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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個案地區說明與研究設計 

本研究利用多時期衛星影像進行分類之結果，能呈現出不同時期土地利用之

現況，並可進行土地利用之變遷分析。然而就應用於檢視都市發展上，資訊明顯

缺乏。因此，必須蒐集都市發展之相關資料（包括空間與屬性資料）加以輔助，

並結合地理資訊系統具有將空間與屬性資料整合且良好展示之功能，應用於檢視

都市發展之過程以及歸納都市發展趨勢，以獲得良好的成效。 

另外，由於本研究主要針對都市地區土地進行分類，而都市內之土地利用型

態複雜，在光譜反應上容易產生混合像元，故僅利用一般監督式與非監督式分

類，其分類準確度可能無法滿足需求，因此必須採用某些步驟進行分類處理，以

提升分類準確度。 

據此，本章主要為研究方法之詳細說明，包括研究區的概略介紹、資料的蒐

集、影像分類之方法與程序、資料庫建置與地理資訊系統展示之操作流程規劃以

及探討都市發展等步驟。 

第一節   研究區概述 

桃園因為處於台北地區邊緣，近來台北地區人口趨近飽和且因政府與民間廣

設工業區與開發工業用地，造就桃園成為製造業大縣並提供大量就業機會，社會

環境的結構改變了桃園縣的生活型態，也引進更多新的住民。桃園已順勢發展成

為北臺灣重要的工商重鎮。因此，基於本研究於都市發展歷程之探討，選定近年

來有較多重大開發與建設計畫之桃園縣（不含復興鄉），作為研究區。 

壹、自然環境 

由於衛星影像之分類與判釋，必須對於研究區自然環境有一定程度的瞭解，

在訓練樣區的選取以及分類處理的過程中，地物在光譜上的反應與當地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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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深厚之影響關係。 

一、位置與土地面積 

本研究區位於臺灣地區之西北部，西北隔臺灣海峽與福建省相望，西南

以白雪山、李崠山與新竹縣尖石鄉接壤，東南以大漢溪和復興鄉分隔，林口

台地和龜崙嶺突起於東北，直趨於海，為台北盆地與桃園台地之天然區劃。 

本研究區面積為 870.1915 平方公里，其中以大溪鎮面積最大 105.1356

平方公里，佔總面積 17.25％，而以八德市 33.7111平方公里及桃園市 34.8046

平方公里為最小，各佔總面積 3.87％及 4％。 

二、地形 

研究區大部分是連綿不斷的台地，地形呈西北向東南之狹長形，臨山面

海，地勢較為平緩，台地、階地甚為發達，桃園台地位於台港西北部麓山帶

丘陵之西側，北起林口台地南緣之南崁溪，南迄新竹北部之鳳山溪，東以大

漢溪與中新世地層形成之加裡脈相鄰，西至桃園、新竹間之海岸。全區由北

而南有桃園台地、中壢台地、平鎮台地、伯公崗台地及湖口台地等，主要分

佈於桃園縣境內與林口台地合稱為「桃園台地群」。 

三、水文 

研究區主要河川計有四條：大漢溪、南崁溪、老街溪及社子溪。臺灣第

三大水庫－石門水庫位於桃園縣龍潭鄉。  

桃園台地之水系，除湖口台地呈樹枝狀水系外，主要是以接近放射狀水

系之型態向海岸輻散，河流短小，且未與來自中央山脈之河流連接而自成一

系統。水系中唯一與區域趨勢不同者為大漢溪。大漢溪在流經石門之後，突

然以近九十度的轉彎，改變其原本向西的流向，而轉向東北經由台北盆地出

海。桃園台地群上的放射狀河川，不僅短小且水量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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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理特色 

由於地形、地質與氣候的配合，桃園台地最主要的地理特色，就是遍佈

供農田灌溉用的人工埤塘，最多曾達 8,846個，造就了桃園縣成為著名的「千

塘鄉」。目前由於桃園大圳開闢、石門水庫啟用供水，桃園水利會考量各池

塘之間缺乏連絡水路，水量經常捉襟見肘無以為續，經整合目前剩下 285

口。就埤塘分佈情況來看，靠近山區埤塘較少且小，逐漸向沿海擴散，大園、

觀音、新屋、湖口等散佈著較大且密的大小埤塘，由於數目頗多，星棋羅布，

因此在衛星影像上十分顯著。 

參、人口成長與分佈 

人口為計畫之依據，凡舉各種計畫之擬定，莫不以人為主體，並以人口為基

礎進行各種需求推估，以謀改善都市居民之生活，營造適合人居住之生活空間。 

桃園地區自民國 39 年設縣，全縣總人口為 343,153 人，歷年來人口成長快

速，而至 94 年 4月底總人口數為 1,861,115人，成長近 5.5倍。從早期政府全力

推展經濟政策，促使當地工商業突飛猛進，各型工廠激增，該縣成為「以農業培

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之農工並重之縣分；至民國 61 年後各型生產工廠之

設立，經營狀況及其員工生活狀況均已穩定，使得戶籍人口大量遷入而使桃園縣

人口急增，由圖 3-1可看出民國 70 年至今桃園縣人口已成長近乎 1百萬人。就

總人口數與臺灣地區各縣市相較下，也僅次於台北縣與台北市。 

而本研究區（桃園縣扣除復興鄉）之人口數為 1,810,800 人。其中以大園、

觀音、新屋等沿海地區人口較少，共計 195,293人，佔總人口 10.78%外，人口聚

集中壢市、桃園市、平鎮市、八德市、楊梅鎮、龜山鄉、龍潭鄉、蘆竹鄉及大溪

鎮。其中桃園市 357,647人，佔人口 19.75％及中壢市 339,586人，佔人口 18.75

％為最多。由上述資料可知研究區內約 40％人口居住在土地佔 12.79％的兩個鄉

鎮市上，顯示研究區內人口分布相當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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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桃園縣近年人口成長趨勢 

