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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地轉用與農地交易空間關聯性之研究 

張學聖1、陳姿伶2、陳柏君3
 

摘要 

台灣過去土地政策偏向釋出農地以滿足國家經濟發展與用地需求的決策思維，造成農地轉用

情形頻仍，使得農地資源持續受到威脅。2000年農地交易限制的放寬，促進農地供非農民使用，

及開放資本進入農地市場，都市邊緣地區出現農地交易為農地轉用（開發）領先指標，土地開發

者高價收購變相鼓勵農地交易及農地所有權的持續變動，突顯轉用於非農業用途之特性。本文以

原台南縣為研究地區，研析農地交易限制放寬後之有交易且轉用農地區位特性，進而探究農地有

交易且轉用與無交易但轉用空間關聯性。研究結果顯示，農地有交易且轉用之類型包括工業或住

宅，潛在影響農地利用生產環境。且農地有交易且轉用具有空間正相關，熱點集中分佈於都市發

展邊緣地區。最後，依據雙變數空間自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農地有交易且轉用與無交易但轉用地

區具有空間聚集現象，該空間聚集現象隨著距離增加出現遞減，顯示農地有交易且轉用與無交易

但轉用地區之空間關聯存在一定距離因素。 

關鍵字：農地轉用、農地交易、雙變數空間自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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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ventional land use Policy tends to release farmland to achie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atisfy land use demand and resulted in the conversion of farmland into nonfarm uses. In 2000, 

farmland ownership has been greatly released and enterprise capital has been allowed to enter 

farmland market. Farmland transactions have become leading index of farmland use changes in 

urban fringe. Developers are often willing to pay a premium and further encourage farmland 

transactions and the frequent change on farmland ownerships. We subject data from Tainan County 

(with boundaries as recognized prior to the changes of 2011) for spatial features of farmland 

transactions and on farmland use changes to certain spatial relationship analyses after the release of 

farmland ownershi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versions of farmland use change have happened in 

study area,of whichconverted to industrial and residential uses wereresulting in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remaining surrounding farmlands.In addition, transacted farmland changed to transportation, 

nonfarm structures and public facilitiesappear to cluster together in urban fringe. Moreover, the 

results of bivariate LISA statisticshow thatthe moderately positive spatial relationship represents 

similar spatial features for both farmland use changes and farmland transactions in neighborhoods 

close to each other resulting in clustered patterns, and the clustered patterns decrease with distance 

which shows that farmland use changes values are associated with farmland transactionsunder 

certainproximity. 

Keywords: farmland transaction, farmland use change, bivariate LISA (localized indicator of spatial               

association) stat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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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農地利用受都市發展環境、社會經濟條件甚至是與個體耕作特性存在密不可分的關係，其中

政策、發展方針更是指導農地使用趨勢之關鍵，而政策影響程度又隨農業結構調整及國際農業環

境變動呈現不同集約的土地利用趨勢(Paül ＆ McKenzie, 2013；Renwick et al., 2013; Roose, et al., 

2013)。伴隨農業競爭力衰弱、農業生產環境的破壞等，致農地轉用情形普遍(Duke and Aull- Hyde, 

2002; Koomen et al., 2008; Busck et al., 2008)。事實上，偏向釋出農地以滿足國家經濟發展和國民

住宅需求的決策思維下，農地變更使用的情況仍將繼續發生(陳守泓等，2005)。 

於臺灣經濟結構顯著改變過程中，工商業發展迅速、都市人口持續增加，以及非農業部門發

展對土地需求強烈，故一再發生農地轉用為都市發展的不可逆反應(葉佳宗等，1999)。農業競爭

力在經濟產值方面相對弱勢，農地資源成為被妥協的一部分，依據統計台灣平均每年約有1.25﹪

的農地變更為非農業使用，變更中又以國家重大建設為主，特別是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交通建

