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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編撰目的
由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所編撰的「社區坡地災害環境檢查手冊」，主要是提供

有意推動防災社區之人員或機構，作為產製坡地防災地圖時的工具書。這本手冊

的內容著重於坡地災害專業知識的學習，配合環境檢查項目與操作方法的運用，

進一步判斷社區內可能發生的坡地災害類型與位置，並據此評估坡地災害風險，

之後再展開各項社區防救災工作。無論是社區民眾、民間組織、行政機關或是學

術單位，均可透過本手冊所介紹的操作流程，獲取相關的知識與技術，然後用以

幫助社區針對坡地災害進行自主環境檢查。

本章介紹社區坡地災害環境檢查流程，依序說明進行環境檢查時，

事前所需的準備工作、執行中的工作重點與操作方法，以及調查完

成後如何有系統地整理所獲得的資訊，並製作出一張坡地防災地圖。

一、事前準備工作

二、進行災害環境檢查

三、呈現環境檢查結果

本章列出了臺灣發生過的重大坡地災害事件，同時透過坡地災害類

型與災情的介紹，讓大家可以更加瞭解坡地災害的環境特徵與所造

成的破壞型態。

一、重大坡地災害事件

二、山坡地環境特徵

三、坡地災害類型

第二章 
臺灣面臨的
坡地災害威脅

第一章 
為什麼要做社區
災害環境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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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詳細介紹了坡地災害環境檢查項目，包含「整體環境」與

「細部環境」兩個類別。大家可以依據本手冊中的檢查項目逐一

檢查社區環境，也可以單獨針對社區急迫需要的部分進行檢查。

一、整體環境檢查項目

□陡峭邊坡   □填方區      □崩積土坡   □順向坡   

□溪溝或土石流潛勢溪流   □河流         □堰塞湖

二、細部環境檢查項目

□道路與橋梁    □河岸與河床   □邊坡   

□擋土設施       □建築物

本章說明如何根據坡地災害環境檢查結果，繪製社區專屬的坡

地防災地圖。同時，也告訴大家如何應用坡地防災地圖，協助

社區規劃各項災害整備與應變工作。

一、繪製坡地防災地圖

二、建立社區防救災組織

三、擬定坡地災害緊急應變計畫

四、掌握社區坡地災害風險

五、規劃社區未來發展方向

第三章 
坡地災害
環境檢查重點

5

第四章 
檢查後的下一步

手 冊 圖 示 說 明

知識補充 判釋方法 細部檢查項目索引檢核點專家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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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數十年間，每逢颱風豪雨往往會發生坡地災害事件，小則造

成道路中斷或民眾財產損失，大則導致人命傷亡等災情。造成此

一現象主要是因為全臺約有三分之二的面積為山坡地，且多屬於

坡度陡峭或地質脆弱地區。雖然山坡地區域發生坡地災害的風險

必然比較高，但是隨著經濟發展、人口成長以及都市擴張等，山

坡地的開發已成為當前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很多坡地災害事件的發生，經常都是我們對於社區環境瞭解不足

所造成的。舉例來說，社區裡存在土石流潛勢溪流、房舍正好座

落在陡坡下方，或者房子後方的擋土牆已經出現裂縫等。因為

不知道社區環境中存在這些坡地災害威脅，導致民眾缺乏危機意

識。事實上，社區環境安全需要大家一起關心、改善以及維護，

才能減少災害發生機會、減輕災害發生時所造成的衝擊，甚至降

低人命傷亡與財產損失。

換句話說，如果社區平時就知道可能發生的坡地災害類型、發生

區位以及影響範圍等資訊，就能事先針對一些突發的災害狀況擬

訂因應對策，或者規劃避難據點與疏散路線。當颱風豪雨發生

時，社區組織可以定時巡邏這些危險地點、監控雨量或河川水位

等，若住家正好位於坡地災害影響範圍內，也可以預先做好疏散

避難的準備。

第一章

為什麼要做
社區災害環境檢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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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一章  為什麼要做社區災害環境檢查

