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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石門水庫位於桃園縣境淡水河最大支流大漢溪上，範圍廣及桃

園、新竹、宜蘭三縣境，面積為763.4km2；水庫兼具有灌溉、發電、

防洪、給水、觀光等多目標功能，對於促進農、工業發展，繁榮社會

經濟及改善人民生活，均有重大之貢獻。由於經濟的持續發展與人口

的增加，使得水庫調節供應公共給水之功能愈形重要，每日平均由水

庫調蓄之供水量約80萬立方公尺，如加上下游未控流量及三峽河抽水

站者，總供水量最大可達148萬立方公尺，主要供應台北縣、桃園縣

及新竹縣湖口鄉之公共用水。 

93年8月24日艾利颱風來襲，水庫上游集水區發生大範圍崩塌，

大量土石沖刷入庫，不僅造成新竹縣五峰、尖石鄉山區部落人員傷

亡，桃園縣停水逾半月以上，更對石門水庫造成史無前例之衝擊，除

了水質混濁久久無法清澈，影響下游供水及水庫生態外，大量土石入

庫恐已嚴重淤積。基於集水區長期管理措施擬定與推動之需要，必須

針對艾利風災造成之崩塌災害，及土地利用之分布情形建立完整基本

資料，並建置地理資訊系統，以供未來相關業務查詢之用。「石門水

庫集水區航照判釋及地理資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期程為民國九十

四年一月至九十五年十二月間，其間完成艾利颱風前後航照判釋與圖

層建置、石門水庫集水區攔砂壩與SPOT衛星影像等資訊整合處理、

網際網路地理資訊與資料庫查詢系統建置、系統安裝測試及教育訓練

等重要成果。 

依據航照判釋之結果，計畫區域艾利颱風前之山崩數量為850

處，總面積為295.76 ha；艾利颱風後航照判釋之山崩數量為2,448處，

總面積為901.7 ha，增加了1,598處/605.94 ha；瑪莎颱風後新增之疑似

崩塌地共計35處，總面積35 ha。而地滑區數量共20處，總面積為



「石門水庫集水區航照判釋及地理資訊查詢系統建置」成果報告                                     摘要 

0-2 

467.4ha，其坡度較緩，而面積也較大。在艾利颱風後，位於新光部

落之地滑區，有發生滑動之徵兆，其頭部亦有明顯裂隙，新光國小操

場亦有湧水現象，應進一步進行詳細調查。另外，調查區內共有29

處土石流潛勢溪流，於艾利颱風後7處發生土石流之溪流，僅有1處為

土石流潛勢溪流（編號新竹A042）。 

崩塌地屬性分析的部分，艾莉颱風豪雨引發之山崩，其規模以2ha

以下為主，海拔1,000～1,500m之山崩面積增加最多，山崩主要發生

在坡度30～40°間，而當坡度超過50°以上，不論在數量或面積上，其

增加量則相當有限。在坡向方面則大多發生在南向坡，其次為東南

向。三光子集水區在艾利颱風後，崩塌率從0.28%劇增至2.61%，為

山崩最嚴重之子集水區；其次為秀巒子集水區，在艾利颱風後從

0.49%增加至2.27%，該兩子集水區為日後集水區治理之重點子集水

區。綜合分析結果後發現，引發本次大規模山崩之最主要因素，係因

艾利颱風雨量過大，造成地表逕流集中，河川溪流水位上昇造成兩岸

及源頭之沖刷侵蝕，進而誘發山崩。在原住民保留地及山坡地範圍，

除自然之因素外，人為活動（開路與開墾）亦稍助長了山崩的發生。 

在土地利用判釋結果部分，計畫區域內大部分為覆蓋良好之林地

（包括針葉林，闊葉林、雜木等），佔83.21%，若不考慮崩塌地、

河流、水庫、道路，其他較大者為竹林（包括箭竹林，9.98%）、果

園（1.98%）、旱作地（0.61%）、建築區（0.25%）、開墾地（0.2%）。

根據艾利颱風後之土地利用判釋結果，與民國65、75及87年土地利用

調查結果初步比較，草生地及茶園的面積有減少之現象，但在開墾地

及建築區卻是呈增加之現象，其中草生地及茶園減少之原因，有可能

因部份轉作其他利用，或正進行整地，而使開墾地及建築區面積增加

之原因，則可能是隨著觀光及經濟的需求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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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際網路地理資訊與資料庫查詢系統建置成果部分，本計畫建

置之地理資訊與資料庫查詢系統，可提供網際網路GIS查詢功能，讓

石門水庫集水區內之航照影像、地籍、土地利用、崩塌地現況、保護

帶劃設、集水區攔砂壩、SPOT衛星影像等之資料能夠透過網際網路

為政府各單位、相關機構及一般大眾使用，並有助於未來各項業務查

詢與推動及提高行政作業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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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ihmen Reservoir is located in Taoyuan County on the Tahan 

Stream which is the largest tributary of Tansui River. The total area of 

the watershed is 763.4 km2 cross over Taoyuan, Hsinchu, and Yilan 

Counties.  The reservoir achieves multifunctional targets, such as 

irrigation, power generation, flood prevention, water supply, and tourism 

etc. and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agricul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ociety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living standard improvement.  The 

susta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opulation expansion make the 

function of regulating the public water supply by the reservoir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e daily regulated water is 800,000 m3, and 

the total amount of water supply can reach 1,480,000 m3 daily. The main 

regions of water supply are Taipei County, Taoyuan County, and Hukou 

Shiang of Hsinchu County. 

Typhoon Aere hit Taiwan on August 24, 2006, which brought major 

landslide at the upstream watershed of the reservoir. Massive amount of 

debris flows were scoured into the reservoir and caused casualties in 

Wufeng and Jianshih Shiang of Hsinchu County and water supply of 

Taoyuan County was stop for over two weeks. This disaster made an 

unprecedented impact on the reservoir for not only the turbid water was 

unable to clear, thus, affected the ecosystem and the downstream water 

supply, but the reservoir was also being silted up seriously.  Based on 

the long term watershed management measures and impetus, the basic 

data of the landslide disaster caused by Typhoon Aere, and the land use 

of the watershed should be investigated and the GIS query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query of the related practic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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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Aerial Photographs and Establishment of GIS Query 

System for Watershed of Shihmen Reservoir” project is from January 

2005 to December 2006. This project achieved important results, such as 

finished interpretation and built GIS layers before and after Typhoon 

Aere, integrated information of the sand blocking dams and the SPOT 

satellite images, constructed web GIS and database query system, 

installed and tested the system, and conducted system education, etc.  

According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erial photographs, landslide 

count was 850 in the project area before Typhoon Aere with the total area 

of 295.76 ha. The number increased to 2448 after Typhoon Aere with the 

total area of 901.7 ha. The differences were 1598 counts and 605.94 ha.  

After Typhoon Matsa, the suspected landslide regions were 35 places 

with the total area of 35 ha. The landslip regions had 20 counts with the 

total area of 467.4 ha, which mild slope and large area were its 

characteristics. After Typhoon Aere, the landslip region at Hsinkung tribe 

had a sign of slipping. Its head area had obvious fractures and the 

playground of the Hsinkung Elementary School also had the water 

gushing phenomenon, thus, should be investigated further. The 

investigating area had 29 potential debris flow streams, but the 7 debris 

flow streams happened after Typhoon Aere, only one was the potential 

debris flow river. 

The analysis of attributes of the landslide regions yielded that the 

sizes of the landslides after the torrential rain of Typhoon Aere were 

mainly below 2 ha. The landslide area between altitude of 1000 and 1500 

m mountains were increased the most and happened between the slope of 

30 and 40 degrees. When the slopes were over 50 degrees, the inc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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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limited on both count and total area. The directions of the slopes 

were mainly southward when the landslide occurred, followed by the 

direction of southeastward slopes. Shankun sub-watershed had the most 

serious landslide occurrence rate which sharply increased from 0.28% to 

2.61% after Typhoon Aere. The next serious landslide occurrence rate 

was in Shourun sub-watershed which increased from 0.49% to 2.27%. 

Both sub-watersheds will be the focus watershed for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large 

scale landslide was the excessive wind and rain of Typhoon Aere, which 

caused the over concentrate of surface runoff, thus caused the water 

elevation to rise and erode the river banks and head-water regions and 

finally induced landslide.  In the aborigine reservation area, besides the 

factors of nature causes, human activities (road construction and land 

cultivation) had a slight effect upon the occurrence of landslides. 

For the land use interpretation, project area mostly covered by well 

grown forest (included coniferous forest, broadleaf forest, and mixed 

forest) for 83.21%.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excluding landslides, rivers, 

reservoirs, and roads, were bamboo forest (included short bamboo forest) 

for 9.98%, orchard for 1.98%, dry cultivation for 0.61%,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for 0.25%, and open ground for 0.2%. According to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land use interpretation after Typhoon Aere and 

the land use investigation results in 1976, 1986, and 1998, the area of 

grass land and tea plantation were decreasing. However, the open ground 

and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rea were increased. The possible reasons 

for decreasing of grass land and tea plantation were land utilization 

changes or under soil preparation. The possible reason for the increasing 



「石門水庫集水區航照判釋及地理資訊查詢系統建置」成果報告                            ABSTRACT 

0-7 

of open ground and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rea was the needs for 

tour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the results of web GIS and database query system construction, 

this project established the system which provide the web GIS query 

capability for showing the aerial photographs, land registration, land use, 

and landslide status as well as the protection zone, sand blocking dams, 

and SPOT satellite images, etc.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related 

institutes, and general public can use the system over internet to facilitate 

the query of related practices and impetus, thus,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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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石門水庫位於桃園縣境淡水河最大支流大漢溪上，由於溪口處有

雙對峙狀若石門，因而得名。集水區為石門大壩上游之大漢溪流域，

範圍廣及桃園、新竹、宜蘭三縣境，面積為763.4km2；水庫兼具有灌

溉、發電、防洪、給水、觀光等多目標功能，對於促進農、工業發展，

繁榮社會經濟及改善人民生活，均有重大之貢獻。由於經濟的持續發

展與人口的增加，使得水庫調節供應公共給水之功能愈形重要，其公

共給水除下游鳶山堰攔引送板新淨水場外，另有於大壩上游取水經石

門大圳送平鎮、龍潭、石門淨水場，及於後池堰取水經桃園大圳送大

湳淨水場者，每日平均由水庫調蓄之供水量約80萬立方公尺，加下游

未控流量及三峽河抽水站者，總供水量最大可達148萬立方公尺，主

要供應台北縣、桃園縣及新竹縣湖口鄉之公共用水。 

石門水庫集水區內溪流湍急、岩層破碎，雨量豐沛而集中，加以

開闢道路、砍伐林木、觀光開發及其他種種人為活動日增，極易造成

沖蝕崩塌使得泥沙下移，而影響水庫運作與壽命。為維持水庫功能與

壽命，於民國57年即擬訂集水區治理二十年計畫，並自民國59年起，

分別由有關機關分年分期實施。 

93年8月24日艾利颱風來襲，水庫上游集水區大範圍崩塌，大量

土石沖刷入庫，不僅造成新竹縣五峰、尖石鄉山區部落人員傷亡，桃

園縣停水逾半月以上，更對石門水庫造成史無前例之衝擊，除了水質

混濁久久無法清澈，影響下游供水及水庫生態外，大量土石入庫恐已

嚴重淤積。基於集水區長期管理措施擬定與推動之需要，經濟部水利

署北區水資源局認為有必要深入瞭解艾利風災造成之崩塌災害，及土

地利用之分布情形，並建置地理資訊系統，供業務查詢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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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計畫目的 

本計畫之目的乃為比較艾利颱風發生前、後近期石門水庫集水區

之航空測量照片，分析判釋土地利用及發生崩塌所在位置，並建立網

際網路查詢資訊系統，作為日後集水區崩塌地治理之依據。此外，為

因應集水區附近土地開發之地籍資料查詢業務，需蒐集區內之地籍資

料，建置網際網路查詢系統，除供業務單位使用外，並可供一般民眾

初步查詢之用。資訊系統則須整合過去建置之保護帶劃設、石門水庫

集水區攔砂壩等資訊系統及SPOT衛星影像計畫之衛星影像資料。 

1-2   工作範圍 

本計畫工作範圍為石門大壩上游之集水區，涵蓋之行政區如表

1-1所示。集水區範圍內之像片基本圖比例尺1/5,000共13幅，比例尺

1/10,000共38幅，索引圖如圖1-1所示。 
 

 

 

 

 

表1-1   工作範圍涵蓋之行政區 
縣  市 鄉    鎮    村   里 

宜蘭縣 大同鄉西南之一部份 

復興鄉 全部 

大溪鎮 新峰里、復興里 桃園縣 

龍潭鄉 大坪村之一部份 

尖石鄉 玉峰村、秀巒村 
新竹縣 

關西鎮 仁河里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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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計畫工作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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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作項目與內容 

依據合約，本計畫之工作項目與內容，包括(1)艾利颱風前後航

照判釋與圖層建置，(2)集水區地籍資料蒐集處理，(3)保護帶劃設、

石門水庫集水區攔砂壩、SPOT衛星影像等資訊整合處理，(4)網際網

路伺服器建置，(5)網際網路地理資訊與資料庫查詢系統建置，(6)系

統安裝測試及教育訓練，(7)成果報告書及操作及維護手冊等，其內

容分別敘述如下。 

1-3-1   艾利颱風前後航照取得、判釋與圖層建置 

(一) 航攝影像收集 

收集購置艾利颱風發生前、後近期內解析度25公分之彩色航

攝數值影像。 

(二) 正射影像製作 

收集購置艾利颱風發生前、後近期內解析度25公分之彩色航

攝數值影像。 

(三) 崩塌地及土地利用航照判釋及數化建檔 

利用航空照片判釋崩塌地分布及土地利用情形，建置GIS圖層

及屬性資料庫，並對屬性資料進行統計分析。 

1-3-2  地籍資料蒐集處理 

取得石門水庫集水區內近期已完成數化建檔之所有地籍資

料，並將地籍資料處理建置成可以與其他地理資訊相互套疊且具

備地段地號之圖層，作為資訊系統查詢之基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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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保護帶劃設、攔砂壩、SPOT衛星影像等資訊整合處理 

取得北區水資源局保護帶劃設、集水區攔砂壩、SPOT衛星影

像等資訊，加以整合處理成可以相互套疊之地理資訊圖層。 

1-3-4  網際網路伺服器建置 

(一) 電腦硬體購置 

包括個人電腦一部，規格如下，機型需配合北區水資源局之

相關規定。 
 

主要品名 數量 規格 
中央處理器 1 Intel Pentium IV 3.0、3.2G 以上(800 外頻雙通)

記憶體 2 512*2M DDR ECC 

硬碟 2 160GB 以上 

DVD 光碟機 1 16 倍速以上 

DVD 燒錄機 

(外接式) 

1 CD/CD-R/CD-RW：40/32/24 倍數以上 

DVD+R-R/+RW-RW：16/4/4 倍數以上 

網路通訊埠 1 10/100 Mbps 

顯示控制器 1 AGP 128MB DDR 記憶體  

電源供應器 1 Hot-Swap 電源供應器及風扇 

螢幕 1 17 吋液晶螢幕，解析度 1280*1024 點 

其他 1 鍵盤與滑鼠 
 
 

(二) 相關應用軟體購置安裝 

購置安裝Windows Server 2000以上、SQL Server 2000以上、 

網際網路地理資訊系統及系統運作必須之其他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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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網際網路地理資訊與資料庫查詢系統建置 

(一) 網際網路地理資訊系統建置 

提供網際網路GIS查詢功能，讓石門水庫集水區內之航照影

像、地籍、土地利用、崩塌地現況、保護帶劃設、集水區攔砂壩、

SPOT衛星影像等之資料能夠透過網際網路為政府各單位、相關機

構、甚至一般大眾來使用。 

(二) 資料庫查詢系統建置 

建置相關圖層屬性資料查詢系統，可經由屬性查圖或圖查屬

性之方式查詢展示集水區內相關圖層資訊 

(三) 系統安全 

為確保資訊安全，開放一般使用者之GIS查詢系統，需置於北

區水資源局防火牆DMZ(De-Militarized Zone)區。 

(四) 無障礙認證 

為提供無障礙網頁之服務，資訊系統需通過無障礙網頁3A之

認證。 

1-3-6  系統安裝測試與教育訓練 

進行系統測試及移轉安裝至北區水資源局，包含系統操作及

維護之8小時教育訓練課程。 

1-3-7  整體成果報告書及操作及維護手冊撰寫及印刷 

撰寫及印製計畫整體成果報告書、系統操作手冊及系統維護

手冊，並提供光碟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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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集水區概況 

2-1  地理位置與交通 

石門水庫集水區(以下簡稱計畫區域)位於淡水河上游，包括石門

大壩以上之大漢溪流域（舊名大嵙嵌溪），面積763.4km2，位置在東

經120°10′15″～121°23′10″，北緯24°25′45″～24°51′20″之間；東鄰台

北、宜蘭兩縣，南接台中縣，西南與苗栗縣相連，計畫區域大部分屬

桃園、新竹兩縣的管轄範圍，其地理位置與交通如圖2-1所示。 

計畫區域內交通以公路為主，北部橫貫公路(省道7號)於桃園縣

大溪鎮百吉進入集水區，經三民、復興、霞雲坪、跨大漢溪經羅浮、

高坡、榮華、高義、蘇樂、越河到巴陵，再沿三光溪右岸而上，經四

稜、西村等地，至池端附近出境，可通達宜蘭，過境全程長達61Km，

每日均有桃園客運行駛其間。復興至池端之間，公路因沿河邊陡坡開

闢，每遇豪雨，常發生崩坍，尤以榮華段最為嚴重，影響交通甚鉅；

大溪經三民、復興至巴陵亦有桃園客運行駛其間，車次頻繁，交通十

分便捷。另石門大壩沿水庫北岸經懷德橋至阿姆坪之環湖道路(懷德

路)，並於懷德路至湳仔溝(承恩路)，接通北橫公路，便利旅遊。羅馬

戰備道路，由羅浮經溪口臺、長興、高翹可達馬武督，現有新竹客運

行駛其間；成福戰備道路，由復興經佳志，可接通台北新店。樂三產

業道路，由蘇樂至三光，亦有客運班車可通達。復興至台北三峽有台

汽客運行駛，其中三民至三峽段亦有台北客運班車。另巴陵至拉拉山

神木區，小型車輛可直接通達。本區後山部份，即泰崗溪及白石溪流

域一帶之鎮西堡、新光、泰崗、及養老經秀巒、田埔、及鞍部，車輛

可通行至尖石。另玉峰東經砂崙子、三光至蘇樂有徑路可通，與北部

橫貫公路銜接；至於三光溪上游及泰崗溪上游有多線林道。桃園汽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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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運尚有班車定時行駛霞雲、義盛(小烏來)。此外境內各部落車輛皆

可通達。 
 
 
 

 

 

 

 

 

 

 

 

 

 

 

 

 

 

 

 

 
圖2-1  計畫區域地理位置與交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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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地形與水系 

