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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花改增加衛星影像監測 

一、緣起 

101 年因監測樣區受到風災、施工等因素，有多數樣區毀損無法繼續監測需

進行更換樣區作業，因此第一屆環境保護監督小組邱祈榮委員提出應以高解析衛

星影像或航空照片進行土壤性狀或傾斜監測，做為日後樣區擇定時之參考。第一

次工作會議（102.3.13）結論，以每年 2 次，於每年 5～10 月、11～4 月各辦理 1
次衛星影像監測為原則，如有遭遇崩塌裸露之狀況，再增加影像監測次數。但考

量蘇花地區降雨特性，影像之購置時段以雨季（9 月～翌年 2 月）與旱季（3 月

～8 月）為主。 

二、衛星影像基本資訊 

歷次監測所使用的衛星影像分別為多頻譜光學衛星福爾摩沙衛星二號（簡稱

福衛二號）與法國知名商業衛星公司 Astrium GeoInformation Services 發射史波

特衛星（SPOT）系列衛星 SPOT-6。 

(一)福衛二號 

102 年旱季至 105 年旱季，共計 7 次分析採用福衛二號，由台灣國家太

空中心於 2004 年 5 月 21 日成功發射，為台灣首顆自主遙測衛星，每日可對

同一地區進行拍攝之高造訪率，並具有極區觀測能量，且因台灣自主操控權，

能滿足國人於環境監控、國土規劃、土地管理及即時災害之緊急救災等多元

遙測應用需求，於 2016 年 8 月 19 日正式除役。 

福衛二號衛星拍攝之高解析度多光譜衛星影像，影像解析度黑白（全色

態）為 2 公尺、彩色（多光譜）8 公尺，每日繞地球飛行 14 圈，每天經過台

灣 2 次；第 1 次約為上午 10 點，可拍攝 8 分鐘，第 2 次約為晚上 10 點，可

下載資料。 

福衛二號所提供之衛星影像，可依其光譜特性加以區分為全色態影像、

多光譜影像及彩色合成影像三大類： 

1.全色態影像（Panchromatic） 

全色態影像（俗稱黑白影像），頻段為 0.52μm～0.82μm，對地解析

度（近垂直觀測）為 2m。可依據物體形狀、邊緣、色彩對比及紋理等

影像特性，作為判釋地表物體之依據，如建物、稻田、道路等。 

2.多光譜影像（Multi-Spectral） 

多光譜影像（俗稱彩色影像），收集四個波段之影像，依序為：藍

光段（0.45μm～0.52μm）、綠光段（0.52μm～0.60μm、紅光段（0.63μm
～0.69μm）、以及近紅外光段（0.76μm～0.90μm）。原始影像解析度為

http://www.astrium-g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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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不同地物對不同光譜有不同之反射特性，可用反射差異探討地表目

標物可能特徵，有效提昇對地表使用類別之判讀效率與成果。例如:近紅

外光對於植被之反射特別敏銳，可用來進行農作物或森林之相關應用。 

3.彩色合成影像（Pan-sharpened） 

所謂的彩色合成影像，係將解析度 2m 之全色態影像與解析度 8m
之多光譜影像融合（Fusion）後，作成解析度為 2m 的彩色合成影像。 

(二)衛星 SPOT-6 

福衛二號除役後，自 105 年雨季起採用 SPOT-6 衛星，該衛星於 2012 年

9 月 9 日發射成功。SPOT-6 承續 SPOT 系列衛星之傳統，具備 60 公里之幅

寬，可提供大範圍土地利用監測、災害監測及相關應用。其解析度為 1.5 公

尺，可提供細緻之地物細節；衛星姿態控制方式改為本體旋轉，影像拍攝便

利性增加，更可拍攝同軌立體對影像；灰度值取樣增加為 12bit，可保留更多

灰度值之細節，及未使用控制點之定位精度提升至 35 公尺（以上資訊擷取

自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衛星所提供之衛星影像，可依其光譜特性加以區分為全色態影像、多光

