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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文地景是人類與環境互動下呈現於空間的型式，其分布狀況可以顯現人類於土地上的活動

紀錄，土地利用的型式即為其表現的結果。台灣陂塘大多分布於桃園台地，乃是因昔日台地農業

灌溉用水引水不易，因此於地表上築堤挖掘而造就的特殊地景。但隨著桃園地區都市發展重心轉

移，以土地開發為主的都市擴張計畫，使得桃園陂塘屢受破壞，其土地利用亦隨之產生改變。根

據相關研究，陂塘消失的因素包含水質惡化、供水來源消失及建地開發等多項結果，近年來氣候

變遷與人口遷移問題亦有可能是原因之一。探討陂塘消失的原因，並找出影響的因素，將有助於

環境保育與生態系統的維護，對於氣候變遷的調適亦有助益。因此本研究將從過去學者相關歷史

文獻中，歸納整理陂塘的發展變遷歷程，藉由陂塘功能性和外部驅動力兩大影響因子，運用相關

分析來研究影響因子與陂塘面積演變間的關聯性，並進行因子多元迴歸分析，以探討歷年影響陂

塘土地利用變遷的主要驅動力，並瞭解陂塘面積減少的原因。研究成果顯示近年來陂塘持續地消

減當中，變遷比例達57.20%，而影響陂塘減少的因素則包含了人口發展、建地開發與水質變化，

根據本研究結果可進行陂塘土地利用變遷之發展模擬，作為因應氣候變遷下桃園市陂塘資源規劃

與生態復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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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ndscape of humanities is a form of space present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that its distribution can show the records of human activities on land. The 

pattern of land use is the displayed results. Ponds in Taiwan are mostly distributed in Taoyuan 

plateau. The reason is that back then the water diversion for irrigation on plateau agriculture was 

difficult, and the special landscape was formed as a result of excavation and embankment on land 

surface. However, as the Taoyuan area shifts toward urban development, the urban expansion plan 

focusing on land development causes damage to ponds in Taoyuan, and the land use is also changing. 

According to research, the factors causing the disappearance of ponds include the deterioration of 

water quality, diminishing of water supply, building sites development and many others. Recent 

climate change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 are also potential reasons. Exploring the causes for the 

disappearance of ponds and finding the impacting factors can be helpful for environment 

preservation, ecosystem conservation and the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collate and analyze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ponds from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past scholars. Based on external driving factors, this study use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actors and the changes of ponds area. Regression 

and factor analysis is performed to establish an empirical model. This is to explo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changes in land use of ponds while understanding what causes reduction in pond 

area and the dimensions impacting each functi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can sim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changes in land use of ponds,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pond resource planning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Taoyuan City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Keywords: Land-use change, Taoyuan ponds, Correlation analysis,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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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農業社會為臺灣早期發展主體，耕作是農村社會中大部份土地開墾的最終目標，水利開發幾

乎亦伴隨著臺灣土地拓墾的發展歷史，被認定為土地開發完成之指標，當水利發展到達一定程度

時，將使得荒地、旱地水田化，提供更多糧食生產，進而扶養更多人口，因此水利開發曾被譽為

臺灣農業史上第一革命(李彥霖，2004)。透過農田水利開發角度切入，有利於觀察農業社會中土

地與水利以及人與水利間的關聯性。然而現今都市土地不斷地擴張，且大多以傳統社會、經濟利

益加以考量，忽視農田水利對於維繫生態系統和都市發展所扮演的角色與價值。 

臺灣用水分為農業用水、工業用水與民生用水三類型，早期水資源調度是以支援農業灌溉為

主，主要用水灌溉農作物、建構陂塘蓄水、運用水圳引水、利用溝渠將積水排出等，提供缺雨期

間的需水量，其次則為民生與工業用水。隨著產業結構的變遷、都市化、人口增加等因素，為配

合經濟發展及生活型態轉變，臺灣用水逐漸由農業用水轉變為工業與民生用水，產業結構變化加

上水資源分布不均，人口快速成長，以及可開發水庫地區已達飽和，因此每當國內暴雨、颱風來

襲，便會發生水庫內含泥量過高問題，導致水資源供給量不足之現象。陂塘具有蓄水功能，於乾

旱期間能作為調度工業或民生用水的替代水源，因此找出陂塘面積消減因素，將是現階段陂塘資

源整合與土地利用規劃決策上應重視的課題。 

桃園地區的先民為發展農田水利灌溉設施而開鑿出數千口陂塘，形成桃園台地上極具特色之

人文景觀，其數量、面積和密度令人嘆為觀止，亦使得桃園縣有「千塘之縣」的稱呼(黃浩珽，2007)。

桃園台地上陂塘之形成背景係因當地特殊的河川襲奪現象，以及氣候和地形環境之特性，造成灌

溉水源不足，故墾民基於灌溉養殖上的需求，因而於地表上築堤或挖掘而成，再者亦基於氣候條

件和地形地質的特性，以及桃園台地地表屬黏土類之紅壤或紅棕壤土，蓄水性極佳、不易漏水，

對於構築陂塘儲蓄水源非常有利，因而造就了此一特殊地景。 

除了水利灌溉功能外，陂塘亦具有反映人地關係的歷史演變，以及文化、景觀、休閒遊憩、

生態保育及防災滯洪等面向之功能。然而自從石門水庫成為桃園灌溉區主要供給水源後，陂塘常

常被忽略其價值，加上近年來農業社會轉型與工業開發、公共工程建設需求等因素而發生的都市

化、工業化，導致陂塘數量急遽消減，陂塘面積亦持續減少。而主要的農作面積逐年減少，以及

政府機關實施的都市計畫，亦使得水域面積和數量急遽改變。有鑑於陂塘獨特的功能與潛能，其

保育維護計畫已刻不容緩，因此桃園縣政府亦提出「桃園縣陂塘水圳新生整體發展計畫」，並推

動「桃園縣陂塘水圳保存及獎勵新生利用自治條例」之立法，期望藉此有效保存陂塘資源，並使

陂塘於此產業轉型時代中擁有新的價值和意義(黃浩珽，2007)。 

桃園台地之陂塘系統有別於其它地區，其陂塘系統普遍存在，其數亦曾多達數千個，不僅是

桃園灌溉活動的主體型態，亦為本地區最大的人文景觀特色，然而有關桃園台地近年來陂塘消減

的變動因素及其相關土地利用變化的研究並不多，因此本研究將以桃園陂塘之空間發展，以及其

面積逐漸消減的因素與影響為主題進行延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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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本研究以陂塘面積消減與消減原因為研究主題，將桃園台地陂塘的土地利用作為

