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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大溪河岸邊坡崩塌與河道變遷之案例分析 

馮正一(1*)  陳世旻(2) 

摘  要 

本研究採用地面型 3D 雷射掃描技術，量測河岸崩塌地之點雲資料，呈現崩塌地表面三維

地形，評估地形變遷。本研究於奧萬大森林遊樂區聯外道路 1.7Km 處之河岸崩塌處，分別於辛

樂克(2008)、薔蜜(2008)颱風過境後的 2009 年 2 月 16 日及莫拉克(2009)颱風過後的 2010 年 5

月 17 日進行 3D 掃描，探討崩塌地地形變化量、崩塌機制與崩塌地對河道的影響。本研究使用

點雲資料計算出露之岩石邊坡弱面之位態，並與坡趾附近區位之弱面位態現地量測結果比較發

現，邊坡出露之岩石弱面傾向與邊坡滑動面方向一致，可釋為崩塌促崩機制之一。本研究亦探

討河道凹岸受河水侵蝕作用，及因崩積材料堆積於河道上，造成河流通水斷面積縮減，而迫使

流心移動、擺盪，危及萬大溪右岸道路之安全。 

(關鍵字：崩塌地、3D 雷射掃描、河道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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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3D Terrestrial Laser Scanning (3D TLS) technique was applied to measure “point cloud” of a 

riverbank landslide for demonstration of the 3D topography and evaluation of its changes. After 

Typhoons Sinlaku and Jangmi in 2008 and Morakot in 2009, we carried out two 3D TLS on Feb. 16 

2009 and May 17 2010 at the 1.7 km of the connection road of Wan-da recreational park to discuss 

changes of the landslide, landslide mechanism,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landslide on the river channel. 

The point cloud data was used to calculate attitude of the exposed weak plane of the rock slope. The 

attitudes of the exposed weak plane outcrop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attitudes manually measured 

around the toe in the field. This can be one of the explanations of the landslide mechanisms. This 

study also discussed the river bank eroded by the stream water, cross-section reduction by 

                                                 
(1) 國立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副教授 ( 通訊作者 e-mail：tonyfeng @ nchu.edu.tw ) 
(2) 國立中興大學 水土保持學系 研究生 



水土保持學報43(1) : 83 – 96 (2011)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 43 (1) : 83 – 96 (2011) 

84 

accumulation of the sliding materials, and the shifting of the stream centerline and endangering the 

road on the right bank along the Wan-da River. 

(Keywords：Landslide, 3D Terrestrial Laser Scanning, river channel erosion ) 

