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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 SPOT 衛星影像推估碳存量可行性之研究 

林昭遠(1) 吳逸崟(2) 莊智瑋(3)  

摘要 

全球碳循環平衡失調，暖化現象嚴重。為解決全球暖化問題，各國政府逐漸發展綠色能源，

以提高能源利用效率，減少碳源，並透過植樹造林等方式增加生物碳匯。以碳匯方式減少大氣

碳含量，因成本低效益高，且操作容易，為學者紛紛投入碳存量研究之誘因。本研究採用兩期

(1995 年、2008 年 )國土利用調查圖資，萃出 6 類植群，並參照氣候變遷跨國組織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估算台灣各分類植群之碳存量，發現 1995
年至 2008 年間共增加 93,55,116 噸。台灣主要土地利用類別之碳存量，其高低依序分別為林班

地、原住民保留地、山坡地以及都市計畫區，顯示土地利用類別與碳存量關係密切。最後選用

11 處農村社區作為測試樣區，藉由 SPOT 衛星影像推估各試區之綠劣指數，與碳存量進行相關

分析，發現兩者間呈顯著負相關，即綠劣指數可為碳存量優劣之評估指標。 

(關鍵詞：全球暖化、碳存量、綠劣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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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 warming has become a serious problem due to unbalance of carbon cycle. Green energies 
are developed gradually by most countrie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nergy use and carbon source 
reduction. In addition, biological carbon sink can also be increased by means of afforestation and 
revegetation. Since using carbon sink to decrease the atmospheric carbon content with the benefits of 
low cost, high efficiency, and simple operation, nowadays is a trend for researchers to pay attention 
on the topics related to carbon stocks. Six vegetation types were extracted by using the data der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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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Land Use Investigation of Taiwan (1995 and 2008) to calculate the carbon stocks of each 
vegetation type following the method of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in this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rease amount of carbon stocks is 93,55,116 tons for the phase of 
1995~2008, and the amount of average carbon stocks for the main land-use categories in Taiwan are 
forestry, aboriginal reserve, slope land, and urban planning area in order. It shows that land-use 
pattern related to carbon stocks significantly. Finally, the greenery deterioration index (GDI) derived 
from SPOT satellite images of 11 rural villages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areas. Correlation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index having a high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carbon stocks, hence can be 
effectively used as an index to estimate the amount of carbon stocks 

(Keywords：Global warming, Carbon stocks, Greenery deterioration index)

