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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全文 

研究計畫摘要： 

台灣的客家先民移居台灣時間晚，所以被迫遷移至丘陵、高山等自然條件較差的

地方生活，雖然如此，客家人憑藉著踏實及硬頸精神，發揮「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之特性，於桃竹苗各地開創出豐富的在地生活及人文生態，且不同客庄聚落擁有不同

的風俗民情。在台灣光復後，快速的工業化及經濟現代化，客家人賴以維生的農業經

濟難以維持生計，使得客家庄人口外移，多數客家庄面臨人口老化、經濟衰退、資訊

落後等問題。至 2001 年政府為延續客家傳統文化命脈，成立客家委員會，促使客庄農

村再造、社區營造等問題，逐漸被重視與實踐。 

本計畫以遙測及統計地理資訊系統技術為工具，蒐集桃竹苗地區客庄社會、經濟、

環境、文化和知識等因子，建構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指標；並利用指標結果，製

作桃竹苗地區客庄生活品質之地圖，探討各項客觀指標及主觀指標之衡量緣由，並逐

步修正完成生活品質的衡量過程，提出當前桃竹苗客庄發展優勢與劣勢所在，以供政

府單位進行客庄社區活化、改造等建言，裨益提升客家族群之生活福祉。 

於客委會政策上，本計畫將客家庄的產業經濟、生態與人文地景串連，藉由客家

族群在社會與產業經濟的變動，瞭解桃竹苗地區客家族群之時空變遷與未來趨勢發

展。本計畫運用航太科技與衛星觀測技術，針對整體或區域環境，進行廣泛、長期、

連續與即時之觀測，配合專業之理論分析，結合社會、經濟、環境、文化和知識等領

域，以時空地理資訊探索區域變遷，達到實用之策略管理，經整合後的研究成果，可

做為客委會之決策依據，與協助國際合作之技術交流，以及提升學術單位之研發創新

能力與我國地球觀測與空間資訊實力，並結合到知識管理手段，將全球變遷引發環境

之危機，轉為我國邁向永續發展之契機。 

 

關鍵字: 遙測技術、地理資訊系統、生活品質指標、桃竹苗客庄資料庫 

 



一、 研究背景及目的 

(一) 研究背景 

早期不同地區客家族群為適應居住之自然地理環境，而發展出不同的在地產業與

經濟特色。近年來，政府在推動工業化及都市化發展的同時，擠壓客家族群傳統農業

土地的使用，使得原有的農業耕作受到影響、聚落人口遷移及流失等問題產生。 

根據客委會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列表，桃園市、新竹縣和新竹

市都超過或將近三分之二的區鄉（鎮、市、區）被客委會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而苗栗縣十八個鄉、鎮、市全被列入。2001 年客委會成立後，為延續客庄聚落風貌、

保有客家文化特色，秉持「針對自己的條件，營造自己的特色」的社造理念，思考自

身社區的哪些產業，可以轉型成為文化創意產業，配合區域經濟作物的特性與產期，

規劃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特色，換言之，配合近年來台灣客家意識的覺醒，客家文化創

意產業政策可望成為台灣客家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策略，並可望成為地方經濟與產業

再生的重要象徵。 

生活品質的指標，最早係經濟學對基本生理需求的重視，以國民所得、國民生產

毛額等經濟指標為主。之後，社會學家為能更深刻反應人民真實生活狀況，提出「福

利」指標，在原本的經濟指標之外，增加了社會、文化、環境的等指標，來描述人民

的生活狀況（施敏雄、蕭新煌，1981；陳柏熹、王文中，1999）。至今，「生活品質」

被廣泛應用與研究，用來描述或檢視一個地區居民的生活情況。本研究以桃竹苗地區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為研究對象，探討客家族群生活品質指標，以供政府單位進行客

庄社區改造及活化之建言。 

 



(二) 研究目的 

生活品質係驗證一地區社會、經濟、環境、文化和知識等的基礎，本計畫利用遙感探

測技術（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統計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等工具，蒐集桃竹苗地區客庄社會、經濟、環境、文化和知識等資料，建構桃竹苗

地區客庄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指標，並將指標結果，製作桃竹苗地區客庄生活品質之

地圖，藉由分析生活品質的衡量過程，提出當前桃竹苗客庄發展優勢與劣勢所在，以供政

府單位進行客庄社區活化、改造等建言，裨益提升客家族群之生活福祉。 

 

 



