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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區土壤資訊系統介紹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陳吉村 

 

前言 

    花蓮及宜蘭地區的耕地面積超過七萬餘公頃，過去由於缺乏整體的調查資料

，因此在進行問題土壤改良及合理化施肥等措施時，對改良區域的選定及面積的

規劃上沒有正確可供參考的資料，致使計劃之推動無法因地制宜，造成執行效果

大打折扣，失去政府幫助農民的美意。因此，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

場自民國 81 年起即配合農業試驗所積極開始進行花蓮及宜蘭地區之 250 公尺網

格土壤採樣調查工作，歷經 11 年，終於在民國 91 年完成花蓮及宜蘭兩縣約一萬

餘點的土壤採樣工作，並將所有資料建立成「花蓮區土壤肥力資訊網」，提供花

蓮地區農民最詳實的土壤肥力資訊(表一)(陳吉村，2002；陳吉村，2004)。 

 

土壤資料之應用 

本省大規模之土壤肥力調查始於民國初年由日本土壤學者所進行之各區土

壤調查，光復之後有關土壤調查的工作則有民國 35 至 41 年的「全省土壤概測調

查」，民國 38 年起由台灣肥料公司與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及臺灣省農業試驗

所共同合作之「臺灣省土壤調查及肥力測定」，民國 43 至 48 年由臺灣省農業試

驗所辦理之「農林邊際土壤調查」，民國 51 年起進行之「耕地土壤詳測調查」

，民國 63 至 68 年進行之「北、東部平原耕地土壤詳測調查」，民國 67 至 69 年

間的農田肥力能限調查及自民國 81 年起的「臺灣省網格土壤調查」等，歷年的

調查資料經整理後，共編印土壤調查報告書 12 本，劃分土系 1,023 個，並繪製

二萬五千分之一土壤圖 309 幅，這些資料是過去台灣地區農業工作最重要的參考

資料（土壤管理手冊，1991；王明果，1991；謝兆申、王明果，1991）。雖然這

些資料過去曾被利用於「水田生產力分級」、「土壤灌溉、需水量分級」、「台

灣耕地土壤及作物適栽性評估」及「旱作適栽區調查」等，但因為原始資料過於

複雜且專業性太高，所以逐漸被眾人所忽視，而未發揮其最大之效用，殊為可惜

。 

  後來因為資料之貯存及應用的不便及因應地理資訊系統對空間資料處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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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增強，所以自民國 80 年起由農業試驗所及國立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將

所有的土壤圖數化並以地理資訊系統加以管理，目前所建立之屬性資料項目包括

土系名稱、土系面積、母質種類、土壤特性、土壤形態、排水等級、石灰性、坡

度、表土酸鹼性及四個不同深度之質地等共 13 項屬性資料，這些資料雖然略嫌

老舊，但卻是目前最完整的土壤調查資料，而且這些資料屬於土壤的基本性質，

因此受時間之影響產生的變異並不會太大，所以應該還是具有相當的可信度，但

上述的資料實在無法滿足現在對土壤資訊複雜的需求，因此自民國 81 年起由農

業試驗所參考日本「地力保全基本調查」、美國 1982 年 NRI（Nation Resources 

Inventory）、加拿大 CLI（Canada Land Inventory）、英國 NSI（Nation Soil Inventory

）及 Geochemical Survey 與民國 56 年之「台灣農田土壤肥力測定」為基礎，以

6.25 公頃為單位（250 公尺×250 公尺）與桃園、苗栗、台中、台南、高雄、花蓮

、台東等區農業改良場及國立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國立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

