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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地理資訊系統與景觀結構指數分析 

得子口溪流域景觀變遷之研究 
 

 

許 哲 瑜 1)   歐 聖 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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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年來得子口溪流域因遊憩人口的增加，導致該地區因人為開發而對地

景環境的穩定性造成衝擊，因此如何有效的監測得子口溪流域的景觀變遷，及探

討景觀上改變可能造成之影響，對維持得子口溪流域的永續發展就顯得非常重

要。本研究利用地理資訊系統等空間技術，建立得子口溪地區 2009 - 2012 年共四

年之景觀變遷的資料，透過 Fragstats 軟體進行各種景觀結構指數之量化計算，然

後再以所得的指數配合現地調查，再分析得子口溪流域在景觀上的改變及其所可

能造成之影響。結果顯示得子口溪流域上下游之景觀格局受到少數幾種(如：

vegetation、water)優勢的景觀類別所支配，塊區分布相對也不均勻，往往導致生

態功能未能發揮。且 vegetation 塊區形狀複雜程度不大，邊緣曲折度不高，缺少陸

生、兩棲物種喜愛的邊緣棲地。在研究方法方面，我們發現景觀指數可為分析得

子口溪流域景觀變遷的良好工具。 

 

 
前   言 

宜蘭縣在發展觀光立縣的策略主導下，近年來政府與民間大力推廣觀光，尤以得子口

溪流經的主體 - 礁溪鄉，被認定為極具區域性觀光發展潛力，自從實施週休二日，每逢假

日期間為此區帶來大量人潮，雖然為地方觀光發展帶來商機，卻也造成鄰近土地，有農地

轉用為商業用地的壓力或是原本養殖魚池朝向休閒農業發展而大興土木，造成原有生態棲

地更形減少。此外，大量的觀光人潮對於原本寧靜的鄉村生活，其實暗藏著文化同質化與

生活空間品質異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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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子口溪流域之上游區以種植柑橘及金棗聞名，農會更積極推廣休閒農業，設置觀光

果園，下游區(竹安)因地勢低窪形成許多濕地、養殖魚池與養鴨人家。得子口溪流域西接

山林地，東臨沿海濕地，中間為廣大的農地平原，涵蓋地表種類包含山林、瀑布、溪流、

水圳、竹圍、農田、養殖魚池、濕地與聚落都市等複雜多變環境，因此本流域得以孕育不

同之植物群落與動物族群。近年來因農業開發與人民「地盡其利」的耕作習慣，許多河岸

皆被農民開闢為菜園，農藥化肥直接進入河川，也使河岸植被結構單調均質化，減少生物

棲地。得子口溪流域其地景本身具有重要的景觀生態特徵(農田 - 基質；竹圍、果園 - 區

塊；溪流、水圳、道路 - 廊道)，故選定為本研究範圍。 

得子口溪為地勢低窪區，中下游經常發生淹水情形，從民國 72 年到 100 年已完成 8

期的整治工程，經過長期且大量工程改變過之後的得子口溪，水泥化、溝渠化，其生態棲

地已單一化。本區是被環保署列管為嚴重污染河川，不僅是全縣唯一，也是東部唯一被列

管的河川，雖經政府多年整治，河川仍屬污染。因此，本研究以此一開創風氣的地區作為

環境景觀變遷的研究區，具有實質上的重要性以及研究性。本研究利用地理資訊系統等空

間技術，建立得子口溪地區 2009 - 2012 年之景觀變遷的資料，並透過 Fragstats 軟體進行

各種景觀結構指數之量化計算，然後再以所得的指數配合現地調查，再分析得子口溪流域

在景觀上的改變及其所可能造成之影響。 

 

 
文 獻 回 顧 

一、 景觀生態學(Landscape Ecology) 

