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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與數位測繪於臺北市保安林管理之應用 

陳永寬 1  詹進發 2  成晨光 3  葉堃生 4  郭家隆 5  莊永忠 5  鄧淑萍4 

摘要 

臺北市保安林成立於 1907 年，總面積約 2,349 ha，包括水源涵養保安林、土砂捍止保安林、風景

保安林三大類，負有保育水土資源與特殊景緻之功能。由於數十年間之自然環境變遷與社會經濟發展，

使得原有之保安林簿冊與圖籍資料無法反映現狀，而保安林之林況是否完整亦有待詳實之調查。本研

究以數位測繪技術調查保安林之境界、林況、地況與土地利用情形，據以繪製保安林基本圖。此外，

並彙整保安林相關圖籍資料與地籍資料，利用 GIS 軟體 ArcView 與 ArcIMS 建置保安林管理系統。研

究結果顯示以全球衛星定位儀與全測站經緯儀測繪保安林，可迅速獲取高品質之資料，配合地形圖、

地籍資料、航空照片、正射影像等圖籍資料，可供判釋與測繪違規使用之土地。地理資訊系統可供管

理、展示與分析保安林相關資料，即時提供有用之資訊，為保安林管理機關經營管理與決策之良好工

具。 

關鍵詞：保安林、數位測繪、地理資訊系統

1. 前言 

台灣之山勢陡峭，河川短而水流湍急，且因地

處歐亞大陸板塊與菲律賓海洋板塊交會地帶，地震

頻仍、地質脆弱，每遇豪雨即易導致土壤沖蝕、崩

坍，甚而發生土石流與洪氾災情，對民眾生命財產

與公共設施安全危害至鉅，如 2001 年九月之納莉

颱風與 2004 年七月的暴雨均造成水災，導致人民

生命與財產之重大損失，並對經濟發展產生衝擊。

森林具有捍止土砂與涵養水資源之功能，為維護國

土保安、保護人民生命財產與公共設施安全及提昇

生活環境品質，實有設置保安林之必要。 

依 據 國 際 自 然 及 資 源 保 育 聯 盟 (  I U C N ,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之定義，保安林乃明確區劃為具 

 

 

 

有保護功能之林地，例如保護土壤、水、公共衛生、

具有歷史價值與特殊景緻之區域，以及防止由洪

水、風害、鹽害等造成之自然災害(IUCN, 1994)。

為保育森林資源，使森林發揮其國土保安之功能，

森林法明定國有林、公有林及私有林確有必要者，

應由中央主管機關編為保安林，對於保安林之編入

或解除程序，均有所規範。行政院於 1989 年核定

保安林經營準則，將保安林依其編定目的分為十五

類，即：水害防備保安林、防風保安林、潮害防備

保安林、煙害防止保安林、水源涵養保安林、土砂

捍止保安林、飛砂防止保安林、墜石防止保安林、

防雪保安林、國防保安林、衛生保健保安林、航行

目標保安林、漁業保安林、風景保安林、自然保育

保安林。該經營準則並對於保安林之管理、造林、

撫育、保護、採伐等有詳盡之規定，為保安林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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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管理提供依據。 

保安林乃依森林具有之功能為達到特定功效

而編訂，惟編訂之後，因自然環境變遷或人為干擾

及社會環境變遷，林況、地況均隨時間日漸久遠而

有所變化，導致既有保安林圖冊資料與實際情況各

異，或已與原編入保安林之目的不符。為確實瞭解

保安林之使用現況是否與原編入目的一致，及保安

林是否維持良好之林相以發揮其功能，並清查是否

有遭濫墾、濫葬、違規使用等情形，應訂定保安林

檢訂計畫，定期實施檢訂、清查，俾擬定妥善施業

方法，以利保安林之管理與利用。 

臺北市為台灣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由於

位處臺北盆地，若遇豪雨常導致淹水的災情，因此

保安林在水土資源保育及休閒遊憩方面均有其重

要性。臺北市保安林之劃編始於 1907 年，於 1952

年另編入內湖區一處保安林，總面積約 2,349 ha，

包括水源涵養保安林、土砂捍止保安林、風景保安

林三大類，負有保育水土資源與特殊景緻之功能。

惟原始之保安林圖面資料年代已久遠，圖紙因伸

縮、破損而無法準確，又因原始測繪謬誤、地籍異

動、保安林界樁損毀、都市計畫實施等情況，致欠

缺完整確實之保安林圖籍資料，不僅造成保安林管

理上諸多不便，且可能損及人民權益。有鑑於此，

臺北市政府建設局乃積極委外辦理保安林檢訂與

清查，利用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全測

站經緯儀(total station)、數位測繪(digital mapping)

