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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社溪集水區大規模崩塌潛勢劃定模式之建置 

林家弘(1)  蔡淑芬(2)  林昭遠(3) 

摘  要 
近年來因極端氣候影響，強降雨事件的規模漸增，颱風暴雨所帶來的高強度及長延時降

雨，常造成集水區山坡地崩塌、河道淤積、土石流等災情，嚴重破壞森林原有保土蓄水功能及

國人生命財產損失。本研究以莫拉克颱風事件災損嚴重之來社溪集水區為樣區，採集水區事件

前之植生綠劣指數、距道路距離、距河道距離等指標，評估集水區崩塌風險值；另以植生覆蓋

指數、地形濕度指數、河道凹岸、向源侵蝕等指標推估莫拉克之崩塌規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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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規模大於 0.7 而未崩塌之區位，主要位

於集水區出口，為未來大規模崩塌亦發生之區位。 

(關鍵詞：大規模崩塌、風險度分析、環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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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it has been widely reported that the duration and intensity of the most 

extreme rainfall events is increasing and consequently large-scale landslide, debris 

flow and river sediment occurred more severe in Taiwan. Such events caused 

catastrophe disaster which damage infrastructures, properties and human living. 

Laishe Creek watershed devastated by Typhoon Morakot was selected to assess the 

risk and scale of landslide potential. The landslide risk estimated from the relevant 

normalized factors i.e. inverted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iNDVI), 

distance from road, and distance from river. The landslide scale was derived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modified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mNDVI), 

Topographic Wetness Index (TWI), river curvature, and headwater eros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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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that riparian with risk value over 0.7 is the main landslide area of the 

watershed, and the landslides with high index of scale (> 0.8) were mostly occurred 

at headwater. In addition, the non-landslides with high risk (>0.7) and scale (>0.7) 

were located at the watershed outlet which was vulnerable to large-scale landslide 

occurrence. 
(Keyword: Large-scale landslide, Risk analysis, Environmental index

前言 

受氣候變遷及地球暖化之影響，極端降

雨事件頻傳，近年來我國案例屬西元 2009年

8 月所發生的莫拉克颱風最為嚴重，連續 72

小時的強降雨，帶來全台多處淹水、土石流

、崩塌、地滑等災害，造成國人生命財產重

大損失，山區大規模崩塌更導致堰塞湖、山

坡地裸露、河川下游土石淤積等問題，莫拉

克風災後，全台崩塌面積達 25,637 公頃，及

產出 15 億立方公尺的土砂量(林俊達，2012)

。 

林務局針對莫拉克颱風所造成的災害於

2009 年 8 月起至 2012 年 12 月進行「農業重

建計畫—治山防災」，於災後對於各國有林地

治理與災後林業重建、林道復建與維護等相

關工作(林務局，2010)；水土保持局亦為因應

氣候變遷及複合性災害於 2013 年至 2016 年

間進行「整體治山防災計畫」(水土保持局，

2013)。然而，因台灣地勢陡峭、地質破碎、

地震頻繁等不利天然條件，實難抵抗極端氣

候所帶來的嚴峻考驗，使山崩、地滑、土石

流等災害頻傳，因此有必要針對集水區大規

模崩塌風險度進行深入分析，作為崩塌風險

評估之參考依據。 

崩塌之發生，係指位於弱面上一定量之

土體，在遭受外力的情況下，因地心引力而

產生向下崩落或滑動之現象。本研究針對集

水區之「弱面」、「料源」及「外力」三大指

標，探討崩塌發生之原因，並以莫拉克颱風

受災嚴重之林邊溪上游來社溪集水區作為樣

區。在集水區崩塌「弱面」部分，採用來社

溪集水區距道路距離、植生綠劣指數(inverted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iNDVI)、距河道距離等指標，分析來社溪集

水區崩塌脆弱度(Vulnerability)；而「外力」

則以莫拉克颱風雨量重現期距作為本次研究

降雨量標準，探討集水區崩塌之「危害度」

(Hazard)，再以「危害度」及「脆弱度」之乘

積得崩塌「風險度」(Risk)；另外「料源」部

分利用植生覆蓋指數 (modified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mNDVI)、地形濕

