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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理資訊系統搭配羅吉斯回歸、不安定指數及支撐向量機
建立山崩潛感之比較分析
詹勳全[1]* 陳柏安[1][2]
摘

溫祐霆[1]

要 本研究針對景山溪上游集水區，利用羅吉斯回歸、不安定指數及支撐向量機，搭配經濟部中央地質

調查所製作的崩塌目錄，先初選 10 個潛在因子，再經過因子複選過程選取 6 個解釋山崩能力較佳的因子，建
立模型並繪製山崩潛感圖，分析結果以 ROC 曲線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評估三種模型預估
山崩潛感之準確程度。研究結果顯示，地形粗糙度因子於羅吉斯回歸及不安定指數分析方法中，對山崩潛感
值有一定的影響程度；而不安定指數不僅在河道附近之潛勢會有低估之情形，針對影響山崩潛感權重較大之
因子，其分級之級數多寡亦會左右潛感分析結果；支撐向量機利用提供的資料在進行分類，其山崩潛感不會
發生傾向於某個因子的情況，因此不會有因子權重擴大或縮小而影響模式判別的情況產生。另外，本研究將
山崩潛感值分成低潛感、中潛感、中高潛感及高潛感四種情況，在羅吉斯回歸及支撐向量機分析中，實際山
崩區域多座落於中高潛感以上之區域，由 ROC 曲線下面積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得知，支撐向量機較
其他兩種模式有較高的精確度，其 AUC 值為 0.825 優於羅吉斯回歸 AUC 值 0.721 及不安定指數 AUC 值 0.718，
在研究區內支撐向量機之山崩潛感分析結果較其他兩種模式優越。

關鍵詞：羅吉斯回歸、不安定指數、支撐向量機、山崩潛感。

A GIS-based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se of A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Instability Index Method and A Support Vector Machine for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Analysis
Hsun-Chuan Chan

[1]*

Po-An Chen

[1][2]

Yu-Ting Wen

[1]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the inventories for landslides that were established by the Central Geological
Survey for landslide data. A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Instability index method and a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are used to establish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models and to produce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maps for the upstream areas of Jing-Shan River. Ten causative factors for landslides are selected similarly to previous studies. A selection
procedure is then used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factors.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accuracy of the model results.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the Instability index method both show that the roughness of the terrain is a critical factor for the susceptibility value. The instability index method can lead to possible
underestimation around the river and the number of factor classifications can impact the results. SVM establishes the
model by classifying the landslide data. The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values are not reliant on particular factors.
Therefore, the results for the model prediction are not influenced by the weights of the factors. The landslide susceptibilities are classified into four groups: low, medium, medium-high and high. SVM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re superior to the Instability index method because they identify landslides in medium-high and high susceptibility areas.
The analysis of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gives an AUC value of 0.825 using SVM, 0.721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0.718 using the instability index method. This demonstrates that SVM is the best method to assess landslide risk in the research areas.
Key Words : Logistic regression, instability index, support vector machine,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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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高度的學習能力，運算過程中較無過度學習情況發生，早期應
用於財務金融等研究，直到近年才慢慢發展於山崩研究領域。

台灣立處於板塊交接處，導致地形多樣複雜且地質脆弱，

因此，本研究採用羅吉斯回歸、不安定指數及支撐向量機探究

再加上位於副熱帶季風氣候區，天氣複雜多變，雨量集中且強

集水區因子與山崩之關係，並針對前述三種分析法於山崩潛感

度較強，使具有高度敏感自然環境的山區常見山崩現象發生；

之分析結果進行探討，最後比較分析三者數學模式繪製崩塌潛

又因台灣經濟迅速之發展亦導致土地過度開發，使得在地形陡

感分級圖之差異與優劣。

峭的自然環境，坡地災害發生逐年上升。在颱風豪雨來臨時，
為了確保居民生命財產，若能配合山崩潛感分析的結果進行防

二、研究區域

災整備，對於事前的災害預防以及後續的邊坡工程治理工程，
可以發揮若干的助益。

本研究以景山溪集水區上游為研究對象，景山溪為大安溪

山崩潛感分析通常結合地形、地質及水文等因子，找出一

集水區之支流，其下游處為鯉魚潭水庫，係台灣一座離槽水

組能解釋山崩的因子組合，建立山崩潛感模型和計算潛感值，

庫，除了具有觀光、灌溉、防洪及發電四大功能外，更是苗栗

並繪製成山崩潛感圖。在過去探討山崩潛感的方法，大致可分

縣及大台中地區民生用水的主要來源。近年來，由於颱風洪水

為定性法及定量法兩大類 (Guzzetti 等人，1999)，定性法因判

事件之影響，造成景山溪上游集水區發生山崩，使泥砂順水流

斷無法客觀呈現，不同專家對於同一地區所做的山崩潛感分析

流入庫區，導致水庫壽命減少，威脅供水區域內民眾用水的穩

亦難相互比較；近年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定。景山溪由支流坪林溪、蘇魯溪、爽文溪、大克溪及流壁下

