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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面型土石流地形判釋分析模式 

陳天健* 羅元勳 楊婉君 陳柏龍 

摘  要 坡面型土石流災害常在劇烈降雨下出現在聚落周邊山坡，對山區居民安全影響甚大。為能事前掌

握坡面型土石流發生潛勢地區，提升防災及預警工作，本文採用莫拉克颱風高屏溪流域之事件共 80 處，萃取

地形特性因子，進行坡面型土石流與崩塌坡面之判釋模式研究。費雪區別分析結果顯示以下述 7 項因子，包

括有效集水區指標、流動段平均坡度、形狀係數比、流動區深寬比、發生區平均寬度、坡面平均坡度比及崩

塌潛感面積等，所建立的坡面型土石流判釋模式，可得最佳正判率達 90%。期應用此判釋模式能事前掌握坡

面型土石流潛勢地區，提升防災及預警工作。 

關鍵詞：坡面型土石流、崩塌、區別分析、判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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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llslope type Debris Flows (HDFs) often occur at the heritage in mountain areas, 

causing the serious impact to residents. However, the topography of HDF and shallow landslide is 

quite similar thu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This study proposal a HDF topographic recognition 

model based on the FISHER discrimination methodusing40 HDFs and 40 landslides induced by 

Typhoon Morakot in Kaoping River, Taiwan.The topographic recognition model consists of 7 va-

riables, including effective watershed area index, average channel gradient of the transport 

segment, form factor rate, depression ratio of the transport segment, average width of the initia-

tion segment, and average gradient of watershed, and its classification rate reached 90%.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recognition mode will improve the slope disaster prevention of HDF type. 

Key Words :Hillslope type debris flow, landslide, discriminate method, recognition model. 
 
 

一、前  言 
台灣地區坡地災害與土石流事件頻繁，於諸多土石流災害

中，坡面型土石流 (Hillslope Type Debris Flow, HDF) 常出現

在聚落周邊之山坡 (陳天健等，2009)，因其好發地形與坡面

崩塌之地形相近不易區分，居民常居於危地而不自知，因此坡

面型土石流對山區居民安全影響甚大。如 2009 莫拉克於高雄

市六龜區新發里區，造成 7 處坡面型土石流災害，多名居民遭

沖失或掩埋，數十戶房屋遭損毀或掩埋 (陳天健等，2009)。
2010 梅姬颱風造成蘇澳鎮冷泉路的白雲寺和鄰近民宅遭土石

流襲擊，9 人被遭泥流掩埋 (NCDR，2010)。而國外亦如是，

如 2012 年 7 月 11 日日本地區豪雨，九州阿蘇市一之宮町坂梨

地區多人遭泥流埋沒，十數間民房遭掩埋 (吳亭燁等，2012)。
2014 年 8 月廣島豪雨土石流，造成 73 人傷亡 (張志新等，

2014)。 

坡面型土石流比起一般常見之溪流型土石流規模小 (陳
天健等，2015)，地形上不一定有明顯溪溝與坡面崩塌之地形

相近不易區分如照片 1 所示，發生時因坡面坡度陡峭造成流動

速度較快，且流動距離短，常直接衝擊下方聚落或民宅，相對

可預警時間也較短，因此若能事前掌握坡面型土石流潛勢較危

高之坡面地區，將有助於土石流災害防治與預警。 
近年來國內外學者對於坡面型土石流之研究，較集中於地

形、產狀、特性等描述 (Evans, 1982；Hungr et al., 2001；謝正

倫，2001；林慶偉等，2002；周憲德，2002；何明憲，2003；
陳晉琪等，2004；呂岡侃與徐美玲，2004；游繁結等，2005；
Benda et al., 2005；Jakob and Hungr, 2005;；Wang, 2005; Jomelli 
et al, 2007；陳晉琪等，2007；王振宇，2012，陳天健等，2015)。
陳天健等 (2015) 彙整國內外文獻同時比對國內 100多處土石

