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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羅吉斯迴歸建立台 21線公路崩塌潛感預測模式 

趙逸幃(1)
  張光宗(2)

 

摘  要 

本研究利用羅吉斯迴歸建立台 21 線陳有蘭溪沿線邊坡單元之崩塌潛感模式，對可能造成

崩塌之因子進行篩選，崩塌因子可分成三大類型:地形、地質與水文。將歷年四次颱風(賀伯颱

風、桃芝颱風、敏督利颱風及辛樂克颱風)資料建立模型，並計算各因子的羅吉斯迴歸係數，最

後再以莫拉克颱風驗證。驗證結果以分類誤差矩陣與 ROC 曲線判斷其模型之準確度。最後以

四次颱風資料帶入模型內計算各邊坡單元之潛感值，建置陳有蘭溪流域公路沿線邊坡單元崩塌

模型，模型準確度為 75.2%，可供日後崩塌預測、預警性封路之參考。 

(關鍵詞:台 21線、崩塌、羅吉斯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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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llustrates a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prediction model for Route No. 21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In this model, possible factors of landslide are selected and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opography, geology, and hydrology. We built 

this model based on the data of past four typhoons, Herb, Sinlaku, Mindulle, and 

Toraji. Then we calculate the logistic coefficient of each factors and verify this 

model by the data of typhoon Morakot. The precision of this model is verified by 

classification error matrix and ROC curve. At last, we put the data of four typhoons 

into this model to calculate the susceptibility of each slope unit, establishing 

landslide model along the slope unit of route No. 21 in Chenyoulan creek water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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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curacy of this model is 75.2%. It is suitable for the landslide prediction and 

precaution in this area in the future.  

(Keyword: Route No. 21, landslide, logistic regression)

前言 

邊坡分析一般分為定值法和統計方法，

定值法是以力學理論作為基礎，將現地詳細

的地層參數代入模擬進行分析，計算出安全

係數值供參考，因廣域地層參數不易取得，

定值法多使用於單一邊坡，若要分析大面積

的崩塌特性，則不適用定值法。應用於崩塌

潛感的統計方法包含多變量統計中的判別分

析法和羅吉斯迴歸分析；判別分析法是蒐集

崩塌與非崩塌案例，整理出影響崩塌的因子，

將影響因子量化後建立邊坡崩塌的判別函數

(Guzzetti et al.,1999, Baeza and Corominas, 

2001)。羅吉斯迴歸分析為建立獨立因子與崩

塌發生間之最佳方程式，以崩塌因子為自變

數，發生崩塌或不崩塌為應變數建立崩塌模

型，因羅吉斯迴歸分析可代入不可量化之類

別參數，如岩性、坡向等，且可消除不相關

的因子，並比較影響崩塌因子之間的重要程

度，故使用上較為實際。陳有蘭溪流域因位

於斷層帶上，豪雨期間常有崩塌發生，台 21

線為當地民眾賴以維生的主要道路，本研究

以當地歷年颱風發生崩塌資料，建立羅吉斯

迴歸模型，供未來防災預警之參考。 

研究區域 

本研究針對陳有蘭溪流域內台 21 線沿線

道路進行分析，研究區域從南投縣水里鄉

79K 至信義鄉塔塔加 145K。陳有蘭溪分 

布於台灣中部南投縣內，為濁水溪其中一支

流，以玉山金門峒為發源地，全長約 42 公里，

流域面積約 448 平方公里。由於台灣位於歐

亞板塊及菲律賓海板塊之間，而流域內有陳

有蘭溪斷層，其中斷層左岸為未變質之新第

三紀沉積岩，包含砂岩、頁岩及砂頁岩互層；

斷層右岸為古第三紀輕度變質岩，包含板岩、

硬頁岩、變質砂岩及石英岩。多次地震後此

處地質脆弱、土石鬆動，岩石破碎且易風化；

且本流域地形起伏大、坡降陡沖刷量大，沖

積扇集及河階地形十分發達，自 1996 年賀伯

颱風以來，災情不斷。台灣在梅雨季或颱風

季節皆有豐沛雨量，鬆動土石加上足量的雨

水沖刷，使當地易發生崩塌、土石流等坡地

災害。從陳有蘭溪的地形及淤積組成材料來

看，此處的土石災害不是近年產生，而是有

歷史可依循的(水土保持局，2007)。 

研究方法 

1.羅吉斯迴歸 

羅吉斯迴歸一般適用於兩族群的分類，

在崩塌潛感分析上，結果通常分成兩類:崩塌

與未崩塌，且分析過程中可考慮不可量化之

類別因子，如:岩性、坡向，故崩塌潛感適用

此分析方法。羅吉斯迴歸為對數線性模型的

一種特殊形式(Feinberg, 1985； Agresti,2002)，

羅吉斯分布為二元變數分析中最常使用的分

布函數，這種函數曲線類似一個隨機變數的

累積分布曲線，當對數線性模型中的一個二

元變數被當作應變數，並定義為一系列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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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函數時，此對數線性模式就是羅吉斯迴

