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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資料應用於土石流衝擊與土方量之推估
吳亭燁* 李欣輯
摘 要

陳永明

為了解氣候變遷對土砂高潛勢區域影響，篩選濁水溪流域內 40 條潛勢溪流，以氣候變遷暖化情境

RCP8.5 經動力降尺度和偏差校正後所產製的降雨資料，由 Hec-HMS 模擬流量後，再以 Flo-2D 模擬與分析從
20 世紀末至 21 世紀末土石流衝擊及變化。結果顯示，21 世紀末之土砂量為增加的趨勢，幅度約 11%。氣候
變遷模式結果顯示，降雨型態改變將對土石流發生有所衝擊，其差異除了表現於不同子集水區之外，在同區
域內亦將因多數潛勢溪流匯入大量土砂，對中下游造成影響。

關鍵詞：氣候變遷情境、土石流衝擊、Flo-2D、土砂量、土砂災害潛勢。

Application of Climate Change Scenario Data
to Assess Debris Flow Impact and Volume
Tingyeh Wu*

Hsin-Chi Li Yong-Ming Chen

ABSTRACT Totally 40 debris flow torrents in the Zousui river basin were selected for numerical simulation to
clarify sediment impact due to climate change. Rainfall data from the climate scenario 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 (RCP) 8.5, generated through dynamic downscaling and bias correction, were used to simulate discharge
through Hec-HMS and debris flow impacts through Flo-2D, as well as the variation in impact from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to the end of 21st centur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otal sediment impact by debris flow exhibited an increasing
trend of approximately 11%. Thus, rainfall variation affects debris flow. This manifests not only among sub-catchments,
but also in the same sub-catchment, in that numerous sediments from torrents import to the main flow and affect the
downstream area.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scenario, debris flow impact, Flo-2D, sediment volume, sediment disaster susceptibility

一、前

言

發生改變或變化，發現對於降雨的影響探討，從小尺度範圍的
分析較易看出差異。范正成等 (2011、2013) 探討全球氣候模

山坡地災害受到降雨型態的改變影響甚鉅，降雨引發的崩

式產製的颱風降雨資料，對土砂災害的風險大小影響，透過統

塌和土石流常對山區之重要設施、交通要道、以及聚落等造成

計模式分別分析崩塌與土石流的發生機率，推估不同時期崩塌

直接衝擊，短時間內所產生的大量土砂，直接或間接衝擊地理

和土石流的發生機率變化。Stoffel et al.(2013) 分析則是以樹木

環境以及生態的平衡，甚至對中下游造成二次衝擊。2015 年

年輪的資料，來判定過去長時間土石流發生的頻率，歸納影響

蘇迪勒颱風帶來的集中降雨，除了在台 9 甲以及平廣溪沿岸造

土石流的氣候因子，再進一步結合氣候模式的雨量資料，分析

成嚴重的崩塌和土石流災害之外，後續因崩塌產生的大量土砂

2001 年至 2050 年、以及 2051 年至 2100 年之土石流，在不同

量進入南勢溪使懸浮載的濃度升高 (吳亭燁等，2016)。2009 年

雨量基準值以及氣候條件下的差異。透過氣候變遷下對於颱風

莫拉克颱風在台灣南部中區降下約 3,000 mm 雨量，造成山坡

發生、降雨量的推估，已經能夠進一步釐清對於降雨引發的災

地大範圍的淺層崩塌，土砂的影響延續至往後數年；2010 年

害，在氣候狀況改變下的影響與衝擊。

凡那比颱風造成的和社溪山洪暴發，淹沒東來義部落。此次災

從土石流發生的機率、與氣候變遷相關資料的應用性、到

害事件顯示極端降雨的發生，引發的土砂衝擊將延續至往後數

調適的擬定，氣候變遷對坡地災害造成影響有許多課題尚待釐

年。有鑑於此，近年來有關極端氣候所引發的各種災害衝擊，

清。氣候模式的降雨影響，透過模式的探討來初步了解其輪廓，

成為相當受到關注的議題之一。

降雨改變對災害發生影響，因涉及不同模式之間的探討而仍有

對於極端事件可能引發之土砂災害衝擊的模擬評估，許多

較大不確定性，雖然以精確的量化值展現未來的狀況仍有爭議，

相關研究透過長期歷史資料、或是氣候模式產製的資料，推估

但仍由衝擊的變化量可有效表現其趨勢。因此，透過連結降雨

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災害衝擊。Carlie et al. (2011) 探討加拿大和

對土石流的流量變化，來評估其衝擊變化，以探討氣候變遷單

歐洲阿爾卑斯地區的土石流案例，歸納氣候變遷對於土石流的

一情境之影響。土石流流量的評估，由結合地理資訊系統與水

*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for Disaster Reduction, New Taipei City 23143, Taiwan, R.O.C.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tingyehwu1060@ncdr.nat.gov.tw

164

吳亭燁、李欣輯、陳永明：氣候變遷資料應用於土石流衝擊與土方量之推估

文模式進行集水區降雨-逕流分析之技術，在國內外均已相當

土石流災害，特別是 0601 豪雨事件、卡玫基颱風、莫拉克颱

成熟，如張德鑫等 (2009) 透過地理資訊系統技術和 SCS 曲線

風等期間之災害數量較多 (表 1)，由近年災例來看，主要包括

值法來評估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在歷史颱風事件的流量變化，

坡面沖刷、河岸的侵蝕與掏刷等災情。

林昭遠等人 (2004) 使用合理化公式-流量歷線，配合逕流係數

表 1 濁水溪各子集水區災害數量

來計算每一個小時的流量值，評估之流量以單峰暴雨具有最佳

Table 1

結果。這些研究顯示藉由降雨逕流模式，可有效描述集水區因
暴雨所產生的流量變化，並進一步應用。Armento 等人 (2017)
以及 Hsu 等人 (2010) 採用不同的降雨逕流模式，來描述降雨
所造成的流量變化，結果發現具有較佳的表現，因此嘗試以國
內已相當成熟之 Hec-HMS 作為降雨逕流分析模式，結合土石
流模擬，來進一步評估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衝擊。
有鑒於此，選定濁水溪流域為研究區域，探討氣候變遷情
境之土石流衝擊變化。透過水文及水理模式，了解氣候變遷模
式產製之降雨，對於集水區逕流量的影響，以不同逕流量為條
件模擬土石流發生時，可能造成的影響範圍和土砂量，來說明
氣候變遷情境下，土石流可能受到的衝擊。