流災害之地形，進一步歸納出坡面型土石流 12 項地形與材料

特徵。前述學者亦提出溪流型及坡面型土石流之地形判釋模式，

 
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ingtung 912, Taiwan.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tcchen@mail.npust.edu.tw 



96 陳天健、羅元勳、楊婉君、陳柏龍：坡面型土石流地形判釋分析模式 

 

正判率可達 88%。相較之下，坡面型土石流與一般坡面崩塌

之地形判釋模式則無相關研究。 

基於此，本文以高屏溪流域受莫拉克風災後所觸發之坡面

型土石流為研究對象，應用費雪 (FISHER) 區別分析方法建

立坡面型土石流地形判釋模式，首先選用 19 項地形因子進行

區別分析，觀察區別分析之正判率；而後逐一測試與剔除因子

觀察各因子對正判率影響，最後，以取得最佳判定之因子檢驗

證判釋模式之效力。 

 
照片 1. 2009莫拉克颱風高雄市六龜區兩坡面型土石流事件 (左) 高市 DF055，(右) 高市 DF102 

Photo 1. Two hillslope type debris flow events, Kaohsiung DF055 (left) and Kaohsiung DF102(right), occurred in 2009 

Typhoon Morakot 

 

二、研究區域概述 

高屏溪流域包括旗山溪、隘寮溪、高屏溪、荖濃溪等，主

流為荖濃溪，全長 171 公里為全台第二長之河川，流域面積為

3,257 平方公里。高屏溪流域內平均年雨量達 3,046 毫米，每

年 5 至 9 月為此流域之降雨季節，平均年逕流量約 84.5 億立

方公尺，平均年輸砂量每平方公里流域面積約 530 噸 (中央地

質調查所，2009)。 

地層與地質構造亦呈北北東—南南西走向延伸如圖 1 所

示，流域內出露之地層可以土壠灣斷層以及潮州斷層的連線概

略劃分為兩大區塊，斷層線以東出露地層以脊樑山脈帶之變質

岩與亞變質岩地層為主，包含大南澳片岩、十八重溪層 (板岩)、

達見砂岩、畢祿山層 (板岩及硬砂岩)、佳陽層 (板岩)及廬山

層 (板岩)；斷層以西出露地層則屬西部麓山帶之沈積岩地層

為主，包括南港層、南莊層、桂竹林層、古亭坑層與頭嵙山層

之相當地層，岩性以砂岩、粉砂岩、頁岩與泥岩為主 (中央地

質調查所，2009)。 

本研究使用的坡面型土石流災害目錄，為引用高屏溪流域

莫拉克颱風災後調查成果 (陳天健等，2015)，確認具有土石

流堆積特性之坡面型土石流點位。本文選用新生坡面型土石流

或坡面崩塌事件作為分析案例，每一事件均比對莫拉克風災前

後之航照，確認災前其集水區為無明顯崩塌與流槽且植被良好。

而土石流事件亦符合之坡面型土石流 12 項判釋準則。最後篩

選出 40 處坡面型土石流資料，本文後續以 HDF 表示，點位分

布如圖 1。 

為提供判別分析，本文另建置未發生土石流之崩塌坡面單

元。本研究利用災前 DEM 產生邊坡單元，並於挑選坡面型土

石流災點附近或自然條件相近之崩塌坡面單元，同時亦檢視莫

拉克颱風災後航照，確認颱風時發生崩塌但無土石流流動、堆

積等現象。最後亦圈選 40 筆之崩塌坡面集水區，LS 表示，點

位分布亦請參見圖 1。 

 

 
圖 1 研究區地形及地質圖 (中央地質調查所，2009) 與坡面

型土石流及崩塌事件所在位置 

Fig.1 The topographic and geological (Central Geological 

Survey, 2009) maps of Kaoping River Ba-

sin.Locations of HDF and LS events are also 

showed in the map 

註:a:礫石、砂及粘土，Al:粉砂岩和頁岩薄互層，Cc:砂岩及頁岩互層，Gt:
青灰色泥岩偶夾薄砂岩層, Hh:厚層粉砂岩及粉砂岩和砂岩厚互層, Kz:頁岩, 
Le: 礫岩、砂岩、砂質頁岩和泥岩, Lo:厚層礫岩與泥岩互層，偶夾席狀或透鏡