景觀生態學主要是研究景觀在不同尺度的空間變化，考慮空間格局的尺度與影響，並

可用來探討空間異質性的發展。景觀生態學主要的研究主題在於景觀結構、功能及變遷。

鄔(2003)指出景觀生態學是研究景觀單元的類型組成、空間配置及其與生態學過程相互作

用的綜合性學科，強調空間格局、生態學過程與尺度之間的相互作用是景觀生態學研究的

核心所在。目前在景觀方面的研究多以景觀生態學為理基礎，如劉(2004)以景觀生態學為

理論基礎，利用歸納法從相關文獻中篩選出都市道路生態之生態評估因子；羅(2002)則結

合景觀生態學與地理資訊系統對臺灣區域農地生態保育的最適生態策略區與具體的農地

生態廊道建構之模式。 

二、景觀變遷與景觀指標 

景觀變遷(或譯為景觀改變、景觀變化)係指景觀內部各種矛盾與外部作用力相互作用

的結果與表現，是景觀從一種狀態到另一種狀態的轉變過程。因而從某種角度來說，景觀

的任何一種狀態都是景觀變化過程之中的一個片段。景觀的這種動態過程決定於景觀的內

部結構和作用於景觀之上的各種力，研究景觀的變遷就是要研究景觀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結

構與量上的變化以及景觀變化的趨勢。因此，通過對幾個不同的時段的景觀間的變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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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探究景觀變遷的動因和機制，從而為合理利用景觀，調整人類活動的力度和方式提

供依據(賴和薛，2000)。楊(2001)說明景觀變遷通常指的是構成景觀的各種社經與環境因

子，在一定時間範圍內可以觀察與測量其變化者。 

景觀指數是一個重要景觀空間評估方法，經過景觀指數加以量化後可表達出景觀中空

間分佈之關係，藉以了解景觀空間型態、生態功能及空間變化過程之作用機制。景觀指數

特別適合當作景觀變遷的指標，台灣地區之河流常因人為或自然干擾導致土地利用變遷，

此變遷又因干擾之種類及大小不同而異，其影響流域區之土地利用及生態系統穩定，以及

增加其土地利用及其管理之困難度。唐(2009) 以蘭陽溪流域為研究範圍，利用景觀指數分

析方法，估計蘭陽溪流域地景變遷模式，實證影響地景變遷之主要因素，以瞭解人為活動

與開發行為對地景變遷之影響。林(2011) 研究指出高雄市政府持續大力整治愛河，並刻意

營造河岸周邊親水設施與景觀再造，整治後的愛河景緻丕變，再度成為高雄市民與旅遊民

眾的新景點。盧等(2008) 利用景觀指數探討宜蘭冬山河河川整治與土地利用變遷，得知

1982 年至 1988 年變化趨勢最大為農牧用地;第二為 建築用地，第三為水利設施用地， 第

四為其他用地; 最後為交通用地。透過上述所言，景觀指數恰能描繪並反映出景觀的組成

與分布，能有效彰顯景觀變遷的實質程度。 

三、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GIS) 

地理資訊系統是一門結合多領域的綜合性學科，利用電腦系統及軟體的科技技術，提

供需要做出空間分析之各專業領域之間的一個操作平台。為了能夠有效的了解得子口溪流

域的景觀變遷，本研究以地理資訊系統這門新興學科作為研究工具，更利用正射影像及實

地調查來進行研究場地景觀變化之資料蒐集分析，可較清楚地顯示變遷的情況，而非一般

以地籍圖套疊的方式僅獲得字面或圖型上的改變。本研究即利用地理資訊系統等空間技

術，以及景觀指數分析探討得子口溪流域在景觀上的改變及其所可能造成之影響。 

 

 
研 究 方 法 

為確實客觀了解基地環境之狀況，透過相關文獻資料之分析與整理，以農林航空測量

所所製得子口溪流域彩色正射影像為底圖，進行影像接合與定位校正。並多次前往研究場

域進行田野調查，針對得子口溪流域上下游相關因子進行現地勘查、GPS 定位、拍照與紀

錄，且應用地理資訊系統 ESRI ArcGIS 10.1 軟體，並對照都市計畫圖與實地調查進行正射

影像數化、空間分析、緩衝區分析，再透過 Fragstats 4.2 軟體進行景觀結構指數計算。 

一、 景觀指數之選取 

近年有許多研究採用景觀指數作為分析景觀格局變遷的工具，李(2008)提出 13 種景

觀指數是較常被相關研究援用分析，包含景觀面積百分比指數、塊區數目、塊區密度、平

均幾何最近鄰指數、蔓延度指數、Shannon 均勻度指數、Shannon 多樣性指數等。劉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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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觀空間格局評估」一文中指出較常用的景觀格局指數包括：塊區密度、景觀豐富度

