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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重現期距與集水區崩塌區位關係之研究 

林政侑 1  
陳垣榮 2  

林昭遠 3*
摘 要 

過去研究對崩塌現象之發生，常歸咎於極端降雨及地質條件，卻未能解釋鄰近相似條件

之區位未發生災害之現象。崩塌發生頻率常與規模成反比，因此邊坡發生崩塌之機率及其規模

宜有區隔，集水區邊坡崩塌除立地條件不同外，主要可歸納為近岸及離岸崩塌，近岸崩塌主要

受逕流；離岸崩塌則受降雨強度所影響，不同區位不僅誘發的機制不同，規模大小也有所差異，

故集水區降雨重現期距與崩塌特性關係亟待探討。本研究以陳有蘭溪集水區為樣區，選取受災

較為嚴重之賀伯、桃芝及莫拉克等三場颱風事件，推估其降雨事件之重現期距及萃取新增崩塌

區位，另以地形及土地利用將崩塌發生區位分為源頭、河道、道路及農墾地等四類，針對集水

區於不同降雨重現期距下，探究崩塌區位與規模之空間分布及趨勢關係。結果顯示三場事件雖

單日降雨強度相近，重現期距卻以賀伯颱風之 100 年為最大，且崩塌面積及量體亦最大，可見

崩塌規模主要影響因子為降雨重現期距。三場事件中河道崩塌所佔比例最大，皆 60%以上，而

重複崩塌區位亦以近岸崩塌為主，重複崩塌面積達 80%，主因為河道邊坡本為水流易攻擊之區

位，一旦基腳被攻穿常造成淺層崩塌，而源頭區位則因崩落之土砂恰可穩定基腳，因此再次發

生崩塌機率不高。 

(關鍵字：重現期距、崩塌規模、崩塌區位、近岸崩塌、離岸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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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collapses indicated that the weak geology condition and 
extreme rainfall are the main reasons of landslide. However, it was unable to explain 
the neighboring non-failure site, which the similar geological condition. Frequency 
of landslide event is alway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landslide scale, and 
therefore return period and scale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In addition, landslides in 
the watershed could be categorized by the occurrence locations i.e. near-riverbank 
and off-riverbank landslide, which are not only caused different mechanism but also 
different landslide scale. Near-riverbank landslides are mainly affected by a stream, 
whereas off-riverbank landslides are usually influenced by rainfall intensity. Thu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llapse loc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t rainfall 
return periods is relatively important to explore. Chen-You-Lan watershed was 
selected as the study area due to numerous landslides. The events of Typhoon Herb, 
Toraji and Morakot, which caused more serious disasters, were selected to estimate 
rainfall return period and extract the each newly collapses. According to the terrain 
and land use of landslide sites, the collapse sites can be classified as headstream, 
river, road and cultivation categories. In additi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rend 
relationships for the collapse site and the correspondent scale were also well 
discussed under the different return peri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ainfall return 
period of the selected events is quite different although the rainfall intensity is 
similar. Typhoon Herb has the highest return period (100-yr) and caused the largest 
amount of collapse area and volume, which implies the noticeable factor for the 
collapse scale is rainfall return period. Over 60% of landslide sites, trigged by three 
typhoon events, were categorized as river landslide. Over 80% of the re-collapse 
area located at near-riverbank which was vulnerability to erode by stream and 
resulting in slope toe failure. In contrary, the headstream collapses are 
invulnerability to recurrence landslide since the deposited sediment could stabilized 
the slope toe. 
(Keywords: Return period, Collapse scal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slides, 
Near-riverbank, Off-river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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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崩塌是指坡面岩塊、土體在重力作用下

，發生突然的急劇傾落運動。李三畏(1984)

將崩塌發生原因概分為潛因(inherent causes)

