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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地球表面的基本要素，是氣園、水園、岩石圈相互接觸的地帶，也是自然

作用、生物活動物質能量轉化的基地，當然更是我們人組集中活動的地方，作為國土

的主要組成部份，土地可說是任何一個國家最寶貴的自然資頓和最根本的生產基礎。

然而到了今日，隨著人口的激增，人類活動範圍不斷擴大，土地無疑已成為一種

日益稀缺的資源。人類改變土地的利用性質，可能帶來鉅大的效益，但也可能造成無

窮的損害，這些損益利弊，有的表現在經濟方面，有的卻表現在不易察覺的環境變化

和社會成本方面。不合理的土地利用，使原有的有利因素之消耗超過了補充，勢必破

壞了生態平衡，而土地生產力就會出現退化、下降。區域發展也會因而停頓，甚至倒

退。這就是人類為何必須對土地利用作出謹慎安排和規劃的原因。而在人口、資源和

環境三大人穎所面臨的問題當中，土地資源因突出成為矛盾和焦點，各國政府為了開

發，利用和管理土地資源，紛紛設立相關機構，進行土地資源的調查研究，以供規劃

和決策之用。

其實，土地的概念由來甚早，乃來自人類對地理環境的綜合認識。試想先民在開

拓一片土地之時，必然先接觸一些具體的地段，而在這些地段上從事農業活動或工程

建設時，絕不是僅僅與某一自然要素打交道，而是針對所有自然環境要素綜合特徵作

最終考慮。例如，農業生產不能祇根據土壤特點安排作物的種植，還應考慮地形布局

及其決定的水熱條件、地下水深度、排水狀況等對作物生長的影響，以及微氣候的表

現。透過長期的實踐，人們逐漸認識到要做好生產和建設，對土地的綜合和通盤了解

是必須的，這無疑是現今土地科學概念的思想基礎。由此可知，土地是一個綜合自然

地理的概念，它是地表某一地段包括地質、地形、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全部因



140 教學與研究第十三期

素在內的自然綜合體，還包括過去和現在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作用在內。換言之，

土地概念應包含下列內容:(1)土地是自然綜合體，其綜合自然特徵主要取決於各組成

成分和它們之間相互作用性質和特點;(2)土地是陸地表面具有一定垂直厚度和水平範

闊的地段，而各其體地段有大小之別，空間上有一定的地域組合關係;(3)土地是歷史

自然體，受自然規律制約，真有發生和展的歷史過程;(4)土地是人類活動和生產的場

所，又是重要的自然資源，除自然屬性之外還有經濟利用價值，因此它在過去、現在

和將來都受到人類不同程度的利用和改造。

站在地理學的立場，土地的性質取決於存在明顯空間差異的各種自然環境要素，

則地表上的土地當然也必然具有地帶性和區域性的特徵。因而，土地的利用最重要的

一項原則應是:必須知道如何去因地制宜充分發揮土地的潛力。亦即是說，如何需要

清楚認識上述那些相對穩定的環境因素所提供的利用適宜性和限制性，以作為利用土

地和改變土地用途時之理論依據，如此方可達到興利除弊的果效。土地分類和土地評

價，就是在這種需求下衍生出來的實務課題，其目的即在於說明土地利用上的適宜性

和限制性，並把現時所累積起來的土地資料轉化為實踐者可利用的形式。據此，本文

擬就土地系統的研究發展，土地系統的畫分和土地評價的方法等幾方面，一一介紹如

下。

二、土地系統的研究設展

早在春秋戰國時代，我國已孕育出雛型的土地類型及自然地理區畫的概念。例如

尚書中的禹貢篇，就會採用自然分區方法記述當時我國的地理情況，把全國分為九州，

可說是自然地理區畫的首創。另一篇管子地員篇更根據地勢高低和地形差異，將土地

分為潰田(大平原)、丘陸和山地三大類，然後再按地表物質組成，中小地表形態和

其他自然特徵差異進一步分出次一級的土地顯型，並且按土壤肥力和宜耕性把土壤逐

級畫分為不同等次。想想看，遠在兩千多年以前先人已經有這樣高度的認識，實在是

極為寶貴的，可情在以後長期間這種思想並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並無後繼的著作出

現。而科學化的土地系統分析概念，要遲至十九世紀中葉才逐漸發展出來;這時，由

於工業革命的影響，人類當然興起了對自然資源進行綜合分析的熱潮，如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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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eler 和 King (1867) 即曾積極從事這方面的探索，但一直要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

