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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8年8月莫拉克颱風侵台帶來超大豪雨，造成當
時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現為高雄市甲仙區小林里）
發生大規模崩塌災害，深層崩塌滑動的土方量超過
2,500萬立方公尺，為崩塌、土石流及堰塞湖等複合
型災害，是台灣有紀錄以來，因降雨引發土砂災害造
成最多人數遇難之案例，此一事件同時引發政府對於
大規模坡地災害議題的高度關注。

行政院江前院長於102年12月18日在中央災害防救會
報第28次會議中，於地調所「莫拉克中部、東部災區
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區調查成果」提出專案報告後，裁
示後續請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持續結合產、官、學
各界進一步釐清潛在大規模崩塌機制，並規劃短、中、
長期各項工作，循年度及中長程施政計畫作業程序辦
理，以落實應用。



年
度

區域名稱 調查縣市

大規
模潛
在崩
塌

可能影
響聚落
安全

受影
響聚
落

99 莫拉克南部災區
嘉義縣、台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

52 13 11

100 莫拉克中部災區
台中市、南投縣、
嘉義縣

225 27 13

101 莫拉克東部災區 台東縣 192 16 18

102 非莫拉克災區
新北市、桃園市、
花蓮縣

116 16 18

103 非莫拉克災區
新北市、基隆市、
新竹縣、苗栗縣、
宜蘭縣

279 22 24

104 非莫拉克災區
新北市、桃園市、
新竹縣、花蓮縣、
宜蘭縣

210 19 19

總計 1074 113 103

 中央地質調查所於前期國土保育
計畫中，已完成全台約4,200平
方公里範圍內面積大於10公頃大
規模潛在崩塌的判釋調查，但初
步分析成果並無法滿足防災資訊
的需求。



於民國105年莫蘭蒂颱風在台東縣紅葉村帶來重大邊
坡崩塌災害，係發生在面積小於10公頃的潛在崩塌案
例，檢視101年度之光達數值地形模型資料已可發現
重力邊坡變形的地表地形特徵，凸顯不同規模潛在崩
塌的精進判釋與細部調查工作的重要性與急迫性。

圖片資料來源:水土保持局



中央地質調查所緣在「結合
大規模崩塌地質防災資訊服
務」的主計畫項下，進行鄰
近重要保全聚落面積小於10
公頃可能造成重大災害的中
等潛在崩塌之精進判釋調查，
自民國106年起分五年度完
成，預計每年完成約700平
方公里(約100幅1/5,000圖
幅範圍)之精進判釋，以及
每年新增350平方公里(50幅
1/5,000圖幅範圍)的補充判
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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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保全聚落鄰近之10公頃以上
的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區精進判釋
以每年進行100幅1/5,000圖幅範圍(約700平
方公里)的工作範圍。

(二) 保全聚落鄰近之10公頃以下的潛
在中等規模崩塌地區判釋
以每年進行100幅1/5,000圖幅範圍(約700平
方公里)的工作範圍。

(三) 新增區域之坡地聚落潛在中等規
模崩塌補充調查
新增50幅1/5,000圖幅範圍(約350平方公里)
進行坡地聚落潛在中等規模崩塌補充判釋及
調查。

(四) 重點區域的地質敏感特性評估。
針對前項50幅1/5,000圖幅範圍(約350平方公
里)內具有保全對象之重點地區。



• 方法：同潛在大規模
崩塌。藉由高精度數
值地形判釋主崩崖、
次崩崖、側邊裂縫、
多重山脊、反向坡、
陷溝、滑動體、蝕溝
等崩塌特徵。圈繪出
潛在崩塌範圍後，再
進行崩崖分級、崩塌
分區等細部判釋。

• 定義：係指面積10公頃以下之潛在崩塌地。





• 說明：判釋潛在中等規模崩塌範圍內之主崩崖、次崩崖、
侵蝕崖、侵蝕溝、潛在滑動體等徵兆。



潛在崩塌判釋已完成150幅比例
尺1/5,000之圖幅範圍。已判釋
570處潛在崩塌，崩塌面積總和
2,274公頃。

縣市 潛在中等規模崩塌

嘉義縣 27處(1處影響住戶)

臺南市
49處

(7處影響住戶，其中1處影響住戶大於10戶)

高雄市
222處

(21處影響住戶，其中5處影響住戶大於10戶)

屏東縣
248處

(8處影響住戶，其中6處影響住戶大於10戶)

臺東縣
24處

(7處影響住戶，其中2處影響住戶大於10戶)



以下列舉5處潛在中等規
模崩塌案例說明。

案例一(杉林地區)
 有保全對象
 砂頁岩、構造影響

案例二(士文地區)
 有保全對象
 砂頁岩地區

案例三(六龜地區)
 無保全對象
 板岩地區

影響住戶大於10戶以上之潛在崩塌共計16處



高雄市-杉林區-D021(95184003新莊圖幅)

