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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

應用 3S 技術及多變量統計於薯豆及卡氏櫧
潛在生育地之推估
羅南璋

1

張偉顗

2

黃凱易

3

【摘要】薯豆 (Elaeocarpus japonicus Sieb. et Zucc.) 和卡氏櫧 (Castanopsis carlesii (Hemsl.) Hay.) 為常
綠闊葉樹種，廣泛分布於台灣山區。本研究矩形試區位於台灣中部，涵蓋惠蓀林場，因薯豆為此試
區的優勢樹種之一，且因卡氏櫧種子為此試區動物的重要食物來源之一，故選兩者為研究的對象。
本研究目標係應用 3S 地球空間資訊技術結合多變量統計模擬並測繪惠蓀林場薯豆及卡氏櫧之潛在
生育地。本研究以 GIS 將取自東峰溪與關刀溪流域兩樹種樣木 GPS 定位圖層與海拔、坡度、坡向、
坡面位置、SPOT-5 影像導出植生指標等五圖層加以疊合，分析試區二樹種之空間分布型態，從而
建立抉擇樹 (DT)、邏輯思複迴歸 (LMR) 及區別分析 (DA) 三種模式，推測並繪製兩樹種的潛在生育
地。結果顯示，此二樹種於 DT 模式推測準確度略優於 LMR 者，而它們又遠高於 DA；三者建模及
驗模效率大致旗鼓相當，惟 DT 在全區潛在圖測繪略嫌繁瑣。更重要的是三模式於首次推測，即由
全區篩選3-12% 兩樹種的高潛力區，大幅縮減後續地面調查之面積，節省龐大人力與經費。最重要
的是，卡氏櫧三種模式推測精度分別高於薯豆相對應三模式，從生態學角度來看，乃因卡氏櫧限制
因子為海拔 1,700 m，而薯豆卻無此限制因子。因此，雖同屬廣泛分布型樹種，卡氏櫧在物種空間
分布模擬相對上較薯豆容易，且模擬成果較佳。
關鍵詞：地球空間資訊、抉擇樹 (DT)、邏輯思複迴歸 (LMR)、區別分析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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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Japanese Elaeocarpus (Elaeocarpus japonicas, JE) and long-leaf chinkapins (Castanopsis
carlesii, LCC) evergreen broad-leaved tree specie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Taiwan. The two specie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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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sen as target for this study because the former is one of the dominant species and because the seeds of
the latter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food sources for the animal in the Huisun study area. The study objective
was to apply 3S geo-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cluding GIS, RS, and GPS, to predict the potential
habitat of the two tree species in the study area. We overlaid the layers of the tree samples collected with
GPS on the layers of elevation, slope, aspect, terrain position, and vegetation indices derived from SPOT-5
images for analyz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two tree species by using a GIS. We developed the decision
tree (DT), logistic multiple regression (LMR) and discriminent analysis (DA) models for model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two tree species. Accuracy assessments based on the tree samples of the two species
collected from Tong-Feng and Kuan-Dau watershed in Huisun indicated that the accuracies of DT were
somewhat better than those of LMR, and both were much better than those of DA. These three models were
very efficient in mode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but DT was somewhat difficult to map the potential
habitat for the entire area. More importantly, the three models greatly reduced the area of field survey to
3-12 % of the entire area at the first stage of modeling, thus saving much labor and cost for subsequent field
survey. Most importantly, the accuracies of the three models with LCC were much better than those with JE,
respectively, because elevation at 1,700 m is a limiting factor of LCC and JE does not have such a limiting
factor from the ecological standpoint. Consequently, model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for LCC was much easier
and better than that for JE, even though LCC and JE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Taiwan.
Key word: geo-spatial information, decision tree (DT), logistic multiple regression (LMR), discriminant
analysis (DA).

一、前言

之 2,000 m 以上處 (彭國棟，1994)。據林業人

薯豆為椴樹科喬木，每年秋冬季節缺水時

員長期觀察及原住民經驗得知，卡氏櫧的種子

會落葉。分布四川、廣東、台灣及日本等地。

為鳥獸的重要食物來源之一，故其在生態體系

產臺灣全島低海拔至 2,000 m 之森林，喜日照

上具有顯著之意義和價值，似更甚於其過往所

充足之環境，對水份需求較不嚴苛，為先驅樹

具之經濟價值 (許浩銓，2006)。卡氏櫧分布雖

種之一。王相華等 (2000) 指出在宜蘭福山地區

甚廣，惟其在海拔耐性範圍有最低下限，約在

其分布為稜線上坡型，俞秋豐 (2003) 整理已

1,700 m，故其生態幅度不若薯豆來的寬廣。

往學者們於台灣東北區植群調查資料，其分布

遙感探測 (Remote Sensing, RS)、

絕大多數位於稜線上。羅南璋 (1992) 於東峰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及全球定

溪的調查亦指出主要分布於土層淺薄直射光高

位系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從早

且較乾燥處。薯豆對諸多因子的耐性範圍都相

年獨立各自發展之狀態，隨著各自和周邊相

當大，故其生態幅度 (ecological amplitude) 甚

關技術的演進，已融合為一完整的 3S 技術體

寬，無重要限制因子，故為廣泛型之分布樹

系。此 3S 技術體系已廣泛運用在許多不同領

種。

域，特別是自然資源與環境方面。目前國內外
卡氏櫧又名長尾尖櫧、長尾柯、米櫧，

已有許多將 3S 技術應用於動、植物適生育地

殼斗科常綠大喬木。產於海南、兩廣、福建及

分析及模擬之研究。傳統植群生態調查，通常

台灣，適合用於製造家具，其分布海拔範圍

係由不同的人員，在不同地區，以不同方法調

約 2,000-2,400 m (劉業經等，1988)，於南投

查，調查資料整合分析困難，故其推論因樣本

縣境內，分布於 1,500-2,500 m 闊葉林櫟林帶

偏頗，多有衝突與矛盾 (黃凱易等，2000)。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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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地，GIS 之廣域空間計量分析，係以 GIS 技

