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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計畫目的 

石門水庫集水區幅員遼闊，區內地形陡峻、溪流湍急，加以地質構造複

雜、岩性脆弱與土壤鬆軟等自然環境因素，導致在集中性暴雨時，容易發生崩

塌事件，而上游大量表土泥砂或崩塌土石易沖入水庫中，嚴重影響水庫功能與

壽命。 

為此，北水局已辦理 SPOT 衛星監測、銫 137 泥砂推估及購買艾利颱風前

後航空照片，因係採大面積施測且馬莎颱風後並無航拍資料，精度尚不足提供

決策者使用，為提高精確度並應用航空測量設置之高精度數值地形模型，以利

推估泥砂及遞移率理論之應用，爰此辦理本項計畫。 

二、計畫工作範圍、項目 

本計畫以航測技術建立秀巒集水區之數值地形模型及正射影像，航拍面積

約 22,967 公頃。 

詳細工作項目包括（一）航拍控制測量（二）正射影像（三）數值地形模

型（四）土地利用判釋（五）崩塌地質分類（六）LiDAR 掃瞄（七）崩塌地

分析評估（八）泥沙產量推估（九）環境地質災害敏感地劃設（十）集水區經

營管理保育對策研擬（十一）集水區崩塌地查詢系統。 

三、作業精度 

本計畫於本年度 9 月 28 日完成航空攝影，航拍照片幅數為 207 張，計

畫航攝比例尺採 1/15,000，解析度為 20μm，影像解析度約 30cm，航拍底片

前後重疊 80％，側向重疊 30％，頃角不大於 4 度，航線長度合計 134.7 公里。

計畫 GPS 控制點共 31 點，新設 GPS 點共 28 點，已知控制點採用內政部頒

定之水準點共三點進行測量，在 TWD97 坐標系統上，所有點位之角度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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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小於 10 秒，距離較差皆小於 1/20,000。 

空中三角整體平差作業，PATB 平差後所得之像片量測中誤差（標準偏

差），最小約制網所得之量測中誤差為 5.74 μm，符合以光束法計算時不得超

過 10 μm 規定。其次，進行所有 TWD97 地面控制點的完全約制平差，其平

面量測中誤差為 5.97 μm，其中誤差增加量為 4.0％，未超過 30％。平差後之

R.M.S.數值 X 為 4.9 公分、Y 為 4.5 公分、Z 為 8.9 公分，未超過平面 20 公

分、高程 25 公分。 

四、作業成果 

秀巒集水區之數值高程資料為 2m×2m 之 DEM 及 DSM，並製作 0.5m、

1m、2m 三種解析度之正射影像及 1/5,000 之分幅成果，共 40 幅。土地利用

方面採用水土保持局土地利用分類表，秀巒地區主要之土地利用為闊葉林，

其次則為針葉林。在空載雷射掃描方面航拍面積約 2,793 公頃，其中崩塌地

面積為 281.54 公頃，約佔總崩塌面積之 60％。 

經本計畫航拍影像判釋結果，秀巒集水區崩塌地數量約 1,034 筆，總面

積約為 442.28 公頃，崩塌地主要分布於白石溪及其支流、從錦路至白石間河

段及其西側支流和白石溪以東之上游流域，以河岸侵蝕最多。其主要發生崩

塌地之主要高程在 1,500~2,000 公尺間，坡度以 30~50 度間，坡向則以西北

向最多，而地質方面以大桶山層之崩塌面積為最多。泥砂產量推估及遞移率

分析結果，秀巒集水區崩塌地土砂流出量約 394 萬立方公尺，坡地土砂流出

量約為 135 萬立方公尺，合計約 529 萬立方公尺。 

五、結論與建議 

本計畫採用航空測量，除可得到 DEM 之資料外，對於崩塌地分析、地

表地物的狀況皆可明確地分辨及繪製，除此之外，亦可由飛行模擬之立體的

影像清楚判斷崩塌地所在位置，可用於後續之相關應用。而計畫所建置之「石

門水庫集水區崩塌地查詢系統」所建構之 GIS 管理及應用系統架構，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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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貴局在本計畫圖資管理及後續相關計畫應用所需。 

本計畫完成之集水區內基本圖資導入水保及水利專業之數學演算模

式，再以 GIS 專案系統方式開發使用、建置完成，建議後續辦理全水庫集水

區高精度數值圖資建置，推展成果以提供石門水庫集水區經營管理之應用。 

本計畫為先期辦理石門水庫集水區崩塌較嚴重之秀巒地區精細的數值

地形資訊，希冀以本計畫為基準，配合「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

一階段分期執行計畫項下，建議在未來分四年期（96 至 99 年間），完成完整

之石門水庫集水區高解析數值地形模型、正射影像及相關 GIS 系統之分析應

用建立，推求各項適合石門水庫集水區應用之對策，落實水庫集水區保育任

務之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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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計畫概述 
1 

1-1 計畫目的 
石門水庫集水區幅員遼闊，區內地形陡峻、溪流湍急，加以地質構造複

雜、岩性脆弱與土壤鬆軟等自然環境因素，導致在集中性暴雨時，容易發生崩

塌事件。而近年來山區迅速開發，道路闢建及設置觀光遊樂區等情事日益增

多，更加速坡地崩塌及表土沖蝕；因此，每遇颱風或豪雨時，上游大量表土泥

砂或崩塌土石容易被沖入水庫中，嚴重影響水庫功能與壽命。 

為此，北水局已辦理 SPOT 衛星監測、銫 137 泥砂推估及購買艾利颱風前

後航空照片，但因係採大面積施測且馬莎颱風後並無航拍資料，精度尚不足提

供決策者使用，為提高精確度並應用航空測量設置之高精度數值地形模型，以

利推估泥砂及遞移率理論之應用，爰此辦理本項計畫。 

有鑑於此，石門水庫集水區經營管理保育對策及集水區泥砂推估相關方

案之建立刻不容緩，為建立石門水庫集水區正確數值圖資等基本資料，以對石

門集水區地形變遷分析、崩塌土石量推估及水文模擬驗證、工程規劃與集水區

治理…等使用，本計畫即先期辦理石門水庫集水區崩塌較嚴重之秀巒地區精細

的數值地形資訊，並以本計畫為基準，後續建立石門水庫集水區全區精細的數

值地形資料庫，以提供作為石門水庫集水區經營管理保育對策及集水區泥砂推

估相關方案應用之需。 

1-2 計畫範圍 
本計畫以遙航測技術，建立石門水庫集水區次集水區之秀巒集水區（如

圖 1 所示），航拍面積約 22,967 公頃。 



石門水庫集水區   
高解析數值高程模型資料庫前置建置計畫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陶林數值測量工程有限公司 2 成果報告 

 
 

 
圖 1、計畫區範圍示意圖 

1-3 工作項目及內容 
本計畫為建立高精度與高解析的數值地形資訊；除建置 2 公尺間距高密度

網格的 DEM 資訊外，並建置秀巒集水區正射影像。同時配合崩塌分析需求，

由北水局於秀巒集水區範圍內指定崩塌較嚴重地區，辦理空載 LiDAR 航拍製

作 DEM，供分析比較。並將各項成果納入北水局既設地理資訊系統供應用。

本計畫工作項目及內容如表 1 所示： 

 
表 1、本計畫工作項目及內容 

項次 項目 說明 
1 航拍控制測量 空標佈設、航拍攝影及 GPS 控制測量及點誌記製作。 

2 正射影像 
藉由彩色航拍製作秀巒集水區正射影像，以完整保留現在地

況，提供未來分析所需基本材料。成果以 97 座標為主，67
座標為輔。 

3 數值地形模型 利用正射影像與地面佈標，判釋地表高程，製作 2m×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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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說明 
DEM/DSM。〈製作 1/5000 製圖比例尺之圖資〉 

4 土地利用判釋 配合計畫正射影像圖層進行土地利用現況資料調查，作為崩

塌與土地利用現況關係探討。 

5 崩塌地質分類 
參考環境地質災害敏感區將崩塌地區分成山崩（淺層崩塌、

落石、順向坡滑動）、土石流、侵蝕（河岸侵蝕、向源侵蝕）

等建置集水區防災地質資料。 

6 LiDAR 掃描 配合計畫區航拍結果及崩塌分析需求，由北水局選定較大型

崩塌區域辦理空載 LiDAR 監測，供 DEM 比對分析。 

7 崩塌地分析評估 
利用航拍資料，分析秀巒集水區地質條件、山坡地坡度、坡

向、水系、高程分布、雨量、崩塌區位、農業及非農業開發

利用、土地利用現況與崩塌關係。 

8 泥砂產量推估 配合計畫航拍圖資之應用及專業水利、水土保持技術，辦理

周詳的災害潛勢分析與土石可能產生量之評估。 

9 
環境地質災害敏感

地劃設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之劃設方法，考慮區域地質、土壤、高度

及斷層，以規則組合法分析之。 

10 
集水區經營管理保

育對策研擬 
整合本集水區致災原因、災害類別、發生機制及規模，探討

可行治理對策。 

11 
集水區崩塌地查詢

系統 
將擬定開發相關功能，整合本計畫建置之資料庫，提供條件

查詢、屬性資料維護等功能。 
 

1-4 繳交成果 
本委託計畫繳交成果如表 2 所示： 

 
表 2、計畫各項成果繳交細項 

型式 內容 附件 份數 

書冊 正式成果報告 CD 30 
書冊 航拍品質報告書及檔案（控制測量及空三計算成果） CD 3 
圖冊 正射影像出圖 1 份及 JPG 檔案儲存 - 1 

CD 
2 公尺間距網格 DEM/DSM 資料，以 ASCII 格式及 ESRI 的
GRID 格式儲存 - 1 

CD LiDAR 監測成果資料檔案 - 1 

CD 集水區崩塌地數值圖資資料 - 1 
 



石門水庫集水區   
高解析數值高程模型資料庫前置建置計畫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陶林數值測量工程有限公司 4 成果報告 

 

1-5 計畫分析方法及成果 
本計畫以集水區為評估單元，將地理資訊系統結合正射影像處理，動態

分析集水區之崩塌區位，評估集水區土地利用與崩塌地之關係，以瞭解水庫集

水區泥砂來源及崩塌地泥砂遞移變遷，探討崩塌區位發生崩塌之機制與規模關

係，供北水局未來規劃水土保持工作策略及水庫集水區經營管理之參考。 

計畫整體流程如圖 2 所示，規劃之作業內容包括計畫籌劃與準備、航攝

資料製作及整體作業品管。各項作業流程於以下各節說明。 

 
 

 
圖 2、計畫整體工作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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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石門水庫集水區概況 
2 

2-1 集水區流域概況 
石門水庫集水區位於大漢溪上游，石門大壩以上之集水區面積約為 75,633 

公頃，東鄰台北、宜蘭兩縣，南接台中縣，西南與苗栗縣，西屬桃園、新竹兩

縣。集水區北接大漢溪下游集水區，東與新店溪、蘭陽溪上游集水區為鄰，南

邊為德基水庫上游集水區，西南連大安溪集水區，西靠頭前溪集水區，西北邊

與鳳山溪集水區為鄰。行政區域分屬宜蘭縣大同鄉，新竹縣五峰鄉、關西鎮與

尖石鄉，以及桃園縣大溪鎮、龍潭鄉與復興鄉。 

石門水庫為台灣第三大水庫，以淡水河系上游大漢溪為其主流，總集水

區面積 76,340 公頃，為多目標水資源開發工程，具有灌溉、發電、給水、防

洪等功能。行政區域分屬宜蘭縣大同鄉、新竹縣五峰鄉、關西鎮與尖石鄉，以

及桃園縣大溪鎮、龍潭鄉與復興鄉，如圖 3 所示。 

 

 
圖 3、石門水庫集水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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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地形地勢 
集水區之地勢西北端為較低緩之丘陵地外，大部份為山岳地帶，海拔高自

135m(石門水庫壩址)至 3,529m 之間，以南端之品田山 3,529m 為最高，全區自

東南向西北傾斜，呈南北向之狹長腰形。石門水庫流域特性如圖 4 所示。 

 

 
圖 4、石門水庫集水區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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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水系 
石門集水區水系皆發源於雪山山脈帶，匯流至石門水庫內之阿姆坪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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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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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向由東北轉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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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復轉東北向，與發源於宜蘭梵梵山及池端（明池）附近之三光溪會合於三光、

蘇樂之間，向北流，分別匯入納卡溪於蘇樂東方、黑白庫溪於高義、匹亞溪於

榮華、色霧鬧溪於色霧鬧、高波溪於高波、義盛溪於羅浮對岸，此段河谷因穿

透烏來群之堅硬砂岩層，對河蝕之抵抗力強大，遂形成兩岸峭崖壁立之狹長河

谷；在羅浮附近，匯維霞雲溪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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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地質特性 
石門水庫集水區之地質構造複雜，有縱向、橫向斷裂及各類型褶皺等，其

中主要構造線均示於地質圖上；本區內大小斷層及褶皺構造皆是古代歷次造山

運動時岩層受到擠壓力遺留之痕跡。主要造線包括斷層線、褶皺軸、岩層走向、

岩層劈理等，其延展方向均為北東，部分褶皺寬緩。另有甚多縱向及橫向小斷

裂穿插其間，多為主要構造形成時的伴生構造，以適應地殼變動區局部調整之

結果。主要地層分屬於第三紀之始新世、漸新世及中新世，第四紀之更新世及

現代沖積層，露出之岩層大部份為沈積岩。區內一般岩石之情況多屬脆弱、劈

理、節理及裂隙發達，復經地殼變動，強力擠壓破壞，加上地形陡峻，雨水充

沛，岩石重力滾落及沖蝕現象特別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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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區域位於雪山山脈帶及西部麓山帶兩地質分區內。出露之地以第三紀

為主，在淹沒區以上之地層由中新世早期及漸新世略顯輕微變質之砂岩及硬頁

岩組成；於淹沒區與壩址附近則為中新世未變質之砂岩與頁岩；而於壩址下游

後池附近，地層屬於更新世之頭嵙山層與全新世之台地堆積層。受區域性逆衝

斷層之影響，本區域地層多呈東北東走向，與水庫縱長之方向略成斜交，呈中

至高角度向東南傾斜，傾角介於 40 度～80 度之間。本集水區露出之岩層除小

部份為火成岩外大部份沈積岩，依據岩層之時代可劃分為古第三紀、新第三紀

及第四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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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歷過造山運動，但無變質現象，仍為標準之火成岩；第四紀岩組織疏鬆，未

經劇烈造山運動。 

就本集水區內地層的分布，越向西北岩層之時代越新，岩石之堅緻程度愈

低。以個別岩石言之，時代較新之頁岩岩質較軟弱，第四紀礫岩膠結最疏鬆。

以對雨水之涵蓄力及滲透情言之。泥板岩及板岩之孔隙率及滲透率最低，次之

為頁岩及砂岩，礫岩為最好之含水層，並滲透性最佳。區內地質分述如下： 

一、古第三紀 

古第三紀包括下部烏來群及上部烏來群，分布於本集水區山岳地帶，所

佔面積最廣。岩層呈變質現象，而於東南面變質度較深。下部烏來群由西村

層及四稜砂岩組成，依時代暫訂為始新世。西村層由黑色板岩、灰白色薄層

砂岩、及板狀石英質砂岩構成，四稜砂岩以白色及灰白色粗粒石英質砂岩為

主，間夾薄層黑色板岩及煤頁岩。上部烏來群劃分為大桶山層及澳底層，依

時代推訂為漸新世，大桶山層呈厚黑色泥板岩，時夾薄層灰色至淺灰色細粒

砂岩及凝灰層；澳底層由中粒白砂岩及薄層頁岩或砂質頁岩與延展不規則之

煤頁岩構。 

古第三紀岩層曾經較多次之強力擠壓，因岩層層面多被向東南急傾之劈

理破壞，至難於辨識，更顯得複雜雜亂。古第三紀岩層中之構造類別可分為



石門水庫集水區   
高解析數值高程模型資料庫前置建置計畫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陶林數值測量工程有限公司 9 成果報告 

三大類：即斷裂、褶皺及紋理；斷裂具有與岩石走向近乎平行之縱向逆斷層、

重力斷層、及與岩層走向垂直之平移斷層、節理組；褶皺有向斜、被斜、單

斜、倒轉向斜、仰臥褶皺；紋理有岩層之層理及劈理；其中以大桶山層之泥

板岩劈理及節厘最發達，形成岩石易於剝落及破碎。 

二、新第三紀 

新第三紀包括汐止群及三峽群，分布於集水區之西北部丘陵地帶，所佔

面積有限。汐止群由五指山層、木山層、大寮層、石底層及鳥嘴山層組；成

五指山層之上部以黑色頁岩為主，偶夾雜砂質頁岩；下部為薄層灰白色硬

砂，岩與黑色頁岩或砂質頁岩之互層；木山層由灰色至灰白色細粒或中粒砂

岩與深灰色頁岩及薄煤層構成。大寮層主要岩石為黑色頁岩，間夾薄層泥質

砂岩、細粒砂岩及凝灰岩與集塊岩。石底層以白灰色至淺灰色砂岩為主。含

夾灰色頁岩、砂質頁岩及砂岩頁岩之帶狀層，鳥嘴山層由青灰色至綠灰色厚

層砂岩及灰至深灰色頁岩及粉砂岩構成。三峽群分南層、大埔層、及二鬮層

組成；南莊層由白色至灰白色中粒至粗粒砂岩、灰色頁岩、砂岩與頁岩之帶

狀層、玄武岩流、及劣煤層等組；成大埔層以青灰色砂岩為主，間夾綠灰色

砂質頁岩或頁岩；二鬮層為淺灰色細粒至中粒砂岩與砂質頁岩與頁岩層。 

新第三紀岩層以斷層與古第三巒地層相接，其主要構造為自西北至東南

有兩向斜及兩斷層，均沿北東方向延展。各地層中因多為薄層砂岩及頁岩間

互層，有時薄至僅 1、2 公分甚至 1、2 公釐，且為局部有節厘及不規則之裂

隙，復受新世早期之強烈造山運動之擠壓，形成新裂及褶皺，遂使岩層之堅

固性及安定性蒙受不利之影響。 

三、第四紀 

第四紀之頭嵙層分布於本集水區之西北隅，岩層為疏鬆之厚層薄層砂岩

與泥岩之互層，砂岩為黃灰、灰、及青灰色，顆粒通常為中粒至粗粒，所含

雜質有木炭或泥灰，泥岩成青灰或綠灰色，層理不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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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紀之岩層堆積、台地堆積、階地堆積、及沖刷層多分布於地形坡度

較平緩之山麓、台地、溪谷三角洲、溪流內灣部份、及河床平緩地帶。此等

堆積物於本集水區之西北分布較廣，如新柑坪、竹頭角、八結、三民、角板

山、溪口臺等地區；於東南部地區其分布範圍較有限，僅見於義盛、霞雲、

高坡、三光、玉峰、與秀巒等局部地帶；其岩石包括岩石碎屑粒石及砂土等

均由雨水沖刷所帶來的沈積物。 

第四巒岩層多平覆於地形平緩之地，偶有傾斜，傾角均甚小，故較安定。 

 
資料來源：中央地質調查所 

圖 5、石門水庫集水區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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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土壤特性 
在集水區的土壤性質方面，由於土壤之化育，深受母岩、地形、年代、氣

候及植生等各種因子綜合作用所影響，因其作用程度不同，而化育成各種性質

之土壤，本集水區因概屬高溫多濕地區，兩季甚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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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地勢陡峭，又多風雨，表層沖蝕劇

烈，故區內大部分山地土壤成石質山。 

集水區內之土壤分為紅棕色紅壤，分布於復興以北之區域；灰化紅黃壤，

分布於海拔 1,000 公尺附近之金平山、角板山、霞雲、高坡、奎輝及那吉山等

地區；黑色基性岩土，分布於復興附近圓山一帶；黃棕色紅壤，分布於白石山、

三民、八結、新坩坪、大竹坑及石牛山一帶；沖積土，零散分布於長興、復興、

高坡、三光、玉峰及秀巒等地區；石質土，分布最廣。區內由四種土系組成，

分別為分布於海拔 2,000 公尺左右之油羅山系、分布於海拔 2,000 公尺至 3,000

公尺之控溪系、分布於 2,000 公尺至 3,500 公尺之雁鳴系及分布於峻峭地區之

曙光系等。茲將本集水區各類土壤分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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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 3 系： 

（A）新城系─新城砂質粘壤土，分布於水流東一帶，偶含礫石，與九

讚頭系土壤成複區。 

（B）九讚頭系─九讚頭石質相之砂質粘黏土；分布於石門、高翹、南

子溝一帶，含石片，常有岩石露頭。 

（C）新埔系─新埔砂質土：分布於三民、八結等地，母質較軟弱，不

含石質。 

二、紅黃色準灰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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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質為較堅緻砂質岩互層，全面具含礫石，土層較薄（30 至 60 公分），

表土為砂礫粘壤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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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佈金平山、角板山、那結山一帶。 

三、黑色基性岩土 

分布於角板上附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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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沖積土 

由大漢溪早期沖積而成，分布於主流沿岸丘群及沖積台地，亦分 3 系。 

（A）角板山系─角板山砂質粘壤土：為板岩及砂頁岩之老沖積土，土

層深 30 至 100 公分呈黃棕色，分布海拔較高之段丘群。 

（B）大溪礫質─為黏板岩及洪積層砂頁岩之沖積物，土層極淺，呈灰

色，零星分布於角板山以下之水庫兩岸，面積甚小。 

（C 炶）橫山系─橫山砂質 壤土：為山谷間砂質頁岩風化物之沖積土，

土壤深淺不一，呈黃色，僅分布於阿姆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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沈積層，分布於角板山海拔 1,000

公尺左右之山區地帶，由中新世紀砂頁岩所形成，土層淺薄（30 至 60 公分），

質地細，但多含石片，一般表土暗紅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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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含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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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油羅山系─油羅山礫質輕粘土或礫質粘壤土：為頁岩所形成，土

