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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大忠村一號崩塌地之土砂災害風險評估與調適策略
蕭震洋[1*] 林伯勳[1]
摘

要

賴承農[1] 吳佳威[2] 白朝金[2] 吳俊毅[3]

馮正一[3]

大規模崩塌之重力土砂堆積，恐引發土石流或堰塞湖等複合型災害，倘若影響範圍內有重要建物，

或惟一聯外道路或橋梁等交通設施，則可能造成重大災害事件或造成孤島。本文假設不同發生情境，對宜蘭
縣大忠村一號崩塌地進行風險等級評估，並提出能降低災害發生可能性、縮減影響範圍及增加疏散避難時間
之工程調適策略，且以長期監測成果提出注意、警戒及疏散等監測管理值。最後，重新評估疏散避難處所需
求性及提出建議地點。

關鍵字：大規模崩塌、風險評估、調適策略

Risk Assessment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for Dazhong Village
Landslide No.1 in Yilan County, Taiwan
Cheng-Yang Hsiao[1*] Bor-Shiun Lin[1] Cheng-Nung Lai[1] Chia-Wei Wu[2]
Chao-Chin Pai[2] Chun-Yi Wu[3] Zheng-Yi Feng[3]
ABSTRACT Excess sediment yield during landslide events and annually has led to an increase in landslides, debris
flows, and barrier lake disasters. Therefore, economic losses caused by sediment-related disasters damaging houses,
schools, hospitals, roads,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have increased considerably. This study used Dazhong Village Landslide No.1 in Yilan County, Taiwan, as an example of a large-scale landslide area to develop risk assessment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for 50-year and 200-year return period rainfall conditions. This information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local and national decision-making for emergency and evacuation planning in future landslide events.
Keywords: Large-scale landslide, risk assessment, adaptation strategy

一、前

言

自莫拉克颱風發生小林村滅村事件後，大規模崩塌議題及
相關學術研究即蔚為各界矚目的焦點。大規模崩塌量化定義泛

害之影響範圍。接著，以影響範圍內建物、交通設施、現地整
治成效、監測機制、居民防災意識及村里自主防災能力評估脆
弱度。最後，由災害發生潛勢及脆弱度所組成風險矩陣，評估
各類型災害風險等級，研提適當調適策略規劃。

指崩塌面積超過 10 公頃或土方量達 10 萬立方公尺或崩塌深
度在 10 公尺以上 (林錫宏等人，2015)。如此巨大的土石塊體，

二、研究區域

瞬間宣洩而下，若鄰近保全對象，勢必造成重大的災情，其影
響範圍大、牽涉機關層面廣，預防性處理方式立即需要面對。

本研究區域屬於水土保持局已知 153 處潛在大規模崩塌

本文以北臺灣著名觀光景點宜蘭縣五峰旗風景區唯一聯

(水保局，2017b)，位於宜蘭縣五峰旗集水區東側之大忠村一號

外道路上之大忠村一號崩塌地為例，參考水土保持局於 2015

崩塌地，其於 1999 年九二一大地震後，又經歷數次颱風侵襲，

年至 2017 年間提出之大規模崩塌地區防災監測作業手冊 (草

且於 2000 年底開始明顯的往東南向滑動，導致位於東南側坡

案)(水保局，2015)、大規模崩塌區影響範圍劃設作業手冊 (草

腳之民宅結構體破壞不堪居住，且擠壓通往五峰旗瀑布之宜 2

案)(水保局，2016) 及大規模土砂災害集水區調適規劃作業手

線路側邊溝而有明顯外觀損壞。除下緣緊接五峰旗風景區唯一

a)，進行大規模崩塌之土砂災害風險評

冊 (草案)(水保局，2017

聯外道路宜 2 線外，道路對側為著名飯店及大忠村五峰路等多

估及調適策略規劃。首先，以現地踏勘配合遙測影像評估大規

戶民宅 (如圖 1)。

模崩塌發生可能性；然後，參考該處崩塌現場鑽孔報告，用以

為確保用路人安全及風景區遊客遊憩品質，宜蘭縣府自

判釋滑動方向及深度，估算潛在崩塌體積及重力堆積影響範圍，

2001 年起，即持續辦理地質調查及監測相關儀器布設、紀錄

據以評估土石流及堰塞湖等衍生災害之可能性，再劃設衍生災

分析及治理計畫辦理工作，地層岩性主要為漸新世四稜砂岩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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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崩塌地皆屬朝東南向之順向坡，現有 12 孔岩芯資料 (如圖
2) 及傾斜管等位移監測，由地表淺至深主要可分為崩積土層、
風化岩層及基盤岩層等三種岩層；水保局臺北分局 (2017) 曾
以基盤岩層為淺層及深層滑動的分界，故本文以位於坡腹的
D4 鑽孔資料及傾斜管長期監測成果為滑動深度參考基準，深
度小於 11 m 屬於淺層滑動，大於 11 m 屬於深層滑動，而最
大滑動深度可達 34 m(宜蘭縣政府，2017)。

