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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和平區松茂部落遷建備選地調查及可行性評估 

張函儒 (1) 謝孟勳 (2) 劉美旭 (3) 李準勝 (4) 連惠邦 (5) 陳文福 (6) 

摘  要 

2009 年莫拉克颱風超大的降雨，造成臺灣中南部山區遭受嚴重災情。在氣候變遷益趨嚴重

的環境中，此一事件突顯出大規模之坡地災害，可能於未來對臺灣山坡地聚落會陸續造成嚴重

之災害與威脅。松茂部落標高約 1,690 公尺，位於臺中市和平區大甲溪上游，經由宜蘭走台 7
甲線南下，經過環山之後，不久即可抵達松茂部落。由於其地形及地質因素本就不佳，每逢地

震、颱風及豪大雨發生時，常引發地滑、路基崩壞等災害，尤其發生莫拉克颱風災害後，環境

更差且更危險，松茂部落已不適合居住。本研究旨在就松茂部落未來可能擬遷建至其附近之松

柏巷及苗圃廢棄舊營區兩處備選地點進行調查分析與評估，期能客觀決定兩者中何者較適合。

經以：區域地質、水土保持、土地取得可行性、用地變更、交通條件、生活機能條件等六項因

子進行調查分析並評估之結果，獲得結論為：苗圃廢棄舊營區因離松茂原部落比松柏巷遠 2 公

里且海拔較高、公共設施缺乏、生活機能較差，且路寬僅 4 至 5m 並有較多地質敏感因子，相

對不適宜做為遷村之新址用地。而松柏巷雖然基地面積比苗圃廢棄舊營區小且只有 52,006m2，
但因其公共設施配套完備、生活機能佳，路寬 8 至 10m，交通便利性較高，較適合居住。且以

基地能容納之戶數而言，經評估雖松柏巷面積比苗圃廢棄舊營區小約 2 公頃，但其可容納戶數

120 戶為最多，比苗圃廢棄舊營區之 91 戶多 29 戶，較能符合戶數之需求。 

(關鍵詞：松茂部落、遷建、地質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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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tremely torrential rainfall of  Typhoon Morakot precipitated at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mountain area in 2009 and suffered serious disaster. In the 
more serious environment of climate changing, this event revealed the big scale of 
the slope land disasteres, those may cause serious thread and fear for hillside tribe of 
Taiwan in the future. Songmao Tribe locate at the upstream of  Tarchia River in 
Taichung City, the elevation is about 1,690 m. Owing to the poor condition of 
topographic and geological factors, every time when earthquakes, typhoons and 
heavy rain occurred, it always leads land slide, embankment collapse and other 
disasters. Above all, the environment became worse and more dangerous and  it's 
not suitable for people to live over there at Songmao Trib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cide a better site between Songmao Tribe and Plant Nursery Seedbed 
(from  abandoned camp) , those have been considered to be the changing new 
construct site for Songmao. By using six factors: regional geology,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land acquiring possibility, land use changing, traffic accommodation 
condition, living function etc. as the surveying,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We got 
three conclusions: Owing to be more farther by two kilo meter than MiauPu 
Discarded Camp from Sonbuo Lane, the elevation is higher, public facilities is 
lacking , poorer living function, the road width is too narrow(4 to 5m), have more 
sensitive factors, so it is not suitable for new living site. Never the less even thought 
Sonbuo Lane has more smaller area as 52,006m2, but its public facilities is more 
complete, living function is better, road width is wider(8 to 10m), traffic 
accommodation condition is better, it’s more suitable for living. Above all, 
Evaluation for living capacity, even though the area of Sonbuo Lane is smaller than 
MiauPu Discarded Camp by two hectares, but its capacity for living is 120, it is 
more than 91 of MiauPu Discarded Camp by 29, so it’s more suitable for capacity 
acquiring. 

(Keywords：Songmao Tribe、Relocation、Geological disasters) 

前言 

臺灣因地形陡竣、山高谷深，每年侵

襲颱風平均約 3.5 次，豪大雨數十次，雨

量豐沛且降雨強度集中，經常造成災害。

其中臺灣歷經 1999 年九二一大地震及

2009 年之莫拉克等強烈天災影響下，造成

全台均有大小不一的災情、土石流、崩塌

等狀況發生。 

中央地質調查所將松茂部落劃定為

「大規模崩塌區」，根據其所執行之「莫拉

克中部災區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區分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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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指出，松茂部落潛在大規模崩塌位於

