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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馬可夫鏈模型與細胞自動機理論模擬植生復育之研究：
以九九峰地區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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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covery of vegetation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landscape in the terrestrial globe.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en changed rapidly due to human socio-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Therefore,
many research methods have been applied so as to comprehend and forecast these dynamic changes.
This paper intends to apply some of theses methods and processes to quantify the change of vegetation
recovery in Mount Jiou Jiou area. First of all, the graphic data of study area is collected by using the
SPOT satellite images of four representative periods (Mar.1999, Oct.1999, Nov.2002 and Nov.2005).
Subsequently the vegetation types and their changes are examined through the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 analysis. Second,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technology is
adopted to recognize the distributions of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s, characteristics of topography and
their correlation. Finally, by combining the methods of Markov chains and Cellular automata this study
models and simulates the spatio-temporal change of vegetation recovery. The result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 (1) After 921 earthquake, 80% of vegetation on Mount Jiou Jiou area was destroyed seriously
in 1999, therefore the index of NDVI was very low. After that, the vegetation is recovered gradually for
recent years under stable weather conditions. (2) The healing situation of vegetation is intensely
affected by geomorphologic factors, such as height, slope and aspect. (3).After comparing two models
testing, the present study shows that CA-Markov model is more suitable for simulating the change trend
of vegetation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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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植被是全球陸域最具規模的地表景觀，而植被覆蓋率的空間型態變化常受人類社經活動與自
然環境等因素的衝擊而有所影響，因此探其變遷與演育歷程，對土地規劃、災害防治與生態保育，
都有一定程度之助益。隨著科學知能的進展，許多新的技術與方法也逐漸運用於植被變遷與空間
分析的研究領域，因此本文選擇 921 地震後地貌破壞十分嚴重的南投九九峰地區進行研究，文中
先運用 1999 年 3 月（921 地震前）、1999 年 10 月（921 地震後）、2002 年 11 月、2005 年 11 月
等四期的 SPOT 衛星影像，分析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數(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
之變異，作為植物覆蓋率、崩塌裸地及植生復育等變遷之判釋；接著以地理資訊系統（GIS）軟
體為分析工具，來探究影響研究區地表植被復育的機制與原因；最後結合馬可夫模式與細胞自動
機之理論，進行模擬及分析，來瞭解九九峰地區植被變遷的空間分布與意涵。歸結研究成果顯示：
1.藉由遙測與 GIS 之分析得知，1999 年 921 震災前 NDVI 影像呈現顯明之淡白色澤，顯示本區之
綠色植被繁茂；921 後大量的地形崩塌，裸露地取代植被，九九峰地區內 NDVI 反逆成一片闇黑，
80％地表均呈裸露狀態，說明地景破壞之劇烈，惟經過一定時間之生養，研究區內的 NDVI 由幽
黑轉灰白，代表植物漸趨生長覆蓋，以 2002 年為例，草地植被覆蓋達 60％的比例，到了 2005 年
草地植被進一步生長成茂密樹林，六成以上之地表林相已恢復往昔常態；2.植被生長與地表景觀
復原程度深受高度、坡度與坡向等地形因子的影響與控制；3.相較而言，結合基於細胞自動機理
論的馬可夫預測模式比隨機決定的馬可夫預測模式能更合理與有效地模擬本區植生復育與地景變
遷的過程。
關鍵詞：馬可夫模式、細胞自動機、植生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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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植被覆蓋率的變化屬於地景變遷(Landscape change)的一環，而植被變化的趨勢、頻度與
速率則反映著生態演育、土地利用與環境災害等重要事件的影響；由於植被是陸地分佈最廣的景
觀也是生態系統的主體，因此探索其空間之形態分布、發展變化及其與人類互動的歷程，不僅是
地理學長期關注的焦點，更是近年來探討全球環境變遷的重心之一。尤其是面對人地關係漸趨失
衡、環境問題日益惡化的今日，地表景觀的變化也更加快速且複雜，因此如何建立有效的觀測方
法與分析模式，來詮釋這些空間現象的分布特性、因果關係並應用於規劃和解決區域的相關問題，
實屬當務之急。
隨著科學知識與資訊技術的進展，有關植被變化與地景變遷的等空間分析之研究，也有了更
多的方法及理論，許多統計方法與數值模式也逐漸運用到此研究領域，例如植被分佈趨勢因牽涉
到地景變遷預測，往往需進行模擬，而馬可夫模式(Markov Model)、地景指數、灰色理論、碎形
理論(Fractal Theory)、多變量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 MVA)、類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s)、
系統動態及細胞自動機(Cellular Automata, CA)等理論方法或模式系統都曾被引用作為分析及模擬
如植被演育、土地利用及災害分布等地表景觀的變遷研究（Baker，1989；顏怡璇，2003）；尤其
近年來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的發展，整合許多分析模組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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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空間與地景變遷的分析與模擬研究更為便利，不僅提供更完善的解釋、診斷與預測，同時也
豐富了地理空間模式的多元發展。
緣此，本文選擇 1999 年九二一地震後地貌破壞十分嚴重的南投九九峰地區進行試驗研究，嘗
試整合遙測影像處理與地理資訊系統之分析成果，瞭解影響本區植被覆蓋率的變遷特色與機制，
並選用 IDRISI Kilimanjaro 軟體中的基於細胞自動機理論之馬可夫模式（CA-Markov Model）模
組，模擬自然演替下研究區植被復育與變遷趨勢，並比較其實際變遷結果與預測程度之差異。

