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肚台地野火風險評估模式建置之研究
莊翌琳 (1) 蘇潘 (2) 林昭遠(3)

摘 要
根據 2011 年至 2013 年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出勤數據統計，鄰近大肚山周邊之消防分隊
火災案件類別，以雜草案件比例為火災出勤案件類別之首，尤以秋末及清明時分最為頻繁，由
於大肚台地水源取得不易，火勢撲滅時間長，使得消防人員疲於奔命，因此找出高火燒風險區
位乃大肚台地之重要議題。本研究除蒐集火燒案件地點計算火燒頻度及空間離散度，亦利用鄰
近之梧棲、台中氣象站之溫度、降雨量、相對濕度等資料評估容易發生野火之區位，建置大肚
台地火燒風險評估模式。結果顯示 10 月因雨量及相對溼度驟降、溫度尚高，因此火燒風險最
高；而沙鹿區因有較多墓地分布，其火燒風險值亦最高。透過本模式所萃取火燒風險值之時空
變化，可供消防等相關單位之參考，以利重點區位火燒預防性措施之規劃，俾達大肚台地火燒
案件有效管理。
(關鍵詞：野火、風險評估、大肚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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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2011-2013 firefighting records of Fire Bureau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there is high frequency of wildfire event occurred at Dadu Terrace
compared to the other fire types in Taichung. In order to response to the wildfire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work, wildfire risk of Dadu Terrace should be eval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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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ure (spatial dispersion index), and vulnerability (meteorological factors) is
applied in this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October is the highest wildfire risk annually
as a result of less rainfall, low relative humidity, and high temperature. Furthermore,
Shalu District is vulnerable to highest wildfire risk due to graveyard dispersion. The
ancestor worship activity especially during Qingming Festival could be the major
cause of fire ignition.
(Keywords：Wildfire, Risk evaluation, Dadu Terrace)

前言

何承穎(2009)比較入侵的大黍及其生態
棲位相近的原生種芒草，發現大黍在形態與

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使得平均溫度提

葉部結構上的特徵是可擷取較多光能、葉片

升，大自然環境之水氣調節失去平衡，造成

上下表皮都有氣孔幫助其葉內二氧化碳濃

植被長期處於乾燥狀態，各地乾旱現象愈益

度增加，具有較高的光合作用速率並且能快

嚴重，野火案件發生頻率上升，影響生態系

速地萌蘖與產生種子，而能更快的擴散其族

之組成、平衡與演替。黃于軒(2012)研究大

群，以上差異加上大肚山地區的氣候因子變

肚山台地的植被演替，發現起初相思樹林發

化，有利於大黍在火燒後比芒草更快速擴展

生火燒後大黍等先驅種草生類入侵，一到冬

其植群。大黍比芒草不耐旱，而且會產生更

天草類開始枯萎死亡，本身含水量低加上冬

多的枯枝落葉生物量，有助火燒發生的可能

季氣候乾燥，容易引起週期性火燒，易將原

性。火災一旦發生，又提供新的空間讓生長

本相思樹林優勢之植物社會轉變為大黍優

比芒草迅速的大黍可以拓展其覆蓋度，可能

勢之草生植被。

改變生態系機能外，更會增加該地區火燒頻
率和嚴重性。

林朝欽等(2004)認為大肚山地區林火特
性為 3-5 年之短週期林火型態，此特性主要

曾仁鍵等(2004)依灰關聯理論分析，灰

與大黍為主之生態環境有關，大黍因大肚山

序顯示五種氣候因子對天竺草衛星遙測之

地區冬乾夏濕的氣候所影響，在冬季形成敏

貢獻度為：平均氣溫>累積全天日射量>日射

感的火燒季，且野火後更新快速，形成短週

率>平均相對濕度>累積降雨量。進一步顯示

期之循環；另外大肚山地區秋冬降雨量甚低

，平均氣溫、累積全天日射量與日射率三種

，不但影響大黍形成乾枯狀態易造成燃料長

日光相關因子對火燒發生之貢獻比相對濕

期乾燥之易燃效應，且以當日即時累積性之

度及累積降雨量兩種水分相關因子都大。

氣象因子推導林火危險預測模式，發現當日
最低相對濕度是重要的因子之一，模式可分

邱祈榮等(2004，2006)根據灰關聯理論

蒸發量為主或乾旱量為主，預測效力均高，

，明顯的，影響大肚山台地之林火次數及面

但在目前仍無法反映短期內降雨影響及特

積之當地氣候因子，以日照率及相對溼度為

殊人為活動所造成的引燃機會。

最直接因素，而平均氣溫、累積全天日射量
及累積降雨量則為較次要之影響因素。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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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山林野火頻率及面積與降雨量為負相關

