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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空間技術與景觀指標分析清境地區景觀變遷之研究 
Utilizing Spatial Technology and Landscape Ecology Indices to 

Analyze Landscape Change in Cingjing Area 

李瑞陽
a
     陳坤鈺

b
 

Re-Yang Lee   Kun-Yu Chen 

Abstract 

With the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the comfortable weather, and the increase of domestic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the Cing-Jing region has become a famous sightseeing site in Taiwan. However, 

the human exploitation would seriously impact its natur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egree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s, this research utilized the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landscape index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landscapes at Cing-Jing region from 

1999 to 2007.  

The object-oriented classification using multi-layer and multi-spatial characteristics was first 

employed to interpret the land cover types. The interpretation logic established using the membership 

function and the selection of suitabl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was adopted to acquire the better accuracy 

of classific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accuracy for the 1999, 2003 and 2007 three 

individual years could all reach more than 80%. The post-classification comparison method was then 

used to obtain the areas and types of land cover changes during these three year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changed areas were mainly located in three regions, including the surroundings of 

Chu-Feng, Mei river valley, and the Cing-Jing farmland. These areas were mostly located along the 

Tai-14-Jia route as well as the major sightseeing spots. The landscape index was finally adopted to 

quantify the landscape structures to analyze the ecological meanings of this region. The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the landscape structures were in a stable condition. Although there were no major 

developments in the past 9 years, the human impacts and exploitation on the local environment could 

never end. 

keywords: remote sensing, object-oriented, landscape ecological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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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d Management, Feng Chia University. 
b 逢甲大學營建及防災研究中心助理研究員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Construction and Disaster-Prevention Research Center, Feng Ch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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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境地區因擁有豐富自然、氣候等資源，以及國內遊憩風氣興起，使清境地區成為臺灣熱門

觀光景點。然而，大量且快速的人為開發行為易對當地自然環境造成衝擊，因此監測當地景觀變

遷程度，並探討開發行為對當地造成之影響是有其必要性。因此本研究利用遙感探測（RS）、地

理資訊系統（GIS）、景觀指標（Landscape index）等空間技術整合，分析清境地區九年間景觀變

遷情形，藉以瞭解影響層面。 

物件導向式分類以多階層、多空間特徵等方式萃取地物，藉由歸屬度函數建立分類判釋邏輯，

選擇適合的空間特徵與函數計算歸屬度高低，有效萃取地物。因此本研究蒐集三個時期（1999、

2003、2007）影像，進行物件導向式分類。成果顯示，三個時期總體準確度皆達到 80％以上。接

著，將分類成果利用變遷偵測法－分類後比較法，掌握清境地區不同時期的地物變遷情形與瞭解

變遷區域的分佈位置；其中變遷區域集中於三個區域，分別為翠峰周圍、眉溪河谷周圍與清境農

場周圍，幾乎沿著臺 14 甲線多點且小範圍的分布發展，屬於居民與觀光景點主要集中地。最後，

再使用景觀指標量化景觀結構，分析探討其生態意義。結果顯示，清境地區景觀結構已處於較穩

定的狀態，九年間雖未有較大規模的開發，但人為介入並未停止，對於當地環境之衝擊與破壞依

然存在。 

關鍵字：遙感探測、物件導向式、景觀指標 

前 言 

政府為提振觀光產業，配合聯合國發佈 2002 年為生態旅遊年，推動了生態旅遊年的政策，並

因應加入 WTO 組織，因此強力推廣休閒農業發展，以及各地社區營造、民宿的流行、公務人員

國民旅遊卡的發行等因素下，讓各遊憩景點的遊憩設施與民宿、旅館等為了爭取客源，都呈現了

大肆翻修、大興土木的現象，但是否有考量開發對周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程度，則有待商榷。 

此外，臺灣近幾年經濟快速發展，國民所得相對提升，隨著生活進步，現代人承受了更多工

作、生活的壓力，因此開始尋找能抒發壓力、鬆弛身心之休閒活動；加上政府於 2001 年實施週休

二日制度，供休閒使用的時間增加，以及社會價值觀、旅遊習慣改變等因素下，讓現代人對於休

閒遊憩開始重視。而與過去觀光遊憩有所不同的是，休閒旅遊觀念由走馬看花或趕集的方式，轉

變為鄉野體驗、享受自然，追求身心解放及結合人文特色、寓教於樂。 

然而位於南投縣仁愛鄉的清境地區，擁有豐富自然資源、四季如春的氣候、臺灣唯一高山草

原農牧場、歐式建築風格等條件，自然就成為臺灣著名的休閒遊憩景點。不過，由於地處偏遠，

遊客住宿需求高，加上 1991 年初期的民宿規模與數量皆無法滿足需求。因此，當地大量興建民宿

與相關遊憩設施，根據交通部觀光局之國內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數（表 1）得知，清境農場

的遊客人數從 2001 年四十三萬餘人快速成長，於 2003 年首度突破一百萬人次，且到了 2006 年更

達到一百二十萬餘人，分析整體人數增減情形，呈現向上攀升的趨勢。由於清境農場周邊仍有許

多遊憩景點，如小瑞士花園、青青草原、立鷹峰、落日步道等，讓整個清境地區的遊客數十分可

觀，雖然帶動了當地發展，但大量遊客湧入清境地區，對當地環境景觀所造成的破壞，十分值得

重視。 



3 

 

表 1 國內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數（清境地區） 

年份 人數 
2001 436,945 
2002 755,823 
2003 1,022,826 
2004 784,627 
2005 1,109,176 
2006 1,205,343 
2007 1,011,083 

資料來源：交通部觀光局，2001 年至 2007 年國內主

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數月別統計，本研

究整理。 

研究區域為南投縣仁愛鄉的清境地區，然而一般人所稱的「清境」，皆指由退輔會管轄之清境

農場，而清境地區不僅包含整個清境農場，除了國有農場外，整個清境地區還擁有許多林班地、

原住民保留地，以及 1992 年土地放領後的私有地等。本研究區域清境地區，於 2002 年 12 月因籌

組社區發展協會而經由仁愛鄉鄉公所劃定的清境社區，其包含大同村第十四鄰至二十鄰間的區

域，涵蓋松崗、幼獅兩區域，屬於「清境社區發展協會」的行政範圍（圖 1）。 

 

 

 

 

 

 

圖 1 研究範圍 

清境地區受近幾年休閒遊憩與民宿與早期農牧業之發展等影響，造成當地人為介入的情形日

趨嚴重，亦使景觀生態產生變化。然景觀在自然生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它可以決定及影響

生物族群的擴散、繁衍以及個體的發展（趙羿等，2003）。景觀生態學主要是以「景觀」為研究對

象，景觀意即地表上的地物，在人類與自然協調共生的思想下，將人類活動視為景觀的一個要素，

經由人類活動干預下產生的各種土地使用類別（land-use type），探討人和環境之間的關係與現象。

一般最常用的景觀分析方式即為量化景觀結構，以瞭解地表上各景觀的交互作用；常見量化景觀

結構的工具為 McGarigal 和 Marks 於 1995 年開發的 Fragstats 景觀指標軟體，因此本研究利用

Fragstats 以瞭解清境地區景觀結構情形。 

景觀環境變化尺度空間分析的主要方式，可利用遙測與地理資訊來進行。研究宏觀的動態生

態學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藉由週期性的航空、太空遙測攝影進行定時追蹤和監測，對同一區域不

同年份遙測照片進行比對，此方法不但能紀錄下生物群落的自然演替，而且能同時觀測廣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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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為活動所引起之改變（陳駿賢，2003）。舉凡鄭祈全等（1999）、顏怡璇（2002）、楊剛（2004）、

李瑞陽和林士強（2006）等學者研究得知，目前景觀分析上以景觀生態學為理論基礎，並透過景

觀指標、遙感探測、地理資訊系統、衛星定位等空間技術，分析地表的景觀結構與組成，以瞭解

當地景觀的變遷情形。利用此方式不僅於環境監測上能給予莫大的幫助，亦讓人類能瞭解過去對

環境所造成的衝擊與效應、掌握環境的現況及預測未來環境可能的變遷情形，藉由過去、現在、

未來等不同時間尺度審慎評估，期有效監測環境，進而達到土地永續利用的最終目標。 

研究方法 

本研究設計首先利用物件導向式分類，得出三個時期的土地利用狀況後，進行分類後比較法、

景觀指標等方法，藉以瞭解清境地區於 1999 年到 2007 年九年間清境地區之景觀變遷情形，掌握

當地的景觀情形，利於未來相關單位以最低限度開發許可的狀態下，制定出相關政策，讓清境地

區的美好風光能永續保存下去。 

（一）研究資料蒐集 

研究區域為南投縣仁愛鄉之清境地區，影像選擇了 1999 年、2003 年及 2007 年三個時期。1999

年影像為 921 大地震之前的，由於清境當地經歷 921 後，當地快速重建，並轉型以民宿觀光為主；

根據表 1 可得知，2003 年為清境農場第一次遊客人數單年突破百萬人次大關；而 2007 年為經歷

過這幾年的重建開發，利用此時期之影像即能得知目前清境現況。 

（二）物件導向式分類 

本研究使用不同於傳統像元式（pixel-base）之分類技術－物件式導向分類法（object-oriented 

classification），其為一種利用影像單位元物件分割之技術，屬於較接近人類認知過程，且運用人

類思考邏輯進行影像分類。傳統進行影像分類時，大多使用監督式分類（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或非監督式分類（un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而此技術稱為像元式（pixel-base）分類技術；其為

單一像元藉由特定統計方法的分群歸類，著重於影像中光譜反應值的分析，因此所能獲得的資訊

量有限及處理結果中往往存在許多雜訊或椒鹽效應（salt & pepper），此外亦會產生如像元混淆不

清、異質同譜與同質異譜等分類問題，導致影像判釋之正確率降低。 

由於影像中所提供之土地覆蓋資訊不僅只有光譜反應值，尚包含了許多地物資訊（紋理、顏

色、形狀等），然而物件導向式分類即整合全部地物資訊，以改善傳統式分類之不足。本研究使用

之物件式導向分類軟體為德國影像處理公司 Delphi2 Creative Technologies 所研發的 Definiens 

Professional 5，於 2005 年後改版並更名為 Definiens Developer，其分類過程主要分為影像分割、

建立地物分類階層與分類三個階段。在影像分割上，提供了四種影像分割演算法，分別為棋盤式

分割法（chessboard segmentation）、四元樹分割法（quad tree based segmentation）、多解析度分割

法（multi-resolution segmentation）與光譜差異分割法（spectral difference segmentation）。 

本研究影像分割法選擇了多解析度分割法，也可稱為多尺度分割法，屬於萃取影像物件所開

發的一種分割方式，將影像分類單元由單一的像元分割成眾多個均質區域的影像物件（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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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s）；此演算法根據設定之解析度或尺度，將整張影像中同質的被歸類成一區，直到整張影像

都被分割成區塊狀才會停止（圖 2）。與棋盤式分割法、四元樹分割法比較，多解析度分割法著重

於在影像的尺寸（size）、形狀（shape）等，使用像是尺度、形狀與平滑度等異質性參數來進行分

割。 

 

 

 

 

 

圖 2 多解析度分割法之示意圖（Definiens, 2006） 

本研究欲訂定出物件導向式軟體於山區之分類規則，使用之分割演算法為多解析度或多尺度

分割演算法。此方式根據使用者欲分類之地物類別，進行不同尺度（scale）或解析度（resolution）

的分割，找出能有效萃取地物的尺度後，再進行後續分類過程。然分割的尺度越大，其地物類別

涵蓋範圍就越大，即代表分割物件之異質性越大；反之，涵蓋範圍則越小，異質性越小。影像分

割不僅須選擇適當尺度，亦包含異質性指標的設定，即圖層權重、顏色、形狀（又細分為平滑度

與緊密度），上述皆須經過多次嘗試，便於找出較合適的設定參數。 

另外，當地物之階層關係訂定後，再進行階層中各地物之類別描述（即建立分類判釋規則）。

類別描述（class description）利用運算式（operators）、透過歸屬度函數（membership function）或

門檻值（threshold）等方式，並選擇適合各地物之空間特徵（feature），進而建立類別描述。本研

究即此方式建立分類判釋規則。 

（三）分類準確度評估 

本研究分類準確度評估使用點檢核，對整塊研究區域進行分層隨機取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其為將母體細分成好幾層後，從每層中簡單隨機取樣出樣本點，如圖 3。 

 

 

 

 

 

 

圖 3 分層隨機取樣之示意圖（Jensen, J. 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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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類後比較法 

此方法為進行土地利用變遷分析時，首先進行兩時期的影像分類後，再針對各地物類別編碼

與建立變遷規則表後，藉以探討兩時期之地物變遷情況。由於前後時期的影像個別分類，有排除

前後期影像大氣、太陽角度、植物生長狀況之差異所造成的影響等優點。另外，許君韶（2004）

提出，此法免除了影像相減法的缺點，即門檻值的選定及變遷類型的確認。 

分類後比較法之準確度，取決於兩張影像分類成果，其準確度約為兩影像分類精度之乘積，

若分類成果不佳或過低，會讓後續變遷偵測錯誤機率大增。因此採用此法時，影像分類準確度越

高越好。 

（五）景觀指標分析 

景觀變遷分析主要是使用由 McGarigal 和 Marks 於 1995 年所開發之 Fragstats 景觀指標軟體，

其提出以景觀指標作為量化景觀結構的工具後，景觀指標相關研究被廣泛應用於土地管理、環境

生態等相關研究，學者常使用景觀指標（landscape index）作為分析工具，其以景觀生態學之概念

作為理論基礎，透過景觀結構的量化，以定量之統計方式，瞭解景觀結構組成、分佈與變遷情形，

呈現景觀格局狀態。 

國內景觀變遷相關研究眾多，如鄭祈全等（1999）以林試所六龜試驗林為研究區域，配合 1988

年與 1996 年林型圖，以地理資訊系統技術與形狀指數中的碎形維度作為指標，探討森林景觀的空

間與時間變化情形，並分析人為干擾對森林景觀之影響，如森林經營作業砍伐與林道。成果說明

碎形維度可當作是監測景觀結構與景觀變遷之可行指標。 

顏怡璇（2002）則是利用細胞自動機（CA）於自然地區地景變遷，探討南仁山生態保護區其

地景變遷情形。分析過程分為兩部分，第一部份以立體鏡判釋三時期航照（1976、1989 與 1997），

得到 22 種地景類型，再用 GIS 數化成 1 比 5000 的地景類型圖，用此去瞭解地景的空間分佈情形，

另外再探討研究區域變遷因素與其權重，以利地景模擬分析；第二部分為利用 CA 建立模擬模式，

目標為模擬出地景變遷的空間分佈狀況。 

楊剛（2004）利用不同時期影像，對墾丁國家公園作土地利用分類，利用不同時期土地利用

類型之面積變遷及景觀指標計算，以探討土地利用變遷與地景動態變化之影響。研究成果顯示，

於 1993 年到 1997 年間，中植生量植群與高植生量植群呈現減少的趨勢，而建成地與裸露地皆呈

現增加，推論由於人為開發，讓經濟作物之栽種改變，以及興建停車場等讓其周圍景觀產生變化；

反觀 1997 年到 2001 年間，發現原先受到人為干擾的區域有植生恢復的現象。在景觀指標之分析

中，顯示由於人為開發的關係，造成其景觀結構有所改變。另外，並運用馬可夫模式預測土地利

用類型轉移趨勢。在景觀生態變遷方面，其應用了 Shannon 多樣性指數 t 檢定分析，探討墾丁國

家公園景觀變遷之顯著性。 

吳治達和鄭祈全（2005）將航測資料作景觀指標分析，瞭解其地景結構，並且整合馬可夫模

式與二項式 Logit 迴歸等數學模式，預測未來地景變遷和模擬民墾地發生之空間分佈情形。結果

顯示，整合兩種數學模式，進行未來地景變遷預測空間分佈位置之預測模擬，確實為一有效且可

行的方法，但臺灣少有這方面的研究。另外，利用 Shannon 多樣性指數 t 檢定，此檢定能有效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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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不同時期民墾干擾對地景結構的影響差異程度。 

李瑞陽和林士強（2006）利用地理資訊系統、遙感探測大量的取得及處理墾丁國家公園的地

景資訊，輔以傳統像元式分類、影像變遷監測與景觀生態指數加以分析，藉以瞭解墾丁國家公園

近十年來的景觀變遷情況。從結果得知，透過植生變遷分析、景觀指標分析後，能清楚瞭解墾丁

國家公園近十年來，由於人潮湧入與人為開發行為等因素，進而對當地造成環境生態破壞與衝擊。 

國外利用景觀指標進行變遷偵測有諸多相關研究，如 Olsen 等（2007）藉由分析不同時期土

地覆蓋情形與計算景觀指標（Iandscape indicators），調查為美軍基地的班寧堡（Fort Benning）地

區，於過度開發使用與輕微使用下，當地的自然生態變遷情形。Weng（2007）結合梯度分析（gradient 

analysis）與景觀指標兩種方式，分析景觀變遷與都市化程度的相關程度。Li 等（2001）則是先將

研究區域 Heihe River Basin 用 GIS 建置成地圖後，分成六種生態區塊（ecoregions），再計算其景

觀指標，根據結果分析當地的景觀情形。 

本研究景觀指標之選擇原則以較具代表性與廣泛使用為主，並採用文獻回顧法之方式，將過

去相關研究常用指標歸納整理，之後選擇出適當的景觀生態指標作為研究分析之用。綜合上述，

本研究使用下列十三項景觀指標。 

1. 面積／密度／邊緣指數 

嵌塊體數量（number of patches, NP），其測量某一類嵌塊體之破碎化程度。而 NP 值必定大於

或等於 1，而指數等於 1 時，即表示此地區僅有一類嵌塊體。種類面積（total area, CA），透過此

項指標能有效瞭解地景之組成結構與各嵌塊體之面積。嵌塊體密度（patch density, PD），如果嵌

塊體密度較高，表示基質中有許多散佈的小嵌塊體，整個景觀中有較多的邊緣生育地，對需要內

部生育地的物種較為不利；反之較低，即表示景觀的破碎度較低，景觀要素間相互影響程度較小。

平均嵌塊體面積（Mean patch size, MPS），能比較出不同景觀間嵌塊體之破碎程度，於單一景觀

中，則可比較出不同類型嵌塊體型式之破碎程度。若該類為物種之棲地，則嵌塊體越大，對物種

保育能力越好。最大嵌塊體指數（Largest patch index, LPI），係指各景觀類型別最大的區塊佔整個

景觀面積之百分比。當指數越接近 0，即表示嵌塊體類型越小；當指數為 100 時，則表示此地景

僅包含單一類的嵌塊體。 

2. 形狀指數 

平均形狀指數（mean shape index, MSI），其值越接近 1，表示其嵌塊體越接近正方形或圓形，

即表示人為力量介入越大。平均碎形維度指數（mean patch fractal dimension, MPFD），意即整個

景觀內嵌塊體碎形維度之平均值，為各嵌塊體之碎形維度，經加總後除以嵌塊體數量，用以表示

整個景觀內嵌塊體形狀之複雜程度，MPFD 值越大則表示區塊形狀越複雜。 

3. 多樣性指數 

多樣性選擇了 Shannon 多樣性指數（Shannon’s diversity index, SHDI）、Simpson 多樣性指數

（Simpson’s diversity index, SIDI）、修正 Simpson 多樣性指數（modified Simpson’s diversity index, 

MSIDI）三種，皆用來說明一地區的景觀多樣性程度。而均勻度上則選擇了 Shannon 均勻度指數

（Shannon’s evenness index, SHEI）、Simpson 均勻度指數（Simpson’s evenness index, SIEI）與修正

Simpson 均勻度指數（modified Simpson’s evenness index, MSIEI）三種，檢視一地區各景觀分佈的

均勻程度。此外，上述三種均勻度指數（即 SHEI、SIEI 和 MSIEI），當景觀僅有一區塊時，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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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為 0。惟當景觀類型的區塊分佈不均勻時，譬如某一類型分佈佔優勢，則均勻度指數接近於 0，

而當分佈均勻時，其值則接近於 1（鄭祈全，1999）。 

結果與討論 

（一）影像處理分析 

1. 地物類別設定 

本研究使用地物類別依照內政部地政司土地利用分類與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利用調查成

果之土地使用分類系統表第 I 類等土地分類方式，並評估影像解析度、影像混淆情形與清境地區

當地之自然環境、經濟產業等因素，加上本研究主旨為探討當地因人為開發行為對當地之影響，

總和上述各原因，本研究地物類別訂定上，選定林地、草地與水體三類，與此三類以外之地物則

歸為一類，即人為開發區域、裸露地與崩塌地。 

人為開發區域意即建築物、道路、農舍等經過人為開發過之土地利用類型；裸露地，泛指地

表無植物生長之裸露空地；根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行政院農業委員會，2003），將崩塌地定義為

邊坡土石之崩落或滑動現象，主要分為陷落、山崩及地滑。由於 2003 年與 2007 年影像中含有少

量雲層，避免雲層造成分類混淆，因此刪除雲層部分，利於後續實證分析。接著，再進行三時期

影像之物件導向式分類。 

2. 影像分割與設定階層 

針對本研究設定之地物類別，進行萃取均質區塊；須嘗試各種尺度分割後以找出適當尺度。

然而，因 SPOT 影像解析度較低，僅能針對較明顯地物進行分割，故本研究採取兩種尺度（10 與

30）進行分割，以便選取較適合地物分割尺度。 

影像分割成果好壞，根據兩項原則，一為地物輪廓萃取程度，另一為區塊內異質性高低。從

分割成果（圖 4）得知，尺度 10 之區塊異質性較低，加上河道萃取較明顯，因此本研究以分割尺

度 10，作為三時期影像萃取小範圍地物的尺度。 

 
  

圖 4 分割成果比較（以 2007 年為例），左圖分割的區塊異質性較低（尺度 10）；右圖分割的區塊

異質性較高（尺度 30）。 

至於在設定階層上，於設定三時期階層關係時，尚需要注意各時期影像狀況，須根據狀況不

同而稍微調整，例如 2003 年林地中有部分因坡向與太陽日照所造成之陰影區，針對陰影問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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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於階層中增加一類為林地陰影區，將此區域先萃取出來，再使用類別合併方式，將林地與陰

影合併為一類（圖 5）。 

 
植生

非植生

林地

草地

人為開發區域、裸露地與崩塌地

水體

林地（陰影）  

圖 5 階層關係（左：1999 與 2007 年，右：2003 年） 

3. 建立分類規則 

由於每張影像之大氣條件、日照強弱、太陽高度角、觀測角度與表面反射率等外在因素不相

同，讓衛星感測器接收之光譜反射值有所不同，然而空間特徵值是利用光譜反射值進行計算，故

訂定之分類規則僅適用於原影像。表 2 為上階層三年之規則表，表 3 為下階層之規則表。 

上階層利用 NDVI（即植生門檻值）將植生與非植生區分開，本研究透過多次測試，並與衛

星影像、地真資料比對後，找出較佳門檻值；而下階層則利用地物光譜特性、形狀、亮度值等空

間特徵，藉由上述方式訂定分類規則。 

林地與草地繼承了上階層植生之類別描述，下階層皆使用了紅光波段之平均值（mean R）與

亮度值（brightness）。由於植物種類、葉綠素含量等因素影響下，其具有區分不同植物種類的特

性，而草地與樹木（林地）在紅光波段之反射率有些許不同，因此本研究使用 mean R 作為描述

兩地物之空間特徵；於亮度值計算下，能有效萃取林地與草地。此外，2007 年影像則加入紅光波

段之標準差（SD R），結果顯示，於林地與水體（呈長條狀）較明顯，因此本研究於 2007 年分類

規則訂定上加入 SD R。 

另外，水體與人為、裸、崩兩類地物亦繼承非植生之空間描述。於水體萃取上嘗試使用多種

空間特徵，1999 年使用紅光波段的平均值與亮度值後，發現萃取水體具有不錯之效果，因此使用

這兩項空間特徵萃取水體；另外，因溪流呈現長條狀，則加入密度（Density）與長度／寬度（length

／width）兩種形狀特徵進行萃取。然而，2003 年捨棄亮度值，改以紅光波段之平均值、密度與

長度／寬度三種空間特徵萃取，發現同樣有不錯的效果。最後，2007 年再將長度／寬度捨棄，利

用紅光波段之標準差進行萃取，亦有不錯成果。 

此外，在人為、裸、崩萃取上，於萃取林地、草地時，使用紅光波段之平均值與亮度值有不

錯效果，加上此類別亦包含人為建物（其對紅光波段反射較高，故 mean R 數值偏高），故以上述

兩種特徵進行萃取。而 2003 年有部分之陰影部分（亦屬於林地），故此類別萃取出來後，再與林

地進行類別合併成同一類，本研究使用亮度值作為萃取陰影的空間特徵。成果顯示，經過物件導

向式分類技術後，三個時期的總體準確度皆有 80％以上（表 4），達到本研究預定之準確度，因此

進行後續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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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三年之上階層規則 

 植生 非植生 

1999 NDVI≧0.3 NDVI＜0.3 

2003 NDVI≧0.15 NDVI＜0.15 

2007 NDVI≧0.12 NDVI＜0.12 

表 3 三年之下階層規則 

 1999 2003 2007 
31≦Brightness≦88 Brightness 35-150 

 

15≦Brightness≦110 

Mean R 66-106 

 

Mean R 30-110 

 

Mean R 10-70 

 

林地 

  SD R ≦8 
Brightness 75-107 

 

Brightness 113-150 

 

Brightness 107-137 

 
草地 

Mean R 52-59 

 

Mean R 100-145 

 

Mean R 50-180 

 
Mean R 42-90 

 

Mean R 71-127 

 

Mean R 74-110 

 
Brightness 67-88 

 

Density 0.6-1.6 

 

Density 0.54-1.6 

 
Density 0.5-2.4 

 

Length／Width 2.6-5 

 

SD R 6.2-15 

 

水體 

Length／Width 1-6 

 

  

Brightness 53-125 

 

Brightness 37-181 

 

Brightness 43-190 

 
人為、裸、崩 

Mean R 66-106 

 

Mean R 30-208 

 

Mean R 105-182 

 

陰影 
 Brightness 20-66 

 

 

表 4 三年之分類準確度表 

 1999 2003 2007 

總體精確度 85.06％ 85.76％ 86.57％ 

Kappa 值 0.7872 0.7932 0.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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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像變遷偵測 

完成三時期之影像分類與準確性評估後，再進行影像變遷偵測－分類後比較法，將分類成果

各類別種類編碼後，以探討清境地區之景觀變遷情況。由於 2003、2007 兩年的影像有一小部分雲

層干擾，本研究利用去雲處理；然而，1999 年並沒有雲層，避免可能會產生資訊錯誤，因此本研

究設定一區為無資訊區。 

兩時期影像之地物類別利用編碼方式，依照（1）無資訊區、（2）林地、（3）草地、（4）水體

與（5）人為開發區域、裸露地與崩塌地的順序編成 0、1、2、3、4，接著訂定變遷規則表（表 5），

以討論清境地區於不同時期之地物變遷情形。 

透過變遷規則表得知，除維持原狀不變的變遷類型外，變遷類型 4 的面積與比例為最多；變

遷類型 8 所佔數量也頗高，反映出於這段時間內，清境地區的植生部分有減少跡象，推論可能遭

受到人為開發或自然因素（颱風或土石崩塌）所致，使人為開發區域、崩塌地與裸露地的面積逐

年增加。 

由於本研究設定一類為人為開發區域、裸露地與崩塌地，故需要透過其位置瞭解其可能變遷

原因。本研究探討 1999 到 2003 年間、2003 到 2007 年間、1999 與 2007 年間三個時期變遷狀況，

藉以瞭解清境地區各時期之變遷情形。於 1999 到 2003 年間，分析變遷區域主要分佈於人為較集

中之區域，沿臺 14 甲線更往東北的區域，即翠峰、櫻櫻峰、馬山與三角峰周邊，圖 6 區域（B）

也有明顯的變遷區域，但此處人煙與建物較少，透過航照與 google earth 之影像可以得知此處大多

為梯田等農作使用的區域，故此區域受到人為開發而導致當地景觀變遷，加上此區域也是變遷類

型 4 和 8 最主要的分佈位置，許多林地與草地皆轉變為人為開發、裸露地與崩塌地，故此區域為

1999 到 2003 年間植生減少比例與變遷情形最明顯之區域。 

此外，圖 6 之區域（A）則是部分靠近眉溪附近，其屬於河谷為主的地形，歷經 921 大地震

與幾次颱風侵襲，產生人為或自然崩塌地的機率較高，所以此部分人為介入的情形應較低；而區

域（A）除了眉溪周圍外，靠右邊為主要的觀光遊憩區，即清境國民賓館、小瑞士花園等景點，

這些區域皆屬於清境地區居民與遊客最為集中區域，故此區域有較高的機率，會隨著人潮與車潮

湧入而被開發。 

至於在 2003 到 2007 年間，變遷的區域與 1999 到 2003 年相似，將兩者比較後，發現 2003

到 2007 間區域（C）有較多變遷區域，顯示人為開發有往此處發展之現象，植生面積仍呈現減少

之趨勢。反觀在眉溪附近變遷面積有稍微減少，但其變遷區域仍偏多。 

然而本研究不僅探討 1999-2003 年與 2003-2007 年間，亦針對 1999-2007 間進行分析探討。

從圖 7 得知，其變遷區域亦分布於翠峰、眉溪與國民賓館附近地區，即區域（D）與區域（E）兩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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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變遷區域（右：1999-2003；左：2003-2007） 

    

 

 

 

 

