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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臺中都會區 NDVI指數與社會及自然環境因子相關性研

究 

劉月媚[1*] 馮正一[2]
 

摘  要 本研究以大臺中都會區長期植生指標為主要因子，採統計軟體分析，探討 2000-2010 年間人

口變遷、都市開發程度、自然環境因子及植生指標與間相關性。採以Levene變異數同質性檢定方式分析自

然環境因子、社會因子與植生指標間之關聯，發現都會區中「日照(陽光) 」及「濕度(水分) 」與植生指標

較具相關性，又植生指標與計畫區面積、人口密度具有相關性，這代表人類活動、開發行為或預為規劃的

預訂開發行為確實影響都會區範圍內植生生長指數之高低，而自然環境因子之影響關聯可作為後續都會區

綠環境時之規劃設計參考。惟其相關性高低以此方式未能比較，建議可續作事後多重比較或皮爾森指數分

析再行深入探討。… 

關鍵詞：植生指標、臺中、都會區、社會因子、自然環境因子、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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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 long-term vegetation index as the main factor of the Taichung 

metropolitan area, mining statistical software analysis,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emographic change, urban development degree, natur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vegetation 
index in 2000-2010. And adopted these factors and index data by Levene test of homogeneity of 
variance analysis method, found "Sunshine (Sunshine)" and "humidity (moisture)" have more 
correlation with vegetation index in metropolitan area. And vegetation index and planning area, 
population density correlated. This means that human activities, development activities or 
pre-booking plan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ffect the vegetation index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impact associated can follow-up to the green 
environment of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reference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But by this way, 
cannot compare the level of relevance. Recommendations can afterwards sequel multiple 
comparisons or Pearson index analysis further depth study. 

Key Words: Vegetation index, Taichung, metropolitan area, Social factor, natural 

environment factors, Statistical Analysis. 

 

 

一、前  言 

考量目前全球推行永續發展及復育保育理念，以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趨勢。而下游都會區（或都市發展區)本

來以人口、社會活動等符合需求面之規劃策略，亦因此趨勢多方納入水土保持及環境容受力等符合供給面

考量。 

又 Tucker & Sellers（1986）、Prince & Tucker（1986）、Myneni et al.（1997）、Jury et al.（1997）

利用衛星遙測反射光譜資料輔以 NDVI 預估值被分布和生物量。黃筱梅（2001）採用不同植生指標，以偵

測裸露區域之變遷，再以簡單直線迴歸方式，決定變遷與否；並藉由不同信賴區間的操作，將變遷偵測結

果控制到一定的準確度。 

而Stephen J. Walsh, Thomas W. Crawford1, William F. Welsh2, Kelley A. Crews-Meyer3（2001）

提出在泰國東北部土地利用（即土地覆被動態，LULC）規模的依賴關係，該研究檢查泰國東北部某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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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依賴人口與環境關係，發現顯著變化與森林砍伐和農業粗放相關，結果表示人口因素的重要性，和更

精細尺度在粗糙尺度解釋植物生物量的水平變化和生物物理因素相關性。王傳武（2005）提出以鄉鎮、街

道為基本統計單元，以社會活動（經濟）和搖感數據為基礎，綜合應用搖感和 GIS 分析技術定量評價杭州

市區的生活質量狀況，運用指標相關矩陣發現 NDVI 和地表溫度及城鎮用地比重呈現明顯負相關。又

Socioeconomic-Vegetation Relationships in Urban（2006）調查發現城市區社會活動和生態發展間

的相互作用，是預測全球環境下城市成長的關鍵影響之一（Grimm et al., 2000）；並以調查丹佛的科羅

拉多大都會區住宅用地中社會活動（經濟）區位和遙感植被密度間關係，顯示在人口稀少地區，於近郊及

較舊的市區街道高植被密度與社會活動（經濟）優勢具有相互關連性。 

有鑑於此，本研究蒐集大臺中都會區在 2000~2010 年 SPOT/VEGETATION (VGT)衛星影像處理合成的

植生指標，利用 SPSS 統計分析方法中 Levene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分析方式，更甚採取不同時間尺度資料

