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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由於原住民部落的傳統知識正在大量流失，並考慮到目前因

氣候、環境變遷所造成的災害發生頻率與規模逐漸增加，使

得原住民部落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之問題，本計畫選定新

竹縣尖石鄉內泰雅族部落與居民作為研究區域與對象，以西

方現代科學（Western Modern Science）觀察並描述存在於

研究區內的原住民從過去到現代在面對環境變遷時之民族科

學，提出以「數位化方法」紀錄原住民土地利用之知識與智

慧，由於此面向之原住民知識應用場域與原住民生活空間習

習相關，本計畫將採用多元空間資訊（Geomatics）技術，包

括遙感探測、地理資訊系統、土地適宜性分析等工具，進行

原住民土地利用知識的量測（Measurement）、製圖

（Mapping）與監控（Monitoring），除有助於紀錄與瞭解原

住民知識之外，並進一步探討與分析環境變遷、災害發生與

原住民在空間使用方面之傳統知識上所發展出的互動。本報

告將針對「由多元空間資料看隱含傳統靜態地形知識之地

名」、「由遙測雷達分析看隱涵傳統動態地形知識之地名」

以及「由山坡地超限利用看土地利用傳統知識」等三方面提

出說明。 

中文關鍵詞： 原住民傳統知識、空間資訊技術 

英 文 摘 要 ：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the Taiwan 

aborigines has accumulated a lot 

of survival knowledg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For 

preserving such valuable experience, 

this project will focus on digitization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particular in the 

aspect of land use corresponding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To achieve this, integrated 

geomatics techniques, including remote sensing, GIS, 

close-range photogrammetry, etc., 

are applied. 

英文關鍵詞： Indigenous Knowledge, Geomatics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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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居住在台灣的原住民為了適應台灣環境，千百年來已累積了大量的生存知識，

依據這些在地知識，亦發展出屬於臺灣原住民之民族科學，因為民族科學以及原

住民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系統的存在，讓台灣各世代、各區位的原住民

族群能適應在山上、平地或海洋的生活環境，並與其所處的生態系統達到一平衡

的狀態。為了解臺灣原住民傳統知識，已有許多研究探討並紀錄各個面向之民族

科學，例如：吳登杭（2006）訪談屏東縣來義鄉排灣族當地長老關於該部落使用

的民族植物，得知排灣族藥用植物治療疾病類目分為藥用飲料、皮膚疾病、筋骨

酸痛、腸胃疾病、頭痛發燒、眼疾、心血管疾病、婦科、牙病及其他共十大項。

在藥物的記載方面，研究除發現藥用植物之拉丁學名、中文名以及排灣族語名皆

被系統性地紀錄之外，亦詳述其使用部位、方法與治病療效。林育誠（2009）則

從臺灣布農族人看待大自然現象之觀點出發，收集並分析在布農族文化中對於天

文與氣象方面的在地知識與生活的關係，研究成果發現布農族人對於氣候轉變、

月相盈缺、星相觀察等現象之觀測經驗非常豐富且準確，進而發現此類知識的累

積與族人的狩獵與耕作活動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此外，尚有楊雅淳（2004）調查

魯凱族人於傳統狩獵文化和環境的利用知識，並分析其與野生動植物資源經營管

理間的關係；林嘉賢（2012）以高雄地區布農族勤和（Mizuhu）部落為對象，

探究在重建或遷移之過程中，傳統知識的運用及其對傳統生活文化延續之影響。 

然而就在國際間與國內已認可原住民知識在許多面向之可信賴與重要性時，

根據林冠岳（2008）在泰雅族部落調查民族植物的經驗，發現部落內的知識傳承

機制出現問題，致使部落的傳統知識正在大量流失；朱雅琦（2009）也發現雖然

原住民族知識組織架構愈來愈受各界的關注與重視，但是由於過去原住民知識大

多皆以口傳為主，顯少有文字記載，導致知識與智慧的傳遞量隨著世代延伸而減

少，連帶使得原住民族知識組織架構建構欠缺完整性。 

為解決前述課題，並考慮到目前因氣候、環境變遷所造成的災害發生頻率與

規模逐漸增加，使得原住民部落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之問題，本計畫選定新竹

縣尖石鄉內泰雅族部落與居民作為研究區域與對象，以西方現代科學（Western 

Modern Science）觀察並描述存在於研究區內的原住民從過去到現代在面對環境

變遷時之民族科學，提出以「數位化方法」紀錄原住民土地利用之知識與智慧，

由於此面向之原住民知識應用場域與原住民生活空間習習相關，本計畫將採用多

元空間資訊（Geomatics）技術，包括遙感探測、地理資訊系統、土地適宜性分

析等工具，進行原住民土地利用知識的量測（Measurement）、製圖（Mapping）

與監控（Monitoring），除有助於紀錄與瞭解原住民知識之外，並進一步探討與分

析環境變遷、災害發生與原住民在空間使用方面之傳統知識上所發展出的互動。

本報告將針對以下三個部分說明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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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多元空間資料看隱含傳統靜態地形知識之地名 

在與其他子計畫主持人討論交流過程中了解到，原住民在其生活與活動的地

區會依據地形或是地貌特徵來為該地命名，為探索地名與此類靜態地形知識的關

係，本計畫特別找出某些具備地形意涵之地名，利用數值地形模型、光學衛星影

像、Google Earth 等工具，分析地名與傳統靜態地形知識之關係。 

（二）由遙測雷達分析看隱涵傳統動態地形知識之地名 

除前項靜態的地形或是地貌的知識與觀察之外，原住民也會依據地表的動態

特性（例如：微微的震動）來為地區命名，為進一步探索地名與此類型動態的地

形知識的關係，並考量原鄉地區常為森林覆蓋之特性，本計畫利用裝載於衛星上

之合成孔徑雷達（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感測器所蒐集的資料，配合雷

達干涉處理（Interferometric processing）技術，萃取地表變形資訊，再分析此成

果與地名之關係。 

（三）由山坡地「超限利用」看土地利用傳統知識 

從政府土地管理的角度，規範山坡地利用限度，對超限利用加以處罰，是維

持國土保安的必要手段；但從原住民族權的角度，這樣的規範往往侵犯了原住民

族的土地權並造成生計上的困難。本子計畫與子計畫二合作，結合民族誌研究方

法與地理資訊系統等工具，以新竹縣尖石鄉泰雅族部落為例，從民族科學的角度，

檢視現有可利用限度分類規定的合理性，並尋求建立結合原住民在地知識且能達

成國土保安效果之規範的可能。 

一、由多元空間資料看隱涵傳統靜態地形知識之地名 

在與其他子計畫主持人討論交流過程中了解到，原住民在其生活與活動的地

區會依據地形或是地貌特徵來為該地命名，為探索地名與此類靜態地形知識的關

係，以下特別整理十二個位於研究區內具備地形意涵之地名，利用數值地形模型、

光學衛星影像、Google Earth 等資料，計算坡度、高度、地表粗糙度等地形特徵，

分析地名與傳統靜態地形知識之關係，發現在這十二個地名案例，絕大多數的地

名與地形或是發生事件相符，如此應用多元空間資料的分析方法，配合基於二維

或是三維的分析工具，確能驗證地名所隱涵之傳統靜態地形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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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Quli Galiq 

泰雅語地名: 

quli galiq 

漢語地名: 

美奎西莫山(玫瑰西魔山) 

名稱由來: 

地形很破碎的地方 

粗

糙

度

分

級

圖 

 

  

  

分

析 

使用 ArcGIS 中 Spatial Analyst Tools 來做地形粗糙度的計算。又將地形粗糙

度分為高度粗糙度和坡度粗糙度來做分析；在高度粗糙度的圖中，顏色越

紅代表該區域高度值差距越大、高度粗糙度越高。在坡度粗糙度的圖中，

顏色越藍代表該區域坡度值差距越大、坡度粗糙度越高。地標點在兩張圖

中皆位於高粗糙度的區域，符合敘述「地形很破碎的地方」。 

圖例

# 地標點

高度粗糙度

Value

1

2

3

4

5

6

圖例

# 地標點

坡度粗糙度

Value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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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Uru 

泰雅語地名: 

uru 

漢語地名: 

那羅三部落 

事件: 

這邊的人從玉峰下來 

名稱由來: 

指的是溝狀的地形 

 

  

剖
面
曲
線
圖 

 

          西北-東南方向                 東北-西南方向 

 

             東-西方向                      北-南方向 

圖例

# 地標點

剖面線

等高線

Profile Graph Title

Profile Graph Subtitle

6005004003002001000

540

520

500

480

460

440

Profile Graph Title

Profile Graph Subtitle

600550500450400350300250200150100500

540

520

500

480

460

440

Profile Graph Title

Profile Graph Subtitle

600550500450400350300250200150100500

480

460

440

420

400

380

Profile Graph Title

Profile Graph Subtitle

6005004003002001000

530
520
510
500
490
480
470
460
450
440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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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使用 ArcGIS 中的 3D Analyst 做高程的剖面分析來判斷該點是否為溝狀地形。從

圖中可以看到，以地標 uru 為中心畫出西北-東南、東北-西南、東-西、北-南這

四個方向的直線來看其在剖面方向上的高程變化；每一條直線的長度為 600m，

在剖面曲線圖中 300 m 處為該點所在位置 。其中，在東北-西南方向和北-南方

向可以看出明顯的溝狀地形，如此可判斷該地確實為溝狀地形。 

從 Google Earth 的 3D 影像中也可以看到以地標點為中心，玉峰位於其北邊和東

北邊，搭配事件敘述「這邊的人從玉峰下來」，可以推測地名與地形、事件符合。 

 