圖 7 1999-2007 變遷情形 

此外，變遷類型 13 與變遷類型 14 為人為、裸、崩轉變為林地或草地，兩者佔研究區域的比

例也不低，造成此比例之原因大致上可分為三點： 

（一）由於本研究使用分類後比較法，易受分類準確度影響，然而三年之總體準確度皆達到 85％

左右，故部分區域亦可能受分類準確度影響而產生錯誤。此外，進行分類後比較法時，兩

張影像疊合分析，於影像邊界亦產生對位的問題，因而影響成果。 

（二）由於人為、裸、崩此類別不僅包含建地、道路等人為開發區域，尚包含了裸露地與崩塌地

等，而裸露地、崩塌地皆有可能因自然恢復或人為栽種，而轉變為林地或草地等植生部分，

因而讓兩種變遷類型增加。 

（三）由於當地擁有農業與畜牧，於建造房屋或開墾田地時，可能會產生些許的裸露地（無覆蓋

植生），然而裸露地亦可能種植人工草地或森林，恢復原有植生的狀態。 

B 

A C

翠峰附近 

眉溪 

國民賓館附近

D 

E

變遷區域 

未變遷區域

資訊錯誤 

變遷區域 

未變遷區域 

資訊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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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變遷規則表與地物轉換之面積比例 

前期地物類型 後期地物類型 
變遷

代碼

1999-2003
面積比例 

2003-2007 
面積比例 

1999-2007
面積比例 

林地 1 林地 1 1 79.82048% 75.26491% 75.94498%
林地 1 草地 2 2 0.73603% 2.32619% 2.72562% 
林地 1 水體 3 3 0.01566% 0.08157% 0.04996% 
林地 1 人為、裸、崩 4 4 4.65182% 5.45886% 6.13175% 
草地 2 林地 1 5 0.39349% 0.20168% 0.20792% 
草地 2 草地 2 6 0.27666% 0.61077% 0.37782% 
草地 2 水體 3 7 0% 0% 0.00000% 
草地 2 人為、裸、崩 4 8 0.77953% 0.72367% 0.86649% 
水體 3 林地 1 9 0.00323% 0.01044% 0.00447% 
水體 3 草地 2 10 0.00149% 0% 0% 
水體 3 水體 3 11 0.00671% 0.00323% 0.00646% 
水體 3 人為、裸、崩 4 12 0.02511% 0.02860% 0.02560% 

人為、裸、崩 4 林地 1 13 3.22401% 2.64003% 1.90921% 
人為、裸、崩 4 草地 2 14 0.51728% 1.02284% 0% 
人為、裸、崩 4 水體 3 15 0.01964% 0.03830% 0.06661% 
人為、裸、崩 4 人為、裸、崩 4 16 8.91537% 10.70310% 9.83043% 

林地 1 無資訊 0 17 0.27244% 0.23650% 0.24900% 
草地 2 無資訊 0 18 0.00398% 0.00249% 0.01174% 
水體 3 無資訊 0 19 0.00025% 0% 0% 

人為、裸、崩 4 無資訊 0 20 0.03530% 0.01865% 0.07041% 
無資訊 0 林地 1 21 0.29232% 0.61897% 0.67137% 
無資訊 0 草地 2 22 0.00795% 0% 0.00497% 
無資訊 0 水體 3 23 0% 0% 0% 
無資訊 0 人為、裸、崩 4 24 0.00124% 0.00920% 0% 

上述三點為可能原因，然而第二與第三點再透過衛星影像比對位置（圖 8），發現部分區域確

實是由人為、裸、崩轉換為植生。接著，再根據變遷類型的位置進行分析（圖 9），1999 到 2003

年間，變遷類型 13 主要在區域（A），眉溪附近屬於河谷地，屬於坡度較大之區域，產生裸露地

與崩塌地的機率較高，而到了 2003 年可能是自然恢復或人工種植復育使得土地覆蓋變成林地。至

於變遷類型 14 主要分佈於區域（B），其分佈面積較小，應與此區域以梯田為主，種植農作可能

受到農產品價格波動、政策等因素，因而休耕或荒廢田地，故人為、裸、崩轉變為草地是有其可

能性存在。 

而 2003 到 2007 年間，從圖 9 中可發現變遷類型 13 之主要分佈位置與 1999 到 2003 年間是有

所不同的（區域 C），其數量亦明顯較少，加上此區並非人口聚集地，故推論可能是自然或人工方

式，從人為、裸、崩恢復成植生區域。反觀變遷區域 14 與 1999 到 2003 年間之位置相似，但大致

上呈現離散情形，僅在區域（C）有明顯集中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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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影像 2007 年影像 變遷類型 13＆14 (黃色) 

說明：變遷類型 13＆14 的分佈範圍與兩時期的衛星影像比對，發現 2003 年影像屬於非植生覆蓋的狀

態，到了 2007 年時呈現植生覆蓋的情形。 

圖 8 變遷類型 13＆14 恢復植生的區域（以 2003-2007 年間為例）    

 

 

 

 

圖 9 變遷類型 13＆14 之分佈位置（右：1999-2003；左：2003-2007） 

（三）景觀分析 

為了瞭解清境地區九年間之景觀變遷情形，除了利用分類後比較法探討不同時期土地使用變

動情形，本研究尚加入了景觀指標分析，其以景觀生態學之概念作為理論基礎，透過景觀結構量

化，以定量統計方式，瞭解景觀結構組成、分佈與變遷情形，呈現景觀格局狀態。因此，本研究

以景觀指標分析清境地區之景觀結構情形，探討是否因人為開發等因素，導致當地環境衝擊或破

壞。首先，把三時期分類之影像檔轉換格式成 GRID 檔，接著利用 Fragstats 景觀指標軟體（版本

3.3）計算指標數值，並以兩種空間層級進行分析，分別是計算各種地物之類別層級，並計算整個

研究區域之景觀層級，其成果分述如下。 

1. 全區區塊分析 

由表 6 可發現，全區景觀結構上三個時期之基質皆為林地（所佔面積最大），1999 到 2007 年

這九年間，在面積排序上皆相同，顯示清境地區之景觀結構處於穩定狀態，然觀察各景觀的嵌塊

體數目，各景觀皆有或多或少之變化。從面積上分析，林地於九年間呈現減少趨勢，反觀人為、

裸、崩此類別則成長，此與大量人潮、車潮湧入有關，致林地被開發成遊憩設施、建築物與停車

場。 

 

A 

B C

變遷類型 14 

其他變遷類型

資訊錯誤 

變遷類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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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全區區塊類型表 

 林地 草地 水體 人為、裸、崩

嵌塊體數目 74 160 8 191 
排序 3 2 4 1 
面積* 5,376.0876 91.6009 2.2969 795.2796 

1999 年 

排序 1 3 4 2 
嵌塊體數目 46 82 2 210 

排序 3 2 4 1 
面積 5,262.1094 96.5156 2.6563 905.6094 

2003 年 

排序 1 3 4 2 
嵌塊體數目 73 213 6 207 

排序 3 1 4 2 
面積 4,923.0156 248.9531 7.7344 1,063.9063 

2007 年 

排序 1 3 4 2 

備註：面積單位為公頃。 

此外，以整體環境之尺度進行景觀分析，結果如表 7。 

(1)面積／密度／邊緣指數 

從表 7 可得知清境地區全區之景觀指標，NP 值受景觀作用力，在 1999-2003 年間降低，

2003-2007 年則是增加，同樣的情形也反映在 MPS 值上，1999-2003 年增加，即說明嵌塊體被合

併使得面積增加，而 2003-2007 年則是嵌塊體面積減少。而 PD 值則是先下降再上升，代表

1999-2003 年景觀破碎化情形較不嚴重，在 2003-2007 年因 NP 值增加，導致 PD 值增加，意即此

時期之景觀破碎化程度較高。 

(2)形狀指數 

從三時期 MSI 值可發現，數值皆維持在 1.5 上下，但從增減的量進行分析，2003-2007 年增

減量大於 1999-2003 年，2007 年數值（1.4733）為三時期最低，表示 2003-2007 年人為介入情形

有逐漸增加。在 MPFD 值上，三時期之數值於 1.08 上下，其說明清境地區全區之嵌塊體複雜性相

近。 

(3)多樣性指數 

隨著景觀類型數量增加，除 SIDI 值接近 1 之外，SHDI 值與 MSIDI 值皆隨之增加（趙羿等，

2003）。Simpson 多樣性指標（SIDI），意即敘述整個景觀之空間組成、結構及排列等資訊，當景

觀是由單一嵌塊體所構成時，景觀是均質，其不具景觀的多樣性，多樣性指數為 0，當嵌塊體數

目增加時，指數亦隨之增加。SHDI 值越大，表示該地區之景觀多樣性越大。從表 7 中可看出，

1999 年景觀多樣性較 2003、2007 年數值低，其呈現逐年增加趨勢，表示清境地區的環境受到人

為因素或自然因素，增加土地利用多樣性使用，進而造成景觀嵌塊體多樣性增加。 

三種均勻度指數（SHEI、SIEI 和 MSIEI），當景觀類型之嵌塊體分佈不均勻時，即某一類型

分佈佔優勢，則均勻度指數接近於 0，表示整個景觀組成不均勻，而當分佈均勻時，其值則接近

於 1，表示整個景觀組成為均勻狀態，各種類的景觀要素所佔之面積比例相當。由表 7 中得知，

三個均勻度指標皆逐年增加，代表整體景觀之均勻度越來越高，然而卻無任何一種景觀分佈具有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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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三年度之各種景觀指標表（landscape level） 

 1999 年 2003 年 2007 年 
種類面積 
（CA） 

24921.7704 24913.75 24913.7500 

嵌塊體數量 
（NP） 

434 363 506 

嵌塊體密度 
（PD） 

1.7414 1.457 2.031 

最大嵌塊體指數 
（LPI） 

74.8603 38.7493 38.7493 

平均嵌塊體面積 
（MPS） 

57.4234 68.6329 49.2367 

平均形狀指數 
（MSI） 

1.5115 1.5294 1.4733 

平均碎形維度指數 
（MPFD） 

1.0840 1.0808 1.0749 

Shannon 多樣性指數 
（SHDI） 

0.679 0.6882 0.7198 

Simpson 多樣性指數 
（SIDI） 

0.392 0.3939 0.3974 

修正 Simpson 多樣性指數 
（MSIDI） 

0.4976 0.5007 0.5066 

Shannon 均勻度指數 
（SHEI） 

0.4219 0.4276 0.4472 

Simpson 均勻度指數 
（SIEI） 

0.49 0.4923 0.4968 

修正 Simpson 均勻度指數 
（MSIEI） 

0.3092 0.3111 0.3148 

2. 各類景觀之分析 

由於清境地區的全區景觀屬於較穩定，但各類景觀要素有或多或少的內部變化。因此本研究

將探討各地物的細微景觀變化，三年指標數值如表 8。由於影像的時期在枯水期，使水體萃取較

為不易，產生誤判或漏判之可能性較高，加上本研究主旨為著重探討人為的開發行為，因此水體

將不予討論。 

(1)林地 

林地嵌塊體數量呈現先下降後上升，平均嵌塊體大小則為先增加再下降，顯示林地嵌塊體於

1999-2003 年間嵌塊體有合併且面積變大之現象，反觀 2003-2007 年間可能受到耗損或分裂，造成

嵌塊體面積變小，然數量回到與 1999 年相近，但平均嵌塊體面積與種類面積皆下降。另外，嵌塊

體密度於 1999-2003 年間下降，2003-2007 年間上升至與 1999 年相似數值，其趨勢與嵌塊體數量

有關，表示 2003-2007 年間的景觀破碎化較明顯，然而嵌塊體密度較高，產生許多邊緣生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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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需要內部生育地的物種較為不利。 

近幾年，清境快速成為臺灣著名遊憩景點，加上 921 地震與颱風等自然災害影響，當地林地

受到開發行為、崩塌等因素（人為或自然），導致面積減少，轉換成人為開發區域、裸露地、崩塌

地或草地等，亦可能受法令管制，致九年間人為開發規模並不大，本研究推測主要大規模開發應

於 1999 年之前（即 1961 年設立見晴農場到 1999 年），並非在 1999 到 2007 年間。 

由於清境地區屬於高山遊憩區，整體面積於九年間呈現下降趨勢，嵌塊體數目在 2007 年雖與

1999 年相近，但嵌塊體大小卻變小，表示涵養生物的能力有所下降、生物生存空間亦減少，從景

觀生態學的角度來看，嵌塊體數目會受到自然因素或人為因素影響而增減，但其增減幅度不應過

大，維持一區域之數目穩定是很重要的。 

(2)人為開發區域、裸露地、崩塌地 

人為、裸、崩嵌塊體數量呈現先上升後下降，而種類面積與平均嵌塊體大小為上升的趨勢，

顯示此類別於九年間嵌塊體之數量與面積皆增加，並以小範圍且多點之方式擴展（群集現象）。於

平均形狀指標上，與其他三類比較後，除了比草地略高外，數值也越來越靠近 1，表示人為介入

情形有日趨嚴重，嵌塊體形狀也越規則。 

由於林地面積呈現下降，反觀人為、裸、崩則增加，可能是林地轉換為此類別。此外，由於

人為介入之情形逐年增加，此與當地快速開發有關，但本類別尚包含裸露地與崩塌地，如位置較

偏人煙稀少地區，可能是 921 地震或自然力造成。 

如有群集現象的產生，可能是建物或裸露地等使用狀況。建物群集，即表示因為遊憩開發才

群集於景點，易影響景點附近的環境衛生；若是裸露地群集，則可能影響附近之水土保持或生物

的生存空間。由於清境位於高山區，如果開發行為過多，對於當地水土保持、動植物生存等環境

問題亦受影響，故相關單位應更謹慎管制開發行為，並督促做好水土保持等措施。 

(3)草地 

從種類面積上觀察，草地面積為逐年增加，由於當地擁有許多牧場，故可推測林地不僅轉換

為人為、裸、崩，也有部分草地。而嵌塊體數量在 1999-2003 年間呈現下降趨勢，然 2003-2007

年間又快速增加，且 2007 年數量超越 1999 年；平均嵌塊體大小則是先增加再微幅下降，綜合上

面幾項指標得知，草地之嵌塊體於九年間不僅數量增加且變大，即顯示當地草地具有拓展情形。 

由於清境地區屬於臺灣少數之高山牧場，亦可能會將林地開墾成草地供畜牧或遊憩之用，且

當地飼養了許多家畜，並提供許多休閒遊憩活動，如綿羊秀等。此外，也有部分是人為的方式將

裸露地或空地轉變為草地，以人工方式栽種或自然生長的草地。 

草地面積增加，如以畜牧的角度而言，能給予家畜更多的食物與活動空間，然而當地畜牧業

有商業化之情形，草地亦受到大量人潮之影響，不僅會被遊客踐踏而死亡，也失去草地原有之生

態意義，亦須在遊憩與保育兩方面取得一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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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三年度之各種景觀指標表（class level） 

 林地 草地 水體 人為、裸、崩

1999 5376.0876 91.6009 2.2969 795.2796 
2003 5262.1094 96.5156 2.6563 905.6094 

種類面積 
（CA） 

2007 4923.0156 248.9531 7.7344 1063.9063 
1999 74 160 8 191 
2003 46 82 2 210 

嵌塊體數量 
（NP） 

2007 73 213 6 207 
1999 0.2969 0.6420 0.0321 0.7664 
2003 0.1846 0.3291 0.008 0.8429 

嵌塊體密度 
（PD） 

2007 0.2930 0.8549 0.0241 0.8309 
1999 19.9726 0.0373 0.0051 1.6033 
2003 19.4954 0.1275 0.0088 1.4001 

最大嵌塊體指數 
（LPI） 

2007 17.9228 0.1734 0.0122 1.7903 
1999 72.6498 0.5725 0.2871 4.1638 
2003 114.3937 1.177 1.3281 4.3124 

平均嵌塊體面積 
（MPS） 

2007 67.4386 1.1688 1.2891 5.1396 
1999 1.5162 1.4993 1.5515 1.5134 
2003 1.6750 1.4889 2.6752 1.5127 

平均形狀指數 
（MSI） 

2007 1.6503 1.3925 2.0339 1.4758 
1999 1.0762 1.0942 1.1076 1.0773 
2003 1.0841 1.0885 1.2103 1.0777 

平均碎形維度指數 
（MPFD） 

2007 1.0811 1.0728 1.1528 1.0727 

結 論 

臺灣近幾年觀光風氣盛起，清境地區具備涼爽氣候、四季分明、高山牧場等優點，成為臺灣

少數的高山遊憩景點，每年造訪遊客人數皆為一百萬人次上下，當地業者興建遊憩設施、民宿等，

且為了應付大量車潮，亦大量興建停車場，造成植生面積呈現減少趨勢，加上高山的自然環境有

著水土保持、減少二氧化碳等保育功能，一旦人為介入過多，對環境所造成之破壞，即便自然界

擁有恢復力，但快則兩三年，慢的話甚至會達到幾十年，故開發時所考量時不能單單只是為了創

造商機，最先考量的應該是在兩者間取得平衡點，並以最低限度之開發方式，讓自然環境不遭受

破壞。 

因此，本研究主旨欲利用空間技術整合，瞭解清境地區於九年間景觀變遷情形。於物件導向

式分類技術上，透過歸屬度函數，建立山區地物分類規則，後續再進行分類後比較法、景觀指標，

以兩種方式分析清境地區景觀變遷情形，並探討人為開發介入，對當地所造成景觀之衝擊程度。 

依照研究流程順序，分為物件導向式分類、分類後比較法、景觀指標等三方面。物件導向式

分類探討影像分割、分類判釋規則訂定等項目；分類後比較法則以不同時間間距（三年、九年）、

分佈位置、變遷情形等面向分析；最後，再透過景觀指標瞭解清境地區的變遷情形與生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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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將以條列式分述如下： 

（一）物件導向式分類 

1. 進行影像分割時，須先考量影像解析度、欲分類之地物種類、地物大小（所佔面積）等原則，

以此原則選擇出適合的分割尺度。 

2. 本研究訂定之山區分類規則，除了選擇合適空間特徵外，尚須透過地物間的階層關係，意即

萃取一地物時，不僅能繼承上層之空間屬性，亦能加入上層所缺乏的空間特徵，以多階層、

多空間特徵方式萃取地物，建構一完整判釋邏輯。 

3. 於建立分類規則時，各地物所須選擇適合空間特徵，接著利用歸屬度函數或門檻值計算歸屬

度，以歸屬度數值高低判釋地物。 

4. 影像分類使用物件導向式分類技術，將影像分割成區塊狀後進行分類，而區塊與景觀生態學

中的嵌塊體概念相似，故物件導向式應比傳統式像元式應更適合於進行景觀相關分析。 

（二）分類後比較法 

1. 從兩時間間距得知，除維持原狀地區外，變遷類型 4（林地轉為人為、裸、崩）比例最高，

1999～2003 年為 4.65％，2003～2007 年為 5.46％，呈現成長趨勢；如再加入變遷類型 8（草

地變為人為、裸、崩），植生部分轉為人為、裸、崩之比例，由 5.43％增加至 6.18％，顯示

植生面積呈現減少之趨勢。 

2. 由分佈位置分析，除了人口集中區域外，在翠峰、櫻櫻峰、馬山與三角峰周邊亦有許多梯田，

故清境地區於九年內部分區域因人為開發，導致植生面積下降，進而對環境造成衝擊與影響；

此外，眉溪河谷附近也有部分的變遷點，由於此處並非是主要的人為集中區域，然仍有部分

農用土地，故此處變遷原因不僅包含人為開發，亦包含天然造成之崩塌地。 

3. 從結果中分析，清境地區於九年內並未有較大開發與變遷，雖人為開發、裸露地、崩塌地面

積逐年成長，但大多依附於城市與臺 14 甲周圍零星開發為主，或從已開發土地上進行改建，

因此本研究推論早期開發行為（1999 年以前）對於清境地區具有較大影響。 

4. 透過分類後比較法能瞭解地物間的變化，亦能掌握變遷的分佈與數量。從結果得知，清境地

區大多變遷區域集中臺 14 甲沿線，然而卻有逐漸擴大之跡象，相關單位應更加謹慎管理開發

行為，維護清境的美麗環境。 

（三）景觀指標 

1. 從全區之景觀分析結果得知，顯示清境地區景觀結構處於穩定狀態，但觀察各景觀之嵌塊體

數目，各景觀皆有變化。然林地總面積呈現下降趨勢，反觀人為、裸、崩與草地皆增加，本

研究推測林地轉換成上述兩種土地類型。 

2. 從各類型之景觀指標得知，林地的嵌塊體數量呈現先下降後上升之情形，平均嵌塊體大小則

是先增加再下降，顯示林地之嵌塊體於 1999～2003 年間，嵌塊體合併且面積變大；反觀 2003

～2007 年間，可能受到耗損或分裂，使嵌塊體面積變小，雖數量回到與 1999 年相近，但平

均嵌塊體面積與種類面積皆下降。另外，嵌塊體密度於 1999～2003 年間呈現下降，而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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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間則上升，數量與 1999 年相似，此趨勢與嵌塊體數量有關，表示 2003～2007 年間

景觀破碎化較為明顯，然嵌塊體密度較高，則會產生許多邊緣生育地，對需要內部生育地的

物種較為不利。 

3. 從 MSI 之結果得知，在人為、裸、崩此類別，其人為介入情形有增加趨勢。另外，從 NP 與

MPS 兩項指標得知，草地的嵌塊體在九年間不僅數量增加亦變大，顯示當地草地有拓展之情

形。 

4. 透過景觀指標，能有效量化景觀結構組成，亦能瞭解其代表的生態意義，但此方法欠缺告知

各景觀於不同區域之數值差異，因各區域景觀結構的變化原因皆不相同，如能納入實際位置

一起討論，應能使整個景觀分析的成果更符合現實狀況。 

5. 本研究設定之人為開發、裸露地、崩塌地，因受限影像解析度，致包含地物較多，對於景觀

指標計算之成果亦受影響，故使用景觀指標時，訂定欲分類地物時，以單一相同或相似的景

觀進行分析，得到之成果應能更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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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雙溪區泰平里自然村名與地標名的社會建構過程： 

臺灣歷史數位圖書館（THDL）的應用 
The social constructing process of village place-name and landmark 

place-name in the Tai-ping of Shuang-Xi, New Taipei City :     
The application of Taiwan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THDL) 

林聖欽
a
 

Sheng-Chin Lin 

Abstract 

Land contract documents in Taiwan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THDL) provide a lot of information 

on place names of Tai-pin, Shuang-Xi, New Taipei City. THDL can help really to explor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village names and landmark names of Tai-pin. Grassroots social resident emphasis 

village names for a long time, and village names in official records are decreased gradually from Qing 

Dynasty, Japanese Period to the Post-war Era, which can explain that the naming right of ruling class in 

addition to control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 name, including the villages name and landmark place. We 

can even say why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the place name is reduced, the ruling class plays a key role in 

fact. 

Keyword: place name, village, social construction, THDL, Tai-pin Shuang-Xi 

摘 要 

臺灣歷史數位圖書館（THDL）典藏的契約文書檔案，提供了本文分析個案--新北市雙溪里泰

平里大量的地名資料，實有助於探討泰平里自然村名與地標名的社會建構過程。透過本文的分析，

從基層社會居民、行政管理需求兩個層面的社會建構過程，可用來解釋地標名不如自然村名重要

的原因；但是從基層社會居民對自然村名的重視程度長期不變，而官方的自然村名記錄卻是從清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12 年 10 月 16-17 日，2012 數位典藏地理資訊學術研討會，數位典藏與學習

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地理資訊應用推廣計畫，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主辦。 
本文為國科會 101 年度研究計畫「臺灣自然村地名的社會建構過程-以苗栗縣竹南、頭份、三灣、南

庄等鄉鎮為例」（NSC 101-2410-H-003-134）之研究過程中的論述嘗試。 
a 國 立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地 理 學 系 教 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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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到日治時代再到戰後的大幅減少，可以說明官方行政管理需求的社會建構過程，更是導致泰平

里自然村名逐漸流失的關鍵機制。也就是說，統治階級對於地名命名權的控制，不僅出現在高階

層的行政區命名外，實際上，即使在低階層的自然村名、地標名層面，也有相當大的作用力，甚

至可以說地名文化多樣性的漸少，作為統治階級的官方扮演了推波助瀾的關鍵性角色。 

關鍵字：地名、自然村、社會建構、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雙溪區泰平里 

問題的緣起 

長期以來，臺灣地名研究多偏重在歷史沿革的分析，強調每個地名的形成時空背景，與被命

名的環境依據。其中伊能嘉矩可謂是研究臺灣地名歷史沿革的嚆矢，早在明治 42 年（1909）即完

成《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篇—臺灣之部》一書；接著安倍明義在昭和 13 年（1938）出版的《臺灣地

名研究》一書，也是依照伊能嘉矩的寫作架構，以大正 9 年（1920）臺灣的街庄、大字層級地名，

進行地名沿革的探討。戰後，直到民國 69 年（1980），洪敏麟又依循安倍明義的架構，陸續出版

了 3 冊《臺灣舊地名沿革》書籍，以臺灣的鄉鎮層級為基礎，介紹日治時代大字地名的沿革與意

義，惟其只完成北、中部的地名研究；接著民國 70 年代（1980s）開始，陳國章陸續出版地名相

關著作，包括《臺灣地名學文集》、《臺灣地名辭典》等書，其最大特色是地名的標音，是採在地

的閩南語或是客家語的音標，但是二書仍著重在地名隱含的意義，仍屬歷史沿革的分析；民國 85

年（1996）以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委託施添福編纂《臺灣地名辭書》之套書，其係以鄉鎮層級

為基礎，介紹現階段各村里及其內部各小地名（以日治時代的自然村為基礎）的由來，其架構雖

已跳脫日治時代的大字架構，但是其本質仍為歷史沿革分析。 

然而至民國 90 年代（2000s），臺灣的地名學研究逐步跳脫歷史沿革的研究範疇，開始著重地

名命名過程中所顯示的社會建構意義。如民國 94 年（2005），內政部出版的《第一屆臺灣地名學

術研討會論文集》，即收錄多篇的相關論文，如吳育臻（2005）的〈從地名的變遷看不同政權的特

質-以嘉義市街路名為例〉、林聖欽（2005）的〈苗栗縣獅潭鄉客語地名的社會性分析〉、林偉仁（2005）

的〈地名的創作、複製與詮釋-以臺北八里鄉為例〉等，接著民國 97 年（2008），在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出版的《臺灣地名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吳育臻（2008）的〈臺灣日式地名的時空分

布及其意涵〉等文，都是在強調地名命名過程中所隱含的社會建構意義。除上述論文集外，其他

期刊也出現相關的地名著作，如康培德（2004）的〈清代後山地理空間的論述與想像〉、林聖欽（2006）

的〈苗栗縣獅潭鄉客語地名的環境認知分析〉等。 

然而近年的地名學研究，雖然已經開始著重地名命名過程中所顯示的社會建構意義，但是這

些研究多是針對縣市、鄉鎮、村里的行政區地名，或是街道名為研究對象，說明官方對命名權的

掌控，與地名反映出的官方意識形態。此情形雖可以說明官方透過行政管理的需要，進而擁有對

行政區地名、街道名稱命名權的掌控；但是對於基層社會因與環境互動下，所命名的自然村名、

地標名，是否就沒有受到官方行政管理的影響？雖然筆者曾在〈苗栗縣獅潭鄉客語地名的社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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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一文中提出，土地信仰對於自然村名、地標名的社會化過程1之影響，但嚴格來說，文中的

確未進一步探討官方對於這些自然村名、地標名帶來怎樣的影響。 

透過筆者以往在苗栗縣的地名研究成果，以及近年在新北市雙溪區的地名田野調查經驗，大

致可以發現一般日常生活上所使用的自然村地名、地標名，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在後工業社會

使用的頻率，已遠比以往農業社會要低的許多。實際上，這種因社會變遷而導致地名使用頻率的

變遷，反映的就是一種社會建構的過程，但是作為統治階級的官方，在這地名變遷過程中，是否

也扮演重要的社會建構力量呢？ 

不過若要具體地論述上述有關自然村地名、地標名的社會建構過程，則不免地會遇到更多待

處理的問題，如一地在最初擁有多少的自然村地名、地標名？而現在地圖上標示的地名，若未能

涵蓋一地最初的自然村地名、地標名時，還可以透過什麼方式，整理出一地最初的自然村地名、

地標名？透過一地最初的自然村地名、地標名的整理，與地圖上標示的地名相比較，其數量的差

異，反映的可能是何種社會建構過程？ 

爲了解決上述的總總問題，本文認為臺灣大學數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所建置的臺灣歷史數位

圖書館（Taiwan History Digital Library，THDL）的數位資料可以作為重要的解決方案，因此以下

本文擬以此途徑，進行新北市雙溪區泰平里自然村地名、地標名使用頻率的變遷，以凸顯臺灣數

位圖書館在地名研究的應用意義。 

由上述所提及的問題、解決方案、個案選取等考量，本文提出了以下三項研究目的： 

1. 地圖中有關雙溪區泰平里的自然村地名、地標名資料。 

2. THDL 有關雙溪區泰平里的自然村地名、地標名資料。 

3. 雙溪區泰平里自然村地名、地標名的變遷過程及其社會意義。 

雙溪區泰平里的環境背景 

泰平里位於新北市雙溪區的南部，是雙溪區 12 個行政里中的一個。（圖 1）該里里名為戰後

新命之吉祥語地名，係以大坪、大平一名雅化而來。大平最初稱為大坪，係由於地形平坦而得名，

因其位於新店溪支流的北勢溪源頭，受岩層傾斜影響，源頭並未形成深谷，反形成相對開闊平坦

的寬谷地形而得名。道光四年（1824），有蘭營守府武略騎尉黃廷泰千總招佃墾耕大坪，當時即稱

「黃總大坪」，（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編，1963；唐羽，2001）據說黃廷泰夜夢有平原一片，即往

