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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提高調整作物種植面積及產銷預警的有效性、即時性的重要關
鍵有三點：第一，精確、迅速的作物種植面積調查；第二，記錄更
新；最後是資料庫建立。作物種植面積是農情調查重點工作，過去
是以調查員持紙本地籍圖進行調查，此方式容易發生目測偏誤，或
是地號辨識錯誤等問題。近年引進具備 GPS 定位及調查資訊系統的
數位化行動載具輔助，但在工具、人力兩方面仍存在部分問題，導
致作物種植面積估算不準確，以及農產品預測精確度不易掌握。因
此本研究目的如下：一為分析不同調查系統應用於農情調查之效率
差異；二是應用不同調查系統效率差異建立適用重劃區農地之農情
調查人力運作準則。研究結果顯示定位速度、圖資開啟、調查資料
儲存等三項工作項目均以 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較
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網路版迅速，調查結果效率方面也
差了將近二倍。建立農情調查人力運作準則方面，則提出三項準
則：1.明確的調查場域規劃；2.調查區域的調查工具比例分配；3.調
查一百公頃花費時間約為 6.5 小時。

關鍵字：農情調查、作物面積調查、作物調查系統

Abstract
Regulating crop land area and agriculture forecasting for improved
effectiveness and immediacy, that important key has three point: First,
accurately and rapidly survey of crop Land area. Second, updating record.
Last, building database. Crop land area survey was the focus of agricultural
survey work. In the past, Crop land area survey was by manpower to finish,
that surveyors survey every land rely on land Information map. This way
prone to visual errors, or to identify the wrong land-number. In recent years,
the introduction of digital mobile devices with GPS and survey information
systems to assist the work. In recent years, the introduction of digital
mobile devices with GPS and survey information systems to assist the
work, but there are still has some problems in the tool and human. The
problems brought about crop area estimation is not accurate, and
agricultural forecasting accuracy wasn't easy to master.
Therefore, this study purposes are as follows: First, compared
agricultural survey efficiency by using different surveying systems. The
second, applying different survey systems of efficiency variance that to
build Human Operational Guidelines of agricultural survey for agricultural
land. The result indicate that Android GIS sensitivity crop survey systems
is faster than sensitivity crop survey systems of network edition on
positioning speed, map opening, survey data saving, then survey results
also poor efficiency of nearly twice. The part of building Human
Operational Guidelines of agricultural survey for agricultural land ,that
proposed three standards: 1. Identify the survey field plan; 2. The
proportion allocation of survey tool in survey area; 3. Surveying one
hundred hectares of agric ultural land spent about 6.5 hours .
Keyword: agricultural survey; crop land area survey; crop survey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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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加入 WTO 後，開放許多農產品進口，國內農產品價格受
到影響，整體農業面臨衝擊。黃惠琳、陳萬福(2002)提到，國內落花
生價格受配額進口的影響甚鉅，因此以調整種植面積的方式，以及
輔導不具競爭力之地區轉作或休耕，好降低進口產品的衝擊。黃山
內(2005)也提到農業重鎮雲林縣，縣內許多作物面對外國農產品進口
的衝擊時，也以調整種植面積降低衝擊，以及利用產銷預警制度來
達到供需平衡。
為了提高調整作物種植面積及產銷預警的有效性、即時性，應
著手進行登記種植面積、產量預測與價格調整等工作，再依產量、
市價、進口量等資訊建立產銷預警制度，避免產銷失衡的狀況發
生。因此精確且迅速的作物種植面積調查與記錄更新，以及資料庫
建立應是影響關鍵。
作物種植面積調查的有效性、即時性仰賴農情調查資訊化來達
成。林貞(2006)提到，以資通訊科技(ICT)整合農業環境資源的農業
產銷資訊化，應為未來努力發展的目標之一。近年農情調查方式有
以航照遙測技術作大面積、大範圍作物種植面積調查，以及以鄉鎮
為單位，利用人力方式進行的全鄉性農作物種植面積調查。
農業中使用遙感探測技術的調查，曾義星(2006)提到台灣敏感
性作物種植面積調查，除了使用現地調查方式外，也有使用遙感探
測技術，進行影像辨識的調查方式，利用遙測影像再輔以敏感性作
物生長特性、季節，讓受訓後的辨識人員進行辨識作業，調查結果
精確度在 90%以上。申雍、陳守泓、姚銘輝(2011)也提到遙感探測
技術具有快速進行大面積調查的優點，適合大面積的糧食調查，目
前台灣利用遙感探測技術的調查，有主要糧食作物栽培面積，監測
作物生長情形，預測糧食生產狀況，以及分析天然災害受害面積與
受損程度等調查工作。
人力進行的傳統農情調查方式，過去是由各地公所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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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人員是以手持紙本地段地籍圖或相關圖資，依據土地地號逐筆
調查畫記。曾經訪談過的外埔區公所，負責農情調查的課長非常感
概表示：
「農糧署一年僅撥少數的調查費用，只夠公所請兩個人來幫
忙，但這種工作的所得只可能請到在地退休的閒置人力來幫忙，如
果運氣好請到勤勞一點的調查員，就會帶著地籍圖外出調查，如果
運氣差點，請到較懶散的調查員，他就會拿著地籍圖在家裡隨便弄
個數據來交差了事，...............，這樣長年下來，農情調查的相關數
據都會有點失真。」
傳統的調查方法因為使用紙本地籍圖(如圖 1-1)，非常容易發生
調查人員目測偏誤，或是地號辨識錯誤等問題。近年雖引進具備
GPS 定位及調查資訊系統的數位化行動載具(如 PDA、平板電腦)至
土地現場進行定位及各項作物種植面積調查，仍面臨工具、人力兩
方面的問題。工具方面，如工具數位化程度不一、數位化工具未普
及、數位工具技術程度不足，以及軟體適用性不足；另人力方面則
是協助公所農情調查業務的人力不足，調查人員異動頻繁，且對資
訊科技的認知與應用能力仍待加強。以上因素造成調查結果的落差
常導致農作物生面積估算不準確，以及農產品預測精確度不易掌
握。

