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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衝擊下坡地災害脆弱度與風險以台南市為例 

林李耀1、陳韻如2、林建宏*3、施虹如 3、陳偉柏 2、陳永明4、林宣汝 3  

摘要 

台南地區上游的曾文水庫集水區域，於颱風期間承受範圍廣泛、延時長、強度大之降雨，

便會造成山區之鄉鎮多處坡地土砂災情；大量崩落之土石被洪水沖刷至河川，會使得河道斷

面窄縮，增加氾濫機會，且崩塌的土砂量會隨著河川流入水庫中，造成水庫淤積嚴重問題。

本研究以 RCP8.5 暖化情境下的極端氣候情境評估臺南市淹水與坡地災害衝擊，針對曾文水庫

上游集水區之坡地災害模擬，是採用 TRIGRS 模式評估水庫上游集水區的崩塌潛勢情形。假

設暴露量不變的情況下，降雨危害度為基期與未來風險主要之差異來源。曾文水庫上游集水

區則以嘉義縣的達邦村與草山村的坡地脆弱度較高。針對高脆弱度的區位，評估調適措施之

可行性。坡地災害多以綠化植生工法等改善上游聚落聚集處之崩塌潛勢，研究中採用的調適

措施有效改善自然災害的衝擊程度。本研究自然災害脆弱度圖與調適策略等，未來可提供相

關的主辦機關，因應未來氣候變遷下施政參考與對策擬定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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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界定問題與設定目標 

1.1 氣候變遷調適工作團隊組成 

欲組成氣候變遷調適工作團隊，首先須確立主政部門與承辦人，以避免後續執行時缺乏

負責人主導。其次須組成負責之專業團隊，首要考量團隊是否具備具可信度之專業能力。確

定負責之專業團隊後，主政部門與承辦人須和負責之專業團隊進行權責分工以確認工作內容。

最後必須組成參與的利害關係者，後續決策時將考量利害關係者意見。 

1.主政部門與承辦人 

坡地災害則是主要農委會水保局，負責坡地保育與治理、整體性治山防災，促進土地合

理利用，避免坡地災害造成保全對象的衝擊，故坡地災害之調適主要可由水保局承辦人員負

責。 

2.專業團隊 

災防科技中心(NCDR)過去協助國內相關災害防救議題的規劃協調、政策研議、技術支援

與落實應用等，推動與整合災害防救研發能量，運用各項災害防救科技研發成果，研提災害

調適策略，協助政府強化災害防救作業效能與提昇社會整體抗災能力，減輕災害事件所造成

之衝擊與損失。對於國內相關的災害防救與前瞻新興的氣候變遷議題有許多著墨，對於災害

的評估分析相當有的經驗，由本中心的氣象組、坡地洪旱組與社經體系組，相關博士與研究

助理，共同評估氣候變遷衝擊下之自然災害衝擊與調適。 

3.利害關係者 

邊坡因為下滑力大於抗剪摩擦力出現崩落情形，是符合物理機制的自然現象。但當這些

自然現象造成該區域內的人命傷亡與財產損失時，變成為災害。此時，利害關係人便是區域

內的保全對象，如人、產業、建物、道路等等，針對不同的「保全對象」，有不同方式與強度

的保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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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問題之界定 

1.國內外氣候變遷關鍵議題 

    為探討自然環境災害脆弱度與回復力評估，必須設定問題與確定目標。示範計畫關鍵議

題 可 由 CSD 模 式 中 尋 找 影 響 範 圍 ， 透 過 臺 灣 氣 候 變 遷 調 適 科 技 知 識 平 台

(http://rss2.rulingcom.com/NCU_TCCAT/main.php)之知識庫內找尋到影響對應之議題，利用洪

災、暴雨、土地利用，而空間屬性選擇流域與都會等關鍵字搜尋到資料，進一步擬定洪災與

坡地災害關鍵議題，如表 1.2.1 所示。 

表 1.2.1 國內外氣候變遷關鍵議題 

編號 出處 關鍵議題 

1 
Dawen Yang et al.

（2003） 

探討氣候變遷與土地利用變化，推估現況的全球的

土壤沖蝕量約為 0.38mm/year，且在東南亞地區的影

響更為顯著的區域。隨著作物土地的發展，土壤沖

蝕量約增加 17%。在全球暖化下，可能增加潛在的

土壤的沖蝕量。未來對於降雨量與人口增加的區

域，亦可能面臨嚴重的土壤沖蝕之問題。 

2 
Rebolledo Lemus 

et al.（2006） 

評估智利的北部與中部地區的土石流衝擊，量化了

觸發的土石流的影響因子，研究中評估 El Nino 現象

對於觸發土石流發生的關係。 

3 

Hitoshi Saito, 

Daichi Nakayama, 

Hiroshi and 

Matsuyama(2009) 

探討淺層崩塌與降雨之關係，降雨為坡地災害之主

要因子，其他包含地形與區域地質條件等。探討不

同降雨強度、延時與坡地災害之間的關聯，可幫助

建立災害預警機制。 

4 
Hadmoko et 

al.(2010) 

利用定性與定量的方法繪製崩塌地風險地圖，由專

家評分的結果得到崩塌地危害潛勢圖，並以人口作

為脆弱度套疊崩塌地危害潛勢圖，透過製作崩塌地

潛勢風險圖做為未來決策依據。 

5 
水利署（ 2011，

2013） 

研究中評估集水區內可能產生的土砂量，分析淡水

河、大漢溪、濁水溪、曾文溪與高屏溪等流域，在

氣候變遷衝擊下流域內可能產生之土砂量，結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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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未來氣候變遷的情境下，這些流域的崩塌災害

頻率、崩塌面積皆增加，流域土砂量較高風險的區

位主要在中部地區的濁水溪流域內。氣候變遷衝擊

下降雨強度的增加將造成大量土砂衝擊，巨量的土

砂將衝擊河川原本型態，研究如何面對未來防洪系

統與土砂處理是當務之急。 

6 
水保局（2011，

2012，2013） 

使用三種 GCMs 模式（GFCM21、INCM3、MPEH5）、三

種未來情境（A2、A1B 及 B1），進行高屏溪、陳有

蘭溪與大漢溪流域的土石流災害發生潛勢之分析，

結果發現除了崩塌災害頻率增加之外，土石流發生

頻率在 10 年以下的潛勢溪流數量亦增加（極高土

石流潛勢溪流增加 2.5 倍）。顯示未來土石流衝擊為

增加趨勢。 

7 范正成(2008) 
氣候變遷對土壤沖蝕將造成負面的影響，其中又以

降雨沖蝕指數受其影響最為明顯。 

8 
Chiang and Chang 

（2011） 

評估氣候變遷衝擊下在近未來推估期，集水區增加

約 20%坡面的崩塌面積，崩塌產砂量亦增加，主要

是因極端降雨事件造成的新崩塌地，而導致土砂量

的增加，對於集水區的不穩定坡面亦可能增加 13%

左右。 

9 壽克堅(2011) 

台灣地區特殊的地質條件，使得面臨暴雨時，山區

容易發生坡地及土石流災害。由於坡地災害主要發

生在風災及豪大雨時期，隨著氣候變遷全球氣候異

常，極端事件發生機率增加且強度增強，相對災害

發生風險也隨之增加。考慮地震及極端暴雨事件衝

擊釐清尺度效應對坡地災害行為及分析方法之差異

及適用性，建立山崩風險分佈。 

10 
吳亭燁及魏曉萍

等人（2014） 

針對曾文溪及評估坡地災害衝擊分析（包含崩塌和

土石流，進入主河道之土砂量推估），以了解極端氣

候下流域災害衝擊。以基期及世紀末最嚴重之前十

場極端降雨事件作為情境評估，結果顯示同時考量

土石流和崩塌兩部分，推估曾文溪上游崩塌所產生

的土方量為 74,326,000 m3，總土砂流入水庫量為

89,056,000 m3，和莫拉克颱風事件推估之量甚為相

近（莫拉克颱風後推估進入曾文水庫土砂量為

91.080,000 m3）。 

11 李 欣 輯 等 人 評估高屏溪流域可能的土砂災害，世紀末 TOP1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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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件（崩塌率 0.9%）所造成的崩塌衝擊並非最嚴重，