檢定分析，初步探討社大臺中都會區社會因子和自然環境因子與植生指標(NDVI)間相互關聯性。 

二、研究區域及分析資料概述 

本研究選定研究試區為台灣中部「大臺中都會區」，以合併前的臺中市為中心，而與其周圍密切來往

的衛星城鎮或鄉村為範圍，包括整個大臺中市、彰化縣及南投縣市部分行政轄區（如表 1 及圖 1），屬中

部重要之人口及活動發展區，為台灣五大都會區之一。並參考王傳武（2005）提出以鄉鎮、街道為統計單

元，應用搖感和 GIS分析技術，綜合社會活動（經濟）和搖感數據定量評析市區生活質量(J.K.Galbraith，

1958 提出)之研究模式，選擇以行政轄區為彙整單元基準，並以 2000~2010 為研究年期，彙整相關資料

統計研析。 

本研究分析數據採用內政部主計處都市及區域計畫統計彙編資料，選擇可能影響生活質量之社會因子

統計資料（包括人口數、性別比、都市計畫分區面積、都市計畫區面積、都市計畫區面積比、都市計畫區

人口比、都市計畫區人口密度比、人口密度、房屋營建使用執照面積、房屋營建建築執照面積、開發完工

業區面積、房屋營建工程面積、房屋營建工程面積比、公路密度長度計算比、教育程度高中以上比、二三

級行業人口比、非農戶人口比等）；和比利時法蘭德斯研究所 SPOT/VEGETATION (VGT)影像處理中心

以每日全球影像數據進行大氣、輻射與幾何等校正後，產製出 10天一期資料解析度為 1km×1km 的 543

幅植生指標灰度值(DN)圖層(Vision on Technology, http://www.vgt.vito.be, VITO, 2008)，數值介於

0~255 間，年期為 1998 年 4 月至 2013 年 4 月間的數值資料為原始資料。再採用 ESRI 公司

(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Inc. )所開發的地理資訊系統軟體─ArcGIS，裁取大台

中都會區之 10天一期及彙整年度植生指標資料，建立研究區距時間序列之植生指標（NDVI）資料。 

最末本研究採用 SPSS 獨立樣本 t 檢定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為分析方法理論，依據統

計學中的”小概率反證法”可實現兩個獨立樣本平均數比較之基本原理，假設大臺中都會區社會因子及自

然環境因子與植生指標（NDVI）資料間皆為兩獨立樣本平均數，探討分析因子間相互關連性（依存性），

更甚採取不同時間尺度資料檢定分析，以比較其分析結果之合理性。 

表 1 研究區域（大臺中都會區）範圍表 

Table 1 Study area Range Table(Metropolitan area of Taichung). 

臺中市 臺中直轄市之原臺中縣轄區 彰化縣 南投縣 

中區 豐原區 彰化市 南投市* 

東區 大里區 和美鎮 草屯鎮* 

西區 太平區 花壇鄉  

南區 東勢區 員林鎮*  

北區 大甲區 大村鄉*  

西屯區 清水區 芬園鄉*  

南屯區 沙鹿區 伸港鄉*  

北屯區 梧棲區 線西鄉*  

 后里區 鹿港鎮*  

 神岡區 福興鄉*  

 潭子區 埔鹽鄉*  

http://www.vgt.vito.b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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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雅區 秀水鄉*  

 新社區   

 石岡區   

 外埔區   

 大安區   

 烏日區   

 大肚區   

 龍井區   

 霧峰區   

 和平區   

（資料來源：以 1990 年行政院主計處-台灣地區都會區分類定義為主，並以 1996 年臺中縣政府綜合發展計畫與 1992 年臺灣省政府住

都局－台中都會區實質規劃報告為輔，輔助資料區域加註*。） 

 

圖 1 研究區域（大臺中都會區）位置圖 

Fig.1  Study area Location Map (Metropolitan area of Taichung). 

