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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崩塌災害避難路線之研究：以高雄市六龜區為例 

陳美心[1] 白昆奇[2*]   許少輔[3] 

摘  要 坡地崩塌是台灣近年重大災害的主因之一，往往在極短的時間內即形成複合災害。

如民國 98 年，莫拉克颱風降下超過百年頻率的豪雨，於山坡地造成嚴重走山及崩塌，並誘

發土石流等災害，造成台灣南部地區多處崩塌、地滑等嚴重災情。坡地避難路線之規劃目的，

主要在於降低因坡地災害所引發對人民生命安全之危害，過去學者在避難路線規劃的相關研

究，主要著重於都市地區，進而應用在不同災害型態。由於都市地區之避難，所考量的因素

及課題跟山坡地區極為不同，諸如避難路線之地形、道路再崩塌之危險程度、替代道路較少

等。 

本研究接續去年坡地災害避難路線之研究進行改良，以高雄市六龜區研究試區進行山區避難

路線路網分析，本研究蒐集六龜區內之道路圖層及雨量、坡度、高程、地質及距水系距離等

因素做為影響山區道路的風險因子，透過蒐集風險因子進行 Logistic潛勢模式繪製六龜區崩

塌潛感圖，將網格資料的崩塌潛感圖匯入向量資料的六龜區道路圖層中，並依此基準規劃最

適路徑。結果指出，以崩塌潛感值為依據進行風險概念之路徑分析，比原本用山區崩塌比做

為風險成本更具安全性依據，並能協助決策者規劃出最適宜、具安全性的路徑。 

關鍵詞：坡地崩塌、Logistic、避難路線、Dijkstra。 

Landslide Disaster Evacuation Routes：A Case 

Study in The Kaohsiung Liouguei 

Mei-Hsin Chen[1]  Kuen-Chi Bai[2*]   Shao-Fu Hsu[3] 
 

ABSTRACT This study area is located at Liugui dist., Kaohsiung City. The road, slope 

elevation, geology, precipitation, and river area had been taken as the impact factors of 

evacuation rick in this study. This study applied logistic regression to generate a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map, and then established a road risky database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usceptibility map and the road data. Mulit-Objectives approach was applied to solve 

this trade off problem, which means the optimized route must consider safety and distance 

in the same time. Then compared the optimized route with current evacuation route that 

announced by government. Several typhoon events have been used to calculate the 

numbers of landslides around the routes and which means more landslides around the 

route, more accidents might be happened during the evacuation. Therefor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e optimized routes that considered the risk of evacuation are safer than current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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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在全球氣候變遷之環境與影響下，坡地災害自 1999年 921地震後已成為典型之複合性災害，亦

成為台灣全島近年重大災害的重點項目，例如，1990 年歐菲利颱風的大量豪雨導致坡地崩塌並誘發

土石流，造成花蓮縣秀林鄉銅門村滅村慘劇；2009 年莫拉克颱風的深度地層崩塌與地滑，造成高雄

小林村逾 400人罹難；2010年 4 月 25日的北二高基隆段走山；和 2010年 10月 21日的蘇花高

速公路崩塌；2012年 8月蘇拉颱風造成阿里山公路 35公里處崩塌阻斷，對外交通中斷等皆是坡地災

害之例證。然而整合災害管理與流域治理之構想，欲達到緊急災害之避難疏散，無法僅依靠單一技術、

組織或思維，因此本研究透過整合既有空間資料庫，導入避難路線規劃概念與坡地潛勢模式，進行資

訊之彙整、融合及呈現，基於融合之思維進行更有效率之分析規劃以及避難疏散。 

坡地災害避難路線之劃設目的在於降低因坡地崩塌所引發的相關災害影響，而現行台灣一般道路

的避難路線主要針對於都市地區發生火災、水災及地震等重大災害，因都市地區居住人口較多，多數

避難路線研究跟防災計畫都以都市人口密集地區為優先劃設，相較之下山區避難路線規劃研究較少，

且都市地區避難路線所考量的因素及問題跟山區避難路線有所不同。雖然目前水保局有針對土石流潛

勢溪流所劃設的避難路線，但因劃設路線是以人工判釋、缺乏統整性，當災害發生時人工判釋難免會

產生誤判情勢等問題，因此希望建置一套最適宜山區避難路線之規範，也可提供政府管理單位作為參

考。 

因此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將研究試區以 Logistic迴歸分析計算崩塌潛勢資訊並匯入路網資料，建立研究試區路網風

