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水區深層崩塌區位之推估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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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林村於莫拉克風災時，因長延時及強降雨事件造成嚴重災害。不僅產生崩塌亦造成生命
財產損失。集水區之廣泛且大規模崩塌使相關管理單位難以管理，因此透過崩塌區位的篩選及
崩塌量體的推估，將有助於劃定崩塌潛感區位及治理區位的優選。崩塌風險度可由集水區的脆
弱度與危害度相乘推估。以降雨重現期距、道路開發、植生狀況作為集水區之脆弱度。土壤深
度、河道凹岸及向源侵蝕影響崩塌量體。本研究以旗山溪集水區為樣區，利用災前之 200 年重
現期距、道路開發指標、植生指標、地形濕度指數、河道凹岸攻擊及向源侵蝕指標資料推估集
水區高風險及大規模崩塌區位，並驗證小林村大規模崩塌的致災原因。結果發現，崩塌潛勢高
之區位主要受到強降雨分布及道路開發程度影響，其主要分部於集水區中、下游；而大規模崩
塌區位主要分布於源頭區位。小林村災區範圍與本研究所推估深層崩塌區域吻合，因此藉由本
研究成果可篩選出崩塌風險度高且易產生大規模崩塌點位，應可提供優先治理或保全參考。
(關鍵字：風險度、脆弱度、危害度、崩塌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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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iao Lin Village was destroyed seriously during the strike of Typhoon Morakot
with long duration and high intensity rainfall. The event not only caused landslides
but also resulted in life and property losses. The broad and large-scale landsl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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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d in the watershed are difficult to manage. Hence, developing a system to
screen the sites and estimate the volume of the landslide in advance is helpful for
delineating the landslide potential and area of treatment priority. The risk of
landslide can be estimated from the multiplication of watershed vulnerability and
torrential hazard. Return period of a rainfall, road development and vegetation status
are the crucial factors of a watershed. Soil depth, river concave and/or headwater
erosion affect the landslide volume. The Chi-Shan creek watershed was selected to
estimate the sites of large scale landslide potential and to verify the factors causing
catastrophic disaster in Shiao Lin Village by using the watershed pre-disaster
information of 200yr rainfall return period, index of road development, vegetation
index, topographic wetness index, index of river concave and headwater ero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tes with high landslide potential are mainly located at the
middle and downstream of the watershed which are mostly affected b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ainfall intensity and degree of road development, while large scale
landslides occurring at the sites of headwater. The failures of Shiao Lin Village are
coincident with the sites of deep seated landslide estimated by this study. The sit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landslide potential in probability and scale can be
easily extracted using the models established in the study, and could be references of
related authorities for decision making in treatment priority and conservation
practices.
(Keywords: Risk degree, Vulnerability degree, Hazard degree, Landslide scale)

前言
台灣地質結構脆弱，每逢颱風豪雨，常

兩大類。如降雨、地下水、地震及河川侵蝕
等屬自然影響的誘因；道路開闢及土地開發
等則屬人為影響。

發生崩塌災害，威脅周圍生態環境和人民生

集水區崩塌之風險是指，基於坡地本身

命財產安全，造成巨大損失。崩塌影響因子

的地質及水文條件、開發程度及外在的降雨

主要分為地質因子、地形因子、環境因子及

事件等種種事件累積，誘發坡面發生崩滑的

人 為因子等 四大類 (Cruden and Varnes ，

機率。崩塌災害風險評估包含危害度(Hazard)

1996)。李錦育(2001)將崩塌發生之五大因素

與脆弱度(Vulnerability)的分析，其中危害度

分別為地質構造、岩性、地形過陡、雨水的

為分析降雨量所對應各地區的頻率年門

因素和人為因素。李三畏(1984)將崩塌發生

檻。而脆弱度泛指環境的道路分布、植生覆

原 因 分 為 潛 因 (inherent causes) 與 誘 因

蓋程度及雨量事件對環境的影響。

(initiating causes)兩大類。潛因指環境本身的
臺灣地區降雨事件為崩塌的主要誘因

地理狀況，包含地型與地質特性；誘因泛指
外在因素的影響，包含自然影響及人為影響

之一，每個地區所能承受的降雨強度頻率年
不同，降雨頻率年越大崩塌災害的規模也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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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以風險理論而言，災害事件發生的頻率

