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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回顧 

在於進行系統設計前應先了解前人之相關理論與研究成果，本章中首先說明

時間及時間資料庫的概念及類型，第二節中為時態地理資訊系統相關介紹，第三

節中則是對於含時間維度之土地資訊系統所應具備功能做詳細描述。 

第一節  時間及時間資料庫概念 

一、時間的結構與分類 

如同空間邊界將物件在空間分隔開來一樣，我們也使用時間邊界（temporal 

boundary）來分隔狀態，此時，時間邊界即為導致變化（change）的事件（event），

時間也被看當作由事件分隔開的狀態序列。在地理資訊中，時間的結構可歸納為

以下四類（曹志月，民國九十年：Ott,2001）： 

（一）、線性結構（Linear）：認為時間是一條沒有端點，向過去和未來無限延伸

的線軸，除了與空間一樣具有通用性、連續性和可量測性外，還具有運動的

不可逆性（或稱單向性）和全序性。 

（二）、循環結構（Cyclic）：反映了時間的周期性、穩定性，與時間的線性結構

不可分割，相輔相成，形成了現實世界在繼承中的發展。 

（三）、分支結構（Branching）：由於同一事件可能發生一次以上，我們可將時

間分為單向分支結構和雙向分支結構，分別反映了具有不同歷史時間結構和

未來時間結構的多個目標現象的時間結構，其中各分支具有兩兩正交性。 

（四）、多維結構（Multiple）：是同一目標的演變經歷，從不同時間角度來看，

體現為時間的多維結構。主要的有（Ahn,1986）： 

1、有效時間（Valid Time）：一個空間物件從誕生（birth）到消失（death），是它

在現實世界中存在的時間區間，稱為有效時間或生命週期（lifespan），如果

理論模型允許物件消失後再生（reincarnation），則有效時間是多個不相交的

時間區間的合併。 

2、交易時間（Transaction Time）：另一方面，物件資料輸入系統的時間稱為交易

時間或是系統時間（system time），此種時間區間與有效時間不同的是，使

用時間可以為使用者定義，而交易時間則不能被使用者更改，必須依照目前

系統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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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者定義時間（User-Defined Time）：使用者根據需要，自己為目標標註時

間，稱為使用者定義時間，只有使用者知道其語義，語義由具體應用目標來

確定。 

時間除有絕對時間定位值外，尚存在著相對時間關係。相對時間關係主要指

時間方向、距離、位相關係。時間方向關係如“先”（Before）、“後”（After），時

間距離關係如“早”（Earlier）、“晚”（Later），時間位相關係（又稱時態位向關係）

如“在…期間”（During）、“不同時”（Unconcurrent）、“緊接著”（Follow）、“重疊”

（Overlap）等。時間方向關係描述的核心思想是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保持不變，

它有時暗示了事件間的因果聯繫“時態位相關係”裡的“位相”概念源於位相學裡

的“位相”概念，而時態位相關係的核心思想是兩個相鄰發生的事件永遠相鄰發

生，即事件發生的同時性保持不變（舒紅，民國八十六年）。我們可將兩物件時

間上的關係歸納如下： 

表 3-1  兩物件之時間位相關係 

關係 符號 相反的符號 以圖為例 

X在 Y之前
（before） 

< > XXX  YYY 

X與 Y相等
（equal） 

= = XXX 

YYY 

X與 Y相遇
（meets） 

m mi XXXYYY 

X與 Y重疊
（overlaps） 

o oi XXX 

   YYY 

X在 Y之內
（during） 

d di   XXX 

YYYYYY 

X起始於 Y 
（starts） 

s si XXX 

YYYYYY 

X結束於 Y
（finishes） 

f fi     XXX 

YYYYYY 

資料來源：修改自（Allen，1983） 

我們可直接將各種不同地理狀態按出現先後次序排序來表現時態關係，也可

根據地理狀態的時間標記來計算時態關係。地理狀態間的時態關係部分程度上顯

示了地理事件間的時態關係，事件 X、Y是否永遠相繼發生（不顧及誰先誰後），

此外事件的不可逆性也決定了時間單方向性（或次序性、順序性）：從“過去”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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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現在”向“未來”無限伸展（舒紅，民國八十六年）。 