在地形上，計畫區域內有兩大地形區，分別是雪山山脈及西部麓

山帶地形區（圖2-2），兩地形區以屈尺斷層為界，在計畫區域內則

由水車寮至復興延至阿姆坪一線為界。 

 

 

 

 

 

 

 

 

 

 

 

 

 

 
圖2-2  計畫區域地形與水系略圖 

品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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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雪山山脈 

雪山山脈位於中央山脈之西側，呈東北～西南走向，構成岩

層均以板岩、硬頁岩、石英岩為主。本區地層經過地殼變動後造

成反覆的褶皺，中間為若干走向斷層所分隔，因此地形受地質條

件之支配甚為明顯，東北～西南向之山脊及後成河流極發達。本

山塊東側即為中央山脈板岩山塊，西側與西部麓山帶(覆瓦狀斷層

山塊)相接，為一地形上之高區。在本集水區內，雪山山脈帶地形

區佔全區面積約三分之二強，地形南高向北下降，由最南端田品

山分東西兩山稜向北環繞成集水區，品田山沿集水區邊境向東北

蜿蜒延伸，經池有山(3,301m)、加拉海山(3,132m)、梵梵山(1,681m)

至馬博魯山(2,101m)折向北北西，經拉馬山(2,130m)、拉拉山

(2,030m)、東眼山(1,212m)進入西部麓山帶範圍；另一分歧則向西

北延伸，越大壩尖山(3,459m) ，經境界山(2,909m)至石鹿大山

(2,233m)；向東北折經霞山(2,165m)、李棟山(1,913m)、鳥嘴山

(1,749m)至那結山(1,520m)復轉向西北進入西部麓山帶範圍，上述

兩列山脈共同構成集水區範圍之中南部；除此之外，插天山

(1,907m)、尖山(1,805m)、雪臺山(3,443m)、玉峰山(2,323m) 、奇

納基山(2,573m)及馬望山(2,506m)等山峰在集水區中分割各次集

水區。 

2-2-2  西部麓山帶 

本地形區位於雪山山脈以西之麓山地帶，其標高均在2,000m

以下，由未變質之新第三紀砂岩與頁岩互層夾少量石灰岩體和凝

灰岩凸鏡體組成，地貌上概屬壯年期，地勢東高西低且顯得平緩

寬闊。本地形區於更新世地殼變動時，受到來自東方之橫壓力，

而造成一連串南北縱向斷面而向東傾斜，呈一系列雁行排列之覆

瓦狀斷層（imbricate fault）系統。出露岩層均屬未變質之新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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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地層，其與板岩區接觸，係為台灣主要之縱向構造線之一，稱

為屈尺斷層。本地形區西側與西部諸丘陵或台地相鄰接。在本區

西部麓山帶範圍由石門大壩經小竹坑山(555m) 、 石牛山(671m)

至那結山，另一端則由溪洲山(578m)至白石山(592m) 折轉東南至

東眼山，連接雪山山脈區。地形上除山稜環繞河谷外，在河谷兩

旁有河階台地發育，此可說是區內地形最為平坦之處。 

2-2-3  水系 

本集水區水系皆發源自雪山山脈帶中，匯流至石門水庫內之

阿姆坪才進入西部麓山帶，以大漢溪為主，由泰崗溪、白石溪、

三光溪、卡拉溪、黑白庫溪、匹亞溪、色霧鬧溪、高坡溪、義盛

溪、霞雲溪、奎輝溪、三民溪、高翹溪及南子溝溪等支流匯合而

成，本支流總數為64條，流路呈不規則樹枝狀，總長約352.63公

里。泰崗溪發源自品田山北麓及大壩尖山之間，流向東北轉向西

北，經鎮西堡至控溪，與源出大壩尖山北麓之白石溪匯合北流，

經田埔、玉峰後復轉向東北，於三光、蘇樂之間，與發源於宜蘭

梵梵山北麓之三光溪會合，再向北流，分別匯納卡溪於蘇樂東方、

黑白庫溪於高義、匹亞溪於榮華、色霧鬧溪於色霧鬧、高坡溪於

高坡、義盛溪於羅浮對岸，此段河谷因穿透堅硬砂岩層，遂形成

兩岸峭崖壁立之狹長河谷；在羅浮附近，匯納霞雲溪之後，突轉

向西，河谷漸寬，主流經此河曲部，注入廣大之砂頁岩緩斜坡，

形成廣闊之河道，自角板山附近，又納匯奎輝溪、三民溪、高翹

溪、南子溝溪等支流，形成石門水庫之廣大蓄水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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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地質與土壤 

2-3-1  地質 

依據中央地質調查所(2000)出版之五十萬分之一地質圖，本

集水區出露之岩層大部份為沉積岩及輕度變質岩，岩層之時代可

劃分為古第三紀及新第三紀等(圖2-3)。古第三紀岩層曾經輕度變

質，可稱為變質岩，新第三紀岩層雖然經過造山運動，但無變質

現象，仍為標準之沉積岩。 

古第三紀包括下部烏來群及上部烏來群，分布於本集水區中

部及南側大部份山岳地帶，所佔面積最廣，以東北至西南之走向

延伸，其中漸新世的上部烏來群之大桶山層及相當地層幾乎涵蓋

整個中南側，在集水區中部，漸新世之地層受斷層影響，使中新

世早期之木山層、大寮層、石底層、南港層等地層出現在巴陵至

白石一帶；而本區最老之地層則分布於東南角，包括始新世至漸

新世之西村層、四稜砂岩等，走向同為東北－西南向。 

在集水區北部則為新第三紀地層，分別為野柳群、瑞芳群及

三峽群；野柳群包括中新世早期之木山層及大寮層，瑞芳群包括

中新世中期石底層及南港層，三峽群包括中新世晚期至上新世之

南莊層及桂竹林層，部份河谷地區分布更新世的臺地堆積層地

層。這些地層分布通常越往北年代越新，但其中受多條斷層及褶

皺所影響，地層重複出現數次。在烏嘴山至榮華一帶野柳群及瑞

芳群在傾沒褶皺軸部出露形成圈合，旋即受北側斷層切割而再次

在小鳥來至長興一帶出露，在阿姆坪附近屈尺斷層令三峽群與野

柳群接觸，同時部使瑞芳群在集水區最北端再次出現。各地層依

其年代由老至新說明如附錄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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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計畫區域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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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土壤 

本集水區因概屬高溫多濕地區，雨季甚長，乾濕季節不顯明，

故分布於區內西北部丘陵地之黃棕色紅壤，未能化育成真正之磚

紅壤，而冷濕之廣大山區，本最適於土壤灰化作用之進行，惟因

地勢陡峭，又多風雨，表層沖蝕劇烈，故區內大部份山地土壤呈

石質土。僅鳥嘴上、高坡、金面山、奎輝、長興等山岳、丘陵交

界區，化育成紅黃色準灰壤，各河岸段丘面及山谷緩坡，則多屬

沖積土，至於黑色基性岩土，僅見於玄武岩所組成之陡坡，集水

區土壤分布略圖如圖2-4，各類土壤分布敘述如后： 

(一) 黃棕色紅壤 

由砂頁岩風化而成，土壤深度在50至100公分之間，黃棕色，

團粒結構鬆弱，呈強酸性，有機質略低，又可分為新城系、九讚

頭系、新埔系。 

(二) 紅黃色準灰壤 

母質為較堅緻砂頁岩互層，全面俱含礫石，土層較薄(30至60

公分)，表土為礫砂粘壤土，有機質少，結構鬆脆，呈強酸反應，

暗棕色，僅五指山礫砂粘壤土一種，散布金平山、角板山、那結

山一帶。 

(三) 黑色基性岩土 

分布於角板山附近，母質為玄武岩，土粒結構較密實，土層

淺薄，土色暗，常含礫石，呈中酸性，見於陡坡，為圓子山系－

圓子山礫砂粘壤土。於緩坡處，則化育成紅壤，土色紅，土壤較

深，屬草嶺山系－草嶺山砂質粘壤土，但其面積甚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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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集水區土壤分布略圖 

 

 

資料來源：中華水土保持學會(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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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沖積土 

由大漢溪早期沖積而成，分布於大漢溪主流沿岸之段丘群及

沖積臺地，可分為角板山系、大溪礫質砂壤土、橫山系等三系。 

(五) 灰化紅黃壤 

本土壤發育趨向依灰化方向進行，具有淺薄之有機質層淺薄

腐質質土壤層，略為淡色之淋溶層、及黃棕色較為密實之沉積層，

分布於角板山海拔1,000m左右之山區地帶，由中新世砂岩頁岩所

形成，土層淺薄(30至60公分)，質地細，但多含石片，一般表土

暗棕色，底土黃棕色，表土屑粒構造，心土中核粒構造，結構鬆，

強酸性反應。 

(六) 石質土 

高山峻峭地區，岩石位移甚烈，沖蝕亦較嚴重，土壤難於化

育，大多成岩石與碎片、暴露於地面之石質土，本集水區山岳地

帶幾全屬之，可分為油羅山系、控溪系、署光系、雁鳴系。 

2-4  氣象與水文 

2-4-1  氣象與水文概況 

石門水庫集水區內共有石門、霞雲、高義、巴陵、玉峰、嘎

拉賀、池端、鎮西堡、白石、西丘斯山等十六個雨量站。依據中

央氣象局75年至89年之氣象統計，本集水區內之年平均降雨量約

在1,600㎜～3,300㎜間，其月平均降雨量如圖2-5所示(北區水資源

局，2000)。區域內降雨分布不均，在地理區位以東側之池端測站

較高，在各年之降雨強度則以民國79年降雨量最高，最大年降雨

量出現在87年之池端站的5,183㎜，最大日降雨量出現在76年10月



「石門水庫集水區航照判釋及地理資訊查詢系統建置」成果報告                       貳、集水區概況 

2-11 

24日池端站的806㎜，最小月降雨量為零，通常出現在11月至次年

2月。平均年降雨日數為146天，其中以池端站之年平均降雨日數

超過200天為最高。區域內之氣溫，由於受海拔高差影響，各地氣

溫變化較大，平均每升高海拔100m，則氣溫降低0.6℃，全年氣溫

溫差約在12℃～26℃間，年平均氣溫約為20℃，以每年元月氣溫

最低，約在12℃左右，七月與八月分最熱，氣溫高達24℃～26℃，

區域內各地各月分之平均濕度約在80～88%間，故全區域之乾濕

季節變化不甚明顯，其年平均濕度約在84%左右。 

 

 

 

 

 

 

 

 

 

 
圖2-5  集水區月平均降雨量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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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艾利颱風路徑與降雨 

根據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http://www.cwb.gov.tw/)之颱風

資料庫，艾利颱風(Aere)係民國93年8月20日於關島海面附近生

成，之後便向西北方向移動。中央氣象局於93年8月23日2時30分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於8月23日14時30發布陸上颱風警報，其最大

強度為中度，在到達臺灣東北方海面後緩慢偏西移動通過臺灣北

部近海，進入臺灣海峽後逐漸轉向西南西，8月25日22時由金門東

北方進入福建，8月27日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行經路徑如圖2-6

所示。 

艾利颱風雖未登陸台灣，然受颱風外圍環流影響，北部、東

北部、中南部有豪雨發生，引發嚴重崩塌及土石流災情，以新竹

縣五峰鄉桃山村最為嚴重；石門水庫集水區因原水濁度太高，致

使桃園地區大停水達17天。共計有14人死亡、15人失蹤，農林漁

牧損失約18 億元。 
 
 
 
 
 
 
 
 
 
 
 
 
 
 
 
 

圖2-6  民國93年艾利颱風路徑圖(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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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災害防救中心(2005)根據中央氣象局及及水利暑之雨量

資料，整理統計艾利颱風期間之最大時雨量與總雨量如表2-1。最

大時雨量最高者為玉峰站及白石站之 88mm；24小時最大降雨量

最高者為白石站之1,262 mm，其次為玉峰站之1,176 mm；總降雨

量最高者為白石站之1,607 mm，其次為玉峰站之1,578 mm；其最

大時雨量及總雨量等雨量線圖如圖2-7及2-8所示。 
 
 
 

表2-1  艾利颱風期間石門水庫集水區各雨量站雨量紀錄 
 
資料統計期間：8 月 23 日 00:00～8 月 26 日 23:00              單位：mm 

雨量站 最大時雨量 24小時最大雨量 總雨量 

石門 43 447 530 

霞雲 52 632 923 

高義 66 895 1,214 

巴陵 39 506 789 

嘎拉賀 62 684 857 

玉峰 88 1,176 1,578 

白石 88 1,262 1,607 

鎮西堡 63 803 1,072 

西丘斯山 43 484 655 

池瑞 37 430 506 
國家災害防救中心整理(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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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艾利颱風最大時雨量等雨量線圖(國家災害防災中心，2005) 

 

 
 
 
 
 
 
 
 
 
 
 
 
 
 
 
 
 

圖2-8  艾利颱風總雨量等雨量線圖(國家災害防災中心，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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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土地類別 

根據水土保持局(2006)「石門水庫集水區山坡地水土保持重點治

理調查分析與對策分析」期末報告，集水區內國有林班地面積達

54,650 ha，約佔集水區總面積72％，其次山坡地面積為20,026 ha(其

中原住民保留地為17,651 ha)佔集水區總面積26％，山坡地及原住民

保留地大多集中於桃園縣境內，新竹縣多為國有林班地；集水區內土

地類別及其分布圖如表2-2及圖2-9所示。 

 
表2-2  石門水庫集水區土地類別一覽表 

資料來源：水土保持局(2006)     

區域範圍 面積(ha) 面積比％ 

水庫保護帶及滿水位線範圍 1,259.73 1.65% 

山坡地 
(公私有地與原住民保留地)

20,134.81 
(17,746.37) 

26.38% 
(23.25%) 

國有林地 54,945.46 71.97% 

合計 76,3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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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石門水庫集水區土地類別分布圖 
 

資料來源：水土保持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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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工作方法 

3-1   工作流程 

根據合約之工作內容，本計畫係依圖3-1之工作流程進行，包括

(1)資料收集與準備，(2)航攝資料處理，(3)崩塌地及土地利用判釋/

數化，(4)崩塌地及土地利用屬性建置，(5)現場查核，(6)統計分析，

(7)地理資訊系統建置，(8)成果書圖編印等，本計畫執行期間，將透

過不定期聯繫及期中簡報與委方溝通，使成果更能符合需求。 

3-2   工作方法 

3-2-1  資料收集與準備 

(一)蒐集已完成研究調查之文獻資料，包括石門水庫集水區崩塌

地及土地利用之相關研究文獻，及以往崩塌地及土地利用航

照調查報告；並蒐集計畫區域之地形、地質、土壤、降雨、

與土地利用等基礎資料。 

(二)收集集水區內已有航空攝影之航線，及製作正射影像所需之

地面控制點，包括三角點及一等水準點，並依航線資料購置

航攝影像。 

(三)工作分組與工作時程排定：依照圖幅量協調人力分配，以多

組人力平行投入室內航攝資料處理、判釋作業及現場調查工

作，定期考核追蹤，並依據執行進度修正工作時程。 

(四)儀器設備整備：包括數值航測影像工作站、及現場調查裝備

（GPS、手持式雷射測距儀、傾斜儀、地質鎚等）、現場調

查底圖資料與標準化調查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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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計畫工作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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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基本資料建置與彙整 

(一) 崩塌地與土地利用 

在本計畫範圍內，除道路、水係、部落分布、地質、土壤等

基本圖資外，已收集有民國87年利用航空照片判釋崩塌及土地利

用之資料庫(北區水資源局委託)，及民國93年地滑潛勢區資料

庫、山坡地地籍資料(水土保持局委託)；此外，民國93年艾利颱

風後，工研院能資所分別接受行政院經建會，及農委會水土保持

局第一工程所之委託，針對集水區範圍，利用衛星影像及航照，

進行崩塌判釋、現場勘查、及空中勘查，並均已建立相關資料庫。

本工作團隊針對本計畫之需求，將歷年崩塌地地理資訊圖層與資

料庫，進行整理及彙整(表3-1)，以增加本計畫調查資料之準確性

與一致性。 

 
表3-1  本計畫收集之崩塌地與土地利用資料 

資料名稱 年度 委託單位 資料格式 範圍 判釋材料 

崩塌地及土地利用 87 北區水資源局
MapInfo 
GIS 全區 航照 

地滑潛勢區 93 水土保持局 
ArcView 
GIS 全區 

航照、相片基本

圖 

崩塌裸露地 
93 

(艾利風災前) 水土保持局 
ArcView 
GIS 全區 

SPOT衛星影像

崩塌裸露地 
93 

(艾利風災後) 經建會 
ArcView 
GIS 全區 

以SPOT衛星影

像為主、部分航

照 

崩塌裸露地 
93 

(艾利風災後) 
水土保持局 
第一工程所 

ArcView 
GIS 

尖石鄉玉峰

村、秀巒村 
SPOT衛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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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護帶、防砂壩、SPOT 影像 

北區水資源局於民國89年委託黎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執行石門水庫特定水土保持區規劃，其中主要執行保護帶範圍內

土地利用現況調查與保護帶劃設及界樁位置之擬定。該計畫建置

完整的保護帶圖層，並使用MapInfo建置單機版的地理資訊系統，

其中的保護帶資料庫及圖層將併入本計畫中。 

系統中除展示保護帶劃設圖層外，並依北區水資源局提供之

相關圖層如保護帶滿水位界樁、保護帶外緣界樁、保護帶公私有

地、保護帶林班地、保護帶土壤圖、保護帶地質圖等，一併放入

網際網路地理資訊中供使用者查詢展示。 

北區水資源局於民國92年委託工研院進行「防砂壩石門水庫

上游集水區攔砂壩資訊系統」之建立，其中即用MapInfo系統建置

一套「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攔砂壩資訊系統」，本年度要將其已

建置之資料庫，一併放入網際網路地理資訊中供使用者查詢展示。 

(三) 地籍資料 

集水區相交之行政區域包括桃園縣大溪鎮、龍潭鄉、復興鄉、

新竹縣關西鎮、尖石鄉、以及宜蘭縣大同鄉。本計畫區域內所屬

之地段，根據內政部土地測量局所建置之資料如圖3-2所示，圖中

空白之處除水庫外，至95年9月止，均為未登錄地，亦即沒有任何

地籍資料。其餘登錄地之地籍資料均全部重新購置，分別向桃園

縣大溪地政事務所(大溪鎮、復興鄉、龍潭鄉)、新竹縣竹北地政

事務所(關西鎮)、新竹縣竹東事務所(尖石鄉)、宜蘭縣羅東地政事

務所(大同鄉)，價構取得數化之地籍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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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石門水庫集水區現有之地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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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相關圖資 

水利署於民國92、93年委託逢甲大學地理資訊系統研究中

心，執行「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網路資訊之建立」計畫，其中

亦對水庫集水區建置相當豐富之基本資料庫，包括地質、地形、

水文、水質水量保護區、水庫保護帶、環境敏感地等，詳細資料

庫項目如表3-2所示。 
 
 
 

