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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崩塌活躍性及崩塌時空熱區分析說明曾文水庫集水區崩塌長期演化

時空特性 

陳昱祺 吳俊鋐* 

摘  要 本研究探討曾文水庫集水區在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崩塌復育，在 2009 年後兩年崩塌面積平均每

年減少 5 km²，2009 年後 2 年、5 年及 8 年內崩塌復育率達到 80%、83%及 87%。活躍崩塌地集中於高程 1750-

2000 m、坡度 35˚-55˚、距離河川 500 m 範圍內，崩塌熱區分佈在集水區中上游，尤其在 上游的長谷川溪、

達邦、達德安、隙頂與山美等五個子集水區具有明顯崩塌熱區分佈，大規模崩塌、蝕溝或彎曲河道兩岸區域

也是時空熱區聚集位置，也是集水區尚未復育或新崩塌地分布區域。 

關鍵字：崩塌演化、崩塌復育、時空熱區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lide Evolution in the 
Tsengwen Reservoir Watershed from the Assessment of Landslide 

Activity Through Spatiotemporal Hotspot Analysis 

Yu-Ci Chen Chun-Hung Wu* 

 

ABSTRACT The study explores the recovery from landslides induced by Typhoon Morakot in 2009 in the 

Tsengwen reservoir watershed. The landslide recovery ratios in the following 2, 5, and 8 years after 2009 reached 80%, 

83%, and 87%, respectively. The active landslide was concentrated in the area with an elevation of 1750-2000 m, a 

slope of 35°-55°, and located within 500 m of the rivers. The landslide spatiotemporal hotspots were distributed up-

stream of the Tsengwen reservoir watershed, particularly in the Chankuchuan, Daban, Daderan, Siding, and Shanmei 

subwatersheds. The large landslide cases and the involved gullies and rivers occurred over the cluster area of landslide 

spatiotemporal hotspots and the distributed area of nonrecovered or new landsl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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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極端降雨造成的土砂災害在台灣過往 20 年內發生多

次，其中又以 2009 年莫拉克颱風 (Typhoon Morakot) 對南

台灣集水區造成的嚴重土砂災害為主 (Wu et al., 2011; Wu et 

al., 2014)。此類降雨誘發嚴重土砂災害往往帶來大量土砂產

出，尤其在水庫集水區內導致庫容淤積及河川變遷情況更值

得關注 (李鎮鍵等，2010)。一場降雨誘發的嚴重崩塌災害事

件在後續幾年將會如何演化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藉由瞭

解崩塌演化特性及時空熱區分佈，可為相關治理單位在擬定

嚴重土砂災害治理對策上的參考。 

崩塌演化 (landslide evolution) 通常被用在針對單一邊

坡發生滑動的長期觀察上，例如南投縣母鞍山深層滑動的長

期觀測 (Lin et al., 2020)，但近年開始有將崩塌演化用於集

水區尺度的崩塌分布及變遷觀察，而這些研究都跟大地震或

極端降雨誘發大量崩塌事件相關，例如 2005 年巴基斯坦

Kashimir 地震 (Shafique，2020)、2008 年中國 Wenchuan 地

震 (Yang et al., 2017; Li et al., 2018)、2009 年台灣莫拉克颱

風事件 (Wu and Lin, 2021) 及 2015 年尼泊爾 Gorkha 地震 

(Kincey et al., 2021) 等案例。在嚴重崩塌事件發生後幾年，

崩塌演化特性及分布是如何治理密集崩塌集水區及降低後

續二次災害的關鍵 (Wu, 2019)。針對極端事件誘發大量崩

塌，許多研究都曾經探討過事件後的崩塌活躍性 (Yang et 

al., 2017; Shafique, 2020)、崩塌空間與時間分佈 (Valenzuela 

et al., 2017; Li et al., 2018)、崩塌復育特性 (Wu, 2017) 及崩

塌演化趨勢 (Wu, 2019; Chen et al., 2020)。Li et al. (2018) 以

2008 年中國四川汶川地震誘發大量崩塌地後續復育進行分

析，提到該區域在經歷汶川地震後造成集水區產生多處崩塌

地，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正常降雨的情況下崩塌面積減少或

被分為更小塊的部分，但也還是有些許崩塌地仍然處於活躍

狀態，特別是在強降雨後出現。 

以多期時間的空間資料分析崩塌演化現象也是此類崩

塌演化研究重點，針對集水區尺度崩塌多年空間分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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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文稿都採用多期崩塌目錄 (landslide inventories) 為材

