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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區公路在颱風期間的安全性是公路管理的重要課題，本研究收集 1996 賀伯颱風、2001

桃芝颱風、2004 敏督利颱風、2008 辛樂克颱風、2009 莫拉克颱風的雨量資料，及颱風前後的

遙測影像，加上野外調查道路邊坡崩塌之潛勢評估方法。考慮因子包括：累積降雨、降雨強度、

坡度、岩體強度、濕度指數、弱面與坡面關係等。本研究嘗試將地質、地形與降雨因素量化以

建立地形指標、地質指標和降雨指標。由邊坡崩塌資料可得到某降雨指標範圍下地形指標和地

質指標的關係，此結果可由降雨事件的預測，進而預測道路邊坡的崩塌。 

(關鍵詞：崩塌潛勢、邊坡、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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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afety of mountain routes during typhoons is an important issue of road 
management. This research collects data of rainfall and satellite images before and 
after typhoons for the years of 1996, 2001, 2004, 2008, and 2009. In addition, field 
investigation is performed to develop a method for the assessment of slope failure 
susceptibility. The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under heavy rainfall along the route is 
assessed with the factors including accumulative rainfall, rainfall intensity, 
inclination of slopes, strength of rock mass, wetness index, and orientations of 
bedding relative to slope surfaces. The geology, topography, and rainfal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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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quantified to establish their corresponding indices. With the satellite images to 
locate numerous historical landslid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opographic index 
and geologic index can be obtained with respect to various rainfall indices. The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can be predicted with the forecast of accumulative rainfall 
and maximum rainfall intensity for a certain heavy rainfall event.  

(Keywords：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slope, rainfall) 

前言 

這幾年出現的幾次豪雨，在山區造成山

崩、土石流、河川淤積等重大災情，山區道

路因而中斷並有多起傷亡事件。山區道路邊

坡降雨時的穩定性或崩塌潛勢應予有效的

評估，才能提出因應的監控指標，訂出管理

山區公路的準則。由過去的災害案例可知，

災害發生之地點、強度或頻率常與地質地形

降雨條件息息相關。台灣的山區道路可以從

低海拔的數百公尺到高海拔三千公尺，由低

海拔到高海拔地形漸陡，地質由強度較弱的

沉積岩進入強度較高的變質岩區，雨量也有

漸增的趨勢。 

陳有蘭溪發源自玉山北峰的金門峒，主

流全長 42.4km，流域面積約為 45000ha，主

流平均坡降約為 6.75%，在南投縣水里鄉新

山、永興、頂崁村附近匯入濁水溪，是濁水

溪重要支流之一。集水區包含阿里山山脈東

側，玉山北側及郡大山脈西側，主要由南向

北流，流域狹長。本流域地形上高差大約為

3000m，高差極大，坡降陡，主流河床寬，

崩塌地多，河谷沖積扇十分發達(楊明德等，

2009)。 

圖 1 為陳有蘭溪流域的地層和地質構造

的立體圖。由於溪流沿陳有蘭溪斷層發育，

位於斷層上，溪流兩側的岩性明顯的不同， 

右岸地層屬古第三紀輕度變質岩之地層，其

主要組成為板岩、硬頁岩、變質砂岩與石英

岩，左岸屬未變質之新第三紀沉積岩，包含

頁岩、砂岩及砂頁岩互層。此溪流形成一明

顯的斷層線谷，在脆弱的斷層帶上緩慢發

育。 

 

圖 1 陳有蘭溪流域的不同地層分佈 

Figure 1 Chenyoulan different stratigraphic 

distribution River basin 

(行政院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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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zuki and Matsuo(1988) 預測邊坡破壞