等先進科技，分四年完成保安林之境界、林況、地

況與土地利用情形之調查與測繪，據以建置保安林

圖 籍 資 料 庫 ， 並 以 地 理 資 訊 系 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軟體建置保安林管理系

統，以利保安林之經營管理，使充分發揮國土保安

之功效，期能維護公共設施、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及提昇生活環境品質(陳永寬等，1999；陳永寬等，

2001；陳永寬等，2003)。 

臺北市保安林面積廣闊，且多位於山區不易到

達之處，其中更有許多國有地、公有地、民有地混

雜的情形，使得地籍界址與林況調查頗為困難。本

文之目的為探討數位測繪技術與地理資訊系統於

臺北市保安林檢訂與管理之應用，以及監測違反保

安林設置目的之區域的可行性。 

2. 研究材料與方法 

2.1 研究地區概述 

臺北市境內保安林共計十九處，總計登錄面積

約 2,349 ha（圖面面積約 2,485 ha），包括水源涵養

保安林、土砂捍止保安林、風景保安林三大類，散

佈於北投區、士林區、中山區、內湖區、信義區、

南港區、文山區等行政區，其中以北投區內之保安

林面積最廣，多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圖 1 為臺

北市境內保安林分布圖。 

 

圖 1. 臺北市境內保安林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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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圖籍資料 

2.2.1 圖面資料 

本研究所使用之圖面資料包括：原始保安林

圖、地籍圖、地形圖，除原始保安林圖與當年地籍

圖以及部分地形圖等紙圖年代較久遠外，其餘數位

圖籍皆於近期測繪。原始保安林圖共計紙圖十九

幅，比例尺分別為 1/1,200、1/3,000、1/6,000；數

值地籍圖由臺北市政府地政處測量大隊於 2003 年

1 月測繪完成之地籍圖數值化資料轉檔；數值地形

圖由臺北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於 1997 年與 2002 年測

繪完成之 1/1,000 地形圖數值化資料轉檔，共計 59

幅。 

2.2.2 影像資料 

影像資料主要供判釋地被型與林地現況，以及

規劃測量作業之參考，包括：(1)行政院農業委員

會林務局農林航空測量所 1994 年修測之像片基本

圖，比例尺 1/5000；(2)航空照片；(3)數位正射影

像，比例尺 1/5000；(4)野外調查時以數位相機拍

攝之數位影像資料。 

2.2.3數值地形模型 (Digital 

Terrain Model, DTM) 

數值地形模型網格大小為 4m x 4m，圖檔共

5601 行、7051 列，由臺北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提供。

原始資料為文字格式，經由以 C 程式語言撰寫之

軟體轉換成 ARC/INFO GRID 網格式圖檔，DTM

主要供分析研究地區之地形、水系與集水區，以供

評估保安林是否能有效保護集水區。圖 2 所示為臺

北市北部之地形模型，圖中顯示保安林多位於山

區，地形頗為崎嶇。 
 
 
 
 
 

圖 2. 臺北市北部之數值地形模型 

2.2.4 坐標資料 

為提供高精度之基本控制點資料以供各界所

需，以及提高地籍測量及其他測量之精度與品質，

內政部成立了衛星測量中心，致力於建構陸域、海

域一致的現代化完整基本控制測量系統，提供各級

政府施政應用 (內政部地政司衛星測量中心，

2004)。本研究使用內政部衛星測量中心提供之衛

星追蹤站資料與一、二等衛星控制點點位坐標，以

及由臺北市測量大隊與內政部土地測量局提供之

精幹點與三等衛星控制點點位坐標。 

2.2.5 簿冊資料 

原始簿冊登載資料年代久遠，本研究主要以莊

治宗(1989)整理後之保安林原始台帳資料與最新

地籍資料為根據，參照保安林圖，整理出保安林範

圍內地籍資料，含區段、地號、地目、面積、管理

機關、所有權人地址等資料。 

 
 
 
 
 



