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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拉克颱風災害重建計畫莫拉克颱風災害重建計畫—
國土保育之地質敏感區調查分析

空載雷射掃瞄(LiDAR)高解析度數值地形製作、檢
核與完整資料建置。核與完整資料建置。

光達施測完成(1)DEM、
完成(1)地質敏感(2)潛
在大規模崩塌地區分析光達施測完成(1)DEM、

(2)DSM與(3)正射影像
在大規模崩塌地區分析

應用空載雷射掃瞄數值地形與影像，進行地質敏感
分析、地質特性與地形分析、地質災害潛勢分析等。

中央地質調查所 2



(非莫拉克災區)( )

(莫拉克災區)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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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達多重回波示意圖(Leica, 2004)



光達掃瞄儀光達掃瞄儀

中興測量Optech ALTM 30/70 掃瞄儀
Optech ALTM Gemini掃瞄儀

& Optech ALTM Pegasus掃瞄儀

詮華國土(Optech ORION M200掃瞄儀)

& Leica ALS60掃瞄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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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立科技之Leica ALS60掃瞄儀 自強工程之Riegl LMS-Q680i 掃瞄儀



載具載具

大鵬航空(BN-2固定翼)

群鷹翔航空(BN-2B-26固定翼)
德安航空(BK-117直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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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拉克災區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區分析」(100-101年度)成果莫拉克災區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區分析」(100 101年度)成果

1. 完成1/5,000山區聚落及重,
要保全對象鄰近區域之地
質敏感地區的詳細分析(每(
年約700平方公里)

2. 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區初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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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崩塌的特性
 大規模崩塌(原則上)指崩塌面積超過10公頃、土方量達十萬立

方米或崩塌深度在10米以上；深層的大規模崩塌多為高速運

大規模崩塌的特性

方米或崩塌深度在10米以上；深層的大規模崩塌多為高速運
動的地滑，可稱為崩塌型地滑。

 大規模崩塌災害防治之推動，應以重大的保全對象為優先，大規模崩塌災害防治之推動 應以重大的保全對象為優先
亦即以崩塌發生時可能直接導致保全對象受到「大規模災害」
之處為對象。

 大規模崩塌的發生大多有其特殊的地形、地質條件，因此由
坡地之地形與地質調查分析，應可推測出潛在大規模崩塌好
發之區域發之區域。

 除極特殊的地質條件(如大規模順向坡)外，大規模崩塌的滑動
面不會突然形成，而是經過長時期的孕育 演化才發生的。面不會突然形成，而是經過長時期的孕育、演化才發生的。
演化的過程會在地形上留下徵兆，因此如果有良好的工具，
並經詳細的調查，具崩塌潛勢的地點是可以判別出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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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詳細的調查 具崩塌潛勢的地點是可以判別出來的



大規模崩塌可能
存在之地形特徵存在之地形特徵

大規模崩塌之特徵：大規模崩塌之特徵
山頂緩斜面
崩崖、反斜崖、裂縫
二重或多重山稜線

(Modified from Suzuki,2000）

二重或多重山稜線
線狀凹地
圓弧形滑動體圓弧形滑動體
坡趾隆起
坡面及側邊蝕溝
岩盤潛變現象岩盤潛變現象
其它老崩塌地地形

中央地質調查所 9



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區判釋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區判釋(1)(1)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區判釋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區判釋(1)(1)

利用高解析度的光達數值地形 可判釋出潛在的大規模崩塌地同樣的崩塌地(紅色線) 在傳統的航空照片中難以有效的判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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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高解析度的光達數值地形，可判釋出潛在的大規模崩塌地
(紅色為崩崖與側邊裂縫)
同樣的崩塌地(紅色線)，在傳統的航空照片中難以有效的判釋



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區判釋(2)

崩崖

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區判釋(2)

崩崖

崩崖
崩崖

依細微地形特徵重依細微地形特徵重
新編修山崩範圍
(大規模崩塌)

依5m DEM編修之
山崩範圍
(淺層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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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拉克中部災區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區調查成果

中央地質調查所225處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區分布圖 27處可能影響13個聚落之位置分布圖12