 新莊聚落位於楠梓仙溪左岸河階堆積層
 邊坡地層枝坑層(砂頁岩互層)&隘寮腳

層(頁岩夾薄層細粒砂岩)
 內英斷層(北東走向)通過潛在中等規模

崩塌地。

 位於高雄市杉林區
 編號高雄市-杉林區-D021潛

在中等規模崩塌距離新莊聚
落約500公尺。

 聚落重要交通-省道台29線



崩塌內部無現生崩塌發育且植生茂密。無現生崩塌發育
人為開發主要在坡趾和坡頂。
未見因早期崩塌植生復育之植生特徵

高雄市-杉林區-D021(航照判釋成果)

現況空拍照



高精度數值地形圖判釋成果

3D立體圖

整體坡面地形上凹下凸，為典型舊崩塌地形
冠部主崩崖發育，坡腹有3階子崩崖，推測因內英斷層造成多組破裂

面，使得坡面岩體如均質材料，產生圓弧形崩崖
坡腹以下近崩塌邊界處有2條侵蝕溝發育，至坡腹第二階子崩崖下方，

日後向源侵蝕持續作用下，將形成近似雙溝同源地形

高雄市-杉林區-D021(數值地形判釋成果)



高雄市-杉林區-D021

(現地活動性調查)



一、調查基本資料： 

編號： 95184003 評估日期： 106 年 7 月 11 日 

聚落名稱： 新莊 評估者： 黃士倬 

GPS 記錄坐標(TWD97)： 155487，2543052 

行政區域： 高雄市杉林區 

二、現地概況： 

現地概況 是 否 說明 

1. 平地  ■  

2. 山坡地 ■   

3. 河階台地  ■  

4. 土石流潛勢溪流 ■   

5. 河岸側  ■  

6. 扇狀地地形  ■  

7. 順向坡地形  ■  

8. 崖錐堆積區  ■  

9. 棄填土區  ■  

10.其它地質環境敏感 ■  潛在崩塌 

三、災害類型： 

災害類型 是 否 說明 

1. 山崩 ■  □ 第一次發生 ■ 曾經發生 

2. 土石流 ■  □ 第一次發生 ■ 曾經發生 

3. 順向坡災害  ■ □ 第一次發生 □ 曾經發生 

4. 地層下陷  ■ □ 第一次發生 □ 曾經發生 

5. 向源侵蝕  ■ □ 第一次發生 □ 曾經發生 

6. 河岸侵蝕  ■ □ 第一次發生 □ 曾經發生 

7. 淹水  ■ □ 第一次發生 □ 曾經發生 

8. 堰塞湖潰堤  ■ □ 第一次發生 □ 曾經發生 

四、災害歷史： 

災害歷史名稱  

災害類型 

□山崩 □土石流□順向坡災害 □地層下陷 □向源侵蝕 

□河岸侵蝕 □淹水 □堰塞湖潰堤 

災害發生時間 2010 年起聚落逐漸有下邊坡滑移跡象 

傷亡情形     人受傷     人死亡     人失蹤 

建物毀損情形 公共建築(學校、民眾聚集場所等)      處 

公共設施 □道路      淤埋長度      米 

土地使用 □一般農林地      □國有林地、實驗林 

農林損失 □農地淤埋面積________公頃 □其他______________ 

新莊聚落安全評估

聚落所在集水區上游有2處土石流潛勢
溪流與1處潛在中等規模崩塌，現調結
果溪流防護工程設施現況良好無立即性
危險，惟編號高雄市-杉林區-D021潛
在崩塌之邊界路面有向下邊坡滑動的跡
象，綜合評估結果新莊聚落為有條件安
全。



屏東縣-春日鄉-MD011(95174057士文村(三)圖幅)

 地層為牡丹層(頁岩和薄砂頁岩
互層，夾有厚層砂礫岩透鏡體)

 鄰近區位無地質構造線通過。

 位於屏東縣春日鄉士文村
 士文5鄰聚落位於編號屏東縣-春

日鄉-MD011潛在中等規模崩塌坡
頂。



屏東縣-春日鄉-MD011(航照判釋成果)

崩塌內部無現生崩塌發育，也沒有土石流潛勢區。
坡面人為開發主要位於坡頂，用地目的為住宅區，少部分為
農墾地。

坡面植生情況良好，未發現早期崩塌復育之植生特徵。









屏東縣-春日鄉-MD011(數值地形判釋成果)



屏東縣-春日鄉-MD011
(現地活動性調查(1/2)



屏東縣-春日鄉-MD011
(現地活動性調查(2/2)

地板下陷填補



高雄市-六龜區-MD06(95173097新發圖幅)

 地層為潮州層(板岩偶夾薄砂岩)
 劈理走向大約為西北西-東南東

往南傾
 鄰近區位無地質構造線通過。

 位於高雄市六龜區
 荖濃溪支流邦腹溪右岸
 周圍無聚落。



災前災後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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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六龜區-MD06(航照判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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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來源: google earth






高雄市-六龜區-MD06(高精度數值地形判釋成果)



高雄市-六龜區-MD06(現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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