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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形特徵圖(geomorphological map)是許多國家彙整地形訊息，以及進行自
然災害或土地管理的重要工具，但是臺灣在這方面的發展有限。本研究之主要
目標為探討現階段臺灣進行地形製圖的可行方案，具體目的包括：回顧各國的
地形製圖(geomorphological mapping)經驗；評估國內各項環境類圖資與需要調
查的地形資訊；以焦點團體訪談方式了解地圖使用者的意見。本研究之樣區為
1:25,000 經建版地形圖之木柵圖幅的範圍；地圖使用者則指地形、地質領域以
外的相關專業人士。
本研究回顧義大利、日本、瑞士及 Gustavsson et al.(2006)製作的地形特徵
圖。其中以義大利地形特徵圖系統參考價值最高，圖上完整展現地形特徵
(morphography)、地形計測(morphometry)、地形生成作用力(morphogenesis)、地
質資訊/岩性(geology/lithology)、地形年代(morphochronology)、地形動態
(morphodynamic)等多種地形製圖要素，且文獻也較為完整。盤點國內已經建置
的各式環境資料庫和圖層，發現崩壞、土石流地形與數值地形模型可直接應用
於地形製圖，但多數地形單元還缺乏全台有系統性的資料及圖示呈現。而根據
焦點團體訪談結果發現，模擬地形立體感的表現方式，包含主圖使用陰影圖為
底圖或插圖中的立體地形圖，皆獲得肯定。而為提升主圖易讀性與保存整體資
訊的豐富度，原在主圖的岩性圖層改以插圖方式呈現，以降低主圖複雜性。
本研究以 1:25,000 木柵圖幅為例所進行的分幅地形特徵圖繪製嘗試，涵蓋
i

製圖前期的地圖樣式決定，中期的地形資料蒐集，以及後期根據地圖使用者所
做的調整，此歷程可提供未來發展全台分幅地形特徵製圖工作的重要參考。必
須說明的是，當研究時間或必須在短時間製圖完成時，採用既有圖資不失為一
可行的策略，不過地形基礎研究是地形製圖的基礎，未來須有更多地形專業工
作者投入，以建置更為完整的地形資料庫。

關鍵詞：地形特徵圖、地形製圖、地形圖資、地圖使用者分析、木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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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countries have published geomorphological maps for the purpose of
landuse planning or hazard management. However, such work is largely ignored in
Taiwan. Hence,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construct a 1:25,000 Muzha
geomorphological map for the first time. The main objectives include: (1) to review
geomorphological mapping system in various countries, (2) to evaluate the existing
environmental datasets for mapping, and (3) to collect different map users’ opinions
about the geomorphological map through group interviews.
Four geormorphological mapping systems reviewed include that of Italy,
Japan, Switherland, and Gustavsson et al.(2006), The geomorphological map of Italy
consists of the most complete information, including morphography, morphometry,
morphogenesis, geology/lithology, morphochronology, and morphodynamic. It is
found that various datasets of geological hazard and digital terrain model (DTM) are
available in Taiwan, including those incorporated in the Susceptibility maps of mass
wasting and debris flow, and to a less extent, fluvial terrace. However, the datasets of
many characteristic landforms of various geomorphic processes are not available in a
systematic way. Through the group interviews of non-geomorphologists/geologists,
potential map users recoken, it is found that hillshade map or 3D map are easier to
read than the contour map. Information such as geology and lithology is better to be
presented in the inset maps rather on the main map to increase the readability and
preserve the information abundance.
In brief,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n overall workflow of geomorphological
mapping which is applicable in Taiwan, with the example of Muzha. It will benefit the
work of constructing geomorphological map series in the future.

Keyword：geomorphological map, geomorphological mapping, environmental
datasets, map user study, Muz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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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動機與目的
為因應國土管理之需，世界各國政府大多會製作地形圖(topographical
maps)、地質圖(geological maps)、土壤圖(soil maps)等基本地圖，有部份國家還
專門產製地形特徵圖(geomorphological maps)，又為因應自然災害管理之需，進
一步發展出災害潛勢圖(susceptibility map)等。臺灣高動態變動之地形環境特
色，加上土地趨近飽和的開發，過去數十年間國內的自然災害事件頻繁發生，
並且有逐漸增加的趨勢(林雪美，2004；內政部消防署，2018)。對此，臺灣已
出版各式環境類圖資得以作為認識環境的工具。這些圖資包括等高線地形圖如
經建版地形圖、像片基本圖等，地質相關之分幅地質圖、環境地質基本圖，以
及地質災害潛勢圖等等。然而，至今仍缺乏一套以地形為主題的地形特徵圖。
地表形態為地形作用（營力）、地質構造、構成地形材料等在特定環境系統
中交互作用的結果，對於曾發生過或未來將發生的災害事件，有一定的指標性
（井口隆，2015）。意即不同的地形環境特色是造成災害的重要「原因」，因此
了解各地的地形環境是對於災害溝通來說更為重要的一環。經地形製圖
(geomorphological mapping)所產製的地形特徵圖，目的在於完整記錄地表的地
形特徵，並以地圖學的概念呈現於地圖上，應有助於使用者了解災害發生背後
的「原因」。
國際上，地形特徵圖的製作在 20 世紀初期便開始發展，如德國、義大利、
波蘭等國皆嘗試建置屬於全國性的地形特徵圖規範，直至 20 世紀末地理資訊系
統的興起後又帶起了一波現代地形製圖(modern geomorphological mapping)的風
潮。然而，臺灣雖有少數學位論文或有關「地形製圖」的課題(王明志，1993；
張瑞津，1997；林聖琪等，2015)，但至今尚無專責機構建置地形製圖規範或繪
製地形特徵圖。
在設計地圖前，應思考兩個主要問題：1.製圖目的以及欲傳達的主要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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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及 2. 製圖對象或是地圖可能使用者(Otto et al.，2011)。過去在各國發展的
地形特徵圖普遍存在資訊量過於豐富而難以閱讀的問題，而臺灣在尚未有屬於
自身環境的地形特徵圖的背景之下，需釐清地形製圖的最終目的，以便在圖面
資訊量以及易讀性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本研究以地形學的角度出發，在現代
地形製圖的背景下，從國內外地形製圖經驗的基礎上思考如何利用地形製圖的
方式在地圖上完整且清楚地表現地形的形態以及演育。本研究的具體目的為：
1.

了解各國的地形製圖發展與經驗

2.

了解國內現有圖資並整合進行地形製圖

3.

了解潛在地圖使用者對於地形特徵圖之使用意見

第二節、文獻回顧
本研究的文獻回顧分為四個部分，首先彙整地形特徵圖之定義與常見分
類，其次回顧目前國際上地形製圖的發展狀況，並接著檢視臺灣在地形製圖方
面的發展，最後，針對地圖如何表現地形訊息進行回顧。

一、地形特徵圖之定義與分類
地圖記錄著製圖當下的地表狀態，其中地形是在野外中最容易見到的特徵
之一(Collier et al., 2003)。地形特徵圖便是其中一種最常用於表達一地的地形環
境特色的地圖。針對地形特徵圖的定義，Klimaszewski (1990)在波蘭的地形特徵
圖手冊中認為是「一種告知使用者各種地形的分布、大小、起源、年代的地
圖。」Barsch et al.(1987)則在德國的地形特徵圖手冊中，將其定義為「記錄各
種高山地表地形，如石牆、冰磧、崩塌地等資訊的地圖都可稱為地形特徵
圖。」義大利環境資源局則在義大利的地形特徵圖(ISPRA, 2007)中認為「一套
呈現地表起伏形態(包含海底地形)的地圖，其功用在於描述地形形態的特色、
解釋從過去到現在由內外營力所造成的地形，並且辨認地形的年代序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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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形界出版的地形學辭典中，定義地形特徵圖為「將任意區域的所有地形表
現區分為各種地形類型的地圖，透過符號、顏色、數值等圖例組成，區分出不
同地形類型的形態特徵、營力、形成順序(形成年代)等資訊」 (日本地形學連
合，2017)。而 Otto et al. (2013)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所出版的
Geomorphological Techniques 中，大致總結了地形特徵圖各種定義，認為是
「一種利用圖示表示的地景分類系統，使用描繪圖形的方式記錄地形以及地表
與近地表地質。 Graphical inventories of a landscape depicting landforms and
surface as well as subsurface materials.」由此可知，地形特徵圖製做主要的目標
便是完整記錄地表上的各式地形特徵。

圖 1-1 Bentivenga et al. (2015)繪製之義大利 Craco 與 Pisticci 地區地形特徵圖

地形特徵圖在分類上，可分為基本地形特徵圖(Basic/general
geomorphological map)與專門地形特徵圖(Derivative/applied geomorphological
map) (Dramis et al., 2011)。基本地形特徵圖主要是將製圖範圍內的地形環境資訊
以良好的圖示表現方式呈現於圖上，主要的目的是使讀者了解一個地方的地形
環境特色(Paron et al., 2008)。在 Journal of Maps 之期刊中，收錄了不少以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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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形製圖為研究主題的文章，該些文章所產製的即為基本地形特徵圖。例
如，Bentivenga et al. (2015)採用義大利官方的地形特徵圖系統，為義大利 Craco
與 Pisticci 地區的惡地地形，繪製 1:16,000 的地形特徵圖(圖 1-1)； Lambielet et
al. (2016)採用洛桑大學建置的地形特徵圖系統，繪製阿爾卑斯山 Hérens 山谷的
地形特徵圖；Loibl et al. (2013)則是利用德國的地形特徵圖系統，製作了德國淺
山地區的地形特徵圖(圖 1-2)。

圖 1-2 Loibl et al. (2013)繪製之德國地形徵圖(節錄)

專門地形特徵圖是利用基本地形特徵圖作為基礎，進一步加值應用在不同
的領域，如工程、防災、土地規劃等(Dramis et al., 2011)。如在日本官方的地形
特徵圖體系中，「土地條件圖」為特別針對防災及土地規劃目的所繪製的地形特
徵圖(圖 1-3)，該套地圖上呈現的資訊，包括地形分類、地形高度以及主要防災
相關機構、人工結構物(河川與海岸)(國土地理院，2007)。同時，針對水災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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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日本也繪製所謂「治水地形分類圖」，並搭配說明手冊來理解地形訊息
與災害之間的關係(國土地理院 防災地理課，2015)。關於地形特徵圖在防災應
用上之探討的文章頗多 (e.g. Petley, 1998；van Westen et al., 2000；van Westen et
al., 2003；Seijmonsbergen, 2008)。例如，Parry(2011)為了評估香港地區的坡地災
害潛勢，將香港的山坡地區進行地形特徵圖的繪製，以便未來對於防災工作的
應用。Griffiths et al.(2011)針對英法隧道在英國端終點的地形，評估周遭的崩塌
潛勢，進行詳細地形調查搭配影像判釋，以繪製大比例尺 1:500 的地形特徵
圖。

圖 1-3 日本土地條件圖之示例-田邊圖幅(國土地理院，2007)

工程的施作上時常也須面臨當地環境與災害的挑戰，地形特徵圖便提供了
一項評估環境的重要工具。Brunsden et al.(1997)便針對地形測繪在公路工程上
的目的提出以下幾點地形製圖需求：
1. 確定路線的一般地形特徵，包括對於替代路線的建議和有風險的位置。
2. 定義路線的「情況(situation)」，例如確認路線邊界之外的影響。
3. 提供現場地形演育的概況，包括施工材料放置的地點，以及施工期間和
5

施工後會影響安全的地形作用發生位置。
4. 定義具體危害，例如崩塌、淹水等。
5. 描述排水特性、地表與地下排水的位置和配置、所需的排水方法類別。
6. 坡度分級，根據陡峭程度、起源和穩定性。
7. 對風化性質和程度的描述，包含對礦業塌陷和侵蝕的敏感度。
8. 地形單元的定義，作為鑽孔採樣計劃的架構並將衍生數據從採樣點擴展
出來。
由以上的回顧可知，地形特徵圖為一種適合用於表現地形特徵的地圖，並
且根據使用目的的不同，可分為基本地形特徵圖以及專門地形特徵圖。

二、地形製圖的發展與挑戰
地形特徵圖的進程大致從 20 世紀初期的歐洲國家開始，早期的地圖大部分
僅針對特定的地形進行繪製，如河階地形，其他部分的地圖則留白
(Verstappen，2011)。實際上要到 20 世紀中期較為成熟的地形分類圖概念才在歐
洲地區蔓延，包括法國、英國、德國、波蘭、義大利等等國家都在這一波地形
分類圖製圖的潮流上，在該國內大致是由地質調查單位擔任調查的工作，但比
起地質圖的建置來說，以全國分幅地形特徵圖為目標的國家仍相對較少，甚至
在美國並未有類似的計畫(Paron et al, 2011)。在 1968 年國際地理學會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簡稱 IGU)的研討會上，其中一主題便是地形
製圖，並且試圖整合各國的地形分類圖發展建置一套標準化的地形分類圖系統
(Demek, 1972)(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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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

泉

自然堤

河道

點沙洲

沖積扇

乾河床

侵蝕階地

三角洲

瀑布

堆積河階

潛在氾濫原

圖 1-4 國際地理學會之地形圖例(引用自 張瑞津(1997)轉引 Demek(1972))

但該嘗試結果並不成功，因地形相關研究的方法學轉變，即自然地理學在
1970 年代開始了一波量化研究的風潮，因此像是在地形計測方面就逐漸追求更
高精度的地形訊息，並且 GIS 技術的出現也使資料處理方面可更加的細緻化
(Smith et al, 2017)，舊式的地形製圖技巧便越來越不適用。但 Verstappen (2011)
也提到，統一的地圖系統仍較為不切實際，應依照不同需求而有不同的地形製
圖的彈性。因此，各國便根據自身的環境條件，發展出各式的地形特徵圖系
統，特別是在歐洲國家(Paron et al, 2011)(表 1-1)。

表 1-1 各國地形特徵圖系統彙整
國家/繪製

繪製年代、

單位

比例尺

德國

1986／

(Barsch et

1:100000、

al., 1987)

1:25000

其他資訊
其產製了兩種比例尺的地圖，包括 27 幅 1:25,000 以
及 8 幅 1:100,000 之地形特徵圖。地圖元素的呈現包
括近地表地質、地形生成作用力、地形幾何資訊、
水文資訊、定年資料。
義大利的地形分類圖研究已經有相當的發展歷史。
而由政府地質調查單位的計畫(CARG)主導，預計生

義大利
(ISPRA,
2007)

1988／

產出共計 652 幅全國性的地質以及相關的主題地

1:50000

圖，比例尺皆為 1:50000。其地圖元素包括地表型態、
水文資訊、岩性及沉積物、地質構造、地形生成作
用力、定年資料、地形演育資料(活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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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土地理院所生產的土地條件圖，目的在於防災
方面的應用，甚至是更進一步做為未來都市規劃的

日本
(田村俊

1963／

參考底圖，因此生產了比例尺為 1:25000 的土地條

1:25000

件圖。地圖方面，針對山坡以及泛濫原的地區進行

和，2011)

重點的地形分類，同時也將人為改變地形的部分納
入圖例系統中。
稱為「中國地形輿圖」，共計生產了 74 幅比例尺為

中國
2001／
(Cheng et

1:1000000

al., 2011)

1:1000000 的地形分類圖，上面有超過 1300 種的地
形分類。其地圖的地圖元素分成七種：基本地形資
訊、地形生成作用力、地形生成次要作用力、型態、
次要型態、坡度坡向、岩性。
為國內 Project MAGNA 的一部分，目的在於生產全
國性的地形分類圖以及相關說明書，以更加了解國

西班牙
1986／
(Paron et al,

1:50000

2011)

內的自然環境。以等高線地形圖為底圖，地圖資訊
著重於呈現地形生成的作用力以及地表的沉積物，
並在圖例呈現上同時能夠表現年代以及類型。在說
明書中有記載地圖上各種元素的說明，包括地形資
訊、近地表地質資訊、地表沉積物資訊等。
1980 開始，荷蘭政府開始利用 GIS 系統進行大規模

荷蘭
1960／
(Koomen et

1:50000

al, 2004)

的地表以及近地表資訊的整合，成果為 TNO (the
Netherlands Organization for Applied Scientific
Research database)。利用 LiDAR 做為地行分析的材
料，生產出 62 幅比例尺為 1:50000 的地形分類圖。

波蘭

由波蘭的科學研究院底下的地理與空間管理部門進

(geographia

1968／

行地形特徵圖的繪製，目的在於了解全國的環境裡，

polonica,

1:50000

不同地形種類的生成與演育。地圖上根據不同地形
區給予不同的顏色，並且分類出不同的特徵地形。

1982)
羅馬尼亞
(Maria et

1976-1990

在 1976 到 1990 年代，羅馬尼亞的地理官方單位生

／1:200000

產了涵蓋全國範圍的地形分類圖，比例尺為

1997~今／

1:200000。近期地理單位正在生產 1:25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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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11)

1:25000、

比例尺的地形分類圖。圖例有 167 種分類，在地圖

1:50000

元素上包括有地質資料、構造資料、較粗略的地表
分類以及九種地形分類(侵蝕、冰河、河流、海洋、
喀斯特、風成、火山、構造、人為)

澳洲

2004／

(Paron et al,

1:100000、

2011)

1:25000

有別於白人為主的國家，澳洲是少數沒有生產全國
性地形分類圖的國家，並於國內的「紅色大陸表面
沉積物與地形(CRC LEME Programme)」中進行，共
生產 205 幅。
最初的目的是針對亞馬遜地區進行製圖，但最後是

巴西

1971-1985

(Paron et al,

／

2011)

1:1000000

進行全國的環境調查，包括地質、植被、土地利用，
同時也包括地形調查。最後總共生產 49 幅比例尺為
1:1000000 的全國地形分類圖。其地圖的元素包含地
質資料、精確地形分類、構造資料、地形生成作用
力以及地表沉積物。

地形特徵圖發展至今已從傳統地形計測在 20 世紀末逐漸變成現代地形製圖
(Modern geomorphological mapping)，意即過去需要利用詳盡野外調查來建立環
境基本資料的工作，現在已經可以利用多種數值資料如數值地形模型、光達等
等進行快速的地形分析(Seijmonsbergen et al.，2013)。因此現在有關地形製圖的
相關研究逐漸朝向地形的數值地形分析(Allen et al., 2012；Metelka et al., 2018)、
資料精度的提升(Tarolli, 2014；Wheaton et al., 2015)。但不管是哪個時期的地形
製圖，其發展仍然面臨一些根本上的問題，在 Bishop 的文章(2012)中提及數個
geomorphological map 需要面對的挑戰，如建立地形分類、不同尺度且可重複操
作的地形製圖方法、決定地形繪製邊界、統一的圖例系統等(表 1-2)。而在
Griffiths et al (2008)的文章中更進一步針對地形特徵圖製作完後，對於不同使用
者來說應考慮何種的地圖簡化(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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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地形製圖之相關議題(整理自 Bishop et al., 2012)
建立地形分類





不同比例尺的
地形製圖方法




實際地表的地形階層為何?不同尺度的問題能夠被獨立
呈現嗎?
如何以地形形態與地形生成資料來完整闡述一個地方的
地形?
若已知作用力的速率變化，地形與演育時間的關聯性能
夠如何被呈現?
圖面上應該要包含多少資訊，才成為一張有意義的地
圖?
何種製圖方法最能夠整合各種知識、分析在 DGM 上?

決定地形繪製
邊界




如何呈現多重成因的地形？
地形分區應該呈現明確(discrete)的邊界或是模糊(fuzzy)
的邊界?

統一的圖例系



何種呈現方式最能夠表達地表的起伏型態?

統



時、空變化的資訊如何呈現在地圖上並整合?

圖 1-5、目標使用對象不同所產製的各類環境類地圖，上排左至右為地形計測
圖、地形特徵圖，及下排的災害潛勢圖 (Griffiths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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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地形在地圖上如何被完整的展現仍是地形特徵圖最基本的重點之
一。曾有學者認為地形製圖的相關工作逐漸落入 GIS 專業者的手上，反而地形
學者在其中的參與程度越來越低(Radoane et al, 2011)。不可忽視的是，地形製圖
本身的耗時與繁複使得近年以地形製圖做為研究的相關文章越來越少。同時在
地形分析技術、地圖技術上有快速突破的同時，卻也忽略了本身地形特徵圖所
蘊含的地形訊息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擬提出一套以採用大量國內現有圖資作
為方法，並以地形學角度為設計出發點的一套製圖系統，期望能有效的改善地
形製圖效率並且促進地形訊息的溝通。

三、臺灣在地形特徵圖方面之發展
臺灣文獻方面，以地形特徵圖為主題的文章數量並不多。最早的嘗試算是
以王明志製作的碩士論文(1993)以及出版的文章(1993)為首，接著則有張瑞津
(1994、1997)對於地形特徵圖(文中以地形學圖稱之)的簡介。這些對於地形特徵
圖的嘗試也剛好是 20 世紀末國際上對於地形特徵圖的一波風潮。在王明志
(1993)的碩士論文中，根據多種的地形屬性，包括地勢高低、岩石的類性、未
膠結沉積物的粒徑、土壤含水量等，並利用不同地形之間的遷急線作為邊界，
在臺北盆地及周圍劃分出 12 種地形分類(圖 1-6)。
然而，要直到 2015 年，臺灣才重新在地形特徵圖繪製方面有了新的嘗試。
林聖琪等人(2015)選定兩處可能發生潛在大規模崩塌災害之集水區，也就是屏東
縣霧臺鄉大武聚落以及嘉義縣竹崎鄉文峰聚落，參考義大利國科會地質水文防治
研究所於 2007 年所製作的地形特徵圖後，進行針對臺灣聚落尺度的大比例尺地
形特徵圖繪製，目的在於了解聚落附近邊坡的安全性，以利用在未來與社區民眾
進行防災工作宣導等等工作(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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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王明志(1993)論文中所繪製的
地形特徵圖

圖 1-7 以嘉義縣竹崎鄉文峰聚落為
例的地形特徵圖(林聖琪等，2015)

在臺灣相關地圖出版方面，已經有相當豐碩的各式環境類地圖成果，包括基
本地形圖(包含經建版地形圖、像片基本圖等以等高線地形圖為主之地圖)、
1:50000 分幅地質圖、環境地質基本圖、災害潛勢圖等等，對於了解臺灣的自然
環境有相當重要的貢獻，但目前仍未有以地形特徵圖(或是 geomorphological map
等相關名稱)為名出版的地圖。
從日治時期開始的相關地形研究至今，成果相當豐碩，尤其在地圖方面也
有不少有系統性的中比例尺分幅地圖出版，如 1904 年的臺灣堡圖、1921 年的
臺灣地形圖等等。在臺灣的各式地圖中，較為常見的為以等高線來表現連續的
地表形態。除了等高線外，尚有紀錄部分的地形特徵，如地形崖、乾河道等。
然而地形圖演變至今，所呈現的地形訊息越加的簡化，如在經建版地形圖已無
地形崖的圖例標示(表 1-3)，顯示臺灣地形相關地圖在地形訊息的呈現上越顯缺
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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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臺灣環境類地圖地形資訊整理表
地圖*

河道/支流

地形訊息
沙地

礫灘

地形崖

乾河道/乾溪

1:20,000
臺灣堡圖
1898~1904
1:25,000
臺灣地形圖
1921~1945
1:25,000
二萬五千分
之一地形圖
1951~1956
1:25,000
經建版
地形圖
1985~2003

無
可由顆粒大小推測

而在目前已出版的地圖中，與地形特徵圖較為接近的是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
查(以下簡稱中央地調所)所出版的「環境地質基本圖」
。中央地調所於 2002 年開
始執行為期五年之「都會區及周緣坡地整合性環境地質資料庫建置計畫」(地調
所，2002)，該計畫主要針對坡地之各種地質災害進行詳細的調查，並且界定與繪
製地質敏感區，主要目的在於建置一套完整的資料庫，以補足國內有關環境地質
災害的相關資料。整體計畫規劃在五年內分期針對都會區與周遭之山坡地進行分
區調查及圈繪工作，面積達 1000 平方公里以上，同時調查成果將較以往更為精
細，包括岩性、岩體強度、各項環境地質資訊等(地調所，2008)。最後該計畫完
成四種主題地圖並出本版成圖集，地圖包含「環境地質基本圖」(圖 1-8)、
「岩體
強度分布圖」、「岩性組合分布圖」(圖 1-9)、「地質災害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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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坡地環境地質基本圖：國姓圖幅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3)

圖 1-9 岩性組合圖：木柵圖幅(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5)

同時，由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原建設局)在 2000 年初期進行的「測繪臺
14

北市五千分之一環境地質圖及建立環境地質資料庫計畫」產製環境地質基本圖
的相關成果(產發局，2000)，但對象更針對台北市周緣的山區進行繪製四大主
題地圖，包括 1:1000 環境地質基本圖(圖 1-10)、1:5000 環境地質基本圖、
1:5000 坡度圖、1:5000 山崩潛勢圖。有別於中央地調所出版的地圖，由台北市
政府所出版的環境地質圖上還多套疊了地層的資訊。

圖 1-10 臺北市環境地質圖：舊庄圖幅
(圖片來源：中興社防災科技研究中心網頁，瀏覽日期：2017.05)

其中，在環境地質基本圖的內容部分，其比例尺為 1/25,000，但在所有調查
及圖層數化工作均以 1/5,000 之地形圖作為工作底圖進行(地調所，2003)。圖面
上使用 10 公尺為間隔的等高線作為底圖，上方放置重要道路之圖徵，最上層則
表現圖幅內的環境地質資訊(圖 1-11)。製作過程包含彙整歷史地質災害資料、
DTM、等高線及正射影像製作及地形判釋、近期航照影像立體像對判釋，並輔
以野外調查檢核。調查項目以及最終地圖繪製的地質災害分類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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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落石（崩崖、崩崖面及堆積區）、

2.