歸。羅吉斯迴歸可以表示成以下形式(式 1): 

ln (
𝑃𝑖

1−𝑃𝑖
) = 𝛼 + ∑ 𝛽𝑘𝑥𝑘𝑖

𝑛
𝑘=1  (1) 

其中，𝑃𝑖 = 𝑃(𝑦𝑖 = 1|𝑥1𝑖 , 𝑥2𝑖 , … , 𝑥𝑛𝑖)為在

給定一系列自變數𝑥1𝑖 , 𝑥2𝑖 , … , 𝑥𝑛𝑖時的事件發

生機率，𝑥𝑘𝑖為各項崩塌潛感因子值，𝛼、𝛽𝑘為

各因子之迴歸係數。在模型中，崩塌𝑃𝑖=1、

非崩塌𝑃𝑖 = 0，將訓練資料帶入即可得𝛼、𝛽𝑘。 

2.模型優劣評估 

(1)分類誤差矩陣 

羅吉斯迴歸結果，可用分類誤差矩陣做

驗證(張弼超，2005)，判別此模型是否符合現

地資料，進而對未來做預測。驗證過程將全

部資料劃分成崩塌與未崩塌兩組，計算崩塌

及未崩塌兩組準確率及整體準確率。實際資

料中只有兩種結果:有、沒有，在崩塌潛感預

測上，結果則是:崩塌、未崩塌。預測資料與

在羅吉斯迴歸程式預設以預測值 0.5 作為分

界，大於 0.5 為崩塌，未達 0.5 為未崩塌。分

類誤差矩陣為將預測資料與實際資料相互比

較，分為四個部分 N1、N2、N3 及 N4，如表

1；崩塌組預測準確率為:N1/(N1+N2)，未崩

塌組預測準確率為:N4/(N3+N4)，整體預測準

確率為: (N1+N4)/(N1+N2+N3+N4)。 

(2)ROC 曲線 

ROC 曲線（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是一種座標圖式的分析工具，ROC 分

析的是二元分類模型，也就是輸出結果只有

兩種類別(Chau and Chan, 2005；Gorsevski et al., 

2006)，在本研究中即為崩塌、未崩塌，當變

數測量的結果是一個連續值時，數值必須用

一個門檻值來界定，在本研究中即為 0.5； 

ROC 曲線預測之四種結果如下：1.真陽性:預

測崩塌，實際上崩塌。2.偽陽性:預測崩塌，

實際卻未崩塌。3.真陰性:預測未崩塌，實際

上未崩塌。4.偽陰性: 預測未崩塌，實際上崩

塌。將偽陽性率定義為 X 軸，真陽性率定義

為 Y 軸，即可畫出 ROC 曲線圖。 

表 1 分類誤差矩陣 

Table1 Classification error matrix. 

項目 實際資料 

崩塌 未崩塌 

羅吉斯迴歸

預測資料 

崩塌 N1 N2 

未崩塌 N3 N4 

ROC 曲線下面積即為 AUC(Area under 

curve)，AUC 範圍為 0 到 1 之間，AUC 趨近

1 模型準確度越高，AUC 等於 0.5 時則該模

型沒有預測能力，預測效果跟擲硬幣一樣，

一般而言，AUC≥ 0.8其模式都是良好的，

0.7 ≥ AUC ≥ 0.6其模式為差(洪政耀，2012)，

故選擇 AUC 大於 0.7 的模型來使用。 

羅吉斯迴歸模型建置 

本研究將陳有蘭溪流域內台 21 線

79K~145K 之間道路，往上邊坡延伸 100 公尺

劃分邊坡單元，並利用集水區輔佐以區分各

邊坡單元及定義各邊坡單元之集水面積(圖 1)；

收集各颱風前後衛星影像作為判釋崩塌地依

據，影像來源分別為 SPOT3、SPOT5 及福衛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8C%E5%85%83%E5%88%86%E9%A1%9E%E6%A8%A1%E5%9E%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0%A3%E7%BA%8C%E5%80%BC&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88%E5%8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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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號。 

基本資料收集 

1. 5m*5m 網格數值地形模型(Digital terrain 

model, DTM) 

2. 自中央氣象局購買賀伯颱風、桃芝颱風、

敏督利颱風、辛樂克颱風及莫拉克颱風五

個事件之降雨資料。 

圖 1 邊坡單元對應其上邊坡集水區。 

Figure1 Slope unit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catchment.

