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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基礎與文獻回顧 

本研究主要內容為利用桃園縣四時期之衛星影像，透過影像處理軟體進行影

像分類及處理，取得土地覆蓋現況資料，並將該現況資料與人口統計資料以及相

關空間資料整合建構至地理資訊系統中，以瞭解桃園地區其發展上的變遷過程與

未來可能之走向或趨勢。因此，將針對都市發展、衛星影像分類、土地利用分類

系統以及地理資訊系統四部分之相關理論加以介紹，並蒐集與本研究相關之文

獻，供本研究進行之參考。 

第一節   都市發展 

壹、定義 

都市是人類聚居生活以及從事生產活動的地方。自工業革命後，隨著工商業

的興起，都市地區經濟蓬勃成長，使得人口大量湧入，造成都市化現象。待發展

至一定程度，市中心規模與機能不足以供給持續成長的人口或經濟需求時，將伴

隨著都市土地利用型態的改變以及都市邊緣地區不斷地成長與擴大，此在空間上

的表現即為都市範圍的向外延伸。而都市隨時間連續變遷之動態過程，稱為都市

發展。 

貳、影響都市發展之因素 

辛晚教（民 80）論述影響都市發展的因素，共包括下列四項： 

一、都市的限制條件，尤其是自然環境限制條件。如：地形、地質、水源。 

二、社會經濟發展需要。 

三、都市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環境品質或生態體系等之政策觀點。 

四、與其他都市在功能階層體系上之配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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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賴宗裕（民 88）認為都市發展的原因不外乎人口的自然增加、社會增加、

都市地區或都市計畫地區數目的增加，以及都市範圍的內外擴充等四種原因。由

於聚居都市地區的人口增加，形成都市化的過程，使得都市地區人口性質趨向多

元化，同時都市各種活動種類增加促使空間結構增大，不僅衍生了都市內部社會

文化的衝擊，連帶對都市空間結構與土地使用區位的改變產生問題。 

參、都市空間結構 

受到不同因素的影響，都市發展所形成之都市空間結構也大不相同，而有關

都市空間結構的理論甚多，最基本也最能反映都市實質發展變遷者，以下列三種

描述空間發展型態的理論為代表（整理自施鴻志，民 86、莊翰華，民 89）： 

一、同心圓理論 

為 Ernest E. Burgess於 1925 年所提出，其理論為：都市的內部結構或

成長模式構成五個同心圓，各個同心圓地區內的土地利用和社會特徵類似，

但各圓之間則彼此有別。在發展上，是表現在由都市中心往外擴張的基礎

上，即都市內每一個內環地區會向次一個外環地區侵入，而呈放射狀的擴張。 

二、扇形理論 

由 Homer Hoyt於 1939 年提出，其認為：都市只有一個中心，交通路線

由市中心作放射狀分佈，形成一個星型的都市。隨著都市人口的增加，都市

將沿著不同的交通路線逐漸向外圍擴大，且相同的土地使用均會沿著放射狀

延伸發展，成為扇形地區。 

三、多核心理論 

該理論在 1945 年由 Chauncy D. Harris與 Edward E. Ullman共同提出，

他們認為：許多都市的土地使用是集中在若干個核心發展，而非單一核心。

因此中心商業區未必座落於都市中心，只要是都市內的主要活動，都有可能

形成核心地區，而且未必是集中於最方便的地理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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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上述理論對於解釋真實都市空間結構都有若干偏頗之處，但對空間結構

變遷之現象以及都市之複雜系統的瞭解，仍有相當大的價值（李朝賢，民 82）。 

肆、都市發展分析 

觀察一個都市或規劃一個都市所需要的分析，一般都從其空間的發展結構開

始，基本上它是都市成長所遺留的紀錄，概括到整個都市發展的全貌，在空間型

態與各種實質發展上均具有代表性的意義，大致可區分為實質發展結構、社會與

經濟結構、自然環境與生活環境四大結構。藉由這些發展結構資料的蒐集、分析

與判讀，不僅可以協助對都市發展現況的全盤掌握，比較都市之間發展的差異，

同時也可瞭解都市連續變遷的過程（施鴻志，民 86）。 

而本研究在都市發展之現況分析上，將會參考上述四大結構內之重要指標進

行資料的蒐集、分析與判讀。 

伍、小結 

土地資源有限，在都市發展過程中，任何不當或過量的開發決策，均會加速

自然生態地區的喪失和經濟資源的浪費，而桃園縣近來發展迅速，各項重大建設

陸續展開，為避免土地之誤用或濫用以及預計未來都市的發展情形，必須進行都

市規劃。然而，規劃是否與都市發展間相互適當配合？又或者隨著都市的發展，

在以工、商發展為優先的主導下，不斷增加建地需求，慢慢蠶食了都市中和都市

邊緣的農地、綠地？另外，由衛星影像判釋出的土地覆蓋面積資訊，是否就足以

說明或印證都市的發展？相關課題等的觀察，本研究將在後續進行檢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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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衛星影像分類 

遙感探測是一門利用儀器，在不接觸被調查物體、地區或現象的前提下，透

過量測資料的分析，以獲取該地物、地區或現象相關資訊的科學及藝術。當我們

在閱讀文字時，也是在從事遙測。人眼就像感測器般接受頁面反射的光線，所看

到的資料，就是光線在黑白區域的反射。這些資料經過人腦的分析和詮釋，使得

我們能夠瞭解在書頁上的黑色區域是由文字所構成。此外，也知道文字組成的句

子及其意義。因此，遙測可被視為一種判讀的過程。即利用不同的感測器從遠處

收集資料並加以分析，以獲取關於調查地物、地區或現象等資訊（Lillesand & 

Kiefer , 2000）。而本研究所採用之衛星影像即是以遙感探測獲取的資料之一。 

影像分類（Image Classification），簡單來說，就是指影像分析人員依據衛星

影像上所記錄的地表光譜反射強度資訊，以適當的數學、統計演算方法對影像進

行地表類屬（Category）的歸類，並分別定義、賦予其名目屬性，使一張原始衛

星影像得以變為具有實質地理意義圖層的過程（周天穎與楊龍士，民 89）。以下

將介紹影像分類方法以及本研究影像判釋處理之過程中所使用的相關方法與理

論，期能有效達成研究目的。 

壹、分類方法之探討 

傳統的衛星影像分類方法，大致可分為監督式分類法（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與非監督式分類法（Un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近年來由於影

像判釋理論及技術的進步，因此出現了類神經網路分類法（Neural Networks 

Classification）、次像元分類法（Subpixel Classification）、以及知識庫分類法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以下將分述各分類方法之特性與優、缺點，並作整