度指數、河道凹岸及向源侵蝕等指標探討該

集水區崩塌規模潛勢，最後以風險度與崩塌

規模進行驗證，推估崩塌潛勢範圍，以作為

研究結果分析之依據(圖 1)。 

研究樣區 

以受莫拉克颱風重創林邊溪上游支流來

社溪集水區為研究樣區，該集水區位於屏東

縣來義鄉來義村(圖 2)，經中央地調所(2014)

利用光達施測進行大規模崩塌地調查發現，

莫拉克風災後，新增崩塌位於來社溪下游右

岸之上邊坡，初步評估潛在崩塌面積約 79公

頃，保全住戶 71戶，崩塌潛勢屬中級；但距

離來義聚落上游處約 1 公里處仍有大型潛在

崩塌，初步研判潛在崩塌面積約 108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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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因莫拉克颱風帶來之超大豪雨，導致來

社溪山洪暴發，並造成集水區內多處大規模

之崩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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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研究流程圖 

Figure 1 Study flowchart 

 

圖 2 來社溪集水區地理位置 

Figure 2 Location of Laishe Creek watershed 

材料與方法 

1. 研究材料 

以數值高程模型進行地形分析及集水區

萃取，劃定最適災後管理及治理分區，再以

雨量站歷年降雨資料推算來社溪集水區於莫

拉克災害事件之降雨重現期距，配合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之水系及道路圖萃取河道凹岸、

距河道距離、距道路距離等環境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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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中央大學提供之

莫拉克新增崩塌地進行模式驗證，本研究所

採之各類材料及相關資訊列如表 1。 

表 1 研究材料 

Table 1 Study materials 

材料名稱 來源 用途 年份 解析度 

雨量資料 水利署 頻率年分析 1982-2009 日資料 

DEM 地政司 環境指標萃取 2004 10m × 10m 

水系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環境指標萃取 2008 1/5000 

道路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環境指標萃取 2008 1/5000 

衛星影像 USGS 環境指標萃取 
2009/07/21 

2010/02/10 
10m × 10m 

莫拉克新增崩塌地 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中心 模式驗證 2009 10m ×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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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集水區分析單元劃定 

為找出來社溪集水區崩塌地最適當區位

之集水分區，以作為後續有效治理及管理之

優選區位，為本研究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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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in, 1932; 1938; 

Cain and Castro, 1959; Goodall, 1952) 。

Cain(1938)建議以面積增加總值 10%而種數

亦增加總值 10%時之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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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種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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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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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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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算式)如下： 

脆弱度危害度風險   (1) 

 

(1)脆弱度 

集水區崩塌脆弱度以植生綠劣指數、距

河道距離、距河道距離等指標之數值正規化

相加後取得脆弱度值，以表示來社溪集水區

易發生崩塌之區位，即地形或地覆條件較無

法抵抗外力之區位。 

 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值
正規化

-

)( 


x
 (2) 

正規化可將欲求某指標之數據，經式(2)

運算後依指標之規模或嚴重性，由 0~1 呈現

，再依顏色漸層呈現於圖上，優點在於可將

不同指標在正規化後，於同一標準上做分析

比對，本研究之各項指標均以正規化方式求

得。 

(a)植生綠劣指數 

Rouse et al. (1973)為首位提出常態化差

異植生指標(NDVI)的概念，植被分布的地方

具有較高的近紅外光段反射與較低的紅光段

反射，NDVI 定義為近紅外光波段與紅光段的

差值除以兩者之和(Elvidge and Chen, 1995)，

NDVI 之數值分佈於-1 至 1 之間。 

RNIR

RNIR
NDVI






 
(3)

 

式(3)中，NIR，近紅外光；R，紅光。當

NDVI 越低時表示坡面植生覆蓋率低，該區位

裸露範圍較大，降雨時所產生之逕流量亦偏

高，坡面易遭沖蝕而崩落，且此區位植生較

難恢復，本研究為指標套疊方便，先將 NDVI

依式(2)之正規化公式轉換為植生覆蓋指數

(mNDVI)，再將 mNDVI 進行線性反向配置(

式 4)，即植生綠劣指數(iNDVI)，作為脆弱度

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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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1 NDVI
iNDV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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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昭遠等，2013) 

