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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集水區單元建立土石流發生地點預測模式 

-以陳有蘭溪集水區為例 

吳東樽[1*]  莊永忠[2]
 

摘  要 足夠的土方、有效的河床坡度、充足的水量為土石流發生之三大要件，本研究將崩塌地及谷中埋積視為

土石流發生之材料源，以濁水溪之支流陳有蘭溪集水區為範圍，利用 SPOT-5 多時期衛星影像判釋出崩塌地及谷中

埋積位置，並以羅吉斯迴歸建立陳有蘭溪集水區內之崩塌潛勢資料庫，研究中將陳有蘭溪集水區以一級河為集水區

單元劃分出子集水區，根據集水區上游有無土石流材料源，集水區形態與颱風發生歷史判定其發生土石流之機率，

最後可建立出以集水區為單元之土石流發生地點預測模式，為未來土石流管理及預警之參考。 

關鍵詞：土石流、集水區單元、羅吉斯迴歸 

 

Mapping Debris Flow Hazard on Watershed Scale 
-The Example of Chenyulan Watershed 

Dong-Zun Wu[1*]  Yung-Chung Chuang[2] 

 

ABSTRACT Sufficient material, steep riverbed slope, and abundant water are three main elements to 

induce debris flow. This study took Chenyulan watershed as an example, defined valley waste filled and 

landslides as the source materials of debris flow by using SPOT-5 satellite image interpretation, and 

built the landslide database of Chenyulan watersh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is study divided 

first-order stream catchments as the basic unit, and determined the probability of debris flow 

occurrence of every basic unit according to the existence of source materials, the morphology, and the 

historic Chenyulan watershed Typhoons, then evaluated the model accuracy. This model would be very 

helpful for hazard mitigation and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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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面對現今地球極端氣候之影響，台灣災害發生頻率及影響逐年提升，遂許多專家學者對於土石流災害潛勢或其相關