土地系統分析的思想才趨於成熟。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人物當推美國的 J.D. Veatch '他

在三十年代初期在密西根州從事土壤研究工作，即以綜合觀點來看待土地，先後多篇

文章 (1930， 1933, 1937)均詳細論述土地類型的概念，並認為以土壤分類為準的土地調

查並不能正確地反映地表的實際情況，因為由於一個土壤類型分布區內的地形差異，

使圖上所標出的一個區實際包括了許多具有剖面差異甚至完全不同剖面的土體，因此

不能滿足農學家、經濟學家及決策者的需要。他提出了自然土地類型的概念，主張土

地類型應由一切具有人類一一環境意義的自然要素所組成。但為了簡單實用，他採

取了地形和土壤來作出土壤地形區畫 (Pedonomorphic division) 的嘗試。

幾乎與 Veatch 同一時期，英國的R. Bourne (1931)也發展出不同等級的土地單

位的思想，他先認為有必要把地表畫分為具有一致特徵的自然區域，並建議以航照來

比較大尺度的地文區(physiographic region) ，以畫分不同的單元區(unit region) ，再借

助地質圖對單元區和單元點(unit site)進行製圖工作，所謂單元點，其組合即可形成

一個明顯的單位，具有相似的地文、地質、土壤和成土環境等因素，在以後數十年中，

單元點這一術語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上述兩個例子都是從土壤立場出發提出的土地類型概念，這是最早期所發展的一

個方向。另一個方向就是從地形學的觀點來看土地類型。1932年 S.W. Wooldridge即

以此一看法，以平地(flat)和斜坡 (slope)作為地形的最小最基本的單位，並把它們每

一塊均質地帶稱為刻面(fa臼t) ，這些刻面無疑對於土壤、水、聚落和土地利用等都有

深刻意義。他這個意見，以後在英國牛津軍事工程實驗(MEXE)的推動下，有進一步

的發現，並為不少學者所採用。

四十到五十年代踏入另一新階段，即從理論發展到廣泛應用，有些國家更設立專

門機構執行龐大的土地調查及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46年澳洲和聯邦科學及工業

研究組織 (CSIRO)成立了土地研究處(現改稱為水與土地資源處) ，並對全國進行全

面土地調查。 1953 年該成員C.S. Christian和 G.A. Stewart更首次採用土地系統和土地

單元的術語，影響深遠，他們認為土地系統是土地單元的集合，這些土地單元在地理

上和地形上互相關連;在這個土地系統中，地形、土壤和植被按一定規律重覆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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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一個土地系統對另一個土地系統可以是獨立的，具有區域的性質;但也有少數

是可以重覆的，因而又不完全是區域的，帶有類型的性質。再由於土地系統有簡單的，

有複雜的，更有複合的，以致土地系統並不是等價的。總之，澳洲這期間在土地資源

和土地利用方面的成果和方法不斷受到國際間的重視和採用。

六十年代以後，英國在土地類型和應用上有較大的發展。此時建立之土地資源處

(Land Resource Division' 今改稱土地資源開發中心)對發展中國家的開發提供大

量土地資源評量的服務，也完成了數量可觀的專題報告，在其他國家是不多見的。男

外， MEXE也進行眾多的國內土地系統研究。他們用土地刻面(Land facet)作為土地

類型的基本單位，重覆出現的土地刻面的組合即土地系統。過程中主要利用航照進行

判讀製圖，報告用土地系統作單位，各以表格來描述土地單元。1966年，他們提出了

一套七級的自然地理單元系統;(1)土地帶(Land zone)一指主要氣候區域; (2)土地大

區 (Land division)一表連大陸構造及區域型態;(3)土地省 (Land province)一第二級構

造或大型岩石組合; (4)土地區域(Land region)一岩性單位; (5)土地系統 (Land system)