前 言 

地球表面溫度逐年上升，造成全球暖化

現象，其影響包括：極地冰原融化，海平面

上升，淹沒低窪沿海陸地，衝擊低地國及多

數國家沿海精華區，並使全球氣候變遷，導

致不正常暴雨、乾旱以及沙漠化現象擴大，

對於生態體系、水土資源、人類社經活動與

生命安全等都會造成嚴重傷害。 

從1992年「地球高峰會議」制訂的「全

球氣候變化公約」到1998年「京都議定書」，

各國積極進行二氧化碳排放減量的工作。除

減排措施外，1997年京都議定書亦提出碳匯

交易之補償方案。碳匯係指從大氣中清除二

氧化碳的過程、活動或機制，而陸地生態系

中，無論是森林、草原、農田、溼地等在減

緩全球氣候變化上皆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

各自具有不同之固碳能力及減緩排放效果。

近年來我國政府亦開始積極面對與處理二氧

化碳量排放倍增之問題，節能減碳運動已逐

漸推行中，此外，亦陸續有學者依前述之植

生及土壤固碳潛力進行研究，如林國銓等人

(2004)藉由估算林試所六龜試驗林的台灣杉

人工林20和27年生兩林分的生物量來推估其

碳和氮的分布與累積；蔡呈奇等人(2006)以人

工針葉林中材積蓄積量最高的柳杉做為研究

的對象，在51年生之柳杉人工林下採集土壤

樣本，推估柳杉人工林下土壤有機碳的貯存

量。然多數研究僅針對特定地區之實測值來

分析，鮮少足以顯示台灣植物碳存趨勢之結

果，本研究旨在統計出台灣1995~2008年間碳

存量之變化，另對土地利用類別差異進行探

討。再者以上述資料為基礎，嘗試利用SPOT

衛星影像對於植物種類之反射特性進行相關

運算，並經由相關分析來判定可否作為有效

評估碳存量優劣之指標。 

採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之國土利用調

查圖資，分類樣區植物群落，再利用IPCC大

範圍尺度估算樣區植群之碳存量，再與SPOT

衛 星 影 像 所 萃 取 之 綠 劣 指 數 (greenery 

deterioration index，GDI)進行分析，探討綠劣

指數作為固碳指標之適用性。 

前人研究 

遙測可快速用於瞭解不同土地覆蓋型態

的空間分布，可計算自然或人為引起的陸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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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變遷，進一步估算碳貯存及流動

之變化。Prasad等人（2002）利用衛星遙測資

料進行土地利用變遷分析，建立碳流量與貯

存的模擬系統，推算碳流量。Li等人(2008)

利用衛星影像針對土地利用型態改變，探討

可能導致的碳存量變化。Tomlinson and Milne

（2006）利用衛星影像建立北愛爾蘭地區的

地表覆蓋型態與土壤碳存量。 

利用衛星影像計算植生指標與碳存量之

相關研究，Prasad等人（2000）曾利用衛星影

像計算常態化差異植生指標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建立林地

特徵，再以現地調查方式建立森林生物量的

關聯性，以探討熱帶落葉林地的碳循環量。

NDVI是採用比例的計算，故容易降低所需的

系統誤差校正，且衛星影像計算取得容易。

但仍須注意NDVI易受到許多外在因子影

響，如衛星觀測角度與土壤光譜特性等

（Fensholt等人, 2004)。 

材料與方法 

1.材料   

以購自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之

SPOT衛星影像，作為綠劣指數計算之材料。

影像之拍攝日期如表1所示。植群萃取則選用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於1995年及2008年所繪

製之國土利用現況調查資料作為依據，分析

流程如圖1。 

為進行碳存量與綠劣指數之分析，採用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所推行之農村

再生試辦區之六處社區及陳有蘭溪集水區內

之五處社區為研究樣區。 

表 1 SPOT 衛星影像拍攝日期 

Table 1 Dates of SPOT satellite images used in 
this study. 

試區 時間 

無米樂社區 2000/01/01 

陳有蘭溪集水區 1999/10/31 

平和社區 2001/11/25 

雙潭社區 2005/09/07 

象山社區 2005/09/07 

外獅潭社區 2005/09/07 

南埔社區 1998/04/24 

動機與目的

資料蒐集 文獻回顧

衛星影像

NDVI計算

反向線性配置

國土利用
調查圖資

依氣候帶劃分 依土地利用劃分

綠劣指數計算

植群萃取

碳存量計算

統計分析

結果與討論

研究試區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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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劣指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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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存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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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論

研究試區選定

 
圖 1 研究流程 

Figure 1 Flowchart of study 

2.方法 

(1)碳存量估算 

廖大牛(2009)依據第三次台灣森林資源

調查之林木積量試算出森林單位面積碳存量

為179.1 t/ha，較氣候變遷跨國組織



 
水土保持學報 42(2) : 199-212(2010)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42(2) : 199-121(2010) 
 

 202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於2000年所公布之陸地生態系每公頃

碳存量統計(表2)中之溫帶森林稍高，然其推

測台灣在北緯25度（台北市），以南屬熱帶

地區，惟森林的垂直分布包括溫帶至寒帶

林，結果尚屬合理。故本研究藉由土地利用

現況之植栽為基礎，探討不同植群及其立地

碳存量之差異，並以表2作為各類植群碳存量

估算之依據。 

表 2 陸地生態系之碳存量 

Table 2 Carbon stocks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  

碳存量(t/ha) 
植物群落 

植物 土壤 總計 

熱帶森林 120 123 243 
溫帶森林 57 96 153 
極地森林 64 344 408 
熱帶草原 29 117 147 
溫帶草原 7 236 243 