尋求，行至其處，果有平蕪，即於此插豎大旗，招佃開墾，以地勢平坦，乃曰大平。（盛清沂，1960） 

 

 

 

 

                                                             
1 所謂的社會性，是借用社會學的名詞而來。社會學認為人必須經由人際之間互動的社會化過程，才

能夠具備人格與社會性；同樣地，筆者曾在該文中提到地名必須透過人際之間互動的社會化過程之

分析，才能夠透視地名的本質意義與其隱含的社會性。（林聖欽，2005：133） 



26 

 

 
 

 

 

 

 

 

 

 

 

 

 

 

 

 

 

 

 

 

 

 

 

圖 1 新北市雙溪區行政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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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 13 年，泰平里屬臺北府淡水縣管轄。至日治以後，明治 28 年（1895）屬臺北縣直轄

地區；明治 30 年（1897）6 月屬臺北縣景尾辨務署坪林尾支署黃總大平等 24 庄（庄名詳見頁

20-21）；明治 32 年（1899）4 月改隸屬臺北縣基隆辨務署頂雙溪支署第十三區大平、灣潭、溪尾

藔等 3 庄。（臺北縣報，1899，第 90、106 號）明治 34 年（1901）11 月改制為基隆廳頂雙溪支廳

大平等 3 庄；明治 38 年（1905）12 月由 3 庄調整為大平、烏山、溪尾藔、料角坑等 4 庄；（府報，

1905，第 1873 號）明治 42 年（1909）10 月再改隸屬臺北廳頂雙溪支廳大平等 4 庄；大正 9 年（1920）

改制為臺北州基隆郡雙溪庄大平、烏山、溪尾寮、料角坑大字。戰後，民國 35 年（1946）合併 4

個大字，改制為臺北縣基隆區雙溪鄉泰平村；民國 39 年（1950）屬臺北縣雙溪鄉泰平村；民國

99 年底，再改制為新北市雙溪區泰平里。（表 1） 

表 1  新北市雙溪區泰平里的行政沿革 

民國時期 日治時期 

新北市 
（民國 99 年） 

臺北縣 
（民國 39 年） 

臺北縣基隆區

（民國 35 年）

臺北州基隆郡 
（大正 9 年） 

基隆廳頂雙溪支廳 
（明治 38 年） 

基隆辨務署

頂雙溪支署

（明治 32 年）

里名 村名 村名 大字 小字 街庄 土名 街莊 
大平 大平 

竹子山 竹仔山 
破子寮 破仔藔 
芉蓁坑 芉蓁坑 

大平

後寮 

大平庄 

後藔 

大平莊 

烏山 烏山 
灣潭 灣潭 

三份二 三份二 
灣潭莊 

烏山

大湖尾

烏山庄 

大湖尾 
溪尾寮 溪尾藔 

溪尾寮
藤寮坑

溪尾藔庄
藤藔坑 

料角坑 料角坑 
保成坑 保成坑 
怣子坑 怣仔坑 

泰平里 泰平村 泰平村 

料角坑

糞箕湖

料角坑庄

糞箕湖 

溪尾藔莊 

資料來源：1.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管內堡里街庄土名表》，出版資料不詳。 

          2.河野道忠（1921），《新舊對照管轄便覽》，臺北：臺灣日日新報社。 

          3.王世慶（1991），《重修臺灣省通志卷七政治建置沿革篇》，南投：臺灣省文獻委員會。 
 
泰平里雖然只是雙溪區 12 個行政里的其中一個，但是它的面積為 50.5 平方公里，即占了雙

溪區（146.25 平方公里）近三分之一的轄境範圍。（圖 1）在民國 40 年（1951），泰平里共 20 鄰

的人口數，曾經達到 1226 人，然而隨著社會結構的轉變，人口不斷地減少，到了民國 81 年（1992），

人口僅剩 310 人，然而至民國 101 年（2012）七月底，全里人口又增至 819 人，2占雙溪區總人口

                                                             
2 新北市雙溪區戶政事務所網頁，http://www.shuangxi.ris.ntpc.gov.tw/_file/1209/SG/25040/39057.html，

民國 101 年 8 月 5 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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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66%，地廣人稀可謂是泰平里的主要特色。 

不僅如此，泰平里的位置也相當地偏遠，若以泰平派出所、村廟壽山宮作為中心，泰平里距

離雙溪區行政中心的距離是 15 公里左右，距離宜蘭縣頭城鎮大溪里聚落中心也有 17 公里上下，

其位置的偏遠，甚至在其北境與魚行里交界處的大樟嶺處，留下了辭職嶺的別名，依區公所說明

牌，民國 60 年（1971）暑假，某位前往泰平國小就任的老師，由雙溪徒步至此，感慨路途遙遠、

前途艱辛，因而斷然提出辭職，故大樟嶺又被稱為辭職嶺；但亦有人調查，該名老師為已婚女老

師，因其先生認為路途遙遠，故提出辭呈，且當時行走的路徑，應該是外柑村的崩山坑古道，而

非大樟嶺古道。（方素娥，2010）但不論辭職嶺地名由來如何，泰平里位置的窵遠，應是當地人口

不多的原因之一。 

本文選擇泰平里為研究個案，主要就是考量其位置偏遠，人口密度低，且呈現人口減少的現

象，在此社會背景下，泰平里的自然村地名、地標名應該也會出現數量減少的趨勢。當然選擇泰

平里為個案的另一個理由，也考量其為一山間谷地的地形特色，早期居民在此生活於此，勢必與

地形有著密切的互動，自然衍生出相當多樣、豐富的地名標記。 

就泰平里的地形來看，泰平里的西北、北及東北以北豹子廚山—東柑腳山—大樟嶺稜線，分

別與雙溪區的長源里、外柑里、魚行里相鄰，東以大溪山—橫山—三分二山—叢雲山山稜線與貢

寮區吉林里、宜蘭縣頭城鎮大溪里、更新里相隔，南以叢雲山—鶯子嶺山—鶯子頂山山稜線與宜

蘭縣頭城鎮更新里、外澳里、福成里相接，西以北豹子廚山—南豹子廚山—中心崙—梳妝頂山—

鶯子頂山山稜線與坪林區漁光里、石石曹里相連，是個海拔高度超過 400 公尺的丘陵地區。（圖 1） 

泰平里丘陵地區，屬新店溪上游北勢溪流域，為翡翠水庫集水區的範圍。北勢溪源流之一為

發源自大溪山的芉蓁坑，之後依序納入大坪、香碓坑、後寮等溪，於壽山宮附近納入源於三份二

山的溪尾寮溪，之後始稱北勢溪，續往西流依序納入料角坑、保成坑、怣子坑、藤寮坑等溪；而

另支源流則發源自叢雲山的灣潭溪，之後西流納入三份二、打鐵坑等溪，至灣潭再納入南勢坑溪，

之後續往西北流，最後於三水潭處與北勢溪交會，並流入坪林區境內，成為新店溪的上游。（圖 1）

由於太平里為丘陵區的河谷地形，因此境內有著不少與「坑」有關的地名，如芉蓁坑、香碓坑、

料角坑、保成坑、怣子坑、藤寮坑、打鐵坑等，也出現不少與「潭」有關的地名，如灣潭等。 

地圖中有關雙溪區泰平里的地名資料 

在泰平里的丘陵、河谷地形的背景下，本文分別從臺灣最早的實測地形圖-明治 37 年（1904）

出版的比例尺 1/20000 臺灣堡圖，昭和 3 年（1928）陸軍測量部繪製的比例尺 1/25000 臺灣地形

圖，以及戰後民國 74 年（1985）內政部出版的經建版地形圖等三份地圖的地名標註，來整理泰平

里自然村名與地標名的資料，但不包含河名與山名的註記，可得到表 2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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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北市雙溪區泰平里三個年代地形圖上的地名標註 

今位置 
明治 37 年(1904) 

臺灣堡圖 
昭和 3 年(1928) 

臺灣地形圖 
民國 74 年（1985） 

經建版地圖 
1 鄰 - - 破子寮 
2 鄰 大平 大平 - 

4 鄰 芉蓁坑 芉蓁坑 
芉蓁坑 
大平 

5 鄰 竹仔山 竹子山 - 

6-8 鄰 後藔仔 後寮子 
大平路 
後寮 

9、13 鄰 溪尾藔 溪尾寮* 
大平 

溪尾寮 
10 鄰 大湖尾 - - 
11 鄰 藤藔坑 - - 

8、12 鄰 料角坑 料角坑* 料角坑 
12 鄰 保成坑 保生坑 保成坑 
14 鄰 怣仔坑 怣子坑 戇子坑 
15 鄰 - - 三層巷 
15 鄰 糞箕湖 糞箕湖 糞箕湖 
16 鄰 - - 三水潭 
16 鄰 - - 夢形 
16 鄰 - - 烏山路 
17 鄰 赤皮藔 - 藤寮坑 
17 鄰 網形 - 望形 
18 鄰 灣潭 灣潭 灣潭 
18 鄰 - - 南勢坑 
19 鄰 三份二 三分二 三分二 
19 鄰 烏山 烏山 烏山 
20 鄰 坪溪仔 坪溪 坪溪 
20 鄰 - - 蛇子崙 
20 鄰 - - 蛇子頭 
數量 17 13 23 

資料來源：明治 37 年（1904）臺灣堡圖，昭和 3 年（1928）臺灣地形圖，民國 74 年（1985）經建版

地形圖。 

從表 2 中，可以看到臺灣堡圖、臺灣地形圖、經建版地形圖中，有關泰平里的地名共有 26

個，扣掉當地居民未曾使用的大平路、烏山路、夢形三個地名（原因後詳），剩下的 23 個地名的

沿革，幾乎都與地形皆有關聯。其中與河谷、盆地有關者，包括大平、芉蓁坑、藤藔坑、料角坑、

保成坑（保生坑）、怣仔坑（戇子坑）、南勢坑、糞箕湖、大湖尾、三層巷等 10 個，與山地有關者，

包括竹仔山、烏山、蛇子崙、蛇子頭等 4 個，與河流有關者，包括溪尾寮（溪尾藔）、網形（望形）、

灣潭、坪溪（坪溪仔）、三水潭等 5 個，僅破子寮、後寮（後藔仔）、赤皮寮（赤皮藔）、三分二（三

份二）等 4 個地名與地形無關。此點可呼應前述居民在泰平里的丘陵河谷生活，與地形的環境條

件互動密切，因而衍生出的地名，多與地形有關；至於與地形無關的地名，則多與屋舍有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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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子寮、後寮（後藔仔）、赤皮藔，若加上前述與地名有關的藤寮坑、溪尾寮，可知解釋為屋舍的

「寮」，也是泰平里常見的地名用字。（圖 2） 

 
 

 
 
 
 
 
 
 
 
 
 
 
 
 
 
 
 
 
 
 
 
 
 
 
 
 
 
 
 
 
 
 
 
 
 
資料來源：民國 100 年（2011）9 月田野調查 

圖 2  新北市雙溪區泰平里主要地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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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治 37 年（1904）臺灣堡圖中的 17 個地名，到了昭和 3 年（1928）臺灣地形圖出版時，

其中藤寮坑、大湖尾、赤皮藔、網形的地名不再標註，但是透過田野的調查，這 4 個少掉的地名，

當地使用頻率即使不高，但終究還是有人在使用，因此這 4 個地名的消失，應該是受到地圖繪製

簡括化（generalization）影響的結果，並非是這些地名消失在鄉野中。至於其他 13 個地名，僅受

到大正 9 年（1920）臺灣總督府公布地名標準用字的影響，將「藔」、「仔」分別改寫為「寮」、「子」

外，但地名的文字結構並未改變，而且在位置上，兩個不同年代地圖的地名，標註的地點大致是

一致的。 

如果再以臺灣堡圖與戰後民國 74 年（1985）的經建版地圖做比較，在地名標註的數量上，經

建版地形圖又要比臺灣堡圖要多了 4 個，然而透過田野的調查，卻發現經建版地圖的地名標註令

人迷惑之處頗多，這也是前述統計地形圖上有關泰平里地名的數量時，扣掉大平路、烏山路、夢

形的原因。如大平共標了兩處，其中一處標註在芉蓁坑（4 鄰），另一處則是標註在泰平派出所、

庄廟壽山宮旁，應名為溪尾寮的聚落所在（6 鄰），反而在 2 鄰的大平並未標註，此情形應該是與

「大平」為泰平的原名，進而被視為行政區名有關，故經建版地圖在泰平派出所處標註大平；但

相對地，標示在芉蓁坑（4 鄰）處的大平，明顯不清楚其標註的地理意義。（圖 3） 

除了大平外，經建版地圖在後寮附近，另外標註了「大平路」，此標註似乎只是指在大平的道

路之意，在田野中並無居民如此稱呼該地（6 鄰）。類似大平路的案例，還有灣潭北側的「烏山路」，

此標註似乎也只是指在烏山的道路之意，在田野中亦無居民如此稱呼該地（16 鄰）；另外 16 鄰的

夢形，當地並無此稱呼，而 17 鄰藤寮坑則錯註在赤皮寮聚落處。以上都是經建版地圖在地名標註

上令人迷惑之處，而經建版地圖在 16-17 鄰處標註誤植的原因，可能在於這些地方杳無人煙，地

名使用頻率過低，而導致繪圖時誤植地名的情況發生。 

透過上述比例尺相仿的臺灣堡圖、臺灣地形圖、經建版地形圖的地名整理，有關泰平里地名

在日治時代到戰後的數量變化，明顯不能反映泰平里聚落增減的過程，如在經建版地圖中未標示

在 2 鄰的大平，目前仍有不少人居住，甚至每年三月泰平里迎媽祖的紅壇（祭祀場所）也設在該

聚落內，相對地，在經建版新出現的三層巷3、南勢坑4等自然村地名，若透過臺灣歷史數位圖書

館（THDL）系統查詢相關的契約資料，這些地名早在清代都已經出現，即使是蛇子崙的地標名，

也在清代的契約書中可以見到。5 

                                                             
3  三層巷係因狹窄河谷內的水平岩層有如階梯般而得名。該處屬北勢溪右岸支流，水量不豐，谷地狹

窄如巷道，岩層主要為砂頁岩互層，並呈現水平排列。最遲在光緒七年（1881）的一張鬮分契中，

已 出 現 「 三 層 魴 崙 」 的 地 名 。 參 見 國 立 臺 灣 大 學 ，《 臺 灣 歷 史 數 位 圖 書 館 》， 檔 名 :
〈cca100003-od-ta_05588_000122-0001-u.xml〉 

4  南勢坑係因屬地處南側的河谷而得名，該河谷屬灣潭溪左岸支流，又稱南勢溪，於灣潭橋下方不遠

處注入灣潭溪。南勢坑內有數條小支流，至少有大葉溝坑、牛港仔坑、鬼仔坑等處，另外在其源頭

接近鶯嘴嶺附近，尚有地勢險峻的漏屎崎，與河床出現壺穴地形的精臼空等地名，最遲在光緒三年

（1877）的一份鬮分書中，已出現「南勢坑」的地名。參見國立臺灣大學，《臺灣歷史數位圖書館》，

檔名:〈cca100003-od-ta_05588_000100-0001-u.xml〉。 
5  蛇仔崙因山形似蛇狀而得名，亦可稱蛇仔形。該地受岩層走向影響，呈現東北西南走向的的綿延山

體，遠望有如蛇形。而居民又將坪溪源頭稱為蛇仔頭，越過蛇仔頭，即進入宜蘭縣頭城鎮。最遲在

同治六年（1867）的一份鬮分契約上，已經出現「南至平溪頭蛇仔崙為界」的描述。參見國立臺灣

大學，《臺灣歷史數位圖書館》，檔名:〈cca100003-od-ta_05588_000084-0001-u.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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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透過臺灣堡圖、臺灣地形圖、經建版地形圖的地名數量變化，進而探討一地的聚落發

展，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地理意義，也許我們要思考的是為何只有這些地名被標註在地圖上，它們

有何重要性，以致才沒有在地圖簡括化過程中被捨棄。為了了解這泰平里有哪些地名在後來地圖

簡括化過程中被捨棄，又有哪些被保留，因此，認識泰平里早期曾經出現過多少的地名，變得是

一件相當關鍵的基礎工作。 

以往地理學的研究，要了解早期曾經出現過的地名，可能多倚賴田野調查的途徑，但是現在

透過臺灣歷史數位圖書館（THDL）系統的查詢，將可有效地建立起一地在清代的地名資料庫，

一方面有信史的可徵性外，另方面也可避免田野調查時因報導人記憶模糊而發生疏漏的情況。 

 
 

明治 37 年（1904）臺灣堡圖 
 

昭和 3 年（1928）臺灣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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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4 年（1985）經建版地形圖 

圖 3 三個時期地形圖有關大平地名的標註 

雙溪區泰平里的地名資料-THDL 資料庫的整理 

臺灣歷史數位圖書館（THDL）是由臺灣大學數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所建置，該數位資料庫

包含了「明清臺灣行政檔案」與「古契書」兩種文獻，共含六萬多筆資料，此資料庫無疑地對臺

灣歷史、地理的研究，提供了相當豐富的材料。其中古契書的資料庫，內含大量的土地契約，包

括買賣、鬮分、找洗、申丈等與居民土地權利相關的內容，這些契約由於牽涉到的是居民的土地

權利，因此都會清楚地交代土地的座落位置。 

例如以道光 30 年（1850）的土地契約為例，這是一件發生在黃廷泰率眾進入開墾 20 多年以

後，位於今泰平里 6 鄰後寮的一件土地買賣事件。在該契約書中，杜賣土地的地點，分別以兩種

形式標示，一是以座落在「三貂溪尾藔土名後藔仔莊」的自然村名稱，另一種是以東西南北的四

至方式標示在「黃咸崙頂分水」、「藔角坑崙頂分水」、「水尾石棹」、「三貂崙頂」的地標之間。 
 
立杜賣盡根契字人陳雨領等有承高英而十二股內得壹股山林埔地壹所，坐落在三貂

溪尾藔土名後藔仔莊，東至黃咸崙頂分水為界，西至藔角坑崙頂分水為界，南至水尾石

棹為界，北至三貂崙頂分水為界，四至界址明白，併帶大小坑水通流灌溉充足，今因乏

銀，………6 
 

其中前者的標示，由於有「土名」、「莊」等稱謂，故很清楚地是一種聚落名稱的形式，只是

呈現的是溪尾藔、後藔仔兩個不同層級的自然村名，其中溪尾藔指稱的範圍較大，而後藔仔則是

在該範圍下的一個村落。 

                                                             
6 臺灣大學，《臺灣歷史數位圖書館》，檔名:〈cca100003-od-ta_05588_000151-0001-u.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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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的標示則為地標名的形式，但是這種標示而形成的地名，在文字意涵上並沒有一定的空

間規律，如「黃咸崙頂分水」指的是黃咸住家附近的分水嶺，所以「黃咸」雖是人名，但在此卻

成為一種地標的稱呼方式，而「藔角坑崙頂分水」指的是與藔角坑相隔的分水嶺，但「藔角坑」

其實是今泰平里 12 鄰的料角坑村落，至於「水尾石棹」指的是後寮溪溪床上的一塊巨岩，「石棹」

明顯就是地標物轉換成地名的現象，最後的「三貂崙頂」指的是與三貂相隔的分水嶺，即今日泰

平里北界的山脊線，但「三貂」指的是清代「三貂保」的行政管轄空間，因而三貂實際上是個大

行政區名。 

簡言之，土地契約中通常是自然村與四至地標兩種方式，來標示契約所處分的土地座落；這

些在土地契約中有關自然村、地標相關的記錄，即為本文整理泰平里地名資料庫的重要依據。 

（一）大平地區的自然村名、地標名 

泰平里大平地區，係指日治明治 38 年（1905）的大平莊，（表 1）包含今泰平里 1-8 鄰的範

圍。（表 2）以下本文將透過 THDL 系統，整理清代大平地區的自然村名與地標名。 

在自然村名部分，可以整理出如表 3 的情況。從表 3 中可以見到，這些自然村的註記明顯具

有聚落的階層性，暫不管後藔仔莊屬於溪尾藔（溪尾寮）或是大坪（大平）一部份，都可以發現

溪尾藔（溪尾寮）與大坪（大平）的聚落位階較高，其下含有後藔仔（後寮子、後寮）、芉蓁坑（菅

蓁坑）、逍瑤坑、石皮坑、猴洞坑等聚落位階較低的村落。 

若進一步比對日治到戰後的臺灣堡圖、臺灣地形圖、經建版地形圖，（表 2）則又可以發現至

少有逍瑤坑、石皮坑、猴洞坑等三處自然村名，並未註記在前述的三類地形圖之中，實際上，目

前當地居民仍清楚猴洞坑的位置，雖然該村落已無人居。（圖 2） 

表 3 清代大平地區自然村名的標註形式 

道光 咸豐 同治 光緒 
溪尾藔土名後藔仔莊 - 土名大坪後藔仔庄 

土名後藔仔庄 
溪尾藔後藔仔庄 
後藔仔庄 
後藔庄 
大坪庄後藔仔 

- 大坪林芉蓁坑 
土名大坪林菅蓁坑 

大坪土名菅蓁坑庄 大坪芉蓁坑莊 

- 大平庄土名消瑤坑 - - 
- - - 大坪庄 
- - - 大平石皮坑庄 
- - - 大坪猴洞坑庄 

資料來源：臺灣大學，《臺灣歷史數位圖書館》相關契約整理而成。 
 

在地標名的部份，標註上則是相當複雜，有時是標註「溪」、「崁」、「竹欉」等自然環境，有

時是標註「立石」、「定石」、「田尾」、「厝角」、「橋頭」、「祖墳」等人為環境，由於從日治到戰後

的臺灣堡圖、臺灣地形圖、經建版地形圖上，所標註的泰平里地名，自然景觀多與河谷、盆地、

山地、河流有關，人文景觀部份，則多與寮（藔）有關，（表 2）因此以下僅以坑、湖、崙、山、

尖、潭、寮（藔）等為地名尾字為指標，來整理大平地區的地標名。（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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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清代大平地區與坑、湖、崙、山、尖、潭、藔有關的地標名 

坑 湖 崙 山、尖 潭 藔 

地名 次

數 地名 次

數 地名 次

數
地名 次

數
地名 次

數 地名 次

數

小坑 11 無 0 大崙 14 半領藔仔 1
雙合坑 5 小崙 4

員山 
(員山仔)

2
圓潭 

(員潭仔) 
3 

後藔 1
中心崙 3 本山 2 大潭 2 更藔 1
本山崙 3 大尖 2 土地公潭 1 

番碓坑 
(香碓坑 

、香對坑) 
4 

土地公崙 2
頂坑 3 橫崙 2

榜仔坑 
(榜坑) 

2 
大總崙 

(總大崙)
2

大坑 2 栳寮崙 1
石皮坑 1 小橫崙 1
猴洞坑 1 大中崙 1
面前坑 1 風水崙 1

草坪崙 1
  

  

二崙 1

    
  

資料來源：臺灣大學，《臺灣歷史數位圖書館》相關契約整理而成。 
 
這些地標名的註記，如小坑、大坑、大崙、小崙、本山、大尖等，雖然有的出現頻率很高，

但似乎很難成為大多數居民具有共識的地名，亦即這些名稱尚未具有地名的社會化過程，頂多是

土地契約關係人所約定成俗的名稱。不過其中也有不少地標名，應該是具有指示特定地點的意涵，

如在上述自然村名已經出現過的石皮坑、猴洞坑、後藔外，另外至少還有香碓坑、榜仔坑、土地

公崙、大總崙、栳藔崙、員山、圓潭、土地公潭、半領藔仔、更藔等地名。7 

若進一步比對日治到戰後的臺灣堡圖、臺灣地形圖、經建版地形圖，（表 2）則又可以發現除

了後藔一名，因為同時也是自然村名，因此有標註在前述的三類地形圖之中，但是其他的地標名，

皆未能在前述三類地形圖中找到，實際上，像是香碓坑、土地公崙等地標名，目前仍有不少居民

清楚地知道其位置。 

（二）溪尾寮地區的自然村名、地標名 

泰平里溪尾寮地區，係指日治明治 38 年（1905）的溪尾藔莊，（表 1）包含今泰平里 9-11、

13 鄰的範圍。（表 2）以下本文將透過 THDL 系統，整理清代溪尾寮地區的自然村名與地標名。 

在自然村名部分，可以整理出如表 5 的情況。從表 5 中可以見到，這些自然村的註記部分具

有聚落的階層性，其中溪尾藔（溪尾寮）的聚落位階較高，其下至少含有藤寮坑（滕藔坑）、烘爐

地（烘炉地）等聚落位階較低的村落。 

若進一步比對日治到戰後的臺灣堡圖、臺灣地形圖、經建版地形圖，（表 2）則又可以發現至

少有烘爐地等自然村名，並未註記在前述的三類地形圖之中，實際上，目前當地居民仍清楚烘爐

地的位置，雖然該村落已無人居。（圖 2） 

                                                             
7 此外土地契約中也出現石棹一地標名，目前居民仍清楚其位置，但因非與坑、湖、崙、山、潭、寮

等有關，故本文以註腳方式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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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清代溪尾寮地區自然村名的標註形式 

道光 咸豐 同治 光緒 
- - 溪尾藔庄小地號滕藔坑 - 
- - 溪尾藔烘炉地庄 溪尾寮烘爐地庄 
- - 溪尾藔庄 溪尾藔庄 

溪尾藔仔庄 

資料來源：臺灣大學，《臺灣歷史數位圖書館》相關契約整理而成。 
 
在地標名的部份，標註上同樣是相當複雜，以下仍是以坑、湖、崙、山、尖、潭、寮（藔）

等為地名尾字為指標，整理溪尾寮地區的地標名。（表 6） 

表 6 清代料角坑地區與坑、湖、崙、山、尖、潭、藔有關的地標名 

坑 湖 崙 山、尖 潭 藔 

地名 次

數 地名 次

數 地名 次

數
地名 次

數
地名 次

數 地名 次

數

無 0 大崙 7 無 0 無 0 無 0小坑 
(小坑仔) 

4 

雙合坑 2 
小崙 

(小崙仔)
3

大坑 3 直崙 1
大旱坑 1 橫崙 1
粗坑 1 

  

  

      

資料來源：臺灣大學，《臺灣歷史數位圖書館》相關契約整理而成。 
 
暫不管如小坑、大坑、大崙、小崙等一些尚未具有地名的社會化過程，頂多只是土地契約關

係人所約定成俗的名稱之外，也有不少地標名，應該是具有指示特定地點的意涵，如粗坑等地名。

若進一步比對日治到戰後的臺灣堡圖、臺灣地形圖、經建版地形圖，（表 2）則又可以發現這些地

標名，皆未能在前述三類地形圖中找到。 

（三）料角坑地區的自然村名、地標名 

泰平里料角坑地區，係指日治明治 38 年（1905）的料角坑莊，（表 1）包含今泰平里 6-8、12、

14-15 鄰的範圍。（表 2）以下本文繼續透過 THDL 系統，整理清代料角坑地區的自然村名與地標

名。 

在自然村名部分，可以整理出如表 7 的情況。從表 7 中可以見到，這些自然村的註記部分具

有聚落的階層性，其中溪尾藔（溪尾寮）的聚落位階較高，其下至少含有料角坑（鹿角坑）等聚

落位階較低的村落。至於其他如糞箕湖、卿仔坑（戇仔坡、郎仔坑）8、保成坑的聚落位階較不清

楚，不過從糞箕湖卿仔坑的註記形式，加上出現頻率較高來看，糞箕湖也可能屬於聚落位階較高

的自然村。 

                                                             
8 卿仔坑、戇仔坡、郎仔坑、戇子坑、怣子坑等屬同一地的異名。該地又稱戇仔魚坑，因河谷中多戇

仔魚而得名。戇仔魚，為臺灣馬口魚的俗名，鯉形目、鯉科、雅羅魚亞科，又可稱一枝花、山鰱仔，

為臺灣特有種，屬初級淡水魚，喜低溫而清澈的水域，棲息在河川中、上游及支流。雜食性，由於

極 為 貪 食 ， 有 時 體 型 會 變 的 極 度 肥 胖 。 參 見 《 數 位 典 藏 與 數 位 學 習 聯 合 目 錄 》。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03/4b/c4.html（2012/8/12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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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進一步比對日治到戰後的臺灣堡圖、臺灣地形圖、經建版地形圖，（表 2）則可以發現這些

自然村名，全都能在地圖上找到標註。 

表 7 清代料角坑地區自然村名的標註形式 

道光 咸豐 同治 光緒 
糞箕湖 - 北勢坑頭糞箕湖 糞箕湖莊 

- 糞箕湖卿仔坑 
戇仔坡庄 

- 郎仔坑庄 

- - 保成坑庄 - 
- - - 溪尾藔料角坑庄 

料角坑庄 
溪尾寮土名鹿角坑庄 

資料來源：臺灣大學，《臺灣歷史數位圖書館》相關契約整理而成。 
 
在地標名的部份，標註上同樣是相當複雜，以下仍是以坑、湖、崙、山、尖、潭、寮（藔）

等為地名尾字為指標，整理料角坑地區的地標名。（表 8） 

表 8 清代料角坑地區與坑、湖、崙、山、尖、潭、藔有關的地標名 

坑 湖 崙 山、尖 潭 藔 

地名 
次

數 
地名 

次

數 
地名 

次

數
地名 

次

數
地名 

次

數 
地名 

次

數

小坑 7 尖山湖 1 大崙 9 橫山 2 龜仔洞潭 2 無 0
保成坑 7 小崙 7 司公鈴尖 1 香碓潭 1 
大坑 6 中心崙 3 茶園頭尖 1

雙合坑 3 橫崙 3 大山尖 1
姑婆仔崙 2 更寮尖 1姑婆仔坑 

(姑婆坑) 
3 

大尖 1
料角坑 2 

直崙 
(豎崙) 

