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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一 屬性資料蒐集與彙整-以台灣農情資料為例 

一、課程介紹： 

地圖所展現的資訊包含空間與非空間的屬性資料，前者是指空間物件( 例如：行政區 )的相

對位置、絕對位置，後者則是描述此空間物件的特徵，例如行政區內的「人口數」。如果我們想

要將非空間屬性資料（譬如：記錄在.dbf、.csv、.txt、.xls中的人口數），跟空間資料做關連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 Join 的功能，將兩種資料依照同一個欄位內容連結起來。 

二、課程目標： 

從農情報告資源網網站上下載農情資料，並整理成適合 Join 的格式，接著利用.xls 檔跟.shp

做屬性資料的連結。 

三、教學資源： 

https://sites.google.com/site/hyshgeo/ 

四、實作部分： 

【前置作業】 

1、 下載圖層，並解壓縮至 D 槽中，實習資料與成果皆存放於此。 

(一) 瀏覽「農情報告資源網」( http://agr.afa.gov.tw/afa/afa_frame.jsp ) 

 

https://sites.google.com/site/hyshgeo/
http://agr.afa.gov.tw/afa/afa_frame.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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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掌握農業發展型態，農業部門定期進行各種抽樣調查與普查，包括：各種作物資訊( 種

植面積、分佈、產量、價格等 )、農地面積、農業人口、農業產銷等。這些資料經過農委會彙整

過後，目前以開放民眾在網路上查詢以及下載。 

連結至農情報告資源網後，點選左方的「農情調查資訊查詢」，此項目提供民眾查詢每一個

年度一般作物與稻作的調查資料，資料項目包括：期作別、種植縣市(鄉鎮)別、種植面積、結實

面積、每單位產量、總產量等資料，目前最新的資料到民國 99(2010)年，鄉鎮為最小的統計單元，

作物種類則高達數百種。查詢的方式有很多種，例如「一般作物查詢」就分為鄉鎮、縣市或其他

比較查詢方法，以「鄉鎮作物查詢」為例，使用者需要決定欲查詢的年度、期作別、作物代號以

及縣市代號，假如我們想要知道 2007 年台北縣木瓜種植面積最大的鄉鎮及其種植面積為何？操

作上，年度打「096年」，期作別有三種選擇：裡作、一期作、二期作以及全年作，請選「全年

作」，作物類別選「627.木瓜」，縣市代號選「01.台北縣」，按送出，就可查到台北縣內各鄉鎮內

木瓜的種植情形。按照上述方法便可一一查詢縣市內各鄉鎮的木瓜資料。 

(二) 下載資料：以木瓜為例，木瓜屬於「全年作」的一般作物 

1. 為了一次把所有的資料擷取下來，點選「各項作物規模別排列查詢( 全部鄉鎮 )」，該選項

會將全台灣所有鄉鎮依照種植規模排列成表。 

2. 在右方的查詢區塊，年度打「096年」，期作別選全年作，作物類別選「627.木瓜」，按送出。

即可一覽 96 年度所有鄉鎮裡木瓜的種植面積、結實面積、每單位產量、總產量等資料。 

 

3. 全選所有資料，按滑鼠右鍵，選複製(c)。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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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開 excel，在第二列第一欄( A2 )的位置按滑鼠右鍵，選「貼上」在網站上複製的資料。 

 

 

5. 在每一欄的第一列分別打上欄位名稱：「縣鄉名」，「種植面積 96」，「結實面積 96」，「每公

頃收量 96」、「總收量 96」。 

6. 由於 ArcGIS 在 join table 時，會自動裁切欄位內容，因此必須將每一個欄位調整成適當欄

寬，這樣 ArcMap 才能讀到完整的資料。全選資料後，從主功能表中「格式」下拉選單，

選擇「欄」→「自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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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接著必須修改「縣鄉名」裡頭部分錯誤地名，旨在確保此欄位內容與稍後要 Join 的鄉鎮圖