淺層崩塌（崩崖、崩崖面及堆積區）、

3.

深層滑動（崩崖、滑動面及堆積區）、

4.

順向坡（地形面範圍）、

5.

土石流（流動區、堆積區及古沖積扇）、

6.

煤礦坑道及採掘區、

7.

棄填土區(（一般棄填土、礦渣堆積、垃圾掩埋場之堆積範圍)

8.

河岸與向源侵蝕(侵蝕位置) 。

圖 1-11 環境地質基本圖-圖上呈現各式崩壞地形及人為開發(地調所，2002)

綜合以上，臺灣在地形特徵圖相關的研究與計畫成果仍較為缺乏。而最接
近地形特徵圖的環境地質基本圖，雖然其中所包含的環境地質資訊也會出現在
地形特徵圖當中，但圖上僅針對崩壞地形進行詳細的分類，仍缺乏更多特徵地
形的判釋。以普通地形特徵圖的概念來說，應以完整呈現地表上的地形為主要
目的。而且在過去臺灣的相關地形製圖文章也皆無以分幅地圖的概念作為思
考，因此本研究將參考各國的地形製圖經驗以及國內分幅地圖作為本研究之地
形製圖的基礎，並再藉由彙整臺灣已出版的地形相關圖層進一步加值成為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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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之地形製圖的重要材料。

四、地圖上的地形訊息呈現
地形(landform)可視為構成地表型態的單一或是典型單元(De Blij et al.,
1996)，與 topography/relief 等名詞相比，landform 又更指稱受到一定的生成作
用力所形成的地形單元(Pike et al, 2009)。而地形又可分為特徵地形
(landform/specific lanform)與連續地形(land surface form/general landform)(Evans,
1972)。前者屬於有一定邊界範圍的地形特徵，並被包含在連續地形當中；後者
則為覆蓋整個地表的連續地形起伏(Evans, 2012)。為了表示這些地表的地形，
如何將立體的地景轉變成為平面的地圖是地圖學者至今仍不斷在思考的問題
(Orford, 2005)。在地圖呈現上有許多不同的形式(圖 1-12)，其中在 Buckley et al.
(2004)較完整地整理出各種地圖表現地形的方式，其中包括寫生地圖
(Perspective-pictorial maps)、等高線圖(Contouring)、分層設色圖(Hypsometric
tinting)、暈滃圖(Hachures)、陰影圖/暈渲圖(Hillshading)、地形計測圖
(Morphometric maps)以及地表單元圖/地形特徵圖(Terrain unit maps)。雖然該文
章以針對表現高山地區的地形特徵為主要討論對象，但至今大部分為了表現地
形所做的努力仍依照這些方式繼續的在發展中(Mitasova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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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 地形之圖示方式(Bishop et al., 2012)
A.實際地表、B.連續地形、C.特徵地形

其中，比起等高線地形圖 (topography map)利用等高線來顯示不同高度坡
度的地形變化來說，地形特徵圖(geomorphological map)的特色則是直接使用不
同圖徵，將地形特徵註記在地圖上，方便使用者能夠更快速了解地表上的不同
地形的空間分布形態，以利進一步的分析利用(王明志，1993)。地形特徵圖因
為需將立體的地形特徵轉化成為平面的地圖圖例，常使用點、線、面符號來表
現各式的地形(表 1-4)。符號的大小(size)時常表示地形的實際大小、作用範圍，
而不同的圖案結構(texture)的表現方式常用於表現大面積的資訊，如岩性、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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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o et al., 2011)。顏色方面則利用色相(hue)、明度(value)以及彩度(chroma)色
彩三特性的變化與使用者的認知上進行關聯，如藍色時常被聯想成與水體有關
的特徵，如河道(Otto et al., 2011)。但在許多國家的地形特徵圖中經常展現的地
形作用力(Gustavsson et al., 2006)，則自成一套體系以顏色區分不同作用力，如
許多國家皆將河流作用造成的地形標示成綠色，並非藍色。
而 Robinson et al. (1995)則曾在<Elements of Cartography>中提到，地圖的視
覺變數包括：形狀 (shape)、大小(size)、方向(orientation)、色相 (hue)、明度
(value)、彩度 (chroma)，這些視覺變數將會影響地圖設計上的四個重點，一張
好的地圖應依循這四個原則進行設計：
1.

易讀性(legibility)：透過符號大小、符號隱喻，使讀者能夠快速理解地圖上

的資訊。
2.

視覺對比(visual contrast)：視覺呈現清楚。

3.

形底關係(figure-ground)：利用心理學對視覺的互動，凸顯地圖主題。

4.

階層組織(hierarchical composition)：透過符號粗細大小或色彩濃淡，表達具

系統性的地理資訊。

表 1-4 地圖圖徵設計(整理自 Otto et al., 2011))
大小

形狀

結構

色相

點
-

線
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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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

綜合文獻回顧，臺灣尚無一套有系統性的全國地形特徵圖，若能以分幅地
圖的概念進行設計，將對於未來臺灣全國性的地形製圖更有幫助。因此，在本
研究所設定的地形特徵圖應為基本/普通地形特徵圖，並且考慮地圖使用者對於
地形訊息溝通的有效程度。
另外，嘗試在平面的地圖上表現地表上立體的地形訊息一直是一門研究的
課題，而在現代地形製圖的基礎上，利用 GIS 等技術製作等高線、陰影圖的技
法也越加成熟。對於地形特徵圖來說，最重要的目標在於如何使地形圖徵能夠
平衡地在地圖上表現並達到最佳的地形訊息溝通效果。因臺灣在地形圖例上的
缺乏，本研究將優先參考國外地形製圖的經驗來製作屬於臺灣的地形圖例，並
且利用高精度之數值地形資料，試圖將地表的連續起伏達到最好視覺化效果。

第三節、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
為達到本研究之目的，本研究藉由選定的幾種地形特徵圖系統加以比較國
際上地形製圖的特色。接著參考國內外相關的地形製圖經驗並彙整國內各項圖
資，初步繪製一張以地形、地質和地圖專家意見為主的地形特徵圖。並再利用
焦點團體訪談的方式了解不同地圖使用者對於地圖的意見，根據此調查意見重
新修正地形特徵圖，以達到地形訊息溝通的目的(圖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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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 研究流程圖

二、國外地形特徵圖系統蒐集與整理
臺灣尚無地形製圖的作業規範，但國際上不少國家在地形製圖的相關經驗
已相當豐富，值得參考。本研究挑選四套地形特徵圖系統，分別由政府單位所
出版的義大利、日本系統，以及由學術單位所出版的瑞士、瑞典系統，以深入
了解國際上不同地形特徵圖的地形訊息呈現差異，作為地形製圖方面的參考。
挑選的依據包括：有系統性的圖例系統與地圖呈現規範、有實質繪製或出版的
地圖。
地圖規範等相關資料盡量從地圖生產的官方單位取得以確保資料的正確性
(表 1-5)，接著本研究藉由文獻蒐集與整理的方式進行探討，以了解各國地形特
徵圖之間在地圖呈現上的優勢與劣勢。本研究主要針對組成地形特徵圖的幾項
21

地形製圖要素進行比較分析，分別為特徵地形(morphography)、連續地形
(morphometry)、地形生成作用(process/genesis)、地質資訊(geology/lithology)、
地形年代(chronology/age) (Gustavsson et al. ,2006)。

表 1-5 各國地圖系統資料來源
地形製圖系統

比例尺

來源
原 文 ： Istituto superiore per la protezione e la

義大利
(官方單位)

1:50000

ricerca ambientale(ISPRA)
英 文 ： The Italian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search

日本
(官方單位)
瑞士
(學術單位)

1:25000

國土交通省-國土地理院

-

University of Lausanne
1.

Gustavsson, M., Kolstrup, E., &

Seijmonsbergen, A. C. (2006). A new symbol
and GIS based detailed geomorphological
mapping system: Renewal of a scientific
瑞典
(學術單位)

1:10000

discipline for understanding landscape
development. Geomorphology, 77(1-2), 90-111.
2.

Gustavsson, M., & Kolstrup, E. (2009). New

geomorphological mapping system used at
different scales in a Swedish glaciated area.
Geomorphology, 110(1-2), 37-44.

三、地形製圖流程
根據 Knight 等人(2011)所提出的地形製圖的方法，大致分為製圖前期、中
期以及後期。不同階段所對應的製圖工作也有所不同，將於下方進行說明。
(一)製圖前期
在此階段的工作包括決定製圖目的及對象、製圖區域，以及充分蒐集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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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資料。本研究盡量採用臺灣由官方單位或是學術單位已出版的地形圖
層，因地形的調查相當費時，且非本研究所欲探討的項目，使用現有資料將能
使地形製圖更有效率。有關臺灣相關資料彙整的部分將於第三章進行更詳細的
討論。
針對地圖的比例尺以及製圖區域，若能參考類似比例尺的現有分幅地圖較
能減少既有圖資套疊時發生區域不合或是比例尺精度限制的問題。另外，
Dramis et al.(2011)也提到中比例尺地圖(1:25000~1:50000)能夠完整展示大部分地
形的特徵，對於了解整體環境的地形演育相當有幫助。綜合以上，本研究將以
1:25,000 的經建版地形圖的「木柵」圖幅作為主要的製圖區域，選擇的理由如
下：
1.

區域內的地形多樣，有助於展示地形訊息的呈現效果。包括從山地至丘陵再
到平原區，各種地形區內也有不同的特徵地形單元出現，如河階、沖積扇、
岩體滑動、土石流等等地形。

2.

區域內曾經發生過較為重大的山崩、土石流、水患事件，如為在潛在大規模
崩塌區的忠治聚落，或是發生嚴重洪水溢淹的廣興聚落等。有助於展現地形
特徵圖記錄地形動態的能力。

3.

土地覆蓋類型多元，包括自然地景至人為地景（如，都市聚落、鄉村聚落及
水利設施與防洪設施等）
。且區域的下游處為臺灣人口最密集區域-台北市區，
若在上游處曾有頻繁地形變動事件的發生，如為數眾多的山崩事件，可能會
連帶影響下游的防救災工作，如原水濁度增高等。

(二)製圖中期
在製圖中期的工作主要為室內的地形判釋，並且根據判釋結果，進行野外
的抽樣檢核。然而，因為需有大量的研究調查才能支持地形特徵圖的繪製，在
過去的地形製圖經驗當中，製圖中期時常是最為費力耗時的階段。本研究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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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地形判釋等相關工作，而選擇採用臺灣官方或是學術單位已出版的地形圖
層作為圖資來源，期望能使地形製圖更有效率。有關臺灣相關資料彙整的部分
將於第三章第二節進行更詳細的討論。

(三)製圖後期
後期工作包括選擇適合的地形圖例、地圖圖層安排、圖幅整飾，以及最後
的地圖繪製。
1. 地形圖例、地圖圖層安排、圖幅整飾：
以理解地形為目的進行設計，本研究根據國外地形特徵圖表現地形的
方式作為參考，設計適合臺灣的地形表示方式。此部分內容將於第二、
三章進行更詳細的討論。
2. 地圖繪製：
本研究的主要的製圖工作以 ESRI 公司所出版的 ArcGis10.2 進行 GIS
圖層的套疊與部分繪製工作。本研究將所收集的圖資匯整至 ArcGis 中，
以臺灣二度分帶 97 座標系統作為作業平台的坐標，並再參考國外地形特
徵圖的圖例系統設計圖例。惟部分具方向性的圖例如沖積扇則需在繪圖
軟體中自行繪製。為與後續的地圖版面設計連動，在 GIS 的出圖環境
中，便事先設定好地圖的長寬以及主圖的位置，以便後續在匯入繪圖軟
體中能夠保持各項圖層的地理位置正確性。本研究所定義的地圖版面為
印刷紙張中常見的 B1 尺寸，即 1040 mm*760 mm，該大小應能夠滿足地
形特徵圖之主圖以及額外插圖的版面配置需求。
在後續圖層疊置以及地圖版面設計的部分，本研究以 Corel 公司所出
版的 Coreldraw X7 進行地圖的版面設計及最後的出圖。將 GIS 地圖藉由
地圖圖層概念匯入至 Coreldraw 中進行更為細緻的調整修飾。圖面上的
文字註記、圖例也於此階段完成。其中，考量比例尺 1:25,000 的圖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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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地表寬 50 公尺以下之長條狀地形、地物在地圖上為 0.2 公分，乃改
以粗 0.2 公分的線符號表現之。

四、焦點團體訪談
本研究採用焦點團體訪談的方式進行地圖意見的蒐集。焦點團體法被廣泛
應用在各種決策相關的討論上(章美英 等，2006)，同時也被使用在評估地圖訊
息的有效傳遞上(Monmonier et al., 1994)。「焦點」意謂訪談的過程是聚焦在幾項
特定的主題進行討論，會議採用團體訪談的方式，並由主持人帶領討論(Beata,
2014)。其最主要的優點在於對參與者的發言採取開放性、批判式的評論，因此
能有效率地蒐集更為多樣的資訊(Stewart et al. ,2000)，對於地圖應盡量滿足不同
使用者的需求上相當有效。焦點團體訪談的另一個優點在於主持人於會議之間
所扮演的輔助角色。在收集地圖意見方面，問卷調查以及訪談皆為經常被使用
的方法。許多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式，將地圖融入問卷問題中並請使用者表達
對於不同地圖的意見(Thompson et al., 2015；Stewart et al., 2017)。但對於訊息量
豐富的地圖來說，受調查者可能必須以問卷所提供的有限文字及圖片，了解問
卷所欲表達的問題核心。若有不甚瞭解之處則必須以其他的通訊方式了解問題
涵義，在訊息往返之間就會耗費不少時間。因此若採用焦點團體訪談的方式，
便可在現場以主持人協調訪談的進行以及解決討論之間的問題，應能夠有效率
地蒐集更多的地圖相關意見。

(一)會議對象
地形特徵圖的使用者包括從專業領域的學者到半專業的土地規劃者皆可能
(Smith et al., 2017) (表 1-6)，因此本研究利用舉辦專家會議、專題演講的機會，
以蒐集使用者的意見，訪談時間從 2017 年 7 月開始至 2018 年 2 月為止。會議
根據地形特徵圖（修訂中）進行全圖的總體討論，訪談對象以實務應用地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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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為主，包括 GIS 分析師、土地規劃者等等。在研究期間共進行了六場訪
談，包含 65 位潛在的地圖使用者。

表 1-6 地形特徵圖的可能使用者
(翻譯自 Smith et al. (2017)，並另新增防災教育推廣者一欄。)
使用者

使用目的

學者

學術研究上，對於環境分析、災害分析、環境規劃、製圖原則等等
方面，能夠提供各種環境科學研究者各方面的助益。

土地規劃者

在決議土地規劃的計畫時，使用地形分類圖做為分析的工具之一。

決策者

地方政府或是中央政府必須在發開的決策前，須使用地形分類圖進
行地表環境的分析，以作為參考的依據之一。

地主

對於土地被開發的一般民眾，或是會因為開發案而受到正面或負面
影響的在地居民，可使用地形分類圖做為參考的工具之一，以檢核
居住環境的品質以及安全性。

工程師

針對開發前的環境調查，或是已開發地區的安全性檢核，會需要使
用地形分類圖做為環境分析的工具之一。

資源探勘

對於水資源開發、礦採開發或是國家型的地質探勘計畫，會需要使
用地形分類圖做為分析的工具來使用。

保險業務

對於那些針對保險業務，評估居住的環境品質以及安全性來作為保
險的依據，就會需要使用地形分類圖來作為評估的工具之一。

災害回應
規劃者

針對容易治災的區域(如易發生洪水區、土石流潛勢區、崩塌好發
區等等)，那些需要制定災害應變計畫的規劃者，就可能需要使用
地形分類圖來做更好的災害應變對策。

防災教育
推廣者

地形特徵圖可做為一個認識環境的工具，藉由地形特徵圖來了解一
個地方的地形特色。並且可以進一步延伸思考地形與自然災害之間
的關係。

(二)會議進行
會議的流程參考 Morgan(1996)根據 Kirk and Miller's (1986)提出的質性研究
四階段進一步改良的結果，即為計畫(planning)、招募受訪者（recruiting）、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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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moderating）、分析及報告（analysis and reporting）。會議中的主要議題包
括「地圖呈現」以及「插圖選擇」兩者，並根據主要議題進行討論問題的設
計，會議進行中則依情況由主持人進行適當調整，詳細問題將於第四章說明。
每次的工作坊以 2 小時為主，全程錄音、錄影記錄。各次的訪談共 3~17 人
進行參與，並由主持人帶領工作坊的議題討論。過程中受訪者將分為 2~3 人的
小組進行討論，並在每個議題提供每個小組 3~5 分鐘的時間說明想法，最後由
主持人帶領所有人進行全員討論，若該議題達到共識後，便開始下一議題的討
論(圖 1-14)。

圖 1-14 會議進行過程照片(來源：使用者自行拍攝)

(三)結果分析
從會議中蒐集的資料，將針對不同的結果進行分析。若為統計類的成果，
將統整為表進行進一步分析與討論；若為討論形式的成果，將利用焦點團體訪
談資料分析中常見的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進行分析與討論。主題分析
法的其中一項分析方式為，藉由整理訪談逐字稿，將與預設主題相關的字句挑
選出來，最後彙整成對於該項主題的意見，有利於針對該主題進行進一步的分
析(Braun et al, 2006)。因此對於本研究來說，將能夠更有系統性地彙整使用者的
地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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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區概況
本研究之研究區為 1:25000 經建版地形圖之木柵圖幅範圍，範圍從經度西
起 121°30’ 00” E、東至 121°37’ 30” E，北起 25°00’ 00” N、南至 24°52’ 30” N
之間，行政區橫跨台北市的文山區，與新北市的中和區、新店區、深坑區、烏
來區(圖 1-15)。

圖 1-15 研究區圖-經建版地形圖木柵圖幅

一、地形與地質
本區域內主要由平原、丘陵、山地三大地形區所組成。根據楊貴三等
(2010)的地形分區，主要位於台北盆地、加里山山脈以及雪山山脈之地形區
中。區域內最高點為位於南勢溪流域的大桶山 917 m，整體區域高度從東南逐
漸向西北降低，而山脈走向則以東北-西南向為主。
本區內的地質以漸新世及中新世的岩層為主，並在部分區域有更新世的階
地堆積層及現代沖積層(林朝宗，2000)。岩層、構造線的走向大致符合山脈走
勢，呈現東北東-西南西的走向。數條構造線的通過影響本區的地形演育，對於
自然災害的發生皆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包括碧潭斷層、屈尺斷層、貓空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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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治斷層對於山脈走勢的控制，以及磺窟向斜對於南港層的厚層砂岩出露、插
天山背斜對於出現順向坡的影響。
區域內的特徵地形以崩壞地形以及河流地形為主要地形特色。崩壞地形中
的山崩災害在區域內零星分布；落石災害分布於邊坡陡峭的位置，時常與南港
層、石底層、大寮層、木山層中的厚層砂岩的垂直出露有關。現生土石流災害
在本區內零星出現，除了忠治聚落在 2015 年蘇迪勒期間曾有重大的土石流災害
外，大部分土石流地形則以谷口的扇狀地分布於新店溪的各條支流當中。另
外，在河流地形的部分，新店溪中下游河段沿岸有河階地形的分布，並於新店
溪進入景美盆地之區域有一沖積扇的分布(木柵圖幅說明書:沈淑敏 等，2017)。

二、河川水文
研究區內以新店溪作為最主要的河流，由南而北於板橋及萬華一帶注入大
漢溪。流域內最高處為西南側之塔曼山（2,130 公尺），整體地形南高北低(木柵
圖幅說明書:沈淑敏 等，2017)。在研究區範圍內，由新店溪下游景美地區有景
美溪的匯入，至青潭區域則有青潭溪匯入，此兩溪為新店溪下游最主要的支
流。逐漸往上游接近龜山地區，新店溪則在此分為北勢溪及南勢溪。北勢溪向
上游即為現今翡翠水庫的位置；南勢溪則持續向上游發展，主要的支流包括平
廣溪以及加九寮溪。如同臺灣各地的山區特性，區域內的邊坡上有不少蝕溝的
發育，對於邊坡災害的形成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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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外地形特徵圖之彙整與比較
本章主要針對國外官方或是學術單位已出版的地形特徵圖進行詳細比較。
首先了解國外的地形製圖經驗背後地圖發展的原因，並且比較各自的呈現特
色。再以臺灣環境為本作為地圖製作考量下，選擇各國的地形特徵圖之特色作
為地形特徵圖製圖初稿的參考基礎。
本章選定數套較具代表性的地形特徵圖系統，包括官方出版之地圖，如義
大利、日本等，或是由學術單位所出版之地圖，如瑞士洛桑大學、Gustavsson et
al.(2006)，從其製作發展簡述開始，了解該地形特徵圖發展狀況以及大致的地
圖特色，且根據該國相關製圖規範以及實際地圖，了解不同地圖的圖層安排。
並接著再從組成地形特徵圖最基本的幾個面向進行深入探討，包括連續地形、
特徵地形、地形生成作用力、地質資訊、地形年代等以上五個面相，以了解各
地形特徵圖在地圖呈現上的特色與差異。最後，進行綜合比較後選擇較適合臺
灣參考的地形特徵圖特色。

第一節 各國地形特徵圖概述
一、義大利
義大利對於地形分類圖的製作已有一段歷史。最早的地形特徵圖製作以
Panizza M(1966)在<Carta ed osservazioni geomorfologiche del territorio di
Calopezzati (Calabria) / Mario Panizza>一文中作為嘗試，以標示特徵地形為主，
特徵地形顏色的區隔在於地形的活躍度；底圖使用岩性圖並以顏色區分(圖 21)。
但要到 1988 年，由義大利政府之地質調查單位(Servizio Geologico d’Italia,
ISPRA)的國家型地質圖繪製計畫(CARG)才算是義大利開始有系統性的地形製
圖。此計畫主要以地質調查與製圖為主，預計產生 652 幅涵蓋義大利全區的
1:50000 地質圖。同時全國性的地形特徵圖規劃也包含在此地圖繪製計畫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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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指南「Geomorphology Map of Italy 1: 50,000 - Survey Guide」一併收錄在
Geological Service Books 當中(ISPRA, 1994)。最初製圖時所採用的是 1:25000 或
是 1:10000 的比例尺進行現地調查或是繪製，最後再以 1:50000 的比例尺作為成
圖的輸出比例尺。因此當進行比例尺的縮小時，會選擇性地呈現地圖上最主要
的地形特徵，部分的地形則會因為地圖簡約化而省略(圖 2-2)。

圖 2-1 義大利地形製圖發展初期之地形特徵圖(Panizza M, 1966)