二、 研究方法 

本計畫資料來源以官方統計資料及衛星影像資料為基礎，蒐集桃竹苗客庄地區社會、

經濟、環境、文化和知識等因子，並將蒐集之資料予以量化，運用遙測技術及GIS技術將

研究成果製成生活品質地圖，以提出當前桃竹苗客庄發展優勢與劣勢所在，以下分別敘述

各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是根據研究目的或課題，透過文獻的蒐集、歸納、研

究來提取所需資料，並對文獻做客觀而有系統地描述的一種研究方法。文獻分析在方法上

是注重客觀、系統及量化的一種研究方法；在範圍上，不僅分析文獻內容作敘述性的解說，

並且是在推動文獻內容對整個學術傳播過程所發生的影響 (Ranjit Kumar，2014) 。換言

之，文獻分析可以幫助研究者釐清研究的背景事實、理論的發展狀況、研究的具體方向、

適當的研究設計方式及研究工具的使用方式。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過去、重建過去、檢視

現在及推測將來(葉至誠等，2011)。 

本計畫蒐集過去有關台灣客家生活相關研究，客家先民來台入墾並無詳細的時間，但

綜觀各史料，客家先民來台較大規模的時間約為清康熙年間，至今已經超過三百年，在現

今台灣北部(桃園、新竹、苗栗一帶)、南部(美濃、甲仙等地)及東部(花蓮、台東等)，均有

大規模客家聚落先民移墾的足跡。 

在生活品質上，廖淑容過去研究台灣鄉間地區生活品質評量研究中，提及在鄉村的發

展過程中，在環境品質、社會資本和經濟條件的營造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並進行專家訪視、

田野調查及階層分析法發現，生活品質是檢證一個鄉村地區之經濟、社會、環境、文化和

知識條件的基礎。以此歸納結果，本研究針對桃竹苗地區客庄進行生活品質分析及地圖製

作。 

(二) 遙測技術 

遙測技術是指不接觸物體而取得物體、地區或現象之技術，19世紀初以熱氣球登高望遠，

使用照相機記錄大地影像，20世紀後以飛機、衛星及太空站作為基礎，可以觀測到範圍更大

的地區，近年來隨著現代物理學、空間技術、電子技術、電腦技術、資訊科學與環境科學等

的發展，已成為一種先進與實用之綜合性探測方法（劉說安，2017），具有五項優點：（1）



廣域性：大尺度衛星一次取像可以涵蓋數千平方公里之範圍；（2）多波譜性：擁有多個波段

之衛星，能使影像能更準確地把地面上各種物質分類；（3）視覺性：以影像的方法呈現，而

非以許多符號或電腦代碼呈現，增加研究的方便性；（4）先驅性：可拍攝到許多人類無法到

達的地方；（5）快速性：衛星不是只有定期規律性的執行地表觀測（王泰盛，2016）。 

目前可經由預約的方式，配合使用需求於特定時間拍攝指定區域，使研究者能有系統的

配合實驗設計蒐集資料，同時在發生特殊環境變化或災害的時候可迅速了解現地的狀況，以

方便調查及救援工作（劉說安，2017），已被廣泛應用於農林業、地質、地理、海洋、水文

與氣象等環境監測，以及地球資源探勘與軍事偵察等各個領域上。遙測衛星因偵測範圍較廣，

運轉週期較固定，其系統參數設定易掌握等因素而運用廣泛，因此利用衛星感測器所收集的

資料中，可以抽取有關不同資源的型式、內容、位置及情況等資訊，然後將此項資訊以地圖、

表格及書面報告型式展示（王泰盛，2016），通常把一接收、傳輸、處理、分析判讀與應用

遙測資訊的全部過程稱之為遙測技術。其中，遙測資料的要素主要有三，即空間解析度（Spatial 

Resolution）、時間解析度（Temporal Resolution）與光譜解析度（Spectral Resolution）等，

另其他相關要素，有角解析度與方位解析度等。 

本計畫下載中央大學提供之 SPOT衛星影像，以分析桃竹苗地區客庄地景變遷等分析。 

(三) 地理空間統計 

近年來時空資料分析的需求增加，時空模型之建構因而成為空間統計的一個主要發展方

向。如何結合空間統計與時間序列方法以描述大氣資料、衛星資料與環境監測等資料所呈現

複雜的時間與空間關係，及如何分析由衛星或其他自動監測方式所帶來極大量時空資料，並

從中發掘出有用的資訊，皆將對空間統計之理論及應用方面帶來新的發展（黃信誠，2000）。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是常見空間統計之工具，因由「地理」、「資訊」與「系