一有發生聯系的土地刻面重覆型; (6)土地刻面 (Land facet) 一土地要素的組合;(7)土

地要素(Land element) 一景觀的最簡單部分，其岩性、地形、土壤和植被都是一致的。

其後，不少學者(如 Mitchell ， 1978, 1979) 的土地系統分顯皆以此為基礎稍作修正的。

加拿大的土地資源調查開發較晚，是在七十年代後期才開始的，但現已成績斐然 o

這項工作是在該國環境剖土地局 (Land Directorate) 的領導下進行的，稱為生態土地調

查 (Ecological Land survey)' 故特別強調生態方面，並建立了一個六級的生態土地系

統:(1)生態省(Ecoprovince) ; (2)生態區 (Ecoregion) ; (3)生態小區 (Ecodistrict) ; (4)生態

組 (Ecosection) ; (5)生態點 (Ecosite) ; (6)生態要素 (Ecoelement) 。另外，荷蘭的國際航

測和地學科學所 (ITe)也有一定貢獻，他們在土地分析 (Terrain analysis) 中突出了地形

因素的作用，強調許多成土因素和土壤特性均可依據地形來推測。他們的分類系統包

括三組，即土地系統、土地單元和土地成分，和澳、英、加的系統名稱雖有不同，但

內容卻是一致的，可以互相對照。

土地系統分析的結果，就是要對土地的可用性或潛力 (Capability) 作出評價 Q 而土

地評價 (Land evaluation, terrain evaluation)一股也是依賴土壤、地形、氣候、植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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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自然環境因素進行比對及分等，並且定出各地土地利用的選擇方案和最佳方向。評價

可藉三個指標作出，即適宜性(Suitabili句)、限制性(limitation)和價值(Value) 。前兩者

基本性質相同，均是要評估土地從事某一類型利用上的潛力;後者則更憑較具體的物

質基礎(如費用)來作評價。

上述土地利用能力的分等也是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後才首先由美國農業部所制定，

目標在於控制土地侵蝕，正如W. Norton (1939)所說. r這種土地分級表明何處能安

全地實行最集約的耕作，並且可以永久性保持土壤，或在不實行耕種的區域，可以集

約地經營牧場或林業而不致於出現水土流失。」美國農業部土地利用能力的分等，開

始分為九等，後來改定為八等。到了五十年代，除了土壤侵蝕外，其他問題也開始受

到重視，新的分法及概括說明了土地利用的限制程度，如A.A.Klingebiel (1958)便在

土壤限制因素外，加入了水分盈虧、氣候、根部發展等的限制因素，使農業上的土地

評價更趨完整。此期間，世界各國因負責農業發展的部門也紛紛定出其自身適用的土

地利能力的分類標準，例如圖7 '即為我國土地農牧局所慣用的土地分級標準。然而，

在這些土地評價的作業中，絕大多數均著眼於農林牧方面的經濟活動，至於針對工程

建設、社區發展或觀光區開發而作的土地評價，則從晚近才受到注意。例如Beckett

and Webster (1965) 、 Brink (1966) 、 Christian and Stewart (1968) 、 Grant (1970, 1975)

皆曾對不同地區作過土地分類，並加上工程評估或綜合評價的作業。 Grant and Fin

layson (1978) 更歸納出土地評價的基本步驟和階段，亦即:(1)釐訂研究目的、找出代

表性的土地特徵， (2)深入了解工程發展的適宜性和限制性; (3)對土地條件進行評價、

(4)把土地單元按其土地條件、歸入不同的土地類別。以 Grant 的評價方法為例，他分

別以土地型態 (Pattern) 、土地單元 (Unit) 及土地組成 (Component) 作為土地類型的分

類標準，據此作出評價 (Evaluation) ，故稱之為 P.U.C.E體系，目前已為不少學者所參

照使用。在評價時，則目前一般最常用的方法是先按各採用因子繪製成個別要素的主

題地圖，然後再疊合 (overlay) 得出合成圖幅 (composite map)' 憑此作為土地適宜性評

價(例如 Froelich et aI., 1978) 的依據，其方法見圖 1所示。在國內，亦有不少學者

(如王鑫， 1980 ;石再添等， 1987 .黃朝恩， 1989 .廖大牛等， L989) 曾介紹過或

進行過類似的研究工作，並有待進一步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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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合成圓的繪製方法(資料來源 FroelichJ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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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土地系統，首先應做的便是分級，然後是分類。一如上述，分級有不同的方