圖 1-1 外埔鄉紙本地籍圖
資料來源：外埔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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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前述農情調查能提供農產品產銷預測的重要性，卻礙於執
行面所遇問題，發展出本研究的研究動機。本研究配合農委會農糧
署 103 年度的組織農村在地人力協助基礎調查計畫，在溪湖鎮農業
重劃區中選定試驗範圍，搭配不同作物調查系統，透過小範圍低人
力的運作方式，比較出應用不同行動載具於農情調查時的效率差
異，並提出重劃區農地之農情調查人力的基本運作準則，希冀可應
用該基本運作準則，發展出系統化的運作模式供大範圍調查之用。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農情調查面臨工具與人力兩方面問題，必須先選擇出
適合的農情調查工具，以及可常態運作的調查人力模式，才能使得
農情調查工作可順利進行。因此本研究歸納出以下研究目的：
一、分析不同調查系統應用於農情調查之效率差異。
二、應用不同調查系統效率差異建立適用重劃區農地之農情調查人
力運作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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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農情調查
台灣各地區辦理農情調查可參考農情調查工作手冊進行調查，
但礙於工作手冊無工作項目、步驟之詳細內容，且各級鄉鎮實際調
查執行過程會依主辦單位狀況調整，形成無統一模式。透過訪問，
一位服務於桃園市農業局，主辦農情調查有 16 年經驗之農經助理
員，提供關於農情調查工作內涵、農情調查種類、建立調查員制
度、田間調查抽查實施方法、資料查核與覆驗制度等農情調查工作
內容與工作項目。
一、農情調查工作內涵
自 2012 年底重新修訂農情調查工作內涵後，縣市鄉鎮級辦
理的農情調查之主要業務，可歸納為下列 1.農作物面積調查；
2.農作物產量調查；3.農業天然災害查報與救助業務等三大項：
1.農作物面積調查
農作物面積調查是農業類農情調查年度工作的第一項工
作任務，每期作完成作物種植後，進行種植面積調查，不論
土地屬性為何皆在清查範圍，需於每年 1、5、9 月份完成調
查。耕地面積之調查則以每年 12 月份之調查資料為基準，視
為當年度之耕地利用結果。透過農作物面積調查，得以瞭解
全年耕地利用情形，以及農作物栽種品項種類情形。
2.農作物產量調查
各期作之產量調查訂於每年 4、7、12 月份完成，必須進
行產量調查修正作業，另於每年 7、10、次年 1 月份，再針對
裏作、一期作、二期作產量進行第二次修正報告，以更準確
瞭解產量資料。另針對敏感性，或主要之長、短期農作物，
透過巡迴訪問等方式，進行單位面積產量調查以檢核當年期
產量。
3.農業天然災害查報與救助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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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災害損失查報、救助、補助及貸款。
二、農情調查種類
目前農情調查分為二種，一為普通農情調查，屬於經常性
之農情調查工作，包括農作物面積調查、農作物產量調查、畜
禽生產調查以及重要農畜產品生產預測等工作。；另一種為特
種農情調查，臨時舉辦之農情調查工作，包括農牧業災情查報
與救助業務。
三、建立調查員制度
田間調查員之遴選設置、工作項目及考核相關制度說明如
下：
1.田間調查員係留駐鄉間實際從事農業經營之農民或具農業工
作經驗相關人員，對當地農業環境了解並熟悉農業生產情
形，協助政府調查各期作農糧作物面積及提供災害訊息之工
作者。
2.遴選原則
田間調查員遴選條件為從事農業經營或具農業工作經驗相
關人 員，年齡 70 歲以下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現任或曾擔任農事小組長、農會代表，農田水利會小組長、
農田水利會代表者或過去曾任田間調查員者。
(2)現任或曾擔任農業產銷班班長達 1 年以上者。
(3)退休公務人員或退休農會農事指導人員。
(4)特殊個案者得函報縣(市)及直轄市政府核處。
3.考核方式
(1)考核單位
由農糧署各區分署、辦事處督導辦理田間調查員考核。
(2)辦理方式：
A.農糧署各區分署、辦事處於每期作督導縣市政府辦理田間
調查抽(複)查作業時，依表一「田間調查員考核紀錄表」，
同時考核田間調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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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實施方法
(A)考核項目及分數：包括「每期作田間調查員勤前講習或其
它方式進行 (10 分)」、「田間調查方式(20 分)」、「田間
調查資料(50 分)」、「工作態度(10 分)」及「其他事項(考
核人員說明)(10 分)」等項目。
(B)考核比例由農糧署各區分署應就所在縣市轄區 1/4 鄉鎮數，
每鄉、鎮、市、區、隨機抽取 1 至 2 各負責小區之田間調
查員辦理考核，惟各小區不得選定同 1 田間調查員。
(C)考核內容依各該考核項目以客觀方式給分。
(D)考核結果及後續處理由農糧署各區分署、辦事處針對不
適任田間調查員於次期作優先考核，經連續二期作考核結
果未達 70 分以上者，將考核紀錄表送縣市政府，由縣市
政府督促鄉、鎮、市、區應重新遴選適合人員，函報各該
縣市政府同意後據以遴用。
四、田間調查抽(複)查實施方法
為調查品質管制及提昇資料準確度，以下調查抽複查作業
方法分各級公所以及縣市政府介紹：
1.各級公所對田間調查員之抽查：
(1)抽查時間：各級公所應於每年第一期作期間起辦理。
(2)抽查方法：各級公所農情報告員於各期作，應依「田間調查
抽查表」針對每一位田間調查員所負責每區段抽查一小區為原
則。如抽查總小區數不符達 10％以上者，指作物遺漏或面積
差異，則該田間調查員所負責區段全面重新調查。
2.縣市政府及農糧署各區分署對各級公所之複查：
(1)複查時間：縣(市)政府以隨機方式於每期作辦理複查。
(2)複查單位：由農糧署各區分署及縣市政府辦理。
(3)複查鄉鎮數及比例：縣市政府應就轄區 1/4 鄉鎮數辦理複查，
每鄉、鎮、市、區複查轄區總小區數 1 至 2 個小區，符合比例
未達 85%以上之鄉鎮需全面重新調查，以提高資料準確度。