相關文獻的回顧
不同植被類型所組成的植物帶是全球陸域最具規模的地表景觀，所謂地表景觀簡稱為地景，
乃指地理各要素間相互聯繫與相互制約而演變出具特定結構、功能與變化的系統。地表景觀並非
恆穩不變的，其變遷的發生常因基質改變、地形演育、氣候變遷、生態干擾、人類活動等因素干
擾而使區域內嵌塊體(Patch)1發育與空間排列型態發生轉變（肖篤寧，1993），所以諸如林相演育、
土地利用、都市發展、地形變動、災害分布及生態系變化等都可以是地景變遷探究的內容。以植
被演育的相關研究為例，由於近年來研究方法日益多元與創新，致使國內外相關的研究也呈現出
蓬勃的發展，如 Bell(1974)和 Van Hulst(1979)曾檢視植被自然演替（succession）的動態變化情形，
並認為植生分布是一種隨機狀態，在無差異的環境因素下，各類植生的空間差異與分佈趨勢是可
利用 Markov 的統計機率理論進行推估的；Turner(1987)以轉移機率(或稱演變機率，Transition
Probability)的隨機模擬（Random Simulations）與最近群聚法（Nearest Neighbors）的空間模擬
（Spatial Simulations）等方法，比較美國喬治亞區域內的都市、農作地、農作荒廢地、牧草地及
林地等五個土地類型的嵌塊體(Patch)之變化頻度，進而推測其各類土地利用的演變趨勢；Chust et
al (1999)利用衛星影像求取常態化植生指數（NDVI)與土地覆蓋類型探討西班牙 Minorca 島上經人
為因素影響後，地表的景觀變化是否呈現穩定狀態或趨於某類型態優勢，藉由碎形維度（Fractal
Dimension）、嵌塊體大小、嵌塊體數目與空間卡伯指數（Spatial Kappa Index）的對比分析，其結
論認為此區各類型的土地覆蓋分佈與演替歷程正處於一種臨界的平衡狀態；Wood et al (1997)、
Weng（2002）等人也利用馬可夫模式的轉移機率配合遙測或 GIS 等工具，分別探究塞內加爾南部
及中國珠江三角洲等地區土地利用的變遷情形，並認為人為開發（如農地、建地）是造成自然植
被消失與地景變遷的最重要因素；而 Pastor、Sharp and Wolter (2005)透過衛星影像和樹齡普查資
料（Stand inventory data）在明尼蘇達州北部進行植被覆蓋率變化之調查，透過純用馬可夫理論與
加入樹齡參數考慮的馬可夫理論做比較，可得知納入樹種年齡作為環境因子變數的馬可夫移轉機
率（Transition Probability）
，不僅較能掌握各類植被生長的演替時期特徵，對於推估未來林相景觀
變化的動態趨勢也較準確。
晚近興起的細胞自動機(Cellular Automata)理論，則從空間組織的演化上切入，提供植被演
育 、 土 地利 用及 災害分 布等 地表 景觀 的變 遷研究 的另 一種方 法 ， 例如 Balzter、 Braun and
Kohler(1998)嘗試在原有之時間不連續的馬可夫模式中，導入細胞自動機的空間向度概念，這種時

1

嵌塊體（Patch）是指景觀空間比例尺上所能見到的最小均質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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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馬可夫鏈（Spatio-temporal Markov Chain, STMC)）利用遍歷分佈（Ergodic distribution）原理來
建構時空之演變規律 ，經不同植被演育變化的結果檢證 ， 此模式對 大馬蹄草類 （ Glechoma
hederacea）有較好預測，但對黑麥草（Lolium perenne）和菽草（Trifolium repens）類的植物成長
趨勢，則有較大的估算誤差；而在土地利用的探討上，Li and Yeh（2002）整合類神經網絡分析
（Neural Networks）與細胞自動機，研討出多元動態土地利用的模擬方法，並有效地評估中國南
方的土地利用變遷；另外 D'Ambrosio et al (2004) 利用六邊形網格的細胞自動機程式（SCIDDICA
模組）模擬義大利 Curti 等地區土石流發生後的分布與擴散情形，對環境災害的分析與預測，提
供相當程度的助益。
國內關於植被演變與土地利用變遷的相關研究亦十分豐碩，其中馬可夫模式也是常見的分析
方法，例如林金樹(1996)利用衛星影像、馬可夫模式以及迴歸分析探討大台南地區都會區與非都
會區之裸地、建地、林地、溼地、農地等景觀變遷；丁志堅(1997)用馬可夫模式推導出雲林縣沿
海地區不同時期的農業用地、建地、水產養殖地等土地利用變遷趨勢值，然後應用群集分析度量
土地利用在時間與空間上的變化情形；許立達、鄭祈全（2000）比較 1988 及 1996 年之土地覆蓋
變化，並應用馬可夫模式分析六龜地區林相生態之歷年地景變遷及預測未來之土地覆蓋情況，模
擬的結果顯示除非持續進行人工造林，否則天然林終將取代所有的人工林區；張右峻(1998)、廖
怡雯（2003）先後都利用不同年度的 SPOT 遙測影像與馬可夫鏈模式等方法，比較台中地區各種
類土地利用的變化狀況，並分析台中市的空間發展歷程；陳永寬、吳守從(2001)以 Shannon 多樣
性指數探討南仁山生態保護區之植物生態系統變化，並與馬可夫模式結合，推導不同時期植群變
遷趨勢，並認為此區生態系統已逐漸趨於穩定，終將成高鬱閉度森林帶；吳守從（2003）另以結
合地景生態理論與馬可夫模式，探討南仁山森林植群分布狀況及動態變遷模式，並分析其植群社
會發展因子之作用程度與影響範圍。
至於細胞自動機理論在國內林相變遷與土地利用研究方面的應用尚不多見，汪禮國（1997）
認為都市的實質環境是由許多局部土地開發決策互動的產物，可利用細胞自動機的演化規則，從
NDFA（非決定性有限狀態）轉為 DFA（決定性有限態）的演變過程，來探討都市空間的分布特
性；賴進貴、王偉力、紀明德（2000）採取細胞自動機的觀點，以淡水河流域的土地利用類型為
例，進行空間組織結構的分析研究，其成果顯示雖然空間結構是從低強度的型態轉換成高強度（如
農林地轉變成建地）的趨勢，但相同的空間結構仍可能有許多不同的演化；顏怡璇（2003）則採
用南仁山地區不同時期的之航空照片，區分土地單元類別並與細胞自動機理論模擬南仁山生態保
護區之地景變遷，歸結出生態保護區之設立，有助於森林地景的穩定成長；陳建元、游繁結等人
（2005）曾介紹細胞自動機的概念並試以 SCIDDICA 程式模擬南投出水溪的土石流的情況，發現
下游的模擬預測與實際差異較大；程春榮（2006）應用細胞自動機理論與 Mapbasic 軟體，針對臺
中市中心商業區再發展狀況進行模擬分析，發現將生態、市政、客運轉運等內部力量同時考慮下，
若能充份掌握其空間現象及形式結構，則運用正向政策，可促使市中心商業區再發展。從研究文
獻的歸納可以得知：雖然植被演育、土利利用與地景變遷的研究內容和方法均十分多元，但空間
展示之成效與方法比較的研究並不多見，例如傳統的馬可夫模式或晚近發展的細胞自動機理論，
彼此甚少有比較或交集，其優劣或互補性之相關研究缺遺未補；又隨 GIS 的研發，許多方法卻得
以進一步整合或併用，故若能結合馬可夫模式與細胞自動機等理論方法進行分析比較，實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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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嘗試的研究途徑。
研究區依衛星影像所擷取的圖幅為 LL：224550，2652360，UR：231950，2662160，主要地
區涵蓋九九峰自然保留區及鄰近的矩形範圍，所在位置乃位於南投與台中交界的烏溪北岸，因地
質屬頭嵙山層，岩性多為膠結差之礫石，故地形崎嶇陡峭，崩塌頻仍；1999 年 921 地震後更引發
嚴重的崩塌與大量的土石流，造成山區呈現一片牛山濯濯的禿峰景觀，基於自然生態保育、教育
與觀光價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遂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於 2000 年 5 月 22 日公告成立「九九峰自
然保留區」，面積為 1,198.4466 公頃（圖 1）。由於九九峰地景的特殊性，因此相關的研究亦不
少，黃凱易（2002）曾應用 GIS 結合 SPOT 衛星影像與其它空間資料，評估九九峰崩塌地自然植
生恢復之狀態，研究發現崩塌地的植生在基腳至近山腰處稍有恢復；林昭遠等人（2001）與林文
賜等人（2004）亦以衛星影像進行九九峰崩塌區的分析與量化研究並評估地震二年後，植生自然
復育已達 50%以上；呂岡侃、徐美玲（2004)認為九九峰地區邊坡型土石流大多發生在具有內聚凸
坡坡形的邊坡上，且其崩塌面積和集水面積均較岩屑滑崩和岩屑滑落為大；陳添水(2005)亦蒐集
數年之九九峰地區之衛星影像進行影像植生指數分析，探討該地區 921 地震崩塌植群逐年之變遷
情形，研究指出自然保留區乃為地震而產生的崩塌裸露區，隨後植被雖有回復，但仍尚未穩定，
植生指數易受颱風豪雨之影響而變動。立基於上述的研究成果，本文進一步援以遙測及 GIS 系統
為工具，結合馬可夫模式與細胞自動機之理論，進行變遷分析及模式模擬，來瞭解九九峰地區地
景變遷的空間分布、意涵與機制。