  

北-南方向 

東北-西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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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Kulu 

泰雅語地名: 

kulu 

名稱由來: 

指那邊的地形凹下去的意思 

 

   
剖

面

曲

線

圖 

 

          西北-東南方向                 東北-西南方向 

 

             東-西方向                      北-南方向 

分析 使用ArcGIS中的3D Analyst做高程的剖面分析來判斷該點是否為

溝狀地形。從圖中可以看到，以地標 kulu 為中心畫出西北-東南、

東北-西南、東-西、北-南這四個方向的直線來看其在剖面方向上

的高程變化；每一條直線的長度為 600 m，在剖面曲線圖中 300 m

處為該點所在位置。其中，在北-南方向的剖面曲線圖符合「地形

凹下去」之敘述。 

圖例

# 地標點

剖面線

等高線

Profile Graph Title

Profile Graph Subtitle

6005004003002001000

900

880

860

840

820

800

780

760

Profile Graph Title

Profile Graph Subtitle

600550500450400350300250200150100500

880

860

840

820

800

780

Profile Graph Title

Profile Graph Subtitle

600550500450400350300250200150100500

880
860
840
820

800
780
760
740
720

Profile Graph Title

Profile Graph Subtitle

6005004003002001000

850

840

830

820

810

800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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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Yahan 

泰雅語地名: 

yahan 

名稱由來: 

稍微凹下來 

 

   

剖面

曲線

圖 

 

          西北-東南方向                 東北-西南方向 

 

             東-西方向                      北-南方向 

分析 使用 ArcGIS 中的 3D Analyst 做高程的剖面分析來判斷該點是否為溝狀地

形。從圖中可以看到，以地標 yahan 為中心畫出西北-東南、東北-西南、東

-西、北-南這四個方向的直線來看其在剖面方向上的高程變化；每一條直線

的長度為 600 m，在剖面曲線圖中 300 m 處為該點所在位置 。其中，在東-

西方向的剖面曲線圖符合「稍微凹下來」之地形敘述。 

  

圖例

# 地標點

剖面線

等高線

Profile Graph Title

Profile Graph Subtitle

600550500450400350300250200150100500

1,100

1,050

1,000

950

900

850

800

750

Profile Graph Title

Profile Graph Subtitle

6005004003002001000

1,060
1,040
1,020
1,000

980
960
940
920
900

Profile Graph Title

Profile Graph Subtitle

6005004003002001000

1,040

1,020

1,000

980

960

940

920

Profile Graph Title

Profile Graph Subtitle

6005004003002001000

1,150
1,100
1,050
1,000

950
900
850
800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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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Tkyu 

泰雅語地名: 

tkyu 

名稱由來: 

是指地形，tkyu 是指平平的地 

 

  

分析 使用 ArcGIS 中的 Slope 做坡度分析，將坡度資料依據國有林地

坡度級分成「平坦」、「小起伏」、「丘陵地」、「山坡地」、「山地」、

「陡峭」六個級別。圖中該地標點在國有林地的坡度分級中處於

「小起伏」。 

（六） Ngungu 

泰雅語地名: 

ngungu 

名稱由來: 

山的尾巴→即山稜線至河谷的最末端。 

 

 

備註 使用 Google Earth 的新增-線工具將山脊線畫出，在圖中地標點

位於山脊線的末端，沿著山脊線的方向一直過去即至河流。符合

名稱由來的描述。 

 

圖例

國有林地坡度級

Value

平坦

小起伏

丘陵地

山坡地

山地

陡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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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Qaraw 

泰雅語地名: 

qaraw 

名稱由來: 

爬坡，往上爬 

 

  

剖面分析 

 

  北-南方向 

分析 使用 ArcGIS 中的 Slope 做坡度分析，將坡度資料依據國有林地坡度級

分成「平坦」、「小起伏」、「丘陵地」、「山坡地」、「山地」、「陡峭」六

個級別。圖中該地標點在國有林地的坡度分級中處於「山坡地」跟「山

地」之間。 

再使用 ArcGIS 中的 3D Analyst 做高程的剖面分析來判斷該點是否符

合敘述「往上爬」，在剖面曲線圖中地標點位於藍色線上，從北-南方

向可以看出地勢一直在上升。 

圖例

國有林地坡度級

Value

平坦

小起伏

丘陵地

山坡地

山地

陡峭

圖例

# 地標點

剖面線

Profile Graph Title

Profile Graph Subtitle

1,4001,2001,0008006004002000

1,500

1,400

1,300

1,200

1,100

1,000

900



11 

 

（八） Babaw 

泰雅語地名: 

babaw 

名稱由來: 

地勢較高的平地 

 

  

分析 使用 ArcGIS 中的 Slope 做坡度分析，將坡度資料依據國有林地坡度

級分成「平坦」、「小起伏」、「丘陵地」、「山坡地」、「山地」、「陡峭」

六個級別；之後將將坡度分級圖與等高線套疊來判斷是否符合敘述。

圖中該地標點位於等高線 750 m-800 m 之間，在國有林地的坡度分級

中處於「小起伏」。 

 

圖例

# 地標點

等高線

國有林地坡度級

Value

平坦

小起伏

丘陵地

山坡地

山地

陡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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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Bbu 

泰雅語地名: 

bbu 

名稱由來: 

平坦的地方 

 

  

分析 使用 ArcGIS 中的 Slope 做坡度分析，將坡度資料依據國有林地

坡度級分成「平坦」、「小起伏」、「丘陵地」、「山坡地」、「山地」、

「陡峭」六個級別。圖中該地標點在國有林地的坡度分級中處於

「丘陵地」，未符合『平坦的地方』這項敘述。 

（十） Benux 

泰雅語地名: 

benux 

名稱由來: 

平地 

 

  

分析 使用 ArcGIS 的坡度分析，將坡度資料依據國有林地坡度級分成

「平坦」、「小起伏」、「丘陵地」、「山坡地」、「山地」、「陡峭」六

個級別。圖中該地標點在國有林地的坡度分級中處於「小起伏」。 

 

圖例

# 地標點

等高線

國有林地坡度級

Value

平坦

小起伏

丘陵地

山坡地

山地

陡峭

圖例

國有林地坡度級

Value

平坦

小起伏

丘陵地

山坡地

山地

陡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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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Rgayx Mqu 

泰雅語地名: 

Rgayx mqu 

名稱由來: 

形容山勢或道路如同蛇一般的蜿蜒（rgayx-山；mqu-蛇）。 

 

  

備註 在 ArcGis 中將 Google Earth 的衛星影像與等高線套疊。可以由衛

星影像和等高線分別看出道路和山勢的蜿蜒。 

（十二） ‘Bu Karo 

泰雅語地名: 

'bu karo 

名稱由來: 

karo 鋤頭、山頂、最高點之意=bubu(乳頭) 

 

  

備註 圖中地標點位於等高線 1150 m-1200 m 間，確實是該區地勢最高

的地方。 

圖例

等高線

# 地標點

圖例

# 地標點

等高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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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遙測雷達分析看隱含傳統動態地形知識之地名 

除靜態的地形或是地貌的知識與觀察之外，原住民也會依據地表的動態特性

來為地區命名，為進一步探索地名與此類型動態的地形知識的關係，並考量原鄉

地區常為森林覆蓋之特性，本計畫利用裝載於衛星上之合成孔徑雷達（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感測器所蒐集的資料，配合雷達干涉處理（Interferometric 

processing）技術，萃取地表變形資訊，再分析此成果與地名之關係。 

在各項遙測資料中，裝載於衛星上之合成孔徑雷達（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感測器，因具有可穿透雲霧、日夜皆可施測及較短之時間解析度等特點，

能在不受天候影響下，接收大範圍之雷達影像，除藉由影像中之振幅與相位資料

以萃取地表粗糙度、地表物徵與物徵性質等資訊外（Campbell, 2002），若配合雷

達差分干涉處理技術，更可應用於大規模地表變形監測，例如：斷層、火山、地

層下陷及地震等地表形變之偵測（Gabriel & Goldstein, 1988；Massonnet & Feigl, 

1998；謝嘉聲，2006），且其偵測之變動量常可達公分等級。 

據此，本計畫以偵測研究區中的地表形變為主，應用 PALSAR（Phased Array 

type L-band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衛載 SAR 資料，並採用各項雷達差分干涉