拔、坡度、林型及火災頻率等變數做為分類變

術整合航遙測及地面調查資料，其資料量大且

數，且無火雞芒出現地點之樣本約為有火雞芒

空間涵蓋充足，同時可實施迭代分析 (iterative

出現樣點的三倍以上。隨機選取90% 樣本作為

analysis)，反覆模擬逐步縮小範圍求得最適解

建模組與剩餘10% 為驗模組，以執行多重交

(Aronoff, 1993)，若能妥善利用，將能彌補傳

叉驗證 (multi-fold cross-validation)。分類精度

統調查的不足。因此，本研究運用 3S 地球空

於該物種出現區域有74%，無該物種出現區域

間資訊技術，結合多變量統計，可對植群作較

高達90%，顯示CART能有效且準確辨別火雞

周全的調查、精確的定位及整合分析，也能夠

芒的生育地。O’Brien et al. (2005) 以 CART及

有效降低傳統生態調查所遭遇困難，並忠實且

LMR 於 GIS 內建立地景層次模式 (landscape-

完整地呈現植群之生態特性。

level models) ，推測美國西南部及墨西哥地區

Riordan and Rundel (2009) 以區別分析

珍稀瀕危叉角羚 (sonoran pronghorn) 潛在生育

(DA) 預測加州一種低灌木叢植物群落 (sage

地，以作為新族群移居地。該研究使用 CART

scrub) 分布和繪製適生育地圖。Landenburger

係因其不需受限於統計假設且已成功運用於生

et al. (2008) 運用 GIS 疊合大黃石生態區地面

育地模擬，而選用 LMR 係因其廣泛用於生育

調查白皮松 (white-bark pine) 圖層與 Landsat

地模擬且能建立連續機率而非二位元之潛在生

ETM+ 影像原始與導出波段及地文因子圖層進

育地統計面。Felicisimo et al. (2002) 應用 GIS

行空間分析，並採用分類樹分析 (Classification

模擬西班牙北部六種林型之潛在分布，俾利於

Tree Analysis, CTA) 準確而有效地模擬白皮

設定人工造林標準，期能達成降低林地破裂狀

松。Piorecky and Prescott (2006) 以邏輯斯複

態及維護物種多樣性之目標。適宜性模式係使

迴歸 (LMR) 搭配 GIS 推測落磯山脈東部某

用空間分析方法與 LMR 方法，將現存及非現

一種貓頭鷹 (glaucidium gnoma) 棲地之空間

存之林型與海拔、坡度、日輻射潛能 (potential

分布。Felicisimo and Gomez Munoz (2004)

insolation)、至海距離等四個環境變數 (因子)

針對伊比利半島西部 Extremadura 試區，以

加以關連後建立。由該模式可有效繪製出潛在

GIS疊合分析試區現有櫟樹 (Quercus) 空間

植群圖，以提供森林管理規劃之用但研究未驗

分布圖和預測變數海拔、坡度、日輻射潛能

證潛在植群圖的推測準確度。Pereira and Itami

(potential insolation)、溫度、雨量等圖層，再

(1991) 以數值地圖資料庫和 GIS 分析及兩個預

以多變量統計法如 LMR、分類迴歸樹 CART

測松鼠出現與否的 LMR 模式，評估天文台建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MARS

造計畫造成棲地減少對松鼠數量之影響。

(Multiple Adaptive Regression Splines) 建立模

薯豆與卡氏櫧皆屬廣泛型分布樹種，而國

式，模擬繪製櫟樹潛在分布和適生育地圖。

內外大多數研究少有將 3S 技術結合統計應用

該研究結果顯示 CART 因精度最高而為最佳

在屬廣泛分布型植物的生育地模擬上，所以本

方法，而 LMR 則墊底，然在製圖表現櫟樹空

研究選擇這兩者為探討對象，以瞭解 GIS 方法

間分布，CART 因其二分規則呈現醒目人工

對廣分布型植物的適用性。本研究之目標為探

構造之圖樣，故作者較偏好以 MARS 繪製潛

討惠蓀林場境內薯豆及卡氏櫧二樹種的空間分

在植群圖。Bourg et al. (2005) 以 CART 結合

布型態，並予以模擬與測繪。本研究使用 GIS

GIS 之環境變數數值資料圖層方法預測位於

疊合 GPS 地面實測樹種資料與不同高低層次

維吉尼亞州西北部 George Washington National

的遙測資料，連結多變量統計分析二樹種於海

Forest 中之稀有草本植物火雞芒 (Turkeybeard,

拔、坡度、坡向、坡面位置及 SPOT-5 影像導

Xerophyllum asphodeloides) 生育地。利用海

出植生指標 (vegetation index) 等五項因子 (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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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變數) 之空間分布型態 (spatial pattern)。本

配合使用衛星影像，故採矩形區域，涵蓋整個不

研究再分別建立抉擇樹 (DT)、邏輯思複迴歸

規則形狀之惠蓀林場，總面積約為 17,136 ha，

(LMR)、區 (判) 別分析 (DA) 等三種模式，用

分析模擬係根據該矩形區域實施。主要集水區

以推測涵蓋整個惠蓀林場這兩樹種之潛在生育

之相關位置如圖 1 所示。

地，比較同一樹種三模式的推測效能與執行效
率，且評比和瞭解兩樹種同一模式推測效能的
差異及原因，從而決定最佳模式，提供未來林
業經營管理及植群生態動態觀測之參考。

三、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共分為六項主要步驟，研究流程詳
述如後。
(一) 資料蒐集
本研究蒐集的資料項目，包括數值高程模