式，而最基本的當為土地系統、土地單位及土地要素等三級。通常利用航照圖便可將

研究區依一般自然屬性畫分成若干士地系統，它們彼此之間有著顯著易辨的差異，同

類系統則具有重覆出現的地形、土壤、植被和土地利用型態，而地質、地形及氣候又

為影響這些現象的基本因素，因此土地系統的畫分宜先由這三者入手。接著可繼續由

航照中將每個土地系統的土地畫分為許多土地單位，其內性質大致相似，但與鄰接土

地相比時，卻具有顯著不同。這時所根據的標準宜包括地勢起伏，組成物質及地形營

力等。圖2即為 Perry (1962)將士地系統加以輩分的實例。

至此，再進一步就是針對土地單位再細分其內的士地要素，當然工作也可以顛倒

過來處理，亦即先晝分土地要素、再將相似的要素逐步組合歸納，定出土地單位。前

一方向多側重大範圍的研究。而後一方向則用於小範圍空間的處理。不過，六十年代

以後，隨著電子計算機的突飛猛進，則綜合法更受廣泛使用。傳統上，土地要素常配

合地區差異而有不同的使用方法。譬如在我國黃土高原，就宜將土地畫分為源、梁、

節、溝、潤等土地類型，然後再依此細分為不同的要素或刻面，但這在其他地區就不

一定適用。因此，新近的土地要素的畫分儘可能採用放諸四海皆準的土地條件指標，

然後用代號表示出來，則更能作為地區之間的比對和進一步的科學化分析。圖3即為

筆者過去一項研究計畫中的實驗例子(Wo嗯， 1988) 。

上述整項調查分析的步驟有如圖4的流程圖所示。首先是航照圓的略讀及分析其

中內容，儘可能提供客觀的開始，並將研究區租略分成幾個組單位。接著便是所採用

圖例的擬訂，這項工作是要配合研究目的及因地制宜的。然後，就應進行野外初勘，

使研究者對研究區的自然環境有初步的認識，所收集到的資料可使前述之航照初閱的

分析結果得到實證。

之後，便可開始航照之詳細判讀，將研究的士地要素加以細分，並將航照資料轉

繪到基圖上。如果航照的比例尺與基圖不同，或是航照圖的偏差變形太大，更要靠圖

像轉移鏡作適當處理，或細心自繪。初步成圖其後宜詳加清繪甚至加色，以達成易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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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系統

回瓦布頓回那帕比自其他

o Kms 20

(b)那帕比土地系統

圖2 土地系統畫分實例

(資料來源: Perry,19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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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系統的數值畫分一不同代號代表不同

要素的特色(資料來源:黃朝恩，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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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原則。下一步驟則為實地的選樣調查，調查之前宜設計好適當的調查表格，所得資

料立即與成圖比對並作合理修正。如為了某一項特殊目的，則往往需要收集更多的特

殊資料，而不應只限於分類所採用的指標。以工程的土地評價而言，當然也要了解研

究區的岩性、地質構造、土壤特性、地下水作用等現象。換言之，每一個基本的土地

單元，皆具有獨特的景觀和面貌，而且各項自然地理要素莫不如此，人類面對每一單

元，自應有不同的經營管理之道，這就是因地制宜的基本精神所在(參見圖5 )。調

查完成後，再作最終的航照判讀，並繪成最終的土地系統圖，必要時更可進行地圖計

測，深入分析該地區的土地資源的特色。

土地質量

度世

地形學圖

圖

|工程評價圖 l

i 最佳利用圖|
|地表水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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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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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討
目
的
、
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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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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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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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資源調查分析流程圖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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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山坡效應

土地系統的畫分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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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評價的方法