指數、景觀均勻度指數、景觀聚集度指數、碎形維度等。游(2008)選取 8 個常用的景觀指

數(塊區數目、景觀面積百分比指數、總邊緣長度、碎形維度、景觀形狀指數、Shannon 多

樣性指數、Shannon 均勻度指數、蔓延度指數)，分析景觀指數的空間尺度效應。而林(2008)

也採用塊區數目、塊區密度、平均塊區大小、總邊緣長度、景觀形狀指數、平均碎形維度、

平均鄰近距離等指數對集水區整體景觀進行時空間型態變遷探討。又依據 McGahgal and 

Marks(1994)所提出的景觀結構量化之方法選擇相關的量化景觀結構指數，作為探討景觀

變遷之指標，包括景觀多樣性指數、均勻度指數、碎形維度指數、相鄰性指數、散佈性指

數、景觀面積百分比指數、最大塊區指數、平均形狀指數、以及面積加權後的平均形狀指

數等。 

本研究景觀指標之選擇原則以較具代表性與廣泛使用為主，使用文獻回顧法及深度專

家訪談之方式，將上述相關研究常用指標歸納整理後，透過德爾菲法的專家問卷調查，重

複進行問卷調查，直到所有指標皆能達到收斂來求出共識重要程度值排序，以選擇出適當

的景觀生態指標作為研究分析之用。綜合上述，本研究使用下列六項景觀指標(詳見表 1)。 

(一) Shannon 均勻度指數(Shannon's Evenness Index, SHEI) 

Shannon 均勻度指數用來描述景觀層級中，不同塊區類型的分配均匀程度。取值範圍

介於 0 與 1 之間。SHEI 值較低時，優勢度相對較高，反映出景觀格局受到少數幾種優勢

的景觀類別所支配、塊區分布相對不均勻。SHEI 趨近 1 時，說明景觀格局中沒有明顯的

優勢類別，且各景觀類別均勻分布(李，2008)。SHEI 有助於探討得子口溪流域，vegetation、

bare soil、build、road、water 五個土地使用塊區分布狀態。 

(二) 平均幾何最鄰近距離(Mean Euclidian Nearest Neighbor, ENN-MN) 

平均幾何最鄰近指數是指類別層級中，每一個 vegetation 塊區與其最鄰近體距離的總

和除以具有鄰體的塊區總數，其數值越小，代表物種容易進行遷徙或繁殖的機率增加

(Whitcom et al., 1981)。ENN 有助於評估得子口溪流域可能的功能，此功能同時考慮到人

和野生動物的移動，以及各種在相同土地覆蓋類型的塊區移動的任何現象或過程，這也是

本研究採用此指標來評估河流的空間景觀變化的理由。 

(三) 塊區密度(Patch Density, PD) 

塊區密度指數值(PD)，是指景觀層級中擁有的塊區數量除以景觀總面積，其值越 

大，代表擁有更多的塊區重復出現，棲地呈現破碎化(Saunders, Hobbs, & Margugical, 1991)，

這樣的結果往往造成棲地區塊間生物不容易互相補充，單一生物族群比較容易絕種。因此，

整體性的棲地破碎化會導致生物物種減少。塊區為景觀生態研究上的焦點，因為塊區常為

物種之棲地，而其大小、數量、形狀皆容易影響生物過程。PD 有助於了解得子口溪流域

的景觀構型 (Landscape Configuration)，塊區數目所形成的結構，則可能影響生態過程的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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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景觀指數 

Table 1. Landscape Indices. 