河道之攻擊側，坡腳因受河道淘刷，出現

零星崩塌。此外，崩塌分為南北兩側，如

冠部崩崖發育至坡頂；北側坡面上坡為一 

凹谷地形之舊崩塌地，下邊坡有多處崩崖

發育，為主要之滑動區位，且亦為聚落主

要分布地區；南側坡面全坡面皆有崩塌發

育，主要滑動體為全坡面，歷經多次颱風

及地震影響，造成台 7 甲線道路下陷，房

屋與擋土牆龜裂之破壞，顯示坡面為不穩

定的狀態，故呈現上凹下凸之地形。 

水保局自民國 84 年起開始執行「梨山

地區坡地災害整治計畫」，至今仍持續進行

相關治理工程，以及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

所「易淹水地區上游集水區地質調查及資

料庫建置-集水區水文地質對坡地穩定性

影響之調查評估計畫(102 年度第 3 期)，雖

已進行各項地層滑動整治工程及各項監測

系統，提高地滑之穩定性，然受全球氣候

變遷影響，強降雨、長延時事件頻傳，加

上區域內土地超限利用以及地質等因素，

邊坡仍持續下滑中，故遷村仍具有其必要

性。 

臺中市和平區梨山村松茂、新佳陽部

落因屬高敏感的潛在地滑區，自 1999 年發

生 7.3 級之九二一大地震後，臺中市政府

每年委外勘查大梨山地層，發現該部落有

崩積層極度不穩定的情形，地層亦有逐年

下滑的現象，經初步認定部落有極大之潛

在危險，必須作遷村規劃。 

本研究之遷建區域為臺中市和平區松

茂部落，面積約 145.16 公頃。遷建地點已

由臺中市原住民族委員會初步擇定二處備

選，包括(1)松柏巷和(2)苗圃廢棄舊營區。

為使遷居民眾解除對於居住安全之顧慮，

本研究針對此二處地點進行詳細之地質調

查和基地安全性評估。尤其梨山地區因其

地質不穩定，更需全面檢討居住品質和安

全性，包括地質調查、地質鑽探、土壤力

學試驗、地下水位調查及邊坡穩定分析等。 

研究材料與方法 

(一)松茂部落原居地環境調查 

松茂部落由上松茂 5K 稱之，直至清

泉橋均稱為松茂部落。自九二一大地震

後，松茂部落有崩積層極度不穩定的情

形，地層亦有逐年下滑的現象，經初步認

定部落有潛在危險必須作遷村規劃，加上

近年觀測資料，松茂部落的房屋每年下滑

約 42 公分，對於其 82 戶住家將產生極大

危險，而受地滑影響之保全戶主要集中於

台 7 甲線 68.5K 至 69.5K 區段，如圖 1 所

示。 

松茂部落位於大甲溪上游河岸，大甲

溪為中臺灣主要河流，河谷走向約自東北

向西而行，沿岸常見曲流、沖積扇與河階

等地形。松茂地區東側為合歡山，北流至

環山南側後匯入南湖溪後再向西南流至松

茂北側匯入大甲溪。受此河流系統作用行

成一山脊稜線，山脊稜線又被稱南湖溪，

分為南、北兩段，北段為平岩山-環山稜

線，環山部落即位於其上；南段則為太久

保稜線，而松茂、梨山及福壽山即位於太

久保稜線，其頂部海拔約 1,500 至 2,000m。 

水土保持局臺中分局於 102 年所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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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02 年度大梨山地區地滑地監測管理

及系統維護資料分析」報告指出，根據數

位分析(比對地表變位情形，用以掌握變位

方向與變位量)，松茂地區滑動主因可能為

下邊坡之沖蝕溝造成表土沖蝕，易造成承

載上邊坡土體之力量不穩定，可能發生局

部滑動情形，亦可能為崩塌地持續崩塌解

壓造成上邊坡滑動情形。 

 

松茂部落 
(原部落位置) 

松柏巷基地 

苗圃舊營區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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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松茂部落與遷建備選地相應地理位置 

Figure 1. Alternatively Songmao tribe and corresponding geographic re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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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備選地區域概況 

依據臺中市政府 2003年 11月 29日府

授原經字第 1020231558 號函於同年 11 月

22 日協調會議中決議，並依該會於同年 11

月 28 日召開「臺中市政府及南投縣政府辦

理危險堪虞部落遷建案」第 2 次專案會議

中決議，目前臺中市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已選定二處作為松茂部落遷居地之備選地

點，分別位於臺中市和平區復興路松柏巷

和臺中市和平區苗圃廢棄舊營區。 

和平區位於臺中市最東邊，是臺中市

面積最大、人口最少、人口密度最低的市

轄區，也是臺中唯一的直轄市山地原住民

區。境內有雪山山脈與中央山脈分布，並

有大甲溪貫穿其中。西半部為溫帶氣候、

東部為高地氣候，和平區東部盛產蘋果、

水梨、水蜜桃、高山茶葉、高冷蔬菜、蜂

蜜等，為臺灣高冷蔬果的主要產地。 

本研究二處備選基地分別坐落於和平

區梨山段與環山段土地上，涵蓋和平區梨

山里與平等里，基地主要聯絡道路為東西

向之台 8 線（中橫公路）和南北向之台 7

甲線（中橫公路宜蘭支線），可與梨山、松

茂及環山等地區相連結。詳圖 1 所示。 

(1)松柏巷： 

區位如圖 2 所示，該處基地主要分為

兩部分，左側部分目前承租給農民，右側

已有約十餘住戶。基地位置良好、生活機

能便利，未來可能之問題在於土地回收及

地上物補償事宜。由於土地產權屬市府，

後續遷建基地用地取得之協調問題將會是

主要工作。 

 
松柏巷基地  

圖 2  松柏巷地理位置 

Figure 2. Location of  Sonbuo Lane 

(2)苗圃廢棄舊營區： 

區位如圖 3 所示，依目前現地調查，

該處基地方整且目前屬國有，交由臺中市

和平區公所管理，其後續遷建基地用地取

得之協調工作較無問題。因屬廢棄營區，

目前基地概況雜草叢生，除鄰近有農民耕

作外，無人居住。 

苗圃舊營區基地 

 

 

圖 3 苗圃廢棄舊營區地理位置 
Figure 3. Location of  MiauPu Discard Camp 

1. 坡度及坡向 

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103.09.11)坵

塊法計算，在地形圖上以每 25m 畫一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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坵塊，等高距為 1m，依每坵塊各邊與等

