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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墾丁國家公園、植群生態變遷、地景生態、植群波譜特性 

 

墾丁國家公園內蘊藏相當豐富的生物種類及歧異度高的生態體系，因此瞭解

其植群之變遷狀況，堪稱是進行植群長期生態研究之基礎，亦為制定相關經營管

理策略之重要依據。 

遙感探測可應用於大尺度自然資源之研究、規劃及經營管理，實為探討植群

動態變遷之良好工具，因此本研究以1993、1997及2001年之SPOT衛星影像為

材料，分析不同分類方法之精確度，並建立不同分區植群型之空間分布資訊；其

次則利用不同地景指數探討不同植群型之變遷情形；最後以各分類別不同波段波

譜值之分布範圍與平均值探討不同植群型之波譜特性，並對墾丁國家公園之經營

管理提出相關建議。 

由研究結果得知，影像分類以最大概似法分類所得之結果較佳，且雨季影像

（10月）之分類結果又較其他季節影像良好，因此日後應以最大概似法就雨季

影像探討墾丁國家公園之植群分類；植群變遷研究方面，顯示墾丁國家公園陸域

範圍內之植群保存狀態堪稱良好，可見其成立已發揮應有之功能性，惟日後有必

要加強保護區範圍外之管理工作，以防止墾丁國家公園內地景系統持續複雜化與

破碎化；而不同植群型之波譜，確實存有些微差異，因此以 SPOT衛星影像進行

植群型之分類工作當屬可行，但由於綠色植生部份尚無法完全區隔，因此分類之

精度仍有待精進。 

遙感探測及地理資訊系統所能提供之資訊與研究成果，對其中若干具有空間

性及時間性意義之指標，因此就「立即可行建議」部份，建議墾丁國家公園管理

處應以衛星影像資料建立經營管理成效評估準則為重點；而由於不同時期墾丁國

家公園各分區植群具有一定程度之動態變化，因此「中長期建議」方面，墾丁國

家公園管理處成立一長期監測機制，以維護天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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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Kenting National Park, Vegetation dynamics, Landscape ecology, 

Vegetation spectrum characteristics. 

 

The Kenting National Park possesses an abundant plant resource. 

Therefore, to study the vegetation component, species diversity, and 

ecosystem dynamic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or long-term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making.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can be applied to a large-scale natural 

resource research,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this study we used three 

representative SPOＴ satellite image data (1993, 1997, 2001) to establish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egetation types. Landscap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analysis were quantified by a series of landscape indices. In order to suggest 

useful management strategy, we also discuss the spectrum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vegetations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we can use the wet season image to 

build the vegetation distribution map by the Maximum likelihood classification 

method. The vegetative cover of Kenting National Park is quite well, but we still 

need to strengthen the work of management to prevent some kin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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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itations by human being. There are discrepancies between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s in spectrum characteristics, using SPOT satellite image data 

to classify the vegetation type is feasible, but we need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classification in the future. 

Remote sensing data and GIS technique can offer useful temporal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We suggest the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Kenting National 

Park to establish the estimative principles for management by satellite data in 

recently. And set up a function to monitor vegetation dynamics for preserving 

natural resource of Kenting National Park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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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前言 

第壹章、前言 

 

「墾丁國家公園」於民國71年9月成立，是國內第一個國家公園。由於其

地理位置適處於台灣南隅之恆春半島，三面環海的地形使其成為國內唯一涵蓋陸

地與海域的國家公園，也是台灣本島唯一的熱帶區域。區內美麗的海洋、湛藍的

蒼穹、特殊的地形、豐饒的生物及獨特的民情，不僅是保育、研究、教育的自然

博物館，更是國民休閒旅遊的怡情勝地（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1996）。 

 

墾丁國家公園陸域面積總共 18,083.5ha.，依據國家法劃定為「一般管制

區」、「遊憩區」、「特別景觀區」、「史跡保存區」、「生態保護區」等五種分區，而

各分區亦依其資源特性分別加以管制經營中。為確實維護區內豐富的天然資源，

並落實永續經營管理的方針，探討其區內植群生態組成及物種歧異狀況，並針對

各計畫分區進行植群空間分布與動態變化之探討，不僅是瞭解整個生態體系所不

可忽視的重要課題，更是制定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策略不能忽略的重要依據。 

 

遙測影像可提供同一地點之多期、多光譜資料，故對於大面積植群生長狀況

之動態可有效的掌握。相當多的研究報告指出，遙測光譜資訊與植群生態有密切

的相關性，因此配合地面調查資料，可運用於植群之分布；植群與環境間之關係；

植群生長、演替之探討分析；野生動物棲息地調查與分析；野生動物族群調查分

析；野生動物經營管理；自然保護區之生物多樣性調查；自然保護區之評估等研

究(Ripple,1986；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1990；Heit and Shortreid, 

1991)。 

 

 

 

本研究第一年之計畫已利用2001年之IKONOS衛星影像建立墾丁國家公園各

使用分區植群空間分布資料，惟若要更進一步探討大尺度植群動態變遷狀況，尚

需取得相當間隔年度之影像加以分析。SPOT衛星影像之接收與應用在國內已行

之有年，目前不僅擁有大量影像資料可供作為研究素材，且以其進行植群動態變

 1



第壹章、前言 

遷之探討亦證明可行，故本研究乃結合遙感探測資訊與地理資訊系統技術，應用

多期 SPOT衛星影像探討墾丁國家公園各分區植群型空間分布狀況與動態變化情

形，除探討不同分類方法之分類準確度外，並進一步探究不同植群型之波譜特

性，最後期望由研究成果中，提供具有研擬經營計畫之參考資料供管理單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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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工作範圍與研究目標 

第貳章、工作範圍與研究目標 
 

本研究「應用遙感探測於墾丁國家公園計畫各分區長期植群生態變遷之

調查與研究（第二年）」以多期之SPOT衛星影像為材料，利用影像分類技術

與地景變遷理論，探討墾丁國家公園植群空間分布狀況、動態變遷與波譜反

射特性，而研究過程之工作範圍與目標分述如下： 

 

第一節、工作範圍 

一、完成SPOT衛星影像之正射糾正與大氣糾正工作。 

二、以不同方法進行影像分類後，探討其分類準確度。 

三、藉由最佳分類成果，建立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不同時期之植群空間

分布圖。 

四、應用 SPOT衛星影像探討墾丁國家公園各分區植群型空間分布狀況

與動態變化情形。 

五、探討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各不同植群型 SPOT衛星影像之波譜特

性。 

 

第二節、研究目標 

 

一、完成墾丁國家公園各分區植群型空間分布資料之建置。 

二、完成不同分類方法之分類準確度探討。 

三、完成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各分區植群型動態變化之探討。 

四、完成各不同植群型衛星影像之波譜特性探討。 

五、提供適當之經營管理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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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工作範圍與研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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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相關文獻分析 

第參章、相關文獻分析 
 

第一節、遙測影像之應用 

 

一、遙感探測的定義 

 

遙感探測係指藉由航空器、衛星等機動性載台，以不接觸物體方式，利

用感應器進行地表資訊蒐集之科學，而其範圍包括資料蒐集之所有活動、影

像前期處理、影像展示及遙測資訊應用等（Coldwell, 1983）。由上述之定義

可知，遙感探測之技術包含資料獲取；資料判釋、處理、分析；資料應用；

地真調查(Ground truth)等四大要件。 

 

事實上，衛星影像（Satellite imagery）技術及航空攝影測量

（Photogrammetry）技術為遙感探測的兩大應用方向，而近年來所發展之全

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亦應用衛星載台偵測地表

資訊，成功地彌補了以往遙感探測對向量式資訊蒐集不足的問題，故以遙感

探測技術配合地理資訊系統，對大尺度地表特定資訊進行探測，堪稱是目前

最經濟有效的資源調查技術。 

 

二、遙測影像的前期處理 

 

每一代新的衛星所搭載之感測器，皆會改進原有缺點以增進影像獲取之

品質，然每一代新的感測器所感測之影像，至今仍存有一些無法突破的變形

及失真，故需以數學公式做一定程度之校正，此即稱為影像之前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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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相關文獻分析 

 

事實上，衛星感測器所接收到地表的感測值，除了有地表的短波反射值

（Reflection）、長波發射值（Emission）外，另因大氣分子對太陽輻射所產

生的反射、散射等效應，以及地表起伏變化所造成之干擾，均會使感測器接

收到的反射值有密度上的差異，故欲獲得單純由地表所反射或發射的近似

值，各方學者乃相繼發展了各種輻射糾正（Radiometric correction）方法，

如多元廻歸分析法（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二階段統計

糾 正 法 （ Two-stage statistic method）、 超 圓 方 向 餘 弦 轉 換 法

（Hyperspherical direction cosin transformation）、暗值像點除去法

（Dark-object subtraction method）及大氣傳導模式法（Atmospheric 

transmission models）等（Crippen, 1987；Chavez, 1988；Civio, 1989；

Richter, 1990），而其目的不外就是要使感測器所收集之波譜值，能夠有效

反應地面真實狀況。 

 

三、遙測影像之分類步驟 

 

遙測資料依來源有衛星影像及航空照片等種類，其資料格式、空間與時

間解析力各不相同，因此資料處理、分析以及所能提供的資訊亦有所差異。

一般而言，遙測影像分類係利用影像處理技術，將有相似特性（如波譜反應

值、密度及組織等）的像元，分別歸成具有一定意義的數個類別，其目的是

將地表資源進行適當的歸類及萃取，以為研究、規劃及經營管理之參考依據。 

 

傳統的影像分類處理步驟示如圖一（Japan Association on Remote 

Sensing, 1993；蕭，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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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相關文獻分析 

 

圖一、遙測影像分類之步驟（蕭，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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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相關文獻分析 

 

四、遙測影像之應用 

 

國內遙感探測與地理資訊系統之應用已隨著時間的進步而邁入多元化，

例如探討多譜掃描資料在土地利用調查及分類的應用（羅，1984；林，1984；

馮，1993）；遙感探測在森林資源調查及植群分類等系列之應用（焦，1990）；

樹冠鬱閉度、林分材積、生物量之推估研究（林，1988；謝，1992；郭，1994）；

多期衛星影像對植生綠度分析之研究（陳，1997）；森林經營規劃、林地分級、

水源涵養林與保安林規劃及自然保護區經營管理之應用(陳，1986；鄭、周，

1990；陳、1993；賴，1995)；植群與生態環境變遷（林，1996；鍾，1996）

等，且均獲致良好的研究成果，因此將遙感探測與地理資訊系統視為植群調

查之輔助工具，確有一定程度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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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相關文獻分析 

第二節、利用遙測影像進行植群變遷之數值分析方法 

 

利用遙測影像進行植群變遷之數值分析方法頗多，包括成對比較法（Pair 

comparison technique）、多元影像比較法（Multiple image comparison）

及定性分析法（Quality analysis）等（林，1996），分述如下： 

 

一、成對比較法 

 

成對比較法之重點在比較不同時期間變化，其過程分為求取不同時期數

值資料之差異與界定變遷界線（Thresholding）等二步驟，而方法則為在一

連串的差異值中找出發生變遷類別與未發生變遷類別的臨界值，以求得變遷

影像。一般而言，成對比較法因尋找臨界值的方式不同，又可以分為影像差

異法（Image differencing）、影像比例法（Image ratioing）、改變向量分

析法（Change vector analysis）及分類後比較法（Post-classification 

comparison）等方法。 

 

二、多元影像比較法 

 

植群變遷分析過程中，除了要知道不同期間變化情形外，尚有一個目標，

即瞭解時間系列中環境屬性的變化趨勢或由一般趨勢中顯出異常的事物，這

也是從事變遷分析所要追求的較高層次目標。多元影像比較法不僅具有此一

特性，且其依使用數式之不同，又分為影像偏差法（Image deviation）、改

變向量分析法（Change vector analysis）及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等三種。 

 

 

9 



第參章、相關文獻分析 

 

三、定性分析法 

 

前述對於遙測影像變遷分析之方法，都是針對不同時期影像變化情形進

行數量性的分析，而其目的在於瞭解時間序列中影像類別變遷的「量」。定性

分析法與前述定量分析法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它是針對影像「質」的資料進

行分析，並藉此說明植群變遷過程中屬性的變化情形。通常進行不同時期影

像的基本定性分析方法是交叉分類法（Cross classification）。 

 