三、分析與討論 

1. 年度及 10 天一期自然環境因子與植生指標（NDVI）資料相關分析 

以 Levene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將 P=< 0.05 者（達到顯著水準）之因子分析出，分別探討分析年度及

10天一期自然環境因子與植生指數（NDVI）數值資料所產生資料尺度差異，得出以下結果（詳表 2）。 

表 2 年度及 10 天一期自然環境因子與植生指標（NDVI）資料相關分析表 

Table 2 Natur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Vegetation index (NDVI)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year 

and 10days period data table. 

達到顯著水準因子分析（P＜0.05，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年度自然環境因子與植生指標（NDVI）資料 10天 1期自然環境因子與植生指標（NDVI）資料 

備註 
Levene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變異影響因子 變異影響因子 
Levene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備註 
F檢定 顯著性 F檢定 顯著性 

-- 8.353 0.13 平均氣溫 平均氣溫 20.764 0 -- 

減少因子 -- -- -- 降水日數 11.413 0.001 新增因子 

-- 12.793 0.03 降水量 降水量 9.464 0.002 --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9C%B0%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2%E5%B9%B4
http://gisapsrv01.cpami.gov.tw/cpis/cprpts/Taichung_county/total/ch6/table/t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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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9 0.18 農改場平均氣溫 農改場平均氣溫 4.986 0.026 -- 

新增因子 6.562 0.25 農改場絕對最高溫  -- -- -- 減少因子 

-- 8.276 0.14 農改場總降雨量 農改場總降雨量 23.661 0 -- 

減少因子 -- -- -- 農改場最多風向 6.973 0.009 新增因子 

新增因子 6.003 0.31 農改場平均風速  -- -- -- 減少因子 

減少因子 -- -- -- 農改場總日射量 7.17 0.008 新增因子 

減少因子 -- -- -- 
農改場總蒸發散量

（120cm） 
12.782 0 新增因子 

新增因子 8.008 0.15 
農改場平均地溫

5cm 
 -- -- -- 減少因子 

新增因子 5.938 0.31 
農改場平均地溫

10cm 
 -- -- -- 減少因子 

新增因子 5.064 0.44 
農改場平均地溫

20cm 
 -- -- -- 減少因子 

減少因子 -- -- -- 
農改場平均地溫

30cm 
12.145 0.001 新增因子 

減少因子 -- -- -- 
農改場平均地溫

50cm 
10.454 0.001 新增因子 

減少因子 -- -- -- 
農改場平均地溫

100cm 
8.805 0.005 新增因子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彙整製作。） 

綜上分析可知，在都會區範圍內若採取研析之資料時間尺度不同，自然環境因子資料與植生指標（NDVI）

相關性結果不同。其年度較 10 天一期新增顯著相關變異影響因子為台中農業改良場的絕對最高溫、平均

風速、平均地溫 5cm、平均地溫 10cm、平均地溫 20cm 等，而減少之相關變異影響因子為台中測站的降

水日數及台中農業改良場的最多風向、總日射量、總蒸發量 (120cm)、平均地溫 30cm、平均地溫 50cm、

平均地溫 100cm 等，此皆為較不具解釋力響因子之差異。由此可知，上述新增顯著相關變異影響因子，

年度較 10天一期自然環境因子資料對植生指標（NDVI）資料較不具（相關性）解釋力；而減少之相關變

異影響因子，則則呈現相反狀態。爰此，若於後續植生指標（NDVI）資料分析運用比較時，可考量上數資

料尺度的特性和代表性，選擇適當的相關變異影響因子資料，以利後續分析運用的適用性。 

又由此可知，不論是採取一年一期年度資料和 10天一期的自然環境因子資料與植生指標（NDVI）資

料比對分析，其台中測站的平均氣溫、降水日數、降水量及台中農業改良場的平均氣溫、總降雨量等，皆

為各組平均數間具有顯著差異存在的影響因子（至少有一對平均數之間有顯著差異存在），甚至 10 天一

期資料中台中測站的平均氣溫及降水量等因子其相關顯著性甚至呈現「0.000」的狀態；爰此，推知前開

所列因子可能因都會區人工鋪面、構造物較多等因素，故較不適宜解釋都會區植生指標（NDVI）變遷。 

而其中一年一期年度資料分析中，以 Levene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得到的相關顯著性來看，具相關性的

