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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屬於多種天然災害可能衝擊之地區，其中以淹水、土石流及地震災害為最常發生之事

件，如地震所引起之土石鬆動，一旦發生降雨便易引發土石流，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目前

在土石流災害預警上，乃是採用土石流觀測系統，其利用土石流發生時所發出之警報，告知下

游民眾即刻撤離，但目前所使用的鋼索檢知器、地聲檢知器及紅外線攝影機(CCD)，皆屬於事

發型的土石流觀測系統，可應變時間較短。本研究透過流量歷線之變異點，即早發現土石流發

生之潛勢，以求增加預警之時間。為此，首先彙整前人相關研究，對現行之土石流觀測系統進

行探討，再與逕流歷線預警系統比較，以研判該預警系統建置之可行性，由此可知，透過動態

降雨-逕流歷線分析模式來建置預警系統，進行流量變異點分析，推估土石流發生時機，更有

助於集水區土石流警報之發布及應用，且未來對土石流之預警應朝向即早預判之方式，加快相

關單位對於災害應變處理時機，避免土石流致災之威脅。 

(關鍵詞：逕流歷線、土石流、預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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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is vulnerable to several natural disasters such as landslide, floods, 
debris flow, and earthquake. Rainfall and/or earthquake induced landslides could 
easily trigger debris flow and then threaten the safety of properties and human being. 
Currently, the debris flow observation systems are mostly adopted as the warning 
system to alarm the residents to evacuate in advance while encountering the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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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ebris flow. The devices of wire sensor, geosound sensor, and infrared cameras 
(CCD) are classified as the post-event type sensor, which only has the shorter 
response time, and can hardly be satisfied with as the precaution system.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is to use the change point derived from comparing theoretical 
and observing runoff hydrograph model for early detecting the potential occurring of 
debris flow so as to increasing the response time. The references of related previous 
studies and the currently used debris flow observation systems are collected and 
explored to compare with the warning system established using runoff hydrograph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 can be applied to establish an efficient 
warning system for debris flow occurring precaution. 

(Keywords：Runoff hydrograph, Debris flow, Debris flow warning system) 

前言 

因台灣之地勢陡峭、多山少平原，加上

位處歐亞與菲律賓板塊間之敏感地震帶，地

質環境屬於易破碎斷裂之沉積岩及變質岩，

自 921 集集大地震後所產生之大量鬆散土石

堆積，加上河川野溪因水短流急、坡度陡峭，

因此於颱風或梅雨季時便易發生土石流災

害。 

目前台灣之土石流潛勢溪流共有 1,664

條(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02 年 1 月 7 日公告

函)，現階段若以硬體之工程設施於短時間內

針對所有土石流之危險溪流進行防治，在人

力及財力上有其困難。因此，適當的採用預

警系統，對於可能發生土石流之溪流進行預

報，使人民能夠有所警戒並即早疏散，將人

員的傷亡與財務之損失降到最低，為重要目

標之一(李毅宏，2004)。現今之土石流預警系

統係以固定式與行動式觀測站進行監測與預

警通報，主要是藉由即時雨量資料配合土石

流警戒基準值自動分析系統、土石流觀測站

現場資訊、土石流潛勢溪流調查成果資料及 

疏散路線規劃成果等資料，並利用地理資訊

系統及網際網路等技術，以增加各級防災單

位應變之時間(王晉倫，2002)。 

山區道路在通過野溪或溪流處多構築橋

梁等設施，然發生土石流時，其強大之破壞

力往往損毀道路之橋梁，所產生之扇形堆積

範圍更加威脅附近居民，因此在防治災害的

需求下，有研發簡易且快速之土石流預警系

統供熱點區位監測使用之必要，而傳統之觀

測儀器多於土石流發生時，經由接觸之方式

對下游保全對象發出預警訊號，但因土石流

流速快;且破壞力驚人，其可應變時間較短。

本研究期透過動態降雨-逕流歷線分析模式來

建置預警系統，進行流量變異點分析，推估

集水區崩塌發生時機，從而進一步了解運用

於土石流預警的合理性與適切性，以作為日

後研究與實際運用之參考，更有助於集水區

土石流警報之發布應用。 

文獻回顧 

(一) 土石流監測與預警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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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在民國 79 年時提出，