2

厝前坑 1 福德祠崙 1
戇仔坑 1 豹子廚崙 1
雙叉坑 1 牛稠□崙 1
石載坑 1 牛相□崙 1
食水坑 1 三層魴崙 1
前坑 1 風水崙 1
橫坑 1 雙合崙 1
過坑 1 

  

中崙 1

  

  
  

資料來源：臺灣大學，《臺灣歷史數位圖書館》相關契約整理而成。 
 
暫不管如小坑、大坑、大崙、小崙、本山、大尖等一些尚未具有地名的社會化過程，頂多只

是土地契約關係人所約定成俗的名稱之外，也有不少地標名，應該是具有指示特定地點的意涵，

如在上述自然村名已經出現過的保成坑、料角坑、戇仔坑外，另外至少還有姑婆仔坑（姑婆坑）、

石載坑、食水坑、姑婆仔崙、豹仔廚崙、牛稠□崙、牛相□崙、三層魴崙、司公鈴尖、龜仔洞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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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碓潭等地名。9 

若進一步比對日治到戰後的臺灣堡圖、臺灣地形圖、經建版地形圖，（表 2）則又可以發現除

了保成坑、料角坑、戇仔坑等名，因為同時也是自然村名，因此有標註在前述的三類地形圖之中，

但是其他的地標名，除了三層魴崙外10，皆未能在前述三類地形圖中找到，實際上，像是姑婆仔

坑（姑婆坑）、豹仔廚崙、司公鈴尖、龜仔洞潭等地標名，目前仍有不少居民清楚地知道其位置。 

（四）烏山地區的自然村名、地標名 

泰平里烏山地區，係指日治明治 38 年（1905）的烏山莊，（表 1）包含今泰平里 16-20 鄰的

範圍。（表 2）以下本文繼續透過 THDL 系統，整理清代烏山地區的自然村名與地標名。 

在自然村名部分，可以整理出如表 9 的情況。從表 9 中可以見到，這些自然村的註記部分具

有聚落的階層性，其中溪尾藔（溪尾寮）、大平、灣潭、跳石汀的聚落位階較高，其下至少含有大

湖尾、南山湖、崩山、赤皮寮（赤皮藔）、柴梯仔崎等聚落位階較低的村落。至於其他如烏山、三

份二、寶成坑、平溪、雙溪口、小坑的聚落位階較不清楚。 

若進一步比對日治到戰後的臺灣堡圖、臺灣地形圖、經建版地形圖，（表 2）則又可以發現至

少有南山湖、崩山、小坑、寶成坑、跳石汀、柴梯崎、雙溪口等自然村名，並未註記在前述的三

類地形圖之中，實際上，目前當地居民仍清楚跳石汀、柴梯崎、雙溪口的位置，雖然其中的柴梯

崎村落已無人居。（圖 2） 

表 9 清代烏山地區自然村名的標註形式 

道光 咸豐 同治 光緒 
灣潭大湖尾 - - 大平庄大湖尾 

溪尾藔大湖尾庄 
- 大平庄大湖尾南山湖庄 - - 
- - - 溪尾藔大湖尾庄崩山 
- - - 烏山庄 
- - 小坑 大烏山小坑庄 
- - 灣潭 - 
- 寶成坑 - - 
- 跳石汀庄 跳石汀 

跳石釘 
- 

- 赤皮藔庄  跳石汀庄赤皮藔 
- - 跳石汀庄柴梯仔崎 跳石汀庄柴梯崎 
- - 雙溪口 - 
- 三份貳庄  三份二庄 
- 平溪庄 平溪庄 

大小平溪 
平溪庄 

資料來源：臺灣大學，《臺灣歷史數位圖書館》相關契約整理而成。 

                                                             
9  此外土地契約中也出現鹿堀、仙人堀等地標名，但因非與坑、湖、崙、山、潭、寮等有關，故本文

以註腳方式補充說明。 
10 比對契約所指的地方，三層魴崙為今日泰平里的三層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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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標名的部份，標註上同樣是相當複雜，以下仍是以坑、湖、崙、山、尖、潭、寮（藔）

等為地名尾字為指標，整理烏山地區的地標名。（表 10） 

表 10 清代烏山地區與坑、湖、崙、山、尖、潭、藔有關的地標名 

坑 湖 崙 山、尖 潭 藔 

地名 
次

數 
地名 

次

數 
地名 

次

數
地名 

次

數
地名 

次

數 
地名 

次

數

文山心湖 1 大崙 16 沙仔潭 3 赤皮藔 1小坑 
(小坑仔) 

6 
烏山 

(烏山尖) 
3

魚鑿潭 1 石盤藔 1
大坑 4 

小崙 
(小崙仔)

4
灣潭 1 牛藔 1

大橫崙 3
竹仔山 

(竹阿山)
2

旱坑 
(乾坑) 

3 
烘炉塞山 1

南勢坑 2 
尪仔嶺崙

(尪仔崙)
2

拳頭母山 1
雙溪口坑 1 紗帽山 1
烏山坑 1 

石隆嶺崙

(石龍崙) 
2

雞籠山 1
赤皮坑 1 獅仔頭崙 2 盤山仔 1
肆角坑 1 九芎門崙 2 崩山 1
櫓藔坑 1 瓦磘崙 2
寶成坑 1 風水崙 2
柑腳坑 1 馬鞍崙 2
下坑 1 蛇仔崙 2
過坑 1 橫崙 2

烏山格仔

崙 
1

福德祠崙 1
小雙合崙 1
風格崙 1

大柴埕崙 1
舊瓦磘崙 1
柑腳崙 1
風嶺崙 1
竹仔崙 1
赤皮崙 1
下坑崙 1
雙合崙 1
網形崙 1
槓仔崙 1
七股崙 1
凱仔崙 1
硬枋崙 1
中心崙 1

崎崙 1

  

  

頭崙 1

  

    

資料來源：臺灣大學，《臺灣歷史數位圖書館》相關契約整理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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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不管如小坑、大坑、大崙、小崙等一些尚未具有地名的社會化過程，頂多只是土地契約關

係人所約定成俗的名稱之外，也有不少地標名，應該是具有指示特定地點的意涵，如在上述自然

村名已經出現過的寶成坑、灣潭、烏山、崩山、赤皮藔外，另外至少還有南勢坑、雙溪口坑、烏

山坑、櫓藔坑、寶成坑、柑腳坑、尪仔嶺崙、瓦磘崙、蛇仔崙、馬鞍崙、石隆嶺崙（石龍崙）、九

芎門崙、牛相□崙、風□格崙、大柴埕崙、獅仔頭崙、舊瓦磘崙、柑腳崙、風嶺崙、竹仔崙、赤

皮崙、網形崙、槓仔崙、七股崙、凱仔崙、硬枋崙、竹仔山（竹阿山）、烘炉塞山、拳頭母山、紗

帽山、雞籠山、盤山仔、沙仔潭、魚鑿潭、石盤藔等地名。 

若進一步比對日治到戰後的臺灣堡圖、臺灣地形圖、經建版地形圖，（表 2）則又可以發現除

了灣潭、烏山、赤皮藔等名，因為同時也是自然村名，因此有標註在前述的三類地形圖之中，但

是其他的地標名，除了南勢坑、蛇仔崙外，皆未能在前述三類地形圖中找到，實際上，像是烏山

坑、尪仔嶺崙、竹仔山、11七股崙、硬枋崙、網形崙等地標名，目前仍有不少居民清楚地知道其

位置。12 

（五）泰平里的自然村名、地標名與地形圖標示的數量差距 

透過前述泰平里大平、溪尾寮、料角坑、烏山四個地區的自然村名、地標名整理，可以發現

在自然村部分，清代大平、溪尾寮、烏山三個地區的自然村名，至少要比日治、戰後三張地形圖

分別多出 3、1、7 個，只有料角坑地區的自然村名都能在地形圖中找到；在地標名部分，清代大

平、溪尾寮、料角坑、烏山四個地區的地標名，至少要比日治、戰後三張地形圖分別多出 10、1、

10、34 個以上。 

接著若再以日治至戰後三張地形圖中有關泰平里的 23 個地名，13與清代契約書所整理出來的

地名作比對後，可知至少就有大坪（大平）、芉蓁坑、後藔（後寮）、溪尾藔（溪尾寮）、藤藔坑（藤

寮坑）、糞箕湖、戇仔坑、保成坑、料角坑、灣潭、大湖尾、烏山、三份二、坪溪（平溪）、赤皮

寮（赤皮藔）等 15 個，在清代就已經是自然村名；至於其他 8 個並非就一定是地標名，只是清代

契約沒有這 8 個地名的自然村記錄而已，若依據田野調查的結果，這 8 個地名中，破子寮、竹仔

山、三層巷、望形、南勢坑也是自然村名，真正做為地標名的，其實只有蛇仔崙、蛇仔頭、三水

潭 3 處。 

以上的比較，明顯反應兩個基本事實，一是泰平里在清代的自然村、地標名數量，比日治、

戰後三張地形圖中的標註要多上許多；二是這三張地形圖上有關泰平里的地名標註，自然村名又

比地標名來得相對重要。但是這種地名的數量差距，究竟是哪些因素所導致而成的？而它背後又

反映怎樣的社會建構意義，這將是下一節討論的重點。 

雙溪區泰平里地名變遷過程及其社會意義 

清代契約書上的自然村名、地標名數量，遠多於日治至戰後地形圖標示的數量，第一個原因

                                                             
11

 非大平地區的竹仔山。該處竹仔山位於灣潭聚落的東方。 
12

 此外土地契約中也出現鹿堀、番仔石崁、赤土崎、三塊厝、橫坪尾、大芊林等地標名，目前居民仍

清楚番仔石崁、橫坪尾的位置，但因非與坑、湖、崙、山、潭、寮等有關，故本文以註腳方式補充

說明。 
13

 此處不包括大平路、烏山路、夢形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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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來自地圖繪製時簡括化造成的結果。基本上，地圖在地名標註的簡括化過程，通常是標註重要

的地名，而捨去相對不重要的地名。（徐聖謨，1986） 

而上一節曾經提到，日治、戰後三張地形圖中的地名註記原則，自然村名要比地標名來得相

對重要，因此在地圖簡括化的過程中，自然村名被保留下來的機率，要比地標名大的許多，此現

象與漢籍居民土地信仰的社會建構過程有密切的關聯性。 

（一）漢籍居民的土地信仰 

對於漢民族而言，農業的生產方式，使其對於土地信仰特別地執著。一般咸認，漢移民進入

臺灣開墾定居後，便會在居住地點、工作地點設立福德正神（福佬人稱土地公，客家人稱伯公），

定時進行祭祀活動，以求家族幸福平安、農業生產順利，此即家前家後土地公、田頭田尾土地公

的土地信仰形式；接著隨著村落的發展，居民也會共同建立庄頭土地公，以作為村落的共同信仰

中心，成為凝聚居民庄頭意識的重要憑藉。14 

由於福德正神是掌管土地之神，因此居民建構土地信仰的同時，對於福德正神神威所及範圍，

自有其一定領域範圍的認知，而福德正神領域性的指稱，就在泰平里的田野調查中，可以發現將

地名標註在福德祠上是最具體的作法，這些作法有時是在福德祠的橫聯上加上地名的資訊，有時

則是在石板造小祠的對聯上顯示其地名資訊。 

透過田野調查的方式，在泰平里的眾多福德祠中，至少發現了 6 座福德祠有標註地名的情況。

（表 11）在時間分布上，6 座福德祠有 2 座是日治時代興建的石板造小祠，有 4 座是戰後民國八

十年代（1990s）興建的水泥磚造廟宇，時間縱跨 100 年；在空間分布上，6 座福德祠共指稱了太

平、後寮、保成坑、雙溪口、灣潭等 5 個地名，也涵蓋泰平里的大平、料角坑、溪尾寮、灣潭四

大地區。簡言之，泰平里居民在福德祠中標註地名，來突顯福德正神領域性的價值觀，並沒有太

明顯的時間、空間分布差異。 

表 11  泰平里有標註地名資訊的福德祠 

福德祠名稱 樣式 興建年代 對聯 指稱地名 

萬福祠 石板造小祠 明治 30 年（1897） 
太湖春日暖  
平地福星林 

太平 

福德祠 石板造小祠 大正 14 年（1925） 
福鎮雙溪在  
神忠正右存 

雙溪口 

福德祠 水泥磚造廟宇 民國 80 年代（1990s）
後環吉宇香煙盛  
寮叩尊神國運昌 

後寮 

灣潭福德祠 水泥磚造廟宇 民國 84 年（1995） 
福德沾民千古在 
正神護國萬年興 

灣潭 

保成福德宮 水泥磚造廟宇 民國 86 年（1997） 
福庇庶民永康樂 
德佑社稷千年盛 

保成坑 

雙溪口福德宮 水泥磚造廟宇 民國 86 年（1997） 
福蔭黎民工商均發展 
德庇萬物繁榮全閩台 

雙溪口 

資料來源：民國 100 年（2011）9 月田野調查。 

                                                             
14

 有關土地信仰與地名發展的關係，可詳見筆者於 2005 年發表之〈苗栗縣獅潭鄉客語地名的社會性分

析〉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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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雖然早期泰平里的福德正神信仰，是以幾塊石頭堆疊在大樹前的「立石為社」形式，

但是當進入清末、日治時期以石板搭建而成的石板造小祠時，居民為了要突顯福德正神的領域性，

有時就在小祠的對聯上顯示其地名資訊，如太平萬福祠的「太湖春日暖 平地福星林」，或是雙溪

口的「福鎮雙溪在 神忠正右存」；即使戰後隨著社會變遷，經濟逐漸富裕，居民集資將石板造小

祠改建為水泥磚造式的廟宇，這種以地名來標示福德正神領域性的作法，則是繼續維持下去，如

灣潭、保成坑、雙溪口的福德祠，居民直接命名為灣潭福德祠、保成福德祠、雙溪口福德祠，而

後寮的福德祠，則是以「後環吉宇香煙盛 寮叩尊神國運昌」的對聯，顯示出後寮的地名資訊。 

若進一步將泰平里境內這 6 座福德祠所指稱的太平、後寮、保成坑、雙溪口、灣潭等 5 個地

名，與前述第三、四小節整理出來的自然村名、地標名作比較，很清楚可以知道這 5 個地名全部

都是在清代就已經出現過的自然村名。此情形說明當居民要在福德祠上表現出福德正神的領域性

時，自然村的領域性遠比地標名的領域性要來的重要許多。 

所以可知，本來不論何種形式的福德正神，家前家後土地公、田頭田尾土地公、庄頭土地公，

都蘊含土地能生能養、土地承載萬物的祀土庇民的宗教性格；（潘朝陽，2003）然而公共祭祀為主

的庄頭土地公，其本身作為自然村居民社會關係集結的神聖中心，因而其又比其他私祀的土地公，

多了守護地方社區的宗教性格，（潘朝陽，2003）使得庄頭土地公成為一個自然村的居民群體，得

以彼此共同產生認同與歸屬的精神象徵。 

簡言之，居民土地信仰中，庄頭土地公的公共祭祀性格，導致了自然村名比地標名在居民生

活中有更重要的社會意義，這也導致了在地圖繪製時，自然村名的標註會比地標名標註要來得多

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泰平里標註地名的福德祠僅有 6 座，與筆者之前在苗栗縣獅潭鄉每座福

德祠幾乎都標有地名的案例大不相同，因而除了基層社會的漢籍居民，透過土地信仰突顯出自然

村名的重要性外，行政機構管理需求的社會建構過程，恐怕更是最大的影響因素。 

（二）行政機構的管理需求 

清同治 13 年（1874），淡水廳曾經清查廳下各庄閩粵居民的戶口細數，其中拳山保只有六庄

的記錄，分別是大坪林庄粵籍 36 戶、秀朗社庄閩籍 52 戶、木柵庄閩籍 27 戶、頭重溪庄粵籍 23

戶、萬順寮庄閩籍 25 戶、楓林庄閩籍 27 戶，（淡新檔案，12403-49 案）就此資料來看，當時拳

山保的調查範圍，僅限於今日的臺北市文山、新北市新店、深坑等行政區，並未窮盡至保內的每

個聚落。 

21 年後，明治 28 年（1895）日本統治臺灣，為了有效管理這塊新的殖民地，臺灣總督府一

開始是以警察單位來控制地方上的治安。明治 30 年（1897）6 月，臺灣總督府廢支廳置辨務署，

泰平里在當時由臺北縣景尾辨務署坪林尾支署管轄，若依照明治 31 年（1898）8 月 30 日的原文

記錄（臺灣臺北縣報，1898，第 100 號附錄），泰平里當時受到坪林尾支署闊瀨巡查派出所管轄的

村落，至少有 24 個，其中： 

(1) 與清代契約書出現過自然村名雷同者，計有溪尾藔庄、烏山庄、大湖尾庄、戇仔魚庄、保

生坑庄、跳石丁庄、小坑庄、黃總太平庄、糞箕湖庄、料角坑庄、後藔仔庄、三份二庄、

香對庄、赤皮藔庄、平溪仔庄等 15 處。 

(2) 與清代契約書出現過地標名雷同者，計有竹仔山庄、姑蒲芋坑庄、網形庄（原文誤植為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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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庄）、橫坪庄、三層烘庄、七股仔庄、南勢坑庄等 7 處。 

(3) 未在清代契約書出現過的地名者，計有大水屈庄、粗灘庄等 2 處。 

從坪林尾支署闊瀨巡查派出所管轄的 24 個村落名中，有 22 個村落名在清代契約書中就已經

出現的情況來看，可以知道日本統治臺灣初期時，在泰平里所記錄下來的地名資料，與清代並沒

有什麼太大差別。反而是這些地名之後都加有了「庄」字，說明了其皆為自然村名，而非地標名，

因此透過這些村落名，可以更完整地整理出泰平里在日治初期的自然村分布。 

從上述闊瀨巡查派出所管轄村落的資料中，明顯可知行政機構在管理基層社會時，是以人口

聚居、社群組織的自然村，作為行政管理的最基本單位；相對地，不具有社群組織意義的地標名，

並不會出現在派出所管轄的資料中。由此可見，當日治時代臺灣總督府在繪製地圖時，基於行政

管理的需要，自然村名的標註要比地標名來的更為必要，這也導致了在地圖繪製中，自然村名的

標註會比地標名要來的多的另一項原因。 

雖然透過地圖簡括化過程中自然村名標註比地標名多的現象，可以明白居民的土地信仰、行

政機構的管理需求對於地名的社會建構意義，但簡括化畢竟只是製圖時繪製者的一種主觀考量。

若我們進一步分析明治 31 年（1898）之後，泰平里的警政與行政沿革變遷過程後，三張地形圖上

地名標註要比清代契約書要來的少，其實還包括了製圖時繪製者的客觀認知。 

泰平里在明治 31 年（1898）8 月，尚隸屬景尾辨務署坪林尾支署，但至明治 32 年（1899）4

月，則改隸屬基隆辨務署頂雙溪支署，但值得注意的是，縣報上對於這些泰平里部分的村莊記錄，

卻只是簡單地以「大平庄、溪尾藔庄、灣潭庄」三個村莊名說明之，（臺北縣報，1899，第 90 號）

不再如過往將 24 個自然村名詳細地陳列出來，可以說此時的日本官方已經開始以大平庄、灣潭

庄、溪尾藔庄來作為整個泰平里自然村的統稱。這個現象似乎也呼應了本文在前一節整理清代契

約書中的自然村時，發現這些清代的自然村名，有著聚落階層性的特徵；而大坪（大平）、溪尾藔

（溪尾寮）、灣潭、跳石汀等 4 個聚落，因為擁有較高的位階，其中前三者遂成為日治初期日本官

方作為統稱泰平里自然村時的代表聚落。 

實際上，明治 32 年（1899）的「大平庄、溪尾藔庄、灣潭庄」，同為文山堡第 13 個「街庄社

長管轄區域」，故稱為「第十三區」的管轄區域，（臺北縣報，1899，第 106 號）這種記錄方式，

說明一個區是由三個庄的範圍組合而成，而這個「庄」已不再是自然村的意涵，而是轉化為行政

村的機能。 

明治 34 年（1901）11 月，臺灣行政區制調整為廳制，泰平里改隸屬基隆廳頂雙溪支廳的第

十三區，其下仍分成大平庄、溪尾藔庄、灣潭庄三個行政村；至明治 38 年（1905）12 月，泰平

里重新被劃分為大平庄、溪尾藔庄、料角坑庄、烏山庄四個行政村，其中的料角坑、烏山可以說

升格為行政村名，而灣潭的行政村名則是解編，在此同時，大平庄、溪尾藔庄、料角坑庄、烏山

庄，另外增列土名，其中大平庄下有大平、竹仔山、破仔藔、芉蓁坑、後藔 5 個土名；溪尾藔庄

下有溪尾藔、藤藔坑 2 個土名；料角坑庄下有料角坑、保成坑、怣仔坑、糞箕湖 4 個土名；烏山

庄下有烏山、灣潭、三份二、大湖尾 4 個土名。（表 1）這 15 個土名，除了破仔藔外，其餘皆可

在臺灣堡圖中見到其標註。而這 4 庄 15 個土名，也成為日治時代泰平里警政單位進行各自然村門

牌編碼的基礎，如「烏山庄土名灣潭○○番地」的住址形式。 

但不論如何，這總數 15 個位於泰平里的土名，可以說是明治 38 年（1905）當時日本官方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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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下來的自然村名，但它終究不及明治 31 年（1898）的 24 個自然村名的數量，至此可以看到泰

平里在短短 7 年的警政與行政沿革變革過程中，官方記錄的自然村名數量已有明顯減少的現象。

不過泰平里一直到日治末期，期間雖曾經歷過明治 42 年（1909）10 月改制為臺北廳頂雙溪支廳

大平區的 4 個庄，大正 9 年（1920）10 月再改制為臺北州基隆郡雙溪庄的 4 個大字，但是官方記

錄的 15 個自然村數目則沒有再變少，只是 15 個土名改稱為 15 個小字，門牌編碼遂調整為如「烏

山大字灣潭小字○○番地」的住址形式。 

到了戰後，民國 35 年（1946）大平、溪尾藔、料角坑、烏山等 4 個大字，合併為臺北縣基隆

區雙溪鄉的泰平村，村下分 20 個鄰，但鄰以數字稱之。（表 2）在此政權變動的影響下，戰後的

戶政事務所雖依照日治時代 4 個大字的架構，進行泰平里的門牌整編，最遲在民國 42 年（1953）

10 月 31 日，泰平里 1-8 鄰的門牌被整編為大平某某號，159-11 鄰為溪尾寮○○號，8、12-15 鄰

為料角坑○○號，16-20 鄰為烏山○○號；即使後來又經過民國 85 年（1996）的門牌微調，與民

國 89 年（2000）5 月 31 日的重新整編，但以大平、烏山、溪尾藔、料角坑作為門牌編碼的架構

終究是維持下來了。16 

也就是說，日治時代明治 38 年（1905）之後的 15 個自然村名，除了大平、溪尾藔、料角坑、

烏山等地名因曾是行政村名，而在戰後民國 42 年（1953）的門牌編碼中繼續保留下來外，其餘

11 個自然村名不再是地址的一部分，也就是說，在官方記錄中泰平里的自然村名，又從明治 38

年（1905）的 15 個，縮減到民國 42 年（1953）的 4 個。  

透過上述對於泰平里從日治時代到戰後行政區的調整、門牌的整編過程，可知早在日治初期

的明治 38 年（1905），基於行政管理的需要，當時泰平里自然村名的官方記錄已從 24 個縮減至

15 個；到了民國 42 年（1953），泰平里自然村名的官方記錄又從 15 個縮減至 4 個。這樣的結果，

就導致泰平里許多的自然村名被官方重視的程度逐漸降低，甚至隨著居民生活方式變遷而幾近消

失在田野之中。 

就如明治 31 年（1899）的 24 個自然村名，就有跳石丁庄、小坑庄、香對庄、姑蒲芋坑庄、

橫坪庄、七股仔庄、大水屈庄、粗灘庄等 8 個自然村名，沒有出現在日治時代到戰後的三張地形

圖當中，而黃總太平庄一名，也在這三張地形圖中則是被簡化為大平的標註，而這 9 個不見於地

形圖的自然村名，至少小坑庄、大水屈庄、粗灘庄等 3 個自然村，已經無法在田野中確知其正確

的位置，此外七股仔庄、橫坪庄現已無人居，姑蒲芋坑庄僅剩 1 戶住家，香對庄也剩不到 10 戶住

家，跳石丁庄現則多稱張家莊，而這些自然村名若不另外記錄，很有可能在未來隨著耆老逐漸凋

零，就消失在新生代的記憶之中。 

另外門牌整編過程將不少的自然村名刪減後，也可能導致了頁 9 中曾經提到民國 74 年（1985）

出版的經建版地圖中，將芉蓁坑誤植為大平，大平路與烏山路的標註並不在大平、烏山的自然村

處，而是標註在大平、烏山門牌整編區域內的主要原因。（圖 3）但是不論如何，大平、烏山、溪

尾藔、料角坑等地名，終究透過門牌整編的過程，得以繼續以自然村名的形式留存在於現在的官

方文書中。 

                                                             
15

 民國 101 年，泰平里 9 鄰有 1 戶的門牌也編為大平，但因僅此 1 戶，在正文中捨棄不談。 
16

 新北市雙溪區戶政事務所門牌整編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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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說，明治 31 年（1898）之後，因應日治時代、戰後警政與行政體制調整的社會建構影

響，促使自然村名在官方文書中的記錄逐漸刪減，進而導致對官方「有意義」的地名數量大幅減

少的情況，是繪圖者在進行地圖簡括化的主觀考量時，對於繪製地區必然存在的客觀認知。因此

本文認為日治時代到戰後地形圖上的地名標註，比起清代契約書要來的少許多，此製圖時繪製者

對於繪製地區的客觀認知，才是最具關鍵的社會建構因素。 

綜合上述，泰平里在清代漢人拓墾時期，衍生出了相當多的自然村名與地標名，但是在居民

土地信仰的社會建構影響下，自然村名要比地標名更具有社會意義，此價值觀即使到了今日，也

沒有太多的改變。此外，日本統治臺灣後，一開始對泰平里自然村分布的記錄，仍延續清代的習

慣，但是很快地，在統治臺灣 10 年後的明治 38 年（1905），基於行政機構管理需要的社會建構影

響下，自然村名的官方記錄已縮減至 15 個；而戰後，也同樣在行政機構管理需要的社會建構影響

下，將鄰施以數字編碼的制度，使得自然村名的官方記錄更縮減到 4 個。 

因此，從基層社會居民、行政管理需求兩個層面的社會建構過程，可用來解釋地標名不如自

然村名重要的原因；但是從基層社會居民對自然村名的重視程度長期不變，而官方的自然村名記

錄卻是從清代到日治時代再到戰後的大幅減少，可以說明官方行政管理需求的社會建構過程，更

是導致泰平里自然村名逐漸流失的關鍵機制。 

結 論 

透過臺灣歷史數位圖書館（THDL）典藏的契約文書檔案，提供了本文分析個案--新北市雙溪

里泰平里大量的地名資料，實有助於探討泰平里自然村名與地標名的社會建構過程。 

從明治 37 年（1904）出版的臺灣堡圖，昭和 3 年（1928）前後的臺灣地形圖，以及民國 74

年（1985）經建版地形圖等三份地圖的地名標註，每張地圖對於泰平里標註的地名數量分別為 17、

13、23 個，但是這三張地形圖上地名數量的變化，是地圖簡括化造成的結果，若將其用來探討一

地的聚落發展過程，並沒有太大的地理意義。 

至於透過臺灣歷史數位圖書館（THDL）典藏的清代契約文書檔案，我們可以利用「庄、土

名」、「四至」的關鍵字，整理出泰平里在清代的自然村名與地標名，並計算其數量，如大平、溪

尾寮、烏山三個地區的自然村名，至少要比日治、戰後地形圖分別多出 3、1、7 個，只有料角坑

地區的自然村名都能在地形圖中找到；而地標名部分，清代大平、溪尾寮、料角坑、烏山四個地

區的地標名，至少要比日治、戰後的地形圖分別多出 10、1、10、34 個以上。接著也可以將日治

至戰後三張地形圖中有關泰平里的 23 個地名，與清代契約書所整理出來的地名作比對，可知地形

圖上有 20 個是自然村名，地標名只有 3 處。 

由上可知，泰平里在清代的自然村、地標名數量，比這三張地形圖中的標註要多上許多，而

這三張地形圖上有關泰平里的地名標註，自然村名又比地標名來得相對重要。 

而自然村名要比地標名來的重要，主要是受到居民土地信仰的影響，在清代的泰平里，庄頭

土地公是自然村居民社會關係集結的神聖中心，其公共祭祀性格促使了庄頭土地公成為一個自然

村的居民群體，得以彼此共同產生認同與歸屬的精神象徵，導致了自然村名比地標名在居民生活

中有更重要的意義。然而，泰平里標註地名的福德祠僅有 6 座，因而除了基層社會的居民，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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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信仰突顯出自然村名的重要性外，行政機構管理需求的社會建構過程，恐怕更是最大的影響

因素。 

日治時代的明治 31 年（1897），當時泰平里是由臺北縣景尾辨務署坪林尾支署闊瀨巡查派出

所管轄，底下至少涵蓋了 24 個自然村，明顯可知行政機構在管理基層社會時，是以人口聚居、社

群組織的自然村，作為行政管理的最基本單位，相對地，不具有社群組織意義的地標名，是不會

出現在派出所管轄的資料中。由此可見，當日治時代臺灣總督府在繪製地圖時，基於行政管理的

需要，自然村名的標註要比地標名來的更為必要，這也導致了在地圖繪製中，自然村名的標註會

比地標名要來的多的另一項原因。 

然而在這之後，透過日治時代到戰後行政區的調整、門牌的整編過程，在日治初期的明治 38

年（1905），基於行政管理的需要，當時泰平里自然村名的官方記錄已從 24 個縮減至 15 個；到了

民國 42 年（1953），泰平里自然村名的官方記錄又從 15 個縮減至 4 個。這樣的結果，就導致泰平

里許多的自然村名被官方重視的程度逐漸降低，甚至隨著人口減少而幾近消失在田野之中。 

也就是說，明治 31 年（1898）之後，因應日治時代、戰後警政與行政體制調整的社會建構影

響，促使自然村名在官方文書中的記錄逐漸刪減，進而導致對官方「有意義」的地名數量大幅減

少的情況，是繪圖者在進行地圖簡括化的主觀考量時，對於繪製地區必然存在的客觀認知。因此

本文認為日治時代到戰後地形圖上的地名標註，比起清代契約書要來的少許多，此製圖時繪製者

對於繪製地區的客觀認知，才是最具關鍵的社會建構因素。 

因此，從基層社會居民、行政管理需求兩個層面的社會建構過程，可用來解釋地標名不如自

然村名重要的原因；但是從基層社會居民對自然村名的重視程度長期不變，而官方的自然村名記

錄卻是從清代到日治時代再到戰後的大幅減少，可以說明官方行政管理需求的社會建構過程，更

是導致泰平里自然村名逐漸流失的關鍵機制。 

回到本文最初曾經提到的問題，即目前一般日常生活上所使用的自然村地名、地標名，使用

頻率已不如以往，除了受到生活方式改變的社會變遷影響外，作為統治階級的官方，在這地名變

遷過程中，是否也扮演重要的社會建構力量呢？透過本文的分析，可知泰平里地標名的重要性不

如自然村名，而自然村名又逐漸減少的過程來看，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統治階級對於地名命

名權的控制，不僅出現在高階層的行政區命名外，實際上，即使在低階層的自然村名、地標名層

面，也有相當大的作用力，甚至可以說地名文化多樣性的漸少，作為統治階級的官方扮演了推波

助瀾的關鍵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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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時期與PCA+NDVI法改善地物分類之正確性與完整性 

Using Multi-temporal and PCA＋NDVI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Integrity of Land Cover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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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tellite image analysis is one of the main methods of monitoring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e 

accuracy and credibility of the results depend on the spectral resolution of the imagery used and the 

spectral separability between features being monitored. If original imagery from single period is used to 

perform classification, the results are often affected by the noise of imagery itself and spectral similarity 

between different features. In this research, we proposed an improved solution for change detection that 

combines a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 process to remove noise and a multi-temporal process 

to increase spectral resolution. The study area is located on Shezi Island with imageries from 2005, 

2006, 2007. The original imageries were processed with PCA to retain the first two major components 

which account for over 95% of total explanation. The resulting imageries were inversed by IPCA 

process back to 4 bands imageries. NDVI was calculated for each time period and stacked with IPCA 

imageries to create a new multi-temporal imagery for further un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CA process does enhance the spectral characteristic of features 

being monitored. An un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process was applied to the multi-temporal imagery. The 

result was compared to that from 2007 and showe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both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land cover classification. 