資料來源：桃園縣統計要覽；本研究繪製 

肆、產業結構分析 

從各產業從業人數來看，如表 3-1，桃園縣民國 92 年底從事第一級產業（農

林漁牧業）者計 15 千人，占全縣就業人口 1.99%，第二級產業（工業）者 363

千人，佔 48.27%，第三級產業（商業及服務業）者 373千人，占 49.60%。就近

年來產業結構之從業人數而言（如圖 3-2），可知自民國 80 年來除了農林漁牧業

呈現負成長外，工業及服務業均呈現正成長趨勢，但民國 89 年至今工業從業人

口似乎已達飽和，而自 91 年底服務業人口已佔桃園縣產業從業人數之最大比

例，顯示產業結構之轉變。 

依民國 90 年工商普查資料顯示，各鄉鎮市員工人數中，觀音鄉員工人數自

民國 85 年增加幅度為 43.96% 為本縣居首，其次為龍潭鄉，增加幅度 38.06%，

居第三位是蘆竹鄉為 37.52%。而八德市、新屋鄉、大溪鎮、桃園市、中壢市及

大園鄉呈負成長，尤其以八德市、新屋鄉及大溪鎮均分別下降 22.99%、15.46% 及

15.25% 跌幅較大。就工商業整體發展情形觀察，桃園市、中壢市及八德市工商

發展區域趨於飽和，發展有減緩之趨勢。反觀龍潭鄉、新屋鄉及觀音鄉近年受地

利之便及工業區開發之因素，帶動整體工商業之發展，使近年來發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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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桃園縣各產業之從業人數 

              單位：千人 

年  別 總計 農林漁牧業 工業 服務業 

民國八  十年 517 41 259 216 

民國八十一年 530 46 265 219 

民國八十二年 562 37 281 244 

民國八十三年 593 33 300 259 

民國八十四年 612 34 306 272 

民國八十五年 620 30 306 285 

民國八十六年 644 28 328 287 

民國八十七年 668 24 335 308 

民國八十八年 690 23 344 323 

民國八十九年 719 23 364 331 

民國九  十年 726 24 357 344 

民國九十一年 736 19 355 362 

民國九十二年 752 15 363 373 

資料來源：桃園縣統計要覽；本研究整理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民國（年）

從

業

人

口

數

（千人）

農林漁

牧業

工業及

製造業

商業及

服務業

 

圖 3-2 各產業從業人口趨勢 

資料來源：桃園縣統計要覽；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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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交通與運輸系統 

一、公路系統 

區域性主要聯絡道路負擔大部分之城際公路運輸，包括中山高速公路、

國道 2（國際機場聯絡道）、國道 3、台 66線（觀音大溪快速道路）、台 1

線、台 1丁線、台 3線、台 7線及台 15線等。 

地區性道路以桃園市與中壢市雙核心向外輻射聯絡各鄉鎮市，包括：台

4線、縣道 105、縣道 110、縣道 112、縣道 113及縣道 115等。 

二、軌道運輸系統 

高速鐵路即將完工，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中正機場至台北捷運系

統、桃園縣輕軌運輸系統等亦均已規劃完成，配合既有的台鐵系統，桃園地

區在未來將有多項軌道運輸建設貫穿，提供快速、便捷的軌道運輸服務。而

高速鐵路在桃園縣、中壢市與大園鄉交界處設有桃園青埔車站，已擬定總面

積 490公頃之高鐵桃園車站特定區計畫，預計將促進當地之發展。 

三、空運系統 

中正國際機場位於大園鄉境內，其客運量與貨運量的迅速成長，顯示國

內對航空運輸需求日益提升。且配合中正機場二期航站的啟用以及客運園區

與貨運園區等的規劃，將可帶動未來桃園航空城整體的發展。 

陸、現行都市計畫 

都市計畫的實施將會對該地區進行人口、土地使用、公共設施、交通運輸等

各項規劃，並帶來實質上的發展，故其為促進都市發展相當重要的因素之一。自

我國實施都市計畫以來，本研究區內最早之桃園都市計畫始於民國 39 年，而民

國 44 年 5月 30日由內政部重新公布實施，目前至民國 94 年 5月底桃園縣政府

於本研究區已發佈實施之市鎮、鄉街及特定區計畫，共計三十處，面積 31,825.36

公頃，佔全區面積 36.57％，計畫資訊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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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研究區都市計畫明細表 

鄉鎮市 都市計畫區 公佈

時間

計畫目

標年 
計畫面積

（公頃）
發佈實施經過 

桃園市都市計畫 44 94 1122.61 
61 年擴大修訂計畫 

73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93 年第二次通盤檢討桃園市 
 縱貫公路桃園、 
內壢間都市計畫 68 94 1389.29 

71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83 年第二次通盤檢討

中壢平鎮都市計畫 60 85 2,103.43
61 年擴大修訂計畫 

72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82 年第二次通盤檢討

高速公路中壢及 
內壢交流道附近 
特定區計畫 

68 85 2196.30 
75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84 年第二次通盤檢討

中壢（龍岡地區) 
都市計畫 72 93 1,250.12 89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中壢（過嶺地區） 
楊梅（高榮地區） 
新屋（頭州地區） 
觀音（高源地區） 