System, GIS) 及遙感 (Remote Sensing, RS) 技術日趨成熟，也

溪等匯集而成，流長約 11 公里，其行政區域位於苗栗縣大湖

間接促進潛感分析及潛感圖的發展，諸多學者開始著手定量法

鄉及卓蘭鎮，集水面積約 4,662 公頃，如圖 1 所示。本區域位

來製做山崩潛感圖。Naria (2003) 利用判別分析 (Discriminant

於中低緯度之交界，屬亞熱帶氣候區，每年十月至翌年四月盛

Analysis, DA) 推估崩塌與地形指標間的關係；李嶸泰等人

行東北季風，因中央山脈阻隔，故雨量較少，而每年四月至九

(2012) 利用羅吉斯回歸 (Logistic Regression)於阿里山進行山

月間盛行西南風、梅雨及颱風，導致雨量豐沛。由圖 2 之集水

崩潛感分析與產製山崩潛感圖；詹勳全等人 (2013) 利用羅吉

區高程分佈顯示，本區域高程介於 294 公尺~1,224 公尺之間，

斯回歸探討降雨對南橫公路 50 至 110K 沿線山崩潛感之影

然大多分佈在高程 250~500m 間，占全區的 60.57%；坡度若

響；蔡光榮等人 (2008) 則利用不安定指數 (instability index)

採用「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七級分類標準進行分級，分佈集中

於屏東山區道路邊坡崩塌災害風險評估模式之建置；洪政耀

在三級坡至六級坡之間，占本區域約 84%，顯示出區內地形

(2012) 以台東縣海端鄉為例，運用羅吉斯回歸與不安定指數

相當險峻，坡度分佈如圖 3 所示；地質方面研究區域屬西部麓

於塊體崩壞敏感度進行評估比較；Lin 等人 (2009) 以類神經

山帶地質區，大致呈東北－西南走向分佈，以砂岩、泥岩、頁

網路法，用地震災後調查結果，針對阿里山進行公路邊坡崩塌

岩為主要岩性，其中卓蘭層分佈最廣，占本區內的 47.24%，

預警研究；Liao 等人 (2011) 利用定值分析法模擬美國北卡羅

其次為桂竹林層魚藤坪，占總區內的 28.47%，其餘為東坑層、

萊納州因颶風侵襲所造成的崩塌事件，並預測山崩發生時刻、

錦水頁岩等地層，如圖 4 所示，研究區域各岩層內部結構成份

位置及數量；Ballabio 等人 (2009) 利用支持向量機 (support

如表 1 所示。

vector machine) 於義大利 Staffora 集水區建置山崩潛感圖。在
綜合上述山崩潛感定量分析法，羅吉斯回歸及不安定指數屬於

三、研究方法

統計方法，評斷各個因子對於山崩之影響，並獲得一組方程
式，可用於不同時期產出的成果進行統整與比較，適用於廣域

山崩潛感分析首先需選定分析單元，目前可採用的分析單

分析；判別分析法採用之自變數僅能為連續數值，如：坡度、

元種類繁多，不同的分析單元均有其優點與限制性，但可能導

高程等，並不能考慮類別因子，如：坡向、岩性等；定值分析

致潛感評估成效增強或減弱，較常用於進行山崩潛感分析單元

法優點在於以力學角度為基礎理論，分析過程嚴謹，但礙於地

有斜坡單元與網格單元 (廖珮妤，2012；洪雨柔，2013)。斜

工參數難以取得，故對於大區域的預測能力有限；類神經網路

坡單元其優點主要為所得參數代表整個地形單元，較具地形上

法之擬合結果雖較一般線性方程式佳，但學習試誤的過程較費

的連續意義，但缺點為單元大小視個人切割而不一，因而單元

時，且運算過程中為黑盒分析，不易探討因子與山崩關係，且

內所呈現的參數數值會隨著切割單元大小而不同；網格單元的

有時會有過度學習 (over-fitting) 的現象；支撐向量機為一種
學習的機器，本身遵守結構風險最小化原則，因此可剔除運算
過度學習情況產生。綜合以上說明及前人研究可知，統計學分
析法在山崩潛感已有相當豐碩的成果，台灣近年多應用羅吉斯
回歸及不安定指數兩種方式為主要分析法，兩者主要差異在於
不安定指數係探討山崩在各因子分級出現的頻度，進而計算其
崩壞比，得知各因子權重，以線性疊加法進行運算得各分析單
元山崩潛感值，羅吉斯回歸則利用一組能區別山崩與非山崩因
子，建立回歸模式而得知山崩潛感值；另外，支撐向量機具有

表 1 研究區內岩性成分表
Table 1

Lithological composition of the study area
所屬地層

地層分類

卓蘭層
關刀山、魚藤坪、上福基砂岩
東坑層、錦水頁岩
紅土台地堆基層
十六份

砂岩、泥岩、頁岩
砂岩、粉砂岩、頁岩
砂岩、頁岩
紅土、礫石、砂、黏土
頁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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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為結構簡單、容易使用，其製作簡單快速，各網格大小也

1 之間，值域分佈為 S 形狀的曲線，類似於一個隨機變

一致。基於本研究主要比較不同方法建立之山崩潛感模型，故

數的累積分佈曲線，其分析模式可由公式 (1) 來表示

採用較簡單的網格單元為本研究之分析單元。本研究決定分析

(Gregory 與 John, 2003)：

單元後，再以羅吉斯回歸、不安定指數及支撐向量機等三種山
崩潛感分析方法，獲取山崩潛感值，進而評估模式準確性及優
劣。以下針對分析單元及山崩潛感分析方法進行簡述。

1. 分析單元
本研究採取網格為分析單元，以 20×20 公尺的網格大小
建置因子，並做為後續山崩潛感分析，研究區域共使用 116,564
個網格單元。

2. 山崩潛感分析方法
(1) 羅吉斯回歸分析法
以 往 山 崩 潛 感分 析 多 以 二 元變 數 分 布 函數進行
(Cox,1970)，羅吉斯回歸屬於二元型態應變數分析中較