統」三者結合而成。凡是與相對位置或空間分布有關的知識都是地理的範疇，將空間資料經

數位化處理後，儲存於電腦資料庫中，即是資訊，將電腦硬體、操作軟體、空間資料與使用

人員連結起來，即為系統。GIS 經由軟硬體的整合，可同時解決圖面資料及屬性資料之輸入、

儲存、取用、分析與展現等問題，以提供全方位之決策重要資訊。地理資訊系統之定義可分

三部分，如下： 

1. 以處理對象而言：空間資訊及其相關連之屬性。 



2. 以處理方式而言：電腦化之輸入、處理、分析、輸出與電腦化。 

3. 以運用功能而言：決策、管理與支援。 

因此，GIS 是一電腦化系統，針對空間及其屬性資訊建立資料庫，並以輸入、處理、分

析與輸出四大部分功能，來做為決策及管理支援。應用層面而言，它所涉及的領域更為廣泛，

如環境影響評估、資源管理、國土規劃、都市和區域計畫、交通管理、森林經營、運輸規劃、

生態保育與考古調查等，舉凡需要涉及地理因子或空間資料的問題，都可以利用他來輔助作

業，GIS 是決策支援上的重要工具。 

(四) 內插法-克利金(Kriging) 

克利金法指在特定區域內對區域內的變化量，進行最佳化估計的一種方法，在估計未知

樣點數值時，考慮落在該樣點的數據，且評估鄰近樣點的數值；此外，其不只考慮待估樣點

與鄰近已知樣點的空間位置，也考慮到各鄰近樣點彼此間的位置關係，並利用已知觀測值空

間分佈的結構特徵，使得其最後求得的估計比其他傳統的估計方法更為精確，也更符合實際

環境。在實務操作中，常將離散的點資料以內插法取得面資料。在統計資料取得上，許多自

然因子皆為連續不間斷的，如是海拔、土壤、溫度、雨量等等， 

本計畫在取得資料後，以鄉鎮市區為單位，將資料匯入 GIS 後，以 GIS 內之克利金內插

法，獲得社會、經濟、環境、文化和知識各因子之分布地圖。  



三、 研究範圍 

本計畫研究範圍為客委會於 2017 年公布之桃園、新竹、苗栗客家文化發展區，共計 36

個鄉鎮市區，桃園市有 8 個區，新竹縣市有 13 個區，苗栗縣則是全縣 18 個鄉鎮市皆為客家

文化發展區，如圖 1及圖 2所示。 

   

圖 1本計畫之研究範圍    

表一 桃竹苗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桃園市 中壢區、楊梅區、龍潭區、平鎮區、新屋區、觀音區、大園區、大溪區 

新竹縣 
竹北市、竹東鎮、新埔鎮、關西鎮、湖口鄉、新豐鄉、芎林鄉、橫山鄉、北埔鄉、

寶山鄉、峨眉鄉 

新竹市 東區、香山區 

苗栗縣 
苗栗市、竹南鎮、頭份市、卓蘭鎮、大湖鄉、公館鄉、銅鑼鄉、南庄鄉、頭屋鄉、

三義鄉、西湖鄉、造橋鄉、三灣鄉、獅潭鄉、泰安鄉、通霄鎮、苑裡鎮、後龍鎮 

資料來源：客委會網站 

 

 

 

 



四、 研究流程 

 