都市計畫 

79 95 466.00 85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中壢市 

高鐵桃園車站 
特定區計畫 88 110 490.00 未實施通盤檢討 

平鎮市 平鎮（山子頂地區） 
都市計畫 75 95 1,060.00 90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八德（大湳地區) 
都市計畫 65 90 384.93 

75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84 年第二次通盤檢討

八德市 
八德（八德地區） 

都市計畫 65 90 152.09 
75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84 年第二次通盤檢討

94 年第三次通盤檢討

大溪都市計畫 45 94 240.00 
64 年擴大修訂計畫 

72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87 年第二次通盤檢討大溪鎮 
大溪（埔頂地區） 

都市計畫 75 90 443.62 82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楊梅（富崗、豐野 
地區）都市計畫 74 100 301.95 

82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92 年第二次通盤檢討

楊梅都市計畫 62 85 1,415.70
65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72 年第二次通盤檢討

82 年第三次通盤檢討
楊梅鎮 

高速公路楊梅 
交流道附近 
特定區計畫 

66 85 580.60 
72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79 年第二次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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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研究區都市計畫明細表（續） 

鄉鎮市 都市計畫區 
公佈

時間

計畫目

標年 
計畫面積

（公頃）
發佈實施經過 

蘆竹鄉 
蘆竹鄉（大竹地區）

都市計畫 
73 100 399.11 

80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90 年第二次通盤檢討

大園都市計畫 64 95 510.00 
76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92 年第二次通盤檢討

大園（果林地區） 
都市計畫 

70 90 277.43 
75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91 年第二次通盤檢討大園鄉 
桃園航空貨運暨 
客運園區（大園 
南港區)特定區計畫 

87 100 242.55 未實施通盤檢討 

龜山都市計畫 62 85 458.50 
68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74 年第二次通盤檢討

南崁新市鎮 
都市計畫 

64 85 3,266.02 73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林口特定區 
都市計畫 

59 100 7,378.09
75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87 年第二次通盤檢討

龜山鄉 

龍壽、迴龍地區 
都市計畫 

71 94 75.75 
79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91 年第二次通盤檢討

龍潭都市計畫 63 90 336.33 
70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77 年第二次通盤檢討

92 年第三次通盤檢討

石門都市計畫 50 100 972.64 
73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91 年第二次通盤檢討

龍潭鄉 

石門水庫水源 
特定區計畫 

59 94 3249.00 87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新屋鄉 新屋都市計畫 64 85 180.00 
71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80 年第二次通盤檢討

93 年第三次通盤檢討

觀音都市計畫 63 94 190.30 
72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88 年第二次通盤檢討

觀音（新坡地區） 
都市計畫 

71 92 189.00 
80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90 年第二次通盤檢討
觀音鄉 

觀音（草漯地區) 
都市計畫 

71 90 504.00 81 年第一次通盤檢討

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城鄉發展局；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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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資料 

壹、衛星影像資料 

一、衛星影像之選擇 

隨著對於辨識能力需求的提升以及衛星科技的發展，目前一般國內較常

用之光學衛星影像有逐漸提高空間解析度之趨勢，從 1972 年 80公尺空間解

析度的 Landsat-1 MSS，直到 1999 年 15公尺空間解析度的 Landsat-7 ETM+。

以及 1986 年法國 SPOT-1衛星之 20公尺空間解析度，經歷十多年之發展，

SPOT-2與 SPOT-4業已穩定運作中，直到 2003 年之 SPOT-5衛星已具有 2.5 

公尺之空間解析度。此外，近年來隨著幾個高解析度商業用衛星的運作，美

國的 IKONOS與 QuickBird衛星，影像之空間解析度已優於 1公尺，提供了

更豐富的影像資訊。然而衛星各有其優缺點，針對需求之不同，選擇適當的

資料才能有效的發揮其效益（國立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民 94）。 

由於本研究需進行大範圍地區（面積約 870平方公里，影像採購範圍為

1628 平方公里）之土地利用變遷偵測，因此在空間解析度上，必須選擇中

高解析度以上之衛星影像，而變遷偵測需要多時期之影像配合，影像之間隔

年期愈長愈能顯現變遷之效果，故在影像選擇上，以資料提供較完整者為

佳，另外，影像取得之難易與影像成本，也是影像選擇上必須考量之因素。 

（一）就研究成本而言 

雖然衛星影像之空間解析度愈高，所能辨識之地物其準確度也能

相對提昇，但由於本研究區範圍較廣，若採商業用高解析度衛星影

像，以 QuickBird 和 IKONOS 最基本之影像單價 NT$900 元/平方公

里來說，購買本研究區之影像即需超過一百萬元，就本研究來說並不

適合。反觀 Landsat影像雖然空間解析度較低，但以研究區範圍來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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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影像僅需 NT$5,500 元，而 SPOT 影像價格雖然較 Landsat 高，

