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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度台地因地形平緩且鄰近都會區，近年來因開發迅速不透水鋪面增加而降低入滲；此外，

旱季因週期性野火，易使林地變為草地，更降低水源涵養能力，如何快速監測地覆變遷，及有

效篩選水源涵養熱點區位，對水患管理極為重要。本研究藉由兩期之四季衛星影像，萃取常態

化差異植生指標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 分類大度台地之地覆類別，然

草地與農地難以精確分類，遂此，透過加入農地耕作時間點，可有效提升草地及農地之精確度。

套疊地覆類別及土壤資料換算曲線值(Curve Number, CN)篩選最大蓄水潛勢下降之重點集水分

區，依集水面積與蓄洪體積優選窪蓄區位，研究成果可作為相關單位沉砂滯洪、灌溉、消防、

景觀遊憩、為氣候調節及地下水補注等多功能蓄水池之營造對策研擬。 

(關鍵詞：地覆類別、水源涵養、熱點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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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adu Plateau with gentle slope and near urban areas has been urbanized 

rapidly, which increases the impervious surface and  reduces infiltration. In 

addition, the areas of forest land are easily changed into grass land due to periodic 

wildfire in dry seasons. These changes cause the decrease of water storage capacity 

in the Dadu Plateau. How to quickly monitor land cover change and effectively 
1
sieve the water conservation hotspots is a crucial issue for flood control.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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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 derived from four seasons’ 

satellite images is applied to classify the land cover of the Dadu Plateau. However, 

the categories of grass land and farm land could hardly be distinguished precisely 

with satellite images.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was promoted after the 

consideration of tillage time. To screen out sites with a reduction of maximum 

potential water retention, the land cover and soil map are overlaid to calculate the 

curve number. The optimal construction sites for depression storage are prioritized 

by the area of watersheds and volume of depression storage. The related authorities 

can use  our results to create multipurpose ponds for sedimentation and flood 

detention, tourist attraction and recreation, microclimate adjustment, firefighting, 

irrigation and groundwater recharge. 

(Key Words: Land cover, Water conservation, Hotspots)

前言 

近幾十年來全世界野火發生的頻率增加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2005)，火

燒將地表上的植物，使土壤裸露及改變土壤

之物理化學性質，易加速土壤侵蝕及土壤退

化 (Shakesby et al., 2006； Moody et al., 2013)

，邊坡上發生火燒易使土層不穩定，造成土

砂災害。且火燒後於表面形成斥水層(Bowker 

et al.,2004; Shakesby et al.,2006; Ravi et 

al.,2009)，此現象減少水分入滲土壤，影響水

源涵養，亦增加地表逕流量  (Neary and 

Gottfried, 2002; Pausas et al., 2008; López et 

al.,2001)及洪峰流量(Costa, 1987)，易造成集

水區下游處淹水。 

大度台地早期由於農耕、放牧和居住等

需求，砍伐樹林和引進外來植物-大黍 (別名

天竺草) 作為馬匹糧草 (許建昌，1975)，如

今放牧業減少、荒廢地增加，伴隨人為活動

常引起火燒發生，導致許多林地逐漸轉變為

草地。由於大黍植株易燃且火燒後能迅速生

長，因此改變當地供燃燒物質的性質，包含

其易燃性、數量及分佈的連續性等，進而改

變火燒頻率、強度、範圍或季節性 (何承穎，

2009)；而多數原生植物的恢復能力比大黍慢

，相對原生植物而言，大黍的數量與分佈易

因火燒事件頻繁而覆蓋面積增加。大度台地

林相以相思樹為主，草地則以大黍為優勢種(

林笈克等，2001;蔡智豪，2005)。每當 10 月

至隔年 1 月，生長於大度台地西坡面的大黍

草原，因降雨量劇減且時逢東北季風影響，

在背風面形成焚風，大黍枯萎極易引起野火 (

林笈克等，2001；蔡智豪，2005)。大度台地

火災類別尤以雜草火災為案件類別之首 (莊

翌琳，2015)，然而野火乃干擾生態系之重要

因子，其火燒強度及頻率影響生態系的結構

及功能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sment, 

2005； Westerling et al., 2006; Joel B. Sankey 

et al., 2013)。每年頻繁的野火事件，使相思樹

林逐漸衰退、阻礙植群之演替，生態的物種

豐富度隨之降低，亦造成森林生態棲地減少

，衝擊當地遷徙之候鳥等 (蔡智豪，2005)。

位於大度台地邊坡之保安林，因頻繁之火燒

事件造成保安林面積縮減，導致水資源涵養

能力下降(陸象豫，1996)，而大黍因屬禾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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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根系易填滿土壤孔隙，地表逕流入滲能