土地可以直接通過試驗進行評價，例如種植某一作物或埋沒一定長度的油管，然

後察看其結果。嚴格地說，這種試驗結果僅僅適用於試驗區或某一特定用途，但也有

人以它來推廣應用於自然環境相同的整個地區。直接評價的意義是有限度的;除非評

價者能夠搜集到大量的資料和有關數據，否則現成的資料往往是不足夠的，或者是帶

有偏見的;甚至一些表面看來站得住腳的評價(如土地售價、土地租值等)，也會受

到許多不合理因素的左右，而並不一定和土地固有的生產力密切相關。

因此土地評價多數是間接的，亦即是根據一定的土壤和其他土地性狀來預測出一

種特定土地用途的成敗。其過程大致可分為六個連續步驟(國6 )。第一步乃確定那

些土地性狀是合適的，通常多透過前述的土地分級來達成，所決定和評定的性狀即為

土地特性;在實踐中，有關這些特性的數據包括地形、土壤、氣候和生態等各方面。

土地特性對土地利用的影響很少是直接、簡單而孤立的。例如一種植物並不直接受降

水量和土壤質地的左右，但它肯定可受到水分、養分、通氣程度等相關參數的支配。

而「土地質量」指的就是這些複合的屬性，它是由一系列與土地利用有關的多項互動

因素所決定。

土地的有用程度可以從三方面進行評價，即適宜性(suitabili句) 、利用潛力(capa

bility)和價值 (value) 。適宜性是對某種嚴格限定的用途而定，如種相橘、建核電廠、

築油管等。土地利用潛力則是對一類用途而言。如農業、林業、旅遊業等。土地利用

潛力比適宜性更難評價，因為要在諸用途中確定優選項目(例如:中等耕地是否比不

宜耕種的高產草地更好?單作土地是否優於或劣於複作土地?)並不容易。至於價值，

則建立於貨幣基礎之上，可以一個年度的金額，也可以是一筆資金的支出。如果再加

上社會成本和生態成本的考慮，情況就複雜得多。

無疑，土地評價的最終結果，是作出最佳土地利用的決策，或者是個人的決定，

又或者是公共決定。例如:農夫會問他的土地是否適宜開闢為果園，政府會間新的機

場應當選在那個地點。

在制定適宜性的利用潛力分類時，宜參考農林、林業、工程等各方面的技術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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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因素也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在決定土地價值和最佳利用時，它們常可變為主

導因素。社經因素包括容易定量的地理因素(如離大城市的遠近、交通條件等)、政

治和行政決定等;也包括不能定量的因素，如管理能力和宗教限制等。

土地評價應用面雖然十分廣泛，但主要仍然集中在兩方面，亦即農林業和工程問

題。下面分別就這兩個方向介紹土地評價的方法。

圖6 土地評價的流程圖

自然環境因素

1.土地特性

2. 土地質量

4.

5.

6. 最佳土地利用

(l)農業土地利用潛力的分顯

前述的 CSIRO所執行的計畫，有不少均著眼於評估農業發展中土地的適宜性。

在美國，土地利用潛力的分類均由農業部負責進行，該部參照上文土地系統畫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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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一套全國通用的分顯系統，由小至大包括三個基本層階 :CD潛力單元'(2)潛力

副級'®潛力等級 (Klingebiel and Montgomery, 1961) 。潛力單元與土地系統中之土地

單元相似，其內之土地特性幾乎完全一致，因此在相同經營實務下可生產同一類型之

作物;不但具有類似之植被條件，也需要類似的保育和經營方式，同時擁有相近之潛

在生產量。潛力單元的基本考慮因素包括土壤結構、土層厚度、微地形、排水狀況等

等，而特別將比重放在土壤特性上，至於副級和等級則明顯地加強起伏和排水的份量。

副級特別重視對農業利用之限制及其面對之自然災害，包括沖刷、濕害、根帶限制和

氣候限制等。一般而言，美國農業部將土地農業利用潛力畫分成八個大類，由 I 級至

VIII級不等。由 I 級至 VI之間仍需不同程度的保育處理。再由 V至 VIII級，利用程度一再

降低，其中 VIII級土地必須特別經營，以致所花費的成本太高，回收困難，因而不值得

開發，各級土地利用潛力所面對之災害和限制如表 1所示。在美國， I 級潛力的土地

只占 2% ' II 、 III 、 IV和 VII 各約 20% ' IV 級為 12% ' V 級 3% ' VIII級亦為 2%(Young，

1973) 。

總之，土地利用潛力分類是評價農業用地中應用最廣的顯別體系，而由一等地到

八等地，土地的適宜性及生產潛力依次減少，而限制性的因素則益趨增加，構成發展

上的障礙;等級相同的土地，其適宜性及生產潛力大致相同。

另外我國農業部門所採用的土地潛力分級標準一如圖 7所示，共分為六個等級，

各按不同的坡度和土壤深度加以界分，其中一級地屬於良田，而六級地則為亟須加強

保育的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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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國農業部所採用的土地利用潛力分類

土 壞 地 形 氣 候

自然限制

結構 構造 根 深 tJ~ 水 石碟 坡度 沖蝕 淹水 頗不頗嚴+

等 級 佳不嚴分

良可劣 良可劣 良中差劣 良中不劣甚 無多 緩中陡甚 少中劇 無偶經 利利重重嚴

等 等良劣 等陡 等烈 爾常 重

I 無或輕微 × × × × × × ×
II少量 不 × × × × × × ×
III嚴重 × × × xx × × xx
IV甚嚴重(i) × × × × ×
V甚嚴重 (ii) × × × × ×
VI甚嚴重 (iii) 定 × × × × × ×
VII十分嚴重 × × × × × xx
VOl極嚴重 × × × × ×

(資料來源 :Kli可biel et al. , 1961)

圖 7 我國土地資源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行政院66.9.9.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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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建設土地定量分類