圖 1 九九峰研究區位置圖（1999 年 10 月 SPOT 影像資料）

研究方法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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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可夫模型介紹
馬可夫鏈模型之基本概念是在 1907 年由俄國數學家 Markov A.A.從布朗寧運動 (Brownian
motion)的研究中所提出，所謂馬可夫鏈（Markov Chain）的定義是指在隨機過程（Stochastic
processes）中，敘述任何要件（Component）的機率分布狀態，是僅賴由先前的要件（Previous
component）所掌控，則具此特性的預測過程稱之為馬可夫過程（Markov Process），而此隨機過
程由事件狀態所有向度的轉移機率（Transition Probability）
，來推測未來事件分布的狀態，這種轉
移機率，可以下列之公式表示（丁志堅，1997；Anderson，2000；洪彬皓，2002）：
m

 Pij  1

i=1,2,..m ………(式一)

j 1

（m為事件的狀態數，第i種狀態轉變為各種狀態的總和為1）
m

Pij  nij /  nij

…….. (式二)

j 1

P ij

（其

中

轉移機率，為事件 i 轉變至 j 的機率）

歸納事件所有狀態的演變機率，以矩陣表示則可得「演變機率矩陣」
（Transitional Probability
Matrix），假設 A 為轉變機率矩陣，則：

依據馬可夫鏈的性質，假定存在一事物的初始分布狀態 P 及某一時期的轉變機率為 A，其中：

P  P1 P2 . ... Pm



，

p

i

 1 ，則：

PA  P1 表示經過一階段（stage）之後，事物的分布狀況。
PA2  P 2 表示經過二階段之後，事物分布狀況。
PAm  P m 表示經過 m 階段之後，事物分布狀況。
此為以一時期內數量變化為依據(A)，以矩陣代數方程推算以後幾個時期的持續變化(

p

2

、…、

p

m

p1

、

)，如果作為根據的演變時期，觀察正確而以後又無新的變動因素加入，則利用馬

可夫鍵演算下去，即當矩陣重複自乘至無限多次之後，矩陣內的各個數值將會達到所謂的穩定狀
態機率（Steady State Probabilities）而不再變化，此情形稱為平衡矩陣或收斂矩陣（Convergence
Matrix）
，其形態表示如式四所示，所以若設 PL=Q，由於 L 為平衡矩陣，則 Q 便為此時期事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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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的分布狀態，也為反應出此事件變化程度的理論趨勢值 此時不論 P 的分布狀況為何 ，Q 皆為
一定的分布狀態，亦即不受初始狀態的影響也與時間無關，而此穩定狀態可由聯立方程式求得。

L  lim A m

……（式四）

m 

馬可夫鏈依其性質可區分為正規馬可夫鏈（Regular Markov Chain）與吸收馬可夫鏈（Absorbing
Markov Chain）兩種。正規馬可夫鏈即前述的平衡矩陣或收斂矩陣；而吸收馬可夫鏈是指當事件
過程進入某一狀態後，即停留於其上無法離開，則此一狀態即為吸收狀態（Absorbing state），該
狀態之轉移機率必等於 1，即 Pij＝1；換言之，亦即轉移矩陣中，主對角線元素為 1 之狀態，所以
吸收馬可夫鏈的一個基本性質是不論從任何狀態開始，經過多次試驗以後，其到達吸收狀態之機
率必為 1。為了分析方便起見，我們將吸收馬可夫鏈之吸收狀態集中在前面，而將非吸收狀態排
列在後面，則可列出下面的標準型式，並推導出相關公式：

一般而言我們將 N＝（I－Q）-1 定為基本矩陣（Fundamental matrix）
，而根據此基本矩陣，可
以求知：1.馬可夫鏈在每一個非吸收狀態之平均停留時間。2.將 N 矩陣橫向就每一列求和，即得
非吸收狀態開始到達吸收狀態平均所需之時間，其到達吸收狀態平圴所需之時間（定義 t 為此項
時間，e 為縱的求和向量，所有元素皆為 1，則 t＝Ne）
。3.從非吸收狀態開始，其被某一特定吸收
狀態吸收之機率（即 NR）。故穩定狀態機率可用來比較一地不同時期的事物變遷程度，而基本矩
陣不僅可以推估某單元轉換至另一單元所需之時間，也可以預測其演變的機率大小2，故其應用性
十分廣泛，舉凡在決策分析、醫病追蹤、人口移動、城市發展與土地利用變遷等議題均有著顯著
之發展。

