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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臺中花博舉辦地環境地形先期調查： 

利用無人飛行載具與空載光達技術 

蕭宇伸[1]*  蘇柏軒[1]  莊大賢[1]  陳樹群[1]
 

摘  要 本研究利用無人飛行載具(UAV)與空載光達系統(LiDAR)，對 2018 年臺中花博預定地進行先期環境地形調查工作，

調查時間為 2014 年 2 月份，調查位置約在經度 120°43'20''至 120°45'00''與緯度 24°17'15''至 24°18'20''之間約 300 ha 后里

地區。利用 UAV 來獲取 10 cm 解析度的數值表面模型，而利用 LiDAR 來得到 1 m 解析度的數值表面模型、數值高程模型與

剩餘模型。UAV 與 LiDAR 的測量原理與相關實驗流程皆完整描述於內文之中。畫區域內的坡度、坡向與環境水文等皆嚴密的

計算與分析。本研究調查成果發現，本地區海拔約在 200～400 m 之間，地勢西低東高。東部有完整的自然林地，地形多為丘

陵地及部份山嶺地所組成，樹高大多介於 14~25 m 之間。本研究成果希望對未來臺中花博舉辦前，提供相關會場規劃與設計

之初步參考。 

關鍵詞：無人飛行載具、空載光達、臺中花博。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Environmental Topography 

at 2018 Taichung Flora Exposition Area by UAV and 

Airborne LiDAR Techniques 

Yu-Shen Hsiao[1]*  Bo-Hsien Su[1]  Da-Xian Zhuang[1]  Su-Chin Chen[1] 

ABSTRACT The study is aimed at investigating environmental topography at 2018 Taichung flora exposition and 

surrounding areas by use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and airborne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Airborne 

LiDAR).  The practical surveys were carried out over Houli area with a location 120°43'20''W-120°45'00''W and 

24°17'15''N-24°18'20''N in February, 2014.  UAV is applied to obtain a Digital Surface Model (DSM) with a spatial 

resolution of 10 cm, and LiDAR is adopted to acquire both DSM and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with resolutions of 

1 m.  The theories and experiments of UAV and LiDAR are both entirely described.  Topographic slopes, topographic 

slope aspects, and environmental hydrology of the area are precisely computed and analyzed.  The elevations in the 

study area vary from 200 to 400 m, and increase gradually from west to east.  In addition, natural woodlands with tree 

height of 14~25 m are averagely distributed in Eastern part, which mostly contains hilly and mountainous terrains.  

We hope that the results are able to be taken as references for planning and design of 2018 Taichung flora exposition. 

Key Words: UAV, Airborne LiDAR, Taichung flora exposition. 

 

一、前言 

臺中市政府取得 2018 年舉辦臺中國際花卉博覽會

(2018 Taichung International Garden and Hort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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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ition，簡稱臺中花博)的舉辦資格，成為繼臺北市後臺

灣第二個獲得國際認證授權之花卉博覽會。預定地位於臺中

市后里區，展場主要分為三個部分（圖 1）：區域 A 主要包含

后里馬場與相鄰停車場部分，地勢平坦，面積共 14 ha；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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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B 位於馬場西側，屬於臺糖公司土地，地勢平坦，目前為

一造林地，面積共 8 ha；區域 C：馬場東側臺糖公司土地，

共 37 ha，此區域西邊有一部分為過去出租農民種植鳳梨（現

已填平），其餘大部分為自然林相，且坡度變化較大。區域 C

也將是預定地的主場地所在。本研究針對其預定地做環境地

形之先期調查，包括計算計畫區內高解析度的高程、坡度、

坡向與剩餘模型等。調查方法為利用固定翼無人飛行載具

(Unmaned arial Velchle, UAV)和光達系統(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LiDAR)技術。 