料，而為表現崩塌在多個時間上的空間分布，因此引入時空

分布樣態分析方式，崩塌活躍性 (landslide activity) 跟崩塌

時空熱區分布 (spatio-temporal hotspot distribution) 分析是

近年較新且常被使用的時空分布樣態分析方式。崩塌活躍性

是一個經常被拿來檢視崩塌在不同時間檢視崩塌分佈特性

的指標 (Yang et al., 2017; Shafique, 2020; 吳俊鋐等，2020)，

此類研究利用不同時期檢視集水區內崩塌活躍性分布差異，

判斷當地的崩塌是否已趨於緩和。國內也有研究以此方式評

估濁水溪上游的和社溪集水區崩塌活躍性分布 (吳俊鋐等，

2020)。而熱區分析通常應用於探討研究區域內特定現象的

群聚程度，過往在台灣曾被用在登革熱的傳播 (林柏丞等，

2017) 或犯罪率的分布 (溫重翰等，2021) 等相關研究，也

有研究將熱區應用在崩塌分布上 (Lin et al., 2017)，並探討

台灣各區域崩塌好發區位隨時間的演變情況。傳統的熱區分

析只能描述群聚樣態跟特殊位置在特殊時間的崩塌群聚強

度，但無法解釋隨時間演變的趨勢 (Cheng et al., 2020)，也

因此近年開始有時空熱區分析技術應用在各種現象在不同

時空的傳播探討上，例如 CoVid-19 病毒傳播 (Purwanto et 

al. , 2021)、交通事故好發位置演變 (Cheng et al , 2018)、漁

貨量歷年演變 (Everett et al., 2021)，也有相關研究將時空熱

區技術應用於探討台灣在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的崩塌演化

現象，並被證明可說明崩塌事件發生後，集水區好發崩塌區

位的演化原因說明及位置預測 (Wu and Lin, 2021)。 

以台灣目前水庫而言，曾文水庫為全台庫容 大的水

庫，其集水區面積也為全台之 達 483 平方公里，曾文水庫

集水區在經歷過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誘發集水區內多數

崩塌形成，崩塌面積及崩塌率達 13.94 平方公里與 2.88%的

崩塌率，以全台灣水庫集水區來說曾文水庫集水區內的崩塌

率為 嚴重，因此本研究以曾文水庫集水區作為研究區域。

本研究主要分析曾文水庫集水區影響崩塌演化的主要因子，

因此利用長年崩塌目錄資料，進行崩塌活躍性及崩塌時空熱

區分析等技術探討。 

 

二、研究區域 

曾文水庫集水區位於曾文溪上游大埔溪上，曾文溪發源

於嘉義縣阿里山鄉的東水山，源頭海拔高 2,440 m 流域呈現

狹長型，主流由北向南流，於大埔鄉大浦橋匯入曾文水庫內。

曾文水庫集水區平均高程 958.8 m，高程介於至 194.4-2612.8 

m，高程介於 500-1000 m 之間的崩塌面積約高達 7.4 km2，

集水區在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崩塌率為 3.2%；集水區平均

坡度 29.2°，坡度介於至 0-87°，坡度介於 20-40°之間的面積

約占總面積之 57.3%；本集水區坡向分佈均勻，若扣除平坦

坡向，則其餘各坡向占總面積約介於 9.5%(東北) 至 16%(西) 

之間；集水區高程、坡度與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崩塌分佈

圖如圖 1 及圖 2 所示。 

 

 
圖 1 曾文水庫集水區高程與子集水區分布圖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elevation and subwatersheds 

in the Tsengwen reservoir watershed 

 

 
圖 2 曾文水庫集水區坡度與 2009 年莫拉克誘發崩塌分布

圖 

Fig.2 The distribution of slope and landslide induced 

by 2009 Typhoon Morakot in the Tsengwen res-

ervoir watershed 

本研究採用中央地質調查所於 2014 年出版流域地質圖 

(比例尺 1/25000) 進行地層分析，本集水區地層由十二種岩

層所組成，其中以長枝坑層為占比 大地層，占總面積

34.2%，在崩塌率方面以茅埔頁岩崩塌率為 6.3%為 。集水

區地質分布圖如圖 3 所示。以土地利用分析而言，本研究採

用國土測繪中心在「第 2 次國土利用調查計畫」所產製的土

地利用圖層進行分析，該筆土地利用資料調查時間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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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8 年間，根據該筆資料分析顯示：曾文水庫集水區

土地利用可分為五類，包含森林用地、交通用地、水利用地、

建築用地及其他用地，其中又以森林用地為主，面積達 388.6 

km2，佔總面積 80.6%。崩塌地主要集中在森林用地，森林用

地之崩塌率約為 14.7%，但裸露地及荒地之崩塌率為 ，約

為 63.2%。過往相關研究 (吳俊鋐等，2020；Wu and Lin, 2021) 

