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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及人員在土石流災害中之脆弱性探討 

－以莫拉克風災之南沙魯里為例 

周憲德 1* 曹鼎志 2 許志豪 2 李璟芳 2 黃建豪 1  

摘  要 本文經由現地調查與災情訪談，探討 2009 年莫拉克風災時於納瑪夏區南沙魯里發生土石流之過

程並分析建物及人員的受災情況。本文提出估算土石流尖峰速度及堆積土方量之公式，可用以評估土石流的

規模。遭土石流沖毀的建物其室外淤埋深度介於 2.5 m-4.0 m 之範圍，而受損建物的室內淤埋深度與室外淤埋

深之比值約為 0.73。土石流之破壞力除考慮速度及淤埋深度外，亦應考量土石流挾帶巨大石塊及漂流木之撞

擊效應。當室外淤埋深度超過 2.0 m 時容易造成人員傷亡，且女性於戶外之致死率明顯較男性高。女性長者及

幼兒之行動能力最弱，應及早疏散至安全處所。本文並提出降低聚落人員及建物脆弱性的調適策略。 

關鍵詞：坡地災害、土石流、脆弱性、淤埋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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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atastrophic debris flow occurred in Nansalu Village during Typhoon Morakot on August 9, 2009. 

After the event, we conducted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interviews with local residents to explore the magnitude and the 

process of the debris flow. We propose equations to obtain both the peak velocity and the deposition volume of the 

debris flow. The outdoor deposition depths of destroyed buildings exceeded 2.5 m, and the ratio between the indoor 

and outdoor deposition depths for damaged buildings was approximately 0.73. The impact of boulders and large woody 

debris accompanying the snout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s of buildings. When the deposition 

depth exceeds 1.5 m, fatalities increase both indoor and outdoor for residents. Both older adult women and infants are 

at higher risk when debris flows occur. Strategies to reduce the vulnerability of buildings and residents are also pro-

posed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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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坡地災害或廣泛定義之崩塌災害 (Landslide disaster) 

屬嚴重之自然災害，常伴隨暴雨或地震發生。崩塌災害 (含

崩塌及土石流等) 之致災性高於洪水，主要在於 (1) 崩塌災

害位置難料且發生突然，故事先難以預警，(2) 崩塌災害之

破壞力 (速度及埋深) 遠高於洪水，故人或建物之脆弱性相

對高，(3) 崩塌災害事發時逃難時間短，且不易就近找到安

全的避難場所。坡地災害之脆弱度 (Vulnerability) 與危害度

(Hazard)因子是坡地災害風險評估的基本元素。如能事前掌

握坡地社區聚落較脆弱之保全對象 (包含人員及建物)，並將

人員於事前儘速送至安全處所，是降低社區災害風險程度最

容易達成的目標 (the low-hanging fruit)，由此可見脆弱度的

重要性。在未來氣候變遷可能更加劇的情況下 (IPCC,2007)，

如何量化建物及人員面對土石流之脆弱性，進而評估聚落之

脆弱性及進行風險管理，以期能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財產之安

全，應是未來重要的防災課題。 

建築物、人員為最常暴露於土石流下之風險元素，對於

此等風險元素之脆弱度探討亦為土石流災害風險之重要研

究課題。Fuchs et al. (2019) 整理過去 20 年有關山區土石流、

洪流脆弱度之學術研究，認為物理性脆弱度 (Physical vul-

nerability) 為探討直接損失時最重要的因子；Papath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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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hleet et al. (2017) 回顧土石流物理性脆弱度常使用的矩陣

