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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tecting shoreline change over several to several hundred years is usually regarded as the first step 

on coastal management for a stretch of coastline. Shoreline mapping standard in Taiwan, however, is yet to 

be set up. With the steep and coarse Taitung coast as the study area,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how to 

recognize various shoreline indicators on the large-scale orthogonals ( 1≧ ：5000). These shoreline indicators 

were also assessed with their continuity, stability and recognizable lev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water 

level, although usually regarded as the best shoreline indicator, is rather difficult to be identified, either in the 

field or from the images, especially on the gravel beaches. The waterline and the dry-wet line are with the 

highest continuity and more recognizable, and the dry -wet line is less dynamic. Although the dry -wet line is 

believed as the most ideal shoreline indicator when detecting shoreline change with the existing orthogonals 

for Taitung coast, it is suggested to digitize the waterline, high-water level and inner edge of beach as well. 

Because the high-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s and DEM (e. g. Lidar) have been (or will soo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horeline mapping practice, while the extracted shoreline is usually waterline for the former and the 

high-water line for the latter. 

Keywords：shoreline mapping, shoreline indicators, orthogonals, Taitung 

摘 要 

掌握海岸侵淤變化可謂海岸經營管理最基礎的一環，估算數年至數百年間的濱線變遷趨勢常為首

要步驟，惟我國的濱線繪製作業規範亟待建立。本文以坡度較陡的沙礫質海灘為對象，探討當採用大

比例尺影像地圖( 1≧ ：5000)估算濱線變化量時，如何選擇最適合的濱線指標(shoreline indicator)，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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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如何判定濱線指標的位置。正射影像地圖保留了航照拍攝當時的海灘影像，研究者可以根據影像上

的灰度值、色彩和質地(texture)自行判釋各種濱線指標，此點對於歷年濱線變化量較小的海岸尤其重

要。研究結果顯示，若圖資條件允許判釋出高水位線，以此線為最優選擇；若無法有效判定高水位線，

則在潮差愈大且坡度愈緩的海岸，愈應優先選擇穩定性較高者。例如，若單獨使用歷年大比例尺正射

影像地圖，在臺東海岸並不易判定高水位線的位置，退而求其次以乾濕線為較理想的濱線操作性定

義，再其次為水線。未來將有更多高精度衛星影像或 Lidar等高精度 DEM 應用於濱線繪製中，衛星

影像自動判釋所得濱線多為水線，若能結合航照影像和 Lidar將極有助於判釋出高水位線。所以若考

慮已出版圖資和未來圖資所得濱線之操作性定義的一致，本文建議在經費允許下，對已出版之歷年影

像地圖的濱線進行判釋時，宜同時數化乾濕線、水線、高水位線和灘內緣線四者。 

關鍵字：濱線繪製、濱線指標、正射影像圖、臺東 

緒 論 

海岸地帶人類活動密集，因海岸地形的高度動態性，了解海岸的侵淤變化可謂海岸管理最基礎的

一環。海岸地形變動的評估主要包括濱線(灘線)變遷、海灘斷面變化、灘沙體積增減等，其目的在於

掌握海岸變化量、分析沈積物傳輸量及方向、監控工程後的海灘變化以及建立海灘侵蝕後退線(setback 

line)等。這些工作的第一步通常是比對歷年圖像資料(pictorial materials，以下簡稱圖像資料或圖資)，

以掌握數年至數百年間的濱線變遷趨勢，而其整體作業過程通稱為濱線繪製(shoreline mapping)。濱線

繪製常使用到不同時期製作的圖資，其製作的精度、投影基準、材質、保存良劣以及海岸線判定的方

式皆不盡相同。近年來地圖影像資料種類增多且更易取得，隨著 GIS技術的發展，圖資的套疊分析也

更容易進行，因此濱線繪製工作更須詳加考慮個別圖資的情況及工作過程中包含的誤差，以確保疊圖

分析所得之濱線變化量遠大於誤差量。 

國外關於濱線繪製的研究至少在 1950年代起即有探討(Marmer, 1951)，以美國為例，在濱線繪製

誤差量探討(U.S. Bureau of Budget, 1947; Anders and Byrnes, 1991; Daniels and Huxford , 2001)、地圖投

影基準的轉換、濱線變化量分析及預測方法(Dolan et al., 1978; Crowell et al., 1993; Galgano and Douglas, 

2000)、濱線指標(shoreline indicators )的選擇(Shalowitz, 1964; Pajak and Leatherman, 2002)各課題，皆有

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相對而言，國內雖然也早有應用歷年圖資估算濱線變遷量的研究，但可能是歷

