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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永續發展資訊系統」子計畫之主要目的係為:（1）在短、中時程上係為建置一實

用之環境資訊系統，以支援，「永續台灣的評量系統」及「永續台灣 2011」等另二子計
畫所需（2）長程而言，乃就「污染防治」、「自然保育」、「資能源善用」三面向之永續
發展課題，利用妥適之資訊工具，將散置於國內各界之有效資料加以整合，俾利學、研
界利用，進而再視相應條件而擴大未來之使用者對象。

本計畫之第二年研究成果，有以下四點值得提出：

1. 將國內有關永續發展之資料（訊）分布概況與調查結果，加以系統化，整理為「永
續臺灣資訊系統 - 詮釋資料庫」，以建立一可供資料需求者與資料之管理/供應者間
互動之資料庫系統，使資料需求者可藉此系統查詢必須且有用之資訊。更進一步可
透過此系統之連結，直接連結至http://www.stic.gov.tw遠端資料庫，擷取所需要之資
料。

2. 繼續進行各類自然生態相關環境資料庫之調查，並收集有連續資料之資料庫 78-87
年之實際資料，建立趨勢圖、分析趨勢與分析出台灣各河川流域之森林覆蓋狀況；
同時增加調查國外永續指標所需的資料項目在國內的現況。此外，繼續支援永續台
灣評量系統與台灣 2011 計畫，協助其取得工作所需之資訊。

3. 繼續進行台灣地區物質流分析系統之建構、台灣水土資源善用之研究及台灣固體廢
棄物資料庫建置之研究。物質流分析主要利用物質平衡中投入/產出的觀念，以重量
為單位建立一套可衡量台灣資能源物質使用及需求情形的指標與物質流帳。台灣水
土資源善用之研究則著重於資料收集。固體廢棄物資料庫建置仍延續上年度之工作
重點，本年度著手進行核心指標實質資料庫之建置，並由資料建置過程探討相關問
題，期使此資料庫成為可用之資訊。

4. 除各分組所撰就的研究計劃進度與成果外，本總計畫本身在其分組協調工作外所完
成幾項重要事務，包括（1）查證部份污染組資訊的正確性與可用性－以空氣污染指
標 PSI 為範例對象。（2）協助部份資源善用組的物質流數據收集、整理與演譯－以
台灣建築砂石資源為研究範例。（3）協助「台灣 2011」總計畫中部份研究之資訊提
供－淡水河與蘭陽溪流域之水資源概況及（4）智識庫之規劃、各類資料源之持續蒐
集、GIS 及 Temporal DB 之整合、資料品質管制技術之研究、資訊系統架構規劃/分
析及技術可行性評估、電子資料交換標準及介面建立之研究和未來本資訊系統委外
開發及研究成果轉移單位之各面向評估等，並為持續推動永續發展資訊系統之建
置。

關鍵字： 永續發展、詮釋資料、物質流、資料倉儲、智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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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he two objectives of this project are： (1) to build an information system to supply data
required by the other two projects, i.e. , “Sustainable Taiwan 2011”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for Taiwan” and (2)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data base categorized
into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Abatement ”,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Proper use of
Energy and Matters ” .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1. A web site http://www.stic.gov.tw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open freely to all the users.

2. Investigations have been continued on the status of na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ecosystem related databases. For those databases that accumulate data on a yearly basis,
the data accumulated in the last 10 years a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o see the trend of
change, such as the “forest cover”. We also expanded our range of investigation to
include databases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previously used by other countries
or organization.

3. The study of materials flow has been worked to collect data on metallic materials,
industrial minerals and energy resources. Other databases established include the
suspended solid in streams, sediment transport models and the % recovery of solid
waste.

4. Additionally, work besides the setup of data warehouse includes: verification of previous
PSI data (QA/QC), (2) material-flows study on construction aggregate, (3) provisions of
specific river data to Taiwan 2011’s project and (4) investigation on the framework on
KD(Knowledge Database) for sustainable Taiwan.

Keywords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Database, Materials Flow, Data Warehouse,
Knowledg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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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擬分兩部份來做總結，第一部份即是下文中各分組－污染防治、自然保育、資
訊工具及資源善用－其分組主持人所各別撰就的研究計劃進度與成果；第二部份內容則
是本總計畫本身在其分組協調工作外所完成幾項重要事務，包括（1）查證部份污染組
資訊的正確性與可用性－以空氣污染指標 PSI 為範例對象。（2）協助部份資源善用組的
物質流數據收集、整理與演譯－以台灣建築砂石資源為研究範例。（3）協助「台灣 2011」
總計畫中部份研究之資訊提供－淡水河與蘭陽溪流域之水資源概況及（4）資訊庫建庫
之部份前置作業－與國科會科資中心合作以建立詮釋資料之統一窗口。由於第一部份的
總結已承蒙廖述良教授、李玲玲教授、朱子豪教授及張慶源教授提供了各分組的進度報
告，故有關上述的第二部份內容當接隨在分組報告之後再予各別詳述。總之，環境資訊
系統及其資料庫的建立確對台灣的永續發展前程具奠基的重要意義，時值建置之初，我
們僅期盼此項工作本身也能得到持續的支助才好。

※第一部份 各分組研究總結

本計劃分為污染防治、自然保育、資能源善用及資訊工具等四個面向組來執行，每
個面向組下再分別提出相關的子計劃，分工架構如下：「污染防治組」由廖述良教授負
責領導召集與控制該面向下各個子計劃工作進度；「自然保育組」由李玲玲教授負責領
導執行、召集與控制該面向下子計劃工作進度；「資能源善用組」第二年起由張慶源教
授負責領導召集與控制該面向下各個子計劃工作進度，並賡續第一年之規劃基礎與工作
成果；「資訊工具組」由朱子豪教授負責領導執行、召集與控制該面向下的子計劃工作
進度。各組召集人負責其面向下各個子計劃之領導召集、工作進度控制及與其他各面向
組間的橫向溝通，而計劃主持人於幼華教授則負責各面向計劃縱向與橫向整合的領導與
協調溝通。以下將分節說明各組之研究方法與步驟。

地下水、湖泊水庫
與非點源

  永續發展
  資訊系統

   主持人:
    於幼華
    教 授

    資能源善用組

 共同主持人:  張慶源
              教 授

     資訊工具組

 共同主持人: 朱子豪
             教 授

水環境領域

空氣環境

土壤重金屬

固體廢棄物

河川逕流與海域 植物

網頁編輯

流域土地利用

棲地與生態

動物

地理資訊系統

管理資訊系統

協同主持人:
李崇德 教授
林果慶 教授
余瑞芳 教授

     污染防治組

 共同主持人: 廖述良
             教 授

     自然保育組

 共同主持人: 李玲玲
             教 授

協同主持人:
童慶斌  教授
李育明 教授
闕蓓德 教授

協同主持人:

蔣志堅 教授

協同主持人:
邱祈榮 教授

趙榮台 研究員

物質流

圖 1 第二年工作分工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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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與步驟

§污染防治組

永續發展之本質在追求經濟繁榮、環境保育及公平性之平衡點及交點，為目前許多
國家在經濟發展與環境規劃之指導原則。而政府在擬定永續發展政策之決策過程及永續
發展指標之評價與評量，均需以大量之環境資訊為決策之支援系統，因此環境資訊系統
之建立實為推行永續發展最基礎且重要之工作。雖然政府各單位均積極發展資料庫或資
訊系統，然目前國內之環境資料在量與質、供需共享、資料處理上仍有若干問題。由於
電腦科技及資訊網路之快速發展，在環境資訊系統建置所需之軟硬體（如功能日益強大
之PC及地理資訊系統等）易於獲取，訊息溝通管道日益暢通。再者，經由各單位長期
監測調查之資料，也初具規模，這些資料實應加以妥善儲存，並善用於改善環境品質與
永續發展上。資料之價值在於被使用，以產生有用之資訊，因此資料之流通性十分重要，
目前於網路上可獲取之環境資料仍十分有限，雖然各單位均積極建立資訊系統，然在系
統之完整性上宜有完善之規劃及建置之時程上應儘速。建立臺灣地區完整性之環境資料
（訊）系統是十分急迫且需求的重要工作。尤其，首要之工作為建立一可供資料需求者
與資料之管理/供應者間互動之資料庫系統，使資料需求者可藉此系統查詢所需之資料
在何處、其時間與空間廣度與單位、資料之品質、資料之獲取方式等。更進一步，可透
過此系統之連結，可直接連結至遠端資料庫，並直接擷取所需要之資料，或透過系統提
出資料需求之訊息給資料管理者，資料管理者在藉其他管道提供需求者所需之資料。前
者有關於提供描述資料之來源、特性、品質等功能可藉由系統之詮釋資料（Metadata）
提供，而後者可藉發展網路資料庫（Web Database）達成。本文介紹針對目前存於國內
之有關於永續發展之資料分佈概況調查，所得之資料（訊）加以系統化整理作後發展為
符合上述功能之「永續臺灣資訊系統 - 詮釋資料庫」。目前系統之連結可透過國科會科
資 中 心 之 STICWeb 科 技 資 訊 網  http://www.stic.gov.tw 連 結 或 直 接 連 結 至
http://emsa0.ev.edu.tw/edsen/。

