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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脆弱性曲線在廣域崩塌評估之應用 

謝孟勳[1*] 雷祖強[2] 李秉乾[3] 林冠廷[4] 謝昂泰[5] 王子杰[5] 

摘  要 坡地崩塌具有相當複雜的不確定因素，導致其極難預測及評估。因此，機率化之廣域崩塌

評估技術是未來研究發展的趨勢。本研究以坡地脆弱性曲線表達特定降雨條件下可能引致坡地發生崩

塌之超越機率。研究中以陳有蘭溪為例，以辛樂克及莫拉克颱風事件中基於遙測影像判釋得到之崩塌

地變遷情形，基於斜坡單元作為流域集水區崩塌評估的基礎，以及利用「網格集群最大概似法」建立

坡地脆弱性曲線。考量地文分類（坡度及植生）建立不同雨量因子（小時降雨強度、有效前段降雨和

有效累積雨量）下之崩塌發生機率關係。最後，利用條件機率建立之崩塌脆弱性指標進行驗證。結果

顯示在廣域坡地崩塌之評估能力良好，可進一步應用於災害評估、脆弱性及風險模式相關研究之發展。 

關鍵詞：崩塌、坡地脆弱性曲線、斜坡單元、雨量因子。 

Application of Landslide Vulnerability Curves on the 
Regional Landslides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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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igger factors of landslide are quite complex and uncertain result in 

difficult prediction and assessment. Thus, probabilistic assessment models will been the 

future trend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Landslide vulnerability curves (LVC) expresses 

the probability of the slope reaching or exceeding landslide as a function of a specific 

rainfall measure. In the study, based on the geomorphological and vegetation condition 

factors and using the slope unit as the basis for watershed landslide assessment, LVC was 

developed using landslide data at the Chen-Yu-Lan Watershed in Taiwan during Typhoon 

Sinlaku and Morakot. The “Grid-based Clustering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 are used 

to construct LVC, different topographic factors (slope level and vegetation condition) are 

considered to construct landslide probability relationships with different rainfall indicates 

(rainfall intensity, preceding rainfall and cumulative rainfall). Finally, the LVC are verified 

by a “Landslide Vulnerability Index” of the study area base on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concep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LVC are a well regional assessment model for landslides 

assessment; and it can be apply in model of estimation, vulnerability and risk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landslides, landslide vulnerability curves, slope unit, rainfall i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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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台灣位處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經常性的地殼變動造成土質鬆軟且不穩定，若遭受颱風、豪雨的

