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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土地利用與管理系統之建構 

本研究運用地理資料，及地理資訊系統之空間分析功能，並考量適當之土地利

用評估因素，建構一評估斷層地區土地利用之輔助系統。 

第一節  系統規劃 

建置一個GIS系統首先是由瞭解使用者需求出發，再依據所定義之使用者需求

決定系統的功能架構。系統建置完成後，使用者即可透過使用者介面存取、分析資

料，取得所需的資訊，因此使用者並不需要瞭解系統的運作方式，即可獲得電腦系

統化分析的成果。本節主要在說明本輔助系統的初步規劃工作，包括系統功能需求、

規劃系統功能架構，及系統開發工具。 

壹、系統功能需求 

本研究建構之輔助系統的功能需求如下： 

一、 影響斷層地區土地利用的因素，依據土地使用分區、土地利用安全性、社

會整體效益性等等不同面向的評估與考量，會有各種不同的評估考量因素，

而產生各種不同的分析結果。本研究是由土地利用安全性的面向來切入，避

免由於錯誤的土地利用，造成重大生命財產的損失，並希望能提供政府相關

單位規劃土地利用的參考，以提昇土地利用的合理性與人民生活的安全性。

因此，本研究是依據國內建築技術規則的法規規定，以及參考前人在坡地土

地利用評估的研究成果，進行評估因素的選取。 

二、 由於一般使用者對於地理資訊系統ArcGIS軟體的操作並不熟悉，為了讓

本系統使用者能以最簡單便利的方式，進行斷層地區土地利用評估結果的查

詢，系統將地理資訊系統的操作介面與工具列簡化，透過直覺式的圖形使用

者介面（GUI）方式，讓使用者不需學習即可操作本輔助系統。 

三、 本研究的評估因素包括與斷層之距離、坡度、母岩性質、土壤深度共計四

項，輔助系統提供評估參數預設的分析值，可提供系統土地利用分析結果；

此外，基於不同時空背景下，土地利用參數會有各自不同的考量，本系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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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使用者可自行選擇設定土地利用分析參數，進行土地利用的即時分析提

供使用者做為參考。 

四、 本研究區域的分佈較為寬廣，為了讓使用者能更清楚掌握各筆地籍單元的

範圍與位置，輔助系統提供平移、放大、縮小等相關繪圖功能，讓使用者能

更清楚在螢幕上選取與察看各筆地籍單元。 

 

貳、系統功能架構 

依據前述所定義之系統功能需求，本系統之功能架構規劃如圖 4-1。 

 

 

 

 

 

 

 

 

 

 

 

 

 

 

 

 

圖 4-1  輔助系統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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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開發之輔助系統可區分為四個模組：1、系統模組，2、土地利用模組，

3、圖層顯示模組，4、成果查詢模組，並依據實際需求將模組向下分割。各模組功

能概述如下： 

一、 系統保護模組 

為加強輔助系統之安全性，系統將設置密碼進行驗證，作為輔助系統保護管理

措施，使用者進入輔助系統時，需要輸入正確密碼，才能順利進入使用，反之則結

束程式離開系統。 

二、 土地利用模組 

此模組中，使用者可利用下拉式選單，選擇斷層地區土地利用評估參數的評估

值，例如禁建帶、低密度利用帶範圍、與坡度分級的級距等等參數值，提供不同使

用者依照不同時間與空間的考量，進行斷層地區土地利用的分析。 

三、 圖層顯示模組 

此模組主要作用為輔助使用者選取地籍單元，藉由圖形的縮放與平移，配合相

關圖層的套繪，精確的圈繪出候選地籍單元的位置。本模組之功能包含一般繪圖軟

體所具有的圖形放大、縮小、平移、顯示全部圖層範圍等功能，以顯示與協助使用

者尋找所欲顯示的圖形範圍。 

四、 成果查詢模組 

此模組之功能主要顯示依照評估因素進行分析後，研究區土地利用評估成果。

使用者亦可透過圖形使用者介面的功能，選擇有興趣的地段地號進行查詢，顯示輔

助系統之評估成果。 

 

