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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擬整合地理資訊系統(GIS)和決策支援系統(DSS)等技術，針對林業試

驗所蓮華池試驗林地，進行基礎之地景規劃研究。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研發一套符

合生態原則的地景規劃決策支援系統，過程中係以空間自相關分析了解不同尺度

下地景單元之空間分布特性，並納入地景規劃之參考。 

研究結果顯示，該試區在全域自相關的表現上，形狀指數呈現空間正相關，

而碎形維度指標則呈現負相關。若以區域自相關來看，全區無顯著的區域特性。

研究結果最後回饋至資料庫中，可供後續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地理資訊系統、決策支援系統、空間自相關 

 

英文摘要 

This study combined various approaches includ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an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SS), in order to develop a primary 
landscape planning in Lian-Haw-Chih Experimental Forest of Taiwan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In this study, a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ethod will be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s of various landscape types under 
muti-scale of landscape units. We also examine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landscape units at different scal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hape index appears positive autocorrelation and the 
fractal dimension appears negative autocorrelation in the global area. As to the local 
condition,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is insignificant. Finally, a GIS based database 
was established for further landscape research.  
 
Key word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SS)、spatial auto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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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組成地景的要素可以分為基質、廊道和區塊，目前地景相關的結構分析皆

以此為分析單元，研究地景的各項指數，例如地景多樣性指標、形狀指數、連結

度指數、碎形維度……等等。這類分析方式的基本假設在於地景存在可以明確區
分的邊界以及在各個單元內都是均質的。然而實際上地景的分布，可能受到環境

因子的影響而呈現某種程度的聚集或相關，大部份的生態現象都具有推移帶

(ecotone)的情況存在，在進行地景分析時，這些部份往往被當成一個地景區塊來
處理，而無法了解其真正的生態意義。 
所謂空間自我相關一般被認為係指在地球表面的某些物件和其相鄰物件的

相似程度。其分析之目的可以確定資料的某一屬性在是否在空間上相關，藉由相

關程度係數的計算，可以度量物理或生態變數在空間上的特徵，以及對鄰近地區

的影響程度。在地景分析時加入空間自相關的觀念，主要可以分析地景區塊聚集

與分布情形，因此，本研究期能由地景區塊的聚集與分布情形可以証明推移帶的

存在與否，並進一步進行地景的規劃。 
將空間自相關的分析方法運用於地景的相關研究時，其主要的意義在於如果

地景單元具有自相關，即地景相鄰區塊的屬性相似性高，此現象表示某些地景單

元特質有聚集的現象，此乃地景差異之表徵，也表示地景單元分布之差異性，該

差異性可能與環境本身的連續性特質有關。當地景單元之間無相關性時，代表空

間中各地景單元和其他地景單元之空間相關位置無關連性，此時空間分佈型態大

至呈現二種情況：一為各單元之發展在空間中是隨機分佈，各種類別之地景單元

分布不具規則性；另一種情形為各種類型之地景分佈屬於均衡發展的狀況，各項

指數均趨近於平均值。反之，如果地景區塊呈現負相關，代表空間中相鄰地景之

屬性不相似性程度高，此時地景單元在空間分佈，可能呈現各不同種類之單元交

互出現。在這些情形之下，某些地景上的干擾，例如林火、病蟲害…等等，也很
可能會依循這些空間上的相關性而擴散或傳播，這部份應納入地景規劃之參考。 
 
研究方法 

進行地景自相關分析之前，需有基本之地景資料庫，本研究試區為

林業試驗所蓮華池試驗林為研究範圍，該地區已具有相關基本資料，但

尚未建立地景規劃的決策支援系統，因此，本計畫將以生態系經營決策

支援系統 (Ecosystem Management Decision Support, EMDS)為工具，建構

一地景規劃決策支援系統，包括：多尺度地景單元的建立、地景資料庫

之產生及建立、空間自相關分析以及決策支援系統的建立。  

1.地景單元的建立  
集水區因地理空間差異性而具有地形、水文及生態上的意義，可視為一基本

的生態單元，因此，本研究在分級單元之選取上，乃以集水區為主，應用 DTM

自動粹取集水區作為生態基本單元，集水區的粹取方法，係就賴晃宇等人於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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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發表之自動化粹取法，以累積流量等於 400個網格點(64ha)時作為粹取河川

網路之門檻值，透過 ARC/INFO AML巨集語言，以電腦自動分析河川網路，並

判釋河川級序和搜尋出水口，依據經營管理者所設定之級序搜尋河川及其出水

口，並依河川級序自動粹取出集水區，當成基本之分析單元。 
另外，為了解各種類別資料的空間自相關情形，本研究以林業試驗所提供的

數位化土地利用現況資料，進一步重新整理及分類，一共分成10大類，分別為

天然林、人工林 (含各種造林地)、道路及建物 (含墓地、水池，及所有人工物)、

水田及旱田、經濟作物(含茶園、竹林、果園、檳榔等等)、草生地、崩塌地、伐

木地、河川地、裸露地及空地。 

2. 地景資料庫之產生及建立  
資料庫的建立係以地理資訊系統為主要工具，建立各尺度單元之基本資料

(如面積、周長等)，此外，還將應用McGarigal and Marks(1994)所開發的 fragstats
程式，計算各項地景指標，當成後續分析單元的地景屬性。地景指標資料庫係包

