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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林業政策推動成效之研究：以宜蘭縣林美社區為例* 

A Research of the Effectiveness to Promote Community Forestry 
Policies：A Case Study of Lin-Mei Community in Yilan County 

 林鴻忠
a
          林浩立

b
             

 

Hong-Chung Lin      Hao-Li Lin       

  Abstract 

Since the year of 2003, Lin-Mei community has been involving in community forestry through 

manpower training, resource investigation, green landscaping,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planning, 

nature trails, the forest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even the operation of ecotourism. There are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so far for all works above mention.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 on community 

leaders, on the societal level: Community has accumulated experience in community building, the 

organization has clear regula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welfare for the elderly and students. The 

community hold activities with the school resources nearby to inherit community culture, and they solve 

any problem by wa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On the economic level: the main source of community 

income are from resource recycling, interpretation service, style meals, and kumquat products, etc. On 

the ecological level: there are 86% of forest area in the community which have abundant ecological 

resources. When the nature trail were to start using , the concepts of correct conservation were inspired 

in community , and stared to make advocacy for visitors in the meanwhile. After observation records 

and a questionnaires survey, the outcome showed about 29 million tourists visiting the Nature trail in 

Lin-Mei community in a year. It also showed that men are slightly more than women, and mostly young 

adults from the northern region among the tourists. The consumption there averages 1,500 NT dollars 

per person for one day ride. If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annual visitors, Lin-Mei community produces 

local value about 400 million. Tourists respond their high satisfaction in landscape maintenance, 

interpretation facilities, viewing platforms and trails with ecological engineering methods by using 

natural materials. With regard to the ecotourism cognition, most visitors agree to implementing 

                                                             
* 本文初稿曾口頭發表於 2013 年 10 月社區林業十年回顧與展望暨生態傳播學術研討會。 
a 國立宜蘭大學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兼任教授。 
b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生物資源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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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total mass control for nature trail, and around 71% of them are willing to pay within 20 NT 

dollars to 30 NT dollars. This shows that most tourists have perceived the importance of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Community forestry,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Nature trail, Ecotourism, Nature 

conservation 

摘  要 

林美社區 2003 年起參與社區林業迄今，透過人力培訓、資源調查、綠美化、環境解說規劃、

自然步道及森林資源之認養管理，甚至生態旅遊之操作均有初步成果，經社區幹部深度訪談結果，

在社會層面：社區已累積社造經驗，組織訂有章程，重視老人及學生福利，藉活動融入學校資源

並傳承社區文化，以民主機制解決問題；在經濟層面：資源回收、解說服務、風味餐及金棗產品

等是社區主要的經濟來源；在生態層面：社區 86％之山林地帶，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自然步道

啟用後，啟發社區正確的保育觀念，並進行遊客宣導。依觀察紀錄與問卷調查，估計林美石磐步

道遊客每年約有 29 萬餘人，男性略多於女性，來自北部地區之青壯年居多，以車程一日遊為主，

平均每人在地方消費約 1,500 元，若依年遊客量，則林美社區帶給地方產值年約 4 億餘元；遊客

對於景觀維護、解說設施、觀景平台及步道以生態工法使用自然材料之滿意度高；在生態旅遊認

知上，遊客多數同意自然步道實施動態總量管制，且 71%願付費，付費額度 20 元~30 元，此顯示

大多數遊客已重視自然保育及永續發展。 

關鍵詞：社區林業、環境解說、自然步道、生態旅遊、自然保育 

前 言 

越來越多的學者專家倡導改變傳統的排他性的自然保護政策，選擇基於地方賦權的方式，引

進民間的力量，使他們能夠以森林保護為目標做出貢獻，也同時維護農村和依賴森林為生的居民

的基本生活權利（Kashwan, 2013；Hajjar et al., 2012）。例如，Carvalho-Ribeiro et al.（2010）在葡

萄牙 Minho 地區探討多功能森林管理的政策層面，提出了一種結合當地社區，國家公園，當地林

業官員的一系列參與合作規劃和制度設計。由於森林生態系經營，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育，是林業

機構之重點工作，所以要落實自然保育、生態旅遊及各項林業政策，創造林業經營與社區發展雙

贏局面，則有必要加強與社區建立夥伴關係，因為社區是民眾公共生活最基本的單元，林業的發

展必須根植於社區，較易集中力量，獲致整體成效，使民眾有感與認同，而社區也必須建立共同

意識，關心自己的家園，協力經營，社區才能永續發展。在現有法律規範下，林務局應如何與社

區建立夥伴關係，讓林業走出去，民眾走進來的精神具體落實?推動社區參與森林及生態保育工

作，與社區共同分擔經營管理責任並分享執行成果，是值得努力的方向。而社區參與的具體做法，

可藉由社區總體營造之操作來實現，因此，林務局於 2001 開始研擬「社區林業-居民參與保育共

生計畫」，執行一段時間後，引起國內學者專家的注目與重視，而紛紛投入研究，並發現國外多年

來已有許多同樣的策略在進行著，同樣以社區林業（Community forestry）一詞探討各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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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林業源自於印度林學家 Westoby 於 1968 年第九屆英聯邦林業大會上首次提出的社會林業

（Social forestry），並指出林業不只是樹木的問題，而是有關人的問題，1976 年聯合國農糧組織

（FAO）首先引進了社區林業一詞，主張當地民眾參與林業活動，以尋求與周遭自然資源的永續

發展。近年來，國際社區林業強調在地人管理在地自然資源的主張，亦即權力去集中化的森林管

理形式（盧道杰等 2011 引自 Masse1995）。國際自然資源經營管理在 1960、1970 年代歷經效益低

落，衝突四起與反省摸索，逐漸認知以政府為主的極權菁英式經營管理方式，無法有效因應多元

變化的各種情形，1980 年代，部分開發中國家以社區為基礎的小尺度參與森林經營管理的嘗試獲

致初步的進展，1990 年代，工業國家逐漸接受社區林業典範，全世界對森林的角色與森林對社會

的價值起了大幅變化，帶動森林經營管理的變革（盧道杰等 2011）。聯合國農糧組織鑑於地球森

林資源大面積遭受破壞，且嚴重影響生態環境，乃陸續提出森林與週邊社區共同發展策略，1978

年第八屆世界林業會議，以森林與社區之關係為討論主題，社區林業概念開始萌芽，1997 年第十

一屆世界林業會議，149 個國家參加，包括政府及非政府組織，共同宣言指社區林業是整合環境

保護與社區發展的最佳方法，之後 2003 年、2005 年世界林業會議亦以社區林業為討論主題之一。

每一個國家之地理環境、政策、社會狀況及住民習慣不同，社區實施情形也有差異，社區類型依

凝聚力的程度，大致可分為理想型社區、暫時型社區、無意願型社區，但不論何種類型，在參與

夥伴間之空間關係，介入行動規劃，是適合的方法（Hamdi and Goethert, 1997）。開發中國家以社

區生活需要為主，主動要求政府協助，常著眼於勞務提供，如造林工作，至於森林經營管理甚少

介入，多數利益還是掌握在地區菁英與非在地居民，且國家仍保有關鍵性的決策與管理權；已開

發國家則在維持社區穩定，並以市場為導向，政府提供協助教育訓練，社區居民實際參與，分享

自然資源之決策權及管理權，並研發各種社區特色（盧道杰，2003；廖學誠，2004；鐘龍治等，

2005；陳美惠等，2006；Duinker et al., 1994；Mallike and Rahman, 1994）。 

台灣社區林業計畫，初期以小額經費引領社區參與，進行雙向溝通及社區人力培訓，讓政府

釋出善意，嘗試將原本單向且強勢的政府決策執行，改為由民眾主動提出看法和意見，更考慮社

區住民的就業機會與帶動地方產業等措施，作為良好互動的暖身，社區林業採三階段推動，第一

階段是觀念宣導及人才培育，第二階段以營造林業示範社區為目標，第三階段以森林協同經營為

願景。2002 年 3 月林務局開始啟動「社區林業-居民保育共生計畫」，2004 年正式更名為「社區林

業計畫」並分資源調查、林政、水土保育、造林綠美化、育樂等五篇，2005 為配合行政院推動「臺

灣健康社區六星計畫」，凸顯環保生態、環境景觀之重要性，再整併為自然資源調查、森林保護、

森林育樂三篇，並調整經費，起步型十萬內，進階型二十萬內，均以軟體建設為主；第二階段經

費第一年為整體規劃年一百萬，行動年第二年至第四年，每年一百伍十萬元，此為凝聚社區共識

營造林業示範社區，第三階段森林協同經營，則將另訂相關辦法，而社區綠美化則配合不同科目

之經費單獨成立綠美化計畫，惟均以營造社區環境景觀為目標。從 2002 年起至 2012 年止，林務

局共超過 900 個社區參與，通過 2000 多個計畫，二階段則有 5 個社區進階，目前尚未有進入第三

階段；羅東林區管理處至目前為止社區參與 97 個，通過 246 個計畫，2 個社區參與第二階段計畫，

其中自然資源調查占 48%，森林育樂占 43%，森林保護占 9%，以上列統計，社區林業第一階段

以自然資源調查及森林育樂等申請比例較多，顯示社區大多朝著生態旅遊的規劃與培力在預作準

備。Yaman and Mohd（2004）曾建議馬來西亞政府以生態社區為基礎發展生態旅遊，可降低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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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幫助資源永續利用，並促進社區經濟能力，是一個好的方向。 

林美社區係由羅東林區管理處輔導而進階至第二階段之社區，目前已完成規劃年、行動年第

一年及第二年，本文為求瞭解林美是否已具有林業示範社區之型態，而針對社區歷年來之操作表

現及遊客參訪自然步道之觀感與反應，來應證社區林業推動成效及社區發展生態旅遊的程度。 

研究區域與方法 

（一）研究區域 

研究地點選擇進入第二階段操作的林美社區，它是礁溪鄉最後開墾的山村，位於宜蘭縣礁溪

鄉西側，由宜五號道路至礁溪火車站約 3.5 公里，交通尚稱便捷，社區總戶數 386 戶，居民 1480

人，多以農耕及種植蔬果、果樹等為業；林美村總面積約 824 公頃，山地占 86%以上，林美山勢

平緩，除了蒼翠的森林，尚有多處湖泊、瀑布、溪流，居高臨下可鳥瞰整個蘭陽平原，村內著名

的生態產業資源主要如下： 

1. 石盤瀑布 

石盤瀑布位於林美山上，草湳胡的上方約 1 公里處，海拔 340 公尺，是得子口溪的上游，因

一巨大無比的四稜砂岩橫倘溪中，溪水只好漫過岩石，從十幾公尺的高度傾洩而下，形成極為壯

觀的石盤瀑布，其實它是一瀑布群，自石盤處沿溪`而下，石盤表面積約 300 坪，由於長時間的風

化和水流作用，形成奇特的石景。 

2. 草湳胡 

草湳胡也稱為下埤湖，位於高爾夫球場的西側，約 3 公頃，湖的下方原為水田，皆利用該湖

水灌溉，但目前已變成球場，上方為頂埤湖，現已變為盆地，成為茶園。下埤湖每年冬季候鳥成

群，湖中魚、蝦、河蚌、河蜆、菱角甚多。 

3. 五峰茶園 

早期拓墾先民自唐山引進茶種，迄今已有百餘年歷史，當時完全是人工製茶，由於林美山區

日夜溫差大，梅雨季節終日雨霧彌漫，十分適合茶葉的生長，加上引用純淨的山泉水灌溉及精良

的技術，造就韻味甘美，耐泡且不失原味的五峰茶。 

4. 金棗園 

金棗是最能代表宜蘭的一種水果，原名金柑，因長橢圓形，很像金色棗子，故稱金棗，全台

種植面積約 250 公頃，產區大多數在宜蘭縣，自然而然成為宜蘭特產，林美社區就占約 80 公頃，

居民和金棗建立密切關係，是林美社區非常重要的農產品。 

5. 黎明牧場 

宜蘭的鴨產業歷史久遠，黎明牧場致力於鴨產業的推廣，從優良品種的選育、種鴨的繁殖場，

在全台表現優異。近年來努力研究鴨與稻的共棲，完全不用農藥及化學肥料，使土地恢復生機，

並生產出高品質的有機米和健壯的土番鴨。 

另在人文資源方面，林美社區尚有佛光大學、淡江大學及礁溪高爾夫球場，雙方互動尚稱良

好，可提供部份社區所需要的知識、技術與活動資源。2001 年成立林美社區發展協會，2002 年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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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環保政策成立資源回收隊，隊員 40 人，回收基金辦理社區團體保險，社區敬老及子女獎助學金，

2004 年成立守望相助隊，成員 86 名，共編 5 個分隊 15 個小隊，擔任夜間巡邏工作；2003 年開始

參與第一階段社區林業計畫，2006 年進入第二階段，以生態社區營造為永續發展目標，為凝聚社

區居民對森林資源之重視與發展生態旅遊之願景，羅東林區管理處於 2005 年規劃整建林美石磐步

道，全長 1.7 公里，呈循環式的自然步道(Nature trail)，步道沿得子口溪經過大小瀑布群，也是林

美村生活及灌溉用水之水源區，留有石板堆砌的渠水道，最上的是石磐瀑布，也是居民入山的休

憩站，步道在森林繁茂中行走，沿途可觀察豐富的生態景觀。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社區參與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計畫內容，採取計畫執行間的文獻整理，並評估其指

標工作成效；然後於 2013 年 10 月 25 日至 10 月 27 日三天，以非結構性深度訪談社區核心幹部 8

人，依訪談紀錄代號 A-H 的內容以及社區林業計畫的目的在於達成森林生態保育、促進社區經濟

與社會的永續發展（林務局，2002），基於此，本研究以社會、經濟、生態等層面進行成效分析與

提出建議事項。 

另外，為了瞭解參訪遊客之屬性及反應，除了以現場觀察法記錄走入林美社區與石磐步道的

遊客數量（於 2009 年 1、3、5、7、9 月，各月第一週每日 08:00~17:00 之遊客數量，再以每月第

一週人數×4 週；年平均由每月×12 月推估年遊客數量）外，也於同年 9 月、10 月各月第一週每日

08:00~12:00，以問卷調查法在林美社區步道出口處進行遊客訪調，由於步道整建過程，社區幹部

均全程參與勘察、設計、解說內容之討論，及完成後之認養管理、監測、通報等，故問卷設計內

容包括生態工法、材料、設計、生態景觀之維護等滿意情形，並對參訪遊客之屬性與認知，歸納

為遊客基本資料、遊憩方式、景觀設施、生態旅遊認知四個部分，問卷先行測試，將部分內容修

正，再正式調查，結果獲得 260 份，無效問卷 3 份，有效問卷計 257 份，調查結果以 SAS 統計軟

體做頻度分析（Frequency Analysis）。本文研究方法流程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方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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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高晧翎等（2011）研究發現林美社區參與過社區事務的社區居民比例為 56.8%，參與 3 次以

上的居民比例有 34.2%，而社區居民加入社區組織比例也有 34.1%，顯然當地居民在推動社區事

務上的確較為踴躍，故林美社區已具有理想型社區的類型，茲將其參與社區林業的執行成效與推

動生態旅遊的狀況，做以下評析。 

（一）社區林業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執行成效 

1. 第一階段計畫完成下述指標工作 

(1) 生態解說義工培訓 33 名 

(2) 自然資源調查及解說員進階訓練 33 名 

(3) 出版生態社區導覽解說手冊 

(4) 社區網頁製作 

(5)以公眾參與式地理資訊系統(Public Participation GIS, PPGIS) 辦理公共論壇，討論停車場及

公廁設置、步道管制及社區交通疏導，遊客中心及後續管理等，諸多需由公部門協調事宜，

也透過一次次會議的協商，慢慢減少各方的認知差距，建立意見溝通管道。 

(6) 社區景觀綠美化有整體規劃，並分年發動居民共同完成植樹活動，2003~2005 年連續三年

獲評鑑為全國綠美化特優社區，理事長宣佈每年持續進行但不再參選，將機會讓給其他社

區，且願意分享經驗。 

(7) 2005 年社區參與自然步道規劃設計，完成後由社區認養管理石磐步道及週邊森林資源，以

資源回收基金義務為遊客投保 200 萬意外險，另協助步道監測與簡易維護工作。 

2. 第二階段林業示範社區計畫完成下述指標工作 

2006 年申請第二階段示範社區營造計畫，至 2013 年 6 月止，已分別完成整體規劃，第一、

二行動年指標工作，如表 1 、表 2。 

 

表 1 行動年第一年執行成果 

指標項目 單位 成果 

步道遊客人數控管 次 616 

步道維護整理 次 200 

山林巡守 次 248 

社區導覽手冊製作 項 1 

步道導覽手冊製作 項 1 

社區解說人員培訓 人次 30 

解說導覽 場 200 

太陽能導覽牌 座 1 

社區導覽路線規劃 條 3 

社區紀念品 項 1 

步道解說 次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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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行動年第二年執行成果 

指標項目 單位 成果 

入口意象-大型金棗娃娃 座 1 

路口景點指示標誌 座 3 

遊客中心解說展示 件 10 

社區導覽手冊製作 項 1 

遊客人數控管及統計 次數 440 

觀景平台 座 1 

環境志工環境維護 次數 350 

步道維修 次數 20 

簡易醫護站 座 1 

環境監測 次數 72 

步道導覽手冊製作 項 1 

解說導覽 次數 300 

生態環保 DIY 體驗 次 20 

社區產業合作社 座 運作 

社區產業規劃 次 15 

自行車購置(自行車道) 輛 20 

紀念品設計 次 1 

 

3. 深度訪談成效分析 

本研究依據社區幹部深度訪談結果，依林務局推動社區林業計畫的目的，歸納為社會層面、

經濟層面、生態層面及建議事項等四個面項來探討： 

(1) 社會層面：社區雖然人口較老化，但從參與社區林業計畫開始，不斷辦理相關活動，融入

鄉土文化表演，成立各種志工隊，並將資源回收基金辦理社區保險、敬老活動、青少年獎

學金，甚至義務為走入林美社區步道的遊客保險，逐漸凝聚社區共識，創會理事長 A 說到：

「我們人口約 1500 人，其中 300 人左右在外頭工作，要經營一個社區實在沒那麼簡單，

還好有一些熱心的居民參加社區組織和志工隊，依組織章程推動各項社區事務，我們的資

訊一律公開透明，辦活動時，也都會邀請村內佛光大學、淡江大學與三民國小的師生共襄

盛舉，有時也會在電腦或活動設計上請他們幫忙，到目前為止，社區組織的運作還算順暢。」

而社區第二任理事長 B 表示：「我是從創會總幹事一直做到理事長，時間長達 12 年，我記

得 2002 年時，羅東林管處礁溪工作站的員工來訪問，才知道有社區林業計畫可以申請，

當時和理監事們商量的結果，認為適合社區共同的目標，就抱著試一試看看的心情，但一

試就達 10 年，雖然中間有因村長選舉而對立，也花了很長時間和新村長溝通，然後才漸

漸緩和。」社區幹部 E 說：「社區理事長兼村長就很好處理事情了，社區人力可由各鄰輪

流派出來，分別擔任各志工團隊的工作，可惜途中因理事長再競選村長失利，而遭新任村

長杯葛，這是最頭痛的事了，但所幸請到有力人士出面協調，還不至於阻礙社區工作的推

展。」社區幹部 C 提到：「社區難免會遭遇一些難題，但會以民主方式來尋求解決。」在

越來越多的遊客參訪中，更激發社區志工的服務精神與榮譽感，社區幹部 G 說：「我們在

預約的社區簡報及解說服務中，會事前做更多的準備，因為有來自各地的社區會來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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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漏氣呀！」 

(2) 經濟層面：資源回收志工隊的工作績效，建立了部份社區的基金，而預約的社區簡報、風

味餐訂桌、帶隊解說及 DIY 活動，也是社區經費的來源，最大宗的是金棗產業及觀光果園、

茶園。社區幹部 D 表示：「我們社區設有網站，提供預約解說服務及產品訂購，近期成立

的社區合作社運轉還算順暢。」社區幹部 F 說：「我們的有機金棗班已獲農委會認証，研

發的金棗產品共六種，都能在地行銷，免除以往中間商的剝削，對社區的收入很有幫助。」

由於參訪林美步道的外地遊客越來越多，帶動地方不少經濟收益。社區幹部 H 說：「林美

石盤步道是我們礁溪鄉的金雞母，除了社區有一點收入外，大部份的消費還是在鄉內的溫

泉觀光區。」顯然欲提升社區本身的經濟收益，還需要研發各種消費配套措施。 

(3) 生態層面：林美社區擁有八成以上的山林及多樣的生態資源，自然步道啟用後，引起走步

道的熱潮，社區與羅東林管處協商下，啟動了動態總量管制，即以承載量的理念，實證測

試 100 公尺的步道範圍，以 20 人分散其中，發現談話聲音及生態的衝擊面在可接受的改

變限度內。1.7 公里的步道所容許的承載量訂為 350 人，並製作入園證 350 枚，且入園證

上提示使用步道的責任，並引進學者指導生態監測。創會理事長 A 表示：「林管處整建這

一條步道，我們幹部是全程參與，包括路線勘察、設計研討及提供社區人文生活故事，供

為解說題材，步道啟用時，我們以早期的文化表演為主軸，動員許多居民參加，同時也宣

導了要保護我們共同的生態景觀。」社區理事長 B 說：「遊客帶寵物進來，我們會委婉勸

導，說明這裡是自然生態區，不要影響這裡的野生動物，也避免互相傳染，或隨便大小便

使別人不舒服，大多數的人都會配合，少數的人就會提出你們根據什麼法令？我們就會告

訴他這是社區維護生態的苦心，請你們支持。」社區幹部 C 提起：「很多遊客要求步道內

放置垃圾桶，我們會告訴他們垃圾會讓野生動物吃食而改變習性，尤其假日垃圾量很多，

形成髒亂，所以請大家把垃圾帶出來。」顯然在社區林業十年的執行中，已漸次建立了保

育生態資源的觀念，並推展到來訪的遊客。 

(4) 建議事項：社區執行計畫多年也遭遇了許多困難，雖然終能突破解決，但有些是政府必須

要思考的，誠如社區幹部 D 表示：「社區推展社區林業相關工作，由於人手缺乏，因此行

動年第一年與第二年都有延長完成的情形。」社區幹部 E 提議：「社區林業行動年最好能

提高人事費的比例，或比照勞委會的多元就業方案，提供人力支援，否則很困難執行。」

社區幹部 H 認為：「工作站要求的行政報銷手續過於繁雜，綁手綁腳，將來要順利推廣，

最好是能夠簡化這種手續。」創會理事長 A 表示：「遊客走入林美石盤步道，要讓社區酌

收清潔費用，社區本身並無龐大的經濟能力，要永續發展應制定收費機制。」然而，開放

社區酌收門票或清潔費用，目前並無法源依據。 

綜合以上深度訪談結果，進行 SWOT 分析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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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林美社區深度訪談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 劣勢（weakness） 

1.社區組織及志工隊健全，資訊公開透明。 1.地方人口老化，年輕人大多出外工作。 

2.社區能以民主方式解決問題。 2.社區缺乏較大的公共空間。 

3.社區建立公基金，重視老人、學生福利。 3.社區尚未準備好各種遊客之消費配套措施。 

4.重視傳統文化與產業之傳襲。 4.少數居民抱持著觀望的態度。 

5.山林面積占 86％，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  

6.長期在自然步道區實施動態總量管制。  

7.社區具有宣導生態保育觀念與知識。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en） 

1.結合佛光大學、淡江大學、三民國小資源。  1.遊客量增加太多，恐造成社區的衝擊。  

2.社區鄰近觀光市場-礁溪溫泉區。 2.仍有選舉派系之杯葛與潛在的威脅。 

3.金棗產業、觀光果園等有機產品之在地行銷。 3.社區林業行政報銷手續繁雜。 

4.具備休閒產業之發展潛力。 4.社區人力與經費不足，長期恐有操作上的困難。 

5.結合林務局推動生態旅遊。  

 

（二）林美社區步道遊客人數 

為了解參訪社區步道人數，依現場調查及推估，每年遊客人數為 292,618 人次，如表 4。 

 

表 4 遊客人數統計表 

項目 人數 

1 月(1 週統計) 4,608 

3 月(1 週統計) 4,592 

5 月(1 週統計) 7,103 

7 月(1 週統計) 7,023 

9 月(1 週統計) 7,155 

*一年人數總計                      292,618 

註：*月平均由每月 1 週人數×4 週；年平均由月平均×12 月 

 

（三）林美社區步道遊客屬性 

1. 遊客基本資料 

遊客性別男（51.8%）稍多於女性（48.2%），年齡以 41~60 歲壯年最多（59.9%），其次為 21~40

歲（31.9%）青壯族群，教育程度以大專（61.1%）及高中職（25.3%）最多，客源來自北部地區

（74.3%）次為在地宜蘭人（16%），職業以工商業（26.8%）和服務業（24.9%）較多，其次為軍

公教（16.8%），如表 5。 

2. 遊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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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程參訪者（96.1%）為主，一日遊不過夜居多（86.4%），以林美社區為主要參訪據點（94.9%），

造訪時間 1~3 小時居多（89.0%），本次消費額以 500~2,500 元較多（40.1％），平均每人若消費 1,500

元，年遊客量 29 萬餘人，每年可帶給地方產值約四億餘元，如表 6。 

3. 景觀設施 

景觀維護非常理想（74.3%）、理想（24.1%），顯示遊客對景觀維護之滿意度很高；解說設施

非常理想（32.3%）、理想（50.6%）也算滿意；步道以生態工法自然材料運用，非常理想（35.4%）、

理想（52.9%），凸顯遊客對生態的重視；觀景平台非常理想（31.8%）、理想（50.6%）表示適合

賞景的設計；而停車場普通（30.7%）、不理想（13.2%）、很不理想（5.8%），顯示有改進的空間，

詳如表 7。 

4. 生態旅遊認知： 

雖多數人有聽過生態旅遊這個名詞（91.8%），惟實際參加過生態旅遊活動者僅有六成多

（67.2%），表示約有三成的人以前未曾有生態旅遊體驗，顯示政府應加強輔導生態旅遊地之規劃

與活動；步道資訊取得以親友介紹（56.4%）占一半，凸顯大半的遊客在林美有良好的遊憩體驗

而轉告其他親友，其次為網路訊息（25.7%）；活動目的以運動健行（63.8%），放鬆心情（51.4%），

欣賞風景（47.9%）為主；大多數認為步道管制適當（98.0%），顯示遊客支持社區控管機制；同

意收費以維護環境品質者占多數（71.2%）；同意收費的遊客願付的額度 20 元（42.0%）最多，30

元（26.8%）其次，表示同意收費額度在 20 元~30 元之間居多，如表 8。 

 

表 5 遊客基本資料 

屬性 問項 問卷數(%) 

男 133(51.8) 性別 

女 124(48.2) 

20 歲以下 5(2) 

21~40 82(31.9) 

41~60 154(59.9) 

年齡 

60 以上 16(6.2) 

國中以下 7(2.7) 

高中職 65(25.3) 

大專 157(61.1) 

教育程度 

研究所 28(10.9) 

宜蘭 41(16.0) 

北部 191(74.3) 

中部 13(5.0) 

南部 9(3.5) 

居住地區 

東部及外島 3(1.2) 

2 萬以下 38(14.8) 

2~4 萬 66(25.7) 

4~6 萬 98(38.1) 

月收入額 

6 萬以上 5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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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遊客基本資料（續） 

屬性 問項 問卷數(%) 

學生 9(3.5) 職業類別 

軍公教 43(16.8) 

 工商 69(26.8) 

 服務業 64(24.9) 

 自由業 20(7.8) 

 家庭主婦 26(10.1) 

 其他 26(10.1) 

表 6 遊憩方式 

遊憩方式 問項 問卷數(%) 

專程 247（96.1） 
專程或順道 

順道 10（3.9） 

過夜 35（13.6） 
過夜或不過夜 

不過夜 222（86.4） 

1 個 244（94.9） 

2 個 13（5.1） 經過遊憩據點          

3 個以上 0（0.0） 

1~3 小時 235（89.0） 

3~4 14（5.5） 本次造訪時間 

4 小時以上 14（5.5） 

200 元以下 43（16.7） 

200~500 62（24.1） 

500~2,500 103（40.1） 

2,500~5,000 37（14.4） 

本次消費額 

5,000 以上 12（4.7） 

表 7 景觀設施 

景觀設施 問項 問卷數(%) 

非常理想 191（74.3） 

理想 62（24.1） 

普通 4（1.6） 

不理想 0（0.0） 

景觀維護 

非常不理想 0（0.0） 

非常理想 83（32.3） 

理想 130（50.6） 

普通 36（14.0） 

不理想 8（3.1） 

解說設施 

非常不理想 0（0.0） 

非常理想 91（35.4） 

理想 136（52.9） 

普通 29（11.3） 

步道以生態工法 

自然材料運用 

不理想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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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景觀設施（續） 

景觀設施 問項 問卷數(%) 

步道以生態工法 

自然材料運用 
非常不理想 0（0.0） 

非常理想 92（31.8） 

理想 130（50.6） 

普通 34（13.2） 

不理想 1（0.4） 

觀景平台 

非常不理想 0（0.0） 

非常理想 46（18.0） 

理想 83（32.3） 

普通 79（30.7） 

不理想 34（13.2） 

停車場 

非常不理想 15（5.8） 

表 8 生態旅遊認知 

生態旅遊認知 問項 問卷數(%) 

是 236（91.8） 聽過生態旅遊一詞 

否 21（8.2） 

是 173（67.3） 曾參加生態旅遊活動 

否 84（32.7） 

網路 66（25.7） 

報章雜誌 20（7.8） 

電視媒體 12（4.7） 

親友介紹 145（56.4） 

步道資訊取得 

其它 14（5.4） 

運動健行 164（63.8） 

套裝行程 40（15.6） 

生態觀察 16（6.2） 

欣賞風景 123（47.9） 

放鬆心情 132（51.4） 

家人朋友相處 69（26.9） 

活動目的（可複選） 

其它 2（0.8） 

是 252（98.0） 步道管制是否適當 

（動態管制承載量 350 人） 否 5（2.0） 

是 183（71.2） 是否收費以維護環境品質 

否 74（28.8） 

0 元 31（12.1） 

20 元 108（42.0） 

30 元 69（26.8） 

40 元 19（7.4） 

願付費額度 

50 元以上 30（11.7） 

 

S_ekerciog˘lu（2012）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建構優良的環保指標，整合監測方案，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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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生態研究，環境教育，授權增能和滋生經濟收益是實現以社區為基礎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和

減少貧困為目標的成本效益工具。反觀國內宜蘭縣林美社區在執行社區林業計畫過程中，不但輔

助社區居民動員起來，而且也得到大多數遊客的肯定與支持，願意友善回饋，共同維護社區環境

的遊憩品質。林美社區是一個典型的公私夥伴關係與地方創新的成功案例之一，證明政府將公共

服務委託第三者政府經營是一種趨勢，透過公私夥伴關係以解決許多公共事務上的問題（張世杰，

2011）。李俊鴻等（2013）評估社區林業發展生態產業之各項間接效益，結果在生態維護效益方面，

估算出平均每人每年的效益是 1,080 元；在環境保育方面，平均每人每年的效益是 1,026 元；在

文化資產保存方面，平均每人每年的效益是 901 元，顯然社區林業除了可以為地方社區帶來直接

的經濟與社會效益外，對社區整體也可能帶來不錯的生態產業間接效益。 

結  論 

社區林業的推動，用小計畫及有限的經費逐步培養社區部落的共識，進入第二階段整體規劃

通過後，根據計畫分三個行動年來實質操作，將社區資源透過動線、空間、文史、產業及自然棲

地相串聯，營造林業示範社區。回顧社區林業政策推展十年來，林業機關已獲得社區部落相當程

度的接受與善意回應。除了建立夥伴關係外，在社區生態保育認知與參與森林管理上，也有初步

的進展。 

 由文獻分析及幹部訪談之結果，顯示林美社區從 2003 年參與社區林業至今，透過人力培訓、

資源調查、綠美化環境改善、解說規劃、自然步道及森林資源的管理，甚至於生態旅遊的操作都

具備基本的架構與經驗，社區除完成指標工作外，在社會層面：社區已累積社造經驗，各組織訂

有章程，資訊公開，重視老人及學生福利，藉活動融入學校資源並傳承社區文化，提升社區服務

及榮譽感，遭遇困難會以民主機制解決問題，顯然社區發展協會幹部在社區林業執行成效上扮演

重要角色，目前第四屆理監事會已改選 15 名理事及 5 名監事中除了 4 名新任外，餘均為原任幹部，

新任理事長曾表示會有承先啟後的責任和義務；在經濟層面：資源回收、解說服務、風味餐及金

棗產品等是最大的經濟來源，惟仍需繼續研發更多遊客消費產品或服務；在生態層面：社區 86％

之山林地帶擁有森林、瀑布、溪流、湖泊等生物多樣性豐富，自然步道的啟用，注入了社區居民

許多生態保育的觀念，並以行動來管控維護自然資源，對參訪遊客也進行相關的保育宣導。2008

年由羅東林區管理處推薦參與行政院永續會辦理之國家永續發展獎，林美社區榮獲社區永續發展

獎之鼓勵。 

經觀察紀錄及問卷調查瞭解，參訪林美社區之遊客年達 29 萬人，男性略多於女性，北部地區

青壯年居多，以專程參訪一日遊為主，平均每人在地方消費約 1,500 元，若依年遊客量，則林美

社區帶給地方產值年約 4 億餘元；遊客對於景觀維護、解說設施、觀景平台設置及步道以生態工

法使用自然材料之滿意度高；在生態旅遊認知上，雖大多數遊客聽過「生態旅遊」這個名詞，但

約三分之一過去未曾實際體驗，凸顯今後政府應加強輔導生態旅遊地之規劃與活動；資訊取得以

親友介紹為主，可知大多數遊客在林美有好的遊憩體驗，再轉告其他親友；活動目的主要是運動

健行，放鬆心情，及欣賞風景；遊客多數同意自然步道實施動態總量管制，同意社區來維護生態

景觀資源之永續經營；而有 71.2%願意付費，付費額度以 20 元~30 元居多，此顯示大多數遊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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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社區之概念，但在自然步道法尚未制定及森林法第 17 條未修正前難以執行，而社區又無法長

期負擔人力與經費，故羅東林管處多次與宜蘭縣政府溝通研商，日前縣政會議已通過步道及設施

清潔維護自治條例，以社區停車場、公廁為收費標的，採申請制，訂有社區與當地鄉公所經費分

收比例原則，但全案還需送縣議會討論決定。目前社區的停車場設置，遊客滿意度僅 50%，顯然

尚有檢討改進之空間。另行政程序及核銷手續繁雜，相關計畫機關應可再詳予研討。 

林美社區在社區林業操作上，包括解說員培訓、社區公共論壇、社區網頁製作、逐年進行社

區綠美化、參與自然步道之規劃設計與認養管理，已達到基本的理念宣導、資源調查及人才培育

之第一階段目標；第二階段營造林業示範社區，主要完成解說系統規劃與製作、自行車道建置、

山林巡守及環境監測、步道簡易維修與通告林務工作站、成立社區產業合作社、研發紀念品及環

保 DIY 活動等；林美社區具有高度的榮譽感，在執行社區林業計畫期間，融入社區產業文化，結

合機關學校社團資源之運用已具純熟度，而社區生態旅遊之發展，由於自然步道之認養管理，針

對環境監測與景觀保護，較其他社區更具承載量控管的經驗與生態解說的能力，倘繼續維持社區

運作的模式，擁有八成多的山林區域之林美社區，待第三行動年執行完成後，應可進階至第三階

段，進行森林資源協同經營管理之目標。本文係以社區林業計畫之操作表現及走入社區之遊客反

應，實證現階段林美社區已具有林業示範社區之雛型。 

參考文獻 

李俊鴻、王瓊霞、陳郁蕙、陳雅惠、陳凱俐（2013）：＜台灣社區林業生態產業間接效益之價值評

估＞，《應用經濟論叢》，93：45-81。 

林務局（2002）：＜社區林業-居民參與保育共生計畫補助須知＞，林務局編印。 

陳美惠、林晉呈（2006）：＜台灣社區林業計畫之執行內容與經營方向分析＞，《台灣林業》，32(2)：

11-16。 

張世杰（2011）：＜公共治理與地方創新-宜蘭縣社區林業計畫的推展經驗＞，《空大行政學報》，

22（特刊）：113-158。 

高晧翎、王鴻濬、蔣佩君、陳美惠（2011）：＜影響居民參與社區林業因子之研究-以林美社區與

湖本社區為例＞，《中華林學季刊》，44(1)：87-102。 

廖學誠（2004）：＜民眾參與社區林業第一階段總體效益分析-以羅東林區管理處為例＞，《林務局

保育研究》，92(6)：4-7。 

盧道杰（2003）：＜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世界社區林業的發展概況＞，《台灣林業》，29(1)：22-27。 

盧道杰、闕河嘉、黃書娟、林鴻忠、汪中仁（2011）：＜社區培力與資源保育-我國社區林業政策

評析＞，《台灣政治季刊》，15(1)：134-204。 

鐘龍治、廖學誠、陳宛君、劉瓊蓮、陳美惠（2005）：＜羅東林區民眾參與社區林業計畫之評估與

分析＞，《地理學報》，41：83-100。 

Carvalho-Ribeiro, S.M., Lovett, A. ＆ O’Riordan, T. (2010) : Multifunctional forest management in     

Northern Portugal: moving from scenarios to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nd Use 

Policy, 27: 1111-1122. 