P(ai = 1 bi ) = 1
1 + e −(α + βbi )

(1)

上式中， P(ai = 1 bi ) 表崩塌事件發生之條件機率， bi 為
自變數列向量，α 及 β 分別為回歸之截距及回歸係數之
行向量。當有 k 個自變數時，羅吉斯回歸模型可以擴寫
成：

In(

Pi

) = α + 1−i β k bki
k

1 − Pi

(2)

其中， Pi 為在給定一系列自變數 b1i , b2i bki 值時的事件
發生機率。
(2) 不安定指數法

常使用的一種，為對數線性模型的一種特殊形式

其概念為估算各因子之變異係數，並依變異係數值排

(Agresti, 2002; Feinberg, 2007)，模式透過統計歸納之方

列、判定其影響崩塌之權重比例，進而推導出多元非線

式，尋找一組具有判別山崩與非山崩之回歸式。羅吉斯

性數學模式 (簡李濱，1992)。不安定指數值用以描述該

分佈函數 (Logistic Distribution Function) 值域介於 0 到

邊坡不安定之程度，不僅可描述單一因子各級崩壞程

圖 1 研究地區位置圖

圖 3 研究區坡度之分佈

Fig.1 The location of study area

Fig.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lope in the study area

圖 2 研究區高程之分佈

圖 4 研究區岩性之分佈

Fig.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levation in the study
area

Fig.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ithologic characters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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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亦可綜合各因子計算後對山崩之影響，整個模式分

線性問題映射到高維度特徵空間，使非線性變為線性問

析原理如下：

題，建立最佳回歸函數擬合的特性，且在此回歸模式具

 先計算各崩塌因子之崩塌網格密度，以其值為因子做

有一容忍誤差區域 ε。

[

評分的一個衡量基準，計算公式如下：

Gi =

Si

S

f ( x) = sign ω T ⋅ Φ( xi ) + b
(3)

i

]

(8)

上式， f (x) 屬於決策函數 (decision function)，用
以輸入測試資料時，可依據決策函數進行分類；b 則表

式中， Gi 為崩塌機率百分比， Si 為因子各分級之崩

示偏移量，若沒有偏移量的存在，模型過程不得不經過

塌網格數，  S i 為因子各分級之總網格數。

原點，會限制支撐向量回歸判斷能力； ω T 為模式之複

 得到各崩塌因子之崩塌百分比後，進而求得各單一因

雜度 (model complexity)，複雜度越大，其模式過度學

子在該分級之評分值，將各分級之崩塌百分比對應至

習之機會越大，因此建模時為了不使模式過度學習，因

1-10 之間，即可求得因子分級之評分值，其計算公

此需考慮到結構最小化法則，考慮後之模式如式 (9) 所

式如下：

示。其中 ξi 與 ξi 分別代表資料點落於容忍區間上方及下

D=

9(Gi − Gmin )

*

方的誤差值，i 為第 i 筆資料，式中的 C 值為懲罰參數

(Gmax − Gmin ) +1

(4)

在支撐向量回歸中主要函數型式為損失函數 (loss func-

上式中，D 為各類因子不安定指數評分值， Gmax 及

Gmin 為各類因子之最大崩塌機率百分比及最小崩塌
機率百分比。
 其一求得評分值後，進一步計算崩塌因子分級所得之
崩壞比變異係數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其目的為
求得崩塌因子之權重比較值。在這裡變異係數係用以
表因子分級發生崩塌機率的靈敏度，其公式如下：

V=

σ
x

× 100

Vi
V1 + V2 +  + Vi

1
1
ΩT ⋅ Φ( xi ) = ω T ⋅ ω + C i =1 (ξ i +ξ *i)
2

(9)

yi − (ω ⋅ xi + b) ≤ ε + ξi (ω ⋅ xi + b) − yi ≤ ε +ξ *i

ξi ,ξ *i ≥ 0, i = 1,,1
 0, if y − f ( x) ≤ ε 
y − f ( x) ε = 

 y − f ( x) − ε , otherwise

(10)

由於上式在計算方面過於繁雜，為了解決上述之方程
式，因此將拉式參數 α i 與 α i* 引用轉換成拉式問題，轉為
拉式問題後再轉換成二次問題求解，經轉換過後的支撐
(6)

上式中， Wi 為單一因子之權重， Vi 為單一因子之變
異係數。
 將權重值及評分值進行乘積疊加，計算出山崩潛感
值，用以評估該網格內之安定程度，其公式如下：

Dtotal = D1W1 × D2W2 ×  × DiWi

tion) ε 如式 (10) 所示。

(5)

上式中， V 為變異係數，σ 為標準偏差，x 為平均值。

Wi =

(penalty parameter)，目的在於衡量誤差值的懲罰權重。

(7)

1
2
D2W、
、DiWi 為各因子潛感值， Dtotal 為
上式中， D1W、

向量回歸模式可以表示如式 (11) 所示。

f ( x) = i , j =1(α * −α ) Φ ( x )T ⋅Φ ( x
1

i

i

i

j )+b

(11)

在式 (11) 中，每一組 (α i* − α i ) 對應至某一筆訓練資
料 ( xi , yi ) ，若 (α i* − α i ) 不為零時，則表該筆資料參
與回歸模式之建立，其該筆資料即稱之為支撐向量 (張
逸凡，2005)。而映射函數在模式中屬於較不易求值的函
數，但將函數轉成內積型式 Φ( xi )T ⋅ Φ( x j ) 可以使求值