圖 2 質鑽孔分布圖
Fig.2 eological drilling at Dazhong Village landslide No.1

三、大規模土砂災害風險分析
水保局臺北分局於 2017 年提出大規模土砂災害風險分析
圖 1 忠村一號崩塌地鄰近保全對象分佈情形
Fig.1 rotected targets nearby Dazhong Village landslide
No.1

流程 (水保局臺北分局，2017a)；首先，評估不同災害類型之
影響範圍，接著，評估不同災害之發生潛勢及對應影響範圍內
之脆弱度，最後，以災害發生潛勢及脆弱度所構成之風險分布
矩陣對前述可能發生災害進行風險評估分類 (如圖 3)。依序說
明如後。

圖 3 規模土砂災害風險分析流程圖
Fig.3 The flow chart of large-scale sediment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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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 (km2)。

1. 影響範圍評估

log L

崩塌土體沿坡面進入緩坡或平坦地後，即為重力堆積影響

0.42

log V

0.935

tan

(式 4)

範圍，若影響範圍會落入河道且有土石流或堰塞湖等衍生災害

式中，L 為土石流堆積扇長度 (m)；θd 為堆積扇之坡度

之形成可能性，則應評估其對應影響範圍。重力堆積、土石流

(度)；V 為土砂流出體積 (m3)。

及堰塞湖影響範圍評估方式如式 1 至式 6(水保局，2016；2017a)，

(3) 堰塞湖影響範圍評估
若崩塌土體可抵達溪谷對岸 (如圖 5，計算如式 5)

其評估過程依序說明如後。

且土體堆積高度大於溪谷水深 (如式 6)，則構成堰塞湖

(1) 重力堆積影響範圍評估
崩塌土體沿坡面進入緩坡或平坦地者，其影響範圍

形成條件。堰塞湖影響範圍共有天然壩堆積、上游迴水

劃設方法以可能滑動距離及可能堆積寬度 (如圖 4) 為

及潰壩後影響等三個範圍疊合。天然壩之堆積範圍可由

主。可能滑動距離 (LRunout) 之推估方式如式 1。可能堆

壩體堆積範圍進行評估，通常以重力堆積高於溪谷水深

積寬度 (WMax) 一般採用崩塌地寬度的 1.5 到 2 倍估算

作為最小堆積壩高 (HD) 及堆積上游端起點，進而可計

(如式 2)，因影響範圍就是警戒範圍；為求保守估計，本

算上游迴水範圍，HD 計算可參考水保局 (2017a)。另，

文採用 2 倍之崩塌地寬度評估其影響範圍。

潰壩影響範圍需要先評估潰壩可能性後，接著，以數值

.

.

模擬方法或透過流量換算流深再利用平均斷面法估算

(式 1)

下游影響範圍。

式中，H 為坡頂高程差 (m)；V 為崩塌體積 (m3)。
1.5~2

LRunout 

(式 2)

式中，WMax 為最大堆積寬度 (m)；WL 為崩塌地寬度 (m)。

H
10

0.624  0.157 log V

 LL  B

(式 5)

式中，LRunout 為可能滑動距離 (m)；H 為坡頂高程差 (m)；
V 為崩塌體積 (m3)；LL 為坡面投影長度 (m)；B 為溪谷
寬度 (m)。
HD  hw

(式 6)

式中，hw 為溪谷水深 (m)，HD 為堰塞湖天然壩最小堆
積高度 (m)。

(a) 崩塌可能滑動距離
f

HL

s

LL

B
L

資料來源：摘自水保局(2016)

圖 5 崩塌土體抵達溪谷對岸評估示意圖 (水保局，2016)
Fig.5 Sketch of mass of landslide across river (SWCB,
2016)

(b) 崩塌可能堆積寬度

圖 4 崩塌可能滑動距離及堆積寬度示意圖 (水保局，2016)
Fig.4 Sketch of landslide expected distance of sliding and
stacking width (SWCB, 2016)