史地圖稀少，以往的研究通常並不細究所採用地圖的適宜性，而且因為歷史地圖上的海岸線已由繪圖

人員判定，以往的研究也不特別說明各版圖資之濱線的操作性定義。這樣「略過不談」的作法，對估

算本島西南海岸兩、三百年或百年內的整體變遷趨勢影響不大(如石再添，1980；張瑞津等，1998)，

因為該海岸在該段期間的變化非常顯著。但若是以數化 20世紀初期之臺灣堡圖以來各版地圖的濱線，

套疊、量化本島海岸變化量時(例如郭金棟，1990)，則宜詳細交待濱線繪製過程的規範，並排除誤差

量大於變化量的部分，以免他人誤用濱線直接套疊後的初步結果(參見沈淑敏，1997)。有鑑於我國濱

線繪製的作業規範亟待確立，本文以全島性的大比例尺影像地圖( 1≧ ：5000)為對象，以臺東海岸為研

究區，探討在此種高精度的圖資上，如何選取和判定濱線，同時也討論臺東這種坡陡而顆粒粗的海灘

特色，如何影響濱線位置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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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線指標的類型 

濱線最廣義的定義是「海水與陸地的交界」(e.g. Webster, 1988)，其位置隨著諸多不同時空尺度海

象和氣象因子的影響，在空間上具有高度變動性，因此要利用不同時期圖資來掌握濱線變化時，必須

確定在各期圖資上所擷取的濱線有相同的操作性定義。Pajak (1997；引用自Pajak and Leatherman, 2000) 

將近岸地帶可以代表濱線的自然特徵統稱為濱線指標(shoreline indicators )，分為海準面(sea level)及(地

形)指標物(indicators)兩大類。 

海準面包含高水位線 (high water line)、平均高水位線 (mean high water line)、濕邊界 (wetted 

bound)、濕界線(wetted boundary )、乾濕界線(wet/dry boundary )、濕沙線(wet sand line)、水線(water line)。

波浪由深海來到近岸地帶(nearshore zone)，可大致分為破浪、激浪和沖濺帶(breaker zone, surf zone and 

swash zone)，但各帶寬度隨地點和時間而變化。在晴朗天氣時，濱線位置主要隨著潮汐循環而進退，

在滿潮水位(高潮水位)和乾潮水位(低潮水位)之間移動。若航照或衛星影像在滿潮時刻拍攝，則該圖

資所記錄到的水線(海水最向陸側的連線)和高水位線一致；若是在乾潮時刻拍攝，則水線和低水位線

一致。可以想見，多數圖資上的水線是介於拍攝當日之高、低水位線之間。水線以上有一段在較高水

位時所浸濕的沙灘，其向陸的邊界即為乾濕界線(本文亦稱乾濕線)的位置，有時此界線和高水位線一

致，但離滿潮時愈久，此界線會逐漸向海側移動，移動速率則取決於氣象狀況和灘沙的保濕性。 

 

 

 

 

 

 

 

 

 

 

 

 

 

 

圖 1 （地形）指標物：(a)沙岸 (b)岩岸（改繪自 Pajak and Leatherman, 2000） 

 

(地形)指標物是海水面以上受到海水作用(或海風作用)所形成的地形特徵，又可分為沙岸及岩岸

兩類(圖 1)，前者包含：濱堤頂(灘台頂，berm crest)、小崖邊緣(scrap edge)、植物線(vegetation line)、

沙丘趾部(dune toe)、沙丘頂部(dune crest)；後者則有崖頂(bluff crest)、崖底(bluff toe)及濱堤(灘台，berm) 

(Pajak and Leatherman, 2000)。海灘內緣是波浪作用的上限(暫不考慮超強颱風巨浪和海嘯等)，也代表

真正陸地的最外緣。海灘內緣可能是海崖、沙丘或者鄰接無明顯坡度變化的海岸平原，所以海崖或沙

灘面 

濱堤 



92 

 

丘的頂部、底部和常年陸生植物分布的最外緣(或稱植物線)都是有地形意義且較易辨識的界線。在海

灘上(指狹義的海灘)，波浪的沖濺除了常形成一條條水痕和由海岸生物與垃圾構成的垃圾線(debris 

lines)外，有時會有濱堤(灘台)、濱堤頂(灘台頂)和灘面(beach face或濱面 shore face)等微地形發展。濱

堤是指海灘上寬廣的平面，其外緣是濱堤頂，通常濱堤由濱堤頂向陸略呈緩傾，而濱堤頂的向海側通

常坡度較陡，稱為灘面(與一般人口語所指稱的海灘面不同)，這些微地形在灘沙顆粒較粗的海岸發展

較佳(Bird, 2000)。灘面大致相當於波浪沖濺的範圍，而濱堤頂常被視為高水位線(Haslett, 2000)；某些

海岸的濱堤有時會發展呈階狀，最外側的濱堤頂可視為最近海象狀況時所形成的高水位線位置。 

臺東海岸的大比例尺影像地圖 

欲進行一段海岸的濱線繪製工作，首要之務是先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區特性等來選取適合的圖

