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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仁愛鄉崩塌特性分析及崩塌風險模式建構
吳俊鋐[1] 黃均臺[1]
摘

要

吳亭燁[2]*

本研究以南投縣仁愛鄉在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崩塌目錄，建構仁愛鄉內之崩塌潛勢評估模式及

風險模式。仁愛鄉在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之崩塌案例，有 57.0%位於下邊坡及 20.5%位於上邊坡，且崩塌規
模以小規模崩塌為主。崩塌潛勢評估模式建構分別以邏輯式迴歸法及證據權重法進行，兩種方法之正確率分
別為 74.47%及 61.92%，因此選定邏輯式迴歸法建構之崩塌潛勢評估模式，經現場比對後，該模式能預測出多
數淺層崩塌，但難以適用於地下水誘發的地滑型崩塌。最後將崩塌潛勢結果結合研究區域內之建物與道路成
本，套疊不同頻率年 24 小時累積降雨，獲得仁愛鄉在 50 年、100 年及 200 年 24 小時累積降雨事件下，可能
產生的損失風險值分別為 11.8 億、24.0 億及 38.7 億元。

關鍵字：崩塌特性、崩塌潛勢模式、崩塌風險模式、崩塌重現機率

Analysis of the Landslide Characteristic and Building the
Landslide Risk Model for Renai Township, Nantou
Chun-Hung Wu[1]

Jun-Tai Hunag[1]

Tingyeh Wu[2]*

ABSTRACT The study developed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and risk models based on landslide inventory collected
after 2009 Typhoon Morakot in Renai Twonship, Nantou County. Approximately 57.0% of landslide cases induced by
Typhoon Morakot in Renai Township were located in downslope locations, whereas 20.5% were located in upslope
locations. The study created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models by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the weight of evidence
method. The accuracy of these two landslide models were 74.47% and 61.92%, respectively.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based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model can predict most shallow landslide cases; however, it cannot predict groundwaterinduced landslides. Considering the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and cost of buildings and roads, landslide loss caused by
24-h accumulated rainfall with the return period of 50, 100, and 200 years were estimated to be 1.18 × 109, 2.40 × 109,
and 3.87 × 109 dollars, respectively.
Key Words: Landslide characteristic,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model, landslide risk model, landslide recurrence probability.

一、前

言

臺灣位於歐亞板塊及菲律賓海板塊交界上，地震活動頻繁，

害問題日益嚴重。因此崩塌潛勢及風險模式的建構更顯重要，
在災害事情發生前預先針對山坡地區域進行災害發生潛勢及
可能造成風險進行評估，以達到防災、減災及避災的效果。

1999 年 9 月 21 日發生芮氏規模 7.3 集集地震 (Chi-Chi Earth-

近年不少研究致力於以統計方法建構崩塌潛勢評估模式

quake)，除了造成嚴重傷亡及財產損失外，更帶來後續山區土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model)，例如常見的頻率比法 (Fre-

砂災害的隱憂。每到夏秋兩季，颱風侵襲臺灣帶來驚人雨量，

quency Ratio；Shahabi et al., 2014)、證據權重法 (Weight of Ev-

特別在 2000 年至 2010 年間發生多場高強度、長延時的颱風

idence；Ozdemir and Altural, 2013)、不安定指數法 (Instability

豪雨事件，在臺灣造成嚴重災害損失。近年台灣降雨型態逐漸

Index Method；蘇苗彬等，2009)、類神經網路 (Artificial Neuron

轉為短延時、強降雨，大雨事件增多，小雨事件減少，颱風期

Network；蔡光榮，2010) 及邏輯式迴歸法 (Logistic Regression

間降雨強度增大及颱風強度增強 (Liu et al., 2002; Emanuel,

Method；吳俊鋐，2014) 等，利用各方法建構模式之正確率都

2005; Webster et al., 2005; Shiu et al., 2006)，動輒發生高水文

可達 6 成以上。將崩塌潛勢結合脆弱度 (Vulnerability) 即為崩

頻率年降雨事件，這樣的降雨型態不僅使得山坡地的土壤沖蝕

塌風險模式 (landslide risk model; Brujin and Klijn，2009；邵國

加劇，也造成崩塌事件發生更為頻繁，促使臺灣山區的土砂災

士等，2016)；謝承憲等 (2010) 歸納風險評估方式，建議以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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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度及脆弱度之交集來評估，危害度定義為對於人類福祉的潛

山層 (佔 37.1%總面積，岩性為厚層變質砂岩)，另外有九條主

在威脅；脆弱度指面對危害發生時，會增加損失程度的狀態，

要斷層線通過，以眉溪斷層貫於全鄉中間貫穿，關刀山斷層及

此狀態取決於實體、社會、經濟與環境等面向，且脆弱度可能

眉原斷層由仁愛鄉左側通過。地質分布如圖 2 所示。

因所面臨的危害類型而有所差異。聯合國氣候變遷政府間專家
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縮寫為
IPCC，2012) 報告指出，無論將災害風險定義為危害度與脆弱
度之交集，或者危害度、脆弱度與暴露量之交集，在實質內容
考量上，脆弱度同時也包含暴露量的部分。
在崩塌特性分析上，過往研究著重於探討崩塌地的位置、
長寬與誘發因素之間的關係，常用的方法有崩塌地地形位置影
響法 (Topographic Site Effect Method) 及崩塌規模與頻率分析。
崩塌地地形位置影響法以崩塌地的位置位於該邊坡之上邊坡
或下邊坡判斷該崩塌主要誘發因素 (Chen et al., 2014; Wu,
2017)，且在這些研究成果中顯示：台灣近年多起降雨誘發崩
塌位置多位於崩塌下邊坡，其研究區域包含中台灣神木村
(Chen et al., 2014)、南台灣荖濃溪、東台灣南澳溪及北台灣南
勢溪等集水區 (Wu, 2017)，這些研究也點出降雨誘發的洪峰
流量會導致下邊坡河岸淘刷明顯產生。而崩塌規模與頻率分析
主要說明特定集水區的崩塌規模及分布區間，並藉由崩塌規模
頻率分布之最適直線斜率值來比較不同場降雨事件下在不同
區域之崩塌規模與分布，過往研究也指出台灣的崩塌案例在崩
塌規模頻率分布之最適直線斜率值約在 1.4 以下，且比其他崩
塌易發國家的斜率更低，包括日本、紐西蘭、義大利、美國 (Wu,
2017)，這也顯示台灣的崩塌偏重以崩塌面積小於 0.1 公頃以
下之小崩塌方式產生。
本研究以人為開發多且崩塌災害頻傳的南投縣仁愛鄉
(後簡稱仁愛鄉) 為研究區域，仁愛鄉在 2009 年莫拉克颱風造

圖 1 南投縣仁愛鄉高程、河川及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崩塌
分布圖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elevation, rivers, landslide inventory induced by 2009 Typhoon Moraokot in the
Renai Township, Nantou County.

