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潛在危險指標應用於屏東縣集水區之分級與分區研究 
林家榮(1) 李錦育(2)

摘  要 

台灣地形陡峻且地質脆弱，此外每年常有地震及颱風及發生，而平地向山坡發展的形態轉

移，更導致許多坡地的開發演變成災害。本研究以集水區為單元分析屏東縣內主要崩塌區位，

配合地理資訊系統為工具，考量地質、坡度、坡向、高程、及溪流遠近等因子，制定潛在崩塌

指標分析集水區潛在崩塌區位；並以分析結果探討土石流潛勢溪流劃定之合理性。分析結果顯

示：各影響因子權重以溪流遠近及地質最高，坡度及坡向次之，高程影響最小；分析之集水區

以 1 號、2 號及 4 號崩塌潛勢較高，而 7 號、3 號及 5 號崩塌潛勢較低；現行土石流潛勢溪流

劃定標準著重於保護對象，但並未考慮水文因子，故建議加強誘因之探討以增加預測準確性。 

（關鍵字：集水區、潛在崩塌指標、潛在崩塌區分級） 

 
 

Application of Potential Hazard Index on the Watershed 
Classific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at Pingtung County 

 
Chia-Rung Lin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0, Taiwan, R.O.C. 

 
Chin-Yu Le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Pingtung 912, Taiwan ,R.O.C. 

 

 

 
 
 
 
 

（1）國立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2）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教授 



Abstract 
 

Taiwan is attacked by the earthquakes and typhoons frequently. The land reclamation is 
transferred from floodplains to slopelands, with steep topography and fragile geology, therefore 
slopeland development becomes potential disastrous zone. This study focused on landslide areas in 
Pintung County using watershed as the basic unit. Based on the geology, slope, aspect, elevation, and 
stream location factors, a potential landslide index wa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Coupled with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the potential debris-flow streams were discussed to evaluate the 
suitability of classification. From the analyzed results, the stream location and geology are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following by slope, aspect, and elevation. Number 1, 2 and 4 watershed possess 
higher landslide potential among those analyzed watersheds, whereas number 7, 3, and 5 are lower. 
Most of the approaches used for debris-flow stream delimitation are mainly emphasizing on target 
protection. However, the inducement factors such as hydrologic responses need be considered to 
increase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KEYWORD：Watershed, Potential Landslide Index, Classification of Potential Landslide） 
 
 
 