沙漠 2 42 44 
凍原 6 127 134 
濕地 43 643 686 
耕地 2 80 82 

(資料來源：IPCC, 2000) 

以1995年及2008年國土利用調查圖資依

據IPCC統計表(表3)之分類項目萃取台灣之

植群類別，另將森林及草原部份依據

Thornthwaite 與 Mather(1955) 之 氣 候 分 類

法，採中央氣象局主要測站之氣象資料，分

析台灣地區各主要測站之月平均輻射量、氣

溫、相對濕度、降水量、蒸發量、風速等資

料，分析台灣主要氣候型之分佈；再與植群

區位進行套疊分析，分出六類植物群落(熱帶

森林、溫帶森林、熱帶草原、溫帶草原、濕

地及耕地)，計算台灣於1995~2008期間碳存

量之變化。 

另以林班地、原住民保留地、山坡地及

都市計畫區圖資，透過GIS系統得到面積範圍

及植物群落分佈，計算出各區位單位面積之

碳存量。同上述之方法另統計出圖2所示之11

處農村(南埔社區、外獅潭社區、象山社區、

雙潭社區、平和社區、無米樂社區、明德社

區、愛國社區、自強社區、豐丘社區、新鄉

社區)碳存量。 

(2)綠劣指數 

SPOT衛星影像感測器所接收的波段為

綠光、紅光及近紅外光，且綠色植物具有吸

收藍光、紅光及強烈反射紅外光之特性，利

用此原理可計算常態化差異植生指標

（NDVI）。NDVI值之計算方法如下所示：  

R+NIR
R-NIR

=NDVI
 

式中NIR為近紅外光；R為紅光。其值介

於-1與1之間，NDVI小於零，屬非植生之雲

層、水域及陰影等；NDVI值愈大時，代表地

表植物生育愈旺盛、植被覆蓋佳(Burgan and 

Hartford,1993)。為配合合理值域(0~1)，則需

將NDVI進行Rubber sheeting後，將其線性反

向配置為綠劣指數(GDI)，本研究利用SPOT

衛星影像(圖3、圖4)分別求出11處農村之GDI

值，當植生狀況愈佳，GDI值愈小。最後探討

綠劣指數與碳存量之相關程度。 

結果與討論 

1.台灣碳存量變遷分析 

因1995年的國土利用調查圖資無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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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植物群落萃取類別 

Table 3 Vegetation categories extracted from Land Use Investigation of Taiwan. 

國土利用調查圖資類別 
植物群落 

1995 年 2008 年 

熱帶森林 農業用地-林業 森林使用土地-天然林、人工林

溫帶森林 農業用地-林業 森林使用土地-天然林、人工林

熱帶草原 其他使用土地-草生地 其他用地-草生地 

溫帶草原 其他使用土地-草生地 其他用地-草生地 

濕地 其他使用土地-溼地 其他用地-溼地 

耕地 農業使用土地-農作 農業用地-農作 

(資料來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995,2008) 

 
圖 2 農村社區點位分布圖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rural community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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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獅潭社區 平和社區 南埔社區 

 
無米樂社區 象山社區 雙潭社區 

圖 3 SPOT 衛星影像(1) 

Figure 3 SPOT satellite images used in this study (1) 

 
陳有蘭溪集水區之 5 處農村社區 

圖 4 SPOT 衛星影像(2) 

Figure 4 SPOT satellite images used in this stu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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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地，本研究僅針對林班地以外之區位進行