一、時間資料庫的型式 

我們可以用時間分類法來表現時間屬性的特徵，及定義資料庫管理的型式。

若將時間概念應用在資料庫中，可將資料庫型態分為下列幾類（Snodgrass,1985）： 

（一）、靜態（Static）資料庫 

或稱快照（snapshot）資料庫，僅紀錄了資料庫最新的狀態，當資料有變動

或更新時，即將舊數據刪除，無法保留歷史資料，當然也無歷史查詢之功能

（Snodgrass,1985）。 

 
圖 3-1  靜態資料庫 

（二）、靜態回溯（Static Rollback）資料庫 

此種資料庫以系統時間為第三軸，將所有歷史資料以時間索引形式儲存，當

資料有變動時，就將資料像堆積木一樣一片片堆上去，因此可用“回溯”的方式查

詢歷史資料。搜尋時是將資料一片片取出，即可查詢某個時間片段的資料。但如

資料過度複製，將會造成資料處理上的困難，及系統的無效率。且由於此種資料

庫使用的是系統時間，並非物件實際的有效時間，因此當系統已經儲存完畢後，

就只能對最近進入資料庫的內容做更新，並無法改變資料間的相互關係，若有錯

誤的資料將會被覆蓋，且回溯效率也不佳。回溯資料庫記錄了歷史資料的動作，

且將儲存的值組（tuples），無論有效或無效，視為時間中的某一特定時間

（Snodgrass,1985）。 

 
圖 3-2  靜態回溯資料庫 

（三）、歷史（Historical）資料庫 

歷史資料庫中記錄了每筆歷史資料，以真實世界中的時間做為第三軸，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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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與上述靜態回溯資料庫是類似的，只是第三軸換成了真實世界中的時間（實際

上，在很多情形下兩者的確是相同的），但由於歷史資料庫較為接近真實世界，

在操作上也較靜態回溯資料庫來得複雜。另一個與靜態回溯資料庫所不同的是，

靜態回溯資料庫只能將靜態的資料一筆筆附加上去，所以是不能修改過去錯誤的

資料，而歷史資料庫則可。歷史資料庫記錄了模型的歷史資料，並將值組的有效

時間視為現在（Snodgrass,1985）。 

 
圖 3-3  歷史資料庫 

（四）、時態資料庫（Temporal database） 

為了將上述兩種資料庫的優點結合，使其可同時支援有效時間及交易時間，

並可將值組的有效時間視為某些其他時間。我們使用時態資料庫來分析此兩者於

處理時空資料時的需求。如圖 3-4所示，此時將維度設為兩正交時間軸。我們可

將時空關係想像為一系列歷史狀態，每一次的實體狀態改變都將產生一新歷史狀

態。圖 3-4中共有四次交易時間，最右邊為一開始資料庫中有三個值組，於第二

個交易時間中，加入了一個新的值組，在第三個交易時間中，將原先存在的一個

值組刪除，第四個交易時間則是假設原先輸入的資料有錯誤，需要刪除

（Snodgrass,1985）。 

 
圖 3-4  時態資料庫 

資料來源：（Snodgrass,1985） 

二、時空資料庫模型 

時空資料庫（spatial-temporal database）為時態資料庫與空間資料庫的結合，

是具有時態特徵和功能的空間資料庫，是時態資料庫技術在 GIS 領域的延伸。

由於 GIS系統具有時態和空間雙重性和複雜性，時空資料庫不能現成地套用空

間資料庫和時態資料庫兩者的理論及方法，以致時空資料庫理論及技術一直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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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焦點。從前人的研究中可得知，以增加時間屬性來記錄及處理歷史資料的方

