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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性危害因子探討大梨山地區之災害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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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梨山地區包括梨山部落，以及大甲溪上游德基水庫集水區之範圍，在歷經 921 地

震及後續颱風與豪雨事件的影響，使得該區域部落、台 8 線與台 7 甲等連外道路，常發

生野溪與坑溝的侵蝕，以及道路及邊坡的崩塌等災害，而危及居民的生命財產與安全。

透過指標性危害因子分析，可瞭解區域的災害類型與潛勢，本研究選用 6 個重要的致災

因子：坡地坡度級別、岩層與坡面位態、岩體脆弱程度、野溪與河岸侵蝕、坡地排水不

良情形、土地超限利用情形，且依據相關法規與調查成果予以分級，以呈現各因子影響

區域的災害潛勢，最後歸納出 3 種誘發災害的類別，分別為(1)地形與地質條件影響、(2)

溪溝與河川侵蝕影響，以及(3)人為因素影響，可初步釐清區域的災害成因與潛勢，以作

為未來保全對象的災害防治與治理對策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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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由於全球氣候變遷之影響，近幾年強降

雨、長延時事件頻傳，常導致集水區內坡地的

排水不良、野溪坑溝的沖刷、道路邊坡的崩塌

等，造成坡地果園的地表沖刷、河道與道路的

邊坡崩塌等災害，影響集水區保全對象的安危。 

德基水庫上游集水區，經歷了多次的地震

與颱風災害事件，使得環山、松茂、梨山、老

部落與新舊佳陽等地區，造成嚴重的崩塌與地

滑之災害，故水保局、林務局、地調所、公路

局、原民會等單位投入相當多的治理經費與監

測計畫，以減少災害的發生與損失。然而，在

101 年間的 0610 豪雨、泰利颱風、蘇拉颱風等

天然災害侵襲，仍造成大梨山地區許多土砂災

害，例如：大甲溪上游環山段及和平農場等護

岸工程嚴重損壞、台 8 線 88K 與台 7 甲 54.5K 

等多處路段道路上下邊坡坑溝災害、舊佳陽地

區邊坡無預警崩塌災害，以及松茂、新佳陽地

滑地等諸多易致災事件點位，凸顯大梨山地區

亟需辦理相關的坡地災害調查評估與分析。 

二、研究目的與區域概述 

本研究冀期透過現地調查與災害分析，歸

納出主要影響區域的危害因子，針對災害點位

或部落建立簡易、快速與有效的災害潛勢分析

之方法，以提供相關單位立即瞭解災害成因，

以及災害防治與工程治理之參考。 

本研究區域為大梨山地區，位於德基水庫

次集水區內，共約有 45 個子集水區，例如：有

勝溪、七家灣溪、武陵溪，米米拉喜溪、耳無

溪、碧綠溪等，面積共約 3,118 公頃，而高程

分布由 520 公尺至 3,883 公尺，故地形與地勢

變化較為顯著，如圖 1 所示。行政區域涵蓋臺

中市和平區、南投縣仁愛鄉與宜蘭縣大同鄉，

包含梨山地區、松茂地區、老部落地區、新佳

陽地區、環山部落、福壽山、武陵等地區。受

高山地形之影響，地形雨頗為豐富，年平均降

雨量約 2,100 公釐以上，雨量多集中於 5 月至 8

月，以 6 月為最高，而 11 月最低，故除 11 月

至隔年 1 月平均月降雨量未超過 100 公釐外，

其餘月份都超過 100 公釐。5 月至 8 月降雨量

皆超過 200 公釐，此段時間為當地雨季。年平

均溫度差約 10oC 之間，月平均氣溫以 7 月最

高，以 1 月最低。 

區域地質方面，主要分布中新世及漸新世

的變質岩之地層，屬於中央山脈西翼地質區，

如圖 2 所示，武陵斷層以東地區，地層由年輕

至老分別為中新世的大禹嶺層、眉溪砂岩與廬

山層、漸新世的佳陽層，以及漸新世以前黑岩

山層。武陵斷層東側出露大範圍以板岩為主的

佳陽層，往東側為狹長狀之眉溪砂岩，其次依

序出露以板岩為主之廬山層與含板岩及變質砂

岩之大禹嶺層，而最東側出露極小範圍以板岩

及變質砂岩為主的黑岩山層。武陵斷層以西地

區，主要出露地層為始新世至漸新世的水長流

層及白冷層。水長流層，以暗灰色頁岩或硬頁

岩為主要岩性，偶夾有厚度 5 到 80 公分的暗灰

色輕度變質之細粒砂岩或粉砂岩。白冷層由下

到上依據岩性可再依序細分為東卯段、裡冷

段、梅子林段；白冷層梅子林段(上段)以厚層變

質砂岩為主，夾有少量板岩薄層；白冷層裡冷

段(中段)變質砂岩以及變質砂岩與板岩或硬頁

岩的互層交替出現；白冷層東卯段(下段)則以中

粒厚層變質砂岩為主，間夾有硬頁岩或緻密的

變質粉砂岩。 

三、指標性危害因子 

透過現地調查與資料蒐集可知，大梨山地

區可能引起山坡地災害的因素為坡度、邊坡負

荷、排水問題、岩層破碎程度，以及人為開發

等因子。而欲迅速與有效地完成災害分析與潛

勢，故選定 6 個重要的致災因子（表 1）：坡地

坡度級別、岩層與坡面位態、岩體脆弱程度、

野溪與河岸侵蝕、坡地排水不良情形、土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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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利用情形，且依據相關法規與調查成果予以