「詮釋資料內涵」簡單的說，詮釋資料（Metadata）可解釋為「有關於資料之資料」
（Data about data），他本身是一種資料，用來提供資料需求者對資料之說明。資料使用
者在蒐集及使用資料時，常對資料本身之定義、範圍、品質等會產生疑義，因此資料提
供者若能同時提供一份描述或詮釋此資料之資訊，將對資料之使用者有相當大之助益。
詮釋資料基本上至少扮演兩個角色：

l 提供資料使用者對資料之了解相關資訊：這類資料包括資料之格式、對應之空
間與時間單位；資料提供之單位、方式、限制；資料之品質、特性等。

l 提供資料之查詢功能：這類資料包括資料主題與內容、資料之時間與空間範圍、
資料之關鍵詞⋯.等。

由於資訊網路的發展，引起各領域積極發展適合其領域資源描述的Metadata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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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描述檔案完整詳細記錄的EAD，適合大量網路電子資源組織的Dublin Core外，適合
電子文件編碼的TEI(Text Encoding Initiative)、專為博物館資訊交換的CIMI(Consortium
for the Interchange of Museum)、政府資訊的GILS(Government Information Locator Service)
與地理資訊的CSDGM(Content Standards for Digital Geospatial Metadata)等，皆已發展為
該領域的國際標準格式。

上述之Metadata標準項目大都相當龐大，對資料管理者而言，建置上壓力相對較
大。另一方面環境領域所含之資料範圍廣泛，且各環境領域之資料各有其特性，資料儲
存之格式亦不同（一般資料庫、文字報告、GIS），因此要建立一具完整性且適合所有
環境領域資料之Metadata十分困難，因此本研究建立一較為精簡之Metadata，其主要內
函如下：

本系統之 Metadata 共分為七類別共 58 項次，分別為

¾資料(庫)基本資訊（7項）  ¾資料(庫)主要資訊（15項）

¾資料(庫)生產資訊（11項） ¾資料品質資訊（8項）

¾資料之備註說明（1項）   ¾資料取得與使用資訊（9項）

¾詮釋資料者資訊（7項）

§自然保育組

永續發展資訊系統－自然保育組計畫之短中期目標在協助建立永續發展指標評
選、評量、評價之資訊系統，長期目標則在協助規劃、建立永續發展之基礎資料庫，以
提供國內規劃永續發展之相關環境資料。其中永續評量系統相關指標之資料收集與分析
工作已告一段落，本組本年之工作包括(一)繼續進行其他各類非指標自然生態相關環境
資料庫之調查，並依 metadata 格式整理下列調查結果：包括資料內容、格式、正確性
或有無經過確認、流通性，是否足夠支援永續發展評量系統之指標等。對於有連續資料
之資料庫，收集民國 78-87 年之實際資料，以建立民國 78-87 年間趨勢圖、分析趨勢與
資料內容之品質，並對後續資料之更新或建立方式提出建議。(二) 為增加環境資料庫
內資料項目的廣度，並配合評量計畫收集國外與永續相關指標所需的資料項目，以做試
算比較，本組又參考下列國外已知的指標，調查國內關於這些指標所需資料項目的現
況。(三)本組邱祈榮教授依據民國 84 年第三次台灣森林資源及土地利用調查所判釋的
航空照片樣點，套疊台灣河川流域圖，分析各河川流域之森林覆蓋狀況，以供本計畫及
其他相關計畫使用。此外，本組繼續支援永續台灣評量系統與台灣 2011 計畫，協助其
取得工作所需之資訊。

§資能源善用組

現代社會需要大量物質的流動以滿足人類直接與間接的需求；例如平均一個美國人
一天需 50 公斤的物質需求，這些物質流動將對整個自然環境有直接的衝擊。目前國內
迫切需要發展一套包羅廣泛的物質流（materials flow）架構，從自然資源對個人的輸入、
輸出和廢棄等角度進行評定和量化。物質流分析，依一般之界定，係屬環境會計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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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accounts）中實物分析（physical accounting）之一支，其內容主要就某
一經濟體或某一地區，針對其投入及產出之物質進行實質之盤查，以分析該經濟體或該
地區平均之物質投入產出概況，進而得出永續發展之相關指標。目前世界各國約有日
本、德國、荷蘭及美國業已進行相關之研究。概括而言，一個地區或經濟體其物質耗用
程度可由以下幾點評定：（1）物質消耗的總體積、（2）總體積的組成、（3）如何隨時間
改變、（4）造成變化的原因為何、（5）國外進口原始物質量、（6）大規模物質回收的情
形。因此，物質流可利用「投入產出 input-output」的觀念進行量化分析，亦即物質（資
源）的投入應該滿足能源供給、社會結構需求和民眾食物供給；污染排放（pollution
emissions）和物質剩餘（residuals）則為物質流系統之產出。台灣地區地狹人稠且天然
資源匱乏，經濟發展自有其限制，為改善發展受限及物質短缺的窘境，本研究因而初步
建構一套反應台灣物質流動的架構（如圖 2），俾利日後台灣經濟發展與環境改善能兼
籌並顧。

能源物質

建築材料

金屬物質

工礦物質

農牧產品

其他排放

固體廢棄物

廢水及水污染

空氣污染排放

剩餘及隱藏流

水資源

資源回收

圖 2 台灣地區物質流分析系統示意圖

　　水資源為人類發展中不可或缺之要素，然而土地資源直接影響水資源，此外土壤之
流失代表集水區水土保持能力下降及農業生產力之降低，其對人類發展永續性具有重大
意義，因此水土資源自當一併考量。本分組因而另以水土資源為研究重點。國內資料庫
在以往缺乏有系統之建置及維護，資料庫常常也只作為資料擁有者內部分析之用途，導
致相關研究人員一再重覆資料收集之工作，對研究發展實在是一大阻礙。永續發展指標
之建立更加仰賴資料之可利用性，因此本研究目的著重在於水土資源兩個方向進行資料
收集，本群體已有環境資料庫全球資訊網之建置，本研究著重於水資源及土地使用分類
資料分析。此外，本研究以集水區單位面積之河川懸浮輸砂量為土壤流失指標，然在政
府部門僅有懸浮含砂量，並無逐年河川輸砂量資料，因此本研究亦建立一簡單回歸分
析，推估歷年河川懸浮輸砂量。

　　本分組第三研究子題為固體廢棄物資料庫建置之第二年研究工作，延續上年度對於
國內相關資料蒐集評析、國外環境資料庫建置經驗參考、核心指標初擬、本整合型計畫



9

「評量系統」及「台灣 2011」所需資料搜尋等工作後，本年度著手進行核心指標實質
資料庫之建置，並由資料建置過程探討相關問題，期使此資料庫成為可用之資訊，並可
供學術單位進階應用為固體廢棄物清理知識。此外，本研究亦繼續提供整合型計畫中其
他子計畫資料需求，評析其評估所需資料之可及性及可用度。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1. 物質流