狀砂岩，Nc:砂岩及頁岩互層,Nl:厚層砂岩、泥質砂岩間夾有厚層的薄砂、頁岩

互層，及厚層炭質頁岩夾砂岩層，Si:頁岩間夾薄層粉砂岩，t:泥、砂及礫石，

Tn:厚層砂岩和泥質砂岩，Ts:厚層泥岩間夾砂岩與礫岩，Ys:塊狀頁岩。br:玄
武岩質火成碎屑岩和熔岩流，Ls:板岩及變質砂岩與板岩薄互層:火成岩，Co:
硬頁岩或板岩間夾透鏡狀砂岩體，Cu:層狀大理岩，Cy:厚層板岩偶夾變質砂岩，

Ep:板岩為主間夾變質砂岩，夾有變質火成岩透鏡體，Gl:石英雲母片岩，gr:
綠色變質火成岩，Tc:厚層變質砂岩間夾板岩，Ty:板岩、千枚岩及變質砂岩，

Ya:厚層變質砂岩與板岩互層。 
Note: a:Gravel, sand and mud, Al:Thin alternation of siltstone and 
shale, Cc:Alternation of sandstone and shale, Gt:Mud with interca-
lated sandstone, Hh:Thick-bedded siltstone, Kz:shale, 
Le:Conglomerate, sandstone, sandy shale and mudstone, 
Lo:Conglomerate with mudstone interbeds, Nc: sandstone and 
shale,Nl:Thick sandstone, mudstone, and shale, Si:Shale with silt-
stone, t:Gravel, sand, silt, and clay,Tn:Thick-bedded massive sand-
stone and muddy sandstone, Ts:Thick mudstone with sandstone and 
conglomerate interbeds, Ys:Massive shale,. br:Basaltic pyroclastic 
rock, Ls:Slate, tu:Igneous rock, Co:Argillite and slate, 
Cu:Thick-layered marble, Cy:Slate with thin bedded siltstone, Ep:Slate 
with meta-sandstone and igneous rock, Gl:quartz-mica schist, 
gr:meta-igneous rock, Tc:sandstone, argillite and slate, Ty:Slate and 
phyllite, Ya:Quartzitic sandstone, argil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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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釋分析模式因子 

1. 圖資資料庫 

研究資料庫首先建置野外土石流災害目錄，同時配合災前

及災後遙測影像與數值高程模型(DEM) 等，獲取土石流與崩

塌地之地文、水文、類型、產狀、災害範圍等資訊，再於地理

資訊系統平台加值產製各項判釋因子，其中坡面型土石流與崩

塌坡面目錄各 40 處，共計 80 處災害目錄。其中 60 筆用於

發展判釋模式，另 20 處作為模式測試之用。本文使用之相關

圖資，包括：野外地形及產狀調查記錄、內政部第三版

1/25000 地形圖、流域地質圖幅、衛星影像及航空照片、莫

拉克颱風崩塌圖層、以及災前數值高程模型等。 

2. 因子資料庫建置方法 

本研究分別考慮地形、集水區、水文等各項特性，經多方

嘗試後挑選 19 項較適用於坡面型土石流之地文因子，因子如

表 1 所示。以下分別說明呈現坡面型土石流及崩塌坡面各項

因子之定義及產製方法與其值域分布狀況。 

表 1 區別分析之各因子使用代號表 

Table1 Factor’s Codes used for discriminant analysis 

特性因子 使用代號 

集水區面積 WA 

有效集水指標 EWAI 

形狀係數比 FR 

集水區平均寬度 W 

隘口高程比 DHPR 

崩塌潛感面積 LSA 

崩塌潛感面積比 RLSA 

集水區坡面平均坡度 HASW 

發生區坡面平均坡度比 HASR 

發生區形狀係數 FI 

發生區平均寬度 WI 

發生段深寬比 HARI 

發生區坡面平均坡度 HASI 

發生區起伏比 TRI 

流動段長度 LT 

流動段高程差 DHT 

流動段平均坡度 AST 

流動段起伏比 TRT 

流動段深寬比 HART 

 