二、研究區域
惠蓀林場為中興大學四個實驗林場之一，

型 (DEM) 資料檔，像片基本圖 (1/10,000)、赴

位置約在南投縣東北角，如圖1紅點所示，座

現場以 GPS 搭配 5 m 可伸縮加長型天線桿，

標範圍東經 121°0´-121°8´，北緯 24°2´-24°7´，

輔以雷射測距系統測繪樣株資料。另外，本研

略呈東北至西南走向，海拔由 454 m 至 2,419 m。

究向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選購九幅

其境內有五個主要集水區，從西到東分別為

SPOT-5 衛星影像，採第二級正射糾正處理，

蘭島溪 (629 ha)、關刀溪 (2,216 ha)、東峰溪

座標系統設定為 TWD67 基準及橫麥卡托投影

(2,061 ha)、椿谷溪 (976 ha) 及合水溪 (715 ha) ，

經差二度分帶 (TM 2°)，並以最近鄰法重取樣

流向均由南向北，匯流入北港溪，加上數個小

為 5 × 5 m。本研究再由其中篩選品質最佳兩

集水區，總面積約 7,477 ha。惠蓀林場全區氣

幅做為本次實驗之用，影像之雲量皆要求在 15 %

候溫潤，植物種類繁多，約有 1,100 種之多，

以下，入射角或視角皆在 ± 15° 以內，其影像

為台灣中部地區極具代表性之森林。本研究為

基本資料如表 1 所示。

圖1. 惠蓀林場研究區域位置圖
Fig. 1. Location map of the Huisun study area
表1. 惠蓀林場研究區 SPOT-5 衛星影像基本資料
Table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SPOT-5 satellite images over the study area
影像編號

季節

接收日期

視角 ( ° )

平均雲量 (%)

I0009406

夏

I0009409

秋

方位角 ( ° )

高度角 ( ° )

2004/07/10

-7.8

11

90.7

70.8

2005/11/11

-13.2

3

155.9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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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料處理

Hoffer (1978) 指出植物在夏、秋兩季，

1. 稜谷線數化

近、中紅外光反射因葉子內部結構及含水量而

使用 Calcomp Drawing Board III (A0尺寸)

有明顯之差異，因此可作為分辨不同種類植物

的高精度數化板將研究區內所涵蓋 1/10,000 像

的重要依據。植生指標原始構想除了源自於植

片基本圖上之稜、谷線加以數化及建檔，而其

物、土壤於近、中紅外光譜反射原理及特性，

數化結果將用於後續求導與建立坡面位置圖

再加上植物物候之特性，在夏、秋季節葉片

層。

細胞壁結構及含水量有甚大差異，使這兩季

2. 地文因子圖層建立

的近、中紅外波段差值比可以作為樹種之間

應用 ERDAS Imagine 影像處理及分析軟

的區別的依據。本研究由夏 (2004/07/10) 和秋

體模組從 DEM 資料產生海拔圖層，並求導與

(2005/11/11) 兩期 SPOT-5 衛星影像求導出植生

建立坡度、坡向圖層。方位角採 360° 為圓周

指標，其求導的公式如下所示：

式循環數列，而非直線數列，不利於比較，故

[(NIR - MIR) 秋 / (NIR - MIR) 夏 ] ...................... (2)

在納入資料分析前，應予以轉換處理 (Chang,

5. GPS 測繪資料處理

2010)。本研究實施行前預備測試，分別採用

本研究赴試區現場獲取樣株資料，係使用

360° 方位角、坡向分為八級 (每級45°)、坡向

Trimble Pro XR 移動站搭配 5 m 可伸縮加長天

度數轉換為餘弦等三種計量方式，所得結果實

線桿予以定位，另視衛星訊號實際接收狀況，

質上均無差異，故決定坡向採用 360° 方位角

輔以雷射測距系統協助定位。於調查結束返校

的計量方式，以維持坡向與海拔、坡度皆為比

後，再以設置於系館建築物頂層 Trimble 基站

率或間距式數值變數之本質 (比率或間距變數

資料融合移動站資料，做後續差分改正，經改

的資料含量大於級序與類別變數)。

正後樣株位置之二維平均定位誤差在 1 m 以

3. 坡面位置圖層建立

內。最後，將其轉換為 ArcGIS 所能讀取及處

一般而言，生育地在山坡上之相對位置，

理的 shapefile 圖層資料，且座標系統設定為

對於土壤性質及林木生長深具關係 (劉棠瑞

TWD67 及T M 2° 分帶。

等，1983)。求導及建立坡面位置圖層，首先

(三) 圖層疊合

需將數化的稜脊線與山谷線分別轉換為網格

將上述五項因子圖層及薯豆及卡氏櫧區

檔，並依據 Skidmore (1990) 所提相對位置計

塊圖層，以 ERDAS Imagine 軟體中 Image

算式子，計算每一網元至最鄰近稜線與谷線的

Interpreter\Utilities\ Layer Stack 疊合形成 GIS

歐幾里得距離 (Euclidean distance) ，並求出該

資料庫，供後續取樣分析與模擬之用。再

網格點之相對位置比例 Pi j，其公式如下所示：

以 ERDAS Imagine 軟體中 Image Interpreter\

Pi j = PV / (PV + PR) ......................................... (1)

Utilities\ Subset 分別切取目標樹種區塊 (即主

PV = P 點到與最鄰近山谷線的歐幾里得距離；

體) 與該樹種之互補區塊 (即背景)。

PR = P 點到與最鄰近稜脊線的歐幾里得距離；

(四) 樣本選擇與切取

上式中的 P 為某一檢定點 (網元)，Pi j 為

本研究之目標樹種為惠蓀林場內 GPS 調

在i 列，j 行之相對位置比例。本研究分別以稜

查之薯豆及卡氏櫧樣株。依據 Sperduto and

脊線及山谷為最高及最低坡面位置，到山谷線

Congalton (1996) 之研究，將背景 (非生育地)

之 Pi j = 0.0，而到稜脊線之 Pi j = 1.0，再將其

樣本對主體 (生育地) 樣本以至少三倍的比例來

間分為六級，連同稜脊線、山谷線共分為八級

選取。同時依據 Pereira and Itami (1991) 採隨機

(謝立忻等，2005)。

分散選取樣本，以避免樣本空間自相關 (spatial

4. 植生指標圖層建立

autocorrelation)，分別計算主體區塊和背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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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在五項因子之相關統計值。本研究採用分