法 (Matrices)、曲線法 (Curves)、指標法 (Indicators) 之發展

由來、特色及優點，並提出未來土石流物理性脆弱度之研究

重點；Lo et al.(2012) 觀察臺灣地區之土石流建築物直接損

失，提出以淤積深度作為脆弱度曲線之量測數值，並認為當

內容物之損失與建築結構體之損失分開計算時，更可反應住

戶之實際之災害損失；Kang and Kim (2016) 以韓國之土石

流災害案例，搭配數值模擬方式，以土石流流速及產生之衝

擊力繪製出建築物之物理性脆弱度曲線。有關人員脆弱度之

探討上，Lee et al.(2016) 量化在土石流沖擊下人員損失曲線

與土石流的流速與流動深度之關係。然而上述研究忽略了土

石流龍頭挾帶之巨大石塊及漂流木對建築物及人員之破壞

力。 

Salvati et al. (2018) 探討義大利於 1965–2014 的 50 年間

因洪水及崩塌災害(含崩塌、落石、土石流等災害)造成 1182

人死亡的資料，分析其所處位置、性別及年齡之分佈。洪水

罹難者 (共 514 人) 中以室外居多 (76.3%)， 發生危險地點

主要為馬路、河邊及橋旁,並以路上或交通工具上之乘客居

多；崩塌災害中 (共 668 人) 罹難者則以室內居多 (53%)。

義大利洪水及山崩之罹難者，男性在不同年紀區間之致死率

均高於女性，其原因可能為男人承擔風險之意願較高，故暴

露風險之機率亦隨之增高，且戶外活動(如駕駛人員或乘客)

及救災人員均以男性居多。女性罹難者之平均年齡高於男性

罹難者，顯示女性年長者是較脆弱族群。然而在經濟條件較

落後的地區或國家，女性除體力較差及資源較少，且常需負

擔照顧家人之責任，故在自然災害中其脆弱性高於男性 

(Fothergill, 1996)。 

2009 年 8 月 9 日下午接近莫拉克風災之尾聲時，於高

雄市那瑪夏區南沙魯里發生重大土石流案例，造成 26 名居

民喪生，18 棟建物全毀，事後並導致大部份居民遷村。本文

根據多次現場調查及災情訪談，並經資料分析，探討此一土

石流之發生規模及範圍與建物毀損及人員死亡分佈之關係，

及量化淤埋深度對房舍破壞程度及人員罹難之關聯性，並據

此提出如何降低聚落人員傷亡或房舍毀損的對策。 

 

二、研究方法 

本文分別以現地調查與災情訪談得知土石流過程及受

災情況、並根據理論及經驗公式推估土石流規模及以地理資

訊系統分析聚落建物及人員之受損分佈。 本研究團隊分別

於災前 (2008 年 4 月 9 日)、 災後(2010 年 1 月 13 日、2013

年 6 月 6-7 日、2013 年 9 月 28-29 日、2014 年 8 月 14-15 日)

分次前往南沙魯里進行現勘。災前進行土石流潛勢地區易致

災調查與整治對策之分析，災後之現地調查包含現地測量及

災情訪查。現地測量及調查項目及內容包含建物位置、門牌

號碼、戶內、外淤埋深度調查、建物種類、面積、開口配置、

居住人口資料 (人數、年紀、性別等)。災情訪查則訪問當地

里長與在場居民以瞭解土石流事件之發生經過，收集相關資

料並確認人員及建物之受損及淤埋情況。根據目擊居民提供

資訊及現地調查資料，配合土石流之經驗公式推求土石流之

尖峰速度及流量，進而分析土石流之規模。本文使用 ESRI 

Arc GIS 作為分析工具，分析土石流之淤埋深度分佈，並探

討受損建物及罹難人員之分佈特性。GIS 空間內差分析模組

可分為克利金法 (Kriging interpolation；簡稱 Kriging)、距離

反比權重法  (Inverse Distance Weighting；簡稱 IDW) 與

CUBIC SPLINE interpolation(簡稱 CUBIC SPLINE)。本文研

究於南沙魯現地量測之戶外淤埋深度共 72 個點位,使用克利

金法進行淤埋深度之內差。 內差以一般(Ordinary)方式中的

球面半偏差模型 (Spherical semivariogram model) 進行，輸

出網格大小為 1 m*1 m，搜尋鄰域為 6 個可變式樣點，所輸

入的點位產製出淤埋深度之標準差為 1.23 m。 

 