設、工業區等(簡俊發，2005)。根據相關研究發現，宜蘭市1971年至2006年約20%全市面積的農

地(稻作與旱作)被轉用為建地，被開發為農舍、體育場與機關等建築使用(李俊霖、李俊鴻，2012)。 

2000年在立法院主導下放寬農地交易限制，廢止農地承購人或繼承人須具備自耕能力之規

定，容許非農民可以購買或繼承農地，「農地農有」正式變更為「農地農用」，一方面促進農地

供非農民使用，另方面開放資本進入農地市場(李承嘉等，2011)。林子欽(2008)提出農地交易為農

地轉用（開發）的領先指標，且多集中於都市邊緣地區，蔡明華(2008)發現農地交易集中於以都

市經濟為主的鄉鎮外圍及交通幹道沿線。農地價格上漲之預期心理會降低耕作意願，農業生產技

術的投入由高度使用降為低度投資，並刺激土地投機者炒作，致接近都市地區大量農地低度利用

或成呆地(Paül＆ McKenzie, 2013；簡俊發，2005)。 

過去有關農地交易與農地轉用之各別研究已有許多，並逐漸開始有研究討論農地交易與農地

轉用間之關係，但對於農地交易與農地轉用多僅為描述性圖表說明，缺乏進一步深入之空間分

析，尚無法提出確切農地交易與農地轉用空間關聯性資訊。因此，本文以原台南縣非都市土地的

一般農業區及特定農業區為研究地區，套疊農地交易地籍資料與1995年與2006年土地利用現況資

料，研析農地有交易且轉用空間區位分佈與趨勢特性。此外，本文亦運用單變數與雙變數空間自

相關分析方法配合GIS技術說明農地有交易且轉用為交通使用、建築使用、公共設施使用之空間

聚集性與無交易但轉用地區空間關聯性。 

二、農地轉用與農地交易 

土地利用變遷具有空間自相關、異質等複雜特性，過去研究常用羅吉斯迴歸 (logistic 

regression)、空間自相關迴歸(auto-logistic regression)、類神經網絡(neural networks, ANN)等方法，

嘗試從社會經濟結構、制度與自然環境適宜性，剖析不同時間、空間尺度下土地利用變遷型態與

驅動因子，如自然環境、社經環境、個體特質、鄰里特質、空間互動、基地條件等(林裕彬等，2011)，



張學聖、陳姿伶、陳柏君：台灣農地轉用與農地交易空間關聯性之研究 

170 

進而系統地歸納土地利用變遷的複雜結構(朱健銘，2010)。 

農地利用相對於其他土地利用（工業或是商業等）更受到自然與生物環境的限制。傳統農業

主導之土地利用型態，氣候、土壤等自然環境因素為農地利用關鍵因子，隨著人類農耕技術的提

升，生態系統的環境作用力影響程度逐漸降低，加以工商業發展迅速、都市人口持續增加及農業

生產的經濟價值逐年下降，基於人類利用土地之目的不同可分為多種用途，且用途間具替代性(殷

章甫，1995)，致農地轉用情形嚴重(葉佳宗等，1999)。 

農地轉用議題過去已有豐富研究與討論(陳麗紅，1977；劉小蘭，1994；朱建銘，2010)，然

而多著重於單一尺度研究分析，宏觀現象：研究臺灣整體農地變遷的作用力，忽略地方與經營者

差異的影響；微觀現象：研究農民經營農地的行為與意向，忽略總體環境改變。無論是以經濟貢

獻或以量制價之立論(馬凱，1999)，或提出農地實際農用的疑義(彭作奎、謝佑立，2008)以及轉用

趨勢、轉用區位、轉用類型等(劉小蘭、陳維斌，1999；葉佳宗等，1999；吳功顯，2007；李俊霖、

李俊鴻，2012)。 

於土地的有限供給條件下，土地利用型態自然會朝向與能夠負擔高地租、高地價的型態轉變

(林英彥，1999)。農民預期都市周圍的農地會變更為非農業使用，不僅減少對農業的投資，甚至

持有土地以享漲價之利。都市周邊地區為介於都市與鄉村之間的過度地帶，直接受到都市成長與

土地開發需求等衝擊，並間接受到市場機制的影響(王思樺、張力方，2009；Capozza and Helsley, 

1989)。是以，儘管土地依然維持農業利用，但出售時將隱含其轉用價值。 

事實上，已有研究發現所有權移轉為農地轉用之關鍵，當投機者介入農地交易市場時，農地

交易頻繁地區出現農地非農業使用情形，且多未於都市邊緣地區，潛在存有都市擴張農地轉用為

住宅或商業用途(Pyle, 1985)。且農地往往被視為都市預備地，潛在轉用利益扭曲既有農地價格機

制(林子欽，2007)，使得農地市場實際上反映農用收益的資本化價值與非農用的土地價值二項組

成分子及兩者之交互影響(Elad et al., 1994; Falk, 1991)。土地開發者往往願意給付高價取得農地，

變相鼓勵農地交易，更多農地被提供出來作為低密度的都市發展(Drozd and Johnson, 2004；Adelaja 

et al., 2011; Pendall et al., 2002)。 

