鴝、茶腹白鳥、喜鵲、香鵲、翡翠、白腰草鷸、大冠鷲、帝鴙、鴗茲鳥、夜鷺、白耳畫眉、白鶺鴒、黃鶺。
	．溪頭：深山竹雞、綠鳩、大慈悲必鳥、鵂鶹、領角鴞、黃嘴角鴞、小兩燕、五色鳥、岩燕、小卷燕、小捲尾、福鳥、紅頭山雀、青背山雀、紋翼畫眉、頭鳥綠、繡眼畫眼、白耳畫眉、竹鳥、藪鳥、鱗胸鷦鷯、彎嘴畫眉、山頭紅、冠雨畫眉、紅山椒鳥、紅嘴黑柬鳥、小翼柬鳥、白尾鴝、柴繡柬鳥、鉛色水柬鳥、褐色樹叢鶯、小鶯、棕面鶯、紅尾鶲、樹溜、灰鶺鴒、紅繡眼、尖尾鳥、褐鷽。
	．中興新村：白鷯鴿、白頭翁、毛腳燕。
	．水里坑：台灣小葉鼻蝠、台灣蹄鼻蝠、阿里山天鵝絨尖鼠。
	．埔里：大管鼻蝠、台灣帶紋松鼠、荷氏松鼠、赤腹松鼠、條腹松鼠、大赤鼯鼠、白麵鼯鼠、黃喉貂、鼬、麝香貓。
	．玉山：菊池氏火田鼠、高山白腹鼠、台灣森鼠、台灣黑熊。
	．溪頭：梅花鹿、赤腹松鼠。
	．景觀是一種健康精神的資源景觀：除了可提供人們鍛鍊體魄的環境之外，也可提供靜態休憩活動以及激發靈感的場所，滿足人們心理及生理的需求。而且，壯麗、奇偉的景觀，也提供人們精神上、宗教上的象徵領導。雄偉、秀麗的景觀更可以 反應出高尚的情操，培養人們自尊的情懷。
	．景觀具有科學上的價值：大自然是一切科學發展的泉源，提供科學研究的環境。無論是生物科學 、自然科學、或是工程科學都可從自然中找出法則。
	．景觀具有教育上的功能 自然環境是提供自然實習的最佳場所，也是大眾教育與學校教育的最好 教材與教學環境。
	．景觀具有經濟上的價值：景觀保育區的設立可以促進周圍地區的經濟活動，由於這些活動是分散 性的，因此金錢的流通涉及許多人，經濟利益直接分配到地方各個行業 中，可以使周圍地方得到普遍的繁榮。
	．環境保護的價值：由於限制不當開發及大型工程活動，因此景觀保護也有助於集水區保護、生物的保護、水質及水量的保護、歷史與古蹟的保護、原始環境的保護、觀光遊憩資源的保護，以及土地資源的保護等。可以避免許多人為因素所引起的災害，而成為安定的自然環境。環境景觀是無價之寶，它是非再生性的有限資源。
	．地形景觀（山坡地、丘陵、盆地、平原、臺地、火山島、海岸、沙洲、隆起珊瑚礁）。
	．內陸景觀（洞穴、斷崖、奇石、奇峰、峽谷、鐘乳石、其他）。
	．海濱景觀（海灘、海蝕洞、海蝕平臺、海岬、海上礁石、海蝕小地形）。
	．水體景觀（河川或溪流、湖泊、溫泉、瀑布、其他）。
	．植生資源（樹林、草原、苗圃花園、稀有植物）。
	．動物資源（哺乳類、鳥類、魚類、蝴蝶類、稀有動物、其他）。
	．氣象景觀／瞬間景觀（雲海、日出、夕陽、濃霧、秋景、下雪、氣候）。
	．土地使用。
	．重要公共設施（建築物、公共工程）。
	．公共建設（高速道路、街道、橋樑、街廓、堤防等）。
	．街道傢俱、廣告物、指示標誌等設施景觀資源。
	．鄉村落內之公園綠地或開放空間
	．重要地標或意象
	．地方重要傳統文化資產（族群聚落、工藝藝術、其他…等）。
	．重大民俗節慶活動。