三、研究區域與事件過程 

1. 研究區域 

南沙魯 (民族) 里位於高雄市那瑪夏區南端，貫穿本村

落之台 29 線公路 (舊台 21 線) 為主要的聯外道路。高雄市

納瑪夏區位於高屏溪流域上游，主流為旗山溪，上游稱為楠

梓仙溪，與那次蘭溪合流，形成馬雅只沖積扇，出現三至四

段的砂礫段丘，稱為塔客奴丸段丘群，上段為高位段丘，海

拔 760 公尺以上即為舊部落，各段丘與河道高差由數十至

百餘公尺不等。那瑪夏區為山地鄉鎮，原住民以布農族及鄒

族為最多。南沙魯里之地理位置如圖 1 所示。 

本里為馬雅只沖積扇南端階地，因斷層作用及地殼抬升

作用而隆起於河道以上，地形隆起呈北高南低，莫拉克風災

後楠梓仙溪河道與河階地高差僅餘 10 公尺。目前河道旁的

階地有嚴重土砂流失現象。南沙魯里之地勢東西兩側較高而

中間地帶較低，尤以楠梓仙溪流過之河谷為最低。如圖 2 所

示，南沙魯里由東向西地質分布為長枝坑層、紅花子層、三

民頁岩、聚落下的階地堆積層及楠梓仙溪河道中的沖積層等

分布。本里重要地質構造主要為南北向旗山斷層、甲仙斷層；

另有老人溪向斜與背斜於那托爾薩溪中游及上游通過。長枝

坑層為細粒砂岩或泥質砂岩與黑色頁岩所形成之砂頁岩互

層；紅花子層主要由厚層粉砂岩及粉砂岩與細砂岩之巨厚互

層所組成；三民頁岩層以深灰色緻密頁岩為主，間夾灰色鈣

質薄層粉砂岩，下部則夾有薄透鏡狀炭質頁岩或煤層。三民

頁岩露出於旗山溪南沙魯 (民族) 里至瑪雅里一帶的河谷

中。如圖 1 所示，那托爾薩溪為本里境內之土石流潛勢溪流  

(高雄 DF007(原編號 DF004))，河流長 3.684 公里，平均坡度

22%，集水區面積 291 公頃，由東向西流經村內中北部後注

入楠梓仙溪。莫拉克風災後，中央地質調查所於集水區下游

左岸邊坡劃定兩處潛在大規模崩塌。由過去之歷年山崩目錄

亦顯示，除了上游源頭區有兩處大型崩塌外，其餘多為溪流

沖刷引致之側岸淺層岩屑崩滑，且多分布於中游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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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石流事件過程 

南沙魯土石流災害事件發生於民國 98 年 8 月 9 日莫拉

克颱風侵臺期間，根據鄰近民生雨量站資料迄民國 98 年 8

月 9 日 17 時的累積雨量達 1,600 mm(有效累積雨量 1409 

mm)(參見水保局 2009 重大災害事件)。因莫拉克颱風帶來之

超大豪雨， 8 月 9 日凌晨，民族國小上方東南側數棟宿舍及

南側河邊二棟民宅已遭洪水淘刷河岸而倒塌。經訪談數位目

擊居民表示， 8 月 9 日 15 時後雨勢稍歇，居民開始外出聊

天或準備晚餐。當時溪床水量不大，學校東南側廚房已遭洪

水溢淹 (圖 3b)，此處溪床高程在莫拉克颱風前低於學校教

室地面約 15 m，此時約僅低於學校教室地面約 5 m，即莫拉

克颱風期間河床淤高近 10m。河道上游彎道處之外岸呈持續

侵蝕，主深槽漸移靠河道外側，原溪床深槽區位置變成河道

內側並淤積，河寬則由原先之 5 m 拓展約為 50 m(圖 3a,c)。

約 16:10 分時一聲巨響後，灰黑色土石流龍頭隨即從上游彎

道之河床竄出，高約 4-5 m，約 10 秒即達學校教室並摧毀教

室及操場之南洋杉。在台 29 線的居民目擊二層樓之教室及

南洋杉被土石流沖毀後，高約 4 m 之土石流龍頭僅約 10 秒

便由南沙魯國小校門沿衛生所前巷道直撲台 29 線，土石流

同時襲擊位於學校行政大樓與托兒所下方之聚落 1, 2 鄰民

宅，土石流歷程僅約 2-3 分鐘。依據水保局重大災例，此場

土石流共影響 80 戶民宅，堆積土石量約 70,000 立方公尺，

並造成省道台 21 線(於民國 103 年正式編制為省道台 29 線)

道路中斷。依現地居民訪談，此次土石流事件共造成 26 人

死亡，18 棟建物全毀，淤埋深度最高達 4 m，並有數十棟民

宅受損，為台灣近年來造成嚴重損失之坡地災害案例。

 