UAV 航測若與傳統正規航測或衛星遙測技術相比，最大

優勢為成本低廉、具有高機動性與即時性等特色，故長期被

應用於海難搜救、山林保育、風災與水災土石流災難應變災

情調查、道路交通監視、商業空中攝影以及邊境巡邏、海域

漁場巡視保護等工作等
[2]

。然而前述研究大多以地形地貌判

釋或急救災為主，並不講求高精度的 UAV 航測結果。約從

2000 年以後，由於 UAV 各方面技術的進步，包括飛行載具、

相機和航測軟體等性能都提升很多，使 UAV 已能應用到需

要較高精度的研究，例如 Eisenbeiss and Zhang
[15]

在秘魯

Pinchango Alto 的考古遺址，進行 UAV 航拍的航測任務，

飛機航高設定為 300m，所得到的地面解析度為 10cm; 

Douterloigne et al.[14]
利用 UAV 航拍製作高精度數值地形

模型，其空間解析度為 5cm，而高程及平面精度約為 10-

20cm；林等
[5]

使用 UAV 在台中市南屯區特 3 號道路執行航

拍並製作高精度正射鑲嵌圖，平面與高程誤差分別為 15cm

與 50 cm，可符合基本地形圖測設精度要求；Wu et al.[20]
利

用 UAV 航拍莫拉克颱風災區中的樂野崩塌區，並進行崩塌 

 

圖 1 臺中國際花卉博覽會預定地，共有 ABC 三個場地
[6]
。 

Fig. 1 Locations of 2018 Taichung flora exposition 

areas A, B, and C. 

地土方監測，其平面誤差約為 6.7~46.3cm，高程誤差約為

15~109cm 。 由 上 述 各 研 究成 果 ， 再 根 據 Harwin and 

Lucieer
[16]

與國土測繪中心
[7]

針對 UAV 航測精度的研究顯

示，若各項軟硬體搭配得宜，UAV 航測可獲得 10 cm 以內

的平面精度與 40 cm 以內的高程精度，這對環境地形、坡地

災害監測是非常可行的。國內近年來關於 UAV 測繪環境地

形的研究還包括了蕭等
[10]

、謝和邱
[11]

和饒等
[12]

。 

一般而言，UAV 測繪地形的優勢除了機動性外，還在於

有極高的空間解析度，若航高越低，則空間解析度越高，正

規航測往往受限於飛機形式而無法低飛，造成空間解析度的

損失，而 UAV 能克服航高的限制，故能增加影像的空間解析

度，但由於 UAV 所測繪之地形僅為數值表面模型(Digital 

Surface Model, DSM)，無法得到數值高程模型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本研究為了瞭解區域內的林相高

度，必須採用能同時獲得 DSM 與 DEM 的遙測技術，而

LiDAR 其多重回波的特性，能利用回波的時間差同時獲得

DSM 與 DEM，經由兩模型相減後，可得到研究區域內的樹

高或建物模型（合稱剩餘模型）。 

空載 LiDAR 測量開始於 1960 年代，但由於當時飛機定

位技術不佳，故無法得知 LiDAR 測量瞬間的精確位置，導致

相關測繪結果不慎理想。1990 年後，由於全球定位系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技術的發展，使飛機飛行

瞬間的位置可精確求得，空載 LiDAR 便能應用於測繪高精度

地形，至此之後此技術在國際上便蓬勃發展 (Baltsavias, 

1999)。目前在臺灣空載 LiDAR 應用於環境地形的研究大致

也已成熟，例如詹
[8]

分析空載 LiDAR 資料用於分析樹冠高度

的研究；蕭等
[9]

結合空載 LiDAR 與航測高程資料去偵測地形

變化；何等
[4]

利用空載 LiDAR 計算因颱風產生的土砂災害產

量評估。一般而言，利用空載 LiDAR 進行環境地形監測，約

可得到 10~20cm 的高程精度
[1]