3. 災害發生潛勢評估
本文所謂災害發生潛勢，意即災害發生的可能性，因重力
堆積及堰塞湖災害發生潛勢主要受制於崩塌發生潛勢，故本文

(2) 土石流影響範圍評估
若溪谷坡度 10 度以上，且集水面積大於 3 公頃，

直接採用崩塌發生潛勢作為重力堆積及堰塞湖災害發生潛勢。

則滿足土石流形成條件。雖重力堆積已有評估土石流之

另依據水保局 (2013) 土石流潛勢溪流劃設作業手冊進行評

土砂材料量體，但考量土石流尚需水及坡度等條件，故

估。

土石流影響範圍劃設方法採用與水保局 (2013) 現行方

(1) 重力堆積及堰塞湖發生潛勢評估

式，以式 (3) 及式 (4) 經驗式分別估算集水區土砂流出

一般情形及極端事件之崩塌發生潛勢依序分別採

量及土石流堆積扇長度，再考量現場地形及毗鄰建築物

用 50 年重現期距崩塌潛勢等級及大規模崩塌發生潛勢。

而編修堆積扇角度及其影響範圍。

同時，因採用 50 年重現期距屬於高潛勢區域作為一般

V

70992

.

式中，V 為集水區最大土砂流出體積

(式 3)

情形之崩塌區，故可直接認定一般情形之崩塌潛勢屬於

(m3)；AW 為集水區

高。此外，水保局 (2017a) 以地形變化、地質、地質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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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變形機制及斜面狀況等五個因子評估大規模崩塌發

(2) 土石流發生潛勢評估

生潛勢，並將大規模崩塌發生潛勢稱為發生度且分成四

水保局 (2013) 土石流潛勢溪流劃設作業手冊以崩

級，此發生度採專家法分類歸納，係屬相對性比較，並

塌規模、坡度、堆積土石、岩性及植生等五個因子評估

不具有任何機率或發生程度的量化意義，最後利用查表

坑溝野溪集水區之土石流發生潛勢 (如表 2)，發生潛勢

方式評估 (如表 1)，同時，發生潛勢對應發生度等級分

以評分結果分為三級，低潛勢為 46 分以下，中潛勢為

類為高 (IV)、中 (III)、低 (II)、非常低 (I) 四個等級。

46~62 分，高潛勢為 62 分以上。故土石流災害較重力堆
積及堰塞湖，缺少一級發生潛勢，意即土石流發生潛勢
從低開始起算。

表 1 大規模崩塌發生度分級表 (修改自千木良雅弘 (2015)；水保局，2017a)
Table 1

Rating table of large-scale landslide possibility of occurrence (modified from Chigira, 2015; SWCB, 2017a)

主要地形變化

不規則凹凸坡面
(Irregularly-shaped slope
surface)

兩側山稜對稱

地質

地質構造

變形機制

斷層、複雜地層

地層平行

滑動

多樣

不連續面坡度緩

側滑
(spreading)

斜面上部眉型小崖 斜面下部狀況
無 不連續 連續 未崩壞 崩壞
v
v
v
v
v
v
v
v
v

單面山稜

地層分布較為平行

不連續面坡度陡

大滑落崖或坡頂凹地

大滑落崖或坡頂凹地

地層分布較為平行

地層分布較為平行

地層構造平行，
但表面破碎

不連續面坡度陡

v
v

翻倒
(toppling)

翻倒
(toppling)

平行(Dip slope)~
不見光地層
(Underdip cataclinal)

挫曲
(buckling)

見光地層(overdip
cataclinal)

滑動

表 2 土石流潛勢溪流發生潛勢因子配分表 (水保局，2013)
Table 2

v
v
v
v

坡頂

partitioning table of debris flow factors (SWCB,
2013)