成 1.8%崩塌率，已屬於嚴重崩塌事件 (Wu et al., 2011)，該區
域近年來許多環境問題廣為人知，包含人為超限疑慮的清境地
區、具有大規模崩塌潛勢的母安山北坡及水庫庫容量僅剩三成
的霧社水庫。本文僅針對莫拉克颱風期間降雨誘發崩塌來作為
災害事件並探討及比較模式適用性，蒐集 20 年降雨資料作水
文頻率分析來建構 5、10、25、50、100 及 200 年重現期降雨
之崩塌潛勢圖，崩塌風險部分以建物及道路兩者為主要評估物
件，依據其成本來嘗試概估在不同重現期下評估物件災損金額，
藉以提供高崩塌潛勢及風險地區進行預防性處理。

二、研究區域
仁愛鄉總面積約為 1222.9 km2，平均高程為 1735.4 m，介
於 376.0 m 至 3560.3 m 之間，高程於 1000 m 至 2000 m 區間
為主要面積，約佔總面積之 52.8%，分佈如圖 1 所示。平均坡
度為 34.5°，介於 0 至 75.9°之間，坡度於 30°至 40°區間為主
要面積，約佔總面積之 37.0%。境內主要水系可分為北港溪
(仁愛鄉西北方)、眉溪 (仁愛鄉西方)、濁水溪 (仁愛鄉中間區
域) 及其支流萬大溪 (仁愛鄉東南方)。
仁愛鄉地層可分為主要十五種，佔據百分比最高的前三大
地層分別為大禹嶺層 (佔 16.4%總面積，岩性為變質砂岩)、佳
陽層(佔 18.2%總面積，岩性為板岩夾砂岩與粉砂岩薄層)、廬

圖 2 南投縣仁愛鄉地層及斷層分布圖
Fig.2 The geological setting and distribution of fault
lines in the Renai Township, Nantou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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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條件來看，境內高程差異懸殊，平均氣溫約為 18 °C，

場勘查結果，仁愛鄉內崩塌多屬於降雨誘發的墜落

分析仁愛雨量站自 1993 至 2010 年完整日雨量紀錄，平均年

(falls) 及滑動 (slides) 兩種，這也是本研究主要研究類

降雨量約為 2,267.3 mm。仁愛鄉之土地利用 (如圖 3) 可分為

型。

農業用地、森林用地、人為用地 (包含交通用地、商業用地、

(3) 地質圖資：採用地調所 2009 年出版的流域地質圖層 (比

公共用地和遊憩用地等)、水利用地和裸露地及荒地 (包含未

例尺為 1/25000)，屬性資料表內容包含地層分佈、岩性

使用空地及灌木荒地等) 等五類，森林用地為主要面積，約佔
總面積之 89.7%；其次為農業用地，約佔總面積之 4.8%。

及年代，斷層圖資內容包含斷層分佈及其斷層長度。
(4) 雨量資料：雨量資料分析與建構共分兩部分，在崩塌潛
勢建構過程中，為建構莫拉克颱風誘發崩塌之雨量資料，
採用 2009 年莫拉克颱風期間 (2009 年 8 月 5 日 20:30
至 8 月 10 日 05:30)，惠蓀、八仙山、頭汴坑、翠峰、北
山、清流、雪嶺、翠巒、龍神橋及銅門等十處雨量站資
料 (如圖 4)，以克力金法 (Kriging method) 繪製 2009 年
莫拉克颱風期間累積降雨量分佈圖 (如圖 4)。後續崩塌
風險建構所需之不同頻率年降雨資料推估過程，採用仁
愛、大觀、西巒、青雲、梨山、清流、稍來、奧萬大、
萬大、翠峰、翠巒、龍神橋、龍澗及廬山等十四處雨量
站資料 (如圖 4)，選用 20 年雨量資料進行水文頻率年
估算分析，並推求各站 50 年及 200 年頻率年之 24 小時
累積降雨量，再以克力金法繪製研究區域之累積降雨量
分佈圖。建構 2009 年莫拉克颱風之降雨分布圖所採用
雨量站與用以分析水文頻率年之雨量站不同，其原因為
用以分析水文頻率年之雨量站需具有長期雨量資料，多
數用來建構 2009 年莫拉克颱風之降雨分布之雨量站，
其雨量資料記錄時間長度不足或資料欠缺問題而無法
採用。

圖 3 南投縣仁愛鄉土地利用及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崩塌分
布圖

(5) 土地利用圖資：採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於 2006 年調
查發行之南投縣土地利用調查圖層。

Fig.3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use and landslide inventory
induced by 2009 Typhoon Moraokot in the Renai
Township, Nantou County.

2. 研究方法
首先分析仁愛鄉於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之崩塌地分布特
性，分析方法包含崩塌地地形位置影響分析及崩塌地頻率密度

三、研究材料與方法
1. 研究材料
主要使用之圖層及資料來源說明如下：
(1) 數值高程模型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採用
2009 年內政部發行之 5 m×5 m 網格為單位 DEM 資料。
(2) 崩塌地圖層：採用地調所 2010 年由 SPOT 5 衛星影像
(解析度為 2.5 公尺) 重新判釋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所
造成之崩塌，所繪製之向量圖層，莫拉克颱風後崩塌分
佈如圖 1 所示。另外，仁愛鄉之長期崩塌目錄，採用林
務局所出版的多年份年度崩塌目錄 (multi-annual landslide inventory) 資料，年份為 2003 年至 2012 年。
在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之崩塌類型上，經本研究
初步分析，仁愛鄉在 2009 莫拉克颱風後的崩塌圖層共

與面積分析，確認崩塌地崩塌特性。爾後建構崩塌潛勢評估模
式，建構方法包含邏輯式回歸跟證據權重法兩種，透過評估各
方法之模式表現，選取表現較好的模式來進行後續風險分析。
崩塌風險分析部分，以六種不同頻率年之累積降雨量推估崩塌
潛勢，結合建物價值，建立崩塌風險模式。各方法如下分述：
(1) 崩塌地地形位置影響分析 (topographic site effect method)
Meunier et al. (2008) 提出的崩塌地地形位置影響分
析，主要以崩塌地所在邊坡之最高點與最低點及崩塌地
在此邊坡之最高點與最低點等四數值，運算三個 a (崩塌
地最上緣至邊坡最上緣距離)、b (崩塌地趾部至邊坡最
下緣的距離) 及 d (全邊坡長度) 等參數，以 a/d 及 b/d
無因次參數分別繪製於圖之 x 軸及 y 軸，再以崩塌地面
積為圓圈大小方式繪製於分析圖上，即可由該圖比例說
明此研究區域之崩塌誘發原因。