參、系統開發工具 

本研究所選用的系統開發工具為ArcGIS 8.1地理資訊系統與其內建ArcObjects

配合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以及 ArcGIS 8.1的 Spatial Analyst擴充模組。依

據上述對於系統功能之規劃，本研究之系統發展工具的應用需求大致可分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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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建立」、「資料庫管理」、「空間套疊分析」、「資料轉換」、「圖形展示」、「介面設計

整合」等。 

ArcGIS 8.1 Desktop主要應用於「資料庫建立」、「資料庫管理」、「空間套疊分

析」、「圖形展示」的工作上，而「資料轉換」的項目是由 ArcGIS 8.1 Workstation處

理。ArcObjects與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則是應用於「介面設計整合」與「建

立使用者介面」與「成果查詢」上。Spatial Analyst擴充模組是進行網格式空間資料

的處理與分析，系統開發工具整體應用整理如表 4-1所示。 

 

表 4-1  系統開發工具 

應 用 工 具 名 稱 應 用 層 面 

ArcGIS 8.1 

（Desktop） 

資料庫建立 

資料庫管理 

空間套疊分析 

圖形展示 

ArcGIS 8.1 

（Workstation） 
資料轉換 

ArcObjects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

介面設計整合 

建立使用者介面 

成果查詢 

Spatial Analyst 網格式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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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系統設計 

壹、資料庫建置 

資料庫可謂地理資訊系統的核心，利用地理資訊系統作空間分析與應用，資料

庫的建立是首要工作，一個地理資訊系統能否成功運作，端賴是否有良好的資料庫

設計。首先必須決定設計資料庫的內容與型式，以作為分析時資料之提供。在設計

資料庫時必須考量整個系統及使用者需求，並配合研究所能取得之資料，以及現有

人力、物力與軟體功能。本研究在輔助系統資料庫建置中，所採用的空間圖形資料

將視評估因素之需要，採用目前公或私部門以建置完成之數值圖檔，並配合現場調

查資料完成。茲將研究中所有資料的格式及資料來源整理如表 4-2。 

 

表 4-2  空間資料格式及資料來源 

資 料 名 稱 檔案格式 資 料 來 源 比 例 尺

斷層地質圖 ShapeFile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五萬分之一 

數值地籍圖 DGN 台北市地政處土地測量大隊 一千分之一 

DEM高程資料 grd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4m ╳ 4m 

土壤深度圖 ShapeFile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兩萬五千分之一

環境地質母岩圖 ShapeFile 台北市政府建設局 五千分之一 

數值地形圖 DGN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千分之一 

 

本研究使用的圖檔包括 DGN、ShapeFile及 grd三種格式，因此必須將圖檔轉

為可由 ArcGIS 8.1可進行分析的格式。ArcGIS 8.1能讀取 DGN以及 ShapeFile兩種

格式，然而 DGN只能作為展示圖檔使用，並無法採取進一步之分析應用。在數值

地籍圖方面，由於其區分各個宗地是採用線的圖徵，須透過 ArcGIS 8.1 Workstation

的 Arc軟體，利用 igdsarc指令將線圖徵轉為面圖徵，才能進行分析與應用。至於

DEM高程資料的 grd檔案為純文字格式，首先將 grd檔中各點的 x、y、z整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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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Map可辨識的方式，利用 ArcMap的 Add XY Data功能將各點的高程值載入，再

利用 Export轉為 ShapeFile格式，最後透過 Spatail Analyst的 Convert功能，將 DEM

的 ShapeFile轉成網格式的 Grid格式，以利用 Spatail Analyst進行坡度的分析應用。

至於在數值地形圖，本研究先將其轉成為 ShapeFile之後，再將全部圖檔結合轉檔成

為一個 Lyr檔案，以作為系統底圖使用。 

 