承上述，都市發展壓力誘發農地交易頻繁發生，進而導致農地不可逆之轉用情形，已有研究

嘗試討論農地交易與農地轉用之關聯性，如Nelson and Schumaker (2001)利用農地交易資料中的變

數衡量農地轉用壓力，結果發現不同程度轉用壓力地區都市發展情形存在差異。Duffy and Holste 

(2005)發現土地持有者的組成持續變動，其中投資者人數的增加導致農業使用土地持續下降。本

文奠基於過去關於農地轉用研究，以及土地持有者變動與農地轉用之交互關係，嘗試分析農地有

交易且轉用空間分佈特性，進而深入探討農地有交易且轉用與無交易但轉用地區是否存在空間關

聯性。 

三、資料與研究方法 

首先將藉由敘述統計解析農地交易趨勢及空間特性，進而針對農地交易中對農地衝擊較大之

變遷使用，包括交通使用、建築使用及公共設施使用探究空間相依關係，以了解空間鄰近程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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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有交易且轉用之影響，並藉由雙變數空間自相關分析，探究農地有交易且轉用無交易但轉用

地區進行相關性分析，以解析兩變數間的空間相依性。 

(一)研究資料 

本文以原台南縣非都市土地的一般農業區及特定農業區為研究地區，農地交易資料由原台南

縣地政局提供2000年至2009年間之農地交易地籍資料。農地轉用分析奠基於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繪製之1995年與2006年國土利用現況資料的農業使用進行比較分析，並將1995年農業使用與2006

年非農業使用進行套疊，以掌握農地轉用之空間位置及面積，且奠基於過去研究：建築、交通與

公共設施使用對農地生產環境衝擊較大，是以本研究農地轉用將關注於討論農業使用轉用為建築

使用、交通使用與公共設施使用。 

(二)變數說明 

本文使用變數之涵義定義如下：農地交易指稱該筆地號之農地所有權人合法變更情形，以原

台南縣地政局提供之地籍資料為基礎進行分析，計算各地段內農地交易筆數。農地轉用指稱1995

年農業用地轉用為2006年非農業使用，其中非農業使用著重討論對農地生產環境衝擊較大之建

築、交通與公共設施使用。農地「有交易且轉用」指稱農地交易地籍資料套疊1995年農業使用與

2006年交通、建築與公共設施使用。農地「無交易但轉用」指稱排除農地交易之其餘農地套疊1995

年農業使用與2006年交通、建築與公共設施使用。本文統一採用地段為最小空間分析單元，計算

各地段「有交易且轉用」與「無交易但轉用」之面積。 

 

圖 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奠基於Tobler(1970)提出First Law of Geography：任何事件皆相關，鄰近事件相關性

愈高，應用空間自相關檢視不同屬性下空間現象在空間中的聚集或分散情形，透過區位相鄰矩陣

的建立，將空間關係加以量化，討論各空間單元的農地有交易且轉用與無交易但轉用是否與相鄰

的空間單元具有某種聚集或擴散的空間關聯，當相同性質的空間現象具有空間相依性時，表示相

鄰的地區有相互影響；反之，若空間現象與鄰近的地區差異大而遠離的地區差異小，則呈現負空

間自相關(賴進貴等，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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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s I值為找出農地交易的空間聚集特性重要指標，Moran’s I值如下式(1)所示，其中，I(d)

為在d階層下農地交易空間相關Moran’s I值；d為空間延遲下之階層關係；n為空間單位總數； 與

為農地交易單元i與j； 為所有農地交易空間單元的中間值； 為空間權重矩陣模型(本文採用二

元矩陣，相鄰者為1，反之為0)。 

…………………………………………(1) 

Moran’ sI值與空間聚集、隨機或離散的數值判定如下式(2)所示： 代表鄰接或鄰近面

具有相似特徵的聚集模式； 代表各面不具有特定相似性的隨機模式； 代表鄰接

或鄰近面具有相異特徵的分散模式。 

E(I) = - (1) ………………………………………………………………(2) 