二、研究區域與模擬事件設定
1. 研究區域
研究以濁水溪中上游區域為主要研究對象，濁水溪全長約
186.6 公里，流域面積為 3,156 平方公里，子集水區包括萬大
溪集水區、丹大溪集水區、郡大溪集水區、陳有蘭溪集水區、
以及清水溪集水區等，其中，濁水溪流域中上游為彰雲大橋以
上之區域，由於坡降較大，是水力發電的重要區域，建有萬大
水庫、武界壩、及明潭壩等。丹大溪以及郡大溪集水區為多山
區域，地勢陡峭較無聚落分布。陳有蘭溪和清水溪集水區有較
多聚落分布，是主要發展區域。其中，陳有蘭溪河谷平原廣闊，
沿河岸為主要農業和聚落的發展區域、清水溪集水區則是集中
在清水溪之中下游區域。濁水溪主流之上游地質岩性破碎，河
川懸浮載高，每逢颱風豪雨期間，濁度高昇，大量土砂帶往下
游，造成中下游的河岸沖蝕，以及形成廣大的沖積平原。
近年來流域內之高土砂災害頻率造成重大衝擊，賀伯颱風
對新中橫公路沿線造成重大災害，包括南平坑、新山橋、郡坑、
信義橋、豐丘、同富、神木國小等地區均引發土石流災害 (林
美聆等，2000)，1999 年集集大地震，震央位於台灣中部，因
地震影響形成許多新的崩塌地，大量土石鬆動成為之後颱風豪
雨事件，引發土石流的主要料源，例如桃芝颱風和敏督利颱風
等均持續發生許多土石流災害，此期間亦有許多學者投入研究
於高潛勢區域，針對崩塌和土石流運動機制、地質、堆積等進
行詳細的調查。例如林慶偉 (2003) 透過賀伯颱風到桃芝颱風
之影像，分析濁水溪流域崩塌生成受地震和降雨影響的趨勢；
陳宏宇 (2001) 以及 Cheng(2005) 先後就東埔蚋溪範圍進行
詳細調查，了解土砂災害發生的可能原因、陳文福等 (2005)
由地文和水文因子分析陳有蘭溪流域之土石流案例，透過土石
流發生和未發生的樣本，歸納陳有蘭溪流域土石流發生之判別
模式、以及陳宏宇 (2000) 陸續針對郡坑、上安、豐丘、以及
神木村等地進行詳細的調查。另外，根據水土保持局自 2005
年起所彙整之重大土砂災例報告，濁水溪流域，大部分災害為

The disaster numbers of each main sub-ctachment of Zousui river basin

濁水溪上游

水保局重大
土砂災例（件）
1

1990-2014年
土砂災害發生數（件）
31

濁水溪主流

9

78

東埔蚋溪

0

25

清水溪

0

152

陳有蘭溪

8

178

郡大溪

0

0

子集水區

土砂災害好發區域，集中在清水溪及陳有蘭溪子集水區，
此區域是土石流潛勢溪流最集中的地區 (圖 1)。根據水土保持
局，濁水溪流域內總共有 157 條潛勢溪流，32 條潛勢溪流位
於清水溪集水區、50 條位於陳有蘭溪集水區。由於潛勢溪流
的劃定，已考量其集水區上游的地質、坡度、表面植生等狀況，
或者是曾發生土石流的野溪，因此以潛勢溪流的模擬作為極端
降雨之探討對象，然而，單一極端事件下並非所有的潛勢溪流
均將發生土石流，必需在模擬作業開始之前，透過潛勢溪流本
身的潛勢、以及災害歷史等因子，探討和篩選可能誘發土石流
之潛勢溪流作為模擬之對象。假設土石流皆發生在目前所知之
潛勢溪流，且為比較氣候變遷前後之變化，僅針對相同潛勢溪
流進行模擬與分析，因此從 20 世紀末至 21 世紀末的土石流
衝擊變化總合，是每一條潛勢溪流因應不同降雨型態所發生土
石流流動後成果。
選取極端事件之土石流發生對象，由以下三個指標選定，
包括土石流潛勢等級、岩屑崩滑潛勢面積比、以及歷史災害之
頻率等三項，指標設定如下所述：
．土石流潛勢等級：依據水保局所定義之高、中、低潛勢、以
及持續觀察等四等級，分別設定 10、6、3、1 等分數評分，
其中高潛勢最高為 10 分，其餘依序為中、低潛勢、以及持
續觀察。
．岩屑崩滑潛勢面積比：由中央地質調查所調查之岩屑崩滑潛
勢圖 (中央地質調查所，2013)，套疊潛勢溪流的小集水區範
圍計算。岩屑崩滑潛勢較高之處，代表坡面較容易發生岩屑
崩滑、或曾經有歷史紀錄地區。崩塌造成的碎屑是主要土石
流的料源，且裸露地缺乏植生保護，易提高降雨入滲以及坡
面沖蝕的狀況。比較潛勢溪流之發生段與流動段範圍內，岩
屑崩滑的面積所佔比例，比例越高代表較易產生土石料源因
此土石流發生的機率較高。以岩屑崩滑的面積占該潛勢溪流
集水區的比例之 1%作為評定標準，因此大於 1%者且比例
超過 2%者為 10 分、介於 1%及 2%者為 6 分、小於 1%為 3
分、無岩屑崩滑潛勢分布者為 1 分。。
．歷史土砂災害頻率：由於潛勢溪流為線性資料、且部分災害
雖非於潛勢溪流範圍內，但其中之道路衝擊、道路邊坡流失、
土石流入民宅堆積、或是聚落內的治山防洪設施遭受土石破
壞等，可能為潛勢溪流引發，且亦反映該區域的環境條件較

中華水土保持學報，48(4), 2017

165

為脆弱。因此由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所蒐集之 1990 年至

次數，將次數大於 10 件者評為 10 分、6-10 件者評為 6 分、

2014 年坡地災害點位及水土保持局的重大土砂災例報告，

3-5 件者評為 3 分、小於 2 件者評為 1 分等。另外，水保局

來計算土砂災害頻率值 (表 1)。其中，1990 年至 2014 年坡

之重大土砂災例則僅針對災情或規模較重大，且造成一定規

地災害點位是根據新聞媒體、公路總局、地方政府、以及水

模人員傷亡、毀損、或其他災害者所指之，紀錄內容較為明

保局等通報之統計資料，統計內容包括公共設施、民宅、道

確，因此將有重大土砂災例紀錄者另外計算，有一件災例者

路、及農田之受損及流失。該點位之分布多沿著潛勢溪流或

為 5 分、兩件以上者為 10 分。災害點位以及重大土砂災例

位於聚落內，從資料分布位置和內容來看，以沿潛勢溪流分

之計算總分為歷史土砂災害頻率值，三項指標的權重設定相

布點位與土石流的關聯性較高，其點位多位於潛勢溪流線性

同，因此相加之後可得各潛勢溪流的總分，從計算結果得分

資料之 100-150 公尺範圍內，因此將各潛勢溪流之流動部線

發現，總分 17 分之潛勢溪流有超過兩項指標的評分等級為

性資料向外擴張之 100 公尺之河道以及潛勢溪流的影響範

中高或高，代表發生機率較高，因此以 17 分為界選取潛勢

圍內，包含災害點位來計算災害發生次數，次數較高之潛勢

溪流進一步分析。

溪流代表土石流將越容易發生。統計各潛勢溪流的土砂災害

圖 1 濁水溪中上游流域概況圖
Fig.1 Basic information maps of upstream area in the Zousui river basin

