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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極端降雨事件發生時，易引發大規模崩塌災害，造成河道淤積或
堰塞湖，嚴重時將導致如莫拉克颱風小林村之滅村災情。因此，了解
崩塌潛在區位及崩塌規模，將有助於減緩崩塌帶來之危害。
本研究以莫拉克颱風事件災損嚴重之來社溪集水區為研究樣區，
針對集水區「崩塌風險」與「崩塌規模」兩大主題進行分析。崩塌風
險乃以集水區莫拉克颱風事件前之植生綠劣指標、距道路距離、距河
道距離等指標進行推估；而崩塌規模則利用土壤深度、河道凹岸及向
源侵蝕等指標進行分析。另以集水區之崩塌區位，採用 DEM 修正法
所計算之崩塌量與本模式推估崩塌規模相較，探討其趨勢是否符合模
式建置之假說。
模式推估與集水區崩塌區位驗證結果顯示，近岸崩塌為來社溪集
水區莫拉克風災之主要崩塌區位，其崩塌風險多大於 0.7；而崩塌規
模大於 0.8 之崩塌區位多屬源頭崩塌；另外，崩塌風險大於 0.7 及規
模大於 0.8 之未崩塌區位，為未來易發生大規模崩塌之重點區位。在
崩塌量體部分，崩塌量體隨風險度減少或崩塌規模增加，其區位多分
布於源頭區位，符合研究之假設。
【關鍵詞】崩塌規模、風險度分析、環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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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treme rainfall event could trigger watershed large-scale landslide
which leads to sediment deposition and landslide dam on the river. A
catastrophic disaster occurred at Xiaolin Village is a typical case.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slide potential and
scale in a watershed is necessary for disaster mitigation.
Laishe Creek watershed devastated by Typhoon Morakot was selected
to assess the potential risk and scale of watershed landslides. The
watershed potential landslide risk can be extracted and estimated from the
relevant factors such as inverted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iNDVI), distance to road and distance to river. The potential landslide
scale was derived from the indices of soil depth, river curvature, and
headwater erosion. Besides, comparison of collapse amount calculated
from DEM modified method and landslide scale estimated from this study
was also carried out to explore the tendency if it fits the model’s
hypothesis.
Results show that riparian collapse is the main landslide types. The
potential landslide risk of the riparian collapsed areas is mostly greater than
0.7, and the collapsed areas with potential landslide scale larger than 0.8
are mainly located at the headwater zone. In addition, the non-collapsed
areas with potential landslide risk and scale greater than 0.7 and 0.8,
respectively, are the hotspot of large scale landslides in the future. For the
landslide volume, actual landslide volume increases with the potential
landslide risk decrease and/or estimated collapse scale increase. This
phenomenon fits the hypothesis of this study.
【Keywords】Landslide scale, Risk analysis, Environmental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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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前言
1.1 研究動機
崩塌之發生，係指於坡地弱面上一定量之土體，在遭受外力的擾
動後，因地心引力破壞其原有坡面之穩定，而無法支承自身重力，產
生向下崩落或滑動之現象。台灣地區山坡地佔全島總面積約73%，且
中央山脈為菲律賓海與歐亞兩板塊擠壓而成，有地勢陡峭、地質破
碎、風化速度快、土壤易生成之特性，而當集水區河道坡面土壤經長
期蓄積大量土砂，土壤深度經時間累積加深，往往植生覆蓋較佳，因
此有較佳的保土蓄水能力，形成一穩定之環境，但大自然的演替往往
物極必反，當遇外力擾動而超過自身承載力警戒值，便向下移動而產
生大規模崩塌，因量體龐大所產生的災害也相對嚴重，且近年又因極
端氣候之影響及山坡地大量開發，更讓台灣山坡地面臨嚴峻之考驗，
故對於台灣坡地崩塌災害，亟需針對集水區大規模崩塌進行深入分
析，並探討其發生原因據以研擬相關保護對策，因此以探討「大規模
崩塌」為出發點，做為研究之主軸。