的方法則綜合了統計、機率與力學分析。他

們用因降雨而隨時間變化的飽和度和圓弧

形滑動來分析邊坡穩定，並由目標地區許多

的破壞案例，決定每一案例因雨造成的強度

折減參數，且由統計方法分析造成強度折減

的各因子權重，最後用機率分析預測邊坡破

壞的時間。另外隨著電腦科技的進步，數值

模型被用來分析邊坡穩定越來越普遍。但這

些數值計算結果的可信度卻往往令人懷疑，

因為這是野外複雜地形和地質狀況簡化下

來的數學模型，並使用許多地質材料參數的

計算結果。尤其在一般工程界，常有實驗室

做出來的力學參數不使用在邊坡穩定分析

中，而使用所謂經驗值來做數值分析的現象，

這些都說明了地質材料的變異性。要在簡化

下的數值模型中輸入代表性的參數，除了力

學實驗結果，可能還需要經驗的判斷。 

目前國內應用地理資訊系統（GIS）於

大範圍的山崩潛感分析已相當普遍，多為應

用數值地形模型、整合各種自然環境資料，

分析其空間分佈關係，再使用不同的統計方

法分析不同的地區，得到潛在山崩敏感區。

應用 GIS 可大幅減少外業工作，因此近期的

研究幾乎都已採用 GIS 之技術。應用統計分

析法進行山崩潛感分析之方法包括：模糊集

理論（Fuzzy Set Theory）、條件或然率法、

不安定指數法（Dangerous Value Method）、

卡方分配檢定法、多變量統計分析鑑別分析

法（Discriminant Analysis）、類神經網路

（Neural Networks）、高斯過程（Gaussian 

Processes ）， 分 量 迴 歸 分 析 (Quantile 

Regression)。張舜孔（2003）建立一最佳化

流程，對於阿里山公路邊坡集集地震前及震

後資料加以分析，比較其因子權重排序改變

的情形。結果顯示前七天累積降雨量、當天

降雨量和地層等是阿里山公路邊坡安全性

的最大影響因子；另在地震後權重排序提升

的因子有地層和坡型，權重排序下降的則有

坡度、風化土層厚和當天降雨量。李鈞宇

（2006）建立邊坡崩塌潛能、機率預測模式，

由新中橫公路現地調查之因子收集案例資

料進行崩塌可能性預測。採用高斯過程分析，

經由所收集到桃芝、敏督利、艾利、海棠、

馬莎颱風之崩塌資料，共 103 筆案例（崩塌

案例 50 筆、未崩案例 53 筆）進行邊坡崩

塌之研究，並選取影響因子為地形、地質、

岩層位態、風化及破碎程度、植被、水系、

道路開闢、地震力及降雨等。Chang et al. 

(2011)研究阿里山十八號公路崩塌率和降雨

量的關係，利用當地 103 種已崩塌的實際例

子，加上另外人工創造的 103 種穩定邊坡的

模型，代入坡度、坡向、高度、坡形、地質

構造、基岩岩性、崩積層厚度做為敏感因素，

有效降雨、日降雨做為觸發因素，導出簡單

的關係是做為預警系統。林洧全(2012)利用

多變量不安定指數建置山崩災害潛感模式。

考量之山崩災害潛勢因子包括坡度、坡向、

地質、高程、距斷層距離、距水系距離、地

形粗糙度、坡度粗糙度、有效累積雨量與開

發情形等 10 項可能崩塌因子，並透過相關

性檢定，檢定各潛勢因子間之相關程度。 

台 21 新中橫公路過去有很多遭受颱風

侵襲案例，本研究將收集 1996 賀伯颱風、

2001 桃芝颱風、2004 敏督利颱風、2008 辛

樂克颱風、2009 莫拉克颱風等的雨量資料，

及造成的公路邊坡破壞資料(遙測影像)，進

行系統性的分析，以進行降雨導致道路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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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之潛勢評估。 

指標計算與崩塌判識 

本研究嘗試將地質地形降雨因素量化

以建立地形指標、地質指標和降雨指標，由

邊坡崩塌的資料可得到某降雨指標下地形

指標和地質指標的關係。 

1.邊坡單元 

一個邊坡單元由道路邊向邊坡內延伸

40m，單元延道路部分的長度 L，取決於集

水區的劃分(圖 2)。邊坡單元共 307 個，與邊

坡單元對應的集水區分布如圖 3。 

2.地形及地質指標 

地形指標定義如式(1)，考慮坡度β，坡

度大者地形指標大。可由 GIS 地理資訊系統

中取得各邊坡單元的坡度，進而得到各個單

元的地形指標。 

地形指標=tanβ                      (1) 