資。雖然希望所計算的歷年濱線變遷率能回溯的時間愈早愈好，但必須符合「透過圖資套疊比對所估

算得到的濱線變化量必須遠大於在此作業過程中所涉及的誤差量」之原則。 

臺東海岸在近一百年的海岸變化程度遠低於臺灣西南海岸。沈淑敏(1997)或 Shen(2000)指出，就

本區的海岸變化量而言，早期的線畫地形圖— 如 20世紀初期的臺灣堡圖(比例尺 1：20000)和 1920年

代的實測地形圖(1：50000)，以及接下來各版的軍圖和 1970年代起由相片基本圖縮編的經建版地形圖

(1：25000、1：50000)，比例尺較小而且圖上的海岸線已經由繪圖員判定，較不適合用以量測臺東海

岸的濱線變化(因此處濱線變化量較小)。反之，各式以航空照片糾正製作的正射影像地圖不但比例尺

較大( 1≧ ：5000)，又套疊了航照拍攝時的海岸影像，海岸研究者可以直接判釋海灘景象和濱線的位置，

才是最適合的圖像資料。這些圖資包括像片基本圖第一版(本文簡稱基本圖一版)、海岸像片地形圖(簡

稱海岸地形圖)、彩色正射影像圖(簡稱彩色影像圖)和像片基本圖第二版(簡稱基本圖二版) (表 1)。 

表 1 臺東海岸大比例尺影像地圖資料 

 基本圖一版 海岸地形圖 彩色影像圖 基本圖二版 

年代 1976 1986 1999 1999 

比例尺 1：5000 1：1000 1：1000 1：5000 

製作單位 農林航空測量所 農林航空測量所 第八河川局 內政部 

涵蓋年代 1976-1981 1986-1987 1999-2000 1999-2000 

資料格式 紙圖 紙圖 已定位影像檔 已定位影像檔 

數化圖幅數量 87 303 389 87 

濱線判定 研究者自行判定 研究者自行判定 研究者自行判定 
海岸線已標示 

其他濱線指標可自行判定 

濱線判讀類型 水線、乾濕線 
水線、乾濕線、 
海灘內緣 

水線、乾濕線、 
海灘內緣  

資料來源：修改自沈淑敏(1997)和沈淑敏等(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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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版正射影像圖中，彩色影像圖是由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委託製作(圖資細節可參見沈淑

敏等，2003)，基本圖二版由內政部委外製作，另外兩版則由農林航空測量所製作。除了彩色影像圖

之外，其他均為灰階影像，影像均為可見光波段，與肉眼所視非常接近。四者的座標系統皆為TM二

度分帶(TWD 67)，數化的圖層可以直接套疊。基本圖一版是臺灣地區最早製作之大比例尺正射影像

圖，製圖所使用之航照的拍攝時間從 1976年到 1981年；海岸地形圖影像頗佳，但只有製作臺東海岸

北段的圖幅，而且航照拍攝時風浪頗大，濱線位置較一般天氣時顯著內移(洪佩鈺，2005)；彩色影像

圖和基本圖二版的航拍時間相當接近，而且後者的濱線已由繪圖員標示。本文為求各版圖資濱線的一

致性，選取可以自行判定濱線的基本圖一版、海岸地形圖以及彩色影像圖做為臺東海岸濱線繪製的圖

像資料來源，所涵蓋的時間約 25年。 

濱線指標在大比例尺影像地圖上的呈現與判定 

真實世界三維的海岸地形在地圖上是以二維的方式呈現，在地圖上判定濱線指標的位置，必須了

解海岸地形特性以及各種濱線指標在影像上呈現的特徵，以避免誤判。本研究所採用的圖資均保留了

航拍當時的影像(屬可見光波段的灰階或彩色影像)，研究者可以根據影像上的灰度值、色彩和質地

(texture)來判釋各種濱線指標。一般而言，在影像的表現上破浪帶以外的深水區灰度值很低，大多呈

深黑色，若水中懸浮質高則呈較淺灰色；波浪一旦碎波，因水花泡沫反射值很高，在影像上呈明亮白

色；海灘上的濕沙區灰度值很低，常呈深黑色；後灘之乾沙區的灰度值則介於前二者之間，常呈淺灰

色。若在大雨之後整個海灘均潮濕時進行航照拍攝，則不易判別各種海準面位置。不過為維持相片品

質和航行安全，航照拍攝有一定的作業規範，多是選擇好天氣進行。以下分海準面及(地形)指標兩大

類，就本文所採用的三套影像地圖，說明具體的判定原則。 

(一) 海準面 

1. 水 線 

水線是指海水面與陸地的交界處。以臺東海岸而言，近岸坡度較陡，晴天無風時，破浪帶窄且緊

臨海灘，激浪帶常區分不出來，而沖濺帶多侷限於濱堤頂外側的灘面上。天候不佳風浪大時，破浪帶

離岸較遠，破浪帶和激浪帶明顯增寬，波浪沖濺也常超越濱堤頂。天候良好時，沖濺帶窄，判定水線

位置為沖濺前緣(圖 2A)，該處因高亮度的水沫和深黑色的濕沙對比明顯，容易辨識。天候不佳時，若

沖濺帶寬度大，且前緣呈波狀水紋，此時數化沖濺帶的下緣(圖 2B)；有時影像上未見沖濺帶，則水線

位置是數化在白色浪花的前緣(即激浪帶前緣) (圖 2C)。水線除了受潮汐影響外，波浪沖濺程度受海、

氣象短期波動影響大，位置的變動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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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水線之判定的舉例：A. 風平浪靜時（彩色影像圖，圖號：9618-4-059-06）；B.風浪較大且沖濺