1.2 研究目的
2009 年因莫拉克颱風造成林邊溪中下游嚴重土砂淤積，遂以林邊
溪上游支流來社溪集水區為探討之樣區，針對如上所述集水區「弱
面」、「料源」及「外力」等三大指標因素，於研究中之各項萃取方
法將其指標量化，並由三者之對應關係，分別以「崩塌風險」與「崩
塌規模」探討，主要為了解集水區大規模崩塌潛在區位及崩塌規模，
以降低崩塌帶來的危害，俾利災前災後之防災、減災、山坡地保育等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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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內容架構與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如圖 1-1，主要分為五個章節，將其章節內容分述如
下：
第一章 前言：概述說明研究動機、目的以及內容架構與研究流程。
第二章 文獻回顧：簡述關大規模崩塌之定義、集水區崩塌原因、風
險度評估、崩塌規模評估、崩塌量體推估之方
法，並針對文獻加以整理歸納及探討。
第三章 研究材料與方法：說明研究樣區概述、研究材料、研究方法
與研究工具。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依據研究方法萃取來社溪集水區崩塌各項評估
指標，並依指標值繪製潛勢分布圖，再依各指
標萃取結果利用運算方式求得崩塌風險度及崩
塌規模潛勢，兩者分別在與實際崩塌量進行線
性回歸統計，並取重點區位進行崩塌原因探
討。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將研究比較結果加以彙整，提出最終之結論與
建議，以供後續研究者明確之方向以及相關研
究方法之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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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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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大規模崩塌之定義
魏倫瑋等(2012)研究中將日本及歐美對於深層崩塌之定義歸納如
下：日本以崩塌超過 3 公尺以上且發生於岩體(岩盤)之山崩，即認定
為深層崩塌；歐美地區則將深層崩塌定義為地表下深度超過 2 公尺以
上之山崩類型。然而，台灣山坡地因地質脆弱，加上造山運動頻繁，
導致加速山區岩坡風化速率，使土壤生成快、土讓厚度甚深，若依日
本所定義崩塌深度 3 公尺以上顯然有不合適之處。因此該研究對於我
國深層崩塌之定義，採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提出，滑移面位於地表
下 5 公尺至 10 公尺以上之深層崩塌，並具備高陡崩崖與坡趾處較顯
著的堆積區者，為深層崩塌最重要的地形特徵。
陳聯光(2012)於研究中亦整理了國際上對於大規模崩塌的定義，
建議將我國「大規模崩塌」界定為超過 10 公頃滑動面積，土方量超
過 10 萬立方公尺，或植物樹木根系所及的深度超過 10 公尺以上之山
坡土(岩)體滑動。至於大規模崩塌所衍生之災害類型，則可能包括地
土石掩埋、表變形及龜裂、向源侵蝕、河道淤積、土石流、堰塞湖潰
壩等。國內在形成此定義的討論過程中，有許多意見分歧之處，例
如：是否該稱為「深層崩塌」，以別於所謂「淺層崩塌」的岩屑崩
滑；另是否應將岩層的部分納入崩塌材料中(即中央地質調查定義之岩
體滑動類型)；以及土方量體究竟應為多少方能算大規模崩塌等。
目前定義主要以日本京都大學千木良雅弘教授(2007)之著作『崩
壞的場所』一書中之論述做參考，描述「深層崩壞」的規模為崩塌土
方量達 10 萬立方公尺以上，即長、寬、深分別為 100 公尺 × 100 公
尺 × 10 公尺以上者稱之。
一般而言，崩塌可藉由幾種方式定義，例如崩塌機制、崩塌誘發
原因、崩塌深度深淺等。依 Varnes(1978)所提之崩塌分類，「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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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類較接近於淺層崩塌行為，Santacana et al.(2003)指出淺層崩塌為
小規模的弧型滑動、平面滑動及土石流動等行為。另邊坡材料為土壤
時，「墜落」、「傾倒」、及「移動」之分類可歸類為淺層崩塌行為
(詹勳全等，2015；Liu et al., 2009)，「轉動」則為深層崩塌行為。依
據崩塌深度所提出之定義，包含發生崩塌之邊坡表面距 地層主要滑
動面之深度不超過 5 公尺者、或是崩塌深度小於 0.1 倍或 1 倍崩塌長
度之崩塌稱為淺層崩塌，日本國土交通省砂防部依據崩塌災害規模大
小分為「深層崩塌」及「表層崩塌」兩類，其中「表層崩塌」定義為
滑動深度介於 0.5 至 2 公尺，反之則屬「深層崩塌」的範圍，日本獨
立行政法人土木研究所(2008)將深層崩塌定義為崩塌長度及寬度皆大
於 100 公尺、崩塌深度超過 5 公尺、總崩塌量超過 105 立方公尺、崩
塌塊體移動速度快的崩塌事件。由前述說明可知，淺層崩塌至今尚未
有確切的定義，針對淺層崩塌所進行的定義，會跟該研究案例本身特
性相關，而並非世界通用且認同的定義，因此，研究中採崩塌誘發原
因及崩塌深度兩條件，以高強度長延時降雨、河岸淘刷、山區道路開
發等為誘發因素，及崩塌深度小於 0.1 倍崩塌長度之崩塌地為本文所
謂淺層崩塌(詹勳全等，2015)。
謝正倫(2014)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委辦計畫-坡地崩塌
防災減災策略先期研析計畫摘要報告中提到，目前國內相關單位對於
「大規模崩塌」之定義尚不明確，而中央地質調查所將規模較大、滑
動面深度較深的山崩，且深入岩層之滑動面內，以「岩體滑動」一詞
代表之。水土保持手冊中所稱「地滑」的定義係指規模較大的移動土
體或岩體之，通常發生於較緩坡度之斜面，其典型運動特徵為移動速
度緩慢，而移動情形可能呈間歇性或持續緩慢運動，且往往可保持移
動土體上方之構造物原狀。但經各國針對大規模崩塌定義歸納後，原
則上可稱大規模的岩體滑動，而所謂「大規模」是指滑動面積大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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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以上，且深大於 5 公尺的滑動深度之範圍。目前我國參考日本對
於大規模土砂災害的定義，除面積外，另增加超過 10 萬立方公尺土
方量為門檻，即面積大於 1 公頃之崩塌地，且崩塌平均深度達 10 公
尺以上視之。而在規劃防災減災策略時，必須針對不同之崩塌類型及
其環境特性提出對應之因應對策，方可推動具體可行之方案，因此該
計畫綜合目前常用之分類方法，以參考現有水保局之分類方法為主，
除崩塌、地滑之外，新增大規模崩塌一類，以作為後續防減災工作推
動之參考。
何岱杰等(2014)於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形特徵判釋研究中，於大規
模崩塌定義章節中提到: 在大規模崩塌的發育過程中，地形上常存在
某些地形特徵。大規模崩塌大致可以分為冠部、陷落區和隆起區，其
主要特徵有主崩塌、次崩崖、冠部崩崖、冠部裂隙等。
大規模崩塌之判釋主要根據潛移的相關地形特徵，傳統判釋崩塌
方法為使用航空照片之立體像對進行判釋(Chigira and Kiho, 1994)，而
現今多以光學影像結合數值地形資料進行判釋(魏倫瑋等，2012)；李
錦發等(2004)利用數值航測立體判釋描繪地滑分佈範圍，但受到植被
遮蔽影響滑動塊體的邊界無法清楚界定，受到臺灣地區植被茂盛的環
境條件限制，直接從光學影像上觀察到細微地形特徵並不容易。然
而，自空載光達(LiDAR)技術發展後，其所產製之高精度數值地形資
料可達到 1 公尺解析度，不同於以往利用航空照片製作的數值地形模
型，空載光達同時剝除了植被影響，針對判釋崩塌更是有利，也更有
機會觀察出潛在大規模崩塌之地形特徵。
在國內外已有許多案例利用高精度數值判釋大規模崩塌潛勢區
位。潛在大規模崩塌發生機制有河道下切、岩層挫屈或傾覆、地質構
造通過、岩層黏土化形成滑動面(千木良雅弘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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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有關大規模崩塌定義彙整如表 2-1，綜合文獻中針對大
規模崩塌之界定，面積大於 1 公頃、深度大於 5 公尺及體積大於 10
萬立方公尺為多數學者採用。

作者
(年分)
千木良雅弘
(2007)
日本獨立行政法
人土木研究所
(2008)
魏倫瑋
(2012)
陳聯光
(2012)
謝正倫
(2014)

表 2-1 大規模崩塌定義之文獻彙整
深度
面積
(公尺)

體積
(立方公尺)

--

--

＞10 萬立方公尺

＞1 公頃

＞5 公尺

＞105 立方公尺

--

5~10 公尺

--

＞10 公頃

＞10 公尺

＞10 萬立方公尺

＞1 公頃

＞5 公尺

--

2.2 集水區崩塌原因
黃筱喬等(2013)研究指出崩塌為土砂量的重要來源之一，亦為山
坡地災害的一環，崩塌發生的影響因素多且複雜，李錦育(2011)將崩
塌發生的原因歸納為地質構造、岩性、地形過陡、雨水因素和人為因
素等五大因素；Cruden and Varnes(1996)將影響崩塌因子可分為地質
因子、地形因子、人為及環境因子等四類。
台灣地區由於地狹人稠，平地開發已不敷使用後而轉向山坡地大
量開發，然不當開發使坡地災害問題頻傳，故坡地災害之防治與監測
實為極重要課題。崩塌是坡地主要災害類型之一，並可能引發其他相
關之災害。一般而言，崩塌的形式極為複雜，鮮少由單一因子而發生

7

災害，而崩塌成因可分為潛因及誘因如圖 2-2 所示(工研院能資所，
1992)。
地質

潛因

地形
降雨
自然因素

地下水
河岸或海岸沖蝕
地震
其他

崩塌之因素

誘因

坡趾、坡面開挖
人為因素

上方加重
水庫蓄水
其他

圖 2-1 崩塌之主要因素
(摘自工研院能資所，1992)