侵襲，極易引起坡地災害的發生。尤其是近年來極端降雨事件頻繁發生，導致易致災之山坡地因降雨

引發不同程度的崩塌，若再加上連日豪大雨，甚至將誘發嚴重的土石流災害。2009 年 8 月的莫拉克

颱風，在台灣南部山區造成單日降雨超過 1,000 毫米的驚人雨量，所引發的崩塌與土石流造成 694

死亡，失蹤 81人，失聯 11人，並造成 254處道路中斷，50座橋樑中斷，整體農業災害損失高達新

台幣 164億餘元，為近年來造成生命財產損失最慘重之風災。單一颱風災害造成國家社會驚人的傷亡

損失，若可以在災害發生前更有效的掌握資訊，即時發佈警告資訊，必能有效的降低生命財產的損失。 

坡地崩塌事件的發生頻率通常隨著降雨的增加而提高。在 2009 年的莫拉克颱風中，超大豪雨即

引致全臺各地不同規模大小及範圍的崩塌事件，因而導致相當嚴重的災害損失。然而，由於坡地災害

發生的不確定因素相當複雜，使得廣域崩塌事件極難進行災前評估及警戒。在過去的研究中發現，坡

地崩塌可能受降雨、地形、地文、水文等因子影響，如何有效利用這些因子進行崩塌事件的災前警戒

有必要以全新的防災尺度思維來建立坡地崩塌發生與誘發因子間的關係。 

在地質學的領域上所謂山崩潛感分析主要分為定值法與機率法兩大類（李錫堤、黃健政，2005；

李錫堤，2009）。定值法是以極限平衡計算的無限邊坡分析方法為基礎，常被運用來預測及模擬地震

或豪雨誘發的山崩分布。統計法則是以統計多變量分析方法為主，須使用長時期的山崩目錄來做為機

率分析的基礎，用來預測某一再現期的山崩分布（例如，Varnes, 1984; Guzzetti et al., 1999; van 

Westen et al., 2006）。統計法假設坡地的水文歷程與降雨為輸入值，而發生崩塌則為輸出值。其須

藉由分析已發生崩塌區域各項影響因子組合，諸如過去崩塌歷史資料與降雨特性資料，以統計推論推

估山崩時之臨界降雨特性。其優點在於以真實資料進行分析較為詳實可靠，缺點在於需要大量之歷史

資料進行分析與可能性預測。 

災害事件機率分析（Probabilistic Hazard Event Analysis）已是目前天然災害風險管理相關研

究的趨勢，機率分析過程需要假設合理的機率模型與可靠的資料。然而對於高度複雜且關聯眾多因子

的坡地崩塌災害分析（Landslide Hazard Analysis）並不容易建構可含括所有因子的機率模型；因

此過去的研究多以多變量統計模式來進行，例如多元線性迴歸（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羅吉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判別分析（Discriminant Analysis）或不安定指數法

（Dangerous Value Method）（Mark and Ellen, 1995; 廖洪鈞等人，2001；胡婷雅，2002；

張弼超，2005；黃仕先，2008）等。這類分析方法目前仍多被歸類為崩塌潛感分析（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Analysis）（李錫堤，2009），其主要目的在於評估廣域之山坡地穩定及繪製山崩潛

感圖。然而，對於機率式坡地崩塌災害分析的實用進展目前仍是待努力的方向（李錫堤、黃健政，2005；

李錫堤，2009）。根本原因即在於坡地崩塌之影響因素眾多，尤其環境因子對崩塌行為之影響可能因

區域及條件而有相當大的變異，使得目前對於廣域崩塌預測及評估難有突破性之發展。主要原因在於

過去研究侷限於坡地災害事件掌握有限，長期觀測或調查資料亦不足；因此機率模式之發展侷限在線

性或單參數統計模式，即造成偏估的可能性增大。回顧既有之崩塌評估模式，目前應用之統計模式或

力學機制模式皆難以求出特定雨量因子（例如累積降雨量或最大小時降雨強度）下崩塌發生之門檻值

（吳俊鋐、陳樹群，2004），就防災觀點亦難以應用於災時之即時評估和廣域減災規劃用途。 

工程上脆弱性曲線（Vulnerability Curve）的概念最早被地震工程專家應用於描述地震中橋梁或

建築物之損害可能性評估（Ang and Tang, 1975；Rossetto and Elnashai, 2003; Rota et al., 2008; 

Shinozuka et al., 2000; 李秉乾等，2005），以地震災害的觀點而言常稱之為易損性曲線（Fragility 

Curve），例如建築物易損性曲線（Buildings Fragility Curves）。建築物易損性曲線表達了不同

類別的建築物在某一強地動因子下可能的破壞機率，並被廣泛地應用於地震早期災損評估及減災規劃

上（例如，葉錦勳，2003）。建立脆弱性曲線的方式可概分為專家判斷法、理論分析法（例如，非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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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靜力分析與地震反應動態分析）、經驗分析法及混合法（謝孟勳，2013）；其中經驗分析法即藉由

過去發生之災害事件資料，經由假定機率分布配合統計推論方法來決定模式之機率分布；例如損害機

率矩陣（Damage Probability Matrix）、常態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對數常態分布

（Lognormal Distribution）、貝他分布（Beta Distribution）等（Rossetto and Elnashai, 2003; 

Rota et al., 2008）。坡地脆弱性曲線（Landslide Vulnerability Curves, LVC）即是針對降雨引

致之不同類別坡地崩塌建立致災誘發因子對於崩塌事件發生的機率關係，可表示為特定降雨條件下坡

地對於降雨可能引致崩塌發生之超越機率（Exceeding Probability of Landslide）。對於廣域崩塌

評估即可依據不同之地文分類及驅動力指標建立不同類別之坡地脆弱性曲線，可用來進行坡地分類之

地文因子例如坡度、地質、植生等，而引致崩塌之驅動力指標則可採用常見之雨量因子，例如小時降

雨強度、前段降雨、有效累積降雨等。 

本研究之目的，即引入脆弱性曲線的概念，利用過去颱風、豪雨事件之災害資料以「網格集群最

大概似法（Grid-based Clustering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 GC-MLE）」（謝孟勳，2013）