有 2746 個崩塌，但最大崩塌面積僅為 9.6 公頃，並未達

(2) 崩塌地頻率密度與面積分析 (landslide frequency density

大規模崩塌之門檻 (崩塌面積大或等於 10 公頃)，因此
暫將仁愛鄉內崩塌視為淺層崩塌尚屬合理。而根據

– area analysis)
Bak et al. (1988) 率先提出崩塌地頻率密度與面積

Varnes (1978) 所提出的崩塌分類表，也根據本研究至現

之關係符合冪次定律 (Power Law)，多篇研究也證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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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說 法 (Pelletier et al., 1997; Turcotte and Malamud,
2004)，包含台灣崩塌地也符合此關係 (Wu et al., 2011;
陳樹群等，2012)。崩塌頻率密度與面積關係符合冪次定
律如下：

N E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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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崩塌模式建構
崩 塌 因 子 選 取
崩塌因子篩選跟研究區域特性有關，不同研究區
域所選出之合適崩塌相關因子也不盡相同。參考蘇苗

(1)
於上式中，α 及 β 皆為參數，其中 β 參數被多篇研

彬等 (2009)對南投縣仁愛鄉力行產業道路之崩塌潛

究認為跟崩塌誘因、地形特性及崩塌歷史相關，也足可

等文獻，選定高程、坡度、坡向、土地利用、地層、

反應該區域之崩塌是由大崩塌或小崩塌所主導 (Weis-

累積降雨量、斷層距離及水系距離等八個因子為崩塌

sel et al., 2001; Wu et al., 2011)。各研究皆以 β 參數值來

相關因子。選定崩塌相關因子與蘇苗彬等 (2009) 之

進行不同區域在不同誘發事件間之比較。

差異在於道路開發因子一項，本研究以土地利用因子

勢評估、及吳俊鋐 (2014) 所選取八個崩塌相關因子

取代道路開發因子。
邏 輯 式 迴 歸 法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tkinson and Massari (1998) 提出以邏輯式迴歸
法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建構崩塌潛勢評估模
式後，不少研究都開始使用此法。邏輯式迴歸法建構
模式是透過獨立解釋變數去預測二元或類別變數反
應的機率 (Hosmer and Lemeshow, 2000)，邏輯式迴
歸法的目標為尋找應變數與自變數間最適合之關係
(Lee, 2005)。在邏輯式迴歸法中，假設 p 為表示某條
件下 (例如降雨強度達 80 mm/hr) 崩塌事件之發生
機率，該機率受到自變數 Xi (i=1 至 n，表示為崩塌
相關因子) 的影響，p 與自變數 Xi 估算方式如 (2)
式及 (3) 式所示：
(2)
∑

(3)

y 為應變數，β 為經迴歸後之係數值，β 為經迴
歸後之常數值，經由 (2) 式及 (3) 式得到各自變數
(崩塌相關因子)及係數所得到的應變數崩塌機率分
佈 p。
證 據 權 重 法 (Weights of evidence)
Van Westen (2002) 提出以證據權重法 (Weight
of Evidence Method) 建構崩塌潛勢評估模式的概念，
此方法是資料導向的統計方法 (Bonham-Carter et al.,
1994)，根據貝式定理 (Bayes’ rule) 以對數線性形式
(Log-linear Form) 呈現某場事件於某條件下所發生
的機率，以證據權重法建構崩塌潛勢評估模式之假設
為未來崩塌會發生在與過往發生崩塌類似的條件下。
模式計算公式如 (4) 式所示，若以建構崩塌潛勢評
估模式為例，A1 及 A2 分別為在與不在特定分級內
崩塌網格數，A3 及 A4 為在與不在特定分級內非崩
塌網格數。以 (4) 式求得正向權重 (W+) 和負向權
重 (W-)，將正向權重扣負向權重之值極微權重對比
圖 4 本研究使用的雨量站分布圖 (圖 a) 及南投縣仁愛鄉於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之累積降雨分布圖 (圖 b)
Fig.4 The distribution of rainfall stations used in this research (Fig.a) and accumulated rainfall during
2009 Typhoon Morakot in Renai Township, Nantou
County (Fig.b).

值 C (weight contrast)。C 值為正或負代表該因子在特
定區間對預測崩塌具有正或負相關性。崩塌潛勢值的
估算方式為將各網格所對應的特定分級內權重對比
值加總，即為以證據權重法建構崩塌潛勢評估模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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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同頻率年降雨量估算
為探討仁愛鄉地區在發生不同頻率年降雨事件時，

Model) 估算，機率模式是以數學方式量化自然界的不
確定性。而在預測崩塌重現率 (Landslide Recurrence) 上，

可能產生的崩塌潛勢，從上述兩種崩塌潛勢評估模式中

曾被使用過的模式是柏松模型 (Poisson Model)，柏松模

選出模式表現較佳的評估模式，將原始給定的莫拉克颱

型常被用來預測「對時間而言，某現象的發生是獨立」

風事件降雨抽出，替換不同頻率年 24 小時延時降雨值，

的事件，也常被使用在地震預測上 (Crovelli, 2000)。

推算不同頻率年 24 小時延時降雨事件在仁愛鄉崩塌潛

柏松模型的使用有三個條件，一則任一 (崩塌) 事

勢評估模式所產生的反應。雖然 2009 年莫拉克颱風降

件的發生在時間上是獨立的，二則一個 (崩塌) 事件在

雨為事件總降雨量，但考量對於颱風事件之氣象預報皆

特定時間間格內發生的機率跟時間長度相關，三則對每

以日為單位，因此採用日降雨為不同頻率年降雨量估算

一個時間間隔而言，每一個 (崩塌) 事件發生的機率分

之時間單位。

布都是一樣的。在符合上述假設下，柏松模型可用下列

本研究共以具有超過 20 年完整雨量資料之 14 處雨

公式估算重現率：

量站 (雨量站名稱如上述) 歷年降雨資料進行水文頻率

!

