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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對鄰近聚落衝擊之調查與評估方法
鍾明劍[1]* 陳建新[1]
摘 要

李璟芳[2] 黃韋凱[2] 譚志豪[1]

本文彙整適用於大規模崩塌地的調查與評估方法，其中，調查目的在於瞭解區域環境特性、保全對

象、滑動塊體分布及其量體規模；評估目的在於瞭解潛在滑動塊體現況之穩定性、受地震或豪雨等外在誘因
導致崩塌之關聯性、崩塌土體運移行為及其影響範圍。文中以新庄聚落為例，說明如何進行潛在滑動塊體研
判、水文地質概念模型建置、邊坡穩定分析、及其對新庄聚落之衝擊影響評估等工作，供其他聚落於調查評
估、防災應變或防治規劃時之參考。

關鍵詞：大規模崩塌、水文地質、邊坡穩定、影響範圍、新庄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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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presents systematical investigation and assessment methods for a large-scale landslide. The
aim of the investigation methods is to understand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protected targe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liding mass. The purpose of the assessment methods is to estimate the slope stability and influence zone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Taking Xinzhuang village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illustrates how to judge the potential sliding mass, build
a hydrogeological conceptual model, and estimate the slope stability and influence zone of a potential large-scale landslide near Xinzhuang. This paper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other villages with disaster prevention strategies for
dealing with large-scale landslides.
Key Words : Large-scale landslide, hydrogeology slope stability, influence zone, Xinzhuang village.

一、前

言

莫拉克颱風於民國 98 年 8 月侵臺期間帶來超大豪雨，三
天累積雨量超過 2,000 毫米，造成臺灣中南部及臺東地區重大

外，並危及其他數十處村落後續居住之安全，引起國內相關單
位對於此項議題的重視。如民國 98 年 12 月由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邀集專家學者及相關單位召開「坡地崩塌防災權責分工」
研商會議，並於同年 12 月 16 日將會議決議函送行政院災害

災害，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09) 彙整重大坡地災害類型

防救委員會。行政院則於民國 99 年 2 月召開跨部會「坡地崩

包括大範圍崩塌、山區部落掩埋、堰塞湖、道路橋樑中斷形成

塌防災權責分工」研商會議，同年 4 月第 13 次中央災害防救

孤島、山區河道土砂沖淤、漂流木與土砂運移等。游繁結、陳

會報，准予備查「坡地崩塌防災權責分工表」，其中崩塌災害

聯光 (2010) 根據災後調查結果指出莫拉克颱風降雨所引致

預防工作的主辦單位包含科技部 (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

之大規模崩塌或土石流所造成山區部落重大災害中，以高雄縣

技中心)、經濟部 (中央地質調查所)、農委會 (水土保持局、

甲仙鄉小林村最為嚴重，共造成 407 人罹難，另兩處重大土砂

林務局) 等，透過跨部會、跨領域的整合，共同解決坡地崩塌

掩埋山區部落包含高雄縣六龜鄉新發村的新開部落 (超過 30

災害問題，尤其是機制複雜且影響層面廣大的大規模崩塌

人死亡失踪)，以及那瑪夏鄉南沙魯村部落 (超過 20 人死亡失

(large-scale landslide) 議題。

踪)，其他受崩塌土石影響之部落亦包含嘉義縣中埔鄉中崙村、

大規模崩塌的定義會因國情及考量層面而略有不同，目前

梅山鄉太和村、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台南縣南化鄉玉山村羌

有共識的量化定義泛指面積大於 10 萬平方公尺、崩塌體積超

黃坑部落、關山村、高雄縣桃源鄉梅山村、建山村、六龜鄉大

過 10 萬立方公尺或崩塌深度在 10 公尺以上者 (千木良雅弘，

津村、中興村、那瑪夏鄉達卡努瓦村、瑪雅村、甲仙鄉東安村、

2011)。由於其崩塌量體規模較大，常引發如土石流、堰塞湖等

西安村、杉林鄉木梓村及台東縣大武鄉大島部落等地。

複合型災害，往往導致阻斷聯外交通、掩沒建築物、維生管路

莫拉克颱風除造成臺灣因降雨引發單一土砂災害造成最

損壞…等災情，對鄰近聚落造成嚴重衝擊與危害。針對大規模

多人數遇難之小林村案例，直接造成民眾大量傷亡及房屋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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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議題，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010) 提出辦理重點包括