應以預警系統作為土石流防治之先期措施，

爾後更在民國 87 年 6 月，邀集國內相關學者

召開『土石流預警系統如何改善或改進座談

會』，在會中達成應將土石流預警與監測之研

究回歸到決策支援系統之共識，並將『土石

流預警系統』修正名稱為『土石流觀測系

統』，藉以蒐集相關基本資料，加強對土石流

預警系統基準數據之研究，亦能累積相關經

驗強化警戒應變能力，達到減災避災之目的。 

張斐章、李心平(1995)，以類神經網路為

主軸，輔以模糊理論的概念，藉降雨量多寡

及研究地區地形對土石流發生的影響，判斷

是否達土石流之警戒標準，結果顯示對土石

流預警判定有相當好的表現。 

王晉倫(2002)，目前土石流監測與預警系

統，其所接收之各種土石流現場觀測儀器，

如鋼索與地聲檢知器等，大都在量測土石流

發生時之各種運動現象，且部分量測方式確

可掌握土石流發生之現象。若可保留二小時

以上應變時間時，再透過即時廣播系統並請

防救災人員再次緊急疏散危險區居民，應為

較合理且可採行之土石流預警系統。相關研

究如下所述： 

連惠邦(2003)，現階段土石流觀測系統可

分為固定式及行動式兩種，透過量測土石流

前或發生時之顯著因子，以提供研判土石流

發生與否，或其動態性狀，即時掌握土石流

的形成與發展過程。 

黃清哲等(2005)，發展土石流監測系統作

為土石流防治的先期措施，其中應變時間較

短，但準確度較高的事發型土石流監測方法

為一新興之研究方向，相關監測儀器包括鋼

索檢知器、光束阻斷器、紅外線攝影機及地

聲感應器等。 

曾國源、張斐章(2006)，類神經網路應用

於各種工程及科學領域，對於影像辨識、預

測等皆有許多成功案例。透過相關土石流之

發生資料，並進行發生機制判釋，藉以對發

生之情況做分類模擬，以作為土石流預警系

統使用。 

尹孝元等(2006)，自動化土石流觀測系統

主要可分為現場觀測儀器、前端儀器屋、中

端傳輸模組及後端展示模組四大部分，各觀

測站現有之觀測儀器包括雨量計、CCD 攝影

機（含投射燈）、鋼索檢知器、地聲檢知器及

超音波水位計等。 

李秉乾(2008)，目前監測業務由自動化(E

化)階段，研發導入行動化(M 化)的階段，未

來更因應新科技趨勢以朝向無所不在的監測

(Ubiquitous Monitoring；U 化)發展。 

翁佳詩等(2010)，在國內，災前主動預警

工作日漸重要，成為中央與地方政府之施政

重點，尤其在「災害防救法」通過後，俾使

防災預警功能有完整的法規規定，依據法源

確切落實災前預警之觀念。並建立一套有效

的風險溝通計畫，了解民眾之風險認知並喚

醒其防災意識，才能有效建立正確之防災觀

念並提升預警系統之效用。 

褚坤翰、林俐玲(2012)，目前國內採用之

土石流預警系統雖然設備先進，但仍有進步

之空間。若政府將土石流專員列入編制內，

則能補足預警系統之不足；教育方面建議政

府將防災課程編入國中、小學課程內，並定

期舉辦全國院校防災演練，提升緊急防災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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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避難反應之速度。 