15 

 

Duinker, P.N., Matakata, P.W., Chege, F. ＆ Bouthillier, L. (1994): Community forestry in Canda: an 

overview. The Forestry Chronicle ,70(6): 711-714. 

Hamdi, N. ＆ Goethert, R. (1997): Action planning for cities: A guide to community practice. John 

Wiley and Sons Ltd. 264p. 

Hajjar, R. F., Kozak, R. A. ＆ Innes, J. L. (2012): Is decentralization leading to “real” decision-making 

power for forest-dependent communities? case studies from Mexico and Brazil. Ecology and 

Society, 17(1):12. 

Kashwan, P. (2013): The politics of rights-based approaches in conservation. Land Use Policy, 

31:613-626. 

Mallike, A.U., ＆ Rahman, H. (1994): Community forestry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study. The Forestry Chronicle, 70(6): 731-734. 

Masse, S. (1995): Community forestry: Concept, aplications and issues, Quebcc, Canada: Laurention 

forestry centre. 

S_ekerciog˘lu, Cag˘an H. (2012) : Promoting community-based bird monitoring in the tropics: 

conservation, 

research,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apacity-building, and local incomes,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151: 

69-73  

Yaman, A. R., ＆ Mohd A. (2004): Community-based ecotourism: a new proposi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in Malaysia.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s (4): 

583-589. 

 

 

投稿日期：102 年 11 月 1 日 

修正日期：102 年 11 月 22 日 

接受日期：102 年 11 月 28 日 

 

 

 

 

 

 

 

 

 

 



16 

 

 

 

  



17 

 

地理研究 第60期 民國103年5月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No.60, MAY 2014 

DOI: 10.6234/JGR.2014.60.02 

 

應用福衛二號影像測繪海灘潮間帶地形之嘗試 

An Innovative Mapping Technique Developed for Intertidal Beach 
Morphology by Using FORMOSAT-2 Images 

林宗儀
a
 

Tsung-Yi Lin 

Abstract 

Beaches are dynamic systems sensitive towards the effects of external forces, such as waves, 

currents, tides, and winds. Beach morphology provides essential information for hazard mitigation and 

coastal management, which is why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the beach surveillance programs to 

monitor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n the other hand, traditional methods of beach profile 

measurements are extremely time- and energy-consuming, especially for an island-wide investigation 

that is required for the likes of Taiwan. With the advantages of daily revisits and high image resolution 

provided by the FORMOSAT-2,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use its images for monitoring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along the sandy beach reaches in Taiwan. Waterline, one of the distinguished 

shoreline indicators, is collected from series of FORMOSAT-2 images and combined with tidal records 

to establish 3-D databases that can be used to make morphological maps of the intertidal beach. Due to 

the instability of the satellite image production, however, this practice did not bring us a more 

convenient, time-efficient, inexpensive, and reliable surveillance method for monitoring the beach 

morphology changes as we had expected. Nonetheless, in some shore reaches, when the seasonal change 

is not obvious, a morphological map produced from images of different seasons is still valuable. It could 

be used to identify the trends of morphological changes on a long term basis.  

Keywords: sandy beach, morphology mapping, FORMOSAT-2 image, beach morphologic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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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灘地形具動態、敏感之特性，容易受到波、流、潮汐和風等外營力作用的影響而產生變化。

傳統上各國政府為了管理、保護海岸，都會以海灘剖面的定期測量方式來監測海灘地形，掌握其

侵淤變化情形。但傳統的海灘剖面測量作業相當費時費力，尤其像是台灣全島大範圍的調查。我

國擁有的福爾摩沙二號衛星，其所拍攝影像因具有高造訪率及高解析度的特色，一般認為具有大

地環境監測的功能，因此我們嘗試利用其對同一地區海岸所拍攝之系列衛星影像資料，建構一套

結合蒐集實測潮位資料，判識影像濱線和應用地理資訊系統等技術的調查模式，期望能夠用於大

區域的海灘潮間帶地形測繪，以節省地面調查工作所需耗費的人力、物力和時間。研究結果顯示，

由於衛星影像產出不夠穩定，可用影像的頻率未如預期，因此原先構想的測繪技術並無法真正產

出良好品質的海灘潮間帶地形圖，更無法取代傳統的地形剖面測繪。但在混合使用了不同季節的

影像資料後，部分沙岸地區可以繪製出代表那段特定期間的一種海灘地形平均狀態，如能用於長

時距的海灘地形變化趨勢比較，仍有其應用價值。 

關鍵詞：沙質海灘、地形測繪、福衛二號影像、海灘地形變遷 

前  言 

海岸位處陸地、海洋與大氣三相的交界，再加上複雜的生物圈作用，是一個非常動態且敏感

的環境，地面形貌容易受到波浪、海流、潮汐和風等外營力作用的影響而改變，尤其是海灘形貌

的變動，最具代表。海灘地形在颱風波浪的作用下，可能在短短的一次風暴事件中就產生非常明

顯的變化，而海陸交界的水線濱線位置，也隨著每日潮汐的漲退而隨時在變動（Pethick, 1984; 

Komar, 1999; Bird, 2000）。傳統上世界臨海的國家為了有效管理、保護海岸，防止海岸災害的發

生，都會對海灘以不同的調查頻率，進行長期監測，以隨時瞭解掌握海岸的變動情形，並能及早

思考相關的因應對策。 

一般而言，對於十幾年或幾十年，甚至上百年的中、長時距地形變化，常以比較圖像資料中

海岸線（coastline）或濱線（shoreline）的前進或後退來代表海岸的侵淤，而對於年內或季節間的

短時距海灘地形侵淤變化，則會在海岸以定期測量固定海灘剖面的方式，來比較及監測海灘地形

的變動（Pilkey et al., 1989）。但傳統的海灘剖面測量相當費時費力，尤其是大範圍的調查。許多

海岸相關管理權責單位，也常因經費預算及編制的人力問題而未能確實執行定期的監測，以致目

前台灣各地的海灘剖面資料，在空間分佈上常顯得零碎，而在時間的分佈上，也斷斷續續，因此

非常不利於海灘地形的變化分析，更不利於未來海岸地區經營管理所需基本資料的建置。另外對

於全面性的海灘地形測量，也常因傳統測量技術在陸域灘地上佈點的困難及測量基樁容易遺失等

限制，再加上作業時的潮汐變化問題，常常難以有效地取得正確資訊（李佩珊等，2007）。因此

近年來，各國均積極研發海灘測量的新技術，包括像是利用人 力步 行加 上 即 時 動態 差 分（RTK）

的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來 量 測 海 灘 地 形 （ 吳 孟 珊 等 ， 2011）， 多光譜的衛星影像，空載或地面光達

（LiDAR），甚至微波探測器，錄影影像等方式對海岸地形變遷進行監測（Boak and Turner, 2005; 謝

東發等，2007），以提供海岸經營管理、生態維護及災害防治適用之重要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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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所擁有的福爾摩沙二號衛星（簡稱福衛二號），於 2004 年台北時間 5 月 20 日發射，並

在 6 月 4 日拍攝第一張影像後，持續運作，狀況良好。福衛二號衛星，每天通過台灣上空二次，

白天通過的一次，若天候狀況許可，理論上將可對台灣任一地方進行拍攝，且其黑白影像對地解

析度可達 2 公尺，具備環境監測及災害評估的基本能力（Liu, 2006）。由於福衛二號的高再訪率，

可以每天產出影像，且具備高度的影像解析能力，因此本研究乃構思利用這樣的特點，嘗試蒐集

福衛二號運作期間對同一地區海岸所拍攝之系列衛星影像資料，建構一套結合蒐集實測潮位資

料，判識影像濱線和應用地理資訊系統等技術的海灘地形調查模式，以進行潮間帶間的海灘地形

圖繪製。希望能夠應用於大區域的海灘潮間帶測繪，以節省地面剖面調查所需耗費的人力、物力

和時間，並提供長期海岸經營管理與災害防治重要的地形變遷分析基礎資料。此一構思的主要目

標，不是要研發一套高精度的海灘地形測量技術，取代原有的海灘剖面測量或和最新的光達測量

技術競爭，而是希望從我國自己擁有的衛星資源中，利用其特性創造出比一般衛星影像濱像套疊

分析更多的利用價值。本文的內容即是針對此一試驗性質的海灘地形測繪模式，就其研發過程、

所遭遇的困難和成果作一介紹與討論。 

研究構想與執行步驟 

在海岸地區的衛星影像中，通常可以清晰分辨海陸交界的水線（water line）濱線位置，尤其

在一般雲量較低、光度較高的影像中，更是有利於水線濱線之判識。在判識上，所謂水線濱線，

是指海水與陸地的交界線，是影像拍攝時，海水在沙灘上溯升的最高邊緣，可能有浪花沖濺的痕

跡，或呈現較深的顏色（Boak and Turner, 2005）。但海陸交界的水線濱線位置，受潮汐水位升降

及短期氣象因子之影響，時有變動。而福衛二號影像資料，因每日在大約固定的時間拍攝，如能

排除風浪和暴潮的影響，在良好天候狀況下，接收連續多日的系列影像資料，例如在半日潮地區，

接收前後十三日以內的影像，或在全日潮地區，接收前後二十五日以內的影像，正可完整紀錄一

個潮汐週期期間，不同潮時的實際海岸濱線位置。以此實際濱線位置的水平變動量，再加上當地

潮位站的實測潮位高程垂直的變化量，即可建立一個三維的地形資料庫。再透過地理資訊系統的

工具，即可繪製潮間帶的地形圖（圖 1），並可任意的擷取海灘剖面，計算其海灘坡度及判識海灘

剖面的類型等。此外同一位置不同季節的垂直岸方向海灘剖面變化，和整段海岸沿岸方向，尤其

是海岸結構物附近相鄰位置的海灘剖面做比較，則可應用於環境作用季節變化及沈積物傳輸（漂

砂）方向、速率等之分析和討論（Hattori, 1988）。 

 

 

 

 

圖 1 海灘地形剖面繪製概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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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搭配福衛二號衛星影像產出模式及海岸潮汐特性所自創的全新調查作業方式，希望

透過判識衛星影像中水線濱線的位置，再結合水線位置會隨著潮汐高程變動而變化的概念，來建

構潮間帶海灘的地形資料庫。因此整個研發執行過程可概略分成下列五大步驟，包括： 

(一)實地驗證水線濱線位置：在研究進行初期，就必須先行擇日擇地進行水線濱線位置的現場實

地記錄，以檢驗從影像判識所得水線濱線的準確性。實際操作方法是先向控制衛星影像拍攝

的太空計畫室預約衛星拍攝時間，並在預約的時間於特定現場由專業調查人員背著高精度

GPS，沿著平均的水線位置記錄其行走軌跡（圖 2），並在隨後取得衛星影像之後，依影像水

線濱線辨識的準則，人工判識水線濱線位置，之後再加以疊圖比較，檢驗分析從影像判識所

得水線濱線的準確性。 

 

 

 

 

 

 

 

 

圖 2  以高精度 GPS 現場記錄衛星影像拍攝時之水線位置 

(二)蒐集衛星影像判識水線濱線：蒐集研究目標區海岸之福衛二號歷史影像，選取其中可清晰辨

識海岸水線濱線者，進行正射校正和對位，之後辨識並繪出每張影像之水線濱線位置。 

(三)蒐集相關潮位站潮位資料：蒐集分析研究區域相關潮位站之長期實測及預報潮位資料，以供

查詢各選取影像在拍攝當時的潮位高程，並分析是否受到風浪或暴潮的影響。 

(四)建立海灘地形繪圖資料庫：在水線濱線上任何一點的 XY 座標，加上影像拍攝時的潮位高程

（Z），就可建立三維的座標資料。 

(五)繪製海灘潮間帶地形圖：透過 ArcGIS 軟體繪製調查區範圍潮間帶的平面等高線地形圖。 

研究過程與成果 

(一)水線濱線位置的現場實測檢驗： 

爲檢驗人工判識濱線的準確性，本研究在執行初期，即依潮位及氣象的預報資料，擇定在 2005

年 5 月 30 日進行一次衛星影像拍攝及現場 GPS 紀錄水線濱線的同步調查。當天福衛二號衛星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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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通過台灣上空的時間，在調查現場的新竹客雅溪口北側金城賞鳥區海灘，正值低潮位且天氣晴

朗，並無明顯風浪。但水線位置仍因波浪溯上的影響，而有微輻的變動，現場調查人員基本上是

循微輻變動範圍的最低水線位置來記錄步行軌跡，以 GPS 儀器的高程精度和海灘的低緩坡度而

言，現場紀錄的水線軌跡，應可信賴。圖 3 是利用當天衛星影像人工判識所得的濱線（較長，從

右上角向左下角延伸），和現場利用 GPS 實測所得的濱線（現場調查人員沿水線濱線走的距離較

短，只有判識濱線大約一半的距離）之間的套疊比較，可以發現影像的水線濱線與實際測量水線

之間大致疊合，可見水線濱線判識的準確度亦可以符合需求。 

 

 

 

 

 

 

 

 

 

 

 

 

 

 

 

 

圖 3  新竹客雅溪口 GPS 實測水線濱線與影像判識濱線之檢驗比較成果 

(二) 蒐集歷史影像，辨識濱線位置 

這是建置潮間帶地形繪圖資料庫的最基本工作，首先是搜尋福衛二號衛星已拍攝之影像（自

2004 年 6 月以來），經設定適當條件（例如以拍攝角度小於 15 度和 20%雲遮覆率－即雲遮覆面

積小於影像面積 20%為搜尋條件）的篩選，選取研究區範圍內可清楚辨識海岸水線濱線者，進行

影像的正射校正及對位。影像經正射及對位的處理後，即可進行海岸水線濱線判識，並將判識成

果繪製成濱線向量圖檔。本研究搜尋至 2008 年 7 月的衛星影像紀錄，全島不同地區共完成 223

條水線濱線的判識。這些濱線搭配影像拍攝當時鄰近地區潮位測站的潮位記錄，是地形資料庫建

置的基礎。 

在所辨識的影像中，若已包含有當地高潮位和低潮位的影像，即可藉此繪出高低潮位間之海

灘地形，求得海灘坡度。理論上，介於高、低潮位間所拍攝的影像愈多，愈能夠解析潮間帶地形

的起伏變化。但海灘地形時有變動，例如部分地區海灘會有明顯的冬、夏季節變動，因此雖然本

研究建置的地形資料庫，在最原始的構想中，是希望能以同一年同一季節連續的每日影像繪出當



22 

 

季的海灘地形，並進行不同季節間的地形剖面變化比較，但在實際可用歷史衛星影像的取得上，

遠不如預期。衛星越過台灣上空時，通常只設定在某一取像條帶上拍攝影像，一來減少衛星轉動

鏡頭時的耗能，二來也減少鏡頭晃動所造成的影像模糊問題。因為台灣本島就涵蓋七條取像條帶，

因此在實際操作上，同一地點最佳狀況是大約在七至十日（若包含澎湖，有十條取像條帶）內會

有一張影像，但扣除雲遮覆率高，或衛星還有其他任務考量時，往往同一地點的可用影像遠不如

預期數量，有很多區段甚至一整季還不一定能有一張影像。於是後來在地形資料庫的建立目標上，

不再死守一季的標準，甚至擴大到一年的時間尺度，雖然繪製的地形可能已經混合了一年內冬、

夏不同季節的資料，而所呈現的海岸地形也可能並不是某一季節的真實情況，但至少可能是那特

定期間內的一種地形平均狀態，只要拉長監測的時間尺度，以後在不同的年份期間作地形的相互

比較，仍有其意義。圖 4 所示是苗栗崎頂海岸在 2004 年 7 月至 2005 年 7 月間利用 5 張衛星影像

所判識的 5 條水線濱線位置，由於拍攝時潮位高程的差異，也使得水線濱線位置有明顯的變動。

如果在這段期間，海灘地形本身沒有太大的變動，則這些水線濱線應該依其影像拍攝時的水位高

程值的高低，而呈現約略平行的排列，在此情況下，這 5 條水線濱線都可以被採用來建立潮間帶

海灘地形的資料庫。但圖中在某些地方出現 2 條水線濱線交叉的情形，則顯示在海灘的某個區段

可能有一些侵或淤的變動（林宗儀等，2011）。在那一段有明顯侵淤變化的海岸段，那 2 條出現交

叉的水線濱線，就不適於併用來建立同一組地形資料庫。對於這些經過判識，但不能納入地形資

料庫的濱線，本研究團隊另外開發一套定性至半定量的侵淤判識方法，並用來協助尋找台灣沙質

海岸的侵蝕熱點（林宗儀等，2011）。  

 

 

 

 

 

 

 

 

 

 

 

 

 

 

 

 

 

圖 4  苗栗崎頂海岸 2004 年 7 月至 2005 年 7 月間影像判識得到的 5 條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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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蒐集分析潮位站實測和預報潮位資料 

從前述的海灘地形繪圖資料庫建置構想，水線濱線上的每一點會有一個平面的座標點位值（X, 

Y），並且會對應到一個影像拍攝時潮位的高程值（Z），這個高程值的訊息就必須仰賴設置在附近

潮位站的潮位高度變化記錄來提供，因此在影像資料搜尋確認之後，即必須即時蒐集影像拍攝時

的潮位資料並進行適當的分析。 

1.收集影像拍攝時間潮位資料及潮位預報資料，分析並增補遺漏 

在確定可用的福衛二號影像後，依據衛星影像的拍攝時間，查詢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所屬海象

中心之海象資料，以蒐集影像鄰近地區之各潮位測站之潮位紀錄資料及潮位預報資料，所用資料

為影像拍攝日當月之潮位逐時月報。除了確認拍攝當時的海象條件能符合需求之外，若影像拍攝

時間（統一以當日上午 9 時 40 分計）缺乏潮位高程記錄者，則可參考潮位預報資料儘量以數值內

插方式補齊各站所缺時段資料。潮位預報資料是中央氣象局依據當地長期的潮位資料分析所做的

潮位高度預報，除了可以作為內插增補缺漏記錄之參考外，對於現地海岸實地勘測也是相當重要

的事前準備資訊。濱線是一條動態的線，考量西部沙質海岸的坡度較緩，潮汐水位變動時，其水

線濱線的水平距離變異較大。通常進行野外調查時，在出發前須選擇低潮位時間能與工作時間搭

配適宜者，保持盡量在到達現場後能有最大面積之裸露潮間帶灘地，又同時能顧及工作的安全性，

不涉水過深以防止意外。 

2.將潮位資料校正為絕對高程資料 

由於需整合各個潮位站同時間的潮位記錄，再以線性內插方式取得觀測樣區海灘之地形高

度。因此，爲獲得潮位資料空間分布，必須將不同測站記錄資料透過與陸地高程相同基準面，校

正為地形絕對高程值，以提供進一步應用。 

(四)建立海灘地形繪圖資料庫 

潮間帶海灘地形資料庫建置的第一步即是辨識影像中海岸的水線濱線，並予以數化。緊接著，

將不同時間影像已數化的水線濱線套疊在底圖上，並在調查範圍內規劃垂直岸線方向之資料擷取

剖線（圖 5），目的是為了在每條剖線與濱線交會點上擷取潮位高程內插數值，作為海灘地形高程

點的資料來源。每一交會點之平面二度分帶座標值（X，Y）可由經正射、幾何座標校正後的福衛

二號影像上取得，而各交會點（在此稱為潮位內插高程點）的高程值（Z）則可透過最鄰近兩潮

位站於影像拍攝當時之潮位，以線性內插的方式獲得（陳哲俊、陳繼藩，2001；圖 6）。 

至此，每個潮位內插高程點（剖線濱線交會點）皆同時擁有其水平座標與高程值（X, Y, Z），

即成為製作數值地形模型所需的高程點。集合分佈於研究範圍內的全部交會點座標和高程資料，

即可建置成海灘地形繪製所需以地理資訊軟體檔案建置的三維座標資料庫，並依此建立潮間帶地

形圖與海灘地形模型。剛開始試驗階段是以沿岸方向大約每 200~300 公尺的間距，切出一垂直岸

線的資料擷取剖線，但地形高程點不夠密集，所繪製的地形圖解析度差，不符合本研究應用高解

析度福衛二號影像的原意。因此最後改以剖線間距約 10 公尺為標準，以擷取更密的資料點來建立

歷年的地形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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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資料擷取剖線示意圖（圖中擷取線間隔 40-50 公尺） 

 

 

 

 

 

 

 

 

 

 

 

 

圖 6 潮位內插方式說明圖（修改自陳哲俊、陳繼藩,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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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繪製海灘地形圖及海灘剖面 

此步驟工作承續自前一項目，完成地形高程點資料庫的資料輸入建置後，借助地理資訊系統

軟體的空間分析功能模組（Spatial Analyst），便能建立監測樣區基本的海岸潮間帶海灘地形圖。

原則上，即可在地形圖上判別出海拔 0 公尺線位置，若能持續累積影像與潮位資料，建置更多資

料庫資料，亦有助於觀察長時距海岸線水平方向進退，或局部地區海灘垂直方向之變遷。本研究

最初使用距離次方反比法（IDW）的空間分析模組，雖然計算快速，也有成果，但多出現「牛眼

效應」（圖 7）；因此後來改採用克利金空間分析模組（Ordinary Kriging Circulation Model），以獲

得較平滑之地形等高線（圖 8），以求更接近真實的地形繪製（李育明，1997）。圖 9 和圖 10 是應

用 2007 年 6 月至 2008 年 7 月之間的影像所產製的苗栗外埔漁港和雲林三條崙漁港附近的兩張海

灘地形圖。這兩張圖的產出有其共同特色，就是有比較多可供判識濱線的影像，和有比較寬闊的

海灘，一般而言，在數十至數百公尺寬的平緩沙灘海岸，以福衛二號影像的對地解析能力，很適

合用來進行海灘潮間帶地形的測繪。從外埔漁港兩側海灘地形圖的等高線分佈和漁港防波堤間的

關係，可以判釋此地的沿岸流優勢方向大致為由東北向西南方，沿岸漂沙在漁港東北側造成淤積。

而雲林三條崙漁港外側明顯有一沙洲（海豐島），雖然造成漁船進出必須繞行的不便，但其對內陸

側海岸具保護作用，可抵擋大浪的侵襲。 

 

 

 

 

 

 

 

 

 

 

 

 

 

圖 7 在新竹南寮漁港至客雅溪口以 IDW 法所繪製的海灘地形等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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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在新竹南寮漁港至客雅溪口以克利金法所繪製的海灘地形等高線圖 

 

 

 

 

 

 

 

 

 

 

 

圖 9 苗栗後龍一帶外埔漁港兩側海灘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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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雲林三條崙港附近海灘地形圖 

成果討論 

本研究之緣起乃構思如何將福衛二號影像對大地的監測的功能應用於海岸地區，尤其希望透

過影像的大範圍監測，瞭解全台灣在福衛二號運作的期間海岸地形的變化情形，主要著重在侵淤

較明顯的沙質海岸。原始的構想是想透過每天一張或兩、三天一張的大量影像資料，以水線濱線

的描繪，配合影像時潮位資料的查詢和蒐集，建立三維的地形繪圖資料庫，並藉以繪製各區在不

同季節的地形圖，想藉由季節海灘剖面的變化及鄰近結構物附近的地形變化，探討目標海岸其季

節的向離岸及沿岸方向輸沙作用的變化。同時也找出目前全島沙岸正處侵蝕狀態的區域，以提供

海岸災害防禦的進一步應用。 

但實際衛星管理單位在影像拍攝上有許多的任務考量，因此所取得可用的影像，並不如原先

預期的數量，很多區段甚至一整季還不一定能有一張影像（影像太少），再加上其他的問題，例如

部分海岸有工程結構物的阻隔，海灘寬度太窄，或者是影像拍攝的角度問題，致使正射校正的結

果偏移量仍太大，再加上某些地區潮位資料無法補缺漏的問題，都使得原始的同年同季產製一張

海灘地形圖的想法幻滅。於是後來在地形資料庫的建立目標上，不再死守同季的標準，甚至擴大

到一年的時間尺度，主要是針對季節間無明顯產生海灘剖面變化的區域，進行了一年內冬、夏不

同季節混合的地形繪製，也因為資料時間已經拉長，使得所呈現的海岸地形並不一定代表真實的

情況，但至少可能是那特定一段期間內的一種地形平均狀態，只要拉長監測的時間尺度，以後在

不同的年代間作地形的相互比較，仍會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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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研究為針對福衛二號衛星影像取得之便利性，所自創構思的一種海灘潮間帶地形測繪模

式的新嘗試，在方法的適用性上有其唯一獨特之處，其他影像圖資（例如 SPOT 衛星及 QuickBird

衛星等）或囿於影線資料的解析度和可取像頻率，目前尚無法應用相同模式來做比較。而在所謂

的測量精度上面，本研究方法絕不比傳統利用光學儀器所做的海灘剖面測量或應用晚近科學進展

所推出的各種海灘測量新技術，例如即 時 動 態 差 分 （ RTK） 的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和 空載或地面光

達（LiDAR）等精確，但所期望的是一個大範圍量測，卻又相對非常便宜且節省人力、物力的一

種測繪技術，希望當用來檢視季節間或年和年之間海灘變化的趨勢時，還能有定性或半定量的變

化意義。此外傳統應用影像研究海岸變遷，主要是從衛星影像或航空照片圖資中，擷取各種不同

的濱線指標，並比較不同時期間濱線的前進後退來揭示海岸的侵淤。比較缺的是應用二維或三維

的海岸地形資料來做變遷的分析。因此比較國內先前應用衛星影像所作的海岸變遷分析（陳哲俊、

陳繼藩，2001）（表 1），多著重於以前後不同年份的衛星影像，比對其海岸濱線的移動變化，因

此本研究另一個原始目的，即是希望這批福衛二號影像資料，不只用來找出海岸濱線的進退，還

同時會有加值的剖面面積或體積砂量的變化資料可供分析。雖然數值精確度可能不比正規測量的

方法，但在變遷的分析上仍有其可著力之處。 

此外在研究起始時，考量岩石海岸較為陡峭，且海岸濱線比較不易在短時間內有明顯後退，

因此先排除在調查的範圍之外。但實際執行之後，發現在潮差大，潮汐灘地寬廣的泥灘地海岸，

例如台中、彰化的海岸，其地形相當平緩，且灘地上小地形多且變動快速，濱線多彎曲且破碎，

依本研究所提出的地形圖繪製方法，亦有難以執行之處。但對於一般在數十至數百公尺寬的平緩

沙灘海岸而言，以福衛二號影像的對地解析能力，仍很適合用來進行海灘潮間帶地形的測繪。 

表 1 本研究與地調所之海岸衛星影像分析計畫（陳哲俊、陳繼藩，2001, 2002）比較表 

 2001~2002 計畫 本研究計畫(2005~2006) 

影像來源 SPOT 衛星 福衛二號衛星 

影像解析度 20m 彩色 8m；黑白 2m 

影像選取 取兩不同年份（1993 vs.1999）高低

潮位之歷史影像 
取季節內或年內系列影像，包含各不同潮

位 

變動濱線辨識 是 是 

潮位資料蒐集比對 是 是 

海灘剖面 只能假設高低潮位間為一直線無法

呈現海灘剖面面貌 
具高低潮位及其他各不同潮時資料，能呈

現海灘剖面得起伏面貌 

潮間帶地形 無 可利用 GIS 繪製監測區域潮間帶地形 

環境季節或年度變化 無 是 

沈積物傳輸 無 是 

海岸線變遷分析 比較前後海岸線有所差易者，常是人

工結構物的增設所致（例如港口的擴

建），因此評估台灣西部海岸淤積較

多，與目前事實不符。 

任選取一高度基準，比較前後兩年海

岸線之變動，但整個西部海岸基準不

一致。 

(1) 利用不同影像間濱線的變動判識海岸

地形侵淤，可供海岸長期變動分析。

(2) 長期累積，可依據各地潮位資料分析

成果，繪製平均高潮位（MHW）和平

均低低潮位（MLLW）線，提供海岸

管理、航行安全、海埔地開發等應用。

颱風災害事件變異分析 無 是 



29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是國內首度嘗試應用衛星影像資料，結合實測潮位資料的蒐集，來進行潮間帶海灘地

形的測繪，並期以監測一地海灘地形的變化，來瞭解其海灘侵淤的情況。這套應用福衛二號運作

期間，對同一地區海岸所拍攝之系列衛星影像資料，所建構的一套結合蒐集實測潮位資料，判識

影像水線濱線和應用地理資訊系統等技術的調查模式，雖然如前面檢討所述，仍有諸多缺失，而

且在岩石海岸或寬闊泥灘地海岸也不盡適用，但因為研究區海岸線長，可能因為南北位置差異所

引起的水位不等高的困擾，也藉由內差方式，將水線潮位高程一律校正為絕對高程來使用而免除，

因此基本上仍是一套相對快速、適合大範圍（例如全台尺度）又省錢的一種調查模式。 

本研究構思的主要目標，不是要研發一套高精度的海灘地形測量技術，取代原有的海灘剖面

測量或和最新的光達測量技術競爭，而是希望從我國自己擁有的衛星資源中，利用其特性創造出

比一般衛星影像濱像套疊分析更多的利用價值，期望從影像中取得二維或三維的海岸地形資訊來

應用於變遷的分析。在研究過程中，由於影像濱線判識是必要的過程，且由於伴隨著查詢影像拍

攝時間的潮位高程資料，因此雖然有些判識的濱線，不適合融入作為地形繪製的資料，但研究團

隊亦藉此另外開發一套濱線變遷從定性至半定量分析方法，且用來找出多處台灣沙質海岸的侵蝕

熱點（林宗儀等，2011）。而本研究所建立之地形資料庫和所繪製之海灘地形圖等，如能用於長期

的監測和記錄，仍有其應用價值。若資料夠多，甚至有機會可以根據潮位資料分析的成果，繪出

平均高潮位和平均低低潮位線等指標潮位線，將可提供更多方面的應用，諸如海岸管理、航行安

全、海灘安全性評估、港灣工程、海埔地開發等，只是使用上必須注意其精確度尚無法和實際現

地的光學儀器測量或新科技應用的光達資料等相提並論。省視目前海岸變遷研究的進展，若新科

技應用的成本能夠持續降低，則本研究所研擬的方法和流程，將猶如曇花一現。只是這樣的構想，

往後如有適當的影像資料產出方式，如無人遙控飛機空拍作業的新發展(影像解析度高，取像頻率

可以人為控制和決定)，則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一組涵蓋高低潮位之間的影像，就不會發生本研究

中必須融合不同季節影像的窘境，於是乎這套作業模式可能還有一些可行的空間。因此這段研究

的構思和過程，可能隨著福衛二號影像拍攝作業的中止而結束，研究團隊也無意要把它發展成一

種新的測量規範，但它可能是未來某個時機，某種新技術可以應用的模式，撰寫本文的主要意義

在於呈現整個研發過程的啟發性。 

謝  誌 

本項嘗試性的研究構想，源起於思考如何將我國自有的福衛二號產出影像，應用到海岸變遷

的監測上，以彰顯其大地監測的功能。作者要特別感謝國立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暨防災研究中心

林慶偉教授提供研究合作機會，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委辦的「福爾摩沙衛星二號影像對地質

環境與災害之動態監測及其資料庫建置」計畫中撥出部分經費，來資助這樣的的創意發想（(計畫

編 號 : CGS 5226902000-07-94-01,CGS5226902000-07-95-01,CGS96-5226902000-03-01,CGS97- 

5226902000-02-01）。研究期間受到中央地質調查所陳華玟組長和陳勉銘技正的多方協助和提供許

多寶貴意見，也在此表示謝意。另外還要特別感謝研究團隊的羅毓芳、洪敬媛、吳秋慧、洪承鈞、



30 

 

譚達賢等助理和同學們在野外調查、地形資料庫建置及電腦繪圖上的辛勞和協助。本研究所使用

的衛星影像資料是由國科會太空計畫室及國立成功大學防災研究中心所提供，特此一併申謝。 

參考文獻 

李育明（1997）：〈克利金法於環境規劃之應用領域探討〉，《中國環境工程學刊》，7(3)：241-251。 

李佩珊、白敏思、蘇惠璋、林燕山（2007）：〈潮間帶基本地形測量技術發展計畫〉，《第 29 屆海洋

工程研討會論文集》，517-522。 

吳 孟 珊 、 齊 士 崢 、 任 家 弘 （ 2011）：〈台南青山港沙洲梅基颱風前後短時距地形變化〉，《2011

年中國地理學會年會暨地理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54。 

林宗儀、陳華玟、陳勉銘（2011）：〈尋找近期台灣沙質海岸侵蝕熱點〉，《工程環境會刊》，27：77-92。 

陳哲俊、陳繼藩（2001）：《利用衛星影像分析台灣西部海岸之變遷 I》。新北市：中央地質調查所

研究報告第 90-15 號。 

陳哲俊、陳繼藩（2002）：《利用衛星影像分析台灣西部海岸之變遷 II》。新北市：中央地質調查所

研究報告第 91-20 號。 

謝東發、白敏思、蘇惠璋、林燕山（2007）：〈近岸地形圖資於國土管理之應用〉，《第 29 屆海洋工

程研討會論文集》，763-767。 

Bird, E. (2000): Coastal Geomorphology: An Introduction.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Boak, E. H. & Turner, I. L. (2005): Shoreline definition and detection: A review.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21(4): 668-703. 

Hattori, M. (1988): Coastal topographic surveys. In Horikawa, K. ed., Nearshore Dynamics and Coastal 

Processes: Theory, Measurement, and Predictive Methods.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458-474. 

Komar, P. D. (1998): Beach Processes and Sedimentation, (2nd ed.).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 

Pretice Hall. 