式有許多種。以下為幾種常見時空資料庫模型介紹（樂燕芬，民國八十七年：閔

宏斌，民國九十一年：陳志泊，民國九十二年）： 

（一）、時空立方體模型（Space-Time Cube） 

如圖 3-5所示。時空立方體模型是利用二維圖形沿時間第三維發展變化的過

程，表達現實世界中平面位置隨時間的演變。任何一個空間實體的演變歷史都是

時空立方體中的一個實體。該模型直觀地運用了時間維的幾何特性，表現空間實

體是一個時空體。查詢時只需給定一個時間位置值，就可以從三維立方體中獲得

相應截面的狀態。缺點是隨著資料量的增大，對立方體的操作會變得愈來愈複

雜，以致於最終變得無法處理（劉仁義，民國八十九年）。 

 
圖 3-5  時空立方體模型 

資料來源：（劉仁義，民國八十九年） 

（二）、序列快照模型（Sequent Snapshots） 

快照資料庫中僅記錄當前資料狀態，當資料更新後，舊資料的變化值不再保

留，即“忘記”了過去的狀態。而序列快照模型是將一系列時間片段（time slice）

的快照保存起來，反應整個空間特徵的狀態，根據需要對指定時間片段的現實片

段進行播放。其優點為可以直接在當前地理資訊系統軟體中實行。但由於快照將

未發生變化的所有特徵重覆進行儲存，會產生大量的資料冗餘，當應用模型變化

頻繁、且資料量較大時，系統效率將會急劇下降。此外，序列快照模型並不表達

單一的時空對象，較難推理時間對象間的時態關係。且若要得到兩個時刻狀態的

差異（即變化），必須對兩個快照進行徹底的比較（樂燕芬，民國八十七年：陳

志泊，民國九十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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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3-6所示。該資料庫於 1980 年每隔五年將資料庫狀態儲存一次，但如

同照相般，僅靜態的儲存了當時的狀態，僅適用於邊界幾乎不變的多邊形。 

 
圖 3-6  序列快照模型 

（三）、基態修正模型（Base State with Amendment） 

為了避免序列快照模型將未發生變化的部分重覆儲存，基態修正模型按事先

設定的時間間隔採樣，只儲存某個時間的資料狀態（稱為基態）及相對於基態的

變化量，基態修正的每個對象只需儲存一次，每變化一次，只有很小的資料需記

錄；同時，只有在事件發生或對象發生變化時才存入系統中，時態分辨率刻度值

與事件發生的時刻完全對應。但基態修正模型較難處理給定時刻的時空對象間的

空間關係。對於將整個地理區域作為處理對象時，該模型處理方法難度較大，效

率較低，管理索引變化很困難。且若要獲取“非基態”的資料需要進行疊加操作，

利用記錄的變化數據來恢復各個時間片段的狀態資料，每一次疊加則表示狀態的

一次變化，這對於向量資料來說效率較低，對於網格式資料較為合適（樂燕芬，

民國八十七年：陳志泊，民國九十二年）。如圖 3-7至圖 3-9所示。 

 

 
圖 3-7  基態修正模型（向量式） 

 

 
圖 3-8  基態修正模型（網格式） 

 
圖 3-9  基態修正模型（時間） 

資料來源：（樂燕芬，民國八十七年：陳志泊，民國九十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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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時空複合模型（Space-Time Composite） 

如圖 3-10所示。時空複合模型為序列快照模與基態修正模型的折衷模型，

它將空間分割成具有相同時空過程的最大公共時空單元，每次時空對象的變化都

將在整個空間內產生一個新的對象。對象把在整個空間內的變化部分作為它的空

間屬性，變化部分的歷史作為它的時態屬性。時空單元中的時空過程可用資料表

來表達，若時空單元分裂時，用新增的值組來反映新增的空間單元，時空過程每

變化一次，採用資料表中新增的一列時間段來表達，從而達到用靜態的屬性資料

表表達動態的時空變化過程的目的。這種設計保留了沿時間的空間位相關係，所

有更新的特徵都被加入到當前的資料表中，新的特徵之間的交互和新的位相關係

也隨之生成（樂燕芬，民國八十七年：陳志泊，民國九十二年）。 

 