表3-2  水利署水庫集水區已完成建置資料庫項目 

項    目 內       容 

集水區範圍 集水區範圍圖 

地質、地形資料 等高線圖、坡度圖、坡向圖(以上由

DSM資料計算)、地質圖、土壤圖 

水文資料 水系圖、雨量站分布圖、流量站分布

圖、水庫淹沒區圖 

基本圖資 縣市界圖、鄉鎮市界圖、村里鄰界

圖、像片基本圖、1/25,000地形圖 

保育資料庫 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圖、飲用水水

水質水量保護區圖、水質監測站、水

庫保護帶(10～50m)，治理工程位置

圖 

環境敏感地資料 採用營建署88年度「區域土地使用計

畫」之研究成果，包括優良農田、文

化景觀、地表水源、生態、洪水平原、

地質災害、自然景觀、地下水補注區

等敏感地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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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航攝資料處理 

數值攝影測量是利用數值影像與數值影像處理技術為基礎，

將立體像對影像檔輸入電腦進行處理；再由電腦螢幕顯示出來，

且可進行立體觀察。系統提供了立體觀察設備，使操作者可在螢

幕上看到立體模型；同時螢幕上有兩個游標，經由立體觀察會產

生浮動測標，利用游標或鍵盤可將像對的影像相對地移動，並且

可以移動兩個螢幕上的游標，使其貼於共軛像元上。其概念與立

體測圖是相同的，當浮動測標貼於模型表面時，電腦會將浮動測

標所在像元的位置轉換成像片坐標，並且根據地面控制點，以解

析攝影測量的數學模式，計算出地面坐標。以下分別說明執行步

驟： 

(一) 航攝影像選取 

將模糊不清（如有陰影或雲層遮住）不適用使用之航攝影相

予以剔除，並找出每條航線起點的坐標位置（即找出照片涵蓋在

那一幅基本圖上），並依像片重疊需在60%以上、航線間重疊為

30%以上之原則。 

(二) 地面控制點選取 

利用已有之資料庫，先在圖上標示三角點及一等水準點，並

依精度要求之準定地面控制點。地面控制點原則引用官方（來源

為土地測量局）重新量測後之TWD97坐標系統之控制點，亦可減

少實地測量之誤差。 

(三) 空中三角測量與控制點誤差檢測 

採用LH SYSTEM DPW 770數值航測工作站（如圖3-3）進行

此項工作；空中三角作業之控制點資料，均採用土地測量局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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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災後重新量測資料，為TWD97坐標系統，空中三角作業精度

XY控制於0.5m，高程控制於1.0m。 

1. 空中三角測量主要乃採用DPW數值航測影像工作站所提供

之數學模式，以所給定之控制點資料，量測已知控制點及待

測點之像片坐標。 

2. 檢測各點之平面中誤差及高程中誤差，如果檢測結果未能通

過檢定標準，則重新檢核地面控制點之正確性，並反復檢測

直至各項誤差檢核通過檢定標準。 
 
 

圖3-3  全數位數值影像工作站 
 
 

艾利颱風後航測影像空中三角測量與控制點誤差檢測成果詳

見附錄B。之經過地面控制點及空中三角測量的航攝影像，除提

供崩塌判釋外，再經數值影像工作站自動匹配作業後，產生數值

地形模型（DTM），此處之DTM為覆蓋面之高程值（或稱為DSM）。

為提高資料之準確度，本計畫仍需就立體模型資料以人工加以檢

查，並針對地形特徵點（如山頂、山窪、鞍部等變化）、地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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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線（如山脊、山谷、陡坡等處加測山脊線、合水線及坡間線）、

及地形斷線（地面傾斜角度劇烈變化分界線）等資料再次量測修

正。 

(四) 製作正射糾正影像（Ortho-rectified image） 

正射糾正影像製作，採用DPW數值航測影像工作站，配合數

值高程模型資料（DSM）作為正射糾正之高程控制資料，將中心

投影之航空像片，逐點糾正成正射投影，消除像片上之投影誤差。 

(五) 正射影像鑲嵌 

為避免各圖幅之正射糾正影像無法接合，因此在作業過程中

將同一航線之像片鑲嵌成一大張，在鑲嵌時進行兩項修正，一為

影像灰階改正，使像片間影像之色調儘量接合一致；二為幾何改

正，使地形地物之形狀大小寬度儘量接合一致。正射影像改正後，

則以基本圖圖幅大小為範圍將影像切割為單幅之影像，並套入

TWD97坐標系統。 

 

3-2-4   土地利用判釋與屬性建置 

利用完成空中三角之影像進行土地利用之判釋與數化，判釋

數化之結果，可採用數值航測工作站及數值航測系統，在螢幕觀

察立體模型進行檢核，以提高土地使用邊界線及地類判釋精度。

各項土地利用類別，在航攝影像上均有特徵可供辨識，本計畫係

依表3-3之相關特徵進行判釋與數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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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土地利用航照判釋之特徵 
土地利用 

類別 代號 
航空照片特徵 航照影像 

水田 A 

水稻田新種植之秧苗，田中多積

水，像片上色調較深，稻穀成長

時，完全蓋滿後，則色調更深，

表面織地細緻，新收割之稻田，

田中有稻草捆散成行。 

 

旱田 B 
旱農作物，作物不同，耕種方法

亦各異，為像片上色調一般較

淡，織地較粗。 
 

闊葉林 C 
闊葉樹之樹冠多為不規則形狀，

參差不齊，無顯著之尖頂，枝葉

變異亦多，色調較淡 

 

針葉林 D 

針葉樹之樹冠多呈圓錐形，有顯

著之尖頂，主幹粗大直挺，枝條

分歧少，枝葉密集，色調深，多

生長於高山較寒地帶。 

 

竹類 E 

竹類色調較深，單桿竹(桂竹．孟

宗竹)之結構細緻如毯，不易分別

單株竹冠。叢生竹(麻竹．莿竹)
之竹冠呈放射狀，每叢分別較明

顯。 
 

 
 
 
 



「石門水庫集水區航照判釋及地理資訊查詢系統建置」成果報告                          參、工作方法 

3-11 

 
表3-3  土地利用航照判釋之特徵(續) 

土地利用 

類別 代號 
航空相片特徵 航照影像 

灌木林 F 
分布於低海拔，樹冠呈不規則形

狀，樹形矮小，無粗大之主幹，

色調較淡 

 

建物 G 
居住地必有道路通達，房舍多呈

長方形或正方形，色調多呈灰

色，其陰影可顯示側面之輪廓。

 

墓地 H 
影像呈白色或灰色點狀，與雜草

群聚，表面織地粗糙。 

 

花圃 I 需實地調查 

 

檳榔園 J 
為多年生作物，行列較不明顯，

色調較淡，織地較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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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土地利用航照判釋之特徵(續) 
土地利用 

類別 代號 
航空相片特徵 航照影像 

香蕉 K 
多種植於較低之坡地，影像色調

較深，織地亦較粗，排列顯著，

單株影像亦約略可分辨。 

 

茶園 L 
茶為多年生作物，種植於低海拔

之山坡上，茶樹行列明顯，色調

較深，織地亦較粗。 

 

鳳梨 M 

種植於台灣南部及東部較低之坡

地，坡地耕種時常闢為梯形平

臺。像片影像色調較淡，織地較

細，行列隱約可見，惟不大明顯。

 

果樹 O 
多年生作物，行株距明顯，色調

深，織地粗略。 

 

草生地 P 
多生長於山區或各處貧瘠之荒廢

地上，其影像色調極淡，織地極

為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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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土地利用航照判釋之特徵(續) 
土地利用 

類別 代號 
航空相片特徵 航照影像 

道路 RO 

公路在像片上成寬窄整齊之白條

狀，路面平整，坡度較小，曲率

半徑大，通過河溝時築有橋樑或

涵洞，在平坦地區多呈直線，在

山坡地則呈曲折成之字形。 
 

河流 RI 

河川常呈不規則之帶狀，河幅寬

窄不一，通常下游較寬，上游較

窄。水面呈現之色調，依光線之

反射與否而有不同，反光時呈白

色。不反光時則呈黑色，通常深

水較黑，淺水較淡。 
 

高爾夫球

場 R 
有明顯帶狀球道，影像色調極

淡，織地極為細緻。 

 

水庫 S 
天然湖泊面積較大，多有水流灌

入，湖邊常有濕地及叢生之蘆

草。 

 

水池 T 

水池邊緣常為不規則形狀，水面

平靜，色調與河水同。人工水池，

形狀較整齊，面積不大，無水流

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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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土地利用航照判釋之特徵(續) 
土地利用 

類別 代號 
航空相片特徵 航照影像 

荒地 U 
地表未種有作物，呈土壤之反

應。 

 

公園 V 需整體觀察辨識 

 

伐木地 W 
可觀察到伐倒木，集材索道，或

集材場所。 

 

開墾地 X 
經人工、機具整理，有明顯之土

壤堆移現象。 

 

景觀區 Y 需整體觀察辨識 

 

雞舍．猪

舍．菇寮 Z 
建築方式通常為長條狀，棟與棟

問都有步道，色調呈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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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數化過程中，逐一檢視地類之邊界並加以描繪，考慮未來

圖形資料與屬性資料整合之作業，因此在數化過程中，並判釋地

類別，同時標註地類代號，每條地類線均須清楚、連貫而封閉，

並視判讀結果，給每個地類正確代號(表3-4)。屬性資料欄位格式

為面積、周長圖、地類代碼，如表3-5。 

 
表3-4  土地利用判釋類別 

項次 代碼 內容 項次 代碼 內容 

1 Ａ 水田 15 Ｐ 草生地 

2 Ｂ 旱田 16 Ｑ 崩塌地 

3 Ｃ 闊葉林 17 ＲＯ 道路 

4 Ｄ 針葉林 18 ＲＩ 河流 

5 Ｅ 竹林 19 Ｒ 高爾夫球場 

6 Ｆ 雜木林 20 Ｓ 水庫 

7 Ｇ 建築區 21 Ｔ 水池 

8 Ｈ 墓地 22 Ｕ 荒地 

9 Ｉ 花圃 23 Ｖ 公園 

10 Ｊ 檳榔 24 Ｗ 伐木地 

11 Ｋ 香蕉園 25 Ｘ 開墾地 

12 Ｌ 茶園 26 Ｙ 景觀區 

13 Ｍ 鳳梨 27 Ｚ 雞猪舍菇寮 

14 Ｏ 果園    
 

表3-5  土地利用屬性欄位格式 
欄位名稱 中文欄名 型態 寬度 小數 備註 

Area_1 面積 N 19 6 單位：m2 

Area_2 面積 N 19 6 單位：ha 

Class 地類代碼 C 9 －  

Name 中文名稱 C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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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崩塌地判釋與屬性建置 

航照判釋崩塌地的分類，係以航照上能辨識的影像特徵

（Photographic features）為依據，本計畫並參考農委會水土保持

局發行之崩塌地調查‧規劃與治理手冊，定出航照判釋的崩塌地

分類及航照影像特徵如表3-6。判釋數化之結果，可採用數值航測

工作站及數值航測系統，在螢幕觀察立體模型進行檢核，由於在

立體模型對三維的觀察，崩塌地的地形徵象，會顯得相當突出，

如此可提高崩塌地範圍之判釋精度。 

除了表3-6之一般特徵外，崩塌地在航照上常會顯示出下列各

種現象，亦是判釋崩塌地的重要線索： 

(一)色調很亮：由於剛發生的崩塌，植生尚未恢復。 

(二)河岸或邊坡之趾部受河流切割。 

(三)河道突然變窄或彎曲：滑動中或不久之前滑動過，其趾部會

凸向河流，致使河道變窄或轉彎。 

(四)大量的鬆散土壤或岩塊石堆積於陡坡下。 

(五)崖坡下具有圓丘狀滑動體及緩起伏地形。 

(六)在崖坡具有斷裂及張力裂縫。 

(七)不自然之地形，諸如湯匙形或長帶形之低窪地。 

(八)長條形排水不良之長低窪地。 

(九)密集之排水系統（集中水系）。 

(十)排水路線或河谷中堆積大量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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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崩塌地之分類與航照特徵 

類別 一般特徵 發生條件 航照影像特徵 航   照 

山崩 滑 動 體 受 嚴 重 破

壞，破壞面常裸露於

地表 

1.坡度較陡（常>30°）。 
2.滑動體之不連續面發達或固結不良，如砂

頁岩薄互層、頁岩或泥岩、崩積土或厚

層土壤等。 
3.坡度大且岩體破碎或疏鬆處均有可能發

生，無特殊地質條件之限制 。 

1.照片上色調亮：因為植被剝除而使坡面

裸露，尤以剛發生的崩塌受陽光反射

時，色調特別亮。 
2.坡面常為凹坡或陡直坡。 
3.常位於河岸攻擊坡或新開闢道路之上

下邊坡。 

 
地滑 滑動體未受太大之

破壞，滑動面較深，

且多為滑動體所掩

蓋。 

1.坡度較緩(常約 8～30°)。 
2.不佳的地質環境，如斷層、弱岩夾層等。

3.滑動邊坡為凸坡，上緩下陡，使滑動體有

運動之空間。 

1.與鄰近呈不協調之地形：較周圍略呈凹

下，具崖坡、圓丘狀滑動體、及起皺地

形。 
2.河道異常變窄或彎曲：滑動中或最近滑

動過的崩塌地，其趾部常凸向河流，致

河道變窄或彎曲。 
3.滑動邊坡為凸坡，上緩下陡，使滑動體

有運動之空間。 
 

土石流 泥、砂、礫及巨石等

與水之混合物，受重

力作用後所產生之

流動及堆積現象 

1.有大量崩積物或疏鬆之堆積物質 
2.堆積物有一定坡度或較小的截面積。 
3.地表水驟增，使堆積物超過其液性限度。

1.料源區：湯匙狀之凹谷或袋狀之河道，

可匯聚大量之土石及水。 
2.輸送區：略呈直線型之窄河道或河谷，

河道稍陡。 
3.堆積區：位主流與支流匯流處或河道中

寬平之袋狀地。 



「石門水庫集水區航照判釋及地理資訊查詢系統建置」成果報告                      參、工作方法 

3-18 

崩塌地範圍判定及圈繪數化準則，係依據中央地質調查所

(2001)之「坡地環境地質災害敏感區判定準則及作業技術規範」

進行之，崩塌地範圍經判釋確認及數化後，登錄之屬性包括(1)編

號、(2)縣市別、(3)鄉鎮市區別、(4)圖號(比例尺1/25,000，經建版)、

(5)主集水區、(6)子集水區、(7)土地類別（山坡地、林班地）、(8)

面積（投影）、(9)TM2座標（崩塌地中心點）、(10)頂部標高、

(11)坡度、(12)地層、(13)坡向、(14)崩塌種類（山崩、地滑等）

等共十四項。檔案格式配合ArcView GIS shapefile格式及Dbase 

(*.dbf) 格式建立。各項基本屬性資料結構如表3-7所示。 
 

 

表3-7  崩塌地屬性資料結構表 
資料表名稱 Landslide 資料表說明 崩塌地屬性基本資料

序號 欄位名稱 資料型態 欄位說明 備註 
1 mslink NUMBER(10) 崩塌地流水號 Primary  key
2 landslideno CHAR(30) 崩塌地編號 如：001 
3 dist1 CHAR(12) 縣市別  
4 dist2 CHAR(12) 鄉鎮市區別  
5 map CHAR(12) 地區圖號  
6 s-basin CHAR(16) 子集水區名  
7 belong CHAR(20) 土地類別 例：林班地 
8 area_1 NUMBER(7,3) 崩塌地面積 單位：m2 
9 area_2 NUMBER(7,3) 崩塌地面積 單位：ha 
10 locate_n NUMBER(12,4) 崩塌地中心點座標(N)  
11 locate_e NUMBER(12,4) 崩塌地中心點座標(E)  
12 elevation NUMBER(6,0) 崩塌地頂部標高 單位：m 
13 gradient NUMBER(6,2) 平均坡度 單位：° 
14 stratum CHAR(4) 地層 地層代號 
15 aspect CHAR(2) 坡向 八方位 
16 Type CHAR(2) 崩塌種類 例：地滑 
17 memo CHAR(40)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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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崩塌地頂部標高係崩塌地數化完成後，於GIS像片基本圖

套疊後，依其在基本圖上之位置，取其最高點之海拔高；另為計

算平均坡度，另記錄其最低點之海拔高及其長軸長（圖3-4）。崩

塌地的平均坡度，可由崩塌地頂部與底部海拔高差與其長軸長之

正弦值求得；崩塌地之坡向則利用已標定磁北向之像片基本圖，

以判別崩塌地之坡向為東（E）、南（N）、西（W）、北（S），

或東南（SE）、西南（SW）、東北（NE）、西北（NW）等，

圖3-5即為崩塌地平均坡度計及坡像研判之示意圖。 
 

 

 

 

 

 

 

 
圖3-4  崩塌地頂部標高與長軸長示意圖 

 

 

 

  

 

 
圖3-5  崩塌地平均坡度計算及坡向研判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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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現場查核 

現場查核之目的在於核對得崩塌地及土地利用現場的現況資

料，因為本計畫為利用航照判釋，計畫目標不在於針對每一個崩

塌地或土地利用進行詳細調查測繪，所以崩塌地的現況資料以野

外踏勘點的GPS定位、現場的照片拍攝、及地質狀況為重點。項

目包括：崩塌位置、坡面之形狀、地層、週邊植生狀況、崩塌型

態、崩塌現象、崩塌堆積物等（表3-8）；土地利用則以現場查核

結果與航照影像比對，並將查核結果記錄於表3-9。 
 

表3-8  崩塌地現場查核表 
編 號  調查日期   年 月 日填表人  

行 政 區      縣     鄉鎮     村里 圖 名  圖 號 

照 片 1.全景______________________2.頭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參考座標 N                          
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近地標：_____ 鄰近道路：______

區位：□1.坡頂 □2.坡腹 □3.坡趾 □4.全坡面 崩塌邊坡 

地形特性 型態：□1.順向坡 □2.逆向坡 □3.斜交坡 □4.非層狀 

地層：___________________ 位態：走向______傾斜________ 崩塌邊坡 

地質特性 表層：□1.堆積層 □2.崩積層 □3.風化層 □4.人為棄填方 □5.其它 

崩 積 物 

顆 粒 度 

□1.塊岩(>2m) □2.碎岩塊(50cm~2m) □3.岩屑(10cm~50cm)  

□4.碎屑(<10cm) 

周邊植生 □1.草地 □2.森林 □3.竹 □4.檳榔 □5.果園 □6.裸露地 □7.其它______
勘 查 結 果 簡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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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9  土地利用現場查核表 
編 號  調查日期  填 表 人  

行 政 區  圖    名  圖 號  

參考座標 E：               
N： 附近地標：  鄰近道路：  

判釋分類  

現地照片 航攝影像 

 

 

 
 
 
 

