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投縣力行產業道路崩塌潛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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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山區陡峻且道路崎嶇，每逢颱風豪雨期間，易因坡地災而中斷。南投縣力行產業道路因岩性軟弱且
破碎，沿線因土地超限利用，導致植生覆蓋率降低，每當豪雨或颱風來時易造成多處沿線崩塌及道路毀損，
中斷之交通影響道路沿線農產品之運輸。本研究以力行產業道路高崩塌頻率之路段為對象，包括 13K+500 至
37K 上下邊坡 700 公尺之邊坡為研究範圍。蒐集 98 年 8 月莫拉克颱風前後之正射影像圖，以人工判釋法圈繪
崩塌地，採用崩塌比 30%為門檻值，將影像劃分崩塌組與非崩塌組，配合坡向、坡度、高程、水系距離、道
路距及地形濕度指度等因子，利用不安定指數法預測力行產業道路 13K+500 至 37K 沿線之崩塌潛感區位，將
崩塌潛感值等分四級，包括：穩定區、低崩塌潛感區、中崩塌潛感區及高崩塌潛感區，藉由歷年崩塌區位和
預測之崩塌潛感圖做比對，採用分類誤差矩陣驗證模擬結果之準確性。模擬結果顯示崩塌組、非崩塌組及總
體之準確率分別為 75.93%、73.02%與 73.17%，亦即各組模擬結果均達七成以上之準確率。本研究推估之力
行產業道路沿線中高潛感崩塌路段資訊，可供主管機關進行後續崩塌預警措施及崩塌改善工程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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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untain area in Taiwan is usually high and steep with rugged road. The mountain road is easy to be
interrupted due to landslide damage during the typhoon period. Li-shing mountain road in Nantou County has its
own weak and frangible rock feature, accompanied by the low vegetation cover ratio due to the overuse on the steep
slope-land along the road. Landslide and failure of road’s foundation and pavement along the Li-shing mountain road
during the heavy rainfall or typhoon rainfall interrupted the transportation, especially for the transpo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target of this reach focuses on the segment with high frequency of landslide, i.e., road mileage from
13K+500 to 37K, and covers the upslope and downslope lands of the road with 700 m in length, respectively. The
orthophoto map before the typhoon Morakot occurred in August 2009 was first collected. Through the artificial
identification method, the landslide areas were identifi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namely landslide and
non-landslide, by using the landslide ratio with threshold value of 30%. Landslide potential locations alo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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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hing mountain road were then simulated using the instability index method based on six factors: aspect, slope,
elevation, distance to river, distance to road, and topographic wetness index. According to the four equal ranges of
the landslide potential values, four areas can be identified, i.e., stable, low landslide potential, medium landslide
potential, and high landslide potential. The classification error matrix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simulation accuracy
by comparisons of historical landslide locations. The simulation accuracies for the landslide, non-landslide, and total
groups are 75.93%, 73.02%, and 73.17%, respectively. It was shown the simulation accuracy for each group is over
70%. The information of medium and high landslide potential locations obtained in this study could be useful for the
associated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to plan the landslide warning system and engineer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Keywords: Li-shing mountain road, instability index, landslide potential