(1) 土石流集水面積、有效集水面積指標及流動段長度 

本文所指之土石流發生區面積，為一坡面區域其上

坡面至下坡面間，地形開始束縮成一流路之隘口以上之

集水面積，於此亦稱之為有效集水面積。本文採用災前

航照、等高線及數值高程模型 (DEM) 等圖資，由集水

區 DEM 上游束縮地形上設定隘口，並圈畫隘口以上之

集水區定義為土石流發生區域，如圖 2 中左圖所示。每

一分析單元之有效集水面積除以集水區面積 (WA)，即

為有效集水指標 (EWAI)。圖 2 右表示集水區地形因子

計算示意圖，遙測圖資上所測繪之河道長度是正射投影

長度，其長度為水平距離 (Lh)，將 Lh 除以cos 求得其

坡面之流動段長度 (Lw)。圖 2 中 LT 為流動段長度之斜

距 (m)，Lh為流動段長度之水平投影距離 (m)，θ 為流

動段之平均坡度 (°)。HDF 與 LS 之集水區面積、發生

區面積、有效集水指標及流動段長度之因子分布情形如

圖 3 及圖 4 所示。其中圖 3 顯示 HDF 及 LS 兩者之分

布趨勢相近。兩者集水區面積多為小於 25 公頃之集水

區，且發生區面積則佔全集水區之比例較大，多數有效

指標於 0.3-0.8 間。隨集水面積增加，有效集水指標 (發

生區面積比) 隨之下降，亦即大集水區時其流動區與堆

積區之面積隨之增加。圖中可見兩種類型之集水區面積

大小分布相近，HDF 集水區面積稍大於 LS。觀察集水

區面積與有效集水指標之分佈，發現 LS 單元之分佈較

集中，而 HDF 單元點之分佈則較為分散。有效集水指

標於0.4附近有一較明顯界線 (HDF有效集水指標值多

數小於 0.4，LS 有效集水指標值則偏較大)。 

由圖 4 可看出兩種單元其集水區面積與流動段長度

略成正比關係，惟 HDF 之分布較為分散。HDF 之流動

段長度主要分布小於 500 公尺，佔總筆數 53.3 %，平

均值為568公尺，可看出坡面型土石流之流動段長度短，

且集中於 1000 公尺以下，佔 86.6%，相較於 LS 集水

區之流動段長度，LS 更集中於 500 公尺以下，佔總筆

數70 %，由此可知HDF流動段長度比LS單元長度長。 

 
圖 2 隘口與發生區選取示意圖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components and dimensions 

of a watershed 

 
圖 3集水區面積與有效集水指標分布情況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effective watershed area in-

dex (EWAI) and watershed area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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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流動段長度與集水區面積分布情況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length of the transport seg-

ment (LT) and watershed area (WA) 

