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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區邊坡目視檢查庫區邊坡目視檢查庫區邊坡目視檢查庫區邊坡目視檢查

與管理維護與管理維護與管理維護與管理維護

費立沅費立沅費立沅費立沅(2017/10/23)(2017/10/23)(2017/10/23)(2017/10/23)

蓄水與引水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專業知識教育訓練蓄水與引水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專業知識教育訓練蓄水與引水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專業知識教育訓練蓄水與引水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專業知識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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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大綱大綱大綱

一一一一、、、、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

二二二二、、、、邊坡目視檢查邊坡目視檢查邊坡目視檢查邊坡目視檢查

三三三三、、、、地質構造地質構造地質構造地質構造

四四四四、、、、山崩分類山崩分類山崩分類山崩分類&&&&調查內容調查內容調查內容調查內容

五五五五、、、、順向坡地形順向坡地形順向坡地形順向坡地形

六六六六、、、、不連續面立體投影不連續面立體投影不連續面立體投影不連續面立體投影

七七七七、、、、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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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努力的找出兩張圖細微的差異處

(Like a Puzzle: Find the Difference)
原圖(Orginal) 微變異圖(With differences)

(水土保持局：2017大規模崩塌防減災工作坊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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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水土保持局：2017大規模崩塌防減災工作坊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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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崩各單元用詞山崩各單元用詞山崩各單元用詞山崩各單元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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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坡目視檢查邊坡目視檢查邊坡目視檢查邊坡目視檢查
1.1.1.1.地形特徵地形特徵地形特徵地形特徵

2.2.2.2.地質條件地質條件地質條件地質條件

3.3.3.3.其他其他其他其他((((自然或人為影響自然或人為影響自然或人為影響自然或人為影響))))

目視檢查目視檢查目視檢查目視檢查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1.1.1.1.標示於地形圖標示於地形圖標示於地形圖標示於地形圖

2.2.2.2.填具制式表格填具制式表格填具制式表格填具制式表格

3.3.3.3.建議後續方案建議後續方案建議後續方案建議後續方案

崩塌地調查設計與規劃手冊(地滑篇)

張力裂縫張力裂縫張力裂縫張力裂縫

壓力裂縫壓力裂縫壓力裂縫壓力裂縫

趾部隆起趾部隆起趾部隆起趾部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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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概查內容地形概查內容地形概查內容地形概查內容

崩塌地調查設計與規劃手冊(地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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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精查內容地形精查內容地形精查內容地形精查內容

崩塌地調查設計與規劃手冊(地滑篇)

裂縫分布

12((((引自青山公司廖瑞堂資料引自青山公司廖瑞堂資料引自青山公司廖瑞堂資料引自青山公司廖瑞堂資料)))) ((((王文能王文能王文能王文能::::崩塌的地質特性與防災崩塌的地質特性與防災崩塌的地質特性與防災崩塌的地質特性與防災))))

概查概查概查概查

精查精查精查精查

表表表表3.23.23.23.2 崩塌調查項目與探討事項崩塌調查項目與探討事項崩塌調查項目與探討事項崩塌調查項目與探討事項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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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地質師攜帶裝備現代地質師攜帶裝備現代地質師攜帶裝備現代地質師攜帶裝備：：：：
鐵鎚鐵鎚鐵鎚鐵鎚
傾斜儀傾斜儀傾斜儀傾斜儀
放大鏡放大鏡放大鏡放大鏡
地形圖地形圖地形圖地形圖
背包背包背包背包
GPSGPSGPSGPS
望遠鏡望遠鏡望遠鏡望遠鏡
平板電腦平板電腦平板電腦平板電腦
大哥大大哥大大哥大大哥大((((衛星電話衛星電話衛星電話衛星電話))))
數位相機數位相機數位相機數位相機((((附附附附GPSGPSGPSGPS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防曬油防曬油防曬油防曬油
NikeNikeNikeNike運動帽運動帽運動帽運動帽
GOREGOREGOREGORE----TEXTEXTEXTEX透氣衣服透氣衣服透氣衣服透氣衣服
太陽眼鏡太陽眼鏡太陽眼鏡太陽眼鏡(LV(LV(LV(LV名牌名牌名牌名牌))))
50505050嵐微甜泡沫紅茶嵐微甜泡沫紅茶嵐微甜泡沫紅茶嵐微甜泡沫紅茶
麥當勞麥當勞麥當勞麥當勞BIG MACBIG MACBIG MACBIG MAC

哇係台客地質師哇係台客地質師哇係台客地質師哇係台客地質師((((只要裝備都給它換成表列物品就是勒只要裝備都給它換成表列物品就是勒只要裝備都給它換成表列物品就是勒只要裝備都給它換成表列物品就是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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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地質系的老師帶著學生到野外實習一個地質系的老師帶著學生到野外實習一個地質系的老師帶著學生到野外實習一個地質系的老師帶著學生到野外實習，，，，拿出拿出拿出拿出

傾斜儀傾斜儀傾斜儀傾斜儀(類似指北針類似指北針類似指北針類似指北針)指了一個方位指了一個方位指了一個方位指了一個方位，，，，問問問問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請告訴我請告訴我請告訴我請告訴我，，，，方向為何方向為何方向為何方向為何？？？？學生看了半天學生看了半天學生看了半天學生看了半天，，，，說說說說：：：：北北北北

偏東偏東偏東偏東90度度度度(＊＊＊＊直接說東方就可直接說東方就可直接說東方就可直接說東方就可)。。。。老師回他說老師回他說老師回他說老師回他說：：：：

這就好比這就好比這就好比這就好比在說在說在說在說12點點點點60分分分分(＊＊＊＊乾脆說乾脆說乾脆說乾脆說13點好了點好了點好了點好了)一一一一
樣樣樣樣。。。。(臺大臺大臺大臺大地質系地質系地質系地質系68級廖傾儀級廖傾儀級廖傾儀級廖傾儀)

N90 ° E傾斜儀傾斜儀傾斜儀傾斜儀

地質鎚地質鎚地質鎚地質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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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層太破碎岩層太破碎岩層太破碎岩層太破碎???? 地質構造太複雜地質構造太複雜地質構造太複雜地質構造太複雜????

順向坡太多順向坡太多順向坡太多順向坡太多???? 山太多山太多山太多山太多????山太高山太高山太高山太高????坡太陡坡太陡坡太陡坡太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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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地質地質地質構造構造構造構造

((((野柳地區之石底層野柳地區之石底層野柳地區之石底層野柳地區之石底層砂岩沉積構造風化後形貌砂岩沉積構造風化後形貌砂岩沉積構造風化後形貌砂岩沉積構造風化後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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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層理通常指不同岩性層理通常指不同岩性層理通常指不同岩性層理通常指不同岩性(顆粒或是顆粒或是顆粒或是顆粒或是

成份有差異成份有差異成份有差異成份有差異)間接觸的界面間接觸的界面間接觸的界面間接觸的界面，，，，如砂岩如砂岩如砂岩如砂岩、、、、

頁岩之間頁岩之間頁岩之間頁岩之間。。。。

2、、、、層理面如果表面粗糙層理面如果表面粗糙層理面如果表面粗糙層理面如果表面粗糙，，，，摩擦阻摩擦阻摩擦阻摩擦阻

力較高力較高力較高力較高，，，，所以平順之層面剪力強度所以平順之層面剪力強度所以平順之層面剪力強度所以平順之層面剪力強度

較低較低較低較低；；；；曾經發生剪位移之層面曾經發生剪位移之層面曾經發生剪位移之層面曾經發生剪位移之層面，，，，若若若若

位移量大到產生擦痕位移量大到產生擦痕位移量大到產生擦痕位移量大到產生擦痕，，，，其剪力強度其剪力強度其剪力強度其剪力強度

已經顯著降低已經顯著降低已經顯著降低已經顯著降低；；；；層面如果含有的軟層面如果含有的軟層面如果含有的軟層面如果含有的軟

弱夾心厚度超過十公分弱夾心厚度超過十公分弱夾心厚度超過十公分弱夾心厚度超過十公分，，，，則該層縫則該層縫則該層縫則該層縫

之剪力強度之剪力強度之剪力強度之剪力強度、、、、壓縮性已由軟弱夾心壓縮性已由軟弱夾心壓縮性已由軟弱夾心壓縮性已由軟弱夾心

所控制所控制所控制所控制。。。。

3、、、、順向坡之滑動常沿著兩不同岩順向坡之滑動常沿著兩不同岩順向坡之滑動常沿著兩不同岩順向坡之滑動常沿著兩不同岩

性間剪力強度最弱的層理面發生性間剪力強度最弱的層理面發生性間剪力強度最弱的層理面發生性間剪力強度最弱的層理面發生。。。。

層理層理層理層理

18

【【【【黑白配黑白配黑白配黑白配】】】】：：：：【【【【煤層與砂頁岩互層煤層與砂頁岩互層煤層與砂頁岩互層煤層與砂頁岩互層】】】】和和和和【【【【厚層砂岩厚層砂岩厚層砂岩厚層砂岩】】】】