力較林地差。盧惠生等(2011)以蓮華池為樣區

，研究不同土地利用之入滲量由大到小依序

為林地、草地、農地、裸地。然都市計畫及

大規模開發使建地面積增加且集中，不透水

鋪面增加將減少逕流入滲，豪大雨時易造成

下游都會區淹水。另邊坡樹林減少使得邊坡

安定性下降，恐引發邊坡崩塌之疑慮 (Benda 

and Dunne, 1997; Jackson and Roering, 2009)

。除此之外，火燒造成附近居民惶恐，亦影

響交通安全、空氣品質及生命財產安全等問

題，然災前之預防及災後之復育等人力、物

力皆是社會成本。 

期由四季衛星影像萃取常態化差異植生

指標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將地覆類別分成林地、草地、農地及

非植生地，藉 1995 及 2014 年之兩期地覆類

別與土壤質地資料套疊換算曲線值 (Curve 

Number, CN)，然前人多使用土地利用圖資及

土壤地質資料換算 CN 值，土地利用圖資雖

能精確反映使用現況，目前我國僅 1995、2008

年兩期土地利用圖資，但礙於更新成本較高

且花費時間較長，無法即時分析地景變遷，

因此使用衛星影像分類地覆類別可即時分析

不同事件、不同時間點之地景現況。藉 CN

值 換 算 最 大 蓄 水 量 (Potential Maximum 

Retention)差值篩選水源涵養能力下降之重點

集水分區，依集水面積與蓄洪體積優選窪蓄

區位，藉此探討人為開發與野火造成地覆類

別之變遷，並提供相關單位研擬多功能蓄水

池之營造對策。 

研究流程 

先確立研究目標後，蒐集相關文獻資料

，選用合適衛星影像，以約 1995 年及 2014

年四季之衛星影像，進行輻射校正後萃取

NDVI，依四季為一期計算每期 NDVI 之平均

值及標準差，由 K-means 分析歸類大、小值

兩群，再將其相乘進行地覆類別分類，分別

為農地、草地、林地及非植生地，其非植生

地包含裸露地、建物、水體等無植生覆蓋處

。若分類結果精確度低則重新挑選適合之衛

星影像；若精確度高則將 1995 與 2014 年之

地覆分類結果與土壤分布圖套疊查表得曲線

值(curve number, CN)，再由經驗公式換算最

大蓄水量。以影像相減法得最大蓄水量差值

並與集水分區套疊篩選重點集水分區，藉

DEM 之流向及水系計算窪蓄區位，篩選水源

涵養熱點區位，探討野火及開發對最大蓄水

量之影響(圖 1)。 

圖 1 研究流程圖 

Figure 1 Flowchart of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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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與材料 