發展坡地脆弱性曲線（Landslide Vulnerability Curves）。研究中蒐集莫拉克及辛勒克颱風事件前

後所得到陳有蘭溪流域之衛星影像進行崩塌地判識，並建立二場事件之新增崩塌地資料庫；再藉由推

估不同降雨因子之分布資訊建立其與崩塌發生機率之關係，採用之因子包括小時降雨強度、前段降雨

和有效累積雨量。最後，以坡地脆弱性曲線建立基於條件機率之崩塌脆弱性指標發展廣域坡度脆弱性

評估模式，並利用辛樂克事件中陳有蘭溪流域之崩塌資料進行驗證。研究成果將有助於臺灣山坡地集

水區流域之災害評估、脆弱性及風險模式相關研究之發展，並可廣泛作為坡地規劃、防救災規劃、國

土利用、水土保持與集水區治理等之參考。 

二、研究方法 

1. 坡地脆弱性曲線 

脆弱性曲線係表達崩塌發生之隨機變數 x之分布函數 ( )F x 模型，基於假定（或觀察）的自然界災

害發生分布模式，通常採用對數常態分布（Lognormal Distribution）以表示發生之頻率分布（Hsieh 

et al., 2013）。所謂隨機變數即為雨量因子的機率分配數學方程式，而此機率分配數學方程式由中位

數μ及對數標準差σ決定，常稱之為雙估計參數。此雙估計參數之機率分配數學方程式即為坡地隨雨

量因子變化而引致崩塌發生之機率密度函數，其累積分布即為坡地脆弱度曲線。對數常態累積分布函

數之解析式 ( )F x 可表示為： 

1 1 ln( / )
( ; , )

2 2 2

x
F x erf


 



 
   

 
                                                     (1) 

上式中，erf為高斯誤差函數。若已知雨量因子 x，藉由雙估計參數中位數和對數標準差即可得該雨量

因子值所對應之崩塌機率。式(1)之中位數和對數標準差可藉由參數估計（Parameter Estimation）

決定，例如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最小平方法（Least Square 

Estimation）等。本研究以「網格集群最大概似法」進行求解，此方法結合網格分析及集群分析進行

概似函數之求解，能夠藉由廣域型災害資料發展坡地脆弱度曲線，說明如下。 

最大概似估計法之原理是使觀測的樣本發生機率為最大以評估機率分布函數的估計參數。所謂樣

本發生機率即概似函數（L: Likelihood Function），係可觀察的隨機變量之聯合機率密度函數（Joint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MLE將具隨機特性的每次事件發生（樣本）的概似值（Likelihood 

Value）皆納入分析之中，進而得到事件發生與否的概似函數。以MLE評估對數常態累積分布之雙估

計參數可依致災資料（Vulnerability Data）之事件分布型態建立其概似函數。例如 Shinozuka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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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003）以 Bernulli分布建立橋梁（非廣域資料）受地震導致損害之概似函數。對於廣域型

崩塌資料，因其資料型態的不一致性及隨機特性，集群分析（Clustering Analysis）則必須被用來得

到所謂一致性之致災資料。致災資料一般係三部分資訊所組成，包括「「致災分級」、「致災與否」

及「致災力」（Trigger Force），而所謂一致性即包含空間影響及權重大小的一致性（Hsieh et al., 

2013）。對於這類一致性的致災資料可透過網格分析結合集群分析來達到並得以進行 MLE，此即網

格集群最大概似法的主要原理。以機率的觀點進一步解釋，坡地脆弱性曲線即描述具一致性之統計母

體，在特定的致災力下，發生某等級崩塌之可能性及不發生該等級崩塌的可能性。 

本研究對於坡地崩塌事件，以二項分布建立坡地受降雨引致崩塌與否之概似函數。二項分布表達

在致災因子作用下坡地發生崩塌可能性及不發生崩塌可能性的二元模式，且每次事件皆是獨立且互斥

的。因此，所有的坡地崩塌資料可利用網格集群分析得到 K個致災資料，而此致災資料被兩個元素所

定義，即崩塌地與非崩塌地，其概似函數即可表示為： 

     
1

, 1
k k

K
x X x

kk

X
L F F

x
 





 
  

 
                                                      (2) 

上式中，K 為致災資料數量；X 為每筆致災資料的坡地總面積，xk為第 k 個集群資料之崩塌面積。式

(2)中，二項函式分別代表發生崩塌（左項）與不發生崩塌（右項）之崩塌分布函數與出現頻率。因此，

對於坡地脆弱性曲線之中位數和對數標準差，MLE 即為估計式(2)概似函數之最大值。一般可藉由求

取對數之一階偏導函數求解其雙估計參數，形成聯立方程組表示如下： 

   ln , ln ,
0

L L   

 

 
 

 
                                                        (3) 