統計分析，其與2008年植物群落分布情形（圖

5及圖6)與碳存量計算結果（表4、表5)分述如

下。1995年台灣總碳存量為164,739,309噸，

2008年則為174,094,425噸，其間共增加了

93,55,116噸。本研究係以不同植群間相異之

固碳能力為基礎來進行推算，故1995~2008年

間各植群面積之變化極為關鍵。比較後可見

僅耕地面積減少103,955公頃，森林面積(含熱

帶、溫帶)增加93,943公頃；草原面積(含熱

帶、溫帶)增加9,968公頃；濕地面積增加1,062

公頃。依據林務局1995年第三次森林資源調

查結果，台灣全島森林面積為2,102,400公

頃，而非林班地之森林面積為606,800公頃，

約占全島面積(3,591,500公頃)17%；本研究依

據國土利用調查圖資所統計出1995年非林班

地之森林面積則為587,204公頃，約占全島面

積16%，與林務局調查結果約有1%之差異，

可能係製圖誤差所致。雖耕地面積可能因工

程開發及土地使用目的變更等人為因素大幅

減少，然因其碳存能力有限且有森林碳匯之

補償，故1995年至2008年之碳存量呈增加之

趨勢。 

2.土地利用類別 

2008年台灣土地利用主要類別之分佈圖

(圖7)及統計(表6)分述如下：本研究所萃取之

林班地範圍係指國有林事業區、試驗用林地

及保安林地；原住民保留區則係依政府為保

障原住民權益所特別劃設24萬多公頃的國有

土地範圍；山坡地則係依據「山坡地保育利

用條例」第三條所稱之山坡地所劃設，且已

扣除與其他類別重疊之區域；都市計劃區之

範圍則包含都市土地及都市計畫區。另由上

述資料計算各類別之平均碳存量如表7所

示。統計結果顯示4大土地利用主要類別中以

林班地之碳存量(145.26 t/ha)為最佳，其次依

序為原住民保留地 (143.96 t/ha)、山坡地

(115.55 t/ha)，都市計畫區(49.10 t/ha)則明顯較

差。由詳細之植群面積統計(表8、表9)中可發

現，於林班地內森林(含熱帶森林、溫帶森林)

 
(資料來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995) 

圖 5 台灣植物群落分佈圖 

Figure 5 Distribution of vegetation types in 
Taiwan (1995) 

 
(資料來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2008) 

圖 6 台灣植物群落分佈圖 

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vegetation types in 
Taiwa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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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部份占有約89%的優勢比例，故碳存量相對

較其他區位高；原住民保留地亦因所有權及

移轉等相關法令問題，開發不易，故此區位

內森林之比例亦高達79%；且此兩者之植群比

例皆顯示，區內次高比例者為耕地，分別為

3%及13%。相較之下，山坡地範圍內人為開

發較盛，農業活動頻繁，不僅森林之比例大

幅下降(57%)，耕地之比例亦提升至26%，故

碳存量較前兩者低；而都市計畫區內多為工

廠、建物等相關開發設施，且整體的植群比

例僅有41%，故碳存量為最低。 

表 4 台灣碳存量統計表(1995) 

Table 4 Statistics of carbon stocks in Taiwan (1995) 

植物群落 面積(ha) 植物碳存量(t) 土壤碳存量(t) 總碳存量(t) 

熱帶森林 44,536.75 5,344,409.71 5,478,019.95 10,822,429.67 

溫帶森林 542,667.11 30,932,025.23 52,096,042.49 83,028,067.72 

熱帶草原 1,807.53 52,418.47 211,481.41 263,899.88 

溫帶草原 20,675.32 144,727.25 4,879,375.71 5,024,102.95 

濕地 1,008.97 43,385.71 648,767.71 692,153.42 

耕地 791,568.97 1,583,137.95 63,325,517.88 64,908,655.83 

碳存量=164,739,309.47(t)

表 5 台灣碳存量統計表(2008) 

Table 5 Statistics of carbon stocks in Taiwan (2008) 

植物群落 面積(ha) 植物碳存量(t) 土壤碳存量(t) 總碳存量(t) 

熱帶森林 48,781.67 5,853,799.99 6,000,144.99 11,853,944.98 

溫帶森林 632,365.22 36,044,817.45 60,707,060.96 96,751,878.41 

熱帶草原 2,082.04 60,379.23 243,598.96 303,978.19 

溫帶草原 30,368.72 212,581.06 7,167,018.46 7,379,599.51 

濕地 2,070.93 89,049.95 1,331,607.36 1,420,657.31 

耕地 687,614.22 1,375,228.45 55,009,137.94 56,384,366.39 

碳存量=174,094,424.7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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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台灣土地利用主要類別分佈圖 