圖 2 研究流程圖 

生活品質指標分析 

成果之探討與修正 

計畫之結論與建議 

選取適合之衛星影像 

數據資料擷取 

建立生活品質指標 

開放資料庫 

資料蒐集及擷取 

蒐集現地調查相關資料 整理相關研究文獻 



五、 結果討論 

(一) 生活品質因子定義 

Bryden（1998）指出，在生活品質定義上，早期主要強調以基本生理需求為主，例

如國民所得、國民生產毛額等經濟指標為主。之後，為深刻反映實際的生活現況，加入

社會、環境及文化等指標來描述生活品質狀況。綜觀上述，本計畫以環境、社會、經濟、

文化、知識為生活品質之指標，並採用廖淑容(2018)，在德爾菲程序後參酌十位專家

之問卷意見參考，將環境權重定義為 0.309、社會因子定義為 0.246、經濟因子定義為

0.189、文化因子定義為 0.131及知識因子定義為 0.123，以下分別敘述之：  

1. 環境 

在環境因子上，本計畫採用地形、雨量、土壤、植生及空氣五個因子，以下分別敘述： 

(1) 地形 

在研究範圍內，平原地區占 32.54%、丘陵地區占 50.17%，接著為山地、高

山及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區，如下圖 3。 

  圖 3 研究範圍地形圖 

(2) 雨量 

研究範圍內的年雨量主要為 2000 毫米以下，而過去台灣每年的平均雨水量

為 2515毫米，是世界平均雨量的 3倍之多，如下圖 4。 

 圖 4 研究範圍 2020雨量圖 

(3) 土壤 

研究範圍內多為利於耕種的沙石壤土或砂質黏土，但因資料來源缺乏苗栗縣



泰安鄉資料，故經查證後，此區多為砂石壤土，如下圖 5。 

 圖 5 研究範圍土壤圖 

(4) 植生 

植生資料以 2015年之 SPOT5 資料進行非監督式分類，並運用 300個隨機點

分析其分類準確度，在分類整體精度為 94.76% ，Kappa值為 0.91，其中綠地占

77.85%，非植生區占 20.86%，如下圖 6。 

 圖 6 研究範圍植生圖 

(5) 空氣 

研究範圍內空氣品質年均值在非常良好到良好間，如下圖 7。 

  圖 7 研究範圍空氣品質圖 

綜合以上資料，本計畫將以上因子套疊至 GIS 圖層中，分析出桃竹苗地區客庄在環境品

質上之地圖，如下圖 8，由圖中可以分析出，在山區之保護區的環境品質較為優良，因其較

為原始未開發。 



圖 8 研究範圍環境品質分析地圖 

2. 社會 

在社會因子上，本計畫採用人口、公園、綠地等三個因子，並將分析結果套疊至 GIS

圖層中，由下圖 10 中可歸納出，在社會品質中，其因人口密度較大之關係，又桃園為直

轄市在社會、福利等設施較為完善。 

圖 9 研究範圍客家人口分布地圖 

圖 10 研究範圍社會品質分析地圖 

3. 經濟 

在經濟因子上，本計畫採用所得、物價及失業率等三個因子，並將分析結果套疊至

GIS 圖層中，由下圖 12 中可歸納出，在經濟品質中，新竹因有科學園區，故擁有經濟發

展條件之優勢，又在苗栗等鄉村地方，經濟相對較為落後，故在經濟品質上顏色呈現較



淺之顏色。 

圖 11 研究範圍所得分布地圖 

圖 12 研究範圍經濟品質地圖 

4. 文化 

在文化因子上，本計畫採用圖書館及古蹟等因子，並將分析結果套疊至 GIS 圖層中，

由下圖 13 中可歸納出，在山區偏遠地方，在文化保存及圖書館設置上，較為缺乏，又傳

統部落山區多未被記錄或是較屬於人文記憶，故無科學數據。 

圖 13 研究範圍文化品質地圖 



5. 知識 

在知識因子上，本計畫採用鄉鎮地區中小學校園設置因子，並將分析結果套疊至 GIS

圖層中，由下圖 14中可歸納出，知識上與社會議題相同存在著城鄉差距，學校會因為人

口密度存在著差異。 

圖 14 研究範圍知識品質地圖 

(二) 生活品質地圖 

綜合以上地圖後，將納入各因子之權重，環境權重定義為 0.309、社會因子定義為

0.246、經濟因子定義為 0.189、文化因子定義為 0.131 及知識因子定義為 0.123，由下圖

15可以看出高生活品質區占 28.33%，多分布於桃園及新竹科學發展園區附近，高生活品

質占 18.13%、中生活品質占 30.98%，而低及最低生活品質分別占 12.09%及 10.47%，且

多分布於新竹山區及苗栗地區，可見在城鄉差距上，仍影響著生活品質。 

 

六、 遭遇之困難 

本計畫於執行期間，遇到以下問題與困難，為確保計畫順利進行，藉由以往研究之經驗

加以解決，其說明如下： 

(一) 因應政府政策，客委會近年來，積極推展客家文化發展及永續保存，但對於客家人統計

及詳細範圍，皆未有詳細記載，本計畫推究因台灣多元文化融合之關係，對於客家人及傳



統聚落定義僅能以文獻或是長者界定，在科學研究及因子取得上增加其困難度。 

(二) 政府在開放資源提供下，多數資料未能順利獲得，僅提供統計資料或是年代較久遠之資

料，本計畫在蒐集許多客家文化的詳細資料，惟資料內容皆不提供下載使用，造成研究成

果上之受限。 

(三) 因經費限制下，高解析度衛星資料取得成本過高，故計畫採用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

中心提供之 SPOT衛星影像資料，期望有助於提供其他研究之參考價值。 

(四) 因本計畫為第一年執行，故在多項因子考量上，為考慮周全，待後續研究增加更多理論

因子，使生活品質地圖更趨真實。 

七、 具體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貢獻 

1. 完統計地理資料庫內相關資料蒐集 

2. 完成現地調查資料與相關研究文獻 

3. 完成選取合宜之航空與衛星影像  

4. 完成執行影像前處理  

5. 完成生活品質因子數據擷取 

6. 完成生活品質指標  

7. 完成桃竹苗地區客庄生活品質分析 

8. 完成成果之探討與修正  

9. 完成提出結論與建議  

10. 完成期末報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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