CART 的建樹過程，必須藉由分析訓練資料集

割樣本建模與驗模之實驗設計方法 (Chang,

中之資料特性，反覆地找出最適當的分類屬性

2010)，選取全數樣本中的三分之二作為模式

及其分岔點 (splitting point)，將資料集予以分

建立用之訓練樣本，而其餘的三分之一作為後

類。分散度 (diversity) 或稱混雜度 (impurity)，

續模式驗證用之檢測樣本。

則是用來評估一個分隔屬性變數的衡量標準，

(五) 建立模式

對於一組資料的分散度指標以 Gini (1912) 開發

使用 SPSS 統計分析軟體進行三種多變量
統計模式之運算，茲分述如下：

吉尼指標 (Gini index) 計算其公式如下所示：
Gini index = 1－Σc2......................................... (3)

1. 抉擇樹
分類迴歸樹 (CART) 演算法為 (Brieman et

ਥᗺ

生態研究上，即為抉擇 (決策) 樹的演算法之

ύᗺ!1
< X

一。此方法因在統計上無常態分布的假設，故
屬於無母數統計方法之一 (鄧家駒，2004)。抉

>=Z

<Z

al., 1984) 所開發，Verbyla (1987) 首次運用於

ύᗺ!3

擇樹同時也是一種資料探勘 (data mining) 領域

<Z

中兼具分類與預測功能的技術，藉由分析給定

ယʳ(0)ʳ

ύᗺ!2
>= X

< Y

ύᗺ!4
>=Z

ύᗺ!5

< Y

ယʳ(0)ʳ

>= Y

ʳယ!(1)

>= Y

ယʳ(0)ʳ ʳယ!(1)

的已知原始資料，來建立適當的分類規則，且
根據此規則對未知類別的資料進行預測，以一

ύᗺ!6

ύᗺ!7

個單一解釋 (預測) 變數函數，來建構一個二
分式決策樹。樹狀圖形頂端的節點稱為根節點

ယʳ(0)ʳ

ύᗺ!8 ယʳ(0)ʳ

ύᗺ!9

(root node)，最下方的節點則稱為葉節點 (leaf
node)，每個葉部節點擁有一個類別標記 (class
label)，如圖 2 所示。圖中 X, Y, Z 為分支，即
測試之結果，中節點代表測試條件，即輸入之

ယʳ(0)ʳ

ʳယ!(1)

ύᗺ!10

ယʳ(0)ʳ

ʳယ!(1)

ύᗺ!11

ယʳ(0)ʳ

解釋變數 (如海拔、坡度等環境因子)，葉節點

圖2. 抉擇樹之樹狀結構示意圖

分為「0」與「1」，在本研究即分別為薯豆及

Fig. 2. The tree structure of a decision tree

ʳယ!(1)

卡氏櫧的「非生育地」與「生育地」。當給定
的原始資料從根部節點進入決策樹後，可應用

其中 c 表示每一組資料的反應比例，而最

各種不同的演算法，來決定每筆資料該進入下

好的分隔變數是能夠降低一個資料組最多的分

一層的哪一個子節點 (child node)，此過程不斷

散度 (De’ath and Fabricius, 2000)。模式準確度

地反覆，直到所有的資料到達葉部節點，而停

評估 (accuracy assessment) 是將樣本分割為建

止分割的六種情況，可參見林震岩 (2008)。

模組與驗模組資料，而以驗模組樣本進行評估

從根部到每一個葉部節點都有一條獨特

(Breiman et al., 1984)。因此，在建構 CART 模

的路徑，每一條路徑皆表示一個用來分類資料

式之前，必須先選定已分類好的原始資料來

的規則。當一筆未知的資料進入決策樹時，該

源，而資料來源通常包含了許多的紀錄，每筆

筆資料將會依其符合的分類規則，而得到預測

紀錄擁有相同數目的屬性及一個目標屬性。依

的結果 (O’Brien et al., 2005)。統計軟體 SPSS

照資料的特性和資料探勘的目標，必須將原始

13.0 版之後才具有 CART 分析功能，放置於

資料分割成建模組與驗模組資料，提供 CART

Analyze\ Classify\ Tree 功能之下的演算法。

使用。此外，為了避免過度學習 (over-fi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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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 CART 樹狀結構出現過於冗長複雜的情

卡氏櫧) 在樣區中之分布情形，若存在者記為

形，可利用 CART 驗模組模式修正其結構。

1，不存在者記為 0，有 h 個樣本像元，假設

其原理係利用建模資料組建立預測模式後，再

Yh 為應變數，x1,…, xn 為自變數，qh 為第 h 個

將驗模資料組代入模式進行驗證，可經由總資

樣本像元為生育地的機率，因此

料組之中不斷選取部分資料作為建模組與驗模
組，並觀察不同樹狀結構大小分類錯誤率之變
化，來反覆修正的過程 (Breiman et al., 1984)。
2. 邏輯思複迴歸

............................................................................(4)