　　物質流帳是對應於經濟帳，以實體（physical）為基礎重量有系統地對經濟體系作
永續發展的檢測與評估，在美、日、德、荷四國人員研究中透過追蹤提煉萃取
（extraction）、生產、製造、使用、回收及最終處置（final disposal）過程找出物質秏用
的情形。另外，水資源雖然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自然資源，對一些國家而言為一種有限而
珍貴的資源，但在四國人員的研究中水資源與空氣都並未列入物質流帳加以計算。物質
之計量採用物質的乾重（dry weight）。對於前述隱藏流部份，四國人員對於這些容易被
人忽略的物質以對應投入面物質的分類，分別追蹤與估計其隱藏流，如開採一公噸的金
可能有 350,000 公噸的隱藏流。除了投入面的隱藏流估計，四國人員也發展出一項指標
－總物質需求（total material requirement, TMR）修正過去並未考慮隱藏流評估物質使用
效率的指標。TMR 的計算方式如下：

fdp HIMHDTMR +++=

其中 Dp為國內自產物質部份；Hd為國內自產物質隱藏流；IM 為國外進口物質；Hf為來
自國外的隱藏流。

　　本研究之物質流流程主要與美、日、德、荷四國委由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研究調查相同，將物質流的流程區分為四個步驟：投入（input）、產出（output）、國際
貿易（foreign trade）及在萃取過程產出的廢棄物（wastes from extraction）。物質投入部
份可分為六類（classes），分別是能源（energy）、建築礦產品（construction minerals）、
工業礦產品（industrial minerals）、金屬（metals）、林產品（forestry products）及農產品
（agriculture）。產出部份可分為五類：國內存貨（domestic stock）、大氣排放（atmospheric
emissions）、消散（dissipation）、其他廢棄物（other wastes）及回收再循環之物。貿易
則就個別商品（commodities）或商品等級（class）區分。而由工業提煉萃取過程產生
的廢棄物則包括由採礦及石油與天然氣工業而來的殘餘（residues）廢棄物。

　　在製造可供人類消費利用之產品的過程中，除了將物質從自然環境中萃取提煉得到
所需原料外，會產生額外挖掘（overburden）、細小的礦渣（gangue）及多餘的提煉廢棄
物（extractive wastes）。另外在將原料加工為半成品及製成品的過程也會產生類似之廢
棄物質。這些廢棄物質因為多半沒有經濟價值，所以並不會進入人類的經濟活動，往往
被人類所忽略；但是這些物質卻會造成環境負擔。為了方便稱呼這些過程中產生的廢棄
物質，故我們將這些容易被人忽略的物質稱之為隱藏流（hidden flows）。這個名稱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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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切表達這些容易被人忽略卻實際存在的廢棄物質，也隱含著物質流是一種流量
（flows）而非存量（stocks）的概念。

2. 水土資源－集水區土壤流失分析

　　集水區土壤流失不僅影響土壤肥沃力，流失土壤被帶入水中亦嚴重影響水質。本研
究建立一簡單回歸分析式，推估歷年河川懸浮輸砂量，並考慮集水區單位面積之河川懸
浮輸砂量為土壤流失指標。回歸分析式考慮取 logQ 與 logQC 的線性回歸方程式：

logQC = A logQ + B

回推輸砂量與流量的關係：

QC（輸砂量）= QA（流量）× 10B

3. 固體廢棄物資料庫建置研究方法

　　本年度研究範圍以建立上一年度選定之核心指標實質資料庫為主，並繼續蒐集相關
資料，以回應其他子計畫之資料需求。此外，整體資料庫發展依照初擬架構逐步進行，
即將廢棄物分為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兩大類，各類廢棄物並細分為質與量、相關計
畫、重要研究課題等要項建構。本年度研究方法與步驟包含資料蒐集分析、資料庫時間
與空間尺度評估、實質資料庫建置，以及相關子計畫資料需求分析等。

（1）資料蒐集分析：廢棄物質與量之變化與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政策、相
關計畫成果均具有高度相關性，故本研究進行資料蒐集分析為一持續性工作，同
時需探討相關研究資料與資料庫內容之關聯性，解釋資料型態等。

（2）資料庫時間與空間尺度評估：依據前一年度研究成果，固體廢棄物核心指標之「每
人每日垃圾量」資料，可以鄉鎮市為空間尺度，且有長達二十年之資料，惟資料
可靠度不甚穩定；副指標「回收率」則以縣市為空間單元，僅有八十七年度以後
之資料較為完整。然根據「台灣 2011」子計畫、國科會永續會「水土資源永續指
標建立及對策」計畫，及美國流域性指標研究（index of watershed indicators, IWI）
經驗，除全國性指標外，流域單元指標亦為評估資源永續之重要趨勢。

（3）實質資料庫建置：本研究考量所建置之資料需與空間尺度結合運用，配合地理資
訊系統作進一步查詢、分析與展示，因此以 Microsoft Office Excel 建置，俾便連
結使用。

（4）相關計畫資料需求分析：本年度繼續蒐集相關資料以供其他子計畫應用，如「台
灣 2011」提出有關淡水河流域及蘭陽溪流域之廢棄物處理資料。

§資訊工具組

本研究主要研究方法如下；
1.系統設計與調查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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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前期完成之系統，交由使用者試用，並與之溝通，瞭解其使用是否有問題
存在，並依此修改系統之設計。

2.設計資料導出功能
在 Metadata 方面，增加 Metadata 後端實體資料連接的機制，未來可持續加強
資料庫的蒐集與充實，以方便滿足多樣的查詢需求，另外再以新需求分析結果
為基礎，設計系統之新資料導出(如環境指標計算)工具、輔助資料加值之產生。

3.整合系統設計
將已有之 GIS 與 WWW 兩者整合，將資料庫中關於空間資訊呈現不足的部分，
以視覺化及互動環境的方式，建立線上 GIS 環境，提供空間查詢即屬性查詢之
複合式查詢介面。

4.修定資料類別、格式、表現方式及詮釋資料內容
對已有之資料分類。而其標準格式、表現型態、詮釋資料內容格式皆依使用狀
況加以修定。

5.充實資料庫
Meta 部分將持續收集填寫，而實體資料部分則納入現有的資料，另外將政府及
學術單位之相關資料納入以充實資料庫。

※研究進度與成果

§污染防治組

一、系統架構與關鍵字詞庫

1、資料庫架構

本資料庫建立之初期規劃發展包括環境、生態、社會及經濟四大領域資料庫為架
構。其中各領域又依其特性再分類為各個類別及分類。以環境品質與污染防治面向之資
料而言，依環境領域概分為空氣環境、水環境及土地利用與土壤等3個領域類別
（Domain/Field）。另各類別又細分為幾項分類（Catalog），共29個分類如下：

l 空氣環境：內含空氣品質、空氣污染源、氣象條件等三類別。

l 水環境：依環境受體分為河川、海洋、湖泊及地下水四領域，四個水環境領域
再細分為基本資料、水文資料、水資源資料、水質資料及污染源資料等分類。

l 土壤及土地利用環境：內含各種土地利用面積與轉換率、各種土地利用之人口
密度、各種土地利用之單位污染負荷量、土地開發利用限制、土壤品質、土壤污染
源、土壤生產力、土壤沖蝕量等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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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鍵字詞庫

為使資料之查詢更有效率，本系統初步就每個資料分類（Catalog）建立建議之資
料庫關鍵字詞庫，詮釋資料者可直接由資料登錄系統選用關鍵字詞庫，亦可直接鍵入其
他適合之關鍵字詞，這些新增之關鍵字詞將被定期評估並納入關鍵字詞庫中。

二、系統之功能

1、系統介紹

介紹系統建立之背景，說明本系統為「永續臺灣的願景與策略總計畫」三大主軸
議題中之「永續發展資訊系統」研究計畫之部份。另亦簡單介紹何謂詮釋資料及本系統
之詮釋資料內涵。亦對本系統之功能與操作做一簡單說明。

2、 詮釋資料查詢功能

因各環境領域之資料分類方式、範圍區域及關鍵字等都有差異，因此本系統各依環
境領域類別分別建其查詢界面（圖4）。查詢之比對條件選項包括(1).資料分類、(2).資料
涵蓋時間範圍、(3).資料涵蓋區域空間範圍；及(4).關鍵字等四項。查詢之選項除時間外
均可複選，並提供”AND”及”OR”之邏輯組合，而每一查詢選項亦可單獨選擇。為使查
詢者能簡便操作系統，所有查詢選項以點選為原則。

圖3 永續臺灣資訊系統 - 詮釋資料庫首頁查詢   圖4 詮釋資料庫查詢界面及選項

使用者點選/輸入查詢條件後，資料庫經比對條件後將符合之資料以簡表之方式依
次列出（如圖5），此簡表提供此筆資料之主要資訊，若使用者由此簡表即可判斷此筆資
料與其需求相符，而資料管理/供應者已將資料置入其網路資料庫中，使用者可透過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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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提供資料供應者之遠端資料庫連結網址直接進行連結，並擷取所需之資料。若無法
透過網路直接連結遠端資料庫，或資料本身仍為書面報告格式，使用者仍可由查詢獲得
之資訊，如資料管理/供應者之E-mail或電話及傳真等，並可透過這些管道進行資料之獲
取。使用者若由簡表所提供之資訊仍無法判斷此筆資料是否符合其需求，亦可由簡表中
點選詮釋資料全文，藉由詮釋資料全文中較充足之資訊再進行判斷資料是否滿足所需，
再決定是否要在進行資料庫連結或其他資料索取之程序。藉由詮釋資料所提供之較完整
之資訊，可提供使用者判斷此資料是否符合需求之正確性，將可大量降低資料蒐集者與
供應者之工作負荷，尤其在此資訊爆炸的時代，如何選擇適當合理之資訊，十分重要，
而設計適當之詮釋資料提供部份此項功能。