系等共同進行全省 250 公尺之網格調查。 

    當這些資料逐漸完成時，花蓮區農業改良場即開始利用土壤資料進行各種分

析及應用，例如完成新城鄉及吉安鄉之農田土壤環境品質及生產力調查報告、建

立農田土壤肥力管理及改良資訊系統及利用吉安系長期監測點資料探討土壤微

量元素的空間分佈等(陳吉村等，1996；陳吉村等，1997；陳吉村，1997；陳吉

村等，2000)。另外，自民國 88 年起配合新資料繪製土壤主題圖辦理花蓮縣全縣

之土壤特性與合理化施肥研討會，雖然有許多農民參加，但因為資料範圍過大，

因此未獲得預期之效果，所以自民國 89 年起改以鄉鎮為單位，先後辦理十多場

土壤特性與合理化施肥研討會，其資料範圍較小，農民透過主題圖上的電子地圖

即可獲得其所需之資訊，對土壤資訊之推動及協助農民了解地區土壤特性有明顯

的幫助。 

雖然所有資料於研討會後皆贈送給各鄉鎮農會及參加的農民，供其後續利用

之參考，但這種資料的應用方式仍侷限於傳統文字及固定圖形的表達，難達到全

面及彈性變化之需求，尤其當需要提供農民特定地點及即時的土壤資訊時更顯的

困難，因此花蓮區農業改良場即尋思建構土壤肥力資訊網之可行性(陳吉村，

2002)，並經多年之努力於民國 92 年年底架設完成，經過測試後，已於民國 93

年正式開放提供農民使用(圖一)(陳吉村，2004)，有需要之農民可上花蓮區農業

改良場網站「為民服務」項目下查看，其網址為 www.hdai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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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資料庫 

目前花蓮區土壤肥力資訊網包括「250 公尺網格土壤調查資料」及「氣象資

料」兩大部分。 

第一個部分為利用「250 公尺網格土壤調查資料」以鄉鎮為單位製成的「肥

力管理主題圖」，利用電子地圖將網格土壤調查資料圖形化，提供作為了解大區

域肥力變化趨勢及肥培管理政策擬定之依據，目前這個系統所提供的資料包括酸

鹼度值、有機質含量、陽離子交換容量、鈣鎂比及磷、鉀、鋅、硼營養元素含量

等八個「肥力管理主題圖」，每一項主題圖均以各種顏色表示其差異程度，使用

者可由圖例說明清楚了解整個鄉鎮土壤肥力的變化。另外，為提供個別農民查詢

農地之肥力基本資料，本系統亦提供單點網格土壤資料查詢的功能，使用者利用

游標之移動及點選，配合高解析度之電子地圖，即可獲得離自己農地最近之網格

土壤調查資料，在點選動作完成後，系統即會根據網格土壤調查資料顯示肥培管

理之建議，使用者可以立即獲得最完整之資訊，供作施肥參考。 

第二個部分為「氣象資料庫」，本資料庫是利用中央氣象局所提供民國 60

年至 89 年，三十年的逐日氣象資料，透過空間分析模式(PRISM)分析所得之面

化的氣象資料，目前所提供之資料包括全年及逐月之平均溫度及平均雨量等 26

種氣象資料，堪稱目前最詳盡的農業氣象資料。 

 

系統操作 

有鑑於一般農業推廣人員及農民所需要的資料較為簡單且電腦操作技術不

足，因此本系統定位為資料庫查詢系統，利用數位電子地圖以人性化的圖形方式

提供使用者點選查詢，為讓使用者能容易的操作花蓮區土壤肥力資訊網，因此本

系統所有操作均採用下拉式選單及游標移動方式進行操作，使用者僅須具備最基

本的電腦操作能力即可利用游標及放大、縮小、平移、定位等功能找到自己農地

所在的位置，而獲得所需的資訊(圖二)。 

如果先選擇「土壤肥力主題圖」，再選擇所需要的鄉鎮後即可顯現各種土壤

主題圖，目前有以鄉鎮為顯示單位之酸鹼度值、有機質含量、磷、鉀及鈣鎂比等

多種主題圖可供選擇，當完成選擇後即可展現出特定區域之土壤主題圖，提供大

範圍土壤特性評估所需的資訊，其內容包括以顏色顯示各種濃度的變化及顏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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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例等資訊，透過各種主題圖的展現，使用者可以掌握大範圍之土壤特性的變化

(圖三)。 

如果是選擇「網格土壤資料查詢」，則透過本系統所提供的四個不同比例尺

之圖形的輔助，使用者可以利用放大及縮小來選取所需的資料範圍，並利用游標

的拖曳功能或以螢幕上的方向箭頭來平移資料，最後以點選的方式來選取資料，

此時系統將顯示所選擇位置的網格調查資料，並提供肥力診斷分析及建議，即時

提供使用者做為施肥管理參考的資料(圖四)。 

另外，在「氣象資料」查詢方面，同樣利用游標點選或以下拉式選單的方式

來選取即可獲得包括全年及逐月之平均溫度及平均雨量等 26 種氣象資料(圖五)