(2) 形狀係數比及平均寬度 

本文使用 Horton(1932) 提出之形狀係數觀念，以

集水區之全長 (Lw) 取代主要河道長度 (L)，計算集水區

形狀係數F WA/L 。另仿形狀係數觀念，定義發生區

形狀係數 (FI)，FI EWA/L，其中EWA為發生區面積，

LI 為隘口沿谷線至發生區頂端之斜距為發生區長度。發

生區形狀係數更能表現出土石流之水量的提供變化，可

視為發生區匯水量的一種指標。此外，為探討集水區形

狀之變化，另定義形狀係數比FR FI/F，以發生區形狀

係數除以集水區形狀係數而得。 

圖 5 顯示出發生區之形狀係數 (FI) 約略與發生區

寬度 (WI) 成正比，亦即由狹窄逐漸寬廣，此與溝壑演

化趨勢相符。HDF及LS兩者之FI主要集中於0.01-0.2，

佔總筆數 67%，同一寬度下，LS 集水區形狀係數略大

於 HDF，集水區形狀稍較 HDF 寬圓，但差異不大。整

體而言兩者皆屬於狹長型集水區。 

 
圖 5 發生區形狀係數與發生區寬度分布情況 

Fig.5 Distribution of Form factor of the initiation region 

FI and average width of the initiation segment AWI 

圖 6 中顯示  LS 集水區寬度 (W) 主要集中於

200m 以下，HDF 亦有相同分布特性。而就形狀係數比

顯示坡面型土石流形狀係數比 FR 多大於 1，呈現頭部

較圓寬之漏斗形狀集水區，佔總筆數 90%，此與 HDF

源頭為一碗狀崩塌地連接下方流槽之特性相符。整體而

言兩者之形狀類似。 

 
圖 6 集水區形狀係數比與集水區平均寬度分布情況 

Fig.6 Relationship betweenform factor rate (FR) and 

average width of watershed (W) 

(3) 隘口高程比與流動段高程差 

隘口高程比 (DHPR) 為以隘口高程差除以集水區

高程差而得。隘口高程比間接表示發生區位於坡面縱剖

面之區位，其值越大則表示隘口接近坡趾，流動區短，

較不易形成土石流。反之其值越小時，隘口位於坡腹至

坡頂間，其流動距離長，較易形成土石流。圖 7 為 HDF

與LS之流動段高程差 (DHT) 與隘口高程比分布情形。

圖中可見 LS 分布較為集中，而 HDF 分布較為分散，兩

種類型之流動段高程差與集水區高程差呈現正比，有一

線性關係。另就 DHPR 方面，圖中顯示 HDF 之 DHPR

值主要分布於 0.25-0.75 之間，顯示大部分的 HDF 之

隘口位於集水區之坡腹位置，而崩塌坡面集水區其隘口

高程比值雖亦主要分布於 0.3-0.8之間，但 LS之DHPR

較集中 0.5 以上，顯示 LS 隘口位置較偏於坡腹至坡趾

之間，此將形成了流動段距離較短現象。 

 
圖 7 流動段高程差與隘口高程比分布情況 

Fig.7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vation difference rateof 

pass (DHPR) and elevation differences of the 

transport segment (D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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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深寬比與地形坡度 

本文進一步討論集水區橫剖面地形特性，針對集水

區之發生段深寬比 (HARI) 及流動段深寬比 (HART) 

兩個區位分別討論。本文採用日本國土技術政策總和研

究所 (2007) 溪谷地形之定義，如圖 8 所示。利用兩萬

五千分之一地形圖，分別求取發生段及流動段之最大寬

度作為坡面寬 a，該平面之深度為坡面深 b，以坡面深 b

除以坡面寬 a 計算深寬比。圖 9 為 HDF 與 LS 之發生

區坡面平均坡度與發生段深寬比分布情況。圖中顯示 LS

之發生區坡面平均坡度略高於 HDF，而兩者 HARI 之分

布趨勢則相近；LS 平均 33 度左右，而 HDF 之坡度則

較約於 29 度。其次，HDF 與 LS 深寬比於流動段則有

較明顯之不同，圖 10AST 與 HART 之分布狀況，其約

呈現兩群組之分布，就同一流動段平均坡度而言，HDF

具有較高之深寬比，亦顯示HDF災前即稍具蝕溝地形。

相較於圖 9 流動段深寬比較高於發生段，顯示 LS 與

HDF 之地形演化，其流動段地形有明顯的下切情況，而

HDF 變化明顯較大，亦顯示出 HDF 災前地形變動較

大。 

 
圖 8 溪谷地形寬度 (a) 及深度 (b) 定義 (日本國土技術政

策總和研究所，2007) 

Fig.8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width (a) and depth 

(b) of a torrent (Japanes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nd 

and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2007) 

 
圖 9 發生區坡面平均坡度與發生段深寬比分布情況 

Fig.9 Relationship between average slope gradient of the 

initiation region (HASI) and depression ratio of the 

initiation segment(HARI) 