含嵌塊體面積、邊緣密度、形狀指數、碎形維度等地景指標，這些指標將以向量

式的資料格式儲存。 
由於空間單元是以向量式格式中的面形態存在，在資料探析過程中，為求算

各空間單元與相鄰空間單元間的關係，必須求算各空間單元之中心座標。在本研

究中採用由Anselin 1999年所發展之SpaceStat for ArcView Extension在

ArcView環境下求算各空間單元之中心座標X,Y值。並以二區塊中心點之間的距

離做為後續區域自相關距離計算的標準。 

在本研究中選取形狀指數與碎形維度二個地景指標進行空間自相相的計算

分析，在全域自相關方面使用了Moran和GEARY二個指數，在權重距離計算上，

分別使用最小距離法、四分位法中取第一與第三象限值、中數值、平均值與最大

距離法分別檢測相權重距離選擇的合理性，最後並檢定其Z值，而在區域自相關

部份則是使用Moran和Getis二項指標。 

3.  空間自相關分析  

空間自相關部份以Moran’I和 Geary’s C 二項指標計算全域自相關，以了

解地景大致的相關情形。全域自相關之計算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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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i和 xj分別代表景觀要素 x在空間單元 i和 j中的觀測值，x爲 x的平均值，

Wij爲相鄰權重，n 爲空間單元總數。這裏，I指數與統計學上的相關係數相近，

其值變化於 0和-1之間。當 I=0時代表空間無關，當 I>0 爲正相關，而 I<0時爲

負相關。C值變化於 0和 2之間，C<1時爲正相關，C值越大，相關性越小(Cliff

和 Ord 1981)。 

另外，在該部份尚會分析不同尺度下地景單元的區域自相關，並找出空間自

相關的聚集點，針對聚集點分析其可能的原因及生態意義，並納入地景規劃決策

支援系統的知識庫，進行地景的規劃與管理。 

    區域空間自相關計算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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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j(d)=空間單元i與空間單元j之間空權重矩陣，在空間單元距離d內的空

間單元j為1，其他為0 

在本研究中係以 excel 的增益模組 rookcase進行自相關的計算，rookcase是
用VISUAL BASIC語言所開發用來計算空間自相關的模組，計算指標包含Moran’I
和 Geary’s C以及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的計算，其使用介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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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rookcase空間自相關計算介面 

4. 決策支援系統的建立  

根據自相關分析的結果，可以得到地景特的空間分布情形，並進一

步找出其分布特性的主要原因及生態意義，這些資訊將當成決策支援系

統知識庫的建立準則，針對特殊或一般的分布特性，建立不同尺度的地

景規劃決策支援系統，提供不同經營目的的地景管理參考。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顯示，在全域自相關方面，對形狀指數而言，二個指數皆顯示出具

有正相關的情形，其中Moran相關性較不顯著，可能與其計算基準有關，由於

Moran Index之計算是以所有區塊屬性資料之平均值為基礎，故二區塊間之相關

性視其屬性資料值與平均值之間的差異而定。在碎形維度方面，則呈現負相關，

相同的，Moran的相關性較不顯著。 

 

 

表1.權重距離表(單位：公尺) 

Min. Dist. 1st Quart. Median M ean 3rd Quart. Max. Dist 

5.90401 40.75899 62.16067 70.75914 83.34456 271.7339 

表2.形狀指數全域自相關 
Moran's I =  0.029709Geary's C =  0.228835

z-Normal I = 0.408959z-Normal C = 5.789562

表3.碎形維度全域自相關 

Moran's I =  -0.011003Geary's C =  2.409431

z-Normal I = -0.079096z-Normal C = -10.5814

為了解其自相關的分布特性，本研究在區域自相關方面係計算Local Moran

和Getis*，並以Local Moran分析結果分成負相關、無相關和正相關三級，透

過GIS展示其分析結果(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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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形狀指數空間自相關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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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碎形維度空間自相關分布情形 

Getis Gi*統計量並不直接指出所計算之空間單元為正或負的空間自相關；

因此研究區域內Getis Gi*統計值的高或低是相對性，必須經由統計檢定是否顯

著，如z值大於1.96則表示具有顯著正相關的事實。為了方便資料探析者易於

判釋，採用各空間單元經檢定後之z(Gi*)值，回饋空間資料庫中，利用地理資訊

系統之空間展示功能根據各空間單元z(Gi*)值，大於1.96則分類為具有顯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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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自相關，小於-1.96則分類為具有顯著負空間自相關，而在-1.96到1.96

間則分類為空間自相關不顯著。其結果顯示不論形狀指數或碎形維度指標，其相

關性皆極低，幾乎全部落在相關不顯著的值域範圍。 

 

結論 

    全域空間自相關探析，以一個數值來代表全區空間自相關的探析方式，只能

提供資料探析者，一個綜覽的觀點，對於各空間單元的情況，以及各空間單元對

於全區之影響是無從得知，因此需進一步分析其區域特性。 

在區域空間自相關探析結果中，Local Moran’s I與Getis Gi*之探析結果

因為其指標之特性，導致使用同一資料庫，但分析結果有明顯的差異，因此在資

料探析過程中，由於空間資料庫的特性、不同的資料探析技術以及應用領域知識

差異下，使用相同之資料庫，不同分析技術其結果可能不一致，使用者需了解各

項指標的特性以免誤用。 

由結果顯示，Local Moran的自相關不論是形狀指數或者是碎形維度，經面

積統計可知以無相關的區域面積最大，表示在區域特性方面較傾向隨機分布，若

以Getis 統計值來解釋，則可推論在空間上並沒有顯著的特性存在。推測可能

的原因為蓮華池試區有較高比例的私有土地，其地景區塊的形狀係由人工劃定，

因此缺乏地景生態演替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自相關特性，而呈現較為隨機之分布情

形，故在決策支援系統建立方面，仍需將其基本資料建入，並加註其私有地分布

情形，以供後續決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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