1. 研究材料

與災損規模成反比(林昭遠等，2006)。地表
覆蓋植生差，於低頻率年降雨事件時，易發
生土壤流失，不易累積土壤深度；反觀植生
覆蓋良好區域，因植物根系握土能力佳，降
雨不會直接沖蝕表土，災害發生頻率低，隨
時間逐漸累積大量土體，一旦發生高頻率年
降雨，易造成大規模崩塌。

利用數值高程模型萃取地形濕度指
標，再配合雨量站之歷年降雨資料統計推算
莫拉克颱風事件於旗山溪集水區之降雨重
現期距，透過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及林務局之
道路、水系基本圖資萃取道路截排力、道路
空間離散度及凹岸攻擊力、源頭崩塌區位等
環 境 指 標 。 另 由 美 國 地 質 調 查 所 (U.S.

為探討集水區崩塌風險度與崩塌規模

Geological Survey, USGS)提供之 Landsat 5 衛

之關係，本研究選用旗山溪集水區為樣區，

星影像，篩選出四個不同季節影像萃取樣區

蒐集集水區雨量資料計算各事件之頻率

災 前 常 態 化 差 異 植 生 指 標 (normalized

年，以莫拉克颱風降雨事件前水文、地文資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之平均值

料、地表植生覆蓋情況，推估崩塌風險度及

空間分佈，再由中央大學提供之莫拉克新增

規模，再以莫拉克颱風降雨事件前、後之衛

崩塌地進行驗證，研究流程如圖 2，所採用

星影像判釋新增崩塌地，驗證推估成果，探

之材料及相關資訊列如表 1。

討集水區風險區位與崩塌規模之關係。

研究試區
以莫拉克颱風重災區之高雄旗山溪贏
橋上游集水區為研究樣區，集水區面積約為
379.76 平方公里，主要位於高雄西北端，及
部分位於嘉義縣東北部，其北接南投縣，呈
現狹長型，地勢呈東北向西南走向，除下游
地勢較為平緩外，其餘多屬陡峭區位。
2009 年 8 月莫拉克颱風於高雄地區帶來
二千多公厘雨量，加上山區地形陡峭且地質
脆弱，對旗山溪集水區下游地勢較低之地區
造成嚴重之損傷，更對高雄甲仙區小林村造
成難以復原之嚴重災害。

材料與方法
圖 1 旗山溪集水區之地理位置
Fig 1 Location of Chi-Shan creek water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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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流程
Fig 2 Study flowchart
表 1 使用圖資
Table 1 Maps used in this study
圖資

空間解析度

來源

衛星影像

20m×20m

美國地質調查所

DEM

20m×20m

地政司

地形指標萃取

河川圖資

1/5000

交通部運研所

河道萃取

道路圖資

1/5000

降雨資料

日資料

交通部運研所、
林務局
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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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運用

災前常態化差異指標萃取
崩塌地萃取

道路密度萃取
頻率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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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兩點相連直線之平行線，與種數－面積曲

2. 崩塌區位萃取

線相切之值。本研究應用此方法，以崩塌地

影像相減法(Image Subtraction) 是利用

個數與集水區門檻值繪製曲線(圖 3)，其最佳

不同時期影像像元灰度值相減，透過比對差

集水分區單元劃定之門檻值為 2462，以此值

異辦判定變遷情形，以獲得崩塌區位。相減

將旗山溪集水區劃定成 185 個子集水區。

不同時期之影像後，未變遷之灰度值將趨近
於零，灰度值顯示較大之正值或負值，則為
變遷較大之地；相減後之值域分布為-255 到
+255 之間。未發生變遷的灰度差異值會分
布於 0 上下，通常可將其加上任一常數轉換
至正值(Jensen, 1996)，其計算式如下：

BVOUT 

BV1  BV2
C
2

圖 3 集水區劃分網格數與崩塌個數之關係

式中：BVOUT：指影像相減輸出值。

Fig 3 Relationship of landslide number and
delineation threshold

BV1：為原始影像值。
BV2：為比較之影像值。
C：常數。
3. 集水區分析單元劃定
物種數-面積曲線(Species-area curve)係
指在某一地區內，物種數量與棲息地面積的
關係(Drakare, 2006)，在自然環境中，若增加
樣區面積，其區域物種亦必增加，但面積達
一定大小時，物種數將趨於穩定。若以直角
坐標之 X、Y 分別表示物種數及面積，則回
歸劃出之曲線，稱為物種數－面積曲線
(Arrhenius, 1921)，其最佳面積大小之決定採