與誘因(initiating causes)兩類，潛因泛指坡地

本身之環境條件，主要由地形與地質兩大特

性所組成。而誘因則為外在誘發崩塌之因素

，諸如地震、降雨、溪流淘刷、地下水位過

高等，屬自然環境之誘因影響，至於道路的

開闢與土石的開採活動等，則屬人為性之誘

因影響。

台灣地區崩塌之主要誘因通常以降雨為

主，然並非每次降雨發生皆會造成崩塌，每

個地區皆有其容忍的降雨強度重現期距，當

重現期距越大發生崩塌的規模會越大，災情

也會越嚴重，以風險理論而言，災害事件發

生的頻率與災損規模成反比(林昭遠等，

2006)，地表覆蓋不佳之區位，於低重現期距

降雨發生時，土砂能以土壤沖蝕方式能量釋

放；反觀森林區位，平時發揮保土蓄水功能，

不易發生土壤沖蝕，時間一久坡面蓄積大量

土體，一旦發生崩塌，則易產生零存整付現

象。

以崩塌面積來說，崩塌量體更能正確地

顯示出此事件下所帶來的災害規模，由於面

積僅能顯示出崩塌範圍之大小，對於深層崩

塌以及淺層崩塌並未能正確掌握。

本研究針對降雨重現期距與崩塌特性之

關係，對於不同降雨重現期距崩塌之規模、

量體以及區位做分析，此外透過區位分析，

可了解到崩塌重複區位之特性，對於土

砂崩塌之循環做探討。

樣區概況

1.地理位置 

陳有蘭溪集水區位於南投縣，乃濁水溪

最長之支流，發源於玉山東峰北坡，集水區

總面積約為 44,360 公頃，靠近河床的溪谷地

區約有 8,550 公頃的原住民保留地，是本區主

要的農業活動範圍，其餘 35,810 公頃屬國有

林班地(李國忠，1996)。 

1996 年強烈颱風「賀伯」伴隨其而來的

豪雨，造成區內嚴重之水、土災害，生命及

財產損失之鉅，為近三十年來所罕見。(張伯

宇，1997)。 

2001 年桃芝颱風亦引發多處土石流，二

部坑上游沖下大量土石，其原有河道淤滿 5

米深以上，並改道沖向流籠坑河道，使流籠

坑郡安橋至其上游 500 公尺河道河岸，民房

全被沖毀或淤埋(陳榮河，2001)。 

2009 年莫拉克颱風造成之土砂災害相當

嚴重，許多地區地質構造破碎，若遇超大降

雨易崩塌，造成崩塌因而阻塞河道，隨後形

成堰塞湖又立即潰決，造成超大洪水發生(陳

振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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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陳有蘭溪集水區之地理位置 
Fig 1 The Chen-You-Lan watershed 

材料與方法

1.災害事件之資料蒐集 

為探討研究樣區崩塌規模及降雨重現期

距之關係，本研究蒐集賀伯、桃芝、莫拉克

三場災害事件之前、後期衛星影像，據此作 

為崩塌地萃取、地貌變遷、致災程度及

趨勢、崩塌規模變遷等之參考，降雨資料則

作為推估降雨量之重現期距，以對照崩塌規

模之量體。 

表 1 相關圖資彙整表 
Table 1 Material 

圖資 年份 災害事件 空間解析度 來源

衛星影像

1996/06/08 
1996/08/18 賀伯颱風 20m×20m 

中央大學

太空及遙測中心
2001/04/26 
2001/10/06 桃芝颱風 20m×20m 

2009/06/17 
2009/07/12 莫拉克颱風 20m×20m 

航照圖 2012 莫拉克颱風 0.25m×0.25m 農林航測所

降雨資料 1980- 2009 
賀伯颱風、桃芝颱

風、莫拉克颱風
日資料 中央氣象局

2.研究流程 

針對收集之衛星影像及航照圖做為崩塌

地萃取之圖資，並使用 Kappa 係數加以修

正，以達到更高之準確率，在進行崩塌量體

之推估及空間分布，而雨量資料則是以徐昇

氏法計算並推出降雨之重現期距，最終對於

以上資料進行三次颱風事件之分析，而後對

於三場事件崩塌區位進行探討，分為源頭、

河川、道路、農墾地與其他崩塌四種分類，

以了解降雨重現期距與崩塌特性之關係，流

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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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流程圖 

Fig 2 Flow chart 

3.崩塌區位萃取 

一般常用之影像變遷分析方法，包括重

疊法、影像相減法、影像比例法、分類後比

較法、主成份分析法及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標

比較法等六種。其中以影像相減法及分類後

比較法為最常用於變遷分析(周朝富等，

1991)。而影像相減法(Image Subtraction)是利

用兩期影像像元灰度值相減，以瞭解其變遷

情形，其原理簡單且操作程序簡便。

在多期影像之土地利用變遷偵測，將兩

個不同時期之影像相減後，未變遷之值將趨

近於零，而變遷較大之地區，則顯示較大之

正值或負值；相減後之值域分布為-255 到

+255 之間，理論上未發生變遷之亮度差值會

分布於 0 附近，通常可將其加上一常數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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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值(Jensen, 1996)，其計算式如下：利用衛