邏輯思複迴歸 (LMR) 模式的應變數為類

為邏輯思複迴歸公式，其中 B 0 , B 1 , …,

別型態 (存在或不存在) ，而自 (解釋) 變數可

B n 為未知參數通常以最大概似法 (maximum

為類別型或數值型。LMR 模式之應變數是採

likelihood) 加以估計，並以 newton-raephson 疊

二元資料 (0或1) 記錄的，其應變數對自變數的

代法求解 (Freeman, 1987)。本研究採用統計軟

反應結果是呈 S 形曲線而非直線關係，比較接

體 SPSS 之 Analyze\ Regression\ Binary Logistic

近生物對環境的反應，故較適合建立模式 (李

運算資料。(B0 + B1x1 + …+ Bnxn) 項乃由統計軟

培芬，2000)。因為線性迴歸在考慮解釋變數

體 SPSS 自動迭代產生迴歸式。

的選取時，必須要注意所選出來的解釋變數和

自變數是否納入迴歸式視其影響力之大

應變數是否存在著因果關係，透過資料中的某

小並經由軟體統計檢測來決定。各自變數 (環

些已知的訊息，便可對未知的變數做預測。除

境因子) 迴歸係數的大小可顯示其對生育地的

此之外，如果解釋變數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

相對重要性 (Narumalani et al., 1997)。將迴歸

則彼此之間或許存在有共線性的關係，顯然不

式代入式子 (4) 可求得研究區域中任一位置出

適合放在同一個模型中。LMR 最大的優點是

現某一樹種的機率，再與門檻值比較確認該位

不需符合線性迴歸及區別分析的兩個假設：

置是否為適生育地。本研究是以薯豆及卡氏櫧

應變數必須為常態分布、線性關係 (王保進，

出現於某一位置 (像元) 與否當作LMR模式應

2004；吳明隆，2008)。

變數，而海拔、坡度、坡向及坡面位置等因子

LMR 模式屬於廣義的線性模型使用邏輯

作為自變數。某一位置出現目標樹種之機率在

思鏈結函數 (logistic link function)，主要用於

0.0-1.0 之間，通常以 0.5 為出現與否之門檻，

應變數為二元性資料。LMR與傳統的迴歸分

出現之機率要大於或等於 0.5，不出現之機率

析性質相似，差別在於它是用來處理類別性

小於 0.5。惟可經測試後酌量調整 (例如 0.4、

(categorical) 資料的問題。由於類別性資料是

0.45 或 0.55) ，找出整體推測準確度達最高之

屬於離散型的資料，所以必須先將連續型資料

反轉點 (cut-off point)，從而推測產生目標樹種

轉為介於0與1之間的離散資料型態，才可以對

適生育地之全區分布圖。

轉換過後的連續型資料作迴歸。然而，對於離

3. 區別分析

散型變數有很多分析方法可供採用，而選用

區別分析，或稱判別分析、鑑別分析

LMR是根據兩個主要的理由：第一個理由是基

(DA) 為 Fisher (1936) 所創，最早應用於貸款

於數學觀點而言，它是一個極賦彈性且容易使

信用評分模型以區分好壞之貸款者；Williams

用的函數；第二個理由則是因為它適用於解釋

(1983) 首次將此演算法應用在生態上，便對於

生物學上的意義 (鄭順林、康惠雯，2006)。

多個植物族群的分類獲得很好的分類效果。區

邏輯思複迴歸公式使用如下，假設某一

別分析是一種劃分群體之技術，事先將已知類

樹種 (例如，本研究探討的目標樹種為薯豆及

別的觀察值，選取具有分類效果的樣本，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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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變數 (grouping variable, g 類) 當反應變數，

X1

多個計量的區別變數 (discriminant variable)

DF

當解釋變數，建立區別函數 (discriminant
function)，公式如下所示：

I

y = b0 + b1 x1 + b2 x2 + ... + bi xi + ... + bn xn ......... (5)

II

y 為區別函數值 (或稱區別分數 discriminant
score)，xi 為區別變數，bi 為區別係數
(discriminant coefficient or weight)，利用區別函
數將新觀察值進行適當分類。
區別分析示意圖如圖 3 所示。假設有兩個

X2

T

I
C

變數 X1 和 X2；兩橢圓代表兩個族群 I 和 II 有
部份相互重疊影響。族群I可能為薯豆或卡氏

II

櫧分布區域、族群 II 可能為其它鄰近薯豆或卡
氏櫧分布區域之樹種，其生態環境是交疊重複
難以區分開的。區別分析的原理便是找出能劃
分 I、II 兩族群的交點所連成之直線 DF，與另
一條引自原點而與直線 DF 垂直的直線 Y 交於

Y

圖3. 區別分析的幾何圖形觀念
Fig. 3. The concept of geometry for discriminant
analysis

C 點。直線 Y 即是區別函數圖形，線上任何一
點觀測值可由 X1 和 X2 兩個變數轉換而得；直

組間變異上的關係，還能夠對未知所屬之類組

線 Y 上的 C 點，稱為分界點，將 Y 值分為兩

加以區別分類，故本研究較重視後者預測薯豆

部份，作為區分 I、II 兩族群之依據。兩個族

或卡氏櫧空間分布的情形，與前提假設違反並

群的 X1 和 X2 變異數不同，要使組間變異數對

無直接相關。但為避免複共線性會有不利分類

組內變異數比值達最大時方能找到分界點；就

的影響，採逐步估算法 (step-wise estimation)，

可以得到每個區別變數的權重係數，其意義與

逐漸加入新的解釋變數，將不適合的剔除直到

迴歸分析類似。標準化後的區別係數值愈大，

模式合理為止。後續研究也將擴增樣本數，以

代表此區別變數對群體的區別能力愈高 (黃

更多獨立樣本檢測方式驗證模式並做假設檢定

俊英，2007)。本研究採用統計軟體 SPSS 之

有無違反假設前提。

Analyze\ Classify\ Discriminant 運算資料。(b0 +

(六) 模式驗證及評估

b1x1 + … + bnxn) 項乃由統計軟體 SPSS 自動迭
代產生之線性判別式。

模式準確度評估是將推測結果與實際情
況相互比較，並計算兩相符合之正確百分比

區別分析屬參數式統計分類法，在應用

率，其中應包含整體準確度、kappa 相符係數

上需遵守三個前提假設： (1) 一個區別變數不

(coefficient of agreement)、主體 (目標) 推測準

能是其它別變數的線性組合，會有複共線性問

確度、背景推測準確度。惟因採全區逐格做像

題； (2) 各類組間組內變異數皆要相等； (3)

元對像元之比對殊為不可能，故採抽樣方式兩

各組區別變數之間具有多變量常態分配 (林震

兩比對。由全區抽取樣本除須符合統計取樣原

岩，2008)。由於赴現場調查相當費工耗時，

則外，所選總樣本通常分為建模用之訓練樣本

在進行統計分析時略過前提假設檢定，改以事

與驗模用之檢核樣本兩組，再分別實施模式準

後檢定的方式，採多組獨立樣本回推驗證模式

確度評估，此方法普遍應用在多光譜遙測影像

的可靠性。此外區別分析不只停留在描述各類

分類之準確度評估，旨在避免建模樣本自身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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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所隱含之偏頗與降低外推 (extrapolation) 之