 

 

 

 

 

 

 

 

 

 

 

 

 

 

 

 

 

10 



第參章、相關文獻分析 

第三節、地景生態學 

 

地景生態學（Ｌandscape ecology）是由德國地理學家Troll所提出，

其範疇是指研究某一地區不同空間單元中，自然環境與生物物種間的相互關

係，包含水平與垂直的空間要素（Forman and Godron, 1986）。事實上，地

景係由地貌與各種干擾作用所形成，是一種具有特定結構、功能和動態特徵

的宏觀系統，其中「結構」係指不同生態系統或要素間的空間關係；「功能」

是指空間要素間的相互作用；而「動態特徵」則是生態鑲嵌體結構與功能隨

時間的變化，因此可謂比生態系具有更高一級的層次（張，1994）。 

 

地景生態學者常以地景指數與轉移矩陣(Ｔransition matrix)進行地景

結構之量化與變遷分析。運用不同的地景指數能夠測定生態系統之大小、形

狀、類別及分布等空間資訊，而其變化程度則能有效反應地景空間排列的變

遷方向與大小。以下僅就常用的地景指數加以說明（McGarigal and Marks, 

1995）： 

 

一、嵌塊體豐富度（Patch richness, PR） 

 

mPR = ；PR ．．．．．．．．．．．．．．．．．．．．．（1） 1≥

 

上式可表示地景中嵌塊體的豐富狀況，其中m表示嵌塊體類型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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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相關文獻分析 

二、多樣性指數（Diversity index, DI） 

 

（一）Shannon多樣性指數（Shannon diversity index, SHDI） 

 

∑
=

×−=
m

i
ii PPSHDI

1

ln
；  ．．．．．．．．．．．．．．（2） 0≥SHDI

 

（二）Simpson多樣性指數（Simpson diversity index, SIDI） 

 

∑
=

−=
m

i
iPSIDI

1

21
；0 1<≤ SIDI ．．．．．．．．．．．．．．．．（3） 

 

（三）修正Simpson多樣性指數（Modified Simpson diversity index, 

MSIDI）。 

 

∑
=

−=
m

i
iPMSIDI

1

2ln
； ．．．．．．．．．．．．．．．（4） 0≥MSIDI

 

以上三種為度量地景多樣性的指數，其值之大小可反應地景要素的多少

和各地景要素所占比例的變化。式中m表區塊類型數目，Pi表第 i類型區塊

面積佔總面積之百分比。 

 

當地景是由單一區塊構成時，表示地景係屬均質，亦即不具地景多樣性，

故多樣性指數值為0。隨區塊類型數目的增加，除了SIDI值接近1之外，其

餘值均隨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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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相關文獻分析 

 

三、均勻度指數（Evenness index, EI） 

 

（一）Shannon均勻度指數(Shannon evenness index,SHEI) 

 

m

PP
SHEI

m

i
ii

ln

ln
1
∑
=

×−
=

；0 1≤≤ SHEI ．．．．．．．．．．．．．（5） 

 

（二）Simpson均勻度指數（Simpson evenness index, SIEI） 

 

m

SIDI

m

P
SIEI

m

i
i

1111

1
1

2

−
=

−

−
=

∑
=

； 10 ≤≤ SIEI ．．．．．．．．．．．．（6） 

 

（三）修正Simpson均勻度指數（Modified Simpson evenness index, 

MSIEI）。 

 

m
MSIDI

m

P
MSIEI

m

i
i

lnln

ln1
1

2

=
−

=
∑
=

；0 1≤≤ MSIEI ．．．．．．．．．（7） 

 

以上三種為度量地景均勻程度的指數，式中m表區塊類型數目，Pi表第 i

類型區塊面積佔總面積之百分比。 

 

當地景是由單一區塊構成時，其指數值為 0；當地景區塊分佈均勻時，

其指數值會趨近於1，反之則值接近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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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相關文獻分析 

四、碎形維度指數（Fractal dimension index, FDI） 

 

( )
ij

ij

a
p

FDI
ln

25.0ln2
=

；1 2≤≤ FDI ．．．．．．．．．．．．．．．（8） 

 

地景內嵌塊體碎形維度的平均值，可用以表示地景內嵌塊體的複雜程

度，其運算方式為各嵌塊體的碎形維度加總後除以嵌塊體總量。式中Pij表示

第i類第j個嵌塊體之周長，aij表示第i類第j個嵌塊體之面積。 

 

五、地景形狀指數（Landscape shape index, LSI） 

 

A

Pe
LSI

n

i
i

×
=
∑
=

4
1

．．．．．．．．．．．．．．．．．．．．．．．（9） 

 

用以計算地景之形狀複雜度，其指數值愈大表地景愈複雜。式中 Pei表

嵌塊體邊長，A表嵌塊體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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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研究材料與方法 

第肆章、研究材料與方法 
 

第一節、研究區概述 

 

墾丁國家公園位於恆春半島之上，是我國第一個成立的國家公園，其東

瀕太平洋，西鄰台灣海峽，南面巴士海峽，是一個三面環海的地形（如圖二）。

就其範圍而言，陸域東至太平洋岸，西則由龜山向南至紅柴之台地崖與海濱

地帶，南部包括龍鑾潭南面之貓鼻頭、南灣、墾丁森林遊樂區、鵝鑾鼻，而

北則至南仁山區，面積達18,083.50ha.；海域範圍包括南灣海域及龜山經貓

鼻頭、鵝鑾鼻北至南仁灣間距海岸一公里內海域，面積為15,185.15ha.。總

計海陸範圍之面積達33,268.65ha.。 

 

就地形而言，區內以低山與丘陵台地為主，而最高峰老佛山海拔高度為

674公尺；至於地質與土壤，則可約略區分為紅棕色磚紅化土、黃棕色磚紅

化土、沖積土、石積土及盤層土。 

 

本區氣候屬熱帶性氣候，年溫差不大，一月最冷，平均氣溫為20.5℃；

七月最熱，平均氣溫為28.3℃。年降雨量2,130mm，分布於六至十月，佔全

年降雨量82﹪，十一月至隔年五月為乾季。平均相對溼度介於73﹪至87﹪，

年平均風速3.91m/sec，七月至九月有颱風，十月至隔年三月東北季風特強，

每秒達10至17m，俗稱「落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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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研究材料與方法 

 

圖二、墾丁國家公園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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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研究材料與方法 

第二節、研究材料 

 

本研究採用三期之SPOT衛星影像（每期四季），其影像參數及基本資料

詳如表一所示，各原始影像則如圖三至圖五所示。 

 

表一、本研究所採用之SPOT衛星影像參數及基本資料表 

絕對糾正係數 

衛星名稱 拍攝日期 拍攝方式 等級 
XS1 XS2 XS3 

地面 

解析力 

太陽 

高度角 

太陽 

方位角 

SPOT 2 1993/08/22 多譜態 Level 3 0.959871.056671.20033 12.5m×12.5m 66.90 114.10 

SPOT 2 1993/10/29 多譜態 Level 3 0.959871.056671.20033 12.5m×12.5m 49.40 151.50 

SPOT 2 1994/03/28 多譜態 Level 10 1.037271.043791.17066 12.5m×12.5m 62.96 133.96 

SPOT 3 1994/05/12 多譜態 Level 3 1.012311.654581.10198 12.5m×12.5m 70.50 108.90 

SPOT 2 1997/03/18 多譜態 Level 3 1.586351.296081.51488 12.5m×12.5m 60.50 143.60 

SPOT 1 1997/05/27 多譜態 Level 3 1.373411.044651.38629 12.5m×12.5m 71.00 91.60 

SPOT 2 1997/07/22 多譜態 Level 10 1.623501.307281.51709 12.5m×12.5m 69.77 90.59 

SPOT 1 1997/11/10 多譜態 Level 10 1.373411.044651.38629 12.5m×12.5m 47.21 154.05 

SPOT 2 2000/04/21 多譜態 Level 3 1.437741.266201.50824 12.5m×12.5m 65.50 114.40 

SPOT 2 2000/07/23 多譜態 Level 3 1.305091.272651.53995 12.5m×12.5m 70.10 93.90 

SPOT 1 2001/02/18 多譜態 Level 10 1.287571.026001.40646 12.5m×12.5m 48.65 143.26 

SPOT 2 2001/10/13 多譜態 Level 10 1.305091.272651.53995 12.5m×12.5m 57.22 1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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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研究材料與方法 

圖三、SPOT原始衛星影像（第一期） 

1993/08/22 1993/10/29 

1994/03/28 1994/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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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研究材料與方法 

圖四、SPOT原始衛星影像（第二期） 

1997/03/18 1997/05/27 

1997/07/22 199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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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研究材料與方法 

圖五、SPOT原始衛星影像（第三期） 

2000/04/21 2000/07/23 

2001/02/18 200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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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研究材料與方法 

第三節、研究方法 

 

一、應用不同時期衛星影像探討各分區植群型空間分布狀況 

 

（一）定義植群型類別 

 

墾丁國家公園之植物社會依海拔高度不同涵蓋濱海的海岸林植群至低海

拔的亞熱帶闊葉林（柳，1968）。本研究除參考前人對墾丁國家公園植群社會

之研究成果、國家公園計劃書與林務局第三次資源調查報告之外（張等，

1985；蘇、蘇，1988；邱、王，1993；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1996；林務局，

1995；謝，1996；蕭，1999），並依據現場實地狀況，將植群型類別定義如表

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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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研究材料與方法 

表二、本研究採用墾丁國家公園植群型類別 

植群類別 說明 

海濱植物群落 包括濱海的珊瑚礁植物及海岸林植物，其種類以棋盤腳、蓮葉

桐、水黃皮、欖仁、皮孫木、瓊崖海棠等為優勢。 

乾燥林植物群落 多植株低矮密集之灌叢或小喬木，其樹冠密度介於30%－60%間，

以密生之銀合歡、山埔姜、草海桐、木麻黃、林投等為優勢樹種。

季風雨林植物群落植株高大、林相完成、鬱閉度良好之天然闊葉樹植物群落，多數

分布於海拔100公尺以上之山地，以樟科、殼斗科及桑科植物為

主。其優勢樹種包括大葉楠、江某、星刺栲、港口木荷、樹青、

大頭茶、白榕、茄冬、相思樹、內苳子、土樟、黃豆樹、克蘭樹、

皮孫木、大葉山欖等多種，屬生物歧異度高之植物社會。 

相思樹植物群落 以高大之相思樹為優勢樹種，可明顯加以區別。本類型植物群落

以相思樹、黃荊、九芎為優勢。 

混生林植物群落 分布於乾燥林植物群落、季風雨林植物群落與相思樹植物群落三

者交界間推移帶上之混合植物群落，其形相約略含有上述三種植

物群落之混合特徵，但無法由影像上明確將之歸類至上述三種植

物群落之中的任一種，至於植物種類方面，亦表現出三種植物社

會混合特性。 

草生地 包括天然草生地、牧草地及廢耕草生地。 

農耕地 以短生長週期之農作物為主。 

建成地 包括人工建築物、設施及道路等。 

水域 包括湖泊、水潭、河流、魚塭等。 

裸露地 包括砂灘、裸岩及因開墾所形成之裸露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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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研究材料與方法 

（二）不同時期墾丁國家公園植群型空間資料建置 

 

1.植群型定位調查 

 

利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進行各植群型樣點定位調查，以作為影像分類之

基準點。 

 

2.影像處理 

 

影像處理需完成SPOT衛星影像之正射糾正與大氣糾正工作，分述如下： 

 

（1）影像之幾何糾正 

 

幾何糾正可以利用地面控制點以像皮伸張法（Rubber sheet stretching）

先建立影像座標與地圖座標之幾何轉換函數，再以最近相鄰法進行影像再取

樣，使衛星影像資料產生地圖座標，與地理資料庫之各類主題圖互相套疊。 

 

A.控制點的選取 

 

地面控制點的選取，主要以河川匯流點，以及地形特殊點為選取對象，

並力求控制點均勻分布於研究區範圍內。 

 

B.座標轉換 

 

控制點選取完畢後，再利用橡皮伸張法建立地圖與影像座標之幾何轉換

函數，有關轉換函數之型式列如式（10）、式（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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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研究材料與方法 