之研究眾多，其中以降雨對於土石流災害影響研究為多。土石流係指泥、砂、礫及巨石等物質與雨水之混合物，受

重力作用所產生之流動體，沿坡面或溝渠由高出往低處流之現象，台灣土石流多在豪雨期間發生於山坡地或山谷中，

因土石流之發生包含了三個特性：(1)充足的水量；(2)足夠的土方；(3)有效的河床坡度，充足的水量通常源自於降

雨強度與累積雨量，而有效的河床坡度則因地而異，台灣地區之土石流多以河床坡度 10度、集水區面積 10公頃以

上地區較易於發生，足夠的土方所指的乃為河流上游河谷中堆積物的量，河流上游之堆積物來源除了地表土壤沖蝕

所殘留於河谷中外，其最主要之來源乃為河流流上游邊坡土石因崩塌或地滑而堆積於河谷中(吳銘志)。現今水土保

持局訂立出之土石流警戒基準值，則是利用中央氣象局之降雨資料，以有效累積雨量及降雨強度之成積降雨驅動指

標，以統計方式計算出同一群集之土石流降雨警戒基準值。綜上述，土石流發生之特性包含了動態的誘因與潛在的

環境因子，動態的誘因通常是指豪雨期間之降雨強度與累積雨量，而潛在環境因子則是指地域性及足夠的土石流材

料來源，本研究針對土石流材料來源區分為崩塌及谷中埋積。 

崩塌預測模式發展至今仍無法準確預測出崩塌地點，探索崩塌潛勢難以預測之原因，則可概分為三(吳俊鋐，2004)，

其一為引發崩塌發生之因子眾多且複雜，其二是崩塌現象資料難以蒐集，其三是預測模式是否具地域性。崩塌因子

依照 Koukis與 Ziourkas(1991)所提出可能引起山崩的因子可達 64個之多，其中可分為動態的誘因與潛在的環境因

子等，動態之誘因極為降雨及地震因子，潛在的環境因子則如：坡度、坡向、植生狀況等等；引發的因子很多，但

實際上將所有因子都考慮進去並不合適，選擇合適的因子是一個難題(賴韋廷，2009)。本研究參考張郁嘉(2012)碩

士論文，選出坡度、高程、地質，並加入坡向、曲率、斷層距、土地利用及事件累積雨量等因子。而崩塌資料因崩

塌地位處偏遠或是道路中斷導致人員難以第一時間進入調查之地點，而事後所調查到的資料已經跟真實發生時刻有

所差異，本研究運用遙測衛星影像取得相關時間崩塌之情況，輔助解決此問題，地域性問題則是因各地適合選用的

因子各不相同，所以難以定義出一套適用於全台各地的標準。 

統計分析法最常應用於廣域分析上，且不同時期之成果也易於歸納整合，因此常用於事件行崩塌潛勢分析。而統計

分析法中又以二變量分析和多變量分析為主，若因子間具有相依性時，二變量分析法對推估結果會造成不可預期之

影響，故又以多變量分析法最適合應用在崩塌潛勢分析上。多變量分析法中的羅吉斯迴歸分析過程可考慮加入不可

量化之類別因子，很早即被用於社會學等研究，但是直到最近幾年才廣泛用於崩塌研究的領域。本研究利用多變量

分析法中的羅吉斯迴歸分析法，藉由崩塌因子之萃取與篩選，建立陳有蘭溪集水區崩塌因子資料庫，並建立陳有蘭

溪集水區崩塌潛勢分析模式，並加入經衛星影像判釋出之谷中埋積位置，以一級河集水區單元劃分，根據集水區有

無土石流材料來源及颱風發生歷史判定其發生土石流之機率，最後可建立出以集水區為單元之土石流發生地點預測

模式，為未來土石流管理及預警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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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區概述 

陳有蘭溪流域位於南投縣信義鄉、水里鄉及鹿谷鄉境內，面積約為 452.07平方公里如圖 1，因位屬東亞之亞帶氣候

區，颱風季節中央山脈最長為暴雨迎風面；陳有蘭溪為濁水溪上游之最重要支流，陳有蘭溪流域之整體地形呈南高

北低，東高西低，概以為玉山為頂點，匯集玉山北坡面、阿里山脈東坡(和社溪)，郡大山西坡之水，向北方於水里

附近流入濁水溪，形成一直線狀縱谷地形，高差大(3000公尺以上)，坡降陡(6.75%)是陳有蘭溪河床特色(李錫堤，

1996)，陳有蘭溪河谷沖積扇發達及崩塌地多為另兩項地形上之特色(李錫堤，1996)。河谷沖積扇發達表示該河川沖

刷量大，且隱含地質變動快速的意義。陳有蘭溪的崩塌地主要有「向源侵蝕型」及「河岸侵蝕型」兩類，而崩塌地

發達是河川沖刷量大的另一項主要原因，同時也隱含地質變動頻繁導致山坡不穩定至意義。 

 

圖 1 陳有蘭溪研究範圍圖 

三、研究方法 

1.研究流程 

本研究將崩塌及谷中埋積視為土石流材料來源，經由多時期衛星影像判釋出崩塌地、谷中埋積及其他地貌等相關因

子，為求得崩塌潛勢預測將加入地貌、地形、地文、水文及降雨等因子，先一步製作出崩塌潛勢後加上經由衛星影

像判釋出之谷中埋積位置，形成土石流材料源，最後加上外部誘發條件降雨等因子，最後可得出土石流發生地點之

預測。 

2.二元分類 

羅吉斯迴歸模式很早即被用於社會學等研究，並且成為一種標準的統計工具，其回歸特性為其應變數是二元分類變

數〈即 1 或是 0〉，而自變數則可分為分類性變數或連續性變數。在本研究中經由閱讀了前人文獻，選定高程、坡度、

坡向、曲率、地層、斷層距、建物、道路及颱風事件累積雨量等九項因子。在這些因子中坡向、地質為分類性變數，

在本研究中，坡向分為 9 類、地質分為 11 類，而在分析過程中，這分類性變數給予因子之序列型數值純屬分類代碼，

並無任何數值上之意義，將其分類代碼帶入統計分析中必會對因子相依性造成一定程度之誤判，對此，本研究將針

對坡向及地質兩項分類性變數進行二元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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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羅吉斯迴歸分析 

羅吉斯迴歸模式(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為對數線性模式中的一種特殊形式(Feinberg, 1985; Agresti, 2002)，其