但其針對同一地區不同時間之影像有 50％的折扣，因此進行價格試

算的結果，一幅影像平均約需 NT$10,500。在研究成本與效果的考量

下，本研究採用中高解析度的衛星影像其可行性較高。 

（二）就資料接收起迄期間而言 

本研究欲瞭解都市地區土地利用之變遷過程，因此衛星影像接收

之起迄期間，會影響變遷偵測之效果與研究之時間範圍，而衛星資料

量若不充足，也會造成雲覆蓋率高的臺灣地區不易找出適合的影像資

料。以 Landsat 與 SPOT 影像來說，自 1993 年我國成立資源衛星接

收站後即有系統地不斷接收影像資料，但由於 Landsat資料使用量過

少，且其雜訊日益增加，在考量接收及處理巨額成本，資源衛星接收

站自 1997 年 1月已停止接收。因此，目前衛星接收站存有 1993~1997

年約 430幅的 Landsat 5臺灣地區影像資料。 

而資源衛星接收站之 SPOT影像，除自 1993 年至今之影像資料

外，還存有少數 1986~1993早期的 SPOT-1與 SPOT-2影像。且其累

積了超過 50,000 幅的臺灣地區 SPOT 衛星影像。所以無論從資料所

提供的優勢或資料的更新速率及數量，SPOT影像較符合本研究所需。 

（三）其他因素 

由影像之取得便利性、時效性以及資料在研究與應用上的普遍

性，SPOT多光譜衛星影像所提供之空間解析度也滿足本研究需求。

因此，本研究採用 SPOT多光譜衛星影像作為研究資料。 

二、衛星影像特性 

本研究所使用之 SPOT 多光譜衛星影像，空間解析度為 20m×20m，經

由中央大學資源衛星接收站接收後，再重新取樣 12.5m×12.5m，其稱為地面

像元間距（Ground Sampling Distance；GSD），代表影像中每一像元間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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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距離。然而，為因應高空間解析度衛星影像之來臨及避免將 GSD 誤解

為該衛星之空間解析度（Ground Resolution），因此，目前已將 GSD之定義

回歸到該感測器國際公認之空間解析度規格。故本研究所用之衛星影像資

料，在進行處理與分析前，需注意其 GSD是否一致。 

SPOT影像波長的範圍為 0.51～0.89微米（μm），分別是綠光波段的

0.51～0.59微米，和紅光波段的 0.61～0.68微米，以及近紅外光波段的 0.79

～0.89微米。瞭解其各波段以及地物反射波譜間的關係（如圖 3-3），才能

依其光譜特性當作分類依據得到土地類型的資料。舉例來說，在 SPOT多光

譜影像的光譜範圍內，植被在近紅外光波段有強烈的反射，尤其是森林會呈

明亮的紅色；而裸露地在可見光的部份有明顯反射，亮度較高。故 SPOT

影像的光譜特性以及不同地物反射之差異，均是分類前須瞭解的重要資訊。 

利用中央大學太遙中心之「資源衛星影像查詢與訂購系統」，可進行

SPOT影像之選取，由於資源衛星接收站擁有自 SPOT衛星啟用年至今之研

究區影像，因此本研究於 1986~2004 年中間每隔約六年取一張影像，分別為

1986、1993、1998、2004 共四時期之影像資料，在判定是否包含研究區範

圍以及盡量選取較低雲覆量之後，本研究所採用之衛星影像其基本資料與特

性如表 3-3與表 3-4。 

 

圖 3-3 植物、土壤和水的典型波譜反射率曲線 

資料來源：Lillesand & Kiefer , 2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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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本研究使用之衛星影像基本資料 

拍攝日期 衛星編號 影像涵蓋面積 影像中心點坐標 影像處理等級

1986/10/04 SP1 

1993/12/30 SP2 

1998/11/14 SP1 

2004/06/12 SP2 

1628 km2 

寬 44 km 

× 

高 37 km 

TWD67 

坐標系統 

N：2762000 m 

E：269500 m 

等級 3 

（原等級 10）

屬於精密幾何

校正影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3-4 本研究使用之衛星影像基本特性 

空間解析度 20m×20m 

光譜解析度 

綠光段 XS1：0.50μm – 0.59μm 

紅光段 XS2：0.61μm – 0.68μm 

紅外光段 XS3：0.79μm –0.89μm 

輻射解析度 每一像元以 8 bits儲存，其像元值之記錄範圍為 0~255。 

定位精度 一般平坦地形之情況下其絕對誤差皆可在10公尺以內。 

土地利用 

判釋潛力 
影像涵蓋面積大，利於大範圍之調查。 

影像幾何處理 

利用軌道參數來預估影像四個角點之地面座標，並由地

面控制點求解得精確之方位參數。再利用農委會 40公尺網格

數值地形模型資料進行高差移位修正，最後將成果投影

TWD67坐標系統上以產生正射影像。 

資料來源 

穩定度 
影像資料由中央大學提供，資料充足且來源穩定。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貳、輔助資料 

本研究作為輔助衛星影像分類以及分類準確度評估之資料為內政部兩萬五

千分之一經建三版數值地形圖，圖幅編號分別為南崁地區 9623-Ⅱ-SW、大園地

區 9623-Ⅲ-SE、觀音地區 9623-Ⅲ-SW、桃園地區 9622-Ⅰ-NW、中壢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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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2-Ⅳ-NE、湖口地區 9622-Ⅳ-NW、復興地區 9622-Ⅰ-SW 與龍潭地區