。在政府機關方面，空載

LiDAR 於 2005 年後非常受到重視，例如內政部於 2005 年

辦理「LIDAR 測區之高精度及高解析度數值地形測繪、資料

庫建置與應用推廣工作」計畫，希望利用空載 LiDAR 建構全

臺 1 m 解析度的 DEM 與 DSM；中央地質調查亦於 2005 年

辦理「大臺北地區特殊地質災害調查與監測—高精度空載雷

射掃描(LiDAR)地形測製與構造地形分析」計畫，分析利用

LidAR 監測大臺北地質災害方面的課題；水土保持局亦於

2005 年辦理「土石流防災資訊整合與應用~LiDAR 於土石流

防災遇災後調查分析之應用」之計畫，希望能將 LiDAR 應用

於災後調查分析的技術作探討；林務局也曾於 2010 年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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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空載光達（LiDAR）技術製作國有林地數值地形模型

資料一式」來建置國有林地 DEM 等。 

由於預定地區域 A 與 B 地勢較平坦，且已有人工建築物

或人工林地，而區域 C 不但有明顯的地勢起伏，且其周邊大

多為自然林相保留地，屬於較未開發之地，再加上其為花博

選定之主場地，故本研究之環境調查分析以區域 C 為主。本

研究相關結果希望提供 2018 臺中花博展區會場規劃、展場

設計、景觀營造等之初步參考。 

二、研究方法 

(一) UAV 原理 

利用 UAV 製作數值表面模型 DSM 的原理與傳統航測

相同，屬於被動式遙測，其方法為利用前後重疊照片組成立

體像對，再經由人工測量特徵點或影像匹配技術搜尋影像共

軛點，然後利用空間前方交會法獲取地面點之三維坐標，其

基本的數學模式為共線條件(Collinearity Condition)，如圖

2 所示，即照相機曝光瞬間位置 L，地面點 A 與其在影像上

的位置 a 會在同一直線上，其公式可表達為
[19]

： 

{
 
 

 
 𝑥𝑎 = 𝑥0 − 𝑓

𝑚11(𝑋𝐴 − 𝑋𝐿) + 𝑚12(𝑌𝐴 − 𝑌𝐿) + 𝑚13(𝑍𝐴 − 𝑍𝐿)

𝑚31(𝑋𝐴 − 𝑋𝐿) + 𝑚32(𝑌𝐴 − 𝑌𝐿) + 𝑚33(𝑍𝐴 − 𝑍𝐿)

𝑦𝑎 = 𝑦0 − 𝑓
𝑚21(𝑋𝐴 − 𝑋𝐿) + 𝑚22(𝑌𝐴 − 𝑌𝐿) + 𝑚23(𝑍𝐴 − 𝑍𝐿)

𝑚31(𝑋𝐴 − 𝑋𝐿) + 𝑚32(𝑌𝐴 − 𝑌𝐿) + 𝑚33(𝑍𝐴 − 𝑍𝐿)

 

 (1) 

 

圖 2 航測共線式原理
[19]

 

Fig. 2 Geometry of collinearity condition
[19]

 

其中𝑥𝑎、𝑦𝑎為像點 a 的影像坐標； 𝑥0、𝑦0為像主點(principal 

point)的影像坐標。𝑓代表相機焦距； 𝑋𝐴、𝑌𝐴、𝑍𝐴與𝑋𝐿、𝑌𝐿、

𝑍𝐿分別為地物點 A 與相機曝光點 L 在物空間中的坐標； 𝑚𝑖𝑗

為飛機旋轉角 ω、φ、κ 所構成的相關函數。利用公式(1)和

此區域中已知的像點坐標，可計算得到其餘大部分點位的未

知物空間坐標。 

(二) LiDAR 原理 

LiDAR 為結合雷射測距、光學掃瞄、GPS 及慣性導航系

統(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INS)等先進技術，利用飛行

載具快速獲得地表面掃瞄點的瞬時三維坐標的測量方法，其

基本原理為儀器對目標物發射連續的光束（速度為光速𝐶），

系統可計算光束往返儀器與目標物之間的時間(∆𝑡)，進而得

到距離量，如下所示： 

𝑑 =
1

2
𝐶∆𝑡                                                                                            (2) 