2. 模擬事件設定

現增加的趨勢，即溫室氣體為高度排放的情境，且設定 21 世

極端事件的定義以及事件之選擇，對於模擬結果以及對氣

紀末的海溫將較 20 世紀末高。日本氣象廳氣象研究所 (Mete-

候變遷帶來衝擊之詮釋將有所差異。氣候變遷的未來氣候變化

or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MRI) 發 展 GCM 模 式 來 分 析

分析，以大氣環流模式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 GCM) 分

RCP8.5 情境之氣候資料，由於該資料具有 20 公里*20 公里的

析、根據不同情境設定參數的結果，來了解未來的可能氣候變

高解析度，且能模擬颱風生成，對於颱風常造成重大影響的西

化。氣候變遷的情境設定，以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

太平洋區域，是作為後續進行災害分析較為合適的資料之一

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出版之

(陳正達等，2014、陳韻如等，2016、科技部，2016)。

第五次評估報告提及，由不同之代表濃度途徑 (Representative

然而，20 公里空間解析度、月頻率之氣象資料對於集水

Concentration Pathways, RPCs) 來定義四組未來氣候變遷的情

區的災害模擬需求，其空間和時間解析度仍然相當不足，無法

境，且以輻射強迫力在西元 2100 年與西元 1750 年的差異量

有效反映集水區不同空間尺度的差異，因此臺灣氣候變遷推估

區分不同情境，因此四組情境分別是 RCP2.6、RCP4.5、RCP6.0、

與資訊平台建置 (Taiwan Climate Change Prediction and Infor-

以及 RCP8.5，其中 RCP8.5 代表輻射強迫力在西元 2100 年呈

mation Platform, TCCIP) 將該資料透過美國大氣研究中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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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天氣研究與預報模式系統，來進行動力降尺度，產製具

的應用，可反應雨量變化對於引發土石流的規模差異，並進一

空間解析度 5 公里*5 公里、以及時間解析度為每小時的雨量

步了解衝擊的不同。

資料，提供後續災害衝擊評估使用 (科技部，2013；科技部，

降雨逕流模式的開發與應用，國內外已有相當多研究，是

2014；科技部，2015；鄭兆尊等，2016)。透過動力降尺度所模

相當成熟的技術。透過降雨逕流演算，可計算小集水區因降雨

擬的颱風事件及降雨，無法確切模擬出歷史颱風與颱風降雨的

所產生的逕流量，爾後再推估土石流流量，並可反應因降雨改

發生時間，而是可反映歷史颱風事件的特性、路徑、氣壓等，

變造成不同的堆積結果。因此，本研究採用 Hec-HEM 作為降

但是由於動力降尺度過程中，模式之不確定性，造成模擬的降

雨逕流計算之工具，該程式是美國工兵團水文工程中心 (US

雨強度有相當低估的情形，需透過觀測資料的偏差校正，使繁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以 Hec-1 為基礎，結合地理資訊系