9622-Ⅳ-SE，共八幅數值地形圖。而其資料可由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網站

（http://www.land.moi.gov.tw/）進行下載。其檔案格式均為.DXF，屬於 AutoCAD

電腦繪圖程式之交換檔格式。透過轉換可流通至其他軟體使用。 

數值地形圖之調繪時間為民國 88 年 1月，僅有龍潭地區調繪時間為民國 89

年 4月。因此，在作輔助影像分類以及分類精確度評估時，可針對本研究於民國

87 年 11月之衛星影像，進行輔助與評估。就資料取得之便利性、經濟性、資料

本身與研究影像在時間上之相似性，且考量研究區影像之範圍與解析度，以兩萬

五千分之一地形圖作為本研究之輔助資料具相當之合宜性。 

參、其他相關資料 

遙測影像辨識的依據主要來自地表物體在衛星影像上所表現出來的光譜訊

息，並非是整個地表自然綜合體的訊息，只是在影像攝取時所表現出來的部分訊

息，故僅從遙測光譜影像中萃取、辨識出的資訊無法滿足各方面的需求。 

因此，對於利用衛星影像來掌握都市發展之變遷過程，資訊稍嫌不足，必須

藉助相關社會經濟統計資料，來印證都市之發展。而都市之發展中最重要的元素

即為人口，故本研究將會由「桃園縣統計要覽」中蒐集人口成長相關的統計數據，

配合衛星影像之辨識結果，共同探討都市發展的過程。 

而本研究另一目的即為檢視都市的發展，因此也需進行都市計畫相關圖資的

蒐集，以瞭解都市計畫區內之土地使用現況（衛星影像之分類結果）資訊。且為

了後續衛星影像、都市計畫圖與相關統計資料將整合至地理資訊系統中作進一步

之分析應用，本研究乃以學校名義向桃園縣政府城鄉發展局都市行政課發文申請

「桃園縣政府網際網路都市計畫書圖查詢系統」中，桃園縣都市計畫區範圍 GIS

圖檔，以供本研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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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研究使用之軟硬體設備 

在考量研究經費之限制與資料處理的效率下，硬體方面，採用本系遙測實驗

室現有之電腦設備，而軟體部分，則依據其功能、操作熟悉度，選擇遙測影像處

理軟體與地理資訊系統軟體，如表 3-5所示。 

表 3-5 本研究之軟硬體設備 

硬體設備 

Intel Pentium 4  2.4GHz處理器 

DDR 400MHz  512MB記憶體 

SIS650 整合型顯示晶片 32MB 

作業平台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電腦繪圖軟體 AutoCAD 2004 

影像處理軟體 ERDAS IMAGINE v8.7 

地理資訊系統軟體 ArcGIS 8.X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伍、小結 

在都市發展之變遷下，其都市人口、所得、產業結構等方面的發展將會產生

差異。本研究乃以遙測影像獲取都市土地覆蓋面積之變遷資料，似乎無法明顯證

實都市的發展。例如郊區化或政府的錯誤規劃，均會造成都市用地面積的增加，

但卻未反映了都市的實質發展，而市中心的衰頹與人口外流，也非由衛星影像所

能判釋。因此，僅利用衛星影像所能擷取之資訊來反應都市發展，似乎略嫌不足。 

故本研究納入影響都市發展重要因素的人口統計資料，並與衛星影像所萃取

出之資訊作結合，藉由空間與屬性資料的連結，可掌握都市發展的歷程與分佈情

形，並進一步提出都市未來可能的發展方向與趨勢。可提供都市管理與規劃者作

更全面且精確之評估，以制訂更趨近於實際需求之發展策略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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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土地覆蓋類別之擬定 

在進行衛星影像分類之前，首要的工作即是訂定一套土地利用分類系統，以

確定將由影像分類結果獲取之資訊內容。且土地利用分類系統之決定，將會影響

判斷變遷分析時地區發展的重要指標，故選定合適且優良的分類系統相當重要。

由於各地的自然環境與人文背景都不相同，土地利用分類皆不相同，資料的種類

與詳細程度也因使用者的需求而有不同。 

因此，本研究參酌理論基礎與文獻回顧中所彙整之資料，瞭解國內外分類系

統、土地利用與土地覆蓋之概念、分類所需注意之事項以及 SPOT衛星影像之辨

識能力，認為在土地利用型態複雜且各類別面積零碎的臺灣地區，再加上有些土

地利用類別光譜反射值相似，如建地、工業用地及交通用地，使得利用影像自動

判釋困難。更甚者，有些類別則是由多種不同的土地覆蓋所組成，更增加了自動

化判釋的難度，如表 3-6所示。 

表 3-6 第Ⅰ級土地利用類別與可能包含土地覆蓋類別對照表 

土地利用類別 土地覆蓋類別 

農業用地 農作、草地、裸露地、建物、水體 

林業用地 林地、草地、裸露地 

交通用地 草地、裸露地、建物 

水利用地 草地、裸露地、建物、水體 

建築用地 草地、裸露地、建物 

工業用地 林地、草地、裸露地、建物、水體 

遊憩用地 林地、草地、裸露地、建物、水體 

鹽業用地 裸露地、水體 

礦業及土石用地 林地、草地、裸露地 

軍事用地 林地、草地、裸露地、建物、水體 

其他用地 農作、林地、草地、裸露地、建物、水體 

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民國九十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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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土地利用類別間有各自的定義與推論方式，故在應用層面上，土地利

用類別所發揮之用途比土地覆蓋類別來的廣泛。而本研究主要探討都市之發展，

若能以土地利用的概念，分類出與都市發展關連性較強的土地利用類別，甚至再

細分至內政部地政司所訂定國土利用分類系統之第二或第三層級小類，則更能印

證本研究利用衛星影像檢視都市發展之代表性與可行性。 

然而，要將衛星影像分類之土地覆蓋結果，轉為土地利用資訊，是需要充足

的輔助資料與時間來進行，且國內研究結果也顯示以 SPOT衛星影像資料來執行

的準確度也不高，故本研究主要仍以光譜分類結果即土地覆蓋之概念為主軸，進

行土地覆蓋類別之擬定。 

另外，本研究主體為探討都市之發展，因此，在衛星影像能辨識之地物中，

與都市發展相關者，如建物和道路必須獨立分類出來，然而，林地、農地、果園

等和都市發展較無相關且光譜反應較一致之土地覆蓋類別，則可合併為一類，以

減少不必要的類別數，此也可提升分類之準確度。 

綜上所述，本研究以衛星影像進行分類之土地覆蓋類別可分成五項：水體、

植生地、裸露地、道路與建成地。為統一分類作業成果展示，將各分類名稱與說

明整理如表 3-7。 

表 3-7 分類類別屬性表 

類別名稱 說明 

水體 埤塘、河川、溪流等 

植生地 林地、草原、農作、果園等 

裸露地 荒地、崩坍地、空置地等 

道路 國道、省道、縣道、市區道路、鐵路等 

建成地 住宅、工業、商業、公用事業等各式建物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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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作業流程設計 