飛機上有精密的 GPS 與 INS 可得到飛機瞬間的精確三

維坐標與姿態角，故可利用距離量𝑑推求出目標物精確的三

維坐標。此外 LiDAR 擁有多重反射能力，可獲取大量坐標點

（點雲）。LiDAR 發射的單一脈衝最多可有四個反射回波訊

號，以一棵樹為例，獲取的資料可包含樹木表層、樹幹與樹

底等位置，若取第一個回波訊號，則可組成 DSM，若取最後

的回波訊號，則可獲取 DEM，此為 LiDAR 測繪地形的主要

優勢。 

(三) 規則網格製作 

本研究在製作相關 DSM、DEM、坡度、坡向，甚至剩

餘模型規則網格方面，採用 GMT 軟體(Wessel et al., 2013)

提供的內插程式"surface"計算，surface 內插時，高程 Z 值

必須滿足下列偏微分方程式： 

(1 − 𝑇) × 𝐿[𝐿(𝑧)] + 𝑇 × 𝐿(𝑧) = 0                                               (3) 

其中 T 為張力係數(tension factor)，其值介於 0~1 之間；L

為拉普拉斯運算子(Laplace operator). 𝐿 =
𝜕2

𝜕𝑥2
+

𝜕

𝜕𝑦2
。若 T 

＝0 時，(3)式為最小曲率解(minimum curvature solution)；

若 T＝1 時，則為諧和面解(harmonic surface solution)。本

研究 T 值設定為 T＝0.25（此為 GMT 手冊建議之最佳參數

值）。 

三、實驗資料與流程 

(一) U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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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碳基科技公司之 Avian 機型（圖 3）來執行

UAV 航拍任務，拍攝時間為 2014 年 2 月 18 日及 2 月 26

日兩日上午時段，是在天氣晴朗、光照及能見度皆理想之狀

態下進行航拍，再加上 Avian 為翼展達 1.6 m 之定翼機，故

當天航拍飛行相當穩定。航測搭載的相機型號為 SAMSUNG 

NX200，單張相片為 2000 萬畫素，在對地航高 300 m 的高

度時，地面解析度可達 10 cm。航線設計兼顧精度與效率，

故同時選擇平行式與交錯式的航線規劃，相片前後重疊率為

74%，左右重疊率為 35%，航高約為 300 m（地表面起算），

圖 4 為相機在每張相片拍攝瞬間的位置，也可代表單張相片

的中心位置。本研究航拍任務共取得約 700 張有效的航測照

片，以 Pix4DMapper 軟體進行解算，最後得到 10 cm 解析

度之正射鑲嵌圖（利用 SRTM3
[17]

數值地形模型輔助）與

DSM。Pix4DMapper 軟體為一套嚴密的航測計算軟體，為

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大學所發展，在影像自動匹配技術尋影像

共軛點上，計算非常嚴謹，且還可以藉由人工判釋的方法編

修航拍影像，進而得到高精度的鑲嵌正射影像與 DSM。此

外，由於本研究為環境地形先期調查，故計算過程中並無使

用地面控制點約制，然而這對最終所獲得之影像解析度並無

影響。 

 

圖 3 Avian 無人飛行載具 

Fig. 3 Avian UAV

    

 A. 平面圖 2D view B. 立面圖 3D view 

圖 4 UAV 相機拍攝瞬間的位置（藍色點位），本研究同時採平行式與交錯式的航線設計。 

Fig. 4 Exposure stations of UAV photogrammetry.  Both parallel and crisscross flights are considered 