 
圖 3-10  時空複合模型 

資料來源：（樂燕芬，民國八十七年：陳志泊，民國九十二年） 

第二節  時態地理資訊系統 

早在二十世紀七十年代末 GIS就使用於表示和處理區域邊界隨時間變化的

問題，雖然其結構沒有表示位相關係，也不能高效率的查詢出二個時間狀態的差

異，但卻是時態 GIS（temporal GIS,TGIS）應用的最早嘗試（吳信才，民國九十

一年）。 

最近十幾年來，地理資訊系統的理論研究和實際應用都取得了快速的發展，

世界各國投入運行和計畫中的系統已數不勝數。然而，由於地理資訊變化頻繁，

GIS剛投入使用，部分資料便已失去了即時性。我們面臨的問題是：怎樣建立經

濟合理的資料更新機制，如何處理要更新的舊資料，這些問題引導人們開始了所

謂時態 GIS的探討（張祖勛，民國八十四年）。 

時間、空間和屬性是構成地理現象的三種基本要素，是揭示地理特徵內在規

律及發展過程中不可或缺的組成部分（Ariav,1986）。傳統 GIS的資料庫是某一瞬

間空間和屬性狀況的描述，缺少關於時間變化的描述，因而難以準確地描述客觀



 

 - 21- 

世界。為了實現上述三種要素的同時描述，必須研究新的資料結構。這種能夠同

時描述時間、空間和屬性的資料結構就稱為時空資料結構（喬彥友，民國八十五

年）。TGIS 不僅描述系統在某時間、某時段的狀態，且能描述系統隨時間維變化

的過程，並可預測未來時刻、時段系統會呈現的狀態，以此獲得系統變化的趨勢，

或對過去不同時刻、不同時段系統狀態回復、重現，總結出系統沿時間變化的規

律（閔宏斌，民國九十一年）。 

然而，現今的大多數 GIS卻是靜態的，不能很好地處理有時間性的資料。

靜態 GIS只對當前資料狀態（state）進行快照式的描述，狀態更新時，舊數據被

刪除或單獨的備份（backup）。因此，狀態變化的過程是模糊的，系統既不能對“過

去”進行基於時間的統計分析，更不能預測“未來”。回溯和分析空間資訊是如何

隨著時間來變化，應當是 GIS一個合理目標（嚴泰來，民國九十一年）。 

由於在資料庫及 GIS中資料的構成是取決於該物徵實體於維度中的結構，

所以 GIS中展現的資料也可以維度來分類。以下為現今幾種分類型態（Ott,2001）： 

（一）、二維（Two Dimension）GIS。 

於 GIS中，這最初的兩維是不可分割的，一個平面可以 X、Y 兩個坐標系來

描述及量測。舉例來說，經度和緯度。我們也可將三維資料以二維坐標系表示，

如地形圖上的等高線。 

（二）、三維 GIS。 

第三維是於 X、Y 兩坐標系上另加入 Z值，通常是為了模擬高程值。但實際

上由於展示平面為二維，所以我們並不能直接顯示 3D的真實世界。這種以平面

顯示 3D的方式，我們稱為 2.5D，實際上的 3D模型應是立體的物體，使用立體

模型也更有助於資料分析和視覺化。 

（三）、四維 GIS。 

第四維則為時間，當一實體於時間中存在，則也會存在於空間上，除了三維

的空間外，時間也總是存在的，只是常常為我們所忽略。時間是可被模式化的，

也能被資料庫所儲存。但是如三維的情形，第四維也無法直接於 GIS中展現，

如使用動畫或許可以展現時空變化的過程，在二維的地圖上，三維或是四維的資

料皆需要符號象徵其時間或時態上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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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維 GIS。 