 
圖 10 流動段平均坡度與流動段深寬比分布情況 

Fig.10 Distribution of average channel gradient of the 

transport segment AST and depression ratio of the 

transport segment HART 

(5) 起伏比(TR) 

本文以流動段起伏比 (TRT) 及發生區起伏比 (TRI) 

代表整體集水區縱剖面變化情形。起伏比為以各分段之

高程差 (ΔH) 除以水平距離 (L) 而得。圖 11 示出 HDF

及 LS 之流動段起伏比與發生區起伏比分布情形，圖中

可看出 LS 之 TRT 與 TRI 分布較集中於一斜線上，兩個

因子之間成正比；而 HDF 分布較為分散，兩個因子之

間略呈正比，但相關性明顯不大，其 TRI 主要均低於

0.75。 

 
圖 11 發生區起伏比與流動段起伏比分布情況 

Fig.11 The distribution of elevation difference rate of the 

transport segment TRT and of initial segment TRI 

(6) 地形平均坡度與崩塌潛感面積比 

崩塌潛感面積比  (RLSA) 因子為崩塌潛感面積 

(LSA) 除以集水區面積 (WA)，取其百分比(陳柏龍，

2013)。其中，崩塌潛感面積之計算方法為，先以各地

質區其發生崩塌區域之主要坡度作為崩塌潛感坡度，而

後計算各分析單元內崩塌潛感坡度所涵蓋面積即為 LSA。

當崩塌潛感面積比越大，此區域之可能崩塌範圍較廣；

反之則可能崩塌範圍較小。 

圖 12 為分別 HDF 與 LS 集水區內崩塌潛感面積與

high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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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區之分布結果，整體而言，兩類型之崩塌潛感坡度

主要分佈於 20-44 度間，惟 30 至 44 度間 HDF 與 LS

兩者出現較顯著差異。圖 13 進一步以坡度 1 度區間表

現其差異性，圖中可看於 30-35 度之間有明顯區分，因

此本研究坡度 30-35 度產製 LSA 及 RLSA 作為區別因

子之一。 

 
圖 12 崩塌潛感坡度區間與崩塌面積分布圖 

Fig.12 Distribution of the landslide area and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slope 

 
圖 13 崩塌潛感坡度與崩塌面積分布圖 (1度間格) 

Fig.13 Distribution of the landslide area and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slope (in 1 degree interval) 

HDF 與 LS 之集水區坡面平均坡度 (HASW) 及發

生區坡面平均坡度比 (HARS HASI/HASW) 分別與崩

塌潛感面積及面積比交叉分析情形如圖14、圖15所示。

圖 14 中可看出 LSA 於集水區整體平均坡度約略於

30-35 間有較大之 LSA，而 LSA 非隨 HASW 增加而增

大。其中HDF之LSA面積分布，可由小至64m2至1500 

m2。另就集水區坡面平均坡度與崩塌潛感面積比之關係 

(圖 15) 而言，LS 之坡面平均坡度比集中於 1，顯示其

集水區坡面整體坡度變化不大，而 HDF 之值分布則較

為分散，表示其坡面整體變化大，此兩種類型 (HDF 與

LS) 有明顯的區分。惟就崩塌潛勢而言，HDF 與 LS 之

RLSA 分布差異不顯著，說明兩者之崩塌潛勢相近。 

 
圖 14 集水區坡面平均坡度與崩塌潛感崩塌面積分布圖 

Fig.14  Distribution of average gradient of watershed 

HASW and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areaLSA 

 
圖 15 發生區坡面平均坡度與崩塌潛感崩塌面積比分布圖 

Fig.15 Distribution of average gradient of initial region 

HASR and Ratio of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area 

RLSA 

 

四、判釋模式與模式驗證 

1. 區別分析因子組合與結果 

本文將全部 80 筆樣本，分為模式建立與測試兩資料庫。

隨機選定HDF與LS各30筆樣本資料共60個作為母體樣本，

給予類別編號：HDF 資料為 1 及 LS 為 2 作為分組變數。另

20 筆樣本作為檢驗樣本。因子代號如表 1 所示，區別分析使

用因子組合與結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中顯示以 19 項特性因子之判釋模式，其正判率達