帶寬時（彩色影像圖，圖號：9618-1-031-03）；C. 風浪大且沖濺帶不明顯時（海岸地形圖，圖

號：9618-4-050-09） 

 

2. 乾濕線 

乾濕線為海灘上乾沙和濕沙的交界處，其位置通常在濱堤頂之向海側的灘面上來回移動，在影像

上乾濕線判別的原則即為灘面上黑白帶狀的交界線(圖 3)。本研究曾於民國 93年夏天和冬天赴臺東海

岸，選擇沙灘及礫灘各一處共 21 條剖面，觀測自滿潮至乾潮的半個潮汐循環期間，海水位變化和乾

濕線移動情形。結果顯示，在該日滿潮至乾潮期間，乾濕線位置向海移動約 3 m，直至下一次漲潮淹

沒此線前，皆可在沙灘上看見乾濕線的痕跡。影像上有時會看到主要乾濕線之向陸側出現斷續的濕

沙，根據野外觀察比對，風浪大時波浪前緣可能越過濱堤頂，而浸濕其內側的海灘，此情形在沙灘環

境較為常見。 

 

 

 

 

 

 

 

 

 

 

 

圖 3 乾濕線之判定的舉例（彩色影像圖，圖號：9619-1-039-25） 
 

3. 高水位線 

高水位線為最近一次高潮時海水在海灘上作用之最高點的連線，位於乾濕線的向陸側，但不若乾

濕線明顯。在野外，沙灘上通常可以觀察到前一次高水位留下的痕跡，但在臺東海岸的礫灘上則難以

看到此水痕。Shalowitz(1964, 引自 Graham et al., 2003)提出現場判釋高水位時可由沙粒排列緊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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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水痕以及波浪挾帶的漂流物來輔助判別；Pajak and Leatherman（2002）則指出高水位線通常位於

濱堤的向海側，判斷高水位線時須由地形上的指標如濱堤來判斷(參見下文「濱堤頂」)。 

在影像上，高水位線在沙灘上常呈現灰色不連續線狀(圖 4)，較周遭沙地顏色略深，但此線寬度

不大，色調也較乾濕線為淺，較不易觀察。高水位線與乾濕線的距離取決於航拍時的潮位，航拍時間

愈靠近前次滿潮時間，高水位線就愈接近乾濕線位置；航拍時若正值退潮，高水位線的位置則在乾濕

線的向陸側。在礫灘的環境下，因顆粒孔隙大，無法自影像上色調的差異來判斷高水位線的位置，需

藉由濱堤位置來判別。 

 

 

 

 

 

 

 

 

 

圖 4 高水位線之判定（沙灘環境）的舉例（圖號：9618-1-031-03）  

 

 

 

 

 

 

 

 

 

圖 5 灘面、濱堤頂（箭頭所指之處）和波浪越過濱堤頂所形成的不連續水痕（臺東隆昌，2004/08/06） 

 

 

 

 

 

 

 

 

圖 6 礫灘上的濱堤和其外側的小堤（虛線標示處）（臺東興昌，2004/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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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形指標 

1. 濱堤頂 

有些海灘會發展出濱堤的微地形，其向海側為略高的濱堤頂，濱堤頂之外為較陡的灘面(圖 1)。

濱堤頂通常是海水面以上之海灘的坡度轉折最大處，此情形在礫灘區尤其明顯，野外辨識並不困難。

民國 93 年夏天和冬天的野外實察也證實，在海、氣象狀況無明顯變化時，沖濺帶多侷限於灘面上，

即濱堤頂的位置是在乾濕線的向陸側(圖 5)。而一般也認為濱堤頂的位置大致相當於高水位線(如 Pajak 

and Leatherman, 2002)。臺東海岸的灘沙粒徑頗粗，礫灘的濱堤頂通常較高，其外側的灘面較陡，也

常在主要濱堤頂之向海側常發展出一至數小階的副濱堤，其崖均頗陡(約 20-25度) (圖 6)，而最外側的

副濱堤是在最近的海象狀況下形成。 

在正射影像地圖上，必須仔細觀察影像上灰度值和質地的細微變化，才可能判定出濱堤頂的位

置。濱堤頂組成的灘沙顆粒通常略大於濱堤，有時在影像上可以在乾濕線的向陸側觀察到一條很細的

帶狀，反射值略高，這條細帶狀就是濱堤頂(圖 7A)。單獨一條細線容易被忽略，有時緊鄰此細線的向

陸側會出現斷續深黑色塊狀，這是風浪稍大越過濱堤頂，在其向陸側形成的不連續的水痕，因被波浪

浸潤之處濕度較高，所以在影像上呈黑色(圖 7)，有助於判定濱堤頂的位置。不過這種情形在沙灘上

較常見，因為若海灘顆粒太粗、孔隙太大，水痕很快消失，只有在被波浪拍打不久之處才會留有水痕。 

 