都曾顯示距離河川越近的範圍內，崩塌率會越高，主因在於

河岸淘刷崩塌或河川土砂淤積造成河川擺盪現象，本研究依

循此想法將全集水區面積依據與河川距離分為六類，由河川

中心線往外圍每 100 m 分為一類，分析結果顯示距離河川

100 m 以內佔集水區面積 18.3%及超過 500 m 以外佔集水區

面積 39.7%為 。 

 

 
圖 3 曾文水庫集水區地質與 2009 年莫拉克颱風誘發崩塌

分布圖 (採用中央地質調查所 1/25000流域地質圖) 

Fig.3 The distribution of geological setting and land-

slide induced by 2009 Typhoon Morakot in the 

Tsengwen reservoir watershed 

 

三、研究材料與方法 

1. 降雨及崩塌資料說明 

針對曾文水庫集水區之降雨資料分析，本研究於集水區

上中下游各一處雨量站為代表性雨量站，由上游至下游分別

為龍美雨量站、馬頭山雨量站、曾文雨量站為代表性雨量站。

雨量資料由氣象局觀測資料查詢取得，收集資料時間為 2009

年至 2020 年的日雨量資料。為更細緻瞭解降雨在時間上的

分布，本研究也將年雨量區分為雨季與旱季，雨季為每年 5

月至 10 月底，旱季則為每年非雨季月份。另外，本研究也

以氣象局所訂定之大豪雨定義標準：「24 小時累積雨量達到

350 mm 以上」，來分析由 2009 年至 2020 年各年度日降雨

達大豪雨等級的總日數。 

2. 崩塌復育分析 

本研究對於曾文水庫集水區崩塌分析乃採用林務局所

製作的年度崩塌圖層，該圖層是以當年度 1 月~7 月全島鑲

嵌福衛二號衛星影像，建立自動判釋崩塌地作業標準，繪製

崩塌地判釋 小面積為 0.1 ha。本研究所採用的年度崩塌圖

層為林務局所出版的 2008-2017 年年度崩塌圖層，分析集水

區各區位的崩塌復育情況。，本研究的崩塌復育分析乃以兩

個年度崩塌圖層進行比對，比對規則如圖 4 所示，並將崩塌

地分為已復育崩塌地、未復育崩塌地及新崩塌地。 

 

 
(a) 本研究崩塌復育分析原則 

 

 
(b) 崩塌復育分析案例 

圖 4 本研究所採用的崩塌復育分析原則及案例 

Fig.4 The landslide recovery analysis method and 

cases in the study 

3. 崩塌活躍性 

由相關研究提出的崩塌活躍性判斷方式，Yang et 

al.(2017) 針對中國汶川地震誘發的崩塌地將活躍性區分為

極度活躍、非常活躍、逐漸活躍跟其他等四種；

Shafique(2020) 針對 2005 年巴基斯坦 Kashimir 地震誘發崩

塌也將活躍性區分為極度活躍、非常活躍、活躍、休眠、不

活躍等五種；各研究提出的判釋規則都近似，基本上以判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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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點為主，越接近判別時間出現的崩塌代表活躍性越高; 

反之，越遠離判別時間出現的崩塌代表活躍性越低。本研究

也仿照上述文獻提出的方法，將崩塌活躍性區分為極度活

躍、非常活躍、活躍、休眠及不活躍等五種，判別方式如圖

5 所示。極度活躍、非常活躍和活躍的判斷標準主要與 2009

年莫拉克風災相關，曾文水庫集水區在 2009 年莫拉克風災

後出現了大量的崩塌又或者間接影響後續新增的崩塌地，由

此判斷方式較可推論該區域較為脆弱且崩塌活躍；休眠與不

活躍的崩塌判斷標準主要是針對因 2009 年莫拉克風災所新

增的崩塌地，這些崩塌地可能因時間或是治理工程的關係已

經復育或是較為穩定。 

 