高線相交之點數及方格邊長求算坵塊內之

平均坡度。公式如下：  

S(%) ＝ (nπΔh/8L)×100 

式中，  S：坡度  (方格內平均坡

度) (%)。Δh ：等高線間距 (m) 。 L ：

方格 (坵塊) 邊長 (m) 。 n ：方格內等

高線與方格邊線交點總數和。 π：圓周率 

(3.14) 。 

(1) 松柏巷： 

地勢起伏較大，經計算分析後得知(詳

表 1)，基地平均坡度 30.10%，約有 1/3 土

地屬三級坡，可開發區（坡度 40%以下）

面積約 38,536.36 m2。基地東側、南側及

西北側邊界有四級坡以上不得作為建築基

地及不可開發區，不可開發區（坡度 40%

以上）面積約 13,469.64 m2。另本基地主

要坡向包含東北向與東南向,如圖 4 所示。

表 1  松柏巷坡度分析表 

Table 1.Slope analysis of Evergreen Lane 

坡度級別 坡度範圍 平均坡度(%) 面積(m2) 百分比(%) 面積*平均坡度(m2*%) 

一級坡 S≦5% 2.50 4,374.96 8.41% 10,937.41 
二級坡 5%＜S≦15% 10.00 6,893.10 13.25% 68,931.00 
三級坡 15%＜S≦30% 22.50 18,618.58 35.80% 418,918.16 
四級坡 30%＜S≦40% 35.00 8,649.71 16.63% 302,739.94 
五級坡 40%＜S≦55% 47.50 9,328.40 17.94% 443,099.14 
六級坡 55%＜S≦100% 77.50 4,14124 7.96% 320,945.77 
七級坡 100%＜S 100.00 - 0.00% - 

總計 - 52,006.00 100.00% 1,565,571.42 
註：全區面積總計＝52,006.00 m2，面積*平均坡度總計＝1,565,571.42 m2，全區平均坡

度＝30.10%，不可開發區面積(坡度 40%以上)＝13,469.64 m2 
 

  

圖 4  松柏巷坡度坡向分析圖 Figure 4. Slope and aspect of Sonbuo 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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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苗圃廢棄舊營區： 

地勢較平坦，依前述坵塊法計算結

果，經計算分析後得知(詳表 2)，基地平均

坡度 22.76%，大部分屬三級坡或二級坡，

可開發區（坡度 40%以下）面積約 

64,818.67 m2，惟基地西北側有四級坡不得

作為建築基地及不可開發區，（坡度 40%

以上）之不可開發區面積約 8,391.33 m2。

在坡向方面，基地主要坡向為西南向,如圖

5 所示。 

表 2  苗圃廢棄舊營區坡度分析表 

Table 2.Slope analysis of  MiauPu Discard Camp 
坡度級別 坡度範圍 平均坡度(%) 面積(m2) 百分比(%) 面積*平均坡度(m2*%) 

一級坡 S≦5% 2.50 8,755.50 11.96% 21,888.76 

二級坡 5%＜S≦15% 10.00 20,943.43 28.61% 209,434.32 

三級坡 15%＜S≦30% 22.50 29,817.87 40.73% 670,902.01 

四級坡 30%＜S≦40% 35.00 5,301.86 7.24% 185,56519 

五級坡 40%＜S≦55% 47.50 2,778.13 3.79% 131,961.22 

六級坡 55%＜S≦100% 77.50 5,104.28 6.97% 395,582.02 

七級坡 100%＜S 100.00 508.92 0.70% 50,891.95 

總計 - 73,210.00 100.00% 1,666,225.47 
註：全區面積總計＝73,210.00 m2，面積*平均坡度總計＝1,666,225.47 m2 

，全區平均坡度＝22.76%，不可開發區面積(坡度 40%以上)＝8,391.33 m2 
 

  

圖 5  苗圃廢棄舊營區坡度坡向圖 Figure 5. Slope and Aspect Map of MiauPu Discard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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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權屬及用地編定 

(1)松柏巷： 

基地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以下簡稱退輔會)移交原住民族委員

會之松柏村土地(尚未點交)，範圍包含和

平區梨山段 133、133-1、134 地號等 96 筆

土地，謄本面積總計約 52,006 m2，其中除

梨山段 148 號土地為市有土地（管理者為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外，其餘 95 筆土地均