 

tji YYQXFYEXYDXCYCXBXAX Ω++++++++++= .......22
0 （10） 

 

t．．．（11） Ji YYQXYFXYEXDYCXBAY Ω′++++′+′+′+′+′+′= ......22
0

 

式中X0，Y0為轉換後之座標；Xi，Yj為影像原始座標；t為階數。 

 

轉換函數的選取係依據轉換座標與影像座標之殘差平方和（RMS）大小決

定之，其計算法為 

 

( ) ( )22. jOiO YYXXerrorRMS −+−= ．．．．．．．．．．．．．．（12） 

 

C.糾正影像再取樣 

 

利用轉換函數將原始影像轉換為具地圖座標之新影像檔，而轉換後之各

像元值必須由鄰近像元內插計算而得，此即所謂再取樣（Resampling），其方

法包括最近相鄰法（Nearest neighbor assignment）、雙向線性內插法

（Bilinear interpolation）及立方迴旋法（Cubic convolution）等數種。 

 

三種方法中，最近相鄰法取樣後不會影響原來影像的對比，且內差後所

產生的新灰度值及影像內的一些細微變化不致於損失，因此對分類效果較佳

（吳、宋，1984；王、陳，1984）。 

 

本研究所使用之SPOT衛星影像經幾何糾正後，其座標系統必須符合目前

墾丁國家公園所使用之基本圖座標系統（TWD67座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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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研究材料與方法 

（2）影像之輻射糾正 

 

就 SPOT衛星影像而言，以二階段統計糾正法進行輻射糾正效果最佳

（陳，1993），故本研究以此方法進行不同時期SPOT衛星影像之輻射糾正工

作。 

 

二階段統計糾正法係先利用太陽傾角之餘弦值[-1,+1]經增揚為[0,255]

後，計算第一階段之常態化影像之數位值，其計算式如式（13）所示。 

 








 −
×+=

K
XK

DNDNDN ij
ijijij µ

µ
δ λλλ

．．．．．．．．．．．．．．（13） 

 

其中 

 

ijDNλδ
：λ波段像元（i, j）之常態化數位值 

ijDNλ ：λ波段像元（i, j）之未常態化數位值 

ijX
：太陽入射角餘弦值經增揚為（0至255）之數位值 

Kµ ：太陽入射角餘弦值（0至255）之平均值 

 

第一階段常態化之糾正像元，再依太陽入射方位採用相對坡向（向陽與

被陰）之取樣像元平均值求得糾正係數Cλ，以增進常態化效果，其糾正式如

式（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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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2///












 





 ′−−−






 −+



 





 ′−−−−= 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 SUSUSUNUNUNUC

( ) ( ) 2/// 



 





 −′−+





 −′−= λλλλλλλλ SSSUNNNU

       ．．．．．．．．（14） 

 

其中 

 

λC ：λ波段之糾正係數 

λU ：波段未常態化像元之平均值 

′
λN ：第一階段常態化後且坡向朝北之像元數位值平均 

′
λS ：第一階段常態化後且坡向朝南之像元數位值平均 

λN ：λ波段未常態化且坡向朝北之像元數位值平均 

λS ：λ波段未常態化且坡向朝南之像元數位值平均 

 

將式（14）以Cλ係數代入如式（15），則可增加像元數位值之常態化糾

正效果。 

 

λλλλ µ
µ

δ C
K

XK
DNDNDN ij

ijijij ×






 −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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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研究材料與方法 

3. 影像類別之可行性評估 

 

植物社會之分類工作，雖先依據前人研究成果與現場實地狀況將其區分

為海濱植物群落、乾燥林植物群落、季風雨林植物群落、相思樹植物群落、

混生林植物群落、草生地、農耕地、建成地、水域、裸露地等十種類型，惟

實際進行影像分類工作時，應考慮SPOT衛星影像本身波譜解析力與空間解析

力之限制，因此有必要進行影像分類別之可行性評估。 

 

本研究對影像分類別之可行性評估工作，係以檢測不同分類別波譜值之

空間分離度與探討各分類結果之轉移分歧度等兩方面分別進行之。 

 

4.影像分類 

 

影像分類方面，係於野外植群型定位完成後，於內業中先切取各點影像

範圍，以作為影像分類之訓練樣區；其次分別利用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distance）、模糊集理論（Fuzzy classification）、類神經網路

（Neural network classification）等不同分類法進行影像分類工作，並將

分類結果轉換成各相關圖層。有關各分類法之演算式分述如下： 

 

（1）最大概似法 

 

最大概似法係假設各波譜之反射值為常態分布狀態（Normal 

distribution），並利用歸屬機率為演算基礎，以其距離機率值（D）之最小

值為其歸屬類別。由於每一分類群之歸屬機率並不一定相等，故可乘以經驗

值（ac）權重（Robert, 1983）。最大概似法之機率等式示如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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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McXCovcMcXCovcaD T
c −−−−= −15.0ln5.0ln ．．．．．．．（16） 

D = 權重距離 

c =某一分類別 

X = 像元之量測向量 

Mc = c 分類群之平均向量 

ac = c分類群之機率百分比乘數 

Covc = c分類群像元值共變數 

|Covc| = Covc 行列式 

Covc-1 = Covc倒數 

ln = 自然對數 

T =轉換函數（矩陣代數運算子） 

 

（2）模糊理論分類法 

 

模糊理論係1965年由Zadeh所提出，其定義如下（Zadeh, 1965）： 

 

如果對論域 U 中的每一元素 X ，都規定屬於封閉區間 [0,1] 的一個實

數 UA(x)，則在 U 上定義了一個模糊子集 A。 

 

A = {(x,UA(x))∣X∈ U} ．．．．．．．．．．．．．．．．．．．．（17） 

 

UA(x) 稱為 A 的隸屬函數（Membership fuction），UA(Xi)稱為元素Xi

的隸屬度(Degree of membership)。 

 

當 U 為有限集合時，U = {X1,X2,X3,....Xn}時，其隸屬函數值為{UA(Xi), 

i = 1,2,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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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A 可表為 A = UA(X1)/X1+UA(X2)/X2+.....+UA(Xn)/Xn 

              = Σ UA(Xi)/Xi．．．．．．．．．．．．．．．．．（18） 

 

符號 UA(Xi)/Xi表示元素 Xi 隸屬於 A 的程度為 UA(Xi)，其中 "+" 號並

不表示加法，而是一種聯繫符號。 

 

當 U 為無限集合時，可表為：A = ∫ UA(X)/X，其中 "∫ " 也不是積

分符號，而是與隸屬對應關係的一個總括。 

 

 

而定義規定 UA(X)→[0,1]，即 0≦UA(X)≦1，當 UA(X)=0 表示 X 不屬

於這模糊子集；當 UA(X)=1 表示元素百分之百屬於這個模糊子集。 

 

以往為了提高遙測影像之分類準確度，多側重於改善遙測系統之解析力

或資料處理的演算法，然而在模糊理論中，分類等級可以用模糊理論加以定

義，在混合或中間狀況的分類等級中，實體可以清楚的用隸屬度（Membership 

grade）加以描述其隸屬程度，且每個空間實體可以用隸屬度的方法來顯示其

隸屬於某個等級的程度範圍，使得影像之分類更具有彈性，因此模糊集合理

論可以提供較佳的表示方法處理不明確的地理資訊（王，1996）。本研究採用

之模糊關係矩陣示如式（19）。 

 

[ ]
[ ]

∑∑∑
= = =

=
s

i

s

j

n

l kijl

ij

D
w

kT
1 0 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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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視窗列數 

j ： 視窗行數 

s ： 視窗大小（3,5或7） 

l ： 模糊集層數（分類等級） 

n ： 預定使用模糊集層數 

W ： 每一視窗權重 

k ： 分類別 

D[k] ： 分類別k之距離權重值 

T[k] ： 分類別k之視窗權重值 

 

（3）類神經網路分類法 

 

類神經網路系統是一種以一些具簡單運算功能的處理元素（稱之為結

點，Node）所組合而成的動態運算系統。此一系統中之每一個結點會去接收

與其相連結的結點所傳遞過來的訊息，並依據其接收到的輸入總和值計算出

激發狀態值（Activation vlue）後，再依其激發狀態值之大小計算出輸出值，

並將輸出值會傳送給與其相連的結點（蔡，1995）。 

 

類神經網路系統模擬腦神經元運作方式之目的，乃期望藉由動態學習解

決傳統符號系統無法克服的複雜問題。而由於初期大腦僅存有邏輯架構，對

於大部份的事物皆需經由學習才得以解決，並將經驗衍生推廣至相類似的問

題。而類神經網路系統亦是如此，網路設計者模擬腦神經的基本架構及機制，

先設計出一基本邏輯判別及運作架構後，再對此架構輸入刺激，使系統依其

學習演算法修正本身的網路結構（蔡，1995）並將結果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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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倒傳遞類神經網路學習演算法進行影像分類工作，其所使用

之轉換函數（Transfer fnction）為雙彎曲函數（Sigmoid fnction）示如式

（20）。 

 

[ ] [ ]( 2

2
1 jYjTE −





= ) ．．．．．．．．．．．．．．．．．．．．．．（19） 

 

E：網路輸出層第j個結點實際輸出值與期望值間之誤差 

T[j]：網路輸出層地j個結點輸出目標值 

Y[j]：網路輸出層地j個結點實際輸出值 

 

有關倒傳遞類神經網路之學習演算過程說明如下： 

 

A.決定網路架構 

 

類神經網路分類之首要工作為決定網路架構。由於網路之輸入層結點數

係由不同型態之平行輸入資訊類別數所決定，而輸出層之結點數則以期望輸

出類別數為其值，因此隱藏層數及其結點數則需考量事件邏輯判斷的複雜

度，但截至目前為止，最佳之網路隱藏層神經結單元數，仍無一明確之定論，

需賴不同事件之多次試驗，而取其經驗值。至於隱藏層的層數，通常取一層

或二層可得較佳之收斂，較複雜者可取二層（葉，1994）。 

 

B.設定網路初始加權值及初始偏權值 

 

類神經網路各結點之權衡值及偏權值需給予初始值後，再以學習演算法

加以逐步更正，而初始值通常以隨機亂數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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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輸入學習樣本以計算網路推論輸出值 

 

（A）隱藏層之輸出值 

 

[ ] [ ][ ] [ ] [ ]hhixhixhWhhnet
inpN

i

___
1

θ−=∑
=

．．．．．．．．．．．．．．．（20） 

 

[ ] [ ]( )hhnetehH _1/1 −+= ．．．．．．．．．．．．．．．．．．．．．．（21） 

 

net_h[h]：隱藏層第h個神經元的加權乘積和 

Ninp：輸入層的神經結數 

H[h]：隱藏層第h個神經元輸出值 

W_xh[i][h]：輸入層第i個神經結與隱藏層第h個神經結間的加權值 

x[i]：訓練樣本 

θ_h[h]：隱藏層第h個神經結的偏權值 

 

（B）推論輸出值 

 

[ ] [ ][ ] [ ] [ ]jyhHjhhyWjynet
Nhid

h

___
1

θ−= ∑
=

．．．．．．．．．．．．．．（22） 

 

[ ] [ ]( )jynetejY _1/1 −+= ．．．．．．．．．．．．．．．．．．．．．．（23） 

 

net_y[j]：輸出層第j個神經結的加權乘積和 

Nhid：隱藏層神經結數目 

Y[j]：推論輸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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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_hy[h][j]：輸出層第j個神經結與隱藏層第h個神經結間的加權值 

θ_y[j]：輸出層第j個神經結偏權值 

H[h]：隱藏層第h個神經結輸出值 

 

D.計算輸出層與隱藏層的差距量 

 

[ ] [ ] [ ]( ) [ ] [ ]( jYjTjYjYjy )−−= 1_δ ．．．．．．．．．．．．．．．．（24） 

 

δ_y[j]：輸出層第j個神經結T[j]與Y[j]間的差距量 

T[j] – Y[j]：期望輸出值與網路推論值間的誤差 

 

[ ] [ ] [ ]( ) [ ][ ] [ ]jyjhhyWhHhHhh
Nout

j

__1_
1
∑
=

−= δδ ．．．．．．．．．．．．（25） 

 

δ_h[h]：隱藏層第h個神經結的差距量 

Nout：輸出層神經結數目 

 

E.計算各層間的權衡值修正量及偏權值修正量 

 