3-2-7   崩塌地與土地利用分析 

根據艾利前後航照崩塌判釋之成果，分析崩塌規模、各子集

水區之崩塌情形、崩塌在地層之分布、土地類別與誘因、及坡度

及坡向等進行統計分析。 

集水區自建水庫30年來，由於社會的變遷，生活水準的提高、

消費市場的改變，直接影響產地經營型態，集水區的土地利用亦

因此做了相當幅度的調整。本計畫將依與87年判釋結果進行土地

利用變動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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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建置 

(一) 網際網路伺服器建置 

本計畫將購置網際網路伺服器主機一台，硬體規格將按照委

託技術服務說明書內所列之規格購置。由於經費關係，現階段只

採購單一中央處理器之機型。此伺服器除了安裝Windows 2003作

業系統外，將安裝SQL Server資料庫管理系統以及ArcIMS網際網

路地理資訊系統，除此之外為了確保系統資料的安全，本計畫將

購買ServerProtect檔案伺服器防毒軟體，以阻絕駭客之入侵。 

網際網路地理資訊系統規劃使用ArcIMS之原因說明如下所

示。現階段網際網路兩大系統即為Autodesk的MapGuide系統與

ESRI公司的ArcIMS系統。以國內為例，由於MapGuide是第一個

商業化向量式的網路地理資訊系統，故在國內有許多單位使用

MapGuide建置網路地理資訊系統如內政部相關部門、環保署相關

部門及部分縣市政府等，但正如環保署環境監測及資訊處前處長

陳熙灝在國土資訊系統通訊第三十六期上所說的「ESRI公司挾其

在GIS界長期以來的銷售佳績，並且ArcIMS軟體在功能上，有較

具前瞻性的突破，而取代AutoDesk公司的MapGuide軟體成為網路

GIS應用軟體市場的主流產品，屆時環保署可能需要考慮更換新軟

體…」(國土資訊系統網站，2002)。 另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空間

資訊技術小組已提供的WebGIS服務，也以美國ESRI公司的

MapObject Internet Map Server（MOIMS）及Arc Internet Map Server 

（ArcIMS）為主要提供地圖服務的核心。 

以國外為例，針對美國國家氣象局(NWS)在水資源方面日益

增加的網路地圖伺服器(Internet Map Servers，IMS)需求，美國國

家大氣及海洋總署(NOAA) 在2001年9月成立水資源網際網路地

圖小組(Water Resources Internet Mapping Team)，開始對於網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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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伺服器進行評估。該小組在一開始時即認為IMS技術會讓NWS

乘著這波前瞻的網路通訊科技，產生更好的產品及服務。 

水資源網際網路地圖小組從NWS各部門已使用的四種IMS軟

體(Autodesk MapGuide、ESRI ArcIMS、MapInfo MapXtreme Java 

版、及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的MapServer) 選出明顯較優的兩種

軟體即Autodesk公司的MapGuide及ESRI公司的ArcIMS做進一步

的評估。經過半年多的時間，該小組在2002年4月做成結論，推薦

NWS使用ESRI公司的ArcIMS作為在水資源應用之網際網路地圖

伺服器。該小組之結論如下： 

″網際網路地理資訊系統在NWS發布產品及進行服務時會是

一個有利的工具，它可以讓資訊之散布更為簡易，因此利用網際

網路地理資訊系統於相關之應用應該更為鼓勵及擴大。″ 

雖然說MapGuide 及ArcIMS之功能及表現相當相似且皆符合

現階段水資源應用所需，但小組一致推薦ArcIMS給NWS使用。主

要原因為ArcIMS可用之電腦平台較廣，符合NWS所有部門之作業

系統及網路伺服器環境。 

小組建議IMS軟體應建置在各區域及國家氣象局下的全國環

境 預 報 中 心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 Prediction ，

NCEP) ，再由此連結到各相關之網站伺服器。各部門在建置、管

理、及監控(host、administer、monitor)網路地圖伺服器時需要在

人員訓練、硬體、及軟體上得到充分的支援。各部門應該發展建

置網路地理資訊系統網站之能力，並可藉由遠端經由瀏覽器遙控

網路地圖伺服器。除此之外各進一層之網路伺服器應用應有專屬

團隊或廠商來開發。要完整的建置網路地理資訊系統網站必須由

後續具備IMS開發及網路應用軟硬體專家來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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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計畫來說，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雖然不算太廣，但是區

域內累積了多年的各種調查及規劃資料，若使用ArcIMS將可以完

整的呈現資料的全貌，且使用世界知名的地理資訊系統公司的產

品在日後的維護及開發上會較有保障。另一個原因是水利署網際

網路上的地理資訊系統，例如「水文水資源資料管理供應系統」、

「水文資訊網整合性服務系統」、「水利地理資訊系統知識網」

等，亦是用ArcIMS系統建置的，故為了日後資料的流通性，石門

水庫集水區地理資訊系統之建置採用ArcIMS將是首要的選擇。 

(二) 網際網路地理資訊與資料庫查詢系統建置 

1. 系統建置 

本計畫須建置網際網路地理資訊與資料庫查詢系統，提

供網際網路GIS查詢功能，讓石門水庫集水區內之航照影像、

地籍、土地利用、崩塌地現況、保護帶劃設、集水區攔砂壩、

SPOT衛星影像等之資料能夠透過網際網路為政府各單位、相

關機構、甚至一般大眾使用。 

本計畫使用ArcIMS網際網路地理資訊系統來建置，

ArcIMS 為ESRI公司最新推出應用程式提供服務(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ASP)型態的網路新產品(圖3-4)。這是GIS領

域第一個ASP應用伺服器，將GIS的應用經由瀏覽器推廣到專

業領域人士及一般大眾。ArcIMS具有Internet GIS、分散式資

料儲存、負載分工、網路封包保密、網路分工編輯、及網路

電子白板式交談等特性。ArcIMS提供精靈，可以輕易的建置

網站及智慧型用戶端使用者介面。經由智慧型用戶端使用者

介面，ArcIMS讓一般人士可以經由網路輕易的使用地理資訊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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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統 架 構 系統開發管理精靈 

圖3-4  ArcIMS系統架構及系統開發管理精靈示意圖 
 
 

茲將ArcIMS特點說明如下： 

A. 分散式且多層次的GIS伺服器。 

B. ASP(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型態的網路地理資訊系

統。 

C. 支援客戶端以下列方式展示及應用圖資：HTML、Java、
ActiveX、XML 

D. 支援向量式(vector)和網格式(raster)資料之傳送。 

E. 支援遠端網路管理。 

F. 提供架設GIS網站精靈(Wizard)，使用系統開發管理網頁

(Manager)讓使用者快速生產網站。 

G. 自主性高的智慧型用戶端(Smart Clients) ： 

H. 可線上編輯圖資(點線面)，不直接破壞原圖圖層。 

I. 使用者可線上整合本機、http、及ArcSDE的圖層。 

J. 交談式文字、圖形、及影像註解地圖功能。 

圖圖層層建建置置轉轉換換  
AAuutthhoorr  

網網頁頁設設計計精精靈靈  
DDeessiiggnneerr  

系系統統管管理理  
AAddmmiinniissttrraattoorr  

系統開發管理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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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網站負載平衡功能(load balancing) 。 

L. 伺服器及客戶端皆可用多種作業平台 (NT/Windows2000/ 
UNIX) 。 

M. 可使用Java Applet，Java Script，MS Active Server Page，及

Cold Fusion整合介面。 

N. 提供在網路上的服務群，如影像伺服器、向量伺服器、圖

資萃取伺服器、查詢伺服器、及地址定位伺服器。 

O. 具同步鷹眼子母視窗(Overview)、環框分析選取、MapTips
浮動游標、Query查詢、線上更改圖資符號、線上更改圖層

順序、畫面擷取、列印、超連結、及存取檔等功能。 
 

依據ArcIMS特點、資料庫之特性、及以往WebGIS建置之經

驗，本計畫系統架構規劃如圖3-5所示。網際網路地理資訊系統建

置後，使用者使用一般瀏覽器即可查詢展示相關圖層資料，不需

要載入及安裝額外程式，使用者使用滑鼠即可達到圖層放大、縮

小、平移、圖層物件圈選、圖查屬性、屬性查圖、條件查詢、環

框分析、量測距離、索引圖展示、資料超連結等等的功能。 

2. 資料庫查詢系統建置 

較複雜之物件屬性資料可以使用地理資訊系統來傳輸物

件的key至資料庫中進行搜索。藉由使用者在地理資訊系統上

點選之物件其key的對應，系統會至資料庫中進行SQL 條件

查詢，將符合條件之資料展示出來。現階段大部分的資料仍

以檔案的方式儲存於系統檔案目錄中，實質之SQL Server資

料庫管理系統並不需要儲存每一個圖層之屬性資料，但使用

資料庫管理系統來建置此計畫之資料管理系統最主要的就是

為了日後經費許可，進行ArcSDE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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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SDE主要功能是協助將地理資訊系統的資料轉入資

料庫管理系統，可將地理資料的管理方式由傳統的檔案管理

方式導入到關聯式資料庫，在此環境之下，所有的空間資料

都在資料庫中以連續性的資料方式儲存與管理。ArcSDE所提

供的資料可以直接於ArcGIS桌上型產品系列使用，並可透過

ArcIMS將資料提供給眾多的網際網路用戶端使用。由於經費

關係，現階段將不使用ArcSDE搭配SQL Server來建置資料庫

查詢系統。 

 

網際網路

網際網路

IIS

ArcIMS

崩塌地
資
料

庫

管
理

系
統

土地利用ArcGIS
Desktop
單機系統

與
ArcIMS
Author
模組

保護帶

攔砂壩

SPOT
衛星影像

航照
正射影像

基本圖層

圖查屬性

屬性查圖

超連結

其他圖層

中央大學
太遙中心

 

圖3-5  石門水庫集水區資訊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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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安全 

為確保資訊安全，開放一般使用者之GIS查詢系統需置於

北區水資源局防火牆區DMZ(De-Militarized Zone; DMZ)區。

De-Militarized Zone中文翻譯為非軍事區(或非武裝區)，原本

是指韓國北緯38∘兩公里內的範圍，在此範圍內是禁止戰鬥

的。由於一般企業的重要資產是外界覬覦的對象，換句話說

也就是兵家必爭之地。而這些資產通常會放在公司的內部受

到嚴密的保護，因此內部區域就被稱之為軍事區。同樣將範

圍延伸到網路，所謂軍事區就是指公司的內部網路，當然相

對而言，非軍事區就是公司在有條件限制下，開放給公司外

部的人能夠存取公司資訊的網路區域(資安人科技，2004)。

DMZ是內部網路(軍事區)和外部網路之間的一小段網路，該

區可受 IDS 的偵測保護，亦可受防火牆的監控，或受其它安

全機制的檢測，有一點接近公開的網段，但卻可以受到整個

防火牆系統的保護。 

按照這個說法，本計畫之資訊較不涉及局內機密，而且

是既定要開放的資訊，因此規劃放在DMZ上。放在DMZ上的

對外伺服器雖然說可以增加執行效率，而且也受到但某種程

度的保護，但我們仍需要購買如ServerProtect的防毒軟體，以

免造成駭客入侵造成資料的損毀遺失。 

此項設定及安裝待系統開發完成確認後，預定於期末審

查結束後三週內移轉安裝至北區水資源局，屆時與局內的資

訊管理人員進行溝通協調，了解其網管相關之安全設定及本

網站放置的位置等相關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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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無障礙認證 

「無障礙認證」是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針對網站管

理者以及設計者的需要，於91年6月「無障礙網頁開發標準暨

標章核發作業」委外案，參考W3C協會的WAI組織的無障礙

網頁內容標準相關規範，並參照各國在制訂無障礙網頁相關

政策和推廣策略，與國內近年來在身心障礙者保護政策等相

關措施，訂定我國的「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以建立具體

的無障礙網路推廣目標與策略。「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包

含14條規範以及90條相關的檢測要點，這些要點並可分別歸

類為三個等級（1A、2A、3A），顯示對於網站無障礙空間

不同的影響程度。 此外，為幫助政府機關以及民間網站的經

營者發展出障礙者可使用的網站，研考會於92年6月「無障礙

網路空間服務推廣」委外服務案，參考「無障礙網頁開發規

範」、「無障礙網路空間規劃與設計」及國內外無障礙網頁

設計相關資訊，編訂「無障礙網頁設計技術手冊」，針對每

一個無障礙網頁檢測要點，解釋如何實際執行，並提供編寫

HTML程式的範例。 

本計畫建置之網頁將依照上述規範及檢測要點撰寫網

頁，於完成後通過無障礙網頁3A之認證，並取得無障礙網站

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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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作成果 

4-1   航照購置與正射影像製作 

4-1-1   艾利颱風前後航攝影像購置 

本計畫所使用之航攝影像，均為農林航空測量所製作，艾利

颱風前後所購置之航攝影像，分別為321張及409張，列如表4-1與

4-2所示；其航線如圖4-1與4-2。圖4-3即為93R52-48之航攝影像。 

4-1-2   正射影像製作 

利用所購置之航攝影像，依3-2-3所述之方法製作成正射影

像，其原理係將中心投影之航攝影像，糾正成為正射投影，鑲嵌

製成以五千分之一基本圖圖幅為單元之數值正射影像檔，所完成

計畫區域艾利颱風前後之正射影像，分別各為142張，圖4-4與4-5

即分別為9622-03-089圖幅艾利颱風前後之正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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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艾利颱風前航攝影像一覽表 

任務編號 照片號碼 
拍攝時間 
(年/月/日) 

數量 

47～55 92/02/10 92R004 
95～125、137～141、 
149～159、 

92/02/20 
56 

92R005 29～39、45～59、 

78～85、94～96、104 
108～115、124～142、
156～191、194～201、
148、159～167 

92/03/11 75 

92R014 88、119～120、 
122～125、136～139、
143～150、195～196 

92/03/11 21 

92R018 50～59、65～69 92/03/11 15 
92R021 168～169、172～175 92/04/18 6 
92R046 166～168、177～203 92/05/26 30 
92R047 1～3、5～10、 

61～63、69～74 
92/05/26 18 

92R057 182～190、204～207、

209～222 
92/07/04 27 

92R067 220～221 92/07/14 2 
92R073 147～168、174～184 92/07/16 33 
92R081 46～58、174 

197～199 
92/07/22 8 

92R089 7～11、13～14、 

55～56 
92/08/02 9 

92R093 120～121 92/08/26 2 
92R112 96 92/10/16 1 
93R011 35 93/04/06 1 
93R026 125～127 93/06/14 3 

69～71 93/08/06 93R040 
189～197 93/08/09 

14 

合          計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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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艾利颱風後航攝影像一覽表 

任務編號 照片號碼 
拍攝時間 
(年/月/日) 

數量 

93R046 70～74、76～85、88、
91～110、114～122、
126～140、147～154、
156～191、194～201、
215～220 

93/09/02 118 

93R046 70～74、76～85、88、
91～110、114～122、 
126～140、147～154、
156～191、194～201、
215～220 

93/09/02 118 

1～4、12～18、 93/09/02～04 93R047 
66～68、107、 
132～141、143～147、
174～180、217～218 

93/09/07 
39 

93R052 3～25、27～44、 
46～66、85～91、 
133～136 

93/09/18 73 

93R053 112～122、126～128、
131～141、144～150、
153～163、165～169、

93/09/19 48 

93R062 46～49、58～61、 
81～85、104～108、 
113～122、124～126、
136～138、160～163、
176～178、189～192、
195～197、199～209、

93/10/12 59 

93R064 64～66、81～84、 
103～104、120～122 

93/09/02 12 

93R067 113～115 93/11/03 3 
93R068 26～34、66～70 93/11/07 14 
93R070 66～70、79～83、 

92～97、100～103 
93/11/19 20 

93R071 175～180 94/01/17 6 
93R072 15～17、61～69、 

73～74、83～85 
93/11/19 17 

合          計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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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艾利颱風前航空攝影航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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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艾利颱風後航空攝影航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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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93R52－48航攝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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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9622-3-89圖幅艾利颱風前正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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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9622-3-89圖幅艾利颱風後正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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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艾利颱風前後判釋成果與分析 

4-2-1  崩塌判釋調查成果與其他單位之比較 

本計畫依3-2-5節所述之方法判釋崩塌地，判釋結果概要如表

4-3所示。在艾利颱風過後至94年期間，有許多颱風影響台灣(表

4-4)，其中以94年8月的馬莎颱風，由於洪水挾帶泥沙，使得石門

水庫原水濁度提高，導致桃園地區自來水停止供應達 7 天之久。

同時在這段期間，也有許多單位受政府機關之委託，針對石門水

庫集水區之土砂災害相關問題進行調查與研究，相關調查研究計

畫詳如表4-5(國家災害防災科技中心，2005)。 
表4-3  本計畫崩塌地判釋結果概要 

分類

時期 山崩 地滑 土石流 

艾利颱風前 850 處（295.76ha） 20 處（467.4 ha） － 
艾利颱風後 2,448 處（901.7ha） 20 處（467.4 ha） 7 處 

 
 

表4-4  民國93年艾利颱風後至民國94年期間侵台颱風一覽表 
編號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警報期間 強度 

200519 龍王  LONGWANG 09/30～10/03 強烈 
200518 丹瑞  DAMREY 09/21～09/23 中度 
200515 卡努  KHANUN 09/09～09/11 中度 
200513 泰利  TALIM 08/30～09/01 強烈 
200510 珊瑚  SANVU 08/11～08/13 輕度 
200509 馬莎  MATSA 08/03～08/06 中度 
200505 海棠  HAITANG 07/16～07/20 強烈 
200427  南瑪都  NANMADOL 12/03～12/04  中度  
200424  納坦  NOCK-TEN 10/23～10/26  中度  
200421  米雷  MEARI  09/26～09/27  中度  
200420  海馬  HAIMA  09/11～09/13  輕度  
200417  艾利  AERE  08/23～08/26  中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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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94年度各機關石門水庫土砂災害相關問題研究計畫 
(修改自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05) 

項次 計畫名稱及內容 主辦單位 執行單位 備註 
1 石門水庫集水區土地利用整體規劃：檢討現行石門水庫集水

區土地利用與災害發生原因，對石門水庫集水區土地利用型
態改善策略，分期復育計畫提供建議。 

內政部營建署 內政部營建署 94年6月完成 

2 水庫供水機能檢討評估與改善對策─以石門水庫為例：以石
門水庫為例進行評估水文不確定性影響水庫供水風險、自來
水供需情況及供水風險、區域及跨區供水調度可行性、颱風
期間水庫蓄清排渾效應、水庫洩洪排淤對下游河道環境影響
以及自來水廠備載應變技術可行性共六個子題之探討。 

國家科學委員會 台灣大學、中央大
學、交通大學、逢
甲大學 

 

3 石門水庫集水區山坡地水土保持重點治理調查分析與對策：
針對馬莎颱風後石門水庫集水區山坡地災害調查與未來水土
保持治理工作提出對策與建議。 

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 

中興大學  

4 石門水庫集水區國有林班地土砂災害對水質之影響及治理對
策之研究：整合水資源、水質、土石流、土壤沖蝕及景觀規
劃之專家，針對石門水庫進行基本資料之蒐集、理論分析、
模式建構及相關對策之探討，以供未來石門水庫集水區經營
策略之參考。 