屬國有土地，管理者為原住民族委員會。

惟根據退輔會之移交清冊，松柏巷基地多

數已為配耕使用，配耕地之謄本面積總計

約 45,877 m2，佔基地總面積 88.21%，想

全部收回頗費周章。 

本基地位屬梨山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

土地，據「變更梨山風景特定區計畫（梨

山地區）（第三次通盤檢討）」計畫圖（臺

中市政府 101.09.27 公告實施），基地現行

土地使用分區包含商業區、住宅區、保護 

區、機關用地及道路用地等。 

(2)苗圃廢棄舊營區： 

基地為國防部移交原住民族委員會之

土地，範圍包含和平區環山段 97-2、97-3、

97-4 地號等 5 筆土地，謄本面積總計約

73,210 m2。位屬非都市土地山坡地保育

區，土地使用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3. 土地利用 

(1)松柏巷： 

以福壽路為界分成兩部分，福壽路西

側現況為果園，種植當地特產水果；福壽

路東側較平坦處約有十餘戶房舍，其間有

巷道(復興路松柏巷)銜接台 8 線與福壽

路，東南側為大範圍坡地，現況亦作果園

使用。 

(2)苗圃廢棄舊營區： 

鄰近省道台 7 甲線，入口聯絡道路約

4~5 公尺寬，基地形狀較為方整，地形亦

較平坦，現況多為林木和雜草，尚無開發

利用，鄰近土地則為農耕使用(種植蔬果)。 

4. 交通 

(1)松柏巷： 

基地緊鄰台 8 線，交通相對便利，距

離松茂部落約 6.6 公里，車程約 12~15 分

鐘。若由臺中方向進入本基地，可由台 8

線接中 131 鄉道(福壽路)抵達；若由南投

方向進入本基地，可經台 14 甲線接台 8

線再接復興路松柏巷抵達。本基地聯外道

路約 8～10 公尺寬，應無需再將道路拓寬。 

(2)苗圃廢棄舊營區： 

基地鄰近台 7 甲線，距離松茂部落約

11.8 公里，車程約 20~25 分鐘。若由臺中、

南投或花蓮方向進入本基地，均需由台 8

線接台 7 甲線抵達；若由宜蘭方向進入本

基地，可由台 7 線或台 7 丙線接台 7 甲線

抵達。本基地聯絡道路僅約 4～5 公尺寬，

需進行道路拓寬等改善工程。 

5. 公共設施 

(1)松柏巷： 

基地周邊 2 公里範圍內，有梨山國中

小、消防隊、衛生所、農會、郵局、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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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等，公共設施配套完備。且鄰近梨山遊

憩特色景點，如梨山遊客中心、梨山賓館、

梨山文物陳列館、福壽山農場等，生活環

境機能較佳。 

(2)苗圃廢棄舊營區： 

苗圃舊營區基地位置較偏遠，周邊大

多為果園及零星分布之民宅，公共設施缺

乏，整體環境發展較不成熟。距本基地較

近之社區為環山部落，距離約 4～5 公里，

設有環山派出所、平等國小、村里辦公室

（社區活動中心）等，生活機能稍完善。 

5.土地適宜性及執行方案 

本研究二處備選地均屬原住民保留

地，基地分別位於都市計畫土地與非都市

土地，土地使用分區涉及都市計畫商業

區、住宅區、保護區及非都市土地山坡地

保育區等。備選地未來遷建開發所涉及之

相關法令說明如圖 6 所示，及依據內政部

94 年 6 月 1 日台內營字第 0940006358 號

函頒之「重大災害災民安置及住宅重建原

則」，提出以下規劃方案。 

(1)松柏巷： 

方案一 

以福壽路西側及南側之商業區（商二）

及住宅區（住二）土地作為遷建位置，總

面積約 4,826.11 ㎡（0.48 公頃）。其開發利

用需符合「變更梨山風景特定區計畫（梨

山地區）（第三次通盤檢討）」（臺中市政

府 101.09.27 公告實施）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規定，住二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50%，容積

率不得大於 150%，簷高不得超過 3 層樓

或 11 公尺；商二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60%，

容積率不得大於 180%，簷高不得超過 4

層樓或 15 公尺。惟本方案基地較小，可容

納戶數有限（方案一-A）。若欲增加可容

納之戶數，建議住宅型態朝集合住宅發

展，並建議辦理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變更，

將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內容變更為簷高不得

超過 7 層樓或 21 公尺（依建築技術規則山

坡地建築專章）（方案一-B）。 

方案二（基地東側住宅區拆除重建） 

除了福壽路西側之商業區及住宅區土

地外，將福壽路東側之住宅區一併納入（但

不包含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管有之梨山段

148 地號土地以及臨時安置松茂部落毀損

戶之梨山段 148-2、148-32、148-5 地號等

3 筆土地），總面積約 13,374.87 ㎡（1.34

公頃）。將東側現有房舍予以拆除，整體規

劃重建為透天住宅（方案二-A）或集合住

宅社區（方案二-B），容納原有住戶及松茂

部落遷建戶。 

方案三（變更部分保護區為住宅區） 

考量方案二拆除原住戶恐引起地方民

怨而有執行上之困難，建議可考慮除了福

壽路西側之商業區及住宅區土地外，另於

基地東南側保護區遴選適當位置，循都市

計畫個案變更程序將部分保護區變更為住

宅區，予以整體規劃利用，總面積約

13,455.32 ㎡（1.35 公頃），住宅型態以透

天住宅為主，滿足松茂部落遷建戶數之需

求。 

(2)苗圃廢棄舊營區： 

本基地周邊缺乏公共設施，生活機能

較不完善，需有足夠空間供部落遷居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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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建議本基地以全部範圍（約 7.32 公

頃）進行整體規劃（非都市土地開發需留

設緩衝綠帶及 30%保育區），但開發時程

可採分期開發，一期開發範圍約 2 公頃，

供松茂部落遷建安置使用；二期開發範圍

約 2.3 公頃，預留空間供部落未來發展所

需。 

住宅型態以透天住宅為主，另配置社

區活動中心及廣場、停車場、汙水處理設

施、沉砂滯洪池等公共設施，並依非都市

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相關規定，將基地

聯絡道路拓寬至 8 公尺寬，以利住戶通

行。本基地現為非都市土地山坡地保育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需依「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第 11、13 條等規定申請開發

許可，辦理用地變更為鄉村區可建築用地。 

土 

地 

取 

得

土 

地 

開 

發 

利 

用

原住民
保留地

林班地或
保安林地

原住民族基本法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

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授權事項及申請案作業要點

森林法

保安林解除審核基準

地政法系

都市計畫法及臺中市都市計畫法施行自治條例

區域計畫法及其施行細則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建築法系

實行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

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

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及施工查驗要點

水保法系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水土保持法及其施行細則

水土保持法技術規範

環評法系
環境影響評估法及其施行細則

開發行為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國軍退輔會
配耕地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農場安置農墾員管理作業規定