層 60 分分左右，黃棕色或灰棕色，呈強酸性，分布於玉峰、田埔、

東穗山一帶海拔 1,000 至 2,000 公尺等地區。 

（B）控溪系─控溪系礫質砂壤土：由始新世之灰棕色粘板化育而成，

具輕度之灰化層次，土厚約 80 公分厚，灰棕色，強酸性，面積小，

僅零星散佈於控溪（秀巒）、養老等 2,000 公尺左右之山嶺地區，

坡度較緩，土壤沖蝕不甚顯著，大都存於署光系土壤中。 

（C）署光系─署光系礫砂壤土及石質粘壤土：由上部烏來群之灰色粘

板岩化育而成，土層甚淺，約 30 公分左右，灰棕色或黃棕色，因

母岩脆弱，極易受物理崩解，為於海拔 2,000 公尺以上之山區，分

布面積甚廣。 

（D）雁鳴系─雁鳴系礫質砂壤土：由夾於板岩中之砂岩所形成，土層

淺，深者約及 60 公分，灰棕色，散佈於三光溪至東眼山一帶，與

署光系土壤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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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中央地質調查所 

圖 6、石門水庫集水區土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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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氣象與水文 
水庫集水區屬於亞熱帶海洋季風型氣候，因此冬夏季溫差極大。以石門氣

象站歷年資料為例，全年之平均度約為 21℃，另外各月份均溫以 7 月份 27.5

℃為最高；1 月份受到東北季風影響，平均溫度為 14.2℃為最低。在相對溼度

方面，全年之變化差異不大，根據區內氣象站資料平均最高為 3 月份，達到

87.1％，7 月份 81％為最低，一般而言以春季時延綿之春雨及梅雨季節相對溼

度較高，冬季則較為乾冷溫度較低。蒸發散方面，各站之平均蒸發散為 932.95

公釐，由統計資料可知月平均蒸散以 2 月最小，7 月最大。雨量方面，以區域

內共計霞雲、高義、玉峰、池端、鞍部等 13 座雨量站資料，經由徐昇式多邊

形法，求得之年降雨量約為 2,370 公釐，而一年中之主要雨季多集中於 5～9

月，其主要原因乃由颱風所造成，另外尚有西南氣流所造成之雷陣雨及熱帶性

低氣壓所造成之豪雨。 

集水區年平均降雨量為 2,382.6 公釐，多集中在夏季，分布於二月至十月，

而十一月至翌年一月為乾燥季節，降雨量小於潛在蒸發散量；集水區之氣候型

態屬亞熱帶重濕氣候，冬季少量缺水，有效溫度不集中於夏季。而石門水庫集

水區氣象資料相當完備，雨量部分則有石門、霞雲、高義、巴陵、嘎拉賀、玉

峰、白石、鎮西堡、西丘斯山、池端等十個測站（如表 3 所示），水位及流量

部分包括霞雲、高義、稜角、玉峰、秀巒等五個測站的資料（如表 4 所示）。 

 
表 3、石門水庫雨量測站資料 

站號 測站名稱 TM2 度分帶 X 座標 TM2 度分帶 Y 座標 記錄年份 標高 資料長度

21C050 石門 273587.5 2745501.1 1946-2001 255 55 

21C070 巴陵 288792.4 2730767.4 1954-2001 1,220 47 

21C080 高義 285409.7 2734450.3 1954-2001 620 47 
21C090 嘎拉賀 290495.2 2725234.2 1956-2001 1,260 45 

21C150 三光 287110.7 2728916.8 1954-2001 630 47 
21D120 鞍部 276989.6 2728893.4 1954-2001 1,450 47 

21D140 秀巒 278685.9 2724281.9 1951-2001 8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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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號 測站名稱 TM2 度分帶 X 座標 TM2 度分帶 Y 座標 記錄年份 標高 資料長度

21D150 玉峰 280363.3 2728900.4 1954-2001 780 47 

21D160 白石 271949.4 2715962.9 1954-2001 1,620 47 
21D170 鎮西堡 280387.4 2717824.6 1954-2001 630 47 

資料來源：水利署 
 

表 4、石門水庫水位、流量站資料 

站號 站名 縣市 流域 集水面積(km2) 標高

(m) 
記錄年份 統計

年數

1140H054 霞雲 桃園縣 淡水河 622.80 249 1963～2001 39 

1140H043 高義 桃園縣 淡水河 542.03 438 1957～2001 45 

1140H001 玉峰(馬利哥灣) 新竹縣 淡水河 335.29 688 1936～2001 51 

1140H002 稜角 桃園縣 淡水河 107.76 525 
1937～1941, 
1957～2001 

50 

1140H041 秀巒 新竹縣 淡水河 115.93 827 1957～2001 45 

資料來源：水利署 
 

 
圖 7、石門水庫遙測雨量及測水位站位置 

資料來源：水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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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土地利用概況 
根據 93 年工研院石門水庫集水區土地利用圖（如圖 8 所示），顯示石門

水庫集水區內以針葉林地、闊葉樹林地為多數，面積共計達 63,179.95 公頃，

佔集水區面積之 83.21%；其次以竹林經營為數最多，佔 6,539.43 公頃，比例

為 8.61%，主要分布於三民、長興、奎輝、霞雲等地，大部分栽植於緩坡或由

柑橘園改植，其中以桂竹林所佔數量為最大，尚包括少量之綠竹林。 

 
 

資料來源：工研院

土地利用別 面積(ha) 百分比(％)

伐木地 53.56 0.0705 
公園 37.88 0.0499 
墓地 2.13 0.0028 

崩塌地 902.05 1.1880 
建築區 191.30 0.2519 
旱作地 464.69 0.6120 
景觀區 0.15 0.0002 
果園 1,501.91 1.9780 
檳榔 2.90 0.0038 
水庫 792.56 1.0438 
水池 13.45 0.0177 
水田 6.55 0.0086 
河流 676.41 0.8908 
空地 46.96 0.0618 
竹林 6,539.43 8.6124 

箭竹林   1,041.03 1.3710 
花圃      5.17 0.0068 
茶園      6.81 0.0090 

草生地     25.95 0.0342 
荒地      0.91 0.0012 
道路    288.64 0.3801 

針葉林 12,181.56 16.0430 
開墾地    148.25 0.1952 
闊葉林 50,998.39 67.1644 
雞猪舍寮      2.01 0.0026 
總計 75,930.65 100.00  

圖 8、93 年石門水庫集水區土地利用圖 
  

根據 93 年石門水庫集水區土地利用圖，由於社會的變遷、人民生活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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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石門集水區區域內土地利用已有大幅度變遷，表 5 為比較各期航測調

查結果。從表 5 可以明顯看出在民國 65 年以前，雜作和稻田面積有明顯增加

趨勢，乃是因為早期山地鄉大多仍以自給式糧食作物為農業經營主體，其中茶

園因為是當地古老的農業產品，皆維持一定數量，但隨著時間的演變，勞力的

缺乏，已逐漸沒落，故茶園及稻作均逐年減少，果園的面積卻是呈現快速成長。

但從民國 87 年和 93 年調查結果比較，稻田、什作、果園及茶園皆逐漸減少，

顯示近年來在石門水庫集水區已減少人為開發，朝向自然資源之保育利用。 

表 5、石門水庫集水區土地利用變遷（單位：公頃） 

時間 稻田 什作 果園 茶園 合計 
民國 49 年  851.99   746.06  159.12 699.11 2,456.28 
民國 56 年  869.24 1,091.87  539.71 466.14 2,966.96 
民國 65 年  958.00 1,255.00 467.00 619.00 3,299.00 
民國 75 年  614.13   505.64 1,263.18 137.73 2,520.68 
民國 87 年  231.72   529.80 2,283.17  61.86 3,106.05 
民國 93 年    6.55   464.69 1,501.91   6.81 1,979.96 
前後差距 -845.44  -281.37 1,342.79 -692.30  -476.32 

資料來源：水利署 

2-1-7 石門水庫淤積情況 
依桃園縣水土保持工作對石門水庫集水區之影響報告（2005），艾利颱風

後新增之崩塌地、土石流、護岸及攔砂壩損毀等約計有 234 處，面積約計有

854 公頃。水庫淤積部份，截至九十三年八月艾利颱風來襲前，水庫累計淤積

量為 5,615 萬立方公尺(約佔水庫有效容量之 4.56%、呆容量之 13.59%)，受艾

利颱風影響，預估增加淤積量約為二千萬立方公尺，即石門水庫總淤積量將達

七千六百萬立方公尺，其中榮華壩為攔砂壩位於石門壩上游約 27 公里處，介

於義興壩與巴陵壩之間，壩高 82 公尺，集水面積 61.6 平方公里，設計攔砂量

1,240 萬立方公尺，截至九十三年三月（艾利颱風前），累計淤積量為 866.7 萬

立方公尺（淤積量 69.90%），艾利颱風淤積量以 85 年賀伯颱風淤積量依兩者

之榮華壩尖峰流量推估，可得艾利颱風淤積推估量為 150.3 萬立方公尺，榮華

壩總累計淤積量約為 1,017 萬立方公尺（淤積量約達 8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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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崩塌地相關研究文獻回顧 

2-2-1 崩塌（Landslides）之定義與分類 
在邊坡上的塊體運動，造成地表的裸露，我們一般泛稱為「崩塌地」，英

文常以 Landslide 表示。由於崩塌地在組成物質、結構及在崩塌地形成的過程

中，運動的方式與速度亦有所分別，甚至影響滑動面之形狀或滑動面的有無等

等，現今國內外研究對於崩塌之定義仍沒有一套統一的標準；相關學者亦對崩

塌地分類提出相當多之見解。如日本脇水鐵五郎(1912)將山崩細分為石崩型、

土崩型、石滑型、土滑型等；Sharpe(1938)將地滑依照其移動的特性分為土壤

型(solifluction)、匍行(creep)、土石流(earthflow)、崩坍(slump)、滑動(slide)等

小項；另外脇水鐵三郎(1912)、中村慶三郎(1955)、小出博、高野秀夫(1960)、

谷口敏雄(1963)、黑田和男(1966)等人亦依照地質、運動機制等因素對地滑做

出不同之分類（引用石門水庫集水區泥沙產量推估之研究 3/3，2005）。而

Hansen(1984)收集世界各地學者對崩塌地的分類進行整理，主要的分類方式有

13 種，如表 6 所示。由從 Hansen(1984)整理的崩塌地分類表中可得知，相關

學者崩塌地分類所採用分類準則並非單一因子進行。 

表 6、崩塌地分類方式 

項次 分類方式 相關學者 
1 崩塌地發生的年代 Zaruba and Mencl(1969)與 Popov(1946) 
2 活動的程度 Erskine(1973)與 Zåruba and Mencl(1969) 
3 地理型態 Reiche(1937) 

4 地理的位置 Reynolds(1932) 

5 氣候型態 Sharpe(1938)、Hutchinson(1968) 
6 組成物質與運動方式 Varnes(1978)、Coates(1977)、 Zåruba and 

Mencl(1969) 
7 地質區 Zåruba and Mencl(1969)、Savarenskii(1937)、

Ladd(1935) 
8 移動型態 Coates(1977)、Varnes(1978)、Hutchinson(1968)、

Zaruba and Mencl(1969)、Sharpe(1938)、
Ward(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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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分類方式 相關學者 
9 移動速度 Varnes(1978) 、Sharpe(1938) 
10 含水量、空氣、冰的多寡 Sharpe(1938) 

11 誘發移動的原因 Terzaghi(1950)、Brunsden(1979) 
12 崩塌物質的形貌 Crozier(1973)、Brunsden(1973) 
13 大地構造的特性  

改自 Hansen(1984) 
 

近年來，由美國地質調查所（USGS）之工程地質專家 Varnes 主任在 1978

年依據塊體運動型態，將墜落(falls)、傾翻(topples)、滑動(slides)、側滑(spreads)、

流動(flows)及複合型(Complex)等六種類型斜坡運動統稱為崩塌，並將崩塌細

分為落石、翻覆、滑動、土石流等四種形式分類標準，為目前國內、外學者與

專家所採用崩塌地之分類標準（如表 7 所示）。 

表 7、Varnes 專家 1978 年崩塌分類表 
物質種類 

工程土壤 Engineering Soil 類型 基岩 
Bedrock 粗粒為主 細粒為主 

墜落 Falls 岩石墜落 
Rock Fall 

岩屑墜落 
Debris Fall 

土泥墜落 
Earth Fall 

傾翻 
Topples 

岩石傾翻 
Rock Topples 

岩屑傾翻 
Debris Topples 

土泥傾翻 
Earth Topples 

旋轉式

Rotatinal 
岩石崩移 

Rock Slump 
岩屑崩移 Debris 

Slump 
土泥崩移 Earth Slump

滑動

Slide 平面式

Translation

岩塊滑動 
Rock Block 
岩石滑動 
Rock Slide 

岩屑塊滑動 
Devris BlocK Slide 

岩屑滑動 
Debris Slide 

土泥塊滑動 
Earth Block Slide 

土泥滑動 
Earth Slide 

側滑 Lateral Spreads 岩石側滑 Rock Spread 岩屑側滑 Debris 
Spread 

土泥側滑 
Earth Spread 

流動 Flow 岩石流動 
Rock Flow 

土石流 
Debris Flow 

土泥流動 
Earth Flow 

複合型 Complex 兩種或兩種以上類型混合合併發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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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國內學者陳信雄(1995)又將崩塌型態細分為山崩與地滑，雖然此兩種運

動不論是在地質、地形、土壤、誘因、活動性、厚度規模等各方面，均具有顯

著的差異，但若要將山崩與地滑加以截然的區分，其在本質上亦有其困難。 

山崩與地滑的差異；可由其運動形態與機制兩方面予以區別：前者是急速

的移動，一旦移動後即趨安定；而後者的移動速度，則極緩慢，且不只於一次

的滑動，多半有再發的傾向。台灣因地形、地質以及氣象因素，大部分屬山崩

為多，地滑則多發生於西部山麓二次堆積地帶，然呈大規模移動的現象則較

少。山崩與地滑兩者特性列如表 8 所示。 

 
表 8、山崩與地滑之特性 

項目 山崩 地滑 

地質 與地質的關係較少 多發生於特殊地質的地質構造地區 

土質 主要發生在山坡地地下的不連續面

(多半是表土與下層的境界面) 主要是以黏性土為滑動面而移動 

地形 多發生於 20 度以上之極傾斜地 多發生於 5 度～20 度的緩坡面，尤

其是上部為台地地形 

活動狀況 突發性 連續性、再發性 

移動速度 10 mm/日以上，速度極大 多在 0.01～10 mm/日，一般速度緩 

土塊 土塊被攪亂 土塊攪亂少，多保持原地形移動 

誘因 降雨，特別是降雨強度 受地下水之影響大 

厚度規模 平均厚度 2 m，規模小 平均厚度 20 m，規模大，從 1～100ha

徵候 多半無徵候，為突發性者 發生前有龜裂、陷落、隆起以及地下

水柱的變動 

代表地區 中央山脈、東部青灰岩地區 西部山麓、紅土台地、南部青灰岩地

區，二次堆積地區 
資料來源：陳信雄，1995 

 
張石角在(1989)參考 Varnes 的分類，依台灣地區的實際情形，將崩塌依運

動速度、有無明顯滑動面、水在移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來進行分類，其結果

如下，主要分為五大類有：墜落、滑動、流動、潛移及蝕溝沖蝕（如圖 9 所

示）。其中，山崩又細分為落石、岩石滑移、岩屑滑落、岩屑滑崩；地滑則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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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平面型地滑、弧型地滑、楔型地滑與翻轉地滑等（如表 9）。然而水土保

持界以整治之觀點卻有山崩、地滑、土石流、潛移及沖蝕等類型之分類。 

 

 
 

圖 9、國內崩塌分類型態 
 

表 9、崩塌地類型與發生條件 

崩塌類型 坡度％ 土壤厚度

m 
岩質 坡型 地形作用 高差 m 

落石 ≧45 <1 硬 --- --- >10 
岩石滑移 ≧15 <4 軟 傾斜坡 --- --- 
岩屑滑落 ≧45 <4 軟 傾斜坡、崖坡 --- --- 

山崩 

岩屑滑崩 ≧45 >4 --- 斜交坡 --- >5 
平面型地滑 ≧15 ><4 硬、軟 傾斜坡 --- --- 
弧型地滑 >15、≦45 >4 軟 不連續面發達 --- 

楔型地滑 --- <4 硬 兩組不連續面交

線之順向坡 --- 
--- 
--- 

地滑 

翻轉地滑 --- <4 軟 傾斜坡、崖坡 --- >3 
土壤潛移 ≧15 >4 --- 非斜交 --- --- 

潛移 
岩石潛移 ≧45 <1 軟 傾斜坡、崖坡 --- >3 

土石流 ≧30 >4 --- --- ≧3 --- 
≧30 >4 --- --- ≧3 --- 

沖蝕 
≧30 <4 軟 --- ≧3 --- 

資料來源：張石角，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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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崩塌特性研究 
有關崩塌地特性之研究，大多在探討各種崩塌因子造成災害之成因以及崩

塌潛在危險度之評估。在國外研究方面，Montgomery & Dietrich(1994)曾以物

理模式來推測高崩塌潛勢危險區域，該模式的特色能同時將集水區之地形、地

質、水文因子納入模式作為物理參數，模擬研究區內坡地的穩定程度並推估集

水區潛在崩塌區域；Polemio & Sdao(2000)考慮降雨與土壤為影響因子，探討

不同降雨延時與崩塌發生頻率的關係；Temesgen, Mohammed & Korme(2001)

與 Donati & Turrini(2002)等利用地理資訊系統與遙測方法分析坡度、坡向、岩

層、排水道距離與地質等因子與崩塌風險之關係；Borga(2002)等人則配合現場

調查與理論推導以半經驗方法推導因降雨與坡度造成之崩塌之臨界條件；

Zarin & Johnson(1995)進行崩塌地土壤飽和度、營養物與有機質之相關研究。 

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如李三畏(1979)探討台灣主要河川集水區崩塌地之

坡度、坡向、地質、土利用等特性因子；陳振華(1985)針對台灣重要都會區以

坡度、崩塌歷史、基岩、河岸侵蝕、植生覆蓋、人為因素、地質構造等 7 項因

子來評估山崩潛感性；張石角(1987)分析崩塌之地形（坡度、高差、動態地形

作用）與地質（岩質、不連續面之傾角、土壤厚度）等條件，作為研究之地質

調查參數；李錦育(1988)選擇以集水區面積、平均坡度、平均起伏量、年雨量、

最大日雨量、森林覆蓋率、崩塌面積率、地質生產指標等作為評估參數進行回

顧分析，並定量水庫集水區之崩塌危險度。 

張其教(1984)以崩壞型態、降雨量、坡角、路線走向作為崩塌評估參數來

分析東西部橫貫公路邊坡災害；鄭元振(1992)針對中橫公路天祥至太魯閣段，

以裸露地、侵蝕溝影響區、岩性、坡度為崩塌因子，將坡度與坡向疊製所得到

之最小邊坡為單位來判別崩塌潛感性；石同芬(1992)以台北縣為範例分析坡

面、坡度與崩塌規模之關係；吳佐川(1993)探討台灣各崩塌地之分布、發生時

間、地質、規模及成因等特性；朱聖心(2001)、陳嬑璇(2002)以邊坡之滑動塊

體理論(Newmark’s)配合討論降雨與植生等誘因對邊坡穩定之影響，最後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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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釋地震造成崩塌之資炓與地理資訊系統工具輔助來製作山崩危險圖。 

統整前人研究結果後可歸納出，崩塌發生原因依性質可簡單分為兩大類。

第１類為崩塌的內在潛因，重要的如一坡地的地質構造、土壤特性、坡度、植

生等；第２類為崩塌發生的外在誘因，如降雨、地下水、地震、火山活動、河

川侵蝕、人為破壞等。前人有關崩塌特性研究多在探討不同條件下崩塌的「發

生機率」，主要方法是先研究區內各種地質、地形、水文等因子，再應用統計

分析方法評估各因子之影響權重。另有一些研究嘗試以物理理論或半經驗方法

探討崩塌地穩定性，這類研究通常須做許多假設來降低問題的複雜性，以探討

某些特定因子對崩塌發生的影響。整體而言，造崩塌發生的因素眾多，各因素

間的相互作用複雜，而崩塌的機制又牽涉到力學、地質學、水文學等科學，因

此至今尚無法歸納出完整的理論來預測崩塌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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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石門水庫歷年崩塌地調查 
台灣地區從民國 52 年，已完成各主要集水區之崩塌地調查（李三畏，

1985），國內對崩塌地調查常利用航空照片、衛星影像藉由人工判釋或電腦分

析以輔助山崩調查，蒐集歷年石門水庫集水區崩塌地相關調查報告彙整如表 

10 所示。 

表 10、石門水庫集水區各時期崩塌地調查項目內容比對表 
年度 57 年 61 年 65 年 75 年 87 年 93 年 

調查單位 
台灣省森林水

利水土保持聯

合工作小組 

農林航空 
測量隊 

農林航空 
測量隊 

農林航空 
測量所 

工研院能源

與資源所 

財團法人工

業技術研究

院 

崩塌地編號 350 處 888 處 736 處 976 處 553 處 2448 處 

小集水區 1-7 1-7 1-7 1-7 1-7 1-7 

基本圖號 ◎ ◎ ◎ ◎ ◎ ◎ 

所屬溪流 ◎ – – – – ◎ 

判釋面積 ◎ ◎ ◎ ◎ ◎ ◎ 

實測面積 – 有抽樣記錄 有抽樣記錄 – – – 

斜面積 ◎ ◎ ◎ ◎ – – 

深度 ◎ ◎ ◎ – – – 

崩塌體積 ◎ ◎ ◎ – – – 

長軸長 ◎ – – – ◎ – 

海拔高 ◎ ◎ ◎ ◎ ◎ ◎ 

坡度 ◎ ◎ ◎ ◎ ◎ ◎ 

坡向 ◎ ◎ ◎ ◎ ◎ ◎ 

位置 山腹、山頂、

溪邊 

溪流左右岸、山

嶺、山腹、山腳、

溪邊、路邊、上

半山、下半山、

佔全坡面 

溪流左右岸、山

嶺、山腹、山腳

溪邊、路邊、上

半山、下半山、

佔全坡面 

溪流左右岸、山

嶺、山腹、山腳、

溪邊、路邊、上

半山、下半山、

佔全坡面 

溪流左右岸 
山腳 

– 

岩層 
砂頁岩互層 
泥板岩 

砂頁岩互層 
泥板岩 

黑色板岩 
四稜砂岩 

砂頁岩互層 
泥板岩 

黑色板岩 
四稜板岩 

砂頁岩互層 
泥板岩 
黑色板岩 
四稜板岩 

階地堆積 
頭嵙山層 
三峽群 
汐止群 
澳底層 
大桶山層 
四稜砂岩層 
西村層 

階地堆積 
頭嵙山層 
三峽群 
汐止群 
澳底層 
大桶山層 
四稜砂岩層

西村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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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57 年 61 年 65 年 75 年 87 年 93 年 

