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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資訊系統應用於惠蓀實驗林場土地利用變遷之研究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GIS for Land Use Change in Hui-Sun 

Experimental Forest Station 
馮豐隆 1)  黃志成 2)  陳英彥 3) 

摘要： 

    森林多目標利用乃時下既定林業經營方針，而其先決條件首需全盤瞭解森林土地利用類

型的現況及其以往變化情形，在確定經營目標後始得據以規劃與經營。本研究針對中興大學

惠蓀林場土地利用最集約的第三林班，採用民國 52 年、58 年、69 年、72 年、76 年拍攝之航

空照片，利用航照判釋技術描繪土地利用型圖稿，以掃描方式數化資料，配合地理資訊系統，

建立該區之地理資訊資料庫；求算歷年土地利用型之面積，藉諸不同年代的航照，探尋土地

利用變遷之脈絡，以為整區土地利用變遷研究之基礎，俾為實驗林整體經營計畫擬定與管理

上之參考。結果指出惠蓀林場第三林班之面積約為 313.6 公頃，歷年之土地利用型可區分為

十七種類型，各類型中具有由完整區域逐漸演變成多個分離小區域之趨勢，各土地利用型中

變化較劇者為闊葉樹林型、針闊葉混淆林、杉木人工林、建地及崩塌地。使用航測技術與地

理資訊系統之結合對於森林土地利用變遷情形的探討提供一合適的方法。 

 
關鍵詞：土地利用變遷、航空照片、航照判釋、地理資訊系統。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GIS for Land Use Change in Hui-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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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land use changes of Hui-Sun Experimental Forest 
Station.  Analyzing the aero-photogrophs of different years (1963, 1969, 1980, 1983, 1987) which 
interpreted and digitized in GIS as land use maps, we used techniques of overlay to get the 
information of land used area change.  Results showed that area of 3rd Compartment of Hui-Sun 
Experimental Forest Station is 313.6 ha, seventeen land use types, the significant change including 
hardwood forest types, mixed forest types, Chinese-fir forest type, build land and denuded.  The 
integration of remote sensing and GIS would present a justificatory function on studies of forest 
land use change. 
 
[Keyword] Land use change, Aero-photogrophs, Photo-interpret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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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興大學惠蓀實驗林場，具有教學、研究、示範經營及生態保育等多項經營目標，此外

亦須配合政府各時期林業經營方針；森林多目標利用中森林遊樂區的開發、自然資源保育的

推展、國土保安水土保持工作，甚至日趨嚴重的林政問題，皆使林場之經營管理呈現出複雜

的性質。欲因應此一現象，經營管理單位對於林場各項資訊必須能確實掌握，對於森林現況

及變遷情形亦須加以有效控制，方能進行合理的經營措施。在林地管理方面，土地利用型態

和變化乃最為基本而重要的資訊，透過土地利用型的分類，繪製而成之土地利用型圖其主要

目的即提供林地資源管理決策之用（Baker 等 1979）；以惠蓀林場而言，除民國 52 年與 65-66

年間曾應用航空照片分別實施兩次調查並繪製林型圖外，時隔多年均未做資料更新，林場整

體土地覆被現況，除近年部份研究曾實施局部性植群調查，其餘地區則為一知半解，故利用

近期航照進行判讀，配合現場校對勾繪出土地利用現況，以供擬訂經營計畫參考，確屬必要。 

    台灣地區對於林地管理規劃上，有關土地利用的研究資料，往往需要依靠遙測技術來獲

得，其中衛星遙測資料雖具有全面性、即時性、週期性等資料蒐集上的優點，但往往受限於

衛星固定角度的影響，林地中某些角度的資料常難以獲得；故在土地利用型態及變遷分析的

應用上，如能以航測技術獲取高精度之資料，配合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之疊合分析、展示等功能，必能對土地利用現況及變遷之過程進行更深入的探