式(3)中，式(2)之二項係數
k

X

x

 
 
 

在導函數的求解中會被自動地刪除而不影響結果。最終導出之結果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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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ln( / )k x                                                                  (5) 

式(4)中，Rk為第 k個集群資料之崩塌率（或崩塌百分比），表示致災資料發生崩塌可能性及不發生崩

塌可能性的比率。若每個集群中坡地受降雨引致崩塌之致災資料可以得到，包含集群之雨量因子和崩

塌率，則坡地脆弱性曲線之中位數μ及對數標準差σ即可求取其數值解（Numerical Solutions）。

前述之理論分析本研究以 Fortran 95 語法撰寫數值分析程式以求解非線性聯立方程。另一方面，對

於致災資料之崩塌及雨量因子則需藉由影像判識、空間資料分析、網格分析及資料庫處理程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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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雨量因子 

坡地脆弱性曲線對於坡地崩塌致災力，係定義為特定降雨條件下崩塌發生之可能性。因此，本研

究考量蒐集資料之可用性及可靠性選取雨量因子之三種物理量，包括小時降雨強度 I，前段降雨 R0及

有效累積雨量 R。然而這三類指標所假想之物理現象皆不同，如圖 1 所示，研究者通常假定崩塌與降

雨事件中的某個物理因子相關，以最大小時降雨強度描述崩塌事件即是假想崩塌發生在最大小時降雨

強度時，並以最大小時降雨強度作為決定崩塌是否發生之依據。以前段降雨描述崩塌事件則是考量最

大小時降雨前之累積雨量仍對崩塌事件有所貢獻，因此累加最大小時降雨前之雨量做為決定崩塌是否

發生之依據。而以有效累積雨量描述崩塌事件則是假定整場降雨累積之雨量皆對崩塌事件有所貢獻，

其中也意味降雨延時的影響（如一場平均而長延時的降雨）。根據定義之雨場分割事件，這些物理量

可基於雨量站資料利用距離權重反比法（Inverse Distance Weighing, IDW）推估未知位址之雨量

值。利用雨量因子空間分布推估結果與建置之崩塌災害資料庫，將可發展不同雨量因子之坡地脆弱性

曲線。 

 
※本研究雨場分割定義，係以時雨量大於4mm處視為有效降雨開始，以時雨量連續6小時均小於4mm

處視為有效降雨結束。有效降雨開始至降雨結束區間，即有效連續降雨事件（詹錢登與李明熹，2004） 

圖1. 本研究採用之不同雨量因子之意涵 

Fig1. Definitions of different rainfall factors used in the study. 

3. 坡地單元 

在臺灣目前的災害管理三級體系中，坡地災害之警戒是以村里為發佈對象。因此坡地崩塌評估模

式之建立必須考量政府部門於災害管理上的需求。目前對於廣域崩塌評估模式的基本單元可分為網格

單元及斜坡單元（Slope Unit），此二種方法各有其優缺點。網格單元係將分析區域切分成較小網格

再進行統計推估（吳上煜等人，2012），其優點是符合統計的權重一致性，缺點是無法考慮地形邊界

效應而導致統計上的偏估。網格單元對於整體坡地狀況（如一個邊坡）掌握度亦不佳，較難以描述斜

坡的力學與物理機制。斜坡單元則係先將分析區域之坡地劃分出來，考量單一坡地致災可能性之後剔

除不適用區域再進行統計迴歸（朱晃葵等人，2012）。斜坡單元基本上有兩種不同的定義：一是指斜

坡縱斷面上變坡點（Slope Break）分割的最小單元，另一是指侵蝕基準以上的整個斜坡系統（Jackson, 

1997）。Xie et al.（2004）將斜坡單元視為斜坡的一部分或是集水區的左、右部分。以地形觀點而言，

斜坡單元係被集水區中山脊線（分水嶺）和山谷線（溪流線）所劃分，如圖 2 所示。圖中顯示編號 1

之集水區係藉由數值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之集水區分析得到，編號 2和編號

 

前段降雨

最大小時降雨

有效累積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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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之集水區則係利用反轉之 DEM得到。因此，一個集水區即被區分為左右兩個斜坡單元。 

斜坡單元的優點是對於地形邊界掌握度較佳，但由於斜坡單元面積大小不一致將可能造成統計模

式的不適用性。本研究結合網格單元及斜坡單元（第二種定義）的優點應用於發展坡地脆弱性曲線，

基於衛星影像判識之網格以斜坡單元進行篩選以確立坡地單元採用之範圍（即僅考慮崩塌事件發生在

斜坡單元）。這個方法可建立以斜坡單元為基礎的崩塌事件，對於未曾發生崩塌事件之斜坡單元及其

網格，即不納入網格集群最大概似法的分析之中，亦有助於建立合理可靠的坡地脆弱性曲線。 

 

