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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複合型流量歷線探討臺灣集水區長期水文反應特性之研

究 

陳信宇 葉信富* 

摘  要 評估水文反應特性能幫助瞭解集水區行為，瞭解長時間非降雨期間的情況下，河川

維持流量的能力。過去探討水文反應特性的指標以基流指數為主，然而將總流量分成快速流與

基流兩個組成的觀點，對於降雨轉換至逕流的反應時間涵蓋廣泛的真實情形過於簡化，因此本

研究進一步將總流量分成快速逕流、中間逕流、慢速逕流以及旱季流等四個分量。其中，本研

究評估基流由中間逕流、慢速逕流與旱季流組成，而影響流量組成的主因是降雨強度與平均高

程。區域特性上，臺灣南部地區旱季流佔比，相較於其他地區低，僅有 5%，原因是南部地區

降雨強度明顯高於其它地區，而中部地區流量組成的變異性最大的原因是集水區平均高程具有

較大的變異性。 

關鍵詞：流量歷線、基流、降雨—逕流、臺灣集水區。 

Assessing Long-term Hydrologic Response of River 

Catchments Using Multiple-components Hydrograph in 

Taiwan 

Hsin-Yu Chen  Hsin-Fu Yeh* 

ABSTRACT The assessment of hydrologic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is helpful in understanding 

catchment behavior in Taiwan and evaluating the ability of rivers to maintain streamflow without rain 

for a long time. Many studies use the baseflow index (BFI) to investigate hydrologic response char-

acteristics. However, the idea of dividing the streamflow into two components, quick flow and 

baseflow, is oversimplified for the real scenarios. Therefore, the study further separates the stream-

flow into four components, including fast-runoff, intermediate-interflow, slow-runoff and dry weather 

flow, and uses the ratio of each component to streamflow as an indicator of hydrologic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The baseflow is composed of intermediate-interflow, slow-runoff, and dry weather 

flow. Analysis results suggest that rainfall intensity and average elevation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

fecting the composition of streamflow. In terms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proportion of dry 

weather flow in southern Taiwan is particularly low compared to the other regions at only 5%. The 

streamflow in southern Taiwan is mainly composed of fast-runoff due to the rainfall intensity in 

southern Taiwan being higher than the other region. The largest variability of streamflow composition 

is in central Taiwan, because of the larger variability of average catchment elevation. 

Key Words : Hydrograph, Baseflow, Rainfall—Runoff, Catchments in Taiwan.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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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水文反應(hydrologic response)為描述集水區內開始降雨後，河川流量增加的反應速度(Pike et al. 2010)，也代表

水分在集水區內的平均移動行為。由於降雨輸入轉換至河川流量輸出的過程會受到降雨延時、降雨強度、降雨總

量、蒸發散、土壤性質、地形、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蓋型態等因素影響，因此影響水分在集水區移動的氣候因子與

地文因子共同控制了集水區的水文反應特性(Gnann et al. 2021)。評估集水區水文反應特性可以進一步瞭解集水區

行為與功能、流量生成的機制以及得到更真實的水文模型參數值(McMillan 2020; Sawicz et al. 2011)，以更精準預

測洪水與乾旱等水文極端狀況，分析河川水流相關的議題，對於水資源的管理與控管災害風險有很大的幫助。 

流量歷線(Hydrograph)呈現集水區內降雨、水分的儲存以及水分移動等水文過程在時間上的變化，同時也是氣

候因子與地文因子作用下的綜合單一結果(Chow et al. 1988)，因此流量歷線透露許多關於水文反應的訊息，例如：

集流時間、從降雨發生到流量產生的時間差(Cristiano et al. 2017)等。此外，量化長期水文反應特性的指標大致可

分成描述高流量、低流量以及平均流量等三個種類的指標，描述高流量水文反應特性指標，例如 Q10/Q50與 Q1/Q50，

描述低流量水文反應特性指標則有消退特性與基流指數(Baseflow Index, BFI)，描述平均流量行為的水文反應特

性，則包括流量對降雨的彈性係數與逕流係數(Gnann et al. 2021; Sawicz et al. 2011; Yadav et al. 2007)。 

由於準確估計基流與基流指數(BFI)對於評估集水區乾季時的缺水情況與瞭解集水區水文反應特性都有相當

大的幫助，因此許多研究針對流量組成有著進一步的探討。流量歷線一般來說會分成快速流(quick flow)和基流

(baseflow)兩個組成(Linsley et al. 1982)，而評估流量歷線組成的方法主要可以分成以示蹤劑法(Gonzales et al. 2009)

與使用流量資料的水文法(Curtis et al. 2020)。示蹤劑法利用環境同位素、氘、氚、18O、礦物中的硫酸根、碳酸根

以及溫度與導電度估計水份停留於集水區內的滯留時間與在地下流動的基流，利用示蹤劑法可以提供較為精確的

資訊，但受限於需要長時間蒐集樣品與分析，示蹤劑資料記錄時長通常也不及流量資料，考慮操作花費等因素下，

示蹤劑法不容易應用在大量的集水區，因此只需要流量資料的水文法顯得較為方便。水文法將流量資料視為訊號，

基於基流反應時間較長的假設來分解流量歷線(Pelletier and Andréassian 2020)。水文法包含圖解法(graphical meth-

od)(Chow et al. 1988; Linsley et al. 1982)、平滑最小值法(smoothed minima method)(Gustard and Demuth 2009)以及遞

迴數位濾波法(recursive digital filters method)(Eckhardt 2005)等方式。由於水文法是一種經驗方法，物理意義比較薄

弱，仍可透過建立概念化水庫模式降雨-逕流的模型(Pelletier and Andréassian 2020)或是搭配示蹤劑(Miller et al. 

2015)等方法提升水文法在評估基流上的可靠度。 

許多水文過程是受到降雨響應才產生，而這些水文過程相較於降雨都有延遲的狀況，而且延遲程度隨著通過

地下而變得更加明顯。相關研究指出在面積約 1 km2集水區中，超滲地表逕流(infiltration excess)的延遲時間最短且

反應最快(<30 分鐘)，其次是飽和地表逕流(saturation excess)，再者為地表下洪流(subsurface stormflow)，其延遲程

度則更加明顯(數天或更長)，最後由地下水控制的流量則是反應最慢水文過程，反應時間甚至可達數月至數年，

因此降雨轉換至河川流量所需要的時間涵蓋非常的廣泛(Blöschl and Sivapalan 1995; Lyne and Hollick 1979)。將流量

歷線視為快速流和基流兩個組成這種常見的觀點，顯然是將複雜的水文過程過度簡化，也因此典型的 BFI 可能造

成不同來源，不同水文過程貢獻的流量全部混於單一基流組成之中(Stoelzle et al. 2020)。Kohn et al. (2019)提及高

山集水區的基流是結合了許多延遲來源形成，將基流該名稱改成慢速流會更合適。Hellwig and Stahl (2018)將地下

水排水視為基流，而在流量很少的極端條件下，河川流量完全由基流所組成；在流量較多的情況下，各種水文法

估計的基流差異較大，因此基流則具有比較大的不確定性。在氣候條件相似的集水區，無論基流是來自於地下水

還是來自於地表水體，所表現出來的水文反應特性都很類似，因此要顯示出兩者的不同必須考慮更完整的水文反

應過程(Gnann et al. 2021)。以上研究顯示，只將流量分成兩個組成會與實際的水文過程有一定的差異，例如：中

等反應時間尺度的中間流就必須硬性分配到快速流與基流之中(Curtis et al. 2020)。為了緩解只將流量歷線視為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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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缺點，本研究進一步採用 Stoelzle et al. (2020)提出延遲流量指數(Delayed-Flow Index, DFI)，將流量歷線從反應

快到反應慢分成四個組成，進一步理解流量組成與評估水文反應特性。 

臺灣位於副熱帶季風區，全年多雨，由於地勢起伏大，坡陡流急，除了造成臺灣的降雨在時空分布上不均勻

外，也造成水資源不容易被儲存，而近年研究顯示臺灣的降雨型態日趨極端，降雨日數的減少造成降雨強度逐年

增加，因此雖然臺灣具有豐富的降雨，但整體水資源仍不易管理，被評定為缺乏水資源的地區(Yen et al. 2019)，

因此評估臺灣集水區的水文反應特性將有助於水資源的管理與災害管控。本研究採用七個水文反應特性指標來探

討臺灣集水區行為，其中包含五個流量組成的指標、彈性係數以及逕流係數來探討長期水文反應特性。因此本研

究的目標包含：(1)深入理解流量歷線組成，探討四個逕流分量佔總流量比率；(2)以相關性分析與迴歸模式評斷主

要影響水文反應特性的地文與氣候因子；(3)評估臺灣北、中、南、東等四個區域水文反應特性及可能緣由。藉由

上述分析增進對流量組成認識，評估集水區相關水文過程與推測河川在面對極端氣候下調節流量的能力，幫助後

續水文分析與模型預測，提供水資源永續管理之參考。 

二、研究方法 

1. 分解流量歷線 

總流量(Qt)一般來說分成快速流(quick flow, Qq)與基流(baseflow, Qb)兩種組成，但為了更完整地考慮水文反應

過程，本研究按照反應時間由短至長，將流量歷線視為四個組成，分別定義為快速逕流(fast-runoff, Qf)、中間逕流

(intermediate-interflow, Qi)、慢速逕流(slow-runoff, Qs)以及旱季流(dry weather flow, Qd)，如圖 1(A)所示。 

本研究用於分解流量歷線的方法是源自 IH-UK 基流分離法，又稱平滑最小值法(smoothed minima method)，這

種方式發展自受降雨影響為主的英國集水區，亦是將流量歷線分成快速流與基流兩分量 (Gustard and Demuth 

2009)，計算方式是將每日的流量時間序列資料分割成連續不重疊且具有固定週期(consecutive periods, N)的小段時

序，將每一小段時序的最小流量與相鄰小段時序的最小流量比較，滿足以下條件則成為轉折點 

 

-1 1min( , )i i if Q Q Q    (1) 

 

其中，f 稱為轉折參數(turning point parameter)，Qi是某小段時序的最小流量，而 Qi-1, Qi+1為相鄰小段時序的

最小流量。最後，將全部的轉折點利用直線內插的方式連接成為基流歷線。 

IH-UK 基流分離法有兩個參數必要參數，分別是週期(N)與轉折參數(f)，其中週期為整數，經過研究英國境內

一百餘個集水區後建議使用 N＝5 天與 f＝0.9。然而固定的參數並不適用於所有類型的集水區，因此有研究將週期

N 建議成面積的經驗函數(N＝1.6A0.2)，其中 A 為集水區面積[L2](Piggott et al. 2005)。然而，上述的經驗式在集水

區面積差異極大的情況下，描述集水區反應時間的 N 值卻相差甚小，顯然需要以更有系統的方式來討論參數 N 值。

由於週期 N 的變化相較於轉折參數 f 的變化對於最後分離出來的基流有更明顯差異，因此建議週期 N 可以根據研

究區域當地條件改變，從最短 2 到 10 天或甚至更多(Aksoy et al. 2008)，而研究區域為小集水區的研究則建議週期

N 縮短至 2 到 5 天(Koskelo et al. 2012)。而本研究考量不同的週期 N，得到對應的逕流分量，並將週期 N 視為逕流

分量相較於降雨事件的平均延遲時間，也表示集水區的水文反應時間。 

將流量歷線分解成四個具有不同反應時間逕流分量的過程分成兩個階段。階段一：將基流指數(BFI)推廣至延

遲流量指數(Delayed-Flow Index, DFIN)，並獲得 DFIN與週期 N 之間的關係。階段二：將描述水文反應特性的延遲

特徵曲線(Characteristic Delayed Curves, CDC)切割成四段，分別表示四種不同反應時間的流量組成，如圖 1(B)所示。 

決定延遲流量指數(DFIN)的方法與利用 IH-UK 基流分離法獲得 BFI 程序相似(Gustard and Demuth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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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每日流量時序資料分割成連續、不重疊且週期為 N 天的小段流量時序。 

(2) 每小段時序的最小流量與兩相鄰小段的最小流量比較，若滿足式(1)，則該小段的最小流量設定為轉折點。 

(3) 將所有轉折點利用直線連接起來形成「延遲流量歷線」，若發生延遲流量大於觀測流量的情形，則將觀測流

量取代內插延遲流量。 

(4) 按照以上步驟，將利用不同週期 N 天計算出來的延遲流量總和與觀測流量總和之比值即為延遲流量指數

(DFIN)，下標 N 表示不同的週期。 

當 N 值越小時，經過以上程序所得到出的延遲流量所包含的反應時間就越廣泛，若週期 N 值為 0 天，則包含

所有反應時間的流量，亦即總流量(DFI0 ＝ 1)；若 N 值介於 1 至 4 天，則延遲流量除了包含基流以外，還包含部

分反應時間較快的逕流分量；若週期 N 為 5 天，則延遲流量即為原始方法預設的基流(DFI5 ＝ BFI)；若 N 值大於

5 天，此時延遲流量的反應特性比起基流更為緩慢。隨著週期 N 增加，得到的延遲流量指數 DFIN會降低，並趨近

屬於集水區特徵的漸進值，例如 DFIN會趨近於 0 的情形，只會發生在間歇流。將週期 N(橫軸)與其對應延遲流量

指數 DFIN(縱軸)繪製於圖形上，並連接即為延遲特徵曲線(Characteristic Delayed Curves, CDC)，如圖 1(B)曲線所示。 

隨著週期 N 值增加，延遲特徵曲線斜率絕對值隨之下降，也表示水文反應由快速到緩慢的轉變過程。為了將

流量按照反應特性分成四個組成，需要在延遲特徵曲線上尋找三個轉折點，分別是分隔快速逕流(Qf)與中間逕流(Qi)

的 BP1、分隔中間逕流(Qi)與慢速逕流(Qs)的 BP2，以及分隔慢速逕流(Qs)與旱季流(Qd)的 BP3，如圖 1(B)所示。BP1

與 BP2是透過在週期 N 範圍介於 0 至 Nmax 之間的延遲特徵曲線上，決定出當兩點組合可以使得三段直線與延遲

特徵曲線的誤差(MAE 與 RMSE)最小時，即為 BP1與 BP2。而 Nmax需要透過第三個轉折(BP3)來取得，延遲特徵曲

線在週期 N 很大時，曲線會趨於平緩，也代表延遲流量指數趨近於定值。因此，假設當週期 N 超過最大週期 Nmax

時，按照上述程序計算的延遲流量不隨週期 N 增加而變化，該定值視為水文反應時間最長的逕流分量，與年均七

日最低流量(Mean Annual Minima for 7-days, MAM7)皆可視為來自地下含水層中，反應時間最長逕流分量，其中

MAM7 又稱為旱季流(dry weather flow)(Smakhtin 2001)。隨著週期 N 增加，延遲流量指數(DFIN)與低流指標

(MAM7/Mq)之間相關性會隨之提升，當兩者之間差異最小時，所對應的週期即為 Nmax。在延遲特徵曲線上 Nmax

所對應到的延遲流量指數為 DFINmax，同時也是旱季流與總逕流之比值(Qd / Qt)。依照反應時間由快速至緩慢的逕

流分量對總逕流之比率分別是：Qf / Qt=1–DFIBP1、Qi / Qt =DFIBP1–DFIBP2、Qs / Qt =DFIBP2–DFINmax以及 Qd / Qt 

=DFINmax，如圖 1(B)所示。 

2. 水文反應特性 

水文反應特性是指流量因應降雨做出的反應與行為，本研究採用七個流量指標來特徵化年度尺度下集水區水

文反應特性，指標包含：基流指數(BFI)、四種逕流分量(Qf、Qi、Qs、Qd)分別佔總流量(Qt)之比率、流量彈性係數

(Streamflow Elasticity, EQP)以及逕流係數(Runoff Coefficient, RC)。此外，本研究亦利用延遲特徵曲線的形狀來比較

集水區之間水文反應之差異，如圖 1(C)所示，曲線下降越陡峭表示集水區流量大多由反應時間較短的逕流分量為

主，相反地，曲線下降越和緩表示流量由許多反應時間較長的逕流分量組成。各逕流分量組成比例(BFI、Qf / Qt、

Qi / Qt、Qs / Qt、Qd / Qt)皆以延遲特徵曲線來獲得，基流指數(BFI)即為長期基流與總流量之比值(Qb / Qt)，為延遲

特徵曲線上橫軸週期 N = 5 天所對應之延遲流量指數。 

流量彈性係數(EQP)為描述在年度尺度之下，流量受到降雨改變所產生變化的敏感度。長年流量彈性係數平均

之無母數估計量如式(2)所示 

 

EQP median t

t

Q Q P

P P Q

 
  

 
 (2) 



2021中華水土保持研討會摘要論文集 

5 
 

 

其中：EQP為流量彈性係數(-)，Q 與 P 為長期的年均流量與年均降雨(mm/y)， tQ 與 tP 則為第 t 年的年均流量

與年均降雨(mm/y)，使用中位數是要排除掉離散值，得到更穩健的結果(Sankarasubramanian et al. 2001)。流量彈性

係數為 1 時，代表年降雨 1%變化會造成年流量 1%變化，而流量彈性係數大於 1 與小於 1 分別代表流量對降雨敏

感與不敏感。 

逕流係數(RC)在多年尺度下的定義是長期平均流量(mm)與長期平均降雨量(mm)之比值如式(3)所示 

 

RC
Q

P
  (3) 

 

逕流係數可用於表示水分離開集水區的方式。逕流係數越大表示集水區內的有大量的水份以河川流水的方式

存在；逕流係數越小表示有越多的水分繞開流量站，也就是以向上的蒸發散、往相鄰流域移動或是以向下滲漏至

深層地下水的方式離開集水區(McMillan 2020)。 

3. 地文因子與氣候因子 

影響水文反應特性因素包含地文特性與氣候特性，本研究選擇的 8 個地文特性包括地形地貌特徵與土地覆蓋

狀況，地形地貌特徵是利用集水區面積(Area, A)、集水區平均高程(Elevation, E)、集水區平均坡度(Slope, S)以及排

水密度(Drainage Density, DD)等四個指標來表示；土地覆蓋狀況則是利用森林佔地比率(Forests, FR)、草原佔地比

率(Grassland, GR)、農業灌溉佔地比率(Agricultural, AG)以及建築物佔地比率(Built-up, BU)等四個指標來表示。而

氣候特性則是以降雨特性來表示，包含年降雨量(Precipitation, P)與年降雨強度(Simple Daily Intensity Index, SDII)，

以上氣候因子與地文因子的定義與說明如表 1 所示。 

集水區面積、平均高程、平均坡度等地形地貌特徵是從解析度 20 公尺的數值地形模型(Digital Terrain Model, 

DTM)取得(https://data.gov.tw/dataset/88733)，排水密度所需要的河川長度則參考經濟部水利署提供的河川空間資

料 ， 土 地 覆 蓋 狀 態 則 使 用 西 元 2000 年 解 析 度 500 公 尺 的 資 料 (Chen et al. 2019) 

(https://zenodo.org/record/1256484#.YSNBUo4zaUl)，降雨相關資料則是由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

(Taiwan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 Information and Adaptation Knowledge Platform, TCCIP)提供。 

4. 統計分析 

本研究欲藉由相關性分析來剖析水文–氣候–地文之間的相互作用，由於變數之間不一定是線性關係，因此相

關性分析是透過無母數的斯皮爾曼相關係數(Spearma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s)來評估，當兩變數相關程度越強，

rs絕對值會越接近 1，而兩變數相關程度越弱時，rs絕對值會越趨近於 0；當兩變數為正相關時，rs > 0，當兩變數

為負相關時，rs < 0。 

複迴歸分析則可以進一步辨別控制水文反應特性的主要因子，本研究採用冪次函數作為複迴歸模型，如下所

示： 

 

1 2

0 1 2 ... nbb b

ny b x x x     (4) 

 

其中：y 為水文反應特性指標、b0, b1…為迴歸參數、x1, x2…為潛在控制水文反應特性之地文因子與氣候因子。

上述非線性模型可經由對數轉換成線性模型，如下所示 



2021中華水土保持研討會摘要論文集 

6 
 

 

0 1 1 2 2ln( ) ln ( )+ ln( ) ln( )... ln( )n ny b b x b x b x    (5) 

 

本研究採用能將具有高解釋力的潛在因子加入模型，並排除解釋力較低之潛在因子的逐步迴歸法。在迴歸分

析中，迴歸模型中的迴歸參數則是用最小平方法決定。在獲得迴歸模型之後，本研究針對殘差是否滿足獨立性、

常態性、變異數同質性以及解釋變數之間應具備獨立性等迴歸分析中的基本假設進行檢定。殘差獨立性是利用

Durbin-Watson 檢定法(α = 0.05)來確認殘差不具自我相關的性質、殘差是否滿足服從常態分佈則利用 Shapiro-Wilk

檢定(α = 0.05)來判斷，Shapiro-Wilk 檢定中的虛無假設為樣本來自常態分佈，對立假設則為樣本來源並非常態分

佈，當 P-value ＜ α，則拒絕虛無假設(Shapiro and Wilk 1965)，因此當 P-value ＞ 0.05 時即足夠證據顯示殘差則

呈現常態分佈。殘差變異數同質性則是透過繪製殘差圖(residual plot)檢查，最後本研究使用方差擴大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來檢驗使否有多重共線性之缺失，應排除 VIF 大於 10 時的狀況(Kroll and Song 2013)。 

本研究利用判定係數(R2)與調整後判定係數(
2R )來評估迴歸模型解釋水文反應特性的適合程度。判定係數(R2)

為迴歸模型中潛在因子可解釋總變異量與水文反應特性總變異量之比值，判定係數會介於 0 與 1 之間，越接近 1

表示模型適合度越高。然而隨著解釋變數的數量增加，判定係數有增加的假象，為此調整後判定係數(
2R )針對上

述問題修正如下： 

 

2 2 1
R 1 (1 R )

1

n

n p


   

 
 (6) 

 

其中：n 為樣本數量，p 為解釋變數數量(Maity 2018)。 

敏感度分析用於評估解釋變數的改變對預測變數造成變化的影響程度，評估方法是利用分別由 x1與 x2對預測

變數造成的變化量比值來估計 

 

1

2

1

2

(1 ) 1

(1 ) 1

b

p b

p
r

p

 


 
 (7) 

 

其中：b1、b2為迴歸係數、p1、p2為解釋變數 x1與 x2改變 p 個百分比之變化量。若 1pr  表示該水文反應特

性對 x1較敏感，反之若 1pr  ，則該水文反應特性對 x2較敏感(Gao et al. 2018)。 

三、研究區域與材料 

臺灣位於褶曲帶上，豐富的造山運動造就臺灣地勢高聳陡峻的特色，標高超過 1000 公尺以上的山地面積多達

臺灣面積的三分之一，其中中央山脈是臺灣河川主要發源地。中央山脈為南北走向，因此河川分別向東邊與西邊

流入太平洋與臺灣海峽。短且陡是臺灣河流的特色之一，暴雨時河川流量隨降雨迅速漲落，除了挾帶大量泥沙外，

也會發生氾濫等水災事件。臺灣受到季風與地形等因素，各地氣候變化卻十分複雜。雖然臺灣年均雨量高達 2500 

mm，但枯水期(11 月到隔年 4 月)的雨量與逕流量皆不及全年四分之一，雨量與逕流量再乾濕季分布不均的特性在

臺灣南部地區尤其明顯，枯水期總逕流量更僅佔年逕流量 11%，因此南部地區在枯水期時可利用的水資源相當有

限(經濟部水利署，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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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層一般由砂岩、泥岩、頁岩以及其互層組成，北部以砂岩成分為主，南部則以泥岩或頁岩為主。根據

岩層含水性能，大致可以分成固結岩與未固結岩。由於固結岩孔隙被膠結物填充，因此儲水性能受限。未固結岩

則多為地表堆積物與低地沉積物，孔隙多因此富含地下水(經濟部水利署，2020)。臺灣山地地層主要是固結岩層，

土壤厚度也較薄，地下水主要蘊藏於現地母岩風化後未固結之岩屑層，透過岩盤中的裂隙控制地下水流通(Ku et al. 

2009)。 

為了探討臺灣集水區水文反應特性，本研究以臺灣 23 個流量站及對應集水區作為研究對象。蒐集長期日流量

資料，紀錄時間長達 34 年以上，並假設足以代表該集水區之流量行為，集水區與流量資料如表 2 所示。集水區面

積介於 53 平方公里與 1539 平方公里，平均海拔高程最低從 45 公尺到最高 2454 公尺，地理分布位置如圖 2 所示。

23 個集水區分布於台灣北中南東等四個區域，受到當地的氣候與地文因子作用下，各個集水區也表現出相異的水

文反應特性。 

 

 

四、結果與討論 

1. 基流的組成 

使用固定的週期的 IH-UK 流量分離法(Gustard and Demuth 2009)僅可以把流量歷線分成反應較快的快速流

(quick flow)與反應較慢的基流(baseflow)兩個組成，其中基流通常定義為「來自於地下水或其它貯蓄來源的逕流分

量」(Hall 1968)，然而上述方法無法細分基流不同的來源，為了避免不同來源的逕流分量混於單一基流組成之中，

本研究基於 IH-UK 流量分離法，透過延遲特徵曲線上的轉折點，將流量歷線分成四個組成以更完整地瞭解降雨轉

換成流量的過程。 

本研究將延遲特徵曲線上三個轉折點所對應的橫軸分別視為快速逕流(Qf)、中間逕流(Qi)與慢速逕流(Qs)的反

應停止時間。23 個集水區中有 19 個集水區快速逕流停止時間少於 5 日，NBP1平均為 3.3 日，表示在大部分的集水

區中，Qf是比快速流反應時間還要更短，而 Qi與 Qs反應結束的平均時間分別為 NBP2的 21.7 日與 Nmax的 78.1 日。

就反應時間觀點，基流可以進一步區分成 Qi、Qs以及 Qd三種組成。Qi、Qs以及 Qd佔基流比率在所有集水區的平

均分別是 43%、27%以及 30%。雖然 Qi、Qs以及 Qd皆為基流的成分，卻對河川影響產生不同的影響，其中 Qi於

年內之變異性較大，而 Qd的變異性最小，可持續性最大，比起基流能更穩定地提供河川在枯水期源源不絕的水源，

在乾旱的水資源管理上提供更保守的見解。對於 Qd含量較低的集水區較無能力在極端長時間非降雨的情況下，維

持河川仍有水流的能力，對生態環境或是人類活動產生較大的衝擊；相反地，Qd含量較高的集水區就算面對極端

長時間沒有降雨的情況，仍具有較強的調適能力。 

2. 相關性分析 

本研究採用基流指數(BFI)、Qf / Qt、Qi / Qt、Qs / Qt與 Qd / Qt、流量彈性係數(EQP)以及逕流係數(RC)等七個水

文指標來探討臺灣 23 個集水區流量行為與水文反應特性。本研究使用八項地文因子與兩項氣候因子作為潛在影響

水文指標之因子。地文因子分別是面積(A)、平均高程(E)、平均坡度(S)、排水密度(DD)、森林用地比例(FR)、草

原用地比例(GR)、農業灌溉用地(AG)以及建築用地(BU)，而氣候因子則以單日降雨強度(SDII)與日均降雨量(P)代

表降雨強度和降雨總量兩種降雨型態指標。上述七個水文指標與十個影響水文反應的潛在因子之間的相關性以

Spearman 相關係數(rs)來表示，如圖 3 所示。 

結果顯示平均高程與平均坡度具有強烈的正相關性(rs = 0.933)，代表海拔越高的山地集水區其地勢越陡峭，森

林覆蓋面積比率也越高，雖然降雨總量往山區有增加的現象，但降雨強度有顯著減少的現象，顯示山區的降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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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中較為分散，而平原地區的降雨則集中在少數幾日。而位於山區，森林覆蓋比率高的集水區，其排水密度

較低。 

用於表示水文反應特性的流量指標之間的相關性顯示：BFI 與 Qs / Qt、Qd / Qt 具有高度顯著正相關(rs = 

0.819~0.923)，從相關性角度而言，基流可以視為 Qs與 Qd之組成。流量彈性係數(EQP)與逕流係數(RC)兩者為顯著

負相關(rs = –0.647)，表示 EQP比較高的集水區其 RC 會較低，原因是降雨轉換成流量的過程為非線性過程(Chiew 

2006)。 

在潛在因子與流量指標相關性分析中，大部分關於流量組成的指標皆與 SDII 具有顯著性，顯示降雨強度是影

響流量組成關鍵因素。RC 只和地文特性有顯著相關，與降雨特性沒有顯著相關，表示降雨轉換至河川流量的比率

主要受到地文因子或是蒸發散等非降雨因素所控制。地文特性中的面積幾乎與水文反應特性指標沒有顯著相關，

顯示在年度尺度下，面積並非控制水文反應的重要因素。從流量組成分析中指出，有兩類集水區由延遲時間比較

長的逕流分量(例如：Qs、Qd、Qb)組成的比例較高。一類是高海拔的山區集水區，原因與森林具有涵養水分的效

果有關。這類集水區森林覆蓋比例較高，此外，山區集水區降雨強度較小的條件不利於生成反應速度較快的快速

逕流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另一類則是排水密度較小的集水區，原因與排水密度所反應的集水區特性有關。排水密

度表示集水區被河川切割的程度，也是河流侵蝕力與集水區地表抗侵蝕力的平衡結果，一般來說，排水密度與當

地氣候條件、岩性以及植被覆蓋息息相關，若集水區之地質為顆粒質地較細的黏土等(例如惡地)，除了不利於水

份的傳遞以外，同時具有較大侵蝕潛能，因此排水密度較高；而排水密度越小則表示地層由較大的顆粒組成，通

常具有比較好的透水性與排水性能(Strahler 1957)，因此排水密度較小的集水區在反應時間較長的逕流分量具有較

高比例，河川在經歷長時間不下雨後仍維持有流量的能力較強。 

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影響流量組成與降雨強度具有強烈的相關性。而降雨轉換成流量的比率(RC)主要受到地

文特性影響，與降雨特性較為無關。在海拔較高的集水區，受到降雨強度、森林面積覆蓋比率以及排水密度等因

素作用下，造成河川流量中有較大的組成比例是反應時間較長的逕流分量。 

3. 迴歸分析 

為了進一步理解影響水文反應特性的主要因素，本研究藉由複迴歸模式來探討地文與氣候等潛在因子與水文

反應特性之連結，迴歸模型結果如圖 4(A)所示。經基本統計假設檢驗後，七個模型在殘差不具有自我相關性與小

於 10 等統計假設皆滿足。而殘差圖顯示大部分迴歸模型之殘差皆平均落餘於 0 上下之間，如圖 4(B1–B6)，符合

殘差變異數同質性之假設，唯獨圖 4(B7)顯示出隨著預測逕流係數的提高，殘差變異性也隨之增加，不滿足殘差變

異數同質性的統計假設。另外，將描述 EQP與 RC 迴歸模型之殘差項經 Shapiro-Wilk 常態檢定後顯示殘差項並無足

夠證據顯示為常態性分配，如圖 4(C6 與 C7)所示，而其餘迴歸模型殘差項皆滿足常態分佈之統計假設。由於描述

EQP與 RC 迴歸模型違反部分迴歸統計假設，因此本研究將不會進一步根據以上模型進行推論以避免產生偏誤。 

連結水文反應特性與地文與氣候因子之迴歸模型如表 3 所示。在解釋水文反應特性變異能力方面，以 Qs / Qt

與 Qd / Qt之模型效果最好，調整後判定係數(
2R )達 0.6 與 0.7，其餘模型的 2R 界於 0.2 至 0.49 之間，其中不符合

統計假設之 EQP與 RC 之模型 2R 僅有 0.22 與 0.28，模型解釋能力甚小。 

描述降雨強度的 SDII 大多是關於流量組成迴歸模式的解釋變數，隨著 SDII 增加，反應快速 Qf / Qt與 Qi / Qt

隨之提升，而反應緩慢的 Qs / Qt與 Qd / Qt隨之減少，顯示在多年度的時間尺度下，降雨強度仍是影響水文反應特

性的重要因素。從 Qf / Qt與 Qs / Qt模型顯示，除了 SDII 以外，集水區平均高程也是控制該水文反應特性之重要因

子，在平均高程越高的集水區，反應速度較快的 Qf / Qt會隨之減少，而反應速度較慢的 Qs / Qt就會隨之增加。 

在敏感度分析中，控制 Qf / Qt水文反應指標的降雨強度(SDII)與平均高程(E)潛在因子中，SDII 的敏感度較 E

大，顯示降雨強度是影響快速逕流組成比率的最重要因素。然而控制 Qs / Qt水文反應指標中，以集水區平均高程

的敏感度較大，顯示集水區平均高程是控制慢速逕流組成比率的最重要因素。降雨強度(SDII)與降雨總量(P)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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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Qd / Qt水文反應特性指標的兩重要因子，顯示維持河川不乾涸的旱季流(Qd)主要是受到氣候因子所影響，尤其

是降雨強度，較不受到地文因子之影響。在降雨型態小幅度變化下(5%)，降雨強度是影響旱季流組成比率的最重

要因素；而在降雨型態變化幅度較大的情況下(10%)，影響旱季流組成比率的最重要因素則為降雨總量。由於迴歸

分析與相關性分析一致顯示降雨強度是影響流量組成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反應較為快速的 Qs / Qt。此外，集水區

平均高程是控制流量組成的重要地文因子。 

4. 區域空間特性 

水文反應特性指標 Qf / Qt、Qi / Qt、Qs / Qt、Qd / Qt、基流指數(BFI)、EQP以及 RC 在空間分布狀況如圖 5 所示。

就流量組成而言，反應時間最短的快速逕流(Qf)是臺灣集水區中流量最主要的成分，平均約佔 44%，而中間逕流

(Qi)、慢速逕流(Qs)以及旱季流(Qd)分別僅佔 22%、21%以及 12%(如表 4)。在南部地區，隨著流量分量反應速度的

減緩，佔總流量的平均比例從 Qf 的 55%大幅下降至 Qd 的 5%，而其他地區下降幅度不及南部地區，最高比例從

Qf的 41%下降至 Qd的 15%，如圖 5(A-D)所示，基流指數(BFI)空間分佈圖(圖 5E)顯示南部地區基流含量明顯低於

其他三區。EQP空間分佈圖(圖 5F)顯示中部與南部地區的流量對降雨的敏感度較高，而北部地區的流量敏感度較低。 

本研究亦藉由延遲特徵曲線形狀來探討臺灣集水區水文反應特性，示意圖如圖 1(C)所示。北、中、南、東四

個區域各個集水區之延遲特徵曲線如圖 6 所示，圖 6(A)顯示中部地區區域內延遲特徵曲線變異性最大，而圖 6(B)

則顯示南部地區平均水文反應特性明顯不同於其他地區，流量組成以反應速度快的逕流分量為主，因此快速逕流

比率相較於其他地區多，而反應速度較慢的慢速逕流(Qs)與旱季流(Qd)比率則是四個區域之中最少(如表 4)。從相

關性分析與迴歸分析瞭解到控制流量組成的主要因子包含降雨強度(SDII)與集水區平均高程(E)，圖 7 顯示 SDII 在

南部地區明顯高於北、中、東等三區；平均高程在東部變異性最小，中部變異性最大，因此造成中部地區延遲特

徵曲線變異性較大的原因是中部集水區的平均高程變異性較大之故；而造成南部地區流量組成主要由快流逕流(Qf)

組成的原因是南部降雨強度較大之故。由於南部地區反應較慢逕流分量比例很少，尤其旱季流比例僅佔總流量

5%，指出南部地區的河川流量主要來源為強降雨造成的地表逕流為主，一旦連續無降雨的天數變長，將缺乏供給

河川流量的來源，因此南部地區相較於其他地區更仰賴定期降雨來維持流量。 

五、結論 

本研究藉由七個水文反應特性指標與延遲特徵取線型態探討水文反應特性。有別於典型將流量歷線視為快速

流與基流的觀點，本研究進一步將流量歷線分成快速逕流、中間逕流、慢速逕流與旱季流，其中，基流由中間逕

流、慢速逕流及旱季流所組成，中間逕流則是過渡於快速流與基流的逕流分量。影響流量組成最重要的因素為降

雨強度，其次為地文因子中的平均高程。降雨強度較弱的高海拔集水區造成山區集水區具有較高比例反應時間較

長的逕流分量。藉由逕流分量對總流量的比率顯示臺灣集水區被反應速度最快的快速逕流所主導，其中以南部地

區最為明顯，原因是南部地區降雨強度較其它地區大，也代表南部地區乾季時須面對更嚴峻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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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A)流量歷線區分成四種流量組成之示意圖；(B)延遲特徵曲線(CDC)示意圖，延遲流量指數(DFI)隨週期(N)

增加而遞減，曲線上的轉折點分隔出不同反應時間的逕流分量；(C)延遲特徵曲線形狀表示水文反應特性示

意圖 

Fig.1 (A)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four-component hydrograph; (B)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Charac-

teristic Delayed Curve (CDC). Delayed Flow Index (DFI) decreases as the period (N) increases, and the 

break points on the curve distinguish streamflow components with different response time; (C) The 

pattern of CDC represents the hydrologic response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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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3 個流量站及其集水區範圍 

Fig.2 Map of 23 gauging stations and catchments in this study 

 

圖 3 水文反應特性指標、地文因子以及氣候因子之間的相關矩陣，藍色方框表示正相關，紅色方框表示負相關，

灰色方框表示與自身相關性，標數字者表示有顯著相關(顯著水準 α=0.05，樣本數 n=23) 

Fig.3 Cross Spearman correlation matrix between hydrologic response characteristic, landscape factors, 

and climate factors. Blue colors indicate negative correlations, red colors indicate negative corre-

lation, gray colors indicate the correlation of itself. The number marked in the box hav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significant level = 0.05 and sample size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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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A)迴歸模型估計水文特性與觀測水文特性之比較；(B)殘差圖用於檢驗回歸模是否符合殘差同質性之假設；

(C)直方圖用於檢查迴歸模型中的殘差是否為常態分佈，P-value 表示 Shapiro-Wilk 常態性檢定結果。 

Fig.4 (A) Comparison of the estimated hydrologic characteristic indicators and the observed hydrologic 

characteristic indicators; (B) Residual plots are used to test the homoscedasticity of the regression 

assumption; (C) Histogram and Shapiro-Wilk test are used to test that residuals should be subjected 

to normal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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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水文反應特性指標空間分布圖(A)Qf/Qt、(B)Qi/Qt、(C)Qs/Qt、(D)Qd/Qt、(E)BFI、(F)EQP、(G)RC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ydrologic response indicators (A) Qf/Qt ; (B) Qi/Qt ;(C) Qs/Qt ; (D) Qd/Qt ; (E) BFI ; (F) 

EQP ; (G) 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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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臺灣四個分區的延時特徵曲線 

Fig.6 The Characteristic Delayed Curve (CDC) of 4-region in Taiwan 

 

 

圖 7 臺灣四個分區地文因子與降雨特性之盒鬚圖 

Fig.7 Box and whisker plot of landscape and climate factors of 4-region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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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影響水文反應潛在因子說明表 

Table 1 Description table of potential factors affecting hydrologic response 

地文指標 單位 說明 

A km2 集水區面積 

E m 集水區內平均高程 

S ° 集水區內平均坡度 

DD km/km2 排水密度定義為集水區內河川總長度與集水區面積之比值 

FR - 森林佔地比率為森林佔地面積與集水區面積之比值 

GR - 草原佔地比率為草原佔地面積與集水區面積之比值 

AG - 農業灌溉佔地比率為農業灌溉佔地面積與集水區面積之比值 

BU - 建築物佔地比率為建築物佔地面積與集水區面積之比值 

氣候指標 單位 說明 

P mm/day 年降雨總量，年降雨量/365 之平均 

SDII mm/day 年降雨強度，年降雨量/降雨日之平均，降雨日為降雨量大於 1 mm 的日子 

 

表 2 研究區域與流量紀錄年份 

Table 2 Gauging stations and streamflow record years 

分區 編號 流域 流量站 紀錄時間 

北部 

1 淡水河 橫溪 1958-2019 

2 淡水河 福山 1953-2015 

3 蘭陽溪 西門橋 1984-2019 

4 蘭陽溪 家源橋 1975-2019 

5 頭前溪 上坪 1971-2019 

中部 

6 大甲溪 七家灣 1966-2016 

7 後龍溪 打鹿坑 1956-2019 

8 烏溪 觀音橋 1981-2019 

9 濁水溪 內茅埔 1972-2019* 

10 北港溪 溪口 1972-2019 

南部 

11 八掌溪 觸口 1967-2019 

12 鹽水溪 新市 1973-2019 

13 曾文溪 左鎮 1971-2019 

14 高屏溪 荖濃 1959-2019 

15 二仁溪 崇德橋 1982-2019 

16 高屏溪 三地門 1964-2015 

17 東港溪 潮州 1965-2019 

18 林邊溪 新埤 1962-2013 

東部 

19 卑南溪 延平 1956-2019 

20 卑南溪 新武呂(4) 1978-2019 

21 秀姑巒溪 瑞穗大橋 1970-2019 

22 花蓮溪 馬鞍溪橋 1980-2017 

23 花蓮溪 萬里溪橋 1980-2019 

*內茅埔站缺少 2002 年流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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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水文反應特性指標之迴歸方程式與敏感度 

Table 3 Regression equations of each hydrologic response indicators and sensitivity analysis 

迴歸模型 R2 2R  5r  10r  

Qf / Qt＝exp(-1.94)×SDII0.61×E-0.12 0.53 0.49 1.90 2.87 

Qi / Qt＝exp(-3.51)×SDII0.63 0.23 0.20 – – 

Qs / Qt＝exp(-0.64)×SDII-0.75×E0.2 0.63 0.60 0.51 0.51 

Qd / Qt＝exp(6.01)×SDII-3.74×P1.78 0.73 0.70 1.64 0.79 

BFI＝exp(-2.43)×E-0.23 0.49 0.46 – – 

EQP＝exp(1.72)×P-6.99 0.31 0.28 – – 

RC＝exp(0.056)×DD-0.28 0.26 0.22 – – 

 

表 4 臺灣四個分區水文反應特性指標 

Table 4 Indicators of hydrologic response in 4-region in Taiwan 

 Qf / Qt Qi / Qt Qs / Qt Qd / Qt BFI EQP RC 

北部 0.41 0.19 0.23 0.17 0.47 0.79 1.07 

中部 0.40 0.20 0.25 0.15 0.48 1.27 0.93 

南部 0.55 0.26 0.14 0.05 0.34 1.06 0.95 

東部 0.40 0.21 0.24 0.15 0.47 0.90 1.31 

全臺灣 0.45 0.22 0.21 0.12 0.43 1.01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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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理模型探討順向岩石邊坡治理技術機制 

李瑞朋[1] 羅佳明[1] 

摘     要  本文主要針對順向岩石邊坡，探討其採用的治理技術機制，並應用於物理模型試

驗當中。主要利用 3D 列印，印製岩錨模型，加入由研磨石模擬的岩石邊坡物理模型。模型破

壞誘因以邊坡自重及降雨入滲為主。觀察岩石邊坡的破壞機制與治理技術間的互制情形，並以

3DEC 數值模擬軟體進行比對。由物理模型結果顯示，降雨入滲開始時，邊坡首先發生滑動位

移，岩層上方開始隆起。當降雨持續入滲後，節理間的軟化造成前端未受地錨束制段，產生傾

倒破壞。降雨完全入滲超過錨定段後，因錨定深度不足，導致完全破壞。 

        關鍵詞： 物理模型、治理技術機制、3D 列印、3DEC 

 

Study on Remediation Technology Mechanism of Dip 

Slope through Physical Modeling 

Jui-Peng Lee[1]  Chia-Ming Lo [1] 

 

ABSTRACT The remediation technology mechanism of dip rock slope and the apply to physi-

cal model test are mainly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model of rock anchor was printed by 3D print-

ing and the physical model of rock slope was simulated by abrasive stone. The main causes of model 

failure are the weight of rock slope itself and damage from rainfall infiltration. The interaction be-

tween slope failure mechanism and treatment technology of dip rock slope were observed and com-

pared by 3DEC numerical simulation software. The physical model results show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ainfall infiltration, sliding displacement of the slope first occurs, and the uplift on the rock 

slope. After the continuous infiltration of rainfall, softened joints cause the front end not to be 

bounded by the ground anchor, resulting in forward toppling failure. The slope surface is completely 

damaged due to insufficient anchoring depth after rainfall until the complete infiltration exceeds the 

anchoring section. 