Figure 7 Distribution of main land use in 
Taiwan 

表 6 台灣土地利用主要類別分類表(2008) 

Table 6 Statistics of areas for main land use in 
Taiwan 

區位 面積(ha) 

林班地 1,609,273.33 

原住民保留地 248,546.69 

山坡地* 679,322.86 

都市計畫區 339,481.00 

其它 784,068.04 
*係指扣除林班地、原住民保留地及都市計畫

區後之山坡地範圍 

表 7 台灣土地利用主要類別碳存量統計表(2008) 

Table 7 Statistics of carbon stocks for main land use in Taiwan (2008) 

區位 面積(ha) 碳存量(t) 平均碳存量(t/ha) 

林班地 1,609,273.33 233,756,289.34 145.26 

原住民保留地 248,546.69 35,781,740.00 143.96 

山坡地* 679,322.86 78,496,832.24 115.55 

其它 784,068.04 47,607,176.67 60.72 

都市計畫區 339,481.00 16,667,151.70 49.10 

 
表 8 台灣土地利用主要類別植群面積統計表(2008) 

Table 8 Statistics of areas for main land use in Taiwan (2008) 

區位 面積(ha) 
熱帶森林

面積(ha)

溫帶森林

面積(ha) 

熱帶草原

面積(ha)

溫帶草原

面積(ha)

濕地 

面積(ha) 

耕地 

面積(ha)

林班地 1,609,273.33 43,846.12 1,381,747.30 193.35 29,663.27 41.56 54,017.47

原住民保留地 248,546.69 29,578.98 166,522.66 54.95 1,980.68 --- 32,033.60

山坡地* 679,322.86 19,243.47 368,606.90 1351.60 11,479.55 4.83 176,019.94

都市計畫區 339,481.00 1,413.29 51,932.32 182.15 4,397.00 906.33 81,23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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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台灣土地利用主要類別植群面積百分比(2008) 

Table 9 Percentage of areas for main land use in Taiwan (2008) 

區位 
熱帶森林 

面積(%) 

溫帶森林

面積(%) 

熱帶草原

面積(%) 

溫帶草原

面積(%) 

濕地 

面積(%) 

耕地 

面積(%) 

林班地 2.725% 85.862% 0.012% 1.843% 0.003% 3.357% 
原住民保留地 11.901% 66.999% 0.022% 0.797% 0.000% 12.888% 

山坡地* 2.833% 54.261% 0.199% 1.690% 0.001% 25.911% 
都市計畫區 0.416% 15.298% 0.054% 1.295% 0.267% 23.929% 

表 10 綠劣指數及碳存量分析表 

Table 10 Analysis of GDI and carbon stocks 

區位 
綠劣

指數 

森林 

面積(ha) 

耕地 

面積(ha)

草原 

面積(ha)

植物 

碳存量 

(ton) 

土壤 

碳存量 

( ton ) 

總碳存量 

( ton ) 