討，所得資訊即可供林場編訂經營計劃，更而對土地利用做一監測，以利林場經營管理之決

策及執行。 

    本研究之目的即利用不同時期之航空照片經由判釋、校對，完成惠蓀林場第三林班土地

利用型圖之繪製，以掃描方式數化圖檔，於地理資訊系統中展現各時期之土地利用型，並分

析時間歷程中的變化，不僅提供林場經營管理所需的資訊，對於掌握土地資源，林地管理、

規劃等工作，均可提供一有效而科學的方法。 

 
二、前人研究 

  (一)航照判釋技術及其應用 

    航照判釋（photo interpretation）乃研究航空照片上之影像，以辨認目標，評估價值為宗

旨之一種活動（焦 1987），由於航空照片判釋存在較高的技術性又需配合攝影、暗房等專

業技術，對航空照片拍攝區域之環境亦須明瞭，在完成若干準備工作後，方能進行照片判釋，

判釋之後又經過現場修正校對，才能獲得正確結果，故航空照片判釋可說林業知識中極具技

巧性的一門學科。而這一項技術在林業上的應用亦著重於經驗之累積及技術訓練才能發揮其

應有的功效（Baker 等 1979）。 

    荷蘭航測學家 Remeijn 提出照片判釋之步驟，如圖一所示：（焦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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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照判釋    
      
  立體觀察    
      

判釋基本因子  影像分析步驟    
*顏色、色階調  *影像發現    
*大小  *認識    
*形狀  *描繪  參考模式  
*陰影  *量測    
*組織  *推論及比較   *文獻回顧 
*排列模式  *辨認   *立體像對 
*立地  *分類   *判讀索引 
*相關性  *賦予代號   *野外調查 
      
  判斷  判認模式  
      
  歸納後產生資訊    
      
  結論及解決問題    

圖一：航空照片判釋步驟（焦 1987，引自 Remeijn） 

 
    Remeijn 認為在照片判釋進行之前須確立探測目標，目標的確立可於使用攝 

影技術時刻意加以托襯，以利判釋。而實施判釋前則須蒐集相關文獻，進行判釋人員之講習

及訓練，配合適當儀器及野外實地堪察，若上述之準備工作確實而齊備，則判釋產生之誤差

減少而獲較精準之成果。照片判釋完成後須對每一目標物賦以代號，依判釋目的予以分類或

歸併，產生初步成果；對於判釋目標尚有疑問或航空照片無法獲取之資料（如年齡、胸徑）

進行野外校正及地面資料蒐集，以完成最終成果。 

    本省航測判釋技術廣泛應用於森林者即屬於第一、二、三次之森林資源及土地利用調查，

此三次資源調查皆著重於土地利用現況之調查，為航空照片大量應用於林業上的實證；以目

前進行中之第三次全省森林資源及土地利用調查為例，使用黑白全色照片，用立體鏡對各類

地物展現之不同特徵，參酌航空照片比例尺及拍攝季節、根據照片上影像之形狀、大小、色

調、組織、排列、蔭影、立體狀況與物體之相關特性，依事先編定之土地利用現況分類表加

以描述並註記代號，步驟摘述如下：（林務局 1991） 

   1、就航空照片上之各種土地利用型，大類認定後，即先行描繪界線。並經常與野外觀察

結果互相印證。 

   2、就林地內相同林型之區域內，依樹冠密度之不同再行劃分。 

   3、不同林型及樹冠密度之各區域內，再就不同之材積級予以細分，並記註代號。 

   4、描繪時於四週用黃色油性筆描繪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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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鄰接照片連接之部份，應開始描述，並校正兩照片之分類是否一致。 