地質法系

地質法

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

地質敏感區劃定變更及廢止辦法

 

圖 6  相關法令架構圖 

Figure 6. Act architecture diagram 

(三)備選地地質調查 

1. 區域地層及地質分布 

松柏巷及苗圃廢棄舊營區皆位於廬山

層(Ls)地層範圍中。廬山層(Ls)係以灰黑色

板岩及硬頁岩為主，偶夾薄層變質混濁砂

岩及變質砂岩與板岩薄互層。本層板岩的

劈理發育良好。鄰近地區 12km 範圍內無

活動斷層，其地質構造雖有武陵斷層(距基

地西側約 7.2km 處)、眉溪斷層距基地西南

側約 3.4km 處和其他小型向斜和背斜構

造，但距離超過 3km 以上，不致影響基地

安全。 

2.環境地質敏感因子 

(1)松柏巷： 

根據中央地調所「莫拉克中部災區潛

在大規模崩塌地區分析報告(2012)」，基

地北側(台 8 線道路以上)為潛在大規模崩

塌地，編號臺中市-和平區-D045 與 D046

二處。其範圍內有零星崩塌發育，且和平

區-D045 坡腳遭受土石流淘刷，而大甲溪

支流之合歡溪則攻擊和平區-D046 之坡

腳。該兩處崩塌地之坡頂位置均有出現多

重山脊之地形，坡面上亦有幾處崩崖發

育，顯示坡頂處位於張裂環境。但目前並

未發現有明顯直接的影響與災害。另本基

地大部分土地位於臺中市山崩與地滑地質

敏感區。鄰近地質敏感因子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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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松柏巷鄰近地質敏感因子 

Table 3. Geologically Sensitive Areas of 
Sonbuo Lane 

地質敏感 
因子 方位距離 備註 

土石流 基地西側約 0.7km 處  
重大 

崩塌區 基地西側約 0.4km 處  

山崩 基地西側約 0.5km 處  
莫拉克 
災後崩塌 基地東側約 0.4km 處  

岩體滑動 基地西側約 0.5km 處 低潛勢 
順向坡 
滑動 

基地南側約 0.05km 處 低潛勢 
 

(2) 苗圃廢棄舊營區： 

本調查區與最近的潛在大規模崩塌-

和平區-D036 和 D038 距離至少 5.4km 以

上。另本基地非位於臺中市山崩與地滑地

質敏感區。鄰近地質敏感因子如表 4 所示： 

表 4 苗圃廢棄舊營區鄰近地質敏感因子 
Table 4 Geologically Sensitive Areas of 

MiauPu Discard Camp 

地質敏感 
因子 方位距離 備註 

順向坡 基地西北側約 1.2km 處  
山崩 基地西側約 0.4km 處  
莫拉克 

災後崩塌 基地西南側約 0.4km 處  

落石 基地西北側約 0.64km 處 高潛勢 
岩體滑動 基地西北側約 1.0km 處 低潛勢 
順向坡 
滑動 基地西北側約 0.9km 處 中潛勢 

 

3.地質鑽探調查 

(1)松柏巷： 

基地鑽探總孔數為 3 孔，各孔深度

20m，總深度 60m。由鑽探成果顯示，主

要為表土覆蓋層(SF)、砂岩和硬頁岩互層

(SS-Arg) 、硬頁岩夾砂岩(Arg/ss)所組成。

其分述如下： 

(a) 表土覆蓋層(SF) 

主要由棕黃色砂質粉土偶有粉土質黏

土及岩塊碎屑等所組成，另 BH-1 孔表層

厚約 1.78m 的回填層，為柏油路面及級配

礫石所組成。土壤一般物理性試驗，在顆

粒分析中礫石含量為 9~10%，砂含量為

19~24%，粉土含量為 51~55%，粘土含量

為 15~17% ， 自 然 含 水 量 (ωn) 為

17.1~18.6%，比重(Gs)為 2.65~2.68，液性

限度 LL 為 25~26%，塑性指教 Pl 為

17~18%，土壤分類為 CL。 

(b) 砂岩和硬頁岩互層(SS-Arg) 

由現場鑽探結果顯示，本層次僅位於

BH-2 孔 GL-11.65~20.00m，全段岩心呈破

碎狀，呈中度風化至輕度風化岩體。RQD

部份，均分佈在 0~50%左右，屬劣至惡劣

岩體。岩石單軸壓縮試驗取 BH-2 孔

GL-18.80~-19.00m 處 qu=106.8kgf/cm2。 

(c) 硬頁岩夾砂岩(Arg/ss) 

由現場鑽探結果顯示，岩體多處呈破

碎狀。RQD 低於 50%以下，劣至惡劣岩

體，約佔全體岩心有 47%，部份較完整岩

段，RQD 在 50~75%之普通岩體，約占全

體岩心有 52%，呈棕黃色至灰色中度風化

至新鮮岩體。岩石直接剪力試驗取 BH-1

孔 GL-16.00~16.20m 處 Cp=0.74kgf/cm2、

ψp=35.68°、Cr=0.18kgf/cm2、ψr=24.29°。 

(2)苗圃廢棄舊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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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鑽探總孔數為 2 孔，每孔深度

20m，總深度 40m。由鑽探成果顯示，地

層主要為表土覆蓋層(SF)、砂岩和硬頁岩

互層(SS-Arg) 、硬頁岩夾砂岩(Arg/ss)所組

成。其分述如下： 

(a) 表土覆蓋層(SF) 