反而以世紀末 TOP6（崩塌率 3.4%）所造成的崩塌

率最高。從各場事件之降雨特性來分析造成崩塌的

原因，可以發現長延時且強降雨之極端事件，易造

成大量崩塌的發生，進而推衍出相當大的土砂量。 

2.民眾關注問題分析 

近年來大氣特性的改變，全球受到氣候變遷衝擊與氣候異常之影響，根據 1970 至 2009

年統計資料顯示，極端降雨事件發生頻率有增加的趨勢，過去 1970 至 1999 年之 30 年期間，

平均 3~4 年發生一次，而 2000 年後之 10 年間則平均每年會發生一次。 

臺南地區上游的曾文水庫集水區域，未來若面臨範圍廣泛、延時長、強度大之降雨，便

會造成山區嚴重坡地土砂災情，大量崩落之土石被洪水沖刷至河川，不但會使得河道斷面窄

縮，增加下游發生洪水氾濫機會，而且崩塌的土砂量會流入水庫中，將造成水庫淤積影響水

庫的庫容，間接影響未來的水資源供應問題。 

3.關鍵議題及系統範圍 

台南地區上游為曾文水庫集水區域，於颱風期間承受範圍廣泛、延時長、強度大之降雨，

便會造成山區之鄉鎮多處坡地土砂災情，關鍵議題可參考表 1.2.2；大量崩落之土石被洪水沖

刷至河川，會使得河道斷面窄縮，增加氾濫機會，且崩塌的土砂量會隨著河川流入水庫中，

造成水庫淤積嚴重問題，故以曾文水庫上游之集水區為坡地土砂模擬範圍。依據此關鍵議題，

透過模式模擬不同地文參數之改變，作為後續坡地災害量化分析與衝擊危害比較基礎。在坡

地災害評估，空間界定與尺度轉換，則必須將模擬模式的產出的網格資料，轉換成子集水區

的平均值。 

表 1.2.2 關鍵議題 

編號 關鍵議題 

1 大規模淺層崩塌挾帶大量土砂，導致曾文水庫庫容減少，影響供水能力。 

2 因崩塌而堆置在坡地或河道的土砂是否成為潛在威脅？ 

3 由於地質條件不同，各區域能承受災害強度亦不盡相同，評估各區域的崩塌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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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評估地質敏感區位與保全對象(人口、設施、產業)之受災損失。 

5 
降雨增加土壤含水量、降低土體抗滑力，誘發邊坡崩塌而致災，如何將土砂災害之衝

擊減小？ 

自然災害評估的系統範圍主要是流域下游之行政區的淹水與流域上游子集水區的崩塌範

圍，如表 1.2.3 中的系統範圍圖。 

表 1.2.3 洪水單領域關鍵議題 

單領域關鍵議題 系統範圍 

崩塌土方量與承載力：由於地質條件

不同，各區域能承受災害強度亦不盡

相同。 

 

地質敏感區位與保全對象(人口、設

施、產業)：降雨增加土壤含水量、

降低土體抗滑力，誘發邊坡崩塌而致

災，如何將土砂災害之衝擊減小。 

本研究主要範圍為於曾文水庫及其上游集水區，地理位置位於台南市東北方，行政區域

屬嘉義縣與臺南市交界的柳藤潭峽谷，集水區在嘉義縣大埔鄉境內曾文溪上游大埔溪上，水

庫管理局則在臺南市楠西區，相對位置如圖 1.2.1。表 1.2.4 為跨領域相關議題。莫拉克颱風

期間在曾文溪流域上游總崩塌面積達 1,467 公頃，流入曾文水庫的土砂淤積總量為約 9,162 

萬立方公尺，水庫有效蓄水量減少，衝擊下游地區之供水量。透過分析坡地災害與水庫淤積

情形，結合水資源後端供水情形之模擬，此一結果可應用水庫操作管理，避免缺水問題；此

外，曾文水庫上游集水區共有約 6 平方公里之茶園用地，主要分布於中和、樂野與達邦村，

因坡地災害可能造成嚴重的農業損失。表 1.2.5 與表 1.2.6 說明自然災害與不同領域合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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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流通方式。 

 

圖 1.2.1 研究範圍相對位置圖 

表 1.2.4 跨領域關鍵議題 

編號 跨領域問題 衝擊領域(A 領域) 被影響領域(B領域) 

1 崩塌土方量對水庫庫容改變率 坡地災害 水資源 

2 崩塌造成農業區域損害 坡地災害 糧食安全 

經濟表 1.2.5 本示範計畫欲解決之跨領域關鍵議題與分析項目 

跨領域問題 
衝擊領域(A

領域) 

被影響領域

(B 領域) 

分析項目 

淺層崩塌產生之

土砂對水庫供水

能力之影響 

坡地災害 供水穩定 1. 降雨造成大規模淺層崩塌可能帶來之土砂

產量 

2. 極端事件後，水庫供水能力之評估 

淺層崩塌產生對

聚落農業之影響 
坡地災害 糧食安全 1. 降雨造成大規模淺層崩塌可能造成坡地損

害 

2. 極端事件後，因淺層崩塌而損害之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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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評估 

表 1.2.6 關鍵議題系統範圍、空間界定與尺度轉換資訊 

編

號 

A 領域模擬

空間範圍 

A 領域輸出

因子 

A 領域輸出因

子空間範圍 

B 領域模擬

空間範圍 

B 領域輸出

因子 

B 領域輸出因

子空間範圍 

1 
曾文水庫上

游集水區 

崩塌量 

FS 歷線 
流域 

流域集水區 

水庫集水區 

供水量 

農業生產 

鄉鎮供水量 

集水區農業區 

1.3 跨領域關連分析 

1.界定關鍵議題影響因子 

本研究定義危害度為以降雨因子為造成自然災害主要指標。清楚界定關鍵議題之危害、

暴露與脆弱因子，作為後續評估依據，相關問題來源與類型請參考下表 1.3.1。 

表 1.3.1 洪水災害主要面臨問題來源與類型 

編號 問題來源 問題類型 說明 
P1 降雨強度大 危害 坡地風險之危害來源，降雨量大，危害越大。 

P2 
土壤性質 

(凝聚力、內摩擦角) 
脆弱度 

坡地風險之危害來源，凝聚力小或內摩擦角

小，危害大。 

P3 土壤含水量 脆弱度 
坡地風險之危害來源，土壤含水量大，危害

大。 

P4 地下水位 脆弱度 坡地風險之危害來源，地下水位高，危害大。 

P5 
缺乏植被 

邊坡穩定工程強度 
脆弱度 

缺乏植被或邊坡穩定工程強度不足，脆弱度

大。 

P6 保全對象 暴露度 
山區保全對象可為聚落、產業或是道路，保

全對象分布之區域危害度較大。 

2. 關鍵議題之影響範圍 

自然災害跨領域之相關議題亦可從臺灣氣候變遷調適科技知識平台得到線索，例如：集

水區土砂產量對水庫有效蓄水量減少現象，可能造成下游水資源可供水量減少的衝擊，故本

計畫將模擬未來氣候變遷情境衝擊下，坡地災害可能對於水庫淤積之影響，進一步分析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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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減少是否會造成下游地區嚴重缺水問題。 

本研究中，雨量是誘發坡地災害發生的關鍵因子。影響坡地崩塌事件發生可能因子包含

自然因素：地形坡度條件、地質土壤條件、集水區面積大小，工程因素：水土保持設施、攔

沙壩、邊坡穩定工程、導流疏濬工程，而崩塌量、土石流體積濃度會依據保全對象不同而有

不同程度的坡地災害衝擊。模式概念如圖 1.3.1，說明坡地災害影響水資源領域的因子與路徑，

藉由坡地模擬的事件崩塌量體，假設全部流入並淤積於水庫裡，模擬水資源供給情形，詳細

內容如表 1.3.2。 

 

圖 1.3.1 CSD model 模式概念 

表 1.3.2 CSD model 模式內容 

關鍵議題 驅動力變數或狀

態變數 
影響領域 影響路徑 

地質敏感區位與保全對

象(人口、設施、產業)：
降雨增加土壤含水量、

降低土體抗滑力，誘發

邊坡崩塌而致災，如何

將土砂災害之衝擊減

小。 

坡地脆弱度因子 

坡地安全係數 FS 

坡地災害 

 

