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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運用衛星影像分析與多元尺度監測 

於坡地管理之歷程與成效 

邱亭瑋[1*]   梁成兆[2]  黃立遠[3]
 

摘  要 臺北市境內山坡地面積達 1 萬 5 千公頃，佔全市 55%，對於山坡地違反水土保持法之案

件，以往主要仰賴水土保持查報人員巡查，惟考量人力勘查時之地形限制，或違規人刻意偽裝掩飾等

情形，造成採證取締不易。爰自 100年度起，臺北市政府即運用福衛二號衛星影像，進行山坡地植生

變異分析，另配合 101年起之無人飛行載具航拍，建立多元尺度監測機制，探討衛星影像變異分析與

多元尺度監測技術應用於坡地管理之經驗與成效，並作為坡地管理之參考。 

 

關鍵詞：山坡地、植生變異、航遙測影像。 

 

The Process and Effect of Satellite Image Analyze 
and Multi-stage Monitoring Mechanism Apply for 

Slopeland Management of Taipei City  

Ting-Wei Chiu[1*]  Cheng-Jaw Liang[2]  Li-Yuan Huang[3] 

 

ABSTRACT There are about 15 thousand hectares slopeland in Taipei City, which 

is 55% of the city. In contrast with counting on inspectors in the past, the 

government started using Formosat-2 satellite images to analyze vegetation 

change since 2011 and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photographing since 2012 due to 

geographic restriction by human inspection or disguise made by violator, which 

cause difficulty on collecting evidences to crack down on them. This paper is 

aim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atrolling by satellite image data and Multi-scale 

Monitoring Mechanism, which are references to slopel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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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北市山坡地面積有 1 萬 5 千公頃，佔全市 55%，對於山坡地違規案件

的查察，過去係仰賴巡山員以責任巡查區進行巡邏；惟人力巡查方式有時會

因山地地形限制或違規人刻意偽裝與惡意阻撓，造成舉證不易。大地工程處

成立後，深入思考山坡地變異區的類型、特徵與範圍往往會隨著時間及環境

而產生變化，如何針對臺北市境內常見的山坡地變異區特徵，建立有效的長

期監測模式，以及對於坡地整治所應投入的工程資源，應以何資料作為決策

參考等問題，爰建立衛星影像變異分析機制，使用福衛 2 號衛星影像資料，

以 2 公尺解析度正射影像，每年 12 次的頻率，進行植生變異分析，除將研判

植生變異狀況及原因，作為坡地整治規劃之參考資料外，涉及違規部份將立

即派員實地查證，並依法查處。 

 

二、 臺北市山坡地管理限制 

（一） 坡地違規開發危機 

臺北市多山且屬盆地地形，坡地與平地間缺乏緩衝帶，且隨著人口增

加，平地面積有限的情況下，亦加速都市周邊山坡地的開發利用需求，山

坡地地質環境較脆弱，如有人為不當的開發利用，易導致山崩、地滑及土

石流等災害，影響市民生活安全。 

（二） 巡查人力不足及人身安全威脅 

臺北市山坡地巡查工作，以往僅由 16 名巡山員分區每日以機車及步

行巡查，平均每人負責約 940 公頃巡查區域，每日巡查里程常超過 100 公

里以上，另車輛無法到達處，須以步行巡查；況且除自然因素外，巡山員

蒐證取締工作，有時會遭遇到不理性且缺乏山坡地保育觀念的違規人，需

面對人為暴力威脅。 

（三） 坡地巡查死角，管理機制檢討 

巡山員平均需花 2 週才能完成全區域巡查工作，且部分地區因地形限

制或人為管制因素，存在無法到達或進入的巡查死角，既存條件限制下，

亟需創新技術協助巡查任務，以達全面且即時的監控。除人力巡查外，行

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每 2 個月定期通報本市衛星影像變異點，臺北市接

獲通知後請巡山員至現場進行查證工作，惟經過查證結果，水保局通報案

件大都是本處已列管追蹤的合法申請工程。 

隨著衛星及無人飛機系統的發展及精進，及現行管理機制，無法全面

有效即時監控下，本處即針對臺北市都會區山坡地特性及需求，提昇衛星

判釋頻率及精度，建立專屬的判釋模式，排除列管合法工程及農耕範圍等

非屬違規情況，並結合既有巡山員管理機制，整合各項既有技術，建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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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作業流程，精進坡地管理模式。 