本研究於來社溪集水區道路開發路線，

利用環域分析萃取距道路距離指標，作為來

社溪集水區崩塌脆弱度之因子。 

(c)距河道距離 

鄰近河道之邊坡易因河流淘刷，一旦坡

腳失去支撐便易引發崩塌，因此離河道越近

者，將有較高之崩塌發生潛勢，本研究採用

與集水分區相同門檻值之水系進行環域分析

，若離河道越遠，則其值越接近於 0，反之；

則越接近於 1。 

(2)危害度 

危害度(Hazard)為外力對集水區造成崩

塌之強度，即莫拉克颱風之降雨重現期距。

本研究分析莫拉克颱風降雨事件之頻率年分

布作為危害度指標，然依徐昇氏法計算雨量

站之控制面積發現，來社溪集水區全域皆為

新來義雨量站所控制，因此假設其雨量影響

皆為相同。由於來社溪集水區危害度皆相同

，因此其風險度即為脆弱度。 

 

 

圖 3 來社溪集水區雨量站之空間分布 

Figur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ainfall stations 

in Laishe Creek watershed 

4. 崩塌規模分析 

崩塌發生時，其規模取決於土砂量體的

多寡，本研究以來社溪集水區之植生覆蓋指

標(mNDVI)、地形濕度指數、向源侵蝕及河

道凹岸等指標正規化後，先將 mNDVI 及地形

濕度指數相乘為土壤深度指標，再與河道凹

岸及向源侵蝕指標相加進行套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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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土壤累積較深，一旦崩落

後土砂量體通常較大。地形濕度指數大的區

位較容易堆積，產生較厚的土層，因此將

mNDVI 及 TWI 兩者作為土壤深度指標因子

。 

地形濕度指數又稱為濕度指數 (wetness 

index)、地形指數 (topographic index)、複合

地形指數(compound topographic index)。地形

濕度指數計算公式如下： 














tan
ln S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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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A
為特定集水區面積，本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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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河道凹岸 

為探討河道凹岸對崩塌之影響，凹岸彎

曲的角度越大，河道對基腳沖蝕也較劇烈，

利用河道沿線控制點之切線角度變化θ(圖 4)

作為河道凹岸攻擊指標，若θ角愈大則表示

凹岸攻擊力量越強。 

 

 

圖 4 河道切線斜率變化示意圖 

Figure 4 Gradient change of tangent along the 

river 

 (3)河道向源侵蝕指標 

河道源頭屬較少人為干擾之區位，故保

有良好植生覆蓋，較不受沖蝕，惟野溪上游

若無足夠之土砂補充河道，若遇強降雨時亦

造成河床刷深，導致源頭集水區崩塌進而影

響集水區道路安全。 

Strahler(19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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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河川級序

1 之集水區可再劃分出源頭集水區。 

 

 

圖 5 源頭集水區劃定示意圖 

Figure 5 Delineation of the headwater 

watersheds 

結果與討論 

1. 集水區分析單元劃定 

本研究利用種數-面積曲線法求得最佳門

檻值為 481.948 個網格，遂取其整數 480個網

格為門檻值。求得最佳門檻值後，可將來社

溪集水區劃分為數 696 個集水分區做為本研

究分析的基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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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集水區崩塌數與劃分門檻值之關係 

Figure 6 Relationship of landslide number and 

delineation threshold in Laishe Creek watershed 

2. 風險度分析 

來社溪集水區之 iNDVI 分布如圖 7，植

生覆蓋率低之區位除主河道及部分上游支流

外，集水區南、北側分別有三處裸露地。 

來社溪集水區道路開發僅局限於河道下

游村落，其餘大部分為林班地，因此無開發

道路，其空間分布如圖 8。 

來社溪集水區之風險度呈西側較大、東

側偏低之情形(圖 10)，主要為受制於距道路

及河道距離影響，尤其以兩者重疊部分更為

嚴重，而 iNDVI 在集水區中分布平均，集水

區東側之高脆弱度則主要受距河道距離指標(

圖 9)影響。 

 

 

圖 7 植生綠劣指數空間分布 

Figure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DVI 

 

 

圖 8 距道路距離指標空間分布 

Figure 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stance from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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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距河道距離指標空間分布 

Figure 9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stance from 

river 

 

 

圖 10 風險度之空間分布 

Figure 10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isk degree 

 

3. 崩塌規模分析 

經萃取後mNDVI(圖 11)與 TWI(圖 12)指

標相乘後可得土壤深度指標 (圖 13)，再與河

道凹岸(圖 14)及向源侵蝕(圖 15)兩指標相加

，可得來社溪集水區崩塌規模潛勢空間分布

，套疊莫拉克颱風崩塌面積之資訊(圖 16)。 

來社溪集水區土壤深度指標空間分布如

圖 13，河道區位之土壤不會堆積，無法評估

土壤深度，因此其土壤深度指標為 0，另陵線

區位因坡度陡，土壤不易停留，且植生較差

，因此土壤深度潛勢較低。 

 