   6、無林地之土地利用情形由於變異甚大，照片判釋以攝影當時之地面情形為準。 

    以航測技術應用於土地利用型之研究乃為建立林地分類系統之基本方式，且林地分類之

觀念於多目標政策的推行下逐漸在林業經營管理上突顯出其重要性，唯在此方面之研究仍嫌

不足，常見的應用皆以衛星或多譜掃描資料，經由影像處理做試驗性研究的土地利用型區分，

但本省地形特殊，地勢起伏劇烈，即使進行幾何糾正（Geometric Correction）精度仍尚無法

令人滿意（謝 1985），且衛星影像亦受地形、地面陰影、大氣狀況及太陽角度等環境因子對

覆被物之光譜反射特性造成影響，在在減低了影像判讀之可靠性，而應用航空照片判釋；概

以覆被型態分類，雖須有嫻熟之判釋技術，但其準確性則普遍受到肯定。（焦 1990，蕭 1988，

吳 1981，王等 1982）。 

    Gordon（1992）即曾對空中視頻影像（Airborne Video）和傳統航空攝影照 

片做一般性的比較；可發現航空照片具有下列優點： 

   1、航空照片解析度較高。 

   2、若包括影像處理；航空照片平均的成本較低。 

   3、航空照片底片比航空影像磁帶更能永久保存。 

    Stephan (1992)對於美國國家公園植物監測的研究中，針對成本及精密度二個決定因素對

數種分析方法進行比較所得結果亦指出，以國家公園而言，人為航空照片判釋的方法仍為監

測計劃上最好的選擇。由此可知航照判釋技術在林業經營上仍被廣泛地被應用。 

  (二)土地利用型及變遷分析 

    一般學者對於土地利用型變遷之研究均對目標區域蒐集不同時點之遙測資料，以分析該

區域於時間歷程中變化情形。也由於電腦科技的發展，使地理資訊系統在土地利用和變遷分

析上有廣泛的應用，地理資訊系統因具有強大的圖形分析及展示能力，擺脫傳統以人工作業

及計算的困擾，每一種土地利用型態的現況及變化，可以迅速而有效的掌握，基於上述的原

因，有關地理因子方面的研究，大都以地理資訊系統為主要工具來進行。近年來土地利用及

變遷的研究分析，除配合地理資訊系統外，所使用之資料以衛星影像較為常見，如台北地區

土地利用變遷研究（周  1986）、淡水河洪水平原土地利用及土地變遷研究（吳等 1986）、

台中都會區空間變化（周等  1992）及以航照、衛星影像應用於台北盆地土地利用分類及變

遷分析（蕭  1988）等，而航空照片判釋在森林覆蓋的應用上，有多位學者致力於精確性的

改善，及提昇航空照片在土地利用型判別上的價值（Hershey 1990，Baker 1979）。此外，李

（1993）應用遙測技術和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位於美國密西根州一個小郡生態景觀上的變遷，

採用 1949 年至 1985 年之航空照片，經判釋、建檔後以地理資訊系統進行疊合分析，探討各

種土地利用型態之變化。此研究雖以航空照片及地理資訊系統進行分析，但其研究地點仍限

於農業及都市區域。 

 
三、研究材料與方法 

  (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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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研究區慨況 

    本研究以中興大學惠蓀實驗林場第三林班為範圍，研究區與林場之相對關係如附圖一所

示。研究區面積約 300 餘公頃，地形南北狹長，海拔高度在 500 公尺至 1650 公尺之間，由

北至南逐漸昇高，坡度在 0-83 度之間（如附圖二、三、四）。區內北界為北港溪，東界有關

刀溪（如附圖五）。區內另劃定有木荷保護區及森林遊樂區，北側中央之平坦區域為林場辦

公室、學生實習館及國民旅舍所在。 

   2、使用材料 

   (1)航空照片：針對歷年來含括惠蓀林場之航空照片進行蒐集，而採用民國 52、58、69、

72 及 76 年拍攝之航空照片為試材。航空照片有關資料如下表（以民國 76

年為例）： 

表一：航空照片性質（民國 76 年惠蓀林場） 

拍攝日期 76.07.03 
航線編號 76  P  51 
像機種類 RO-II 
檢定焦距 152.92 mm 
計畫航高 2700 m 
底片種類 全 色 片 
照片規格 23cm * 23cm 
比 例 尺 1/17000-1/19000 
前後重疊 像機設定：60% 
左右重疊 航照計畫：30% 
航攝飛機 Beech King Air 200 型 

 
   (2)像片基本圖：農航所測製之一萬分之一比例尺像片基本圖。圖名為咖啡園及尾敏山，

圖號分別為 9621-3-16 及 9621-3-11。若以惠蓀林場像片基本圖索引鑲嵌圖

(如圖二)可一目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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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惠蓀林場像片基本圖鑲嵌索引圖 