因子

分類
評分
明顯大面積崩塌（崩塌率≧5%）
25
崩塌規模
小規模崩塌（1%<崩塌率<5%）
15
（25）
無明顯崩塌（崩塌率≦1%）
5
上游區坡度大於 50 度
25
坡度因子
上游區坡度介於 30～50 度
15
（25）
上游區坡度小於 30 度
5
平均粒徑大於 30 cm
20
平均粒徑介於 8～30 cm
13
堆積土石
（20）
平均粒徑小於 8 cm
2
無明顯堆積材料
第一類（A、D、F 地質區）
15
岩性因子
第二類（C、E 地質區）
15
（15）＊註 1
第三類（B、G 地質區）
5
裸岩、落石堆積（無植被，或植被面積< 10%）
15
植被稀疏 (10% ≦ 植被面積 < 30%)
植生因子
（15）
植被中等稀疏 (：30% ≦ 植被面積 < 80%)
6
植被密集 (植被面積 ≧ 80%)
3
最高評分合計
100
註 1、A 為台東縱谷、東部海岸山脈，B 為片岩、片麻岩，C 為變質砂岩，D
為沉積岩，E 為紅土台地，F 為火成岩，G 為盆地與平原。

I
IV
II
II
III
IV
I

v
v
線狀凹地
(Linear depressions)

發生度分級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I
II
II
III
III
IV
II
IV
IV
II
II
III
II
IV
II
II
IV

4. 脆弱度評估
脆弱度則為災害發生時，造成影響範圍內之可能災損程度，
在相同條件下，已整治、未整治及整治設施的現況對抗災的能
力也有不同，故整治成效也可降低脆弱度，故脆弱度評估項目
應包含保全對象、現地整治成效評估、承受能力評估等 (如表
3 及表 4)。其中，承受能力僅與建築物內居民之可能傷亡程度
有關，而與交通設施無關，但整治設施可同時降低建築物及交
通設施之災損程度，故建物評分乘上承受能力權重後，才加上
交通設施評分，最後，再乘上現地整治成效權重。脆弱度評分
結果 0～100 分等間距分為高 (76~100)、中 (51~75)、低
(26~50)、非常低 (0~25) 脆弱度四個等級。

5.風險等級評估
災害發生潛勢及脆弱度可分別分類為高、中、低、非常低
等四個等級，再以風險矩陣來分類各災害風險，風險等級亦分
為高、中、低、非常低共四個等級 (如圖 6)，同時，評估風險
等級，主要是作為後續風險管理之參考依據，除用以訂定適當
調適策略，並可確定防災工作之輕重緩急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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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脆弱度評估項目與權重 (水保局，2017a)
Table 3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items and weights (SWCB, 2017a)
因子

分類

評分/權重

與防災措施相關之公共場所（學校、醫療設施及避難公共場所等）

65

5戶民宅以上

60

1戶至4戶間之民宅

30

建物（65）

無住戶

0

橋梁

35

道路

20

無

0

待改進或無整治設施

100%

尚可

80%

交通設施（35）
最高評分合計100
現地整治成效（100%）

重力堆積
承受能力（100%）
土石流或堰塞湖

良好或不需整治

60%

35以下 (未滿)

100%

35至60

80%

60以上 (超過)

60%

35以下 (未滿)

100%

35至60

70%

60以上 (超過)

40%

(建物 × 承受能力權重 + 交通設施)×現地整治成效權重

評分結果
備註：承受能力先用表 6 評分，重力堆積與土石流、堰塞湖之權重比例不同

表 4 承受能力之因子及評分 (水保局，2017a)
Table 4

Affordability assessment
(SWCB, 2017a)

因子
監測機制（30）

居民防災意識（40）

村里自主防災能力
（30）

脆弱度

高
中
低
非常低

items

and

scores

風險分析成果

分類
大規模崩塌地觀測站
雨量站
民眾自主觀測 (雨量筒)
無任何監測機制
今年有辦理疏散避難、防災演練、
自主防災社區等活動
距今3年內有辦理
距今3年以上有辦理
未曾辦理
影響範圍有防災專員
村里有防災專員
沒有防災專員
最高評分合計100

非常低
中
低
非常低
非常低

災害發生潛勢
低
中
中
高
中
中
低
低
非常低
低

評分
30
20
10
0

般情況及極端事件等兩種不同情境，並進而分別評估前述兩者

40

署之五峰雨量站計算平均年降雨量 (1977-2015) 為 2,793 mm

25
10
0
30
15
0

後，再推算不同雨量條件推估可能崩塌發生範圍，再以現地監

高
高
高
中
低

極端事件

200年

滑動
方向

主要崩塌材
料平均粒徑

2.24

淺層 (11 m) 東南向

<8 cm

6.14

深層 (34 m) 東南向

>30 cm

*假設崩塌條件：對應重現期距雨量之崩塌潛勢值>0.5

表 5)。
(1) 一般情況

歷年災害事件崩塌地潛勢圖，以重現期距 50 年雨量下，
大規模崩塌範圍內潛勢值大於 0.5 區域，作為一般情況
可能崩塌區 (如圖 8)，往順向坡東南向滑動，且以基盤
岩層深度 11 m 作為對應崩塌深度，故材料主要為岩塊