[ ][ ] [ ] [ ]hHjyjhhyW __ ηδ=∆ ．．．．．．．．．．．．．．．．．．（26） 

 

[ ] [ ]jyjy __ ηδθ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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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_hy[h][j]：隱藏層第h個神經結與輸出層第j個神經結間的權衡值

修正量 

△θ_y[j]：輸出層第j個神經結的偏權值修正量 

η：學習速度，取值0.1 – 1.0 

 

F.更新各層間的權衡值及偏權值 

 

[ ][ ] [ ][ ] [ ][ ]jhhyWjhhyWjhhyW ___ ∆+= ．．．．．．．．．．．．．．（28） 

 

[ ] [ ] [ ]jyjyjy ___ θθθ ∆+= ．．．．．．．．．．．．．．．．．．．（29） 

 

同理 

 

[ ][ ] [ ][ ] [ ][ ]jhhyWhixhWhixhW ___ ∆+= ．．．．．．．．．．．．．．（30） 

 

[ ] [ ] [ ]hhhhhh ___ θθθ ∆+= ．．．．．．．．．．．．．．．．．．．（31） 

 

G.重複學習直至網路收斂 

 

整個學習過程輸入所有樣本後成一學習循環（Learning circle），並不

斷重複學習循環直至網路收斂為止，而最後以下式定義學習品質： 

 

( ) [ ] [ ]( )∑ −= 22/1 jYjTE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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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網路輸出層第j個結點實際輸出值與期望值間之誤差 

T[j]：網路輸出層第j個結點輸出目標值 

Y[j]：網路輸出層第j個結點實際輸出值 

 

5.植群型分類準確度評估 

 

分類準確度評估方面，本研究利用誤差矩陣、全影像總體準確度及KAPPA

值，分別檢測各分類別及總體分類之準確度。其演算法分述如下： 

 

（1）漏授、誤授及全影像分類準確度評估法 

 

Congalton和Story （1986）導出分類準確度評估的三個指數分別為： 

 

 

A.漏授誤差準確度（Omission acura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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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

i
i

N

i
iii XXPA

11

/
．．．．．．．．．．．．．．．．．．．．．．（33） 

 

B.誤授誤差準確度（Commission a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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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i XX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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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全影像分類準確度（Overall acuracy） 

NXOA
N

i
ii /

1
∑
=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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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誤差矩陣第i列第i行之值 

Xi+第i列之非斜線上之像元總數 

X+i第i行之非斜線上之像元總數 

N 評估像元總數，n 總分類組數 

 

（2）KAPPA值分類準確度評估法 

 

KAPPA值是表示一分類法與完全隨機分類比較所減少錯誤的百分比。推

導KAPPA值為準確度評估指標之演算公式如下（Congalton, 1991）： 

 

( ) ( )






 −






 −= ∑∑∑
=

++
=

++
=

∧ r

i
ii

r

i
ii

r

i
ii XXNXXXNK

1

2

11

/
．．．．．．．．．．（36） 

 

N：觀測樣本數  

r：誤差矩陣之行數（row） 

Xii：誤差矩陣第i行i列元素  

Xi+：誤差矩陣第i列之和 

X+i：誤差矩陣第i行之和 

 

6.不同時期植群型空間分布資料之建立 

 

各分類結果經準確度評估後可篩選出較佳者，本研究以該結果建立不同

時期植群型空間分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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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分區植群型動態變化狀況之探討 

 

（一）地景指數之運算 

 

量化地景結構為研究地景功能與變遷之首要工作。就地景結構而言，一

般可以分為地景組成與地景排列兩種（Dunning et al.,1992），其中前者係

指地景內區塊類別之變異與豐富度，而後者係指地景內之區塊分布或空間特

性，兩者係以個別或組合方式影響生態過程（鄭，1999）。 

 

建立一套地景生態系統的空間結構單元至少應包括個體單元空間形態、

群體單元的空間組合狀況、單元間的空間關聯指數、結構的空間變化規律等

方面，而針對各空間特徵，可以設計不同的量度指標（王等，1999）。因此本

研究為探討墾丁國家公園各分區之植群變遷狀況，乃以地景生態學之觀點將

影像分類結果以地理資訊系統技術的空間運算、分析功能進行地景結構量化

後，利用McGarigal和Marks所提之FRAGSTATS程式集，求算Shannon多樣

性指數（式2）、Simpson多樣性指數（式3）、修正Simpson多樣性指數（式

4）、Shannon均勻度指數（式5）、Simpson均勻度指數（式6）、修正Simpson

均勻度指數（式7）、嵌塊體的平均碎形維度（式8）探討其地景組成及排列

狀況（McGarigal and Marks, 1995）。 

 

（二）地景變遷分析 

 

變遷檢定係採用Magurran（1988）所提出之t檢定法測驗地景變遷之差

異程度，此法由Shannon’s多樣性指數推導而得。有關t檢定之關係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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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i為 i地景或i時期之Shannon’s多樣性指數，VarHi為 Shannon’s

多樣性指數之變異數，其計算式與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 df）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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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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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藉由地景變遷分析探討墾丁國家公園各分區不同植群型之動態

變化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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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不同植群型衛星影像之波譜特性 

 

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標（NDVI）是一種波譜直線式組合，其被定義為近紅

外光波段與紅光波段數值之差與這兩個波段數值之和的比值，因該指數具有

規整效果，可減低地區間及季節間因光能量不同所造成之波譜反射差異，故

其在使用衛星影像進行植群研究以及植物物候研究中被廣泛應用，是植物生

長狀態及植群空間分布密度的最佳指標，且與植群分布密度呈線性關係，因

此又可稱為生物量指標。 

 

理論上不同植群型之波譜反射狀況應有些微差異，而NDVI之值落於-1.0

至1.0範圍（小於0的像元值通常屬於非植生之雲層、水域、道路及建築物

等像元），其指數值愈大代表綠色生物量之增加，故可判別植生反射量之多寡 

(陳，1999；Rouse et al., 1973)，適用於探討不同植群型之波譜反射特性。

本計畫將以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提供之 SPOT衛星影像為資料，藉由 ERDAS 

Imagine影像軟體之處理分析，以式(29) 計算NDVI值後，藉由適當的統計

分析法探討不同植群型之波譜特性。 

 

NDVI＝（ρnir－ρred）/（ρnir＋ρred）．．．．．．．．．．．（41） 

 

ρnir：近紅外光之反射值 

ρred：紅光之反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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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流程如下圖所示。 

 

圖六、研究流程圖 

 

墾丁國家公園植群變遷探討

分類準確度評估

GPS野外樣區調查

多期SPOT
衛星影像資料 墾丁國家公園

植群文獻分析

建立影像判釋準則
與訓練樣區

最大概似法、
模糊集理論、
類神經網路等分類

探討不同植群型
之波譜特性

NDVI

影像分類

建立各分區
植群空間資料

地景指數運算與
地景變遷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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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墾丁國家公園不同時期植群型空間資料建置 

 

一、影像幾何糾正 

 

為探討不同時期之植群型變遷，以及同一年度不同季節之植生差異狀

況，乃採用表一所列之12幅SPOT衛星影像為材料。由於幾何糾正結果之座

標系統需與墾丁國家公園通盤檢討後之分區使用圖一致，因此完成幾何糾正

之衛星影像皆須與其精準套疊，惟日後若要配合內政部之地籍管理系統，尚

需進行TWD67座標轉TWD97座標之工作。 

 

1994/03/28、1997/07/22、1997/11/10、2001/02/18、2001/10/13等影

像為Level 10等級影像，無須進行幾何糾正；而1993/08/22、1993/10/29、

1994/05/12、1997/03/18、1997/05/27、2000/04/21、2000/07/23等影像，

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亦完成幾何糾正（結果如表三）。由於各幅影像

幾何糾正之誤差值均小於1個 Pixel （12.5m × 12.5m），且與能精準與墾丁

國家公園範圍圖套疊（如圖七至圖九），因此乃進一步進行輻射糾正工作。 

 

表三、本研究採用部份SPOT衛星影像幾何糾正結果 

拍攝日期 X座標誤差（m） Y座標誤差（m） XY座標合併誤差（m）

1993/08/22 4.54 3.85 5.95 

1993/10/29 4.15 4.07 5.81 

1994/05/12 5.08 2.95 5.87 

1997/03/18 3.79 4.21 5.67 

1997/05/27 3.61 4.55 5.81 

2000/04/21 4.93 2.67 5.61 

2000/07/23 3.13 3.04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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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完成幾何糾正之SPOT衛星影像（第一期） 

  

1993/08/22 1993/10/29 

  

1994/03/28 1994/05/12 

 

42 



第伍章、結果與討論 

圖八、完成幾何糾正之SPOT衛星影像（第二期） 

  

1997/03/18 1997/05/27 

  

1997/07/22 199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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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完成幾何糾正之SPOT衛星影像（第三期） 

  

2000/04/21 2000/07/23 

  

2001/02/18 200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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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像輻射糾正 

 

台灣地區山地綿延，起伏的地形經常使得衛星影像上相同地被覆蓋於不

同位置產生不同之輻射感測值，甚而輻射變異大於波譜反應變異而造成分類

誤差（Hutchinson, 1982），故在進行分類時若不能有效去除此一地形效應，

將很難獲致良好之分類結果。就SPOT衛星影像而言，以二階段統計糾正法進

行輻射糾正之效果最佳（陳，1993），故本研究乃以此方法進行不同時期SPOT

衛星影像之輻射糾正工作，並將結果列如表四、表五及圖十至圖十二，以供

後續影像分類之用。 

 

表四、本研究所採用SPOT衛星影像完成輻射糾正前之像元平均值與標準偏差 

Band1 Band2 Band3 
拍攝日期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1993/08/22 55.078 16.544 35.66917.99280.456 63.475

1993/10/29 43.970 12.679 27.77314.89660.040 48.594

1994/03/28 56.173 34.776 38.08533.08955.129 41.310

1994/05/12 59.901 15.021 63.29429.76167.783 50.102

1997/03/18 95.453 17.956 48.49313.83070.403 35.685

1997/05/27 92.850 22.443 45.62219.11192.178 54.134

1997/07/22 77.095 36.348 34.16822.707109.760 95.506

1997/11/10 66.789 14.811 28.56512.36464.550 49.841

2000/04/21 92.467 28.271 46.07227.96280.596 65.109

2000/07/23 69.079 22.136 36.01016.309101.145 79.467

2001/02/18 62.592 13.880 28.57211.17162.826 48.455

2001/10/13 63.843 15.016 33.99714.81583.092 6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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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本研究所採用SPOT衛星影像完成輻射糾正後之像元平均值與標準偏差 

Band1 Band2 Band3 
拍攝日期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1993/08/22 55.212 18.601 35.76319.85483.033 64.727

1993/10/29 44.094 14.077 27.84515.98260.159 50.040

1994/03/28 61.638 32.858 41.80232.44460.496 40.871

1994/05/12 60.059 17.333 63.38933.15767.919 51.331

1997/03/18 95.719 20.247 48.64515.29570.557 37.022

1997/05/27 93.010 26.369 45.75621.68192.328 55.931

1997/07/22 87.965 26.718 39.04122.519124.845 94.413

1997/11/10 66.928 17.756 28.64314.21964.665 51.446

2000/04/21 92.605 30.092 46.15829.35780.735 66.443

2000/07/23 73.430 18.309 38.31317.012107.458 80.453

2001/02/18 62.729 16.664 28.65012.75262.938 49.895

2001/10/13 63.964 17.992 34.08117.15483.243 65.041

 

由圖十至圖十二以及表四、表五之結果可知，各幅衛星影像經二階段統

計法糾正後，可有效的消除地形與大氣對遙測影像之影響效應，而其影像之

波譜反射值亦同時發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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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完成輻射糾正之SPOT衛星影像（第一期） 

  

1993/08/22 1993/10/29 

  

1994/03/28 1994/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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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完成輻射糾正之SPOT衛星影像（第二期） 

  

1997/03/18 1997/05/27 

  

1997/07/22 199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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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完成輻射糾正之SPOT衛星影像（第三期） 

  

2000/04/21 2000/07/23 

  

2001/02/18 200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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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義植群型類別 

 