Liu, C.-C. (2006): Processing of FORMOSAT-2 daily revisit imagery for site surveillance. IEEE 

Transaction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44(11): 3206-3214. 

Pethick, J. (1984): An Introduction to Coastal Geomorphology. London: Arnold. 

Pilkey, O. H., Morton, R. A., Kelly, J. T. & Penland, S. (1989): Coastal Land Loss.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投稿日期：100 年 12 月 15 日 

修正日期：102 年 12 月 2 日 

接受日期：102 年 12 月 25 日 



31 

 

地理研究 第60期 民國103年5月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No.60, MAY 2014 

DOI: 10.6234/JGR.2014.60.03 

 

臺南東山山村生計活動與景觀之變遷 

Living Activities and Landscape Change 
in Mountain Villages of DongShan Tow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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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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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explore the transition process of landscape, living activities in 

Dongshan mountain village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behind them, and furthermore to observe labor 

distributions of various living activities. When the stimulus of extern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fluenced this region, the landscape of the earth surface and living activities here therefore were 

adjusted too. Besid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local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of the influenced 

extend of external environments, the transition of living activities in various regions differed. 

From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many policies and external factors had affected living activities of 

mountain village in Dongshan township, and therefore the original various living activities gradually 

transferred into the producing model of specialized fruit tree cultivation area. 

In recent year, for against the competition from overse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rising of 

touring and leisure industry, the primary industry in Taiwan is transforming into corporation with leisure 

industry.  Meanwhile, Dongshan township had also joined the trend of industry transition, and began to 

promote Dongshan township Coffee Festival, which hoped to bring touring and leisure mechanism for 

agriculture based Dongshan township by holding festivals and cooperating with local touring resources. 

Four periods of living activities and landscape of earth surface in mountain village of Dongshan 

township are as follows: 1) Period of Paddy Rice-Sugarcane-Grains, 2) Period of Sugarcane-Fruit Tree 

Cultivation, 3) Period of Fruit Tree Cultivation, 4) Period of Initial Stage of Leisure Agriculture. 

Therefore, generally speaking, the landscapes of earth surface and living styles are all transformed from 

diversification into specialization. 

                                                             
a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b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副教授，通訊作者（moise@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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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在探討東山山村地表景觀及生計活動變遷的過程，及其背後的影響因素。一地區原

本人地平衡的生計活動，面臨外部環境改變的刺激時，地表景觀及生計活動也會隨之因應調整。

除此之外，由於地區內各地原本的自然及人文環境不完全相同，使得外部環境的影響程度亦不同，

而讓不同地區生計活動轉型程度有所差異。 

自日治時期開始，有許多政策及外部因素，如農產品價格的改變、臺灣經濟環境轉變所造成

的勞力外移、農業政策的推廣等，影響著東山山村的生計活動，使原本自給自足的多樣化生計活

動，漸漸趨向果樹專業區的生產模式。近年來臺灣的第一級產業面對外來農產品的競爭，及觀光

休閒產業的興起，紛紛轉型與休閒產業結合，東山亦加入了此一產業轉型的潮流，舉行節慶並配

合當地的觀光資源，希望為農業為主的東山帶來觀光遊憩的人潮。 

東山山村地表景觀及生計活動可依主要農作而分為四期，依序為水稻甘蔗雜糧期、甘蔗果樹

栽種期、果樹栽種期及休閒農業萌芽期。整體而言，地表景觀及生計方式都是由多樣化漸漸轉變

為專業化。 

關鍵詞：東山、生計活動、山村、景觀 

緒 論 

「農為邦本，本固邦寧」，農業自古為國家發展的基礎。隨著時代的進步，各領域技術逐漸提

升，交通建設更加完備，世界各國交流日益頻繁，經濟也隨之發展。在土地有限而工商業、住宅

及都市土地需求大增的情形下，除了開發更多的邊際土地之外，農業用地也漸漸被填上水泥成為

建築用地。 

交通及各項生產技術的進步，導致時空壓縮。各國國內及國際間，專業化生產及分工的狀態

逐漸形成，自然與人文環境資源較佳的地區，經濟快速發展而成為核心區，反之則呈現緩步成長、

停滯甚至衰退，成為半邊陲或邊陲地區。掌握較多資源的核心區經濟可以自發的成長，但邊陲區

只能被動的對核心區經濟活動做出反應（蔡佩芬，2008：17）。 

臺灣地狹人稠，又位於季風亞洲，因此稻米為最重要的糧食作物。民國五十年代開始，臺灣

經濟快速成長，工商業發展也帶動農業繁榮，民國六十二年（1973），工業就業人口數首度超過農

業，且農業就業人口數自此逐年下降。農業在土地改革誘因消失、低糧價及高生產資材、與農業

勞動力外流的影響下，農業生產成本提高（方凱玲，1990：39-42），地處邊陲且以農業為主的地

區，農業「產」「銷」因面臨強大競爭，只能隨著外在環境的改變而轉型來提升競爭力，也連帶影

響居民生計活動的轉變。 

為了一窺臺灣邊陲地區農業在不同時空背景下，受各項環境條件影響後的轉變，選擇臺南東

山山村地區為研究區域。臺南是臺灣的農業重鎮，將近 1/3 人民的生活與農、漁業息息相關（莊

月香，2004：1），而位居邊陲地區的東山山村居民的生活，更是與土地息息相關，因此回溯其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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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並探討各項因素對此所造成的影響，來瞭解當地居民生計方式轉型的過程，也觀察這些

因素在各地區的影響強度不同，所造成的差異性。本文具體的研究目的有二： 

(一)探討東山山村生計活動的轉型。 

(二)詮釋東山山村生計活動在轉型過程中，不同階段的地表景觀空間差異與分布。 

文獻探討 

邊區（frontier）在國家尺度之下，被視為相對遠離核心的區域。許多研究使其成為一個特定

區域，探討其中不同的主題，隨著空間尺度的改變，邊區研究可縮小至城市的邊緣，探討鄉村與

都市交界帶的變動情形，如洪立三（2008）《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態度與公園的政治生態學分

析》，討論居民對於交界帶保護區的看法。相反的，也可放大至國界邊緣的邊際貿易，如席震國

（2005）《中國大陸邊區省份的貿易-雲南與黑龍江個案研究》。 

雖然邊區研究隨著空間尺度大小有不同的討論主題，但在臺灣學界將邊區研究畫分出「邊區

開發」的主題，並將『邊區』界定為拓墾的前緣，法律未能有效規範個人行為、流動與動亂頻繁

的地域（黃雯娟，2004：8；引自 Sherpherd,J. R.，1993），是原住民與漢人生活領域的交界地帶，

所形成的模糊空間（施雅軒，2002：160）。在某些研究中，也直接將邊區界定為清代臺灣為官方

所禁墾的山區（吳俊蔚，2009：3）。換言之，臺灣的邊區開發研究多著眼在國家尺度之下，相對

遠離核心的區域，位於國家權力影響的邊緣。因此邊區如果要開發，就需要較為強勢的力量始能

生存，國家力量介入的深淺與環境本質必然影響區域的土地拓墾與發展（黃雯娟，2004：8），而

國家力量介入的具體表現，即是在邊區畫定明確邊界—番界。雖然有界碑或土牛溝作為地表面上

的界線，卻無法切斷界線兩旁族群的互動。資源的交換與掠奪使得族群的邊界—番界，成為一條

變動的邊界，會隨著族群勢力的消長，以及國家治理態度而有所變動，使得畫定的界線兩旁漸漸

形成帶狀區域的交界帶。因此，邊區的概念，不是當作一條單純的界線，而是一連串的模糊帶

（overlapping zones）（陳怡碩，2002：6；引自 Batten,1999:169）。在臺灣歷史發展過程中，位於

國家權力邊緣的拓墾邊區，也代表著浮動的地域，此浮動表現於族群的浮動、游移（黃雯娟，2004：

8），使其呈現高度不穩定的狀態。 

因此本文擬以國家力量的介入，以及國家尺度的經濟環境變遷，對地方產生的影響為主要切

入點，探討一個位於國家權力邊緣、平原與山地交界處、位於遠離政治經濟相對核心地區的丘陵

地帶，在國家政策的推動，以及國家經濟社會改變之下，如何影響位在丘陵地帶山村居民的生活，

使其生計方式因而轉變，同時也使其維生地表景觀隨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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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區概況 

 

 

 

 

 

 

 

 

 

 

 

 

 

 

 

 

 

 

 

 

轉繪自 1/100,000 地形圖 

圖 1 臺南東山地形圖 

 

臺南東山位於臺南市東北部的內陸地帶，北隔急水溪1與新營、後壁、白河為鄰，南以龜重溪

與柳營相望。全境分屬龜重溪及曾文溪流域，以李子園山、崁頭山及二尖山為其分水嶺，除東南

部屬曾文溪的上游之外，全境屬龜重溪流域。整體地形則為西北低，東南高，可分為三區：西北

部海拔 100m 以下屬嘉南平原；中段海拔 100m 以上屬嘉義丘陵（洪波浪、吳新榮，1983：30）；

東緣以阿里山西烏山嶺分脈與嘉義縣中埔鄉、臺南楠西為界。研究區範圍主要位於嘉義丘陵區的

山村2，據蘇惠貞（2008）《急水溪中上游的構造地形：以地形面與地形指標探討》中提及，嘉義

丘陵內受到地盤上升影響呈現顯著的穿入曲流，龜重溪流域的階面分布，以低位階地為主。所以

此區除了丘陵的斜坡地外，仍有許多平坦地，也因此得以發展豐富的農業。 

                                                             
1 《臺南縣志》記載：急水溪發源於白河鎮南寮東方分水嶺，至北門鄉雙春入海。溪身長度 64.2km，

乃本縣唯一專有之河川。其上游經分支為溫厝廍溪，龜重溪（昔稱為十八重溪）、六重溪（昔稱為九

重溪）、白水溪等。 
2 指海拔 100m 以上的村落，包括南勢村、高原村、青山村、東原村、水雲村、林安村、嶺南村等七個

村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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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雖然地處邊陲，但由於日治時期政府曾在此地推廣芭蕉及柑橘類的栽種、油礦3的開採以

及改良式糖廍的設立，使其商業活動熱絡，因而在油礦及改良糖廍所在地區形成商品集散地，只

是隨著油礦資源的耗竭，開採宣告結束，以及改良式糖廍關閉，居民的生活仍回歸依賴土地為生。 

東山山村地廣人稀，林產及農產都十分豐富，除了能夠自給自足之外，亦能提供各項基本商

業活動中的商品需求，甚至豐富的物產也吸引許多外來販商前來批發各項農產，為現在東山多項

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供給量占全國重要地位打下基礎。  

表 1 東山山村鄰近測站各月均溫表（1993－2006） 

月份 曾文 月份 曾文 王爺宮 草嶺 東原 大棟山

一月 17.7 一月 19.3  19.6 23.4 17.9 25.8 

二月 18.6  二月 30.5  47.6 43.7 44.8 51.3 

三月 21.1 三月 53.9 47.0 64.6 49.1 67.5 

四月 24.1 四月 86.8 54.3 96.4 83.1 91.5 

五月 25.9 五月 255.6 207.0 292.8 233.5 337.2

六月 26.8 六月 518.8 390.7 559.5 420.3 550.0

七月 27.2 七月 671.2 527.7 650.9 520.5 734.5

八月 26.6 八月 614.8 450.9 574.5 473.9 640.4

九月 26.1 九月 314.1 254.6 281.0 308.0 386.7

十月 24.9 十月 70.4 39.3 74.0 52.0 111.1

十一月 22.5 十一月 10.8 3.9 14.0 13.1 15.0 

十二月 19.1 十二月 21.1 29.0 27.8 20.6 36.7 

氣 

溫

︵ 

°C 

︶ 

年均溫 23.4 

降 

水 

量

︵ 

毫

米 

︶ 

年雨量 2669.4 2101.6 2659.6 2234.0 3047.6

備

註 

中文站名 站碼 所在縣市 所在鄉  高度 

王爺宮 C1O84 臺南市 六甲區 144 公尺 

曾文 C0O81 臺南市 楠西區 207 公尺 

東原 C1X04 臺南市 東山區 232 公尺 

草嶺 C1M40 臺南市 大埔區 369 公尺 

大棟山 C1O87 臺南市 白河區 1246 公尺  

資料來源：1. 中央氣象局，《氣候資料年報》（台北：中央氣象局，1993-2006） 

2. 中央氣象局，網址：http://e-service.cwb.gov.tw/wdps/obs/state.htm 

 

根據中央氣象局所設立的測站觀測資料，嘉義丘陵區的氣候概況選取東山鄰近地區，高度相

近的王爺宮、曾文、東原及草嶺測站資料為參照，東部山區的氣候則參照大棟山測站資料。從表

                                                             
3 指牛山油氣田（日治時稱牛肉崎油田）。根據《臺南縣志  卷一自然志》以及《新營郡特輯號》中記

載：牛山油氣田在本縣東山鄉牛山，於民國十八年（1929）始由日本石油公司開始鑽採，一號井中

曾鑽透數氣層，但挖鑿至深度 1,036m 時，天然氣猛噴，井壁受損而告放棄，其後第二號井及第三號

井各開挖至 1,600m 及 1,360m 處，都發生天然氣噴發，而使得油坑內崩壞而無法採收。其中一號井

與三號井的地質構造較佳，有豐富的瓦斯層及大油層存在，但因上述因素而無法開採，而利用開鑿

前三座井的經驗開挖四號井，最後仍告失敗。民國二十五年（1936）五號井開鑿成功，乃開始採氣，

最初日產量約 24,700m3。其後逐年擴展，在各地開鑿新井，迄光復時止共鑽氣井二十四口，其中仍

維持生產者約六井，戰後中國石油公司層開鑿二十五號新井，但無重要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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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觀察到，此區氣候特色為全年高溫多雨，乾溼季十分明顯，雨季主要集中在五至九月。 

 

 

 

 

 

 

 

 

 

 

 

 

 

 

 

 

 

 

 

圖 2 東山各項土地用地面積比例圖（1962~2011）4 

資料來源：1.臺南縣政府主計室，《臺南縣統計要覽》(臺南：臺南縣政府主計室，1963-2010) 

2.臺南市政府主計處，《臺南市統計年報》（臺南：臺南市政府主計處，2011） 

（數據詳見附錄 1） 

 

由於地處邊陲，再加上地形、氣候及水文環境的影響，由圖 2 的統計圖可觀察民國五十年代

至民國九十年代東山土地利用，其中 90%以上為直接生產用地，後期比例上略有減少，主要是交

通水利用地增多。由此可推得東山基礎交通建設逐漸增加，其餘類別則沒有明顯的轉變。雖然圖

二為東山全境的土地利用統計，但東山山村地區僅有二個小型市街，因此可推敲出山村亦以直接

生產用地為最主要的土地利用方式。 

 

                                                             
4 民國九十年（2001）開始，《臺灣南統計要覽》分類項目改變。民國八十九年（2000）以前，建築用

地包括：建築、什種地、祠廟、鐵路、墳墓；直接生產用地包括：水田、旱田、山林、養魚池、牧

場、礦業、鹽業、池沼；交通水利用地包括：鐵道線路、道路、灌溉水路、溜池、溝渠；其他用地

包括：原野、堤防、公園。民國九十年（2001）以後，建築用地包括：甲、乙、丙、丁種建築用地、

墓；直接生產用地包括：農牧、林業、養殖、鹽業、礦業用地；交通水利用地包括：交通用地、水

利用地；另有古蹟保存、生態保護、國土保安、特定目的事業、暫未編定及都市用地等，因難以歸

納至民國八十九年（2000）的項目內，所以未納入上述三種項目中。此外，民國六十二年（1973）

的鐵道線路資料，應為誤植。以及民國八十二年（1993），溜池缺漏數據，而使得這兩年的其他用地

銳減，比例驟降。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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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東山直接生產用地各項目面積比例圖（1962~2011）5 

資料來源：1.臺南縣政府主計室，《臺南縣統計要覽》（臺南：臺南縣政府主計室，1963-2010）.   

2.臺南市政府主計處，《臺南市統計年報》（臺南：臺南市政府主計處，2011） 

（數據詳見附錄 2） 

 

將圖 2 直接生產用地中，各項土地利用面積比例繪製成圖 3。顯示此區以林地及水旱田為主

要利用方式，可推得東山是以林業及農業為主的鄉鎮。因為山村地形上雖為丘陵地及山地，但由

於河流及河階的分布，稻米及其他作物的栽種也遍及較為平坦的淺山地區，唯此區非嘉南大圳的

灌區，灌溉水源受溪流分布的限制，使得大部分地區仍以旱作為主。因此，可得知山村是以林業

及旱作為主，而靠近溪流有灌溉水源的地方，才有水田。 

 

 

 

 

 

                                                             
5 民國九十年（2001）開始，《臺灣南統計要覽》分類項目改變。民國八十九年（2000）以前，直接生

產用地包括：水田、旱田、山林、養魚池、牧場、礦業、鹽業、池沼；民國九十年（2001）以後，

田、旱、牧、池合為『農牧用地』一項，改為農牧、林業、養殖、鹽業、礦業、窯業用地。因沒有

納入國土保安用地，因此民國九十年（2001）年開始，林業面積大量縮減。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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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東山作物收穫面積比例圖（1962~2011） 

 

資料來源：1.臺南縣政府主計室，《臺南縣統計要覽》(臺南：臺南縣政府主計室，1963-2010) 

2.臺南市政府主計處，《臺南市統計年報》（臺南：臺南市政府主計處，2011） 

（數據詳見附錄 3） 

 

更細部觀察農業用地所栽種的作物，圖 4 中可發現稻米及普通作物產量的比例，自民國五十

年代至民國九十年代收穫面積呈現減少的趨勢；果品及蔬菜作物產量比例則增加，民國八十年代

以後，甚至占農業用地的五成以上；而特用作物則是在民國六十年代末期收穫面積比例較高，自

民國七十年代至民國九十二年（2003）降至最低，其後又略有增加。由於本文僅討論山村的部分，

而稻米、果品及特用作物有許多都是平原及丘陵區共同作物。所以本文藉由《臺南縣統計要覽》

的統計數據，配合野外實察，得到東山山村自日治時期至民國九十年代，主要栽種作物為稻米、

甘藷、落花生、竹子、甘蔗、龍眼、柳橙、椪柑及咖啡。其中，水稻主要栽種於平坦地水源較豐

的地方，而旱田則栽種陸稻；甘藷與落花生是稻米栽種後的裡作；甘蔗屬平坦地旱作；竹子、龍

眼、柳橙、椪柑及咖啡則是栽種於山林中或旱田中。 

地表景觀與生計活動的變遷 

臺南東山位於內陸地區，丘陵地與山地面積占全境一半以上，生計活動以農業為主。而山村

的位置更是處於邊陲地帶，雖然交通相對平原區較為不便，卻因地廣人稀及物產豐富，日治時期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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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存在非常熱絡的商業活動，銷售大量的物產到平原及都市。隨著時代的進步，交通及技術革新

使得各地區發展迅速，東山山村卻因位居內陸及交通限制，仍停留在農村階段。勞動力大量流失，

加上都市需求改變、政府政策推廣、人為開發及國家經濟轉變等影響，使得主要銷售市場由鄰近

都市轉變到臺灣各都市。為調適國家經濟社會的改變，面臨數次改變的挑戰，這些改變不僅使地

表景觀變遷，亦使得人民的生計活動也產生變化。 

 

 

 

 

 

 

 

 

 

 

 

 

 

 

 

 

 

 

 

圖 5 日治時期東山（番社庄6）山村土地利用圖 

資料來源：轉繪自明治三十八年（1904）1/20,000 臺灣堡圖 

 

從圖 5 的臺灣堡圖番社庄（今東山）觀察，山村地區在日治時期地表景觀以樹林為主，只有

前大埔庄（今東原村）北部地區開發較早，且山村的開發是沿著河川，由低處的前大埔庄往高處

的崎仔頭庄（今東原村、青山村、高原村）呈現帶狀分布。以自然環境而言，此區是山區中地勢

相對平坦的河階地，水源較豐富，開發早，生計活動以種植稻米、甘蔗及雜糧為主。 

 

 

 

                                                             
6 東山是「新營區六鄉鎮」之一，位處急水溪和龜重溪之間，清康熙八年（1669）漢人進入此一地帶

拓墾始稱「哆囉嘓庄」，乾隆年間漸成街肆，乃改稱為「哆囉嘓街」；至清中葉分成「東頂堡」、「東

下堡」、和「西堡」等三堡，「哆囉國街」則因原為番社舊地而改稱作「番社庄」（黃文博，199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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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民國七十年代東山山村土地利用圖 

資料來源：改繪自內政部民國七十四年（1985）經建版 1/25,000 第一版臺灣地形圖 

 

至民國七十年代，圖 6 中顯示東山山村整體開發面積大幅增加，林地大量減少，除了農業用

地增加外，栽種作物是否有所改變？是否影響到當地人們的生計活動？這樣的轉變是受到哪些因

素的影響？將是本段探討的重點。 

此區主要栽種作物包含稻米、甘藷、落花生、甘蔗、龍眼、柳橙、椪柑及咖啡等，其中有許

多作物為平原及山區皆可種植的作物。其中稻米、甘藷與落花生屬最早期栽種的作物。田地在栽

種完稻米後，大多選擇甘藷及落花生等雜糧作物為裡作，由於丘陵區與平原區稻米栽種面積難以

切割，且丘陵區大多為旱地與林地，因此以甘藷及落花生的栽種面積作為傳統農業社會時期的代

表。 

隨著丘陵區的開發，田地漸增，且明治四十三年（1910）前大埔改良式糖廍即已設立，使得

契作甘蔗也是此地重要的作物之一。但民國五十一年（1962）至民國六十五年（1976）並無將原

料用甘蔗列入甘蔗種植的統計，使得統計數字中栽種面積銳減，至民國六十六年（1977）開始，

則僅為原料甘蔗的統計，雖然甘蔗的採計的類別曾經更替，但仍大略可看出甘蔗栽種面積轉變的

趨勢。 

民國五十年代開始，臺灣外在經濟環境的轉變，再加上鄉村的勞力也開始外流，因此，原本



41 

 

栽種水稻與甘蔗的田地漸漸被經濟價值較高，且栽種時勞力及水量需求較少的果樹所取代。果樹

種植面積增加最快速的，即是日治時期政府所推廣過的柑橘類，以及原始林中零星的原生龍眼樹。

由於龍眼樹因統計過程中早期被列入森林副產品，其後雖改為果品類，但仍未單獨列出，因此以

栽種面積及產量皆居東山之冠的柑橘類為代表。 

 

 

 

 

 

 

 

 

 

 

 

 

 

 

 

 

 

 

圖 7 東山歷年主要作物種植面積趨勢圖（1934~2011）7 

資料來源：1.新營郡役所，《新營郡要覽》（臺北：成文，1934-1939） 

2.臺南縣政府主計室，《臺南縣統計要覽》(臺南：臺南縣政府主計室，1963-2010)  

3.臺南市政府主計處，《臺南市統計年報》（臺南：臺南市政府主計處，2011） 

 

觀察圖 7 所繪上述各主要作物種植面積的變化，藉此為各時期作一劃分。農家主要的栽種作

物，會直接影響其生計活動。因此，主要栽種作物面積的消長，除了可顯示地表景觀的轉變之外，

亦可作為生計活動轉變的分期。 

自昭和九年（1934）開始，稻米就是最重要的糧食作物，其次是甘藷。雖然東山丘陵區的河

階地可以栽種稻米，但對於此地區而言，甘藷除了栽種時的適應性較強之外，可以當作糧食，亦

可加工後成為販售的商品。相對於稻米而言，更是重要的糧食及經濟作物，此外落花生亦屬於稻

米收成後可能被選擇栽種的經濟作物。但因為落花生的栽種面積與產量相對甘藷而言較少，因此

早期栽種作物選擇甘藷作為東山山村觀察生計活動變化的主要依據。而丘陵區除了河階地適合栽

種稻米及甘蔗等作物之外，其餘的山坡地大多缺乏水源，僅以雨季的雨水為主要的灌溉水，所以

                                                             
7 民國六十五年（1976）原料甘蔗開始有數據。所有數據西元 1940~1961 年都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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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水量較少的果樹或旱作為主要的作物。為了全面瞭解東山山區地表景觀的變遷，就需要瞭解淺

山河階地，以及研究區面積最大的丘陵區的栽種作物。因此除了甘藷之外，亦選擇甘蔗及柑橘類

的栽種面積作為主要的觀察依據，以稻米及落花生為輔助的參考而加以劃分成為四個時期。 

本文將東山山村地表景觀及生計活動的發展，分為以栽種水稻、甘蔗及甘藷為主的水稻甘蔗

雜糧期（民國六十年代以前）；民國六十年（1971）甘藷栽種面積擴張到最大之後，栽種面積銳減

至民國七十一年（1982）僅剩不到 100 公頃，此段時期，柑橘類的栽種面積快速增加，農產以糧

食作物轉變為經濟作物，因此命名為甘蔗果樹栽種期（民國六十年代至七十年代初期）；民國七十

一年（1982）以後，甘藷、落花生及甘蔗的栽種漸趨消失，果樹成為栽種最主要的作物，為果樹

栽種期（民國七十年代至民國九十年代之間）；民國九十三年（2004）東山舉辦第一屆東山咖啡節，

休閒產業隨之興起，因此命名為休閒農業萌芽期（民國九十年代迄今），以下將分別探討其各時期

轉換過程中地表景觀及生計活動的改變。 

（一）水稻甘蔗雜糧期（民國六十年代以前） 

民國六十年代以前，東山山村都維持多樣化的自給自足生活。自民國五十一年（1962）開始，

隨著經濟的發展與土地的開發，適應性佳且功能多樣的甘藷，整體而言呈現種植面積快速增加的

趨勢，直到民國六十年（1971）達到顛峰。此時期的作物以稻米及甘藷為主，甘蔗次之，幾乎沒

有柑橘的栽種，因此這個階段是以栽種糧食作物為主，自給有餘才能加工販售。而經濟作物—甘

蔗，主要是提供糖廠製糖使用。 

丘陵區的河階地除了部分田園與前大埔的赤糖廠簽約契作，栽種製糖用甘蔗外，其餘田園則

為稻米（以一期陸稻為主）、甘藷、豆類、落花生以及蔬菜等作物輪作；而山區的急斜地，則由於

日本政府的推擴而種植芭蕉，並於荒廢地種植相思樹造林，除此之外亦種植許多政府獎勵的果樹。

番社庄（今東山）種植的果樹中，以芭蕉與龍眼的產值較高，因此栽種面積也較廣。 

雖然山村的丘陵地有許多的平坦地供耕作，但水源卻需當地人開闢溝渠，引附近的溪水至田

中灌溉，再輔以雨季充沛的雨量，使得水稻一年可收穫一次。部分離溪水較遠的地區難以引水灌

溉，水源就全依賴降雨，產量難以穩定，因此也有農家選擇需水量較少的陸稻、旱作或果樹栽種。

水田待水稻收割完後，土壤中如果仍保有水份，便將其利用來種植需水量較小的甘藷或落花生，

為其土地創造第二次的價值；若當水源較為缺乏，水稻收割完之後土壤內已無充足的水份而變硬，

那麼就只好休耕，等待下一次雨季的到來。 

東山東部山區大多則保持著原始林的狀態，其中只有少數人居住其間，原生樹種以相思樹為

主，居民利用山間的平坦地從事著稻作及雜糧的種植，也利用原生的龍眼樹所生產的果實販售。

雖原生龍眼樹產量低，但山區需求更低，在難以保存的情形下，開始烘培成龍眼乾以延長保存期

限，除此之外，砍伐原始林木燒製成木炭也是山區可見的生計活動之一。因此稀疏的田地與房舍、

散落在原始林間的龍眼乾烘培灶、以及山坡上的木炭窯，都是山區常見到的景觀。由於番社庄（今

東山）境內大部分土地為丘陵地及山地，配合著日本政府的造林，再加上山區人口稀少，林地開

發較慢，使其能保留大片的原始林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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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稻雜糧期（民國六十年代以前）農家的農事曆（農曆）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甘藷/落花生/休耕 田菁（綠肥） 稻米 甘藷/落花生/休耕

資料來源：實地訪查整理 

由表 2 的農事曆配合東山山村降水的限制，此區主要生計活動以栽種稻米為主，其他雜糧為

輔。而稻作約在農曆五至六月雨季時開始插秧，在此之前的一個月，便會開始著手培育種苗，在

等待種子長成種苗的期間，則進行整地的工作。稻米的栽種時間短，而整地、插秧、除草及收穫

等各項工作十分繁複，且自種子發芽開始至收割曬乾成稻穀，僅僅約五個月的時間，因此在農忙

時田地面積較大的農家，有僱工的需要，而小農間則於農閒時互為僱工或受僱於鄰家。雖然在農

家的傳統中，女性主要掌管家務，男性外出工作，但由於山村中勞力不足，所以栽種稻米的過程

中，除了需較多的力量的初期整地、建造引溪水灌溉的溝渠、或是危險性較高的噴灑農藥，由男

性負責之外，女性亦需要參與播種、插秧或收割等工作，有些工作較需要細心，例如搓草8及曬穀，

則主要由女性來主導。無論家中田地多寡，女性是否協助家中農務或出外打零工、農產的改良、

栽種及買賣等訊息仍由男性所主宰，因此，農家中大多仍由男性位居決策的地位。 

（二）甘蔗果樹栽種期（民國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期） 

此階段柑橘類種植面積快速增加，而甘蔗等經濟作物雖然種植面積減少，仍占有重要地位。

民國五十年代，政府的政策為農業與工業並重，且在經濟快速的成長下，帶動農業繁榮的契機，

使農業持續的成長。民國六十二年（1973），臺灣工業就業人口數首度超過農業，雖然臺南縣卻延

遲到民國七十五年（1986），才進入工業化社會，但是在民國六十年代工業人口已急速的攀升（張

峻嘉，2010：285-293），自此農業就業人口數逐年下降，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的需求也逐漸改

變，再加上東山山村當地耆老表示，丘陵區的溪水及泉水愈來愈不足以提供水稻充足的水源，使

得原本產量不豐的稻米收穫量更加減少，故自民國六十年代開始，稻米的栽種就逐漸減少並慢慢

消失，甘藷亦幾乎完全消失。 

甘蔗的種植則因赤糖廠仍有原料的需求，及甘蔗本身需水量比較少，仍然維持原本的栽種。

主要以契作方式栽培的甘蔗，因換糖比例長期未增，國內糖價又因補貼外銷而長期偏低，以致農

民種植甘蔗的意願日減（陳國川、林佳慧，2008：3），以致蔗作面積亦漸減。 

因此，東山山村農民便將原本的傳統水稻、甘藷與雜糧的栽種轉向經濟價值較高、較耐旱以

及平時人力需求較少的果樹類作物。可見自民國六十年代開始，此區的栽種已由自給自足為主的

糧食作物，漸漸轉向為栽種商業性的經濟作物。 

東山山區原有許多原生的龍眼樹，一開始龍眼樹的栽種就以海拔較高的原始林區為主。此原

始林區土地位於較高海拔，取水不易、土壤土層較淺、肥力較差、交通不便等因素，以及龍眼的

作物特質，除可以鮮食外，還可烘製龍眼乾，以利保存增加經濟價值，使得在這邊區的邊際土地

利用及價值皆提升。也因經濟價值的提高，促使海拔較低平的地區也開始試種。雖然製做龍眼乾

的技術自日治時期即存在，但原生的龍眼樹十分高大，採收不易，於是便有果農將嫁接的技術用

                                                             
8 當稻田中仍有水的時候，利用雙手將剛長出來的雜草搓至水面下的泥土中，使其無法繼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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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改良龍眼樹。首先，先將其矮化，讓採收與田間管理更加方便，再利用嫁接的技術改良果實，

使果肉更加豐甜，而矮化龍眼樹時所鋸下來的龍眼樹幹，則再次利用成為燒炭業利用的原料。 

東山的燒炭業主要木材來源是山區的原始林，但是由於此片原始林屬於官有林地，燒炭業的

原料除原始林地外，就只能向擁有林地的農戶購買，因此燒炭業初期並不興盛。直到矮化龍眼樹

期間，因為有大量的木材原料，使得燒炭業能夠快速發展。只是龍眼樹大致矮化完成，木材來源

減少，再加上瓦斯、天然氣等燃料逐漸的普遍，木炭的利潤愈來愈低，致使此行業僅蓬勃發展一

段時間後隨即沒落，至民國九十年代木炭窯幾乎不存在，僅存的木炭窯則是轉向較熱門的竹炭燒

製。 

除了龍眼之外，柑橘類在日治時期即是政府所獎勵推廣的果樹之一，其中柳橙和椪柑較適合

此區的自然環境而擴大栽種，因而東山丘陵區漸漸成為臺灣重要的柳橙和椪柑栽種及生產區之一。 

 

 

 

 

 

 

 

 

 

 

 

 

 

 

 

 

 

 

 

圖 8 東山稻米及主要水果價格變遷圖（1964~2012） 

資料來源：臺灣省政府，《臺灣農產品生產成本調查報告》（南投：省農林廳，1964~2012，龍眼民國九

十五年（2006）、民國九十八年（2009）、民國一○一年（2012）沒有資料；椪柑民國九十八

年（2009）沒有資料） 

 

由圖 8 可以看到自民國五十三年（1964）至民國九十一年（2002），稻穀及東山主要水果的價

格變化。民國六十代以前，稻穀、椪柑、柳橙及龍眼的價格不相上下，其中又以椪柑及柳橙略高，

其後稻穀及水果的價格趨勢都是上揚的。至民國六十八年（1979）以後，價格都達到每公斤 10

元以上的價格，雖稻穀的價格較為穩定，水果的價格波動較大，但龍眼的價格，有時甚至可達稻

穀價格的二至三倍，而椪柑及柳橙雖然變動幅度較小，但相對於稻榖而言價值也較高，因此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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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見為何至民國六十年代，農家已由自給自足為主的經營型態，開始轉往市場指向為主的果樹的

栽種，與外界的經濟連結越趨緊密。 

 

 

 

 

 

 

 

 

 

 

 

 

 

 

 

 

 

 

 

圖 9 東山人口變遷圖（1971~2011） 

資料來源：1.臺南縣政府主計室，《臺南縣統計要覽》（臺南：臺南縣政府主計室，1963-2010） 

2.臺南市政府主計處，《臺南市統計年報》（臺南：臺南市政府主計處，2011） 

 

除價格上的波動之外，由圖 9 也可見東山人口數呈現下降的趨勢，加上農產價格轉變的刺激，

使得農戶開始經歷將勞力及水量需求較高，且利潤較低的稻作，轉型成勞力及水量需求較低，且

利潤較高的果樹栽種。於是收穫後的販售沒有保障、利潤不高、需水量大、以及所需勞動力較多

的水稻栽種首先面臨轉變，以及台灣社會的工業化、都市化，使得城市依賴鄉村提供日常生活所

需增強，東山地處邊區無法提供較易腐爛、不易運輸的新鮮蔬菜，因此開始嘗試栽種日治時期推

廣過的柑橘類作物，及山區原生的龍眼樹。而蔗園轉作的情況較稻田少，主要原因是蔗園與前大

埔的赤糖廠仍維持契作，栽種後的販售有一定的保障，直到後來才因糖價低廉而轉作。 

嘗試轉種果樹的農家在這一段沒有收成或者收成減少的期間內，農家有時利用尚未轉換的部

分田地仍栽種稻米、甘藷等作物維生；農閒時，則成為臨時雇工，在收成的季節到鄰家採收作物

或果實、到山區受雇為燒木炭的炭工、或是到赤糖廠製糖，地表面上有仍未轉換的稻田，有維持

契作的蔗園，亦有剛栽種幼樹的新果園，呈現豐富的過渡性地貌，當地居民的生計方式也顯得更

加的多樣化。 

（三）果樹栽種期（民國七十年代至民國九十年代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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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七十年代開始，東山山村逐漸由生存糧食作物（稻米、甘藷…等）、生活殖民作物（契作