圖 2-2 義大利地形特徵圖(ISPRA,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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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義大利的地形特徵圖中，地圖的圖層共包含 5 個種類，分別是地表高度
(等高線)、地質資料(岩性、構造)、水文地理、特徵地形、地質年代(ISPRA,
1994) (圖 2-3)。其中以地質資料以及特徵地形為主要填色的圖層，地質資料根
據不同的岩性有不同的顏色設計，而特徵地形的顏色則根據不同的地形生成作
用有所差異。

圖 2-3 義大利地形特徵圖之圖層安排

二、日本
相較於歐洲對於地形分類圖已經自成一套系統，亞洲國家則較為缺乏。目
前則以中國以及日本作為代表，同樣都為發展較早、系統較成熟之地形分類
圖。惟中國因地區幅員遼闊，在 2000 年開始執行全中國的地形分類圖製作計畫
(名為「中國地貌圖」)，地形分類圖的比例尺為小比例尺的 1:1000000(Cheng et
al, 2011)。而日本之地形分類圖的比例尺分別為中比例尺的 1:50000 以及
1:25000，值得進一步探討。
日本的地形分類圖有兩大系統，包括由國土政策局所繪製的全國性「土地
調查圖」，以及由國土地理院繪製的「土地條件圖」(圖 2-4)以及「治水地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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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圖」。前者比例尺為 1:50000，後者則為 1:25000。前者屬於基礎調查，根據不
同的行政區單元(市、町、村)，有更大比例尺的土地調查圖(1/2,500～
1/10,000)；後者則利用前者之調查成果，針對防災需求進行不同的主題地圖製
作(田村俊和，2011)。
根據 1951 年日本政府所頒布的<國土調查法>，必須進行全國性的土地調
查，其中就包括地形調查。因此在 1955 年公布了<地形調査作業規程準則>以
便進行全國地形調查，以產製土地調查圖。而在土地條件圖的部分，在 1954 年
中京區域(以名古屋為中心)遭受颱風侵襲後，日本政府進行災後的調查，包括
受災區域、土地特色、地形特徵等等，並與災前情況進行比較研究，這也促成
了將來針對國土內土地現況、地形調查的開始(大矢雅彦，1998)(表 2-1)。在
1959 年調查開始進行，不僅針對洪水災害進行重點調查，也針對可應用至更廣
層面的基礎地形調查、土地利用等等調查項目進行施作。因此在 1995 年的阪神
大地震，政府單位就能夠將地震災害與自然條件(包括地形及土地利用)之間的
關係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大矢雅彦，1998)。

表 2-1 日本地形特徵圖發展現況(翻譯自 大矢雅彦，1998)
圖名

比例尺

製作單位

完成年代

國土調查法之土地分類基本調查
地形分類圖

1:50000

經濟企劃廳

1954～1975

地形分類圖

1:50000

各縣市政府

1970～今

資源調查會
水害地形分類圖

1:50000

資源調查會－科學

1956～今

技術廳
國土地理院之土地條件調查、沿岸海域基礎調查
土地條件圖

1:10000、

國土地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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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今

1:15000、
1:25000、
1:50000
沿岸海域土地條

1:25000

國土地理院

1972～今

件圖
建設省之都市地盤調查
微地形分類圖

1:25000

建設省計畫局、各

1961～1970

縣市政府
農林水產技術會議之地形調查
地形分類圖

1:25000

農林水產技術會議

1958～1959

林野局
地形分類圖

1:50000

林野局

1951～~1956

地形區分圖

1:50000

林業試驗所

1957

圖 2-4 日本土地條件圖-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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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地形特徵圖中，地圖的圖層共包含 3 個種類，分別是等高線、人
為設施及防災相關機構、特徵地形(国土地理院，2007)，主要之填滿色塊為各
式的特徵地形(圖 2-5)。

圖 2-5 日本地形特徵圖(以土地條件圖為例)之圖層安排

三、瑞士
瑞士的地形特徵圖系統已經發展超過 20 年，主要是由瑞士洛桑大學負責研
發，以提供各學術單位及政府機關使用(圖 2-6)。其主要的分類概念即利用不同
的地形作用力分類出各種的地形。包含構造地形、水文地形、河流地形、冰河
地形、重力地形、冰緣地形、冰雪地形、喀斯特地形、湖泊地形、人為地形。
主要的特色如以下幾點(Maillard et al., 2011)：
1.

利用不同顏色標註不同的地形作用力。

2.

利用記號呈現那些具有地形生成上的重要性的地形，並搭配相關作用力的
顏色。

3.

地形動態變化分成侵蝕作用、堆積作用，分別利用白色以及其他色彩作為
呈現。

4.

坡度分級、岩性資料並未呈現在地圖上。
最初這些圖例都是利用手繪的方式保存。到 1990 年代才剛始嘗試利用數位

化的方式輔助地圖的生產。目前地形分類之資料是利用 GIS 資料庫保存，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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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資料」、「線資料」、「面資料」。

圖 2-6 瑞士地形特徵圖(Lambiel et al., 2016)

在瑞士的地形特徵圖中，地圖的圖層共包含 5 個種類，分別是地表資訊(道
路聚落等)、等高線、地形生成作用力、水文地理、地形型態(特徵地形)
(Maillard et al., 2011) (圖 2-7)。其中在地形作用方面分成侵蝕與堆積兩種，侵蝕
作用以白色為呈現，其他以堆積作用為主的地區便由不同地形生成所代表的顏
色進行表示。而以地形生成作用、地形型態之色彩設計根據不同的地形生成作
用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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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瑞士地形特徵圖之圖層安排

四、Gustavsson et al. (2006)
處於現代地形製圖的浪潮，GIS 相關軟體的盛行使得地形製圖在資料呈
現、資料庫的處理方式皆有變革。Gustavsson et al.以現代地形製圖的概念研發
一套新的地形特徵圖系統，包括以 GIS 的圖例設計與以資料庫儲存地形資訊等
方式(Gustavsson et al., 2006)，並且證明該地形特徵圖系統適用於不同大小的比
例尺上(Gustavsson et al., 2009)。其地圖的呈現重點在於地形形態以及地表未交
結沉積物的粒徑大小(圖 2-8)。不同的地形成因會套用不同的顏色在地形形態以
及未交結沉積物上，其地形成因共分成 11 類。而地質資料方面除了未交結沉積
物外，地表地質的資訊則利用文字呈現，文字代表岩性，顏色則表示地質年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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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Gustavsson et al.之地形特徵圖(Gustavsson et al., 2006)

在 Gustavsson et al. (2006)的地形特徵圖中，地圖的圖層共包含 5 個種類，
分別是等高線、未膠結沉積物、水文地理、地形型態(連續地形)、岩性資訊(圖
2-9)。地圖皆無填滿顏色，利用符號填滿以及線符號的方式呈現。

圖 2-9 Gustavsson et al. (2006)之地形特徵圖 圖層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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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國之地形製圖要素比較
地形特徵圖的圖面上資訊豐富，理論上一張完整的地形特徵圖應該包含以
下幾種地形製圖要素(Gustavsson et al. ,2006)：
(1)地形特徵(morphography)
(2)地形計測(morphometry)
(3)地形生成作用(morphogenesis)
(4)地質資訊(geology/lithology)
(5)地形年代(morphochronology/age)
(6)地形動態(morphodynamic)
基於這幾些地形製圖要素，國外的地形特徵圖根據目的有不同的設計，在
這些基本要素進行搭配，值得用以做為借鏡。本研究挑選兩個官方出版地圖，
包括義大利與日本，以及兩個學術單位出版之地圖，包括瑞士與 Gustavsson

et

al.(2006)，共計四種地形特徵圖做為比較的對象。

一、地形特徵(morphography)
地形根據是否有明確的地形邊界，可大致分為「特徵地形(landform)」以及
「連續地形 (land surface form)」(Evans, 2012)。特徵地形如河階、沖積扇等在
地表上有較為明顯的範圍，可藉由坡度、形狀、範圍進行專家判讀而圈繪一特
定地形區域；連續地形的邊界則較為模糊。在地形計測的面向，這兩種地形分
類也可被區分為 specific geomorphometry 與 general geomorphometry 兩種。前者
用於描述特徵地形，通常具有較為主觀的專家判讀；後者則用於地表形態，可
將地表的情況作大致的分類(Evans, 1972)。
地形特徵的繪製取決於各國的地形分類系統。以義大利的地形特徵(ISPRA,
1994)分類最為詳細，共呈現 325 種地形特徵。義大利之地形分類以地形生成作
用力作為主要區分依據，像是崩壞作用、河流作用、冰河作用等等，以下再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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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不同的地形單元，例如崩壞作用再細分為落石、地滑、潛移等等，河流作
用則可細分為河階、沖積扇等等。其中，這些地形特徵又再以地形的變動程度
區分為活躍以及不活躍兩種。地形呈現方式利用不透明的圖案填滿面符號來表
示較大面積的地形、以線符號表示線狀之地形特徵、以點符號表示小型的地
形。圖案上之不同的顏色表示為該地形的生成作用力(表 2-2)。

表 2-2 義大利地形特徵圖之圖例(節錄) (ISPRA, 1994)
圖例（紅色）
分類項目

編號
活躍■

2.4
斜
坡
重
力
作
用

剝
蝕
作
用

崩塌

崩落

VG1

區位

滑動

VG2

流動(緩滑、潛移)

VG3

山崩階地

VG4

反斜崖

VG5

因潛移造成的地表不均

VG6

因土石緩滑造成的地表不均

VG7

受侵蝕的懸崖邊緣

VG9

山崩溝

VG10

受侵蝕的山脊

VG11

崩塌

崩落

VG12

滑動

VG13

流動(緩滑、潛移?)

VG14

體

沉
積
作
用

小型崩塌；未分類崩塌

VG15

碎石坡

VG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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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活躍■

落石堆 / 崖錐

VG17

崩積層

VG18

成層崩積層

VG19

日本之地形特徵(國土地理院，2007)使用地形分區的概念將地形進行分
類，例如山麓地區可分類為沖積扇、崖錐等地形，低地則有河道、舊河道、沙
洲等地形。地形呈現方式利用半透明填滿顏色的面符號來表現各式地形特徵，
顏色的區分並無統一的標準(表 2-3)。

表 2-3 日本之地形特徵圖之圖例 (節錄)(國土地理院，2017)
分類項目

定

義

崖

自然形成的窄而陡斜坡

岩壁

比高大的陡峭裸露岩塊
在斜坡上裸露出的土地。包括除了崩塌體以外坡面上

裸露地

裸露的土地，像是裸露岩壁、崩塌後形成的坡面與海
岸的裸露岩石。

變形地形
崩塌地
(滑落崖)
崩塌地
(滑動體)

不管移動速率的快慢，只要發生山坡塊體向下滑動都
可稱為崩塌地形。頂部通常有崩崖，為塊體崩落的最
上緣。
由崩塌體堆積形成的地形起伏
位於山麓出谷口處，以砂礫為主要組成的扇狀堆積地

沖積扇

形。

平原之

坡度在 2∘~15∘之間。

微地形

平行於河道，由細顆粒沉積物組成的微凸起地形，在
自然堤

洪水時期形成。
比高 0.5~1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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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洲是由於現今或是過去的海岸作用，包括波浪、沿
沙洲、沙

岸流等等作用，並且由沙、礫沉積物所組成的微凸起

丘

地形，包括沙洲、沙嘴等等。沙丘則是由風力搬運沉
積物所形成的小丘。比高 3~4m 以上。

地上河、
地上河周

河床位置高出兩岸地面，或是比堤內高度還高的河

圍的微凸

流，因此形成一系列的微凸起地形。

起地形
谷中泛濫

山地、丘陵或台地、階地上，由河流堆積作用所形成

原

廣闊的平坦區域。

氾濫平原
平原之地 海岸平原

河口等過去的淺海在海退作用之下，陸化為一個平坦

形

三角洲

的地區，主要由淤泥、黏土等細顆粒的物質所構成。

後背濕地

河流堆積作用較不旺盛，較為低漥的濕地

舊河道

過去河道所經過的流路。

瑞士之地形特徵繪製類似於義大利的做法。同樣以地形生成作用力為主要
地形分類依據，再加以細分成不同的地形特徵(表 2-4)。但因為本身地形環境的
不同，標示不同作用力下產生的地形特徵的數量會有差異，像是義大利以崩壞
地形以及河流地形的標示最為完整，而瑞士則是以冰河地形為主。地形呈現方
式不透明的圖案填滿面符號來表示較大面積的地形、以線符號表示線狀之地形
特徵、以點符號表示小型的地形。圖案上之不同的顏色表示為該地形的生成作
用力。

表 2-4 瑞士之地形特徵圖之圖例(節錄) (Maillard et al, 2011)
作用力分
類
構造地形

地形分類項目

圖例（黑色）

斷層(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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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估之斷層(supposed fault)
順向坡(dipslope)
裸石陡坡
(rock scarp: crest, ruz anticlinal
valley, transverse valley,
cuesta,...)
被覆蓋之陡坡

>20m
5m~20m
>20m

(covered scarp: crest, ruz
anticlinal valley, transverse

5m~20m

valley, cuesta,...)
裸岩階地(rock step)
被覆蓋之階地(covered step)
斷層崖(fault escarpment)
只
在
構
造
的
分
類

背斜軸(anticline axis)
向協軸(syncline axis)
平移斷層(transverse
fault)

Gustavsson et al. (2006)之地形特徵圖僅有少數的地形特徵的設計，例如崩
塌地的標示、常流河、間歇河等等。主要呈現地形特徵的方式在連續地形的條
目之下說明。因此，根據各國的地形特徵呈現方式，可統整為表 2-5 並進行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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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四種地形特徵圖之圖例比較
圖例系統

崩塌地

沖積扇

呈現重點

義大利

1. 地形範圍邊
界、
2. 地形型態
3. 地形成因

崩崖(線)
(面)
滑落體(面)
日本

1.

地形範圍
邊界

滑落體(面)
(面)
崩崖(面)
瑞士
(面)

(面)

1. 地形範圍邊
界
2. 地形成因
1. 作用力
2. 地形型態

Gustavsson et
al. (2006)

(點)
(綜合)

二、地形計測(morphometry)
若說特徵地形是利用定性的方式來描述地景，地形計測則是利用定量的方
式來呈現不同的地形特徵(Pike et al., 2009)。山脊、坡度轉折處、凹坡、凸坡都
可視為地形計測。在地形特徵圖上最為常見表示地形計測的方式即利用「等高
線圖」。等高線能夠提供讀者在地圖上各處的高度資訊，等高線的疏密則表示地
形的陡緩變化。這樣的地形呈現方式在四種地形特徵圖上皆可發現。義大利利
用官方出版之等高線圖作為依據轉繪至地形特徵圖上，而原圖首曲線間距為 25
公尺，為了增加地圖可視性，在平原地區，增加間距為 1 公尺等高線，在高山
地區則增加 5 公尺間距之等高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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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等高線之外，各種地形特徵圖上也可發現額外的地形計測資訊。像是
在義大利的地形特徵圖的圖例有包括主要山脊的標示；在日本的地形特徵圖中
則有標示坡面的陡緩程度，分為陡坡地以及緩坡地。其中，以 Gustavsson et
al.(2006)所開發的地形特徵圖所標示的地形計測最為詳細，也是該地形特徵圖
的主要特色之一。除了水文地理、特定崩壞地形的特徵外，其餘地表上並無繪
製特定的地形特徵(表 2-6)。地圖上所繪製的地形計測，包括陡崖、坡折處、瘦
稜等等，根據不同的地形生成作用力會搭配不同的顏色呈現。其中地形計測的
分類又與當地環境特色有關，許多的地形計測特徵在高緯度地區較為常見，如
不平整坡面(undulating terrain)。因此該地形特徵圖判別大部分的特徵地形的方
法，即利用不同的地形計測，搭配圖上呈現之不同的沉積物粒徑，藉由專家的
進一步解讀來定義地表上有意義的地形單元。例如，地圖上出現礫石沉積物符
號並呈現扇狀，且沉積物符號標示為河流作用代表的綠色，同時標示由主流像
支流緩降的坡度標示，便可判斷可能為一個沖積扇地形(圖 2-10)。

表 2-6 Gustavsson et al.地形特徵圖之圖例(Gustavsson et al., 2006)
地形形態

水文地理

可依比例繪製於圖上

[藍色]

地形作用/成因

[顏色根據作用/成因而定]
有坡度標示

常流河

內營力作用

之邊坡

(包括水系)

(如火山地形)

間歇河
山坡上部邊

(若為人違建

塊體運動(如

緣

造則標示黑

侵蝕崩塌)

點)
風化作用
崖

(如喀斯特地
形)

伏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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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連續坡

河流作用

舊河道

不平整地形
(坡度 2~35

瀑布、急

冰水作用

流、水壩
度)

改變之區域

湧泉、滲穴

海洋湖泊作用

地形邊界

長年氾濫區

冰河作用

地形形態

季節氾濫區

地形太小無法依比例呈現

(包含洪水)

冰緣作用

湖、海

風成作用

[顏色根據作用/成因而定]

V 字型溝槽

窄山脊

生物作用

不平整坡面

人類作用

不平整水平
地形
(坡度<2 度)

圖案地

等高線
山頂高度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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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積物：礫石(圓圈符號填
滿)，並成扇狀分布
顏色：河流作用(綠色)
等高線：呈現向下游輻射狀
河流：礫石中有河流流經

圖 2-10 Gustavsson et al. (2006)地形特徵圖之特徵地形判釋方式-以沖積扇為例

三、地形生成作用力(morphogenesis)
地形生成受到營力、構造、時間的影響，即地形的生成受到許多因子控
制，也常是多重作用力造成的結果。以呈階梯狀的地形來說，可能是河流、海
岸作用甚至岩性控制造成的。對河階而言，若無河流的側蝕加寬形成氾濫原，
就算有構造抬升或河流自律下切，也不會造成河階地形，所以按成因而言，屬
於以河流作用地形。
除了日本之外，其他的地形特徵圖皆有呈現地形生成作用，不同顏色表示
為不同的生成作用力，並再將此顏色套用至不管是特徵地形或是連續地形的圖
例上。而在義大利以及瑞士的地圖中，地形生成作用也做為特徵地形的主要分
類依據，義大利的共分類出 10 種地形生成作用力：
1.

構造及火山地形，以 棕色 呈現；

2.

重力引發之地形(崩壞地形)，以 紅色 呈現；

3.

河流地形，以 綠色 呈現；

4.

喀斯特地形，以 橘色 呈現；

5.

冰河地形，以 紫色 呈現；

6.

凍融潛移地形, 以 藍色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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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風成地形，以 藍綠色 呈現；

8.

海洋、河口地形，以 淺藍色 呈現；

9.

大範圍成因複雜之地形，以 紫紅色 呈現；

10. 風化地形，以 紅褐色 呈現。

瑞士的地形特徵圖共分類出 10 種地形生成作用力，其中因為當地環境之特
色，針對高緯度才較易出現的冰緣、冰雪地形有較為細緻的分類：
1.

構造地形，以 紅色 呈現；

2.

水文地理，以 藍色 呈現；

3.

河流地形，以 綠色 呈現；

4.

重力引發之地形，以 土色 呈現；

5.

冰河地形，以 紫色 呈現；

6.

冰緣地形，以 桃紅色 呈現；

7.

冰雪地形，以 淺紅色 呈現；

8.

喀斯特地形，以 藍綠色 呈現；

9.

湖泊地形，以 深藍色 呈現；

10. 人為地形，以 灰色 呈現。

而雖然在 Gustavsson et al. (2006) 的地形特徵圖中並無分類各式特徵地形，
但仍有分類出不同的地形生成作用並標示在連續地形上，共分類出 11 項目，包
括：
1.

內營力作用(包括火山)

2.

塊體運動(包括河流侵蝕)

3.

河流作用

4.

冰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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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洋湖泊作用

6.

冰河作用

7.

冰緣作用

8.

風化作用(包括喀斯特地形)

9.

風成作用

10. 生物作用
11. 人類作用
表 2-7 各國地形特徵圖之地形生成作用力資訊比較表
國家
地形分
類依據
大分類
項目

義大利

瑞士

日本

(1994)

(2011)

地形成因

地形成因

(2017)
地形成因+
地形分區

共 11 類

共 10 類

1. 構造及火山地
形
2. 重力引發之地
形

1.
2.
3.
4.

河流地形
冰河地形
喀斯特地形
潛移地形
風成地形
海洋河口地形
成因複雜之地
形
10. 隕石地形
11. 人為設施

5.
6.
7.
8.

共 325 項
(並分成侵蝕作
用、堆積作用)

共 118 項

3.
4.
5.
6.
7.
8.
9.

小分類
項目

構造地形
重力地形
水文地形
河流地形

冰河地形
冰緣地形
冰雪地形
喀斯特地
形
9. 湖泊地形
10. 人為地形

Gustavsson et al.
(2006)
地形成因

共 10 類
1.
2.
3.
4.

山地斜面
變形地形
火山地形
台地/河階

共 11 類
1. 內營力作用
(包括火山)

2. 塊體運動(包
括河流侵蝕)

5. 山麓堆積
地形
6. 低地
7. 低地之一
般面
8. 水文地形
9. 頻水地形
10. 人工地形

3.
4.
5.
6.
7.
8.

河流作用
冰水作用
海洋湖泊作用
冰河作用
冰緣作用
風化作用(包

共 37 項

並無小分項目，
地圖上僅標示地
形型態，並搭配
該地形之成因與
沉積物。

括喀斯特地形)

9. 風成作用
10. 生物作用
11. 人類作用

除了日本的地形特徵圖外，可以知道其他三個樣本地圖的地形生成作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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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大同小異，但根據不同的環境特色會有各自著重的項目，因此可在該地形生
成裡分類出更多細部的特徵地形，像是義大利以崩壞地形、河流地形為主，而
瑞士以冰雪地形為主，可統整如表 2-7。

四、地質資訊(geology/lithology)
地質對於地表形態的表現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常見的地質資訊又可分為地
層、岩性、構造等等。地層代表一個大致相同的沉積環境或是地質事件所構成
的一層岩體，因此了解地層可回朔至當時地層生成的地理環境。不過，比起地
層，地層所代表的岩性對於現在所見的地形塑造應更具有意義(地調所，
2008)。根據組成材料地不同，可大致分為軟岩以及硬岩。岩性較為軟弱的地層
較易塑造低緩或是凹陷的地勢，同時也較不容易在地景上保存，如頁岩等；岩
性較為堅硬的地層則較容易因周遭抗蝕力較為軟弱的地層受到侵蝕後而留下較
為高聳及尖銳的地勢，如砂岩、火成岩等。除這兩者之外，地質上也會出現由
礫石或是未膠結沉積物所組成的岩性組合，未膠結沉積物又可再根據不同的粒
徑大小進行分類。另外，構造線也是塑造地表形態的重要因子，斷層的通過可
能導致一地的陷落或是高起，又或是構造線通常代表地質上抗蝕力較弱之處，
河流可能因此順著地質弱處改向。
各國的地形特徵圖上並非都有呈現地質資訊，僅在義大利以及 Gustavsson
的地形特徵圖中表現。同時，地質資訊屬於較為大面積的地圖資訊，通常在圖
層的擺放順序上較為接近底圖的位置。義大利的地質資訊呈現岩性以及構造三
種資訊，其中岩性又分成固結岩體以及未膠結沉積物兩種(圖 2-11)。地質構造
以獨立的圖例呈現斷層、向斜背斜等特徵，以黑色最作為呈現；而以岩性資訊
中地固結岩體來說，其資料來源為官方出版之地質圖，但僅取用岩性資料的部
分，並根據抗蝕力、作用力等等對地形生成有關的因子重新歸類岩性資料，最
後統整改繪使其資料適合在地形特徵圖上呈現。根據不同顏色區分不同的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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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擺放於地圖的最下層作為底圖使用，以下為岩性資料之分類：
1.

c- 石灰岩、硬石膏，以棕色呈現；

2.

d- 白雲岩，以粉紅色呈現；

3.

m- 大理岩、泥質岩石，以灰色呈現；

4.

p- 複合型岩性組成 (如 arsenic-pelitic and pelitic-arenic, marnosoarenitic,等),
以天藍色呈現;

5.

a- 砂岩為主，以黃色呈現；

6.

e- 礫岩為主，以紅褐色呈現；

7.

v- 火成岩(噴發岩、火山碎屑)，以橘色呈現；

8.

i- 入侵岩、變質岩，以酒紅色呈現；

9.

s- 混雜變質岩，以紫色呈現；
而未膠結沉積物以觀察員在現地所觀察到最主要的沉積物顆粒大小為主，

呈現上則根據不同的地形生成作用區給予不同的顏色註記，共分類為
1.