黑色煤層黑色煤層黑色煤層黑色煤層 厚層砂岩厚層砂岩厚層砂岩厚層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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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山地門屏東縣山地門屏東縣山地門屏東縣山地門

挫屈挫屈挫屈挫屈

((((Buckling)Buckling)Buckling)Buckling)

變質岩劈理變質岩劈理變質岩劈理變質岩劈理(foliation)(foliation)(foliation)(foliation) 變質岩劈理挫屈變質岩劈理挫屈變質岩劈理挫屈變質岩劈理挫屈

臺
灣
輕
度
變
質
岩
分
布
區
劈
理
易
挫
屈

劈理劈理劈理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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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頁岩硬頁岩硬頁岩硬頁岩、、、、板岩板岩板岩板岩、、、、千枚岩千枚岩千枚岩千枚岩、、、、變質砂岩變質砂岩變質砂岩變質砂岩 黑色片岩黑色片岩黑色片岩黑色片岩、、、、綠色片岩綠色片岩綠色片岩綠色片岩、、、、大理岩大理岩大理岩大理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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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理節理節理節理

1、、、、節理是岩石中的裂隙節理是岩石中的裂隙節理是岩石中的裂隙節理是岩石中的裂隙，，，，裂隙兩裂隙兩裂隙兩裂隙兩

側岩石沿著裂隙方向側岩石沿著裂隙方向側岩石沿著裂隙方向側岩石沿著裂隙方向，，，，無明顯可見無明顯可見無明顯可見無明顯可見

的錯動或位移的錯動或位移的錯動或位移的錯動或位移(因此與斷層不同因此與斷層不同因此與斷層不同因此與斷層不同)。。。。
2、、、、裂隙中如果充填礦物裂隙中如果充填礦物裂隙中如果充填礦物裂隙中如果充填礦物，，，，可稱為可稱為可稱為可稱為

脈脈脈脈(如石英脈如石英脈如石英脈如石英脈)。。。。
3、、、、分三種分三種分三種分三種：：：：剪力節理剪力節理剪力節理剪力節理(表面光滑表面光滑表面光滑表面光滑，，，，

有時有擦痕有時有擦痕有時有擦痕有時有擦痕，，，，常形成共軛的兩組常形成共軛的兩組常形成共軛的兩組常形成共軛的兩組，，，，

夾角夾角夾角夾角45-60度間度間度間度間)、、、、張力節理張力節理張力節理張力節理(表面較表面較表面較表面較

粗糙粗糙粗糙粗糙，，，，常有羽毛狀花紋常有羽毛狀花紋常有羽毛狀花紋常有羽毛狀花紋，，，，裂面與伸裂面與伸裂面與伸裂面與伸

張應力方向垂直張應力方向垂直張應力方向垂直張應力方向垂直)、、、、混合節理混合節理混合節理混合節理。。。。

4、、、、共軛節理共軛節理共軛節理共軛節理：：：：兩組具相關係的節兩組具相關係的節兩組具相關係的節兩組具相關係的節

理理理理，，，，兩節理常呈一定的角度關係兩節理常呈一定的角度關係兩節理常呈一定的角度關係兩節理常呈一定的角度關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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劈理擾動劈理擾動劈理擾動劈理擾動

較少岩盤較少岩盤較少岩盤較少岩盤

崩積層崩積層崩積層崩積層

100 m

近地表潛近地表潛近地表潛近地表潛

移及傾翻移及傾翻移及傾翻移及傾翻

顯示劈理擾動包含顯示劈理擾動包含顯示劈理擾動包含顯示劈理擾動包含「「「「傾傾傾傾

翻翻翻翻」」」」及及及及「「「「多重滑動多重滑動多重滑動多重滑動」」」」現象現象現象現象

劈理反轉劈理反轉劈理反轉劈理反轉

40-60度度度度

劈劈劈劈理是僅存在於變質岩之不連續面理是僅存在於變質岩之不連續面理是僅存在於變質岩之不連續面理是僅存在於變質岩之不連續面，，，，風化或解壓後很明顯風化或解壓後很明顯風化或解壓後很明顯風化或解壓後很明顯。。。。

(林錫宏廬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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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林溪杉林溪杉林溪杉林溪 晴天劈晴天劈晴天劈晴天劈 三陽開泰三陽開泰三陽開泰三陽開泰((((非節理非節理非節理非節理))))

石碇百年石屋石碇百年石屋石碇百年石屋石碇百年石屋

石碇溪流轉向石碇溪流轉向石碇溪流轉向石碇溪流轉向

921地震，此巨石屹立山頭，經
左右搖晃、上下震動，龜裂為三，
唯仍攜手相連，示大地意濃情深。

烏來瀑布烏來瀑布烏來瀑布烏來瀑布

大安溪岩石節理大安溪岩石節理大安溪岩石節理大安溪岩石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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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中 央 地 質 調 查 所中 央 地 質 調 查 所
CENTRAL GEOLOGICAL SURVEYCENTRAL GEOLOGICAL SURVEY

2330"° 121°E urasian plate

琉球海溝 沖繩海 槽琉球島弧

Philippin e Sea plate綠島蘭嶼

2330"° 121°E urasian plate

琉球海溝 沖繩海 槽琉球島弧

Philippin e Sea plate綠島蘭嶼

2330"° 121°E urasian plate

琉球海溝

沖繩海 槽琉球島弧

Philippin e Sea plate

綠島蘭嶼

臺中市石岡埤豐橋關刀山砂岩分布之節理臺中市石岡埤豐橋關刀山砂岩分布之節理臺中市石岡埤豐橋關刀山砂岩分布之節理臺中市石岡埤豐橋關刀山砂岩分布之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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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挪威挪威挪威

PreikestolenPreikestolenPreikestolenPreikestolen

(Pulpit Rock(Pulpit Rock(Pulpit Rock(Pulpit Rock

，，，，講道壇石講道壇石講道壇石講道壇石))))

(網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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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岩層受應力作用岩層受應力作用岩層受應力作用岩層受應力作用，，，，形成彎曲的形成彎曲的形成彎曲的形成彎曲的