衍的資料仍能反映觀測資料的統計特性，爾後才能進一步使用

統所開發的模式，主要分為流域模組 (basin model)、氣象模組

(蘇元風等，2014)。氣候模式所產生之颱風事件的雨量資料，

(meteorological models)、以及控制模組 (control ) 等三個部分。

在時間尺度上以時間切片方式產製不同時間區間資料，包括

其中，流域模組主要功用為匯入、編輯、建構集水區內各小單

20 世紀末 (1974-2003) 以及 21 世紀末 (2074-2099) 等，模擬

元集水分區的連結、匯流、以及上下游關係，若是集水區內有

結果顯示 20 世紀末共有 85 場颱風事件、21 世紀末則有 43 場

水庫、蓄水池、堰等設施亦在此輸入相關資料。氣象模組內主

颱風事件。

要設定各小集水分區之連結點和匯流點位參照之雨量點位資

首先將 20 世紀末以及 21 世紀末等兩個期間內之所有颱

料，包括降雨組體圖資料以及所參照的雨量站權重。控制模組

風事件依據總降雨量由大到小排序，總降雨量最大者定義為最

設定模擬事件的時間以及資料區間，因此依據所欲模擬的事件，

嚴重事件、最小者定義為最輕微事件。分別挑選兩期間之前十

將不同颱風之起始與結束時間輸入在本模組之中。

場最嚴重事件，進行後續流量分析，20 世紀末最嚴重三場事

模式所模擬的極端事件資料，空間解析度是 5 公里*5 公

件定義為 20 世紀末 TOP1、20 世紀末 TOP2、以及 20 世紀末

里之網格大小、時間解析度以小時為單位。在模擬之前，針對

TOP3、21 世紀末最嚴重三場事件定義為 21 世紀末 TOP1、21

模式內之求取逕流量過程之參數設定進行校驗。校驗事件的選

世紀末 TOP2、以及 21 世紀末 TOP3，以此類推。

定，根據濁水溪流域內主要子集水區內，各水文站之資料長度
和歷史影響較為重大的颱風事件，選定校驗之水文測站，包括

三、研究方法

寶石橋、桶頭 (2)、以及內茅埔等三個測站，其中寶石橋代表
濁水溪上游、萬大溪、丹大溪、卡社溪、以及郡大溪等子集水

研究流程主要以 Flo-2D 數值模式模擬選取之土石流潛勢

區之流量，桶頭 (2) 為清水溪子集水區之流量，內茅埔為陳有

溪流，在 20 世紀末以及 21 世紀末的颱風事件下量化土石流

蘭溪子集水區內之十八重溪流量。由於水文測站的資料限制，

災害衝擊，模式建立步驟包括地形模型建置、流變參數設定、

校驗颱風事件選定 2004 年敏督利颱風、2008 年辛樂克颱風、

以及流量演算等三部分 (圖 2)。其中地形模型建置以數值高程

2008 年 0609 豪雨、以及 2009 年莫拉克颱風。

模型作為數值模擬的基礎資料，透過潛勢溪流現況位置以及可

模式中的降水損失方法採用 SCS CN 值方法、直接逕流轉

能影響範圍的確認，劃定模擬的範圍，並依照模擬範圍內土地

換法採用 SCS 單位歷線法、以及基流量方法是採用 Recession

利用狀況，設定曼寧因子。濁水溪流域內，多數潛勢溪流所在

法。降水損失方法的計算，以美國水土保持局 (US soil conser-

之山坡地上游區域，具備植被覆蓋，依據 Flo-2D 操作手冊，

vation service) 所創設的 SCS 逕流曲線法推估，將降雨分為入

設定曼寧因子為 0.4 (O’Brien, 2006)。流變參數的設定與校驗，

滲及超滲降雨，以估計降雨量、降雨損失、和超滲降雨之關係，

蒐集過去颱風豪雨所造成的重大土石流事件，根據相關土石流

逕流的產生主要與超滲降雨有關，是累積降雨量、土壤覆蓋、

災害紀錄，或調查報告作為校驗的基準。參數的校驗依據現地

土地利用及臨前水分之函數，因此透過降雨初期扣除量、逕流

調查時，土石流潛勢溪流現況、河道上的土砂堆積狀況進行紀

因子 (Curve Number, CN)、以及非滲透面積百分率 (impervi-

錄，做為推估土砂量的資料；並且，引用重大土砂災例災情報

ous) 等三項參數的設定，計算降雨期間的超滲降雨所造成的

告中，重大土石流災害事件期間的災害規模和堆積照片，做為

逕流量。其中，CN 值是以土地利用、土壤覆蓋型態、以及水

參數調整的依據。土石流流量的計算與分析，依據歷史颱風豪

文條件來設定，本研究參考水利署 (2001) 以土地利用現況配

雨事件期間的逐時降雨資料，由水文模式 Hec-HMS 進行建模

合 Hec-HMS 操作手冊所建議之計算流程來設定 CN 值。直接

和校驗，分析其降雨逕流變化，再以土石流的放大因子將流量

逕流轉換法選定 SCS 單位歷線法計算，透過有效降雨延時、

的變化計算土石流流量。最後將參數和地形資料輸入至模式之

以及集流時間對應流量的變化值而定。流量曲線的退水段由

中，模擬選取之極端事件和潛勢溪流，分析每場事件土石流的

Recession 退水基流參數值推估，所需參數為初始流量以及退

淹沒深度、速度、以及範圍，計算堆積土砂量和進入主流之土

水常數 (recession cons.)，在模式校驗階段，透過每一個連結點

砂量。

之 CN 值、非滲透面積百分率、以及退水係數調整，使模擬之

1. Hec-HMS 流量分析

流量歷線變化與水文測站之觀測數值相符。

土石流模擬的輸入資料中，是以土石流流量變化作為驅動
因子，來了解不同事件之堆積深度和範圍。透過降雨逕流模式

透過水文模式推估子集水區所貢獻之流量，再透過集水區
面積比例計算潛勢溪流的流量貢獻量。土石流的流量則依據土
石流所發生的時間、配合土石流的體積濃度換算。透過此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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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能夠保留事件降雨所造成流量的特性，但土石流發生之時

慮體積濃度隨時間的變化。各潛勢溪流的土石流流量大小經面

間、以及土石流流動時的體積濃度等資料較難取得，因此以降

積比例、以及考量土石體積濃度後推估而得。流量變化反應雨

雨尖峰雨量以及土石流停止後的體積濃度來代替，土石流停止

量變化，從一開始降雨較小的階段，由於流量相當小，在模擬

時的體積濃度將較流動時大。為能夠凸顯土石流之堆積狀況與

時將不會立即發生堆積或流下，隨時間增加後逐漸變大後發生

該場降雨事件之關聯性，假設降雨發生時，野溪立即有降雨造

堆積或流至下游，因此較可反映實際狀況。

成的流量發生，土石流與此同時從流動段之頂端發生，且不考

圖 2 分析模式執行流程圖
Fig.3 Flow Chart of the analysis process

2. Flo-2D 流變參數設定

況之下，可透過土石流體積濃度來進行調整與校驗。其他的調

土石流流變參數的設定，依照區域特性劃分子集水區作為

整因子，依據 Flo-2D 的 Sed.dat 內所需之參數設定來進行，包

設定的依據，因此，由流域內之地理地形、災害頻率等將濁水

括土石單位重、以及抵抗係數等 (趙啟宏，2004)。從模擬測試

區全區分為濁水溪主流及萬大溪集水區、丹大溪集水區、陳有

結果得知，抵抗係數之變化與堆積範圍的差異較小，因此可以

蘭溪集水區、東埔蚋溪集水區、以及清水溪集水區等 (圖 1)，

由手冊所建議的數值來設定。

其中濁水溪主流集水區包括由集集攔河堰到佐久間鞍部區間

根據吳政貞 (2003) 所整理、國內外相關學者提出的賓漢

的河道區域、丹大溪集水區則包含丹大溪、巒大溪、郡大溪等

降伏強度、黏滯係數、土石流單位重、體積濃度、以及粒徑限

三大支流之區域、陳有蘭溪從上游之和社溪及沙里仙溪乃至於

制等參數間的關係 (表 2)，透過濁水溪上游地區粒徑或 D50 之

主流間的區域，該區域是土砂災害最頻繁發生的區域、清水溪

資料，初步計算或設定潛勢溪流參數。再進一步以歷史事件進

集水區是從上游的阿里山溪以及石鼓盤溪等至濁水溪主流的

行校驗與調整，若已有較為確定參數之潛勢溪流，則直接使用

區域。流變參數的設定，以同子集水區為單位設定相同的流變

後再以歷史事件進行校驗。
(1)

參數組合作為後續模擬的依據。
流變參數的設定，包括降伏應力、黏滯力、土石單位重、
以及抵抗係數等。首先根據林美聆等人 (2000) 以及彭繼賢
(2007)針對出水溪、豐丘、和社、以及豐山地區之土石流現地
調查和參數校驗之資料，初步模擬提供後續的演算和調整。降
伏應力以及黏滯係數的調整，與土石流體積濃度，有較大的關
係，根據式 (1) 及式 (2)，在降伏應力和黏滯係數均缺乏的狀

η
其中， 是降伏應力、η是黏滯係數、

(2)
是土石流體積濃

度、a1、a2、b1、b2 則是常數值，以現地調查後換算或由文獻
引用而得。
由 2008 年辛樂克颱風之土石流模擬結果及調整後參數，
各潛勢溪流的參數表以子集水區為單位呈現，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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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流變參數設定
Table 2

Settlement of rheological parameters

清水溪

降伏應力
常數項a1
0.01

降伏應力
對數項a2
21.988

黏滯力
常數項b1
0.01

黏滯力
對數項b2
14.352

層流抵抗
係數K
2285

陳有蘭溪

0.00462

11.24

0.811

13.72

6000

0.67

濁水溪及萬大溪

0.00462

7.862

0.811

3.538

10000

0.5

集水區

體積濃度Cv

參考文獻

0.6

趙啟宏（2004）、
吳政貞（2003）、
林美聆等（2001）、
彭繼賢（2007）

及 21 世紀末共 20 場事件之時雨量為輸入資料，計算每場事

四、模擬結果

件的流量變化，各事件之平均流量、最大流量以及延時等列於

1. Hec-HMS 流量分析結果

表 3。計算結果發現， 21 世紀末之颱風事件平均有較大之流

透過 Hec-HMS 校驗，流域內各節點所參照之初始雨量站

量峰值，且平均延時較短，顯示逕流量將較 20 世紀末快速上

設定，僅考慮單一雨量站資料時，計算結果誤差將過大，因此

升，將可能進一步在山坡地地區使土石流在降雨發生後更快發

改由徐昇式網格劃分後區域，將節點所在小集水區內，各雨量

生，縮短土石流應變時間、或是引發規模較大的土石流發生，

站分區之面積比例，作為設定參考雨量站之權重。部分較缺乏

因此進一步各以 20 世紀末和 21 世紀末前三場最嚴重事件模

雨量站區域，如郡大溪及萬大溪，由於可參考的雨量站少且與

擬土石流在降雨變化情形下的堆積情形與規模。

鄰近子集水區相隔較遠，此區域之權重設定則根據模擬結果調

表 3 20 世紀末及 21 世紀末排名前十事件之總雨量和延時總

整。

數
為評估 Hec-HMS 建置模式之適用性，採用均方根誤差分

Table 3

析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效率係數 (Coefficient Ef-

Total rainfall and duration of Top 10 typhoon
events

ficiency, CE) 以及尖峰流量值抵達時間差 (ETp) 進行評估

20世紀末

109

平均流量
(m3/s)
5,997.5

最大流量
(m3/s)
15,876.8

61

11,634.4

26,919.5

73

7,634.9

20,500.2

(鄭士仁等，2011)。其中，均方根誤差分析 RMSE 及效率係數

排序

總雨量 (mm)

延時 (hr)