根據前列矩形區域的座標，以 ERDAS Imagine

可能風險 (Jensen, 2005; Lillesand et al., 2008)。

的 Interpreter\ Utilities\ Subset 功能切取出來，

SPSS 統計軟體 DT 與 DA 模組具準確度評

其範圍大小為 3,150行 (columns) × 2,176 列

估功能，「建模組」訓練樣本於輸入樣本建立

(rows)，總共有 6,854,400 個像元，像元尺寸為

模式之時一併完成準確度評估。DT 與 DA 的

5 × 5 m。

「驗模組」與「建模組」的準確度評估是於

1. 薯豆

SPSS 軟體 DT 與 DA 模組執行時一併完成；

以 GPS 定位所得樣木共230株，東峰溪與

此三模組的潛在生育地全區預測圖皆需藉由

北東眼山地區有126株，而關刀溪地區有104

ERDAS Imagine 軟體 Spatial Modeler 的協助，

株。五個因子之基本統計值如表2所示。樣本

來完成繪圖工作。

分布海拔介於 1,075-2,027 m 間，較一般傳統
植群調查分布範圍 0-2,200 m 窄了許多，此乃

四、結果與討論

因本研究區下河谷之調查路線末段及海拔較低

(一) 空間分布特性統計分析

的東峰溪河谷，受921地震影響嚴重坍方，地
面原有植群幾乎破壞殆盡，目前無樣木可取。

試區為矩形，其左上角之 TM 2° 分帶座

整個試區最低海拔 445 m，亦高於 0 m。

標為 (248,845.500, 2,668,192.500)，右下角座標
為 (264,590.500, 2,657,317.500)，涵蓋面積約

表2顯示薯豆分布在平均坡度24°處，明顯

為17,136.0 ha (其中包含惠蓀林場不規則區域

小於全區平均坡度34°，其偏好生長緩坡處；

面積為 7,477 ha)。所用之 DEM 網格資料，是

由表中可看出薯豆坡面位置之分布多出現在

表2 薯豆及全區於五項環境因子之相關統計值
Table 2. The statistic of five variables for the study area and JE sites
全區

薯豆

統計值

海拔
(m)

坡度
(°)

坡向
(°)

坡面
位置

植生
指標

海拔
(m)

坡度
(°)

坡向
(°)

坡面
位置

植生
指標

平均值

1,314

34

—

4

25

1,520

24

—

7

26

眾

數

1,239

37

126

6

22

1,869

22

339

7

22

最大值

2,418

89

361

8

119

2,027

49

358

8

60

最小值

445

0

1

1

5

1,075

2

2

2

20

「7」； 依坡向來看，眾數339°，薯豆樣木多

層產生，其出現地區伴隨出現的植物高度均較

分布在較乾燥的西北向。現場觀察得知，薯豆

為低矮。

多生長於稜線上或其兩側平台土層淺薄處，其

2. 卡氏櫧

小苗與木荷一樣，需生長在陽光直射處，森林

以 GPS 定位所得樣木共115株，主要分布

內不易尋得。薯豆在秋、冬季節時若遇缺水狀

於東峰溪及北東眼山稜線，表3所示是樣本在

態，樹葉會轉為紅色，且全部會漸漸脫落，直

五個環境因子之描述統計值。表3顯示卡氏櫧

到缺水狀況解除後，會再長出新葉。傳統調查

樣本之分布範圍 1,718-2,097 m，略低於傳統調

中發現薯豆常與台灣杜鵑伴隨出現於中海拔地

查之海拔分布 2,000-2,400 m。根據已往調查得

區，且土壤多屬於淺薄乾燥或是土層中有灰化

知守城大山及有勝山區亦有分布，海拔亦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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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生態學公認為是其分布的限制因子之一。平

強，然卡氏櫧因生長較快，故得以生存。卡氏

均坡度13°遠低於全區平均坡度34°，顯示其偏

櫧在中海拔闊葉林中，常可長成數一數二的大

好生長在較平緩坡面上，並且由卡氏櫧坡面位

樹，本研究中卡氏櫧共定位115株，其中胸高

置之統計值顯示其多數生長在接近稜線的坡面

直徑超過 80 cm 者，約有40株左右，在研究區

上。由現場觀察得知，卡氏櫧生長環境相當優

中極少看見其小苗，可見其在更新方面似乎有

渥，日照強甚少遮蔭，具較厚之土層，可保持

所限制。
綜觀來看，在惠蓀林場內，卡氏櫧的分布

養分與水分，惟於此環境下物種間之競爭性亦
表3 卡氏櫧及全區於五項環境因子之相關統計值

Table 3. The statistic of five variables for the study area and Castanopsis carlesii sites
全區

卡氏櫧

統計值

海拔
(m)

坡度
(°)

坡向
(°)

坡面
位置

植生
指標

海拔
(m)

坡度
(°)

坡向
(°)