項次 編號 影響聚落
初估
保全

初估面積
地質環境

活動潛
項次 編號 影響聚落 保全

戶數
(公頃) 地質環境

勢評估

1 臺中市-和
平區-D036 平等里松茂聚落 47 48.8 廬山層，主要由硬頁岩、板岩及千枚岩組成，偶夾深灰色變質砂岩；

坡趾處有眉溪斷層通過。位於河道攻擊側，坡趾受大甲溪淘刷。
高

臺中市 和2 臺中市-和
平區-D045

梨山里松柏聚落 38
39.3

廬山層，岩性組成同上。位於河道攻擊側，坡趾受合歡溪淘刷。

低

3 臺中市-和
平區-D046 93.2 中

臺中市 和4 臺中市-和
平區-D052 梨山里梨山聚落 47 17.4 廬山層，岩性組成同上。坡面趾部受大甲溪野溪支流向源侵蝕影響。 高

5 南投縣-仁
愛鄉-D020

力行村新望洋聚
落

146 13.9 廬山層，岩性組成同上；東側約處有東北-西南向之霧社複向斜通
過。

高

南投縣 仁 廬山層 岩性組成同上；趾部鄰近東北 西南向之眉溪斷層 坡趾6 南投縣-仁
愛鄉-D028

發祥村慈峰聚落 46

29.4 廬山層，岩性組成同上；趾部鄰近東北-西南向之眉溪斷層。坡趾
受北港溪野溪支流影響。

高

7 南投縣-仁
愛鄉-D029 55.7 廬山層，岩性組成同上；東側約處有東北-西南向之霧社複向斜通

過。坡趾受北港溪野溪支流影響。
高

南投縣 仁 廬山層 岩性組成同上；西側約處有東北 西南向之霧社複向斜通8 南投縣-仁
愛鄉-D041 大同村博望新村

聚落

6 40.5 廬山層，岩性組成同上；西側約處有東北-西南向之霧社複向斜通
過。坡趾。坡趾受濁水溪野溪支流影響。

高

9 南投縣-仁
愛鄉-D042 45 35.6 廬山層，岩性組成同上，偶夾深灰色變質砂岩；西側約處有東北-

西南向之霧社複向斜通過。坡趾受濁水溪野溪支流影響。
中

南投縣 仁 大同村仁愛新村10 南投縣-仁
愛鄉-D043

大同村仁愛新村
聚落

57 33.9
廬山層，岩性組成同上；西側約處有東北-西南向之霧社複向斜通
過。坡趾受濁水溪野溪支流影響。

中

11 南投縣-仁
愛鄉-D046

大同村忠孝新村
聚落

25 24.4 高

南投縣 仁 大同村忠孝新村 廬山層，岩性組成同上；崩塌地西北端有一推測之斷層，而西側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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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南投縣-仁
愛鄉-D049

大同村忠孝新村
聚落

17 134.5
廬山層，岩性組成同上；崩塌地西北端有一推測之斷層，而西側約
處則有東北-西南向之霧社複向斜通過。坡趾受濁水溪野溪支流影
響。

高



13 南投縣-仁愛
鄉-D048 10 79.8 廬山層，岩性組成同上；崩塌地內部有東北-西南向之霧社複向斜

通過。坡趾受眉溪野溪支流影響。
高

14 南投縣-仁愛
鄉

1 25 1 廬山層，岩性組成同上；趾部鄰近一推測的斷層，而西側約處有
東北 西南向之霧社複向斜通過 坡趾受濁水溪野溪支流影響

中

大同村定遠
新村聚落

14
鄉-D051 1 25.1

東北-西南向之霧社複向斜通過。坡趾受濁水溪野溪支流影響。
中

15 南投縣-仁愛
鄉-D056 16 48.9 廬山層，岩性組成同上；崩塌地內部有東北-西南向之霧社複向斜

通過。坡趾受眉溪野溪支流影響。
高

16 南投縣-仁愛
鄉

43 60 2 中16
鄉-D057 43 60.2

廬山層，岩性組成同上；西側約處有東北-西南向之霧社複向斜通
過。坡趾受濁水溪野溪支流影響。

中

17 南投縣-仁愛
鄉-D062 10 60.7 高

18 南投縣-鹿谷 和雅村西勢 64 16 6
桂竹林層大窩砂岩段，以泥質砂岩、砂岩及頁岩互層為主，根據
地質地形資料 該崩塌地為順向坡地形 坡面已發育岩屑崩滑 高18

鄉-D006 湖聚落
64 16.6 地質地形資料，該崩塌地為順向坡地形。坡面已發育岩屑崩滑，

土石流潛勢溪流_投縣DF213通過坡趾。
高

19 嘉義縣-阿里
山鄉-D001

樂野村樂野

188 118.9
長枝坑層，主要由泥質砂岩及頁岩或兩者之互層所組成；鄰近崩
塌地共有3條北北東-南南西方向之褶皺構造通過，由西向東分別

高

嘉義縣-阿里 樂野村樂野
聚落

塌地共有3條北北東 南南西方向之褶皺構造通過 由西向東分別
為巃頭背斜、樂野向斜以及樂野背斜。崩塌編號嘉義縣-阿里山鄉
-D001、嘉義縣-阿里山鄉-D005位於曾文溪野溪支流(土石流潛勢
溪流_嘉縣DF044)上游，並通過坡趾。崩塌編號嘉義縣-阿里山鄉-
D007位於曾文溪野溪支流(土石流潛勢溪流_嘉縣DF056)上游，並
通過坡趾 崩塌編號嘉義縣 竹崎鄉 D002 嘉義縣 竹崎鄉 D003