變異影響因子(α>0.05)的影響程度大多介於 0.05~0.5 之間，僅只有台中測站的日照時數及台中農業改良

場的總日照時數因子的相關顯著性較高(α=0.979 及 0.827，皆α≧0.5 區間範圍)；但在 10 天一期的資

料分析中，Levene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得到的相關顯著性，又呈現另一面向，具相關性的變異影響因子(α

>0.05)的影響程度亦大多介於 0.05~0.5 之間，僅只有台中測站的平均相對濕度及台中農業改良場的平均

相對溼度因子的相關顯著性較高(α=0.708 及 0.660，皆α≧0.5 區間範圍)。這可能是『日照』及『濕度(水

分)』皆是影響植生生長直接生理因素因子，對於 NDVI 的指數變異具有顯著相關性，且年度日照因素會因

季節變換而有日照時程長短之相異(具週期性)，故短時間尺度分析的解釋性較不佳，而具完整週期性的年度

資料分析則可產生較佳的相關顯著性(解釋性)；而濕度(水分)因素則需較小精細尺度的時間性資料，因植物

生長水分需求量是一具固定且即時性的因素，若供給水分未達需求時，植物生長及存活即馬上受影響，爰

此，『濕度(水分)』需以較短時間尺度資料分析解釋性較佳。綜此所知，大台中都會區的植生指標（NDVI）

仍較受植生生理因素的變異因子影響，又因考量因子的影響程度及面向不同，故建議考量分析標的，再選

擇適切的變異影響因子和尺度資料為佳。 

但上述分析相關影響因子間各組平均數間變異很大，有顯著差異存在（至少有一對平均數間有顯著差

異存在），表示上述相關影響因子皆對植生指標（NDVI）資料較不具解釋力，故其因子間不可續作後續變

異量分析，但若要比較其細微差異，則可續作「事後多重比較」或「皮爾森指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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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度社會因子及自然環境因子與植生指數（NDVI）資料相關分析 

因年度社會因子資料與 NDVI 數值資料以 Levene變異數同質性檢定顯示：不論統計量多寡，其 P皆> 

0.05；而為求比較基準統一，本節採以探討『未達到顯著水準因子分析(P> 0.05，假設變異數相等) 』，

研析年度社會因子及自然環境因子與植生指數（NDVI）資料間相關性，其分析結果如下所示（詳表 3）。 

表 3 年度社會因子及自然環境因子與植生指標（NDVI）資料相關分析表 

Table 3 Social factors and Natur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Vegetation index (NDVI)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year data table. 

達到顯著水準因子分析（P＞0.05，假設變異數相等） 

年度自然環境因子與植生指標（NDVI）資料 年度社會因子與植生指標（NDVI）資料 

Levene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變異影響因子 變異影響因子 

Levene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F檢定 顯著性 F檢定 顯著性 

0.001 0.979 日照時數 人口數 0.472 0.504 

1.413 0.256 平均相對溼度 性別比 0.331 0.575 

2.888 0.113 降水日數 
都市計畫分區（住宅區+商業區

+工業區+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0.178 0.68 

3.763 0.076 農改場絕對最低溫 
都市計畫分區（農業區+保護區

+風景區+其他）面積 
0.115 0.74 

1.651 0.223 農改場平均相對濕度 都市計畫區面積 0.268 0.613 

1.457 0.251 農改場最多風向 都市計畫區面積比 0.285 0.602 

0.05 0.827 農改場總日照時數 都市計畫區人口比 2.174 0.164 

1.968 0.186 農改場總日射量 都市計畫區人口密度比 0.612 0.448 

0.663 0.431 農改場總蒸發散量（120cm） 人口密度 1.885 0.193 

3.88 0.072 農改場平均地溫 30cm 房屋營建使用執照面積 0.349 0.565 

1.307 0.275 農改場平均地溫 50cm 房屋營建建築執照面積 2.028 0.178 

1.002 0.337 農改場平均地溫 100cm 開發完工業區面積 0.744 0.404 

-- -- -- 房屋營建工程面積(開發中) 0.389 0.543 

-- -- -- 房屋營建工程面積比 0.201 0.662 

-- -- -- 公路密度長度計算比 0.198 0.664 

-- -- -- 教育程度高中以上比 1.476 0.246 

-- -- -- 二三級行業人口比 3.335 0.091 

-- -- -- 非農戶人口比 0.601 0.452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彙整製作。） 