進一步藉由空間自我相關統計之計算，將指標的空間型態分為High-High區 (高值群落周圍為

高值單元)、Low-Low區 (低值群落周圍為低值單元)、High-Low 與Low-High過渡區 (低值單元的

周圍為高值單元或高值單元的周圍為低值單元) 以及No significant 空間不相關區 (鄒克萬、黃書

偉，2007；Talen, 2005)。 

上述空間自相關乃依據鄰近關係顯現空間分佈特性，為一單變數空間自相關之分析結果。本

文嘗試應用Lee (2001)所提出之雙變量空間分析方法結合皮爾森相關系數與Moran’s I的特性，評估

鄰接區域中x值與y值的相似程度，跳脫傳統討論空間單元內x與y值的相似程度。是以，本文假設

「農地有交易且轉用與無交易但轉用間存在空間相依性」，以農地有交易且轉用佔各空間單元比

例為投入變數一，而農地無交易但轉用佔各空間單元比例為投入之變數二，藉由建構二元矩陣(相

鄰與否，相鄰者為1，反之為0)矩陣參數，計算兩變數間的Lxy值，如下式(3)所示，藉以說明兩變

數在空間中是否存在空間特性。其中，第一部分為換算系數。第二部分中，分母由x的離差與y的

離差所組成；分子中，空間單元j的x與y的離差都要先乘以j與i之空間權重 (相鄰與否，相鄰者

為1，反之為0)。 

…………………………………(3) 

四、農地交易及農地轉用空間分佈特性 

農地交易總面積共計約8,106.28公頃，研究地區約有四分之一的地段完全無農地交易情形，

且多沿東側山區分佈，可能為該單元內本身無農地之分布，抑或該單元內之農地尚無交易需求。

根據圖2農地交易比例圖，發現高農地交易面積比例多鄰近都市化較高區域，包括原台南市周邊

行政區及新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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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00 年到 2009 年農地交易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進一步分析各地段內農地交易筆數(如表1所示)，農地無交易地段共計388個地段單元；多數

地段發生農地交易筆數介於1~28筆，共計270個地段；交易筆數介於29~54筆共計73個地段單元；

交易筆數介於55~97筆共計36個地段單元；交易筆數介於98~167筆共計12個單元。根據圖3可發現

農地交易筆數較多之地段單元多位於研究地區中部以西地區，以及交易情形有密集發生於鄰近研

究地區南側高都市化地區。 

 

圖 3 農地交易筆數累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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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農地交易筆數累計表 

交易筆數 地段單元數 

無交易 388 

交易筆數 1~28 筆 270 

交易筆數 29~54 筆 73 

交易筆數 55~97 筆 36 

交易筆數 98~167 筆 12 

總計 779 

資料來源：原台南縣政府地政處，2009；本研究彙整 

本文進一步探究農地交易後農地利用情形，嘗試將農地交易與國土測繪中心1995年與2006年

土地利用現況資料疊合，以掌握發生農地交易之農地轉用情形。與1995年土地利用現況套疊發

現，農業使用為主要之土地利用情形，面積共計約7,311.05公頃，約佔所有使用的90.19%，顯示

農地交易前之使用仍以農業為主，其次為森林使用及交通使用(如表2所示)。 

表 2 農地交易 1995 年土地利用現況 

用地別 面積(公頃) 比例(%) 

農業使用 7,311.05 90.19 

森林使用 254.54 3.14 

交通使用 149.16 1.84 

水利使用 162.94 2.01 

建築使用 175.1 2.16 

公共設施使用 6.49 0.08 

遊憩使用 8.92 0.11 

礦業使用 4.86 0.06 

其他使用 34.05 0.42 

總計 8,106.28 100 

資料來源：原台南縣政府地政處，2009；國土測繪中心，1995；本研究繪製 

經與2006年土地利用現況圖套疊後發現，農業使用仍為主要使用，惟與1995年土地使用相較

短少約1,000公頃，相較之下森林使用、建築使用及其他使用有明顯之增加，森林使用共計約503.4

公頃，約佔所有使用的6.21%；建築使用共計約523.67公頃，約佔所有使用的6.46%；其他使用共

計約479.08，約佔所有使用的5.91%(如表3所示)。 

表 3 農地交易 2006 年土地利用現況 

用地別 面積(公頃) 比例(%) 