3.檢討調適工作團隊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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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坡地崩塌事件發生可能因子包含自然因素：地形坡度條件、地質土壤條件、集水區

面積大小，工程因素：水土保持設施、攔沙壩、邊坡穩定工程、導流疏濬工程，而崩塌量、

土石流體積濃度會依據保全對象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坡地災害衝擊。目前調適工作團隊已結

合各領域專家學者，未來也將結合多元領域，使工作團隊結構更加完善。 

1.4 目標之設定 

1.與關鍵議題相關之原有政策目標 

目前國內相關治水政策自 2006 年至 2013 年規劃，八年八百億之易淹水區治理計畫，改

善包括三爺溪水系、將軍溪排水、港尾溝溪排水、永康排水以及鹿耳門溪排水等重要排水系

統。於 2014 年規劃六年六百億之「易淹水地區後續治理及維護管理計畫」，將持續改善台南

市的淹水災害衝擊。 

2.政策目標之評估項目與可接受風險 

以有保全對象的區域，減少區內下游的淹水面積與淹水深度，減少影響人口數目與建築

物損失。 

3.確定之目標 

考量氣候變遷衝擊下，以世紀末(2075~2100)期間，可能發生的極端事件所造成的自然災

害衝擊，採取相關調適措施。 

二、評估與分析現況風險 

2.1 歷史事件之風險分析 

1.蒐集關鍵議題相關之歷史事件風險評估結果 

臺南市坡地災害之發生以土石流及崩塌為主，根據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所公布之土石流潛

勢與崩塌地點之資料，可知坡地災害主要分布於靠近東部山區之白河、東山、六甲、楠西、

玉井、南化與龍崎等七個區域中。將坡地歷史事件彙整如表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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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關鍵議題相關之歷史事件與應變 

發生時間，事件 衝擊(包含影響空間) 
風險來源? 
屬危害或脆弱

度? 
政府應變措施 

2004 年，敏督利

颱風 

2004 年 7 月，敏督利颱風侵台期

間帶給南部 400~600mm 的雨量。

在颱風出海過後，從 7 月 2 日至

6 日間，更引進強烈西南氣流，使

台灣全島降下超大豪雨，中部與

南部高達 1000~2000mm 的雨

量，引起土石流、土石崩落、道

路坍方或基礎掏空、堤岸毀損等

等嚴重災情。發生坡地災情的區

域為南化鄉、大內鄉、六甲鄉、

東山鄉、龍崎鄉、關廟鄉、左鎮

鄉、玉井鄉。 

颱風在警報期間

帶給台灣暴風豪

雨外，其引進西

南氣流也在台灣

中南部地區造成

持續性降雨。  
危害-極端降雨 
脆弱度 -土石流

潛勢溪流、岩屑

崩滑、落石、擋

土牆破裂 

1. 水保局依氣象

局之預測及實

測雨量，適時發

布土石流警戒。 
2. 水保局於颱風

登陸前，針對施

工中工地進行

安全措施檢

查，災害期間針

對危險地區辦

理搶通修工程。 
3. 土石流警戒區

發布時機及作

為：黃色警戒-
地方政府應進

行疏散避難勸

告。黃色警戒-
地方政府應勸

告或強制其撤

離，並作適當之

安置。 
4. 公路總局於應

變期間依重大

災害緊急應變

做要點，循標準

執行。 

2005 年，海棠颱

風 

2005 年 7 月，海棠颱風強烈颱風

海棠颱風過境，挾帶西南氣流帶

來豐沛雨量，帶予台南、高雄地

區豪大雨，造成交通阻斷災情，

大多為暴雨造成土石坍方崩落，

引起聯外道路阻斷。發生坡地災

情的區域為白河鎮、東山鄉、楠

西鄉、左鎮鄉、龍崎鄉、南化鄉。 

颱風過境，挾帶

西南氣流帶來豐

沛雨量。 
危害-極端降雨 
脆弱度 -土石流

潛勢溪流、岩屑

崩滑、落石、河

岸侵蝕 

1. 水保局依氣象

局之預測及實

測雨量，適時發

布土石流警戒。 
2. 水保局於颱風

登陸前，針對施

工中工地進行

安全措施檢

查，災害期間針

對危險地區辦

理搶通修工程。 
3. 土石流警戒區

發布時機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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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黃色警戒-
地方政府應進

行疏散避難勸

告。黃色警戒-
地方政府應勸

告或強制其撤

離，並作適當之

安置。 
4. 公路總局於應

變期間依重大

災害緊急應變

做要點，循標準

執行。 

2006 年，碧利斯

颱風 

2006 年 7 月，因颱風南邊的旺盛

雲團逐漸影響中南部地區，使得

南投、嘉義及高屏一帶山區下起

豪雨，造成交通阻斷災情，大多

為暴雨造成土石坍方崩落，引起

聯外道路阻斷。發生坡地災情的

區域為南化鄉、楠西鄉、左鎮鄉、

六甲鄉、龍崎鄉、白河鎮。 

颱風期間台灣南

部地區持續性降

雨。 
危害-極端降雨 
脆弱度 -土石流

潛勢溪流、岩屑

崩滑、落石 

1. 水保局依氣象

局之預測及實

測雨量，適時發

布土石流警戒。 
2. 水保局於颱風

登陸前，針對施

工中工地進行

安全措施檢

查，災害期間針

對危險地區辦

理搶通修工程。 
3. 土石流警戒區

發布時機及作

為：黃色警戒-
地方政府應進

行疏散避難勸

告。黃色警戒-
地方政府應勸

告或強制其撤

離，並作適當之

安置。 
4. 公路總局於應

變期間依重大

災害緊急應變

做要點，循標準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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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聖帕颱

風 

2007 年 8 月，聖帕颱風進入陸地

後強度再大幅減弱，但環流雲系

仍相當厚實地覆蓋全台各地，10
日起受旺盛西南氣流影響，中南

部的風雨漸增，山區雨勢更是大

量傾瀉，引起土石崩落、道路坍

方或基礎掏空、堤岸毀損及邊坡

崩塌流入民宅等嚴重災情。坡地

災情的區域為東山鄉、南化鄉、

六甲鄉、白河鎮、玉井鄉、龍崎

鄉。 

旺盛西南氣流造

成中南部降雨豐

沛。 
危害-極端降雨 
脆弱度 -岩屑崩

滑、落石、岩體

滑動 

1. 水保局依氣象

局之預測及實

測雨量，適時發

布土石流警戒。 
2. 水保局於颱風

登陸前，針對施

工中工地進行

安全措施檢

查，災害期間針

對危險地區辦

理搶通修工程。 
3. 土石流警戒區

發布時機及作

為：黃色警戒-
地方政府應進

行疏散避難勸

告。黃色警戒-
地方政府應勸

告或強制其撤

離，並作適當之

安置。 
4. 公路總局於應

變期間依重大

災害緊急應變

做要點，循標準

執行 

2008 年，卡枚基

颱風 

2008 年 7 月，卡玫基颱風對台灣

引來強勁西南氣流並帶來豐沛雨

量，雨量集中在中、南部(從新竹

至屏東)。引起土石流、土石崩落、

道路坍方或基礎掏空、堤岸毀損

及邊坡崩塌流入民宅等嚴重災

情。發生坡地災情的區域為楠西

鄉、玉井鄉、東山鄉、新化鎮、

山上鄉、南化鄉、龍崎鄉、左鎮

鄉、大內鄉、六甲鄉、白河鎮、

關廟鄉。 

颱風引進西南氣

流也在台灣中南

部地區造成持續

性降雨。 
危害-極端降雨 
脆弱度 -土石流

潛勢溪流、順向

坡山地、岩屑崩

滑、落石、擋土

牆破裂、河岸侵

蝕 

1. 水保局依氣象

局之預測及實

測雨量，適時發

布土石流警戒。 
2. 水保局於颱風

登陸前，針對施

工中工地進行

安全措施檢

查，災害期間針

對危險地區辦

理搶通修工程。 
3. 土石流警戒區

發布時機及作

為：黃色警戒-
地方政府應進

行疏散避難勸

告。黃色警戒-
地方政府應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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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或強制其撤