前言
度與降雨延時的增加，使得台灣山區及坡地居民受

台灣為海島型國家，位於亞熱帶季風氣候區，

到崩塌災害事件的及大威脅。雖考慮降雨為促成崩

天氣複雜多變，又因立處於歐亞大陸板塊及菲律賓

塌最大的因素，考慮力行產業道路沿線災害多源於

海板塊交界處，地質較脆弱且地形變化複雜。台灣

921 集集大地震後，且因道路為線型結構沿線降雨分

年平均降雨約為 2,500 公釐，約為世界平均值 2.5 倍，

佈不易推估，本研究係以當地之地文與地形因素做

豐沛的降雨量卻大多集中在每年五月至十月的梅雨
季以及颱風之汛期期間，且多發生長降雨延時或強

為首要分析對象，探究當地因地文特徵造成崩塌之

降雨之情況。近年受到氣候變遷之影響，強降雨之

因素為何，以道路沿線之地形及地貌進行崩塌潛感

情況越趨據烈，導致容易發生山崩災害之區位，可

分析。

能擴大崩塌地範圍或土砂生產量倍增等狀況，對環

研究區域

境造成不可忽視的災害。

力行產業道路位於南投縣仁愛鄉，全長 53 公

力行產業道路為翠華村、力行村、發祥村、大
同村和梨山地區落居民進出農產品對外運送之重要

里，海拔介於約 950~2,450 公尺間，路寬約為 4~5 公

交通道路，近 20 年來受 921 集集大地震與艾利颱風
等事件影響，再加上當地居民土地超限利用，道路

尺。貫穿南投縣仁愛鄉合作村及翠華村、力行村、

沿線地基安全度降低，造成道路旁山壁多處崩塌、
發祥村、大同村及合作村，本文選擇圖 1 中的

路基淘空流失及經濟作物受損等災害，使當地用路
人生命亦飽受威脅，雖目前已有簡易之方式於多處

13K+500~37K 易崩塌路段沿線為研究區域。力行產

路段進行搶通，但蜿蜒之道路及地震造成地質更加
破碎等因素，頗難阻擋颱風豪雨之襲擊，陳婉君(2014)
指出力行產業道路 921 集集大地震後受損嚴重，加
上民國 93 年艾利颱風，又造成道路多處山壁崩塌、
路基掏空流失，其中力行一號橋受洪水挾帶土石的

業道路為 14 甲替代道路，遊客前往梨山都行駛台 14
甲道路，若台 14 甲封路則改道行駛力行產業道路替
代，力行產業道路並為當地原住民運輸蔬果的主要

衝毀。本研究以衛星影像及航照圖等圖資訊，探討
道路，但道路沿線地形崎嶇坡度陡加上土地過度開

力行產業道路沿線之崩塌分布，選取崩塌發生較為
頻繁之 13K+500 至 37K 路段作為山崩潛感分析之研

發，河谷沿線路基淘刷嚴重流失，所以每逢颱風來

究範圍。尹立中(2014)指出受到全球氣候變遷影響，
時，挾帶強風豪雨，易造成嚴重崩塌，本研究先以

近年來於台灣所發生之極端降雨事件頻繁，降雨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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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距為中心，搭配人工判釋圈繪崩塌範圍，後續

及計算效率之權衡之距離，選取環域距 700m 為最佳

使用崩塌地與環域分析重疊圖資進行篩選，選擇包

距離，如圖 2(a)至(d)。

含零碎崩塌區、崩塌後會影響道路安全與網格數量

圖 1 研究區域
Fig.1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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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環域 500m 之包含崩塌地範圍

(b)環域 600m 之包含崩塌地範圍

(c)環域 700m 之包含崩塌地範圍

(d)環域 800m 之包含崩塌地範圍

圖 2 研究區域崩塌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landslides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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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斜坡上的各個斜坡單元與侵蝕基準以上的整

研究方法

個斜坡單元，預測崩塌潛感適用於第二種斜坡單元

本研究採用斜坡單用進行網格劃分，並選用坡

的定義，簡述如下 :

向、坡度、高程、地形濕度指數、距水距及道路距

1.斜坡上的各個斜坡單元 :
等地形因子以統計分析中之不安定指數法進行崩塌

在一個縱斷面上，依照變坡點分割為數個最小

潛感建模，並採用分類誤差矩陣檢驗模式預測之準

單元，例如：崩崖、崖錐等(Giles and Franklin, 1998)，
如圖 3 中的(a)，此方法較常被地理學者用來區分一

確性。

個斜坡上的各個小單元。

(一) 斜坡單元

2.侵蝕基準以上的整個斜坡單元 :
以單一集水區之水系兩側不同坡度的斜坡各被

林承翰(2014)提及斜坡單元最早是被義大利科

視為一個斜坡單元，如圖 3 中的(b)，常用於坡地災
學委員會水文地質防災研究中心用來進行山崩潛感

害研究分析上(Carrara et al., 1991; Guzzetti et al.,
1999; Xie et al., 2004)。

分析，Jackson(1997)對斜坡單元有兩種不同的定義，

崩崖堆積

(a)由變坡點分割的最小斜坡單元

崩崖堆積

(b)侵蝕基準以上的整個斜坡單元
圖 3 斜坡單元之定義示意圖(Jackso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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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The definition of the Slope unit (Jackson, 1997)
D=