農業使用 6,379.64 78.1 

森林使用 503.4 6.21 

交通使用 106.19 1.31 

水利使用 131.32 1.62 

建築使用 523.67 6.46 

公共設施使用 11.35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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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農地交易 2006 年土地利用現況 

用地別 面積(公頃) 比例(%) 

遊憩使用 16.21 0.2 

礦業使用 4.05 0.05 

其他使用 479.08 5.91 

總計 8,106.28 100 

資料來源：原台南縣政府地政處，2009；國土測繪中心，2006；本研究繪製 

農地交易於1995年與2006年土地利用現況中，儘管多數交易後農地仍維持農業利用，惟轉用

中對環境衝擊較大之建築使用亦增加許多，且發現工業使用面積最多，共計約257.02公頃，約佔

建築使用面積的49.08%；其次則為住宅使用，共計約157.99公頃，約佔建築使用面積的30.17%；

至於其他建築使用，諸如宗教、殯葬設施等則約75.57公頃，約佔建築使用面積的14.43%；最後則

是商業使用，面積僅32.73公頃，約佔建築使用面積的6.25%。 

本文應用空間自相關分析方法並以地段為最小分析單元，研析農地有交易且轉用為交通使

用、建築使用、公共設施使用空間聚集情形。依據Moran Scatterplot結果顯示多數農地有交易且轉

用單元多聚集分佈於迴歸線附近，代表各農地有交易且轉用地段空間自相關程度與總體程度存在

一致性(如圖4所示)。進一步比較Moran’I值為0.2578與E(I)值，結果顯示Moran’I值大於E(I)：

-0.001285，顯示出農地有交易且轉用區位具有空間正相關，部分地段單元存在農地有交易且轉用

空間聚集性，且農地有交易且轉用面積熱點集中分佈於安定區、新化區、關廟區、歸仁區、仁德

區及鹽水區(如圖5所示)。 

Z

Wz

 

圖 4 農地有交易且轉用 Moran Scatterplot 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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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農地有交易且轉用空間自相關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本文欲釐清農地有交易且轉用為交通使用、建築使用、公共設施使用之空間區位特性，以下

分別與都市計畫圖、產業園區圖、交通系統圖及重要農業發展區圖套疊，以了解農地有交易且轉

用熱點分佈圖之空間區位特性：根據圖6所示，農地有交易且轉用之熱點分佈顯著鄰近南側都市

發展區附近，以及產業園區周邊亦有明顯農地有交易且轉用熱點分佈，包括南部科學園區-台南園

區、永康科技工業區等(如圖7所示)。 

 

圖 6 農地有交易且轉用熱點分佈圖套疊都市計畫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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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農地有交易且轉用熱點分佈圖套疊產業園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至於與交通建設套疊，則可發現農地有交易且轉用熱點分佈集中於國道三號南側附近(如圖8

所示)。國道三號建設工程起於1987年，且陸續逐年完成各段工程，台南地區之國道三號工程則於

2000年完工，且與本次研究之農地交易資料年期接近，故該交通建設工程可能對農地轉用有較明

顯之影響。至於重要農業發展區多位於研究地區中部以北(如圖9所示)，反觀農地有交易且轉用熱

點多集中於研究地區南側，惟部分熱點鄰近重要農業發展區，可能對農地環境產生衝擊。 

 

圖 8 農地有交易且轉用熱點分佈圖套疊交通系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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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農地有交易且轉用熱點分佈圖套疊重要農業發展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根據上述農地有交易且轉用為交通使用、建築使用、公共設施使用之空間區位特性與都市計