譜影像及彩色合成影像三大類： 

1.全色態影像（Panchromatic） 

全色態影像（俗稱黑白影像），頻段為 0.455μm～0.745μm，對地解

析度（近垂直觀測）為 1.5m。可依據物體形狀、邊緣、色彩對比及紋理

等影像特性，作為判釋地表物體之依據，如建物、稻田、道路等。 

2.多光譜影像（Multi-Spectral） 

多光譜影像（俗稱彩色影像），收集四個波段之影像依序為： 

(1)藍光段（0.455μm～0.525μm） 

(2)綠光段（0.53μm～0.59μm） 

(3)紅光段（0.625μm～0.695μm） 

(4)近紅外光段（0.76μm～0.89μm） 

SPOT-6 原始影像解析度為 6m。不同地物對不同光譜有不同之反射

特性，可用反射差異探討地表目標物可能特徵，有效提昇對地表使用類

別之判讀效率與成果。例如:近紅外光對於植被之反射特別敏銳，可用來

進行農作物或森林之相關應用。 

3.彩色合成影像（Pan-sharpened） 

所謂的彩色合成影像，係將解析度 1.5m 之全色態影像與解析度 6m
之多光譜影像融合（Fusion）後，作成解析度為 1.5m 的彩色合成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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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歷次採用衛星資料 

年度 季別 圖資日期 衛星 
102 旱季 102 年 3 月 18 日 FORMOSAT-2 
102 雨季 102 年 12 月 3 日 FORMOSAT-2 
103 旱季 103 年 7 月 21 日 FORMOSAT-2 
103 雨季 103 年 11 月 25 日 FORMOSAT-2 
104 旱季 104 年 8 月 6 日 FORMOSAT-2 
104 雨季 104 年 12 月 2 日 FORMOSAT-2 
105 旱季 105 年 6 月 19 日 FORMOSAT-2 
105 雨季 106 年 1 月 18 日 SPOT-6 
106 旱季 106 年 8 月 6 日 SPOT-6 
106 雨季 107 年 1 月 15 日&2 月 19 日 SPOT-6 
107 旱季 107 年 5 月 27 日&7 月 31 日 SPOT-6 
107 雨季 107 年 12 月 19 日 SPOT-6 
108 旱季 108 年 3 月 20 日&3 月 28 日 SPOT-6 
108 雨季 108 年 12 月 21 日 SPOT-6 

 

三、植生指數 NDVI 分析 

植生指數係根據植物光譜反射特性，利用衛星影像萃取出的各波段資訊，進

行組合計算而成。植生指數能表現植被的相對豐富度與活力、葉面積指數（eaf-
area-index,LAI）、植被覆蓋率（percentage green cover）、葉綠素含量（chlorophyll 
content）、植被生物量（green biomass）及吸收光合作用的有效輻射能（absorbed 
photosynthetically active radiation,APAR）等特性。簡言之，植生指數是對地表植

被狀況的簡單、有效及具經驗的計量。 

不同時期及地點所拍攝之衛星影像，受到當時大氣狀況、觀測條件、太陽角

度及土壤濕度、顏色和亮度及植被與其他因素混合等因素影響的不同，會影響地

被物反射至感測器的強度，可以利用植生指數之數學轉換模式，標準化不同環境

狀況之光譜值，排除環境因子所以造成光譜反射之影響，許多學者發展出各種指

數計算方式以減少受影響程度，維持計算結果穩定性。為更有效進行監測，另嘗

試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數（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Rouse et 
al.,1974）植生指數進行監測比較。 

在監測植生變遷情形之研究上，常使用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數。NDVI 之理論

根據健康綠色植物對紅光波段有強烈吸收，在近紅外光波段則有強烈反射，因此

紅光與近紅外光之值差異明顯。尤其在生長季節，健康綠色植物吸收之紅光增加，

而近紅外光之反射也會增加，因此 NDVI 更適用於生長季節。NDVI 值介於-1–1
之間，該數值與綠色葉子的密度與活力有很高的相關性，健康植物的 NDVI 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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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為正值，非植生類的 NDVI 值則多為負值，生物量愈大則 NDVI 值愈大，故

NDVI 可用以推估植生數量。 

NDVI 透過（NIR－RED）可偵測植物生長特性，將其除以（NIR＋RED）予

以標準化，使值域落在-1～1 間，能更穩定的表現植生狀態（Jensen,2007），可

比較不同時期及不同地點（DeFries et al.,1995）的植生狀況，且較不受太陽高度

角、大氣狀態及地形所造成的陰影影響（Hall et al.,1991;Lawrence and Ripple,1998）。
NDVI 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 NIR：近紅外光反射值，R：紅光反射值 