一、前言 
台灣為歐亞大陸板塊與菲律賓海板槐擠

壓而形成，地質脆弱山多坡陡，且地震及颱

風頻繁。每逢颱風豪雨極易引發崩塌及土石

流等土砂問題，造成下游之河川、溪流與水

庫的泥砂災害。而集水區具備調節水源流

量、改進用水品質、減少洪水災害及泥砂淤

積等功能。但台灣集水區面臨（1）平原區域：

過度開發及水質惡化；（2）低山地區：崩塌

問題及濫墾問題；（3）高山地區：大規模崩

塌、道路系統的相關問題及國有林的經營問

題。如何對集水區進行經營管理，為現今重

要之課題。 

而影響集水區的因子極為複雜，其中崩

塌更為土砂災害（如沖蝕及土石流）的主要

料源。本研究利用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於空間資料具強

大之分析能力，配合數值地形模型（DTM）、

遙測資料及地面調查資料，分析崩塌地並計

算「潛在危險分數」作為指標，用以評估集

水區之潛在災害區位。本研究期望分析之結

果，能提供相關單位管理參考，作為政策研

擬之依據，以降低集水區開發時，所造成之

水土災害。 

二、相關文獻 
Sharpe（1938）依據塊體坡移物質之搬

運媒介、水量的多寡、移動的快慢與滑動面

等，劃分河川搬運、潛移蠕動、土石流與山

崩。Varnes，1978 而依據墜落（Falls）、傾

覆（Topples）、滑動（Slides）、側落（Lateral 

Spreads）及流動（Flows）等運動方式並配

合移動物質種類，將崩塌分為 22 種。而蘇苗

彬（1998）則將影響邊坡穩定的潛在因子，

大致分為地形、地質及區位因子三大類。 



山崩的發生過程以及崩塌體的形式極為

複雜，很少只由單一因子造成，唯有先定出

山崩的基本潛在或影響因子，作為分類的依

據，才能對各種不同型態的山崩做系統化辨

認。但一般而言，造成崩塌的因素可分為潛

因及誘因，又可大致分為地形、地質及區位

因子三大類。 

Florina（2002）認為影響坡地危險傾向

的重要變因，包含岩石強度、地形（形成過

程、坡度及水系密度）、土壤及植生。Zaitchik 

and Es（2003）提出於缺乏詳細資料的熱帶

地區，以穩定指標圖（Stability Index 

Mapping，SINMAP）之自然坡度-穩定模式，

由當地坡度（α）及相對溼潤度（W）作為相

對災害預測。蔡光榮等（2003）選定地形、

地質構造及植生覆蓋等三項主要因子，作為

南橫公路邊坡穩定之災害因子，其崩塌因子

影響權重大小依次為基岩強度、坡度、坡向、

斷層及常態化差異植生指標（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而

集水區規劃時應針對要整治或處理之區位，

動態查詢該區位之集水區範圍，方能針對區

域對作出較佳之分析。 

三、材料與方法 

（一）研究區域 

本研究以屏東縣境內之崩塌地為材料，

崩塌地為 Arc View 格式之向量檔；其中所分

析崩塌地之集水區，分佈於屏東縣境內之山

區，其分佈位置如圖 1所示。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不安定指數法，計算潛在崩

塌指標，考量之相關因子，包含地質、溪流

遠近、斷層遠近、高程、坡度及坡向等（陳

豪宏，1999；林書毅，1999；黃臺豐，1999；

康恬慎，2001；許煜煌，2002）。有關指標

分數之分析，首先對各項因子指標分級，並

反覆計算調整各因子分級範圍適宜性；接著

利用因子變異性計算因子權重，最後計算各

網格之潛在崩塌指標，而指標分數之分析流

程如圖 2所示。 

 

圖 1. 研究區域 

Figure 1. The stud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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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分析流程 

Figure 2. The flow chart of th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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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求算影響因子之崩塌次數（Nxi）。 

2. 求算各影響因子之崩塌頻度（fxi）： 

式中： 

N
N

f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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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V：變異係數； 

σ：標準偏差； 
   式中： 

X：平均值。 
  N：崩塌總數。 

6. 計算因子權重值 

3. 求算各影響因子之面積崩塌率（Fxi）： 
利用各因子所計算出的變異係數，除以

全部變異係數值之總和，即可得該因子之權

重值，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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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i：不同地質、坡度及坡向之分佈面積。 

4. 面積崩塌率百分比，依下式進行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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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第j個因子之權重值； 
式中： 

Vj：第j個因子之變異係數。  Index：指標分數； 

 n：分數最大值； 7. 計算單位網格潛在崩塌指標分數 

 FMax：最大面積崩塌率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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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FMi：最小面積崩塌率百分比； 

 Fi ：所求指標之面積崩塌率百分比。 
式中： 

5. 計算變異係數 
Dtotal：單位網格潛在崩塌指標分數； 

利用各類因子崩塌機率百分比，計算該

項目因子之變異係數（V），用以代表因子分

級發生崩塌機率的靈敏度，當變異係數較小

時，各分級發生崩塌機率相近，表示該因子

之分級方式，對區域崩塌機率高或低較不靈

敏；反之，若變異係數較大時，則可利用此

因子的分級方式訂出因子分級對山崩所造成

的影響，故可以利用影響因子變異係數的計

算，來作為各因子權重的比較值。 

Di：各個影響因子指標； 

Wi：各個影響因子權重。 

 
（三）潛在危險指標 

本研究計算高程、坡度、坡向、地質、

距溪流遠近等影響崩塌地因子，計算指標及

其權重，其結果如表 1所示。 



表 1. 潛在崩塌指標及權重 

Table 1. The potential landslides index and weighting. 