各權責單位雖刻正積極辦理轄區內可能遭受潛在大規模

國土調查現有坡地社區或聚落位置之全面清查與安全檢查：利

崩塌衝擊聚落的調查評估工作，然而面對新型態的大規模崩塌

用航遙測快速掃描全台山坡地大規模崩塌位置，並將歷年山坡

災害，如何運用既有技術並適時引入新技術，適切地掌握崩塌

地崩塌發生之位置標定，以瞭解易發生崩塌之區位；配合目前

潛勢及影響範圍，以提升聚落防救災能力，實為目前亟待精進

山坡地社區或者位於山中聚落之安全性體檢，評估社區或聚落

的新課題。有鑑於此，本文彙整現行適用於大規模崩塌的調查

面臨之各災害類型影響範圍。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2010-

與評估方法 (如圖 1 所示)，並以高雄新庄聚落為例，說明如

2012；2013-2015) 歷經多年努力，已陸續判釋出全臺易受潛在

何透過各項調查與評估方法進行潛在滑動塊體研判、水文地質

大規模崩塌影響的地區，並標定出可能受潛在大規模崩塌影響

概念模型建置、邊坡穩定分析、及其對新庄聚落之衝擊影響評

之聚落。

估等工作，期能提供其他聚落於調查評估、防災應變或防治規
劃時之參考。

圖 1 潛在大規模崩塌調查與評估流程圖
Fig.1 Investigation and assessment flow chart of potential large-scale landslide

二、潛在大規模崩塌地調查方法
潛在大規模崩塌地的調查目的在於瞭解區域環境特性、保
全對象、滑動塊體分布 (如位置、形狀及數量) 及其量體規模

餘多光譜影像分析及樹冠孔隙判釋已可採半自動化的物件導
向式分析 (Object-Oriented Analysis, OOA)。半自動化 OOA 分
析方法係結合人工判釋經驗和邏輯，訂定出一套標準化電腦判
釋流程，可有效提高判釋效率及準確性。

(如面積、厚度及體積) 等相關資料，從而提供防災應變或防治

上述影像判釋可提供調查區域之環境特性、保全對象區位

規劃之依據。近年來，常見的調查方法包括遙測影像蒐集與判

及地形貌演變等資訊，若要進一步釐清滑動塊體分布，另可透

釋、水文地質特性調查與試驗等，茲摘錄如后。

過高精度數值模型辦理山崩微地形判釋，如經濟部中央地質調

1. 遙測影像蒐集與判釋

查所的臺灣全島高解析度空載光達數值地形、內政部國土測繪

遙測影像判釋成果配合施作地表地質調查，除可了解調查
區域之地形貌演變及驗證遙測影像判釋結果外，亦可作為後續
現地調查與探測配置之依據，因此使用不同種類、多期遙測影
像分析乃為必要且重要之工作。目前常用於進行崩塌判釋的遙
測影像資料彙整如表 1 所示，遙測影像的判釋方式可參考劉進
金等 (2001)、黃韋凱 (2010) 及潘國樑、張國楨 (2014) 等所
建議之判釋準則。綜整目前影像分析的判釋技術，除山崩微地
形判釋較難有明確之數化準則，仍須藉助傳統人工分析外，其

中心的 1 公尺高精度數值高程模型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或數值地表模型 (Digital Surface Model, DSM)、或調查
區位的航拍正射影像等。山崩微地形判釋主要以濾除地表植被
與人工構造物後之高精度數值地形，研析其近似地表面不利坡
體穩定的地形特徵 (鈴木隆介，2000；Agliardi et al., 2001;
Chigira, 2009；千木良雅弘，2011)，目前已逐漸成為評估潛在
大規模崩塌區位之重要方法。透過上述基礎圖資蒐集，配合
Arc GIS 空間分析模組獲取八方位日照陰影圖、坡度圖、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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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等高線圖，同時輔以衛星影像 (Google Earth)、航拍正射
影像、立體彩繪明暗圖，以及地質圖與環境地質災害潛勢圖等
進行綜合研判，即可由崩塌地不利地形研判調查區域內之潛在
滑動塊體分布，以利掌握潛在易致災區點位。

2. 邊坡穩定性分析
邊坡穩定性之研判可由安全係數評估、坡體變形量評估或
分項係數加以確認坡地穩定狀態。一般常以安全係數評估之，
而安全係數要求應參照其開發行為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
定，通常會納入常時、暴雨 (高水位)、及地震等設計條件，考

2. 水文地質特性調查與試驗
遙測影像判釋可提供區域環境特性、保全對象、滑動塊體
分布等資訊，然而各滑動量體規模及其特性參數則需要透過水
文地質特性調查與試驗來確認。目前常見的方法包含有：(1)
地表地質調查；(2) 地球物理調查；(3) 鑽探調查；(4) 現地試
驗或調查，如雙環入滲試驗、岩體裂隙位態調查、裂隙岩體水
力試驗、電井測調查、地下水流速調查等；(5) 室內試驗，如
土壤與岩石力學試驗、未飽和層土壤含水特性試驗等，各項調
查工作之目的與用途如表 2 所示。上述調查成果除可掌握各地
層水文地質參數、架構水文地質概念模型外，亦可協助釐清可
能之滑動量體規模及提供監測儀器布置規劃之參考。

量坡地常因強降雨或地震導致崩滑，故在強降雨情境下要估計
降雨影響地下水位及穩定性程度，地震情境則要估計該區域設
計地震作用下對穩定性影響程度。然而不同規範與不同條件下，
對安全係數的要求均不盡相同，現行相關規範或手冊對安全係
數之要求列舉如表 3 所示。此外，分項安全係數法應用於邊坡
穩定性分析之主要目的，乃為使得邊坡在不同的載重外力與環
境條件狀況下，就其主要影響因素所含變異性及不確定性程度
的差別，經評估後能獲致均一的安全影響程度。另對於重要性
極高或地層變異性極大之坡地，宜針對各項參數條件差異，進
行可靠度分析或參數敏感度分析。