本研究參考前人研究（張等，1985；蘇、蘇，1988；邱、王，1993；墾

丁國家公園管理處，1996；林務局，1995；謝，1996；蕭，1999），並承襲前

一年度之計畫成果，依舊將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之植群型分為海濱植物群

落、乾燥林植物群落、季風雨林植物群落、相思樹植物群落、混生林植物群

落、草生地、農耕地、建成地、水域及裸露地等數類，各植群型並利用全球

衛星定位系統進行樣點定位調查，以作為影像分類之基準點與訓練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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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像分類之可行性評估 

 

由於本研究所使用之SPOT衛星影像達12幅之多，且經檢查後發現不僅

不同年度之影像有明顯差異，即便是同一年度之影像亦有所不同；再加上以

十種不同分類別來進行影像分類工作是否可行，亦有探討之必要，因此需進

行影像分類之可行性評估工作。 

 

影像分類之可行性評估工作係以 2001/02/18、2000/04/11、

2000/07/23、2001/10/13等四幅影像為基準，分別代表春、夏、秋、冬四季

之植生狀況來加以探討。其進行方式係於野外植群型定位完成後，於內業中

先切取各點影像範圍，並粗略判釋影像特徵，以作為影像分類之參考基準點；

其次探討十種分類別於不同波段間（band_2, band_3）之空間分離度（Fature 

space），所得結果示如圖十三。 

 

由圖十三之結果發現，若要以海濱植物群落、乾燥林植物群落、季風雨

林植物群落、相思樹植物群落、混生林植物群落、草生地、農耕地、建成地、

水域及裸露地等十種類別進行影像分類，其影像分離度不佳，顯示影像分類

之成果亦將不理想。 

 

經考慮前人研究成果（蕭，1999）及現場植生狀況後，將海濱植物群落

與乾燥林植物群落合併為乾燥林植生；混生林植物群落歸類為混生林植生；

季風雨林植物群落與相思樹植物群落合併為季風雨林植生；草生地與農耕地

歸為一類；建成地及裸露地歸為一類；水域自成一類，並重新探討其波譜空

間分離度，其結果示如圖十四。由圖十四之結果顯示，以上述六種類別進行

本研究之影像分類工作應較以十種類別進行分類之效果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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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十種分類別之影像分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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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六種分類別之影像分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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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果與討論 

 

為進一步驗證前述結果之可信度，本研究利用式（42）、式（43）計算兩

種不同分類組別之轉移分歧度（Transfomed divergence, TD），其結果示如

表六。由表六之結果顯示，以六種類別進行分類，其TD值較以十種類別進行

分類為高，顯示其分類效果較好（Jensen,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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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ij：分離度 

Ci：共變異矩陣 

μi：平均向量 

tr：跡統計量（矩陣代數） 

T：轉移方程式 

 

表六、不同分類組別之轉移分歧度測驗結果 

影像拍攝日期 TD值（十種分類別） TD值（六種分類別） 

2001/02/18 1618.90 1966.24 

2000/04/21 1513.79 1978.67 

2000/07/23 1560.26 1971.49 

2001/10/13 1666.12 196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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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果與討論 

 

由前述兩項測驗結果之得知，海濱植物群落與乾燥林植物群落、季風雨

林植物群落與相思樹植物群落、草生地與農耕地、建成地及裸露地，其波譜

反射值擁有相同之特性，因此無法有效將其有效分離，故本研究後續分類工

作，應以乾燥林植生、混生林植生、季風雨林植生、草生地與農耕地、建成

地及裸露地、水域等六種類別進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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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果與討論 

五、影像分類 

 

完成影像分類之評估工作後，本研究以水域、建成地及裸露地、草生地

與農耕地、乾燥林植生、混生林植生、季風雨林植生等六種類型進行影像分

類工作。在兼顧實際效益與精度評估之考量下，本研究先以 2001/02/18、

2000/04/11、2000/07/23、2001/10/13等四幅影像進行分類工作。其方式乃

先藉由野外樣區調查資料與2001年之IKONOS影像選取影像分類之訓練樣區

（示如圖十五，各訓練樣區除應確實於每幅影像選取具有代表性者外，並需

進行分離度測驗以篩除不合理者）；其次考慮以往前人之影像分類成果（王，

1996；蕭，1999），將各期影像分別以最大概似法、模糊集理論、類神經網路

等不同分類法進行影像分類工作，並將分類結果轉換成各相關圖層（示如圖

十六至圖十八）。 

 

由圖十六至圖十八之結果顯示，各時期影像以不同方法進行分類，其結

果具有一定之差異性，而原因究係影像品質或分類過程所造成有待探討，因

此需進行準確度評估，以決定最佳之分類方法，並作為後續變遷研究之材料。 

 

至於同一方法所得各期影像之分類結果亦存有差異性，而其原因除一部

份為影像本身品質所導致外；另一部份係因研究區乾濕季雨量差異大，使得

植生與農作在不同季節中呈現之波譜反射狀況不同所造成（如銀合歡於乾季

時會被歸類為乾燥林植生，而濕季時則被歸類為混生林植生；農作物或草生

地於乾季時容易被歸類為建成地或裸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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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果與討論 

 

圖十五、影像分類之訓練樣區位置圖 

 

2001/02/18－春季 2000/04/21－夏季 

2000/07/23－秋季 2001/10/13－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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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果與討論 

 

圖十六、最大概似法之影像分類結果 

2001/02/18 2000/04/21 

2000/07/23 200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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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果與討論 

 

圖十七、類神經網路之影像分類結果 

2001/02/18 2000/04/21 

2000/07/23 2001/10/13 

 

 

59 



第伍章、結果與討論 

 

圖十八、模糊集理論之影像分類結果 

2001/02/18 2000/04/21 

2000/07/23 200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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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果與討論 

六、植群型分類準確度評估 

 

為選定最佳分類方法，本研究利用2001年之IKONOS影像選取檢核樣區

後（示如圖十九及表七），以全影像總體準確度及KAPPA值，分別檢測各不同

方法之分類準確度，其結果列如表八。由評估結果可知，不同季節之影像以

不同方法進行分類，其準確度並不相同，惟整體而言，應以最大概似法所得

結果較佳，且雨季影像（10月）之分類結果又較其他季節影像良好，此一結

果證明不同季節各植群型所反射之影像波譜特性並不相同，而探討墾丁國家

公園不同分區植群分布之空間資訊，應以最大概似法就雨季影像（10月）進

行之。 

 

表七、影像分類檢核樣區數 

植群類別 訓練樣本數 所佔比例（%） 

乾燥林植生 720 12.31 

混生林植生 1,130 19.32 

季風雨林植生 1,660 28.38 

草生地及農耕地 1,280 21.87 

建成地及裸露地 560 9.57 

水域 500 8.55 

合計 5,850 100.00 

 

表八、不同分類法之準確度評估表 

日期 2001/02/18 2000/04/21 2000/07/23 2001/10/13 

   評估法 

分類法 

KAPPA值 

全影像 

總體準確度 

KAPPA值 

全影像 

總體準確度

KAPPA值 

全影像 

總體準確度 

KAPPA值 

全影像 

總體準確度

最大概似法 0.4810 65.27% 0.4901 64.66%0.470463.92% 0.7669 83.74%

模糊集理論 0.4605 64.04% 0.5066 65.64%0.484465.02% 0.6929 78.82%

類神經網路 0.4905 64.78% 0.4979 64.66%0.398257.39% 0.2933 5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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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果與討論 

 

圖十九、影像分類檢核樣區圖 

 

2001/02/18 2000/04/21 

2000/07/23 200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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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果與討論 

 

七、不同時期植群型空間分布資料之建立 

 

不同時期植群型空間分布資料，乃採最大概似法之分類結果加以建立（示

如圖二十及表九）。由表九可知，墾丁國家公園陸域範圍內，以季風雨林植生

所佔面積最大（三期均超過50%），顯見其內植群之保存狀態堪稱良好；惟不

同分類別所佔面積於各期影像中之比例有其差異，故乃進一步以漏授、誤授

矩陣表加以探討，並將結果示如表十至表十二。 

 

表九、不同時期墾丁國家公園各植群型面積一覽表 

單位：ha. 

      影像拍攝日期 

植群型 
（1993/10/29） （1997/11/10） （2001/10/13） 

乾燥林植生 448.30 492.52 708.33 

混生林植生 6577.60 4677.81 4622.98 

季風雨林植生 9506.29 9064.61 9110.90 

草生地及農耕地 511.79 2882.07 2374.09 

建成地及裸露地 879.84 788.40 1101.78 

水域 159.67 178.09 165.41 

合計 18083.50 18083.50 180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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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果與討論 

 

圖二十、不同時期影像以最大概似法分類之結果 

1993/10/29 1997/11/10 

 
200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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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果與討論 

 

表十、分類誤差矩陣表（1993/10/29） 

植群類別 乾燥林植生 混生林植生
季風雨林

植生 

草生地 

及農耕地

建成地 

及裸露地 
水域 

乾燥林植生 120 55 15 30 0 0 

混生林植生 155 715 225 350 50 0 

季風雨林植生 70 285 1,570 40 5 0 

草生地及農耕地 10 5 0 190 10 10 

建成地及裸露地 5 5 20 30 75 0 

水域 0 0 0 0 0 15 

 

表十一、分類誤差矩陣表（1997/11/10） 

植群類別 乾燥林植生 混生林植生
季風雨林

植生 

草生地 

及農耕地

建成地 

及裸露地 
水域 

乾燥林植生 125 70 35 10 0 0

混生林植生 100 530 245 200 10 0

季風雨林植生 80 295 1,535 40 0 0

草生地及農耕地 50 155 15 370 35 0

建成地及裸露地 5 15 0 20 90 5

水域 0 0 0 0 5 20

 

表十二、分類誤差矩陣表（2001/10/13） 

植群類別 乾燥林植生 混生林植生
季風雨林

植生 

草生地 

及農耕地

建成地 

及裸露地 
水域 

乾燥林植生 315 115 60 85 0 0 

混生林植生 30 910 15 180 5 0 

季風雨林植生 10 20 1,750 15 0 0 

草生地及農耕地 0 10 5 335 20 0 

建成地及裸露地 5 10 0 25 115 0 

水域 0 0 0 0 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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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果與討論 

 

由表十至表十二之結果顯示，「乾燥林植生」與「草生地及農耕地」之分

類別較易被錯誤歸類，惟是否係因影像之波譜反射值所造成，有待於探討植

生波譜特性時予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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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果與討論 

第二節、墾丁國家公園陸域植群變遷之探討 

 

一、不同使用分區植群空間分布資料之變化 

 

墾丁國家公園不同使用分區植群空間分布資料之建立，利用墾丁國家公

園分區圖（示如圖二十一）切取後加以建立，各分區不同植群型之面積變化

情形示如表十三至表十五與圖二十二至圖二十六。 

 

圖二十一、墾丁國家公園使用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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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果與討論 

 

表十三、不同使用分區各植群型所佔面積（1993/10/29） 

分區名稱

植群型 
生態保護區 一般管制區 史蹟保存區 特別景觀區 遊憩區 

乾燥林植生 44.38 301.10 0.12 89.98 12.73 

混生林植生 842.67 4230.46 0.88 1328.26 175.33 

季風雨林植生 5045.22 3958.50 12.21 396.06 94.30 

草生地及農耕地 24.10 377.39 0.00 99.08 11.22 

建成地及裸露地 252.64 281.09 0.10 310.48 35.52 

水域 9.91 11.50 0.00 138.04 0.23 

合計 6218.92 9160.04 13.31 2361.90 329.33 

表十四、不同使用分區各植群型所佔面積（1997/11/10） 

分區名稱 

植群型 
生態保護區 一般管制區 史蹟保存區 特別景觀區 遊憩區 

乾燥林植生 72.16 293.26 0.02 109.25 17.82 

混生林植生 658.56 3177.50 1.93 753.84 85.98 

季風雨林植生 5081.62 3475.33 10.60 403.43 93.62 

草生地及農耕地 235.40 1950.95 0.76 601.37 93.59 

建成地及裸露地 161.18 254.93 0.00 334.11 38.18 

水域 10.00 8.06 0.00 159.90 0.14 

合計 6218.92 9160.04 13.31 2361.90 329.33 

表十五、不同使用分區各植群型所佔面積（2001/10/13） 

分區名稱 

植群型 
生態保護區 一般管制區 史蹟保存區 特別景觀區 遊憩區 

乾燥林植生 177.12 349.29 0.27 158.79 22.86 

混生林植生 533.95 3178.47 0.49 800.78 109.29 

季風雨林植生 5181.73 3510.29 11.90 336.26 70.73 

草生地及農耕地 158.84 1602.28 0.29 540.53 72.15 

建成地及裸露地 159.44 514.59 0.36 373.09 54.30 

水域 7.84 5.12 0.00 152.45 0.00 

合計 6218.92 9160.04 13.31 2361.90 3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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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果與討論 