理比較之，最後針對本研究之需求進行考量，評選出較適合採用之影像分類方法

（整理自周天穎與楊龍士，民 89、簡甫任，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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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監督式分類 

特性 

利用地面真實資料進行光譜型式辨別（Spectral Pattern 
Recognition），即先決定所需的資訊類別，再依資料類別選取訓練

樣區，以代表每一類別監督處理，並從訓練區中計算出相關統計值

做為分類依據。 

演算法 

1.最短距離分類法(Minimum Distance to Means Classifier) 
2.平行六面體分類法(Parallel-piped Classifier) 
3.最大概似分類法(Maximum Likelihood Classifier) 

優點 利用人工判釋，所判釋之精準度較為穩定。 

缺點 
也因為人工判釋的方法，需要訓練較具專業之判釋人員，同時分 

類所花費之時間隨地貌的複雜性而有所不同。 

二、非監督式分類 

特性 

利用數學運算檢查影像像元，以呈現在影像上的自然集群，利用 

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方式，接收使用者欲安置該數目的集

群數，反覆迭代計算，以達最高波譜分離。 

演算法 
常用迭代自我組織資料分析演算法（Iterative Self-Organizing Data 
Analysis Technique Algorithm；ISODATA） 

優點 單純利用統計方法所進行之分類，所花費時間相當短。 

缺點 

1.只能判釋分類數目，無法判釋分類類別。 

2.精準度因地貌型態而所有不同，例如：地貌越複雜則分類精準度 

越差，且精準度品質並非穩定。 

三、類神經網路分類 

特性 利用類神經網路具有學習的功能，同時也可加入空間資訊加以輔助。

演算法 

類神經網路的學習過程主要是按一定的方式調整單元間的連線，使

網路達成所求的功能。由於模式基本特性不同，類神經網路可分成

許多種，而各種網路又具有不同的發展特性。目前較常用於影像分

類者為倒傳遞類神經網路（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BPN）。

優點 
1.利用人工智慧方法進行分類，其精準度較以往為高。 
2.可加入其他資訊輔助判釋。 

缺點 
需要製作範例檔、測試檔以便讓類神經網路訓練樣本與測試精準 
度，所耗費之處理程序相當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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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像元分類 

特性 
類似傳統多光譜監督式分類，在過程中也必須對分類標的，選取訓

練樣區，並應用特徵推導(Signature Derivation)來進行影像分類。 

演算法 依照一定的程序，進行特徵推導與分類處理。 

優點 依分類類別可再予以細分類別，並可提高其精準度 

缺點 
1.處理次像元分類技術尚未完全成熟，操作尚可議之處較多。 
2.分類處理上穩定度依資料屬性而異。 

五、知識庫分類 

特性 

將專家之知識、經驗與技術整合至知識庫，且能夠以透過邏輯推論

的方式，將資料轉換成電腦所能判斷之知識，同時也透過此種轉換

的過程，將許多繁瑣工作程序予以正規化，變成條理分明之規則。

演算法 透過分類知識庫中的推論機制加以判斷所屬之類別。 

優點 
透過知識庫並利用邏輯推論的方式，變成一套符合邏輯程序，以便

將複雜的工作做有效率的簡化，同時節省時間並可解決問題。 

缺點 

1.專家的經驗、知識與文獻不容易萃取至知識庫中。 
2.對於知識的轉換過程中，容易受制於知識工程師所認定 
的認知與主觀性。 

透過上述影像分類之理論與方法，依各種分類之特性整理比較如表2-1所示。 

表 2-1 影像分類方法之比較 

 非監督式 
分類 

監督式 
分類 

類神經 
網路分類

次像元 
分類 

知識庫 
分類 

花費時間 短 普通 較多 較多 較多 
操作難易度 容易 普通 很難 較難 較難 
分類準確度

之穩定性 極不穩定 穩定 穩定 不穩定 穩定 

平均分類 
準確度 較低 尚可 較佳 較佳 較佳 

可分類 
之類別 

無法自動 
判斷類別 

依使用者

自訂 
依使用者

自訂 
針對單一類

別之細分 
依使用者 
自訂 

對模糊地帶

之判釋能力 較差 普通 較佳 很好 較佳 

資料來源：簡甫任，民國九十年：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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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研究而言，衛星影像分類是資料處理的其中一步驟，後續將分類成果圖

以及其他空間與屬性資料，建構至資料庫中並進行於都市發展分析之應用才是研

究重點。因此，上述類神經網路以及知識庫分類，雖然其分類準確度以及穩定性

最佳，但就操作花費時間與難易度之考量，本研究並非以製圖或探討分類技術為

目的，因此排除此兩種分類方法。而次像元分類又必須配合其特定之分類模組，

一般遙測影像處理軟體並無內建此模組，需另行購買，故在研究成本的限制下，

本研究將採用監督與非監督式影像分類法。 

評估其花費時間短、操作容易以及一般遙測影像處理軟體均可進行之普及性

等優點，因此選取監督與非監督式分類法。然而，採用此兩種分類法在分類準確

度較差之前提下，如何透過影像處理之步驟，來提升兩分類法在都市地區影像判

釋之能力，將是本研究必須克服的問題。 

貳、影像分類理論 

由於本研究採用監督與非監督式分類法，進行衛星影像之分類處理，因此以

下分別介紹其基本概念與演算理論。 

一、監督式分類 

監督式影像分類法，主要是以已知地面位置之真實資料（係指土地利用

之真實情況）所記錄之光譜特性為依據，進行影像其他未知空間資訊的光譜

型式辨識，由於係以已知之光譜反射資訊作為判釋基準，故以其精神為分類

之名，稱之為監督式分類（周天穎與楊龍士，民 89）。其分類之程序主要包

括選取訓練樣區與分類演算兩步驟，詳細敘述如下。 

（一）選取訓練樣區 

過去多以人工方式進行樣區之框選，但本研究使用之遙測影像處

理軟體（ERDAS IMAGINE v8.7）已可利用區域成長法（Region 

Growing）進行半自動選取訓練樣區，將使得監督式分類更具時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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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成長法是由一群像元點或小區域開始慢慢成長為較大區域