土壤 – 

紅壤、灰壤、 
石質土 

礫質黏壤土 
礫質砂壤土 
砂質黏壤土 
礫砂黏壤土 
及以上復合型 

紅壤、灰壤、 
石質土 

礫質黏壤土 
礫質砂壤土 
砂質黏壤土 
礫砂黏壤土 
及以上復合型 

紅壤、灰壤、 
石質土 

礫質黏壤土 
礫質砂壤土 
砂質黏壤土 
礫砂黏壤土 
及以上復合型 

石質土 
灰化紅黃壤 
黃棕色紅壤 

石質土 
灰化紅黃壤

黃棕色紅壤

種類 – – – – 

山崩 
地滑 

土石流 
殘留體 

山崩 
地滑 

土石流 

植生度 – – – – 
全裸露 
半裸露 
全覆蓋 

 

形態 崩失及堆積 
完全崩失 
部份殘留 

完全崩失 
部份殘留 

完全崩失 
部份殘留 

– – 

安定度 
較安定 
不安定 
極不安定 

較安定 
不安定 

極不安定 

較安定 
不安定 

極不安定 

較安定 
不安定 
極不安定 

較安定 
不安定 
極不安定 

 

誘因 

逕流集中 
溪流沖刷 
底土滲流 
純地質 
開路關係 

逕流集中 
溪流淘刷 
底土滲流 
純地質 

開路關係 
開墾關係 

（復合原因） 

逕流集中 
溪流淘刷 
底土滲流 
純地質 

開路關係 
開墾關係 

（復合原因） 

逕流集中 
溪流淘刷 
純地質 
開路關係 
開墾關係 

（復合原因） 

逕流沖蝕 
人為活動 
河岸侵蝕 
向源侵蝕 

 

活動性 
新崩 

舊崩擴大 
舊崩 

新崩 
舊崩擴大 
舊崩縮小 

新崩 
舊崩擴大 
舊崩縮小 

新崩 
舊崩擴大 
舊崩縮小 

新崩 
舊崩擴大 
舊崩縮小 

新崩 
舊崩擴大 
舊崩縮小 

覆蓋 

天然林 
竹林 
灌木 

草生地 

針葉樹疏生林地

針葉樹密生林地

闊葉樹疏生林地

闊葉樹密生林地

混淆林疏生林地

混淆林密生林地

人工疏生林地 
人工密生林地 

竹林地 
旱作地 
果園 
灌木地 
草生地 

砍伐跡地 
露岩 

針葉樹疏生林地

針葉樹密生林地

闊葉樹疏生林地

闊葉樹密生林地

混淆林疏生林地

混淆林密生林地

人工疏生林地 
人工密生林地 

竹林地 
旱作地 
果園 

針葉樹疏生林地

針葉樹密生林地

闊葉樹疏生林地

闊葉樹密生林地

混淆林疏生林地

混淆林密生林地

人工疏生林地 
人工密生林地 

竹林地 
旱作地 
果園 

針葉林 
闊葉林 
雜林 
竹林 

草生地 
旱作地 
果園 
建地 

裸露地 

針葉林 
闊葉林 
雜林 
竹林 

草生地 
旱作地 
果園 
建地 

裸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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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57 年 61 年 65 年 75 年 87 年 93 年 

植生疏密度 ＞70％30-70
％＜30％ – – – – – 

崩塌坡面與

層面關係 斜交同向反向 – – – – – 

對應前期崩

塌地編號 – – ◎ ◎ – – 

◎者表示有此相同的調查項目；–者表示無此調查項目 
資料來源：康恬慎，2001 及本團隊整理 

 
各時期的崩塌地調查項目不同，調查的方式與內容也有差異，由於歷次

調查工作並非由單一單位執行，因此在崩塌地之調查項目與判釋人員對崩塌地

判別條件之主觀認知，使得最後判釋崩塌地面積及數量在各期成果有所差異。

例 87 年有區分出崩塌種類，分為山崩、土石流、地滑、其他殘留體，前四期

的調查並無此項目，因為只有 87 年特別調查出地滑、土石流與其他殘留體型

的崩塌。 

整體而言，在崩塌面積的調查方面，以 87 年調查的較粗略，只有調查單

一崩塌判釋面積，以 61、65、75 年農林航空測量隊所做的崩塌地調查較為詳

細，且 57、61、65 年皆有調查斜面積、崩塌深度，並可推算出崩塌的體積、

土方量，且有經由現地的觀察對於崩塌地誘因的探討較為精確，對於各小集水

區輸砂量及水庫之淤積情形皆能提供有效的資訊。並且 87 年調查的項目，崩

塌位置、岩層、土壤、覆蓋等比較粗略，尤其對於崩塌的誘因，有幾種因素（地

質、底土滲流）都未加以考慮，且複合原因也未調查出來，這樣對於安定性的

評估也會不夠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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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數值航空攝影作業 
3 

3-1 航空攝影 
以航拍技術建置秀巒集水區區域數值圖資資料，包括正射影像、數值地

形資料（DSM 及 DEM）及土地利用圖等圖資，航拍作業整體流程及圖資製作

規範如圖 10 及表 11 所示，航拍各項細部作業分述如下節，細部流程如圖 11

所示。 

 

圖 10、航拍作業整體流程示意圖 
 

表 11、航拍作業圖資製作規範 

項目 圖資製作規範 
計畫成果比例尺 像比例尺：1/15,000；成圖比例尺：1/5,000 

GPS 控制測量 TWD97 坐標系統為主，TWD67 坐標系統為輔 
航空底片掃描 底片掃描解析度 20μm，影像解析度 30cm/像元 

空中三角整體平差 平差後所得之像片量測中誤差（標準偏差）不得超過 10μm 
正射影像 影像 0.5m、1m、2m 三種解析度正射影像 

數值高程模型 全區 2m 間距數值高程資料 
土地利用圖 分類準則採用水土保持局-坡地土地利用圖資說明（8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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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航拍作業及檢核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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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彩色航空攝影作業 
彩色航空攝影作業於本年度 9 月 28 日完成航空攝影，航攝作業情況良好，

並依計畫規範進行航拍作業，確保計畫影像成果品質。 

一、航空攝影及航線規劃 

首先以兩萬五仟分一比例經建版地圖上辦理航線規劃，再依據各計畫區

之製圖比例尺設計航線數量、方向及航拍重疊比例等整體作業。本計畫航線

方向主要採南北向為原則，並依據計畫範圍進行航線規劃。由於計畫航拍範

圍大壩尖山、馬望山區域皆為標高 2,000 公尺以上山區，考量航拍重疊度之

問題，故計畫加密航線以增加航拍間重疊範圍，以利於後續圖資製作，計畫

規劃航線長度合計 134.7 公里，計畫航線規劃如圖 12 所示。 

 
圖 12、秀巒集水區航線規劃示意圖 

二、航空攝影機 

採用航精密測圖用航攝專業 23cm×23cm 之攝影機，具像移補償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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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畸變差小於 10μm 及解析力每一公厘為 50 條線或 25 條線對。作業之攝

影機型號為 RMK-TOP（如圖 13 所示），採用柯達航空攝影專用正片拍攝。 

  
圖 13、航空攝影機設備 

三、涵蓋及重疊 

計畫航攝比例尺採 1/15,000，航拍底片前後重疊 80%，側向重疊 30%。

（航帶與航帶間側向重疊），傾角不大於 4 度，配合氣候狀況於無雲、霧之

中午時分進行航空攝影，並以 GPS 輔助之領航設備執行空中攝影。若因重疊

不夠或有因霧氣、陰影及雲塊所引起之陰暗或遮掩部份不適用於製圖者，則

需重新補拍。底片重疊度及航空攝影航攝記錄如圖 14 及圖 15 所示。 

 
圖 14、秀巒集水區航拍涵蓋區域及底片重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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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航拍記錄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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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底片掃描及檢核 

以 Ultra Scan 5000 型航測專業掃描儀進行掃描，將類比式的正片以逐片

（Cut Film）或整卷（Roll Film）的掃描方式掃描成數位式彩色影像（如圖 

16）。掃描作業解析度採 20μm 進行（幾何精度於±2μm 以內），並依航線任

務編號進行底片涵蓋及重疊度檢核作業（航拍底片前後重疊 80%，側向重疊

30%），將模糊不清、陰影及雲塊所引起之陰暗或遮掩部份不適用於製圖者予

以剔除，檢核作業及檢查表如圖 17 及表 12 所示，秀巒集水區掃描影像示

例如圖 18 及圖 19 所示。 

 

【掃描儀設備】 
 

型號：VEXCEL Ultra Scan 5000 型 
儀器規格：掃描幾何精度±1 至±2μm

光學解析度：868dpi,5080dpi 
色彩飽和濃度比：3.4D 

掃描尺寸：280mm×440mm 
儀器序號：Mode:1318  No.3.172 

圖 16、航拍照片掃描影像作業示例 

  
 

圖 17、底片涵蓋及重疊度檢核作業 

航拍方向 

重疊區域 

60 61 62 

60 6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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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航拍照片檢查表示例 
攝影機：F=153mm  像比例尺：1/15000   檢核日期：民國 95 年 10 月 

前後重疊 左右重疊 掃描解析度
航線編號 片號 

(80%) (30%) ( 20 um) 
合格 備註 

rac9400 029 O O O O  
rac9400 030 O O O O  
rac9400 031 O O O O  
rac9400 032 O O O O  
rac9400 033 O O O O  
rac9400 034 O O O O  
rac9400 035 O O O O  
rac9400 036 O O O O  
rac9400 037 O O O O  
rac9400 038 O O O O  
rac9400 039 O O O O  
rac9400 040 O O O O  
rac9400 041 O O O O  
rac9400 042 O O O O  
rac9400 043 O O O O  
rac9400 044 O O O O  
rac9400 045 O O O O  
rac9400 046 O O O O  
rac9400 047 O O O O  
rac9400 048 O O O O  
rac9400 049 O O O O  
rac9400 050 O O O O  
rac9400 051 O O O O  
rac9400 052 O O O O  
rac9400 053 O O O O  

掃描人員：高惠珊  檢核人員：王駿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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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秀巒集水區掃描影像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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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比例尺 1/15,000 X 解析度 20μm＝影像解析度約 30cm) 
圖 19、航拍照片掃描影像解析度示例 

 

3-1-2 GPS 控制測量作業 
控制測量之目的在測設適量之平面及高程控制點，作為航空攝影測量基

準。本計畫平面控制系統採用內政部定頒定 TWD97 座標系統為主、TWD67

座標系統為輔，高程控制系統採用 TWVD2001 高程系統；並依據航空測量規

範進行檢核作業。 
 

此作業由本計畫協同主持人、臻實測量公司測量技師賈志強率領地測組人

員施作（工作人員共有 16 人、專業測量儀器 5 部），控制測量整體作業如下： 

一、控制點選取分佈設計 

確認航攝比例尺後，訂定需涵蓋及重疊，計算航高、攝影基線及航線間

隔，繪製航線圖。計算所需要之控制點之個數，並尋找適合佈設控制點之地

點，預備先行佈標工作。利用現有資料，攜帶至現場核對，進行佈標工作及

GPS 控制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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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標分佈密度及佈設規範 

A.空標分佈密度規範 

空標控制點分佈係根據攝影基線計算（攝影基線為兩空中攝影站之

距離），計畫為提高整體航拍測量精度，控制點選取規劃如下： 

空標控制點皆採全控點方式，在測區周圍界線上或界線附近，控制

點分布均採 2 倍攝影基線距離（優於基本圖規範之 2B～4B）。 

測區內部採 4 倍基線距離，並成鍊狀分佈（優於基本圖規範之 5B）

以保證測圖區內之精度，大幅度增加空標佈設密度，直接提高後續作業

精度及可靠度。 

B.空標佈設規範 

航空標之尺寸：當像比例尺為一萬七千分之一時，標之直徑約為五

十公分，標可採圓形或方形。為便於辨認，主標應有四個翼標，副標應

有兩個以上翼標，且不可在同一直線上。 

空標材料：鬆地用塗白漆之三夾板或白色塑膠布，柏油地直接塗以

白漆（如圖 20 所示），並填寫標位記錄表。 

航測標設置應考慮其被遮蔽之問題。 

C.空標佈設尺寸 

空標佈設採正副標方式進行，副標佈設於主標 30 公尺以內對空良

好之地方，作為點位遺失或遮蔽之補救輔助點。本計畫於製圖比例尺為

1/5,000，空標中心直徑約為 50 公分，副翼長約 150 公分（如圖 20 所示）。 

   
圖 20、空標尺寸及佈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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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測區勘查及資料蒐集 

秀巒區域多屬國有林地之原始森林，海拔頗高且交通不便，依前節所

述，航空測量之空標佈設以選擇不受遮蔽且通視良好及不易遺失之地點為原

則。故計畫於 8 月初旬即分別自秀巒水庫集水區南北山區先行實地踏勘，並

視現場狀況調整實際佈標位置，同時進行 GPS 測量以減少作業時程。 

空標佈設已於本年度 9 月 10 日完成，新佈設空標共計 31 處，現地探勘

情形如圖 21 所示，各點位鄰近區域皆為鬱閉良好及陡峭林型。踏勘點位及

測量規劃如表 13 及圖 22 所示。現地佈標情形及說明如圖 23 及圖 24 所示。 

 
表 13、空標佈設及 GPS 測量作業行程 

地點 山區佈標測量之說明 工作內容 作業時間 

點位踏勘 8 月 3 日至 8 月 8 日 
南區 大霸尖山、境界山、檜山、馬洋山 

GPS 測量 8 月 14 日至 8 月 20 日

點位踏勘 8 月 26 日至 8 月 30 日
北區 霞喀羅大山、錦屏山、石麻達、養老、

秀巒、鎮西堡 GPS 測量 9 月 4 日至 9 月 10 日 

 

  
 

  
圖 21、現地探勘作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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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實地踏勘佈標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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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現地佈標情形（林地及一般道路） 

 
影像上位置 點位照片遠景 

  
點位略圖： 

SR20

 
點位說明： 

由竹東沿 120公路往尖石方向行至尖石大橋右轉行竹 60線往秀巒方向行至

34.5K 續行竹 60 線往新光至 48.8K 左行往鎮西堡神木群登山口續行 4 公

里，至柏樂崌山莊登山口登山約 1 天半可達馬洋山。 
圖 24、空標佈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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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已知點檢測 

引用台灣地區基本三角點、GPS 控制點及一等水準點為基準，引用之前

必須對原有點位進行檢測，檢測證明該點位未經移動後，方得引用。如未通

過檢測之點，必須附註說明，以免日後誤用。 

已知點檢測標準：基本三角點、GPS 控制點之檢測以檢測相鄰三個點位

間之夾角及距離為原則，將檢測值與已知值分別視為獨立不相關之變數，加

以檢定，角度較差在 10 秒以內、距離較差在 1/20,000 以內者視為可用。 

經踏勘秀巒集水區範圍內僅包含霞喀羅大山（6240）、石麻達山（6238）、

馬洋山（6245）、南馬洋山（6300）及佐藤山（6280）等五點舊三角點位（照

片如圖 25 所示）。由於臺灣地區於民國 88 年 9 月 21 日發生震央在南投縣集

集鎮附近芮氏 7.3 級強烈地震，經調查分析結果顯示斷層所經過之各縣市基

本三角點點位皆有不等量位移情形。故內政部決定今後災區各縣市測量引用

之坐標系統，以 88 年 11 月公布之 TWD97 系統為主，原 TWD67 為輔。 

 

  
圖 25、秀巒集水區內舊三角點位踏勘畫面 

 
因計畫區內無內政部最新公告之衛星控制點，故計畫則採用內政部定頒

定之水準點進行控制測量，點位包含大肚國小（3036）、蘇樂（7023）、北南

山（7079）等三點，引測之控制點資料及照片如表 14 及圖 26。在 TWD97

坐標系統上，所有點位之角度差較皆小於 10 秒，距離較差皆小於 1/20,000，

經檢測結果三點均合於檢測標準，已知點檢核成果如表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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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秀巒集水區引測之控制點 

點名 點號 縱座標(N) 橫座標(E) 橢球高(h) 備註 

大肚國小 3036 2734629.326 264144.790 194.424 一等二級水準點 

蘇樂 7023 2732150.615 287969.085 662.528 一等二級水準點 

北南山 7079 2703951.552 288649.542 1165.827 一等二級水準點 

 

  
圖 26、秀巒集水區引測控制點現場照片示例 

資料來源：內政部地政司衛星測量中心 
 

表 15、已知控制點檢核成果表 
三     角     檢     測 

已知點點名 已知點縱坐標 已知點橫坐標 GPS 縱坐標 GPS 橫坐標

3036 2734629.326  264144.790  2734629.227 264145.023 
7023 2732150.615  287969.085  2732150.547 287969.363 
7079 2703951.552  288649.542  2703951.513 288649.732 

 
測站 已知點反算角 GPS 測算角 較差 檢測結果 

3036 45 度 26 分 35 秒 45 度 26 分 36 秒 -1 秒 合格 

7023 97 度 19 分 19 秒 97 度 19 分 19 秒 0 秒 合格 

7079 37 度 14 分 6 秒 37 度 14 分 5 秒 1 秒 合格 

註：角度檢測較差值皆小於角度較差 10 秒之內 
 

測站-測站 已知點反算邊長 GPS 測算邊長 較差 精度 

3036 至 7023 23952.892 23952.934 -0.042 1/576477 
3036 至 7079 39263.325 39263.251 0.074 1/532623 
7023 至 7079 28207.272 28207.241 0.031 1/906569 

註：距離檢測較差值皆小於精度要求 1/20,000 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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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GPS 控制測量 

GPS 控制測量則採用全波長大地測量雙頻衛星接收儀進行觀測。測量專

用之儀器，儀器精度需優於 10mm±2ppm，同時可接收四顆以上之衛星訊

號。同一時段所有衛星接收儀器連續且同步觀測時間：不得少於 1.5 小時。

並與已知點（一等二級水準點）連測，反算相對精度需達到 100ppm。觀測

取樣間隔：不得大於 15 秒。 

全球衛星定位控制點設置於各方向仰角十五度以上無對空障礙物、地質

穩固、可長期保持現狀且不易遭破壞之地方，避免設置於雷達站、微波站、

電視轉播站、金屬結構物等易干擾衛星訊號之結構物附近。 

平面控制系統採用內政部定頒定之 TWD97 二度分帶座標系統為主，

TWD67 二度分帶座標系統為輔。控制點應與已知基準點連成網形，控制測

量網系必須有多餘觀測，GPS 控制測量作業如圖 27 所示。 

 

  
圖 27、GPS 控制測量作業示意圖 

 
GPS 控制測量已於本年度七月二十日至九月十日間完成。計畫 GPS 控制

點共 31 點，新設 GPS 控制點共 28 點；已知控制點大肚國小（3036）、蘇樂

（7023）及北南山（7079）等 3 點，將全部觀測訊號紀錄施行基線計算及平

差計算作業，推求各控制點座標。GPS 網形觀測展點圖及計算成果如圖 28

及表 16 所示。並製作各空標點位基礎資料之點誌記，將記錄本計畫各點位

位置、現場遠近景照片及 GPS 控制成果基本資料如圖 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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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秀巒集水區 GPS 網形觀測展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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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秀巒集水區 GPS 控制測量成果表 

TWD-97 TWD-67  
點名 點號 

橫座標 縱座標 橢球高 橫座標 縱座標 正高 
備考 

SR01 SR01 270127.273 2719503.870 2229.881 269297.670 2719708.477 2207.397  

SR02 SR02 269618.574 2717198.917 2256.293 268789.232 2717403.567 2233.682 霞喀羅大山 

SR03 SR03 270029.187 2714547.564 2354.282 269199.213 2714752.681 2330.742 佐藤山 
SR04 SR04 269824.293 2711934.691 2221.321 268995.344 2712139.635 2198.171  
SR05 SR05 272312.172 2721480.520 2195.489 271482.308 2721685.225 2173.072  
SR06 SR06 271346.684 2715109.891 2119.223 270517.399 2715314.796 2096.358  
SR07 SR07 271477.795 2710366.243 2645.025 270648.906 2710571.391 2621.816  
SR08 SR08 271801.910 2706878.698 2888.670 270973.291 2707084.022 2865.075  
SR09 SR09 273904.980 2723144.072 2046.557 273074.888 2723348.815 2023.873  
SR10 SR10 274284.252 2717593.994 1351.496 273454.630 2717799.029 1328.616  
SR11 SR11 273209.607 2710769.888 2701.535 272380.612 2710975.163 2678.186  
SR12 SR12 273867.020 2706995.109 3111.081 273038.311 2707200.602 3087.389  
SR13 SR13 275300.841 2724259.354 1964.142 274470.615 2724464.192 1941.738 石麻達山 
SR14 SR14 276081.800 2720341.774 1267.504 275251.871 2720546.851 1244.765  
SR15 SR15 276343.692 2711778.892 2220.945 275514.476 2711984.392 2197.657  
SR16 SR16 275914.580 2705590.598 3394.052 275085.900 2705796.324 3370.129  
SR17 SR17 278425.728 2724669.915 948.565 277595.353 2724875.023 925.969  
SR18 SR18 278541.369 2722091.620 1113.602 277711.199 2722296.853 1090.756  
SR19 SR19 278123.477 2717364.960 2237.922 277293.732 2717570.336 2214.870  
SR20 SR20 278116.328 2710598.268 2887.452 277287.129 2710803.966 2863.718 馬洋山 
SR21 SR21 277487.761 2706181.459 3142.577 276658.963 2706387.288 3118.610  
SR22 SR22 280169.916 2723214.244 1286.386 279339.582 2723419.568 1263.455  
SR23 SR23 280747.644 2720927.818 1490.898 279917.469 2721133.282 1467.828  
SR24 SR24 280565.400 2718489.761 1702.179 279735.445 2718695.316 1679.042  
SR25 SR25 279740.143 2716495.914 1632.606 278910.377 2716701.450 1609.344  
SR26 SR26 279924.584 2711937.751 2721.904 279095.208 2712143.535 2698.186  
SR27 SR27 279656.456 2709777.863 2771.520 278827.263 2709983.718 2747.670  
S032 S032 261550.672 2711124.258 2130.072 260722.146 2711328.537 2107.382  