4. 崩塌規模分析
崩塌規模的認定以坡地滑落的土砂量
體決定，坡度越平緩的坡地，越不易發生崩
滑，土壤深度越容易累積；植生覆蓋越好的
區域，顯示該區長時間未發生崩塌，植物根
系的握土能力越佳，亦表示土層厚度越深，
因長年累積土壤，一旦發生崩塌，將有大量
土體滑落。因此以土壤深度指標推估土砂量
體的多寡。另因河道凹岸淘刷及向源侵蝕的
特性，為自然環境條件影響崩塌規模的重要
因素，故將其兩者亦納入分析考量中。
(1)土壤深度指標

最小面積(Minimal area)，即是由曲線上主觀

土壤濕度較大的區位較容易堆積，產生

決定其一值，使物種增加率與面積增加率之

較厚的土層，且植生越茂密的區位亦表示該

比值，達某一水準之面積(Hanson & Love,

處土體較多，因此將 NDVI 及 TWI 兩者作為

1930; Cain, 1932; 1938; Cain & Castro, 1959;

土壤深度指標因子。

Goodall, 1952)。Cain(1938)建議最小之樣區
面積可採面積及種數皆增加總和 10%時的 X

(a)地形濕度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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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形 濕 度 指 數 (topographic wetness

(b)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標

index, TWI) 亦 稱 為 地 形 指 數 (topographic

常 態 化 差 異 植 生 指 標 (normalized

index) 或濕度指數 (wetness index) (Wilson
& Gallant，2000)。其計算式如下：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因植物葉
綠素反射多半的近紅外光的波段，而會吸收

 As 
TWI  ln 

 tan 

紅光的波段，透過影像光譜特性推求自然界

式中：AS

指集水區面積，本研究以各

選用，計算比值或差值即所謂的植生指標

網格上游涵蓋之面積表示。θ 為各網格之坡

(Rouse et al., 1974)，因此該指標經常被利用

度。TWI 意指地形對土壤濕度的控影響，因

在植生的覆蓋程度，其計算式如下：

之物理現象，常需配合其光譜反射特徵進行

坡度陡使水迅速往低處流動，因此入滲量較

NDVI 

小 ，故 土壤 中含 水量可 能較 低 (穆 婧等，
2013)；反之平坦地區，坡度平緩，逕流留在
地表時間較長，相對的入滲時間亦較久，土
壤含水量較大，該區土壤亦較容易堆積，產
生較厚的土層，由此可知當 TWI 越大，土壤
深度則較深；反之則較淺。旗山溪集水區

NIR  R
NIR  R

式中：NIR 為近紅外光，R 為紅光，其
值介於-1~1 之間，值越大表示植生越茂密，
植被覆蓋越好。旗山溪集水區 NDVI 空間分
布如圖 5。

TWI 空間分布如圖 4。

圖 4 旗山溪集水區 TWI 空間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WI in Chi-Shan
creek watershed

圖 5 旗山溪集水區 NDVI 空間分布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DVI in Chi-Shan
creek water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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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NDVI 及 TWI 兩者相乘結果如圖 6，
即旗山溪集水區土壤深度指標。

圖 7 河道切線斜率變化示意圖
Fig 7 Gradient change of tangent along the
river

圖 6 旗山溪集水區土壤深度指標空間分布
Fig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il depth index in
Chi-Shan creek watershed
(2)河道凹岸侵蝕
河道水流再經過轉彎處時，因離心力及
重力的加乘作用，形成橫向環流，其與河道
縱向主流運動的加疊後，於河道轉彎岸外側
產生螺旋流狀態，使水流速變大，加劇泥砂

圖 8 旗山溪集水區河道凹岸攻擊指標之空

的輸移，易對河岸造成沖刷，該處稱為侵蝕
坡或切割坡，經年累月的河岸邊坡坡腳淘

間分布

刷，一旦遇到極端降雨事件，就容易產生大

Fig 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iver concave
index in Chi-Shan creek watershed