3、評量系統資料查詢功能

為支援「永續臺灣的願景與策略總計畫」三大主軸議題中另一「永續臺灣評量系
統」研究計畫之資料需求，本系統另就該計畫所擬定之「永續發展指標系統」之各指
標建立查詢界面（圖 6）。此查詢界面依「永續發展指標系統」之指標分類概分為環境
組、生態組、經濟組、社會組及制度組五類，當選取某一類別後，系統將表列各類之
指標及項目供查詢者勾選，選項經勾選送出後，資料庫將與內定之對應資料項目進行
比對並回應送出與前項查詢功能相同之簡表，此簡表之功能與前述之功能相同，可提
供直接連結遠端資料庫，或提供資料蒐集之資訊及詮釋資料。

圖 5 查詢系統結果簡表                        圖 6 評量系統查詢界面

 4、資料登錄與更新功能

由於環境資料範疇極廣泛且資料散佈於各政府單位及研究單位，因此廣泛且完整
蒐集此資料源及建立其詮釋資料十分困難且費時，需各資料擁有/管理單位充分配合，
為提供一快速且有效之資料源整合管道，本系統建立資料登錄與更新之界面並透過網
路提供資料登錄與更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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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提供兩種資料庫登錄及更新方式：

(1)線上資料登錄與更新：使用者若選用線上登錄與更新，為管理及維護資料庫之
安全，需經資料庫管理者之認證（目前採用進入資料庫密碼之方式），選擇登錄資料，
系統將提供一全新的登錄表。若選擇更新資料，系統將比對使用者與資料庫中詮釋資
料者，並將相符之資料以前述簡表之方式傳回，由更新者選擇欲更新之資料，另一方
面也限制使用者僅能更新自己之填入之資料，以維護資料之安全。

(2)離線資料登錄與更新：若因需登錄及更新之資料多或網路擁塞，使用者亦可選
擇下載資料庫之資料檔，於離線環境完成資料之登錄與更新後將檔案上傳給資料庫管
理者，資料庫管理者定期更新資料庫之內容。

資料登錄表中若干項次與資料庫之搜尋有關，為避免因名辭定義不同而產生搜尋
上之困擾，茲予以標準化分類與關鍵字詞庫。

5、其他功能

本系統亦提供兩個其他功能如下：(1)主題討論區：提供資料之使用者、供應者及
資料庫管理者間討論本系統及相關問題之討論管道。(2)檔案下載：提供資料使用
者、供應者下載相關表格及檔案。

§自然保育組

一、資料庫調查

本組所收集調查之環境資料項目涵蓋農、林、漁、牧、生物、自然、水陸交通、觀
光、氣象等範疇共三百餘項。已確定內容之資料項目之 metadata 已分別提供本計畫之
工具組與污染防治組，做為整合本計畫之整體環境資料庫所用。有連續資料之資料項目
民國 78-88 年間之資料，也已陸續收集，做出趨勢圖，進行趨勢分析，並請教相關學者
專家對某些資料收集方式需要改進的資料庫，或是有資料但尚未彙整或數位化資料庫，
提出更新或建立方式的建議。

二、新增調查資料項目

為增加環境資料庫內資料項目的廣度，並配合評量計畫的需求，本計畫參考收集國
外與永續相關指標所需的資料項目，調查國內關於這些指標所需資料項目的現況，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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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以嘗試試算以與他國比較，同時可增加環境資料庫的完備性。以下介紹二類目前發
展中的環境相關指標所需要的資料項目。

1. 環境脆弱指數(Environmental Vulnerability Index, EVI)之資料收集與試算

EVI 指數之內容簡介、其所使用之指標項目、以及計算方式，請參見台大全球變遷
中心「全球變遷通訊」第 25 期 52~62 頁之介紹。EVI 指數共有 57 個指標，計算所需之
資料項目涵蓋氣象、土地、農林漁牧、野生生物與其他自然資源之現況與利用程度、生
物多樣性受自然與人為干擾之程度，交通運輸，以及政策與法規的執行狀況等。本組目
前已完成及確定有資料可供計算的指標有 40 項，查詢中的指標有 9 項，無資料者 5 項，
定義不明者 3 項，近期內將可進行初步試算。EVI 之原文資料請參考：
http://www.sopac.org.fj/evi/。

2. 生態系健康度(Ecosystem health)之資料收集

由於目前許多自然生態相關之環境資料，多屬量化的資料，例如森林覆蓋度、農田
面積、保護區面積等，比較不能反應這些資源或土地利用方式的品質如何。換言之，只
從面積的資料，無法反應這些森林、農田、保護區是否都十分健康，可以充分發揮其生
態功能或永續利用之價值。因此世界各國也在積極探討，如何能用一些量測項目來評估
各類生態系的健康度。本組參考美國正在進行的生態系健康度評估方式，其中探討的生
態系包括：農地是以 31 項量測項目評估，森林 30 項，海岸與海洋 22 項等。本組也據
以調查這些量測項目所需資料項目在國內是否有應對之資料庫和其現況。生態系健康度
原文資料請參考：http://www.us-ecosystems.org/，目前此健康度評估系統仍在發展中。

三、提供永續 2011 計畫、評量計畫所需相關資料

本組繼續支援永續台灣評量系統與台灣 2011 年計畫，協助其取得工作所需之資
訊。其中評量系統中資源生態組原訂之部分指標，或因仍在建構中(例如災害敏感地、
近岸海域健康度等)，或者完全沒有資料(例如外來種危害等)，將可能暫時保留不用。台
灣 2011 年所需之生態環境資料，有許多需以流域的方式呈現，而無法直接取用大多數
以行政區域為基礎所建立的資料庫內的資料，此點亦是未來環境資料庫改善意見所需注
意的。

四、臺灣地區河川流域森林覆蓋率之探討

臺灣地區南北狹長，中央山脈橫亙其中，致使河川流短湍急，乾雨季水量分明，加



16

以人口稠密集中，對於土壤、地下水的涵養更有賴森林來維持；長久開發以來，各河川
上游的森林覆蓋率大不同以往，對於中下游居民財產安全，不啻為一大威脅，因此有必
要了解各河川流域附近土地利用的情形。依據民國 84 年第三次臺灣森林資源及土地利
用調查所判釋的航空照片樣點（調查時期從民國 79 至 82 年間，以像片基本圖上之方格
座標系統，採系統取樣，每 12.5 公頃(500*250 公尺)取一點，全省共 286925 個樣點），
套疊民國 78 年之臺灣地區河川流域圖（共畫分成 33 個流域），可以呈現出臺灣地區各
河川流域 74 種土地利用的現況，進一步再將 74 種土地利用畫分為天然林、竹林、人工
林、人工竹林、草生地、開發區、裸露地、水面八類，或進一步僅分成森林、草生地、
開發區、裸露地、水面五大類型。其結果列於圖 7。

圖 7  臺灣地區河川流域森林覆蓋率圖

高 屏 溪 流 域

濁 水 溪 流 域

烏 溪 流 域

淡 水 河 流 域

花 蓮 溪 流 域

卑 南 溪 流 域

秀 姑 巒 溪 流 域

北 港 溪 流 域

大 甲 溪 流 域

蘭 陽 溪 流 域

曾 文 溪 流 域

南 台 東 河 系 流 域

頭 前 溪 流 域

後 龍 溪 流 域

南 屏 東 河 系 流 域

朴 子 溪 流 域

太 魯 閣 河 系 流 域

桃 園 沿 海 河 系 流 域

彰 化 沿 海 河 系 流 域

東 港 溪 流 域

鹽 水 溪 流 域

高 雄 沿 海 河 系 流 域

急 水 溪 流 域

大 安 溪 流 域 南 澳 沿 海 河 系 流 域

八 掌 溪 流 域

北 海 岸 河 系 流 域

林 邊 溪 流 域

竹 南 沿 海 河 系 流 域

二 仁 溪 流 域

海 岸 山 脈 東 側 河 系 流 域

豐 濱 沿 海 河 系 流 域

頭 城 沿 海 河 系 流 域

6 0 0 6 0 K i l o m e t e r s

主 要 河 川 流 域 森 林 覆 蓋 率
6 0 - 7 5
7 5 - 8 5
8 5 - 9 0
9 0 - 9 5
9 5 - 1 0 0

N

EW

S

台 灣 主 要 河 川 流 域 森 林 覆 蓋 率



17

若單以竹、木所構成的森林覆蓋而言，以東港溪、太魯閣河系、北海岸河系為前三
名（圖 8），其森林覆蓋率均在 96%以上。曾文溪、八掌溪、頭前溪則居森林覆蓋最少
的三個流域，其森林覆蓋均在 75%以下。