前言 

本研究針對奧萬大森林遊樂區聯外道

路 1.7Km 處，道路對岸邊坡受到河道沖刷

及颱風豪雨影響發生崩塌，大量土方堆積

於河道形成「河道擠壓」的現象，間接造

成 1.7Km 處道路下邊坡遭掏刷流失，而發

生坍方。本文針對此區域受到邊坡崩塌影

響而造成的各種現象，並進行個別的探討。

地質材料為邊坡穩定控制因數之一，萬大

地區主要地質材料為板岩，其具發達之劈

理與節理，且易受風化、外營力作用下，

降低強度而造成破壞。本研究採用地面型

3D 雷射掃描(Terrestrial Laser Scanning, 

TLS)技術，探討邊坡崩塌之變遷，並以點

雲(Point clouds)資料計算邊坡出露岩層弱

面之位態，與現地調查結果比較，用以判

釋邊坡滑動之觸發機制。 

本研究區因受萬大溪之阻隔，研究人

員不易跨溪進行地形測量，故以 3D TLS

遠距取得地形資料。並為了探討邊坡發生

崩塌後對於河道所造成的影響，利用多期

的衛星、航照影像進行判釋，以解釋河道

通水斷面變化，河道流心擺盪之情形。 

試區介紹 

本研究區位於南投縣仁愛鄉親愛村，

濁水溪上游支流萬大溪次集水區，集水區

面積約 753ha，海拔介於 865 至 1579m，

於區內奧萬大森林遊樂區聯外道路 1.7Km

處一河岸崩塌地(如圖 1)。崩塌地面積約

8.2ha 坡面長度約 829m，於 2008 年 7 月卡

玫基來臨前期已先有崩塌跡象，並於 2008

年 9 月辛樂克颱風過境後發生了崩塌。 

地質概述 

本研究區域萬大子集水區，屬於中央

山脈西翼脊樑山脈地質亞區，西側以梨山

斷層為界與中央山脈西翼雪山山脈地質亞

區區隔(何春蓀，1986)。參考中央地質調

查所「集水區地形及地質資料庫成果查詢

系統」原梨山斷層所在位置改稱為為眉溪

斷層，並重繪區域地質圖，如圖 2 所示。

研究區域以廬山層、大禹嶺及西側雪山山

脈地質亞區之眉溪砂岩、佳陽層為主要地

質材料，萬大子集水區主要岩層為廬山層。

廬山層是由深灰色硬頁岩、千枚岩及深色

硬砂岩互層和版岩所組成 (何春蓀，

1986)。 

受到板塊運動擠壓抬昇作用形成許多

複雜地型構造，如霧社複向斜、萬大複向

斜及獅子頭複背斜等地質構造，其中萬大

複向斜恰好通過本研究區之崩塌坡頂。複

向斜（Synclinorium）是由若干摺皺組合所

形成的一向斜構造曲面之地質構造，其走

向呈東北-西南延伸至武界水庫東側被眉

溪斷層截斷，為影響本研究區域最主要之

地質構造(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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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試區位置圖 

Figure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奧萬大地區地質材料以板岩為主，板

岩受變質作用後的層理不易分辨。謝敬義

(2009)認為板岩岩體因層面不顯著，故層

面不為板岩岩體之主要弱面，而以劈理為

板岩岩體之主要弱面，是為板岩之控制弱

面(Control Weak Plane)，奧萬大地區亦是

如此。 

材料與方法 

1. 地面雷射掃描 TLS 

地面雷射掃描儀 (Terrestrial Laser 

Scanner , TLS)基本原理(劉春等，2009)是

藉由儀器發射雷射光的方式，對測定物進

行掃描量測距離 D，而透過儀器內的反射

稜鏡或儀器本身旋轉，能夠同步量測儀器

橫向旋轉角度 α 及縱向視角角度 θ。藉由

待測物反射所接收到的訊號經由儀器自行

定義，儀器基準點至測定物相對之 X 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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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軸、Z 軸的點雲資料，可呈現物體表面

之空間座標，如圖3所示。本文章採用Dibit

公司的 LSC4100LR 地面型雷射掃描儀，

有效測量距離範圍 1100 m 內，且測量精度

可達±2 cm，此儀器使用時間差量測法(飛

行時間法)測距原理，利用發射和接收雷射

光訊號的時間差(time of flight)計算測定物

體之距離。 

 

圖 2 研究區之區域地質圖 (重繪自中央地質調查所「集水區地形及地質資料庫成果查詢系統) 

Figure 2.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of the study area 

2. 全球定位系統 GPS 

本研究於儀器架設站位周圍設置 3 個

以上固定式控制點，做為後續掃描變遷監

測之參考點。三維掃瞄取得的點雲資料，

可透過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簡稱 GPS)測定儀器基準點與固定

式控制點之大地座標(二度分帶 UTM2)，

可將點雲資料之相對座標轉換成大地座標

系統，以表示測定物於空間分佈的情形。

本研究採用之 GPS 設備施測迅速，且量測

精度可達±5 cm。 

3. 點雲資料處理 

邊坡滑動造成坡面大面積裸露，部份

植生植被仍殘留或混雜於坡面上，以及崩



馮正一、陳世旻：萬大溪河岸邊坡崩塌與河道變遷之案例分析 

87 

塌形成後植物自然入侵、生長等，直接影

響到點位數據分析的結果 (Avian et al., 

2009)。為減少誤差產生及獲得更加精確的

數據，本文採用 Trimble 公司的 Real Works 

Viewer 軟體為點雲編修、展示的專業軟體

(Trimble, 2005)。雷射掃描可穿過稀疏枝葉

縫隙仍可量測坡面地形，藉由現地照片輔

助判釋坡面植被、殘株枯木區位，利用軟

體擷取該區點雲資料，假設真實地表為最

低高程，即可刪除坡面高程不連續或高差

明顯之點雲。 

 