規模土體滑落。因此將河道凹岸點納入崩塌
規模評估的影響因素。其河道凹岸的影響以

(3)河道向源侵蝕指標

河道沿線之切線斜率變化決定(圖 7)，當切線
斜率變化越大，表示其產生之侵蝕力越大，
越易產生河岸邊坡崩塌，反之則較不易(林昭
遠等，2015)。旗山溪常流水河道凹岸攻擊區
位分布如圖 8，指標值越大，表示河道曲流
越明顯，亦指該處凹岸侵蝕作用越嚴重。

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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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hler,1952) (圖 9)。河道因地
形變化使侵蝕作用的基準面下降，其河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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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作用，使河道逐漸向上游延伸，即為向源

劣化指標三相乘套疊得到崩塌脆弱度，旗山

侵蝕，當侵蝕作用對源頭坡腳淘刷過大，坡

溪集水區崩塌脆弱度空間分布如圖 18。

面亦將產生源頭崩塌。因此河道的源頭崩塌
都出現於 1 級序河川，將在河川級序 1 之集

5. 崩塌風險分析

水區劃分出源頭集水區，將其納入大規模崩

在災害風險分析概念基礎架構中可分

塌的影響因素中。旗山溪集水區向源侵蝕指

為危險度分析及脆弱度分析，本研究所建構

標分布如圖 10。

之風險評估模式，是在危險度與脆弱度的交
互作用下，推估出一個地區受到災害威脅之
風險程度，即 Risk(崩塌風險) = Hazard(危害
度) × Vulnerability (脆弱度)。
(1)崩塌危害度
危害度是指外力對環境造成災害之影
響力，為驗證八八風災事件對小林村所造成
的崩塌，選取莫拉克颱風降雨量推估旗山溪
集水區之降雨重現期距，作為研究區的崩塌

圖 9 源頭集水區劃定示意圖
Fig 9 Delineation of the headwater watersheds

危害度分布。莫拉克颱風三日累計降雨重現
期距如表 2，其空間分布如圖 11，將重現期
距分布資料正規化後來呈現旗山溪集水區
的危害度(圖 12)。
表 2 旗山溪集水區-莫拉克颱風三日累積雨
量及重現期距
Table 2 Three-day cumulative rainfall and
return period of Morakot Typhoon in Chi-Shan
creek watershed
雨量站

莫拉克 3 日累積
降雨量
(mm)

重現期距
(年)

西阿里關

1642

897

圖 10 旗山溪集水區河道向源侵蝕指標空間

關山

1750

940

分布

天池

1467

274

民族

1412

269

梅山(2)

1630

879

新高口

1395

142

Fig 10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eadwater
erosion index in Chi-Shan creek watershed
將極端降雨指標、道路開發指標及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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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本研究中係指容易發生崩塌的區位，
其中包含了極端降雨指標、道路開發指標及
植生綠劣指數等，各影響因子之計算方法詳
述如下。
(a)極端降雨指標
經常發生高強度降雨的地區，因坡面常
受雨水刷蝕，歷經長時間後該地區對強降雨
的忍受度較高，發生崩塌的機率也較低，因
此再發生相同強度降雨時，忍受度較低的地
區便較易發生崩塌。林務局(2010)針對旗山
溪集水區進行暴雨重現期距分析，以對數皮
圖 11 旗山溪集水區莫拉克颱風降雨重現期

爾遜三型及極端值一型分布為最適當之機

距空間分布

率分布。又因 Gumbel(1941)提出暴雨及洪峰

Fig 1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ainfall return
period of Morakot Typhoon in Chi-Shan creek

流量分布近似甘保氏極端值第一類分佈法

watershed

故根據此採甘保氏極端值第一類分佈，利用

（Extreme-value Type I Distribution）結果，
Hazen(1914)點繪法來分析研究區域水文頻
率來作為極端降雨頻率分析，依降雨重現期
距的空間變異，判定降雨沖蝕脆弱度的區位
分布。以利用集水區周邊新高口等 6 雨量站
(圖 13)1972 年~2008 年雨量資料求出 200 年
重現期距三日雨量，其計算公式如下：

RT    KT 
KT  

6
T 

0.5772  ln  ln


 
 T  1 

式中：RT：機率水文量
圖 12 旗山溪集水區危害度空間分布

μ：平均值

Fig 1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azard degree in
KT：頻率因子

Chi-Shan creek watershed
(2)崩塌脆弱度

σ：標準偏差

崩塌脆弱度指一地區受環境條件影響

T：重現期距

下，地區本身無法克服所反映出來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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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旗山溪集水區雨量站之空間分布
Fig 1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ainfall stations
in Chi-Shan creek watershed
利用推估旗山溪集水區 200 年重現期距
之三日累積降雨量資料如表 3，其雨量空間