離，並作適當之

安置。 
4. 公路總局於應

變期間依重大

災害緊急應變

做要點，循標準

執行。 

2009 年，莫拉克

颱風 

2009 年 8 月，莫拉克颱風初期主

要降水區域集中於北台灣地區，

自暴風圈開始接觸本島後，中南

部山區成為主要降水區。由於莫

拉克颱風外圍環流大而強，且其

南邊雲系發展旺盛，颱風帶來的

強風及豪雨，造成南部山區多處

大型崩塌，崩塌之土體甚至形成

堰塞湖。堰塞湖潰決觸發在河道

堆積之土體隨洪水宣洩而下，其

中之巨礫撞擊力及大量宣洩而下

的水流，導致河道兩岸嚴重沖

刷，亦或堆積而抬高溪床，造成

下游河道溢流。發生土石流或崩

塌災情為南化鄉、大內鄉、山上

鄉、六甲鄉、左鎮鄉、玉井鄉、

白河鎮、東山鄉、柳營鄉、新化

鎮、楠西鄉、龍崎鄉、關廟鄉。 

颱風期間台灣南

部地區持續性降

雨。 
危害-極端降雨 
脆弱度 -土石流

潛勢溪流、順向

坡山地、岩屑崩

滑、落石、岩體

滑動、河岸侵

蝕、擋土牆破裂 

1. 水保局依氣象

局之預測及實

測雨量，適時發

布土石流警戒。 
2. 水保局於颱風

登陸前，針對施

工中工地進行

安全措施檢

查，災害期間針

對危險地區辦

理搶通修工程。 
3. 土石流警戒區

發布時機及作

為：黃色警戒-
地方政府應進

行疏散避難勸

告。黃色警戒-
地方政府應勸

告或強制其撤

離，並作適當之

安置。 
4. 公路總局於應

變期間依重大

災害緊急應變

做要點，循標準

執行。 
5. 交通部公路總

局依據封橋封

路標準作業程

序，在發生災害

危險之虞，循標

準執行。 

2010 年，凡那比

颱風 

2015 年 9 月，凡那比颱風登陸後

颱風受中央山脈地形影響，導致

颱風結構高低層分離，中心移速

明顯減緩。颱風移速減緩，加上

颱風期間台灣南

部短延時暴雨。 
危害 -短延時強

降雨 

1. 水保局依氣象

局之預測及實

測雨量，適時發

布土石流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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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中心在台灣南部地區出海前

重新組織發展，造成高屏地區發

生短延時暴雨，引起土石流、土

石崩落、道路坍方或基礎掏空、

堤岸毀損等嚴重災情，其中南化

鄉東和村邊坡圖石崩塌，擋土設

施損毀，造成房屋受損 3 戶。坡

地災情發生於大內鄉、左鎮鄉、

玉井鄉、白河鎮、東山鄉、南化

鄉、新化鎮、楠西鄉、龍崎鄉、

關廟鄉。 

脆弱度 -土石流

潛勢溪流、落

石、岩屑崩滑、

河岸侵蝕、擋土

牆破裂 

2. 水保局於颱風

登陸前，針對施

工中工地進行

安全措施檢

查，災害期間針

對危險地區辦

理搶通修工程。 
3. 土石流警戒區

發布時機及作

為：黃色警戒-
地方政府應進

行疏散避難勸

告。黃色警戒-
地方政府應勸

告或強制其撤

離，並作適當之

安置。 
4. 公路總局於應

變期間依重大

災害緊急應變

做要點，循標準

執行。 
5. 交通部公路總

局依據封橋封

路標準作業程

序，在發生災害

危險之虞，循標

準執行。 

2013 年，康芮颱

風 

2013 年 8 月，康芮颱風移動路徑

雖然以通過臺灣東部海面為主，

但是其不對稱的雨帶，為颱風期

間所帶來的風雨是以中南部地區

較為明顯，引起土石塌落阻斷道

路、邊坡坍方、建物後方發生崩

塌土石侵入民宅。發生坡地災情

的區域為六甲區、白河區、新化

區。 

颱風期間台灣南

部地區持續性降

雨。 
危害-極端降雨 
脆弱度-落石、岩

屑崩滑  

1. 水保局依氣象

局之預測及實

測雨量，適時發

布土石流警戒。 
2. 水保局於颱風

登陸前，針對施

工中工地進行

安全措施檢

查，災害期間針

對危險地區辦

理搶通修工程。 
3. 土石流警戒區

發布時機及作

為：黃色警戒-
地方政府應進

行疏散避難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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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黃色警戒-
地方政府應勸

告或強制其撤

離，並作適當之

安置。 
4. 公路總局於應

變期間依重大

災害緊急應變

做要點，循標準

執行。 
5. 交通部公路總

局依據封橋封

路標準作業程

序，在發生災害

危險之虞，循標

準執行。 

2.鑑別熱點及風險成因(危害、暴露度或脆弱度) 

表 2.1.2 鑑別熱點及風險成因 

高風險地區(熱點) 風險描述 風險類型 

嘉義縣阿里山鄉子集

水區 2 號(達邦村) 

由於降雨誘發邊坡崩塌，土砂經河道運移後，使下游村落

遭受坡地災害，威脅民眾生命安全及財產損失，造成生活

極大衝擊。 
暴露度 

嘉義縣阿里山鄉子集

水區 1 號(達邦村、十

字村、中山村) 

位於曾文水庫集水區最上游，由於地勢陡峻、地質脆弱等

自然因素誘發之外，另受到道路建築(省道台 18 線)或人為

開發(下游多聚落)等後天因素影響，一旦遭受坡地災害，

威脅人民生命財產損失。 

脆弱度 

嘉義縣番路鄉子集水

區 12 號(草山村) 

位於曾文水庫庫區上游處，整區受省道台 3 線貫穿，一旦

遭受坡地災害，土砂直接影響到下游庫區及主要幹道運作

安全。  
脆弱度 

台南市東山區南勢里 

南勢里坡地災害聚落之共同災害因子為：順向坡山坡地、

鄰近土石流潛勢溪流、且有岩屑崩滑現象發生。該 4 處聚

落過去都曾發生過嚴重崩塌、地層滑動及土石流等事件，

目前聚落內部份建物仍緊鄰危險邊坡旁，且無替代道路可

進出。 

脆弱度 

台南市南化區關山里 

關山里坡地災害地點，其共同災害因子特色為，皆為山坡

地及皆位於順向坡，且所在地點坡度皆大於 30 度。除 8
鄰 182、184 號外，多數地點皆有邊坡地表破裂的現象，

僅 8 鄰 163 號有聯外替代道路，其餘者皆無。 

脆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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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地區(熱點) 風險描述 風險類型 

台南市南化區 

羌黃坑由於聚落上方有嚴重崩塌及地層滑動現象發生，且

因莫拉克風災後，聚落附近邊坡地表有明顯破裂，因此該

地區之致災因子與順向坡坡地、土石流潛勢溪流、具有岩

屑崩滑、岩體滑動及聚落鄰近邊坡坡度大於 30 度有關。 

脆弱度 

2.2 評估模式之驗證 

1. 蒐集模擬模式所需之歷史觀測資料 

坡地災害則是採用美國 USGS 的 TRIGRS(Transient Rainfall Infiltration and Grid-Based 

Regional Slope-Stability Model，淺層崩塌物理模式)評估崩塌潛勢區位。兩個模式輸入資料整

理如表 2.2.1。其率定驗證部分選以 2005 年海棠颱風、2007 年柯羅莎颱風及 2008 年辛樂克颱

風來進行參數反算，再利用 2009 年莫拉克颱風作為模式驗證。 

表 2.2.1 淹水評估使用模式(FVCOM) 

評估模式 資料 時間尺度 時間起迄年 來源 

淺層崩塌

物理模式 

1. 歷史雨量網格資料 

2. 利用統計降尺度、天氣

合成模式與序率暴雨

模式後產之時雨量 

小時 
1987-1999; 