地質指標定義如式(2)，地質指標考慮岩

體強度、地形濕度指數及弱面與坡面的關係，

岩體強度大地形濕度指數小者地質指標

大。 

地質指標=Is/TWI+F1×F2×F3           (2) 

Is 是強度因子，由 Hoek-Brown 破壞包

絡線下的面積定義(圖 4)，面積越大表示岩體

強度越強，Pa 代表 100kPa，所以 Is 無單位。

降雨造成含水量提高可考慮地形濕度指數

TWI(topographic wetness index),(Sørensen et 

al., 2006; 

我們定義如式(3) 

TWI log
∗ ∗

           (3) 

 

圖 2 邊坡單元與集水區之間的關係 

Figur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tchment areas and slope unit 

 

圖 3 與邊坡單元對應之集水區 

Figure 3 catchment of slope unit(Nefeslioglu et 

al., 2008) 

α是上邊坡的集水區面積(m2)，β是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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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單元坡度，L 為邊坡單元延道路長度(m)，

2000 為一常數(m)。 

F1、F2、F3的定義如表 1(Romana, 1993)，

它考慮了弱面位態的影響，如斜交坡的 F1、

F2、F3 會大於順向坡的的 F1、F2、F3。Is、

TWI 與 F1xF2xF3皆無單位。 

TWI 濕度指數外，其他係數需仰賴野外

勘查取得相關數據。岩性係數根據

Hoek-Brown 破壞準則定義，在本路段中以

砂頁岩互層為主，在準則中，砂岩的係數是

17，頁岩的係數是 6；在現勘過程中，判斷

砂頁岩的比值再依照比例決定該岩層的岩

性係數。擾動係數 D 設為 0.5。因現地查勘

的時候，並不是每個單元都有辦法實測到地

質資料，所以 IS 和 F1*F2*F3也是依靠克利

金法做分佈曲線圖(圖 5、6)。 

 

圖4 由破壞包絡線下之面積定義強度指標 Is 

Figure 4 define strength index Is by the area 

under failure envelope 

表 1 由弱面位態與坡面關係定義 F1,F2,F3 (Romana,1993) 

Table 1 define F1, F2, F3 by weak state and slope face relationship (Romana, 1993) 

Case Very favorable Favorable Fair Unfavorable Very unfavorable
P j s   30 

 30 20 
 20 10 

 10 5 
 5 

 

T ( )-180j s         

P/ T 1F  0 .15  0.40  0.70  0.85  1 .00  

P  j  20 
 20 30 

 30 35 
 35 45 

 45 
 

P  2F  0 .15  0.40  0.70  0.85  1 .00  

T  2F  1  1  1  1  1  

P j s   10 
 10 0 

 0  0  to 10 
 10  

 

T j s   110 
 110 120 

 120 
 ─  ─  

P/ T 3F  0  6  25  50  60  

P, plane failure; T, toppling failure; j , joint dip direction; s , slope dip direction; j , joint dip; s , 
slope dip. 

3. 降雨指標 

降雨指標定義如式(4)，累積降雨大最

大降雨強度大者降雨指標大。 

降雨指標=累積降雨x最大降雨強度   (4) 

本研究方法使用中央氣象局沿陳有蘭 

溪流域、台 21 線沿線取得 12 個測站，有

龍神橋、西巒、上安橋、信義、豐丘、望

鄉、和社、新興橋、神木村、東埔、新高

口、阿里山，並依據衛星影像、航照圖、

歷年的風災報導與災區村民的專刊，歸納

出五個影響較大颱風，分別為 1996 年賀伯

σ1/Pa 

σ3/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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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2001 年桃芝颱風、2004 年敏督利颱