(4)複查方法：縣市政府應依「田間調查抽查表」針對所複查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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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區作物及面積填寫，並於表內將複查結果加以說明，於各
該期作複查完成。
(5)複查結果：縣市政府於每期作複查完畢後，應將複查資料轉
入「田間調查結果表」彙整統計鄉、鎮、市、區複查結果。
(6)報表報送：由各縣市政府彙整後，將田間調查結果表函送農
糧署企劃組。
五、資料查核與覆驗制度
加強田間調查員調查之勤前講習，各公所農情調查員，除
參考歷史資料，並透過訪查轄內農戶，推估當年期之合理產
量，一方面查核田間調查員調查作業是否詳實；另方面據以觀
測並推估轄內未調查地區之生產狀況，綜合評估生產現況。透
過多方查證，佐以期作面積、產量調查資料，重覆檢核各月
別、季別之生產結果，使預測與調查結果符合趨勢，將農情調
查結果形成具有實際意義的生產資訊。
以下為該承辦人以條例方式，補充前述農情調查工作內容與工
作項目：
一、公所田間調查員由公所遴聘轄內優秀農民擔任，三期作田間調
查前請公所召開勤前說明會，提示該期作調查重點，市府列席
說明指導正確調查觀念。
二、 市府編列業務費為顧及田間調查員外出調查安全保障，投保意
外險及醫療險。
三、 市府每年 4 月汛期前辦理災害查報調查講習會，參訓人員為各
區公所參與災害勘災鑑定人員約 120 人。
四、 市府每年 11 月底前辦理轄內各區公所田間調查員及農情報告
員，農情調查教育訓練及災害查報講習課程約 160 人。
五、 各期作依「落實農糧情田間調查制度作業規範」配合農糧署當
地分署辦理各區田間抽(複)查工作。
六、 各期作農作物面積(產量)報表定期審核彙報農糧署，並於各期
作邀集改良場及公所召開當期作物產量檢討會議，檢討作物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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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產量。
七、 彙辦各月蔬菜、果品、特作生產預測工作，由區公所農情報告
員巡視轄區預測作物當月及次月可採收面積及收量後，系統報
送市府審核彙報傳真農糧署。
八、 執行農糧署敏感性調查作物抽(複)查工作，由各區公所針對每
年農糧署排定調查敏感作物，利用平板電腦定位、拍照，建立
種植資料，本府會同當地分署辦理作物抽(複)查工作。
九、 颱風汛期農作物天然災害查報與救助，彙整轄區速報災情陳報
農糧署，並邀當地改良場及分署組成勘災小組，辦理農作物災
損鑑定工作，視災損情況衡酌是否達救助標準。
十、平時完整記錄各公所農情調查資料時效與品質，並請公所於 3
月中旬前備妥相關考評資料送府辦理公開評鑑，市府每年 3 月
底前依「農情調查工作評鑑要點」完成公所評鑑成績陳報農糧
署。
另近年農情基礎調查情形自 2010 年起，農糧署為協助基層公所
強化農情調查工作，利用數位化行動載具陸續辦理多個全鄉性重要
作物種植面積調查。以外埔鄉公所，負責農情調查的課長分享公所
的調查過程及問題：
一、在調查前會先規劃當年度的各項工作進度，以及輔導調查人員
的方式，以及調查工具的圖資更新確認。
二、接著再進行調查人員遴選，以曾經參與過農糧署敏感作物種植
面積調查者、熟悉當地地形地貌、具農業或地政相關學歷背景
等人員為對象，由公所進行遴選。
三、請選出的調查員利用 PDA 進行農情基礎調查工作，持 PDA 至
土地現場進行定位及作物種植面積調查，並進行拍照。
四、請公所定期將調查資料上傳至「行動化敏作物種植面積調查系
統」中進行彙整、統計、分析。
五、由公所自行比對一年前農情調查資料與調查結果的差異原因，
並撰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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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銷預測與農情調查
欲取得精準的產量數據，直接對作物的種植面積以及收穫面積
進行現場勘查是方法之一。另外欲準確地調整各鄉鎮作物耕種面
積，以避免單項農產品過度盛產，也亟需掌握作物類別與種植面積
等資訊。
陳建良、王孔政、吳政俊、賴宜伶、陳佳雯(2008)在類神經網
絡於農業產銷預測模式之應用的研究中提到，農業生產環境複雜，
單位產量受到許多不可預期的自然因素影響，如降雨量、雨水酸鹼
值、溫度、日照等。根據影響蔬果年產出的相關變數，分為氣候因
子與經濟因子共 12 項，分別對單位蔬菜產出量與單位果品產出量作
因子敏感度分析，並建立蔬果產出量預測模式。但農產品各品項皆
有其生產季節，如能針對各作物進行資料蒐集建立個別的預測模
型，可獲得更精準的預測值，更能掌握市場需求，以提供農友及農
業輔導組織種植方面的資訊。
另陳信榕、陳水湶(2012)在農產預測系統研究中指出，為了防
止農產品在盛產期價格下跌過甚，供給面的短期做法有不採收、收
購儲藏、收購加工、出口與廢棄；中長期做法有分散產期、減少耕
作面積、改善儲運技術、提升產品品質及附加價值。
我國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濟制度的相關研究，吳中峻(2007)提
到農產品進口損害救助辦法中的損害指標僅有產量與價格兩項，發
現現行農業資料中還可納入種植面積、收穫面積、產地農場價格、
產地批發價格及都市零售價格等項目供選擇。各產品間應採納的指
標項目不盡相同，但種植面積是大部分作物採用的項目之一，如茶
葉、蘋果及花椰菜等，除稻米則採用收穫面積。
陳俊仁、姚銘輝、陳宣蘋、廖芳瑾(2014)也有從糧食生產評估
系統之建置的角度來談，提到糧食生產評估系統模擬的糧食單位面
積產量可與農委會農糧署之歷年水稻坪割資料比對，另鄉鎮總產量
可藉由國土測繪中心建置的土地使用分類資料中，列出各觀測鄉鎮
水稻種植面積，乘以單位面積預估產量即可得出鄉鎮水稻產量。
從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種植面積資料的掌握，對於產量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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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甚至在面對農產品進口對國內農產品損害程度的判斷
上，具有提升判斷精確度的功能。調查結果還可以用來建置敏感性
作物種植面積地籍資料庫，以提供生產預測、產銷預警、水旱田利
用調整、天然災害救助等相關農政業務(林貞，2011)。