主要由棕黃色砂質粉土偶有粉土質黏

土及岩塊碎屑等所組成。因遇岩塊碎屑，

N 值均大於 100 以上。 

(b) 砂岩和硬頁岩互層(SS-Arg) 

本層次出現在 BH-4 孔 GL-1.65~6.50m

間，位於土岩界面交界處，岩心呈棕黃色

中度風化岩體。RQD 低於 50%以下劣至惡

劣破碎岩體約佔全體岩心有 75%，部份較

完整岩段，RQD 在 50%~75%之普通岩

體，約占全體岩心有 25%，其中 BH-4 孔

GL-1.64~4.80m 岩心呈破碎狀。岩石直接

剪力試驗取 BH-4 孔 GL-5.05~5.25m 處

Cp=1.16kgf/cm2、ψp=38.26°、Cr=0.15kgf/cm2、

ψr=31.77°。 

(c) 硬頁岩夾砂岩(Arg/ss) 

本層岩體多處呈破碎狀。RQD 低於

50%以下，劣至惡劣破碎岩體約佔全體岩

心有 90%，部份較完整岩段，RQD 在

50~75%之普通岩體，約占全體岩心有

10%。岩石單軸壓縮試驗取 BH-5 孔

GL-9.00~-9.25m 處 qu=85.7kgf/cm2。 

(四) 備選地邊坡穩定分析 

本邊坡穩定分析系採用普渡大學發展

的 STABL 電腦程式，針對不同之地層分

佈所可能產生之破壞模式分析在不同狀況

下：即常時、暴雨及地震等三種狀況邊坡

之穩定性，各種分析狀況說明如下： 

(1)常時：現有地形於一般情況下，土壞維

持其自然含水量，地下水位以實際測得之

水位資料分析。 

(2)暴雨：狀況係依據整個地形邊坡連日細

雨或豪雨後，地下水位急速上昇且無法短

時間排除及地層強度因飽和度增加而降低

之情況。由鑽探結果顯示，二處備選地皆

無地下水位，考量連日細雨或豪雨後，故

暴雨時地下水位以地表下 5m 分析之。 

(3)地震：依據 2011 年 1 月 9 日內政部營

建署最新修訂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

解說」，經計算後，由一般地震力分析(用

途係數=1.00) 結果求得中小度地震時參

數為 0.07、設計地震時 0.28、最大考量地

震時 0.36，而在邊坡穩定分析所需之水平

向地震係數 Kh(=設計地震/2)=0.14，垂直

向地震係數 Kv(=Kh/2)=0.07。 

研究中分析力學參數如表 5 所示，經

電腦程式分析，現況邊坡在各種環境狀況

下之抗滑動安全係數分析結果如表 6、表 7 

所示，其分析成果圖，如圖 7、圖 8 所示 

表 5  力學參數表 

Table 5. Mechanics parameters 

項目 
 分層 

γt 
(tf/m3) 

強度參數 
C(kgf/cm2) ψ(°) 

表土覆蓋層 2.00 0.10 30 
破碎岩體 2.20 0.65 35 

 

表 6  邊坡穩定分析結果 

Table 6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名稱 分析成果係數 法規規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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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柏巷 苗圃 
定安全

係數 
評估 

常時 1.65 1.66 1.50 符合 
地震 1.36 1.29 1.20 符合 
暴雨 1.43 1.21 1.10 符合 

 

 

圖 7  松柏巷-邊坡穩定分析結果-常時 

Figure 7.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of Sonbuo Lane (Ord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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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松柏巷-邊坡穩定分析結果-地震 

Figure 8.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of Sonbuo Lane (Earthquake) 

 

圖 9 松柏巷-邊坡穩定分析結果-暴雨 

Figure9.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of Sonbuo Lane (St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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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苗圃廢棄舊營區-邊坡穩定分析結果-常時 

Figure 10.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of MiauPu Discard Camp (Ordinary) 

 
圖 11 苗圃廢棄舊營區-邊坡穩定分析結果-地震 

Figure 11.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of MiauPu Discard Camp (Earth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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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苗圃廢棄舊營區-邊坡穩定分析結果-暴雨 

Figure 12.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of MiauPu Discard Camp (Storm) 
 

結果與討論 

(一)備選地初步規劃配置方案 

參據「莫拉克颱風災後原住民族部落

集體遷村安置民間興建永久屋方案」有關

安置住宅坪數之規定，2 人以下家庭為 14

坪、3 至 5 人家庭為 28 坪、6 人至 13 人家

庭為 34 坪。依本研究調查結果，危險區域

內需遷離之原住民戶共計 76 戶（以戶籍統

計），其中 2 人以下家庭有 53 戶、3 至 5

人家庭有 21 戶、6 人至 13 人家庭有 2 戶，

其家屋興建需求詳表 7。規劃配置方案詳

表 8。

表 7  松茂部落家屋興建需求表 

Table 7. Homes build demand of Sonbuo Lane 
家庭人數 2 人以下 3~5 人 6~13 人 合計 

住宅戶型 14 坪 28 坪 34 坪  

需求戶數 53 戶 21 戶 2 戶 76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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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備選地規劃配置方案表 

Table 8. Planning configuration table 

備選地 
松柏巷 苗圃廢棄

舊營區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基地面積 4,826.11 ㎡ 13,374.87 ㎡ 13,455.32
㎡ 73,210 ㎡ 