第五個維度為使用於 GIS中，用做分析及展現的屬性資料值。加入了屬性，

GIS中的維度可被定義為 X、Y、Z、T和 A，如圖 3-11及表 3-2所示。 

 

 
圖 3-11  於五維空間中的某點 

 

表 3-2  GIS內中的時間維度 

維度 值 型式 

X坐標 經度 空間（面積） 
二維 

Y坐標 緯度 空間（面積） 

三維 Z坐標 高程 空間（體積） 

四維 T值（時間） 時間指標 時間 

五維 A值（屬性） 屬性資料 屬性值 

資料來源：修改自（Ott,2001） 

在 GIS中並不是上述每個維度都需要使用到，在某些時空資料模型中第三

維（高程）是沒有使用到的，但卻不能將之稱為四維，因為實際上高程還是常使

用於時空資料庫中。 

在 GIS中具有時間維度的資料可以分為兩類，一類可以稱為結構化的資料，

如一個測站歷史資料的積累，它可以透過在屬性資料表簡單的增加一個時間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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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其管理；另一類是非結構化的，最典型的例子正如本文中所提土地利用狀態

的變化，描述這種資料也是 TGIS資料模型的重點解決問題（李志剛，民國九十

二年）。 

 

第三節  含時間維度土地資訊系統之功能 

一、土地資訊系統的時空概念 

顯而易見的，誰擁有土地或森林等資源的使用和管理是相當重要的，因為不

同的所有權人對土地資源會有不同的管理方式，所以土地資訊系統於現今社會確

有其重要性（Barnes,2003）。在保存現況資料的同時保存歷史資料也具有下列作

用：（1）準確描述過去某時刻的土地利用狀況；（2）分析某宗地或某地域的動態

變化情況；（3）分析將來的發展趨勢；（4）在做出決策時以過去資料為借鏡（喬

彥友，民國八十五年）。 

地籍資訊系統具有資訊量大，資料更新頻繁和資料時間特性明顯等特點，時

空資料結構的應用也就變得非常重要。地籍管理的基本單位是宗地，它是由權屬

界線圍成的自然坵塊，每塊宗地還包括其上的附著物、有關該宗地所有權的隸屬

關係及用途等屬性資料描述。這些屬性資料都不是一成不變的，可能隨著時間的

變化而變化，例如宗地的界線可能因分割、合併而新增或消失，宗地的所有權人

和使用者可能因買賣或繼承而發生變化，使用分區可能由農業區變為住宅區等

（Barrera,1991：喬彥友，民國八十五年）。也就是說，宗地的狀況是與時間息息

相關，若只保留現況資料，於宗地查詢上將只能得到片斷資訊，而難以對其歷史

演變全盤了解，並進而加以分析，甚至預測未來。 

傳統的地理資訊系統的資料庫是現實世界在某一瞬間的客觀情況的描述，而

不是關於一個發展過程的描述，不適於操作具有資料表結構的數據，因此難以勝

任土地資訊系統的建立。為了解決這一問題，必須應用時態 GIS技術，在傳統

GIS中引入時間概念，建立資料表模型的資料結構（時空資料結構），發展基於

這種模型的資料存取和查詢技術，研究相應的查詢、分析功能及回推機制等。時

態 GIS技術的核心是時空資料結構，系統的主要功能都是在它的基礎上實現的。

一個好的資料結構應該能夠便於系統功能的實現，節省儲存空間以解決土地資訊

系統資料量大的問題。 

對於資料表類型資料的儲存，一個比較直覺的方法就是將不同時期的資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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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作為一個資料表來儲存，利用系統的某些特殊功能對這些資料表進行分析和管