20 嘉義縣-阿里
山鄉-D006 37 36.7 高

21 嘉義縣-阿里
山鄉-D007 22 93.3 高

嘉義縣-竹崎
高通過坡趾。崩塌編號嘉義縣-竹崎鄉-D002、嘉義縣-竹崎鄉-D003

位於八掌溪支流上游，嘉義縣-竹崎鄉-D002坡趾受野溪支流向源
侵蝕影響。

22 嘉義縣-竹崎
鄉-D002 中和村石棹

聚落

34 39.8 高

23 嘉義縣-竹崎
鄉-D003 16 15.7 低

嘉義縣-番路
高24 嘉義縣 番路

鄉-D004

隙頂村隙頂
聚落

112 46.3
長枝坑層，主要由細粒泥質砂岩及頁岩或兩者之互層所組成；鄰
近崩塌地有北北東-南南西方向之隙頂向斜與巃頭背斜通過。坡趾
受曾文溪野溪支流向源侵蝕影響。

高

25 嘉義縣-番路
鄉-D005 20 13.7 高

嘉義縣-番路
中

中央地質調查所

聚落26 嘉義縣 番路
鄉-D006 41 44.7 中

27 嘉義縣-番路
鄉-D007 26 43.6 崩塌地所屬地層為長枝坑層，岩性為灰色細粒泥質砂岩及暗灰色

頁岩，部分與鈣質砂岩互層。坡趾受曾文溪野溪支流影響。
高



莫拉克東部災區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區調查成果

中央地質調查所192處潛在大規模崩塌區位分布圖 16處可能影響18個聚落之位置分布圖 15



項次 編號 影響聚落
初估
保全
戶數

初估面積
(公頃) 地質環境

活動潛勢評
估

臺東縣-延平
畢祿山層，主要為板岩間夾變質砂岩。

1 臺東縣-延平
鄉-D002 鹿野鄉瑞豐村住戶 12 6.4 坡面位於河道攻擊側，坡趾受鹿寮溪淘

刷。
高

2 臺東縣-卑南
鄉-D013 東興村東園三街住戶 60 32.3 畢祿山層，主要為板岩間夾變質砂岩。

坡趾為河階地。
高

3 臺東縣-卑南
鄉-D014 東興村東興聚落 66 3.7 畢祿山層，主要為板岩間夾變質砂岩。

坡趾為河階地。
高

4 臺東縣-卑南
鄉-D015

臺東市新園里蘇巴陽
聚落

39 32.9
畢祿山層，主要為板岩間夾變質砂岩。
坡趾為河階地。土石流潛勢溪流_東縣

通過坡趾與聚落上方
高

鄉 D015 聚落 F128通過坡趾與聚落上方。

5 臺東縣-太麻
里鄉-D003

三和村三和、秀山與
華源聚落

269 174.5
潮州層，主要由硬頁岩或板岩間夾透鏡
狀砂岩體組成。坡趾位於東海岸，海岸
未直接侵蝕坡腳。

中

臺東縣 金峰 潮州層 主要由硬頁岩或板岩間夾透鏡6 臺東縣-金峰
鄉-D002 新興村新興聚落 120 46.1 潮州層，主要由硬頁岩或板岩間夾透鏡

狀砂岩體組成。坡趾位於河階地上。
高

7 臺東縣-太麻
里鄉

大王村橋頭聚落住戶 12 51 6

潮州層，主要由硬頁岩或板岩間夾透鏡
狀砂岩體組成。坡面位於野溪(土石流潛
勢溪流 東縣 上游 坡面受野溪向

高7
里鄉-D012 大王村橋頭聚落住戶 12 51.6

勢溪流_東縣DF112)上游，坡面受野溪向
源侵蝕影響。

高

8 臺東縣-太麻
里鄉-D029 多良村多良聚落 57 175.5

潮州層，主要由硬頁岩或板岩間夾透鏡
狀砂岩體組成。坡趾位於東海岸，海岸
未直接侵蝕坡腳

高

中央地質調查所

里鄉 D029
未直接侵蝕坡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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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臺東縣-太麻
里鄉-D033 多良村上大溪聚落 41 49.3