3. 山崩影響範圍評估

三、潛在大規模崩塌地評估方法
潛在大規模崩塌地的評估目的在於瞭解潛在滑動塊體現
況之穩定性、受地震或豪雨等外在誘因導致崩塌之關聯性、崩
塌土體運移行為及其影響範圍等特性，評估基礎即延續前述各
項調查與試驗成果，以建構合適之水文地質概念模型，據此進
行邊坡穩定性分析及影響範圍評估等工作，茲摘錄如后。

1. 水文地質概念模型建構

差異，將山崩與地滑項下之災害區分為「落石 (rock fall)」、
「岩屑崩滑 (debris slide)」、「岩體滑動 (rock slide)」等 3 類，
以大規模崩塌災害而言，通常會以岩屑崩滑或岩體滑動的災害
形式發生。現行國際間針對山崩影響範圍分析方法可概分為試
驗法、物理模型試驗、定值分析、數值模擬分析、統計分析及
經驗推估法等，其中以 Heim (1932) 利用視摩擦係數 (the apparent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作為崩塌移動性指標的概念最為

建構水文地質概念模型的目的在於簡化現場實地情況、整
合現場資料，以便快速且合理的分析此系統。建構程序包含：
(1) 分析範圍劃定：定義所欲關切的範圍，至少須完整涵蓋潛
在滑動塊體及其可能影響之區域；(2) 水文地質單元劃分：根
據地層空間分布及透水性質之差異，將水文地質特性類似之地
層訂定為同一水文地質單元；(3) 參數選定：水文地質單元各
自獨立，且具有其特定之水文地質特性參數，可根據表 2 所列
各項調查與試驗成果予以選定；(4) 邊界條件與初始條件設定：
現場調查所得之稜線、溝谷、河流、人工排水設施…等均可作
為邊界條件，水位觀測數據則可作為初始條件或特定水頭邊界；
(5) 模型率定：模型各項參數優化配置，以確保分析結果正確
性，包括試誤法及自動參數估計法。常見的水文地質概念模型
及邊界條件示意圖可如圖 2 所示。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依據移動方式與移動物質之型態

簡易且通用，其後 Corominas (1996) 針對各類山崩類型建立視
摩擦係數和體積的關係式。然而，隨著科技及數值模擬方法的
進步，不論是落石、岩體滑動或岩屑崩滑，均有日趨成熟的分
析模式及配套軟體可供使用，可合理的模擬運動軌跡，以有效
反應真實的地形效應，實為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可提升影響範圍
圈繪可靠度與精度的努力方向。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2014)
已彙整國際間關於落石、岩屑崩滑與岩體滑動等影響範圍評估
方法如表 4 所示，值得注意的是現行數值模擬方法及商用程式
雖多，但難免各有其優點及限制，應視運動機制與調查參數挑
選合適的分析程式。若欲進行影響範圍之危害度評估則可參考
Lateltin et al (2005)、Jaboyedoff et al (2005) 或羅佳明等 (2016)
之建議，透過瑞士頒布之危害度分級圖進行各類型山崩影響範
圍分級，並結合質點模擬程式 (Stone 或 PFC3D)，繪製出各類
型山崩影響範圍危害度圖，供後續邊坡工程規劃與設計之參考。

表 1 山崩判釋常用之遙測影像類型
Table 1

Types of remote sensing image for landslide interpretation

影像類型
航空照片
衛星影像
數值地表模型 (DSM)
數值高程模型 (DEM)

影像內容資訊
紅光 (R)、綠光 (G)、藍光 (B)
紅光 (R)、綠光 (G)、近紅外光 (NIR)
地表高程數值
地面高程數值

目的
地貌判釋
地貌判釋、植生生長狀態評估
樹冠孔隙狀態評估
地面狀態評估、山崩微地形判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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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水文地質概念模型及邊界條件示意圖 (修改自鍾明劍等，2013)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hydrogeological conceptual model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表 2 水文地質特性調查與試驗之目的與用途
Table 2

The purposes and applications of hydro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調查項目

目的

地表地質調查

調查地形表徵與地質露頭

地球物理調查

調查地層構造特性與地下水層訊息

鑽探調查
雙環入滲試驗
岩體裂隙
位態調查
裂隙岩體
水力試驗
電井測調查
地下水
流速調查
土壤與岩石
力學試驗
未飽和層土壤
含水特性試驗

調查地層與地質構造之空間分布及其力學特性
調查表層土壤之入滲率
調查岩層破碎程度、主要含水層可能之位置
調查鑽孔內地層之裂隙岩體透水係數
調查地層孔隙及其強度、界定地層岩性及裂縫位置
調查鑽孔內地層之滲透或含水層位置
利用鑽探與調查取得的岩心或土壤試樣進行各項室
內試驗
利用壓力鍋與現地張力設備調查未飽和層土壤含水
特性

1.
2.
1.
2.
3.
1.
2.
1.
1.
2.
1.
2.
1.
2.
1.
2.