險成本資料庫。 

    （二）將路網風險成本資料庫透過 Dijkstra路徑演算法劃設山區最適避難路線，提供未來山區崩

塌避難疏散之參考。 

二、文獻回顧 

山崩潛感分析(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analysis, LSA)。LSA 須聯合多種能辨識山崩的地形因

子、地質因子、區位因子及水文因子等，共同組成一組能區別山崩與非山崩的因子權重組合，用來計

算山崩潛感值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index, LSI) 及繪製全區之山崩潛感圖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map, LSM)，以供區域規劃、工程選址及防災決策制定之用。 (李錫堤，2009)。過

去崩塌潛勢災害研究中，幾位研究者分別針對台 18 線沿線邊坡、台灣中部濁水溪流域、陳有蘭溪等

為崩塌潛勢對象，蒐集坡度、坡向、高程、地質、土地利用、河系距離等幾種影響因子，利用 Logistic

迴歸分析、不安定指數法等兩種方法來探討邊坡崩塌潛感，分析模擬區域內各處發生災害的機率，再

利用地理空間方式呈現(陳信洲、陳樹群，2005；黃靖柏，2008；張郁嘉，2012)。 

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演練作業手冊(2003)中，規劃安全疏散路線及避難處所，疏散路線方面規劃

原則如下： 

1.颱風豪雨期間，避免穿越潛勢溪流 

2.盡量利用現有道路 

3.不經過危險路段、陡坡區 

4.不沿著溪床或溪谷方向疏散 

Dijkstra演算法是由荷蘭電腦科學家狄克斯特拉（Edsger Dijkstra）於 1959 年提出的，因此

又叫狄克斯特拉演算法。是從一個頂點到其餘各頂點的最短路徑演算法，解決的是有向圖中最短路徑

問題。其基本原理是：每次新擴展一個距離最短的點，更新與其相鄰的點的距離。當所有邊權都為正

時，由於不會存在一個距離更短的沒擴展過的點，所以這個點的距離永遠不會再被改變，因而保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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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法的正確性。不過根據這個原理，用 Dijkstra求最短路的圖不能有負權邊，因為擴展到負權邊的

時候會產生更短的距離，有可能就破壞了已經更新的點距離不會改變的性質(吳奇儒，2007；蕭伊君，

2011；方隆安，2012)。 

本研究根據上述文獻回顧中，提到對於坡地崩塌災害所造成的影響因子有數個，因此選定所蒐集

之坡地影響因子，如：坡度、高程、地質、距水系遠近距離，以及對於道路邊坡破壞的雨量因子，總

共五個影響因子，視為影響道路安全性的風險性因子，以當作之後劃設山區避難路線因子之依據透過

蒐集之因子進行 Logistic 迴歸分析產製崩塌潛感圖。並且透過 Dijkstra 路徑演算法進行最適宜避難

路線分析。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設計 

本章內容針對六龜區進行資料蒐集如坡度、高程、地質、距水系距離、雨量、崩塌資料、道路圖、

避難所及防災聚落，並切出 40m*40m大小網格透過 Logistic迴歸模型產出崩塌潛勢圖，且建立崩塌

潛勢路網資料庫將崩塌資訊匯入道路屬性中，最後依據道路崩塌潛勢值透過 Dijkstra路徑演算法產出

最適宜避難路線，研究架構如圖 1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圖 

2. Logistic 因子蒐集 

將文獻蒐集中的四個影響路徑之風險因子，坡度、高程、地質、距水系距離，以及不同降雨事件

之雨量因子，利用 Logistic 迴歸分析產出 40mX40m 大小網格的研究試區崩塌潛勢圖，以下分別對

蒐集因子做細部說明： 

1.坡度：坡度是用以表示斜坡的斜度，常用於標記丘陵、屋頂和道路的斜坡的陡峭程度。與邊坡

的穩定性有極大的相關性，邊坡愈傾斜，坡地物質向下的滑動力愈強，亦助長崩塌發生之機率相對較

大；本研究區域內之坡度最高達 79度，後續針對坡度進行分級分為 5度以下、5~15度、15~3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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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0度、40~55度與 55度以上。，如圖 2所示。 