貳、資料標準制度 

本研究資料標準制度主要參考的資料有土地基本資料庫及數值地質圖資料規

範兩大方向，依序簡述土地基本資料庫及數值地質圖資料的相關規範。 

一、 土地基本資料庫資料規範 

（一）資料名詞定義 

土地基本資料庫之名詞定義，包資料分類之大類、中類、小類、細類與細

項之名詞定義。為了使用者查閱的方便性，依據土地基本資料之中類分類方式，

將資料名詞分為「測量類名詞」、「登記類名詞」、「地價類名詞」、「地權類名詞」

及「地用類名詞」。由於土地基本資料庫中許多資料均為各種業務處理或資訊供

應時所共用，在分類上雖重複出現於不同細類中，其名詞定義相同。因此，依

據資料編碼僅對名詞定義一次，在每一中類名詞下，原則上依照小類、細類與

細項之資料編碼順序，依序定義說明。 

（二）資料編碼原則 

依據土地基本資料庫之資料分類編碼原則，編碼方式如下： 

1、 資料編碼以七位文數字編定 

2、 第一碼為大類之代碼，即「土地基本資料庫」，在國土資訊系統中之代

碼為”5”。 

3、 第二碼為中類的代碼，依序「測量」為1、「登記」為2、「地價」為3、

「地權」為4、以及「地用」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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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類以下之編碼仿此原則，依照分類的順序，予以編碼。小類之編碼為

一碼，細類及細項之編碼為顧及未來分類應用之擴充性，皆為兩碼。 

5、 資料庫依照業務特性作分類，為使資料編碼能自動區分屬性資料及圖形

資料，對細項之編碼以數字及文字兩者作屬性及圖形資料之區分。細類

編碼可為數字（01∼99）或英文字母（從AA編起，依序為AB、AC等）；

數字代表屬性資料，英文字母代表圖形資料。 

6、 編碼與分類之對照如圖4-2 

分類 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細項 

碼位 1 2 3  4 5 6 7

 □ □ □  □ □ □ □

編碼範圍 1∼9 1∼9 1∼9 01∼99 

或英文字母 

01∼99 

    圖4-2 土地基本資料庫編碼與分類對照圖 

（三）本研究相關資料 

表4-3  地段資料編碼及名詞定義 

資料編碼： 5210101 

中文名稱： 段名（號） 

英文名稱： Number of land section 

名詞解釋： 

為便利土地之登記、地價、地權及地用等業務，將各縣（市）、鄉鎮市區之土

地劃分為許多地段，賦予段名，並由內政部資訊中心統一賦予土地段號，其編碼原

則如下：段號名稱以四位整數表示，同一縣市範圍內之段名代號並具唯一性（即同

一縣市內之段名代碼不得重號）。 

參考文獻：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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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地號資料編碼及名詞定義 

資料編碼： 5210102 

中文名稱： 地號 

英文名稱： Land number 

名詞解釋： 

每地段之地籍原圖於戶地測量完竣後，按順序編定正式地號：其起迄以不超過

五位數為原則。嗣後由原地號分割出之編號，則有母、子號之稱。 

參考文獻：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二、 數值地質圖 

（一）資料名詞定義 

關於地質資料庫資料規範基礎建置工作，原先由國土資訊系統自然環境基

本資料庫分組之召集單位—經濟部資訊中心推動，為「地質特殊圖形元件之設

計與製作試辦作業專案（87.7-81.11）」與「雛形地質資料庫建置專案（83.4-83.9）」

兩專案之計畫成果之一，之後轉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接續推動。 

（二）資料編碼原則 

編碼原則如下： 

1、 每筆資料有唯一之識別碼：為方便管理，每筆資料皆由「圖幅識別碼」

-「西元出版年」-「圖層識別碼」-「資料識別碼」組成該筆資料之唯一

識別碼，當成資料庫系統資料串聯之主要鍵值。 

2、 圖層識別碼之首碼以英文字母代碼示意資料類別：依使用者對資料擷取

習慣與資料用途，分類地質圖之資料，每一類以一個大寫英文字母代

表，將圖層資料編碼與圖形符號緊密結合。各英文字母示意之圖層資料

類別明列如下： 

“A”代表「地層」資料主題圖層 

“B”代表「斷層」資料主題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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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代表「褶皺」資料主題圖層 