命，因此建置大肚山台地火燒風險評估模式

，其相關係數為負 0.7 左右，因此，大肚山

為一重要課題，本研究除選用氣象資料作為

台地於秋冬季之累積降雨量稀少，導致其林

脆弱度外，亦利用消防局之火燒點位資料作

火發生頻率與面積之大幅增加。

為危害度及暴露度之指標，據此進行時間性
及空間性之火燒風險分析，俾供未來消防人

火燒案件頻繁，易增加消防人員出勤次

員於野火預防之參考。

數，若延燒範圍擴大，加上水源取得不易，
則火勢撲滅時間延長，使得消防人員疲於奔

表 1 前人針對野火研究採用資料及因子
Table 1 Data and factors of wildfire study from literature
作者

使用資料

(年分)

使用因子

黃于軒

淨初級生產量、淨生態系生量、火

生產量、枯落物量

(2012)

燒資料、地覆類別、迴歸方程式

林朝欽等

林火紀錄、氣象資料、Logistic 迴

當日最低相對濕度、蒸發量、乾旱量、植栽

(2004)

規模式、地覆類別、聯程原理

所占面積、當日最高氣溫、當日溫差、當日
最高氣壓、當日最低相對濕度、當日累積降
雨量、當日累積日照時數、當日蒸發量

曾仁鍵等

灰關聯理論、氣候資料、衛星資

累積降雨量、平均相對濕度、日照率、平均

(2004)

料、現地調查

氣溫、累積全天日射量、天竺草生長分布經
緯度、數據均質化

何承穎

氣象資料、樣區植群調查、葉片相

氣溫、降雨量、頻度、覆蓋率、相對頻度、

(2009)

對含水率

相對覆蓋度、同位素比值

邱祈榮等

氣象資料、地覆類別、灰關聯分

相對濕度、日照率、氣溫、日射量、降雨量、

(2006)

析、林火資料

原始數據列均質化、火燒次數及面積

2011-2013 年野火案件發生點位，計算各月

研究流程

份及各鄉鎮野火危害度與暴露度之時間與
空間分布，另蒐集梧棲站氣候資料計算脆弱

本研究透過蒐集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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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據此探討火燒發生之時間及空間變化趨

大肚台地的地質主要是紅土堆積層、

勢(圖 1)。

頭嵙山層。紅土堆積層分布於表層，為紅
土層、礫石層構成，少有砂岩夾於其中。
頭嵙山層分布於下層，多數為礫岩構成，
少數是以砂岩、頁岩構成。前者分布於平
坦處，後者則分布於斜坡和較低處。
大肚山台地因公墓與道路廣布，冬旱
季除清明掃墓焚燒紙錢，駕駛扔棄煙蒂皆
易造成野火發生(章錦瑜、陳明義，1995；
張集豪，2003)，因此火燒發生之管理對此
區極為重要。

圖1

研究流程圖

Figure 1 Study flowchart

材料與方法
本節敘明研究位置、相關運用之圖資
來源，並說明如何運用圖資及工具進行分
析，作為後續探討之用。
1. 研究樣區
圖 2 地理位置圖

本研究樣區位於臺中市西邊之大肚山

Figure 2 Location of study area

台地，分布在大肚溪與大甲溪之間，東北-

2. 研究材料

西南走向的狹長型海岸山脈。就行政區域
而言，包括臺中市西屯區、南屯區、清水

針對大肚台地各行政區域之野火案件，

區、大雅區、沙鹿區、龍井區、大肚區及

彙整自 2011 年至 2013 年案件發生點位資

烏日區。

料，用以分析暴露度及危害度之潛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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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點位發生之空間離散度。由於臺中市