(6)

分析，此 14 處雨量站可完全包圍仁愛鄉邊界，因此仁

於上式中，γ為在特定時間間隔 (t) 內崩塌發生率

愛鄉內之雨量網格是採內插方式產生，此方式可得到較
精確雨量。水文頻率分析方法採用對數常態分布 (Log-

(rate of occurrence of landslide during a specific time interval)，n 為在特定時間間隔內所發生的崩塌個數。而 (6)

Normal distribution,後簡寫為 LN)、皮爾森 III 型分布

式所估算的意義為在未來特定時間間隔 (t) 內崩塌重

(Pearson type III distribution,後簡寫為 PT3) 及對數皮爾

現 (landslide recurrence) 的機率值。由上述公式也可發

森 III 型分布 (Log-Pearson type III distribution,後簡寫為

現，要套用此公式估算崩塌重現率，所使用的崩塌目錄

LPT3) 等三種常用機率分布公式，透過 SE 及 U 誤差指

(landslide inventory) 應是長期性及非單一地區性，例如

標和 KS 檢定 (Kolmogorov-Smirnov test)選出最合適之

一集水區內有三個子集水區，因此最好使用該集水區長

機率分布，分別估算 5、10、25、50、100 及 200 年重現

期崩塌目錄資料 (例如超過 5 年)，且僅有一個小集水區

期延時 24 小時降雨量。再以克力金 (Kriging Method)

崩塌資料且另外兩個都沒有崩塌調查的資料也不建議

法建構全集水區降雨網格。

採用。

(5) 風險估算方式
一般風險計算是由危害度及脆弱度之交集 (謝承憲
等，2010)，若再加入評估對象的成本便能量化風險損失
之金額 (Vega and Hidalgo, 2016)，其中脆弱度是包含暴

四、崩塌潛勢評估模式建構結果
1.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崩塌特性及分佈區間

露度在內。但目前台灣研究單位或公務單位常用以推算

表 1 為崩塌相關因子與崩塌分布之估算表，以崩塌率超過

風險的過程，僅使目標物受到損害後可能產生的損失成

1.0%視為崩塌好發區間，各崩塌相關因子之崩塌好發區間如

本為計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14)，未考量暴露度。

後分述：高程因子之崩塌好發區間位於高程介於 500 公尺至

不考量暴露度對於會有活動現象的人民傷亡估算會有

2,500 公尺及高程超過 3,000 公尺以上，坡度因子之崩塌好發

誤差，但若僅對於在災害過程中不會移動的建物或道路，

區間位於坡度大於 20 度以上，地質因子之崩塌好發區間位於

則尚屬可行。依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14)所歸納
各種風險評估方法和建議，以 (5) 式作為評估崩塌風險
的主要公式。於 (5) 式中，風險為預期因災害而導致評
估物件受到損失 (例如：人員受傷、建物毀損或經濟活
動受到干擾等)，危害度為降雨或地震事件發生過程中發
生崩塌的可能性，脆弱度為評估物件受到危害時，隨環
境、經濟、社會或物理等因素增強損失之狀態。
風險 (Risk) = 危害度 (Hazard) × 脆弱度 (Vulnerability) (5)

大禹嶺層、白冷層、沖積層、佳陽層、黑岩山層、達見砂岩及
廬山層，坡向因子之崩塌好發區間位於北、東北、東、東南、
南及西南向，土地利用因子之崩塌好發區間位於森林用地和裸
露地及荒地，斷層距離因子之崩塌好發區間位於每一個區間，
水系距離因子之崩塌好發區間位於每一個區間，累積降雨量因
子之崩塌好發區間位於降雨量大於 500 mm 以上。斷層距離因
子的分區中，具有最高崩塌率的區間並非位於距離斷層最近的
區域，反而位於距離斷層 1000 公尺至 2000 公尺區間。經圖資

於本研究後續所談的危害度，即為依據 2009 年莫

比對，仁愛鄉位於距離斷層 1000 公尺至 2000 公尺區間，有多

拉克颱風後崩塌分布所建構的崩塌潛勢分布，而脆弱度

數地區都跟水系分布重合，且也通過高崩塌分布區，例如距離

則為本研究以仁愛鄉境內可能受到崩塌災害影響的區

貫穿仁愛鄉的眉溪斷層之 1000 公尺至 2000 公尺區域與仁愛

域，以該區土地利用之價值為其脆弱度。風險則為仁愛

鄉西南方濁水溪水系重合，位於距離仁愛鄉西北方的關刀山、

鄉境內在遭受 2009 年莫拉克颱風或不同頻率年日降雨

眉原及武嶺等三斷層之 1000 公尺至 2000 公尺區域與仁愛鄉

影響下，因崩塌災害所可能產生的總損失金額。

西北方北港溪水系重合，位於距離仁愛鄉東南方的萬大南溪、

(6) 崩塌重現率

郡東山、九華山等三斷層之 1000 公尺至 2000 公尺區域與仁

對於受到降雨、地震或人為開發影響所產生的崩塌

愛鄉東南方萬大溪水系重合，上述三個區域也正是仁愛鄉崩塌

地，是否有可能估算其重現時間?對於因自然界不確定

分布偏多的區域。上述崩塌率偏高區域在崩塌潛勢建構過程中

性所產生的現象，一般會走向機率模式 (Probability

應屬於較高權重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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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以證據權重法建構崩塌潛勢評估模式估算過程表
Table 1

Calculation for building the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model by weights of evidence method

LR(%)
W+
高程因子 (m)
<500
0.41
-1.53
500-750
1.32
-0.30
750-1000
2.07
0.16
1000-1250
2.23
0.24
1250-1500
1.81
0.02
1500-1750
1.90
0.07
1750-2000
2.02
0.14
2000-2250
1.86
0.05
2250-2500
1.32
-0.30
2500-2750
0.97
-0.61
2750-3000
0.90
-0.69
>3000
2.30
0.27
地層因子
十八重溪層
0.00
-2.20
大禹嶺層
2.71
0.43
白冷層
2.66
0.42
玉山主山層
0.00
-6.57
白楊片岩
0.46
-1.59
沖積層
1.12
-0.49
佳陽層
1.24
-0.36
盆地堆積層
0.00
-4.88
眉溪砂岩
0.30
-1.88
紅土台地堆積層
0.00
-4.19
高嶺片岩
0.00
-2.05
階地堆積層
0.96
-0.61
黑岩山層
2.54
0.37
達見砂岩
2.68
0.43
廬山層
1.18
-0.41
斷層距離因子 (單位：公尺)
<1000
1.78
0.01
1000-2000
2.27
0.25
2000-3000
1.85
0.04
>3000
1.36
-0.27
區間

W-

C

0.00
0.01
-0.02
-0.04
0.00
-0.01
-0.02
-0.01
0.03
0.03
0.03
-0.01

-1.53
-0.31
0.18
0.28
0.03
0.09
0.16
0.06
-0.32
-0.64
-0.71
0.28

0.00
-0.11
-0.08
0.00
0.00
0.01
0.07
0.00
0.01
0.00
0.00
0.00
-0.03
-0.02
0.18

-2.20
0.55
0.49
-6.57
-1.59
-0.49
-0.42
-4.88
-1.89
-4.19
-2.05
-0.61
0.40
0.45
-0.60