 

 

 

 

 

 

 

 

 

 

 

 

 

 

 

圖 7 濱堤頂之判定的舉例（彩色影像圖；A.圖號：9619-1-039-25，B.圖號：9618-1-031-03） 
 

有時在緊鄰上述較高反射值細線的向海側也會出現一條較深色窄帶狀(圖 8)，此情形通常是礫灘

濱堤、副濱堤之小陡崖和航拍時的日光入射角度、飛機位置的相對空間關係所造成。簡而言之，當濱

堤頂夠高且灘面夠陡，太陽入射角使主濱堤頂外側的小崖位於背陽的陰影區時(就臺東海岸而言，下

午拍攝，小崖即位於陰影區) (圖 9)，小崖在影像上呈現出一條較深色的窄帶，且此帶的內緣界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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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在這種情況時，濱堤頂就是位在緊鄰此窄帶的內緣(圖 8)。若日光直射濱堤頂外側的小崖面時，

因反射很強，影像上通常分辨不出這些小階。還需要注意的是，主要濱堤頂的小崖通常較高，影像上

呈現的深色條狀也略寬於其他小階所形成者，影像判定時應盡可能選取最向海側的濱堤頂。現場實察

也觀察到臺東海岸的主濱堤頂和各小階的水平距離大多在 10 公尺之內，即使沒有取到最外側的濱堤

頂，影響也有限。 

 

 

 

 

 

 

 

 

圖 8 在礫灘上，若航拍時飛機和日光都位在濱堤頂的西側，則夠陡的灘面（即濱堤頂向海側陡崖）

因位於陰影區，而在影像上形成一條深色的細帶狀（海岸地形圖，9619-2-047-21，航拍日期

1986/12/11、時間 11：51） 

 

 

 

 

 

 

 

 

 

 

 
 

圖 9 太陽、相機同側且小崖位於背陽的陰影區時，小崖在 

影像上會呈現深黑色帶狀，有利於判定小崖的位置  
 

在比例尺 1：1000的海岸地形圖影像地圖和彩色影像圖上，等高線間距為 1 m (後者的等高線是

以數值航測法生產之DTM內差而得；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1999)，當濱堤頂高而陡時，等高線

排列緊密(圖 8)，不過通常仍不足以表現出海灘坡度的細微轉折以及濱堤頂的位置。 

2. 植物線 

植物線是指海濱地帶多年生的灌木或喬木分布的最外緣。臺東海岸的樹種多為林投、木麻黃或其

他雜林，還常見草本的馬鞍藤、草海桐等植物，會季節性的匍伏蔓延到海灘上。判釋植物線時是以海

灘上整體植物分布趨勢來看，數化的位置是灌叢前緣，而非蔓延到海灘上之草本植物的前緣。植物帶



98 

 

和海灘的色調差異甚大，在彩色影像上可直接依據色彩分辨，在灰階影像上，植物密度越高影像上的

呈現愈暗，若分佈較稀疏則可見到樹冠的質地(圖 10)。蔓生到海灘上的草本植物在影像上色調較淺，

邊緣呈現觸鬚狀，也不會有樹冠的特徵(圖 11)。 

 

 

 

 

 

 

 

 
 
【左】圖 10 植物線是判定在灌叢分佈的最外緣（海岸地形圖，圖號：9618-3-015-07） 

【右】圖 11 灌木、喬木的灰度值較草地為高（海岸地形圖，圖號：9618-4-050-09） 
 

3. 海崖基部、頂部和沙丘趾部、頂部 

除了植物線，海灘內緣也可能由海崖或沙丘所界定。在比例尺為 1：1000的影像地圖上，由等高

線的疏密變化配合海崖頂上植物、海崖面和海灘之灰度值的差異，可以判斷出崖頂與崖基的位置(圖

12)。在 1：5000 的影像地圖上做判別比較費力，但通常也能判別的出來。沙丘的灰度值與質地都和

沙灘相近，判釋難度較高，加以臺東海岸的沙丘多低緩且不連續，只有少數發育較高的沙丘，以 1 m

間距的等高線才表現得出來。如果海灘內側出現局部的低矮風沙堆積體，這些大多仍會受到颱風或大

浪淘刷，若數化海灘內緣，仍應以此堆積沙體內緣的植物線或崖基為準(例如，圖 13)。 

 

 

 

 

 

 

 

 
 