 
圖 5 本研究崩塌活躍性判斷規則 

Fig.5 The criteria of landslide activity in the study 

4. 崩塌時空熱區分析 

時空熱區分析 (Spatiotemporal Hotspot Analysis) 主要

分析某種現象在長時間尺度下的空間群聚特性，相較於單一

時間的空間分析，多重時間的空間分析則稱為時空分析，利

用時空分析方法可瞭解特定現象從過往到現在的空間分佈

與趨勢，更有助於掌握災害未來可能發生地點、原因及規模。 

本研究利用 ArcGIS Pro 軟體中的新興熱區分析模組 

(emerging hotspot analysis) 工具來進行崩塌時空熱區分析，

由於該模組需要至少十筆資料，因此本研究加入 2008 年年

度崩塌圖層至本研究原採取的 2009-2017 年年度崩塌圖層為

材料。根據時空群聚分析模組方式，將群聚現象區分為 17 種

樣態，包含 8 種熱區、8 種冷區及 1 種無感應，包含歷史冷

區 (HCS)、震盪冷區 (OCS)、零星冷區 (SCS)、遞減冷區 

(DCS)、長久冷區 (PCS)、加劇冷區 (ICS)、連續冷區 (CCS)、

新冷區 (NCS)、無感應 (NO)、新熱區 (NHS)、連續熱區 

(CHS)、加劇熱區 (IHS)、長久熱區 (PHS)、遞減熱區 (DHS)、

零星熱區 (SHS)、震盪熱區 (OHS)及歷史熱區 (HHS)，各種

熱冷區的解釋如表 1 所示。分析過程所需參數有時間與分析

空間距離兩種參數，國際相關文獻對於搜尋時間跟搜尋空間

的參數目前並沒有明確指定，因此本研究先將搜尋時間參數

定義為一年，而搜尋空間參數則以 25 m 及 50 m 兩個參數來

測試。過往曾採用此分析探討崩塌演化的文獻認為 (Wu and 

Lin, 2020)：此類分析方式的 大優點在於可偵測鄰近網格的

冷熱強度，因此「一個崩塌地產生崩塌後，崩塌土砂進入河

川，河川土砂淤積導致河川型態改變，也導致鄰近下游邊坡

也發生河岸崩塌」這種連續反應，在過往分析中並無法偵測

到彼此的關聯性，但在時空群聚分析卻可藉由熱區位置的轉

移跟熱區樣態的變換，而偵測到前因後果的關聯性。 

表 1 時空熱區分佈樣態與解釋 

Table 1 The pattern and explanation of spatiotemporal hotspot analysis 

中文 英文 解釋 

新熱 (冷) 區 New hot (cold) spot 在 近的時間間隔內首次出現熱 (冷) 色 

連續熱 (冷) 區 Consecutive hot (cold) spot 至少有90%以上分析時間都有連續出現熱 (冷) 區 

加劇熱 (冷) 區 Intensifying hot (cold) spot 至少有90%以上分析時間都出現熱 (冷) 區，且趨勢隨時間逐漸增加。 

長久熱 (冷) 區 Persistent hot (cold) spot 至少有90%以上分析時間都出現熱 (冷) 區，但並未出現趨勢隨時間增加或減少。 

遞減熱 (冷) 區 Diminishing hot (cold) spot 至少有90%以上分析時間都出現熱 (冷) 區，但並未出現趨勢隨時間增加或減少。 

零星熱 (冷) 區 Sporadic hot (cold) spot 只有在一定時間才出現熱 (冷) 區 

震盪熱 (冷) 區 Oscillating hot (cold) spot 在一些時間間隔內出現熱(冷)區，但在另外一些間隔內又出現冷 (熱) 區 

歷史熱 (冷) 區 Historical hot (cold) spot 在至少90%以上的研究時間間隔內出現熱 (冷) 區，但 近一個時間間隔沒有出現 

無感應 No pattern detected 分析結果不符合上述所有冷熱區定義 

 

四、研究成果分析 

1. 歷年降雨跟崩塌資料分析 

降雨一直是南台灣崩塌分布的主要誘發原因。表 2 為本

研究以曾文水庫集水區內的曾文、龍美及馬頭山雨量站從

2009-2017 年的年降雨量數據。曾文水庫集水區從 2009-2017

年三個雨量站年平均雨量為 2877.7 mm，以年降雨標準偏差

達 633.9 mm 及年降雨量變異係數約為 0.22，曾文水庫集水

區在各年度降雨量起伏偏大；也對比曾文雨量站由 1968-

2020 年長期平均年降雨量約為 2761 mm，也代表曾文水庫

集水區由 2009-2017年屬於降雨較豐沛的年份。從 2009-2017

年 大年降雨發生在 2016 年 3690.7 mm， 小年降雨則為

2013 年的 031.8 mm，兩者相差 1658.9 mm，代表在 2009-

2017 年間降雨 多與降雨 小的年總降雨量差值可達平均

降雨量的 57.6%，也顯現這段時間年降雨量的震盪特性。而

2009年至 2017年間第二及第三大的年降雨量則分別為 2009

年的 3535.8mm 及 2012 年的 3551mm。顯示 2009 年莫拉克

颱風後，於 2012 年與 2016 年發生的年降雨量超過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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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曾文水庫集水區由 2009-2017年年降雨量數據表 