圖2. 使用地理資訊系統水文及地形工具所得之斜坡單元（Xie et al., 2004） 

Fig2. Slope unit derived using a GIS-based hydrological and modeling tool.（Xie et al., 2004） 

4. 坡地分類 

坡地是否發生崩塌與其地文特性高度相關，對於不同坡地分類分別建立不同之崩塌脆弱性曲線，

將可瞭解不同地文特性下之崩塌差異。本研究根據所建立之崩塌資料庫，選取「坡度」及「植生」因

子作為分類依據。在坡度方面，採用之範圍包括「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2012）所定義之 3－6 級坡（1、2 和 7 級坡因其在研究區域之崩塌樣本過少而不採用）。在植生方

面則分成 NDVI1（植生佳）及 NDVI0（植生差）。共可組合成 8類之地文環境因子，如表 1所示。 

表1. 本研究採用之坡度、植生及其分類代號 

Table1. The code of slope classification and its levels of hillside slope and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 in the study. 

坡地 植生 分類代號 坡地 植生 分類代號 

3 級坡（15%＜S≦30%） 
NDVI1 S3N1 

5 級坡（40%＜S≦55%） 
NDVI1 S5N1 

NDVI0 S3N0 NDVI0 S5N0 

4 級坡（30%＜S≦40%） 
NDVI1 S4N1 

6 級坡（55%＜S≦100%） 
NDVI1 S6N1 

NDVI0 S4N0 NDVI0 S6N0 

5. 分析流程 

坡地脆弱性曲線分析流程如圖 3所示，除前述之分析理論外，針對蒐集調查之雨量資料、衛星影

像、地文環境等資料，尚須進行雨量推估、崩塌地判識、植生判識等分析。對於建置之網格式崩塌災

害資料庫，除需進行斜坡單元分析，尚須進行土地利用篩選去除已受相當開發之區域，如此方能得到



社團法人中華水土保持學會 102 年度年會─大會手冊暨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7 

 

可靠之崩塌致災資料進行網格集群最大概似法分析坡地脆弱性曲線。最後，本研究利用條件機率進行

陳有蘭溪流域之崩塌資料驗證，發展崩塌脆弱性指標推估實際崩塌面積，將於第四節說明。 

 

圖3. 坡地脆弱性曲線分析程序 

Fig3. The process of landslide vulnerability curves analysis 

三、研究材料概述 

1. 實證區介紹 

陳有蘭溪流域係位於臺灣南投縣的重要河川，為濁水溪最長的支流，全長約 42.4 公里。陳有蘭

溪流域地勢高峻而坡陡流急、地質條件不良且地層構造多崩塌，平均河床坡度高達 6.1%。每當梅雨

季及颱風暴雨不但降雨強度大，總雨量亦十分驚人，因此歷經多次災害皆為颱風所夾帶大量降雨所導

集水區基本資料蒐集

坡地分類
(坡度、植生)

影像判釋
(崩塌、植生)

建立坡地脆弱性曲線

網格式
崩塌災害資料庫

雨場分析
(I、R0、R)

崩塌致災資料

環境資料水文資料 影像資料地文資料

網格集群最大概似分析

斜坡單元分析

土地利用篩選

崩塌脆弱性指標驗證

結論與建議

條件機率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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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本研究蒐集本流域向量式之地文、水文、集水區等資料，並以 2008 年辛樂克颱風、2009 年莫

拉克颱風為對象，蒐集本區中央氣象局發佈之鄰近雨量站資料，作為本研究材料之基礎。 

 

圖4. 陳有蘭溪流域示意圖 

Fig4. The study area of Chen-Yu-Lan Stream. 

為評估辛樂克颱風及莫拉克颱風發生前後的崩塌地變遷及植生資訊，本研究蒐集陳有蘭溪流域多

時期之 SPOT5衛星影像資料（如圖 5），為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提供，像元大小為 12.5m × 

12.5m。DEM為農委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製作，解析度為 40m × 40m矩形網格結構，研究中

坡度資訊即藉由 DEM使用地理資訊系統軟體計算而得。 

   
(a) 2008 年 2 月 21 日 (b) 2008 年 11 月 28 日 (b) 2009 年 12 月 2 日 

圖5. 不同時期之陳有蘭溪衛星影像 

Fig5. The original SPOT image with different periods at Chen-Yu-Lan Stream. 