林秉賢、連惠邦(2013)，坡地災害監測技

術在未來應有全新之發展，未來應朝向發展

簡易型觀測系統、建置全無線化土石流觀測

站、應用影像即時辨識河溪水位及家戶警戒

通報等四大面向進行，以提升土石流觀測及

預警之效益。 

(二) 土石流觀測設備 

土石流觀測系統主要分為固定式及行動

式兩類(如圖 1、2)，其組成架構亦可分為現

場觀測儀器、前端儀器屋、中端傳輸模組及

後端展示模組四大部分，各觀測站現有之觀

測儀器包括雨量計、CCD 攝影機（含投射

燈）、鋼索檢知器、地聲檢知器及超音波水位

計等。而觀測設備，又可分為接觸式與非接

觸式兩類，以下將就鋼索檢知器、地聲檢知

器與紅外線攝影機(CCD)之相關研究進行說

明： 

 

圖 1 固定式土石流觀測系統 

Figure 1 Fixed debris flow observation system 

(資料來源：水土保持局) 

 

 

圖 2 行動式土石流觀測系統 

Figure 2 Mobile debris flow Observing System 

(資料來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1) 鋼索檢知器(wire sensor) 

鋼索檢知器屬於接觸式之土石流預警設

備，藉由鋼索被沖斷時，發出預警的警報聲

響，警示土石流之發生，以利即早因應。相

關研究如下所述： 

Itakura et al.(1997)，土石流常會以數個波

段呈現間歇性的流動，但鋼索檢知器僅能對

第一波土石流發出警訊，扯斷後無法立刻重

複使用，此外，鋼索檢知器容易被外力所觸

發而造成誤判的情形。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2003)，鋼

索檢知器之功能為土石流發生導致鋼索被沖

斷時，藉此發出土石流警戒警報，其係以一

條或數條鋼索橫跨在土石流或山地洪流的可

能流路上，由土石流強大的衝擊力將其剪斷

之後，來驅動一個脈波信號，以偵測土石流

發生之動態，是屬於事發型土石流偵測裝置

之一。 

尹孝元等(2006)，其構造為一條鋼索加上

兩條銅質電線組合而成，銅質電線可接上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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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形成通路並在其上加掛數片反光布條，以

利夜間識別。當土石流通過時會將鋼索扯斷

因而得知土石流的發生。 

(2) 地聲檢知器 (geosound sensor) 

地聲檢知器屬於接觸式之土石流預警設

備，偵測大地震動頻率，紀錄土石流發生時

所造成的震動頻率，再經由歷史事件中的地

聲資料來設立土石流地聲警戒值，當土石流

發生時藉以發出預警的警報聲響，來警示土

石流之發生，以利即早因應。相關研究如下

所述： 

Toksöz and Johnston(1981)，相對於地震

波產生的地表振動頻率，當土石流地聲頻率

屬於高頻範圍時，其衰減率相對較高，地聲

訊號傳遞的距離不到 100 公尺。雖然可將儀

器盡量往上游埋設來解決，但山區的通訊傳

輸和增加纜線長度造成訊號衰減成為另一個

問題。 

吳積善等(1990)，土石流之地聲大都位於

低頻範圍且為一確定之信號，其主要頻率介

於 25 到 85 Hz 之間，除了地聲的頻率特性

外，土石流的規模大小亦會影響地聲的強度。 

Friedlander and Zeira(1995)，除利用快速

傅立葉轉換分析訊號外，亦可同時使用 Gabor

轉換作為土石流地聲之分析工具，將訊號呈

現在時間－頻率域上。 

Lahusen(1996)，美國地質調查所（U. S. 