農業委員會林務
局 

台灣大學水工試
驗所 

 

5 石門水庫集水區泥砂產量推估之研究：利用銫137 對石門水
庫各子集水區土地開發程度對於崩塌地、土壤沖蝕與泥砂產
量推估進行研究，建立放射性核種活性衰減與土壤沖蝕率關
係，完成泥砂產量推估，作為水庫集水區保育及防砂策略研
訂之參考依據。 

經濟部水利暑 財團法人台灣水
利環境科技研究
發展教育基金會 

 

表4-5  94年度各機關石門水庫土砂災害相關問題研究計畫(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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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自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05) 

項次 計畫名稱及內容 主辦單位 執行單位 備註 
6 以光學衛星影像長期輔助監測石門水庫集水區內土地開發利

用情形：利用衛星影像長期輔助監測石門水庫集水區內土地
開發利用以之變遷情形，提供水庫管理決策參考。 

經濟部水利暑北
區水資源局 

中央大學  

7 石門水庫水質監測、水域生態環境及非點源污染之調查研究
計畫：透過定期調查石門水庫水質、水域生態環境及非點源
污染之調查，提供水庫管理單位水域環境變遷與管理參考。 

經濟部水利暑北
區水資源局 

中華大學 92～94年度 

8 石門水庫集水區逕流預測-地文及水文資訊查詢系統：推估石
門水庫集水區逕流預測模式並建置石門水庫集水區地文及水
文查詢資訊系統，提供水庫管理單位決策參考。 

經濟部水利暑北
區水資源局 

台灣海洋大學  

9 石門水庫集水區航照判釋及地理資訊查詢系統建置委託專業
服務：應用航空像片判釋石門水庫集水區崩塌地及土地利
用，並建置地理資訊查詢系統，以提供水庫管理單位決策參
考。 

經濟部水利暑北
區水資源局 

工業技術研究院  

10 石門水庫泥砂運移模擬及排淤方案之研究：模擬探討石門水
庫淤泥及排砂方案，以提供水庫管理泥砂與排淤策略之參考。 

經濟部水利暑北
區水資源局 

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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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中與本計畫執行項目有關崩塌地判釋調查者，有第3及

第6項，另國家災害防災科技中心在「石門水庫土砂災害分析」報

告中，崩塌地資料係由農林航測所判釋提供。由於各單位判釋所

使用之影像、拍攝時間、方法有所差異，故其結果也不相同，玆

將各單位有關崩塌地判釋調查之方法與結果整理如表4-6。 
 

由表4-6得知艾利颱風後，農林航測所與工研院判釋崩塌地均

採用航空像片，且極可能是屬於同一批拍攝之航空像片，不同之

處在於農林航測所係採用經簡易糾正之正射影像，進行崩塌裸露

地之判釋；本計畫則是採用經較嚴謹之空中三角測量後之立體像

對進行判釋，空中三角精度小於1公尺，判釋方法相對較佳，且由

於農林航測所判釋之資料並未對外公開，故無法與本計畫判釋之

崩塌地資料進行比對。 

另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測於艾利颱風後係利用

SPOT衛星影像判釋崩塌地，而SPOT 影像受限於空間解像力及混

合像元效應影響，若崩塌面積小於3個像元，或在陰影區與靠近農

作區的小型崩塌、崩塌後尚有植被或草類生長地區就不容易辨

識，所以其辨識精度亦不及航照判釋結果；但對於較大型崩塌或

需要快速得知災後崩塌資訊者，則可提供最迅速的崩塌資料(蕭國

鑫等，2003)。另在SPOT影像上也無法判釋具有地形特徵之地滑

區。由此可瞭解表4-6中，中央大學與本計畫判釋結果差異之原因。 

根據「石門水庫集水區山坡地水土保持重點治理調查分析與

對策」報告，因判釋來源之解析度不同，所以數量及面積有明顯

之差異，馬莎颱風後之農林航測所的判釋結果，由於航照解析度

較高，可判釋之最小面積亦小很多，因此判釋成果在數量上明顯

較中興大學研究團隊，以福衛所判釋之數量大很多。綜合上述，

本計畫艾利颱風後崩塌判釋結果精度應較其他單位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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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各單位有關石門水庫集水區崩塌地判釋調查結果 
 

項次 報告名稱 判釋調查結果 遙測影像與判釋方法 拍攝時間 主辦單位 執行單位 判釋單位 備註 

艾利颱風後：崩塌

裸露地2,130處，總

面積671.8 ha 

採用農林航測所拍攝之

航空像片，選取地面控制

點經簡易糾正之正射影

像，以人工進行判釋。

報告中未

提及 
1 石門水庫土砂災

害問題分析(94年
12月) 

馬莎颱風後：崩塌

裸露地3,722處，總

面積703 ha 

與上述相同。 報告中未

提及 

行政院責成

國家災害防

九科技中心

國家災害防

災科技中心

林務局農林

航空測量所

崩塌裸露地

判釋資料未

公開 

2 石門水庫集水區

山坡地水土保持

重點治理調查分

析與對策(95年4
月) 

針對93年至94年馬

莎颱風後，初步判

定崩塌地438處，總

面積994.52ha 

採用福爾摩沙二號衛星

遙測照片進行室內判

釋，並參考1/25,000地形

圖及現場調查成果。 

94年9月9
日。 

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

中興大學 逢甲大學地

理資訊系統

研究中心 

僅針集水區

全區進行判

釋，但僅有

庫區、榮華

等 8 個地區

有崩塌地處

數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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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各單位有關石門水庫集水區崩塌地判釋調查結果(續) 
 

項次 報告名稱 判釋調查結果 遙測影像與判釋方法 拍攝時間 主辦單位 執行單位 判釋單位 備註 

3 以光學衛星影像長

期輔助監測石門水

庫集水區內土地開

發利用情形 (93年
12月) 

僅判釋變異點面積

大 於 40 平 方 公 尺

者，且僅包括「新增」

之崩塌地，例如山

崩、地滑、土石流、

河岸侵蝕與土砂堆

積等，共計393.08 ha

以法國SPOT衛星多光譜正

射影像，分別計算其常態化

差異植生指數，或者以變異

向量分析法來計算變異向

量大小。再利用其差異量或

變異向量強度的大小來判

別地表是否發生變化。經上

述變遷偵測並配合數值地

形模型以三維視覺模擬進

行判釋。 

93年8月27
日、8月29
日、8月31
日、 9月 2
日、9月19
日之影像

與93年8月
16 日之影

像比較進

行變異偵

測 

經濟部水利

署北區水資

源局 

中央大學太

空及遙測研

究中心 

中央大學太

空及遙測研

究中心 

 

艾利颱風前：山崩

850處，面積296ha；
地滑區20處，面積

467.4 ha。 

採用農林航測所拍攝之航

空像片，經地面控制點選取

與控中三角測量後之立體

像對，以人工依3-2-5節所

述準則判釋。 

92年2月～

93年8月 
4 石門水庫集水區航

照判釋及地理資訊

查詢系統建置 

艾利颱風後：山崩

2,448處，面積902ha；
地滑區20處，面積

467.4 ha；土石流7處。

與上述相同。 93年9月～

93年11月 

經濟部水利

署北區水資

源局 

工業技術研

究院 
工業技術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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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崩塌判釋調查成果分析 

本計畫依3-2-5節所述之方法判釋崩塌地，並建置相關屬性資

料，除此之外，並研判崩塌發生之地層，及其與艾利颱風總雨量

之關係。其中，崩塌種類中之地滑，在艾利颱風前後並無太大變

化，僅在現場勘查時，發現新光部落之地滑區有滑動徵兆；另根

據判釋調查結果，在計畫區內亦發現7處土石流，兩者不與山崩一

併分析。 

表4-7及4-8分別為計畫區內土石流潛勢溪流，及艾利後引發

土石流溪流一覽表，艾利颱風後7處發生土石流之溪流，僅1處為

土石流潛勢溪流（編號新竹A042），計畫區內土石流潛勢溪流及

艾利後發生土石流之溪流分布，詳如圖4-6所示。 

表4-9為計畫區內之地滑一覽表，地滑區共20處，總面積為

467.4ha，圖4-6為其分布圖。由表可瞭解地滑區之坡度較緩（8～

40°），而面積也較大。在艾利颱風後，位於新光部落之地滑區

(No.20)，有發生滑動之徵兆，其頭部亦有明顯張力裂隙發生，推

測誘發其滑動之主要原因之一，為降雨引起地下水位上昇，使得

滑動土體抗剪強度降低而開始滑動。 

工研院雖在民國87亦曾進行航照判釋調查，但其崩塌分類與

判釋精度均有差異，故不與本計畫之成果進行比較分析，而是以

艾利颱風前後航照判釋成果等二組資料進行比較分析。艾利颱風

前之山崩數量為850處，總面積為295.76ha，圖4-8為其分布圖；艾

利颱風後航照判釋之山崩數量為2,448處，總面積為901.7ha，較艾

利颱風前增加了1,598處/605.94ha，另外，根據中央大學太空及遙

測研究中心提供之崩塌地判釋資料(2005.7~8)，在瑪莎颱風後新增

之疑似崩塌地共計35處，總面積35 ha，圖4-9為兩者之崩塌地分布

圖。以下即就艾利颱風前後之崩塌地屬性，分別探討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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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調查區土石流潛勢溪流一覽表 
資料來源：水土保持局(2006) 

潛勢 
等級 

TWD67-Y TWD67-X 土地類別 縣市 鄉鎮 村里 編號 

中 2727830 280944 林班地 新竹縣 尖石鄉 玉峰村 新竹 A040
高 2728433 279542 林班地 新竹縣 尖石鄉 玉峰村 新竹 A041
中 2723650 277839 林班地 新竹縣 尖石鄉 秀巒村 新竹 A042
中 2729294 286630 林班地 桃園縣 復興鄉 三光村 桃園 016 
中 2731976 286978 林班地 桃園縣 復興鄉 高義村 桃園 A043
中 2729334 286770 林班地 桃園縣 復興鄉 三光村 桃園 015 
中 2726607 292002 林班地 桃園縣 復興鄉 華陵村 桃園 013 
中 2727654 290705 林班地 桃園縣 復興鄉 華陵村 桃園 014 
中 2726308 293952 林班地 桃園縣 復興鄉 華陵村 桃園 010 
中 2726607 293696 林班地 桃園縣 復興鄉 華陵村 桃園 011 
中 2726506 292275 林班地 桃園縣 復興鄉 華陵村 桃園 012 
中 2740734 286227 山坡地 桃園縣 復興鄉 義盛村 桃園 009 
中 2741186 286245 山坡地 桃園縣 復興鄉 義盛村 桃園 008 
中 2741350 286272 山坡地 桃園縣 復興鄉 義盛村 桃園 007 
高 2742537 282690 山坡地 桃園縣 復興鄉 奎輝村 桃園 A040
中 2743761 278452 山坡地 桃園縣 復興鄉 長興村 桃園 A039
中 2745390 287563 山坡地 桃園縣 復興鄉 霞雲村 桃園 003 
中 2744758 285170 山坡地 桃園縣 復興鄉 澤仁村 桃園 A041
低 2747971 283593 山坡地 桃園縣 復興鄉 三民村 桃園 A037
中 2747675 283040 山坡地 桃園縣 復興鄉 三民村 桃園 A038
低 2746804 279152 林班地 桃園縣 大溪鎮 復興里 桃園 A034
高 2742180 277587 山坡地 桃園縣 復興鄉 長興村 桃園 018 
低 2747295 279479 林班地 桃園縣 大溪鎮 復興里 桃園 A033
中 2746402 279163 林班地 桃園縣 大溪鎮 復興里 桃園 A035
中 2741888 285389 山坡地 桃園縣 復興鄉 羅浮村 桃園 006 
中 2739492 283949 山坡地 桃園縣 復興鄉 羅浮村 桃園 A042
中 2739422 284048 山坡地 桃園縣 復興鄉 羅浮村 桃園 017 
中 2745108 287199 山坡地 桃園縣 復興鄉 霞雲村 桃園 004 
高 2742812 288197 山坡地 桃園縣 復興鄉 義盛村 桃園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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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艾利颱風後發生土石流之溪流一覽表 
No. 縣市 鄉鎮 村里 TWD67-X TWD67-Y 潛勢溪流編號 
1 277624 2723666 新竹 A042 
2 

秀巒村
277929 2724035

3 281792 2728547
4 

新竹縣 尖石鄉 

玉峰村
283536 2729823

5 澤仁村 283854 2745581
6 285106 2732833
7 

桃園縣 復興鄉 
高義村

282685 2737128

－ 

 
表4-9  計畫區域地滑判釋調查成果表 

No. 縣市 鄉鎮 村里 子集水區 面積(ha) 頂部標高(m) 坡度(°) 坡向 地層

1 桃園縣 復興鄉 義盛村 霞雲 33.30 830 26 NW Os 
2 桃園縣 復興鄉 義盛村 石門 11.19 660 16 NW Os 
3 桃園縣 復興鄉 霞雲村 石門 11.62 620 19 SE M1 
4 桃園縣 復興鄉 華陵村 稜角 9.60 1250 30 E Os 
5 桃園縣 復興鄉 霞雲村 石門 26.70 650 17 S Os 
6 桃園縣 復興鄉 義盛村 霞雲 21.71 590 25 SW M1 
7 桃園縣 復興鄉 義盛村 石門 13.05 550 23 SW Os 
8 桃園縣 復興鄉 義盛村 石門 16.59 740 30 N Os 
9 桃園縣 復興鄉 義盛村 石門 15.72 650 24 S Os 
10 桃園縣 復興鄉 霞雲村 石門 65.17 1200 20 W Os 
11 桃園縣 復興鄉 義盛村 霞雲 7.79 400 27 W M1 
12 桃園縣 復興鄉 義盛村 霞雲 25.79 450 19 NW M1 
13 桃園縣 復興鄉 義盛村 石門 19.21 680 26 S Os 
14 桃園縣 復興鄉 羅浮村 霞雲 50.96 815 26 SE M1 
15 桃園縣 復興鄉 高義村 霞雲 12.77 650 37 NE Os 
16 桃園縣 復興鄉 高義村 高義 21.81 1100 23 SE Os 
17 桃園縣 復興鄉 三光村 高義 17.67 800 40 SE M2 
18 新竹縣 尖石鄉 秀巒村 玉峰 34.52 1350 20 E M2 
19 新竹縣 尖石鄉 玉峰村 三光 13.34 225 8 S M2 
20 新竹縣 尖石鄉 秀巒村 玉峰 38.92 1760 25.1 NE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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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計畫區內土石流潛勢溪流及艾利颱風後土石流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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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  計畫區域地滑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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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  計畫區域艾莉颱風前山崩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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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  計畫區域艾莉及瑪莎颱風後山崩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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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崩規模 

山崩規模，依面積分成10級：(1)A≦1ha，(2)1＜A≦2ha ，(3)2

＜A≦3ha，(4)3＜A≦4ha，(5)4＜A≦5ha ，(6)5＜A≦10ha，(7)10

＜A≦15ha，(8)15＜A≦20ha，(9)20＜A≦50ha，(10)A＞50ha。

統計如表4-10與圖4-10～11所示。由上述圖表中得知，山崩規模

愈大則數量愈少，大多數之山崩以第(1)類最多，兩個時期均佔約

90%，亦即山崩規模絕大部分在1ha以下；以面積而言，仍以第(1)

類最多，約佔50~60%；在艾利颱風後，山崩面積增加605.94ha中，

白石大山崩（圖4-5）之面積就達69.12ha，而規模在1～2ha增加之

面積亦高達99.09ha，顯示艾莉颱風豪雨引發之山崩，其規模以2ha

以下為主。 

 
表4-10  不同規模山崩數量及面積統計表 

艾利颱風前 艾利颱風後 
規模(ha) 

數量(處) 面積(ha) 數量(處) 面積(ha) 

A≦1 799 182.37 2,280 455.93 

1＜A≦2 34 44.60 108 143.69 

2＜A≦3 8 18.49 31 71.77 

3＜A≦4 5 18.48 10 35.44 

4＜A≦5 2 9.29 6 26.53 

5＜A≦10 0 0.00 8 54.90 

10＜A≦15 2 22.51 4 47.32 

15＜A≦20 0 0.00 0 0.00 

20＜A≦50 0 0.00 0 0 

A＞50 0 0.00 1 66.11 

合計 850 295.76 2,448 9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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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0  不同規模山崩數量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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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  不同規模山崩面積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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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山崩頂部海拔高 

調查區內之海拔高低差大，自然環境亦隨之而異，影響山崩

的發生。依海拔高（H）每500m分級，各級海拔高山崩塌數量與

面積統計如表4-11與圖4-12～13。在數量上，海拔1,000～1,500m

之山崩，在艾莉颱風後增加最多（627處），佔增加數量之39.24%；

其次為500～1,000m，增加564處，佔增加數量之35.29%。在面積

上，則仍然是海拔1,000～1,500m之山崩面積增加最多（230.5ha），

佔增加面積之38.04%；其次為海拔500～1,000m，增加144.91ha，

佔增加面積之23.92%，但在數量上增加比例亦相當高（35.29%），

而在海拔1,500～2,000m間，亦增加109.64ha，佔增加面積之

18.09%，分析資料顯示在艾莉颱風後，山崩大多發生在海拔500

～1,500m之間。 
 
 

表4-11  不同頂部海拔高之山崩數量及面積統計表 
艾利颱風前 艾利颱風後 

海拔高(m) 
數量(處) 面積(ha) 數量(處) 面積(ha) 

H≦500 75 20.80 198 42.83 

 500＜H≦1000 182 49.74 746 194.65 

1000＜H≦1500 236 79.57 863 310.07 

1500＜H≦2000 183 63.55 414 173.19 

2000＜H≦2500 84 32.92 150 133.63 

2500＜H≦3000 48 26.09 46 28.83 

3000＜H≦3500 41 21.38 30 16.79 

3500＜H≦4000 1 1.71 1 1.71 

合   計 850 295.76 2,448 9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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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  不同頂部海拔高之山崩數量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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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3  不同頂部海拔高之山崩面積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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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平均坡度 

山崩之平均坡度（S）依每10°分級，可分成6級：(1)10＜A≦

20°，(2)20＜A≦30°，(3)30＜A≦40°，(4)40＜A≦50°，(5)50＜A

≦60°，(6)A＞60°，各坡度分級之山崩數量與面積統計如表4-12

與圖4-14～15所示。在數量上，坡度在30～40°間之山崩，在艾莉

颱風後增加最多（653處），佔增加數量之40.86%；其次為20～30°

間之山崩，增加479處，佔增加數量之29.97%。在面積上，仍然是

30～40°間之山崩面積增加最多（256.25ha），佔增加面積之

42.29%；其次為20～30°間之山崩，增加230.32ha，佔增加面積之

38.01%。顯示在艾莉颱風後，山崩主要發生在坡度30～40°間，其

次為20～30°間，而當坡度超過50°以上，不論在數量或面積上，

其增加量則相當有限。 
 
 