研究對象，並檢討1978至2012年的陂塘變遷，期望透過不同統計模式的研究理念及方法，建立出

影響陂塘面積減少以及土地利用變遷動向之解釋模式，以瞭解陂塘土地利用變遷結構之議題，建

構經濟、環境與社會因素之永續指標。研究成果不僅可作為陂塘變遷之規劃參考，亦可更進一步

作為規劃者執行政策之依據，本研究歸納出下列研究目的： 

(一)藉由整理分析與本研究相關的陂塘文獻，研究桃園各個不同的自然或人文因子對陂塘的影

響，以及之間關聯性，以說明陂塘系統於地景空間發展上之角色與重要性。 

(二)探討影響陂塘歷年面積變化的因子，運用不同的計量方法，以篩選出關鍵性的陂塘地景功能

影響因素，進而全面地掌握陂塘地景變化的特性，以提供後續發展建議。 

(三)依據陂塘歷年的發展情形，藉由區位及土地利用間的轉移情形，探討地景改變對陂塘功能與

人類社會福祉的具體影響。 
 

圖 1  研究範圍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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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回顧 

(一)桃園陂塘 

本研究對象主要為桃園陂塘，臺灣早期大多以農為主，為了耕作上用水需求之問題，因此興

修水利、開鑿溝渠及挖掘陂塘，「陂」主要為農業之貯水灌溉用水池，人工築堤或開鑿而成，水

源可能來自於泉水、溪水和雨水等，無特定形狀。由此可知，儲水灌溉用之貯水池稱為「陂」，

引水灌溉的渠道謂之「圳」，因此農業灌溉用的水池即稱為「陂塘」，亦有更口語化「池塘」的

說法出現(黃千瑞，2008)。而陂塘主要是利用地形高低差築堤蓄水，即運用地形或人工開挖方式

儲存雨水，以作為灌溉或旱季所用(桃園縣綜合發展計畫，1997)，「陂塘系統」包含了灌溉水池、

魚池和維繫陂塘水源之水路，並且應考量和周邊農地環境的關聯性(許嘉琪，2007)。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2005)於「桃園縣陂圳資源系統建置暨法規制度研訂計畫」中初步將桃園

陂塘之功能分為農業生產、生態保育、調蓄淨化、文化地景、休閒遊憩、防災滯洪及其他特定目

的等7大項(中華民國景觀學會，2005)。有鑑於此，陂塘不但聯繫人們生產、生活的依存關係，亦

對於生物環境的保育有顯著效果，此外，陂塘的存在對當地地區防災也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然而陂塘往往被視為都市開發上的阻礙因素，因此本研究期望瞭解土地開發與資源保育的問題，

參考上述所提及的陂塘功能，加上過去相關研究中針對陂塘所具備的價值分析，釐清陂塘功能與

未來定位方向，將桃園陂塘功能重新整理分為下列五項(郭建志，2002；陳其澎，2003；陳柏元，

2006；許嘉琪，2007)：1.灌溉功能；2.養殖功能；3.遊憩功能；4.生態功能；5.防災功能。 

(二)土地利用變遷 

土地利用係指人類於地表上活動的表現，Clawson and Stewart(1965)將土地利用定義為「人類

在土地上從事一切與其直接相關之活動」，即土地利用指人類為特定之目的，選擇對土地資源進

行利用的方式，進而開發、改造或保育等活動，形成都市發展用地、農業用地、水利用地等各類

土地利用用途(丁志堅，2002；張文崧，2013)。 

另外，其所受到之影響因子眾多且複雜，例如經濟、政策、歷史和土地所有權等因子，這些

因子亦因時間、空間不同而有所差異，Turner II等人(1995)主張土地利用之形成，主要受到自然環

境和社會經濟驅動力的影響，於土地上進行開發行為，使得土地利用的呈現組成了地表覆蓋型

態，土地覆蓋主要指地球生物的物理狀態，土地覆蓋變遷包括生物多樣性、土壤、氣候、逕流與

水資源等，不論是全球尺度、國家尺度、區域尺度或地方尺度，土地利用變遷不斷加速地表覆蓋

變化，而地表覆蓋變遷亦影響著全球或區域的環境變遷，例如生物多樣性、氣候變遷、土壤流失

等生態系統(丁志堅，2002；張曜麟，2005)。人類於不同生態系統、社會系統、土地利用系統、

全球環境變遷等作用因子影響下，顯示出各種土地利用類型，當這些因子發生變化，加上不同空

間和時間尺度時，將改變土地利用之型態(吳振發，2006)。 

近年來，於量化及分析具時空特性之土地利用變遷研究方面，根據考量重點不同及研究方法

差異，大致可分為土地利用變遷型態度量和土地利用變遷模式建構兩類。土地利用變遷型態的度

量主要是從事土地利用變遷之研究時，研究者須先確實掌握土地利用變遷的實際狀況，藉由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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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方法取得土地利用的相關資訊，才能進一步模擬及解釋土地利用的變遷狀況；土地利用變遷

分析預測模型研究係透過模式之建立來預測及解釋土地利用變遷的情形，其研究重點在於發展空

間化之變遷度量方法，透過空間計量方法剖析土地利用變化的速率、空間分佈、型態和差異(丁志

堅，2002；張曜麟，2005；李毓真，2009；邱創彥，2012；張文崧，2013)。 

土地利用變遷受到諸多自然條件與人為活動等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而土地利用變遷理論