0.00
-0.09
-0.01
0.10

0.01
0.34
0.06
-0.37

LR(%)
W+
坡度因子 (°)
<10
0.77
-0.83
10-20
0.73
-0.90
20-30
1.17
-0.42
30-40
1.92
0.08
40-50
2.24
0.24
50-60
2.39
0.31
60-70
2.34
0.28
>70
0.00
-0.13
坡向因子
平坦
0.00
-4.26
北
1.12
-0.46
東北
1.99
0.12
東
3.22
0.62
東南
3.60
0.73
南
2.30
0.27
西南
1.02
-0.56
西
0.60
-1.10
西北
0.61
-1.06
土地利用因子
農業用地
0.24
-1.99
森林用地
1.27
-0.34
人為用地
0.76
-0.87
水利用地
1.31
-0.29
裸露地及荒地
19.74
2.61
水系距離因子 (單位：公尺)
<500
2.26
0.25
500-1000
1.46
-0.19
>1000
1.58
-0.11
累積降雨因子 (單位：mm)
<500
0.00
-3.85
500-700
1.91
0.08
700-900
1.51
-0.16
>900
1.87
0.06
區間

W-

C

0.02
0.04
0.08
-0.05
-0.11
-0.02
0.00
0.00

-0.85
-0.95
-0.50
0.13
0.35
0.33
0.28
-0.13

0.00
0.05
-0.02
-0.12
-0.16
-0.04
0.07
0.10
0.09

-4.26
-0.52
0.14
0.73
0.89
0.31
-0.63
-1.20
-1.16

0.04
1.30
0.01
0.00
-0.38

-2.04
-1.63
-0.88
-0.29
3.00

-0.14
0.06
0.07

0.39
-0.25
-0.19

0.00
-0.09
0.07
-0.01

-3.86
0.16
-0.23
0.07

備註：LR 為崩塌率 (landslide ratio，單位是%)，即為崩塌面積除以該區間總面積。W+、W-及 C 為以證據權重法建構崩塌潛勢評估模式所需要的正向權重、負向權
重及權重對比值。

圖 5 為採用仁愛鄉在 2009 年莫拉克後崩塌圖層所繪製之
崩塌地地形位置分析圖。仁愛鄉在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總共
有 2746 處崩塌地，由崩塌地地形位置分析圖而言，共有約 1566
處崩塌地位於下邊坡 (佔總崩塌個數之 57.0%)，562 處崩塌地
位於上邊坡 (佔總崩塌個數之 20.5%)，618 處崩塌地位於山腰
位置。下邊坡崩塌地佔總研究區之崩塌地比例較高，河川掏刷
造成的下邊坡崩塌仍是仁愛鄉崩塌地的誘發主因，但其他因素
也佔不小比例，例如上邊坡崩塌通常被認為跟地震有關，仁愛
鄉 90%面積位於 1999 年集集地震地震規模 6 級以上區域，這
一點可被認為是仁愛鄉上邊坡崩塌的誘發原因之一。
圖 6 為採用仁愛鄉在 2009 年莫拉克後崩塌圖層所繪製之
崩塌地頻率密度與面積分析結果。先以 2009 年莫拉克後崩塌
地擴展範圍而言，仁愛鄉崩塌地約從 1×10-4 擴展至 9×10-1 平
方公里，差距約達 4 個數量級。崩塌地頻率密度與面積分析上
的翻越點 (roll-over，代表所有崩塌地面積內具有最高頻率密
度的區域)約位於崩塌面積介於 4×10-4 至 6×10-4 平方公里之間，
該區之頻率密度約為 106/平方公里。

圖 5 仁愛鄉在 2009 年莫拉克後崩塌圖層所繪製之崩塌地地
形位置分析圖
Fig.5 The landslide position analyses plot after 2009 Typhoon Morakot in Renai Tow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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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部區間中與崩塌具有最高正相關性 (W+最大值) 為裸露
地及荒地區域之 2.6，最高負相關性 (W-最大值) 為森林用地
區域之 1.3，權重對比值 (C) 最高區域為裸露地及荒地之 3.0，
最低區域為玉山主山層之-6.6，但基本上權重對比值跟崩塌率
仍呈現正向關係。
表 2 以邏輯式回歸建構仁愛鄉崩塌潛勢評估模式參數表
Table 2

The coefficients of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model in Renai Township by 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
因子

圖 6 仁愛鄉在 2009 年莫拉克後崩塌圖層所繪製之崩塌地頻
率密度與面積分析圖 (灰線)。黑線、黑色虛線、紅線及
藍線分別為仁愛鄉、信義鄉神木村、旗山溪及荖濃溪在
2009 年莫拉克後崩塌地頻率密度與面積分析圖之最適
直線。
Fig.6 The landslide frequency density-area distribution
(gray line) by using the landslide inventory after
2009 Typhoon Morakot in Renai Township. The
black line, black dash line, red line, and blue line
are the fitting lines of landslide frequency densityarea distribution after 2009 Typhoon Morakot in
Renai Township, Shenmu watershed in Shiyi Township, Chishan river watershed, and Laonong river
watersheds.

若以該分析圖的最適直線 (fitting line) 而言，仁愛鄉在
2009 年莫拉克後崩塌之崩塌地頻率密度與面積分析最適直線
之 β 參數為 1.365，以過往研究提出論點而言，台灣崩塌地的
β 參數大多小於 1.4 以下，南投縣信義鄉神木村 (陳樹群等，
2012)、旗山溪及荖濃溪 (Wu et al., 2011) 在 2009 年莫拉克颱
風後之 β 參數分別為 1.247、1.325 及 1.377，可看出仁愛鄉之
崩塌地也偏向小規模崩塌為主，且其 β 參數接近於旗山溪及荖
濃溪在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之 β 參數。

2. 崩塌模式建構與比較
崩塌潛勢評估模式分別以邏輯式迴歸法及證據權重法建
構，並經檢定以比較兩模式表現。計算單元以正方形網格為單
元，若採用 5 m 網格將會導致網格總量達 4866.7 萬，因此改
採 20 m 網格，總共 304.1 萬個網格。
在邏輯式迴歸法建構崩塌潛勢評估模式中，採用將崩塌及
非崩塌網格採 1:1 方式進行隨機取樣 (Random Sampling)，其