但細究時，若將森林區分為天然林、天然竹林、人工林與人工竹林四大類時，可以
發現天然林比例最高的為太魯閣河系、南澳沿海河系、豐濱沿海河系其比例均在 69%
以上，其中太魯閣河系更高達 85%以上（圖 8）。北港溪、頭城沿海河系、彰化沿海河
系則居天然林比例最低的三名，其比例均在 4%以下。

圖 8  臺灣地區河川流域天然林覆蓋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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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都有，大多分布在 5-10%之間，低於 5%者，森林覆蓋率皆占九成以上，流域範圍
內墾地超過 10%者，森林覆蓋率低於 75%，初步可看出開發區比率高於 15％的流域(頭
前溪、曾文溪與二仁溪)，恐有過度開發之虞。森林覆蓋率在 75%以下者，大部分的土
地利用均轉移到草生地及開發區，對於中下游居民財產安全，不啻為一大威脅。有了詳
細的河川流域土地利用情形以及森林覆蓋比率的資訊，不僅可作為土地利用以及治山防
洪的評估指標，亦可建立有效的長期災害防治監測系統。進一步，更可縮小套疊的尺度
至一集水區的範圍，以提供更準確的評估依據。雖然本次分析使用的是將近十年前的資
料，但仍有其可參考之處，況且若能再有最近的調查資料，更可做不同期之比較，更增
其價值。

§資能源善用組

1. 金屬與工業礦產品物質流

本研究已估計出金屬與工業礦產品之物質需求。雖然台灣的資料年間與美、日、德、
荷四國不同，但是為了能方便將台灣地區歷年金屬與工業礦產品物質需求變動趨勢與四
國作比較，我們將台灣金屬與工業礦產品物質需求變動除以台灣歷年人口，與四國每人
每年金屬以及工業礦產品物質需求比較，分別如圖 9 與圖 10。由圖 9 來看，我國金屬
物質需求，在 1992 年有相當幅度增加，增加至每人 14.25 公噸，原因為來自於進口金
屬物質總需求的增加。除了 1992 年有需求高峰外，我國每人金屬物質需求在 2.68~7.72
公噸範圍。就整體趨勢而言，我國與美國相似有需求增加趨勢，但維持在較低的水準。
而在工業礦產品物質需求方面（圖 10），我國則維持在每人每年 4.34~7.84 公噸的範圍
內。物質使用強度方面，本研究擬以 TMR/GDP 加以度量，但是目前僅有台灣金屬及工
業礦產品之資料，故暫時以台灣金屬及工業礦產品物質需求除以 GDP。研究結果顯示
台灣的金屬物質使用強度在 1992 年有高峰，且歷年金屬物質使用強度皆低於各國。

圖 9 各國金屬物質需求趨勢         圖 10 各國工業礦產品物質需求趨勢

（附註：＊, □, X, ◇, △分別為美國、日本、台灣、德國、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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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源物質

　　能源不但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更與人類生活密不可分。綜合而言，台灣地區能源蘊
藏量貧乏，自產能源比率偏低，絕大部分能源仰賴進口，就能源特性而言，能源需求明
顯超出供應甚多，本研究有關能源物質之分析，因而就需求面考量能源物質之投入，並
以經濟部能源委員會發布之能源平衡表（能源委員會，2000）為主要之資料來源。後續
工作則需進行石油產品容積與重量單位換算以及能源熱值單位換算。總結而言，近年來
由於我國經濟持續成長，國民所得及生活水準不斷提高，能源消費量亦隨之增加，惟台
灣地區自產能源匱乏，百分之九十六以上之能源仰賴進口，為配合今後經濟發展的需
要，未來能源將持續增加，但能源建設受環境、土地等因素影響，推動不易，如何落實
能源穩定供應，提升能源效率，已成為眾所關切之重要課題。

3. 水土資源資料分析與探討

　　本研究根據相關資料進行整理與分析，並整理下列二十一項，可資作為檢討建立永
續發展指標體系之依據。

1.台灣地區土石流危險溪流及山坡地崩坍地統計        2.農業各使用標的面積
3.耕地面積（農委會）  4.林地面積（農委會） 5.魚塭面積（農委會、經濟部水資源局）
6.水田灌溉面積（經濟部水資源局） 7.旱作灌溉面積（經濟部水資源局）
8.塭面積（經濟部水資源局） 9.工業面積(經濟部) 10.水資源供需(台灣地區水資源)
11.農業各標的年用水量統計(經濟部水資源局) 12.工業年用水量統計(經濟部水資源局)
13.生活年用水量統計(經濟部水資源局) 14.工業單位面積用水量(經濟部水資源局)
15.農業灌溉單位面積用水量(經濟部水資源局) 16.養殖單位面積用水量 (經濟部水資源局)
17.年平均流量 (經濟部水資源局) 18.年最大洪峰量(經濟部水資源局) 19.年最枯流量(經濟部水資源局)
20.年輸砂量(經濟部水資源局)  21.年最大懸移含砂量(經濟部水資源局)

　　有關輸砂量推估方面，本研究利用台灣全省將近六十多個由經濟部水資源局所提供
的水文測站之河川流量與含砂量之原始資料，來探討河川固體懸移質推測河川上游、中
游、下游及水庫等土地沖蝕情形。利用線性迴歸方法回推輸砂量ｆ其估算結果：輸砂量
QC 與流量 Q 之迴歸關係圖顯示如圖 11。

圖 11 濁水溪彰雲橋測站 72 至 87 年 logQ-logQC 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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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固體廢棄物資料庫建置

　　本研究建立有鄉鎮尺度與縣市尺度之資料庫，其內容大致相同，鄉鎮尺度廢棄物資
料庫除核心指標（每人每日垃圾量）外，包含總人口數、清運區人口數、平均每日溝泥
清運量、平均每日垃圾清運量、總處理量、焚化處理量、衛生掩埋處理量、一般掩埋處
理量、堆肥處理量、堆置量、其他方式處理量、各階清運員工人數、各式清運車輛數、
各式掩埋機械數、垃圾清理經費、水肥清理經費、徵收規費、其他清潔規費等，縣市部
分多增加回收率及垃圾性質資料；另部分鄉鎮尺度及縣市尺度資料庫已包含處理場（廠）
現況。

　　此外為配合「台灣 2011」計畫所需，本計畫亦建立焚化爐之數量及設置容量資料；
圾掩埋場之數量、面積、capacity 及使用年限資料；行水區範圍內之垃圾場數量資料；
廢棄物資源回收量及回收比率資料；垃圾妥善處理率、垃圾中可回收資源之回收百分
比、資源回收後之垃圾焚化處理率、工業廢棄物妥善處理率、醫療廢棄物妥善處理率、
農業廢棄物妥善處理率等資料或指標。而「台北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隨袋徵收計畫」
對台北市垃圾量之影響、工業廢棄物清除處理亦有部份之探討。

§資訊工具組

以下為本期計畫之主要成果及其內容：

1. Metadata 查詢系統修整

已針對第一期之環境保護資料類型分類體系、標準格式、表現方式及詮釋資料
(Metadata)，做出一個基本的修正，在空間資訊的屬性方面增加了一些必要或選擇的基
本欄位，提供空間查詢時的參考，以及對其他已訂定之數值資料(文數字或空間資料)、
表單、文字報告、示意圖及影像等，完成資料分類、訂定標準格式、表現型態、存放之
系統資料庫及描述資料內容等之詮釋資料內容格式，並依運用之狀況加以修正及規範。

關於 Metadata資料查詢的部分，已完成初步的系統，可依據不同的查詢屬性類別，
進行 Metadata 查詢，並依照使用者層級，加強可連結到實體資料查詢部分，讓使用者
可以到達實體資料取得的層次，至於資料關於空間的部分，則進入 WEB 的 GIS 系統內
進行查詢。而在 WWW 與 GIS 方面，空間資訊的取得與流通需要靠視覺化的查詢介面，
方能提供最好的資料展現，故研究完成 GIS 之 WWW 線上查詢使用原型系統，提供實
質資料的空間及屬性查詢，並建立其流通機制，方便使用者取得資料來源。