航測及遙測學刊  第十卷  第四期  民國 94 年 12 月 396

2.3 研究器材 

2.3.1 測量儀器 

由於臺北市保安林常與其他公有地或民有地

比鄰相接，為避免損及人民權益，測量作業需力求

精確。保安林境界樁測設、標準地中心點位測量、

違規使用或佔用地概查等，均以精密之測量儀器施

測，並以數位相機攝影存證，以方便日後尋找。本

研究採用下列三類測量儀器：(1)公分級雙頻 GPS- 

RTK 衛星定位儀；(2)一秒讀全測站經緯儀；(3)多

功能雷射測量儀。 

2.3.2 記錄器材 

記錄器材使用時機包括檢訂前規劃、現場踏

勘、界址點臨時界樁測設、違規使用概查等，本研

究採數位影像與文字敘述並載存證，使用之器材包

括：數位相機、航空照片與正射影像、筆記型電腦

與 掌 上 型 數 位 助 理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PDA)。 

2.3.3 電腦軟硬體設備 

電腦硬體包括：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PDA、

大型繪圖機、數化板(digitizer)與彩色雷射印表機，

供資料輸入、處理、分析，以及成果圖之輸出。軟

體則包括：電腦輔助繪圖軟體(Microstation)、地理

資訊系統軟體(ArcGIS, ArcView, ArcIMS)，以及軟

體與資料庫發展工具 Microsoft Visual Basic、

Microsoft SQL Server 等。 

2.4 研究方法 

2.4.1 圖籍資料整理 

由於既有圖面資料形式、比例尺、坐標系統、

精度與資料格式不盡相同，需將紙圖數位化，並將

數值圖資轉換為相同之坐標系統，方能彼此套疊及

供後續分析使用(陳永寬等，2000)。原始圖籍資料

整理工作含原始台帳整理、原始圖冊清繪與數化、

地籍圖轉檔與圖層建立、圖層修整與訂正等，整理

完成即可套繪製作檢訂前保安林基本圖，做為外業

工作之基礎。 

為提高地形圖、地籍圖之圖檔轉換工作的效

率 ， 以 及 避 免 人 工 作 業 之 失 誤 ， 本 研 究 利 用

Microstation 程 式 發 展 語 言 MDL (Microstation 

Development Language)、C 程式語言、ARC/INFO

巨集語言 AML (Arc Macro Language)撰寫圖檔轉

換軟體，以及資料格式轉換軟體，用於將地政處提

供之地籍資料匯入 GIS 屬性資料表，所有圖籍資

料 均 轉 換 成 ArcGIS 之 空 間 資 料 庫 (Spatial 

Database)。 

2.4.2保安林境界點測設 

2.4.2.1 測量精度要求 

傳統上林地測量要求之精度並不高，由於臺北

市保安林有許多與民有地相鄰的情形，為避免影響

民眾之權益，本研究之測量作業採用較高之精度標

準，在保安林境界點測設之平面位置誤差在正負

30cm 以內，最大誤差不超過正負 45cm。為達到此

精度要求，乃採用公分級雙頻 GPS- RTK 衛星定位

儀與一秒讀全測站經緯儀施測。 

2.4.2.2繪製保安林基本圖 

由於原始保安林圖年代久遠，其精度不符現今

之製圖標準，因此在施測之前首先需整理保安林基

本圖，以確認保安林之境界。本研究以衛星影像、

航空照片、正射影像、像片基本圖、地形圖、地籍

圖等為參考圖資，與原始保安林圖比較，再經過一

系列的地籍資料查核、數位化、地圖編修、影像對

位，以及幾何與坐標轉換處理，產生新的數值保安

林基本圖。經過此一處理，除有少部分保安林未涵

蓋完整地籍坵塊之外，所有保安林之境界點均與地

籍圖吻合，此境界點位坐標即可供境界點測設作業

使用。 

2.4.2.3測量作業程序 

除了內政部衛星測量中心與臺北市測量大隊

提供之控制點資料外，本研究另以 GPS 與全測站

經緯儀做控制點測量，測量作業程序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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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關資料準備 