的程序步驟。此法採用的是點集合（Pixel Aggregation）的方式，依

據某些準則，以一種子點作為起始點，與該點相鄰的像元將依據各種

約束條件（如空間距離或光譜距離等）來被檢視，若相鄰像元符合條

件被接受的話，就與種子像元一起成為新的種子像元組，並重新計算

新的種子像元平均值（當然也可以沿用原始種子點的值），隨後的相

連像元將以新的種子像元平均值來計算光譜距離，執行進一步的判

斷，如此反覆尋找、成長，使其逐漸成長，直到鄰近點中不再有性質

相似的點為止。但其需要考慮下列因素： 

1. 像元間的連通性：即區域成長所延伸的方向。 

2. 種子點的選擇：需事先瞭解影像特性，依不同需求，種子點也有

所不同。 

3. 容許值的選擇：區域成長何時該停止，滿足何種條件都需有一個

臨界值，如像元間相似的程度。 

考慮完以上因素後，則區域成長法步驟如下： 

1. 尋找適合的種子點。 

2. 由種子點作四鄰域或八鄰域的成長，例如以灰階差值為判定標

準，在可容許的灰階差值內，視為 1，灰階差值大於臨界值者，

視為 0。 

3. 不斷的迭代計算，直到指定的搜尋像元數或鄰近像元的灰階差值

均大於臨界值，則停止成長。 

而訓練樣區選取完畢之後，必須進行分離度的檢定，以瞭解各類

別間的光譜分離程度，其考量樣區光譜平均值與變方的差異程度，計

算值可判斷出分類之好壞程度。在此本研究以一般學者普遍採用且軟

體支援的轉換類別分離度（Transformed Divergence；TD）進行訓練

樣區的評估。其計算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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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000 1 exp
8

cd
cd

DiverTDiver ⎡ − ⎤⎛ ⎞= − ⎜ ⎟⎢ ⎥⎝ ⎠⎣ ⎦
             （2-2） 

式中，c、d 為欲分類之兩個類別。 cdDiver 為兩類別之分離度，

cdTDiver 為兩類別之轉換分離度， tr為矩陣對角線元素之總和，V 為

類別之協變方矩陣，M 為類別之平均向量。 

依 Jensen（2004）之研究認為，在轉換類別分離度評估中，以

2000為最佳的類別分離度，大致上 1900以上就有不錯的類別分離度

效果，如果小於 1700的話，則表示訓練樣區所選取的樣本對於類別

分離的效果不佳，需重新選取為較佳。此方法對於後續分類處理，具

有預估分類結果之作用。 

（二）分類演算法 

而依分類準則及程序的不同，目前監督式分類之演算法一般可分

為最短距離、平行六面體與最大概似分類法，其中最大概似分類法，

需要大量的計算以決定每一像元的分類，這種複雜性使得分類過程較

其他簡單方法的分類技術而言，處理上的速度較慢，然而卻因此提供

了較高精度的分類結果。故一般而言，使用監督式分類之研究者，以

使用最大概似演算法為最多。 

最大概似演算法其分類未知像元的方法，係以向量的方式估計各

類別訓練樣區光譜反應型式的變方與相關係數。為達此目的，需假設

選取訓練樣區密集點之分佈所形成的類屬訓練資料為高斯值，即常態

分佈（Normal Distribution），在此假設下，各類屬光譜反應型式之

分佈，能完全由平均向量（Mean Vector）與協變方矩陣（Covariance 

Matrix）來描述之，即各分類別的光譜反應型式與平均向量及協變方

矩陣為相關；給了這些參數之後，便可計算每一未知像元為特定分類

別之統計機率。 



第二章  理論基礎與文獻回顧                                                          

 18

基本步驟如下所示（整理自 Jensen , 2004、邵泰璋，民 88）： 

1. 決定地表覆蓋的種類。 

2. 選擇各類別具代表的像元為訓練樣區。 

3. 計算未知像元屬於每一種類別之機率。 

4. 未知像元依其發生機率最高的類別歸類之。 

因此，首先可假設影像欲分類的類別為： 

, 1, 2,....,i i nω =  

其中 n表示類別數。欲決定某像元 x為何種類別或其於各種類會

發生的機率，可以（2-3）式表示之。 

( )iP x ω 1,2,....,i n=                    （2-3） 

分類是根據（2-4）式進行分析。 

ix ω∈ , if  ( ) ( ) ( ) ( )i i j jP x P P x Pω ω ω ω× > × for all j i≠    （2-4） 

亦即，若 ( )iP x ωI 發生機率最高，則像元屬於類別 iω。 

理論上由公式（2-2）可以得到像元的類別，但實際上 ( )iP x ω 並

無法直接得到。因此，假設依各種地表覆蓋所選取之訓練樣本為常態

分佈，再利用這些訓練樣本之統計值去估算各種土地覆蓋類別的機率

密度函數（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s）。如（2-5）式： 

22( ) 21( )
2

i ix
i

i

p x e µ σω
σ π

− −=            （2-5） 

式中，x 為某像元之亮度值， iµ 為某類別訓練樣本之光譜平均

值， 2
iσ 為該類別訓練樣本之光譜值變異數。若訓練樣區為多波段之

影像資料，如此在計算 n維多變量之常態機率密度函數時， iµ 則為訓

練樣本之平均向量， 2
iσ 為其協變方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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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所定義之機率密度函數，主要是用以計算每一未知像元屬

於各分類的機率，以決定未知像元的類屬。以圖 2-1為例，在三維的

特徵空間中，兩水平軸分別表示波段三與波段四之值，而垂直軸則為

機率密度函數值，圖中數個類似鐘形之分布各表示都市、砂地、農地、

牧草、森林與水體六種地表覆蓋類別之機率密度函數值。實際上也可

在特徵空間中描繪橢圓狀的等機率線（Equiprobability Contours），

如圖 2-2所示，等機率線的形狀可以表示協變方矩陣之情形。以點位

1為例，由於其在農地類別之機率較高，故被分類為農地（Lillesand & 

Kiefer , 2000）。 

 

圖 2-1 最大概似分類之機率密度函數 

資料來源：Lillesand & Kiefer , 200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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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最大概似分類之等機率線 

資料來源：Lillesand & Kiefer , 2000：543 

二、非監督式分類 

非監督式分類是利用數學運算檢查一大串未知像元，基於呈現在影像上

的自然集群，利用集群分析分離類屬，以達到預定的分類數，再決定各類屬

之類別。一般而言，非監督式分類是先決定光譜分離之類別數，再由各類屬

進行土地覆蓋類別之歸類。 

非監督式分類法利用集群分析進行各像元類別之歸屬，而集群分析係將

影像中所有不同光譜值之像元，根據一組準則變數，將影像分為若干群別之

統計方法。而目前一般遙測影像處理軟體（包括本研究所採用之 ERDAS 

IMAGINE軟體）中進行非監督式分類時，所採用之集群分析演算法，幾乎

均為 ISODATA集群演算法。因此以下將介紹其基本理論。 

ISODATA 集群分類法是依據像元至各集群中心平均值的光譜距離代表

像元和集群特徵的相似程度，當距離最小時表示像元與集群相似度最大。開

始計算時可任意給定數個集群中心，然後計算每一像元至各集群中心的光譜

距離，若某像元至某集群中心的距離最短，則歸於某集群，而後根據所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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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群重新計算每個集群中心的平均值，如此不停迭代計算，直到滿足所給