褶皺型態褶皺型態褶皺型態褶皺型態。。。。常發生在有圍壓的環境常發生在有圍壓的環境常發生在有圍壓的環境常發生在有圍壓的環境

中中中中，，，，存在彈性變形與塑性變形結果存在彈性變形與塑性變形結果存在彈性變形與塑性變形結果存在彈性變形與塑性變形結果，，，，

可能有不只一次的褶皺結果可能有不只一次的褶皺結果可能有不只一次的褶皺結果可能有不只一次的褶皺結果。。。。

2、、、、發生褶皺發生褶皺發生褶皺發生褶皺，，，，岩層間有相對滑移岩層間有相對滑移岩層間有相對滑移岩層間有相對滑移、、、、

兩翼發展出張裂縫或是節理等兩翼發展出張裂縫或是節理等兩翼發展出張裂縫或是節理等兩翼發展出張裂縫或是節理等。。。。

3、、、、褶皺分為向斜與背斜褶皺分為向斜與背斜褶皺分為向斜與背斜褶皺分為向斜與背斜，，，，不僅外不僅外不僅外不僅外

型不同型不同型不同型不同，，，，還具有地層上下的關係還具有地層上下的關係還具有地層上下的關係還具有地層上下的關係；；；；

位在背斜軸部地層之地質年代較翼位在背斜軸部地層之地質年代較翼位在背斜軸部地層之地質年代較翼位在背斜軸部地層之地質年代較翼

部為老部為老部為老部為老，，，，向斜則相反向斜則相反向斜則相反向斜則相反。。。。

4、、、、向斜軸部較易積存地下水向斜軸部較易積存地下水向斜軸部較易積存地下水向斜軸部較易積存地下水，，，，開開開開

挖隧道需注意挖隧道需注意挖隧道需注意挖隧道需注意；；；；向斜軸層面受壓趨向斜軸層面受壓趨向斜軸層面受壓趨向斜軸層面受壓趨

於緊密於緊密於緊密於緊密，，，，建壩比背斜軸有利建壩比背斜軸有利建壩比背斜軸有利建壩比背斜軸有利。。。。背斜背斜背斜背斜

軸部岩層可能較為破碎軸部岩層可能較為破碎軸部岩層可能較為破碎軸部岩層可能較為破碎。。。。

褶皺褶皺褶皺褶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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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斜軸向斜軸向斜軸向斜軸 背斜軸背斜軸背斜軸背斜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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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層斷層斷層斷層】】】】－－－－岩石受力後發生應變破岩石受力後發生應變破岩石受力後發生應變破岩石受力後發生應變破

壞壞壞壞，，，，沿著一弱面發生錯動沿著一弱面發生錯動沿著一弱面發生錯動沿著一弱面發生錯動、、、、位移位移位移位移。。。。

相關係的還有剪裂相關係的還有剪裂相關係的還有剪裂相關係的還有剪裂帶帶帶帶(shear zone)、、、、
破碎破碎破碎破碎帶帶帶帶(fracture zone) 等等等等。。。。

斷層斷層斷層斷層

斷層近地表變形型態與影響範圍斷層近地表變形型態與影響範圍斷層近地表變形型態與影響範圍斷層近地表變形型態與影響範圍

正斷層正斷層正斷層正斷層

逆斷層逆斷層逆斷層逆斷層

走向斷層走向斷層走向斷層走向斷層

(上盤上盤上盤上盤)

(上盤上盤上盤上盤)

(水平水平水平水平)

古地震調查古地震調查古地震調查古地震調查—槽溝開挖槽溝開挖槽溝開挖槽溝開挖

新化斷層新化斷層新化斷層新化斷層
(1946年年年年)

竹山槽溝竹山槽溝竹山槽溝竹山槽溝----車籠埔斷層車籠埔斷層車籠埔斷層車籠埔斷層

竹竹竹竹山山山山鎮鎮鎮鎮地地地地震槽溝震槽溝震槽溝震槽溝地地地地震紀念園區震紀念園區震紀念園區震紀念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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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卓蘭上新苗栗卓蘭上新苗栗卓蘭上新苗栗卓蘭上新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之之之之果樹被斷層劈開果樹被斷層劈開果樹被斷層劈開果樹被斷層劈開

31

((((李錦發李錦發李錦發李錦發,1999),1999),1999),1999)

(網路資料)

((((李錦發李錦發李錦發李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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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S2002初擬之分類初擬之分類初擬之分類初擬之分類

(圓弧型圓弧型圓弧型圓弧型)

(平面型平面型平面型平面型)

(楔型楔型楔型楔型)

(傾翻傾翻傾翻傾翻)

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類類類類型之山型之山型之山型之山崩崩崩崩分分分分類類類類 分類的目的只是分類的目的只是分類的目的只是分類的目的只是

將問題將問題將問題將問題條理化條理化條理化條理化、、、、

科學化科學化科學化科學化、、、、標準化標準化標準化標準化

與與與與簡單化簡單化簡單化簡單化之後之後之後之後，，，，

適合利用所選擇適合利用所選擇適合利用所選擇適合利用所選擇

的工具的工具的工具的工具進行分析進行分析進行分析進行分析，，，，

所以很難去評估所以很難去評估所以很難去評估所以很難去評估

哪一種分類方法哪一種分類方法哪一種分類方法哪一種分類方法

比另一類更好比另一類更好比另一類更好比另一類更好。。。。
(Hock ＆＆＆＆ Bray,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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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中央中央中央地地地地質質質質調調調調查查查查所所所所山崩土石流分類山崩土石流分類山崩土石流分類山崩土石流分類 水土保持局山崩土石流分類水土保持局山崩土石流分類水土保持局山崩土石流分類水土保持局山崩土石流分類

移動物質移動物質移動物質移動物質
移動型態移動型態移動型態移動型態
或或或或作用型態作用型態作用型態作用型態

基岩基岩基岩基岩

工程土壤工程土壤工程土壤工程土壤 ((((分類參考水保法及其子法分類參考水保法及其子法分類參考水保法及其子法分類參考水保法及其子法。。。。
以以以以防治災害為目的之分類防治災害為目的之分類防治災害為目的之分類防治災害為目的之分類，，，，
故不考慮移動物質故不考慮移動物質故不考慮移動物質故不考慮移動物質類別類別類別類別。。。。))))岩屑岩屑岩屑岩屑 土壤土壤土壤土壤

墜落墜落墜落墜落
落石落石落石落石

岩屑崩滑岩屑崩滑岩屑崩滑岩屑崩滑

崩塌崩塌崩塌崩塌((((崩落崩落崩落崩落、、、、崩坍崩坍崩坍崩坍、、、、崩壞崩壞崩壞崩壞))))
傾翻傾翻傾翻傾翻

滑滑滑滑 動動動動

平面型平面型平面型平面型
楔型楔型楔型楔型

岩體滑動岩體滑動岩體滑動岩體滑動
地滑地滑地滑地滑((((岩盤型岩盤型岩盤型岩盤型、、、、風化層型風化層型風化層型風化層型、、、、

崩積型崩積型崩積型崩積型))))
圓弧型圓弧型圓弧型圓弧型

流動流動流動流動
土石土石土石土石流流流流

((((無保全對象無保全對象無保全對象無保全對象))))
土石土石土石土石流流流流((((潛勢溪流潛勢溪流潛勢溪流潛勢溪流，，，，有保全對象有保全對象有保全對象有保全對象))))

風化侵蝕風化侵蝕風化侵蝕風化侵蝕
向源侵蝕向源侵蝕向源侵蝕向源侵蝕、、、、河岸侵蝕河岸侵蝕河岸侵蝕河岸侵蝕、、、、

((((蝕蝕蝕蝕溝溝溝溝、、、、指溝指溝指溝指溝))))
沖蝕沖蝕沖蝕沖蝕((((表層沖蝕表層沖蝕表層沖蝕表層沖蝕，，，，侵蝕侵蝕侵蝕侵蝕))))

表層緩移表層緩移表層緩移表層緩移
潛移潛移潛移潛移((((邊坡邊坡邊坡邊坡表層表層表層表層之之之之土壤土壤土壤土壤或或或或

岩層岩層岩層岩層的的的的緩緩緩緩慢慢慢慢移移移移動動動動))))
潛潛潛潛移移移移((((單指土壤單指土壤單指土壤單指土壤))))

地地地地調調調調所與水所與水所與水所與水保局保局保局保局有關坡地有關坡地有關坡地有關坡地災害災害災害災害分分分分類類類類之差異比較表之差異比較表之差異比較表之差異比較表

((((※※※※依據地質法依據地質法依據地質法依據地質法，，，，地調地調地調地調所目前劃所目前劃所目前劃所目前劃設設設設「「「「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山崩山崩山崩山崩與與與與地滑地滑地滑地滑

地質敏感區地質敏感區地質敏感區地質敏感區

((((土石流土石流土石流土石流地質地質地質地質敏感敏感敏感敏感區區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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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崩塌崩塌崩塌
地質條件地質條件地質條件地質條件 具特殊的地質具特殊的地質具特殊的地質具特殊的地質條件條件條件條件、、、、地層地層地層地層或地質構造或地質構造或地質構造或地質構造 與地質因素關係較少與地質因素關係較少與地質因素關係較少與地質因素關係較少