畫圖、產業園區、交通系統及重要農業發展區比較分析後，政策與重大建設之推動對農地產生較

具衝擊性之影響。惟農地有交易且轉用與無交易但轉用之關聯性仍存疑，故本文期運用雙變數自

相關分析探究兩者間之關聯性，以及該關聯性受空間距離產生變異之可能。 

五、雙變數空間自相關分析 

根據歷年農地交易資料與農地轉用資料，顯示農地交易市場的活絡，除可能引發農地多元使

用，亦可能促進轉用為非農業使用。且根據上階段農地有交易且轉用為交通使用、建築使用及公

共設施使用之空間自相關分析結果，顯示有空間聚集性。是以本文以下就農地有交易且轉用與無

交易但轉用作雙變數空間自相關之分析，以探究農地有交易且轉用與無交易但轉用地區空間關聯

性。 

本文首先針對農地有交易且轉用與無交易但轉用地區進行相關分析，主要用以衡量兩變數關

聯程度，且關注於變數間相互依存的強度及性質，並以Pearson相關係數討論兩變數之間的關聯。

結果顯示Pearson係數值為0.084，其值＞0，顯示農地有交易且轉用與無交易但轉用地區存在正向

相關，且在0.01的雙尾檢定之下存在顯著性。上述結果說明農地有交易且轉用與無交易但轉用地

區確實存在相互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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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一般相關分析方法之應用，僅限於討論兩個變數相關性，未能納入空間距離討論，且根

據上階段農地有交易且轉用空間自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農地有交易且轉用分佈具有空間聚集性，

是以納入空間距離討論關聯性將更具代表性，可依空間單元相鄰與否，或是空間距離之遠近予以

實證。因此，本文嘗試建立「農地有交易且轉用與無交易但轉用地區間存在空間相依性」的假說，

進行以下的實證研究。 

本文嘗試透過空間單元間的相鄰及數據的大小，依分析單元之相鄰否，作為距離矩陣考量之

因素，以建立二元矩陣。結果顯示Lxy值為0.296，Lxy＞0表示存在正向關係，代表農地有交易且

轉用與無交易但轉用地區間呈現正相關，且相鄰空間單元彼此間可能存在相互影響，故在農地有

交易且轉用與無交易但轉用地區呈現有聚集現象，且會因為分析單元之相鄰與否而造成影響。 

除此之外，本文嘗試以農地有交易且轉用地區為核心，討論其與周邊無交易但轉用之關聯程

度，以100公尺為區間(如圖10所示)，發現600公尺下之值通過檢定，且於該區間內Lxy關聯值隨距

離增加出現遞減，顯示600公尺範圍內農地有交易且轉用與無交易但轉用地區確實存在正面相

關；當距離超過600公尺，Lxy值未能通過檢定，顯示農地有交易且轉用與無交易但轉用地區之間

不存在顯著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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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農地有交易且轉用與無交易但轉用雙變數自相關距離分佈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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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因應環境條件與產業結構改變，在用地需求競合的同時，有關單位轉往放寬農地限制，以總

量管控方式釋出不適農地，並藉由農地交易將其移轉給需求者進行農業使用，原立意乃為促進農

業之多元使用。惟根據相關研究資料顯示，部分農地已轉變為非農業使用，且部分轉用行為對農

地環境可能造成不可逆之衝擊，相關之農地利用不永續現象已產生，將有賴相關單位予以重新思

考。 

本文嘗試研析農地有交易且轉用與無交易但轉用之關係，並將研究焦點著眼於2000年後農地

交易限制放寬，運用單變數與雙變數空間分析方法進行農地有交易且轉用與無交易但轉用解析及

評估綜合歸納實證分析結果，研提本研究結論如下： 

(一)套疊農地交易於1995年與2006年土地利用現況，發現農地轉用為建築使用面積最高，其中工

業使用更高達建築使用之一半，其次則轉用為住宅使用，顯示部分農地交易發生之地區已轉

用為工業或住宅等其他用途，潛在影響農地利用生產環境。 

(二)根據農地有交易且轉用為交通使用、建築使用、公共設施使用之空間自相關分析結果，Moran’I

值為0.2008，顯示出農地有交易且轉用區位具有空間正相關，且部分地段單元存在空間聚集

性。農地有交易且轉用面積熱點集中分佈於安定區、新化區、關廟區、歸仁區、仁德區及鹽

水區。 

(三)依據雙變數空間自相關分析結果，Lxy值為0. 0296，顯示農地有交易且轉用與無交易但轉用地

區間存在空間相依性，即農地有交易且轉用與無交易但轉用地區具有空間聚集現象。此外，

Lxy值600公尺下皆通過檢定且隨著距離增加出現遞減，顯示農地有交易且轉用與無交易但轉

用地區之空間關聯存在一定距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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