地層因子 (類別因子)
十八重溪層
大禹嶺層
白冷層
玉山主山層
白楊片岩
沖積層
佳陽層
盆地堆積層
眉溪砂岩
紅土台地堆積層
高嶺片岩
階地堆積層
黑岩山層
達見砂岩
廬山層
坡向因子 (類別因子)
平坦
北
東北
東
東南
南
西南
西
西北
連續變數因子
常數
高程
坡度
降雨
土地利用因子 (類別因子)
農業用地
森林用地
人為用地
水利用地
裸露地及荒地
水系距離 (m)(類別因子)
<500
500-1000
>1000
斷層距離 (m)(類別因子)
<1000
1000-2000
2000-3000
>3000

係數
--21.062
19.871
-0.794
20.667
20.144
19.230
1.059
17.737
-2.788
20.293
19.499
21.321
19.850
19.896
--20.585
21.227
21.655
21.658
21.018
20.237
19.843
19.953
-44.184
-0.001
0.029
0.003
--1.169
0.825
1.690
4.409
---0.129
0.163
--0.318
0.347
-0.093

檢定條件需符合 Cox&Snell R2 >0.15 及 Nagelkerke R2 >0.15 兩

邏輯式迴歸法及證據權重法建構崩塌潛勢圖如圖 7 及 8

條件方可採用，符合此兩條件也代表該次抽樣結果具有顯著的

所示。兩種崩塌潛勢評估模式經過正規化後，比較崩塌潛勢平

解釋能力。採樣結果之 Cox&Snell R2 值及 Nagelkerke R2 值分

均值分別為證據權重法之 0.54 及邏輯式迴歸法之 0.38，並且，

別為 0.304 及 0.405，表 2 為依據抽樣結果統計分析所得出各

兩種模式之崩塌潛勢變異係數，分別為邏輯式迴歸法之

因子係數值。

55.26%及證據權重法之 16.67%。此兩種數值的意義說明「邏

以證據權重法建構崩塌潛勢評估模式之參數值如表 1 所
示，若以正向權重 (W+)、負向權重 (W-) 及權重對比值 (C)，

輯式迴歸法所預測崩塌潛勢評估值較低且離散程度高，證據權
重法所預測崩塌潛勢評估值較高且離散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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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72.5%及 28.6%。
表 3 仁愛鄉於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以兩種方法建構崩塌潛
勢模式之潛勢分級估算表
Table 3

The statistical data in each susceptibility class
of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models by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weight of evident methods

潛勢分級
低
中
中高
高

邏輯式迴歸法

證據權重法

面積 (km2)

百分比 (%)

面積 (km2)

百分比 (%)

403.66
477.84
266.60
67.88

33.20
39.30
21.92
5.58

6.36
340.90
835.88
32.82

0.52
28.04
68.74
2.70

表 4 仁愛鄉於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以兩種方法建構崩塌潛
勢模式之正確率
Table 4

圖 7 仁愛鄉採用邏輯式迴歸法建構之崩塌潛勢分布圖
Fig.7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by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 in Renai Township

The correct ratios of two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models in Renai Township, Nantou County.
比較項目

邏輯式迴歸法

證據權重法

預測崩塌正確率 (%)

75.58

94.87

預測非崩塌正確率 (%)

73.36

28.98

總正確率 (%)

74.47

61.92

崩塌潛勢評估模式表現以 ROC 曲線之 AUC 值來評估，
以相關研究建議 (Metz, 1978)，當 AUC 值大於 0.8 以上 (等同
模式表現達到優秀等級以上)，代表模式具有完好的模擬能力。
因此，以邏輯式迴歸法及證據權重法所得到的 AUC 值分別為
0.823 及 0.816，代表兩種方法所建構的模式都達到「具有完好
的模擬能力」，且以邏輯式迴歸法建構的崩塌潛勢評估模式表
現較佳。
最後，將崩塌潛勢圖與莫拉克颱風引發的實際崩塌圖層套
疊，將上述預測崩塌發生與否區域分布莫拉克颱風引發的實際
崩塌圖層比對，估算以兩種方法建構的崩塌潛勢評估模式正確
率，以邏輯式迴歸法及證據權重法建構的崩塌潛勢評估模式正
確率分別為 74.47%及 61.92%。若以預測崩塌與非崩塌正確率
差值說明，邏輯式迴歸法在兩種正確率分別為 75.58%及
73.36%，證據權重法在兩種正確率分別為 94.87%及 28.98%，
邏輯式迴歸法在兩種正確率差異不大 (2.2%)，但證據權重法
在兩種正確率差異偏大 (65.89%)。綜合上述比較模式結果，邏
輯式迴歸法各項比較項目優於證據權重法。
圖 8 仁愛鄉採用證據權重法建構之崩塌潛勢分布圖
Fig.8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by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 in Renai Township

進一步以等間隔分區法將原本介於 0 至 1 的崩塌潛勢值，
以界點 0.25、0.5 及 0.75 區分成低、中、中高及高潛勢等四類
(如表 3)，定義位於低及中潛勢區域內為「預測不會崩塌區域」
，
位於中高及高潛勢區域內為「預測會崩塌區域」，以預測崩塌
正確及預測非崩塌正確來估算總正確率 (如表 4)。邏輯式迴歸
法及證據權重法計算「預測會崩塌區域」面積百分比分別為
27.5%及 71.4%；計算「預測不會崩塌區域」面積百分比分別

3. 現場勘查比對結果說明
上述比較過程顯示邏輯式迴歸之模式表現優於證據權重
法，因此後續分析採用邏輯式迴歸所建構模式為主。為瞭解模
式所得出之崩塌潛勢與現場比對的情況，以現地調查來驗證邏
輯式迴歸法之預測崩塌準確性，探討在不同潛勢下現地崩塌狀
況，並列出位置、崩塌規模、機制及地層概況等。調查路線以
貫穿仁愛鄉境內之台 14 線沿路邊坡為主，共調查五處點位，
如圖 7 及圖 9 所示，詳細情況如後分述：
(1) 現場勘查點位 a：座標為 (256074，2655572)，崩塌中心
點崩塌潛勢值 0.62，經查核結果屬於淺層崩塌，坡面淺
層土石崩落，類似楔型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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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裸露，坡面植生稀疏且岩屑量多。
(5) 現場勘查點位 e：座標為 (268311，2657762)，崩塌中心
點崩塌潛勢值 0.26，經查核結果屬於緩慢地滑現象，現
場道路已有多處裂縫產生，邊坡上植生也有垂倒現象。
根據現場勘查結果，5 個點位中有 4 個點位位於崩塌潛勢
值高於 0.5 區域，照片比對顯示，岩屑崩落或表層崩塌等現象
現場勘查點位a：崩塌潛勢圖

現場勘查點位a：現場拍攝情況

都可以在崩塌潛勢評估模式中被預測，但勘查點位 e 的地滑現
象不屬於模式所推估之中高崩塌潛勢以上範圍，主要原因跟選
定之八個因子中無地下水位因子或地層縱剖面相關資料有關，
因此無法模擬因地下水位升高而滑動的地滑現象。