Key Words: Physical Modeling, Remediation Technology Mechanism, 3D Printing, 3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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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研究主要探討順向岩石邊坡的治理技術應用。台灣位處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間，受造山運動擠壓

形成，其地震頻率高，造成地質脆弱且複雜。地形上山坡地的面積占比高達 74%。其中順向岩坡為台灣常見岩坡

類型，係指坡面傾斜方向與岩層中主要弱面傾斜方向大致相同，其相差角度不超過 15 度(洪如江，2002)。然而誘

發岩坡產生滑動的主因多和水有關，台灣因四面環海，水氣較為興盛，降雨量豐沛。由相關數據顯示，年降雨量

可達 2500 毫米，為世界平均值的 2.5 倍以上(中央氣象局，2020)。當降雨的時間持續很久且集中時，容易導致雨

水滲入邊坡的岩體孔隙裂縫當中。(Feng ling,Gan，2020)岩體裂隙節理持續受雨水入滲逐漸飽和的時候，會產生超

額孔隙水壓。(Bell，1993)就曾以飽和的軟砂岩與乾燥的軟砂岩進行單壓強度試驗，其中飽和狀態的軟砂岩強度比

乾燥狀態的強度少了約 35%。而軟弱岩石產生浸水弱化主要原因，由(Lin and Hung，1982)提出，水分對岩石內部

黏土礦物產生潤滑作用，以及岩石內部的膠結物質，受到浸水而產生崩解(dissolution)。當超額孔隙水壓的產生之

後，邊坡又受到自重的影響，會使其變得非常不穩定，容易產生滑動，進而造成破壞(洪如江，1984)。 

前人針對順向邊坡的破壞模式進行研究與探討(林錫宏等，2014)。因岩坡內部結構複雜錯縱，在分析上較為

困難。對此便延伸出簡化的方式，將邊坡以模型試體呈現，嘗試模擬岩坡破壞的機制。雖然無法準確模擬出真實

岩體細微的破壞方式，但是可以改變相關誘發破壞的因子，模擬出大致可能破壞的模式。以較具體的方式呈現，

藉此對於岩坡破壞有更多的了解。(董雅婷，2016)曾針對順向岩坡的物理模型進行試驗，探討改變不同模型參數，

如研磨石大小、形狀、降雨量及模型尺寸等，其試驗結果也會不盡相同。試驗方式為針對順向坡進行物理模型試

驗，其成果能得出當順向坡岩層傾角越陡峭時，褶皺越快發生，其破壞的時間也較短。在邊坡治理工程上，不同

類型的岩石邊坡(Goodman，2000)，會使用相對合適的工法進行整治。在順向岩石邊坡中，岩錨為改善邊坡有效的

治理方式之一。其中(廖洪鈞，1998)地錨的灌入角度小於 45 度為宜，並且與水平交角需大於正負 10 度，避免漿

體因浮水或鑽孔殘渣造成強度降低。若施工或設計稍有不慎，其造成後果也相當嚴重。(陳堯中等，1998)提到的

1997 年林肯大郡坍塌及 2010 國道三走山事件，皆與順向坡及地錨有關聯。 

目前在現有的相關研究上，大部分研究多為針對岩坡的破壞型式進行模擬，在岩坡結合整治技術上的物理模

型相對為少數。藉此本研究想在順向岩石邊坡的物理模型上，建置岩坡災害經常使用的整治技術-岩錨，其整治模

型採用 3D 列印方式印製。當整治工法加入物理模型當中，進一步探討試體與整治技術會產生何種變化。並與分

析軟體進行比較與探討，提出相關研究成果。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係將整治技術加入岩坡物理模型當中，探討當降雨入滲坡體節理，導致節理間的弱化，產生破壞

滑動時，設置的整治技術產生的抵抗機制。配合模擬軟體模擬同樣情形下，是否有所差異。 

2.1岩坡物理模型 

物理模型的順向坡試體，採用三角柱狀研磨石為單元，其尺寸邊長為 16mm 厚度為 12mm。雖然採用研磨石

大小與現實有所差異，但可簡化的模擬雨水入滲節理裂隙的情形。研磨石之間使用樹酯作為黏結媒介，因其遇水

後黏性會降低，用以模擬雨水滲入岩石裂隙中，所導致的破壞機制。根據不同弱面機制採用不同用量的樹脂，在

節理裂隙上膠體用量約為 0.8 立方公分，層面上的膠體用量約為 0.5 立方公分，藉此描述岩坡層面受到變形的問題。

其中，研磨石排列方式如 (圖 1) 所示，當試體平放時，層面及坡面角度為 0 度，並且存在兩組節理角度，分別為

60 度及 120 度。完成的試體會進行噴漆，讓試驗過程能夠清晰表達層面間的變形機制。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2216941931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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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三角柱狀研磨石及模擬岩層排列之模型 

Fig.1  Triangular Columnar Grinding Stone and Model of Simulating Rock Stratum Arrangement 

 

關於試驗所使用之研磨石，其詳細性質如 (表 1)，當樹脂由乾燥狀態到遇水受潮過後，其黏結強度會產生急

驟下降的現象。Lo and Weng (2016)曾進行研磨石以樹脂膠結與泡水後之強度試驗 (圖 2)，當樹脂持續受泡水至 20

分時，強度可降低至 45%，試驗時間到 120 分鐘時，其強度則降低至 10%以下，與乾燥狀態下的強度相差 10 倍，

導致模型容易弱化崩壞。 

 

圖2  飽和狀態下樹脂強度與時間關係圖(Lo and Weng, 2016) 

Fig.2  Reduction of resin strength in saturated state 

 

表 1  物理模型材料性質表 

Table 1  Physical model material properties table 

研磨石   膠結材料  (樹脂)
單位重 2600 (kg/cm3) 乾燥強度

莫氏硬度 7 (風乾7天) 0.153 (Mpa)

比重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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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基本假設 

依據不同邊坡變形的特性，將實際複雜情況進行簡化，針對物理模型設置性質如下: 

(1)邊坡產生之變形破壞主要由研磨石之重力和模擬降雨入滲所造成之影響，不額外考慮地震力、風化等其他

影響因素。 

(2)假設研磨石本身為剛體，不會產生破裂，破壞是雨水入滲造成節理間產生裂隙而發生變形破壞。 

(3)模型寬度為固定，暫且不考慮改變寬度的大小。 

(4)簡化模型坡度，目前採用 45 度單一角度變化。 

(5)不考慮地下水壓造成之影響。 

2.3物理模型設備 

(圖 3) 為物理模型試驗儀，試驗平台主要分為三個區域，分別為降雨區、模型放置區及排水區。儀器的總體

長度為 1.5m、寬度 1.2m、高度 1.2m。模型放置區長度為 0.6m、寬度 0.3m、高度為 0.6m。平台角度可根據試驗

要求進行調整，可調角度為 5 度~90 度。儀器上半部的降雨模擬設備為可調式水霧化裝置，能依據所需調整降雨

量，其大小介於時雨量 50mm~150mm 之間。在實驗過程中，皆使用靜態最高影像解析度 2040 萬畫素攝影機完

整錄製實驗，最後進行相關分析探討。 

 

圖 3  物理模型試驗台 

Fig.3  Physical model test bench 

2.4治理機制模型 

順向岩石邊坡模型中，以岩錨作為治理機制。岩錨模型係採用 3D 建模軟體繪製，使用切片軟體設定相關列

印參數，包含列印溫度、層高、填充率等等。將設定完成檔匯入 3D 印表機列印，其相關尺寸皆可依照模擬的不

同，印製不同的大小，相關流程 (圖 4) 所示，根據順向岩坡使用地錨工法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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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D 整治技術模型印製流程 

Fig.4  3D remediation technology model printing process 

 

模型中所採用之整治技術為地錨工法。在岩坡模型中設置地錨，錨定端設置於模型底部第一層岩層中。自由

端的部分採用樹酯填充，錨頭端採用螺栓方式用以模擬真實地錨施加預力之情形。此部分因地錨並非與岩坡模型

表面呈現 90 度，會造成施加預力時，力量傳遞產生額外影響，因此需要設置支承墊，確保預力為垂直施加，詳細

之順向坡模型配置圖 (圖 5)。試體統一長度為 35cm、厚度 15cm、寬度為 9cm。試驗傾角為 45 度，地錨灌入角使

用一般常見設計角度為 15 度。層面模擬角度根據所需能隨試驗儀器進行調整，錨身的部分設置破裂段，藉以描述

岩坡滑動時，地錨產生相關破壞機制，並以模擬軟體進行比對，驗證其可行性。 

 

 

圖 5   順向坡模型配置圖 

Fig.5  Downward slope model configuration diagram 

2.5物理模型試驗步驟 

其相關試驗步驟如下：  

(1)使用建模軟體繪製地錨的 3D 模型，接著使用切片軟體設置 3D 列印參數。將檔案匯入 3D 印表機列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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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將研磨石排列好以樹酯膠結，並將地錨模型黏至於內部，地錨與研磨石空隙處以樹酯填充，模擬真實地錨

施作後灌漿之情形。將試體黏置於#200 砂紙上。完成後後靜置 7 日，使試體上的樹酯乾燥並發揮強度，不

導致任意的變形。  

(3)將試體放置於物理模型試驗儀上，坡趾的位置先以擋板暫時固定，並將試體底部的砂紙與儀器底部妥善夾

緊，使砂紙與平台不產生滑動。  

(4)降雨設備調整為 60mm/hr 的降雨量，暫時關閉出水閥門。 

(5)將高解析度攝影機架設於試體側面，調整邊坡傾斜角度後，將坡趾處擋板移除，攝影機開始錄製試驗過程，

並開啟出水開關。  

(6)當降雨設備以噴霧方式每小時 60mm 的降雨量後，試體間的節理會逐漸軟化，當降水入滲置孔隙深處後，

產生的變形由攝影機紀錄，隨後藉由攝影的畫面分析其結果。 

2.6 數值分析軟體 

本研究使用比對分析程式為 3DEC (3 Dimensional Distinct Element)軟體，係由 Itasca 公司研發，其使用分離元

素法建構在 UDEC 程式的基礎理論上應用而成的數值分析程式，採用動態分析法，以顯性有限差分法(explicit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處理塊體的運動方程式，利用簡單的方式思考介質離散所構成的特性，主要由兩個基本元素即連

續特性及非連續特性所共構而成之群體，並且使用相關的力學定律藉以描述這些基本元素受力後的變形狀況；在

土木工程上，邊坡的岩塊通常被視為連續體，而地質結構面則屬於非連續性的特性，這兩者為建構出岩體的主要

元素，當岩體受力之後，岩塊所表現出為連續介質的力學行為，而塊體與塊體間的非連續特性互制下，當受力狀

態超過其能承載的極限時，塊體間則會產生剪動、錯位等破壞現象，這些物理現象與 3DEC 分析軟體所能描述的

特性相當吻合，此軟體目前在土木工程上，已有相當成功的案例應用，技術相當成熟。 

三、研究成果 

3.1順向坡物理模型試驗結果 

本實驗根據氣象局對大豪雨定義 (表 2) ，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350 毫米以上，或三小時累積雨量達 200 毫米

情況下，以時雨量 60mm 進行本研究降雨量。以模擬當坡面受強降雨時，節理間的弱化情形。 

 

表 2  降雨量定義(取自中央氣象局) 

Table 2  Rainfall 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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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試體編號 A-1試驗過程 

編號 A-1 為順向坡物理模型，整治技術使用地錨。試體長寬高分別為 35cm、9cm、15cm，岩層角度為 45 度，

層數為 10 層及兩組節理，角度分別為 105 度及 165 度。地錨長度為 18cm，直徑為 4mm。本次試驗時長為 2 小時

50 分鐘，降雨量為 60mm/hr，總降雨量大約 170mm。 

(a)第一階段-坡體滑動 

當試驗開始時，隨著實驗時間導致降水逐漸入滲至物理模型坡體內部。試驗時間到 0:53:00 時，研磨石間

的樹酯遇水後逐漸弱化強度降低，因此開始產生滑動。層面內部分節理有些微的開裂。由圖面進行分析比

對，其滑動距離約略一個層面大小。 

(b)第二階段-隆起、節理開裂 

當試驗時間從 0:53:00 後，試體上半部的層面，受到地錨的影響逐漸產生隆起變形，而在底層因受到地錨

的作用，造成錨定端處上方之節理逐漸開裂並向上延伸，節理形成錯位，層面間也有越來越多節理開裂的

情況，開裂程度約 2~5mm 不等，試驗時間 1:02:12 時，上半部層面隆起變形更加的明顯，下半部節理開裂

間距逐漸增大。 

(c)第三階段-未受地錨束制段解壓翻倒 

當降雨入滲逐漸延伸至試體前半段時，此時試驗時間來到 1:02:55，除了受到研磨石自重影響之外，降水入

滲造成研磨石之間的弱化也越來越明顯，導致前半部未受到地錨束制段，形成解壓節理並向前翻倒破壞，

此時地錨上半部的試體持續受到降雨入滲影響，節理間持續的軟化，層面節理的錯位明顯。 

(d)第四階段-降雨完全入滲至完全破壞  

降雨隨時間持續入滲至物理模型當中，試驗時間為 1:56:52，隨時間增長之後，坡面下滑移動距離增大，錨

定端處約第 1、2 岩層的節理開裂也越來越明顯，從岩層的第 3 層往上隆起變形明顯。錨頭受到上半部岩層

的推擠，有明顯往前往下的位移，當試驗時間來到 2:03:44 時，入滲持續作用，此時入滲已經超過錨定端，

錨定端已無法提共抵抗力，此時的地錨失去作用，塊體沿著錨定端底部形成破壞面，隨之坡體逐漸往下滑

動，地錨無法承受上半部岩層導致最後整個坡面破壞。 

 

(二)試體編號 A-2試驗過程 

編號 A-2 為順向坡物理模型，整治技術使用地錨。試體長寬高分別為 35cm、9cm、15cm，岩層角度為 45 度，

層數為 10 層及兩組節理，角度分別為 105 度及 165 度。地錨長度為 18cm，直徑為 4mm。在岩層第三及第七層處

的地錨，進行弱化處理，其強度約略等於樹酯強度(圖 7)。目的在於觀察當岩坡若因地錨強度不足斷裂，破壞時的

情形。本次試驗時長為 3 小時 50 分鐘，降雨量為 60mm/hr，總降雨量大約 230mm。 

(a)第一階段-坡體些微變形 

試驗於 0:00:00 開始降雨，至 1:26:45 期間，因為入滲的時間較為短暫，試體沒有太大的變化，僅有些微坡

體向前位移，位移距離不到 5mm。此時降雨量累積約為 86mm。 

(b)第二階段-坡體位移 

試驗時間 1:26:45~2:38:26 之間，坡體向前滑動約一個層面的距離，坡面上半部層面節理逐漸弱化，產生隆

起變形。未受地錨束制的下部坡面，受到降雨弱化的影響，部分顆粒向前掉落。第 5 層以上層面內的節理

逐漸開裂，開裂間距大概 1~3mm 不等。錨頭位置往前往下些微滑動，距離大概 3mm。 

(c)第三階段-層面節理開裂 

此時試驗時間來到 2:39:13。坡面內部的節理開裂越來越明顯，坡體也明顯的向前滑動。尤其是在第 5 層岩

層以上的滑動更為明顯。節理開裂最大距離約為 5mm，此時降雨量累積約為 159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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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試體編號 A-1試驗照片 

Fig.6  Test body number A-1 test photo 

 

圖 7  地錨弱化示意圖 

Fig.7  Schematic diagram of ground anchor weak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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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第四階段-地錨弱化處產生斷裂 

試驗時間到達 2:39:17，此時因降雨入滲至地錨弱化處，導致地錨失去作用。地錨已經無法承受試體前半段

重量，造成第一次大規模破壞，地錨由第三層岩層處被拉出破壞，試體前半部向前傾倒。後方岩層持續受

到降雨入滲，當試驗時間至 2:53:14 時，試體中段岩層 5~8 處產生一明顯張力裂縫，長度約為 7mm，此時

降雨量累積達 173mm。 

(e)第五階段-後半部試體持續位移 

試驗時間 3:00:30~3:24:35 時，受到降雨持續入滲影響，試體中段處開裂越來越大，最後造成第二次大規模

破壞，試體中段向前傾倒破壞，此時試體前半段皆已破壞，剩餘後半段持續位移中。累積降雨量大概為

204mm。 

(f)第六階段-試體破壞 

試驗時間 3:39:44 時，岩層 6~8 層間的層面位移明顯，其距離約等於兩個岩層厚度。當試驗時間到 3:41:25

時，岩層由第 6 層以上往前滑落破壞，此時累積降雨量達 221mm 左右，當試驗時長至 3:50:00 時，試體完

全滑落破壞，此時累積雨量約為 230mm。 

 

 
圖 8  試體編號 A-2試驗照片 

Fig.8  Test body number A-2 test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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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順向坡數值分析結果 

本研究利用數值分析軟體 3DEC 進行分析。首先針對與物理模型相同之配置尺寸建置，縱向長度為 35 公分、

寬度 9 公分、高度 15 公分。模擬岩坡在有無地錨的不同情況下，坡面岩塊受自重的情形，觀察塊體滑落與物理模

型試驗結果的破壞行為比對。相關參數設定及尺寸如(表 3)，在層面傾角設定為 45 度，並且具有其他兩組節理，

分別為 105 度及 165 度。 

 

表 3  PA-1、PA-2分析模型參數 

Table 3  PA-1,PA-2 Analyze model parameters 

塊體密度 法向剛度 切向剛度

2000kg/m^3 1.00E+07 1.00E+07

層面傾角 45度

層面凝聚力 1.00E+02

層面摩擦角 20度

J1傾角 105度

J1凝聚力 4.00E+02

J1摩擦角 20度

J2傾角 165度

2凝聚力 4.00E+02

J2摩擦角 20度

step 10000  

(1)試驗編號 PA-1試驗結果 

試驗編號 PA-1 為無設置地錨結構之順向岩坡模型。當模擬開始時，最下方岩塊受到自重影響，逐漸解壓最後

掉落。接著中段岩塊因前方無抵擋岩塊而隨著掉落。當分析時間來到 step10000 時，大部分岩塊已掉落，尤其試體

中間的岩塊受到自重影響，導致大範圍的剝落，其中塊體垂直速度(圖)。 

 
圖 9  PA-1無地錨束制岩坡受自重破壞情形 

Fig.9   PA-1 situation of the rock slope without ground anchor beam being damaged by its own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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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試驗編號 PA-2試驗結果 

試驗編號 PA-2 為在試體下半部設置類似地錨結構的模擬分析。與無地錨試體剛開始相同，都是由前方岩塊先

行掉落，因為下方試體無受地錨束制。到了 step10000 時，其中地錨上方段的試體，除了第一層逐漸滑落外，其餘

部分沒有太大的位移變形。 

 
圖 10  PA-2有地錨束制岩坡受自重破壞情形 

Fig.10   PA-2 Damaged condition of rock slope with ground anchor beam due to its own weight 

由 PA-1 與 PA-2 在相同破壞時間分析下，當試體皆到達 step10000 時，PA-2 因受到地錨的束制，崩壞程度明

顯的比 PA-1 要小很多，由此可見地錨在整治技術上是有很大的貢獻的。在試驗 PA-2 之地錨假設為不動點且為剛

體，雖較不符合實際情況，但某程度上算是接近地錨的作用。 

 

四、結論 

本研究主要是將整制技術加入物理模型試驗當中，以降雨及岩塊自重作為模型崩壞誘因，藉此了解當順向坡

物理模型加入地錨後，將會造成的破壞方式。在物理模型試驗編號 A-1 當中，坡面開始受降雨產生入滲影響，前

期會產生些微的滑動，接著在地錨上端的頂部因為受到地錨束制會逐漸隆起，而底部的岩層受到錨定端的影響，

節理產生張裂且幾乎成垂直向上開裂，地下三四層的層面節理也產生錯動，接著當入滲水至試體前端後，因為此

區塊無地錨的束制，所以產生向前傾倒的破壞，當入滲持續作用，並至底部時，錨定端周圍節理皆以產生弱化情

形，破壞面於錨定端下形成，導致地錨整體失去作用，造成地錨隨坡面產生滑動並破壞。試驗編號 A-2 為將地錨

段弱化，藉此模擬當地錨因強度設計不足而段裂時，將造成岩坡整體的破壞行為。藉由以上觀察之情況，以數值

分析軟體 3dec 模擬類似情形，與物理模型產生的破壞現象交互比較，藉此調整數值分析軟體內的參數，使分析結

果與物理模型相似，便能以數值分析軟體進行其他不同類型的坡面及制理機制的分析比較。 

致謝 

本文承蒙科技部 MOST 110-2625-M-A49-002 計畫之經費 補助方克有成，謹致謝忱。 

參考文獻 



2021 中華水土保持研討會摘要論文集 

30 
 

[1] 洪如江(2002)，「順向坡之破壞與穩定」，地工技術，第九十四期，5-18頁。(Hung,J.J.(2002).A study on the failure 

and stability of dip slopes,SINO-GEOTECHNICS,NO.94,p.5-18.(in Chinese)) 

[2] 洪如江(1984)，「工程地質在自然邊坡穩定之應用(力學因素除外)」，地工技術，第七期，35-42頁。

(Hung,J.J.(1984).The applications of engineering geology in slope stalility (except mechan-

ics),SINO-GEOTECHNICS,NO.7,p.35-42.(in Chinese)) 

[3] 林建杰、羅佳明（2016），「物理模型應用於逆向坡變形與崩壞過程與崩壞之初步研究」，土木水利，第四十

三捲，第二期，第 1-7頁。(Lin,C.C., Lo,C.M.(2016).Case study on rainfall-induced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process 

of anaclinal slopes through physical models,Lnstitute of civi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Vol 43,No.2,p5-10.(in 

Chinese)) 

[4] 林錫宏、林銘郎、 紀宗吉、 費立沅 (2014)，「順向坡地區的山崩機制調查與活動性探討－以嘉義太和地

區為例」，工程環境會刊，第三十三期，1-16頁。(Lin,H.H.,Lin,M.L.,Chi,C.C.,Fei,L.Y.(2014).The Study of DIP 

Slope Landslide Mechanisms and Activities in Tai-Ho Village, Chia-Yi County,Vol33,p1-16.(in Chinese)) 

[5] 廖洪鈞、張光甫 (1998)，「地錨設計與施工規範之探討」，地工技術，第七十期， 75-91 頁。

(Liao,H.J.,Chang,K.F.(1998),Some notes on the recommendations for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ground anchors, 

SINO-GEOTECHNICS,NO.70,p.75-91.(in Chinese)) 

[6] 董雅婷(2016)未砍腳板岩順向坡物理模型試驗過程-不同層理傾角試驗(Dong,Y.T.(2016), Characteristics of 

Rainfall-Induced Dip Slope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through Physical Modeling, Chienkuo Technology Universi-

ty,Taiwan,CV.(in Chinese))  

[7] 陳堯中、廖洪鈞、林宏達、陳志南(1998)，「汐止林肯大郡災變原因探討」，地工技術，第六十八期，29-40

頁。(Chen,Y.C.,Liao,H.J.,Lin,H.D.,Chen,C.N.(1998),Investigation of the Causes for the Lincoln Residence's Disaster, 

SINO-GEOTECHNICS,NO.68,p.29-40.(in Chinese)) 

[8] 林建杰、陳韜羽、羅佳明(2017 )物理模型應用於降雨入滲及地下水分布引致逆向坡變形與崩壞之研究。

(Lin,C.C.,Chen,T.Y.,Lo,C.M.,CASE STUDY ON RAINFALL-INDUCED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PROCESS OF ANACLINAL SLOPES THROUGH PHYSICAL MODELS,Vol37,p45-59(in Chinese)) 

[9] Chia-Ming Lo, Meng-Chia Weng. (2016) “Identification of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characteristics in cataclinal 

slopes using physical modeling ＂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Landslides, DOI 

10.1007/s10346-016-0735-1. 

[10] Bell, F. G. and Culshaw M. G., 1993, "A survey of the geotechnical properties of some relatively weak Triassic 

sandstones," Proceedings of The Engineering Geology of Weak Rock, Cripps et al. (eds), Balkema, Rotterdam, pp. 

139-148. 

[11] Lin, M. L. and Hung, J. J., 1982 "The influence of moisture content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ome sedimentary 

rocks in Taiwan," Proc. of the 7th Southeast Asian Geotechnical Conference, Taipei, Taiwan. 

[12] Richard E. Goodman and D. Scott Kieffer(2000),"Behavior of Rock in Slopes",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

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Vol. 126, Issue 8 

javascript:;
https://tpl.ncl.edu.tw/NclService/JournalContent?q%5b0%5d.i=%e9%99%b3%e5%a0%af%e4%b8%ad&q%5b0%5d.f=AU
https://tpl.ncl.edu.tw/NclService/JournalContent?q%5b0%5d.i=%e5%bb%96%e6%b4%aa%e9%88%9e&q%5b0%5d.f=AU
https://tpl.ncl.edu.tw/NclService/JournalContent?q%5b0%5d.i=%e6%9e%97%e5%ae%8f%e9%81%94&q%5b0%5d.f=AU
https://tpl.ncl.edu.tw/NclService/JournalContent?q%5b0%5d.i=%e9%99%b3%e5%bf%97%e5%8d%97&q%5b0%5d.f=AU


2021 中華水土保持研討會摘要論文集 

31 
 

[13] FenglingGan、BinghuiHe、ZiyangQin(2020)，"Hydrological response and soil detachment rate from dip/anti-dip 

slopes as a function of rock strata dip in karst valley revealed by rainfall simulations",Journal of Hydrolo-

gy,Volume581 

 



2021中華水土保持研討會摘要論文集 

32 
 

以分離元素法探討岩坡與岩栓互制機制 

李承彥[1]* 賴宇森[1] 羅佳明[1] 

摘  要 本文主要利用數值模擬還原岩石邊坡中節理岩塊的破壞機制，並加入治理技

術比較其力學行為，藉此探討岩石邊坡與岩栓之互制機制。而數值模擬主要採用分離元

素法，經由鑽探資料以及現地調查進行參數驗證後，以全尺度三軸試驗之模擬，了解岩

石邊坡內部之破壞機制。由於現地不易量測岩體內部之應力狀態與評估其治理技術成效，

因此以分離元素法模擬並探討整治技術受力後的應變與破壞機制的演變過程。此外，其

模擬採用之鍵結模式與實際岩栓灌漿及漿體滲入岩體裂隙型態相似，相對於其他數值工

具較適合岩栓與岩體互制模擬。而本研究亦比較加入治理技術前後的破壞機制與應力-應

變曲線，同時探討不同節理以及不同應力狀態下的節理岩塊加入治理技術後，對岩石邊

坡破壞機制之影響。為後續岩石邊坡穩定之研究與工程防護設計提供參考。根據研究結

果發現，在單一節理之岩石塊體加入治理技術後，可以提升約 20%的最大應力，並降低

約 5%的勁向應變量；然而在多組節理之岩石塊體加入治理技術後，岩體變得更加破碎，

整體強度雖略有下降，但其應變量具有增加之趨勢，使材料呈現初期韌性行為。然因岩

栓打設角度設計上多針對單一弱面，對於多節理治理技術上須採用複合式治理工程，方

可達到岩體強化之功效。 

關鍵詞：岩石邊坡、分離元素法、岩栓、治理技術機制、三軸試驗 

Study on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Rock Slope and 

Rock Bolt through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Cheng-Yen Lee[1]*  Yu-Sen Lai[1]  Chia-Ming Lo [1] 

ABSTRACT    This study mainly uses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failure mechanism of 

jointed rocks in rock slopes, and set remediation technology to compare their mechanical 

behavior, so as to discuss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rock slope and rock bolt. The 

numerical model use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to simulate full-scale triaxial test for rock mass. 

The simulation is used to know the internal failure mechanism of the rock slope. Because it is 

not easy to measure the internal stress state of the rock mass and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e 

remediation technology on site, the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is used to simulate and discus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strain and failure mechanism after the remediation technology is stressed. 

Also, the bonding mode used in the simulation is similar to the actual rock bolt grouting and the 

type of cement infiltrating into the cracks of the rock mass. Compared with other numerical tools, 

it is more appropriate for the simulation of rock bolt and rock mass interaction. This study also 

compares the failure mechanism and stress-strain curve before and after the remediation 

technology is set, and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he remediation technology on the failure 

mechanism of the rock slope when the joint rock under different joints and different stress states 

are set to the remediation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it is found that after 

adding remediation technology to a rock block with a single joint, the maximum principal stress 

can be increased by about 20% and the radial strain can be reduced by about 5%; however, after 

the remediation technology is set to a rock block with multiple joints , the rock mass be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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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broken, although the overall strength decreases, its strain has increase slightly, which 

makes the material exhibit ductility behavior in initial state. Because the design of the rock bolt 

setting angle is aimed at a single joint plane, the multi-joint remediation technology must adopt 

a composite remediation project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rock mass strengthening. 

Key Words: Rock Slope,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Rock Bolt, Interaction Mechanism, Triaxial Test 

一、前言 

本文主要研究範圍為台 2 線 81K~84K 道路岩石邊坡，區域內岩層位態受到「鼻頭向斜」與道路開挖的

影響，導致道路周緣岩坡呈現低角度地層且坡趾切除透空之倒懸式逆向岩坡型態。此類型岩坡大多屬於"節

理主控"之岩體破壞模式，包含逆向坡落石災害與岩屑崩落，與較大規模的斜交坡破壞，也有少部分解壓節

理造成的平面滑動(聯合大地，2020)。 

對岩坡施作治理工法前，需要深入了解岩坡的破壞機制，以及岩塊相關尺寸規模，由於節理開口的粗

糙度與岩石塊體的位移、破壞方式有一定的關係，也因此進行現地量測時，除了表面節理延續度、粗糙度、

節理開口寬度外，也針對節理面及其間距計算岩塊大小，從而針對岩塊設計治理技術(Wyllie et al. ,2005)。 

由於節理弱面上凹凸不一，在完全貫通的節理弱面上進行剪切試驗，弱面開口會被收縮，直到剪應力

之尖峰值前，粗糙面被重新組合，弱面開口也被重新打開，孔隙率會增大，最後隨著剪切位移的增加，剪

應力也慢慢降低。(BARTON,N.R. et al. ,1973) 

 

 
圖(一)上圖表示節理開口受到剪切時閉合，進而提高剪力強度。下圖則表示節理開口經過尖峰強度後再次被

打開，密合度降低使強度無法提升。(修改自 BARTON,N.R. et al. ,1973) 

 
了解岩石塊體的破壞機制與塊體大小後，即可選用適合的治理技術，舉凡岩釘(Dowel bars)、岩栓(Rock 

bolts)、岩錨(Rock anchors)以及各項擋土牆(Retaining Walls)設施等等。過去亦有學者針對臺灣坡地災害進行

地理區位類型及整治案例探討(Lin et al. ,2008)，表示公路邊坡災害遍布全台，其中在表(一)列出不同地區的

落石災害以及相關整治工法，顧問公司根據不同的邊坡情形以及主要破壞形式設計不同的整治技術除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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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後續維護與施工可行性等等，更重要的是因地制宜，搭配事前調查與試驗，才能找出最適合的整治技術

並加以設計。 

 

表(一) 台灣落石災害整治案例。即便表格內災害類型皆屬於落石災害，也會因為不同的地理區位類型與主

要破壞模式進行整治技術的設計。 

 
 

針對公路邊坡整治工法 Hearn et al. (2011)提出岩石邊坡整治工法建議表格，如下圖(二)，針對不同的節

理間距與不同的破壞機制皆有明確的建議，此外作者也針對不同工法進行施原則的說明。如當岩坡破壞機

制受到兩組良好間距(>600mm)且持續性佳之弱面主控，在岩坡破壞屬墜落或翻倒型式時，其可以使用之治

理技術包含岩釘(Dowel bars)、岩栓(Rock bolts)、掛網(Restraining mesh)或隧道等，以做為工程設計之參考。

然而，此類組合型之治理技術缺乏對於細部施工對於岩體力學行為機制的解釋，故本研究以數值模擬還原

現地岩石塊體之破壞行為，定性描述其破壞機制，並加入治理技術後，對岩石塊體強度以及韌性之影響。 

此外，岩體主要由完整岩石與不連續面構成(Goodman,1989 )，因此欲探討岩坡治理技術機制與其力學

條件，以非連續體元素模擬分析最為合適，過去前人以 PFC 軟體進行節理岩體強度與變形性之研究(Yang et 

al.,1992)與節理岩塊中微觀力學模式之研究(Chiu et al.,2016)，在過去文獻中多利用離散元素法處理大變形

之特性，模擬塊體高度分離的大地問題，以及探討岩體中裂隙發展的過程。 

以外，利用 PFC 軟體中鍵結模式將顆粒分別指定即可建立岩栓(Lin et al.,2018)，模擬漿體、岩栓與岩

體三者之間的互制關係，從而觀察打設岩栓對岩體坡壞機制的影響，因此本文主要使用 PFC3D 模擬全尺度

節理岩塊進行三軸試驗，還原現地岩塊之強度與力學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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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在岩石邊坡中依據節理幾何的不同，描述不同的現地情形，在根據破壞機制進行工法的選擇以及相對

應的治理技術設計。 

 
利用分離元素法數值模擬軟體 PFC 6.0(Particle Flow code)，模擬岩石單壓試驗，結合現場取樣的數據，

反推出微觀數值參數的正向勁度、切向勁度、鍵結強度等，用以模擬岩坡在穩定工法作用下的應力狀態。

數值應用程式-PFC3D(Itasca Cons Group, 1999)於全尺度岩石單壓試驗與三軸試驗中提出探討，依據「應變

控制」(每單位時間內應變量相同)之方法進行壓縮，並進行上下頂板受力之量測視為岩石之軸差應力強度

(Δσd)，同時顆粒間的應力以及破壞形式也有所紀錄，隨著上下頂板的壓縮岩塊內的裂隙也逐漸增加。 

根據過去文獻提到不連續性的節理幾何參數，會引發多種破壞機制包含裂隙的產生、傳遞，以及合併，

進而發展出岩塊中微小剪切破壞或是微小塊體的彎矩破壞，利用 PFC 軟體可將其還原且相當貼近真實(M. 