(二) 不安定指數法模式
不安定指數法(Instability index)可用於邊坡或集

9(Gi − Gmin )
⁄(G
+1
max − Gmin )

其中，D為各級因子之評分值，Gmax 為各因子之

水區崩塌潛感分析，其概念是以量化方式統計研究

崩壞比最大值，Gmin 為各因子之崩壞比最小值。

區域內各因子之崩塌風險度。蘇苗彬(2009)指出應用

3. 求得評分值後，需經過計算求得權重值，權重值

地理資訊系統(GIS)之技術，配合不安定指數法之概

表示對不安定指數值(Dtotal )所佔多寡之比例。其計算

念，可建立一套分析坡地安定之模組。

方式為將崩壞比變異係數(V)來代表各因子分級發生

關於力行產業道路崩塌潛感分析法中有使用過

崩塌機率的敏感度，因此變異係數較大時，可利用

不安定指數法與羅吉斯回歸法，陳婉君(2014)表示不

此因子分級方式訂出該因子對崩塌所造成的影響，

安定指數法是兩者之間準確性較高，參照前人之研

計算公式如(3)式：

究本研究使用不安定指數法為分析方法。

σ

V = × 100

(3)

X

不安定指數法主要量化研究區域內之崩塌網格

其 中 ， V 為 變 異 係 數 ， σ 為 標 準 差 (standard

數和總網格數去分析及計算各因子之評分值，即可

deviation) ，X為該因子之平均値。

由評分值求得權重值，最後藉由權重值判斷因子對

4. 利用求出各因子之變異係數除以全部變異係數値

研究區域崩塌之影響。不安定指數法分析方式為：

之總和，即可得各因子之權重値，計算公式如(4)式：

1. 先將影響崩塌之各因子分級，後續計算出分級內
Wi =
各因子之崩塌網格密度，將崩塌網格密度以(1)式給

Vi

(4)

V1 +V2 +⋯+Vi

其中，Wi 為單一因子之權重値，Vi 為各單一因子

予計算百分比Gi :
S
Gi = i⁄∑ S
i

(2)

之變異係數。各因子之權重値總和為 1。
(1)
5. 最後利用先前所求的各因子之評分值及各因子之

在(1)式中，Gi 為崩塌機率之百分比，Si 為各因子

權重值進行乘積疊加求得總和，總和為山崩潛感值，

分級之崩塌網格數密度，∑ Si 為因子各級崩塌之密度

計算公式如(5)式：

總和數。

W

W

Wi

Dtotal = D1 1 × D2 2 × … … × Di

2. 得到各因子百分比後，將各因子之崩壞比的百分

(5)

其中，Dtotal 為不安定指數值或稱崩塌潛感值，D1 、

比進行正規化，使崩壞比數據落在 1-10 之間，其計

D2、D3 ….. Di 代表各崩塌影響因子之潛感值，其值越

算如(2)式：

大代表發生崩塌機率越高，越小則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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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果評估方法

率 (producer’s accuracy) 及 總 體 準 確 率 (overall

1.分類誤差矩陣

accuracy)等指標(Lillesand and Kiefer, 2000)，用以判

分類誤差矩陣(Classification error matrix)乃透過

釋模擬成果之優劣，分類誤差矩陣之分類標準如表 1

預測結果與實際結果進行分類，可獲得生產者準確

所示。

表 1 分類誤差矩陣
Table 1 The table of classification error matrix.
預測網格數
分類誤差矩陣

實際

生產者準確率(%)
發生崩塌

未發生崩塌

發生崩塌

N1

N2

𝑁1
× 100%
𝑁1 + 𝑁2

未發生崩塌

N3

N4

𝑁4
× 100%
𝑁3 + 𝑁4

網格數

𝑁1 + 𝑁4
× 100%
𝑁1 + 𝑁2 + 𝑁3 + 𝑁4

總體準確率(%)