 
  (二)方法 

   1、使用工具 

   (1)立體鏡、透明紙及描繪工具。 

   (2)主要電腦硬體：HP710 工作站、掃描機。 

   (3)主要電腦軟体：Genamap、Genarave。 

   2、研究方法 

   (1)資料蒐集：研究範圍標定之後，取得航空照片、像片基本圖、惠蓀林場台帳資料及歷

年經營計劃。 

   (2)航照判釋及轉繪：以立體鏡分別對五個時期之航空照片加以判釋，以像片基本圖為底

圖，其上覆以透明紙，描繪各土地利用類型於基本圖上之透明紙，形

成土地利用型草圖。 

   (3)野外校對：對於航空照片判釋上有疑慮之地區，進行現場校對，再予以修正更新。 

   (4)圖籍數化及編修：土地利用型圖以掃描機掃描成為網格式圖檔，並以 GIS 軟体 Genarave

轉換為向量式圖檔中進行編修，形成具有地理參考坐標之 GIS 圖檔。 

  (5)林地變遷分析：針對五個時段之土地利用形圖在時間歷程中各使用形態之變化，探討

其可能原因並加以分析。主要功能如下： 

    A.編修功能：圖幅接合，點對點、點對線、線對線等圖徵（Feature）之編輯。 

    B.指定標籤功能：指定圖徵名稱以連接屬性。即給予各土地利用型分類代號。 

    C.選擇功能：選出一個或一組特定的圖徵進行分析。可選擇一種或多種土地利用型進行

合併分析及邏輯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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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繪圖及塗佈功能：繪出圖形或依各種顏色、符號塗滿各土地利用型。 

    E.疊合功能：不同年代土地利用型圖的疊合及再運算。 

    F.其他：如圖形網格化、立體化；屬性列表；面積、長度、頻度計算和列表；座標幾何

等。 

 
研究流程如圖三所示： 

 
研究目的與範圍 

↓ 
像片基本圖 

申購 
航空照片 

↓ 
航照判釋 

 
野外校對 

 
基本圖轉繪 

↓ 
土地利用型草圖 

↓ 
圖籍數化 

↓ 
圖檔編修 

↓ 
圖 

土地利用型 
檔 

↓ 
林地變遷分析 

↓ 
結論與建議 

圖三：惠蓀林場第三林班土地利用型變遷分析流程 

 
四、結果與討論 

  (一)惠蓀林場第三林班之土地利用型 

    惠蓀林場第三林班民國 52 年至 76 年之土地利用型如表二所示： 

輔助資料蒐集 
台帳資料 
經營計劃 

資料更新 

GIS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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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惠蓀林場第三林班土地利用型分類面積表 

年代 
土地利用型、代號 

５２年 ５８年 ６９年 ７２年 ７６年 

014  松樹 
44.65 (1) 
(14.2％) 

46.07 (1) 
(14.7％) 

51.46 (2) 
(16.4％) 

58.27 (2) 
(18.6％) 

56.42 (2) 
(18.0％) 

030  針 闊 混 淆 林 
41.72 (3) 
(13.3％) 

39.66 (2) 
(12.7％) 

49.30 (4) 
(15.7％) 

49.44 (5) 
(15.8％) 

49.77 (5) 
(15.9％) 

050  闊    葉    樹 
115.00 (4) 
(36.7％) 

105.35 (5) 
(33.6％) 

95.92 (6) 
(30.6％) 

91.12 (7) 
(29.0％) 

92.32 (8) 
(29.4％) 

112  松 樹 造 林 地 
0.94 (1 
(0.3％) 

1.13 (1) 
(0.4％) / / / 

113  杉 木 造 林 地 
94.34 (3) 
(30.1％) 

88.87 (3) 
(28.1％) 

78.18 (4) 
(24.9％) 

67.79 (9) 
(21.6％) 

66.94 (9) 
(21.4％) 

114  台 灣 杉 造 林 / / 
2.88 (1) 
(0.9％) 

2.98 (1) 
(0.9％) 

2.83 (1) 
(0.9％) 

115  柳 杉 造 林 地 / / / 
1.92 (2) 
(0.6％) 

1.53 (2) 
(0.5％) 

119  其它針葉造林地 / 
1.68 (1) 
(0.5％) 

1.63 (1) 
(0.5％) 

1.93 (1) 
(0.6％) 

2.07 (1) 
(0.7％) 

149  其它闊葉造林地 / / 
1.47 (2) 
(0.5％) 

1.63 (1) 
(0.5％) 

1.20 (2) 
(0.4％) 

190  針闊混淆造林地 / 
1.47 (1) 
(0.5％) 

4.49 (1) 
(1.4％) 