坡面
位置

植生
指標

平均值

1,314

34

—

4

25

1,907

13

—

7

24

眾

數

1,239

37

126

6

22

2,094

6

7

7

22

最大值

2,418

89

361

8

119

2,096

33

359

8

73

最小值

445

0

1

1

5

1,718

1

0

2

20

明顯受海拔因子所限制，薯豆常分布於稜線或

式預測能力之效用。海拔、坡度、坡向、坡面

陡坡上、但在惠蓀林場現地觀察發現，林場的

位置及植生指標為本研究建立模式之五個獨立

主稜線部分，大多又寬又平，與台灣大部份山

變數。五個變數有30種組合，扣除掉五取一、

區稜線，又窄又陡有所不同，加以大部分樣木

五取二組合後，仍有五取三、五取四、五取

多來自寬平的稜線上，經統計後可能會造成分

五等組合，總共還有15種組合。因此，有必

布坡度低估的情形，然亦有少數生長在45° 的

要透過三種模式篩選出最有效用變數。DT 為

陡坡，這些少數待後續研究或增加來自不同區

無統計假定之非參數式法，可由樹狀圖內預測

域樣木時即可驗證。

變數出現順序先後及次數多寡為依據加以篩

本研究所使用之環境因子全由 GPS 定位

選。DA 及 LMR 為具統計假定之參數式法，

樣木所得的座標，套疊至航遙測資料推導而

DA 可據各變數標準化判別係數大小來挑選，

來，且與傳統生態調查之描述頗為吻合。傳統

而 LMR 可據各變數之 Wald 檢定值大小來挑選

調查的環境因子調查，除耗費人力外，所得資

(林震岩，2008)。在透過該軟體三種模組執行

料多為點狀，藉由航遙測所得之資料為面狀的

之後，DT、LMR、DA 均篩選出坡面位置、坡

連續性資料，可減少人力負擔，對於未來植群

度、海拔分佔前三名最有效用的變數，而坡向

調查及分析會有一定程度之貢獻。

及植生指標則殿後，分居第四、第五。本研究

(二) 預測變數組合

為了利於後續的評估比較，統一採用篩選結果

本研究在建立及驗證 DT、DA 與 LMR 模

為依據，以海拔、坡度、坡面位置等三個變數

式，係以 SPSS 統計軟體為主，而以 ERDAS

來分別建立這三種模式，且以它們所得之推測

Imagine、ArcGIS、Idrisi 及微軟 Excel 為輔。

準確度作為比較基準。

SPSS 軟體的 DT、LMR 及 DA 模組可從輸入

(三) 統計方法比較

的預測 (獨立) 變數計算並呈現各個變數對模

本節係針對同一樹種比較 DT、LMR、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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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模式的推測準確度；其次也針對同一模式

而「生育地」使用者精度均值為 DT (68%) 高

比較其在兩樹種潛在生育地的推測準確度。

於 LMR (61%)，二者又遠高於 DA (40%)。再

1. 相同樹種三模式之比較

深入檢視 DA 數據，DA 推測之生育地漏授僅

表4是薯豆以海拔、坡度、坡面位置所建

11% (100% – 生產者精度)，然誤授卻達60%

立的三種模式，分別以建模及驗模樣本做準

(100% – 使用者精度)。由此可見，DA 模式遭

確度評估所得之結果。為使討論精簡扼要，

遇主要問題是發生在將「非生育地」誤授為

以下皆採建模及驗模精度均值比較。不論就整

「生育地」，大幅犧牲背景 (「非生育地」)

體精度或 kappa 值而言，DT 模式精度的均值

之精度，來換取提高目標樹種「生育地」之精

高於 LMR，kappa 值尤為明顯，而兩模式精

度，此即 DA 之缺點所在，不利找出模式尚未

度又明顯高於 DA 者。其次，分別就「非生育

考量之預測變數。

地」與「生育地」生產者精度來看，DT「非

表5顯示係以海拔、坡度、坡面位置三因

生育地」精度 (建模及驗模均值95%) 與 LMR

子建立 DT、LMR 與 DA 模式推測試區薯豆潛

(均值95%) 相等，而此二者「非生育地」精度

在生育地圖及面積。在 DT 模式之推測全區潛

又明顯高於 DA (均值81%)；相反的，DT「生

在生育地圖中，在總面積 17,136 ha 中有 3%

育地」生產者精度 (建模及驗模均值81%) 高

被推測為潛在生育地，三模式中所佔百分比最

於 LMR (均值62%)，而此二者「生育地」精

小；LMR推測結果佔總面積之4.2% 居次；DA

度又明顯低於 DA (均值89%)。三模式「非生

則佔12% 為最大。因此，DT 於潛在生育地的

育地」使用者精度均值相近，皆在95% 以上，

推測上最嚴謹，而DA最為寬鬆，與三模式推

表4. 海拔、坡度及坡面位置建立三種模式預測試區薯豆潛在生育地之誤差矩陣表
Table 4. The error matrix for the two models based on elevation, slope, and terrain position r predicting the
potential habitat of Elaeocarpus japonicus in the study area
模式

DT

LMR

DA

整體精度 (%)

kappa

建模

95

0.80

驗模

91

0.60

生 育 地

非生育地

平均

93

0.70

建模

90

0.57

驗模

91

0.54

生 育 地

非生育地

平均

90

0.56

建模

81

0.47

驗模

84

0.33

平均

類 別

生 育 地

非生育地
83

0.40

驗證

生產者精度 (%)

建模

90

驗模

71

建模

96

驗模

94

建模

67

驗模

56

建模

93

驗模

96

建模

90

驗模

88

建模

80

驗模

83

平均
81
平均
95
平均
62
平均
95
平均
89
平均
81

使用者精度 (%)
76
60
99
96
58
63
95
94
41
39
98
98

平均：分別是指建模及驗模的整體精度、kappa、生產者精度、使用者精度的平均值。

平均
68
平均
98
平均
61
平均
95
平均
40
平均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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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精度高低排序相符。從相反觀點來看，DT

需經費與人力，而DA最少。

可縮減地面調查面積最大，LMR居次，而DA

表6是卡氏櫧三個因子模式分別以建模及

最小。因此，DT模式可降低最多地面調查所

驗模樣本所作準確度評估的結果。為使討論精

表5. 海拔、坡度、坡面位置建立三種模式預測試區區薯豆潛在生育地之分布統計
Table 5. The distribution statistics of the potential habitat of Elaeocarpus japonicas in the study area
predicted by the three models of elevation, slope, and terrain position
類

別

DT模式
面積 (ha)

LMR模式
%

面積 (ha)

DA模式
%

面積 (ha)