土壤種類土壤種類土壤種類土壤種類 以以以以凝聚性土壤凝聚性土壤凝聚性土壤凝聚性土壤為為為為滑動滑動滑動滑動面面面面材料材料材料材料 多沿不連續面崩落多沿不連續面崩落多沿不連續面崩落多沿不連續面崩落

地形因素地形因素地形因素地形因素 多在坡度多在坡度多在坡度多在坡度5555----25252525度度度度之緩坡之緩坡之緩坡之緩坡，，，，頂部且多為平台狀頂部且多為平台狀頂部且多為平台狀頂部且多為平台狀 常發生於坡度大於常發生於坡度大於常發生於坡度大於常發生於坡度大於30303030度之陡坡度之陡坡度之陡坡度之陡坡

發生時機發生時機發生時機發生時機 多發生在豪雨過後多發生在豪雨過後多發生在豪雨過後多發生在豪雨過後 可能發生在豪雨前或豪雨後可能發生在豪雨前或豪雨後可能發生在豪雨前或豪雨後可能發生在豪雨前或豪雨後

發生頻率發生頻率發生頻率發生頻率 重複或持續發生重複或持續發生重複或持續發生重複或持續發生 突然發生突然發生突然發生突然發生

滑移速度滑移速度滑移速度滑移速度 速度較緩慢速度較緩慢速度較緩慢速度較緩慢，，，，平均平均平均平均每天小於每天小於每天小於每天小於0.010.010.010.01至至至至10101010mmmmmmmm 速度快速度快速度快速度快，，，，每天每天每天每天大於大於大於大於10101010mmmmmmmm

土體結構土體結構土體結構土體結構 保持原來形態保持原來形態保持原來形態保持原來形態，，，，幾乎未受擾動幾乎未受擾動幾乎未受擾動幾乎未受擾動 嚴重嚴重嚴重嚴重擾動擾動擾動擾動，，，，呈分崩離析狀呈分崩離析狀呈分崩離析狀呈分崩離析狀

誘發因素誘發因素誘發因素誘發因素 與地下水關係密切與地下水關係密切與地下水關係密切與地下水關係密切 受密集降雨或豪雨影響受密集降雨或豪雨影響受密集降雨或豪雨影響受密集降雨或豪雨影響

影響範圍影響範圍影響範圍影響範圍
面積多在面積多在面積多在面積多在1~1001~1001~1001~100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坡長坡長坡長坡長100100100100～～～～200200200200公公公公
尺尺尺尺間間間間，，，，深度可深度可深度可深度可達到達到達到達到20202020公尺公尺公尺公尺

面積較小面積較小面積較小面積較小，，，，平均崩壞土平均崩壞土平均崩壞土平均崩壞土方約方約方約方約在在在在
444444440000立方立方立方立方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多發生在多發生在多發生在多發生在淺淺淺淺層層層層1111～～～～
2222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坡長在坡長在坡長在坡長在10101010～～～～30303030公尺公尺公尺公尺間間間間

發生前兆發生前兆發生前兆發生前兆 滑動前滑動前滑動前滑動前有張裂有張裂有張裂有張裂、、、、拱起拱起拱起拱起、、、、陷陷陷陷落落落落、、、、地下水地下水地下水地下水位升位升位升位升降降降降 很很很很少前少前少前少前兆兆兆兆，，，，多為突然發生多為突然發生多為突然發生多為突然發生

坡度範圍坡度範圍坡度範圍坡度範圍 約約約約在在在在10101010至至至至25252525度間度間度間度間 約約約約在在在在35353535至至至至66660000度間度間度間度間

地滑地滑地滑地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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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石落石落石落石(Rock Fall)(Rock Fall)(Rock Fall)(Rock Fall)』』』』

定定定定
義義義義

落石指岩塊或岩體自陡峻岩壁上分離後落石指岩塊或岩體自陡峻岩壁上分離後落石指岩塊或岩體自陡峻岩壁上分離後落石指岩塊或岩體自陡峻岩壁上分離後，，，，以自由落體以自由落體以自由落體以自由落體、、、、滾動或滾動或滾動或滾動或
彈跳等方式快速向下移動之現象彈跳等方式快速向下移動之現象彈跳等方式快速向下移動之現象彈跳等方式快速向下移動之現象。。。。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落石發生之要件除了陡峭之地形外落石發生之要件除了陡峭之地形外落石發生之要件除了陡峭之地形外落石發生之要件除了陡峭之地形外，，，，尚包括岩體之性質尚包括岩體之性質尚包括岩體之性質尚包括岩體之性質，，，，如富如富如富如富
含節理之堅硬岩層所形成之陡峭崖坡含節理之堅硬岩層所形成之陡峭崖坡含節理之堅硬岩層所形成之陡峭崖坡含節理之堅硬岩層所形成之陡峭崖坡，，，，有利於落石之發生有利於落石之發生有利於落石之發生有利於落石之發生。。。。堅堅堅堅
硬岩層係指岩體強度分級歸屬在硬岩層係指岩體強度分級歸屬在硬岩層係指岩體強度分級歸屬在硬岩層係指岩體強度分級歸屬在ⅠⅠⅠⅠ、、、、ⅡⅡⅡⅡ、、、、ⅢⅢⅢⅢ、、、、ⅣⅣⅣⅣ類的岩體類的岩體類的岩體類的岩體。。。。落落落落
石災害常見於基隆及臺北地區之坡地石災害常見於基隆及臺北地區之坡地石災害常見於基隆及臺北地區之坡地石災害常見於基隆及臺北地區之坡地。。。。

判判判判
釋釋釋釋
條條條條
件件件件

地形坡度地形坡度地形坡度地形坡度55555555°°°°以上以上以上以上，，，，由塊狀或厚由塊狀或厚由塊狀或厚由塊狀或厚層層層層堅硬岩層堅硬岩層堅硬岩層堅硬岩層

構構構構成陡峭成陡峭成陡峭成陡峭崩崖崩崖崩崖崩崖，，，，且具以下特徵一項且具以下特徵一項且具以下特徵一項且具以下特徵一項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a)(a)(a)(a)崩崖面裸露或植被稀疏崩崖面裸露或植被稀疏崩崖面裸露或植被稀疏崩崖面裸露或植被稀疏。。。。

((((b)b)b)b)坡腳有崖錐堆積坡腳有崖錐堆積坡腳有崖錐堆積坡腳有崖錐堆積。。。。

(c)(c)(c)(c)岩體之不連續面密集岩體之不連續面密集岩體之不連續面密集岩體之不連續面密集。。。。

(d)(d)(d)(d)有不利位態之節理或在坡面存在突石或危石有不利位態之節理或在坡面存在突石或危石有不利位態之節理或在坡面存在突石或危石有不利位態之節理或在坡面存在突石或危石。。。。

(e(e(e(e))))有落石發生歷史紀錄者有落石發生歷史紀錄者有落石發生歷史紀錄者有落石發生歷史紀錄者。。。。

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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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石落石落石落石(Rock Fall)(Rock Fall)(Rock Fall)(Rock Fall)』』』』

((((南橫南橫南橫南橫小林小林小林小林明隧道明隧道明隧道明隧道))))

((((南投南投南投南投小小小小半半半半天天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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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體滑動岩體滑動岩體滑動岩體滑動(Rock Slide)(Rock Slide)(Rock Slide)(Rock Slide)』』』』

定定定定

義義義義

屬於規模較大屬於規模較大屬於規模較大屬於規模較大、、、、滑動面深度較深的山崩滑動面深度較深的山崩滑動面深度較深的山崩滑動面深度較深的山崩，，，，滑動面常深入岩滑動面常深入岩滑動面常深入岩滑動面常深入岩

層內層內層內層內。。。。在地表多可觀察到各種明顯的山崩現象在地表多可觀察到各種明顯的山崩現象在地表多可觀察到各種明顯的山崩現象在地表多可觀察到各種明顯的山崩現象。。。。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滑動面深滑動面深滑動面深滑動面深、、、、滑動體具有較大的厚度與規模之山崩滑動體具有較大的厚度與規模之山崩滑動體具有較大的厚度與規模之山崩滑動體具有較大的厚度與規模之山崩。。。。範圍較範圍較範圍較範圍較