大肚國小 3036 264144.790 2734629.326 194.424 263314.152 2734832.743 173.401 一等二級水準點

蘇樂 7023 287969.085 2732150.615 662.528 287137.693 2732356.191 639.914 一等二級水準點

北南山 7079 288649.542 2703951.552 1165.827 287820.437 2704158.414 1140.989 一等二級水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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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GPS 點誌記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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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空中三角整體平差作業 
空中三角點之量測作業係採用 VirtuoZo 航測影像工作站量測每一像片九

個標準點位上量測影像座標，配合 GPS 控制測量成果計算空三點位平差數值。

空中三角整體平差作業採用德國司圖佳（Stuttgart）大學 Ackermann 及 Klein

教授所發展之光束法空中三角區域平差程式 PATB-NT。PATB 程式係採用附加

自率參數共線條件式之數學模式進行全區整體平差計算及統計誤差分析，為學

界及業界均公認之嚴密空中三角平差軟體，其輸出入格式幾乎被當成標準輸出

入的範本，且為目前數值航測影像工作站所普及採用及支援。計畫整體空中三

角整體平差精度控管作業如下： 

一、空中三角測量結點的分佈 

空中三角點之量測是採用VirtuoZo航測影像工作站量測每一像片九個標

準點位上至少量測二個點影像坐標（稱為連接點），每個位置上均必須與所

有涵蓋有此點位的相鄰像片（無論同航帶或鄰航帶）相連（即至少有一點應

相連，不同的鄰片可允許不同的點連結）。 

每一個標準位置量測二個連接點，即每一像片十八點，是則前後兩張重

疊 60%的每一立體像對可有十二個連接點為原則。空中三角平差偵錯後，每

一標準點位至少留存一點。 

秀巒集水區之空中三角測量平差計算全區計有 191 片影像，總共量測

1,845 個連接點與 27 個地面全控點，採沿航線方向量測 5 排而每排有 6 點的

型式，每一像片 30 點，符合每一像片 9 個標準點位鄰近至少各有 2 點，平

均每張像片 30 點，每像對 18 點。空中三角連接點量測作業如圖 30 及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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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空中三角點位量測作業畫面 

 

 
圖 31、空中三角點位量測作業畫面（同航帶或鄰航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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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作業規範外為保障後續數值圖資成果精度，本團隊將於標準點位

間增補兩排點位加密量測（如圖 32 及圖 33 所示），以增加各相鄰模型連結

強度。秀巒集水區空中三角點分布位置圖如圖 34 所示。 

 

 
圖 32、空中三角連接點量測加密作業示意圖（單模影像） 

 

 
圖 33、空中三角連接點量測加密作業示意圖（多模影像） 



石門水庫集水區   
高解析數值高程模型資料庫前置建置計畫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陶林數值測量工程有限公司 49 成果報告 

 

 
圖 34、秀巒集水區空中三角點分布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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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中三角測量平差計算 

配合 GPS 測量成果進行空中三角整體平差作業，自由網空中三角平差以

光束法計算，平差後所得之像片量測中誤差（標準偏差）不得超過 10μm。

強制其次進行強制附合至控制點上平差，其驗後觀測值之 R.M.S 值不得超過

較最小約制（或自由網）平差所得之值增加 30％以上，如有超逾，則應重新

檢核地面控制點之正確性。空中三角平差計算畫面如圖 35 及圖 36 所示。 

 
圖 35、最小約制平差成果 

 

 
圖 36、完全約制平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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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B 平差後所得之像片量測中誤差（標準偏差），最小約制網所得之量

測中誤差為 5.74 μm，符合以光束法計算時不得超過 10 μm 規定。其次，進

行所有 TWD97 地面控制點的完全約制平差，其平面量測中誤差為 5.97 μm，

其中誤差增加量為 4.0％，未超過 30％。平差後之 R.M.S.數值 X 為 4.9 公分、

Y 為 4.5 公分、Z 為 8.9 公分，未超過平面 20 公分、高程 25 公分。 

本案空中三角整體平差計算成果均合於規範之要求，空中三角整體平差

計算成果與計畫規範對應表及控制點坐標之驗算如表 17 及表 18 所示，可

供後續正射影像製作使用。 

 
表 17、空中三角整體平差計算成果與計畫規範對應表 

說明 計畫規範 本計畫成果 備註 

平差後所得 
像片量測中誤差 

量測中誤差 
不得大於 10μm 

量測中誤差為 5.74μm 合格 

空中三角整體 
平差計算 

強制符合地面控制點後，中誤差

增量不超過上值之 30%。 增加量為 4.0％ 合格 

平差後 
R.M.S.數值 

平面 R.M.S.不得大於 20 公分

高程 R.M.S.不得大於 25 公分

X 為 4.9 公分 
Y 為 4.5 公分 
Z 為 8.9 公分 

合格 

 
表 18、控制點坐標與 TWD97 控制點坐標之驗算 

TWD97（m） 殘差（m） 
點號 

橫坐標 縱坐標 正高 ∆x ∆y ∆z 
備註 

60001 270127.273 2719503.870 2207.397 -0.056 -0.027 -0.009 HV 
60002 269618.574 2717198.917 2233.442 -0.015 -0.007  0.000 HV 
60003 270029.187 2714547.564 2330.562 -0.115  0.019  0.068 HV 
60004 269824.293 2711934.691 2198.171 -0.145  0.020  0.133 HV 
60005 272312.172 2721480.520 2173.072 -0.040 -0.014  0.041 HV 
60006 271346.684 2715109.891 2096.358 -0.026  0.007  0.153 HV 
60007 271477.795 2710366.243 2621.816  0.089  0.124 -0.198 HV 
60008 271801.910 2706878.698 2865.075  0.020  0.037  0.175 HV 
60009 273904.980 2723144.072 2023.873 -0.060 -0.086 -0.017 HV 
60010 274284.252 2717593.994 1328.616 -0.050 -0.013 -0.180 HV 
60011 273209.607 2710769.888 2678.186  0.013  0.010 -0.183 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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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D97（m） 殘差（m） 
點號 

橫坐標 縱坐標 正高 ∆x ∆y ∆z 
備註 

60012 273867.020 2706995.109 3087.389  0.089  0.085 -0.084 HV 
60013 275300.841 2724259.354 1941.488 -0.090 -0.058  0.071 HV 
60014 276081.800 2720341.774 1244.765 -0.032 -0.035 -0.130 HV 
60015 276343.692 2711778.892 2197.657  0.006 -0.014  0.017 HV 
60016 275914.580 2705590.598 3370.129  0.038  0.101 -0.005 HV 
60017 278425.728 2724669.915  925.969  0.207  0.092 -0.011 HV 
60018 278541.369 2722091.620 1090.756 -0.060 -0.023  0.038 HV 
60019 278123.477 2717364.960 2214.870  0.080 -0.072 -0.132 HV 
60020 278116.328 2710598.268 2863.468 -0.042 -0.013 -0.117 HV 
60021 277487.761 2706181.459 3118.610 -0.030 -0.024  0.052 HV 
60022 280169.916 2723214.244 1263.455 -0.007 -0.005  0.032 HV 
60023 280747.644 2720927.818 1467.828  0.040  0.008  0.054 HV 
60024 280565.400 2718489.761 1679.042  0.032 -0.030  0.031 HV 
60025 279740.143 2716495.914 1609.344  0.060  0.013  0.058 HV 
60026 279924.584 2711937.751 2698.186  0.043 -0.041  0.056 HV 
60027 279656.456 2709777.863 2747.670  0.050 -0.052  0.086 HV 

HV：平面與高程控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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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數值高程資料製作(2M 間距) 
數值高程資料主要採用由航測影像工作站之『影像自動匹配』技術，以迅

速獲取大量之點位高程資料，輔以本團隊開發的處理與品管工具，將匹配完成

網格資料進行自動化檢核與製圖檢視等品管流程，並採人工區域編修方式將地

形面之覆蓋物高度修訂至地表高程（數值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以下簡稱 DEM），則可獲得真實地表高程資料（如圖 37 所示）。數值高程資

料（DSM 及 DEM）製作流程分述如下。 

一般地形面覆蓋物包含兩大類：1.人工建物（如橋樑等建物）；2.植被（如

樹林、農作物等），將各地形之覆蓋物採用區域修正法進行地表高程編修，依

據週邊空曠地面高程點數值內差計算建築物區域內之地面高程，並檢查高程是

否有突然變高或降低等異常現象，人工區域編修高程作業情形如圖 38 所示。 

 
 由航測影像工作站自動匹配製作全區 DEM 

 人工編修至地表，如建物、圍牆、橋樑等應人工編修至地表 

 加測地形特徵（山脊、山谷線）

 具體反應地形起伏趨勢 

圖 37、數值高程模型製作流程圖 
 

一、數值表面模型（Digital Surface Model，以下簡稱 DSM） 

於數值影像工作站進行影像自動匹配作業，即可獲得數值表面模型資

料，因所有匹配點皆以地面最上層覆蓋物之表面（例如建物屋頂與植被表面

等）為基準，而非真正之地形面。計畫將輔以本團隊開發的處理與品管工具，

進行自動化檢核與製圖檢視等品管流程。過程中若有異常現象，則需由正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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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重新製作編修 DSM，反覆進行檢核至全區檢核完畢（如圖 38 所示），

確保 DSM 成果能真實表現地形覆蓋之情形，秀巒全區 2m×2m DSM 成果圖

如圖 39 所示。 

圖 38、數值高程檢測及編修過程 

 
圖 39、秀巒全區 2m×2m DSM 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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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數值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以下簡稱 DEM） 

將上述完成之 DSM 資料進行人工編修檢核作業，將各地形面之覆蓋物

採用區域修正法進行地表高程編修，並依據週邊空曠地面或地表裸露之高程

數值內差計算建築物區域內或植被密集區域之地面高程，秀巒全區 2m×2m 

DEM 成果圖如圖 40 所示。DEM 數值高程資料編修作業方式如下： 

1. 採用區域修正法進行人工建物高度編修，量取建物週邊空曠地面之高

程，依據各高程點數值，內差計算建築物區域內之地面高程。 

2. 植被密度較為稀疏，而地表裸露程度較高之區域，可採取與建物相同

之修正方式。 

3. 植被密度較為密實之區域，如山區之冠林區，則需依據少數之地表裸

露之高程點數值估算植被平均高程，再採取等值修正。 

 

圖 40、秀巒全區 2m×2m DEM 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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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正射影像製作 
採用 VirtuoZo 全數位影像工作站（如圖 41 所示）配合空中三角測量、數

值高程模型數值資料，將中心投影之航空像片，以微分糾正法修除像片因像機

傾斜及地表所造成傾斜移位及高差位移，並檢查是否有扭曲或變形等異常現

象，若有前述之影像扭曲、異常等現象則需重新製作編修高程，逐點糾正為正

射影像圖以及進行全區域無縫鑲嵌，作業流程如圖 42 所示。 

 
【正射影像製作設備】 

VirtuoZo 全數位數值影像工作站

電腦作業平台：SGI Octane 工作站

Disk Array 儲存設備 
儀器序號：S/N：C2975 

 

1.核心軟體包括： 
（1）.資料輸入及管理模組 
（2）.快速核線影像生成模組 
（3）.交互編輯模組 
（4）.自動定向模組 
（5）.DTM 產生模組 
2.正射影像生成模組 
3.等高線生成模組 
4.等高線正射影像重疊模組 
5.立體顯示模組 
6.真實三維立體動畫模擬模組 
7.鑲嵌拼接模組 
8.全自動空中三角量測模組 

圖 41、VirtuoZo 全數位數值影像工作站設備規格 
 

配合空中三角測量、數值高

程模型資料 
修除因像機傾斜及地表所

造成傾斜移位及高差位移 

  
圖 42、正射影像製作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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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述作業產製之正射影像成果，本公司將再進行『影像幾何性』及『影

像色調一致性』兩項調整，以減少影像鑲嵌及色調之誤差，正射影像建置及鑲

嵌作業將採下列原則進行各項作業： 

一、影像幾何正確性 

利用影像自動匹配成果獲得之數值高程資料，其易受地表之地物遮蔽影

響導致影像扭曲，為維持每個正射影像像元（pixel）座標位置之精確，避免

造成圖幅位置接邊有誤差及色調不一致的問題發生，計畫採以 OrthoVista 進

行全區無縫鑲嵌（mosaic）與切幅作業，不以單模正射糾正影像切圖幅方式

產生單幅影像。並輔以人工方式進行編輯數值高程模型；並針對有扭曲或變

形等影像異常現象區域（如房區、高塔、油槽高架橋樑），逐點糾正正射影

像圖至正確圖像成果，如圖 43 所示。 

 
 使用計畫完成之高程資料以微分糾正方式進行正射影像製作 

 
圖 43、影像幾何正確性編修作業示意圖 

二、影像色調一致性 

由於航拍時間、角度、氣候等因素，各影像間之色調無法完全一致，故

整體影像鑲嵌作業採用像主點附近之影像進行拼接，並選在平坦且色調均勻

處如河道、河川天然界等。以人工方式使用影像軟體修整色調使其一致，反

覆檢視影像圖資至全區色調一致為止，如圖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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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OrthoVista 進行全區無縫鑲嵌作業 

 
針對各影像間色調無法完全一致時，則需輔以人工方式使用影像軟體進

行影像修整色調一致及均勻處理，以目視檢查色調是否一致，並反覆檢視影

像圖資至全區色調一致為止，色調均勻作業成果如圖 45 及圖 46 所示。 

 

 
圖 45、影像內色調不一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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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影像內色調一致編修作業成果 

 
並且為減少影像鑲嵌之誤差，整體鑲嵌作業採用像主點附近之影像進行

拼接，並選在平坦且色調均勻處如排水、河川天然界等，如圖 47 及圖 48

所示。 

 

 
圖 47、分幅影像色調不一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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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正射影像無縫鑲嵌及色調一致作業成果 

 

三、影像檢核 

為保障正射影像後成果之可靠性，本團隊以下列方式辦理影像成果檢核

（分幅位置之接邊情況、色澤一致性、影像像元大小），如圖 49 所示。 

 
  

 
 
 
 
 
 
 
 
 
 

 

圖 49、正射影像檢核方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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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採全區無縫鑲嵌作業，可確保相鄰圖幅及全區影像幾何接邊無誤及色

調一致，秀巒集水區正射影像如圖 50 所示，1/5000 分幅成果圖如圖 51 所示。 
 

 
圖 51、秀巒集水區 1/5000 分幅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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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表達大地的立體面貌，除了需要高解析度的航空照片或衛星影像

外，更需要高精度及高解析度的數值高程模型。在數值高程模型解析度討論

中，對於坡度值、地表型態、地質侵蝕過程等地表地形特徵空間現象描寫狀況

而言，高解析度影像有較真實的描寫，而低解析度影像則會由於空間描述上過

於簡括化，而造成判斷上的錯誤。圖 52 為比較 2 公尺、20 公尺、40 公尺解

析度的數值高程模型，由圖 52 可發現 40 公尺及 20 公尺解析度的數值高程模

型基本上並無法呈現此區經細的地貌，而 2 公尺解析度的數值高程模型則可呈

現清晰的地貌，因此最適合進行地形的分析。 

而本計畫主要在於崩塌地的判釋，若使用 40m×40m 的 DEM，其在計算

上所得網格面積為 1,600m2，與 2m×2m 所得網格面積 4 m2，其精準度相差約

400 倍，也因此本計劃採用 2m×2m 高解析度的數值高程模型來做為資料庫建

置之基礎。 

航照相片基本圖 40 公尺解析度的數值高程模型 

20 公尺解析度的數值高程模型 2 公尺解析度的數值高程模型 
圖 52、不同解析度的數值高程模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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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土地利用數化 
土地利用分類作業則配合本計畫完成之正射影像進行秀巒集水區土地利

用現況資料調查，整體作業方式及步驟說明如下： 

一、影像判釋數化 

判釋人員配合本計畫航空正射影像直接在正射影像進行土地利用邊界

線之數化與分類判釋，並將判釋成果直接數化。此方式較以往經由航空立體

照片像對判釋後，再轉繪置像片基本圖之成果精度高。此方式不僅可提高整

體判釋速度與品質，亦可反覆執行與檢核判釋成果，以期減少各個流程所累

積的誤差。 

土地利用判釋作業依照影像判釋的基本元素包括形狀、大小、色調與顏

色、組織、立地（site）及物體相關性（如圖 53 所示）。土地利用分類表及

航空判釋圖例如表 19 及表 20 所示。本計畫區域內土地利用圖如圖 55 及表 

21 所示。 

 

 
圖 53、土地利用判釋作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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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水土保持局土地利用分類表 
代碼 內容 代碼 內容 

A 水田 P 草生地 
B 旱田 Q 崩塌地 
C 闊葉林 RO 道路 
D 針業林 RI 河流 
E 竹林 R 高爾夫球場 
F 灌木林 S 水庫 
G 建築區 T 水池 
H 墓地 U 荒地 
I 花園 V 公園 
J 檳榔 W 伐木地 
K 香蕉園 X 開墾地 
L 茶園 Y 景觀區 
M 鳳梨 Z 雞猪舍寮 
O 果園   

 
表 20、水土保持局土地利用分類圖例示意 

水保局土地利用分類圖例示意 
代碼 A B 
內容 水田 旱田 
判釋

影像

範例 

代碼 C D 
內容 闊葉林 針葉林 
判釋

影像

範例 

 
代碼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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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局土地利用分類圖例示意 
內容 竹林 灌木林 
判釋

影像

範例 

代碼 G H 
內容 建築區 墓地 
判釋

影像

範例 

代碼 I J 
內容 花圃 檳榔 
判釋

影像

範例 

代碼 K L 
內容 香蕉園 茶園 
判釋

影像

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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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局土地利用分類圖例示意 
代碼 M O 
內容 鳳梨 果園 
判釋

影像

範例 

代碼 P Q 
內容 草生地 崩塌地 
判釋

影像

範例 

代碼 RO RI 
內容 道路 河流 
判釋

影像

範例 

代碼 R S 
內容 高爾夫球場 水庫 
判釋

影像

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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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局土地利用分類圖例示意 
代碼 T U 
內容 水池 荒地 
判釋

影像

範例 

代碼 V W 
內容 公園 伐木地 
判釋

影像

範例 

代碼 X Y 
內容 開墾地 景觀區 
判釋

影像

範例 

代碼 Z  
內容 雞猪舍寮  
判釋

影像

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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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屬性資料建置、轉檔 

數化完成之圖檔格式為 Auto CAD 的 DWG 檔案格式，其資料架構為線

圖徵的資料，需經封閉線段及位相關係處理，將原以線所組成之圖檔轉換為

面域之圖形資料，同時建立點、線、面之相互關係，並建立屬性資料，再轉

檔為 ArcView 之 shape file 圖檔格式。 

三、圖檔檢查 

完成之土地利用圖資以人工方式檢核（於電腦螢幕上，檢查圖幅線條、

地類代號等繪圖成果）及系統程式自動查核（如線段、多邊形及屬性資料等）

兩種方式進行檢核，避免圖幅接邊、島坵重複、缺漏之各種問題。最後檢查

人員將空間資料代入代碼表，檢查其完整性。繼而利用以往資料檢查變異情

況，查看是否有判釋錯誤、資料代碼填寫錯誤等之情況，如圖 54 所示。 

 
【檢核細項】 

線段檢查、圖幅接邊 
屬性缺失遺漏 

圖 54、土地利用圖資檢核作業畫面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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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秀巒地區土地利用分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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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秀巒地區土地利用分類表 

代碼 內容 面積（ha） 百分比（％） 

A 水田 0.95 0.0079 

B 旱田 22.74 0.1900 

C 闊葉林 7,695.46 64.2883 

D 針業林 2,955.12 24.6872 

E 竹林 486.88 4.0674 

F 灌木林 1.43 0.0119 

G 建築區 8.18 0.0683 

H 墓地 0.02 0.0002 

L 茶園 0.24 0.0020 

O 果園 72.47 0.6054 

P 草生地 61.49 0.5137 

Q 崩塌地 442.28 3.6948 

RI 河流 168.58 1.4083 

RO 道路 20.07 0.1677 

T 水池 0.12 0.0010 

U 荒地 0.13 0.0011 

W 伐木地 0.27 0.0023 

總合 11,970.2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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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空載雷射掃描 
配合計畫區航拍結果及崩塌分析需求，由北水局選定較大型崩塌區域辦

理空載 LiDAR 監測，供 DEM 比對分析，其選定區域為白石溪兩岸較大型崩

塌地，相關參數及規劃航線圖如表 22 及圖 56 所示，航拍面積約 2793 公頃，

其中崩塌地面積為 281.54 公頃，約佔總崩塌面積之 60％，秀巒地區中最大崩

塌地（約 73.07 公頃）涵蓋在內，其餘崩塌地則呈零星散布，且面積較小，故

不在此航拍作業範圍中。此作業由計畫協同主持人、中興公司測量技師張坤樹

率領航測組人員施作（工作人員共有 10 人、專業測量儀器 1 部），整體作業技

術及規劃如下： 

表 22、LiDAR 掃描參數表 

航線數 

最低

高度

(m) 

最高 

高度

(m) 

離地高

(m) 
航高

(m) 
航速

(km/h)

掃瞄 

角度

(deg.) 