景觀指數 描述 數值涵義 

Shannon 

均匀度指数 

(Shannon's. 

Evenness Index, 

SHEI) 

	
∑ °

 

Pi：i 類別塊區占全景觀塊區的比例 

m：景觀中出現的塊區類別數 

單位：無 

數值範圍：0≦ SHEI≦ 1 

用來描述景觀層級中，不同塊區

類型的分配均匀程度。其值較高

時，景觀格局中沒有明顯的優勢

類別，且各景觀類別均勻分布，

生態功能較容易發揮。 

平均幾何 

最鄰近距離指數 

(Euclidean 

nearest-neighbor 

distance_MN, 

ENN_MN) 

 

h：塊區 ij 到最鄰近相同塊區的距離 

N：各類別塊區總數 

aij.：塊區 ij 的面積 

單位：公尺或英呎 

數值範圍：0 - 最大網格數 

指 類 別 層 級 中 ， 每 一 個

vegetation 塊區與其最近鄰體距

離的總和除以具有鄰體的塊區

總數，其數值越小，代表植物群

體、陸生物種容易進行繁殖或遷

徙的機率增加。 

塊區密度指數 

(Patch Density) 

 

Pi：第 i 類土地利用類型的塊區數 

 

A：所有塊區面積 (m2） 

單位：1/公頃 

數值範圍：0 - 最大網格數 

指景觀層級中有更多相同土地

覆蓋類型的塊區數量，呈現破碎

化孤立效應，限制物種活動範

圍，加重物種移動障礙，使塊區

間物種不容易互相補充，單一生

物族群更加容易滅絕。 

蔓延度指數 

Contagion 

(CONTAG) 

Pi：由 i 類土地利用類型組成的機率 

Pik：i 類 j 類土地利用類型的塊區數 

單位：%  

數值範圍：0< CONTAG< 100 

指景觀層級中，每種塊區類型不

同比例成積的總和越大，代表塊

區類型呈現大幅度的聚合，空間

複雜度降低，能有效過濾暴雨逕

流，為一個高度有序的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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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 蔓延度(CONTAG) 

蔓延度(CONTAG)是指景觀層級中，每種塊區類型不同比例成積的總和，其值越大代

表塊區類型呈現大幅度的聚合，空間複雜度降低，能有效過濾暴雨逕流，為一個高度有序

的景觀，具景觀美質 (Hunziker et al., 1999)。它能用來描述景觀格局中，不同景觀類別塊

區的團聚程度或延展趨勢。其值介於 0-100 之間，可以檢測各類別塊區的離散程度。其值

越小，代表得子口溪流域景觀格局由許多分散的小塊區組成，破碎化程度較高；值越大代

表景觀格局由少數團聚的大塊區組成；當 CONTAG 值越趨近於 100 時，代表景觀格局中

有連接度極佳的優勢景觀類別存在。 

(五) 標準化景觀形狀指數(Normalize Landscape shape Index, nLSI) 

標準化景觀形狀指數(nLSI)值，是指類別層級中該類別的周長減去該類別的最小周

長，除以該類別最大周長減最小周長之差，其值越大，表示該 vegetation 類別形狀複雜度

高，趨於長型的塊區，且具備邊緣效應，能大幅增加物種遷移接觸率，如：攔截植物種子

或是動物掠食機率增加(Guzwiller et al., 1992)，其值介於 0-1 之間，能檢視得子口溪流域

塊區邊緣的複雜程度。當地景中只有單一或高度集中的塊區時，nLSI=0，當該類塊區趨向

離散時，nLSI 越趨近於 1。 

(六) 平均碎形維度(Mean Fractal Dimension FRAC_MN) 

平均碎形維度指數(FRAC_MN)，是指景觀層級中，河流棲地塊區的複雜程度，其值越

標準化 

景觀形狀指數 

(Normalize 

Landscape shape 

Index, nLSI) 

	
	 	
	