大者大者大者大者，，，，可達可達可達可達數數數數10101010公頃公頃公頃公頃以上以上以上以上；；；；滑動體仍多能保持岩體之完整滑動體仍多能保持岩體之完整滑動體仍多能保持岩體之完整滑動體仍多能保持岩體之完整

性性性性。。。。岩體滑動依移動方式岩體滑動依移動方式岩體滑動依移動方式岩體滑動依移動方式，，，，可分為平面型可分為平面型可分為平面型可分為平面型、、、、圓弧型或複合圓弧型或複合圓弧型或複合圓弧型或複合

型型型型。。。。在臺灣在臺灣在臺灣在臺灣，，，，大規模的岩體滑動多係由順向坡地形產生的大規模的岩體滑動多係由順向坡地形產生的大規模的岩體滑動多係由順向坡地形產生的大規模的岩體滑動多係由順向坡地形產生的

平面型滑動平面型滑動平面型滑動平面型滑動，，，，如草嶺及九份二山之山崩如草嶺及九份二山之山崩如草嶺及九份二山之山崩如草嶺及九份二山之山崩。。。。

判判判判

釋釋釋釋

條條條條

件件件件

在航照判釋時在航照判釋時在航照判釋時在航照判釋時，，，，可觀察到部分標準山崩地貌的特徵可觀察到部分標準山崩地貌的特徵可觀察到部分標準山崩地貌的特徵可觀察到部分標準山崩地貌的特徵，，，，滑動滑動滑動滑動

面積常面積常面積常面積常在在在在1111公頃公頃公頃公頃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如趾部緊鄰河道時如趾部緊鄰河道時如趾部緊鄰河道時如趾部緊鄰河道時，，，，常呈異常彎曲的常呈異常彎曲的常呈異常彎曲的常呈異常彎曲的

現象現象現象現象。。。。

野外調查時野外調查時野外調查時野外調查時，，，，在崩崖下方存在下陷之窪地或濕地在崩崖下方存在下陷之窪地或濕地在崩崖下方存在下陷之窪地或濕地在崩崖下方存在下陷之窪地或濕地；；；；坡趾則坡趾則坡趾則坡趾則

可能有大量土石堆積或隆起可能有大量土石堆積或隆起可能有大量土石堆積或隆起可能有大量土石堆積或隆起；；；；若在順向坡地形分布區若在順向坡地形分布區若在順向坡地形分布區若在順向坡地形分布區，，，，地地地地

表有平面滑動痕跡表有平面滑動痕跡表有平面滑動痕跡表有平面滑動痕跡，，，，坡頂具殘留之岩塊坡頂具殘留之岩塊坡頂具殘留之岩塊坡頂具殘留之岩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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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體滑動岩體滑動岩體滑動岩體滑動(Rock Slide)(Rock Slide)(Rock Slide)(Rock Slide)』』』』

草嶺草嶺草嶺草嶺

九份二九份二九份二九份二山山山山 南投食南投食南投食南投食水水水水坑坑坑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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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定定定
義義義義

為風化土層為風化土層為風化土層為風化土層、、、、岩屑岩屑岩屑岩屑、、、、崩積層或鬆軟破碎等類之地質材料發生之崩積層或鬆軟破碎等類之地質材料發生之崩積層或鬆軟破碎等類之地質材料發生之崩積層或鬆軟破碎等類之地質材料發生之
崩落或滑動現象崩落或滑動現象崩落或滑動現象崩落或滑動現象。。。。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岩屑崩滑的移動物質為岩屑岩屑崩滑的移動物質為岩屑岩屑崩滑的移動物質為岩屑岩屑崩滑的移動物質為岩屑(debris)(debris)(debris)(debris)或土壤或土壤或土壤或土壤(earth)(earth)(earth)(earth)。。。。其移動方其移動方其移動方其移動方
式在陡坡地為崩落式在陡坡地為崩落式在陡坡地為崩落式在陡坡地為崩落；；；；在緩坡地則為滑動在緩坡地則為滑動在緩坡地則為滑動在緩坡地則為滑動。。。。在坡度較陡的山坡發在坡度較陡的山坡發在坡度較陡的山坡發在坡度較陡的山坡發
生者生者生者生者，，，，多因豪雨或地震作用而誘發多因豪雨或地震作用而誘發多因豪雨或地震作用而誘發多因豪雨或地震作用而誘發。。。。豪雨會造成土體之飽和含豪雨會造成土體之飽和含豪雨會造成土體之飽和含豪雨會造成土體之飽和含
水水水水，，，，有時甚至會因過多的含水而轉化為土石流災害有時甚至會因過多的含水而轉化為土石流災害有時甚至會因過多的含水而轉化為土石流災害有時甚至會因過多的含水而轉化為土石流災害。。。。岩屑崩滑岩屑崩滑岩屑崩滑岩屑崩滑
後之裸露坡面常呈細長條狀後之裸露坡面常呈細長條狀後之裸露坡面常呈細長條狀後之裸露坡面常呈細長條狀，，，，而崩滑下來之土石則多堆積於崩而崩滑下來之土石則多堆積於崩而崩滑下來之土石則多堆積於崩而崩滑下來之土石則多堆積於崩
崖趾部或坡腳處崖趾部或坡腳處崖趾部或坡腳處崖趾部或坡腳處。。。。

判判判判
釋釋釋釋
條條條條
件件件件

航照判釋航照判釋航照判釋航照判釋呈長呈長呈長呈長條形或其它不規則形狀之裸露條形或其它不規則形狀之裸露條形或其它不規則形狀之裸露條形或其它不規則形狀之裸露區區區區；；；；植生之色調較植生之色調較植生之色調較植生之色調較

淡或與周圍植生不協調者淡或與周圍植生不協調者淡或與周圍植生不協調者淡或與周圍植生不協調者；；；；坡面有時呈現凹槽狀坡面有時呈現凹槽狀坡面有時呈現凹槽狀坡面有時呈現凹槽狀。。。。地形地形地形地形坡度平坡度平坡度平坡度平

均在均在均在均在55555555°°°°以下的地區以下的地區以下的地區以下的地區，，，，且在野外調查時且在野外調查時且在野外調查時且在野外調查時，，，，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

(a)(a)(a)(a)具新鮮崩崖面或具新鮮崩崖面或具新鮮崩崖面或具新鮮崩崖面或標準標準標準標準山山山山崩之崩之崩之崩之部分地部分地部分地部分地貌貌貌貌特徵特徵特徵特徵。。。。

(b)(b)(b)(b)移動物質屬於風化岩屑移動物質屬於風化岩屑移動物質屬於風化岩屑移動物質屬於風化岩屑、、、、土壤或崩積層土壤或崩積層土壤或崩積層土壤或崩積層。。。。

(c)(c)(c)(c)坡面具坡面具坡面具坡面具山崩凹槽山崩凹槽山崩凹槽山崩凹槽狀狀狀狀，，，，植生植生植生植生種種種種類有類有類有類有異異異異於於於於未未未未發生山崩的區發生山崩的區發生山崩的區發生山崩的區域域域域。。。。

『『『『岩屑崩滑岩屑崩滑岩屑崩滑岩屑崩滑((((DDDDebris Slide)ebris Slide)ebris Slide)ebris 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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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屑崩滑岩屑崩滑岩屑崩滑岩屑崩滑((((DDDDebris Slide)ebris Slide)ebris Slide)ebris 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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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流流流域別域別域別域別
落落落落石石石石

（（（（平平平平方方方方公尺公尺公尺公尺））））

岩屑崩岩屑崩岩屑崩岩屑崩滑滑滑滑
（（（（平平平平方方方方公尺公尺公尺公尺））））

岩體岩體岩體岩體滑動滑動滑動滑動
（（（（平平平平方方方方公尺公尺公尺公尺））））

山崩山崩山崩山崩總總總總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平平平平方方方方公尺公尺公尺公尺））））

大大大大甲甲甲甲溪流溪流溪流溪流域域域域 17,960,408.0617,960,408.0617,960,408.0617,960,408.06 34,940,838.3534,940,838.3534,940,838.3534,940,838.35 510,205.35510,205.35510,205.35510,205.35 53,411,451.7653,411,451.7653,411,451.7653,411,451.76