以衛星影像、航空照片、數位正射影像、

像片基本圖、地形圖等瞭解全貌，整理繪製數

值保安林圖，並將其套繪於臺北市 1/1,000 地

形圖上，完成保安林地形圖。 

(2) 測區踏勘 

先於保安林地形圖上尋找舊有控制點、規

劃擬增補控制點、選擇關鍵性界址點、安排為

林況調查所需之標準地的分布，概略描繪違規

使用地或佔用地，標示外業交通動線等。然後

攜圖至現場進行踏勘，通觀地形、地物、地況、

植被、土壤概況，查核調繪註記之，做為外業

檢訂工作依據。 

(3) 既有控制點檢測 

保安林境界、林況、地況檢訂調查使用之

控制點，盡量採用現有地籍重測控制點、圖根

點以及各等級衛星控制點。 

(4) 控制點增補 

若施測地區並無分布良好之足夠控制點

可用時，則加密測量予以補足之。增補方法係

以現存各類控制點為框架，使用公分級雙頻

GPS 衛星定位儀靜態基線測量，配合全測站經

緯儀施測之，精度須達四等衛星控制點規範。 

(5) 增補控制點資料整理 

繪製點位略圖，並以數位相機拍攝存入數

位相片資料庫。 

(6) 儀器與相關器材資料準備 

預先將檢訂區內選定之控制點、界址點資

料，經個人電腦下載至 GPS-RTK 衛星定位儀

與全測站經緯儀，攜圖至現場施測。 

(7) 現場施測 

依測量儀器內建程式進行關鍵性保安林

界址點測設，作業方式遵照測量規範與相關儀

器操作手冊。 

(8) 點之記錄 

已測設完成之界址點設置臨時界樁，並立即使

用數位相機拍攝，儲存成數位影像格式，彙整於「臺

北市政府保安林管理系統」資料庫內。 

2.4.3保安林現況調查 

2.4.3.1林況調查 

選定足以代表保安林之林況與植生覆蓋之

0.01 ha 圓形標準地，執行林況與植生覆蓋檢訂。

每一標準地均以 GPS 衛星定位儀配合全測站經緯

儀或多功能雷射測量儀，測量記錄標準地中心之平

面坐標，方便日後尋找。標準地內以中心點為圓

心，水平半徑 5.65m 之內，胸高直徑大於 5cm 之

生立木，皆以鋁牌鋁釘標識並予編號，進行每木調

查，以輪尺測計每木胸高直徑，以測高桿、雷射測

距儀或測高儀量測樹高，現場直接鑑定樹種或採集

標本另行鑑定。此外，每一標準地內挖掘 0.5m 深

坑洞一處，採集底部土壤樣本至少 500g，攜回實

驗室分析。 

2.4.3.2 地況調查 

原始圖籍資料整理完畢後，保安林境界測量與

地況檢訂同時進行，惟境界附近之地況則等待境界

確認後始行檢訂。地況檢訂成果據以區分保安林土

地使用分類，針對違規使用地區進行概查，並提出

保安林擴編與解除準則建議。 

(1) 地況檢訂 

保安林地況檢訂主要以航空照片、數位正

射影像、像片基本圖、檢訂前保安林基本圖為

依據，資料不足或難以判釋之處則至現場調

繪。本研究將保安林地況區分為十三類：道路

或人為裸地（停車場、廣場）、房屋、田地或

菜園、果園、檳榔園、草地（非天然）、苗圃、

墓地、草原（含五節芒）、竹（含箭竹）、樹林、

水體或溝渠、天然裸露地（含崩塌地）。 

(2) 違規使用現況概查 

「違規地」係泛指「在保安林範圍內之土

地，其使用現況為非林業使用者」。本研究將

臺北市轄區內所有十九筆保安林之非林業使

用現況再予詳細檢討，區分為二類，其一為非

林業使用之現況位於「林」地目者，其二為非

林業使用之現況位於「公」、「道」、「建」、「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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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等非「林」地目者。前者即所謂的「實

質違規地」，後者如無害於水源涵養、景觀維

護、土砂捍止之顧慮者，在本研究暫以「待檢

討違規地」稱之。 

2.4.4保安林管理系統 

本 研 究 使 用 ARC/INFO 、 ArcView 、

MicroStation 等軟體處理空間圖籍資料及屬性資

料，以建置保安林地理資料庫，並以 Microsoft 

Visual Basic 建構單機版「臺北市政府保安林管理

系統」，供管理者更新維護保安林資料庫。此外，

並結合網頁設計、網站伺服器發展工具、網際地理

圖資伺服系統 ArcIMS，研發網際地理資訊系統

(web-bas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WebGIS)，即網路版「臺北市政府保安林管理系