圖 12 海崖頂部之辨識的舉例(海岸地形圖，圖號：9619-2-064-25) 

 

大比例尺影像地圖之濱線指標的評估 

前文中介紹了多種濱線指標，以及臺東大比例尺影像地圖上這些指標的判定方式，本節將進一步

評比在這類圖資上，那些濱線指標最適合用來做歷年臺東海岸濱線的變化。選取濱線指標的基本原則

是，該指標要能反映自然環境的變化，而且不會對海岸局部波動過於敏感(Morton and Speed,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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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jak and Leatherman(2002)也指出「好的」濱線指標必須具備較高的連續性、穩定性和辨識度。 

(一) 連續性 

連續性是評估某種濱線指標特徵在空間上是否重覆連續的出現；一般而言，海準面類的濱線連續

性較高，地形指標類的連續性較低。本文因為是採用大比例尺的影像地圖，故以計算各指標在各圖幅

出現的次數為判別標準；若每張圖幅上都出現為連續性高，不及半數圖幅有出現為連續性低，介於兩

者之間的為連續性中等。以此標準來比較本文所採用的三版圖資連續性最佳者為水線及乾濕線，其次

為高水位線，連續性最不理想的是沙丘頂部、趾部和海崖頂部(洪佩鈺，2005)。 

(二) 穩定性 

穩定性是評估濱線指標在不同時間的位移程度，位移量越小，穩定性越高，也愈有代表性。一般

而言，地形指標類的濱線較不易受短期海、氣象變動影響，年內變化量較小，穩定性較高；海準面類

的則相反。Morton and Speed(1998)曾討論海準面類之各種濱線指標的穩定性和其所在位置相關，指出

位置愈靠內陸側的穩定性越高，位置愈靠海側的移動頻率越高(圖 14)。平均高水位是高水位的長期平

均，相對而言最為穩定，但此線並非現實存在的一條線，無法在野外及影像地圖上判別，暫不予討論。

水線可說是隨時都在變動，穩定性最低；高水位線的位移程度相對較低；乾濕線介於二者之間，穩定

性評定居中。 

臺東海岸各種濱線指標的相對穩定性，也參考Morton and Speed (1998)的看法而評定(表 2)。臺東

海岸因面臨大洋，潮差不大(成功測站平均潮差 0.92 m)，且海灘坡度較陡，約 85％海岸屬於較陡的礫

灘，潮位變化所造成的濱線水平位移範圍在 2 m之內；沙灘的坡度較緩(以平均坡度 5度計之)，但水

平位移量也在 10 m之內。即本海岸單純因為潮位漲退所造成的濱線水平位移多侷限在灘面(beach face, 

shore face)上，遠低於本區數十年的濱線變化量(洪佩鈺，2005)。值得注意的是，因天候風浪不佳所導

致的濱線水平位移量遠大於因潮位變化所造成者(洪佩鈺，2005)，所以篩選圖資時應特別注意該圖影

像上所記錄的是何種海象、氣象狀況。 

 

 

 

 

 

 

 

 

 

 

圖 13 沙丘範圍的辨識和灘內緣的判定（彩色影像圖；A.圖號：9618-1-031-03，B.圖號

9517-1-096-07，實線為所判定的灘內緣位置）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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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海岸相對於本島其他海岸而言，人為改變的程度較低，但仍有相當比例的海岸段建有海岸保

護工程(主要是消波塊，其次為海堤)和漁港。當這些海岸人工結構物的外側若無海灘，則該段的水線、

乾濕線都是判定在結構物的最外緣。若有房舍、農田或便道佔據了原先的海灘時，則海灘內緣以這些

人工建物和海灘的交界處為準。 

 

表 2 在大比例尺正射影像圖上判定各類濱線指標的依據 

濱線指標 定         義 判    別    依    據 

水 線 海水面與陸地的交界處 白色浪花的前緣，圖資黑白反差最大處 

乾濕線 乾沙和濕沙的交界處 灘面上黑白帶狀的交界線 
海

準

面 高水位線 
最近一次高潮時海水在海灘上

作用之最高點的連線 

沙灘：灰色不連續線狀 

礫灘：以濱堤頂辨識高水位線 

濱堤頂 
海水面以上之海灘的坡度轉折

最大處 

沙灘：乾濕線內陸側淺色帶狀 

礫灘：較高反射值細線的向海側所出現深色窄帶狀頂

部 

植物線 
海濱地帶多年生的灌木或喬木

分布的最外緣 
灌叢(非草本植物)前緣，色調較深 

地

形

指

標 

海灘內緣 
崖頂、崖底、沙丘頂部、沙丘

趾部 

海崖：海崖灘面灰度值差異(海崖較深、灘面較淺) 

沙丘：以沙丘內緣植物線或海崖為準 

註：表中的濱線指標類型和定義，係參考 Pajak (1997；引用自 Pajak and Leatherman, 2000)所提出者。 

 

 

 

 

 

 

 

