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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編號: 12 

前言 

隨著經濟發展及社會變遷，土地利用型態也日趨複雜， 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及土地資源的不當使用

情形也日趨嚴重。如何有效運用與管理土地資源，以達到永續使用的目的，實為當務之急。由於

科技發展提供了各種土地利用監測的先進工具及技術，而在各種土地利用監測的工具及技術中，

衛星影像以其具有資料獲取週期短、可迅速掌握地表改變狀況、影像資料涵蓋範圍廣、以及成本

低等特性，最適合作為全面性及週期性國土利用監測的工具。  

為能快速、有效地掌握土地資源利用現況及變遷資訊，內政部營建署、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農

委會水土保持局與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以下統稱「國土監測主管機關」）共同辦理「國

土利用監測整合作業」，利用衛星影像進行定期土地變遷偵測及各項加值應用，以作為檢討國土

規劃與使用管制策略之參考。為使國土利用監測能落實至全民參與， 建立「土地利用監測義工資

訊系統」（https://landchg.tcd.gov.tw/Module/Volunteer/Web/Login.aspx），讓熱愛國土的各界人士

一同加入守護臺灣土地行列，藉由民眾自發的不定期監測，以擴充定期衛星監測的頻率。 

當義工通報土地疑似違規案件時，系統管理者會檢視義工所提供的案件資料，同時調閱該案件的

衛星影像作比對，經過濾篩選、分析確認後，若經判釋出該區有明顯的變異時，則接著進行進一

步的相關通報程序，將此案件資訊通報相關主管單位進行查報，以將土地利用監測作業無限延伸

至全臺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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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申請 

為便利義工加入國土監測活動，民眾可至「土地利用監測義工資訊系統」線上申請加入義工。民

眾提出申請次日起 30 個工作天內，將由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審核義工的個人資訊。若經核

准後，被錄取的義工將會收到錄取通知 Email，內附一組登入系統的帳戶與密碼，即可登入系統，

以進行疑似變異點的舉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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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舉報疑似變異點 

整個義工檢舉變異點的處理流程共分為６步驟。 

［義工舉報疑似變異點之處理流程圖］ 

 

 步驟 1：義工舉報變異點 

義工透過「土地利用監測義工資訊系統」檢舉可疑變異點時，必須上傳疑似變異點的位置及

現地照片，以供後續分析判釋作業。當義工完成舉報填寫作業後，系統將自動 Email 通知國

土監測主管機關，即正式進入【步驟 2：確認舉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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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2：確認舉報資訊 

義工舉報次日起 7 個工作天內，系統管理者將確認義工提報變異點的各項資訊，舉報資料不

完整者，將由系統管理者退件，由義工自行決定是否再補件。若舉報資料不符合本案當年度

的通報範圍及地用項目，或無法適用於衛星影像可判釋準則，則設定處理進度為「無法受

理」， 便進入【步驟 6：結束／完成分析】。 

當確認義工舉報的各項變異點資訊時，便進入【步驟 3：變遷判釋】。 

 步驟 3：變遷判釋 

系統管理者將啟動一系列的變遷判釋流程，處理期間為「受理」義工舉報次日起，依衛星影

像取得狀況而定，最長至 60 個工作天為限，等待可用影像期間，系統管理者將於「土地利用

監測義工資訊系統」設定處理進度為「判釋程序」。 

配合變遷判釋的進行程序，最晚每隔 14 個工作天，系統管理者將於「土地利用監測義工資訊

系統」設定對應進度，當完成變遷判釋後，系統管理者將於「土地利用監測義工資訊系統」

設定處理進度為「判釋完成」。於此期間，系統也會自動 Email 相關進度予舉報的義工與國土

監測主管機關。 

［變遷判釋流程圖］ 

 

 步驟 3-1：判釋資料處理 

依據義工所舉報的變異點位置，產製分析圖資。 

 步驟 3-2：判釋影像調閱 

依據義工所舉報的變異點位置，調閱不同時期的衛星影像，並對衛星影像的含雲量及解析

度進行篩選，若無清楚可用於分析的衛星影像，將持續觀測後續所拍攝的衛星影像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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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變遷判釋流程（60 個工作天）結束時，若取得的衛星影像品質仍無法用以判釋時，則進