“D”代表「不連續面」資料主題圖層 

“E”代表「礦床」資料主題圖層 

“F”代表「化石」資料主題圖層 

“L”代表「山崩」資料主題圖層 

“T”代表「新期構造」資料主題圖層 

“X”代表其他地質資料主題圖層 

“Y”代表剖面圖資料主題圖層 

“Z”代表附屬資料主題圖層 

3、 圖層識別碼之第二碼示意主題圖層實際建檔之細項圖層代碼：由於各類

主題地質圖之資料差異明顯，所以圖層識別碼第二碼由建檔人員自訂，

如遇經常使用之圖層資料，則可先訂出此代碼，“A1”為「地層分佈」、

“A2”為「地層位態」等。 

4、 圖層識別碼之尾段碼以英文字母代碼示意圖層性質：為了能將地理資訊

系統向量式點、線、面資料與影像式資料之圖層性質反映在編碼上，圖

層編碼尾段碼亦以英文字母代表，分別為： 

“PL”為「面-線」向量式資料圖層 

“P”為「面」向量式資料圖層 

“L”為「線」向量式資料圖層 

“M”為「有方向性」向量式資料圖層 

“N”為「無方向性」向量式資料圖層 

“I”為影像式資料圖層 

 

（三）本研究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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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岩性資料編碼及名詞定義 

資料編碼： TIME_CODE 

中文名稱： 地層 

英文名稱： Stratum 

名詞解釋： 

地殼裡的岩石或沈積物堆疊成為層狀的構造，就叫做「地層」。 

 

參、分析方式 

本研究輔助系統進行分析的圖資來源包括：斷層線圖層、地籍圖圖層、DEM

高程圖層、土壤深度圖層與母岩性質圖層五項，以下依序分別介紹各圖資進行分析

的前置作業及各參數分析表單的分析流程。 

 

一、本研究大部分的資料都是向政府機關申請取得的第二手資料，在開始進行系

統土地利用分析前，必須先經過一部份的前期處理，才能由系統對這些圖檔進行

即時動態的土地利用分析評估，各圖資的使用前提為： 

（一）、斷層線圖層：先行將所欲分析之斷層線擷取出來，於本研究中即

是將新店斷層線的物件選取出來，再另存一個『斷層.shp』的檔

案。 

（二）、地籍圖圖層：將斷層環域分析範圍內之所有地籍圖 DGN檔，利

用ArcGIS Workstation的Arc中 igdsarc指令將原本的線圖徵轉成

為面圖徵，其次分別利用 ArcGIS的 Export功能轉檔成為

ShapeFile檔案，再利用 ArcGIS圖層套疊的Merge功能，將研究

區內所有地籍圖結合為一個新的『地籍.shp』檔案。 

（三）、DEM高程圖層：將原始的 grd文字檔案格式利用 Add XY Data將

X，Y及 Z坐標載入 ArcGIS，其次分別利用 ArcGIS的 Export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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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轉檔成為 ShapeFile檔案，將所有 ShapeFile利用套疊的Merge

成為一個ShapeFile檔案，最後利用Spatail Analyst的 Interpolate to 

Raster功能，轉檔成為 DEM的 GRID檔案格式。 

（四）、土壤深度圖層：將相同土壤深度的資料進行 Dissolve，另外存檔

為『土壤.shp』。 

（五）、母岩性質圖層：將相同母岩性質的屬性欄位 Dissolve，另外存檔

為『母岩.shp』檔案。 

 

二、輔助系統土地利用分析流程，依照參數設定的表單概述如下： 

（一）、斷層環域設定表單分析流程 

 

 

 

 

 

 

 

 

 

 

 

 