山崩潛感值，其值越大表示發生崩塌機率較大，反

變為簡單，在支撐向量機中稱之為核函數 (kernel func-

之，其值越小較不易發生崩塌。

tion) 。只要某個函數滿足 Mercer’s condition (Vapnik,

(3) 支撐向量機
支撐向量機目前已應用在許多領域，且有相當程度
之發展 (Vapnik, 1995)，依其應用可以延伸分為支撐向
量分類 (Support Vector Classification, SVC) 及支撐向
量回歸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SVR) 兩類，本研究
採用支撐向量回歸建立山崩潛感分析，其理論乃假設一

) ( x2 , y 2 、
) 、(xi , yi )] ，其中 xi 為輸入向
組訓練資料 [(x1 , y1、
量， yi 為輸出值，則可將支撐向量回歸的函數由式 (8)
所示，其意義為輸入向量利用非線性映射函數 Φ ，將非

1999)，則該函數即可當作核函數，常見的核函數有許
多，本研究採用徑向基底函數 (Radial Basis Function,

RBF) 做為核函數，因可處理非線性及高維度的資料，
其具有一個參數 γ。

(4) 模式判別能力準確性評估
Hanson (1997) 曾指出有兩種方法可用以描述危險
評 估 量 表 的 準 確 度 (predictive accuracy of the risk

scale)，即：(1) 相關係數 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與 (2)
在 ROC 曲線下之面積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

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AUC)。其中 ROC 曲線下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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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評估反應變數中分類表現 (Mossman, 1994; Rice

濕度指數、總曲率、平面曲率、剖面曲率、地形粗糙度、坡度

與 Harris, 1995)。本研究針對山崩潛感值對崩塌與非崩

粗糙度、高程、年平均雨量等 10 個因子。另外，為了有效增

塌之關係進行探究，AUC 需要能反應崩塌與非崩塌和山

益山崩潛感對研究區域之準確性，再對初選因子進行因子複選

崩潛感之關係，崩塌與非崩塌即屬於反應變數，因此計

之動作。李錫堤等人 (2009) 指出利用山崩與非山崩次數圖、

算過程中將崩塌設為「1」，而非崩塌設為「0」。

崩壞比圖複選因子可看出因子影響崩塌之優劣；廖珮妤 (2012)

ROC 曲線是將連續數值切割為多個等間距，將每個
間距以由大到小之方式累加計算，橫軸為山崩潛感值，
縱軸為預測之成功率，最後可繪製出一弧形曲線，進而

指出各因子山崩與非山崩次數圖必須先檢視是否屬於常態分
布。本研究因子複選之步驟及方法說明如下：

(1) P-P 機率圖 (probability-probability plots of factors)

求得其曲線下面積 AUC，用以量化 ROC 曲線繪製的結

P-P 機率圖用以檢定該因子是否符合常態分佈，其

果。AUC 值域介於 0 至 1 之間，AUC 值域越大時，表

表示某變數累積比與指定分配的累積比之間的關係，圖

該 模 式 具 有 較 好 的 預 測 成 果 ， Swets (1988) 指 出

中有一條對角線，若資料越符合常態分佈時，該因子之

AUC=0.5 時表示該模式對於山崩幾乎沒有判別能力；

各資料點將會越靠近此對角線。本研究初選之山崩潛感

AUC 介於 0.5 至 0.7 之間表示該模式屬於上可判別山崩

因子皆符合常態分佈，因此所有初選之因子皆可進行山

之能力；AUC 介於 0.7 至 0.9 表示該模式對於山崩擁有

崩與非山崩次數圖複選之動作。

較佳的判別能力；AUC 大於 0.9 表示該模式有卓越的判
別能力。表 2 為 AUC 值做為模式預測準確值判別基準。

四、山崩潛感模式之建置
山崩潛感分析需研究區域基本地形、地值、雨量等資料，
篩選因子做複選並分析，選取對區域內較能判譯山崩及區別山
崩與非山崩之因子，其建置步驟描述如下：

1. 基本資料蒐集

(2) 山崩與非山崩次數圖 (frequency distributions of landslide and non-landslide group)
將連續數值之因子切割為多個等間距，分別繪製兩
條山崩與非山崩在該間距所發生的機率，若山崩組與非
山崩組資料差異越大，表該因子對於分辨山崩與非山崩
之能力較佳。本研究初選之水力沖蝕指數、地形濕度指
數以及地形曲率，在山崩與非山崩次數圖分析中呈現大
多為重疊現象，則無法明顯判別發生山崩之差異性。

(3) 崩壞比 (landslide ratio distributions)

本研究探討景山溪上游集水區因環境因素及外在誘發因

將連續數值之因子切割為多個等間距，分別計算每

子對山崩之影響，需蒐集基本資料進行分析，資料蒐集如下：

個間距之崩壞比，利用所繪製出的曲線檢視崩壞比與數

(1) 數值高程模型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DEM 採
用內政部 (2004)「高精度及高解析度數值地形模型建置
計畫」所建立之 5m×5m 高精度數值地形進行分析工

值是否呈現某一趨勢。其計算方式如下：

崩壞比 =

該區間山崩組網格數
該區間總網格數

(12)