14.36 (2) 
(4.6％) 

13.27 (2) 
(4.2％) 

162  竹          林 / / / 
0.18 (1) 
(0.1％) 

0.98 (2) 
(0.3％) 

611  草    生    地 
0.35 (1) 
(0.1％) / / / / 

635  果          園 
0.77 (1) 
(0.2％) 

17.13 (3) 
(5.5％) 

0.53 (1) 
(0.2％) 

0.41 (1) 
(0.1％) 

0.37 (1) 
(0.1％) 

650  伐  木  跡  地 
9.41 (2) 
(3.0％) 

5.74 (1) 
(1.8％) 

13.82 (3) 
(4.4％) 

4.85 (3) 
(1.5％) 

4.50 (3) 
(1.4％) 

710  建          地 
0.49 (1) 
(0.2％) 

0.60 (1) 
(0.2％) 

1.04 (2) 
(0.3％) 

3.31 (3) 
(1.1％) 

5.63 (5) 
(1.8％) 

720  苗          圃 
3.68 (1) 
(1.2％) 

2.10 (1) 
(0.7％) 

2.04 (1) 
(0.7％) 

2.02 (1) 
(0.7％) 

1.35 (1) 
(0.4％) 

900  裸    露    地 
2.30 (4) 
(0.7％) 

3.84 (3) 
(1.3％) 

10.90 (4) 
(3.5％) 

13.41 (6) 
(4.3％) 

14.46 (5) 
(4.6％) 

  合            計 
313.65(22) 

(100％) 
313.64(23) 

(100％) 
313.66(32) 

(100％) 
313.62(45) 

(100％) 
313.64(49) 

(100％) 
  ＊ 刮號內數字表示該年代該土地利用型之筆數及百分比。 

  ＊ 代號 / 表示該年代無該種土地利用型。 

  ＊ 面積單位為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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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乃是以航空照片判釋經由掃描、格式轉換形成之土地利用型圖，以 GIS 為工具分別