Key words : Land Cover Classification、Multi-temporal Imagery、PCA、Un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Complet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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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衛星影像分析是環境變遷監測的主要方法之一。結果的精確度與可信度深受所用影像的光譜

解析度與地物光譜分辨率影響。以單一時期之原始影像進行分類，常因光譜雜訊與地物間光譜混

淆情況而影響分類正確性。本研究以主成分分析(PCA) 去除原始影像雜訊，整合多時期影像增加

影像光譜解析度以及地物間的辨別率來提升分類正確性。實驗區為社子島地區 2005、2006、2007

年多時期 R、G、B、IR 影像，先行以 PCA 萃取出可解釋量總和>95％之兩主成分，並進一步轉

置回 R、G、B、IR 影像，再加上各時期 NDVI 進行地物分類。實驗結果顯示，經過 PCA 處理，

可增揚地物本身光譜特性。研究以多時期處理後之影像進行非監督式分類，顯示與單時期 2007

分類影像相比，本研究採用方法在改善地物分類之正確性及完整性上具有較佳效果。 

關鍵詞：地物分類、多時期影像、PCA、非監督式分類、完整性 

前 言 

目前對於都市地物的監測，大多採用人工現地調查，或是人工判釋航照、衛星影像的方式來

進行，但成果精度掌握不易且不甚客觀。如採自動化分類的方式，則會因相鄰地物像元的反射光

強度彼此近鄰散射效應的影響，在邊緣區之地物像元會產生模稜(Ambiguity) ( 羅俊宏，2004)。此

種效應可視為影像中出現之微弱雜訊，往往會影響地物分類的正確性。此外在單一時期影像中，

如果不同植生的波譜反射值近似，則無法在分類資訊中清楚區分不同類別。 

Lunetta(1998)、郭麟霂(2000)、周明中(2005)表示將主軸轉換法(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對原始影像進行主成分擷取，可有效消除影像不必要雜訊，加強地物主要光譜特性，提升分

類精度。 

蕭國鑫(1998)、Wolter et. al. (1995)、Dechka et. al. (2002)、Townsend et. al. (2001)、曾露儀(2008)

也表明結合多時段影像可輔助單一時期影像資訊之不足。在影像分類判釋中，不同地物表現的土

地覆蓋隨著生長期而改變，且各種地物的生長週期會有所差異；因此，利用上述特性，若能有效

掌握各地區地表覆蓋變化，配合光譜反射資訊而以多時影像的輔助加以判釋分類，對準確度的提

昇會有所幫助(Dechka，2002；曾露儀，2008)。  

因此，本研究使用 PCA 法並結合多時期之 FORMOSAT-2 台北溪州地區之影像，進行監督式

分 類 ， 來 評 估 經 PCA+MTI+NDVI(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 multitemporal images + 

Normalis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之分類，是否較優於原始單幅影像之地物分類。  

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區選擇與資料處理 

1.研究區環境資訊 

研究區位於台北市士林區，處於淡水河與與基隆河匯流交接地帶，地處於 TWD97 座標東西

296433~302027M，南北 2775043~2778979M。研究區面積約 3 平方公里，地勢低緩，高度界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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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該區地物類別主要為農地與人工建物，次為本區四周沿河岸之人工闊葉林與草地、溼地、

紅樹林。 

2.資料處理 

影像資料取自 NTNUIADC 所產製 2 公尺正射融合影像，分別為 2005、2006、2007 年多時期

R、G、B、IR 影像，經過大氣輻射校正、幾何校正、正射校正等前處理程序。 

本研究之資料來源主要來自於福衛二號提供之影像，包括解析度 2 公尺的全色態影像，光譜

範圍為 0.52～0.82μm，以及解析度 8 公尺的多光譜影像，R 範圍 0.63～0.69μm、G 範圍 0.52～

0.60μm、B 範圍 0.45～0.52μm、IR 範圍 0.76～0.90μm，將解析度 8 公尺的彩色影像及解析度

2 公尺的黑白影像影以影像融合的方式得出高解析度的彩色 2 公尺影像。 

進行遙測影像之變遷偵測時必須先針對多時期影像進行輻射校正。在本研究中所使用之輻射

校正方法主要是沿用 Du et. al., (2002)所提出之相對輻射校正方法，以未變遷之影像像元建立兩時

期影像之轉換關係。 

3.地真檢核資料 

為比對影像分類結果的完整性，地真資料取自 GOOGLE EARTH 之影像判釋所得地物，分別

選取較不易改變之的地物，如學校操場草地、樹林、建物屋頂與道路及 2005~2007 年既有未改變

之檢核點。 

(二)研究方法 

1.研究流程 

本文研究流程入下圖 1 所示。研究利用溪州地區 2005、2006、2007 年多時期 R、G、B、IR

影像，先以相對輻射校正方法(Du et. al., 2002)對這三時期影像進行輻射校正。以 PCA 轉換萃取出 

 

 

  

 

 

 

 

 

 

 

 

 

 

 

圖 1 PCA+MTI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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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值總和>95％之兩主成分，並進一步以 Inverse PCA(IPCA)轉置回 R、G、B、IR 影像。計算三

時期 NDVI 影像。最後將三個時期的 IPCA 影像與三個時期組合成一張共有 15 個光譜地影像進行

非監督式分類，並根據 GOOGLE EARTH 上的地真檢核資料為基礎加以後製處理分類成植生、人

工建物及裸露地、水體，以及背景值四種類別加以整合。 

2.主成分分析法(PCA) 

主成分分析由皮爾森(Pearson, 1901)提出，再由侯特齡(Hotelling, 1933)加以發展，是多變數統

計中常使用的技術，可用來擷取資料中重要的資訊、進行資料壓縮、變遷監測、以及改善信號雜

訊比(Singh and Harrison, 1985) 。在數學上，假設 X T = [Xl，... ， Xn ]為 N 個維度的隨機變數，

具平均向量 M 以及共變數矩陣 C，經主成分分析出的新變數可視為 Y1，Y2， ... ，Yn ，可表

示成(Singh and Harrison, 1985): 

 

     Yj= a1j Xl+ a2j X2 + ﹒﹒﹒﹒﹒﹒+ anjXn= aj T X 

 

T 表示轉置矩陣之符號，而 aj T X 為舊變數的線性組合， [ alj，﹒﹒﹒，anj]為變數–共變數

矩陣中的正規化特徵向量 [ 如: aj T aj = 1 ]。A 可表示成在[ NxN ]的特徵向量矩陣，而 Y 可表示

為[ N x 1]主成分向量，Y 的[ NxN ]共變數矩陣，C 可表示為: 

 

 

 

  

                      C=      

 

  

 

 

λi 為矩陣 C 的特徵值，其為彼此互不相關的特徵成分，且 λ1 >λ2 > ... λn。 

主成分分析的一些特性對遙測研究產生很大的幫助。比如說轉換後的訊息依然被保留住，均

方根誤差變小，並產生彼此互不相關之係數。在幾何上，他將具高度相關的舊變數轉換到一正交

的空間，而使得最大變化量可以隨組成物的大小次序依序下降計算 (Singh and Harrison, 1985)。主

成分可以由共變量矩陣或者是相關矩陣而得。相關矩陣可由特徵值開根除共變量矩陣求解。在遙

測研究上，研究之特徵向量矩陣可以是非標準化矩陣或標準化矩陣。因為每個光譜曾皆有相同的

物理單位，所以由非標準化矩陣求解主成分是可以被解釋的(Singh and Harrison, 1985)。主成分分

析法已被廣泛用來提高衛星影像的分類精度(Journaux et.cl., 2006；Chen and Qian, 2008)。我們可

透過對原存在相關性的波段進行正交轉換，從而產生新的變數維度，在特徵空間中這些新的主成

分維度彼此之間相互獨立，訊息量向前幾個成分維度集中。我們可擷取可解釋變異量大於 95%的

幾個組成維度，轉置為原來的影像波段中(IPCA)，將主成分所萃取出的主要元素，將 PCA 之座標

反轉回原座標，得出所淬取之主要元素的輻射量，從而實現對地物特徵光譜的增強(Chen and  

λ2

λn

λ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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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 2008)。 

3.常態化差異植生指標( Normalis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 )  

在測定綠色植物之光合作用強度、植物覆蓋率及生物量等研究中，因綠色植物有吸收藍光、

紅光及強烈反射紅外光之特性，判別植生反射量之多寡，但學者研究歸納結果，使用可見光與近

紅外光之比值或差值，即常態化差異植生指標(Normalis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 )，適

用於監測植生之變化。NDVI 值之計算方法如下所示： 

 

 

 

  NDVI 為常態化差異植生指標，IR 為近紅外光輻射值，R 為紅光輻射值(即可見光部份)。

此公式主要是從紅外光與紅光的比值轉換而來(即 IR/R)，但此公式的缺陷是在植被茂密部分，其

指數會因此呈現出接近無限大之狀態，不利於電腦計算，為顧及此原因，便將公式改良如上，指

出植被生長情況，植被在紅光反射量很少的因素下，對於套入上述公式，便會呈現出相較於其他

地區相對高的指數，卻又能夠避免呈現出無限大的情況；NDVI 之值介於-1~1 之間，小於零的像

元值，通常屬於非植生之雲層、水域、道路和建築物等像元，故指數愈大時，代表綠色生物量之

增加，NDVI 為綠色植物探勘最常用之指標，蓋綠色植物生長愈旺盛，其吸收之紅光愈多，紅外

光之反射愈強，故其間差異愈大之原理，以二者波段相差與和的比例而成。小於 0 的像元，通常

屬於非植生之雲層、水域、道路、建物及開闊地之土壤反應的像元，我們可運用這些特性，利用

NDVI 來進一步分類森林地與草地等。 

4.反覆自我組織資料分析法(ISODATA) 

反覆式自我組織資料分類法(Iterative Self-Organizing Data Analysis Technique，ISODATA)，

為事先不需選取訓練區的分類方法，其直接以整幅影像之光譜資訊，依照所指定類別數以群聚統

計方法計算影像的光譜反射值資訊，再根據所得結果將判釋的群集加以歸類，此演算法為遙測學

分類上最常使用之分類方式，減少人工選取中心位置所造成之錯誤；其理論基礎為性質相同之個

體，先天上具有聚集成群之趨勢，所以各數值點，必可依其固有本性歸於其應屬之類別中（劉守

恆，2002）；因此在土地利用分布型態以本身的光譜特性聚集之現象，將此特性將像元加以聚集

分類，依據影像分析者所訂定的分類數(預定的集群數)，進而區分土地利用之類別。演算過程係

利用數學運算，依據統計和群集之觀念，檢查一大串未知像元的波譜自然群，利用群集分析(Cluster 

Analysis)方式，接收使用者欲安置該數量的群集數，反覆計算，以達到最高波譜分離類屬，再決

定其資訊的應用，可減少監督式分類法中圈選訓練樣區之人工時間，同時對地表實際類別較不會

遺漏。 

至於監督式分類，涉及於人工圈選訓練區之準確度，因此其分析結果變會因為圈選的訓練區

而有所謂的 Commission Error 與 Omission Error，相較於非監督式分類純粹以數學方式分析整輻光

譜資訊，監督式分類之分類結果會因人為所造成之誤差相對較大，因此本研究只採用非監督式分

類。 

5.地物分類之完整性(Classified Objects Completeness Index，COCI) 

    本文所指之地物分類之完整性一詞，為敘述經分類後的影像，內部之單一地物(如單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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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其內部像元皆被歸為同類，無其他類別因模稜效應而參雜於其中。若所選取檢核地物分類後其

內部像元皆被歸為同一地物類別，則稱該地物具有分類完整性，形同影像分割上形成獨立物件般，

如圖 2(C)所示。為了數學描述該分類完整性，本文建立一完整性指標。指標設想必須包括所欲了

解的問題、採用的定義、與其它相關的檢驗規則。指標定義如下描述:  

地物完整比 (Classified Objects Completeness Index，COCI) 

=內部皆為單一類別之地物數 / 檢核之地物數 

                         地物原始與分類影像完整性 

(A)地真建物福衛影像 (B)建物原始影像 

ISODATA 分類 

(C)建物 PCA+MTI+NDVI 

ISODATA 影像分類 

    

圖 2 原始影像與 PCA+MTI+NDVI  ISODATA 分類後地物內部之完整性對比 

實驗及成果分析 

本研究針對 2007 年溪州地區進行地物判釋，為了能提高判釋的精度故實驗分成兩部份考量；

首先為了能加強影像內各別地物光譜特性，拉大類別間的差異，所以分別以 PCA 轉換與多時序影

像、多時序 NDVI 影像套疊進行分類實驗。接著針對實驗結果比較影像分類的成果，及分類後是

否可保留地物完整性。 

(一)以 PCA 轉換與多時序影像、多時序 NDVI 影像套疊進行分類 

利用 PCA 提升影像地物間分離對比，擷取可解釋量總和>95％之兩主成分特徵向量，轉換回

原 R、G、B、IR 表色層並比較原始影像與 IPCA 影像。結果顯示，各年份 IPCA 影像去除像元中

雜訊，因鄰近地物所造成之光暈效果在轉換後之影像大為降低，鄰近地物對比性明顯提高，如下

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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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 

2005 原始影像 2005IPCA 影像 

  

影像 

2006 原始影像 2006IPCA 影像 

  

影像 

2007 原始影像 2007IPCA 影像 

  

圖 3 2005、2006、2007 年原影像與 IPCA 影像對比 

利用各年度 IPCA 影像進行 NDVI 圖層計算，以三年度 NDVI 提升影像地物分類精度，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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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年度 NDVI 影像 

2005NDVI 影像 2006NDVI 影像 2007NDVI 影像 

    

圖 4 2005、2006、2007 年 NDVI 影像 

利用多時序之 IPCA 影像及 NDVI 影像（PCA+MTI+NDVI）進行 ISOData 非監督式分類法分

類，採 15 類分類，重覆運算次數 8、疊代次數 5，將影像實驗區中的地物加以辨識，如圖 5 所示。 

 

 

影像比較 

2007 年原始影像分類影像 PCA+MTI+NDVI 分類影像 

  

圖 5 2007 年分類影像與 PCA+MTI+NDVI 分類影像對比 

將 PCA+MTI+NDVI 分類影像 15 類分類結果，根據 GOOGLE EARTH 上的地真檢核資料為基

礎，並以植生、人工建物及裸露地，水體，以及背景值四種類別加以整合，與原始 2007 年分類整

合影像相互對比，如圖 6 所示，並抽取 1000 個隨機點會進行正確性評估，如表 1 所示。 

實驗的結果顯示，經 PCA+MTI+NDVI 流程處理後之影像去除臨近地物間的模稜效應，在區

塊地物類別間較原始影像能明確的判釋出正確的地物，整體精確性由 90.900%提升至 93.400%，

各類別使用者精度皆有所提升，尤其在建物、裸露地物錯誤分類情形降低，各類別使用者經度與

生產者精度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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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比較 

2007 年原始影像分類影像 PCA+MTI+NDVI 分類影像 

  

圖 6 2007 年原影像與 PCA+MTI+NDVI 影像分類對比 

表 1 2007 年原影像與 PCA+MTI+NDVI 影像分類正確性統計 

影像比較 Overall Accuracy Overall Kappa Statistic:   

2007 年原始影像分類影像 90.900% 0.873 

PCA+MTI+NDVI 分類影像 93.400% 0.909 

表 2 2007 年原影像與 PCA+MTI+NDVI 影像類別分類正確性統計 

2007 年原始影像分類影像 PCA+MTI+NDVI 分類影像 類別項 

生產者精度 使用者精度 生產者精度 使用者精度 

背景值 99.732% 99.465% 99.455% 100.000% 
水體 98.425% 83.893% 95.722% 91.795% 

人工建物、裸露地、沙洲 91.156% 82.209% 86.194% 90.234% 
植被 69.903% 82.209% 89.326% 86.413% 

（二）地物分類之完整性評估 

本研究以 GOOGLE EARTH 辨認地物類別，於溪州地區隨機選取 100 個樣本點，樣本點本身

具有長時期非變動特性，參考地真類別項如下表 2 所示。檢核 PCA+MTI+NDVI 流程與原始影像

ISO 分類後之地物內部完整性，結果如下表 4 所示。 

所謂的分類後地物內部之完整性，即在分類後原地物(如單一建物、道路、與樹林區域)其物

件內部像元可被歸類為同一類別。實驗的結果顯示，經 PCA+MTI+NDVI 流程處理後之影像去除

臨近地物間的模稜效應，在小區塊地物較原始影像能明確的判釋出正確的地物與保留完整輪廓，

地物內部錯誤分類情況較少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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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地真類別項目表 

類別項 個數 

學校操場草地 9 

建物屋頂 63 

學校樹木 9 

道路段 9 

空地（開闊地） 10 

表 4 影像比較檢核表 

分類影像別 地物分類完整個數 地物分類不完整個數 地物完整比 

原始影像 5 95 5% 

PCA+MTI+NDVI 58 42 58% 

 

檢核原始影像分類後地物內部完整性發現，僅 3 件建物與 1 件學校樹木別、1 件空地別保留

封閉輪廓，地物維持完整比例相當低。而 PCA+MTI+NDVI 流程中學校草地保留完整者 7 件，樹

木完整者 8 件，建物完整者 37 件，空地完整者 6 件，如下表 5。若單比較植生分類完整比為 83

％，顯示在都市地區植物分類上以福衛二號 2 公尺解析度，在該空間尺度上 PCA+MTI+NDVI 流

程可較能解析出植生完整區塊。 

表 5 地物－影像完整性檢核表 

類別項 原始影像 PCA+MTI+NDVI 

學校操場草地 0 7 

建物屋頂 3 37 

學校樹木 1 8 

道路段 0 0 

空地（開闊地） 1 6 

結論與後續工作 

以都市地物判釋為研究目的，如何能確實將都市地區區分不同的地物為重要的課題，因此能

加強各地物間的差別，消除臨近地物間模稜效應，加強彼此的差異度成為了關鍵之一。本研究就

是嘗試比較 PCA+MTI+NDVI 流程與原始影像這兩者在分類上的差異，從實驗的結果是前者優於

後者，能夠較明確的保留完整輪廓，且分類精度高於後者。 

從隨機地物別檢核的分析中，PCA+MTI+NDVI 流程與原始影像間地物完整性的比較，

PCA+MTI+NDVI 流程較原始影像在植物別、建物別以及開放空地獲取完整地物的比列都有提升

的趨勢，僅在道路段無法保留完整性，因此使用 PCA+MTI+NDVI 流程較能提升各地物間的差別，

消除臨近地物間模稜效應，保留地物完整輪廓。 

後續研究將對於都市地物非監督式分類的成果進一步細分類別並賦與類別定義，作為都市綠

地分析的主要分析依據，針對於上述步驟流程所分類出的植生類別，存取各年度的 NDVI 圖層，

作為都市植生類別的光譜資料庫，以利後續研究綠植被分布的變化，以及植物生長在年間與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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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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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aimed to reconstruct the climatic and weather characteristics of Ming Dynasty (the 

year of 1368-1644)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rea through analyzing the weather descriptions i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We focus on temporal variation o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and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typhoons, tornadoes and hails. 

The combination o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characteristic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1st period (1368-1519): a warmer summer temperature, a strong variation between precipitation and 

winter temperature. (2) The 2nd period (1520-1559): less rainfall, warmer summer and winter 

temperatures. (3) The 3rd period (1560-1624): more rainfall, warmer in the early stage and colder in the 

late stage for summer and winter temperatures. (4) The 4th period (1625-1643): much less rainfall, 

colder summer and winter temperatures. There were drier climates during the 2nd and 4th periods, 

however, the latter has a stronger intensity than the former. The climate is warm and dry in the 2nd 

period, and cold and dry in the 4th period. Overall, this area was colder in the Ming Dynasty than the 

present time because the snow records could be found in summer for several years. 

Typhoon, tornado and tornado have a frequency of 2.7, 0.7 and 2.9 for every ten years, a maximum 

occurrence of 4, 3 and 3, and occur mostly during June-September (summer and fall), June-July 

(summer) and March-May (spring and summer) in the solar calendar, respectively. Typhoon tends to 

occur in the areas along the sea, rivers and lake, and with higher urban development. Tornado tends to 

occur in the areas along the sea and rivers rather than the Taihu Lake. Hail occurred mostly in the areas 

around the Taihu Lake and less along the coastline area. 

Keywords: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severe weather, typhoon, torn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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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分析中國歷史文獻中關於天氣現象之描述，重建明代（1368-1644 年）長江三角洲的

氣候狀況，包括乾濕與溫度序列特徵，及颱風、龍捲風與冰雹等特殊天氣之時空分布特徵。 

乾濕等級及冬夏溫度指數可整合成四個時期：第一時期（1368-1519 年）乾濕交替、冬溫冷

暖交替而夏溫偏暖；第二時期（1520-1559 年）偏乾而冬夏溫皆較高；第三時期（1560-1624 年）

偏濕而冬夏溫前期暖後期冷，第四時期（1625-1643 年）強乾而冬夏溫皆偏低。第二與第四時期

同為偏乾，但兩者存在差異，第二時期為暖乾，第四時期為冷乾。整體而言，長江三角洲在明代

較現代是更為寒冷的，當時甚至有幾年夏天出現降雪現象的相關記載。 

颱風、龍捲風及冰雹發生次數，平均 10 年分別有 2.7、0.7 及 2.9 次，有記錄年發生數最大值

是 4、3 及 3 次，主要集中在國曆 6-9 月（農曆 5-8 月）的夏秋季，國曆 6-7 月（農曆 5-6 月）的

夏季及國曆 3-5 月（農曆 2-4 月）的春夏季。空間分布上，颱風發生次數最多與地理位置靠近沿

海、長江、黃浦江及太湖及都市開發程度較高有關；龍捲風好發於沿海、長江及黃浦江沿岸地區

較多，而太湖周圍地區較少。冰雹發生數以太湖周圍地區較高，而沿海地區較低。 

關鍵字：氣溫、降水、劇烈天氣、颱風、龍捲風 

前 言 

地球氣候系統在時間及空間尺度上不斷在改變，然而在二百年前才開始有定量觀測儀器的發

明，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有探空氣球可探索地面以上的大氣狀況，在 1970 年代以後才有衛星可以

讓人類從外太空來監測大氣狀況（Ahrens, 2012）。對於更早期的大氣，則要透過一些地質記錄如

冰芯、孢粉化石、樹木年輪、珊瑚化石、海洋岩芯和歷史文獻來了解，這些資料雖不是直接量測

溫度及降水，但可作為一種代用記錄幫助了解過去的氣候狀況（魏國彥，1995；魏國彥和許揚蕙，

2008； Blunier and Brook, 2001；Bradley et al., 2003）。中國歷史悠久，自古以來保存了大量的歷

史文獻，而其中關於天氣與氣候等的相關記錄，可提供我們重建過去數千年的氣候狀態 (竺可楨，

1973；盛福堯，1987；陳維真，1995；徐勝一，2003)。近年來，隨著多篇使用清代奏摺，重建氣

候變化序列文章（Wang and Zhang, 1988；Ge et al., 2005) 的國際發表後，也逐漸引起學者們對這

類研究的興趣。以下是與本研究相關的降水、氣溫及其他天氣現象的文獻回顧。 

（一）降水相關研究 

劉翠溶（2005）發現 1601-1720 年，寒冬次數每十年平均為 4.4 次，而十六世紀前半和十七

世紀前半是比較乾旱的，尤其是 1637-1641 年的大旱，黃河以北地區幾乎赤地千里。與 Zheng et al.