定的限制條件為止。其所需設定之計算參數為： 

（一）集群數 

分析時將依據集群數進行各集群平均向量與標準差之計算，且其

必須大於等於土地覆蓋類別數。 

（二）最大迭代次數 

目的為避免無止盡的重複計算。 

（三）收斂門檻值 

為兩次迭代計算間，影像所有像元之歸屬集群並未改變之最大比

率。若超過，則停止計算。 

若以圖形表示集群分析之過程，如圖 2-3所示，（a）圖代表依據欲分類

之 5個集群數，將影像光譜值之分佈，計算其平均向量與標準差，並以平均

量正負一個標準差作為定義集群初始中心之範圍，從中分派 5個初始集群中

心位置。（b）圖為第一次迭代計算，即每一像元和各集群初始中心比較，距

離較近者則歸屬於該集群，而各集群間以直線段劃分。（c）圖為第二次迭代

計算，將（b）之結果，計算該集群之平均向量，作為新的集群中心。並將

每一像元與新的集群中心比較，距離較近者則歸屬於該集群。（d）圖則為最

終之集群結果。 

參、小結 

藉由上述理論與相關文獻的回顧，可彙整出目前各種影像分類之特性，並以

列表方式呈現各分類法之優缺點，以供本研究在選擇分類方法時之評估依據。由

於本研究目的主要在於將遙測資料應用在大範圍地區之都市發展分析，並非探討

分類方法與製圖，因此選擇時效性較佳且一般遙測軟體均有支援的監督與分監督

式分類法進行分類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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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ISODATA分類示意圖 

資料來源：Jensen , 2004：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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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土地利用分類系統 

在進行都市發展監測之前，首要的工作即是訂定一套土地利用分類系統，以

確立衛星影像所預定之分類類別與層級。目前而言，土地利用分類系統依各個單

位的需求而有所不同，如內政部、經建會、農委會、水保局以及都市計畫體系等

機構，為因應業務需要而建立其所適合之分類系統。因此，沒有一種土地利用分

類是能完整地滿足各類使用者的需求。以下將說明土地分類之概念與比較國內外

較常用之土地利用分類系統，以作為後續擬定本研究土地利用類別時之參考。 

壹、土地利用與土地覆蓋 

一般利用影像光譜分類技術所產生的土地類別資料多為土地覆蓋（land 

cover）資料，而非土地利用（land use）資料。其土地覆蓋是指當時地表面所覆

蓋的地物，土地利用則是現行的土地覆蓋配合各種利用之條件所衍生的用途。因

此，土地覆蓋加上人為觀察和知識或輔助資料，才能轉換為土地利用資料。 

然而，除了土地利用與土地覆蓋兩者在觀念與意義上很容易相混淆外，實際

資訊的限制也是兩者不易轉換的主因。例如經由衛星影像可將土地利用類別為

「公園」內的『林地』、『草地』和『水體』三種土地覆蓋類別分類出來，但無

法只透過衛星影像而獲知此地屬於公園用地。另外，土地利用類別為交通用地之

「機場」，其實混合了『建物』與『道路』兩種土地覆蓋類別。故是否有需要將

衛星影像分類結果轉為土地利用類別以及如何進行轉換，有待後續擬定本研究之

土地利用分類系統時再做深入的探討評估。 

貳、國內外土地利用分類系統之比較 

在分類之前，除需要考慮到分類系統是否符合所需之資訊，不同的影像解析

度、分類的精度和地圖比例尺是否會影響各使用者的需求；另外，分類系統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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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多細，都需加以考量。 

Anderson等（1976）與 Jensen & Cowen（1999）在其文獻中均提出具有不

同解析度的遙測資料，所能辨識之土地利用類別將會有所差異，並以美國地質調

查局（USGS）所訂定之土地利用類別層級說明之。如表 2-2 所示。因此，就本

研究所使用之 SPOT 多光譜影像，其空間解析度為 20m×20m，所能辨識之土地

利用類別為介於 USGS第Ⅰ級與第Ⅱ級土地利用類別（詳見表 2-3）之間。但由

於美國國土涵蓋亞熱帶到寒帶不同緯度區域，其土地類型相當豐富，故所制訂之

分類系統由於國情不同，僅可供本研究之參考。 

另外，USGS之土地利用分類系統所根據之準則也可供本研究之參考：1.遙

測資料分類的準確度至少為 85％；2.各種類別分類的準確度應大致相等；3.不同

人員或不同時間進行分類，應可得到重複的結果；4.分類系統應須適用於廣大地

區；5.應由分類之土地覆蓋類別，推斷出土地利用類別；6.分類系統應可適用於

不同時間所得之遙測資料；7.各種類別應能由大比例尺影像或地面調查再細分為

子類別；8.可以進行類別間的結合；9.須能與未來的土地利用與土地覆蓋資料相

比較；10.須能辨認出混合使用之土地（Lillesand & Kiefer , 2000）。 

表 2-2 USGS土地利用分類系統所適用之遙測資訊 

分類層級 遙測資料 

Ⅰ 衛星影像解析度＞（20m×20m） 

Ⅱ 
衛星影像解析度（5m×5m）~（20m×20m） 

航空照片航高＞12,000m，影像比例尺＜
1

80,000
 

Ⅲ 
衛星影像解析度（1m×1m）~（2.5m×2.5m） 

航空照片航高3,100m ~12,400m，影像比例尺
1

20,000
~ 1

80,000
 

Ⅳ 
衛星影像解析度＜（1m×1m） 

航空照片航高＜3,100m，影像比例尺＞
1

20,000
 

資料來源：Anderson et al.,1976、Jensen & Cowen ,1999；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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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USGS土地利用分類表 