給予每一種土地利用類型不同之屬性代號，再以各代號查詢不同土地利用類型之面積。由上

表列示可得知，惠蓀林場第三林班之面積約為 313.6 公頃，土地利用類型可歸類為十七種類

型，各類型中以闊葉樹林型、杉木造林地、針闊葉混淆林林型及松樹林型所佔面積最廣。本

研究採用之分類方式除依針葉、闊葉樹、針闊葉混淆林型及竹林作區分外，人工林方面更依

造林樹種配合判釋技巧對單一樹種之林型加以分類，如杉木、台灣杉、柳杉及松樹等樹種均

劃分為獨立之土地利用型加以分類。此外，上表所列資料亦可得知民國 52 年、58 年、69 年、

72 年、76 年之土地利用類型分別為 11、12、13、15、15 種項目，且可明顯查覺持續出現之

同一土地利用類型均有局部分割、細化之現象，例如組成闊葉樹一類之多邊形(polygon)類目

由 52 年的 4 個多邊形逐年增加至 8 個，杉木造林地亦由 3 個多邊形增至 9 個，累計頻度由

22 增至 49，不管面積變化趨勢如何，各土地利用型頻度變化皆逐年增加。尤其在民國 69 年

惠蓀林場首次編訂經營計劃及 71 年遊樂區對外開放後，各土地利用型面積頻度大幅增加，顯

見林業實施集約經營使林地利用呈現較為複雜零散的現象。歷年之土地利用型圖如附圖六～

附圖十所示。 

 
  (二)土地利用型變遷分析 

    民國 52 年至民國 58 年間之土地利用型變化較大者，即松風山與松風東山間之帶狀平坦

地，原先杉木造林地約有 16 公頃遭伐除改植板栗，但區內南側約 9.4 公頃之伐木跡地亦以杉

木造林，由歷年土地利用型圖可看出惠蓀第三林班之人工仍以杉木居造林面積之首總面積

66.94 公頃（約佔此林班面積 21.4％），但亦可看出杉木造林地面積逐年減縮，由 52 年的 94.34

公頃到 76 年的 66.94 公頃；58 年至 69 年間，因間隔時間較長且其間歷經林場經營政策之轉

型期，使研究區內土地利用型有較劇烈之轉變。其中包括學生實習館及國民旅社興建，聯外

道路及伐運林道之開闢，使各種土地利用型態更顯零散。其中現為國民旅社所在之板栗園遭

伐除，小面積之台灣杉、柚木造林地及香杉採穗園則歷歷可辨。60 年代中期，由於工商社會

結構逐漸轉變，林業經營目標朝向國土保安及森林遊樂發展，惠蓀林場配合林業政策及社會

需求，在維護自然景觀及資源保育之原則下，適度發展遊樂事業，惠蓀林場於民國 67 年委托

中華林學會研究設計中心測量規劃，自林場劃定 144.5 公頃之森林遊樂區，其中包括：入口、

土場、咖啡園區、露營區、松風山區及平台區等六個區域（中興大學實驗林管處 1982），

其中僅松風山區位於第三林班。但餐飲、住宿、活動中心、遊憩廣場等遊客聚集場所則集中

在本區。 

    各土地利用型在歷年中變化較大者可歸納如下： 

  1、闊葉樹林型 

    闊葉樹林型在本區內佔有面積為各林型之首，由表一所示，其覆蓋面積雖逐年減少，但

至 76 年止該林型仍佔全區 29％之多；除民國 52 至 58 年間本區南側實施伐木之外，在本區

內西北側、東側及中部地區均發生逐漸擴大之崩塌地，主要伴隨林道開設而發生於闊葉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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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造林樹種選擇方面，針葉樹造林面積大幅增加，如台灣杉、柳杉、杉木、肖楠等林