(2) 極端事件
本文極端事件採一般常以重現期距 200 年雨量條件作為

The worst and general case conditions of landslide disaster of Dazhong Village landslide No.1
崩塌深度
(m)

測成果作為崩塌深度、滑動方向及主要材料平均粒徑參考 (如

及紅棕色或黃棕色砂質粉土，平均粒徑小於 8 cm。

表 5 大忠村一號崩塌地之崩塌災害假設情境

崩塌範圍
面積 (ha)

可能引致的土砂災害風險。故先以鄰近研究區域之經濟部水利

一般水土保持防災工程以重現期距 50 年為設計標

Fig.6 Risk matrix Classification chart (SWCB, 2017a)

發生雨量
情境分類 條件 (重
建期距)
一般情況
50年

本節依據大規模土砂災害風險分析流程 (如圖 7)，假設一

準，故參考中央地質調查所 (2013) 完成產製全臺灣之

圖 6 風險矩陣分級圖 (水保局，2017a)

Table 5

四、大忠村一號崩塌地假設災害情境及

假設情境，同時，因重現期距 100 年之潛勢值於大於 0.5 範圍
涵蓋整個大規模崩塌，故假設極端事件發生時，大忠村一號崩
塌地全崩，往順向坡東南向滑動，且以位移深度最深 34 m 為
對應崩塌深度，故材料主要為破碎砂岩，平均粒徑大於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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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一般情況與極端事件兩種不同災害發生情境假設條件及分析流程圖
Fig.7 The flow chart of Landslide area under worst and general case conditions

能滑動距離介於 10~56 m 可能堆積寬度介於 22~844
m。另極端事件可能滑動距離及可能堆積寬度，分別
為 317 m 及 336 m。因此，不論一般情形或極端事件，
重力堆積皆會涵蓋東側坑溝野溪集水區，因集水區面
積為 55 公頃，且溪床坡度約為 16 度，故符合土石流
形成條件，同時，溢流點坡度約為 11.3 度；此外，坑
溝野溪溪床長度約 1,609 m、高差約 425 m，下游溪
谷寬約 3 m，並以護岸高 2.5 m 為溪谷水深。經分析，
一般情況及極端事件的崩塌土體滑動長度皆可達坑
溝野溪對岸且堆積高度皆高於水深，故皆符合堰塞湖
形成條件。本文以式 3 算土砂流出量為 49,298.15 立
方米，確實低於崩塌體積，符合流出量低於產出量之
物理特性，一般情況及極端事件之土石流堆積扇長度
皆為 409.5 m，溢流點位於狹窄溪谷，且下游處建物
樓高於 4 層樓，土石流影響範圍經人工編修如圖 11。
此外，因崩塌量體大 (如表 6)，且坑溝野溪河道最寬
處僅為 3 m，至宜 2 線後地勢平坦以箱涵導流，故潰
壩可能性低，且潰壩影響範圍亦不會超過重力堆積範
圖 8 大忠村一號崩塌地於一般情況及極端事件之假設崩塌範
圍圖
Fig.8 Landslide area under worst and general case conditions of Dazhong Village landslide No.1

(3) 影響範圍及風險評估成果
影響範圍及發生潛勢評估成果：大忠村一號崩塌地東
側之地勢較高且溪谷狹窄 (如圖 9)，崩塌時將改變其
滑動方向，故滑動土體範圍須依地形進行編修。重力
堆積影響範圍分析結果如表 6 及圖 10。一般情況可

圍，可簡化堰塞湖影響範圍為重力堆積範圍及上游迴
水範圍之整合，堰塞湖影響範圍評估成果如圖 12。
本文重力堆積於一般情況使用地調所崩塌潛勢評估
成果，故發生潛勢屬於高，但極端事件必須改採用表
1 評估方式，故發生潛勢屬於中，同時，堰塞湖發生
潛勢為繼承重力堆積之評估結果。此外，土石流於一
般情況及極端事件採用表 2 評估後，得分依序為 50
分及 88 分，故發生潛勢依據為中及高。
於一般情況及極端事件發生潛勢評估依據為高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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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大忠村一號崩塌地之重力堆積影響範圍評估成果表
Table 6