(二) LiDAR 

本研究與中興測量公司合作，利用中興測量公司光達儀

器（型號：Optech ALTM Pegasus），結合雷射測距、光學

掃瞄、GPS 及 INS 等先進技術，利用飛行載具快速獲得地表

面掃瞄點的瞬時三維坐標。測量時間為 2014 年 2 月 25 日

上午時段，亦屬於天氣晴朗適合飛機飛行之天候狀況。

Optech ALTM Pegasus（圖 5）為加拿大 Optech 公司所生

產之最新雙發雷射系統 ALTM Pegasus 系統，此系統在光達

點雲密度及穿透率上，均較傳統光達儀器提升 2 倍。Optech 

ALTM Pegasus 的相關資訊如表 1 所示。本研究的空載

LiDAR 測量航高約 1500 m，故高程相對精度約有 20 cm，

水平精度約為 1500/5500＝0.27 m。利用此技術，可分別獲

取計畫區域 1 m 解析度的 DEM 與 DSM。 

 

圖 5 Optech ALTM Pegasus 光達儀器 

Fig. 5 Optech ALTM Pegasus LiDA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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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別取 Optech ALTM Pegasus 的第一個與最後

的回波訊號，分別製成 1 m 解析度之 DSM 與 DEM 做後續

分析。 

 

表 1 Optech ALTM Pegasus 光達系統資訊 

Table 1 The information of Optech ALTM Pegasus 

LiDAR system  

掃瞄旋角視域 FOV 0~60 度 

脈衝率 PRF 100~400 kHz 

掃瞄鏡頻率 0~140 Hz 

高程精度 15 cm(1σ,航高 1200 m) 

水平精度 1/5,500 航高 

最大掃瞄帶寬 0~0.93 航高 

 

四、結果討論 

(一) 環境地形 

圖 6 A 為計畫區域範圍及其四周的正射鑲嵌圖（空間解

析度 10 cm），本研究 UAV 航拍所獲得的範圍，較計畫區預

定地更廣，調查位置約在經度 120°43'20''至 120°45'00''與

緯度 24°17'15''至 24°18'20''之間，除了原有花博預定地，

更包含其四周近 300 ha 的廣大範圍。圖 6 B 為圖 6 A 東邊

部分正射鑲嵌圖，此部分包含了花博主場地區域 C 及其四周

約 100 ha 的範圍。圖 7 為利用 UAV 航拍所獲得的 DSM（空

間解析度 10 cm），包括全部區域二維地形圖與計畫區東邊

三維地形圖。由圖 6 可發現，本地區海拔約在 200～400 m  

   \  

 A. 全部區域 Whole area B. 計畫區東邊 Eastern part area 

圖 6 臺中花博預定地及其周邊 UAV 航拍 10 公分解析度正射鑲嵌圖範圍（反光區域） 

Fig. 6 The orthomosaic photos with spatial resolutions of 10 cm around Taichung flora exposition 

 

    

 A. 全部區域二維地形圖 B. 計畫區東邊三維地形圖 

圖 7 臺中花博預定地 UAV 及其周邊航拍 10 公分解析度 DSM 

Fig. 7 The DSMs with spatial resolutions of 10 cm around Taichung flora ex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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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西部地勢較低，海拔高度介於 200～250 m，且地勢

平坦，有些較高地勢大部分為人工建築物（如中科友達廠與

后里馬場零星建築物），圖 7 A 的東部則相對較高，最高點為

東南邊自然林地部分，平均高程約在 320～400 m 之間（見

圖 7 B）。另外經由現地調查發現，計畫區屬臺地地形，屬臺

灣西部臺地平原末端，全區有大甲溪支流（牛稠坑溪）通過，

西側有山線縱貫鐵路貫穿。本地區地形由東向西逐漸傾斜，

形成極為平緩之坡面，原因為受到大安溪與大甲溪兩溪流的

影響。圖 6 與 7 均為空間解析度 10 cm 的圖資，對於本區

域環境地形的判釋極為重要，未來能提供有關單位做相關地

形地貌的參考。 

為確切了解上述計畫區東邊（圖 6 B 區域）的坡度變化，

本 研 究 利 用 GMT 軟 體 提 供 的 梯 度 計 算 程 式 ”