Bahaaddini,2012)。 

然而過去文獻尚無提到加入整治技術後岩塊內部的應力狀態變化，對於岩石邊坡落石災害，亦無提出

針對破壞機制的整治技術之改進，因此本篇論文將以台 2 線 81K~84K 道路岩石邊坡為例，進行一系列節理

幾何的量測，與數值模擬，比較岩石塊體的破壞機制以及應力應變狀態。同時，針對不同破壞機制加入不

同角度的岩栓(Rock bolts)，探討整治技術對岩石塊體破壞機制的影響，試圖找出符合經濟性與安全性之間

的最佳設計，並對後續岩石邊坡穩定之研究與工程防護設計提供參考。 

二、研究方法 

1. 研究區域特性 

地質材料的強弱、地質弱面的方位與傾斜角度、地質構造特性以及地下水壓的大小，都影響到施工的

形式，包含施工方法、工期、甚至經費預算，因此施工前的工址調查事關重要。 

進行室內資料蒐集時，確認研究區域以及區域內地質與地形，由地質圖可以發現台 2 線 81K~84K 研究

區域內岩層為桂竹林層二鬮段，岩性為泥質砂岩偶夾頁岩，以及桂竹林層大埔段，其岩性為泥質砂岩偶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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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砂岩。節理位態由於靠近「鼻頭向斜」，層面傾角較為平緩，約 10~25 度。而由地形圖可以判斷出台 2 線

81K~84K 道路岩石邊坡的坡高約 100 公尺左右，由等高線密集程度也可以初步判斷研究區域內邊坡坡陡且

幾乎垂直。 

 
圖(三)研究區域內 1/50000 地質圖(改自中央地調所) 

 

圖(四)研究區域內之 20m 等高線地形圖 

 
岩石強度與單位重參考自「台 2 線 89K~101K 彎道改善工程地質鑽探報告」之 BH-2 孔位(樣品 R-3，

取樣深度於地表下 5.48~5.78m)，取岩石單軸壓縮強度σ為 23.097MPa、單位重 γ 為 26.291kN/m3、靜彈性

係數 E 為 45.196GPa，以及波松比υ為 0.20。後續數值模擬之參數設定將以此強度參數作為比較與驗證之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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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調查除了對位態進行實際量測外，同時也對節理延續度、粗糙度、節理間距與節理開口進行量測，

以便後續建立全尺度數值模型。 

 

圖(五)83.4K 露頭。現地量測已發生落石災害的露頭，每組節理量測三次再取平均，得到平均位態角度。由

於該地靠近鼻頭向斜，因此層面平均傾角為 11.3 度，而節理面受到褶皺擠壓的關係，也出現大於 70

度的高角度傾角。 

 
落石災害墜落之塊體大小與岩石邊坡的節理間距有關，量測節理間距後發現層面與 J2 約為 90 公分，

而 J1 約為 50 公分、J3 約 30 公分，而節理開口寬度大多約 1~3 公分，然而，J3 與坡面之位態相近，坡面

側向解壓時節理開口也最大，約 2~4 公分。 

 

圖(六)83.4K 坡腳已出現三組落石崩落的情形。三組崩落之塊體大小相似，露頭的位態也相似，現場量測落

石塊體大小約 0.9*0.9*0.3 立方公尺的械形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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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值模擬 

由於節理岩體型為複雜，在傳統分析多以數學理論解進行探討，然而數學理論解僅能定義破壞準則來

決定岩體是否破壞，無法觀察岩體內部之破壞機制，包含破裂生成、裂隙傳播，或是塊體互鎖、位移等過

程。本章應用分離元素法所發展的三維數值軟體 PFC3D(particle flow code 3 dimension)建立節理岩塊數值模

型，與鑽探資料比對後得到微觀參數，探討分析所需之參數，以供後續分析應用的基礎。 

(1)岩石塊體建立與參數比對 

Potyondy 與 Cundall (2004)提出一套由 PFC 模擬完整岩石的模擬程序，以平行鍵結模式(Parallel-bond 

model)進行二維與三維岩石試驗之相關模擬，利用勁度與彈性模數求得巨觀試體試驗參數與微觀模擬參數

之間的關係。 

根據鑽探報告建立與實際實驗試體相似之模型，以兩吋(0.0508m)鑽孔、長徑比 2.5 倍(h=0.127m)的圓

柱體模擬相似的單壓試體，忽略上下粗糙度，以及試體內部結晶排列對單壓試驗的影響。 

表(二) 模型設置之微觀參數，建立數值模型，並以此模型模擬單軸無圍壓壓縮試驗，上下頂板以

0.075h/s 的速度，進行壓縮。 

 

 

 

圖(七)在實驗與模擬的結果進行對比，強度與初始切線之斜率皆與實驗結果相近，兩者差距可能來自試體長

徑比、單壓壓縮速度、岩石沉積導致強度異向性，以及些許實驗誤差。因此後續模擬將以此微觀參數

探討岩體破壞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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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微觀參數後，根據現地量測層面之間距為 0.9 公尺，且坡趾處崩落之塊體大小約為 0.9 公尺寬，為

了打設有效控制塊體之岩栓，假設岩坡坡高 100 公尺，岩塊單元位於坡高 15 公尺、深度垂直坡面 3 公尺，

為邊長 0.9 公尺的正方形塊體，並加入現地量測之位態加入節理弱面。 

 

圖(八)建立一全尺度正方體岩塊，加入四組節理面，包含層面(Bedding plane)，以及三組不連續面(J1、J2、

J3)，以利後續模擬得以還原並探討現地岩塊破壞時破壞機制與顆粒運動方向。 

 
建立完整岩石後，以線性鍵結模式(Linear-bond model)建立未開口之不連續面，指定勁度參數與摩擦係

數參數，還原節理面於岩石塊體內部之運動形式。不同於平行鍵結模式，線性鍵結模式僅用於表達鍵結斷

裂後，接觸點的力學行為轉換為單點接觸模式，以此方式模擬節理在岩塊中非連續體的狀態。 

 

(2)岩栓模擬與建立 

節理遍布於岩體中，高度影響岩石工程行為。透過數值途徑可以模擬節理岩塊的力學行為，並根據岩

栓傳遞與重建岩體應力狀態的特性，加入岩栓可以提高節理面強度與勁度。然而，過去文獻中使用平滑節

理模式(Smooth-joint model)進行岩栓打設，岩栓與岩體間的接觸力視為同一滑動面，根據交通部公路工程施

工規範第 02378 章，岩栓孔之孔徑約為岩栓直徑之 1.5 倍，本研究以現行之規範建立岩栓之鑽孔，並以平

行鍵結模式(Parallel-bond model)模擬灌漿漿體於孔內之情形，同時調整鍵結範圍模擬漿體滲入節理面中改

變節理弱面的接觸模式，由於其膠結斷面均勻，以模擬直接灌漿將鑽孔充滿漿體，其力量來源需依賴孔壁

與漿體凝固之摩擦力。(歐晉德,2001,地錨之設計基本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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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岩栓以平行鍵結模式進行鍵結，岩栓除了可以抗拉之外也能抵抗彎矩，模擬上更加貼近實物。而岩栓

顆粒與岩體顆粒之間同樣以平行鍵結模式進行膠結，以模擬灌漿之漿體於實際固定與力量傳遞的作用。 

 

(3)三軸壓縮試驗 

為了還原現地應力狀態，本次模擬以三軸壓縮試驗還原岩石塊體於沿坡中受力情形，除了初始圍壓維

持在 100kPa 下，額外於坡面增加一側向推力作為逆向坡滑動時之阻抗力。 

 
圖(十)本次模擬改良於三軸壓縮試驗，下頂板是固定不動的，在層面傾向方向增加推力作為反力(Roller)，

由岩體的幾何組成的滑動與變形可以受到束制，更加貼近真實滑動情形。 

三、數值模擬結果 

1. 三軸壓縮試驗模擬結果 

分別比較單一節理對完整岩石所造成的影響，不僅是應力降低或變形行為的改變，根據實驗結果在單

一節理中，由於 J1 節理傾角為 72.8°，是節理中最緩的傾角，其對完整岩石強度影響最大，強度降低約 33%。

而層面(Bedding plane)為原生弱面，在地層堆疊生成時就隨之出現，因此節理面開口最小，而傾角 11°也造

成裂隙在初期低應力狀態下產生閉合，讓材料呈現塑性行為，直到上下兩端點出現較大應力集中才產生新

的裂縫直到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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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比較各個節理面對完整岩石造成的影響，其中層面對岩體的破壞機制產生塑性行為的影響。 

 

 

圖(十二)岩體在初期應力狀態尚未出現裂隙，隨著應力增加，顆粒間擠壓並重新排列互鎖，並在尖峰應力約

70%時在層面及上下頂板出現局部裂隙，直到尖峰強度後，裂隙逐漸連接，顆粒在應力集中處，沿

層面側向解壓後滑出。 

 

由單一節理了解沿體在破壞時，受到層面的影響會變得更加塑性，當岩體於不同節理組成時，比較不

同節理組合對岩體破壞機制的影響，根據應力應變曲線可以觀察三組以上節理對岩體強度影響大致相同，

強度下降約 50%。若岩體中有層面影響其破壞機制，初期在低應力狀態下以其應變量具有增加之趨勢，使

岩體呈現初期韌性行為。 

0.00E+00

5.00E+06

1.00E+07

1.50E+07

2.00E+07

2.50E+07

0 0.005 0.01 0.015 0.02 0.025

D
ev

ia
to

r 
St

re
ss

  Δ
σ

d
(P

a)

Axial Strain(ε)

Stress-Strain Curve

Rock mass Bedding J1 J2 J3



2021中華水土保持研討會摘要論文集 

42 
 

 

圖(十三)當岩體內不只一組節理，岩體的破壞機制也會改變。受到低傾角的逆向坡層面影響，原本以脆性破

壞的完整岩石，變成具有韌性的岩體材料。當岩體中有多組節理，其尖峰強度為 10.0MPa，約為

完整岩石的 43%。 

 

 
圖(十四)受到多組節理的影響，初期低應力狀態時，顆粒間孔隙較大，顆粒間接觸數量約 6851 對，隨著應

力上升，接觸數量不斷增加，說明顆粒受到壓縮孔隙不斷減少，直到軸差應力達 8MPa 時，顆粒接

觸數量達 6923 對在 J1 與 J2 之間生成裂隙，隨著應力上升生成多組張力裂隙，如同現地破壞形式

一樣，顆粒出現較大位移並向下滑出。 

2. 岩栓打設模擬結果 

將節理面之極點(Pole)繪製於投影圓中，根據過去鑽探資料砂岩Φ=30°(黃鎮臺,夏龍源，1990)，為了打

設安全係數(FS)為 2.0，且符合經濟性打設最省力最省材料的岩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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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以 J1+J3 的組合來說，先前比較可以看到此組合對整體完整岩石強度影響最多(約 44%)，若以此

組合設計岩釘打設【S30°W,30°】是最為省力的。若以 J1+J2+J3 的組合來說，強度降低約 50%，

若以此組合設計岩釘打設【S4°W,52°】最為省力。 

 
圖(十六) 針對 J1+J3 的節理組合設計的岩釘，打設傾角 30°，打設後強度為岩體之 88%，由於破壞時裂隙

在岩釘與層面間快速生成，導致強度降低，塑性行為也沒有提高。而針對 J1+J2+J3 節理組合設計

的岩釘，打設角度為 52°，打設後強度提升 10%，打設後裂隙在 J1+J2 方向快速生成，岩體內部

由左上與右下方向產生張力裂隙，因此破壞行為較為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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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在節理岩塊中打設岩栓，打設角度甚是重要，針對 J1+J2+J3 節理組合設計的岩釘，在岩塊受力後

會在岩栓的頭部與底部出現裂隙，隨著應力增加，裂隙向上下頂板傳播，同時 J1+J2 之間也出現

裂隙。當應力增加到尖峰值後，塊體由打設岩栓的頭部開始出現較大位移。 

3. 小結 

尚未加入岩栓之岩塊，進行三軸壓縮試驗模擬後，最終顆粒出現最大位移為 0.14 公尺，而滑動方向受

到 J2 與 J3 影響，由左下方滑出坡面，形成一側向解壓所造成的楔型滑動。加入岩栓後之岩塊，同樣進行

三軸壓縮試驗模擬後，顆粒最大位移為 0.068 公尺，滑動方向受到岩栓之束制，大多向兩側擠壓滑動。比較

兩塊體之相同顆粒，在近自由面的點位，加入岩栓後可以降低其 40%~50%的位移量。 

 

圖(十八)面對坡面的視角，比較打設岩栓前後顆粒位移方向與距離。左圖為未打設岩栓的岩塊主要沿著 J2

節理面產生械型滑動之塊體，沿體受到壓縮後根據幾何空間產生較大之塊體。而右圖為打設岩栓之

岩塊受到岩栓與漿體膠結的束制，使岩體破壞範圍縮小，顆粒受到岩栓膠結的影響大多向兩側位移。 

四、結論 

1. 破碎節理對道路危害度之影響 

由於鄰近鼻頭向斜，本岩坡層面傾角雖緩，卻出現許多間距較小的垂直向張力裂縫，經過長時間風吹

日曬雨淋的侵蝕，節理貫通率逐日增加，直到切出岩塊墜落路肩，輕則小碎石掉落路肩，無傷大雅，重則

大型岩塊崩落，影響用路人之行車安全。因此公路局每年編審預算皆進行維護，甚至大型修坡工程，定期

進行清除浮石、加高(或新設)攔石柵、以及針對大型岩塊進行監測系統設計，對路段的安全性有很大的保障。 

對於岩坡治理工法的選擇，事前的節理位態、間距、開口寬度，和節理面粗糙度都需要逐一調查，根

據不同節理面的破壞機制進行探討，不同解裡面的組合也可能產生幾何塊體互鎖或弱化的情形，雖然 J1+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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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節理組合造成岩體強度的影響最大，但同時考量所有節理面，以及現在解壓方向，層面的滑動卻造成岩

體出現塑性破壞的行為。 

2. 岩栓打設對岩塊應變之影響 

岩栓打設的目的除了增加束制外，灌漿漿體的膠結也可以做為力量傳遞的介質，同時提升節理面的強

度，過去藉由數值解析解可以估算岩栓力與位移的關係，但利用分離元素法軟體 PFC 可以模擬採用之鍵結

模式與實際岩栓灌漿及漿體滲入岩體裂隙型態相似，相對於其他數值工具較適合岩栓與岩體互制模擬。 

此外，受到岩栓與漿體膠結的關係，岩體內部的顆粒運動與破壞機制也隨之改變。岩栓的打設方向也

會有所影響，若裂隙生成以層面方向傳播，破壞的行為也會趨向塑性。相反的，打設的方向若造成裂隙以

J1、J2 方向傳播，破壞行為則會以脆性行為發生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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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雨作用下加勁擋土牆破壞機制與改善工法 

吳昕明[1]* 楊國鑫[1] 曾婷苓[2]  林佳靜[1] 

摘  要 本研究目的為瞭解使用富含細粒料回填土之加勁擋土牆在降雨作用下之力學行為

與破壞機制，並探討薄砂層作為改善措施之功效。本研究進行一系列縮小模型試驗，其縮尺率

(Scaling law) 為 N = 5，在原型尺度下，擋土牆高為 3 米，加勁間距 Sv = 75 公分，降雨強度為

75 mm/hr。薄砂層厚度為 6 公分，鋪設於加勁材上下各 3 公分。試驗結果顯示，薄砂層有顯著

排水功效，並在抑制牆面變形方面有顯著成效。本研究依據試驗結果提出抗降雨設計方法之相

關建議。 

關鍵詞：加勁擋土牆、薄砂層、降雨、富含細粒料回填土。 

 

Failure mechanism and improvement method of  

 geosynthetic reinforced soil wall subject to rainfall 

Hsin-Ming Wu[1]*  Kuo-Hsin Yang [1]  Ting-Ling Tseng [2]  Jia-Jing, Lin [1]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the physical behavior and failure 

mechanism of the geosynthetic reinforced soil (GRS) wall subject to rainfall conditions using mar-

ginal backfill and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sand cushion as an improvement measure. This study con-

ducted a series of reduced scale model tests with a scaling law of N = 5. At the prototype scale, the 

retaining wall was 3 meters high, the vertical reinforced spacing Sv = 75 cm, and the rainfall intensity 

was 75 mm/hr. The thickness of the sand cushion is 6 cm, and it is laid on the top and bottom of the 

reinforcement by 3 cm.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sand cushion has a significant drainage effect 

and restraining wall deformation. Based on the test results, this research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

gestions on design method against rainfall. 

Key Words: GRS wall, sand cushion, rainfall, marginal back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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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加勁擋土牆為現今常用的柔性擋土結構物之一， 其耐震性佳且能抵擋較大差異沉陷，非常適用於與水土保持

工程相關的邊坡崩塌整治工程、道路工程、河岸保護及邊坡工程等等。國內有相當多成功案例，例如興中國小於

2016年莫蘭帝及梅姬颱風期間學校操場靠近埔頭溪側發生大規模邊坡崩塌，2017年6月豪雨災害導致崩塌範圍擴

大，危及校園房舍及師生安全。興中國小原邊坡地質條件破碎且風化嚴重，地表裸露且有大量崩積土，地形上靠

近興中國操場側崩塌高差達76 m，下方則因位於荖濃溪及埔頭溪匯流處，施工動線、材料及機具調度安排困難，

且溪床淘刷坡趾導致差異沉陷亦是需注意之重點，綜合以上原因，並考量施工材料、機具人力及生態景觀之需求，

相關單位決定採用加勁擋土構造物修復，其成果如圖1所示。相較於傳統剛性混凝土構造物有經濟、美觀及環境友

善等優點。 

在加勁擋土牆的設計上回填土性質為重要參考條件之一，其直接影響加勁擋土牆的力學強度，許多規範

(AASHTO, 2002; Berg et al., 2009; Elias et al., 2001; Simac et al., 1993) 對回填土使用有嚴格要求，相關規範對土壤

粒徑分布的要求彙整於圖2。其中FHWA及AASHTO之規範較常被使用，對於回填土的粒徑分布要求如下，回填土

的細粒料含量 (通過#200) 不可大於15%，且塑性指數不超過6。若土壤粒徑分布曲線不符合一般回填土設計準則，

則稱為邊緣土壤 (Marginal soil) 

由於在工程實務中，粗顆粒土壤取得不易，且在經濟成本、挖填平衡、施工性及環境影響的考量下，細粒料

含量較高之現地土壤仍然常被使用。而細粒料含量較高之回填土壤滲透性較低，在降雨入滲時，隨著土壤飽和度

上升會失去基質吸力而損失視凝聚力，且易累積孔隙水壓力，造成土壤有效應力下降，導致加勁效果降低而引發

牆體變形乃至破壞。現地中也有不少加勁擋土牆因降雨作用而產生過份變形或破壞的案例。 

國外學者彙整了320座破壞的加勁擋土牆，其破壞的原因包含夯實度不足、設計不良與使用富含細粒料的回填

土等等，更有63%的破壞案例與降雨或者滲流有關 (Koerner & Koerner, 2013, 2018)。Wu and Chou (2013)也彙整了

在臺灣19座破壞的加勁擋土牆，其破壞原因也與強降雨、夯實度不足與使用富含細粒料回填土有關。為改善富含

細粒料回填土滲透性低並容易累積水壓力的特性，適當排水設計是必須的。鋪設薄砂層為一有效方案，透過在加

勁材上下方鋪設砂層提升加勁擋土牆整體排水效果並提升加勁材之介面摩擦力可以有效提升牆體穩定性。 

本研究進行兩組物理試驗模型，一組沒有配置薄砂層模擬強降雨條件下加勁擋土牆之表現，另一組以薄砂層

為改善措施並測試其成效。本模型試驗的縮尺率 (Scaling law) 為N = 5，在原型尺度下，擋土牆高為3m，加勁間

距SV = 75 cm，薄砂層厚度為30cm，降雨強度為75 mm/hr。在量測方面，擋土牆內安裝水份計、水壓計，並透過影

像分析技術分析牆面變位、牆頂沉陷量，破壞面上土壤剪應變發展，與加勁材應變量，藉此了解隨降雨入滲過程，

加勁擋土牆變形與破壞發生之過程與機制。 

    綜合前述內容，因此本研究以物理模型試驗探討強降雨之情況下，使用富含細粒料回填土之加勁擋土牆其力

學行為，及使用薄砂層作為改善措施之成效。 

二、研究方法 

1. 材料參數 

本研究利用兩種土壤進行物理試驗，其中一種是砂土 (越南石英砂) 用於濾層以及薄砂層鋪設，另一者為回

填土 (越南石英砂加上 20%的高嶺土)。如圖 3 所示，根據統一土壤分類 (USCS)，物理試驗使用之砂土為不良級

配砂土(SP)，回填土為為粉質砂土(SM)。 表 1 彙整試驗使用之土壤參數，相關試驗皆根據 ASTM 規範進行。其

中回填土之比重 GS= 2.62，最大乾單位重γd = 18.1 kN/m3，重量含水量  = 10.7 %。砂土之比重 GS= 2.65，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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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重γd = 14.9 kN/m3，砂土之有效摩擦角 ϕ’= 37.3°，飽和砂土之有效摩擦角 ϕ’= 33.7°，滲透係數為 k = 5.3×10
-4
。

而本研究之夯實度 RC = 85%，用來模擬現地輕微夯實不足之現象，此時土壤單位重γd = 15.39 kN/m3，有效摩擦

角 ϕ’= 34.6°，飽和土壤之有效摩擦角 ϕ’= 30.5°，k = 5.72×10
-6
。 

本研究所使用之加勁材種類為格網，而在縮尺模型中蚊帳有與格網類似行為，並能良好表現出互鎖效應，因

此本研究選用蚊帳作為加勁材使用。本研究根據規範 ASTM D4595 之建議進行寬幅拉伸試驗，求取拉伸強度，試

驗結果如圖 4 所示，其極限拉伸強度 Tult = 1.24 kN/m，勁度為 J = 7.36 kN/m。土壤加勁材介面摩擦角透過介面直

剪求得，於常時與飽合狀態分別為 ϕ’= 29.2°及 ϕ’= 25.5°，相關參數彙整於表 1。 

2. 模型相似性 

在進行縮尺模型試驗時，需進行模型相似性與因次分析之評估，以確保試驗結果與原尺寸相符。表 2 簡述各

參數之縮尺率，本研究採用之縮尺率 N = 5，模型長度與高度，分別為 42 與 60 cm。在考量降雨強度與滲透係數

之比值及中央氣象局超大豪雨之標準之條件下，將降雨強度設為 75 mm/hr。在此條件下，利用降雨強度、延時與

頻率之關係，可以得到在台北地區，100 年的重現期距下，降雨延時為 45 mins，而在 200 年的重現期距下，降雨

延時為 60 mins，本研究考量到全球暖化之問題，根據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識平台 (TCCIP) 之預測 100

年之降雨量為現今之 1.3 倍，因此本研究將 100 年後 200 年重現期距下之降雨條件定義為極端降雨事件，此時降

雨延時設為 85 mins，實際現地降雨延時 425 mins，約為 7 小時。 

3. 模型配置與規劃 

物理試驗模型配置如圖 5 所示，砂箱之長、寬及高 分別為 100、30 及 90 cm，降雨系統距離砂箱約 2 m 高。

砂箱是由鐵板及玻璃板組成，為了觀察牆體變形，砂箱正面之材質為玻璃板，其餘皆為鐵板，砂箱底部有一排水

孔，可將雨水排出。薄砂層配置於加勁材上下方各 3 公分，底層加勁材僅上部配置薄砂層 3 公分。薄砂層厚度總

和 21 公分，占模型高度 35%。試驗中擋土牆底部有一水箱，除了可以模擬初始地下水位接近於加勁擋土牆正下方

外，也可以代表其座落於穩固之基礎上。水箱之尺寸為長、寬及高分別為 85、30 及 12 cm 之壓克力基礎，頂部具

有 45 個直徑 3 cm 且間距 5 cm 之圓形孔洞，可以與擋土牆內累積之水壓力進行水分之連接。基礎內部埋設兩支相

距 35 cm 之水壓計，以監測水壓力累積情形。在充滿水的基礎中置入水壓計可以使其保持於飽和狀態，避免水壓

計於不飽和狀態中氣壓對其之影響。為了觀察水分入滲之情形及體積含水量之變化，在加勁擋土牆內埋設 6 支水

份計，分別距離加勁擋土牆底部 9、27、45 cm，加勁區與非加勁區各擺放一支。本研究之模型牆高 60 cm，牆長

42 cm，加勁材長度為 0.7H，亦即 42 cm，牆面寬度 2 cm，回包長度參考 Balakrishnan and Viswanadham (2019)與

呂昕臻 (2019)之物理模型試驗，提到頂部之回包長度需大於其他層，以防止翻出破壞，而其他層之回包段長度約

為 0.4 倍之加勁材長度，因此本研究之回包長度為 18 cm，頂層回包長度為 27 cm。 

表 3 彙整縮尺模型試驗組與內部穩定分析之安全係數，本研究以 15 cm 加勁間距為基本案例，試驗代號為

SM15，SM 表示利用粉質砂土進行試驗，15 表示加勁間距，括弧內之數值為原型尺寸。改善方案薄砂層代號為

SM15+SC6，SC 代表使用薄砂層作為改善措施，6 表示薄砂層厚度。表格內也彙整拉斷破壞與拉出破壞之安全係

數，分別利用夯實後與飽和之土壤參數進行計算，計算完各層之安全係數並取最小值代表之。 

三、試驗結果 

1. SM15 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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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節對 SM15 以及 SM15+SC6 之加勁擋土牆進行說明，並於下一章節中比較 2 組試驗之結果。以下將對不

同時間點之照片、影像分析結果、加勁材張應變以及破壞弧進行分析，藉此進一步描述加勁擋土牆變形與破壞發

生之過程與機制。圖 6 為加勁間距為 15 cm 之加勁擋土牆的物理模型照片及影像分析結果，紀錄時間分別為降雨

後 0、53、55、64、65 與 75 mins。在 t = 53 mins 時，產生了數道張力裂縫，張力裂縫之位置，分別距離牆面約 5、

20 與 25 cm，由 PIV 分析結果看出此次變形趨向於主動破壞，破壞弧從頂部距離牆面 25 cm 張力裂縫產生之位置

延伸至加勁擋土牆底部;在 t = 55 mins 時，距離牆面 25 cm 的張力裂縫延伸至第四層加勁材上端，此時牆面達到過

度變形狀態。由 PIV 分析結果可以看出牆頂的剪應變隨張力裂縫發展有向下延伸的趨勢;在 t = 64 mins 時，水分達

到加勁擋土牆底部。由 PIV 分析結果看出破壞弧往後發展且停止於加勁區尾端，此時加勁材的尾端產生了張力裂

縫;在 t = 65 mins 時，因加勁材尾端張力裂縫持續發展至第四層加勁材，使其產生拉出破壞;最後在 t = 75 mins 時，

加勁擋土牆倒塌。在 PIV 分析結果中可以發現因剪應變的發展延伸至加勁區的尾端，使的第四層加勁材的拉出破

壞，此時上層土壤推移力由第三層承擔，導致土壤剪應變集中於第三與四層的加勁材區域，其剪應變皆超過 15%。 

    由此次結果可以得知，土壤剪應變的發展在降雨入滲後，先產生類似於主動破壞的整體變形，而後張力裂縫

及破壞弧因為無法切斷加勁材，只能往後發展直至加勁區的尾端。此時因破壞弧可以繞過加勁材，又因降雨入滲

土壤強度降低且土壤與加勁材的介面摩擦力也降低，進而導致頂層加勁材產生拉出破壞。而頂部也由於加勁材回

包段失效，推移力轉由下層加勁材承擔，最終導致牆體逐漸由頂層產生破壞。 

    圖 7 顯示各層加勁材之加勁材應變量、最大加勁材應變產生之位置、最終破壞弧與牆體變形 3%時 PIV 分析

之結果。圖中選擇 3 個時間點進行加勁材應變的量測，分別為 53、64 與 75 mins，可觀察到根據時間推移各層加

勁材產生之最大應變量之位置往後發展，且加勁材應變也隨之增加，這部分變化與張力裂縫發展同步。最終倒塌

前，可以發現最大加勁材應變量產生於最上層，這與先前觀察之最大牆體變形相符。加勁材應變量可達到 20%，

且最大加勁材應變與第 3 道張力裂縫延伸至加勁材上端之位置相符，而加勁材應變於第三層也超過 15%之應變量。 

    圖中紅線為主動破壞的破壞弧，可以看到與牆體變形 3%時之剪應變發展相符。這可以推斷在牆體剛發生變形

時因加勁才受力較小，無法發揮極限強度，因此破壞類型較類似於主動破壞，此時加勁材的應變約略保持與土壤

應變一致。黑色虛線顯示最大加勁材應變於各層在 t = 53 mins 產生之位置，若與加勁擋土牆之牆體變形 3%之 PIV

分析結果進行比對，其結果吻合。圖中藍線位置為最終擋土牆發生倒塌時觀察到的破壞弧，可以看到相較於黑色

線段有向後發展的趨勢，這是因為加勁材不易被破壞弧切斷因而能阻擋破壞弧向下發展，使其只能逐步向後發展。 

2. SM15+SC6 試驗結果 

圖 8 為含薄砂層之加勁擋土牆之物理模型照片及影像分析結果，紀錄時間分別為降雨後 0 與 85 mins，可以看

到其改善成效顯著，在實驗結束時牆體外觀仍無任何變形產生，除了薄砂層在試驗結束時有因浸潤而改變顏色外

整體並無太大改變。 

四、綜合討論與比較 

本章節彙整物理試驗結果，並轉換回實際尺寸進行討論，針對最終破壞照片、影像分析結果、 水份入滲與水

壓累積之情況、牆面變形與牆頂沉陷在不同的降雨延時下進行比較，最終提出抗降雨設計建議。 

1. 綜合比較 

本研究之降雨強度為 75 mm/hr，根據降雨強度、延時與頻率之關係，在固定降雨強度的條件下得到在台北地

區，100 年的重現期距降雨延時為 225 mins，累積降雨量 281 mm，達豪雨標準;而在 200 年的重現期距下，降雨

延時為 300mins 累積降雨量為 375mm，達大豪雨之標準。又考量到全球暖化極端氣候之問題，根據臺灣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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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估資訊與調適知識平台(TCCIP)之預測 100 年後之降雨量為現今之 1.3 倍，在降雨延時為 425 mins 條件下 200

年重現期距累積降雨量為 531mm，達超大豪雨之標準，本研究將其定義為極端降雨事件。各試驗結果彙整於表 4。 

2. 試驗破壞照片與剪應變分析 

圖 9 彙整試驗最終牆體變形之照片及影像分析之剪應變結果，可以看到隨著降雨入滲導致土壤及土壤加勁材

交界面強度下降，SM15 最終於 75mins 時發生破壞。如圖中所示，由於 SM15 產生之張力裂縫延伸至非加勁區，

造成產生拉出破壞，因此剪應變集中在上方兩層。相較於 SM15，SM15+SC6 設置薄砂層，其滲透係數約為回填

土的 100 倍，可以良好的導引出本應入滲的水，使得牆體於試驗結束時未有任何變形產生。 

3. 水份入滲 

本研究為了了解降雨入滲過程中，模型內部真實流線分布與浸潤帶發展，並了解薄砂層之排水功效，因此使

用水性螢光染料及紫外燈進行試驗，如圖 10 所示。在進行試驗時，每夯實土層 5 公分即會鋪設長 2 公分間距 5 公

分之水性螢光粉，待雨水入滲以觀察流線分布。當鋪設完螢光粉於各層時，其分佈如長條狀，當水分入滲時，螢

光染料能記錄流線變化情形。 

圖 10 顯示在 SM15 之試驗中，水份於降雨 t = 0 與 350 mins 時之情況，可觀察一開始之水份還未入滲前，螢

光染劑皆顯示水平條狀，由圖 10(b)顯示水份已達到底層，螢光染劑皆顯示流線垂直向下，形成片狀。 

圖 11(a)顯示在 SM15+SC6 試驗中，水份於降雨 t = 280 mins 時之情況，由圖中可以觀察到此時水份已流經頂

層之薄砂層，可以看到流線為斜向，並且朝著牆面濾層排出，非加勁區並未有薄砂層，因此流線為垂直向下，圖

11(b)顯示在 SM 15+ SC 6 試驗中，水份於 t = 425 mins 時之情況，可觀察到水份已達到底層，位於薄砂層內之螢

光染劑皆顯示流線斜向朝著牆面，因此可以說明薄砂層確實具有排水功能。 

圖 12 彙整各試驗量測到水份流至埋入於加勁擋土牆內上、中、下之水份計時間，也記錄水份到達加勁擋土牆

底部之時間，由圖中結果可以明確得知，若以水份到達加勁擋土牆底部之時間進行比較，加入薄砂層可以有效延

緩降雨入滲，且薄砂層厚度越厚，延緩之時間越長，以 SM15 之試驗組為基本案例，SM15+SC6 之試驗組水份到

達底部之時間延長 105 mins。 

4. 水壓力累積 

根據前述水份入滲之情況，可以得知增加薄砂層及增加其厚度可以延緩水份入滲時間，圖 4.13 顯示各試驗之

水壓力累積隨時間變化圖。SM15 於 t = 375 mins 時水份入滲至底部，此時水壓力開始累積，至 t = 375 mins 時倒

塌，其水壓力高度為牆高的 13%。而 SM 15 + SC 6 由於水份在最終降雨停止時，才剛好到達底部，因此也未累積

水壓力。 

5. 牆面變形量 

圖 14 顯示各試驗之最大牆面變形隨時間變化圖，圖中三條灰色虛線分別為 100 年重現期距下之降雨延時 225 

mins、200 年重現期距下之降雨延時 300 mins 與極端氣候之降雨延時 425 mins。在 100 年重現期距之條件下，兩

組試驗皆未有任何變形產生。而在 200 年重限期距之條件下 SM15 之牆體變形量超過牆高的 10%，但 SM15+SC6

仍未有任何變形產生。在極端氣候之條件下， SM15 已倒塌，而 SM15+SC6 並無任何變形產生。由上述可知增設

薄砂層可有效延緩及降低變形變形發生。 

6. 最終牆面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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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顯示各試驗之最終牆體變形，圖中之紅色叉叉表示最終倒塌。SM15 最終在降雨結束前即倒塌，最終牆

面變形達到 20%以上。如圖中所示，可以看到變形主要集中於頂層，為拉出破壞類型。而 SM15+SC6 在試驗過程

中無任何變形產生，代表增加薄砂層可以提升牆體穩定性，減少變形。 

五、結論 

    本研究先進行一系列縮尺物理砂箱試驗，模擬受降雨入滲作用下加勁擋土牆變形行為與破壞機制，並提出增

加薄砂層作為改善工法。透過安裝於模型內之水份計、水壓計及攝影結果，觀察水份入滲時間、水壓力累積、牆

面變形、牆頂變形量、剪應變之發展與破壞模式，藉由上述之結果，提出抗暴雨設計建議。綜合試驗結果，可以

歸納出以下幾點結論： 

1. 加勁材在牆體剛發生變形時，因應變較小無法發揮其極限強度，因此破壞類型較類似於主動破壞，若以加勁材

極限強度進行設計容易產生高估。 

2. 在牆體發生變形後破壞弧會由張力裂縫開始向下延伸，試驗中加勁材可避免破壞弧貫穿，此時破壞弧會逐步向

後發展，若其發展至加勁材尾端可能會造成拉出破壞。 

3. 薄砂層有提供加勁材較佳介面摩擦力的功效可以防止拉出破壞發生，且其滲透係數較回填土大，能有效排水。 

4. 透過螢光染劑試驗可以證明確實薄砂層具有排水之功效，能有效延緩降雨入滲，降低水壓與水位之累積，且也

能延緩牆體發生變形時間與減少變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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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興中國小崩塌地修復工程 (資料來源:水保局) 

Fig.1 Rehabilitation Project of Collapsed in Sing Jhong elementary school 

 

圖 2 現今設計規範建議加勁結構物回填土粒徑分布圖 

Fig.2 The current design guildline recommendation of the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the GRS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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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土壤粒徑分布曲線 

Fig.3 Soil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curve 

 

圖 4 加勁格網寬幅拉伸試驗結果 

Fig.4 Geogrid wide-width tensile test results 

 

Machin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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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土壤與加勁材參數 

Table 1 Soil and reinforcement parameters 

性值 值 

砂土 (濾層)  

土壤分類 (USCS) SP 

比重, Gs 2.65 

平均粒徑, D50 (mm) 0.23 

試驗單位重, γd (kN/m
3
) 14.9 

摩擦角(常時), ϕ’ (°) 37.3 

摩擦角(飽和), ϕ’ (°) 33.7 

滲透係數, k (m/s) 5.3×10-4
 

粉質砂土 (回填土)  

土壤分類 (USCS) SM 

比重, Gs 2.62 

細粒料含量 (%) 20 

試驗單位重, γd (kN/m3) 15.39 

摩擦角(常時), ϕ’ (°) 34.6 

摩擦角(飽和), ϕ’ (°) 30.5 

滲透係數, k (m/s) 5.72×10-6
 

地工格網  

材料 聚酯纖維 

極限拉身強度, Tult (kN/m) 1.24 

極限拉伸應變, εult (%) 16.8 

應變 2%時之勁度, J2% (kN/m) 6 

破壞時之勁度, J (kN/m) 7.36 

介面摩擦係數  

回填土-地工格網初始介面摩擦角, ϕ’(°) 29.2 

回填土-地工格網飽和介面摩擦角, ϕ’ (°)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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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試驗模型相似性參數 

Table 2 Scaling factors and values based on the similarity requirements 

參數 

a
縮尺 

率 

模型 

尺寸 

現地 

尺寸 

模型大小    

牆高, H (m) 1/N 0.6 3.0 

牆長, L (m) 1/N 0.42 2.1 

回填土參數    

乾單位重, γd (kN/m3) 1 15.39 15.39 

夯實之摩擦角, ϕ (°) 1 34.6 34.6 

滲透係數, k (m/s) 1 5.72×10-6 5.72×10-6 

加勁材參數    

極限拉身強度, 

Tult (kN/m) 
1/N2 1.24 31 

破壞時之勁度, 

J (kN/m) 
1/N2 7.36 184 

降雨    

降雨強度, I (mm/hr) 1 75 75 

降雨延時 t (min) 1/N 85 425 

a縮尺率N = 5 

 

圖 5 模型照片(a)模型示意圖；(b)模型全景圖 

Fig.5 Test setup: (a) illustration; (b)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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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試驗規劃組規劃與內部穩定分析之安全係數 

Table 3 Test program and factor of safety of internal design 

試驗組 加勁間距 (cm) 加勁層數 
夯實狀態  飽和狀態 

FSbreakage FSpullout FSbreakage FSpullout 

SM15  15 (75) 4 3.91 3.53  2.91 2.20 

SM15+SC6  15 (75) 4 4.22 3.79  3.08 2.53 

 

圖 6 SM15在不同時間點之試驗照片與PIV分析結果：t = (a) 0mins; (b) 53 mins; (c) 55 mins; (d) 65 mins; (e) 75 mins 

Fig.6 Test photos and PIV analysis results of SM15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t = (a) 0mins; (b) 53 mins; (c) 55 mins; 

(d) 65 mins; (e) 75 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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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加勁材應變隨時間變化與破壞弧推估 

Fig.7 Mobilization of reinforcement tensile strain with time and comparison of failure sur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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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SM15+SC6 在不同時間點之試驗照片與 PIV 分析結果：t = (a) 0 mins; (b) 85 mins 

Fig.8 Test photos and PIV analysis results of SM15+SC6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t = (a) 0 mins; (b) 85 mins 

表 4 各試驗組結果 

Table 4 Test results 

 變形  時間  水壓  

試驗組  

/H at 

t100yr  

(%) 

/H at 

t200yr  

(%) 

/H at 

textreme  

(%) 

牆體達變形

/H>3%發生

之時間  (min) 

牆體倒塌  

之時間  

(min) 

水分到達  

牆底底部

時間 (min) 

水壓力  

累積高度  

(cm) 

SM15 0 10.08 倒塌  270 375 320 13 

SM15 

+SC6 
0 0 0 - - 425 0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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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最終試驗照片與 PIV 分析結果：(a) SM15(上圖)；(b)SM15+SC6(下圖) 

Fig.9 Final test photos and PIV analysis results: (a) SM15; (b) SM15+SC6 

 

 

圖 10 SM15 組別中透過螢光染色技術觀測降雨入滲結果：(a) t = 0mins；(b) t = 350mins 

Fig.10 Observation of rainfall infiltration using fluorescent dyes technique: Test SM15 (a) t = 0 min; (b) t = 350 

mi

(a)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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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SM15+SC6 組別中透過螢光染色技術觀測降雨入滲結果：(a) t = 280mins；(b) t = 425mins 

Fig.11 Observation of rainfall infiltration using fluorescent dyes technique: Test SM15+SC6 (a) t = 280 min; (b) t = 

425 mins 

 

 

圖 12 降雨入滲隨時間變化圖 

Fig.12 Comparison of the advancement of rainfall infiltration with time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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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水壓力累積隨時間變化圖 

Fig.13 Comparison of the increase of phreatic level with time 

 
圖 14 牆面變形量隨時間變化圖 

Fig.14 Comparis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wall deformation with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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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最終牆面變形圖 

Fig.15 Comparison of the final wall deformation among all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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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製程式判釋多時期遙測影像變異 

陳星華[1] 蕭宇伸[1] 

摘  要 本研究利用研究區域之衛星影像和無人飛行載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影

像，輸出光譜反射值。透過可見光植生指標的公式，計算出變異點位置及土方量變化。研究區

域為台中市和平區匹亞桑溪集水區和高雄市桃源區荖濃溪集水區，研究資料包括國家太空中心

福衛五號影像及 UAV 影像。程式中所使用之變異點辨識指標包括綠葉指標(Green leaf index,GLI)

與常態化差異綠紅差值指標(Normalized Green Red Difference index,NGRDI)，並有門檻值之設

定。本研究成果發現，在變異點分析中，以 UAV 影像配合 GLI，將門檻值設定在最小值 0 與

最大值 0.05 時效果最佳；在土方量變化分析中，以 GLI 配合門檻值設定於 0.02 或 NGRDI 門檻

值設定於 0.03 時效果最佳，在匹亞桑溪集水區兩期影像分析中，平均約有 48 萬立方公尺之土

砂運移。本研究提供了可同步運算影像變異點(二維)與土方變化(三維)的方法，期望本研究成果

能作為環境監測與變遷分析等應用之參考。 

關鍵詞：衛星影像、UAV、植生指標、門檻值。 

Interpreting the Variation of Multi-period Remote Sens-

ing Images with Self-designed Program 

Xin Hua Chen [1]  Yu Shen Hsiao [1]   

ABSTRACT We use images from satellite and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to output spectral 

reflectance values in the study area. Through the formula of vegetation index with visible light we can 

calculate the location of the variation points and the amount of soil and sand changes. The research 

areas are located in the Pi-Ya-Sang Creek watershed in Heping District of Taichung and the Laonong 

Creek watershed in Taoyuan District of Kaohsiung. The research data sources include the FOR-

MOSAT-5 images and UAV images. The variation point indexes used in this program include the Nor-

malized Green Red Difference index (NGRDI) and the Green leaf index (GLI), and there are threshold 

settings. The result shows that when the UAV images with the GLI threshold is set at the minimum 

value of 0 and the maximum value of 0.05, the best results are obtained in analysis of variation points; 

when the UAV images with the GLI threshold is set at 0.02 or the NGRDI threshold is set at 0.03, the 

best results are achieved in analysis of soil and sand changes. There are about 480,000 cubic meters of 

soil and sand changes in the Pi-Ya-Sang Creek watershed between two images. This study provides a 

method to simultaneously compute the locations of variation points (2D) and the amount of soil and 

sand changes (3D). We expect the study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applications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change analysis  

Key Words : Satellite image, UAV , vegetation index, thres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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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位於板塊交界處，地震次數頻繁，導致台灣山區地形陡峭，河川坡陡流急，又因近年來極端氣候使高強

度降雨集中，原本脆弱的土坡地在夏、秋季節易遭受侵襲，造成土砂災害日益嚴重，河川土砂含量也因此大幅上

升；除了引發嚴重水患之外，亦造成高山或河流匯集處等地區發生重大山崩與土石流災害，導致多處道路邊坡路

基流失以及交通中斷等事故。每當發生重大的崩塌事件或是河道上大量土砂運移，往往會透過實地勘察或是拍攝

航照，以提供即時的資料為災區做變異的判釋與分析，過去針對這方面的研究文獻如下所示： 

(壽克堅，2010)應用衛星影像對大範圍地區進行崩塌地調查，並利用常態化差異指標-坡度(NDVI-Slope)雙門

檻值法來判釋崩塌地，透過 ROC 曲線分析找出最適合研究區之崩塌地判釋的門檻值。 

(尹孝元等，2010)透過衛星影像監測國土變動，崩塌與違規濫墾在台灣為較常見的山區變動，崩塌地監測提供

台灣溪流流域之崩塌變動；地變形監測透過合成孔徑雷達干涉量測(SAR Interferometry,InSAR)技術獲取地表三維

變化資訊；山坡地變異點分析利用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標(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配合相關輔

助圖資匯出變異點成果，透過衛星影像不同波段進行不同面向之監測。 

 (徐金煌等，2015)以 UAV 拍攝之影像資訊透過專業後製處理軟體 Pix4Dmapper 產製正射影像與數值地表模

型(Digital Surface Model,DSM)，其成果具備快速、自動化產製與高精度等優點。 

(李國維等，2019)於大規模崩塌潛勢區應用 UAV 調查潛勢區的地形、地質及災前災後的地表變化，探討如何

運用 UAV 輔助危險性較高的大規模崩塌場址調查。 

(田坤國，2017)應用 UAV 進行砂石堆體積評估之研究，相比於雷射掃描儀，UAV 具備了快速且成本低的優點，

透過垂直航拍之航線規畫較容易的特性，能夠進行大面積的砂石堆體積評估。 

(張嘉強、黃仁興，2020)分別採用即時動態定位(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GNSS)、地面光達掃描以及