圖 2-1 全國糧政跨區及時申辦服務作業平台
資料來源：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

第三節 遙感探測技術應用於農情調查
應用遙感探測(Remote Sening, RS)技術調查種植面積的方法，是
以衛星，再搭配遙測、航測影像配合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針對調查作物的季節生長特性歸納出可行
的辨識方式。其優點是衛星與飛機進行遙測，可快速進行大範圍作
物生育情形調查，因此常用於田間作物相對產量的空間分佈調查(申
雍、章國威、李裕娟、楊純明、羅正宗，2002)。
申雍、陳守泓、姚銘輝(2011)提到遙感探測技術應用在台灣於水
稻的調查，有稻作栽培面積調查、水稻產量預測，以及稻作受災程
度分析能力等項目，其目的是希望可調查主要糧食作物栽培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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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作物生長情形，預測糧食生產狀況，以及分析天然災害受害面
積與受損程度。
但遙感探測技術應用在農情調查也有其侷限性，以鳳梨為例。
黃昭雄、徐逸祥、朱子豪(2008)提到國內鳳梨種植品種眾多，品種間
的生長期皆不同，難以像水稻一樣大面積判別，解決辦法僅能以鳳
梨成株作為辨識目標，另鳳梨幼株易與裸露地混淆，因此需要精選
辨識的訓練樣區，才可降低誤判比例。遙測在其他領域上的尚有相
關研究，陳朝圳(2005)提到國家公園範圍幅員遼闊，在經營上利用遙
測技術快速可重複性提供大面積的空間性資料，以及地理資訊系統
可系統性整合不同來源與類型資料的特性，建立監測資訊系統，可
提供經營自然資源重要的相關資訊，如探討森林中生態的組成與物
種歧異狀況。
目前雖有開發遙感探測影像的自動辨識系統，但提高準確度仍
需依靠人員辨識。但人員辨識上，對於田畦寬窄認知不同，容易造
成辨識落差，需限定於特定展示比例尺下才能降低誤差。另此調查
方式也受限於調查作物的生長特性與季節，如需短期內進行大範圍
作物種植面積調查，遇單位面積內同時耕種多種作物會難以辨識，
另遙感探測影像相似，以及農地零碎等問題皆會增加辨識困難度(曾
義星，2006)。遙測在應用上，對於觀測小區塊範圍，因其特性較難
突破此問題，農地零散破碎又為台灣農地特色，是故在台灣僅能調
查大宗作物，如水稻、洋蔥、青蔥等，如需全面瞭解台灣耕地種植
狀況，應以現地的農情調查較為適合。

第四節 地籍與現地調查
一、地籍管理
台灣地籍的管理權為政府部門承擔。地籍管理分為地籍整
理與地籍異動處理兩項工作。地籍整理為確定土地權力歸屬，
以及土地位置、形狀、面積、地目等詳細項目加以登記，並製
成地籍圖；地籍異動處理為土地發生分割或合併等增減，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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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權利異動情形時，適時重測並登記變更。謝靜琪、李育珠
(2005)提到地籍整理的主要工作為地籍測量以及土地登記兩
類，現今的地籍管理，已將過去的地籍資料數值化，使之成為
地理資訊系統的圖層之一，可節省過去地籍紙本核發與土地複
丈的作業時間。地籍圖數值化後節省許多時間成本，但發現數
值重測地籍圖與土地使用分區圖套疊後，會有部分落差。這情
形在溪州鄉下霸地段的許多農田(圖 2-2)，也有類似問題，阻礙
到現地調查工作的進度。