（2006）研究中國東部地區，在過去 1500 年所發生較嚴重的 16 個旱災事件當中，最嚴重的

1634-1644 年旱災是同一次的事件。 

王紹武等（1993）利用史料，重建 1380-1989 年長江黃河流域的旱澇變化。Ge et al.（2005）

利用清代雨雪檔案記載，重建 1736－1911 年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梅雨入出日期、雨期長度及雨量變

化序列，將梅雨研究往前推進了近 300 年。龔高法等（1983）利用史料，發現十八世紀長江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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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地區比現代潮濕，而長江下游地區夏季濕潤多雨的特徵，與杭州夏半年多東北風相吻合。吳達

銘（1981）利用 1163-1977 年的史料，發現長江下游地區梅雨期（國曆 5-7 月，約農曆 6-8 月），

1286-1522 年為多澇期，1523-1977 年為轉旱期，認為與太陽活動有關。 

在乾濕序列重建方面，蔡學湛和張容焱（1994）建立近 524 年東南沿海地區的旱澇等級序列，

發現福州與廣州的洪澇階段持續約 10-30 年，乾旱階段較短持續 10-20 年。鍾兆站和趙聚寶（1994）

使用了旱澇等級評定法和農田水分平衡法，重建 1470-1980 年近五百年河南省境內的淮河流域的

旱澇等級序列。   

他人研究如 Cook et al.（2010）用樹木年輪記錄發現明末 1638-1641 年的大乾旱，認為與夏季

季風減弱有關。Shen et al.（2007）用歷史文獻及現代儀器分析 1500-1950 年古代至現代的旱澇指

數，發現 1638-1641 年中國東部（東經 105 度以東）的乾旱，影響範圍是先從中國北部開始，再

至長江沿岸，後來再蔓延到中國東南部。他們分析現代 1965-1966 年的乾旱事件，認為與夏季雨

量明顯減弱有關，而這可能是夏季季風減弱及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西伸及北移所致。現代中國極

端天氣的研究，也發現可能與聖嬰現象（Li et al., 2005；Shen et al., 2007） 或太平洋十年期振盪

（Zhu and Yang, 2003；Shen et al., 2006）有關。 

（二）氣溫相關研究 

竺可楨（1973）是第一位利用各種不同資料來重建中國過去 5000 年的氣溫變化。劉昭民 

（1992）發現明代（1368-1644 年）氣候寒冷乾旱，進入中國歷史上的第四個冷期，但明代的乾

旱比起元代更為嚴重，因此明代中葉以後，旱災和飢荒連年，造成白蓮教、張獻忠及李自成之亂，

最後導致明室的傾覆。明代氣候可分為四個時期：明代前葉（1368-1457 年）氣候寒冷，明代中

葉（1458-1552 年）是中國歷史上第四個小冰河期，明代末葉的前半期（1557-1599 年）夏寒冬暖，

而明代末葉的後半期（1600-1643 年）是中國歷史上第五個小冰河期。 

王日昇和王紹武（1990）根據歷史記載，重建 1470-1979 年近五百年的華東地區四季平均氣

溫距平，並利用 1951-1985 年近 35 年的氣溫觀測，估計不同強度寒冷事件的氣溫距平，訂出五百

年來每十年的寒冷指數，最後轉換為對近百年平均氣溫的偏差。Ge et al. （2003）發現 570-1310

年長江與黃河流域地區，冬溫每百年約上升 0.04℃，而 1310 年後氣溫便以每百年降低 0.1℃的速

度迅速下降，至二十世紀氣溫又迅速上升。 

在溫度序列重建方面，陳家其和施雅風（2002）利用長江三角洲史料豐富之優勢，重建 820

年以來的年代及冬溫序列，並與古里雅冰芯記錄作比較，結果發現溫濕變化約有一半是同步的。 

（三）其他天氣現象相關研究 

1. 颱風 
Liu et al.（2001） 由文獻記錄，研究過去一千年在廣東省所登陸的颱風，發現在 1660-1680

年與 1850-1880 年是颱風登陸最頻繁的兩個時期。唐曉春等（2003）研究廣東沿海地區現代

1949-1998 年登陸颱風的特性作分析，發現年平均颱風登陸個數為 9.8 個，國曆 5-12 月（農曆 4-11

月）都可能有颱風登陸，但多集中於國曆 7-9 月（農曆 6-8 月），以國曆 7 月為最高峰。許浩恩等

（2009）發現現代 1949-2007 年，浙江各地受颱風影響的次釋由東向西遞減，登陸颱風個數有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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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趨勢，集中在國曆 7-9 月（農曆 6-8 月），及東南部沿海地區降水影響明顯。孟菲（2008）發現

現代 1949-2005 年，上海成災颱風年均生成 1.5 個，年際變化明顯，均出現於國曆 5-10 月（農曆

4-9 月），國曆 8 月是活躍期，颱風生成次數與上海區域年平均氣溫呈現正相關。 

2. 龍捲風 

在中國龍捲風出現的頻率並不高，因此龍捲風的相關研究相對較少。鹿世瑾（1996）分析福

建近千餘年 25 次的龍捲風記載，得知龍捲風發生季節主要為春夏兩季且機率相當。又由 1949 年

以後的 12 次龍捲風得知空間分布上，沿海地區較多；在強度上，與颱風颮線相伴的龍捲風較強，

與鋒面相伴者較弱。魏文秀和趙亞民（1995）發現現代 1981-1993 年，中國東部為龍捲風主要發

生地區。薛德強與楊成芳（2003）發現山東半島、魯中及魯南出現次數較多，魯西北較少，多發

生在夏季，一日當中多出現於午後至傍晚。 

3. 冰雹 

陶云等（2002）分析現代 1961-1997 年雲南 120 個測站的逐月冰雹累計日數資料，發現主要

發生於國曆 2-4 月，是典型春雹發生區。姚勝芳等（2007）分析現代 1956-2004 年廣西 90 個站的

冰雹資料，發現冰雹次數與海拔高度呈現正相關，受地形影響大，具有北多南少、西多東少及山

區比沿海多的三個特性，冰雹次數與年均溫相關性不明顯，國曆 3-5 月（農曆 2-4 月）是主要發

生季節。龍余良等（2009）分析現代 1959-2003 年江西省 89 個氣象台站冰雹資料、發現春季的國

曆 3-5 月（農曆 2-4 月）是最常出現冰雹的季節，其中國曆 4 月最多；地理分布是山區、山區與

平原交界地帶，又鄱陽湖附近的陸地較多；冰雹災害與出現頻率並不完全一致，而與當地的經濟

發展、作物狀況有很大的關係。 

雖然以上提及的許多研究，在時空範圍上，跨越幾千年幾百年或多個朝代或涵蓋整個中國領

域，但由於歷史記錄多是片段而不連續的，所呈現的結果可能有著極大的不確定性。同時，城市

或相對較小空間範圍的氣候與特殊天氣旳時空特徵亦較少被研究。所以本研究從資料量及品質來

選取長江三角洲為研究區，希望能提高過去氣候重建的可靠性及真實度。這篇論文有以下幾個研

究目的：由中國歷史文獻重建明代長江三角洲（1）降水及溫度的時間序列及變化特徵；及（2）

特殊天氣現象如颱風、龍捲風及冰雹的時空分布與變化特徵。 

研究方法 

（一）研究期間 

明代統治時間為 1368-1644 年，由明太祖朱元璋所建立，在位皇帝依序為明惠帝、明成祖、

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明景帝、明憲宗、明孝宗、明武宗、明世宗、明穆宗、明神宗、明光

宗、明熹宗及明思宗，前後共十六位皇帝，長達兩百七十七年的統治時期。為考慮年資料的完整

性，本研究時間範圍取至 1643 年共 276 年期間。 

（二）研究地區 

考慮歷史文獻的資料品質及其代表意義，我們統計明代 267 年統治期間各省文獻資料總數(圖

1a)，發現河北、江蘇、河南、山東與浙江等五省分的資料總數較多。其中河北省資料量相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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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多集中在某些年，因此考量到資料的完整性，再進一步比較前五省當中無資料記載的年份數之

多寡（未附表），可看出江蘇省與浙江省為無資料年最少的兩個省分，可見這兩省的資料最為完整。

進一步比較此兩省各行政分區的資料量，發現資料量較多的縣市（圖 1b 及 1c）多集中於江南一

帶，也就是長江三角洲區域範圍，即圖中顯示的長三角區（灰線區）。所以本研究以歷史資料最豐

富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作為研究範圍。另外考量到研究區地形上的完整性，加入位於三角洲前緣

的上海市，形成完整的長江三角洲地形區（圖 2a）。所以本研究從資料量及品質來選取研究區，

希望能提高過去氣候及特殊天氣重建的可靠性及真實度。 
 

(a) 

 

 

 

 

 

(b) 

 

 

 

 

 
(c) 

 

 

 

 
 

 圖 1 明代 (a) 全國行政區資料量、(b) 江蘇省及 (c) 浙江省資料量較多的縣市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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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以地形上的長江三角洲（圖 2b）為研究主體，並非以現代經濟上所稱的長江三角洲經

濟圈之範圍。地理位置介於北緯 30-32.5 度及東經 119-122 度之間，且位於長江下游出海口。地勢

相當低平，西起鎮江，東臨黃海與東海，北邊沿泰縣、海安一線的運鹽河與淮河平原為界，南抵

杭州灣，範圍包含整個上海市，以及江蘇省東南部和浙江省的杭嘉湖平原，面積約 5 萬平方公里，

地勢以太湖為中心（范允安，1995）。長江三角洲與明清時期除了江寧府（南京）以外的江南地區

相當，在古代行政範圍劃分為蘇、松、常、鎮、杭、嘉、湖等七府，以及蘇州府劃出的太倉直隸

州（陳曉燕和包偉民，2003）。 

研究區位於副熱帶季風氣候區，1971-2000 年氣候平均顯示，最冷月月均溫在 0℃以上，最暖

月均溫達 32℃，年降雨量在 1000-1500mm 之間，越往南年降雨量越多、氣溫越高，降水來源主

要來自國曆 6-7 月（農曆 5-6 月）的梅雨季，以及夏末秋初的颱風雨（中國氣象局，2008）。 

 

(a) 
 

(b) 
 

圖 2 (a) 研究範圍 (長江三角洲) 與周邊鄰省，及(b) 降水研究分區及代表測站位置圖 

（三）研究資料 

1. 資料處理與分類 

主要資料來源為費時二十年並查考數千種史籍，經過繁重考定而出版的《中國三千年氣象紀

錄總集》（張德二，2004），收集了中國歷史上各種天氣現象的記載，並有詳盡的發生地點與時間，

我們將明代（1368-1643 年）溫度、降水、颱風、龍捲風等天氣現象之史料記錄加以分類處理，

項目包括皇帝年號、省份、縣市、年、季節、月、日、內容描述、天氣種類、史料出處、頁數等。

其中降水資料已排除大水、洪澇等非降水造成的水災現象，而颱風、龍捲風及冰雹等特殊天氣現

象因資料量較多，另外提出討論。文獻中尚有其它如潮溢、雷暴、蟲害及花開等特殊現象，

因資料量過少，未納入討論。 

明代史料有關龍的記載，不完全等同於龍捲風，有部分資料描述僅出現「龍」的字眼，例如:

「有白龍見於雲中」、「龍見於東海」、「黑龍見」等，這些資料並無詳細敘述所帶來的影響與災情，

因此不列入本研究之龍捲風討論範圍，僅將有記載「龍」且伴隨龍捲風會發生的現象描述納入討

論，例如「龍見城西北 ，攝去俞市民豬馬牛無數。」及「龍見華嚴庵南，卷草舍數楹。」等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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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水資料相較於氣溫及其他天氣現象資料來的多，且明顯有區域上的差異，因此本研究將降

水資料作進一步的分區討論，其他如氣溫及特殊天氣現象，則採不分區的方式。 

2.曆法與月份 

本研究所使用之氣象資料是來自明代歷史文獻，所以內文分析及描述是以農曆為主。特殊天

氣的論文討論及比較部分，因較缺乏明代同時期研究，改以現代論文及線上氣象資料庫討論，而

這些日期皆可以萬年曆精確地轉換成農曆，所以在文中比較時是統一以農曆加以說明。季節定義

是參考歷史文獻的文字描述，比如春正月或冬十月，我們根據這些內容，訂定出春、夏、秋及冬

季分別是農曆 1-3 月，4-6 月，7-9 月及 10-12 月。農曆 1 月在文獻中常稱為正月。但因參考文獻

所提及的月份都是國曆，為利於與本文結果比較，我們會另以括號標註與本文相同曆法的月份及

時間。 

3. 乾濕等級 

表 1 修改自鍾兆站和趙聚寶（1994），對分類出來的每筆資料，根據自然與社會方面的敘述，

訂定其乾濕等級。鍾兆站和趙聚寶（1994）是以探討旱澇災害角度出發，與我們探討乾濕程度的

方向不同，所以參考的指標會不一樣，例如大水的描述，如果沒有其他降水描述，就不會列入我

們的降水指標的參考標準裡，另外也根據文獻中上海地區有出現的物候紀錄加以修改。 

表 1 乾濕等級、標準與文獻敘述內容 

敘述內容 
等級 標準 

自然方面 社會方面 

1 級（濕） 
持續時間長，或超過半個月並造

成一定社會災害的降水描述 
夏 秋 霪 雨 ， 大 雨 浹

月，舟行陸地等 

斗米千錢，黜免多，有賑

濟，民多流徙，賣男鬻女者

眾，餓殍塞道等 

2 級（偏濕） 
單季、單月的降水描述，造成之

社會災害較輕微 
某季霪雨害稼，某月

大雨無麥等 
斗米百錢，黜免少，民多逃

亡，道饉相望等 
3 級（正常） 豐收或無記載 大有年、大稔 斗米不足百錢 

4 級（偏乾） 
單季、單月的乾旱描述，造成之

社會災害較輕微 
少雨，不雨，久旱傷

苗，旱蝗等 
斗米百錢，黜免少，民多逃

亡，道饉相望等 

5 級（乾） 
持續時間長，或超過半個月並造

成一定社會災害的乾旱描述 

數月、夏秋併旱，池

港坼裂；河道乾涸，

飛蝗蔽日等 

斗米千錢，黜免多，有賑

濟，民多流徙，賣男鬻女者

眾，餓殍塞道等 

資料來源：修改自鐘兆站和趙聚寶（1994）。 

(1) 研究分區 

因降水比氣溫資料來得多，我們在乾濕等級分類，進一步將長江三角洲依地理位置與行政區

做分區，分別是長江以北、太湖以東、太湖以西、杭嘉湖平原、上海等五區，分別簡稱為江北、

湖東、湖西、杭嘉湖與上海（圖 2b）。再選出各區測站資料量最多的 3-4 站作為代表測站（圖 2b），

這些測站是指歷史記載所在的城市（表 2）。五區中僅湖東區取 4 站，主要是因該區資料數較多，

可取站點也較多，其他區因資料較缺乏，只取 3 站。取代表測站主要是考量到，測站數太多可能

造成在計算區域平均時，分母太大使得平均值過於接近第三級正常的現象（鍾兆站和趙聚寶，

1994；蔡學湛和張容焱，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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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區域與代表測站 

區域 代表測站 區域 代表測站 
江北 靖江市、揚州市、泰州市 杭嘉湖 杭州市、湖州市、嘉興市 
湖東 蘇州市、吳江市、江陰市、常熟市 上海 上海市區、松江區、嘉定區 
湖西 常州市、鎮江市、宜興市   

表 3 極端乾濕等級之分級標準 

級別 乾濕情況 
1 級（濕） N 個縣之中至少有 1 個為 1 級，其餘為 2 或 3 級 
2 級（偏濕） N 個縣之中至少有 1 個為 2 級，其餘為 3 級 
3 級（正常） 3 級佔優勢 
4 級（偏乾） N 個縣之中至少有 1 個為 4 級，其餘為 3 級 
5 級（乾） N 個縣之中至少有 1 個為 5 級，其餘為 4 或 3 級 

註：N=3，江北、湖西、杭嘉湖及上海區；N=4，湖東區；N=16，研究全區。 

資料來源：修改自王紹武等（1993）。 

表 4  平均乾濕指標（k）之分級標準 

乾濕等級 1 級（濕） 2 級（偏濕） 3 級（正常） 4 級（偏乾） 5 級（乾） 
k 值 0.33～0.67 0.68～0.90 0.91～1.10 1.11～1.32 1.33～1.67 

資料來源：鐘兆站和趙聚寶（1994）。 
 

(2)極端與平均乾濕等級 

區域之乾濕等級序列主要有極端與平均兩種分類法，這兩種方式並行，能補足史料不足之處，

也不至於使資料過度趨向極端值。極端乾濕等級序列修改自王紹武等（1993），把每筆乾濕史料記

錄分級後，計算區域內每年的乾濕等級如 1 級濕、2 級偏濕、3 級正常、4 級偏乾及 5 級乾等 5 級

分類（表 3）。若同時有 1 或 2 級與 4 或 5 級的情況存在，則視乾濕情況的嚴重程度大小給予適當

級別。極端乾濕等級序列考慮到資料量不足的年份，仍可由少數測站的乾濕等級，訂定出該年的

乾濕等級。表 3 是修改自王紹武等（1993），類似表 1，他們也是以探討旱澇災害為主，我們修改

了參考縣市範圍的數量，王紹武等（1993）是使用 5 個參考測站，而我們視研究區範圍不同，測

站數有 3 或 4 或 16 站。此極端乾濕等級的評定，無論參考縣市數量多寡，只要有一個縣市出現 1

級（5 級）或 2 級（4 級），該年的極端乾濕等級就是 1 級（5 級）或 2 級（4 級）。 

平均乾濕等級序列參考自鍾兆站和趙聚寶（1994），未做任何修改，其乾濕指數（k）的計算

公式如下： 

k=(ΣF+ΣD+ΣE)/N‧E  （1） 

式中 k 為區域乾濕指數，F、D、E 分別為單點的乾濕等級值，其中 F 包括 1 級濕與 2 級偏濕

的部分，D 包括 4 級偏乾與 5 級乾的部分，E 為 3 級正常，N 則是區域內的單點個數。所得的 k

值，對照表 4 可得出區域平均乾濕等級。 

整體而言，我們所做的區域乾溼等級有二類，一為極端乾溼等級，另一為平均乾溼等級。首

先需將區域中各測站（表 2）的乾溼等級依歷史文獻中有關自然及社會方面的敘述，參考表 1 訂

出。再依區域中測站出現之乾濕等級數量，參考表 3 訂出該區域之極端乾溼等級。接著，根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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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計算出區域的測站乾溼指數，再查表 4 得到該區的平均乾溼等級。 

4.氣溫指數 

氣溫比降水資料量少了許多，且空間的一致性較高，因此我們不採取像降水資料分五區的方

式，僅以全區範圍來處理。 

(1)冬溫與夏溫的資料擷取 

由於春季與秋季資料量偏少，我們主要探討冬溫與夏溫的變化。為增加冬夏季氣溫資料的完

整性，將冬夏季往前往後各加 1 個月列入冬夏半年的計算，比如冬半年是指 9 至 12 月及隔年 1

月而夏半年是 3 至 7 月。 

(2)寒冷指數 

有鑑於史料多為大雪、木冰、河湖結凍、夏寒如冬等說明氣候寒冷的記載，關於氣候偏暖的

記載相對較少，偶爾僅出現夏酷熱、冬晴暖的描述，所以我們對於這時氣候的理解是偏冷的一面，

因此在氣溫方面使用寒冷指數的劃分，修改自王紹武和王日昇（1990）的寒冷指數，及陳家其和

施雅風（2002）的冬溫指數，訂定出冬夏季的寒冷指數（表 5），比如-2 級寒、-1 級偏寒、0 級正

常及 1 級偏暖等四種等級。表 5 與王紹武和王日昇（1990）及陳家其和施雅風（2002）不同之處，

我們主要修改參考的物候現象，以本研究區有出現的現象才列入表格中。 

表 5 寒冷指數與標準 

寒冷指數 冬季 夏季 
-2（寒） 較大自然水體封凍、車馬行冰上等描述 嚴霜、連日大雪等記載 

-1（偏寒） 大雪、木冰等記載 持續一個月以上之降雨描述 
0（正常） 無相關記載 無相關記載、短天數之降水等 
1（偏暖） 冬暖如春、熱如夏等描述 酷熱、兩月以上不雨、乾旱之記載 

資料來源：修改自王紹武和王日昇（1990）及陳家其和施雅風（2002）。 
 
(3)冬溫及夏溫指數 

根據各年的冬夏季寒冷指數，可進一步計算出冬夏季每十年的冬溫與夏溫指數（陳家其和施

雅風，2002），計算公式如下： 

冬溫（夏溫）指數=10-2N1-N2+N3 （2） 

其中 N1 為寒冷指數-2 之年數，N2 為寒冷指數-1 之年數，N3 為寒冷指數 1 之年數。此公式為

求得十年期的冬溫和夏溫指數，以 10 當作平均值，減去偏冷的年數、加上偏暖的年數，可得到一

個簡單的距平值，方便與其他代用資料所得到之溫度序列的趨勢作比較。冬夏溫指數以十年為計

算單位，基數是 10，再依照其下雪與結冰的狀況給予寒冷指數的加減，因此若冬夏溫指數為 10，

表示氣溫為正常狀況，低於 10 表示偏冷，高於 10 表示偏暖。 

 整體而言，氣溫比降水資料量少了許多，後者可呈現五個分區及全區的逐年變化，而前者是

呈現全區十年期的冬溫及夏溫變化。首先依表 5 描述的大雪或酷熱等自然現象，訂定出冬季和夏

季的寒冷指數，再根據公式（2）計算出冬季和夏季的十年期溫度指數。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是用歷史文獻來重建過去氣候與特殊天氣狀態，降水資料均是源自文字描述，的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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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法將乾溼狀態明確化的困難，僅能參考前人研究如鍾兆站和趙聚寶  (1994) 及王紹武等 

(1993) 的分級方式分出濕、偏溼、正常、偏乾及乾五種等級。溫度資料亦有類似問題，僅能參照

王紹武和王日昇（1990）及陳家其和施雅風（2002）的分級方式訂出寒、偏寒、正常及偏暖等四

種等級，這是本研究的局限。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降水特徵1 

1. 全區降水資料量分析 

研究區降水資料分布（圖 3a）顯示，無資料的年份共有 52 年，多分布於明代前期，這可能

係當時降水狀況正常而無任何記載。與全國之資料量（圖 3b）相比，發現明代前期全中國的資料

量較為稀少，在 1379-1402 時期資料量為最少，此階段之資料量每年少於 40 筆，其中有十五年少

於 20 筆的，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資料量也跟著增加。其中全中國資料量較多的三個時期，也就是

1528-1529 年、1586-1587 年與 1639-1642 年，研究區資料量亦較多，二者變化相當一致。 
 
(a) 

 
 
 
 
 
 
 
 
 

(b) 
 
 
 
 
 

圖 3 明代(a)研究區所有代表測站降水資料量及 (b) 全國資料量變化圖 

 

圖 3 明代 (a) 研究區所有代表測站降水資料量及 (b) 全國資料量變化圖 

                                                             
1 本文用「乾濕」一詞，進行對降水多寡的陳述，比如大雨浹月是 1 級濕，少雨是 4 級偏乾。然而，

氣象學中的「乾濕」，描述的是地表水氣量的多寡，其至少（因為還有輻射量、通風指數及地表植被

等因子）是由降水和溫度（導致蒸發）二個氣象變數共同決定。因此，降水多寡不必然等同於乾濕狀

況。 

資
料
量 

資
料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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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區降水特徵 

這個部分將討論長江三角洲五個分區的極端及平均降水特徵，這五區分別是江北、湖東、湖

西、杭嘉湖及上海。 

江北歷年極端乾濕序列（圖 4a 細實線）在 1430 年之前，降水呈現較為平緩偏乾的狀態；

1430-1560 年期間，出現乾濕交替，因乾旱出現的次數多且強度較強，明顯偏乾。十年移動平均

（圖 4a 粗實線）顯示，乾濕等級由正常轉為偏乾再轉為正常，大致以二十年為一周期；在 1560

年後逐漸轉為偏濕，直到 1588 年突然轉乾，之後乾旱逐漸增強，尤其 1633-1643 年這十年中出現

了四次的五級乾。整體而言，僅 1560-1587 年是明顯偏濕，其餘皆為偏乾或正常年。江北歷年平

均乾濕序列（圖 5a 細實線）在 1460-1500 年，均為乾旱等級，1500 年以後才逐漸有乾與濕的交

替出現。十年移動平均（圖 5a 粗實線）在 1368-1460 年呈現平緩偏乾；1460-1560 年此百年期間

呈現二十年周期的波動，由正常轉偏乾再回到正常； 1560-1587 年偏濕，在 1588 年以後逐漸轉

乾，且乾旱程度漸強。以十年移動平均來看，江北的平均降水偏少，僅 1568-1587 年除外，其餘

皆呈偏乾狀態。 

湖東歷年極端乾濕序列（圖 4b 細實線）在 1400 年以前有五年為四級偏乾，其他則無資料或

呈現正常的三級，十年移動平均（圖 4b 粗實線）呈相對持平穩狀態；1400-1461 年後，乾濕交替

趨於極端；1480-1560 年乾濕現象交替出現，但有乾旱漸強、濕潤漸弱的趨勢；1561 年後再逐漸

轉濕，直到 1562 年回歸正常，此後乾濕交替出現，直到 1625 年後轉乾。湖東歷年平均乾濕序列

（圖 5b 細實線）在 1433 年以前乾濕趨勢相當平緩，多為第三級，其原因為量測站資料量太少且

強度不大，資料平均後趨於第三級正常。1434-1465 年乾濕交替，強度也相當；1466-1550 年乾濕

持續交替，約以十年為週期；1551 年後趨於平緩，接著從 1561-1624 年開始偏濕，1625 年後明顯

轉乾且強度漸增。整體來說湖東地區在明代前期乾濕趨於正常，中期乾濕交替但乾旱較強，後期

長期偏濕但最後偏乾。 

湖西歷年極端乾濕序列（圖 4c 細實線）在 1368-1428 年，因為資料量少多呈現第三級；

1429-1560 年乾濕交替，1481 年以前偏乾，後四十年偏濕，接著四十年則偏乾；1561-1643 年，一

開始多為平緩的第三級，1588 年稍微轉乾後，1591-1621 年就進入長期的偏濕，1623 年後極速轉

乾且強度隨時間漸增強。湖西歷年平均乾濕序列（圖 5c 細實線）可看出，1368-1428 年因為資料

量不多，也多呈現第三級正常年，十年移動平均（圖 5c 粗實線）顯示， 1429-1560 年一開始較

乾，1492 年以後乾濕交替，約為十年的週期，1520 年以後明顯偏乾，持續四十年一直到 1560 年；

1561-1643 年以第三級為主，呈平滑狀態，1588 年後先轉乾到 1591 年後又明顯偏濕，一直到 1625

年才轉為乾，此後越來越乾。換句話說，可將明代分為三個時期，1368-1428 年平緩偏乾；1429-1560

年乾濕交替且強度增強；1561-1643 年呈平緩狀態，1588 年開始短期轉乾，1591 年後長期偏濕，

持續三十年直到 1621 年後轉乾，強度強及頻率高。 

杭嘉湖歷年極端乾濕序列（圖 4d 細實線）可分三個部份，1368-1466 年中的 1375-1396 年，

連續 22 年無資料，1397-1434 年則整體偏濕，1435-1466 年期間強乾與強濕交替出現，但偏乾；

接著 1467-1560 年，前 54 年係呈現弱乾弱濕交替出現，1520 後進入乾旱的好發期，其中有少許

濕潤年，1532-1560 年達到乾旱最高峰；1561-1643 年乾濕交替。十年移動平均（圖 4d 粗實線）

可看出，先偏乾再轉濕約有 15 年左右的週期，此段時期強度均不大，最後則有偏乾的情況。杭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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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歷年平均乾濕等級序列（圖 5d 細實線）亦可分三個部份，1368-1466 年中的 1375-1396 年連續

22 年無資料，1397-1434 年出現穩定的二級偏濕情況，1435-1466 年有較強的乾濕交替；接著

1467-1560 年，多為弱乾弱濕交替但稍偏濕，後來逐漸轉乾，強度雖不算強，卻是明代最乾的時

期；1561-1643 年則係乾濕交替出現，約 15 年出現一次五級乾，十年移動平均（圖 5d 粗實線）

無明顯週期，且乾濕起伏均不大，末端則有稍乾的情況。 

上海歷年極端乾濕序列（圖 4e 細實線）顯示，1368-1490 年因資料量少，使十年移動平均（圖

4e 細實線）變化平緩，1425-1454 年期間有偏濕情形，時間長但強度弱；1491-1559 年前半期變化

乾濕交替，後半期轉為乾，且強度越來越強，可看出此時為整個明代乾旱程度的最高峰；1560-1643

年又為乾濕交替，1624 年後明顯轉濕，1631 年急遽轉乾，在 1631-1643 年出現六年五級乾，十年

移動平均（圖 4e 粗實線）也可看出強度漸增。上海歷年平均乾濕序列（圖 5e）在 1368-1490 年變

化平緩，十年移動平均（圖 5e 細實線）可看出此時期稍偏濕但強度不強；1491-1559 年出現較強

的乾濕交替，十年平均移動呈現乾、濕、乾交替出現，且 1540 年後越來越強；1560-1643 年前期

出現二級偏濕頻率較高，後期些微偏乾。 

3.全區降水特徵 

全區歷年極端乾濕序列（圖 4f 細實線），因為取全區極端值而得，第三級正常次數相當少見。

十年移動平均（圖 4f 粗實線）可分為三個部分討論：（1）1368-1490 年，前段多為二級偏濕與四

級偏乾交替，後段則有一級濕與五級乾交替，此時期的前期由乾轉濕，再回到乾濕交替但整體偏

乾。（2）1491-1560 年，此時期有較長且較強之乾濕交替，約以十年為週期，直到 1538 年以後轉

為強乾，此階段達到乾旱的最高峰。（3）1561-1643 年，承接前期乾的高峰期再轉為濕的好發期，

1595 年後回到較平緩變化，1632 年後又出現多次的五級乾，可看出急遽轉乾的趨勢。簡而言之，

第一部分整體有乾濕交替的現象；第二部為長時間及強度大的五級乾與一級濕交替出現，因此十

年移動平均曲線呈鋸齒狀的波動情況，以乾的強度較強；第三部分開始轉濕，但因強度減弱，十

年平均移動線呈較微小的鋸齒狀，最後再轉為越來越強的乾。 

全區歷年平均乾濕等級序列（圖 5f 細實線），依其整體特性亦可分為三部分：（1）1368-1424

年，此時期各區資料量少，因此得出第三級正常年較多、十年移動平均線（圖 5f 粗實線）顯得相

當平緩，但仍可看出前期有偏乾，後期則偏濕。（2）1425-1560 年，一開始乾濕交替，1460 年後

轉為偏濕，1491 年後出現五級與一級之極端值交替，1523 年後轉為長時間的偏乾期，由十年移動

平均線看來，此時期起伏大，呈現鋸齒狀且偏乾。（3）1561-1643 年，呈現乾、濕、乾交替，1638

年後轉為較強的乾，由十年移動平均來看，由小鋸齒狀形成的大凹曲線，整體偏濕的曲線由底部

突起轉為偏乾，而曲線的最後也上揚達到明代偏乾的最高峰。整體來說，前期乾濕強度相當且均

弱，中期雖乾濕交替，但轉為極端乾濕交替，整體而言乾較強，後期長期偏濕，最後急遽轉強乾。 

比較全區的極端與平均乾濕序列發現，兩者皆係前期偏乾，1428 年後乾、濕的強度都增加，

極端序列的乾濕強度相當，但平均序列中，乾等級發生的頻率高，1468 年後兩者情況較一致，乾

濕交替的頻率約十年，差別在於極端序列的強度大，1508 年以平均序列出現乾的程度逐漸加強，

極端乾濕序列則到 1458 年才較為明顯，兩者在 1568 年後接為乾轉濕；1598 年後極端序列的乾濕

交替頻率高，約為一年，但平均序列的乾濕交替率較低，約為 5-10 年，最後轉為強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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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江北 

 
 
 
 
 
 
(b)湖東 

 
 
 
 
 

(c)湖西 

 
 
 
 
 

(d)杭嘉湖 

 
 
 
 
 

(e)上海 

 
 
 
 
 
(f)全區 

 

 
 
 
 

圖 4  明代 (a) 江北，(b) 湖東，(c) 湖西，(d) 杭嘉湖，(e) 上海及 (f) 全區極端乾濕等級序列圖。

乾濕等級數值 1 至 5 分別代表濕、偏濕、正常、偏乾及乾等 5 種等級分類，所以數值較高

代表較乾狀態。 

逐年極端乾濕等級         10 年極端乾濕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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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江北 

 
 
 
 
 

(b)湖東 

 
 
 
 
 
(c)湖西 

 
 
 
 
 
(d)杭嘉湖 

 
 
 
 
 

(e)上海 

 
 