圖 3 雷射掃描點雲相對座標轉換(修改自

劉春等, 2009) 

Figure 3. Corresponding 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int clouds 

4. 岩坡位態計算 

因崩塌所造成的土體滑動崩塌，而出

露之岩層坡面可能為崩塌滑動面、弱面、

剪裂帶等，為影響崩塌主要控制因數之一。

而三維雷射掃瞄可擷取崩塌坡面上岩坡出

露區位的點雲資料，以進行岩坡出露區位

的位態(傾向、傾角)計算，以瞭解邊坡地

質結構組成及地質環境評估之重要參考資

料。 

本文採用Fuzzy C-mean法(洪子恩等，

2007)以 FastRBF Interpolation Toolbox 工

具模組(FarField Technology, 2001)，將點雲

資料進行內插及網格化以重建坡面，其網

格化後的網格資料為N個三角形網格所構

成。將網格資料匯入 Matlab 來進行分析，

求算岩坡岩坡表面之位態(走向與傾角)，

以獲得調查人員無法直接量測取得之岩坡

位態。 

Dunning et.al. (2009)只針對坡面岩層

出露之區塊擷取其點雲資料，避免受到出

露岩層以外的數據資料影響，造成計算結

果上的誤差，並可提升計算速率及獲得較

準確的運算結果。本研究亦僅單獨擷取出

要分析的裸露岩坡面之點雲，以減少其他

區位資料的干擾。 

4.1. 計算傾角(Dip) 

傾角為傾斜面與水平面之夾角如圖 4

所示，其角度範圍介於 0～90°，本研究將

FastRBF Interpolation Toolbox 網格化後之

結果代入平面方程式，進行每個三角網格

平面之傾角計算，詳細計算方法請詳見洪

子恩等(2007)。 

4.2. 計算傾向(Dip Direction) 

本研究定義傾向是傾斜面傾斜方向之

方位角，角度範圍介於 0～360°(圖 4)。本

文採用洪子恩等(2007)之方法進行每個三

角網格傾向之計算。 



水土保持學報43(1) : 83 – 96 (2011)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 43 (1) : 83 – 96 (2011) 

88 

 

圖 4 傾角與傾向之定義(Hoek and Bray, 

1981) 