依據本研究之方法與流程，在衛星影像與研究相關資料取得後，必須進行影

像之分類處理。而將分類成果圖以及都市發展相關空間與屬性資料整合至地理資

訊系統中，即可由影像變遷分析結果配合統計資料來檢視都市發展的過程。其整

體之作業流程，本節作明確說明之。 

壹、影像分類處理 

本研究影像判釋處理之過程中所使用之相關方法，整體流程如圖 3-4所示。 

 

圖 3-4 影像分類處理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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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含影像資料處理、監督與非監督式分類、修正分類以及分類準確度評

估等步驟，其中監督與非監督式分類完成後，再配合修正分類之操作，乃本研究

為期能有效提升自動化分類準確度之不足，所設計之兩階段分類處理過程。以下

將分述本研究所進行之各項影像分類處理步驟。 

一、衛星影像資料處理 

為了確保影像分析結果正確，必須將影像本身的誤差降至最低，這其中

包括影像雜訊的處理、輻射值校正和幾何修正等動作，以利日後影像與地理

資料的連結與分析。受限於影像解析度等問題，在影像判釋方面有很大的阻

礙，而為增加其判讀性，影像增揚（Image Enhancement）就是一個很好的

方式，依據使用者不同之目的與需求，突顯所欲瞭解之部分，以方便進行下

一階段之分析處理（周天穎與楊龍士，民 89）。 

（一）影像前處理 

衛星掃瞄影像的過程中，因受大氣、地形、衛星本身系統、感應

器系統、景物反射之變化及各種雜訊的干擾等的影響，導致掃瞄的影

像漸漸產生影像的扭曲、衰減與雜訊。故衛星掃描後影像需事先經過

前期處理，即獲取影像拍攝當時之標準參考數據，或者根據對影像上

的特定區域資料所做的統計分析，對測量所獲得之數據進行逐點校

正，並將原始影像雜訊消除和影像的輻射值糾正，經幾何校正方式，

校正影像的幾何扭曲，同時賦予影像地理座標值和投影座標系統，以

利日後影像與地理資料的連結與分析。通常這些處理過程主要是地面

接收中心的處理過程，目的是給用戶提供有效的原始數據，故一般又

稱為前處理。故衛星影像之前處理主要分為輻射修正（Radiometric 

Corrections）與幾何校正（Geometric Correction）為主。 

（二）影像增揚 

影像增揚之目的是為了改善影像的清晰度，作人類的視覺分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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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提供給軟體進行分析（Jensen , 2004）。而一般之影像增揚的方法

為對比增揚（Contrast Enhancement）、空間濾波（Spatial Filtering）等。

然而，影像增揚會改變原始影像之亮度值，因此，過度或不適的增揚

將會對原始影像產生破壞，需依其目的與必要性進行之。 

二、階層式分類處理 

為彌補因影像解析度較低以及採用依光譜自動化分類法所導致分類準

確度可能較差的情形，本研究擬以階層式處理方式，試圖以不同之分類處理

程序，提升分類準確度。其主要可分為初始分類與修正分類，初始分類即為

採監督式與非監督式分類，將整幅影像作分類後，若分類結果大致可被接

收，則將針對某些容易互相混淆之類別或部分明顯誤判之地物進行再一次地

分類，若修正分類結果有明顯改善，則可將修正分類之結果套疊原影像，取

代分類結果不理想之部分影像。 

另外，由於本研究所取得之輔助資料為民國 88 年 1月調繪之兩萬五千

分之一數值地形圖，因此僅能就民國 87 年 11月之衛星影像進行分類準確度

評估，故無論是監督式或非監督式分類，均需以民國 87 年之影像進行分類

實驗，若經過分類準確度評估後認為所使用之分類方法及程序能符合預期分

類精度，則可依整套流程進行其他影像之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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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覆蓋之真實狀況）所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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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由於係以已知之光譜反射資訊作為判釋基

準，故稱之為監督式分類。其分類流程如圖 3-5所示。 

其中選取訓練樣區是由分析者確認並萃取之。而各類別所需之訓

練區數目取決於該類別在特定應用中的相對重要性（較重要之類別選

取較多)，或是取決於該類別之變異性（變異性較大的類別選取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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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監督式分類流程圖 

資料來源：參考周天穎與楊龍士，民國八十九年：5-4；本研究繪製 

（二）非監督式分類 

主要是依據影像分析者所訂定的分類數（即預定的集群數），利

用集群分析方式，計算、分析全影像光譜分佈各集群的平均值及標準

差，並逐一檢查影像各像元的光譜值是否符合最短光譜距離之條件，

經由反覆的集群歸類，以達到預定的集群數，且同時滿足最高的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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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離目的。最後再由影像分析人員判定、調整哪幾種集群可歸為同一

種土地覆蓋類別。其與監督式分類最大的差異，在於影像分析者不需

進行訓練樣區的選取，因此操作過程短，但相對地分類準確度較差且

不穩定。其分類流程如圖 3-6所示。 

其中，設定分類參數是由分析者需視研究之目的、需求及土地利

用的複雜程度，先行指定所欲分類的空間集群數目、迭代計算之終止

條件等參數。 

 