用途
調查地形表徵，掌握坡面變動狀況；
掌握露頭分佈及位態，推估崩塌地內之地質構造。
調查潛在滑動面位置與滑動區塊；
調查岩盤分布及深度；
調查阻水層位置、含水層深度與厚度。
瞭解地層之破碎程度；
提供可能滑動面深度及可能滑動位置。
提供水文地質及穩定分析所需之入滲參數。
掌握鑽孔岩心之精確位置，檢核鑽探品質；
釐清可能潛在滑動面之範圍。
評估含水層位置與型態；
提供水文地質及穩定分析所需之透水係數。
評估地層細部構造；
提供建置水文地質概念模型之參考。
評估含水層位置；
提供建置水文地質概念模型之參考。

1. 提供水文地質及穩定分析所需之基本參數。
1. 評估不飽和土壤滲透特性；
2. 提供水文地質及未飽和層穩定分析所需之基本參數。

表 3 邊坡最小安全係數之要求 (修改自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14)
Table 3

Minimum acceptable values of FS (Factor of Safety)
規範/手冊名稱

頒布/修正時間

安全係數要求

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

民國90年10月

常時
FS ≥ 1.5

臺北市邊坡安全技術手冊

民國92年04月

FS ≥ 1.5

水土保持手冊
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民國94年11月
民國103年09月

大地工程設計注意事項

民國100年05月

公路邊坡工程設計與施工規範 (草案)

民國103年03月

FS ≥ 1.5
FS ≥ 1.5
FS ≥ 1.5
(永久邊坡)
FS ≥ 1.2
(2年內臨時邊坡)
FS ≥ 1.5

註 1：建築物周邊影響範圍內之邊坡或擋土結構整體穩定。
註 2：非建築物周邊影響範圍內之邊坡或擋土結構整體穩定。

暴雨 (高水位)
FS ≥ 1.1
註
FS ≥ 1.2 ( 1)
註
FS ≥ 1.1 ( 2)
FS ≥ 1.1
FS ≥ 1.1
FS ≥ 1.2
(永久邊坡)
FS ≥ 1.1
(2年內臨時邊坡)
FS ≥ 1.2

地震
FS ≥ 1.2
FS ≥ 1.2
FS ≥ 1.2
FS ≥ 1.2
FS ≥ 1.1
(永久邊坡)
FS ≥ 1.0
(2年內臨時邊坡)
FS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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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山崩影響範圍評估方法 (修改自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14)
Table 4

Assessment methods of influence zone of landslides

類別

落石

經驗推估法

應將落石發生區、運動區乃
至於崖錐堆積區均劃入影響
範圍

經驗公式法

不適用

數值模擬法

相 關 商 用 程 式 如 DDA 、
RocFall、3DEC、STONE、
Rockyfor3D、CRSP3D、PFC3D、
RAMMS等。

岩屑崩滑
日本國土交通省 (2001) 建議細分影響範圍為 (1) 土砂災害警戒
區域 (黃色警戒區)；(2) 土砂災害特別警戒區域 (紅色警戒區)。
香港土力工程處 (2010) 對於坡地災害的影響範圍推估分為 (1)
已發生的崩塌地，對於坡頂與坡趾的影響範圍提出規範；(2) 坡
地新建開發案，提出原則性反對與警覺性等兩個準則。
根據視摩擦係數及崩塌體積之關係式，作為推估崩塌土體之移動
距離。評估其影響範圍時，可視崩塌量體規模及地質條件選擇合
適的經驗公式推估。
可利用GeoStudio、SoilVision、FLAC、FLAC3D、Stabl等商用程式
分析滑動面位置，再配合離散元素法程式如UDEC、PFC3D，或其
他質點法如RAMMS、CRSP3D等程式，對崩後土體運移及影響範
圍進行估算與圈繪。

四、案例探討-以高雄新庄聚落為例

岩體滑動
日本國土交通省 (2001) 建
議細分影響範圍為 (1) 土
砂災害警戒區域 (黃色警戒
區)；(2) 土砂災害特別警戒
區域 (紅色警戒區)。
同左欄說明。
同左欄說明。

距坡趾之保全住戶僅 230 公尺 (如圖 3(b) 所示)。坡度較陡之
區位分布於近稜線側及坡趾處，坡度由 35 度至 70 度不等 (如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於南部大規模崩塌地區分析報告

圖 3(c) 所示)，平均坡度則為 23 度，且於坡頂處可見一陡崖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13) 指出，高雄市杉林區新庄潛在