2.高程：高度差異會造成氣候之不同，進而影響植生分佈、風化種類與速率。另外，高度亦會反

應作用於地表之構造、營力及時間，且高程越高發生崩塌的機率也越高，越靠近山脊線處受到降雨的

沖蝕影響越大。本研究以數值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萃取高程，本研究將高程以

500公尺為一級距，分為八個等級由 0~500M至 300~3500M。，如圖 3所示。 

3.地質：參考高屏溪流域之山崩土石流災害潛勢分析(李錫堤等人，2009)之研究，進而將集水區

內地質予以編碼。集水區域內地質主要為巴陵層、沖積層、利吉層、廬山層、桂竹林層及台地堆積層，

如圖 3-4所示。 

4.距水系距離：河流侵蝕作用所產生的崩塌多沿著水系而行或是緊鄰水系。由於河流對於坡地之

影響範圍多沿水系而行，且許多山區道路是沿著河流邊坡興建，當河流沖刷將破壞道路的基礎，造成

道路的破壞，因此僅評估至 1000公尺範圍，研究中以 200 公尺為一評估單位。 

5.雨量：本研究採用之降雨量資料乃為時雨量資料，其來源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與經濟部水利署。

運用 ArcGIS中的克利金(Kriging)空間內插方式推求研究區域整體有效累積雨量，在依等級距方式將

雨量資訊分成五個分級。雨量資料採用 2004 年敏督利颱風、2005 年的海棠颱風及 2009 年莫拉克

颱風作為資料的分析，其雨量分布情形如圖 4所示。 

將 Logistic崩塌潛勢模式所蒐集到的風險性因子坡度、高程、地質及距水系距離四個因子，以及

不同降雨事件之雨量因子，利用Logistc潛勢模式產出40mX40m大小網格的六龜示範區崩塌潛勢圖，

並且依潛勢值分級成低潛勢(0-0.2)、中低潛勢(0.2-0.4)、中潛勢(0.4-0.6)、中高潛勢(0.6-0.8)及高潛

勢 

  

圖 2六龜區坡度圖 圖 3六龜區高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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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09莫拉克颱風雨量圖 

3. 建立路網潛勢資料庫 

研究利用前述蒐集的五個因子透過 Logistic迴歸分析產生研究試區的崩塌潛勢圖，為了能建立研

究試區路網風險資料庫，需將 Logistic的崩塌潛勢圖及其他相關資料匯入於研究試區道路，因此在過

程中將道路切成 40m*40m網格大小路段，將崩塌資訊詳細的匯入於道路中，以利之後做最適宜避難

路線分析，其流程示意如圖 5、圖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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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路網潛勢資料庫流程圖 

 

圖 6 道路切成 40m*40m大小路段示意圖 

4. Dijkstra 路徑演算法求解 

針對最短路徑問題本研究採用的方法是以Dijkstra演算法求解，首先給予路網一個圖形G=(V,E)，

且每一條邊 (  )都有一個對應的長度 (  )，我們要找出從一個指定來源端點 (source)到目的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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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點的一條最短路徑。如圖 7所示： 

 

圖 7 Dijkstra演算法假設路徑圖 

 
演算過程中先將所有圖形中所有點先分為兩個集合，一個點集合中放拜訪過的點，另一個點集合

放未拜訪過的點位；一開始的所有點都在「為拜訪過點集合」中，我們每次從「未拜訪過點集合」中

選一個點，此點必需是由來源端點到「未拜訪過點集合」中所有點的最短路徑最短的點，並且把它加

入「已拜訪過點集合」。 

 

圖 8 兩集合「已拜訪」及「未拜訪」示意圖 

 

四、實證分析 

本研究目的為劃設最適宜避難路線，針對六龜區所蒐集之防災聚落，進行避難疏散之指導，考量

民眾在災害發生時避難至避難所之情境，且以利於實證分析之成果，本研究以與現有劃設避難路線比

較，利用六龜區內已有劃設的避難路線，與本研究所劃設最適宜避難路線來驗證避難路線之有效性。 

本研究透過水保局在六龜區已劃設的現有避難路線，與本研究劃設的最適宜避難路線做比較，來

驗證其本研究避難路線有效性。其驗證方法為計算避難路線上所經過的崩塌地路段多寡，利用兩場海

棠及莫拉克雨量事件產生的崩塌地，做為避難路線驗證之依據，而因為敏督利雨量事件所產生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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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較少，且對現有道路路段影響較少，因此本研究僅採用海棠及莫拉克颱風事件之崩塌地來進行驗證