第一級 Level Ⅰ 第二級 Level Ⅱ 
11住宅 12商業及服務 
13工業 14交通運輸及設施 
15工商混合區 16 都市混合或建成地 

1 都市或建成地 

17其他都市或建成地 
21作物與草地 22果樹園、苗圃與植栽區

2農業用地 
23 飼料種植地 24其他農業用地 
31草木植物牧地 32灌木與叢林牧地 

3牧地 
33混合牧地 
41闊葉林地 42針葉林地 

4森林地 
43混合森林地 
51河流與運河 52湖泊 

5水體 
53蓄水庫 54海灣與入海口 

6濕地 61森林濕地 62非森林濕地 
71乾燥鹽性平地 72海濱 
73海濱以外之沙地 74 裸露岩石 
75礦帶、採石場與碎石坑 76過渡地區 

7荒地 

77混合荒地 
81灌木與叢林凍原 82草木植物凍原 
83 裸露地凍原 84濕地凍原 8凍原 
85混合凍原 

9永久性雪地或冰凍地 91永久性雪地 92冰河 
資料來源：Lillesand & Kiefer , 2000：210 

國內現行的土地利用分類系統採內政部地政司於民國 84 年所制訂，將臺灣

地區土地利用現況分為十大類並細分為三級。然而由於該分類系統年代已久，至

今要應用恐遺落錯誤頗多，且與目前土地利用現況之相符性相去甚遠，故民國

90 年內政部營建署委託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等辦理之「衛星影像地面樣

區規劃及土地利用偵測計畫」中，針對內政部地政司當初所制訂的土地利用分類

系統進行重新檢討與更新，其主要的改變為將「林業」提升至 Level Ⅰ，並在

Level Ⅱ、Level Ⅲ中增加了相關類別等。其土地利用分類系統如表 2-4所示。 

另外，該計畫與民國 91 年內政部營建署委託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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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之「國土利用監測計畫」中，均測試了 SPOT衛星影像於修正版之土地利用

分類系統中其類別判釋潛力，結果認為 20m×20m之 SPOT多光譜影像具有第Ⅰ

級之土地利用判釋能力，但由於某些土地利用類別屬於混合性地物，必須配合輔

助資料始能正確地被分類，而第Ⅱ級之土地利用類別則僅有極少數如「農作」、「林

地」等在光譜反應上較能明顯分辨之地物，才能由 SPOT影像判釋出。 

綜上所述，後續可參考國內外之研究來擬定在使用 SPOT多光譜影像時所適

合之土地利用分類系統。 

表 2-4 內政部地政司國土調查土地利用分類系統表修正版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農作 稻作 旱作 廢耕地 
養殖 養殖 
畜牧 畜禽舍 牧場 

農業用地 

農業附帶設施 農業附帶設施 
林地 針葉林 闊葉林 針闊葉混合林

草生地 草生地 林業 
果園 果園 茶園 檳榔園 
機場 民用機場 

一般鐵路線 專用鐵路線 捷運鐵路線 
鐵路 

鐵路車站 鐵路相關設施 
國道 省道 縣道 鄉道 停車場

公路 
農業用路 其他道路 市區道路 

公路 
相關設施

交通用地 

港口 商港 漁港 專用港 
河道 河川 減河 運河 堤防 
溝渠 溝渠 
蓄水池 水庫 湖泊 其他蓄水 

水利用地 

禦潮地 禦潮地 
商業 零售批發 服務業 
住宅 一層住宅 低層住宅 中層住宅 高層住宅

機關團體 機關團體 機關 團體 
托兒所、幼稚園 小學 

建築用地 

學校 
中學 大專院校 特種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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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內政部地政司國土調查土地利用分類系統表修正版（續）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文教藝術 文教藝術館 
衛生醫療 醫療院所 
慈善福利 慈善福利院 

宗教 寺廟 教堂 宗祠 
其他宗教

建築 
郵政電信 氣象 電力 瓦斯 

公用事業 
自來水 加油站 

雨水 
抽水站 

其他公用

事業 
環保設施 環保設施 
喪葬設施 墳墓 殯儀館、火葬場 
消防安全設施 消防安全設施 
興建中 興建中 

建築用地 

古蹟 古蹟 
工業 製造 

工業相關設施 工業相關設施 工業用地 
倉儲 倉儲 

陸上遊憩設施 
公園綠地

廣場 
體育場所 動植物園 

戶外 
遊樂場 

水岸遊憩設施 水域活動場所 
遊憩用地 

遊憩服務設施 遊憩服務設施 
鹽田 鹽田 

鹽業用地 
鹽業設施 鹽業設施 
礦業 礦場 礦業設施 礦業及 

土石用地 土石 土石採取場 土石設施 
軍事用地 軍事用地 軍事用地 

濕地 濕地 
裸露地 一般裸露地 崩坍地 
灌木荒地 灌木荒地 
災害地 災害地 
棄土地 棄土地 

其他用地 

空置地 未使用地 
人工改變 
中土地 

測量標 

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民國九十一年：5-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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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地理資訊系統 

地理資訊系統是 1960 年首先由加拿大 Tomlinson 提出，基於當時電腦容量

與運算能力的提升，他認為可藉由電腦的能力，將地圖變成數字形式，便於分析

資源之用。由於地理資訊系統具備了記錄地理空間上相對位置以及以文、數字描

述特徵現象的基本特性，凡是涉及空間圖形資訊的業務，皆可利用地理資訊系統

的整合功能，輔助分析決策之進行。因此，本節將介紹地理資訊系統之意義與功

能，以及其在本研究中所扮演之角色。 

壹、地理資訊系統的意義與功能 

一、定義 

廣義地說，地理資訊系統是一套整合型的系統，其以電腦為輔助基礎，

進行資料的建立、存取、管理、分析及展示等，並可依特殊用途與其他資料

連結，而作更廣泛的應用。 

二、地理資料 

地理資訊系統中所要進行的資料可分為空間資料及屬性資料兩種。空間

資料泛指與地理空間上相對位置有關的資料，一般是以座標的方式表示。而

屬性資料是指描述空間特徵的描述性資料，由文字或數字構成。結合空間與

屬性資料間的關連性，即可在地理資訊系統中進行查詢、展示、分析、管理

等多功能整合系統之應用。 

三、系統架構 

地理資訊系統之內容首重資料（Data），不論圖形或文、數字資料，都

有其存在之意義與價值，透過適當的處理分析後，即可將資料轉化為使用者

需求之資訊（Information），所以資料是地理資訊系統中必備的要件。而地

理資訊系統依其功能，可區分其架構如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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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GIS系統架構圖 

       資料來源：參考周天穎，民國九十二年：1-19；本研究繪製 

（一）資料輸入 

地理資料的蒐集與輸入，是地理資訊應用系統建置時，最耗時費

事的一個步驟。其工作內容最重要的是進行資料格式的轉換，因為當

資料來源不同時，檔案格式、座標系統、比例尺等均需要統一，如此

才能將各種來源之資料加以整合應用。 

（二）資料管理 

地理資訊系統最大的價值在於能夠整合圖形和文、數字資料，意

即具有分別儲存空間和屬性資料之資料庫，並可在資料庫中進行資料

的刪除、儲存、編修等功能，甚至為避免資料的重複建置以及安全性

考量，資料的共享與保全機制也納入 GIS資料管理的功能。 

（三）資料分析與處理 

資料處理與分析最主要的目的是為了獲得新資訊，以發揮決策支

援的功能，一般常用的基本功能包括環域（Buffering）分析、圖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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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Overlay）功能、空間查詢功能、路網分析（Network Analysis）