四、監測區域界定 

本作業範圍北由宜蘭蘇澳地區往南至花

蓮大清水地區，東自海岸線起向西至山嶺線或

5 公里範圍為界，範圍約 660 平方公里（右圖

所示）。 

五、衛星影像購置 

衛星影像環境監測頻率為半年一次，因此

影像之購置時段以蘇花地區雨季（9 月～翌年

2 月）與旱季（3 月～8 月）2 季為主，以比較

蘇花地區兩季崩塌裸露區域，避免調查樣區位

於崩塌地下方，降低颱風、豪雨後樣區遭毀損

之機率。每次影像挑選雲層量最少且影像品質

佳之衛星影像進行監測分析。 

分析時配合現地現況，選擇 10 處非植生

區域作為 NDVI値校對區域，植生區域則以 29
處植物樣區（10m x 10m）作為植生校對區域。 

六、植生指數 NDVI 分析結果 

將衛星影像中紅光及近紅外光數值依照 NDVI 公式計算，去除陰影與雲霧區

域後，進行計算得到 NDVI 數值。圖中綠色區域為植生區，灰色區域為非植生區。

自 102 年旱季以來共 14 次圖資分析，樣區周邊 100m x 100m 範圍並未有較大的

崩塌狀況發生；因隨工程施作，部分區域由植生區轉變為非植生區域。雨季因水

分充足、植物生長旺盛，植物葉片吸收紅光增加，而近紅外光之反射也會增加，

使得 NDVI 値較高。 

)/()( RNIRRNIRNDV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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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2 年旱季 

將衛星影像中紅光及近紅外光數值依照

NDVI 公式計算，去除陰影與雲霧區域後，進行

計算得到 NDVI 數值介於-0.65～0.37 之間。圖

中綠色區域為植生區，NDVI 值介於 0.01～0.37
之間；灰色區域為非植生區，NDVI 值介於-0.65
～0.01 之間。 

(二)102 年雨季 

本期計算得到 NDVI 數值介於-0.77～0.76
之間。圖中綠色區域為植生區，NDVI 值介於

0.10～0.76 之間；灰色區域為非植生區，NDVI
值介於-0.77～0.10 之間。 

與 102 年旱季成果進行比較，觀音隧道北

口因隧道口周邊工程持續進行，有部分植生剷

除或土方堆置；武塔隧道北口和谷風隧道南口

皆可能因周邊工程或施工便道施作，鏟除植生

後使得植物覆蓋率降低；仁水隧道北口工程尚

未施工，周邊植生變成非植生是台 9 線地磅站

工程。 

(三)103 年旱季 

本期 NDVI 數值介於-0.98～0.82 之間。圖

中綠色區域為植生區，NDVI 値介於 0.06～0.82
之間；灰色區域為非植生區，NDVI 値介於-0.98
～0.06 之間。 

將 102年旱季與 103年旱季成果進行比較，

瞭解地表植物樣區植生變化情形，根據中央氣

象局資料顯示，蘇澳地區降雨量 103 年 7 月份

（197.8mm）較 102 年 3 月份（96.0mm）高，

降雨量多時，水分充足、植物生長旺盛，植生覆

蓋率增加，因此植物葉片吸收紅光增加，而近

紅外光之反射也會增加，使得 NDVI 値較高，

因此 103 年旱季植生指數平均值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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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3 年雨季 

本期 NDVI 數值介於-0.86～0.86 之間。圖

中綠色區域為植生區，NDVI 値介於 0.10～0.86
之間；灰色區域為非植生區，NDVI 値介於-0.86
～0.10 之間。102 年雨季資料分析時，多數工程

已進行施工，非植生區域多為道路、鐵路與施工

區域；103 年雨季分析可看出，植生與非植生區

域變化差異小，顯示此兩年度間環境穩定。 

(五)104 年旱季 

本期 NDVI 數值介於-0.66～0.81 之間，圖

中綠色區域為植生區，NDVI 値介於 0.06～0.81
之間；灰色區域為非植生區，NDVI 値介於-0.66
～0.06 之間。 

104 年旱季分析結果，NDVI 値較前兩年旱

季為高，受到自然與工程兩大因素影響；根據

中央氣象局資料顯示，蘇澳地區降雨量 104 年

8 月份（771.3mm）明顯較 103 年 7 月份

（197.8mm）較 102 年 3 月份（96.0mm）高，

水分充足、植物生長旺盛，植生覆蓋率增加，

使得 NDVI 値較高；且因多數工區在 103 年前

已陸續施工，之後工區周邊植被變化較小，部

分工區進行隧道口周邊植生工程，使得 NDVI
値有增高趨勢。103 年～104 年間 NDVI 値變化

較小，且多數樣區植被有增加的情形，表示樣

區周邊植被環境在這一年來穩定生長。 

(六)104 年雨季 

本期 NDVI 數值介於-0.97～0.98 之間。圖

中綠色區域為植生區，NDVI 値介於 0.18～0.98
之間；灰色區域為非植生區，NDVI 値介於-0.97
～0.18 之間。102 年雨季資料分析時，多數工程