 

 

 
圖 1 高市 DF007土石流潛勢溪流 (那托爾薩溪) 與集水區範圍 (a) 莫拉克風災前 (b) 莫拉克風災後 

Fig.1 The landforms of Creek DF007 prior to and post Typhoon Morak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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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區環境地質圖 

Fig.2 The environmental geological map of study area 

 

 
圖 3 民族國小上方彎道河床於土石流事件前後之地貌變化 

Fig.3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 of the river bend upstream of Minchu Elementary School 

 

四、分析結果 

1. 土石流規模及淤埋深度分析 

在土石流於流動歷程中，因不易有現場觀測值，故其尖

峰速度 (V) 及流量 (Q) 可由曼寧公式推估如下 (Ricken-

mann, 1999; Tang et al., 2011，周等 2015)： 

  (1) 

式 (1) 中，K：粗糙係數≅0.1；S：河床坡度 (取民族國小上

方河道及民族國小校門口至台 29 線之平均坡度，約為 8o，

參見圖 3)；h：土石流尖峰流深(依目擊者口述約 4m)；A(=Bh)：

土石流斷面面積 (m2)；B：土石流寬度 (以學校托兒所與行

政大樓之距離，約為 65ｍ，參見圖 3)。由式 (1) 可估算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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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流之尖峰速度為 V=9.4 m/s, 尖峰流量 Q=2,632 m3/s。 

依現場居民所述，土石流龍頭由校門口到達台 29 線馬

路 (距離約 100 m) 僅約十秒，即土石流之前鋒速度約 10 

m/s，與式(1) 估算值相近，且介於文獻現地觀測值 8.4-10.0 

m/s 間 (尹等，2006)。多位目擊者口述此場土石流歷程 (T) 

僅約 2-3 分鐘,故本文取其平均值為 T=150 秒。假定土石流

泥深隨時間線性遞減，土石流之整體體積濃度 (λ) 一般介

於 0.47-0.55(Pierson , 1980; Costa, 1984)，故本文假設λ

=0.50。根據上述資料，可估算土石流於南沙魯沖積扇上的堆

積量 (∀  如下： 

∀ 1

 (2) 

根據式 (2)，可估算土石堆積量為 68737 m3 與事後量測值

70000 m3相近 (水保局重大事件 2009)。 

根據現地量測資料與航照圖對照後可以得知土石流對

南沙魯聚落之淤埋深度影響範圍、遭沖毀之建築物分布以及

土石流主流方向如圖 4 所示，圖中之數字代表現地實測點之

戶外淤埋深度。本文根據災後衛星照片並以克利金法分析災

南沙魯扇狀地上土石流影響範圍及堆積輛，上游邊界堆積深

度假設為 0 m，部落邊界則由實測深度內插，運用 GIS 空間

內差分析模組分析，網格大小為 1 m x 1 m。分析結果顯示

淤埋深度大於 0.5m 之土方量為 57129 立方公尺，淤埋深度

大於 0.2 m 之土方量則為 69122 立方公尺，較相近於於水保

局重大土石災例所列之 70,000 立方公尺。小於 0.2 m 為楠梓

仙溪河道範圍內，受洪水影響甚鉅，故不建議列入。 

2. 建築物脆弱性 

圖 4 中紫色建物為土石流災前 (8 月 8 日) 遭洪水沖毀

之房舍共 6 棟，藍色建物為遭土石流 (8 月 9 日) 沖毀之房

舍共 18 棟。土石流最大堆積深度為 4 m，被沖毀建物之分

佈範圍與淤埋深度呈正相關。土石流之破壞力除需考量其速

度快及淤埋深度大，土石流龍頭所挾帶之巨大石塊及漂流木

更是造成建築物直接毀損之因素 (圖 5)。南沙魯聚落之房舍

結構以加強磚造居多，磚造次之，少數為鐵皮屋及木造。被

沖毀之建物其室外淤埋深度逾 2.5 m，室內罹難者之建物都

為一層樓之加強磚造或磚造結構。 

土石流所造成之建物戶內淤埋深度除與戶外之土石流

規模相關外，亦與房舍型式、構造、方位、開口布置及相鄰

建物等特性有關。本文分析南沙魯土石流影響範圍內之建物

室內淤埋深度與戶外淤埋深之關係以實測點位之資料進行

分析，其結果如如圖 6 所示。圖中顯示此一土石流之破壞力 

(含石塊及漂流木) 大於不同房舍構造之保護強度，即不同種

類之建物在土石流作用下皆產生破口以致屋內有土石流侵

入並產生室內淤埋。整體而言，不同建物之戶內淤埋深度 

(y(m)) 與戶外淤埋深度 (x(m)) 可回歸得到相近線性之關係

如下， 

0.73 , R2=0.83 (3) 