grdgradient”計算此區域 25m x 25m 為單位的坡度與坡向

模型，圖 8 為所計算得到之坡向結果（底圖為 DSM），圖中

黑色箭頭方向即代表坡向，坡向也可視為雨水逕流的方向，

由圖中可明顯看出，自然林地北邊一帶的水大部分往北流向

牛稠坑溪，一部分則先往西流動，待流到山腳下後再往北流

入牛稠坑溪，而自然林地一帶南邊則流往大甲溪一帶。另外

由圖 8 可發現，原鳳梨田區域是雨水逕流匯集的方向之一，

且其地勢較低窪且平緩，故未來若主辦單位有設置生態池之

計畫，可考慮原鳳梨田區域，因為生態池若設於地勢相對較 

 

圖 8 計畫區東邊坡向圖與 DEM(底圖)。 

Fig. 8 The topographic slope aspects and DEM around 

eastern part area 

低漥平緩之處，則可提高地表逕流蓄留機會，較有利於生態

池的整體營造。 

為了更進一步了解圖 6 B 區域的坡度變化，本研究依據

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一章第 23 條所定義
[3]

，將此區域做坡

度分級，根據此條文定義，1~7 級坡定義分別為區域坡度值

S≤5%、5%＜S≤15%、15%＜S≤30%、30%＜S≤40%、40%

＜S≤55%、55%＜S≤100%與 S>100%等。圖 9 即為坡度分

類結果，若與圖 8 的 DSM 比較，可發現坡度較大的部分（3

級坡以上），大多位於高程較高的自然林地區。各坡度級別所

占本區域的比例如圖 10 所示。由圖 9 與 10 可發現，此區域

大部分為 2 級坡與 3 級坡，合計占所有區域的 66%，而平坦 

 

圖 9 計畫區東邊坡向與坡度分級圖  

Fig. 9 The topographic slopes and topographic slope 

aspects around eastern part area 

 

 

圖 10 計畫區東邊各級坡比例。 

Fig. 10 The ratio between each grade of topographic 

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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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1 級坡）與陡峭地形（6 級坡以上）所占比例極少，各約

3%。此外本區並無 7 級坡之地。若再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所定義地形分類，包括陡峭山地(S＞100％)、山嶺區(55％＜

S≤100％)、丘陵地(5％＜S≤55％)與平坦地(S≤5％)，則本區

域僅 3%為平坦地、94%為丘陵地、3%為山嶺區，且無陡峭

山地。此部分環境地形研究成果希望對未來計畫區內設置遊

憩休閒設施，如天空步道、纜車、摩天輪等提供環境地形之

參考。 

(二) 剩餘模型 

在 LiDAR 相關結果方面，利用 LiDAR 分別得到花博預

定地之 DSM 及 DEM 後，將 DSM(樹頂或建築物頂部)及

DEM(樹底或建築物底部)進行相減，得到之 1mｘ1m 之剩餘

模型（圖 11）。圖 11 範圍較 UAV 航拍範圍小，除了花博預

定地區域外，再加上中科綠廊帶，總面積約近 100 ha 之範

圍。由圖 11 可明顯看出，區域內較高的地方（顏色為綠至紅

色），大部分集中在右側自然林地區域，樹高大多介於 14~25 

m 之間，而其他地區較高的地方，多為零星建築物所在（對

照圖 6 正射鑲嵌圖判釋）。此外大部分中低高度的林木(顏色

為藍色至淡藍色），也散布在此區域，其樹高約為 5~12 m 之

間。而計畫區內其餘大部分地方，其高度約在 2 m 以下（顏

色為紫色），這代表這些區域多為土壤裸露區、草本植物區、

水泥路面或水體等。圖 12 為 LiDAR 測繪的 1mｘ1m DEM

（彩色部分）與取樣後 25mｘ25 m 剩餘模型（立體柱部 

分）。圖中剩餘模型較高之地方，大部分集中在自然林地一 

帶，其餘地方有較高剩餘模型之地為西北邊友達宿舍區一帶。

由圖 12 也可明顯看出，高程 320~400 之較高海拔之處，林 

 