作，礙於研究區域範圍廣域，故經內插後繪製成

分析結果顯示，坡度、地形粗糙度、坡度粗糙度及年平

20m×20m 網格。

均雨量之數值越高其崩壞比亦出現上升現象，而其餘因

(2) 地質圖：研究區域內之五萬分之一地質圖，資料來源為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3) 近十年之年雨量資料：本研究蒐集研究區附近大湖

子則是在某個數值時會有崩塌比發生最大的情況。因子
複選之分析範例如圖 5 所示，坡度之崩壞比及山崩與非
山崩次數圖為佳，而平面曲率為較差之因子。

(1)、新開、卓蘭 (2)、三義 (2)、坪林國小、雙崎 (2) 及

依照上述篩選結果，針對景山溪上游集水區選出較佳建置

象鼻等 7 個雨量站，民國 93 年至 102 年間年平均雨量

崩塌潛感模式之因子為：坡度、地形粗糙度、坡度粗糙度及年

作為雨量資料依據。

平均雨量。另外，由於坡向及岩性屬於非連續數值，故無法藉

(4) 山崩目錄：其資料來源來自中央地質調查所，以桃芝颱
風、72 水災、卡玫基颱風、辛樂克颱風、莫拉克颱風、

20110719 豪雨等 6 件事件型山崩目錄為分析對象。

由複選程序了解其因子數值大小與山崩之相關性，因此無法參
與複選過程，考慮 Pearce and O’loughlin (1985) 提出崩塌特性
與坡面之傾向相關；李錦育 (1996) 提出地質構造的種類，往
往是崩塌地發生之決定性因子，如堅實而固結度高的岩層，則

2. 潛感因子複選
歷年來使用過的因子多達六十幾種 (Koukis, 1991)，可大
致分為地形、地質及水文三大類。地形因子方面，如：高程、
坡度、坡向、坡度粗糙度因子及地形粗糙度因子等常被討論於

表 2 AUC 模式預測準確值判別基準 (Swets, 1988)
Table 2

Criterion of area under the curve for model
evaluation

山崩研究 (張弼超，2005；許惠瑛，2007；廖珮妤，2012)；

AUC=0.5

地質因子可以反映當地之地質構造，如：岩性，在較脆弱的地

0.5≤AUC<0.7
0.7≤AUC<0.9
AUC≥0.9

質環境較容易發生崩塌。本研究參考前人研究，先初選出常用
以建立山崩潛感之因子，分別為：坡度、水力沖蝕指數、地形

沒有判別能力 (no discrimination)
尚可的判別能力 (acceptable discrimination)
較佳的判別能力 (excellent discrimination)
卓越的判別能力 (outstanding discr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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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不易發生崩塌。研判坡向及岩性兩種因子對於山崩具有一定

崩壞比

山崩與非山崩次數

的判別程度，因此本研究另外加入坡向及岩性兩種類別型因子
於研究模式中。
坡度

五、山崩潛感模式分析
本研究以三種模式來建立山崩潛感模型，三種模式皆採用
相同潛在因子：坡度、地形粗糙度、坡度粗糙度及年平均雨量，
及類別因子坡向及岩性。由於各因子之間的單位及值域分布不
盡相同，建立模式前先對因子進行正規化，避免因子有異常大
料，將因子值域縮為 0 至 1 之間，可降低單位與值域對潛感分
析的影響。

平面曲率

或異常小的資料，進而影響模式分析結果，正規化後的因子資

由於研究試區中，山崩組網格數遠小於非山崩組網格數，
在建立羅吉斯回歸及支撐向量機模型時，為了避免山崩與非山
崩資料量的差異造成模式分析結果的偏差，且因人為選取造成
主觀誤差，遂以亂數選取的方式，選取山崩與非山崩組網格資
料大約各一千筆，進行山崩潛感分析，以下針對各模式之山崩
潛感分析結果進行說明。

1. 羅吉斯回歸

圖 5 複選潛在山崩因子優劣案例
Fig.5 Comparing between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the landslide factors

表 3 羅吉斯回歸因子係數值

羅吉斯回歸分析山崩潛感，主要在分析變數因子與反應變
數的關係，利用式 (2) 計算出 cccc 山崩潛感值，山崩潛感分
析因子之係數値詳列於表 3 中。本研究利用 SPSS Statistic 20
輸入網格內所萃取出的因子値，以該網格是否發生過崩塌做為
決策欄位，計算出因子的回歸係數値，計算出各因子之回歸係
數 β 值後，將其代回式 (2) 可計算山崩潛感值 P。表 4 之回歸
係數為正值時，表示該因子會增加該研究區域崩塌潛勢；反言
之，當回歸係數為負值時，表該因子會降低該研究區域崩塌潛
勢。藉由回歸係數 β 分析，可知地形粗糙度及坡度粗糙度佔
了大部分的權重，其因子涵義為一區域內地形及坡度的變化程
度，說明了地形及坡度的局部變化在景山溪上游集水區之山崩
潛感分析可視為重要因子，局部變化越大，對於該區域的促崩
能力越強。

2. 不安定指數法
本法將各因子分成數級，計算每個因子各級之崩壞網格密
度，進而計算出評分值。因子分級過程中，參考林金樹 (1998)

Table 3

代號
L1
L2
L3
L4
L5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F1
F2
F3
F4
C