統」，供使用者透過網際網路查詢保安林相關資

訊。此系統之主要目的為提供保安林管理機關一快

速查詢保安林相關資訊的有力工具，使管理者得以

更有效的管理保安林，一般民眾則可透過 WebGIS

瞭解保安林之現況，期能增進民眾對於環境保育之

認識。 

為便於管理相關屬性資料，以 Microsoft Visual 

Basic 撰寫屬性資料管理軟體，透過 ODBC (Open 

DataBase Connectivity)提供 GIS 軟體交互查詢空間

與屬性資料，單機板與網路版之保安林管理系統架

構如圖 3 與圖 4 所示。本研究中所使用之資料轉換

軟體，以及資料庫維護系統、圖形資料查詢系統、

WebGIS 系統等，均為研究團隊自行開發。 

3. 結果與討論 

3.1 更新保安林基本圖 

Dale and McLaughlin (1988)認為若無關於資

源(resource)與環境(environment)之狀況的精確與

最新的資訊，一個國家的政府與人民將無法對於土

地與自然資源做最好的利用，或防止其遭受誤用。

欲使保安林發揮其功能，需充分了解保安林之狀

況，以便擬定合宜之經營管理措施。 

本研究產生新的數值保安林基本圖以反映保

安林之現狀，保安林界址均經過仔細查核，以確保

其境界與地籍圖相符。檢訂後保安林之面積由原來

的 2,349ha 增加為 2,539ha，其面積差異主要因行

政界線調整所致。圖 5 與圖 6 分別顯示士林、北投

區域保安林在檢訂前與檢訂後之範圍，兩者之範圍

有明顯之差異，其原因乃為臺北縣、市界調整，使

部分地籍權屬產生異動，為維持地籍之完整性，乃

調整保安林之境界。 

3.2調查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 GPS-RTK 測量控制點，由於研究地

點位於山區，遮蔽情形難以避免，若 DOP (dilution 

of precision)值過高，則以全測站經緯儀測量導線，

平差計算則以 PDA 及筆記型電腦即時解算，以爭

取時效性。由於測量作業過程均採數位化，資料解

算與圖形繪製均可透過軟體迅速完成，此種作業模

式在本研究中不論工作效率或測量精度，均有良好

之表現。 

所有控制點與境界點除量測其坐標之外，並以

數位相機拍照及詳加記錄，點位坐標及記錄資料均

透過軟體轉換成 ARC/INFO 圖檔與屬性資料表。

數位影像透過熱連結(hot-link)與點圖徵連結，可利

用 ArcView 顯示點圖徵之影像，在資料查詢、分

析方面均很方便，若需於野外找尋坐標點，數位影

像更提供極有價值之參考資訊。惟 ArcView 每一

圖徵僅能連結一個影像檔，且僅能顯示影像。本研

究以 ArcView Avenue 撰寫軟體，可於執行 hot-link

時動態產生網頁，將與點圖徵相關之屬性資料與所

有影像以網頁方式呈現，並自動啟動網頁瀏覽器供

使用者瀏覽網頁，操作更加方便，且能顯示所有與

點圖徵相關之資訊。 

標準地之調查資料包括樣木資料、樣區中心位

置與土壤性質，標準地資料亦透過軟體建置 GIS

圖檔，對於林況之瞭解有很大的助益。此外，標準

地透過 GPS 衛星定位儀與全測站經緯儀精確定

位，可供作為未來持續監測保安林之永久樣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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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而言，臺北市保安林除少數區域發現有不當土地

利用情形外，其餘地區大致保持良好林況。 

本研究並建立多種圖形資料，包括：土地利用

型圖、控制點圖、道路圖、水系圖、等高線圖等，

所有圖檔均為可供 ARC/INFO 及 ArcView 使用之向

量圖(coverage)或網格式(grid)圖層。 

 
 

圖 3. 保安林管理系統架構圖 
 

 

 

圖 4. 臺北市保安林網際地理資訊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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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檢訂前保安林圖(士林、北投區域) 

 

 

 

 

 

圖 6. 檢訂後保安林圖(士林、北投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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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地況檢訂與違規使用概   