88.3%。本文進一步進行篩選與刪減因子數量測試，表 2 顯

示逐一篩選及剔除因子觀察正判率之變化結果。18 項因子時

最佳正判率仍為 88.3%，而 17 項因子時正判率略微下降至

86.7%，其後因子項目逐漸減少，但正判率僅略微上下。最

後 7 項因子之模式，獲得正判率最佳之組合達 90%。其區別

函數分布結果如圖 16 所示。此 7 項因子未標準化之區別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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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y=-1.627X1-0.038X2+0.553X3-0.030X4+3.144X5+9.11

9X6+0.003X7-7.793 (式 1) 

其中，y 為區別函數，X1 有效集水區指標，X2 為流動段

平均坡度，X3 為形狀係數比，X4 發生區平均寬度，X5 為流

動區深寬比，X6 為坡面平均坡度比，X7 為崩塌潛感面積。 

當變數之係數為負值時，此因子與區別分析之線性函數成

反比，即：有效集水指標、流動區平均坡度、發生區平均寬度

與判定模式呈負相關；反之，則與判定模式呈正相關，此類因

子有：形狀係數比、流動區深寬比、坡面平均坡度比、崩塌潛

感面積。若區別函數值 y 大於 0，判定為坡面型土石流；當區

別函數值 y 小於 0，則判定為崩塌坡面單元。區別分析之判定

結果如表 3 所示，整體正判率為 90.0%。表 4 進行各項因子

之相關性檢定，其中除 WO 與 FR 及 LSA 之相關係數約 0.54

外，其餘相關係數均低。整體而言，7 因子相關結果為中低度

相關，代表各項因子可視為獨立因子。 

 

圖 16 HDF與 LS母體與驗證點位之區別函數分佈圖 

Fig.16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s and verification 

discriminant function at HDF and LS 

表 2 區別分析使用因子組合與過程表 

Table 2 Factors combinations and classification rate of discriminant analysis 

使用因子組合 正判率 

WA+EWAI+DHI+DHPR+AST+LT+FI+FR+W+WI+HARI+HART+TRT+TRI+HASW+HASI+HASR+LSA+RLSA 88.3% 

EWAI+DHI+DHPR+AST+LT+FI+FR+W+WI+HARI+HART+TRT+TRI+HASW+HASI+HASR+LSA+RLSA 88.3% 

EWAI+DHPR+AST+LT+FI+FR+W+WI+HARI+HART+TRT+TRI+HASW+HASI+HASR+LSA+RLSA 86.7% 

EWAI+DHPR+AST+LT+FR+W+WI+HARI+HART+TRT+TRI+HASW+HASI+HASR+LSA+RLSA 86.7% 

EWAI+DHPR+AST+LT+FR+WI+HARI+HART+TRT+TRI+HASW+HASI+HASR+LSA+RLSA 88.3% 

EWAI+DHPR+AST+LT+FR+WI+HART+TRT+TRI+HASW+HASI+HASR+LSA+RLSA 88.3% 

EWAI+DHPR+AST+LT+FR+WI+HART+TRT+HASW+HASI+HASR+LSA+RLSA 86.7% 

EWAI+DHPR+AST+LT+FR+WI+HART+TRT+HASR+LSA+RLSA 88.3% 

EWAI+DHPR+AST+LT+FR+WI+HART+TRT+HASR+LSA 86.7% 

EWAI+AST+LT+FR+WI+HART+TRT+HASR+LSA 86.7% 

EWAI+AST+FR+WI+HART+TRT+HASR+LSA 88.3% 

EWAI+AST+FR+WI+HART+HASR+LSA 90.0% 

 