The coefficient of Logistic regression

係數

因子

係數值

砂岩、泥岩、頁岩

1

-0.416

砂岩、粉砂岩、頁岩

2

-0.097

砂岩、頁岩

3

－

紅土、礫石、砂、黏土

4

-19.675

頁岩

5

0.136

北

6

-1.03

東北

7

-0.521

東

8

-0.343

東南

9

0.121

南

10

0.013

西南
西

12

0.373
－

西北

13

0.367

地形粗糙度

11

14

4.61

坡度粗糙度

15

4.042

坡度

16

0.294

年平均雨量
常數

17

C

0.127
-3.994

表 4 不安定指數各組因子分級表
Table 4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第七組
第八組
第九組

The classification of factors of Instability index method
坡度

坡向

岩性

年平均雨量

坡度粗糙度

地形粗糙度

AUC

0.1202(7)
0.1119(7)
0.1210(7)
0.1256(7)
0.1116(7)
0.1090(7)
0.1159(7)
0.1099(7)
0.1153(7)

0.1440(8)
0.1258(8)
0.0978(8)
0.1238(8)
0.1256(8)
0.1488(8)
0.0950(8)
0.1235(8)
0.1296(8)

0.3294(5)
0.3300(5)
0.3200(5)
0.3260(5)
0.3305(5)
0.3224(5)
0.3427(5)
0.3432(5)
0.3110(5)

0.1268(8)
0.1346(5)
0.1434(4)
0.1325(8)
0.1344(4)
0.1311(5)
0.1393(5)
0.1322(5)
0.1386(5)

0.0673(9)
0.0714(6)
0.0761(4)
0.0703(6)
0.0713(6)
0.0695(9)
0.0739(4)
0.0701(6)
0.0736(6)

0.2122(10)
0.2252(7)
0.2400(5)
0.2217(7)
0.2248(7)
0.2193(7)
0.2331(7)
0.2211(10)
0.2320(5)

0.713
0.718
0.697
0.711
0.709
0.693
0.703
0.697
0.699
單位：權重值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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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分級值域太大恐使次像元之資訊隱而不顯，因此各變數值