▲ 農村型社區多位在

環山傍水處，這類

的環境雖然優美，

但卻潛藏許多坡地

災害致災因子（王

貞儒攝）。

▲

 隨著都市擴張，都

會地區周邊的山坡

地往往集中開發成

高樓林立的都會型

社區，一旦發生坡

地災害，將造成嚴

重的傷亡與損失（洪

如江攝）。

坡地災害環境檢查就如同身體健康檢查一樣，可以幫助社區發掘一

些潛藏於環境中的災害問題。身體健康檢查是藉由各種醫療儀器進

行檢查，再配合醫生的專業判斷，以獲知身體所傳達出來的訊息，

並據此分析、診斷身體健康狀況。若檢查後發現一些疾病的警訊，

我們也可以根據醫生提出的建議方案，及早進行治療或者改善飲食

與作息，以期早日恢復身體健康。相同地，社區若能進行坡地災害

方面的健康檢查，透過實地踏勘、調查以及分析來診斷居住環境，

就能找出社區的坡地災害風險。如此一來，社區就可以擬訂適合的

改善方法或因應對策，藉以降低坡地災害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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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環境檢查是防災社區推動過程中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整個執行過程分為三個步

驟，依序為「事前準備工作」、「進行災害環境檢查」以及「呈現環境檢查結果」。接下

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要如何進行檢查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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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第一章  為什麼要做社區災害環境檢查

一、事前準備工作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完善的事前準備，就能夠順利進行災害環境檢查，也能夠

得到比較豐碩的檢查成果。在進行災害環境檢查前，有兩項重要的事前準備工作，分別是

「尋找社區地圖」與「掌握社區概況」。

1. 尋找社區地圖

社區地圖是災害環境檢查過程中最基本的工具。社區地圖不但有助於在實地踏勘前掌握社

區實質環境概況，大家也可以在地圖上先確認需要調查的區位，然後再規劃踏勘路線。在

實地踏勘過後，可以將檢查結果呈現於地圖上，並經由共同討論來診斷社區的坡地災害風

險。日後，更可以透過電腦軟體加以後製，進一步繪製成社區專屬的坡地防災地圖，方便

民眾閱讀與掌握社區防救災資訊。

適合作為坡地災害環境檢查的社區地圖，除了必須包含完整的社區行政轄區範圍，還必須

清楚看到山岳、溪河等自然環境特徵，以及社區內的建築物、道路、橋梁等分布位置。一

般常見的航空照片圖或是衛星影像圖等，都很適合災害環境檢查時使用，而最容易取得社

區地圖的方式是利用 Google 網站上所提供的地圖，例如：

˙Google 地圖（Google Map）具有一般地圖、衛星影像、地形等資訊。

˙Google 地球（Google Earth）則具有立體 3D 圖層。

11第一章  為什麼要做社區災害環境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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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

衛星影像圖

Google Map

地形圖

Google Earth

立體 3D 圖

使用 Google 網站上的地圖不需付費，而且隨時可取得，是一個相當便利的方法。不過

有時候在非都市地區，Google 地圖的影像解析度比較不清晰，可能無法清楚辨識社區

的細部環境特徵；若想要取得解析度較佳的社區地圖，可以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農林航空測量所（以下簡稱農林航測所）或是航測影像拍攝的公司行號等購買圖資。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https://maps.google.com.tw/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https://maps.google.com.tw/

圖 片 來 源：Google 地 球，
http://www.google.com/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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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一章  為什麼要做社區災害環境檢查