2. 實質資料查詢、流覽及流通系統原型設計及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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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配合各組資料庫項目、主動由國土資訊系統九大資料庫中加以對應，並主動
收取數值資料，以納入實質環境資料庫系統中。未來關於不同型態的資料(例如非空間
資訊、非數值資料等)，也將多方蒐集，將其納入資料庫當中。至於資料的提供方面，
Metadata 及實體資料庫仍持續收集，資料可依使用者層級作管理，未來可提供線上下
載、線上訂購等、若資料未公開則可提供資料生產單位的連結，或是顯示樣張或是樣本
資料供使用者參考，增加資料的推廣。

圖 12  Metadata 資料查詢系統畫面

圖 13  實體資料連結(WWW)

3. 組內 WWW 的改善成果

本研究之 WWW 採階層式連接方式，串連相關資訊，在 WWW 方面已完成新版
面的設置，並保持與主計畫的連結，並加強收集相關網站資訊，在空間資訊的部分，將
已有 GIS 與 WWW 整合於一環境中，以便交錯使用。使相關研究人員可透過 WWW 來
取用或瀏覽相關環境資料，至於資料庫的建置與維護方面，也可以透過此機制來作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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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修改的管理動作，同時加強組內的推廣。此外，除了 Metadata 及實質資料查詢外，
另外加入功能鍵，未來可用以查詢及展示環境指標之空間分佈狀況及時間序列變化。

圖 14 網路 GIS 系統實體資料查詢畫面

4. 已協助取得資料整理並提出未來資料搜集與維護之規劃。

目前已由國土資訊系統環境類資料庫及環保署環境資料庫中取得大量資料，未來將以本
計畫之環境資料分類加以整理入庫。

※結論與建議

1. 系統架構與功能之持續發展－「永續臺灣資訊系統 - 詮釋資料庫」架構建立
之初，以資料庫架構之發展為主，目前仍屬初步之雛型系統，若干功能仍需持續測試，
而系統之功能也將持續發展，使系統更加完善。

2. 資料之持續調查與更新－本系統之發展初期較偏重於系統之建立，諸如功能之
需求、界面之設計等。資料庫內之資料量仍十分有限，而資料庫之主體仍為資料本身，
因此持續性資料調查與更新十分重要，且，環境資料源之收集與建立其詮釋資料是十分
困難且費時的，需各資料擁有/管理單位充分配合。惟此工作之推動仍存在許多層面不
同之困難需一一克服，且需持續性進行，實有賴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以有計畫與有組
織的方式進行全面性的與長期性的資料收集、整理、分析、處理及維護等工作。以本計
畫之人力、組成、經費、時限及運作方式，要由欠缺且散置於政府與學術研究單位之資
訊中，收集、過濾並整理出可供其他計畫使用之資訊，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惟
本計畫之資料調查之工作將持續進行，並透過本系統之資料登錄與更新界面，提供較有
效之管道，以提高資料調查之效率。將來之調查方向原則上分兩方向進行，政府單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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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將擬尋求適當之政府單位協助與配合進行調查，而學術單位之資料則擬由學校教授
協助調查，惟其成效仍需視可提供之人力、組成、經費、時限及運作方式而定，但可以
肯定的是此工作是必需且緊迫的。

3. 資料之品質認證方法之研發－國內目前仍缺乏一套資料品質之認證之標準作
業程序與分類，造成資料應用時之困擾，對資料品質之認證也因不同環境領域而有不同
之需求與標準，因此資料之正確性、一致性、完整性、連續性之標準也難以定義，因此
本文建議應加強此方面之相關研究，惟需整合不同環境領域之專業人士。本研究擬由環
境污染面向之資料進行相關之初步研究，嘗試建立環境污染面向之資料品質認證之標
準、分類、技術方法及作業程序。目前 MetaData 已填妥生態部分，並已全數納入 MetaData
查詢 WWW 系統，其他分組也將加速提供以便彙整。

4. 工具組之 WWW 已改版完成，並已與 GIS 相互結合，可以在網上查詢資料及
瀏覽部分已有之實體資料。目前實體資料較少由本組提供，只有網路上的已存在資訊，
可由 MetaData 查詢系統連接而瀏覽。指標部分已設計好指標 Metadata (描述)查詢與瀏
覽系統模組，及部分線上統計功能。指標計算模式則正在設計中，可分為全國指標及地
區指標，尤其是地區指標，可以有空間性及時間變化性，皆可由地圖來表現。國科會環
境資料系統與國土資訊系統整合之規則，已可透過 WWW 與內政部未來之 NGIS 資料
倉儲加以整合，而國科會負責部分品質檢核，資料分析、指標生產及其他環境資料附加
之工作，並加協助收集學界較零星之科研成果中的環境資料。

5. 系統開發及技術支援要靠使用者提出需求及提供資訊內容，並反應系統的改進
期望，才能逐步修改系統，成為更理想之環境資訊體系。且，環境資料庫系統很龐大，
應結合政府部門及其他學術界共同經營及推動此系統，並應與國土資訊系統及環保行政
資訊系統(含國家公園、農委會下之各機關)結合。已收集之環境資料庫應立即彙整上
網，若有使用限制則先行成 INTRANET，限內部使用。若可公開則可直接成為
INTERNET 之資訊服務站。

6. 物質流分析主要之研究工作包括：收集台灣能源物質、金屬與工業礦產品物質
之自產、進口、及出口數據；分析台灣實地作業與探勘及國外相關研究等資料；估計物
質投入面中開採及提煉萃取過程所額外挖掘或產生的物質（即隱藏流）。台灣水土資源
善用之研究則著重在於資料收集，目前擬以集水區單位面積之河川懸浮輸砂量為土壤流
失指標，並建立一簡單回歸分析，推估歷年河川懸浮輸砂量。固體廢棄物資料庫建置仍
延續上年度之工作重點，本年度著手進行核心指標實質資料庫之建置，並由資料建置過
程探討相關問題，期使此資料庫成為可用之資訊，並可供學術單位進階應用為固體廢棄
物清理知識。此外，本研究亦繼續提供整合型計畫中其他子計畫資料需求，評析其評估
所需資料之可及性及可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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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總計畫本身在其分組協調工作外所完成幾項重要事務

一、 查證部份污染組資訊的正確性與可用性－以空氣污染指標 PSI 為範例對象

1.1 前言

「永續發展資訊系統」群體計劃的目的，乃在尋求台灣邁向未來必須要有的海島永
續發展策略，作為未來政策發展的參考，並針對生態資源、環境污染、土地利用理念與
制度、經濟活動及社會結構等方向來開發永續台灣永續發展之願景與目的。同時將現階
段國內零散於產、官、學各界之環境基本資料，加以系統化的整合與整理，使永續發展
環境資料/資訊得以充分發揮其應具備之功能與效用，藉本群體計劃研究進行過程，將
各研究子題之研成果加以整合、整理與建檔，以供作建構永續發展環境資料庫/資訊系
統之重要素材。「永續發展資訊系統」計劃中，就其研究內涵，分別就資料可及性規劃
水、空氣、土壤、廢棄物及生態等領域之長程建庫核心指標。PSI 為本系統下空氣領域
之長程建構基礎核心指標之一（Core Indicator），在建庫過程中為確保本資訊系統之
QA/QC 工作原則及提供使用者有效之永續發展資訊窗口，本研究子題將先取得環保署
各空氣品質測站之原始監測濃度數據，再基於合理性及有效性兩個設定條件前題下，重
新核算各測站每日之 PSI 值，再進一步與官方（環保署）公佈數據進行比對查核，藉以
檢視環保署所公佈 PSI 值之有效性及可用性。

1.2 PSI 核算架構

基於充分反映空氣品質之變化趨勢、站數之有效性及資料完整性之考量，本研究子
題將採用 1994 年以後原始監測資料為核算與建庫之數據來源。本研究設定核算流程如
下說明：

（一）原始監測資料的取得與資料品質

「永續發展資訊系統」基於 QA/QC 工作原則，以資料來源屬「學界研究結果」、「中
央」、「地方政府與其他」分為「優」、「良」、「存疑」等三級；而時序上以 1990 年以後
為「第一級」待整數據、1980-1990 年間為「第二級」待整數據，而 1980 年前為「不擬
採用」數據。

本研究子題資料來源為環保署、台大環工所空氣品質模式研究室、中央大學李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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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研究室，屬「學界研究結果」及「中央」的優、良級；而時序上則為第一級。