	．日常生活育樂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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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汐止群：地層由下而上為粗坑層、大坑層與水里坑層。粗坑層分佈　　　　　於雙冬斷層東側，岩性為沈積岩、頁岩。大坑層分佈於哮貓斷層之東、集集大山含煤區之西，岩性為頁岩。水里坑層分佈於大橫屏向斜椅造之二翼、水里坑斷層與哮貓斷層間烏溪兩岸，岩性為砂岩、頁岩之互層構成。
	．三峽群：地層可分為下部之南莊層和上部之桂竹林層。南莊層分佈於大橫屏向斜之軸部、大岸山向斜之南端、集集大山向斜核部之周圍、鳳凰山脈北端與西坡，楠仔腳萬溪與和社溪上游，岩性以砂岩為主。桂竹林層分佈於烏溪北岸之馬鞍寮斷層與啤貓斷層間，岩性以砂岩為主。
	．苗栗群：包括桂竹林層與巔嵙山群間之錦水層（下部）和卓蘭層（上部）。錦水層分佈南投丘陵西面及竹山丘陵之他里場南方與竹山東方至勞水坑、桶頭一帶。其岩性以砂質、泥質頁岩為主。卓蘭層分佈於雙冬斷層以西之南投丘陵與鳳凰山斷層以西之竹山丘陵。其岩性以泥質砂岩、砂質頁岩及頁岩之互層，形成顯著層階地層，傾斜坡面發達。
	．巔嵙山群：包括通霄層（下部）與火災山層（上部）二部份。通雲層又分二相，大坑相分佈於南投丘陵之雙冬斷層東側、南至集集附近，跨濁水溪，在內樹皮、溪頭間為鳳凰山斷層截斷，以砂岩為主、頁岩為副、另一相為魚池相，分佈於魚池盆地與埔里盆地一帶，岩性為青灰色砂岩、黏土、褐色砂與夾黏土之碟石層組成。火災山層分佈於烏溪北岸之火災山、南岸之雙冬、集集東北方北勢角及鳳凰山脈西北角等地，由礫石層組成。
	．山地：南投縣山地地勢愈高，其氣溫愈低、雨量愈多，濕度、風速與雲量亦愈大。
	．盆地：盆地氣溫一般較具四周之山地氣溫為高，且日變化及年變化程度較小，雲量及濕度較山區為大，雨量及風速則較四周為小。
	．谷地：就風向速言，谷地之地面風幾由山風與谷風所支配。就雲量言，日間受沿山坡而上升谷風影響，其雲量較多，夜間則因山風為下沈氣流其雲量乃減少。就氣溫言，因受日間雲量多之影響，氣溫變化較為緩慢，夜間則因山坡冷氣流下沈於谷底，氣溫乃較日間為低。就濕度言，則谷地之相對濕度一般較其他地區為低。
	．平原區：平原區之氣溫較上述山地、盆地、谷地為高，雨量及雲量則較小，日照時數較長，風速較大。
	．合歡山：紅隼、烏鴉、黃羽鸚嘴、栗背林鷗鴝、岩鸚、鷦鸚、紅頭山雀、煤山雀、毛腳燕、岩燕、灰頭花翼畫眉、褐色叢樹鶯、金翼白眉、星鴉、禾雀、阿里山鴝。
	．霧社：領角鴞、黃角鳴鏽眼畫眉、灰鶺鴒、鸕茲鳥、綠蓑鷺、磯鷸、黃山雀、小卷尾、洋燕。
	．日月潭：竹雞、白腹秋雞、小環項行鳥、胡鴿、班頸鴿、領角鴞、小雨燕、五色鳥、岩燕、赤腰燕、洋燕、樹雀、紛紅鸚嘴、頭鳥線、繡眼畫眉、白耳畫眉、彎嘴畫眉、山紅頭、冠羽畫眉、綠畫眉、紅嘴黑阜鳥、白頭翁、藍腹柬鳥、赤腹柬鳥、白腹柬鳥、鶯、小必鳥、鷦鶯、小啄木鳥。