圖 14 旗山溪集水區 200 年重現期距之三日
降雨量

分布如圖 14，將雨量空間分布進行線性反轉

Fig 14 Three-day cumulative rainfall of 200
years return period in Chi-Shan creek

作為極端降雨指標分析，旗山溪極端降雨指
標空間分布如圖 15。

watershed

表 3 旗山集水區雨量站-200 年重現期距三
日累積雨量
Table 3 Three-day cumulative rainfall for 200
years return period of rainfall stations
in Chi-Shan creek watershed

雨量站

200 年重現期
200 年重現期
距三日累積
距三日累積
雨量站
降雨量
降雨量
(mm)
(mm)

西阿里關

1369

民族

1358

關山

1446

梅山(2)

1358

天池

1409

新高口

1466
圖 15 旗山溪極端降雨指標之空間分布
Fig 1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xtreme rainfall
index in Chi-Shan creek water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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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以統計學標離均差為基礎，d(i,j)是

(b)道路開發指標
坡地開發道路時，道路有截斷坡面逕流

二地物的離散程度，

ai %  a j %

_

是該 d ( i , j )

的情況，原往下流順流的漫流，受道路截斷

的權重，ΣΣ 及 i≠j 是地物對其它地物計算

轉而沿道路方線排水，但當降雨事件發生

離散程度，1/2(n-1)是地物重覆計算的次數，

時，大量集中水流於重力加速度作用下，來
不及隨道路轉向，便沿直線行進方向往下游

1 / A 則是對統計單元大小的修正。因此，

流，增加坡面發生崩塌之潛勢，因此將道路

地物越集中，離散程度越低，SDI 就越小，

密度納為脆弱度指標因子，其計算式為：

反之地物越分散，離散程度越高，SDI 就越
大。將道路密度與空間離散度相乘作為修

道路長度(m)
道路密度 
集水區面積(m 2 )

正，即為道路開發指標，旗山溪道路開發指
標如圖 16。

因道路開發若分散於整個集水分區則
發生崩塌潛勢將會擴大分布；反之若集中於
集水分區某區域，其將僅發生崩塌之潛勢僅
局部區位，因此透過集水分區之道路空間離
散程度來修正道路密度之暴露度。
空 間 離 散 度 (Spatial Dispersion Index,
SDI)公式甚多，本研究引用為翁培文、蔡博
文(2006)所提出，該指標係以統計學的離散
觀念與公式，以統計單元大小、地物相對大
小、鄰近程度高低為判定離散程度的三個概
念，改善空間離散度之缺失。此外還須將統
計單元大小納入考量，避免統計單元大小或
縮放而影響離散程度之差異，其公式如下：

圖 16 旗山溪集水區道路開發指標空間分布
Fig 1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oad

_
n n
1
1
SDI 
  (ai %  a j %) d (i , j ) ，i  j
A 2(n  1) i1 j 1

式中，Ａ：統計單元面積

development index in Chi-Shan creek
watershed
(c)植生綠劣指數

n：地物個數

ai % 、 a j % ：i、j 地物面積佔總地物
面積的百分比
_

d (i , j ) ： ai 、 a j 的離均差

ai

、

aj

植 生 綠 劣 指 數 (greenery deterioration
index, GDI)，坡面植生覆蓋差的地方越容易
發 生 土 壤 流 失 或 崩 塌 ， 利 用 NDVI 進 行
Rubber sheeting 後，再進行線性反向配置為
植生綠劣指數。當植生狀況越好，GDI 值越

：i、j 地物的面積

小(林昭遠等，2010)。旗山溪集水區 GDI 空

1773

水土保持學報 48 (3): 1763–1778 (2016)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48 (3): 1763–1778(2016)
間分布如圖 17。

結果與討論
1. 崩塌規模潛勢分析
將土壤深度指標、河道凹岸及向源侵蝕
等因子正規化後相加套疊，可得集水區崩塌
規模潛勢分布，並將其套疊莫拉克颱風後新
增崩塌區位如圖 19。結果發現崩塌規模潛勢
的空間分布與向源侵蝕的區位相似，其次影
響指標為凹岸攻擊點位，由此可知，旗山溪
集水區的大規模崩塌因素主要取決於 1 級河
序的源頭崩塌，而土壤深度指標之影響程度
較小。大面積崩塌區位多座落在高崩塌規模