UAV 空拍測圖三種不同空間測量技術，完成工程體的土方體積量之計算，在 UAV 的部分有無布設控制點的差異

比例僅有約百分比 1.2%，不論是速度或是在精確度上，UAV 都達到了十分良好的成果。 

前人研究顯示不管是衛星影像或是近年來發展快速的 UAV 技術，兩種資料在地表面發生變化時都具有非常

良好的判釋能力，但大多數只有選擇其中一種方法來得到成果，為了同時兼容兩種資料來源的優勢，並且能夠不

受範圍大小或是解析度不同的限制，本研究藉由自行發展之影像處理程式，使用者只需要輸入同一地點的前期與

後期影像(點雲格式)就能進行相關計算。此外，常見的 UAV 通常只會搭載拍攝可見光的相機，若需使用多光譜相

機會使花費提高不少，本研究希望透過較為平價的方式，利用可見光波段作為植被篩選的門檻，達到既符合成本

又不失精準度的效果，故選用不同波段的可見光遙測指標公式做為門檻值篩選植被範圍，找出實際上產生變化的

區域坐標資料，得到不管是衛星影像或是 UAV 都能夠快速且自動化的判釋災前以及災後發生變異的位置例如發

生山崩或是找出植被復育良好的地方，若能夠提供高程資料，災後的土砂體積變化量之計算也能一併完成，也就

是只需要輸入固定格式的點雲資料，就能夠同時輸出不管是在 2D 平面上(變異點)或是 3D 空間中(土方量)的結果。

本研究著重在不同尺度大小或是不同計算方法的統合以及使用上的便利性，期望本研究在除了災害發生時大範圍

的判釋外，也能應用在小範圍如判斷山坡地開發狀況或是查報違規取締等不同環境變遷的面向。 

二、研究資料 

本研究使用的圖資分為衛星影像(來源：國家太空中心)以及 UAV 航空攝影照片(來源：林務局)，衛星影像資

料獲取週期固定、影像資料涵蓋範圍廣，而 UAV 則具有機動性高、解析度高的特性，能夠迅速掌握地表變化的狀

況，兩者皆具有成本低、且不受地形險惡之限制的優勢，做為全面性的監測工具是相當適合的。衛星影像的部分

使用福爾摩沙衛星五號，其運行於 720 公里太陽同步圓形軌道，傾角 98.28°，福衛五號之主要光學遙測酬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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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2m 解析度的全色態影像以及 4m 解析度的多光譜彩色影像，包含了藍光、綠光、紅光和近紅外光四個波段，

廣泛應用於學術研究及太空任務的推廣，為了得到衛星影像的點雲資料，透過地理資訊系統軟體 ArcGIS 輔助獲得

研究區平面坐標資料；UAV 資料來源則透過影像前後重疊組成立體像對，UAV 在執行飛行任務時須注意拍攝的範

圍以規畫適合之航線，UAV 拍攝的影像重疊率大多設定在前後重疊百分比 70%、左右重疊百分比 50%以上，以獲

得足夠的三維坐標資料，後續經由影像匹配技術找出影像中的共軛點，重建出物體的空間位置以及三維立體模型。

相關軟體使用 Pix4Dmapper，透過內建演算法將空拍圖轉化為三維點雲資料以及 DSM 以供後續資料處理。 

三、研究方法 

1. 點雲資料內插 

    得到所需要的坐標資料後，於通用製圖工具(Generic Mapping Tools, GMT)中輸入內建指令，將點雲資料進行

內差計算，經由給定的輸出網格大小以獲得規則網格資料，在後續的計算，不論是在找出變異點的點位坐標，或

是計算土砂體積變化量時能夠確保輸入的前後期資料不管是大小，點位坐標都能保持一致。 

2. 遙測指標 

    利用可見光波段作為植被篩選的門檻值，選用的指標如下： 

方法一：綠葉指標(Green leaf index,GLI) 

    GLI 是偵測植物葉片葉綠素含量十分有效的指標(Yuliantika et al.,2016)，其計算式為： 

GLI =
2GREEN−RED−BLUE

2GREEN+RED+BLUE
            (1) 

    上式中，GREEN 為綠光反射值，RED 為紅光反射值，BLUE 為藍光反射值。當計算值小於 0 的區域可視為

無植被生長的裸露地，當計算值大於 0 的區域則可視為有綠色植物覆蓋(Louhaichi et al.,2001)，從計算式中可以

發現，綠光反射值對計算值影響較大，故對於葉綠素含量較為敏感。 

方法二：常態化差異綠紅差值指標(Normalized Green-Red Difference Index,NGRDI) 

    (Motohka et al.,2010)使用了可見光波段(RGB)的資料做為辨識地表植被的指標，而(Gitelson et al.,2002)提出

NGRDI 公式的原型，根據計算值可以判定出綠色植被、裸露地、水體或是雪地(Lim et al.,2019)，且此項指標之計

算值會隨季節更替而有所變化(Muraoka et al.,2013)，研究指出可應用於松材線蟲病害，相比於其他植生指標能夠

在早期反映出受感染的松樹(Kim et al., 2018)，其計算式為： 

    NGRDI =
GREEN−RED

GREEN+RED
               (2) 

    於上式中，GREEN 為綠光反射值，RED 為紅光反射值。NGRDI 之值域介於-1~1 之間，當 NGRDI 值越接近

-1，通常為水體或是雪地，NGRDI 值越接近 1，則代表綠色植物生長越茂盛。 

3. 相關軟體 

(1) Fortran 

    1957 年由國際商業機器公司 IBM 所開發出的高階程式語言，本研究透過此語法設計出能夠依照可見光波段

數值的遙測指標當作門檻值，計算出發生變異位置之坐標的程式。 

(2) 通用製圖工具(Generic Mapping Tools,GMT) 

    GMT 為一繪圖軟體，廣泛應用在地圖製作、地球科學及其他領域，其使用方法仰賴指令的輸入，本研究透過

此工具結合 Fortran 語法的使用將影像的原始點雲資料做內差計算、繪製模擬地形以及遙測指標的篩選分析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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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變異點的坐標位置輸出後呈現在圖像上幫助使用者快速判釋，節省了傳統圖像化所需花費的大量時間，輸出的

圖檔為 PostScript 檔，是三維資料的繪製及投影之主要格式。  

(3) Pix4Dmapper 

    為航空攝影測量常用之商用測繪軟體，近年來 UAV 的快速發展也使得影像處理的功能不斷更新，其特色為

可使用任意相機拍攝之可見光、熱成像，或是多光譜影像，快速的將空拍影像拼接後透過軟體的演算法將點雲自

動分類，區分出不同物體，可以透過輸入控制點坐標精準定位，調整畫面中的基準面在三維空間中進行測量，最

後將影像轉換為各種格式如正射鑲嵌圖、DSM、三維立體模型等，本研究透過 Pix4Dmapper 將 UAV 影像建立正

射鑲嵌圖以及輸出 DSM 之點雲資料以供後續計算。 

(5) ArcGIS 

    美國環境系統研究所公司 ESRI 出品的地理資訊軟體總稱，其包含了多種不同版本與組件，本研究主要利用

此軟體中最基本的應用程式組件，進行衛星影像的編輯、展示及輸出坐標資料，提供後續相關計算的來源。 

4. 研究流程 

    圖 1 為研究流程圖，流程詳細說明如下： 

(1) 研究區域選擇 

    發生土砂災害事件之熱點區位可以利用網路公共平台如土石流防災資訊網或是 BIgGIS 巨量空間資訊系統查

找，本研究選取兩處集水區分析，分別位於台中以及高雄。 

(2) 資料整理 

    衛星影像透過國家太空中心申請福衛五號的圖資，得到含有四個波段(藍光、綠光、紅光、近紅外光)的多光譜

影像，後續利用 ArcGIS 在每個網格加上坐標，並使用 Fortran 語法將坐標資料輸出成所需要的點雲資料格式；UAV

空拍影像則透過 Pix4Dmapper 軟體將連續空拍影像建立 DSM 並輸出其點雲資料格式。透過 GMT 軟體將點雲資料

內差並規則網格化，輸出成計算所使用的檔案格式，確保前後兩期影像檔網格大小、數量一致。 

(3) 遙測指標門檻值 

    本研究使用 GLI 作為方法一以及 NGRDI 作為方法二，兩種指標計算出地表面屬性，透過最小以及最大值做

為門檻值的設計去篩選植被範圍，以 Fortran 語法分別套用兩種公式，編寫出兩種計算程式，能夠根據現地狀況不

同選擇使用不同方法並比較其成果。 

(4) 獲取變異點點位坐標 

    當兩期影像中同一位置經過遙測指標計算後，其值差距到一定程度時，舉例來說在前期影像中某位置之遙測

指標計算值小於最小值被視為裸露地，而在後期影像中同一位置之計算值大於最大值視為植被覆蓋；或是相反的

狀況下，前期影像之計算值大於最大值，後期影像之計算值小於最小值，代表同一位置從裸露地復育良好，變成

有植被覆蓋，或是從原本植生良好的狀況因災害影響發生崩塌或是人為開發變成裸露地，當發生這種狀況時視為

發生變異，輸出該位置的坐標資料並繪製變異點分布圖。 

(5) 獲取土砂體積變化量 

    將兩期影像中的植被區域透過門檻值移除，也就是前後兩期影像只要有其中一期的遙測指標計算值大於輸入

的門檻值，便將該位置視為植物生長的區域，最後只輸出小於門檻值的位置坐標，保留實際發生垂直方向變化的

位置，例如河道的部份，最後把兩期影像中各網格之間的高程相減後乘以單一網格間距大小並進行加總，及為所

求得河道的土砂體積變化量(馮正一等，2006)。 

(6)兩種計算方法之分析比較 

    比較兩種方法的成果與實際發生變異的位置是否相符，分析去除植被後對土砂體積變化量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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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地區 

1. 台中市和平區匹亞桑溪集水區 

屬於大甲溪支流的匹亞桑溪，主要研究範圍選取在中橫公路旁的匹亞桑溪下游與大甲溪匯流處，如圖 2 表示。

圖中垂直方向由正射影像雖然無法看出高度變化，但能夠發現在後期防砂壩之位置已被土砂堆滿，而下半部水流

位置也受土砂堆積影響而改道。本研究區佔地約 1 平方公里，研究區域之高程介於 1000m 至 1200m 之間。2004 年

敏督利颱風豐沛的雨量，引起臺灣中部地區嚴重的土石流，大量的土石堆積物，阻塞行水河道，容易豪雨成災，

大甲溪流域中橫公路沿線尤其嚴重，根據過往研究，在大甲溪集水區內青山一帶，在未來 25 年內可能會產生持續

淤積的狀況，最高可達 20m 左右。另外，在豪雨頻率年 200 年的情況下，崩塌土石量以志樂溪、匹亞桑溪最大(鄭

錦桐等，2007)；而匹亞桑溪地質主要以四稜砂岩組成，其特性為岩體易碎裂，含水量高及具有發達之剪裂帶構造

(陳銘風，2005)，在全球極端氣候的影響下，高強度的降雨發生機率增加，而山區降雨量本來就大，加上經歷多次

地震影響，大部份的土砂構造鬆散並造成上游地區發生大規模的崩塌地，坡腳的位置大量堆積碎裂鬆散的崩塌地

材料，這些崩塌地材料成為了下游地區堆積段的土砂來源之一(陳文福等，2011)。 

2. 高雄市桃源區荖濃溪集水區 

本研究範圍選取位於高雄市桃源區荖濃溪中上游，與布唐布那斯溪與玉穗溪之匯流區域的兩期衛星影像，選

取範圍占地約 10 平方公里，如圖 3 表示，荖濃溪集水區受台灣西南部氣候乾濕季分明的影響，其植群分布多為季

風林(楊勝任、林坤益，2006)，沿岸坡地植被多為落葉樹種。自 2009 年莫拉克颱風以來，多次發生大規模崩塌，

隨著雨量逐漸累積，山區經常發生土石大量崩塌，使交通中斷，荖濃溪也因布唐布那斯溪上游的大規模土砂運動，

形成大型沖積扇，大量土石形成堰塞湖壓迫主河道，使河岸側邊的邊坡沖刷嚴重，造成橋梁、便道損毀等災害。

自莫拉克颱風過後，荖濃溪中上游集水區於 2010 年 9 月凡那比颱風、2012 年 6 月、2012 年 8 月、2017 年 6 月、

2021 年 8 月都曾發生過因強降雨造成之土砂災害，顯示出該區域土砂運移頻繁、地表面變化明顯等特性。 

五、成果與討論 

1. 台中市和平區匹亞桑溪集水區 

本研究區域使用的資料來源為 UAV 空拍影像建立之 DSM，輸出其點雲資料後經規則網格處理後如圖 4 所示，

其中以紅色圓圈將前後期影像變化明顯之位置標示。除了變異點分析之外，因含有該區域之高程資料，故也能同

時計算土方體積變化量。 

(1) 變異點分析 

方法一：利用 GLI 做為門檻值計算，兩期影像拍攝時間都在 8 月，前後間隔一個星期，沒有落葉林受季節影

響造成樹葉顏色差距太大的問題，成果如圖 5 所示，其中門檻值以(最小值/最大值)表示，以篩選程度從最寬鬆到

最嚴格分別由 (a) 門檻值為(0/0.02)、(b) 門檻值為(0/0.03)、(c) 門檻值為(0/0.04)、(d) 門檻值為(0/0.05) 依序排列。

圖中紅點處為前後期影像計算值中，當某一期計算值小於最小值，另外一期大於最大值時而輸出的點位，代表程

式認定為變異點，判定成果認為以圖 5(c) 門檻值為(0/0.05)較佳，並以黃色圓圈將圖 4 中變化明顯的位置圈出來做

比較，其成果與圖 4 中變化明顯的紅圈處相比之下吻合，效果良好。由圖中可以發現主要發生變異的位置在主河

道出現的草地，以及受土砂堆積造成河流改道的部分，顯示程式有成功計算出發生變化的位置，而其他位於河道

測邊道路的點位，推測原因為道路右側植生高於路面許多，樹頂容易受到風干擾而晃動，在拍攝時遮蔽路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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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程式判定路面變成植被覆蓋而輸出其點位，至於畫面最下方之河道範圍外紅點為 GMT 內插的虛擬地形，可以

忽略。 

方法二：利用 NGRDI 做為門檻值計算，與方法一的篩選結果相比發現最大的不同在於較多點位位在水流發

生改變的位置、以及堆積在河岸兩側的土砂，如圖 6 所示，其中門檻值以(最小值/最大值)表示，以篩選程度從最

寬鬆到最嚴格分別由 (a) 門檻值為(0/0.02)、(b) 門檻值為(0/0.03)、(c) 門檻值為(0/0.04)、(d) 門檻值為(0/0.05) 依

序排列，判定成果認為以圖 6(c) 門檻值為(0/0.05)較佳，並以黃色圓圈將圖 4 中變化明顯的位置圈出來做比較。由

成果發現使用此方法輸出的點位在水流位置的判斷上較為靈敏，與方法一相比在植被變化的位置關聯性較低，當

提高門檻值時其成果多位在兩側邊坡上有稀疏植被的位置，推測與樹木遮蔽道路的原因類似，雖然證明程式具有

篩選能力，但與方法一的成果相比之下較差。 

從結果來看，以方法一門檻值設定在(0/0.05)時效果最佳，與圖 4 中紅圈處變化大的區域成果最為接近，顯示

利用 GLI 與 NGRDI 作為植生指標也都能有效的辨識出裸露地與植被範圍，讓程式能夠透過其計算值成功判釋出

變異點。 

(2) 土方量變化 

方法一：利用 GLI 做為門檻值計算，如圖 7 所示。同樣透過門檻值將植被範圍去除並保留河道地形，但原理

與變異點之計算不同，只要前後期影像中其中一期之計算值大於所設定的門檻值，程式就會將該位置視為植被範

圍而去除，故在土方量計算中門檻值之設定只有一最大值，透過此方法保留真正發生垂直方向變化的河道範圍。

圖中紅點處為前後期影像計算值皆小於設定之門檻值使程式判定為非植生覆蓋之河道範圍，因點位密集使紅點處

顏色較深，其成果大致吻合，唯有少部分點位超出範圍，經過測試後當門檻值設定在 0.02 與 0.03 時能夠得到較為

合理的點位資料，圖 7(a) 門檻值為(0.02) 剔除了部分水流經過的位置，而圖 7(b) 門檻值為 (0.03) 覆蓋較完整，

卻也使目標範圍外不需要的點位增加。經門檻值篩選後之後期資料減去前期資料得到的高程差如圖 8 表示。從圖

中發現，高程增加的地方(紅圈處)有原本水流經過的位置、防砂壩蓄水處以及河道下半部的大面積土砂，與正射鑲

嵌圖吻合，減少的部分(藍圈處)為與支流的匯流處，推測其原因為受支流沖刷導致高程下降，並將沖刷的土砂往下

游堆積，而在綠色圓圈圈選處為誤差來源，其中主要探討的部分為橋樑兩側之高程差距過大並不符合事實，推測

原因為因位於畫面邊緣處，空拍影像資料重疊不足導致無法得到精準的三維坐標資料，在軟體建立地表模型時誤

把一部分緊貼著橋梁的河道高度視為與橋梁相同，造成高度落差太大。對比之後認為當門檻值為(0.02)時效果最佳，

相關計算土方增減量成果如表 1 所示，由成果推估經由這次降雨事件造成的土砂體積變化量在門檻值為(0.02)時為

503985.013m3，在門檻值為(0.03)時為 576933.408m3，平均的變化量約為 540459.211m3。 

方法二：利用 NGRDI 做為門檻值計算，成果與方法一選取的點位接近，主要的差別在於移除了較多水流的部

分，如圖 9 所示。雖然可以去除因水位高低變化造成的誤差，但也可能使該坐標底層的土砂增減被忽略，兩期資

料高程相減如圖 10 表示。綠色圓圈處則為誤差來源，可以發現超出範圍的點位增加了不少，其中又以減少的高程

差佔了大多數，但在不必要的道路和水流範圍剔除的成果比方法一的成果來得更好，判斷當門檻值為(0.03)時效果

最佳。相關計算土方增減量成果如表 2 所示，由成果推估經由這次降雨事件造成的土砂體積變化量在門檻值為(0.02)

時為 359811.033m3，在門檻值為(0.03)時為 459597.423m3，平均的變化量約為 409704.228m3，與方法一相比減少

了將近十五萬多立方公尺。 

從結果來看，當使用方法一(GLI)門檻值設定於(0.02)時能夠將主要河道範圍完整選取且較少點位超出範圍造

成誤差，而使用方法二(NGRDI)門檻值設定於(0.03)時能夠有效的移除水流的範圍與植被覆蓋，但超出目標範圍的

情形較多，兩者之計算結果較為相近，各有優劣之處。而不論使用方法一或方法二都有遇到橋梁兩側高程差過大

的問題，以及輸出一些超過河道範圍的點位，進而影響到增加或減少的土方體積計算值。 

2. 高雄市桃源區荖濃溪集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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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影像規則網格化後輸出成果如圖 11 所示，因衛星影像雲覆蓋率的限制，本研究使用 2021 年 2 月 20 日的

衛星影像以及 2021 年 8 月 11 日的衛星影像作為 8 月初強降雨事件的災前災後比較，由於此研究範圍只有衛星影

像資料，沒有辦法輸出高程值計算河道土方體積變化量，故針對地表面上的變異點去做判釋。 

(1) 方法一 

利用綠葉指標 GLI 做為門檻值判斷地表面屬性，當計算值小於輸入的最小值時，可以判斷為乾燥植被、裸露

地或是水體；大於輸入的最大值時，可以判斷為有綠色植被覆蓋，經由測試後較為合理的設定最小值介於-0.1~-0.3

之間，最大值則介於 0~0.2 之間，其中又以最小值設定在-0.2，最大值在 0 到 0.2 之間調整其成果變化較為明顯，

如圖 12 所示。其中門檻值以(最小值/最大值)表示，以篩選程度從最寬鬆到最嚴格分別由 (a) 門檻值為(-0.2/0.05)、

(b) 門檻值為(-0.2/0.1)、(c) 門檻值為(-0.2/0.15)、(d) 門檻值為(-0.2/0.2) 依序排列。圖中紅點處為前後期影像計算

值中，當某一期計算值小於最小值，另外一期大於最大值時而輸出的點位，代表程式認定為變異點，判定成果認

為以圖 12(a) 門檻值為 (-0.2/0.05)較佳，並以黃色圓圈將圖 12 中變化明顯的位置圈出來做比較，圖中可以發現在

河道的部分雖然有因堆積造成水流的形狀改變，但因前後期顏色變化差距太小，程式沒有辦法視為發生變異故過

濾掉其點位，而成果與圖 11 中變化明顯的紅圈處相比之下效果較不顯著，大部分輸出的點位落在圖中右半部植生

較為茂密的區塊，由於該區域地勢起伏明顯，輸出點位多位於陰影處造成在肉眼判視上不容易看出實際發生的變

化，推測為季節影響植被顏色使程式判定為變異點，兩期影像的拍攝日期差距約半年，前期影像為冬季拍攝，植

被較為稀疏，大多為枯枝落葉造成計算值小於最小值，因此被判斷為裸露地，而後期影像在夏季拍攝，植物生長

狀況良好，計算值大於最大值，因此將其點位輸出。  

(2) 方法二 

使用綠紅差值指標 NGRDI 做為門檻值時也有相同的情況，主要的差別在於 NGRDI 在相同的門檻值時輸出的

點位較多，如圖 13 所示。其中門檻值以(最小值/最大值)表示，以篩選程度從最寬鬆到最嚴格分別由 (a) 門檻值為

(-0.2/0.05)、(b) 門檻值為(-0.2/0.1)、(c) 門檻值為(-0.2/0.15)、(d) 門檻值為(-0.2/0.2)依序排列。判定成果認為以圖

13(a) 門檻值為 (-0.2/0.05)較佳，雖然也有成功判釋出兩期影像主河道的部分沒有區別，且在圖左半邊的地表面顏

色差距較大的部分(黃圈處)表現比起方法一良好，但在嚴格的門檻值情況下最終結果跟 GLI 相似，大多集中在植

生茂密的位置。 

綜合兩個方法的成果來看，在衛星影像上的成果比起 UAV 影像來的不甚理想，雖然在明顯沒有發生變動的位

置如河道、住宅聚落或是有農業行為之土地都有成功判斷出來，但從圖 12、圖 13 之成果來看，發現大部分輸出的

點位並沒有在圖 11 圈選的變化明顯處的範圍內，雖然在方法二中門檻值設定於(-0.2/0.05)時比起方法一，有部分

輸出點位包含在內，但其點位位置十分分散，並沒有像 UAV 影像的成果來得明顯，且大部分變異點輸出的點位從

規則網格化後的圖像來看差距不大，推測原因為陰影干擾造成肉眼判視難度提升或是衛星影像資料會先經由幾何

處理對影像灰階進行重新採樣，只採用可見光波段作計算或許代表性還不足。 

六、結論與建議 

    針對目前成果可以給出以下結論： 

1.UAV 影像與衛星影像相比，在本程式計算中有較佳之成果。 

2.在變異點的分析中，方法一(GLI)做為門檻值篩選的效果較方法二(NGRDI)做為門檻值的效果來的好，在

UAV 影像中建議使用方法一並將門檻值設定在(0/0.05)能夠精準的找出發生變異的位置，而在衛星影像中

建議使用方法二並將門檻值設定在(-0.2/0.05)能夠找出部分發生變異的位置。 

3.在土方量的計算上以方法一(GLI)門檻值設定在 0.02 與方法二(NGRDI)門檻值設定在 0.03 時效果最佳，移

除了大部分的植被以及保留了主河道之範圍，兩者間的差距約為四萬多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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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未來研究項目有以下建議； 

1.衛星影像的前置處理可以新增消除雜訊或是輻射糾正的步驟，確保其資料及品質一致，避免發生如肉眼無

法清楚判釋的情況。 

2. 前程式中只選用兩種可見光指標，但衛星影像中有近紅外光的波段，可以加入包含近紅外光波段的其他計

算方法，例如計算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標(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進行驗證與改良，或

是增加其他可見光指標公式進行比較。 

3.由於變異點分析著重於地表面產生變化，而本次的研究區域發生變化的範圍大多位於在河道部分，在影像

判釋上的成果較不明顯，建議可以找植生覆蓋率大的邊坡並且有發生大面積滑動的地區做測試來驗證成果。 

4.在土方量體計算中提到橋梁與河道高程差差距過大的問題，而 UAV 影像可以透過佈設地面控制點來增加

點雲資料的精度，建議可以在橋面上以及河道上佈設，惟河道面積廣大且落差較大，若需要平均在畫面中

佈設控制點難度較高，建議可以透過尋找畫面中高程不變的地區，例如建築物、橋梁或是防砂壩等水工構

造物，配合在能夠到達的位置佈設控制點來進行坐標資料的校正，或是透過標準偏差將高程變化過大的區

域也去除，得到更精準的高程變化。 

5.算出來的土方變化量可以與其他測量方法如三維雷射掃描儀，或是 DEM 資料比較，驗證計算結果的合理

性。 

6.由於需輸入兩期資料，可以新增有長期且固定的資料來源，例如透過航攝飛機拍攝的航空照片，可以比較

在不同解析度下的成果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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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流程圖 

Fig.1 Research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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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2 匹亞桑溪集水區之兩期正射鑲嵌影像，(a) 拍攝日期為 2021 年 8 月 5 日、(b) 拍攝日期為 2021 年 8 月 12

日，紅圈處為地表面變化明顯之位置  

Fig.2 Ortho-mosaic images of Pi-Ya-Sang Creek watershed in (a)2021/08/05, and 

(b)2021/08/12. The red circles are the locations where the ground surface changes signifi-

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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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圖 3 荖濃溪集水區及選取位置前後兩期之衛星影像，(a) 拍攝日期為 2021 年 2 月 20 日、(b) 拍攝日期為 2021 年

8 月 11 日，紅框處為研究選取範圍，紅圈處則為地表面變化明顯之位置 

Fig.3 Satellite images of the Laonong Creek watershed in (a)2021/02/20, and (b)2021/08/11. 

The red frame represents the research area and the red circles are the locations where the 

ground surface changes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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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圖 4 匹亞桑西溪集水區規則網格化後之兩期影像，(a) 拍攝日期為 2021 年 8 月 5 日、(b) 拍攝日期為 2021 年 8 月

12 日，紅圈處為地表面變化明顯之位置，圖中坐標系統為 TWD97(N/E)，單位為公尺(m) 

Fig.4 Images of Pi-Ya-Sang Creek watershed after regular gridding in (a)2021/08/05, and 

(b)2021/08/12. The red circles are the locations where the ground surface changes significantly. 

The coordinate system shown in the figures are TWD97 (N/E) and the unit is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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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圖 5 方法一(GLI)變異點分析成果，門檻值以(最小值/最大值)表示，以(a) 門檻值為(0/0.02)、(b) 門檻值為(0/0.03)、

(c) 門檻值為(0/0.04)、(d) 門檻值為(0/0.05) 依序排列，黃圈處為與圖 4 相比變化明顯之處，圖中使用之坐標系統

為 TWD97(N/E)，單位為公尺(m) 

Fig.5 The results of GLI in analysis of variation points. The threshold is represented by (mini-

mum/maximum) and taking arrangement in (a)threshold value (0/0.02), (b)threshold value 

(0/0.03), (c)threshold value (0/0.04), and (d)threshold value (0/0.05). The yellow circles are the 

obvious change compared with Fig.4. The coordinate system shown in the figures are TWD97 

(N/E) and the unit is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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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圖 6 方法二(NGRDI)變異點分析成果，門檻值以(最小值/最大值)表示，以(a) 門檻值為(0/0.02)、(b) 門檻值為(0/0.03)、

(c) 門檻值為(0/0.04)、(d) 門檻值為(0/0.05) 依序排列，黃圈處為與圖 4 相比變化明顯之處，圖中使用之坐標系統

為 TWD97(N/E)，單位為公尺(m) 

Fig.6 The results of NGRDI in analysis of variation points. The theshold is represented by 

(minimum/maximum) and taking arrangement in (a)threshold value (0/0.02), (b)threshold 

value (0/0.03), (c)threshold value (0/0.04), and (d)threshold value (0/0.05). The yellow circles 

are the obvious change compared with Fig.4. The coordinate system shown in the figures are 

TWD97 (N/E) and the unit is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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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圖 7 土方變化分析方法一(GLI)篩選成果，門檻值以(最大值)表示，以(a) 門檻值為(0.02)、(b) 門檻值為(0.03)排列，

圖中使用之坐標系統為 TWD97(N/E)，單位為公尺(m) 

Fig.7 The result of GLI in analysis of soil and sand changes. The theshold is represented by 

(maximum) and taking arrangement in (a)threshold value (0/0.02), and (b)threshold value 

(0/0.03). The coordinate system shown in the figures are TWD97 (N/E) and the unit is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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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圖 8 土方變化分析方法一(GLI)篩選後兩期影像之高程差，門檻值以(最大值)表示，以(a) 門檻值為(0.02)、(b) 門檻

值為(0.03)排列，紅圈為明顯堆積處，藍圈為高程降低處，綠圈則代表誤差來源，圖中使用之坐標系統為 TWD97(N/E)，

單位為公尺(m) 

Fig.8 The elevation differences of GLI in analysis of soil and sand changes. The theshold is 

represented by (maximum) and taking arrangement in (a)threshold value (0.02), and (b) thresh-

old value (0.03). The red circles are the places where accumulated soil and sand, the blue circles 

are the places where the elevations are reduced, and the green circles represent the sources of 

errors. The coordinate system shown in the figures are TWD97 (N/E) and the unit is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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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9 土方變化分析方法二(NGRDI)篩選成果，門檻值以(最大值)表示，以(a) 門檻值為(0.02)、(b) 門檻值為(0.03)排

列，圖中使用之坐標系統為 TWD97(N/E)，單位為公尺(m) 

Fig.9 The result of NGRDI in analysis of soil and sand changes. The theshold is represented by 

(maximum) and taking arrangement in (a)threshold value (0/0.02), and (b)threshold value 

(0/0.03). The coordinate system shown in the figures are TWD97 (N/E) and the unit is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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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圖 10 土方變化分析方法二(NGRDI)篩選後兩期影像之高程差，(a)門檻值為(0.02)、(b)門檻值為(0.03) ，紅圈為明

顯堆積處，藍圈為高程降低處，綠圈則代表誤差來源，圖中使用之坐標系統為 TWD97(N/E)，單位為公尺(m) 

Fig.10 The elevation differences of NGRDI in analysis of soil and sand changes. The theshold 

is represented by (maximum) and taking arrangement in (a)threshold value (0.02), and (b) 

threshold value (0.03). The red circles are the places where accumulated soil and sand, the blue 

circles are the places where the elevations are reduced, and the green circles represent the 

sources of errors. The coordinate system shown in the figures are TWD97 (N/E) and the unit is 

meter. 

 

(a) (b) 

圖 11 荖濃溪集水區規則網格化後之兩期影像，(a) 拍攝日期為 2021 年 2 月 20 日、(b) 拍攝日期為 2021 年 8 月 11

日，紅圈為變化明顯之處，圖中使用之坐標系統為 TWD97(N/E)，單位為公尺(m) 

Fig.11 Images of the Laonong Creek watershed after regular gridding in (a)2021/02/20, and 

(b)2021/08/11. The red circles are the locations where the ground surface changes signifi-

cantly. The coordinate system shown in the figures are TWD97 (N/E) and the unit is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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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圖 12 方法一(GLI)變異點分析成果，門檻值以(最小值/最大值)表示，以(a) 門檻值為(-0.2/0.05)、(b) 門檻值為(-

0.2/0.1)、(c) 門檻值為(-0.2/0.15)、(d) 門檻值為(-0.2/0.2) 依序排列，黃圈處為與圖 11 相比變化明顯之處，圖中使

用之坐標系統為 TWD97(N/E)，單位為公尺(m) 

Fig.12 The results of using GLI in analysis of variation points.The threshold is represented by 

(minimum/maximum) and taking arrangement in (a)threshold value (-0.2/0.05), (b)threshold 

value (-0.2/0.1), (c)threshold value (-0.2/0.15), and (d)threshold value (-0.2/0.2). The yellow 

circles are the obvious change compared with Fig.4. The coordinate system shown in the fig-

ures are TWD97 (N/E) and the unit is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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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圖 13 方法一(NGRDI)變異點分析成果，門檻值以(最小值/最大值)表示， 以(a) 門檻值為(-0.2/0.05)、(b) 門檻值為

(-0.2/0.1)、(c) 門檻值為(-0.2/0.15)、(d) 門檻值為(-0.2/0.2) 依序排列，黃圈處為與圖 11 相比變化明顯之處，圖中

使用之坐標系統為 TWD97(N/E)，單位為公尺(m) 

Fig.13 The results of using NGRDI in analysis of variation points.The threshold is represented 

by (minimum/maximum) and taking arrangement in (a)threshold value (-0.2/0.05), (b)threshold 

value (-0.2/0.1), (c)threshold value (-0.2/0.15), and (d)threshold value (-0.2/0.2). The yellow 

circles are the obvious change compared with Fig.4. The coordinate system shown in the fig-

ures are TWD97 (N/E) and the unit is meter. 

表 1 方法一(GLI)土方量相關計算 

Table 1 Earthwork calculations in GLI 

門檻值 增加高程(m) 減少高程(m) 網格大小(m) 土砂變化量(m3) 平均值(m3) 

0.02 508502.745 4517.732 1 503985.013 540459.211 

0.03 583434.602 6501.194 1 576933.408 

表 2 方法二(NGRDI)土方量相關計算 

Table 2 Earthwork calculations in NGRDI 

門檻值 增加高程(m) 減少高程(m) 網格大小(m) 土砂變化量(m3) 平均值(m3) 

0.02 365210.889 5399.856 1 359811.033 409704.228 

0.03 467263.532 -7666.109 1 459597.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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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井於拘限含水層之地下水位解析 

邵亞崙[1]* 謝平城[1] 

摘  要 一般而言，欲得知現地之地下水位，需要透過地下水觀測井監測，而鑿井需耗費大

量的經費，且受地形影響，故難以得知現地之地下水位，因此常常以數值或解析的方式進行數

學模擬分析。本研究以 Boussinessq 方程式作為控制方程式，並將非齊次性邊界條件轉換為

齊次性邊界條件，以轉化後控制方程式進行廣義積分轉換法(Generalized Integral Transform 

Technique)之求解而獲得解析解。接著，針對抽水井分布之數量與抽水量的不同進行分析，模

擬地下水位之變動情形。此外，本研究結果相較於數值解、半解析解，其求解所需收斂項數大

幅下降，大致上收斂項數在 300 項以內。 

 

關鍵詞：解析解、拘限含水層、抽水井、Boussinessq 方程式 

An analytical solution of groundwater level in a confined 

aquifer with pumping wells 

Ya-Lun Shao[1]* Ping-Cheng Hsieh[1] 

 

ABSTRACT In general, in order to know groundwater level, to dig observation wells is required. 

Because it costs a lot, it’s difficult to know the distribution of groundwater level in a confined aquifer. 

Therefore, most previous studies usually use numerical methods or analytical methods to simulate the 

distribution of groundwater level. In this study, the Boussinessq equation is used as the governing equa-

tion, and the nonhomogeneous boundary condition is transformed to the homogeneous boundary con-

dition. After that, the governing equation was transformed to comply with the form of generalized in-

tegral transform technique, and then an analytical solution was acquired. Next, analysis of the differ-

entnumbers of pumping wells and the flow rates was proceeded, and groundwater level changes were 

discussed.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numerical and semi-analytical solutions, the number of eigen-

values to achieve convergence for the present solution is great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eigenvalues 

for convergence is generally within 300 terms. 