因子 分級 範圍 指標分數＊ 權重值＊＊

1  ＜15 1.0 
2 15~25 1.3 
3 25~30 1.5 
4 30~35 1.9 
5 35~40 2.7 
6 40~45 4.4 
7 45~50 6.4 

坡度 
（°） 

8  ＞50 10.0 

0.254 

 
1 N 1.2 
2 NE 4.7 
3 E 6.3 
4 SE 9.2 
5 S 10.0 
6 SW 8.2 
7 W 3.7 

坡向 

8 NE 1.0 

0.162 

 
1 ＜250 1.0 
2 250~ 500 7.8 
3 500~ 750 7.3 
4 750~1000 5.9 
5 1,000~1,250 6.4 
6 1,250~1,500 10.0 

高程 
（m） 

7 ＞1,500 2.1 

0.032 

 
大 南 澳 片 岩 層 6.2 
畢 祿 山 層 10.0 
廬 山 層 4.2 
長 樂 層 1.0 
樂 水 岩 6.3 

地質 

沖 積 層 1.0 

0.257 

 
1 河道 80 內 10.0 

2 80 ~ 160 5.9 

3 160 ~ 240 3.7 
距溪流遠近 

（m） 

4 ＞240 1.0 

0.295 

＊指標分數：方程式（3）求算； 

＊＊權重值：方程式（5）求算



四、結果與討論 

（一）集水區評估 

潛在危險定義如表 2 所示，結果顯示：

高潛在崩塌區所佔面積比率最低（0.2%），

但每產生一次崩塌即有 60.1%之機率發生於

該級；而崩塌多發生於中及中低潛在崩塌區

（71.9%），但因其面積分佈較廣，故崩塌機

率僅佔 3.4%及 9.1%；低潛在崩塌區之崩塌

比率雖然佔 15.4%，但其崩塌機率僅 1.4%。 

由表 2 之分析結果並不易進行分區之工

作，其原因在於高潛在崩塌區崩塌機率高，

但其面積比例甚低；反之，中及中低潛在崩

塌區崩塌機率雖不是最高，但其面積比例各

佔 40.7%及 15.4%，故建議集水區崩塌防治

重點，應著重於此兩級範圍內。 

集水區之潛在崩塌分級如圖 3a~3g，統

計如表 3 所示，其中，中潛在崩塌等級之崩

塌機率高達 9.1%，且面積比例亦佔了

15.4%，故以集水區該等級以上之總比例作

為分級依據。由空間分佈圖顯示，1 號集水

區內之崩塌多發生於中游溪流兩側（該範圍

內多為潛在崩塌中及中高等級），且中潛在

崩塌區以上之區域佔本區 63.3%，意味本區

易發生崩塌不穩定因子極高，且本集水區所

發生之 461 次崩塌及 0.44%面積崩塌率，皆

為 7 個集水區之最，建議需評估現存及潛在

崩塌，可能對下游造成之衝擊。2 號集水區

之中潛在崩塌區以上區域佔 56.5%，由潛在

崩塌圖可知悉：上游造成崩塌之因子極高，

而區內之崩塌多集中於本區北方上游處，集

水區南方則少有崩塌發生，但本區面積崩塌

率 0.43%僅次於 1 號集水區，下游居民雖不

多，但仍需評量上游崩塌治理之必要性。 

3 號集水區之崩塌較少，僅零星的崩塌

發生於上游溪流兩側，而潛在崩塌圖顯示本

區狀況良好（中潛在崩塌以上區域僅

28.2%），面積崩塌率為 0.18%，但分析顯示

上游可能發生崩塌之機率頗高，故需注意暴

雨可能誘發之崩塌；4 號集水區狀況與 3 號

集水區類似（面積崩塌率 0.17%），範圍內之

崩塌極少而多分佈溪流兩側，但其中潛在崩

塌以上區域，卻佔了集水區 54.6%，經進一

步探討發現，若考慮大型崩塌地（面積＞1 

ha），則潛在崩塌趨勢極為吻合（面積崩塌率

達 1.17%）。 

5 號集水區之面積崩塌率為 0.35%，中

潛在崩塌以上區域佔 30.3%，而圖 3e 顯示崩

塌均勻分佈於集水區上下游，分散於溪流之

兩側，該區因崩塌極分佈極為破碎，故不易

治理；6 號集水區類似於 5 號集水區，其面

積崩塌率高達 0.42%，僅次於 1 號及 2 號集

水區，而中潛在崩塌以上區域佔 31.8%，為

崩塌極為嚴重之集水區；7 號集水區崩塌極

少（面積崩塌率高達 0.15%），中潛在崩塌以