2. 影像判釋崩塌地、斜坡單元與資料庫建置 

崩塌地之變遷狀況，可藉由前後時期衛星影像判識崩塌地之分布狀況而獲得。崩塌地一般可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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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生復育之影響分為四類，包括「舊有崩塌擴大」、「新生崩塌」、「新增崩塌」與「崩塌復育」（賴

志強，2007；陳俞旭、2008）。本研究以集合之觀念將崩塌地前後期之交集部分視為舊有崩塌，前

者補集以及前者差集舊有崩塌之部分為崩塌復育，後者差集舊有崩塌之部分為舊有崩塌擴大，後者之

補集為新生崩塌。然而，舊有崩塌擴大也可能有內部加深之情形，但此情形無法以衛星影像判識獲得

相關資訊，因此本研究中不予探討。本研究針對辛樂克及莫拉克颱風事件之新增崩塌地分析結果如圖

6 所示，圖 6(a)之新增崩塌地為 570.71ha，新增崩塌比率達 15.69%；圖 6(b)之新增崩塌地為

1,493.15ha，新增崩塌比率達 36.99%。完成之新增崩塌地中尚須扣除土地利用資料中已經人為開發

之區域，以得到較可靠之颱風事件崩塌資訊。最後，網格式崩塌災害資料庫即可建置完成。 

  

(a) 辛樂克颱風事件新增崩塌地 (b)莫拉克颱風事件新增崩塌地 

圖6. 陳有蘭溪流域二颱風事件之新增崩塌地判識範圍 

Fig6. The slope of new landslide area under Typhoon Sinlaku and Typhoon Morakot at 

Chen-Yu-Lan Stream. 

在斜坡單元方面，本研究使用地理資訊系統軟體 Arc GIS 10.0之水文及地形工具進行斜坡單元

分析。藉由 DEM 分析得到之集水區，多邊形的輪廓線就是山脊線；而山谷線則使用反轉之 DEM 資

料，藉由 DEM網格分析互換其高低值，原山谷線即能反轉為山脊線，同樣地亦可得到反轉之山谷線。

陳有蘭溪流域之斜坡單元分析結果如圖 7所示，經分析共計 7,374個斜坡單元；而未曾發生崩塌事件

之斜坡單元共計 3,322個，因此納入網格集群最大概似法之分析單元共計 4,052個斜坡單元。 

4

0 5,000 10,0002,500
Meters

4

0 5,000 10,0002,500
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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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陳有蘭溪流域之斜坡單元分析結果 

Fig7. The results of slope unit analysis at Chen-Yu-Lan Stream. 

3. 降雨分布推估 

在降雨分布推估方面，首先由蒐集陳有蘭溪流域鄰近之中央氣象局雨量測站共計 12 站進行空間

資料推估。根據本研究定義之雨場分割，計算各雨量站點之三種雨量因子，包括小時降雨強度 I，前段

降雨 R0 及有效累積雨量 R。推估之結果係利用 Arc GIS 10.0 之空間分析工具，以距離權重反比法

（Inverse Distance Weighing，IDW）進行全域之降雨空間推估。辛樂克和莫拉克颱風事件事件之

三雨量因子分布推估結果分別如圖 8 和圖 9 所示。對於小時降雨強度，辛樂克介於 33mm－62mm

之間；莫拉克介於於 44mm－116mm之間。對於前段降雨，辛樂克介於 210mm－899mm之間；

莫拉克介於於 159mm－1,376mm之間。對於有效累積雨量，辛樂克介於 356mm－1,452 mm之

間；莫拉克介於於 329mm－2,139mm 之間。推估結果發現，兩場颱風事件有不同的雨量大小和空

間分布。針對兩者不同致災力評估雨量與坡地崩塌之關係，將可反映不同的時空特徵與差異。 

   

(a) 降雨強度 I (b) 前段降雨 R0 (c) 有效累積雨量 R 

圖8. 辛樂克颱風三雨量因子分布推估 

Fig8. Rainfall distributions estimation of three factors for Typhoon Sinla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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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降雨強度 I (b) 前段降雨 R0 (c) 有效累積雨量 R 

圖9. 莫拉克颱風三雨量因子分布推估 

Fig9. Rainfall distributions estimation of three factors for Typhoon Morakot. 