圖 6 中顯示不同建物如有相同的戶外淤埋深度，其室內

淤埋深度仍有所差異，可能與土石流特性 (規模、歷程、行

徑及材料組成等) 及建物型態、結構、所處地形及鄰近建物

配置等因素相關。

 

 
圖 4 南沙魯土石流事件之戶外淤埋深度及建物分佈 

Fig.4 The distribution of outdoor deposition depth and building types on the Nansalu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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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民族國小校舍遭巨大石塊及漂流木破壞 

Fig.5 Failure of buildings due to the impact of big rocks and woody debris 

 

 
圖 6 土石流影響範圍內建物之戶內淤埋深度與戶外淤埋深度之關係 

Fig.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oor and outdoor deposition depths for the Nasalu debris flow 

3. 人員脆弱性 

莫拉克颱風期間，南沙魯里於 8 月 9 日下午約 4:10 分

發生之土石流時，共造成其中 26 人居民死亡 (男性 13 人，

女性 13 人)，50 位居民人歷劫餘生 (男性 30 人，女性 20

人)。即在此場土石流之影響範圍內，人員死亡率為 34.2%。

死亡率或存活率之計算方式為各分類情況下之男女人數分

別除以男女總人數 (即男性 43 人，女性 33 人)。莫拉克風災

中南沙魯里罹難及存活人數之分佈與戶外淤埋深度之關係

如圖 7 所示。由圖可知人員罹難及建物損毀之熱區與室外淤

埋深度高度正相關。 

本文進一步統計分析莫拉克風災中南沙魯里罹難及存

活人數與淤埋深度之關係如圖 8 所示。土石流造成戶外死亡

人數共 9 人 (男性 4 人，女性 5 人)，其中一年長女性 (82

歲) 於戶外被土石流沖走後 (事後測得淤埋深度 0.6 m)，傷

重不治。由圖 8 可知當戶外淤埋深度高於 1.5 m-2.0 m 時，

明顯會造成戶外人員傷亡。由現場訪談得知事發時有 5 人在

村長家前馬路上，其中 3 位女性躲避不及被土石流沖走，另

2 位男性則於車內，並遭土石流捲走。土石流造成室內死亡

人數共 17 人 (男性 9 人，女性 8 人)。其中一年輕男性 (22

歲)，於床上睡覺時被土石流沖出屋外。相對而言，室內人員

則在戶外淤埋深度高於 2.0 m 時死亡率才開始明顯增加，代

表房舍之保護作用得以發揮。而室內 17 人死亡之房舍皆為

一樓建築，房舍結構以磚造加鐵皮或加強磚造居多。上述睡

覺被沖走之男性罹難者，其房舍雖為磚造，且所處床位置較

低，仍遭土石流捲走。 

為探討戶外淤埋深度對於戶內、外男女罹難者的影響，

本文根據圖 8 的資料進行分析，因資料點數不多，故淤埋深

度以 1 m 為間隔。根據災後訪談，得知戶外罹難者之現場仍

有生還者緊急入屋避難，但無法取得戶外生還者人數及資

料，故以戶外累積死亡率(即該淤埋深度以下之戶外罹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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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該性別之總戶外罹難者)進行分析。戶內罹難者之死亡