 

圖二十二、墾丁國家公園各分區植群型面積變化圖（生態保護區） 

單位：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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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墾丁國家公園各分區植群型面積變化圖（一般管制區） 

單位：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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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墾丁國家公園各分區植群型面積變化圖（史蹟保存區） 

單位：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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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第伍章、結果與討論 

 

圖二十五、墾丁國家公園各分區植群型面積變化圖（特別景觀區） 

單位：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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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墾丁國家公園各分區植群型面積變化圖（遊憩區） 

單位：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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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法第十二條明白規定─「國家公園得按區域內現有土地利用型

態及資源特性」，劃分為「一般管制區」、「遊憩區」、「史蹟保存區」、「特別景

觀區」與「生態保護區」等五類，其中生態保護區係指「為供研究生態而應

嚴格保護之天然生物社會及其生育環境之地區」（國家公園法第八條）。由表

十三至表十五與圖二十二至圖二十六之結果顯示，各分區之天然植物群落多

分布於生態保護區及一般管制區（生態保護區內之「季風雨林植生」面積最

大），顯見國家公園對於天然植群之保護提供相當良好的作用；而屬於人為作

用較大之「草生地及農耕地」與「建成地及裸露地」則以一般管制區營力所

佔面積最大，亦符合現況。 

70 



第伍章、結果與討論 

 

特別景觀區或生態保護區內，為應特殊需要，經國家公園管理處之許可，

雖得引進外來動植物、採集標本、使用農藥（國家公園法第十七條），惟由本

研究之分類結果顯示，特別景觀區與遊憩區內天然植生（「混生林植生」與「季

風雨林植生」）之面積似有下降趨勢，而「草生地及農耕地」與「建成地及裸

露地」之面積則有上升趨勢，此結果是否與近年來墾丁國家公園內高度之遊

憩需求有關，仍有待進一步之探討，因此其後續變化情形實頗值得管理單位

加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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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果與討論 

二、墾丁國家公園陸域植群變遷之探討 

 

以具有生態量化意義的地景指標可有效表示植群生態之狀況，而其變遷

更可利用不同時期間指標值的差異來分析，因此本研究乃利用地景生態學所

常用之地景指標探討墾丁國家公園陸域植群之變遷，並將計算結果列如表十

六。 

 

表十六、不同地景指標值之計算結果 

 

地景指數 

 

影像日期 

Shannon 

多樣性 

指數 

Simpson

多樣性 

指數 

修正

Simpson

多樣性 

指數 

Shannon

均勻度 

指數 

Simpson

均勻度 

指數 

修正

Simpson 

均勻度 

指數 

碎形維度

指數 

1993/10/29 1.0972 0.5926 0.8978 0.6124 0.7111 0.5011 1.3844

1997/11/10 1.2812 0.6624 1.0860 0.7151 0.7949 0.6061 1.4419

2001/10/13 1.3106 0.6662 1.0972 0.7314 0.7995 0.6124 1.4621

 

（一）地景之多樣性 

 

由於多樣性指數的大小能夠反應地景類型的多少和各地景類型所佔比例

的變化，因此本研究以Simpson多樣性指數與修正Simpson多樣性指數探討

地景多樣性。 

 

當地景區塊類型僅有一種時，上述兩種地景指數值均為 0，這表示該一

地區的地景是均質而無多樣性；若地景是由兩個以上類型所構成，則各地景

類型所佔比例相等時，其地景的多樣性指數值最高，當各地景類型所佔比例

差別增大，則地景的多樣性指數值下降（薛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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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十六之結果顯示，墾丁國家公園之地景多樣性指數值有逐期增加之

趨勢，顯示區域內對於部份土地之利用，有朝向多樣化之趨勢，惟此等土地

利用行為，並未造成各地景類型所佔比例有明顯差異，因此推測係屬小面積

人為開發所帶來的影響。 

 

（二）地景之均勻性 

 

均勻度指數是用來描述少數主要類型控制地景的程度。本研究以

Shannon均勻度指數、Simpson均勻度指數與修正Simpson均勻度指數進行地

景均勻度之探討。 

 

當地景區塊類型僅有一種時，上述三種地景指數值均為 0，這表示該一

地區的地景均一；若地景是由兩個以上類型所構成，則區塊類型之分布越不

均勻，則指數值越趨近於0，而當分布呈均勻時，其值則趨近於1（鄭，1999）。 

 

表十六之結果顯示，三種不同地景均勻度指數值均逐期增加，顯示墾丁

國家公園之地景分布尚稱均勻，而由表九之結果可知，目前該區域內仍以「季

風雨林植生」為優勢區塊，顯示國家公園對於天然植群之維護具有一定之功

能性。 

 

（三）地景之排列性 

 

地景內嵌塊體碎形維度的平均值，可用以表示地景內嵌塊體空間排列的

複雜程度，因此本研究以碎形維度指數探討地景之排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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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型維度指數值介於 1 和 2 之間，當碎形維度指數值越接近 1，表示地

景區塊之自相似性越強，且區塊之形狀與排列亦越趨於規則而簡單

（Turner,1990）。 

 

由表十六之結果顯示，墾丁國家公園之地景碎形維度指數逐期增加，顯

示該區域內之地景排列狀況正日趨複雜化，推測亦與部份區域的小面積人為

開發之行為有關，惟其影響程度則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四）地景變遷檢定 

 

Shannon’s多樣性指數值越高表示地景之組成越複雜，可指出地景之異

質性，此指數無最大固定值，但地景中若有m種地景要素，而處於最大均勻

分布條件時，每個要素之面積比為 1/m，此時多樣性指數稱為最大多樣性指

數，因此檢定地景之 Shannon’s多樣性指數的變化，便能測驗研究區地景變

遷之差異程度。本研究為檢測地景系統是否產生變化，採用Shannon-Weaver

多樣性指數之t檢定，測驗墾丁國家公園地景之差異程度，其結果如表十七

所示。 

 

由表十七之檢定結果可知，不同時期之地景多樣性已達 1% 的顯著差異

水準，亦即表示墾丁國家公園內各期間之地景系統均有明顯變化，且有日趨

複雜之趨勢。此一結果與本研究前一年度針對南仁山生態保護區所做之地景

變遷分析相互比較，發現兩者呈現相反趨勢（南仁山生態保護區之地景系統

漸趨單純；而墾丁國家公園陸域範圍之地景系統漸趨複雜），顯示國家公園管

理處有必要加強保護區範圍外之管理工作，以防止墾丁國家公園內地景系統

持續複雜化與破碎化。 

 

74 



第陸章、結論 

 

 

表十七、墾丁國家公園不同時期之Shannon’s多樣性指數之t檢定 

時期 檢驗結果（t值） 

1993-1997 9.41** 

1997-2001 20.63** 

1993-2001 26.73** 

 

註－t值：Shannon’s多樣性指數之t檢測值； 

**：達1%顯著差異水準 

 

由前述各項地景指標之運算結果發現，墾丁國家公園內各期間之地景系

統，在多樣性、均勻性與排列性上均有日趨複雜之趨勢；而由 Shannon’s 多

樣性指數之t檢定結果，亦說明此等變化已達顯著差異，因此建議墾丁國家

公園管理處在遊憩壓力與開發密度高之區域，有必要加強經營管理與生態監

測工作，以確保維護生態體系之設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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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墾丁國家公園不同植群型波譜特性探討 

 

SPOT衛星影像具有三個不同波段，而了解各波段與地物反射波譜間的關

係，才能依據其光譜特性進行分類工作（Lillesand and Kiefer,1994）。常

態化差異植生指標具有規整效果，可減低地區間及季節間因光能量不同所造

成之波譜反射差異，故其在以衛星影像進行植群研究中被廣泛應用，堪稱是

表示植物生長狀態及植群空間分布密度的最佳指標。 

 

不同植群型之波譜反射狀況理論上應有些微差異，而NDVI之值愈大代表

綠色生物量之增加，故可判別植生反射量之多寡，適用於探討不同植群型之

波譜反射特性。本研究以2001/02/18、2000/04/11、2000/07/23、2001/10/13

等四幅影像分別代表春、夏、秋、冬四季之植生狀況，以 1993/10/29、

1997/11/10、2001/10/13等三幅影像分別代表不同時期之植生狀況，並利用

式（41）計算之NDVI值後，將各分類別不同波段波譜值（RGB三波段與NDVI

值）之分布範圍（線條部份）與平均值大小（圖形部份）示如圖二十七至圖

三十四。 

 

 

 

 

 

 

 

76 



第陸章、結論 

 

 

圖二十七、不同季節各分類別第一波段波譜值之分布範圍與平均值大小 

 

 

圖二十八、不同季節各分類別第二波段波譜值之分布範圍與平均值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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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不同季節各分類別第三波段波譜值之分布範圍與平均值大小 

 

 

圖三十、不同季節各分類別NDVI值之分布範圍與平均值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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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一、不同時期各分類別第一波段波譜值之分布範圍與平均值大小 

 

 

 

圖三十二、不同時期各分類別第二波段波譜值之分布範圍與平均值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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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三、不同時期各分類別第三波段波譜值之分布範圍與平均值大小 

 

 

圖三十四、不同時期各分類別NDVI值之分布範圍與平均值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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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至圖三十四之結果，顯示不同季節、不同時期之影像波譜，具

有下列幾項特性： 

 

一、春（2001/02/18）、秋（2000/07/23）兩季不同分類別影像波譜值分

布範圍重疊度大，而夏（2000/04/11）、冬（2001/10/13）兩季不同

分類別影像波譜值分布範圍重疊度較小，顯示進行分類工作應以夏

季與冬季影像為材料較佳。此一結果之產生應係夏季水份促進植物

生長，冬季落山風抑制植物生長所致，因此進行影像分類工作時當

先對研究區植生之生育狀況有所了解。 

 

二、不同分類別於不同波段之波譜特性不同。例如第三波段可明顯區分

水域部份；而各波段均約略可有效將植生與非植生部份加以區分，

但乾燥林植生、混生林植生、季風雨林植生間，以及草生地及農耕

地、建成地及裸露地間則不易明確切割，顯見在SPOT影像分類上，

目前仍有其限制存在。 

 

三、影像進行NDVI值轉算後，有助於分類工作之進行。例如此時水域之

值為負，而天然植生之NDVI值高於草生地及農耕地，草生地及農耕

地之NDVI值高於建成地及裸露地，顯示影像分類工作之進行，應需

輔助以不同植生指標之轉算以提高精度。 

 

四、就不同時期之影像而言，天然植生之NDVI值似有逐期增加現象，因

此推測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之天然植生之生長狀態應大致處於良好

狀態。又不同時期間各波譜形態差異不大，惟值的大小則略有不同，

因此以其進行變遷分析所得之結果，亦應屬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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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結論 
 

墾丁國家公園是國內唯一涵蓋陸地與海域的國家公園，也是本島唯一的

熱帶區域，其所蘊含的動植物資源，實為全民所該共同維護的寶藏，而其經

營管理，更須兼顧保育、育樂與研究等面向。有鑑於此，本研究以不同時期

之SPOT衛星影像為材料，首先分析不同分類方法之精確度，並以最佳分類法

之結果建立墾丁國家公園植群型之空間分布狀況；其次利用地景生態指標，

探討不同植群型之變遷情形；最後研究不同植群型之波譜特性。從研究的過

程與結果中，獲致重要結論說明如下： 

 

一、不同時期之影像分類 

 

影像分類準確度越高，代表分類成果越好，越接近地面真實狀況，同時

也將直接影響到探討植群型變遷之準確性，因此必須審慎進行。本研究以全

影像總體準確度及KAPPA值，分別檢測最大概似法、模糊集理論與類神經網

路等不同分類方法之準確度。由評估結果得知，不同季節之影像以不同方法

進行分類，其準確度並不相同。惟整體而言，墾丁國家公園之SPOT衛星影像

以最大概似法分類所得之結果較佳，且雨季影像（10月）之分類結果又較其

他季節影像良好，因此日後探討墾丁國家公園不同分區植群型之空間分布資

訊，應以最大概似法就雨季影像（10月）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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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群空間分布資料建置 