社區資料查詢方式

2. 掌握社區概況

在進行身體健康檢查之前，通常會需要填寫個人基本資料，醫生會根據這份資料初步掌握

我們的身體狀況或過去病史，然後再針對後續的各項檢查數值加以評估，以便進行綜合診

斷。同樣地，在實際執行災害環境檢查之前，透過事先蒐集社區的基本資料、坡地災害潛

勢資料以及歷史坡地災害等資料，用來協助判斷社區內坡地災害可能發生的類型、地點以

及影響範圍，作為規劃災害環境檢查重點與路線時的依據。

社區相關資料可以從許多管道獲得，例如透過二手資料的蒐集：瀏覽社區文宣品、閱讀相

關報告以及上網搜尋新聞事件等；或是利用訪談社區居民的方式，獲知社區的災害經驗，

其中地方上的耆老或社區幹部，因為長期居住在社區或對於社區環境較為熟悉，都是蒐集

社區坡地災害經驗時的重要資訊來源。另外，可以透過查詢社區地圖來掌握社區環境特

徵，並初步判釋社區可能面臨的坡地災害類型，可蒐集的管道與資訊內容如下：

社區基本資料
查詢方式

① 縣市政府網站 http://www.ey.gov.tw/link4.aspx?n=09879038179BD724

② 臺灣社區通網站 http://sixstar.moc.gov.tw/

③ Google 地圖 http://www.google.com.tw/maps

    從航照圖上初步判釋社區類型、自然環境、地理環境以及公共場所的特徵和分布位置。

④ 以社區名稱為關鍵字查詢。

資訊蒐集內容

‧ 行政區位：所屬縣（市）、鄉（鎮、市、區）、村（里）。 

‧ 公共設施：建築物聚集區、社區主要道路、聯外道路或橋梁、鐵路、公園、廣場等。

‧ 自然環境：山（山與平地的交界處）、水（溪河、湖泊、埤塘、水圳）、綠地等。

‧ 重要場所：學校、醫院、警消、村（里）辦公室、社區活動中心、教堂、廟宇、地標等。

坡地災害潛勢資料

查詢方式

① 可參考本手冊第二章與第三章所述的坡地災害類型與調查項目，進行社區環境調查。

②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資料整合查詢系統」

http://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8/index.cfm

③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查詢系統」

http://envgeo.moeacgs.gov.tw/geoenv/default.asp

提供全臺詳細的基本地質、活動斷層與環境地質等調查圖層。

④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災資訊網」http://246.swcb.gov.tw/ 

提供年度公告的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位置圖、疏散避難地圖、警戒基準值等，同時

也有土石流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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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同背景與性別

之成員所組成的踏

勘小組，在實地踏

勘過程中可以發掘

出更多的坡地災害

風險與防救災課題，

而且實地踏勘的執

行成果也會比較客

觀與完整。

14

二、進行災害環境檢查
災害環境檢查主要希望創造民眾親自走訪社區的機會，透過參與

檢查的過程，共同找出社區環境中隱藏的坡地災害風險，進而喚

起大家的防災意識。災害環境檢查主要由三個步驟組成，依序為

「形成踏勘小組」、「規劃路線與工具」以及「執行實地踏勘」。

1. 形成踏勘小組

考量到執行上的便利與效率，建議可以先形成一個踏勘小組。待

小組討論後確認實地踏勘的地點、路線以及調查重點，並備齊所

需工具後，再邀集社區居民共同參與踏勘。在實地踏勘時，每一

組的成員數以 8 ～ 15 人為最佳，成員當中除了有當地的社區領

袖、組織幹部以及熟悉當地環境的居民之外，最好能包含坡地災

害專家或水土保持專家，以及協助文字與影像紀錄的小幫手。

社區資料查詢方式

⑤ 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防救災資訊系統」http://bobe168.tw/

可以查詢即時道路、橋梁災情以及預警性封閉路段等資訊。

⑥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潛勢地圖網站」http://satis.ncdr.nat.gov.tw/Dmap/