五、崩塌風險模建構式與崩塌重現機率
現場勘查點位b：崩塌潛勢圖

估算結果

現場勘查點位b：現場拍攝情況

1. 不同頻率年日降雨量估算
選取 14 個雨量站之 20 年降雨資料進行不同頻率年 24-hrs
累積降雨量推估，利用五種方法分別推估，再選出最合適之分
布模型和推估值。14 個雨量站在不同頻率年 24-hrs 累積降雨
量推估結果如圖 10 所示，14 個雨量站所採用的水文頻率分析
方式不盡相同，選用對數常態分布方法的有仁愛、大觀、清流、
現場勘查點位c：崩塌潛勢圖

現場勘查點位c：現場拍攝情況

翠峰、翠巒、梨山及龍澗等雨量站，選用皮爾森 III 型分布的
有西巒、青雲、稍來、奧萬大及龍神橋等雨量站，選用對數皮
爾森 III 型分布的有萬大及廬山等雨量站。

現場勘查點位d：崩塌潛勢圖

現場勘查點位d：現場拍攝情況

現場勘查點位e：崩塌潛勢圖

現場勘查點位e：現場拍攝情況

圖 9 仁愛鄉現場勘查照片 (拍攝時間：2017/1/4)
Fig.9 The field survey pictures of selected landslide
cases in Renai Township.

圖 10 14 個雨量站在不同頻率年之 24 小時降雨延時累積降
(2) 現場勘查點位 b：座標為 (261376，2655936)，崩塌中心
點崩塌潛勢值 0.81，經查核結果屬於淺層崩塌，邊坡表
面具有大量岩屑，邊坡表面有岩層外露。
(3) 現場勘查點位 c：座標為 (267267，2658396)，崩塌中心
點崩塌潛勢值 0.70，經查核結果屬於岩屑崩滑的淺層崩
塌點位，目前岩層外露明顯，岩性為板岩及變質砂岩與
板岩薄互層，植生難以復育。
(4) 現場勘查點位 d：座標為 (263213，2652653)，崩塌中心
點崩塌潛勢值 0.59，經查核結果屬於淺層崩塌，目前表

雨量估算
Fig.10

The 24-hrs accumulated rainfall with different return periods in 14 rainfall stations.

14 個雨量站分別推算頻率年為 2 年、5 年、10 年、25 年、
50 年、100 年及 200 年等數據，14 個雨量站在頻率年 2 年數
據介於 219.2 mm (龍神橋) 至 699.3 mm (稍來)，在頻率年 200
年數據介於 560.0 mm (梨山) 至 1420.2 mm (稍來)，頻率年 200
年數據與頻率年 2 年數據兩者差異介於 319.5 mm (梨山雨量
站) 至 1121.6 mm (大觀雨量站)。另外，採用前述以邏輯式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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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s 累積降雨量，來繪製頻率年 50 年與頻率年 200 年之崩塌

崩塌風險評估方式在於危害度與脆弱度的決定，楊明德等

潛勢圖 (如圖 11)。頻率年 50 年之崩塌潛勢圖中，仁愛鄉平均

(2012) 曾以崩塌潛勢評估值為危害度，並以各子集水區之建

崩塌潛勢值為 0.357，位於低潛勢、中潛勢、中高潛勢及高潛
勢地區的面積分別佔總鄉面積之 36.5%、37.9%、20.6%及 5.0%；
頻率年 200 年之崩塌潛勢圖中，仁愛鄉平均崩塌潛勢值為
0.479，位於低潛勢、中潛勢、中高潛勢及高潛勢地區的面積分
別佔總鄉面積之 18.2%、35.4%、31.9%及 14.4%。

物、交通及土地使用情況為脆弱度評估因子，該研究所得之崩
塌風險則成為政府單位評估子集水區治理之優先順序。本研究
沿用楊明德等 (2012) 所提出方式，但在脆弱度上改成各種土
地利用之單位價值，本研究所得之風險可為該場降雨情況下所
可能產生之最大損失金額。崩塌災害所可能造成損害的影響對
象可包含人命傷亡、土地毀損及地上物被掩埋或破壞等 (包含
建物、農業、林業及道路等)，但人命傷亡之估算需包含致災
地點及逃難路線所構成之致災機率，因此至目前為止仍難以推
估可能傷亡人數，土地損失、農業及林業用地損失則難以準確
估價。因此沿用 Martha et al. (2013) 及 Vega and Hidalgo (2016)
等評估方式，僅針對建物及道路部份作為評估對象並評估崩塌
災害風險。
山區道路跟建物可能受損情況包含上邊坡崩塌土體掩埋
道路或建物，或下邊坡受掏刷而造成道路或建物崩落。首先以
南投縣土地利用調查圖資萃取道路及建物區域面積，經統計仁
愛鄉之道路及建物區域面積 (如圖 3) 分別為 5.87 km2 及 2.78
km2。建物成本參考南投縣政府 (2016) 公告出版南投縣房屋
標準單價表作為估算建物損失依據，將土地使用分類系統表對
照建物用途分類表後 (如表 5)，依據建物構造、用途及樓層來
對應價格，但因土地利用圖資無調查房屋建造材質及樓層數，
便依據現地調查結果來概估建物平均樓層，以及假設房屋構造
皆為鋼筋混凝土造及預鑄混凝土造。然而，即便兩建物屬於同
樣用途 (例如服務業或遊樂場所)，也會因所處位置不同樓層
數量也不一樣，例如觀光熱門景點之樓層可到四層樓以上，但
在一般地點僅達 2 層樓。因此在風險估算上僅為粗略估算，提
供防災規劃上的參考。道路的估算成本，參考南投縣政府
(2016) 統計近十年共 119 件道路工程案施工造價平均成本，
各年度道路造價成本平均值為每平方公尺 2,794 元。
表 5 仁愛鄉建物分類單價表
Table 5

圖 11 仁愛鄉頻率年 50 年(圖 a)及 200 年(圖 b)24 小時累積
降雨下之崩塌潛勢分布圖。
Fig.11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under
24-hr accumulated rainfall with the return period
of 50 years (Fig. a) and 200 years (Fig. b) in Renai
Township.