(一) 崩塌因子初選

結果與討論

因子分析眾多，為挑選適用於研究區域之因子，

洪雨柔(2013)指出單以一至兩項因子來進行崩

本研究參考廖珮妤(2012)及溫祐霆(2015)，挑選常用

塌潛感分析，將使得模式的準確率下降，而產出的

於崩塌潛感分析中的六個因子，分別為：坡向、坡

結果可能過於決斷，因為在自然界中發生的山崩事

度、道路距、距水距、高程及地形濕度指數，進行

件是無法僅以單一現象來解釋。以往崩塌研究中使

崩塌潛感分析，研究區域產製之因子圖如圖至圖所

用過的因子種類繁多，若將全部的因子投入崩塌潛

示。各因子詳述如下:

感分析模式中，但造成模式建置的困難度增加，且

1.坡向(aspect)

做出來的結果也非最準確狀態。因此崩塌潛感分析

坡向為坡面的走向或傾向，崩塌時常與坡向之

前，需對研究區域做仔細的了解及評估，當中包含

傾向相關 (Pearce and O’loughlin,1985) ，在迎風面

人為因素如土地超限利用或過度開發與環境因素如

易受颱風豪雨侵襲，嚴重影響邊坡穩定。坡向的計

坡度或坡向等，可能影響崩塌率較高因子地形因子

算採用 3x3 網格計算法。

中，挑選適合之分析因子組合。

2.坡度(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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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越陡易越導致上邊坡土層或岩層向下移動

林金樹(1998)曾指出不安定指數法之分級值域

的作用力與機率越高，研究使用 3x3 網格計算斜坡

太大，恐使次像元之資訊隱而不顯，因此各變數值

單元中心點的坡度平均值，係按 Wilson and Gallant

域不可過大。為預防上述問題發生，本研究將選出

(2000)之坡度定義進行計算。

的六個因子進行分級，坡向方位分為八級；坡度依

3.道路距(distance of road )

據水土保持計規範第 23 條分為七級；地形濕度指數

考慮研究區域內各斜坡單元與道路之距離，進

依據推求出之數值(0~5.8)等分為五級；高程依研究區

一步探討人為開發之道路是否影響地基穩定度引發

域內的海拔高度(0 m~2400 m)等分八級；距水距和道

崩塌。

路距依研究區域向外延伸之環域 700m 內以 GIS 之

4.水系距(distance of river)

buffer 模組進行分級，分別以 100m 及 150m 進行分

考慮研究區域內各斜坡單元與水系之距離，進

級。

一步探討崩塌區域與河川走向是否有相關性。

(三) 建模成果
經過現場調查及整合各因子數據分析後，以最

5.高程(elevation)
本樣區之高程分佈如圖 6，是以 5mx5m 高精度

佳組合(6 地形因子組合)整理後之成果，其中包括崩

數值高程模型為取值之樣本，並運用 GIS 空間分析

塌網格密度、變異係數及評分值及權重值如表 2 所

模組進行自動化平均高程計算，求得各斜坡單元之

示。

平均高程作為高程因子之數值。

(四) 分析樣本選取及因子複選
本研究採用莫拉克颱風前(2008/09/26)之正射影

6.地形濕度指數(topographic wetness index)
地形濕度指數(topographic wetness in-dex,TWI) ，

像圖的崩塌區域做為樣本，以人工判釋方式圈選崩

又 稱 為 濕 度 指 數 (wetness index) 、 複 合 地 形 指 數

塌地，黃胤慈(2016)以 1%、5%、10%、20%、30%、

、 地 形 指 數

40%及 50%進行門檻值比較，選出適合之門檻值斜坡

(topographic index)(Wilson and Gallant，2000)，地形

單元之分類。參考前人之研究本研究以 5%、10%、

濕度指數公式如下 :

20%、30%、40%、50%為門檻值進行崩塌潛感模擬，

(compound

ω = ln(

As
tan θ

topographic

)

index)