需將影響變遷之各驅動力間的關係加以概念化，因此本研究透過相關理論與文獻進行歸納，整理

出影響土地利用變遷之主要因素，分析這些影響因子，以作為後續研究的依據。其歸納出影響土

地利用變遷之主要因子有兩大項五種類型(張曜麟，2005；李毓真，2009；陳芮瑤，2012)： 

1.  自然環境條件-自然環境因子 

自然環境因子為影響土地利用變遷最直接的結構因子，自然環境對於各種土地利用皆存在著

不同的限制與潛力，並且決定其是否適合發展，每個地區都具有特定的自然條件，例如地形、地

質、氣候、水文、土壤、生物等，其對於土地利用之類型、發展強度有一定程度上的決定權，在

大多數的土地利用變遷研究中，皆將自然環境因子納入整合及考量。對陂塘影響最直接且劇烈之

自然環境因素即為氣候變遷因子，其中又以降雨條件最為重要，而年度最大日降雨量為氣候變遷

之重要數據，可反應當年度強降雨情形，故本研究以最大日降雨量作為氣候變遷因子之指標。 

2.  人為影響 

(1) 鄰里特性因子 

土地利用發展並非在個別區位上獨立發展，只受自身條件影響，其土地利用皆會受到鄰里條

件及附近區位的影響，其因子包含交通可及性(至城市或道路的距離等)、鄰近土地利用類別和新

產業的進駐，例如交通動線對其周圍地區土地利用的影響，或某產業進駐對其土地利用的改變，

皆影響地區發展的可能性和潛力。本研究探討桃園地區特質，瞭解陂塘周邊環境的水質變化是否

亦影響著陂塘土地之消減，並以生化需氧量作為水質變化之主要指標探討。 

(2) 計畫政策因子 

此因子包含土地利用計畫與空間發展政策兩種，前者主要係依據地區人口、產業成長、空間

結構目標、未來發展潛力，而將地區土地合理分配，並提供使用類型、類別、強度等管制內容；

後者則包含國家或區域層級政策對土地利用的影響力，特別是空間型式或經濟發展政策，例如保

育區劃設、科學工業園區設置或特定產業發展等，其將影響著土地利用變遷的型態，亦可能對土

地利用發展造成限制。本研究以桃園陂塘供水來源的石門水庫為此類別之重點，依據石門水庫及

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其提供蓄水、灌溉、發電、工業及公共給水等效能，除了生活上的需求外，亦

有助於經濟產業的發展，藉由分析其農田灌溉供給水量，瞭解石門水庫供水量之變化是否會對陂

塘土地面積造成影響。 

(3) 社會經濟因子 

社會經濟因子係指來自外在社經環境的先決條件與作用力，並不是使用者或所有者所能控

制，但其卻對土地利用之發展有所影響，土地利用與區域社會經濟存在著關聯性，各種社會經濟

因子明顯地影響土地利用的類型和區位，例如人口特性、產業結構之轉型、生活型態、都市擴張

和地區價值觀等，另外較特別的是包括技術創新與引用程度亦常被考量。其中人口於社會經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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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占有非常重要之地位，因此本研究期望透過人口發展瞭解其是否影響陂塘土地之變遷。 

(4) 基地條件因子 

基地條件因子指基地本身的屬性與特質或是所有者與使用者所能掌控的資源，並足以影響所

有者或使用者的經營決策，進而對土地利用發展及變遷有影響者，其因子包括土地面積大小、開

發面積多寡、初始土地利用方式、鄰接土地利用方式、土地形狀、鄰近道路寬度等，相較於其他

土地利用變遷因子，其基地條件因子為非不可抗力，是可以掌握與改變的驅動因子。桃園陂塘近

年來土地面積消減最大因素即為都市土地發展的改變，大多以開發土地為重點，導致陂塘面積受

到影響，因此本研究將透過建地開發與陂塘面積進行分析，其指標以都市計畫區與非都市土地之

建地開發為依據。 

近年來於土地利用變遷分析方法的研究使用工具和方法特性可分為四種，分別是運用迴歸分

析探討依變數與自變數之間的相關性，以及其相關方向與強度；Logistic迴歸則是個體機率選擇模

型，探討個體於自身效益最大化時的土地利用選擇；馬可夫鏈主要為瞭解不同時期土地利用型態

轉變之機率，透過兩時期土地轉型的機率模擬下一期土地利用變遷；階層線性迴歸可用來分析不

同層級驅動因子對土地利用變遷階層的影響關係。本研究以影響陂塘土地利用變遷因子作為研究

主要目的之一，期望藉由建立迴歸分析模式，探討變數間因果關係及關聯程度，以掌握陂塘與土

地利用變遷因子間的影響，瞭解陂塘土地利用變遷之現象。 

三、 評估模式之建立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陂塘變遷因子特性對陂塘土地利用變遷之影響，因此先透過文獻回

顧歸納出陂塘外部驅動因子，並運用地理資訊系統模擬桃園市陂塘分布與計算面積，最後藉由相

關分析及多元迴歸分析，探討外部驅動因子與陂塘土地利用變遷之因果關係。 



閻克勤、蔡宜穎、紀思寧：桃園市陂塘功能及土地利用變遷之研究 

200 

 

  

圖 2  研究方法操作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為瞭解陂塘外部驅動力因子對陂塘土地利用變遷之影響，本研究藉由多元迴歸模式探討影響

陂塘土地利用變遷的因素，以及變遷因子對陂塘土地之影響方向，歸納出陂塘與影響因子間的因

果關係，以利於未來陂塘保育與維護的政策或規劃手法的實施。 

(一)共線性診斷 

共線性主要係指某一自變數與其他自變數間具有高度的相關性，若變數之間有共線性問題，

將影響迴歸係數的假設，使模式參數無法完全估計出來，導致迴歸係數錯誤，因此進行多元迴歸

分析時應瞭解變數間的共線性問題。對於某一自變項與其他自變項之共線性檢驗，以容忍度

(tolerance)或變異數膨脹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作為評估。 

容忍度即為1-Ri
2，Ri

2為一自變項被其他自變項作為依變項預測時，該變項可以被解釋之比

例，Ri
2比例愈高，其容忍值愈小，表示愈有共線性的存在，容忍值一般介於0到1之間，若容忍度

為0時，代表此自變項與其他自變項幾乎為線性組合，有共線性的問題。其公式為： 

  Tolerance = 1-Ri
2 ……………………………………………(1) 

變異數膨脹因素主要是容忍度之倒數，當變異數膨脹因素值愈大，即表示自變項迴歸係數的

變異數增加，自變項容忍度小，愈有明顯共線性問題；相反地，變異數膨脹因素愈小，共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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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就愈低。一般VIF值以10作為標準，判斷共線性問題的存在與否，若超過10即代表具有共

線性問題。 

 VIF = 1/ Tolerance =1/(1-Ri
2) ……………………………………(2) 