理，當資料表的數目較少時，該方法不失為一種有效的選擇（嚴泰來，民國九十

一年）。在實際狀況中，土地資訊系統比上述情況複雜，往往每天都在進行更新，

這時如果仍用分資料表儲存的方法，將會每天建一個資料表，文件的數量和所有

資料的總長度將會飛快增加，十分耗費儲存空間，且資料增加的同時，也會大大

降低資料查詢和操作的效率（喬彥友，民國八十五年）。 

用時間標記法（time stamp）建立時空資料結構是當前常用的方法。當採用

這種方法儲存地籍資料時，每筆宗地除記錄它的界址資料外，還記錄了它的建立

時間和消失時間。宗地的屬性記錄也記錄了該物件的起始與結束時間。這樣就可

以將一個很長時間內所有曾經出現的宗地的邊界及其附著物儲存在同一個空間

資料庫中，而將宗地所有屬性資料都儲存在一個屬性資料庫中。當某宗地發生變

化時，只須將空間資料庫和屬性資料庫中的相應記錄標記終止時間並添加一些新

記錄來記錄變化後的新宗地，即完成了資料的更新（喬彥友，民國八十五年：嚴

泰來，民國九十一年）。 

除了當資料有變動時，可建立一個以附加時間屬性來包括所有變動值組的資

料表，還應有一個只儲存現況的資料表。為了獲取時態，在每個儲存的值組中都

應有時間標記，但在加入時間屬性的資料表中，時間標記會喪失其作用，時間因

子就如同系統所提供的其他資料，僅僅為一應用資料，並無任何系統保護。於此，

時間標記應是被保護，並可直接提供給使用者。當此兩種需求達成時，每個值組

都將是一個指向第一個歷史值組的指標。在概念上，所有歷史值組的架構是與現

況值組相同的。 

歷史資料表中的值組是以顛倒的時間序列鏈狀（chain）儲存，也就是該鏈

狀的起始值總是被指向現況的值組，每個過去的值組都有一個屬性指向歷史資料

表中的下一個值組。當現況資料表中的值組被刪除後，會移至歷史資料表，在其

原來的地方，仍會有一個指標表示鏈狀的起始位置（Ahn,1986）。 

在土地管理系統中每塊宗地都有個與其他宗地不同的宗地地號（distinct 

parcel number, PIN），但隨時間經過，這個值通常不是唯一值。舉例來說，當一

塊父宗地分割為兩塊時，地籍管理者通常會保留原父地號給分割後的一筆宗地，

所以我們必須要發展一種可替代的宗地識別系統，使得每塊宗地都有唯一值，以

利於回溯查詢。既然我們所發展出的新值必須保留與地籍管理 PIN碼的相關性，

我們可以現有 PIN碼為基礎，加再入時間欄位，若只加入起始時間，對於新增

及更新的動作是可行的，但卻不適合刪除的動作（Lum，1984），所以這裡的時

間指的是該宗地產生及消失時間。藉由以原 PIN碼再加入時間欄位資料，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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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唯一的宗地識別碼（unique parcel identification ,UPI），如此，即便為相同地