在坡地災害潛勢地圖中，提供崩塌、土石流等坡地災害潛勢區位所在位置。此外，

也提供各村（里）的坡地、土石流等災害雨量警戒值。

資訊蒐集內容

‧ 社區的環境地質和斷層位置資料。

‧ 崩塌災害潛勢區位與土石流潛勢溪流位置圖。

‧ 村里的崩塌與土石流災害雨量警戒值。

‧ 歷史公路災情與公路封閉資訊。

歷史坡地災害資料
查詢方式

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災資訊網」http://246.swcb.gov.tw/index.aspx

提供重大土石流災情報告。

② 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防救災資訊系統」http://bobe168.tw/

提供歷史公路災情報告。

③ 社區名稱關鍵字查詢，例如：「◎◎村，土石流」或者「◎◎里，擋土牆崩塌」

用關鍵字找尋社區的歷史災情。

資訊蒐集內容

‧ 社區重大坡地災害事件：事件發生時間、災害地點與影響範圍、災情損失、致災原

因以及降雨量等。

‧ 颱風豪雨期間社區面臨的問題：疏散避難、收容安置、聯外交通中斷、資訊傳遞

以及救援救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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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第一章  為什麼要做社區災害環境檢查

2. 規劃路線與工具

形成踏勘小組之後，成員們可以依據社區基本資料、坡地災害潛勢資料以及歷史坡地災害

資料的蒐集結果，研判需要進行調查的地點，然後再規劃踏勘路線。一般來說，執行實地

踏勘的時間應該盡量控制在兩小時以內，避免大家過於疲憊。若規劃路線時發現無法在時

間內看完所有的地點，則可以考慮刪除一些較偏遠的地點；或是根據民眾居住的區域進行

分組，並規劃數條路線，然後同時進行踏勘，或者也可以將踏勘活動分為 2 ～ 3 次進行。

在執行實地踏勘之前，需將社區地圖放大印成全開或半開，並固定在堅硬的板子上（如紙

板或 PP 板）。同時，還需要一些輔助工具，以便將踏勘過程中觀察到的資訊立即記錄下

來。這些輔助工具包含了：數位照相機、油性麥克筆（多色）、簽字筆（粗頭）、指示標

籤、便利貼、夾板、錄音筆等。

社區災害環境檢查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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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地踏勘過程中，