２

基本矩陣（fundamental matrix）涉及反矩陣的計算，而有關其意義、概念與計算方式，請參矩陣計算相關書籍，
而相關範例與文獻可參閱文獻中之張政亮（2006）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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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細胞自動機（Cellular Automata, CA）簡介
細胞自動機理論是由數學家 John Von Neumann 等人於 1950 年代所提出的，初始目的尋求發
展具有自我複製能力（Self-replicating）的電腦。CA 之基本概念是假設一個最小的單元體稱為細
胞格（Cell），這些細胞格具有一些狀態，但是在某一時刻只能處一種狀態之中，隨著時間的變
化（即所謂疊代的過程），細胞格漸與附近的其他細胞格互動而改變狀態，並按照已建立的規則，
自動且持續演化，進而產生較大尺度之多樣型態；換言之，CA 是一種連結小尺度與大尺度（Micro
to macro）的離散性分析工具（吳文成，2002；程春榮，2006）。Conway 於 1970 年設計更為簡
單明瞭的細胞自動機模式－生命遊戲（Game of Life），依其構想細胞不會無限制的成長，於是他
定義細胞在過度孤單或擁擠時會死亡，適當空間才會繼續生存，所以細胞群會於經過一定條件的
滌濾（Filter）下，而重新（Declass）決定其下一步是否繼續能成長或殞滅3，因此遊戲規則（演
化規則）乃為 CA 模式重要的魔法棒。Wolfram (1986) 對細胞自動機做了全面性的研究，並定義
細胞自動機所需要包含的四個規定與三個特徵，四個規定是其指設計需：1.決定細胞活動空間的
維度，2.定義細胞可能具有的狀態，3.定義細胞改變狀態的規則，4.設定細胞自動機中各個細胞的
初始狀態。至於三個特徵是指其運算時為：1.平行計算（parallel computation）：每一個細胞個體
都同時同步的改變 ，2.局部的（ local）：細胞的狀態變化只受周遭細胞的影響 ，3. 一致性的
（homogeneous）：所有細胞均受同樣的規則所支配。
綜觀言之，我們可以簡單的數學式來說明細胞自動機模式，假設以 L 作為規則性的空間矩陣
集合，S 為有限的狀態組合，N（c）為細胞 c 的鄰近細胞所構成的集合，t 為時間，F 為細胞轉變
狀態的規則，則其 F 之目的是從架構
C ：Ｌ→Ｓ
t

Step1.:

Ｃ
ｔ

改變成新架構

Ｃ
ｔ＋１

，轉變的過程與規則為：

……（式六）

表示Ｃ在 t 時間之狀態，結合矩陣中每個細胞狀態之功能 。
Step2.:

Ｃ

Ｃ

ｔ＋１
（ｒ）

ｔ＋１
ｆ（﹛Ｃ

ｔ

（ｒ）

＝

ｆ（﹛Ｃ
ｔ

（ｉ）：ｉ

i ｎＮ（ｒ）﹜）

……（式七）

表示細胞Ｃ在Ｔ＋１時間狀態，Ｒ個鄰近關係之細胞。

（ｉ）：ｉ

i ｎ Ｎ（ｒ）﹜）

表示Ｆ函數在細胞Ｃ於Ｔ時間狀態，此狀態是依據與Ｉ個鄰近細胞的

互動關係產生，而所有 I 皆在 R 集合範疇之內。

所以細胞自動機之演化與轉變是在一離散（Discrete）時間序列下，所有的細胞根據轉變規律
同步進行更新，其概念如圖 2 所示，從圖中亦可得知其組成要素包括有：1.網格、2.網格狀態、
3.鄰近空間及 4.演化規則四項（Batty et al ., 1997；賴進貴，2002；顏怡璇，2003）。1.細胞網格
理論上可以任意幾何形狀（六角形、四邊形等），但設計上以規則排列的方格較常見，細胞網格
甚至可以是立體的空間，故它可以是一維、二維或三維網格型態；2.細胞網格狀態由一組有限的
型態來顯示，這些型態可以是二元的（如：活的、死的，空的、被佔據的），也可以是多元的（建
地、空地、住宅用地等），但在任一時間，每個網格都只能由這一組型態中的某一類來顯示；3.
鄰近區是由中心網格周圍之各接臨網格或由一定半徑內的所有網格所構成，各種不同的鄰近區型
３

有 關 細 胞 自 動 機 與 生 命 遊 戲 之 進 一 步 解 說 與 延 伸 閱 讀 請 參 閱 ： 吳 文 成 ， 2002 之 網 站 介 紹
http://alumni.nctu.edu.tw/~sinner/complex/alife/ca/ ； 另 外 英 文 網 址 則 可 參 閱 ：
http://academic.regis.edu/dbahr/GeneralPages/CellularAutomat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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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可參考圖 3 所示；4.演化規則是 CA 模式的核心，包含屬性、時間、空間等因素，故制訂上有
許多的考量，以屬性因素為例，目前的 CA 模式普遍採用的作法包括：專家訪談作法、研究者逕
行選定相關因子與及依真實的資料帶入、或利用蒙特卡羅（Monte Carlo）方法來計算出權重。
細胞自動機以簡單的規則，卻能夠產生複雜的動態交互現象，對於存在於大自然的現象與景
觀變化提供了另一種解釋，所以近年來細胞自動機不僅已成為物理學中波動方程的模型，也協助
了混沌、碎形等離散數學的發展，後來更進一步擴大運用在諸如生物演化、都市規劃及土地利用
等空間分析的研究領域上。

圖 2.網格空間結構下之 CA 系統概念圖

圖 3 CA 網格空間的各種不同鄰近區型態

（引自：程春榮，2006）

（引自：顏怡璇，2003）

（三）研究流程與步驟
1. 衛星影像處理：研究所使用之法國 SPOT 衛星影像資料，係購自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
心，選取範圍的 LL 為（224550，2652360），UR 為（231950，2662160），影像皆經等級 3
處理之產品，選取之時間序列分別為 1999 年 3 月（921 地震前）、1999 年 10 月（921 地震
後）、2002 年 11 月、2005 年 11 月四期，各期影像之參數儘量排除其誤差性，故除 1999 年
9 月因地震事件對照之需而受限外，其餘影像選用之拍攝日期相近，且衛星入射角、太陽方
位角與仰角差異亦不大為原則（見表 1），如此不僅利於對比，亦可降低植被生長與地形陰
影所產生之干擾。而本文之地景變遷的指標選取，因考量此區之人為開發不盛，地貌多為植
被所覆蓋，故乃以最明顯的植生狀況為考量，衛星影像處理所使用的軟體為 PG-STEAMER，
除進行衛星波段之影像疊置與顯化（Sharpening）外，主要分析項目為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數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4之求取，以作為植物覆蓋率、崩塌裸地及植
生復育之判釋。