圖 3-6 非監督式分類流程圖 

資料來源：參考周天穎與楊龍士，民國八十九年：5-16；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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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分類步驟 

在分類過程中，若是某項分類之準確度較差，均可再次回復到分

類運算之前，檢討其影像增揚、分類方法與訓練樣區的選取。而本研

究除進行上述方法之實驗外，會採階層式處理，將分類步驟細分為初

始分類與修正分類，即初始分類結果不滿意時，將利用人工方式擷取

出分類結果較差之部分影像，而選取之標準是以分類結果明顯有誤與

地物類別單純為原則，之後再採監督式或非監督式分類進行修正分

類，以提高分類準確度。而人工判釋擷取之影像經過修正分類後，利

用疊圖方式，取代與初始影像交集之部分，即可完成修正分類步驟。

其流程如圖 3-7。 

 

圖 3-7 修正分類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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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類準確度評估 

係指影像分類完成後，依據所蒐集的地面真實現況參考資料，即地真資

料，評估分類後影像的準確性。傳統上，對影像的分類通常以航照影像作為

參考資料，且是以該影像的分析處理完全正確為前提，但此作法極易造成分

類準確度評估的誤差。因此，對於遙測資料的使用者或研究者，參考資料的

真實性和影像分類準確度評估的技術，具有相同之重要性。 

（一）檢核點之數量與產生方式 

過少的檢核點無法有效代表真實之分類準確度，但過多的檢核點

卻會造成評估時間的浪費，因此如何取得平衡點即最適的檢核點數， 

Congalton & Green（1999）針對影像分類之準確度評估，提出一最單

純之公式可求得適當之檢核點數，如（3-1）式。 

2
(1 , )

24
kN

αχ

α
=                     （3-1） 

式中，N為檢核點數，α =1-信心水準，k為類別數。 

然而，類似的計算方法有許多種，究竟該以何種統計值計算檢核

點數，目前並無定論。因此，過去研究所提出之經驗也可作為參考，

Congalton & Green（1999）建議影像之每一類別，其檢核點數至少要

在 50個以上，若影像範圍較大（超過 10,000平方公里）或分類數較

多（超過 10種類別）時，則每一類別之檢核點數需在 75~100個以上。 

而檢核點之產生方式，一般均為隨機取樣，但依據各分類類別之

特性，可再細分為完全隨機取樣（random）、分層隨機取樣（stratified 

random）以及等分隨機取樣（equalized random）共三種方式。由於

完全隨機取樣可能會造成某些所佔像元數較少的類別（例如水體），

其產生之檢核數過少而導致分類準確度不具代表性。而等分隨機取樣

為將各類別均取相同之隨機檢核點數，則無論類別之重要性與否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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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佔像元多寡均取固定之檢核點數，因此較無機動性。故本研究擬以分

層隨機取樣，即依各類別所佔像元數以成正比之方式進行隨機取樣，

且可設定每一類別最小之取樣數，如此在機動性與評估結果之代表性

上，均可滿足需求。                                                         

（二）誤差矩陣 

上述抽取樣本，運用於影像分類準確度評估過程時，即指所需檢

核的像元數目，影像分類準確度的評估乃以一個像元的大小為基礎單

位。再經由以隨機方式抽取檢核的像元（又稱檢核點）後，輔以現地

調查資料或土地覆蓋等相關的輔助圖形資料，逐一的加以校對每一個

檢點後，可產生一統計表，稱為誤差矩陣，如表 3-8所示。 

表 3-8 誤差矩陣表 

真實地表覆蓋 
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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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料來源：參考陳彥宏，民國九十三年：58；本研究整理 

表中， ijX 表示在誤差矩陣中第 i 列第 j 行的元素，而矩陣中之對

角線元素 iiX ，代表其分類結果與真實土地覆蓋相同之抽樣點數，

iX +∑ 表示第 i 行元素的總和， iX +∑ 表示第 i 列元素的總和，n為

類別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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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產者精度 

是指屬於某一真實地面參考資料的土地覆蓋類別之檢核點，被正

確分類的像元數之百分比，如（3-2）式；亦即將誤差矩陣中對同一

種分類別 n，對角線的元素 iiX ，除以該列所有類別元素之總計

iX +∑ ，所產生的百分位數。 

生產者精度 100%ii

i

X
X +

×
∑
=                （3-2） 

此精度即表示地面參考資料可正確地被分類的精度，另一相對的

意義即為漏授誤差（omission error），其表示已知類別被遺漏而歸類

到其他類別之百分比，因此漏授誤差=1-生產者精度。 

（四）使用者精度 

此精度是指分類後的各土地覆蓋類別，對應到地面真實參考資料

時，真正為該種類別的像元數之百分比，如（3-3）式；亦即將誤差

矩陣中對同一類別 n，對角線的元素 iiX ，除以該行所有類別元素之

總計
iX +∑ ，所產生的百分位數。 

使用者精度 100%ii

i

X
X +

×
∑
=                （3-3） 

使用者精度表示地面覆蓋物經分類後，類別被正確歸類的機率；

另一個相對的意義是誤授誤差（commission error），表示分類後之類

別被錯誤分類的百分比，故誤授誤差=1-使用者精度。 

（五）整體精度 

代表分類後正確的土地覆蓋類別之檢核點數除以總抽取的檢核

點數，所產生的百分比，如（3-4）式；亦即在誤差矩陣中所有對角

線元素之總和
1

n

ii
i

X
=
∑ 除以全部樣本數的總和

1 1

n n

ij
i j

X
= =
∑ ∑ ，所產生的百分

位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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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精度=              （3-4） 