The unit price of building in Renai Township
採用單價 (元/m2) 總面積 (m2)

類別

樓層

零售批發

1

2,660

40,469

服務業

2

2,500

293,169

住宅

2

2,500

1,840,246
11,967

工業

1

1,840

政府機關

2

2,500

28,630

宗教、葬儀設施

1

2,400

125,223

學校

2

2,760

233,191

醫療健保及社會福利設施

2

2,500

23,724

環保設施

1

1,840

5,858

文化設施

1

2,660

18,521

遊樂場所

1

2,400

157,833

體育場所

1

2,400

3,681

備註：本資料引用自南投縣政府 2016 年公告重行評定南投縣房屋標準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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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潛勢跟成本結合估算方面，沿用前述將崩塌潛勢區分

來不具有出現崩塌的機率，但本研究認為此結果會過於武斷，

為預測會崩塌 (崩塌潛勢大或等於 0.5) 及預測不會崩塌 (崩

因此將從未被判定為崩塌的崩塌發生次數由 0 次更改為 0.001

塌潛勢小於 0.5) 兩種，估算預測會崩塌所造成的損害成本。

次，雖然崩塌復發機率從無限久遠轉成 1000 年發生 1 次，但

損失成本即為位於崩塌潛勢超過 0.5 以上之所有網格土地利用

此作法可避免過於武斷的評定，也更符合實際。仁愛鄉在未來

總價值。風險估算以 20 m 網格為單元，將每一估算單元的崩

20 年各網格發生崩塌 (被判定為崩塌) 的機率如圖 13 所示。

塌潛勢乘上該單元的建物成本，即可得到該單元在不同頻率年
降雨情況下可能產生的損失金額。結果顯示，在 200 年、100
年、50 年、25 年、10 年及 5 年頻率年之 24 小時累積降雨所
產生的崩塌潛勢分布下，仁愛鄉可能損失的金額分別為 38.7、
24.0、11.8、7.7、5.5 及 4.5 億元，但因為本研究將崩塌潛勢超
過 0.5 以上視為會崩塌，因此此估算值乃為高估值，也為最大
可能損失金額估算值。圖 12 為降雨頻率年 200 年之 24 小時
累積降雨下可能產生的崩塌風險損失金額分布圖。

圖 13 仁愛鄉未來 20 年內的崩塌重現率分布圖
Fig.13

The probability of landslide recurrence during the
next 20 years in Renai Towship.

仁愛鄉境內網格在未來 20 年內被判釋為崩塌的平均機率
為 4.34%，僅有 4.4%研究區域內網格在未來 20 年被判釋為崩
塌的機率超過 80.0%，而在河川兩岸 200 公尺內的區域在未來
20 年被判釋為崩塌的平均機率為 7.21%，在斷層鄰近 1000 公
圖 12 仁愛鄉降雨頻率年 200 年的 24 小時累積降雨下所可
能產生的崩塌損失風險分布圖
Fig.12

The landslide loss caused by 24-hrs accumulated
rainfall event with the return period of 200 years
in Renai Township.

3. 崩塌重現機率估算
表 6 為仁愛鄉由 2003 年至 2012 年之崩塌特性說明，由

尺內的區域在未來 20 年被判釋為崩塌的平均機率為 4.66%。
表 6 南投縣仁愛鄉由 2003 年至 2012 年之崩塌特性說明
Table 6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landslide from 2004 to
2013 in Renai Township, Nantou county.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崩塌個數

1942 3278 3651 2474 2031 1548 2746 3185 2208 1905

崩塌面積 (km2) 12.6 21.5 28.2 20.0 23.7 17.6 26.0 23.5 22.9 18.5
崩塌率 (%)

1.03 1.76 2.31 1.64 1.94 1.44 2.13 1.92 1.87 1.51

該表可發現仁愛鄉內從 2003 年至 2012 年間，每年崩塌個數
都超過 1500 個以上，每年崩塌率都超過 1.0%，崩塌率最高為
2005 年的 2.31%及 2009 年的 2.13%。在崩塌重現率估算上，
採用仁愛鄉由 2003 年至 2012 年共 10 年的多年崩塌目錄，估

六、結

論

本研究以仁愛鄉在 2009 年後的崩塌分布，分析該次崩塌

算每一網格在未來特定時間間隔下之崩塌重現率。在 10 年崩

事件之崩塌特性，蒐集鄰近雨量站長期雨量資料，建構不同頻

塌目錄中，全研究區面積約有 95.6%是在 10 年從未被判釋為

率年降雨事件之仁愛鄉崩塌潛勢及風險分布圖。在崩塌特性分

崩塌地，曾被判釋為崩塌地小或等於 5 次以下者面積佔總面積
之 3.5%，僅有 0.9%面積是在 10 年被判釋為崩塌地超過 5 次
以上。在估算特定時間間隔內之崩塌重現機率上，設定時間間
隔設定為 20 年，從未發生過崩塌的區域在柏松模型的計算中
會出現分母為 0 的結果，其意義為該地區經過現有資料評定未

析上，仁愛鄉在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的崩塌，約有 57.0%位
於下邊坡及 20.5%位於上邊坡，且崩塌規模以小崩塌為主，崩
塌規模最密集的範圍在於崩塌面積介於 4×10-4-6×10-4 平方公
里之間，頻率密度約為 106/平方公里。分別以邏輯式迴歸及證
據權重法建構崩塌潛勢評估模式，經模式表現成果比對，以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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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 74.47%及 61.92%，與研究區域現場勘查比對，發現多數

Southern Taiwan. ” Taiwan Mining Industry, 62(3), 35-42.)
[7] 謝承憲、蘇昭郎、吳佳容 (2010)，災害風險評估技術指引

淺層崩塌案例可被邏輯式迴歸建構之崩塌潛勢評估模式預測，

－災害風險管理與減災之工具，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

輯式迴歸法及證據權重法建構的崩塌潛勢評估模式正確率分

但因地下水誘發的地滑型崩塌無法預測，說明模式之限制與適

害防救電子報，59，新北市。(Hsieh, C.H., Su, J.L., and Wu,

用性。因此後續風險評估以邏輯式迴歸法建構之崩塌潛勢評估

J.R. (2010). “Guideline for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 - A Tool
for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and Mitigation.”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for Disaster Reduction, 59, new
Taipei city.)
[8] 楊明德、黃奕達、黃凱翔、張益祥 (2012)，「利用崩塌潛

模式為主，風險評估過程僅評估研究區域內之建物及道路造價
成本，以前述模式預測崩塌發生之區域並套疊損失物成本，估
算結果顯示在 50 年、100 年及 200 年頻率年之 24 小時累積降
雨情況下，仁愛鄉可能損失的風險值分別為 11.8 億、24.0 億
及 38.7 億元。最後以多期年崩塌目錄來估算仁愛鄉崩塌重現
機率，估算結果顯示仁愛鄉在未來 20 年的平均發生機率為
4.34%，且在河川兩岸 200 公尺內的區域及斷層鄰近 1000 公
尺內的區域，在未來 20 年被判釋為崩塌的平均機率分別為
7.21%及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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