住宅型態 A.透天 B.集合住宅 A.透天住宅 B.集合住宅 透天住宅 透天住宅 

是否需辦理

用地變更 無須變更 辦理都市計畫細

部計畫變更 無須變更 辦理都市計畫

細部計畫變更 

變更部分

保護區為

住宅區 

變更山坡

地保育區

為鄉村區

並申請開

發許可 

戶型或 
單元面積 

14 坪、28
坪、42 坪 
(1～3 層) 

25 坪、34 坪、47
坪(1 層停車，5
層住戶，共 6 層) 

14 坪、28 坪、

42 坪 
(1～3 層) 

25 坪、34 坪、

47 坪(1 層停

車，4 層住戶，

共 5 層) 

14 坪、28
坪、42 坪

(1～3 層) 

14 坪、28
坪、42 坪 
(1～3 層) 

可容納戶數 24 戶 76 戶 62 戶 120 戶 76 戶 91 戶 
註：集合住宅單元面積有 25 坪、34 坪、47 坪等三種（含公設），可依需求組成不同戶型；第

1 層（1 樓或 B1）規劃作為停車使用。 
 

(二)備選地土地適宜性綜合評估 

本研究依前述現況分析資料與執行方

案，綜合評估備選地之開發適宜性，作為

本案可行性評估的第一階段評分，其評估 

項目包含重要地質環境因子評估（如邊坡

穩定性與災害潛勢、水土保持）與附屬環

境因子評估（如土地取得可行性、交通條

件及生活機能條件）。 

在重要地質環境因子評估方面，以苗

圃舊營區基地的條件較好、地質安全性較

高，但在附屬環境因子評估方面，以松柏

巷基地之交通較便利、生活機能較佳，惟

在土地取得方面，松柏巷基地涉及與梨山

當地居民及退輔會配耕原住戶之拆遷補

償，苗圃舊營區基地涉及環山部落民族意

識影響，松柏巷基地的土地取得相較苗圃

舊營區基地有一定難度。及其執行方案之

評估內容如表 9 所示。 

表 9  土地適宜性綜合評估表 
Table 10.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land suitability 

評估項目 松柏巷 苗圃廢棄舊營區 
基地總面積 52,006 ㎡ 73,210 ㎡ 

(1) 
區域

地質 

區域地層

及地質 
■位屬廬山層(Ls)地層範圍，廬山層係以灰黑色板岩及硬頁岩為主，偶夾薄

層變質混濁砂岩及變質砂岩與板岩薄互層。本層板岩的劈理發育良好。 
斷層 ■鄰近地區 12 公里範圍內無活動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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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松柏巷 苗圃廢棄舊營區 

地質敏感

因子 

■順向坡滑動低潛勢區、莫拉克災後崩塌、

重大崩塌區、岩體滑動低潛勢區、山崩、

土石流。 

■順向坡滑動中潛勢區、莫拉克

災後崩塌、岩體滑動低潛勢區、

山崩、落石高潛勢區、順向坡。 

公告地質

敏感區 
■大部分土地位於臺中市山崩與地滑地質

敏感區。 
■非位於臺中市山崩與地滑地質

敏感區。 
計分 3 分 4 分 

(2) 
水土

保持 

坡度坡向 

■基地地勢起伏較大，平均坡度 30.10%，可

開發區(坡度<40%)面積約 38,536.36 ㎡。■
主要坡向包含東北向與東南向。 

■基地地勢較平坦，平均坡度

22.76%，可開發區(坡度<40%)
面積約 64,818.67 ㎡。■主要坡向

為西南向。 
整地工程 ■可開發區域有限，整地幅度較大。 可開發區域較集中，無需整地。 

計分 3 分 4 分 

(3) 
土地

取得

可行

性 

土地權屬

及現況 

■權屬：95 筆土地屬中華民國，1 筆屬臺中

市政府。 
■管理者：國有土地管理者為原住民族委員

會，市有土地為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承租人或現況使用人：大部分土地為國防

部退輔會配給榮民耕作開墾使用(非承租關

係)，需與原有居民協調溝通。 
■地上物：建築物及農作物，需辦理拆遷補

償。 
■梨山段 148-2、148-32、148-5 地號等 3 筆

土地已作為臨時安置用地。 

■權屬：5 筆土地均屬中華民國

所 
■管理者：原住民族委員會。 
■承租人或現況使用人：無。 
■地上物：少許農作物及房舍，

需辦理拆遷補償。 
■鄰近之環山部落因人口增加，

原聚落之空間已飽和，對本基地

亦有開發利用需求，故需與當地

原聚落協調溝通。 

計分 4 分 (方案一、方案三)或 2 分 (方案二) 5 分 

(4) 
用地

變更 

土地使用

分區及編

定 

■都市計畫土地-商業區、住宅區、保護區、

機關用地及道路用地。 
■依「變更梨山風景特定區計畫（梨山地區）

（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管制要點開

發利用，或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非都市土地-山坡地保育區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 
■需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