（六）Kappa統計值 

為了更能表現整體影像分類的誤差性，可藉由誤差矩陣間的相互

運算而產生之統計值，它同時考慮漏誤與誤授誤差，其所表示之意

義，為在分類的過程中，若和完全隨機分類之結果比較，避免掉多少

百分比的誤差（Congalton , 1991）。其公式為（3-5）式。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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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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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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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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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N

             （3-5） 

式中， iX +代表某類別之行加總， iX + 則為該類別之列加總。 

Kappa統計值另一個優點是可以提供統計測試，利用 Kappaσ 可作

Z檢定（Z-test），以決定不同分類法間是否有顯著的差異。而 Kappa

的標準差計算方式如 3-6式（Fleiss ,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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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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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j jq p= −  

四、統計檢定 

對於本研究所採用監督式與非監督式分類方法計算出的 Kappa 值，可

以採用統計假說檢定的方式來驗證兩方法是否具有顯著的差異。 

統計學上之假說檢定（Hypothesis Test）是在尚未進行推論之前對於母

體的某一性質作一假設性的敘述，再利用樣本及其分佈所呈現的訊息，加以

檢驗假設是否為真。而進行假說檢定，必須建立虛無假說（Null Hypothesis），

以 H0表示；另一為對立假說（Alternative Hypothesis），以 H1表示。 

而本研究評估分類成果是否有差異的檢定，屬於獨立樣本（In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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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之雙母體檢定，使用的檢定假說分別為： 

H0：方法一結果等於方法二結果，即兩種方法無顯著差異。 

H1：方法一結果不等於方法二結果，即兩種方法有顯著差異。 

並採用 Z檢定（Z-test），其值如 3-7式（邵泰璋，民 88）： 

1 2
2 2
1 2

C CZ
σ σ
−

=
+

             （3-7） 

式中， 1C 、 2C 分別表示兩種方法計算出的 Kappa值， 1σ 、 2σ 則代表兩

種方法所得 Kappa值的標準差。 

若取α =0.05，即為 95％的信心水準，經查表的可得 0.05 1.96Z = ，當 3-7

式計算出之 Z值小於 1.96，則接受 H0假說，認為兩種分類方法成果並沒有

顯著差異；相反地，若 Z值大於 1.96，則拒絕 H0 接受 H1即兩種分類方法

成果有顯著差異，本研究將採用 Z 檢定，檢驗監督式與非監督式分類法之

準確度是否有顯著不同。 

貳、資料庫建置 

此部分作業為將研究區之都市計畫與鄉鎮市行政區向量圖檔以及四時期衛

星影像之網格圖檔，匯入地理資訊系統軟體（ArcView）中作為空間資料，並將

相關統計資料輸入至與空間資料相連結之屬性資料表中，若統計資料是以鄉鎮市

為單位，則將該資料建置於鄉鎮市範圍圖之屬性資料表。而研究區內之都市計畫

及工業區，本研究認為可在後續於都市發展歷程中與衛星影像作比較分析，因此

則於屬性資料表內輸入相關敘述文字。以此完成本研究所需資料庫之建置。其資

料庫之內容如表 3-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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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資料庫內容 

空間資料 

網格式 向量式 
屬性資料 

1986、1993、1998、

2004共四個影像分

類網格圖檔.img 

研究區內以鄉鎮市劃分      都市發展之重要統計指標

之向量圖檔.shp  連結檔.shx   屬性表檔.dbf 

研究區內都市計畫及                相關敘述之    

工業區範圍向量圖檔.shp  連結檔.shx  屬性表檔.dbf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參、都市發展過程之檢視 

由四時期衛星影像之分類結果，透過變遷分析之操作，可獲取研究區土地覆

蓋類別在空間以及面積上的變化過程，且與鄉鎮市行政區域圖進行套疊分析，可

擷取各鄉鎮市土地覆蓋類別面積變化的資料。另外，配合鄉鎮市人口統計資料，

透過地理資訊系統進行各時期資料的視覺化展示，即可瞭解研究區都市發展之概

況及趨勢。 

一、變遷偵測 

取得多時期影像之土地覆蓋分類圖之後，即可進行變遷偵測，以瞭解在

某段時間各土地類別間之變化情形。然而，變遷偵測之方法眾多，如影像代

數運算法、多波段影像替代法、分類後比較法等，考量本研究為先產生影像

分類圖後才作變遷偵測，且需要瞭解各類別間之變化情形，因此，採用一般

最常使用之分類後比較法，進行變遷偵測。而透過 ERDAS遙測影像處理軟

體之操作，可將前後兩時期之影像分類成果圖，利用變遷偵測之函數功能，

產生兩時期影像變遷成果圖，並輸出為土地覆蓋類別變化矩陣表。其操作流

程如圖 3-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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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變遷偵測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二、地理資訊系統之疊圖分析與視覺化展示 

利用地理資訊系統進行各時期土地覆蓋分類圖之展示，再配合變遷分析之結

果（各時期土地覆蓋類別面積之變遷資料），即可掌握研究區內在不同時期土地

覆蓋變遷之情形。另外，與鄉鎮市行政區圖進行套疊分析後，可擷取以鄉鎮市為

單位之土地覆蓋資料，再加入人口統計資料，運用地理資訊系統統計製圖功能，

可依據統計值賦予各鄉鎮市在時間序列上人口數的變化表，適當地表現出研究區

之發展過程。最後，根據其發展之歷程，提出研究區未來可能的發展走向與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