CE 計算如式 (3) 及式 (4)。RMSE 表示模擬值與實測值之間

TOP1

1158.22

的誤差大小，誤差值越小代表模式越佳，CE 值之計算方式與

TOP2

1131.40

線性回歸分析之相關係數類似，趨近於 1 時，表示模擬結果與

TOP3

915.24

實際資料愈密合，精確度越高，ETp 為推估之尖峰流量與觀測

TOP4

896.60

115

4,595.2

9,537.6

TOP5

688.02

37

9,765.4

25,214.5

TOP6

587.67

73

3,868.5

7,213.5

TOP7

580.99

25

9,533.9

23,116.4

TOP8

573.94

67

4,045.2

8,071.8

值發生的時間差，以小時為單位。
∑

RMSE
CE

1

∑

(3)
(4)

∑

式中，T 為演算時間、
量、

/

為不同時間之模擬評估流

為不同時間之水文測站流量、

不同時間

TOP9

569.95

25

10,169.5

22,844.8

TOP10

500.02

37

5,736.3

11,666.4

17,096.2

平均延時 (hr)

62.2
最大流量
(m3/s)
13,874.0
26,714.7

平均最大流量 (m3/s)

21世紀末

之水文測站流量平均值。
首先，從各事件之總降雨量及延時得知 (表 3)，20 世紀

排序

總雨量 (mm)

延時 (hr)

末及 21 世紀末的 TOP1 事件延時較長，均超過 100 小時，顯

TOP1

1256.71

115

平均流量
(m3/s)
5,379.1

示這兩場事件為長延時且累積雨量較高事件，21 世紀末的

TOP2

1217.55

49

14,419.0

TOP2 和 TOP3 事件的延時相當短，分別只有 49 和 37 小時，

TOP3

1151.39

37

14,583.4

29,359.7

TOP4

849.03

121

4,640.8

13,178.5

但累積雨量仍超過 1000 mm，主要原因是該兩場事件的部分

TOP5

782.61

31

10,991.2

27,418.8

時段降雨強度較大所致。因此假設在實際狀況下，土石流仍可

TOP6

750.80

37

8,671.0

15,535.3

能由此類強降雨誘發，實際的堆積情形，透過模擬結果來判斷

TOP7

677.09

25

9,957.7

22,339.1

(科技部， 2015)。

TOP8

629.76

49

6,085.6

10,124.8

TOP9

609.19

49

5,273.3

12,943.6

TOP10

523.77

31

7,019.0

21,808.7

19,329.0

平均延時 (hr)

54.4

以桶頭 (2) 之實測流量與模式模擬流量相比，進行模式
檢定與驗證，由於桶頭站之水文測站缺乏 2004 年敏督利颱風

平均最大流量 (m3/s)

期間流量觀測值，因此改以 2008 年 0610 豪雨事件流量資料
作為校驗資料，結果如表 4 所示。表 4 所示模式對於 0602 豪

表 4 Hec-HEM 校驗結果

雨以及辛樂克颱風皆有較佳的評估結果，莫拉克颱風事件之尖

Table 4

Hec-HMS calibration results

峰流量到達時間差較小，但其效率係數以及 RMSE 值均較低，
主要原因可能為莫拉克颱風雨型非單峰降雨，降雨峰值出現時
間較晚，降雨峰值之前段雨量亦較大，造成流量迅速增加與實
測值差距較大所致。模式經校驗確定參數後，將 20 世紀末以

2008年0602豪雨

RMSE
(m3/s)
34.65

效率係數
(CE)
0.810

尖峰流量值
抵達時間差 (ETp)
3

2008年辛樂克颱風

187.803

0.817

0

2009年莫拉克颱風

838.596

0.315

0

颱風豪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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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10 公尺相近。各潛勢溪流所在的子集水區來看，清水溪

匯整各潛勢溪流整體的平均堆積面積與體積等資料 (圖

集水區內造成最大土砂量為上游的嘉縣 DF008 以及嘉縣

3)。結果顯示，多數潛勢溪流之堆積面積與該潛勢溪流的集水

DF040，從現地勘查發現，此兩條潛勢溪流的區域內仍有相當

面積有顯著正向關係，堆積面積以溢流點以下範圍為主，平均

多量的土石料源分布於溪谷之中，河岸上游和兩側仍可見到許

堆積面積為 50 公頃，其中以陳有蘭溪的潛勢溪流之平均堆積

多裸露地分布，特別是嘉縣 DF008，過往土石流發生頻率相當

面積最大、濁水溪主流最小。比較各集水區在 20 世紀末以及

高，多次阻斷或掏空道路邊坡，根據模擬結果，該潛勢溪流之

21 世紀最嚴重三場事件的堆積結果 (圖 3 及圖 4)，其中以 21

土石流，有相當大的可能性將會影響來吉村聚落、或鄰近位於

世紀末的 TOP1 事件中，各集水區的平均堆積面積的差距最大，

阿里山溪沿岸之太和村聚落。並且，在溪流交匯處，土石料源

主要原因是降雨集中在陳有蘭溪集水區，且集水區之大部分潛

的堆積和持續的災害是這兩條潛勢溪流主要土砂來源。其他的

勢溪流造成的堆積面積偏高所致。平均堆積深度依照潛勢溪流

潛勢溪流引發的土砂衝擊均較小，可能是潛勢溪流的集水面積

所在位置有很大的差異，其中，濁水溪主流之潛勢溪流的平均

較小所導致。陳有蘭溪集水區之潛勢溪流相當多，各潛勢溪流

深度較小，約在 1-2 公尺左右、其次為清水溪集水區，但不同

造成的衝擊規模不一，從位置發現，位於較為上游的潛勢溪流

潛勢溪流平均堆積深度相差相當大，平均深度最大的是陳有蘭

所造成的土石規模較大，位於中游的郡坑、豐丘等地之潛勢溪

溪集水區，大部分之平均深度均在 4 公尺以上，其中分布位於

流的規模均較小，由於這些地區原有之扇狀地較為發達，因此

陳有蘭溪上游之潛勢溪流，如投縣 DF196、投縣 DF199、以及

土石流發生後，大部分土砂將直接衝擊扇狀地上之建物或交通

投縣 DF200 等，平均深度皆在 8 公尺以上，顯示在極端降雨

設施，土砂量進入主河道的比例較低。陳有蘭溪較上游之同富

的影響之下，土石流將產生較大的土石量，並堆積在下游的堆

及神木地區，因潛勢溪流較為集中，造成的土砂量也較大，因

積區域之中。另外，模擬之最大深度發生在嘉縣 DF008，平均

此可預測在該區域所造成的土砂災害將可能會有複合性災害

深度達到 20 公尺，顯示在這些事件當中，土石流發生造成的

的產生。另外，此區域中許多潛勢溪流將在同一河段匯入主流，

危害對於上游集水區，除了土石流的直接危害之外，土砂大量

對於土砂衝擊的推估，陳有蘭溪上游應為衝擊最大之區域。最

的堆積或是運移可能造成進一步的危害。大部份的潛勢溪流，

後，對於主流的土砂災害衝擊，此區域所產生的土石流之平均

造成之影響深度範圍均大於 5 公尺，與現地調查所觀察到野溪

深度均在 5 公尺以下，並且土石堆積的面積和體積均相當小，

流路兩岸，過去土石流災害事件造成的土石沖蝕深度痕跡，約

顯示在主流沿岸的土石流所造成的衝擊程度較小。

圖 3 21 世紀末與 20 世紀末土石流平均堆積面積與土砂量
Fig.3 The average accumulation depth and sediment volume of each potential torrents for the periods of the end of
20th and 21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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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 世紀末與 21 世紀末各場事件土石流平均堆積深度
Fig.4 The average accumulation depth of each potential torrents for three top events in the end of 20th and 21th
century