多變量模式係透過統計歸納方式獲得具有鑑別崩塌與非崩塌的經驗式，對於因子迴歸係數之決定亦具有相當程度之

鑑別優勢。 

當對數現行模式中的一個二元變數被當作應變數並定義為一系列自變數的函數時，對數線性模式就變成羅吉斯迴歸

模式。羅吉斯分佈(logistic distribution)為二元應變數分析中最常使用的分佈函數，其值域在 0 與 1 之間擁有 S 形

狀的曲線，此種曲線類似於一個隨機變數的累積分佈曲線。羅吉斯迴歸模式可表示成以下形式(Gregory and Joh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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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給定一系列自變數 kiii xxx ,...,, 21 值時的事件發生機率。在本研究中，

羅吉斯迴歸分析式可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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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y
代表著各網格單元羅吉斯函數值， kix

為各項山崩潛感因子值， k 為各因子之迴歸係數。將各網格單元的

羅吉斯函數值代入(1)式中計算出潛感值其中， iy
代表著各網格單元羅吉斯函數值， kix

為各項山崩潛感因子值， k

為各因子之迴歸係數。將各網格單元的羅吉斯函數值代入(1)式中計算出潛感值，本研究將潛感值分為五個等級：潛

感值 0~0.2 屬於低潛感區、0.2~0.4 屬於中低潛感區、0.4~0.6 屬於中潛感區、0.6~0.8 為中高潛感區及 0.8~0.9999

為高潛感區，依研究區內各網格之不同崩塌潛勢等級繪製崩塌潛勢圖。 

 

 

四、崩塌潛勢模型之建置 

1.基本資料蒐集 

(1) 5m  5m 網格數值地形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2) 1/50,000 地質圖(地調所) 

(3) 2009 年颱風季節後 FORMOSAT-2 衛星影像。 

(4) 中央氣象局颱風資料庫之降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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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崩塌潛勢因子處理 

本研究只考量到一般性的影響因子，且是以颱風事件所誘發之崩塌，因此不考慮如地震等其他方面的誘發因子，因

此本研究經過相關文獻回顧後，選定出了九項代表性之因子來做分析，分別為高程、坡度、坡向、曲率、地質、斷

層距、建物、道路及颱風事件累積降雨量，作為崩塌潛勢因子，並統一轉換至 10m  10m 網格大小，並將上述各影

響因子建置在資料庫中，以下針對其特性逕行詳述： 

(1)高程 

參考陳聯光等人文獻，全台崩塌地之特性 75%坐落 200 公尺至 2,000 公尺之間，尤以 600 公尺至 1,600 公尺間約占

全台崩塌地之 50%，本研究高程資料由 5m  5m 的數值地形模型求得，其資料格式為網格，並轉換至 10m  10m

網格，研究區域內高程分佈由 302 公尺至 3,948.6 公尺，完成的高程因子圖如圖 2。 

 

圖 2 陳有蘭溪集水區 DEM 數值高程圖 

2.坡度 

坡度為最直接影響邊坡力學的地形條件，坡度越陡，越容易發生崩塌，從力學的觀點來看，坡度越陡造成土層或是

岩層往下移動的作用力更大，本研究使用 10m  10m  網格數值地形資料計算坡度值，完成坡度因子圖如圖 3，並

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將坡度分為七級坡。 

 

圖 3 陳有蘭溪集水區坡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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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坡向 

坡向即坡面的傾向，某些特定之坡向常受到暴雨之侵襲而造成其坡面邊坡塊體容易有膠結不良或是高度風化的情況，

因此容易發生崩塌，坡向的計算方式亦採用 10m  10m 網格計算，完成的坡向因子圖如圖 4，而本研究參考詹勳

全等人(2012)將坡向因子視為類別變數，坡向分類標準整理如表 1，將坡向範圍分為 9 類。 

 

圖 4 陳有蘭溪集水區坡向圖 

表 1 坡向分類標準 

坡向分類 方位 坡向範圍(度) 

坡向 0 平坦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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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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質 