之狀況，實有加強調查陡崖下方堆積塊體活動性之必要。另由

大規模崩塌地 (編號：高雄市-杉林區-D021，以下統稱新庄潛

坡向圖 (如圖 3(d) 所示) 可得知新庄潛在大規模崩塌地雖以

在大規模崩塌地) 可能影響鄰近新庄聚落的安全。根據高雄市

朝北之坡向居多 (17.8%)，但除朝西與西南向外，其餘八方位

杉林區戶政事務所於民國 105 年 3 月統計資料顯示 (資料來

分布比例均相近，顯示其分布雜亂無一致性，且局部區域於等

源：http://www.shanlin-house.gov.tw)，新庄里總計共有 724 戶、

高線形上顯示反凸，顯示局部區域有土體堆積之情形，該地貌

1,760 人。本區主要聯外道路為台 29 線與 181 縣道，台 29 線

狀況與 Soeters and van Western (1996) 所提出之丘狀地形

為東西向聯通甲仙與旗山區，181 縣道則可往南經由月光山隧

(hummocky relief) 相似，反映新庄潛在大規模崩塌地之地貌似

道通往美濃區。新庄潛在大規模崩塌地位於新庄里境內獅子山，

有早期坡體潛移、堆積之跡象，實有必要進行細部之調查評估

面積約為 10.3 公頃；其崩塌邊界最高高程為 418 公尺，距最

工作。

低高程 (210 公尺) 之平面距離約 520 公尺 (如圖 3(a) 所示)，

(a) 調查區域高程示意圖

(b) 崩塌區域與保全住戶關係圖

(c) 調查區域坡度示意圖

(d) 調查區域坡向示意圖

圖 3 新庄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基本環境資料
Fig.3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of Xinzhuang potential large-scale land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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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遙測影像及山崩微地形判釋
本研究蒐集地形貌相關影像共計五期，包括兩期航空照片
(2009/4/10、2009/8/16)、一期衛星影像 (2015/2/12)、一期 DSM
(2014/12/24)、一期 DEM (2008)。遙測影像判釋結果顯示調查
區域內植生狀態良好，但樹冠孔隙密度分析結果顯示局部區域
確實較為紊亂且林相曾受擾動，趾部坡體相較於稜線側之活動
性較高，證實坡體呈較不穩定之狀態。兩期航空照片之挑選係
考慮莫拉克颱風事件為本區域之歷史重大事件，乃選用莫拉克
事件前後期影像進行地貌判釋比對分析，判釋結果顯示「地貌
變異」種類可分為四類，分別為：土石流溪溝、崩塌、農地及
埤塘，其中以農地變異佔整體變異比例 83.5%存於調查區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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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顯示調查區域地貌變化除崩塌跡象外，主要仍以人為影
響為主。
除調查區域內既有之航空照片或衛星影像對崩塌狀況之
判釋結果外，本研究進一步參考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於莫拉
克風災後所圈繪之微地形特徵，再採用航拍正射影像及內政部
國土測繪中心產製 1 公尺高精度之 DEM 及 DSM，以進行山
崩微地形判釋工作。山崩微地形判釋範圍除依循經濟部中央地
質調查所圈繪之新庄潛在大規模崩塌地範圍外，由於該圈繪範
圍距離新庄里約為 230-1,200 公尺不等。為更詳實地研析潛在
大規模崩塌地對於新庄聚落之影響，本研究擴大山崩微地形判
釋範圍，以了解新庄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周邊之潛在易致災位置
與不利坡體穩定地形，圈繪成果如圖 4 所示。

圖 4 新庄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山崩微地形判釋成果圖
Fig.4 Micro-photography interpretation of Xinzhuang potential large-scale landslide

圈繪微地形特徵主要以主崩崖、次崩崖、既有之崩滑 (殘

於坡頂主崩崖下方 (Zone 1) 目前有兩處較明顯之堆積地形，

存) 塊體與蝕溝野溪地形進行描繪，並重新定義新庄潛在大規

研判應為主崩崖受外力導致重力變形崩滑後堆積殘存塊體。而

模崩塌地之滑動邊界。根據微地形判釋與數次現地調查成果，

下方推測滑移塊體 (Zone 2) 內亦有一受蝕溝切割地形所環繞

得知於原圈繪區 (綠色粗實線範圍) 下邊坡另有一處較為明

之崩積體。另於上游潛在崩塌塊體之東北側坡頂處，亦有一處

顯陷落之延伸崩崖線型 (點位③上緣)，其與上邊坡 (點位②上

較為明顯之主崩崖特徵 (點位①) 與崩積體，惟其位於研究範

緣) 崩塌塊體之滑動機制仍應進一步確認。故本研究以此崩崖

圍區外，且若滑動致災，其崩滑方向並非正對下游新庄聚落之

為界，將原新庄潛在大規模崩塌地範圍修正為較偏上游之區域

保全對象，故不予納入分析範圍，但其周邊明顯之崩崖與蝕溝

(Zone 1) 及鄰近下坡面區域 (Zone 2)，並略微擴大原有潛在崩

等可能造成坡體不穩定之地形特徵，故仍加以圈繪，俾利對於

塌地區滑動邊界。在推測滑動塊體邊界內 (粉紅色粗虛線)，位

本區域後續地形演育變化之掌握。此外，在微地形上亦顯示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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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特徵發育良好，野溪長度甚至可由新庄聚落延伸至上游區。