甘蔗），轉換為自我承擔生活風險的經濟作物，以柑橘類及龍眼為主的果樹生產。民國七十二年

（1983），前大埔的赤糖廠及烏樹林糖廠關閉，東山山村原本仍存有的契作蔗園亦面臨改種其他作

物的情況，此時龍眼、柑橘類果樹種植的技術趨向成熟，且果樹的經濟價值仍高，因此契作甘蔗

種植區逐漸為果樹栽種所取代。至此，東山海拔較低的丘陵區，土地利用幾乎成為果樹栽種的專

業區，海拔較高的丘陵區及山地，則為原始林的分布區（見圖 6），樹種以相思樹為主，其中並有

許多原生龍眼樹。隨著林地的開發，原始林區也漸漸成為果樹的栽種地。 

東山山區因地勢較高，能栽種的果樹亦受到較多的限制，海拔 300m 以下，以栽種柳橙為主；

海拔 300m 以上即可栽種椪柑；而龍眼對氣候的適應性較高，整個丘陵區和山地皆可種植。 

 

 

 

 

 

 

 

 

 

 

 

 

 

 

 

 

 

 

圖 10 東山龍眼產量趨勢圖（1934~2012） 

資料來源：1. 臺南縣政府主計室，《臺南縣統計要覽》（臺南：臺南縣政府主計室，1934-1996，缺 1937、

1940~1976、1980、1994~1996，這些年份龍眼產量沒有單獨列出來） 

2. 行政院農委會農糧署農情報告資源網（1997-2012） 

 

隨著果樹專業區的形成及栽種技術的成熟，龍眼的產量也大幅增加，在民國八十六年（1997）

之後，產量迅速上升超過 10,000 公噸，甚至最高產量超過 16,000 公噸。由於龍眼採收期一但過

長，果實甜度會下降，所以除了在採收初期販售鮮食龍眼之外，其餘則加工成為龍眼乾再售出。

由於東山山村龍眼乾的烘培自日治時期即已發展，許多販口也已習慣至此地大量收購龍眼乾，因

此在製做龍眼乾的鮮食龍眼供應不足下，東山山村的農民會向其他鄉鎮購買鮮食龍眼後，再加工

烘培製成龍眼乾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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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東山柑橘類產量趨勢圖（1934~2012）9 

資料來源：1. 臺南縣政府主計室，《臺南縣統計要覽》（臺南：臺南縣政府主計室，1934-2007，缺

1939~1961） 
2. 行政院農委會農糧署農情報告資源網（1997-2012） 

 

其次，由圖 11 觀察柑橘類產量的變化。日治時期推廣栽種時，即可達 30 公噸的產量，在民

國七十年代的最巔峰期產量達 30,000 公噸。在柑橘類的推廣試種中，嘗試各項柑橘類品種栽種

後，柳橙與椪柑最適合此地的自然環境，因而大量栽種而形成生產專區。柳橙和椪柑栽種面積快

速擴張期間，由於對自然環境的需求，主要是取代原為水旱田的耕地，較少延伸至原始林地，因

此龍眼樹的栽種仍維持在海拔較高的山區。但是由於柳橙和椪柑產量的迅速增加，使得供需失衡

而價格下降，甚至在民國九十年代生產地最低價格下滑到 1 台斤不到新台幣五元的情況，所以在

市場價格的低落，再加上龍眼對氣候適應性較強、經濟價值較多樣化、以及栽種比柳橙和椪柑更

加節省勞力，部分農民捨棄柑橘而改種龍眼，也因此原本分布在較山區的龍眼樹也開始取代部分

較低海拔丘陵區的柑橘類。 

 

 

 

                                                             
9 圖中統計數據民國六十四年（1975）及民國六十九年（1980）可能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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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果樹栽種期農家的農事曆（農曆）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整理果園 龍眼 椪柑 柳橙 

資料來源：實地訪查整理 

 

以東山主要的三種果樹作物來看，收成的季節集中在下半年，由於傳統龍眼、椪柑及柳橙的

栽種都不需投入太多的人力，所以勞動力仍足夠，一進入果實的採收期，在採收都有一定的時間

限制之下，勞力需求大量提升，也是農家主要的農忙時期。 

農曆六月開始進入龍眼的收成季節，在收成的前期，以鮮食龍眼為主要的農產品，初期大量

龍眼的採收後，若是沒有賣完，便將剩下的鮮龍眼拿去烘培，製做成為保存期限較長，用途較多

樣化的龍眼乾。除了烘培外，烘乾後的帶殼龍眼，還有剝殼及去籽取肉等工作。因此，一進入龍

眼產季，家家戶戶都放滿許多龍眼，龍眼園中忙著採收，而農戶裡則是忙著整理裝箱以便出貨；

此時期後半段，整條街上充滿著龍眼乾的香味，騎樓中擺著準備烤龍眼乾的爐火10，不論大人還

是小孩，只要有空閒，就會圍在爐火邊剝龍眼肉。 

到了農曆八月中旬過後，龍眼及龍眼乾的產季過了，緊接著就是椪柑的生產季節，除了採收

之外，椪柑採分級包裝出貨；十月中旬過後，還有長達二個半月的柳橙產季，待收成完成即進入

下一個產季。 

（四）休閒農業萌芽期（民國九十年代迄今） 

東山於民國九十三年（2004）舉辦第一屆東山咖啡節，打出東山的地方符號，藉此開啟東山

山區的觀光休閒產業，因此以民國九十三年（2004）為一分界，東山山村部分地區進入休閒農業

萌芽期。 

東山山區自日治時期就有咖啡的種植。最早將咖啡引進東山的是南勢村曾綠波先生，雖然自

日治時期即開始咖啡的栽種，但是並未大面積的發展，直到民國六十八年（1979），黃世賢向中興

大學的新化林場，取得幾棵咖啡樹種苗帶回崁頭山種植。民國八十七年（1998），堅持用有機種植

咖啡樹，經過一年多的烘培技術改良，才烘培出滿意的咖啡豆。後來邀請郭雅聰先生（大鋤花間）、

賴啟東先生（丹品二館）加入咖啡種植的行列，這三位成為早期東山咖啡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趙

和修，2008：42）。但東山種植咖啡的農戶仍然不多，直到雲林古坑鄉「臺灣咖啡節」的成功，部

分有種植咖啡的農民也希望藉由同樣的模式，利用咖啡這樣普遍的飲品，以東山咖啡的名號打出

東山的知名度。 

 

 

 

 

                                                             
10 東山龍眼乾在去殼後，會拿一個大鐵桶升一爐火，並將竹篩放在上面，其後就將帶籽的龍眼乾放到

爐火烤，使龍眼乾更加乾燥，也比較好去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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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東山景點及咖啡主要種植區分布圖 

資料來源：改繪自內政部民國七十四年（1985）經建版 1/25000 第一版臺灣地形圖 

 

東山咖啡農民除了十分堅持使用本地咖啡，咖啡的栽種又以生態農業的方式為主，採有機種

植，以維持品質。由於咖啡的種植需要有遮蔭，因此東山海拔 500m 以上（圖十二），以南勢、青

山及高原村為主的丘陵區果樹及檳榔樹下（其中又以崁頭山最為適宜，鄰近有水庫可調節濕度）。

如此可以多嘗試農業轉型的機會，又不需改變原本的栽種及農產模式，許多農民大量試種，為臺

灣較早開始發展咖啡種植的鄉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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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東山咖啡種植面積及收穫量趨勢圖（2001~2012） 

資料來源：行政院農委會農糧署農情報告資源網（1997-2012） 

 

由於臺灣喝咖啡的風氣愈來愈盛，臺灣咖啡的名氣因古坑咖啡及東山咖啡而愈加響亮，使得

各鄉鎮紛紛開始栽種咖啡。從民國九十年（2001）只有雲林古坑及台南東山二個鄉鎮栽種，至民

國九十八年（2009）已突破一百個鄉鎮栽種咖啡，所以東山咖啡栽種面積及產量在全臺的栽種比

例中，也隨著栽種鄉鎮的增加而減少。但栽種面積自民國九十年（2001）至民國九十八年（2009）

在臺灣的排名，大多仍維持在前三名。 

 

 

 

 

 

 

 

 

 

 

 

 



51 

 

 

 

 

 

 

 

 

 

 

 

 

 

 

 

 

 

圖 14 東山咖啡種植面積及收穫量占臺灣比例趨勢圖（2001~2012） 

資料來源：行政院農委會農糧署農情報告資源網（1997-2012） 

 

隨著東山咖啡的宣傳，大大提升台南東山的知名度，但是想要發展觀光旅遊業，就需要有完

整的休閒旅遊路線，才能吸引更多的觀光客，所以規劃除了鄉內的永安高爾夫球場、西口小瑞士、

孚佑宮仙公廟、仙湖農場、平埔族夜祭、碧軒寺等景點之外，並且也連結鄰近的白河鎮關子嶺溫

泉區、後壁的臺灣蘭花生技園區、烏樹林文化園區、柳營尖山埤水庫（江南渡假村）及官田烏山

頭水庫等地區，希望規劃一完整的休閒觀光區域。 

為了提升東山觀光業發展的核心—咖啡，臺南縣政府工商發展策進會等單位的輔導下，於民

國九十六年（2007）成立「臺南縣東山咖啡產業發展協會」，以及將東山農會旁的老倉庫改造設立

「東山農會咖啡文化館」，並結合週邊日式碾米廠、穀倉以及形象商圈，創造一個歷史味濃厚的休

閒小鎮，以加速促進東山的咖啡產業的發展，創造出地方復古文化。 

 

 

 

 

 

 

 

 

單位：% 



52 

 

 

 

 

 

 

 

 

 

 

 

 

 

 

 

 

 

 

圖 15 東山山村主要咖啡店分布圖 

資料來源：實地訪查整理 

 

東山共成立六個咖啡產銷班，並於咖啡主要栽種的高原村成立咖啡生態步道，致力推動觀光

產業，而東山山區的咖啡店在民國九十四年（2005）增加到十九家，由圖 15 可見咖啡店主要分布

在青山村，高原村次之，南勢村僅有二間咖啡店11。其中以位於青山村的『黃世賢咖啡』為最早，

其次由黃世賢先生引介後，開設『竹拱仔厝』及『丹品二館』。其後因為節慶的舉辦及村長的大力

推廣，大量開設咖啡店及生態園區，且每一屆的咖啡節都以青山村孚佑宮為主場地，加上東山山

村往北可達關子嶺溫泉區，及往南可到尖山埤水庫風景區，都可連結著名觀光區，所以咖啡店的

分布以縣道 175 以東，青山村孚佑宮附近及青山村村長附近較為密集。 

青山村及高原村的部分農民開始將傳統的產業與觀光聯結，有的兼種咖啡，有的兼營服務業

開咖啡廳或民宿，也有的一到假日，便載著自己生產的水果到觀光地販售。但這樣的現象目前仍

然只有在與觀光資源連結的地區發展較快速。 

整體而言，東山山村的地表景觀是從開發程度較低的原始林地，零星房舍點綴其間，溪流沿

岸稻田、蔗園及小聚落遍布，漸漸轉變為果園的單一景觀，這一個過程中除了市場需求的轉變之

外，也受到勞力外流、水源減少、及觀光產業興起的影響。而栽種作物的不同，連帶影響居民的

生計方式跟著轉變，從多樣化轉向專業化的生產，『剩產』的機率大增，也就表示商業行為會更加

的活絡，也才使得這個相對於其他地方來說，地廣人稀、地處邊陲及充滿農業氣息的鄉鎮，卻有

                                                             
11

 南勢村的兩間咖啡店為「阮兜養生咖啡」與「鄉舍」。但由於「鄉舍」位置較邊緣，如果置入圖中，

會使得青山村咖啡店重疊在一起，故圖中未包含「鄉舍」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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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興盛的農產交易，也有著許多名聞全臺的農作及農產加工品。現在觀光產業的興起使得此區面

臨另一次的轉變，也希望藉由這樣的轉變，能吸引許多休閒遊憩人潮，為此區注入另一股經濟發

展的活力。 

生計活動變遷的空間差異 

東山山村受外在環境包括農產價格、勞動力的流動、及官方政策的推廣等刺激，影響居民所

選擇的栽種作物，使生計活動產生轉變。雖然山村各村都經歷轉變的過程，但卻因為所在的位置、

交通條件優劣、及自然環境不同等因素，而有著不同的轉變差異，尤其農作物的栽種必需要受到

地形與氣候等自然條件的限制，更使得農業的地表景觀有差異性存在。近年來，由於休閒觀光產

業的發展，除了原本的影響條件之外，地方的易達性、景點的連結密度、或有無地方特色等條件

都可能影響觀光客是否願意前來觀光，也促使觀光發展程度不一。 

 

 

 

 

 

 

 

 

 

 

 

 

 

 

 

 

 

 

 

圖 16 東山山村生計活動轉型區域差異圖 

資料來源：實地訪查整理 

 

本文將依咖啡店的數量，以及居民生計方式來區分東山山村生計活動轉型的程度，將其分成

水雲村、林安村、東原村及嶺南村的果樹專業區型；高原村與青山村的休閒觀光型；及南勢村的

過渡型三個區域。 

（一）果樹專業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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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在海拔較低的水雲村、林安村、東原村及嶺南村等四村，地形條件上有許多的河階

地，水源較為豐富，農業發達，民國六十年代以前為水稻及甘蔗的栽種區，民國六十年代之後，

由於外在消費環境的改變、農產價格的變動及勞動人口的外移，漸由多樣化農作區轉為果樹栽種

專區。 

此區的交通建設僅以鄉道為主，境內也沒有特別的觀光景點，因此居民的生計主要仍依靠果

樹栽種，選擇栽種的果樹以原生樹種龍眼，及日治政府推廣過的柳橙為主。此區的低海拔地區，

幾乎為柳橙的單一果樹栽種區。在民國六十年代以前，為水田區及蔗田區，其後因水源與勞力不

足、稻米及糖價低落、及糖廠關閉等因素，轉作果樹而來；往高海拔地區，原生樹種的龍眼比例

則漸增。龍眼及龍眼乾販售仍具有不錯的市場價格，且龍眼樹對環境的適應性強，漸漸在山區擴

大栽種面積。 

 

果樹生產專業區生產農事曆（國曆）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龍眼         
花期 

  椪柑/柳橙         

剪枝           椪柑 

疏果      椪柑     

  椪柑     

  柳橙    噴藥 

    龍眼        

施肥 椪柑/柳橙        

       龍眼    

         椪柑  採收 

柳橙          柳橙 

圖 17 果樹生產專業區生計農事曆（國曆） 

資料來源：實地訪查整理 

 

由圖 17 觀察，果樹生產專業區居民的生計活動，全年以果樹栽種為主，包括剪枝、疏果、噴

農藥、施肥及採收等工作，除了採收期之外，其餘的農務則視農家的財力、人力等狀況而決定是

否要施行，及施行的次數與頻率。大多數的小農由於成本的考量，噴灑農藥及施肥的頻率較低，

相對而言，也比較容易選擇栽種像龍眼樹這種較不具有嚴重的病蟲害，及較不需特別施肥及照顧

的果樹。傳統的栽種也不會施行疏果來提升果實的品質，這也使得除採收期之外，小農並無僱工

需求，甚至農閒時間能到附近的農家打零工。當地也有無田地以打零工為生的人，能填補農家所

需的勞力，但在農閒勞工需求較少的時間，則需要到鄰近鄉鎮或東山的主要市集中打工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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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休閒觀光型 

近年來，國人愈來愈重視休閒旅遊以及農業面臨轉型等因素，使得東山山村藉由節慶的舉辦，

並與關子嶺溫泉區聯結，希望能帶動東山山村的轉型，也為此地的經濟帶來另一番新氣象。 

由東山山村地區直接連結關子嶺地區的就是縣道 175，此條道路約沿著 500m 等高線建造，

鄰近東山的咖啡生產區，因此，在如此靠近咖啡產地及觀光區位良好的條件下，如能吸引關子嶺

地區的遊客順著縣道 175 來到東山品嘗咖啡，即有助東山山村咖啡及觀光產業的發展。 

民國九十三年（2004）舉辦的「東山咖啡節」，讓國人瞭解除了古坑咖啡以外的咖啡產品，雖

然東山咖啡的商品不及古坑咖啡那樣多樣化，但「東山咖啡節」的文宣及電視廣告的宣傳，再加

上即溶咖啡商品的推出，以及堅持「有機生產」的特色，讓東山咖啡也成為臺灣咖啡的代名詞之

一。為此，當時的臺南縣政府將縣道 175 打造成為「咖啡大道」，並配合登山路線的規劃，打造一

個登山休閒、廟宇參拜、農村體驗及咖啡品嘗等多功能的觀光區，希望將「東山咖啡」塑造成為

東山的代名詞，亦成為農村體驗及登山休閒的代表去處。 

為了讓觀光的發展更加順利，便著手於基礎建設，如拓寬原本的道路便利交通，並規劃多條

登山步道，以及鄉內路邊行道樹下種植咖啡、補植楓香、風鈴木、羊蹄角等植物，希望能塑造出

「咖啡原鄉」及「咖啡廊道」的意境12，但至今仍尚未規劃完全且也尚未完全建設完成，因此道

路邊仍呈現原本果樹專業區的樣貌。 

觀光休閒型生計活動曆（國曆）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龍眼         

  椪柑/柳橙         花期 

 咖啡         

剪枝           椪柑 

疏果      椪柑     

  椪柑     

  柳橙    噴藥 

    龍眼        

施肥 椪柑/柳橙        

       龍眼    

         椪柑  

柳橙          柳橙 
採收 

咖啡         咖啡 

龍眼節             

咖啡節             

圖 18 觀光休閒型生計活動曆（國曆） 

資料來源：實地訪查整理 

 

                                                             
12

 臺南縣政府觀光旅遊處，<風景區聯外道路景觀綠美化工程計劃>，臺南縣：臺南縣政府觀光旅遊處，

網址：http://web1.tainan.gov.tw/tra/CP/12005/beautification01_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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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18 比較觀光休閒型與果樹專業區型的生計活動曆，差別僅在於節慶的舉辦及咖啡的種

植，雖然「東山咖啡節」帶起了東山的名氣，卻因為沒有緊密的觀光景點、普遍的住、食服務，

以及其他的旅遊吸引力，即使主打體驗農村生活及回歸自然，僅能使觀光客於假日到此一遊，難

以停留較長的時間。因此當地居民在無法以觀光產業或服務業為生的情況下，仍以農業為其主要

的生計活動，觀光產業是採取兼業經營的方式，雖然如此僅有觀光服務業的雛型，但至少青山村

和高原村跨出農業與休閒產業結合的第一步，並且將觀光產業慢慢擴展出去。  

（三）過渡型 

除了前二節提及的『果樹專業區型』及『觀光休閒型』之外，最南邊的南勢村列為『過渡型』。

南勢村一樣有縣道 175 經過，亦屬於咖啡產區，村內也有可相互聯結的景點，但縣道 175 穿越南

勢村往南，並沒有直接連結其他較負盛名的觀光區，如果要到最近的著名觀光地區—尖山埤水庫，

必需經由鄉道回到平原區，再轉縣道前往，明顯景點間的交通聯結度較不便。有鑑於此，東山咖

啡節舉辦之後，臺南縣政府積極的拓寬鄉道改善交通條件，希望能使臺南縣境內觀光景點互相提

升觀光人潮。 

其次南勢村雖屬於咖啡產區，但栽種咖啡樹的條件不如青山村及高原村佳，所以咖啡樹的栽

種主要集中在青山村及高原村，加上南勢村位於東山積極塑造的『咖啡大道』的末端，硬體建設

及文宣並未完整，村民的生計活動仍然呈現果樹專業區型的模式，但卻開始有觀光休閒型的建設

及零星咖啡店出現，故歸類為過渡型。 

結 語 

東山自日治時期以來，山村生計活動雖充滿農村的氣氛，但商業活動十分活絡，與一般地方

不同的是，當地並未出現大量以營利為主的“商人“，而是由販口進入東山山村收購農產，因此

雖然早就有農產品的商業活動，但當地的生計活動仍以農業、初級農產加工及森林副產業為主，

縱使當地曾因為出現採礦業及赤糖廠而吸引人口移入，出現部分的移民聚落與服務業，卻也在這

些產業消失之後，生計活動仍回歸以原本的農業及林業。 

東山山村生計活動一直以來都依賴土地，但是隨著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改變的刺激，使得地

表景觀有所不同，水源的減少、稻作價格的低落、勞動力的流失，讓傳統稻作轉向經濟價值較高、

平時勞力需求較少的果樹栽種；糖廠的關閉及糖價低落，使得契作蔗園亦轉向果樹的栽種；隨著

價值觀的改變，休閒產業興起及進口農產的競爭使得農業開始與觀光休閒產業結合，並且配合政

府「一鄉鎮一特產」（OTOP）13以及參考各鄉鎮所舉辦的農業慶典，相繼推出「東山咖啡節」、「龍

眼咖啡產業文化節」等節慶，希望能打造一個具有特色的休閒觀光農業。  

在這一連串的轉變中，雖然可以劃分為四個時期，卻因各村條件不同，轉變的速度亦不相同，

交通便利性、與鄰近風景區的連結度、咖啡種植條件的優劣等，都是影響其轉變差異的原因。 

                                                             
13

 由行政院所推出的<2015 年經濟發展願景三年衝刺計畫>，第三章第一階段三年衝刺計畫第三節五大

套案重點，開創產業發展新局中，提及輔導地方型產業，協助發展具特色之一鄉鎮一特產（OTOP），

活絡地方經濟，促進在地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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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臺灣觀光產業漸盛行，政府也積極推動國內觀光休閒產業的發展，臺南縣政府於民國

九十二年（2003）開始辦理臺南縣境內的資源調查，民國九十四年（2004）交通部觀光局設立西

拉雅國家風景區，將臺南縣區分為關子嶺、烏山頭、曾文、虎頭埤及左鎮等五個遊憩系統，希望

藉由國家風景區的設立吸引人潮，促進區域內的經濟活動更活絡，也積極加強交通的便利性、居

住場所及宣傳等外在要素的配合，吸引觀光客，並達到相互提升觀光產業的效果。 

本文的研究區位於關子嶺遊憩系統中，在觀光區位上，能與傳統名盛觀光區--關子嶺相互聯

結。但現階段東山的觀光業仍在起步階段，主要仍以咖啡節的舉辦來吸引觀光客，並未和關子嶺

溫泉區有良好的觀光連動性。因此希望能藉由本文對東山山村的環境資源，及轉型狀況有更進一

步的瞭解，能逐步補強本區的弱點，並針對東山山村的環境特色，在歷史發展脈絡下，規畫出適

合的轉型方針，以幫助提升東山山村地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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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東山各項土地用地面積（1962~2011） 

西元 
建築 

（公頃） 

直接生產 

（公頃） 

交通水利

（公頃）

其他 

（公頃）
西元

建築 

（公頃）

直接生產

（公頃）

交通水利 

（公頃） 

其他 

（公頃）

1962 296.16  8744.83  111.72 36.36 1987 339.68 9178.87 319.57  73.33 

1963 296.85  8744.13  141.73 36.36 1988 341.47 9177.40 319.60  72.97 

1964 297.74  8781.32  141.64 35.95 1989 342.67 9169.22 326.58  72.97 

1965 289.32  8789.15  141.66 36.53 1990 335.74 9144.09 317.84  72.97 

1966 290.08  8856.84  142.17 36.53 1991 336.57 9143.29 317.84  72.97 

1967 298.06  9024.82  246.59 38.73 1992 337.84 9141.73 317.86  72.97 

1968 299.53  8752.95  246.52 38.75 1993 339.07 9645.34 477.36  11.34 

1969 299.07  8747.80  251.81 39.07 1994 339.07 9141.16 317.86  72.97 

1970 301.40  9002.20  251.76 39.58 1995 341.62 9151.78 318.04  72.77 

1971 302.10  8969.40  253.88 70.46 1996 342.44 9160.23 319.63  72.73 

1972 302.10  8969.40  253.88 70.46 1997 343.20 9184.66 319.66  72.73 

1973 202.40  8969.40  306.83 2.27 1998 351.14 9159.68 317.56  73.11 

1974 321.13  8955.27  280.70 72.38 1999 370.79 9133.14 324.21  74.91 

1975 321.70  8954.58  253.34 72.49 2000 370.97 9134.15 324.47  69.14 

1976 322.08  8954.19  253.34 72.51 2001 280.09 8604.83 399.42    

1977 321.44  8954.83  253.34 72.51 2002 279.75 8591.85 407.96    

1978 322.99  8952.16  254.47 72.51 2003 278.74 8595.43 417.11    

1979 323.24  8951.67  254.67 72.51 2004 279.67 8589.06 423.37    

1980 321.11  8913.95  254.20 70.93 2005 279.82 8588.78 423.33    

1981 321.52  8911.81  255.84 69.16 2006 279.71 8591.71 423.26    

1982 323.09  8909.26  255.84 70.66 2007 279.39 8597.22 423.31    

1983 331.57  9195.85  295.08 72.99 2008 279.40 8790.92 447.04    

1984 332.86  9194.50  295.52 73.17 2009 279.43 8789.86 447.37    

1985 333.20  9180.70  308.87 73.33 2010 279.55 8865.70 447.30    

資料來源：1.臺南縣政府主計室，《臺南縣統計要覽》(臺南：臺南縣政府主計室，1963-2010) 

2.臺南市政府主計處，《臺南市統計年報》（臺南：臺南市政府主計處，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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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東山直接生產用地各項目面積比例圖（1962~2011） 

西元 
田+旱 

（公頃） 

林 

（公頃） 

養 

（公頃）

池 

（公頃）
西元

田+旱 

（公頃）

林 

（公頃） 

養 

（公頃） 

池 

（公頃）

1962 3952.10  4769.10  17.17 6.45 1987 4516.21 4630.43  26.69  5.54 

1963 3951.41  4769.10  17.17 6.45 1988 4516.57 4628.61  26.69  5.54 

1964 3952.98  4804.02  17.87 6.45 1989 4513.01 4626.06  24.61  5.54 

1965 3960.17  4804.36  18.16 6.45 1990 4493.82 4622.68  22.04  5.54 

1966 3967.57  4864.71  18.10 6.45 1991 4493.04 4622.68  22.03  5.53 

1967 4144.56  4855.07  18.73 6.45 1992 4491.52 4622.67  22.02  5.53 

1968 3871.40  4856.21  18.88 6.45 1993 4490.99 4622.62  22.02  3.72 

1969 3865.05  4856.35  19.95 6.45 1994 4490.99 4622.62  22.02  5.53 

1970 4085.09  4888.51  21.73 6.86 1995 4488.99 4635.43  21.83  5.53 

1971 4240.89  4696.96  24.69 6.86 1996 4489.78 4643.30  21.66  5.49 

1972 4240.89  4696.96  24.69 6.86 1997 4489.37 4643.30  21.66  5.48 

1973 4240.89  4696.96  24.69 6.86 1998 4489.42 4643.30  21.48  5.48 

1974 4214.79  4708.48  25.20 6.80 1999 4493.42 4607.40  26.82  5.49 

1975 4211.77  4710.85  25.16 6.80 2000 4488.70 4613.14  26.82  5.49 

1976 4206.97  4714.84  25.58 6.80 2001 5915.25 2680.88  8.70    

1977 4206.20  4716.19  25.64 6.80 2002 5906.19 2675.97  9.70    

1978 4204.66  4715.06  25.64 6.80 2003 5910.29 2675.44  9.70    

1979 4204.29  4714.94  25.64 6.80 2004 5908.04 2671.32  9.70    

1980 4301.51  4580.61  26.41 5.42 2005 5936.49 2642.59  9.69    

1981 4299.38  4580.61  26.40 5.42 2006 5955.13 2626.88  9.69    

1982 4297.12  4580.36  26.37 5.42 2007 5972.15 2615.37  9.69    

1983 4527.36  4636.04  26.37 5.55 2008 5970.57 2811.32  9.03    

1984 4526.32  4635.91  26.72 5.55 2009 5981.83 2799.01  9.03    

1985 4520.50  4627.95  26.71 5.54 2010 6040.50 2816.10  9.11    

1986 4520.06  4627.95  26.70 5.54 2011 6029.41 2811.08  8.99    

資料來源：1.臺南縣政府主計室，《臺南縣統計要覽》(臺南：臺南縣政府主計室，1963-2010) 

2.臺南市政府主計處，《臺南市統計年報》（臺南：臺南市政府主計處，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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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東山作物收穫面積比例圖（1962~2011） 

西元 

特用 

作物 

（公頃） 

普通 

作物 

（公頃）

蔬菜 

（公頃） 

果品 

（公頃）

米谷 

（公頃）
西元

特用 

作物 

（公頃）

普通 

作物 

（公頃）

蔬菜 

（公頃） 

果品 

（公頃） 

米谷 

（公頃）

1962 152.71  1565.30 126.66  416.20 2057.06 1987 502.31 406.10 932.80  3585.00  2276.39 

1963 134.27  1103.27 156.75  499.08 1786.05 1988 408.79 781.00 948.00  3700.31  1823.68 

1964 188.74  1875.02 187.97  585.82 1912.60 1989 433.40 550.30 678.30  4214.00  2384.43 

1965 179.35  1546.55 211.15  902.34 2011.00 1990 289.05 347.70 1176.40  4176.10  2280.80 

1966 176.19  2365.44 208.49  736.76 2337.90 1991 233.87 519.40 1470.40  3266.80  949.31 

1967 172.22  2368.87 226.53  1734.20 2363.00 1992 240.03 603.90 1957.00  3369.70  188.39 

1968 166.09  2271.00 206.95  1646.84 2346.16 1993 230.71 370.20 2127.30  4260.70  1670.00 

1969 133.72  2621.85 279.65  1989.36 2342.48 1994 272.07 522.00 1828.90  3005.70  1281.94 

1970 194.20  2508.70 248.50  2203.36 2313.20 1995 272.12 473.60 1820.80  2824.50  1736.94 

1971 152.00  2717.00 517.13  842.23 2264.85 1996 225.11 495.30 1766.10  1972.60  1090.82 

1972 137.10  2432.20 189.90  2339.15 2071.16 1997 218.43 379.50 1426.00  1972.60  1826.29 

1973 90.30  2125.90 187.19  2359.39 1970.73 1998 202.69 279.30 1641.30  1874.60  1885.20 

1974 72.60  1891.44 269.57  2703.24 2289.88 1999 188.55 186.70 1757.30  2860.90  1756.81 

1975 39.89  1201.65 289.03  2444.54 2304.65 2000 184.26 139.20 1762.10  3076.10  1764.08 

1976 1416.19  959.31 247.17  2399.52 2373.96 2001 179.22 103.40 1632.10  3151.40  1806.05 

1977 1430.69  823.70 331.18  2478.02 2250.39 2002 20.28 89.24 1568.62  3019.48  1368.63 

1978 1085.51  746.34 394.85  2637.55 2162.74 2003 17.10 133.29 290.30  3519.62  1541.88 

1979 811.75  617.44 436.05  2389.65 2061.64 2004 25.08 168.18 265.93  3110.72  918.30 

1980 921.65  464.65 838.60  2419.72 1418.10 2005 63.99 198.67 953.26  3259.91  1643.10 

1981 803.48  412.80 830.70  1004.68 2016.96 2006 50.19 216.62 848.40  3226.34  1547.82 

1982 573.00  155.45 1234.10  2805.75 2191.33 2007 48.51 203.41 1069.28  3286.96  1464.23 

1983 540.06  124.70 1010.10  2894.20 2409.93 2008 72.19 217.99 995.97  3272.82  1327.54 

1984 551.83  108.50 786.50  3024.70 2503.64 2009 62.09 182.28 760.40  3392.58  1379.26 

1985 565.73  286.00 442.50  2915.00 1823.80 2010 61.94 185.72 628.92  3394.26  771.42 

1986 477.67  283.60 383.60  3039.00 2249.73 2011 63.55 173.79 725.09  3204.02  1310.00 

資料來源：1.臺南縣政府主計室，《臺南縣統計要覽》（臺南：臺南縣政府主計室，1963-2010） 

2.臺南市政府主計處，《臺南市統計年報》（臺南：臺南市政府主計處，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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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方建構區域：以東港為核心的新區域地理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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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of New Regional Geography 

蔡淑真
a
          李素馨

b
 

Shu-Chen Tsai        Su-Hsin Lee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s and regions in the perspective of a 

new regional geography. We constructe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on of South North Shore 

Donggang River by historical backtracking, and applied a new geographic location to understand the 

loc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linkage. Donggang history shows an economic linkage between east-south 

of China and west coast of Taiwan in the 16th, and the basic structure of regional economic transit trade 

network were established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17th (Netherlands occupation period), and the 

economic structure was carried forwar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resulting a successful extension of 

the basin economic. Economic condensation nucleus was formed in Donggang by linkage, and all 

commodities along the basin will continue to be attracted into the network as long as the linkage stayed 

connected. Economy can be regarded as the dominant factor for the formation of Donggang River upper 

stream region, besides ethnic, cultural or political factors, and the economic inherit rights around 1701 

was also a key point. We propose a regional study shall consider the dynamic nature of the region itself, 

but not limited to the rigid paradigm. 

Base on regional economic reality,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became the main economic purpose in 

the 16th, the constructed system exploited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goods, eventually leading to the 

local response of resource depletion within the region, replacement of ethnicity, class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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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gang’s mullet, deer and rice were the main commodity linkage between Donggang and Tayuan. 

During the Netherlands occupation period, Taiwan was the trade center of East Asia, and Tayuan was 

the center of regional economic of Taiwan. By constructing regional economic by multiscale shows the 

important functions of geographic location, which could be a medium for interaction, and in long-term 

and taxation establishment, regardless of mullet fisheries, fish tax, port tax, port of soldier's pay or 

mullet flag, the unique nature of resource will be the focus of approve when the location was 

insignificance. 