黃孟偉(2011)研究中運用地理資訊系統，判定屏東縣來義村所在
集水區之邊坡災害危險範圍；並依據來義村集水區於 2005~2010 年間
所發生的天然災害事件，探討日雨量及降雨強度等水文資料與災害發
生間之關係；且使用美國科羅拉多落石模擬程式，模擬落石災害對來
義聚落之危害，最後根據現有河道進行現地採樣並分析結果，提出對
來義聚落周遭之災害防護工法之建議方案。該研究中選定各項邊坡災
害影響因子並加以評分，包括坡度、坡向、高程、地質、土地利用情
形、土壤性質；以及距離道路、河道與土石流潛勢溪流遠近等地文因
子，再將各因子之危害度總合討論，規劃出高災害風險地區，其中道
路因子為影響邊坡災害最顯著因子；根據美國科羅拉多落石模擬程式
模擬結果顯示，可得知來義村上邊坡落石發生之機率極高，需在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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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防護設施已確保村落安全；另根據土壤分析結果顯示，來義村的
周邊河床底質屬優良級配之含砂礫石，可就地取材，以供現地防災工
程施作之用；由水文分析得知，誘發來義村集水區災害發生與否主因
為時降雨強度之大小。
吳俊鋐(2005)於研究將地震、降雨、地質、地形、植生、人為開
發等列為崩塌發生因素，建構崩塌潛勢評估模式，將建構過程中將崩
塌與降雨誘發因子相關之環境潛在因子分離，並建議以兩段式評估方
法進行建構，先評估未發生降雨及地震情況下之邊坡崩塌潛勢，再以
降雨事件與自然情況崩塌評估值對於邊坡崩塌影響結合，方能評估降
雨情況下之崩塌潛勢值。
台灣山多、地質差、水流湍急，加上颱風、地震、豪雨等不良天
然條件以致災害時常發生，而近年來氣候異常與人為過度開發等影
響，無疑是對台灣地區雪上加霜，政府有關單位每年需投入之經費用
於災後重建與整治工程費用龐大，因此若能迅速掌握治理所需相關資
訊，並針對災害問題對症下藥，確實有其迫切與重要性。2009 年莫拉
克颱風帶來豐沛雨量，重創台灣中南部地區，於南投、嘉義、屏東及
台東等四個林區國有林班地範圍，預估總面積約為 754,612 公頃嚴重
崩塌，並危害下游國家基礎建設與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故災後復建與
治理工程實為刻不容緩。經推估莫拉克造成台灣之崩塌總面積達
25,637 公頃，土砂量達 15 億立方公尺，量體之多且幅員廣闊造成治
理不易，考量各林管處崩塌最為嚴重之林班地，依其下游所對應鄰近
村落為保全對象劃定各集水區進行崩塌資訊萃取，以推估治理優先順
序。洪如江(2009)亦指出颱風與地震是誘發臺灣山區大規模崩塌之主
因。該研究樣區為林邊溪上游集水區，應用動態崩塌地萃取系統，萃
取集水區地文水文資訊，結果顯示集水區坡向均勻分布，占 53.73%，
坡度以六級坡為主；土地利用現況，集水區面積之 94.13%為天然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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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林之分布；推估莫拉克風災後新增崩塌面積為 378 公頃，崩塌量
體 21,694,209 立方公尺，平均崩塌深度為 5.74 公尺，推估集水區年坡
面平均泥沙產量為 3,232,804 噸，並以崩塌規模、距道路與建物距離
等因子做等權重分析建立與保全對象之關聯性，評估重點治理區位優
先順序(林峻達，2012)。
莊智瑋(2010)研究中指出崩塌造成之因子甚多，人為因素及自然
因素均包含在內，人為因素主要是因對土體遭破壞與荷重所引起，例
如坡腳挖掘、土體上方堆積建物或土體等；另自然因素部分，如降
雨、地震、地下水、河岸侵蝕、地形及地質等因素，其中降雨、地
震、地下水及河岸侵蝕等皆是因其外力影響所致，故歸類為崩塌誘
因，而地形及地質屬自然本體，故歸類為潛因，由此可知，針對崩塌
深度影響因子探討時，應需將崩塌造成因子進行區隔，若無，則易導
致誘因與潛因相互感染，導致分析結果有所錯誤。孔德懷(2005)彙整
崩塌發生之主要因子如下：
（1） 地質因子：岩性(包含成分、組織、膠結程度)、地質構造(例如
斷層、裂隙、節理、摺皺、岩態等)
（2） 地形因子：坡長、坡度、坡向、高程、邊坡角度、集水區面
積。
（3） 營力因子：內營力(地震)、外營力(降雨)。
（4） 人為因子：道路開挖、採礦、濫墾、濫伐、濫葬、超限利用
等。
（5） 植生因子：植生種類與密度。
（6） 水文因子：降雨之時空分布與強度大小、逕流、地下水。

張石角(2004)於研究中將各崩塌類型之地形(坡度、高差、動態地
形作用)進行分析，並與地質(岩質、不連續面之傾角、土壤厚度)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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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用來作為工程環境地質調查之參數，並將成果繪成工程環境地
質圖。
陳樹群等(2013)蒐集近年造成重大災害的颱風降雨事件，並指出
強降雨是誘發崩塌災害的重要因子，並提及降雨強度接近 30mm/hr
為可能產生土石流或上游崩塌之降雨強度門檻。謝正倫(2014)根據花
東地區土石流發生與降雨研究結果，認為平均降雨強度超過 27 mm/hr
視為可能產生土石流或上游崩塌的降雨強度門檻。高頻率年強降雨事
件在未來會是常見的極端現象，因此瞭解強降雨誘發的崩塌特性對於
未來西台灣崩塌災害的防災、減災與避災更顯重要。
綜合上述有關集水區崩塌原因彙整如表 2-2，多數學者於研究中
均針對地質、地形、外力及人為等方向探討崩塌發生之原因，另有少
數以植生、水文及土地利用分析崩塌之發生因素。
表 2-2 集水區崩塌原因之文獻彙整
作者
(年分)
張石角
(1987)
謝正倫
(1992)
工研院
能資所
(1992)
Cruden
and
Varnes
(1996)
洪如江
(2009)
孔德懷
(2005)
吳俊鋐

地質

地形





外力

人為

植生

水文

土地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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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莊智瑋
(2010)
黃孟偉
(2011)
李錦育
(2011)
陳樹群等
(2013)
黃筱喬等
(2013)




