Landslide accumulation and range of influence evaluation results of Dazhong Village landslide No.1

假設情境分類

一般情況
極端事件

a
b
c
d
崩塌地面積 (公頃) 崩塌寬度 (m) 崩塌深度 (m) 高差 (m)
2.1
422
11
34
0.11
63
11
10
0.03
11
11
13
6.14
168
34
136

e(=a×b)
f
g(=2×b)
h
崩塌體積 (m3) 可能滑動距離 (m) 可能堆積寬度 (m) 滑動方向
231,000
56
844
12,100
10
126
東南向
3,300
11
22
2,087,600
317
336
東南向

註 1：可能滑動距離參考 (式 1)。
註 2：可能堆積寬度參考 (式 2)。
註 3：崩塌深度假設為最嚴重的情況。
註 4：滑動方向假設為順向坡傾向。

14.6 度。經查表 1 至表 4，評估大忠村一號崩塌地之
重力堆積、土石流及堰塞湖發生潛勢、脆弱度及風險
等級 (如表 7 及表 8)，套疊一般狀況及極端事件等兩
種情況之不同類型影響範圍風險分布圖，重疊區域以
風險等級較高之顏色顯示，以整體呈現大規模崩塌風
險分布圖 (如圖 14)。

備註：紅框內為大忠村一號崩塌地

圖 9 大忠村一號崩塌地及其地勢變化較高 (摘自 水保局臺
北分局，2017)
Fig.9 3D topography map to show high relief nearby
Dazhong Village landslide No.1(Taipei branch,
SWCB, 2017)

圖 11 一般情況及極端事件土石流影響範圍評估成果意圖
Fig.11
(a) 一般情況

(b) 極端事件

Debris flow accumulation and range of influence
evaluation results of Dazhong Village landslide
No.1 in worst and general case

圖 10 重力堆積影響範圍評估成果
Fig.10

Landslide accumulation and range of influence
evaluation results of Dazhong Village landslide
No.1 in worst and general case

風險評估成果：大忠村一號崩塌地屬於地層平行之順
向坡、變形機制主要為滑動擠壓、坡面上有多處連續
崩崖且呈現凹凸坡面、崩塌地下方之右岸護岸設施部
分基礎受溪水淘刷而有裸空現象 (如圖 13)，但宜蘭
縣政府已於 2017 年完成設施修復，同時，雖設有雨
(a) 一般情況

量計，且影響範圍村里有防災專員，但未有大規模崩
塌監測設備，且未執行任何大規模崩塌防災演練，故

圖 12 堰塞湖影響範圍評估成果

承受能力評估結果為 50 分。此外，一般情況及極端

Fig.12

事件崩塌率依序分別為 4%及 11%，且上游坡度皆為

(b) 極端事件

Barrier lake accumulation and range of influence
evaluation results of Dazhong Village landslide
No.1 in worst and general case

138

蕭震洋、林伯勳、賴承農、吳佳威、白朝金、吳俊毅、馮正一：宜蘭縣大忠村一號崩塌地之土砂災害風險評估與調適策略

(a) 一般情況

(b) 極端事件

圖 14 大忠村一號崩塌地之風險分布圖

圖 13 大忠村一號崩塌地現勘成果 (摘自 水保局臺北分局，

Fig.14

Risk map of Dazhong Village landslide No.1

2017)
Fig.13

Investigation result of Dazhong Village landslide
No.1 (Taipei branch, SWCB, 2017)

表 7 大忠村一號崩塌地之崩塌影響類型及脆弱度評分結果
Table 7

Different disaster range of influence and vulnerability evaluation results of Dazhong Village landslide No.1

影響類型

假設情境

範圍內保全對象

脆弱度評分結果

一般情況

建物：礁溪鄉大忠村五峰路30號。
交通設施：道路 (宜2線)。

35.2分 (低)

極端事件

建物：礁溪鄉大忠村五峰路1、3、30號以及著名飯店。
交通設施：道路 (宜2線)。

54.4分 (中)

一般情況

建物：礁溪鄉大忠村五峰路1、3、30號以及著名飯店。
交通設施：道路 (宜2線)。

49.6分 (低)

極端事件

建物：礁溪鄉大忠村五峰路1、3、30號以及著名飯店。
交通設施：道路 (宜2線)。

49.6分 (低)

一般情況

建物：礁溪鄉大忠村五峰路30號。
交通設施：道路 (宜2線)。

32.8分 (低)