（四） 計畫目的 

本計畫結合 98、99、100、101 年度之既有遙測資料及 102 年度之監

測成果進行檢討改進，以提昇判識驗證及監測分析效率，朝向建構「山坡

地多元尺度監測機制」（如圖 1～圖 2）為目標，並採「土地利用變異偵

測」的宏觀視野予以執行，以衛星影像判釋技術為主、無人飛行載具航攝

影像為輔，據以辦理山坡地土地利用變異偵測、山坡地土地利用空間分

析、大地工程處轄管市有土地監測、超限利用與專案監測等工作，並依據

101 年度所發展之標準作業程序，建立山坡地遙測資訊通報及查證管理系

統，完成查證之工作表單及相關圖資則匯入大地工程處坡地管理資料庫統

籌管理，以增進山坡地管理效能。 

 

圖 1  山坡地多元尺度監測機制架構 

Fig1. The framework of multi-scale monitor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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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山坡地多元尺度監測機制流程圖 

Fig2. The flowchart of multi-scale monitoring mechanism 

 

三、 衛星影像變異分析機制 

（一） 影像來源 

執行臺北市山坡地土地利用變異偵測，為確保每月皆有雲覆率較低之

影像，皆向國家實驗研究院太空中心申請排程，取得影像後進行影像前處

理，製作正射影像及雲霧、陰影地區排除。如該月份無合適影像試用分析，

以前期（前年度或其他指定時期）之影像進行土地利用變異偵測工作。 

（二） 變異偵測方法 

本計畫初期以 NDVI 影像變異特徵，作為臺北市山坡地衛星影像植生

變異之判釋標準，但於完成 99 年 1~6 月份影像時生變異分析後發現，若

僅以 NDVI 影像變異特徵進行植生變異分析，會受到多波段影像本質上的

限制，產生在植生區域邊緣的明顯誤差，以及因像元過亮或過暗而造成之

判釋誤差。因此，於 99 年 7 月份以後輔以增加影像多波段變異向量指標

及影像強度指標等兩項方法進行影像植生變異偵測方式修正與變異分

析，偵測結果分為 18 種類型，另針規劃非植生變異偵測以紋理分析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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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變異偵測判釋邏輯如圖 3。綜合三種分析方式作為變異偵測之分析

方式，其指標內容如下： 

 

 
圖 3  臺北市衛星影像判釋準則 

Fig3. The standards of satellite images estimation in Taipei city 

 

1. NDVI 影像變異指標 

以前後期 NDVI 影像變異之整體平均值與標準差為判斷關鍵，若大

於平均值加 1 倍標準差，則為植生減少變異；若小於平均值減 1 倍標準

差，則為植生增加變異；若介於平均值正負 1 倍標準差之間，則為無明

顯變異。 

2. 影像多波段變異向量指標 

變異向量指標是以前後期多波段影像中之各波段影像組成百分

比，作為歐基里得座標系統中之獨立座標點，並計算兩點之間的變異向

量長度，再由變異向量長度判斷多波段影像是否發生明顯變異，如圖 4。 

3. 影像強度變異指標 

將 2 公尺彩色影像轉換為強度影像後，計算前後期影像強度差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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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與標準差，若前期減後期的變異量大於平均值加 1 倍標準差，則

為強度增加變異；若小於平均值減 1 倍標準差，則為強度減少變異；若

介於平均值正負 1 倍標準差之間，則為無明顯變異。 

 
圖 4  變異向量分析示意圖 

Fig4. The analysis of variation vectors 

 

藉由前述的 NDVI 影像變異、影像多波段變異向量及影像強度變異等

三種分析成果，綜合後便可產生 18 種不同的分析成果組合，採用表 1 中

所示之 5 種分析成果視為影像變異。 
 

表 1  影像分析成果類型 

Table1 The result types of satellite image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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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空間過濾準則 
（一） 空間過濾準則歸納 