入【步驟 6：結束／完成分析】。 

 步驟 3-3：比對分析影像 

依據義工所舉報的變異點位置，分析與比對不同時期的衛星影像，認定是否有變異的判釋

準則說明如下： 

⚫ 用於比對的不同時期的影像，其影像間隔以後期影像為基準點，往前 12 個月內尋找

可用之高解析度衛星影像。  

⚫ 不同時期的變化範圍面積：受限於衛星影像解析度，若該區域的變化範圍小於 100 平

方公尺，則衛星影像無法呈現出變化，將被判定為無變異。 

⚫ 不同時期的光譜顏色是否有變化：不同時期的光譜顏色是否有變化：運用衛星影像的

光譜特性，可用以辨識不同物體。例如，植被因為強烈的近紅外波段反應，在假色影

像會呈現紅色，但若該區域遇有變化，便會影響到光譜反應值，而在變遷判釋上，呈

現有變遷的結果。  

⚫ 不同時期的影像形狀是否有變化：不同的土地使用行為會改變變異區域的形狀，主要

可分為規則和不規則的形狀變化。一般而言，農、漁業的例行性工作，例如，翻耕、

種植、採收、放水、整地等，變化會在既有的固定範圍中發生，且周遭鄰近區域也會

有大規模相同變化；而工程開挖的區域因為有工程界址的關係，在形狀變化會顯得較

為方正且近似矩形。因此，挖方或回填方等情況，於衛星影像會呈現形狀無變化，將

被判定為無變異。 

⚫ 不同時期的影像紋理是否有變化：同一類別的地表物在影像上所顯現出來的像元排

列，稱為紋理，紋理的組成多有一定的規則，如地表物形狀、圖樣及排列方向等，又

稱為紋理資訊。紋理資訊可作為影像光譜特性之外的輔助資訊，尤其當區域內的光譜

變化不夠強烈時，則可運用紋理特徵來輔助判釋。 

經過前述的判釋準則，若確定有變異情形，則產製變異點的相關資訊，包含前後期衛星影

像、航空照片及國土測繪中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等，便進入【步驟 4：變異點通報】；若

無法自衛星影像判斷出該舉報區域有明顯變異發生者，會再比對義工現場拍攝照片或描

述，以決定是否通報此變異點，則進入【步驟 4：變異點通報】，反之則進入【步驟 6：結

束／完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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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4： 變異點通報 

前述判釋及查核過程後，已確定義工所舉報的變異點應通報時，便正式進入通報查報的工

作。於「判釋完成」次日起 14 個工作日內，系統管理者將按判釋成果於「土地利用監測義工

資訊系統」建檔，並設定處理進度為「通報」，將變異點通報的相關資訊匯入至<國土利用監

測整合資訊網>，表示該義工所舉發的變異點確實有發生變異的情況，已通報相關權責單位進

行查證回報。此時，系統將自動 Email 目前進度予舉報的義工與國土監測主管機關，以便內政

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轉發公文至相關的查報單位。 

完成義工所舉報的變異點通報後，便進入【步驟 5：變異點回報】。 

 步驟 5：變異點回報 

當權責單位完成變異點查證工作後，需於<國土利用監測整合資訊網>上傳現地查報內容，系

統管理者將查報單位之回報內容轉錄至<土地利用監測義工資訊系統>，並設定處理進度為

「回報」，此時，系統將自動 Email回覆義工與通知國土監測主管機關，關於義工所舉發的變

異點，已收到權責單位填報的變異點查報回報內容，同時，系統管理者也會針對回報內容的

機密性，調整對義工公布現地調查的情況。 

完成義工所舉報的變異點回報後，便進入【步驟６：結束／完成分析】。 

 步驟 6：結束／完成分析 

系統管理者將於<土地利用監測義工資訊系統>設定處理進度為「已結案」，系統將自動 Email

回覆義工與通知國土監測主管機關，已處理完成義工所舉報的變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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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適用的監測範圍與地用項目 

查報主管權責 監測範圍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 都市土地：農業區及保護區 

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

水利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及特定

目的事業用地 

（1） 非都市土地核准開發許可案基地範圍內建

築用地（甲、乙、丙、丁種建築用地與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以外之使用地範圍（新

增縣市開發許可範圍） 

（2） 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之自然保護區

範圍 

（3） 海岸地區特定區位許可核准案件範圍 

（4） 北泰雅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範圍 

（5） 自然海岸之陸域範圍 

重要濕地範圍 

嚴重地層下陷區域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臺

南市及屏東縣管轄範圍內新增魚塭 

依工廠管理輔導法暨特定地區劃定處理原則公告

劃設特定地區範圍及向外擴大一定環域監測範圍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土石採取監測範圍、依礦業法核定之礦業權範圍 

國家公園管理處 陽明山、雪霸、太魯閣、玉山、墾丁、金門、台

江、海洋、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林務局各林區管理處 / 工作站 各林區管理處之轄區 

臺灣大學實驗林管理處 臺灣大學實驗林範圍 

港務分公司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 

鄉鎮市區公所 

臺中港務分公司管轄範圍 

高雄港務分公司管轄範圍 

教育部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 鄉鎮

市區公所 

教育部管轄範圍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行政管理處 / 各農

場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 鄉鎮市區

公所 

武陵農場、臺東農場、福壽山農場、清境農場、

彰化農場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管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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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點查報表單 