綜上可知 NDVI 數值與社會因子及自然環境因子資料間皆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性，其具相關性(α

>0.05)的社會變異影響因子影響程度大多介於 0.5~0.8 間，僅只有二三級行業人口比因子的相關顯著性較

低(α=0.091)；而與自然環境因子相關性(α>0.05)的影響程度則大多介於 0.05~0.5 間，僅只有台中測站

的平均相對濕度及台中農業改良場的平均相對溼度因子相關顯著性較高(α=0.708 及 0.660，皆α≧0.5

區間範圍，較其他年度自然環境因子的相關顯著性高)。 

而初步研析可知年度社會因子對於植生指標（NDVI）影響程度較自然環境因子大，此即代表在都會區

內年度社會因子變異與植生生長範圍變異較為相關，而年度自然環境因子可能因測站範圍較廣或是受都會

區內構造物、人工鋪面等影響逕流和溫度等因素影響植生生長，造成其解釋力較弱。而『日照(陽光)』及『濕

度(水分)』等直接影響植物生理之因素卻比社會因子更具解釋力，此可能表示『直接影響植物生理因素』是

後續於研究植生指標（NDVI）時十分重要的考量因子，不論是否座落於都會區範圍。又社會因子對植生指

標（NDVI）數值變遷較具解釋力，表示人類活動開發行為確實影響都會區範圍內植生生長指數高低；而本

研究除了探討開發行為(包含已開發、開發中因子等土地利用因子)對於植生指標（NDVI）影響性外，此次

亦知悉預為規劃的預訂開發行為(即都市計畫分區)確實影響 NDVI 數值變遷，預為規劃的土地使用分區(包

括政策、法規)確實影響實際開發行為，更甚是都市空間的擴張發展程度(區域範圍)。而水土保持概念從上、

中游延伸至下游區域，目前更甚延伸到人類活動發展都會(都市)區，若以控制都市空間擴張發展程度的面向

來考量自然環境與社會活動平衡，似能帶來一定之效益。 

但仍可發現上述分析相關影響因子間各組平均數間變異很大，有顯著差異存在（至少有一對平均數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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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差異存在），表示上述相關影響因子皆對植生指標（NDVI）數值資料較不具解釋力，故其因子間不

可續作後續變異量分析，但若要比較其細微差異，則可續作「事後多重比較」或「皮爾森指數分析」。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於研析都會區植生指標（NDVI）相關影響因子時，需考量因子的影響程度面向不同，以欲

得知的分析結果，選擇適切的變異影響因子和尺度資料為佳。而都會區範圍年度社會因子對於植生指標

（NDVI）具有一定的解釋力，故都會區範圍中人口活動、建築構造物開發、道路開發、都市擴張程度、計

畫性預定開發範圍(都市計畫區)及區域主要行(產)業別等社會因素，不論植生生理週期相異需求皆對於植生

生長範圍具有影響性。這代表人類活動開發行為確實影響都會區範圍內植生指數，由此可知，預為土地使

用規劃(政策、法規)確實影響實際開發行為，更甚是都市空間擴張程度。水土保持概念從上、中游延伸至下

游區域，更延伸到人類活動發展都會區，若能從控制都市空間擴張發展程度的概念來考量自然環境和社會

活動之平衡，似帶來水土保持一定成果效益。 

社會因子及自然環境因子與植生指標（NDVI）資料間相關性和影響效益程度是一複合式多變異因子交

互影響的關係式，若要能帶來較精準之分析，建議仍要後續研究其倆倆因子間之相關性，建議可續做「事

後多重比較」或「皮爾森指數分析」來比對，以了解不同因子間相關性程度及其解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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