選出適合本研究樣區之崩壞比為門檻值進行後續崩

(6)

其中 As 為選定研究區域之面積，θ為坡度。

塌潛感模型建置。

(二) 建模指數分級

因子初選選用坡向、坡度、高程、地形濕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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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距水距及道路距等六個因子，並將其分成 4 種

崩壞比，可得較高之整體準確率，故以坡向(D坡向 )、

類別組合

坡度(D坡度 )、高程(D高程 )、地形濕度指數(DTWI )、距

(1) 6 因子 :坡向、坡度、道路距、距水距、高程、地

水距(D距水距 )及道路距(D道路距 )等六因子及 30%崩壞

形濕度指數

比適用於本研究樣區，統整後之不安定指數值估算

(2) 5 因子 :坡向、坡度、道路距、距水距、地形濕度

式為：

指數

0.11
0.19
0.18
0.17
Dtotal 公 式 = ( D坡向
× D坡度
× D高程
× DTWI
×

(3) 4 因子 :坡向、坡度、道路距、距水距、

0.15
0.21
D距水距
× D道路距
)

(4) 3 因子 :坡向、坡度、高程

(7)

將分析區域內各斜坡單元之因子值代入(7)式，

再以 5%、10%、20%、30%、40%及 50%之崩

即可求得斜坡單元之崩塌潛感值，進而繪製崩塌潛

壞比進行模擬如表 3，最終以 6 個因子組合搭配 30%

感圖如圖 9 所示。

圖 4 坡向因子圖
Fig.4 The distribution of aspect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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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坡度因子圖
Fig.5 The distribution of aspect in the study area.

圖 6 高程因子圖
Fig.6 The distribution of elevation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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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TWI 因子圖
Fig.7 The distribution of twi in the study area.

圖 8 莫拉克颱風事件前斜坡單元樣本分類
Fig.8 Slope until before typhoon morakot

2169

水土保持學報 49 (3): 2159–2178(2017)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49 (3): 2159–2178(2017)
表 2 因子評分表
Table 2 The coefficients of factors.
因子

坡向

坡度

TWI

高程

距水距

道路距

崩塌網格密度

評分值

北

0.00

1.00

東北

0.04

4.82

東

0.03

4.62

東南

0.06

7.08

南

0.05

5.86

西南

0.08

10.00

西

0.04

5.11

西北

0.05

6.23

0~5%

0.00

1.00

5%~15%

0.00

1.00

15%~30%

0.07

10.00

30%~40%

0.05

7.49

40%~55%

0.04

6.63

55%~100%

0.06

8.91

>100%

0.00

1.00

0~2.5

0.00

1.00

2.5~3.6

0.05

8.14

3.6~4.7

0.06

8.42

4.7~5.8

0.07

10.00

>5.8

0.00

1.00

0~1000

0.00

1.00

1000~1200

0.04

3.68

1200~1400

0.029

2.91

1400~1600

0.049

4.21

1600~1800

0.053

4.47

1800~2000

0.068

5.47

2000~2200

0.136

10.00

2200~2400

0.000

1.00

0~100

0.06

7.60

100~200

0.04

5.06

200~300

0.05

6.23

300~400

0.08

10.00

400~500

0.07

8.85

500~600

0.00

1.00

600~700

0.00

1.00

0~150

0.07

10.00

150~300

0.02

4.08

300~450

0.03

5.02

450~600

0.00

1.00

600~750

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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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重值

51.71

0.11

89.78

0.19

82.76

0.17

86.79

0.18

70.86

0.15

102.83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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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因子組合之門檻值比較表
Table 3 The table of factor combination of the threshold.