雷射 

脈衝率

(KHz) 

掃描頻率

(Hz) 
重疊率 

14 1300 2910 1000 3300 185 36 50 32 40 
 

 

圖 56、LiDAR 航線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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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空載 LiDAR 雷射掃描原理 
光達（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簡稱 LiDAR）或稱雷射掃描儀（Laser 

Scanner），為使用雷射光束進行掃描式測距之系統。空載光達以航空器為載

台，結合雷射系統、慣性定位系統（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INS）、全球定

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與地面上的 GPS 參考點，建立每一

次掃描雷射載台至地面反射點間位置與方向之空間向量，再整合飛行之軌跡距

離、位置、姿態以及座標之資料，進而可推導出地面投影之三維座標及地面之

數值高程地形（DEM），空載 LiDAR 雷射掃描示意圖如圖 57 所示。 

 
圖 57、空載 LiDAR 雷射掃描原理示意圖 

 

3-2-2 空載 LiDAR 系統安置 
整個系統安裝重點包括掃描儀安置在攝影窗、控制組件安置於機艙座、

GPS 天線安裝、電力系統介面等等，為因應不同的作業區域特性，本工作團隊

特別與國內相關民航業者針對空載 LiDAR 系統對於飛航載具進行設計、安裝

與測試，目前已搭配有適合於較平坦、大面積作業區域之固定翼飛機，以及適

合於低空、不規則線狀或高低起伏落差過大之山區等作業區域之迴旋翼（直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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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載具，如本次作業區域即屬於此種地理環境；而兩種載具之空載 LiDAR

系統安置情形如圖 58 所示。 

  
固定翼飛機及儀器安置情形 

迴旋翼飛機及儀器安置情形 
圖 58、空載 LiDAR 系統於各類載具安置情形 

3-2-3 空載 LiDAR 資料獲取 
為能求解載具之空中軌跡位置，以提供地面雷射點三維坐標計算之依據，

必須於地面已知點擺設 GPS 觀測主站以進行動態差分 GPS 處理計算，作業流

程如圖 59 所示，資料處理流程如圖 60 所示。 

 
圖 59、空載 LiDAR 雷射掃瞄地形測量流程圖 

 
為了能使整個工作順利進行，並確保各階段工作品質，因此，根據此次計

畫之工作內容，使用之儀器設備、支援軟體如表 23 及表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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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本計畫之測量儀器設備 

工作項目 使用儀器 數量 儀器相片 

陸域 LiDAR 掃瞄 空載雷射掃描儀 
Optech ALTM 30/70 

1 套 

 

平面控制測量 GPS 衛星定位儀 
Trimble 4700 

2 套 

 
表 24、本計畫 LiDAR 作業之軟體設備 

軟 體 名 稱 功  能 數 量 備註 

TerraModel、AcalibPro V1.2.1.1 LiDAR 資料率定 1 套  

TerraScan、QT Viewer 點雲分類 1 套  

TerraMatch 
航帶平差與航帶間重疊數

據特徵點匹配 1 套  

ALTM-NAV 作業前航線規劃 1 套  

POSPAC 
GPS 資料解算及顯示、GPS
點位軌跡圖、E.O 計算 1 套 含空三平差 

RLEAM V3.4 進行 Laser Points 計算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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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空載 LiDAR 資料獲取與處理計算流程 
 

ALTM硬碟資料 

硬碟資料載入 

REALM V3.3 

ALTM GPS 
資料解壓縮 POSPac Software 

POSGPS Software 

結合GPS解算資料IMU
點位最佳化計算 POSProc Software 

APPLANiX V4.2 

Laser Point 
資料解壓縮 

距離
角度 
灰度值 

Laser 
Point 

資料計算 

Real Time GPS及
IMU解算資料 

Terra-Scan 軟體 
QT-Viewer 軟體 

ALTM及地面主站
GPS資料解算 

TWD 97 投影坐標

航帶平差與航帶精度分析

航帶檢查，斷面檢查，平坦地重疊數據精
度評估 

過濾初步分類處理
1. 瑕疵低點移除 
2. 植被初步移除 

3. 點雲資料坡度與植被屬性計算

地面控制點數據

地面檢核點數據

DEM 整體性視覺檢查等高線整體性視覺檢查檢核點局部性精度分析 

詮釋資料文件製作 繳交檔檢查 

DSM 整體性視覺檢查

自適性門檻分類處理
1. 植被移除 
2. 建物移除

大型建物偵測濾除

DEM 編輯 First pulse 組成 DSM

大地起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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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航帶平差及應用軟體 
平差作業應用程式為 TerraScan 及 TerraMatch 商用軟體，作業環境係架構

在 MicroStation 下，由於平差觀測量必須是針對相同地面或地物在不同航帶之

雷射點結果，為確保航帶間具有高程差值為相同地面，因此在進行平差作業

前，需應用 TerraScan 的雷射點分類能力及互動式分類工具列進行各種地物點

之前期分類作業，後利用 TerraMatch 進行相關航帶平差作業，如圖 61 所示。 

 

  
圖 61、MicroStation 作業環境 

 
TerraMatch 為 TerraSolid 與瑞典 Digpro AB 公司合作研發軟體，具有雷射

掃瞄航帶平差之功用，藉由比對航帶重疊區之差量以進行掃瞄時方位參數

(Roll、Pitch、Heading 等)之改正以求得系統誤差以增加雷射點精度。其作業程

序如下所述： 

空載雷射掃瞄儀的架構都是由 GPS 及 INS 結合，使掃瞄的坐標能轉換到

通用的地面坐標系統，因此其定位精度將收到各種量測值與設定值的影響，若

系統率定不完整，GPS 與 INS 系統誤差會傳播到解算雷射測點三維坐標的精

度，為了檢驗並減少系統誤差，本工作採用商業軟體 TerraMatch 進行雷射掃

瞄航帶平差，利用航帶重疊數據連結點的高程進行連結點的量測，以評估重疊

航帶的內部精度不符值，並進一步改正系統誤差。實際上計算所得的掃瞄點坐

標之誤差來源可能受到相當多因素之影響，包含系統性及偶然性之誤差，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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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誤差只能將航帶轉換參數所能描述的誤差量帶入予以糾正，剩餘之誤差量

則視為偶然誤差利用最小二乘方式平差之，因此進行航帶平差時須先界定所謂

的航帶間幾何轉換參數，才能藉以發展航帶平差之數學模式。TerraMatch 雷射

航帶平差的演算法可參考 Burman(2000)，觀測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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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TZYX ：雷射測點在 WGS84 地面坐標、( )T

GPS
ZYX ：GPS 天線

在 WGS84 坐標、 ( )Tantennazyx  ：天線到 INS 平移量、 ( )Tzyx lll ：雷射定位

分量、 LRFR ：從雷射掃瞄頭到 INS 轉換參數、 INSR ：INS 獲取姿態角度。 

平差未知數包括平移參數、旋轉參數、平移參數線性漂移量、旋轉參數線

性漂移量，應用上由於掃瞄幾何條件的未知參數之間存在參數高相關，可加入

地面已知控制點作為平移量之約制，另一方面，減少參數量，在隨機模式高相

關參數對應組的某一組，選取姿態參數求定，加權值效果如同去掉平移參數線

性漂移量的未知數，會有較穩健(Robust)的求解成果。 

未知參數需要輸入先驗精度，如角度量先驗標準差 0.01 度，長度相關向

量 0.1m。航帶平差輸入資料包括：(1)時間序列的航跡三維坐標，(2)時間序列

的點雲三維坐標，或(3)地面已知點三維坐標。利用航帶重疊數據，進行航帶

平差與平差成果評估，可獲得航帶之間的內部精度，並可進行系統性誤差的改

正。平差作業流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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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雲點資料，重點在濾除非地面點，如圖 62 所示。 

   
(a) 三維側視圖（含建物）           (b) 濾除非地面點成果 

圖 62、濾除非地面點作業情況 
 

b.視覺檢視：將相鄰航帶的重複區作ㄧ檢視。一般而言，先利用 TerrScan

將相鄰航帶作剖面圖分析，如圖 63 所示。 

 

 
圖 63、剖面圖進行視覺品質檢驗 

 
c. TerraScan 軟體進行航帶之間重疊數據特徵點匹配連結點的量測。 

d.以TerraMatch軟體之Find Match功能決定欲求解之參數進行航帶平差計

算與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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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LiDAR 之 DEM 製作 
原始 LIDAR 數據(All points)，掃描是不規則離散測點，製作 DSM 可採用

第一個回波反射數據組成 DSM 規則網格，而 LIDAR 數值高程模型 DEM 的製

作，則需處理濾除與分類的步驟，將測點分類成地面點(Ground)與非地面測點

(Non-ground)。 

本次使用商業軟體 TerraScan 處理 LIDAR 數據的濾除與分類，並輔以本

公司自行開發的處理與品管工具，進行自動化檢核與視覺製圖檢視等品管流

程。關於 TerraScan 過濾功能的演算法是採用 Axelsson (1999)提出，例如搜尋

範圍為 60 m，如圖十三由起始點找坡度最小者 B 與 C 點等，做為起始地面點，

組成初始 TIN，判斷 P 點是否地面點，計算 P 點與 TIN 的垂足(Distance)及 P

點與 TIN 頂點的夾角(Angle)，當計算的 Distance 或 Angle 大於門檻參數，則 P

點判成非地面點。 

 

 
圖 64、搜尋範圍 ANGLE 示意圖 

 
TerraScan 門檻參數設定的重點，搜尋範圍越小(Max building size 小)，濃

密的植被覆蓋，會形成地面測點稀疏而有大空洞沒有地面點，當空洞大於搜尋

範圍，植被點會視為地面(如山頭的效果)則濾除不乾淨，反之搜尋範圍越大，

山頭山脊等地形特徵會被像房子一般被濾除侵蝕。Raber 等 (2002)及

Vosselman(2000)，提出過濾處理會隨著地形坡度要變換門檻值，以及要隨著植

被的特徵變換門檻值，達到參數自適性調整，最終目標為山頭、山脊、小路及

水流侵蝕等細節皆可判釋出來，LiDAR 成果如圖 65、圖 66 及圖 67 所示。 

A 

B C 
P
A



石門水庫集水區   
高解析數值高程模型資料庫前置建置計畫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陶林數值測量工程有限公司 82 成果報告 

 

 
圖 65、雷射點雲強度（intensity）示意圖 

 

 
圖 66、雷射點雲高程假色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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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LiDAR DEM 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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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集水區崩塌地特性分析 
4 

理論上相同類型的地質與地形條件應有相同類型的崩塌，因此不同崩塌類

型有其特殊之辨識指標。因此以地形學（GEOMORPHOLOGY）為基礎，透過對各

崩塌類型原因與機制的了解，建立各種崩塌類型的基本知識庫，這些基本條件

即可為辨識潛在崩塌地的潛在災害規則。 

4-1 崩塌地分類 
崩塌依運動方式、材料組成及移動速度不同而有許多分類，惟至目前尚無

統一之分類標準，因此發生之個案常因其特殊性而有不同之稱謂或分類，包括

山崩、落石、崩坍、地滑等名詞。基本上，山崩、落石、崩坍、地滑等現象，

就自然現象而言，均屬邊坡斜面上土體移動之現象，本質上並無差異，換言之，

其發生之機制係因斜面上土體受重力或額外增加之剪應力作用，使土體抗剪強

度相對降低而失去平衡，導致土體移動之結果。因此若以概括性分類，則其最

大差異乃在於運動方式與規模上有所差別。 

本計畫主要針對邊坡的崩塌地進行研究，因此在溪床上的塊體流動並不與

以考慮。因此本研究所謂的「崩塌地」是針對由豪雨或地震所誘發的可看得見

向下滑動或墜落的土塊、岩石或兩者混合體進行研究，涵蓋張石角 (1989)所

提的墜落、滑動與邊坡流動這些類型的崩塌。 

本計畫則依據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水土保持手冊將崩塌地分為下列三類

（山崩、地滑、土石流），崩塌地之分類與航照特徵如表 25 所示。此作業由

本計畫協同主持人、康技公司技師陳本康率領環境地質判釋組人員施作（工作

人員共有 13 人、專業測量儀器 1 部），配合影像進行崩塌地判釋及現勘調查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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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崩塌地之分類與航照特徵 
類

別 一般特徴 發生條件 航照影像特徵 航照 

1.坡度較陡(常>30 度)。 

1.照片上色調亮：因為植被

剝除而使坡面裸露，尤以剛

發生的崩塌受傷光反射

時，色調特別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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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坡面常為凹坡或陡直坡。

山

崩 

滑動體受

嚴 重 破

壞，破壞

面常裸露

於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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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常位於河岸攻擊坡或路開

闢道路之上下邊坡。 

1.坡度較緩(常約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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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佳的地質環境、如斷

層、弱岩夾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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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道彎窄或彎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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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滑動邊坡為凸坡，下緩

下陡，使滑動體有運動之

空間。 

3.滑動邊坡為凸坡，上緩下

陡，使滑動體有運動之空

間。 

1.有大量崩積物或疏鬆之

堆積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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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積物有一定坡度或較

小的截面積。 
2.輸送區：略呈直線型之窄

河道或河谷，河道稍陡。 

3.地表水驟增，使堆積物

超過其液性限度。 

3.堆積物：位主流與支流匯

流處或河道中寬平之袋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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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推積現

象 
3.多發生在塊狀砂岩或砂

頁岩互層的順向坡上。 
3.常位於河岸攻擊坡或新開

闢道路之上下邊坡 

改自劉，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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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航照崩塌地判釋作業 

4-2-1 航照崩塌地判釋 
航照崩塌地判釋係以航照影像能辨識之影像特徵（Photographic features）

為依據進行分類，依前述之特徵（形態、色調及組織）進行立體測圖作業（如

圖 69 (a)所示），並藉由地理資訊系統進行資料處理（如圖 69 (b)所示），以提

高崩塌地範圍之判釋精度，作業流程如圖 68 所示。 

為確保資料品質的前提下，利用數位航空測量技術來輔助提昇航照判釋準

確度，並使用地理資訊系統作為資料圈繪、數化與儲存之工具，直接獲得數位

化圖層資料，改善傳統航照像紙判釋轉繪於紙圖過程所造成之誤差，作業情形

如圖 69 及圖 70 所示。崩塌地判釋結果總數量為 1,034 筆，其中地滑 2 筆、

土石流 4 筆，其餘則為山崩，詳表 26 所示。 

 
本計畫建置

彩色數值影像
歷年石門水庫
崩塌地資料

崩塌地
影像判釋及資料核對

崩塌地範圍及類別

資料彙整、建製

可判釋書圖資料

數化、疑義標註相關圖資掃描數化

◆ 舊有崩塌位置
◆ 新增崩塌地數化

及判釋
◆ 判釋疑義

（疑義現地調繪）

相互比對 崩塌區位

崩塌地
屬性及圖資成果  

圖 68、航照崩塌地判釋及調繪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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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航照崩塌地判釋作業示意圖 

  

 
圖 70、航照崩塌地判釋 

 

表 26、崩塌類型分類表 
崩塌類型 山崩 地滑 土石流 合計 
筆數（筆） 1,028 2 4 1,034 
比例（％） 99.42 0.19 0.3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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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崩塌地屬性建置 
崩塌地範圍經判釋確認及數化後，為配合北水局現有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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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地屬性包含(1)崩塌地編號、(2)縣市別、(3)鄉鎮市區別、(4)圖號（比

例尺 1/5,000）、(5)子集水區、(6)土地類別、(7)崩塌地面積、(8) TM2 座標（崩

塌地中心點）、(9)頂部標高、(10)坡度、(11)地層、(12)坡向、(13)崩塌種類等

共十七項，如表 27 所示。崩塌地屬性登錄成果表如附錄二所示。 
 

表 27、崩塌地屬性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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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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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 

6 s-basin char(16) 子集水區名  

7 belong char(20) 土地類別 如：林班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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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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崩塌地現地踏勘 
現地踏勘之目的為核對崩塌地判釋之輔助資料，當航拍判釋有疑慮時可藉

由野外實地勘查瞭解。為瞭解秀巒集水區崩塌之區域，本團隊已於本年度 9

月進行直升機現場調查調查，因天候狀態霧氣瀰漫，故僅拍攝部分崩塌地影像

（如圖 71 及圖 72 所示）。探勘發現崩塌區位多為道路及溪流之凹岸處，以河

岸侵蝕最多，崩塌之土地類型則包含原始林闊葉林，可推測秀巒集水區崩塌以

溪流為誘發崩塌的主因。 

 
 

  
圖 71、現地崩塌地照片示意圖 

  
 

  
圖 72、直昇機崩塌地拍攝成果 



石門水庫集水區   
高解析數值高程模型資料庫前置建置計畫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陶林數值測量工程有限公司 90 成果報告 

 

4-2-4 航拍崩塌地判釋成果 
依計畫 4-2 節所述之方式進行秀巒集水區崩塌地判釋，並建置相關屬性資

料（如面積、坡度及坡向等項等）。秀巒集水區崩塌地判釋成果如圖 73 所示，

主要崩塌地分布於白石溪及其支流、從錦路至白石間河段及其西側支流和白石

溪以東之上游流域，誘因以河岸侵蝕最多。本次航拍判釋秀巒集水區內崩塌地

數量約 1,034 筆，總面積約為 442.28 公頃，各崩塌屬性資料如附錄二所示。 

 

 
圖 73、崩塌地套疊正射影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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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歷年崩塌地變遷比對 
為瞭解崩塌地歷年崩塌地變動情形，將歷年崩塌地相關地理資訊圖資及資

料庫，蒐集整理及彙整，截至目前已蒐集建製崩塌地資料如表 28 所示，進一

步藉由所蒐集不同時期集水區影像圖資及歷史崩塌地災害紀錄，進行歷年崩塌

地面積及範圍比對，以瞭解歷年集水區崩塌地變遷趨勢。 

由表 28 得知各崩塌地判釋材料包含 SPOT 衛星影像、正射影像及像片基

本圖三類，由於各類圖資製圖精度及解析度不同，故本計畫僅比對四期正射影

像崩塌地面積及數量。 

 
表 28、歷年崩塌地圖資彙整表 

項次 資料名稱 年度 製作單位 範圍 判釋材料 備註 

1 
崩塌地及 
土地利用 

75 年 臺灣大學地理

環境資源學系
全區 

農林航空測量所 
正射影像 

已取得 
崩塌地資料 

2 
崩塌地及 
土地利用 

87 年 臺灣大學地理

環境資源學系
全區 

農林航空測量所 
正射影像 

已取得 
崩塌地資料 

3 
崩塌地及 
土地利用 

91 年 能資所 全區 SPOT 衛星影像 
已取得 

崩塌地資料 

4 崩塌裸露地 
92～93 年 

(艾利風災前) 
財團法人工業

技術研究院 
石門集水區

範圍 
農林航空測量所底片 
製作正射影像 

已取得崩塌地資料

及正射影像 

5 崩塌裸露地 
93～94 年 

(艾利風災後) 
財團法人工業

技術研究院 
石門集水區

範圍 
農林航空測量所底片 
製作正射影像 

已取得崩塌地資料

及正射影像 

6 
崩塌地及 
土地利用 

94 年 臺灣大學地理

環境資源學系
全區 

農林航空測量所 
正射影像 

已取得崩塌地資料

7 
崩塌地及 
土地利用 

95 年 陶林數值測量

工程有限公司
秀巒集水區 航拍影像 

崩塌地資料 
及正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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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巒集水區崩塌地主要分布於白石溪及其支流、從錦路至白石間河段及其

西側支流和白石溪以東之上游流域，以河岸侵蝕最多，多發生在海拔高

1,500~2,000 公尺；植生以闊葉林居多，岩層則與玉峰集水區相似，至於坡角

大小則介於 30～50 度間。由圖 74 及圖 75 所示可明顯發現秀巒集水區於艾利

風災後至 95 年間新增許多崩塌地，並且部分崩塌區域面積有逐漸擴大之趨

勢，歷年崩塌筆數詳表 29 所示。 

 

 
圖 74、石門水庫崩塌地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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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崩塌地數量統計表 

     年度 
崩塌地面積 
（平方公尺） 

75 年 87 年 92～93 年 
（艾利風災前）

93～94 年 
（艾利風災後） 95 年

＜250 0 0 2 15 166 

250~500 2 0 4 50 187 

500~1000 0 0 24 94 182 

1000~10000 150 21 116 300 427 

10000~50000 70 35 10 41 63 
＞50000 6 15 0 6 9 
總數(筆) 228 71 156 506 1034 

 

經本計畫航拍影像判釋結果，崩塌地數量約 1,034 筆，總面積約為 442.28

公頃；與工研院 93 年艾莉颱風後判釋成果（崩塌地數量約 506 筆，總面積約

為 273.20 公頃）比對崩塌地數量筆數相差 528 筆、面積相差 169.08 公頃（秀

巒集水區範圍）。筆數相差之原因主要可能包含工研院 93 年判釋成果至今時間

久遠，且艾莉颱風後至 95 年間有新增之崩塌地，故筆數差距較大。 

  
92～93 年(艾利風災前)影像圖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製作 

93～94 年(艾利風災後)影像圖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製作 

  
93～94 年影像圖 

農林航空測量所製作 
95 年正射影像 

陶林數值測量工程有限公司製作 

圖 75、四期正射影像崩塌地變遷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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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崩塌判釋調查成果分析 
本計畫依 4-2 節航照崩塌地判釋作業中所述方式判釋崩塌地，並建置相關

屬性資料，包括面積、行政區、子集水區、土地類別、頂部標高、平均坡度、

坡向、崩塌種類等，除此之外，並研判崩塌發生之地層及土地利用之關係。本

計畫崩塌地判釋數量約 1,034 筆，崩塌總面積約為 442.28 公頃，以下即分別就

其登錄之屬性，探討崩塌地特性。 

4-3-1 坡度 
山崩之平均坡度（S）依每 10°分級，可分成 7 級：（1）S 10°≦ 、（2）10°

＜S 20°≦ 、（3）20°＜S 30°≦ 、（4）30°＜S 40°≦ 、（5）40°＜S 50°≦ 、（6）50°

＜S 60°≦ 、（7）S＞60°，各坡度分級之崩塌地面積統計如表 30 及圖 76 所示，

坡度與崩塌地之關係圖如圖 77 所示。 

由表 30 中可發現在艾利颱風後（93 年）及 95 年航照判釋崩塌地大多分

布在 30°~50°間，其所佔百分比各為 54.18％及 54.80％；其次發生崩塌地之坡

度為 20°~30°及 50°~60°，顯示在艾莉颱風後至 95 年間其發生崩塌地坡度大致

相同，且當坡度超過 60°以上時，崩塌地面積皆較少，艾莉颱風後至 95 年間

僅增加 2.03 公頃。 

表 30、不同坡度之崩塌面積及百分比統計表 
艾利颱風後（93 年） 95 年航照判釋 

坡度（°） 
面積（ha） 百分比（％） 面積（ha） 百分比（％）

S≦10°   6.90   2.53   5.74   1.30 
10°＜S≦20°  23.86   8.73  26.73   6.04 
20°＜S≦30°  41.57  15.22  56.62  12.80 
30°＜S≦40°  75.70  27.71 115.62  26.14 
40°＜S≦50°  72.32  26.47 126.74  28.66 
50°＜S≦60°  38.44  14.07  78.53  17.76 

S＞60°  14.41   5.27  32.30   7.30 
合計 273.20 100.00 442.2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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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不同坡度之崩塌面積統計圖 

 

 
圖 77、坡度與崩塌地分布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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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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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坡向與崩塌面