1. 研究樣區概況

大度台地範圍乃依水土保持法之山坡地

範圍劃定樣區邊界(圖 2)，水系由台地頂端放

射狀流出，將 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

萃取的水系與大度台地邊界之交點為出流口

，畫出大度台地集水分區(圖 3)，供篩選水源

涵養能力下降之重點集水分區。其月均溫約

15 至 30℃之間，總年降雨量約 2000 公釐，

以 7 至 10 月為主要雨季，約於 10 月後，台

灣東北季風盛行，濕冷空氣受雪山山脈阻絕

於東北地區，進入中部濱海區後變得乾燥，

使得大度台地 10 月至 1 月間的降雨量驟減 (

蔡智豪，2005)。 

大度台地草地為具有分蘗能力之大黍為

主，在酸性且貧瘠的土壤上能生存良好 (林信

輝，2000)，且株高、生長速度快、植群密度

大、繁殖傳播能力佳、有較強的競爭能力；

林地則以能耐強風抗乾旱、適應貧瘠土地之

相思樹為主 (本田馨，1940)，由於根系可與

根瘤菌結合，能吸收空氣中的氮素，具改良

土壤功能 (李俊佑，2013)。大度台地林地多

分布於西、南坡面，並伴隨大黍、芒草、白

毛等地被植物 (林笈克等，2001)，每逢乾季

大黍枯萎形成輕質燃料，而火燒後土壤中之

大黍地下部及種子能避免火燒傷害，待春雨

後迅速生長覆蓋地表，長期的火燒循環，使

大黍較其他植群更具優勢 (何承穎，2009)，

逐漸佔據林地(圖 4)，影響當地生態系、水源

涵 養 及 土 砂 捍 止 等 功 能  (Jackson and 

Roering, 2009)。 

圖 2 研究樣區大度台地範圍 

Figure 2 Location of Datu Plateau 

圖 3 大度台地集水分區 

Figure 3 Sub-watershed of Datu Plateau 

圖 4 研究樣區相思樹、大黍之生長現況 

Figure 4 Landscape of Acacia confuse and 

Megathyrsus maximu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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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材料

為應用四季衛星影像萃取 NDVI 探討大

度台地林地變遷情形，由美國地質調查局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 網站

下載 Landsat 衛星影像，由於所蒐集之航照圖

僅 2010 年，因此須以相近年分之衛星影像進

行精確度評估，因此分析之影像包含三期之

四季(共 12 幅)衛星影像 (表 1)，由於大氣層

外之太陽光反射及散射被衛星接收，其波段

干擾易導致精確度降低，為此透過 Chander 

(2009) 設置之參數，進行衛星影像之輻射校

正 (Radiometric Calibration) 後萃取 NDVI。

為利用四季之植生生長情形判釋不同地覆類

別(方彥凱，2003；林政侑，2012)，故將衛星

影像拍攝月份分為 3 至 5 月 (春)、6 至 8 月 (

夏)、9 至 11 月 (秋)、12 至 2 月 (冬)。 

表 1 衛星影像圖資 

Table 1 The selected satellite images 

時期 日期 時期 日期 時期 日期 

第一期 

(1994~1996) 

1994/09/26(夏) 

第二期 

(2010~2011) 

2010/02/26(春) 

第三期 

(2014) 

2014/02/21(冬) 

1995/04/22(春) 2010/05/01(夏) 2014/04/10(春) 

1995/12/02(秋) 2010/12/27(冬) 2014/09/01(夏) 

1996/02/04(冬) 2011/10/27(秋) 2014/11/20(秋) 

3. 研究方法

(1)常態化差異植生指標(NDVI) 

植物之葉綠素行光合作用，大量吸收輻

射能，而近紅外光多會穿透植物體或反射 

(Price and Bausch, 1995;黃國楨等，1996），許

多研究遂利用綠色植物此種特性，作為地表

植物覆蓋情形之判斷依據  (Prince et al., 

1986; Tucker et al., 1986;Jury et al., 1997; 

Myneni et al., 1997; Wang et al., 2004; 王慈憶

等，2006；張國楨，2012；林陽昇，2014)。 

NDVI 的定義為近紅外光波段與紅光段

的 差 值 除 以 兩 者 之 和  (Elvidge and 

Chen,1995)，其值介於-1 至 1 之間。植生覆蓋

區域反射之近紅外波光段較紅光波段高，因

此植被覆蓋越好則 NDVI 值越高；土壤、岩

石、建物反射之紅光波段與近紅外光波段數

值相近，其 NDVI 值約介於-0.2 至 0.2 之間；

水、雲、雪等水體反射之紅光波段數值較近

紅外光波段高，故 NDVI 為負值。NDVI 計算

公式如下： 

NDVI =
NIR − R

NIR + R

式中：R 為紅光波段；NIR 為近紅外光波段。 

(2)影像分類 

影 像 分 類 可 分 為 非 監 督 式 分 類 

(Un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及監督式分類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非監督式分類乃

由人為給定最終之分類數及疊代次數等參數

，直到結果收歛或超過給定之疊代次數後即

完成分類；監督式分類較適合應用於監測光

譜反射值差異較大之地物，如土石流崩塌區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Geological_Survey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author:%22%E6%9E%97%E9%99%BD%E6%98%87%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linksearch.value='1';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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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監測 (Yang et al., 2004)、積雪面積監測 