粉沙、黏土(直徑小於 1/16 mm)；

2.

沙(直徑介於 1/16 ~ 2 mm 之間)；

3.

礫石(直徑介於 2 ~ 256 mm)；

4.

巨礫(直徑大於 256 mm)。

5.
岩性：複合型岩性
岩性：大理岩

岩性：礫岩

未膠結沉積物：冰河沉積物
圖 2-11 義大利地形特徵圖之地質資訊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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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ustavsson et al. (2006)的地形特徵圖中，地質資訊扮演重要的角色。地
圖上主要呈現岩性以及未膠結沉積物兩種地質資訊(圖 2-12)。岩性資訊利用文字
註記的方式平均標示於地圖上，並根據該岩性的地質年代給予不同的顏色。未
膠結沉積物在地圖上作為底圖使用，並且進行詳細的分類，共分類為：
1.

黏土/粉砂(<0.06mm)

2.

砂(0.06-2mm)

3.

礫石(2*60mm)

4.

大礫(60-600mm)

5.

巨礫(0.6-1m)

6.

大巨礫(0.6-1m)

7.

單一岩塊(>150m3)

8.

漂礫(>1m3)
有別於義大利的呈現方式，Gustavsson et al.的地圖不以圖案填滿的方式呈

現，希望能夠不使用顏色填滿的色塊。因為顏色越為飽滿的圖徵代表地圖上越
為重要的資訊(Gustavsson et al., 2006)，填滿色塊容易搶走地圖的焦點，同時不
填滿的顏色設計有利於底圖的使用更為靈活。

岩性：Graywacke 硬砂岩
青綠色：三疊紀

未膠結沉積物：礫石、沙混和

未膠結沉積物：礫石、沙混和

圖 2-12 Gustavsson et al.地形特徵圖之地質資訊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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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形年代(morphochronology/age) / 地形動態(morphodynamic)
地質年代與地形年代所代表的意義不一定相同，地質年代所表示的是形成
該地層所處的地質時間，但地形年代表示地形作用所發生的時間點。像是水平
疊置的地層經過斷層作用，形成一台地地形，則地質年代早於地形年代。了解
地形的年代對於認識一地的地景演育具有相當重要的幫助，藉由地表上不管是
地形單元或是作用力的定年皆可重建出過去地形的發展。但通常地形的生成作
用有多種因素所控制，因此地形年代的界定需要更多的證據支持。
在地形特徵圖上大部分呈現的是地質年代。在四個地形特徵圖中，僅有義
大利以及 Gustavsson 的地圖呈現年代資訊，並且兩者的呈現方式也有所不同。
然而在義大利的地圖上更有呈現地形的動態，意即大部分的地形可在分為活躍
(active)以及不活躍(inactive)兩種，為其他地形特徵圖中皆無的特色。在地質年
代方面，義大利直接以單一顏色的文字註記方式呈現，以代號區分不同的年
代：
1.

Pl = Pliocene

2.

Pi = Lower Pleistocene

3.

Pm = Medium Pleistocene

4.

Ps = Upper Pleistocene

5.

Ol = Oligocene

6.

A = Current
當表示年代複雜的地形時，以最老以及最年輕的年代作為呈現，例如以 Ps

+ A 代表地形的年代包括早更新世到近代；而當地形無法準確的定年時，則例
如以 Pm-Ps 代表介於早到中更新世之間的範圍。
而 Gustavsson et al.的地圖則是使用顏色作為表示地質年代的方式。在註記
岩性的文字上以不同的顏色，以表示該岩層所代表的不同地形年代。可分為：
1.

Holocene，以 黃色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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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uatemary，以 鉻黃色 呈現

3.

Neogene，以 橘黃色 呈現

4.

Palaeogene，以 橘色 呈現

5.

Cretaceous，以 黃綠色 呈現

6.

Jurassic，以 綠色 呈現

7.

Triassic，以 青藍綠色 呈現

8.

Permian，以 深藍綠色 呈現

9.

Carboniferous，以 灰色 呈現

10. Devonian，以 深黃綠色 呈現
11. Silurian，以 紫色 呈現
12. Ordovician，以 深橘色 呈現
13. Cambrian，以 土色 呈現
14. Precambrian，以 紅色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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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各國地形特徵圖之地圖綜合表現
國外在地形特徵圖製作上已發展出相當成熟的製圖系統，本研究以國外的
地形特徵圖案例做為本研究地圖之參考。共回顧了四個官方以及學術單位出版
的地形特徵圖，針對其發展背景、地圖圖層安排以及組成地形特徵圖的 6 大元
素-地形計測、地形特徵、地形生成作用力、地質資訊、地形年代、地形動態進
行討論與比較。清楚呈現地形為地形特徵圖最重要的目標之一，以沖積扇地形
為例(圖 2-13)：
1.

義大利：以獨立的圖例表示該特徵地形，圖例的顏色取決於地形生成的作
用力以及地形的活躍度，以沖積扇為例便為河流作用，以綠色呈現。在有
特徵地形出現的地方，之下便不再套疊岩性資訊，僅放置重要道路以及等
高線資訊。

2.

瑞士：以獨立的圖例表示該特徵地形，圖例的顏色同樣取決於地形生成的
作用力，以沖積扇為例便是綠色的河流作用。在特徵地形上僅套疊等高線
資訊以及重要道路。圖上並未呈現地質資訊，因此地圖上各種色塊即代表
該地區之地形生成作用力。

3.

日本：以獨立的圖例表示特徵地形，圖例的顏色則與地形生成作用無關。
不使用圖案填滿的圖例表現方式，以顏色填滿的半透明色塊作為特徵地形
的呈現方式，以沖積扇為例便是黃色的圖例範圍。

4.

Gustavsson et al.：無獨立的圖例表示特徵地形，必須搭配地表呈現的未膠
結沉積物以得知粒徑大小，並且顏色表示形成沉積物的地形生成作用。接
著搭配沉積物分布的型態、等高線的分布以確認特徵地形的範圍。以沖積
扇為例便需要找到以綠色之河流作用為地形作用力的沉積物分布範圍，並
且知道該粒徑大小代表為礫石分布為主，最後搭配等高線判別為沖積扇地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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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各國地形特徵圖比較-以沖積扇地形為例

而在整體地圖呈現的部分，本研究以木柵圖幅中的忠治地區當作範例，根
據各國的地形特徵圖呈現特色繪製該國的地形特徵圖樣式。各自地圖的優勢以
及弱勢整理如下。

圖 2-14

Gustavsson et al.地形特徵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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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stavsson et al. (2006)的地形特徵圖(圖 2-14)之優勢在於地圖上無面狀的圖
徵，僅以線符號或是點符號呈現，因此底圖使用上較為靈活，可隨意抽換成不
同的圖資，如遙測影像、地形陰影圖。另外，地圖並不呈現地形特徵，僅表現
地形計測、地形生成作用以及未膠結沉積物。並且該地圖的建置是以 GIS 為基
礎進行設計，因此較能夠適應現代地形製圖的技術搭配。相對而言，該地圖的
生產需要有對於地表詳細的調查資料才得以取得地表未膠結沉積物的資料。並
且未呈現地形特徵的方式對於非地形專業的使用者來說較難理解，仍需經過專
家轉譯才能有助於溝通。

圖 2-15 日本地形特徵圖範例

日本地形特徵圖(圖 2-15)的優勢在於提供坡面形態的圖例，以表示山坡地
的陡緩變化。另外，圖面上的資訊較為單純，僅包含地形特徵、地形計測以及
重要道路等，並且大部分使用填滿色塊做為呈現，表現較為簡潔。相對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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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地圖的資訊量較少，缺乏地質資訊的輔助，而且在地形分類方面缺乏地形生
成作用的概念，非地形專業使用者較難理解整體區域的地形架構。

圖 2-16 瑞士地形特徵圖範例

瑞士地形特徵圖(圖 2-16)的優勢在於其較為簡潔的地圖呈現。圖上僅表現
各式地形特徵，分別以點線面的符號呈現，以地形生成作用力作為填色依據，
並在底圖標示該區域為何種生成作用力所構成的堆積區域。在範例圖上，山區
廣大範圍均標示為重力作用範圍（橘色）（圖 2-16）。相對而言，由於該地圖之
地形特徵以及底圖的顏色皆根據地形生成作用而定，易造成兩者的顏色難以辨
識，為色彩設計上的劣勢。此外圖上並未呈現地質資料也較難以闡釋地形演育
的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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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義大利地形特徵圖範例

義大利地形特徵圖(圖 2-17)的優勢在於呈現其細緻的地形圖例系統以及地
形生成作用力的呈現，包含屬於河流地形的溪溝、屬於坡面形態的主要山脊，
以及屬於崩壞地形的岩屑崩滑等，並且以底圖的方式套疊岩性圖層以表示該地
區的地質情況。圖層不重複出現，因此若一地出現崩壞地形的圖徵，以下便不
會再套疊如岩性等圖層。圖上整體呈現的資訊相當豐富。相對而言，該地圖的
資訊過於豐富，對於非地形專業的使用者來說較難有效率地理解地圖上的所有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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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根據以上的比較，本研究選擇義大利的地形特徵圖做為主要的製圖參考，
並且也參考一部分日本地形特徵圖的圖例進行地圖初步的設計。選擇該兩種地
形特徵圖的原因整理如下：
1.

義大利地形分類圖發展相當成熟，相關資料完整，參考上較為方便(表 28)。

2.

義大利地形特徵圖地形分類詳細，較易與臺灣之地形對應。

3.

義大利地形特徵圖以地形生成作用作為顏色區分的方式適合讓非地形專業
者思考不同地形的生成原因。

4.

義大利地形特徵圖的地質資訊為影響地形生成的重要因素，應於地圖中呈
現。

5.

日本圖面呈現較單純，參考其利用填滿色塊表現地形的方式。

6.

日本地形特徵圖有呈現坡面形態，有別於其他各國。以臺灣山坡地開發頻
繁的情況，標示坡面型態有其必要性。
而本研究不選擇瑞士以及 Gustavsson et al.(2006)之地形特徵圖的原因如下：

1. 瑞士地形特徵圖概念與義大利較相近，但義大利的資料較為完整充足。
2. Gustavsson et al. (2006) 的圖例系統較適合常出現冰河作用的溫帶地區國
家，難以對應至臺灣環境
3. 非地形專業者較難理解以地表型態搭配沉積物作為表現的方式，仍需特徵地
形的表現方式。

藉由本章所決定地形特徵圖整體設計的參考，第三章將針對地圖資訊的本身
進行討論，以及在圖幅整飾的部分如何進行搭配以達到最佳的地形溝通效果。
唯需要進一步關注的是，若採用義大利地形特徵圖的呈現方式，因地圖本身資
料量過於豐富，對於非地形專業者在讀圖上會有一定的困難性。因此地圖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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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量以及易讀性之間需要取得一個更好的平衡，也將是第四章節欲進行探討的
主題之一。

表 2-8 各國地形製圖要素整理表
Gustavsson et
al.(2006)

要素\種類

義大利

瑞士

日本

特徵地形

˅

˅

˅

連續地形

等高線

等高線

坡度、等高線

地形生成作用力

˅

˅

地質資訊

˅

˅

地形年代

˅

˅

地形動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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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起伏、
等高線
˅

第三章 以國內環境類圖資為本之地形製圖
從前章可以知道各國有不同的地形特徵圖設計，可是都離不開幾項基本地
形製圖要素-連續地形、特徵地形、地形生成作用力、地質資訊、年代。第一節
將基於前章認為應以義大利的地形特徵圖系統作為參考的基礎之上，本研究引
用<細緻化地質地貌特徵地圖製作研究>的專家調查成果(沈淑敏 等，2017)，作
為地形特徵圖的地圖資訊的參考，並根據國外的地形特徵圖特性、臺灣環境特
色與資料限制等面向進一步討論塗上應放置的訊息。第二節則針對地形特徵圖
所採用的圖資進行討論。因地形製圖的背後需要豐富的地形研究以及現場調查
做為基礎，通常耗時數年才能完成一張圖幅。因此本研究嘗試大量使用官方以
出版的圖資作為地形製圖的基礎，並加以討論各項資料的整合與適用性；第三
節將綜合前兩節的結果，針對地形特徵圖的主圖所欲放置的圖例、地圖圖層進
行詳細的說明，期望能充分展現地形製圖的各個要素；第四節則將針對地形特
徵圖的圖幅整飾進行說明。因過去臺灣相關的地形製圖文章皆未以分幅地圖的
概念進行地圖設計，因此除了主圖訊息之外，其他地圖元素如插圖、位置圖等
配置皆較少被提及，本研究將參考國內現有的圖資進行地形特徵圖的圖幅整飾
的討論。

第一節 地形訊息選擇
臺灣方面尚未有地形特徵圖的出版，不像國外的地形特徵圖中已具備完整
的地形分類系統，足以涵蓋國內可能遇見的各種地形種類。因此圖面上應該具
備何種地形特徵應首先從國外的經驗中參考。根據本研究所選定的研究區圖
幅，主要位於平原與山地的交界帶(楊貴三 等，2010)，再搭配當地的地質情況
(林朝宗，2000)，可知當地地形作用應為崩壞作用以及河流作用為主。本研究
引用<細緻化地質地貌特徵圖製作研究>的調查結果，其利用問卷調查的方式，
針對共計 9 名專家，包括地質專業者、地形專業者、防災專業各三名，調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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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專家學者對於各種地形特徵在主圖面上優先的擺放順序。從 72 項由國外地形
特徵圖中彙整的地圖資訊中，選出 37 項應放置於圖上的地圖資訊(表 3-1)。
表 3-1 依專家意見應優先放置的地圖資訊(沈淑敏 等，2017)
ID

地形圖層名稱

ID

主要山脊

20

地形崖

21

坡度與坡向標示

22

緩轉陡坡

23

5

滑動體

24

6

崩落體

25

7

流動體

26

淺層崩塌

27

1
2
3
4

8

9

連
續
坡
面
形
態

崩
壞
地

潛移

形

地形圖層名稱
河階崖
河
流
地
形

河階面
河蝕崖
溪溝
瀑布

水
文
地
理

河系與水體
湧泉 / 出水點
斷層

28

地
質

活動斷層

構
造

斷層崖

10

裂隙

29

11

反斜崖

30

位態資訊

12

地滑窪地

31

向、背斜軸

13

山崩階地

32

道路

14

崖錐

33

地名

15

沖積扇(扇狀地)

34

挖、填方

搬運區

35

聚落

堆積區

36

高灘地

37

16
17

河

18

流
地
形

19

土
石
流
氾
濫
區
域

舊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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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為
地
形

路堤

堤防

其中，有部分地圖資訊應特別進行討論，可分為以國外地圖經驗中應該
放置的圖資、展現當代地形作用的動態地形圖資，以及受限於國內資料缺乏而
無法放置的圖資。
(一)根據國外地形特徵圖經驗所應放置的圖資
地圖資訊清單的整理便是從各國的地形特徵圖圖例中進行挑選並且彙整出
來的項目。部分的地形資訊在各國的地形特徵圖中反覆出現，代表該種地形應
為地形特徵圖較為基本的資訊，可視為優先放置的地圖資訊，如崩塌地(包括崩
崖、崩塌面)、堆積區、水文地理(主河道)、土石流、沖積扇、舊河道、河階
等，整理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各國地圖上皆有呈現的地形特徵
分
類
崩 崩
壞 塌
地 地
形 (含
崖
與
滑
動
區)

義大利

瑞士

日本

Gustavsson

崩崖
崩崖

滑動崖

崩崖
地滑
地滑

滑落體

滑動體

滑落體
平面形地滑

流動崖

小型地滑

小型崩塌
淺層崩塌

流動體
堆

黏土/

積
區

粉砂
崖錐

崖錐

64

山麓堆積
(包括崖
錐、土石流
堆積等)

砂
礫石

植被覆蓋之

大礫

崖錐
巨礫
崩積層
落石堆積

大巨礫

碎石坡
河 水
流 文
地 地

常流河

形 理

間歇河

常流河
常流河

常流河 間歇河

間歇河
伏流河

沖
積
扇

沖積扇
沖積扇

土
石
流

沖積扇(包
含土石流堆
積)

沖積扇
(圖中綠色範圍)

流動區

流動區

山麓堆積
(包括崖
錐、土石流
植被覆蓋之
堆積等)
扇狀地

流動區

堆積區
舊
河
道

原主流河道

舊河道

(如圖中咖啡色
陡崖所包圍之
範圍)

原網流分流
河
階

舊河道

河階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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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階崖(包括河岸侵蝕崖)

括河岸侵蝕

高位河階

崖)
河階面

低位河階

崖 搭配 礫
石
(並為河流成因)

崖(不論成
因)

此外，在國外地圖中有些地形分類也值得在臺灣的地形特徵圖中展現，如
日本地圖中的山區緩坡以及陡坡特徵(圖)。坡度的陡緩影響著地形的發育以及
人為活動的狀況，在坡度較陡的區域為落石較容易發生之處(地調所，2002)，
而在山區坡度較緩的區域則常有人為活動的出現，尤其在地狹人稠的臺灣更是
如此，在臺灣的情況根據建築技術規則第二百六十二條在坡度 30%(約 16.7 度)
的情況下可以進行開發。因此若能夠在地圖上提供相關的陡緩坡資訊，除了可
得知落石災害的可能發生區域外，使用者也更可藉由閱讀地圖以了解實際人為
活動與坡地之關係，如有緩坡地通常為可能有人為開發的暗示。

圖 3-1 土地條件圖之山坡型態分類(國土地理院，1973)

在各式地形特徵之外，地質資訊能夠提供讀者對於當地的地形演育有更多
的理解空間，有其放置的必要性。也因此在國外地質資訊被視為地形特徵圖呈
現的一個重要項目之一(Gustavsson et al., 2006)，不管是呈現地層、岩性，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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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膠結沉積物(圖 3-2)。國內由中央地質調查所出版的分幅地質圖已被廣泛的利
用，並且提供適合在 GIS 環境中作業的數值檔，適合以此為本進一步加值應
用。但因地質圖上呈現的是地層的資訊，地層的分類對於非地質、地形專業的
人並非那麼熟悉，然而對於地形演育來說當地屬於何種岩性或許更為直觀(地調
所，2008)，因此本研究選擇以岩性作為地質資訊的展現，並放置於各種特徵地
形之下作為地圖的底圖使用(ISPRA, 1994)。

石灰
泥灰

圖 3-2 義大利地形特徵圖之岩性資料呈現(ISPRA, 1994)

最後，人為活動的資訊在各國的地形特徵圖中也時常出現(ISPRA, 1994)，因
為像是梯田、挖填方等.為開發都會造成當地地形的改變。但在本研究所考慮的
地形特徵圖仍以自然作用所形塑的地形為主，因此有關人為地形的資訊暫不納
入本圖的地圖資訊中。

(二) 當代地形作用仍持續進行的動態地形-氾濫平原、平底谷/埋積谷
有些地形如曲流地形在野外清楚可見，沒受過地形學的專業訓練也能夠理
解這樣的地表形態可能帶來的意義(Roering et al, 2013)。舉例來說，就算不了解
「河階」這個名詞，也能明顯地感受到由平地以及陡崖組成的一組地形單元。
但部分地形的形態表現上卻不是那麼地直觀，例如氾濫平原、平底谷/埋積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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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別是這些地形為當代的氣候環境下，仍會持續作用的地形特徵，且通常
也是人為活動最為頻繁的區域，因此繪製這些特徵地形將有助於防災工作的進
行，有其繪製的必要性。
根據地形學百科(2004)，氾濫平原的定義為「一個相對平坦的區域，範圍
從主流的河岸至谷壁，而且在高流量時期主流河水會溢淹至此。」因此氾濫平
原的判釋不僅只是地形計測上的分類，決定洪水可能會溢淹的範圍，同時也就
是氾濫平原的範圍，需要地形專業上的判斷才能確定。本研究參考地形學百科
之定義，必須要有較為寬廣的平地才能視為泛濫平原，因此判定氾濫平原的起
始應以河流出山谷為界，從山地進入平原區之後才能起算氾濫平原的範圍。而
兩側的邊界則應劃設在平地地形上之明顯轉折處，如小崖、河階崖等等，作為
洪水溢淹的最遠位置。但因現代河流兩側多已有堤防建築，洪水溢淹至堤內的
機率大幅降低。因此若還是以河流的氾濫範圍作為邊界定義時，氾濫平原的範
圍即為堤外的河流區域(圖 3-3)，而堤內區域因仍由於河流作用所形成，視為
「沖積平原」。然而，臺灣的河流型態多變，此操作性定義是否適用於其他地區
之氾濫原型態仍需更多的調查得知。

圖 3-3 景美溪流域中的氾濫原，位於兩堤之間(紅色箭頭範圍內)
(照片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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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平底谷/埋積谷屬於河谷地形的一種。正常的地形演育過程之下，河
流應不斷地下蝕而在坡地上形成 V 形河谷的地形特徵。但若該河流的沉積物供
應豐沛，像是有經常性的土石流發生，河谷就會被沉積物所填滿堆高，形成山
谷底部較為平坦的「平底谷」或稱「埋積谷」(Goudie, 2004)(圖 3-4)。臺灣地狹
人稠，可利用的土地資源相當有限，因此只要有地勢較為低平的區域經常成為
人為開發的發生地點，如在山谷間建立小型聚落、養殖場等等。但這些開發就
經常坐落在如平底谷等地形之上，是災害的高潛勢地區，因此有必要將這類的
地形資訊放置於地圖上。本研究之平底谷參考<細緻化地質地貌特徵圖製作研究
>之地形繪製成果(沈淑敏等，2017)，其平底谷的判釋為使用 6 公尺解析度
DEM，利用 Geomorphon 模組自動判釋平坦度閾值 15°並與山谷水系相疊之平
坦面。

圖 3-4 新店溪支流：平廣溪之谷中埋積(照片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三)受限於國內資料缺乏的圖資-地形年代、地表未膠結沉積物
有許多圖資雖然重要，在許多研究報告中的大比例尺地圖中也時常展現，
不過皆需要更多更細緻的地質調查工作才得以判釋，如潛移、裂隙、反斜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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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滑窪地、山崩階地等崩壞地形。但此詳細的地形地質調查並非本研究的重
點，而應以彙整國內現有的調查成果為主。
另外，部分圖資受限於國內的基礎調查成果，無法在地圖上展現，尤其是
地質相關的基礎調查工作，如地形年代、地表未膠結沉積物等(圖 3-5)。地形年
代與地質年代的不同在於，地質年代展現的是地層沉積的年代，而地形年代則
是使讀者能夠了解地形演育的先後順序，以更加熟悉該區域的環境特色；未膠
結沉積物則與地形的判釋工作相當有關，如曾經由河流作用過的地形時常可見
圓磨度佳的礫石沉積物，又或是湖泊作用的地區通常含有較細顆粒的沉積物
等。但以上兩者資料的取得都需要詳細且全面的現地調查工作，並非本研究能
力所及，期望未來有更多的研究計畫能投入於此。

礫石

大礫(60巨礫(0.6-1m)

圖 3-5 Gustavsson et al.的地形特徵圖之未膠結沉積物表示
(Gustavsson et al., 2006)

第二節 國內相關圖資的整合
地形特徵圖是一個相當適合作為資料整合的工具，因為其記錄地表的各種
地形特徵以及地質資訊，並利用地圖學的呈現原則整合為一張完整的地圖(張瑞
津，1997)。可是資料蒐集是地形製圖的流程中相當關鍵也是最為耗時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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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者將在整個製圖的過程中花費最多心力在於室內的地形判釋以及野外的地
形調查與檢核。因此若已有相關單位針對特定的地形特徵進行詳細的調查並且
將成果公開，製圖者便能夠利用該資料為基礎，經過資料整合後放置於地形特
徵圖中，十分有助於地形製圖的進行。臺灣雖然沒有官方出版的地形特徵圖，
但在各項災害相關資料成果上卻已相當的豐碩，如山崩、土石流等，而在各項
基礎圖資如道路、河流等資料上也有官方出版的各項成果可以支持(表 3-6)。這
些資料大部分皆為都能夠適應現代 GIS 工作環境的向量資料或網格資料，在應
用加值上應更為方便。然而一些圖資在各政府部門可能會有重複出現的情況發
生，如土石流潛勢資料，如何整合如此豐富的圖資於地圖上為地形特徵圖製作
的重要過程。以下將以地形製圖要素作為區分，分別討論臺灣現有資料如何呈
現該地形特徵圖要素。