	．東埔：小啄木鳥、大赤啄木鳥、小捲尾鳥、白環鸚嘴阜鳥、黃腹疏璃鳥、桑戶鳥、紋翼畫眉、白猴笑鷯、竹鳥、紅山椒鳥、紅尾翁、斑紋鷦鶯、深山竹雞、鉛色水鷯、藍尾鴝、茶腹白鳥、喜鵲、香鵲、翡翠、白腰草鷸、大冠鷲、帝鴙、鴗茲鳥、夜鷺、白耳畫眉、白鶺鴒、黃鶺。
	．溪頭：深山竹雞、綠鳩、大慈悲必鳥、鵂鶹、領角鴞、黃嘴角鴞、小兩燕、五色鳥、岩燕、小卷燕、小捲尾、福鳥、紅頭山雀、青背山雀、紋翼畫眉、頭鳥綠、繡眼畫眼、白耳畫眉、竹鳥、藪鳥、鱗胸鷦鷯、彎嘴畫眉、山頭紅、冠雨畫眉、紅山椒鳥、紅嘴黑柬鳥、小翼柬鳥、白尾鴝、柴繡柬鳥、鉛色水柬鳥、褐色樹叢鶯、小鶯、棕面鶯、紅尾鶲、樹溜、灰鶺鴒、紅繡眼、尖尾鳥、褐鷽。
	．中興新村：白鷯鴿、白頭翁、毛腳燕。
	．水里坑：台灣小葉鼻蝠、台灣蹄鼻蝠、阿里山天鵝絨尖鼠。
	．埔里：大管鼻蝠、台灣帶紋松鼠、荷氏松鼠、赤腹松鼠、條腹松鼠、大赤鼯鼠、白麵鼯鼠、黃喉貂、鼬、麝香貓。
	．玉山：菊池氏火田鼠、高山白腹鼠、台灣森鼠、台灣黑熊。
	．溪頭：梅花鹿、赤腹松鼠。
	．景觀是一種健康精神的資源景觀：除了可提供人們鍛鍊體魄的環境之外，也可提供靜態休憩活動以及激發靈感的場所，滿足人們心理及生理的需求。而且，壯麗、奇偉的景觀，也提供人們精神上、宗教上的象徵領導。雄偉、秀麗的景觀更可以 反應出高尚的情操，培養人們自尊的情懷。
	．景觀具有科學上的價值：大自然是一切科學發展的泉源，提供科學研究的環境。無論是生物科學 、自然科學、或是工程科學都可從自然中找出法則。
	．景觀具有教育上的功能 自然環境是提供自然實習的最佳場所，也是大眾教育與學校教育的最好 教材與教學環境。
	．景觀具有經濟上的價值：景觀保育區的設立可以促進周圍地區的經濟活動，由於這些活動是分散 性的，因此金錢的流通涉及許多人，經濟利益直接分配到地方各個行業 中，可以使周圍地方得到普遍的繁榮。
	．環境保護的價值：由於限制不當開發及大型工程活動，因此景觀保護也有助於集水區保護、生物的保護、水質及水量的保護、歷史與古蹟的保護、原始環境的保護、觀光遊憩資源的保護，以及土地資源的保護等。可以避免許多人為因素所引起的災害，而成為安定的自然環境。環境景觀是無價之寶，它是非再生性的有限資源。
	．地形景觀（山坡地、丘陵、盆地、平原、臺地、火山島、海岸、沙洲、隆起珊瑚礁）。
	．內陸景觀（洞穴、斷崖、奇石、奇峰、峽谷、鐘乳石、其他）。
	．海濱景觀（海灘、海蝕洞、海蝕平臺、海岬、海上礁石、海蝕小地形）。
	．水體景觀（河川或溪流、湖泊、溫泉、瀑布、其他）。
	．植生資源（樹林、草原、苗圃花園、稀有植物）。
	．動物資源（哺乳類、鳥類、魚類、蝴蝶類、稀有動物、其他）。
	．氣象景觀／瞬間景觀（雲海、日出、夕陽、濃霧、秋景、下雪、氣候）。
	．土地使用。
	．重要公共設施（建築物、公共工程）。
	．公共建設（高速道路、街道、橋樑、街廓、堤防等）。
	．街道傢俱、廣告物、指示標誌等設施景觀資源。
	．鄉村落內之公園綠地或開放空間
	．重要地標或意象
	．地方重要傳統文化資產（族群聚落、工藝藝術、其他…等）。
	．重大民俗節慶活動。
	．日常生活育樂景觀。