Geological Survey）亦認為土石流地聲頻率約

在 10~300Hz 之間，顯著頻率介於 30~80Hz。 

蔡玫諼等(2002)，地聲聲紋產生的過程中

具有變異性，容易造成判釋上的困難，不同

材質土石運動所產生的地聲聲紋確實有所差

異性存在，若將此差異藉由樣本模型的建

立，將可輕易地判釋出地聲聲紋之特性。 

Arattano(2003)，地聲檢知器之裝設，可

於河道中由上游至下游連續設置 4 組（又稱

為序列式地聲埋設方式），當土石流沿河道流

動時，可籍由分析每個地聲檢知器的振動訊

號峰值出現的時間推求土石流的流動速度。 

尹孝元等(2006)，地聲檢知器之功能為偵

測大地震動頻率，紀錄土石流發生時所造成

的震動頻率。此種振動訊號是透過地殼傳播

的振動波，又可稱為土石流地聲。 

紀裴欣、黃清哲(2007)，經由土石流歷史

事件中的地聲資料來設立土石流地聲警戒

值，而警戒值之訂定也必須因地制宜。 

黃清哲等(2007)，利用土石流波湧通過地

聲檢知器時速度振幅會出現峰值之特性，可

推算出土石流波湧之平均流速。 

黃清哲等(2007)，透過實驗顯示，礫石型

土石流地聲頻率主要介於 10 到 300Hz 之間；

而泥流型土石流的地聲頻率介於 5到 20Hz之

間。一般型土石流的地聲頻率則介於兩者之

間，當其土石材料中之礫石成份增加時，頻

率在 20 到 300Hz 之地聲振幅會明顯增大。 

葉智惠等(2008)，地表振動產生的速度振

幅隨與撞擊點的距離增加而迅速減小，其達

高頻頻率的成份亦很明顯地隨距離的增加而

減小。事實上，地聲檢知器埋設位置離震源

一段距離後，將無法測得 50Hz 以上的頻率訊

號。 

方耀民等 (2008) ，若利用小波轉換

（wavelet transform）分析地聲檢知器資料，

不但可以分離出外在環境的干擾，也可以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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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又準確的判斷出土石流事件發生的時

間。 

謝忠翰、周憲德(2010)，土石流運動有明

顯之聲音發生，不同材質顆粒運動所發出的

聲音亦不同，探討不同顆粒材質與運動方式

下，分析其相互撞擊之顆粒聲音頻率特性，

以及能量大小之關係，將可做為土石流監測

之基礎資料，提升預警之功效。 

李尹維、黃清哲(2011)，透過比較地聲檢

知器、光纖光柵感測器及麥克風之偵測適用

性，可得知光纖光柵感測器與地聲檢知器之

訊號頻譜具有高度的一致性，且光纖光柵感

測器有最好的 SNR。由分析結果可知，若將

感測器加上 10~150Hz 前置濾波，應可提升其

對土石流偵測的準確度。 

(3) 紅外線攝影機(CCD) 

紅外線攝影機之功能為觀測溪流動態情

況，真實記錄土石流現場樣貌。透過現地拍

攝的影像可求出土石流流動時的最大流量、

流速及流深等資料。並作為土石流判識之預

警使用。紅外線攝影機應用於土石流監測之

相關研究如下所述： 

Hurlimann et al.(2003)，攝影機現場拍攝

的影像在分析土石流運動特性上扮演非常重

要的角色，透過現地拍攝的影像求出土石流

流動時的最大流量、流速及流深等資料，其

分析土石流發生前後影像得知土石流的數個

特徵。 

張守陽等 (2005)，藉由「機械視覺」

(Machine Vision)原理，分別針對不同土石流

之流動現象，研擬不同土石流情境之影像處

理法則，進行室內之土石流模擬實驗及實際

影像分析，具有良好之檢定結果，可以提供

建立土石流判釋監測系統之參考。 

尹孝元等(2006)，前土石流觀測站採用的

CCD 攝影機雖然具有夜視功能，在現場亦架

設紅外線投射燈等夜間輔助光源，但在夜

間、大雨或起霧時畫面的品質仍有待提昇。

此外，由於攝影機本身相當精密且價格高

昂，置於現地惡劣的環境中易導致其故障，

造成維修成本較高。 

梁仲志等(2007)，藉由數位影像處理與攝

影測量，配合機械視覺之判讀功能，研發非

接觸式土石流特性參數判讀方法，可作為

CCD 未來技術提升方向。 

此三種觀測設備目前國內普遍運用在土

石流預警作為上，除在使用時機上有所不同

外，其觀測與預警之成效上亦有優劣，茲彙

整說明其優劣如下(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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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感應或監測設備比較表 

Table 5 Comparison of sensor and/or monitoring equipments 

名稱 

項目 
鋼索檢知器 地聲檢知器 紅外線攝影機(CCD) 