 

ei：i 類別的周長和 

max / min ei：i 類別最大 / 最小周長 

單位：無 

數值範圍：0≦ nLSI≦ 1 

指類別層級中該類別的周長減

去該類別的最小周長，除以該類

別最大周長減最小周長之差。值

越大，表示該 vegetation 類別形

狀複雜度高，且具備邊緣效應，

能大幅增加陸生、兩棲物種遷移

接觸率。 

平均碎形維度

(Mean Fractal 

Dimension_MN 

FRAC_MN) 

_ 	
∑ ∑

2

 

Pij：表示第 i 類第 j 個塊區之周長  

aij：示第 i 類 j 個嵌塊體之面積 

單位：無 

數值範圍：1≦ nLSI≦ 2 

指景觀層級中，河流棲地塊區的

複雜程度，其值越大，表示該具

備多樣性與邊界複雜性，較少人

為干擾所造成景觀的單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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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表示該具備多樣性與邊界複雜性。平均碎形維度為同類塊區所有塊區的碎形維度加總

除以同類塊區的個數。其值為 1≦ FRAC_MN ≦ 2，能了解得子口溪流域塊區邊緣的複雜

程度。當 FRAC_MN 趨近 1 時，塊區形狀較為簡單，為人為干擾所造成景觀的單一化；當

FRAC_MN 趨近 2 時，塊區形狀越來越複雜，生態機能較容易保持。 

二、景觀指數分析 

蒐集 2009 年至 2012 年農林航空測量所所製的得子口溪流域之豐水期彩色正射影像，

減少判圖之誤差，並配合都市計畫圖、數值高程模型(DEM)與實地田野調查相互查閱，進

行數化、數據建模、空間分析與緩衝區分析。河川水系劃定利用 40x40 公尺數值高程模型

(DEM)，並應用 WinGrid 地形分析模組分析定序。數化分類的方式參考 Knaapen 1992 年

提出之景觀類型分類，考量得子口溪沿岸景觀類型單純，故將土地利用類型分為 5 大類，

分別為 vegetation、bare soil、build、road、water (詳見表 2)。 

濱水緩衝區的劃定，USACE(1991)與 Schueler(1995)認為研究都市型河川河畔緩衝帶

時範圍應介於 100 - 200 英尺，而賓州淨水組織(The Pennsylvania Campaign for Clean Water)

以「緩衝 100」為名，向美國賓州環保部提出建議案，要求賓州所有河川溪流周邊的開發

案都需要保護水岸旁 100 英尺的林地。因此劃定調查範圍為得子口溪流域沿岸的 200 英尺

(相當於 60.96 公尺)，並將疊圖之結果匯入 Fragstats 4.2 景觀結構指數軟體，進行 Shannon 

均勻度指數、平均幾何最鄰近距離指數、區塊密度、蔓延度指數、標準化景觀形狀指數及

平均碎形維度之計算。 

 

 

表 2. 土地利用類型 

Table 2. Land use types. 

景觀類型 類別 

vegetation 
稻作、旱作、果樹、廢耕地、天然林、人工林、溼地、草生地、灌木

荒地、公園綠地等，長期具有植體覆蓋之地。 

bare soil 灘地、崩塌地、裸露空地、災害地、營建剩餘土石方。 

build 

政府機關、學校、醫院、公用設備、畜禽舍、牧場、農業附帶設施、

博物館、演藝廳、音樂廳、文化中心、美術館、文物陳列館、工藝陳

列館、圖書館、博物館。 

road 道路、鐵路、機場、防汛道路。 

water 河川、溝渠、水庫、湖泊、人工湖。 

資料來源：參考自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及 Knaapen (1992)提出之景觀類型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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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樣區- 得子口溪流域 