技術，目標為測得研究區內特定時間之地表形變，並與位在此區之隱含傳統動態

地形知識的地名對照，檢視二者是否有相對應的情形，若有，可做為另一種以現

代空間資訊技術驗證原住民傳統知識的實例。 

（一） 合成孔徑雷達及干涉 

1、合成孔徑雷達影像 

SAR 為一種主動式微波遙感探測系統，可由儀器自行發射雷達波並接收雷達

回波，其取像系統常採側視方式，故雷達亦被稱為側視雷達（Side Look Radar），

衛載 SAR 感測器皆為右側視系統，故在地表起伏較大的區域，僅能從一方向取

像，無法獲取在另一面向之地表資訊，為解決此限制，衛載 SAR 感測器可以升

軌（Ascending）與降軌（Descending）兩種軌道來獲取影像。由於衛星之行進方

向與可取得資訊之範圍有絕對關係，因此必須依目標區域選擇適當之取像方式進

行偵測。此外，若是依據雷達影像接收的時間以及天線間不同的幾何位置關係，

可分為三種資料獲取方式，分別是橫軌式（Across-track）、沿軌式（Along-track）

以及重複軌道式（Repeat-track / Multi-pass）（Gens & Genderen, 1996）。其中，重

複軌道模式載台只需配置一個雷達天線，利用載台於不同時間通過相同區域兩次

的方式，得到接近相同的天線位置，由於只需單載台單天線，因此所有的雷達系

統都能以此模式獲取所需雷達資料，是為較普遍的取像模式。 

SAR之波長為1公分至100公分不等，隨波長的不同也可區分為不同之波段，

目前衛載之雷達波長多為 X（2.4~3.75 cm）、C（3.75~7.5 cm）、L波段（15~30 cm）

與 P 波段（15~100 cm），其地面解析度由 1 m 至 200 m，一般而言，雷達之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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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度隨著波長升高而降低。此外，不同波長的雷達波對不同地表亦會有不同的

反射特性，以森林區為例，若是雷達之波長越長，其對於樹冠及地表面之穿透力

越強；反之，雷達之波長越短，雖然影像對於地表之解析度越好，但對樹冠及地

表面之穿透能力越差，因此，在使用 SAR 偵測一地區時，應針對不同之地表覆

蓋選擇適當之雷達波長，如 L 波段之雷達波對於植被有較佳之穿透力，可獲取

較真實之地面回波資訊；而 X 波段之雷達波，則較能獲取樹冠層及地表下之資

訊（Jensen, 2007）。 

2、InSAR 與 D-InSAR 

合成孔徑雷達干涉（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InSAR）技術之

主要工作為生成干涉條紋，並以干涉條紋解算地表資訊，其原理為使用兩張或多

張 SAR 影像，提取振幅資訊將影像對位後，使用雷達之相位資訊產生干涉條紋，

進而得到三維地形資訊。而在產製干涉條紋之過程中，若能在影像選擇階段考慮

觀測區之地表特性選擇適當波長的雷達影像；並依據影像之垂直基線長與時間間

隔組成像對；在影像處理階段，仔細檢驗全相位回復（Unwrapping）之執行，將

可提高生成良好干涉條紋之機會（Massonnet and Feigl, 1998；謝嘉聲，2006；

Ferretti et al., 2007），進而得到三維地形資訊。 

合成孔徑雷達差分干涉（Differential Interferometric SAR, D-InSAR）技術乃

是利用兩幅包含地理資訊之干涉圖，以一幅包含地表資訊之像對作為地形對

（Topographic pair），另一幅包含地表資訊及地表變形資訊之像對作為變形對

（Deformation pair），將兩幅干涉圖依據差分概念求得地表變形。依據組成干涉

圖的方式，可分為二軌跡法（Two-pass differential interferogram）、三軌跡

（Three-pass）法與四軌跡（Four-pass）法三種。其中，二軌跡法以兩張橫跨地

表位移時間的雷達影像作為變形對，產製一張干涉圖，包含地形資訊以及地表形

變資訊，再利用地表位移前既有的數值地形模型模擬成地形對干涉圖，差分推求

地表形變。三軌跡法利用一主影像（Master image）與兩張副影像（Slave image），

以地表發生形變前的主影像與一副影像形成地形對干涉圖，反應地形資訊，再以

主影像搭配地表形變後的另一張副影像組成變形對干涉圖，反映地表形變資訊與

地形資訊，依據差分概念，進而得到地表形變資訊。四軌跡法使用四張雷達影像

影像，由第一張主影像與第一張副影像組成地形對，生成第一張干涉圖，該像對

拍攝期間地表沒有形變產生，再以橫跨地表變動時期的第二張主影像與第二張副

影像形成變形對，生成第二張干涉圖，以差分處理得到地表形變所產生的相位差

值，推求地表變形。 

3、D-InSAR 之應用 

D-InSAR技術已普遍用於偵測地表形變，1989年Gabriel等學者以三幅 Seasat

雷達影像利用差分干涉技術求得地表變形量，證實合成孔徑雷達差分干涉法可偵

測至公分等級之地表變形；1993 年 Massonnet 等學者以兩幅 ERS-1 衛星所獲得

之雷達影像產製干涉條紋圖，偵測 1992 年美國加州 Lander 地區 7.3 級地震，成



16 

 

果確實偵測地震造成之地表變形；1994 年 Zebker 等學者以三幅 ERS-1 衛星雷達

影像產製干涉條紋圖，並配合合成孔徑雷達差分干涉法，偵測出 Lander 地震變

形量，成果與 GPS 資料比較，證實得到公分級的精度。1997 年 Massonnet 等學

者將四幅 ERS-1 衛星雷達影像，偵測之加州 East Mesa 地熱區地層下陷成果，與

水準測量成果比較，證實兩個方法間的一致性。2011 年 Bayuaji 等學者利用 2006

年至 2008 年的 ALOS PALSAR 影像形成七組像對，有效的偵測出印度的一座泥

火山變化情勢，成果同樣與 GPS 變化量相符，證實 D-InSAR 技術的可靠性。 

（二） 實驗資料 

考量本計畫研究之原住民地區的地表覆蓋多為森林，為了解該區域之動態地

表形變，本實驗採用由 ALOS 衛星承載具有較長波長的 PALSAR 合成孔徑雷達

系統所獲取之七張影像為資料（波長為 23.6 公分，屬於 L 波段），其衛星軌道

（Track）為 444，像幅編號（Frame）為 490，以重複軌道模式沿 Ascending 方

向取像，表一所列為 PALSAR 影像之涵蓋範圍與相關資訊。接著再依不同時間

基線長短組成六組像對，配合使用 30 公尺地面解析度之 ASTER 全球數值高程

模型，執行二軌跡法差分干涉處理，得到地表形變圖。 

表一  PALSAR 影像資訊 

 

日期 
空間解

析度 
偏極 

2007/11/30 

7 m 

HH 

& 

HV 

2008/01/15 

2009/07/20 

2009/09/04 

2010/07/23 

2010/09/07 

2010/10/23 

（三） InSAR 與 D-InSAR 成果 

本計畫利用 2007 年至 2011 年七張 ALOS PALSAR 雙偏極影像，組成六組像

對製作數值地形模型並偵測地表變形，此外，由於資料為雙偏極雷達影像，因此

本計畫也特別嘗試分別應用 HH 與 HV 影像進行 InSAR 與 D-InSAR 處理，藉此

除可獲得各像對之數值地形模型與地表形變圖之外，亦可用於比較 HH 與 HV 成

果是否存在差異。為便於展示與說明，以下圖一與圖二將用 2010/07/23 與

2010/10/23 以及 2010/09/07 與 2010/10/23 兩組像對為示範，依次呈現數值地形模

型與地表形變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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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一的 DTM 成果來看，雖然研究區位於山區，但是 ALOS PALSAR 資料

的長波長特性，本計畫發現透過此資料與干涉技術確實能在山區產製數值地形模

型；然而，若由同一取像時間但不同偏極之像對來看，發現 HH 與 HV 的成果在

兩個方面有些許差異，第一是發生缺漏高程值的位置不同，第二是同樣的點位但

是高程值卻不同。從取像資料的角度來看，由於多偏極的概念近似於多光譜的概

念，因此兩者成果不盡相同實能符合預期；此外，四幅產製之地表形變圖（參見

圖二）之間局部變化量與整體趨勢的差異甚至更明顯，但受研究時間限制，將在

後續研究中針對數值地形模型與地表形變圖中所遇到的上述二點持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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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3 10/23 HH 

  

07/23 10/23 HV 

  

09/07 10/23 HH 

  

09/07 10/23 HV 

圖一  InSAR 技術產製之數值地形模型。左列為兩組時間分別搭配兩組偏極像對

所得涵蓋整張像幅範圍之 DTM，右圖放大至尖石鄉範圍內之 D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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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3 10/23 HH 

  

07/23 10/23 HV 

  

09/07 10/23 HH 

  

09/07 10/23 HV 

圖二  D-InSAR 技術產製之地表形變圖。左列為兩組時間分別搭配兩組偏極像對

所得涵蓋整張像幅範圍之地表形變，右圖放大至尖石鄉範圍內之地表形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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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D-InSAR 成果與動態地形知識地名之對照 

其他子計畫在泰雅族的動態地形知識地名的蒐集工作仍在持續進行，以下先

以一個地方的地名為例。圖三中點位的泰雅語地名為 S’run，中文意思為震動的

地方，今若將該點與四組的 D-InSAR 成果套疊，初步可看出除了 2010/09/07 與

2010/10/23 採 HV 偏極的像對之外，該點位置及其附近區域為變動發生區。但是

若進一步讀出該位置之變動量，2010/07/23 與 2010/10/23 採 HH 與 HV 偏極的像

對分別可得 0.078 與 0.041 公尺，而 2010/09/07 與 2010/10/23 採 HH 與 HV 偏極

的像對則分別是 0.001 公尺與 NoData，可知在 2010/07/23 至 2010/10/23 期間有

較大地表上升現象，反之，在 2010/09/07 與 2010/10/23 期間則是變動較不明顯。 

  

  