圖 17 旗山溪集水區 GDI 空間分布

潛勢的區位。

Fig 1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DI in Chi-Shan
creek watershed
將極端降雨指標、道路開發指標及植生
劣化指標三相乘套疊得到崩塌脆弱度，旗山
溪集水區崩塌脆弱度空間分布如圖 18。

圖 19 旗山溪集水區崩塌規模潛勢空間分布
Fig 19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slide scale
potential in Chi-Shan creek

watershed

2. 崩塌風險度分析
圖 18 旗山溪集水區莫拉克颱風脆弱度空間
崩塌風險度分析結果(圖 20)，顯示崩塌

分布
Fig 1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ulnerability
degree in Chi-Shan creek watershed

面積較大者多座落在風險度較高的區位；而
低風險度範圍發生的零星崩塌區位，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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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河岸兩側。比對旗山溪崩塌風險度影響

(風險度大於 0.5，崩塌規模大於 0.5)。比對

因子之空間分布，可現極端降雨指標及道路

風險度影響因子，此區高風險的影響主因為

開發指標對旗山溪集水區風險影響甚鉅。

道路開發與極端降雨造成，顯示莫拉克颱風
的強降雨對該區影響甚鉅，另比對崩塌規模
影響因子，此區亦是因源頭崩塌影響造成崩
塌規模較大因素。
經崩塌點位比對，小林村與其相當崩塌
範圍的崩塌地皆座落於Ｂ區（圖 22）
，屬集
水區高風險且大規模的崩塌範圍，由驗證小
林村崩塌的區位吻合，判定本研究風險度及
崩塌規模的模式無誤。

圖 20 旗山溪集水區風險度空間分布
Fig 20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slide risk in
Chi-Shan creek watershed
3. 綜合探討
以萃取莫拉克颱風後新增的崩塌區位
來作為崩塌風險及規模之驗證。由崩塌累計

圖 21 已崩塌區位風險度及崩塌規模之關係

百分比曲線中發現，莫拉克颱風後新增的崩

Fig 2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degree

塌地累計於風險度 0.2~0.4 間急劇增加，表

and landslide scale for landslides

示在此極端事件中，許多低風險的區域也發
生崩塌。
新增崩塌區位與風險度、崩塌規模分布
關係如圖 21，可見旗山溪集水區低風險(風
險度 0.5 以下)崩塌區位甚多，其中 A 區為風
險度低崩塌規模大的區域(風險度小於 0.5，
崩塌規模大於 0.5)，比對崩塌規模影響因
子，此區發生崩塌規模大的原因主要為源頭
崩塌所造成。

另本研究亦針對莫拉克風災時尚未崩
塌區位進行風險度及崩塌規模的落點分析
(圖 23)，結果顯示 C 區為高風險且有大規模
崩塌潛勢的區位，此區位於旗山溪主河道下
游，屬河道向源崩塌及凹岸攻擊點都是造成
此區有大規模崩塌潛勢的原因，道路開發亦
使此區列於高風險度區位，宜針對保全對
象，注意極端降雨事件所造成大規模崩坍之
衝擊。

B 區為風險度高且崩塌規模大的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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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區雖崩塌規模潛勢較小，但因風險度

高，未來宜注意強降雨時發生崩塌災害。

圖 22 旗山溪集水區崩塌重點區位
Fig 22 Landslide hotspots in Chi-Shan creek watershed

結論
過去研究集水區崩塌均著重於地質條
件及降雨量影響，本研究以地形條件如河道
凹岸及向源侵蝕等推估崩塌規模，並將極端
降雨重現期距應用於集水區危害度區位分
布，以獲得極端降雨對集水區災損的情況。
風險度評估係以脆弱度結合危害度，配合崩
圖 23 未崩塌區位風險度及崩塌規模之關係
Fig 2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degree
and landslide scale for non-landslides

塌規模概念，透過此發展之模式可有效篩選
崩塌風險度高且易產生大規模崩塌之區
位，確實推論出莫拉克風災後的危險崩塌區
位。模式係透過各類環境指標即時推估集水
區崩塌潛勢及規模，可供管理單位防災參考
之用，俾降低極端事件對保全對象的災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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