圖 14. 濱線穩定性；愈往內陸的濱線，其穩定性越高。（改繪自 Ruggiero et al., 2003） 

 

 

圖 14 濱線穩定性；愈位於內陸的濱線指標，其穩定性愈高。（改繪自 Ruggiero etal., 2003） 

 

(三) 辨識度 

辨識度是指當不同領域工作者(如海岸地形、海岸工程、測繪人員)所選定的濱線指標相同時，他

們在現場或在圖資上判定(數化)濱線之位置的一致性最高。高水位線位於乾濕線的向陸側，但不若乾

 

 

Grass line: 植物線 
MHW:    平均高水位 
MLLW:   平均較低低水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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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線明顯。在野外，沙灘上通常可以觀察到前一次高水位留下的痕跡，但在臺東海岸的礫灘上難以看

到此水痕，更遑論由影像上辨認。濱堤位置雖然有助於高水位線的判斷，但在本研究區的連續性不高。

洪佩鈺(2005)曾比較無經驗和有豐富經驗共三位助理，在辨識各類濱線指標上的差異；他們根據本文

之濱線操作性定義，數化海岸地形圖(南沙灣橋圖幅) 600 m長海岸樣區的水線、乾濕線及植物線(海灘

內緣)，所得結果平均差值依次為 0.25 m、0.43 m和 0.67 m。不管是彩色或灰階影像，水線都是反差

最大的地方，應該最容易辨認。乾濕線是海灘上乾沙與濕沙的交界，若在較高水位時，海浪越過濱堤，

在後方形成可維持較久的局部濕地，無經驗者會將之誤判為乾濕線的位置。植物線依定義是數化在灌

叢前緣，在連續生長處很容易辨識，數化位置的差異主要出現在樹叢零星分布的空隙處。就本文所採

用之影像地圖上濱線指標的辨識程度而言，以水線及乾濕線為佳，海灘內緣線次之，不過只要提供明

確的濱線操作性定義和提醒可能誤判的案例，則辨識的差異可降至最低。 

 

在美國，長期濱線變遷研究中的濱線指標多採用高水位線 (e.g., Pajak and Leatherman, 2002; 

Langley et al., 2003)。McCurdy (1947, 引自 Leatherman, 1983) 首先提出航照上最佳的濱線指標為高水

位線，其主因之一是美國最早可供量化比較的地圖T-sheets上有標示高水位線，若以高水位線為濱線

的操作性定義，則可掌握較長時距的濱線變遷率(T-sheets 即美國國家海洋服務局 Nation Ocean Service, 

NOS 繪製的 Topographic sheets，為量化該國之海岸百年尺度變遷的最佳歷史圖資)。高水位線的優點

還有：它是一般天候狀況下海水可作用至陸地之最高點的連線，代表陸地固定出現的邊界；從測繪者

的立場來看，該線是最不受漲退潮影響而可隨時在陸地上辨識的海準面類之指標；該線同時也常是(美

國)法律上界定國有地和私人土地的界線(Shalowitz, 1964)。高水位線雖是計算長期濱線變遷率的理想

指標，但只靠地圖或航空照片來辨識高水位線的位置並非易事。以美國為例，T-sheets 上的高水位線

是現場調查的結果，而現今嚴謹的海岸調查在拍攝航空照片時，不但考慮潮位、天候，也盡可能同時

進行野外實察(Hess, 2003)，才能確定高水位線的位置。 

我國至今並未建立一套完整而嚴謹的海岸地形作業調查流程，本文所採用的大比例尺影像地圖雖

然精度甚佳，但不是針對海岸調查而拍攝，航拍時並未考慮天候及海象狀況，也無現場外業配合，單

由圖上判釋高水位線有其困難，所以無法採用一般認為最理想的高水位線作為濱線的操作性定義，不

過這些圖資仍是掌握過去數十年間濱線變遷趨勢最可信賴的素材。由上述討論可知，各種濱線指標的

連續性和穩定性在現場或圖資上的差別不大，辨識度則以比例尺較大者效果較佳(表 3)。當所採用的

圖資辨識度頗佳時，則計算區域性的濱線變化率時，應優先考量指標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整體而言，

地形指標的穩定性高於海準面，而海準面的連續性高於地形指標，即各種地形指標的穩定性高但連續

性不佳，不利於做較大範圍海岸的比較。水線和乾濕線的連續性均佳，而後者的穩定性又略優於前者，

所以乾濕線是大比例尺影像地圖最合宜的濱線指標，水線次之。考量本研究所採用的圖資為大比例尺

的正射影像圖，臺東海岸的沙礫質海灘粒徑較粗、坡度較陡等條件，本文以為乾濕線才是量化該海岸

數十年間濱線變化之相對最理想的指標。 

本文雖然是針對臺東海岸的個案研究，但是所得結果仍可供各地海岸濱線變遷研究的參考。我國

至今仍未建立濱線繪製的統一規範，以往的圖資也很少為海岸監測之目的而製作，選擇可用圖資時，

需特別詳查圖資航拍時的氣象、海象狀況，排除那些在風浪大時拍攝的航空照片和正射影像圖，因為

風浪所造成的臨時濱線水平位移量可能超過該海岸的長期位移量，例如前文中所提及之臺東的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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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地形圖(1986-87年航拍)。若暫不考慮經費和人力的限制，選擇量化長期濱線變遷的濱線操作性定