本研究於自變數選取前，應進行所有自變數間的Pearson相關分析，以排除具有共線性問題之

自變數，並透過容忍度與變異數膨脹因素進行第二次檢驗。多元相關的平方為R-square，表示Y被

X解釋的百分比，由於多元迴歸具有數個自變項，對於依變項的解釋亦來自於各個自變項，因此

多元相關並不是指自變項與依變項間的關聯，而是說明各自變項整合後與依變項的關聯，自變項

間若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關，必須扣除自變項間共變的部分。 

(二)多元迴歸模式 

相關係數主要是顯示出變項間線性的關聯強度，迴歸分析則是運用此線性關係進行解釋和預

測，主要為統計學上用來分析變數間關係的方法，探討變數間是否存在著因果關係。假如只使用

單一自變項(X)去預測依變項(Y)，稱之為簡單迴歸分析。若為數個自變項(X1、X2、X3…)，則稱為

多元迴歸分析，兩者的區別主要在於自變數的多寡，多元迴歸其目的即是瞭解多個自變數和依變

數間的關係，以及影響的方向和程度。 

多元迴歸分析在於研究一組自變項如何能有效的解釋依變項，由於具有預測或解釋兩種不同

目的，因此多元迴歸可區分為「預測型迴歸」與「解釋型迴歸」兩類型。在預測型迴歸主要目的

是瞭解實際問題的解決或實務上應用，最常用的方法為逐步迴歸法，其運用各自變項與依變項的

相關強弱判斷哪些自變項應納入，何時納入迴歸模型；解釋型迴歸則是瞭解現象本質和理論關

係，即是探討自變項與依變項的關係，除了整體迴歸模式的解釋力外，各自變項的標準化迴歸係

數亦是非常重要，作為比較自變項的影響力，常用的方法為同時迴歸法，即將所有自變項納入迴

歸模型，透過統計分析各變項的重要性(邱皓政，2008)。 

多元迴歸模式一般公式如下： 

 Y = b0 + b1X1+b2 X2+b3 X3+……+bj Xj  ……………………………(3) 

其中，Xj 為陂塘外部驅動力因子，j =1,…,5，Y為陂塘土地面積或功能性因子，b0 代表截距，

bj 代表迴歸係數，j =1,…,5。 

在迴歸模式中，b 為帶有單位之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然而 b 值的大小隨著 X 與 Y 兩變項

單位而沒有一定範圍，因此將 b 值乘以 X 變項的標準差再除以 Y 變項的標準差，便可剔除單

位的影響，得出不具特定單位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其標準化後迴歸模式如下： 

ZY =β 1 Zx1+β 2 Zx2+β 3 Zx3+……+β j Z x j ……………………………(4) 

其中，Xj 為陂塘外部驅動力因子，j =1,…,5，Y為陂塘土地面積或功能性因子，β 1 為標準化

迴歸係數，j =1,…,5。 

根據上述公式分別為一般多元迴歸模式和標準化迴歸模式，其中Y 代表依變數，即本研究所

探討民國67年至民國101年間陂塘土地利用面積變遷情形，Xj 為自變數，即可能影響陂塘土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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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變遷之外部驅動力因子。 

(三)多元迴歸模式估計與適合度 

根據前述所建立之方程式，在探討各變數間關係時，須先檢討存在於各變數中的係數關係，

一般係數估算可運用統計資料分析校估或透過研究實證運算來推估。所謂最小平方法係指 X 與 

Y 的關係分布於一個區域內，但無法以一條直線表示，即未達完全相關時，因此必須透過人為方

式找出具有代表性直線，且通過兩變項的平均值，並且讓每個資料點至此直線平行於 Y 軸之距

離平方和為最小。而將 X 值帶入模式時，可得知對 Y 變項的預測值 Y’，而 Y 與 Y’兩者的差

值即稱為殘差，代表迴歸模式無法準確預測的誤差(邱皓政，2008)，最小平方和便是將殘差的平

方和最小化之方法，以得到自變項參數最佳估計值。其公式如下： 

MinΣ(Y -Y’)
2
 ……………………………………………(5) 

其中，Y為陂塘土地面積。 

根據資料建立迴歸模式後，應檢定其整體模式與資料之相符度，即適合度檢定，其最普遍的

適配度檢定為 R平方(R-square)，又稱為決定係數，此R2為迴歸可解釋變異量比，代表以自變數去

預測依變數時的預測解釋力大小，即依變數被自變數所消減之誤差百分比，R2亦反應出由自變數

與依變數所形成的線性迴歸模式適配度(陳芮瑤，2012)。R平方介於0到1之間，R平方值愈大，代

表對迴歸模式解釋力愈高，其適合度亦愈強；相反地，R平方值愈小，解釋能力就愈低，其適合

度亦愈弱。當R2為0時，代表自變數與依變數間無線性關係，其估計的迴歸模式無法作為預測；

若R2為1，代表自變數和依變數間具有線性關係。 

R平方也可以評估整體迴歸模式的解釋力，然而R2無法反應出模式的複雜性，迴歸分析中假

如自變數有多個，應以調整後之R平方值取代原有R平方，因為不斷地增加自變項，雖可能會提高

模式的解釋力，但將導致模式中無關的自變項過多，失去其簡效性(邱皓政，2008)。因此運用調

整後R2，可反應出因自變項數目變動的簡效性損失影響，亦可避免膨脹。其公式如下： 

 adjR2 = 1- (SSε / dfε) / (SSt / dft) =1-﹝SSε / (N-p-1)﹞/﹝SSt / (N-1)﹞ ……………………(6) 

其中，SSε 為殘差平方和，SSt 為全體平方和，df ε 為誤差自由度，df t 為全體自由度。 

從公式得知當自變數愈多，其 adjR2 就愈小。此外，以樣本統計量所導出之R平方值評估整

體模式的解釋能力，進一步推論至母體時，其樣本數愈少時，自變項數目對於R2估計影響愈大，

易產生高估現象，膨脹效果明顯，因此須採用調整後 R2來描述模式解釋力；若樣本數愈大，其膨

脹現象較小，R2與調整後 R2趨近為無差異。故於多元迴歸分析時，應考量模型簡效性的調整後R2

來反應模式的解釋力，才能具備正確的模式意義解讀。 

根據上述討論之R2基本原理為變異數，因此可藉由F檢定進行迴歸模式的變異數分析檢定，來

檢視迴歸模式是否具有統計上的意義，其研究假設為「迴歸可解釋變異量比不同於0」，虛無假

設則為「迴歸可解釋變異量比等於0」。 

 F(p,N-p-1) = (SSr / df r) / (SSε / df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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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Sε 為殘差平方和，SSr 為迴歸平方和，dfε 為誤差自由度，df r 為迴歸自由度。 