圖 2-2 彰化縣溪州鄉下霸地段地籍圖
資料來源：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

二、地籍與現地調查
闕啟華(2009)提到，於 2005 年政府已將全國的圖解地籍數
位化，且在完成全國地籍數位化後，實施地籍圖重測工作以改
善大部分地籍圖數值化後，分區圖套疊有部分落差的狀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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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對於地籍管理及提供多目標應用具有極佳的效益。
數位化後的地籍圖成為地理資訊系統的圖層之一，與掌上
型具 GPS 定位功能之行動載具結合應用，現地調查工作有跳躍
式的進展。一套掌上型土地變更調查系統的開發，提高了土地
變更調查的效率，也解決了過去週期長，效率低，低精確度的
土地變更調查。
三、GPS、GIS 應用在現地調查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可提供
地球表面上任何位置之絕對座標，且可將接受到的資料數位
化，而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則是
可將空間資料儲存分析。在自然科學領域中，馮豐隆、黃志成
(1996)提到林業常利用 GIS 與 GPS 結合的特性，如繪製林業製
圖，或是用於蟲害管理上(趙榮台、孫志鵬，1996)，如果將歷
年蟲害蔓延的 GPS 座標資料輸入 GIS 中呈現，可以分析害蟲歷
史、分布狀況、氣象以及其他因子，分析結果可評估蟲害是否
擴張？該次蟲害造的風險程度為何？以提供蟲害管制檢疫決策
的重要資訊。
除了林業外，觀察野生動物活動空間的相關研究常運用外
Stoleson、Kirschbaum、Frank 與 Atwood (2004)在研究野生鳥類
棲息空間的研究中，使用 GPS 設備記錄的位置可以與現有的空
間數據，如植被，水文，或海拔進行組合，在地理資訊系統中
以圖層的形式呈現，並將鳥鳴位置輸入 GIS 系統中也形成圖
層，即可完成野生動物棲息空間的監測，展現出 GIS 與 GPS 結
合後可作的大面積監測管理的特性。
Zhu、Chen 與 LI (2009)提到，現地調查是傳統的地籍整理
方法，但遇到複雜地形，以及需要測量長度面積就會較難執
行，因此希望透過推動 GPS 與 PDA 結合，發展出地籍整理的
程序。另 Jia 等人 (2007)也認為現地調查是地籍整理過程中非
常重要的一環，傳統方法花費過多人力與時間，為了準確快速
記錄，因此利用 GPS 野外調查系統的優點來快速提升現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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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效率。另調查作物耕種面積時，掌上型具 GPS 定位功能
之行動載具也是不可缺的工具。如欲需測量面積或距離問題
時，因其全球衛星定位的準確度精確，因此可直接利用掌上型
GPS 進行測量。因行動載具也結合了 GIS 系統，因此可將不同
的空間資訊作組合變化來觀察。
GPS 定位系統與地理資訊系統結合應用，除了在現地調查
外，也可應用在大範圍的作物種植面積中。Guan 等人(2006)提
到從事生產甘蔗的農企業，為了改善甘蔗產量與穩定品質，利
用手機內建的 GPS 定位功能，與甘蔗田中的 20 觀測點作連
線，耕作資料可在 1 至 2 分鐘輸入並傳送，收集的數據包含日
期、天氣、工作時間、使用的農機具等，長期下來可將這些數
據作為農田經營決策的重要參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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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節首先介紹本研究選定的研究場域，再分別介紹本研究應
用於農情調查的兩種行動載具，及其搭配之調查系統操作步驟說
明，接著依行動載具搭配之調查系統特色說明資料蒐集步驟，最後
羅列出欲進行比較的調查步驟與調查資料項目
第一節

研究場域簡介

本次研究場域選定為彰化縣溪湖鎮鎮安地段，為溪湖鎮農地重
劃後最大的地段之一，其地理位置如下圖所示：

圖 3-1 台灣與彰化縣地理行政圖
資料來源：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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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鎮安地段與研究場域關係圖
資料來源：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
註：紅色標示區塊為本次研究選定範圍，紫色標色區塊為本次研究
調查人力分配區塊
本次研究場域彰化縣溪湖鎮鎮安地段選定的調查範圍，由行動
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網路版計算總面積，約為 105.8 公頃，
範圍內包含住家、工廠、寺廟、農地等，調查對象為進行調查時有
種植作物的土地面積，以及休耕地面積與荒廢面積。該區域的道
路、灌溉渠道位置具有易於分組特性，農地皆經過重劃，在調查人
力分配時可減少許多變數，故選定該區域為研究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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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行動載具及系統操作步驟介紹
底下分別介紹本次研究使用的行動載具其調查系統操作介紹：
一、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
本次研究採用的 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為
SAMSUNG GaLaxy Note 8.0，與其搭配的 Android GIS 行動化
敏感作物調查系統為單機離線版本，地籍圖資預先儲存於
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的記憶卡，選擇欲調查鄉
鎮即可開啟。定位速度在無遮蔽物的情況下，約為 35 秒至 60
秒，土地資料調查後直接儲存於 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
調查系統的記憶卡，迅速不耗時，已調查過的土地邊線會顯示
綠色，但僅個別顯示。
1.開啟檔案
開啟調查目標鄉鎮地段的地籍圖檔。

(1)
(2)
(3)
(4)

圖 3-3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操作步驟圖 1
資料來源：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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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入土地資料
開啟 GPS 定位功能鍵(

)顯示調查員所在地後，利用

操作手勢進入土地資料，並點選「屬性」欄位。

圖 3-4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操作步驟圖 2
資料來源：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
3.土地資料登錄
依據土地耕作情形，依序輸入調查員、作物類別、作物比
(分子)及作物比(分母)、相片等資料。

圖 3-5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操作步驟圖 3
資料來源：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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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扣除耕地面積
如耕地上有非耕地用途面積需將扣除之，利用螢幕點選欲
扣除面積。