風、2008 年辛樂克颱風、2009 年莫拉克颱

風，最後在另外篩選出對於重複區段反覆

造成之災害，方便之後進階分析。 

選取的這五個颱風之累積雨量與最大

降雨強度，依中央氣象局颱風資料庫所提

供的警報期間和前述雨量測站之雨量資料，

確立颱風主要影響日期，並在此日期間做

延伸，取影響日期前與後持續 12 小時為零

雨量的時間為降雨資料所需時間，成為一

降雨事件，如表 2 所示台 21 線沿路的雨量

測站高達 12 站，但因為邊坡單元遠多於雨

量站的設置且高度變化大，道路蜿蜒多變，

我們以克利金內插決定每個邊坡單元的雨

量指標(圖 7)。 

表 2 各事件選取之降雨影響日期 

Table 2 selected date for every rainfall events 
   1996 

07/29-08/

02 

   2001 

07/26-08/

01 

   2004 

06/29-07/

06 

   2008 

09/11-09/

16 

2009 

08/03-08/

12 

賀伯颱風 桃芝颱風 敏督利颱

風 

辛樂克颱

風 

莫拉克颱

風 

 

圖 5 IS 分佈圖 

Figure 5 IS distribution map 

 

圖 6  F1*F2*F3 分佈圖 

Figure 6 F1*F2*F3 distribution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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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五颱風降雨指標圖 

Figure 7 five typhoon rainfall index figure 

A:賀伯颱風降雨指標 
Herb rainfall index 

B:桃芝颱風降雨指標 
Toraji rainfall index 

C:敏督利颱風降雨指標 
Mindulle rainfall index 

E:莫拉克颱風降雨指標 
Morakot rainfall index D:辛樂克颱風降雨指標 

Sinlaku rainfall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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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崩塌地判識 