更及申請開發許可。 

計分 5 分 (方案一-A、方案二-A) 
或 4 分 (方案一-B、方案二-B、方案三) 3 分 

(5) 
交通

條件 

聯外交通

及道路寬

度 

■基地緊鄰台 8 線，距離松茂部落約 6.6 
km，車程約 12～15 分鐘。 
■聯外道路約 8~10m 寬，聯外交通相對便

利、易行，若選定本基地為遷居地點，應

無需再將道路拓寬。 

■基地鄰近台 7 甲線，距離松茂

部落約 11.8km，車程約 20～25
分鐘。■聯絡道路僅約 4～5m
寬，若選定本基地為遷居地點，

需進行道路拓寬等改善工程。 
計分 5 分 2 分 

(6) 
生活

機能

生活機能 ■基地周邊 2km 範圍內公共設施配套完

備，生活環境機能較佳。 
■基地周邊公共設施缺乏，整體

環境發展較不成熟。 
計分 5 分 2 分 



張函儒、謝孟勳、李準勝、連惠邦、陳文福： 
臺中和平區松茂部落遷建備選地調查及可行性評估 

1585 

評估項目 松柏巷 苗圃廢棄舊營區 
條件 

總計 26 分或 23 分 20 分 
◎評分說明：以 1 分、2 分、3 分、4 分及 5 分等五種級距進行評分，累積分數越高表示基地

的開發適宜性越高。 
1 分--表示基地條件不適合、遷建不可行。 
2 分--表示可作為遷建基地，但需解決的問題較多、困難度較高或需花費較多經費。 
3 分--表示基地條件仍有改善空間，惟問題不大。 
4 分--表示基地條件較好，配合相關開發作業即可滿足遷建基本需求。 
5 分--表示基地條件較理想、遷建可行性高、抗性不大。 

(三)備選地遷建方案可行性綜合評估 

在土地適宜性評估的基礎上，本計畫

再針對各執行方案之用地開發作業、可容

納戶數、用地開發與工程經費等條件進行

可行性評估的第二階段評分，從執行面的

難易度來看，以松柏巷基地之方案一-A

（透天住宅）及方案三較易執行，而苗圃

廢棄舊營區基地之方案較不易執行。本計

畫並整合土地適宜性評分結果，研提各方

案的順位，作為後續執行之參考，如表 10

所示。 

表 10  遷建方案可行性綜合評估表 
Table10.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feasibility for relocation 

評估項目 松柏巷 苗圃廢棄舊營區 

(1)區域地質  3 分 4 分 

(2)水土保持 4 分 4 分 

(3)土地取得可行性 4 分 (方案一、方案三) 或 2 分 (方案二) 5 分 

(4)用地變更 5 分 (方案一-A、方案二-A) 或 4 分 (方案一-B、方

案二-B、方案三) 
3 分 

(5)交通條件 5 分 2 分 

評估項目 松柏巷 苗圃廢棄舊營區 

(6)生活機能條件 5 分 2 分 

(7)小計 26 分或 23 分 20 分 

執行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整體規劃，分期開發 

基地面積 4,826 ㎡ 13,375 ㎡ 13,455.32 ㎡ 73,210 ㎡ 

(8)住宅型態 A.透天 B.集合 A.透天 B.集合 透天 透天 

5 分 3 分 5 分 3 分 5 分 5 分 

(9)可容納戶數 24 戶 76 戶 62 戶 120 戶 76 戶 91 戶 

3 分 5 分 3 分 5 分 5 分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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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預估經費 2,020 萬 2,520 萬 9,730 萬 9,930 萬 7,060 萬 15,190 萬 

5 分 5 分 4 分 4 分 4 分 3 分 

(12)小計 18 分 17 分 17 分 16 分 18 分 16 分 

總計(7)+(12) 39 分 38 分 36 分 35 分 39 分 36 分 

順位 第 1 順位 第 2 順位 第 3 順位 第 4 順位 第 1 順位 第 5 順位 

備註：(1)～(6)評估內容及評分說明詳表 10。 
 

松茂部落原居地屬活躍之地層滑動

區，且目前仍有持續滑動的現象，本就不

宜居住，若欲原地改善修建，其投入經費

恐無法預估及掌握，若能遷建它處應較符

合成本效益。 

目前遷建計畫實施之最主要問題，仍

在於遷居地之土地取得及時程縮短之課

題。以松柏巷為例，目前土地之回收應加

速進行；同時與當地居民之溝通與協調作

業亦要持續推動。若能解決土地回收之問

題，在方案選擇上將保有更大之彈性與謀

求原住民更大之福祉。最終方案之選擇仍

有待進一步與居民溝通，並交付遷建委員

會討論決議。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苗圃廢棄舊營區因離松茂原部落比松柏

巷遠 2 公里且海拔較高，公共設施缺乏生

活機能較差，路寬僅 4 至 5 公尺勢必進行

道路拓寬將造成邊坡不安定，更何況有順

向坡滑動中潛勢區及落石高潛勢區等不

利因子，相對不適宜作為遷村之用地。 

2.松柏巷雖然基地面積只有 52,006m2，但公

共設施配套完備生活機能佳，路寬 8 至 10

公尺，交通便利性較高。 

3.經評估雖松柏巷面積較苗圃廢棄舊營區

小約 2 公頃，但其可容納戶數最多為 120

戶，大於苗圃廢棄舊營區之 91 戶。且在

偏鄉人口都逐漸外移及少子化之環境下

應不致憂慮戶數不足之問題。 

4.當降雨發生至地表逕流產生時，已有部分

水體滲入地層內，為了將水份入滲量降

低，需規劃設計地表排水，加強地表截排

水設施，以降低水分入滲量，以及地下水

排除及邊坡穩定設施能使邊坡更為穩

定，可降低災害之發生。 

(二)建議 

建議專家學者後續進行原居地住民遷

居意願調查最終方案之選擇仍有待進一步

與居民溝通，並交付遷建委員會討論決

議，且若能在遷村之時，注意到村落自然、

人文特性、居民的就業、安養、原鄉文化

的存亡接續等問題，並保障遷村人口的基

本生活，定期、長期的追蹤，以觀察是否

有適應不良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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