Keywords: Dynamic, the process of regionalization, economic condensation nucleus 

摘 要 

本研究利用歷史回溯的方式，以東港為經濟樞紐，連結商品出口點成為線狀的經濟鍊，建構

出東港溪流域南北岸與國際經濟的區域，再利用新區域地理的觀點關注地方與區域的經濟關係。

從東港歷史的回溯可以看出，十六世紀已經形成候鳥經濟連結中國東南與台灣西部沿海，而十七

世紀上半葉在荷蘭時期建立的轉口貿易網絡已經架構了經濟區域的基本形態，明鄭與清康熙的經

濟形態均承襲於此時期，延續的結果僅是流域經濟的向內延伸，重點是運輸網絡已經在東港形成

經濟凝結核，只要網絡不斷裂，位於網絡周邊的商品都會被吸引入內。因此東港溪上游區域的形

成，除了族群、文化或政治因素之外，經濟可視為背後最大的區域形成主導力，且清康熙四十年

前後的經濟權繼承行為是關鍵點，並認為區域地理的研究須考量區域自身的動態本質，不侷限於

已經僵化的區域範型。 

以經濟現實為區域基礎的研究顯示：十六世紀開始以資本積累為主要目的，建構起商品需求

與供給兩地之間的層層剝削制度，最終導致區域內的資源枯竭、族群取代、階級流動等地方回應；

荷蘭時期以台灣做為東亞的轉口貿易中心，再以大員為區域經濟的中心，東港獨特的鯔魚、鹿製

品與稻穀是經濟鏈上的主要商品，多尺度的建構區域經濟，顯示出地理區位的重要功能，這個地

理區位成為區域互動的媒介。區域經濟網絡的長期建構，開啟稅制的承襲，就漁業項目來說，不

管是鯔漁、魚稅、港稅、港餉銀或烏魚旗，當區位不再重要時，資源的獨特性就會成為區域維繫

者認同的焦點。 

關鍵字：動態、區域化過程、經濟凝結核 

前 言 

1980 年代新區域地理開啟新的研究路徑，關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所扮演的特殊作用與「區

域特性」的建構過程，同時也存在著資本主義作用過程的地方回應、認同的焦點與社會互動的媒

介等新區域主義的特性。1990 年代開始，台灣主體意識的高漲使大家將目光聚焦於差異性的存

在，借由區域特性來彰顯台灣的多樣性成為建構新台灣的研究方法論，但因為過分的從內部視角

強調文化、族群主體性，深化了主體意識，卻忽略了開放性的多種可能，地方的建構絕非單一背

景單一因素，多方論證應該更有助於接近真實。多數的地方研究傾向於特定族群作為區域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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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因素，在建構區域的過程中帶有先驗的歷史範型，忽略當下所見的空間定型有累積的過程。 

本研究的觀點認為台灣處於環中國海、太平洋島鏈的位置上，從十六世紀開始就是海上經濟

自由貿易的重要交易地點，這樣的貿易遠因而建立地方與國際的經濟鍊結，荷蘭時期以累積資本

為主要目的的商業化治理，已經建立資本主義社會的雛形，之後明鄭與清康熙時期的延續治理，

當漢人大量來台灣開墾時，已經成形的經濟凝結核將流域周邊的商品吸引進來，另一方面，跨國

貿易讓上下流域整合形成經濟區，一級產業的商品化讓上游的生產者因貿易獲利而成為資產階

級，並以經濟的條件參與社會的平衡過程，產生區域社會結構的改變。當貿易鍊產生斷裂，區域

的範圍縮小成為島內的經濟、人群互動，又形成另一個地方經濟區域概念，整個動態區域化

（dynamic regionalization）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見空間不斷再尺度(rescale)的過程，也就是目前

所認知或被定義的固定區域，事實上是經由動態的區域化過程而來，而且空間所具有的經濟性質，

其實才是理解地方社會的關鍵。 

本研究以台灣南部由港口、流域、族群的人地互動關係作為描述與解釋的案例，藉由歷史文

獻的梳理，時間範圍從十六世紀台灣做為海上轉口貿易的重要連接點到清康熙六十年（1721）朱

一貴事件前的社會狀態；地理空間範圍則以東港為建構的核心，建構的過程中呈現區域的形成。

再以新區域地理的研究取徑參與建構以東港為核心的區域獨特性，焦點於如何從地方連結至區域

經濟的因素。 

經濟視角的新區域觀點－向六堆發問 

「區域」一直以來是地理學研究的傳統之一，當我們想了解人地之間的複雜關係，絕大部分

的研究均須清楚界定區域再進行研究。“區域地理的研究立足於區域之間既存有的差異性，而非起

始於某種區域範型”(黃素真，2006) 。傳統的區域研究以描述為主，缺乏與理論的連結，區域的

形成不是僅靠著完整描述範圍內的景物就是區域，1980 年代後期興起的新區域地理學考量人參與

的動態性，將資本主義社會作為研究對象，“側重人在區域性質的產生、延續與演變時所起的作

用 ”( 顧 朝 林 等 編 ， 2008 ： 236) ， 且 區 域 的 重 要 性 就 是 在 沒 有 實 體 邊 界 的 空 間 中 對 區 域 化

（regionalization）過程的理解，從過程中建立「區域」的概念。雖然通常的情況下，研究者都會

將「區域」視為一個明確的、無庸置疑的理論前提，努力的從不同的學科角度還原區域的真實面

貌，但取自歷史文獻的區域範型，因其無疑的先驗特徵反而形成矛盾的研究侷限，侷限來自於對

事件或時間點的特別聚焦，而模糊了長遠的時代背景，這樣的研究是把區域當成容器，而非建構

自區域的獨特性。 

台灣南部的平原區是一個受關注的研究場域，因為山、平原、海的自然地理條件豐富，空間

上分布著歧異度高的族群，從高山原住民、平埔族到閩粵籍的漢人，尤其東港溪流域的南北岸地

區，人地互動的多樣性吸引了不同領域的學者進行探討。但目前活動在流域上幾乎只剩下閩粵族

群，且以粵籍族群的研究最活躍，大多以東港溪流域南北岸為研究範圍，並以「堆」開展研究議

題，對地理空間的界定多以清康熙六十年(1721)朱一貴事件後文獻所載的大小莊範圍為基礎2，主

                                                             
2 例如一、人文方面，內容包括有族群特質(利天龍，2007; 劉相宜，2008)、宗教信仰(李瑞聲，2011; 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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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理由就是基於社會的穩定狀態，如果是從這樣脈絡下要進行區域研究，取自歷史文獻的先驗

範圍就如同行政範圍一樣，會切斷時空的整體脈絡，也會阻礙認知建構的完整性。對社會區域的

理解假設只針對族群身分、文化屬性、政治組織等方面，匱乏對經濟主題的討論，這樣無法解釋

究竟是何種力量可以支持當時的社會環境，在動亂發生時可以組織人群進行團練發揮作用，且社

會穩定後仍維持群體的結構性，反應出目前對此區域的理解尚有待發展。 

施雅軒(2008)釐清朱一貴事變後的空間變化，從中建立武裝防衛體系的區域獨特性，並認為

嘉慶十年(1805)後才跳脫原本以組織為本質的空間認知，其研究揭示了區域形成的歷史動態性，

提醒我們歷史的回溯可以做為區域建構的方法。洪馨蘭(2012)梳理了以客家族群為主題的幾種區

域觀點，其中分析梁肇庭(1982)與 Skinner(1964)對客家地區研究所採用的大區域史及市場體系可

以對族群研究提供良好的解釋力，且提醒我們區域的經濟性是區域研究不可忽視的面向，雖然兩

位研究者是以中國的客家農業社會為研究場域，但是研究架構可為區域與族群的連結提供研究的

範例。 

李文良(2011)認為閩粵社會的緊張關係建構東港溪上游的客家社會，其填補區域建構最大的

空白是將地理空間從平原擴大到府城的政治、經濟關係，拉長了對區域認識的景深，可惜的是著

重於社會結構因素，因此我們只看到族群做為區域形成的背景，但他對經濟因素的提示：“以六堆

地區的單一稻作、封閉的地表景觀與社會關係，應該是建立在順暢的商品流通基礎上”，是擴大此

區域研究的新起點；簡炯仁(2000)認為是府城內人口的壓力促使東港溪上游拓墾區域的發生，文

中否定林正慧所持的族群觀點為區域形成的主要因素，認為除了人口等外部因素之外，應有內部

的社會或經濟等因素維繫團結，提示圳路是“超地域性的合作網路與管理結構”的經濟因素；吳玲

青(2013)認為下淡水地方的墾拓是受到康熙四十年(1701~)台灣米榖運往華南地區所帶動的島內經

濟熱絡所影響，資本家與拓墾者投入資本，且住在東港溪上游湧泉帶的粵民成為稻穀經濟的受益

者，更精確的指出粵籍佃戶經濟地位的提升是閩粵關係緊張的主要原因，而朱一貴事件是粵民政

治地位翻轉的關係事件。從這裡可以進一步看出：農產的出口貿易讓東港溪上游的生產者經濟地

位提升才引發社會階級的流動。其他研究也提出最早在康熙五十年（1711）最晚乾隆六十年（1796）

間，此一地區已經逐漸脫離了移墾的開發型態而轉向穩定的社會秩序，且是台南府城重要的糧食

生產基地(李文良，2011：126; 林正慧，2008：158; 陳秋坤，2009：3; 蔡淵洯，1986：46)，顯然

在這 85 年間，穩定的區域也已經形成，如果是康熙六十年(1721)朱一貴事件發生前 10 年就已經

建立穩定的社會秩序，那表示朱一貴事件做為區域形成的主因程度就大大的減少，穩定的社會秩

序應立基於穩定的經濟秩序，因此須從關鍵的時間點往前回溯，也就是從清康熙六十年(1721)往

前建構東港溪流域社會的經濟秩序。 

蔡淵洯(1986)的研究指出流域經濟的連結性，認為台灣四面環海的地理環境，水運的便利可

以提供農商發展的良好基礎，對商品經濟的發展，有極大促進作用，可以藉此和島外的市場銜接

起來，並以諸羅地區的 44 個港口作為證明，所以要討論內陸社會的經濟建構，東港溪流域下游的

                                                                                                                                                                               
旭貞，1999)、聚落建築景觀(林淑瑛，2010; 邱永章，1989; 夏雯霖，1994; 蔡淑真，2006)；二、自

然方面，內容包括水文、地質(李俊宏，1997)；三、社會方面，六堆組織(林正慧，2008; 林竹貞，
2010)、產業經濟等(黃瓊慧，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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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東港」會是一個好的出發點。 

根據林玉茹(1996)對於清代台灣港口的空間結構研究，清領台前東港就出現於全台 31 個港口

之一的紀錄上，但其研究的擴張、穩定到巔峰期（1683-1895）除了圖示與文字說明四級港的東港
3、阿里港與鄰近五級港組成小系統之外，都沒有提及溯東港溪流域而上的內港口調查，更沒有論

述港口扮演的經濟性角色；但在近期的研究中，已經注意到因為地域性而有以港口城市為中心的

不同規模經濟體系，四級港的東港在 1683-1710 年間的對外貿易與正口港是從屬關係4，是地區性

的吞吐口(林玉茹，2010：5)。蔡淑真(2012)針對東港溪流域上游以內埔、竹田、萬巒等客家核心

區的水運調查顯示有 16 個港口做為對外連結點，田野調查的內容深化林玉茹在港口結構上的細

分，尤其是對東港溪流域的空白填補，但內容缺乏對水運經濟的描述與解釋。其他以荷蘭及明鄭、

清代時期的與台灣相關的貿易研究，李蕾(2003); 邱欣怡(2002); 徐曉望(2003, 2012); 徐曉望

(2013); 陳國棟(1994, 2003); 黃耀榮(2002); 楊彦杰(1988); 厲益(2012); 蘭雪花(2009); Ng(1983)等

人，雖從荷蘭、東印度公司、米穀或帆船等主題深入探討台灣的對外貿易關係，卻絕少論及東港，

顯然東港並不在主要經濟的角色中，但在中村孝志(1997, 2001); 韓家寶(2002)等人的研究中，下

淡水溪以南及東港溪流域南北岸的番社對政治體來說卻是重要的經濟來源，以十六世紀運輸多依

賴水路的基本條件來判斷，缺少對東港做為水陸媒介的理解，很顯然的對這區域的經濟鏈結認知

是有缺陷的，因此建構東港內外的經濟鏈結是本文意圖填補的歷史空白，但這並不是本研究最主

要的目的，問題是對荷蘭、明鄭與清康熙時期來說，當時位於府城南北兩側的番社與環境幾乎是

沒有差異的，差異在於當社會穩定發生危機時，社會結構的相應變化，因此在這裡進一步探討的

問題是：社會結構穩定前東港所扮演的區域核心角色。  

本研究重要視角關注於經濟的作用，因為在島嶼特性與地理區位的雙重背景下，台灣在 16

世紀以前就引起海上商人的注意而進入全球貿易經濟鏈中(林昌華，2012：94)，在此階段利用經

濟的視角看全球與地方經濟的發展脈絡，更有助於理解小尺度的地方與區域的連結。本研究從流

域經濟的概念建構區域的形成，認為一個流域就是一個經濟區，雖然流域是固定的，但是流域的

資源與生產力卻不是均質的分布，生產力才是經濟的所在，因此流域是經濟流動的網絡，本研究

主要以台灣南部東港港口做為內外互動的媒介，利用歷史回溯的方式來建構區域的形成與範圍，

並討論流域與海洋上流動的經濟性之間的聯結。 

地方向外建構區域：真實的經濟領域 

黃叔璥來台所撰寫的《台海使槎錄》描述清康熙六十一年(1722)年朱一貴事件後的台灣，當

時的東港是台灣三個可行大舟的港口之一且同時可行哨船，冬至前後有漁人來捕撈烏魚，甚至在

前一年的六月，因為臺灣府內的米不敷民食，原本應從打狗販運的南路米由東港直接運至台灣府

(黃叔璥，1996：5,22-23,33)。從以上的描述可以知道漁業及農業是東港對外連接的兩種產業，且

設有軍事組織。 

                                                             
2 曾於 1784-1830 年晉升為三級港 
4 1683-1710 年間唯一的正口港為鹿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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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魚是冬至前後開始捕撈，範圍從鹿仔港到琅嶠海腳，從澎湖或廈門來捕撈者須有烏魚旗插

在船頭，才能合法捕撈。顯示東港季節性的漁業資源已經有固定的漁民及相應的稅制。 

由東港所運輸的南路米，應該來自流域上墾民所生產，下淡水地區是清代台灣最早而普遍收

獲早稻、雙冬水田的地區(林正慧，2008：148,157; 施添福，1998：37-38; 黃瓊慧，2001：21)，

研究也指出台灣的稻穀是輸出中國華南沿海的商品(林仁川，2002：7; 邱欣怡，2002：12; 馬波，

1995; 黃耀榮，2002; 楊彦杰，1988; 蘭雪花，2009：67)。一推一拉之間，助長外來移民不斷循

著流域開墾，逐漸形成一個稻穀的生產專區，才有能力從東港販運南路米直達府城。以上大約是

清康熙 40 年(1701)前後的情形，在這之前有一段移民的歷史，就是這期間入墾並完成土地產權及

族群取代的漢人，這在諸多研究中已經被討論 (李文良，2009：230; 2011; 施添福，2001; 陳泉甫，

2005：51; 陳秋坤，2002：83; 2004a：3; 楊鴻謙，2003：64; 楊鴻謙，2005：60-68)，在以上的

研究裡面，均認為有先天優良的自然條件“河道水源地區，屬於沖積扇地形，地質相對良好，適合

農耕”所以稻穀的生產力更顯得突出。既然優良的地理條件是固定的，所以我們可以判斷在漢人之

前的族群應該也有相同的農耕表現。台灣初入清版圖，鳳山八社是唯一“不捕禽獸專以耕種為務計

丁輸米于官”，也就是徵稅賦以丁口米繳納的番社(高拱乾，1958：129; 詹素娟，2003：124; 蔣毓

英等，1985：103)，且在清領台之初，「唯有鳳（山）、諸（羅）二邑出產米谷」(周元文，1960)。

文獻證實東港溪南北岸適於農耕的地理條件，不論族群是否有差異，都能有優秀的農業生產能力。 

能夠不斷的累積資本依靠的是交換體系，漁業與農業是東港向外連接的商品，且當時“陸運每

牛車止五、六石…腳價數倍水運”，依賴水運應該是清康熙年間最合理且最經濟的運輸方式，林玉

茹(1996, 2010); 與蔡淵洯(1986)的研究都指出清代港口與運輸的興盛。但清康熙二十四年(1685)

季麒光餉稅文5中說明因為入清版圖後富商大賈都歸內地，奉旨開洋，外番船隻都開往閩粵大澳，

台灣沒有商船載貨入港因而合請豁除稅；顯示入清版圖前，台灣原是一個商船往來的的貿易地點，

因入版圖後中國沿海開放而失去地理優勢與外來貿易關係，但顯然東港輸出的功能並沒有消失，

才能有南路米的出現。  

文獻記載明永曆二十三年 (清康熙八年，1669)時，台灣仍“課耕種，安撫土番，貿易外國，

通魚鹽”6，且對沿海一帶仍持續收港稅、罟罾 網縺統蠔、烏魚旗、鹽埕等稅來判斷，顯示整個

台灣的經濟制度已經建立，以安平鎮為對外貿易核心，根據曹永和(1979：283)轉錄的開墾區域圖

顯示，在明鄭時期東港溪南北岸僅有點狀發展，且止於中下游一帶，另根據簡蕙盈(2000：52)的

研究顯示此時輸出的商品中並沒有稻穀的項目，因為軍糧的需求在此時都還向暹羅及菲律賓輸入

稻穀，由此可知台灣對外輸出稻穀的可能性不大。已有烏魚旗及港稅顯示東港的漁業在稅制底下

運行，但農業僅止於平埔族活動的範圍。鄭成功承襲荷蘭人在台灣的一切成為治理的基礎；但荷

蘭 人 來 台 灣 之 前 ， 島 上 只 有 1000-1500 名 的 中 國 人 居 住 在 島 上 的 村 落 裡 (L.Blusse' & 

M.P.H.Roessingh，1984：77)，究竟在荷蘭時期的 38 年間，以大員為經營核心跟東港是怎樣的關

係呢？ 

一張由 Pieter Jansz Middelburgh 於 1636 年繪製的地圖顯示出以大員為核心的西部海岸線輪

                                                             
5  福建通志臺灣府，康熙中諸羅縣知縣季麒光覆議二十四年餉稅文 pp.168-170 
6  海上見聞錄卷二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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廓，經由韓家寶(2002：99-102)的翻譯，可知道範圍是大目降社以南到林邊溪口以北的的範圍，

東港以 Dolatok7的名字出現在地圖上，高屏溪以 Tamsuij River 的名字出現，另外一張是 Valentijn

在 1726 年出版的《新舊東印度誌》內的地圖，是荷蘭時期刊印台灣地圖最詳細的一張，其內對放

索河北的河流註記為“Dollattock 河或稱 Cattia 河，河口成一海灣” (曹永和，1979：362)，可以從

這兩張古地圖推測出東港的位置並知道荷蘭人稱的淡水或下淡水就是以高屏溪、東港溪流域及出

海口為主的範圍8；此兩張地圖可以做為荷蘭人對東港調查、紀錄的佐證，也可能此時東港在荷蘭

對外貿易的經濟鏈上，因此特別標註。從韓家寶對地圖與史料的互相解釋得知，東港並不在 1647

年公告授予土地權狀的範圍內，所以不是荷蘭人的農業生產中心，但出現在地圖上一定有其價值。 

中村孝志(1997：129-133,145)根據《大員城日記》在 1632-1637 年間往返大員及打狗的船舶

表指出：“打狗、堯港、淡水是漁業中心”，且來自中國的戎克船或漁船出入都須經過大員取得許

可證及繳稅，而此時最高經濟的漁獲是於每年 12 月下旬迴游於南部沿海高雄、東港、枋寮一帶產

卵的鯔魚9。從中村孝志10翻譯出的船舶往來資料可知，每年 11 到翌年 1 月往返捕撈鯔魚的活動是

固定的，且往來的戎克船有 80-100 艘以上。鯔魚漁場是荷蘭人的經濟領域，漁業中心是快艇巡守

跟監視的範圍11，主要是臨檢執照防止私下補魚。由此可以解釋 1636 年的地圖，是一張結合農業

與漁業的經濟領域圖，東港此時以鯔漁12連接在荷蘭人的經濟鏈上，鯔漁的的魚稅為荷蘭東印度

公司獲取莫大了利益，且《巴達維亞城日記》曾記載 1653 年時中國商人將烏魚卵出口到巴達維亞

(轉引自楊彥杰，2000：151-153)，顯示東港以鯔魚除了連接中國市場，也連接到印尼市場。 

且東港的經濟價值除了海上的之外，還有來自內陸的輸出，熱蘭遮城日記中記載 1634 年“戎

克船自淡水載來 30 捆土產藤、稻穀及 75 張鹿皮”，“至放索運來鹿皮 300”張(轉引自中村孝志，

1997：89-91)，而這些山產的資源，應該都是來自東港溪及高屏溪流域的上游，屬番社，但 1635

年末、1636 年後這兩個流域上的大小放索13、淡水14、大木連等社15才歸順荷蘭人受到支配16，可

推測這些山產在 1634 年的輸出應是由中國商人向蕃社收購後再轉運至大員，鹿肉的市場在中國，

鹿皮將東港連接至日本市場。 

                                                             
7  另有一說，簡炯仁認為 Dolatok 是一個社名，在 1643 年為荷治當局強令合併於力力社，於 1644 年參

與當年的南方會議後消失(簡炯仁，?) 。或許是因社得名，但不管是不是社名，在後續的文獻上都已

成為地名及河名。 
8 本文內所稱淡水或下淡水皆指同一地理範圍 
9 就是烏魚  
10 資料時間是表格統計的 1633、1634、1636、1637 年以及文字描述的 1638 年(中村孝志，1997：129-131)。 
11 根據中村所翻譯的《國姓爺攻略台灣島記》中＜一般之記述＞：”距離 25 哩西南岸之 Farbrou 有兵

士 30 人及 1 中尉駐屯“，與＜南部之遠征對照＞，距大員 25 哩的地方應是放索(現在的林邊鄉田墘

厝)，是否為東港附近的駐軍有待考證(中村孝志，2001：191)。 
12 鯔魚意思為烏魚，鯔漁則表示捕魚及貿易  
13 林邊 
14 阿猴(屏東) 
15 萬丹上社皮 
16 番 社 歸 順 後 荷 蘭 人 才 將 大 員 以 南 約 15 哩 都 被 預 估 為 獵 鹿 的 區 域 範 圍 內 ， 根據中村所翻譯的

《國姓爺攻略台灣島記》中＜南部的遠征＞：放索距大員約 25 哩(現在的林邊鄉田墘厝)(中村孝志，
2001：202)，可以知道 15 哩內的範圍仍未超過高屏溪，也就是鹿場範圍在 1636 年時未及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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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8 年東港溪北岸地區17附近已經是稻田了，1642 年到東港溪南北岸勸導番社種稻(林仁川，

2002)，在此時稻穀主要做為荷蘭人的生活糧食而非商品，直到 1640 年後才樂觀的認為稻穀產量

在將來可以輸出(中村孝志，1997：55,64)。1640 年因為中國的鋒火四起，漢人湧進台灣直接促進

農耕發展，稻作面積大為增加，但之後從大員進出口的稻穀顯然不是同一批，因為自 1643 年稻穀

的獎勵已見成效，隔年開始向承包商開徵米作什一稅，而這些中國商人把稻穀都賣到發生糧食危

機的福建沿海一帶，賺取利潤，因為中國商人手上的米價昂貴，荷蘭人才需要向暹羅進口作為糧

食(楊彥杰，2000：195-198)。這些承包商的米大部份來自東港溪流域的南北岸，據 1648 年公布

的村落承包稅權與規定物價表中顯示稻穀是這區域番社的主要交易物，而其他的是鹿製品，顯示

此地區的稻作能力優於其他，是輸出的主要產地(黃瓊慧，2008：37; 韓家寶，2002：162,173) ，

也說明在此時的農業生產將東港連結到中國福建沿海市場，十七世紀東港鍊結起的貿易鍊如圖一

圖 1 所示。 

 

 

 

 

 

 

 

 

 

 

 

 

圖 1 東港貿易鍊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底圖引自韓家寶(2002); 簡蕙盈(2000) 

 

番社的歸順讓荷蘭人開始畫定範圍，施行村落承包稅、魚稅、米作什一稅，也就是將土地上

的價值交易出去。1645 年的贌社將原本統稱為「南部一帶」的諸蕃社分別清楚標示，地理範圍從

                                                             
17 Tapouliang 屏東縣萬丹鄉社上村(轉引自中村孝志，199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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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屏東、萬丹鄉上下社皮、里港鄉塔樓、林邊、佳冬、恆春一帶已經都在荷蘭人的實質交易

範圍內，從中村孝志的資料推測最晚於 1648 年東港的淡水漁業與沿海漁業開始實行魚場包稅，農

業 的 發 達 讓 高 屏 溪 以 南 的 地 區 最 晚 在 1647 年 開 始 徵 收 米 作 什 一 稅  ( 中 村 孝 志 ， 1997 ：

273,283,293,304-310)。這種獨佔畫定範圍內的交易制度就是掌控領土內生產力與資源的表現，這

樣的制度到明鄭時期被鄭成功沿用“輸租之法一如其舊”(黃叔璥，1996：19)，而入清版圖後“仍沿

包社之法”(郁永河，1959)，轉化成為國家對原住民稅收的主要取得方式(詹素娟，2003：125)。 

曹永和(1979：9-11,163-165,249-251)提出在明天啟六年（1626）到明永曆十年(清順治十三年，

1656)的資料18中，赤崁、北線尾及打狗有小屋的繪圖與文字紀錄，顯示荷蘭時期的西部沿海有漁

場搭漁寮的情況，但還沒有發展成漁村，可見當時的西部沿海一帶是是中國漁民的候鳥經濟地，

東港由於是鯔魚的漁場之一，且東港溪游域周邊廣大平原上留有鹿寮的地名，雖沒有正式文獻，

應該都可類推有漁寮及鹿產地。更早於明隆慶元年（1567）開海禁之後捕魚與貿易趨漸頻繁，間

接讓漁人與島上的土著開始接觸，在荷蘭人之前的台灣因西南沿海豐富水族吸引福建沿海漁民的

前來，“往來通販為常”是明嘉靖年間的紀錄，明萬曆三十年(1602)年之後，台灣的鹿製品開始供

應至日本及中國，回溯更早之前的歷史，台灣最早被海上商人注意，是因為明嘉靖二十六年

(1547)，中日“勘合貿易”中斷，海上商人利用台灣為基地建立海上貿易網絡(李蕾，2003) 。 

東港的核心角色：經濟凝結核 

如上所述，經由大尺度的歷史回溯可以看出，荷蘭時期建構貿易網絡背後事實上也建構了整

個經濟體制的雛形，因此不論是明鄭或清康熙，只要是國家體制進入後，很快可以接收對經濟的

掌控而延續治理。 

荷蘭時期從東港出口的鯔魚、鹿製品、稻穀連結日本、印尼及中國市場，在空間上形成的貿

易網絡支撐東港從漁寮到漁村到農村的社會體系，東港溪出海口南岸一帶最晚在明鄭時期已經開

墾，清康熙初年的東港溪流域南北岸有番社稻田及鹿場，港口南岸有漢人的漁寮甚至是小漁村，

南岸內陸有屯墾區但範圍不大，直到康熙四十年左右族群活動範圍與土地權開始鬆動，以及專業

生產區的形成，這時候東港的能量已經蓄積到足以支撐整個區域的經濟性，黃叔璥才能看到從東

港直接輸往府城的南路米。顯然此時東港的經濟性已經形成，這時我們再回過頭來探討社會結構

與經濟秩序的交互關係。 

從自然資源來看，因為日本對鹿皮的需索，鹿製品豐厚的利潤成為商品的首選，也是唯一可

以跟中國競爭的商品，荷蘭時期為了壟斷利益，規定中國商人必須支付鹿皮、鹿肉的什一稅，還

推行捕鹿許可證及贌社制度，明鄭及清康熙時期鹿製品仍是出口的大宗，不同時期的掠奪讓鹿在

臺灣幾乎滅絕，1638 年輸往日本的鹿皮高達 15 萬張，中國明清政權交替之際(1648-1650)的戰亂，

饑荒因而使中國沿海對鹿肉的需求大增，鹿肉價格也高漲，雖然有控制鹿的採捕，但總輸出趨勢

看來鹿群的數量已經銳減，帶來的後果是鹿種的大量減少19，1648 年東港溪流域上游及南岸一帶

                                                             
18 西班牙人所畫的「台灣島的荷蘭人港口圖」 
19 1638 年的獵鹿數量是 15 萬 1400 隻，到 1646 年秋荷蘭人雖已經警覺鹿群數量的銳減而全面禁止中

國人獵鹿，但預估實質可以收到的鹿皮仍高達 5 萬張(曾華璧，2011：13-15; 程紹剛，200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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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鹿場可能已經消失，鹿場的消失也影響番社的生計，讓鳳山八社成為土番中最窮苦的社群，甚

至成為地權流失的遠因(柯志明，2002：93; 曹永和，2011; 曾華璧，2011; 湯錦台，2001：113; 韓

家寶，2000：131; 2002：162)。 

從社會結構來看，荷蘭時期雖然有引進漢人來開墾，但數量與範圍都不大，鄭成功入臺後雖

即頒布告諭，讓將領可以圈地安家，前提是“不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楊英，1995：189)，

可以推測明鄭時期以前來臺漢人與平埔族仍是共存於區域內，真正產生族群結構根本性的改變，

是源自土地權的喪失；稻穀交易的利潤吸引來自中國的墾民循著運輸管道往上游佔墾土地，在清

康熙 40-50 年間，為了徵足稅額，府城鼓勵並發出墾照給富戶商家，其中範圍遍及現在東港溪南

北岸的萬丹20、竹田21、屏東市22、長治23與萬巒24一帶(柯志明，2002：99-103; 陳秋坤，2003：2-3; 

2004a; 2010：10-13)，而這些空間是番社：下淡水社、阿猴社、力力社的生活範圍，官方介入土

地權屬的安排，加速番社地權的流失，不斷壓縮生活與文化空間的結果，造成土地所有者往沿山

地帶遷徙，而外來佔墾的勞動力與卻定著於生產地的族群空間取代現象(施添福，1998：6; 趙文

榮，2001：86)。 

荷蘭時期的東港以優越的自然資源吸引荷蘭人及漢人前來，環境優勢聚集商品的經濟性，再

吸引勞動力制定交易體系，人與制度再強化自然資源的經濟性，荷蘭與明鄭時期的社會結構在政

治的完全強勢下是相對穩定的，但在明鄭與清康熙政權交替時期，清廷消極的治理態度讓位於府

城的豪強墾戶、富戶商人，能藉著血緣與地利之便，在交替的縫隙中強化政商網絡，對已經形成

經濟性的遠端資源進行經濟權的繼承，也因此政治與商業的密切往來關係成為翻轉東港溪南北岸

社會與經濟秩序的關鍵力量25(施添福，1998：22; 柯志明，2002; 陳秋坤，2004b：54-55)。 

從表 1 可以看出不同時期東港社會結構的變化，在政權交替過程中，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經濟

性的強化造成社會階級的流動與結構的離散，人與土地的關係則是外來者根著，而原住者游離，

原本擁有土地及生產權的番社，在政權交替過程中逐漸失去所有權，也失去原本社會階級中的權

力與地位。 

 

 

 

 

 

 

                                                                                                                                                                               
顯示鹿群的數量已經大大的減少。 

20 清康熙 43 年(1704)，墾戶蔡俊 
21 清康熙 46 年(1707)，墾戶何周王 
22 含屏東市南區頂柳仔林一帶，清康熙 43 年(1704)，墾戶蔡俊 
23 含屏東市北區海豐一帶，清康熙 44 年(1705)，墾戶盧愧如，結夥林歧鳳和李咸林等家族，湊資集成

三股，設立「盧林李」墾號 
24 清康熙 46 年(1707)，墾戶施世榜已佔墾東港溪以東大片草埔 
25 經濟與社會秩序的翻轉，累積成為全台性的反抗事件「朱一貴事件」，可參閱柯志明(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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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時期東港社會結構變化 

           政權時期 

社會結構 

權屬 

荷蘭時期(1624-1662) 明鄭時期(1662-1683) 清康熙時期(1683-1721)

政治主權 荷蘭東印度公司 鄭氏 清 

土地權 番社 番社、漢軍眷 番社富戶商人26 

交易權 贌商 贌商 贌商、墾戶 

生產權 番社 番社、漢佃 番社漢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東港沿海終年的淡水漁場以及季節性的鯔漁業是候鳥經濟型態，十七世紀初東港才因鯔魚、

鹿製品與稻穀的聚集形成商品的集散地，因為中國明清政權交替的社會危機促使人口湧入東港溪

流域的生產地以及兩地糧食商品的消費，台灣政權的交替非但沒有產生空間的離散，因為沿襲舊

規反而促成東港集散地變成「經濟凝結核」27，成為商品聚集與交易行為發生的空間，也是支撐

區域形成的重要力量。凝結核出現後將流域上的商品都吸引進來更強化了凝結核的聚集性，凝結

核的經濟性同時也吸引外來墾民進入擴大生產地的範圍，東港溪南北岸流域的中、上游生產地(例

如竹田)從陸路聚集到水陸交界的小河港(例如頓物)，轉小筏到地區的集散地(例如糶糴)，再轉大

筏到東港出口(吳聰敏，2008：8; 邱永章，1989：17; 蔡淑真，2012)，流域成為輸送商品及墾民

的運輸管道，在人與土地之間形成雙向互動的媒介。在荷蘭時期因為承包稅制的實行，商品的流

動過程中贌商是主導的力量，因為贌商掌握了出口地的商品需求，因此當商品需求大時，贌商更

願意提高贌社的價格(吳聰敏，2008：3)，為了獲求利潤便加速商品的產量與流動速度，不斷的對

內開發商品且向外輸出，利益促使經濟鏈上各節點的力量傳遞，此舉也更強化東港形成中的經濟

凝結性。 

因此對經濟凝結核的認識，綜合圖 1 的東港貿易鍊、陸－水－海運輸的關係、社會結構與經

濟秩序交互關係，可以再進一步理解為：在東港溪中、上流域累積的交易商品，必須從經由集散

地往東港及大員聚集繳納稅後，才能將商品合法的由大員貿易出口，同樣是經濟性的聚集，但東

港與大員之間是一種從屬關係，東港負責島內的經濟凝結核角色，而大員則負責跨國的經濟凝結

核角色；因此流域上形成了出口貿易、大小凝結核、運輸管道、集散地、小河港、生產地的空間

組合（如圖 2）。 

 

 

 

 

 

 

                                                             
26 在清康熙 40-50 年大範圍的由居於府城的富戶商人以「民番無礙」等理由報墾，土地權在此時由番

社移轉至富戶商人的名下。 
27 此處借用凝結核(condensation nuclei)的概念，用以強調凝結核具有的吸附性及動態性本質，非僅止

於說明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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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東港經濟凝結核空間組合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東港一方面扮演經濟凝結的核心角色，另一方面也帶來區域內部結構的變遷；商品交易累積

的資本回過頭來壯大生產地的墾民，累積的經濟資本成為平衡社會結構的能量，最終出現資源枯

竭、族群取代與階級流動的結果。 

總結以上的重點有三，一是自然資源（也就是生產區）是固定的，不論土地上的族群怎麼改

變都能獲得相對於其他區域更好的收穫，這是先天地理條件的優勢，並非特定的族群擁有特殊的

耕作技巧。二是在於荷蘭到明鄭時期所建立與維持的對外輸出商品鍊已經讓東港與海外市場構成

穩定的區域形態，經濟凝結核一方面吸引勞動力加入生產行列，另一方面將商品納入交易，因此

只要是具有經濟價值的商品都會被納入體系內。三是東港溪流域南北岸的生產區域，在荷蘭時期

之前是農業或遊獵區，但荷蘭及明鄭時期開始已經是農業生產專區，而在清康熙一代事實上應該

從“農產商業區”來理解。因此以東港為核心的區域，經過人為的介入後海－陸、人－地經濟結構

才產生根本性的改變，經濟制度成為一種將人、產業與體制定著於空間的開始。 

荷蘭東印度公司對台灣唯一的目的就是累積資本，大員商館靠著轉口貿易及台灣資源的輸

出，在 1632 年開始盈利並維持到明鄭時期，代表台灣的經濟區位的確發揮作用，但是盈利不是台

灣的唯一價值，從程紹剛(2000)所譯註的《東印度事務報告》中可以看出 1627-28 年的資金不足，

但從 1644 年開始大員商館的高獲利，累積成為東印度公司以巴達維亞作為指揮、組織遠東的貿易

中心(費爾南。布勞岱爾，1999：473)在亞洲地區的雄厚貿易資金28，大員商館開始密集的為其他

                                                             
28

 運往大員的商品多以高價轉換成黃金，這一貴重金屬還將大批量運入。並樂觀的認為“若船隻能安

全行駛，在 1650 年之前將幾乎不需要荷蘭的資金＂。且 1649 年取消硬幣使用，收回的硬幣送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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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館29輸出資金(詳附錄 1)。1635 年時“甚至有人認為福爾摩沙與巴城成為「公司在東印度最重要