 

不同時期植群型空間分布資料，乃採最大概似法之分類結果加以建立。

其結果顯示墾丁國家公園陸域範圍內之植群保存狀態堪稱良好（多分布於生

態保護區及一般管制區），顯見國家公園對於天然植群之保護提供相當良好的

作用；而屬於人為作用較大之「草生地及農耕地」與「建成地及裸露地」則

以一般管制區營力所佔面積最大，亦符合現況；惟特別景觀區與遊憩區內天

然植生（「混生林植生」與「季風雨林植生」）之面積似有下降趨勢，而「草

生地及農耕地」與「建成地及裸露地」之面積則有上升情形，此結果是否與

近年來墾丁國家公園內高度之遊憩需求有關，仍有待進一步之探討，因此其

後續變化情形實頗值得管理單位加以留意。 

 

三、植群型動態變化之探討 

 

本研究最重要目的乃探討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植群變遷狀況，因此乃利

用地景生態學之觀點將各年度不同時期影像分類結果，以地理資訊系統技術

的空間運算、分析功能進行地景結構量化，並求算不同分區各植群型各項地

景指標後，得知墾丁國家公園內各期間之地景系統，在多樣性、均勻性與排

列性上均有日趨複雜之趨勢；而由 Shannon’s多樣性指數之 t檢定結果，亦

說明此等變化已達顯著差異，因此建議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在遊憩壓力與開

發密度高之區域，有必要加強經營管理與生態監測工作，以確保維護生態體

系之設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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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不同植群型之波譜特性探討 

 

不同植群型之波譜反射狀況理論上應有些微差異，而NDVI之值愈大代表

綠色生物量之增加，故可判別植生反射量之多寡，適用於探討不同植群型之

波譜反射特性。本研究以2001/02/18、2000/04/11、2000/07/23、2001/10/13

等四幅影像分別代表春、夏、秋、冬四季之植生狀況，以 1993/10/29、

1997/11/10、2001/10/13等三幅影像分別代表不同時期之植生狀況，於計算

各幅影像之NDVI值後，以各分類別不同波段波譜值之分布範圍與標準偏差大

小探討不同植群型之波譜特性，結果顯示墾丁國家公園之影像分類，確實應

以冬季影像進行為佳，而不同分類別間之波譜，亦確實存有些微差異，因此

以SPOT衛星影像進行植群型之分類工作當屬可行，但由於綠色植生部份尚無

法完成區隔，因此分類之精度仍有待精進。 

 

五、影像自動分類之可行性評估 

 

「影像自動分類」為行政單位現階段最期望能達成的目標之一，惟經由

研究過程中發現，不僅不同年度之影像有明顯差異，即便是同一年度之影像

亦有所不同，因此若以同一群訓練樣區進行分類工作，其精確度將大幅下降

（需逐幅影像選取）；此外，影像分類工作雖有一定之流程，但各個環節均具

有高度之專業性，若操作人員未經一定程度之訓練，恐無法得到較為精確之

分類結果，因此在現階段而言，似乎還無法達成。 

 

本研究所得的各項結論，對於區內植群空間分布情形與動態變化狀況已

能提供初步之資訊，而該等結果深信亦能提供制定與修正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策略的若干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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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內政部營建署正積極推動「國家公園保育及經營管理成效評估準則

之建立」之方案，而遙感探測及地理資訊系統所能提供之資訊與研究成果，

對其中若干具有空間性及時間性意義之指標，能夠最迅速而有效的完成建置

工作，因此就「立即可行建議」部份，建議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應將此一方

向列為研究重點；而由變遷分析之研究結果得知，不同時期墾丁國家公園各

分區植群具有一定程度之動態變化，因此在「中長期建議」方面，建議墾丁

國家公園管理處成立一長期監測機制，以確實維護國家公園範圍內之天然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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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附錄一、本研究所用 SPOT影像最大概似法分類成果之

METADATA 
"詮釋資料編號：200310211012185334" 

"檔名：" 

"1.識別資訊：" 

"  1.1 引用資訊：" 

"    1.1.1 生產者：" 

"    1.1.1 生產者1：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完成)" 

"    1.1.2 發表日期：20030827" 

"    1.1.3 發表時間：00000000+" 

"    1.1.3-1 時間型態：當地時間" 

"    1.1.4 標題：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SPOT衛星分類影像" 

"    1.1.5 版本：" 

"    1.1.6 地理空間資料表現形式：遙感影像" 

"    1.1.7 系列資訊：" 

"      1.1.7.1 系列名稱：" 

"      1.1.7.2 發行認證：" 

"    1.1.8 發表資訊：" 

"      1.1.8.1 發表地點：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      1.1.8.2 發表者：" 

"    1.1.9 其他引用資訊：" 

"    1.1.10 線上連接：無" 

"    1.1.11 較大量工作引用資訊：" 

"      1.1.11.1 生產者：" 

"      1.1.11.1 生產者1：屏東科技大學(完成)" 

"      1.1.11.2 發表日期：2003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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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3 發表時間：00000000" 

"      1.1.11.3-1 時間型態：當地時間" 

"      1.1.11.4 標題：墾丁國家公園SPOT衛星植群生態分類影像" 

"      1.1.11.5 版本：" 

"      1.1.11.6 地理空間資料表現形式：遙感影像" 

"      1.1.11.7 系列資訊：" 

"        1.1.11.7.1 系列名稱：" 

"        1.1.11.7.2 發行認證：" 

"      1.1.11.8 發表資訊：" 

"        1.1.11.8.1 發表地點：墾丁國家公園" 

"        1.1.11.8.2 發表者：陳朝圳" 

"      1.1.11.9 其他引用資訊：" 

"      1.1.11.10 線上連接：無" 

"  1.2 資料描述：" 

"    1.2.1 摘要：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SPOT衛星植群生態分類影像" 

"    1.2.2 目的：長期植群生態變遷調查與研究 

" 

"    1.2.3 補充資料：" 

"  1.3 資料時間：" 

"    1.3.1 時段資訊：" 

"      1.3.1.1 單一日期/時間：" 

"        1.3.1.1.1 日期：19931029" 

"        1.3.1.1.2 時間：" 

"    1.3.2 現況性參考：發行日期" 

"  1.4 維護狀態：" 

"    1.4.1 發展狀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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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維護與更新頻率：未知" 

"  1.5 空間值域：" 

"    1.5.1 邊界坐標：" 

"      1.5.1.1 西邊界坐標：120.67756" 

"      1.5.1.2 東邊界坐標：120.893943" 

"      1.5.1.3 北邊界坐標：22.110436" 

"      1.5.1.4 南邊界坐標：21.897459" 

"    1.5.2 資料庫G多邊形：無" 

"  1.6 關鍵字：" 

"    1.6.1 主題：" 

"      1.6.1.1 主題關鍵字辭庫：SPOT衛星" 

"      1.6.1.1 主題關鍵字辭庫：影像分類" 

"      1.6.1.1 主題關鍵字辭庫：植群生態" 

"    1.6.2 地點：" 

"      1.6.2.1 地點關鍵字辭庫：墾丁國家公園" 

"    1.6.3 分層：" 

"      1.6.3.1 分層關鍵字辭庫：無" 

"    1.6.4 時間：" 

"      1.6.4.1 時間關鍵字辭庫：1993/10/29" 

"  1.7 資料取用限制：" 

"  1.8 資料使用限制：" 

"  1.9 聯絡資訊：" 

"  1.9-1 聯絡型態：1" 

"    1.9.1 聯絡人：馬協群" 

"    1.9.2 聯絡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    1.9.3 聯絡人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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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聯絡住址：" 

"      1.9.4.1 供應住址類別：郵寄住址" 

"      1.9.4.2 住址：墾丁路五九六號" 

"      1.9.4.3 鄉鎮市區：恆春鎮" 

"      1.9.4.4 省市(縣)：屏東縣" 

"      1.9.4.5 郵遞區號：946" 

"      1.9.4.6 國家：中華民國" 

"    1.9.5 電話：08-8861321" 

"    1.9.6 聯絡TDD/TTY電話：242" 

"    1.9.7 傳真：" 

"    1.9.8 電子郵件網址：" 

"    1.9.9 服務時間：0800-17:50" 

"    1.9.10 聯絡指引：" 

"  1.10 樣張：" 

"  1.10 樣張1：" 

"    1.10.1 樣張檔案名稱：19931029.jpg" 

"    1.10.2 樣張檔案描述：分類影像樣張" 

"    1.10.3 樣張檔案類型：JPEG" 

"  1.11 資料貢獻者：法國SPOT影像公司 

中央大學太遙中心 

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  1.12 安全(機密)資訊：" 

"    1.12.1 安全分級系統：" 

"    1.12.2 安全分級：" 

"    1.12.3 安全處理描述：" 

"  1.13 資料產儲存環境資訊：ERDAS IMAGINE衛星影像分析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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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其他相關資料項：無" 

"2.資料品質資訊：無" 

"3.空間資料組織資訊：無" 

"4.空間參考資訊：" 

"  4.1 平面坐標系統定義：" 

"    4.1.1 地理性：" 

"      4.1.1.1 緯度解析度：12.5" 

"      4.1.1.2 經度解析度：12.5" 

"      4.1.1.3 地理坐標單位：" 

"    4.1.2 坐標平面：" 

"      4.1.2.1 地圖投影：" 

"      4.1.2.1 地圖投影1：" 

"        4.1.2.1.1 地圖投影名稱：Transverse Mercator" 

"        4.1.2.1.2 地圖投影參數：" 

"          4.1.2.1.2.1 標準切面緯度：0" 

"          4.1.2.1.2.2 中央經度：121" 

"          4.1.2.1.2.3 投影原點緯度：0" 

"          4.1.2.1.2.4 X坐標東位移加值：250000" 

"          4.1.2.1.2.5 Y坐標北位移加值：0" 

"          4.1.2.1.2.6 赤道縮放比：0" 

"          4.1.2.1.2.7 地面上透視點的高度：0" 

"          4.1.2.1.2.8 投影中心的經度：0" 

"          4.1.2.1.2.9 投影中心的緯度：0" 

"          4.1.2.1.2.10 中心線的尺度比率：0" 

"          4.1.2.1.2.11 斜線方位角：" 

"            4.1.2.1.2.11.1 方位角的角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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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1.2.11.2 方位角量度點的經度：0" 

"          4.1.2.1.2.12 斜線點：" 

"            4.1.2.1.2.12.1-1 斜線緯度1：0" 

"            4.1.2.1.2.12.2-1 斜線經度1：0" 

"            4.1.2.1.2.12.1-2 斜線緯度2：0" 

"            4.1.2.1.2.12.2-2 斜線經度2：0" 

"          4.1.2.1.2.13 由極點的垂直經度：0" 

"          4.1.2.1.2.14 投影起始點的縮放度：0" 

"          4.1.2.1.2.15 衛星名及代號：0" 

"          4.1.2.1.2.16 衛星軌道代號：0" 

"          4.1.2.1.2.17 中央子午線尺度比率：0.9999" 

"        4.1.2.1.3 其他投影定義：" 

"      4.1.2.2 方格坐標系統：" 

"        4.1.2.2.1 方格坐標系統名稱：" 

"        4.1.2.2.2 全球橫麥卡托(UTM)：" 

"          4.1.2.2.2.1 UTM分帶代號：0" 

"        4.1.2.2.6 其他坐標系統定義：" 

"      4.1.2.3 局部地平面：" 

"        4.1.2.3.1 局部地平面描述：" 

"        4.1.2.3.2 局部地平面大地參考資訊：" 

"      4.1.2.4 地平面坐標系統：" 

"        4.1.2.4.1 地平面坐標編碼方法：" 

"        4.1.2.4.2 坐標說明：" 

"          4.1.2.4.2.1 橫坐標解析度：0" 

"          4.1.2.4.2.2 縱坐標解析度：0" 

"        4.1.2.4.3 距離與方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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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4.3.1 距離解析度：0" 

"          4.1.2.4.3.2 方位解析度：0" 

"          4.1.2.4.3.3 方位單位：" 

"          4.1.2.4.3.4 方位參考方向：" 

"          4.1.2.4.3.5 方位參考經線：" 

"        4.1.2.4.4 地平面距離單位：公尺" 