，可以提供作為作物生長、適栽區域選定及災害發生機率推算等之應用。 

 

未來之發展 

目前花蓮區土壤肥力資訊網已建置完成的資料庫有「250 公尺網格土壤調查

資料」及「氣象資料」兩部分，但因土壤資料之分析曠日費時，而舊有的土壤調

查資料包含多項物理屬性資料，雖然資料略嫌老舊，但這些資料是屬於土壤的基

本性質，受時間之影響產生的變異並不會太大，所以應該還是可以利用，因此計

畫先將舊有之土壤調查資料重新網格化後納入本系統，以補物理資料之不足。 

另外，土壤及植體營養診斷服務是各改良場為民服務的基本工作之一，根據

歷年的統計資料顯示，花蓮區農業改良場每年為農民提供數量可觀之植體及土壤

診斷分析(表二)，如能加以妥善利用，對土壤資料的充實將有極大的幫助（陳吉

村，1995；花蓮區農業改良場年報，2001；2002；2003）。 

而為對農民提供更完善的服務，因此亦將利用網路查詢、電子信箱、簡訊傳

送等工具，加速土壤及植體分析資料的提供效率及將調查資料與網格系統接軌，

所以亦將建立植體及土壤診斷分析資料庫，並利用衛星定位系統、地理統計等技

術，在提高資料供應速度的同時亦將資料網格化納入系統，使資料能逐年更新(圖

六)。 

 

結語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花費許多人力及物力完成花蓮及宜蘭

兩縣七萬餘公頃之土壤採樣工作，這些寶貴的土壤調查資料能提供許多過去所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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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資訊，除進行傳統之資料的利用外，更結合網際網路及資料庫架構一完整的

土壤肥力資訊網，提供農業推廣人員及農民迅速土壤資訊獲取的管道，發揮資料

最大的利用效益，未來亦將視需要逐步增加功能，以服務更多的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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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花蓮縣及宜蘭縣網格土壤調查進度表。 

花蓮縣 宜蘭縣 
年度 

鄉  鎮 面積(公頃) 鄉  鎮 面積(公頃) 
採樣點數 

81 新城鄉 940   150  

82 吉安鄉 3,200   512  
83 壽豐鄉 6,200   992  

84 鳳林鎮 6,200 羅東鎮 480  1,069  

85  宜蘭市 1,600  256  

86  頭城鎮 1,900  304  

87  三星鄉 4,200  672  

88 富里鄉 6,000 員山鄉 4,100  1,616  
89 瑞穗鄉 4,200 五結鄉 1,700  944  

90 卓溪鄉 2,000 冬山鄉 3,700  2,160  
 玉里鎮 6,500     
 萬榮鄉 1,300     

91 花蓮市 680 蘇澳鎮 1,000  2,957  
 秀林鄉 2,000 壯圍鄉 2,500    
 光復鄉 5,000 大同鄉 1,600    
 豐濱鄉 1,200 礁溪鄉 3,300    
  南澳鄉 1,200    

總計  45,420 27,280  11,632  
 

 

圖一、花蓮區土壤肥力資訊網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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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利用下拉式選單進行資料點選。 

 

 

圖三、土壤肥力管理主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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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單點網格土壤資料查詢及肥培管理建議顯示。 

 

圖五、氣象資料主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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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花蓮區農業改良場歷年土壤及植體分析件數統計表。 

年度 土壤  植體  有機資材及堆肥 總件數 

78 682  601  － 1,283 

79 1,620  893  － 2,513 

80 2,218  2,581  － 4,799 

81 1,982  2,600  － 4,582 

82 2,364  1,872  － 4,236 

89 1,521  401  － 1,978 

90 1,150  736  － 1,953 

91 804  921  49 1,774 

92 905  1,082  81 2,068 

 

 

 

 

 

圖六、花蓮區土壤資訊系統架構圖。 

 

花蓮區土壤資訊系統

網格資料 土系資料土壤及植體分析資料

電子郵件 網際網路 

郵寄資料 衛星定位 

簡訊通知 電話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