標函數均方根誤差為 0.0007。最佳參數選定後，利用此組

域不可過大；許輔仁 (2002) 提出不安定指數分級過多造成因

參數將研究區域內所有資料放入建立的模式中，演算各網格之

子變異數過高。為防範上述問題發生，本研究先依分組情況共

山崩機率，結果等劃分為四個等級潛感值，潛感值 0.0001 至

九組加以討論，其中坡向、岩性本屬類別因子，依其屬性進行

0.25 為低潛感、0.25 至 0.5 為中潛感、0.5 至 0.75 為中高潛感

分級，坡向以八方位分為 8 個等級，岩性以研究區域內岩層分

以及 0.75 至 0.9999 為高潛感，如表 5 所示，研究區域內中潛

佈分級，依據研究區域分為 5 個等級；坡度則採用水土保持技

感占區域比例最重，占全區域的 64.08%，剩下依序為低潛感、

術規範第 23 條進行分級，分為 7 級；另外，地形粗糙度、坡

中高潛感及高潛感；中潛感以下佔整個研究區域 80%以上。

度粗糙度及年平均雨量進行調整之動作，稱之為可調因子，經
分析分級權重，將分級情況、權重值整理如表 5 所示，各組分
析之 AUC 結果亦列於表 4 中以利比較。

六、結果與討論

由於權重值可了解不同因子對於試區山崩影響之程度，由

本研究以景山溪上游集水區為研究區域，完成崩塌因子萃

分析表 5 結果可發現，地形粗糙度及岩性在研究範圍內有較大

取與篩選，以岩性、坡向、坡度、地形粗糙度、坡度粗糙度及

影響，佔所有權重值 50%以上，而坡向影響程度較小；另外

年平均雨量等 6 個因子，搭配羅吉斯回歸、不安定指數法及支

在可調因子方面，坡度粗糙度受到分級影響，權重值域變化幅

撐向量機建立山崩潛感分析，繪製山崩潛感圖進行分析比較。

度相較年平均雨量及地形粗糙度大。再此，為瞭解因子的分級

支撐向量機所計算出來的值域，僅能說明各網格分類於何種潛

對於山崩潛勢之影響，每組固定兩個可調因子，將另一可調因

感區域，並無法了解各個因子對於研究區域崩塌所占權重的多

子進行調整，如：坡度粗糙度及地形粗糙度分級不變，適當調

寡，然羅吉斯回歸及不安定指數係利用係數值建立回歸式，利

整年平均雨量分級級數，使級數放大或縮小。表 5 顯示出權重

用回歸式計算出山崩潛感值，各個因子的權重反應其對對於研

值較大之因子，如：地形粗糙度，較容易受到分級尺度影響之

究區域崩塌之貢獻，分析結果顯示地形粗糙度及坡度粗糙度在

因子，不同分級時，其權重值浮動較為明顯，再藉由 AUC 比

羅吉斯回歸可視為重要因子，坡度粗糙度及岩性在不安定指數

較顯示，若分級過大或過小，其模式之準確度皆會造成下降之

法分析過程對崩塌占有較重的權重。

趨勢。在所有的分組情況中，以第二組的 AUC 值最高，因此

羅吉斯回歸、不安定指數及支撐向量機產製之山崩潛感圖

不安定指數法採用第二組分組情況進行分析，並與後續之羅吉

分別如圖 6、圖 7 及圖 8 所示。羅吉斯回歸在河道附近有較好

斯回歸及支撐向量機分析結果進行比較。

的預測結果，皆能預測到多數河道附近之崩塌；不安定指數相
較於其他兩種模式皆有潛感低估之情況發生，僅少部分崩塌落

3. 支撐向量機

於預測之高潛勢區域，其可能為：一、各因子的權重值係根據

本研究以支撐向量回歸進行山崩潛感分析時，將支撐向量

標準差除以平均數所得的變異係數，當變異係數越大，表山崩

回歸歸估算值視為發生山崩之機率。為了建立有效率的支撐向

集中在某一值域之間，利用此分級方式訂出因子分級對崩塌之

量回歸模型，須謹慎擬定模式中的參數，模式中共有三個參數

影響，然本研究之崩塌目錄包括較極端的事件 (如：莫拉克颱

需要決定，即懲罰參數、損失函數及核函數參數。本研究在參

風)，容易導致因子的重要性降低；二、方程式計算方式以線

數之設定上採用兩階段網格搜尋法 (Hsu 等人，2003) 尋找容

性組合方式進行，易造成權重高則大、低則小之影響能力，這

忍誤差區間寬度、懲罰參數及核函數之參數，上述三個參數值

也是為何在模式中大多實際有崩塌地的區位被判定成較低潛

即為支撐向量回歸模式的待定參數。首先對三參數進行粗略搜

感之原因。支撐向量回歸可在局部範圍將不同潛感等級加以區

尋，得到參數之較佳區域後，在對此區域進行細部的搜尋以得

別，而非某一範圍皆屬同一潛感值的情況，與另外兩種模式相

到最佳參數，然採用均方根誤差 (RMSE) 為目標函數做最佳
參數的參考數値，其用意在於判定驗證資料與訓練資料的差
異，均方根誤差越小表訓練資料與驗證資料差異性不大，此組
參數使模式較為準確，反之，均方根誤差越大表訓練資料與驗
證資料差異性大，此組參數使模式會有過大的誤差。參數率定
則以 LIBSVM (Chang 與 Lin，2001) 進行，並支稱向量回歸模
式計算。找尋的最佳參數結果為 (C,ε,γ)=(55,0.015,210)，其目

表 5 支撐向量回歸山崩潛感之結果
Table 5

The results of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analysis
for SVM

潛感區位

網格數

所站區域比例

低潛感
中潛感
中高潛感
高潛感

18833
74700
14226
8805

16.16%
64.08%
12.20%
7.56%

圖 6 羅吉斯回歸預測之山崩潛感分佈圖
Fig.6 The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map predict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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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不易出現局部潛感區域化現象。估算實際發生崩塌之網格

本研究所選用之不同模式，其預測成果都能維持一定的穩

在不同潛感區所佔之比例，如圖 9 所示，支撐向量回歸實際崩

定性率，不同模式之 ROC 曲線如表 7 所示，其曲線下的面積

塌發生在低潛感地區僅佔該區域的 0.002%，但實際崩塌發生

在低潛感地區僅佔該區域的 0.002%，但實際崩塌發生在高潛

在 高 潛 感 地 區 卻 佔 有 83.914% ， 其 餘 潛 感 區 域 加 總 僅 占
16.086%，顯見。
表 6 三種模式下歷年崩塌地之潛感分佈
Table 6

The distributions of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for
different models
羅吉斯回歸

不安定指數

支撐向量回歸

崩壞網格數 比例 崩壞網格數 比例 崩壞網格數 比例
低潛感
中潛感
中高潛感
高潛感

94
235
393
279

9.39%
23.48%
39.26%
27.87%

21
355
491
134

2.08%
35.46%
49.05%
13.41%

2
11
15
973

0.002%
1.099%
14.985%
83.914%

表 7 不同模式優劣比較表
Table 7

模式

Comparisons of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for
different models
優點

圖 7 不安定指數預測之山崩潛感分佈圖
Fig.7 The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map predicted by
Instability index method

缺點

1. 可解釋變數因子與反應變
數的關係。
羅吉斯回歸
2. 適用於廣域分析。
3. 成果容易整合。

資料輸入量大，結果易受資
料結構影響。

1. 其做法簡單，可快速建
立山崩潛感。
不安定指數
2. 適用於廣域分析。
3. 成果容易整合。

1. 出現較極端的事件如莫
拉克颱風，容易導致因子
的重要性降低。
2. 權重高的因子擴大其影
響能力，並縮小權重值低
的影響能力。

1. 分類出的山崩潛感並非發
生傾向於某個因子的情
況，因此不會有因子擴大
或縮小其影響能力的情況
產生。
支撐向量機
2. 可去除大量的不必要資
料，可抓住較重要的資
料。
3. 可將非線性轉為線性處理

1. 選取參數及大量資料時
其模式建置較費時。
2. 僅能分類出潛感，無法判
斷何種因子影響較重。

圖 8 支撐向量機預測之山崩潛感分佈圖
Fig.8 The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map predicted by
Support vector machine

羅吉斯回歸

不安定指數

支撐向量回歸

AUC=0.721

AUC=0.718

AUC=0.825

圖 9 不同模式之 ROC
Fig.9 The ROC of different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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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由於支撐向量機利用提供的資料在模式下進行分類，分

Thesi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wan, ROC. (in
Chinese))
[2] 林金樹 (1998)，「森林植被與地形因子對 TM 光譜資訊

(AUC) 均可達到 70%以上的正確率，顯示不同模式對於崩塌

影響之研究」 , 航測及遙測學刊 3(4)：15-37。(Lin, C.S.