等。但無論何種分析功能，必須要有充足且正確的資料，其分析之結

果始能作為決策制訂之輔助資訊。 

（一）資料輸出與展示 

地理資訊系統的處理過程與分析，雖然包含無數複雜的程序，然

而其成果的輸出與展示，將要傳達的資訊以多元視覺化的方式表達，

可使資訊接收者充分掌握資訊與空間的關連性。 

四、地理資訊系統之功能 

資訊整合是地理資訊系統最大的優點，亦即由於其具備整合各類不同空

間屬性資料的能力，以提供決策訊息。因此，本研究所倚重之地理資訊系統

功能主要有二。 

 (一) 圖資管理 

傳統的圖資管理，使用的是各種紙圖以及圖櫃，時日一久，往往

面臨紙張氾濫，無法檢索的難題。使用 GIS 進行圖資管理，精確迅

速、慎密周詳、易於查詢與維護，且節省儲存空間。由於 GIS 係運

用資料庫的技術來進行管理，各種地圖，CAD繪圖檔，掃描影像圖，

統計資料、多媒體資料等，均可納入管理，可大大的提高資料的整合

性，降低資料的重複性。同時，資料的安全性亦可有效加以管制。運

用 GIS 工具進行查詢時，可以組合多重條件，進行複合查詢。統計

分析的工作，可以於查詢時同步完成。此外，查詢的結果可以結合空

間資訊加以展現，因此清楚易懂。因此，運用 GIS 工具，再繁瑣的

資料，亦易於查詢及列印，而不必翻箱倒櫃（施保旭，民 90）。 

（二）決策支援 

GIS 是一門範圍極為廣大的新興研究領域，舉凡地理學、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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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衛星定位系統、遙感探測、製圖學、資料庫、資訊系統等，均與

GIS有著極為密切的關係。獲取所需的業務決策資訊，達到決策支援

的目的。運用 GIS 工具，決策者可以做多重模擬分析，以保持資料

客觀。此外，可整合分散資料，而提昇資訊品質。只要建立合理的決

策模式，任何個案，給以不同的資料，便可以客觀、透明且公正的產

生各種替選方案，以供進一步的選擇。且透過不同的 GIS分析功能，

我們可以得到各種的決策數據，而增加決策的正確性。同時，分析結

果係以空間成果呈現，因此，相當易於了解及分析。 

貳、地理資訊系統於本研究之角色定位 

對於多光譜的遙測影像分類來說，地表面有一些性質相近的物體，光譜特性

也十分相近，因此常會造成分類上的困難，也使其自動化的程度大為降低尤其一

般在作監督式分類時，常需要有經驗的專家才能選取合適的訓練區，且這工作實

行上有時也受一些因素干擾，不易完成。若將地理資訊系統之向量資料作為分類

輔助資料和遙測影像結合，此對於資訊的擷取和分析會有很大的幫助，並且可以

給予分類辨識時所需的空間輔助資訊以作為分類之約制參考條件，使影像分類成

果更為精確。 

都市是發生在特定地理空間上一種複雜的社會經濟現象，其為一種動態系

統，儘管過去有許多關於都市發展的研究，但大多是以文字性描述此動態過程，

最多再輔以數據所產生的圖表，這往往使得讀者甚至研究者本身無法充分掌握資

訊與空間的關連性。因此，本研究期望能藉由遙測技術所提供空間與時間高解析

度之圖形資料，輔以都市發展之相關統計資料，利用地理資訊系統能儲存、管理、

分析和展示空間及屬性資料的功能，將研究相關資料（包括圖形與統計資料）整

合建構至地理資訊系統中，並透過一些簡單的處理操作，將都市發展的相關統計

資料視覺化地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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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文獻回顧 

隨著遙測技術與理論的迅速發展以及自民國八十二年國立中央大學資源衛

星接收站之建站，衛星遙測技術已廣泛地應用於環境資源調查及監測相關工作，

如土地利用、水文、森林、農業、土壤、地形及地質等，若再配合地理資訊系統

能整合空間與屬性資料之功能，將使得調查與偵測工作能更快速且具經濟效益地

進行。尤其是 2004 年我國福爾摩沙衛星二號的發射昇空，往後國內可取得之遙

測影像將更具低價位、適時性與自主性，此對於國內遙測領域之研究具有相當重

大的意義。 

而本研究乃蒐集遙測影像與相關資料，整合建置於地理資訊系統，監測都市

地區的發展。因此，以下將回顧前人之相關文獻，彙整其研究成果，並依據其對

於本研究在研究構想與設計、影像處理與分類以及地理資訊系統應用實作時，有

具體且實質之幫助意義或參考價值者，分三段依次介紹其研究內容、研究成果以

及對本研究之參考價值。 

壹、研究構想與設計方面 

一、內政部營建署（民國八十三年），委託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執行之

「運用衛星影像遙測資料進行土地利用監測」。 

該計畫主要利用 SPOT 衛星影像製作涵蓋臺灣地區的衛星影像資料

庫，以提供最新的土地利用現況，便於有計畫有系統的掌握臺灣地區土地利

用型態。另外，並利用衛星影像監測建成地分佈、海岸線變遷、養殖魚塭分

佈和水源保護區開發整地等環境敏感區的不當開發行為。 

研究結果認為蒐集 SPOT衛星全臺灣之影像作為基本資料庫，對於長期

土地利用變遷之偵測及長期規劃是甚具意義且不可或缺的資料。 

因此，引發本研究之動機，試圖應用衛星影像資料的蒐集、處理，來進

行土地利用之監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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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明元（民國八十四年），「臺中市土地利用空間發展之研究」。 