(Martini et al., 2005)及土壤含水量分布地區

監測 (De Alwis et al., 2007)等。 

計算四季 NDVI 之平均值及標準差，以

K-means 將平均值與標準差分成大、小兩類

，平均值大表示地表植生四季覆蓋茂盛；反

之則表示地表植生四季覆蓋稀疏。標準差大

表示四季之地表植生覆蓋情形變化大，如枯

萎後再迅速發芽；反之則表示四季之地表植

生覆蓋情形變化小，如四季皆植生覆蓋良好

或缺乏植生覆蓋。將平均值及標準差相乘可

歸類出四個類別(表 2)。 

表 2 地覆類別分類依據 

Table2 Criteria of land cover classification 

四季 NDVI 平均值 

大 小 

標準差 

大 草地 農地 

小 森林 非植生地 

(3)群集分析 

群集分析法有層次與非層次群落，層次

群落適用於距離資料或座標資料，此種分析

法大致可分為 11 種。然衛星影像屬座標性資

料，且分群特性為群間不重疊，即沒有層次

關係，而非層次群落分析法以 K-means 為代

表，係依據物件資料間的關係資訊為基礎計

算其相似度，以歐式距離作為主要分割依據

，將各相似物件歸為相同集群，當確認歸屬

群組後，即與其他群組無任何關係，因此採

用 K-means 分析法 (Tan et al., 2008)。 

(4)精確度評估 

為評估地覆類別之精確度，需針對結果

與地面參考真值進行精確度評估，由於進行

精 確 度 評 估 時 需 篩 選 訓 練 樣 本 ， 而

Yamane(1967) 認為訓練樣本數與母體數、標

準差有相對應關係，因此據此之樣本數公式

選取樣本，其公式如下： 

n =
N

1 + N(e2)

式中，n : 樣本數。N : 母體數。e : 標準差。 

大度台地總網格數為 139330，依上式

95% 信賴區間、5% 樣本標準差計算，得精

確度評估之樣本數應取 400 個點位。將四種

地覆類別分類結果隨機取樣各 100 個點位 (

共 400 個點位)，以 2010 年航照圖為地真，評

估 2010 年地覆類別之精確度。 

常見的精確度評估方法有四種，分別為

整體精確度 (Overall Accuracy, OA)、生產者

精確度 (Producer’s Accuracy, PA)、使用者精

確度 (User’s Accuracy, UA) 及 Kappa 係數 (

表 3)。目前精確度評估最常以誤差矩陣表示

，並以誤差矩陣決定其整體精確度及 Kappa

係數，依此作為精確度評估之標準 (方彥凱，

2003)。故採用整體精確度及 Kappa 係數作為

分類精確度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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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精確度評估方法 

Table3 Methods of accuracy assessment 

精確度名稱 定義 公式 

整體精確度 

(Overall 

Accuracy, OA） 

整體精確度由於已考慮到每個類別相對

的權重關係，所以整體精確度具較客觀

性。 
OA =

∑ Xii
n
i=1

∑ ∑ Xij
n
j=1

n
i=1

100% 

式中： iiX 為分類至正確

地表類別之個數； iiX 為

誤差矩陣中第 i列第 j行之

元素；n 為類別數。 

Kappa 係數 Kappa 係數因考量誤授與漏授之關係，常

被使用於遙測影像分類。Kappa 係數介於

0～1 間，一般 Kappa 係數大於 0.7 表示

分類結果良好，小於 0.4 則表示分類有待

改善 (Congalton, 1991; Janssen and 

Vanderwel, 1994)。 

Kappa =
N∑ Xii −

n
i=1 ∑ (Xi+X+i)

n
i=1

N2 − ∑ (Xi+X+i)
n
i=1

式中：N 為全部樣點數；n

為分類矩陣列數。
iiX 為

分類矩陣中欄列對角之樣

點數；
iX 
為分類矩陣各

欄樣點數；
iX 
為分類矩

陣各列之樣點數。

(5)最大蓄水量估算 

由美國土壤保育中心(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 SCS)建置之曲線值(CN)推估水資源