得子口溪是宜蘭縣北部的河流，長度為 19.30 公里，流域面積為 98.35 平方公厘，在

頭城鎮竹安溪口出海匯入太平洋。本流域東西長及南北寬約 12 公里，流域形狀似扇形，

地勢呈西高東低，從流域最高點約為 1,100 公尺降至出海口零公尺，流域分區為山地與平

地兩部分。上游地區坡度極陡，平均坡度約為 1/4，下游鐵路以東地區地勢較為低窪，坡

度平緩約為 1/1500，部份地區高程甚至在海平面或零公尺以下。全區屬亞熱帶季風氣候，

全年平均溫度約 23.8℃、相對濕度為 86%、年平均雨量 2,537 公厘，每年八至十月為颱風

季節加上強烈東北季風影響，降雨集中且雨量強度大，時而釀成淹水災害，造成生命財產

嚴重威脅。 

得子口溪沿途大小瀑布頗多，溪谷植物生態盎然豐富，著名的景點除了五峰旗瀑布、

月眉坑瀑布、金面瀑布、新峰瀑布、猴硐瀑布與金盈瀑布等諸多瀑布之外，沿著得子口溪

溪谷建造的林美石磐步道亦是宜蘭著名觀光景點。出海口是賞鳥者賞鳥的去處。本研究樣

區上游為美慶山莊、七結橋，下游包括時潮橋和竹安橋。歷史上因河道變遷，得子口溪經

常被蘭陽溪與宜蘭河等河流搶水或襲奪。在過去水利建設未發達的時候，這樣的情形毎到

大雨洪水即時常發生。今日因水利建設而使各河安於現今河道。 

 

 

結 果 與 討 論 

景觀變遷指標，直接反映了最近地景的變化。在這項研究中，所有的分析方法都是透

過地理資訊系統來執行，結合 2009 年至 2012 年共四年之正射影圖，以 Arc GIS 10.1 辨

識、分類，以及空間數化後，進行空間圖檔的轉檔，接著利用 Fragstats 4.2 軟體進行景觀

結構指數計算，各個指標計算結果，詳見表 3。 

一、 Shannon 均勻度指數分析 

Shannon 均匀度指数(SHEI)是用來描述得子口溪流域景觀層級中，vegetation、bare soil、

build、road、water 不同塊區類型的分配均匀程度。其值範圍介於 0 與 1 之間。SHEI 值

較低時，優勢度相對較高，反映出景觀格局受到少數幾種優勢的景觀類別所支配，塊區分

布相對不均勻。SHEI 趨近 1 時，說明景觀格局中沒有明顯的優勢類別，且各景觀類別均

勻分布。由表 4 之計算結果顯示四年來景觀指數 Shannon 均勻度指數值，上游為 0.44、

0.42，0.38、0.36；下游的指數值為 0.23、0.21、0.20、0.21，變化幅度不大，其 SHEI 值皆

較低，顯示得子口溪流域上游及下游之景觀格局受到少數幾種 (如：vegetation、water)優

勢的景觀類別所支配，塊區分布相對也不均勻，往往導致生態功能未能發揮。 

二、平均幾何最鄰近距離指數分析 

平均幾何最鄰近指數(ENN_MN)是指得子口溪流域類別層級中，vegetation、bare soil、

build、road、water 每一個 vegetation 塊區與其最近鄰體距離的總和除以具有鄰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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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9 年至 2012 年得子口溪流域景觀結構指數值 

Table 3. 2009-2012 landscape structure index value. 

年分 2009 年 2010 年 2011 年 2012 年 

景觀結構指數 上游 下游 上游 下游 上游 下游 上游 下游

Shannon 

均匀度指数 
0.44 0.23 0.42 0.21 0.38 0.20 0.36 0.21

平均幾何 

最鄰近距離指數 
6.04 7.01 6.07 7.12 5.77 7.40 5.86 7.42

塊區密度指數 212.71 397.31 222.10 416.19 238.40 415.55 242.96 420.13

蔓延度指數 64.53 56.59 63.18 56.34 62.06 57.19 61.88 56.48

標準化 

景觀形狀指數 
0.04 0.05 0.04 0.07 0.04 0.05 0.04 0.05

平均碎形維度指

數 
1.26 1.19 1.26 1.19 1.27 1.19 1.27 1.19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塊區總數，其數值越小，代表植物群體、陸生動物容易進行繁殖或遷徙的機率增加。這四