大範圍地底下滑動弱面，最深達地表下約 48 公尺上下。若搭

多數蝕溝上游端皆為崩崖地貌，顯示此處表土層因風化作用及

配 RIP-2 測線可進一步繪製三維立體格柵圖如圖 6(b) 所示，

岩體破碎，致使溯源蝕溝侵蝕作用旺盛，此一特徵尤以鄰近下

此成果可提供後續三維數值模型建置之參據。

游端新庄聚落之丘陵地最為顯著。除調查區域內具有零星次崩

綜整上述調查成果，本研究將新庄潛在大規模崩塌地之地

崖分布 (階梯或陡崖地形) 與反凸地形 (崩積體) 外，其他如

質剖面繪製如圖 7 所示，初步推測有兩類可能的滑動機制，其

人為開墾 (果園與造林) 所造成之地貌變遷，如灌溉造成之排

一為多塊體滑動機制，即 Zone 1 及 Zone 2 分屬不同的主要潛

水流路與道路、地下水源之截流等因素，仍可能影響本計畫區

在滑動塊體，應獨立看待並處理之；其二為單一塊體滑動機制，

之地形變遷。

即 Zone 1 及 Zone 2 均屬主要潛在滑動塊體 (即圖 7 之 Zone 3)

2. 水文地質特性調查與試驗

的一部分，Zone 1 上緣為主崩崖、Zone 2 上緣則為次崩崖，且
Zone 3 的滑動面會較多塊體滑動機制的滑動面來得更深層。

本研究透過地表地質調查、地球物理探測、地質鑽探調查、

另由圖 7 可知，調查區域涵蓋長枝坑層及隘寮腳層，兩地層組

現地與室內試驗等工作，以釐清各潛在滑動塊體之量體規模及

成與特性皆不同，上邊坡長枝坑層鑽探孔位有 BH-01 (35 公

特性參數，其中地球物理探測及地質鑽探調查配置如圖 5 所

尺)、BH-02 (60 公尺)，下邊坡隘寮腳層鑽探孔位有 BH-03 (65

示。RIP-1 測線位於新庄潛在大規模崩塌地之中間處，與崩塌

公尺)、BH-04 (40 公尺)，試驗成果彙整如表 5 所示，由試驗

地主要滑動方向平行，測線長度 450 公尺，用以了解縱剖面地

結果觀之，長枝坑層岩體強度較佳，而隘寮腳層岩體強度較弱。

下水文地質特性；RIP-2 測線布設方向約垂直崩塌地主要滑動
方向，測線長度 200 公尺，用以了解橫剖面地下水文地質特

3. 邊坡穩定性分析

性。地質鑽探則沿著主要滑動方向配置，由上邊坡開始分別為

本研究採 GEO-SLOPE 公司發展之 GeoStudio 程式進行邊

BH-01、BH-02、BH-03 及 BH-04 等四孔，總進尺為 200 公尺，

坡穩定分析工作，旨在評估新庄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內，各潛在

其成果可與 RIP-1 測線作綜合判釋，達相輔相成之效。

滑動塊體於不同水位情境下之穩定性，以提供後續對新庄聚落

依據地表地質調查及鑽孔岩心判釋結果，可將新庄潛在大

衝擊影響評估之參考。分析所採用的二維分析剖面係採圖 5 之

規模崩塌地分為：表土與崩積層 (C)、破碎泥岩與砂質頁岩

A-A’剖面，此剖面的數值地形係採 5 公尺精度之數值地形資

(M1)、完整泥岩與砂質頁岩 (M2)、破碎砂岩與砂頁岩互層 (S1)

料，剖面始自坡面最上方之稜線以東，下經 BH-01、BH-02、

以及完整砂岩與砂頁岩互層 (S2) 等五個水文地質單位。RIP-

BH-03 及 BH-04 等鑽孔至坡趾處為止，GeoStudio 所建置之二

1 測線與鑽探岩心之綜合判釋結果如圖 6(a) 所示，影像剖面

維數值模型如圖 8 所示。由於鑽探及初期觀測過程中，地下水

顯示崩積層與岩層交界面非常明顯 (白色虛線)，崩積層厚度

位大體位於破碎岩層底部，故將數值模擬之水位條件分別設定

較厚處約位於測線水平距離 90~130 公尺範圍 (厚度最厚約可

為：(1) 常時情境：地下水位在破碎岩層區域設定為破碎岩層

達 30 公尺上下)。比對地質柱狀圖與影像剖面圖亦發現地表下

底部，其他區域則維持在崩積層底部；(2) 暴雨情境：地下水

長枝坑層及隘寮腳層等二岩盤可區分出破碎及完整長枝坑層

位均位於崩積層底部。

與隘寮腳層岩層交界面 (黑色虛線)，此交界面有可能形成一

圖 5 地球物理探測及地質鑽探調查配置圖
Fig.5 Layout of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and drilling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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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IP-1影像剖面

(b) 3D立體格柵圖

圖 6 地球物理探測及地質鑽探調查成果綜合判釋圖
Fig.6 Interpretation of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and drilling survey