星影像之光譜特性，本研究採賀伯、桃芝以

及莫拉克颱風前、後兩期之 SPOT 衛星影像

資料，應用影像相減法萃取崩塌區位。

𝐵𝐵𝐵𝐵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 𝐵𝐵𝐵𝐵1−𝐵𝐵𝐵𝐵2
2

+ 𝐶𝐶       式(1) 

圖 3 影像相減法示意圖 
Fig 3 Image subtraction method 

4.Kappa 係數

本研究使用 kappa 統計量，也是測量信

度的眾多方法之一，是在表現重覆測量間之

一致性(以百分比表示)，其公式如下：

K = 𝑃𝑃𝑜𝑜−𝑃𝑃𝑐𝑐
1−𝑃𝑃𝑐𝑐

   式(2) 

𝑃𝑃𝑜𝑜=實際觀測一致的百分比(observed 

agreement)：前後或兩者測驗的結果，一致的

機率。

𝑃𝑃𝑐𝑐=理論期望一致性的百分比(chance 

agreement)：前後或兩種測驗結果，預期相同

的機率。

κ 計算的結果為-1~1，但通常 κ 是落在

0~1 間，可分為五組來表示不同等級的吻合

度：0.0~0.20 極低的吻合度、0.21~0.40 一般

的吻合度、0.41~0.60 中等的吻合度、0.61~0.80

高度的吻合度和 0.81~1 幾乎完全吻合(Sim 

and Wright, 2005)。 

5.崩塌量體推估 

本研究為能有效進行大區域及大量資料

之計算與比對，故採用地理資訊系統計算推

估崩塌量體，崩塌量體係以崩塌面積乘上崩

塌代表深度作為崩塌體積，崩塌面積可以透

過本研究所提之崩塌地自動萃取方式獲得崩

塌面積，而崩塌代表深度則以下列所述崩塌

地代表坡度方式進行推估。林昭遠、莊智瑋

(2009)針對 921 地震及颱風事件所造成之崩

塌地，整合遙感探測、地理資訊系統、影像

判釋等技術，搭配災害前、後期 DEM 推估崩

塌地土方量，並與 Khazai and Sitar 方法所推

估崩塌土方量進行探討(Khazai and Sitar, 

2000)，發現 Khazai and Sitar 方法明顯低估，

且兩者呈現正相關，故可利用此迴歸方程式

加以修正(圖 4)，以推估較實際之崩塌土方

量。對於以往常常高估崩塌量體，可能導致

日後工程上過度清淤，可能造成公共設施之

損壞或危及人民的財產，所以藉由回歸式重

新評估量體，以達到更高之正確性。

圖 4 崩塌土方推估模式之相關分析(林昭

遠、莊智瑋，2009) 
Fig 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landslide volume 

estim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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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降雨之重現期距 

為探討陳有蘭溪集水區於不同颱風事件

造成之崩塌規模變化趨勢，需先計算各颱風

事件之降雨量之重現期距，而甘保氏極端值

第一類分佈法（Extreme-value Type I 

Distribution）自 1941 年以來常用為洪水、暴

雨頻率分析，結果頗佳(Gumbel, 1941)。

𝑄𝑄𝑇𝑇 = 𝜇𝜇 + 𝐾𝐾𝑇𝑇𝜎𝜎   式(3) 

上式即為機率水文量之求算式，先將欲

分析水文資料之平均值 μ 及標準偏差 σ 求出

後，再求出不同迴歸週期之頻率因子KT，代

入式(3)即可求出各個迴歸週期之機率水文

量。

𝐾𝐾𝑇𝑇 = −√6
𝜋𝜋
�0.5772 + 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 𝑇𝑇

𝑇𝑇−1
�   式(4) 

經由降雨重現期距分析與雨量及崩塌規

模大小，藉此印證重現期距的大小是否影響

崩塌的規模和崩塌後土砂的量體。

7.徐昇多邊形網法之數值計算 

雨量站在空間的分佈位置並不均勻，徐

昇多邊形網以經由決定各雨量站之影響控制

面積方式，調整估計區域的平均降雨。一座

雨量站在集水區內的影響控制面積對全區面

積之比例，是為該測站的加權因子，可用以

計算集水區的平均降雨量，而各雨量站所控

制面積範圍，概念上為該範圍內之任一點，

對該雨量站與其他所有之雨量站之距離最短

(鄭子璉、周乃昉，2001)。 

圖 5 徐昇多邊形網法示意圖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iessen polygons 