分級，以呈現各因子影響區域的災害潛勢，最

後歸納出 3 種誘發災害的類別，分別為(1)地形

與地質條件影響、(2)溪溝與河川侵蝕影響，以

及(3)人為因素影響，可初步釐清區域的災害成

因與潛勢。茲將各項因子分級詳細說明如下： 

3.1 地形與地質條件影響 

(1)坡地坡度級別：根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第二十三條，坡度級別可分為七級（表 2），因

此利用數值地形資料進行坡度分析，可求得部

落範圍內級序。 

(2)岩層與坡面位態：根據水土保持技術規

範第三十一條，依坡面與岩層不連續面之位態

關係型式有順向坡、逆向坡及斜交坡（表 3）。 

(3)岩體脆弱程度：透過航照或衛星影像判

釋集水區的崩塌地，可瞭解該區域的岩體脆弱

程度，本計畫使用 2007 年度經濟部中央地質調

查所集水區地形及資料庫成果，計算近期航照

判釋山崩範圍與部落集水區範圍之比例，並定

義此值為崩壞比，以作為脆弱程度之級序分

類。根據分析結果顯示，部落的崩壞比範圍為

0~18%，故脆弱程度分成四級（表 4）。 

3.2 溪溝與河川侵蝕影響 

(4)野溪與河岸侵蝕：透過現地調查，瞭解

部落坡地集水區範圍內，有無大甲溪主流或其

它溪坑溝的侵蝕影響（表 5）。 

3.3 人為因素影響 

(5)坡地排水不良情形：根據現地調查結果

與訪查確認，瞭解部落坡地排水的情形，本計

畫將坡地排水不良情形分成三級作後續探討

（表 6）。 

(6)土地超限利用情形：根據內政部營建署

(2006)的資料，將部落土地超限利用情形分成三

級作後續探討（表 7）。 

四、大梨山地區災害潛勢分析 

本研究選定武陵農場、環山、松茂、梨山、

老部落、新佳陽等部落為例，進行災害潛勢分

析與探討。根據上述重要危害因子調查成果與

分級，可投圖劃分出各部落的災害潛勢圖（圖

3），以瞭解主要影響該部落的災害因子與程

度，如圖 4 所示。 

(1)武陵農場分布在大甲溪上游之七家灣溪

支流的河階地、沖積層，以及部分山坡地，目

前武陵農場的致災潛勢顯示為較低，然而坡度

較陡且屬於斜交坡與順向坡的坡地，應避免人

為過度開發，而引起災害的發生。 

(2)環山部落位於台 7 甲線 61K 至 62K 之

間，除了土地超限利用較多，部落範圍內共有

三條坑溝，分別為左坑溝、中坑溝及右坑溝，

每逢豪雨坑溝侵蝕至部落，因無適當的排水路

徑而造成災情。故分析成果主要可歸類為人為

因素影響以及溪溝與河川侵蝕影響，目前現況

已達到高危害度的情形，因此需加強改善坡地

排水與大甲溪河岸的侵蝕。建議目前較需處理

的部分為部落周邊坡地農園之地表排水問題，

應給予明確流路，削減水流能量，並施作排水

溝以控制坡面坑溝發展，並銜接至道路排水系

統，且由於坡度陡峭，應配置跌水工、集水井

進行消能。 

(3)松茂部落位於台 7 甲線 68K 至 70K 之

間，分為下松茂、中松茂及上松茂部落。分析

結果可知，松茂部落的致災潛勢，主要可歸類

為河流侵蝕影響，不僅下邊坡受大甲溪河道凹

岸侵蝕，且由於坡度陡，坡地的排水若無改善，

容易加速影響松茂地滑區的邊坡不穩定，此外

中松茂及上松茂部落有明顯的地層滑移之表

徵，建議應密切注意既有地滑監測結果，佈置

更多監測點位，以落實地滑地發生之預警與防

災之功效。  

(4)梨山部落南倚福壽山農場的山脈，北接



第十七屆海峽兩岸水利科技交流研討會，2013 年 11 月 14～15 日，苗栗 

大甲溪，致災潛勢主要可歸類為地形與地質條

件影響，而過去已進行地表及地下排水整治，

地表滑動之狀況較小，但仍有部分地表排水不

良問題，尤其是西坑溝、梨山加油站附近，建

議仍需進一步進行處置，此外陡坡與斜交坡等

地質脆弱度較高的區域，應避免人為過度的開

發，而再次造成地滑地之邊坡不穩定。 

(5)福壽山農場為梨山部落南側最高之區

域，福壽山農場致災潛勢較低，但有排水系統

不良易造成道路淹水的人為問題，應改善排水

系統以免造成鄰近邊坡的野溪坑溝侵蝕。 

(6)老部落南倚福壽山農場北側，北臨大甲

溪，各致災潛勢影響因子程度較為中等，惟六

級坡的地區，如老部落上邊坡與台 8 線之間，

現地調查發現有下陷的情形，故針對老部落坡

度較陡區域需多加注意，而未來仍須注意人為

因素的影響，若土地超限利用嚴重，坡地排水

不良，可能造成邊坡不穩定。 

(7)新佳陽部落南倚更孟山北側的稜線，北

接大甲溪的支流，部落的致災潛勢主要可歸類

為地形與地質條件影響，目前部落現況因下邊

坡坡地嚴重侵蝕而不穩定，需儘速進行邊坡治

理，以免災害擴大，此外未來需注意人為因素

的影響，加強宣導陡坡的水土保持與避免土地

超限利用之情形。 

五、結論 

本研究依據現地調查與文獻蒐集等成果，

評估選出大梨山地區 6 項重要的指標性危害因