層之欄位內容一致，避免 join 錯或者是漏掉某些資料沒有連結到。下表為此網站的鄉鎮資

料與鄉鎮圖層中的縣鄉名不符合的地名，請利用主功能列表的「編輯」下拉選單中「取代」

的功能，將錯誤地名更改過來。 

 

 

 

 

 

 

 

 

 

 

 

 

 

 

8. 修改完之後，更改 sheet1 的名稱為「96 木瓜」，將此 EXCEL檔存檔( save as 木瓜.xls )。 

9. 請依 1-7 步驟，再增加 90-95 年木瓜的資料，貼在新工作表上( 一個年份一張工作表 )，並

更改工作表的名稱為「9X 木瓜」。 

 

 

 修改前 修改後 

全部取代 巿 市 

各別修改 

屏東三地鄉 屏東三地門鄉 

新竹峨嵋鄉 新竹峨眉鄉 

台北縣樹林鎮 台北縣樹林市 

台北縣汐止鎮 台北縣汐止市 

台北縣土城鎮 台北縣土城市 

台北縣蘆洲鎮 台北縣蘆洲市 

 台東縣臺東市 台東縣台東市 

 雲林縣臺西鄉 雲林縣台西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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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Join Tables 

1. 開始 ArcMap，從存放資料的資料夾中中加入鄉鎮圖層以及木瓜.xls 兩個檔案。並且

分別對兩個檔案按右鍵選 open attribute table，打開兩個檔案屬性表。 

2. 觀察這兩個屬性表中，哪些欄位是相同的。我們可以發現 shp 檔中的「鄉鎮」與木瓜.xls

中的「縣鄉名」所記錄的資料內容都是「縣市名+鄉鎮名」，所以我們可以使用這個欄

位來連結兩個資料。 

 

3. 由於我們要將.xls 檔連結到.shp 中。所以請對著 shp 檔按下滑鼠右鍵，選擇 Joins & 

Relates 中的 Join。在 Join 對話窗中，選項 1 中要設定我們要針對.shp 中哪個欄位(鄉

鎮)做 Join 的基礎；選項 2，設定要用那個檔案(木瓜.xls)來 Join；選項 3，設定要依據

這個檔案中的那個欄位(縣鄉名)做 Join，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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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複步驟 3，將 90-95 的木瓜資料都 join 起來。 

5. 重新開啟 shp 的屬性表。將可以看見 Join 過後的結果。 

 

6. 將 Join 過後的.shp，進行存檔。由於 Join 過後的資料表，如果沒有另存新檔，下次開

啟同樣的 shp 時，Join 的結果將不會存在。針對剛剛我們 Join 完的 shp檔按下滑鼠右

鍵，選擇 Data → Export Data，另存為檔案，存在 D 磁碟機中。 

 

7. 如果想移除掉 Join 表格的話，可以在 JOIN & RELATE 選項中，選擇 Remove Join 來

移除 Join 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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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考資源： 

 行政院主計處 (http://www.dgbas.gov.tw/mp.asp?mp=1) 

 內政部統計部 (http://www.moi.gov.tw/stat/index.aspx)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http://www.stat.gov.tw/mp.asp?mp=4) 

 教育部統計處 (http://www.edu.tw/statistics/index.aspx) 

 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 (http://www.fdc.gov.tw/mp.asp?mp=1) 

 中選會資料庫網站 (http://210.69.23.140/cechead.asp) 

 區域農業經濟資料庫查詢系統 (http://ag.coa.gov.tw/index.asp) 

 傳染病統計資料查詢系統 (http://nidss.cdc.gov.tw/default.aspx)\ 

 

http://www.moi.gov.tw/stat/index.aspx
http://www.stat.gov.tw/mp.asp?mp=4
http://www.edu.tw/statistics/index.aspx
http://www.fdc.gov.tw/mp.asp?mp=1
http://210.69.23.140/cechead.asp
http://ag.coa.gov.tw/index.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