上區域僅佔 14.6%，乃 7 個集水區中狀況最

為良好之集水區，且所發生之崩塌地集中於

北方中游處，故易於整體之治理。 

（二）土石流潛勢溪流 

台灣共劃定 1,420 條「土石流潛勢溪

流」，屏東縣內共有 63 條，而本研究所劃定

之集水區內共 29 條（如表 3 所示）。其中，

3 條屬「土石流高潛勢溪流」，7 條屬「土石

流中潛勢溪流」，6 條屬「土石流低潛勢溪

流」。而集水區之土石流潛勢溪流分佈，如

圖 3a~3g 所示，其探討如下所述： 



1. 潛在崩塌範圍及土石流潛勢溪流劃定 

由圖 3a 可知悉 1 號集水區中，共劃定 2

條土石流潛勢溪流，其中，4 條屬「土石流

低潛勢溪流」，1 條屬「土石流中潛勢溪流」。

而 1 條低潛勢溪流之溪流範圍內，崩塌潛能

具中度以上之等級，故能提供土石流發生時

之料源；另 1 條「土石流中潛勢溪流」於圖

中範圍並無野溪存在，故需由現場調查了解

其實際狀況。另一方面，由於 1 號集水區內

崩塌極為嚴重（面積崩塌率 1.05%），故崩塌

之土石於豪雨侵襲時，將提供相當多之土石

流料源，因此，若由崩塌觀點分析 1 號集水

區，可知悉該範圍「土石流潛勢溪流」發生

潛因極高，許多區域並不適合進行開發。 

2 號集水區中（圖 3b）劃定 1 條「土石

流低潛勢溪流」，而該溪流集水範圍內，具

中度以上之崩塌潛能等級，且存在 4 處崩

塌，故暴雨侵襲時造成土石流之機率極高。

但 2 號集水區內之崩塌頻繁處（上游處），

許多並未劃定為「土石流潛勢溪流」，而由

崩塌觀點分析該區之土石流發生潛能，土石

流發生條件充足，但因範圍內無保護對象，

故未能劃定為「土石流潛勢溪流」。 

由圖 3c 可知悉，3 號集水區之崩塌潛能

低（面積崩塌率 0.78%），但集水區中之土石

流潛勢溪流，卻劃定了 5 條（圖 3c），並集

中於下遊匯流口處，其原因為住戶密度較高

所致。但若由塌觀點分析，3 號集水內之崩

塌並不嚴重，並未完整具備土石流所需之料

源條件，故 3 號集水區雖雨量極多，但其誘

發可能性不高；而 4 號集水區之區域內，存

在許多面積＞1 ha 之崩塌（13 處），且面積

崩塌率 1.17%為 7 個集水區中最高，但因住

戶並未居住於崩塌潛能高之區域（圖 3d），

故未劃定土石流潛勢溪流。 

而 5 號及 6 號集水區內，皆劃定 1 條土

石流中潛勢溪流（如圖 3e 及 3f 所示），但兩

集水區之潛勢溪流範圍內皆無崩塌地存

在，且崩塌潛能屬中低等級。集水區之中及

上游內崩塌嚴重處，許多處並未劃定為土石

流潛勢溪流，但兩集水區中部分住戶之範

圍，崩塌潛能等級在中度以上，故 5 號及 6

號集水區劃定之土石流潛勢溪流，其整體周

嚴性是否足夠，建議相關單位進行更詳細的

評估。 

7 號集水區面積崩塌率僅 0.17%，但 7

號集水區中之土石流潛勢溪流，共劃定 6 條

（圖 3g）。其中，2 條溪流屬高潛勢溪流、3

條溪流屬中潛勢溪流及 1 條溪流屬低潛勢溪

流；但所劃定之潛勢溪流範圍內，皆無崩塌

地存在，故以土石流料源有無之觀點分析，

發生土石流之要素並不足夠。而以開發頻繁

及住戶密度高的觀點，將加入許多無法考量

的人為因素，故本集水區土石流潛勢溪流之

劃定，確實有其必要性。 

2. 土石流潛勢溪流劃定合理性 

由圖 3a~3g 可知悉，保護對象為土石流

潛勢溪流判釋之重點，住戶所在之範圍方考

量其劃定必要性。但以潛在崩塌觀點分析，

「土石流發生度」以 4 個因子計算，所考慮

的「潛因」並不周嚴；若以水文因子觀點考

量，各種暴雨所帶來的「誘因」，方是造成

土石流發生的關鍵點，但水文現象極為複雜

且因地而異，因此，以同樣的方法劃定台灣

全區「土石流潛勢溪流」，周嚴性並不足夠，

故建議應加入「水文因子」及加強「潛因」

因子的考量，相信能提高判釋之精度。



表 2. 潛在危險分級定義 
Table 2. The definition of potential hazard classification. 

崩塌網格 集水區網格 
分級 分數範圍＊

格數 （%） 格數 （%） 