變異點資訊 

專案期別 107901 權責單位 桃園市 

變異點編號 107901056 圖幅資訊 9622-4-050 九座寮 

參考地籍 東隆段 2451 號 變異點面積 15221.3 平方公尺 

中心點坐標(TWD97) E:274521.64  N:2753775.29 

前期衛星影像 (SPOT6) 植生 農地 

拍攝日期 (03/10/2018) 

 

後期衛星影像 (SPOT7) 非植生 裸露地 

拍攝日期 (05/24/2018) 

 

查報人資訊 

查報人姓名*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E-Mail  

聯絡電話或 E-mail 至少擇一填寫。 

回報資訊 

查報日期*  

土地使用類型* 都市用地 非都市用地 國家公園 尚未定義 

土地使用分區1  使用地2  

查證結果* 合法 違規 

變異類型* 新增建物 移除建物 

新增水域(漁塭或水塘)  移除水域(漁塭或水塘) 

                                                
1 土地使用分區：如土地使用類型為非都市用地則[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工業區]、[鄉

村區]、[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國家公園區]、[河川區]、[未登錄]、[其他使用區

或特定專用區]擇一，否則依現況自行填寫。 

2 使用地：如土地使用類型為非都市用地則[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

地]、[丁種建築用地]、[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鹽業用地]、[礦業用地]、[窯業用

地]、[交通用地]、[水利用地]、[遊憩用地]、[古蹟保存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

地]、[墳墓用地]、[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未登錄]擇一，否則依現況自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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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 作物變化 道路變化 河道變化 採礦變化 自然植被

改變 

軍事用地 天災 火災 

傾倒廢棄物、土 其它 

內容描述*  

現地照片*  

*為必填的欄位。 

變異點通報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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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報變異點案例—查有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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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報變異點案例—無變異 

通報內容 

通報主題 資源回收場 
內容描述 附近的土地幾乎為農地,但是卻有一處佔地不小的資源回收場,懷疑是不當的利用農

地。 

結案內容 

結案日期 2009/08/22 
結案內容 比對該變異區域一年內的衛星影像，並未發現任何變化，故不予以通報；另外，由

上傳的現地照片看來，可見資源回收場外牆有環保署的宣導布條，推測該資源回收

場應已在環保署有立案登記。 

 

通報內容 

通報主題 台中市頭嵙山 大坑 5-1 步道 鐵塔區域 植披被完全清除 

內容描述 範圍：X 軸–229633 Y軸–2676407 至 X軸-229637 Y軸–2676368。 這是五之一步道

上的電塔位置，地上植披被完全清除 並砍除這裡的原生物種，種上不屬於此地的

肖楠，疑慮下方的住家在颱風季節，是否會受到影響，有土石滑落的危險，想查出

是否合法？會有私人違法濫墾之情況？ 發現日期 2009 年 5 月 25 日 

結案內容 

結案日期 2009/08/03 

結案內容 針對該區再進行第三次分析比對，使用福衛二號衛星影像，解析度為 2 公尺，前期

影像日期為 11/14/2008，後期影像日期為 07/17/2009，於衛星影像上皆顯示為植生

反應，並無發現變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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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報變異點案例—無法受理 

通報內容 

通報主題 頂樓違建加蓋 
內容描述 頂樓違法加蓋加高 

結案內容 

結案日期 2009/01/07 

結案內容 該舉報的變異位置不符合本案當年度的通報範圍，同時加蓋鐵皮屋之情事，也不適

用於衛星影像可判釋準則，建議洽其它管道檢舉。 
 

通報內容 

通報主題 農牧用山坡保育區整地挖除大量樹木 
內容描述 從 7 月 17 日以怪手挖樹整地至今已 3 天。位於台中縣外埔鄉大東村大馬路 482 巷

77 弄與外埔鄉鐵山村長生路交接處，由大甲高工往東下坡右邊第一條小路右轉約

100 餘公尺，往南方向過橋後左側民宅後方即是。 

結案內容 

結案日期 2012/07/27 
結案內容 因通報地點面積過小，無法適用於衛星影像可判釋準則，建議洽其它管道檢舉。 

 

通報內容 

通報主題 豬舍 
內容描述 該區為住宅和林地,近期豬舍幾乎天天排放廢水,噁臭影響範圍除天下一家社區,更達

億光電子(舊)附近住家.想確定此處是合法畜牧地嗎? 

結案內容 

結案日期 2009/09/14 
結案內容 丟垃圾、排污水……等之情事，無法適用於衛星影像可判釋準則，建議洽其它管道

檢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