圖 3-6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操作步驟圖 4
資料來源：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
二、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
本次研究採用的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為
iPhone 5c，與其搭配的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
為網路連線版本，地籍圖資於每次定位或滑動畫面後，會重新
下載，下載速度依當下手機 3G 通訊情況而定，時間約為 20 秒
至 50 秒，如當地 3G 通訊較微弱，下載時間會超過 50 秒。定
位速度約 30 秒至 90 秒，土地資料調查後經由手機 3G 網路傳
送，上傳時間依當時手機 3G 通訊情況而定，約 50 秒至 90 秒
不等，已調查過的土地採著色顯示，資料儲存後於調查系統中
同步顯。
1.定位
點選功能列第一個選項「

」進行定位，會出現藍點顯示

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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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操作步驟圖 1
資料來源：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
2.進入土地資料
點選功能列第四個選項「

」，於定位後的位置點一下，右

下方會出現該地資料，再點選該地號資料進入「現勘結果」
來輸入土地作物資料。

圖 3-8 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操作步驟圖 2
資料來源：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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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輸入土地作物資料
依據土地耕作情形，依序輸入調查員、作物類別、作物
比(分子)及作物比(分母)、相片等資料。

圖 3-9 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操作步驟圖 3
資料來源：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
4.扣除變更面積
如耕地上出現非耕作用途面積時，利用目測方式估算，
以百位數整數方式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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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蒐集
二種行動載具搭配之調查系統特色如下表：
表 3-1
調查系統特色比較表
調 查 系 統 ( 行 網路連
動載具)

線狀況

地籍圖資

資料儲存

調查後地籍

使用花費

圖標示情形

Android GIS 行 離 線 單 預先儲存於載具 直接儲存於載 資料儲存後 每台 2 萬
動化敏感作物 機版

中，選擇調查地 具 中 的 記 憶 僅單機個別

調查系統

段後即可開啟

卡，不耗時

顯示調查情
形

網路版行動化 網 路 連 定位或滑動畫面 資料經由手機 資料儲存後 免費，僅需
敏感性作物面 線版

後，皆需重新下 3G 網路傳輸， 同步顯示調 自備智慧型

積調查系統

載地籍圖資，下 上傳速度依當 查情形

手機

載速度依當下手 下手機 3G 通
機 3G 通訊情況 訊情況而定
而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教育訓練
本次研究有三位人員協助調查，為了降低人為因素對調查結果
的影響，因此針對兩種調查系統安排教育訓練，執行日期分別為
1.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
教育訓練時間：
(1) 2014 年 10 月 14 日下午 14：00~16：00，本次訓練內容為認
識調查系統之操作步驟。
(2) 2014 年 11 月 06 日上午 10：00~12：00，本次訓練內容為至
現地實際演練操作步驟以及認識作物。
(3) 2014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10：00~12：00，本次訓練內容為實
際調查演練二小時，以穩定未來調查人員調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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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
教育訓練時間：
(1)2014 年 12 月 22 日下午 14：00~16：00，本次訓練內容為認
識調查系統之操作步驟，以及現地實際演練操作步驟
(2)2014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10：00~12：00 本次訓練內容為實際
調查演練二小時，以穩定未來調查人員調查過程。
二、現地調查
調查人力的配置方式依行動載具是否具網路連線與否作區分，
另為降低環境因素帶來的影響，以天氣晴朗穩定作為調查時間挑選
的準則，調查時間與人數如下所示：
一、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小組
調查時間及調查員人數分別為：
1.2014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10：50~12：00，3 人
2.2014 年 12 月 22 日下午 14：30~17：00，3 人
3.2014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10：30~12：00，1 人
4.2014 年 12 月 26 日下午 14：30~17：00，1 人
調查人員以徒步進行調查，分配負責區域如圖 3-2 所示，
共分四區，A 區由李調查員負責，B 區由張調查員負責，C 區
由周調查員負責，D 區由周調查員負責。因 Android GIS 行動
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的調查系統為單機離線版，因此亟需確實
分組，否則易使調查人員重複調查，因此分組時，需明確指出
分組界線以免混淆，如當地道路、灌溉渠道、溪河、鐵軌等自
然與人為分界線。
另選擇 11：00、14：30、16：00 三個時間點記錄調查系
統操作步驟定位、圖資開啟/下載、調查資料儲存/上傳所需時
間，各調查員於規定時間點開始記錄 20 筆資料。

二、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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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時間及調查員人數分別為：
1.2015 年 1 月 5 日上午 10：30~12：00，2 人
2.2015 年 1 月 5 日下午 14：30~17：00，2 人
3.2015 年 1 月 9 日上午 10：30~12：00，3 人
4.2015 年 1 月 9 日下午 14：30~17：00，3 人
調查人員以徒步進行調查，分配區域先以圖 3-2 區域為
主，因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為網路連線版，
資料儲存後可同步顯示，故結束自身負責區域的調查人員，可
即時協助尚未完成的調查工作。
該小組也選擇 11：00、14：30、16：00 三個時間點記錄
調查系統操作步驟定位、圖資開啟/下載、調查資料儲存/上傳所
需時間，各調查員於規定時間點開始記錄 20 筆資料。
第四節 資料處理方法
綜合前述調查系統操作步驟後，發現定位速度、圖資開啟/下
載速度、調查資料儲存/上傳速度等三項工作項目，決定調查工作所
需時間，待調查工作完畢後，將針對調查系統操作步驟中的三項工
作項目，以及調查結果等項目作效率分析。
以下為三項工作項目之定義：
1.定位速度：定位每筆調查地號所在地之所需時間。
2.圖資開啟/下載速度：開啟調查地目所在地地籍圖檔之所需時間。
3.調查資料儲存/上傳速度：每筆地目調查完成後儲存或上傳資料之
所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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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共分為 2 部分，第一部分為調查系統操作步
驟之速度分析，包含定位速度、圖資開啟/下載速度、調查資料儲存/
上傳速度等；第二部分主要以三位調查人員之調查結果作效率分
析。
第一節 調查步驟速度分析
一、定位速度
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啟動調查系統後僅
需定位一次即可，三位調查員定位所需時間，李員平均為 41
秒，張員為 40 秒，周員為 40 秒，平均之定位時間為 40.33
秒。
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為三位調查員操作
前五筆定位所需時間的最短與最長時間，李員平均為 52/88
秒，張員為 51/87 秒，周員為 48/97 秒，平均定位所需時間為
50.33/90.67 秒。
表 4-1
定位速度比較表
調查員