為持續建構臺北市山坡地多元化監測體系，對於計畫執行效益提升更

精確地將疑似違規、疑似農耕之地區派查，利用現有資料逐步歸納變異偵

測之空間過濾準則，將變異偵測之通報案件提升為通報違規案件或建議農

業輔導的案件(如圖 5)，其規則歸納為下列 4 項： 

1. 山坡地範圍外及面積過小地區過濾 

衛星影像變異偵測時，會篩選出有植生變異的地區，這些地區的資

料藉由向量及屬性資料的篩選，將臺北市山坡地範圍內且變異面積達 64

平公尺以上的地區篩選標示出，後續針對前後期影像進行判釋，標示欲

通報的案件。 

2. 合法申請（輔導）及已勘查過濾 

完成欲通報案件之判釋後，進行第 2 重的過濾，以地籍資料比對欲

通報的案件中是否有合法申請、農業輔導、前期已現勘的地區。 

3. 精準收斂疑似農耕或違規地區 

國土利用調查成果是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提供土地利用調查成果，

將土地使用分為 9 大類（農業、森林、交通、水利、建築、公共、遊憩、

礦鹽及其他），將變異偵測成果結合國土利用調查成果，輔助判定通報地

區的案件類別（疑似違規、疑似農耕、自然變異、環保設施等）。 

4. 多時期影像判釋 

已標示為疑似農耕、疑似違規的案件，比對多時期的衛星影像或航

照判定是否為經常性農耕區域，或者疑似違規的地區。也透過多時期的

影像判釋，衛星影像渲染、軍事遮蔽地區濾除。 

（二） 變異點通報 

1. 衛星影像變異資料彙整及通報 

衛星影像變異偵測將監測結果表示出，而透過上述 4 種空間過濾準

則，以精準收斂疑似農耕或違規地區。（如表 2） 

(1) 通報類別：為有效使用變異偵測成果，依照業務性質、案件特徵等，

將通報案件排定不同類別，計有疑似違規、疑似農耕、疑似崩塌、

人為整理、自然變異、合法申請等類別，通報類別之判定標準依

據多時期影像、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大地工程處水土保持申請清

冊等進行排定，後續依據通報屬性進行優先排序。 

(2) 優先排序定義規則：通報案件之優先性確認後，將案件分為高（前

往勘查）、中（輔導案件）、低（不需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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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山坡地農業用途地區歸納 

本計畫將 100、101 及 102 年度所得監測成果，經現場勘查為農業使

用區域者，與既有列管農業輔導案進行比對，如發現未輔導者，即安排

現場會勘，以持續建立農業使用地區清單，期有效控管山坡地農業使用

區域之土地利用情形。 

 

表 2  通報類別及優先排序說明表 

Table2 The types and priorities of assignments 

通報類別 類別說明 通報等級，處理方式 

疑似違規 
影像特徵為植生覆蓋面積減少，疑似開挖

整地，且未進行水土保持計畫申請。 
高，建議前往現場查證 

疑似崩塌 
影像特徵為植生覆蓋面積減少，有長條形

面積特徵，未進行水土保持計畫申請。 
高，建議前往現場查證 

疑似農耕 
影像特徵為植生覆蓋面積減少，比對多時

期影像及國土利用調查為農業用途者。 
中，建議前往輔導 

人為整理 

影像特徵為植生減少但未至完全裸露地

表，疑似人為除草且位於文化設施、娛樂

場所、公園等地區。 

低，建議以衛星影像持續

關注，不派員現場勘查 

自然變異 影像特徵為植物生長情形不佳 
低，建議以衛星影像持續

關注，不派員現場勘查 

合法申請 
影像特徵為植生覆蓋面積減少，疑似開挖

整地，但已進行水土保持計畫申請。 

低，建議以衛星影像持續

關注，不派員現場勘查 

環保設施 

影像特徵為植生覆蓋面積減少，比對多時

期影像及國土利用調查歸屬污水處理廠

等、垃圾處理廠及垃圾掩埋場等、空氣、

噪音監測處理設施、資源回收設施用途者

且未於合法申請類別中，歸納為環保設施 

低，建議以衛星影像持續

關注，不派員現場勘查 

已通報 

影像特徵為植生覆蓋面積減少，疑似開挖

整地，且未進行水土保持計畫申請。但前

期已通報且派員勘查。 

低，建議以衛星影像持續

關注，不派員現場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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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臺北市衛星影像空間過濾及變異點篩選流程圖 

Fig5. The flowchart of satellite images est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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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元尺度監測 
（一） 無人飛行載具（UAV） 

1. 拍攝地點選定 

當巡山員遭阻撓(隔)無法進入查證的違規案址，或無法到達現場的

崩塌災區，或衛星影像受限雲霧遮蔽，無法取得良好影像時，即利用 UAV

進行無人空拍，可避免違規蒐證時之衝突及攀爬危險陡坡之意外發生，

保障巡山員執勤安全。本處曾運用於南港、文山兩區阻撓巡山員進入的

違規案址空拍，成功取得違規照片，得以進行舉發查報工作，保衛山坡

地安全。 

2. 航拍規劃及空域申請 

無人飛行載具可依不同任務需求選擇適當機型搭載相機（或攝影機）

航拍，需配合氣候預報，視當日天氣狀況機動出勤，並因涉及飛航安全，

須於拍攝前先行向交通部民航局申請飛航空域許可後，才能執行任務。 

3. 空拍照片理整及建檔 

空拍結果透過影像正射、鑲嵌及調色處理技術，將空拍照片融合，

提供大面積高解析度細緻照片，並建立空拍照片資料庫，有效紀錄違規

場址及崩塌災區不同時期的狀況，作為長期監控管理的依據（如圖 6）。 

 