圖 11 計畫區內 DSM 減去 DEM 後所得到之 1mｘ1m 剩

餘模型 

Fig. 11 1mｘ1m residual model subtracted from DSM 

by DEM 

相完整。 

本研究在圖 11 中各區域篩選了 10 條剖面線(profiles 

1~10)，用於觀察計畫區域剖面走向，其個別的剖面圖如圖

13 所示。Profiles 1~4 均通過右下方自然林地（區域 C），

故其高度較高，平均有 10~20 m 的樹高；Profiles 5~7 為

中科友達廠綠廊帶，其高度較低，僅有零星較高的植栽，其

餘皆為草地為主；Profiles 8 通過友達宿舍區，其高度最高達

45 m；profile 9 與 10 為分別為后里馬場（區域 A）與臺糖

西側造林地（區域 B），均有零星 5~10 m 的樹高或建築物高

度。此外根據陳
[6]

團隊調查區域 C 內森林之木本植物組成，

發現這些平均樹高 10~20 m 林地主要為香楠、相思樹、樟

樹、白匏子等森林中相對優勢的樹種為主。 

剩餘模型研究部分希望對於未來計畫區內整體營造規劃

有參考之作用，例如若要於區域 C 自然林地設置空中走廊及

地面的生態步道，其高度的設計可參考本研究所計算得的剩

餘模型。 

五、 結論 

本研究利用 UAV 與 LiDAR 技術獲取 2018 年臺中花博

預定地的環境地形相關初期調查工作，尤其以區域 C 及其四

周 的 範 圍 為 主 。 UAV 獲 得 的 相 片 主 要 處 理 軟 體 為

Pix4DMapper，而相關規則網格與模型是以 GMT 軟體計算

得到。本研究的結論如下： 

1. 以 UAV 技術獲取預定地及其四周近 300 ha 的 10 cm

解析度之正射鑲嵌圖與 DSM。調查結果發現，本地區海

拔約在 200～400 m 之間，西部地勢較低，且地勢平坦，

東部則相對較高，平均高程約在 320～400 m 之間，且 

 

圖 12 LiDAR 測繪的 1mｘ1m DEM（彩色部分）與 25m

ｘ25 m 剩餘模型（立體柱部分） 

Fig. 12 1mｘ1m DEM (color) and 25mｘ25 m residual 

model derived from Li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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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profiles 1 -10 剖面圖，其中各圖的橫坐標為各剖面線 TWD97 橫坐標(X axis)或縱坐標(Y axis)。 

Fig. 13 The heights of profiles 1 -10. The X axis of each panel is TWD97 abscissa or ord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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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完整的自然林地。10 cm 解析度可提供區域現況高清

晰度的地圖，可讓花博主辦單位對目前預定地的開發程

度精確的參考。 

2. 以 LiDAR 技術獲得預定地及其四周近 100 ha 的 1 m 解

析度之 DEM、DSM 與剩餘模型。由剩餘模型發現，自

然林地的樹高大多介於 14~25 m 之間，計畫區內其餘

大部分地方，其高度約在 2 m 以下。 

3. 計算區域 C 及其四周之 25 m 解析度坡度與坡向模型。

由坡向模型可看出，原鳳梨田區域是雨水逕流匯集的方

向之一；根據坡度圖顯示，自然林地區多為丘陵地及部

份山嶺地所組成，且本區並無陡峭山地。 

本研究成果，希望能作為 2018 年臺中花博展區會場規

劃設計、生態導覽、景觀營造時之參考。未來隨著計劃區逐

漸發展，將繼續以 UAV 與 LiDAR 技術監測其環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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