段號之宗地，由於生命週期（時間欄位）不同，可視為不同物件（Barnes,2003）。 

二、土地管理系統的時空位相關係 

時空資料的提取和分析依賴於時空資料結構，當資料之間不存在聯繫而獨立

存取時，其效率是非常低的，現在 GIS之所以能夠高效率地處理空間資料就在

於其資料空間位相關係的建立。空間位相結構能夠提高空間資料處理能力的主要

原因在於（蔣云良，民國八十八年）： 

（一）、它能夠表達空間對象之間的關係，從而能夠使空間搜尋程序演算法更為

簡單和高效率。 

（二）、它能夠使程序較容易地根據空間對象之間的關係捕捉資料中存在的不閉

合（gaps）、碎化（sliver）、過長線（overshoot）等錯誤，提高資料的質量。 

（三）、它可以減少資料儲存的冗餘。 

鑒於此，時空資料結構必須具有位相關係，才能提高資料的質量和分析能

力，把地理現象所包含的對象在時間上的聯繫作為資料時間維上的位相關係，則

可以將不同狀態的空間資料按對象時間聯繫組織在統一的時空資料結構中。同

樣，如同空間位相關係結構一樣，根據時間位相關係就可以容易地從一個狀態特

徵搜尋到其相鄰的狀態特徵。因此在時空資料結構中如何表達時間維位相關係將

是判定其優劣的主要指標之一，而且它也是構建時態 GIS的關鍵環節。 

土地管理工作中地籍的空間變化規律可歸納為宗地的分割與合併兩種狀

況，在實際情況上表現為五種狀況：宗地的分割、宗地的合併、宗地的混合分併、

宗地與相鄰宗地的界址調整及宗地的界址點坐標變更。隨著時間的推移，土地分

割和合併的組合構成了複雜的歷史變化序列，從而使土地管理的實體具有時間、

空間和屬性不可分的時空特性。此外，無論是空間實體或屬性實體都存在一定的

生命週期。各實體在期生命週期的變化是和時間緊密連繫的，因此各實體內部存

在時態的關係。將宗地的各時態空間資料和屬性資料的有機結合是建立時空土地

管理系統的重要關鍵。 

對應空間變化的五種形態及屬性變更，幾何形狀不變，一共六種狀態，從中

我們可發現在宗地變更過程中具有父子關係宗地間，存在六種空間位相關係，即

包含（宗地分割）、包含於（宗地合併）、覆蓋（宗地分割、界址調整，界址點坐

標變更）、覆蓋於（宗地合併、界址調整、界址點坐標變更）、相等（屬性變更）

和相交（界址調整、混合分併，界址點坐標變更）。這些關係有一共同點，即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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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目標內部的交集不為空，因此得出結論：具有父子關係的宗地在空間上具有

相交性（俞艷，民國九十二年）。 

從時態方面考慮，宗地變更無論是空間位置的變更，或是屬性的變更都被識

為是引起實體存亡的事件，因為不論哪種變更形式都會引起新的宗地實體的產生

和舊宗地的消失，而在時態土地管理的表達中新舊宗地的存在都是以時間區間

（實體的生命週期）表達，宗地變更事件時間則是以時間點的形式進行表達，而

這正是宗地變更事件這一時間點成為新舊宗地的時間連接點，即舊宗地的結束時

間和新宗地的開始時間及宗地變更事件時間是同一時間點。因此，具有父子關係

的新舊宗地在時態位相關係上存在相接關係（T-meet）（俞艷，民國九十二年）。

父子宗地在空間及時間上的位相關係可以表 3-3表示。 

表 3-3  父子宗地時空位相關係分析表 
父宗地 子宗地 

地籍變

更類型 空間形態 時態 
屬性 空間形態 時態 

屬性 

空間位

相關係 
時態位

相關係

宗地 
分割  

1987~1992 1992~now 
A covers A’ 

A covers B’ 

(1987~1992) 
meet 
(1992~now) 

宗地 
合併  

1988~1991 1991~now 

A covered by 
A’ 

B covered by 
A’ 

(1988~1991) 
meet 
(1991~now) 

混合 
分併  

1991~1995 1995~now 

A covers A’ 

B covers B’ 

A overlap C’ 

B overlap C’ 

(1991~1995) 
meet 
(1995~now) 

界址 
調整  

1990~1994 1994~now 

A covers by 
A’ 

B covered by 
B’ 

(1990~1994) 
meet 
(1994~now) 

界址坐

標變更  
1989~1993 

 
1993~now A covers A’ 

(1989~1993) 
meet 
(1993~now) 

屬性 
變更  

1992~1996 
 

1996~now A equals A’ 
(1992~1996) 
meet 
(1996~now) 

資料來源：修改自（俞艷，民國九十二年） 

由於宗地的空間資料為基本特徵，而屬性只是一般特徵，當空間發生變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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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分割），所有權人可能還是相同，並不隨之產生改變（樂燕芬，民國八十七