任何一種資源除了具有有限性、區域性和易變性等固有特性外，更存在基本的多

用性。也因為有此多用性，使資源的利用上產生無數矛盾和衝突，給予人類莫大的挑

戰，需要靠著無比的智慧和決心去解決，使資源提供吾人利益的同時，卻不致發生負

面後果(例如生態平衡的破壞、資源的枯竭、資源的分配不合理等)。當然，土地資

源臨為自然資源的一項，同樣具備上述的特色，因此除了作農牧用途外，土地俏有許

多不同的利用價值，而其中從事工程建設和社區開發經常是現代人類焦點所在的首要

選擇。這無疑是由於近世人口激增，科技一日千里，在工業化和都市化齊頭並進的同

時，人類自然殷切地需要更多的土地來發展工業和都市。然而，如果只是著眼於開發

利用而妄顧任何一片土地是否適宜作如此利用，則甚易釀成禍害，以致未見其利，先

見其弊，所以在開發土地作此類利用之前，必須慎對土地作周詳的評估，務求適地適

用，才可防患於未然。通常，工程用地及工業用地的評價，基本方向包括:(1)為評價

特定的地點或項目而對土地進行定量分析;(2)根據特定項目的適宜性或限制性解釋土

地製圖單元，對各不同方案進行評價;(3)非農業目的的土地資源普查分類。

至於所採用的指標，當然不同於以農牧為服務目的的土地，相同的要素包括地形

特徵(如海按、坡度)、侵蝕程度和土地組成(如土壤質地和成分)，所不同的則為

以位置、土地承壓力、地震機率、地下水位深度、基岩性質和結構等，代替了土地肥

力、養分構成和氣候因子等指標。

筆者 (1988)即曾依據坡度、土地要素、侵蝕穩定及地表物質四項變數的資源，針

對香港地區的市郊環境，從事土地評價工作。首先藉著上述數據的收集(見圖3) ,

製成各類數值地圖，除了可以分析各要素的空間秩序和空間關聯外，更可進一步繪製

工程限制圖(圖 8) ，成為將來規畫的基礎。此外，更可利用各變數對工程上的設限

(參見圖 1 的方法) ，再以疊圖法完成合成評價圖(圖 9) ，評估全區土地在日後興

建社區時的限制性及適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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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低度工程限制

口中等工程限制

自高度工程限制

圖嚴重工程限制

自潛在洪恩威脅

圖8 工程限制圖

(資料來源:黃朝恩，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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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合成評價

COMPOSITE CAPABILITY

SUBD IV IS IOH FREO z CUM :r.
H DEVELOPED

AREA 38 9.7 9.7
- FAVORABLE AREA

FOR DEVELOPMT 94 23.9 33.6
FAVORABLE BUT
SPECIAL ENGR
STUDIES REOD 123 31.3 64.9

UNFAVORABLE
AREA 138 35.1 100.0

TOTAL 393 100.0

(資料來源:黃朝恩， 1989)

圖9 土地合成評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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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人類的各項生產活動總是要落實到土地上。對農業生產而言，土地是一種資源;

對工業生產和其他社經活動而言，土地飯是一種不可或缺的立地條件，但也同樣可以

看成是一種資源。土地利用方式的發展和變化，反映了一個地區社經的發展變化。因

此，土地資源的分類、分級和評價，不僅是土地利用總體規畫的基礎，同時可為都市

規章、區域規畫和國土規畫等提供依據，並關係到全地區經濟、社會能否合理和迅速

發展。男一方面，在土地資源分類和評價過程中，透過對土地特徵和不同用地要求的

對比分析，還能使我國對土地資源在各種不同用途下的經濟價值和開發方向、開發潛

力有所重新認識，以便更合理有效地利用和保護土地資源。

由本文可以看到，土地資源調查的方法和任務是緊密地聯繫著的。文中分別介紹

了不少利用數理方法評價土地的方法，這些方法將複雜的土地評價診斷指標，用系統

方向取得幾個不同的土地評價的結果，這對土地利用規畫可行性研究是十分需要的。

而且所取得的成果也是比較科學的。但是土地評價工作不能全部依賴於系統分析，而

要定量與定性研究相結合。最重要的還是土地評價工作者調查的資料是否可靠和詳盡?

目前土地利用的問題是否分析透徹?所選擇的土地質量診斷指標是否能表示調查區士

地質量問題?事實上土地質量的診斷指標的選擇決定了土地利用適宜性，也決定了評

價工作的優劣，這是土地評價工作的關鍵。如果診斷指標選擇得不當，系統分析的結

果也不可能是正確的。系統分析不可能代替土地評價本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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