年來，得子口溪流域上游之指數值分別為 6.04、6.07、5.77、5.86；下游之指數值分別為

7.01、7.12、7.40、7.42，顯示得子口溪流域上下游之塊區分布集中，其生態系之植物群體

容易藉由所在的塊區進行穿越景觀的播種。 

三、塊區密度指數分析 

塊區密度指數值(PD)，是指得子口溪流域景觀層級中擁有的塊區數量除以景觀總面

積，其值越大，代表擁有更多的塊區重複出現，棲地呈現破碎化(Saunders et al., 1991)，這

樣的結果往往造成棲地區塊間生物不容易互相補充，單一生物族群比較容易絕種。因此，

整體性的棲地破碎化會導致生物物種減少。從 2009 年至 2012 年得子口溪流域上游之指數

值分別為 212.71、222.10、238.40、242.96；而下游之指數值分別為 397.309、416.192、

415.553、420.126，這說明得子口溪下游之塊區密度比上游之塊區密度大，有較多破碎的

小塊區，呈現破碎化孤立效應，限制物種活動範圍，加重物種移動障礙，使得塊區間物種

不容易互相補充，單一生物族群更加容易滅絕。這樣的結果往往由於人為開發，造成生態

功能下游比上游較差。 

四、蔓延度指數分析 

 蔓延度指數值(CONTAG)，是指得子口溪流域景觀層級中，vegetation、bare soil、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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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water 每種塊區類型不同比例乘積的總和，其值越大代表塊區類型呈現大幅度的聚

合，空間複雜度降低，能有效過濾暴雨逕流，為一個高度有序的景觀，具景觀美質(Hunziker 

et al., 1999)。從 2009 年至 2012 年得子口溪流域上游之指數值為 64.53、63.18、62.06、

61.88；而下游之指數值分別為 56.59、56.34、57.19、56.44，這顯示四年間變化幅度都不

是太明顯，但上游比下游的景觀格局由少數團聚的大塊區組成，能有效過濾暴雨逕流。 

五、標準化景觀形狀指數分析 

標準化景觀形狀指數(nLSI)值，是指得子口溪流域類別層級中 vegetation 類別的周長

減去該類別的最小周長，除以該類別最大周長減最小周長之差，其值越大，表示該

vegetation 類別形狀複雜度高，趨於長型的塊區，且具備邊緣效應，能大幅增加物種遷移

接觸率，如：攔截植物種子或是動物掠食機率增加(Guzwiller et al., 1992)。從 2009 年至

2012 年得子口溪流域上游之指數值為 0.04、0.04、0.04、0.04，而下游之指數值分別為 0.05、

0.07、0.05、0.05，這代表得子口溪流域 vegetation 塊區形狀複雜程度不大，邊緣曲折度不

高，缺少陸生、兩棲物種喜歡的邊緣棲地。 

六、平均碎形維度指數分析 

平均碎形維度指數(FRAC_MN)，是指得子口溪流域景觀層級中，河流棲地塊區的複

雜程度，其值越大，表示該具備多樣性與邊界複雜性。從 2009 年至 2012 年得子口溪流域

上游之指數值為 1.26、1.26、1.27、1.27；而下游之指數值分別為 1.19、1.19、1.19、1.19，

顯示得子口溪流域整體塊區形狀呈現單調化，係由於人為干擾造成的景觀單一化。 

 

 

結 論 與 建 議 

本研究應用景觀結構指數結合地理資訊系統及正射影圖像分析得子口溪 2009 年至

2012 年之景觀變遷，獲得之結論歸納如下： 

一、結論 

河流具有水源地、水路運輸、旅遊娛樂、物質迴圈與生態保護、減弱城市熱島效應及

調節局部氣候等功能。但河流也是最易受人類活動影響的生態系統之一。在過去的半個世

紀中，人類對水資源的需求大量增加,大量排入河流，再加上河岸植被帶破壞、外來物種入

侵、水土流失及築壩、分流、裁彎取直、堵塞、河岸固化等物理性建設活動，已造成全球

範圍內的河流生態系統的破壞(Karr, 2000)。 

得子口溪流域的自然生態景觀結構單一化，降低了環境的自淨能力；又由於風景區的

設立以及城市化過程導致的人類活動加劇，破壞了原本的景觀格局，致使塊區破碎化程度

加深，人口過度密集也給城市發展帶來了壓力，導致了景觀類型的高度聚集，城市熱島效

應嚴重。由景觀指數計算發現，在景觀層級有破碎化趨勢，空間分佈越來越不均勻。同類

型的塊區距離越來越近。對於外力干擾和外來物種入侵，蔓延速度增加，地景多樣性逐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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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降，地景的異質性降低。 