1、斷層.shp：將所欲分析的斷層線選取出來另外儲存的 ShapeFile檔案。 

2、設定斷層環域：利用下拉式選單，分別選擇「禁止建築區」、「低密度利

用區」與「綜合評估區」的範圍，系統自動產生「禁止建築區.shp」、「低

密度利用.shp」與「綜合評估區.shp」三個檔案。 

斷層.shp 
低密度利用.shp 

綜合評估區.shp 

設定斷層環域

禁止建築區.shp 

進行 Union 斷層環域.shp Clip 地籍.shp 

實驗斷層圖.shp 地籍.shp Clip實驗斷層圖.shp 實驗地籍圖.shp 

Uinon 實驗斷層圖.shp 實驗斷層&地籍圖.s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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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進行 Union：將「禁止建築區.shp」、「低密度利用.shp」與「綜合評估

區.shp」三個檔案進行 Union的套疊，得到代表實驗研究區的「斷層環

域.shp」。 

4、Clip 地籍.shp：自動載入「地籍.shp」，並以「斷層環域.shp」進行 Clip

的套疊動作，得到研究區範圍的「實驗斷層圖.shp」。 

5、Clip實驗斷層圖.shp：相反過來利用「實驗斷層圖.shp」，進行 Clip「地

籍.shp」的套疊動作，得到研究區範圍的「實驗地籍圖.shp」。 

6、Uinon 實驗斷層圖.shp：將前兩個新產生的「實驗斷層圖.shp」與「實

驗地籍圖.shp」檔案進行 Union套疊，將斷層環域的屬性與土地地籍資

料進行結合，產生「實驗斷層&地籍圖.shp」檔案。 

 

（二）、坡度分級設定表單分析流程 

 

 

 

 

 

 

1、DEM Grid：使用 4m ╳ 4m高程資料經前期處理後的 Grid檔案。 

2、進行 Zonal Statistic計算：另外載入第一個表單所產生的「實驗斷層&

地籍圖.shp」，利用 ArcGIS擴充模組 Spatial Analyst中的 Zonal Statistic

進行各地籍單元平均坡度的計算。 

3、進行 Join：將所計算的平均坡度透過關連式資料庫，Join到「實驗斷層

&地籍圖.shp」的屬性表之內。 

4、編輯平均坡度欄位：在「實驗斷層&地籍圖.shp」屬性表新增一平均坡

度欄位，並複製 Zonal Statistic所計算出平均坡度的值，最後再將 Join

DEM Grid 
DEM Grid與 實驗斷層&地籍圖.shp  
進行 Zonal Statistic計算平均坡度 

與 實驗斷層&地籍圖.shp 
進行 Join 

編輯平均坡度欄位 
至 實驗斷層&地籍圖.s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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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態移除。 

 

（三）、土壤深度設定表單分析流程 

 

 

 

 

 

1、實驗斷層&地籍圖.shp：經由前兩個表單所產生的「實驗斷層&地籍

圖.shp」檔案。 

2、Clip 土壤.shp：載入「土壤.shp」，以「實驗斷層&地籍圖.shp」對「土

壤.shp」進行 Clip套疊功能，得到實驗範圍的「實驗土壤圖.shp」。 

3、Union實驗斷層&地籍圖.shp：將「實驗土壤圖.shp」與「實驗斷層&地

籍圖.shp」進行 Union套疊，將土壤深度資料結合進「實驗斷層&地籍

圖.shp」，得到「實驗斷層&地籍&土壤圖.shp」檔案。 

 

（四）、母岩分類設定表單分析流程 

 

 

 

 

 

 

 

1、實驗斷層&地籍&土壤圖.shp：載入第三個表單所得到的檔案。 

2、Clip 母岩.shp：以「實驗斷層&地籍&土壤圖.shp」對「母岩.shp」進行

實驗斷層&地籍圖.shp 
實驗斷層&地籍圖.shp 

Clip 土壤.shp 
實驗土壤圖.shp 

實驗土壤圖.shp Union
實驗斷層&地籍圖.shp

實驗斷層&地籍&土壤圖.shp 

實驗斷層&地籍&土壤圖.shp 
實驗斷層&地籍&土壤圖.shp  

Clip 母岩.shp 

實驗母岩圖.shp 
實驗母岩圖.shp Union 

實驗斷層&地籍&土壤圖.shp 

實驗評估檔.s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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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p套疊動作，得到研究區範圍的「實驗母岩圖.shp」。 