圖 7 新庄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地質剖面圖
Fig.7 Geological profile of Xinzhuang potential large-scale land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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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新庄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室內試驗成果
Table 5

Testing results of Xinzhuang potential large-scale landslide
試驗項目

數量 (組)

土壤一般物理性質試驗

4

土壤直接剪力試驗

2

土壤三軸透水試驗

2

岩石一般物理性質試驗

4

岩石弱面直接剪力試驗

2

岩石單壓試驗

2

產出項目
比重
單位重 (kg/cm3)
土壤分類
凝聚力 (kg/cm2)
摩擦角 (deg.)
透水係數 (m/sec)
比重
單位重 (kg/cm3)
凝聚力 (kg/cm2)
摩擦角 (deg.)
單壓強度 (kg/cm2)
破壞應變

長枝坑層試驗成果
2.71
1.69~1.81
以CH、CL為主
0.15
27.4
2.25×10-8~3.06×10-7
2.67
2.60~2.61
0.45
32.5
214.9
0.6%

隘寮腳層試驗成果
2.70~2.71
1.57~1.66
以CH為主
0.03
31.0
3.78×10-7~1.80×10-6
2.66~2.68
2.57~2.60
0.35
23.0
83.8
1.2%

圖 8 新庄潛在大規模崩塌地數值模型
Fig.8 Hydrogeological conceptual model of Xinzhuang potential large-scale landslide

新庄潛在大規模崩塌地的 A-A’剖面於綜合評估後，初步
圈繪三處潛在滑動塊體 (如圖 7 所示)，分別為 Zone 1、Zone

表 6 新庄潛在大規模崩塌地邊坡穩定性分析結果
Table 6

2、及 Zone 3，上述三處潛在滑動面均進行常時及暴雨情境之

Slope stability results of Xinzhuang potential
large-scale landslide

穩定性分析，分析成果彙整如表 6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推測的
三處潛在滑動面中，不論是何種水位情境，Zone 3 潛在滑動塊
體所屬滑動面之安全係數均最低，且暴雨情境之安全係數已低
於 1.1，初步研判當地下水位接近崩積層底部時，Zone 3 潛在

分析情境
常時情境
暴雨情境

滑動塊體 (如圖 9 所示) 極可能產生不穩定的跡象，建議後續
山崩影響範圍評估可針對 Zone 3 潛在滑動塊體進行研擬。

圖 9 新庄潛在大規模崩塌地 Zone 3 潛在滑動面示意圖
Fig.9 Sliding surface of Zone 3 of Xinzhuang potential large-scale landslide

Zone 1
1.68
1.17

潛在滑動塊體編號
Zone 2
1.90
1.72

Zone 3
1.58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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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新庄聚落衝擊影響評估
本研究採用目前已被廣泛使用離散元素法數值模擬軟體
RAMMS-avalanhe 模式，進行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對新庄聚落衝
擊影響評估分析，旨在求得崩塌堆積深度 (結構物溢淹深度)、
崩塌堆積範圍 (保全對象影響區) 與道路阻斷區域 (避難動線
規劃)，後續可依此進行疏散避難圖規劃與檢視。新庄潛在大
規模崩塌地區之數值地形資料係透過 1 公尺精度之數值地形
資料，於 RAMMS 模擬程式中降階建立研究區 2 公尺精度之
三維網格地形，如圖 10 所示。數值模擬過程中，各項所需參
數係參酌表 5-6 之室內力學試驗與邊坡穩定分析成果，相關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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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新庄潛在大規模崩塌地 RAMMS 數值模擬參數表
Table 7

Parameters of RAMMS of Xinzhuang potential
large-scale landslide

參數敘述
岩體單位重 (ρ, kg/cm3)
岩體摩擦角 (φ, deg.)
岩體摩擦係數 (μ)
紊流摩擦係數 (ξ, m/s2)
模擬終止準則

室內力學試驗
2.14-2.60
23
0.42
-

數值模擬
2.40
23
0.42
註
2,000 ( 1)
註
Mmax<3% ( 2)

註 1：採 RAMMS 使用手冊中，依崩塌量體規模與地形條件之建議值 (體積
>60,000 m3；高程<1,000 m)。
註 2：即當任一模擬時步其所有網格之動量小於模擬歷程最大動量 (Mmax)之
3%時，則終止模擬程序。

定參數彙整如表 7 所示，模擬材料摩擦係數為 0.42，紊流摩擦
係數參考使用手冊建議之崩塌體積及高程設定 2,000 m/s2，崩
塌土砂來源則係採用 Zone 3 潛在滑動塊體作為分析對象，模
擬終止準則則以滑移過程中動量小於最大動量 3%，即視為模
擬終止。從影像判釋可得知 Zone 3 之正射投影面積約為
109,200 平方公尺，斜面面積則約為 141,000 平方公尺，平均
崩滑深度則參考地質鑽探結果所獲得之崩積層 (或破碎風化
層) 與岩體交界面予以設定 (本研究採 20 公尺)，故 Zone 3 之
崩塌量體體積約為 282 萬立方公尺。