的貿易基地」”，“亮澄澄的黃金從中國運往福爾摩沙，以供東印度公司在科羅曼德爾(印度東海

岸)的貿易＂，並在 1655 年認為“公司在印度貿易的繁盛在很大程度上取決於那裡(大員)每年兌換

的資金數量”(程紹剛，2000：xxvi,xxvii,417)，因此對東印度公司來說，台灣所扮演的金融中心角

色才是關鍵，獨佔當時報酬最豐厚的對日貿易，累積大量的資金可以提供其他商館作為資本、交

易回母國需要的商品並同時壯大母國在歐洲的地位，且回過頭來穩固荷蘭連結環中國海與印度洋

的營運，進行經濟實力與帝國主義的擴張才是最終目的，因此，東港經濟凝結核的形成，也可視

為歐洲勢力在亞洲擴張的地理反應。 

荷蘭時期在東港溪流域南北岸的番社被納入支配體系，其背後是大航海時代的貿易需求所轉

向的地方殖民，自然資源與勞力生產的商品輸出，構成跨國貿易的經濟網絡並回過頭來更有力的

一層一層剝削商人、番社與土地；自然資源枯竭、族群取代、階級流動是資本主義過程中的地方

回應。荷蘭人以台灣做為東亞的轉口貿易中心，再以大員為區域經濟的核心，東港溪流域獨特的

鯔魚、鹿製品與稻穀是經濟鏈上的主要商品，多尺度的建構區域經濟，顯示出地理區位的重要功

能，這個地理區位也成為社會互動的媒介。荷蘭時期對區域經濟網絡的長期建構，讓明鄭及清康

熙時期都承襲其稅制，以漁業來說，不管是鯔漁、魚稅、港稅、港餉銀還是烏魚旗，當區位不再

重要，資源獨特性就會成為區域維繫者共同的目標。 

結 論 

經濟過程的解釋是重構東港溪流域南北岸區域地理的一部分；在以上的討論裡，我們可以看

出十六世紀開始，台灣西部沿海的終年漁場與南部季節性迴游鯔魚吸引中國東南沿海的漁民前

來，構成候鳥型經濟的路線。 

東港以其自然資源在漁人的經濟區內，但真正連結海運與水運形成經濟區域是荷蘭時期所建

立以大員為核心的經濟網絡，將東港的鯔魚、鹿及稻穀連結自中國、日本及印尼市場，此時整個

經濟鏈結已經十分穩定，流域經濟雛型可能是此時形成，來自內陸的稻穀及鹿製品是背後的助力；

至明鄭及清康熙六十年(1721)朱一貴事變前的時期，多以承襲荷蘭時期的經濟治理及自然資源輸

出為主，雖有拓墾範圍的擴張或族群消長，重點是運輸網絡已經形成且聚集成經濟凝結核，流域

兩岸的所有商品均已被納入此經濟鏈上，只要網絡不斷裂，位於網絡周邊的商品都會被吸引入內，

因此東港溪流域南北岸區域的形成，除了族群、文化或政治因素之外，經濟可視為背後最大的區

域形成主導力，且清康熙四十年前後的經濟權繼承行為是關鍵點，也就是朱一貴事件之前，經濟

力已經支撐區域形成，事件發生時，區域上的族群才能以經濟力為後援，而事件發生後，區域內

的族群非但沒有離散，反而藉此做為政治凝聚的焦點。這樣的經濟區域網絡的運作持續三百多年，

直到上游因河流的淤積影響水運功能，東港才與之斷裂，形成另一個內陸經濟區，因此可以藉此

過程理解東港溪流域南北岸區域化的動態性，且區域的建構須與水運經濟連結才顯完整。 

                                                                                                                                                                               
員換取黃金，顯示大員扮演金融匯兌的角色。 (程紹剛，2000：308,311,318) 

29
 主要有科羅曼德爾、蘇拉特、波斯、帕里亞卡特、孟加拉、暹邏等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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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來東港溪南北岸研究的“朱一貴事件”立場已經成為我們理解東港溪流域南北岸區域或

六堆客家的思惟定式，這可能與台灣主體意識高漲且長久以來致力於建構獨立的客家學有關，而

這如同當年區域上的族群藉朱一貴事件進行對內鞏固與對外擴張勢力的時代情節相仿。我們通常

只看見族群間的爭鬥而形成區域的自明性，卻缺乏另一個外部的視角，探討其他形成區域的內部

因素，對東港溪流域南北岸區域的研究，應跳脫民族主義式反覆出現的熱誠，回歸現實理性。突

破既定的門戶之見，我們方能給出區域研究更有說服力的解釋，做為一種分析架構的新區域地理，

可以把我們引導出來，採取更寬廣的視角與更包容的立場。 

附錄 1：東印度公司大員商館資金往來統計表(1628-1661) 

從大員輸出 輸入大員 備註  資金 

 出入 

  

年份 

地點 金額 金額 僅登錄大員商館

與其他商館往來

的金銀(貨物不計

入) 

  從日本運 72,000 里耳的日本銀30  1628 

  從日本運 100,000 里耳白銀31  

1632   從巴達維亞運 80,000 里耳，相當於

f.200,00032 
 

1633   從巴達維亞運現金加商品共計

f.126,408.8.833 
 

  從日本運 312,000 兩錠銀34 大員商館擁有的

貿易資金

f.2,000,00035， 

1636 

  從巴達維亞運 100 兩錠銀，從平互運

360,000 兩日本銀36 
開始不必擔心中

國商品不足而是

憂慮倉庫資金缺

乏37 

1637   從平戶運 177 個箱子，每個箱子以

1,000 兩錠銀38 
但全被搶走 

  從日本運 186,000 兩銀39  

  從巴達維亞運 35,000 荷蘭銀元40  

1638 

  從平戶運資金共計 f.2,280,00041  

                                                             
30 程紹剛(2000)，頁 83 
31 同上註，頁 83 
32 同上註，頁 112 
33 同上註，頁 129 
34 同上註，頁 173 
35 同上註，頁 166 
36 同上註，頁 176 
37 同上註，頁 178 
38 同上註，頁 185 
39 同上註，頁 195 
40 同上註，頁 195 
41 同上註，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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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拉特 3,893 兩中國黃

金(價值

f.134,759.06)，
200,000 兩普通

日本錠銀(價值

f.570,000)42 

  

1640 溫古爾拉、蘇

拉特、波斯 
351,000 兩錠銀

(價值

f.100,350)43， 

5 艘船各載 180,000 兩日本白銀44另

一船載 150,000 兩銀 
 

科羅曼德

爾、蘇拉特 
金銀貨物價值總

計 f.1800,00045 
  

  從巴達維亞運 111,333 荷蘭銀元、

31,200 獅像銀元，35,255 里耳，5,000
兩錠銀，1,193 碼克英國碎銀46 

 

1642 

  從長崎及日本運錠銀 270,000 兩47  

  從巴達維亞運 f.1,400,000 碎銀等 

現金48 

 

  長崎運 193 箱銀、日本運 473 箱銀及

巴達維亞提供的現金49 
 

1943 

東京 100,000 兩銀50   

1644 巴達維亞 6296 兩 5 錢中國

錠金(價值

f.267.957.06)51 

巴達維亞運價值 f.70,819,514.2 的現

金及商品貨物52 
 

巴達維亞 25,000 兩錠銀53 從長崎運 75,000 兩銀54  

科羅曼德爾 f.800,000 現金、

f.200,000 中國黃

金55 

從長崎運 645,000 兩或 f.1,838,250 的

銀56 
 

東京 150,000 兩銀57   

1645 

科羅曼德

爾、蘇拉特、

波斯 

f.220,000 的黃

金，f.852,150(即
299,000 兩銀)58

  

                                                             
42 同上註，頁 204 
43 同上註，頁 218 
44 同上註，頁 217 
45 同上註，頁 230 
46 同上註，頁 234 
47 同上註，頁 242 
48 同上註，頁 245 
49 同上註，頁 252 
50 同上註，頁 254 
51 同上註，頁 257 
52 同上註，頁 259 
53 同上註，頁 262 
54 同上註，頁 265 
55 同上註，頁 265 
56 同上註，頁 277 
57 同上註，頁 27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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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暹邏 25,000 兩銀59   

東京 130,000 兩60 f.200,00061  

巴達維亞 70,000 日本錠銀
62 

從長崎運 35 箱銀和 711 箱銅63  

東京 35,000 兩銀64   

科羅曼德

爾、蘇拉特、

波斯 

價值 f.883,898.8
的中國黃金65 

  

1647 

暹邏 30,000 兩銀和

20,028 斤銅66 
  

1648 科羅曼德

爾、蘇拉特、

波斯 

大量資金67   

巴達維亞 8,868 兩 2 錢金68 155,270 里耳巴達維亞銀幣69  

科羅曼德

爾、蘇拉特、

波斯 

黃金、銀和糖價

值 f.1,750,00070
  

東京 f.400,00071   

帕里亞卡

特、孟加拉 
資金

f.2,540,725.19.3
72及價值 f.1, 

733,857.6.12 的

金、銀和明礬73

4 月份 f.6-800,000 的黃金74、12 月份

f.300,000 的黃金75 
大員商館還存有

f.450,000 的中國

黃金 

科羅曼德爾 價值 f.800,000 黃

金76 
1500,000 兩錠銀77  

1649 

孟加拉 價值 f.200,000 日

本錠78銀 
  

                                                                                                                                                                               
58 同上註，頁 279 
59 同上註，頁 279 
60 同上註，頁 287 
61 同上註，頁 286 
62 同上註，頁 290 
63 同上註，頁 295-296 
64 同上註，頁 293 
65 同上註，頁 296 
66 同上註，頁 296 
67 同上註，頁 309 
68 同上註，頁 300 
69 同上註，頁 301 
70 同上註，頁 307 
71 同上註，頁 307 
72 同上註，頁 309 
73 同上註，頁 309 
74 同上註，頁 309 
75 同上註，頁 311-312 
76 同上註，頁 309 
77 同上註，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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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羅 100,000 兩錠銀79    

蘇拉特、波斯 f.300,000 錠銀80   

科羅曼德

爾、孟加拉 
價值 f.600,000 黃

金、f.210,000 錠

銀81 

  

蘇拉特、波斯 f.300,000 錠銀82   

科羅曼德爾 f.186,552.18 中

國錠金83 
  

1651 

巴達維亞 f.209,224.19 

黃金84 

  

蘇拉特 88 箱日本銀85 價值 f.460,000 日本銀86  

科羅曼德

爾、孟加拉 
5,746 兩 2 錢中

國錠金、178,000
日本錠銀87 

  

蘇拉特 88,000 日本錠銀
88 

  

1652 

科羅曼德爾 f.250,000 黃金89   

1653   購入價值 f.500,000 中國黃金90  

科羅曼德爾 f.1,063,579.18 中

國黃金91 
 大員儲金量高達

f.650,00092 

科羅曼德爾 f.1,120,000 中國

錠金、f.350,550
日本錠銀、

53,800 斤日本銅

條93，123,000 兩

日本錠銀94 

  

蘇拉特 55,895 斤銅條95   

1654 

波斯 2,000 斤銅條96   

                                                                                                                                                                               
78 同上註，頁 309 
79 同上註，頁 316 
80 同上註，頁 316 
81 同上註，頁 328 
82 同上註，頁 328 
83 同上註，頁 347 
84 同上註，頁 330 
85 同上註，頁 342 
86 同上註，頁 344 
87 同上註，頁 343、347 
88 同上註，頁 343 
89 同上註，頁 345 
90 同上註，頁 365 
91 同上註，頁 397 
92 同上註，頁 389，並預估可以運往科羅曼德爾黃金價值 f,1,000,000 
93 同上註，頁 399 
94 同上註，頁 401 
95 同上註，頁 399 
96 同上註，頁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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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拉 f.780,900 合

274,000 兩日本

銀97 

  

滿刺加 f.31,350 合

11,000 兩日本錠

銀98 

  

暹羅 價值 f.42,750 的

15,000 兩日本銀
99 

  

東京 現金和貨物，價

值 f.149,750100 
  

 

巴達維亞 價值 f.158.581 的

中國黃金101 
  

東京 f.400,000 錠銀102   1655 

巴達維亞 f.282,555 中國黃

金、f.769,500 日

本錠銀、3,429
箱日本銅條103 

  

帕里亞卡特 價值 f.282,555 碎

金、f.285,000 的

錠銀104 

   

孟加拉 170,000 日本錠

銀105 
  

1656 孟加拉 225 箱錠銀、

1,400 箱銅條106
從巴達維亞運 405,000 兩或

f.1,154,250 的日本錠銀107 
 

                                                             
97 同上註，頁 399 
98 同上註，頁 399 
99 同上註，頁 399 
100 同上註，頁 399 
101 同上註，頁 405 
102 同上註，頁 404 

103 同上註，頁 427 
104 同上註，頁 431 
105 同上註，頁 431 
106 同上註，頁 432 
107 同上註，頁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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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羅曼德爾 138 箱銀，價值

f.56,497 的錠銀
108。1,228 兩錠

金，150,000 兩日

本錠銀、821.5
擔銅109。日本錠

銀 f.712,500、中

國金

f.168,113.10.10
、銅等

f.39,788.03.13110

從日本運 460,000 兩日本錠銀,5,600
擔銅條111 

  

孟加拉 225,000 兩錠

銀，1,400 擔銅條
112。錠銀

f.684,000、銅等

f.39,901.16.12113

  

1657 帕里亞卡特 一批金銀貨物114 自日本運 553,500 兩日本錠銀、

1,300,000 質細銅條115 
 

孟加拉 170,000 兩錠銀
116。銀

f.600,000117。 

  1658 

科羅曼德爾 金 f.500,000，銀

f.300,000118 
  

暹邏 30,000 兩日本銀
119 

  

波斯 1,600 箱銅(價值

f.55,000)120 
  

1659 

蘇拉特 2,800 箱銅(價值

f.100,000)121 
  

                                                             
108 同上註，頁 432 
109 同上註，頁 454 
110 同上註，頁 464 
111 同上註，頁 463 
112 同上註，頁 454 
113 同上註，頁 464 
114 同上註，頁 477 
115 同上註，頁 503 
116 同上註，頁 502 
117 同上註，頁 510 
118 同上註，頁 510 
119同上註，頁 511 
120 同上註，頁 517 
121 同上註，頁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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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羅曼德爾 中國黃金

(f.180,000)、150
箱日本銀

f.427,000、1,500
箱銅122 

   

孟加拉 335 箱日本銀

(f.955,000)、600
箱銅123 

  

1660 孟加拉 f.1,500,000 的錠

銀124 
  

1661 暹邏 50 箱銀125 從巴達維亞運來 f.80125 現金126  

資料來源：統計自程紹剛(2000) 

                                                             
122 同上註，頁 517 
123 同上註，頁 517 
124 同上註，頁 520 
125 同上註，頁 530 
126 同上註，頁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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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00, there has been an emerging trend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 in the discipline of 

Geography. A term like ‘geography of education’ and other similar phrases increasingly show on the 

papers of conferences, titles of conference sessions and as conference themes per se. Also, more 

importantly, publications of journal special issues and books on geographies of education have been 

issued. Evidently, a growing interest of studying education within Geography can be detected. Thus, this 

paper aims at introducing existing geographical literature on educational issues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developing field. This paper emphasizes research carried out at three scales closer to 

everyday life in particular, including learners, sites of learning and communities of learners. Although 

studies of geographies of education are at the early stage,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s of educational 

restructuring in relation to global economy on geographical processes and consequences, scholars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is overlooked area. In brief, conducting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education, 

which would be a forward-looking project, because no matter from the individual to the global or from 

the micro to the macro scale, education not only affects people’s lives here and now, but also reflects 

their deep expectation of the world in the future.   

Keywords: geography of education, children’s geographies, young people, student, space of 

education, neo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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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2000 年起至今的十多年間，歐美地理學界興起一股研究教育議題的風潮。教育地理學，及

相似的名詞，紛紛出現在各研討會論文之中、成為研討會的主題、更具指標性的則是期刊專刊和

專書的出版。顯見，教育議題受到地理學界關注的程度日增。本文主旨即為引介歐美既有教育地

理學的文獻與議題，以期闡釋此新興研究領域的重要性。本文內容主要藉由地理學家所熟悉的空

間尺度概念，著重介紹三個較為貼近日常生活的空間尺度，包括「教育主體」、「學習空間」及「鄰

里社群」。 目前教育地理學的研究，雖然仍處於初期萌芽、發展階段，然而對應於教育在全球經

濟迅速重組及再結構的過程中所受到的高度重視，以及它在不同空間尺度上，所引發的各式地理

過程及現象，實為不可忽略的研究議題。簡言之，從事教育議題的地理學研究，其本身即可說是

一個前瞻性的計畫，因為無論從個體至全球、自微觀達鉅觀的尺度概念而言，教育不僅影響著人

們此時此刻的生活，同時更反映了人們對於未來世界的深遠寄望。 

關鍵字：教育地理學、兒童地理學、青少年、學生、教育空間、新自由主義 

前 言 

教育地理學的確是一個可能既龐大又複雜的主題，而它的範疇尚未被理

解。教育地理學此時的發展，同時符應了教育學和地理學這兩門學科的當前發

展趨勢。無庸置疑地，地理學家們有責任認知到目前是最恰當的時機 (甚至晚

了一些)，說明此倍受忽視領域的價值 (Hones and Ryba, 1972: 139 )。 

 

上述的引文，是 Hones and Ryba 在 1972 年提出的呼籲，希望當時的地理學們家正視有關教

育議題的研究。他們認為地理學能夠針對教育議題，提供空間分析及規劃面向的貢獻。迄今，教

育地理學的發展，尚未獲得如經濟地理、都市地理、及社會文化地理等，普遍肯認的次學科地位，

因此 Hones and Ryba 的呼籲仍然適用。然而，在近十多年間，歐美地理學界興起一股研究教育議

題的風潮。教育地理學（geography of education），及相似的名詞，紛紛出現在各研討會的議程之

中2，或成為研討會的主題3，更具指標性的則是期刊專刊（Urban Studies, 2007;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2009; Children’s Geographies, 2011;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2011）以及相關專書

（Epstein et. al., 2007; Gulson and Symes, 2007; Rutten et. al., 2003; Taylor, 2002）的出版。 顯見，

教育議題受到地理學界關注的程度日增。本文主旨即為引介歐美既有教育地理學的文獻與議題，

以闡釋此新興研究領域的重要性。 

                                                             
2  如 RGS/IBG（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英國皇家地理學會／英國地

理學家協會）於 2010-2013 年間的各屆國際研討年會，皆有相關議程及文章。AAG（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美國地理學會）則是自 2005 年起，每年的國際研討年會，皆有探討教育地理

學的議程安排。 
3  英國羅浮堡大學地理系（Department of Geography,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UK）分別於 2009 年及

2012 年，舉辦了兩屆教育地理學的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ographies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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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相關議題，之所以引起地理學家們的關注，與教育（及相關機構）在社會中扮演的角

色密切相關。傳統上， 教育被認為具有傳道、授業、解惑的功能，但現今教育則被賦予延續及振

興整體經濟發展、促進社會融合、發展後工業化知識經濟、以及提升國家競爭力等更多元深遠的

任務（Bulter and Hamnett, 2007; Thiem, 2009）。既有教育地理學文獻，多以英國的經驗研究為主，

然而來自其他地區的研究成果，也帶來不同的視角與發現。英國地理學家之所以成為教育地理學

的開拓者，與英國人文地理學界一向著重社會議題及文化政治的發展脈絡相關。同時，也可歸因

於漸受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引導的英國政府教育治理策略的轉變，使得地理學家進而聚焦

新興教育現象所衍生的地理過程與效應 。 

Tony Blaire 於 1997 年擔任英國首相，所提出的政策為「教育，教育，教育」（Education, Education, 

Education）。這樣的主張，被解讀為對於當時的 Tony Blaire 及其領導的工黨而言，「教育」不僅只

是教育，它還有助於長期的經濟發展，以及改善社會不平等現象。言下之意為，若處理好教育這

個環結，其他的社會議題也就能迎刃而解。不過，由於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英國的教育體系正經

歷轉型及再結構的過程，從以往依循地理分配的歐洲模式（學區制），逐漸朝向北美的選擇模式（家

長選擇權制）靠攏。如此教育體系再結構的過程，已經帶來許多負面的影響，包括持續深化不同

種族、族群和階級之間的社會不平等現象，並阻礙少數及弱勢族群的社會流動（Warrington, 2005; 

Webber and Butler, 2007）。 

教育地理學研究至今的發展，突顯「教育」在社會中扮演角色的轉變，與因政府的不同治理

策略，所引起教育體系的再結構過程及其廣泛效應（Taylor, 2009）。無論教育內涵、教育機構及

教育體系的轉化，皆與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密切相關，同時也鑲嵌在更大尺度的全球經濟再結構的

過程中4。因此，教育地理學的研究，必然得以連結上地理學家在不同空間尺度上關切的議題，包

括教育空間、鄰里關係、區域發展、國家治理、及全球化下的流動與連結等，藉此檢視整體政治、

經濟、文化等的社會轉化過程（Thiem, 2009）。 

發展教育地理學的研究，對於臺灣而言也具急迫性。由於臺灣的教育環境正面臨重大轉型與

挑戰，例如中小學階段，由於新出生人口減少，有著裁併校與社區／地方發展的議題5、十二年國

教的實行、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迫切需求等。然而，由於國內學者與國外教育地理學研究對話的研

究仍屬少數（可參考吳貞儀與簡博秀，2009; 彭秉權與謝小芩，2011; 藍佩嘉與吳伊凡，2011; Lin 

et. al., 2014），因此本文主旨在於引介國外現有研究，以期作為未來台灣發展教育相關的地理學研

究之參照。下文，首先討論教育地理學的定義及不同研究取向。其後，各段的內容則是參考 Taylor

（2009）所提出的空間尺度概念，引介既有研究成果。由於篇幅限制，本文章僅先針對與日常生

活較為貼近的三個空間尺度：教育主體、學習空間及鄰里社群進行討論。基於為開拓台灣地理及

空間學科的研究旨趣與視角，結論則強調認知及發展教育地理學研究的必要性。 

                                                             
4 學者已嘗試從不同的角度切入探討新自由主義與教育之間的關係，例如 Mitchell（2003）著眼於因應

全球經濟競爭需求，促成多元文化教育本質的轉向; Hankins and Martin（2006）指出美國特許學校的

興辦，為新自由主義在教育體系的具體展現; Chatterton（2010）研究教育經費縮減，使得大學將學生

住宿及其他服務委外經營所產生的空間及社會效應; Holloway and Pimlott-Wilson（2012）則分析在新

自由主義驅動下的教育政策，再生產了教育資源分配的區域及社會差異。 
5 相關研究請參見徐易男（2005）; 鄧明星（2005）; 吳美慧（2007）; 黃乙原（2009）; 王娜玲（2010）; 

陳姿穎（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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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地理和地理教育 

究竟，什麼是「教育地理學」？在臺灣目前的地理學界，「教育地理學」尚未成為耳熟能詳的

名詞，可說是相較陌生的概念。Johnston（2009）將教育地理學研究定義為，聚焦於教育資源的

提供、使用、品質和輸出成果的空間變異現象。然而，許多人初次聽聞「教育地理學」（geography 

of education），很容易直接將它視為「地理教育」（geography education）的同義詞，因而產生理解

上的混淆。然而，後者指的是在教育體系中如何教授和學習地理這門學科，因此這兩個名詞所代

表的內涵完全不同，必須先加以區辨（Thiem, 2009）。 

針對教育地理學的定義，Bradford（1990）指出有二類不同的研究取向。就第一類取向而言，

教育議題本身即是最終調查分析的對象；也就是說因教育的提供、消費和結果所產生的空間變異

現象，就是研究者所要瞭解和探討的主題。此研究取向類似上述 Johnston（2009）對於教育地理

學研究的定義。然而，Bradford（1990）認為第二類研究取向更有助益，它則是利用同樣的空間

模式及現象，對於外在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過程提出解釋。近年來，教育地理學研究的發展，已

經不僅侷限於關注空間分布的現象，因此 Bradford 所提出這二種不同研究取向的區分，仍為一個

有用架構，以衡量教育地理學研究的取徑差異及貢獻。 

奠基於 Bradford 所提的二種從事教育地理學研究的取向，Thiem（2009）將它們重新概念化

為「內向型」（inward-looking）及「外向型」（outward-looking）的研究取徑，並且提議以後者作

為未來教育地理學發展的主要方向。Thiem 雖然肯定「內向型」教育地理學研究對於分析教育不

平等及教育改革的貢獻，但她同時批判這些研究忽略了教育所具備的建構屬性（constitutive 

properties）。換句話說，「內向型」的教育地理學研究，忽略教育體系、機構及實踐如何造成教育

體系之外的變遷，因此無法全然發揮教育地理學研究的潛力。有鑑於此，Thiem 提議一種策略性

去中心（strategically decentred）和外向型的教育地理學研究，以 Bradford 原先的看法為基礎，認

為應更為著重探討教育如何「生產空間」（make space），或是促成「地理過程」（contribute to 

geographical processes）；同時，Thiem 也認為這樣的研究必須對於教育機構本身，和其間的種種

實踐，提出發問，以試圖揭露它所處及經歷的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過程。 

更進一步地，Holloway et. al.（2010）雖認同 Thiem 的論點有助於促進教育地理學的研究，

且對於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與知識經濟等議題的理解能夠有所貢獻，但他們指出 Thiem 以內向型

及外向型的架構來界定教育地理學的既有研究，憑藉的是將兒童、青少年，及家庭相關的既有地

理文獻排除在外。Holloway et. al.（2010）認為這些被忽略的文獻，不僅同屬於教育地理學研究中

的一環，也能擴大教育地理學的研究範疇，因而倡議未來的研究應超越「內向型 vs. 外向型」的

二元論，主張研究者在論及教育體系是否受制於、並形塑外在社會、經濟及政治過程時，同時也

必須關注學生主體、家庭及教育者，在構成日常互動的教育場域中的經驗。 

然而，無論是偏向政治經濟取向討論 Thiem（2009），或是受女性主義和後結構理論啟蒙，著

重社會文化面向分析的 Holloway et. al.（2010），在回顧教育地理學研究的既有文獻時，皆針對以

下四個主題加以闡述：教育的供給與消費、課程與認同建講、知識空間及教育作為國家再結構的

案例。這些主題，將貫穿本文的討論，然本文的組織，則是參考 Taylor（2009）文章中由微觀至

鉅觀的尺度概念，藉以引介教育地理學在不同空間層次上所關注的特定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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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空間尺度的教育地理學研究：從教育主體到鄰里社群 

教育地理學的發展源於教育學與地理學兩門學科的交匯之處。為了強調地理學對於教育議題

的貢獻，Taylor（2009）提出藉由地理學中重要的概念－尺度（scale），可以對地理與教育之間的

連結關係進行系統性的分析。在文章中，Taylor 透過六個不同的教育－空間尺度，分別為教育主

體 （ learner–child/adult/employee ） 、 學 習 空 間 （ site of learning – school or 

college/workplace/household）、鄰里社群（community of learners – neighbourhood）、區域（local 

authority – region）、國家（central government – nation）、國際（international），說明在不同空間規

模進行的教育地理學研究，所關注的議題。由於篇幅限制，本篇文章參考 Taylor 的尺度概念，針

對前三個空間尺度的研究進行討論。 

（一）教育主體  

從微觀取向進行教育地理學的研究，探索主體的經驗可謂第一步，而這樣的研究方向及主題，

主要是受到「地理學中的童年轉向」6（Taylor, 2009：657）所影響。以下的討論，為探討不同教

育主體，包括兒童及青少年、大學生及教職人員空間經驗的研究，以揭示對於促進人們理解教育

空間的形塑，及其所營造的社會關係，發掘教育主體的經驗實為重要基礎。 

1. 兒童及青少年：主體發聲及其塑造教育空間之能動性 

以往僅有少數的地理學研究，認知到學校塑造兒童及青少年經驗的重要性，多數的研究僅是

將教育空間當成方便招募研究參與者的地方（Valentine, 2000）。自 2000 年起，兒童及青少年地理

學（geographies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的發展，使得兒童及青少年的日常生活經驗，以及

學校空間的相關研究，逐漸獲得地理學家們的重視。然而，將兒童及青少年理解為學習者（learners）

角色，且視其為教育相關的社會群體之一，所進行的研究仍屬少數（Taylor, 2009）。如此現象，

可反映兒童及青少年能透過教育政策，影響其學習環境的機會十分受限，因此相關討論也就較不

受重視。然而，他們對所處的學校空間，以及對整體教育環境所產生的影響，應該被正視（Collins 

and Coleman, 2008）。 

Holloway et. al.（2010）對既有文獻的評析指出，利用統計分析來理解不同社會階層的兒童進

入中學的情形，或是探討家長如何確保子女就學權所運用策略的研究，皆極少提供關於兒童自身

的經驗，以及他們如何參與上述過程的觀點。因此，特別是在於檢視不同的社會群體如何進行教

育消費時，研究者必須關注兒童及青少年主體的聲音及經驗。例如，Reay（2007）研究美國內城

低收入地區的兒童，從小學進入中學的經驗。她的研究指出，在分發學校前，這些兒童們以許多

不同的方式，表達他們不想就讀在鄰近地區已被「妖魔化」（demonized）的中學，但是當他們最

終沒有其他選擇，而被分發到這些學校之後，他們對自己和就讀學校的認知，便產生與原先不同

的詮釋。Reay（2007）的研究呈現了納入兒童經驗的可能，及透過兒童的觀點理解他們如何形成

及重構對自我及教育空間的觀感。 

                                                             
6 目前教育地理學研究的興起，與地理學家們近十年來，對於兒童及青少年經驗的研究相關，特別是

強調他們做為社會行動者之一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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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兒童及青少年在學校中的經驗，以及他們的行動如何塑造教育空間，研究者多藉由機構

化空間（institutional space）的視角切入，著重理解兒童及青少年如何在教育空間中展現、協商及

實踐他們的能動性（agency）。Hemming（2007）指出兒童對於參與運動和遊戲的想法，與政策擬

定者和學校生產的論述相互競爭；同時兒童也藉由在教室內的身體展演，與成人協商彼此支配空

間及秩序的權力關係。Holt（2007）則分析兒童們如何藉由在學校遊戲場中的日常行為及實踐，

再生產或抵抗校園中對於身心障礙孩童的排除現象。Holloway et. al.（2000）的研究則是指出青少

女如何透過創造專屬女性使用電腦的時間和空間，藉此抵抗校園中性別化的電腦使用文化。然而，

關於學校空間及青少年主體經驗的研究，最具有啟發性的莫過於關於「隱性地理」（hidden 

geographies）的討論。van Igen and Halas（2006）針對在四所加拿大高中研究，觀察原住民學生

們如何創造共同的戶外抽煙空間，強化族群及文化價值，藉此挑戰「白人認同」。這些隱性的空間，

說明學生作為社會行動者的能動性，得以創造自己的空間，證明這些空間對非主流的學生們而言，

所能提供的支持。同時，這些空間的產生，也說明了學校環境並非是鐵板一塊，學生們的感受經

驗，可能大相逕庭（Collins and Coleman, 2008）。 

然而，對於上述關於兒童及青少年的經驗及能動性的研究，Ansell（2002）指出部分研究傾

向假設兒童及青少年，要不是順應主流論述，要不就是抵抗到底。Ansell 挑戰上述的兩元論，認

為如此才能更進一步暸解兒童及青少年在實踐能動性時，所呈現的多元、複雜甚而前後矛盾的社

會協商過程，是如何塑造他們所處的教育環境，及其中的社會關係。地理學家目前對於學生主體

的研究，較多集中於兒童／青少年的經驗（高中以下的階段）。然而，理解「大學生」的經驗和生

活方式，及其所造就的空間現象，也逐漸引起地理學家們的關注。 

2. 大學生：居住選擇、生活風格及都市消費地景 

大學生作為 Florida（2002）所提出的「創意階級」（creative class）的潛在成員，之於益發競

爭及多樣化的知識經濟的發展，是不可或缺的構成要素（Holloway et. al., 2010）。當知識經濟成為

當前全球競爭的主要策略時，關注大學生的經驗和特殊的生活方式，可能對週邊地區和區域經濟

發展造成何種影響，誠為從事教育地理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目前針對大學生經驗的研究，多數為了解其生活方式和居住選擇之間的相互關係。「離家」，

一般被認為是體驗大學生活的象徵或同義詞（Chatterton, 2010）。既有研究已指出，對於仍居住在

原生家庭的大學生而言，高等教育原先所提供他們各式選擇的機會受到時空的限制，例如社交活

動的參與；而且他們無法獲得伴隨著「正港大學生生活」（authentic students life）而來的獨立性 

（Holloway et. al., 2010）。因此，居住狀態成為一種標籤化機制，用以區別本地和外地學生，且同

時中介學生與大學之間的關係，進而建構關於「典型學生」（typical students）的概念（Holdsworth, 

2006）。Rugg et. al.（2004）則指出大學生外宿的居住選擇，得以累積了與住宅相關的知識，使得

他們在畢業之後，相比於住在原生家庭的同儕們，在住宅及勞力市場上具備相對的優勢。 

至於大學生生活風格的研究，Chatterton（1999）針對西方社會的經驗研究指出，由於大學的

主要娛樂方式為消費及飲酒，因此塑造了各式都市玩樂地景（urban ‘playscapes’），並強調都市消

費空間與大學生生活形態的互構本質。然而，Roy（2009）針對在倫敦就學的印度學生的經驗研

究，則指出校園之外的聚餐空間（分租房子內的廚房）、學習空間（圖書館）和休閒空間（公園及

運動場），則是其社交的重要場所。可見，依照學生身份的不同（例如，本國和國際學生），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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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風格的差異，其所使用及塑造的地景和空間也有所差異。教育地理學的研究，若能聚焦大學

生的經驗，同時也能對高等教育走向新自由主義化的影響提出解釋，因為大學生既是教育產業全

球化的消費者，也是最終的輸出產品（Holloway et. al., 2010）。相反地，若缺乏以學生為中心所進

行的教育再結構的分析，則是否定個體的能動性對個人經驗的影響，同時忽略特定社會脈絡及關

係，最終將冒著高舉結構決定論的風險。 

3. 教職人員：多層級校園文化的形塑 

教育空間的形塑以及學生主體的經驗，事實上也受到教育體系中其他社會行動者的影響。

Holloway et. al.（2000）指出學校具有多層級的機構文化（multilayered institutional cultures），而

這些文化受到學校政策、教學實踐及同儕文化的影響。換句話說，除了學生主體之外，學校行政

人員及教師對於形塑特定的校園文化及學生經驗，都扮演重要的角色。Brown（2011）的研究追

溯關於提升學生成就期望（aspiration）的論述，在政治的倡議方案中如何被動員，以擴大高等教

育的參與，也探索基層教育實踐者如何詮釋和推行上述政策。Holloway and Pimlott-Wilson（2011）

的研究同樣也是聚焦於學生成就期望的概念，指出小學校長認為低收入地區的家長們對於孩子的

期許，是不適切的，並且進一步了解這些校長們如何透過學校教育及活動，提升兒童對未來生涯

發展的期許。在此，特別要注意的是，在面對由上而下的教育政策是否能成功執行時，學校教育

行政人員及教師的角色、態度及作法，對於結果有十分關鍵的影響（Hsieh, 2010）。 

以上的討論突顯了教育地理學研究，對於辨識教育空間中不同的社會群體（兒童／青少年、

大學生、老師及行政人員），以及強調主體經驗的重要性。關注不同社會群體的經驗，有助於理解

教育空間的本質、教育體系中的各式實踐，以及過程中所形塑的社會關係。其中，分析不同群體

間如何合作、協商、甚或相互對抗，都能幫助研究者更深入瞭解，教育空間作為一個社會場域，

人們如何透過互動，再生產空間及社會關係。然而，除已論及的主要社會群體，並不代表沒有其

他社會群體能夠影響教育空間的運作，例如家長的角色與參與（Holloway and Pimlott-Wilson, 2013; 