method 

8.崩塌地劃分 

為有效判定崩塌區位，須確立適當之分

析單元，為此本研究配合水系網分布(圖 6)，

將集水分區再細分為源頭、左岸及右岸三個

區位(圖 7)，其中源頭區域係指子集水區內最

上游水系網格所包含之累積流量範圍，左、

右岸則為野溪左、右兩岸區域，相同坡面可

視為地形均質區域，由此定義崩塌區位數

量，然分析尺度受限於使用者主觀設定集水

區劃分門檻值，門檻值愈大，集水分區數量

愈少，劃分之源頭崩塌亦隨之減少(林昭遠，

2011)，因此本研究以種數-面積曲線

(Species-area curve)於物種調查樣區選定之概

念(Cain, 1938)，藉由不同門檻值與崩塌數之

關係曲線，找出適合集水區劃定門檻值，作

為源頭崩塌劃分之依據(黃文彥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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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相同門檻植之水系及集水分區 
Fig 6 The same threshold of stream and 

sub-watershed 

圖 7 集水分區均勻區判定 
Fig 7 Homogenous area determination of 

sub-watershed 

9.崩塌區位判定 

依崩塌發生機制可將集水區劃分為源

頭、河道、農墾地以及道路等四種類型，各

類崩塌分述如下(林昭遠，2011): 

向源侵蝕是指河川因為地形的變化而使

侵蝕的基準面下降，由於河床坡度變大，流

速加大，使得侵蝕作用加強，剛開始在河流

的下游發生侵蝕，然後漸漸向上游發展，即

所謂「向源侵蝕」。向源侵蝕多發生於谷頭，

也就是指河或溝的源頭處谷地，為河流下切

作用而使河溝逐漸向上延伸之現象，常伴隨

崩塌。由於源頭地區較少有人為破壞，植生

生長也相對地良好，使之孕育豐厚的土壤，

導致一有重大崩塌發生，往往帶來大量之土

坊量。

河道束縮段、隘口或攻擊坡之區位為最

常見崩塌類型，一般多發生於臨河岸之逆向

坡或高角度順向坡，崩塌後易堆積出壩高甚

高、堆積範圍較集中之天然壩，而潰壩時可

能對下游保全對象造成嚴重之災害。

道路崩塌為山區逕流水沿坡面而下，如

經道路常截流於兩側邊溝，排水功能不足地

區，則沿著道路而下，並造成崩塌。

農墾地崩塌為人為種植農作物或建設，

常因排水不當造成下邊坡崩塌，且多伴隨著

道路開發，所造成之崩塌。

判定過程先以前述源頭集水區之崩塌地

即為源頭崩塌，剩餘崩塌地依其是否鄰近河

道，如淤積、河道凹岸等即為河道崩塌，若

非上述兩處區位，若因道路或農地排水造成

崩塌者，則分別判定為道路崩塌或農地崩塌。 

結果與討論

1. 崩塌地萃取結果

由衛星影像相減法萃取新增崩塌地後

(如圖 8- 圖 10)，以精確度評估後得到三次

事件所得知 Kappa 精確度皆在 0.7 以上(表 

2)，確定所萃取之新增崩塌地可以使用後，在

計算及修正崩塌量體，得到賀伯颱風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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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崩塌面積以及崩塌量體最高，平均崩塌深

度則三場事件相當。 

表 2 颱風事件之崩塌資料 
Table 2 Landslides data 

颱風

事件

崩塌面

積(ha) 
平均崩塌

深度(m) 
崩塌體積

(m3) 
Kappa 
精確度

賀伯 4416.28 3.73 164,727,244 0.73 
桃芝 1074.42 4.48 48,134,016 0.89 
莫拉克 819.80 4.26 34,923,480 0.86 

圖 8 賀伯風災後新增崩塌地 
Fig 2 Location of new exist landslides after Typhoon 

Herb 

圖 9 桃芝風災後新增崩塌地 
Fig 3 Location of new exist landslides after 

Typhoon Toraji 

圖 10 莫拉克風災後新增崩塌地 
Fig 4 Location of new exist landslides after 

Typhoon Morak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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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水區降雨重現期距推估 