分析，一方面除了驗證本研究之避難路線，另一方面也可比較現今水保局所劃設避難路線是否有效或

是改進之建議。 

1. 海棠颱風事件崩塌 

以海棠颱風事件為背景，選擇水保局替保全戶所劃設之避難路線至避難所，並以同一個起點(保全

戶)及迄點(避難所)，劃設本研究最適宜避難路線，因六龜區海棠颱風事件之崩塌潛感值較高，其崩塌

風險也提高，故本研究最適宜避難路線以偏重安全之避難路線情境來做比較分析，其分析如下表所示： 

表 1 海棠颱風事件最適宜避難路線與水保局避難路線比較表 

編號 路線 總路長(km) 總時間

(mins) 

總潛勢值 崩塌地路

段 

1.最適宜避難路線

(藍) 

竹林（16、17鄰）- 中庄天

后宮 

19.89 29.83 302.46 0 

2.水保局避難路線

(綠) 

竹林（16、17鄰）- 中庄天

后宮 

18.61 27.92 318.85 49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保全戶選擇以六龜區較危險地區為起點，透過海棠颱風事件，剔除危險避難所以及道路上具有高

潛勢值道路，因此選定保全戶竹林（16、17 鄰），避難所經過剔除之後選定為中庄天后宮，從圖 9

可看出，本研究劃設最適宜避難路線(藍色)避開了崩塌地地區，而水保局所劃設的避難路線則有經過

少部分的崩塌地地區，而從表 1 數據中，可看出經過崩塌地路段，最適宜避難路線(藍色)路徑上並無

經過崩塌地路段，相反的水保局的避難路線經過路段有 49 處，顯示出水保局所劃設避難路線遇到災

害風險較高。 

2. 莫拉克颱風事件崩塌地 

以莫拉克颱風事件為背景，選擇水保局替保全戶所劃設之避難路線至避難所，並以同一個起點(保

全戶)及迄點(避難所)，劃設本研究最適宜避難路線，因六龜區莫拉克颱風事件雨量較極端，其崩塌潛

感值跟海棠颱風事件相比又來的高，崩塌風險也提高。 

由於水保局指定之避難所在莫拉克颱風事件下為高風險地區(潛勢值 0.5)，且整個六龜區避難所也

處於高潛勢區域，故原定避難所無法進行避難，因此本研究依據水保局(2003)規劃避難路線原則劃設

路徑，因早期水保局劃設路線多以人工判釋及目視為主，其路徑規劃是以最短路徑概念為依據，因此

將保全戶至避難所的最短路徑視作水保局劃設之避難路線，與本研究所劃設最適宜避難路線做為比較，

其分析如下表所示： 

表 2 莫拉克颱風事件最適宜避難路線與水保局避難路線比較表 

編號 路線 總路長(km) 總時間

(mins) 

總潛勢

值 

崩塌地路

段 

1.最適宜避難路線

(藍) 

竹林（16、17鄰）- 天台

聖宮 

36.31 54.47 507.08 17 

2.水保局避難路線

(綠) 

竹林(16、17鄰)-天台聖宮 34.83 52.25 525.29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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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保全戶部分仍是選擇以竹林（16、17 鄰）為避難起點，而避難所部分因為六龜區避難所都處於

高潛勢地區，因此選定山下的避難所天台聖宮作為避難迄點，從圖 10可看出，最適宜避難路線(藍色)

所經過的崩塌地路段(紅色)較少，而水保局所劃設避難路線(綠色)經過的崩塌地路段(紅色)相較之下來

的多，而從表 2避難數據中，可得知兩條路徑所經過崩塌地的路段，在本研究提出最適宜避難路線(藍

色)所經過的崩塌地路段為 17處，而水保局劃設避難路線(綠色)經過的崩塌地路段為 83處，與前面海

棠颱風事件的路徑相同，代表水保局所劃設之路徑風險較高。 

 

圖 9 海棠颱風事件最適宜避難路線與水保局避難路線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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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莫拉克颱風事件最適宜避難路線與水保局避難路線比較圖 

 

五、結  論 

經由實證分析得知，在累積雨量達到一定程度累積時，會造成崩塌潛勢值升高，進而影響到道路

安全性導致高潛勢道路限制，避難路線會隨著道路崩塌潛勢值，透過累積雨量不同及高潛勢道路限制，

來達到動態最適避難路線。且比較水保局避難路線與本研究劃設最適避難路線，從結果得知最適避難

路線與水保局劃設避難路線較能避開崩塌災害，確保路徑安全性。 

後續研究部分因本研究目前只使用兩個因子進行路網風險分析，建議後續可針對安全性因子加入

其他災害風險計算，如土石流災害等，建立完善安全性評估。在路徑演算法上只使用 Dijkstra路徑演

算法進行避難路線分析，可建議使用不同的演算法來作分析比較，如遺傳基因演算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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