積統計如表 31 及圖 78 所示，坡向與崩塌地之關係圖如圖 79 所示。根據統

計結果在艾莉颱風後（93 年）及 95 年航照判釋崩塌面積皆以西北向最多，各

佔總面積的 18.51％及 16.13％，其次為北向坡，而崩塌數量最少則為西向坡，

在崩塌地與坡向分布中，可發現坡向影響崩塌地分布之差異不大。 

表 31、不同坡向之崩塌面積及百分比統計表 

艾利颱風後（93 年） 95 年航照判釋 
坡向 

面積（ha） 百分比（％） 面積（ha） 百分比（％）

N  43.88  16.06  63.95  14.46 

NE  35.23  12.90  56.46  12.77 

E  33.55  12.28  53.21  12.03 

SE  27.98  10.24  51.83  11.72 

S  29.35  10.74  54.78  12.39 

SW  26.44   9.68  48.54  10.97 

W  26.19   9.59  42.15   9.53 

NW  50.58  18.51  71.36  16.13 
合計 273.20 100.00 442.2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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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不同坡向之崩塌面積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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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坡向與崩塌地分布關係圖 

4-3-3 高程 
秀巒區內依高程每 500m 分級，各高程對應之崩塌面積如表 32 及圖 80

所示，高程與崩塌地之關係圖如圖 81 所示。將艾莉颱風後（93 年）及 95 年

航照判釋崩塌面積做比對，以高程 1,000m~1,500m 間面積增加最多（約 72.76

公頃），其次為 1,500m~2,000m 間，崩塌面積增加約 60.59 公頃；但崩塌面積

最大值皆在高程 1,500m~2,000m 間，其次則為 1,000m~1,500m 間，因此可發

現在秀巒地區主要發生崩塌地之高程約為 1,000m~2,000m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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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不同高程之崩塌面積及百分比統計表 

艾利颱風後（93 年） 95 年航照判釋 
高程(m) 

面積（ha） 百分比

（％） 面積（ha） 百分比

（％） 
500＜H≦1,000  13.80   5.05  27.41   6.20 

1,000＜H≦1,500  94.70  34.66 167.46  37.86 
1,500＜H≦2,000 121.42  44.44 182.01  41.15 
2,000＜H≦2,500  35.10  12.85  55.48  12.54 
2,500＜H≦3,000   7.03   2.57   7.17   1.62 
3,000＜H≦3,500   1.15   0.42   2.75   0.62 

合計 273.20 100.00 442.2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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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0、不同高程之崩塌面積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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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高程與崩塌地分布關係圖 

4-3-4 地質 
秀巒集水區中出露的地層有乾溝層（OM1）、大桶山層（OM2）、澳底層

（OM3），為瞭解計畫區崩塌與地層之關係，將各地層崩塌面積與百分比關係

統計如表 33 及圖 82，地層之地質特性與單壓強度詳表 34。 

依據表 33 顯示，在秀巒地區各地層崩塌面積分不差異不大，在艾利颱風

後至 95 年間以澳底層增加崩塌面積為最多，約增加 68.36 公頃，各地層崩塌

地分布如圖 8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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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不同地層之崩塌面積及百分比統計表 

艾利颱風後（93 年） 95 年航照判釋 
地層 

面積（ha） 百分比（％） 面積（ha） 百分比（％）

乾溝層（OM1）  80.83  29.59 136.20  30.79 

大桶山層（OM2） 101.86  37.28 147.21  33.28 

澳底層（OM3）  90.51  33.13 158.87  35.92 

合計 273.20 100.00 442.28 100.00 

 
 

表 34、秀巒集水區地層之地質特性 

地層 地質 世紀 單壓強度(MPa)

澳底層 砂岩及頁岩、白砂岩，含煤層 漸新至中新  25-50 

大桶山層 硬頁岩夾泥質砂岩 漸新世 50-100 

乾溝層 硬頁岩夾薄至厚層砂岩 漸新世 50-100 

註：上表中單壓強度係參考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1989） “Rock Slopes: Design, 
Excavation, Stabilization”, Publication No. FHWA-TS-89-045,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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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不同地層之崩塌面積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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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地層與崩塌地分布關係圖 

 

4-3-5 土地利用現況 
根據工研院 93 年石門水庫土地利用圖套疊 95 年崩塌地，可得表 35 崩塌

地與土地利用關係表，由資料顯示在 95 年新增之崩塌地大多發生在闊葉林

區，其次為針葉林區，其餘崩塌地則零星分布於河流、竹林、箭竹林、道路等

其他地區，如圖 8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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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崩塌地與土地利用關係表 

崩塌地面積(ha) 93 年所屬土地類別 
土地類別 

所佔面積 

崩塌地所佔相

對百分比(％) 
  2.74 箭竹林 259.45  1.06 

 14.48 針葉林 1,680.52  0.86 

  3.89 竹林   177.10  2.20 

  0.11 開墾地    29.75  0.37 

  0.58 旱作地    28.06  2.07 

  1.19 果園    96.87  1.23 

  0.04 水田     0.97  4.12 

  6.84 河流    67.84 10.08 

  0.35 道路     9.47  3.70 

184.06 崩塌地   271.00 67.92 

228.01 闊葉林  9,341.43  2.44 

 

 

圖 84、崩塌地與 93 年土地利用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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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子集水區崩塌區位分析 
參照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之規定（詳見附錄三），分析集水區地文資訊及流

域特性，做為集水區崩塌治理之參考。以秀巒集水區內主支流為主，劃分各集

水區內主流兩旁之子集水區，細分為 15 個小集水區，各集水區與崩塌地面積

統計如表 36 及圖 85 所示，集水區與崩塌地分布如圖 86 所示，集水區地文、

水文因子之計算式整理如表 37 所示，分析成果如表 38 所示。 

為瞭解崩塌地與集水區分布之關係，將各子集水區水系與崩塌地套疊後，

可發現大多數的崩塌均位於河溪兩旁，或是位於河溪源頭，尤其在白石溪主流

上崩塌面積為最多，在艾莉颱風後（93 年）及 95 年航照判釋各佔 28.36％及

29.48％，可見引發山崩之主因，主要是暴雨或颱風造成雨量過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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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6、各子集水區與崩塌地面積及百分比統計表 
艾莉颱風後（93 年） 95 年航照判釋 

子集水區 
面積（ha） 百分比（％） 面積（ha） 百分比（％） 

野溪 1   3.20   1.17   8.10   1.83 
野溪 2  21.57   7.90  39.34   8.89 
野溪 3   1.65   0.60   2.65   0.60 
野溪 4   0.96   0.35   4.95   1.12 
野溪 5   0.53   0.19   2.58   0.58 
野溪 6   9.00   3.29  29.21   6.60 
野溪 7   6.29   2.30  15.56   3.52 
野溪 8  14.17   5.19  22.63   5.12 
野溪 9   9.78   3.58  15.57   3.52 
野溪 10   6.76   2.47   8.14   1.84 
野溪 11  69.22  25.34  74.67  16.88 
野溪 12  31.57  11.56  45.86  10.37 
野溪 13   3.80   1.39  12.23   2.77 
野溪 14   4.62   1.69   9.35   2.11 
野溪 15  12.53   4.59  18.53   4.19 

白石溪主流  77.55  28.39 132.91  30.05 
合計 273.20 100.00 442.2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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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各集水區之崩塌面積統計圖 

 

 
圖 86、秀巒集水區子集水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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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集水區之地文水文因子分析項目 

集水區特性 符號 單位 計算式或說明 

尺度類因子 

(1)集水區面積 A m2 單位網格面積之總和；
610naA −××= ；(a：網格

面積[m2]，n：集水區網格數目) 

(2)集水區周長 Pw m 集水區邊界長；
3

w 10nlP −××= ；(l：網格長度[m]，
n：集水區邊界鄰接網格邊長數目) 

(3)集水區長度 Lw km 集水區最遠端至出流口之直線投影長 

(4)河川主流長度 L0 km 集水區內最長之河川長度 

(5)河川總長度 LT km 
集水區內全部河川長度總和； 

⎩
⎨
⎧

= ∑
= 為支流長度

為主流長度

n

n

i
iT LL

L
LL

...
,

1

0

0  
(6)河川數量 N - 集水區內之溪流數量 

(7)平均高程 H  m 集水區高程之平均值； n
Z

H ∑=
； 

(Z：網格之高程值) 

(8)高程差 Rf m 集水區之最大高差； minmaxf HHR −=  

梯度類因子 

(1)平均坡度 S  % 
集水區坡度之平均值； n

slp
S ∑=

 

(2)起伏比 R - 

集水區之最大高差除以該兩點水平距離之值；

d
R

R f

Δ
=

 

形狀類因子 

(1)集水區寬度 W km 
集水區面積除以河川主流長度之值； 0L

AW =
 

(2)形狀因子 F - 
單位主要河川長度之集水區寬度；

2
00 L

A
L
WF ==

地文

因子 

(3)密集度 Cs - 
同一集水區面積所對應之周長除以集水區周長；

P
A54.3

P
)A(2Cs =×=

π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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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區特性 符號 單位 計算式或說明 

(4)圓比值 M - 

集水區面積除以與集水區周長等長之圓面積；

22 P
A4

)2
P(

AM π
ππ
==  

(5)細長比 E - 

與集水區相等面積之圓直徑除以集水區長度；

L
A128.1

L

A
E == π  

流域網路類因子 

(1)水系密度 Ds - 
全部河川長度總和，除以集水區面積之值； 

A
LD T

s =  

(2)河川頻率 Fs - 
集水區內河川數目除以集水區面積之值； 

A
NFs =  

 

(1)漫地流時間 t0 min 

集水區邊界流至河道所需時間(t0之估算採用坡面

長度除以漫地流速度，因此坡面長度係由集水區

最遠端流至河道之距離，而漫地流流速一般在

0.3-0.6 m/s，可依集水區之現況輸入計算)。 

(2)渠道流時間 ts min 

由河道上游至出口所需時間，依 Rziha 公式計

算，即 v60
lt s

s ⋅
=

；

6.0

s

)
l
h(20v =

；(h 為河道上游與

出口之高差[m]，ls 為河道長度[m])。 

(3)集流時間 tc min 

集流時間之定義為集水區最遠點的雨水到達集水

區出口的時間，欲準確地計算集流時間，應考慮

集水區坡面逕流之集流時間(t0)加上主流之上游

頂點至出口之集流時間(ts)，亦由集水區最遠端到

達出口所需的時間，一般為漫地流時間及渠道流

時間之和(盧惠生等，1990)，其公式為 s0c ttt += 。

(4)降雨強度 T
tc

I  mm/hr
T 重現期距無因次降雨強度之推估，係以 T25、
T50 及 T100 為主，其計算公式係參考水土保持技

術規範(行政院農委會，2003)。 

水文

因子 

(5)洪峰流量 QT cms 

洪峰流量之估算係採用合理化公式，係以 Q25、
Q50 及 Q100 為主，推估公式為

AI'C
36000

1Q T
tT c

=
；(C'為逕流係數，A 為集水區

面積[km2])，而逕流係數之決定則參考水土保持

技術規範(行政院農委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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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秀巒集水區地文、水文因子分析表 

類別 項目 符號 單位 數值 項目 符號 單位 數值 

尺度類因子 形狀類因子 

(1)集水區面積 A km2 118.69 (1)集水區寬度 W km 4.76 

(2)集水區周長 Pw km 54.03 (2)形狀因子 F - 0.19 

(3)集水區長度 Lw km 17.06 (3)密集度 Cs - 0.71 

(4)河川主流長度 L0 km 24.94 (4)圓比值 M - 0.51 

(5)河川總長度 LT km 88.63 (5)細長比 E - 0.72 

(6)河川數量 N - 35 流域網路類因子 

(7)平均高程  m 2,031 (1)水系密度 Ds - 0.75 

(8)高程差  Rf m 2,550 (2)河川頻率 Fs - 0.29 

梯度類因子 

地
文
因
子 

(1)平均坡度  % 30.07 (2)起伏比 R - 0.17 

類別 項目 符號 單位 數值 項目 符號 單位 數值 

(1)漫地流時間 t0 min 11.11 (4)降雨強度  mm/hr 83.63 

(2)渠道流時間 ts min 81.64 (5)洪峰流量 QT cms 2,068.05 
水
文
因
子 (3)集流時間 tc min 92.76  

H

S

T
tc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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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泥砂產量推估及遞移率分析 
一般而言，河道輸送之泥砂量包括來自坡面的土壤沖蝕遞移量與崩塌地

的土砂遞移量，就坡面泥砂產量以及崩塌地泥砂產量加以探討估算。 

4-4-1 崩塌區位泥砂推估 
針對崩塌地土石崩塌量之推估，依照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規定：「崩塌量調

查方法，應由實測或部分配合推估實施之。新崩塌地，得利用實際勘查或利用

航照圖判斷，亦可得利用衛星影像等最新科技，以進行崩塌量之調查。」 

崩塌發生之原因常為土壤孔隙水壓增加，致使風化層的阻抗力小於重力作

用，而導致地滑或崩塌現象之發生。當岩石碎屑伴和土壤與水分沿坡面向下移

動，直到崩塌材料用盡為止方停止運動，崩塌材料常因此堆積在河道或較緩之

坡面。 

一、崩塌地泥砂產量推估 

在崩塌量之推估上一般常用的方法為（Dymond et al,1999）假設坡面之

剪應力等於抗剪力時（如圖 87 所示），此時剪應力為 Fg=ρ*g*sinθ而抗剪

力為 Fs=S/d，因此可得崩塌深度與坡度之關係為：d = S/（ρ*g*sinθ）式中：

S：土壤剪應力；d：崩塌深度；ρ：土體密度；g：重力加速度；θ：坡度。 

 
圖 87、坡面崩塌機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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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式應可觀察到崩塌深度與坡度之正弦呈現正比關係，但事實上並非

任何坡度的邊坡皆可發生崩塌現象，崩塌常好發在某特定範圍內。而就岩石

之風化特性而言，塊狀岩石(厚層硬岩類)風化崩解成塊狀物質(岩塊)；而軟岩

則風化崩解成碎屑狀物質(岩屑)。所以岩體完整之坡度陡峭軟岩區，風化僅

止於表層，故崩塌現象為淺層滑落，其機制則與硬岩滾落型落石相當，於板

岩、片岩、硬頁岩、頁岩分布區見之（張石角，1973）。 

故 Khazai and Sitar 針對集水區內崩塌地進行評估時，依照不同的坡度範

圍給定代表性的崩塌深度（0.5m~2.0m），詳表 39 所示，合乎石門水庫集水

區崩塌地之深度（詳表 40）。 

 
表 39、坡度與崩塌代表性深度對照示意圖 

Khazai and Sitar 坡度與崩塌代表性 

坡面坡度（度） 崩塌平均代表深度 

＜30 2.0m 
30-40 1.5m 
40-60 1.0m 
>60 0.5m 

 
表 40、石門各集水區歷期調查崩塌平均深度表 

單位:公尺 
 秀巒 玉峰 三光 稜角 高義 霞雲 石門 平均 

57 年 0.99 0.96 1.16 1.01 0.85 1.04 0.96 1.00 
61 年 0.95 0.86 0.91 0.85 0.90 0.87 0.90 0.89 
65 年 0.79 0.76 0.53 0.52 0.50 0.91 0.94 0.71 
平均 0.91 0.86 0.87 0.79 0.75 0.94 0.93 0.86 

資料來源：石門水庫集水區泥砂產量推估之研究(2/3) 

 
經針對秀巒子集水區崩塌地算結果，得秀巒子集水區內崩塌地共計 1,034

筆，崩塌面積達 4,352,505 平方公尺，崩塌地土砂推估量達 7,155,501 立方公

尺，詳表 41，詳細崩塌地土砂推估資料詳附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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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崩塌塌地土砂推估量表 

筆數 崩塌總面積 m
2
 平均坡度% 平均深度 m 總崩塌量 m3 

1,034 4,352,505 42.98 1.19 7,155,501 
 

二、崩塌地泥砂遞移量 

泥砂遞移率公式之建立，國內外有許多不同之見解詳表 42，經評估結果，

乃以集水區面積作為影響因子之方式最為簡便，本研究蒐集歷年來相關之研究

成果加以彙整，依現有資料建立國內十餘座水庫集水區其泥砂遞移率(SDR)與

集水區面積(A)間之關係，如圖 88 所示，圖中各資料之上下界則依取得資料

予以釐定，而趨勢線則說明現有資料中集水區面積與 SDR 值之最佳迴歸關係。 

表 42、國內外學者提出之泥砂遞移率評估公式對照表 

(修改自 Walling, 1988) 
研究區位 評估方式 學者 

Kansan,USA SDR=2.962 + 0.869logR–0.854logL Maner(1958) 
Southern USA SDR=4.5-0.23log10A-0.51log(R/L)-2.786logBR Roehl(1962) 

Texas, USA SDR=0.627SLP0.403 Williams and 
Berndt(1972) 

Texas, USA SDR=1.366×10-11A-0.100(R/L)0.363CN5.444 William(1977) 
Mississippi, 

USA 
SDR=0.488-0.006A+0.010RO Mutchler(1976)

Shaanxi, China SDR=1.29+1.37lnRc-0.025lnA 
Mou and 

Meng(1980) 

Southern Italy SDRi=exp(-β
ip

ip

l
S

,

, ) 

Ferro and 
Minacapilli 

(1995) 

Taiwan 
SDRi=LuI/LtI 

LtI=LuI+LdI 
Lin et al.(2002)

式中；SDR：泥砂遞移率、SDRi：網格泥砂遞移率、R：高差、L：集水區長度、A：集水區面積、R/L：高

差/長度比值、BR：分流率、SLP：主流坡度、CN：SCS 之 CN 值、RO：年逕流量、RC：溝蝕密度、β：係

數、lpi：坡長、 ipS , ：坡度。 

本研究亦將此結果與國外資料相比較，依據 Walling(1983)之研究結果顯示

美國、蘇聯及中國大陸等地之集水區面積均與 SDR 存在一反相關係，而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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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資料亦符合此一趨勢(圖 89)。 

為進一步建立可供參考之 SDR 估算公式，本研究彙整集水區之地文因子

資料，針對國內十座在槽之泥砂資料進行分析，以探討泥砂遞移率與集水區型

態因子之關連性，進一步確立集水區地文之影響性。結果顯示，較具相關性之

地文因子仍為集水區面積，以及結合集水區面積與平均坡度之關係式： 

 

SDR(%)=249.14A-0.316             R2=0.92            (4-1) 

其中 A 為集水區面積(km2) 

SDR(%)=126.22A-0.35S0.22          R2=0.92            (4-2) 

其中 A 為集水區面積(km2)，S 為集水區平均坡度(%) 

 

上述公式亦與其他相關研究結果相近，故更加說明諸類因子評量遞移率值

之可能性。而透過此一 SDR 公式之建立，亦可提供集水區泥砂平衡估算之應

用與參考。 

 

圖 88、台灣地區水庫集水區面積與 SDR 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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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9、各地區 SDR 與集水區面積之關係（修改自 Walling(1983)） 

 
秀巒子集水區面積約 118 平方公里，經 4-1 式之計算結果，SDR 為 55.17

％，崩塌地土砂量為 7,155,501 立方公尺，估算集水區泥砂產量為 3,947,690 立

方公尺。 

另一分析泥砂遞移的方式便是應用泥砂平衡(sediment budget)的概念，

Dirtrich 和 Dunne(1978)乃主張以此分析流域泥砂的遞移特性，而

Lehre(1981,1982)、Swanson(1982)等人及 Phillips(1986)等亦以此觀念加以發展

研究泥砂的輸送途徑。 

  Foster 等人(1988)用泥砂平衡概念詮釋小集水區泥砂分佈型態（圖 90），

Walling(1994)乃針對不同區域的研究資料整理出泥砂平衡的示意圖(圖 91)，

顯示由沖蝕泥砂遞移至流域出口的比例偏低，約 5.5%~53%。Leslie 等人(1996)

亦利用此概念立一階流域至整體流域的泥砂沖蝕、運移、沉積及生產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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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0、Midlan lakes 泥砂平衡示意圖 

 

 
圖 91、美俄地區泥砂平衡式意圖 

 
由於並非全部崩塌地之土砂均會遞移至集水區下游，因此不僅集水區泥砂

分析上遞移現象顯而易見，且在崩塌區內也有泥砂遞移現象發生，據此有諸多

學者提出崩塌地土砂運移之估算公式，以提供崩塌地土砂遞移評量之參考。由

於崩塌與坡地沖蝕為台灣集水區之主要產砂來源，因此透過沖蝕及崩塌量之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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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結合泥砂遞移率與集水區泥砂產量，便可運用泥砂平衡(Sediment Budget)

之估算方式評量集水區之產砂運移概況。 

關於集水區產砂型態與運移分析，可由泥砂平衡分析概念來加以說明，其

中流失之土砂量反應集水區崩塌量或土壤沖蝕量，產出之土砂量則由河道輸砂

量或水庫淤積量來表示，而兩者間之差異包含坡地、河道之堆積，可以泥砂遞

移率此一簡昜分析概念來加以詮釋。 

據此，集水區泥砂平衡之估算與建構，可劃分為三種方式： 

1. 由已知之土砂流失量與泥砂遞移率，藉以評量集水區產砂量，依此建

構泥砂平衡圖。 

2. 由已知產砂量與泥砂遞移率，反推集水區土砂流失量，依此建構泥砂

平衡圖。 

3. 由已知土砂流失量與集水區產砂量，進一步評量集水區泥砂遞移率，

依此建構泥砂平衡圖。 

依據 Walling(1994)之概念，針對台灣八個水庫集水區依下式的概念推估其

泥砂平衡，結果如圖 92 所示。 

由圖可知各水庫集水區泥砂輸移概況，而石門水庫集水區之崩塌量占土砂

來源之 75％，沖蝕來源占 25％，其中土砂量之 23.56％於坡地淤積，28.67％

於河道淤積，進入水庫之泥砂為土砂產量之 47.77％。今由 2m×2m 數值高程

模型進行崩塌地土砂量推估，秀巒子集水區崩塌地土砂量為 7,155,501 立方公

尺，估算集水區泥砂產量為 9,540,668 立方公尺，可推算秀巒子集水區土砂流

出量為 4,557,577 立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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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石門水庫泥砂平衡示意圖 

由上述兩種不同方式推估石門水庫秀巒子集水區泥砂產量分別為

3,947,689 立方公尺及 4,557,577 立方公尺，故得知秀巒子集水區之土砂產量約

為 420 萬立方公尺。 

4-4-2 坡面土壤流失量推估 
因渠道崩塌量與河床輸砂量不易量測；加上泥砂遞移率牽涉到時間與空間

的尺度，河床質之遞移需以較大頻率年之逕流水方能將其帶動，致集水區渠道

沖蝕量無法如坡面土壤流失量，推估方式以美國農業部所研發出之理論與模式

較為完善詳表 43，經評估結果建議使用 USLE 公式簡易的以年平均值來加以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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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各類常用推做坡面土壤沖蝕量模式彙整表 
模式名稱 發展者 模式概念 備註 