岩性的材料決定岩體的強弱程度，而在大範圍的研究區域中若欲蒐集全面性的岩石強度參數資料是很不容易的，故

在本研究中利用可反映岩性差異的地質資料做為岩性強度評估之參考，進行岩性資料萃取。依照不同的地層給予其

不同的縮寫如表 3，完成的地層因子如圖 5。 

 

圖 5 陳有蘭溪集水區地質圖 

表 2 地層分類表 

地層縮寫 地層名稱 

E1 十八重溪層 

E2 達見砂岩 

EO1 西村層、佳陽層 

EO2 四稜砂岩、眉溪砂岩、白冷層 

M2 南港層、石底層及其相當地層 

M3 南莊層及其相當地層 

MI 廬山層及其相當地層 

MP 桂竹林層及其相當地層 

Os 大桶山層、乾溝層、水長流層及其相當地層 

Q3 階地堆積 

Q4 沖積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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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斷層距 

斷層距（distance to fault）即任一點與現有斷層的距離，本研究利用地理資訊系統空間分析之距離計算功能計算各

網格與斷層之距離，如圖 6，進行探討斷層與崩塌產生之相關性。 

 

圖 6 陳有蘭溪集水區斷層距圖 

(6)颱風事件累積雨量 

本研究選取颱風事件方式為該次颱風有中央氣象局發布之陸上颱風警報為主，2009 年共有 4 次颱風事件，分別為蓮

花(LINFA)、莫拉菲(MOLAVE)、莫拉克(MORAKOT)、芭瑪(PARMA)。由於研究區內中央氣象局雨量站分布稀疏，

僅神木村、望鄉、和社、信義及新高口等五測站，進行雨量空間分布推求時易產生較大誤差，為增加與量空間分布

推估之精度，將鄰近研究區雨量站納入分析，採用神木村、鳳凰、文文社、望鄉、和社、信義、溪頭、大鞍、青雲、

龍神橋、集集、新高口、排雲及楠溪等 14 個雨量站之中央氣象局颱風資料庫之資料萃取颱風事件總雨量，以莫拉克

颱風事件為例，配合本研究選用的克利金法(kriging)法內插成 10m  10m 網格式資料，推估莫拉克颱風之總雨量

分布，研究區內莫拉克颱風總雨量分布由 743.745mm 至 2,119.68mm。 

根據雨量分布圖套疊崩塌地的結果發現，颱風之總雨量與崩塌地亦具有關聯性，總雨量增大的情況下，崩塌面積有

隨之增大的趨勢，且崩踏地分布亦較為密集如圖 7。 

 

圖 7 莫拉克雨量分布圖及崩塌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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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石流發生地點潛勢 

1.衛星影像判釋 

本研究使用 ERDAS Imagine 套裝軟體進行監督式分類判釋，經由判釋分類出崩塌及谷中埋積位置，由於分類過程中

崩塌裸漏地經常與谷中埋積混淆造成誤判，鑑此，本研究設定坡度 30%以上為崩塌，反之為谷中埋積。 

2.崩塌潛勢模式分析 

(1)因子資料正規化 

由於各因子的單位及值域分佈不盡相同，不同因子數值大小會使模式分析結果產生誤差，一般會對因子進行正規化

或標準化，但若因子有異常大或異常小的資料時，正規化後的資料會因異常值的關係過於集中某個區段，而影響分

析結果。為避免上述情況，本研究在進行分析時所選取的樣本資料，皆為正規化後的因子資料，雖然標準化後的值

域亦不盡相同，但集中於幾個標準差之內，可降低單位與值域對崩塌潛勢分析的影響。標準化公式如下： 

            Z =
𝑋𝑖−𝑋

𝜎
       (4) 

其中X 為平均值，σ為標準差。 

(2)模式分析成果 

本研究根據文獻篩選因子後進行正規化，將高程、坡向、坡度、曲率、地質、斷層距、建物、道路及事件總雨量等

因子，進行羅吉斯迴歸分析，可得到以下迴歸式： 

            P =
1

1+𝑒−λ         (5) 

λ = ∑ 𝑊𝑖𝐿𝑖
𝑚
𝑖=1 + ∑ 𝑊𝑚+𝑗

𝑛
𝑗=1 𝐷𝑗 + ∑ 𝑊𝑚+𝑛+𝑘

0
𝑘=1 𝐹𝑘 + 𝐶  (6)  