 
 
 
(f)全區 

 
 
 
 
 

圖 5  明代 (a) 江北，(b) 湖東，(c) 湖西，(d) 杭嘉湖，(e) 上海及 (f) 全區平均乾濕等級序列圖。

乾濕等級數值 1 至 5 分別代表濕、偏濕、正常、偏乾及乾等 5 種等級分類，所以數值較高

代表較乾狀態。 

逐年平均乾濕等級          10 年平均乾濕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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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區降水結果的區域差異 

將各區的極端與平均乾濕序列做比較，可得到各區乾濕現象較為明顯一致的時間，分類出明

代乾濕的四個時期（表 6），並將各區依此四個時期去計算出每區在每個時期的平均序列之年均乾

濕等級值，可得到表 7 所呈現的等級值。接著依照表 7 畫出此四個時期乾濕的空間分布圖（圖 6）。 

 
(a)                                           (b) 
 
 
 
 
 
 
 
 
 
 
 
 
 
 
 
 
 
(c)                                           (d) 
 
 
 
 

 

 

 

 

 

 

 

 

圖 6  明代(a) 第一時期，(b) 第二時期，(c) 第三時期，及 (d) 第四時期各區年均乾濕序列分布

圖。乾濕等級數值 1 至 5 分別代表濕、偏濕、正常、偏乾及乾等 5 種等級分類，為無因次

單位，數值較高者代表較乾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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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乾濕等級、冬夏氣溫及颱風數在明代四個時期的變化 

時期 第一時期 第二時期 第三時期 第四時期 
明代 明代前期 明代中期 明代中後期 明代後期 

年 
1368-1519 年 

共 152 年 
1520-1559 年

共 40 年 
1560-1624 年

共 65 年 
1625-1643 年 

共 19 年 
乾濕別 乾濕交替 偏乾 偏濕 偏乾(較第二時期強)
冬溫 冷暖交替(1432-1519 年) 偏暖 前暖後冷 偏冷 
夏溫 偏暖(1374-1519 年) 偏暖 前暖後冷 偏冷 

颱風次數 18 6 34 17 
颱風次數比例 1 12% 15% 52% 89% 

註 1：颱風次數比例是某時期的颱風次數除以該時期的年數 

表 7 各研究分區四個時期的乾濕等級 

地區 
 時期  

湖東 江北 湖西 杭嘉湖 上海 

一 2.96 3.18** 3.09 3.00 2.89* 
二 3.44 3.35* 3.53** 3.44 3.43 
三 2.69* 2.94** 2.83 2.88 2.82 
四 3.58 3.66 3.92** 3.21* 3.29 

註：表格內*為當期最低值（濕），**為最高值（乾），粗體為四時期之最高值與最低值。 
 
我們可以發現在第一時期（1368-1519 年）乾濕交替期，各區乾濕狀況較不明顯，江北區偏

乾，而上海區偏濕，其它區則接近正常；第二時期（1520-1559 年）整體偏乾，各區年均等級皆

大於 3.3 級，以湖西區最乾，乾旱較輕微的地區則為江北區；第三時期（1560-1624 年）為偏濕時

期，湖東區偏濕情況最強，年均等級遠低於其他區，而江北區相較於其他區輕微，接近正常年；

第四時期（1625-1643 年）各區整體又趨向偏乾，其中最乾區為湖西區，年均乾濕序列出現最大

值 3.92，次乾區為湖東與江北區，兩者的年均乾濕序列也相當高，甚至較第二時期任一區的年均

序列都來得高，可知第二時期與第四時期同樣偏乾，但第四時期的偏乾現象明顯較強。此外，由

表 7 可知第二與第四這兩個偏乾時期，最乾的地區都是湖西區，也就是說在長江三角洲整體偏乾

的時候，都以湖西區為最乾；各個時期當中，年均值較趨向中間值的地區則是杭嘉湖區，表示在

長江三角洲地區出現極端乾濕變化時，此區是較無極端變化。 

（二）溫度特徵 

1. 冬溫指數 

冬溫資料量（圖 7a）相當有限，1368-1434 年無冬溫資料，因此冬溫的計算自 1435 年開始。

1435-1643 年期間，僅四年資料量突然遽增超過十筆以外，其他年都不超過十筆資料，資料量的

分布大致上前期較為零散，僅後期從 1623 年以後才較為密集。針對資料量較多的幾個年份，我們

發現多為同一事件，它們有著類似或相同敘述的氣溫狀況，由資料量較多的現象可知在那些年份，

因發生特殊氣溫現象的範圍相當廣，許多縣市都有著相同或類似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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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7  明代 (a) 冬溫及 (b) 夏溫指數資料量統計 

冬溫指數（圖 8a 細實線）在 1515 年以前，也就是 1435-1465 年、1475-1485 年、1505-1505

年這三段期間，冬溫指數明顯較低，氣溫較寒冷；1515-1575 年則是氣溫較暖期，但與正常年指

數 10 相比，仍較現代寒冷；1575 年以後溫度又明顯下降， 1605-1625 年又回升，1625 年後則又

降到全明代最低，最後氣溫稍為又回升了一些。五十年移動平均線（圖 8a 粗實線）呈現前後期低

溫中期高溫的情況。史料整理過程中，確實發現明代長江三角洲地區，冬季有許多年都是下雪或

自然水體封凍結冰的情形。現代上海與杭州的最冷月均溫都在 0℃以上，與明代長江三角洲地區

大雪或水體結冰的情況差異相當大。 

冬溫指數的三十年平均（圖 8b 實線）顯示，由最低溫轉為較溫暖後又再降下，中期回升到最

高溫，之後像下樓梯般逐漸下降再回到最低溫；五十年平均（圖 8b 虛線）在前期指數相當低，之

後逐漸爬升到中期也一樣是最高溫，最後再下降到比一開始更低的低溫。整體而言，冬溫在前期

與後期都是較低溫，而中期較高溫，但與現代相比，長江三角洲在明代仍是比較寒冷的。 

氣溫的資料量雖少，但一致性相當高。只有少數特殊情況發生，例如「1615 年秋九月江蘇常

熟市夜雪，同年冬十一月，浙江省嘉興市天氣暖如春夏蒸溽時。隔年春，江蘇省常州市、無錫市

皆大雪。」這樣在同一冬半年有偏冷又偏暖的記載情況很少見，而我們考慮到秋九月下雪相當少

見，但在當時冬十一月天氣暖如春夏蒸溽時也同樣相當異常，因此不將 1615 年劃為偏暖或偏冷年。 

2. 夏溫指數 

夏溫較冬溫資料量來的多（圖 7b），其中有三年甚至超過了二十筆資料。資料量較多的年份，

多伴隨大範圍的強烈降水或乾旱現象。資料量缺少的年份為 1369-1410 年，這四十年當中僅一筆

資料，此後資料量才有明顯增加，這與明代全國資料量的變化特性相似。 

資
料
量 

資
料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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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年平均         50 年平均 

(a) 
  
 
 
  
 

 

 

 

(b) 

 

 

 

 

 

圖 8  明代 (a) 十年期冬溫指數（細實線）與 50 年移動平均（粗實線），及 (b) 冬溫指數三十年

（實線）與五十年平均（虛線）。 

夏溫指數（圖 9a 細實線）在 1574 年以前，指數值在 10 附近上下波動，差距不會太大，1574

年以後明顯下降，夏溫降低，這樣的現象與此時期明顯偏濕與冷有很大的關係，這當中甚至有幾

年的夏天是有降雪的現象，例如 1601 年浙江省湖州市與 1644 年江蘇省鎮江市皆出現罕見的六月

雪記載。五十年移動平均線（圖 9a 粗實線）可發現，夏溫在 1574 年以前變化相當平緩，接近指

數 10 但不超過 10，也就是說夏溫稍微有偏涼的情況；1574 年後氣溫明顯下滑，直到 1624 年後又

有稍微回升的現象。 

夏溫三十年平均（圖 9b 實線）在 1554 年以前差距不大，前期稍低於指數 10，1464-1494 年

指數為 10，是整個明代最高溫的時期，之後又有些微的下降，1554 年後逐漸下降，1584-1614 年

為最低溫時期，此時夏季降雨時間較長且有兩年降雪的情況發生，1614 年後溫度稍微回升。五十

年平均（圖 9b 虛線）在 1574 年以前相當平緩，幾乎沒有差異，因為差距僅在 0.2 個指數值，1574

年後陡降，1624 年後稍微回升。 

（三）特殊天氣現象的時空特徵 

1. 颱風 

颱風歷年發生次數（圖 10a）在 1560 年以前相當少，每十年不超過五個（圖 10b），前期可能

是因為資料量本身較為不齊全，但中期資料量多但颱風相當稀少值得關注，1560 年以後明顯密集

增加，不論是發生頻率或每年颱風的數量，都有明顯的增加，有三個時期每十年有超過 8 個以上

的颱風，當然記載資料量較為完整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整體而言，在明代 276 年期間，長江三

角洲共有颱風侵襲 75 次，平均 10 年有 2.7 次；若僅以有紀錄的年來說，侵襲次數在 1-4 次。 

逐年冬溫指數         50 年移動平均冬溫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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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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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9  明代 (a) 十年期夏溫指數（細實線）與 50 年移動平均（粗實線），及 (b) 夏溫指數三十年

（實線）與五十年平均（虛線）。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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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明代颱風 (a) 每年、(b) 每十年及 (c) 每月發生次數 

逐年夏溫指數         50 年移動平均夏溫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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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颱風與乾濕四個時期作比較（表 6）發現，在第四時期颱風數比例相當高，其次為第三時

期，第二時期與第一時期相當低，可見颱風數與乾濕時期的關係較不明顯，因為第二與第四時期

同樣都是偏乾，但比例上的差異卻是相當大的。颱風發生月份（圖 10c）主要集中在農曆 5-8 月，

其中 7 月占 56％，6 月占 16％。另外值得一提，農曆 1618 年 2 月 14 日江蘇省常熟市有颱風的記

載，此時有這種情形相當罕見，就連現代都不常見到在這個月份有颱風登陸。 

颱風發生次數的空間分布圖（圖 11a）顯示，發生次數最多（顏色較深）的地區由北向南依

序為常熟市、崇明縣、蘇州市、嘉定區及杭州市，地理位置靠近沿海、長江、黃浦江及太湖。此

外，以上五區除了崇明縣以外，其餘地區都是屬於較高級的行政區，即都市開發程度較高，史料

相對較豐富。雖然颱風是由海上來，但我們發現有些沿海縣市記載的發生次數並不多，這可能是

各縣市記載資料量及都市開發程度差異所致。 

(a)                              (b)                            (c) 
 
 
 
 
 
 
 
 
 

 

圖 11  明代 (a) 颱風 (b) 龍捲風及 (c) 冰雹發生次數與地區分佈，顏色越深代表記載發生的次 

數越多。 

2. 龍捲風 

龍捲風歷年發生次數（圖 12a）以 1515 年發生三次最多，其次為 1637 年發生兩次，其他多

為一次。每十年發生次數不超過五次（圖 12b）。整體而言，在 276 年期間長江三角洲共有龍捲風

侵襲 19 次，平均 10 年有 0.7 次；若僅以有紀錄的年來說，侵襲次數在 1-3 次。發生月份（圖 12c）

多集中在農曆六月共有六次，其次為農曆五月共有三次，另外其他月份例如農曆三、四、七月也

可見到龍捲風，但次數相當少，各月份僅出現一次。龍捲風較常發生於夏季，其次為秋季但遠低

於夏季，春季次數更少僅記載到一次，而冬季則無記載。值得注意發生次數較高的 1515 年三次與

1637 年兩次，由這些事件可知，1515 年的三次各發生於夏季不同的月份，也就是農曆四月、五月

與六月，1637 年的兩次也同樣是發生於夏季，分別為農曆五月與六月。 

龍捲風發生次數記載最多是江蘇省靖江市，在明代總共有三次的記錄，分別是 1540、1564

及 1637 年。由空間分布（圖 11b）可知，龍捲風好發區呈現一個彎月形狀，集中於沿海、長江及

黃浦江沿岸地區，但太湖周圍地區則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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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12 明代龍捲風 (a) 每年、(b) 每十年及 (c) 每月發生次數 

3. 冰雹 

冰雹歷年發生次數（圖 13a）以 1630 年 4 次與 1536 年 3 次為最多，其他有紀錄年的發生次

數多在 1-2 次。總體來說，在 276 年期間長江三角洲共有冰雹侵襲 80 次，平均 10 年有 2.9 次；

若僅以有紀錄的年來說，侵襲次數在 1-4 次。與歷年資料量（未附圖）相較，發現冰雹發生範圍

多為一個縣市或橫跨 2-3 個縣市的範圍。冰雹發生範圍較大的事件，分別為 1634 年有八個縣市記

載與 1373 年有五個縣市記載。每十年發生次數不超過 13 次（圖 13b）。 

發生次數月份（圖 13c）多在農曆四月，其次為農曆三月，往前推逐月遞減，到農曆十二月

甚至沒有發生的記載，發生於農曆五月至十一月的次數均不多。換句話說，冰雹多出現於國曆的

3-5 月，主要為春夏交替之際。高達 46％的冰雹事件發生於夏季（未附圖），其次 32％的事件發

生於春季，冬季最少，僅占 5％。可知明代長江三角洲四季皆有發生冰雹的可能，但以夏春兩季

最多，尤其是夏季發生機率最高。冰雹發生次數的空間分布（圖 11c）顯示，發生次數最高是在

蘇州市與常州市，其次為無錫市與鎮江市，即太湖周圍地區發生數較高，而沿海地區發生數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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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數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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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明代冰雹 (a) 每年、(b) 每十年及 (c) 每月發生次數 

（四）討論 

1. 降水 

本研究發現第四時期（1625-1643 年）在長江三角洲是偏乾的。劉翠溶（2005）發現十六世

紀前半和十七世紀前半是較乾的，尤其是 1637~1641 年的大旱，黃河以北地區幾乎赤地千里。Zheng 

et al.（2006）亦發現中國東部地區在過去 1500 年最嚴重的旱災是在 1634-1644 年。表示此時期的

乾旱是全國性的，影響範圍大且強度也大，在整個中國歷史上是極為少見的。 

2. 氣溫 

與劉昭民（1992）相比，本研究發現在明代中期 1515-1575 年的冬溫是較其他時期來得高，

與劉昭民的明代末葉前半期（1557-1599 年）夏寒冬暖，有部分是重疊的；夏溫方面，本研究發

現在 1574 年以後急遽下降，一直到 1634 年才回升，這也與劉昭民研究結果的夏寒時期有部分重

疊。本研究之冬溫在其他時期例如前期與後期，都相對較低，與劉昭民的研究結果相當接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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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溫的部分，也是到接近明代的中後期才轉為偏低。推測與劉昭民（1992）有部分時間的差距，

可能是他的研究資料來源除了方志與史書外，還包含了花粉化石與動植物分布的研究等，而本研

究主要是根據史料記載。 

3. 特殊天氣現象 

特殊天氣的相關論文較少是明代時期，為利於討論，所以收集現代論文及線上氣象資料庫加

以比較。自行統計自中國颱風網（2009），登陸江蘇、浙江及上海等地的颱風在現代 1949-2008 年，

每十年登陸的颱風個數統計（圖 14a）約有 3-7 個。明代在 1560 年以前每十年次數最大值是 4 個，

與現代數量相當或較少，這可能是取用的現代資料包括登陸江蘇及浙江省的颱風，但不是都經過

長江三角洲，或是當時的颱風數量確實較少；1560 年以後則明顯增加許多，有三個時期每十年有

超過 8 個以上的颱風，則比現代的颱風數更多。若以平均值來看，明代颱風發生數 10 年有 2.7 次，

則較現代少。本研究發現颱風發生月份（圖 10c）主要集中在農曆 5-8 月，其中 7 月占 56％，6

月占 16％。為利於明代與現代颱風發生月份的比較，我們將現代月份轉換為農曆月（圖 14b）。

1949-2008 年颱風登陸江蘇、浙江及上海等地的月份統計（圖 14b，統計自中國颱風網，2009）發

現，現代颱風登陸較明代早約一個月，開始於農曆 4 月，其中農曆 6 月最多，占總數 55％，其次

是農曆 7 月占 26％，不過兩者皆發現颱風較集中在農曆六月與七月，只是比例多寡的差異。明代

颱風發生月份集中於農曆 7 月（國曆 8 月），與現代唐曉春等（2003）在廣東、許浩恩等（2009）

在浙江，以及孟菲（2008）在上海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 

本研究發現明代第四期偏乾（表 6 及圖 6）是以平均乾溼等級來看是偏乾的（圖 5f），但比較

同時期的極端乾溼等級是明顯的乾溼交替（圖 4f）。換句話說，明代在第四期平均氣候是偏乾，

但仍有極端天氣如颱風系統的出現，且比例不低。由冬夏溫結果可看出（表 6），第四期不僅偏乾

也偏冷。因颱風發源於熱帶海洋，行徑方向受太平洋高壓影響大，是否會因為該時期較冷，而太

平洋高壓位置偏移（Shen et al., 2007），使得路徑較易經過長江三角洲，值得進一步研究。另外，

聖嬰現象（Li et al., 2005; Shen et al., 2007）或太平洋十年期振盪（Zhu and Yang, 2003; Shen et al., 

2006）也有可能影響。此時期正值明朝末年，有可能是因為天氣及氣候異常，造成天災頻繁，農

作物收成不好，易產生嚴重飢荒，民不聊生，導致境內有闖王李自成組成農民軍的叛亂事件（Cook 

et al. 2010）。 

我們發現夏季是龍捲風發生最頻繁的季節，與鹿世瑾（1996）在福建，以及薛德強與楊成芳

（2003）在山東的研究發現一致。在空間上，本研究發現發生地點集中於沿海、長江及黃浦江沿

岸地區，但太湖周圍地區則較少，與鹿世瑾（1996）在福建發現沿海地區較多，是有部份相符的。 

本研究得知冰雹發生次數月份多在農曆的 2-4 月（國曆 3-5 月），主要為春夏交替之際，與姚

勝芳等（2007）、龍余良等（2009）及陶云等（2002）結果相近，他們分別發現廣西、江西及雲南

冰雹主要發生季節為國曆 3-5 月、3-5 月及 2-4 月。這是因為冷暖空氣在此時最為活躍，可形成較

大的冰雹與較高的發生頻率。冰雹發生次數的空間分布顯示，太湖周圍地區較高，而沿海地區較

低。這與姚勝芳等（2007）研究結果相近，他們發現廣西沿海地區較少發生。龍余良等（2009）

研究江西省發現，冰雹於鄱陽湖附近發生次數較多，亦與本研究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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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明代 1949~2008 年登陸江蘇、浙江及上海等地颱風的 (a) 每十年及 (b) 每月登陸個數。

為與明代文獻月份一致，此處現代月份已轉換為農曆。資料來源：中國颱風網（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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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明代 (a) 冬溫及 (b) 夏溫 30 年平均（實線）及 50 年平均（虛線）在乾濕四時期（外黑

粗框）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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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分析《中國三千年氣象記錄總集》(張德二，2004)內詳細的記載，本研究探討明代長江三角

洲降水及溫度的時間序列特徵及特殊天氣現象的時空分布特徵，得到以下結論： 

1. 降水與氣溫 

明代乾濕等級及夏冬溫指數可整合成四個時期：第一時期（1368-1519 年）乾濕交替與冬溫

平均（圖 14a）重合的部分發現，冬溫有高有低，第二時期（1520-1559 年）偏乾是位於冬溫較高

的時期，第三時期（1560-1624 年）偏濕前期暖後期冷，第四時期（1625-1643 年）強乾則是冬溫

偏低的時期。第一時期乾濕交替期與夏溫平均（圖 14b）重合部分，夏溫是相當平緩的，第二時

期偏乾仍是夏溫平緩時期，第三時期偏濕與冬溫相同，屬前暖後冷，第四時期強乾則是夏溫稍低

的時期。乾濕四時期與氣溫之間的關係可整理如表 6，第一時期乾濕及冷暖交替，第二時期偏乾

時夏溫與冬溫皆較高，第三時期偏濕期氣溫都在 1584 年以前偏高，此後降低，第四時期偏乾時，

氣溫是偏低的。我們區別出第二與第四時期同為偏乾，但兩者存在差異，第二時期為暖乾，第四

時期為冷乾。整體而言，長江三角洲在明代較現代是更為寒冷的，當時甚至有幾年夏天出現降雪

現象的相關記載。 

2.特殊天氣現象 

颱風發生次數共 75 次，平均 10 年有 2.7 次；若僅以有紀錄的年來說，侵襲次數在 1-4 次。

1560 年以前較少。主要集中在農曆 5-8 月（國曆 6-9 月）的夏秋季節。空間分布以常熟市、崇明

縣、蘇州市、嘉定區及杭州市最多，可能與地理位置靠近沿海、長江、黃浦江及太湖，以及都市

開發程度較高有關。有趣的是有些沿海縣市記載的發生次數並不多，這可能是記載資料量較少及

都市開發程度較低所致。 

龍捲風發生次數共 19 次，平均 10 年有 0.7 次；若僅以有紀錄的年來說，侵襲次數在 1-3 次。

常發生於夏季，其次為秋季但次數遠低於夏季。發生月份多集中在農曆 5-6 月（國曆 6-7 月），但

3-4 月及 7 月亦可見。空間分布以沿海、長江及黃浦江沿岸地區較多，但太湖周圍地區較少。 

冰雹發生次數共 80 次，平均 10 年有 2.9 次；若僅以有紀錄的年來說，侵襲次數在 1-4 次。

發生次數月份多在農曆 2-4 月（國曆 3-5 月），主要為春夏交替之際。發生次數的空間分布以太湖

周圍地區較高，而沿海地區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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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津 臺灣東部東棚海岸域的河流等級研究 151-172

黃朝恩 山坡地坡面要素的地形學計量研究－以埔里盆地大坪頂地區為例 173-212

曾文德 臺北市學齡人口與學校分佈之空間結構 213-258

劉安台 臺北市醫療服務空間結構之探討 259-283

地理研究報告第五期 民國 68 年 1 月 

劉春堤 墨子的地理思想 1-10

石再添 臺灣西南部洲潟海岸的地形及其演變 11-48

陳芳惠 桃園台地的水利開發與空間組織的變遷 49-78

陳憲明 臺灣的農業區域劃分 79-100

李薰楓 臺北市木柵區製造業的調查與分析 101-130

張瑞津 地圖縮尺與河流等級之關係－以臺北雙溪川為例 131-144

吳信政 分版的方法及其在地圖設計上的重要性 145-158

施添福 臺灣人口成長及其空間集中過程 159-182

張弘毅 羅伯漢南 中國鐵路系統與都市通達度之研究 183-188

劉發泉 臺北市士林區與北投區聚落地理之比較研究 189-222

地理研究報告第六期 民國 69 年 1 月 

石再添 臺灣西部海岸線的演變及海埔地的開發 1-36

陳國彥 臺灣地區年降水量的長期變動 37-44

楊萬全 臺北盆地零公尺地區的問題 45-70

蔡文彩 高屏地區各市鄉鎮主要商店街機能活動之地理學研究 71-114

陳憲明 影響臺灣農地生產力空間分布的因素 115-136

李薰楓 臺北市建成區製造業的調查與分析 137-166

張瑞津 臺灣不同地質區之河流等級研究 167-186

吳信政 像片圖色調控制的研究 187-202

施添福 地理學中的人地傳統及其主要的研究主題 203-242

胡金印 中和永和地區商業之空間結構 243-272

賀忠儒 中國近兩千年來氣侯之變遷 273-293

地理研究報告第七期 民國 70 年 1 月 

石再添 臺灣西岸的剖面地形與灘沙粒度 1-36

張瑞津 臺灣的水系網比值 37-60

陳國彥 侵臺颱風之路與強度 61-74

陳芳惠 八德鄉農村社會變遷的空間組織 75-114

陳憲明 彰化地區蔬菜集貨圈的空間結構與生產者的空間行為 115-128

李薰楓 臺北市金屬製品製造業的調查與分析 129-152

施添福 臺灣本島都市化水準的空間類型和變遷及其在區域發展上的意義 153-174

蔡文彩 大都市市區高樓機能活動之地理學研究－以台灣五大都市為例 175-212

鄭勝華 臺灣養蜂業的空間活動 21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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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詠真 嘉義市區的土地利用及其空間結構 247-276

譚柏雅 臺灣西部中型都市中心商業區內部結構之比較研究 277-303

地理研究報告第八期 民國 71 年 1 月 

石再添 石慶得 

張瑞津 黃朝恩  

楊萬全 鄧國雄 

塭子川沼澤區的水文地形學研究 1-40

李薰楓 臺北市舊市區製造業區位的計量分析 41-77

陳國川 農村工業區對鄉村地區人口就業及外流的影響 78-111

張瑞津 臺灣島諸流域的水流等級及水系網比值 112-156

陳憲明 臺灣稻米生產力的區域特性 157-178

陳國彥 屏東縣林邊佳冬枋寮地區地層下陷與海水倒灌之初步探討 179-194

杜智弘 臺灣地區死亡人口之季節性及區域性研究 195-218

孟 靜 臺北市人口分布與成長之空間變化 219-232

蔡文彩 從地理學觀點來看臺灣東北地區各聚落生活圈及濱海公路通車後之變化 233-264

地理研究報告第九期 民國 72 年 4 月 

陳國章 陳憲明 臺北市書店的區位與消費者購買行為 1-19

石再添 張瑞津 

黃朝恩 石慶得 

楊貴三 孫林耀明

臺灣北部與東部活斷層的地形學研究 20-72

楊萬全 地下水開發對環境的衝擊－臺北盆地的個案研究 73-118

張瑞津 臺灣網流的分布及其地形特徵 119-134

孟 靜 臺北市犯罪現象之空間組織 135-165

歐陽鍾玲 學童空間概念的發展 166-204

黃世祝 臺南市蔬集散的空間結構 205-239

蔡文彩 從地理學觀點來看澎湖群島的交通網路及生活空間 240-278

地理研究報告第十期 民國 73 年 3 月 

陳國彥 臺灣之空梅與水分平衡 1-16

施添福 地理學研究在臺灣地區的發展與變遷 17-48

石再添 鄧國雄 

張瑞津 石慶得 

楊貴三 許民陽 

臺灣西部與南部活斷層的地形學研究 49-94

徐達蓉 臺中港特定區的水資源問題 9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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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逸民 香港大氣飄塵的污染 188-214

丁 驌 新疆的植物研究 215-279

地理研究報告第十一期 民國 74 年 3 月 

李薰楓 臺灣五大都市就業區位變遷的計量分析 1-40

施添福 地理教育的情意教學目標設計：一個整合的模式 41-72

孟 靜 臺灣的犯罪現象與地區環境之空間分析 73-100

陳憲明 臺灣青果運銷的區域結構：東勢卓蘭兩產地市場的例子 1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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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彩 臺北地區夜市之研究 145-172

石再添 楊貴三 八卦臺地的活斷層與地形面 173-182

陳國彥 金門的氣候 183-198

張瑞津 濁水溪平原的地勢分析與地形變遷 19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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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家彧 臺北都會區外圍市鎮的發展－樹林鎮的研究 253-272

李明燕 臺灣北端漁港及漁業活動的發展 273-335

地理研究報告第十二期 民國 75 年 3 月 

石再添 鄧國雄 

張瑞津 石慶得  

楊貴三 

臺灣活斷層的地形學研究 1-44

陳國彥 臺灣的柯本氣候機率分類 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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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國盈 臺北氣候變化的趨勢及其都市氣候特性 87-102

陳憲明 臺灣北部高冷地區農業土地利用的研究 10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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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勝華 食物地理研究 261-286

曾國雄 吳水源 臺灣地區市鎮鄉都市化程度特性之研究 287-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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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正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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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彥 臺灣的季節分類試論 5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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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雄 連文光 臺灣地區家庭旅運動態及燃油消費結構分析 10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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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鍾玲 行為地理的內涵與發展 15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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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劍蘭 居民對環境污染的識覺與調適－臺北市南港內湖地區的研究 193-248

地理研究報告第十四期 民國 77 年 3 月 

石再添 鄧國雄 

許民陽 楊貴三 

臺灣花東海岸海階的地形學研究 1-50

陳國彥 臺灣的河川流域之降水量與逕流量形式 51-68

徐勝一 陳國彥 

丘逸民 

自然地理野外實習資料記錄器 69-78

楊宗惠 小區域內部人口分佈的時空變化：大溪鎮的個案研究 7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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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川 新竹市非農產業活動的性質與分布 123-164

潘朝陽 儒家哲學的環境思想 165-188

歐陽鍾玲 「圖片」在地理教學上的應用 18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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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雄 世界能源消費類型之分析－OECD 及其他某些國家 219-234