表 3-3 臺灣各式環境類圖資整理
類
型

基
礎
資
料

圖資名稱

詳細圖資(類型)

像片基本圖數值
資料

各式地物

國土利用調查圖
層
交通部交通路網
數值圖

(shapefile)
各式土地覆蓋，分
為九大類
(shapefile)
全臺各級道路
(shapefile)

測製
單位

測製時間
（民國）

成圖比例尺
精度

內政部
國土測
繪中心

2004

1:5000

內政部
國土測
繪中心

2006

-

交通部
運輸研
究所

2016

-

經濟部
連
續
地
形

(列管)光達 1 公尺
數值高程模型

數值高程模型

(列管)5 公尺數值
高程模型

數值高程模型

(TIFF)

(T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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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
質調查
所
內政部

2014

2003

網格大小
1*1 m
網格大小
5*5 m

降階處理後之 6 公
尺數值高程模型

降階處理 20 公尺
解析度數值地形
模型

數值高程模型
(TIFF)

數值高程模型
(TIFF)

經濟部
中央地
質調查
所

2014 年測
製 1m
DTM
2017 降階
處理
2003 年測
製 5m

內政部

DTM
2014 年降
階處理

網格大小
6*6 m

網格大小
20* 20 m

岩屑崩滑、岩體滑

環境地質基本圖
（木柵）

動、落石、土石
流、順向坡、惡
地、崩積層、扇狀
地、河岸侵蝕、向
源侵蝕、棄填土
區、煤礦坑道及採
掘範圍

經濟部
中央地

2002

1:25000

2013

1:5000

經濟部
中央地
質調查
所

2015

-

經濟部
中央地
質調查
所

2003

-

行政院
農業委
員會水
土保持
局

2016

-

經濟部
中央地

2000

1:50000

質調查
所

(shapefile)
航照判釋山崩目
特
徵
地
形

錄

(shapefile)

潛在大規模崩塌
調查成果

臺灣島河階地形
資料庫的建置
（1/3）－北部地區

土石流災害潛勢
資料

地
質

岩屑崩滑、岩體滑
動、落石

分幅地質圖
（新店）

潛在大規模崩塌地
位置
(shapefile)
高位河階、低位河
階、紅土面
(shapefile)

土石流潛勢溪流、
土石流影響範圍
(shapefile)
地層分布、
構造線、位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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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中央地
質調查
所

(shapefile)

質調查
所

岩性組合分布圖
（木柵）

經濟部
中央地
質調查
所

岩性分布
(shapefile)

2002

1:25000

一、連續地形-高解析度數值地形模型
呈現連續地形的方式可包括等高線、坡度、地形陰影圖等。這些圖資在早
期都有賴於航空測量的技術將地表的高度轉化為空間資料，才能再進行進一步
的計算。隨著技術的演進，地形高程資料的生產也更加方便且更為精準。其中
數值地形模型(DTM)便是相當有助於地形分析的圖資。數值地形模型將高程資
料以網格的方式記錄，使用者能夠再進一步的產出等高線或是坡度分布等資
料。而根據數值地形模型不同的產製方式，可再分為數值地表模型(DSM)以及
數值高程模型(DEM)。主要的差別在於前者紀錄地表上最高點的資料，亦即若
地表上有植被覆蓋，DSM 所記錄的高程資料便為地表高程加上樹高；而後者則
是記錄單純地表的高程(內政部，2006)。因此對於呈現地形型態來說，DEM 應
較能夠反映地形的真實狀況。
在目前臺灣可使用的數值地形模型中，大概可分為以數值航測及光達
(LiDAR)所產製的兩種資料。前者為內政部根據 2003 年的<高精度及高解析度
數值地型模型測製規範>進行測製(內政部，2003)，範圍涵蓋全臺及外島地區。
最高精度為 5m，而降階後的 20m 數值地形模型已免費公開供大眾下載使用；
後者則由多個研究計畫所產製。臺灣最初有關 LiDAR 建置的計畫為 2005 至
2011 年進行的<大臺北地區特殊地質災害調查與監測─高精度空載雷射掃瞄
(LIDAR)地形測製與構造地形分析計畫>，藉由精細的數值地形模型劃分大屯火
山群的火山地形，以了解長期的火山活動與地形地質的關係。但開始以全臺為
尺度的 LiDAR 建置則與莫拉克風災有關，從 2010 年開始便由中央地質調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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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國土保育之地質敏感區調查分析>之計畫，以三年的時間針對莫拉克災區
進行 LiDAR 的拍攝，可分為中部、南部以及東部三區(地調所，2010)。接續著
該計畫便為<非莫拉克災區之國土保育地質敏感區調查分析計畫>，以臺灣尚未
拍攝 LiDAR 的區域進行補足，並在 2016 年完成全臺的 LiDAR 建置。但較為可
惜的是目前 LiDAR 受到內政部的<數值地形模型成果資料流通供應要點規範>
所限制，屬於機密資料因此不開放非政府單位申請。
其中以目前的技術來說，空載光達(LiDAR)是一種利用雷射光快速掃描地
面以得到地表高精度高程資料的工具。其能夠穿過地表植被掃瞄到地表實際的
地形樣貌的特點，相當適合應用在臺灣眾多被茂密植被覆蓋的區域。在應用方
面，比起傳統利用數值航測所產製的數值地形，在濾除植被後應能夠提供更為
細緻的地形特徵(圖 3-6)，將能夠提供非常多地形相關的訊息以及議題，對於地
形研究或是作為地圖展示皆是相當好的工具(侯進雄 等，2014)。

圖 3-6 在 1:25,000 的比例尺下，同樣範圍及類似網格精度的數值地形，
6m 光達數值地形(左)明顯比 5m 數值航測地形(右)有更細緻的溪溝表現。

因此，在地形特徵圖的製作上，應盡量採用由光達資所產製的數值地形模
型。而本研究參考<細緻化地質地形特徵地圖製作研究>之成果，使用中央地調
所委託成功大學所進行的 LiDAR 降階為 6m 解析度的數值地形模型資料(沈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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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 等，2017)，作為地形特徵地圖的底圖使用。

二、特徵地形-崩壞地形資料
崩壞地形在臺灣山區頻繁出現，在本新店溪流域內的製圖區也不例外。臺
灣在地質災害相關的調查研究成果已經相當豐碩，也利用這些成果製作成為各
式的分幅地圖，如環境地質基本圖等。臺灣官方針對土砂災害的管理以經濟部
中央地質調查所以及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兩個單位為主，但兩者的山崩土石流定
義有所不同，為資料彙整上需要注意的問題。對於山崩/地滑以及岩屑崩滑/岩體
滑動的定義依據運動類型或是構造而有不同分類。以水保局的分類來說，主要
以運動的方式區分為山崩以及地滑(表 3-4)；而地質調查所則主要以構造區分為
岩屑崩滑以及岩體滑動(表 3-5)。
表 3-4 水保局崩壞地形分類(楊樹榮 等，2011)
構造分類
運動類型
墜落

岩石

岩屑

落石

傾覆
圓弧形

滑動

工程土壤
土
山崩
地滑

平面型
流動

土石流

表 3-5 地調所崩壞地形分類(楊樹榮 等，2011)
構造分類
運動類型
墜落

工程土壤
岩屑

土

落石

傾覆
圓弧形

滑動

岩石

平面型

岩屑崩滑
岩體滑動

流動

土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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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資料的統一及可取得性，本研究的地形特徵圖之各項崩壞地形資料主
要採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調查成果資料。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於 2002 年開始
執行為期五年之「都會區及周緣坡地整合性環境地質資料庫建置計畫」，利用室
內航照判釋以及相關圖資收集，搭配詳細的野外調查，建置臺灣的坡地環境災
害的資料庫。該資料庫包括岩屑崩滑、岩體滑動、落石、土石流、順向坡、惡
地、崩積層、扇狀地、河岸侵蝕、向源侵蝕、棄填土區、煤礦坑道及採掘範圍
共 13 項環境地質資料，其中將山崩細分為岩屑崩滑、岩體滑動以及落石的分類
則是參考 Varnes（1978）的山崩分類評估並加以簡化。在近年在相關崩壞地形
資料上也持續更新，中央地質調查所利用航空照片判釋建置的「全臺山崩目
錄」，記載了從 2006 年開始至 2013 年的山崩資料(地調所，2013)，包括岩屑崩
滑、岩體滑動以及落石三種。因此，比起環境地質資料庫為較早期的判釋結
果，應使用更為新穎的資料呈現在地圖上，本地形特徵圖應盡量使用全台山崩
目錄作為主要的崩壞地形資料來源。
除了地質環境資料庫以及山崩目錄中的各種崩壞地形資料外，潛在大規模
崩塌也是政府單位在崩壞地形方面相當重要的資料。在莫拉克風災害後，政府
單位就開始從莫拉克災區進行潛在大規模崩塌的調查，並延伸為全臺的調查工
作。潛在大規模崩塌的定義為可能發生崩塌面積超過 10 公頃，或土方量達十萬
立方米或崩塌深度在 10 米以上的崩塌地，且坡面上具有大規模崩塌破壞的微地
形特徵(何岱杰 等，2014)。本資料與環境地質資料庫中的「岩體滑動」為概念
類似的地形特徵，兩者基本上皆利用地表上微地形進行判釋，如坡趾有大規模
堆積土石等等標準。唯環境地質資料庫的產製年代較早，約為 2000 年左右，而
前者則為 2010 年以後；而且潛在大規模崩塌的判釋使用較為精細的 LiDAR 資
料以及新技術，應能夠更精確的圈繪出崩塌範圍。因此，使用潛在大規模崩塌
資料應較能夠展現更為精確的近期地形環境特色(圖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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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岩體滑動圖資比較

另外，土石流災害因為其運動方式的不同時常歸類於各種山崩災害之外。
臺灣主要業務負責的單位為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尤其又以土石流潛勢溪
流為主。水保局從 1992 年開始進行全臺的土石流潛勢溪流調查，並隨著技術的
進展以及更為詳盡的調查工作不斷更新土石流潛勢溪流資料至今。目前全臺共
有 1705 條，並根據災害防救法之規定土石流潛勢資料皆為可下載之公開資料。
土石流潛勢溪流資料包括土石流潛勢溪流以及土石流影響範圍兩種。其定義為
依據現地土石流發生之自然條件，配合影響範圍內是否有保全對象等因素，綜
合評估後判斷有可能發生土石流災害之溪流或坑溝(水保局，2013)。意即土石
流潛勢溪流可能代表已發生以及未發生土石流的溪流，並且劃設標準中必須包
括保全對象。因此就算有土石流活動證據，若當地無人為開發活動也不會劃設
為土石流潛勢溪流(圖 3-8 左)。對於展現地表完整地形與地形作用的目的，土石
流潛勢溪流並非最好的選擇。而除了水保局外，中央地質調查所出版的環境地
質基本資料庫中也包括土石流的資料，分別為土石流流動區、堆積區兩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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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室內判釋或野外查核具有土石流地貌特徵的溪流，或有發生土石流歷史紀
錄的溪流為繪製的標準。水保局以具有「保全對象」視為土石流潛勢溪流為主
要概念，地調所的土石流資料則以「地質」的概念判斷何處可能發生或是已發
生土石流事件(圖 3-8)。因此本研究的地形特徵圖應優先採用中央地調所的圖
資，其次才是參考水土保持局的土石流潛勢溪流資料。

圖 3-8 土石流圖資比較(右)，一個完整的扇狀地但土石流潛勢資料考量保全對
象，僅針對一部分畫設為土石流影響範圍(左)

三、特徵地形-河流地形
在本製圖區中，除了崩壞地形外最主要的地形作用便為「河流地形」。沿著
新店溪流域兩岸，皆有不少河階地形的發育。在國內的相關資料中，即以中央
地調所<地震地質調查與活動斷層資料庫建置>的計畫嘗試利用對比地形面藉此
了解活斷層活動的活動特性(張瑞津 等，2002)。以臺灣的環境來說，河階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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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最為完整且分布最為廣泛的地形面，因此對於河階地形的普查便是相當重要
的前期工作。而這樣的調查成果也促成了全臺主要河流的河階地形資料庫的完
成。河階地形為早先氾濫原受到河流下蝕或是地形抬升的影響形成階梯狀的地
形面。根據資料庫，可分為高位河階(LT)以及低位河階(FT)。高低位河階的差
異明顯在於相對位置的高度對比，高位河階高度較高且形成年代較早，河階面
上已有紅土形成；低位河階則高度較低形成年代也較晚，河階面上無紅土覆
蓋。河階面形成的早到晚順序則會再細分為 LT1、LT2、LT3....，藉由呈現不同
時期的河階地形可以展現一個地方的河流地形演育過程，如新店溪流域，至少
有 5 階河階的發育。河階地形是地形特徵圖上的呈現重點，尤其對於本圖幅所
選定的新店溪流域更是如此。人類時常會利用較為平緩的地區進行開發，而河
階地形便是其中一個人為開發頻繁的重點區域。而河階地形顯示前期的氾濫
原，代表為當代洪水較無法造成氾濫的區域，對於防災上更是需要標示的地
形。只是由於本圖為 1:25000 的普通地形特徵圖，在使用該資料時，資訊應適
當的簡化。如不同時期的河階面不需每一階都以不同符號標示，僅以高位河階
以及低位河階區分，主要使讀者能夠理解最主要的地形演育概念即可。
另外，該資料庫並非全台的大小河流皆有資料，主要以中央管河川 24 條以
及部分地形分區為建置對象。因此以本圖幅內的重要水系來說，僅有新店溪沿
岸的相關河階地形能夠引用資料庫中的資料，其他重要支流如景美溪、青潭
溪、平廣溪等則無。因此在這方面，本研究則引用在<細緻化地質地貌特徵地圖
製作研究>中的相關成果。該計畫同樣針對經建版地形圖木柵圖幅的範圍，進行
圖幅內的河階、沖積扇、土石流扇及埋積谷的判釋，判釋方法乃使用 Stepinski
and Jasiewicz(2011)及 Jasiewicz and Stepinski(2013)所使用之 Geomorphon 模組，
以地形開闊度的概念將不同型態的地形特徵分類，並搭配 DEM 生成之 5 公尺
間距等高線交叉比對，最後再進行野外抽樣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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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質資料
全國性的地質調查成果是一個國家相當重要的基礎資料，然而地質資訊的
調查需要相當縝密的野外工作，因此善用國內現有的調查成果是節省地圖製作
工作的重要一環。國內針對地質資訊的相關圖資以中央地質調查所所出版的分
幅地質圖為首，以 1:50000 的比例尺分幅地圖的方式紀錄全臺各地的地層、構
造線等地質資訊。繪製工作由 1988 年開始至今，共完成 66 幅分幅地質圖，部
分高山地區仍持續進行測製中。目前以測製的圖幅皆有能符合 GIS 環境的數值
檔能夠加值應用。
另外，同樣由中央地調所計畫繪製的岩性組合分布圖也相當值得關注。岩
性組合分布圖的製作為建置環境地質資料庫的子計畫<坡地岩體工程特性調查研
究>所進行，藉由提供基礎的地質資訊以便環境地質資料的建立。分幅地質圖上
主要呈現地層的資訊，了解不同的地層能夠建立地質環境背景的形成歷史；而
岩性組合分布圖則主要呈現岩性的資訊，比起地層資訊來說，岩性對於了解地
形的形成應有更直接的關係(地調所，2008)，如受到硬岩出露而聳立於地表的
山頭或是形成較為陡峭的地形起伏等，因此岩性圖資應更適合於地形特徵圖上
放置。而在地調所的岩性圖資中將不同岩性根據組合的比例，由低至高分為單
層、偶夾、間夾以及互層四種。考量到本地圖 1:25000 的呈現比例尺，過於細
緻的分類反而會造成地圖資訊複雜化。在考量地圖的簡化之下，本研究將互層
與間夾合併成為互層，單層與偶夾則以單層表示。

(五)基礎地物資料
除了特徵地形外，許多地圖的基本資料也有賴於政府單位已出版的各項基
礎調查成果。這些基礎圖資除了能夠表現地形與人為活動關係外，更重要的目
的在於地圖的定位需求。藉由這些明顯的地物，使用者能夠更快速找到自己身
處於地圖上的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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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水體包括河道主流、水庫等資料為參考基本地形圖中的全臺分幅像片
基本圖的數值資料。臺灣的基本地形圖測繪工作由國土測繪法所規範，包括
1:100000、1:50000 及 1:25000 的經建版地形圖，與 1:5000 或 1:10000 的像片基
本圖(內政部，2014)。利用數值立體測圖的方式，繪製圖上的等高線與各式地
物。其中對於水體來說，測繪標準為記錄寬度超過 3 公尺的河道或是超過 3 平
方公尺的大面積水域，並以面符號呈現，若寬度不足 3 公尺則以線符號呈現。
其標準化且廣泛的調查相當適合使用於具有分幅概念的地圖中。
對於主要道路資料，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的路網數值圖能夠提供全臺各級道
路的詳細資料。另外道路、聚落等資料，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所建置的國土利
用調查成果也將能夠提供相當多參考。兩者主要的差別在於交通部的圖資為線
符號，而內政部的圖資為面符號，但不管是哪個圖資都必須經過一定程度的簡
化。國土利用調查由內政部在 1995 開始對於全臺的土地覆蓋類型進行詳細的調
查，並且在 2006 年進行全面的資料更新。最新的計畫於 2016 年開始落實智慧
國土的概念繼續全面地更新國土利用資料，預計在 2030 年完成。國土利用調查
的資料共分為三級，從九大類以下再進行細分，九大類分別為農業、森林、交
通、水利、建築、公共、遊憩、礦鹽以及其他。其中針對臺灣詳細的道路、聚
落訊息，交通以及建築兩種分類將能用於地形特徵圖上以利定位。

(六)對於更為完整的全台地形資料庫之需求
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便可發現，臺灣對於全台性的崩壞地形相關資料有不少
成果。但在其他同樣重要的地形圖資方面卻相當缺乏，如沖積扇、舊河道等資
訊，或是資料不夠完整如只有針對保全對象所劃設的土石流影響範圍、只有中
央管河川的河階地形資料等。多數地形缺乏有系統性的全國性資料彙整與圖示
呈現。
地形訊息能夠提供過去環境演育的證據，以展現對災害的指示性(井口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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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如扇狀地出現的位置，就表示過去該區域有經常性的洪水氾濫或是大量
土石堆積的情況，即有一定的災害潛勢性，只是在人們居住歷史的時間內並未
有災害發生。許多崩壞地形的發生時間相當快速且變動劇烈，大部分民眾能夠
自我警惕。但對於舊河道等地形，普遍大眾對於這些似乎從未發生的災害顯得
不甚在意，且低緩的地區已有不少人的人為開發，若有災害發生便更易造成更
多損失，因此凸顯出地形圖資的重要性。實際地形資料的使用將在第三節進行
說明。

第三節 地形特徵圖之圖例系統及圖層安排
一、地圖圖例
根據前述焦點團體訪談中決議的成果，在 72 項地圖訊息中選擇出 36 項優
先放置的地圖訊息。在確認臺灣已出版的可用圖資以及目前較為缺乏的部分
後，共有 30 項地圖資訊呈現於木柵圖幅的地形特徵圖上(表 3-6)。地圖圖例繪
製主要參考<細緻化地質地形特徵地圖製作研究>之成果，以及在前一個章節中
決定以義大利地形特徵圖的圖例設計。圖例的設計基本原則為：
(1) 地形特徵(morphography)：地形特徵的圖徵樣式主要參考義大利的地形圖例
設計，以不同的符號表示不同的地形形態，顏色則參考該地形的生成作用
力，並且有明確的邊界。面符號使用 45%的透明度以展現底下疊置的資
訊。
(2) 地形生成作用力(morphogenesis)：各地形特徵之符號顏色基本上根據不同
的地形作用而定，紅色系屬於崩壞地形、綠色系屬於河流地形。由於本研
究僅以木柵圖幅作為示範，未來若有更為完整的地形分類將納入更多的地
形圖例。
(3) 地形計測(morphomerty)：以等高線的呈現為主，並參考日本的地形圖例設
計標示山區緩坡、山區陡坡，以填滿色塊搭配 45%的透明度作為表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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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線間距參考 1:25000 經建版地形圖的設計，首曲線 10 公尺，計曲線 50
公尺，並於主要山峰點標示高度值。
(4) 地質資訊(geology)：圖上呈現岩性資料並作為底圖使用，色彩配置參考
1:25000 的岩性組合分布圖。而在圖層的最上層則呈現構造線資料，並給予
編號以示其名稱。
(5) 圖層疊置：基本上地形特徵互相不疊置出現，若有疊置的情況以呈現特徵
地形為優先，意即崩壞地形或是河流地形，其次才是連續地形如山區緩
坡、山區陡坡等。部分過於細碎的圖徵則進行一定程度的地圖簡約化，如
溪溝圖層在 1:25000 的比例尺考量下僅呈現河流級序超過一級河的溪溝。
(6) 受限於臺灣相關資料的不足，圖上並未呈現地形年代(morphochronology)以
及地形動態(morphodynamic)的資訊。

表 3-6 各地圖資訊之設計與繪製方法
資料類型
地圖資訊

名稱

點、線、面/色彩
(CMYK)

本圖之操作性定義
或圖層資料來源

計曲線：
50 公尺，線寬 0.2
mm，
等高線

C:0 M:0 Y:0 K:69
首曲線：

以 6 公尺 DEM 進行自動等高
線產製。

10 公尺，線寬 0.2mm
C:0 M:0 Y:0 K:39
山脊

線：0.2mm
C:62 M:100 Y:100 K:59

以 6 公尺 DEM 自動判釋之集
水區邊界為基礎，選擇本區主
要山嶺連續性較佳者。
以 6 公尺 DEM 自動判釋 55

山區陡坡

面
C:20 M:80 Y:0 K:20

度以上之邊坡範圍，為落石災
害較易發生的坡度，其門檻值
參考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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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6 公尺 DEM 自動判釋 22
度以下之邊坡範圍，其門檻值
山區緩坡

面

參考民國 106 年行政院農業

C:0 M:24 Y:62 K:0

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修訂之〈山
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
準〉之四級坡標準。
採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岩體滑動

線/框線：0.2 mm

(含崖與

填滿符號：3 mm

滑動區)

C:0 M:100 Y:100 K:0

落石

線/框線：0.2 mm

(含崖與

填滿符號：2 mm

崩落區)

C:0 M:100 Y:100 K:0

岩屑崩滑

框線：0.2 mm

採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及小規模

填滿符號：2 mm

全台山崩目錄之岩屑崩滑資

淺層崩塌)

C:0 M:100 Y:100 K:0

崩積層
或落石堆
瀑布
河蝕崖

框線：0.2 mm
填滿符號：0.7 mm
C:0 M:100 Y:100 K:0
C:100 M:85 Y:55 K:0
線：1.05 mm
C:85 M:20 Y:40 K:60

全台山崩目錄之岩體滑動圖
層以及經濟部中央地調所潛
在大規模崩塌調查成果。
採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全台山崩目錄之落石資料。

料。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25,000 環境地質圖上「岩體
滑動、岩屑崩滑」之堆積區，
視為崩積層。
野外調查後自行標註。
利用 6 公尺 DEM 判釋河岸兩
側比高大於 3 公尺之小崖。
(沈淑敏 等，2017)。
使 用 6 公 尺 DEM ， 利 用

平底谷
(埋積谷)

線：0.5 mm

Geomorphon 模組自動判釋平

面：隨谷寬而定

坦度閾值 15°並與山谷水系相

C:85 M:55 Y:100 K:10

疊之平坦面(沈淑敏 等，
2017)。

土石流
堆積區

框線：0.4 mm
填滿符號：2 mm
C:85 M:55 Y:100 K:0
框線：0.4 mm

土石流扇

填滿符號：最寬
2.49mm
C:85 M:55 Y:100 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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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25,000 環境地質圖之土石
流資料，以及農委會水土保持
局土石流災害潛勢資料。
以 6 公尺 DEM 進行數值地形
分析扇狀地範圍及扇面平均
坡度，再輔以航照判釋。透過
現地調查堆積層是否為角礫
狀，或前人記錄是否為土石流