3、Union實驗斷層&地籍&土壤圖.shp：將「實驗母岩圖.shp」與「實驗斷

層&地籍&土壤圖.shp」進行 Union套疊，將母岩性質資料結合進「實

驗斷層&地籍&土壤圖.shp」，並依照斷層地區土地可利用限度分級分析

流程圖（見圖 3-1），將土地利用分析結果填入至土地利用欄位中，儲

存為「實驗評估檔.shp」檔案。 

 

肆、現場調查 

由於斷層位置的資料來源是五萬分之一的小比例尺，相對於其他的資料精度較

差，因此必須進行斷層地區的實地調查，以檢核資料的品質。然而由於本身對於地

理及地質相關知識的瞭解程度有限，本研究在進行斷層地區確實位置定位的方式，

採取先請教負責調查與製作新店斷層圖幅的地調所人員，挑選出最有機會發現斷層

露頭的地區，再前往這些地區進行斷層帶的定位作業。本研究現場調查所使用的手

持式 GPS為法國MLR公司製造的 SP24（如圖 4-3），水平精度約達 3公尺。 

 

圖 4-3  MLR公司製造 SP24手持式 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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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進行斷層帶的現場定位之外，現場調查另一項重要的工作為紀錄斷層帶及

其附近土地利用的現況，瞭解目前新店斷層及其附近土地的利用狀況，是否有值得

檢討或需要注意的情形。由於本研究實驗區範圍相當廣大，礙於調查時間與人力的

限制下，採取抽樣土地利用調查。調查的區域是在輔助系統歸納的禁建範圍內，選

擇六個區域去進行現場土地利用，瞭解是否有值得檢討注意的地方，六個現場調查

區域將於實例操作部分作詳細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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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例操作 

壹、系統操作示範 

一、 系統模組 

本研究為加強系統之安全性，系統中設置密碼輸入之設定，使用者進入本系統

時，將被要求輸入密碼進行身份驗證，當密碼正確無誤後，輔助系統將進入『斷層

帶土地利用與管理系統』的操作模式畫面，倘若使用者所輸入之密碼錯誤，輔助系

統將會出現錯誤之警告訊息，請輔助系統即自行強制關閉。輔助系統之保護管理措

施如圖4-4及圖4-5所示： 

 

 

圖4-4 要求使用者輸入密碼畫面 

 

 

圖4-5 使用者密碼輸入錯誤警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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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進入系統操作模式畫面 

 

二、 土地利用模組 

此模組為本輔助系統之核心部分，主要功能為提供使用者選擇利用系統預設之

土地利用分析參數值，或自行選擇土地利用分析參數值，進行即時之土地利用評估

分析。使用系統預設參數分析值進行分析，系統僅顯示各種參數分析值，使用者無

法進行變更設定；若選擇自行設定參數值，使用者可透過下拉式選單，選擇斷層地

區土地利用評估參數的評估值，例如禁建帶、低密度利用帶範圍、坡度分級的級距

等等參數值，提供不同使用者依照不同時間與空間的考量，進行斷層地區土地利用

的分析。本模組值得注意的是，在土壤深度及母岩性質兩項參數設定上，由於資料

來源的限制，因此在自行設定參數部分，也僅能選擇與系統預設值相同的分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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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選擇採用的分析方式畫面 

 

圖 4-8至圖 4-11為使用系統分析值之設定畫面。 

 
圖 4-8 系統預設斷層環域畫面 

 
圖 4-9 系統預設坡度分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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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系統預設土壤深度畫面 

 
圖 4-11 系統預設母岩分類畫面 

 

圖 4-12至圖 4-15為使用自行設定分析值之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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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自行設定斷層環域畫面 

 