表4-12  不同坡度之山崩數量及面積統計表 
艾利颱風前 艾利颱風後 

坡度(°) 
數量(處) 面積(ha) 數量(處) 面積(ha) 

S≦10 3 0.16 26 4.66 

10＜S≦20 41 7.88 205 40.79 

20＜S≦30 165 41.86 644 272.18 

30＜S≦40 315 117.05 968 373.29 

40＜S≦50 267 114.49 494 175.75 

50＜S≦60 51 11.76 102 31.60 

S＞60 8 2.56 9 3.43 

合計 850 295.76 2,448 9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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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4  不同坡度之山崩數量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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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5  不同坡度之山崩面積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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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坡向 

山崩之坡向，依八方位分為北（N）、東北（NE）、東（E）、

東南（SE）、南（S）、西南（SW）、西（W）、西北（NW）

等八個坡向，各坡向之山崩數量與面積統計如表4-13與圖4-16～

17所示。在數量上，艾莉颱風前後均以南向坡佔多數，分別佔

30.35%及27.08%，而在艾莉颱風後增加之山崩，同樣以南向坡佔

多數（405處），佔增加數量之25.34%；其次為東南向坡，增加270

處，佔增加數量之16.9%，東向坡則增加了268處，佔增加數量之

16.77%。在面積上，亦是南向坡之山崩面積增加最多（134.19ha），

佔增加面積之22.15%；其次為東向坡之山崩，增加91.06ha，佔增

加面積之15.03%，顯示在艾莉颱風後，山崩大多發生在南向坡。 

 
表4-13  不同坡向之山崩數量及面積統計表 

艾利颱風前 艾利颱風後 

坡向 數量(處) 面積(ha) 數量(處) 面積(ha) 

N 90 37.64 338 179.83 

NE 49 12.22 176 46.63 

E 121 42.64 389 133.70 

SE 137 51.61 407 131.77 

S 258 66.18 663 200.37 

SW 82 28.48 152 59.87 

W 56 29.81 163 65.25 

NW 57 27.18 160 84.28 

合計 850 295.76 2,448 9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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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6  不同坡向之山崩數量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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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7  不同坡向之山崩面積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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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子集水區 

石門水庫集水區包括石門、雲霞、高義、稜角、三光、玉峰

及秀巒等七各子集水區（圖4-18），七個子集水區之山崩數量與

面積統計如表4-14；表中之崩塌率係定義如下： 

   崩塌率(％)＝ 100×
′

A
A

 

上式中A′為子集水區之山崩面積，A為該子集水區之面積，

代表該子集水區山崩面積所佔之比率，可瞭解各子集水區山崩之

情形。 
 
 
 
 

 

圖4-18  石門水庫集水區子集水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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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集水區之山崩數量及崩塌率統計圖如4-19～20所示，由圖

表中得知，在艾莉颱風後，玉峰子集水區之山崩數量增加最多（403

處），佔增加數量之25.22%；其次為秀巒子集水區增加346處，佔

增加數量之21.65%；石門子集水區增加之數量最少（68處），次

少者為高義子集水區（131處）。若以崩塌率而言，三光子集水區

在艾利颱風後，崩塌率從0.28%劇增至2.61%，成為山崩最嚴重之

子集水區；其次為秀巒子集水區，在艾利颱風後從0.49%增加至

2.27%；崩塌率最低者為石門子集水區，次低者為稜角子集水區，

其餘子集水區崩塌率則在1.1～1.5%之間。 
 
 

表4-14  各子集水區山崩數量及面積統計表 

艾利颱風前 艾利颱風後 

子集水區 數量 

(處) 

面積 

(ha) 

崩塌率

(%) 

數量

(處)

面積 

(ha) 

崩塌率 

(%) 

石門 90 18.00 0.13 158 26.22 0.19 

雲霞 79 35.31 0.43 285 100.93 1.22 

高義 68 18.58 0.41 199 66.17 1.46 

稜角 112 31.06 0.29 254 61.78 0.58 

三光 45 13.48 0.28 347 125.23 2.61 

玉峰 302 120.06 0.54 705 248.33 1.12 

秀巒 154 59.26 0.49 500 273.05 2.27 

合計 850 295.76 0.39 2,448 901.70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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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9  各子集水區山崩數量統計圖 
 
 
 

0.0

0.5

1.0

1.5

2.0

2.5

3.0

石門 雲霞 高義 稜角 三光 玉峰 秀巒

子  集  水  區

崩

塌

率

︵

%
︶

艾利颱風前航照判釋

艾利颱風後航照判釋

 

圖4-20  各子集水區崩塌率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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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地層 

石門水庫集水區出露之地層，其年代及其代碼列如表4-15，

各出露地層之岩性已在附錄A中詳述，為瞭解計畫區域所發生之

山崩與地層之關係，將各地層之山崩數量與崩塌率統計如表4-16

及圖4-21～22，其中崩塌率之意義與前述者相同，而只是公式中

之分母A，在此為各地層出露之面積。 

由圖表中得知，在艾莉颱風後，Os（大桶山層等）之山崩數

量增加最多（777處），佔增加數量之48.62%，其次為M2（南港

層、石底層等）409處，佔增加數量之25.59%，M1（大寮層、木

山層等）再次之，而在面積上亦是以Os居多（329.23ha）。但若

以崩塌率而言，艾利颱風後，崩塌率增加最多者並非Os（大桶山

層等），而是Q3崩塌率增加最多（1.49%），M2的1.28%次之，

M1的1.22%再次之。由此可知，Q3、M2、及M1等地層，在艾莉

颱風後發生之山崩，較其他地層嚴重。 
 
 
 

表4-15  石門水庫集水區出露之地層 

年  代 地層代碼 地  層  名  稱 

更新世─現代 Q3 階地堆積 

中新世─上新世 MP 桂竹林層及其相當地層 

M3 南莊層及其相當地層 

M2 南港層、石底層及其相當地層 中新世 

M1 大寮層、木山層、澳底層及其相當地層 

漸新世 Os 大桶山層、乾溝層、水長流層及其相當地層 

EO2 四稜砂岩、眉溪砂岩、白冷層 
始新世─漸新世 

EO1 西村層、佳陽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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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  不同地層之山崩數量與面積統計表 
艾利颱風前 艾利颱風後 

子集水區 數量 

(處) 

面積 

(ha) 
崩塌率

(%) 
數量

(處)

面積

(ha) 
崩塌率 

(%) 
Q3 1 0.08 0.09 5 1.37 1.58 
MP 4 0.96 0.10 6 0.70 0.08 
M3 17 5.92 0.26 28 7.47 0.32 
M2 130 36.05 0.36 539 164.93 1.63 
M1 134 38.96 0.35 516 173.37 1.57 
Os 404 161.20 0.42 1,181 490.43 1.29 

EO2 156 52.11 0.45 165 62.71 0.54 
EO1 4 0.48 0.05 8 0.71 0.07 
合計 850 295.76 － 2,448 90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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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1  各地層山崩數量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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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2  各地層崩塌率統計圖 

 
 

但若再以子集水區為單元，探討各子集水區出露地層之崩塌

率（表4-17、圖4-23），發現各子集水區地層出露之情況大不相

同，且相同地層在不同的子集水區，在艾利颱風後，其崩塌率增

加量亦相差很多。以M2為例，在三光子集水區之崩塌率增加量分

別為4.33%，在其他子集水區則均在1.4%以下；M1在三光及秀巒

子集水區之崩塌率增加量分別為2.8及2.64%，其他子集水區則均

在1.8%以下；Os在秀巒子集水區之崩塌率增加量為1.87%，在其

他子集水區則均在1.2%以下。因此，不同岩性的地層，僅為影響

山崩發生之可能因素之一，另外仍須考慮其他因素的影響。 

為瞭解M2、M1、Os等地層山崩增加之原因，將各子集水區

之水系、山崩與地層分布，經GIS疊圖分析後（圖4-24），發現大

多數山崩均位於河溪兩旁，或是位於河溪之源頭，而在各子集水

區河溪流經過的地層，山崩亦較多。以三光子集水區為例，山崩

多發生於玉峰溪及其支流兩旁，而玉峰溪及其支流恰位於M2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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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因此，才會造成在不同子集水區，相同地層之崩塌率差異大

之情形。 
 
 

表4-17  各子集水區不同地層艾莉颱風後崩塌率增加量統計表 
                                                                          單位：% 

地層 

子集水區 
Q3 MP M3 M2 M1 Os EO2 EO1 

石  門 1.49  0.03 0.07 0.08 0.08 0.02  － － 

霞  雲 － － － 0.26 0.81 0.81  － － 

高  義 － － － 1.25 0.65 1.18  － － 

稜  角 － － － － 0.78 0.42  0.10  0.02 

三  光 － － － 4.33 2.80 0.25  － － 

玉  峰 － － － 1.33 1.79 0.72  0.09  － 

秀  巒 － － － 0.84 2.64 1.8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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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3  各子集水區不同地層艾莉颱風後崩塌率增加量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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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4  各子集水區地層與艾莉颱風山崩與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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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土地類別 

計畫區域可分山坡地、原住民保留地、及林班地三大類土地，

各類土地在艾莉颱風前後，其山崩數量與崩塌率統計如表4-18與

圖4-25～26所示。其中崩塌率之意義與前述者相同，而只是公式

中之分母A，在此為各土地類別之面積。由圖表中得知，在艾莉

颱風後，林班地山崩數量增加668處，佔增加數量之41.8%，原住

民保留地增加908處，佔增加數量之56.82%；山坡地增加數量最少

（22處），僅佔增加數量之1.38%；山崩面積增加之情形，林班地、

原住民保留地及山坡地面積增加之比率，分別為57.45%、

42.08%、及0.47%。 

若以崩塌率而言，在艾莉颱風前，林班地之崩塌率最高

（0.44%），其次為原住民保留地的0.25%，山坡地最少為0.09%。

在艾莉颱風後，原住民保留地之崩塌率增加至1.53%，增加幅度超

過林班地及山坡地崩塌率增加的程度甚多，顯示在在艾莉颱風

後，原住民保留地山崩增加最為明顯。 
 

表4-18  不同土地類別之山崩數量與面積統計表 
艾利颱風前 艾利颱風後 

土地類別 數量 

(處) 

面積 

(ha) 
崩塌率

(%) 
數量

(處)

面積

(ha) 
崩塌率 

(%) 
山坡地 24 3.28 0.09 46 6.11 0.16 

原住民保留地 172 48.70 0.25 1,080 303.71 1.53 

林班地 654 243.78 0.44 1,322 591.88 1.08 

合計 850 295.76 － 2,448 90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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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5  不同土地類別山崩數量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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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6  不同土地類別崩塌率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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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降雨量 

艾莉颱風期間各雨量站之總累積降雨量列如表2-1，由表中可

知各站總降雨量均超過500mm，其中，集水區上游白石、玉峰站

總降雨量更分別達1,614及1,578mm，中游高義站則有1,214mm。

為瞭解山崩與總雨量之關係，套疊艾利颱風總雨量之等雨量線（圖

2-8）與艾莉颱風後之山崩分布如圖4-27，並分別計算等雨量線間

之面積（A），及在各等雨量線間之山崩面積（A′），並統計艾

莉颱風前後山崩數量其崩塌率如表4-19與圖4-28。 
 
 
 

表4-19  艾利颱風後總雨量及山崩數量、崩塌率統計表 
艾利颱風前航照判釋 艾利颱風後航照判釋 變化量  

總雨量(mm) 數量

(處)

面積 

(ha) 

崩塌率

(%) 

數量

(處)

面積

(ha) 

崩塌率

(%) 

數量 

(處) 

面積 

(ha) 

崩塌率

(%) 
500～600 5 0.45 0.04 5 0.36 0.03 0 -0.09 -0.01
600～700 6 4.89 0.26 15 6.18 0.32 9 1.29 0.07
700～800 50 14.41 0.27 73 22.03 0.42 23 7.62 0.14
800～900 178 50.23 0.31 336 94.76 0.59 158 44.53 0.28
900～1000 172 47.37 0.27 306 66.03 0.37 134 18.66 0.11
1000～1100 111 40.55 0.35 443 154.67 1.34 332 114.12 0.99
1100～1200 152 78.01 0.75 497 214.10 2.05 345 136.10 1.30
1200～1300 63 19.51 0.35 247 80.51 1.45 184 61.01 1.10
1300～1400 54 14.44 0.44 168 46.24 1.40 114 31.80 0.96
1400～1500 27 6.91 0.19 205 85.65 2.30 178 78.74 2.11
1500～1600 32 19.00 0.70 153 131.16 4.82 121 112.16 4.12
合   計 850 295.76 － 2,448 901.70 － 1,598 605.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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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7  艾莉颱風總雨量等雨量線與山崩分布圖 
 

單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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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8  艾利颱風總雨量及崩塌率統計圖 

 
 

由圖表中得知，在艾莉颱風後，崩塌率增加量大致隨總雨量

之大小增減，且在總雨量大於1,500mm之區域，其崩塌率增加最

多（4.12%），而在1,200～1,300mm、1,300～1,400mm、及1,400

～1,500mm之區域內，亦分別增加1.1%、0.96%、及2.11%，在1,000

～1,100mm之區域內亦有0.99%。在總雨量大於1,000mm之區域

內，山崩數量增加1,274處，佔增加數量之79.72%；山崩面積增加

533.93ha，佔增加面積之88.12%。 
 
 

(九) 崩塌地變動比較分析 

為瞭解艾利颱風前後兩期崩塌地的變動情況，本計畫利用艾

利後與艾利前的崩塌地相套疊，以進行變動比較分析，其中將崩

塌地變化以面積與範圍區分為(1) 新增、(2) 擴大、(3) 不變、(4) 

縮小等四類。表4-20為艾利颱風前後兩期崩塌地以子集水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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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動統計表，圖4-29為調查區於艾利颱風後崩塌地變動統計

圖，由圖4-29可知於艾利颱風後崩塌主要以新增為主，而在表4-20

可看出崩塌面積新增的部分，以秀巒子集水區最多（139.73ha），

玉峰子集水區次之（126.6ha），三光子集水區再次之（103.85ha）；

面積擴大的部分，則是以秀巒子集水區最多（103.71ha）而在崩

塌率；崩塌面積縮小和不變的部分則是以玉峰子集水區最多

（82.9ha）。另外在崩塌率分布的部分，係以三光子集水區新增

崩塌最高（2.16%），秀巒子集水區新增崩塌次之（1.16%），高

義子集水區新增及秀巒子集水區擴大崩塌再次之（0.86%）。 
 

表4-20  子集水區的崩塌變動分析統計表 
新增 擴大 縮小 不變 

子集

水區 
數量

(處) 
面積

(ha) 
崩塌率

(%) 
數量

(處) 
面積

(ha0 
崩塌率

(%) 
數量

(處)
面積

(ha) 
崩塌率

(%) 
數量

(處) 
面積

(ha) 
崩塌率

（%）

石門 111 11.82 0.09 5 5.10 0.04 4 1.40 0.01 38 7.91 0.06 

雲霞 228 56.01 0.68 20 18.15 0.22 0 0.00 0.00 37 26.77 0.32 

高義 145 38.92 0.86 20 19.43 0.43 1 0.10 0.00 33 7.72 0.17 

稜角 175 29.96 0.28 19 12.48 0.12 1 0.08 0.00 59 19.25 0.18 

三光 314 103.58 2.16 16 16.87 0.35 0 0.00 0.00 17 4.52 0.09 

玉峰 512 126.60 0.57 52 38.84 0.17 1 0.07 0.00 140 82.82 0.37 

秀巒 394 139.73 1.16 35 103.71 0.86 1 0.21 0.00 70 29.42 0.24 

總計 1,879 506.62 － 167 214.58 － 8 1.85 － 394 178.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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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9  艾利颱風後崩塌地變動統計圖 
 
 

(十) 崩塌地與道路之相關性 

為釐清艾利颱風前後崩塌地於道路上下邊坡40公尺範圍內之

變動情形，故進行此項分析。分析方法係由土地利用之道路圖層

與艾利颱風前後崩塌地來進行套疊，如果崩塌地位於道路上下邊

坡40公尺範圍內者，即由電腦自動篩選出來，並進行統計分析，

表4-21為艾利颱風前後崩塌地依子集水區分類於道路上下邊坡40

公尺範圍內的變動統計表，圖4-30為各子集水區在艾利颱風前後

道路上下邊坡40公尺範圍內崩塌地面積變動統計圖。由圖表可知

艾利颱風後，各子集水區於道路上下邊坡40公尺範圍內，崩塌數

量及面積均增加，其中以三光子集水區增加面積最多（20.51ha），

玉峰子集水區次之（11.21ha）。另外表4-22及圖4-31為艾利颱風

前後崩塌地依土地類別分類於道路上下邊坡40公尺範圍內的變動

統計表及統計圖，資料顯示艾利颱風後，於道路上下邊坡40公尺

範圍內，崩塌數量及面積均以原住民保留地增加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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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  各子集水區道路上下邊坡40公尺內的崩塌變動統計表 
艾利颱風前 艾利颱風後 

子集水區 
數量(處) 面積(ha) 數量(處) 面積(ha) 

石門 18 1.28 41 3.28 

霞雲 14 2.38 62 8.42 

高義 19 1.89 58 6.09 

稜角 17 0.88 37 3.25 

三光 16 2.22 142 22.73 

玉峰 16 1.88 120 13.09 

秀巒 4 0.42 27 2.55 

總計 104 10.94 487 5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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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0  各子集水區道路上下邊坡40公尺內的崩塌面積變動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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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  不同土地類別於道路上下邊坡40公尺內的崩塌變動統計表 

艾利颱風前 艾利颱風後 
土地類別 

數量(處) 面積(ha) 數量(處) 面積(ha) 

山坡地 3 0.24  12 0.94  

原住民保留地 51 4.62  354 42.59  

林班地 50 6.07  121 15.88  

總計 104 10.94  487 5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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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  不同土地類別於道路上下邊坡40公尺內的崩塌變動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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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現場查核 

崩塌地現場查核之目的在於取得崩塌地現場的現況資料，因

為本計畫為航照判釋，計畫目標不在於針對每一個崩塌進行詳細

調查測繪，所以崩塌地的現況資料以野外踏勘點的GPS定位、現

場的照片拍攝、及地質狀況為重點。 

本計畫之現場查核點係依據航照崩塌地判釋圖，規劃野外調

查工作，包括選擇適當的野外觀察地點、路線等，並以數位像機

拍攝現場照片，將成果放在資料庫內，並作成各照片登錄表。本

計畫現場查核203處（含崩塌地及土地利用），崩塌現場查核點分

布如圖4-32所示，查核成果表詳見附錄D及E，在此僅說明新光部

落之地滑（No.20）。 

新光地滑位於新竹縣尖石鄉秀巒村，全景如圖4-33所示，區

內有新光部落及新光國小，出露地層屬於乾溝層，層態N85˚E / 

72˚N，主要由硬頁岩組成，屬於斜交坡。 

現場勘查情形如圖4-34所示，部落上方兩側各一處山崩，兩

山崩間坡地出現數條裂隙。國小操場於颱風期間有湧水現象，宿

舍及餐廳有裂隙。數家民宿、房舍地基龜裂、地面裂隙穿越整個

部落。由於地滑規模仍不清楚，建議作進一步調查及治理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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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2  崩塌地現場查核點分布圖 
 