Figure 4. Definitions of dip and dip 

direction 

5. 地形變化量計算 

本研究將原始點雲資料進行除點的過

程後，利用 ArcGIS 的 3D Analyst 模組

(ESRI, 2002)將點雲資料製成數值地型模

型(DEM)，並刪除點雲資料受遮蔽物造成

點雲數量不足、密度稀疏之區位。Avian 

et.al. (2009)亦僅採用點雲資料較為完整密

度較高的區位進行分析，以避免受到點雲

資料不足內差產生的誤差。再將修正後各

次掃瞄的數值地型模型進行套疊、相減，

以探討不同時期邊坡之地形變異量。 

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於災後的 2009 年 2 月 16 日及

2010 年 5 月 17 日，奧萬大森林遊樂區聯

外道路 1.7 公里處，進行施測 3D TLS，量

測道路對岸之河岸邊坡崩塌(圖 5)。並採用

2004 年 7 月的五千分之一的相片基本圖，

數化其 5m 間距等高線作為崩塌前之數值

地形，再與兩期 3D TLS 量測產製之數值

地形進行比較。 

研究區位之崩塌地地形變遷、崩塌後

產生的邊坡後退現象，以及利用航照、衛

星影像判釋河道擺盪情形等，探討如下： 

1. 崩塌地地形變化量 

本研究試區地形變化量計算所得結果

如圖 6 所示。2004 年至 2009 年崩塌後地

形變化量，地形主要變化集中於崩塌範圍

中央如圖 6(a)紅色虛線處，並針對此區位

繪製剖面圖(A-A’剖面)進行崩塌型式探討。

2004 年至 2009 年崩塌造成的垂直深度變

化最大下陷深度可高達 30m 以上，崩落的

崩積土方堆積於坡趾處厚度達 20m 以

上。 

2009 年至 2010 年崩塌後邊坡地形變

化不大，其變化幅度皆小於 5m，但仍可

看出部分殘留於坡面上的鬆動土石、碎塊

有向下傳輸的現象。主要變化區位於邊坡

坡趾崩積土方堆積處，如圖 6(b) 紅色虛線

處，因河道沖刷、侵蝕作用下，將崩積土

方運移至下游河段，而出現明顯下陷的趨

勢，深度達 15m 以上。 

圖 6(b)箭頭標示處於坡趾的左側有明

顯升高現象(約 5m)，經現地勘查推估可能

是受到坡趾大量土方堆積，阻礙邊坡鬆動

土石傳輸而「繞道」堆積於坡趾的西側。

而崩積土方對於邊坡具有「壓腳」的作用

使邊坡處於暫時穩定狀態，一旦坡趾壓腳

土方遭河水沖刷流失，有可能造成該邊坡

二次崩塌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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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坡趾崩積土堆積處如圖 5(d)，岩

層弱面受重力影響呈現彎曲變形，以及受

到風化影響岩石強度降低，間接造成邊坡

穩定性的下降。 

 

圖 5 試區全景圖；A.崩塌範圍全景圖；B.崩塌頂端岩層出露區位；C.崩塌右岸灰色變質砂岩；

D.堆積於坡趾的崩積土。 

Figure 5. Photo of the study area  

2. 崩積土堆積處邊坡後退情形 

2004 年至 2009 年崩塌後所形成的大

量崩積土方堆積於坡趾處，造成河道通水

斷面的縮減，形成河道流心往對岸偏移的

現象，造成對岸道路之路基遭河水掏刷。

崩積土方受到河流的沖刷、侵蝕後，亦造

成的邊坡後退現象。針對此現象繪製邊坡

A-A’剖面，如圖 7 所示，以探討崩積土方

對於研究區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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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不同時期崩塌地地形變化量(單位：公尺) 

Figure 6. Changes of the landslide during various timing (Uni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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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此區邊坡崩塌之土方堆積於

河道，較之 2004 年未發生崩塌之坡面，原

坡趾向前推移 56.1m(圖 7)，因此也造成河

道通水斷面縮減，使流經此河道曲線段之

河床上升約 3.2m，河道流心偏移，造成對

岸道路之路基掏刷與坍方。 

2009 年至 2010 年的坡趾土方堆積處

持續受到河水沖刷、侵蝕，崩積土坡有向

後退縮的現象，退縮約 10.7m，但河床仍

較 2004 年時增高約 4.2m(圖 7)。 

故河道因崩積土方阻塞使河道通水斷

面縮減，造成河床上升。2009年2月至2010

年 5 月崩積土邊坡有小幅度的向後退縮，

使河道斷面寬度增加，但河床仍然上升，

主要原因可能是上游泥砂輸送至此所造

成。 

 

圖 7 崩塌坡面剖面 (A-A’剖面) 

Figure 7. Cross-section A-A of the 

landslide 

3. 河道擺盪情形 

本研究採用2004年2月崩塌之前的相

片基本圖及 2008 年 9 月、2009 年 9 月卡

玫基與辛樂克颱風過境後之航照進行比對。

由圖 8 所示，河道變化最明顯的區位，為

崩塌坡面的凹岸。以下針對此區位之河道

通水斷面寬度及凹岸處河道的彎曲程度進

行探討，以說明崩塌引發的河道擺盪現

象。 

3.1. 河道形狀變化 

2004 年 2 月邊坡尚未崩塌前，其坡趾

處河岸係處於凹岸，受到河道切割侵蝕呈

現似「三角形」的河道。三角形凹岸之內

角約為 68 度(圖 8)。由現地勘查結果發現

河道凹岸處有一巨厚灰色變質砂岩出露

(圖 5(c))，抵抗沖蝕能力較弱，侵蝕力集

中於變質砂岩與板岩交界處不斷侵蝕呈現

似三角形的河道。 

2008年 9月河道上因崩塌滑落大量崩

積土方，佔據原河道水流路徑，而致使河

心向凸岸偏移，河道形狀呈現不規則曲線

形狀。前述之凹岸內角變為約 121 度，較

原凹岸角度多約 53 度，故河道彎曲程度降

低。 

2009年 9月莫拉克颱風夾帶的豪雨在

此區累積超過 800mm，其河水沖蝕該坡趾

崩積土方，使凹岸內角變為約 116 度，可

見河道有漸凹岸擴張的趨勢。 

3.2. 河道擺盪幅度 

本節根據航照圖前後期影像進行河道

寬度數化(圖 8)，並針對此河道變化幅度最

大之區段，探討河道通水斷面寬度與河道

擺盪幅度。2004 年 2 月未崩塌前，河道通

水斷面寬度為 141m，至 2008 年 9 月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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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坡發生崩塌後河道斷面寬度縮減至 95m，