 
圖 4-13 自行設定坡度分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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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自行設定土壤深度畫面 

 

 
圖 4-15自行設定母岩分類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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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6 利用預設參數分析之成果圖 

 

三、 圖層顯示模組 

本模組主要功能是提供顯示前一視景、放大或縮小圖層、平移圖層或顯示全景

等功能，利用系統的圖層顯示模組可迅速尋找特定的顯示區域，方便使用者進行查

詢與瀏覽。圖4-17至圖4-19為圖層顯示模組放大視景、縮小視景及顯示全景等相關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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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7 圖層放大視景畫面 

 

圖4-18圖層縮小視景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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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9 圖層顯示全景畫面 

四、成果查詢模組 

此模組主要功能為透過圖形使用者介面的功能，提供使用者選擇有興趣的地段

地號之土地，進行系統評估因素分析，所提出之土地利用評估成果。圖 4-20 及圖

4-21 為土地利用查詢之使用畫面 

 

圖4-20 土地利用分析成果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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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1 系統分析之土地利用建議畫面 

貳、調查實證分析 

本研究隨機選擇六個經系統分析結果為禁止建築地區，進行現場土地利用的調

查。依據建築及人口密度的高低程度，配合本研究之分析成果，討論是否有不當的

利用情形，以下將分別介紹各調查區之概況及土地利用現況。 

 

一、調查區 A 

本區位於（24°58’35”N，121°34’21”E）鄰近範圍，地理位置約在台北市文山區

老泉街 45巷北二高橋墩附近（圖 4-22、4-23）。經實際土地利用調查結果（圖 4-24、

4-25），該地區除了國道三號 25公里路段經過，是屬於比較具爭議性的土地利用方

式，其餘絕大部分是屬於建築密度相當低，人口相當稀少的山區，鮮少有不當或危

險的土地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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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調查區 A概略範圍 

 
圖 4-23  調查區 A附近之街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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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調查區 A-1 

 

圖 4-25  調查區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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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區 B 

B區位於（24°58’20”N，121°34’16”E）鄰近範圍，地理位置約在台北市文山區

老泉街 45巷菩提寺附近（圖 4-26、4-27）。經過現場實際土地利用調查結果（圖 4-28、

4-29），該地區絕大部分是山坡地，屬於幾乎沒有建築物與人口的山區，因此沒有不

當或危險的土地利用方式。 

 

圖 4-26  調查區 B概略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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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調查區 B附近之街道圖 

 

圖 4-28  調查區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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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調查區 B-2 

 

三、調查區 C 

C區位於（24°58’5”N，121°34’16”E）鄰近範圍，地理位置約在台北市文山區

老泉街 26巷的大春山莊附近（圖 4-30、4-31）。經實際土地利用調查結果（圖 4-32、

4-33），該地區除了似乎已經遭到廢棄的大春山莊露營區，與三至四間二樓高的建築

物，可能會有較多人口活動之外，其餘大部分是人煙罕至的山坡地，因此似乎沒有

不當或危險的土地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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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0  調查區 C概略範圍 

 
圖 4-31  調查區 C附近之街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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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調查區 C-1 

 

圖 4-33  調查區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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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查區 D 

調查區 D位於（24°58’57”N，121°34’49”E）鄰近範圍，地理位置約在台北市文

山區指南路三段附近（圖 4-34、4-35）。經過現場實地土地利用調查後（圖 4-36、4-37、

4-38），發現本區許多土地都是作為公寓與大樓的住宅使用，屬於高人口密度的土地

利用方式，因此本區的土地利用方式似乎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圖 4-34  調查區 D概略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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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  調查區 D附近之街道圖 

 

圖 4-36  調查區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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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調查區 D-2 

 

圖 4-38  調查區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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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查區 E 

本區位於（24°59’3”N，121°35’9”E）鄰近範圍，地理位置在台北市文山區指南

路二段 225巷附近，即文山區第二期市地重劃區內（圖 4-39、4-40）。經過實際土地

利用調查的結果（圖 4-41、4-42、4-43），本區的土地幾乎都是作為獨棟別墅與雙併

住宅使用，屬於中高人口密度的土地利用方式，由此看來本區土地利用方式似乎並

不適當。 

 