6 因子組合

5 因子組合

4 因子組合

3 因子組合

準確率(%)

崩壞比門檻
值(%)

崩塌組

非崩塌組

總體

5

97.06

22.71

59.89

136

10

99.10

12.05

55.58

111

20

97.62

24.37

61.00

84

30

75.93

73.02

74.48

54

40

44.44

89.31

66.88

45

50

25.71

97.72

61.72

35

5

95.59

24.45

60.02

136

10

99.10

11.71

55.41

111

20

97.62

20.87

59.25

84

30

83.33

37.67

60.50

54

40

82.22

47.90

65.06

45

50

80

63.13

71.57

35

5

88.24

39.98

64.11

136

10

97.30

17.45

57.38

111

20

90.48

29.40

59.94

84

30

79.63

43.81

61.72

54

40

82.22

47.38

64.80

45

50

48.57

78.53

63.55

35

5

94.85

25.96

60.41

136

10

98.20

12.16

55.18

111

20

90.48

42.51

66.50

84

30

38.89

89.69

64.29

54

40

31.11

92.95

62.03

45

50

14.29

97.61

55.9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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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崩塌潛感圖繪製

20.5%、中低崩塌潛感區面積占 34%、中高崩塌潛感

根據建模分析成果，可得各網格之崩塌潛感值，

區面積占 15.9%、高崩塌潛感區面積占 29.6%；研究

參考前人崩塌潛感相關之研究，洪雨柔(2013)將研究

區內崩塌潛感值屬中高崩塌潛感以上者（可能發生

全區崩塌潛感值等分成四個等級：潛感值 0.0001 至

崩塌之區位）占全區 45%以上。由於研究區域屬於

0.25 為穩定區、0.25 至 0.5 為低崩塌潛感區、0.5 至

高海拔且坡度較陡區，岩性為頁岩不易植生，小規

0.75 為中崩塌潛感區以及 0.75 至 0.9999 為高崩塌潛

模之崩塌區域可能連帶影響周邊邊坡導致崩塌區域

感區。本研究經正規化後潛感值介於 0 到 1 之間，

擴大，遭遇颱風豪雨之觸發事件時，易呈現高崩塌

並參考前人研究以等分之方式進行崩塌潛感分級，0

機率之狀況。將本研究之崩塌潛感圖套疊歷年衛星

至 0.25 為低崩塌潛感區、0.25 至 0.5 為中低崩塌潛

影像分析之崩塌區域圖，並以分類誤差矩陣估算判

感區、0.5 至 0.75 為中高崩塌潛感區、0.75 至 1 為高

釋分析結果之準確率，結果整理如表 4 所示，其準

崩塌潛感區，崩塌潛感成果模型如圖 9。

確率皆達 7 成以上，顯示本研究所發展之崩塌潛感

根據崩塌潛感圖分析結果，低崩塌潛感區占

分析模式可合理預測研究區內之崩塌情況。

圖 9 崩塌潛感圖
Fig.9 The map of potential land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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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歷年崩塌準確率
Table 4 The accuracy of landslide over the years.
年份