率計算，因有相同淤埋深度之戶內生還者資料，故以該淤埋

深度之罹難者除以該性別於此淤埋深度之總人數(即罹難者

及生還者之和)。由圖 9 可知，土石流發生時，女性在相同戶

外淤埋深度時，其累積死亡率明顯較男性高，原因可能女性

體力較差且避難時須要較多時間，故其風險性較高。在戶外

淤埋深度高於 1.0 m 時，男女之戶外累積死亡率明顯增加，

而在戶外淤埋深度達 3 m 時，已無戶外生還者。在戶外淤埋

深度小於 2.0 m，男女之戶內死亡率皆為零，顯示房舍建築

降低戶內淤埋深度，故具有保護人員的效果。當戶外淤埋深

度介於 2.0 m-4.0 m 時，戶內男女之死亡率則介於 0.5-1.0。

戶外淤埋深度 3.0 m 以下，男性之存活率稍高於女性；戶外

淤埋深度超過 3 m 之戶數較少，故反而顯示男性之死亡率

稍高於女性。南沙魯土石流之戶內罹難者皆為建物遭沖毀所

致，故無法建立戶內淤埋深度與戶內罹難者之關係。然而在

1998 年芭比絲颱風發生於新北市三芝區圓山里之土石流案

例，顯示當一樓戶內淤埋深度超過 1.5 m-2.0 m (圖 10)，造

成屋主夫婦遭掩埋而罹難 (廖等, 1999)。 整體而言，戶內之

男女死亡率與戶內人口分佈、房舍構造及室內淤埋深度有

關，仍有待更多案例資料，以進行量化分析。在無實測資料

情況下，南沙魯土石流案例中建物之戶內淤埋深度與戶外淤

埋深度之關係式 (公式(3))，可提供初步估算之參考。 

為探討土石流發生時，年齡對於死亡率之影響，本文將

年齡分為幼兒 (0-5 歲)、小孩 (6-10 歲)、青少年 (11-20 歲)、

壯年 (21-40 歲)、中年 (41-60 歲) 及老年 (>60 歲) 等 6 區

間。合併室內外罹難者人數及生還者之性別及年齡與相應土

石流室外淤埋深度之關係整理如圖 11 所示。由圖 11 可知幼

兒 (0-5 歲) 及老年人 (>60 歲) 之死亡率較高，即女性長者

及幼兒之行動能力最弱，故無論其位於室內、外均暴露於極

高危險中，應及早疏散至安全處所。因幼兒死亡 (0-5 歲) 之

樣本數少，故呈現男女有明顯差別。建議此一區間不區分男

女性別，則其平均死亡率為 50%。此案例中影響範圍內共有

6 名小孩且無人死亡，可能原因為小孩位於屋內並有家人保

護。 

由圖 11 可知戶外之成年男女在土石流戶外淤埋深度達

1.5-2.0 m 時死亡人數皆增加，而戶內不同年紀之男女居民在

土石流戶外淤埋深度高於 2.0 m 以上時，性別及年齡之差異

較不明顯，且皆容易罹難。為降低人員傷亡，建議防救災規

劃時將戶內、外淤埋深度達 1.5 m 視為土石流造成人員罹難

之門檻值。土石流之速度快，故事發時如無警覺並及早避難，

將極易失去求生機會。如案例中的年輕男性因土石流來襲時

於床上睡覺，故不幸遇難。另如圖 8 及圖 9 所示，戶外淤埋

深度達 2.0-4.0 m 仍有許多屋內生還者，其原因之一為建物

阻擋土石流，以致戶內淤埋深度較戶外為低 (如圖 6 所示)，

再者由訪談得知生還者儘速由戶外進入屋內 (而非車內)，或

由屋內低處往高處(二樓或一樓桌上)移動，或曾遭土石流掩

埋並於災後獲得鄰近居民之即時救援，才能順利脫困 (自由

時報，2009)。故居民遭遇土石流時，其個人緊急逃生技能及

社區協防救助是聚落住民得以提高存活率的重要因素。

 

 
圖 7 南沙魯土石流罹難及存活人數分佈與淤埋深度之關係 

Fig.7 The distribution of fatalities and survivors versus deposition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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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罹難及存活人數與土石流戶外淤埋深度之關係 

Fig.8 The population of casualties and survivors at different outdoor deposition depths 

 
圖 9 戶內外男女死亡率與戶外土石流淤埋深度之關係 

Fig.9 The gender effect on debris- flow induced fatality at different deposition depths 

 

 
圖 10 1998芭比絲颱風三芝區圓山里土石流屋內淤埋深度 

(廖瑋璿提供) 

Fig.10 The indoor deposition depth of the San-Jy de-

bris-flow event in 1998 

 