崩塌 
百分比 

低潛在危險 X 2.5≦  667 15.4 246,430 42.4  1.4
中低潛在危險 2.5＜X 4.3≦  1,547 35.8 236,370 40.7  3.4
中潛在危險 4.3＜X 6.5≦  1,559 36.1 89,315 15.4  9.1
中高潛在危險 6.5＜X 8.1≦  394 9.1 7,910 1.4  26.0
高潛在危險 X＞8.1 156 3.6 1,355 0.2  60.1

總  計 4,323 100.0 581,380 100.0 100.0
＊分數範圍中之X以方程式（6）求算 

表 3. 集水區分級分區統計 
Table 3. The statistical summary of watershed classific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集水區 
分級 1 2 3 4 5 6 7 總計 

低潛在危險 7.5 7.0 28.6 17.3 30.0 19.7 49.0 15.4 

中低潛在危險 29.2 36.5 43.2 28.0 39.7 48.6 36.4 35.8 

中潛在危險 40.5 41.3 27.5 49.3 28.1 30.3 14.6 36.1 

中高潛在危險 15.9 10.5 0.7 5.3 2.2 1.5 0.0 9.1 

高潛在危險 6.9 4.7 0.0 0.0 0.0 0.0 0.0 3.6 

潛在崩塌排序 1 2 6 3 5 4 7 100.0 

 

圖 3a. 潛在崩塌分級（1 號集水區） 

Figure 3a. The classification of potential landslide（Watershed NO.1）. 



 
圖 3b. 潛在崩塌分級（2 號集水區） 

Figure 3b. The classification of potential landslide（Watershed NO.2）. 

 
圖 3c. 潛在崩塌分級（3 號集水區） 

Figure 3c. The classification of potential landslide（Watershed NO.3）. 

 
圖 3d. 潛在崩塌分級（4 號集水區） 

Figure 3d. The classification of potential landslide（Watershed NO.4）. 



 
圖 3e. 潛在崩塌分級（5 號集水區） 

Figure 3e. The classification of potential landslide（Watershed NO.5）. 

 
圖 3f. 潛在崩塌分級（6 號集水區） 

Figure 3f. The classification of potential landslide（Watershed NO.6）. 

 
圖 3g. 潛在崩塌分級（7 號集水區） 

Figure 3g. The classification of potential landslide（Watershed NO.7）. 



伍、結論 

本研究分析之崩塌影響因子，包含高

程、坡度、坡向、地質、距溪流、斷層及道

路之距離等，其中道路及斷層遠近因子於整

體趨勢並不具代表性，故未納入考量；而篩

選出潛在崩塌影響因子之權重，依次為溪流

遠近、地質、坡度、坡向及高程。而分析之

集水區以 1號、2號及 4號崩塌潛勢較高， 7

號、3號及 5號崩塌潛勢較低。 

潛在崩塌指標乃定義為「誘發崩塌的可

能程度」，但潛在崩塌指標與土石流潛勢溪

流，其判定因子不盡相同，故潛在崩塌指標

高之區域，未必為土石流高潛勢溪流；但崩

塌之土石乃土石流主要之料源，故建議可參

考潛在崩塌圖，輔助土石流潛勢溪流判釋，

相信當可提高其判定準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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