07/23 10/23 HH (0.078 m) 07/23 10/23 HV (0.041 m) 

  

09/07 10/23 HH (0.001 m) 09/07 10/23 HV (NoData) 

圖三  動態地形知識地名與 D-InSAR 成果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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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關聯必須有更多的證據支持，但從上例可之本計畫所提的方法具備潛

在可行性，因此後續將持續蒐集此類地名資料，再用差分干涉成果來驗證。此外，

後續也會嘗試可達到偵測長時間的表形變的永久散射體差分干涉（Persistent 

Scatterers Interferometry, PS-InSAR），該方法主要利用檢測 SAR 影像各個像元中

所包含之資訊，挑選出相位變化穩定之永久散射體，而此類點在 SAR 影像具有

穩定的散射特性，提取出長時間序列 SAR 影像中的穩定相位資訊後，可利用多

張干涉條紋圖計算相位，並依演算法分離出一定範圍內的大氣效應誤差，同時利

用多幅 SAR 影像像對與衛星基線資訊，以 D-InSAR 技術去除地形效應，藉以估

算地形所產生的地形效應誤差。因此在 PS-InSAR 處理中可將對 D-InSAR 結果影

響最大的大氣與地形誤差去除，得到長時期真實的地表形變量值。 

此方法與演算式曾經應用在被植被覆蓋的加拉帕哥斯火山群島（Volcan 

Alcedo, Galapagos），結合水準測量、GPS 資料以及電子測距結果，分析形變資

訊，發現地表形變偵測結果擁有與檢核資料具有高度的一致性（Hooper, 2007），

圖四即為該區之 PS-InSAR 處理成果，由圖可見，每一個點位即為 StaMPS 軟體

偵測出之永久散射點，每一 PS 點皆紀錄了地表之形變量值，此成果為地表變形

之平均場，平均速度場即為地表形變量除以時間間隔，如此即能得到此區域逐年

形變量值。此方法所得成果預期亦可用於驗證原住民之傳統動態地形知識地名。 

 

圖四  PS-InSAR 平均速度場（Hoop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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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山坡地「超限利用」看土地利用傳統知識 

在面對著大自然的未知和不可預測，強調一致性的科學知識在許多方面出現

失靈的情形。於是，「傳統生態知識」的重要性開始被廣泛地討論和應用。傳統

生態知識係指一群人長期與其所居住的土地互動所衍生出的經驗法則，因此具有

高度適應環境的能力。這也是在論及永續發展時，傳統生態知識經常被相提並論

的原因。臺灣原住民自數百年前就根植於此，在長期和土地的互動下，與其所處

的生態系統達到一平衡的狀態。然而，透過世代口耳相傳的傳統生態知識在傳承

上容易流失，是故，有保存、記錄的迫切需求。 

再者，由於臺灣地形崎嶇、地質脆弱，面對頻繁的地震與伴隨氣候變遷而來

的極端降雨，致使災害頻傳。每當颱風來襲，不僅山區滿目瘡痍，平地亦因上游

集水區水質混濁引發缺水危機。社會輿論乃將矛頭指向高山農業。而政府的風災

水患檢討報告亦如是認為(孫稚堤、顏愛靜，2012)，並提出許多消極的國土保育

政策，例如：加強山坡地超限利用的取締、劃設保護區限制開發、高山農業下山。

但事實上，許多研究證實風災過後，崩塌主要發生在原始林，而非人為開發所致

(陳曉琪、林家榮、劉昌文，2006)。這樣的政策亦對以山區農耕維生的原住民造

成莫大的影響。 

呈上所述，既然原住民擁有豐富的傳統生態知識，或許於農耕方面亦擁有一

套能與自然共生的傳統生態知識。緣此，若能針對原住民傳統農耕知識加以了解

和探討，方能提供政府在高山農業政策上新的思維。 

此外，隨著近年來地理資訊系統的普及，在傳統生態知識的相關研究或計畫

上亦被充分運用。透過地理資訊系統的空間資訊儲存功能有助於保存傳統生態知

識獨特的地方性；空間分析功能，能將複雜的傳統生態知識資料，整理分析、並

轉化成有意義的資訊；空間展示功能，則可以地圖的方式展示主題性的傳統生態

知識，以利知識的傳播。 

綜言之，本計畫的第三個部分是以原住民傳統農耕知識為主軸、地理資訊系

統為工具，進行傳統生態知識的蒐集紀錄、整理分析，以達傳統生態知識數位化

之目標。 

（一） 研究區域 

本研究為探究原住民傳統農耕知識，因此選定以農耕為主要產業之原住民部

落。其次，考量傳統生態知識在適應環境的過程中，亦可能受到外在影響而轉變

耕作方式。因此，若研究區域能同時含括多種農耕型態，將有助於了解不同時間

點上傳統農耕知識的展現。另外，考量本研究將以崩塌為指標，檢核原住民傳統

農耕知識於減低自然災害發生機率之有效性。故空間範圍須包含一定數量之耕地

與崩塌地較為得宜。綜上，本研究乃選擇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大漢溪流域周邊（圖

五，以下稱研究區域）土地為個案以進行相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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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探討山坡地「超限利用」與原住民土地利用傳統知識主題之研究區 

 

圖六  研究區耕地之分布 

（二） 尖石鄉泰雅族部落之農業發展 

1、原住民農耕發展歷程 

（1）傳統山田燒墾之農耕型態 

泰雅族主要分布於高山地區，據 1929 年的調查居住在海拔五百公尺至二千

公尺之間約佔 70%。早期泰雅族的傳統經濟生活以農耕為主，而採取的農耕方式

為山田燒墾。山田燒墾的農耕文化在全世界不同地區延續了極長久的時間，此一

生產方式是人類經由模仿、適應自然生態環境所採取的土地經營方式，並在施作、

調整過程中，透過觀察及嘗試錯誤累積對自然生態環境的瞭解，並透過部落內的

知識傳遞方式，使經驗智慧得以傳承（林幼雀，2005）。 

而山田燒墾的流程主要包含：擇地、砍伐、焚燒、整地，而且每一個步驟皆

顯現出泰雅族適應自然環境維生的傳統農耕智慧。以下將依流程敘述之（王相華、

田玉娟，2009；阮昌銳，1994）： 

A、擇地 

泰雅人擇地主要考量條件可區分成自然、人及超自然等三個層面。自然條件

尖
石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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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坡向以整日曬到太陽的地方為最佳；風力能及的地方，於作物出穗時藉風

為媒介始能結穀；黑色土最佳，適合種小米、綠豆及番薯，黃土適合種陸稻；為

便於開墾，斜坡較平地為佳；長滿小樹和雜草者為最佳，樹木太高大不易砍伐，

僅有野草處地力較差。至於人的方面，原則上不能超過自己部落的範圍，亦考量

耕地距離部落遠近之便利性因素，進行類似勞力成本及收成效益評估（王相華、

田玉娟，2009）。而超自然因素係指信仰上禁忌的地方，如存放死人遺物的地方、

兇死墳墓的周圍或無人繼承之地。此外，若於擇地的途中，聽見占卜鳥的鳴聲為

兇，也需立刻返家。 

B、砍伐 

砍伐的目的為砍除墾地上的樹木以便空出耕地。於砍伐時，基於便利用刀及

省工考量，多由下坡往上坡方向作業，但會保留樹頭，避免被隱藏於草叢中的低

矮殘株絆倒。不砍除大喬木，僅進行修枝，避免枝葉遮蔽陽光、影響作物生長，

或在下雨時匯集小雨點成大水滴、滴到地上造成逕流，造成土壤與養分流失。 

C、焚燒 

將樹木雜草砍除，草木枝葉經過太陽曬乾之後，即可擇日進行焚燒以清理墾

地。焚燒前需要闢除山田周圍草木為防火帶，而焚燒時多由逆風方向的上坡處開

始引火燃燒，以達安全及緩慢、充份焚燒的目標。焚燒時的高溫可驅除害蟲，草

木燒成的灰燼亦可作有機肥料。 

D、整地 

整地時將燃燒後所剩餘的樹根、木枝、石頭加以清理，堆置於田地周圍作堰，

以等待播種。另外，也會沿橫坡方向放置大直徑的倒木或堆砌石塊，用以穩定耕

地土石，防止水土流失 

至於在作物的選擇上，是採取輪種和間作的方式。輪種是為了保持土地的地

力，於土地的耕作期內，輪流種植不同的主要作物。間作則是指同一土地，同時

種植兩種以上的作物，通常為高莖作物與矮莖作物互相配合（阮昌銳，1994），

以降低風險、避免土壤的沖刷與養分的流失。此外，由於傳統泰雅族的農耕不施

肥，因此耕地在短期的工作之後就必須經過長年的休耕（林幼雀，2005），並移

耕他地。在這過程中，泰雅族在原耕地上種植赤楊等生長快速的在地植生，促進

土地之地力盡速恢復（陳秀淳，1998；王相華、田玉娟，2009）。 

綜上所述，泰雅族的傳統農耕展現人與大自然共存的和諧的關係。而在適應

自然下所發展出的農耕方式，亦體現了原住民的傳統農耕智慧。 

（2）政府政策促使農耕型態轉為慣行農業 

日治時期與光復之後的農業政策及原住民土地政策，皆引發了原住民農耕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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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上的重大轉變。致使原住民從原本自給自足的粗放式農耕，轉變為以市場經濟