2.3 風險度評估之相關文獻
雷 祖 強 等 (2015)將災 害 構 成之 主因以 危 害 度 (Hazard)、 脆 弱 度
(Vulnerability)、暴露度(Exposure)三項指標構成，並且定義的危害度
為在不同環境條件下之降雨情形對都市區之影響性，而脆弱度所指的
是都市區承受降雨後發生災害之程度，而暴露度即環境或保全對象的
範圍，並以臺中市沙鹿區為樣區，作為都市水災災害風險評估之探
討。
馮豐隆等(2003)及黃孟偉(2011)為研究 921 地震崩塌地之特性，利
用崩塌地與河道距離遠近與道路距離遠近之關係，結果顯示崩塌發生
所在之區域與崩塌面積大小，對於河道及道路距離有密切關係，即愈
接近河道及道路之區位，崩塌面積有越大之趨勢。該研究亦探討來義
村集水區內之瓦魯斯溪及內社溪，因距溪流遠近之影響對於大範圍集
水區有影響，若將尺度設定太大時其影響性便較不明顯。
王威智(2010)於研究中提及災害風險分析包含危害(Hazard)分析與
脆 弱 度 (Vulnerability) 分 析 之 考 量 ， 以 往 之 思 維 主 要 著 重 於 危 害
(Hazard)分析之探討，而對於脆弱度(Vulnerability)之著墨較少，該研
究中將針對脆弱度層面進行深入探討，結合社會性，經濟性，物理性
與環境性等不同觀點，進行地區災害脆弱度之評估，並進行災害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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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之指認，以了解地區脆弱度之分布概況，並由研究方法進行都市
脆弱區之指認和模擬分析。
1999 年 921 發生 7.6 規模之集集大地震以及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
所帶來之極端降雨事件，使山崩與土石流之災害發生率勝於以往，對
於土石流等坡地災害，需建立有效率的災害管理決策機制，並以合理
之經費進行坡地災害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而土石流災害亦可
藉效率化的規劃與管理降低對於社會經濟的損失，該研究將土石流災
害風險分析步驟歸納有：風險鑑別(Risk Identification) 、後果分析
(Consequence Analysis) 、 頻 率 分 析 (Frequency Analysis) 及 風 險 估 算
(Risk Estimation)等四項。探討將國外坡地災害定量風險評鑑(Risk
Assessment)之經驗架構引入台灣之可行性，並嘗試對土石流之風險管
理提出適用於國內之管理架構與分析方式，作為土石流災害疏散避難
規劃及工程整治效益評估之參考依據(曹鼎志等，2010)。
張倉榮等(2010)於研究中提出，因目前水災災害潛勢資訊未加值
分析淹水區域之災害曝露量與脆弱度，所以在受災風險資訊實為不
足。因此參考世界各先進國家專家學者之研究與所建議因應作為，分
別蒐集彙整國內外因水災所致之各類災害相關文件，作為研究執行之
參考依據。除需瞭解各國相關部門對於曝露量、脆弱度與風險圖之管
理核心概念外，亦將國際各相關領域之研究資料蒐羅，探討國際相關
研究之最新發展動態，以期達到我國與世界資訊接軌。該研究以蒐集
先進國家淹水災害之脆弱度、風險地圖相關資料與文獻，參考其分析
方法與分析結果，對「臺灣地區淹水災害脆弱度」、「臺灣地區淹水
災害風險地圖」適當給予定義，並找出與臺灣類似或值得參考之研究
經驗。針對臺灣近年愈趨提高之淹水災害，藉由假設不同情境，即改
變可能致災因子之量，其中可包括氣候變遷情境、社會經濟情境、地
層下陷情境、人口分佈情境等，加值既有的淹水潛勢圖資料庫，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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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對淹水災害脆弱度、風險地圖之分析方法，以提供更有效
率、更實務的資訊，供政府相關水利單位規劃之參考。
有關風險度評估之相關文獻經彙整如表 2-3，其中王威智(2010)及
雷祖強(2015)於研究中均提到危害度及脆弱度為風險度之影響因子，
另馮豐隆等(2003)利用崩塌地距道路距離與崩塌地距河道距離探討崩
塌面積，本文中亦利用該兩指標萃取脆弱度。
表 2-3 風險度評估之文獻彙整
作者
(年分)
馮豐隆等
(2003)
王威智
(2010)
曹鼎志
(2010)
張倉榮等
(2010)
雷祖強
(2015)

風險度評估指標

探討內容

崩塌地距道路距離
崩塌地距河道距離

崩塌與距道路及
距河道距離之關係
都市脆弱區之
指認和模擬分析

危害分析、脆弱分析
風險鑑別、後果分析
頻率分析、風險估算

坡地災害定量風險評鑑

曝露量、脆弱度、風險圖

建立淹水潛勢圖資料庫

危害度、脆弱度、暴露度

都市水災災害風險評估

2.4 崩塌規模評估之應用
2009 年 8 月莫拉克風災引發高雄市小林里(原小林村)大規模崩
塌，造成滅村之重大災害，導致各界對大規模崩塌的重視與相關研
究。但目前我國對大規模崩塌由緩慢運動轉變為快速運動型態不甚瞭
解。故該研究主要探討快速運動的大規模崩塌發生的地形條件與影響
因子，以旗山溪小林里至甲仙與曾文溪上游支流後堀溪兩樣區，利用
莫拉克颱風災前災後光達數值地形資料及大規模崩塌影響因子，試圖
找出潛在大規模崩塌區位與轉變為快速運動的因子(謝秉寰，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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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為地形特徵判釋與大規模崩塌因子統計兩項。在判釋方法
方面，利用莫拉克災後航照圖與高精度數值地形資料萃取之坡度圖，
據以判釋出大規模崩塌區位 34 處與潛在大規模崩塌區位 199 處。另
分析經莫拉克颱風侵襲後，潛在大規模崩塌轉換為快速運動之大規模
崩塌，其地形特徵及與影響之相關因子統計。研究結果顯示，在地形
特徵方面，在 34 處崩塌區位均可判釋主崩崖特徵，顯示主要發生大
規模崩塌的地形特徵為主崩崖；而在影響大規模崩塌的因子方面，藉
由統計篩選出順向坡、崩塌地距河道距離、距道路距離、距構造物距
離、主崩崖至坡體頭部距離(d)與滑動體長度(L)比例、坡度、雨量、
河道侵蝕，等八個因子為造成潛在大規模崩塌轉變成快速運動之重要
因素。
陳樹群等(2013)於研究中將北、中、南三集水區於 2004 年敏督
利及艾利颱風事件所產生的崩塌歸納出，崩塌集中在坡度 30°至 60°
間，崩塌比例分別為 6.12%、43.52%、50.53%，而有 0.43%，2.09%
及 0.38%的下邊坡崩塌比例分布，顯示河岸淘刷造成小規模崩塌快速
提升為台灣近年崩塌事件之明顯特性。該研究中指出，高屏溪中、上
游集水區與石門水庫集水區，以降雨誘發淺層崩塌為主；而大甲溪
中、上游則為超過 50°以上的陡坡崩塌，但該崩塌現象卻是因地震殘
餘影響及破碎地質所引發。由 2009 年莫拉克颱風災前與災後高屏溪
集水區的崩塌地變化，顯示高累積降雨量之凹谷地形區位乃崩塌地擴
大之主要地區。
莊智瑋(2010)於研究針對地形部分進行探討，主要以地形指標及
相關屬性資料(如崩塌面積、高程、坡向、深度等)進行崩塌深度影響
因子之探討，以建立其關係式，供集水區崩塌土方量體估算使用，各
屬性資料建置、地形指標計算及分析方法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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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程
氣候會因高程差異而有所不同，進而影響植被分布、風化種類與
速率，另高程亦可反應地表構造、營力與時間，亦為集水區用於反應
區位特性最基本之資料，一般而言高程越高則邊坡規模相對愈大；此
外，集水區內降雨會因地形特性集中在某特定高程範圍內；高程較高
之區位其起伏量一般也較大，而風化程度亦會受區位特性影響，故需
納入考量。其計算如下：
n

H=

∑ hi

(1)

i =1

n

式中：H 為平均高程， hi 為I 點之高程，n 為個數。
(2) 面積
面積大小意涵崩塌地規模，當面積愈大，其崩塌深度愈深，規模
亦愈大，故可用面積來加以瞭解。
TA= n

╳

單位網格面積

式中：TA 為總面積，n 為網格數
(3) 崩塌深度
崩塌深度常可用來表示規模之大小，本研究利用前述之崩塌地萃
取模式，即可將崩塌深度萃取而得。計算如下：
n

D=

∑ Di

(2)

i =1

n

式中：D 為平均深度， Di 為 i 點之深度，n 為個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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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坡度與坡向
坡度為坡度線與水平線間之夾角，其對崩塌或邊坡穩定有極大關
聯；坡向則與太陽照射角度有關，坡面受日照時間長短關係到植生復
育情形，也間接影響坡面上植生覆蓋情形。
根據上述有關崩塌規模評估之應用文獻彙整如表 2-4，文獻中所
利用之崩塌規模評估素材隨研究方向而不盡相同，而本研究以土壤深
度、河道凹岸與向源侵蝕等指標進行崩塌規模潛勢分析。
表 2-4 崩塌規模評估之應用文獻彙整
作者
(年分)
莊智瑋
(2010)
謝秉寰
(2013)
陳樹群等
(2013)