無米樂社區 0.61 1.4056 62.69 ---------- 205.49 5,149.89 5,355.38 

愛國社區 0.19 80.97 122.10 2.13 4,874.44 18,043.26 22,917.69 

豐丘社區 0.17 134.72 142.14 1.90 7,976.42 24,753.24 32,729.67 

自強社區 0.20 218.39 394.42 0.60 13,241.42 52,659.92 65,901.34 

新鄉社區 0.25 54.15 129.81 1.88 3,359.48 16,028.04 19,387.52 

明德社區 0.21 490.19 520.19 1.38 28,991.09 88,998.66 117,989.75 

平和社區 0.52 7.24 45.91 ---------- 504.33 4,367.88 4,872.20 

雙潭社區 0.16 126.17 32.15 4.39 7,286.82 15,720.99 23,007.81 

象山社區 0.16 24.46 12.87 6.24 1,463.48 4,850.48 6,313.96 

外獅潭社區 0.16 105.26 82.15 4.20 6,193.48 17,667.91 23,861.38 

南埔社區 0.17 44.09 75.36 3.22 2,686.19 11,021.05 13,707.23 

3.綠劣指數及碳存量 

所選定之11處農村經計算後，其碳存量

(t/ha)及綠劣指數如表10、表11所示，另藉由

GIS系統展示綠劣指數值的空間分佈概況(圖

8、圖9)，可更明顯地看出各農村內植生覆蓋

的好壞。因11處農村社區皆屬山坡地範圍

內，故採山坡地之平均碳存量(115.55t/ha)作

為評估試區碳存量優劣之標準。結果顯示雙

潭社區為最佳，其碳存量高達119.18 t/ha，且

高於標準值；其餘農村社區則皆低於山坡地

之平均碳存量。此外，統計中亦顯示無米樂

及平和社區屬明顯偏低之試區，其碳存量分

別為50.28 t/ha、52.55 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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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單位面積碳存量統計表 

Table 11 Statistics of carbon stocks per unit area 

區位 總碳存量(ton) 總面積(ha) 碳存量(t/ha) 

無米樂社區 5,355.38 106.51 50.28 

愛國社區 22,917.69 234.72 97.64  
豐丘社區 32,729.67 310.95 105.26  
自強社區 65,901.34 660.56 99.77  
新鄉社區 19,387.52 217.29 89.23  
明德社區 117,989.75 1,129.30 104.48  
平和社區 4,872.20 92.71 52.55 

雙潭社區 23,007.81 193.05 119.18 

象山社區 6,313.96 63.53 99.38 

外獅潭社區 23,861.38 251.82 94.75 

南埔社區 13,707.23 145.05 94.50 

 
外獅潭社區 平和社區 南埔社區 

 
無米樂社區 象山社區 雙潭社區 

圖 8 綠劣指數值之空間分佈(1) 

Figure 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D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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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有蘭溪集水區之 5 處農村社區 

圖 9 綠劣指數值之空間分佈(2) 

Figure 9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DI (2) 

進一步分析後可發現，無米樂及平和社區主

要農業活動皆為水稻，區內僅耕地部份即占

了全區59%及50%，致使碳存量較低。綠劣指

數的部份，最大者為無米樂社區，最小則為

雙潭、象山及外獅潭社區。由圖8、圖9可看

出利用SPOT衛星影像計算GDI值，不僅可區

分出植生(偏綠)及非植生區(偏白)，且不同種

類之植生，如木本、草本及農田亦會有相異

之GDI值。而各試區之綠劣指數與碳存量進行

迴歸分析結果(圖10)，兩者間呈顯著負相關，

即當GDI值越大  (植生狀況差)，碳存量越

低，GDI值越小(植生狀況佳)，碳存量越高。

且判定係數R2高達0.885，顯示綠劣指數可作

為評估碳存量的一項指標。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推估台灣1995~2008年間的碳存

量共增加了9,355,116噸，其中以森林面積及

耕地面積之變化最劇。前者共增加93,943公

頃，後者則減少了103,955公頃。另統計4大土

地利用類別之平均碳存量結果顯示，林班地>

原住民保留地>山坡地>都市計畫區。上述兩

項結果皆可發現森林對於碳吸存之貢獻極

大，故應加強森林資源的保育及管理維護。

另對山坡地範圍內之11處農村進行碳存量估

算後亦顯示出森林面積涵蓋比例較高之試區

(如雙潭社區)碳存能力較佳，而耕地面積涵蓋

比例較高之試區(如無米樂社區)碳存能力較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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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且快速的推估碳存量，本研究提

出以SPOT衛星影像，藉由綠色植物吸收藍

光、紅光及強烈反射紅外光之特性，將11處

農村作為試區，計算各區的GDI值並與碳存量

進行相關分析，兩者間呈顯著負相關，顯示

綠劣指數可作為評估碳存量之指標。利用

IPCC陸地生態系碳存量統計資料配合國土利

用調查圖資，可快速的估算出大面 

積範圍之碳存量，惟該圖資需耗費大量人力

及物力建置，即時更新不易，本研究利用

SPOT 遙測衛星影像所建立之綠劣指數，可有

效反映碳存量之變異，供相關單位參考。 

 
圖 10 綠劣指數與碳存量之關係 

Figure 10 The relationship of GDI and carbon 
st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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