	南投縣縣級鄉村風貌綱要規劃
	．汐止群：地層由下而上為粗坑層、大坑層與水里坑層。粗坑層分佈　　　　　於雙冬斷層東側，岩性為沈積岩、頁岩。大坑層分佈於哮貓斷層之東、集集大山含煤區之西，岩性為頁岩。水里坑層分佈於大橫屏向斜椅造之二翼、水里坑斷層與哮貓斷層間烏溪兩岸，岩性為砂岩、頁岩之互層構成。
	．三峽群：地層可分為下部之南莊層和上部之桂竹林層。南莊層分佈於大橫屏向斜之軸部、大岸山向斜之南端、集集大山向斜核部之周圍、鳳凰山脈北端與西坡，楠仔腳萬溪與和社溪上游，岩性以砂岩為主。桂竹林層分佈於烏溪北岸之馬鞍寮斷層與啤貓斷層間，岩性以砂岩為主。
	．苗栗群：包括桂竹林層與巔嵙山群間之錦水層（下部）和卓蘭層（上部）。錦水層分佈南投丘陵西面及竹山丘陵之他里場南方與竹山東方至勞水坑、桶頭一帶。其岩性以砂質、泥質頁岩為主。卓蘭層分佈於雙冬斷層以西之南投丘陵與鳳凰山斷層以西之竹山丘陵。其岩性以泥質砂岩、砂質頁岩及頁岩之互層，形成顯著層階地層，傾斜坡面發達。
	．巔嵙山群：包括通霄層（下部）與火災山層（上部）二部份。通雲層又分二相，大坑相分佈於南投丘陵之雙冬斷層東側、南至集集附近，跨濁水溪，在內樹皮、溪頭間為鳳凰山斷層截斷，以砂岩為主、頁岩為副、另一相為魚池相，分佈於魚池盆地與埔里盆地一帶，岩性為青灰色砂岩、黏土、褐色砂與夾黏土之碟石層組成。火災山層分佈於烏溪北岸之火災山、南岸之雙冬、集集東北方北勢角及鳳凰山脈西北角等地，由礫石層組成。
	．山地：南投縣山地地勢愈高，其氣溫愈低、雨量愈多，濕度、風速與雲量亦愈大。
	．盆地：盆地氣溫一般較具四周之山地氣溫為高，且日變化及年變化程度較小，雲量及濕度較山區為大，雨量及風速則較四周為小。
	．谷地：就風向速言，谷地之地面風幾由山風與谷風所支配。就雲量言，日間受沿山坡而上升谷風影響，其雲量較多，夜間則因山風為下沈氣流其雲量乃減少。就氣溫言，因受日間雲量多之影響，氣溫變化較為緩慢，夜間則因山坡冷氣流下沈於谷底，氣溫乃較日間為低。就濕度言，則谷地之相對濕度一般較其他地區為低。
	．平原區：平原區之氣溫較上述山地、盆地、谷地為高，雨量及雲量則較小，日照時數較長，風速較大。
	．合歡山：紅隼、烏鴉、黃羽鸚嘴、栗背林鷗鴝、岩鸚、鷦鸚、紅頭山雀、煤山雀、毛腳燕、岩燕、灰頭花翼畫眉、褐色叢樹鶯、金翼白眉、星鴉、禾雀、阿里山鴝。
	．霧社：領角鴞、黃角鳴鏽眼畫眉、灰鶺鴒、鸕茲鳥、綠蓑鷺、磯鷸、黃山雀、小卷尾、洋燕。
	．日月潭：竹雞、白腹秋雞、小環項行鳥、胡鴿、班頸鴿、領角鴞、小雨燕、五色鳥、岩燕、赤腰燕、洋燕、樹雀、紛紅鸚嘴、頭鳥線、繡眼畫眉、白耳畫眉、彎嘴畫眉、山紅頭、冠羽畫眉、綠畫眉、紅嘴黑阜鳥、白頭翁、藍腹柬鳥、赤腹柬鳥、白腹柬鳥、鶯、小必鳥、鷦鶯、小啄木鳥。
	．東埔：小啄木鳥、大赤啄木鳥、小捲尾鳥、白環鸚嘴阜鳥、黃腹疏璃鳥、桑戶鳥、紋翼畫眉、白猴笑鷯、竹鳥、紅山椒鳥、紅尾翁、斑紋鷦鶯、深山竹雞、鉛色水鷯、藍尾鴝、茶腹白鳥、喜鵲、香鵲、翡翠、白腰草鷸、大冠鷲、帝鴙、鴗茲鳥、夜鷺、白耳畫眉、白鶺鴒、黃鶺。