風險分析乃指危險事件發生的機率與

政府於 2010 年 12 月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

其後果的組合來描述(曹鼎志等，2010)。

是此資料蒐集係針對合併後之大臺中地區

United Nations Disaster Relief Organization

為蒐集對象(自 2011 年至 2013 年)。為對

(UNDRO, 1979)曾針對風險問題中之災害

應火燒案件資料年分，本研究乃蒐集梧棲

風險分析提出一定量之風險計算模式，表

及台中氣象站 2011 年至 2013 年氣象紀錄

示如下：

資料，透過分析該氣象站三年月平均氣溫、
風險(Risk) = 危害度(Hazard) x 暴露度

月平均相對濕度及月降雨量等氣象因子，

(Expose) x 脆弱度(Vulnerability)

據以分析脆弱度之潛在因子。

本研究即利用此概念進行大肚山台地
表 2 研究材料

之時間及空間火燒風險評估，時間風險指

Table 2 Study materials
材料

資料來源

野火

臺中市政

點位

府消防局

年分

屬性

一年當中火燒風險較高之月份；空間風險
則指大肚山台地範圍內火燒風險較高之區

用途

位。

暴露度
點資料

4. 危害度

危害度
2011~2013

氣象

梧棲及台

資料

中氣象站

危害度指外力對一地區之影響程度，
月資料

脆弱度

本研究乃利用火燒發生之次數即火燒頻度，
作為危害度指標。
依據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案件紀錄派遣
系統，火警災害案件可分為一般集合住宅、
高層建築物、量販店百貨公司、工廠、機
關學校、機場車站、汽機車、火車航空器、
雜草廢棄物、倉庫、山林等類別(表 3)，當
中之雜草廢棄物案件類別指因雜草所引發
之火燒事件，為此本研究採用此類別統計
各月份(時間)及各行政區(空間)之火燒次
數，據此計算火燒頻度。

圖 3 大肚山台地之氣象站空間分布
Figure 3 Location of meteorological station
nearby the Dadu Terrace
3.火燒風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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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火警災害案件分類說明
Table 3 Explanation of firefighting event classification
案件類別
一般(集合)住宅

說明

備註

居住所發生火煙現象

高(超高)層建築物

11 樓以上建築物發生火煙現象

量販店、百貨公司

量販店、大賣場或百貨公司發生火煙
現象

工廠

工廠發生火煙現象

特別注意是否為鐵皮屋工廠

機關(學校)

機關或學校發生火煙現象

如實驗室爆炸

機場、車站

機場或車站發生火煙現象

變電箱爆炸或冒煙現象、配電箱、
機電房等

汽(機)車

汽車及機車發生火煙現象

行駛中冒火煙或由於車禍造成之爆
炸起火現象

火車、航空器

火車、航空器發生火煙現象

雜草(廢棄物)

因雜草、廢棄物或垃圾發生火煙現象

農民整地燃燒現象

儲放大量物品之空間發生火煙現象

須注意其內儲存之物品是否有可燃

倉庫

物或是危險物品
瓦斯外洩

民眾聞到非因管線整修之瓦斯外洩

大樓管線或道路管線瓦斯外洩現象

味道
度越低，則暴露度越低。

5. 暴露度

(1)火燒點位定位

暴露度指一地區處於危險環境之區位
面積大小，本研究利用火燒點位之空間離

在計算火燒點位之空間離散度前，需

散度指標作為暴露度指標，當火燒點位空

建置火燒點位之空間分布，以利於地理資

間離散度越高，表示火燒區位較分散，則

訊系統進行計算。

樣區內暴露於危險環境之區位較多，因此

透過臺中市政府消防局報案系統可得

暴露度較高；反之，若火燒點位空間離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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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案件地址，再藉由 GOOGLE MAP 及內

詢與加值媒合之入口。具有完整及正確的

政部資訊中心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全

全國地理資料以及網路服務查詢目錄，是

國門牌地址定位服務，將火災案件地址轉

全國地理資料及網路服務供應之仲介者，

換成為 X、Y 座標。

使用者可透過查找詮釋資料，即可輕易在
單一平台上發現相關訊息，找到所需地理

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係為全國地

資料與網路服務(沈金祥等，2014)。

理空間資料及網路服務搜尋取用、瀏覽查

圖4

全國門牌地址定位服務介面

Figure 4 Interface of Address Geocoding Service
之集散意義(翁培文、蔡博文，2006)。其
(2)空間離散度(Spatial Dispersion Index,
計算公式如下：
SDI)
空間離散指標主要在了解目標物之空