 

圖 11 植生覆蓋指數空間分布 

Figure 1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NDVI 

 

 

圖 12 地形濕度指數空間分布 

Figure 1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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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土壤深度指標空間分布 

Fig 1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il depth index 

 

來社溪集水區常流水河道凹岸攻擊區位

分布如圖 14，切線斜率越大處即顏色較紅之

區位，上游河道因彎曲角度大，凹岸攻擊區

位較多，攻擊能力也較強；而下游坡度平緩

，河道切線角度變化較小，凹岸沖蝕基腳能

力較上游弱。 

 

圖 14 河道凹岸攻擊指標空間分布 

Figure 1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iver concave 

index  

 

本研究萃取之來社溪集水區河川級序最

大可達 5 級，由於主河道主要為 4、5級河序

，河道向源侵蝕能力較低，因此從圖 15 可見

，集水區主河道處指標值較低。 

 

 

圖 15 河道向源侵蝕指標空間分布 

Figure 1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eadwater 

erosion index 

 

崩塌規模空間分布經 mNDVI、TWI、凹

岸攻擊及向源侵蝕等因子套疊後發現(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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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之大規模崩塌潛勢。 

 

 

圖 16 崩塌規模潛勢空間分布 

Figure 1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slide scale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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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綜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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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由圖中崩塌累積百分比曲線看

出，發生崩塌區位大多介於風險度 0.2~0.5，

而風險度大於 0.5則趨近平緩，可見高降雨重

現期距之莫拉克颱風造成風險小之區位亦發

生崩塌。 

另萃取已崩塌風險度大(>0.7)、崩塌規模

小(<0.8)之區位(A 區)，主要為鄰近河道兩岸

之近岸崩塌；而風險度大(>0.7)、崩塌規模大

(>0.8)之區位(B 區)，則位於源頭有道路通過

之區位；另風險度小(<0.7)、崩塌規模大(>0.8)

之區位(C區)，則多屬上游源頭大面積崩塌，

但因道路開發較少、植生覆蓋佳，崩塌風險

較小，為在極端降雨下，向源侵蝕作用反而

易引發蓄積之大量土砂崩塌，以上萃取區位

分布如圖 18。 

本研究針對圖 10之結果探討風險度大於

0.5 卻未崩塌之區位，並以圖 19 之關係圖將

其依風險度 0.7、0.5 與崩塌規模 0.5分為四區

，並將四區點會於圖中(圖 20)。 

結果顯示，D 區為距河道及道路近，故

所萃取之風險度高，且此區主要位於河道凹

岸或源頭區位，因此崩塌規模亦大，於模式

中僅占少部分區位。 

E 區因離河道較近，崩塌風險高，但規

模不大，屬於河道近岸崩塌，然集水區出口

處河道較寬，模式並無萃取河寬區位，因此

此區可能多落於河道內，崩塌不易發生。 

F、G區則為崩塌風險次於 D、E之區位

，因此相對於整個集水區，在此次莫拉克災

害崩塌區位較少。 

 

圖 17 崩塌區位風險度及崩塌規模之關係 

Figure 17 Relationship of risk degree and 

landslide scale for landsl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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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來社溪集水區崩塌重點區位 

Figure 18 Landslide hotspots in Laishe Creek watershed 

 

圖 19 未崩塌區位風險度及崩塌規模之關係 

Figure 19 Relationship of risk degree and landslide scale for the non-landslides 



水土保持學報 48 (3): 1749–1762 (2016)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48 (3): 1749–1762(2016) 

1760 

 

圖 20 來社溪集水區未崩塌重點區位 

Figure 20 non-Landslide hotspots in Laishe Creek watershed 

結論 

本研究藉由整合環境指標，進行來社溪

崩塌風險及規模潛勢之評估，分析結果顯示

，集水區崩塌風險大之區位多屬下游河道近

岸崩塌；而崩塌規模大者多位於源頭區位。

另外，高崩塌風險及規模卻未發生崩塌之區

位，因距河道、道路距離近，且鄰近河道凹

岸或源頭區位，是未來大規模崩塌須留意之

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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