Key Words: analytical solution, confined aquifer, pumping well, Boussinessq eq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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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世界人口日漸增加，隨著文明社會的發展，都市幾乎沒有可利用之土地資源，因此逐漸往山坡地、林地、河

道等地發展，在土地開發的同時亦須保障保全對象及使用者之安全與便利。除此之外，環境也是重要的保護議題，

其中水資源即是很重要的一環，因此如何利用及保護也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地球上所有的水中僅有 2.5%為淡水，其中 68.9%為冰雪、冰川，剩餘的 31.1%中有 30.8%為地下水，地表水

僅有 0.3%。因此地下水如何開發及保護非常重要，在開發土地資源時，時常受到地下水影響，因此需要了解地下

水之分佈。欲了解地下水之水位分佈情況，目前大多以鑿地下水觀測井的方式觀測，然而鑿井需花費大量資金，

也很難以全面鑿井以了解地下水之分佈情形，故本研究將以解析解的方式模擬地下水位以解決全面鑿井獲取完整

地下水位資訊之難題。 

Papadopulos (1965)在無限域之均質、非等向性之含水層以完全貫穿井抽水，並建立其地下水流動情形之偏微

分方程式，使用拉氏轉換(Laplace transform)搭配傅立葉轉換(Fourier transform)求其近似解。Wang et al. (2020)在矩

形之含水層中設置抽水井，並推導受壓、自由含水層之控制方程式並且無因次化後使用分離變數法(Separation of 

Variables)及傅立葉轉換(Fourier Transform)求地下水位之解析解，再以實際觀測資料進行驗證。Yeh & Chang (2005)

提出新的解析解方法，該方法以有限正弦轉換(finite sine transform)為基礎，再搭配漢克爾轉換(Hankel transform)所

形成，在楔狀含水層中可以模擬變動之邊界條件下地下水流之分佈情形。Hayek (2019)建立一數學模式求 Bous-

sinessq 方程式之半解析近似解，相較於前人之研究 (例如 : Polubarinova-Kochina (1962), Lockington (1997), 

Moutsopoulos (2010), Jiang and Tang (2015))，其結果更為精確。Manglik & Rai (2014)於非等向性含水層，任意分佈

多口井進行抽水或補注，建立其數學模式，並求其解析解，以觀察其地下水位之流動情形。 

本研究將以地下水理論為基礎建立地下水位變化之數學模式，在杜普(Dupuit-Forchheimer)假設成立的條件下，

以質量守恆為基礎，並且引入達西定律，建立地下水流動之控制方程式，接著以廣義積分轉換法進行求得解析解。 

二、研究方法 

2-1 研究示意圖 

本研究之研究樣區為美國一位於河川旁之校園，河川之水位高於校地，因此地下水入滲導致校區內有積淹水

的情況產生，研究將於校園內鑿井洩壓以解決校區內淹水之問題。 

 

圖 1 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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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側視圖 

 

其中ℎ0、ℎ𝐿分別為𝑥 = 0、𝑥 = 𝐿處水頭，𝑄1、𝑄2、𝑄3分別為三個井之抽水量，𝑥1、𝑥2、𝑥3為三個井與河川之

距離。 

2-2 控制方程式建立 

在杜普假設成立的情況下並且假設土體均質的(homogenous)、地下水之流動為等向性的(isotropic)，以連續方

程式為基礎，引入達西定律可得 Boussinessq 方程式為本研究之控制方程式： 

 

𝑆𝑆
𝜕ℎ

𝜕𝑡
= 𝑘

𝜕2ℎ

𝜕𝑥2
− 𝑄1𝛿(𝑥 − 𝑥1) − 𝑄2𝛿(𝑥 − 𝑥2) − 𝑄3𝛿(𝑥 − 𝑥3)                     (1)  

 

其中，𝑆𝑆為比蓄水常數(Specific storage constant)[1 L⁄ ]，ℎ為地下水之水頭[L]，𝑘為水力傳導度[L T⁄ ]。 

根據本研究之假設其邊界條件與初始條件如下： 

ℎ(𝑥 = 0, 𝑡) = ℎ0          (2) 

ℎ(𝑥 = 𝐿, 𝑡) = ℎ𝐿          (3) 

ℎ(𝑥, 𝑡 = 0) = ℎ0 −
ℎ0−ℎ𝐿

𝐿
𝑥          (4) 

2-3 控制方程式轉化 

 欲使用廣義積分轉換法求解，必須將控制方程式與邊界條件予以變換，故將非齊次性邊界條件轉化為齊次性

邊界條件，並將解答分為瞬態解(transient state part)與穩態解(steady state part)二部分。 

ℎ(𝑥, 𝑡) = ℎ0 −
ℎ0−ℎ𝐿

𝐿
𝑥 + 𝐻(𝑥, 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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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ℎ0 −
ℎ0−ℎ𝐿

𝐿
𝑥 為穩態解，𝐻(𝑥, 𝑡)為瞬態解 

接著，轉化控制方程式及初始、邊界條件： 

𝑆𝑆
𝜕𝐻

𝜕𝑡
= 𝑘

𝜕2𝐻

𝜕𝑥2 − 𝑄1𝛿(𝑥 − 𝑥1) − 𝑄2𝛿(𝑥 − 𝑥2) − 𝑄3𝛿(𝑥 − 𝑥3)     (6) 

𝐻(𝑥 = 0, 𝑡) = 0          (7) 

𝐻(𝑥 = 𝐿, 𝑡) = 0          (8) 

𝐻(𝑥, 𝑡 = 0) = 0          (9) 

2-4 廣義積分轉換法 

廣義積分轉換法由 Özışık (1968)所提出，在有限域、半無限域、無限域的轉換，有不同的形式，本研究之範圍

為有限域，正、逆轉換公式如下： 

Transform formula： 

𝐻(𝛼𝑚, 𝑡) = ∫ ∅(𝛼𝑚, 𝑡)𝐻(𝑥, 𝑡)𝑑𝑥
𝐿

𝑥=0
          (10) 

Inverse transform formula： 

𝐻(𝑥, 𝑡) = ∑ ∅(𝛼𝑚, 𝑡)∞
𝑚=1 𝐻(𝛼𝑚, 𝑡)          (11) 

其中，∅(𝛼𝑚, 𝑡)為核心函數(kernel function)。根據廣義積分轉換法，配合邊界條件可得： 

∅(𝛼𝑚, 𝑥) = √
2

𝐿
sin(𝛼𝑚𝑥)          (12) 

式中，𝛼𝑚為 sin(𝛼𝑚𝑥) = 0 之正根，可得： 

𝛼𝑚 =
𝑚π

𝐿
 (m ∈ 𝑵)          (13)  

將轉化後之控制方程式進行積分轉換： 

∫ ∅(𝛼𝑚, 𝑥)
𝜕𝐻

𝜕𝑡

𝐿

𝑥=0
𝑑𝑥 =  

𝑘

𝑆𝑆
∫ ∅(𝛼𝑚, 𝑥)

𝐿

𝑥=0

𝜕2𝐻

𝜕𝑥2 𝑑𝑥 + ∫ [−𝑄1𝛿(𝑥 − 𝑥1) − 𝑄2𝛿(𝑥 − 𝑥2) − 𝑄3𝛿(𝑥 − 𝑥3)]𝑑𝑥
𝐿

𝑥=0
                   (14) 

將其整理後可得： 

𝑑𝐻(𝛼𝑚,𝑡)

𝑑𝑡
+

𝑘

𝑆𝑆
𝛼𝑚

2𝐻(𝛼𝑚, 𝑡) = −𝑄1 sin(𝛼𝑚𝑥1) −𝑄2 sin(𝛼𝑚𝑥2) −𝑄3 sin(𝛼𝑚𝑥3)               (15) 

經逆轉換後可得地下水位之瞬態解： 

 𝐻(𝑥, 𝑡) = ∑
2

𝛼𝑚
2𝑘𝐿

sin(𝛼𝑚𝑥)∞
𝑚=1 (1 − 𝑒

𝑘

𝑆𝑆
𝛼𝑚

2𝑡
) [−𝑄1 sin(𝛼𝑚𝑥1) −𝑄2 sin(𝛼𝑚𝑥2) −𝑄3 sin(𝛼𝑚𝑥3)]       (16)  

求得瞬態解後再加上穩態解即為地下水位解： 

ℎ(𝑥, 𝑡) = 

ℎ0 −
ℎ0−ℎ𝐿

𝐿
𝑥 + ∑

2

𝛼𝑚
2𝑘𝐿

sin(𝛼𝑚𝑥)
∞

𝑚=1 (1 − 𝑒
𝑘

𝑆𝑆
𝛼𝑚

2𝑡
) [−𝑄1 sin(𝛼𝑚𝑥1) −𝑄2 sin(𝛼𝑚𝑥2) −𝑄3 sin(𝛼𝑚𝑥3)]  (17) 

三、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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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參數值為：𝐿 = 400 𝑚 , 𝑄 = 0.01 及 0.001 𝑐𝑚𝑠 , 𝑆𝑆 = 10−4 𝑚/𝑠 , 𝑘 = 10−4 𝑚/𝑠 , ℎ0 = 70 𝑚 , ℎ1 =

50 𝑚, 𝑥1 = 100 𝑚, 𝑥2 = 200 𝑚, 𝑥3 = 300 𝑚。 

  

圖 6 一抽水井在 Q = 0.001cms 時地下水位變動情形 圖 7 一抽水井在 Q = 0.01cms 時地下水位變動情形 

由於左半邊水頭較高，因此將抽水井優先設置於左半邊，但設置一口水井時無法完全排除地表積淹水，對於

右半邊無洩壓效果，因此於不再增加抽水量之前提下，增設一抽水井，其結果於圖 8、圖 9 所示。 

  

圖 8 二抽水井在 Q = 0.001cms時地下水位變動情形 
  圖 9 二抽水井在 Q = 0.01cms時地下水位變動情

形 

設置兩口抽水井，亦無法完全排除樣區內地表之積淹水，故再增加一口抽水井，其結果於圖 10、圖 11 所示，

其效果亦未明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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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三抽水井在 Q = 0.001cms 時地下水位變動情

形 
圖 11 三抽水井在 Q = 0.01cms 時地下水位變動情形 

經改變各水井之抽水量後，例如採 Q1 = 0.01cms、Q2 = 0.005cms、Q3 = 0.005cms 進行抽水模擬，結果如

圖 12 所示。研究發現當三口井之抽水量比例為 2:1:1 時，即可將大部分樣區內之積淹水降至地表以下，少部分為

靠近𝑥 = 0處，由於𝑥 = 0處為定水頭，因此無法將其水頭降至地表以下。 

 

圖 12 三抽水井以流量 2:1:1 抽水時地下水位分佈情形 

由於本解析解受限於特徵值(eigenvalue)之個數，因此對特徵值𝛼𝑚進行探討，如圖 13 所示，當抽水量較大時，

解析解達到收斂所需之𝛼𝑚項數漸減，Q = 0.001 cms 時需 166 項特徵值達到收斂，Q = 0.01 cms 時需 129 項特

徵值達到收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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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不同抽水量對解析解收斂項數之影響 

 

由圖 14 可知，當抽水量增加，解析解達到收斂時所需之𝛼𝑚項數漸減，t = 1 h 時需 999 項特徵值達到收斂，

t = 120 h 時需 131 項特徵值達到收斂，隨著模擬時間增加，水位 h 愈趨於穩定，因此達到收斂所需項數較少。 

 

圖 14 不同模擬時間對解析解收斂項數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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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廣義積分轉換法求解拘限含水層地下水位分佈之解析解，模擬不同抽水井數量、不同抽水量之地下

水位變動情況，研究結果顯示當抽水井之數量為三口或三口以上時方能達到研究目的。若抽水井為三口，依左至

右抽水量以 2:1:1 之比例抽水，可以滿足地表不積淹水之目的。此外，使用廣義積分轉換法，其收斂項數相較於一

般數值解、半解析解、以及其他解析解(如傅立葉轉換、拉氏轉換)收斂項數大幅減少，如此可以更快得到結果。 

本研究模擬一維拘限含水層內之地下水位變化，實際上應考慮三維的模擬分析更為合適，未來可以持續發展

至二維及三維之數學模式，如此將更符合現實之物理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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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地籍圖套疊 UAV 建置之三維模型在土地利用調查之

成效 

陳弘諺[1] 蕭宇伸[1]* 

摘  要 無人飛行載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系統多搭載具有高解像力

之相機進行拍攝及錄影，以獲取高精度地面資料，若搭配 Pix4Dmapper 軟體處理影像

資料，可快速製作正射影像、三維點雲及數值地形模型。本研究利用此技術，分別在臺

中市南區高工南路及霧峰區中正路等兩處住宅區進行空拍，空拍時航高設定為 40公尺，

並分別採用垂直正拍及側拍兩種模式進行拍攝，相關成果以 Pix4Dmapper 產製成三維

點雲後，再將地籍圖資套疊於空拍點雲圖上，並利用 Pointbox 網站呈現相關成果，以

分析該地區建築物是否依照地籍線興建與有無違規之情事。 

關鍵詞：無人飛行載具、Pix4Dmapper、地籍圖資、Pointbox。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Land Use 

Investigation with Cadastral Maps Overlapped on 

UAV-Derived 3D Models 

Hung-yen Chen[1]  Yu-shen Hsiao[1]* 

ABSTRACT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system usually equipped with a high-

resolution camera to take photos and recording videos to obtain high precision surface data. If 

UAV-derived images are processed with Pix4Dmapper software, it can quickly produce 

orthophotos, 3D point clouds, and Digital Surface Models (DSM). We perform this technology 

in two residential areas, respectively, Gaogong South Road, South District and Zhongzheng 

Road, Wufeng District, Taichung City. During aerial photography, the altitude of flight is set to 

40 meters above ground. Two modes, vertical front shot and side shot are both used for shooting. 

After the images are produced with Pix4Dmapper and made into a 3D point cloud map, the 

cadastral map is overlapped on it, and the results are presented on the Pointbox website to 

analyze whether the buildings in the areas are constr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adastral line 

and whether there are any violations. 

Key Words: UAV , Pix4Dmapper ,Cadastral map, Point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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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無人飛行載具技術建置山坡地三維地形之精度分析 

陳凱維[1] 蕭宇伸[1] 

摘  要 本研究利用無人飛行載具(Unmanned Aericle Vehicle,UAV)技術，在望高

寮夜景公園進行空拍，空拍時航高設定為 30 公尺，航線規劃有單 S 與雙 S 型航線兩種，

並在現場布設數十個 GNSS 控制點與檢核點，最後將空拍成果以航測軟體

Pix4dmapper 進行建模，進而得到研究區域之三維點雲模型與數值地表模型。在精度

分析方面，區分為相對精度與絕對精度，相對精度將探討在航測模型中量測得之構造物

尺寸之正確性；而絕對精度將分析航測模型中坐標之精準度。本研究目的為模擬山坡地

因地形限制而無法實施地面測量時，UAV 建置之地形是否能得到良好的成果。期望本研

究能提供水土保持相關人員獲取山坡地地形資訊之參考。 

關鍵詞：無人飛行載具、地形、精度分析、GNSS。 

Accuracy analysis of building 3D hillside models with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technology 

Kai-Wei Chen[1] Yu-Shen Hsiao[1]＊ 

ABSTRACT We us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technology to take aerial 

photography at Wanggaoliao Night View Park. During aerial photography, the altitude is set to 

30 meters. Two types of route planning, single-S and double-S routes, are both con-sidered. 

Dozens of GNSS control points and check points are set up on site. The aerial images are finally 

processed with Pix4dmapper software to obtain the 3D point cloud models and digital surface 

models in the area. In terms of accuracy analysis, it is divided into relative accuracy and absolute 

accuracy. The relative accuracy will discuss the accuracy of the sizes of the structures measured 

in the UAV-derived models; the absolute accuracy will focus on the accuracy of the coordinates 

in the UAV-derived model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simulate whether the terrain 

derived from the UAV technology can have good results when ground surveys cannot be 

performed due to the terrain restrictions. We hope that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eople involved i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to obtain terrain in-formation on mountain slopes. 

Key Words: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Terrain, Accuracy analysis, GNSS.

〔1〕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 Taiwan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rob83rob83rob8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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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V 航拍技術應用於工程查核之可行性分析 

陳漢[1] 蕭宇伸[2]* 

摘  要 在 2021 年因 COVID-19 疫情影響，全國有數個月處於第三級警戒階段，

期間許多水利、水土保持工程查核因此延宕，這對於工程品質管控影響甚鉅。本研究利

用無人飛行載具搭載相機，於臺中市大里區防災公園進行空拍，空拍時採用垂直拍照、

傾斜拍照、垂直錄影等不同空拍模式，所得到的照片與影像以 Pix4Dmapper 軟體建立

該區域之三維點雲模型，並在模型中量測構造物尺寸與分析其精度，最後評估以無人飛

行載具三維建模來進行工程查核之可行性。期望本研究能提供疫情期間，遠端進行工程

查核之參考。 

關鍵詞：無人飛行載具、工程查核、三維點雲模型。 

Feasibility Analyses of Construction Inspection with 

UAV Technique 

Han Chen[1]  Yu-Shen Hsiao[1]* 

ABSTRACT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in 2021, Taiwan has been under the third 

level of alert for several months. During this period, many inspection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projects have been delayed. This leads a huge impact on engineering 

quality control. In this study, an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equipped with a camera was 

used for aerial photography at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Park, Dali District, Taichung City. During 

aerial photography, different modes such as vertical photography, oblique photography, and 

vertical video recording were used. The images from UAV were processed with Pix4Dmapper 

software to build 3D point cloud models. We measured the sizes of the structures and analyzed 

their accuracy, and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UAV-derived 3D point cloud models for 

construction inspection. We expect that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mote 

construction inspection during the epidemic. 

Key Words: UAV, Construction inspection, 3D point clou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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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旋翼無人飛行載具於水土保持工程施工構造物之應用 

呂政義[1] 連惠邦[1] 吳明順[1] 白潔成[2] 

摘  要 本研究係以多旋翼無人飛行載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為工具，從空中角度，進行多期

拍攝施工階段工區之地形地物影像，通過產出工區高精度三維(3D)立體模型，完整呈現出施工階段工區地形、

植被及構造物等之變化，經由施工進度多期三維(3D)立體模型之比對分析，得到構造物尺寸、構造物線形、挖

填土方及區位分布、地形變化等數據；不但保留施工各個階段之地形及影像資料，也能輔助工區地面監造在

人力及視角之不足以提升「監造」作業，精進了水土保持工程施工品質，從而實現水土保持工程監造技術之

全面發展。 

 

關鍵字:UAV、無人飛行載具、量測、三維(3D)立體模型。 

Application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in Construction 

Measure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ngineering 

Cheng-Yi Lu[1] Hui-Pain Lien[1] Ming-Shun Wu[1] Jie-Cheng Pia[2] 

 

ABSTRACT This research uses a multi-rotor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as a tool. From the aerial 

perspective, multi-phase shooting of the terrain and ground features of the construction area i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high-precision three-dimensional (3D) three-dimensional images of the construction area The model 

completely shows the changes in the topography, vegetation and structures of the construction area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has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3D)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the construction progress, the size of the structure, the shape of the structure, the excavation and filling of the earth and 

the location are obtained. Data such as distribution, topographical changes, etc.; not only retains the topographical and 

image data of each stage of the construction, but also assists the ground supervis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rea when the 

manpower and perspective are insufficient to enhance the " Manufacturing supervision " ope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rojects is improved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upervision 

technology for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engineering. 

 

Key Words: UAV,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Manufacturing supervision, Measurement, the three-dimensional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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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無人飛行載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具有經費需求低、機動性強、可重複利用及操作所需天氣條件寬鬆的優點，迅

速應用到農業、建築及製圖研究的領域，近年來，水土保持領域已大量應用，包括地形影像(如土石流潛勢溪流)、災害調查、工

程規劃設計階段測量輔助、工程竣工後現況、虛擬實境地形模擬、..等等，惟於工程施工階段之尺寸及監造抽查等應用廣度仍嫌

不足，主要水土保持工程多位於河川上游集水區之山坡地範圍，具有工程數量多、規模小、工程短、工區分布廣及位置偏遠等特

點。為此，基於人力短絀之考量及監造技術提昇之需求。 

隨著 UAV 技術的發展研究 UAV 的各式應用，例如在災害監測上，Ambrosia et al. (2011)則評估在美國以 UAV 監測偏遠地

區火災的可行性。Feng etal. (2015) 在中國浙江省餘姚市，以隨機森林(Random Forest)搭配紋理資訊對 UAV 影像進行淹水判釋；

現地調查上，Stumpf et al.(2013) 以航空照片加上影像自動判釋技術，分析山崩造成的地表裂隙，並結合光達(LiDAR)資料進行山

崩之動態分析；謝承恩(2016)利用無人飛行載具(UAV)掛載數位相機與合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靜態測量，獲取三義斷層露頭

及大漢溪溪床露頭地面控制點坐標，處理所得之正射影像和立面影像，進行地質構造判釋。在土壤分析上，Baker (2012)在法國

南部的一個葡萄園，利用解析度為 10 cm 的 UAV 影像進行地表土壤分類，並透過多尺度分割，結果顯示此方法可以有效的協助

葡萄園的管理；李瑞陽(2018) 利用無人機(UAV)取得臺中太平區判釋分割區塊內之作物，透過不同時期影像正確率介於

88.2~99.7%。 

近年來國內外關於 UAV 精度與應用探討，例如蘇伯軒(2014)使用 UAV 搭配 Pix4Dmapper 航高約 300~400 公尺，地面解析

度可達 8~10 公分，雙 S 航線規劃方式比單 S 精度較高；謝幸宜(2011)使用四旋翼機航拍影像定位精度中，當航高 100M 時解算

高程精度 15 公分；蔡孟倫等人(2010)當 UAV 飛行高度分別為 300、600、900 公尺時三維定位精度可達 10、23 及 50 公分，結果

分別可用於 1/1000、1/2500 的地形測繪及 1/5000 的航空圖；Eisenbeiss, H.(2004)間以旋翼型無人載具於 Pinchango Alto 考古區、

馬雅遺址及玉米田等區域進行拍攝並製作正射影像及 DEM/DSM，飛行高度 100 公尺，獲取正射影像精度約 2 公分，DEM/DSM

平面精度約為 2 公分且高程精度約 4 公分；Matthias Naumann, Michael Geist, Ralf Bill, Frank Niemeyer, Görres Grenzdörffer (2013)

於挖掘連續三個小型堤防，以無人載具搭載 Olympus PEN e-P2 及地面光達 Z+F IMAGER 5010i 配合 RTK-GPS 探討 DSM 精度，

RTK-GPS 平均誤差為 0.013 公尺、標準偏差 0.004 公尺，UAV 於航高 82 公尺平均誤差為 0.019 公尺、標準偏差為 0.011 公尺、

地面解析度為 0.021 公尺，地面光達解析度為每 10 公尺 3 公厘標準偏差 10 公厘，垂直牆面等物件下，光達精度優於 UAV，堤

防斜面及洩水孔洞 UAV 精度優於光達。 

本研究擬以無人飛行載具為工具，藉由多期拍攝水土保持工程施工階段工區之地形地物影像資訊，完整呈現出施工階段工

區地形起伏、材料使用及構造物尺寸等，輔助工區地面監造在人力及視角之不足，策進了工程施工及監造品質。 

二、研究流程及方法 

本研究基於提升傳統監造之繁複流程以及 (1)純熟的無人飛行載具空拍操作技術；(2)數值地形模型 DSM 製作技術；(3)建置

工區真實現地模型技術；及(4)製作工程構造物 3D 繪圖技術等條件下，研究無人載具監造技術，工作方法如圖 1 所示，其實施步

驟如下。 

1.空標基礎資料建置 

為使工程設計之控制點資訊，進行 UAV 空拍前檢視作業，確保控制點之存在，例如顏色是否受外力(人力、車輛、泥水等)

干擾而移動、顏色模糊、或消失等問題，倘若顏色對比反差不夠清晰，則應加以維護清洗，必要時應重新補設。如圖 2 布設之空

標外觀，除了維持清潔外，其顏色也與周遭環境底色呈高度對比反差，避免於 UAV 空拍時模糊無法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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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研究以 UAV 產製正射影像及 DSM 流程圖。 

Fig.1 The flow chart of producing the orthophoto images and DSM by using UAV in the study. 

 
圖 2 空標外觀檢視圖。 

Fig.2 Empty label appearance inspection view. 

 

2.UAV 空拍作業 

除了空標布設外，就屬 UAV 空拍作業最為重要，UAV 空拍作業必須依據空拍目的選用適當機型，可以使用手動模式調整

ISO 值與快門速度，就能在於低光環境取得完美影像。工區 UAV 空拍方式可以區分為大面積拍攝及構造物細部拍攝兩種類型，

施工前階段尚無工程進行，因此施工前階段僅須執行大面積拍攝即是航線規劃。根據以往的經驗，於航高 120 m，當日照無法於

地面產生陰影時，建議飛行速度為 4m/s～8m/s；當日照能於地面產生明顯陰影時，建議飛行速度 6m/s～11m/s。 

(1)大面積拍攝(航線規劃) 

大面積拍攝中之航線規劃，係採用航線規劃軟體進行空標布設範圍之拍攝工作。UAV 航線規劃空拍時，不僅要考量

飛行高度、基線距離、航側向重疊等問題，也要特別留意拍攝範圍之山脈高度，如圖 3 所示，以免發生意外；因此建議

空拍基礎資料建

置-施工前

工程拍攝時間

UAV無人載具

設備

拍攝工程區位

定期空拍
天然災害不定期

空拍(災損分析)

製作多期之正射影像、

數值地表模型DSM及建置工區真實現地模型技術

1.前置作業佈設固定空標

2.UAV空拍

3.建置工區真實現地模型

繪製工程構造物

3D完工模型

工程設計

預算書圖
施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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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執行兩飛行高度航線規劃，以高空影像協助低空影像進行電腦匹配空中三角測量，以提高產製精度與匹配成功率，如

圖 4 所示。 

解析度必須達到 1.0cm 以內(施工前階段並無構造物檢測，僅需進行航線規劃拍攝即可)，因此應對照鏡頭解析能力

調整合適飛行高度是必要，本研究以低空影像航高為 120 m、高空影像航高使用 180 m，而航向與側向重疊率 75%以上，

飛行軌跡如圖 5 所示。 

 
圖 3 UAV 航拍規劃圖。 

Fig.3 UAV aerial photography planning. 

 
圖 4 兩飛行高度航線規劃沿地形飛行。 

Fig.4 Two-altitude route planning to fly along terrain. 

(a)航向重疊率 
 

(b)側向重疊率 
圖 5 航向重疊率與側向重疊率。 

Fig.5 End lap rate and side lap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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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動細部拍攝 

手動細部係實施構造物 UAV 空拍時必須特別補充構造物細部影像以空拍影像建立完整且高解析得三維模型，其技

巧為「多角度拍攝、所見即所得」。拍攝要點應以左右立體視圖為概念(如人類左右眼立體視覺)，取得 70%以上高重疊率

拍攝目標物為主影像進行建模；但是，現場拍攝進行重疊率計算不易，故可由目視回傳影像以螢幕中左右邊界進行鏡頭

平移 30%，約略為 70%重疊率影像，鏡頭夾角介於-30 度~90 度之間，如圖 6 所示。此外，尤其避免影像內容拍攝到天

際線，天際線主要影響相片進行演算時發生無限放大情況，造成正射影像拉伸、扭曲、顏色不均，甚至無法拼接使用。 

 
圖 6 鏡頭拍攝夾角。 

Fig.6 Lens shooting angle. 

不同形式構造物應有不同拍攝方式，長條型構造物，例如護岸、堤防或大型壩體等，隨著構造物上下游坡面需伴隨

不同相機和高程平移拍攝，其拍攝角度如圖 7 所示，拍攝連續影像完成建模成果，即能得到高解析模型，如圖 8 所示。 

 
圖 7 長條型構造物三維建模拍攝位置示意。 

Fig.7 Schematic diagram of 3D modeling and shooting of long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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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長條型構造物三維建模拍攝成果。 

Fig.8 Shooting results of 3D modeling of long structures. 

 

對於單一型態小型構造物，例如固床工、潛壩、魚道…等，拍攝 UAV 拍攝角度可參考圖 9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以構造物為中心點，並伴隨不同高程環繞構造物進行拍攝。總而言之，完整建模須包含拍攝標的物(構造物)之前、後、

左、右、上，共五面向(上方同正攝影像拍攝方式進行)，細部傾斜拍攝後建置工區真實現地模型技術成果，如圖 10 所示。 

 
圖 9 單一構造物三維建模拍攝位置示意圖。 

Fig.9 Schematic diagram of shooting method for 3D modeling of single structure. 

 
圖 10 單一構造物三維建模拍攝成果。 

Fig.10 Shooting results of 3D modeling of singl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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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後製圖資及建模 

本研究使用 Bentley contextcapture 建置工區正射影像、數值地表模型(DSM)及高解析三維模型(UAV 拍攝三維模型)，並以

SketchUp 三維建置構造物三維立體圖相互比較，如表 1 為 Bentley contextcapture 軟體使用硬體規格及其處理速度。成果包含三

維立體模型、正射影像及 DSM 數值地表模型等，解析度可達 0.3 cm/pixel(該解析度分布於細部拍攝部位，硬體設備影響軟體後

製速度)，如圖 10 為以護岸工程為例，分別顯示正射影像、DSM 及 UAV 三維模型。 

表 1 模型製作數量與規格 

Table 1 Model production quantity and specifications. 

內容 數量或解析度 

空拍(正拍、傾拍) 1200 張 

後製(三維模型、正射影像、

DSM) 

1. 解析度 0.3 公分/Pixel 

2. 成果範圍(含布標範圍)  

3. 工程範圍 

軟體：Bentley ContextCapture、SketchUP 繪製三維構造物模型 

 

 
(a)正射影像              (b)DSM          (c) UAV 拍攝三維模型 

圖 11 護岸工程拍攝成果。 

Fig.11 Riverbank shooting results. 

4 .精度檢測 

由產製之正射影像與地形模型進行檢核點精度檢核，同時配合由設計圖說繪製之工程三維立體模型比對拍攝範圍是否足夠。

以新雞隆段 2362 地號旁野溪整治二期工程第一次施工前精度報表為例，如表 2 所示，地面控制點 GCP 或檢核點之 RMS 以平面

誤差超過 5cm、高程誤差超過 10cm，應進行重新拍攝，現階段為施工前拍攝，因此解析度不須小於 1cm，後續進行施工中與竣

工階段拍攝內容含有新設構造物時，則必須符合解析度小於 1cm 規範，以符合水土保持工程抽驗要領及容許誤差標準規範。 

 

表 2 示範工程 GCP 精度報表 

Table 2 Demonstration project GCP accuracy. 

2019/10/07 施工前(第一次) 

GCP 編號 三維 Error (m) Horizontal Error (m) Vertical Error (m) 

GCP1 0.0005 0.0005 0.0000 

GCP2 0.002 0.0015 0.0014 

GCP3 0.002 0.0011 -0.0016 

GCP4 0.0004 0.0002 0.0004 

Global RMS 0.0014 0.0010 0.0011 

空間解析度 (m) 0.0289~0.0637 

檢核點編號 三維 Error (m) Horizontal Error (m) Vertical Error (m) 

CP1 0.0051 0.0048 -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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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區域 

「新雞隆段 2362 地號旁野溪整治二期工程」位於苗栗縣銅鑼鄉盛隆村，主要工作項目為護岸工程高約 2.8~4.1m 長度 226m、

固床工 5 座(0K+025、0K+045、0K+085、0K+095、0K+115)、跌水工 7 座(0K+035、0K+055、0K+065、0K+075、0K+105、0K+125、

0K+135)、生態廊道 7 座、縱向廊道 7 座、版橋 1 座，本工區拍攝範圍 46 公頃，計布設 4 處控制點，如圖 12 所示。五次拍攝成

果其控制點與檢核點精度報表如表 3，高解析度成果為 UAV 進行工區低空拍攝成果，解析度為工區外圍由 UAV 行線規劃拍攝成

果，工程模型解析度<1cm 符合用於檢測構造物容許誤差標準表規範之 1.0 cm 要求以內。 

 

圖 12 示範工程地面控制點與工程位置分布。 

Fig.12 Demonstration project ground control points and project location distribution. 

 

表 3 示範工程地面控制點與檢核點精度表。 

Table 3 Demonstration project ground control point and check point accuracy. 

2019/12/09 第二次(施工中) 

GCP 編號 三維 Error (m) Horizontal Error (m) Vertical Error (m) 

GCP1 0.00046 0.00029 -0.00036 

GCP2 0.00147 0.00112 0.00095 

GCP3 0.00196 0.00085 -0.00177 

GCP4 0.00091 0.00024 0.00088 

Global RMS 0.00133 0.00073 0.00111 

空間解析度 (m) 0.00087~0.0684 

檢核點編號 三維 Error (m) Horizontal Error (m) Vertical Error (m) 

CP1 0.03791 0.03758 -0.005 

2019/12/17 第三次(施工中) 

GCP 編號 三維 Error (m) Horizontal Error (m) Vertical Error (m) 

GCP1 0.00017 0.00011 -0.00014 

GCP2 0.00145 0.00056 0.00134 

GCP3 0.00237 0.00023 -0.00236 

GCP4 0.00034 0.00016 0.0003 

Global RMS 0.0014 0.00032 0.00137 

空間解析度 (m) 0.00066~0.09264 

檢核點編號 三維 Error (m) Horizontal Error (m) Vertical Error (m) 

CP1 0.05708 0.02797 0.04976 

2019/12/27 第四次(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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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P 編號 三維 Error (m) Horizontal Error (m) Vertical Error (m) 

GCP1 0.00057 0.00010 -0.00056 

GCP2 0.00073 0.00055 0.00048 

GCP3 0.00095 0.0005 -0.00081 

GCP4 0.00026 0.00022 0.00013 

Global RMS 0.00068 0.00039 0.00055 

空間解析度 (m) 0.00055~0.06271 

檢核點編號 三維 Error (m) Horizontal Error (m) Vertical Error (m) 

CP1 0.07493 0.01405 0.07361 

2020/01/20 第五次(完工) 

GCP 編號 三維 Error (m) Horizontal Error (m) Vertical Error (m) 

GCP1 0.00051 0.00019 0.00048 

GCP2 0.00235 0.00025 0.00234 

GCP3 0.0024 0.00044 -0.00236 

GCP4 0.00053 0.00026 0.00046 

Global RMS 0.00172 0.0003 0.00169 

空間解析度 (m) 0.00077~0.08467 

檢核點編號 三維 Error (m) Horizontal Error (m) Vertical Error (m) 

CP1 0.06996 0.02219 0.06634 

 

利用無人載具進行多時期影像拍攝工程，完成五次空拍作業內容，其相關後製成果如圖 13~圖 17 所示。 

   

(a)正攝影像                   (b)數值地表模型 

 

(c)UAV 三維立體模型 

空拍時間：2019/10/07 

圖 13 示範工程第一次空拍(施工前)。 

Fig.13 The first aerial shot of the demonstration project (befor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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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正攝影像                   (b)數值地表模型 

 

(c)UAV 三維立體模形                          空拍時間：2019/12/09 

圖 14 示範工程第二次空拍(施工中)。 

Fig.14 The second aerial shot of the demonstration project (under construction). 

 

  

(a)正攝影像                   (b)數值地表模型 

 

(c)UAV 三維立體模形                          空拍時間：2019/12/17 

圖 15 示範工程第三次空拍(施工中)。 

Fig.15 The third aerial shot of the demonstration project (under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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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正攝影像                                 (b)數值地表模型 

 
(c)UAV 三維立體模型 

空拍時間：2019/12/27 

圖 16 示範工程第四次空拍(施工中)。 

Fig.16 The fourth aerial photography of the demonstration project (under construction). 

  

(a)正攝影像                   (b)數值地表模型 

 

(c)UAV 三維立體模型 

空拍時間：2020/01/20 

圖 17 示範工程第五次空拍(竣工後)。 

Fig.17 The fifth aerial shot of the demonstration project (after comple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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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分析 

工程施工過程比對分析係 UAV 拍攝的首要任務，可以根據施工前(第一次)、中(第二~四次)與完工後(第五次)UAV 空拍產製

之工區三維模型、正射影像、地形地物模型等圖資，以及 SketchUP 繪製三維構造物模型等進行比對分析，不僅可以即時取得工

程項目尺度及材料數量，也能適時提供構造物與設計標準比對落差，相當重要；比對分析研究作業中可執行 UAV 檢核項目主要

為各種材料之外觀尺寸等，核內容彙整為尺寸、數量型式擬定其作業標準如下： 

1.結構物外觀尺寸拍攝比對及幾何檢核 

依據第五次完工拍攝成果進行尺寸測量，測量部位為 0K+035#1 跌水工，均已達到設計圖說尺寸如圖 18 為｢新雞隆段 2362

地號旁野溪整治二期工程」0K+035 跌水工，檢測壩翼斜率、壩翼高度、跌水工開口寬度、跌水工厚度及縱向通道階梯高差結果，

五處檢測結果顯示皆符合圖說設計標準及｢抽驗要領及容許標準表」規範中「寬(厚)度未達 1 公尺者為 1 公分;1 公尺以上者為百

分之一，惟最大不得超過 5 公分長度不得少於設計尺寸百分之二。高度未達 3 公尺者為 3 公分;超過 3 公尺者為 5 公分。斜率為

百分之二十以內(單面)。建築物之容許誤差依建築法規辦理。」，如表 4 所示，均已達到設計圖說尺寸。 

(1)編號 1 為#1 跌水工開口寬，測量長度為 3.00 m，設計長度 3.00m。 

(2)編號 2 為#1 跌水工開口高差，測量長度為 1.5 m，設計長度 1.5m。 

(3)編號 3 為#1 跌水工霸翼斜率，測量換算斜率為 1:0.29，設計斜率為 1：0.3。 

(4)編號 4 為#1 跌水工開口頂深，測量長度為 75.29 cm，設計長度為 75cm。 

(5)編號 5 為#1 跌水工開口縱向通道每階高度差，測量長度為 20 cm，設計長度為 20cm。 

 
圖 18 示範工程之構造物尺寸檢測成果。 

Fig.18 Demonstration project structure size inspection results. 

 

表 4 示範工程之構造物尺寸檢測合格表。 

Table4 The size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demonstration project passed the inspection 

合格認定容許誤差 UAV 建模尺寸抽驗成果 圖說尺寸 是否符合 
不合格時之處

理方式 

寬(厚)度未達 1 公尺者為 1 公

分;1 公尺以上者為百分之一，

惟最大不得超過 5 公分長度不

得少於設計尺寸百分之二。高

度未達 3 公尺者為 3 公分;超過

3 公尺者為 5 公分。斜率為百分

之二十以內(單面)。建築物之容

許誤差依建築法規辦理。 

0K+035 #1 跌水工開口寬 3 公尺 3 公尺 是 依「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工程品

質抽驗補充規

定」第四條辦

理。 

0K+035 #1 跌水工開口高

差 
150 公分 150 公分 是 

0K+035 #1 跌水工壩翼斜

率 
1:0.29 1:0.3 是 

0K+035 #1 跌水工開口頂

深 
75.29 公分 75 公分 是 

0K+035 #1 跌水工縱向廊

道階梯高差 
0.2 公尺 20 公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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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臨時性模板工程隨機抽查驗之支撐穩固狀態 

模板工程支撐穩固狀態，主要針對橫向、縱向及斜撐單位長度之數量依據第二次 UAV 拍攝建模成果，如圖 19 所示。圖 19(a)

模板高度為 2.7 m，點算橫向固定木條與ㄇ型鋼數量為 5 支，縱向單位支撐數量為 1.8 支/m；圖 19(b)模板高度為 0.9 m 使用分層

澆注，點算橫向固定ㄇ型鋼數量為 2 支，縱向單位支撐數量為 2.2 支/m。上圖檢視並無使用斜撐可能為分層澆注與背斜關係因此

沒有使用斜撐，下圖模板橫向長度為 7.63 m，使用 2 之木條作斜撐，單位斜撐數量為 0.26 支/m。 

 

(a)模板工程縱向長度 

 

(b)模板工程縱橫向長度 

圖 19 示範工程模板支撐數量計算圖。 

Fig.19 Calculation diagram of template support quantity for demonstration project. 

 

4.構造物線形比對及校正 

藉由第四次 UAV 拍攝之正射影像套疊 AutoCAD 設計說圖說，如圖 20 所示。圖 20(a)#1 跌水工 0K+035 與溪流流向並無與

圖說呈現垂直狀態，偏移旋轉 5 度；縱向通道與右岸動物通道尚未施作；圖 20(b)#2 跌水工(0K+055)同#1 有偏移旋轉情形約 3

度，構造物整體約向北偏移 64 公分；圖 20(c)#6(0K+125)、#7(0K+135)兩跌水工有些許向北偏移 66 公分、構造物向東偏移 19 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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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K+000~0K+045 

 
(b) 0K+045~0K+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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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K+095~0K+133.86 

空拍時間：2019/12/17 

圖 20 示範工程正射影像與設計圖說套疊。 

Fig.20 Demonstration project orthophoto and design illustration overlap. 

 

5.工區挖填土方分布、土石方暫置區位與土方量估算 

(1)第一次與第二次土方量體比對分析 

比對施工前第一次與第二次施工中 UAV 拍攝成果，如圖 21 所示。因第二次施工移除南側林地，因此本次分析成果較

難判斷整體土方量體變化。而如屏除圖中林地整地影響，分析 CF1 量體變化量為土方量體多出 103.9
3m (扣除一輛挖土機

約佔 20
3m )，而如已施作構造物之混凝土量體 626.94

3m ，則本期分析量體為土方量遺失 523.04
3m 。後續以 UAV 建置之模

型檢視 523.04
3m 土方量體去處，土方暫置於野溪右岸如圖 22，雖可透過模型瀏覽器內建之 Cut and Fill 功能檢視量體，但

因受限於土方上方仍有林木，導致挖方量體誤判，因此對於量體變化仍有無法分析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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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拍時間：2019/10/07 至 2019/12/09 

圖 21 示範工程第一次與第二次土方變異分析。 

Fig.21 The first and second earthwork variation analysis of the demonstra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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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拍時間：20191209 

圖 22 示範工程第二次拍攝土方暫置區。 

Fig.22 Temporary earthwork area for the second shooting demonstration project. 

 

(2)第二次與第三次土方量體比對分析 

比對施工中第二次與第三次 UAV 拍攝成果，如圖 23 所示。CF1 扣除 CF2 移動中工程車與 CF3 工程車之量體為 266.08

3m ，若考量工程構造物本區間混凝土使用量增加 5.22
3m  (工程進度增加)，則本區間土方變化量為增加 260.86

3m ，最主要

仍有大量土方增加推測為東南側林木底下為土方暫置區，造成本期土方量體推估誤差來源。 

 

6.工區環境變遷分析 

依據歷次取得之 UAV 拍攝模型，工區溪流屬於野溪型態，旱季時期溪流中無水流，除施工期間部分林木移除，其整體工程

進行野依附於緊鄰農路，因此整體環境並無大範圍擾動跡象，環境影響程度極小。 

 

五、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首先提出運用無人飛行載具(UAV)空拍相關技術於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監造作業，作為輔助人工監造作業，以提升工

程構造物尺寸品質，結論包括： 

1.若以現行工程抽查作業改善施工抽驗程序及標準為本研究 UAV 進行施工監造重點，僅針對外觀尺寸部分，其中多為 UAV 相

關之測量檢測作業，如以 UAV 空拍系統產製之成果進行作業抽驗比對，可大量節省人力物力，並以 UAV 於空中大範圍拍攝

優勢進行更全面之量測。 

2.以工程中施工放樣工程施工抽查程序，現行抽查程序為配合地面測量作業進行，其中控制樁測量至結構物放樣前之測量作業及

檢驗停留點檢核作業過程皆耗大量人力及時間(現場人員點測量以及檢算作業)，如以 UAV 空拍測量方式進行，即可濃縮為一

次作業即可，拍攝完成後即完成精度之檢核，並且製產出正射影像及 DSM 地表模型，完全於電腦中作業，將整個作業環境水

準提高，並提升施工放樣之整體精度，有助於加速傳統產業數位化、科技化進程。 

3.構造物外觀幾何尺寸檢核。依照水土保持工程構造物外觀尺寸容許誤差應按「抽驗要領及容許誤差標準表」之相關規定辦理:

根據本計畫制訂之多旋翼無人飛行載具作業標準進行空拍，預期拍攝 UAV 三維模型解析度小於 1cm，進行尺寸丈量可符合相

關規定。 

4.臨時性模板工程隨機抽查驗之支撐穩固狀態，如橫向、縱向及斜撐單位長度之數量，示範工程使用 UAV 三維模型即可進行尺

寸丈量與支撐數量點算。 

5.構造物線形比對及校正針對工程圖說，適時校正構造物線形；以示範工程 UAV 空拍製作之正射影像與地表模型及設計圖說相

互套疊即可檢視構造物線形，立即判斷線形偏移量，查驗資料回饋與施工單位即可達到提醒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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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拍時間：2019/12/09 至 2019/12/17 

圖 23 示範工程第二次與第三次土方變異分析。 

Fig.23 The second and third earthwork variation analysis of the demonstra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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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示範工程施工前空拍影像 

Fig.24 Aerial image before construction of demonstration project. 

 
圖 25 示範工程竣工空拍影像。 

Fig.25 Aerial image of the completion of the demonstration project. 