四、分析結果與討論 

根據前節所述之坡地崩塌事件與雨量因子推估結果，即可以網格集群分析進行致災資料評估。本

研究分析辛樂克及莫拉克颱風事件之崩塌致災資料，並以網格集群最大概似法建立不同坡地分類之坡

地脆弱性曲線。研究中各類坡地脆弱性曲線皆取二十筆致災資料作為分析依據，並依據前節所述不同

之坡地分類，可分別根據三種雨量因子建立坡地脆弱性曲線，各類坡地脆弱性曲線之雙估計參數如表

2所示。此外，為比較斜坡單元之必要性，本研究將坡地脆弱性曲線分為「網格式」及「網格斜坡式」，

前者即不考慮斜坡單元之分析方法，後者即為本研究之方法。以下分述之。 

表2. 本研究之坡地脆弱性曲線雙估計參數 

Table2. The two parameters of landslide vulnerability curves in the study 

 

I R0 R 

μ(mm) σ μ(mm) σ μ(mm) σ 

S3N0 2,591 1.56 163,082 2.22 219,175 2.12 

S3N1 3,286 1.66 191,917 2.30 304,867 2.28 

S4N0 2,651 1.59 118,949 2.14 178,662 2.09 

S4N1 2,966 1.60 197,978 2.29 329,914 2.29 

S5N0 961 1.19 28,370 1.57 37,973 1.48 

S5N1 1,455 1.34 75,447 1.95 115,851 1.92 

S6N0 662 1.04 17,483 1.37 22,738 1.27 

S6N1 861 1.09 33,937 1.57 39,970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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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級坡（NDVI=0） (b) 3級坡（NDVI=1） (c) 4級坡（NDVI=0） 

   
(d) 4級坡（NDVI=1） (e) 5級坡（NDVI=0） (f) 5級坡（NDVI=1） 

  

※網格式雙估計參數分析結果

資料來源：林冠廷（2013） 

(g) 6級坡（NDVI=0） (h) 6級坡（NDVI=1）  

圖10. 最大小時降雨強度 I 下不同坡地分類之脆弱性曲線 

Fig10. The landslide vulnerability curves of different slope and vegetation typologies under 

maximum rainfall intensities (I). 

1. 雨量因子 I 之坡地脆弱性曲線 

以最大小時降雨強度為致災因子之坡地脆弱性曲線分析結果如圖 10所示。各類坡地之脆弱性以 5

級和 6級坡較高，3級和 4級坡較低且差亦不大。植生之好壞影響甚大，植生狀況理想之環境將有助

於降低崩塌機率。網格式和網格斜坡式之分析結果有所差異，後者之脆弱性較前者為大，尤其是 5級

和 6 級坡；此係由於未發生崩塌之斜坡單元未納入分析的因素。由於統計資料存有必然的信賴區間，

過低的脆弱性曲線在實際應用上並不合理。圖 10之結果也表示網格斜坡式較為保守和可靠。 

2. 雨量因子 R0之坡地脆弱性曲線 

以前段降雨為致災因子之坡地脆弱性曲線分析結果如圖 11所示。各類坡地之脆弱性亦以 5級和 6

級坡較高，3 級和 4 級坡較低且差亦不大。以前段降雨為致災因子也顯示出植生之好壞影響甚大，植

生狀況理想之環境將有助於降低崩塌機率。網格式和網格斜坡式之分析結果與前節相同，後者之脆弱

性較前者為大，各類坡地有相當之差異。唯 3級和 4級坡相較最大小時降雨因子較不明顯。圖 11之

結果也表示網格斜坡式較為保守和可靠。 

   
(a) 3級坡（NDVI=0） (b) 3級坡（NDVI=1） (c) 4級坡（NDVI=0） 



社團法人中華水土保持學會 102 年度年會─大會手冊暨研討會論文摘要集 13 

 

   
(d) 4級坡（NDVI=1） (e) 5級坡（NDVI=0） (f) 5級坡（NDVI=1） 

  

※網格式雙估計參數分析結果

資料來源：林冠廷（2013） 

(g) 6級坡（NDVI=0） (h) 6級坡（NDVI=1）  

圖11. 前段降雨 R0下不同坡地分類之脆弱性曲線 

Fig11. The landslide vulnerability curves of different slope and vegetation typologies under 

preceding cumulative rainfall (R0). 