Wilson, 2014）。雖說指認不同社會群體，對於理解教育空間的有其重要性，但研究者也不可忽略

存在於社會群體內部的差異性。接續的討論，將聚焦於教育空間如何形塑個人經驗，以及學校空

間的使用、規劃及意義。 

（二）學習空間  

教育地理學在第二個空間尺度上的研究，則是聚焦於教育空間本身。「學校」的重要性，突顯

在「時」、「空」兩個面向。學校不僅佔據了兒童和青少年大多數的時間，同時也是一暫時將兒童

及青少年隔絕於成人社會的空間（Collins and Coleman, 2008；Holloway and Valentine, 2000）。除

了教授知識，學校同時也傳遞「合宜的」社會價值，具有社會控制的功能。學校作為現代機構之

一，在其間的個體不僅受到監控，同時也受制於其規訓的權力（Foucault, 1977, 1980）。更進一步

地說，學校主要是依循成人權威所運行的場所，目標是為了能夠掌握及控制兒童及青少年的行為 

(Catling, 2005)。目前地理學家們對於學校空間本身的研究十分廣泛，下文討論的三個主題，分別

為：學校與社會再生產、學校空間的使用與規劃、另類教育空間的思考。 

1. 學校與社會再生產 

雖然，學校所具備的功能之一是傳遞「合宜的」社會價值，然而在社會中對於什麼是合宜的



94 

 

社會價值，一直存在爭議，學校因此也就成為各方競逐意義的場域，例如課程應該包含以及教授

什麼內容。Collins（2006）針對加拿大一所中學的研究指出，因受到宗教信仰價值的驅動，該學

校拒絕使用及教授包含同性家庭內容的書籍。在此具爭議的過程中，公（政府）／私（個人、家

庭及宗教團體）差異突顯了這是一場介於進步的與保守的各方利益團體之間的文化戰爭。然而，

除了在正式課程，即教材內容上產生爭議外，學校傳遞社會規範或價值觀，也常常透過「非正式

課程」（informal curriculum）的途徑。Holloway et. al.（2010）指出，藉由非正式課程的討論，主

要目的為理解存在於教育空間中的社會－空間關係的本質（the nature of socio-spatial relations），

及兒童和青少年的具體經驗，以檢視兒童及青少年的價值觀和認同如何被再生產及改寫 。 

兒童及青少年地理學的研究，運用非正式課程的概念，以理解兒童和青少年的經驗，已累積

初步的成果。Evans（2006）發現青少女對於參與學校運動感到興趣缺缺，主要原因為他們在教師

與同儕面前，必須展現異性戀框架內的女性特質。Thomas（2005）則指出青少女在學校內的日常

社會實踐，包括午餐時間選擇跟誰坐、如何談論其他人等看似日常瑣事，實能促成及增強種族化

的社會差異、認同及學校空間。相似地，Holt（2007）的研究指出，在學童間的社交關係中，身

心健全或礙障的差異，被運用為認同形成的衡量標準，並生產認同的高低位階。Ansell（2002）

則是聚焦於南半球的非洲經驗，探索賴索托當地青少年的性別認同，如何透過全球化的性別平等

論述，與地方傳統性別文化論述二者間的協商，在學校中被建構。上述研究的重要性在於說明，

對於使得學校成為一個不同文化價值在此競逐、強化或協商的場域，無論是透過正式課程及非正

式課程，都具有不同程度的影響。 

2. 學校空間的使用與規劃 

關注微尺度空間/地理（micro-spaces/geographies）的使用與規劃，是地理學家理解教育場所

內社會和空間秩序的另一途徑（Collins and Coleman, 2008）。其中，學校的「遊戲場」（playground）

是相關研究的主要焦點。Thomson（2005）指出兒童在遊戲場上，所展現的精力和熱情，具備翻

轉成人對於學校空間掌控程度的可能。成人對於遊戲場的控制，主要基於認為遊戲場空間與培養

兒童的道德觀和增強體力間，有密切的關係（Gagen, 2000）。另外，「領域性」（territoriality）概念

的討論也是一個重要的主題。研究發現喜愛玩足球的男生通常會佔據學校遊戲場最中心的位置，

而且會透過肢體或口語上的恐嚇，排除女生和其他男生使用空間的權利（Catling, 2005; Newman et. 

al., 2006; Thomson, 2005）。針對領域性的研究，可以進一步連結至學校霸凌的議題，例如分析空

間使用與霸凌現象之間的關聯，藉此說明對於某些兒童及青少年而言，「恐懼地理」 （geographies 

of fear）如何形塑他們在學校的經驗。 

教育地理學家們也著眼於其他不同的微型空間。Banks（2005）觀察到，學校內的通道和走廊

不僅僅是學生們穿越彼此，到不同教室或場所的過渡空間；它們更是學生在同儕之間，建立起不

同地位和高低階級的社會據點。Pike（2008）則引用 Foucault(1980）提出的「治理」 （governmentality）

的概念，藉由午餐營養成份的理性算計、餐廳空間配置，以及監控與規訓的機制，剖析學校餐廰

的空間性。Barker et. al.（2010）則是研究英國校園中的新興空間－隔離室（seclusion units）7 ，

                                                             
7  隔離室又可稱為冷靜室(cooler)，按字面上的意思來解釋，則是當學生犯錯或影響上課秩序時，就會

被送到這個教室「冷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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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隔離室內的空間配置和行為規範，使其成為受到高度控制及隔離的懲罰空間（spaces of 

punishment）。雖然這樣的空間可能改變學生的行為、社會互動及其學習態度，然而學生們對這樣

的空間，也相對地出現不同程度的抵抗因應策略。除了強調學校空間的使用與消費，另有研究者

轉向關注學校空間的規劃設計與生產。 

研究者指出學校空間的設計，實為依據成人對於童年時期的想像，所建構的特殊空間（Kraftl, 

2006）。Kraftl（2006）研究成人對於童年時期（childhood）的觀點，如何啟發及影響學校建築的

設計、建造及使用。他同時強調學校內的日常物件（banal objects，例如油漆、門把、書桌、牆上

的掛圖等），對於建構童年時期概念的重要性。Kraftl 的研究展現了結合兒童地理學和教育地理學

的研究方法之一，也就是探討成人們對於童年時期的想像，如何形塑教育體系內的社會空間組織

（the socio-spatial organization of schooling）。另外，den Besten et. al.（2011）則是研究英國工黨

推行改善學校建築的「打造未來的學校」旗鑑型計畫，指出此政策的落實，被視為不僅是關係著

改善學校空間本身，也是教育革新以及國家蛻變的契機。上述研究，揭示了地理研究者應該關注

及理解既有學校空間物質性及象徵性的生產過程及意義。 

 3. 另類教育空間的思考 

地理學對教育空間本身的研究，多著眼於「體制內」的教育空間，例如中小學及大學校園。

然而具有教育功能的場所，不僅限於此。例如「家」，通常被視為是另一個傳遞知識、價值的重要

學習空間，然而多數探討此空間的地理學研究，忽略了其中「教與學」的過程及影響（Taylor, 

2009）。不過，近來研究兒童、青少年及家庭的地理學者，開始著重「家」作為教育空間中的一環，

以及它所具備的教育意義（Holloway et. al., 2010）。例如研究指出，兒童在具有不同運作方式的家

庭中成長的經驗，會影響他們對於求學及往後從事職業的期許與想像（Pimlott-Wilson, 2011）。新

近更出現有關在家自學（home schooling）的地理學研究，以探討此另類的教育實踐及空間（Kraftl, 

2013）。 

除了中小學及大學之外，其他機構化的教育空間，例如幼稚園或課後才藝班，也引起地理學

家們的興趣（Smith and Barker, 2001, 2004）。Hall and Appleyard（2011）的研究強調在終身學習，

及增加勞動競爭力（employability）的社會脈絡之下，以利益為導向教育機構快速成長，已重塑

原先由國家所掌控的高等教育地景。再者，Wainwright and Marandet（2011）關於女性移民的研究，

探索了改善家長識字、計算能力、親職及社區參與的課程，如何透過這些女性移民的母職經驗而

得到轉化，同時也進一步發掘他們對於地方歸屬感形成的期許、定義及行動。總的來說，這些文

獻提供了從不同空間角度切入，研究教育空間及主體的多元性，提醒研究者關注不同於學校的機

構化教育空間，及其他具備教育功能的空間及場所（家、社區及其他）。 

另外，南半球的既有經驗研究成果，也提出不同的理解視角，協助人們進一步思索教育空間

的內涵及意義。例如關於南半球青少年的經驗及活動的研究，促使人們思考及質疑，以學前教育、

中小學及大學為主要教育空間的預設，所產生的理解限制（Holloway et. al., 2010）。以南半球經驗

為依據的既有研究指出，在特定的場所，例如家庭、維生農業空間、家族企業或有酬的工作場所，

所習得的知識和技術，對當地兒童及青少年目前及未來的生存至為關鍵，而上述的那些場所才是

主要的教育空間（Aitken et. al., 2006; Katz, 2004）。在現今全球經濟再結構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的

擴張、都市化、環境退化等現象，已經使得上述多元且另類的教育及學習空間遭到破壞或發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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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其帶來的後續效應，值得研究者關注。 

前文針對學習空間的討論，帶來幾點啟示。首先，研究再次強調理解空間的一項核心原則，

也就是空間不僅僅只是容器或是地點。相反地，空間的本質、意義和作用，是不斷地被處於其中

的個別社會行動者所塑造。再者，針對學習空間的研究，不能僅將其視為同質的整體，因為學校

中的各式微型空間，能夠產生特定的社會機制，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進而塑造個人的特定

認同。同樣地，空間的使用和規劃並非中立，而身為研究者的任務，則是試圖去拆解這些創造及

使用空間策略所隱含的企圖。最後，既有研究提醒研究者必須打開視野，審視學習空間的定義及

理解，且試圖去發掘傳統理解之外，賦有教育功能的空間。藉此，可以探索這些空間與一般教育

空間的差異，以及它所具備的教育功能與其他功能間所產生的調和、衝突或協商的關係，以嶄新

的角度來理解空間的本質。下文討論的焦點，為由學習空間向外開展，最貼近的空間尺度－鄰里

社群。 

（三）鄰里社群  

學校所具備的社會空間意義及影響，遠超過其本身的物理空間範圍，這是由於它與不同尺度

的其他空間產生互動的結果。學校通常是一個長期存在的機構，它們是鄰里社區中居民的共同記

憶與經驗的所在地，也是地方感的來源之一。因此，學校不僅聯繫了不同世代的人們，同時它也

是維繫地方社會交誼的重要據點，有助於建立地方性的歷史與特色，以及促進社會凝聚力（Collins 

and Coleman, 2008）。就塑造社區意識和地方感而言，「小學」帶來的影響最為顯著，因為它所服

務的學區，與中學和大學相比範圍較小，較能吸引更多家長參與學校活動，也是當地居民們日常

碰面、社會互動和交際的地方。基於上述學校和週邊社區之間緊密的關係，當學校面臨關閉的決

定時，常伴隨著社區居民的強烈反彈（Basu, 2004, 2007; Kearns et. al., 2006; Witten et. al., 2003, 

2007）。地理學針對學校與地方社區的研究，指出教育資源取得的差異，已創造不平等的社會地理；

而都市更新及縉紳化過程，配合新自由主義的教育策略，更加劇此不平等的現象；同時，由大學

生所促成的縉紳化現象，已顯著改變地方鄰里景觀，造成與當地居民的衝突更形普遍 。 

1. 教育不平等的社會地理 

在鄰里社群的空間尺度上所從事的分析，可說是至今地理學界研究教育議題，所提供的最大

貢獻之一（Taylor, 2009）。從 1960 年代起，許多以社區為研究對象的文獻，便聚焦於教育議題。

而這類研究大多都被歸為都市教育（urban education）的範疇。例如美國的經驗研究，多探討都市

內城中的社經弱勢族群以及少數族裔，在教育層面上所受到的不平等待遇（Reay, 2004）。因為階

級、種族及宗教的差異，所導致的教育資源供給和教育成效的不平等現象，仍然是目前許多從事

教育地理學研究的學者們所關心的焦點（Butler and Hamnett, 2007; Butler et. al., 2013; Dwyer and 

Parutis, 2013）。 

就美國的經驗研究指出，黑人與白人之間明顯的階級、收入和成就的差異，加上廣泛的居住

隔離現象，使得公立學校系統產生種族的區隔。在探討美國的教育問題時，藉由不同種族間住宅

空間隔離的面向切入，進而分析教育機會和成效的不平等現象，仍為重要議題（Andre-Bechely, 

2007; Ledwith and Clark, 2007）。而就既有歐洲經驗研究來說，除了種族的面向外，由階級所衍生

居住隔離現象，及此二者與學習成績的關聯，也是持續不墜的研究焦點（Gordon and Monastirio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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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Johnston et. al., 2007; Webber and Butler, 2007; Hamnett et. al., 2007）。尚有研究指出，家長運

用各式策略將孩子送到特定的學校，意圖使他們遠離階級上、種族上和語言上的「非我族類/他者」

（Other，例如外來移民的後代），以避免受到社會、文化或教育上的污染，進而促成社會及空間

的排除現象（Gulson, 2007; Thrupp, 2007）。 

學生教育成效的社會及空間差異，常被研究者選擇作為主要的分析指標，因為它的差異性越

小，即代表社會流動和社會整合的可能性較大；相反地，它的差異性越大，則反映了社會排除及

不公平的現象有加深的趨勢。然而，教育成效和學生先前是否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及資源習習相

關，這表現在兩方面：第一，教育資源提供的空間差異以及學校錄取條件；第二，不同社會族群

在空間上彼此隔離的社會組成現象。由此可見，「地理」對於社會結果有著關鍵性的影響（Butler 

and Hamnett, 2007）。另外，要理解學校內的社會組成是否反映週邊地區的社會組成，關鍵的影響

因素在於是否採用學區制，以及執行學區制相關規定的嚴格程度。換句話說，當某地採行嚴格的

學區制時，學校因為招生對象來源的限制，即會較顯著地反映及再生產週邊社區社會組成的差異。

有些研究指出，由於學區制要求家庭居住於學區之內，因此學生的就學選擇可以說是受制於房價

／房貸（Nash and Harker, 2005）。「學校評價」與「週邊房價」呈現對應的現象，突顯了住宅、教

育及社會再生產等議題間，彼此纏繞糾結的關係（Bulter and Hamnett, 2007）。近年來，由於新自

由主義的教育政策，強調「家長選擇權」（parental choice）的策略，特別是在剛經歷都市更新的

地區，使得學校與週邊社區脫鈎，形成另一類不平等的社會地理現象。 

2. 教育的都市地理與家長選擇權 

當前歐美地理學界對於教育議題的關注，與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與盛行密切相關（Taylor, 

2009）。因為奉行新自由主義的政府，所採行的教育治理策略，逐漸朝向市場化的方向發展，具體

的影響則是鬆綁學區制的規定，同時提倡「家長選擇權」的概念與實踐（Taylor, 2001, 2002）。然

而，這樣的發展趨勢，不僅強化了上述學校在招生及教育成效表現上的隔離、差異現象（Taylor and 

Gorard, 2001）；更嚴重的是「學區」的概念被「市場」的概念取代，因此學校和其週遭鄰里社區

之間，便容易產生斷裂關係（Collions and Coleman, 2008; Hankins, 2007）。 

Butler and Hamnett（2007）指出由於西方社會大多數的人口居住在都市之中，因此關於教育

的提供、學校的社會組成、學習表現等相關地理學討論，有明顯的都市傾向。最明顯的例子，莫

過於是著眼於都市更新及縉紳化的過程，對教育體系產生的影響。都市更新及縉紳化的發展，吸

引更多中產階級人口進駐，然而若該地教育系統尚未及時獲得改善，這些新移入的中產階級家庭

則會選擇越區，替他們的孩子尋找最理想的就學環境。這樣的過程，使得居住在好學校週邊的學

童，被迫至其他區域就讀。換句話說，中產階級家長為其子女尋求較好就學環境的策略，是以排

擠較為弱勢族群孩童的就近就學權益作為代價（Butler and Hamnett, 2007; Butler and Hamnett, 2011; 

Butler and Robson, 2003）。 

中產階級家長想盡辦法將子女送到好學校的現象說明，教育已經成為一社會場域，不僅伴隨

著就業、住宅及消費的議題，同時反映了當代都會習癖及文化資本累積的過程(Bridge, 2006a, 

2006b)。換句話說，教育已經不僅僅是關係著向上流動的途徑，它更重要的意義在於再生產既有

的社會階級位置（Butler and Hamnett, 2007）。由於強調家長的學校選擇權，是新自由主義教育治

理策略中的主要論述，因此有些地理學家，則針對家長選擇權的行使，進行相關的研究。Warr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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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研究弱勢地區的家長將子女送入中學的能動性，指出這種「自由選擇模式」只是進一步

強化處於社經弱勢地區的家長及其子女在獲得教育機會的邊緣性（雖然偶有例外）。Andre-Bechely

（2007）則指出，不是所有家長都能充份行使學校選擇權，因為若不具備相關的資源，例如時間、

支持網絡，甚至是交通工具等，事實上家長並無法順利成就他們的選擇。上述研究打破了新自由

主義政府高喊家長選擇權的假象，看似自由鬆綁的政策，但實際上並非所有家長都有平等行使選

擇權的能力。除了研究中小學與週邊鄰里社區的關係，部分教育地理學家則關注大學（生）與地

方社區、社會關係及都市變遷之間的關係。 

3. 學紳化：大學生人口引起的縉紳化現象 

大學與週邊空間的變遷，需被置放於更廣泛的社會轉化脈絡中加以理解，也就是邁向知識經

濟及知識社會的進程（Smith, 2009）。近期研究指出，在英國、美國和澳洲的居民們，指控快速擴

張和增設大學的現象，創造了許多社會不平衡的社區，這是由於短暫居住且不斷流動的大學生人

口的利益，被置於長期居民的利益之上（Allinson, 2006; Hubbard, 2008; Smith, 2008）。學生在住屋

市場上所佔的優勢，通常勝過當地居民，具備與縉紳化所帶來的效應類似（Smith and Holt, 2007）。

也就是說，在大學週邊的空間，為了因應大學生生活方式所產生的變化，例如消費實踐及住宅提

供（Chatterton, 1999, 2000; Hubbard, 2009），會將原先居住於此處的低收入戶族群邊緣化，甚至將

他們驅逐出該地區（Lee et. al., 2007）。除此之外，由於學生生活形態的特定消費需求，連鎖商店

也可能取代地方性和獨立經營的傳統商店（Chatterton and Hollands, 2003）。這些現象對於都市鄰

里的治理，提出了新的挑戰（Rugg and Rhodes, 2009; cited in Smith, 2009）。 

近年來，「學紳化」（studentification）這個新興概念的出現，代表教育地理學與都市地理學研

究的結晶。Smith（2002）最早提出「學紳化」的概念，用以表達「學生居民逐漸成長、集中的過

程」。換句話說，學紳化代表著大學生人口大量湧入特定地區的過程，人口結構的改變造成了非正

式的衝突，如街頭犯罪和鄰里破壞，而較明顯的正式衝突則如垃圾、噪音和空間規劃，使得大學

與週邊地區關係惡化（Munro et. al., 2009）。針對此現象，地方政府、大學學生會以及大學本身皆

試圖透過不同的管道及方式，重建學生與地方社區之間的良好互動關係（Smith, 2005），例如英國

地方政府透過法律加強管制移入地方住宅的學生人口數，以減緩學生與當地居民的衝突 8

（Chatterton, 2010）。目前在英國的初步研究發現，學紳化所引起的空間及社會隔離的現象，相較

於擁有較多學生人口數的大城市而言，反而在小規模的大學城鎮較為明顯（Hubbard, 2008）。然

而，大量集中的學生人口，也可能相對地帶來一些正向利益，例如都市更新、地方經濟消費能力

的增長、對公私部門服務需求的提升、學生志工的資源及文化多元性（Smith, 2009）。透過對學生

人口的流動及集中的研究，有助於理解此現象對於都市環境的影響，也能剖析在都市再結構過程

中所形塑的正、負面向社會關係（Garmendia et. al., 2012; Munro and Livingston, 2012; Smith, 2009）。 

前述段落，揭示教育地理學的研究如何連接社會地理及都市地理的討論。首先，即有文獻已

指出，透過獲得不平等的教育資源，以及教育成效的地區差異，教育已經成為空間及社會排除的

驅動力，目前地理學家們對於因種族和階級所形成的不平等社會地理，已有清楚的闡釋。再者，

因都市更新，或因教育體系再結構所形成的地理過程，表現在兩個層面。第一、配合新自由主義

                                                             
8 House in Multiple Occupation (HMO) (Chatterton, 201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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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推行，強調家長選擇權，使得在都市更新的過程中，許多家長選擇送子女越區就讀，因而

造成地方鄰里與當地學校呈現斷裂關係。第二，由於高等教育的擴張，使得由大量學生人口聚集

而形成的學紳化現象，包括因應學生需求所進行的空間改造，使得原先地方居民被邊緣化。同時，

學生與社區居民間的衝突，例如空間使用的需求及生活方式，反映了兩者之間在階級、經濟、年

齡及社會價值觀的差異（Hubbard, 2009）。這些研究的重要性，除了指出教育議題與地理空間的

關連性外，同時也提出教育地理學的研究，若能與其他次領域的議題相互結合，將有助於更全面

地理解例如社會排除、都市更新、社會關係等概念。 

討論及結論 

目前教育地理學的研究，雖然仍屬新興的領域，然而對應於教育在全球經濟迅速重組及再結

構的過程中所受到的高度重視，以及它在不同空間尺度上所引發的各式地理過程及現象，實為不

可忽略的研究議題。本文嘗試引介，既有由微至中的三個空間尺度的教育地理學文獻，包括教育

主體、學習空間及鄰里社群。首先，在教育主體的尺度上，既有研究已強調，關注不同教育階段

的個別社會主體經驗的重要性。理解這些行動者的經驗及互動，有助於由下而上理解空間的意義

及作用。再者，關於學習空間的文獻，除了指出這些空間不但能形塑個人認同、再生產或挑戰主

流價值，同時它的使用及規劃也象徵著更深遠的意涵。學習空間的相關研究的另一重要貢獻，在

於挑戰教育空間等於正式教育機構的框架，思索其他具備教育功能，但尚未被認知或研究的空間。

最後，在地方鄰里尺度上進行的研究，則揭示了趨向新自由主義化的教育體系，如何加劇了社會

及空間排除的現象，再生產弱勢族群的劣勢地位。同時，地理學者們也發現由於高等教育擴張及

學生人數的增加，所帶來的學紳化現象，成為學生族群和地方居民的衝突來源。在此要特別強調，

本文所討論的發生於此三個空間尺度的現象，在現實世界中其實是無法加以切割，因為它們彼此

鑲嵌且相互影響。 

當前關於教育地理學研究取向的論辯，有些學者提倡研究必須要走出傳統僅聚焦於教育體系

本身的方式，而以針對教育體系的研究做為一面鏡子，反射出更為廣泛的文化、經濟、社會和政

治過程（Thiem, 2009）。然而，試圖與社會科學所關注的鉅型理論及概念對話的研究倡議固然立

意良好，但缺乏對於教育體系內部的仔細審視與分析，如何能將教育現象扣連至更大的社會過程，

則有待質疑。因此，打破二元論的研究取向，關注於主體經驗時，同時也能反思結構的影響及效

應，應是構思未來教育地理學研究取向的較佳途徑（Holloway et. al., 2010）。除了本文所論及的三

個空間尺度之外，教育地理學可發展的研究，尚涉及其他更宏大的空間尺度，包括區域、國家及

國際（Taylor, 2009）。這些處於不同空間尺度的教育現象，實則彼此互連，需要更多教育地理學

家們的關注及研究，以充分理解我們當前所經歷的社會轉型。 

投入教育地理學的研究，本身可說是教育全球化的例子之一，因為藉由探討及發展此議題，

台灣的地理學界得以與國際地理學界的發展趨勢保持對話。就發掘教育主體的多元性而言，台灣

的經驗能夠與他國經驗相互參照，例如比較學生們如何塑造空間過程，而這些過程又如何反過來

影響他們的經驗。另外，關注教育空間本身的社會再生產意義、微型空間的使用及規劃、另類教

育空間的思考及教育產業的發展，再再說明地理學對教育議題所能提出的特殊貢獻。關注教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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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生產不平等的社會地理，以及在教育體系再組構過程中，都市景觀及人們生活如何被重新塑造，

這些都是地理學研究的重要議題。教育地理學研究的發展，反映了學術界對於現今教育扮演的複

雜角色的高度觀照。簡言之，從事教育議題的地理學研究，其本身即可說是一個前瞻性的計畫，

因為無論從個體至全球、自微觀達鉅觀的尺度概念而言，教育不僅影響著人們此時此刻的生活，

同時更反映了人們對於未來世界的深遠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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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航測與行動裝置影像的三維建物模塑策略 

3D Realistic Building Modelling by Integration 
of Aerial and Mobile Images 

王聖鐸
a
 

Sendo Wang 

Abstract 

In the last decade, smart city, instead of e-government or i-government, has become a modern 

trend of urban development for the major cities in the world. However, a city would never be considered 

smart without knowing where the events are. A precise 3D city model is required as the infrastructure to 

mark and present the 3D location of the various sensors. The data transferred from the sensors can then 

be spatially analyzed in the 3D space. Photogrammetry has been considered as the most efficient 

technique for extracting 3D information or reconstructing 3D models. But its point-by-point 

measurement of using floating mark has become the bottleneck while reconstructing the 3D city model. 

In this paper, we expanded the floating mark to the floating model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model-based 

building extraction. The measuring tool is no longer only an abstract point but also many kinds of 3D 

model, which can be scaled, rotated, or moved in the space. The floating model is defined with a datum 

point whose 3D coordinates indicate the spatial position of the model as the floating mark does. 

Furthermore, each kind of models is associated with a set of pose parameters to describe its rotation 

about the three orthogonal axes and shape parameters to describe its scales along predefined directions. 

In other words, the floating model is a flexible entity floating in the space, and can be adjusted to fit the 

object by these parameters. If the model parameters are good enough to represent the 3D spatial 

information of the object, the projection of the floating model on every overlapped image will all be 

coincident to the object’s image. Therefore, the basic idea of the floating model theory is to fit model to 

the overlapped images by adjusting the model parameters. Based on the floating model theory, we 

proposed a semi-automated 3D building reconstruction strategy. A friendly human-machine interfac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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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d for the operator to choose and adjust the floating model to fit the aerial photos manually. Then, 

the computer calculate the optimal fit by an ad hoc Least-Squares Model-Image Fitting（LSMIF） 

algorithm. Thus the 3D spatial information can be extracted object-by-object rather than point-by-point 

by means of floating model, which increases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The building model are then 

projected onto photos taken by mobile devices to evaluate which is the most suitable photo for each 

façade. The façade then could be clipped from the photo and geometrically corrected as for the texture 

image. According to our tests and experiments, the proposed semi-automated strategy does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3D building model reconstruction. 

Keywords：Floating Model, 3D Building Model, Model-based Building Extraction, Digital 

Photogrammetry. 

摘  要 

繼電子化政府、政府網路服務之後，標榜能察覺城市脈動、即時做出決策反應的智慧城市

（Smart City），已成為世界各主要都市努力的目標。打造智慧城市必須先建置精確完善的三維建

物模型，才能將各類感測器在三度空間中精確定位，而後才能對感測器傳回的資料進行空間分析，

因此三維建物模型實為智慧城市之基礎建設。三維建物模塑主要可分為兩個階段：幾何模塑及牆

面紋理貼圖。過去航空攝影測量一直是最有效且精確的測繪技術，然而傳統以浮測標逐點量測的

方式重建三維建物模型時，操作員需要專注於屋角點的量測及點位之連結，是建物幾何模塑的瓶

頸。為了使三維建物牆面具備真實的場景，必須花費大量人力、時間至現場拍照，回到內業還必

須依據建物牆面逐一比對照片，挑出最完整的照片裁切出牆面影像，再依像片角度校正變形，才

能作為牆面材質影像，需要大量人力、物力及時間。本研究以浮測模型（Floating Model）為核心，

將傳統的浮測標擴充為浮測模型（Floating Model），使量測的單元不再是抽象的一個點位，而是

許多種可伸縮、旋轉、移動的三維模型。浮測模型除了具備一個基準點可調整其三維位置外，還

依模型種類增加了各方向的伸縮尺度、空間旋轉等參數，可想像成一個漂浮在空間中，可移動、

旋轉、縮放大小以量測地物的模型。將浮測模型投影至所有影像，並套合至影像上的目標地物，

便有如回復攝影瞬間之幾何空間條件，此時之模型參數與影像外方位元素即為最佳解。以此概念，

本研究提出一套半自動化萃取策略，操作員透過人機互動介面將模型套合至所有航測影像，交由

電腦透過最小二乘模型-影像套合演算法（Least-squares Model-image Fitting, LSMIF）自動計算最

佳套合，得到最佳模型參數。其後將行動裝置拍攝建物的影像輸入電腦，由電腦自動計算每一面

牆投影在所有像片上，以評估擷取牆面影像範圍，進而自動製作建物材質影像，完成三維建物模

塑。透過實驗案例證明，浮測模型理論確可有效地萃取建物三維空間資訊，提高三維塑模之效率，

並能達到傳統攝影測量之精度要求。 

關鍵詞：浮測模型、三維建物模型、模型式建物萃取、數值攝影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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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三維城市模型（3D City Model）作為基礎建設，可以整合各方面所需的空間資訊，廣泛應用

在都市計畫、市政管理、不動產管理、交通規劃、機場航道規劃、無線基地台規劃、觀光導覽、

國安維護等各種民生及專業用途。航空攝影測量目前仍是製作三維城市模型最經濟實惠的資料來

源（Förstner, 1999），然而其逐點立體量測的方式是生產上的瓶頸。因此如何從航照影像或近景影

像中快速萃取建物的三維空間資訊，成為攝影測量與計算機視覺（Computer Vision, CV）領域共

同的研究目標（Ameri, 2000; Braun et al., 1995; Chio, 2001; Lang and Förstner, 1996; Lowe, 1991; 

Mohan and Nevatia, 1989; Noronha and Nevatia, 1997; Rau, 2002; van den Heuvel, 2000; Vosselman 

and Veldhuis, 1999）。許多建物重建的相關研究均引入模型的概念（El-Hakim, 2000; Ermes, 2000; 

Fischer et al., 1999; Fritsch, 1999; Grün and Dan, 1997; Läbe and Gülch, 1998; Rottensteiner, 2000; 

Schindler and Bauer, 2003; Tseng and Wang, 2001; Vosselman and Tangelder, 2000），因為三維空間的

物件投影到二維空間時會失去一些萃取所需的資訊，尤其是當影像中有用的資訊被不相關的資訊

所干擾時，如：植披、車輛、建物的細部等，建物模型的使用便顯得十分重要（Grün, 2000）。 

有鑑於傳統攝影測量中人工逐點量測造成效率上的瓶頸，而影像中的線形特徵（Linear 

Feature）則可以用演算法自動偵測，學者轉而研究以線形特徵取代傳統點特徵的方法，稱為：直

線式攝影測量（Line Photogrammetry）（Heuel and Förstner, 2001; Hrabacek and van den Heuvel, 2000; 

Li and Zhou, 1994; McIntosh and Mutch, 1988; Medioni and Nevatia, 1984; Veldhuis and Vosselman, 

1998; Vosselman and Haralick, 1996）。不同於傳統攝影測量以共軛點為量測依據，直線式攝影測量

是以空間中的一條直線，及其在影像上的共軛線為基礎。因此在共軛點被遮蔽或無法量測的情形

下，只要確定量測點位於共軛線上，仍可建立一條觀測方程式。除了線形特徵之外，攝影測量亦

可引進更高階的物件實體。有鑑於重建三維模型的龐大需求，及 CAD 描述三維物件的一貫簡潔

方式，許多研究嘗試以三維 CAD 模型作為從影像中萃取物件的工具（Böhm et al., 2000; Ermes et al., 

1999; Tseng and Wang, 2003; van den Heuvel, 2000）。近來的發展則是將 CAD 塑模方式引入攝影測

量中，亦即從演算法層面整合 CAD 模型，此趨勢創造了一個新名詞：「CAD 式攝影測量」

（CAD-based Photogrammetry）。在攝影測量領域中，CAD 式攝影測量最早是由 Li and Zhou（1994）

提出，採用 CAD 模型描述工業元件，並引入 Line Photogrammetry 的概念將其與影像上的直線段

套合，以求解模型參數。目前已商業化的軟體除了德國 inpho 公司的 inJECT 之外，另有加拿大

EOS 公司的 PhotoModeler、美國 ShapeQuest 公司的 ShapeCapture 等。這些系統都提供了數種 CAD

模型供操作員視影像需要選擇，如：立方體、圓柱體、圓錐體等，當操作員將模型近似套合至影

像上後，再利用邊緣線萃取、影像匹配等技術，自動計算模型-影像的最佳套合，以決定最佳的模

型參數重建 CAD 模型。 

浮測模型法即採用直線式攝影測量與 CAD 式攝影測量作為建物重建之基本概念，將原本攝

影測量中的浮測標擴充為浮測模型，將原本的立體像對放寬為多張影像，調整三維模型使其同時

套合至多張影像上之標的物，以萃取三維空間資訊（Tseng and Wang, 2003; 王聖鐸, 2007）。浮測

模型可以視為浮測標的延伸，包括了點、線（如：直線段、曲線段）、面（如：矩形面、圓形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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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體（如：矩形體、屋脊型房屋、內縮式屋脊型房屋、圓柱體等）四大類元件模型。所有的浮測

模型都具有一組形狀參數與姿態參數，調整形狀參數可以伸縮模型但仍維持其外型，而調整姿態

參數則可以在三維空間中自由旋轉或移動模型。藉由將浮測模型的線框模型反投影回影像，並套

合至影像上偵測到的邊緣線，可決定模型之參數，重建出三維建物模型。 

本研究以浮測模型為核心，提出一套半自動化三維建物模塑策略，如圖 1。建物的幾何模型

（Geometric Model）依據航測影像來製作，而建物的材質影像（Façade Texture）則是由行動裝置

拍攝的影像來製作，以浮測模型為核心，透過最小二乘模型-影像套合法（Least-squares Model-image 

Fitting, LSMIF）（Wang and Tseng, 2009），來提升像真（Photo-realistic）三維建物的模塑效率。 

 

 

 

 

 

 

 