 
圖 11 不同年紀之男女罹難者及生還者與土石流戶外淤埋

深度之關係 

Fig.11 The relationship for male and female fatalities 

versus age and outdoor deposition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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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調適策略 

經分析高雄市那瑪夏區南沙魯里的土石流案例，針對如

何減少人員及建物之脆弱性，本文提出以下調適策略： 

(1) 南沙魯里屬老沖積扇，加以上游坡面崩塌嚴重，故仍

具土石流災害潛勢。在歷經長延時豪雨時，聚落上游

的河道地貌可能因河岸沖蝕、淤埋及側岸崩塌之交互

作用而產生劇烈變化，進而衍生嚴重土砂災害。故集

水區地貌演變之定期判釋及河道高程及水位的即時監

測對於災害預警極為重要。 

(2) 南沙魯里之損失與傷亡多在一樓發生，故土石流可能

影響範圍內之一樓居民，應優先疏散撤離。 

(3) 建築物主軸 (大門) 方向如與土石流行進方向相同或

建築開口朝向坡面，因開口面積較大，故抵抗土石流

衝力較弱。建議未來新建築物之主軸方向宜垂直於土

石流流向，以減少土石衝擊力。 

(4) 高樓層及抵抗力較強之建築結構，如加強磚造或RC構

造，較具抵抗土石衝擊之能力。在地居民如在無法抵

達安全避難處所的情況時，應優先往此類建築物之高

樓層緊急避難。 

(5) 沖積扇頂端及河道邊緣面臨較大之土石流或洪水威脅，

此區域之居民應優先撤離。 

(6) 幼兒及老年人較其他年齡層脆弱，應優先撤離至安全

處所。 

(7) 因土石流速度快，故當面對土石流龍頭侵襲時，戶外

人員應選擇側向避難，即刻進入較堅固之高樓建築內

避難。不要進入車內避難或試圖駕車離開。 

(8) 居民面對土石流災害的防災素養 (如防災意識、逃生

技能及聚落居民間的互助協防能力等) 是聚落在遭遇

巨大土石流時得以提高整體存活率的重要因素，故於

平時應加強防救災教育宣導及演練。南沙魯土石流案

例中的幾位年輕人在幾分鐘之土石流歷程結束後，合

力拯救數十名受土石掩埋的居民 (自由時報，2009)， 

對於減少人命傷亡貢獻良多。 

 

五、結  論 

莫拉克颱風帶來超大豪雨以致高雄市那瑪夏區南沙魯

里發生重大土石流災害事件，居民目擊土石流龍頭高約 4 m，

土石流歷程僅約 2-3 分鐘。依現地居民訪談，此次土石流事

件共造成 26 人死亡，18 棟建物全毀，並有數十棟民宅受損，

為近年台灣造成嚴重損失之坡地災害。本文重要研究成果說

明如下： 

1. 本文估算土石流之尖峰速度為 V=9.4 m/s，尖峰流量達

Q=2,632 m3/s。本文並提出估算堆積土方量之公式。 

2. 土石流沖毀建物之戶外淤埋深度介於 2.5-4.0 m 之範圍。

南沙魯土石流影響範圍內之受損建物，其室內淤埋深度

與戶外淤埋深之關係大致呈相近線性關係，且二者之比

值約為 0.73。土石流之破壞力除其速度快及淤埋深度大，

土石流龍頭所挾帶之巨大石塊及漂流木，更是造成建築

物直接毀損之因素。 

3. 當戶外土石流的淤埋深度高於 1.5-2.0 m 時, 則明顯會造

成戶外人員傷亡，且女性於戶外之死亡率明顯較男性高。

室內罹難者之建物皆為一層樓建物，且當室內淤埋深度

超過 1.5 m 或戶外淤埋深度高於 2.0 m 時，容易造成戶內

人員傷亡。整體而言，男性之存活率高於女性之存活率。

女性長者及幼兒之行動能力最弱，應及早疏散至安全處

所。 

4. 本文提出降低聚落人員及建物之脆弱性的調適策略，主

要包含集水區地貌演變定期判釋及河道即時監測(如廣域

遙測技術)，有效儘速疏散聚落中較脆弱之幼兒及老年人，

選擇較佳之建物結構及主軸方向，強化居民之自我逃生

技能及提升社區互助協防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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