（二）合理性及有效性核算條件設定

(1)合理性條件：依各測站設置目的分類與過去資料特色，決定各類測站之「優勢
副指標」，本研究所謂之「優勢副指標」係依據過去各測站 PSI 資料中之主要貢獻副指
標來研定。而合理性條件，為測站當日含有一項或以上之優勢副指標為無效或為 0 者，
則應不可計入該站當日之 PSI，即該站當日無合理之 PSI 值。

(2)有效性條件：在推算副指標的原始監測濃度資料中，測站當日 24 個小時平均值
中至少需有 16 個（67%）小時平均值之污染物濃度測值，方為有效之副指標值，否則
無效；此外年中應至少有 250 日（67%）之合理 PSI 值，方為年中有效之測站。

(3)CO 副指標之核算：採美國環保署規定之 8 小時移動平均（Moving Average）計
算方式。

1.3 結果與建議

經原始監測濃度數據與核算結果，顯示環保署在推算 PSI 值時，並未就優勢副指標
缺漏之合理性作處理，即若測站當日副指標有一項以上之遺漏項或為 0 者，則以其他非
遺漏項或為 0 副指標值來推算該站當日之 PSI 值，可能因而造成低估的不合理性誤差。
此外，查核結果亦指出，環保署並未就原始監測濃度數據有效性規定，來推算測站之
PSI 副指標值，且在監測日數的認定上，本研究採有效測定日數，而環保署採實測日數。
環保署若採實測日數來計量 PSI 年平均值將失去其合理性、有效性與統計意義。環保署
在計算一般測站 PSI 平均值時，將非一般監測站分類之背景監測站 3 萬里站納入「台北
基隆預報區」及納入國家公園測站 61 恆春站於「南高屏預報區」中，意義為何？是否
用以降低 PSI 平均值之嫌。本研究子題結果顯示，經本研究設定之核算結構查核結果指
出核算值與環保署公告值大多吻合，因此建議本資訊系統使用者可直接引用環保署公佈
之 PSI 數值，惟在監測日數的引用上當留意其有效性。

就瞭解近來環保署與學術單位在計算區域或全國年均值時方法並不統一，有以算數
平均值（本研究採用）、中位數或取最高三站平均者。如環保署近年以區內各污染物濃
度最高三站取平均(宜蘭．花東 則只取最高二站), 當做該區之污染物濃度值，並換算為
副指標，取副指標中最高者做為此區之 PSI，其污染物為區域指標污染物，此核算方式
雖可避免低估區域 PSI 平均值之嫌，但卻可能因異常值而造成高估之疑慮，建議環保署
應統一並公布計值方式。建議環保署公布有效監測日數與站數而非實測日數與站數，實
測日數與站數本身不具統計代表性，亦會影響使用者對某些與測定日數相關連指標項目
的誤解與誤用，如年中 PSI>100 日數百分比。最後，環保署已於 1996 年將 66 冬山站由
工業測站變更為一般測站，但公告於網站的資料上卻仍登記為工業測站，造成網路使用
者的模糊，請主管人員盡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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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協助部份資源善用組的物質流數據收集、整理與演譯－以台灣建築砂石資源為研
究範例

台灣地區砂石供應的來源大略可分為河川砂石、陸上砂石、海域砂石與農地砂石等
四大類。有關砂石產銷存量之調查體系主要有如表 1 所示，唯台灣省礦務局（民國 88
年 7 月 1 日精省後已併入經濟部礦務局）依政府統計法之規定定期每月辦理台灣砂土石
產銷調查，調查範圍主要是以台灣省各縣市為調查區域，對象則以土石採取區與碎石洗
選場為主；其他調查體系單位則配合專案計畫進行研究。以往台灣地區砂石生產量之統
計，係由砂石業者及廠家自行填報資料，但因砂石採取業者在規避賦稅的心理因素及大
部分地方縣府機關對此項業務不甚重視之下，再加上非法者之濫採、盜採和許多建築工
程非法的就地取材，使得生產統計數字的正確度與可信度令人存疑。經濟部礦業司（民
國 88 年 7 月 1 日精省後更名為經濟部礦務局）遂於 1992 年開始回顧彙整歷年統計數字
與每年台灣省礦務局調查之砂土石生產量，以確實掌握全台灣地區砂石供應情形，歷年
彙整結果如圖 15 所示。

表 1 台灣砂石資源現有調查體系分析表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單位

項目
台灣省礦務局 台灣省水利處

經濟部
中央地質調查

研究所
工研院能資所

調查範圍 各縣市之土石採取區與
碎解洗選場

台灣省各主要 21
條河系

台灣地區沿海地區 配合計畫實施

調查方式 委由各縣市實地訪查 實地訪查 實地訪查 實地訪查
調查週期 每月 專案計畫 專案計畫 不定期
負責業務 河川砂石、陸上砂石資

源開採生產管理及資源
量調查

河川砂石資源之調
查、水庫淤砂

規劃海域砂石專用區
陸上砂石資源開發規
劃

海域砂石開發之可
行性研究

出版物 砂土石產銷調查計畫報
告

台灣地區河川砂石
資源調查總報告

台灣地區沿海海砂分
佈與成份分析調查研
究報告

各委託計畫案研究
報告

台灣砂石需求統計資料，由於目前並無完整之調查體系能提供實際而且正確之需求
量，因此僅能以各類建材（如水泥、瀝青、紅磚、鋼材及預拌混凝土）之使用量或產量
相關性指標來推估砂石需求量。但除了砂石、水泥、預拌混凝土及鋼材之間具有正相關
性外，鋼材、紅磚與預拌混凝土會部分產生互相取代與結構性取代，因此其個別之間具
有負相關性，若用以推估砂石需求量則不易判定其整體性關係，唯以水泥或瀝青之生產
量來推估最為恰當，且其與砂石之間使用比率有理論及經驗數字可據以估算砂石之需求
量。如下圖 16 為依水泥用量推估之砂石需求量與縣市政府調查數據的比較，由圖中顯
示地方縣市政府砂石需求調查數據與依水泥用量推估之砂石需求量比較，平均約低於推
估結果 5~6 千萬公噸，此乃由於地方縣市政府主要是針對合法之砂石場來進行砂土石產
銷調查，而業者謊報或非法盜採等皆有可能造成縣市政府的低估。國內砂石需求量近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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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皆平均維持再 1 億 2 千萬公噸左右，其中有 95﹪係由河川採掘供應，近來中央水利
單位以明確訂出 2003 年時，國內河砂供應比例將降至 50﹪水準，2006 年再降至 30﹪
水準，但工程建設不斷在進行著，此時政府主管機關與業著不能只顧著「開源」，而是
要回過頭來「節流」，尋求建築砂石的最佳使用與善用。

圖 15 台灣地區歷年砂石開採數量統計圖        圖 16 依水泥用量推估之砂石需求
量與縣市政府調查數據比較表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為解決國內砂石嚴重不足問題，1997 年 6 月經濟部國貿局決定開放砂石間接進口，
主要來源為中國大陸和菲律賓，而 1998 年 7 月至 1999 年 6 月進口砂石數量統計有逐漸
增加的趨勢。政府單位表示開放砂石進口是為短期紓解砂石供應不足壓力的方式之一，
開採陸砂才是長遠必須走的方向，但國內目前正面臨砂石嚴重不足而建築廢棄土量卻不
斷增加的窘境，所以，如何提供一套建築砂石利用與善用的方法，以俾利檢視台灣地區
建築砂石的永續利用才是當務之急。

本文以上僅提及台灣建築砂石供給面之資料與面臨之問題，接下來，將就台灣地區
歷年來單位土地面積與每年每人砂石的需求量與歐美先進國家做相對應之比較。

經由以上的整理發現，歷年來台灣平均每人砂石需求量曲線有較大的變動與逐漸上
升的趨勢，而日本與美國平均每人砂石需求量皆維持在相當固定的水平上。由此可見，
若不即刻建立一個以工業生態為根本的經濟生活型態、善用物質、減少人口成長、過簡
約和少消費的生活，台灣寶貴的自然資源將會被肆無忌憚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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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美國、日本、德國、荷蘭與台灣歷年來   圖 18 美國、日本與台灣歷年每人砂石
單位土地面積砂石需求量比較圖               需求量比較圖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998＆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1997）