 

6.工程施工前環境常有植生覆蓋，因此比對後期資料之土方量常有植生導致土方量評估失準，會有大量土方流失問題。另，施工

過程中常有大型機具(挖土機、砂石車…等)停置於工區中，也容易導致誤判情形發生，因此未來進行工區之量體評估，也需進

行必要整地，將林蔭或其他遮蔽造成誤差降到最低。 

7.圖說中對於土方挖填描述(如壩體、固床工、護岸等縱橫向構造物)皆以其斷面圖描述挖填區位及量體，使得進行挖填土方分析

時無法明確得知其挖填範圍，因此所評估之量體可能有誤差存在。 

8.工區環境變遷分析，含地形與植被變遷分析，並評析對生態環境之衝擊影響:空中角度檢視整體環境樣貌已普遍應用於業界中，

由多次同一角度拍攝成果或 UAV 三維建模成果皆可輕易相互比對因施工造成環境演變。 

9.工程品質問題，無人飛行載具空拍僅能獲得地形及工程構造物各幾何因子之相關資訊，它無法推估工程構造物抗壓強度及混凝

土外觀缺點(如蜂巢、裂縫等)；除此之外，拍攝細小物件如鋼筋數量及隱蔽部等無法點算數量，箱蛇籠工程網孔以及內填卵塊

石，因拍攝前後視距差異不大，無法進行卵塊石尺寸量測容易有誤差產生。 

10.現場實作工程常有與設計圖說有差異，如護岸線形或構造物與既有構造物銜接處常會因現場實際樣貌做調整，因此與圖說比

對實會出現明顯差異，且常因雨季天候不佳，導致山區土石發生大量變動(上游土砂下移、邊坡小規模崩塌)，因此實際施作可

能會依現地現況進行調整，導致差異產生。 

11.利用 UAV 拍攝、計算挖填土方、工程進度推估遵循施工規劃進度進行拍攝，而一工區每次平均拍攝時間 1 小時，拍攝照片數

量 500~700 張，建模時間 24 小時，其主要優點為紀錄每一進度，隨時可進行探討與分析。 

12.建置實際現場工程 3D 立體模型，其精細程度可清楚展現構造物之細節，如固定護岸或擋土牆前後模板之鋼條(螺桿)，這些成

果足以掌握瞭解工程設計監造之工程線形及尺寸比對量測。 

六、結論 

1.計畫使用 Bentley ContextCapture 與 DJI Phantom 4 pro，大幅減輕建模難度，快速取得高精度與高解析度 UAV 三維立體模型，

並引進新式科技期盼解決工地環境專業化、數位化與老年化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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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執行技術門檻僅有取得 UAV 專業及操作證，後續抽驗僅需要有基本 GIS 處理能力即可上手，因此在人力培訓應不造成負

擔，取得 UAV 操作證照專業化，提升空拍測繪技術能力與工地環境測量相關專業技能。 

3.由空中角度檢視施工環境樣貌進行施工抽查驗達到之全面效果為傳統地面監造所不能及。 

4.研究拍攝試範工程中包含 5 次拍攝階段精度皆能符合本研究制訂之平面 RMS 5cm、高程 RMS 10cm 之規範，四次拍攝施工中

階段(拍攝標的含構造物)其解析度皆能小於 1cm，符合水土保持工程構造物容許誤差標準表規範，可用於量測尺寸相關問題。 

5.拍攝示範工程僅以野溪治理工程為主，而崩塌地整治工程上，兩者最大差異為立地條件不同，野溪相對於崩塌地位於相對平緩

地形，設置空標相對容易，而崩塌地常位於危崖陡峭地形設置空標困難許多，如要將崩塌地完整拍攝下來常需要拍攝面積相當

廣大，成本隨之提高，但相對進行抽查時就可確保抽驗人員安全，在危險區域中進行全面抽查也不會遺漏。 

6.一名取得專業及無人機操作證人員搭配一名觀測人員即可完成多處工程空拍作業，後續也能完成抽驗判釋作業，不需要額外熟

悉其他抽驗技能與經驗，無形之中也降低傳統監造人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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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SBAS-INSAR 技術分析雲林地區地表變位 

沈鈺旻[1] 蕭宇伸[1] 

摘  要 雲林地區長期因超抽地下水而造成地層下陷情形十分嚴重，本研究利用短基

線差分干涉合成孔徑雷達 (Small BAseline Subset-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BAS-INSAR)技術針對雲林地區之地表變位情形進行分析。研究中

選取 2016 年至 2019 年間 Sentinel-1 衛星升軌影像共 6 幅，後續以 GMTSAR 軟體

計算地表變位成果，最後以 24 個 GPS 測站解算成果進行比對。研究顯示，土庫、元長

地區是地層下陷最為明顯的區域。整體而言， SBAS-INSAR 與 GPS 地表變位成果大

致接近，其中以斗南、二崙、元長、東勢等地區的差距為最小，靠海與山坡地地區的差

距為最大。 

關鍵詞：地層下陷、地表變位、SBAS-INSAR、雲林。 

Using SBAS-INSAR Technique to analyze surface 

deformation in Yulin area 

Yu-Min Shan[1]  Yu-Shen Hsiao[1] 

ABSTRACT The land subsidence is very serious due to long-term over-pumping of 

groundwater in Yunlin area. This study uses SBAS-INSAR (Small BAseline Subset-

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BAS-INSAR) to analyze the surface deformation 

in Yunlin area. 6 Sentinel-1 ascending images from 2016 to 2019 were selected in this study, 

and were subsequently processed with the GMTSAR software to obtain the surface deformation 

results. The results from SBAS-INSAR were finally compared to those from 24 GPS stations. 

In the results of SBAS-INSAR, the most obvious areas of land subsidence. 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the Tuku and Yuanchang areas are the most obvious areas of land subsidence. Overall, 

the surface deformation results from SBAS-INSAR and GPS are roughly consistent. The 

differences are smallest in Dounan, Erlun, Yuanchang, and Dongshi areas, and are largest in 

areas near the sea and hillsides. 

Key Words: Land subsidence, Surface deformation, SBAS-INSAR, Yu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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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三維數值分析技術評估溪岸地形對堰塞湖壩滲流穩定

性之影響 

林德貴[1] 莊宗軒[2]* 丁子耘[3] 

摘  要 本研究採用既有之渠槽模型壩滲流試驗，進行三維有限元素暫態滲流分析及

穩定性分析。分析中考慮未飽和/飽和土壤之滲透性係數(kunsat/ksat)。 比對模型壩

滲流試驗自由水位面量測與模擬結果之吻合度，可驗證所採用數值程序之可靠性及有效

性。隨之，進行堰塞湖壩參數研究包括: 壩體長高比  (=壩長 L/壩高 H)、溪岸地形參

數  (=岸坡傾斜度=h/v)、溪床底寬 Wb 及蓄水參數  (=壩上游水位 hw/壩高 H)等對

堰塞湖壩體滲流行為之影響。參數研究結果顯示， 降低堰塞湖壩破壞風險之對策，應以

削減壩體高度及控制壩上游水位高度為優先。另外，由於壩趾區較易發生滲流破壞，因

此可加強壩趾區之排水穩定措施，以減緩其滲流水之水力坡降以及管湧淘刷現象。 

關鍵詞：堰塞湖壩、三維有限元素法、滲流破壞、壩體長高比、溪岸地形、蓄水參數 

Evaluation of riverbank topography effects on the 

seepage-induced stability of landslide dam using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analysis technique 

Der-Guey Lin[1] Zong-Xuan Zhuang[2]* Tzu-Yun Ting[3] 

ABSTRACT This study performed a transient seepage and stability analyses on the flume 

experiment of the existing model dam. Comparing with the experiment of model dam, it was 

found that the phreatic surface of simulation is in good coincidence with that of observation and 

which verified the reli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numerical procedures adopted in the 

analysis. Then, Carried out variables for parametric study on landslide-dam encompasses (1) 

length/height ratio of dam  (=dam length L/dam height H) (2) topographic coefficient of 

riverbank  (=inclination of riverbank=h/v) (3) width of riverbed Wb (4) storage coefficient 

 (=water level at upstream of dam hw/dam height H). According to the seepage and stability 

analysis, the priority countermeasure for reducing the failure potential of landslide-dam is to cut 

down the dam height and control the water level at upstream of dam. In addition, due to the 

liability of seepage failure at dam toe, a drainage system and stabilization measures can be set 

up at dam toe to mit-igate the hydraulic gradient and piping resulted from seepage flow. 

Key Words: landslide-dam, 3-D finite element method, seepage failure, length/height ratio 

of dam, topographic of riverbank, storage coeffic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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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發展成堰塞湖之風險評估 

李梓岐[1]* 陳樹群[1] 

摘  要 近年來因為氣候變遷的影響，土砂災害亦由單一轉成複合型土砂災害，災害

規模及損害趨大。大規模土砂一旦進入河道，於匯口或隘口堵滯河道，進而形成天然堰

塞湖，並可能引發後續更嚴重的災害。因此，本研究想針對土石流及規模崩塌形成堰塞

湖的可能進行風險評估。 

  首先根據文獻去蒐集土石流及崩塌的易致災因子，選定要進行分析的因子，將因子

依權重製成一個評分表格，針對危害潛勢進行評估，再利用土地利用找出脆弱度，最後

結合危害潛勢及脆弱度去進行風險評估。預計會針對 1726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及 34 處

大規模崩塌區域進行風險評估，再將其各自繪製成風險地圖，可供防災參考。 

關鍵詞：土石流、大規模崩塌、堰塞湖、風險評估。 

Risk assessment of debris flow and large-scale 

Landslide developing into dammed lakes 

Tzu-Chi Li [1] * Su-Chin Chen [1]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soil-sand disasters have 

also changed from single to composite soil-sand disasters, the scale of the disaster and the 

increasing damage. Once large-scale soil and sand enter the river channel, the river channel will 

be blocked at the confluence or pass, thereby forming a natural landslide dam. And may cause 

more serious disasters. Therefore, this study intends to conduct a risk assessment of the 

possibility of landslide dam formed by debris flows. and large-scale landslide. 

  First collected disaster-prone factors of debris flow and landslide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select the factors to be analyzed, and make a score table based on the weight of the factors, 

evaluate the hazard potential, and reuse Find out the vulnerability of land use, and finally 

conduct a risk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hazard potential and vulnerability. It is expected to 

conduct risk assessments for 1726 potential debris flow torrent and 34 large-scale landslide 

areas, and then draw each of them into a risk map for reference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Key Words: debris flow, large-scale landslide, landslide dam, risk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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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河流匯口及隘口的土砂特性 

李蘊容[1]* 陳樹群[1] 

摘  要 台灣因地形、地質與氣候等因素，其地震與颱風發生頻繁，加上近年來全球

氣候異常，使得土砂災害發生規模及機率大幅提高。當洪水與崩塌產生之大量土砂進入

河道，使得河道內土砂輸送量增加，其泥砂傳輸效率將因河川沿程寬窄不同及主支流交

匯處水文特性不同而有所差異。本研究區域蘭島溪、楊岸溪同為北港溪支流，兩集水區

上游處皆曾發生過大規模崩塌，且河道存在多處隘口，當降雨事件發生易引起土石流或

高含砂水流，在主支流匯口處形成沖積扇，並構成堰塞壩，當堰塞湖潰堤時，除河道會

產生大幅度變化，亦會造成下游地區嚴重的災損，為避免或減輕土砂災害造成的損失，

本研究乃針對集水區內土砂傳輸進行探討。 

    首先，針對楊岸溪與北港溪交匯處匯口地形及上游自然隘口進行分析；其二，探討

蘭島溪人工隘口處土砂運移特性；其三，應用數值模式模擬，分析隘口與匯口土砂傳輸

機制，並比較模擬和實驗的結果，探討其異同處。最後，綜合上述結果藉以完善了解集

水區內土砂運移的機制。 

關鍵詞：土砂傳輸、主支流匯口、隘口、沖積扇、數值模擬。 

The Study of Sediment Characteristic at River 

Confluences and Notches 

Yun-Jung Li [1]*  Su-Chin Chen [1] 

ABSTRACT Due to the nature conditions, such as topography, geology and climate of 

Taiwan, and the abnormal global climate in recent years, the scale and probability of sediment 

disasters have greatly increased. When a large amount of sediment, produced by floods and 

landslides, enters the river, the amount of sediment load in the river increases and the transport 

capability of sediment may have a sharp change with the various widths along the river or at the 

confluences. The Landao Creek and Yangan Stream a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areas, both of 

which are tributaries of Beigang River. Landslides frequently oc-curred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this two catchments, and streams flow out through notches to the mainstream. When a 

rainfall event occurs, debris flow or hyperconcentrated flow, may form alluvial fan at the 

confluence or the notch that probably form a landslide dam temporary. When the landslide dam 

breaks, serious damage are used to occur downstream. For avoiding or reducing the losses 

caused by sediment disasters, this study focuses on realizing the sediment transportation in the 

catchment area. 

    Firstly, the topography of the confluences of Yangan Stream and Beigang River and the 

natural notches are analyzing. Second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diment transportation at the 

artificial notches of Landao Creek are discussed. Third, numerical model simulation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sults of sed-iment transport in the notches and the confluences. Then, the results 

of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are compared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opography, sediment 

discharge, and the deposition are pre-sented . 

Key Words: sediment transport, river confluence, river notch, alluvial fan ,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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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崩塌植生復育及空間變遷模擬之研究 

莊智瑋[1]* 黃顥宇[1] 劉怡岑[1] 

摘  要 大規模崩塌常造成嚴重坡面土體滑落及岩盤裸露，伴隨後續豪雨易引發複合

式災害，瞭解災後崩塌地植生復育及演替情形對其治理工作乃極為重要。現今研究多採

用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標（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或影像

分類進行評估，但多未考量植生演替過程。因此本研究以九份二山為樣區，考量植生演

替過程及整合影像分類、馬可夫鏈、類神經網路及細胞自動機模式來進行植生復育評估

及空間變遷模擬，結果顯示，植生復育以林地為最佳優勢類型、其次為草生，再經空間

變遷模擬，九份二山須至 2075 年方可達最終穩定。 

關鍵詞：大規模崩塌、植生復育、植生變遷模擬、馬可夫鏈、類神經網路。 

A Study on Vegetation Restoration and Spatial 

Change Simulation of a Large-scale Landslide  

Chih-Wei Chuang[1]* Hao-Yu Huang [1] Yi-Tsen Liu[1] 

ABSTRACT Large-scale landslides often cause severe soil slide on slopes and exposed 

bedrock. With subsequent heavy rains, they can easily lead to combined disasters. 

Understanding the vegetation restoration and succession of the large-scale landslides after the 

disaster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its management work. Nowadays, most researches adapt 

normalized differential vegetation index (NDVI) or image classification for assessment, but 

most of them do not consider the process of vegetation success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selects 

the Chiufenershan as the study area, we consider the process of vegetation succession, and 

integrate image classification, Markov chai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d CA model to assess 

vegetation restoration and succession sim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est is the best 

dominant type for vegetation restoration, followed by grass growth. Through the simulation of 

spatial changes, the Chiufenershan will still take until 2075 to reach final stability. 

Key Words: Large-scale landslides, vegetation restoration, vegetation change simulation, 

Markov chai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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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低海拔天然林優勢樹種根系的邊坡穩定效應 

林瑋揚[1] 宋國彰[1]* 林德貴[1]  

摘  要 某些植生特性會影響淺層崩塌的發生機率與規模。其中植物根系力學特性對

於邊坡穩定性有著極大的正面效益。本研究目的是藉由調查植物根系特性，量化其力學

特性的貢獻。研究地區是台灣中部蓮華池亞熱帶常綠闊葉森林。本研究的對象為本地點

動態樣區中前十種最優勢樹種，進行物種根系形態分類、單根拉力試驗。根系依照主根、

側根與鬚根型態分成三類—主根型(Tap-type)、團網狀分布型(Heart-type)、扁板根型

(Plate-type)。透過單根拉力試驗計算根材料之楊氏係數，並與前人研究的根材料之虎克

彈性係數回歸分析，得到根材料楊氏係數與虎克彈性係數之關係。後續研究將透過根系

形態、根系生長範圍以及根力強度整合並進行程式軟體模擬，量化不同物種其根系對於

邊坡穩定效果 

關鍵詞：根系形態分類、單根拉力試驗、楊氏係數、虎克彈性係數。 

Slope Stabilization Effects of Root Systems of 

Dominant Trees in A Lowland Forest of Taiwan 

Wei-Yang Lin [1]  Guo-Zhang M. Song [1]*  Der-Guey Lin [1] 

ABSTRACT Several plant traits influence the occurrence rate and scale of shallow 

landslide. Among them,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plant’s root system has a profound positive 

effect on slope stabil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quantify the effect of root mechanical 

properties by investigat-ing a few properties of root system. The study site is in the Lienhuachi 

subtropical evergreen forest in central Taiwan. The 10 most dominant tree species in this plot 

will be studies, including their root mor-phology and single-root tensile strength. Base on the 

morphology of tap roots, lateral roots, and sinker roots, the root systems of these tree species 

wi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ap-type, heart-type and plate-type). The Young's moduli 

of root materials which are obtained through single-root tensile tests will be regressed against 

roots’ Hooke's spring constants obtained by previous studies, so tha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Young's modulus and the Hooke's spring constant will be identified. The mor-phology, 

crown size and strength of roots will be integrated, and slope stabilization effects which vary 

with species will be quantified through simulations. 

Key Words :root morphology, single-root tensile strength, Young's modulus, Hooke's 

spring con-s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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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地植生復育地區之演替趨勢分析 

顏若伃[1] 宋國彰[1] 

摘  要 台灣地區的崩塌地治理常用植生導入作業來配合工程處理，期望能使裸露地

快速覆蓋，並為後續植生演替建立良好的基礎。為確定崩塌地在治理後的演替趨勢，本

研究選定南投林區管理處八個海拔高度從 89 到 2055 公尺間的崩塌地治理地區進行植

生調查，其完工至今約有 11~13 年。在每處崩塌地上各設置 3 個 5 m × 5 m 的樣區，

調查樣區內植生。也收集了各處的坡度、坡向和雨量等環境因子。使用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來分析植生組成，與不同環境因子對植生的影

響。初步結果顯示，當初治理崩塌地導入的外來草種已不存在，且都有出現原生樹種。

某些樹種在許多樣區皆有出現，但主成分分析顯示，在同一地點內三個樣區物種組成之

相似度高於不同地點的，顯示目前在不同地點的植生演替，尚未出現趨同的現象。 

關鍵詞：崩塌地、植生工程、植生演替、主成分分析。 

The succession Trend of Revegetated Landside Areas 

Ruoh-Yue Zhao[1] Guo-Zhang M. Song[1]  

ABSTRACT In the landslide remediation of Taiwan, revegetation is often carried out 

with conventional engineering treatments to cover bared soils and establish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following vegetation succession. To identify the succession trend after the collapsed land 

after landslide mitigation, eight landslide sites which are managed by the Nantou District Office 

of Forestry Bureau and their elevations range from 89 m-2055 m were sampled to conduct 

vegetation surveys. Those sites were 11-13 years old since land-slide remediation. Environment 

factors, including steepness and aspect of slopes, rainfall, etc., were col-lected for each site. 

Three 5 m × 5 m plots were laid out in each sit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es (PCAs) were 

used to analyze vegetation composition and the influence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vegetation. Preliminar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otic herbaceous species introduced in 

landslide treat-ment have disappeared and native tree species have colonized these sites. Though 

some species were found in many plots, PCA showed that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similarity of 

the three plots in the same sit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different sites. It indicated that the 

succession status has not yet reached the phase of species composition convergence. 

Key Words: Landslide, Vegetation restoration, Vegetation successi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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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敏感區位土地利用適宜性分析-以清境風景特定區為

例 

陳嘉榮[1] 林昭遠[1] 

摘  要  臺灣坡地利用大部分均為非都市及山坡地範圍內，近年來面臨氣候變遷及

國土資源不當開發利用狀況下，造成國土破壞、生態環境惡化及水土資源流失等問題，

因此針對一地區重新提出土地空間架構與發展定位，來增強區域空間之分工互補，提升

整體競爭力是相當重要的。 

  非都市土地按照該使用地容許項目進行使用地管制，並沒有全面考量使用分區內容。

為了避免人為不當土地開發利用，以及落實土地管制的必要性跟急迫性的前提下，藉由

都市計畫法第 12 條內容中為保持優美風景或因其他目的而劃定特定地區，因此非都市

土地範圍變更為風景特定區來落實土地有效管制是可行的辦法。 

  本研究以清境農場周邊範圍內變更為風景特定區為例，利用網格數值高程模型資料

(DEM)透過 Arcgis 地理資訊系統程式分析樣區環境資料繪製環境敏感區位圖，再依據

水土保持相關法令規範劃設樣區環境敏感區位分級圖。土地適宜性發展採用 SWOT 策

略選擇藉由分析研究樣區區位、規模及機能分析，檢討該地區優勢、劣勢、機會及威脅

條件，探討清境地區有關發展定位、規劃原則、空間發展構想、公共設施發展構想、山

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之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配套因應作為、坡地災害因應策略、成長管

理計畫等討論。此評估方法希望能供其他相關單位在土地使用分區上管理做參考，並建

議未來相關單位能依法執行山坡地管理，並落實環境敏感區位之監測管理，配合各方面

做整體規劃改善，達到水土保持及防災效果。 

關鍵詞：山坡地管理、SWOT 分析、土地使用分區 

Suitability of Land Use in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Are-as-A case study of Qingjing Scenic Spot 

Chia-Jung Chen[1] Chao-Yuan Lin[1]  

ABSTRACT Most of Taiwan's sloping land is non-urban and mountain slopes. In recent 

years, it has faced climate change and improper use of land resources, which has caused land 

destruction, deterio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loss of soil and water resources.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propose the land space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positioning for a region to enhance the division and comple-mentarity of regional space and 

enhance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Non-urban land is subject to land use control in accordance with land use permission items, 

and the content of use zoning is not fully considered. In order to avoid man-made improper lan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s well as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implementing land control, 

specific areas are designated to maintain beautiful scenery or for other purposes in Article 12 of 

the Urban Planning Law. Therefore, it is feasible to implement effective land control by 

changing the scope of non-urban land to scenic spots. 

  This study uses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to analyze the environmental data of the 

sample area through ArcGIS, draw the environmental sensitive area map, and then use SWOT 

to conduct land suitability analys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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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ater conserv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location, scale and function of the study 

area, the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of the area can be determined. 

Development positioning, planning principles, concepts of space and public facilities 

development, land use in geologically sensitive areas, supporting measures for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lope disaster response strategies, and growth management plans are also 

discussed. The evaluation method hop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departments in the 

management of land use zoning, so as to achieve the effects of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Key Words: Hillside land management, SWOT analysis, land use z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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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水庫集水區歷年崩塌演化探討 

陳昱祺* 吳俊鋐 

摘  要 在台灣上游集水區一直以來都有土砂災害的問題存在，其中以 2009 年莫拉

克颱風所對南台灣集水區造成的土砂災害的個數與規模相當可觀，而土砂災害進入河川

後往往造成河川型態發生改變及邊坡地貌產生影響。本研究主要針對曾文水庫集水區長

期崩塌演化分析，利用 2009 年至 2017 年之間的多期崩塌目錄檢視曾文水庫集水區在

經歷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集水區長期地貌及崩塌復育演化。本研究主要利用歷年降

雨特性分析、歷年崩塌資料分析、河川縱剖面高程變化、新舊崩塌地分佈、以多期崩塌

目錄區分研究區域的崩塌活躍性以及以時空分佈討論崩塌熱區。本研究認為曾文水庫集

水區在經歷過極端事件後，以河川型態與集水區崩塌地熱區可提供其他集水區參考的研

究議題。 

關鍵詞：多期崩塌目錄、崩塌演化、崩塌活躍性、崩塌熱區 

Long-term landslide evolution of Tsengwen Reservoir 

watershed  

Yu-Chi Chen  Chun-Hung Wu 

ABSTRACT Soil and sand disasters have always existed in the upper catchment areas of 

Taiwan. Among them, the number and scale of the soil and sand disasters caused by Typhoon 

Morakot in 2009 to the southern Taiwan catchment area are considerable, and the soil and sand 

disasters often cause them after entering the river. Changes in river morphology and slope 

geomorphology have an impact. In this study, long-term landslide evolution of the Zengwen 

reservoir catchment was analyzed. The mul-ti-period landslide catalogue from 2009 to 2017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long-term geomorphology and landslide regeneration evolution of the 

catchment area after typhoon Morakot in 2009. In this study, rainfall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ver the years, landslide data analysis over the years, elevation change of river longitudinal 

profile, distribution of old and new landslide sites, classification of landslide activity in the study 

area based on multi-period landslide catalogue, and discussion of landslide hot areas based on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catchment 

area of Zengwen Reservoir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other catchment areas in terms of river 

pattern and catchment landslide hotstop after experiencing extreme events. 

Key Words : Multistage landslide inventories, landslide evolution, landslide activity, 

spatiotemporal hot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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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模擬墜落、流動及平移型滑動產生之震動訊號 

沈昭如[1] 莊睿嘉[1] 馮正一[1]* 

摘  要 本研究使用 PFC 與 FLAC 程式耦合模擬邊坡發生墜落、流動及平移型滑動

等移動形式的震動訊號，並進行參數分析以探討不同條件與參數下產生之震動訊號特徵。

本研究以 PFC 模擬崩塌過程，透過 FLAC 程式進行震動訊號收錄崩塌塊體移動產生的

加速度訊號進行分析。我們比較了各訊號之 Arias 震度、Husid 圖及時頻圖，並依不同

移動形式與參數歸納其特徵與差異。本研究提出的數值耦合模擬方法可再擴展，有潛力

作為推測移動型式態的工具。 

關鍵詞：數值耦合、震動訊號、墜落、流動、滑動 

Using numerical modeling to investigate the seismic 

signals due to fall, flow and translational slide 

Zhao-Ru Shen [1]  Rui-Chia Chuang [1]  Zheng-yi Feng [1]* 

ABSTRACT This study applied PFC and FLAC codes to carry out a numerical coupling 

analysis for seismic signals due to different landslide mass movements of fall, flow and slide. 

A parametrical study was performed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gnals generated by 

these different moving con-ditions and different parameter settings. The movements of landslide 

masses were modeled by the PFC code, while the FLAC code was used to record the 

acceleration histories due to the mass movements. We compared the Arias intensity, Husid plot, 

and time-frequency spectra of all the signals modelled to conclude their differences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proposed coupling method can be extended, and it is promising to be a 

useful tool in evaluation of movement types based on seismic signals. 

Key Words : numerical coupling, seismic signal, fall, flow, 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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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坡坡面排水設施與工法試驗-以梨山地區為主 

林凱立[1] 詹勳全[1] 

摘  要 目前臺灣採用之排水系統規劃設計原則多源於平地地區，而陡坡坡面排水則

有坡陡流急之情形，並且會因重力、表面摩擦、黏滯力及流體內部紊流應力間之作用，

而使流況無法維持均勻流，自由表面開始出現不穩定現象並隨流動距離逐漸發展，最後

擴大形成一系列之滾波。不穩定現象對於水利構造物會產生不利之後果，如所產生壓力

的變化、水流週期性衝擊會導致渠道發生結構性破壞、渠道內水深急遽上升而發生溢流，

甚至引起水流噴濺導致渠道周圍土壤沖蝕等。本研究分別採用 Guo (2006)及 Ponce 

(2014)兩者檢算公式進行水流不穩定之檢算，並針對梨山地區之陡坡治理工程進行水流

不穩定現象之檢討，檢算結果可知，多數陡坡排水工程之渠道皆為不穩定流況，主因係

為了符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85 條之大容許流速規定，因此渠道型式多設計為寬淺型

式以降低設計流速，當渠道寬深比 y/b 值減少時，臨界福祿數皆隨之減少，此時水流福

祿數易大於臨界福祿數，水流產生之滾波或水躍等不穩定現象，容易使水流飛濺出渠道

高度，進而導致坡面災害的發生。因此建議應增加陡坡水流不穩定現象之判斷，減少不

穩定現象發生時可能帶來之災害風險。 

關鍵詞：陡坡、不穩定流況、梨山地區 

Steep slope drainage facilities and engineering test - 

mainly in the Lishan area 

 Kai-Li Lin[1]  Hsun-Chuan Chan[1] 

ABSTRACT In Taiwan, most of the drainage system design principles adopted from flat 

areas, and the drainage on steep slopes has rapid flows. Due to the effects of gravity, surface 

friction, viscous force and turbulent stress inside the fluid. Affected by disturbances such as the 

irregular shape of the channel section or uneven surface roughness, the free surface begins to 

appear unstable and gradually develops with the flow distance, and finally expands to form a 

series of roll waves. The instability phenomenon will have unfavorable consequences for water 

conservancy structures. For example, pressure changes and periodic impacts of water flow will 

cause structural damage to the channel, rapid rise of water depth in the channel and overflow, 

and even cause water spray to cause soil erosion around the channel, etc. In this study we use 

Guo (2006) & Ponce (2014) formula to check the instability flow. And review the instability 

flow for the steep slope channel in Lishan area. The results show the most of channel on the 

steep slope are instability flow. Because The channel type is mostly designed as a wide and 

shallow type to reduce the design flow velocity. At this time, the flow Froude number is greater 

than the critical Froude number. The flow is easy to produce the instability flow.Therefore, to 

increase the judgment of the instability flow on the steep slope to reduce the instability flow 

occurs. 

Key Words: Steep-Slope, Unstable flow, Lish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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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水條件下不同弱面位態對邊坡變形行為的影響 

李應辰[1]* 張光宗[1] 

摘  要 岩石邊坡的變形及破壞主要受弱面影響，不同弱面位態會導致不同的破壞模

式與崩塌行為。本研究是以實驗室小尺度物理邊坡模型進行試驗，探討邊坡模型在浸水

狀況及施予坡頂荷重下，分析及比較不同弱面位態邊坡間變形行為及破壞模式的差異。

邊坡模型材料是以環球石膏板切割成一塊塊試體，再將材料疊成具有某一弱面位態的邊

坡，並於主要弱面塗抹薄薄一層的白膠，根據疊的方向及角度不同，疊出坡面傾角 34

° ，弱面傾角分別為 30°與 60°的順向坡與逆向坡模型。利用相機每間隔一段時間拍攝

試驗過程，將影像匯入 GOM Correlate 軟體，分析邊坡變形區域之位移及速度，得到

各位態的變形區應變、平均位移速率、速率比值，再進行比較探討。 

關鍵詞：浸水、弱面、岩石邊坡、GOM、變形量。 

Influence of Different Weak Plane Orientations on 

Slope Deformation Behavior under Water Soaking  

Ying-Chen Lee[1]*  Kuang-Tsung Chang[1] 

ABSTRACT The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of rock slopes are mainly affected by weak 

plane. Different weak plane orientations will bring about different failure modes and collapse 

behaviors. In this study, a small-scale physical slope model in the laboratory was used to test 

the slope model under water soaking and loading. We discussed and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in deformation behavior and failure modes of slopes with different weak plane orientations. We 

cut gypsum board as a material of artificial rock slopes. We applied white glue on the main 

weak plane, and then stacked into a slope with a certain weak plane orientation. We made four 

kinds of artificial rock slope, including the cataclinal slopes with weak planes of 30 and 60 

degree, and anaclinal slopes with weak planes of 30 and 60 degree. The process, was recorded 

by camera. Then we imported the images into the GOM Correlate software and analyzed the 

photos by the software. Finally, we obtained and discussed the strain of deforming zone, the 

mean displacement rate, and the ratio of mean displacement rate. 

Key Words : Wate soaking, Weak plane, Rock slope, GOM, D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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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農塘案例之滯洪及保水效益分析 

劉佳怡[1]  洪啟耀[1] 

摘  要 自古以來農塘在台灣的社會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近年由於氣候型態的

改變，台灣面對極端型氣候發生之機率大幅提升，導致氣溫和降雨量趨於兩極化，加上

社會經濟型態的變遷及人口迅速的成長，農塘的營造之型態亦有所改變，多功能性的農

塘成為近年新興的發展目標，除了提供灌溉用水的傳統功能外，減緩暴雨所挾帶之洪害，

滯洪及防洪更是多功能性農塘的主要功能之一。故本研究蒐集近年苗栗地區之農塘設施，

透過案例之調查和評估作業，分析與探討多功能性的農塘滯洪及保水之效益。 

關鍵詞：農塘、滯洪保水設施 

Benefit Analysis of Flood detention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ases study of Farming Pond in Miaoli 

County 

Jia-Yi Liu[1]  Chi-Yao Hung[1] 

ABSTRACT Since ancient times, farming po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aiwan's 

soci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changes in climate patterns, Taiwan’s chances of 

facing extreme climates have greatly increased. Temperature and rainfall have tended to be 

polarized. Together with changes in socio-economic patterns and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farming pond has also changed. Versatility of farming ponds is a new 

development goal in recent years. 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functions of providing irrigation 

water and mitigating flood damage carried by heavy rains, flood detention and flood control are 

one of the main functions of emerging farming pond. Therefore, this study collected farming 

pond facilities in Miaoli area, and analyzed and explored the benefits of farming ponds for flood 

detention and water conservation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Key Words : Farming Pond, Flood Detention and Water Conservation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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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坪防淤隧道開挖遭遇有害氣體之緊急應變措施 

林德貴[1] 陳佾鳴[1] 黃郁博[1] 李昶谷[2] 

摘  要 阿姆坪防淤隧道全長約 3,702 m，採新奧工法施作。自 2018 年 7 月開始

由進、出水口兩端向中央同時推進施工，施工期間必須克服隧道湧水、擠壓變形、落磐

抽坍等工程問題。然而，當開挖進程剩餘 100 m 範圍內時，突發有害氣體(甲烷)滲出事

件，其濃度超出 100%之最低爆炸濃度 LEL(Lowest Explosive Limit)。本案以「持續

洩氣、加強通風、增加檢測、縮短輪進、降低爆破、增強支撐、提升保護」，並搭配氣

密性噴凝土等緊急應變措施，維持隧道內回風速率 0.25 m/sec 及開挖面回風速率 1.0 

m/sec，有效將濃度降至 5 % LEL 以下。最終危機得以暫時解除，而後續仍應針對有

害氣體持續監測並隨時整備緊急應變措施。 

關鍵詞：有害氣體、最低爆炸濃度、回風速率、緊急應變措施。 

Emergency Measures to the Emission of Harmful Gas 

During Excavation of Amuping Desilting Tunnel 

Lin, Der-Guey[1] Chen, I-Ming[1] Huang, Yu-Po[1] Lee, Chang-Ku[2] 

ABSTRACT Amuping desilting tunnel construction with total length of 3702 m started 

from July, 2018 using New Austrian Tunneling Method (NATM). The tunnel was excavated 

from both ends of water inlet and outlet and gradually advanced to the tunnel center. During the 

tunnel excavation several engineering problems such as groundwater spring, squeezing 

deformation and rock fall need to be overcome. However the emission of harmful gas (Methane) 

with concentration beyond 100 % of LEL (Lowest Explosive Limit) occurred at the last 100 m 

advancement of the exca-vation. A series of emergency measures comprised continuing gas 

draw-out, en-hanced ventilation, increasing inspection, shortening excavation advancement, cut 

down explosion, reinforced supporting system and protection incorporated with air-tight 

shotcrete were performed to maintain a return air rate of 0.25 m/sec inside the tunnel and of 1.0 

m/sec at the excavation face. Eventually, the concentration of Methane was effectively reduced 

to be lower than 5 % of LEL and the crisis was temporarily released. Subsequently, the 

monitoring of harmful gas and the associ-ated emergency measures should be continuously 

performed and prepared. 

Key Words : Harmful gas, Lowest Explosive Limit (LEL), Return air rate, Emergency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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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調式防砂壩縱桿間距對土石流和大型懸移質之攔阻效率 

鄭雅臨[1]* 陳樹群[1] 

摘  要 災害發生時，藉由防砂壩可攔阻巨石和漂流木，減少對下游居民之危害。

可調式防砂壩相較於一般防砂壩更有彈性，能調節通過土砂量，達到河道土砂平衡之

效果。然而，河道中的漂流木被可調式防砂壩所攔阻，進而影響防砂壩調節通過土砂

量之能力。 

  本研究透過室內實驗，以寬 20cm、長 2m 之渠槽，模擬在不同可調式防砂壩縱

桿間距下漂流木堵塞之情形。分析通過防砂壩之漂流木量，得出能有效攔阻漂流木，

同時使適量漂流木通過可調式防砂壩之縱桿間距。再藉由加入土砂，模擬土石流發生

時，可調式防砂壩不同縱桿間距之囚砂量，並進行篩分析，得知縱桿間距與代表粒徑

之關係，結果可提供可調式防砂壩間距設計參考之依據。 

關鍵詞：土石流、漂流木、可調式防砂壩。 

The Trapping Abilities of Different Vertical Columns 

Spac-ings of Adjustable Check Dam against Debris 

Flow and Driftwoods 

Ya-Lin Zheng [1]*  Su-Chin Chen [1] 

ABSTRACT Check dams, as common measures to trap gravels and driftwoods, are used to 

re-duce the harm to downstream residents during disasters. Adjustable check dams are more 

flexible than general check dams because of the bars and the columns of the dam can be removed 

and reinstalled so it provide flexibility to adjust the passing sediment amount and balance the 

sediment transport in the wa-tersheds. However, the driftwoods in the river, trapped by the 

adjustable check dam, become a variable to the ability of the check dam to adjust the passing 

sediment. 

  In this research, we use a laboratory channel with a width of 20 cm and a length of 2 m to 

simulate the blockage of driftwoods under different vertical columns spacings of the adjustable 

check dam. Ap-propriate vertical columns spacing of adjustable check dam are found via 

analyzing the amount of drift-wood passing through the check dam. Moreover, sediment is 

added in the experiment to simulate debris flow to fi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vertical columns 

spacing and the representative particle size. The results can be a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the 

check dam and an instruction for operating adjustable check dam. 

Key Words : Adjustable check dam, sediment trapping, driftwood, flume experiment 

 

〔1〕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 Taiwan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bpqoo428@gmail.com 



2021中華水土保持研討會摘要論文集 

133 

 

氣候變遷下土石流工程與非工程手段搭配之新思維 

許志豪[1]* 黃全謚[1] 曹鼎志[1] 鐘啟榮[2] 黃效禹[2] 黃馳寓[2] 

摘  要 土石流危害為臺灣常見之坡地災害之一，容易造成鄰近溪流之建築物受到土

石撞擊或淤埋，此外，隨著氣候變遷導致降雨型態改變，使得土石流規模預測及防災工

作更加困難。有鑑於此，本研究以 2009 年 8 月莫拉克颱風於臺東縣大武鄉大鳥村東縣

DF097 土石流潛勢溪流之災害事件為例，採用數值模擬軟體 RAMMS::DF 模式，重現

土石流之災害範圍，經比較有土石流工程手段(減災)之模擬結果，可見土石堆積範圍明

顯縮小、有效減少受影響之建築物。再者，於氣候變遷之考量下，倍增土石流規模後進

行數值模擬，結果顯示當規模遠超過工程設計值，即便施作工程，仍無法確保建築物不

受土石流影響，突顯工程手段有其防災極限，以及搭配使用土石流非工程手段(避災、離

災)之必要性，例如：疏散避難時，進行正確之路線研判(避災)、社區發展規劃時，遠離

易受災地區(離災)，將有助於減少財產損失及人命傷亡。 

關鍵詞：氣候變遷、土石流、數值模擬、工程手段、非工程手段。 

The Collocation of Debris Flow Structural and Non-

Structural Treatments under Climate Change 

Chih-Hao Hsu[1]* Chuan-Yi Huang[1] Ting-Chi Tsao[1] Chi-Jung Chung[2] 

Hsiao-Yu Huang[2] Chr-Yu Huang [2] 

ABSTRACT Debris flow hazard had been one of the major slope hazards in Taiwan and 

likely caused the damage of buildings around the torrent. Moreover, magnitude prediction and 

prevention of debris flow become more complex under climate change. This study took Taitung 

DF097 debris flow potential torrent in Daniao Village of Dawu Township as case study.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software RAMMS::DF was used to recurrence debris flow affected area 

of Taitung DF097 during Typhoon Morakot.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structural mitigation 

treatments are present, smaller affected area, fewer affected buildings are observed. However, 

considering climate change, the twofold magnitude was input to understand the consequ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if the magnitude is far more than the design capacity, the safety of the 

building cannot ensure by structural treatment. Therefore, it seems essential to use non-

structural treatment together with structural treatment. For example, making the correct decision 

when evacuation and avoiding debris flow affected area at the community plan stage. That will 

help to reduce the loss of property and casualty. 

Key Words : Climate change, debris flow, numerical simulation, structural treatment, non-

structur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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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空載高光譜及光達資料建立森林覆蓋分類判釋模型 

王素芬[1]* 王韻皓[2] 詹進發[3] 陳毅青[1] 

摘  要 本研究結合空載高光譜、光達，建立林業試驗所六龜試驗林地物林型或特定

樹種的光譜與三維結構特徵，並應用統計及機器學習演算法開發自動化分類判釋模型。

模型候選變量包含高光譜區間代表波段、主成分轉換、衍生植生指標以及光達衍生林分

結構指標等四大類共 22 個變量，並透過相關分析排除冗餘變量後，篩選共 9 個變量進

入模型。在地物/林型分類中，支持向量機與隨機森林模型效能相近，整體分類精度皆可

達 75%，最大概似模型表現較為遜色，分類精度僅為 66.17%。特定樹種分類以隨機森

林模型整體精度最高(87.51%)，而支持向量機表現為 86.06%，最大概似模型表現仍不

佳。整體而言，整合高光譜訊息及光達衍生結構變量的機器學習模型能有效的分類更細

緻的森林覆蓋類型。 

關鍵詞：高光譜影像、光達、機器學習模型、森林覆蓋分類。 

Using Hyperspectral and LiDAR Data to Establish an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 model for Forest Cover. 

Su-Fen Wang[1] *  Uen-Hao Wang[2]  Jihn-Fa Jan[3]  Yi-Chin Chen[1] 

ABSTRACT In this study, airborne hyperspectral imagery and LiDAR data were 

combined to establish the spectrum and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cover and forest-type in the Liukuei Experimental Forest (LEF). The statistical and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were used to develop automated classifi-cation models. The candidate 

variables of the classification model are divided into four major categories, including the 

hyperspectral representative bands, principal components, hyperspectral derived vegetation 

indices, and LiDAR-derived stand structural indices. After the redundant variables were 

excluded through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models were determined by 9 variables. In the land 

cover/forest type classification, th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was the best performance, followed 

by the random forest. The overall accuracy of the two models is similar and up to 75%. However, 

the maximum likelihood model performed relatively poor with an overall accuracy of only 

66.17%.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specific tree species, the overall accuracy of the random forest 

model was the highest (87.51%), while th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was 86.06%.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the maximum likelihood model was still the lowest in specific tree 

species classification. On the whole,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that integrate hyperspectral 

information and LiDAR-derived structural variables can effectively distinguish more de-tailed 

forest cover types. 