４

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標（NDVI）的分析，是因綠色植物有吸收藍光、紅光及強烈反射紅外光之特性，故遙測上之運
用可作為評估綠色植物之光合作用、植物之覆蓋率、崩塌裸地之判釋及植生復育之情況指標。其計算公式為：NDVI
＝(IR-R)／(IR+R) ，其中 IR＝近紅外光幅射值，R＝紅外光(即可見光)幅射值，NDVI 之值域介於-1 至+1 間，指
數愈大越明亮，代表綠色生物量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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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代碼
I0009926
I0009775
I0009927
I0009826

年 月 日
1999.03.25
1999.10.31
2002.11.27
2005.11.15

表 1 九九峰地區之 SPOT 影像屬性表
時間
衛星編號
入射角
02:55:58
SPOT4
26.1°
02:23:59
SPOT4
-30.4°
02:47:58
SPOT4
11.0°
02:52:42
SPOT5
25.3°

方位角
144.4°
153.1°
160.0°
163.6°

仰角
61.2°
46.6°
44.3°
45.2°

2. 空間資訊分析：主要的工作是藉由相關因素的收集，配合地理資訊系統（GIS）軟體分析工
具，來詮釋影響研究區地景變遷的機制與原因；採用之 GIS 軟體為 ESRI 的 ARCVIEW 系統，
過程為先將衛星影像處理後的 NDVI 資料加以轉換、萃取與分類，並配合本區之數值地形模
型（Digital Terrain Model，DTM）所產生之高度、坡度及坡向進行圖檔疊置與屬性資料結合，
彙整 成研 究區 的 GIS 資 料庫 以利 空 間資 料展 示與 統 計分 析 ， 最後 透過 幾 何工 具分 析
（Geoprocessing wizard）及搭配套疊之圖層的形式，提供作為地形因子與地景變遷相關之判
釋與探究依據。
3. 植生變遷模擬：綜合上述文獻資料與方法介紹可以得知，馬可夫模式與細胞自動機理論，皆
可運用於植生復育變遷的模擬，只是其原理不同，馬可夫模式採用的是演變機率，由先前的
事件來決定其變遷的規則，而細胞自動機則是由其周遭細胞格的狀態來決定。這兩種動態模
擬的方法其成果有何差異？是否可以併用而相得益彰？此方面之議題鮮少被論及，故本文嘗
試利用 IDRISI 地理資訊與遙測影像處理系統（GIS and Image Processing tools）來加以分析比
較。IDRISI 軟體是美國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所研發的，其特色為集地理資訊系統
（GIS）和圖像處理（Image Processing）功能於一身，其眾多模組中有關地景變遷模型的也
是系統中十分受重視的一個面向。IDRIS 在土地利用變遷的預測與模擬包含有馬可夫模式分
析（Markov Chain Analysis）、基於細胞自動機理論模式（modeling of change based on Cellular
Automata）的馬可夫變化模型（CA-Markov）及 GEOMOD 等模組。而 CA-Markov 模組即是
結合細胞自動機與馬可夫模式，其原理是在馬可夫的轉移機率矩陣中，每個單元歸類的反覆
計算過程，是採用多元物件導向的土地分派模式（Multi Objective Land Allocation , MOLA）5，
而 MOLA 即是利用細胞自動機的 Moore 擴充型方式（5*5 網格，參見圖三），對鄰近周圍土
地單元，以 Boolean 遮罩計算法來滌濾（Filter）其土地單元是否要被取代而發生基質的改變，
這便是 CA-Markov 用來預測與模擬地景變遷的方法。
緣此，本文利用 IDRISI 的 Markov Model 和 CA-Markov Model 模擬自然演替下九九峰研究區
地景變遷趨勢，其操作步驟為：1.將 ARCVIEW 軟體所處理 GIS 之 Vector 檔轉換為 IDRISI 的 Raster
檔，利用 GIS Analysis/Change/Time Series 的 Crosstable 製作兩個時期間，即 1999 至 2002 年 3 年
間的機率統計變化表。2.利用 Change/Time Series 的 Markvo Model 求取轉移機率和轉移面積矩陣
（Transition probabilities matrix & Transition areas matrix）並匯集成為條件機率影像檔（Conditional
probability images，其背景細胞格與比率誤差之設定值分別律定為 0.0 與 0.15）作為估測下一階段
時期（下一個 3 年，即 2005 年）變化的決定參數。3.利用 STCHOICE 的機率選擇決定模組（Stochastic
５

相關運用理論與分析資料，參見 IDRISI User Manual，P151-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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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ce decision module）求取依條件機率影像所計算繪製而出的 Markvo Model 地景變遷圖。4.
CA-Markov Model 的運用，需先利用 Decision support 的 Fuzzy 模組，計算 MOLA 分派模式的準
則（即建立所謂細胞自動化的運動規則），作為綜合因素考量條件的轉移配當影像檔（Transition
suitabilities image）。5.轉至 CA-Markov Model 中，選取 2002 年影像為土地利用基圖，以 Transition
areas matrix 作為 Markvo Model 轉移機率的數據參考，並確認採用細胞自動化的運動規則（即輸
入轉移配當影像檔，Transition suitabilities image），即可求取再過 3 年後（iteration，即 2005 年）
的 CA-Markov Model 景觀變遷圖，再與僅用 STCHOICE 的 Markvo Model 所得出之變遷圖作趨勢
分析與差異比較。

成果與討論
（一）九九峰歷年來的地景影像與 NDVI 變遷趨勢
本研究所使用之影像為 SPOT4 或 SPOT5 衛星所拍攝之多波段影像，具有綠光、紅光、近紅
外光(NIR)及短波紅外光（SWIR）等 4 個波段，利用 PG－Streamer 的 Binary BSQ 格式轉檔輸入
與波段組合後，分別製成各期之影像檔；而為提高影像之辨識，將 10 公尺解析像元之單色態影像
（SPOT5 為全色態 PAN）與 20 公尺像元之多光譜態（XS）以 Image Sharpening 方法融合使其具
10 公尺解析力之多光譜彩色影像，另所有影像皆增揚(Enhancement)為 95％以利於比對影像色態
間之差異。圖 4 即為各期之多光譜態（XS）影像，紅色代表植被覆蓋良好區域，淡藍色則代表崩
塌裸露或溪谷位置，白色代表雲塊，對比後顯示研究區內於九二一地震前（1999 年 3 月）除溪流
呈現水藍色外，主要地景是植被覆蓋極為茂密的赭紅色彩，但 1999 年 9 月 21 日地震後，九九峰
自然保留區域得淡藍色塊劇增，顯示地震造成大量崩塌與土石流而造成地層的裸露，計面積廣達
971 公頃，亦即 80％以上的九九峰自然保留區均變為裸露崩壞地，地表景觀一夕丕變；2002 後裸
露坡地上的植被逐漸隨時間回復生長，期間雖曾受颱風與豪雨之沖刷，但植被仍在此變動狀態下
緩緩延展，稀疏的裸露地減少，林相逐漸增加；至 2005 年時自然保留區域的演替序列已由草本而
灌木，漸進入穩定的極盛相，紅色覆蓋率大增，地表大多恢復往昔地震前的景觀。