型均出現於後期之土地利用型中（如附圖十一）。 

  2、針闊葉樹混淆林型 

   此種林型覆蓋面積有逐年增加之趨勢，區內主要變化區域於西側松樹造林地及杉木造林

地，於民國 52 年、58 年航照上可見其與鄰接之闊葉林產生局部之混生區域，而於往後的時

段中逐漸擴大。區內南側之杉木造林地邊緣亦與其鄰接之闊葉樹林產生類似狀況，若無重大

干擾因素（如伐木、開設林道、森林火災等）的影響，則此種土地利用類型可預測其將有逐

年擴增之現象（如附圖十二）。 

  3、杉木人工林型 

    杉木是惠蓀林場造林面積最廣之樹種，以第三林班而言，杉木造林地面積因下述幾個原

因而逐年減少： 

   (1)伐採後新植其他樹木；如改植柳杉、台灣杉、肖楠等樹種或其他針闊葉樹種混植，依

數化後利用地理資訊系統之計算，所佔面積（以 76 年航照圖為準）分別為 1.53 公頃、

2.83 公頃、2.07 公頃及 1.20 公頃（如附圖十三）。 

   (2)與闊葉樹局部混交：杉木造林地林緣與闊葉樹相交接之林地逐漸形成針闊葉混交林

分、研究區內針闊葉混淆林面積的增加正可說明此現象（如附圖十四）。 

   (3)經營政策導向：試區內中央平坦區域原栽植杉木（52 年）後改植板栗（改植面積約 13.44

公頃），但因遊樂區之開發，實施伐採，除部分面積繼續栽植杉木外，亦有少面積油桐、

泡桐、孟宗竹之栽植，其餘則於 72 至 76 年間興建國民旅社及停車場（2.58 及 1.35 公

頃），致使杉木佔有面積產生明顯變化（如附圖十五）。 

   4、建地與崩塌地面積之變化 

   (1)建  地：由民國 52 年航空照片觀察試區內之建地，除林場辦公室之外並無其他建築物

於區間內發現，後 10 年間學生實習館完成，繼而民國 72 年間國民旅社之逐步

規劃興建，及配合森林遊樂發展而闢建之大型停車場，使本區內建築物佔有面

積逐年增加，以民國 76 年土地利用型圖顯示之建地面積已達 5.63 公頃，增加

幅度頗大（附圖十六）。 

   (2)崩塌地：民國 52 年航空照片即顯示出本區具有四處之崩塌地總面積約 2.3 公頃至 76 年

航照判釋已達 14.46 公頃，探究其因，除地勢、地形及地質本身特性外，另可

發現崩塌地位置大多發生於林道分佈之側方，例如：由林場辦公室貫穿木荷、

肖楠保區護區至林場西側之惠蓀林場 2 號林道（長約 8 公里）可於 72、76 年

之土地利用型圖中發現約有 2.64 公頃之崩塌地產生。此外於 65 年間順沿關刀

溪修築直達第十林班，合水溪口之林道，亦可於 72、76 年之土地利用型圖中

發現試區東側逐年擴大之崩塌現象，故對於本區林業經營而言，不管伐木、造

林或各項經營事業，甚或森林遊樂發展而言，林道開闢後護坡管理、水土保持

的實施尤應加以重視，以減少崩塌現象之發生（附圖十七）。 

   5、人工林變遷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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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年土地利用型中人工林所佔面積分別為 52 年的 99.73 公頃（31.80％）、58 年的 112.38

公頃（35.83％）、69 年的 91.22 公頃（29.08％）、72 年的 93.22 公頃（29.72％）及 72 年的

90.54 公頃（28.87％）；除 58 年航照中顯示栽植之 10 餘公頃而後遭伐除的果樹之外，民國

60 至 70 年間人工林所佔面積並無大幅變動，其間伐木作業較少，且造林樹種的選擇亦較具

變化，針闊葉林混合造林方式亦在民國 70 年間有增加的趨勢。 

  (三)土地利用型變遷分析未來研究方向 

    由上述之分析，可瞭解惠蓀林場第三林班歷年土地利用型的變化情形，地理資訊系統中

建立之航照判釋圖檔，可容許新航空照片產生時進行資料更新。土地利用型變遷分析為森林

資源監測重要的資訊來源，唯欲使資訊之提供更具實用性則應再朝下列方向深入探討： 

   1、尋找適合的檢定方法，提供變遷與非變遷界限的認定，及自動化檢定功能。 

   2、林地變遷查詢系統的建立。 

   3、設計並建立地面永久樣區進行經常性之整合性森林資源調查。 

   4、更新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建立預測模式，以便進行森林資源監測。 

   5、航照判釋及分析過程中精密度的推估。例如：判釋人員在土地利用型判釋上的誤差及

不同判釋人員對相同判釋地點判釋差異之檢定等。 

   6、建立及利用專家系統，以獲得更精確的航照判釋結果。 

 
五、結論 

  (一)利用航測資料及判釋技巧配合地理資訊系統於土地利用型變遷分析上提供良好方法，

有助於森林經營資訊的獲得。 

  (二)由航空照片判釋後形成之圖檔所得之惠蓀林場第三林班面積為 313.6 公頃，歷年來各

種利用型態中皆以松樹、杉木造林地、闊葉樹及針闊葉混淆林等類型面積較大。 

  (三)以民國 52 年、58 年、69 年、72 年和 76 年之航空照片、及有關之造林、伐木台帳，配

合地理資訊系統將惠蓀林場第三林班土地利用型區分別為 11 項、12 項、13 項、15 項

和 15 項，即土地利用類型逐年增多，集約經營使同種土地利用型分割程度更為複雜，

各類型由完整區域分離成多個小區域。 

  (四)惠蓀林場第三林班各土地利用型中變化較劇者為闊葉樹林型、針闊葉混淆林型及杉木

人工林等。建地、崩塌地之面積逐年增加，建地之增加主要來自遊樂區之發展及學生實

習住宿之需要，崩塌地則隨林道開設而有擴大趨勢，應建議管理單位重視此一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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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錄 

 

附圖一 惠蓀林場林班分佈圖 

 

附圖二 惠蓀林場第三林班等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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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 惠蓀林場第三林班立體圖 

 

附圖四 坡度分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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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五 惠蓀林場第三林班林道水系分佈圖 

 

附圖六 惠蓀林場土地利用型圖(196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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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七 惠蓀林場第三林班土地利用型圖(1969 年) 

 

附圖八 惠蓀林場第三林班土地利用型圖(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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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九 惠蓀林場第三林班土地利用型圖(1983 年) 

 

附圖十 惠蓀林場第三林班土地利用型圖(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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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十一 闊葉樹林型 1963-1987 年變遷分析圖 

 

附圖十二 針闊葉混淆林型 1963-1987 年變遷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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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十三 杉木變遷圖(一) 

 

附圖十四 杉木變遷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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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十五 杉木變遷圖(三) 

 

附圖十六 建地變遷圖(1980-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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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十七 崩塌地變遷圖(1980-198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