為導向的集約式農耕。其發展脈絡以下將分成日治時期、光復之後兩個時期說明

之。 

A、日治時期 

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基於政治上的理由與日本國內對糧食的需求，於山地原

住民部落推廣水田農業。事實上，無論從地理環境、人文背景及開發經費用的面

向觀之，在山地開墾水田都是困難重重的。然而，原住民領域的主要統治者，即

權力龐大的警察機關，著眼於利潤的遠景，仍大力興辦農業教育，以及協助水田

技術的移植，使得山區興起一股水田熱（陳秀淳，1998）。 

再者，日本政府區劃保留地的政策，強制壓縮了部落傳統領域。原來地廣人

稀的原住民土地面積 240 萬公頃，一下子被縮編為 24 萬公頃，因而換地耕種的

制度亦隨之瓦解（達西烏拉灣‧畢馬，2001）。在面積急速縮減之下，為維持原

有之作物產量，原住民只得採取集約的定耕農業。又，水田定耕方式需採用水利

技術及人工肥料，創造出新的生態體系。其所依賴的水利工程等技術及勞力往往

非地方性人口及組織所能充分提供，必須超越村落的所在地，與區域或國家政治

組織相銜接，這無異間接形成了複雜的對外關係網路（黃應貴，1975），改變了

原住民社會原有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文化與社會體系，以及與自然環境間之互動關

係。（王相華、田玉娟，2009） 

總之，日治時期的制度、以及傳入的技術和工具，皆大幅地改變了原住民的

農耕型態，而部落現存的梯田地景即是深刻的見證。 

B、光復之後 

光復以後，政府沿用日治時期的保留地政策。為了改善原住民族經濟生活及

增加農業生產，乃推行造林及定耕農業政策，獎勵原住民族於保留地內實施定耕

農業。而後，在持續落實鼓勵定耕農業政策之下修正法令，耕地於登記耕作權後

繼續耕作滿 10 年，無償取得土地所有權之規定，使原住民族的土地財產權制度，

從日治時期的共同所有轉變成為個別所有（顏愛靜、楊國柱，2004）。 

由於山地原住民部落的氣候變化大，政府認為這是有利於原住民發展商品化

農業的條件。於是，積極於部落推廣經濟農業，如：溫帶落葉果樹，使原住民土

地為具有經濟效用與集約化的土地使用方式，逐步推廣商品貨幣交易式之經濟模

式（顏愛靜、楊國柱，2004）。 

另外，在 1960 年代以後，隨著綠色革命在世界各地傳播，栽種高昂投入的

改良品種的農作物，蔚為風潮。而新引入的「慣行農法」亦促使原住民開始運用

化學肥料與農藥，除去病蟲害、增加產量。這種耕作方式雖更為省力、作物成長

快速，但長期使用下將嚴重破壞自然環境，亦徹底瓦解了原住民維持生態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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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觀（顏愛靜、羅恩加、陳胤安，2012）。 

（3）部落轉型發展有機農業 

研究區域中的石磊部落，長期採行慣行農業的結果，部落農民在深感環境遭

受破壞、以及作物市場價格不穩定的惡性循環之下，於是藉由民間組織的協力，

部落自主轉型發展有機農業。 

有機農業對生態環境有眾多好處，如：降低對環境污染、防止土壤沖蝕、增

進地力之、減少病蟲害的發生、改善空氣品質…。然而對原住民部落來說，有機

農業從來就不是一種新的農作技術，只是回歸過去不以化肥及農藥來增加土壤養

分及扼殺地表或地下微生物的耕作方式，亦是接近傳統與自然和諧共處的資源利

用之模式（劉佩琪，2009）。 

2、尖石泰雅族部落農耕發展現況 

在這樣農耕歷史的發展脈絡下，造成現今的尖石泰雅族部落農耕型態呈現多

元的面貌。就文獻回顧與現況勘查，農耕型態大致可以區分成三種模式─生計菜

園、慣行農業與有機農業，三者之間的比較如表一所示。 

生計菜園係以住家周邊小範圍區塊為耕地，為自給自足式的農耕模式，生產

多樣化作物。慣行農業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生產高經濟單一作物，雖然採行的是

現代農耕模式，但部分耕地發展出一些融合過去農耕智慧的生產方式，如：沿邊

坡堆石防止水土流失、於原生種上嫁接經濟作物，以適應當地自然環境。有機農

業與慣行農業就農耕方式而言，主要差別在於有機農業不施作化學肥料，採行一

種注重自然生態與土地的生產模式。 

表一 農耕模式之比較 

 生計菜園 慣行農業 有機農業 

耕地面積 小 大 大 

作物選擇 作物多樣化 單一高經濟作物 單一高經濟作物 

整地與否 

部分耕地維持原

地貌、部分耕地

有整地行為 

會整地 會整地 

勞力來源 人力 機械式 機械式 

肥料施作 不一定 施作化學肥料 施作有機肥料 

經營型態 自給自足 市場導向 市場導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小結 

從上述對傳統生態知識之探討、以及原住民農耕歷程之演進，可以發現原住

民傳統農耕在在地應證傳統農耕知識的意涵，特別是早期的原住民山田農耕。早

期的山田燒墾是泰雅人對當地生態體系的長期適應結果，這種生產方式是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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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體系的盡力適應，而非在創造新的生態體系（黃應貴，1975）。當時泰雅人

知道在不同環境、時段及空間栽植不同作物，顯示已經對作物的環境需求有相當

程度的瞭解（王相華、田玉娟，2009），是為知識。至於，從農耕方式觀之，其

自開墾到種植乃至休耕，每一流程、細節都是在適應自然，不論氣候或土地，皆

為泰雅人長期累積的經驗，是為實踐。而泰雅人能培養出這樣尋求與自然保持和

諧與平衡的宇宙觀，乃源於其 Gaga 的規範，是為信仰。 

縱使後來原住民在日本政府、國民政府之政策的迫使，以及綠色革命作物與

耕作方式改良的驅使下，農耕型態轉變成慣行農業。然而，這樣創造一個生態體

系而非適應原生態體系的慣行農業，仍可視為傳統生態知識的一環。其原因乃在

於每一種農耕類型都是傳統生態知識發展中的一個過程而非結果。而且傳統生態

知識本身具有彈性適應環境的特質。因此，即使受到外在衝擊，經由一段時日的

調適，泰雅人亦能逐漸調適出一套平衡發展的模式。 

研究區域中的石磊部落即是個很好的例子。雖然慣行農業有使作物快速生長、

減少勞力之好處。然而長期使用農藥下，對人或環境都會造成莫大的傷害，因而

農耕者自發性地轉型發展有機農業。轉型過程中，有感外來的技術並不能完全移

植成功，於是順應著在地自然環境及資源，逐步發展出有高度地方性的有機農

業。 

呈上所言可以觀之，原住民農耕發展歷程中最主要變化的部分為農耕方式，

亦即傳統生態知識中「實踐」的部分。又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原住民傳統農耕知

識對自然環境維護的有效性，並加以數位化成有應用價值之資訊，故將對原住民

傳統農耕知識了解的重點聚焦在「實踐」（農耕方式）上。 

（三） 研究方法 

經由緒論與文獻回顧之闡述，確定探討對象為尖石鄉玉峰村大漢溪流域之泰

雅族部落的農耕方式，以及確立以地理資訊系統作為主要工具。因此，研究方法

主要說明的是既有的研究材料、具體的研究方法與流程。 

1、研究材料 

（1）網格式資料：92 年航照影像、93 年航照影像、102 年衛星影像、數值地形

模型（解析度為 5 m ×5 m） 

（2）向量式資料：流域地質圖、近期航照山崩分布圖、近期航照土石流分布圖

（以上由經濟部中央地調所提供）、95 年國土利用調查成果（以上由內政部國土

測繪中心提供） 

2、研究方法介紹 

（1）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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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將原住民傳統農耕知識數位化，因此，數化耕地範圍、