1999.3

1999.10

2002.11

圖 4 九九峰地區之歷年 SPOT XS 影像

200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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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植被狀態做為地景變遷的指標，乃因研究區多為陡峭崎嶇之尖峰與溝谷，影像易受地形
陰影效應之影響，依據 Jensen (1986) 、Kiefer (1994)與等學者研究指出，利用紅光與紅外光的常
態化差異植生指數（NDVI)，可有效消除坡度與坡向造成不同太陽照射之影響，Lyon et al. (1998)
研究 Mexico Chiapas 地區之植被變遷指出 NDVI 最不受地形因子影響且其色彩直方圖是唯一呈常
態分布，因此 NDVI 之方法運用於變遷的偵測能產生最佳結果（引自陳添水，2005）。緣此，本
研究遂採用目前已被廣泛應用之 NDVI 法進行地景變遷之探討，圖 5（上）即為研究區四個時期
的 NDVI 影像與數值分析圖，NDVI 之值域介於-1 至+1 間，指數愈大，代表綠色生物量愈多，換
言之顏色越淡白，代表植物生長越旺盛，本區 NDVI 的除河流水體呈現負值外，一般物項都在 0
～0.7 之間；與圖 5（下）色彩直方圖影像做呼應與對比，可觀察出 921 震災前 NDVI 影像除河流
區位外，均呈現顯明之淡白色澤，其 NDVI 直方圖的眾數為 0.63，平均值 0.59，標準差小，分配
峰度高度集中於 0.46~0.69 之間，顯示綠色植被繁茂之榮景；921 後大量的地形崩塌，九九峰自然
保留區內反逆成一片闇黑，說明地表 NDVI 植生指數大為減少，其眾數驟降至 0.55，平均值 0.34，
其中 0.0 至 0.2 的裸地指數比率竄升很多，峰度值趨於扁平，顯見地景破壞之劇烈，惟經過一定
時間之生養，2002 年時眾數已升至 0.59，平均值 0.45，0.2 以下的裸地指數大量減少，顯見植被
已漸生成，2005 年九九峰自然保留區的顏色由灰黑轉灰白，眾數上升至 0.61，平均值已達 0.51，
峰度高度又集中於 0.40~0.63 之間，代表植物漸趨生長、蓊鬱覆蓋，地景亦日趨恢復往昔常態。

圖 5 九九峰地區之歷年 NDVI 影像（上）及影像直方圖（下）

（二）影響九九峰植生變遷之因素分析
為探討各期植被空間變化與其影響因素，一般研究求取 NDVI 值後，會分別作植生指數之分
級，以作為地景與植被變遷之依據，惟植被因類型、覆蓋度與地形等呈現不同幅射值之變化，精
細的分級有其困難度，所以一般文獻亦多用僅於決定其變遷門檻值，本研鑑於研究區影像解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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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且地形多變複雜，遂僅依陳添水（2005）等人之文獻經驗值與野外實查驗證，將 NDVI 值分
為 3 個等級，分別為：1.數值小於 0.2 以下的低指數區，主要為崩塌裸岩區、土石流堆積地或河
灘谷地，2.數值介於 0.2 與 0.5 之間，屬稀疏植被、少許灌叢及草地為主的中指數，3.則為數值大
於 0.5 以上的高指數，屬於較茂密的林相帶地區，其作法為將 PG-STEAMER 的 NDVI 檔案資料轉
入 ARCVIEW 的 GIS 系統中進行分類，圖 6 即為利用 NDVI 分級指數進行歷年地景之植生變遷情
形，藉由進一步統計分析可以得知（參見表 4），1999 年 921 地震後由原本翠綠林相明顯轉為崩
塌裸岩、土石流堆積地或稀疏草生地者合計 958 公頃，幾乎佔九九峰自然保留區的 80％，變化可
為巨大；在歷經三年的修生養息後，2002 的地景逐步復原中，最大的差別在於真正全裸的地景已
不多見，僅佔 6％左右，其餘崩壞區或多或少的有著稀疏草地或零星灌叢的生長與分布，林相也
穩定增加 1.5 倍，計 415 公頃佔總面積的 35％，2005 後，六成以上的地景已為茂林林相所蓋遮，
草地僅退剩至 38％，景觀轉換十分鮮明。