 

 

圖4-33  新光部落地滑全景 
 

部落上方 

兩側山崩  

新光部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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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4  新光部落地滑位置圖與現場照片 

 

 

位置圖 

現場相片 

新光國小後方山崩          部落後方坡地之裂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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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土地利用判釋成果 

本計畫依3-2-4節所述之方法判釋土地利用，其成果如圖4-35

所示，各類土地利用之面積統計如表4-23，圖表中之闊葉林實際

包括闊針葉混淆林。 
 
 

 

圖4-35  計畫區域土地利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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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  計畫區域土地利用統計表 
土地利用 代碼 面積(ha) 百分比(%) 
水田 A 6.55 0.009 
旱作地 B 464.69 0.612 
闊葉林 C 50,998.39 67.165 
針葉林 D 12,181.56 16.043 
竹林 E 6,539.43 8.612 
箭竹林 E-1 1,041.03 1.371 
建築區 G 191.30 0.252 
空地 G-1 46.96 0.062 
墓地 H 2.13 0.003 
花圃 I 5.17 0.007 
檳榔 J 2.90 0.004 
茶園 L 6.81 0.009 
果園 O 1,501.91 1.978 
草生地 P 25.95 0.034 
崩塌地 Q 901.70 1.188 
道路 RO 288.64 0.380 
河流 RI 676.41 0.891 
水庫 S 792.56 1.044 
水池 T 13.45 0.018 
荒地 U 0.91 0.001 
公園 V 37.88 0.050 
伐木地 W 53.56 0.071 
開墾地 X 148.25 0.195 
景觀區 Y 0.15 0.000 
雞猪舍寮 Z 2.01 0.003 

 
 

 

由表4-23得知，計畫區域內大部分為覆蓋良好之林地（包括

針葉林，闊葉林、雜木等），佔83.21%，若不考慮崩塌地、河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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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道路，其他較大者為竹林（包括箭竹林，9.98%）、果園

（1.98%）、旱作地（0.54%）、建築區（0.25%）、開墾地（0.2%）。

現場查核成果及照片詳見附錄E。 

由於民國65、75及87年土地利用調查之分類較為粗略(65、75

年資料係引用水利處北區水資源局(2000)「石門水庫集水區第三

階段治理規劃」報告)，四期土地利用變遷比較如表4-24。由表中

可以看出草生地及茶園的面積有減少之現象，但在開墾地及建築

區卻是呈增加之現象，其中草生地及茶園減少之原因，有可能因

部份轉作其他利用，或正進行整地，而使開墾地及建築區面積增

加之原因，則可能是隨著觀光及經濟的需求所致。 

 
表4-24  計畫區域土地利用變動比較表     

土地利用 民國 65年(A) 民國 75 年(B) 民國 87 年(C) 民國 94 年(D) 變化量(D-C)

竹  林 － － 211.2 7,580.46 +7,369.26 

草生地 － － 65.01 25.95 -39.06 

茶  園 619.00 137.73 7.86 6.81 -1.05 

旱作地 1255.00 505.64 433.56 464.69 +31.13 

果  園 467.00 1263.18 1770.64 1501.91 -268.73 

開墾地 － － 88.18 148.25 +60.07 

建築區 － － 133.65 191.3 +57.65 
 

 

 

 

單位:(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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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地籍資料處理 

地籍資料係向各縣市地政事務所價構取得，其標示部與所有權部

的部份是文字檔的格式（表4-25～26），因此這些資料必須和地籍圖

檔相互關聯方能發揮作用。由於同一縣市的地段編號是唯一的，因此

可以利用地段與地號分辨出各地籍資料與地籍圖層，然後加以彙整出

具備標示部與所有權部的地籍圖層資料。 

 
表4-25  土地標示部資料格式 

資   料 
資料項編號 資料名稱 

屬 性 位 數
說    明 

TD01 縣市 文數字 1 代碼 

TD02 鄉鎮市區 整 數 2 代碼 

TD03 段（小段）號 整 數 4 代碼 

TD04 地號母號 整 數 4  

TD05 地號子號 整 數 4  

TD06 登記日期（年） 整 數 3  

TD07 登記日期（月） 整 數 2  

TD08 登記日期（日） 整 數 2  

TD09 登記原因 文數字 2 代碼 

TD10 地目 文數字 1 代碼 

TD11 等則 整 數 2  

TD12 面積 實 數 9 
以平方公尺為單位，整數七位小

數二位 

TD13 使用分區 文數字 2 代碼 

TD14 使用地類別 文數字 2 代碼 

TD15 公告現值 整 數 7 以元／平方公尺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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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6  土地所有權部資料格式 
資   料 資料項 

編  號 
資 料 名 稱 

屬 性 位 數
說    明 

TE01 段（小段）號 整 數 4 代碼 

TE02 地號母號 整 數 4  

TE03 地號子號 整 數 4  

TE04 登記次序 整 數 4  

TE05 登記日期（年） 整 數 3  

TE06 登記日期（月） 整 數 2  

TE07 登記日期（日） 整 數 2  

TE08 登記原因 文數字 2 代碼 

TE09 登記原因發生日期（年） 整 數 3  

TE10 登記原因發生日期（月） 整 數 2  

TE11 登記原因發生日期（日） 整 數 2  

TE12 所有權人統一編號 文數字 10  

TE13 權利範圍類別 文數字 1 代碼 

TE14 權利範圍應有部分分母 整 數 10  

TE15 權利範圍應有部分分子 整 數 10  

TE16 權狀年期 整 數 3  

TE17 權狀字 文數字 1 代碼 

TE18 權狀號 整 數 6  

TE19 申報地價（年） 整 數 3  

TE20 申報地價（月） 整 數 2  

TE21 申報地價 實 數 8 
以元／平方公尺為單

位，整數七位小數一位

TE22 所有權人姓名 中 文 30  

TE23 所有權人住址 中 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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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圖層資料為含屬性（縣市、地段、地號、地目）之shp檔案

格式，其中的dbf檔案可以用來與標示部及所有權部資料靠唯一的地

段加地號屬性，將三種資料串連起來，一併成為地籍圖shp檔案的屬

性資料。資料整合的方式如圖4-36所示，VBA程式執行的流程主要是

以dbf檔的地段地號為關鍵字，使用VBA程式的「FIND」指令分別到

標示部的Excel檔及所有權部得Excel檔中搜索同一筆地籍資料，然後

複製到dbf檔中新建的相對應欄位中，組合成新的dbf檔。 

標示部 地籍圖層 所有權部

文字檔 文字檔dbf檔

Excel
VBA程式

dbf檔

 

圖4-36  地籍資料彙整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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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網際網路地理資訊與資料庫查詢系統 

4-4-1   系統圖層與啟動之MapService 

本計畫建置網際網路地理資訊與資料庫查詢系統，提供網際

網路GIS查詢功能，讓石門水庫集水區內之航照影像、地籍、土地

利用、崩塌地現況、保護帶劃設、集水區攔砂壩、SPOT衛星影像

等之資料能夠透過網際網路為政府各單位、相關機構、甚至一般

大眾使用。本系統架構如圖3-5所示，所需要啟動的MapService與

其相關之圖層檔案如表4-27所示。 
 
 

4-4-2   系統功能介紹 

石門水庫集水區相關圖資蒐集與分析處理後，利用單機版的

地理資訊系統經由物件的數化與坐標轉換等作業，建置成地理資

訊圖層，以便與基本圖層及衛星與航照影像整合於網路地理資訊

系統之下，方便使用者查詢及展示。 

系統首頁中主要有四個選項，分別為一般民眾、業務單位、

法規區、及SPOT資料上傳。使用者連結到首頁後即可點選欲進行

的查詢與作業。一般民眾可以進入「一般民眾區」進行石門水庫

集水區地圖查詢，可查詢圖層包括基本圖層、土地利用、崩塌地、

防砂壩、衛星與航照影像等圖層。一般民眾也可進入「法規區」

進行集水區相關法規的查詢。北區水資源局或是水利署相關單位

人員可以進入「業務單位區」進行詳細地理資訊的查詢，除上述

一般民眾可以查詢的圖層外，增加了保護帶、地籍資料、最新衛

星影像與變異點的查詢，查詢方法也增加了複合條件式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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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7  ArcIMS所需啟動之MapServices級相關圖層檔案一覽表 
Map 

Services 
名稱 

圖資 
種類 AXL檔案位置 圖層名稱 圖層檔名 

資料

時間

資料 

來源 

瀏覽 

權限 

集水區範圍 D:\shihmenGIS97\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線_region.shp  北水局提供 一般民眾 

河流/湖泊 
(桃、宜、竹) 

D:\shihmenGIS97\Tyu\tyu_river_polygon.shp 
D:\shihmenGIS97\Iln\iln_river_polygon.shp 
D:\shihmenGIS97\Hchh\hchh_river_polygon.shp 

2004/11 工研院購買 一般民眾 

道路 
(桃、宜、竹) 

D:\shihmenGIS97\Tyu\tyu_road_polyline.shp 
D:\shihmenGIS97\Iln\iln_road_polyline.shp 
D:\shihmenGIS97\Hchh\hchh_road_polyline.shp 

2004/11 工研院購買 一般民眾 

臺鐵/高鐵 
(桃、宜、竹) 

D:\shihmenGIS97\Tyu\tyu_rail_polyline.shp 
D:\shihmenGIS97\Iln\iln_rail_polyline.shp 
D:\shihmenGIS97\Hchh\hchh_rail_polyline.shp 
D:\shihmenGIS97\Tyu\tyu_hsrail_polyline.shp 
D:\shihmenGIS97\Hchh\hchh_hsrail_polyline.shp 

2004/11 工研院購買 一般民眾 

橋樑 
(桃、宜、竹) 

D:\shihmenGIS97\Tyu\tyu_bridge_point.shp 
D:\shihmenGIS97\Iln\iln_bridge_point.shp 
D:\shihmenGIS97\Hchh\hchh_bridge_point.shp 

2004/11 工研院購買 一般民眾 

隧道 
(桃、宜、竹) 

D:\shihmenGIS97\Tyu\tyu_tunnel_point.shp 
D:\shihmenGIS97\Iln\iln_tunnel_point.shp 
D:\shihmenGIS97\Hchh\hchh_tunnel_point.shp 

2004/11 工研院購買 一般民眾 

地標地物 
(桃、宜、竹) 

D:\shihmenGIS97\Tyu\tyu_landmark_point.shp 
D:\shihmenGIS97\Iln\iln_landmark_point.shp 
D:\shihmenGIS97\Hchh\hchh_landmark_point.shp 

2004/11 工研院購買 一般民眾 

縣市界 
(桃、宜、竹) 

D:\shihmenGIS97\Tyu\tyu_county_polygon.shp 
D:\shihmenGIS97\Iln\iln_county_polygon.shp 
D:\shihmenGIS97\Hchh\hchh_county_polygon.shp 

2004/11 工研院購買 一般民眾 

鄉鎮區界 
(桃、宜、竹) 

D:\shihmenGIS97\Tyu\tyu_town_polygon.shp 
D:\shihmenGIS97\Iln\iln_town_polygon.shp 
D:\shihmenGIS97\Hchh\hchh_town_polygon.shp 

2004/11 工研院購買 一般民眾 

Shihmen 
basic 基本圖層 C:\arcims\axl\shihmen\basic.axl 

村里界 
(桃、宜、竹) 

D:\shihmenGIS97\Tyu\tyu_village_polygon.shp 
D:\shihmenGIS97\Iln\iln_village_polygon.shp 
D:\shihmenGIS97\Hchh\hchh_village_polygon.shp 

2004/11 工研院購買 一般民眾 

防砂壩調查結果 D:\shihmenGIS97\防砂壩調查結果_point.shp 2002/12 北水局提供 一般民眾 shihmen 
dams 攔砂壩 C:\arcims\axl\shihmen\dams.axl 

防砂壩資料 D:\shihmenGIS97\防砂壩現況_point.shp 2002/12 北水局提供 一般民眾 
shihmen 

index 索引圖層 C:\arcims\axl\shihmen\index.axl 索引圖層 D:\shihmenGIS97\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線_region.shp 2005/1 北水局提供 一般民眾 
shihmen 
landuse 土地利用 C:\arcims\axl\shihmen\landuse.axl 集水區土地利用 D:\landuse\石門土地利用 0703_region_97.shp 2006/8 本計畫產出 一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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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7  ArcIMS所需啟動之MapServices級相關圖層檔案一覽表 (續) 
Map 

Services 
圖資 
種類 AXL檔案位置 圖層名稱 圖層檔名 資料

時間
資料 
來源 

瀏覽 
權限 

93年航照正射 D:\orth\93all.tif 2004/9 本計畫購置 一般民眾 shihmen 
orth 航照影像 C:\arcims\axl\shihmen\orth.axl 

92年航照正射 D:\orth\92all.tif 2003/7 本計畫購置 一般民眾 

shihmen 
property 

集水區

地籍圖
C:\arcims\axl\shihmen\property.axl 集水區地籍圖 D:\cadastral\集水區地籍圖.shp 2006/8 本計畫購置 業務單位 

shihmen 
public - C:\arcims\axl\shihmen\public.axl 所有瀏覽權限為「一般民眾」的圖層 一般民眾 

保護帶 D:\shihmenGIS97\保護帶_region.shp 2000/8 北水局提供 業務單位 
保護帶私有地 D:\shihmenGIS97\保護帶私有地_region.shp 2000/8 北水局提供 業務單位 

shihmen 
pzone 

保護帶 C:\arcims\axl\shihmen\pzone.axl 
保護帶公有地 D:\shihmenGIS97\保護帶公有地_region.shp 2000/8 北水局提供 業務單位 
艾利前航照崩

塌及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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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透過瀏覽器連結到石門水庫地理資訊系統網站後即會

看到Flash的動畫，展示計畫執行與系統操作的相關畫面 (圖

4-37)。使用者移動滑鼠即可改變動畫進行的方向。首頁的主要選

項為一般民眾、業務單位、法規區、及SPOT資料上傳。一般民眾

與法規區可以直接進入該網頁，業務單位及SPOT資料上傳區會出

現登入視窗如圖4-38所示，使用者需鍵入正確的帳號與密碼後方

能進入該區。 

使用者使用一般瀏覽器即可查詢展示監測區內相關圖層資

料，不需要載入及安裝額外程式，使用者使用滑鼠即可達到圖層

放大、縮小、平移、圖層物件圈選、圖查屬性、屬性查圖、條件

查詢、環框分析、量測距離、索引圖展示、資料超連結等功能。 

表4-28為系統所具備之功能，圖4-39顯示系統規劃之視窗分

布示意圖，圖中上方為工具列視窗，系統基本操作之功能皆位於

此處；右方為圖層控制視窗，負責圖資與圖層資料之開關與設定

作用圖層的控制；中間為地圖視窗，展示資料圖層，下方為資訊

視窗，用來展示屬性及控制介面，左上角還有Overview區，各功

能詳細說明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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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7  石門水庫地理資訊系統首頁(Flash動畫) 

 
 

 
圖4-38  管制區域進入前的登入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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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8  石門水庫集水區地理資訊查詢系統功能一覽表 

 

 
圖4-39  石門水庫集水區地理資訊查詢系統之視窗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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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圖層基本操作 

1. 使用者由右下視窗點選欲查詢之圖資種類，然後在右上方視

窗中即會展示相關圖層名稱及開關選項。 

2. 使用checkbox對圖層進行開或關的設定。 

3. 按「 」重繪按鈕重新整理GIS圖顯示區內之圖層。 

4. 按GIS視窗右上方「 」圖例按鈕可以展示圖例。 

5. 點選radiobutton可以將單一圖層設為作用圖層(Active)。 

 

(二) 資料屬性查圖功能 

1.點選radiobutton可以將欲查詢屬性之單一圖層設為ACTIVE。 

2. 點選工具列中之「 」屬性查圖按鈕，視窗右上方出現「屬

性查圖」字樣。 

3. 查詢介面在下方視窗中顯示。 

4. 輸入欲查詢之關鍵字，按「開始查詢」按鈕開始查詢。 

5. 查詢結果視窗顯示，在符合條件之物件中選取欲展示之物

件，按第一欄位的畫線連結則會放大到該物件。 

(三) 資料圖查屬性功能 

1. 點選 radiobutton 可以將欲查詢屬性之單一圖層設為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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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工具列中之「 」圖查屬性按鈕，視窗右上方出現「圖

查屬性」字樣。 

3. 使用滑鼠點選欲查詢屬性之圖層的物件。 

4. 視窗下方即會展示該物件之屬性。 

(四) 圖層放大、縮小、平移功能 

1. 點選工具列中之「 」放大按鈕後，視窗右上方出現「放

大」字樣，在圖層視窗中點選或拉框放大。 

2. 點選工具列中之「 」縮小按鈕後，視窗右上方出現「縮

小」字樣，在圖層視窗中點選或拉框縮小。 

3. 點選工具列中之「 」平移按鈕後，視窗右上方出現「平

移」字樣，在圖層視窗中壓住滑鼠左鍵拖曳。 

(五) 各種放大功能 

1. 點選工具列中之「 」放大至全區按鈕後，圖層視窗即會

展示全區圖層。 

2. 點選工具列中之「 」放大至作用圖層按鈕後，圖層視窗

即會展示作用圖層。 

3. 點選工具列中之「 」回覆前次縮放後，圖層視窗即會展

示前次縮放圖層。 

(六) 圖層物件圈選功能 

1. 點選作用圖層後，點選工具列中之「 」矩形選取後，視

窗右上方出現「矩形選取」字樣，在圖層視窗中拉框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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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選取之圖層屬性即會展示在下方視窗中，按某一物件之第

一欄位的畫線連結則會放大到該物件。 

2. 點選作用圖層後，點選工具列中之「 」線條或多邊形選

取後，視窗右上方出現「線條或多邊形選取」字樣，下方視

窗出現相關介面。在圖層視窗中點選多邊形各角或是線條節

點 位 置 ， 然 後 選 擇 「 」 或 是

「 」以完成選取，被選取之圖層屬性即

會展示在下方視窗中，按某一物件之第一欄位的畫線連結則

會放大到該物件。按「 」重新選取，按「 」

可以刪除上一個點位。 

3. 點選工具列中之「 」選取清除按鈕可以清除物件的選取

狀態。 

(七) 索引圖的開關 

點選工具列中之「 」索引圖按鈕後，索引圖視窗即會

展示或隱藏。 

(八) 屬性查詢條件建置及查詢 

1. 點選工具列中之「 」條件查詢後，視窗右上方出現「條

件查詢」字樣，下方視窗出現相關介面。在設定好查詢條件

後，按「 」配合邏輯運算元以建置查詢條件，

按「 」按鈕開始執行查詢，被選取之圖層屬性即會展

示在下方視窗中，按某一物件之第一欄位的畫線連結則會放

大到該物件。 

2. 點選工具列中之「 」選取清除按鈕可以清除物件的選取

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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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圖層物件之超連結 