Table 2 The annual rainfall data from 2009 to 2017 in 

the Tsengwen reservoir watershed 

年份 龍美 馬頭山 曾文 平均 

2009 3860.0 3454.0 3293.5 3535.8 

2010 3166.5 2492.0 2964.0 2874.2 

2011 2433.0 2225.0 2084.5 2247.5 

2012 3909.5 3569.0 3174.5 3551.0 

2013 2276.5 1735.5 2083.5 2031.8 

2014 2565.5 2077.0 2109.5 2250.7 

2015 3489.5 3050.0 2885.5 3141.7 

2016 3819.0 3477.5 3775.5 3690.7 

2017 3090.0 2428.0 2208.5 2575.5 

備註：雨量單位為mm。 
 

為更瞭解集水區各年度降雨特性，本研究估算各年度雨

季與旱季降雨量佔年降雨量百分比，也估算各雨量站在

2009-2017 年日降雨達到大豪雨等級的總日數。集水區內三

個雨量站從 2009-2020 年的雨季降雨量佔年降雨量約在

87.0%至 91.7%，此數據充分顯示曾文水庫集水區月降雨量

的分布時間不均勻特性。以各年度日降雨量達 350 mm 之總

日數，2009 年發生 3 天 (莫拉克颱風)、2010 年 1 天(凡娜比

颱風)、2012 年 1 天(蘇拉颱風)、2013 年 1 天 (康瑞颱風)、

2015 年 1 天 (蘇迪勒颱風)、2016 年 1 天 (梅姬颱風)、2018

年 2 天 (823 豪雨)，以各年度發生的次數跟連續程度，2009

年連續三天都降下超過 350 mm 的莫拉克颱風是這段分析時

間內 嚴重致災的豪雨事件，後續各年份雖都有 1 至 2 天有

達大豪雨等級，但卻未達連續發生，所以可認為曾文水庫集

水區在 2009 年莫拉克颱風事件後，並無誘發崩塌強度更大

的降雨事件發生。 

曾文水庫集水區由 2009-2017 年各年度崩塌數據如圖 6

所示，曾文水庫集水區從 2009-2017 年平均崩塌率為 1.04%，

以崩塌率大或等於 1.0%將視為該集水區為崩塌嚴重區域 

(Wu et al., 2011)，而這也表示曾文水庫集水區算是嚴重崩塌

的區域。集水區在 2008 年崩塌率僅為 0.32%，在 2009 年莫

拉克颱風後卻增加為 2.88%，可明顯看出 2009 年莫拉克颱

風對於集水區造成的嚴重崩塌災害。以 2009-2017 年集水區

崩塌率數據而言，2009 年後集水區崩塌率有逐年的下降，在

2010 年崩塌率下降至 1.6%，也是歷年崩塌率下降 高的一

年；但在 2013 年、2016 年及 2017 年崩塌率都有些微上升。

由圖 6 可看出由 2009 年至 2011 年崩塌率快速下降，但在

2012-2017 年崩塌率則呈現維持平穩但有小幅震盪的現象。 

若探討集水區由 2009-2017 年各年度崩塌個數變化，集

水區在 2008 年及 2009 年崩塌個數分別為 217 跟 1152 個，

此數據也顯示莫拉克颱風造成嚴重崩塌的現象，但在 2010

年崩塌個數增加至 1191 個，2011 年則快速下降至 432 個，

此後由 2012-2017 年崩塌個數則呈現明顯震盪的現象。國際

上探討大地震誘發崩塌之後續演化相關研究 (Yang et al., 

2017; Shafique, 2020) 都曾提到崩塌面積易呈現下降趨勢，

但崩塌個數會呈現震盪現象，上述此點特徵，也能在因極端

降雨造成嚴重崩塌的曾文水庫集水區內被發現。若以大規模

崩塌定義為崩塌面積超過 10 ha 或土方量達 10 萬 m3或崩塌

深度在 10 m 以上的崩塌地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15)，

本研究也探討集水區內大規模崩塌個數在歷年的數據，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共有 22 處大規模崩塌，至 2012 年快速下降

至 3 處，之後各年就在 1 至 3 處之間震盪。 

 