3. 雨量因子 R 之坡地脆弱性曲線 

以有效累積雨量為致災因子之坡地脆弱性曲線分析結果如圖 12 所示。各類坡地之脆弱性以 5 級

和 6級坡植生差之坡地較高，3級和 4級坡很小且差異不大。明顯不同的是對於植生佳的環境，各級

坡之脆弱性曲線差異不大。這也顯示出植生之好壞對於坡地崩塌之影響甚大，植生狀況理想之環境將

有助於降低崩塌機率。植生狀況差的環境則隨著坡度越陡，坡地脆弱性曲線越高，越易於發生崩塌。

網格式和網格斜坡式之分析結果與前節相同，後者之脆弱性較前者為大，各類坡地有差異。 

   
(a) 3級坡（NDVI=0） (b) 3級坡（NDVI=1） (c) 4級坡（NDVI=0） 

   
(d) 4級坡（NDVI=1） (e) 5級坡（NDVI=0） (f) 5級坡（NDV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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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格式雙估計參數分析結果

資料來源林冠廷（2013） 

(g) 6級坡（NDVI=0） (h) 6級坡（NDVI=1）  

圖12. 有效累積降雨量 R 下不同坡地分類之脆弱性曲線 

Fig12. The landslide vulnerability curves of different slope and vegetation typologies under 

effective cumulative rainfall (R). 

4. 坡地脆弱性曲線應用於集水區崩塌面積推估 

本研究所發展之坡地脆弱性曲線係基於單一致災因子之機率理論所建立。本研究範圍中雖定義降

雨是引致崩塌的主要原因，然而實際崩塌之致災成因係多種因素所構成，非僅能依據單一指標來評估，

例如雨量多寡、降雨延時、崩塌發生時機等。因此，對於應用坡地脆弱性曲線進行崩塌評估，本研究

提出以條件機率進行實際之崩塌評估，同時考量最大小時降雨、前段降雨和有效累積雨量對於引致坡

地崩塌之可能性（機率）發展崩塌脆弱性指標（Landslide Vulnerability Index; LVI），如下式： 

0

0 0 0 0

LVI ( )
( ) ( ) ( ) ( ) ( ) ( ) ( )

P I R R
P I P R P R P I R P R R P R I P I R R


      

                 (6) 

上式中， ( )P 為假定各變量為獨立條件下，變量及其條件之機率。LVI 之涵義即為以條件機率的概念

同時考量短期降雨（最大小時降雨）、長期降雨（前段降雨和有效累積雨量）對於崩塌影響的可能性。 

本研究以辛樂克颱風事件中陳有蘭溪流域之崩塌事件作為分析對象，評估方式分為子集水區崩塌

面積和實證區總崩塌面積。採用網格分析的方式將辛樂克事件雨量下利用脆弱度曲線所評估之 LVI值

乘以網格面積（40m × 40m）並予以加總，即可推估各子集水區之崩塌面積和實證區總崩塌面積。

此外，本研究設定網格崩塌面積門檻值為 50m2（0.005ha）才視為發生崩塌，原因在於篩除輕微降

雨即引致崩塌的不合理情形。評估結果如圖 13 所示，各子集水區之崩塌面積雖有不一之差異，但對

於各子集水區之崩塌評估已大致能掌握其趨勢。反觀實證區總崩塌面積，推估之崩塌面積與實際之崩

塌面積分別為 512.07ha和 512.00ha，幾乎能夠準確地掌握流域之總崩塌面積，此即顯示坡地脆弱

性曲線在廣域坡地崩塌之評估能力良好，適合應用於流域集水區之整體災害評估。 

 

圖13. 以崩塌脆弱指標推估各子集水區之新增崩塌面積 

Fig13. Estimated landslide Area of sub-watershed using landslide vulnerability index (L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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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網格集群最大概似法發展坡地脆弱性曲線，可有效分析坡地可能的脆弱程度和致災因子

之影響。網格斜坡法相較網格法更能得到合理和可靠之坡地脆弱性曲線，顯示斜坡單元應用於坡地脆

弱性曲線有其必要性，亦有助於未來坡地脆弱性曲線在坡地管理單元之應用。此外，藉由坡地脆弱度

曲線之分析發現，不同分類之坡地具有與其地文特性相依之崩塌脆弱性，與坡度和植生因子高度相關。

植生之好壞明顯造成崩塌脆弱性不同，此一結果顯示水土保持及復育工作的重要性。最後，本研究發

展之坡地脆弱性曲線，可適切描述降雨引致坡地崩塌發生之超越機率。研究成果將有助於臺灣山坡地

集水區流域之災害評估、脆弱性及風險模式相關研究之發展，並可廣泛作為坡地評估、防救災規劃、

國土利用、水土保持與集水區治理等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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