以及蒐集原住民傳統農耕知識乃是首要的基本工作，而這有賴於實地的田野調查。

以下將分別敘述工作的內容： 

A、數化耕地範圍 

數化耕地範圍之用意，除了能使傳統生態知識的記錄保有其在地性外，亦有

利於耕地之空間分布的探討與分析。由於目前已取得 95 年國土利用調查成果，

但考量耕地的區位稍有改變，又國土利用調查成果並未針對各筆耕地數化，無從

得知個別耕地之資訊。從而，將以 95 年國土利用調查成果為基礎，進行實地田

野調查，以更新並確認耕地之空間資訊。 

B、蒐集原住民傳統農耕知識 

實地田野研究的關鍵優勢之一，在於它可以帶給研究者廣博的視野。藉由直

接走入所研究的社會現象，並盡可能地進行完整的觀察，研究者可以對該社會現

象發展出更有深度與更完整的理解（Babbile, 2010）。而原住民傳統農耕知識是

以實踐的方式體現，因此唯有透過實地的田野調查，觀察原住民的農耕方式，以

及透過訪談了解農耕方式背後的道理，方能寫實、詳盡地記錄傳統農耕知識。 

研究區域之耕地數量高達上百筆，又鄰近地區之農耕方式通常有互相學習或

模仿之情形。於此考量下，將從中選擇地形條件、耕作方式、經營型態差異較大

的數筆耕地，進行深入了解。至於訪談內容，將預擬數個開放性問題，讓受訪者

能盡情談論農耕主題，避免資料蒐集有所遺漏，而同時又能聚焦於特定重點，便

於後續之歸納、整理與屬性欄位之建置。 

（2）運用羅吉斯迴歸建立崩塌模型 

誠如前述，高山農業經常被歸咎為引發山坡地災害原因之一。然而，事實上

原住民或許有一套傳統農耕知識能有效降低坡地耕作造成崩塌發生之機率。基於

此，本計畫欲透過空間分析探究農耕與崩塌之關聯，以此檢核傳統農耕知識降低

崩塌發生機率的有效性。在參考前人之研究後得知，影響崩塌發生之因子眾多，

難以直接證明農耕因素對崩塌之影響，從而通常採用的做法是量化崩塌影響因子、

並建立迴歸模型。因此，本計畫將透過選入與耕地相關之崩塌影響因子，分析農

耕與崩塌之關係。 

此外，本計畫已於前期建置規劃支援系統，整理原住民傳統知識，並加以數

位化。然過程中發現，其實原住民傳統知識選擇農耕區位之條件相當多，難以於

短期內蒐集齊全，而且在給予權重時，亦受限於個人主觀之判斷。是以，藉由上

述選入與耕地相關之崩塌影響因子、建立迴歸模型的方法，一方面從影響崩塌發

生著眼所選取的耕地相關因子，也許可以與傳統農耕知識串聯，與規劃支援系統

中的擇地條件互為補充；另一方面，當崩塌影響因子與傳統擇地知識相關時，迴

歸模型之係數亦可作為規劃支援系統中權重給予的參考。 



29 

 

而在迴歸模型的選擇上，由於本計畫之依變數（崩塌）是為二分變項，亦即

該變數只有崩塌發生、與崩塌不發生兩種情形，因此將採用二元羅吉斯迴歸模型

以分析各崩塌影響因子與崩塌發生機率之關係。統計學家為使羅吉斯函數具備線

性特性，於是將發生比（Odd Ratio）之概念引入模型中，藉由發生比之計算可

知，某一件事發生的機率是不發生的機率的幾倍。最後將發生比進行自然對數轉

換，當進行完轉換後，即可利用最大概似法進行參數之估算（周天穎、雷祖強、

李易儒、萬絢、林冠廷，2012）。羅吉斯迴歸模型之數學式如下所示： 

logit（p）=log（
𝑝

1 − 𝑝
）=𝐵 + 𝐵 𝑋 + 𝐵 𝑋 +⋯𝐵 𝑋  

以下將分別就邊坡單元之劃分、崩塌影響因子之選擇、崩塌迴歸模型之建立

與模型檢驗等部分，詳細說明運用羅吉斯迴歸建立崩塌模型之流程： 

A、 邊坡單元之劃分 

農耕致使崩塌發生，兩者之間通常存在地形或地質上的關聯性。舉例而言，

當耕地與崩塌地在同一邊坡，且耕地在崩塌地上方時，方可推論該耕地可能誘發

下方的崩塌。有鑑於此，依據可能存在關聯性之耕地與崩塌地之分布，將研究區

域劃分成多個單元，可輔助觀察或後續討論。 

由於 ArcGIS 中的水文分析（Hydrology）模組所劃分出的單元具地形、地質

上之意義，其劃分步驟首先係針對原始地形劃分小集水區，次將原始地形反轉，

再同樣針對反轉地形劃分小集水區，最後將反轉前後之小集水區疊合，即可得到

左右兩側邊坡單元，如圖一所示。邊坡單元之面積最小應大於崩塌地之平均面積 

（Van Den Eeckhaut et al., 2009），以減少同一崩塌地被劃分到不同邊坡單元之情

形，期得到較佳的分析結果（陳樹群、吳俊毅、謝政道，2012）。 

 

圖一 邊坡單元劃分之示意圖（Xie et a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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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本計畫將採用此模組為邊坡單元之劃分，劃分出 265 個邊坡單元（圖二），

並假設土地使用（農耕、道路開闢）僅會致使同一邊坡有崩塌發生之可能。接著，

再進一步就耕地與崩塌地於空間上的分布為觀察和描述，包含數量、面積、高度

等資訊。 

 

圖二 邊坡單元圖 

B、 崩塌影響因子之選擇 

影響崩塌發生因子眾多，李三畏（1984）認

為崩塌形成之因素大致可分為誘因及潛因。誘因

是指直接引發崩塌的環境因子，如：降雨、地震；

潛因則是指坡地本身具有潛在造成崩塌的因子，

如：地質、地形。另外，崩塌之因素亦按自然因

素與人為因素分類，如圖三所示。 

圖三 崩塌形成之因素（黃漢淨，2008） 

而本計畫在回顧文獻後，除選擇文獻出現頻率較高、且資料較易取得之因子

外，亦配合前期原住民傳統知識選擇農耕區位之條件，選擇數個與農耕相關之因

子。總共選擇九項影響因子做為模型分析之解釋變數，各項崩塌影響因子說明如

下，整理如表二，並對應至圖四至圖十二： 

a. 高程：採用解析度為 5 m ×5 m 之數值地形模型。 

 
圖四 高程圖（單位：公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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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坡度：坡度與邊坡力學穩定性相關性高；亦即，較陡之邊坡具有較高的重力

位能，因此發生崩壞的機率較大。故坡度之大小將有直接影響坡地安定的趨

勢（黃聖慈，2008）。本研究區域透過 ArcGIS 中的 Slope 工具產製出坡度圖。 

 

圖五 坡度圖（單位：%） 

c. 坡向：邊坡坡向本身對坡地安定性並非有直接，但坡向受到季風、日照與降

雨等影響下，加上該地區之坡向與岩層走向一致性很高的情況時，如：順向

或逆向坡，就會對坡地破壞造成影響。坡向分級則透過 ArcGIS 中的 Aspect

工具，以方位角將坡向分為北、東北、東、東南、南、西南、西、西北等八

個方位（黃聖慈，2008）。 

 
圖六 坡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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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地層：通常地層年代越老，岩石較為堅硬，抗風化能力也較強；相反地年代

較年輕的地層，抗風化能力也較弱（張弼超，2005）。根據中央地調所提供之

流域地質圖，本研究區域之地層年代按老到年輕分為漸新世、漸─中新世、

中新世、全新世。 

 

圖七 地層圖 

e. 距道路遠近：山區通常因人為開發而影響坡地的穩定增加破壞機率，距離道

路越近越容易受到擾動而發生崩塌，然道路對於崩塌實際影響範圍並不會太

大（黃聖慈，2008）。而本計畫以 ArcGIS 計算距道路遠近時，基於前述道路

開闢僅會致使同一邊坡有崩塌發生可能之假設，所以若該邊坡單元沒有道路，

則該邊坡單元於此解釋變數便沒有數值（NoData）。且距離之計算採用 ArcGIS

中的 Path Distance 工具依地形變化計算路徑距離。 

 

圖八 距道路遠近圖（單位：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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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距耕地遠近：如同前一解釋變數（距道路遠近），山區因人為（農耕）開發而

影響坡地的穩定增加破壞機率，且耕地之相關因子亦為本計畫之研究焦點，

因此納入崩塌影響因子中。而距離計算之方式亦同前述。 

 

圖九 距耕地遠近圖（單位：公里） 

g. 距山谷線遠近：配合前期計畫─原住民傳統知識選擇農耕區位之條件，納入

此影響因子。山谷線易受水流侵蝕、土石流失快，崩塌可能性高。其距離計

算之方式同前。 

 

圖十 距山谷線遠近圖（單位：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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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耕地面積比例占邊坡比例：選擇此影響因子之原因，同距耕地遠近這個影響

因子。推測耕地面積比例占邊坡比例越高，則坡地穩定性越低，越亦造成崩

塌發生。 

 
圖十一 耕地站邊坡比例圖（單位：%） 

i. 林地面積比例占邊坡比例：推測林地覆蓋率越高，越不易發生崩塌。 

 

圖十二 林地站邊坡比例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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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變數的度量與編碼方式 

解釋變數 度量方式 編碼方式/單位 資料來源 備註 

高程 連續變數 公里 5 ×5mDTM 
 

坡度 連續變數 % 5 ×5mDTM 以 ArcGIS 產製 

坡向 類別變數 

1=北、2=東北、

3=東、4=東南、

5=南、6=西南、

7=西、8=西北 

5 ×5mDTM 以 ArcGIS 產製 

地層 類別變數 

1=漸新世、2=漸─

中新世、3=中新

世、4=全新世 

中央地調所 

流域地質圖  

距道路遠近 連續變數 公里 

國土測繪中心

95 年國土利用

調查成果、 

5 ×5mDTM 

以 ArcGIS 產製 

距耕地遠近 連續變數 公里 

國土測繪中心

95 年國土利用

調查成果、 

5 ×5mDTM 

以 ArcGIS 產製 

距山谷線 

遠近 
連續變數 公里 5 ×5mDTM 以 ArcGIS 產製 

耕地占邊坡 

面積比例 
連續變數 % 

國土測繪中心

95 年國土利用

調查成果 

以 ArcGIS 產製 

林地占邊坡

面積比例 
連續變數 % 

國土測繪中心

95 年國土利用

調查成果 

以 ArcGIS 產製 

 