選取一個物件後，點選工具列中之「 」超連結按鈕即

會連結到預設的URL。 

(十) 距離量測 

1. 點選工具列中之「 」即可量測距離。 

2. 使用滑鼠左鍵點選起始位置，再點選結束位置即會展示每段

之距離，並加總展示為全長。 

3. 按「 」可清除距離量測線，重新開始。 

(十一) 環框分析 

1. 先選取欲作環框分析之物件 

2. 點選工具列中之「 」即可進行環框分析選取。 

3. 下方視窗展示環框分析選取介面，點選欲由環框選取之圖層。 

4. 輸入環框距離。 

5. 按「環框建置」按鈕即可顯示環框及選取結果。 

(十二) 圖頁列印 

1. 點選工具列中之「 」即可進行地圖列印。 

2. 下方視窗展示列印介面，輸入欲標示之標題。 

3. 按「產生列印圖頁」以開啟含地圖、索引圖、及圖例之瀏覽

視窗，然後使用瀏覽器選單之「檔案/列印」選項，將該圖

頁送至印表機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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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系統操作展示 

網際網路地理資訊系統整體架構已建置完成，以下分成系統

基本操作及資料展示兩個部份分別說明： 

(一) 系統基本操作畫面 

圖4-40～圖45顯示系統基本操作相關之視窗畫面。圖4-40為

系統起始畫面；圖4-41為圖層放大後之視窗畫面，使用者可以將

不同圖層套疊在一起展示。圖4-42為即時測站圖層及屬性展示視

窗畫面，使用者可以用滑鼠框選作用圖層之物件，則其相關屬性

就會展示在視窗下方。圖4-43為屬性查圖介面視窗畫面，使用者

只要輸入關鍵字則任何欄位值只要相符即會被挑選出來，各筆資

料的第一個欄位具超連結功能，點選後可以放大至該測站。圖

4-44為圖查屬性視窗畫面，使用者在按圖查屬性按鈕後，點選作

用圖層之物件即可展示其屬性。圖4-45為查詢條件組合介面視窗

畫面，使用者可以經由此介面組合出複雜的搜尋條件，查詢作用

圖層之符合物件並展示其屬性。 

(二) 資料圖層展示 

1. 土地利用圖層展示 

土地利用圖層展示功能主要在展示石門水庫集水區內的

土地利用狀況。使用者在勾選土地利用圖資展示後，按「重

繪」按鈕後即可顯示土地利用的圖層。欲對於土地利用圖層

進行圖查屬性或是屬性查圖的功能，則必須將土地利用圖資

選為作用圖資，如此在視窗右上方的選單區方會呈現土地利

用圖層名稱。接著將其設為作用圖層則可進行屬性展示的功

能。圖4-46顯示土地利用圖層展示視窗畫面。作用圖層設定

好後各項查詢操作，請參考前面章節有關系統基本操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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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0 石門水庫集水區地理資訊系統視窗畫面 

 

圖4-41  圖層放大後之視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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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2  圖層及屬性展示視窗畫面 

 

圖4-43  屬性查圖介面視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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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4  圖查屬性視窗畫面 

 

圖4-45  查詢條件組合介面視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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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6  土地利用圖層查詢結果視窗畫面 

在一般民眾區由於圖層種類較少，故不再區分圖資種

類，因此圖層的展示相當容易，只要勾選圖層顯示後按「重

繪」鍵即可(圖4-47)。欲對土地利用圖層進行屬性查詢的方法

與前述方式相同，只要設定其為作用圖層即可進行。 

2. 地籍圖層展示 

地籍圖層展示功能主要在展示石門水庫集水區內的地籍

資料。使用者在勾選地籍資料圖資後，按「重繪」按鈕後即

可顯示地籍資料的圖層。欲對於地籍資料圖層進行圖查屬性

或是屬性查圖的功能則必須將地籍資料圖資選為作用圖資，

如此在視窗右上方的選單區方會呈現地籍資料圖層名稱。接

著將其設為作用圖層則可進行屬性展示的功能。圖4-48顯示

地籍資料圖層展示視窗畫面。作用圖層設定好後之各項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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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請參考前面章節有關系統基本操作部分。地籍資料圖層

不開放給一般民眾查詢。 
 

 
圖4-47 一般民眾區內的土地利用圖層查詢結果視窗畫面 

 
圖4-48  地籍資料圖層查詢結果視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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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崩塌地圖層展示 

崩塌地圖層展示功能主要在展示石門水庫集水區內的崩

塌地狀況。使用者在勾選崩塌地圖資展示後，按「重繪」按

鈕後即可顯示崩塌地的圖層。欲對於崩塌地圖層進行圖查屬

性或是屬性查圖的功能則必須將崩塌地圖資選為作用圖資，

如此在視窗右上方的選單區方會呈現崩塌地圖層名稱。崩塌

地圖層因時間的不同而有兩種不同的圖層，使用者在此可以

選擇欲展示的圖層。針對欲展示的崩塌地圖層屬性資料，操

作方法為先將其設為作用圖層才可進行屬性展示的功能。圖

4-49顯示崩塌地圖層展示視窗畫面。作用圖層設定好後之各

項查詢操作請參考前面章節有關系統基本操作部分。 

在一般民眾區要展示崩塌地圖層相當容易，只要勾選圖

層顯示後按「重繪」鍵即可(圖4-50)。欲對崩塌地圖層進行屬

性查詢的方法與前述方式相同，只要設定其為作用圖層即可

進行。 

4. 保護帶圖層展示 

保護帶圖層展示功能主要在展示石門水庫集水區內的保

護帶資料。使用者在勾選保護帶資料圖資後，按「重繪」按

鈕後即可顯示保護帶的圖層。欲對於保護帶圖層進行圖查屬

性或是屬性查圖的功能則必須將保護帶圖資選為作用圖資，

如此在視窗右上方的選單區方會呈現保護帶圖層名稱。保護

帶圖資分為公有地與私有地不同的圖層，使用者在此可以選

擇欲展示的圖層。針對欲展示的保護帶圖層之屬性資料，操

作方法為先將其設為作用圖層則可進行屬性展示的功能。圖

4-51顯示保護帶私有地圖層展示視窗畫面。保護帶圖層不開

放給一般民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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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9  崩塌地圖層與屬性展示視窗畫面 

 

圖4-50  一般民眾區崩塌地圖層與屬性展示視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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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1  保護帶私有地圖層及屬性資料展示視窗畫面 

5. 攔砂壩圖層展示 

攔砂壩圖層展示功能主要在展示石門水庫集水區內的攔

砂壩現況。使用者在勾選攔砂壩圖資展示後，按「重繪」按

鈕後即可顯示攔砂壩的圖層。欲對於攔砂壩圖層進行圖查屬

性或是屬性查圖的功能則必須將攔砂壩圖資選為作用圖資，

如此在視窗右上方的選單區方會呈現攔砂壩圖層名稱。攔砂

壩圖層有攔砂壩資料與攔砂壩調查結果兩種不同的圖層，使

用者在此可以選擇欲展示的圖層。針對欲展示的攔砂壩圖層

屬性資料，操作方法為先將其設為作用圖層才可進行屬性展

示的功能。圖4-52顯示攔砂壩圖層展示視窗畫面。作用圖層

設定好後之各項查詢操作請參考前面章節有關系統基本操作

部分。圖4-53顯示欄砂壩查詢選取後，利用超連結功能展示

攔砂壩照片及攔砂壩踏勘路徑與位置簡圖。 



「石門水庫集水區航照判釋及地理資訊查詢系統建置」成果報告                          肆、工作成果 

4-75 

在一般民眾區要展示攔砂壩圖層相當容易，只要勾選圖

層顯示後按「重繪」鍵即可。欲對攔砂壩圖層進行屬性查詢

的方法與前述方式相同，只要設定其為作用圖層即可進行。

一般民眾區只能展示攔砂壩照片，展示的方式乃點選攔砂壩

屬性中的編號連結即可展示攔砂壩照片(圖4-54)。 

6. 航照正射影像展示 

航照正射影像展示功能主要在展示石門水庫集水區內的

航照正射影像。使用者在勾選航照正射影像圖資展示後，按

「重繪」按鈕後即可顯示航照影像。航照影像沒有屬性資料，

但在本系統中有92年與93年航照正射影像，因此必須將航照

正射影像圖資選為作用圖資，如此在視窗右上方的選單區方

會呈現不同年份之航照正射影像名稱。圖4-55顯示航照正射

影像展示視窗畫面。 

在一般民眾區要展示航照正射影像相當容易，只要勾選

圖層顯示後按「重繪」鍵即可。為避免系統負載太大，一般

民眾區只能展示93年航照正射影像 (圖4-56)。 

7. SPOT衛星影像展示 

SPOT衛星影像展示功能主要在展示石門水庫集水區內

的SPOT衛星影像。使用者在勾選SPOT衛星影像圖資展示

後，按「重繪」按鈕後即可在圖層控制區開關SPOT衛星影像

的顯示。圖4-57顯示SPOT衛星影像展示視窗畫面。 

在一般民眾區要展示SPOT衛星影像相當容易，只要勾選

圖層顯示後按「重繪」鍵即可(圖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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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2  攔砂壩圖層及屬性資料展示視窗畫面 
 
 

 
圖4-53  攔砂壩圖層超連結展示攔砂壩照片與探勘路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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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4  一般民眾區展示攔砂壩圖層之視窗畫面 

 

圖4-55  航照正射影像圖層之視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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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6 一般民眾區展示航照正射影像圖層之視窗畫面 
 

 

圖4-57  SPOT衛星影像圖層之視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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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8  一般民眾區展示SPOT衛星影像圖層之視窗畫面 
 

8. 衛星變異點與影像圖層展示 

衛星變異點與影像圖層展示功能主要在展示石門水庫集

水區內由中央大學太遥中心每期執行之的衛星變異點及相關

衛星影像資料。使用者在勾選衛星變異點或影像資料圖資

後，按「重繪」按鈕後即可顯示衛星變異點或影像的圖層。

欲對於衛星變異點圖層進行圖查屬性或是屬性查圖的功能則

必須將衛星變異點圖資選為作用圖資，如此在視窗右上方的

選單區方會呈現衛星變異點各期圖層名稱。衛星變異點與影

像圖資每期有不同的圖層，使用者在此可以選擇欲展示的圖

層。針對欲展示的衛星變異點圖層之屬性資料，操作方法為

先將其設為作用圖層則可進行屬性展示的功能。圖4-59顯示

衛星變異點與影像圖層展示視窗畫面。中央大學太遥中心上

傳之衛星變異點與影像圖層不開放給一般民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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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9  SPOT衛星影像圖層之視窗畫面 

9. 衛星影像上傳功能 

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執行北區水資源局「以光

學衛星影像長期輔助監測石門水庫集水區內土地開發利用情

形」計畫歷年來以及進行中的成果，經由本介面上傳到石門

水庫集水區地理資訊系統來展示，經由自動或手動程序將上

傳的資料經過ArcIMS的Author轉換成網際網路地理資訊格

式，由ArcIMS伺服器將圖層資料傳輸到客戶端展示。圖4-60

顯示起始介面手先設定欲上傳的期別，然後進入檔案輸入介

面，將SPOT衛星影像檔、world檔、及變異點SHP格式的相關

檔案上傳至伺服器端。使用者可以使用「瀏覽…」按鈕選取

欲上傳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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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0  SPOT影像及變異點圖層上傳網頁介面 

 

10. 法規區操作 

石門水庫集水區地理資訊系統建置了法規區，讓使用者

可以查詢展示與水庫集水區及水土保持相關的法規命令。自

首頁的「法規區」進入後即會看到法規區的選單，使用者只

要點選法規的超連結及可展示該法規(圖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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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1 法規區法規選取與展示 
 
 
 

4-4-5   無障礙認證 

本計畫建置之網頁係依照3-2-8節所述之相關規範及檢測要

點撰寫網頁，本系統首頁已於95年9月27日通過行政院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自動檢測 (http://enable.nat.gov.tw/check.jsp)第三優先

(AAA)等級         ，測試報告如圖4-62所示。若此網頁同時通

過人工檢測項目，則被認為符合第三優先等級無障礙網頁設計標

準，此作業將於系統轉移至北區水資源局後，配合局內無障礙網

站政策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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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教育訓練 

本計畫於95年8月31日舉辦「石門水庫集水區地理資訊系統操

作及維護教育訓練」。課程表如表4-29所示，本教育訓練並登錄

在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網站，參加訓練之公務員可以獲得8小時的課

程時數認證。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網站中登錄的課程敘述如下。 

「石門水庫集水區地理資訊系統是網際網路地理資訊與資料

庫查詢系統，提供網際網路GIS查詢功能，讓石門水庫集水區內之

航照影像、地籍、土地利用、崩塌地現況、保護帶劃設、集水區

攔砂壩、SPOT衛星影像等之資料能夠透過網際網路為政府各單

位、相關機構、甚至一般大眾使用。石門水庫集水區地理資訊系

統首頁中主要有四個選項，分別為一般民眾、業務單位、法規區、

及SPOT資料上傳。使用者連結到首頁後即可點選欲進行的查詢與

作業。一般民眾可以進行石門水庫集水區地圖查詢，可查詢圖層

包括基本圖層、土地利用、崩塌地、防砂壩、衛星與航照影像等

圖層，一般民眾亦可進行集水區相關法規的查詢。北區水資源局

或是水利署相關單位人員可以進行詳細地理資訊的查詢，除上述

一般民眾可以查詢的圖層外，增加了保護帶、地籍資料、最新衛

星影像與變異點的查詢，查詢方法也增加了複合條件式查詢。本

教育訓練的課程在系統操作方面包括地理資訊系統與ArcIMS介

紹、系統架構及資料關聯、系統操作說明、及實機操作與討論。

在系統維護方面包括IIS操作、ArcIMS網站架設與HTML Viewer

程式關聯、系統日常運作維護、及實機操作與綜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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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2  無障礙網頁自動檢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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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教育訓練參加學員包括北區水資源局及其受託單位共計

20人，出席踴躍，圖4-63及圖4-64為教育訓練上課情形，在系統

實際操作過程中也提供許多改進資訊，對於系統的持續開發有很

大的助益。學員也從實作中了解「石門水庫集水區地理資訊系統」

的操作方式與系統運作維護的基本方式。系統的操作及維護手冊

在上課時發給各學員，內容包括系統概述、系統操作說明、操作

範例、系統維護、系統支援方式等章節。系統操作及維護手冊另

行編印成單冊。 
 

表4-29  資訊系統教育訓練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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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3  操作及維護教育訓練上課情形 (一)  
 
 
 

 
圖4-64  操作及維護教育訓練上課情形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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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1.  計畫區域艾利颱風前之山崩數量為850處，總面積為295.76ha；艾

利颱風後航照判釋之山崩數量為2,448處，總面積為901.7ha，增

加了1,598處/605.94ha；瑪莎颱風後新增之疑似崩塌地共計35處，

總面積35 ha。 

2.  地滑數量共20處，總面積為467.4ha，其坡度較緩，而面積也較大。

在艾利颱風後，位於新光部落之地滑區，有發生滑動之徵兆，其

頭部亦有明顯裂隙，新光國小操場亦有湧水現象，應進一步進行

詳細調查。 

3.  艾莉颱風豪雨引發之山崩，其規模以2ha以下為主，在海拔1,000

～1,500m之山崩面積增加最多（230.5ha），佔增加面積之38.04%；

其次為海拔500～1,000m，增加144.91ha，佔增加面積之23.92%。 

4.  在艾莉颱風後，山崩主要發生在坡度30～40°間，其次為20～30°

間，而當坡度超過50°以上，不論在數量或面積上，其增加量則

相當有限。在坡方面向大多發生在南向坡，其次為東南向。 

5.  三光子集水區在艾利颱風後，崩塌率從0.28%劇增至2.61%，為山

崩最嚴重之子集水區；其次為秀巒子集水區，在艾利颱風後從

0.49%增加至2.27%，該兩子集水區為日後集水區治理之重點子集

水區；崩塌率最低者為石門子集水區，次低者為稜角子集水區。 

6.  引發本次山崩之最主要因素，係因艾利颱風雨量過大，造成地表

逕流集中，河川溪流水位上昇造成兩岸及源頭之沖刷侵蝕，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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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發山崩，亦即本次艾利風災崩塌地主要係沿水系及道路分布。

在原住民保留地及山坡地範圍，除自然之因素外，人為活動（開

路與開墾）亦稍助長了山崩的發生。 

7.  計畫區域內大部分為覆蓋良好之林地（包括針葉林，闊葉林、雜

木等），佔83.21%，若不考慮崩塌地、河流、水庫、道路，其他

較大者為竹林（包括箭竹林，9.98%）、果園（1.98%）、旱作地

（0.61%）、建築區（0.25%）、開墾地（0.2%）。 

8.  根據艾利颱風後之土地利用判釋結果，與民國65、75及87年土地

利用調查結果初步比較，草生地及茶園的面積有減少之現象，但

在開墾地及建築區卻是呈增加之現象，其中草生地及茶園減少之

原因，有可能因部份轉作其他利用，或正進行整地，而使開墾地

及建築區面積增加之原因，則可能是隨著觀光及經濟的需求所

致。 

5-2   建議 

1.  依據本計畫判釋之艾利颱風後崩塌地分布圖並參考中興大學

(2005)分析艾利風災石門水庫崩塌地區位，結果均發現係以水系

及道路附近區位為主，因此建議未來應減少區內農路的新建或拓

寬，並妥善維護現有農路及排水設施，以減低未來災害風險，而

對於河岸攻擊坡應加強保護，河道流向及土砂量控制亦是未來防

災的重點。 

2.  建議未來可繼續針對過去歷年治理工程，進行航照判釋，來瞭解

工程施作之成效，並可依照其整治功效來評估各種工法的適宜性

及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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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系統採用宏碁Altos G710 Intel Xeon 3.2GHz CPU，乃為宏碁伺

服器中的頂級產品，是一個高效能的雙重處理器系統，專為尋找

強大伺服器以支援網路的中小企業所設計。由於教育訓練當日近

20位學員同時連線至該伺服機，因此感覺緩慢，另由於系統起始

畫面即開啟衛星影像，使用較多網路頻寬，因此更加覺得速度過

慢。解決方案首先將關掉起始畫面的衛星影像圖資，交由需要的

使用者自行開啟。另在硬體方面，由於該伺服器為雙CPU架構，

但現只裝置一顆CPU，日後經費許可則有擴充的空間。 

4.  由於水質資料除採樣點位置外，尚有各量測參數的時序列的資

料，因此資料展示較為複雜，另外整治工程的位置及資訊的查詢

展示皆不在本次工作範圍內，因此建議在後續資訊系統維護階段

時，可優先列為工作項目。 

5.  由於本系統完成後會依約交給局內，並架設在局內DMZ區域，因

此透過資訊人員的設定，本系統的相關圖資應該可由同一區域網

路的系統讀取。圖資檔案的說明在系統操作及維護手冊內皆有詳

述，圖資應可自行取得，納入局內任一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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