義時，必須同時考慮各種濱線特性(連續性、穩定性和辨識度)、可用圖資特性和海岸特性(特別是海灘

陡緩及潮差大小)。 

綜合本文討論，海準面類的濱線指標(shoreline indicators )較(地形)指標類者連續性佳，且較容易判

釋。各海準面類之中，一般認為高水位線是濱線最理想的操作性定義，但高水位線的判定必須配合立

體航照像對的判釋和現場實察；水線最容易判釋且連續性最佳，但穩定性最差；乾濕線的穩定性和連

續性均屬次優。簡而言之，若圖資條件允許判釋出高水位線，則以高水位線為最優先考量；若無法使

用高水位線，則在潮差愈大且坡度愈緩的海岸，宜優先採用穩定性較高者。 

表 3 臺東海岸大比例尺正射影像地圖之濱線指標的評估 

辨    識    度 

 濱 線 指 標 連續性 穩定性 基本圖一版 
(1：5000) 

海岸地形圖 
(1：1000) 

彩色影像圖 
(1：1000) 

濱 堤 頂 中 次 高 低 中 中 

植物線 中 高 

沙丘底部 低 高 

沙丘頂部 低 高 

海崖底部 中 高 

地 
形 
指 
標 

灘 
內 
緣 

海崖頂部 低 高 

中 高 高 

平均高水位線 高 次高 不可 不可 不可 

高水位線 高 中 低 中 中 

乾濕線 高 中 高 高 高 

海 
水 
面 

水 線 高 低 高 高 高 

註： 連續性及穩定性係指濱線指標本身特性，並非指台東海岸的圖資。辨識度高低則

是歸納台東海岸三版大例尺圖資所得，若現場有此特徵，辨識度高指圖資上 90%

皆可呈現；辨識度次中等則是 50∼60%可呈現，辨識度低則是<20%，平均高水位

線為一平均概念，在圖資上無法呈現。 

 

結 語 

我國至今尚未建立統一的濱線繪製作業規範，但仍應盡可能從已出版的圖像資料中，選取恰當的

素材建立各海岸長短期的濱線變化率。本文強調套疊不同時期出版之不同種類或座標系統的圖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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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除了評估圖資本身的可用性和考量疊圖分析的座標轉換問題外，也需要注意各種圖資所採用之濱

線指標是否一致。對長期濱線變化量較小的海岸而言，大比例尺正射影像地圖可由研究者自行判定濱

線，是最適合的圖資，例如全島性的像片基本圖第一版(1：5000)、海岸像片地形圖(1：1000)和彩色

正射影像圖(1：1000)等。 

在選取濱線的操作性定義方面，若暫不考慮經費和人力的限制，則選擇量化長期濱線變遷的濱線

操作性定義時，應同時考慮各種濱線特性(連續性、穩定性和辨識度)、可用圖資特性和海岸特性(特別

是海灘陡緩及潮差大小)。簡而言之，若圖資條件允許判釋出高水位線，則以高水位線為最優先考量；

若無法使用高水位線，則在潮差愈大且坡度愈緩的海岸，愈需優先採用穩定性較高者。例如，對臺東

海岸這種較陡的沙礫質海灘而言，採用大比例尺影像地圖估算長期海岸變遷率時，以乾濕線為較理想

的濱線操作性定義，其次為水線。 

隨著科技的進步，未來濱線變遷研究的可用圖資將更為多元，圖資本身的精度也將提高，但仍需

要注意濱線操作性定義一致性的課題。例如，福衛二號影像之空間和時間的精度頗佳，但在衛星影像

自動判釋所萃取出的濱線，多為穩定性最低的水線。穩定性較佳的高水位線或乾濕線，因其在影像上

的反射值和海灘背景對比不夠強烈，單獨使用影像進行自動判釋的難度仍高。為解決此問題，各科學

先進國家早已發展出結合數值航照立體像對判釋，和高精度衛星影像及光達(Lidar，1 x 1公尺的 DSM)

的作業模式，不但可以擷取各種濱線指標(包括最佳的高水位線)，還可以估算海灘斷面或體積的變化；

而由此法和傳統方法擷取濱線的差異也正在研究中(Graham et al., 2003)。所以，我國主管機構宜盡快

建立濱線繪製作業規範；若人力、時間允許，宜同時數化乾濕線、水線、高水位線和海灘內緣線(後

者配合乾濕線／水線可知海灘寬度)，以因應未來和其他不同類型圖資或方法所擷取之濱線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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