2020-2039 
TCCIP 

數值高程模型 年 1985 NCDR 

流向 年 1985 由 DEM 換算 

坡度 年 1985 由 DEM 換算 

土壤厚度 年 1985 由坡度換算 

流域地質分區 年 2011 地調所 

水文地質參數 年 2011 地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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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定模式參數與驗證模式 

坡地災害研究範圍主要是曾文水庫上游集水區，如圖 2.2.1 所示。本研究應用美國地質調

查 所 (USGS) 所 發 展 的 TRIGRS(Transient Rainfall Infiltration and Grid-Based Regional 

Slope-Stability Model)淺層崩塌物理模式，其以網格作為計算單位，並考慮暫態降雨所造成淺

層表土因水分入滲影響邊坡穩定性之分析。其降雨入滲機制來自於 Iverson(2000)所提出的理

查方程式之線性解進行延伸，並結合無限邊坡理論(Infinite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去計算該邊

坡的穩定性，其可根據不同研究區域的土壤及水文特性，能給予各種地質水文參數的輸入，

模擬不同時間點下因降雨入滲以及孔隙水壓上升的變化。 

以子集水區為評估單位，套疊子集水區分布、該場降雨事件實際崩塌圖層與該場降雨事

件模式所模擬出的結果來進行模式正確率評估計算，訂定 70%為模式修正後成功率之判斷準

則，若 MSR 達 70%以上則進入模式驗證程序，反之則重新調整水文地質參數，以得到最佳

模式參數之率定結果，如圖 2.2.2 與表 2.2.2 所示。 

 

圖 2.2.1 坡地災害模擬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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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模式結果校驗程序 

表 2.2.2 模式校驗結果 

誤差矩陣 

  

 

降雨促崩事件 

誤差矩陣法 
修正後 

成功率 

山崩正確率 

(SRn, %) 

非山崩正確率 

(SRc, %) 

總正確率 

(%) 

MSR 

(%) 

率定組 

2005 海棠颱風 68.96% 75.00% 70.27% 71.98% 

2007 柯羅莎颱風 62.96% 80.00% 67.56% 71.48% 

2008 辛樂克颱風 87.50% 75.00% 86.11% 81.25% 

驗證組 2009 莫拉克颱風 97.05% 66.66% 94.59% 81.86% 

2.3 利用現況氣象資料進行風險模擬 

1.評估指標 

本研究定義危害度為以降雨因子為造成自然災害主要指標。脆弱度指標方面，坡地災害

的脆弱度因子則由地質參數與 FS 因子組成。暴露指標則是，主要以保全住戶、建築物與工業

區為暴露因子。透過 IPCC-AR5 定義之危害、暴露度與脆弱度，將災害與災損量化，做為評

估自然災害風險之指標。考慮坡地崩塌後不會回復，故本計畫坡地災害模擬部分，為針對各

子集水區模擬之崩塌土方量與 FS 安全係數值所隱含之坡地承載時間，進行分析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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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歷史資料模擬與指標分析 

由於該試區地勢陡峻，再加上水文地質脆弱等先天條件之影響，依據 TRIGRS 模式模擬

因降雨造成的淺層崩塌結果，推估該地區因降雨誘發的崩塌土方量高達約2億立方公尺左右，

而透過泥沙遞移率後推估約有 1 億立方公尺會滯留於坡面，其餘土砂則進入水庫；主要因降

雨好發淺層崩塌之地區多集中於樂野、達邦、十字、中山、草山、和平及永樂等村落，從圖

2.3.4 也顯示出該地區的脆弱度也相對較高，與歷年判釋的崩塌地災點點位大致相符。 

 

 

(a)莫拉克事件承載時間 40 小時 (b)莫拉克事件第 93 小時 FS 空間分布 

  

(c)莫拉克事件之 LV1 指標 (d)莫拉克事件之 LV2 指標 

圖 2.3.4  歷史莫拉克事件坡地崩塌模式模擬成果 

3. 鑑別熱點及風險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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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模擬與分析結果，洪水災害熱點區域為(1) 人口密集之聚落的南區、(2) 工業產業的

永康區、(3) 發生河川洪水溢流之善化區、(4)沿海安南區；坡地災害熱點區域為位於達邦村

之 2 號子集水區，涵蓋達邦村、十字村與中山村村的 1 號子集水區以及草山村的子集水區 12

號。坡地災害風險成因請參考表 2.1.1。 

表 2.1.1 鑑別坡地災害熱點及風險成因 

高風險地區(熱點) 風險描述 風險類型 

子集水區 2 號 

(達邦村) 

由於降雨誘發邊坡崩塌，土砂經河道運移後，使下游村落

遭受坡地災害，威脅民眾生命安全及財產損失，造成生活

極大衝擊。 

暴露度 

子集水區 1 號 

(達邦村、十字

村、中山村) 

位於曾文水庫集水區最上游，由於地勢陡峻、地質脆弱等

自然因素誘發之外，另受到道路建築(省道台 18 線)或人為

開發(下游多聚落)等後天因素影響，一旦遭受坡地災害，

威脅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極大。  

脆弱度 

子集水區 12 號 

(草山村) 

位於曾文水庫庫區上游處，整區受省道台 3 線貫穿，一旦

遭受坡地災害，土砂直接影響到下游庫區及主要幹道運作

安全。  

脆弱度 

三、評估與分析未來風險  

本步驟的主要的目在於利用模式與氣候情境評估基期與未來之風險，並由基期與未來風

險之差異探討氣候變遷所增加之風險，並探討風險來源為何。其中包含四個次步驟，分別為：

1.情境設定、2.評估基期風險、3.評估未來風險及 4.比較基期與未來之風險差異。 

3.1  情境設定 

1. 設定氣候情境 

氣候變遷衝擊評估由於並無未來氣象紀錄資料，故必須建立未來氣候可能之情境，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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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探討氣候改變之衝擊。由於本子計畫主要內容為探討自然災害，如淹水與崩塌等危害

事件，此類災害常是降雨遠超過都市防洪系統與坡地承受能力時引發之大規模災情，因此需

假定極端降雨事件作為模式模擬的輸入條件，故不適用全球大氣環流模式(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s, 簡稱 GCMs)所建立之氣候情境。 

為了模擬未來的極端氣候事件，本子計畫之氣候情境資料根據『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

訊平臺建置』（Taiwan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 and Information Platform，簡稱 TCCIP）計畫

分析高解析度 MRI-AGCM3.2S 模式中之 A1B 情境下，在世紀末期間，流域內的極端事件平

均總雨量是呈現增加的趨勢，以曾文溪流域為例，在基期與世紀末期間之各前十名颱風事件

的平均總雨量，基期的平均總雨量約為345.12mm，世紀末則是其平均總降雨量約為607.13.mm，

極端事件的平均總降雨量約 1.75 倍，如圖所示。但根據過去臺南地區的極端降雨事件之總雨

量紀錄，其降雨量遠超過此 MRI-AGCM 模式推估的降雨總量，因此模式的推估雨量顯有不

足，且在 TCCIP 分析新版 MRI-AGCM3.2S 模式中之 RCP8.5 情境分析結果顯示，世紀末的颱

風次數是較基期場次少，推估的總雨量並無增加的趨勢，但颱風事件的降雨強度是增強的趨

勢。 

由於受限 MRI-AGCM 模式的颱風樣本數目不足，以及颱風樣本路徑偏差可能使得颱風

降水變遷趨勢不同，使得世紀末推估颱風事件的降雨充滿極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本研究另外

利用透過假設最劣情境，評估氣候變遷下的降雨空間分布作為世紀末情境設定，利用

MRI-AGCM3.2S 模式結合 WRF 模式，將歷史極端事件加入暖化特性，評估未來情境下可能

的極端降雨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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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MRI-AGCM 基期與世紀末期間颱風平均降雨量 

GCM 模式中降雨強度的變化，除了會受到未來大氣熱力條件改變，將導致強降雨頻率增

加，颱風路徑的變化也有可能是強降雨增加或減少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 GCM 模式中，因