USLE  
(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 

美國農業部 Agricultural 

Research Service Wischmeier 
and Smith,1965 

A=Rm.Km.L.S.C.P 水土保持技術規

範採用 

MUSLE 
(Modified 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 

美國農業部 Agricultural 

Research Service 
Williams,1977 

用流量取代 USLE 中

之降雨沖蝕指數 

  

SWRRBWQ (Simulator for 
Water Resources in Rural 

Basins-Water Quality) 

美國農業部 Agricultural 

Research Service Arnold et 
al.,1990 

沖蝕採修正 MUSLE
水文採 SCS 之 CN 值 

  

RUSLE  
(Revised 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 

美國農業部 Agricultural 

Research Service, Renard et 
al.,1997 

沖蝕採修正 USLE 出

版 Agriculture 

Handbook 703 

  

AGNPS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model) 

美國農業部 Agricultural 

Research Service Young et 
al.,1986 

沖蝕採修正 USLE 水

文採 SCS 之 CN 值 

  

WEPP  
(Water Erosion Prediction 

Project model) 

美國農業部 Agricultural 

Research Service Flanaga 
and Nearing,1995 

物理性土壤沖蝕模式   

 

一、土壤流失公式 

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規定，山坡地土壤流失量之估算，得採用通用土

壤流失公式（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 USLE），公式說明如下： 

土壤流失公式：Am= Rm×Km ×L ×S×C×P 

式中： 

Am：土壤流失量(tons/公頃/yr) 

Rm：降雨沖蝕指數(Mj-mm/公頃-hr-yr) 

Km：土壤沖蝕指數(tons-公頃-hr-yr/Mj-mm-公頃-yr) 

L ：坡長因子 

S ：坡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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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覆蓋與管理因子 

P ：水土保持處理因子 

A.降雨沖蝕指數(Rm)  

降雨沖蝕指數(Rm)係由黃俊德(1979)分析本省八個氣象站(基隆、新

竹、台中、日月潭、高雄、恆春、台東及花蓮)20 年的自記日雨量記錄，

並以全台灣 200 個雨量站的月雨量資料為輔，利用這些氣象站之記錄以

非線性迴歸方程式求算各地雨量與年降雨沖蝕指數的關係，建立臺灣本

島的年平均降雨沖蝕指數。 

B.土壤沖蝕指數(Km) 

土壤沖蝕指數(Km)係採用萬鑫森、黃俊義(1981、1989)所調查之台

灣坡地土壤沖蝕指數值。 

C.坡長因子(L) 

通用土壤流失公式中，坡長因子(L)係採用 Wischmeier and Smith 

(1965)之計算式：L=(l/22.13)m ；式中 l 為地表漫地流之流長(公尺)，m

隨著坡地的坡度而改變，Wischmeier and Smith (1978) 分析指出：當坡

地坡度小於 1%時，m=0.2；當坡度介於 1%與 3%之間時，m=0.3；當坡

度介於 3%與 5%之間時，m=0.4；而當坡地坡度大於 5%時，m=0.5。地

表漫地流之流長係由地表逕流開始發生的地點起算，至沖蝕的土壤發生

明顯淤積或至匯集逕流水之渠道為止，其間的水平投影距離。 

坡長因子之計算，除了田間小規模樣區試驗可直接量測之外；若以

集水區為考量，多數學者係以固定坡長或網格大小來估算，至目前為止

並無學者對集水區之坡長提出合理的計算。本研究假設集水區坡面受到

地面窪蓄、入滲等作用以及山溝、道路排水側溝等之截流，地表漫地流

之流長甚少超過 100 公尺，以及一般坡地安全排水，超過 100 公尺即需

分段排水，否則逕流集中易形成蝕溝之條件下；以數值高程模型，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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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流向之觀念，撰寫程式萃取集水區漫地流與渠道流(為安全與方便計

算，地表水之流長若超過 100 公尺時，可視為渠道流)之空間分布。藉由

集水區漫地流之流長，利用 USLE 坡長因子之算式，自動萃取集水區之

坡長因子，供坡面土壤流失量及泥砂產量之合理評估。 

由於評估集水區之地形係利用台灣地區數值高程模型，網格解析度

為 2m×2m 所產生。若以地表水之流向為指標，累計流長在 35 個網格

以下者可視為漫地流，以此來估算集水區之坡長分布；累計流長超過 35

個網格時視為渠道流。 

D.坡度因子(S) 

坡度因子係計算各網格之平均坡度(θ)，再以 Wischmeier and Smith 

(1978)所提出之坡度因子公式：S=65.41sin2θ+4.56sinθ+0.0654 求算而得。 

E.覆蓋與管理因子(C) 

由於台灣地區之 C 值尚無資料庫可資利用，目前 C 因子取得方式已

逐漸由遙測影像來取代，利用土地利用判釋結果轉換為 C 值，然影像判

釋工作需專業之遙測操作人員及耗費時間方能取得所需資訊。本計畫乃

根據吳嘉俊等 1995 年所建立之台灣各種主要主地利用之覆蓋與管理因

子，如表 44 所示。配合本計畫自製之土地利用資料，經過整理後可得

到石門水庫與各種不同土地利用之地表覆蓋因子。 

表 44、植生覆蓋與管理因子 

土地利用類別 覆蓋因子（C） 土地利用類別 覆蓋因子（C） 

旱田 0.05 果園 0.2 

闊葉林 0.01 草生地 0.05 

建築區 0.01 崩塌地 1 

墓地 0.01 河流 0 
茶園 0.15 道路 0 
荒地 0.05 水池 0 

資料來源：吳嘉俊、盧光輝、林俐玲(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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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水土保持處理因子(P) 

即假設在無任何水土保持處理之狀態下(P=1)進行評估。 

二、坡面泥砂產量估算 

根據通用土壤流失公式(USLE)各因子於 ARCGIS 進行圖形演算所推求

之集水區土壤沖蝕量總量為 3,408,589.974 ton/yr，如圖 93 所示。 

坡地土砂流出量為，坡地土壤沖蝕量乘 SDR55.17％，經計算結果為

1,339,088.89 立方公尺。 

 

 

圖 93、土壤沖蝕量推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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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計算結果秀巒集水區崩塌地土砂流出量約 394 萬立方公尺，坡地土砂

流出量約為 135 萬立方公尺，合計約 529 萬立方公尺，與其他相關研究如表 

45，為求更精確之土砂遞移率，建議配合經濟部北區水資源局相關排砂計畫

統計土砂量，以驗證本計畫土砂遞移率之正確性，作為後續土砂推估之參

考，相信可為後續計畫提供可信且便利之推估模式。 

表 45、秀巒集水區土砂推估量比較表 
  崩塌地土砂推估量(m3) 坡地土壤沖蝕量（m3）集水區土砂生產量（m3）

本計畫 715 萬 243 萬 529 萬 

陳樹群「水庫集水區土砂抑制對

策與整治率之評估研究」2006

海峽兩岸水庫防淤對策研討會 

503 萬 163 萬 485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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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環境地質災害敏感地劃設 
5 

5-1 環境地質定義 
「環境地質」一詞係美國伊利諾州地質調查所研究員 James E. hackett 於

1964 年所創(Ivey, 1969)，文中認為土地利用，尤其是都市地區，必須以區域

地質資料為基本依據來進行都市計劃，此種因應規劃工作從事之地質調查，稱

之為環境地質學(Environmental Geology)。Ivey(1969)根據韋氏大辭典對環境

(Environmental)和地質(Geology)兩字的定義，融合出環境地質學的定義為研究

影響人類生命與發展的所有地質狀況與地質作用的學問。 

因此，環境地質學著重在地質災害的研究，所謂地質災害乃是指影響人

類生存環境的安全與衛生而受地質因素所控制的災害，其種類包括活動斷層、

山崩、地盤下陷、基礎沉陷、侵蝕和沉積等，所以環境地質是先期性而且是區

域性的研究，其資料是土地利用與災害防治所必需者。 

5-2 環境地質災害敏感地劃設 
一般對於地質危險區所採取的預防措施有規避、土地安定化、建築物結

構安全化、禁建與限建，以及裝設警報系統等五種。有效的土地利用需要有合

理的經營與管理辦法，而合理的營管需要有明確的規劃與開發程序。根據美國

的經驗，坡地之開發先後需經過五層管制，分別為一般規劃(general plan)、分

區規劃(zoning ordinance)、細分規則(subdivision ordinance)、工址開發規則(site 

development ordinance)、及建築法規(building code)，而每一層管制均須有可靠

的環境的地質資料作為依據。故依據計畫彙整相關圖資資料進行環境地質災害

敏感地劃設。 

5-2-1 山崩潛感性分析 
本計畫將參照全省重要都會區環境地質資料庫之分析方法，依照邊坡上

之土石均有因應重力而下滑的趨勢，其分力稱為剪應力(shear stress)，但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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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於本身的抗剪強度(shear strength)而保持暫時穩定的狀態。一旦這種均勢遭

到破壞，即剪應力增加或抗剪度減弱，就可能發生山崩。肇使這種變化的因素

很多，但可歸納為地質、地形和氣候三大類。山崩潛感性分析的目的即是要研

判各種可能引發山崩的因素，經評估後，比較調查區內各部份發生山崩的相對

難易程度。 

山崩潛感圖乃是綜合坡度、基岩強度、破碎情形、風化程度、山崩歷史、

河流侵蝕作用(包括河岸侵蝕和向源侵蝕)、表層沖蝕以及人為因素等影響山崩

潛感性的因子，經分析後繪製而成，並將調查區各部分在目前的自然狀態之下

發生山崩的難易程度劃分為低、中低、中高、高潛感性四級。劃設原則如下： 

本計畫將調查區的坡度歸納為四類：(1)坡度 0%～5%；(2)坡度 5%～30%；

(3)坡度 30%～55%以及(4)坡度大於 55%，如圖 94 所示。接著第二步驟必須考

慮基岩的性質，基岩的山崩 潛感性評估可分為強度、弱面間距與風化程度等

三項加以考慮。其中岩石的強度係根據國際岩石力學學會(ISRM)公佈的標準

(如表 46 所示)，將之分為三級，並給予評分。 

表 46、ISRM 岩石材料之強度分類標準 
分類符號 分類 單軸抗壓強度 野外簡易分類法 

R0 極弱 0.25～1.0 大姆指甲僅略能壓出凹痕 
R1 甚弱 1.0～5.0 可以地質錘細端敲碎；可以小刀切削 
R2 弱 5.0～25 用地質錘之細端可敲出淺痕；小刀難以切削

R3 中強 25～50 地質錘敲擊一次可裂；小刀無法切削 
R4 強 50～100 地質錘敲擊一次以上始裂 
R5 甚強 100～250 地質錘敲擊多次始裂 
R6 極強 ＞250 用地質錘猛敲僅見小碎片跳出，極難敲裂 

 
第一級為強岩，R5～R6，分數為 0；第二級為中強岩，R3～R4，分數為 

1；第三級為弱岩，R0～R2，分數為 2。弱面間距則參考 Bieniawski(1979)地

質力學分類法之評分標準而將之分成三級，第一級之弱面間距大於 2 公尺，分

數為 0；第二級之弱面間距小於 2 公尺但大於 0.6 公尺，分數為 1；第三級之

弱面間距小於 0.6 公尺，分數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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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的風化程度係根據 Geological Society Engineering Group Working 

Party (1977)所公佈的風化程度分級標準(如表 47 所示)而分為三級。第一級為

新鮮岩石，(IA 與 IB)，分數為 0；第二級為中輕度風化岩石，(Ⅱ～Ⅲ)，分數

為 1 第三級為高度風化岩石(Ⅳ～Ⅵ)，分數為 2。綜合以上三項，以各單項之

得分相加，可將岩體分為三類：A，總分 0～2；B，總分 3～4；C 總分 5～6。

受地質構造(斷層、褶皺等)影響之破碎岩體皆屬於 C 級，依據經濟部中央地

質調查所所調查之全台二十五萬分之一地質圖，將秀巒集水區地層岩性分級，

詳圖 95 所示。 

山崩分析的第三步驟必須考慮崩塌的歷史，包括各種新、舊崩塌及崩塌

堆積物之範圍劃定，其又可分為三種狀況，如表 49 所示。 

 
表 47、ISRM 岩石風化程度分類標準 

 
 
 

評估工作至此，山崩潛感圖之芻形已漸顯現，但為使山崩潛感性分析更

周全，必須再酌加考慮一些因素：崩塌地、地滑地及土石流等分別予以訂定參

數 a、b、c、d，如表 48(詳圖 96)所示。綜合上述各項影響山崩潛感性的因素

(坡度、基岩種類、山崩歷史、河岸侵蝕、表土沖蝕以及人為因素)而予以組合，

可將調查區內各部份發生山崩的機率分為低、中低、中高以及高潛性四大類(如

表 49 所示)，並完成山崩潛感圖如圖 9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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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山崩潛感性分析準則 
坡度 % 基岩性質 其他因素 

I.0%~5% 
II.5%~30% 

III.30%~55% 
IV.大於 55% 

A.強岩 

B.中強岩 

C.弱岩 

a.未受擾動 

b.地滑地 

c.崩塌地 

d.土石流 

 

表 49、山崩歷史評估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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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4、坡度因子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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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5、岩性因子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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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6、其他因子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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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7、山崩潛感潛勢區位分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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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集水區經營管理保育對策研擬 
由北水局分析研判近年來石門水庫集水區災害原因得知，除天然地文及

地質因素外，九二一地震後遺症及近年來強烈颱風集中性豪雨，導致水質混濁

及大量土石嚴重淤積為集水區可能致災因素（如圖 98 所示）。有鑑於此，未

來石門水庫集水區水土保持復育當為治理與管理之重要課題。 

 

石門水庫集水區93年艾利颱風侵襲前石門水庫集水區93年艾利颱風侵襲前

石門水庫集水區93年艾利颱風侵襲後石門水庫集水區93年艾利颱風侵襲後

水質混濁及大量土石嚴重淤積

近年來石門水庫集水區災害
原因得知，除天然地文及地
質因素外，九二一地震後遺
症及近年來強烈颱風集中性
豪雨。

未來石門水庫集水區水土保
持復育當為治理與管理之重
要課題。  

圖 98、石門水庫集水區艾利風災後之現況 
 

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四條：「集水區之治理係為保育水土資源、涵養

水源、防治沖蝕、崩塌、地滑、土石流、洪水及土砂災害，並以淨化水質、維

護自然生態環境為目的。」整體規劃應包含下列幾項規劃： 

5-3-1 集水區治理計畫規劃 
治理對策之研提主要以直接影響人命安全為第一考量，房舍、道路橋樑

等設施安全次之，農作生產再次之。本計畫針對崩塌地治理對策之項目，擬訂

治理對策，並就現階段需優先處理者進行細部設計。致災原因整體分析如下： 

因颱風豪雨多處發生嚴重崩塌，大型落石及泥砂崩落，引致發生河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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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淤積，且因豪雨溪水挾帶土石衝擊河床兩岸，以致河床兩岸邊坡基腳掏空、

裸露，邊坡坍方極為顯著，又因河川邊坡有多條農路及林道，屬本區主要交通

要道，豪雨期間，部份路面逕流沖刷邊坡，更加創傷邊坡。 

93 年之艾利颱風、94 年之海棠、馬莎及泰利颱風為蘇樂、高義等地區帶

來超大降雨強度及超過 1,000mm/24hr 之累積雨量，為災害之主要誘因，造成

溪溝兩側之地下水位上昇，降低土壤有效應力及剪力強度，同時淘刷原有溪溝

兩側護岸，並漫流越過道路沖刷坡腳，增加土石之料源，因而導致本區災害，

本區之河道因多次的豪雨及洪水沖刷，造成邊坡護岸遭受沖刷毀，造成道路的

路面和基礎遭到破壞，漫流的溪水也使邊坡的基腳受到淘刷，產生崩塌的現象。 

邊坡損毀之原因有以豪雨及地震為主，經歸納後主要的破壞模式有下列

五大類，根據各破壞模式可以各種工程對策克服，茲分述如下: 

一、邊坡基腳沖刷流失裸露: 

由於水流造成的水力沖蝕破壞基腳；又由於邊坡上方農路及林道，部分

道路漫地逕流，往下邊坡宣洩，所流經之處因沖刷造成邊坡土壤流失。因以

上兩者交互影響，已造成多處崩坍。 

二、沖蝕破壞： 

沖蝕破壞係土壤遭受地表逕流、滲流與風化等作用，以致固結之土壤或

岩石鬆散並流失。土壤常因沖蝕，發生溝邊土壤崩落，形成土石流現象，而

沖蝕時會形成沖蝕溝，日久經切割形成 V 形溝。 

三、順向坡： 

順向坡滑動為本基地邊坡破壞型式之一，惟數量規模尚不顯著。順向坡

多發生於砂頁岩，常因工程開發時被砍去坡腳或河川掏空底部，形成自由端

不穩定狀況。雨水入滲，會形成濕潤面，造成大面積之平面滑動。 

四、落石： 

落石多發生於不連續面發達之岩坡。係由岩體因解壓行為發生破壞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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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形破壞或向下墜落之行為。通常發生於河谷解壓或開闢道路時切剖岩體，

因解除岩體之圍壓，形成張力裂縫，造成縱橫向之節理，再由雨水、風化及

地震之外力影響而產生落石。 

五、谷地切割向源侵蝕： 

此現象通常發生於凹型或大回頭彎之處，上邊坡之地表水匯集至下邊坡

之谷地或河川，河水昇高及地表水之滲透使地下水流提高，孔隙水壓使土壤

有效應力降低，但土體含水量增加使產生滑動破壞。不斷的循環破壞模式，

使谷地切割產生向源侵蝕破壞。 

5-3-2 治理目標及對策 

一、治理目標 

集水區整體治理規劃目標係在『防災』的基礎下，維護生態棲息地之正

常發展和生物多樣化，且在人類利用自然資源的同時，實施保護(protection)、

復育(restoration)、復建(rehabilitation)等措施，以防止自然資源被濫用、破壞、

或劣化。 

二、防災區位研擬及治理優先順序 

(一) 防災區位研擬 

集水區內可能致災之自然環境區位，包含崩塌地、土石流潛勢溪流、野

溪及道路。各自然環境治理區位應視保全對象之多寡和重要性，以及災害向

上、下游的傳遞特性決定優先順序。 

1. 崩塌地： 

(1) 危險等級 A 之極不安定崩塌地、等級 B 較不安定崩塌地，有保護對  

象者優先處理(參考表 50)。 

(2) 崩塌土砂量較高及崩積料容易被溪谷洪流夾帶沖往下游者，優先處

理。 

(3) 位於土石流潛勢溪流源頭之崩塌地優先處理，配合土石流潛勢溪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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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理計畫進行處理。 

(4) 交通無法到達或岩坡崩塌地、岩層裸露地者，以自然演替為原則。 

表 50、崩塌地之危險度分級準則表 

與崩塌地距離 設施種類 

公共設施(或聚落) 
下邊坡 上邊坡 

活動徵兆明顯 活動徵兆不明顯
一般建築 其他

＜2H ＜1H A B C D 

2H～5H 1H～3H C D 

 

崩塌地影響範圍示意圖 

資料來源：集水區整體治理調查規劃參考手冊 

2. 土石流潛勢溪流： 

(1) 高潛勢土石流潛勢溪流優先處理。 

(2) 對下游保護對象(聚落、交通動線、公共設施)有造成危害之虞者，

優先處理。 

(3) 溝谷土石淤積嚴重會隨著洪流輸往下游河道者，優先處理。 

(4) 土石流潛勢溪流，經調查結果無明顯土石堆積，且集水區植生覆蓋

良好，暫不處理。 

(5) 土石流規模經整治後仍無法確保兩側保護對象者，需建立警戒系

統、規劃避難路線及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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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野溪治理： 

(1)  有保護對象或鄰近土砂災害地點者優先處理。 

(2)  位於河道輸砂條件變化之河段，容易有沖淤變化者，配合上游集水 

    區整治計畫進行整治。 

(3)  道路橋樑底淨空不足阻礙排洪者，優先辦理橋樑改建，再考慮辦理 

上下游河道整治。 

(4)  鄰近土石流堆積區之野溪，以定期河道整理疏濬為原則。 

4. 道路： 

(1)  道路損壞地區嚴重影響附近居民通行者優先處理。 

(2)  位於土石流區之道路，須配合土石流之治理計畫及設計標準進行整 

 治。 

(二) 治理優先順位 

1. 緊急治理：有保護對象，災情嚴重且具急迫性，應即時辦理處理措施。 

2. 優先治理：有保護對象，經常發生災害，應持續辦理處理措施。 

3. 計畫治理：有保護對象，無立即危險，與鄰近人民活動區域間有緩衝

地帶者。 

4. 暫不治理：非 A、B、C 級者，需實施長期水土保持措施或辦理環境

復育及改善。 

三、治理對策 

經由集水區的全面調查、彙整和分析，歸納出問題的本質和災害的根本

之後，接著應研擬問題的解決之道。由於山坡地集水區致災因素多以土砂為

主，故整體治理對策應以『保土蓄水、減災避災』措施作為主軸，並採用工

程和非工程措施交互使用，以營造最佳的生活、生產及生態空間。 

(一)崩塌地處理： 

崩塌地處理須由源頭處理開始，由消除或減除其導致崩塌之誘因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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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各種工程結構物或植生方式來增加抵抗力以達安定之目的。 

1. 源頭處理： 

崩塌地源頭因排水不良、地表裂系隙和坡面裸露等造成下坡面崩塌

擴大及土石流等危害，針對集水區崩塌地源頭擬定處理工法有：坡面排

水、裂隙填補、打樁編柵等處理工法，因地制宜施做，以達到整治功效。 

未避免坡地水流匯集造成沖蝕危害，針對不同坡度之邊坡提出適宜

之縱向排水溝，並配合不超過 100m 之橫向排水溝，可有效疏導水流，

以降低坡面危害，坡面縱向溝處理工法如表 51 所示。 

表 51、坡面縱向溝處理工法 

型式 適用條件 設計圖 照片 

客土袋縱向排

水溝 
坡度〈35∘ 

 

 

 

複合式縱向排

水溝 
坡度〈35∘ 

 

  

聚乙烯(PE) 

Ｕ型縱向排水

溝 

坡度 35～45∘

 