崩塌規模評估材料

應用

崩塌面積、高程、
坡向、深度
莫拉克颱風災前災後光
達數值地形資料及
大規模崩塌影響因子

建立關係式供集水區崩塌
土方量體估算使用
探討潛在大規模崩塌區位
與轉變為快速運動之因子
歸納敏督利及艾利颱風事
件所產生的崩塌類型

坡度、崩塌比例

2.5 崩塌量體推估之方法
田倚寧等(2005)研究南澳北溪上游及蘭陽溪支流番社坑溪集水區
泥沙產量之推估，分別以通用土壤流失公式(USLE)推估集水區坡面土
壤流失量、Khazai and Sitar 法計算崩塌量，並將兩者配合坡面泥砂遞
移率、河道衰減率及降雨量之關係，推估單場暴雨所產生之集水區泥
砂產量。
溫惠鈺等(2009)於其研究中採用遙測資料作為崩塌地土砂量推估
方法，進行花蓮萬里溪崩塌量估算，並利用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能源與資源研究所 2006 年度崩塌地圖層，並配合 SPOT5 衛星影像
進行崩塌位置判定與研究樣區之崩塌地範圍及面積；另輔以崩塌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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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便可得集水區內之坡地崩塌土砂產量。該研究中為求崩塌地土砂
產量，以崩塌地厚度利用 Khazai and Sitar (2000)經驗法進行推估，其
結果顯示崩塌厚度與崩塌地坡度有密切關係。
為探討莫拉克颱風後台東達仁沿海集水區之安朔溪集水區歷經莫
拉克颱風後土砂生產量推估，以評估河道清疏之效益，黃筱喬等
(2013)依據 Khazai and Sitar 於 2000 年所提出之土壤深度推估進行集
水區內土砂崩塌量之計算。
經所蒐集有關崩塌量體推估方法之文獻，各學者多以 Khazai and
Sitar 法作為崩塌量體推估方法 (表 2-5)，本研究亦利用 Khazai and
Sitar 法輔以莊智瑋(2010)所提出之 DEM 修正法推估集水區崩塌量
體，作為模式驗證之用。
表 2-5 崩塌量體推估方法之文獻彙整
作者
崩塌量體推估方法
(年分)
土壤流失公式
田倚寧等
(USLE)Khazai and Sitar 法
(2005)
遙測資料、
溫惠鈺等
Khazai and Sitar 法
(2009)
黃筱喬等
Khazai and Sitar 法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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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推估單場暴雨所產生之集水
區泥砂產量
花蓮萬里溪崩塌量之估算
安朔溪集水區莫拉克颱風後
土砂生產量推估

3 第三章 研究材料與方法
3.1 研究樣區概述
來社溪集水區地理位置位於屏東縣來義鄉來義村，為林邊溪流域
上游支流集水區，地勢呈西低東高之趨勢，該集水區面積約為 4,389
公頃，行政區分布東臨台東縣金峰鄉歷坵村，西臨來義鄉丹林、古樓
兩村，南接南和村，北有義林及佳興村，如圖 3-1。

圖 3-1 來社溪集水區地理位置

來社溪為林邊溪集上游支流，於 2009 年 8 月的莫拉克颱風為該
地區所帶來的強降雨，使集水區逕流量倍增，河道的沖刷與侵蝕，造
成集水區多處大小型崩塌，依中央地調所(2014) 進行之大規模崩塌地
調查，利用光達施測後發現，莫拉克風災後，來社溪集水區新增崩塌
地位於下游右岸之上邊坡，初步評估約有 79 公頃崩塌面積，毀損 71
戶保全對象，該處崩塌規模屬中級；而距離來義聚落上游處約 1 公里
處，初步推估崩塌面積為 108 公頃，屬於大型崩塌區位。另外因莫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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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颱風事件，帶來之超大豪雨即長延時之降雨，導致來社溪水位暴
漲，在高流速的河道沖刷下造成集水區內多處大規模之崩塌與河道淤
積。初步推測因來社溪上游河岸坡面崩塌堵塞河道，形成之堰塞湖潰
決後，沖毀來義村沿溪堤防、道路、橋樑及民宅等多處(許中立等，
2013)。

3.2 研究材料
以地政司之數值高程模型資料(DEM)，進行地形分析及集水區萃
取，劃定最適當之災後管理與治理分區；由新來義等 8 個雨量站坐標
及莫拉克颱風三日累積降雨，推估莫拉克颱風對於來社溪集水區崩塌
「危害度」分析；另配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之水系圖與道路圖，據以
萃取距河道距離、距道路距離與河道凹岸攻擊等環境指標，可提供
「脆弱度」與「崩塌規模」之運算因子。另由 USGS(U.S. Geological
Survey)下載四季之 Landsat 5 衛星影像，用以萃取災前樣區 NDVI 平
均值之空間分佈，最後以中央大學提供之莫拉克新增崩塌地分布(圖
3-2) 套疊所萃取之風險度潛勢與崩塌規模潛勢，以進行模式驗證，所
採之各類材料及相關資訊列如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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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名稱
雨量資料
DEM
水系
道路
衛星影像
莫拉克新增
崩塌地

表 3-1 研究材料
來源
用途
年份
解析度
頻率年
日資料
水利署
1982~2009
分析
環境指標
地政司
2004
10m × 10m
萃取
環境指標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2008
1/5000
萃取
環境指標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2008
1/5000
萃取
美國地質調查中心 環境指標 2009/07/21
10m × 10m
2010/02/10
萃取
USGS
中央大學太空及遙
模式驗證
2009
10m × 10m
測中心

圖 3-2 來社溪集水區莫拉克風災崩塌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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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方法
崩塌「弱面」部分，主要為分析來社溪集水區崩塌脆弱度
(Vulnerability)，以來社溪集水區之距道路距離、距河道距離及植生綠
劣指標(inverted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iNDVI)等三指
標正規化後相加萃取而得。「外力」則利用莫拉克颱風事件之集水區
平均雨量，萃取來社溪集水區崩塌之「危害度」(Hazard)，而所萃取
之崩塌「風險度」(Risk)，即為「危害度」及「脆弱度」兩指標值相
乘後之結果。集水區崩塌規模萃取方法係利用地形濕度指標
(Topographic Wetness Index, TWI)、植生覆蓋指標(modified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mNDVI)、河道凹岸及向源侵蝕等環境指
標，據以探討集水區崩塌規模潛勢，而萃取後之崩塌風險度分布與崩
塌規模分布將進行崩塌地驗證。最後利用 DEM 修正法，推估集水區
實際崩塌量體，與風險度潛勢及崩塌規模潛勢進行迴歸統計，探討崩
塌發生原因，並針對結果提出對策方案，以供相關單位參考。

3.3.1 集水區分析單元劃定
以種數-面積曲線法萃取集水分區，以作為來社溪集水區後續
治理、管理與優選之用。種數-面積曲線(Species-area curve)在生
態學上是在某一地區內，物種數量與棲息地(或部份棲息地)面積
的關係(Drakare, 2006)，此法最早由生態學者所提出，在自然植
物社會中，若增加樣區面積，則植物物種亦必增加，但面積達某
一大小時，物種數將趨於緩慢。若用種數及面積代表直角坐標之
兩軸，則由此劃出之曲線，稱為種數－面積曲線(Jaccard, 1912;
Arrhenius, 1921) ， 而 最 佳 面 積 之 選 定 則 採 最 小 面 積 (Minimal
area)，即由曲線上主觀決定一點，使植物物種增加率與面積增加
率之比(即曲線斜率)，達某一水準之面積(Hanson and Love,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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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n, 1932; 1938; Cain and Castro, 1959; Goodall, 1952)。Cain 於
1938 年建議以面積增加總值 10%而種數亦增加總值 10% 時之面
積值，即連接曲線頭、尾兩點之直線，並與曲線相切之點，作為
最小之樣區面積。利用種數-面積曲線法之概念，以集水區門檻值
及崩塌地之個數繪製曲線，求得集水分區劃分之最佳門檻值。