極端事件

建物：礁溪鄉大忠村五峰路1、3、30號以及著名飯店。
交通設施：道路 (宜2線)。

49.6分 (低)

重力堆積影響範圍

土石流影響範圍

堰塞湖影響範圍

表 8 大忠村一號崩塌地之影響類型及風險等級
Table 8

Landslide disaster type and risk evaluation results of Dazhong Village landslide No.1

影響類型

極端事件

一般情況
災害發生潛勢

脆弱度分級

風險等級

災害發生潛勢

脆弱度分級

風險等級

重力堆積影響範圍

高

低

中

中

中

中

土石流影響範圍

中

低

低

高

低

中

堰塞湖影響範圍

高

低

中

中

低

低

五、大規模土砂災害調適策略
受氣候變遷影響，極端天氣出現頻率加劇，工程防護有其
限度，難以防範大規模之土砂災害。故大規模崩塌災害調適策
略優先考量警戒及疏散避難，而治理大規模崩塌之目的不再是
將災害完全消除，而轉為降低災害發生可能性、縮減影響範圍

1. 工程調適策略
大忠村一號崩塌地平時地下水位甚低，但受降雨量影響而
造成地下水位升高，設置於坡趾處之自計式水位計顯示受降雨
量水位升降可達 10 m~15 m 之差距 (宜蘭縣政府，2017)。一
般而言，水位上升將直接影響坡面穩定性，故在治理上應注意
地下水問題。目前雖已有工程配置 (如圖 15)，但偏重於坡面

及增加疏散避難時間。大規模崩塌調適策略研擬對象可分為大

之植生治理、坡腳之抗滑擋土設施及坑溝野溪防砂設施，後續

規模崩塌可能導致重力堆積型態、土石流型態以及堰塞湖等不

建議應對水容易入滲之崩崖、坡面截排水及下游導水規劃治理

同型態災害之影響範圍 (水保局，2017a)。調適策略包括工程

方案外，因本崩塌地潛在崩塌深且量大，故向下滑動的力量也

與非工程，且依據不同類型災害之高、中、低等不同風險等級，

大，除應在坡腳抗滑擋土設施進行補強外，另可以繫樑連結所

可制定相對應保育治理之工程調適策略或環境監測及土砂管
理等非工程調適策略。

有擋土柱，藉以增加抗滑強度 (如圖 16)。藉以達成降低災害
發生可能性、縮減影響範圍及增加疏散避難時間之工程施作目
的。依據表 3，有無功能治理可使脆弱度得分從 100%最多降
低至 60%，貢獻達 4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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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配置適用之監測儀器，記錄邊坡活動性，了解其變動
機制，進而訂定適當監測管理值，但監測管理值訂定仰
賴學理及經驗，大規模崩塌的學理驗證目前並不容易，
但經驗可以靠長期監測成果，評估適宜監測管理值，同
時，監測管理值並非一成不變，需要隨時依環境現況回
饋而修改。一般透過降雨量、地下水位、地表、地中或
構造物等變動量作為大規模崩塌等災害之監測管理值。
此外，監測管理值之預警管理依序可分為注意、警戒及
疏散等三個階段，分述如後。
第一階段為注意階段，當監測資料有地滑變動之徵兆
時，應以提高監測頻率、增加監測儀器為主要因應對
策。
第二階段為警戒階段，當地滑開始加速時，應立即由
專家學者檢討與分析監測資料，評估其危險性，並應
發布預警與疏散避難作業。
圖 15 大忠村一號崩塌地之已執行治理工程配置圖 (摘自

第三階段為疏散階段，當地滑運動快時，應即時發布
預警，並請保全對象依照緊急逃生路線進行疏散避難。

水保局臺北分局，2017)
Fig.15

Performed erosion and sediment control engineering of Dazhong Village landslide No.1 (Taipei
branch, SWCB, 2017)

行政單位也需進行交通管制、疏散避難之秩序維護等，
以加速保全對象之逃生避難，同時，平時則應極力落
實逃生避難路線之宣導及注意事項。
大忠村一號崩塌地已配置常採用之監測設備，如監
測地表變動的傾度盤、監測地下變動的孔內傾斜管、水
文監測的地下水位計及雨量計、構造物監測的應變式裂
縫計，如圖 17。依據長期監測結果建議可採用臺北市大
地工程處 (2014) 方法，並以目前監測儀器及成果提出
監測管理值，以傾斜管每月平均位移量及傾度盤 (建物
型) 角變量進行後續監測管理 (如表 9)，但監測管理值
後續仍須配合長期監測成果滾動調整。