Key Words : Hyperspectral imagery, LiDAR, Machine learning model, Forest cover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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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溪系列堰壩淤積型態分析 

陳彥文[1] 陳樹群[2]  

摘  要 台灣平均年雨量高達 2510 毫米，為世界平均年雨量 2.5 倍以上。因山勢地

形較為陡峭，經由颱風、梅雨、地形雨等降雨型態，雨水經由山勢地形到河川後快速流

入海裡。以中部最重要之水庫為大甲溪流域系列水庫為例，由最上游德基壩、青山壩、

谷關壩、天輪壩、馬鞍壩及最下游石岡壩。歷經 1999 年 921 大地震及桃芝颱風、敏督

利颱風等自然災害後，使得各壩集水區邊坡趨於不穩定。收集歷年各壩縱剖面圖、高程

及面積和體積關係圖、地質及水文、歷年降雨等資料，透過該區域集水區利用方式及降

雨、地質等條件，探討大甲溪流域各壩之間關聯性及水庫庫容量之變化，了解系列壩之

土砂淤積情形。 

關鍵詞：大甲溪流域、淤積型態、水庫淤積。 

Analysis of siltation pattern of Tachiachi drainage 

dan  

Yen-Wen Chen[1] Su-Chin Chen[2]  

ABSTRACT Taiwan’s mean annual rainfall is 2510mm, which is 2.5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world. The rainfall events, caused by typhoon, plum rain and other kinds of patterns, in 

the mountains of Taiwan often go into rivers at a fast speed out of its precipitous characteristic. 

The present study was planned to look into Tachiachi,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am system in 

the middle of Taiwan. Its span covers several dam from Techi dam, Chinshan dam, Kukuan 

dam, Tienlun dam, Mann dam to Shihkang dam. The currently unsteady condition of examined 

subject was made by the natural calamity such as 921 earthquake in 1999, Typhoon Toraji, 

Typhoon Mindulle and so forth. Thus, the researcher collected longitudinal sectional view, 

HAV, geology, hydrologic and annual rainfall statistics.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bove 

information and catchment area usage and other geograp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paper was 

aimed to present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dams and storage capacity, offering the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siltation of dam in Tachiachi. 

Key Words : Tachiachi drainage, Sedime ntation pattern,dam sil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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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塞壩體潰決特性及壩內水位演進之研究 

鍾仁紹[1]  陳樹群[1]* 

摘  要 近年來因應氣候變遷的影響，發生極端降雨事件的機率日益漸高，且因台灣

地質年輕又位於太平洋地震帶上，台灣的山區容易發生崩塌及土石流，對於人民的生命

安全財產有極大的威脅。尤其是大規模崩塌的發生。如果大量土砂堵塞住河道，展生了

堰塞湖，一旦當堰塞壩體潰決，就會展生極為嚴重的二次災害，不只會對崩塌地附近周

圍展生極大的衝擊，也會對河道下游地區造成傷害。故了解堰塞壩體的潰決特性，能有

更好的災害應對處理。 

本研究試驗地點位於惠蓀林場蘭島溪二號橋下游處，研究配置為構築兩種不同夯實

度的人工土壩，利用以 Arduino 架構為基礎的自製三軸移動感測器，且在壩內埋設水位

計，進行壩體溢頂潰決試驗，探討潰口水理特性、潰口形貌變化及不同夯實度下的壩內

水位演進及滲流速率。 

關鍵詞：堰塞壩、原尺度試驗、溢頂、地下水演進、潰口形貌。 

The failur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lide dam and 

change of water level in dam  

Ren-Shao Zhong [1]  Su-Chin Chen [1]*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the probability of 

extreme rainfall event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high. In addition, due to the young geology of 

Taiwan and its location in the Pacific Seismic zone, the mountain areas of Taiwan are prone to 

landslide and debris flow, causing a great threat to people's Safety and property. Especially large 

volume of soil blocked the river duo to massive landslides, and it became landslide dam. once 

when the landslide dam breach, it will cause extremely serious secondary disasters. There is a 

great impact on the collapse of the surrounding area, and it also caused damage on the 

downstream area of the river.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failur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lide 

dam can better deal with disasters. 

The experiment site is located at the downstream of Landao River No.2 Bridge in Huisun 

Experimental Forest. The artificial earth dam with two different compacted degrees is 

constructed. The self-made triaxial moving sensor based on Arduino architecture is used, and 

the water level sensors is buried in the dam to carry out the dam overtopping experiment. In this 

study, we discuss the hydraulic characteristics,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the evolution of water 

level and seepage rate in the dam with different compaction degree. 

Key Words : Landslide dam, Large scale experiment, Overtopping, Groundwater 

development,. Dam breach m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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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特徵與崩塌發生之關聯性分析 

李品翰[1]  吳俊毅[1]* 

摘  要 集水區土砂災害防治的重視程度逐年提高，為了針對潛在的地區做事先的預

防及治理，推估集水區內可能的崩塌區位是重要的課題。另外，數值地形模型的精度提

高，使得微地形的判釋能更加精確，對於地形特徵有更好的判釋結果。本研究利用地形

計測的方式，將不同因子運算後做門檻值的設定及組合，找出集水區內與崩塌發生相關

的地形特徵如崩崖、蝕溝之點位，先與實際之區位進行對比，並加入雨量因子進行分析，

找到適當的雨量門檻值做分組，最後與颱風事件的崩塌目錄進行分析，找出最佳的因子

組合結果。可供後續在崩塌區位之預測上，能達到快速、方便且準確之目標。 

關鍵詞：地形計測、地形特徵、崩崖、崩塌區位。 

Analysis of Top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Landslide Occurrence 

Pin-Han Li[1]  Chun-Yi Wu[1]*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prevention from sediment disaster in watershed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In order to prevent and manage the potential areas, it’s important to 

estimate the possible landslide areas in watersheds in advance. In addition, higher accuracy of 

the digital terrain model, leading to a higher precis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icro-

topography; produces better results in terms of top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geomorphometric analysis used in this study.employed the settings and combinations of the 

threshold values with the calculation from different factors, indicating the top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reas with landslides in the watershed, namely the locations of scarps and 

gullies. The locations are first compared with the actual locations and analyzed by considering 

rainfall factors to find the appropriate rainfall thresholds for grouping, and finally analyzed with 

the landslide inventories to find the best combination of factors. This analysis method can be 

used to get fast, convenient and precise prediction of landslide location in the watershed. 

Key Words : Geomorphometry, Top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Scarp, Landslide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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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東勢區沙連溪大規模崩塌區調查分析 

鄭宇廷[1] * 詹勳全[1] 

摘  要 臺中市-東勢區-T001 大規模崩塌區位於東勢區沙連溪，因 2004 年敏督利

颱風產生大量雨水、逕流，使坡面沖蝕，又歷經 2004 年起大小風災，崩塌區內土石因

而鬆動，於 2017 年肇生重大崩塌災害，大量泥沙崩落沙連溪阻礙河道，對鄰近聚落之

生命財產安全影響甚鉅，於 2017 年~2019 年針對區內南側的崩塌治理，本研究對此崩

塌區進行基本資料蒐集、地質與現況調查、地質鑽探及監測儀器建置等調查工作及監測

成果，針對已治理區域在不同時雨量下進行效益評估，相關成果可提供後續治理規劃參

考。 

關鍵詞：東勢區沙連溪大規模崩塌區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otal collapse area of 

Shalian River in Dongshi District, Taichung City 

Cheng-Yu Ting[1]  Hsun-Chuan Chan[1]  

ABSTRACT Taichung City-Dongshi District-T001 large-scale collapse area is located in 

Shalian River, Dongshi District. Typhoon Mintouli produced a lot of rain and runoff in 2004, 

which eroded the slope. After the large and small wind disasters in 2004, the soil and rock 

became loose. In 2017, a major collapse occurred, and a large amount of sand fell and the 

Shalian River obstructed the river course, which had a huge impact on the life and property 

safety of neighboring settlements. Therefore, the first phase of collapse management on the 

south side was implemented from 2017 to 2019. This research conducts basic data collection, 

geological and current surveys, geological drilling, and monitoring instrument construction for 

this collapsed area, and other surveys and monitoring results, evaluates the benefits of the treated 

parts under different rainfall at different times, and provides follow-up treatment plans The 

reference. 

Key Words : Shalian River large-scale collapse area in Dongshi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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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頭汴坑溪集水區之崩塌潛勢分析 

陳彥淞[1] 詹勳全[2] 

摘  要 頭汴坑溪於七二水災中，發生嚴重土砂災害，大量降雨造成溪水溢堤，大水

挾帶土砂沿著河道衝進民宅，居民生命財產損失慘重，區內因靠近都會區，人為開發甚

鉅，導致河道兩岸邊坡脆弱，本研究利用羅吉斯迴歸分析，進行頭汴坑溪集水區崩塌潛

勢分析，從地文、水文及人為等因子中挑選出適合之影響因子，並針對依崩塌潛勢分析

結果進行分級，判釋出頭汴坑溪集水區之崩塌熱區，最後利用 ROC 曲線進行模式評估，

研判模型之精準度，研究成果可作為防災與治理之參考。 

關鍵詞：頭汴坑溪集水區、羅吉斯迴歸、崩塌潛感分析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Analysis of Toubiankeng 

River Watershed in Taichung City 

Yen-Sung Chen[1] Hsun-Chuan Chan[2] 

ABSTRACT Toubiankeng River suffered severe soil and sand disasters during the July 

2nd Flood. Heavy rainfall caused the stream to overflow its embankment. The heavy water 

carried soil and sand along the river and ran into the houses. The residents suffered heavy losses 

in life and property. Moreover, due to its proximity to the metropolitan area, the man-made 

development was huge. Resulting in fragile slopes on both sides of the river. In this research,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of the Toubiankeng 

River watershed. Select suitable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geological, hydrological, and man-

made factors. Classify them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Find out the landslide-hot-zone in the Toubiankeng River watershed. Lastly, use 

the ROC curve to evaluate the model and check the accuracy of the model.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could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governance. 

Key Words : Toubiankeng River watershed, Logistic regression,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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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鹿谷鄉雨水下水道改善前後 SWMM 分析 

陳明壯[1] 洪啟耀[1] 

摘  要 目前鹿谷都會區人口增加，大幅度開發下，導致集水區地物、地貌與環境產

生極大變化，且人民生活水準提高，對於環境品質及生命安全要求相對增加，既有下水

道已不敷使用，本研究以鹿谷鄉都市計畫區及鄰近地區雨水下水道系統為案例，應用暴

雨逕流管理模式(Storm Water Management Model, SWMM)分析雨水下水道排水之

現況，分析結果顯示現有之排水設施在暴雨期間多為滿管流，且有通水斷面不足之情況，

本研究進而提出改善建議，並針對改善成效進行分析。 

關鍵詞：鹿谷都會區、暴雨逕流管理模式、雨水下水道 

Using SWMM to Analyze Before and After 

improvement of Rainwater Channel in Lugu 

Township, Nantou County 

Ming-zhuang Chen[1]  Chi-Yao Hung[1]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population of Lugu Metropolis has increased, and the large-

scale development has caused great changes in the ground features, landforms and environment 

of the water catchment area, and th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have improved,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life safety have relatively increased. The existing 

sewers are no longer adequate. This study uses the rainwater drainage system in the Lugu 

Township Urban Planning Area and adjacent areas as a case. The storm water management 

model (SWMM) is used to analyze the current drainage of the rainwater drainage system.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isting drainage facilities are mostly used during the storm. With 

full pipe flow and insufficient water flow sections, this research further proposes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and analyzes the improvement effects. 

Key Words: Lugu Metropolitan Area、Storm Water Management Model、Rainwater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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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區智慧禦災能力分析與應用-以眉溪為例 

蔡易達[1] 嚴曉嘉[2] 張國欽[2] 唐偉倫[3]*  

摘  要 南投縣仁愛鄉眉溪於 2009 年接連受到辛樂克與莫拉克等颱風肆虐，各機關

已辦理多項治理與復建工程，為持續了解治理工程介入後之成效與其環境變遷滾動檢討，

本研究應用邊坡穩定分析模式(TRIGRS)結合水理輸砂模式(CCHE1D)，建立集水區土

砂流失與土砂生產關係，模擬不同日累積降雨情境下集水區邊坡穩定分析與溪流兩岸溢

淹之情形，運用邊坡、溪流之危害度及保全對象之脆弱度，評估災害風險與集水區禦災

能力，提供災中即時動態風險資訊與災害後研提後續治理建議。 

關鍵詞：災害風險、禦災能力。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Disaster Mitigation 

Capacity in Watershed Area of Mei-River catchments  

I-TA Tsai [1] Hsiao-Chia Yen [2] Kuo-Ching Chang [2] Wei-Lun Tang [3]* 

ABSTRACT Application of disaster mitigation capacity in watershed area of Mei-River 

catchments.This paper ues TRIGRS model to estimate the collapse range combined with water 

management and sand transport model CCHE1D model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and sand loss and soil and sand production in the watershed area. Use the results of the 

hazard and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s to handle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s in the main stream 

catchment areas . This plan proposes conservation and governance requirements for key disaster 

areas with insufficient disaster resilience to improve capability of withstanding disasters to 

achieve the safety protection of the objects of preservation. 

Key Words : Disaster Risk, Capability of Withstanding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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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違反水土保持法之樣態及改善建議 

曾冠穎[1] 詹勳全[2] 

摘  要 臺南市山坡地面積為 8.22 萬公頃，佔臺南市土地總面積約 38%，隨著人口

快速成長及社會變遷，平地土地開發利用已趨於飽和，人們漸漸地往山坡地開發利用，

而近幾年又因極端氣候所造成的氣候異常，導致暴雨集中與短延時強降雨發生頻率增高，

臺南市山坡地因違規開發造成坡地災害問題與日俱增，土砂災害事件頻繁。本研究係運

用水土保持局之山坡地管理資訊系統，針對 106 年至 110 年間臺南市山坡地違反水土

保持法之案件做違規型態分類，針對各違規類型提出因應對策，並探討如何運用地方政

府既有資源，強化民眾水土保持知識及加強熱點區域巡查取締，期望本研究成果能減少

臺南市山坡地違規案件並減少山坡地災害。 

關鍵詞：山坡地管理資訊系統、違規型態、山坡地違規開發 

Violations of 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Law in 

Tainan City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Kuan-Ying Tseng [1] Hsun-Chuan Chan[2]  

ABSTRACT The hillside area of Tainan City is 82,200 hectares, accounting for about 

38% of the total land area of Tainan City. With the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and social changes,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flat land has become saturated. People are gradually 

developing and using hillside land. In the same year, due to the abnormal climate caused by 

extreme weather, the frequency of concentrated rainstorms and short-delay heavy rainfall 

increased. Tainan's mountain slopes were increasingly caused by illegal development of slope 

land disasters, and soil and sand disasters were frequent. This research uses the hillsid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of the Bureau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to classify the 

violation types of mountain slopes in Tainan City from 106 to 110, propose countermeasures 

for each type of violation, and explore how to use the local government With existing resources, 

strengthening people’s knowledg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inspections 

in hotspots,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can reduce mountain slope violation cases 

and reduce mountain slope disasters in Tainan City. 

Key Words : Hillsid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Violation pattern, Illegal 

development of hillside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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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6 水災於高雄市六龜區土砂災害暨土石流影響範圍之

探討 

簡榮興[1]* 許志豪[1] 黃全謚[1] 曹鼎志[1] 黃效禹[2] 黃馳寓[2] 

摘  要 2021 年 0806 水災期間，於高雄山區降下長延時且高強度之降雨，於 7 月

31 日凌晨 5 時至 8 月 8 日下午 2 時期間，累計降雨量達 2,080 mm，造成六龜地區發

生多起土砂災害，為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高雄山區較為嚴重之災害事件。本研究於災

後勘查六龜區 31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經初步評估，集水區具明顯土石移動計 24 條，依

現場溪床之堆積材料與型態，研判屬土石流類型計 11 條、屬沖蝕類型計 13 條，本研究

亦依本次土砂災害範圍，檢討六龜區轄內各條土石流之影響範圍，結果顯示本事件造成

之災害範圍均未超出農委會水保局公開之土石流影響範圍，可滿足土石流防災操作之需

求。 

關鍵詞：0806 水災、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災害範圍。 

A study of the disaster area of the debris flow during 

0806 Torrential Rain in Liouguei District, Kaohsiung 

City 

Jung-Hsing Chien[1]*  Chih-Hao Hsu[1]   Chuan-Yi Huang[1]  Ting-Chi Tsao[1] 

Hsiao-Yu Huang[2]   Chih-Yu Huang[2] 

ABSTRACT During Typhoon Lupit and Flood 0806 in August 2021, long-duration and 

high-intensity rainfall were observed in the mountains of Kaohsiung. Between 5:00 a.m., July 

31 and 2:00 p.m., August 8, the cu-mulative rainfall reached 2,080 mm.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debris flow disasters in the Kaohsiung since Typhoon Morako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31 potential debris flow torrents in the Li-ouguei District after the disaster.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identified by watershed with obvious debris flow movement. the debris and 11 

streams are of debris flow type and 13 streams are of erosion type. In this study, we also compare 

the designated affected areas of the debris flow in the Liouguei with disaster are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ublished debris flow affected area can cover the disaster area of this event and 

can meet the needs of debris flow disaster prevention operations. 

designated affected 

Key Words : 0806 Torrential Rain, potential debris flow torrents, affected areas, disaste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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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礦區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比較 

黃啟明[1]  詹勳全[2] 

摘  要 緬甸克欽邦帕敢翡翠礦區佔世界供應量 70%以上優質翡翠，而澳洲阿蓋爾

鑽石礦區則曾經提供全世界 90%以上粉鑽，出產極為稀有的紫鑽和紅鑽著名礦區。緬甸

翡翠礦區於 2020 年 7 月發生重大坍塌事件，目前仍在開採，而澳洲阿爾蓋鑽石礦區卻

於 2020 年 11 月關閉。本研究透過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AO 所提之生態系統服務，

及 Costanza et al. (1997) 針對世界生態系統服務和自然資本的價值之研究，將生態系

統服務分為 17 種，分別計算前述兩礦區各生態系統服務的平均價值，並依據分析結果

評斷兩個礦區開採與關閉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之間的關係研究。 

關鍵詞：生態系統服務、緬甸翡翠礦區、澳洲鑽石礦區 

Comparison of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for Different 

Mining Areas 

Chi-ming Huang [1]  Hsun-Chuan Chan [2]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Hpakant jade mine in Kachin State, Myanmar, which 

currently accounts for more than 70% of the world supply of high-quality jadeite. And the 

Argyle Diamond Mine in Australia,A major collapse occurred in the Hpakant jade mine in July 

2020 and is still mining, while the Argyle Diamond Mine in Australia was closed in November. 

This was once a famous mining area that provided more than 90% pink diamonds in the world 

and produced extremely rare purple and red diamonds. Also through the ecosystem services 

proposed by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And 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 Robert Costanza et al. (Costanza et al., 

1997) compiled past research papers, Divide the global ecosystem services into 17 main 

categories, Calculate the average value of each ecosystem service in the aforementioned two 

mining areas, and jud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ning and closure of the two mining areas 

and the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Key Words: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Hpakant jade mine, Argyle Diamond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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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山腳排水現況調查與改善分析 

李東桓[1]* 洪啟耀[1]  

摘  要 臺中市山腳排水治理工程於 2019 年陸續完工，但完工後發現路面因不明原

因有開裂與差異沉陷狀況出現，雖經過修補，開裂與差異沉陷仍繼續產生，為瞭解工程

路面開裂與差異沉陷的原因，本研究針對路面開裂較嚴重之護岸 6 標進行調查與分析，

並對開裂較嚴重的位置進行補充鑽探，將本研究之鑽探結果及原設計之鑽探參數分別以

FLAC2D 進行數值分析比較，最後提出建議改善方式及未來相關工程設計注意事項之參

考。 

關鍵詞：箱涵、道路、開裂、沉陷、數值分析。 

Current Status and Improvement Analysis of Shanjiao 

Drainage, Taichung City  

Dong-Huan Li[1]* Chi-Yao Hung [1]  

ABSTRACT Regulation Engineering of Shanjiao Drainage was completed in 2019, but 

after its completion, the road surface was found to have cracks and differential settlement due 

to unknown reasons. Although it was repaired, the cracks and differential settlement continued 

to appear.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s, the study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6th case of 

the embankment with more serious road cracks. Sup-plementary drilling was carried out at the 

position with more serious cracks, and parameters from the supplementary drilling and original 

drilling were brought into FLAC2D for numerical analysis. Finally, improvement methods and 

considerations for future related engineering designs were proposed. 

Key Words : Box culvert、Road、Crack、Settlement、Numer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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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河道一般沖刷估算斜向流基腳最大沖刷 

翁緯明 

摘  要 臺灣河川坡陡流急，於颱洪時常因河道堤防基腳淘空傾倒而致災。以河道一

般沖刷估算斜向流基腳最大沖刷，為目前堤防基腳深度及其保護布置工程設計的重要參

考依據。國際雖有部分類似之研究文獻，然多不適用於臺灣島型坡陡流急河川及颱洪暴

雨造成之短期急遽的衝擊環境。本研究於實驗室內建置一模擬斜向流 60 度攻角之動床

河道試驗渠槽，經由一系列基本試驗組合，得到一組河道一般沖刷與斜向流基腳最大沖

刷無因次經驗式。經由公式計算值與試驗組之觀測值做比較，發現本無因次經驗式具有

良好之推估能力，期後續研究能提供相關工程規劃設計實務上之應用。 

關鍵詞：一般沖刷，斜向流，基腳最大沖刷，動床 

Estimation of Oblique Flow-Induced Maximum Toe-

Scour by General Scour in River Course  

Wei-Ming Wong  

ABSTRACT Rivers are steep slopes and rapid currents in Taiwan.Its often causes 

disasters due to emptying and dumping of river embankments in typhoon. Estimation of Oblique 

Flow-Induced Maximum Toe-Scour by General Scour,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basis for 

embankment depth and its protection engineering design.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similar 

research literatures in internationality, It is mostly not suitable for short -term and rapid impact 

environment of the rive in Taiwan. In this study, a movable bed channel with an angle of 60 

degrees to simulate oblique flow was builed in the laboratory. Through a series of basic test 

combinations, obtained a set of dimensionless empirical formulas between the maximum 

oblique flow scour of the embankment and channel general scour. Compare the value calculated 

by the formula with the observed value in laboratory channel, we found that the dimensionless 

empirical for-mula has good estimation ability. Subsequent research can provid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relevant en-gineering planning and design. 

Key Words : General scour, Oblique flow , Maximum toe- scour , movable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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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區地文參數判釋及驗證—以玉穗溪為例 

陳昭岑[1] [2]* 陳振宇[1] 高百毅[1] 

摘  要 土砂災害與其集水區面積、地形坡度、坡向、形狀係數、地質環境等地文因

子息息相關，然多數分析所得之地文參數，缺乏對於災害類型之鑑別性。2021 年 8 月，

盧碧颱風外圍環流侵台所帶來之強降雨，使座落於玉穗溪及荖濃溪匯流口之明霸克露橋，

遭受夾帶大量土砂的溪水沖毀。本研究以玉穗溪為例，運用集水區險峻值(Melton’s 

ratio)探討玉穗溪之可能致災類型，並透過空拍影像檢核地文參數判釋之成果。結果顯

示，玉穗溪為高含砂水流及土石流同時並存之災害類型，而集水區險峻值可用於探討集

水區尺度之潛在災害類型判定。 

關鍵詞：集水區險峻值、玉穗溪、地文參數 

Interpret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Morphometric 

Parameters in the Watershed Scale-The analysis of 

the watersheds in Yusui River  

Chao-Tsen Chen [1][2]* Chen-Yu Chen [1] Bai-Yi Kao[1] 

ABSTRACT Sediment disasters are closely concerned with ge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watershed, terrain slope, aspect, form factor, and geological environment. However, most of the 

morphometric parameters obtained by analysis lack the discrimination of disaster types. In 

August 2021, the heavy rainfall caused by the intrusion of the peripheral circulation of Typhoon 

Lupit caused the Minbaklu Bridge at the confluence of Yusui River and Laonong River to be 

washed away by water from a large amount of sediment. This study takes the Yusui River as an 

example. Using Melton’s ratio discusses the possible disaster-causing types of Yusui River and 

the results of the morphometric parameter evaluation through aerial photography. The result 

showed that Yusui River is a disaster type in which hyperconcentrated flow and debris flow 

coexist at the same time. Melton’s ratio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type of potential disasters 

at the watershed scale. 

Key Words : Melton’s ratio, Yusui River, Morphometric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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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EAR 探討台灣近年因降雨誘發之土砂災害趨勢 

莊承穎[1] [2] * 林詠喬 [1] [2] 陳振宇[1] 陳均維[1] 詹婉妤[1] 

摘  要 臺灣近年來極端氣候事件發生的次數與強度日漸增加，劇烈降雨常伴隨崩塌、

土石流、地滑等土砂災害及水患，造成民眾傷亡及經濟損失。本研究以 QPE 網格式雷

達降雨估計資料取代地面自動雨量站，計算有效累積雨量 (Effective Accumulated 

Rainfall, EAR)，並用以呈現 2006 至 2020 年全臺極端降雨分布情形，同時蒐集歷年

降雨引致的重大土砂災例共 494 件，配合災例發生的時間與空間特徵來分析臺灣土砂災

害變遷趨勢。整體而言，崩塌所佔災害比例最高(46%)，其次為土石流(27%)，並有 60%

的災例發生於夜間。透過觀察 EAR 與災例之關聯性，當 EAR 達現行土石流警戒基準值

最高範圍 650 mm 時，已有 74.0%重大土砂災例發生。本研究綜整全臺 2006 年至

2020 年降雨致災的土砂災害，其結果將可供未來防災策略研擬時參考。 

關鍵詞：降雨致災、土砂災害、降雨特性、QPE 

The trend of sediment-related disasters triggered by 

rainfall in Taiwan recent years using EARC 

Cheng-Ying Chuang [1] [2] * Yung-Chiau Lin[1] [2] Chen-Yu Chen[1] 

Jyun-Wei Chen[1] Wan-Yu Chan[1]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and 

the sediment-related disasters have been increasing in Taiwan. Extreme rainfall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sediment-related disasters such as slope failure, debris flows, landslides and 

floods, causing severe casualties and economic losses. In this study, the QPE radar rainfall 

estimation data was used to replace the ground automatic rainfall station, and the EAR 

(Effective Accumulated Rainfall) was calculated to show the extreme rainfall distribution.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collected a total of 494 severe sediment-related disasters cases caused 

by rainfall from 2006 to 2020. The cases were compared the time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aster occurrence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change trend of sediment-related disasters in 

Taiwan. Also, the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ak distribution of EAR in the whole Taiwan is 

presented. Overall, the slope failure is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the disaster type (46%), 

followed by debris flows (27%). Moreover, these disasters were easily occurred at night than 

daytime. B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ffective accumulated rainfall (EAR) and the disaster 

cases, when the EAR reaches the 650 mm of the debris flows warning threshold value, 74.0% 

of the severe sediment-related disasters have occurred so far.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s the sediment-related disasters caused by rainfall in Taiwan from 2006 to 2020, and 

the results will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disaster prevention strategies.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通訊作者 E-mail:cyc0109@mail.swcb.gov.tw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2]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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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含量對土壤剪力強度與植生的影響 

洪勇善[1] * 吳朝賢[1] 林思廷[1] 詹賢煒[1]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水泥添加劑對土壤剪力強度與植生的影響，各種配比組合的土壤皆

經過 1 - 14 天養護，檢測 pH 值、剪力強度以及種子發芽率，提供工程以水泥做為添加劑應用

於改善坡面土壤強度的參考。研究結果獲得於養護 14 天，水泥含量 3%增至 11%，凝聚力由

187 kPa 增至 313 kPa，約為原土壤 5.7 - 9.5 倍；摩擦角由 58.6º增加至 66.6º，約為原土

壤 3.4 - 3.7 倍。此外，菇肥的添加確能明顯提升草籽的發芽率，但添加菇肥卻造成土壤剪力

強度大幅下降，以水泥含量 7% - 11%為例，若含 20%菇肥後將迫使凝聚力與摩擦角分別下降

65% - 64%與 53% - 34%。綜合考量植生與土壤剪力強度，水泥含量 7%為最佳選擇，因其

發芽率僅較水泥含量 5%下降 3%(30 天發芽率尚有 57%)，但剪力強度卻增加 16%。 

關鍵詞：土壤剪力強度、發芽率、水泥、菇肥。 

 

Influence of Cement Additions on Soil Shear Strength and 

Vegetation Growth 

Yung-Shan Hong[1] * Cho-Sen Wu[1] Shin-Ting Lin[1]  Xian-Wei Zhan[1] 

 

ABSTRACT In an attempt to improve stability of a soil slope by using cement as an additive,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cement additive on soil shear strength and vegetation growth. 

The soils mixed with various cement content and mushroom waste compost were cured for 1-14 days 

prior to tests. The shear strength and pH value of the mixed soils, germination rate of grass seed were 

tested and measured. The results for the mixed soils cured for 14 days show that, the cement content 

increased from 3% to 11% increases the cohesion of soil from 187 kPa to 313 kPa, which is approxi-

mately 5.7 - 9.5 times that of the original soil; the cement additive increases friction angle of soil from 

58.6º to 66.6º, which is approximately 3.4 - 3.7 times that of the original soil. The addition of mush-

room waste compost obviously increases germination rate of grass seeds, however, it also reduces 

shear strength of the mixed soils significantly. For soils mixed with 7% - 11% cement content and 

20% mushroom waste compost, the cohesion and friction angle of the mixed soils are reduced by 

65% - 64% and 53% - 34%, respectively. If both plant growth and shear strength of soil are concern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7% is the optimized percentage of cement content. It reduces only 

3% grass germination rate (the germination rate is still 57% in 30 days) but increases shear strength of 

the mixed soil by 16%, as compared to soil mixed with 5% cement content.    

Key Words : Shear strength of soil, germination percentage, cement, mushroom waste compost. 

 
〔1〕淡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Taipei 25137,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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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極端氣候對台灣帶來短延時、強降雨的特性，也造成坡地災害頻傳。2021 年 8 月 7 日高鐵苗栗通霄坪頂路段

因大雨，導致軌道旁的邊坡土石崩落造成交通受阻(自由時報，2021)；後續邊坡復舊及類似坡地安全的改善為重

要課題。防止因降雨入滲、沖刷導致邊坡淺層崩滑的工程方法很多；其中，除適當的導引地表逕流水外，採用能

保有良好植生成效且提高土壤剪力強度的淺層坡面改良方式，將是具備低成本且符合生態工法精神的整治方法。

有鑑於此，本研究以水泥做為改良土壤的主要添加劑，探討水泥含量對土壤剪力強度及植生效果的影響；此外，

對於高水泥含量下恐抑制草籽發芽的情況，採添加菇肥方式觀察改善植生成效，以及土壤強度的變化。 

二、研究方法與材料 

本研究選用波特蘭普通水泥(第 I 種)為添加劑，含量分別為乾土重 0 - 11%；另於 7% - 11%水泥含量中進行添

加菇肥 20%(菇肥與土壤乾重比 1:5)的試驗，各種配比組合的土壤皆經過 1 - 14 天養護。準備的試體分別檢測 pH

值、剪力強度以及種子發芽率，提供工程以水泥做為添加劑應用於改善坡面土壤強度的參考。 

台灣擁有豐富的土壤資源，因此土壤的力學性質也因不同地區呈現許多不同的結果。本研究針對邊坡土壤的

改良，選擇新北市三芝山區邊坡的土壤進行研究(圖 1)，粒徑分部曲線如圖 2 所示；顆粒比重 Gs = 2.7，液性限度

LL = 56、塑性限度 PL = 29，通過 200 號篩約 32%，依據統一土壤分類系統(USCS)屬於黏土質砂(SC)，pH 值為 4.5，

呈酸性土壤。另依標準夯實試驗獲得該土樣最大乾土單位重與最佳含水量分別為 14.8 kN/m3 與 31%。 

以草籽為植生材料，因其材料的取得、儲藏與搬運容易、生長週期短，適用於廣大面積的快速綠化，又可短

時間達到覆蓋坡面，減少雨滴打擊造成逕流沖刷。工程上目前所使用之草籽中，主要為百慕達草、高狐草、黑麥

草、百喜草、類地毯草、假儉草、鐵掃草、白花三葉草、營多藤、果園草等；其中以百喜草最為常見應用於邊坡

上的種植，因具有發芽週期短、生長快速、根系旺盛且對土壤 pH 值之適應範圍廣(5.5 - 8.9)，因此選擇百喜草進

行種子發芽試驗。 

水泥具鹼性故容易抑制植物生長，添加菇肥除保水外，亦可中和土壤的酸鹼值。本研究之菇肥取自南投縣鹿

谷鄉之室內培育太空包，密度 0.212 g/cm3、pH 值為 6.8。 

為瞭解土樣在不同含水量時乾土單位重的變化及土壤強度試驗，選擇以夯實能量 594 kN-m/m3 的標準夯實法

(ASTM D698)進行試驗與試體準備。依夯實試體所需材料比例，如：菇肥與乾土的重量比為 1：5，而水泥為乾土

重的 3%、5%、7%等，將土樣調拌均勻，再將欲拌合的水加入其中；如準備試體中含菇肥，則將所需的水量先加

入菇肥中，再將土樣調拌均勻。另，直剪試驗的試體體積僅 116.44 cm3，自製 1 kg 重夯錘、落距 14 cm，分 5 層

夯實、每層打擊次數 10 下，以符合標準夯實能量。 

 

圖 1 試驗土樣 

 

圖 2 粒徑分布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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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驗結果與分析 

3.1 夯實 

水泥添加量佔土壤乾重的 0 – 11%，土壤和水泥混合均勻後，再加水以達攪拌均勻。夯實結果如圖 3 所示，隨

著水泥含量增加，最大乾土單位重增加而最佳含水量減少，分別介於 14.81 kg/m3 - 15.68 kg/m3 與 31% - 27%；圖

4 顯示不同水泥含量下的最大單土單位重，約略呈線性正相關，相似於 Mola-Abasi and Shooshpasha (2016)的結果。 

圖 5 為添加菇肥的夯實試驗結果，其最大乾土單位重雖隨水泥含量增加而增加，最佳含水量也隨水泥含量增

加而減少，但其變化幅度相當少，添加菇肥(20%)乾土單位重約減少 27%。 

 

 

圖 3 不同水泥含量的夯實曲線 

 

圖 4 不同水泥含量的最大乾土單位重 

 

 

圖 5 含菇肥的夯實曲線 

3.2 土壤剪力強度 

根據 ASTM D-3080-90 進行直接剪力試驗，採用剪動速率 0.06 mm/min；為模擬淺層坡面的覆土壓力，試驗採

用正向壓力 19 kPa - 76 kPa，且各配比下土樣分別養護 1 - 14 天。以正向壓力 38 kPa 為例，圖 6 - 圖 8 為分別為土

樣養護 1 天、7 天與 14 天的直剪結果。圖中無水泥含量的純土為試體準備後直接試驗，剪應力呈現應變-應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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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向位移隨初始剪動呈現壓縮，之後隨剪位移增加而幾乎維持定值。對於含水泥的土壤，剪應力與剪位移呈現

應變-軟化趨勢，尖峰剪力強度隨水泥含量越多與養護時間越長而越大，其中以養護 7 天強度增幅最為明顯。此外，

殘餘強度隨水泥含量越多與養護時間越長而衰退越少，其中以水泥含量 3%、養護 1 天的殘餘強度僅尖峰強度的

27%衰減最多；而水泥含量 11%、養護 14 天殘餘強度衰減最少，尚有尖峰強度的 84%。 

觀察不論養護 7 天或 14 天之含水泥試體，直剪破壞時造成剪動面非平面及剪應力分布不均，導致正向位移量

瞬間提高的情形，且隨剪力強度的提高變得更明顯；與養護 1 天和純土不同的是，直剪試體的破壞面呈現局部一

片一片且有明顯摩擦的痕跡(圖 9)，以及在試體破壞時強度下降，但繼續剪動，強度會先小幅度的上升後，再慢慢

的下降，在試體強度小幅度上升期間，正向位移改變量較少，而強度再度下降時，正向位移開始增加。 

依據 Mohr-Coulomb 破壞準則，土壤剪力強度參數為凝聚力與摩擦角；圖 10 與圖 11 分別為水泥含量與養護

時間對土壤凝聚力與摩擦角的影響，其中無水泥含量的土壤其凝聚力與摩擦角分別為 33 kPa 與 17.4º。由圖 10 顯

示添加少量水泥在短時間(1 天)即可大幅提升凝聚力，由水泥含量 3%的 103 kPa 至 11%的 133 kPa，約提升 3 - 4

倍。隨著養護時間增加，凝聚力也增大，其中水泥含量高(9% - 11%)，養護 7 天的凝聚力增幅最為明顯。以養護

14 天為例，水泥含量 3%增至 11%，凝聚力由 187 kPa 增至 313 kPa，約為原土壤 5.7 - 9.5 倍。圖 11 顯示土壤摩擦

角不論水泥含量(3% - 11%)於養護 1 天約為 36.8º - 37.9º，為原土壤的 2.1 倍。隨養護天數增加，摩擦角也增加；以

養護 14 天為例，水泥含量 3%增加至 11%時摩擦角由 58.6º增加至 66.6º，約為原土壤 3.4 - 3.7 倍。 

 

 

圖 6 養護 1 天直剪結果 

 

 

圖 7 養護 7 天直剪結果 

 

 

圖 8 養護 14 天直剪結果 

 

圖 9 水泥含量 5%且養護 7 天的直剪後土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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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凝聚力隨養護時間的變化 

 

圖 11 摩擦角隨養護時間的變化 

 

因水泥屬強鹼性(pH = 10 - 12)恐抑制草籽發芽與生長，本研究針對水泥含量較高(7% - 11%)的試體添加 20%菇

肥，觀察剪力強度、發芽情形、pH 值等變化。當水泥含量 7% - 11%含菇肥的土樣於養護 7 天與 14 天其凝聚力為

79 kPa - 105 kPa 與 92 kPa - 114 kPa，約為原土壤 2.4 - 3.5 倍；而土壤摩擦角的變化則介於 23.4º - 44.1º。綜觀水泥

含量 7% - 11%若含 20%菇肥後將迫使凝聚力與摩擦角分別大幅下降 65% - 64%與 53% - 34%。 

3.3 發芽率與 pH 值 

發芽率為發芽草籽數與原撒播草籽總量的比值，百喜草撒播於不同水泥或水泥混合菇肥配比之土樣，其結果

如圖 12 所示，除了水泥含量 11％，其餘配比皆於種植後第三天開始發芽，其中以原土壤發芽率最高。添加水泥

之土樣於第三天至第六天發芽率開始上升，提升幅度隨著水泥含量的增加而遞減，但隨著時間的增加而遞增。種

植至第十天可明顯看出水泥含量 7% - 11%的土樣若含菇肥，發芽率迅速提升，尤其是含菇肥與水泥含量 7%與 9%，

發芽率甚至與水泥含量 3%與 5%差異不大。 

 圖 12 亦可瞭解添加水泥將導致草籽發芽週期延後，隨著水泥含量的增加，對植物生長的影響越大。添加菇

肥後，雖然種植初期發芽率較低，不過隨著時間的增加其發芽率迅速上升，以同樣水泥含量下有無添加菇肥之土

樣相比更為明顯；因此，菇肥的添加確能明顯提升草籽的發芽機率。 

 

圖 12 百喜草發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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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土壤酸鹼值如圖 13 所示，在無水泥含量即原土壤之 pH 值為 4.5，屬酸性土壤；經過 30 天與植生同步

培養其 pH 值為 4.6，幾乎維持定值。其餘配比隨著水泥含量的增加，土壤的 pH 值上升；以未養護時水泥含量 3%

至 11%其 pH 值由 8.2 增加至 10.5，隨著時間增加 pH 值略為下降，至 30 天時 pH 值介於 7.9 - 10。而添加菇肥將

使 pH 值下降，菇肥含量為乾土重的 20 %，其中添加菇肥配合水泥含量 7%之 pH 值 8.2 為最低，隨著種植時間的

增加，pH 值亦有下降的趨勢，與陳映潔(2011)指出土壤試體 pH 因降雨、養護澆水以及淋洗之中和使土壤 pH 值下

降的結果一致。綜合各項觀測亦可發現草籽發芽率與土壤 pH 值有明顯相關，當 pH 過高將抑制發芽率；若以 50%

發芽率為參考基準，則 pH 值大於 9 將不利百喜草發芽生長。 

 

 

圖 13 不同水泥含量的 pH 值 

 

四、結論 

本研究經由不同添加水泥含量及菇肥，探討對土壤剪力強度及植生的影響。獲得如下結論： 

1. 土壤中添加少量水泥在短時間(1 天)即可大幅提升凝聚力，由水泥含量 3%的 103 kPa 至 11%的 133 kPa，約提

升 3 - 4 倍。隨著養護時間增加，凝聚力也增大，其中水泥含量高(9% - 11%)，養護 7 天的凝聚力增幅最為明

顯。若養護 14 天，水泥含量 3%增至 11%，凝聚力由 187 kPa 增至 313 kPa，約為原土壤 5.7 - 9.5 倍。 

2. 土壤摩擦角不論水泥含量(3% - 11%)於養護 1 天約為 36.8º - 37.9º，為原土壤的 2.1 倍。隨養護天數增加，摩擦

角也增加；於養護 14 天時水泥含量 3%增加至 11%，摩擦角由 58.6º增加至 66.6º，約為原土壤 3.4 - 3.7 倍。 

3. 添加水泥因 pH 值升高，導致草籽發芽週期延後，隨著水泥含量增加，對植物生長的影響越大。添加菇肥後，

雖然種植初期發芽率較低，不過隨著時間的增加其發芽率迅速上升，觀察相同水泥含量下有無添加菇肥的狀

況，證實菇肥的添加確能明顯提升草籽的發芽率。但，添加菇肥卻造成土壤剪力強度大幅下降，以水泥含量

7% - 11%為例，若含 20%菇肥後將迫使凝聚力與摩擦角分別下降 65% - 64%與 53% - 34%。 

4. 若同時考慮植生與土壤剪力強度，以未添加菇肥的土壤混伴 7%的水泥為最佳選擇，因其草籽發芽率僅較水泥

含量 5%下降 3%(30 天發芽率尚有 57%)，但剪力強度卻增加 1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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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壩式農塘風險分析之研究 

鍾侑達[1]* 高伯宗[2] 陳柏安[2] 鄭伃伶[3] 

摘  要 研究以臺北及臺南二個分局轄管範圍內之 43 座築壩式重點農塘為目標，針對土堤

進行安全性初步評估，以安全性初步評估結果列選出八座優先處理之重點農塘施作非破壞性檢

測-透地雷達及潰壩淹水模擬演算與風險分析，並提出改善對策研擬。透地雷達檢測顯示在臺南

市南化區及高雄市旗山區兩座農塘需注意淺層土壤下陷之問題，而潰壩淹水模擬演算之風險分

析顯示有 6 座高風險及 2 座低風險，但無較立即性致災危險，故八座重點農塘以定期巡查維護

為主。 

關鍵詞：築壩式農塘、風險分析。 

 

Research on Risk Analysis of Dam-type Farm 

Pond 

You-Da Jhong[1]* P0-Tsung Kao[2] Bo-An Chen[2] Yu-Ling Cheng[3] 

 

ABSTRACT his research aims at 43 dam-type farm pond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two 

sub-bureaus in Taipei and Tainan, and conducts a preliminary safety assessment of the embankment. 