單位：秒

Android GIS

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

行動化敏感作

作物面積調查系統

物調查系統

最短時間 最長時間

李

41

52

88

張

40

51

87

周

40

48

97

40.33

50.33

90.67

平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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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資開啟/下載速度
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圖資開啟時間，三
位調查員回報，一致為 2 秒。
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為三位調查員前五
次圖資下載所需時間的最短與最長時間，李員為 15/53 秒，張
員為 22/48 秒，周員為 19/51 秒，平均圖資下載所需時間為
18.67/50.67 秒。
表 4-2
圖資開啟/下載速度比較表

單位：秒

Android GIS

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

行動化敏感作

作物面積調查系統

物調查系統

調查員
李

2

最短時間 最長時間
53
15

張

2

22

48

周

2

19

51

平均

2

18.67

50.6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調查資料儲存/上傳速度
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圖資開啟時間，三位
調查員回報，一致為 1 秒。
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為三位調查員前五
次調查資料儲存/上傳所需時間的最短與最長時間，李員為
33/96 秒，張員為 29/104 秒，周員為 37/95 秒，平均資料上傳所
需時間為 33/98.33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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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調查資料儲存/上傳速度比較表
調查員
李

單位：秒

Android GIS

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

行動化敏感作

作物面積調查系統

物調查系統

最短時間 最長時間
96
33

張

1
1

周
平均

29

104

1

37

95

1

33

98.3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表 4-1、表 4-2、表 4-3，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
系統與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的定位、圖資開啟/下
載、調查資料儲存/上傳等三項操作步驟所需的時間，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共為 43.33 秒，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
面積調查系統最短時間共為 102 秒，最長共為 239.67 秒。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平均時間與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
面積調查系統最短時間相差 58.67 秒，與最長時間相差 196.34 秒。
第二節 調查結果效率分析
一、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
2014 年 12 月 22 日當日調查工作時數總長為 160 分鐘，
三位調查員各別調查的土地筆數及耕地面積為，張員(A 區)為
90 筆土地，16.03 公頃；李員(B 區)為 142 筆土地，27.78 公
頃；周員(C 區)為 62 筆土地，11.37 公頃。2014 年 12 月 26 日
當日調查工作時數總長為 240 分鐘，周員(D 區)，共調查 154 筆
土地，30.05 公頃。可得知耕地總筆數為 448 筆，耕地總面積為
85.23 公頃，平均調查員一分鐘可調查 0.62 筆土地，平均一分
鐘可調查 0.12 公頃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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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組調查結果表
組別
張調查員
A區
李調查員
B區
周調查員
Ｃ區
周調查員
Ｄ區
總計

調查工作時數

土地

筆數

土地面積

公頃

(分鐘)

筆數

分鐘

(公頃)

分鐘

160

90

0.56

16.03

0.10

160

142

0.89

27.78

0.17

160

62

0.39

11.37

0.07

240

154

0.64

30.05

0.13

720

448

0.62

85.23

0.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
2015 年 1 月 5 日當日，因 BD 區範圍較大，因此當日李
調查員與周調查員先合力完成 B 區的調查，調查工作時數總長
為 240 分鐘，兩位調查員調查的土地筆數及耕地面積分別為，
李員為 80 筆土地，15.56 公頃；周員為 97 筆土地，17.88 公
頃。2015 年 1 月 9 日當日李調查員與張調查員合力完成 D 區的
調查，周調查員負責 A 區與 C 區的調查，調查工作時數總長為
240 分鐘，三位調查員調查的土地筆數及耕地面積分別為，李
員為 84 筆土地，16.98 公頃；張員為 86 筆土地，17.5 公頃；周
員為 100 筆土地，18.48 公頃。可得知耕地總筆數為 448 筆，耕
地總面積為 86.38 公頃，平均調查員一分鐘可調查 0.37 筆土
地，平均一分鐘可調查 0.07 公頃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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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調查結果表
組別

調查工作時數

土地

筆數

(分鐘)

筆數
87

分鐘
0.36

(公頃)
17.50

分鐘
0.07

164

0.34

32.54

0.07

197

0.41

36.34

0.08

448

0.37

86.38

0.07

張調查員 240
李調查員 480
周調查員 480
1200
總計

土地面積

公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表 4-4、表 4-5 的數據，在總調查土地筆數相符之下，土地
總面積相差 1.15 公頃，可能是兩種調查系統在扣除非耕地面積時的
方式不同所造成。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可使用地籍
圖搭配航照圖進行螢幕點選方式，但操作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
面積調查系統僅能利用目測方式來扣除非耕地面積，後者的方式可
能受調查人員過度保守估計所影響，在反映耕地實際使用狀況時會
有較大的出入。