3.3.2 風險度分析
風險分析乃指危險事件發生的機率與其後果的組合來描述(曹
鼎 志 等 ， 2010) 。 United Nations Disaster Relief Organization
(UNDRO)於 1979 年曾針對風險問題中之災害風險分析提出一定
量之風險計算模式，本研究亦採此計算模式用於崩塌風險度分
析，算式如下：
風險=脆弱度×危害度

(3)

(1) 脆弱度分析
脆弱度可顯示受外力擾動後較易發生崩塌之區位，來社溪集
水區崩塌脆弱度以莫拉克颱風發生前之植生綠劣指標、距河道距
離與距河道距離等環境指標之數值正規化後相加取得脆弱度值，
用以表示來社溪集水區較容易發生崩塌之區位，即當發生強降雨
時，集水區本身地形或地覆條件或因道路開發後較無法抵抗外力
之區位。
正規化 =

�x − 最小值�

�最大值 − 最小值�

(4)

各項萃取因子皆以正規化方式求得，當因子藉由正規化後，
可將欲求指標之嚴重性或大小之趨勢由 0~1 呈現，再依顏色漸層
呈現於圖上，便可清楚顯示該指標之大小趨勢，其優點在於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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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指標於正規化後，於同一標準上做分析比對，亦可將數個經
正規化萃取後之趨勢圖加以套疊或運算。脆弱度即以來社溪集水
區之植生綠劣指標、距道路距離、距河道距離等三指標正規化後
相加萃取而得。

a.植生綠劣指標
Rouse et al. 於 1973 年為首次提出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標
(NDVI)概念之學者，植被分布較多的地方具有較高的近紅外
光段反射及較低的紅光段反射，故將 NDVI 定義以近紅外光
波 段 與 紅 光 段 之 差 值 再 除 以 兩 者 之 和 (Elvidge and Chen,
1995)，且 NDVI 之數值分佈於-1 至 1 之間，其計算公式如
下:
NDVI =

NIR − R
NIR + R

(5)

NIR : 近紅外光
R : 紅光
反之；當 NDVI 值越低時表示植生覆蓋於坡面比率低，
則該區位所呈現裸露範圍亦較大，遇降雨時所產生之逕流量
亦隨之增加，坡面便容易因遭沖蝕而造成下滑或崩落，且此
區位經常受到降雨侵蝕，所以植生較難恢復，且侵蝕面積恐
有擴大之趨勢。
為利指標套疊方便，先將 NDVI 依式(1)之正規化公式轉
換為植生覆蓋指標(mNDVI)，再將 mNDVI 進行圖面變形校正
後 ， 再 進 行 線 性 反 向 配 置 ( 式 6) ， 即 得 植 生 綠 劣 指 標
(iNDVI)，作為脆弱度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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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VI = 1 - mNDVI

(6)

植生綠劣指標(iNDVI)代表坡面植生覆蓋差之區位，因裸
露面積大而易發生土壤流失或崩塌，反之，當植生狀況越
好，iNDVI 值則越小(林昭遠等，2010)。

b.距道路距離
集水區內道路開闢若無完善排水措施之保護工，將導致
坡地土壤沖蝕流失，進而破壞原有天然排水系統，導致逕流
集中，若未妥善導引至安全地帶易造成蝕溝或崩塌，因此萃
取距道路距離指標可作為崩塌脆弱度分析因子。(林昭遠等，
2013)。
距道路距離指標利用來社溪集水區之一般道路，設定寬
度以道路兩側各兩個網格為單位，利用 WinGrid 軟體進行環
域分析萃取至集水分區邊緣，若距道路距離愈近，則代表受
道路排水產生崩塌之潛勢越大，反之則潛勢越小。

c.距河道距離
鄰近河道之邊坡易因河流淘刷，一旦坡腳失去支撐易引
發濱水崩塌，因此離河道越近者，將有較高之崩塌發生潛
勢，距河道距離指標係利用集水區水系資料，寬度設定兩側
各兩網格為單位，利用 WinGrid 軟體進行環域分析萃取至集
水分區邊緣，若距河道越遠，其值越接近 0，反之；則越接
近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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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危害度分析
危害度(Hazard)係造成集水區崩塌之外力強度，以集水區雨
量為指標，即降雨量對於集水區崩塌之影響，由表 3-2 顯示，於
來社溪集水區中之新來義及其週遭共 8 雨量站所測得莫拉克颱風
三日累積降雨量差異甚大，為求莫拉克颱風對於來社溪集水區崩
塌之影響範圍之準確度，以上述 8 雨量站坐標，利用徐昇氏多邊
形法萃取。

雨量站
士文
大漢山
南和
屏東(5)
泰武(1)
新來義
天鳥
紹家

表 3-2 來社溪集水區雨量站坐標及雨量資料
莫拉克颱風
坐標 97TM2-X 坐標 97TM2-Y 三日累積降雨量
(mm)
214529
2474588
1199
216548
2480227
1486
211948
2481928
1092
194329
2506375
916
217853
2500983
3409
216222
2492190
2241
247114
2508670
728
234567
2475809
1304

徐昇氏多邊形法 (Thiessen's Polygon Method) 是推估區域平
均降雨量最常用的方法(易任等，1985)，此方法是將各雨量站以
直線相連，再以雨量站連線的各邊做中垂線，三邊之中垂線的交
點(三角形之外心)相連，便可繪製出徐昇多邊形，這些多邊形便
代表該測點之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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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崩塌規模分析
崩塌發生時，其崩塌規模大小取決於崩塌土砂量體的多寡，
利用來社溪集水區之地形濕度(TWI)、植生覆蓋(mNDVI)、向源侵
蝕及河道凹岸等環境指標，並將其分別正規化後，將植生覆蓋及
地形濕度相乘作為土壤深度指標，另再與河道凹岸及向源侵蝕相
加進行套疊而得崩塌規模指標。

(1) 土壤深度指標
mNDVI 值大代表為植生狀況良好之坡面，然大規模崩塌易發
生於長年未崩塌且植生良好區位，因其土壤累積深度較深，故一
旦崩落後土砂量體通常較大，而 mNDVI 即以 USGS 所提供災害
前衛星影像萃取而得。
地形濕度指標(TWI)大的區位則土壤易堆積，易產生較厚土
層，利用地政司之 DEM 資料萃取，最後將 mNDVI 及 TWI 兩者
正規化值相乘以得土壤深度指標。
地形濕度指標(TWI)計算公式如下：

 A 
TWI = ln  S 
 tan θ 

(7)

式中： As 為特定集水區面積，以各網格上游匯集面積表
示；θ為坡度。TWI 表示地形對土壤濕度的控制，概念為坡度陡
則水迅速向下流動，因此入滲量會較低，土壤中含水量可能較
低；而於低平地方，坡度平緩，水停留在地表面較長時間而逐漸
入滲，因此土壤亦比較容易堆積，藉由此概念可推知當 TWI 越
大，則土壤深度較深；反之則較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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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道凹岸
為探討河道凹岸對崩塌規模之影響，利用河道沿線控制點之
切線角度變化θ(圖 3-3)，作為河道凹岸指標，凹岸彎曲的角度越
大，代表河道對基腳沖蝕亦較劇烈，故θ角為河道凹岸攻擊強弱
之關鍵指標，愈大則表示凹岸攻擊力量越強；反之則越弱，θ計
算公式如下：