其中，P 為崩塌潛感值，(6)式中 L 代表不同之地質因子、D 代表不同之坡向因子、F 分別代表坡度、高程、曲率、

斷層距、建物、道路及事件總雨量因子，W 為迴歸式係數。經由羅吉斯迴歸分析得到各因子的權重係數，由結果中

可發現坡向 0(平坦坡)、坡向 2(東北向坡)、地質 MI(廬山層及其相當地層)等因子，與崩塌發生並無相關性，因此上述

因子並無選入模式中；而地質 E1、地質 Q3、地質 Os、地質 EO2、地質 M3、地質 M2、地質 MP、斷層距、曲率、

高程、等因子的迴歸係數為負值，這是由於上述因子與崩塌之間呈負相關，代表因子越大時會降低崩塌發生機率；

反之當迴歸係數越大，代表該因子越具重要性，本研究區域則以坡向 1(北向)、坡向 4(東南向坡)、坡向 5(南向坡)、

坡向 6(西南向坡)、坡向 7(西向坡)、坡向 8(西北向坡)、地質 E2、地質 EO1、地質 MI、坡度、建物、道路及事件總

雨量建立崩塌潛勢分析模式，針對研究區全區崩塌組網格及隨機抽樣出相同比數的崩塌組資料，一併作分析。得到

之羅吉斯迴歸分析多項式如下：  

λ = 0.405 × 道路 +  0.743 × 建物 +  0.457 × 西向坡 +  0.155 × 西南向坡 +  0.145 × 東南向坡 +  

 0.091 × 南向坡 +  0.392 × 西北向坡 +  0.197 × 北向坡 −  0.587 × 地質 E1 +  0.176 × 地質 E2 + 

 0.676 × 地質 EO1 −  0.244 × 地質 Q3 −  1.368 × 地質 Os −  1.112 × 地質 EO2 −  0.394 × 地質 M3 − 

 0.426 × 地質 M2 −  0.255 × 地質 MP −  0.064 × 斷層距 +  0.388 × 坡度 −  0.182 × 曲率 − 

 0.192 ×  高程 +  1.629 × 莫拉克颱風事件累積雨量 −  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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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將(7)式羅吉斯函數帶入(5)式中即可求得全區的山崩潛感值 P，此值代表該網格計算出的山崩潛感值，其

值域界於 0 到 1 之間，而羅吉斯迴歸一般以 0.5 做為崩與不崩的分界(cut off)，即潛感值若大於 0.5，

則表示預估為崩塌；反之，則表示預估為非崩塌，研究區完成的崩塌潛勢圖如圖 9。 

 

圖 8 陳有蘭溪集水區崩塌潛勢圖 

3.以集水區單元建立土石流發生地點預測模式 

本研究將陳有蘭溪集水區進一步劃分成一級河子集水區，希冀藉此提高土石流發生地點之預測，並加入上述所得土

石流材料源崩塌及谷中埋積位置，最後加入降雨事件雨量之門檻值，藉此得到一級河子集水區單元所劃分之土石流

發生地點。如圖 8。 

 

圖 9 土石流發生地點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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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高程、坡向、坡度、地質、斷層距、事件總雨量等因子進行崩塌因子萃取與篩選，建立客觀之崩塌潛勢分

析模式，經以此模式加入谷中埋積位置圖，求得發生土石流之材料來源，並將陳有蘭溪集水區以一級河單元劃設子

集水區，最後加入雨量資料，並產製出以集水區單元建立之土石流發生地點之模式預測圖。其本次研究成果可歸納

出以下結論：經由本研究潛勢因子二元分類法，得知於陳有蘭溪集水區除了平坦坡及東北向坡與崩塌因子產生無關

外，其餘坡向皆有可能發生崩塌產生土石流材料源，地質方面有地質 E2(達見砂岩與地質)、EO1(西村層、佳陽層)

與崩塌發生是有高度相關性。由於 2009 年度因莫拉克颱風事件降雨量趨於極端，使崩塌潛勢圖分布多被降雨因子權

重所放大。未來對於雨量資料採用可考慮捨棄極端事件降雨雨量資料，可使研究程過更趨於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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