 

圖 2 GSI 分佈圖。 

Figure2 GSI distribution in Chenyoulan creek cat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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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陳有蘭溪流域地質圖(水土保持局，

2007)。 

4. 現地調查地質強度指數 GSI。 

5. 賀伯颱風、桃芝颱風、敏督利颱風、辛樂

克颱風及莫拉克颱風五個事件前後衛星

影像。 

 本研究參考國內外文獻，使用適合台灣

崩塌潛在因子進行分析，如:地形濕度指數、

邊坡單元長、高程、坡度、坡向、地質強度

指數、所屬地層、斷層距、水系距及降雨指

標 10 個因子作為崩塌潛感因子，因為各因子

數值大小、單位皆不盡相同，故對所以因子

正規化(式 2)，以下對各因子分別描述: 

N =
𝑋−𝑋𝑚𝑖𝑛

𝑋𝑚𝑎𝑥−𝑋𝑚𝑖𝑛
   (2) 

N:正規化後的值。 

X:資料中欲正規化之值。 

𝑋𝑚𝑎𝑥:資料中的最大值。 

𝑋𝑚𝑖𝑛:資料中的最小值。 

(1) 地形濕度指數 

地 形 濕 度 指 數 (Topographic wetness 

index ,TWI)(Sørensen et al.,2006；Nefeslioglu 

et al.,2008)是考慮降雨造成逕流集中對邊坡

造成的影響，定義為:TWI = ln(
𝛼

𝑡𝑎𝑛𝛽
)，其中 α

為上邊坡集水面積，β 為坡度。在本研究中，

由於考慮的單位是邊坡單元，依 Sørensen 的

方法修改成適合本研究的方程式，其帶入的 α

為邊坡單元上邊坡之集水面積，β 為邊坡單元

之平均坡度。 

(2) 邊坡單元長 

依劃分好的邊坡單元與道路連接之長度

為邊坡單元長。  

(3) 高程 

高程資料由5m*5m網格數值地形模型求

得，為各邊坡單元之平均高程，高程分佈由

375.28m 至 2620.73m。 

(4) 坡度 

坡度資料由5m*5m網格數值地形模型求

得，為各邊坡單元之平均坡度，坡度分佈由

5.1 度至 51.9 度。 

(5) 坡向 

坡向資料由5m*5m網格數值地形模型求

得，為各邊坡單元之平均坡向，本研究將坡

向因子視為類別變數，坡向分類標準如表 2，

將坡向分為 8 類。 

表 2 坡向分類表。 

Table2.Slope classification  

坡向類別 方位 方位角(度) 

坡向 1 北 337.5~22.5 

坡向 2 東北 22.5~67.5 

坡向 3 東 67.5~112.5 

坡向 4 東南 112.5~157.5 

坡向 5 南 157.5~202.5 

坡向 6 西南 202.5~247.5 

坡向 7 西 247.5~292.5 

坡向 8 西北 292.5~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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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質強度指數 

地質強度指數(Geological strength index, 

GSI)(Hoek et al., 2002)， GSI 大小由天然露頭

之風化程度和弱面組數決定，風化程度越高、

弱面組數越多得到分數越低，GSI 分數範圍

為 0 至 100，陳有蘭溪流域 GSI 為 40 至 64，

各邊坡單元 GSI 為現地調查 40 筆資料利用克

利金內插法得知，如圖 2。 

(7) 所屬地層 

由地質圖(圖 3)判斷邊坡單元位於何種地

層上，邊坡單元多分佈在南莊層和水長流層

上，本研究將地層因子視為類別變數；水長

流層為本區域變質岩區中最年輕的地層，變

質度也較低，岩性較為軟弱；南莊層因岩性

是由未變質的砂岩及頁岩所組成，但岩石比

例上以砂岩為主要成分，抗侵蝕能力佳，但

砂岩中通常節理相當發達，一般露頭中都具

有二、三組以上的節理，常有落石或崩塌發

生。 

(8) 斷層距 

由地質圖(圖 3)得知，陳有蘭溪流域主要

有陳有蘭溪斷層經過，另外還有地利斷層、

苦苓腳斷層、神木斷層、十八折坑斷層、兒

玉斷層、沙里仙溪斷層等。斷層距是指邊坡

單元至最近斷層的最近距離。 

(9) 水系距 

水系距指邊坡單元與溪流最近距離，如

圖 4。 

圖 3 陳有蘭溪流域地質圖。 

Figure3 Geology map in Chenyoulan creek cat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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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陳有蘭溪流域水系分佈圖。 

Figure4 Drainage system in Chenyoulan creek watershed.