作用加以判別(沈淑敏 等，
2017)。
以 6 公尺 DEM 進行數值地形

沖積扇

框線：0.4 mm

分析扇狀地範圍及扇面平均

填滿符號：最寬

坡度，再輔以航照判釋。如無

2.49mm

土石流作用跡象或無法判別，

C:20 M:0 Y:60 K:20

皆列為沖積扇(沈淑敏 等，
2017)。

框線：0.4 mm
C:85 M:55 Y:100 K:0
高位河階

填滿線條：

引用張瑞津等（2002）之判釋

1.05 mm，間距

結果圖層加以比對實際狀況。

3.17mm
C:85 M:73 Y:100 K:0
框線：0.4 mm
C:85 M:55 Y:100 K:0
低位河階

填滿線條：

引用張瑞津等（2002）之判釋

1.76 mm，間距

結果圖層加以比對實際狀況。

5.29mm
C:95 M:0 Y:100 K:19
框線：0.4 mm
C:85 M:55 Y:100 K:0

沖積平原

底色：

河流出山谷後，河流兩側無明

C:17 M:0 Y:25 K:0

顯階崖之平地。若河道旁有堤

填滿線條：長短虛線

防建築，堤內(居住地)為沖積

0.17 mm，間距

平原(沈淑敏 等，2017)。

3.88mm
C:95 M:0 Y:100 K:19
框線：0.4 mm

氾濫平原

C:85 M:55 Y:100 K:0

河流出山谷後，以河蝕崖作為

底色：

邊界。若河道旁有堤防建築，

C:17 M:0 Y:25 K:25

則視堤內(居住地)則視為沖

填滿線條：長虛線

積平原。堤外（河川區域）則

0.17 mm，間距

屬氾濫原之範圍(沈淑敏 等，

3.88mm

2017)。

C:95 M:0 Y:100 K:19
蝕餘小丘

面

以 6 公尺 DEM 判釋地形高

C:67 M:0 Y:100 K:0

處，並經野外露頭調查、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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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等方式確定成因(沈淑敏
等，2017)。
河道主流

面

及支流

C:35 M:20 Y:0 K:0

採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5,000 像片基本圖數值資料
圖層。
以 6 公尺 DEM 進行水文分
析，以 300 網格作為集流閾值

溪溝

線：0.35mm

進行自動萃取，並為了地圖簡

C:85 M:40 Y:32 K:0

約化僅放置河流集序一級河
以上的溪溝(沈淑敏 等，
2017)。

舊流道

框線：虛線 0.35 mm

歷史航照判釋、數值地形分析

C:100 M:56 Y:0 K:0

及現場調查，判斷小崖位置決

底色：

定舊流道邊界(沈淑敏 等，

C:35 M:20 Y:0 K:0
人工壩體
堤防
橋梁

線：0.5 mm
C:0 M:0 Y:0 K:100
線：0.28 mm
C:0 M:0 Y:0 K:100
線：0.28 mm
C:0 M:0 Y:0 K:100

2017)。。
依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
利用調查圖層編修。
依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
利用調查圖層編修。
依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
利用調查圖層編修。

道路

線：視實際道路粗細

隧道

C:0 M:0 Y:0 K:50

逆斷層

線：0.52 mm

引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橫移斷層

圖形：3.52 mm

1:50,000 分幅地質圖之斷層

推測斷層

C:0 M:0 Y:0 K:100

背斜軸
向斜軸

依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
利用調查圖層編修。

資料。

線：0.52 mm

引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圖形：3.52 mm

1:50,000 分幅地質圖之斷層

C:0 M:100 Y:100 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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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採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25,000 岩性組合分布圖之
岩性資料，再經簡約化而成
(沈淑敏 等，2017)。。其分類
依主、次要岩層厚度所佔比例
岩性

參考 1:25,000 岩性組
合分布圖之圖例設計

區分：
(1)

單層：主、次要岩層比例

4：1 或以上（即岩性組合圖原
來之單層、偶夾二類合併）。
(2)

互層：主、次要岩層比例

介於 1:1 至 4:1 之間（即岩性
組合圖原來之互層、間夾二類
合併）。

在地圖所放置的資訊內，共有 15 地圖資訊為直接引用使用政府已出版的圖
資(表 3-9 灰底部分)，14 項為引用<細緻化地質地形特徵地圖製作研究>的地形
判釋成果(沈淑敏等，2017)。但其中在引用現有圖資的部分，僅有崩壞地形以
及河階的圖資可以使用，絕大部分的地形都需要使用數值地形進行額外的判
釋。
不可否認的，各種基礎資料如河道、道路等圖層可以使用現有的官方公開
資料，以節省地形製圖繁複的調工作。然而，台灣方面對於地形的相關圖資仍
相當缺乏或是不完整。地形資料的蒐集、判釋及調查工作是地形製圖中最基礎
也是最耗時的一步(大矢雅彦，1998；Knight et al., 2011)。所以臺灣在未來的地
形製圖上仍需有賴更多地形專業者的投入，以其專業判斷針對各種地形進行全
台有系統性的圖資建置，如土石流扇、沖積扇的範圍圈繪等等。

二、地圖圖層安排
本研究所產製的地形特徵圖可分為 9 層，分別包括地表資訊-道路、岩性資
料、地表高度-等高線、水文地理、坡面形態特徵、河流地形、崩壞地形、地質
構造、地名與山峰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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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地形特徵圖圖層安排

本研究所繪製的地形特徵圖呈現及圖層安排主要參考義大利的地圖。在地
形製圖要素上，兩者地圖皆有呈現地形特徵資訊(Morphography)，並且以不同
顏色的圖徵表現地形生成作用力(Morphogenesis)，同時也加上等高線呈現連續
地形(Morphometry)。另外本圖上也放置了岩性、構造線資訊以表示地質資訊
(geology)。
與義大利的地形特徵圖的不同處在於，本圖幅在連續地形方面，額外參考
了日本地形特徵圖對於坡面的標示，以山區陡坡及山區緩坡作為呈現，用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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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國內土地開發的限制與可能。而本圖並無呈現地形動態(morphodynamics)以
及地形年代(morphochronology)之資訊。主要受限於台灣並無相關資料的供應，
尤其是在各項地形的地形年代並無有系統性的資料。各圖層與相對應的展現要
素比較表如表 3-7 所示。主圖成果則如圖 3-10 所示。
表 3-7 地形製圖要素與地圖圖層對應表
地形特徵圖要素

本研究之地圖圖層

-

地表資訊-道路

Geology

岩性資料

Morphometry

地表高度-等高線

Morphography

水文地理

Morphometry

坡面形態特徵

Morphography/Morphogenesis 河流地形
Morphography/Morphogenesis 崩壞地形
Geology

地質構造

-

地名、山峰註記

圖 3-10 本研究盡量採用國內公開資料所繪製的地形特徵圖(圖例見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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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地形特徵圖之圖幅整飾
除了主圖內欲呈現的訊息外，欲使整體地圖兼具實用以及美感，地圖的版
面格式以及設計即屬於圖幅整飾的範疇(張春蘭，2002)。好的圖幅整飾除了將
有助於地圖使用者理解主圖內的各種訊息，對於分幅地圖更是關鍵。過去臺灣
的地形特徵圖文章較少以分幅地圖的概念進行討論，因此本研究除了參考經建
版地形圖、分幅地質圖、環境地質資料庫中的岩性組合分布圖外，以地形的三
要素-營力、構造、時間做為思考重點增加了數張的插圖，以為促進地形訊息的
溝通。

一、國內地圖圖幅整飾-經建版地形圖、分幅地質圖、岩性組合分布圖
國內已累積不少分幅環境類地圖，其出版的過程中也已經過相當多專家的
審查及討論，具有一定的地圖設計水準，因此應首先以這些地圖的圖幅整飾作
為優先參考的對象。而不同地圖各有其不同的版面設計，以下主要以三種地圖
為例進行說明與比較，分別為 1:25000 經建版地形圖(圖 3-10)、1:50000 分幅地
質圖(圖 3-11)、1:25000 岩性組合分布圖(圖 3-12)。

圖 3-10 1:25000 經建版地形圖圖幅整飾
(A)比例尺 (B)地圖座標資訊 (C)偏角圖
(D)圖料表(E)行政區略圖 (F)圖幅接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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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1:50000 分幅地質圖圖幅整飾
(A)比例尺、繪製單位
(B)圖幅接合表 (C)位置圖

圖 3-12 1:25000 岩性組合分布圖圖幅整飾
(A)比例尺、方向標、圖幅使用說明與限制 (B)位置圖 (C)圖幅接合表
由各圖的圖幅整飾可將所包含的地圖元素整理成表 3-8。可發現基本的地圖
元素如圖名、比例尺、圖例等皆有在各圖中表現，然而最不同的地方在於各圖
的插圖選擇。經建版地形圖的製圖目的在於展現國內的經濟建設(許哲明，
1998)，意即地表上的各種地物是呈現的重點，因此需要良好的定位概念，所以
產生行政區略圖等圖插圖；分幅地質圖則是為了展現除了地表地質的狀況外地
底地層的分布情況，因此增加地層剖面圖用以表現之；岩性組合圖則是補充主
圖內未表現的地層訊息，因此增加地層分布圖來滿足不同使用者對於地質資訊
的需求。由此可知，根據不同的設計目的，插圖應是能滿足不同使用者在主圖
之外的訊息的一個重要方法，在本研究的地形特徵圖中也是必須考慮的重點，
以滿足地形訊息溝通的目的。

91

表 3-8 國內已出版環境類地圖之地圖元素整理表
圖名/
圖號

方向標

比例尺

圖
例

說
明

位置圖

圖幅
接合

插圖

經建版地形圖















行政區略圖
圖料表

分幅地質圖













位置圖
地層剖面

岩性組合
分布圖













地層分布圖



二、本研究繪製之地形特徵圖的圖幅整飾
除了主圖本身，基本的地圖元素包括圖名、圖例、方向、比例尺等都在各
地圖中皆出現，但在呈現方式上略有不同。在以理解地形訊息的前提之下，本
研究主要參考經建版地形圖以及分幅地質圖的圖幅整飾進行放置，以求地圖基
本的視覺美觀，詳細請見附錄。
除了基本的地圖元素外，插圖也在圖幅整飾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時也是
本研究之地形特徵圖相較於其他環境類地圖所做的調整重點。適當的在地圖中
加入插圖，可幫助整張地圖呈現更為完整、豐富的資訊(Peterson, 2009)。因放
置插圖的目的多變，則會產生不同樣式的插圖。在 Slocum et al 的<Thematic
Cartography and Geovisualization> (2008)一書中提到，插圖的使用的目的包括 1.
顯示主圖在更大範圍、更易辨識的地區中的位置，如經建版地形圖當中的行政
區略圖、圖幅接合表等等(圖 3-13)；2.放大主圖內較為重要或是圖徵較為擁擠的
地方；3.顯示與地圖主題相關的其他主題圖。如分幅地質圖中的地質剖面圖(圖
3-14)或是岩體強度圖中相同圖幅範圍但不同主題的岩石強度分布圖、岩石結構
類型(圖 3-15)；4.顯示與主圖相同地圖主題，可是無法同時在同一地理區表達的
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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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經建版地形圖的插圖-圖料表、行政區略圖、圖幅接合表(內政部，2004)

圖 3-14 分幅地質圖中的插圖-地質剖面圖(中央地調所，2000)

圖 3-15 地調所出版的岩性強度圖中的插圖-岩石強度分布圖、岩石結構類
型分布圖(中央地調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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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選定 7 種插圖放置於地形特徵圖中，數量雖多但仍盡量保持
地圖設計的整齊美感。以下為各插圖與欲呈現的訊息說明：

(一)行政界線略圖、圖幅接合表
兩張插圖的設計參考經建版地形圖，兩圖等大，置於主圖右下方，比例尺
旁(圖 3-16、3-17)。主圖內僅有標示重要地名而無行政區界線，因此將該資訊放
置於插圖的行政區界線略圖中。包含兩種行政區分界-縣市界及鄉政區界，並且
比起經建版地形圖更在背景增加主要河流的標示，目的在於使讀者方便在主圖
以及插圖之間互相定位。圖幅接合表則分為 9 格，本圖幅以黑線加粗放置於方
格中間，文字標記圖名及圖號，四周 8 格則標示周圍圖幅。
(二)位置圖
位置圖的設計參考地質圖，放置於圖例下方，圖幅接合表的右側(圖 318)。將標示圖幅範圍於臺灣本島上，而且比起地質圖的位置圖，本圖上更加上
了全臺河流的分布圖，並標示出本圖幅所流經的主要河流名稱，使讀圖者能夠
理解本圖所繪製的範圍位於臺灣的大致位置，較能夠引起讀圖者的整體環境
觀，過去在其他相關製圖的文章中也認為適當的位置圖有助於建立整體印象
(big picture) (Wiegand, 2005)。

圖 3-16 行政區略圖

圖 3-17 圖幅接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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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位置圖

(三)地形分區圖
放置於插圖的最左側，即為讀者在閱讀插圖時最先瀏覽的位置。藉由閱讀
主圖的內容，可以獲取地形特徵圖欲呈現的各種詳細地形資訊，但細緻的「地
形分類」仍難以建立整體區域的環境架構(表 3-9)。因此若同時搭配「地形分
區」的概念，使用者較能夠建立整體的環境觀。

表 3-9 地形分類與地形架構之比較 (張瑞津，1997)
項目

地形分類

地形分區

性質

地形生成原因基本一致之地形

一定的地理環境下，相關地形

單元，分類內的地形單元差異

的組合體。區內的地形成因、

小，是組成地形分區的基礎。

形態可能差異大。

界線較為清楚，但形狀可能較

界線較為模糊，可能包含過渡

破碎，並且常在不同區域的類

帶，且分區不可重複出現。但

似高程上重複出現。

相對圖徵邊界較為平滑。

圖示表示

地形分區圖的作用在於將讀者提升到更高的地形系統架構中，以較大的地
形分區概念使讀者了解自己身處的環境背景，有助於思考為何特定特徵地形會
在此處出現，藉此了解特徵地形位於不同地形區可能受到的營力及地形演育。
同時，其底圖使用地形暈渲圖加上地形陰影圖，有助於讀者能夠快速了解該製
圖區的主要地形特色，如山脈及平原的分布等。
地形分區圖利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降階處理之 6 公尺網格 DEM 進行
地形的繪製，以分層設色圖的方式呈現，上方套疊各級地形分區。繪製主要參
考自<細緻化地質地貌特徵地圖製作研究>所建置的地圖說明手冊，以民眾較容
易認識的五大地形進行劃分，在根據地形連續性、地質構造等條件，將丘陵區
再細分為南港丘陵、伏獅丘陵、清水坑丘陵、熊空丘陵、景美盆地及安坑通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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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次分區。同時，圖上也套疊行政區邊界以及主要河流位置以利讀者進行定位
(圖 3-19)。

(四)地形立體圖
位置接續在地形分區圖右側，以 1:25000 中比例尺的地形特徵圖來說，特
定地點的地形細節無法在圖面上清楚呈現，尤其主圖上大部分由填色面狀圖形
的地形圖層會阻礙底下的地表型態(本圖以等高線表示)的閱讀。過去在相關地
形視覺化的文章中，Buckley et al. (2004)總整了大部分表現地形的手法，並提到
地形立體圖的使用不需要專業的知識背景便相當容易理解。在 Carbonell Carrera
et al. (2017)也重新驗證了這個觀點，比起傳統 2D 地圖，使用者在理解地形上的
進步在 3D 地圖上有更顯著的效果。因此本研究製作地形立體圖並製於插圖當
中，目的在於模擬實際觀看地表的情形，有助於讀圖者更能身歷其境的體會地
形的起伏及樣態，以進一步思考地表型態與所圈繪的特徵地形之關係。其製作
區域為主圖中欲進一步闡述細節的重點區域，如發生大規模歷史崩塌事件區
域、河階地形發達等特徵地形豐富區域。
地圖利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降階處理之 6 公尺網格 DEM 進行地形與
水系的繪製，範圍選定蘇迪勒風災的重點災區-忠治地區，上方套疊細緻的崩壞
地形災害調查成果。同時，圖上也套疊主要道路以及主要河流位置以利讀者進
行定位(圖 3-20)。

(五)地層分布圖
地形如何演育，底下的地質狀況能夠提供相當多訊息，因此地質資訊為國
外地形特徵圖經常出現的訊息(ISPRA, 1994；Gustavsson et al., 2006；
Verstappen, 2011)。主圖以參考了各國的地形特徵圖而放置了岩性資料，能有助
於了解不同地質構造與地形生成之間的關係(地調所，2008)；而本研究在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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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增加地層分布圖以滿足在地質訊息方面的需求。國內較為常見的分幅地質圖
所展現的地層資料，則能夠提供地質演育發展的時間訊息，藉此了解地層生成
年代，有助於了解不同地形區與地質的演育關係。
區域地質圖採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岩性組合圖(比例尺 1:25000)圖
層，相關構造線則採用分幅地質圖(比例尺 1:50000)的圖資，圖例符號設計也沿
用分幅地質圖的使用慣例，並最後在區域地質圖上標示地形-地質剖面的位置
(圖 3-21)。

圖 3-19 地形分區圖

圖 3-20 地層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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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地形立體圖

(六)地層地形剖面圖
位於地圖的最下方，剖線位置標示於地層分布圖上。單純的地質剖面雖已
能夠提供地層、構造線分布與地表高低起伏之間的關係，可是在地形方面無相
關的註記，讀者較無法快速的理解地質與地形的關係。而本地形特徵圖則將地
層分布與地形分區的概念結合，在地質剖面加上不同地形分區及重要山頭、河
流，使用者能夠較理解地形生成與地下地質構造之間的關係。
地形-地質剖面圖採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分幅地質圖(比例尺 1:25000)之
既有剖面進行繪製，並在上方標示主要的地形分區以及主要山峰、河流位置。
(圖 3-22)

圖 3-22 地形-地質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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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據上述討論，最後的地形特徵圖之圖幅整飾成果如圖 3-23 所示。

圖 3-23 1:25000 地形特徵圖(左)及地圖版面配置(右)
(A)比例尺 (B)行政區略圖 (C)圖幅接合表 (D)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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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在第二章的基礎之上，本章節主要參考義大利及日本之地形特徵圖的地形
訊息，以及<細緻化地質地貌地圖繪製研究>的專家意見調查成果(沈淑敏 等，
2017)，進行綜合考慮後參考各國的地形表現方式將各類地形繪製於主圖內，共
呈現 30 項地圖訊息。同時，考量國內已出版的環境類圖資，發現國內在地物圖
資如道路、土地利用等、災害相關圖資如土石流潛勢溪流、山崩分布等，以及
由各部會生產的數值地形模型等圖資方面已有相當豐富的成果，因此大量使用
現有之官方圖資並整合之也是本地圖的重要特色之一。惟臺灣在崩壞地形以外
之地形相關圖資仍相當缺乏，是未來必須更多研究投入的重點。最後，在整體
地圖的圖幅整飾方面，同時分析比較了國內幾套重要的環境類地圖，包括經建
版地形圖、分幅地質圖、岩性組合圖等，最後歸納其重點並設計本研究之圖幅
整飾內容。除了基本的地圖元素及主圖外，增加了地層分布圖、地形分區圖、
地形立體圖及地形地質剖面圖，來使使用者能夠對於當地的地形環境有一較為
全面的了解。
然而，在本章節所繪製的地形特徵圖乃根據專家意見以及整理國外地形製
圖之經驗繪製而成，並不知道這樣的地圖是否真的有助於地形訊息的溝通。因
此將在下一章針對地圖的使用者進行更進一步的討論，以使地圖能夠在易讀性
及資料豐富度上取得更好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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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使用者導向之地形特徵圖的討論與分析
地形特徵圖就像其他各式環境類地圖一樣，除了記錄資訊之外，更重要的
是透過圖像方式清楚傳達地形訊息。這些地形訊息正是在災害溝通上一般民眾
應該了解的知識，以藉此才能建立自我的環境認識觀。地形特徵圖也存在著如
何拿捏地圖資訊豐富性與地圖易讀性之間的平衡(Gustavsson et al., 2006；Paron
et al, 2011；Bishop et al., 2012)。在第三章中本研究已針對木柵圖幅繪製一張以
地形、地質專業所判斷的地形特徵圖。因此，本章將進一步針對不同使用者進
行的地形特徵圖設計改良，以在地圖易讀性以及資料豐富度上取得適當平衡，
達到地形訊息溝通的目的，並期望能夠使讀者藉由地形訊息的理解來對自然災
害的發生有進一步的認識。
本研究利用焦點團體訪談的方式，共針對 5 群團體進行討訪談，以了解可
能的使用者對於地形特徵圖的想法。這些地圖使用者包括地形專業以及非地形
專業的人員，地形專業者包括地形學者、剛已修習地形學之學生；而非地形專
業可能為其他領域的學者，如地質學家、地圖學家等，或是與災害業務相關的
政府單位/私人企業，各次焦點團體的組成以及受訪者基本背景資料如表 4-1 所
示。本章將以三個面向作為討論的重點包括。第一節探討地形特徵圖的適當譯
名，以凸顯本圖以記錄地形的主要目的；第二節探討主圖的呈現，包含各項地
圖資訊的配置及底圖的使用，以讓方便使用者了解當地地形環境並建立整體
觀；第三節則探討應該加入何種插圖，以輔助使用者使用主圖時能夠獲得更多
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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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焦點團體訪談對象
時間/代號
2017/10/08
A

2017/10/30
B

人數
11

14

所屬單位

專業背景

受訪者編號

防災專業*1

A1

地形專業*5

A2~A6

地圖專業*5

A7~A11

防災專業*3

B1~B3

1. 中央地質調查所

水土保持專業*1

B4

2. 水土保持局

地質專業*2

B5~B6

3. 國家防災科技中心

工程地質專業*2

B7~B8

4. 大學教授

地形專業*4

B9~B12

地圖專業*2

B12~B14

地理教育專業*1

C1

空間規劃專業*2

C2~C3

遙測、空間分析

C4~C9

1. 國家防災科技中心
2. 大學教授

專業*6

2017/12/30
C

17

1. 產業界(在職專班學
生)

土木工程專業*1

C10

地政專業*1

C11

商業分析專業*1

C12

會計*1

C13

溫泉開發業者*1

C14

採訪寫作*1

C15

水上警察*1

C16

3C 儀器工程師

C17

*1
2018/01/16
D
2018/02/13
E

已修習地形學以
13

1. 大學學生

D1~D13

及地圖學之地理
系大學生

12

2. 水土保持局員工

水土保持專業
*12

各次的焦點團體訪談重點已及問題整理如下：
一、焦點團體 A、B 訪談主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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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E12

1. 地圖呈現適切性討論
目的：「地形呈現」。了解地圖上各種元素的表現是否平衡，以及是否能夠快
速了解本圖的重點，也就是各種地形資訊。
二、焦點團體 C、E 訪談主要議題：
1. 第一眼看到整張地圖，觀察到甚麼?
目的：「地形呈現」。藉由得知讀者的第一眼觀察，了解地圖是否傳遞了最主要
的地形訊息，以及各項地圖資訊是否在地圖上平衡地呈現。
2. 底圖若使用陰影圖是否有助理解地圖
目的：「地圖呈現」。了解不同地圖底圖呈現上的優劣，並更進一步了解陰影圖
作為底圖呈現對於使用者了解地形來說是否更加的直覺，以作為未來使
用陰影圖(或其他底圖)作為底圖的參考。
3. 應增加何種插圖
目的：「地形理解性」。了解對於使用者來說若要更有效率地理解地形，希望得
到甚麼樣的訊息。若主圖不變的話，應該增加甚麼插圖來補充主圖不足
的資訊。
三、焦點團體 D 訪談主要議題：
1. 第一眼看到整張地圖，觀察到甚麼?
目的：「地形呈現」。同上。
2. 請問景美盆地中最主要的兩種地形特徵為何?以及判斷的流程為何?
目的：「地形理解性」。了解本地圖是否有幫助於認識一個地方的環境，以及使
用者是否能夠使用插圖來搭配主圖使用。
3. 陰影圖是否有幫助你快速理解當地地形? 以 1~5 給分，5 為最高分
以及為何覺得比較容易或是不容易判斷地形?
目的：「地圖呈現」。同上。
4. 若要以了解當地地形為主要目的，應該增加何種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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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是主圖上應該增加何種資訊?
目的：「地形理解性」。同上。

因此，將各次的訪談議題彙整後可將訪談內容分為三個主要議題，包括對
於主圖內地圖資訊的選擇、主地圖之呈現與理理解性、插圖的選擇，以下各節
也將根據這三個議題進行分別闡述(表 4-2)。

表 4-2 主要議題以及對應問題與訪談場次
主要議題

訪談問題

對應訪談場次

1. 對於地圖的第一印象

A、B、C、

地圖之呈現
2. 以陰影圖為底圖之適切性

D、E

1. 插圖的訊息呈現與使用

A、D

插圖之訊息
C、D、E

2. 應增加何種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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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主圖之地形訊息
地圖的目的除了在於「紀錄(record)」，「傳播(communication)」也是一張地
圖的重要任務(MacEachren, 2004)。在地圖的易讀性以及內容的豐富度上應取得
一個適當的平衡，使得地圖能夠同時發揮紀錄以及溝通的功能(張春蘭，
2007)。在第二章已經決定地圖上應優先紀錄何種地圖資訊，以使得讀者能夠完
整的了解一個地方的地形環境特色。在本節中將討論地圖的整體呈現，使讀者
得以有效率的閱讀地圖並且理解當地的地形特色。訪談主要使用的地圖如圖 4-2
呈現，其包含的圖層如右圖所示。

圖 4-1 地形特徵圖主圖以及圖層安排

一、地圖訊息的傳遞
因此，若一張地圖上越是顯眼的圖徵、顏色代表圖上越是重要的訊息
(Gustavasson et al., 2006)。對於地形特徵圖來說，地圖上的地形環境便是希望讀
者能夠快速且有效率察覺的地圖訊息。本研究以第一眼看到地圖時，觀察到甚
麼資訊為題，請受訪者寫下具體的地圖資訊。因此，從 C~D 的焦點團體訪談的
訪談內容中，可整理出以下結果如表 4-3 所示(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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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訪談問題 1-1 之整理結果
訪談結果

出現
次數

1. 沖積扇

類型/面積
獨立圖徵

(CMYK)
綠色
53,0,100,0

6

2. 水庫

顏色

獨立圖徵

藍色
41,0,0,0

6

原因說明(若受訪者
有說明則列出)
1. 底下圖徵簡單，
能夠一眼辨認
2. 顏色鮮豔
3. 圖徵設計少見
1. 在地圖中佔據面
積大。
2. 圖示與顏色單純
3. 具先備知識

3. 河階
4. 山區緩坡

5
4

獨立圖徵

綠色

1. 綠色系顏色多

獨立圖徵

62,0,91,0
橘色

1. 密集且範圍大
1. 綠色系顏色多

5. 岩性

4

底圖

0,11,20,0
綠色系

6. 各式綠色系圖徵

2

獨立圖徵

綠色系

1. 綠色系顏色多

獨立圖徵

紫色

底圖

36,58,0,0
灰色

1. 靠近地圖中央
2. 顏色強烈

7. 山區陡坡
8. 等高線
9. 插圖-地形立體
圖
10.平底谷
11.各式崩壞地形
12.插圖-地形地質
剖面圖

2
2
2
1
1
1

-

0,0,0,80
插圖

-

獨立圖徵

深綠色

獨立圖徵

71,33,80,35
紅色
0,85,63,0

插圖

-

1.