三、 協助「台灣 2011」總計畫中部份研究之資訊提供－淡水河與蘭陽溪流域之水資
源概況

就「台灣 2011」總計畫下劉小如教授所需之資料，本計劃經整理與查證後如下所
示。

所需資料數據 資料需求單元 相關協同主
持人

資料現
況有或
無

資料來源

政府投入疏浚及各項水利工程
經費

淡水河及蘭陽溪流域 有 經濟部水資源局及經濟部水利
處

河川堤防長度與丁壩數量 淡水河及蘭陽溪流域 有 經濟部水資源局及經濟部水利
處

河川污染長度及比例 淡水河及蘭陽溪流域 有 行政院環保署
河川生態水質指標（生物歧異
度）

淡水河及蘭陽溪流域 無 可能僅限於少數河川之目標性
單一調查

歷年降雨量及雨量月分配狀況
（中央氣象局）

淡水河及蘭陽溪流域 有 中央氣象局

每年降雨量補注地下水、水庫
及由地表逕流損失之比例及數
量

淡水河及蘭陽溪流域 有 經濟部水資源局及經濟部水利
處，部份資料為估算值部份為實
測值

有效水源水量 淡水河及蘭陽溪流域 有 經濟部水資源局及經濟部水利
處

地下水超抽量及地層下陷區面
積

淡水河及蘭陽溪流域 有 經濟部水資源局及經濟部水利
處

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淡水河及蘭陽溪流域

余瑞芳、
林果慶
副教授

有 內政部營建署
平均每人在機動車輛上的汽油
消耗率

淡水河及蘭陽溪流域 李崇德
教授

－ －

綠地覆蓋率 淡水河及蘭陽溪流域 李玲玲
教授

－ －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1976 1979 1982 1985 1988 1991 1994

年度

單
位

土
地

面
積

需
求

量
(公

噸
/平

方
公

里
) 美國

日本
德國
荷蘭
台灣

0

2

4

6

8

10

12

1976 1979 1982 1985 1988 1991 1994

年度

每
人
需
求
量
(公

噸
)

美國
日本
台灣



29

優質農地面積比 全國 － －
每人每年水泥、砂石使用量 台北市及台灣省 － －
山坡地土壤沖蝕量 淡水河及蘭陽溪流域 － －
表土流失率 淡水河及蘭陽溪流域 － －
土壤污染面積 淡水河及蘭陽溪流域 － －
砂石（河砂、陸砂、海砂）之
開採量

淡水河及蘭陽溪流域 － －

地表不透水化面積（水泥覆蓋
面積）

淡水河及蘭陽溪流域

童慶斌
助理教授、
經濟部水資
局謝政道組
長

－ －

焚化爐之數量及 capacity 淡水河及蘭陽溪流域 有 環保署
垃圾掩埋場之數量、面積、
capacity 及使用年限

淡水河及蘭陽溪流域 有 環保署

行水區範圍內之垃圾場數量 淡水河及蘭陽溪流域

闕蓓德
助理教授

有 環保署
註：
(1)台灣省：除台北市、高雄市、金門縣、馬祖以外之所有縣市。
淡水河流域：包括台北市、台北縣、基隆市、桃園縣及新竹縣。
蘭陽溪流域：主要為宜蘭縣。

(2)”－”表示由相關協同主持人自行將收集到之書面資料，遞送給劉小如教授。

四、 資訊庫建庫之部份前置作業－與國科會科資中心合作以建立詮釋資料之統一窗
口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係進行一系統化整理及整合國內產、官、學界相關環境資料庫，
研究其資料分享及透過網路連結使用之可行性，初期以配合本主軸研究計劃、建立一完
整的永續發展基本資料庫系統架構為主，並研擬出此一資料庫配合對應之國際相關標
準，如：各類資料之標準取樣程序、資料品質管制標準程序、各類資料交換標準格式、
分類資料標準單位等，以有效整合建立其標準化、透明化、國際化及永續性之特色，並
支援『永續台灣評量系統』與『永續台灣2011』兩個相關計劃所需的基本資料與資訊，
發展對國際民生實用的永續評量指標群系統，對各永續發展剖面提供及時診察之決策支
援功能【R1】；在長程發展目標上，則建議政府配合全面電子化，成立一國家級的永續
發展智識資料庫管理職權單位，以持續推動本計劃所規劃之永續發展資訊系統，維護管
理各類環境資料及資訊，並可供未來永續發展策略之規劃－執行－考核－矯正及預防
（Plan-Do-Check-Act, PDCA）四大管理循環應用於各階段不同之功能需求，及提供政
府綠色智識經濟發展/管理之決策制定參考、產業新製程選擇/更新時之加速綠化（MfE）
參考、新產品設計/研發時之環境考量（DfE）參考、各類永續發展相關學術研究之支援
及一般民眾之教育/查詢使用。【R10】

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

1、依據原計劃設定之永續發展資訊系統工作程序，繼續推動本（第二）年度之各階段
性作業，並就前述目標進行策略性資訊系統（SIS）之規劃，使得未來完成之永續發展
資訊系統不僅只定位為一資料查詢服務系統，而成為一高級之智識庫（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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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兼具知識學習成長/累積及各類永續發展問題之決策/規劃支援等功能【R7】，
扮演我國未來發展永續政策及知識經濟之重要基礎建設。

2、繼續對國內外主要環境資料庫及環境管理資訊系統持續進行現況調查及其屬性、功
能和資料來源分析，並依據其他分組對所蒐集之資料依據其完整性、有效性、正確性、
可用性可及性做分類整理分析之結果，作為規劃永續發展資訊系統之重要參考，其範疇
包括：土地資源、森林資源、農業資源、漁業資源、海洋/海岸資源、生物多樣化、土
壤資源、水資源、廢棄物管理、噪音、近岸海域、土壤退化、水環境問題、大氣變遷、
空氣品質、酸雨問題、空氣污染、水污染、固體廢棄物、土壤污染等領域資料，未來並
將彙整各資料來源，建置於本組之全球資訊網（WWW）首頁，以供各分組研究時可連
結參考。

3、因為以上各類永續發展研究資料皆有明確的地理/空間分布（Spatial）特性及時間序
列（Temporal）特性，故本組特別對地理資訊系統（GIS）【R3】及時間序列資料庫之
設計【R6】進行整合研究，未來希望以整合式資訊呈現方式來建置本資訊系統之使用
者介面，並對資料/資訊有效進行其生命週期管理，及支援對物質流方面的研究【R9】。

4、針對資料品質進行分析，建議各分組就所需之各項資料來源及其蒐集/量度方式、取
得步驟和計算精度等建立為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並應儘
量引用該研究領域之國際標準【R2】，以利資料品質管制（data quality control）及其可
用度（usability）之永續經營。

5、對本資訊系統之功能及各等級使用者之使用需求，提出一系統架構（System
Architecture 如附圖所示），並在第一年成果之基礎上，綜合各組對前一年度所提之
Metadata 資料類別、格式、表現方式及詮釋資料內容等之檢討建議，以進行系統細部規
劃及分析【R9】，此外並對建立智識庫所需之資料倉儲（Data Warehouse）【R4】及資料
探勘（Data Mining）【R5】等技術獲得，進行可行性研究。

6、對國內外線上電子資料交換（EDI）協定及其技術、電子文件認證機制和領域資料
標準格式差異情形進行資料蒐集及研究，以評估本系統未來在跨越異質平台及異質資料
庫進行資料快速交換及即時分享時可能遭遇之困難及其解決方案。

7、規劃本資訊系統之軟硬體需求、資訊系統建置細節與委外開發規格和系統後續委外
開發建置與維護計劃，並對國科會科資中心、環保署資訊中心或是否建議另行建立一資
訊中心，以為未來轉移本研究案成果及持續執行永續發展資訊系統相關業務，進行
SWOT 評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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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1、 以上各研究項目均依原定目標及步驟，依序推動，但是本分組在面臨研究資源
及人力不足的情況下，有實際困難，若在配合上有所不足，請其他各分組先進包涵，
本組將努力推動建構永續發展資訊系統之各項工作。

2、 針對資料品質進行分析，建議各分組採用 US EPA 對資料品質管制所使用之技
術及規範。【R2】

3、 將彙集本主軸計劃下各分組之研究成果及所獲得之資料源等資訊，於第三年初
建置/更新於主軸計劃之 WWW 首頁，以協助加強研究成果整合和可能的問題協調
解決，並向原計劃目標之完成持續邁進。

4、 希望參與評量指標組討論，瞭解各指標計算時所需之資料項目，以便規劃建立
各指標計算/統計模型，納入整體資訊系統功能中，此外並針對資料不足或計算方
式不確定之指標，討論可行之替選資料，建議評估/修正/重新定義此類評量指標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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