大大大大漢漢漢漢溪流溪流溪流溪流域域域域 2,308,180.062,308,180.062,308,180.062,308,180.06 10,514,727.8710,514,727.8710,514,727.8710,514,727.87 1,673,922.121,673,922.121,673,922.121,673,922.12 14,496,830.0514,496,830.0514,496,830.0514,496,830.05

濁濁濁濁水溪流水溪流水溪流水溪流域域域域 35,631,746.6935,631,746.6935,631,746.6935,631,746.69 128,315,811.70128,315,811.70128,315,811.70128,315,811.70 8,858,175.038,858,175.038,858,175.038,858,175.03 172,805,733.40172,805,733.40172,805,733.40172,805,733.40

虎尾虎尾虎尾虎尾溪流溪流溪流溪流域域域域 0000 473,578.00473,578.00473,578.00473,578.00 0000 473,578.00473,578.00473,578.00473,578.00

朴朴朴朴子溪流子溪流子溪流子溪流域域域域 216,079.79216,079.79216,079.79216,079.79 1,214,850.021,214,850.021,214,850.021,214,850.02 101,738.54101,738.54101,738.54101,738.54 1,532,668.351,532,668.351,532,668.351,532,668.35

烏溪流烏溪流烏溪流烏溪流域域域域 11,541,455.8311,541,455.8311,541,455.8311,541,455.83 50,806,893.8750,806,893.8750,806,893.8750,806,893.87 3,896,888.813,896,888.813,896,888.813,896,888.81 66,245,238.5166,245,238.5166,245,238.5166,245,238.51

鳳鳳鳳鳳山溪流山溪流山溪流山溪流域域域域 8,629.998,629.998,629.998,629.99 542,818.49542,818.49542,818.49542,818.49 385,188.52385,188.52385,188.52385,188.52 936,637.00936,637.00936,637.00936,637.00

頭頭頭頭前溪流前溪流前溪流前溪流域域域域 2,277.402,277.402,277.402,277.40 7,133,664.867,133,664.867,133,664.867,133,664.86 480,177.02480,177.02480,177.02480,177.02 7,616,119.287,616,119.287,616,119.287,616,119.28

中中中中港港港港溪流溪流溪流溪流域域域域 275,416.32275,416.32275,416.32275,416.32 3,386,007.533,386,007.533,386,007.533,386,007.53 224,344.97224,344.97224,344.97224,344.97 3,885,768.823,885,768.823,885,768.823,885,768.82

後後後後龍龍龍龍溪流溪流溪流溪流域域域域 916,656.74916,656.74916,656.74916,656.74 4,633,914.674,633,914.674,633,914.674,633,914.67 263,743.66263,743.66263,743.66263,743.66 5,814,315.075,814,315.075,814,315.075,814,315.07

96969696、、、、97979797年度易年度易年度易年度易淹淹淹淹水水水水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上上上上游集游集游集游集水水水水區流域區流域區流域區流域山山山山崩調崩調崩調崩調查分查分查分查分析析析析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曲線曲線曲線曲線型崩型崩型崩型崩崖崖崖崖

直線直線直線直線型崩型崩型崩型崩崖崖崖崖

Techi Dam(completed in 1974)

目前規劃之目前規劃之目前規劃之目前規劃之
治理範圍治理範圍治理範圍治理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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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大規模崩塌對重要保全對潛在大規模崩塌對重要保全對潛在大規模崩塌對重要保全對潛在大規模崩塌對重要保全對

象之影響象之影響象之影響象之影響－－－－德基大壩德基大壩德基大壩德基大壩
國有林潛在大規模崩塌區位之判釋與評估分析(林務局計畫)

Dam



(Modified from Suzuki,2000）

大規模崩塌定義大規模崩塌定義大規模崩塌定義大規模崩塌定義

Volume體積體積體積體積＞＞＞＞ (105m3)
＝＝＝＝ 100m長長長長××××100m寬寬寬寬××××10m深深深深

Large landslide(USGS):彙整近百年全球出現的
大規模崩塌事件，此類崩塌具有3項特性：(1)至少造成

百人以上死亡；或(2)巨額財產損失；或(3)造成自然環

境重大影響等。因此對於社會、經濟或自然環境會產生

重大的衝擊。(http://landslides.usgs.gov/learning/majorls.php) 潛在大規模崩塌表現的微地形

潛在大規模崩塌之地形特徵潛在大規模崩塌之地形特徵潛在大規模崩塌之地形特徵潛在大規模崩塌之地形特徵

•山頂緩斜面
•崩崖、反斜崖、裂縫

•二重或多重山稜線
•線狀凹地
•圓弧型滑動體
•坡趾隆起
•坡面及側邊蝕溝
•岩盤潛變現象
•其它老崩塌地地形NCDR認為國內應以「災害」(保全對象)觀

點，考量某一崩塌事件發生後，可能對於
大範圍的保全對象產生重大衝擊，並造成
人命傷亡或財產損失者。

有利之發生條件有利之發生條件有利之發生條件有利之發生條件

•舊有崩塌地
•具重力變形條件區
•坡度較陡邊坡
•順向坡地形
•距河道較近
•較大河道侵蝕量
•鄰近地質構造
•坡體應變率較大
•砂頁岩互層
•劈理發達變質岩
•地下水高入滲區

•崩塌體積大崩塌體積大崩塌體積大崩塌體積大
•滑動面較深滑動面較深滑動面較深滑動面較深
•滑動速度快滑動速度快滑動速度快滑動速度快

•滑動體含基盤滑動體含基盤滑動體含基盤滑動體含基盤
•地下水影響大地下水影響大地下水影響大地下水影響大
•造成重大災損造成重大災損造成重大災損造成重大災損

大規模崩塌：崩塌面積超過10

公頃或土方量達十萬立方米或

崩塌深度在10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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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慶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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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滑動特性 特性說明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A：：：：(利用遙測或航照影像判釋利用遙測或航照影像判釋利用遙測或航照影像判釋利用遙測或航照影像判釋)

近期發生之疑似大規模崩塌
已滑動

� 具崩塌滑動之地形特徵

� 有明顯裸露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B：：：：(利用遙測或航照影像判釋利用遙測或航照影像判釋利用遙測或航照影像判釋利用遙測或航照影像判釋)

早期發生之疑似大規模崩塌
已滑動

� 具崩塌滑動之地形特徵

� 大部分已植生復育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C：：：：(最適以光達高解析度地形判釋最適以光達高解析度地形判釋最適以光達高解析度地形判釋最適以光達高解析度地形判釋)

具滑動地形特徵之潛在大規

模崩塌

具滑動徵兆

� 具崩崖、側邊裂縫、蝕溝、坡趾

隆起等圓弧型破壞地形特徵

� 具崩崖、側邊裂縫、坡趾隆起等

平面型或楔型破壞地形特徵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D：：：：(利用地形地質及遙測資料判釋利用地形地質及遙測資料判釋利用地形地質及遙測資料判釋利用地形地質及遙測資料判釋)

不具滑動地形特徵之潛在大

規模崩塌

具不利之地質與

地形條件

� 具地質與地形不利因素者

� 具坡趾破壞因素者

� 邊坡屬山崩高潛勢區域

� 同時具備上述條件之邊坡

順向順向順向順向坡坡坡坡 河岸侵蝕河岸侵蝕河岸侵蝕河岸侵蝕

A B
C

D

山崩高山崩高山崩高山崩高

潛勢區潛勢區潛勢區潛勢區

大規模崩塌分類大規模崩塌分類大規模崩塌分類大規模崩塌分類－－－－林慶偉林慶偉林慶偉林慶偉



99~10499~10499~10499~104年共年共年共年共6666年年年年，，，，判釋出判釋出判釋出判釋出1,2071,2071,2071,207

處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區處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區處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區處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區，，，，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113113113113處鄰近處鄰近處鄰近處鄰近103103103103個聚落個聚落個聚落個聚落。。。。