最能夠理
解

-

-

根據上述結果，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發現：
(一)地形資訊的傳遞
在讀者第一眼的觀察裡，有顏色且面積越大的圖徵越容易吸引目光。如本繪
圖區域中出現的水庫或是位於景美盆地的沖積扇圖徵，皆屬於圖面上較大面積
的圖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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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看到會被沖積扇吸引，但去讀圖就不知道沖積扇多高，或是想知道的
資訊沒辦法一下子讀到。
(遙測、空間分析專業，D4)
主圖顏色非常的豐富，看的時候主題會被顏色干擾，像是這邊有一塊大的水
庫。
(遙測、空間分析專業，D8)

值得注意的是，圖面上占據最大面積的地形圖例為「山區緩坡」。但其並非
讀者第一所見的地圖特徵，是由於在圖例設計階段就考慮到其廣佈於主要圖幅
內的特性，若沒有適當地去除顏色彩度，將搶走其他特徵地形的呈現，不過仍
因其面積廣大，不少使用者會快速的注意到該圖層的存在。

密集且範圍較大，但是要看圖例才能理解，不像其他地形可以從型態一眼看
出來。
(已修習地形學之大學生，)

在 Otto

et al.的文章中(2011)提到色彩常常是吸引讀者目光最重要的因素之

一，所以導致圖幅內面積越大的圖徵所表現出來的顏色對於使用者感受上越為
強烈。因此可知，圖徵的面積大小以及顏色的飽和程度都將影響使用者觀察地
圖上各種訊息的優先順序。在目前的圖例設計上，讀者能夠快速的注意到地圖
所欲呈現的地形特徵，尤其以河流地形的沖積扇、河階最能夠被使用者觀察
到。這表示本地形特徵圖能夠使讀者快速的大致抓到地圖的呈現重點，因此能
夠符合在地圖設計中的「對比關係」以及「形底關係」重點。

(二)整體地圖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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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地圖呈現，不僅是圖徵的設計，更是在於尋求整體的平衡感，這就涉
及易讀性的問題。除了要使主題能夠凸顯外，也不應讓地圖顯得雜亂無章
(Robinson et al, 1995)。在訪談中可以發現，雖然受訪者能夠辨認部分獨立的地
形圖例，不少人表示整張地圖的顏色過於豐富，或是地圖整體的配色過於相
近，以致於在讀圖上產生一定的困難。

第一次看覺得難以識別，是因為顏色有點像，就是有點在考眼力。
(遙測、空間分析專業，D5)

在地圖上最主要的色系受到地形生成作用以及當地岩性影響而呈現黃綠色。
在本區域內，河流地形為最主要的地形分類之一，在河岸兩側以及下游處常可
見各式河流地形如河階、氾濫平原、沖積扇等等，河流地形的顏色則是參考義
大利的地圖設計，以綠色作為主要的表示方式；岩性資訊主要以沉積岩的砂岩
為主，圖例則參考環境地質基本圖中的顏色設計，皆屬於綠色系的顏色，並且
以底圖的形式遍布在整個圖幅範圍內。以上兩點使得圖面顯得配色過於接近。

圖 4-2 在範圍 1 km2 的地形特徵圖上包含九種地圖資訊

108

另外，地圖上所欲呈現的訊息量相當大，因此相同的區塊可能就會同時疊置
數種地圖資訊，以圖 4-2 所顯示在主圖上一公里的範圍內，就可包含等高線、
兩種岩性分類、構造線、山區緩坡、山區陡坡、溪溝、埋積谷、岩屑崩滑以及
各種地圖文字註記，共 9 種地圖資訊。所以也有受訪者提到資訊量過於繁雜的
問題，因此本地形特徵圖必須在地圖「易讀性」上適當簡化地圖資訊。

圖例就是地形特徵，他很像我在做 GIS 在做的 overlap，可是這邊感覺是把簡
單的東西複雜化，太多的圖層了。
(遙測、空間分析專業，D12)

表 4-4 對於地形特徵圖初版的整體感受
訪談結果

出現次數

1.

顏色設計相似，第一眼不易區分

2

2.

對比鮮明，綠色系顏色多

2

3.

顏色豐富，但附圖太多不知從何看起。

1

4.

疊置的圖層太多

2

5.

陡坡緩坡的圖徵太過細瑣

1

6.

沖積扇圖例搶眼

1

7.

水庫圖徵吸引目光

1

8.

等高線被圖徵蓋住不好辨別

1

9.

有仿地質圖之感

1

二、地形陰影圖對於地形理解的幫助
在先前的結果可以發現，圖面上的資訊過於豐富，導致整體地圖的易讀性
降低。尤其是作為底圖使用的岩性圖層，會因為其豐富的顏色而搶走讀者對於
整體地圖的印象，因此本研究嘗試將岩性底圖移除替換成為地形陰影圖，使主
圖內能夠更著重在地形訊息的呈現，各項的地圖資訊疊置順序皆不改變。本研
究請受訪者提出陰影圖有助於地形理解的程度，以及說明為何有幫助的理由。
結果如表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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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訪談問題 1-2 整理表
訪談結果

出現次數

優點
1. 藉由光線陰影可以很快看出起伏，等高線需要
時間想像。

4

2. 較易在腦中形成影像。

3

3. 對於陡坡緩坡的概念可以較為直接的對應

1

缺點
1. 僅適合地形起伏，陰影會使得上面的圖徵不夠

2

明顯。
2. 若使用陰影圖，需要有清楚的圖徵搭配。

1

在訪談結果中，可以發現多數人對於使用地形陰影圖的態度是正面的。比
起等高線圖來說，地形陰影圖能較直覺地且有效率地判斷地形起伏，而且較容
易與印象中的實際地景或是遙測影像進行連結。

有地形陰影的那張圖有些有立體感，在顏色的呈現上面，可能是蠻容易看
到地形的。
(都市規劃專業，D)

陰影圖較容易在腦中有立體的成像，不像在特徵圖(僅含等高線的地形特徵
圖)需要透過地形特徵與等高線去做判斷，且陰影的深淺對於地圖中坡地的緩陡
滿可以直觀的對應。
(已修習地形學之的大學生，E)

因此可以知道地形陰影圖在地形呈現方面相當清楚，讀者能夠快速的了解
一個地區大致的地形特色，適合用於地形訊息的溝通。而在整體地圖呈現的部
分，若將原先地形特徵圖的岩性圖層轉換為地形陰影圖是否有增加易讀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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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指出，因為其灰階的色彩或是在地形陰影處因為顏色較深，使得部分的
地圖資訊較難閱讀，例如同樣為灰黑色的等高線或是道路資訊等。

僅對於地形起伏表現較有效，關鍵地形還是需要其他圖徵表現，且陰影有
時會令圖徵、等高線等變的較不明顯。
(已修習地形學之的大學生，)

而本研究對於地形陰影圖的色彩選擇為考量避免與其他圖徵衝突，因此採
用灰階色彩應較能夠凸顯其他重要的彩色地形圖徵，因此也有受訪者認為灰黑
色的地圖有助於閱讀其他顏色的圖徵。

可是以那張圖(岩性圖為底圖的地圖)來說，他的顏色在一眼看下去會比較
無法區分。那像這張圖(地形陰影圖為底圖的地圖)，視覺會集中在綠色的地
方。
(都市規劃專業，D)
整體對於地形陰影圖做為底圖使用的受訪者想法整理為表 4-6 所示。

表 4-6 對於地形陰影圖作為底圖的受訪者整體看法
訪談結果

出現次數

1.

陰影圖有幫助理解地形

9

2.

圖上黑色系的元素互相干擾(如聚落、道路、
等高線標號)

4

3.

視覺上容易集中在黑色以外的圖徵上

2

4.

顏色太灰暗

2

第二節 插圖之地形訊息
一張完整的地圖上，除了主圖外還應該包括的基本元素有：圖名、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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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尺以及方位(Slocum et al.，2008)。但是當地圖欲呈現更多的內容，可是該
內容並非地圖最主要的資訊時，時常會利用插圖(inset map)來補充主圖所無法提
供的額外資訊(Tyner, 2010)。
在過去地形製圖的相關文章或甚至各國的地形製圖中皆較少討論插圖的使
用以及重要性，可是插圖是在地圖設計當中相當重要的環節，能夠補足不同使
用者對於地圖額外資訊的需求(Papakonstantinou et al., 2011)。本研究在第三章中
參考了國內相關環境類地圖，初步放置 5 張插圖於主圖下方，大部分的插圖屬
於與主圖同樣範圍但呈現不同主題的類型，分別包括地形分區圖、地形立體
圖、區域地質圖、地質剖面圖，並同時也包括提供位置訊息的位置圖、行政區
圖及圖幅接合表。本研究藉由第三章產製的地圖成果，提供受訪者進行討論。
有關地形特徵圖之插圖的討論結果，可分為兩個面向進行討論-插圖訊息及插圖
選擇。
一、插圖資訊：
插圖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補充主圖內的資訊，使得讀者能夠更理解整張地圖
欲傳達的資訊。為了得知使用者是否能夠善用插圖得知更為完整的地形訊息，
本研究以情境題的方式詢問受訪者，即為回答景美盆地中最主要的地形特徵為
何。受訪者必須先從「插圖」中的「地形分區圖」找到景美盆地的位置，再對
應至「主圖」內的位置觀察盆地內主要為沖積扇或是沖積平原等河流作用地
形。共有 8 名受訪者進行回答，可將結果整理為表 4-7。
表 4-7 訪談問題 2-1 之整理表
受訪者

問題答案：可為
沖積扇、沖積平原、

是否使用
插圖作答

其他原因

氾濫原、蝕餘小丘
E1

沖積平原、蝕餘小丘

否

具先備地理位置知識，直接搜
尋景美盆地屬於何種特徵地
形。

E2

河階、氾濫原

是

從地形地質剖面圖找到景美盆
地，再從區域地質圖找到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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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最後回到主圖。

E3

E4

E5

沖積扇、沖積平原

沖積扇、氾濫原

沖積平原、氾濫原

否

首先判斷主圖內何處屬於盆地
地形，再根據圖內之地名確認
位置，最後觀察屬於何種特徵
地形。

否

首先判斷主圖內何處屬於盆地
地形，再根據圖內之地名確認
位置，最後觀察屬於何種特徵
地形。

否

具先備地理位置知識，直接搜
尋景美盆地屬於何種特徵地
形。

E6

E7

E8

沖積扇、氾濫原

沖積平原、蝕餘小丘

沖積平原、氾濫平原

是

從地形分區圖找到景美盆地位
置，再對應回到主圖判斷為何
種特徵地形。

否

首先判斷主圖內何處屬於盆地
地形，再根據圖內之地名確認
位置，最後觀察屬於何種特徵
地形。

否

思考盆地中可能出現何種地
形，從圖例找到可能地形後對
應至主圖找到沖積地形，發現
集中於於景美地區

根據訪談結果可以發現，幾乎所有的受訪者皆能夠回答出正確的地形特徵，
顯示地形特徵圖的主圖在資訊傳遞的部分能夠發揮其效果。但對於插圖的使用
來說，僅有兩名受訪者使用插圖進行判斷地形分區內的地形，其他大部分的受
試者因對於地形分區有一定的認識，因此能直接從主圖內找到盆地地形的位
置，再進一步搜尋盆地內的地形以確認地點無誤後，再開始觀察盆地內包含何
種地形，顯示地圖使用者並不熟悉插圖的使用。另外在開放討論的部分，其他
的受訪者針對插圖的訊息也提出類似的想法。

這張圖(地形特徵圖)感覺起來是蠻漂亮的，可是蠻多圖的，所以不知道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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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看。比如說會以插圖為底，為主要的視覺，一直往上對照。比如說這張圖(地
形剖面圖)也想要往上對照，但是找不到到底是哪一條剖面，原來是要看下面。
(空間規劃專業，D3)

雖然對於插圖的使用較不熟悉，但對於插圖所提供的資訊一些受訪者則表
達正面的看法。尤其許多受訪者都提到對於地形立體圖的重要性，因為立體圖
較為接近一般在野外所見的視角，所以使用者能夠較快的與實際景物或是記憶
中的地形進行連結。同時也因為許多受訪者過去較少看到類似的地圖，認為若
有此種地圖做為閱讀主圖的搭配能夠較容易理解一地的地形。

這張圖第一眼印象就是看到立體圖，一般的圖比較少看到立體圖。.....若未
來出地形圖的話應該附一個立體圖，地形會比較明顯。
(水上警察，D16)

在平面地圖上呈現了地形立體圖(忠治地區)將地圖上較難想像之陡坡輔助
說明的很好。
(空間規劃專業，D2)

其他對於目前插圖的看法可整理為表 4-8
表 4-8 地形特徵圖插圖之使用者意見
受訪者看法
1.

地型立體圖對於地形理解有幫助，但第一次看

次數
2

這種圖不知道該怎麼看，以及認為方向不直覺
2.

地型立體圖上面狀的圖例設計或是目前的顏色
會造成混淆。

1

3.

地層地形剖面不知該如何對照，不夠直覺。

1

4.

附圖與主圖不知道該如何搭配使用

1

5.

地形立體圖為最能掌握的資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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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插圖的選擇
由前述的結果可發現受訪者對於地形特徵圖的插圖使用不是相當熟悉，但
在先前的訪談中受訪者對於插圖的使用是處於被動的狀態。然而插圖應是能夠
客製化滿足使用者在主圖之外所需資訊的一個重要方法(Tyner, 2010)，因此本研
究也藉由詢問受訪者應增加何種插圖較為適合，以了解地圖使用者期望增加甚
麼樣的資訊才更能夠有助於了解主圖的內容。在此階段，本研究以防災溝通作
為受訪者思考的主要目的，因自然災害的發生與地形息息相關，因此若能對於
一地的地形特色有所理解，也就能更了解當地自然災害背後發生的原因。因
此，並且希望能夠藉此更了解一的地形環境特色，得以認識災害背後的發生原
因。蒐集的結果以表 4-9 呈現。

表 4-9 訪談問題 2-2 之整理表
插圖

人數

理由

正射影像/衛星影像

2

1. 可以在日常生活的區域找到對照點

區域地質圖

3

1. 可以知道此區可能發生的地形變遷。

地質剖面圖

3

1. 判斷一地的地體構造作用是相當有用
的。
2. 地質對地形的影響可能會比較清楚。
3. 讓民眾知道何處較具危險性。

地形分區圖

3

1. 可以快速的判別一地區的高程
2. 對於地區內主要為何種地形構成可以
做初步的判斷。

立體地形圖

6

1. 可以快速直接看出地形
2. 可以協助對陰影圖不熟悉者看出地形
起伏
3. 讓讀者馬上獲得重點地區的地形資
訊。

地形陰影圖+地質圖

1

1. 在主圖上，地形起伏和地質資訊不是
很容易辨別和對照

災害潛勢圖

4

1. 提供民眾了解居住地的危險機率，作
為購屋參考。
2. 作為災害預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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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圖

1

街道圖

1

1. 以便一般民眾理解所在位置。

避難設施/避難路線圖

1

1. 方便民眾在防災整備使用。

在以災害溝通為目的的前提下，最多的使用者認為應該增加立體地形圖，
其次是災害潛勢圖、地形分區圖、區域地質圖以及地質剖面圖。另外也有受訪
者提出不在原先討論地圖中以放置的插圖，包括影像圖、街道圖、土地利用
圖、避難路線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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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使用者意見之討論
一、主圖的地形呈現
在前述結果可以發現，使用者大致能夠掌握地圖上的主要地形特徵，如沖
積扇、河階等。但不少使用者也認為主圖的顏色過於豐富導致易讀性的低落。
而本研究嘗試將底圖的岩性圖層移除並改以地形陰影圖作為底圖使用，並重新
調查使用者意見後得到相當正面的回應。顯示以地形陰影圖作為底圖的確更有
助於使用者在閱讀主圖上能夠更快速的獲取地形訊息。
地形陰影圖為模擬太陽光角度，在地形數值模型上呈現陰影處藉此表現地
形的起伏。過去研究也發現相對於航空照片，地形陰影圖使讀圖者更能夠把焦
點放在環境、地形起伏本身，對於認識各種地質特徵來說地形陰影圖比起影像
照片(航照、衛星影像)來說更為合適(Robinson et al., 2017)。若還能採用較高解
析度的數值高程模型來製作地形陰影圖，將能夠提供讀者更多地形的細節。
本研究採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生產的 LiDAR 降階 6 公尺解析度數值高
程模型作為地形陰影圖的製作材料(地調所，2017)。然而，地形陰影圖為利用
模擬光線陰影所製成的數值模型，因此仍須考慮不同的光影參數會影響地形陰
影圖表現地形的方式及程度(Peterson, 2009)。光影參數包括光線入射的方位角
以及仰俯角。方位角影響陰影的呈現位置，仰俯角則影響陰影的範圍。
以方位角來說，地形陰影的位置會影響使用者在解讀地形時的直覺反應。
如圖 4-3、4-4 為不同光線入射角所產製的地形陰影圖，在圖 中光線方位角為
135°，為常見的地形陰影圖設定的光線方位角。大部分的使用者能夠快速的掌
握該地區的地勢起伏，意即何處為山脊與山谷。可是根據臺灣的地理位置，並
不會產生從西北方入射的光線方位角。因此雖然在呈現上 315°的方位角具有清
楚地展現地形起伏的優勢，但卻並非在真實環境中能夠見到的自然情況。為了
使讀圖者能夠更容易將地圖與實際環境結合，在圖 中嘗試將光線的方位角反
轉，光線方位角為 180°，為臺灣較可能出現的光線入射角度。可是這樣會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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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在於，雖本身地形並未改變，但在視覺呈現上容易產生錯覺，將山脊誤
判成河谷，或是河谷視為山脊(Slocum et al., 2008；Biland et al., 2017)。因此在
地形的理解上，來自南方的光線會將地形起伏反轉，對較不熟悉這類圖資使用
的使用者更容易傳遞錯誤的訊息。

圖 4-3 陰影圖-方位角 315°

圖 4-4 陰影圖-方位角 180°

除了從北方來的光源較符合人類感知立體地形的情況外，也必須考慮繪圖
區域整體地形走勢決定光源入射角度。若光源入射角度平行於整體地勢走向，
則該區域的主要地形特色即會因無光影變化而無法展現，因此光線入射角度應
盡量垂直於主要山地走向才能表現整體地形趨勢。以本繪圖區來說，整體的山
地走勢受到臺灣整體地體構造的影響，以東北-西南走向為主，因此在圖 4-5 中
利用 315°作為入射角便可清楚展現整體地形走勢；而在圖 4-6 中則為平行地勢
的入射角 45°，雖然仍能夠看見地表的起伏，但對於整體地形特色的掌握就不
如圖 4-5 般完整。因此為保持最佳的地形展現效果，西北方的入射角度最為適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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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方位角 315°-較可展現山勢

圖 4-6 方位角 180°-較無法展現山勢

另外，在仰俯角的改變會影響地圖的陰影範圍，會使得地形起伏的立體程
度發生變化，或是陰影處的顏色濃度深淺有所改變。光線仰角仰角越大，越容
易使得圖面的顏色對比下降，進而導致地形起伏感降低。圖 4-7 為 45°的光線仰
角，而圖 4-8 則為 75°的仰角。很明顯的在圖 4-7 中較低的光線仰角造成地表的
明暗對比差異大，較易辨認整體地形走向；而在圖 4-8 中較高的角度的光源會
使得整張地圖的顏色對比下降，整體地勢起伏便較圖 4-7 中不那麼明顯。根據
多次試誤後，本研究認為在本繪圖區內 45°的光線仰角便能呈現大部分的地形
特徵。此外，調整本身圖片的明暗對比也對於陰影圖的色彩濃度有明顯改變。

圖 4-7 陰影圖-仰角 45°

圖 4-8 陰影圖-仰角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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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地形陰影圖只要光線來源設定得當，便能夠快速的展現的一地
的地形起伏。且製作的技術門檻較低，擁有基本 GIS 的操作概念即可利用數值
地形模型製作地形陰影圖。可是地形陰影圖的缺點就在於光源的選擇相當重要
(Chiba et al, 2008)。為了消除光線對於地形呈現的影響，赤色地圖(red relief
map)為近期在地形視覺化上的一個重要嘗試。赤色地圖的概念最早由日本學者
Tatsuro Chiba et al.(2008)提出，其主要特色在於能夠清楚展現地形的轉折處以
及山脊與谷地的位置，概念上為地形坡度加上地表開闊度作為呈現。地形轉折
處為坡度圖所提供，而地表開闊度則能夠展現山脊與谷地的位置。坡度以白色
至紅色表示，坡度越大顏色越紅；而地形開闊度則以白色至黑色表示，開闊程
度越高則顏色越白。因此在製作上不涉及任何光影變化，能夠確保各地區的呈
現效果一致(蕭宇伸，2017)。赤色地圖的相當適合用於確認溪溝位置、各式地
形面的判釋，相對而言，其在表現整體地形走勢時則較無地形陰影圖般明顯，
且色彩上難以與其他圖徵搭配，為其主要的缺點(圖 4-9)。