預警原理 

主要乃架設於河道兩岸

或防砂壩溢洪口適當位

置，當土石流通過時會將

鋼索扯斷因而得知土石

流的發生，以達到提早預

警之目的。 

主要乃量測土石流流動

時，巨礫滾動、摩擦、撞

擊底床造成的地表振動訊

號，藉此得知土石流發生

與否，以達到提早預警之

目的。 

以現地拍攝的影像，求出

土石流流動時的最大流

量、流速及流深等資料，

藉由發生前後之影像得知

土石流之各項特徵，包括

流量突然降低、有巨礫集

中前端的現象及土石流波

前通過後的流深迅速變小

等。 

預警時間 土石流發生。 土石流發生。 土石流發生。 

優點 

1.設置容易，價格低廉。

2.可做為河川水位暴漲

的參考指標。 

1.當土石流沿河道流動

時，可籍由分析每個地

聲檢知器的振動訊號峰

值出現的時間推求土石

流的流動速度。 

2.能重複使用，並可應付連

續發生之土石流災害，不

會有遭沖毀之疑慮。 

1.可即時掌握土石流現況。

2.可記錄土石流流動狀

態，進而得到許多土石

流相關資訊。 

3.透過土石流發生前後之

影像可得知土石流特徵。

缺點 

1.土石流常會以數個波

段呈現間歇性的流動，但

僅能對第一波土石流發

出警訊，扯斷後無法立刻

重複使用。 

2.無法精確的判釋土石

流的發生，一般山地洪流

夾帶大量的泥砂或漂流

木亦會造成鋼索的斷

裂，有造成誤判的風險。

1.地聲聲紋產生的過程中

具有變異性，容易造成判

釋上的困難。 

2.埋設位置離震源一段距

離後，將無法測得 50Hz

以上的頻率訊號。 

1.在夜間、大雨或起霧時畫

面的品質仍有待提昇。 

2.攝影機本身相當精密且

價格高昂，置於現地惡劣

的環境中易導致其故障，

造成維修成本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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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照片 

 
  

動態降雨-逕流模式概述 

目前土石流觀測系統，主要是作為土石

流發生時的監測與預報，但此類系統之處理

時機，大都是在土石流發生並對下游河道進

行沖刷的時間點，往往在預警通報的時間上

較為急促短暫，因此若是透過降雨-逕流歷線

之關係，建置一套可更早研判土石流發生時

間的預警系統，將對土石流預警及防治具有

良好的功效。 

本研究所採用之逕流歷線概念，主要是

藉由降雨與逕流之關係來建置一套模式以作

為預警研判使用，其理論概述如下： 

(一) 模式建置 

當崩塌之土石阻塞河道時，將會蓄積河

道之水量，導致逕流歷線之變化，若透過降

雨-逕流模式模擬集水區水文分析，將可找出

流量變異點 (為河道之崩塌土石潰決時間

點)，並判釋土石流之發生時間，以達到早期

預警之目的，量化其計算基準以合理化公式

為理論依據，並加以延伸應用為合理化公式-

流量歷線修正式，稱為網格式合理化法(Grid 

Rational Algorithm for Predicting Hydrograph, 

GRAPH)。 

基於合理化公式可用於推估逕流歷線的

前提下，以預計進行道路危險點位之集水區

為範圍，利用集水區及其鄰近雨量站歷年暴

雨事件之雨量資料，再以反距離權重法進行

內差，分別求得區域內之時雨量。另透過衛

星影像之常態化差異植生指標(NDVI)來推估

初始逕流係數，由於 NDVI 之值域在 1 至-1

之間，為配合逕流係數之合理值域(0-1)，若

土壤狀況不良，代表植生量低，其對應之逕

流係數愈大的條件下，將 NDVI 線性反向配

置為初始逕流係數 C0值，並配合降雨時間，

以每小時為單位，建立逕流係數 C 值於暴雨

時期之動態模式；再採用等集流時間之概

念，計算河道各點之集流時間，並建立其與

出口之時間差，另以等集流時間線觀念，配

合即時降雨資料及合理化公式-流量歷線修正

式，來動態推估監測站之流量歷線。 

(1) 集流時間之計算等集流時間線 

集流時間之計算為集水區最遠點的雨水

到達集水區出口的時間，欲準確地計算集流

時間，應考慮集水區坡面逕流之集流時間(t0)