涵養能力，CN 值一般由土地利用與土壤質地

資料(表 5)分析(林忠明，2013；林昭遠等，2013

；曾雪芬，2015)，而本研究以兩期地覆類別

取代土地利用圖資，套疊土壤圖(圖 5)來轉換

SCS 的 CN 值(林忠明，2013)，利用下式推

估最大蓄水量(S；單位：mm)。 

S =
25400

𝐶𝑁
− 254 

表 4 水土保持局土壤分類及對應之 SCS 土

壤分類 

Table4 Soil category corresponded between 

SWCB and SCS 

分類 水土保持局土壤分類 SCS 土壤分

類 

0 粗砂土、砂土 A 

1 細砂土、壤質砂土、壤質粗

砂土 

2 壤質細砂土、粗砂質壤土、

砂質壤土、細砂質壤土 

3 極細砂土、壤質極細砂土、

極細砂質壤土 

4 坋質壤土、坋土 B 

5 壤土 

6 砂質黏壤土 C 

7 黏質壤土、坋質黏壤土 D 

8 坋質黏土、砂質黏土 

9 黏土 

資料來源：水土保持局，1995 

表 5 SCS 曲線 CN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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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5 Curve number of SCS method 

SCS 土壤分類 

地覆類別 

A B C D 

建地 74 84 90 92 

農地 62 71 78 81 

草地 39 61 74 80 

林地 25 55 70 77 

資料來源: 美國農業部自然資源保育中心 

圖 5 土壤類別之空間分布 

Figure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il category 

(6)窪蓄區位萃取及優選 

窪蓄意指短期積水，依類型可分成自然

及人工窪蓄區位。自然窪蓄為坡面上天然低

窪處或河道深潭處；人工窪蓄則為水庫、埤

、池等滯洪設施。Jenson and Domingue(1988)

利用高差法及斜面法，於 DEM 計算網格高程

差，得出窪蓄區位之面積、深度、坡面型與

河道型等分類。 

天然窪蓄區位依其位置可分為河道型及

坡地型，若窪蓄區於河道上則為河道型窪蓄

區位，而於河道以外之窪蓄區位則歸為坡面

型窪蓄區位。若集水面積越大，其攔截流量

亦越大，而蓄洪體積越大其所能蓄積之量體

亦越大，藉此可有效延緩洪峰發生，因此以

集水面積及蓄洪體積為篩選因子，將兩因子

之配分由小至大，其值越小序位越高，配分

加總後越小者優先營造(林昭遠等，2014)。 

結果與討論 

1. 地覆類別分類

由於精確度評估所使用的航照圖日期約

為 2010 年，故先以 2010 年之影像進行精確

度評估，其分類結果(圖 7)，顯示整體精確度

達 73.5%、Kappa 係數 0.647 (表 6)，然此分

類方法未能精確分出農地及草地，造成誤授

、漏授較高，而森林及非植生地分類結果良

好。經隨機選取大度台地非植生地、農地、

草地、林地各十處(訓練樣本如圖 8)，以約

2010 年 12 個月份之衛星影像，萃取各地覆類

別之 NDVI 平均值 (圖 9) ，發現農地及草地

之變化趨勢差異不大，惟 3、4 月時，草地之

NDVI 平均值較農地有明顯上升趨勢，據現地

訪查發現，三至四月氣溫回暖，當地農夫此

時方開始新的農作，而草本植物早已萌芽，

草地相對較農地上的農作茂盛，造成 NDVI

平均值在這期間有顯著差異。 

因此藉 3、4 月衛星影像加以修正農地、

草地分類，將 3、4 月衛星影像之 NDVI 值經

K-means 分成大小兩類，僅修改分類結果之

草地及農地類別，若原分類結果為草地，但 3

、4 月衛星影像之 NDVI 被歸類為小的群組，

則修改為農地；若原分類結果為農地，但 3

、4 月衛星影像之 NDVI 被歸類為大的群組，

則修改為草地 (表 7)。修正後分類結果 (圖

10) 整體精確度達 88.25%、Kappa 係數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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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3 (表 8)，表示其分類結果良好，依相同