潮州層，主要由硬頁岩或板岩間夾透鏡狀砂
岩體組成。坡面位於野溪(土石流潛勢溪流_
東縣DF120)上游，坡趾受野溪向源侵蝕影響。

高

潮州層 主要由硬頁岩或板岩間夾透鏡狀砂
10 臺東縣-太麻

里鄉-D034
多良村中大溪、大溪

聚落
43 31.2

潮州層，主要由硬頁岩或板岩間夾透鏡狀砂
岩體組成。坡面位於野溪(土石流潛勢溪流_
東縣DF118)上游，坡趾受野溪側向侵蝕影響。

高

11 臺東縣-達仁
台坂村拉里吧聚落 90 78 9

潮州層，主要由硬頁岩或板岩間夾透鏡狀砂
岩體組成 拉里巴溪(土石流潛勢溪流 東縣 低11

鄉-D003 台坂村拉里吧聚落 90 78.9 岩體組成。拉里巴溪(土石流潛勢溪流_東縣
DF083)上游經過坡面。

低

12 臺東縣-達仁
鄉-D004 台坂村拉里吧聚落 90 88.8 潮州層，主要由硬頁岩或板岩間夾透鏡狀砂

岩體組成。坡趾位於拉里巴溪河階地上。
中

潮州層，主要由硬頁岩或板岩間夾透鏡狀砂
13 臺東縣-大武

鄉-D007 大竹村富山聚落 28 46.2
潮州層，主要由硬頁岩或板岩間夾透鏡狀砂
岩體組成。位於野溪(土石流潛勢溪流_東縣
DF092)上游，坡趾受野溪向源侵蝕影響。

高

14 臺東縣-大武
大鳥村「大鳥聚落 346 25 4

潮州層，主要由硬頁岩或板岩間夾透鏡狀砂
岩體組成。位於野溪(土石流潛勢溪流 東縣 高14

鄉-D021 大鳥村「大鳥聚落」 346 25.4 岩體組成。位於野溪(土石流潛勢溪流_東縣
DF097)上游，野溪通過潛在崩塌坡面。

高

15 臺東縣-大武
鄉-D022 大鳥村「大鳥聚落」 346 8.3

潮州層，主要由硬頁岩或板岩間夾透鏡狀砂
岩體組成。位於野溪(土石流潛勢溪流_東縣
DF098)上游，野溪通過潛在崩塌坡趾。

中
DF098)上游，野溪通過潛在崩塌坡趾。

16 臺東縣-大武
鄉-D025 鳳陽與西勢湖聚落 >15 7.3

潮州層，主要由硬頁岩或板岩間夾透鏡狀砂
岩體組成。位於朝庸溪支流(土石流潛勢溪
流_東縣DF102)上游，局部崩塌坡面為順向
坡。坡趾受朝庸溪支流向源侵蝕影響。

低

中央地質調查所

坡。坡趾受朝庸溪支流向源侵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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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仁愛鄉D049 崩塌地南投縣仁愛鄉D049 崩塌地
1.面積134.5公頃，平均坡度30.9度，高差約為630米，坡向為東南，

上半部坡形較為平直，下半部呈現凹谷地形。上半部坡形較為平直 下半部呈現凹谷地形

2.地層為廬山層，岩性以黑色到深灰色的硬頁岩、板岩及千枚岩組成，
偶夾深灰色變質砂岩，劈理位態傾向東南方，坡面東南側有一處順
向坡。本地區西方約500米為西翼陡、東翼緩的霧社複向斜，崩塌向坡。本地區西方約500米為西翼陡、東翼緩的霧社複向斜，崩塌
地西北側有一推測斷層。

中央地質調查所 18



南投縣仁愛鄉D049 崩塌地
3.經航照判釋，坡腹與坡趾處有數條土石流及多處因土石流向源侵蝕造成的崩

塌發生。當地農墾開發興盛，不易於航照上發現明確的崩崖特徵。

4 以日照陰影圖判釋 坡頂發現數條崩崖 多重山脊及陷溝 坡面上亦可判釋

南投縣仁愛鄉 崩塌地

4.以日照陰影圖判釋，坡頂發現數條崩崖、多重山脊及陷溝，坡面上亦可判釋
出數條侵蝕溝、反向坡等大規模崩塌的現象。顯示具大規模崩塌地型特徵。

5.崩塌地西半部目前未有明顯的滑動現象出現；而東半部坡腹附近則有多處崩
崖或張力裂縫發育造成道路的破壞，且據當地居民指出該路段時常破壞，顯
示坡面有重力變形現象，屬於高潛勢，有可能會危及道路上方住戶，需提高
警覺。警覺