加上河道之上游頂點至出口之集流時間(t´)，

亦即由集水區最遠端到達出口所需的時間，

一般為流入(漫地流)時間及流下(渠道流)時間

之和(行政院農委會，2002)，即： 

tc=t0+t´ 

而流入時間(t0，單位：小時)為雨水經地

表面由集水區邊界流至河道所需時間，t0之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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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採用坡面長度除以漫地流速度，因此坡面

長度係由集水區最遠端流至河道之距離，而

漫地流一般在 0.3~0.6m/s，由使用者依據集水

區之現況輸入計算。流下時間(t´，單位：小

時)為雨水流經河道由上游至出口所需時間，

依 Rziha 公式計算，即： 

 

      

式中，w 為流下速度(洪水傳遞速度，

km/hr)；l 為河道長度(km)；h 為流域最高地

點至計畫地點之高程差(km)。 

(2) 等集流時間線 

將集流時間均分為每時間單位後，將集

水區內相同集流時間之點連接，可劃分集水

區為許多區域，假設區域內為均勻降雨，可

知每塊區域之集流時間均相等。本研究以每

小時為單位，即每一集流時間線的時間間隔

為 1 小時，則每小時產生的逕流量估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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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 為每一時間間隔；Q 為逕流量；

C 為逕流係數；I 為降雨強度；A 為每一集流

時間線至匯流點之集水區面積。 

(3) 初始逕流係數 

逕流係數的定義原為集水區中洪峰流量

於集流時間內對平均降雨強度之比值，但此

集塊系統之觀念往往與實際情形不符合，為

求準確之集水區逕流係數，需掌握集水區每

一網格單元之空間特性，本研究採分佈

(distributed)系統求算集水區逕流係數之空間

變化。利用植生指標之方法來考慮地表特

性，具有全面概括及量化簡便之優點，可做

為推估集水區之逕流係數分布之基礎。以常

態化差異植生指標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推估集水區初始逕流

係數（C0）之空間分布： 

)(

)(

bRNIR
bRNIR

NDVI



  

式中，NIR 為近紅外光波段；Rb 為紅光

波段，NDVI 值域介於-1 至 1 之間，為配合

逕流係數之值域（0～1），將 NDVI 線性反向

配置可計算初始逕流係數， 其公式為：(林昭

遠、林文賜，2000) 

2)1(0 NDVIC   

(4) 逕流係數之變動模式 

由於逕流係數與植生生長狀況有關，而

NDVI 所量測的植生生長狀況可間接反應區

域內入滲量的變化，逕流係數及入滲率與空

間、時間的關係可由下式得知： 

),,(
/

/)'(
tiIf

I

iI

tP

tIP

P

R
C 





  

式中，R 為逕流量；P 為降雨量；I’為入

滲量；t 為降雨延時；I 為降雨強度；i 為入滲

率。 

因逕流係數與入滲率有關，而影響入滲

之因子眾多且彼此互為影響，故無法於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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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量測。若以常態化差異植生指標(NDVI)