五、討論與分析

大。平均堆積深度在 5 公尺以下之潛勢溪流，在 20 世紀和 21
世紀的土砂量變化方面，兩者差距不大，可能原因是集水面積

從單一一場颱風事件探討土石流的發生和堆積，透過土石

較小，較難對流量的發生和變化產生影響。相對之平均堆積深

堆積的面積、深度、以及總土方量，繪製單一極端事件的土石

度大於 5 公尺的潛勢溪流，在延時較大之世紀末 TOP1 事件的

流土砂衝擊圖，以圖 5 為例。21 世紀末總降雨量最大事件

堆積深度較大，20 世紀末及 21 世紀末的差異也比較大，但與

(TOP1) 之模擬結果，根據每條潛勢溪流發生的平均堆積深度

平均堆積深度大於 10 公尺之潛勢溪流沒有太大差異。顯示總

以及面積，各分 5 等級進行評分，再分別將深度與面積之評分

雨量和延時對土石流潛勢溪流的影響範圍影響，因土石流之堆

結果相加後繪製，紅色區域代表衝擊越高，綠色區域顯示衝擊

積深度不同而有所差異。

越低。結果顯示土砂衝擊最大的地方為陳有蘭溪的同富及神木
地區，其次是陳有蘭溪的豐丘、郡坑地區、以及清水溪的中上
游區域，較集中在集水區的中上游區域 (圖 5)。另一方面，由
不同事件之比較，探討同一區域內之土石流衝擊，來進一步了
解 20 世紀末至 21 世紀末的趨勢變化。比較進行土石流模擬
之 21 世紀末以及 20 世紀末最嚴重前三場事件結果，將每條
潛勢溪流在該事件之土砂總量作為資料列，繪製盒鬚圖，並比
較該場事件的平均降雨強度。圖 6 顯示 21 世紀末以及 20 世
紀末之總降雨量最大之三場事件下，所有潛勢溪流產生土砂量
的平均堆積深度。從盒鬚圖之 Q1 值、平均值、以及 Q3 值的
大小來看，降雨事件的平均強度較大，則該場事件的平均深度
會有微幅上升，但幅度不大。從整體土砂量的差異來看，每一
場事件的整體土砂量的差異不大，六場事件之中，僅有 20 世
紀末的 TOP3 事件雨量偏小，為 915.24 mm，其餘事件之總降
雨量均大於 1000 mm；從延時來看，以 21 世紀末的 TOP3 及

圖 5 21 世紀末 FTOP1 事件之土石流衝擊分級圖

TOP2 延時較短，為 37 和 49 小時，結果顯示事件的總雨量與

Fig.5 Debris flow impact map of the Top1 event in the
end of 21th century

延時的長度對於土砂量的大小有影響，但由平均總降雨量較看
不出對土砂量的影響程度。從同一時期的事件比較，21 世紀
末之三場事件之中，TOP3 事件造成較大土砂量，主要原因是
該場事件的延時較短。另外由圖 4 來看，土石堆積深度和集水
區面積相關性不高，土石流堆積面積與集水區面積之相關性較

比較 20 世紀末以及 21 世紀末等兩段時間的整體趨勢差
異 (圖 7)，建議需從多場事件的平均後的結果來討論，由於每
一場颱風事件均為模式根據大氣狀況所模擬得到的事件，單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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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探討較不具有實際意義，但從不同時期的平均值，可了

世紀末總降雨量較大的狀況下，土砂衝擊增加較大的區域集中

解到不同時期之間受降雨影響的變化情形，因此計算 20 世紀

在陳有蘭溪的郡坑、十八重溪、以及同富地區，其次是陳有蘭

末和 21 世紀末每一場事件，潛勢溪流的平均生產土砂量，再

溪的神木地區、以及清水溪的上游區域。從不同子集水區來看，

平均計算三場事件的平均值，以反映該時期土石流之平均土砂

清水溪大部分之潛勢溪流之衝擊將減少，僅有少數些微增加、

生產量與衝擊程度。首先，將土石流堆積的面積、深度、以及

但陳有蘭溪之主要區域衝擊均有增加的趨勢，並且大部分現狀

總土方量，以 21 世紀末結果與 20 世紀末結果之差進行繪製，

為高潛勢之潛勢溪流，顯示此區域的潛勢溪流較易被觸發，且

根據每條潛勢溪流之堆積面積差值分為 7 等級，其中差值為正

在未來降雨的狀況下，土石流造成的規模將有增加的趨勢，因

值者代表衝擊增加、差值為負值者代表衝擊減少，繪製範圍以

此需在事前有相關的調適策略規劃作為因應。

每條小集水區的集水區範圍，如圖 6 所示。從結果可知，在 21

堆積平均深度 (m)

平均降雨強度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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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濁水溪流域 20 世紀末和 21 世紀末平均堆積深度與平均降雨強度
Fig.6 Average debris flow accumulation depth and average rainfall intensity data of periods in the end of 20th and 21th
century of Zousui river basin

圖 7 21 世紀末和 20 世紀末之衝擊變化趨勢
Fig.7 Debris flow potential map of the Top1 event in the end of 21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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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21 世紀末之潛勢溪流平均生產土砂量為 24.9
萬立方公尺、20 世紀末之平均土砂量為 22.1 萬立方公尺，有
增加的趨勢，幅度約為 11%，顯示 21 世紀末的土石流發生，
平均將增加 11%的土砂量。統計所有潛勢溪流之總累積堆積
面積，21 世紀末增加之堆積面積約 4 百萬平方公尺，但相對
累積增加的土砂量僅有 69 萬立方公尺，顯示在氣候變遷的影

(Central Geological Survey (2012). 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for the upstream watershed of
flood-prone area, Project Report, Central Geological Survey,
Taiwan. (in Chinese))
[2] 中央地質調查所 (2013)，「易淹水地區上游集水區地質調
查及資料庫建置」，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Central Ge-

淹沒面積和體積均為減少，顯示位於主流區域的土石流衝擊較

ological Survey (2012). 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and database establishment for the upstream
watershed of flood-prone area, Project Report, Central Geological Survey, Taiwan. (in Chinese))
[3]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2011)，「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

為減緩；但另一方面，大幅增加則發生在陳有蘭溪子集水區，

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Ministry of Science and

該集水區原本是土石流較為密集之處，顯示在未來的情境下，

略。最後，清水溪子集水區中，平均土砂量增加和減少的潛勢

Technology department (2011). Climate change in Taiwan:
Scientific report 2011,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in Chinese))
[4] 吳亭燁、張駿暉、劉哲欣、施虹如、張志新 (2016)，「極