崩塌組準確率

非崩塌組準確率

整體準確率

98

75.93%

73.02%

73.17%

99

75%

70.92%

70.97%

100

71.43%

71.27%

71.27%

101

75.76%

75.36%

75.38%

102

79.17%

71.59%

71.77%

103

83.87%

72.11%

72.47%

104

89.47%

71.53%

71.87%

(六) 結果分析與討論

坡預測不準的位置，14K+500 的綠色區域同樣屬於

根據模擬結果可知，影響研究區域崩塌之主要

向源侵蝕之上邊坡，若持續破壞經過長年累月也會

因子包括：坡度、坡向、地形濕度指數、高程、距

變為崩塌區域。

水距及距道路距等六因子，且適用於該區域之崩塌

本研究將崩塌潛感圖加以分類，透過套疊 98 年

門檻值為 30%，其崩塌潛感模擬準確率達 74.48%。

至 104 年衛星影像圖產製之歷年崩塌目錄進行驗證，

比較人工判釋莫拉克颱風前後崩塌面積之正射影像

找出力行產業道路沿線歷年常崩塌之路段，分別為：

圖，計算出颱風前崩塌總面積為 761,273 平方公尺，

14K+200 至 14K+500、15K+500 至 16K、17K+500、

颱風後增加 122,854 平方公尺，根據模擬結果顯示，

18K+500 至 18K+700、19K 至 19K+200、23K 至

颱風容易導致坡度大於 55%以及西北向之路段崩塌

23K+500、29K+300 至 29K+500、30K+500 至 31K、

發生，且因研究區域地質為廬山層頁岩，植生容易

31K+900 至 32K、33K+800 至 34K、36K+800 至 37K

剝落，若有土地利用不合理之情形就容易造成崩塌。

等 11 個路段，其分布位置如圖 10，由歷年崩塌目錄

未預測準確的區域占有少部分，經現場調查及歷年

統計常崩塌之路段之崩塌次數如圖 11 所示，各路段

資料回顧，預測失誤的區域，大都位於河流附近或

崩塌情形整理如表 5

是下邊坡位置，若上邊坡持續崩塌將會影響到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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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所示。

表 5 各路段崩塌情況
Table 5 The landslides of the road sections.
路段
14K+200 至 14K+500

15K+500 至 16K

崩塌情形
該段土地超限利用嚴重以及有北港溪襲奪合歡溪之向源侵蝕情形
導致上邊坡邊坡穩定度低，引發短時降雨即有可能觸發崩塌。
上邊坡有土地開發情形，且因受北港溪向源侵蝕影響，造成兩岸長
期受北港溪淘刷，導致下邊坡侵蝕嚴重。
此處崩塌不影響道路行車安全，但上邊坡土地利用問題，導致邊坡

17K+500
18K+500 至 18K+700
19K~19K+200
23K 至 23K+500

29K+300 至 29K+500

穩定度降低，需考慮日後維護問題。
兩處崩塌地下邊坡皆與北港溪支流交會，經自然復育後，目前崩塌
面積有逐漸縮小之趨勢。
上下邊坡均有土地超限利用問題，導致崩塌面積有逐漸增大之趨
勢。
崩塌地位於舊力行一號橋側邊坡，經瑞岩溪支流貫穿，沿岸邊壁受
凹岸攻擊嚴重。
該路段有兩處崩塌地，均為下邊坡崩塌，底部出水處相連瑞岩溪，

30K+500 至 31K

上邊坡有居民種植蔬果類作物，嚴重影響上下邊坡穩定，崩塌面積
逐漸擴大中。
崩塌地沿線道路之下邊坡有土地開發情形，因農地下半部森林地貌

31K+900 至 32K

已被破壞殆盡，農舍也陸續撤離，但植生面積仍逐漸減少，崩塌面
積持續擴大中。

33K+800 至 34K

該路段之崩塌地由衛星影像圖可知，持續有植生復育狀況，崩塌地
逐漸縮小，植生復育狀況相當良好。
有許多小面積崩塌，底部有發祥溪流過，但近年植生復育狀況良

36K+800 至 37K

好，已逐漸恢復林貌，面積從 98 年 82,513 平方公尺縮小至 20,122 平
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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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歷年崩塌路段之位置分佈
Fig.10 Position distribution of successive sections.

圖 11 歷年崩塌路段次數統計
Fig.11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road sections landslide over th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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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研究以烏溪流域集水區上游的力行產業道路

總體準確率均有 70%以上。並由崩塌潛感圖中找出

做為研究樣區，取歷年常崩塌路段 13K+500 至 37K

研 究 域 內 11 處 易 崩 塌 路 段 ， 其 平 均 坡 度 約 為

為研究對象，選用莫拉克颱風前之人工判釋崩塌地

60%~70%、岩性屬盧山岩居多，因土地過度開發導

目錄，選取因子包含：距水距、坡向、坡度、高程、

致植生破壞日趨嚴重，邊坡穩定度趨勢下降，造成

地形濕度指數與道路距等六項因子建立崩塌潛感模

產業道路易邊坡陡壁易破碎，引發崩塌。研究成果

式，模擬結果顯示崩塌組、非崩塌組及總體之準確

預測之高崩塌潛感之區域，可提供相關單位道路防

率分別為 75.93%、73.02%與 73.17%，並使用 98 年

災治理之參考，降低財產安全損害程度。

至 104 年崩塌目錄套疊本研究之崩塌潛感值，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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