迴歸分析透過 R2 瞭解整體迴歸模式的解釋力與預期效果後，接著應檢視各個別的迴歸係

數，以說明自變數對依變數的解釋力，此方面可藉由T檢定值與顯著性檢視每個自變數的迴歸係

數，其虛無假設為「接受迴歸係數等於0」，當某一自變數之係數達顯著水準，代表此自變數對

依變數具有解釋能力與影響力。其公式如下： 

t = b/sb …………………………………………(8) 

其中sb 為迴歸係數標準誤。 

對於多元迴歸模式的結果，除了檢視整體迴歸模式之解釋力外，亦須檢視每個自變數是否達

顯著水準，一個迴歸模式只有一個 R2，但有多個自變項的β 係數，因此 R2 檢定顯著後，應分別

檢定該自變數之迴歸係數，以瞭解該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 

四、 桃園市陂塘土地利用變遷與影響因子分析 

本研究於探討陂塘變遷因子前，先進行桃園市陂塘土地利用變遷情形的分析，運用地理資訊

系統以及六個年度的航照圖繪製出陂塘的分布，透過歷年圖資瞭解桃園市陂塘的變遷趨勢。根據

圖中可得知桃園市於此六個年期的陂塘狀況，其明顯地呈現減少的趨勢，尤其於桃園市東北部和

西南部消減最為劇烈，目前僅剩零星的陂塘分布於此，其區位位於龜山鄉與鶯歌鎮旁，大多鄰近

新北市，推測可能係因為新北市的都市發展，進而帶動桃園市東部發展，使得陂塘土地逐漸轉型

或消失。其研究結果如下： 

  

圖 3 民國 67 年桃園市陂塘土地利用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 民國 74 年桃園市陂塘土地利用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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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民國 83 年桃園市陂塘土地利用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 民國 93 年桃園市陂塘土地利用分布圖資

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7 民國 98 年桃園市陂塘土地利用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8 民國 101 年桃園市陂塘土地利用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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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1得知民國67年陂塘面積尚有118.28公頃，但到民國101年已減少至50.62公頃，共減少

67.66公頃，其面積變遷比例高達57.20%。民國68年桃園國際機場建設完畢開始啟用，至此桃園地

區都市建設和土地發展逐漸活絡，加上70、80年代國家建設計畫實施，開發新市鎮、建設交通運

輸系統，使得桃園市於民國60至80年土地利用產生劇烈變化，將近減少了55公頃，因此本研究將

探討陂塘的外部驅動力因子，以瞭解哪些因子導致陂塘消減。 

表 1  歷年陂塘面積表 

年份 陂塘面積(公頃) 

67 年 118.28 

73 年 93.16 

83 年 63.14 

93 年 57.62 

98 年 52.33 

101 年 50.62 

變遷值 -67.66 

變遷比例 -57.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近年來，不論國內或國外對於陂塘土地利用變遷因子的探討並不多，因此本研究透過相關土

地利用變遷之文獻回顧，歸納出五種影響土地利用變遷的因子，並且進行陂塘外部驅動力因子對

於陂塘土地利用變遷之影響研究；另外，除了找出陂塘變遷因子外，亦將探討因子與陂塘各功能

性之間的因果關係，以瞭解未來的功能價值定位。根據上述所言，本研究運用土地利用變遷方法

之一的多元迴歸模式來操作，其依變數與自變數說明如下： 

表 2 自變數綜合整理說明表 

名稱 操作定義 指標 資料來源 模式 

自然環境因子 氣候變遷 桃園最大日降雨量 氣候資料年報 與依變數進行多元迴歸

分析，找出陂塘變遷因

素，瞭解其因果關係，

以及影響程度與方向，

作為未來提出陂塘保育

之策略依據。 

社會經濟因子 人口發展 桃園市人口數 桃園縣統計要覽 

鄰里特性因子 建地開發 桃園市建地面積 桃園縣統計要覽 

基地條件因子 水質變化 南崁溪生化需氧量 環境水質監測年報 

計畫政策因子 供水來源 石門水庫供水量 水利統計年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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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自變數數據統計概述表 

 

自變項 依變項 

外部驅動力 

陂塘面積(公頃) 
桃園市

34.8046 平

方公里 

人口發展 建地開發 供水來源 氣候變遷 水質變化 

人口(人) 
都市計畫面

積(公頃) 

石門水庫供水量

(百萬立方公尺) 

最大降雨量(毫

米/日) 

南崁溪生化需

氧量(mg/L) 

67 年 170,871 2,727.35 612.87 336.00 30.0 118.28 

74 年 204,700 3,220.89 527.27 254.50 56.0 93.16 

83 年 260,680 3,227.89 314.99 121.00 60.0 63.14 

93 年 368,765 3,530.29 230.88 189.50 21.8 57.62 

98 年 401,096 3,566.90 385.93 140.50 17.9 52.33 

101 年 413,488 3,572.47 478.54 358.00 12.4 50.6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本研究歸納出之外部驅動力因子，就其探討的指標及相關統計數據，透過多元迴歸分析

瞭解各因子與陂塘土地利用變遷間的關係，首先進行各變數之基本敘述統計與相關分析，其結果

說明如下： 

(一)基本資料概述 

本研究運用敘述統計分析下列各項自變數與依變數之樣本資料，概述各變數的平均數、標準

差、最小值和最大值，以瞭解樣本數基本特性，如表四所示。另外，本研究增列各變項數據的變

動率，說明變數於民國67年至101年三十幾年間的變動情形。其中，變動幅度最劇烈的變數為建

地開發，可看出在此三十年間桃園市建地開發發展快速，都市建設發展逐漸趨於完善，帶動了人

口的發展，使得人口逐年增加。 

表 4 所有變數敘述統計分析表(67-101 年) 

變數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變動率 

氣候變遷 253.63 132.13 121.00 458.30 6.55% 

人口發展 303266.67 104944.73 170871 413488 141.99% 

水質變化 33.02 20.22 12.40 60.00 -58.67% 

建地開發 2230.01 1460.09 655.96 3572.47 444.62% 

供水來源 425.08 141.37 230.88 612.87 -21.92% 

陂塘面積 72.53 27.27 50.62 118.28 -57.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各變數相關分析 