圖 6 應用 NDVI 指數進行歷年地景之植生變遷分析圖
至於影響地景變遷或植被演育趨勢的因素為何？由於外在動態因子（如雨量、剝蝕率）不易
掌握，而本區大尺度的地質條件是一致的，因此本研究僅針對地形因素加以探討，圖 7 與表 3 為
利用 ARCVIEW 軟體處理九九峰地區之 DTM 所得之各項地形特徵分析值，其中高度值主要介於
450～650 公尺，占全區面積的 57％，最高為 776 公尺；另外在坡度方面，20％是介於 10～20∘
之間，而主要坡度集中在 20～40∘，約佔 55％，是屬較陡峭的地區；整體歸納而言，此自然保留
區是在地形上乃屬丘陵地形。至於坡向分布方面，則顯得較為平均，八方位的坡向以南面坡向最
多約佔 16％，其次為東南向 15％，最少的方位為北方，僅佔 10％，其次為西北，所以大體而言，
保留區之地形特徵是南面坡向較北面為多；另從統計資料得出高度與坡度是有相關，即高度越高，
通常坡度會越陡，但高度與坡向則無明顯之關連。
進一步地利用 GIS 將 NDVI 植生指數等級，套疊於各項地形特徵值上並經 Geoprocessing
wizard 的工具分析，其結果如表 4 所示，1999 年在 921 地震發生後，強烈的搖晃使高度越高、坡
度越陡之地層更易產生鬆動，加上原本岩石之膠結度差，所以容易成大規模之崩壞地形，從表中
得知崩壞的裸岩區平均高度 536 公尺、坡度平均達 37 度，這些位高坡陡區對外力誘發的反應本來
就較敏感，何況遇此強震的錯動與位移，自然造成景觀近毀滅性的破壞；植被密度較低的中指數
草叢地區，其分布位置的平均高度較低（504m）、坡度較緩（33 度），雖面臨強震侵襲，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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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滑推力較小地勢較穩定，所以岩層崩移過程中仍有少數稀疏灌叢或草地殘留下來或繼續生長；
最後林相維持不變的，也就是未發生崩壞的地區則屬少數且多發生低緩山谷和緩坡上（本區之平
均高程為 454m，坡度 27 度），顯示地貌的變遷和地形因素有一定程度的關連。2002 年後透過衛
星之遙測分類結果，崩塌地植生已漸恢復生機，繁殖能力強的草本科植物不僅沿山坡基腳及近山
腰處蔓延，甚至往高平處的山頂發育，由於保留區之高度並不高，所以只要位置適當，並有土壤
層化育之處，即會有淺根性草本科或灌叢植物出現，故此時最大的空間變化特色便是中指數草本
植被區的高度成長，分布佔總面積的 60％以上，雖然坡度仍是控制地景（植被）變化的重要因素，
但是高度的區隔已被打破，只要坡度平緩，即使山頂高度上升，草本植物依然可蓬勃生長；另外
代表的植被進入穩定的茂盛林木相，也從 240 公頃變成 415 公頃，增加近 60％，縱使此期間仍有
颱風豪雨沖蝕破壞，但植生景觀仍朝穩定趨勢成長。2005 年的衛星影像資料更可顯著觀察出地景
變遷的特色，其中低植被指數的分布，只剩 1％左右堆積於局部坡腳之昔日崩落土石與洪水沖刷
裸露的河岸灘地，故其平高度遽降至 388m、坡度也變緩（平均只有 27 度），而山頂高處已多為
中植被指數的草本植被所佔據覆蓋，而更多的草本植被區則在自然的演替下，亦日漸回復為蓊鬱
的森林景觀。另值得一提的因本區地勢以南面坡向分布最多，因此各時期或各級之植生指數也自
然以南向坡面分布最廣，而坡向頻率較少的北部與東北部，植被恢復狀態稍差，可能是受日照與
東北季風之影響。

圖 7 九九峰地區之各項地形特徵分析圖（上）與結合 DTM 及衛星影像之各時期 3D 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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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九九峰地區之各項地形特徵分析表
高度 m

面積 ha

比率

坡度

面積 ha

比率

坡向

面積 ha

比率

＜150

0.4

0.00

0-10∘

77.0

0.06

N

120.3

0.10

150-250

11.5

0.01

10-20∘

232.4

0.19

NE

139.3

0.12

250-350

59.4

0.05

20-30∘

353.2

0.29

E

143.0

0.12

350-450

199.0

0.17

30-40∘

317.6

0.26

SE

176.8

0.15

450-550

364.0

0.30

40-50∘

167.7

0.14

S

188.7

0.16

550-650

329.0

0.27

50-60∘

44.9

0.04

SW

159.8

0.13

650-750

189.0

0.16

60-70∘

4.9

0.00

W

139.1

0.12

＞750

46.3

0.04

70-80∘

1.3

0.00

NW

132D.0

0.11

表 4 九九峰地區不同時期之地景分級與其地形特徵歸納表
1999.10
面積 ha

高度

2002.11
優勢

面積 ha

高度

坡度
（%）

1 低指數

408.0
（34）

2 中指數

550.8
（46）

3 高指數

240.2

(林地)

坡向

m

S

33∘

36∘

S

坡向

m
388

28∘

S

509

35∘

S

505

35∘

S

453.7
35∘

S
（38%）

415.3

730.6
468

（35%）

優勢

（1%）
514

S

（%）

S

（59%）
27∘

高度

14.7
508

711.2

454
（20）

（%）

（6%）
504

(草地)

37∘

面積 ha

坡度

72.5
536

(裸地)

優勢
坡度

坡向

m

2005.11

31∘

S
（61%）

（三）九九峰的植生變遷之模擬與預測
利用馬可夫模式的矩陣過程，要分析 1999 年 9 月至 2002 年 7 月年該區 3 年來地表植生景觀
的變化趨勢，其步驟是將先將此兩年的土地型態加以分類（即利用 NDVI 之準則分裸地、草地與
林地）
；其次分別計算其所佔之面積，並轉換成百分比將此三個不同的土地類型依變化程度順序排
列並轉換為一個九元素的轉變矩陣，以自乘積來求下一階段（2005 年）的各類土地變化機率；最
後是重覆自乘轉變機率矩陣，求得其穩定機率值（即所謂正規馬可夫分析）6，來顯示各種類土地
利用未來變化的理論趨勢。為能綜觀完整範圍的植生景觀變遷，此部分採取衛星影像所擷取之完
整圖幅（LL：224550，2652360，UR：231950，2662160），面積約 72,650 公頃；本文利用 IDRISI
分析軟體分別轉入 1999 年與 2002 年研究區之數值地圖，並用 Crosstable 與的 Markvo Model 求得
轉移區域和機率矩陣（Transition probabilities matrix，Transition areas matrix），如圖 8 所示可得
知 1999 年地震後至 2002 年裸地面積由 16％降為 7％，縮減最多，草地由 49％降為 41％，而林地
恢復最多由 36％升為 52％；其中對角線數據（劃底線）代表 1999 年至 2002 都未改變的土地利用