 
T ⋅T
θ = 1 2
T1 T2

(8)

圖 3-3 河道切線斜率變化示意

(1) 河道向源侵蝕指標
河道源頭一般屬較少人為開發或干擾之區位，故植生覆蓋應
保持良好，亦較不受沖蝕，惟野溪上游若無足夠之土砂補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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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經長期沖刷或遇強降雨時勢必造成河床刷深，進而導致源頭
崩塌。
Strahler 於 1952 年指出河川級序之原理，由分水嶺流出之河
川視為 1 級序河川，兩條 1 級序河川相交成為 2 級序河川，而 i
級序河川與 j 級序河川相會時，若 i 等於 j 則河川級序數為 i+1，
若 i 小於 j，則河川級序數為 j。源頭集水區劃定示意如圖 3-4。

圖 3-4 源頭集水區劃定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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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模式驗證
利用莫拉克實際崩塌區位與崩塌風險進行模式驗證；並以莊
智瑋(2010)所提出 DEM 修正法推估莫拉克颱風實際崩塌量體，
在與推估之崩塌規模進行比較，探討模式假說是否正確。
Khazai and Sitar(2000)所提之經驗式，係利用坡度及崩塌深度
推估實際崩塌量體，該經驗式為假設崩塌量體為風化後之岩體或
崩積層，而坡度與崩塌深度資料若能以現地調查則以現地調查為
主，但在對大面積之集水區進行總體評估或大量之崩塌地土方量
計算時，實為一簡單迅速的方法，故該方法常被應用於崩塌土方
量推估。但因該模式建構之樣區位於美國且為經驗式，對於模式
於台灣使用之適用性尚有疑慮，且所提方法乃將崩塌前後兩期
DEM 修正後進行相減，以估算崩塌土方量，應較為正確，故將
兩模式所得之崩塌土方量進行比較，以瞭解於台灣之適用性。
將各樣區進行 Khazai and Sitar 方法與 DEM 修正法之體積
估算與比較，發現 Khazai and Sitar 方法於崩塌土方量估計有低
估現象，故將所得資料進行相關分析，考量未來應用上，將
Khazai and Sitar 方法所推求之崩塌土方量，發現皆成正相關(圖
3-5)，方程式為：

y = 5.792 x − 45366(R 2 = 0.871)

(9)

故未來若採用 Khazai and Sitar 方法於土方量推估時，可參
閱該研究結果進行修正，其中 x 為 Khazai and Sitar 方法所推估
之崩塌土方量，其值需介於 8000～1200000 m 3 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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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崩塌土方推估模式之相關分析(莊智瑋，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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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4.1 集水區分析單元劃定
利用種數-面積曲線法，將曲線方程式進行一次微分，並將 y 設
為 1，求得最佳門檻值為 480 個網格 (圖 4-1)。由最佳門檻值代入曲
線方程式得來社溪集水區劃分為數 696 個集水分區，以做為分析的基
本單位。

圖 4-1 集水區崩塌數與劃分門檻值之關係

4.2 風險度分析結果
4.2.1 脆弱度
經 來 社 溪 集 水 區 NDVI 正 規 化 轉 換 為 植 生 覆 蓋 指 標
(mNDVI)，再將 mNDVI 進行反向配置後所得之植生綠劣指標
(iNDVI)分布如圖 4-2，植生覆蓋率低為圖中顏色偏紅區位，分布
除主河道及少數上游支流等常流水區位外，集水區南、北側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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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處裸露地，位處集水區中下游兩側稜線附近，其餘則無明顯
裸露地

圖 4-2 植生綠劣指標空間分布

來社溪集水區道路開發，以 WinGrid 軟體進行環域分析萃取
出距道路距離正規化後空間分布結果如圖 4-3，圖中顏色偏紅區
位代表距道路距離愈近，集水區道路僅侷限位於河道下游村落開
發區位，其餘大部分為未開發之林班地，因此無開發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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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距道路距離指標空間分布

距河道距離利用 WinGrid 軟體進行環域分析萃取至集水分區
邊緣後並予正規化，其結果空間分布如圖 4-4，包含來社溪集水
區常流水與野溪區位。

圖 4-4 距河道距離指標空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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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上述三項指標結果相加運算後，再以正規化方法可得脆弱
度指標，而風險度計算係由脆弱度與危害度兩項指標相乘而得。

4.2.2 危害度
為瞭解莫拉克颱風降雨對於來社溪集水區崩塌之影響，以新
來義等 8 雨量站坐標繪製徐昇氏多邊形發現，來社溪集水區全域
皆為新來義雨量站控制面積所涵蓋 (圖 4-5)，因此可假設集水區
雨量影響皆為相同，可將集水區危害度指標設定為 1，又由表 3-2
顯示，新來義雨量站所測得莫拉克颱風三日累積降雨量達
2241mm。

圖 4-5 來社溪集水區雨量站之空間分布

因風險度計算為脆弱度指標與危害度指標之乘積，惟危害度
指標經分析後於集水區分布皆為 1，故可將脆弱度視為風險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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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度指標經正規化後萃取結果如圖 4-6，另套疊莫拉克颱
風崩塌地，由圖中顏色漸層可知來社溪集水區之風險度高之區
位，主要取決於距道路距離與距河道距離兩指標之影響，因道路
沿河道開闢，因此集水區中風險度以兩者重疊之區位為最高；另
於集水區上游因植生綠劣指標高，導致風險度亦有偏高之情形，
其他區位對風險度之影響則較不明顯，而崩塌地分布顯示，風險
度偏高之區位均有發生崩塌。

圖 4-6 風險度指標之空間分布

4.3 崩塌規模分析
4.3.1 土壤深度指標
植生覆蓋指標(mNDVI)經正規化萃取後分布如圖 4-7，因植生
覆蓋指標(mNDVI)與植生綠劣指標(iNDVI)兩者互為反向配置，故
其植生覆蓋分部相同，然 mNDVI 主要為呈現植生覆蓋良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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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分布除主河道及部分上游支流等常流水區位外，集水區南、
北側稜線分別有三處裸露地，其餘植生覆蓋均佳。

圖 4-7 植生覆蓋指標空間分布

地形濕度指標經正規化後分布如圖 4-8，圖中顯示集水區地
形坡度緩陡分布情形，顏色較深處屬河道及稜線間之堆積區，坡
度較緩和或地勢平坦，故地形濕潤指標較高之區位，亦代表土壤
深度相對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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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地形濕度指標空間分布

因植生覆蓋指標 (圖 4-7) 與 地形濕度指標 (圖 4-8) 需同時
成立，方能得土壤深度指標，遂以兩者相乘萃取之，經正規化後
分布如圖 4-9。結果顯示，河道區位土壤因受沖刷而不會堆積，
無法評估土壤深度指標，因此其土壤深度指標值為 0；另稜線區
位因坡度陡，土壤不易停留、植生覆蓋較差，因此土壤深度指標
偏低；其他區位因地勢平坦、土壤易堆積、植生覆蓋率高，故土
壤深度相對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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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土壤深度指標空間分布