"    4.1.3 局部區域：" 

"      4.1.3.1 局部區域的描述：" 

"      4.1.3.2 局部區域大地參考資訊：" 

"    4.1.4 大地測量模式：" 

"      4.1.4.1 水平基準名稱：" 

"      4.1.4.2 橢圓體名稱：" 

"      4.1.4.3 半主軸：0" 

"      4.1.4.4 扁平率的分母：" 

"  4.2 垂直坐標系統定義：" 

"    4.2.1 高程系統定義：" 

"      4.2.1.1 高程基準名稱：" 

"      4.2.1.2 高程解析度：無" 

"      4.2.1.3 高程單位：公尺" 

"      4.2.1.4 高程編碼方法：" 

"    4.2.2 深度系統定義：" 

"      4.2.2.1 深度基準名稱：" 

"      4.2.2.2 深度解析度：無" 

"      4.2.2.3 深度距離單位：公尺" 

"      4.2.2.4 深度編碼方法：" 

"5.實體與屬性資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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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供應資訊：" 

"  6.1 供應者：" 

"  6.1 供應者1：" 

"  6.1-1 聯絡型態：1" 

"    6.1.1 聯絡人：陳朝圳" 

"    6.1.2 聯絡單位：屏東科技大學" 

"    6.1.3 聯絡人職位：教授" 

"    6.1.4 聯絡住址：" 

"      6.1.4.1 供應住址類別：郵寄住址" 

"      6.1.4.2 住址：學府路一號" 

"      6.1.4.3 鄉鎮市區：內埔鄉" 

"      6.1.4.4 省市(縣)：屏東縣" 

"      6.1.4.5 郵遞區號：912" 

"      6.1.4.6 國家：中華民國" 

"    6.1.5 電話：08-7740301" 

"    6.1.6 聯絡TDD/TTY電話：" 

"    6.1.7 傳真：" 

"    6.1.8 電子郵件網址：" 

"    6.1.9 服務時間：0800:1530" 

"    6.1.10 聯絡指引：" 

"  6.2 來源描述：" 

"  6.3 供應責任聲明：" 

"  6.4 標準申購程序：" 

"  6.4 標準申購程序1：" 

"    6.4.1 非數值資料：" 

"    6.4.2 數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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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 數值形式1：" 

"      6.4.2.1 數值轉換資訊：" 

"        6.4.2.1.1 格式名稱：" 

"        6.4.2.1.2 格式版本：" 

"        6.4.2.1.3 格式版本日期：" 

"        6.4.2.1.4 格式明細：" 

"        6.4.2.1.5 格式資訊內容：" 

"        6.4.2.1.6 解壓縮檔案方法：無" 

"        6.4.2.1.7 檔案大小：3.32MB" 

"      6.4.2.2 數值轉換選擇：" 

"      6.4.2.2 數值轉換選擇1：" 

"        6.4.2.2.1 線上選擇：" 

"          6.4.2.2.1.1 電腦聯絡資訊：" 

"          6.4.2.2.1.1 電腦聯絡資訊1：" 

"            6.4.2.2.1.1.1 網址：無" 

"            6.4.2.2.1.1.2 接撥指引：" 

"              6.4.2.2.1.1.2.1 最低BPS：0" 

"              6.4.2.2.1.1.2.2 最高BPS：0" 

"              6.4.2.2.1.1.2.3 資料位元數：0" 

"              6.4.2.2.1.1.2.4 停止位元數：0" 

"              6.4.2.2.1.1.2.5 同位：" 

"              6.4.2.2.1.1.2.6 資料壓縮：" 

"              6.4.2.2.1.1.2.7 接撥電話：無" 

"              6.4.2.2.1.1.2.8 接撥檔案名稱：無" 

"          6.4.2.2.1.2 存取指引：" 

"          6.4.2.2.1.3 供應者電腦及系統軟體：ERDAS IMA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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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2.2 離線選擇：" 

"          6.4.2.2.2.1 離線媒體：" 

"          6.4.2.2.2.2 記錄容量：" 

"            6.4.2.2.2.2.1 記錄密度：無" 

"            6.4.2.2.2.2.2 記錄密度單位：" 

"          6.4.2.2.2.3 記錄格式：" 

"          6.4.2.2.2.3 記錄格式1：" 

"          6.4.2.2.2.4 相容性資訊：" 

"    6.4.3 經費：" 

"    6.4.4 申請指引：" 

"    6.4.5 申請回覆時間：" 

"  6.5 顧客申購程序：" 

"  6.6 技術上的必要條件：" 

"  6.7 聯絡時段：" 

"    6.7.1 時段資訊：無" 

"7.詮釋資料參考資訊：" 

"  7.1 詮釋資料日期：20030827" 

"  7.2 詮釋資料最近檢視日期：20030827" 

"  7.3 詮釋資料未來檢視日期：" 

"  7.4 詮釋資料聯絡者：" 

"  7.4-1 聯絡型態：1" 

"    7.4.1 聯絡人：陳朝圳" 

"    7.4.2 聯絡單位：屏東科技大學" 

"    7.4.3 聯絡人職位： 教授" 

"    7.4.4 聯絡住址：" 

"      7.4.4.1 供應住址類別：郵寄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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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2 住址：學府路一號" 

"      7.4.4.3 鄉鎮市區：內埔鄉" 

"      7.4.4.4 省市(縣)：屏東縣" 

"      7.4.4.5 郵遞區號：912" 

"      7.4.4.6 國家：中華民國" 

"    7.4.5 電話：08-7740301" 

"    7.4.6 聯絡TDD/TTY電話：" 

"    7.4.7 傳真：" 

"    7.4.8 電子郵件網址：" 

"    7.4.9 服務時間：0800-1730" 

"    7.4.10 聯絡指引：" 

"  7.5 詮釋資料標準名稱：FGDC訂定的數位大地空間詮釋資料標準目錄" 

"  7.6 詮釋資料標準版本：" 

"  7.7 詮釋資料時間記錄傳統：當地時間" 

"  7.8 詮釋資料取得限制： " 

"  7.9 詮釋資料使用限制：" 

"  7.10 詮釋資料安全資訊：" 

"    7.10.1 詮釋資料安全分類系統：" 

"    7.10.2 詮釋資料安全分類：" 

"    7.10.3 詮釋資料安全處理描述：" 

"11.其他資訊：" 

"11.其他資訊1：" 

"  11.1 權責者：" 

"  11.1-1 聯絡型態：1" 

"    11.1.1 聯絡人：馬協群" 

"    11.1.2 聯絡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97 



 附錄 

"    11.1.3 聯絡人職位：" 

"    11.1.4 聯絡住址：" 

"      11.1.4.1 供應住址類別：郵寄住址" 

"      11.1.4.2 住址：墾丁路五九六號" 

"      11.1.4.3 鄉鎮市區：恆春鎮" 

"      11.1.4.4 省市(縣)：屏東縣" 

"      11.1.4.5 郵遞區號：912" 

"      11.1.4.6 國家：中華民國" 

"    11.1.5 電話：08-8861321" 

"    11.1.6 聯絡TDD/TTY電話：242" 

"    11.1.7 傳真：" 

"    11.1.8 電子郵件網址：" 

"    11.1.9 服務時間：0800-1530" 

"    11.1.10 聯絡指引：" 

"  11.2 NGIS分類：" 

"    11.2.1 NGIS大類：2.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 

"    11.2.2 NGIS中類：2.2生態環境" 

"    11.2.3 NGIS小類： 2.2.A陸域動物生態" 

"    11.2.4 NGIS細項：2.2.A.2國家公園動物生態資料" 

"  11.3 圖幅描述：" 

"    11.3.1 分幅數量：0" 

"    11.3.2 圖幅索引圖：" 

"      11.3.2.1 圖幅索引圖檔案名稱：" 

"      11.3.2.2 圖幅索引圖檔案描述：" 

"      11.3.2.3 圖幅索引圖檔案類型：" 

"    11.3.3 圖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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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4 圖幅資料庫：" 

"      11.3.4.1 資料庫類型：" 

"      11.3.4.2 資料庫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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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期中簡報會議記錄 
一、日期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廿五日下午二時 

二、地點：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大型會議室 

三、主席：李副處長登志 

四、出席人員：略 

五、討論： 

(一)是否輔以訓練樣區的人工調查，建立各類植群更多的資訊，以利當

自然災害發生時(如森林火災)，計算出資源損失狀況？。 

答：在本計畫中，限於人力及經費等因素，並無法做到這種程度；當發

生自然災害時，除災害面積外，無法得知災害區之詳細樹種、材積

等資訊，但如果需要的話，可以配合林務局第三次資源調查及往年

相關調查資料來推算。 

(二) 請對於各植群變動提出說明及因應建議？ 
答：對於各植群變動狀況，將在期末簡報中配合地景分析模式尋求合理

的解釋，並提出經營管理建議。 

(三) 請問發生各類植群變動的最小尺度為何？ 
答：理論上為SPOT 衛星的最小解析度12.5 公尺見方，未來除國家公園

區內外，也將對圖層範圍可及的園區外地區進行相同的分析，以為

比較。 

(四) 往後IKONOS 衛星影象圖層的需求為何？ 
答：短時間內不需要，但是，目前墾管處所擁有的IKONOS 影像圖層是

一個很好的基本圖層，在往後企劃經營管理方面的應用極多。 

(五)建議對於往後的分析，為避免季節性的影響，造成判釋上的錯誤，

應以每年度相同季節的衛星影像進行比較。 

(六)本計畫的分類群是依據去年度使用IKONOS 衛星影像訂定出來的，

其解析度較高，應用在較低解析度的SPOT 影像上，可能會造成判

釋上準確度的降低，建議將目前的十個分類群合併成七個或六個分

類群，以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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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期末簡報會議記錄 
一、日期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廿七日下午二時 

二、地點：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大型會議室 

三、主席：李處長養盛 

四、出席人員：略 

五、討論： 

(一)在本報告中，以低密度、中密度及高密度植生等作為分群的名稱，

容易讓人以為低密度植生是較不好的狀態，高密度植生才是好的，

可是事實上並非如此，可能在自然狀況下，那樣的環境就是永遠屬

於低密度植生，因此建議，修改分群名稱，以避免混淆。 

答：的確有這樣的可能，將再參考相關植生分群的文獻，重訂分群名稱，

以期改善，避免造成誤解。 

(二)碎形維度指數要怎樣的數值時，才會產生其可能的負面影響？ 

答：對於碎形維度指數的影響目前並無相關的統計檢定方式，一般而言，

是觀察它的變化趨勢，比如說是逐漸增加或減少，或保持不變，當

作一種指標；將會繼續尋是否有適合的檢定方式，若有，再將其納

入報告中加以討論。 

(三)是否能在本研究中，將銀合歡的分布獨立出來？在生態保護區中高

密度植生的部分，2001年的面積少於1997年約二、三百公頃，是

何原因？是否可能是估算的誤差？ 

答：受限於SPOT影像的解析度，並無法將銀合歡植生獨立出來，但利用

IKONOS影像則可以，墾管處的李昭宗技士已經完成相關的分佈狀

況，基本上，生態保護區內的高密度植生變化應該不大，這一部分

的數據，是否為影像處理未完善所造成的，比如說雲層的影響未能

完全排除等，將再做進一步的檢視。 

(四)每種科技都有它的極限，比如SPOT衛星影像，則受限於解析及氣候

狀況如雲層等的影響，並沒有辦法達成所有的要求；今日若要以遙

感探測技術應用於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上，並不一定要著眼於植生密

度指標的高低，反而是指標穩定與否，對於一個經營了二十年的國

家公園而言，是更為重要；至於碎形維度的增減，一般而言，都希

望碎形維度指數不要增加太多，但有另一種看法是，碎形維度的增

加，也代表著地景豐富度的增加，只要它是自然而然產生的，而非

人為干擾所造成，地景豐富度增加，將有助於生態的多樣性，所以

應該將碎形維度指數的變化趨勢與生物多樣性的趨勢一起考量，而

不只是以指數的增加或減少為依據，另外要請教陳院長，在這個研

究中，對於地形效應是如何處理？ 

答：基本上目前的影像資料，並不足以處理地形效應所造成的影響，還

好墾丁國家公園並不像玉山或太魯閣等高山型的國家公園，地形起

伏變化並不大，是以在分析上，不至於造成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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