(a) 地表地形及崩塌範圍

圖 11 Zone 3 潛在滑動塊體崩後之崩塌堆積深度與影響範圍
Fig.11

Accumulation depth and influence zone of Zone
3 potential sliding mass

圖 11 為 Zone 3 潛在滑動塊體崩後模擬之土砂運移堆積範
圍圖，分析結果顯示崩滑過程中之最大堆積高度為 88 公尺
(位於 Zone 2 下邊界)，套疊現地保全住戶圖層可知土砂溢淹下
游民宅深度介於 5-20 公尺，堆積寬度約 440 公尺，總崩滑距
離約 1,250 公尺。分析過程顯示上游崩塌之瞬時最大速度達
110 m/s，土體崩滑至民宅時之波峰速度約為 18 m/s。然而此情
境若發生時，位於新庄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坡腳下鄰近蝕溝之民
(b) 三維數值網格建置

宅將首當其衝，而後土砂逐漸往西北側平地區傳遞，整體而言，

圖 10 新庄潛在大規模崩塌地 Zone 3 潛在滑動塊體三維建

受影響的保全住戶範圍涵蓋新庄里半數以上之住戶。在道路阻

模示意圖
Fig.10

3D model of Zone 3 of Xinzhuang potential largescale landslide

斷方面，以目前初步獲致參數所得之模擬結果，崩滑土體皆未
影響台 29 線，僅往獅子山上游之產業道路將受土砂溢淹路面
造成阻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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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庄聚落防減災與疏散避難規劃
本研究蒐集杉林區公所建置之「新庄里里民防災卡」(民
國 102 年 11 月)、杉林區公所社會課「緊急救難中心與災民避
難處所清冊」(民國 103 年 3 月)、高雄市政府「各項災害避難
收容所一覽表」(民國 103 年 6 月) 等防災資訊，得知市府與
公所於新庄里內已規劃「新庄社區活動中心」、「新和社區活
動中心」、「大愛活動中心」等三處避難處所。為檢視新庄聚
落既有之防災疏散規劃於大規模崩塌災害之適宜性，避免所選
用之避難處所位於災害影響範圍內，故將上述三處避難處所與
情境數值模擬之最終堆積圖層套疊，如圖 11 所示。圖 11 顯示
新庄社區活動中心於 Zone 3 崩塌之模擬情境下，將會位於受
災影響範圍內 (堆積深度介於 1.0 至 4.5 公尺)，另潛在受災保

全對象主要以台 29 線 (司馬路) 東南側、司馬路 106 巷與 58
巷三條道路所環繞之區域為主，基於保守評估災害溢淹範圍與
維護生命財產之考量，故新庄社區活動中心不適合作為避難處
所。
本研究彙整新庄里之避難處所、警消、醫療、緊急聯絡資
訊等，初步繪製之大規模崩塌疏散避難圖如圖 12 所示。初步
建議保全住戶應前往另 2 處避難處所避難，可沿台 29 線往北
行約 1.6 公里至新和社區活動中心 (可容納 30 人)，或沿台 29
線往南行約 4.2 公里至月眉里之大愛活動中心 (可容納 100 人)。
然而既有之 2 處避難處所僅可容納約 130 人，不足以容納新
庄社區可能遭大規模崩塌土石掩埋之 119 戶、約 360 人，故建
議未來應再洽公所與市府增列可用之避難處所，並更新地區之
災害防救計畫。

圖 12 新庄聚落大規模崩塌疏散避難圖
Fig.12

Disaster evacuation map of Xinzhuang village

五、結論與建議
綜合本研究所得之各項研究結果，玆摘要提出下列幾點結

2. 經綜合評估，新庄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具有三處潛在滑動塊
體 (Zone 1, Zone 2 以 Zone 3)，分析結果顯示當降雨導致地
下水位接近崩積層底部時，Zone 3 潛在滑動塊體極可能產

論與建議，以供各界參考運用。

生不穩定的跡象。此外，區域溪溝大多為坡體擾動或滑移

1. 本文彙整現行適用於大規模崩塌地的調查與評估方法，考

後，受張力裂縫發展演育而成，且溪溝仍持續掏刷側岸坡

量各種方法均有其目的及適用性，建議應根據各專案或計

體，顯示即便排除降雨誘因，當地溪溝侵蝕問題仍持續影響

畫所面對的現地條件、經費、時程及研究目標等因素，事前

潛在滑動塊體趾部之穩定性。

應做好充分規劃再予以執行，方能達成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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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Zone 3 潛在滑動塊體若發生崩塌時，主要崩塌堆積影響範
圍將落於台 29 線 (司馬路) 東南側、司馬路 106 巷與 58 巷
三條道路所環繞之區域，潛在受災保全對象之堆積深度介
則於 1.0 至 20 公尺 (愈鄰近獅子山坡趾處受淤埋深度愈深)。
4. 本研究建議避難疏散圖可以台 29 線作為主要疏散避難路
線，分別改採新和社區活動中心 (北側) 及月眉里之大愛活
動中心 (南側) 作為保全避難處所，並規劃增列鄰近其他避
難處所，以容納潛在受影響保全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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