經由徐昇式多邊形網法計算陳有蘭溪附

近七個雨量站(如圖 11)，依照不同的所占面

積比例進行計算雨量(如表 3)，再以極端值第

一類計算該次颱風降雨之重現期距。

重現期距分析結果顯示，賀伯颱風事件

之重現期距為最大，其次為桃芝颱風，再次

為莫拉克颱風，其原因乃賀伯與桃芝颱風則

因兩事件間之高降雨量暴雨較少，因此重現

期距較為接近；而賀伯與莫拉克颱風事件之

降雨量雖極為相近，但因長年來暴雨事件逐

漸頻繁，重現期距隨每場降雨事件之發生而

滾動式修正，因此莫拉克颱風降雨量之重現

期距為三場事件中最小。

比較表 2 及表 3，賀伯颱風之單日降雨

量重現期距為最高，其所產生之崩塌面積、

體積亦最高，而莫拉克颱風之單日降雨量因

重現期距最小，其引發之崩塌面積及體積亦

最小，然崩塌發生可視為能量釋放之概念，

已發生崩塌之區位，若下次有相同重現期距

或小於此次重現期距之降雨，發生崩塌之機

率則不大，其原因乃邊坡之土砂已崩塌之方

式移動至較安定之區位，邊坡之土層變淺，

已無料源可再發生崩塌。 

圖 11 陳有蘭溪徐昇氏法雨量計算示意圖 
Fig 5 Thiessen polygons of Chen-You-Lan 

watershed 

表 3 各颱風事件雨量站之單日降雨量及重現期距 
Table 3 Rainfall and the return period data during typhoon events 

測站

颱風

事件

單日降雨量(mm) 重現

期距

(年) 西巒 東埔 望鄉 龍神橋 新高口 水山 內茅埔 平均

賀伯

(1996) 459.0 453.0 637.0 339.0 552.0 552.0 433.0 494.0 98.5 

桃芝

(2001) 616.0 477.0 573.0 513.0 578.0 578.0 162.0 456.0 60.4 

莫拉克

(2009) 
357.0 449.0 468.0 630.0 806.0 806.0 363.0 478.0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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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適集水分區劃分 

由於三場事件中以賀伯颱風之重現期距

最大，因此劃分集水分區時宜採此事件，作

為極端事件下之治理分區。經種數－面積曲

線法(圖 12)，將崩塌個數與集水區門檻植之

關係曲線，依 Cain(1938)認為之最佳樣區方

式，將兩軸正規化至 0~1 後，求此曲線斜率

為 1 之點位，結果顯示，最適管理集水分區

之門檻值約 65 公頃，崩塌個數為 861 處(集水

分區為 386 個)。 

圖 12 賀伯颱風崩塌個數與集水區門檻植之

關係

Fig 12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slide number 
and watershed threshold under Typhoon Herb 

4.崩塌分類結果 

由前述 65 公頃集水分區劃定門檻之結

果，判定源頭、河道、道路、農地等崩塌區

位後可知，賀伯颱風之 861 處崩塌地中，主

要為河道崩塌，約 519 處，其次為源頭崩塌

之 173 處(表 4)。 

而桃芝颱風源頭崩塌百分比僅下降

3%，但總體崩塌面積則大幅減少，對於此次

事件主要之崩塌情形為河道拓寬，源頭部分

則是賀伯颱風未崩塌之地區，也僅佔少數，

道路以農墾地崩塌區域崩塌數佔總體崩塌數

約 6%(表 5)，但道路崩塌面積卻大於農墾地

之崩塌，可知道路崩塌所帶來之崩塌規模較

農墾地嚴重。

莫拉克颱風之河道崩塌個數為 401 處，

面積約為 611 公頃，源頭則有 99 處，崩塌面

積約 151 公頃(表 6)。 

表 4 賀伯颱風崩塌區位分類結果 
Table 4 Classification result of landslide site 

during Typhoon Herb 
崩塌區位 面積(ha) 個數 個數(%) 

源頭 978.92 173 20.10 
河道 2250.72 519 60.27 
道路 585.44 62 7.20 
農墾地 601.20 107 12.43 
總計 4416.28 861 100.00 

表 5 桃芝颱風崩塌區位分類結果 
Table 5 Classification result of landslide site 

during Typhoon Toraji 
崩塌區位 面積(ha) 個數 個數(%) 
源頭 198.44 109 17.27 
河道 803.28 490 77.65 
道路 60.27 15 2.38 

農墾地 12.43 17 2.70 
總計 1074.42 631 100.00 

表 6 莫拉克颱風崩塌區位分類結果 
Table 6 Classification result of landslide site 

during Typhoon Morakot 
崩塌區位 面積(ha) 個數 個數(%) 
源頭 151.00 99 18.64 
河道 611.40 401 75.52 
道路 31.12 16 3.02 
農墾地 26.28 15 2.82 
總計 819.80 53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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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複崩塌區位