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歸納出外部驅動力因子變數，並與陂塘土地進行相關分析，探討影響陂

塘土地最劇烈的外部驅動力因子，以作為未來陂塘發展方向的依據，其外部驅動力因子分別是自

然環境因子為氣候變遷 X1、社會經濟因子為人口發展 X2、鄰里特性因子為水質變化 X3、基地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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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因子為建地開發 X4、計畫政策因子為供水來源 X5。另外，進行迴歸模式時，以上變數有些意

義可能相接近，有共線性上之疑慮，因此本研究亦透過Pearson相關分析先進行驗證，將可能影響

結果之變數予以排除。 

表 5  Pearson 相關分析表 

 氣候變遷 人口發展 水質變化 建地開發 供水來源 陂塘面積 

氣候變遷 1 -0.365 -0.292 -0.276 0.809 0.643 

人口發展 -0.365 1 -0.707 0.973** -0.551 -0.913* 

水質變化 -0.292 -0.707 1 -0.796 0.034 0.365 

建地開發 -0.276 0.973** -0.796 1 -0.516 -0.820* 

供水來源 0.809 -0.551 0.034 -0.516 1 0.739 

陂塘面積 0.643 -0.913* 0.365 -0.820* 0.739 1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雙尾)，相關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簡單迴歸分析之操作 

根據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出自變數間的關聯度透露出共線性的問題，其中人口發展與建地開發

的相關高達0.973，顯示兩者幾乎為相同的得分趨勢，而這也將影響後續分析中的結果解釋，因此

本研究先將所有自變數與依變數進行一對一簡單迴歸分析。 

1.  人口發展與陂塘之迴歸模式 

由表6中顯示在顯著水準 α=0.05
 
之情形下呈現顯著性，人口發展對於陂塘的變遷具有高度

的解釋力，整體 R2 高達0.83，代表人口發展變數可解釋陂塘變遷之83.3%的變異量，具有統計上

的意義。 

表 6 人口發展與陂塘模式摘要表 

模式 R R 平方 
調過後的 R 平

方 

估計的標準

誤 

變更統計量 

R 平方改變

量 
F 改變 df1 df2 

顯著性 F

改變 

1 0.913 0.833 0.791 12.45630 0.833 19.957 1 4 0.011 

依變數 Y：陂塘土地面積，α =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表7發現，進一步對於自變數進行事後檢定，其係數估計結果顯示出人口發展與陂塘間

的模式建構，其中為避免單位的影響採用標準化Beta係數，因此人口發展對陂塘影響的模式結果

如下： 

Y = -0.913 X2 

從上述模式可得知，人口發展與陂塘呈現負向關係，顯示人口愈多，陂塘面積就愈少。而根

據人口發展和陂塘的歷年變化，本研究亦計算出兩者的變動率，其中人口變動率141.99%，呈現

成長狀態，陂塘變動率則為-57.20%，呈現遞減的情形。推測原因係由於桃園市推動生育補助政

策以及都市發展開始起步，因此人口快速增加和移入，人口的成長亦使得土地需求量增加，造成

部分閒置或失去功用的陂塘遭到掩埋，故導致陂塘的變動率呈現負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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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人口發展與陂塘迴歸模式係數表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共線性統計量 

B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分配 允差 VIF 

(常數) 144.440 16.882  8.556 0.001   

人口發展 0.000 0.000 -0.913 -4.467 0.011 1.000 1.000 

依變數 Y：陂塘土地面積，α =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建地開發與陂塘之迴歸模式 

其結果顯示與人口發展相似，建地開發對於陂塘的變遷亦具有解釋力，由表八得知整體 R2 達

0.673，代表建地開發變數可解釋陂塘變遷之67.3的變異量，其模式檢定結果也顯示迴歸效果達顯

著水準，F(1,4)=8.215，p=0.046，具有統計上的意義。 

表 8  建地開發與陂塘模式摘要表 

模式 R R平方 
調過後的R平

方 

估計的標準

誤 

變更統計量 

R平方改變

量 
F改變 df1 df2 

顯 著 性 F 改

變 

1 0.820 0.673 0.591 17.4443 0.673 8.215 1 4 0.046 

依變數 Y：陂塘土地面積，α =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進一步對於自變數進行事後檢定，如表九係數估計結果顯示，建地開發具有解釋力，其Beta

係數為-0.820，因此其迴歸之標準化方程式為：Y = -0.820 X4 

根據所建構的建地開發與陂塘之迴歸模式顯示，其呈現負向關係，表示建地開發愈多，陂塘

面積就愈少。而由歷年的建地開發可觀察出，建地開發不斷地成長當中，其原因為政府單位開始

實施都市計畫，桃園市境內即包含桃園市都市計畫、南崁地區都市計畫和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

市計畫等，帶動都市土地的發展，因此亦導致陂塘土地逐漸被轉型為其他用地。 

表 9  建地開發與陂塘迴歸模式係數表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共線性統計量 

B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分配 允差 VIF 

(常數) 106.677 13.881  7.685 0.002   

建地開發 -0.015 0.005 -0.820 -2.866 0.046 1.000 1.000 

依變數 Y：陂塘土地面積，α =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其他自變數與陂塘之迴歸模式 

除了上述人口發展和建地開發因子外，另外三項外部驅動因子供水來源、氣候變遷、水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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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亦分別與陂塘進行簡單迴歸，在解釋迴歸模式前應瞭解其是否具有顯著性，當不具有顯著性

時，代表迴歸模式不具統計的意義，即便R2值再高其模式亦無解釋力，因此由表十得知供水來源、

氣候變遷、水質變化三個自變數較無法解釋陂塘土地利用變遷之結果。 

表 10  其他自變數與陂塘模式摘要表 

自變數 氣候變遷 X1 水質變化 X3 供水來源 X5 

R平方 0.413 0.133 0.547 

調過後的R平方 0.267 -0.083 0.433 

顯著性F改變 0.168 0.476 0.093 

依變數 Y ：陂塘土地面積，α =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多元迴歸分析之操作 

上述主要是針對各外部驅動力因子與陂塘間的一對一分析，以瞭解哪些因子影響著陂塘的變

遷，然而影響陂塘的自變數不只一個，因此本研究也將透過多元迴歸模式來進行預測與解釋。 

1.  四項自變數與陂塘之迴歸模式 

本研究分別運用不同組合的自變數與陂塘進行分析，其中僅有人口發展、建地開發、供水來

源、水質變化四個自變數同時納入多元迴歸模式的情況下，呈現顯著性，F(4,1)=505.531，p=0.033，

具有解釋能力。然而，根據表十一中個別自變數進行事後檢定係數估計的結果顯示，其人口發展

與建地開發兩變項間具有共線性問題，由共線性統計量得知兩變數允差(容忍度)小、VIF大於10，

表示兩變數間有共線性之問題，將干擾模式結果，因此此迴歸模式並不適用。 

表 11 水質變化、供水來源、人口發展、建地開發與陂塘迴歸模式係數表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共線性統計量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允差 VIF 