4.3.2 河道凹岸指標
來社溪集水區河道凹岸指標分布經正規化後如圖 4-10，切線
斜率越大處代表凹岸攻擊愈嚴重，為圖中顏色較紅之區位，上游
河道因線性蜿蜒，凹岸攻擊彎曲角度亦大、分布密集、數量多，
攻擊能力亦較強；而下游河道線性平緩、分布鬆散、數量較少、
河道切線角度變化較小，凹岸沖蝕邊坡基腳能力較上游弱，故就
凹岸攻擊對於來社溪集水區崩塌規模之影響，有上游規模大下游
規模小之趨勢。

39

圖 4-10 河道凹岸指標空間分布

4.3.3 向源侵蝕指標
來社溪集水區經萃取後之河川級序最大為 5 級，因此由圖 411 向源侵蝕指標分布可知，主河道主要為 4、5 級河川級序，河
道向源侵蝕能力較低；而紅色區域即為河川級序 1 之集水區源頭
區位，為向源侵蝕主要分布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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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河道向源侵蝕指標空間分布

崩塌規模指標空間分布經 mNDVI、TWI 相乘，再與凹岸及向
源侵蝕兩指標相加後而得，另套疊莫拉克颱風災後崩塌地，經正
規化後結果如圖 4-12，規模大之區位主要位於集水區植生覆蓋佳
之源頭區位，由於儲存較深土層，因此有較高之大規模崩塌指
標；而上游凹岸攻擊較強之區位，亦有加大崩塌規模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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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崩塌規模指標空間分布

4.4 模式驗證
4.4.1 崩塌區位驗證
為驗證模式結果與來社溪集水區莫拉克風災崩塌區位之關係，將
分析之風險度與崩塌規模結果，套疊來社溪之崩塌區位繪製關係圖(圖
4-13)，圖中崩塌累積百分比曲線乃將崩塌區位之風險由小至大累計崩
塌面積，該曲線中，風險度在0.2~0.5間崩塌地數量迅速攀升，可知此
風險度區間為發生崩塌頻率高之區間，而風險度大於0.5則曲線趨於平
緩，可見莫拉克颱風所帶來之強降雨，能導致集水區風險小之區位發
生崩塌。而風險度大之區位，並非代表崩塌數量越多，此結果表示莫
拉克颱風所帶來之強降雨，於風險度小於0.5，便誘發集水區多數區位
發生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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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崩塌區位風險度及崩塌規模之關係
表 4-1 崩塌地萃取區間
萃 取 範 圍
萃取區位
風險度
崩塌規模
A區
> 0.7
< 0.8
B區
> 0.7
> 0.8
C區
< 0.7
> 0.8

另於圖 4-13 崩塌區位風險度及崩塌規模關係中分別萃取 A、B、
C 分布區域(圖 4-14)進行探討，分別為：
A 區: 已崩塌風險度大(>0.7)、崩塌規模小(<0.8)之區位，主要為
鄰近河道兩岸之近岸崩塌，因河道沖刷造成邊坡小規模崩塌，屬常態
性、小量體之崩塌。
B 區: 風險度大(>0.7)、崩塌規模大(>0.8)之區位，為上游源頭大
面積崩塌，因鄰近道路開發、植生覆蓋佳，在極端降雨下，向源侵蝕
作用引發坡面大量土砂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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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區: 風險度小(<0.7)、崩塌規模大(>0.8)之區位，則多位於源頭
區位，往往崩塌量體偏多，主要為莫拉克所帶來之強降雨，造成坡面
上蓄積已久之大量土方傾瀉而下，屬正常能量釋放現象。

圖 4-14 來社溪集水區崩塌重點區位

另針對莫拉克颱風災後未崩塌區位與模式推估結果之關係(圖415)，萃取風險度大於0.7且崩塌規模大於0.8之點位，分布如圖4-16之
D區，該區位因距河道及道路近，故所萃取之風險度高，且此區主要
位於下游河道凹岸攻擊區位，因此崩塌規模亦大，於模式中僅占據少
部分區位，惟該區位屬高風險及高崩塌規模分布地區，為未來易發生
大規模崩塌之重點區位，宜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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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未崩塌區位風險度及崩塌規模之關係

圖 4-16 來社溪集水區未崩塌重點區位

45

4.4.2 崩塌量體驗證
為探討風險度與實際崩塌量體關係，利用DEM修正法推估
來社溪集水區莫拉克颱風實際崩塌量體，分別與所萃取之風險
度指標及崩塌規模指標分別進行統計分析(圖4-17及圖4-18)，於
圖4-17中篩選三重點區位(表4-2)進行探討，分別為:
I區: 風險度小於0.5；崩塌量體大於500,000 M 3 ，此區位因
崩塌量體大，屬集水區少數大規模崩塌區位，因蓄積大量土方
已久而未發生崩塌，故莫拉克颱風於風險小即引發崩塌，符合
研究之假設。
II區: 風險度大於0.5，點位均分布於崩塌量體小於500,000
M 3 ，由此可知，來社溪集水區風險度高並未引發發生大規模崩

塌，且由Khazai and Sitar經驗式利用實際崩塌量推估崩塌地平均
坡度為三者最大，但未發生大規模崩塌，此區屬常態性河道兩
岸之近岸崩塌。
III區: 風險度小於0.5；崩塌量小於500,000 M 3 ，此區性質
同II區，亦屬常態性之河道近岸崩塌。

圖 4-17 崩塌量體與集水分區平均風險度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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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崩塌量體與風險度關係萃取區間
萃取區位

萃 取 範

圍

平均坡度(%)

風險

崩塌體積( M 3 )

I區

< 0.5

> 500,000

70.9

II 區

> 0.5

< 500,000

82.8

III 區

< 0.5

< 500,000

80.4

於圖4-18實際崩塌量體與崩塌規模平均關係中，IV區及VII
區分布點位成正向關係，符合研究假設，惟VI區V區偏離正向關
係分布，但以實際崩塌量體經由Khazai and Sitar經驗式推估平均
坡度後，發現V區坡度偏小(表4-3)，因此大規模崩塌發生於此
區；另VI區為坡度較大，多數小規模崩塌發生於此。

圖 4-18 崩塌量體與集水分區平均崩塌規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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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崩塌量體與崩塌規模關係萃取區間
萃取區位

萃 取 範

圍

平均坡度(%)

崩塌規模

崩塌體積( M )

IV 區

< 0.12

< 300,000

82.3

V區

< 0.12

> 300,000

73.7

VI 區

> 0.12

< 300,000

80.8

VII 區

> 0.12

> 300,000

72.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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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藉由整合植生、地形、距道路及距河道等環境指標，可快速且即
時評估來社溪集水區之崩塌風險及規模潛勢空間分布，另以莫拉克風
災之崩塌區位及 DEM 修正法所計算之崩塌量，分別與本模式推估之
崩塌風險及規模相比較，其重點結論彙整如下：
1. 莫拉克風災崩塌區位驗證結果顯示，高崩塌風險(>0.7)者，主
要分布為來社溪兩岸濱水崩塌，屬經常性崩塌，對整體集水區
危害較小。
2. 而崩塌規模大於 0.8 之區位多屬源頭崩塌，此區位雖無道路開
發或保全對象存在，仍須持續追蹤後續發展，必要時需就大規
模崩塌進行治理規劃。
3. 崩塌風險大於 0.7 及規模大於 0.8 之未崩塌區位，為未來極端
降雨下易發生大規模崩塌之重點區位，宜針對此區劃定警戒
區，並避免開發或保全對象進駐。
4. 實際崩塌量體隨崩塌規模指標增加，其區位多分布於源頭區
位，與研究之假設符合，所推估之結果可提供後續研究或治理
資訊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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