 
圖 6 低空無人飛行載具(UAV)實際拍攝成果-文山區崩塌(102 年 4 月) 

Fig6. The result of U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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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遙測通報系統及現地查證系統 

為提高坡地巡查管理效能，臺北市 16 名巡山員每日分區巡查及制止

坡地違規外，全國首創運用雲端科技輔助巡山人力，建置衛星變異點通報

及現地查證系統。 

變異通報系統可將衛星影像判釋為違規之變異點位，自動傳送至巡山

員隨身之行動設備（平板電腦或智慧手機），現場查證相片及表單透過手

機即可直接回傳辦公室建檔，大幅縮短作業時間、提高查證效率。 

結合衛星變異點通報及現地查證系統，傳送變異點圖資（衛星影像、

地籍、地形、路線圖等），即時通報巡山員現地查證及制止違規，現地查

證資料可立即回傳辦公室建檔，並將詳細紀錄現場狀況，回饋至變異點自

動判釋程式。累積之查證案例進行誤判原因分析，用以改進影像判釋技

術，使監測機制不斷學習精進。 

1. 資訊通報系統 

各月份之山坡地土地利用變異偵測所得成果，執行變異類型判定及

優先性排定後，將高風險或高違規可能性案件之圖資，以自動化方式傳

遞至水土保持查報人員之公務電腦內，並以電子報表提供巡查人員上傳

現場查證相片及繕打現地查證情形後，將完成整合之檔案印製及匯至指

定路徑，以利相關業務執行。 

查證成果上傳與回饋：完成現地查證案件，透過無線網路將查證成

果與照片上傳至資訊通報系統，再透過資訊通報系統輸入查證座標、案

件現況說明及選貼現地照片，再輸出查證成果進行簽核。透過資訊通報

系統將查證成果回饋，藉以進行案件檢核、原因分析、更新通報過濾與

優先性案件列表。（如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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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臺北市山坡地遙測資訊通報系統 

Fig7. The system of assignments 

2. 現地查證系統 

將查證作業所需之圖資與電子報表整合為 Android 作業系統，安裝

於公務平版電腦(或手機)等手持裝置，主要有三項功能，以下說明。（如

圖 8） 

(1) 派工查證案件確認：在資訊通報系統中確認派工查證案件內容無

誤後，於平板電腦上透過專案開發的現地查證系統，登錄查報員

資料後，現地查證系統便自動與資訊通報系統進行同步，下載該

查報員所需查證之案件相關資料內容。 

(2) 現地查證執行程序：在現地查證系統中，可顯示查報員目前所在

位置，協助查報員前往待查證案件通報位置，到達後透過系統內

的拍照功能、表單勾選功能以及簡易手寫功能，進行案件現況記

錄，待查證完成後案件自列表中移除，但可進行修改或資料補充

記錄。 

(3) 查證成果資料回傳：完成現地查證並返回業務科後，在現地查證

系統中點選查證成果回傳，便可將完成查證之案件內容，透過無

線網路回傳至資訊通報系統。回傳完成後，便可於資訊通報系統

中，進行查證成果表的內容編輯與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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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現地查證系統實機操作 

Fig7.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assignments system 

 

六、多元尺度監控成果及成效 
（一） 驗證統計分析 

本計畫統計結果計算方式如下： 

1. 變異通報「正確率」：通報派員至現場場正，依據現場查證情形正確與

否進行計算。 

100%  
C

D-C
通報正確性                  (公式 1)        

C=通報需至現地查證案件總件數。 

D=查證後初步研判為正確件數。 

 

2. 違規案件偵測「正確率」：依據水保裁罰案件比對，本計畫變異偵測成

果之正確性。 

100%  
A

a
變異偵測正確性               (公式 2)           

a=成功偵測未擬具水保計畫違規處分件數。 

A=影像可偵測未擬具水保計畫遭違規處分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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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違規案件「偵測比」：通報為疑似違規總數與成功偵測違規案件之比例，

用以評估違規案件之捕捉率。 

D

C
違規案件偵測比                  (公式 3) 

C=為疑似違規總件數。 

D=成功偵測未擬具水保計畫遭違規處分案件數。 

 

本計畫偵測成果比對 101 年度臺北市山坡地水保違規案件裁罰記

錄，因受案件之違規類型面積、影像資料條件與空間過濾原則影響，所偵

測成果之違規案件偵測整體正確率約為 60%；若比對通報資料、現地查證

與檢核複查成果，整體變異通報正確率為 86%。 

 