1

n

n

1
SDI =
� �(ai % + aj %)d� (i‚j)
√A 2(n − 1)

間分布係屬於離散型或是聚集型，探討空
間離散度公式甚多，如 Moran’s I (Jong，

i=1 j=1

式中，d(ij)為二地物的離散程度，ai%+

1984)和 Getis’s G 及最近鄰法，分別是以

aj%為該 d(ij)的權重，ΣΣ 及 i≠j 為地物對其

空間自相關為基礎及其它方式加以權衡

它地物計算離散程度，1/2(n-1)為地物重覆

(最近鄰距離為主要依據)，根據統計學的

計算的次數，1/√A則為對統計單元大小的

離散觀念與公式，以統計單元大小、地物

修正。大抵而言，地物越集中，離散程度

相對大小、鄰近程度高低做為判定離散程

越低，SDI 也就越小，地物越分散，離散

度的原則，並藉此推導 SDI 公式，判定 S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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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後篩選氣象因子中的平均氣溫、

程度越高，SDI 也就越大。

平均相對濕度及降雨量，然平均相對濕度

(3) 核密度分析(Kernel Density)

及降雨量越低代表脆弱度越高，因此分別

以時間尺度而言，危害度及暴露度乃

將其進行線性反向正規化為濕度脆弱度及

統計各月份大肚山台地之火燒頻度及空間

雨量脆弱度，再與平均溫度之正規化(溫度

離散度；然以空間尺度而言，不宜以單一

脆弱度)結果進行套疊，據此作為脆弱度指

行政區之值概括其危害度及暴露度，為此

標。其計算方式如下：

本研究利用核密度分析結合火燒頻度及空
𝑅𝑅𝑅𝑅 − 𝑅𝑅𝑅𝑅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濕度脆弱度 = 1 − (
)
𝑅𝑅𝑅𝑅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𝑅𝑅𝑅𝑅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間離散度為複合性指標。
核密度分析乃於研究範圍建立均勻網

𝑅𝑅 − 𝑅𝑅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雨量脆弱度 = 1 − (
)
𝑅𝑅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𝑅𝑅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格，以網格中心點搜尋半徑方式建立其搜
尋範圍，估算野火案件發生地點在空間上
出現的密度，可用來表示野火案件發生群

溫度脆弱度 = (

聚的強度。不同地點事件的發生機率不同，
藉由案件的空間密度分析表示案件發生機

𝑇𝑇 − 𝑇𝑇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𝑇𝑇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𝑇𝑇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式中，RH 為平均相對濕度；R 為降

率密度對應的概念(王遠飛、何洪林，2007；

雨量；T 為平均溫度。

Elgammal et al., 2002)，可用來表示野火案
件發生的強度，通常採用建立核心密度分

時間脆弱度為各月份之氣象脆弱度相

配的方式推估。其數學關係式如下：

加，而空間脆弱度則將上述氣象站資料先
以地理統計進行空間內插，最後將其空間

𝑛𝑛

𝑥𝑥 − 𝑋𝑋𝑋𝑋
𝑓𝑓̂ (𝑥𝑥) = [1⁄𝑛𝑛ℎ2 ] � 𝐾𝐾 �
�
ℎ

分布依前述公式進行套疊。

𝑖𝑖=1

地理統計之概念最早是由南非礦業工

其中𝑓𝑓(𝑥𝑥)表示估算出之函數密度值，n：

程師 Daniel G. Krige 和 Herbert Sichel 為

表示資料點的數量，h：表示搜尋半徑，x：

探勘威瓦特斯雷德(Witwatersrand)地區的

表示座標向量，Xi：在第 i 個位置時之座

金礦所提出，其概念係利用變異圖

標向量。當數值越大則代表火燒頻度越高，

(variogram)來描述資料之空間相關性，並

且為火燒點位集中區位，反之則頻度越低，

經由變異圖所展現的空間結構模式對未採

火燒點位分散。

樣位置做最佳線性無偏的估計，地理統計

6. 脆弱度

以 變 異 圖 或 半 變 異 圖 (variogram or
semivariogram)表現資料空間變異程度，而

脆弱度指一地區之環境易發生災害之

變異圖之決定為地理統計的首要步驟，並

程度大小，由於大肚山台地發生火燒之原

根據半變異圖之空間資料相關程度進行最

因除因大黍之植被覆蓋外(Mutch,1970)，

佳線性無偏估計(林裕彬等，2001)。

主要乃氣候環境較為乾燥所致，本研究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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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較春夏低約 4%(表 4)。是此，每年 10