其應用衛星遙感探測影像資料配合地理資訊系統，以臺中市為實證範

圍，利用影像分類之成果獲取臺中市各里土地利用資料，經由主成份分析及

群落分析，瞭解臺中市土地利用空間結構及變化特性，並採多元迴歸分析探

討民國七十五、七十九及八十二年都市土地利用發展特性變化及其與人文社

經因素間之關係。 

研究結果認為在策定土地利用計畫時，藉助遙測影像資料及地理資訊系

統功能，進行土地利用之掌握，可改進往昔人工調查之不便。而臺中市之土

地利用空間發展，已由市中心逐漸往外開發利用，且大多為建物及空地之開

發。再者，影響臺中市土地利用主要以各里道路面積之影響最顯著，表示建

築用地之發展大多沿道路開闢而發展。 

其與本研究均利用衛星影像與地理資訊系統進行空間發展之研究，因此

在土地利用空間結構現況及變遷之分析描述上，可供本研究參考。 

三、簡信男（民國八十四年），「臺中市土地使用強度與土地使用管制關係之研

究」。 

該研究認為都市土地使用在時間及空間上的變化急遽，且對於實際都市

的土地使用與都市規劃原意往往有所差異，因此利用衛星遙測技術，輔以地

理資訊系統於臺中市土地使用強度之分析，並從土地使用強度之觀點探討與

土地使用管制之關係。 

研究發現由多年期衛星影像土地使用分類結果，可得知當時臺中市建物

之成長方向，與政府辦理市地重劃的方向一致。另外，臺中市土地使用強度

有逐年往邊緣屯區增強的趨勢，且土地使用結構符合多核心理論。再者，臺

中市土地使用強度與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之商業區及住宅區具有高度相

關，且超限使用的情形多存在於土地使用強度較強地區。 

而其利用影像分類圖與都市計畫相關資料，判釋都市發展與都市規劃方

向是否一致，可作為本研究衛星影像資料應用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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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丁士芬（民國八十八年），「市地重劃後重劃區之發展及其與都市發展間關

係之研究」。 

以臺中市兩市地重劃區為研究範圍，並進行人口成長率、居住密度、土

地使用率、建築用地資源存量以及土地供需檢討等定量分析，並實地勘查進

行定性分析，且該研究分別對產、官、學界人士進行深度訪談，最後綜合檢

核計畫規劃目標與現況實際發展間之落差情形。 

研究之實証結果發現研究區重劃過量，造成建築用地超額供給，且重劃

時程未與都市發展需求間緊密配合，加上政府對重劃後發展之控制、影響力

薄弱，導致重劃區內發展率偏低。最後，該研究並提出一些促進市地重劃與

都市發展時程間緊密配合之建議。 

其探討都市規劃與都市發展間之落差形成的原因，引發本研究於利用衛

星影像套疊都市計畫區圖來檢視都市發展之應用構想。 

五、內政部營建署（民國九十年），委託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中央大學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以及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辦理之「衛星影

像地面樣區規劃及土地利用偵測計畫研究報告」 

其主要在研究建立運用衛星遙測影像對國土利用變遷進行監測的標準

作業流程，包括訂定新的土地利用分類系統、規劃衛星影像地面永久樣區、

建立判釋流程、土地利用變異監測及應用系統之建立、未來國土利用監測之

作業規劃與教育訓練計畫等。以能持續地提供土地利用變遷資訊，來反應區

域土地利用現況，作為檢討土地使用管制成效及調整區域土地分區劃設之參

考。該計畫並以汐止市與桃園縣作為試辦區，採用 SPOT衛星影像作為研究

資料。 

而根據其研究成果，證明利用衛星影像及輔助資料可有效率且經濟的完

成全國的土地利用調查，並可節省約五分之四的地面調查範圍。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分類作業流程以及土地利用分類類別之擬定，均可

在該研究報告中獲得詳細的參考說明。 



                      結合遙測與地理資訊系統於都市發展之研究—以桃園縣（復興鄉除外）為例 

 35

六、內政部營建署（民國九十一、九十二年），委託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

心進行之「國土利用監測計畫—土地利用變遷偵測管理系統（第一、二年）

規劃建置計畫」 

該計畫以衛星影像為主要偵測資料來源，建置數位化影像處理的「偵測

管理系統」，並結合「地理資訊系統」可提供大量地理資料之功能，經由衛

星影像變異偵測結果與現有的資料庫中之土地利用圖層進行疊合與分析，以

進行國土利用之監測。若有違規使用則可利用「網路通報查報系統」，在最

短時間內讓有關單位以「數位化地面調查系統」進行實地勘查。因此，整個

計畫是以此四個系統為主幹，構成一個完整的國土利用監測資訊系統。 

該計畫第一年為建置衛星影像樣區光譜資料庫系統以及土地利用變遷

偵測系統。當中並進行衛星影像、航空照片與地面調查三種方式建置土地利

用現況資料之評估，結果認為衛星影像可提供極佳的土地利用調查能力，而

地面調查可作為影像判釋成果驗證之用。其第二年計畫除進行上述兩系統之

延續性工作以及功能更新外，還增建了土地違規使用網路通報查報系統與數

位化地面調查系統。另外，並進行高解析衛星影像於區域計畫規劃與調查之

應用研究，結果發現其對於各種規劃工作上，可提供相當重要的參考資訊。 

因此，對本研究之遙測資料選擇、處理以及該資料對於土地利用的辨識

能力，以及應用於檢討都市計畫之適用性，均有極大的參考價值。 

貳、影像分類方面 

一、林文傑（民國八十四年），「應用 SPOT衛星影像進行山坡地土地利用分

類之研究」。 

其以 SPOT 衛星影像，針對苗栗縣鯉魚潭地區進行監督與非監督式分

類，並在分類過程中採取不同方式與步驟，期望能提高分類精度。 

研究結果認為加入坡向因子，依九種坡向將影像切成九幅並進行分類，

可消除地形因子所造成部分分類之混淆以提高分類準確度，但該法之準確度

不如其他兩者，而花費時間為中等。而分類前先依土地利用分佈之狀況概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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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再將衛星影像由較複雜分類之大區域分割為較單純類別之小區域，也

可減少分類混淆之情形，該法準確度居中，但花費時間最短。另外，利用

GPS 測量結果配合相片基本圖和航空照片以選取訓練樣區進行監督式分

類，此方法之分類準確度最高，但時間及成本花費最高。 

該研究提供相同分類演算法但進行不同之處理程序，可提供本研究在提

升分類準確度上之參考方法。 

二、陳繼藩（民國八十八年），行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結合遙測

與地理資訊系統於土地分類之應用」。 

其認為在 SPOT影像中，建地及河床之光譜反應十分類似，因此以傳統

之多光譜分類無法有效區別。而其利用小比例尺（四十萬分之一）的河川向

量資料及環域之觀念，將影像分類之範圍限制在河川的環域內，再利用監督

式模糊分類法將河川地區之河床與河道分類出來。 

研究結果發現利用地理資訊系統中資料層的概念，先將具有較單純之土

地利用類別影像擷取出，進行分類後再與原影像合併，即可將易混淆之土地

利用類別區分出來。 

 本研究採用監督與非監督式分類法，其僅利用光譜資訊進行分類，因

此在土地覆蓋類別相當複雜之都市地區，要正確判釋有相當之困難，因此該

方法可作為本研究在影像分類上之重要參考概念。 

三、洪晧人（民國八十九年），「衛星影像分類方法之研究—以鳳山溪上游集水

區為例」。 

由於該研究區內於 1988~1994 六年間歷經許多大型坡地開發，故其利用

1988、1992、1994及 1999四期影像作為開發前、中、後之地形、地貌改變

資料，進行土地利用變遷分析。研究中並以監督式、非監督式以及類神經網

路分類法進行影像分類，分別比較其準確度。 

研究結果顯示採用監督式分類法中之最大概似法時，經地形效應及主題

圖切除後之影像，因去除陰影不確定性之干擾並切除大面積以確定之建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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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其可得不錯之準確度。而類神經網路、監督式與非監督式分類結果相互