 
圖 6 曾文水庫集水區由 2009-2017年崩塌面積與個數分布

圖 

Fig.6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slide area and number 

from 2009 to 2017 in the Tsengwen reservoir wa-

tershed 

2. 崩塌復育分析 

曾文水庫集水區歷年崩塌復育分析數據如表 3 所示，

2009 年莫拉克所引發的崩塌地在集水區的復育情況，在災

害後的 1 年及 2 年內崩塌復育分別為 64%及 80%，在颱風

後 3 年至 5 年間復育至 83%，在颱風後 6 至 8 年間復育至

87%。以 2009 年莫拉克後的新崩塌而言，颱風後兩年內約

有 10.5%至的 16.6%新崩塌產生，颱風後 3 年至 8 年間，新

崩塌產生百分比皆在 10%以下。本研究挑選以 2009 年比對

2011 年、2013 年、2015 年及 2017 年等年份說明崩塌復育

分布，如圖 7 所示。由圖 7 可清楚發現新崩塌或尚未復育崩

塌地都集中在上游集水區為主，尤其在大規模崩塌周圍區

域、蝕溝或彎曲河道兩岸為主，而隨距離 2009 年莫拉克颱

風發生時間越久，尚未復育及新崩塌會集中在大規模崩塌周

圍區域、蝕溝或彎曲河道兩岸，這也代表曾文水庫集水區崩

塌復育跟降雨量沒有明顯關係，但跟所在區位有較明顯關

係。 

表 3 曾文水庫集水區崩塌復育數據表 

Table 3 The landslide recovery data from 2009 to 

2017 in the Tsengwen reservoir watershed 

年份 
已復育 未復育 新崩塌 

面積 百分比 面積 百分比 面積 百分比

2010 8.9 64.0 5.0 36.0 2.3 16.6 

2011 11.1 80.2 2.8 19.8 1.5 10.5 

2012 11.3 81.3 2.6 18.7 1.2 8.4 

2013 11.4 81.9 2.5 18.1 1.4 9.8 

2014 11.6 83.5 2.3 16.5 1.2 8.8 

2015 12.3 88.6 1.6 11.4 0.8 5.9 

2016 12.1 87.2 1.8 12.8 0.9 6.6 

2017 12.2 87.5 1.7 12.5 1.4 10.0 

備註：面積單位為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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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09年VS 2011年 (b) 2009年VS 2013年 

  

(c) 2009年VS 2015年 (d) 2009年VS 2017年 

圖 7 曾文水庫集水區崩塌復育分析 

Fig.7 Distribution of landslide recovery in the Tsengwen reservoir watershed 

3. 崩塌活躍性與地貌因子關係 

由於崩塌活躍性是根據各評估網格在每一年是否被判

釋為崩塌跟累積次數而決定，因此本研究先統整由 2009 年

至 2017 年各評估網格被判釋為崩塌之累積次數，圖 8 為曾

文水庫集水區歷年崩塌判釋累積次數分布圖，全集水區約有

3.9%面積是曾被判釋為崩塌，且有 96.1%面積在 2009 年至

2017 年未曾被判釋為崩塌。判釋為崩塌次數越高的網格幾

乎都分佈在上游集水區。 

崩塌活躍性評估不只可以瞭解該崩塌地的穩定性，也可

了解崩塌地在復育方面所需要時間，更可以成為崩塌演化分

析基礎。尤其曾文水庫集水區在經歷過 2009 年莫拉克颱風

的極端降雨事件後，在後續幾年內並未在發生極端降雨事件

的條件下，而崩塌仍持續發生或難以復育的區域，或者是這

些區域的特性與誘發崩塌的原因的關係則為本研究值得進

一步深入探討的內容。本研究也根據圖 5 的判定規則評定曾

文水庫集水區崩塌活躍性分布，如圖 8 所示。單以 難復育

的極度活躍崩塌地分佈而言，全集水區約有 52.6 公頃公頃

屬於極度活躍崩塌地，其中又有 40.2 公頃 (約佔 76.2%) 位

於上游集水區內，達邦、長谷川溪跟隙頂則是具有極度活躍

崩塌地面積前三大的子集水區，也剛好都位於曾文水庫集水

區內水系 上游的前四個內。而進入中游至下游的子集水區

內，極度活躍崩塌地面積多數都小於 2.0 公頃以下，此點說

明上游集水區所匯集流量無法有效消化土砂產量，而導致多

處河岸崩塌發生，這也是上游集水區崩塌活躍性多為極度活

躍的主因。 

若以屬於活躍崩塌地的極度活躍、非常活躍及活躍三種

崩塌活躍性等級的數據而言，三種崩塌活躍性崩塌地總面積

約為 343.3 公頃，且位於上游的子集水區就包含 238.2 公頃 

(佔 69.4%)，以其分佈而言，長谷川溪及達邦子集水區以廣

泛分佈為主，但在達得安及隙頂子集水區則以分佈在河川兩

岸為主。以休眠及不活躍兩種崩塌活躍性等級的數據而言，

兩種總面積約為 2438.8 公頃，分佈區域則以全集水區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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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為主，但仍看得出在較接近庫區的子集水區有較多休眠

及不活躍崩塌的分佈，尤其在曾文水庫西岸、曾文水庫東岸、

草蘭溪等子集水區內。 

多篇地震誘發崩塌後續演化的研究 (Yang et al., 2017; 