C、 崩塌迴歸模型之建立 

於崩塌影響因子整理後，接續將進行研究區域之取樣。但是，根據前述對各

崩塌影響因子說明可以得知，若該邊坡單元沒有道路通過或耕地，則該邊坡單元

的這兩項影響因子為沒有數值（NoData），在建立迴歸模型時會被視為遺漏值而

遭排除。於是，本計畫將僅就道路與耕地兼具之邊坡單元取樣（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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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取樣之邊坡單元 

考量崩塌之樣本點占所有樣本點之比例極低，若採取隨機取樣，不僅不易取

得發生崩塌之樣本點，並可能造成樣本中崩塌與未崩塌樣本數之比率相差懸殊，

而造成模型之誤差。基於以上考量，本計畫採分層取樣為空間機率模型樣本點之

取樣；亦即分別於崩塌與未崩塌之樣本點中，各逢機選取 0.5%的樣本點，再合

併兩者之取樣資料，即為模型建立之完整樣本。 

至於在解釋變數的篩選上，本計畫採取向前逐步迴歸分析法（概似比）進行

變數選擇，即變數引入的根據是得分統計量的顯著性水準；變數被剃除的依據是

最大偏概似估計所得的概似比統計量的機率值，以排除不合適之解釋變數。 

D、 模型檢驗 

由於模型之優劣與分析結果具有密切的關係，因而，本計畫採用下列三種方

法，進行模型適合度以及分析結果正確性之確認及驗證。 

首先，利用對數概似率以分析模型整體解釋變數對依變數變異量之解釋能力，

當卡方檢定結果大於理論卡方值時，表示模型愈優秀，可有效解釋依變數之變異

情形，反之，若卡方檢定結果小於理論卡方值時，表示模型對依變數之解釋能力

不佳（吳治達，2004）。 

其次，羅吉斯迴歸模型分析結果中的 Nagelkerke R 平方得以取代線性迴歸中

的 R 平方統計量。其值域為 0 至 1 之間，值越大的模型擬合效果越好（杜強、

賈麗豔，2012）。 

末後，為了確認模型之可信度，可利用羅吉斯迴歸模型分析結果中的分類表

進行評估預設準確率。將正確預測之觀測值點數除以樣本點總數，即得樣本分類

之整體預設準確率。從分類表中，亦可將崩塌與沒崩塌分別評估預設準確率，兩

者預設準確率越相近越適宜，而這與取樣方式有關；換言之，於取樣時，崩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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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崩塌樣本點懸殊，則兩者之預設準確率將可能差異越大。 

（3）原住民傳統農耕知識數位化 

本研究將藉由規劃支援系統與土地適宜性分析之概念，模擬原住民傳統農耕

知識之耕地擇地條件與最適權重組合，以達傳統農耕知識數位化之目的。 

規劃支援系統（Planning Support System, PSS）是由地理資訊系統為基礎延

伸發展的。其概念為將一組以電腦為基礎的方法和模型，以及用以支援特定規劃

功能的整合系統結合。更精確地說，規劃支援系統是由三個部分所組成的框架：

首先是特定的規劃任務或議題，與相關資料；其次，為規劃過程中分析、預測與

處方所需之模型系統和方法；最後，為使基本資料轉為資訊之轉變過程，而該資

訊即為模型設計的動機（Geertman and Stillwell, 2009）。而規劃支援系統主要被

運用在都市規劃和社區規劃上。 

土地適宜性分析為規劃支援系統的其中一種核心概念。土地使用適宜性分析

係針對某一界定之土地使用別，分析土地資源對該種使用之適宜性，用於評估自

然環境對該種使用之機會或限制。其根本的概念源自疊圖分析，於環境供給面為

考量之下，尋求最適宜作該種土地使用之區位分佈。土地適宜性分析之操作主要

由規劃者主導，其流程大致如下：選定數個影響土地為該使用時所應考量之條件，

並按因素之重要程度給予權重。再於因素之下進行分類，亦針對該分類之適宜性

給權。最終，依據各筆土地之條件、類型統計其所得分數。當分數越高代表該區

位為該種土地使用越適合。 

呈上所述，本研究將以此概念為構想，建立一套用於數位化原住民傳統農耕

知識之系統。然而此系統之操作流程恰與土地適宜性分析相反 - 視現況耕地為

最適之農耕區位，模擬造成現況耕地分布之條件與權重組合。 

除了操作流程不同外，此系統的主導者亦與土地適宜型分析不同，此系統將

由研究者根據田野調查之結果進行操作與測試。此外，需特別說明的是，每一條

件都需要有相對應的圖層，方能進行分析。故當遇到無法量化之條件時，將由農

耕者之主觀態度予以具體化。以水源取得便利性之條件為例，因為沒有合適的相

對應圖層可以表示各區位的水源取得便利性，是以將調查農耕者之主觀感受，並

以分數量表的值表示之。 

以此流程反覆測試，當測試結果所得到最適農耕之區位與現況一致性最高時，

可推論該組條件為當地農耕者認為重要之條件，而權重之組合亦得以反映該條件

與類別於農耕者考量之優先順序。接著，再將測試結果分成兩個層面加以討論：

分析結果為適合、但卻未行農耕使用之區位，以及分析結果不適合、卻為農耕使

用之區位。推測前者可能存在個別原因或非實質因素影響其使用；而後者可能具

有特殊之傳統農耕知識，使其耕作得以與自然達成平衡，而不致使崩塌。以此兩

方向作為進一步探討之主軸，得補充傳統農耕知識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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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如圖十四所示： 

圖十四 研究流程圖 

（四） 研究成果 

1、 崩塌模型之羅吉斯迴歸分析 

於分析崩塌模型之前，根據邊坡單元整理耕地與崩塌地之描述型數據，如表

三所示，以期觀察耕地與崩塌地於空間分布上之關係。就邊坡單元個數而言，邊

坡單元有無耕地之比例、或有無崩塌地之比例幾乎為 50%。又交叉分析發現，雖

然就有耕地之邊坡單元，其上有崩塌地（83 個）之邊坡單元個數較沒崩塌地（45

個）多；但相對地，就有崩塌地之邊坡單元來看，其上沒耕地（71 個）與有耕

農耕分布圖 

傳統農耕知識 

運用羅吉斯迴歸 

建立崩塌模型 

原住民傳統農耕知識 

數位化 

崩塌圖、 

土地利用限度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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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原住民 

傳統農耕知識 

 

數化農耕地範圍 

國土利用調查 
田野 

調查 

 

農耕地與崩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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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農耕知識 

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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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83 個）之個數差不多。由此得知，從現象上觀察，有耕地之邊坡發生崩塌

之可能性較高。然就有崩塌地之邊坡單元觀察，其上有沒有農耕之機率差不多。

再者，從耕地與崩塌地之分布高度來看，耕地平均高度為 1034.484m、而崩塌地

平均高度 874.615 m，耕地之分布應較崩塌地之分布高出許多。另從交叉分析表

中發現，不論有無耕地、有無崩塌地，兩者之分布也與平均值相近。是以，可推

論耕地與崩塌地之關係並不明顯或直接。 

表三 耕地與崩塌地空間分布之描述（單位：邊坡單元個數） 

 
沒耕地 有耕地 

 

沒

崩

塌

地 

66 45 

耕地面積   / 高度 

7708.305 m
2

/ 1066.945 m 

111 

有

崩

塌

地 

71 

 

 

 

崩塌面積   / 高度 

6731.472 m
2

/ 864.656 m 

83 

耕地面積  / 高度 

8724.163m
2

 / 1016.885 m 

崩塌面積  / 高度 

7771.825 m
2

/ 883.134 m 

154 

 
137 128 265 

    耕地平均高度  1034.484m 

    崩塌地平均高度 874.615 m 

運用羅吉斯迴歸建立崩塌模型所得之分析結果如表四所示。由表中解釋變數

項目可以發現，再經由向前逐步迴歸分析法（概似比）進行變數篩選後，除距道

路遠近這個解釋變數不被納入模型外，其餘高度、坡度、坡向、地質、距耕地遠

近、耕地占邊坡面積比例、林地占邊坡面積比例、距山谷線遠近共八個解釋變數

被納入模型中，且其顯著性均小於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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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羅吉斯迴歸分析結果 

 B 之估計值 S.E, Wals df 顯著性 Exp(B) 