潛潛潛潛在大規在大規在大規在大規模模模模崩崩崩崩塌塌塌塌－－－－地調所地調所地調所地調所

莫拉克與非莫拉克國土保育莫拉克與非莫拉克國土保育莫拉克與非莫拉克國土保育莫拉克與非莫拉克國土保育

地質敏感地區調查分析計畫地質敏感地區調查分析計畫地質敏感地區調查分析計畫地質敏感地區調查分析計畫

以既有研究成果以既有研究成果以既有研究成果以既有研究成果，，，，推測全臺灣推測全臺灣推測全臺灣推測全臺灣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36,000km36,000km36,000km36,000km2222；；；；全臺潛在大規模崩塌個數粗估全臺潛在大規模崩塌個數粗估全臺潛在大規模崩塌個數粗估全臺潛在大規模崩塌個數粗估：：：：5,000~6,0005,000~6,0005,000~6,0005,000~6,000個個個個

�潛在大規模崩塌潛在大規模崩塌潛在大規模崩塌潛在大規模崩塌((((發生潛勢高發生潛勢高發生潛勢高發生潛勢高))))：：：：750750750750個個個個((((以以以以15%15%15%15%估估估估))))；；；；面積面積面積面積5,400km5,400km5,400km5,400km2222

�鄰近聚落鄰近聚落鄰近聚落鄰近聚落((((或有保全對象或有保全對象或有保全對象或有保全對象))))崩塌地崩塌地崩塌地崩塌地：：：：150150150150個個個個((((以以以以3%3%3%3%估估估估))))；；；；面積面積面積面積1,080km1,080km1,080km1,080km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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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莫拉克莫拉克莫拉克災區災區災區災區 非非非非莫拉克莫拉克莫拉克莫拉克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南南南南部部部部
99999999

中部中部中部中部
100100100100

東東東東部部部部
101101101101

北北北北部部部部
102102102102

東東東東部部部部
103103103103

東部東部東部東部&&&&

北部北部北部北部

101010104444

潛在潛在潛在潛在大大大大規模規模規模規模崩塌崩塌崩塌崩塌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處處處處))))

185 225 192 116 279 210

鄰近鄰近鄰近鄰近聚落崩塌地聚落崩塌地聚落崩塌地聚落崩塌地((((處處處處)))) 13 27 16 16 22 19

鄰近鄰近鄰近鄰近聚落聚落聚落聚落潛在潛在潛在潛在大大大大規模規模規模規模

崩塌地面積崩塌地面積崩塌地面積崩塌地面積((((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987 1,310 858 1,386 886

影響聚落影響聚落影響聚落影響聚落((((處處處處)))) 11 13 18 18 24 19

潛在大規模崩塌是否可預判

46

主主主主崩崩崩崩崖崖崖崖

側翼側翼側翼側翼崩崩崩崩崖崖崖崖

侵蝕溝侵蝕溝侵蝕溝侵蝕溝

次次次次崩崩崩崩崖崖崖崖

反反反反向坡向坡向坡向坡

N

2005年事件前地形(3Dview)

2010年事件後航照影像(3D view)

N

(林慶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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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厚厚厚數米數米數米數米之厚層砂岩之厚層砂岩之厚層砂岩之厚層砂岩夾薄夾薄夾薄夾薄層層層層泥泥泥泥岩岩岩岩
砂岩段之層厚約砂岩段之層厚約砂岩段之層厚約砂岩段之層厚約150150150150米米米米

部分為礫岩狀砂岩部分為礫岩狀砂岩部分為礫岩狀砂岩部分為礫岩狀砂岩，，，，礫石礫石礫石礫石20cm20cm20cm20cm

在下段有在下段有在下段有在下段有3~43~43~43~4層煤質泥岩層煤質泥岩層煤質泥岩層煤質泥岩

地層位態地層位態地層位態地層位態東西東西東西東西或或或或東東東東北北北北東走東走東走東走向向向向，，，，
傾斜傾斜傾斜傾斜向北向北向北向北約約約約15151515~~~~25252525度度度度間間間間

釣魚臺之中新世地層釣魚臺之中新世地層釣魚臺之中新世地層釣魚臺之中新世地層((((何春蓀何春蓀何春蓀何春蓀,1986),1986),1986),1986)

釣魚臺也有順向坡釣魚臺也有順向坡釣魚臺也有順向坡釣魚臺也有順向坡

順順順順向坡向坡向坡向坡崩塌崩塌崩塌崩塌裸露裸露裸露裸露區區區區

影響影響影響影響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圖片引自DW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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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0"° 121°E urasian plate

琉球海溝 沖繩海 槽琉球島弧

Philippin e Sea plate綠島蘭嶼

2330"° 121°E urasian plate

琉球海溝 沖繩海 槽琉球島弧

Philippin e Sea plate綠島蘭嶼

2330"° 121°E urasian plate

琉球海溝

沖繩海 槽琉球島弧

Philippin e Sea plate

綠島蘭嶼

新北汐止新北汐止新北汐止新北汐止

林肯林肯林肯林肯大郡大郡大郡大郡
順向順向順向順向坡滑動坡滑動坡滑動坡滑動

主
崩
體

主
崩
體

主
崩
體

主
崩
體
岩
性
柱
狀
剖
面

岩
性
柱
狀
剖
面

岩
性
柱
狀
剖
面

岩
性
柱
狀
剖
面

滑
動
面

滑
動
面

滑
動
面

滑
動
面

1997.08.18.08:301997.08.18.08:301997.08.18.08:301997.08.18.08:30

溫妮颱風降雨溫妮颱風降雨溫妮颱風降雨溫妮颱風降雨

滑動面積滑動面積滑動面積滑動面積0.90.90.90.9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長長長長150m150m150m150m、、、、寬寬寬寬60m60m60m60m

3333區緊鄰邊坡之樓區緊鄰邊坡之樓區緊鄰邊坡之樓區緊鄰邊坡之樓

房受創最嚴重房受創最嚴重房受創最嚴重房受創最嚴重

2222區局部樓房受損區局部樓房受損區局部樓房受損區局部樓房受損，，，，

但傷亡嚴重但傷亡嚴重但傷亡嚴重但傷亡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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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第第第第三三三三十十十十

一一一一條條條條 依坡面與岩層不連依坡面與岩層不連依坡面與岩層不連依坡面與岩層不連
續面之續面之續面之續面之位位位位態關係態關係態關係態關係，，，，所形所形所形所形成成成成

之之之之順順順順向坡向坡向坡向坡、、、、逆逆逆逆向坡向坡向坡向坡及及及及斜斜斜斜交交交交

坡坡坡坡，，，，定義如定義如定義如定義如下下下下：
一、順順順順向坡向坡向坡向坡：：：：凡坡面與層
面之走向大致平行（或兩
面走向之交角在二十度以
內），且坡面傾向與層面
傾向一致者。
二、逆逆逆逆向坡向坡向坡向坡：：：：凡坡面與層
面之走向大致平行（或兩
面走向之交角在二十度以
內），且坡面傾向與層面
傾向相反者。
三、斜斜斜斜交交交交坡坡坡坡：：：：凡坡面與層
面之走向交角大於二十二十二十二十度度度度
以上者。

順順順順向坡因天然或向坡因天然或向坡因天然或向坡因天然或人人人人為因素為因素為因素為因素
致使致使致使致使層面層面層面層面出露出露出露出露於坡面於坡面於坡面於坡面時時時時，，，，
為具潛在為具潛在為具潛在為具潛在危險順危險順危險順危險順向坡向坡向坡向坡。。。。

52((((中興工程公司吳東錦地質師中興工程公司吳東錦地質師中興工程公司吳東錦地質師中興工程公司吳東錦地質師))))

我家我家我家我家後山後山後山後山是是是是
順順順順向坡向坡向坡向坡！！！！
請告訴我該請告訴我該請告訴我該請告訴我該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順順順順向坡向坡向坡向坡

順向坡並非地質災害的同義詞順向坡並非地質災害的同義詞順向坡並非地質災害的同義詞順向坡並非地質災害的同義詞

必須逐一觀察必須逐一觀察必須逐一觀察必須逐一觀察研判其破壞風險研判其破壞風險研判其破壞風險研判其破壞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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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明明明明治治治治與與與與順順順順向坡向坡向坡向坡空載光達空載光達空載光達空載光達((((LiDARLiDARLiDARLiDAR))))測製測製測製測製之之之之DEM DEM DEM DEM ，，，，表表表表現現現現原原原原始始始始地形地形地形地形