溪流約略各半，但整體累積量為減少。表示在未來的趨勢下，

端降雨引致坡地災害對新店溪流域之衝擊與影響」，災害

僅需強化特定潛勢溪流的土石流災害防治策略。就整體而言，

防救科技與管理，5(2)，19-39。(Wu. T., Chang, J.H., Liu,

響下，從 20 世紀末到 21 世紀末之土石流災害衝擊將更嚴重，
遭受土石流淹沒的區域面積將會增加，但平均深度增加不超過
一公尺。分別從子集水區來看，在濁水溪主流的區域的土石流

土石流所增加的衝擊仍可能帶來相當大的威脅，必須針對潛勢
溪流較為集中之處，提早考量當衝擊將有增加情形時的調適策

土石流潛勢雖然將會增加，但多增加於陳有蘭溪子集水區，濁
水溪主流沿岸的潛勢溪流較無增加的潛勢，清水溪流域之土石
流潛勢則是部分將增加、部分將發生減少。

六、結

論

本研究根據氣候變遷模式所產製的氣象資料，模擬長期氣
候影響變動之下，因降雨型態改變所造成土石流的衝擊變化趨
勢。根據模擬結果推估量化土石流的衝擊，主要結論如下：
1. 為了解降雨事件的特性對土石流衝擊的影響，使用降雨逕

C.H., Shih, H.J., and Chang, C.H. (2016). “Sediment disaster
impact and effect assessment induced by extreme rainfall in
Xin-Dian river basin.” Journal of disaster management, 5(2),
19-39. (in Chinese))
[5] 吳政貞 (2003)，「土石流流況數值分析-以溪頭為例」，
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Wu, C.C. (2003).
Scenario simulation of debris flow: examples from Shi-tou,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ROC.
(in Chinese))
[6] 洪曜明、呂鴻廷、洪祈存、傅桂霖、郭炳榮、董至睿 (2011)，
「上游河道泥沙清疏量體預測模式建立之研究」，水保技

流模式計算流域內各子集水區的流量變化，再以該流量推

術，6(2)，110-117。(Hong, Y.M., Lyu, H.T., Hong, Q.C., Fu,

估土石流之可能流量，作為主要土石流發生的依據。結果發

G.L., Gue, B.R., and Dong, Z.R. (2011). “The potential volume estimation of sediment deposit for upstream channel.”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technology, 6(2), 110117. (in Chinese))
[7] 林昭遠、林鶴儒、劉昌文 (2004)，「陳有蘭溪集水區降雨

現，降雨特性可反應於土石流流動過程中的大小，其中，由
於 21 世紀末之降雨延時較短且降雨量較大，流域之流量亦
有短時間內快速增加的趨勢。
2. 模擬結果發現，20 世紀末以及 21 世紀末因極端降雨所發
生之土石流，整體土砂量的變化為增加的趨勢，顯示流域整
體土砂量將受到時降雨增加而增加，幅度約為 11%。從各
子集水區來看衝擊趨勢變化，增加趨勢集中在歷史土砂災
害高潛勢區的陳有蘭溪子集水區，其餘之清水溪子集水區
以及主流均為減少，顯示氣候變遷將因不同區域而有不同
程度的衝擊。

－逕流模式動態分析系統建置之研究」，水土保持學報，
36(3)，243-258。(Lin, C.Y., Lin, H.J., and Liou, C.W. (2004).
“Establishment of a dynamic analysis system for rainfall-runoff hydrograph analysis in Chenyoulan creek watershed.”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36(3), 243-258.(in
Chinese))
[8] 林美聆、陳天健、洪鳳儀、賴達倫、王國隆、簡文鏜、盧

3. 濁水溪流域的土石流潛勢溪流較為集中，在極端事件下的

彥旭、林俊佑、黃紀禎 (2000)，「陳有蘭溪流域土石流溪

土石流事件，除了要注意個別潛勢溪流所可能造成的衝擊

流潛勢分析與境況模擬方法—出水溪、豐丘及和社一號野

之外，同一區域但由不同潛勢溪流所匯入大量土砂，亦可能

溪」，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八十九年度成果報告。(Lin,

造成主流之泥沙濃度過高，並對中下游造成重大衝擊，從模

M.L., Chen, T.C., Hong, F.Y., Lai, D.L., Wang, K.L., Jian,
W.T., Lu, Y.S., Lin, J.Y., and Huang, J.T. (2000). Debris flow
torrent potential analysis and scenario simulation methods in
Chen-you-len stream: study cases of Chu-sui stream, FongChu stream, and He-she no.1 stream, Final report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 for Hazards Mitigation in
2000. (in Chinese))

擬結果亦可看出極端事件所造成的後續衝擊之趨勢。

參考文獻
[1] 中央地質調查所 (2012)，「易淹水地區上游集水區地質調
查成果應用研究計畫 (2/3)」，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中華水土保持學報，48(4), 2017

[9] 林銘郎 (2002)，「土石流災害之地質環境探討」，土石流
地質調查及防災對策研討會，台北。(Lin, M.L. (2002).
“Some effects of geological factor on the behavior of debris
flow in Taiwan.” Conference on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for debris flow, Taipei. (in Chinese))
[10] 林慶偉 (2003)，「崩塌對土石流發生條件之影響 (Ｉ)」，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 (計畫編號：NSC92-2625-Z006-016)。
(Lin, C.W. (2003). The influence of landslides to the initiation
of debris flow (I), The research project of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No. NSC92-2625-Z006-016. (in Chinese))
[11] 范正成、童慶斌 (2011)，「氣候變遷對高屏溪流域坡地災
害發生潛勢之影響評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Fan, J.C., and Tong, Q.B. (2011).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Potential of the slopeland disaster in the Basin of
Kaoping Stream,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in Chinese))
[12] 范正成、楊智翔、張世駿、黃效禹、郭家峻 (2013)，「氣
候變遷對高屏溪流域崩塌潛勢之影響評估」，中華水土保
持學報，44(4)，335-350。(Fan, J.C., Yang, C.H., Chang, S.C.,
Huang, H.Y., and Guo, J.J. (2013).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potential of the landslide in the basin of Kaoping
stream.” Journal of Chines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44(4), 335-350.)
[13] 科技部 (2013)，
「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建置 (1/3)
年度成果報告書」
，計畫編號：MOST102-2621-M-492-001。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for disaster reduction.
(2013). Taiwan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 & information
platform. (in Chinese))
[14] 科技部 (2014)，
「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建置 (2/3)
年度成果報告書」
，計畫編號：MOST103-2621-M-865-001。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for disaster reduction.
(2014). Taiwan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 & information
platform. (in Chinese))
[15] 科技部 (2015)，「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建置(3/3)
年度成果報告書」
，計畫編號：MOST104-2621-M-865-001。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for disaster reduction.
(2015). Taiwan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 & information
platform. (in Chinese))
[16] 陳文福、李毅宏、吳輝龍 (2005)，「結合地文與將與條件
以判定土石流發生之研究—以陳有蘭溪集水區為例」，台
灣地理資訊學刊，2，27-44。(Chen, W.F., Li, Y.H., and Wu,
H.L. (2005). “Study of judging debris flow occurrence by
combing the physiographical factors and rainfall conditionChen-yu-lan stream.” Journal of Taiwa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2, 27-44. (in Chinese))
[17] 陳正達、朱容練、許晃雄、盧孟明、隋中興、周佳、翁叔