  高程 -3.208 .243 174.287 1 .000 .040 

  坡度 .007 .001 48.172 1 .000 1.007 

  坡向   西北     57.213 7 .000   

  坡向(1) 北 .280 .162 2.967 1 .085 1.323 

  坡向(2) 東北 -.172 .151 1.297 1 .255 .842 

  坡向(3) 東 .410 .145 7.956 1 .005 1.506 

  坡向(4) 東南 -.077 .154 .249 1 .618 .926 

  坡向(5) 南 -.477 .159 9.070 1 .003 .620 

  坡向(6) 西南 -.141 .160 .779 1 .377 .868 

  坡向(7) 西 -.071 .176 .163 1 .686 .931 

  地質   全新世     122.600 3 .000   

  地質 (1)漸新世 3.094 .471 43.247 1 .000 22.071 

  地質 (2)漸─中新世 2.311 .328 49.661 1 .000 10.085 

  地質 (3)中新世 2.952 .320 85.288 1 .000 19.151 

  距耕地遠近 1.834 .219 70.162 1 .000 6.262 

耕地占邊坡面積比例 -.045 .008 32.999 1 .000 .956 

林地占邊坡面積比例 -.015 .002 42.709 1 .000 .985 

  距山谷線遠近 -26.138 1.326 388.516 1 .000 .000 

  常數 1.102 .439 6.314 1 .012 3.011 

由二元羅吉斯迴歸模型分析之結果，可獲得個解釋變數之係數估值（表四中

的 B 之估計值）。針對度量方式為連續變數之解釋變數而言，該係數估值正負

號代表所對應之解釋變數對崩塌發生機率的變動關係之正反方向。係數估值若為

正，代表在控制其他解釋變數之下，崩塌發生的機率增加；反之，係數估值若為

負，則代表在控制其他解釋變數之下，崩塌發生的機率降低。 

據此，崩塌模型中為連續變數的解釋變數，由表四中之係數估值可知，解釋

變數高程為負號，表示高程越高，崩塌發生機率越低。此解釋變數乍看不甚合理，

但由前述崩塌地平均高度為 874.615 m，位於邊坡單元的較低處，由此則可以理

解其係數估值為負號之緣由。而解釋變數坡度為正號，代表坡度越陡，崩塌發生

機率越高。解釋變數距耕地遠近為正號，代表距離耕地越遠，崩塌發生機率越高。

此亦可由耕地、崩塌地之平均高度加以解釋，位於邊坡單元較上方之耕地比位於

邊坡單元較下方之崩塌地，相差約莫 150m 的距離，因而得出這樣的結果。而耕

地佔邊坡面積比例、與林地佔邊坡面積比例之係數估值皆為負，代表耕地、林地

佔邊坡面積比例越高，崩塌發生機率越低。 

綜上對於運用羅吉斯迴歸建立崩塌模型之測試，本計畫認為其不僅能提供一

個有助於檢核原住民傳統農耕知識是否能有效降低崩塌災害發生的方法，也能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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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前期建置之規劃支援系統。換言之，以規劃支援系統蒐集原住民傳統農耕知識，

受到條件眾多難以蒐集齊全與權重給予過於主觀之限制。而透過羅吉斯迴歸建立

崩塌模型，將提供新的觀點─從災害看傳統農耕知識的觀點，蒐集更完善的擇地

條件。另外，崩塌模型所得之係數估值也可作為權重給予時，較為客觀的參考。

惟崩塌影響因子之選擇，有必要加強與傳統農耕知識的關聯性，並且對於分析結

果之解釋仍需倚賴實地訪談以確認其正確性。再者，崩塌影響因子目前僅著重於

潛因，未來需斟酌加入誘因（如 ：氣候），對於影響因子之分類亦有必要加以整

理，以更合理看待不同類別之因子對於崩塌之影響程度。 

四、結語 

為驗證原住民傳統知識，本計畫以新竹縣尖石鄉內泰雅族部落與居民作為研

究區域與對象，採用多元空間資訊（Geomatics）技術，包括遙感探測與地理資

訊系統等工具，分別從「由多元空間資料看隱含傳統靜態地形知識之地名」、「由

遙測雷達分析看隱涵傳統動態地形知識之地名」以及「由山坡地「超限利用」看

土地利用傳統知識」等面向進行原住民土地利用知識的量測、製圖與監控，從研

究成果可看出，適當的現代科學方法確能以「數位化方法」觀察、描述並紀錄原

住民土地利用之知識與智慧。而透過這樣的整理，可以將概念上較為抽象，或是

非原住民普遍認知不足的傳統知識，以較熟悉且能接受的方法，介紹給政府、社

會大眾、甚至是原住民自身瞭解，等到這樣的認識更為普及之後，便能逐步將原

住民的傳統知識導入往後的政策。 

當然，這類的研究需要更多的實證證明傳統知識在各個面向的存在與否，甚

至是被實踐的程度，不過透過本計畫的執行，發現多元空間技術確能提供一有效

的方法觀察原住民傳統知識，此成果可供後續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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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3 年 5 月 30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在執行本計畫期間︽由於必須利用空間資訊對應原住民之動態地形知識︽所以便開始使用合成孔

徑雷達資料與雷達干涉處理技術︽因為處理過程中遇到許多問題︽所以在網路的雷達資料使用者論壇

與許多專家學者進行許多討論︽也都能得到解答︽對於計畫的執行非常有幫助〈過程中收到一位常在

該論壇給予協助的日本學者Dr. Tsutomu Yamanokuchi來信︽提到 2013年 9月在日本筑波將舉辦屬 IEEE
會員且很具規模的合成孔徑雷達亞太遙測研討會︽會有許多在這個領域相當知名的學者參加︽所以建

議我可以報名〈在看了該研討會的介紹之後︽覺得應該會對於本計畫在執行的技術面會有很大的幫助︽

於是便著手寫文章投至研討會︽也很幸運的被接受為口頭發表︽便在 9月底前往日本參加會議〈 

二︾與會心得 

這次是本人第一次參加 APSAR研討會︽個人覺得有以下幾項收穫「 

�1�雷達研究主題明確「本次會議主題為 Overcoming the Hardships: Responding to Disasters with 
SAR︽而本人發表的場次為 Application – InSAR︽主要都是以雷達技術在災害防治︾監測等相關應用為
主︽而這當中當然也牽涉到許多技術問題的討論︽從雷達資料的特性︾操作軟體的使用技巧︾雷達干

涉成果的解讀與評估等︽皆有許多非常高品質的文章與海報發表︽透過面對面的討論與請益︽本人在

為期五天的研討會期間得到了許多專家的經驗與知識分享︽這對於往後雷達資料的處理來說︽實在是

助益良多〈 

�2�研究成果之分享與擴展「本人發表的文章主題為�利用多種雷達資料長期觀測大屯火山�︽
主要是報告如何使用多元雷達資料於地表微變動之偵測︽由於火山活動所帶來的潛在災害非常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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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發表的內容受到許多與會者注意︽也提供許多後續處理上的建議〈而在非發表時間︽本人也與許

多學者專家提到除了火山監測之外︽同樣一份資料成果也用於檢驗原住民在表示動態地形的地名之傳

統知識︽許多學者對於這個想法提出了看法與問題︽雖然有正面的支持也有反面的意見︽但是整體而

言︽對於本研究來說都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瞭解到可以繼續作下去的動機以及執行過程中可能要

注意的限制〈 

�3�增加國際交流「如前所述︽2013 APSAR研討會吸引了許多在此領域的各國專家學者前來參
加︽因此在研討會期間有很多機會與這些專家討論︽包括「對於雷達硬體設備非常專精的日本千葉大

學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Remote Sensing的 Prof. Josaphat Tetuko Sri Sumantyo︽對於雷達影像特性與
處理非常嫻熟的日本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Center of Japan的Dr. Tsutomu Yamanokuchi︽在 Stamps
處理軟體有多年經驗的荷蘭 ITC的Miss Anneleen Oyen︽ 有多元應用專案經驗的俄羅斯 Ugra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的 Dr. Anton Filatov以及日本京都大學 Disaster Prevention Research 
Institute的 Dr. Yo Fukushima︽與這些專家學者的討論內容︽對於個人而言是非常寶貴的經驗與收穫〈 

 

三︾發表論文摘要 

Theme/Topic: [WE1.R.3] Application - InSAR 
Datun Volcanoes consisting of 29 volcanoes forms the largest volcano group in Taiwan. Although there 

was no eruption occurring for a long period, the recent ground monitoring reveals that Datun Volcanoes may 
be still active. As Datun Volcanoes are very close to Taipei City, serious damages would occur if the 
volcanoes erupted. Therefore it is critical to continuously monitor the behavior of the volcanoes. Norm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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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task is performed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observation of emission of gas, detection of hot spots, etc. 
Among which, ground surface deformation is a key feature as it can be interpreted in terms of magma 
movement beneath the ground. Hence we proposed to monitor surface deformation over Datun volcanoes 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a warning message could be delivered as a precursor to eruption once 
abnormal deformation was derived.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interferometry (InSAR) is one of the methods broadly applied to monitor surface 
deformation. Due to the capability of operation under difficult weather condition, observation of wide range 
coverage, and determination of millimeter-level displacement, InSAR was proposed as the method for 
deformation monitoring. Also, considering the volcano area was covered with forest, the Persistent Scatterer 
(PS-) InSAR technique was appli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ixels of high-correlation determined in a time 
series SAR images, the displacements occurring over time were calcul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effective 
and accurate monitoring of surface deformation over cities, vegetated area or volcanoes has been 
demonstrated. Moreover, to understand the long-term deformation, three types of SAR images, including 
ERS-2, ASAR and PALSAR, were applied to perform the monitoring. The SAR data, method and resultant 
surface deformation observed between 1995 and 2010 are following reported. 

四︾建議 

本次會議共有從 22個國家 236位專家學者與會︽且不論是硬體安排或是文章品質都非常好︽基於
前項個人的與會心得與收穫︽本人覺得此研究主題明確的研討會很值得參加︽下回將在 2015年於新加
坡舉辦︽個人將嘗試再次參與〈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會議議程以及所有被收錄︾發表文章之文件檔與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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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會議中除了得到許多專家學者在雷達資料處理的經驗與知識分享之外，也與與會學者

提到以雷達干涉成果檢驗原住民在表示動態地形的地名之傳統知識的應用，得到一定程度

的迴響與討論，個人覺得確實有達到藉由研討會分享與擴展研究成果之目的，收穫良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