圖 4-9 屈尺廣興地區之赤色地圖與地形陰影圖對比

在過去的研究中指出，單純以等高線作為連續地表起伏的表示方式對於使
用者來說並不夠直覺(Collier et al., 2003)。隨著技術的進步，利用數值模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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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的方式越來越普及，地形陰影圖的使用也逐漸被重視。不少研究根據問卷
或是訪談的調查成果中發現，在理解地形方面地形陰影圖確實能有助於讀者更
快速的理解一地的地形特色(Mitasova et al., 2012；Robinson et al., 2017)，本研
究結果也能與其互相呼應。但在本研究的調查結果中也可得知，使用者認為地
形陰影圖的陰影處時常會影響地形的判讀。或是有部分的使用者為初次使用地
形陰影圖，在第一眼的觀感上認為地形陰影圖需要拿遠一點看才能看出立體
感。這些皆為地形陰影圖使用上仍須特別注意的地方。
整體來說，地形陰影圖對於使用者在認識整體地形環境時相當有幫助，且
比起使用岩性圖層作為底圖的時候更能夠凸顯其他重要的特徵地形，能夠符合
地圖設計的視覺對比以及形底關係原則。然而地形陰影圖仍偶爾會造成部分地
圖資訊，如等高線等，需再次考慮地形陰影圖的光影仰角或是顏色濃度的使
用。本研究以 315 度光線入射角、45 度光線仰角，搭配圖片本身亮度
(brightness)增加 30%、對比度(contrast)減少 40%的效果認為能夠最佳的展現地
形起伏並不影響其他地圖資訊的閱讀。

二、插圖的選擇
由調查結果可知，於第三章所選擇的插圖配置還未能有效的引起使用者主
動使用，部分的受訪者對於附圖以及主圖不知該如何搭配使用，但如果經過適
當的提醒受訪者便能夠理解插圖的使用。其中目前放置的插圖中，以地形立體
圖最受到受試者的青睞，因為其立體的呈現方式能使地圖使用者以較為直觀的
方式觀察地形。
因此，本研究接續前述調查，邀請受訪者提出希望圖上能夠增加何種插圖
才能對於認識自然災害有更好的幫助。最多的插圖選擇為地形立體圖、災害潛
勢圖、地形分區圖等等，而根據受訪者對於應該增加之插圖的意見，可以有以
下幾點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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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定位的需求
插圖的內容與主圖兩者視為互補或是增加更多額外訊息，不管如何插圖應
能夠對應至主圖。使用者在使用上會希望主圖以及插圖能夠互相找到定位點而
方便對照，而這樣的定位點可能包括主要道路、主要設施、主要河流等。因此
除了可增加道路圖外，不管各種新增插圖的內容為何，除了基本的座標標示
外，都應加入方便使用者使用的定位資訊，以便與主圖對照。

增加人文街道圖對於一般民眾的角度來說較方便閱讀。
(遙測、空間分析專業，D4)
希望增加地形立體圖與主圖之間對應的標示。
(地政專業，D11)

(二)對於地形資訊的需求
最多的受訪者認為地形以立體的方式呈現相當有助於了解一個地方的地形
特徵，顯示地圖使用者希望能更利用較為簡易的方式觀察地形，因為主圖內的
訊息相當豐富，使用者期望能夠更快地了解大致的地形環境特色，需要一套資
訊量較為簡潔的示意地圖。因此地形分區圖、地形立體圖的使用是較多數受訪
者希望能夠放置於插圖內的內容，其中又以地形立體圖最受地圖使用者青睞。

針對重點地形建立局部立體地圖，一方面可以協助對陰影圖不熟悉者看出
地形起伏，另一方面可讓讀者馬上獲得重點地區的地形資訊。
(已修習地形學之大學生，E8)

(三)對於地質資訊的需求
地質是構成地形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了解地質資訊能夠提供對於地形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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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上許多重要的線索。在主圖內的地質資訊已經移除的前提下，不少受訪者希
望能夠增加地質圖或是岩性圖以更了解過去到現在的地形變遷原因，甚至觀察
未來可能發生的地形改變。另外地形地質剖面也是許多受訪者希望能夠增加的
插圖，因為能夠更清楚顯示地形與地質的關係，而上方也有標示斷層等資訊，
部分受訪者覺得能夠更了解自己所居位置的潛在危險。

地形地質剖面在判斷一地的地體主要構造作用是相當有用的。而地質圖可
以知道在營力下此區的可能的作用過程，包含已發生以及即將發生的進行判
斷。
(已修習地形學之大學生，E3)

(四)對於防災資訊的需求
許多與防災相關的特徵地形已經放置於主圖內，如各式崩壞地形-岩體滑
動、落石等等。因此針對防災使用的目的，許多受訪者希望在插圖增加該地區
的災害潛勢圖，以更能夠了解所在地的災害危害程度。災害潛勢圖為專家進一
步解讀的地圖，藉由考量各種環境因子，包含坡度、岩性等訊息，根據致災可
能性給分，最後加總後便能得到各地區的災害潛勢程度高低。較為實務的需求
為了解不同地區的災害潛勢程度可以作為購屋的依據。

提供民眾了解居住的的威脅機率，可作為防救災及購屋的參考。
(商業分析專業，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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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根據使用者意見所修改的地形特徵圖

圖 4-10 第三章之地形特徵圖成果(左)、根據使用者意見修改之地形特徵圖(右)

根據使用者意見調查的結果，在主圖方面，受訪者普遍認為主圖上的資訊
過於複雜，使得各項的地圖資訊易讀性大幅降低。之後更進一步指出來，是由
於做為底圖的岩性資訊之顏色與圖徵樣式顯眼且遍布圖幅範圍，因此增加使用
者閱讀的困難度。此外，在插圖的部分，可發現大部分使用者對於插圖的使用
較不熟悉，顯示插圖與主圖之間須更好的連結；而插圖選擇方面使用者則希望
能夠增加道路訊息、地質訊息、災害潛勢訊息，以及更清楚的地形訊息，如立
體地形圖等示意圖。因此本研究在以使用者為導向的精神下，針對地圖的主圖
及插圖進行部分的修改，如圖 4-10 之中的比較，並且可分別對應不同的使用者
調查場次，如表所示。可以分為以下四點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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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根據使用者意見所做的地圖修改
地圖修改部分(對應圖 4-10 右圖)

對應訪談場次(對應表 4-1)
A、C、D

主圖(藍)
插圖(橘)

1. 岩性分布圖

B

2. 災害潛勢圖

C
D、E

3. 位置圖、地形分區圖、地形立體圖

一、以陰影圖與等高線做為主圖之底圖
從訪談結果可發現大部分使用者認為主圖的呈現過於複雜，是由於做為底
圖使用的岩性圖層所造成。在地形訊息溝通的前提下，地形特徵圖的呈現重點
仍在地形本身，因此決定將岩性圖層移除。同時，過去已有不少文章表示地形
陰影圖有助於地形訊息的理解，因此本研究嘗試使用地形陰影圖加上等高線做
為主圖的底圖(圖 4-11)，而訪談的結果也能夠與過去的研究結果互相呼應，普
遍來說受訪者都能夠快速的看到主圖內的地形特徵。所以在主圖方面，以光達
產製之 6m DTM 製作的地形陰影圖加上等高線的方式來表現地表的連續起伏，
應將更有助於使用者在了解整體區域的地形特色。

圖 4-11 以地形陰影圖加等高線為底圖的地形特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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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置圖搭配
許多使用者希望能夠更清楚的理解插圖位於空間上的位
置或是在主圖的何處，因此本研究將地形相關的一系列插
圖，包括位置圖、地形分區圖、立體地形圖皆放置於右側由
上至下的順序，期望能夠提供讀者在視覺上的連貫性(Tyner,
2010)。使用者能夠藉由閱圖位置圖了解主圖在臺灣島、流
域內的範圍，並接著使用地形分區圖了解圖幅內的不同地形
區，以對於主圖內所呈現的特徵地形更有整體的地形架構概
念；最後可再藉由閱讀立體地形圖來理解主圖內重點區域的
地形特色(圖 4-12)。
圖 4-12 位置圖配置
三、增加插圖-岩性圖、災害潛勢圖
在訪談結果中也可發現，插圖的使用便能夠發揮重要的幫助，地圖上過多的
資訊能夠以插圖的方式呈現與主圖下方，只要兩者之間能夠標註明顯的定位點，
使用者便能夠在兩張地圖之間搭配使用。整體地圖的知識量並未因部分資料改製
插圖中放置而有所降低，但主圖內的資訊量卻可以大幅的降低其複雜性。如此顯
示，良好的插圖設計將能有助減緩主圖內的資訊量。因此經過意見調查的結果，
地圖上增加兩種插圖，包括岩性圖以及災害潛勢圖。
在岩性圖的方面，因易讀性的關係將岩性圖層從主圖內移除，然而若缺乏對
於當地地質背景的了解，也難以對於整體的地形演育有完整的認識。原先在插圖
中已展現地層的分布，將有助於與熟悉分幅地質圖使用的讀者進行溝通。然而岩
性圖則能夠顯示地質背後所代表的不同岩石特性，能更方便讀者對於地形生成與
地質之間產生直觀的連結，因此在插圖中增加一岩性插圖，方便使讀者對照使用
(圖 4-14)。資料來源採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岩性組合圖(比例尺 1:25000)圖
層(地調所，2008)。其中，考量易讀性及資訊豐富度的問題，將其內容由原來之

126

單層、偶夾、間夾、互層 4 類進行簡化，單層與偶夾合併為單層，間夾與互層合
併為互層，以方便使用者理解。
在災害潛勢圖的方面，因地圖的閱讀仍需要一定的知識門檻，在災害溝通上
若能有直接告訴使用者危險程度的地圖如災害潛勢圖，將更有助於地形特徵圖向
半專業人員推廣使用，在過去的文章中也認為災害潛勢圖更適合非地形專業者來
使用(Griffiths et al, 2008)。資料來源採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地質災害潛勢
圖(比例尺 1:25000)圖層(地調所，2008)，並根據原圖之圖例設計轉繪至本圖(圖 418)。

圖 4-13 岩性分布圖

圖 4-14 災害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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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透過地形製圖，可以辨識出特徵地形，進一步指出潛在的高變動環境位
置，可提供災害管理部門、國土或區域規劃部門、土地開發業者和一般民眾更
為直觀、易懂的圖面參考資訊(Smith et al., 2017)。本節透過地圖使用者的意見
調查，本研究將第三章完成的地形特徵圖進行修改，以使地圖更能夠發揮地形
訊息溝通的效果，成果地圖如圖 4-15 所示，並包括以下兩點：
(一) 立體地形的使用：模擬地形立體感的表現方式，不管是在主圖的陰影圖使
用或是插圖的立體地形圖中皆獲得使用者的正面看法。在主圖方面。先前
的地形特徵圖因作為底圖使用的岩性圖層過於複雜，因此改採以地形陰影
圖作為地形特徵圖的底圖。本地圖在等高線外更加上地形陰影圖，使用者
能夠更快速的掌握該地區的地形特色。在插圖方面，大部分使用者皆認為
立體地形圖能更直覺的閱讀地形，是在地形特徵圖中必須增加的資訊。
(二) 插圖的使用：適當插圖的使用能有助於減少主圖的複雜性，對於快速獲取
主圖內的地形訊息相當有幫助。在此章中針對位置圖、地形分區圖、地形
立體圖進行修改以利地形訊息的閱讀，並且增加岩性分布圖以及災害潛勢
圖，以豐富整體地圖的資訊，對於認識一個地方的環境應更有幫助。

圖 4-15 根據使用者意見繪製之地形特徵圖(左)與地圖配置(右)
128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臺灣已出版相當多的環境類地圖，仍缺乏一套以地形為主題的地形特徵
圖，且在國內的學術研究上也較為少見。但作為一套整合地表各種地形資訊的
地圖，地形特徵圖能夠提供在施政、學術等各方面重要的環境訊息，並能進一
步了解當地自然災害的發生原因。
本研究彙整並比較國外地形製圖相關經驗作為臺灣地形製圖發展的基礎，
並盡量善用國內已出版的各項圖資，決定地圖所應呈現的地形訊息以及適合地
形訊息溝通的設計，產製一張以經建版木柵圖幅為範圍的台灣地形特徵圖。以
此為基礎，利用焦點團體訪談的方式了解不同地圖使用者對於地圖的意見，在
地形特徵圖的易讀性及訊息豐富度上取得更好的平衡，以達到地形訊息溝通的
目的。可獲得以下幾點結論：
一、國外地形特徵圖經驗彙整
在各國地形特徵圖發展方面，可以發現在國際上，地形特徵圖的繪製從 20
世紀開始陸續在各國出現，尤其是歐洲國家。在亞洲國家方面，則有如日本、
中國等國繪製屬於自身國家的地形特徵圖，惟臺灣在地形製圖方面並未跟上潮
流並發展成國家層級的製圖工作。而在地圖設計上，可發現大部分國家的地形
特徵圖基本上包含特徵地形(morphography)、連續地形(morphometry)、地形生
成作用力(morphogenesis)、地質資訊/岩性(geology/lithology)以及地形年代
(morphochronology)等資訊。不同國家藉由這些元素的不同搭配組合製作各國的
地形特徵圖。在四個回顧的國家-義大利、日本、瑞士、Gustavsson 等人(2006)
當中，在地形訊息方面以義大利的特徵地形訊息最為詳細，以符號標示地形形
態，顏色標示地形生成作用力，並同時呈現地質訊息，值得台灣地形特徵圖參
考；在連續地形的部分則以 Gustavsson 等人(2006)最為豐富，但在使用上需要
更多的地形專業，不適合半專業或非專業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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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用國內已出版的相關圖資作為地形訊息的來源
在圖資方面，蒐集國內現有的環境類訊息後，可發現臺灣在崩壞地形的資
料上已有相當豐富的結果，包括地調所出版的環境地質基本圖、航照判釋山崩
目錄等。在數值地形方面也有全台的高精度資料提供使用。若能善用這些國內
已出版的各項環境類圖資，將能夠支持台灣地形製圖上的部份需求。惟使用上
必須注意因各部會所使用的分類標準不同而在資料整合上可能產生的問題，如
地質調查所與水土保持局的不同山崩分類。同時也必須注意當初資料生產時的
測繪標準，包括資料的最小使用精度、是否有進行野外調查檢核等等。因此在
地形製圖的過程中除了直接引用圖資外，也應適當搭配的野外調查及檢核，並
且將各項圖資的相關使用限制於地圖說明書中詳加說明。

三、國內在特徵地形之圖層的不足
除崩壞地形資料外，台灣多數的地形圖資仍相當缺乏，如不同的河流地
形、海岸地形等等。同時，臺灣在地形年代方面的資料也同樣缺乏。地形製圖
的背後需要大量的基礎研究做為支持，才能完整的將一個區域的地形特色呈現
給使用者。台灣在官方及學術單位針對台灣的各項地形特徵皆有不少研究成
果，但較為缺乏有系統性的整合成為一套可使用的台灣地形資料庫。因此若臺
灣未來欲朝向全國性的地形製圖方面發展，還必須在未來需更多地形學者的投
入，進行全國系統性的地形圖層建置。

四、地圖使用者對於地形特徵圖之意見
根據使用者的意見調查結果，可以將地圖重新修改，並可將主要發現歸納
成以下兩點：
(一)圖幅整飾-插圖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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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特徵圖一向存在過於複雜的問題。相較於主要的地形訊息，如地質之
類的次要訊息應盡量避免放置於主圖當中，而適合以插圖的形式放置於主圖下
方供使用者互相對照使用。使用者能夠獲取有關圖幅範圍內更為完整的資訊，
如地質資訊、防災資訊等。適當的插圖使用能夠減少主圖的複雜度，並且能夠
保存整體地圖資訊量的豐富度，為解決地圖易讀性及資訊豐富度的重要方法。
(二)立體地形的使用
模擬立體感的地圖表現方式受到大部分使用者青睞。過去臺灣的環境類地
圖或是國外的地形特徵圖，常使用等高線作為表示地形起伏的方式。在本研究
中可發現地形陰影圖搭配等高線的使用更有助於使用者了解一地的地形特色，
使用上若能克服光線陰影角度造成陰影圖本身影響其他圖層的問題，便是一個
相當適合用於呈現地形訊息的工具。另一方面，立體視角的地形圖使用也被認
為相當有助於理解地形，因其模擬人眼視角的特性，使用者更能夠直覺的觀察
地圖中的地形訊息，應置於插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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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限制
國際上製作地形特徵圖的國家不少，本研究針對四種地形特徵圖系統進行
回顧，但對於其他未詳細回顧的國家，可能會缺失部分仍值得臺灣參考的地形
特徵圖設計。未來在研究上應更完整的蒐集各國的地形特徵圖經驗進行更完整
的回顧。
另外，大量且縝密的地形調查研究是繪製地形特徵圖的重要基礎，因此也
地形製圖中最花時間的項目之一。受限於研究時間，本研究無法進行詳細的野
外調查工作，因此採用國內已出版的各式地形圖資作為圖幅內地形訊息的來
源。研究結果發現許多的地形並未有相對應的圖資可支持，且地形動態、地形
年代資料也較為缺乏。未來需要更多的相關研究投入，並且整合成為可使用的
圖資資料才能有助於全台有系統性的地形製圖進行。
最後，在使用者意見調查的部分，地形特徵圖的潛在使用對象眾多，而本
研究之調查對象乃利用各種專題演講或是專家會議時同步進行。因此在受訪者
方面無法相當全面的了解不同類型的地圖使用者對於地形特徵圖的看法。若未
來能主動的辦理相關的地圖工作坊，直接針對特定族群所做的調查結果將更有
助於分析地形特徵圖設計上應改良之處。

二、建議
若欲建置全國性的地形特徵圖，未來的研究應針對臺灣環境建置一套完整
的地形架構，才能更有系統性的設計不同的地形圖例以及表現地形訊息。並
且，未來應針對不同類型的使用者，分別製作不同目的的地形特徵圖，將有助
於國土管理和災害防治的功效。最後，在地圖呈現方面，本研究所產製的地圖
仍以紙圖的思維進行設計，訊息是經由設計者的配置平衡地分布於地圖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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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若欲朝向更以使用者為導向的地圖設計，可朝網路 GIS 平台或是圖集的方式
進一步思考地形特徵圖的設計，使讀者能夠自行套疊所需的元素並製作一張客
製化的地形特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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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地形特徵圖之基本圖幅整飾
(一)地形特徵圖(地形分類圖)、圖名、圖號
為地圖上的基本資訊，採用 1:25000 基本地形圖之分幅方式及擺放位置(內
政部，2014)。地圖類型位於主圖之左上角，字體採用等線體；圖名位於主圖之
上方正中位置，字體採用等線體，且參考地質圖的圖名採用中英文並列。本地
形特徵圖之分幅方式與 1:25000 經建版形圖相同，以 1:100000 的基本地形圖為
基礎進行圖幅劃分。以中華民國西南角(14°N, 73.5°E)為起點，前兩位數字代
表圖幅與起點之間所占的行數，後兩位數字則代表列數，以圖幅編號 9623 為例
即代表圖幅距離起點共有 96 行及 23 列(黃清琦，2014)。而五萬分之一基本地
形圖可以視為將十萬分之一圖幅切成均等的四份，依順時針方向由左上角圖幅
開始以羅馬數字分為Ⅰ、Ⅱ、Ⅲ、Ⅳ進行編號。最後到了 1:25000 基本地形圖
則是再將 1:50000 圖幅的長寬對分，切割為四幅，並以方位分為 NW、NE、SW、
SE。

(二)主圖(含圖廓、經緯度註記及方格坐標註記)
雖然本研究僅以木柵圖幅作為示範，但本研究嘗試建置的地形特徵圖屬於
普通地形特徵圖的範疇，應如同地質圖般做為國內的地形相關基礎資料，若以
分幅地圖的概念進行繪製將有助於未來國內地形特徵圖的延伸發展。本研究採
用與 1:25000 經建版地形圖「木柵」圖幅相同之範圍，並以經緯度為界進行地
圖分幅。
本地圖並未呈現方向標示，以地圖方格座標作為主要的方向指示方式。參
考經建版地形圖，地圖方格座標以左下角註記地圖分幅的經緯度座標，第一條
橫線註「××××000mN」，第一條縱線註「××××000mE」，字體為等線體。地圖座標
網格以 1 公里為分隔，但為求圖面整潔，圖上並無如經建版地圖般的方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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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餘圖廓外以黑色記號註記。在註記上僅呈現公里數，橫線為「××××」，如
2753；縱線為「×××」，如 308。均不註方向，字體同上。

(三)主圖圖例
地圖圖例設計參考分幅地質圖，放置於主圖的右側，上緣與圖廓切齊，中
英文並列，字體採用等線體。在圖例的左側標示圖例的大分類項目，如岩屑崩
滑、岩體滑動等標示為崩壞地形，河階、沖積扇等則標示為河流地形，目的在
於使讀者了解不同地形營力的區分。除了圖徵及圖例名稱外，在右側更加上各
圖例的簡短說明，包括該圖例的一般性定義或是操作性定義，目的是為了方便
讀圖者在閱讀圖上的圖徵後能藉由閱讀說明進一步了解該圖例所蘊含的地形意
義。

(四)比例尺
比例尺位置以及樣式參考分幅地質圖，放置於主圖下方，並且於比例尺上
方標示「比例尺：二萬五千分一」。樣式方面為 12 公分長的圖解比例尺，代表
圖上 3 公里距離。比例尺往右兩公里以每公里為單位劃分為兩格，往左一公里
則以每 100 公尺為單位劃分為 10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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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室都很險惡的歡樂，但我常常莫名中箭；感謝彥維在新一期計畫的許多幫
助，最後一個學期我才稍有點時間專心寫論文；感謝哲諭、鈞棠、亭妤、沅錚
等的氾濫原組學弟妹在前期幫忙處理地圖的一些細節，我才能有辦法順利完成
這樣豐富的地圖；感謝乃慈跟詩洹替我處理了各種行政方面的庶務，才能專心
在研究與計畫上發揮；還有其他一起在地形室為了不同事情努力的學弟妹，祖
儀、奕憲、宜穎、立誼、旻芝、詠智、卓螢、淳棋、楚秦、昇燁、奕辰、芳
妤、郁翎，有你們的地形室才是地形室！但也希望你們不以這個空間為限，各
自朝自己的目標邁進！
也很高興認識碩班的各位，詠文、貿傑、邦倫、文蕙、炳玟、德源、嘉
惠、尉豪、家佑、冠之、俊毅、政豪、佳曄、昱成、張瑀、雅竹、慧芳、安
棋，有你們在平時精神以及課業上的支持，才能在求學階段度過各種難關！尤
其特別感謝詠文與貿傑，詠文雖然有時白目但很多時候的關心仍是相當溫暖；
貿傑則是在很多時候精神上或是食物上的支持與陪伴，是在研究的路上相當重
要的動力！而過往的朋友們，家宏、宜婷、翊如、直屬家們、世郁、威凱、祖
儀、千瑜、淵翔，在閒暇的放鬆打屁或是研究上對我都有重要的幫助。但最感
謝的還是家宏，整天聽我抱怨研究所大小事，在緊急時刻也幫助我相當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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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欠你很多人情，有機會再慢慢還你。最後當然是我的家人，雖然可能不太
知道我到底在地形室做甚麼樣的研究(笑)，但仍毫無條件的支持我，讓我在生
活上無虞。我想也只有家人才有辦法如此義無反顧的支持自己做任何事吧！感
謝之意是不管用多少文字都無法表達完整的。
在大學畢業時，我說好像這四年就像是個逐漸社會化的過程，從完全不敢
開口到可以上台報告幾十分鐘。研究所的時候依然這麼覺得，但已經是在大學
的基礎上，試著變成一個更好更完整的人。研究所的結束，意味著新的階段的
開始。對於未來仍會有點怕有點擔心，但總是要先踏出第一步才知道在怕甚
麼，對吧。
祐程
2018.8.26
謹記於臺師大地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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