(常數) 177.591 7.727  22.982 0.028   

人口發展 X2 0.000 0.000 -1.602 -14.188 0.045 0.039 25.785 

水質變化 X3 -0.444 0.082 -0.329 -5.431 0.116 0.135 7.435 

建地開發 X4 0.010 0.003 0.556 3.716 0.167 0.022 45.309 

供水來源 X5 0.030 0.007 0.154 4.001 0.156 0.333 3.003 

依變數 Y：陂塘土地面積，α =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三項自變數與陂塘之迴歸模式 

根據上述四變項的多元迴歸分析得知人口發展與建地開發有共線性問題，因此本研究將人口

發展和建地開發分開與其他變數組合，並且與陂塘進行三個自變數的多元迴歸模式，其模式具有

顯著性結果的變數組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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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口發展、供水來源、水質變化與陂塘 

由人口發展X2、水質變化X3、供水來源X5三個變數同時納入多元迴歸模式的情況下，其對於

陂塘的整體影響具有高度解釋力，整體R2達0.993，表示三個自變數可以解釋陂塘99.3%的變異量，

由於樣本數少且自變項多，因此建議採用調整後之R2值，其仍可達98.2%的解釋比率，其操作結

果如表12所示。 

表 12 人口發展、供水來源、水質變化與陂塘模式摘要表 

模式 R R 平方 
調過後的R平

方 

估計的標

準誤 

變更統計量 

R 平方改

變量 
F 改變 df1 df2 

顯著性 F

改變 

1 0.996 0.993 0.982 3.6888 0.993 90.390 3 2 0.011 

依變數 Y：陂塘土地面積，α =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個別自變數進行事後檢定的係數估計結果顯示，三個變數同時納入多元迴歸模式的情況

下，雖然此三變數不具共線性問題，但根據表十三顯示供水來源係數檢定未達顯著性，即指接受

b5 =0的虛無假設，因此此三變項之迴歸模式無法建立。 

表 13 人口發展、供水來源、水質變化與陂塘迴歸模式係數表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共線性統計量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允差 VIF 

(常數) 184.178 20.469  8.998 0.012   

人口發展 X2 0.000 0.000 -1.221 -9.496 0.011 0.222 4.514 

水質變化 X3 -0.675 0.145 -0.500 4.663 0.043 0.318 3.145 

供水來源 X5 0.016 0.018 0.083 0.912 0.458 0.442 2.261 

依變數 Y：陂塘土地面積，α =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氣候變遷、人口發展、水質變化與陂塘 

由氣候變遷 X1、人口發展 X2、水質變化 X3三個變數同時納入多元迴歸模式的情況下，三變

數對於陂塘土地變化亦具有解釋力，調整後之R2值仍達97.4%的解釋比率，表示三個自變數可以

解釋陂塘97.4%的變異量(如表14所示)。 

表 14 氣候變遷、人口發展、水質變化與陂塘模式摘要表 

模式 R R 平方 
調過後的 R

平方 

估計的標準

誤 

變更統計量 

R 平方改

變量 
F 改變 df1 df2 

顯著性 F

改變 

1 0.995 0.990 0.974 4.38503 0.990 63.773 3 2 0.015 

依變數 Y：陂塘土地面積，α =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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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別自變數進行事後檢定的係數估計結果，根據表十五顯示三個變數納入多元迴歸模式中

亦不具有共線性問題，然而氣候變遷的係數也未達顯著性，僅人口發展和水質變化兩個變項達顯

著水準，因此無法建立迴歸模式。 

表 15 氣候變遷、人口發展、水質變化與陂塘迴歸模式係數表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共線性統計量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允差 VIF 

(常數) 184.178 20.469  8.998 0.012   

人口發展 X2 0.000 0.000 -1.221 -9.496 0.011 0.222 4.514 

水質變化 X3 -0.675 0.145 -0.500 4.663 0.043 0.318 3.145 

供水來源 X5 0.016 0.018 0.083 0.912 0.458 0.442 2.261 

依變數 Y：陂塘土地面積，α =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兩項自變數與陂塘之迴歸模式 

根據上述三變項與陂塘的迴歸分析可發現，陂塘土地利用受到人口發展與水質變化的影響，

因此本研究將兩自變數與進行陂塘土地利用進行迴歸模式，透過迴歸模式的建構顯示其模式達顯

著性，可解釋陂塘98.3%的變異量。 

表 16 人口發展、水質變化與陂塘之迴歸模式摘要表 

模式 R R 平方 
調過後的 R

平方 

估計的標

準誤 

變更統計量 

R 平方改

變量 
F 改變 df1 df2 

顯著性 F

改變 

1 0.995 0.990 0.983 3.58397 0.990 143.197 2 3 0.001 

依變數 Y：陂塘土地面積，α =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外，在其個別係數檢定方面，兩變數也皆具有顯著性，因此可建構出陂塘的迴歸模式，其

標準化迴歸方程式如下：Y = -1.308X2 - 0.559X3 

從模式中可瞭解人口發展與水質變化同時影響著陂塘土地面積，人口與陂塘呈現負向關係，

顯示人口愈多，陂塘土地愈少；而水質與陂塘則呈現正向關係，說明水質愈差，陂塘面積便逐漸

遞減。因此當人口逐漸擴張，其對於土地需求量大增，而水質差亦會導致陂塘逐漸失去其效用，

陂塘面積將受到影響，呈現減少的狀態。 

表 17 人口發展、水質變化與陂塘之迴歸模式係數表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共線性統計量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允差 VIF 