表 3 區別分析結果表 

Table 3 Analysis results from discriminant analysis 

  
原始 
類別 

預測 
總和 

HDF LS 

個數 
HDF 27 3 30 

LS 3 27 30 

百分比 (%) 
HDF 90 10 100 

LS 10 90 100 

整體正判率＝(27+27)/(30+30)×100%=90.0 

表 4 區別因子之相關性檢定結果 

Table 4 Results showing the correlation of discriminant factors 

 EWAI AST FR WI HART HASR LAS 

相
關
係
數 

EWAI 1.000 -.051 -.118 .064 -.172 -.017 .254 

AST -.051 1.000 -.066 -.286 -.359 .274 -.041 

FR -.118 -.066 1.000 .536 .110 .229 .137 

WI .064 -.286 .536 1.000 .312 .086 .543 

HART -.172 -.359 .110 .312 1.000 -.092 -.083 

HASR -.017 .274 .229 .086 -.092 1.000 -.265 

LAS .254 -.041 .137 .543 -.083 -.26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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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區別判釋模式驗證 

檢驗樣本為另由母體樣本外，隨機選取之 HDF 與 LS 各

10 筆資料，經由判釋模式進行分析計算，以得到檢驗結果。

檢驗樣本之區別函數分布如圖 16 所示，其中可見 HDF 與 LS

檢驗樣本為均勻分布於母體樣本之資料點範圍，顯示檢驗樣本

之代表性適宜。檢驗樣本判釋成果如表 5 所示，檢驗判別率為

90.0%。由此可知，此坡面型土石流潛勢判定模式可有效判釋

出高屏溪流域之可能發生坡面型土石流地形。 

表 5 判釋模式檢驗結果表 

Table 5 Test results from discriminant analysis 

  
檢驗 
類別 

預測 
總和 

HDF LS 

個數 
HDF 9 1 30 

LS 1 9 30 

百分比 (%) 
HDF 90 10 100 

LS 10 90 100 

整體正判率＝(9+9)/(10+10)×100%=90.0 

 

五、結  論 

坡面型土石流好發之地形與坡面崩塌之地形相當近似不

易區分，居民常居於危地而不自知。基於此，本研究建立坡面

型土石流與崩塌坡面單元之判釋模式，有助於能事前掌握高潛

勢之坡面型土石流地區，增進山區居民土石流災害防治與預警

能力。依據地形、水文及材料三特性，研究選用 19 項特性因

子，應用費雪區別分析法建置坡面型土石流判釋模式，且經驗

證本模式判釋成效佳。詳細成果如下： 

1.坡面型土石流判釋模式以有效集水區指標、流動段平均坡度、

形狀係數比、流動區深寬比、發生區平均寬度、坡面平均坡

度比、崩塌潛感面積共 7 項因子為變數時正判率最佳，最佳

正判率可達 90%。另以檢驗樣本測試判釋模式之效力，檢

驗正判率亦達 90%，顯示出本判釋模式成效優良。就因子

間相關性而言，7 因子間相關性為中低度相關，各項因子可

視為獨立因子。 

2. HDF 及 LS 集水區面積與有效集水指標兩者之分布趨勢相

近，兩集水區面積多為小於 25 公頃之集水區，且發生區面

積則佔全集水區之比例較大，多數大於 0.3。但於大集水區

時，有效集水指標 (發生區面積比) 隨之下降，此顯示當集

水區增大時，主要在於其流動區與堆積區面積之增加。 

3.HDF 源頭具有呈現一碗狀凹窪地形且連接下游流槽之特性。

於分析結果顯示 90%HDF 之 FR 多為大於 1，呈現頭部較寬

圓之漏斗形狀集水區。 

4. HDF 之隘口較多位於集水區之坡腹位置。而 LS 之隘口位置

較偏於坡腹至坡趾之間，但此將形成了崩塌坡面流動段距離

短現象。 

5. HDF 災前即已稍具蝕溝地形。於 HDF 地形分析中發現流動

段深寬比高於發生段者，顯示 HDF 災前已較 LS 有較顯著

的蝕溝地形。 

綜合以上，可發現坡面型土石流之邊坡，災前即已具有初

期沖蝕發育地形，本文進一步發展量化判釋方法，提供作為評

估山坡發生坡面型土石流事件之潛能，希冀能早期掌握土石流

危險區域，降低災害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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