Based on the preliminary safety assessment results, eight priority agricultural ponds were selected for 

non-destructive testing-ground penetration radar and dam-break flooding simulation calculation and 

risk analysis, and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were proposed. Ground-penetrating radar detection 

shows that two farm ponds in Nanhua District, Tainan City and Qishan District, Kaohsiung City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of shallow soil subsidence. The risk analysis of the dam-break and 

flooding simulation calculation shows that there are 6 high-risk and 2 low-risk, but there is no more 

immediate hazard risk. Therefore, the eight key agricultural ponds are mainly inspected and main-

tained on a regular basis. … 

Key Words : Dam-Type Farm Pond, Risk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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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坡地農塘兼具灌溉、滯(蓄)洪、保水、沉砂、休閒遊憩等多元功能，是坡地水土保持興利減災的重要環節之

一，其功能包含利水、治水、保水功效。但是，由於社會經濟結構的改變，部分坡地農塘安全標準不足，或因疏

於養護管理，或被回填荒廢等原因，導致安全與功能下降，除了無法適時發揮區域性農業供水及滯洪減災外，亦

可能因暴雨潰決而引發坡地水、砂災害，實有必要辦理農塘設施之調查檢測工作。本研究建立坡地農塘設施之安

全性紀錄，並將以往辦理之坡地農塘改善匯入已建立之資料庫平台並納入管理，進而提出改善活化與養護作業，

力求維護其坡地滯洪、保水功能之根本。另對不同情境農塘在提供足夠的水資源需求下，以滯洪為主軸，提供滯

洪設計演算線上服務，結合近期基本設計審查缺失及應注意事項，彙編農塘設計與施工單元叢書供執行單位參辦。 

二、築壩式農塘安全性調查與檢測 

本研究以臺北分局及臺南分局轄管範圍內，適當選取築壩式農塘為對象，進行安全性調查與檢測，包含基本

資料補充調查、非破壞性檢測及潰壩淹水模擬演算與風險分析等相關工作。 

1. 築壩式農塘定義及分級 

(1) 築壩式農塘定義 

築壩式農塘係築壩攔水以形成之蓄水設施，因蓄水型態類似水庫，故亦稱之為小型水庫(small reser-

voir)，通常，築壩式農塘多數位於野溪坑溝之適當地點，但也有部分是利用坡地束狹地形築壩蓄水。依據築

壩材料及型式，壩體可區分為土石壩（土壩、堆石壩、砌石壩）、混凝土壩、鋼筋混凝土壩、橡膠壩等類型，

其中山坡地農塘設施以構築土壩為主。 

(2) 築壩式農塘分級 

築壩式農塘係由土壩及其上游底床和兩側邊坡之間構成一個可以貯蓄水體之空間，在極端降雨之情形

下，超過設計標準之降雨可能引起洪水漫溢潰壩事故，並因此造成下游地區保全對象之安全威脅。因此，

依據築壩式農塘與其下游地區保全對象之關係，將之區分為重點農塘及一般農塘，其中「重點農塘」係指

當農塘土壩潰決時，下游淹水範圍內有民宅或公共設施，且對人員有致生災害之虞者。 

2. 農塘調查篩選原則 

本研究彙整「農塘資料庫管理平台」內臺北與臺南分局轄區之農塘、臺南分局 106 及 107 年農塘調查成果、

水土保持工程管考系統之農塘工程(臺北與臺南分局轄區)等，擬定重點農塘篩選原則如下： 

(1) 農塘型式為築壩式農塘。 

(2) 蓄水量≧500 m3 之農塘。 

(3) 將前項所選之農塘於地理資訊系統(ArcGIS)分析，檢視農塘下游 500 m 範圍內是否有保全對象。 

(4) 如農塘下游 500 m 範圍內經確認有保全對象者，則作為本研究初步調查之農塘。 

(5) 由篩選之農塘以面積由大至小排序，至現場確認壩體是否為土壩，以符合本研究調查對象。 

依據上述篩選原則，符合本研究之重點農塘條件共計 43 座，分別為臺北分局 2 座、臺南分局 41 座，如圖 1

及圖 2 所示。 

3. 基本資料補充調查 

本研究農塘安全性調查係以其土壩及其相關附屬設施為標的，前者是直接促進潰壩肇災之檢查，後者則是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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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響壩體安全之功能性檢查，包括出流控制設施(含豎井、出水口、工作橋、臥管出口及其下游消能工等)、閘

門、農塘上游周邊環境、農塘水質等，初步均採用外觀損劣化檢查方式，據以評估其異常程度，其中對於重點農

塘應就其異常程度訂定安全性等級。築壩式農塘外觀損劣化之定期檢查，應依兩項原則執行： 

(1) 檢查時，以目測檢視及簡易丈量工具為主。 

(2) 因屬外觀簡易檢查，其檢查結果以「正常」和「異常」予以簡單分類。根據築壩式農塘土壩及其相關附屬設

施類型，檢查項目除了基本資料外，包括土壩、出流控制設施(含緊急溢洪道及出水口)及周邊環境等。 

4. 安全性初步評估 

本研究檢查結果之異常程度判斷標準及安全性等級判斷標準如下： 

(1) 異常程度判斷標準： 

 異常程度高：損壞相當明顯，有危及農塘安全之虞。 

 異常程度中：局部損壞，應防止損壞加劇者。 

 異常程度低：輕微損壞，不影響運作(蓄水)。 

(2) 安全性等級判斷標準： 

 安全性「低」：只要任何一項檢查結果出現異常程度高者，表徵該農塘安全性處於不良或低的狀態，必須

立即實施非破壞性檢測。 

 安全性「中」：只要任何一項檢查結果出現異常程度中者，即認定該農塘應列為定期檢查之重點項目。 

 安全性「高」：所有項目均處於異常程度低者，表徵農塘處於相對安全，可實施例行性維護工作。 

依據前述安全性評估成果，安全性等級屬於低者應優先實施非破壞性檢測，其次為中，而本研究調查之 43 座

築壩式農塘中，並無安全性等級屬低者；因此，除安全性等級外，再加以考量農塘蓄水容積大，對其下游 500 公

尺內保全對象影響亦較大等因素，依評分結果高分至低分排序，選取評分結果較高且壩頂利於施作檢測之前 8 座

重點農塘，如表 1 所示，做為優先進行非破壞性檢測、潰壩模擬及風險分析之重點農塘，其中排序第 7 農塘，因

土壩壩頂喬灌木滋生，故透地雷達無法通行，第 9 與 10 座為串聯農塘，故一同分析。 

5. 非破壞性檢測 

於農塘土壩安全性初步評估中，選取 9 座屬於優先處理等級之重點農塘，採用透地雷達進行非破壞性檢測。 

(1) 透地雷達檢測原理及設備介紹 

透地雷達簡稱 GPR(Ground Penetrating Radar)，系統是由一產生電磁脈衝之電磁波和可電磁波之接收天

線所組成。電磁波源產生一脈衝波由地表或孔內射入地下，或由建築結構體表面射入建築結構體內，電磁

波以地下材料之電磁波波速向下傳遞，一旦遇有電磁波波速改變之材料界面時(如地內空洞、地下結構體)，

電磁波將有反射現象發生，此一反射波將返回地面而被位於地面之接收天線接收。 

本研究檢測採用之透地雷達為美國 GSSI (Geophysical Survey Systems, Inc)公司所生產之 SIR-3000 主機

與 270MHz 天線進行檢測。 

(2) 透地雷達測線規劃 

透地雷達現地試驗選取之試驗測線，包含壩頂及上下游坡面擇一，如圖 3 所示。考量農塘土壩規模較

小且上下游坡面喬灌木滋生，以壩頂測線為主。 

(3) 透地雷達檢測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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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地雷達以二維地層剖面圖及不均質訊號指標研判檢測結果。 

二維地層剖面圖：係以顏色區分不同之反射強度及波形，藉以判斷孔洞區、疏鬆區、或淘空區等隱患區，

如圖 4 所示。 

不均質訊號指標：為了有效辨識淺層訊號，茲採取「不均質訊號指標」表徵緊鄰壩頂鋪設瀝青材料或步道

磚下的孔隙程度，如圖 5 所示。 

不均質訊號指標係指該測線下方垂直位置淺層材料狀況之綜合表現評估值。依據不均質訊號之大小及

其權重分配，可以計算淺層不均質材料訊號評估指數(NDT.I.)，其計算公式如下： 

1 2 325 15 5
. .

t

S S S
NDT I

L

    


 

式中，S1=較大淺層不均質材料訊號之測線長度；S2 =一般淺層不均質材料訊號之測線長度；S3=輕微淺層

不均質材料訊號之測線長度；Lt=總測線長度。淺層不均質程度可按不均質訊號指標評估值予以研判，如表

2 及圖 6 所示。 

(4) 透地雷達檢測結果 

各座透地雷達檢測結果皆未有明顯隱患區(孔洞、疏鬆、淘空)及非破壞評估指數(NDT.I.)皆屬不明顯，

惟 D-南化區-小崙里-南化-0001 與 E-旗山區-湄洲里-旗山-0160 此兩座農塘，需注意淺層土壤下陷之問題；

於現地複核後應為表層路面材料與土壤間因降雨等因素，造成表層下方土壤流失產生空隙，檢查結果無立

即危險性，需於例行性維護時特別注意，如表 3 所示。 

6. 潰壩淹水模擬演算與風險分析 

潰壩淹水模擬結果應以淹水深度達 30cm 以上之淹水範圍，呈現農塘潰壩對於下游的影響程度。 

(1) 潰壩淹水模擬 

本研究採用 FLO-2D 模式進行潰壩淹水模擬。FLO-2D 模式適用於都市淹水、潰壩模擬、洪水平原管理、

不規則形狀河道水理演算、橋樑涵洞水理演算，可以處理漫地流、都市水文，泥流及土石流等，演算精確

度較一維模式準確且實用，且目前廣泛應用於工程應用計算。 

FLO-2D 模擬潰壩需加入潰壩模組(LEVEE 模組)。LEVEE 模組包含兩部分，第一為土壩位置設定，第

二為潰壩參數設定。依據實際土壩位置，於 LEVEE 模組設置土壩網格、土壩蓄水高度、初始溢流口寬度、

潰壩速率包含垂向與橫向等，由於本研究係模擬發生瞬間潰壩的保守情況，因此，考量土壩於 1 分鐘內全

部潰決，則垂向與橫向兩種潰壩速率均設定為 4(公尺/分鐘)(模式設定單位為 240(公尺/小時))。 

(2)分析影響範圍內之保全對象風險等級 

 淹水危害度分析：淹水危害度係指土壩潰決後，下游淹水範圍內諸多可能造成危害之因子總合指標，如

淹水深度、漫地流流速、淹水上漲速率等。考量土壩及其上游蓄水量規模較小，其淹水範圍相當有限，

故選取淹水深度作為淹水危害度因子。淹水深度危害主要表現在淹水過程中人員的行動是否受影響，以

及對人命的影響。因此，根據一般民眾的活動為標的作淹水深度因子的分級，如圖 7 所示。 

 農塘潰決脆弱度分析：脆弱度係指災害對影響範圍內之保全對象可能導致的後果，一般採用損失、破壞、

人員傷亡等來表示，是保全對象的價值與其易損性的乘積，故亦稱之為保全脆弱度。通常，水土保持中

保全對象係以建築物及交通設施之危害為主，如表 4 所示。表中，最高得分為 100 分，其評分乃綜合建

物及交通設施分數累加，脆弱度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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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分數) + 交通設施(分數) = 脆弱度分數 

 農塘潰決風險分析：本研究參考土石流風險分析方式，以「淹水危害度」及「保全脆弱度」兩項因子，

建構築壩式農塘之風險矩陣，如表 5 所示。表中，風險等級是以淹水危害度表徵其可能發生危害程度(高、

中、低)，而以保全脆弱度表徵可能之損失程度(高、中、低)，採用矩陣圖而得到一個風險量質。 

(3) 潰壩淹水模擬與風險分析結果 

本研究依前述選取的 8 座築壩式農塘進行潰壩淹水模擬，各座淹水模擬與風險分析結果如表 5 所示 

7. 改善對策研擬 

根據重點農塘之外觀檢查、非破壞性檢測、潰壩淹水模擬等，配合本研究彙編之農塘設計與施工單元叢書，

針對築壩式農塘常見問題研擬改善處理對策及後續維護及管理作業。 

(1) 改善處理對策 

築壩式農塘之安全與利用問題與土壩及其附屬設施有關，主要包括排洪設計標準不足、洪水漫溢、土

壩滲漏與裂縫、出流控制設施洩洪能力不足、下游溪流排洪能力不足及閘門操作故障等。 

(2) 維護管理 

築壩式農塘於維護管理上應實施不定期檢查，再依重點農塘及一般農塘進行定期檢查，如表 6 所示。

重點農塘應依據壩體安全性等級及風險等級優先進行工程改善，如有立即性危害者(安全性等級低者及安全

性等級中且風險等級高者)，應參考安全性調查成果及非破壞性檢測結果，依前述改善處理對策針對問題進

行改善工程，其餘較無立即性危害者，應實施定期檢查以延長農塘使用壽命，如表 7 所示。 

(3) 優先處理農塘改善處理對策及維護管理 

本研究優先處理之八座重點農塘中，無安全性等級低或風險等級中者；安全性等級中且風險等級高者，

共計有 4 座：(1)D-玉井區-層林里-左鎮-0258、(2)F-汐止區-白雲里-保長坑溪-0013、(3)D-南化區-小崙里-南

化-0001、(4)E-旗山區-湄洲里-旗山-0161，應針對問題進行改善工程並實施定期檢查；安全性等級中且風險

等級低者，共計有 2 座：(1)E-內門區-內南里-內門-0303、(2)D-玉井區-層林里-左鎮-0263，應每一至三年定

期檢查；安全性等級高且風險等級高者，共計有 2 座：(1)H-大溪區-福安里-草嶺溪-0091、(2)D-玉井區-三和

里-後堀溪中游-0011，應每一至三年定期檢查，依安全性等級及風險等級提出改善處理對策及其維護管理，

如表 8 所示。 

三、結論與建議 

1. 結論 

(1) 彙整農塘資料庫管理平台內臺北與臺南分局轄區之農塘、臺南分局 106 及 107 年農塘調查成果、水土保持工

程管考系統之臺北與臺南分局轄區農塘工程，依重點農塘認定標準篩選出 43 座重點農塘。 

(2) 優先處理重點農塘之透地雷達檢測結果皆未有明顯隱患區(孔洞、疏鬆、淘空)，惟 D-南化區-小崙里-南化-0001

與 E-旗山區-湄洲里-旗山-0160 此兩座農塘，需注意淺層土壤下陷之問題；並經由潰壩淹水模擬演算後，以

脆弱度及危害度進行風險分析，其中六座為高風險，兩座為低風險。針對外觀檢查、壩體穩定、潰壩演水

風險等安全性評估，本研究篩選出優先處理之重點農塘皆無較立即性致災危險，以定期巡查維護為主。 

2.建議 

(1) 農塘土壩目前以透地雷達檢測進行隱患區及淺層孔洞之判釋。建議可搭配使用地電阻檢測，利用不同的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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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厚度和層次，進一步判斷土壩安全性之評估。 

(2)築壩式農塘現地發現多數築壩式農塘土壩上喬灌木滋生嚴重，亦或是當地居民自行種果樹於土壩上，因喬灌

木之根系為破壞土壩穩定性因素之一，建議定期維護管理築壩式農塘，包含土壩、出流設施、閘門、攔汙

柵等，延長農塘使用壽命，亦可增設沉砂設施降低農塘泥砂淤積問題。 

誌  謝 

本研究為『築壩式農塘安全性檢測及農塘設計與施工單元叢書』研究計畫之部分成果，前揭計畫承蒙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經費支持，研究過程蒙水土保持局保育治理組高組長伯宗、水庫保育科蔡科長明發及多位

委員先進等不吝提供諸多指正與協助，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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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臺北分局轄管範圍之築壩式農塘分布圖 

 
圖2 臺南分局轄管範圍之築壩式農塘分布圖 



2021中華水土保持研討會摘要論文集 

163 
 

 
圖3 農塘土壩(堤)雷達測線示意圖 

 

 

圖4 二維地層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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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淺層不均質材料示意圖 

 

 

圖6 淺層材料不均質訊號分布圖 

 

 
圖7 淹水深度及其危害度示意圖 

表1 8座重點農塘優先處理排序表 

項次 農塘編號 縣市 X Y 
透地雷達檢測 

可行性 

1 D-玉井區-層林里-左鎮-0258 臺南市 191863 2552893 壩頂 

2 H-大溪區-福安里-草嶺溪-0091 桃園市 278540 2747963 壩頂 

3 F-汐止區-白雲里-保長坑溪-0013 新北市 314497 2771231 壩頂 

4 D-南化區-小崙里-南化-0001 臺南市 196922 2551634 壩頂 

5 E-內門區-內南里-內門-0303 高雄市 193212 2533766 壩頂 

6 D-玉井區-三和里-後堀溪中游-0011 臺南市 195052 2554731 壩頂 

7 E-燕巢區-橫山里-牛食坑-0167 高雄市 188132 2518784 無法 

8 D-玉井區-層林里-左鎮-0263 臺南市 190694 2552836 壩頂 

9 E-旗山區-湄洲里-旗山-0161 高雄市 195946 2532015 壩頂 

10 E-旗山區-湄洲里-旗山-0160 高雄市 195844 2532120 壩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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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NDT.I.指標值對應淺層不均質狀況表 

NDT.I. 指標值 <2 2~5 >5 

淺層不均質狀況 不明顯 明顯 嚴重 

表3 優先處理之重點農塘透地雷達檢測結果表 

項次 農塘編號 

隱患區 

(孔洞、疏鬆、淘空) 

淺層材料不均質訊號指標 

局部土壤 

下陷位置 
 

非破壞評估 

指數(NDT.I.) 

淺層不均質 

狀況評估結果 

1 D-玉井區-層林里-左鎮-0258 無明顯訊號 0.358 不明顯 

樁號 0k+050 ~0k+051 之間及樁號

0k+069~0k+072 之間，注意下陷之可

能性。 

2 H-大溪區-福安里-草嶺溪-0091 無明顯訊號 0.672 不明顯 

樁號 0k+053~0k+079 之間及樁號

0k+410~0k+460 之間，注意下陷之可

能性。 

3 
F-汐止區-白雲里-保長坑溪

-0013 
無明顯訊號 0.521 不明顯 

樁號 0k+000~0k+002 之間，注意下陷

之可能性。 

4 D-南化區-小崙里-南化-0001 無明顯訊號 0.671 不明顯 
樁號 0k+000~0k+001.88之間，混凝土

版下方有土壤下陷現象。 

5 E-內門區-內南里-內門-0303 

無明顯訊號； 

樁號 0k+016~0k+078

之間，表面瀝青材料

有部分縱向裂縫，造

成反射訊號強烈 

0.868 不明顯 

樁號 0k+000 ~0k+010 之間及樁號

0k+078~0k+080 之間，注意下陷之可

能性。 

6 
D-玉井區-三和里-後堀溪中游

-0011 

無明顯訊號； 

三處疑似有地下管線 
0.672 不明顯 

樁號 0k+009~0k+022 之間，注意淺層

下陷之可能性。 

7 D-玉井區-層林里-左鎮-0263 

無明顯訊號； 

樁號 0k+023~0k+025

之間有金屬人孔蓋 

0.580 不明顯 

樁號 0k+004 ~0k+006 之間及樁號

0k+016~0k+018 之間，注意下陷之可

能性。 

8 E-旗山區-湄洲里-旗山-0161 無明顯訊號 0.496 不明顯 
樁號 0k+058 ~0k+063之間，注意下陷

之可能性。 

9 E-旗山區-湄洲里-旗山-0160 無明顯訊號 0.783 不明顯 
樁號 0k+000 ~0k+001.25之間，砂漿砌

石下方有土壤下陷現象。 

表4 脆弱度指標與保全對象戶數對應關係表 

保全對象 說明 評分 

建物 

(65) 

與防災措施相關之公共場所 

(學校、醫療設施及避難公共場所等) 
65 

5戶民宅以上 60 

1戶至 4戶間之民宅 30 

無住戶 0 

交通設施 

(35) 

橋梁 35 

道路 20 

無 0 

註：建物及交通設施取評分高者計算。 

表5 築壩式農塘之致災風險等級矩陣 

風險等級 
淹水危害度 

高 中 低 

保全 

脆弱度 

高 高 高 中 

中 高 中 低 

低 中 低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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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優先處理重點農塘之風險等級 

項

次 
農塘編號 

受溢淹 

之建物 

(戶) 

受溢淹之 

交通設施 

淹水 

危害

度 

保全 

脆弱

度 

風險

等級 

1 D-玉井區-層林里-左鎮-0258 9 台 20縣、聚落周圍道路、其他道路及菜寮溪通過的橋樑 高 高 高 

2 H-大溪區-福安里-草嶺溪-0091 14 台 7線、台 4線等道路及野溪通過的橋梁 高 高 高 

3 
F-汐止區-白雲里-保長坑溪

-0013 
331 

國道 3 號、聚落周圍道路、南港聯絡道等道路及野溪通

過的橋梁 
高 高 高 

4 D-南化區-小崙里-南化-0001 7 
南山公路、聚落周圍道路、市道南 191 等道路及菜寮溪

通過的橋梁，如福森橋、觀音第十七號橋、玉南一號橋 
高 高 高 

5 E-內門區-內南里-內門-0303 0 
高 120、聚落周圍道路及其他農用道路等道路，橋樑為

瑞山橋 
低 低 低 

6 
D-玉井區-三和里-後堀溪中游

-0011 
14 南 185、聚落周圍道路、台 20線及野溪通過的橋梁 中 高 高 

7 D-玉井區-層林里-左鎮-0263 0 土壩上之道路，以及菜寮溪通過的刺桐腳橋 低 低 低 

8 
E-旗山區-湄洲里-旗山-0161與

0160之串聯農塘 
357 

聚落周圍道路、延平一路旗甲公路、中華路中山公路等

道路，以及野溪通過的橋梁 
中 高 高 

表6 築壩式農塘檢查類型及頻率 

檢查類型 檢查頻率(年) 農塘屬性 

定期檢查 
1~3 重點農塘 

3~5 一般農塘 

不定期檢查 

(特殊檢查) 
～ 築壩式農塘 

表7 重點農塘維護管理 

安全性

等級 

風險

等級 
維護管理 備註 

低 

高 
1.工程改善 

2.定期檢查 

1.需實施非破壞性檢測，如透地雷達檢測等。 

2.定期清除占用物或採取清淤等整治措施，並檢視既有通洪能力，緩減下游溪流及

其沿岸區域之淹水威脅。 

3.檢測頻率為一至三年一次。 
中 

1.工程改善 

2.定期檢查 

低 
1.工程改善 

2.定期檢查 

1.需實施非破壞性檢測，如透地雷達檢測等。 

2.於颱風豪雨前清除占用物或採取清淤等整治措施，緩減下游溪流及其沿岸區域之

淹水威脅。 

3.檢測頻率為一至三年一次。 

中 

高 
1.工程改善 

2.定期檢查 

1.依築壩式農塘損壞情形，視情況進行非破壞性檢測，如透地雷達檢測等。 

2. 定期清除占用物或採取清淤等整治措施，並檢視既有通洪能力，緩減下游溪流及

其沿岸區域之淹水威脅。 

3.檢測頻率為一至三年一次。 

中 定期檢查 

1.定期清除占用物或採取清淤等整治措施，並檢視既有通洪能力，緩減下游溪流及

其沿岸區域之淹水威脅。 

2.檢測頻率為一至三年一次。 

低 定期檢查 

1.於颱風豪雨前清除占用物或採取清淤等整治措施，緩減下游溪流及其沿岸區域之

淹水威脅。 

2.檢測頻率為一至三年一次。 

高 

高 定期檢查 1.定期清除占用物或採取清淤等整治措施，並檢視既有通洪能力，緩減下游溪流及

其沿岸區域之淹水威脅。 

2.檢測頻率為一至三年一次。 
中 定期檢查 

低 定期檢查 

1.於颱風豪雨前清除占用物或採取清淤等整治措施，緩減下游溪流及其沿岸區域之

淹水威脅。 

2.檢測頻率為一至三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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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優先處理重點農塘之改善處理對策及維護管理 

項次 農塘編號 縣市 
安全性
等級 

風險 
等級 改善處理對策及維護管理 

1 
D-玉井區-層林

里-左鎮-0258 
臺南市 中 高 

1.壩體上游坡面喬灌木滋生嚴重，因拔除大型樹叢恐導致壩體孔洞的形成致災，建議考量

現地因素及樹種類型謹慎處理。 

2.建議定期清除占用物或採取清淤等整治措施，以恢復溪流通洪能力，並檢視既有通洪能

力，緩減下游溪流及其沿岸區域之淹水威脅。 

3.每一至三年針對築壩式農塘定期檢查，並於颱風豪雨、洪水或地震等天然事件發生時或

之後進行不定期檢查。 

2 

H-大溪區-福安

里-草嶺溪

-0091 

桃園市 高 高 

1.建議定期清除占用物或採取清淤等整治措施，以恢復溪流通洪能力，並檢視既有通洪能

力，緩減下游溪流及其沿岸區域之淹水威脅。 

2.每一至三年針對築壩式農塘定期檢查，並於颱風豪雨、洪水或地震等天然事件發生時或

之後進行不定期檢查。 

3 

F-汐止區-白雲

里-保長坑溪

-0013 

新北市 中 高 

1.壩體上游坡面喬灌木滋生嚴重，因拔除大型樹叢恐導致壩體孔洞的形成致災，建議考量

現地因素及樹種類型謹慎處理。 

2.建議定期清除占用物或採取清淤等整治措施，以恢復溪流通洪能力，並檢視既有通洪能

力，緩減下游溪流及其沿岸區域之淹水威脅。 

3.每一至三年針對築壩式農塘定期檢查，並於颱風豪雨、洪水或地震等天然事件發生時或

之後進行不定期檢查。 

4 
D-南化區-小崙

里-南化-0001 
臺南市 中 高 

1.壩體上游坡面喬灌木滋生嚴重，因拔除大型樹叢恐導致壩體孔洞的形成致災，建議考量

現地因素及樹種類型謹慎處理。 

2.建議定期清除占用物或採取清淤等整治措施，以恢復溪流通洪能力，並檢視既有通洪能

力，緩減下游溪流及其沿岸區域之淹水威脅。 

3.壩頂於樁號 0k+000~0k+001.88 之間，混凝土版下方有土壤下陷現象，目視結果無立即

危害性，建議於定期檢查時特別注意。 

4.每一至三年針對築壩式農塘定期檢查，並於颱風豪雨、洪水或地震等天然事件發生時或

之後進行不定期檢查。 

5 
E-內門區-內南

里-內門-0303 
高雄市 中 低 

1.壩體上游坡面喬灌木滋生嚴重及下游坡面植被異常滋生，因拔除大型樹叢恐導致壩體孔

洞的形成致災，建議考量現地因素及樹種類型謹慎處理。 

2.建議於颱風豪雨前清除占用物或採取清淤等整治措施，以恢復溪流通洪能力，緩減下游

溪流及其沿岸區域之淹水威脅。 

3.每一至三年針對築壩式農塘定期檢查，並於颱風豪雨、洪水或地震等天然事件發生時或

之後進行不定期檢查。 

6 

D-玉井區-三和

里-後堀溪中游

-0011 

臺南市 高 高 

1.建議定期清除占用物或採取清淤等整治措施，以恢復溪流通洪能力，並檢視既有通洪能

力，緩減下游溪流及其沿岸區域之淹水威脅。 

2.每一至三年針對築壩式農塘定期檢查，並於颱風豪雨、洪水或地震等天然事件發生時或

之後進行不定期檢查。 

3.操作平台鋼筋裸露建議進行閘門整修。 

7 
D-玉井區-層林

里-左鎮-0263 
臺南市 中 低 

1.壩體上游坡面喬灌木滋生嚴重，因拔除大型樹叢恐導致壩體孔洞的形成致災，建議考量

現地因素及樹種類型謹慎處理。 

2.溢洪道工作橋、閘門操作平台及吊門機組明顯破損與鏽蝕，建議進行修繕 

3.建議於颱風豪雨前清除占用物或採取清淤等整治措施，以恢復溪流通洪能力，緩減下游

溪流及其沿岸區域之淹水威脅。 

4.每一至三年針對築壩式農塘定期檢查，並於颱風豪雨、洪水或地震等天然事件發生時或

之後進行不定期檢查。 

5.工作橋鏽蝕、操作平台破損及吊門機組鏽蝕等建議重建。 

8 

E-旗山區-湄洲

里-旗山-0161

與 0160之串聯

農塘 

高雄市 中 高 

1.壩體之壩頂及上游坡面喬灌木滋生嚴重，因拔除大型樹叢恐導致壩體孔洞的形成致災，

建議考量現地因素及樹種類型謹慎處理。 

2.建議定期清除占用物或採取清淤等整治措施，以恢復溪流通洪能力，並檢視既有通洪能

力，緩減下游溪流及其沿岸區域之淹水威脅。 

3.0160農塘於壩頂於樁號 0k+000 ~0k+001.25之間，砂漿砌石下方有土壤下陷現象，目視

結果無立即危害性，建議於定期檢查時特別注意。 

4.每一至三年針對築壩式農塘定期檢查，並於颱風豪雨、洪水或地震等天然事件發生時或

之後進行不定期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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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蠣殼替代混凝土細骨材影響之研究 

任哈利[1]*  洪耀明[1] 

摘  要 建築營造產業約佔 27%碳排放，其中混凝土原料包括水泥、粗骨材及細骨

材，本研究以台糖公司生產之牡蠣殼粉，取代不同比例之細骨材，測試混凝土強度。採

用之混凝土比例為 16.67% 的水泥、33.33% 的細骨材和 50% 10-20 毫米之細骨材，

牡蠣殼粉之細骨材取代率包括 0%、10%、20%、30% 和 40%。試驗結果發現，牡蠣

殼粉細骨材取代率越高，其抗壓強度越低，當取代率達 40%，56 天抗壓強度仍達到

30MPa，符合建築強度要求，同時牡蠣殼粉比重較細骨材輕，取代率達 40％時，混凝

土減少 10%單位重。 

關鍵詞：牡蠣殼粉、混凝土、抗壓強度、比重 

The Effect of Substitution of the Fine Aggregate in 

Concrete with Oyster Shell 

Sharan Roy Choudhury [1] *  Yao Ming Hong [1]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responsible for around 27% of carbon 

emissions. Concrete raw materials consist of cement, coarse aggregates, fine aggregates, and 

admixtures. In this study, oyster shell powder produced by Taiwan Sugar Company replaced 

fine aggregates in different proportions to test the strength of concrete. The proportion of 

concrete used is 16.67% of cement, 33.33% of fine aggregates, and 50% of 10-20 mm fine 

aggregates. The replacement rate of fine aggregates of oyster shell powder includes 0%, 10%, 

20%, 30%, and 40%. The test results inducated that the higher the replacement rate of fine 

aggregate with oyster shell, induces the lower compressive strength. When the replacement rate 

reaches 40%, the 56-day compressive strength still reaches 30MPa, which meets the building 

strength requirements. The oyster shell powder has lower specific gravity than sand. When the 

substitution reaches 40%, the unit weight of concrete is reduced by about 10% compared to 0% 

substitution rate. 

Key Words : Oyster Shell; Concrete;Comprsssive strength; Specific Gra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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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日治山防災工程構造物檢查評估差異探討 

詹婉妤[1]* 陳振宇[1] 施佩昱[1] [2] 高百毅[1] 

摘  要 治山防災工程構造物會因洪水或地震造成損傷，或因材料長期自然劣化，如

何透過定期巡檢提早發現問題，使能持續發揮它的功能性，是重要的課題。本研究以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治山防災工程構造物巡查作業要點(草案)」及日本國土交

通省「砂防相關設施檢查要領(草案)」為例，針對臺日雙方對於構造物之檢查、評估方法

等差異進行探討。結果顯示，臺灣與日本在實施檢查之構造物類別、巡查時機、功能評

估分級及處理建議分級不盡相同，且在檢測標準上，臺灣已嘗試研訂定量檢測標準，而

日本則多為定性及半定量。相關比較結果未來可供國內納入後續構造物檢查及評估方法

參考，以確保構造物可持續發揮原有水土保持設計功效。 

關鍵詞：構造物、巡檢作業、水土保持。 

The Vari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in 

Inspection and Evaluation of Engineering Structures 

of Watershed Management and Erosion Control 

Su-Fen Wang[1] *  Uen-Hao Wang[2]  Jihn-Fa Jan[3]  Yi-Chin Chen[1] 

ABSTRACT Sediment control could be damaged by floods, earthquake or deterioration 

of materials. Therefore, how to detect and maintain function of the engineering during the yearly 

inspection and evaluation its functional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is study compared the 

guidelines of inspection procedure for sediment control in Taiwan and Japan, and clarified the 

variation in inspection subject, schedule, and evaluation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guidelines in Taiwan and Japan, for example, inspection subjects, inspection 

timing, functional evalu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processing suggestion classification. Moreover, 

Taiwan has developed quantitative inspection standards, but Japan still used the qualitative and 

semi-quantitative ones. The relevant comparison results could be the reference or suggestion 

for the subsequent structure inspection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Key Words : Engineering Structures, Inspection work,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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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極限平衡法評估坡面不安定土砂及分區初探 

高百毅[1]* 陳振宇[1] 施佩昱[1][2] 

摘  要 2009 年莫拉克颱風造成中南部山區嚴重崩塌，部份集水區仍有大量不安

定土砂停留於坡面，如再遇巨量降雨或地震，可能形成二次災害。儘管許多研究已透

過數值模擬等方式評估二次災害風險，惟相關模擬使用前仍需先找出不安定坡面及其

可能崩塌土砂量。本研究嘗試使用 Yoshino 和 Uchida(2019)提出之極限平衡法，透

過坡面幾何和材料參數等數據，快速評估潛勢區域內不安定的坡面，並以 2021 年 8

月盧碧颱風造成玉穗溪上游大規模崩塌之坡面為案例進行測試。 

關鍵詞：大規模崩塌、極限平衡法、不安定土砂 

A Preliminary Study on Evaluation the Unstable 

Sediment on Slope and Zoning by Limit Equilibrium 

Method 

Bai-Yi Kao[1]* Chen-Yu Chen[1] Pei-Yu Shih [12*] 

ABSTRACT In 2009, Typhoon Morakot caused severe landslides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mountainous areas. A large amount of unstable sediments remain on the slope in partial 

watersheds. Secondary disaster possi-bly may occur again during the heavy rainfall or 

earthquakes. Although some studies had used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other methods to assess 

the risk of secondary disasters,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find out the unstable slope and sediment 

quantity before the corresponding simulation. This study used the limit equilibrium method 

proposed from Yoshino and Uchida (2019) and quickly evaluated unstable slopes in the 

potential area through data such as slope geometry and material parameters. In addition, a cas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the large-scale landslide occurred in upstream of Yusui River during 

Typhoon Lupit in August 2021. 

Key Words : Large-scale landslide, limit equilibrium method, unstable sed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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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BigGIS 快速評估臺灣歷年堰塞湖迴水面積與量體 

施佩昱[12*] 陳振宇[2]  詹婉妤[2] 

摘  要 自莫拉克颱風後，臺灣對於堰塞湖所造成之災害日益重視，惟由於其形成條

件之限制，堰塞湖多發生於集水區上游人煙稀少及交通難以到達地區，往往只能透過直

升機空勘等方式進行調查，致使如迴水面積及量體等現地資料取得不易。本研究使用水

土保持局建立之 BigGIS 平台，以多元多期衛星影像監測堰塞湖變化消長，同時配合其

內建之數值地形高程與挖填方分析模組，快速估算堰塞湖迴水面積與量體。透過比對歷

年水保局、林務局及水利署等單位建立之堰塞湖調查報告內容，結果顯示以 BigGIS 平

台快速評估之結果與前者相當接近，後續可提供各單位防災應變相關規劃使用。 

關鍵詞：BigGIS、堰塞湖、衛星影像 

Applied BigGIS on Evaluation Initial Information of 

Historical Landslide Dam Cases in Taiwan  

Pei-Yu Shih [12*]  Chen-Yu Chen [2]  Wan-Yu Chan [2] 

ABSTRACT Due to the deep-seated landslide in Xiaolin Village during Typhoon 

Morakot in 2009, researchers are aware of this type of hazards and treat the landslide dam as 

the attach importance to study. However, most of the landslide dams formed in upstream or the 

desolated position where inaccessible to investigating. The investigator has obtained the in-situ 

information through helicopters most of the time. But, it often increases the difficulties to obtain 

the information. Consequentl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1. Monitoring different landslide dam 

process periods with various satellite images and multiple periods 2. Operating the function 

tools like DEM and earthwork computations to assess the length and volume of backwater via 

BigGIS platform developed by Soil &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SWCB). Furthermore, it 

compares the investig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natural dam from the disaster reports of 

government agencies such as SWCB, Water Resources Agency and Forestry Bureau. In 

conclusions, the evaluation datum by BigGIS were similar with in-situ disaster reports.  It also 

could offer properly response preventions and plans of future natural dam disasters for 

correlated decision makers or official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 BigGIS, landslide dam, satellite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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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IRIS 模式模擬降雨入滲影響下之邊坡穩定分析-以玉穗

溪崩塌地為例 

林宥伯[1] [2]* 陳振宇[1]  高百毅[1] 

摘  要 為掌握降雨引致崩塌之發生機制、時間與規模，許多研究已發展出降雨引致

崩塌之數值模式，惟多數係採二階段模擬，先模擬降雨期間土壤含水量或地下水位變化

情形，然後再將模擬結果以切片法等進行邊坡穩定分析。Tsutsumi(2007)開發的 IRIS 

(Integrated Rainfall-Infiltration-Slope stability model)模式係以三維 Richard’s 

方程式配合有限元素法模擬降雨入滲過程中土層含水量變化，再以簡易 Janbu 切片法

進行邊坡穩定分析，最後以動態規劃法結合變分法自動找出臨界滑動面，模擬過程已完

全整合，毋需分階段處理。本研究使用 IRIS 模式，並以 2021 年 8 月盧碧颱風造成玉

穗溪上游大規模崩塌之坡面為案例進行模擬。 

關鍵詞：邊坡穩定、數值模擬、IRIS、玉穗溪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ainfall   

infiltration using IRIS model - A Case Study of Yusui 

River 

Yu-Po Lin[1] [2]*  Chen-Yu Chen [1]  Bai-Yi Kao[1] 

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ccurring time and scale of landslides 

triggered by rainfall, some researchers developed several numerical models for the simulation 

of landslides during rainfall. However, most of the models conduct the simulation by two stages. 

First, they implement the rainfall-infiltration process, then use the results to carry out the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The IRIS model integrated the above two stages. Firstly, the variation of water 

content is described by Richard’s equation, performing finite-element method to solve the 

process of rainfall-infiltration. Secondly, the concept of limit equilibrium using Janbu’s 

simplified method is utilized for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Afterward, the critical slip surface is 

determined by dynamic programming method. This study used the IRIS model and conducted 

a simulation a large-scale landslide occurred in upstream of Yusui River during Typhoon Lupit 

in August 2021. 

Key Words : Slope stability, Numerical Simulation, IRIS, Yusui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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