結果與討論

月後，大肚山地區降雨量大幅減少外，平
均相對濕度則降到年度最低，雖平均溫度

1. 時間性火燒風險分析

略微下降，但較乾燥之環境可能為野火發
生之主因。

(1)火燒案件統計
分析 2011 年至 2013 年大肚台地附近

(3)風險度分析

消防分隊雜草案件件數，其中 10 月至 12

將表 4 之各指標值經正規化及套疊後

月案件件數明顯較多，其次為 3、4 月之清

可得表 5，結果顯示，大肚山台地於 10 月

明掃墓時節。而空間離散度之計算結果顯

時，雨量驟減、平均相對濕度下降，且平

示各月份火燒空間分布之散布情形差異不

均氣溫尚未下降，因此其風險值為各月份

大(表 4)，推測可能因其發生案件少，因此

最高，其次為相鄰之 9、11 月；進入 12

空間分布較為分散。

月後因平均氣溫驟降，使平均相對濕度略
為提高，風險值有下降趨勢；待至 3~5 月

(2)氣象資料統計結果

風險值又出現另一高峰，其原因在於此時

平均氣溫方面，介於 16~28℃之間，

段為清明掃墓時節，雖春雨導致降雨量增

以 1 月最低，7 月最高；雨量方面，年降

加，但掃墓焚燒紙錢易使周遭草生地引發

雨量約 1,900mm，以 4~8 月為主要雨季，

野火。

冬季缺水乾燥，每年 10 月到隔年 2~3 月
雨量較少。平均相對濕度介於 74~79%，

表 4 各月份之環境指標
Table 4 Monthly mean value of the environmental index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火燒發生次數

283

301

416

318

95

154

171

136

259

574

435

276

離散度(SDI)

0.15

0.17

0.18

0.17

0.21

0.16

0.16

0.16

0.18

0.18

0.17

0.18

平均氣溫(℃)

16.1

16.6

18.9

22.5

25.6

27.9

29.1

28.9

27.5

24.6

21.6

18.2

平均相對濕度(%)

78

80

78

78

78

78

76

77

76

74

75

76

降雨量(mm)

33

44

35

132

161

129

255

427

12

6

10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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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月份之正規化環境指標與風險值
Table 5 Monthly normalized environmental index and its corresponding risk value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火燒發生次數

0.39

0.43

0.67

0.47

0.00

0.12

0.16

0.09

0.34

1.00

0.71

0.38

離散度(SDI)

0.00

0.34

0.48

0.32

1.00

0.07

0.23

0.15

0.43

0.49

0.37

0.54

溫度脆弱度

0.00

0.04

0.22

0.49

0.73

0.91

1.00

0.98

0.88

0.65

0.42

0.16

濕度脆弱度

0.33

0.00

0.33

0.33

0.33

0.33

0.67

0.50

0.67

1.00

0.83

0.67

雨量脆弱度

0.94

0.91

0.93

0.70

0.63

0.71

0.41

0.00

0.99

1.00

0.77

0.77

風險值

1.66

1.72

2.63

2.31

2.69

2.14

2.47

1.72

3.31

4.14

3.1

2.52

2. 空間性火燒風險分析

表 6 各區火燒次數及空間離散度
Table 6 Wildfire frequency and spatial

(1)火燒案件之空間分布

dispersion index of each district
由時間性火燒風險分析結果可知，10

區域

火燒次數

SDI

險分析則以 10 月作為分析案例。由核密度

大肚區

58

0.13

分析結果(圖 5)，顯示大肚台地火燒案件分

大雅區

40

0.16

布多集中於西側之沙鹿區、清水區及南側

西屯區

33

0.17

沙鹿區

137

0.17

主要為機場及建地分布，野火發生次數較

南屯區

41

0.14

少。另外，火燒空間離散度於大肚區因火

烏日區

82

0.16

燒點位集中而最低(圖 6)，顯示此區火燒暴

清水區

127

0.17

龍井區

56

0.20

月份為高風險之月份，因此空間性火燒風

之烏日區，其中又以沙鹿區為最高，為大
肚台地之主要公墓所在，而大肚台地東側

露度低，較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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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氣象資料之空間分析
將梧棲及台中氣象站風險值最高之
10 月份氣象資料，於大肚台地以地理統計
分析其空間分布情形(圖 7~9)，結果顯示大
肚台地西側因溫度脆弱度與雨量脆弱度值
較東側為高，可見火燒潛勢以大肚台地西
側較高。