預測均有不錯的效果，但是支撐向量回歸的 AUC 高達 0.825，

(1998).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Forest Cover and Relief
Factors on TM Data.” Journal of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 3(4), 15-37. (in Chinese))
[3] 許輔仁 (2002)，「鯉魚潭水庫集水區之崩塌地潛感分佈

感地區卻佔有 83.914%，其餘潛感區域加總僅占 16.086%，顯
見支撐向量回歸能明顯鑑別崩塌發生與否，表現優於其他兩種

遠高於其他兩種模式。另外，估算實際發生崩塌之網格在不同
潛感區所佔之比例 (如表 6)，可知支撐向量回歸實際崩塌發生
類出的山崩潛感並非發生傾向於某個因子的情況，因此不會有
因子擴大或縮小其影響能力的情況產生；且模式遵守結構風險
最小化原則，使得模式具有較佳的區分能力；另外，支撐向量
機在大量的資料下，其決策函數僅由少數的支撐向量所訂定，
而非空間中所有的資料數，因此可去除大量的不必要資料，可
抓住較重要的資料。本研究將所使用之三種模式優劣比較彙整
於表 7。

研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研究所碩士論文。(Hsu,
F.J. (2002). To estimate the risk distribution of landslide for
the liyutan reservoir watershed, Master Thesis,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ROC. (in Chinese))
[4] 張逸凡 (2005)，「支撐向量機在即時河川水位預報之應

用」，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

本研究以景山溪上游集水區為研究試區，完成崩塌因子萃

(Chang, I.F. (2005). Application of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on Real-time River Stage Forecasting, Master Thesi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ROC. (in Chinese))
[5] 張弼超 (2005)，「運用羅吉斯回歸法進行山崩潛感分析-

取與篩選，將岩性、坡度、坡向、地形粗糙度、坡度粗糙度與

以台灣中部國姓地區為例」，國立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

年平均雨量等因子，以羅吉斯回歸、不安定指數、支撐向量機

所碩士論文。(Chang, P.C. (2005). Using Logistic Regres-

七、結論與建議

進行山崩潛感分析，依據桃芝颱風、72 水災、卡玫基颱風、
辛樂克颱風、莫拉克颱風、20110719 豪雨等 6 件事件型山崩
目錄的崩塌資料，繪製山崩潛勢圖，進行分析比較，研究結果
可歸納出以下數點結論與建議：
1.

在支撐向量機分析結果中，實際崩塌地多數落於預估之高
潛感範圍內；羅吉斯回歸分析結果中，多數實際崩塌地落
於預測的中高潛感以上之區域；不安定指數與另兩種模式
相比，有過多小面積之崩塌地判定落於預測的中潛感以下
區域，僅對於大面積之實際崩塌有判別能力。

2.

由因子對於山崩潛感影響分析可知，坡度粗糙度及地形粗
糙度在羅吉斯回歸分析為重要因子；岩性與地形粗糙度在
不安定指數有較大的權重值，說明地文因子在景山溪上游
集水區之崩塌研究較水文因子需被重視。

3.

本研究所採之三種模式，經由 AUC 驗證後皆有良好的預
測效果，正確率皆達 0.7 以上，說明本研究所採之分析山
崩潛感方法與流程，能有效預測山崩發生。然支撐向量機
之 AUC 優於羅吉斯回歸及不安定指數法，其 AUC 值高
於 0.8 以上，顯示支撐向量機用於建置於景山溪上游集水
區之山崩預警可以有卓越之成效。

4.

sion to Assess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A case Study in Kouhsing Area, Master Thesi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iwan, ROC. (in Chinese))
[6] 許惠瑛 (2007)，「台灣中部地區降雨誘發崩塌值之影響

因子研究」，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論文。(Hsu,
H.Y. (2007). Study on the Control Factors of Rainfall Induced Landslides in Central Taiwan, Master Thesi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wan, ROC. (in Chinese))
[7] 李錫堤 (2009)，「山崩及土石流災害分析的方法學回顧

與展望」
， 台灣公共工程學刊 5(1)：1-29。(Lee, C.T. (2009).
“Review and prospect on landslide and debris flow hazard
analysis.” Journal of the Taiwan Society of Public Works,
5(1), 1-29. (in Chinese))
[8] 蔡光榮、陳昆廷、王宣惠、林岱本、謝正倫 (2012)，「花

蓮地區集水區土砂潛勢災害風險評估分析之研究」，臺灣
鑛業 61(4)：52-61。(Tsai, K.J, Chen, K.T., Wang, S.H., Lin,
T.P., and Shieh, C.L. (2012). “Risk Assessment Model for
Evaluating the Potential Occurrence of Sediment Disasters at
Hualien Watershed in Taiwan.” The Formosan Mining Industry, 61(4), 52-61. (in Chinese))
[9] 洪政耀、林美雪 (2012)，「羅吉斯回歸與不安定指數應

本研究針對三種不同模式進行山崩潛感差異分析，不同模

用於塊體崩壞敏感度評估比較－以台東縣海瑞鄉為例」，

式可有相輔相成之效果，羅吉斯回歸與支撐向量機所需資

中國地理學會會刊 49：77-103。(Hung, C.Y., and Lin, M.H.

料量大、計算時間長，不安定指數使用簡便、分析快速，

(2012). “Comparing of Mass Wasting Susceptibility Evaluation for Haiduan Township in Taitung County: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Instability Index.” Bulletin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49, 77-103. (in Chinese))
[10] 李嶸泰、張嘉琪、詹勳全、廖珮妤、洪雨柔 (2012)，「應

建議未來可透過不同方法組合提升分析精度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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