已進行施工，非植生區域多為道路、鐵路與施

工區域；103 年到 104 年度雨季分析可看出，植

生與非植生區域變化差異小，顯示此年度間環

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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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5 年旱季 

本期 NDVI 數值介於-0.76～0.85 之間。圖

中綠色區域為植生區，NDVI 値介於 0.16～0.85
之間；灰色區域為非植生區，NDVI 値介於-0.76
～0.16 之間。 

105 年分析結果，受到降雨量影響 NDVI値
較前年（103 年）為高，但與去年（104 年）變

化差異較小。105 年與 104 年旱季分析，永樂

高架、仁水隧道北口和仁水隧道南口比較樣區，

植生增加較多，其餘樣區兩期 NDVI 值差異小，

表示樣區周邊植被環境穩定。 

(八)105 年雨季 

本期 NDVI 數值介於-0.69～0.85 之間。圖

中綠色區域為植生區，NDVI 値介於 0.26～0.85
之間；灰色區域為非植生區，NDVI 値介於-0.69
～0.26 之間。102 年雨季資料分析時，多數工程

已進行施工，非植生區域多為道路、鐵路與施

工區域；103 年到 105 年度雨季分析可看出，植

生與非植生區域變化差異小，顯示此年度間環

境穩定。 

(九)106 年旱季 

本期 NDVI 數值介於-0.37～0.85 之間，圖

中綠色區域為植生區 NDVI 値介於 0.37～0.85
之間；灰色區域為非植生區 NDVI 値介於-0.37
～0.37 之間。102 年到 106 年度旱季分析可看

出，植生與非植生區域變化差異主要受到部分

工程施作之影響，但非工程區域的植生變化小，

顯示此些年度間環境穩定。106 年旱季因福衛

二號除役之故，改用 SPOT-6 衛星，圖資來源不

同亦可能影響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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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106 年雨季 

本期 NDVI 數值介於-0.49～0.85 之間，圖

中綠色區域為植生區 NDVI 値介於 0.35～0.85
之間；灰色區域為非植生區 NDVI 値介於-0.49
～0.35 之間。102 年雨季資料分析時，多數工程

已進行施工，非植生區域多為道路、鐵路與施

工區域；103 年到 106 年度雨季分析可看出，植

生與非植生區域變化差異小，顯示此年度間環

境穩定。 

(十一)107 年旱季 

本期 NDVI 數值介於-0.90～0.85 之間，圖

中綠色區域為植生區 NDVI 値介於 0.23～0.85
之間；灰色區域為非植生區 NDVI 値介於-0.90
～0.23 之間。102 年到 107 年度旱季分析可看

出，植生與非植生區域變化差異主要受到部分

工程施作之影響，但非工程區域的植生變化小，

顯示此些年度間環境穩定。106 年旱季因福衛

二號除役之故，改用法國衛星，圖資來源不同

亦可能影響分析結果。 

(十二)107 年雨季 

本期 NDVI 數值介於-0.53～0.85 之間，圖

中綠色區域為植生區 NDVI 値介於 0.32～0.85
之間；灰色區域為非植生區 NDVI 値介於-0.53
～0.32 之間。 

102 年雨季資料分析時，多數工程已進行

施工，非植生區域多為道路、鐵路與施工區域；

103 年到 107 年度雨季分析可看出，植生與非

植生區域變化差異小，顯示此年度間環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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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108 年旱季 

本期 NDVI 數值介於-0.99～0.81 之間，圖

中綠色區域為植生區 NDVI 値介於 0.36～0.81
之間；灰色區域為非植生區 NDVI 値介於-0.99
～0.36 之間。102 年到 108 年度旱季分析可看

出，植生與非植生區域變化差異主要受到部分

工程施作之影響，但非工程區域的植生變化小，

顯示此些年度間環境穩定。 

(十四)108 年雨季 

本期 NDVI 數值介於-0.57～0.84 之間，圖

中綠色區域為植生區 NDVI 値介於 0.43～0.84
之間；灰色區域為非植生區 NDVI 値介於-0.57
～0.43 之間。 

102 年與 108 年雨季分析結果，108 年植生

指數較 102 為高，108 年工程陸續完工，隧道

口上方以及路旁的綠美化植生也持續完成。各

年度間植生與非植生區域變化差異並不大，顯

示整體環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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