年）。如圖 3-12所示，在 T1時，只有基本資料產生變化（如公告地價變更），其

他資料表並不發生變更，在 T3時宗地的空間發生改變，只影響到基本資料表，

並不影響宗地所有權。若此三種資料儲存於同一個資料表，其中之一有變更，其

他未變更之資料也需隨之移至歷史資料表，會造成資料冗餘，所以在資料庫的設

計上以空間、屬性及所有權登記資料表分別儲存，也就是三階層的儲存方式較

佳，此種設計也與現今土地管理系統資料格式相仿。 

 
圖 3-12  地籍變更影響示意圖 

資料來源：（樂燕芬，民國八十七年） 

三、時間維度土地資訊系統的需求 

TGIS對主要的功能需求有儲存（inventory）、分析（analysis）、更新（update）、

品質控制（quality control）、預測處理時間（scheduling）和展示（display）。加入

時間維度的土地資訊系統，除應保留原有土地管理功能外，綜合上述將需具備之

功能分述如下（喬彥友，民國八十五年）： 

（一）、資料儲存：如在買賣、繼承、徵收、時效取得等原因所引起的合法改變

時能夠有技巧的記錄。 

（二）、地籍操作：常見的宗地變化有宗地分割、合併、屬性變更等，當上述行

為發生時，該系統要有一個方法能夠進行資料變更空間及位相關係。 

（三）、更新：為了保持資料的即時性，這個時間模型，必須能將上述內容更新。 

（四）、查詢：必須要能查詢像「誰擁有此塊宗地？」、「哪一個抵押權的順序是

優先的？」等現況資料，及「1908 年時，宗地界線為何？」、「宗地於何時

曾有過所有權移轉？」等歷史回溯（Barrera，1990）。 

上述的改變行為可再細分為下列各項，如圖 3-13所示未來建置系統時可考

慮以下列內容設計查詢語法： 

1、合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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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是一些可合法取得土地所有權的例子： 

（1）買賣—在 1908 年，約翰購買了宗地 9。 

（2）繼承—約翰於 1962 年過世，而她的女兒露絲繼承了這筆土地。 

（3）時效取得—傑克森家族公然的佔有了土地的一部分，經過一定的時間，可

取得所有權。 

2、幾何關係 

下列是一些宗地幾何關係改變的例子： 

（1）大小—宗地 8與宗地 9因為道路的拓寬而縮小了面積。 

（2）形狀—宗地 9原本是 L形，在 1938 年變為四邊形。 

（3）合併—將兩塊（或更多）宗地合併，將有些會消失，並產生新的宗地。如

當宗地 18與宗地 9合併後，宗地 18就消失了。 

（4）分割—一塊宗地能夠分割成一或更多塊新的宗地。如宗地 19分割為宗地

19與 39。 

3、位相關係 

通常宗地位相關係的改變有下列各項： 

（1）相鄰關係—如在 1964 年以前，宗地 8與宗地 9相鄰，但在之後卻被行人步

道分隔了。宗地 19在 1920 年則與宗地 9相鄰，並在 1938 年不再與學校相

鄰。 

（2）邊界元件—宗地 8在 1964 年多出兩條邊界線。 

4、土地使用 

土地的使用現況如農業、森林、道路、公園、住宅、工業區等，或是將來可

做的使用，都有可能改變。土地使用的改變將會影響到土地的價値及稅賦等。通

常我們在地籍管理上會使用到的查詢有： 

（1）在房屋燒毀時，誰是宗地 8的所有權人？ 

（2）在 1987 年時哪些土地有貸款？ 

（3）在 1933 年時誰是約翰的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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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哪些人曾經擁有過宗地 X？ 

 
圖 3-13  宗地改變的各種情形 

資料來源：（Barrera，1990） 

（五）、顯示：能夠各種查詢結果，以視覺化方式展示，如屬性能以資料表形式

列印出，而地籍圖則可以圖形方式顯示，以供後續資料處理或資料分析及應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