模鑄型縱向排

水溝 
坡度 35～45∘

 

 

傳統水泥噴漿

溝 
坡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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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坡面處理工法 

崩塌地處理以生態工法為主，並配合源頭裂隙填補及坡面截、排水

工整治，以減低負面效應，針對石門水庫集水區崩塌地類型擬定處理工

法如表 52 所示。 

表 52、崩塌地坡面保護工法-簡易初步選擇表 
地質條件 硬岩 軟岩、風化岩 

坡面條件 

邊坡坡度 

順向坡坡面 逆向至斜交

坡坡面 

順向坡坡

面 

逆向至斜交

坡坡面 

礫質土（紅土

礫石層） 

一般土質坡

面 

小於 30 度 

（1:1.7） 

 

A1、A3、B1、

D1、D2、D3、

E1 

A1、A3、B1、

E1 

A1、B1、

D1、D2、

D3、E1 

A1、A3、B1、

E1 

A1、A3、A4、

B1、B2、D3、

E1 

A1、A3、A4、

B1、B2、D3、

E1 

30 至 45 度 

（1:1.7） 

（1:1.0） 

A2、A3、A4、

B1、D1、D2、

D3 

A2、A4、B1、

D3 

A2、A4、

B1、D1、

D2、D3 

A2、A4、B1、

D3 

A2、A3、A4、

B1、B2、D3 

A2、A3、A4、

B1、B2、D3

45 至 60 度 

（1:1.0） 

（1:0.6） 

A2、A3、A5、

C2、D1、D3 

A2、A5、C2、

A3、D1、D3

A2、A3、

A5、C1、

C2、D1、D3

A2、A3、A5、

C1、D1、D3

A2、A3、A5、

C1、C2、D1、

D3 

A2、A3、A5、

C1、C2、D1、

D3 

大於 60 度 

（1:0.6） 

A6、C1、C2、

A3、D1、 

A3、、C1、

C2、、D1、

A2、A3、

A5、A6、

C1、C2、

D1、D4 

A2、A3、A5、

C1、C2、D1

A2、A3、C1、

C2、D1、D2 

A2、C1、C2、

D4、 

 

【註】：1.本表僅為坡面保護工法之初步選擇，最後工法之選擇，應再經專業人員考量環境因素

及保全對象檢核（行政院工程會工程管理處彙）。 

2.各工法之細部設計，應再依局部地形地質條件，配合排水或坡腳處理而調整。 

3.各工法代號如下 

A1：人工撒播、A2：直接噴植、A3：袋苗穴植、A4：草皮鋪植、A5：肥束袋鋪植配

合播種、A6：緩衝帶植栽 

B1：打樁編柵、B2：砌石牆 

C1：鋪網噴植、C2：自由樑型框植生 

D1：地錨、D2：排樁、D3：坡腳箱籠擋土牆、D4：坡度整理或挖除危石。 

E1：構築小平台或石牆 

備註： 

1.坡度小於 30 度地區可構築小平台、石牆配合植樹或植草，則不需打樁編柵。 

2.坡度大於 60 度，順向坡或無風化層可選擇不處理，非順向向坡，有風化層及礫石層亦可

適用袋苗穴植（A3）。 

3.一般含土層之崩塌坡面，坡度均小於 60 度。 

4.打樁編柵可適用到 50 度。    

5.撒播、噴植、袋苗應含草苗及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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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型崩塌地治理 

經本計畫執行之航照影像判識結果，秀巒子集水區有一處大型崩塌

地，其土砂若流入庫區，將污染水質、減少水庫壽命並降低水源利用及

水庫經濟效益，爰此，本規劃團對針對此處崩塌地規劃系列式防砂壩

群，並以改良壩翼式防砂壩及梳子壩提高防砂效率，以有效攔阻土砂進

入庫區，詳圖 99 所示。 

 

圖 99、秀巒集水區大型崩塌地治理規劃圖 

 

(二)野溪治理： 

野溪治理主要針對河床及河岸沖刷，利用護岸或固床工保護道路、堤防

基腳、橋樑基礎及河床穩定，另可以壩工或導流工程維持流路安定。 

由於野溪災害因子複雜，其治理方法除需符合治理目標外，尚需參酌當

地之自然環境、工程環境及社會經濟狀況，來選定適當之治理工法。災害之

治理對象與相關治理工程列於表 53，以供規劃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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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災害治理對象與相關治理工程 

治理對象 相關治理工程 

1.坡面沖蝕，沖蝕溝發達地區
造林、植生、蝕溝治理、縱橫向排水、坡面保

護工、節制壩 

2.岸坡崩塌 
防砂壩、固床工、潛壩、護岸、丁壩、植生、

排水 

3.亂流河段 潛壩、整流工程、防砂壩、堤防、丁壩 

4.淤砂嚴重河段 防砂壩、潛壩、沉砂工程、土壩、疏浚。 

5.縱向沖蝕河段 防砂壩、固床工、潛壩 

6.土石流地區 
源頭處裡、防砂壩、固床工、沉砂工程、梳子

壩 

7.洪氾地區 滯洪壩、堤防、護岸、疏濬 

 
以上各項治理方法對集水區野溪治理工程而言，很難以單項處理而達成

預期之治理成效，為期發揮構造物之最大功效，應依其治理目的，採用多項

治理工程相互配合應用。 

經本執行計畫航照影像判識結果，秀巒集水區內野溪多屬坡面沖蝕及岸

坡崩塌類型，且崩塌地有多處緊臨溪流，故研判可能由於野溪坡度陡峭，汛

期流量大，造成溪岸淘刷並向源侵蝕引發坡面崩塌擴大，故建議以護岸及壩

工減緩沖蝕擴大，並持續性監控，以達到治理之成效。 

(三)土石流治理： 

土石流治理需依其流動特性，分別於土石流發生區、流動區及堆積區分

別實施抑制、攔阻、疏導、淤積、緩衝等處理措施。 

經本執行計畫航照影像判識結果，秀巒集水區內土石流危害只有零星分

布，且與聚落分布並無直接危害，故治理對策以防制土砂進入河道、保護庫

區為主。 

(四)公路橋涵斷面配合措施： 

遇有道路橋樑橫跨河溪，經檢算後如有斷面不足之虞時，應與橋樑主管

機關進行溝通及配合，以避免影響通洪斷面。 

其他相關措施：觀測系統建置、避難路線及避難處所規劃、特定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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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區劃定、住戶遷移、集水區管理…等。 

5-3-3 聚落保護 
造成潛在危險聚落的因素很多，包括土石流潛勢溪流、崩塌地及野溪等

等，而在秀巒集水區範圍內，大多為原住民泰雅族群，另有客家族群，和少

數的閩南人和原住民賽夏族群，共有 13 鄰，約 440 人。過去災害除土石流

潛勢溪流造成房屋毀損之外，竹 60、60-1 鄉道及產業道路均有因道路上下邊

坡崩塌造成道路中斷，區內居民斷糧之危害，故針對區內潛在危險聚落，以

分為受土石流潛勢溪流威脅及道路中斷兩個方面，其保護對策茲分述如下： 

一、土石流潛勢溪流威脅 

依據水土保持局土石流防災應變系統所公布之新竹 A042 土石流潛勢溪

流範圍，目前已有施作壩體及護岸工程，為求下游秀巒聚落之安全，建議在

左岸處增設加強砂石造土堤，以防止土石溢流造成生命財產之損失，建議仍

應配合水土保持局進行土石流潛勢溪流疏散路線及避難區規劃，並定期進行

演練。 

二、道路中斷威脅 

本計畫區內聚落零散分佈，區內連外交通主要靠竹 60、60-1 鄉道，此兩

鄉道是尖石鄉最重要聯外道路，每當颱風豪雨來襲時總造成重大災害，路況

柔腸寸斷，部份路段因大雨時排水不良或過於集中，沖毀路基造成坍陷，部

份則因路旁之邊坡崩塌土石崩落阻塞；除此之外於過水箱涵部份則因箱涵阻

塞，造成溪水滿溢破壞，部份路段因此形成斷點。一旦道路中斷，區內居民

即糧食中斷及無法對外聯絡，惟本計畫區內位處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內，

實無法再行新闢道路，因此本計畫建議應於區內規劃配發一具衛星電話，在

道路中斷時，居民仍有能力可對外聯絡求援。 

 

 



石門水庫集水區   
高解析數值高程模型資料庫前置建置計畫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陶林數值測量工程有限公司 139 成果報告 

 

 

圖 100、秀巒集水區聚落緩衝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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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法規與管理 
水庫集水區面積廣大，牽涉的法令很多，除水利法、野生動物保育法、

森林法、水土保持法、山坡地開發利用條例、國家公園法、文化資產保存法、

發展觀光條例等等有關土地使用的法令及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理法、空氣

污染防制法等有關環境污染的管制法令。此外，尚牽涉國有財產法、民法、原

住民保留地管理辦法。與河川土壤工程維修有關的尚有水利法、公路法。如何

有效連結龐雜的相關法規，應是討論水庫集水區管理改進的重要問題。 

集水區管理主要針對區內土地合理之使用，而管理事項涵蓋則林地管理

及山坡地管理。另由於森林為水土保持及水資源涵養的關鍵，因此推動坡地造

林，強化林業生態系統的維護，是解決集水區土砂災害最根本的措施。 

一、山坡地管理 

山坡地管理主要可分為開發行為之管理與管制及違規農業使用及違規

非農業使用三大部分。 

1. 發行為之管理與管制：依水土保持法施行細則第八條規定，於山坡地

從事開發行為應擬具水土保持計畫。 

2. 違規農業使用之處理：依照水土保持法第 22 條規定，山坡地超限利

用者，或從事農、林、漁、牧業，未依水土保持法第 10 條規定使用

土地或未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者，由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限期改正，屆

期不改正或實施不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者，得通知有關機關依規定處

理。 

3. 違規非農業使用之處理：未依水土保持法第 12～14 條規定之一所核

定之水土保持計畫實施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者，除依水土保持法第

33 條規定按次分別處罰外，由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水

土保持義務人限期改正; 屆期不改正或實施仍不符合水土保持技術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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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者，應令其停工、強制拆除或撤銷其許可，已完工部分並得停止使

用。 

二、林班地管理 

依據「台灣省加強山坡地保育利用管理方案」針對林班地違規土地利用

規定國有林事業區、試驗用林地、保安林地(包含區外保安林)查報、制止、

取締及處理，由各該林業經營管理機關，依規定辦理，令國有林地則應依據

『國有林事業區出租之造林地管理要點』加強管理。 

 
 
  



石門水庫集水區   
高解析數值高程模型資料庫前置建置計畫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陶林數值測量工程有限公司 142 成果報告 

 

第陸章  集水區崩塌地查詢系統 
6 

6-1 系統開發 
本系統架構在個人電腦 WINDOWS 2000、XP 以上之作業系統平臺，開

發整管理資訊系統。系統具備互動查詢、展示、出圖等功能。以簡易、人性化

之人機介面操作顯示系統，作為秀巒集水區管理及查詢資訊有效之利器。 

6-1-1 系統架構規劃 
系統以單機使用者登入的模式開發設計，配合高階資料庫程式元件撰寫，

提供圖資套疊、複合式邏輯條件查詢、圖查屬性、屬性資料維護等功能。並針

對北水局管理相關業務需求及未來綜合管理目標，擬定建置開發各式主題之管

理子系統及功能，以利於本案圖資與相關業務結合及後續應用之效益。系統起

始畫面設計如圖 101。系統架構規劃分述如下： 

 

 
圖 101、系統起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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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形資料展示平台 

圖形資料展示以 ArcGISEngine 之圖形展示元件為主架構，利用其強大

的圖形處理能力，能夠有效的處理各種空間資料包括向量式資料及影像資

料，並緊密的將圖形資料及屬性資料加以連結，且具備了資料建置、資料處

理、資料分析、資料顯示等重要功能。本系統將透過地理資訊系統及各項電

腦資訊技術來完成此系統設計，並可使用圖幅表選取視域，顯示該區域圖

資，同時可套疊多層 GIS 圖形及影像，選擇性顯示主題圖資。 

二、屬性資料庫引擎 

查詢方式採開放式邏輯開發，其目的乃是為了迎合大眾化之使用，加以

採用目前較高階之資料庫程式元件撰寫屬性資料庫輸入、更改及查詢工具，

使之具備較佳之執行效能。 

 

6-2 主要子系統及功能 
主要子系統及功能說明如圖 102 所示，各功能細項說明如下： 

 

 
圖 102、系統功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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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基本圖資查詢 
圖資內容主要為本計畫產製之各項數值圖資，並依據石門集水區現有資

料研擬資料庫架構，蒐集彙整既有相關資料資料後進行實體資料庫建置，資料

建置包含數值資料、書圖資料及航測調查資料，並將一併收集或製作詮釋資料

（metadata），並根據資料庫架構分類管理。將建置完成之定位掃描影像、向

量資料、網格資料等，併同無座標之屬性資料及連結資料，以彩色正射影像、

數值地形圖為底圖，主題圖資為本計畫收集建置之地文、水文、生態、管理圖

層資料，展示如圖 103 所示。 

 
圖 103、基本圖資查詢畫面 

6-2-2 水利環境資源管理系統 
系統針對行政區及土地利用等空間資訊進行套疊查詢，藉以獲得該區域之

都市、非都市土地之分區編定狀況、土地使用現況及前後時期地文變遷狀況，

提供河川空間利用形態及使用分區等基本資料；以及可能應限制開發法規等整

合性資訊，作為整體流域規劃及河川環境管理架構及分析運用之基準。 

使用者可框選圖台欲分析區域，系統圖台則立即顯示該區域所涵蓋的限制

圖層及相關法規；使用者並可點選圖資列表任何一限制圖層名稱，系統即自動

開啟該限制圖資套疊展示限制範圍。並顯示該區域限制、禁止、許可三項法規、

條列資料，提供使用者參考，查詢及展示如圖 104 所示。 



石門水庫集水區   
高解析數值高程模型資料庫前置建置計畫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陶林數值測量工程有限公司 145 成果報告 

 
 

  
圖 104、環境敏感圖層套疊展示及法規查詢成果畫面 

 

6-2-3 動態集水區劃設及查詢 
以累積流量為門檻值自動劃分集水區，多依使用者主觀認定及劃分後各河

段存在有違反集水區定義之集水區，在應用上有其盲點，實宜以集水區之出流

口為劃分依據，動態劃分出流口之集水區範圍供規劃參考。本計畫利用集水區

動態劃分方法，根據地形模擬之排水流向，向上游自動追蹤流經該點之所有排

水區位劃分集水區範圍，動態集水區劃設畫面示例如圖 105 所示。 

 

 
圖 105、動態集水區劃設畫面示例 

 
參照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之學理，整合數值高程模型(DEM)資料及地理資訊

系統技術，分析集水區地文資訊，以了解流域特性，做為災害即時治理之參考。

集水區之地文資訊分析如圖 10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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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6、地文水文特性分析成果示例 

6-2-4 土壤沖蝕分析 
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規定，山坡地土壤流失量之估算，得採用通用土

壤流失公式（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 USLE），系統自動開啟公式所需相

關圖資資料，使用者並可依使用圖層級進行資料更新，系統則自動填入分類係

數，使用介面如圖 107 所示。 

 
圖 107、土壤沖蝕分析 

6-2-5 崩塌淤積土方量計算 
由不同時期之數值高程資料可得知兩不同時期高程差量值（如圖 108），

以每個網格為底面積乘以各網格之高程值等於每網格之體積，累計每網格體積

之總和即為此崩塌量。系統提供使用者可選取不同時期之高程資料進行分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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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系統分析畫面如圖 109 所示。 

   
圖 108、前後期高程變化示意圖 

 

    
圖 109、崩塌堆積土方量計算結果示例 

6-2-6 影像比對視窗查詢 
計畫將蒐集艾莉前後及 95 年之正射影像資料透過資料庫整合連結，使用

者可由系統圖台區選呼叫不同時期之正射影像進行比對，可得知航拍當時之地

文情形，進一步已瞭解地文、地貌變遷狀態，如圖 110 所示。 

 
圖 110、歷年影像比對展示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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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計畫執行進度 
7 

 

本計畫至 95 年 12 月結束須完成全部之作業，並繳交所有成果圖幅及報

告，以供北水局審核。本計畫實際進度如表 54 所示，各項作業皆依合約進

度辦理，在 12 月底前將如期送交相關成果。 

 
表 54、本計畫預定及實際工作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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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捌章  結論與建議 
8 

8-1 結論 

1. 秀巒集水區主要崩塌地分布於白石溪及其支流，從錦路至白石間河段及

其西側支流和白石溪以東之上游流域。崩塌地判釋成果為 1,034 筆，總面

積約為 442.28 公頃，崩塌地資料詳本報告附錄二崩塌地屬性登錄成果表。 

2. 秀巒集水區發生崩塌地之主要高程在 1,500~2,000 公尺間，坡度以 30~50

度間，坡向則以西北向最多，而地質方面以大桶山層之崩塌面積為最多。 

3. 大多數的崩塌均位於河溪兩旁，或是位於河溪源頭，尤其在白石溪主流

上崩塌面積最多，佔總崩塌面積之 29.48％；引發山崩之主因，主要是暴

雨或颱風造成雨量過大，造成溪溝兩側之地下水位上昇，降低土壤有效

應力及剪力強度，同時淘刷原有溪溝兩側護岸，並漫流越過道路沖刷坡

腳，增加土石料源及原水之濁度，因而導致本區災害及流入庫區底泥大

量增加。 

4. 由泥砂產量推估及遞移率分析結果，秀巒集水區崩塌地土砂流出量約 394

萬立方公尺，坡地土砂流出量約為 135 萬立方公尺，合計約 529 萬立方

公尺。 

5. 本計畫所建置之「石門水庫集水區崩塌地查詢系統」透過地理資訊系統

的機能，利用 GIS 圖層管理方式，配合 TWD97 座標系統一致性之運用，

可將所有圖資套疊展示，建立一般性 GIS 圖資展示、操作及管理之圖臺

系統，所建構之 GIS 管理及應用系統架構，可應用於 貴局在本計畫圖資

管理及後續相關計畫應用所需。 

6. 本計畫採用航空測量，除可得到 DEM 之資料外，對於崩塌地分析、地表

地物的狀況皆可明確地分辨及繪製，除此之外，亦可由飛行模擬之立體

的影像清楚判斷崩塌地所在位置，可用於後續之相關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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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建議 

1. 秀巒集水區土砂流出量合計約 529 萬立方公尺，為求更精確之土砂遞移

率，建議配合 貴局相關排砂計畫統計土砂量，以驗證本計畫土砂遞移率

之正確性，作為後續土砂推估之參考，相信可為後續計畫提供更可靠且

便利之推估模式。 

2. 本年度計畫以航空測量為工具，建置石門水庫秀巒集水區內高精度數值

正射影像及 DEM 等基本資料，是自民國 69 年第一版 1/10000 像片基本

圖及民國 80 年前後之林班 1/5000 像片基本圖完成以來之第三次辦理，也

是自民國 88 年 921 地震後之首次具有測量精度之數值圖資，建議可提供

為後續「保土蓄水，減災避災，生態調查研究」等作業應用。 

3. 本計畫完成之集水區內基本圖資導入水保及水利專業之數學演算模式，

再以 GIS 專案系統方式開發使用、建置完成，集水區內地文、水文、土

砂、入滲、土石流及崩塌潛勢分析，並引入主河道內之輸砂演算，均能

由本計畫完成之高精度地文資訊而獲得較精確之成果（如子集水區自動

分析、河道斷面自動切割、相關參數自動計算），建議後續辦理全水庫集

水區高精度數值圖資建置，推展成果以提供石門水庫集水區經營管理之

應用。 

4. 精確及正確的測量製圖是自然科學領域內最重要之基礎應用資料，若基

礎資料不正確，則後續應用於水利、水保、生態、森林各領域之任何計

算均會失真，數據也不正確，而航空測量是獲得大面積國土資訊較高精

度之可行方法，因此建議以本計畫為基礎，配合「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

整治計畫」第一階段分期執行計畫項下，分年續辦理完成石門水庫其餘

集水區數值圖資及 GIS 系統建置，以本計畫推導之功能為基礎，推求各

項適合石門水庫集水區應用之對策，落實水庫集水區保育任務之執行。 

5. 本計畫為石門水庫集水區經營管理與保育-崩塌資料庫建置之前置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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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本年度僅以秀巒集水區為作業範圍，建議在未來分四年期（96 至 99

年間）完成完整之石門水庫集水區高解析數值地形模型及正射影像並完

成相關之分析應用 GIS 系統之建立，說明如下： 

(1) 第一年期（96 年）航拍範圍以石門水庫庫區及三光溪集水區為作業

區，第二年期（97 年）航拍範圍以玉峰溪集水區、泰崗溪集水區及

白石溪(秀巒)集水區為作業區，提供作為石門水庫集水區經營管理保

育對策及集水區泥砂推估相關方案應用之需。 

(2) 石門水庫集水區經營管理保育計畫工作項目提議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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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石門水庫集水區經營管理保育計畫工作項目表 

年度 第一期(96 年) 第二期(97 年) 第三期(98 年) 第四期(99 年) 

1.基本資料收集整理 
1.集水區航空測量作業(比例尺

1/5000，面積約 42000 公頃) 
1.集水區經營管理保育資訊系統

維護更新 
1.集水區經營管理保育資訊系統 
維護更新及教育訓練 

2.集水區航空測量作業(比例  
尺 1/5000，面積約 36000 公頃)

2.集水區經營管理保育資訊系

統維護更新 
2. 崩塌區域 LiDAR 監測作業 2.崩塌區域 LiDAR 監測作業 

3.集水區經營管理保育資訊系

統建置 
3. 崩塌區域 LiDAR 監測作業 3.集水區水質保育對策研擬 

3.集水區水質保育對策(含非點

源污染防治動畫) 

4.崩塌區域 LiDAR 監測作業 4.水質遙測分析 4.集水區影像判釋及評估(1) 4.集水區影像判釋及評估(2) 

5.集水區水質監測及污染源調

查 
5.集水區崩塌區位現場調查 5.土砂來源分析 5.崩塌量量化分析(2) 

6.集水區環境地質資料蒐集及

調查 
6.報告編製 6.崩塌量量化分析(1) 6.治理對策檢討及災因分析(2) 

7.報告編製 7.圖冊印製費(正射影像分幅) 7.治理對策檢討及災因分析(1) 7.集水區經營管理保育對策研擬 

工
作
項
目 

  8.報告編製 8.報告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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