崩塌地判識的方法主要分為三種：現

地人工踏勘調查，航照與遙測衛星影像辨

識，或者是混和其兩種，現地調查常常因

災害發生後，交通不便難以到達，又因人

工調查一次只能單一點位調查，全段踏勘

完成時間攏長，所以航照及衛星影像有其

優勢。 

航照和衛星影像，又大致分為人工判

識，半自動判識，自動判識三種，人工判

識的做法主要是將航照及衛星影像作為有

效影像，判識的工作通常交給地質專家，

以立體視覺的影像觀測，將崩塌地的地質

現象圈繪出來，用此方法的崩塌地判識成

果範圍及面積明確，可以用作治理研究的

基礎，不過效率則因人而異，判定的結果

好與壞也因經驗上的差別有所影響。自動

判識的方法，是將數值影像的資料輸入給

電腦，並給予電腦一定的判定準則，自動

找出崩塌地，此方法的判定準則通常依方

法而差異不大，結果比較客觀，但是此方

法的誤差會根據影像解析度，方法的運算

方式及選取的因子有所差別。台灣為地形

破碎，地形陡峭，季風性氣候造成地質風

化作用強烈，地表植物也因溫暖潮濕而發

育茂盛，造成台灣會有許多小型崩塌地產

生，假如影像解析度只有 10m 以上，常常

會造成小型崩塌地不易判別或誤判，所以

通常做了自動判識後，都會再去現地做人

工調查，以確認自動判識的結果合理性。 

崩塌地判識，是以災前災後衛星影像

使用 GIS，人工辨別颱風過後崩塌的地點

與區塊大小，賀伯、桃芝、敏督利、辛樂

克採用 SPOT 衛星影像，莫拉克則採用福

衛二號的衛星影像，並配合每次颱風有的

歷年報導、前人現勘報告、災害照片等歷

史資料做為判識的依據，圖 8 為五次颱風

崩塌地位置圖。 

崩塌潛勢分析 

同降雨指標區間下的邊坡單元中，將

發生破壞的邊坡其地質指標與地形指標表

現於圖中，可得到一趨勢線，即為該降雨

指標下地質指標與地形指標的關係。以

2001年桃芝颱風、2004年敏督利颱風、2008

年辛樂克颱風、2009 年莫拉克颱風的歷史

資料找到地形地質指標關係圖(圖 9)。降雨

指標大者其臨界關係曲線在下，最後可得

到不同降雨指標下的地質指標與地形指標

的關係曲線。 

統計出來的結果，降雨指標的範圍在

11500 到 170000 之間，把它平均分成四個

範圍分別為降雨指標 1：11500 至 51125，

降雨指標 2：51125 至 90750，降雨指標 3：

90750 至 130375，降雨指標 4：130375 至

170000，並加上趨勢線。其趨勢線合乎預

期，接下便拿趨勢圖做出驗證的崩塌潛勢

圖，依照某一邊坡單元的降雨指標，尋找

適合的趨勢線對應，當在趨勢線以上時視

為崩塌，以下時視為未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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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五次颱風崩塌位置圖 

figure 8 five Typhoon collapse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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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崩塌趨勢圖 

figure 9 collapse trend graph

根據趨勢圖的結果，以賀伯颱風來做

驗證。圖 10 為賀伯颱風崩塌集水區圖。咖

啡色的部分是根據賀伯的衛星影像所判斷

出來的崩塌地點相關集水區。圖 11 為根據

崩塌趨勢圖所預測的賀伯颱風預測崩塌圖。

紫色部分為趨勢圖預測會崩塌的集水區。

因為邊坡單元在圖上太小，所以採用其對

應的集水區代表。 

根據趨勢圖的分析，依據降雨指標的

分級，分別取用不同的趨勢線，當位於趨

勢線以上的點為判定為會崩塌的區位，在

趨勢線以下的為不會發生崩塌的區位，取

用賀伯颱風的資料組來做為驗證的對象，

做出來的趨勢圖如圖 12，紅色代表為趨勢

圖判斷為崩塌，實際上未崩塌的錯誤驗證，

黑色代表趨勢圖判斷未崩塌，而實際上有

崩塌現象的錯誤驗證，綠色則為驗證符合

現實的部分。 

 

圖 10 賀伯颱風崩塌邊坡對應之集水區圖 

figure 10 Typhoon Herb corresponding 

catchment slope collapse 

___降雨指標 1 11500~51125 

___降雨指標 2 51125~90750 

___降雨指 3 90750~130375 

___降雨指 4 130375~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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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賀伯颱風崩塌預測圖 

Figure 11 Typhoon Herb landslide prediction 

 

圖12賀伯颱風崩塌集水區預測與實際比較

圖 

Figure 12 Typhoon Herb collapse catchment 

forecasts and actual comparison chart 

表 3 為經驗方法判識結果。 

表 3 經驗關係結果 

Table 3 Results of empirical relationships 

預測 
實測 

崩塌 未崩塌 

崩塌 14 46 

未崩塌 24 223 

根據驗證的結果，307 個邊坡單元中，

有 38 個邊坡單元實際上發生破壞，269 個

邊坡單元實際上並沒有破壞，總計有 70 個

判定為失敗，正確率達到 77.19%，準確率

高，此分析方法可以使用在崩塌判定上。 

結論 

本研究將崩塌發生的原因歸納成三大

指標，即地質、地形、降雨指標。以 2001

年桃芝颱風、2004 年敏督利颱風、2008 年

辛樂克颱風、2009 年莫拉克颱風的衛星影

像，得到崩塌地的位置並建立相關資料，

分別利用統計建立地質、地形、降雨指標

的經驗關係，建立邊坡崩塌模型，用 1996

年賀伯颱風的崩塌地來驗證方法的有效性。

這三個指標可成功將複雜的邊坡地形地質

水文狀況，變成可量化的參數，將來可推

廣應用於各種崩塌潛勢分析。此方法快速

的判斷方式，可以藉由當地的降雨狀況去

做崩塌地預測及災害防治，提供相關單位

管理道路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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