劉乃綺 北港地區地下水水質變化之研究 235-278

地理研究報告第十五期 民國 78 年 3 月 

石再添 張瑞津 

陳美鈴 林清泉 

曾正雄 

臺北盆地動態環境的綜合研究 1-72

陳國彥 臺灣之乾燥度 73-88

陳憲明 臺灣東部漁撈活動的時間地理學研究 89-116

吳信政 漸層色在地圖表示的應用 117-128

黃朝恩 香港東灣的沙堤堆積物及其地史學意義 129-144

陳國川 新竹地區中地系統結構和消費行為的地點指向 145-180

潘朝陽 觀念論地理學－一個人文主義地理學方法論 181-198

沈淑敏 臺灣北部地區主要瀑布群的地形學研究 199-258

鄧振源 馮正源 

曾國雄 

公共部門多目標投資計畫選擇之研究－以貨物配送中心為例 259-276

地理研究報告第十六期 民國 79 年 3 月 

石再添 張瑞津 

沈曼華 林清泉 

臺北盆地周緣坡地的坡度與土地利用 1-32

陳國彥 徐勝一  

丘逸民 

臺北盆地的降雨特性及與水文災害關係的研究(I)－概念、目的與方法 33-62

蔡文彩 臺北市補習班街的研究 63-90

陳憲明 臺灣東部漁港的機能與區位 91-114

施添福 地理學中的空間觀點 115-138

黃朝恩 臺灣中部火炎山沖積錐群的地形學研究 139-166

陳國川 我國國中地理課程設計的運作模式和內容選擇原則 167-198

鄧國雄 沈淑敏 臺灣海岸山脈泰源盆地河流地形之研究 199-224

楊萬全 歐陽鍾玲 

呂鋒洲 

烏腳病地緣關係之研究 225-246

潘朝陽 苗栗嘉盛庄村廟的空間配置及其內涵 247-276

丁 驌 中國聚落稱謂續編 277-314

地理研究報告第十七期 民國 80 年 3 月 

陳國川 我國國中地理教材的主題和地理概念分類 1-38

施添福 臺灣竹塹地區傳統稻作農村的民宅：一個人文生態學的詮釋 39-62

陳憲明 澎湖北海一帶無人島紫菜採集的領域管理 63-84

石再添 張瑞津 

許民陽 沈淑敏 

琉球嶼的海階及珊瑚礁定年研究 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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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山脈東坡河階的地形學研究 99-146

張燦穩 蘭嶼椰油村雅美族人儀式性漁撈活動之漁場利用形態 147-192

地理研究報告第十八期 民國 81 年 3 月 

汪明輝 Hupa: 阿里山鄒族傳統的領域 1-52

薛雅惠 高雄縣茄萣鄉漁民生活世界的探究 53-108

陳憲明 一個珊瑚礁漁村的生態：澎湖鳥嶼的研究 109-158

潘朝陽 莊子的空間論─「秋水」的詮釋 159-192

石再添 張瑞津  

張政亮 林雪美 

連偵欽 

臺灣北部海岸沙丘之地形學研究 193-240

張瑞津 石再添 

沈淑敏 張政亮 

花東縱谷北段河階的地形學研究 241-292

地理研究報告第十九期 民國 82 年 6 月 

潘桂成 人地關係與文字起源 1-22

陳國川 翁國盈 高中高職聯考地理科試題的品質及其對國中地理教學正常化的影響 23-50

連日清 歐陽鍾玲 臺灣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幼蟲的分布及季節消長 51-68

潘朝陽 粵東原鄉「三山國王」神祇的性質 69-98

石再添 張瑞津 

張政亮 林雪美 

連偵欽 

臺灣西部海岸沙丘之地形學研究 99-148

鄭勝華 Marginal Lands in Taipei Metropolitan Area 149-164

地理研究報告第二十期 民國 82 年 9 月 

潘桂成 耶儒釋道之空間智慧－哲學地理之初探 1-30

潘朝陽 粵東原鄉三山國王崇拜現象－一個文化歷史脈絡的析論 31-56

陳憲明 汪明輝 臺灣山地鄉的酒類消費與飲酒問題 57-100

徐勝一 香港吐露港地區空氣環流之研究 101-146

Marianne 

Rolshoven 

A Field Trip to Taiwan in 1993 147-156

地理研究報告第二十一期 民國 83 年 3 月 

石再添 張瑞津 

張政亮 連偵欽 

林雪美 

臺灣南端與東部海岸沙丘之地形學研究 1-42

張瑞津 石再添 

楊淑君 林譽方 

陳翰霖 

花東縱谷沖積扇的地形學研究 43-74

韋煙灶 陽明山南、北磺溪源流區坡地水土流失特性之探討 75-114

潘桂成 佛國空間－歷史地理學之體會 115-138

陳憲明 1990 年臺灣農業區域劃分 139-172

黃朝恩 地理科戶外環境教學之實驗研究 17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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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研究報告第二十二期 民國 83 年 10 月 

潘桂成 棋局－文化地理之空間透視 1-30

陳國川 美育的發展與地理教材的設計 21-36

孔慶麗 嘉南沿海養殖村落的生態變遷－以虎尾寮為個例研究 37-64

吳素蓮 大屯火山西南坡面地下水流動體系與水資源利用之研究 65-122

Eckart Ehlers 原撰 

楊宗惠編譯 

德國農業與歐體－從保護到競爭 123-139

地理研究報告第二十三期 民國 84 年 3 月 

楊宗惠 臺灣地區人口老化空間變遷與特性分析 1-26

林聖欽 日治時期戶籍資料的內容及其史料價值：以玉里、池上為例 27-54

陳國川 中學地理教學的「體育」和「群育」實踐 55-72

潘桂成 人本主義地理學與形而上學之差異 73-82

潘朝陽 「中心－四方」空間形式及其宇宙論結構 83-108

石再添 張瑞津 

林雪美 張政亮 

劉明錡 陳政典 

臺灣西南部河口地區之地形學研究 109-150

張瑞津 石再添 

楊淑君 楊淑君 

陳翰霖 董德輝 

蘭陽地區沖積扇的地形學研究 151-191

地理研究報告第二十四期 民國 84 年 10 月 

石再添 張瑞津 

林雪美 張政亮 

劉明錡 陳政典 

臺灣東部河口地區之地形學研究 1-38

張瑞津 石再添 

楊淑君 林譽方 

陳翰霖 董德輝 

高屏溪谷與潮州斷崖沖積扇的地形學研究 39-86

徐勝一 陳國彥 

翁國盈 丘逸民 

談中國古籍裡的雨異現象 87-96

潘桂成 儒學空間之理論與實踐 97-118

黃朝恩 環境問題及永續發展的全球尺度研究 119-170

趙建雄 從都市叢林裡的新新人類談後現代的人地關係 171-189

地理研究報告第二十五期 民國 85 年 5 月 

潘朝陽 大湖地方性的構成－歷史向度的地理詮釋 1-42

黃玉容 包籜箭竹筍野生採集與農業栽培活動的空間特性 43-80

潘桂成 以文字地理學談上古中國主食作物 81-116

陳憲明 澎湖群島石滬之研究 117-140

楊宗惠譯註 史脫貝之「福爾摩沙島內地旅行暨新高山(摩里斯山)首次攀登(1898 年聖誕節)記行」 141-196

地理研究報告第二十六期 民國 85 年 11 月 

姜道章 泰州地理學家沙學浚教授－壽沙教授 90 榮慶 1-18

張瑞津 石再添 

陳翰霖 

臺灣西南部臺南海岸平原地形變遷之研究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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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再添 張瑞津 

林雪美 

臺灣北部河口地區之地形學研究 57-116

陳國章 李玉芬 

韋煙灶 

宜蘭地區閩南語使用情形調查報告 117-138

蔡玉琴 淡水河流域降雨時空分析及推估－地理資訊系統的應用 139-206

地理研究報告第二十七期 民國 86 年 11 月 

徐勝一 釋古人之「雷」及「無雲而雷」 1-10

潘朝陽 池永歆 康熙時期臺灣社會文化空間：朱一貴事變為軸的詮釋 11-44

任 茹 鄭勝華 臺灣稻作品種的演化過程及分布趨勢 45-80

楊萬全 高屏溪流域和屏東平原的水資源 81-104

張瑞津 石再添 

陳翰霖 

臺灣西南部嘉南海岸平原河道變遷之研究 105-132

余寶婷 臺灣茶園空間變遷之研究 133-174

陳富美 德國巴伐利亞的地理教育 175-192

地理研究報告第二十八期 民國 87 年 5 月 

吳賽樂 鄉村工業仍存在於臺灣嗎？ 1-12

潘朝陽 臺灣關帝信仰的文教內涵：以苗栗區域為例詮釋 13-36

潘桂成 "環境"在人本主義地理學的意義 37-52

張嘉慧 臺灣甘藷食物供需特性研究 53-82

張瑞津 石再添 

陳翰霖 

臺灣西南部嘉南平原的海岸變遷研究 83-106

鄭勝華 周學政 

陳哲銘 

地理學科網路教學的發展潛力與資源中心建構的概念 107-134

地理研究報告第二十九期 民國 87 年 11 月 

黃朝恩 環境新聞的報導內容及其時空特性－以臺灣地區（民國 75 至 84 年）為例 1-32

歐陽鍾玲 地理醫療體系網研究：以 1981－1990 年臺灣中部醫療體系網為例 33-62

韋煙灶 新竹平原沿海地區生態環境的變遷與居民維生方式的轉變 63-96

張瑞津 鄧國雄 

劉明錡

苗栗丘陵河階之地形學研究 

 

97-112

陳憲明 李玉芬 綠島漁業發展與社會變遷的文化生態 113-142

徐進鈺 邁向一個學習性的區域？臺北－新竹高科技走廊的廠商聚集與技術學習 143-160

王 魯 中國大陸的第四紀冰河 161-184

地理研究報告第三十期 民國 88 年 5 月 

賀忠儒 李薰楓 沙學浚教授對地理教學研究的貢獻為例 1-10

吳信政 沙學浚教授的地圖觀 11-20

王爾敏 沙學浚先生歷史地理學之理論綱領 21-32

李國祁 由澳門興衰析商業殖民所需之地理與歷史條件 33-52

陸寶千 地位價值的隱顯與轉變－以菲律賓為例 53-64

施添福 開山與築路：晚清臺灣東西部越嶺道路的歷史地理考察 65-100

姜道章 「姚譯方校中國地圖學史」糾謬－兼論學術著作的翻譯 1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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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朝陽 從赫特納到沙學浚的地理學本質論 125-158

楊宗惠 地緣政治研究今昔 159-174

陳其南 臺灣地理空間想像的變貌與後現代人文地理學－一個初步的探索（上） 175-220

地理研究報告第三十一期 民國 88 年 11 月 

陳國彥 

Manfred DOMROES 

徐勝一 

Dirk SCHAEFER 

丘逸民 胡金印 

臺灣地區現代氣溫上昇現象與全球溫暖化比較的研究 1-14

王礎儀 廣東西江低窪漬水地環境變遷與基塘資源永續利用 15-30

周學政 王宜珍 

黃士訪 

全球資訊網在國中地理科教學上應用之研究 31-46

葛滿龍 王乾盈 華江高地是否存在？ 47-60

張瑞津 鄧國雄 

劉明錡

頭前溪階地之地形學研究 61-82

汪明輝 臺灣原住民民族主義的空間性：由社會運動到民族發展 83-110

地理研究報告第三十二期 民國 89 年 5 月 

陳憲明 日本串木野之鮪釣漁業發展 1-22

張智欽 礁溪溫泉安全出水量之研究 23-50

黃朝恩 國民中小學課外活動現況的研究：以環境教育為例 51-80

丘逸民 臺北盆地降雨的空間特性的研究(II)：暴雨的分布、深度與面積雨量 81-124

陳柳均 新竹科學城的迷思 125-147

蔡文芳 星巴克人的誕生－都市咖啡消費空間的解讀 147-166

地理研究報告第三十三期 民國 89 年 11 月 

陳國川 日治時代雲林官有原野的土地開發 1-52

黃朝恩 國民中學地理科環境價值教學之研究 53-102

胡金印 恆春地區農業活動在種植時序方面對落山風氣候之調適進展 103-128

吳進喜 羅漢門地區的開發與中心移轉 129-162

陳哲銘 主成分分析與最小雜訊區段轉換對減少超光譜影像維數之比較 163-178

張瑞津 鄧國雄 

劉明錡

新店溪河階之地形學研究 179-198

陳憲明 琉球嶼之鮪釣漁業發展 199-220

地理研究報告第三十四期 民國 90 年 5 月 

胡金印 恆春地區農作空間對落山風之調適 1-34

袁榮茂 經濟再結構及其地方能動性的探討－以大鵬灣地區觀光開發計畫為例 35-62

劉盈劭 沈淑敏 

張瑞津 

陳有蘭溪四個小流域崩塌與土石流發生頻率之研究 63-84

陳憲明 半島馬來西亞的漁業發展：柔佛州的一個華人漁村龜咯的個案研究 85-116

張國楨 地理資訊系統與都市環境災害評估 117-144

林雪美 張喬盛 臺灣東部河口地形的變動時距與循環 145-179

地理研究報告第三十五期 民國 90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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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學誠 黃正良 

夏禹九 

福山及扇平森林集水區飽和土壤水力傳導度之比較 1-20

丘逸民 大臺北地區水利開發的歷程與河岸地利用問題的研究 21-64

陳佳筠 臺灣量販店─一個新零售地理學的討論 65-84

張瑞津 楊貴三 臺灣中部活斷層的分布與地形特徵 85-120

陳哲銘 結合空載超光譜和雷達資料增揚都市地表特徵 121-138

黃朝恩 跨世紀的美國地理教育新貌 139-162

地理研究報告第三十六期 民國 91 年 5 月 

鄭秀蘭 都市郊丘綠地資源利用的時空變遷－以臺北四獸山市民森林為例 1-32

黃朝恩 陳燕釗 

王淑芬 洪肇呈 

國民中學師生的環境意識及環境教育需求研究 33-58

劉瓊如 林若慧 

蔡財興 

遊客遊憩體驗因果關係之研究－以東北角海岸風景特定區為例 59-74

費 傑 侯甬堅 

張青瑤 

基於水文證據的七至八世紀黃河流域氣候推斷 75-84

張瓊文 新店丘陵的土地經營(1810-1890) 85-102

地理研究報告第三十七期 民國 91 年 11 月 

林雪美 彭佳偉 

張喬盛 

颱風事件對臺灣河口地形的影響分析－以水璉溪及中港溪為例 1-22

潘朝陽 周易的環境倫理及其大地關係 23-48

葉宛錡 阿蓮區域祭祀圈的空間結構 49-72

廖依俐 桃園都市景觀的詮釋－以巨蛋、景福宮為例 73-94

廖學誠 金恆鑣 

黃正良 劉瓊霦 

1999-2000 年臺灣南部六龜森林集水區溪流水離子濃度與流量關係之研究 95-112

地理研究報告第三十八期 民國 92 年 5 月 

徐勝一 北魏孝文帝遷都洛陽與氣候變化之研究 1-12

牟重行 王彩萍 中國歷史上的「瘴氣」考釋 13-30

丘逸民 從世界氣候分類系統看中國大陸與蒙古的氣候區劃(1)：柯本分類法 31-54

譚鴻仁 民眾參與與永續發展 55-66

沈淑敏 張瑞津 圖像資料在臺灣地區地形變遷研究上的應用與限制 67-88

地理研究報告第三十九期 民國 92 年 11 月 

林聖欽 臺灣常民命名文化的歷史地理分析－以日治時代鹽水港廳學甲堡學甲寮庄為例 1-36

陳翰霖 張瑞津 曾文水庫對流量及輸沙量的影響 37-54

何洪鳴 周 傑 基於 RS 與 GIS 技術的毛烏素沙漠邊緣地帶環境變化研究—以無定河中游的榆林、

橫山、米脂交界帶為例 

55-66

丘逸民 從世界氣候分類系統看中國大陸與蒙古的氣候區劃(2)：桑士偉分類法 67-94

沈少文 東亞地區植生指標之空間與時間分析：1982～2000 95-104

陳哲銘 Geocaching－高科技的大地尋寶遊戲 105-112

地理研究報告第四十期 民國 93 年 5 月 

陳哲銘 

George F. Hepner 

高光譜資料中都市地表物質的辨別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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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聖欽 九年一貫課程的鄉土空間界定方法 21-44

陳成鐘 臺中縣大里溪鳥類景觀資源研究－以大衛橋至中投公路大橋河段為例 45-66

張政亮 鄧國雄 

吳健蘭 

臺北地區漢人聚落拓墾與地形之相關研究 67-90

韋煙灶 張智欽 新竹市南寮地區的區域開發、聚落及宗族發展之探討 91-120

張芳梅 臺東高中職生對鄉土景觀及特產的認知與看法 121-146

地理研究報告第四十一期 民國 93 年 11 月 

高崇真 周素卿 資訊城市空間組織形式之制度基礎分析：以臺北市寬頻網路的空間形構為例 1-24

歐陽鍾玲 地理與醫療行為模式 25-48

葛滿龍 張瑞津 

王乾盈 

以折射震測法探討新社河階群 49-60

鄧屬予 劉聰桂 

陳于高 劉平妹 

李錫堤 劉桓吉 

彭志雄 

大漢溪襲奪對臺北盆地的影響 61-78

林聖欽 九年一貫課程教師的鄉土資源調查方法 79-98

林雪美 臺灣地區近三十年自然災害的時空特性 99-128

地理研究第四十二期 民國 94 年 5 月 

楊貴三 馮鈺棋 嘉義地區活斷層之地形學研究 1-22

潘朝陽 整全生機論自然宇宙觀：人與自然和諧的環境倫理－以《聖經‧創世記》為主的

詮釋 

23-48

林顯榕 臺北市地下街的空間區位與消費者行為 49-72

黃素真 邊陲區域與「慚愧祖師」信仰－以林屺埔大坪頂地區為例 73-104

譚鴻仁 王俊隆 鄰避與風險社會：新店安坑掩埋場設置的個案分析 105-126

藍淞地 陳哲銘 自導式野外實察教學模組之設計 127-148

地理研究第四十三期 民國 94 年 11 月 

鐘龍治 廖學誠 

陳宛君 劉瓊蓮 

陳美惠 

羅東地區民眾對林業經營的認知與態度 1-20

徐勝一 北風去南風回－論鄭和七下西洋之新說與舊說 21-42

池永歆 洪堡德所奠立之地理學的一種美學傳統 43-60

李瑞陽 姜如憶 應用遙測技術於水稻田判釋之研究 61-82

李明燕 衛星影像融入高中地理試題之研究 83-100

張政亮 張瑞津 

紀宗吉 

遙測與地理資訊系統應用於大甲溪流域之崩塌災害的調查與分析 101-122

地理研究第四十四期 民國 95 年 5 月 

王景平 廖學誠 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節目中環境正義與媒體地方感之分析：以「斯土安康」影

集為例 

1-22

葛滿龍 張瑞津 

王乾盈 

利用淺層反射震測法探討公荖坪斷層 23-33

梁炳琨 原住民族觀光發展的地方建構：鄒族山美社區個案 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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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素真 清代番屯政策與鹿谷鄉清水溝溪下游的區域性 59-87

洪佩鈺 沈淑敏 

陳浦淮 

應用大比例尺影像地圖辨識沙礫質海灘的濱線：以臺東海岸為例 89-106

地理研究第四十五期 民國 95 年 11 月 

陳憲明 印尼巴里島台灣漁業基地的區位分析 
1-22

林聖欽 苗栗縣獅潭鄉客語地名的環境認知分析 
23-50

歐陽鍾玲 台北市醫療設施分佈之地理研究 51-72

莊永忠 陳永寬  

詹進發 

不同流向演算法與集流閥值對數值地形模型河川網路萃取之影響 73-92

林天人 清初河防政策與河工研究：以靳輔的治河為考察重心 93-122

張政亮 張瑞津 運用馬可夫鏈模型與細胞自動機理論模擬植生復育之研究：以九九峰地區為例 123-142

地理研究第四十六期 民國 96 年 5 月 

楊貴三 張瑞津 

沈淑敏 石同生 

埔里盆地的地形面、活動構造與地形演育 1-16

林聖欽 臺灣王爺信仰文化的陸域性格初探：新竹、苗栗長興宮地域的考察 17-46

李明燕 沈淑敏 

林聖欽 

6-9年級學生的世界地理知識：以「地理知識大競賽」為例 47-64

王文誠 赫爾辛基：一個都市地理的分析嘗試 65-80

王冠棋 台北之家誰的家？台灣電影全球在地化的軌跡 81-104

林怡芳 日治時代蒜頭製糖所職住型聚落的生活方式 105-128

地理研究第四十七期 民國 96 年 11 月 

榧根 勇 環境的哲學觀 1-16

鮑曉鷗 西班牙帆船行經太平洋抵達馬尼拉並順著黑潮返航(十六和十七世紀) 17-38

黃誌川 高樹基 

郭鎮維 李宗祐 

地形指數模式在台灣北部山地集水區降雨逕流之模擬：以橫溪集水區為例 
39-58

歐陽鍾玲 概念構圖應用於中學地理教學策略之研究 59-78

洪醒漢 臺北都市空間性的遞嬗：以中華路為例 79-100

鄭漢文 王桂清 雅美族海洋文化感知的生態實踐 101-122

地理研究第四十八期 民國 97 年 5 月 

葉昕佑 韋煙灶 雲林縣口湖地區土壤鹽化現象的研究 1-24

林美慧 廖學誠 台北市景美溪下游河川環境教育發展現況與策略規劃 25-46

李南衡 一九二○年台灣地名變更及語音變化 47-62

周士堯 陳哲銘 高中地理科全球教育的實踐：兩岸學生網路合作學習的教學設計案例 63-84

莊翰華 歐洲整合的「空間」概念之演變 85-104

康培德 東南亞－地名變遷與地理規劃 105-124

地理研究第四十九期 民國 97 年 11 月 

洪醒漢 現代化發展下西安都市策略的空間批判 1-26

吳俊賢 陳溢宏 

林俊成 許秋雁 

居民對試驗林轄區發展社區林業的態度研究：以六龜鄉及茂林鄉為例 
27-40

池永歆 哈特向的地理學方法論研究：回顧與審視 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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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明 清領至日治時代梓官地區的農漁墾殖 61-92

劉怡君 陳國川 戰前新加坡農業土地利用的特色：以義順地區為例 97-122

孫稜翔 蔡衡 八卦山背斜集水區地形計測指標於活動構造意義之探討 123-141

地理研究第五十期 民國 98 年 5 月 

葉韻翠 新加坡組屋政策中的國族政治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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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約 
 

一、 本刊以地理學及相關研究之學術性論文、報導新知等為主，並以未在國內外任何刊物發表過文章

為限。版面公開，歡迎提供各類稿件。 

二、 本刊定於每年五月及十一月出版，並全年徵稿。 

三、 論文含圖表以不超過三萬字（十六開規格，9.5 號字，行距 16.3pt，版面二十頁）為原則。 

四、 本刊文稿請參考「撰稿格式」。(論文若經錄用，格式不符者，本刊有刪改權) 

五、 稿件中涉及版權部分（如：圖片及三百字以上之引文），請事先徵得原作者或出版者（書面）同

意，本刊不負版權責任。 

六、 文稿中圖片以黑白印刷為原則，若需彩色印刷，每篇以四頁為原則，超過圖幅印刷費由作者負擔。 

七、 來稿先經編輯委員進行初審作業，唯注意避嫌原則，經認可後送外審兩名（審查採雙匿名制）。

通過審查之稿件，始刊登在本研究報告上。 

八、 投稿經審查通過後刊登者，每篇酌收審查費 2,000 元，每篇奉贈本刊五本及抽印本二十份，PDF

檔一份。 

九、 來稿請寄文件稿二份及以 Word 儲存之電子檔案（圖片請注意其清晰度）。郵寄地址為： 

10610 北市和平東路一段 162 號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地理研究》編輯委員會 

電子郵件信箱： jgr@deps.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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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格式 
 

一、中、英文論文題目名稱，中文使用標楷體 16 號字；英文使用 Time new Roman 體 14 號字。論文

如有副標題使用「：」或「:」與題目隔開。 

二、中、英文作者姓名，中文使用標楷體 11 號字；英文使用 Time new Roman 體 11 號字。姓名後加

上標之 a 或 b，c，並於論文第一頁（英文摘要之頁）下註明作者服務機關、職稱。 

三、內文之中、日文字體以新細明體 9.5 號字，標楷體為副；西文字體以 Time new Roman 體 9.5 號字；

註釋部分則以 8 號字為主。中、日文之標點符號採用全形符號，西文則採用半形之後空一個字元

為宜。對齊方式以「左右對齊」為宜。 

四、投稿論文如曾獲某機關之經費補助、或曾獲學位、或曾在公開場所口頭發表（註明時間和地點）

必須聲名、或有申謝之意思等情形，一律在文後以上標之*表示。如： 

康熙時期臺灣社會文化空間：朱一貴事變為軸的詮釋* 
The Sociocultural Space of Taiwan During the Kangxi Reign Period: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Zhu Yigui Incident 

潘朝陽 a               池永歆 b  

Chao-Yang Pan          Yeong-Shin Chyr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1997 年 6 月第一屆臺灣地理學術研討會暨陳國章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    一、範例 

a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教授         二、範例（8 號字體） 

b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五、附中、英文摘要，置於正文之前(中、英文摘要，各不超過五百字為原則)，使用 8 號字。並請列

出關鍵詞 Keywords（粗體字），以五個為限。 

 

六、主標題如前言、研究方法…等，不需加註項次，置中排列 14 號粗體字體。主標題下之次標題以：

(一)置左排列 11 號粗體字體。 

1. 置左排列 9.5 號粗體字體。 

(1) 置左排列 9.5 號粗體字體。 

 

七、圖表格式如下： 

(一) 文中插圖與表，請予以分開編號，如圖 1、，圖 1-1、，圖 2、，表 1、，表 1-1、，Fig.1.，Tab.1.，…，。

名置於圖下方置中對齊，表名置於表上方置中對齊。 

(二) 論文中統計數字以阿拉伯數字書寫，所有度量衡單位以西文書寫，並採用國際 10 進位為原則，

如 cm、kg、ppm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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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圖及表格繪製與配置請參照十六開規格（19 公分×26 公分）加以設計，加上圖號及圖名，並

儘量直接插入論文檔中適當位置。如需掃瞄、縮製，應先注意其清晰度。 

 

八、文中附註請頁下註形式，請在該段文句末，句點或逗點前右上方註明編號。如： 

     ……因此五千年前史書已有種稻記載 11，…… 

11
曲禮（下），禮記五。 

 

九、文中引文格式 

(一)文中引文請在該處以括弧註明作者姓氏、年份及引用之起迄頁碼。 

      1.「直引」（文引）的寫法。如： 

……寺廟是臺灣漢人社會文化的基象徵（key symbol），寺廟與漢人聚落的建立是亦步亦趨

地相伴出現（余光弘，1988：155）。  中文之刪節號共 6 小點 

…Jude when these generalizations are no longer sustainable…（Smith, 1978b: 67）  西文之

刪節號共 3 小點 

2.「意引」的寫法。如： 

……目前頭前溪之計畫排洪流量為 11,200m3/sec（水利局，1997），… 

……，並使對都市結構性問題的挑戰得到有力的解決（Castells, 1983），… 

3.「間接引用」的寫法。如： 

……「在臺灣，漳州、泉州二語，發音略有差別，泉州系語音較重，而安溪、頂郊尤甚，

漳州系語音則較為輕清。」（吳槐，1976；引自林再復，1985） 

   (二)文中網路引用文獻，如： 

，國科會科學技術資料中心（2003/02/17）…… 

   (三)其它文中引文格式 

1. 作者為三人以上或作者為主編，則寫成如： 

潘朝陽等（1999：20-24）…… 

董忠司編（2000：5）…… 

2. 引用該文章中該作者所引用的文章或圖表，請在該處以括弧註明：原作者姓氏，年份：起

迄頁碼；引文作者，年份：起迄頁碼。 

3. 引同一作者在一年中有一篇以上論著，則在年代之後以小寫英文字母 a, b, c 表示出版先後。 
 

十、文末引用文獻  置中對齊，14 號字 

(一) 全部引用文獻移至文末，年代用西元，不同語文之文獻按中文、日文、西文順序編排。 

(二) 文獻如為期刊或論文集論文，則文獻內各項排列次序為：作者姓名（年份，用西曆）：〈篇名〉，

《刊物或論文集名稱》，卷數（號數）：頁數起迄。 

1.中文，按作者姓氏筆劃，由少而多排列。如： 

林朝棨（1963）：〈臺灣之第四紀〉，《臺灣文獻》，14（1-2）：91。 

2.日文，按論文出版年代，先後順序排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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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高幸‧前田 昇‧井上 茂‧高橋達郎‧與田也誠一‧守田 優‧岡 義記‧池田 碩‧大

橋健‧加藤瑛二（1965）：〈阪神とのそ周邊との地形〉，《地理學評論》，40(11)：585-600。  

第二行以後內縮兩個全形字 

3.西文，西文按作者字母先後順序排列。如： 

Findlay, A. M., Wenelblat, A. & Graham, E.(1991):The challenge facing population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5(4):149-162.  第二行以後內縮 4 個半形字，篇名僅字首大

寫，其餘一律小寫。 

(三) 文獻如為專書，則文獻內各項排列次序為：作者姓名（年份，用西元）：《書名》（版次，如使

用第二版以上時）。出版地（以都市名為準）：出版社，起迄頁數。 

1.中文，按作者姓氏筆劃，由少而多排列。如： 

劉金和（1994）：《臺灣地區教育與研究網路整體規畫研究》。新竹：交通大學資訊管理研究

所碩士論文，106-107。  第二行以後內縮兩個全形字 

2.日文，按論文出版年代，先後順序排列。如： 

板倉勝高（1981）：《地場產業の發達》。東京：大明堂。 

3.西文，按作者字母先後順序排列。如： 

Wenelblat, A. (1993):Virtual reality applications and explorations. (2nd) N. Y.: Academic Press Inc. 

第二行以後縮 4 個半形字。如為第二版以上則加括弧說明。 

Chung, Raung-fu (1996):The Segmental Phonology of Southern Min in Taiwan. 臺北: 文鶴出版

社.  中文字仍以西文標點符號處理。 

(四) 文獻如為網路資料，則文獻各項排列次序為：作者姓名（年份，用西曆，如年份不詳則以「？」

表示）：〈檔案名〉，《網址或網站名》。網址。（瀏覽或摘錄日期） 

國科會科學技術資料中心（2003/02/17）：〈博碩士論文授權書〉，《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

技術資料中心》。http://www.stic.gov.tw/。（2005/12/25 瀏覽） 

 

十一、論文附謝辭、後記者，請置於論文末尾，以新細明體 9.5 號字書寫，以不超過五百字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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