臺灣研究區域面積太小，颱風路徑變異性較大，在現況推估的颱風路徑與歷史颱風事件觀測

值已經呈現相當大的差異性，以目前 RCP8.5 情境下之 MRI-AGCM 模式中有限的颱風樣本的

結果來看，分析未來颱風路徑變化對降雨量的推估不具太大的意義。 

考慮到小區域颱風路徑變遷的不確定性太大、甚至不具統計意義，在不涉及路徑改變的

議題下，本研究以 Kimura and Kitoh (2007) Pseudo Global Warming 的方法 (以 PGW 稱之)，分

析暖化對歷史極端事件個案的影響。PGW 的大氣環流是以歷史個案的環流加上暖化所造成的

大氣環流差異(兩時期溫度、相對濕度、風場、高度場及海溫氣候值的差異)。評估方式如下

式所示 

C"#$ = C&'()*+, + (C/0)0+1 − C3+1(14)) 

CPGW 暖化情境下大氣環流特性；Chistory)為歷史是颱風事件的環流特性；Cfuture 為模

式推估未來月平均氣候值；Cpresent 為模式推估基期月平均氣候值。此方法除了考慮海溫跟

大氣的增溫，亦同時將大氣環流、垂直風切、大氣穩定度平均狀態的改變也一併納入考量。 

607.13 mm 345.12 mm 

基期 世紀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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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極端代表事件的選擇上，研究中選擇了 2009 年莫拉克颱風為極端降雨事件，進一

步評估暖化情境下，大氣環流改變，對極端事件的降雨量變化。因單一 GCM 模擬結果無法

評估改變量在統計上的顯著程度，且可能僅因為降雨系統模擬在空間的些微偏移，而導致局

部地區的降雨出現顯著的增加或減少，故本研究是採用多模式系集模擬的平均值，以呈現降

雨的改變。 

本研究中的多模式是使用 WRF（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模式中 96 種不

同輻射、積雲、雲微物理以及邊界層參數化的組合，在基期與世紀末(RCP8.5)暖化情境下，

各進行了 96 場模擬，以獲得多場極端事件降雨變化量，再以多模式平均呈現未來情境下全臺

極端降雨事件的變化。 

圖 3 所示為分析的結果，左圖為利用 WRF 模擬出的莫拉克颱風降雨的空間分布與降雨

量，與實際的降雨分布相比，雖在臺中山區與阿里山區的降水有些許低估，但整體而言，模

式是可以合理地模擬該場降雨特性與空間分布。圖 3 的右圖則是模擬在 RCP8.5 暖化情境下的

莫拉克極端颱風事件的降雨改變率，除了在山的背風面少雨區降水無顯著變化之外，於其他

各個區域的降水多是呈現增加的趨勢。西部平地降雨增加率約大於 60%，而山區的增加也達

到 20~40%。本研究便依據右圖的降雨改變率，設定未來情境下，臺南地區極端降雨事件的雨

量，作為淹水模式與坡地模擬模式的降雨輸入檔。 

 

圖 3.1.2 RCP 8.5 情境下臺灣各區降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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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定社會經濟情境 

因目前資料不足，尚無法設定社會經濟發展情境，如 GDP、人口、工業發展、農業發展、

土地利用變化等，應於後續研究中加入考量。 

3.2  評估基期風險 

今年度改以 65 個分區作為模式區域劃分。曾文水庫及其上游集水區地質分布如圖，不同

於過去以地質條件為基礎，將曾文溪流域劃分為 13 個分區，今年將各分區結合坡地、高程與

歷史崩塌機率等因子，將原本分區再細分五個級距，分區結果為圖。 

 

圖 3.2.1 曾文水庫及其上游集水區之地質條件分布圖 

  

圖 3.2.2 將 13 個地質條件再細分五個級距，共有 65 個小集水區分區 

由於該試區地勢陡峻，再加上水文地質脆弱等先天條件之影響，依據 TRIGRS 模式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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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降雨造成的淺層崩塌結果，推估該地區因降雨誘發的崩塌土方量高達約2億立方公尺左右，

而透過泥沙遞移率後推估約有 1 億立方公尺會滯留於坡面，其餘土砂則進入水庫；主要因降

雨導致淺層崩塌之地區多集中於樂野、達邦、十字、中山、草山、和平及永樂等村落，從圖

3.2.3 也顯示出該地區的脆弱度也相對較高，與歷年判釋的崩塌地災點點位大致相符。 

  

基期情境模擬之崩塌潛勢 基期情境模擬之各鄉鎮脆弱度 

圖 3.2.3  歷史莫拉克事件坡地崩塌模式模擬成果 

3. 評估未來風險 

假定暴露量與基期情境相同，均為定值。以世紀末極端降雨事件做為主要危害條件進行

模擬，其結果顯示在世紀末情境下草山村、和平村與山美村等村落，崩塌地潛勢區域增加明

顯，主要潛勢區域多有道路經過，應針對重點路段與人口聚落區域進行工程調適，比較結果

如圖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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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末情境模擬之崩塌潛勢 世紀末情境模擬之各鄉鎮脆弱度 

圖 3.2.5 世紀末模擬之淹水深度與淹水面積 

3.4 風險差異分析 

利用 TRIGRS 模式評估氣候變遷，曾文溪上游針對各子集水區模擬之崩塌潛勢，並進一

步計算各鄉鎮因崩塌災害可能之損失。根據模擬結果顯示，當世紀末極端降雨發生時，崩塌

潛勢面積會比基期事件增加 49%，其中基期情境下之模擬結果顯示，永樂、樂野、達邦、十

字村損失最高。易致災的區域的土地利用多屬道路、農作與農業附帶設施、人工林地等經人

為開發區域，多數可能發生崩塌的點位出現在聚落範圍之外，故影響戶數較少。而在世紀末

情降下，崩塌區域趨勢相同，其中以山美村與草山村增加較為明顯。將其結果經災害風險

(TLAS)估算損失後，以鄉鎮統計的方式呈現各區域之災損，如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結

果顯示在世紀末情境下草山村、和平村與山美村等村落，損失有較明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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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期情境下各鄉鎮崩塌潛勢模擬結果 世紀末情境下各鄉鎮崩塌潛勢模擬結果 

圖 3.4.1 基期與世紀末模擬之淹水深度與淹水面積增加率 

四、界定與評估調適選項 

4.1 界定調適選項 

1. 針對風險來源可能的調適選項 

風險因子主要為危害度、暴露度與脆弱度，其中在自然災害模擬的主題中，危害度主要

為極端氣候下之降雨所帶來的影響，故研究中以模擬一場極端事件作為定值，探討可能發生

的災害；暴露度是以區域中人口分布密度決定，又台灣城市發展已定型，也以定值考量；脆

弱度的部分是考量區域坡面安全係數 FS，作為崩塌災害影響程度之依據，可透過工程方法與

非工程法做為調適選擇，參考調適選項如表 4.1.1。 

表 4.1.1 參照不同風險來源可對應的調適選項 

因子分

類	
面臨問題	 調適選項	

危害	 極端氣候	
建立水情監測系統	
建立坡地預警系統	

暴露	

短延時強降雨，造

成坡地滑動	 規劃高風險潛勢區域人口避難計畫	

過度人為開發	 推行國土保育規劃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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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度	

淺層崩塌	
(工程方法)	

穩定坡面工法	
設計隧道洞口預防落石	
以假隧道通過不穩定坡面	

邊坡穩定生態工法	

淺層崩塌	
(非工程方法)	

衛星遙測土壤含水量	
地滑區自動監測系統	

土地利用管理並配合水土保持工程	

2. 地方智慧調適選項 

目前坡地災害主要以蒐集適用於整體區域之調適方式為主，未來針對鄉鎮或其他區域性

減災計畫，才會進一步評估地方智慧調適策略適用性。 

3. 彙整調適選項 

根據未來氣候變遷下模擬結果，世紀末情境下達邦村、草山村、和平村、樂野村與山美

村等人口較多之村落，崩塌地潛勢區域增加明顯 

表 4.1.2 關鍵風險來源以及彙整出下一步進行評估之調適選項 

關鍵風險

主要來源	
問題	 調適選項	

脆弱度	 淺層崩塌災害	
土地利用管理並配合水土保持工程	

穩定坡面工法	

4.2 擬定調適選項 

1.擬定調適選項評估準則 

目前自然災害評估子計畫，針對坡地災害進行單一災害調適方案之模擬。目前研究並非

採取 UKCIP 之調適評估準則，自然災害的調適選項之評估準則，主要是針對以災害衝擊的區

域，位在人口集中都市與聚落、重要工業區域，可能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區域，且該區域內