原理修正 1995 及 2014 年之地覆分類。 

圖 7 2010 年之地覆類別分類結果 

Figure7 Results of land cover in 2010 

表 6 2010 年地覆類別精確度分析結果 

Table6 Accuracy of land cover in 2010 

分類 
地面參考真值 

草地 農地 森林 非植生地 

草地 63 32 3 2 

農地 44 52 2 2 

森林 4 6 89 1 

非植生

地 
2 8 0 90 

非植生地 

(航拍) 

非植生地 

(衛星影像) 

森林 

(航拍) 

森林 

(衛星影像) 

農地 

(航拍) 

農地 

(衛星影像) 

草地 

(航拍) 

草地 

(衛星影像) 

圖 8 地覆類別分類之訓練樣本 

Figure8 Training samples of land cover 

classification 

圖 9 各地覆類別之 NDVI 變化 

Figure9 Variations of NDVI for each land cover 

表 7 NDVI 值各期之 K-means 分類集群中心 

Table7 Cluster central of NDVI value in each 

period 

NDVI 1995/04/22 2010/02/26 2014/04/10 

小 0.17 0.05 0.09 

大 0.41 0.26 0.33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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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2010 年地覆類別修正後分類結果 

Figure 10 Adjusted land cover in 2010 

表 8 2010 年地覆類別修正後精確度分析結果 

Table8 Accuracy of adjusted land cover in 2010 

(tillage time considered) 

分類 
地面參考真值 

草地 農地 森林 非植生地 

草地 82 16 2 0 

農地 8 89 1 2 

森林 0 8 92 0 

非植生地 1 9 0 90 

2. 地覆類別變遷

劉宇安 (2009) 及邱祈榮等 (2012) 使用

大度台地 1977~2002 年間航照圖數化之土地

利用類型資料，得知大度台地林地及農地面

積呈現下降趨勢，開發地與草地的面積呈現

上升趨勢。 

結果顯示，都市計畫及大規模開發諸如

福爾摩沙高速公路於 2004 年 1 月全線完工及

通車 (白仁德，2009)、台中都會公園於 2000

年 10 月開放共占地 88 公頃、中部科學園區

於 2002 年 9 月完工占地 413 公頃、台中市精

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一期於 2012 年 9 月動土

占地 125 公頃、2003 年 9 月興建清泉崗國際

機場 (盧彥克，2008)。依農民角度而言，因

經濟因素使得部分農民棄耕農地轉作其他土

地使用；依用地取得角度而言，農地取得較

其他土地容易，使得多數農地轉為建地使用

，因此農地隨非植生地增加而逐年減少。 

林地逐年減少，係因頻繁野火使得林地

面積退縮，因而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約於

1997 年在大肚鄉萬陵段執行林地復育計畫，

及 2002 年推動「一人一樹牢牢抓住台灣土地

」運動，至 2006 年造林面積共 108 公頃 (葉

洸雄，2015)；草地逐年增加，則因火燒適存

及生長特性迅速擴張面積。整體而言，農地

有逐漸轉為非植生地之趨勢，而林地有逐漸

轉為草地之趨勢(表 9)。 

表 9 地覆類別面積變化統計 

Table9 Statistics of area changes for each land 

cover 

類別 1995 年 2014 年 

草地(ha) 3335.31 4025.52 

農地(ha) 2681.01 1342.08 

林地(ha) 3211.47 3122.91 

非植生地(ha) 3311.91 4049.19 

3. 重點集水區窪蓄區位優選

因都市計畫及大規模開發增加不透水鋪

面面積，減少入滲量增加地表逕流，且開發

使得用水需求提高，因此大度台地窪蓄區位

優選之評估為重要課題。將最大蓄水量(S)之

後期減去前期得到 S 差值(圖 11)，負值表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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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減少，正值表 S 值增加。再以集水分區套