Li et al., 2018) 都曾經分析過崩塌活躍性與高程、坡度及距

離河川等因子的關係。曾文水庫集水區崩塌地多由豪雨所誘

發，因此本研究也以曾文水庫集水區歷年降雨誘發崩塌資料

分析崩塌演化與高程、坡度及距離河川等因子的關係，並跟

地震誘發崩塌的案例 (Yang et al., 2017; Li et al., 2018) 進行

比較。圖 9 為崩塌活躍性與地貌因子(包含高程、坡度及與

河川距離等因子)的關係分布圖。以高程因子而言，多數崩塌

較活躍區間集中位於高程 1250-1750 m 區間，尤其在 1500-

1750 m 之間區域，且在高程 2000 m 以上崩塌率逐漸趨近於

0%。而在休眠及不活躍崩塌率而言，在高程 500-1250 m 區

間崩塌率皆超過 2%，推論出休眠與不活躍崩塌多集中於高

程 500-1250 m 之間。若與國際文獻分析結果比較，在 2005

年 Kashimir 地震崩塌(Shafique, 2020)和 2008 年中國汶川地

震崩塌 (Yang et al., 2017; Li et al., 2018)，極度活躍與非常活

躍崩塌地聚集於 1000-1600 m 處，可看出大地震崩塌跟極端

降雨誘發崩塌，活躍崩塌分佈位置非常相似。 

以坡度因子而言，極度活躍、非常活躍與活躍崩塌地多

主要集中於坡度 35°-55°區間，此情況推論是因 2009 年莫拉

克颱風所造成的崩塌土砂容易堆積於坡腰的區域，而在此區

域的土砂若要往下移動需要由足夠大的降雨所形成的逕流

才能造成移動；在休眠及不活躍崩塌地在各坡度區間有差不

多的崩塌率，皆在 2%左右。若與國際文獻分析結果比較，

在 2005 年 Kashimir 地震崩塌 (Shafique, 2020) 和 2008 年中

國汶川地震崩塌 (Yang et al., 2017; Li et al., 2018)，極度活躍

與非常活躍崩塌地聚集於坡度 30˚-50˚區間，極端降雨誘發

崩塌比地震崩塌的活躍崩塌分布坡度區間稍微偏高一些。 

 

  

(a) 歷年累積崩塌判釋次數 (b) 活躍崩塌分布 

  

(c) 休眠崩塌分布 (d) 不活躍崩塌分布 

圖 8 曾文水庫集水區歷年累積崩塌判釋次數與崩塌活躍性分布圖 

Fig.8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slide frequency and landslide activity in the Tsengwen reservoir water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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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崩塌活躍性與高程因子關係 

 

  

(b) 崩塌活躍性與坡度因子關係 

 

  

(c) 崩塌活躍性與距離河川因子關係 

圖 9 曾文水庫集水區崩塌活躍性與地貌因子關係分布圖 

Fig.9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slide activity and geomorphologic factors in the Tsengwen reservoir watershed 