圖 4-39  調查區 E概略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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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0  調查區 E附近之街道圖 

 

圖 4-41  調查區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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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  調查區 E-2 

 

圖 4-43  調查區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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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調查區 F 

F區位於（24°59’22”N，121°35’51”E）鄰近範圍，地理位置約在台北市文山區

新光路 74巷的清龍宮附近（圖 4-44、4-45）。經過現場土地利用調查後（圖 4-46、

4-47、4-48），除了一兩戶的零星平房住宅，其餘都是人煙罕至的山坡與樹林，因此

沒有不當或較危險的土地利用方式。 

本區除了瞭解土地利用現況的目的外，另一個更重要的意義在於，本區也是新

店斷層在台北市地區最有可能發現露頭，進行斷層帶定位的地點（圖 4-47、4-48）。

雖然現場岩相位面與地質圖所繪製的相同，然而當地已經完全遭植被覆蓋，並無法

順利發現露頭進行實際的斷層定位，對本研究而言是相當大的損失。 

 

圖 4-44  調查區 F概略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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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5  調查區 F附近之街道圖 

 

圖 4-46  調查區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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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7  調查區 F-2 

 

圖 4-48  調查區 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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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小結 

本研究選取新店斷層帶台北市部分100公尺環域內的土地加以分析，共計劃分

為1980筆地籍單元，分析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4-6 系統評估土地利用結果 

土地利用建議 禁止建築區 低密度利用區 宜農牧地一級 宜農牧地二級

符合土地筆數 506 557 22 119 

     

土地利用建議 宜農牧地三級 宜農牧地四之1級 宜農牧地四之2級 宜林地五級 

符合土地筆數 250 389 52 85 

 

本研究利用GPS進行RTK即時動態測量檢核地籍圖與地質圖後，得出斷層線

的精度約在 ± 13.24公尺，本研究歸納相關原因，推論造成誤差較大的因素包括： 

一、 圖上交點與實地定點時點位的差距 

無論一千分之一地籍圖或五萬分之一地質圖，圖上任何一個明顯地形地物的交

會點，其在實地上均為相當大面積的範圍。因此在實地進行定位時，並無法精確得

知實地上何處真正代表圖上之交會點，測量結果必存在有一定程度的誤差。 

二、 地質圖原始資料的精度有限，無法更精確的進行判讀定位 

進行五萬分之一比例尺檢核時，圖紙上最小判讀單位只到經緯度的秒，因此先

天上已存在約有30公尺左右的誤差，如此的誤差對於檢核上的精確度有相當大的影

響。 

本研究於系統所分析出的禁止建築區域中，隨機挑選了六個地點以手持式GPS

配合定位進行實地現場調查，發現新店斷層帶及其附近目前的土地利用方式，在靠

近山區部分幾乎都是作為林地等較為低人口密度的土地利用方式，僅有少數是作為

平房住宅的利用方式，鮮少有較高人口密度的利用方式，不至於有不當或危險的土

地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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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研究根據所蒐集相關資料而得出的初步成果中，發現開發年代較久遠，

居住人口較為稠密的政治大學周邊土地，也座落於本研究區所劃設斷層帶附近一百

公尺內的研究區域中。政治大學周邊公寓與大樓等較高人口密度的土地利用方式，

其是否確實位於斷層帶附近，對該地區民眾的生命安全、身家財產等眾多方面都有

相當大的影響。由於本研究中斷層帶存在約 ± 13.24公尺的誤差，研究區域仍存在

有一定程度的誤差範圍，因此並無法斷言其是否確實位於斷層帶附近的範圍之內，

而妄自對該地區土地利用方式下結論。由於該地區發展較早，人口密度較高，為確

保該地區民眾之生命財產安全，實有必要進一步實施較精確之斷層帶調查，同時進

行更嚴謹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