疊計算集水分區 S 差值之平均值，篩選出 10

個重點集水分區(圖 12)，然政府財源有限，

且災害整治亦應依其急迫性優先處理，因此

由平均 S 差值作配分排序，越小者配分越小

順位也越小(表 10)。並利用 DEM 分析各重點

集水區之窪蓄區位，結果顯示，順位 3、4 之

集水分區無窪蓄區位，因此針對順位 1 之 50

號集水分區及順位 2 之 53 號集水分區進行窪

蓄區位優選分析，而以上兩集水區多數草地

轉為農地及建地使用，開墾及不透水鋪面面

積增加使水源涵養能力下降。 

圖 11 最大蓄水量差值分布 

Figure1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ximum 

potential retention difference 

圖 12 集水分區最大蓄水量差值平均 

Figure12 Average maximum potential retention 

difference of the sub-watersheds 

表 10 最大蓄水量差值篩選 

Table10 Priority selection of the maximum 

potential retention difference 

集水分區

編號 

集水分區面

積(ha) 

平均 S

差值 

優選

序位 

地理位置 

50 67.59 -40.4 1 龍井區 

53 59.31 -36.2 2 龍井區 

77 14.13 -33.3 3 南屯區 

6 18.18 -23.2 4 清水區 

26 23.49 -20 5 大雅區 

12 76.68 -18.9 6 清水區 

39 707.58 -18.4 7 沙鹿區 

32 492.66 -16 8 沙鹿區 

36 21.69 -13.9 9 大雅區 

48 53.19 -13.6 10 西屯區 

窪蓄區位之優選，依各窪蓄區位蓄水容

量及集水分區面積作配分排序，窪蓄區位之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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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容量大及集水面積大者配分高，最後將

其配分加總排序，配分越高者排序越小，亦

即為最優選處理之窪蓄區位。 

50 號集水分區之窪蓄區位 a、d、e 為河

道型窪蓄區位且屬公有地(圖 13)，綜合滯洪

體積及集水面積之配分(表 11)，且公有地較

私有地容易取得，因此優選 a 區位營造蓄水

池，因鄰近公墓容易有野火發生，可做為消

防用途之蓄水池。d、e 區位分別為序位 2、3，

因鄰近建地及農地，可做為灌溉及地下水補

注之蓄水設施；b、c 為坡面型窪蓄區位且屬

私有地，序位分別為 5、4，b 區位鄰近公墓，

而 c 區位鄰近林地及草地。 

53 號集水分區之窪蓄區位 f、g、h 皆為

河道型窪蓄區位且屬公有地(圖 14)。綜合滯

洪體積及集水面積之配分(表 12)，優選 f 區位

營造蓄水池，因上游多農地使用，可作為灌

溉用途之蓄水設施。 

圖 13 50 號集水分區  

Figure13 No.50 sub-watershed 

圖 14 53 號集水分區  

Figure14 No.53 sub-watershed 

表 11 50 號集水分區窪蓄區位 

Table11 Depression storage at No.50 

sub-watershed 

區位

編號 

平均

深度

(m) 

蓄洪

體積

(m3) 

配

分 

集水

面積 

(ha) 

配

分 

總

分 

優選 

順位 

a 4 1800 2 54.63 1 3 1 

b 1 3600 1 0.81 5 6 4 

c 1 3600 1 1.98 4 5 3 

d 3 1800 2 18.18 2 4 2 

e 1 1800 2 16.02 3 5 3 

表 12 53 號集水分區窪蓄區位 

Table12 Depression storage at No.53 

sub-watershed 

區位

編號 

平均

深度

(m) 

滯洪

體積

(m3) 

配

分 

集水

面積 

(ha) 

配

分 

總

分 

優選

順位 

f 2 1800 1 29.97 1 2 1 

g 2 900 2 26.55 2 4 2 

h 3 1800 1 18.18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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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 選用春夏秋冬四個季節之衛星影像萃取

NDVI，並藉農地耕作之時間點，可有效修

正草地及農地之分類，提高地覆類別分類之

整體精確度由 73.5%提升至 88.25%、Kappa

係數由 0.647 提升至 0.843。

2. 龍井區 50及 53號集水分區之最大蓄水量下

降最為明顯，開墾及興建建地增加不透水鋪

面面積，使其水源涵養能力下降。

3. 重點集水分區窪蓄區位篩選結果，50 號集水

分區中以窪蓄區位 a 區配分最高，且因鄰近

公墓可優選營造成消防用水之蓄水設施；53

號集水分區中以 f 區配分最高，且因上游多

農地使用，可優選營造成灌溉用水之蓄水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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