得子口溪流域上下游之景觀格局受到少數幾種(如：vegetation、water)優勢的景觀類別

所支配，塊區分布相對也不均勻，往往導致生態功能未能發揮。而 vegetation 塊區形狀因

農業開發與人民的耕作養殖習慣，許多河岸皆被農民開闢為菜田、養殖魚池，使得河岸景

觀結構單調均質化，減少生物棲地，對河川生態極為不利。 

田野調查結果，首先是景觀環境的改變，因為大量遊客進入所產生之環境衝擊，以及

為遊客旅遊所需因應而生之各種硬體建設，均改變原本得子口溪流域的景觀；再者由於環

境改變對當地生態之影響，草地、林地消失，意味著生物棲地遭到破壞，生物之生存受到

嚴重影響；其餘因人為活動所帶來之影響，如噪音、空氣污染等問題，均間接或直接影響

當地之生態。再則得子口溪流域的溯溪活動以及其依水而生的濱溪自行車道、休閒農業等

休憩場域，若能透過置入環境教育的溝通手法，可低成本，產生更多融入機會，讓更多遊

客發現過去與水相處的軌跡案例，及水環境服務的價值。 

二、 建議 

目前得子口溪流域所面臨的兩項生態保育壓力，主要可分為棲地破壞與遊憩壓力兩類。 

(一) 棲地破壞 

開路、河川水泥化、農業與家庭廢水的污染，以及外來種入侵，都是造成得子口溪流

域棲地破壞，這也是河流生態保育規劃所首要解決的問題，如能透過使用天然資材，就地

取材結合現有整流工程結構物，營造多孔隙河岸，以提供物種棲息及植物生長之棲地，進

而提供兼顧防災與生態之河川保育。 

(二) 遊憩壓力 

遊憩行為所帶來的問題有二，其一是因要遊憩需要所進行的工程，如道路拓寬與溪流

水利工程，都是因應遊憩壓力而生。其次則是遊客所來的行為壓力，諸如遊客增加所產生

的垃圾量增加、旅館興建、用水量增加、污水排放增加等，都會對當地溪流環境造成壓力。

遊客人數固然可為當地帶來周邊利益，但遊憩設施及設施承載量之規劃設置，除了考量遊

客人數外，仍需以生態保育為前提。如能號招業者組織河川志工巡守隊，帶領遊客進行河

岸巡守、水質監測、生態觀察等環境教育實際體驗，推廣河川保育的重要，以達育教於民

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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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increase of tourists in the Dezikou River, the stability of its 

landscape environment has been influenced by human activities. For the purpos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Dezikou River,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effectively monitor the transition of 

study area, and effectively explore the influences on the changes of landscape. To achieve the 

above objective, this research first utiliz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spatial 

technologies to gather data of the changes of the Dezikou River in the 2009-2012 years. The 

FRAGSTATS software was then employed to calculate the indices of landscape change. The 

resultant indices and corresponding field work were finally used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landscape ecology and their impacts on the Dezikou River. The results show there was on the 

Dezikou River watershed landscape pattern of being a few advantage dominated the landscape 

category (e.g., vegetation, water) , the relative distribution of the block area is not uniform, often 

leading to ecological function failed to play. The shape of vegetation is not complexity, the degree 

of Zigzag edge is not high, there lacked of terrestrial, amphibious species favorite the edge habitat.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in methodology, we find that landscape metrics significantly characterize 

spatiotemporal land use mosaic in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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