比較，以類神經網路最佳、監督式次之，非監督式最差。 

該研究提供監督式分類時，可進行地形效應以及主題圖移除之方法，供

本研究欲提高準確度之參考方式。 

參、土地利用變遷分析與都市計畫應用方面 

一、陳憲欽（民國九十年），「以 GIS輔助都市計畫之規劃—以草屯都市計畫

為例」。 

藉由草屯鎮都市計畫區人口成長的推估，結合地理資訊系統處理圖形與

屬性資料整合都市空間資訊的能力，進行都市計畫區內空間相對位置及各項

公共設施空間分佈與服務範圍之分析與展示，以獲得都市資源分配與使用空

間規劃之分佈資訊。 

研究結果顯示地理資訊系統在輔助決策者進行都市計畫規劃時，無論是

公共設施分佈、土地使用發展、交通動線規劃及防災發展計畫等相關性建設

上，均可提供較佳的參考方向。 

其地理資料庫建置流程與內容以及利用地理資訊系統輔助都市計畫相

關資料之展示。均可作為本研究之參考。 

二、簡甫任（民國九十年），「運用知識庫輔助遙測影像分類與土地利用變遷偵

測模式建立之研究—以都市區域環境為例」。 

其透過知識庫的處理方式，整合不同類型資料與費時複雜的處理過程，

將專家知識與經驗利用知識庫邏輯推論的機制，快速偵測都市土地利用變

遷，同時探討多時段之土地利用變遷型態，架構出一套完整遙測影像分類與

土地利用變遷偵測模式。 

該研究結果顯示以知識庫分類較監督式分類精確度提升 7%，且可判釋

較多之類別。而變遷偵測運用知識庫方式進行，可解決一般影像分類無法判

斷變遷類別型態的缺憾。因此，該研究所設計之遙測影像分類及土地利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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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偵測模式，可以達到程序自動化的效果，適合快速偵測都市區域環境變遷。 

因此，在土地利用變遷資料庫之建立以及土地利用分類變遷之展示上，

該研究有其參考價值。 

三、廖怡雯（民國九十二年），「運用馬可夫鏈模式於臺中市土地利用變遷之研

究」。 

該研究以臺中市為實證研究的範圍，採用衛星影像及地理資訊系統以獲

取臺中市的土地使用現況，並使用景觀生態學與馬可夫鏈模式來探討臺中市

的土地利用空間結構的變化情形，並提出都市規劃管理上的建議。 

研究結果顯示利用遙測多譜資訊檢測不同時間的土地利用分佈資訊，可

以容易的檢測出土地利用變遷的資訊，並搭配景觀生態指數與馬可夫鏈模式

作分析，堪為環境規劃管理的優良方法之一。 

如何利用衛星影像與地理資訊系統以獲取土地使用現況，以及都市規劃

管理課題的分析，將是本研究可參考之處。 

四、梁東海（民國九十三年），「3 S方法在都市暨區域規劃上之應用─以基隆

市獅球嶺地區為例」 

該研究中應用適合空間資訊處理與分析之三種科技：地理資訊系統

（GIS）、全球定位系統（GPS）與遙感探測（RS），以此 3S 方法輔助資

訊之建置、資料之蒐集及圖資之整理，期望能達到善盡圖資資料之建立及科

學化之管理，並提升都市暨區域規劃工作上之精度與效率。 

研究顯示配合基隆市區域及主要計畫圖，套疊在全區數值地形圖上，並

建立各區之屬性資料，擬訂各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而後可彙整成全區都

市計畫及逐步完成基隆市 GIS 系統架構，並建構樁位圖及求取實際正確道

路及坵塊面積，可作為研擬都市暨區域規劃且符合都市計畫法之依據。 

其利用遙感探測、全球定位系統以及相關圖資，整合於地理資訊系統

中，並利用圖層套疊方式進行都市暨區域規劃之應用，此對於本研究都市發

展之相關圖資蒐集與應用具有實質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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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張志豪（民國九十三年），「臺灣地區都市計畫農業區治理與變更制度之研

究—以臺中市為例。」 

該研究以臺中市為案例進行都市計畫農業區的定位、治理制度之探討，

首先分析臺中市都市計畫的劃設過程以及計畫農業區的變化，並探討該變化

與都市發展的關係；其次整理臺中市農業區個案變更的類型及目前農業區的

空間現況與課題。最後針對都市計畫農業區的未來發展，提出因應解決策略。 

研究結果認為都市計畫農業區功能不受治理機關重視，造成農業區的混

雜使用。而都市計畫制度僵化也造成農業區在面臨快速都市化的壓力下，逐

漸變更為可建築用地的危機。故其盼望政府能早日研擬「農業區發展綱要計

畫」以確立農業區之定位，並建立分類管理制度進行農業區的計畫與管制。 

對本研究而言，都市計畫農業區的劃設與其轉變為建築用地的過程，可

從多時期衛星影像辨識出，而農業區劃設的目的以及農業區變化與都市發展

的關係，均可從其文章中獲得解釋。 

四、小結 

本研究有鑑於國內對於都市發展分析之相關研究，都流於運用數學模式

或統計結果產生出來的數據，作文數字的描述解釋，並沒有結合空間區位的

分佈或變化，來輔助說明並佐證都市發展的歷程。而應用遙測與地理資訊系

統等技術進行都市計畫之相關研究，也僅限於規劃的技術輔助，並沒有發揮

遙測與地理資訊系統在監測方面的效益。 

因此，本研究欲針對上述相關研究之不足，利用多時期衛星影像，配合

人口統計資料，以地理資訊系統分析及展示功能加強都市發展在空間上的分

佈及變遷過程，達到都市發展之監測目的，研究結果除可輔助都市規劃外，

還能作為及時修正規劃之參考依據，此也是本研究之價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