圖 1 整合航測影像與行動裝置影像之半自動三維建物模塑策略 

浮測模型理論 

浮測模型理論是使用浮測標立體測繪觀念之延伸，若浮測標可被視為是零維的模型，則依模

型的空間延展維度，可擴充為一維的線模型、二維的面模型、乃至於三維的立體模型。浮測模型

除了保有浮測標漂浮在三維空間中的特性，更增加了模型的尺寸、姿態調整機制，並隱含了外型

的約制條件。藉由移動、旋轉或縮放浮動模型，使其套合至影像上物體的成像，可萃取出物體的

三維空間資訊，此即「浮」「測」模型。 

（一）模型類別與描述 

浮測標逐點量測的方式可說是最基本的量測型態，對於高維度的物體就必須逐點量測，再逐

一連線。若能將浮測標擴展為一條「浮測線」，在立體模型上直接貼附線段一次萃取，不需要再量

測頭尾兩點，可減少操作員重複的量測工作。對於更高維延伸的實體，節省的量測人力更為顯著。

浮測模型是一個漂浮在空間中，可以調整位置、姿態、大小尺寸的三維模型，在設計之初即賦予

固定的結構與位相關係，能明白指出物體的外型，但又保有尺寸、位置、姿態等彈性，故同時具

備了量測物體三維空間資訊之功能。為符合各種萃取需求，浮測模型可依延伸維度分成四類：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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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的點、一維的線、二維的面、以及三維的立體實體。點、線、面、立體四大類別下所有的模型，

都是定義在模型座標系統 Xm-Ym-Zm 中的單位實體，由模型各頂點中擇一定義為基準點，置於模型

座標系統的原點，將模型長度方向定義與 Xm 軸平行，寬度方向定義與 Ym 軸平行，高度方向定義

與 Zm 軸平行，且模型底面貼附於 Xm-Ym 平面，並將長度、寬度、高度均設定為 1 單位，由此可推

算模型各頂點 vi 之模型座標。 

（二）模型的浮動與變形 

為了使定義在模型座標系統中的浮測模型漂浮於物空間座標系統，達到萃取物體三維空間資

訊之目的，可將浮測模型的各個角點座標藉由一系列座標系統轉換到物空間。從操作員的觀點，

就是調整一個漂浮在三維空間中，可移動、可伸縮、可旋轉、具有彈性但又同時保有外型約制的

三維模型，使其完全符合物體在物空間的外觀，進而萃取出物體的三維空間資訊。而此一調整機

制可透過兩類參數來達成：（1）形狀參數（Shape Parameters）以描述模型在物空間中的大小尺寸，

但是不論尺寸如何調整，模型都應該維持原本定義的外型；（2）姿態參數（Pose Parameters）以

描述模型在物空間中的位置與姿態。調整這兩類參數，使模型貼合至物體，即能達成浮測模型萃

取三維空間資訊之目的。若將形狀參數視為模型在座標系統各軸向上延伸的尺度，將姿態參數視

為座標系統三軸的旋轉與平移量，則透過模型座標系統至物空間座標系統之間一系列的三維座標

轉換，便能控制浮測模型在物空間的浮動與變形。 

每一種模型都應具有一組形狀參數來描述其外型尺寸，藉由更改某一項形狀參數，可以讓模

型往該參數所定義的方向伸展或收縮，同時維持模型的外型不變。但不同類型的模型，其外觀不

同，約制形狀的方式也不同，因此會有不同的形狀參數。如圖 2 展示了五種浮測模型：線段、矩

形面、圓形面、矩形體、屋脊型房屋，分別具有不同的形狀參數。線段的形狀參數只有沿線段方

向的長度 l。矩形面的形狀參數分別是長度 l 與寬度 w。圓形面的形狀參數也只有半徑 r。矩形體

的形狀參數分別是長度 l、寬度 w、高度 h。而屋脊型房屋的形狀參數則比矩形體更多一個屋脊高

rh。由圖 2 中的灰色虛線外框可以看出，當形狀參數改變時，元件只是尺寸上的縮放，但外型不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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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浮測模型之形狀參數                    圖 3 浮測模型之姿態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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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形狀參數外，浮測模型還具有一組姿態參數，以描述其物空間的位置與姿態。物體在空

間中的位置或姿態與外型無關，因此所有浮測模型可以共用相同的六個姿態參數：沿 Xm 軸方向的

平移量 dX、沿 Ym 軸方向的平移量 dY、以及沿 Zm 軸方向的平移量 dZ 來描述模型基準點的空間位

置；以及逆時針繞 Xm 軸方向的旋轉量 s、逆時針繞 Ym 軸方向的旋轉量 t、以及逆時針繞 Zm 軸方向

的旋轉量 來描述元件在空間中的姿態。圖 3 顯示了四種類型：點、線段、矩形面、矩形體的姿

態參數，以及參數改變後的模型。其中粉紅色的圓點標示模型基準點的位置，黃色的模型表示原

本的位置與姿態，灰色的模型表示姿態參數改變後對模型的影響。由圖中可發現，姿態參數的改

變對於模型的外型或尺寸並不會有影響，僅能改變模型在空間中的位置與姿態。 

浮測模型是定義在模型座標系統 Xm - Ym - Zm 的單位長度實體，在轉換時首先考慮將模型依形

狀參數所定義的方向調整比例尺，轉至 x - y - z 座標系統，使模型符合物空間尺度。此時的 x - y - 

z 座標系統雖然尚未對齊物空間座標系統 X - Y - Z，但 x 軸與 X 軸、y 軸與 Y 軸、z 軸與 Z 軸的尺

度均已相等。然後再將模型依姿態參數中的三軸旋轉量（s, t, ）旋轉至與物空間座標系統 X - Y - 

Z 平行之 x’ - y’ - z’座標系統，旋轉方向是依右手定則：旋轉軸正向朝上，逆時針旋轉角度為正。

最後再將 x’ - y’ - z’座標系統的原點平移到物空間座標系 X - Y - Z 的基準點（dX, dY, dZ）上，即完

成模型座標至物空間座標系統 X - Y - Z 之轉換，整套座標系統轉換過程如圖 4 所示。 

 

 

 

 

 

圖 4 浮測模型的三維座標系統轉換 

（三）模型與影像關係 

以中心透視投影的航照影像而言，三維物體表面之光線穿過鏡頭，投影在像機內的成像平面。

忽略鏡頭畸變之影響，光線行進路徑可視為一直線，因此物點、透視中心、像點三點為共線，此

為攝影測量共線式的理論基礎。亦即物體在二維像片上的成像，是由三維空間中物體的位置、透

視中心的位置、以及像片在三維空間中的姿態等三項要素共同決定，任何一項改變都會構成不同

光線，形成不同的像片。攝影測量即基於像片成像原理，逆向藉由浮測標來模擬地物點，透過觀

測像片上的內容，以光線決定物體三維座標或影像方位，重建物體與像片成像時的幾何關係。傳

統作法是以半標模擬光線在像片上的交點，希望在重建拍攝瞬間的幾何關係後，在物空間交會出

物體的位置。而浮測模型則是在攝影光線的理論基礎下，將原本覆蓋在左、右像片上的半標，由

同時投影在多張影像上的半模型所取代，每張影像原本僅有一道光線穿越發展到一群光束同時穿

越，因此半模型自身即隱含幾何約制。若將浮測模型同時投影到多張影像，則會有無數道遵守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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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條件的光束，分別交會到地面的模型表面上。一旦影像方位不正確，或模型參數不正確，則

模型在影像上的投影就會與物體實際的成像有所差距。以矩形體浮測模型為例，假設地面上有一

建物，分別由 O1、O2、O3 三個位置拍攝影像。若影像外方位  iiiiii ZYX  ,,,,, 000 錯誤，即

使給予正確的矩形體模型參數（l, w, h, dX, dY, dZ, s, t,  ），各影像上的半模型也無法重合於建

物之成像，如圖 5 所示。若已知影像外方位而矩形體模型參數錯誤，各影像上的半模型同樣無法

重合於建物原本之成像，如圖 6 所示。唯有影像方位與模型參數均正確，半模型才能與建物原本

成像完全重合。 

O X Y Z3 03 ( ,  ,  , )ω ψ κ03 03 3 3 3 ,  ,

O X Y Z2 02 ( ,  ,  , )ω ψ κ02 02 2 2 2 ,  ,O X Y Z1 01 ( ,  ,  , )ω ψ κ01 01 1 1 1 ,  ,

  

O3 

O2 

O1 

h

l

w
v X Y Z1(d ,d ,d )

 

圖 5 模型在影像外方位不正確時的投影      圖 6 參數錯誤的模型在影像上的投影 

若影像外方位元素   ,,,,, 000 ZYX 已知，則空間中任何一點 P（XP, YP, ZP）可透過共線

式計算其像片座標 p（xp, 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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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其中 （xp, yp） 是 p 點的像片座標 

（XP, YP, ZP） 是 P 點的地面座標 

f 是像片的像主距 

（X0, Y0, Z0） 是透視中心的地面座標 

m11, m12, m13,…m33 是由像片旋轉角   ,, 函數組成的係數 

 

浮測模型頂點的物空間座標，其實是形狀參數與姿態參數的函式，只要將模型參數代入（1）

式，就可以將頂點物空間座標化算為像片座標。而浮測模型在設計之初，即賦予特定的點、線、

面位相關係，因此只要按照構成面的頂點編號依序繪出邊緣線，即能在每張影像上繪出半模型。

然而在物體成像的過程中，某些點位與邊緣線會被物體本身所遮蔽而不可見，如圖 7（a）中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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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v3 與邊緣線 L2、L3、L11 在影像上應該會被矩形體本身遮蔽而不可見，影像上既然無法成像就

不宜投影這些線段。因此在投影半模型的時候，必須依影像方位檢測每條邊緣線是否遭遮蔽，剔

除被遮蔽邊緣線後，才將線框模型投影到影像上供套合之用，如圖 7（b）所示。對於矩形面、矩

形體等不具任何彎曲表面的模型，邊緣線自我遮蔽可以平面法向量檢測。 

 

          

 

 

  （a）                               （b）  

圖 7 線框模型的投影：（a）所有邊緣線均投影、（b）隱藏自我遮蔽邊緣線後的投影 

由於物體成像時受到本身體積與攝影角度的影響，並不是所有的邊緣線和角點都能成像，儘

管不被自我遮蔽，也可能因為攝影角度的關係，受到其他物體遮蔽。傳統以浮測標立體觀測，如

果物體角點無法同時成像於立體像對，就無法精確觀測點位。而浮測模型可以同時投影到多張影

像，因此可以選用不同角度拍攝的影像以降低遮蔽的影響。只要像片涵蓋待測物體且方位已知，

就可以將浮測模型投影於像片進行量測。圖 8 是四張取自兩條不同航帶的航空攝影像片，像片中

的建物因自我遮蔽，在影像 A 上無法顯示 L1、L2、L10，在影像 B 上無法顯示 L2、L3、L11，在影

像 C 上無法顯示 L1、L4、L9，在影像 D 上無法顯示 L1、L3、L4、L9、L12。如果以傳統選擇像片對

組立體模型的方法，則總有邊緣線被遮蔽，只有頂面的四個角點 v5、v6、v7、v8 同時出現在立體模

型上，其他的角點都無法直接觀測。而使用浮測模型，可同時將矩形體模型投影到四張影像上，

矩形體的八個頂點及十二條邊緣線都可以作為套合的依據，不僅能決定模型參數，而且重複的邊

緣線增加了多餘觀測，可提高套合的可靠度。 

 

 

 

 

 

 

 

圖 8 矩形體模型在四張影像上的觀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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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影像最佳套合 

本研究所提出的模型-影像最佳套合演算法，是將邊緣線萃取像元到投影框線的距離作為觀測

量，以所有模型框線上觀測量的平方和為最小作為目標函式，透過最小二乘平差法求解模型框線

在影像上的最佳位置，以自動化求解模型-影像之最佳套合。 

（一）邊緣線偵測 

影像上的邊緣線可定義為：兩均調區域間具有明顯不同灰度值之界線，亦即灰度值不連續之

像元連線。此一不連續性表現在影像函數，會導致一階導數出現極值以及二階導數出現跨零值，

因此大多數的邊緣線偵測元便以計算影像函數的一階導數或二階導數做為偵測邊緣線的依據。例

如 Sobel 運作元、LoG 運作元、Canny 邊緣線偵測元（Canny, 1986）與 Förstner 多元特徵萃取法

（Förstner, 1994）等。各種邊緣線偵測元均有其獨特之參數與門檻值可調整，對於同一幅影像、

同一種偵測元，使用不同的參數將得到不同的邊緣線偵測結果，而對於不同影像，也必須調整偵

測元的參數並多方測試門檻值，才能萃取出最適合的邊緣線。因此即便是同一幅影像，也無法以

完全客觀的標準互相比較偵測元間的優劣。對於本研究而言，採用何種邊緣線偵測元並不是重點，

而是盡可能偵測出確為模型邊緣線之像元。因此本研究僅採用一階微分之 Sobel 運作元偵測影像

上之邊緣線，同時為求計算效率，僅在模型初始投影後的外圍往外加大 20 個像元的矩形範圍內進

行偵測。而梯度大小篩選的門檻值則必須由操作員給定，以本研究所使用實驗影像的經驗值大約

在 75~120 之間，但仍必須參考影像及其萃取成果而定：若萃取出太多非邊緣線像元，則必須提

高門檻值；相反地，若無法萃取出真實邊緣線，就必須酌予降低門檻值。若某條邊緣線無法成功

萃取出來，即可能無法決定其對應的參數，因此實作上寧可降低門檻值，以免無邊緣線像元可供

套合。對於 Sobel 萃取出的像元，本研究則是再以一個 3x3 的罩窗進行細化過濾，在罩窗內若有

其他梯度方向相近的像元，且落於中心像元的梯度方向，而其梯度大小大於中心像元，則將中心

像元淘汰。如此當門檻值較低時，可確保萃取出的邊緣線寬度只有一個像元，但仍無法避免萃取

出獨立的邊緣線像元。然而梯度大小並不能作為像元是否屬於物體邊緣線的唯一判斷依據，例如：

不同材質相接處、陰影、或是物體表面紋理都可能具有較高的梯度大小，而這些並不是套合時所

需要的邊緣線像元。因此在 Gülch（1997）或 Chio（2001）的方法中，則是對偵測出的邊緣線像

元再作統計上的假說測試，以減少實非邊緣線卻被偵測為邊緣線像元的影響。本文則是利用梯度

方向來檢驗邊緣線像元的正確性，並將梯度大小融入最小二乘法的加權計算，期能改善模型-影像

最佳套合的成果。 

（二）搜尋環域 

LSMIF 是將三維模型的線框模型依影像外方位元素以及自我遮蔽分析後，將可見邊緣線段投

影到影像上，與影像上透過邊緣線偵測元所偵測到的像元套合。其套合原理與直線擬合的問題很

類似，已知一群直線上的點位，以最小二乘法求解出最能代表這些點位的直線方程式，該直線應

位於所有點位的重心。不同的是，模型-影像套合時是將所有的邊緣線一併套合，因此求取出的模

型參數應使得所有邊緣線同時與該對應點群相符，而非逐條擬合邊緣線。由於模型已經透過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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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至近似位置、大小、姿態，正確的邊緣線像元應該位於投影線的一定範圍內，不需要也不應

該將整張影像上的邊緣線萃取點都作為邊緣線套合的目標。合理的作法應該是沿垂直於邊緣線的

方向伸展一搜尋環域（Buffer），只有在搜尋環域內的萃取點才納入套合計算，搜尋環域外的萃取

點則捨去不計，如圖 9 顯示模型其中一條框線的環域。當環域內含實屬兩條邊緣線的點群時，若

其他邊緣線的套合足以提供內部幾何約制，則模型仍能套合至正確的邊緣線，否則將套到兩條邊

緣線的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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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搜尋環域 

假設圖 9 中的投影框線 Lij 是由某模型的兩角點 vim 與 vin 投影在第 i 張影像上所形成的線段，

則由垂直於投影框線 Lij 的方向向外延伸 wbuffer 寬度，所涵蓋的矩形區域即為該框線 Lij 的搜尋環

域。若有一萃取點 Tijk（xijk, yijk）落於環域之內，即視為可能之邊緣線萃取像元，標記為 Tijk，表

示是第 i 張影像上屬於第 j 條框線環域內的第 k 個萃取點。若萃取點落於環域之外，則視為不相

關點位，不納入套合計算。wbuffer 決定了環域的大小，由於環域內所有的萃取點像元都會被視為套

合的依據，因此環域的大小也決定了模型-影像套合的搜尋範圍。若設定較大的 wbuffer 值，則模型

在影像上的搜尋範圍較大，涵蓋較多的邊緣線萃取像元，一方面增加了涵蓋到確為邊緣線像元的

機率，但另一方面也增加了納入非邊緣線像元的可能。而較小的 wbuffer 值使模型在影像上的搜尋

範圍較小，涵蓋較少的邊緣線萃取像元，雖然減少了涵蓋到正確像元的機率，但同時也可能減少

了一些非邊緣線像元的影響。因此 wbuffer 值的決定，除了考慮到手動套合的精確度，還必須參考

影像的品質。比較可靠的作法是採取漸縮式策略，先給予較寬鬆的搜尋環域，以求盡量涵蓋到所

有正確的邊緣線像元，隨著套合的迭代計算，逐步縮減搜尋環域 wbuffer 值，以逐步減少非邊緣線

像元的影響。 

（三）最小二乘套合 

模型-影像最佳套合是藉由調整模型參數或影像外方位元素，使得模型投影能完全符合影像上

萃取出來的特徵，以本研究而言，就是將模型的投影套合至影像上萃取出的邊緣線像元。因此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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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的對象是環域內萃取像元 Tijk 到投影框線 Lij 的垂直距離 dijk，如圖 9 所示。若以 vim（xim, yim）與

vin（xin, yin）表達第 i 張影像上模型第 j 條框線投影兩端點的像片座標，而以 Tijk （xijk, yijk）表示

第 i 張影像上模型第 j 條框線投影的搜尋環域內第 k 個被萃取出的邊緣線像元像片座標，則距離

公式如下： 

22 )()(

)()()(

iniminim

inimiminijkiminijkinim

ijk
yyxx

xyxyyxxxyy
d




     （2） 

其中 vim（xim, yim）與 vin（xin, yin）是單位模型的頂點座標，透過形狀參數、姿態參數轉換到

物空間座標系統，再經由影像外方位元素以共線式轉換到像片座標系統，因此 xim, yim, xin, yin 實為

模型形狀參數、姿態參數與影像外方位元素的函數。亦即： 

),,( EiPSijkijk PPPFd        （3） 

其中 PS 代表模型的形狀參數 
PP 代表模型的姿態參數 
PEi 代表第 i 張影像的外方位元素 

每一種模型具有不同的模型參數，以矩形面為例，形狀參數 PS 包括（l, w）兩個參數，姿態

參 數 PP 包 括 （ dX, dY, dZ, s, t,  ） 六 個 參 數 ， 而 第 i 張 的 影 像 外 方 位 元 素 PE 則 為

 iiiiii ZYX  ,,,,, 000 。因此對於矩形面的四條邊緣線而言，每一個位於搜尋環域內的邊緣線

萃取像元都可以（3）式列出一條觀測方程式： 

),,,,,,,,,,,,( 0,00 iiiiiiijkijk ZYXtsdZdYdXwlFd     （4） 

當模型參數完全正確時，浮測模型等於是三維空間中物體的外框線，當外方位元素也完全正

確時，浮測模型的外框線投影理應完全重合於影像上的物體，因此邊緣線像元到投影線段距離的

期望值 E（dijk）為零。但受到外方位元素、模型參數、邊緣線偵測等誤差影響，造成萃取出的邊

緣線像元至投影線段間的垂直距離 dijk 不為零，因此最小二乘平差的目標就是讓所有距離的平方

和 q 為最小： 


  


I

i

J

j

K

k
ijkdq

1 1 1

2)(   → minimum    （5） 

其中 i 代表含有該模型的影像編號，i =1~I 
j 代表模型的邊緣線編號，j =1~J 
k 代表某邊緣線搜尋環域內的萃取像元編號，k =1~K 

為求得距離平方和 q 為最小時的參數，可將（5）式對所有未知參數偏微分，並令其為零後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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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0



np

q
  ；其中 pn 為未知參數    （6） 

在影像外方位元素已知且確定的情況下，（3）式中的 PE 可視為常數，則未知數僅剩下模型的

形狀參數 PS 與姿態參數 PP。以矩形面為例，（4）式可改寫為： 

),,,,,,,( tsdZdYdXwlFd ijkijk       （7） 

（7）式為非線性函式，直接代入（6）式後，並不容易求解出未知參數。故採用牛頓漸進法

以最小二乘計算求解非線性函式的解，而以一階泰勒展開式展開為參數初始值與參數增量的線性

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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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其中 vijk 是觀測量 dijk 與期望值 0 之間的改正數 

Fijk0 是函數 Fijk 的近似值 

,...)(,)(,)( 000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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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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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jkijkijk












是函數 Fijk 對模型參數偏微分後的各項係數 

l , w , dX ,…是各項未知參數的增量 

每一張影像上每一條邊緣線的搜尋環域內的每一個萃取像元，都可以列出一條如（8）式般線

性化後的觀測方程式。假設共有 m 條觀測方程式，n 個未知參數，則將所有的觀測方程式聯立起

來，可以改寫為矩陣形式的：
1*1**1* mnnmm

LXAV  ，其中 A 是函數 Fijk 對未知參數偏微分後的係數矩

陣，共有 m*n 個元素，X 是各項未知參數增量的 n*1 向量，L 是函數 Fijk 近似值的 m*1 向量，V

則是觀測量改正數的 m*1 向量。因此（5）的目標函式可以表達為：
1***1 mmmm

VPVq T 為最小，其中

P 是觀測量的權矩陣，其對角線元素 pmm 代表每一個萃取像元在平差中所佔的權值，基於觀測間

獨立不相關的假設，對角線外的其餘元素均設為零。平差計算的過程，是先將未知參數的初始值

代入計算 A 矩陣與 L 向量，而後由 X=（ATPA）-1ATPL 計算出未知參數的增量向量 X，將未知參

數的增量分別加到各初始值後，重新代入計算新的 A 矩陣與 L 向量，再同樣由 X=（ATPA）-1ATPL

計算出新的未知參數增量向量 X。如此反覆迭代運算，直到所有未知參數的增量均小於預先設定

的門檻值，表示平差計算收斂，因此加上最後一組增量的參數即為最佳套合解。反之若迭代計算

始終無法得到唯一的一組低於門檻值的參數解，並超過預先設定的迭代次數，則表示平差計算發

散，無法求解未知參數。在本研究所進行的實驗中，是將平面上模型參數（如：l, w, dX, 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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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門檻值設為 10cm，約當影像上的 1 個像元，高程上模型參數（如：h, rh, dZ,…）的門檻值設為

20cm，角度上模型參數（ , s, t）的門檻值設為 0.001 度。 

在每一次迭代之後，都可以由觀測量的改正數向量 V 與權矩陣 P 計算出一個單位權中誤差值

0̂ ，該值可視為 LSMIF 套合的一種精度指標。當 0̂ 越大，表示環域內所有的萃取像元到對應

投影框線的距離平方和較大，意味影像與模型之間的吻合度較低。相反地當 0̂ 越小，即環域內

所有的萃取像元到對應投影框線的距離平方和較小，意味影像與模型之間的吻合度較高，套合成

果可能較值得信賴。但需要特別注意的是： 0̂ 同時會受到環域大小的影響，對於相同影像、相

同模型投影位置而言，較大的環域會納入較多距離投影框線較遠的邊緣線萃取像元，因此會導致

0̂ 較大。以本研究所採用的漸縮式環域設定為例，由於每次迭代時均縮減環域寬度，等於是逐

步淘汰距離較遠的萃取像元，單位權中誤差亦隨之降低。因此以 0̂ 值評估套合成果時，應同時

考慮環域的寬度與觀測量數目。 

（四）觀測點位的權值 

儘管搜尋環域內的邊緣線萃取像元都是邊緣線的備選位置，但是邊緣線偵測元可能受到雜訊

或其他影像內容的干擾，而萃取出並非真正物體邊緣線的像元。因此將環域內所有萃取像元視為

等權加入套合計算，可能導致錯誤的套合位置。理想的套合計算，應該先剔除環域內確定不屬於

物體邊緣的萃取像元，其餘的萃取像元依據其為物體邊緣的機率賦予適當的權值，使其在平差過

程中對投影框線產生適當的吸引力。由於影像梯度的大小 g 代表像元與相鄰像元間的差異性，

差異越大越可能是明顯的邊緣線；而梯度方向 g 代表像元與相鄰像元間差異最大的方向，該方

向越垂直於真正邊緣線投影的走向，該像元越可能屬於邊緣線。因此梯度的大小與方向，應可作

為環域內萃取像元的篩選與加權依據。 

影像上灰度值不連續的因素有二：（1）幾何上不連續的物體邊緣線，其相鄰面受到角度、光

線等影響，成像時形成兩塊不同的均調區，因此邊緣線在影像上的灰度值表現出不連續的特性；（2）

物體表面不同材質或不同色彩的界線，也會造成影像灰度值的不連續。假設物體表面材質相當均

勻，影像上的不連續主要由邊緣線所構成，則梯度大小可視為邊緣線機率，梯度越大，像元越可

能屬於邊緣線。因此在模型-影像套合的平差計算中，除了以搜尋環域剔除距離太遠的邊緣線萃取

像元外，環域內的萃取像元亦應考慮其梯度大小，以加權的方式設定像元對模型框線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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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10、原始影像與梯度影像 

圖 10（a）的原始影像，經過 Sobel 運算元計算每一個像元的梯度大小後，先以門檻值 75 篩

選出 35766 個邊緣線像元，再將每個邊緣線像元的梯度大小除以整張影像中最強的梯度大小

751.324，以正規化到 0~255 之間。為清楚呈現邊緣線像元，圖 10（b）顯示的是梯度影像的反相，

亦即以全黑（0）代表梯度最大值，以全白（255）代表梯度最小值。由圖中可清楚看出，建物屋

頂的邊緣線具有最強的梯度，若以梯度大小為權，這些像元將對套合具有最大的影響力。圖 10（b）

同時也顯示出邊緣線偵測元在通過建物的女兒牆時，有可能同時偵測出女兒牆的內緣與外緣，而

且內緣與外緣的梯度大小相差不多，另一方面，來自建物本身或其他物體的陰影也會造成較高的

梯度大小。本文所採用的 LSMIF 是將所有環域內的邊緣線像元都列入觀測方程式，一旦上述的邊

緣線像元依據梯度大小加權納入觀測方程式後，就會影響套合結果的正確性，因此以梯度大小加

權只能作為理想狀況下的輔助。當模型近似套合至影像後，每一個位於搜尋環域內的邊緣線像元

都可以列出一條如（8）式的觀測方程式，而該次觀測量的權 pmm，可正規化到 0~255 之間的梯度

大小，或是將原梯度大小正規化到 0~1 之間。 

梯度方向 g 代表了像元與相鄰像元間差異最大的方向，若該像元確實為邊緣線，則梯度方

向應該垂直於邊緣線的方向。若手動套合可以將模型套合至影像上相當接近的位置，則邊緣線的

搜尋環域內的萃取像元，其梯度方向越垂直於模型投影框線者越可能是正確的邊緣線像元。比照

依梯度大小加權的方式，梯度方向與投影框線垂直方向的角度差也可以作為加權的依據。角度差

越大者，越不可能是邊緣線像元，故賦予越小的權值；而角度差越小者，越可能是邊緣線像元，

故賦予較大權值。如圖 11 所示，萃取像元梯度方向與投影框線垂直方向的角度差 k ，而 k 介於

 90º之間。若 k 等於零，表示該像元最可能是邊緣線，故賦予最大的權值 1；若 k 等於 90º或-90º，

表示該像元幾乎不可能是邊緣線，故賦予最小的權值 0。若萃取像元的梯度方向近乎平行於投影

框線時，如圖 11（a）中的 Te 點，該像元不太可能屬於該條邊緣線，儘管權值較低但仍舊會影響

平差計算。為減少此類被偵測元誤判為邊緣線像元的影響，比較理想的作法是設定可容許的角度

差範圍，如： 30º之間，凡是角度差小於容許範圍內的萃取像元，才納入平差計算，如圖 11（b）

所示。其中 Tijk 像元梯度方向與框線投影垂直方向的角度差 k 落於  30º的範圍內，可視為通過邊

女兒牆外緣

女兒牆內緣

陰影



121 
 

 

緣線角度篩選納入套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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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11 萃取像元梯度方向與投影框線方向 

梯度方向篩選可與梯度大小加權一併採用：先剔除梯度方向與投影框線垂直方向的角度差在

容許範圍之外的萃取像元，再對容許範圍內的萃取像元依其梯度大小加權。如此不僅可以減少偵

測元誤判為邊緣線像元的影響，同時也可以將模型套合到梯度大小較強烈的像元。 

牆面材質影像製作 

得利於浮測模型與建構實體幾何，由航空像片模塑出的幾何模型，可以很快分解成各個外牆

面，每個外牆面都是一個多邊形 Fi，而每個多邊形又是由各個直線段 Li 構成，每個直線段則是由

兩端點 vi, vj 定義，如圖 12 所示。因此，只要能確定像片的方位元素，就可以依據式 1 的共線式

將每個端點投影到該張像片，再將端點依序連線，就可以繪出外牆面的多邊形，也就是每一個外

牆面在該張像片的範圍。現代的行動裝置多半具備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接收晶片可以提供攝影站位置，也具備陀螺儀及電子羅盤可以提供攝影時的三軸旋轉角，因此攝

影時可以記錄當下的外方位元素。對模型上的每一個外牆面而言，就可以一一投影到所有行動裝

置拍攝的像片上，自動檢查該牆面是否出現在該張像片，或是只有部分出現在該張像片。就詳細

程度而言，牆面在像片上佔據越大的範圍，理論上能顯示越多細節，該像片越適合作為該牆面的

材質影像。但是就完整度而言，最好能找到牆面完整出現在一張影像上，這樣擷取影像的亮度、

對比度、色調、飽和度才會一致。若沒有任何一張像片能包含完整牆面，就不能以牆面多邊形為

單位來製作材質影像，而必須逐像元自不同像片混合材質影像 （王聖鐸等，2008）。 

 

 

 

 

 

圖 12 浮測模型的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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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校園建物為實驗對象，在校園內攝影時已盡可能考慮需完整包含牆面，因此採用牆

面多邊形為單元製作材質影像，以確保材質影像之一致性。材質影像之製作流程如圖 13 所示。當

牆面多邊形投影到真實像片後，即確定牆面的範圍。假設要製作一張 100pixel x 200pixel 之材質

影像，則以牆面的左下角為原點，將每一個材質影像的像元投影到真實像片上，如圖 13 中的紅色

方 塊 。 由 於 紅 色 方 塊 不 會 恰 巧 落 在 真 實 影 像 的 整 數 位 置 ， 因 此 以 雙 線 性 內 插 （ Bi-linear 

Interpolation）重新取樣出材質影像的 RGB 值，如此重新取樣出該牆面的材質影像，敷貼到對應

的模型面上。 

 

 

 

 

圖 13 材質影像製作流程 

實驗測試 

為驗證浮測模型理論及本文所提半自動化模塑策略之可行性，本研究以 C++程式語言設計了

一套在 PC 上可執行的視窗程式，使用者可以一次匯入多張航照影像，並輸入其內方位元素及外

方位元素，若有需要，也可以在視窗右端的操作面板即時修改方位元素，如圖 14 所示。 

 

 

 

 

 

 

 

 

 

 

圖 14 本研究所設計之人機互動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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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使用之航照影像是以 Intergraph Z/I Imaging 出品的 RMK DX 相機拍攝，像幅為：

12096pixel x 11200pixel，像元大小為 7.2μm x 7.2μm，率定像主距為：91.9817mm，航高約為 1300m，

每像元對應地面解析度約為：10cm。航測像片的內方位元素由率定報告書查得，外方位元素則是

先以直接地理定位定向（Direct Geo-referencing）作為初始值，透過量測地面控制點，以及自動匹

配連接點，以空中三角航帶平差軟體迭代計算而得，如表一所示。 

表 1 本研究使用航空攝影像片之外方位元素 

ID XO YO ZO ω φ κ 

101_0474 303241.975 2768702.906 1331.429 0.6042 -0.8832 -177.6828 

101_0475 303040.865 2768703.811 1332.241 0.6173 0.0619 -178.8835 

101_0476 302838.873 2768706.341 1334.716 -0.2830 0.5567 -178.7466 

 

地面像片則是以 hTC 出品的 EVO 3D 智慧型手機拍攝，像幅為：2560pixel x 1920pixel，像主

距約為：12.524mm。手機內建有 GPS 接收儀，可記錄拍攝當時攝影站位置；內建陀螺儀及電子

羅盤，可記錄拍攝當時手機的三軸旋轉角，如圖 15 所示。 

 

 

 

 

 

 

 

 

 

 

圖 15 使用智慧型手機拍照可同時紀錄拍攝當時的位置與姿態 

為方便展示成果，我們將模塑後的三維建物模型匯入 Trimble Sketchup 軟體，並對模型作一

些細部編修（例如：挖出門廊），再匯出為 Google kmz 檔，並以 Google Earth 作為展示介面，

如圖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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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航測影像重建的文學院大樓幾何模型 （a）貼上材質後的文學院大樓模型 

（a）航測影像重建的禮堂幾何模型 （a）貼上材質後的禮堂模型 

圖 16 半自動化策略模塑出的三維像真建物模型 

結論與建議 

本詳述浮測模型與最小二乘模型影像套合之概念，並提出一套半自動化三維建物模塑策略，

從航測影像中重建建物幾何模型，由行動裝置拍攝影像中萃取牆面紋理材質影像，進而製作出像

真三維建物模型。實驗測試過程中發現，以浮測模型模塑三維建物模型與傳統觀念不同，操作員

需要一段訓練時間才能上手，且不同操作員可能會用不同的元件來模塑同一棟建物，造成模型會

略有不同。另一方面，引入浮測模型概念後，確實能有效提高材質影像製作效率，減少人工裁切、

校正影像的工作。 

依據本研究實驗經驗，謹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供後續研究參考：（1）增加浮測模型種類：本研

究所設計浮測模型的表面均以平面為主，曲面固然可以數學函數描述，但要計算曲面模型在影像

上的半模型投影卻十分繁雜，因此 CAD 軟體多以多邊形投影來近似。但是以多邊形作為浮測模

型的半模型投影，不僅會增加套合時的計算量，而且當多邊形不夠近似於曲面時，就會導致套合

失敗。因此如何加入曲面類型的浮測模型，以萃取生活周遭無所不在的圓滑物體，可作為後續研

究方向之一。（2）針對偵測出的邊緣線像元加以處理：本研究是以環域先篩檢偵測出的邊緣線像

元，再搭配梯度方向進行過濾，凡環域內梯度方向相符的像元均作為套合的依據。事實上可以再

對邊緣線像元進行各項處理，測試其是否確為邊緣線像元，或是在平差的過程中以偵錯的方式剔

除非邊緣線的像元，相信更能提高模型-影像套合的正確性與成功率。（3）彈性調整環域的大小：

目前漸減式環域的設定是先設定一個較大範圍，逐次縮小固定寬度。但環域的大小與收斂範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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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相關，若縮小的幅度不夠或太多都可能造成套合的失敗。建議可由每一次迭代後的單位權中誤

差或觀測量的改正數加以分析，機動調整環域的寬度，或許能提高正確套合的機率。（4）行動裝

置目前的定位定向單元精度仍嫌不足，因此需要一套人機互動調整機制，調整影像的方位元素，

如此投影框線才能正確投影。（5）行動裝置的鏡頭內方位似乎並不穩定，本研究採用預先率定的

方法，卻發現框線似乎無法準確套合至影像，除了外方位不夠精確外，很有可能是內方位的誤差。

建議後續可針對行動裝置相機的內方位判定進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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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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