以距離河川因子而言，極度活躍、非常活躍與活躍崩塌

地多主要集中於距離河川 300 m 的區間，休眠及不活躍崩塌

地多集中於 100 m 以下的區域，這也表示在 2009 年莫拉克

颱風所引發的許多河岸崩塌在 3-5 年間漸漸復育，而其崩塌

形成原因為推論為在極端降雨事件所產生的，在大量的地表

逕流作用下將崩塌所產生的大量土石帶入河川並堆積於河

床，從而誘發了河岸侵蝕和河流地貌的變化。若與地震誘發

崩塌國際文獻比較，降雨誘發崩塌跟河川關係性較明顯，地

震誘發崩塌則比較聚集於斷層線鄰近 (Shafique, 2020)。 

4. 崩塌時空熱區分析 

曾文水庫集水區在 2008年至 2017年之間曾被判釋為崩

塌地的面積約 19.12 km2，約佔 4%集水區面積，在這 10 年

間崩塌分佈位置與總面積不斷在變化。圖 10 則為本研究在

搜尋空間參數分別設定為 25 m 及 50 m 所得到的崩塌時空

熱區分析結果，可發現在搜尋空間參數為 25 m 及 50 m 之崩

塌冷熱區分佈差別並不大，搜尋空間參數為 25 m 及 50 m 之

熱區總面積分別佔全部分析結果的 19.9%及 27.8%，搜尋空

間參數增加會促使熱區總面積增加，無樣態及冷區總面積減

少的結果，但如圖 10 所示其差異量並不大。因此本研究下

述分析說明先以搜尋空間參數為 25 m 之分析結果。 

以冷熱區分佈的位置而言，崩塌熱區主要分佈在集水區

中上游，尤其在 上游的長谷川溪、達邦、達德安、隙頂與

山美等五個子集水區具有明顯的崩塌熱區分佈；具有 多崩

塌熱區的前三個子集水區分別為達邦、長谷川溪及隙頂，而

這三個子集水區崩塌熱區面積累計約佔全集水區之 48.2%，

由此可以發現在較難復育的崩塌在上游的子集水區空間分

佈上有明顯群聚特性。崩塌冷區主要分佈於中下游集水區，

且位置多分佈於溪流兩側或者在大崩塌的外圍區域，崩塌冷

區分佈在河岸兩側，其中代表區域為山美子集水區的塔乃庫

溪及新美子集水區的普亞女溪，這兩處都在 2009 年莫拉克

颱風後出現大量的河岸崩塌，但這些河岸崩塌並沒有擴大的

趨勢，因此在熱區分析上形成崩塌冷區。 

以冷熱區分佈的樣態而言，崩塌熱區樣態是以震盪熱區

(OHS) 及長久熱區 (PHS) 為主，震盪熱區 (OHS) 面積佔

總熱區面積 75.5%，震盪崩塌熱區的意義為「該區域頻繁出

現冷熱區交替」，初期崩塌熱區出現跟 2009 年莫拉克相關，

但 2009 年之後崩塌熱區出現則跟地表逕流匯集所產生的蝕

溝與洪水流量在土砂淤積河川中造成河岸崩塌相關，因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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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在上游五個子集水區內，幾乎所有崩塌熱區都沿水系發

展。長久熱區占總熱區面積為 8.8%，長久熱區代表該區域至

少有 90%以上分析時間都出現熱區，這代表為集水區內較難

復育之崩塌地區域，具有 多長久熱區的子集水區為長谷川

溪。以崩塌冷區樣態分佈而言，是以震盪冷區為主，佔總冷

區面積67.4%，這也代表該區域崩塌較頻繁出現冷熱區交替。 

以崩塌熱區與冷區面積之比值來看各子集水區崩塌冷

熱區的分佈特性，全部子集水區熱冷區面積比值平均為

0.32，子集水區比值超過平均值 0.32 的有三個，包含達邦、

長谷川溪及草蘭溪。在這三個子集水區內也代表崩塌難以復

育 (難以成為冷區) 或崩塌易於誘發 (易於成為熱區)。 

 

 

(a) 搜尋空間參數為25 m 
 

 

(b) 搜尋空間參數為50 m 

圖 10 曾文水庫集水區崩塌時空熱區分布 

Fig.10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slide spatio-temporal 

hotspot in the Tsengwen reservoir watershed 

由以上分析跟時空冷熱區分析結果而言，子集水區的位

置跟在 2009 年莫拉克颱風產生的崩塌面積是後續崩塌冷熱

區分佈位置跟樣態的主要原因。曾文水庫上游集水區在 2009

年莫拉克颱風產生大量且密集的崩塌地，崩塌發生位置多位

於蝕溝、河川源頭或彎曲河道兩岸為主，上游集水區的水系

沿岸成為 2009 年後崩塌容易發生且群聚的位置，此點結論

也顯示在極端降雨誘發嚴重崩塌災害後，河道土砂治理與管

理應是控制崩塌的主要策略。 

 

五、結  論 

本研究針對曾文水庫水庫集水區由 2008-2017 年的十年

崩塌資料進行分析，可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1. 2009 年莫拉克颱風誘發崩塌後續復育：曾文水庫集水區

在 2009 年過後崩塌率達到 2.88%，崩塌面積為 13.94 km²，

在災害後兩年內崩塌面積大量減少 (平均年下降 5 km²)，

而在後續幾年內崩塌面積變動的程度不大。在災害發生

後續幾年內的豪大降雨事件對集水區崩塌並無明顯增長

的趨勢。在 2009 年後的 1 年及 2 年內崩塌復育分別為

64%及 80%，在颱風後 3 年至 5 年間復育至 83%，在颱

風後 6 至 8 年間復育至 87%，而在未復育崩塌地及新崩

塌地集中在大規模崩塌、蝕溝或彎曲河道兩岸為主，而隨

距離災害發生時間越久，尚未復育及新崩塌，會集中在上

述三個區域。 

2. 崩塌活躍性：躍崩塌地多數位於集水區上游的長谷川子

集水區與達邦子集水區的大崩塌地處，集中於高程 1750-

2000 m、坡度 35˚-55˚、距離河川 500 m 範圍內，崩塌原

因多為河川源頭淘刷及河川蜿蜒段的河岸崩塌。在多數

崩塌地 中心部分為極度活躍崩塌地，而在極度活躍崩

塌地邊緣多為非常活躍崩塌，在 外圍的部分則是活躍

崩塌地。 

3. 時空熱區分析：崩塌熱區主要分佈在集水區中上游，尤

其在 上游的長谷川溪、達邦、達德安、隙頂與山美等五

個子集水區具有明顯的崩塌熱區分佈，其位置多位於蝕

溝、河川源頭或彎曲河道兩岸為主。崩塌冷區主要分佈於

中下游集水區，且位置多分佈於溪流兩側或者在大崩塌

的外圍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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