為基礎，計算每一網格之初始逕流係數，配

合降雨時間，建立逕流係數 C 值於暴雨時期

之動態模式，一則因 NDVI 量測的植生生長

狀況可間接反應區域內入滲量的變化；另則

影像資料獲得的快速簡便可利於往後暴雨即

時監測系統之流量歷線推估。逕流係數 C 與

集水區之土地利用型態有關，為迅速推求 C

值，假設土地利用型態(即植生覆蓋情形)與土

壤、地質之立地條件有關，植生覆蓋良好係

屬地形較平坦、土壤化育較好、入滲較佳之

地區。已知逕流係數與入滲率有關，亦為時

間的函數，以入滲形式為學理基礎，可推導

逕流係數隨時間變化之動態模式。入滲率在

降雨延時內為一動態型式，其模式有許多，

本研究採用 Horton 公式： 

kt
cc effff  )( 0  

式中，f 為入滲率；t 為降雨時間；fc 為

穩定狀態後的入滲率；f0 為最初入滲率；k

為衰減常數。 

在降雨初期時，土壤之入滲能力高，隨

降雨時間增長，土壤之入滲能力逐漸下降，C

值則隨降雨時間增長而變大，兩者之關係可

加入時間(t)因子。基於此假說，假設 C 值於

暴雨期間之變化，其與降雨延時之關係，與

入滲曲線圖相似，亦為指數函數，惟其係隨

降雨持續時間而遞增。代入起始條件， t=0

時 C＝0，即逕流係數於降雨初期為零，建置

逕流係數隨時間變化之動態模式如下式： 

tCeC 01
  

式中，C 為逕流係數；C0 為初始逕流係

數；t 為降雨時間。 

由圖 3 可知不同的初始 C 值，隨時間變

化的曲率也不同，初始值愈大，逕流係數變

動曲線愈陡峭，即地表植生覆蓋愈差，入滲

愈差，逕流係數愈快速趨於一穩定值，降雨

所產生之地表逕流量也愈快速排出。 

 

圖 3. 逕流係數變動模式曲線圖 

Figure 3 The time varying runoff coefficient (C) 

(5) 流量歷線之動態推估 

以等集流時間線之觀念，克服合理化公

式中，集水區面積須小於 1000 公頃之基本假

設，將降雨強度分布、初始逕流係數分布與

等集流時間線觀念下之集水區面積，配合隨

時間變化之變動模式，代入合理化公式-流量

歷線修正式，推估流量歷線。為試驗修正式

之預測趨勢及地區適用性，建立模式各項參

數、校正係數，進行模式建置之研究，以 α 為

調整集流時間之係數；β 為調整洪峰量之係

數(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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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單場暴雨推估之流量歷線校正示意圖 

Figure 4 Illustration of correction of simulated 

runoff hydrograph 

(二) 集水區洪峰流量變異點分析系統 

在河道坡度陡、集流時間極短的台灣集

水區特性下，坡地災害原就不可避免，如何

預測土石流發生便須要複雜的資訊以便於正

確評估。此發展中之系統係利用所推估之洪

峰流量及水位站實測之流量(水位)進行比

對，當崩塌土石阻斷河道，則熱點監測站之

實測流量(水位)會逐漸下降，而推估之洪峰流

量則隨雨量而變化，不受崩塌阻斷河道之影

響，兩者間會產生流量差值，可做為判釋集

水區上游崩塌發生之依據，而阻斷河道之土

石潰決形成土石流後，阻塞水量會反應至熱

點監測站，將造成流量明顯變化，若崩塌區

位離熱點監測站愈近者，其潰決後對熱點監

測站流量之影響愈顯著。以陳有蘭溪支流出

水溪為模擬區域如圖 5，出水溪之下游處為神

木村為重要之保護對象，於附近河道設置熱

點監測站，若上游發生 A、B、C、D 四種區

位之崩塌，依崩塌土石流潰決時間(分別為 1

～4 小時)，則潰決後對下游熱點監測站之流

量影響模擬如圖 6。 

於監測管理上，利用動態降雨-逕流分析

模式可推估危險橋樑之集水區於不同頻率年

降雨量之洪峰流量，並配合現場水位流量觀

測儀器，進行流量變異點之分析，更有助於

集水區土石流警報之發布。 

 

圖 5. 出水溪集水區及崩塌區位示意圖 

Figure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slides in 

Chushui River water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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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規模可阻斷河道 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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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規模可阻斷河道 2小時