%

生 育 地

518.00

3.0

714.43

4.2

2050.51

12.0

非生育地

16618.00

97.0

16421.57

95.8

15085.49

88.0

合

17136.00

100.0

17136.00

100.0

17136.00

100.0

計

簡扼要，以下皆採建模及驗模精度均值比較。

對應於薯豆之三模式者。而其原因為何將於次

不論就整體精度或 kappa 值而言，DT 模式精

節接續討論。

度的均值 (97%、0.85) 稍高於 LMR (95%、

表7顯示三種模式所推測卡氏櫧潛生育地

0.79)，而兩模式精度又明顯高於 DA (91%、

之分布。DT 所推測出潛在生育地面積最小，

0.59) 者。其次，分別就「非生育地」與「生

佔總面積2.2%，LMR 佔3.2%，而 DA 則稍高

育地」生產者精度來看，DT「非生育地」精

佔4.9%。所得結果與薯豆近似，DT 可縮減地

度 (建模及驗模均值97%) 僅略高於 LMR (均

面調查面積最大，LMR 居次，而 DA 最小。

值96%)，而此二者「非生育地」精度皆高於

因此，DT 模式可降低最多地面調查所需經費

DA (均值90%)；相反的，DT「生育地」生產

與人力，而 DA 最少。

者精度 (建模及驗模均值93%) 高於 LMR (均

2. 兩樹種相同模式比較

值88%)，而此二者「生育地」精度皆低於 DA

在此一小節裡，本研究將表4與表6並列，

(均值100%)。三模式「非生育地」使用者精度

分別針對 DT、LMR、DA 三種模式比較它們

的均值皆近於100%，而「生育地」使用者精

在兩樹種推測精度之差別，並找出差異原因所

度均值為 DT (84%) 高於 LMR (75%)，二者又

在。

遠高於 DA (58%)。

為了使討論精簡扼要，此處仍採用建模

再深入檢視 DA 數據，DA 推測之生育地

及驗模精度平均值來比較。首先就 DT 模式來

漏授為 0% (100% – 生產者精度)，然誤授卻達

比較，卡氏櫧在 DT 的整體精度97% 略高於

42% (100% – 使用者精度)。由此可見，DA 模

薯豆的93%，而卡氏櫧在 DT 的 kappa 值0.85

式遭遇主要問題與薯豆相同，是發生在將「非

更遠高於薯豆的0.70。其次就 LMR 模式來比

生育地」誤授為「生育地」，大幅犧牲背景

較，卡氏櫧在 LMR 的整體精度95% 高於薯豆

(「非生育地」) 之精度，來換取提高目標樹種

的90%，而卡氏櫧在 LMR的kappa 值0.79更遠

「生育地」之精度，此即 DA 之缺點所在，不

高於薯豆的0.56。最後就 DA 模式來比較，卡

利找出模式尚未考量之預測變數。卡氏櫧與薯

氏櫧在 DA 的整體精度91% 明顯高於薯豆的

豆唯一差別是，卡氏櫧於 DT、LMR、DA 三

83%，而卡氏櫧在 DA 的 kappa 值0.59更遠高

模式，不論就整體精度或 kappa 值皆明顯高於

於薯豆的0.40。薯豆對諸多環境因子的耐性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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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海拔、坡度及坡面位置建立三種模式預測試區卡氏櫧潛在生育地之誤差矩陣表
Table 6. The error matrix for the two models based on elevation, slope, and terrain position predicting the
potential habitat of Castanopsis carlesii in the study area
模式

整體精度 (%)
建模
驗模

DT

LMR

DA

97
96

kappa
0.89

別

生 育 地

0.82

平均

97

0.85

建模

95

0.80

驗模

95

0.78

平均

95

0.79

建模

90

0.65

驗模

93

0.53

平均

類

非生育地
生 育 地
非生育地
生 育 地
非生育地

91

0.59

驗證

生產者精度 (%)

建模

94

驗模

91

建模

98

驗模

97

建模

88

驗模

88

建模

96

驗模

96

建模

100

驗模

100

建模

88

驗模

92

平均
93
平均
97
平均
88
平均
96
平均
100
平均
90

使用者精度 (%)
88
79
99
99
75
74
99
98
55
61
100
100

平均
84
平均
99
平均
75
平均
99
平均
58
平均
100

平均：分別是指建模及驗模的整體精度、kappa、生產者精度、使用者精度的平均值。
表7. 海拔、坡度、坡面位置建立三種模式預測試區區卡氏櫧潛在生育地之分布統計
Table 7. The distribution statistics of the potential habitat of Castanopsis carlesii in the study area predicted
by the three models of elevation, slope, and terrain position
類

別

DT模式
面積 (ha)

LMR模式
%

面積 (ha)

DA模式
%

面積 (ha)

%

生 育 地

379.15

2.2

539.28

3.2

839.22

4.9

非生育地

16756.85

97.8

16596.72

96.8

16396.78

95.1

合

17136.00

100

17136.00

100

17136.00

100

計

圍都相當大，故其生態幅度甚寬，無重要限制

鍵因子形成相比擬的分辨能力，故卡氏櫧在三

因子，即如其海拔分布上限約在 2,200 m，超

種模式的推測效能均遠優於薯豆者。

過此上限某一範圍，薯豆或可能以小喬木形態

3. 模式執行效率之比較

出現，不至於完全絕跡。相對的，卡氏櫧分布

本研究所採用的三種模式於 SPSS 軟體操

在海拔耐性範圍有最低下限，約在 1,700 m，

作下皆易於建構，而 DT 和 DA 模式以訓練及

就關刀溪流域而言，在此下限幾乎少有出現，

檢測樣本分別做驗證時，皆是按一次執行鍵即

即或出現，數量極少且樹徑極小，無法和東峰

可完成，惟 LMR 則須再借助 ERDAS Imagine

溪流域的高大卡氏櫧相互比擬。本研究推斷卡

軟體協助處理檢測樣本之驗證，多了一道程

氏櫧的海拔限制因子在三種模式的建模上形成

序。LMR 與 DA 在繪製全區之潛在生育地圖

極為顯著的區分能力，相對上薯豆欠缺此種關

甚為容易，然而因 DT 模式是由為數甚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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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節點之不等式所組成，在繪製全區潛在生育

模式建模時自動化程度均甚高，難分軒輊。但

地圖時，實際操作程序上相當繁瑣，自動化程

驗模時 DT 及 DA 模式皆可在SPSS軟體中自動

度略顯不足。

執行，惟LMR則須再借助其他軟體協助處理。
三種模式推測並繪製全區潛在生育地時，LMR

五、結論
本研究運用多變量統計的抉擇樹 (DT)、

和 DA 自動化程度高，然而 DT 處理步驟則略
較繁瑣。

邏輯思複迴歸 (LMR) 及區別分析 (DA) 建立潛
在生育地推估模式並評估模式預測效能。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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