DEM

國道3號

災前之災前之災前之災前之空載光達剖空載光達剖空載光達剖空載光達剖面面面面與災後與災後與災後與災後地地地地
面面面面光達剖光達剖光達剖光達剖面面面面比比比比較較較較：：：：崩塌崩塌崩塌崩塌土土土土方量方量方量方量

約約約約20202020萬立方米萬立方米萬立方米萬立方米；；；；滑動面長度滑動面長度滑動面長度滑動面長度
222266660000米米米米。。。。

DSM

(( ((
引
自
陳
宏
宇
教
授
構
想

引
自
陳
宏
宇
教
授
構
想

引
自
陳
宏
宇
教
授
構
想

引
自
陳
宏
宇
教
授
構
想
)) ))

DSMDSMDSMDSM表表表表現包含植被現包含植被現包含植被現包含植被的地的地的地的地貌貌貌貌

545454

基隆河北岸沈基隆河北岸沈基隆河北岸沈基隆河北岸沈積岩層積岩層積岩層積岩層理分理分理分理分析析析析((((詹瑜璋詹瑜璋詹瑜璋詹瑜璋,2013,2013,2013,2013))))

順順順順向坡向坡向坡向坡;;;;豚豚豚豚背地形背地形背地形背地形

3333DDDD光達光達光達光達地形地形地形地形

旋旋旋旋轉轉轉轉視角視角視角視角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製發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製發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製發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製發
臺灣地區臺灣地區臺灣地區臺灣地區「「「「順向坡順向坡順向坡順向坡」」」」身份證明身份證明身份證明身份證明((((執行中執行中執行中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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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連續面立體投影不連續面立體投影不連續面立體投影不連續面立體投影

使使使使用用用用立體投影圖立體投影圖立體投影圖立體投影圖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將將將將複雜的不複雜的不複雜的不複雜的不連續連續連續連續面分面分面分面分析問題簡化析問題簡化析問題簡化析問題簡化，，，，使使使使

立體空立體空立體空立體空間的間的間的間的問題轉問題轉問題轉問題轉換成換成換成換成二二二二度度度度空空空空間的平面間的平面間的平面間的平面問題問題問題問題，，，，並並並並能能能能迅速迅速迅速迅速的的的的

分分分分析問題析問題析問題析問題。。。。立體投影圖立體投影圖立體投影圖立體投影圖可用於岩可用於岩可用於岩可用於岩體體體體分分分分類類類類、、、、地下開挖地下開挖地下開挖地下開挖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岩坡岩坡岩坡岩坡工程工程工程工程等等等等工程工程工程工程地質地質地質地質學問題學問題學問題學問題的分的分的分的分析析析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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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連續面立體投影不連續面立體投影不連續面立體投影不連續面立體投影

1、、、、不連續面使用立體投影圖方式分不連續面使用立體投影圖方式分不連續面使用立體投影圖方式分不連續面使用立體投影圖方式分

析析析析，，，，表現其位態的表現其位態的表現其位態的表現其位態的傾向傾向傾向傾向與與與與傾角傾角傾角傾角。。。。

2、、、、不連續面使用立體投影圖以史密不連續面使用立體投影圖以史密不連續面使用立體投影圖以史密不連續面使用立體投影圖以史密

特等面積投影圖特等面積投影圖特等面積投影圖特等面積投影圖(Schmidt net) 為主為主為主為主，，，，
採用採用採用採用南半球投影南半球投影南半球投影南半球投影方法方法方法方法，，，，即即即即對一條線對一條線對一條線對一條線

取其與南半球的交點為為取其與南半球的交點為為取其與南半球的交點為為取其與南半球的交點為為投影點投影點投影點投影點，，，，

而而而而對對對對ㄧㄧㄧㄧ個面則以其與南半球的個面則以其與南半球的個面則以其與南半球的個面則以其與南半球的交線交線交線交線

或是此平面之法線與南半球的或是此平面之法線與南半球的或是此平面之法線與南半球的或是此平面之法線與南半球的交點交點交點交點

為投影點為投影點為投影點為投影點。。。。

3、、、、在立體投影圖上在立體投影圖上在立體投影圖上在立體投影圖上，，，，一條線可以用一條線可以用一條線可以用一條線可以用

一個點表示一個點表示一個點表示一個點表示，，，，而一個面可以用一個而一個面可以用一個而一個面可以用一個而一個面可以用一個

大圓弧大圓弧大圓弧大圓弧(great circle) 或其或其或其或其極點極點極點極點(pole)
表示表示表示表示。。。。

極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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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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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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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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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連續面立體投影不連續面立體投影不連續面立體投影不連續面立體投影

在對在對在對在對某某某某ㄧㄧㄧㄧ調調調調查查查查區域進行區域進行區域進行區域進行不不不不連續連續連續連續面面面面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時時時時，，，，將將將將所有不所有不所有不所有不連續連續連續連續面以面以面以面以極點極點極點極點

方方方方式投影式投影式投影式投影到到到到史史史史密密密密特特特特等面積等面積等面積等面積投影圖投影圖投影圖投影圖

上上上上，，，，然然然然後用後用後用後用史史史史密密密密特特特特分分分分析析析析方方方方法找法找法找法找出出出出

最具最具最具最具優勢優勢優勢優勢(出出出出現頻率現頻率現頻率現頻率最高最高最高最高)的一組的一組的一組的一組

或是或是或是或是數數數數組不組不組不組不連續連續連續連續面位態面位態面位態面位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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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弧型圓弧型圓弧型圓弧型)

(平面型平面型平面型平面型)

(楔型楔型楔型楔型)

(傾翻傾翻傾翻傾翻)

(Hock ＆＆＆＆ Bray, 1981)

平面型邊坡破壞平面型邊坡破壞平面型邊坡破壞平面型邊坡破壞：：：：

如果在立體投影圖上如果在立體投影圖上如果在立體投影圖上如果在立體投影圖上，，，，

不連續面位於露出包不連續面位於露出包不連續面位於露出包不連續面位於露出包

絡圈之內絡圈之內絡圈之內絡圈之內，，，，且不連續且不連續且不連續且不連續

面之傾向與邊坡傾向面之傾向與邊坡傾向面之傾向與邊坡傾向面之傾向與邊坡傾向

間夾角在間夾角在間夾角在間夾角在20度以內時度以內時度以內時度以內時，，，，

則容易發生平面型破則容易發生平面型破則容易發生平面型破則容易發生平面型破

壞壞壞壞，，，，這也就是順向坡這也就是順向坡這也就是順向坡這也就是順向坡

的情況的情況的情況的情況。。。。

不連續面立體投影不連續面立體投影不連續面立體投影不連續面立體投影

地震地震地震地震(1)

火山火山火山火山(3)

斷層活動斷層活動斷層活動斷層活動(4)

山崩山崩山崩山崩(5)

地滑地滑地滑地滑(6)

土石流土石流土石流土石流(7)

海岸變遷海岸變遷海岸變遷海岸變遷(9)

地地地地

質質質質

法法法法

之之之之

地地地地

質質質質

災災災災

害害害害

土壤土壤土壤土壤液液液液化化化化

向源侵蝕向源侵蝕向源侵蝕向源侵蝕

河岸侵蝕河岸侵蝕河岸侵蝕河岸侵蝕

低位階低位階低位階低位階地地地地

堰塞湖堰塞湖堰塞湖堰塞湖

大大大大規模規模規模規模崩塌崩塌崩塌崩塌
((((深層崩壞深層崩壞深層崩壞深層崩壞))))

複複複複合合合合型災害型災害型災害型災害

土壤沖蝕土壤沖蝕土壤沖蝕土壤沖蝕

地質構造不地質構造不地質構造不地質構造不穩穩穩穩

地質地質地質地質結結結結構不構不構不構不良良良良

嚴重崩塌地區嚴重崩塌地區嚴重崩塌地區嚴重崩塌地區

潛移潛移潛移潛移

煤礦採掘煤礦採掘煤礦採掘煤礦採掘

地地地地

質質質質

敏敏敏敏

感感感感

區區區區

之之之之

劃劃劃劃

定定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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