(10) 降雨指標 

雨量資料為向中央氣象局購買，分別為

陳有蘭溪流域 12 個雨量站(阿里山、神木村、

望鄉、和社、信義、神龍橋、豐丘、上安橋、

西巒、新興橋、東埔及新高口)，依中央氣象

局颱風資料庫提供之颱風期間，並考慮 5 天

前期降雨(Rahardjo,2001)，在期間內降雨前後

6 小時為零雨量為一降雨事件，統整資料後可

得各雨量站之最大降雨強度及降雨延時，再

利用克利金內插法得到整個集水區的降雨空

間分布；將發生崩塌點位的最大降雨強度及

降雨延時迴歸，可得一關係式I = 𝛼𝐷−𝛽，表

示發生崩塌時的最小降雨關係 (Guzzetti，

2008)。將崩塌點位的最大降雨強度及降雨延

時迴歸發現兩者相加或相乘為一定值，因線

性方程式相關係數較指數方程式相關係數高，

所以本研究定義降雨指標為 0.39 倍的降雨延

時加上最大降雨強度，如圖 5，Rainfall 

Index=0.39×D+I。 

 

圖 5 降雨指標圖。 

Figure5 Rainfall index. 

羅吉斯迴歸模型分析結果 

 本研究以賀伯颱風、桃芝颱風、敏

督利颱風與辛樂克颱風資料建立羅吉斯迴歸

模型，以這四個颱風崩塌 119 筆資料與未崩

塌 381 筆資料，共計 500 筆資料建立模型，

代入參數如先前提到之 10 個因子，刪除顯著

性不佳因子後，方程式由 6 個因子(所屬地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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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個因子)主控(表4)，模型準確率為75.2%，

模型方程式如下: 

P =
1

1 + 𝑒−λ
 

λ = 𝛼 + ∑ 𝛽𝑘𝑥𝑘𝑖
𝑘
𝑖=1 = 1.980 − 3.831 × NH +

3.768 × Nslope − 4.290 × NGSI − 1.250 ×

Nriver + 1.619Nrain − 2.828 × L1 − 2.149 ×

L2 − 3.452 × L4 − 1.265 × L5   

NH:正規化高程；Nslope:正規化坡度；

NGSI:正規化地質強度指數；Nriver:正規化水

系距；Nrain:正規化降雨指標；L1:水長流層；

L2:白冷層；L4:階地堆積層；L5:南港層。 

 由方程式得知，高程、地質強度指數、

水系距和所屬地層的係數皆為負值，代表係

數值越小，對邊坡單元穩定越有利，坡度、

雨量係數大於零，係數越大邊坡單元越容易

破壞，這結果與一般認知相同，地質強度指

數越大、離水系越遠越不易崩塌，坡度越陡、

雨量越大，對邊坡穩定越不易。上述因子對

邊坡破壞的影響，以地質強度指數最大，再

者為高程、坡度、階地堆積層、水長流層、

白冷層、降雨指標、南港層，影響最小為水

系距。 

將方程式代回莫拉克颱風作驗證，計算

每個邊坡單元之崩塌潛感值，如圖 7，一般羅

吉斯迴歸潛感值程式設定以 0.5 最為分界，大

於 0.5 為崩塌、小於 0.5 為未崩塌，依分類誤

差矩陣方法驗證結果如表 3，其準確率為

74.4%，ROC 曲線圖如圖 6，AUC=0.729。       

表 3 分類誤差矩陣。 

Table3 Classification error matrix. 

 

圖 6 ROC 曲線。 

Figure 6 ROC curve. 

 

項目 實際資料 

崩塌 未崩塌 

羅吉斯迴歸

預測資料 

崩塌 10 17 

未崩塌 15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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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羅吉斯迴歸 P 值。 

Figure7 P value calculated from logistic regression. 

表 4 由羅吉斯迴歸得到參數與係數。 

Table4 Variables obtained from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nd their coeffic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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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研究利用歷年颱風建立羅吉斯迴歸模

式，以地質強度指數、高程、坡度、地層、

水系距等作為崩塌因子，預測陳有蘭溪流域

台 21 線沿線邊坡單元之崩塌潛感值，模型顯

示，崩塌因子依影響程度排序如下: 地質強度

指數、高程、坡度、地層分布、降雨指標與

水系距；地形濕度指數、邊坡單元長、坡向

與斷層距則是數據不具顯著差異，故不採用；

再以莫拉克颱風進行模型驗證，驗證結果準

確率為 74.4%，AUC=0.729，判別力佳，兩種

驗證結果都顯示模型的可行性，可供當地預

警防災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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