中央地質調查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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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延平鄉 D002崩塌地臺東縣延平鄉-D002崩塌地

1. 臺東縣-延平鄉-D002，面積6.4公頃，平均坡度32.5度，高差約210米。
2. 畢祿山層，由板岩間夾變質砂岩組成。

中央地質調查所 21



臺東縣延平鄉 D002崩塌地
3. 經航照判釋，坡面有數處岩屑崩滑發生；坡趾位於鹿寮溪攻擊側，下

臺東縣延平鄉-D002崩塌地

邊坡出現多處岩屑崩滑。以日照陰影圖判釋顯示，冠部已有主崩崖發
育、坡腹有多處舊崩崖，為主要的滑動區，而在坡腹接近坡趾處亦可
判釋出多處現生崩崖等崩塌特徵。坡趾處有2條侵蝕溝向上發育，其中
1條已發育至崩塌地上緣。

4. 在坡頂、坡腹與坡趾處均可發現人工建物的損壞，顯示整體的坡面活
動性高。動性高

中央地質調查所 22



2013.05.27 拍攝臺東縣-延平鄉-D002潛在大規模崩塌

中央地質調查所2013.10.22 拍攝 23



2013.05.27 拍攝2013.10.22 拍攝

臺東縣-延平鄉-D002，5月份調查
時發現擋土牆已龜裂毀損

據當地居民表示，9月天兔颱
風時，此坡面發生岩體滑動，造

時發現擋土牆已龜裂毀損。

風時，此坡面發生岩體滑動，造
成產業道路損壞，並未發生堰塞
河道狀況。

中央地質調查所
2013.10.22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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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建議對策建議

一.目前對於潛在大規模崩塌之發生機制、時間與影響範圍
等尚屬研究階段，因此涉及防災、避災、疏散、避難等
災害防救的作為，並無管理、警戒、行動等之數據可供
參考，故須從行政面、研究面與法律面等角度儘快研訂
適宜之對策適宜之對策。

二.針對潛在大規模崩塌議題，政府部門宜研議整體性推動
策略 做為施政之依據 結合國內產官學研所長 規劃策略，做為施政之依據。結合國內產官學研所長，規劃
短、中及長期的各項工作。

1 短期計畫1. 短期計畫:
全國性面積大於10公頃之潛勢地區進行全面性普查。

精進危險度評估方法之準確性，以進行潛勢地區之活動性分級。精進危險度評估方法之準確性 以進行潛勢地區之活動性分級

研究與建立影響範圍評估之方法。

結合遙測及GPS等監測技術，進行廣域之活動性監測。

另針對目前已知的重點地區 進行現地細部調查與監測；在汛期間則應初

中央地質調查所

另針對目前已知的重點地區，進行現地細部調查與監測；在汛期間則應初
步推動疏散避難等之防治作為，並加強大規模崩塌的民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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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建議對策建議對策建議對策建議
2. 中期計畫:
推動高致災潛勢地區的細部調查與監測。推動高致災潛勢地區的細部調查與監測。

詳細評估高致災潛勢地區之影響範圍。

探討發生活動潛勢及機制。

保全對象調查與相關資料庫的建置，進而編繪防災地圖，研擬疏散避難計
畫。

針對崩塌之影響範圍、活動性、危險度評估等持續修正與精進。

3. 長期計畫:
逐步進行面積小於10公頃，但有重要保全對象的潛勢地點進行調查與監測。

持續精進與改良大規模崩塌之調查方法持續精進與改良大規模崩塌之調查方法。

發生複合型土砂災害之研究、監測技術、防減災措施，進而瞭解大規模崩
塌的可能發生機制、發生時間、影響範圍，以研提降雨與地震觸發大規模
崩塌活動之基準 提供行政管理 防災警戒 防治行動等之數據 再依據崩塌活動之基準，提供行政管理、防災警戒、防治行動等之數據，再依據
災害防救法，研擬大規模崩塌之防救災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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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建議對策建議

三 中央地質調查所將持續依行政院函訂之「崩塌防災體系三.中央地質調查所將持續依行政院函訂之「崩塌防災體系
架構及分工表」，於高、中潛勢地區，規劃實施現地之
細部調查，監測崩塌機制，進行邊坡穩定分析 數值模細部調查，監測崩塌機制，進行邊坡穩定分析、數值模
擬、評估滑動範圍及發生滑動潛勢。提供權責機關規劃
工程治理、預警監測、土地管理與居民遷移等相關作為工程治理、預警監測、土地管理與居民遷移等相關作為
之參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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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worry！
Just d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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