調適策略是可被落實應用的地區，優先擬定調適略。調適策略選項，將依據前述蒐整的調適

方法，先以單一區域採用單一調適方案進行模擬，目前尚未考量評估準則之權重，與調適策

略之有效期之評估。由於挑選的區位主要都是有保全對象之區位，目前規劃的調適措施，都

是在歷史災情中屬於易發生災害的區位，在氣候變遷衝擊下，將可能加重其衝擊，因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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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費允許下可盡快採取相關調適措施，以降低災害衝擊。 

坡地災害主要發生在曾文溪流域水庫上游之位置，其所屬的行政區為嘉義縣，本研究初

步針對崩塌區潛勢區位高且面積廣的子集水區，且周圍有保全對象如山區聚落集中與道路經

過處等，優先採取調適措施，研究中以採取綠化植生工程，增加邊坡穩定性，透過改變 TRIGRS

參數作為坡面調適後之成果，評估調適策略之效益。 

2.決定評估準則之權重 

目前因實際資料有限，無法衡量各項評估準則之權重，本研究先以探討工程方法對極端

事件淹水災害之影響，未來可以此為概念，加入權重因子進行評估。 

3.依據各準則評估調適選項 

目前降低坡地災害的調適方法，多是工程方法改善邊坡穩定性，常見的方法包含結構工

程方法與綠化植生工法等，沈哲緯(2009)植物覆蓋於地表可防止土壤沖蝕；且枝葉掉落形成

的腐植層，可改善土壤之理化性質，促進土壤團粒穩定，增加土壤滲透性並減少地表逕流，

有效抑制土壤沖刷；且植物根系具有錨定作用，可有效地控制淺層崩塌發生之機會。故本研

究以植生綠化調適策略，改善上游聚落聚集處之崩塌潛勢。以 TRIGRIS 模式中改善土壤凝聚

力與摩擦角參數，評估綠化調適能力透過提高相關參數後的災害潛勢如下錯誤! 找不到參照

來源。，而轉換為各鄉鎮之災害損失結果如圖 4.2.2，結果顯示，透過改變地表性質的工法，

永樂村、草山村與和平村能有明顯的改善效益；集水區東側改善效益較低，但距離鄉鎮與主

要幹道較遠，可先視為非優先整治的觀察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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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參數增加 2% (b) 參數增加 5% (c) 參數增加 7% 

   
(d) 參數增加 10 (e) 參數增加 15 (f) 參數增加 20 

圖 4.2.1 透過提高相關參數後的災害潛勢位置 

 

圖 4.2.2 透過提高相關參數後各鄉鎮的災害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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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規劃與執行調適路徑 

此步驟的目的在於規劃與制定調適選項的執行路徑，並且制定出實際執行的順序與時程，

其基本的步驟可分為：1. 規劃調適路徑、2.執行調適行動兩部分。 

5.1 規劃調適路徑 

依據之前蒐整的坡地調適策略，綜整八項調適策略選項，並分成工程方法與非工程方法

等兩類，如圖 5.1.1 所示，調適選項中 1~4 為工程方法，選項 5~8 為非工程方法，各項調適選

項說明如表 5.1.1 所示。短期規劃是在 2015~202 年執行，中期則是規劃 2021~2040 可以開始

進行，長期則是規劃持續執行到世紀末 2099 年。 

本研究中坡地災害衝擊主要針對有保全對象的區域進行調適，特別是聚落與道路，因此

在調適策略評估中，主要勢評估在不同分區採取調適選項後，對於集水區流出的土砂量的影

響。調適策略的工程方法，主要針對聚落周圍的邊坡整治與沿線道路邊坡穩定工程，進行坡

面治理與改善，調適策略包含坡地的水土保持工程的調整，包含穩定邊坡的各項工法、植生

方法、攔擋（護床固坡）、攔砂壩群等設施，以改善邊坡的穩定性避免崩塌發生，在交通道路

開發策略上，以假隧道通過不穩定坡面、設計隧道洞口預防落石、避免大挖大填的工法，避

免落石掉落影響用路人的安全。 

非工程性的調適選項則首重運用災害潛勢資料，降低人類社群的暴露量，亦就是降低人

類在坡地災害潛勢地區之開發行為。故需發展坡地災害潛勢地圖及監測系統、發展坡地災害

預警系統、規劃山坡地使用發展策略（例如：山坡地與平地之間的緩衝保護帶、避免零星的

坡地開發、環境敏感區劃設禁建之保護區等），甚至須研擬危險聚落發展策略（例如：遷村之

可能性）。此外，其他非工程性調適選項包含對山坡地居民實施災前教育，加強其危機意識，

建立山區居民防災組織系統，發展山區居民之災害應變策略與緊急應變措施（例如：避難路

線之規劃、維生物質之儲備及災害之通報、搶救）。 

研究中提出的八個調適選項都是可單獨推行的坡地調適選項，以降低坡地災害造成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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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損失，每個調適選項差別在於落實的可行性與成效，工程方法搭配非工程方法，每項調適

措施都能落實執行於研究區內，將有助於改善未來極端降雨事件對坡地可能造成的衝擊。但

受限於無法針對每個坡地潛勢區域同時採取調適措施，因此，以有保全對象優先處理，依據

該項措施能推動難易性，評估於短期內是否能執行，將調適策略採取組合的方式達到較佳調

適效益。圖 5.1.1 右邊的選項組合，則是本研究針對聚落與道路邊坡治理，提出可能搭配的組

合的選項。 

 

圖 5.1.1 坡地災害調適路徑 

表 5.1.1 坡地災害各項調適選項說明 

選項 調適內容 說明 

Option1 邊坡穩定植生方法 採用植生復育的方法，對於環境破壞影響小，於短期內便可

進行，且可長期持續進行以改善邊坡穩定性，降低坡地災害

對聚落可能造成的衝擊。先為裸露地坡面播種或栽植植物前

所做之基礎或坡面安定工程及相關作業，再導入植生，常用

的方法為播種法與栽植法。播種法如撒播、噴植、植生袋、

植生帶鋪植等；栽植法如樹木栽植、草苗栽植、草皮鋪植、

扦插、土 袋植生、袋苗穴植等。透過植生方法可以減少沖蝕、

涵養水源之效，若於基地較為不良處，可配合打樁編柵、栽

植槽等植生，以達穩定邊坡之成效。 

Option2 邊坡穩定工程方法 目前大多邊坡穩定工程著重在排水，避免邊坡因水的影響而

破壞，如施作鑄造溝渠、草溝、磚石溝、盲溝與集水井等，

作為抵擋土體作用力之各式擋土牆與蛇籠等。這些慣用的邊

坡保護措施，常會破壞既有構造物、衝擊生態及景觀，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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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土釘工法來減小邊坡護坡工程對環境的破壞，並達到