主要是受到崩積土堆積於河道上佔據原河

道所致，且河道流心向凸岸位移約 103m，

超過 2004 年河道最大寬度的 79%，擺盪

幅度相當大。 

 

圖 8 萬大溪之河道擺盪情形 

Figure 8. Shifting of the centerline of the Wan-da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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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08年9月凹岸處之崩積土方在受

侵蝕作用下，河道通水斷面寬度由 95m 向

凹岸擴大至 2009 年 9 月時之 120m，河道

水流路徑向凹岸位移約 21m，擺盪幅度並

不大，但可明顯看出：河道受崩塌土體擠

壓與侵蝕交替作用下，河道流徑會有來回

擺盪的現象發生。 

若以每年 21m速率向凹岸擴張約 5年

時間即可望與原河道水流路徑相同位置。

凹岸處之邊坡亦可能在受到河水沖刷、侵

蝕作用下，造成再次的崩塌。而此研究區

位的邊坡與河道地形演化，應是受長年之

河川侵蝕與崩塌兩者的持續交互作用所控

制。 

3.3. 岩坡位態計算 

由崩塌剖面圖圖 7 所示，2009 年 2 月

崩塌初期坡面為一「平整」的坡面，並非

圓弧型崩塌型式之弧形坡面，因而判定為

「平面型」破壞之邊坡。 

藉由現地勘查與崩塌坡面幾處出露岩

層之 3D 點雲資料，以 4.4 節岩坡位態計算

方法進行位態計算。最後將計算結果及現

地量測之位態，繪製 3D 立體投影圖，以

判斷弱面與坡面之關係。 

針對崩塌區頂端之出露岩層弱面點雲

資料(圖 5(b))，本研究計算其位態結果：

以 2009 年 2 月 16 日 3D TSL 之資料計算

得弱面位態為 N7°W/43N，2010 年 5 月 17

日弱面位態為 N9°E/44S。兩期計算結果有

16°之差異，這可能包括儀器誤差、GPS

誤差、點雲網格化之誤差與 Fuzzy C-mean

之計算誤差在內。而邊坡滑動方向為向東

(邊坡走向 N1°W/N)與兩期點雲資料運算

結果相較不超過 10°(圖 9)。 

 

圖 9 出露之岩層弱面與崩塌坡面之立體

投影圖 

Figure 9. Stereo plot of the weak plane 

and the sliding slope 

由於此邊坡之崩塌類型屬於平面型滑

動，而崩塌主要滑動面走向介於兩期點雲

資料運算之弱面走向之間，因此本研究認

為此出露之岩層其弱面位態與此邊坡崩塌

滑動有直接的相關。 

結論 

本文採用地面型 3D 雷射掃描技術進

行崩塌地變遷監測，可以快速且準確地獲

得崩塌地地形變化，亦可用於坡面位態計

算，與河道受到崩塌影響產生之變遷情況，

進以探討獲得結論如下： 

1. 研究區域之河段發生河道擺盪現象，

主要是受到崩塌土體擠壓與河水沖蝕，

兩種營力的持續作用下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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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區位之劈理弱面位態與崩塌滑動

面方向大致相同，為主要控制坡面滑

動的主要因素之一。 

3. 河岸邊坡崩塌產生之土方淤積河道上，

使河道通水斷面縮減、河床抬升，成

為對岸道路路基掏刷坍方主要原因。 

4. 崩塌邊坡之坡趾受到崩積土堆積，對

於坡趾具有「壓腳」作用，增加了河

岸邊坡之穩定性，一旦崩積土方沖刷

流失，河岸坡趾將持續受到侵蝕作用

而再次發生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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