（二） 投入成本： 

1. 時間及經費 

建立多元尺度監測機制，辦理臺北市衛星影像變異分析專案，共花

費 3 年（100-102 年）投入經費約 500 萬元，相較於人力巡查成本（16

人*3 萬*12 月*3 年=1728 萬）花費僅約 1/3。（如表 3） 

 

表 3  多元尺度監測機制歷年經費 

Table3 The funds of multi-scale monitoring mechanism 

年度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投入經費 108 萬 142 萬 243 萬 

備註 
建立自動 

過濾判釋程式 

計畫執行 

及精進 

建立資料庫 

及 APP 傳輸 

 

2. 人力 

多元尺度監測機制係利用既有巡山員與新技術結合，並無新增人力

成本，反而因新監控機制的建立，節省巡查人力，促進坡地管理朝多元

化增服務邁進，提供更全面多元的服務。 

（三） 效益- 

1. 人力有效運用，提供多元化服務 

自辦衛星影像變異分析，並建立專屬的判釋模式及標準作業流程(如

圖 9)，與巡山員互相搭配，降低巡查人力負擔，並將人力做更有效率的

運用，巡山員節省下的時間用以提供民眾更多元的服務，如民眾水土保

持案件輔導逐年提升至平均每年 500 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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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臺北市山坡地衛星影像變異偵測案標準作業流程 

Fig9. The flowchart of satellite images estimation 

 

2. 遏止違規僥倖違規心態，降低災害風險 

運用多元尺度監測機制，以不同高度監控坡地違規，避免坡地巡

查死角，違規濫墾無所遁形，建立天羅地網的監控機制，遏止違規人僥

倖違規心態，減少因不當開發造成之坡地災害，降低災害發生風險，保

衛市民安全。 

3. 坡地違規案件下降，違規濫墾無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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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坡地違規案每年約 120 件，自 100 年施行山坡地多元尺度監測

機制，近年已降至每年約 25 件，違規大幅下降，顯見坡地管理成效（如

圖 10）。 

 
圖 10 臺北市山坡地歷年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數（截至 102 年 6 月 30 日） 

Fig10. The number of viola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ct 

 

4. 衛星影像變異正確率提昇 

透過系統交查變異點，再指派巡山員現地查證，查證違規屬實即時

制止，有效率運用有限人力。且經現場查證，回饋誤判原因及改進判釋

技術後，衛星影像判釋植生變異之正確率由 64%提高為 86%，藉由案例

不斷回饋並修正變異程式參數，正確率將再提昇。 

5. 衛星協助監控其他專案 

衛星影像除了協助判釋違規案件外，亦輔助監控本處轄管 1057 筆市

有土地利用現況，如發現有占用情形，即派員會勘處理並列管追蹤。另

配合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地區違規營業餐廳改善措施計畫」，

完成每年 4 次聯合稽查及 381 家次清查工作。 
 

七、參考文獻 
 

1. 鄭仁傑、黃立遠(2011)，「衛星影像於臺北市山坡地監測之應用」，2011 年

中華水土保持學會年會論文。 

2. 鄭仁傑、梁成兆、黃立遠(2012)，「臺北市山坡地衛星影像監測管理標準

作業程序之建立」，2012 年中華水土保持學會年會論文。 

3. 尹孝元、梁隆鑫、陳錕山、黃珮琦(2010)，「衛星影像於國土變異監測之

應用」，航測及遙測學刊。 



社團法人中華水土保持學會 102 年度年會  17 

 

4. 林裕益(2008) ，「山坡地多元尺度監測與查證管理」，技師報。 

5. 潘國樑(2009)，遙測學大綱:遙測概念.原理與影像判釋技術(第二版)。 

6. 林文賜、鄧亞恬（2010），921震災崩塌地監測及植生復育模式之研究—

以台灣中部山區為例，水保技術，5（3）：134-141。 

7. 黃筱梅（2001），SPOT 衛星影像於裸露地變遷之監測研究─以和社地區

為例，國立台灣大學森林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8. 楊永安（2007），應用衛星影像進行坡地災害自動判釋與災因分析，台

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9. 壽克堅、吳秋靜、許惠瑛（2010），以 SPOT 衛星影像探討1999集集地震

後之崩塌行為，航測及遙測學刊，15（1）：17-28。 

10. 臺北市建築管理處97年度違建影像自動辨識系統建置案成果報告。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Wjxi7b/search?q=auc=%22%E6%A5%8A%E6%B0%B8%E5%AE%89%22.&searchmode=bas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