173

over Taiwan using statistical downscaling scheme.” Atmospheric Sciences, 42(3), 207-252. (in Chinese))
[18] 陳宏宇 (2000)，
「台灣山崩之工程地質特性」
，地工技術，
79，59-70。(Chen, H. (2000). “Engineering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 landslides.” Sino-Geotechinics, 79, 5970. (in Chinese))
[19] 陳宏宇 (2001)，「東埔蚋溪及出水溪之土石流的地質特
性」
，中華水土保持學報，32(4)，289-296。(Chen, H. (2001).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ebris flow disasters in
Tonpuze river and Chushui river.” Journal of Chines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32(4), 289-296. (in Chinese))
[20] 陳振宇、藤田正治、堤大三 (2014)，「基岩位置及土層特
性對降雨逕流與大規模崩塌之影響」
，中華水土保持學報，
45(4)，243-256。(Chen, C.Y., Fujita, M., and Tsutsumi, D.
(2014). “The influence of bedrock location and soil characteristics on rainfall-runoff and large-scale landslides.” Journal of
Chines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45(4), 243-256. (in Chinese))
[21] 陳韻如、林修立、陳正達、陳永明 (2016)，「氣候變遷下
不同暖化情境差異比較」
，災害防救電子報，132 期。(Chao,
Y.J., Lin, S.L., Chen, T.D., and Chen, Y.M. (2016).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debris flow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heological parameters. Newsletter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13. (in Chinese))
[22] 張德馨、蔡西銘、鄭力嘉 (2009)，「地理資訊系統應用於
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農業工程學報，55(4)，35-46。
(Chang, T.H., Tsai, S.M., and Cheng, L.C. (2009). “Analysis
of rainfall-runoff of Shih-men watershed by u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Journal of Taiwan agriculture engineering, 55(4), 35-46.
[23] 趙啟宏 (2004)，「土石流之數值模擬及流變參數特性之參
考」，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Chao,
C.H. (2004).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debris flow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heological parameters,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ROC. (in Chinese))
[24] 彭繼賢 (2007)，「應用 FLO-2D 於臺灣中部地區土石流
流況分析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Peng, C.H. (2007). Debris flow simulation of
central Taiwan area using Flo-2D,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ROC. (in Chinese))
[25] 成功大學(2001)，「流域土砂管理模式之研究 (2/3)」，經
濟 部 水 利 署 委 託 報 告 ， MOEA/WRB/ST-900009V2 。

平、陳昭銘、林傳堯、鄭兆尊、吳宜昭、卓盈旻、陳重功、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2001). “Study on the watershed models of sedimentary management (2/3).” Report of
Water Resource Agency, MOEA/WRB/ST-900009V2 (in
Chinese))
[26] 鄭兆尊、林宜穎、陳淡容 (2016)，「臺灣地區氣候變遷推

張雅茹、林士堯 、林修立、童裕翔、楊承道 (2014)，「台

估－多組 MRI-AGCM 氣候推估的動力降尺度」，國家災

灣氣候變遷推估研究」，大氣科學，42(3)，207-252。(Chen,

害防救科技中心技術報告，NCDR 105-T29。(Cheng, C.T.,

C.T., Chu, J.L., Hsu, H.H., Lu, M.M., Sui, C.H., Chou, C.,
Weng, S.P., Chen, J.M., Lin, C.Y., Cheng, C.T., Wu, Y.C.,
Cho, Y.M., Chen, J.G., Chang, Y.J., Lin, S.Y., Lin, S.L., Tung,
Y.S., and Yang, C.D. (2014). “Projection of climate change

Lin, Y.Y., and Chen, D.R. (2016). “Assessment of The
Change of Typhoon Rainfall Event Characteristics Using Dynamic Downscaling Data Under a Climate Change Scenario.”
NCDR technology report, NCDR 105-T29. (in Chinese))

174

吳亭燁、李欣輯、陳永明：氣候變遷資料應用於土石流衝擊與土方量之推估

[27] 蘇元風、劉俊志、鄭兆尊、鬼頭昭雄 (2014)，「以動力降
尺度資料評估氣候變遷下颱風降雨事件特性變異」，農業
工程學報，60(4)，48-60。(Su, Y.F., Liou, J.J., Cheng, C.T.,

[28]

[29]

[30]

[31]

[32]

and Kitoh, A. (2014). “Assessment of The Change of Typhoon Rainfall Event Characteristics Using Dynamic
Downscaling Data Under a Climate Change Scenario.” Journal of Taiwan agriculture engineering, 60(4), 48-60. (in Chinese))
Armento, M.C., Genevois, R., and Tecca, P.R. (2008). “Comparison of numerical models of two debris flow in the Cortina
d’Ampezzo area, Dolomites, Italy.” Landslides, 5, 143-150.
Chen, C.Y., Chen, T.C., Yu, F.C., and Lin, S.C. (2005).
“Analysis of time-varying rainfall induced landslide.” Environmental Geology, 48(4-5), 466-479.
Charlie, M., Geertsema, M., Mortara, G., and Clague, J.J.
(2011).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debris flow occurrence
in the cordillera of wester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Alps.”
Italian journal of engineering geology and environment, 4552.
Cheng, J.D., Huang, Y.C., Wu, H.L., Yeh, J.L., and Chang,
C.H. (2005). “Hydrometeorological and land use attributes of
debris flows and debris floods during Typhoon Toraji, July
29–30, 2001 in Central Taiwan.” Journal of Hydrology, 306,
161–173. Doi: 10.1016/j.jhydrol.2004.09.007
Hsu, S.M., Chiou, L.B., Lin, G.F., Chao, C.H., Wen, H.Y.,
and Ku, C.Y. (2010). “Application of simulation technique on

[33]

[34]
[35]

[36]
[37]

[38]

debris-flow hazard zone delineation: a case study in Hualien
County, Taiwan.” Nat. Hazards Earth Syst. Sci., 10, 535-545.
Groisman, P.Y., Knight, R.W., Easterling D.R., Karl, T.R.,
Hegerl, G.C., and Razuvaev, V.N. (2004). “Trends in intense
precipitation in the climate record.” Jouranl of climate, 18,
1326-1350.
Iverson, R.M. (2000), “Landslide triggering by rain infiltration.”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36(7), 1897-1910.
Liu, C.N., and Wu, C.C. (2008). “Mapping susceptibility of
rainfall –triggered shallow landslides using a probabilistic approach.” Environmental Geology, 55(4), 907-915.
O’Brien, J.S. (2006). “FLO-2D Users Manual”.
Stoffel, M., Mendlik, T., Schneuwly-Bollschweiler, M., and
Gobiet, A. (2013), “Possibl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debris-flow activity in the Swiss Alps.” Climate change, 122 (1):
141-155.
Wu, C.H., Chen, S.C., and Chou, H.T. (2011). “Geomorphologic characteristics of catastrophic landslides during typhoon
Morakot in the Kaoping Watershed, Taiwan.” Engineering
Geology, 123, 13-21.

2017 年 01 月 18 日

收稿

2017 年 05 月 04 日

修正

2017 年 09 月 28 日

接受

(本文開放討論至 2018 年 03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