穩定邊坡的效果。工程方法亦是在短期內便可採取作為的調

適措施，雖可在短期內使邊坡達到一定的強度的穩定性，但

對環境破壞則是需進一步評估。對於有保全對象的邊坡則是

可持續採取相關措施改善邊坡穩定性。 

Option3 隧道口防制落石 由於沿線道路的隧道洞口上方，是屬於高聳陡峭、落石範圍

廣大且不易整治的坡面，且坡面上無空間設置平台攔阻落

石，可於洞口上方設計構築落石覆工。設計隧道洞門為為斜

拱式或鐘口式，以控制掉石塊往坡面或洞口兩側方向滾落，

此工程方法可在短期內便可進行，避免影響路段營運，與危

及行車安全。 

Option4 以明隧道通過不穩

定坡面 
當堆積在明隧道屋頂的土石超過負荷時，往往會損壞隧道結

構。為降低災害發生的可能性，當開發區位無法避開具有災

害潛勢之山坡地時（尤其是交通道路），其中一項合適的工程

方法為明隧道。鋼構式工法採用鋼骨結構，屋頂角度更陡，

並設計出具有彈性的緩衝層作為屋頂（廢輪胎、鋼板），將崩

落土石彈落山谷，避免直接衝擊屋頂。 

Option5 坡地預警系統 發展坡地預警系統，以提供即時之降雨與警戒資訊，給聚落

居民，提早進行疏散撤離等應變作為，以確保居民生命財產

安全。並建立山區居民防災組織系統，發展山區居民之災害

應變策略與緊急應變措施（例如：避難路線之規劃、維生物

質之儲備及災害之通報、搶救）。 

Option6 人口遷移計畫 針對高風險區位，降低人類社群的暴露量與開發行為，規劃

山區聚落人口遷移計畫，避免未來遭受坡地災害之衝擊。由

於此選項，涉及到選擇遷移位置、補貼的經費與聚落民眾的

意願等，相對較不易執行，故在規劃於中期推動的調適選項。 

Option7 坡地監測系統 監測系統可用於調查山坡地變形及地下水位，瞭解災害發生

原因並掌握山坡地安全狀況的細微變化，提供預警防災功

能，提供坡地災害整治之依據。利用自動監測系統傳送監測

資料，可將監測點拉至有效且具避難延時之位置，以爭取有

效之避災時程，亦可利用利用微波干涉測量技術量測山坡地

變形，可提供較高精度的監測。此項調適策略視為可在短期

內進行且可長期推動的策略。 

Option8 土地利用管理 藉由適當的土地利用規劃與管理，對於高風險的坡地區位，

並限制經濟活動之規模與重大開發案，避免造成邊坡不穩定

性而發生坡地災害衝擊。由於土地管理需配合上位政策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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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與推動時程，故規劃在中期執行該項策略，且需持續維持。 

2. 調適路徑 

不同組合對於坡地災害衝擊改善的成效有所差異，目前本研究提供六種方法的組合，提

供未來決策者參考，如表 5.1.2 所示。 

表 5.1.2 調適策略路徑 

路

徑 
調適組合 調適內容 說明 

1 Option1+2 工程方法與植生方法之邊

坡穩定 
在短期與中期較易實行且民眾可

感受到改善的成效，但在長期坡

地調適改善有限。 

2 Option3+4 設置防止隧道口落石+明
隧道 

在短期與中期較易實行且民眾可

感受到改善的成效，但在極端降

雨時產生崩塌威脅與長期坡地調

適改善有限。 

3 Option1+2+5 工程方法與植生方法之邊

坡穩定+坡地預警系統 
透過工程方法搭配植生工法可在

短期與中期較易實行，邊坡可受

到立即改善的成效，但坡地預警

系統可提升緊急應變能力，但系

統建置與維護費用高昂。 

4 Option1+2+5+6 工程方法與植生方法之邊

坡穩定+坡地預警系統+人
口遷移 

透過工程方法搭配植生工法可在

短期與中期較易實行，邊坡可受

到立即改善的成效。由於土地徵

收與經費預算問題，在短期無法

立即執行，可透過坡地預警系統

降低災害損失。  

5 Option5+6+7+8 坡地預警系統+人口遷移+
監測系統+土地管理 

土地徵收與經費預算高昂，在短

期無法立即執行，中期可從政策

面落實土地利用管理，降低人為

開發對穩定坡地之壓力。 

6 Option5+7+8 坡地預警系統+監測系統+
土地管理 

透過建立完善的監測系統，可讓

坡地預警機制更加完善，達到減

少災害損失之目的，中長期透過

土地利用管理方針，減少高風險

潛勢區域之人為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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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執行調適行動 

面對所有災害，雖然皆須強化各相關機構（中央各部會單位、地方政府與鄉鎮、民間團

體）的縱向與橫向整合，但在坡地災害方面，因涉及山區聚落（多為原住民聚落），因此未來

更應強調與民眾之溝通及公眾參與機制。 

表 5.2.1 調適方案與執行單位 

調適方案 執行單位 

邊坡穩定植生方法 林務局、水保局、原委會、公路總局、縣市政府 

邊坡穩定工程方法 林務局、水保局、原委會、公路總局、縣市政府 

隧道口防制落石 水保局、公路總局、縣市政府 

以明隧道通過不穩定坡面 水保局、公路總局、縣市政府 

坡地預警系統 水保局、地調所、公路總局、縣市政府 

人口遷移計畫 國發會、縣市政府 

坡地監測系統 水保局、地調所、公路總局、縣市政府 

土地利用管理 國發會、縣市政府、水保局 

六、結論與建議 

請重點摘出每一步驟之結果 

(一)界定問題與設定目標 

近年來大氣特性的改變，全球受到氣候變遷衝擊與氣候異常之影響，根據臺灣氣候變遷

科學報告（國科會，2011）指出 1970 至 2009 年資料統計顯示，極端降雨事件發生頻率呈現

增加的趨勢，在 1970 至 1999 年之 30 年期間，平均 3~4 年發生一次，而 2000 年後之 10 年間

則平均每年會發生一次。在未來氣候情境下高降雨強度與長降雨延時等極端事件增加，將可

能加重坡地災害衝擊，甚至引發嚴重的災情。研究顯示，若面臨範圍廣泛、延時長、強度大

之降雨，便會造成山區嚴重坡地土砂災情，大量崩落之土石被洪水沖刷至河川，不但會使得

河道斷面窄縮，增加下游發生洪水氾濫機會，而且崩塌的土砂量會流入水庫中，將造成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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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積影響水庫的庫容，間接影響未來的水資源供應問題。 

透過模式模擬氣候變遷下之極端降雨事件，了解可能發生崩塌的潛勢區域並繪製成坡地

脆弱度圖，如曾文水庫上游則以嘉義縣的達邦村與草山村的坡地脆弱度較高，可針對高脆弱

度的區位，評估調適措施之可行性。未來可藉由脆弱度圖與調適策略等，提供相關的主辦機

關，因應未來氣候變遷下施政參考與對策擬定之參考。 

(二)評估與分析現況風險 

由於曾文水庫上游集水區地勢陡峻，再加上地質結構脆弱等先天條件之影響，依據水利

署於莫拉克颱風後判釋結果與 TRIGRS 模式模擬因降雨造成的淺層崩塌結果，推估該地區因

降雨誘發的崩塌土方量高達約 2 億立方公尺左右，而透過泥沙遞移率後推估約有 1 億立方公

尺會滯留於坡面，其餘土砂則進入水庫；主要因降雨導致淺層崩塌之地區多集中於樂野、達

邦、十字、中山、草山、和平及永樂等村落，因人口集中且鄰近山坡地多有農業開發，若發

生災害將導致嚴重損失。 

(三)評估與分析未來風險 

根據模擬結果顯示，當世紀末極端降雨發生時，崩塌潛勢面積會比基期事件增加 49%，

其中基期情境下之模擬結果顯示，永樂、樂野、達邦、十字村損失最高。易致災的區域的土

地利用多屬道路、農作與農業附帶設施、人工林地等經人為開發區域，多數可能發生崩塌的

點位出現在聚落範圍之外，故影響戶數較少。而在世紀末情降下，崩塌區域趨勢相同，其中

以山美村與草山村增加較為明顯。 

(四)界定與評估調適選項 

風險因子主要為危害度、暴露度與脆弱度，其中在坡地災害模擬的主題中，危害度主要

為極端氣候下之降雨所帶來的影響，故研究中以模擬一場極端事件作為定值，探討可能發生

的災害；暴露度是以區域中人口分布密度決定，又台灣城市發展已定型，也以定值考量；脆

弱度的部分是考量區域坡面安全係數 FS，作為崩塌災害影響程度之依據，可透過工程方法與

非工程法做為調適選擇，而各種調適方法可透過 SWOT 方式，針對內、外部之優缺點進行評

估，再配合工程經費與決策順序篩選合適枝條是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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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規劃與執行調適路徑 

研究中提出的八個調適選項都是可單獨推行的坡地調適選項，以降低坡地災害造成傷亡

與損失，各調適選項差別在於落實的可行性與成效，工程方法搭配非工程方法，每項調適措

施都能落實執行於研究區內，將有助於改善未來極端降雨事件對坡地可能造成的衝擊。但受

限於無法針對每個坡地潛勢區域同時採取調適措施，因此，以有保全對象優先處理，依據該

項措施能推動難易性，評估於短期內是否能執行，將調適策略採取組合的方式達到較佳調適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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