源頭崩塌之發生需有足夠土砂累積後，

在一場極端降雨事件下才可能發生(林昭遠，

2011)，為此，本研究萃取源頭重複崩塌區位，

並計算其佔原崩塌面積(前一場事件之源頭崩

塌面積)之比例(表 7)，結果顯示，重複崩塌

比例大致都小於 10%，可見源頭區位之土砂

釋放後，難以有土砂可再次發生。

表 7 不同颱風事件源頭重複崩塌面積比例 
Table 7 The ratio of re-collapse area in the headwater area during different typhoon events 

類別

颱風事件
源頭重複崩塌面積(ha) 原崩塌面積(ha) 重複崩塌面積(%) 

賀伯+桃芝 64.40 978.92 6.58 
賀伯+莫拉克 33.48 978.92 3.42 
桃芝+莫拉克 7.2 198.44 3.63 

賀伯+桃芝+莫拉克 3.24 978.92 0.33 

藉由套疊各事件之崩塌發生區位可知三

場事件皆崩塌之區位僅 45.12 公頃，若以重複

發生崩塌面積除以賀伯颱風崩塌面積之比

例，三場皆發生之崩塌面積亦僅占賀伯颱風

崩塌面積之 0.93%(表 8)，而兩場皆發生之崩

塌區位當中僅賀伯及桃芝皆發生之崩塌區為

面積較大，其原因推測為兩場重現期距接

近，且桃芝颱風前之 921 地震可能造成穩定

土層再次鬆動，進而造成崩塌發生。

若以河道兩側 100 公尺距離列為近岸崩

塌區域(圖 13)，結果顯示，近岸崩塌佔重複

崩塌之比例極高，即使比例最低之賀伯+莫拉

克區位亦有 64.91%，其原因乃鄰近河道之邊

坡區位本為水流易攻擊之區位，一旦坡腳被

水流淘刷切斷，則易產生重複性崩塌，然崩

塌頻率較低之源頭或離岸邊坡區位，則因不

穩定土砂崩落以穩定邊坡基腳，使其植生可

快速恢復並保護地表，而土砂則再次累積，

待下次高重現期距出現，方再次發生大規模

崩塌，且土砂累積需一定時間，故在短時間

可能不會再次發生崩塌。 

表 8 不同颱風事件近岸之重複崩塌面積 
Table 8 The ratio of re-collapse area in the near-riverbank during different typhoon events 

颱風事件
重複崩塌

面積(ha) 
重複崩塌

比例(%) 
河道兩側 100 公尺 

崩塌面積(ha) 
近岸崩塌佔重複崩塌

區位之比例(%) 
賀伯+桃芝 530.52 10.95 429.68 80.99 

賀伯+莫拉克 178.20 3.68 115.68 64.91 
桃芝+莫拉克 40.16 4.79 32.84 81.77 

賀伯+桃芝+莫拉克 45.12 0.93 37.96 8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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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集水區近岸之重複崩塌區位空間分布 
Fig 1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collapse area in the near-riverbank 

結論

台灣每年常有颱風事件發生，無論重現

期距大小皆可能造成邊坡崩塌或河道淤積，

雖然研究結果顯示，崩塌處多於河道部分，

但亦可能影響下游人民之生命財產安全，其

發生區位之環境特性以及發生機制務必更詳

細調查了解。為此本研究應用遙測技術可大

範圍監測之特性，配合地理資訊系統調查降

雨重現期距與崩塌特性及區位，其研究結論

如下：

陳有蘭溪集水區於賀伯、桃芝、莫拉克

颱風之一日降雨量相近，重現期距卻分別為

98.5、60.4、23.9 年，崩塌面積及量體則以賀

伯颱風事件為最大，可見崩塌規模不可單就

降雨量決定，而是降雨量之重現期距。

崩塌區位中河道崩塌所佔比例最大，皆

60%以上，而重複崩塌區位亦以近岸崩塌為

主，重複崩塌面積達 80%，而源頭崩塌則都

屬於新增崩塌地區，主因不穩定土砂以能量

釋放至河道，再次發生崩塌機率不高。

農墾地之土砂主要以分期付款之土壤流

失形式發生，不易形成大規模崩塌，但運移

至河道之泥砂含有農業用化學肥料，易造成

農業非點源汙染，影響下游水質，對保全對

象之用水造成汙染，就保全對象農業非點源

汙染可能遠遠大過源頭天然林的崩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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