(常數) 200.506 9.641  20.796 0.000   

人口發展 X2 0.000 0.000 -1.308 -15.741 0.001 0.500 1.999 

水質變化 X3 -0.754 0.112 -0.559 -6.732 0.007 0.500 1.999 

依變數 Y：陂塘土地面積，α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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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藉由文獻回顧、研究方法及研究分析結果，歸納整理出陂塘相關影響變遷因子，並進

一步建構迴歸因果模式以達到研究目的，運用多元迴歸分析探討陂塘外部變遷因子對陂塘土地利

用變遷之影響，以及其互動關係，以桃園市陂塘為研究範圍，希望瞭解陂塘土地利用變遷之情形，

並找出陂塘與影響因子間的影響強度與關係方向。以下就其研究結果與實證過程進行結論與建

議，以提供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一)結論 

桃園市陂塘近年來由於都市發展而逐漸消減，其早期為台灣農民重要的灌溉系統，亦是桃園

地區著名的人文地景景觀，然而受到人為開發、氣候變遷、人口劇增等因素，導致陂塘資源逐漸

流失。因此，本研究為瞭解桃園市陂塘土地利用減少問題，進行不同相關因素層面的探討，期望

找出可能影響陂塘消減之變數。 

本研究主要針對桃園市陂塘民國67年、74年、83年、93年、98年和101年這六個年度為探討

對象，瞭解桃園陂塘三十幾年間的變化情形，並且以氣候變遷、人口發展、水質變化、建地開發

與供水來源等外部驅動力因子，探討陂塘土地利用變遷的因素，歸納出導致陂塘消減的主要原因

以及陂塘轉型的方向，以作為未來提供陂塘保育政策或規劃的基礎。 

透過土地利用變遷相關理論回顧、地理資訊系統與迴歸模式的概念，本研究首先藉由GIS建

立桃園市陂塘於六個年度的分布情形，並且計算出陂塘的面積，以瞭解陂塘土地利用變遷狀況。

建立完陂塘面積後，以此為基礎與外部驅動力因子進行迴歸模式的分析，建構陂塘土地利用迴歸

模式，模擬桃園市陂塘的變化過程和未來發展方向，其研究結果概述如下： 

1.  桃園市陂塘土地利用變遷情形 

本研究藉由六個年度的航照圖資料為基礎，運用GIS地理資訊系統進行繪製，發現陂塘於近

三十年來持續的遞減當中，從民國67年的118.28公頃至民國101年的50.62公頃，已減少了將近67

公頃，變遷比例達57.20%，其中變化最為劇烈的是桃園市東北部和西南部，目前皆僅剩於零星的

陂塘分布於此。變遷時期最為劇烈的是74-83年間，其次則是67-74年間，其他時期變化劇烈的程

度分別為93-98年、83-93年以及98-101年。 

2.  陂塘土地利用變遷影響因子 

在陂塘土地利用迴歸模式中，其係數達顯著水準的變數有人口發展、建地開發與水質變化三

變數，其分別說明如下：人口發展無論於簡單迴歸或多元迴歸模式中皆呈現顯著性，其估計式係

數為負向，表示人口愈多，陂塘面積愈少，其顯示出人口的成長，會使都市活動更加活躍，也帶

動土地的需求量增加，使得陂塘面積呈現遞減的現象。 

建地開發方面則僅於簡單迴歸模式中呈現顯著，其仍對陂塘土地利用有解釋能力，根據迴歸

係數得知，其與陂塘土地利用也呈現負向，說明建地開發愈多，陂塘面積就愈少，而近年來政府

單位不斷實施都市計畫，使得都市土地開發旺盛，間接導致陂塘土地利用逐漸消失或轉型為其他

用地。 

另外，較為特別的是水質變化，其於陂塘簡單迴歸模式中未達顯著水準，但與人口發展組合

進行的陂塘多元迴歸模式中呈現顯著性，其代表於人口發展、水質變化兩變數組合下，對於陂塘

土地利用具有預測的能力，其中人口發展與陂塘呈現負向關係，水質變化與陂塘呈現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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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了當人口逐漸擴張，對於土地的需求量大增，而水質差亦會導致陂塘逐漸失去其效用，因此

陂塘面積受到影響，呈現減少的狀態。 

表 18  陂塘功能及土地利用變遷之影響因子說明表 

陂塘因子 影響顯著因子組合 影響變向關係 

土地利用 

人口發展 負向 

建地開發 負向 

人口發展、水質變化 
人口發展為負向 

水質變化為正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建議 

桃園陂塘近年來由於都市發展快速，使得陂塘土地利用持續消減當中，無論是氣候變遷、人

口發展、建地開發、水質變化或供水來源等因素，皆影響桃園市陂塘逐漸減少，人口的成長與建

地開發旺盛，促使陂塘土地利用轉型，降雨量的變化、水質下降加上供水來源的供水量改變也影

響陂塘土地利用的內部功用。透過各種外部驅動力因子探討陂塘土地利用變遷研究結果，提出以

下幾點建議： 

1.  本研究對象主要為桃園市陂塘，然而陂塘土地利用的消減是目前桃園面臨之問題，因此未來研究可

朝桃園縣不同鄉鎮市地區的陂塘使用變遷進行比較，從中瞭解陂塘之重要性與獨特性，以規劃未來陂

塘的發展方向。 

2.  在方法學上，本研究採用多元迴歸模式來瞭解陂塘變遷因子對陂塘土地利用變遷之影響，由於主要

研究方向為探討兩組數據間是否存有因果關係，因此選用多元迴歸模式。然而土地利用變遷方法另還

有階層線性模式、Logistic模型等，未來研究可以加入不同變數或不同目標作探討與比較，可使得影響

驅動力更多元化，整體的研究也更加周延。 

3.  本研究於變數相關資料與數據蒐集過程中，發現陂塘面積無完整的歷年數據資料系統，因此導致在

探討陂塘歷年土地利用變遷情形時有相對的困難度，故期望透過本研究的陂塘面積建置方法之成果，

能對相關單位於陂塘相關統計上有實質的幫助與參考。 

(三)研究限制 

1.  本研究範圍主要為桃園縣桃園市，其研究方法雖可應用於其他鄉鎮市地區，但目前研究之結論並無

法完全反映桃園縣其他地區的情況。 

2.  本研究地區航照圖圖資因受限於農林航空測量所的資料限制，因此以現可取得圖資的年份為基礎，

故研究中所分析的陂塘面積時間相隔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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