圖 5 大肚台地 10 月火燒次數之空間分布
Figure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wildfire
events in Octorber

圖 7 大肚台地 10 月份雨量脆弱度之空間
分布
Figure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ainfall
vulnerability in Octorber

圖 6 大肚台地 10 月火燒案件 SDI 之空間
分布
Figure 6 Spatial dispersion index of wildfire
events in Octor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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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大肚台地 10 月份濕度脆弱度之空間

圖 9 大肚台地 10 月份溫度脆弱度之空間

分布

分布

Figure 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umidity
vulnerability in Octorber

Figure 9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emperature
vulnerability in Octorber

(3)風險度分析
藉由空間性火燒風險評估(圖 10)配合

於墳墓地區周遭皆以草生地為主要地覆，

google map 搜尋後發現，多處風險高之區

在冬旱季少雨乾燥下，較易引發火燒，因

位皆與墳墓區相近，包含清水、沙鹿至龍

此為野火控制之重點區位。惟龍井區雖有

井及南側之烏日區皆為火燒次數(危害度)

公墓區，但火燒發生較為密集，因此空間

多，且空間離散度(暴露度)高之區位，由

離散度(暴露度)低，故風險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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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大肚台地火燒風險度之空間分布
Figure 10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wildfire risk degree at Dadu Terrace in Octorber
燒點位，透過居民自救自助方式，成立山

3.大肚山野火管理

巡守望相助隊，於較高風險值之 3、4 及

11 月至隔年 1 月低降雨量，植物生長

10 等月份，至高頻度火燒點位進行預防性

受影響，大黍草成乾枯狀態，形成大量累

灑水動作，以荒草地火災發生件數地點前

積的火災燃料，在 3、4 月雨季來臨前，當

五名為優先預防性灑水措施地點。

地造成火燒次數較多，4 月之後，燃料量
(2)清明掃墓防火宣導

已經大致消耗，加以雨季的來臨，火燒次
數與面積均大量減少，係為大肚山台地

每年 3~4 月份亦為火燒案件高發生率

3~4 月及 10 月份火災案件件數攀升主因。

之月份，是此於清明掃墓期間，由消防隊
員機動至山上對掃墓民眾及附近住家進行

(1)成立山巡守望相助隊

防火宣導，秉持雜草不亂燒、菸蒂不亂丟、

藉由野火案件紀錄找出相對高頻度火

冥紙不飛揚、爆竹不燃放、記得滅餘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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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收垃圾等「四不二記得」之原則，共

理資訊系統及地理統計於空間資料分

同防範大肚山區野火，降低野火發生潛

析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地理研究報

勢。

告，14：117-139。
6.

結語

邱祈榮、曾仁鍵、黃文達、楊棋明
(2004)，「大肚山氣候因子對衛星遙
測天竺草亮度指數(BRI)之灰關聯分

現階段的案件派遣模式為民眾發現火

析」
，作物、環境與生物資訊，1：

燒，撥打報案 119 專線，告知臺中市政府

207-214。

消防局案件發生地點及火燒預估規模大小，
以利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派遣適當救災人車

7.

邱祈榮、曾仁鍵、楊棋明、黃文達(2006)，

前往。然而藉由本研究分析大肚台地野火

「灰系統理論在生物學之應用：大肚山

案件時空變化，可找出相對火燒風險值較

氣候因子對其林火頻率與面積之灰關

高區位及時間點後，提供消防等相關單位

聯分析」
，作物、環境與生物資訊，3：

於預防火災之參考，可積極規劃各類預防

355-360。

性措施，減低火燒事件之發生。

8.

標，舊觀念、新公式」
，台灣地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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