子，可針對災害點位或部落建置簡易、快速與

有效的災害潛勢分析之方法，以提供相關單位

立即瞭解災因分析成果，以及災害防治與工程

治理之參考。分析成果顯示，武陵農場與福壽

山農場相對災害潛勢較低；環山與松茂部落因

人為因素影響，土地超限利用嚴重，且未做好

坡地水土保持，使得果園排水不良，此外坡地

鄰近大甲溪河岸，其溪溝與河川侵蝕，著實影

響邊坡的穩定性；老部落、梨山與新佳陽地區

主要因地形與地質條件影響，其板岩劈理發

達，且多地質構造線與風化岩層，且地勢陡峭，

易受降雨或地震而誘發災害。因此，為落實大

梨山地區環境永續之發展，在地質脆弱度較差

與邊坡較陡之區域，應減少人為的過渡開發且

加強坡地的水土保持等工作，避免導致不可逆

的災害發生。透過本研究災害潛勢評估之成

果，可初步釐清大梨山地區各部落主要的危害

因子，以提供相關單位進行災害防治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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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災害潛勢調查與分析表 

災害潛勢調查與分析 

1.坡地坡度級別 

□七級坡 □六級坡 □五級坡 □四級坡 

□三級坡 □二級坡 □一級坡 

2.岩層與坡面位態 

□順向坡 □斜交坡 □逆向坡 

3.岩體脆弱程度 

□極差 □不佳 □可 □佳 

4.野溪與河岸侵蝕 

□主流河岸侵蝕 □支流或溪坑溝侵蝕 □無 

5.坡地排水不良情形 

□排水不良 □中等 □相對良好 

6.土地超限利用情形 

□相對較多 □中等 □相對較少 

 

表 2 坡度級別表 

坡度級別 級序 坡度(S)範圍 

一級坡 1 S 5%≦  

二級坡 2 5%＜S 15%≦  

三級坡 3 15%＜S 30%≦  

四級坡 4 30%＜S 40%≦  

六級坡 5 40%＜S 55%≦  

六級坡 6 55%＜S 100%≦  

七級坡 7 S＞100% 

 

表 3 邊坡種類表 

級序與形式 定義 

1.逆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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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斜交坡 凡坡面與層面之走向交角大於二

十度以上者。 

3.順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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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崩壞比分級表 

脆弱程度 級序 崩壞比 

佳 1 5%≦  

可 2 5%~10% 

不佳 3 10%~15% 

極差 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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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野溪與河岸侵蝕分級表 

級序與野溪

與河岸侵蝕 
定義 

1.主流河岸

侵蝕 

部落坡地受主流侵蝕，且部落位於

凹岸侵蝕坡上，容易造成邊坡不穩

定而滑落。 

2.支流或溪

坑溝侵蝕 

部落坡地受支流侵蝕，或坡地有溪

坑溝侵蝕，容易造成岩體破碎與岩

體孔隙水壓增加，造成邊坡不穩定

而滑落。 

3.無 部落坡地範圍無主要的溪坑溝侵蝕

情形。 

 

表 6 坡地排水不良分類表 

坡地排水不

良情形 
級序 定義 

相對良好 1 豪雨事件較少處有積水與排

水不良的情形。 

中等 2 豪雨事件相對較多積水與排

水不良的情形。 

排水不良 3 豪雨事件大範圍與多處積水

與排水不良的情形，影響部

落的交通與安全。 

 

表 7 土地超限利用分級表 

土地超限利用

情形 
級序 超限面積(公頃) 

相對較少 1 ≧200 

中等 2 100~200 

相對較多 3 ≦100 

 

 

 
圖 1  研究區域水文與地理分布圖 

圖 2  研究區域地質圖 

 

 
圖 3  指標性危害因子與分級之 

災害潛勢分析圖 
 
 

 
圖 4  大梨山地區各部落災害潛勢分析成果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