圖 16 大忠村一號崩塌地之建議後續辦理治理工程配置圖
(摘自 水保局臺北分局，2017)
Fig.16

Future sediment control engineering (Taipei
branch, SWCB, 2017)

2. 非工程調適策略
因大規模崩塌無法單靠工程治理解決，故保全對象疏散避
難規劃具有絕對必要性，才能在災害來臨前盡早疏散人員，使
災損降低，而啟動疏散避難之預警機制，茲就環境監測及疏散
避難策略建議如下：
(1) 環境監測及預警
針對大規模災害區域，應設置大規模崩塌地觀測站

圖 17 大忠村一號崩塌地已配置監測儀器分布圖
Fig.17

Monitoring facilities of Dazhong Village landslide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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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山坡地工程監測管理參考值 (修改自 臺北市政府大地工程處，2014)
Table 9

Mountain regions engineering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reference value (GEO Taipei, 2014)
觀測項目

監測儀器

注意值

警戒值

疏散值

地層平均月位移量 (mm/月)
結構物傾斜量 (角變量)

傾斜管
傾度盤 (建物型)

2
1/500(413’’)

2~10
1/360(572’’)

>10 mm
1/250(825’’)

*地層平均月位移量達標外，位移傾向亦須相同

六、結論與建議

(2) 疏散避難規劃
避難處所之功能在於災害發生後提供給鄰近居民
及遊客有個可靠的臨時緊急收容據點，特別在臺灣地區
面對發生頻繁的風災、水災及震災等天然災害，更加顯
示其重要性。規劃避難處所一般會避開災害風險中高等
級以上之區域，且結構必須牢固，需備有完善避難設備
及物資，足夠活動空間，水源易取得，通常會以較近之
學校、廟宇、活動中心等公共建物為主，同時，通往避
難處所之路線，必須要減少通過其他中高風險等級區域，
但如屬唯一通行道路，則應盡早辦理疏散，以確實達成
安全前往避難處所之目標。此外，應經常宣導民眾週知，
並定期動員居民演練，熟悉避難路徑，且由專人負責平
時之避難場所相關定期安全檢查及維護；同時，備妥相
當數量的救濟物資，以確保避難時之災民維生及安全。
大忠村一號崩塌地附近雖已有收容人數分別為 100 人及
120 人之德陽宮弘道大樓及三民國小等兩處土石流疏散
避難處所，但影響範圍中之著名飯店住宿總人數約介於
200 至 450 人，超過收容數量，建議距離最短且有足夠
平面空間之礁溪國中為新設緊急避難所 (如圖 18)。
依據表 3，屬於非工程調適策略之承受能力，若不
考慮交通設施且假設毫無工程治理，仍可使重力堆積脆
弱度得分從 100%最多降低至 60%，而土石流或堰塞湖

大規模崩塌首要考量警戒及疏散避難，並非以工程為主要
手段，同時，防災並非僅是政府的責任，居住或於災害風險高
的地區旅遊民眾的防災意識更是不可或缺，故推廣防災教育，
建立自主防災社區是面對氣候變遷下的重點議題，且刻不容緩。
本文採用水保局 (2017a) 目前大規模崩塌及土石流之風
險評估方式對宜蘭縣大忠村一號崩塌地進行風險評估，確屬可
行。但大規模崩塌及其引致土石流及堰塞湖的發生度、崩塌量
體、影響範圍等等評估方式仍有其他方法可以討論，考量政府
急需初步評估的成果，故建議對其他大規模崩塌區域皆可先依
本文方法進行風險評估及調適策略擬定，細部執行時，再依據
修改後的方式進行調整。此外，調適策略執行完成後，應可使
現地整治成效從尚可變成良好。增加大規模崩塌地觀測站可提
升監測機制、經常辦理疏散避難等防災演練可提高居民防災意
識等，皆可提高現地整治成效及承受能力，故可降低集水區整
體脆弱度評分及風險值。但若環境變動或設施損壞，仍會造成
整治成效變動，故建議仍應持續滾動式檢討及調整大規模土砂
災害調適策略及監測管理值，常規辦理防災演練，藉以降低災
害對人民生命及財產的影響。此外，建議後續個別探討各項評
估方法，藉以提高大規模崩塌相關評估方式的可信程度及適用
性。

則可從 100%最多降低至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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