６

本研究乃假設此植生系統在長期的演替下會處於一穩定機率，故可利用平衡矩陣的正規馬可夫概念分析；然若設
林地或裸岩區一旦生成則難以再改變為其他形態，則另可用吸收馬可夫分析，此處因不做複雜推論，故僅單純以
穩定的機率值（即正規馬可夫模式）來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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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如林地在 1999 年為 26154 公頃佔全部土地利用的 36％，到了 1999 年仍維持為林地者是 18725
公頃，佔 72％；草地仍維持草地為 14825 公頃，佔 42％；裸地為 1338 公頃，佔 13％）；左下代
表崩塌裸地入侵置換了原來的茂盛林相區，右上則代表茂盛林相區取代了崩塌裸地的情況，例如
第三行顯示林地在 1999 年有 37778 公頃，其中 18725 公頃林地是不變的，而有 1443 公頃是以前
的裸地，另有 17874 公頃則是由原來的稀疏灌叢與草地等土地型態轉變而來；而假設一切條件不
變之情形，則下一階段（即 3 年後的 2005 年）其演變機率則為 P 的平方（自乘矩陣一次），此時
裸地轉為草地之比例 73％降約六成至 43.6％，變為林地的比率則由 14％驟升至 48.4％，約為原
來的 3.5 倍，草地與林地之轉變則較緩，例如草地仍維持原樣之機率比從 42％降至 36％，轉換為
林地則由 50％升為 58％；至於推演到最後穩定的狀態機率則裸地、草地與林地所佔的變率分別為
0.052、0.331 與 0.617。
利用 IDRISI 的 GIS Analysis/Change/Time Series 的 STCHOICE 機率選擇決定模式（Stochastic
choice decision module）將上述資料帶入模擬而繪製出的 Markov Model 地景變遷情況如圖 9-b 所
示，對照 2005 年 SPOT 實際拍攝所分類處理的變遷影像（圖 9-a），可以看出此 Markov Model
方式所產生的地景變遷圖與實際情況有頗大的差異，其圖模糊、失真且難窺地景變遷之全貌，究
其原因是此圖上每一個座標位置的像素（Pixel）均在條件機率的安排下，依序反覆累計直至原有
的隨機值被重新分類置換或保留，此像素值即成為該時期的最終預測值；雖然每一個重新分類的
像素值均是依準確的轉換機率演算而得，但卻缺乏空間分布的知識與內涵，每個像素值（空間屬
性）的更動置換只憑藉 Markov 模式的隨機機率，這不僅造成各像素值雜亂無序地各自表述，使
得圖像呈現如同灑鹽粒或胡椒粉般的斑點散佈圖，同時也無法反應真實狀況，例如河道水體廣泛
地被誤判為草地，地表植生變遷的模擬與預測並不理想！

圖 8 運用馬可夫模式於本區地景變遷之分析與預測
結合細胞自動機理論與馬可夫模式的 CA-Markov Model，其考量的要素即是重視空間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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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與內涵；換言之，此模式認為景觀與事物分布並非只是一種隨機現象，而是深受諸如地質、
地形、氣候、土壤或人為活動等因素的控制或干擾，因此其變化是一連串系統的複雜反應，故
CA-Markov Model 除了納入馬可夫的演變機率外，亦利用細胞自動機理論，考慮其屬性、時間、
空間等因素來制訂所謂演化規則，進而循此準則，對其鄰近周遭土地單元的像數值誘發連鎖反應。
在操作上，本文的演化規則的制訂，僅嘗試以前述的坡度、高度與坡向等三項地形因子做為考量
要素，依 IDRISI Decision support 所建置的 Fuzzy 模組，將三項地形因子的 8 等級圖例分別轉換
為 0～255 數值層級的 Fuzzy 圖層（權重值均一致），再結合輯製為轉移配當影像檔（Transition
suitabilities image，所以每個向元均有 3 個因子的累計值）作為演化規則，並選取 2002 年影像為
土地利用基圖，以 Transition areas matrix 作為 Markov Model 轉移機率的依據，設定 3 年後（2005
年）的 CA-Markov Model 植生景觀變遷圖，其成果如圖 9-c 所示。對照純用馬可夫模式的圖 9-b，
可以得知 CA-Markov Model 的影像較為清晰與連續，圖中明顯呈現 2005 年，林地面積持續穩定
成長，裸露地逐漸消退，表示在不受人為干擾之下，地景是依自然演替法則而穩定地成長，這與
圖 9-a 的實際變遷之趨勢吻合，另經對比與統計可得此預估的判別準度可達 70％，成效已達一定
之水準。故歸結而言，採用基於細胞自動機理論之演化規則決定土地單元之變化，能減少人為主
觀意識或純由隨機機率決定之偏頗與誤差；雖然 CA-Markov 模式對地表植生變遷之空間分布模擬
與現況頗為接近，但仍無法完全與現實的狀況完全相符，這亦表示出影響本研究區地表植生變遷
之因素，尚存有其他權重因子或影響機制，故未來可納入更多相關的限制條件與影響因素並調整
相關權重來探究，相信有益於此模型準確度之提升。

圖 9 運用 Markvo、CA-Markov 模式模擬本區地景變遷之比較圖

結

論

地表植被變遷與土地利用是人類與環境互動過程的具體表徵，不同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
條件以及自然環境的限制，會呈現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所以探討地表植被變遷及土地利用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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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空間分析，透過圖像套疊與位置建立資料間的統計關係得以解釋空間變遷量、變遷因子與
變遷趨勢等。透過遙測及 GIS 等工具，進行地景變遷分析及模式模擬可得知 1999 年 921 地震後
因大規模的崩塌，九九峰地區內 80％以上之地表成裸露地，區內 NDVI 眾數值也降至 0.55，然經
一定時間之生養，NDVI 植生指數持續上升，2002 年之眾數為 0.59，代表高指數的林相覆蓋率恢
復至 35％，2005 年 NDVI 之眾數已達 0.61，林相覆蓋率為 61％，顯示多數地景恢復往昔常態，
循自然演替法則而穩定地成長；而經 GIS 套疊與分析則顯示地景變化趨勢與地形特徵值有關，高
坡陡區易受環境變化而改變，植生恢復力也較低，所以多屬植被密度較低的崩壞裸岩地，但此情
況亦隨時間演變而會逐漸演替變化；最後對比研究區地景的實際變遷發現，加入影響地形因子的
考量，CA_ Markvo 模式的模擬較隨機決定的的 Markov 模式能更有效預測地景變遷的趨勢。
然而地表景觀的發展與演變是多元與複雜的，許多重大事件（如地震）或特定人為開發的變
化，均非以穩定機率所能推演與預估；而本研究僅嘗試以幾項地形因子作為影響地景的變化規則，
未考慮各因子間的加權情形及充分掌握其他營力與秉性（如氣候、土壤、地質構造或崩塌後的人
為育林等）之影響，而地表植被變遷之指標也僅以三類植被型態作為初探；又受限於時間與篇幅，
並未再利用其他模組 （ 如 GEOMOD 分析模組 ）來進一步模擬與比較； 此外也沒有針對以
CA-Markov 方法模擬後，續探各土地類別分布與實際差異較大者之原因。因此後續研究可考量納
入更多地景變化之影響因子、提高地景分類指標之精緻度，並改善預測與評估方法之缺漏，俾能
得更佳之詮釋與模擬成果，有助於進一步探索與理解地景與環境變化的機制和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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