29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應用不同調查系統於農情調查之效率比
較，並透過本次調查經驗，建立農情調查人力之運作模式。因此本
章將彙整第四章分析結果，以及調查過程中發生問題，再根據研究
目的，歸納出本研究結論，並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建議，以提供未來
執行農情調查相關業務之意見。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定位速度之比較
從數據中得知，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及其
搭配之調查系統，在定位工作速度穩定且較一致約為 40 秒、41
秒，平均為 40.33 秒，應是其系統以 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
物調查系統中的內建 GPS 定位晶片作定位有關，但網路版行動
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定位工作項目所需時間，最長時間
平均 90.67 秒，最短時間平均 50.33 秒，相較下定位速度相差
50.34 秒以及 10 秒，等待時間過長，可見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
作物面積調查系統其定位功能尚有修改的空間。訪談過開發網
路版敏感性作物調查系統之工程師表示：
「因該系統的定位功能，是以網頁提供的 GPS 定位服務，
並非如 Google Map 或是其他導航軟體，是直接使用內建 GPS
定位晶片的關係。」
二、圖資開啟/下載速度之比較
開啟圖資的等待時間，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
統穩定在 2 秒左右，而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
最長時間平均 50.67 秒，最短時間平均 18.67 秒，相較下開啟圖
資/下載速度相差 48.67 秒以及 16.67 秒，應是 Android GIS 行動
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以預先將圖資資料儲存於載具的 SD 記憶
卡中，在開啟圖資的動作上，僅會受 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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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調查系統自身的處理效能影響開啟速度，但網路版行動化
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則是透過網路來取得地籍圖資的關
係，每次畫面移動皆需重新下載，因礙於圖資資料檔案過大，
無法事先儲存於手機中供調查者使用。
三、調查資料儲存/上傳速度：
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在調查工作儲存資料
所需時間為 1 秒，目前的做法是先將資料存於 SD 記憶卡中，
待連結上可連至網際網路之電腦或至無線網路區域，在將 SD
卡中的資料上傳至敏感性作物調查系統中，因此可以選擇非調
查時間上傳資料，而不會影響調查工作的進行，上傳所需時間
依上傳資料筆數多寡決定。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
系統則是需於每調查完一筆土地後，上傳資料至敏感性作物調
查系統，最長時間平均 98.33 秒，最短時間平均 33 秒，相較下
相差 97.33 秒以及 32 秒，非常耗時。
四、調查結果效率分析
從 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的總體效率來
看，單位時間內調查的土地筆數與土地面積分別為 0.62 筆土地
以及 0.12 公頃面積；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總
體效率方面，單位時間內調查的土地筆數與土地面積分別為
0.37 筆土地，0.07 公頃面積，分別相差 0.25 筆土地以及 0.05 公
頃面積，效率比約為 1.7：1，效率差了快二倍。如果以土地筆
數及調查面積需花費的時間來表示，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
物調查系統的部分調查每筆土地需花費的時間為 1.61 分鐘，調
查一公頃面積需花費的時間為 8.45 分鐘；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
作物面積調查系統的部分調查每筆土地需花費的時間為 2.68 分
鐘，調查一公頃面積需花費的時間為 13.89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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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節依據前一節研究結論，提出人力使用上相關的研究建議，
以提高農情調查應用不同調查工具時的調查速度，以及減少磨合
期。
一、調查工具的完成度左右著調查進度
如資料系統儲存相關的問題為地籍圖的改變，皆需重新下
載；或是網路訊號強度、範圍等限制問題為載入地籍圖時間冗
長，長時間的等待易使調查人員感到挫敗感。未來在教育訓練
時，需讓受訓的儲備調查人員切身感受，並藉由鼓勵方式來減
少調查人員的挫敗感。
二、調查工作執行前的教育訓練
舉辦至少 2 次的教育訓練，首先以熟悉調查系統的操作為
目標，再來將調查人員帶到戶外實際進行實務調查，以發現室
內學習時的盲點，如整體熟練度不佳，擬再辦理第三次教育訓
練。另也需確認調查人員對於作物的辨識能力，可以區域內的
大宗作物作確認。
三、依調查工具特性分配調查人員
本次 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與網路版行動
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除了工作效率上的差異，網路連線
與否為分配人員的重要要點。因 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
調查系統為單機離線版本，資料儲存後僅單機個別顯示調查情
形，這在未來安排負責區域時，如以鄉鎮為調查目標，建議可
以地段作為安排的方式，不論 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
查系統或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使用地段名
的圖層套疊後，皆可清楚顯示個人負責的地段區域，不易與他
人混淆。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在人力安排
上，因為網路連線版本，故資料儲存後可同步顯示調查情形，
提供給其他調查系統的其他使用者，因此在安排上僅需注意每
人負責區域面積不要差異過大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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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用不同調查系統效率差異建立適用重劃區農地之農情調查人
力運作準則
配合本次研究小規模區域調查之經驗，以及本次研究採用
兩種調查系統之特性，提出適用重劃區的農情調查人力運作準
則如下：
1.明確的調查場域規劃
二種調查系統連線與否的特點，使得使用 Android GIS 行動
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進行調查，需要有明確的邊界劃分；使
用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者則無此限制，並
可讓調查人員互相彌補調查進度較慢區域。
2.調查區域的調查工具比例分配
基於二種調查系統之效率，以及未來擴大調查成本上之考
量，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與網路版行動化敏
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工作效率比 1.7：1，效率差了快二
倍，一調查區域的調查工具比例分配上，建議使用 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與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
積調查系統人數比為 1：2。
3.調查一百公頃所花費時間約為 6.5 小時
依照二種調查系統人數比為 1：2，以及二種調查系統工作效
率比 1.7：1 的前提下，預計調查一百公頃面積需投入三位調
查人員，一位使 Android GIS 行動化敏感作物調查系統，負
責調查約 46 公頃面積，調查一公頃面積需花費的時間約為
8.45 分鐘，完成該區調查時間約為 6.48 小時；另外兩位使用
網路版行動化敏感性作物面積調查系統，每人負責調查約 27
公頃面積，調查一公頃面積需花費的時間為 13.89 分鐘，完
成該區調查時間約為 6.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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