查成果 

本研究將地況分成十三種地被型進行判釋調

繪，為便於分析土地使用現況，將前述十三種地被

型歸納為五地類，分別為林地類（草原、竹、樹林、

水體或溝渠、天然裸露地）、裸地類（道路或人為

裸地、非天然草地）、建地類（房屋、苗圃、墓地）、

果園類（果園、檳榔園），及田地類（田地或菜園），

圖 7 為部分保安林之地況圖。 

違規使用概查成果顯示，全程四年度臺北市保

安林檢訂後之總面積為 2,539.2470 ha，其中「實質

違規地」總面積為 172.7891 ha (佔檢訂後總面積之

比率為 6.80%)，「待檢討違規地」總面積為 55.5787 

ha (佔檢訂後總面積之比率為 2.19%)，二者合計，

非林業使用現況之保安林地面積為 228.3678 ha 

(佔檢訂後總面積之比率為 8.99%)。 

在地況與違規使用調查方面，正射影像與航空

照片提供相當良好之參考資料，節省大量人力與時

間。 

 

圖 7. 部分保安林地況圖 

3.4保安林管理系統 

地籍資料提供有關保安林土地權屬的詳細文

字資料，保安林空間資料庫則由多種主題圖層與相

關屬性資料所組成。單機版主要供管理者管理與維

護保安林圖籍資料之使用，圖形展示與空間資料查

詢、分析均透過 ArcView 為之，本研究以 ArcView 

Avenue 撰寫軟體將使用者介面改成更適合使用者

之操作。地籍資料維護系統以 Microsoft Visual 

Basic 撰寫，提供簡便之使用者介面，經由 ODBC

可輕易與 GIS 空間資料庫結合，因此可於 ArcView

中交互查詢圖形與地籍資料。圖 8 為地籍資料維護

系統使用者介面，圖 9 為保安林圖形資料查詢系統

使用者介面。 

本研究亦利用 ArcIMS 建置一 WebGIS 系統，

提供民眾與管理機關透過網際網路查詢保安林資

訊之功能，圖 10 為臺北市保安林 WebGIS 使用者

介面。使用者可透過一般網際網路瀏覽器如 IE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查 詢 保 安 林 相 關 資

訊，不需購置昂貴之 GIS 軟體，使用上亦較為方

便，不需經過冗長之訓練，以熟悉 GIS 軟體之操

作。因此在系統建置、部署、人員訓練與使用上，

均可節省大量經費。 

圖 8. 地籍資料維護系統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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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保安林圖籍查詢系統使用者介面 

圖 10. 保安林 WebGIS 使用者介面 

4. 結論 

本研究之目的為利用地理資訊系統與數位測

繪技術管理保安林，綜合研究成果可獲得以下結

論： 

1. 保安林可保護水土資源與環境，以避免自然

災害造成重大衝擊。精確的資源資訊乃管理

保安林之基礎，數位測繪技術具有迅速獲取

高精度空間資料之優點，且資料能輕易匯入

地理資訊系統，藉由地理資訊系統之空間資

訊管理與分析功能，可提供保安林管理者極

為有力之管理工具。 

2. 以全球衛星定位儀與全測站經緯儀測繪保安

林，可迅速獲取高品質之資料，並節省測量

作業所需費用。結合地形圖、地籍資料、航

空照片、正射影像等圖籍資料，可供判釋與

測繪違規使用之土地，對於保安林現況之瞭

解頗有助益。 

3. WebGIS 提供簡便之使用者介面，在系統建

置、部署、人員訓練與使用上，均可節省大

量經費，並且可供一般民眾查詢保安林相關

資訊，有助於增進民眾對於環境保育之認

識。結合數位測繪技術與地理資訊系統，將

使吾人更有效的管理保安林，使其發揮國土

保安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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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GIS and Digital Mapping in Taipei City 

Protection Forest Management 

Yeong-Kuan Chen1  Jihn-Fa Jan2  Chen-Kuang Cheng3  Kuen-Sheng Yeh4     

Jia-Long Guo5  Yeong-Chung Chuang5  Shu-Ping Teng4 

ABSTRACT 

The protection forests of Taipei City, established in 1907 with a total area of 2,349 ha, 
consists of three categories: water resource conservation, soil protection, and scenic area protection. 
The social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had changed drastically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however, the 
maps and cadastral records of these forests were not updated accordingly. Therefore,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is needed to understand the conditions of these protection forests. In this study, digital 
mapping techniques were used to survey the boundaries, status, and land use of the protection 
forests in order to produce protection forest base maps. Moreover, a protection forest management 
system was developed using GIS software ArcView and ArcIM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GPS and 
total stations are very useful for obtaining high-quality data, and topographic maps, cadastre, aerial 
photos, and digital orthoimages can be used for mapping land use types. Being capable of managing, 
presenting, and analyzing pertinent data to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promptly, GIS is a good tool 
for decision making for protection forest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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