崩塌規模可阻斷河道 3小時 崩塌規模可阻斷河道 4小時

未發生崩塌之流量歷線

B處發生崩塌之流量歷線
A處發生崩塌之流量歷線
C處發生崩塌之流量歷線

降雨量D處發生崩塌之流量歷線

發生崩塌阻斷河道時間點 河道之崩塌土石潰決時間點21

未發生崩塌之流量歷線

B處發生崩塌之流量歷線
A處發生崩塌之流量歷線
C處發生崩塌之流量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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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 6 不同崩塌規模之洪峰流量模擬 

Figure 6 Peak discharge simulation of different landslide magnitude

土石流預警系統之探討 

現今的土石流觀測系統，主要是透過接

觸與非接觸的方式來量測土石流之物理現

象，其預警時機為事件已發生的時間點，往

往從發出警報到進行相關應變處置的時間過

於短促，其中鋼索檢知器容易遭受外力之破

壞產生誤判；地聲檢知器其聲紋產生的過程

中具有變異性，容易造成判釋上的困難；而

紅外線攝影機(CCD)在夜間判釋上仍有技術

上的問題需克服。 

而逕流歷線預警系統，除可利用所推估

之洪峰流量及水位站實測之流量(水位)進行 

比對外，亦可透過動態降雨-逕流分析模式來

推估集水區於不同頻率年降雨量之洪峰流

量，並配合現場水位觀測儀器，進行流量變

異點之分析，達到土石流警報之即早發布時

機。 

傳統式觀測可對於土石流之發生有明確

的辨識與了解土石流的特性，然逕流歷線預

警系統可在土石流發生前預判其發生的可

能，提升災害防治的時機。因此，未來土石

流預警方面，若是透過傳統式觀測及逕流歷

線預警系統之結合，將可有效提升應變時

間，並提供相關因應措施之處理時機。以下

就兩者之預警原理、預警時間及優、缺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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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如表 6。 

表 6 土石流預警系統比較 

Table 6 Comparison of systems built in different concepts 

項目 土石流觀測系統 逕流歷線預警系統 

預警

原理 

藉由土石流之物理特性，採接觸及非接觸

方式進行量測，以得知其發生，並以警報

方式發出預警訊息，以達到防災避難之目

的。 

透過動態降雨-逕流歷線分析模式來建置預警

系統，進行流量變異點分析，推估土石流發生

時機，以達到提早預警之目的。 

預警

時間 
土石流發生時。 土石流發生前。 

優點 

1.可即時掌握土石流現況。 

2.可記錄土石流流動狀態，進而得到許多土

石流相關資訊。 

3.透過土石流發生前後之影像可得知土石

流特徵。 

4.可做為河川水位暴漲的參考指標。 

5.可應付連續發生之土石流災害。 

1.利用推估及實測之流量進行比對，可做為判

釋集水區上游崩塌發生之依據。 

2.推估不同頻率年降雨量之洪峰流量，並配合

實測水位，進行流量變異點之分析，有助於

集水區土石流警報之發布。 

3.可預判土石流發生之可能，提升防治災害的

時機。 

缺點 

1.屬於事發型的土石流觀測，其所餘應變時

間較短。 

2.設備維護經費高，且需定期保養測試，確

保其功能正常。 

1.須有較完整的雨量及流量資料才能進行完

善的歷線校正。 

2.模擬多峰型颱風暴雨事件，其差異較大，對

於上升段與退水段的反應靈敏度較高，容易

失真。 

結論與建議 

1. 將逕流歷線模式所推估之洪峰流量與實測

流量進行比對，將可做為判釋集水區上游發

生崩塌之依據。 

2. 藉由逕流歷線模式來推估不同頻率年降雨

量之洪峰流量，並配合實測水位，進行流量

變異點之分析，可研判土石潰決之 

時間，將有助於集水區土石流警報之發布。 

3. 透過逕流歷線模式的流量歷線模擬，可了

解集水區內之流量特性變化，可做為防災與

預警之參考指標，據以建置符合集水區特性

之模式資料，以訂定適宜之警戒指標。 

4.未來土石流之預警，若是將傳統式觀測及逕

流歷線預警系統進行整合，將可有效提升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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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應變之時間，以及人員撤離與疏散之相關

因應措施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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