	．溪頭：深山竹雞、綠鳩、大慈悲必鳥、鵂鶹、領角鴞、黃嘴角鴞、小兩燕、五色鳥、岩燕、小卷燕、小捲尾、福鳥、紅頭山雀、青背山雀、紋翼畫眉、頭鳥綠、繡眼畫眼、白耳畫眉、竹鳥、藪鳥、鱗胸鷦鷯、彎嘴畫眉、山頭紅、冠雨畫眉、紅山椒鳥、紅嘴黑柬鳥、小翼柬鳥、白尾鴝、柴繡柬鳥、鉛色水柬鳥、褐色樹叢鶯、小鶯、棕面鶯、紅尾鶲、樹溜、灰鶺鴒、紅繡眼、尖尾鳥、褐鷽。
	．中興新村：白鷯鴿、白頭翁、毛腳燕。
	．水里坑：台灣小葉鼻蝠、台灣蹄鼻蝠、阿里山天鵝絨尖鼠。
	．埔里：大管鼻蝠、台灣帶紋松鼠、荷氏松鼠、赤腹松鼠、條腹松鼠、大赤鼯鼠、白麵鼯鼠、黃喉貂、鼬、麝香貓。
	．玉山：菊池氏火田鼠、高山白腹鼠、台灣森鼠、台灣黑熊。
	．溪頭：梅花鹿、赤腹松鼠。
	．景觀是一種健康精神的資源景觀：除了可提供人們鍛鍊體魄的環境之外，也可提供靜態休憩活動以及激發靈感的場所，滿足人們心理及生理的需求。而且，壯麗、奇偉的景觀，也提供人們精神上、宗教上的象徵領導。雄偉、秀麗的景觀更可以 反應出高尚的情操，培養人們自尊的情懷。
	．景觀具有科學上的價值：大自然是一切科學發展的泉源，提供科學研究的環境。無論是生物科學 、自然科學、或是工程科學都可從自然中找出法則。
	．景觀具有教育上的功能 自然環境是提供自然實習的最佳場所，也是大眾教育與學校教育的最好 教材與教學環境。
	．景觀具有經濟上的價值：景觀保育區的設立可以促進周圍地區的經濟活動，由於這些活動是分散 性的，因此金錢的流通涉及許多人，經濟利益直接分配到地方各個行業 中，可以使周圍地方得到普遍的繁榮。
	．環境保護的價值：由於限制不當開發及大型工程活動，因此景觀保護也有助於集水區保護、生物的保護、水質及水量的保護、歷史與古蹟的保護、原始環境的保護、觀光遊憩資源的保護，以及土地資源的保護等。可以避免許多人為因素所引起的災害，而成為安定的自然環境。環境景觀是無價之寶，它是非再生性的有限資源。
	．地形景觀（山坡地、丘陵、盆地、平原、臺地、火山島、海岸、沙洲、隆起珊瑚礁）。
	．內陸景觀（洞穴、斷崖、奇石、奇峰、峽谷、鐘乳石、其他）。
	．海濱景觀（海灘、海蝕洞、海蝕平臺、海岬、海上礁石、海蝕小地形）。
	．水體景觀（河川或溪流、湖泊、溫泉、瀑布、其他）。
	．植生資源（樹林、草原、苗圃花園、稀有植物）。
	．動物資源（哺乳類、鳥類、魚類、蝴蝶類、稀有動物、其他）。
	．氣象景觀／瞬間景觀（雲海、日出、夕陽、濃霧、秋景、下雪、氣候）。
	．土地使用。
	．重要公共設施（建築物、公共工程）。
	．公共建設（高速道路、街道、橋樑、街廓、堤防等）。
	．街道傢俱、廣告物、指示標誌等設施景觀資源。
	．鄉村落內之公園綠地或開放空間
	．重要地標或意象
	．地方重要傳統文化資產（族群聚落、工藝藝術、其他…等）。
	．重大民俗節慶活動。
	．日常生活育樂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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