應盡量邀請每位參

與者分享自己的想

法與經驗，以獲取更

全面的資訊。

社區居民：提 供歷

史災情、生活經驗

或對於坡地災害的

隱憂。

坡地災害專家：說明

坡 地 災 害 的 成 因、

判斷發生徵兆以及

監控方法。

基本上，每個地點僅

需用 1 ～ 2 張照片代

表即可，因此拍照時

必須特別留意照片能

否清楚呈現坡地災害

的現象與特徵。

3. 執行實地踏勘

大家可依照本手冊第三章所列出的坡地災害環境檢查項目，透

過現地觀察、共同討論的方式，針對「整體環境」與「細部環境」

兩大面向來調查。

整體環境檢查項目

在進行實地踏勘之前，可以先閱讀地圖以掌握社區環境特性。例如，

透過地理資訊系統（GIS）的操作，將航照圖套疊上等高線，或者

也可以利用 Google 的立體 3D 圖層與衛星影像圖，輔助判釋地形特

徵、自然環境以及公共設施等分布位置。同時，配合坡地災害潛勢

與歷史坡地災害資料的蒐集結果，檢視社區周遭環境是否存有容易

發生坡地災害之區位（詳細內容可參考本手冊第三章所述）：

(1) 陡峭邊坡 (2) 填方區   (3) 崩積土坡  (4) 順向坡

(5) 溪溝或土石流潛勢溪流   (6) 河流     (7) 堰塞湖

細部環境檢查項目

在找出了可能發生坡地災害的區位之後，需再進一步進行細部

環境檢查，以確認是否有坡地災害發生的徵兆，並判斷災害發

生後可能的影響範圍與造成的衝擊程度為何。細部環境檢查項

目主要包含了（詳細內容可參考本手冊第三章所述）：

(1) 道路與橋梁  (2) 河岸與河床  (3) 邊坡 

(4) 擋土設施     (5) 建築物

實地踏勘流程與執行內容

大家可以將實地踏勘過程中觀察到的現象標示在地圖上，並將

重點記錄於便利貼上。若擔心踏勘時來不及記錄，也可以使用

錄音筆輔助記錄。同時，在每一個地點的觀察、討論結束後，

應該用數位照相機將環境中潛在的坡地致災因子拍攝下來，並

將拍攝地點標示於地圖上，以便日後可以整理成較完整的實地

踏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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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第一章  為什麼要做社區災害環境檢查

莫拉克颱風時這邊水量很大，土石堆積約200公分，導致後面民宿觀光客受困時，無法前往救援。

▲

 將坡地災害徵兆拍攝下來。

將實地踏勘重點書寫於便利貼上。

▲  以圖文方式直接於地圖上

標示災害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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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呈現環境檢查結果
實地踏勘活動結束後，下一個步驟就是有系統地將災害環境檢查結果整理出來。

首先，在社區地圖上標示出社區基本資料的位置與名稱，若有坡地災害潛勢區域

或歷史坡地災害點位也可以一併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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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第一章  為什麼要做社區災害環境檢查

這樣一個經由社區和專家互動與溝通的製

圖方式，有助於凝聚雙方共識，不但可以

確認社區內較危險的區域、規劃避難地點

以及疏散路線，或檢視社區在災時可能面

臨的防救災問題等；另方面，透過此一方

式所產製的社區防災地圖，比較能貼近社

區的真實情況與防救災需求，日後也比較

容易受到居民的採納。

▲ 由民眾與專家共同評估社區坡地災害風險。

▲  用製圖的方式呈現社區災害環境檢查結果。

2

3

然後，將實地踏勘過程中所拍攝的

照片印出後，對照便利貼上的紀

錄，在地圖上標示出正確的位置。

接下來，便是邀請大家針對這些

整理過後的照片、便利貼以及地

圖，從全面性的角度共同診斷、

分析社區的坡地災害風險。

在標示過程中，可以用各式的圖

示或箭號代表不同的災害類別、

影響方向以及範圍，或是緊急應

變資源的存放地點等。

在討論過程中，社區居民可以補充在地生活經

驗，或是分享社區過去如何因應坡地災害事件；

而專家也可以協助判斷坡地災害的致災原因，並

分析社區在面對坡地災害時可能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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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雄市六龜區新開部落的坡地崩塌與土石流災情。

2. 高雄市旗山溪旗尾橋斷裂，造成旗山、美濃地區交通中斷（柯永彥攝）。

3. 高雄市那瑪夏區南沙魯里半數的房舍，遭到土石流沖毀。 圖片來源：農林航測所。

一、重大坡地災害事件
2009 年 8 月 8 日中度颱風莫拉克在花蓮市附近登陸，中南部地區降下近 3,000 毫米的驚

人雨量，導致南投、嘉義、臺南、高雄與屏東等縣市災情慘重。許多沿海或臨河的社區遭

逢嚴重淹水災情，而山區聚落亦發生大規模的坡地災害；其中，高雄市的小林、南沙魯、

新開等聚落，更因為山坡地崩塌與土石流災害，導致許多民眾喪失寶貴性命。

根據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的統計，全臺有 699 人死亡與失蹤、1,766 棟

房屋損毀、河川流域淹水面積約 13,304 公頃、產業損失更高達 279.4 億元。直至今日，

民眾對莫拉克颱風所造成的災情仍然印象深刻，並從中深刻體認到臺灣位處於高天然災害

風險區域的事實。

第二章

臺灣面臨的
坡地災害威脅

22

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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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二章 臺灣面臨的坡地災害威脅

圖 2-3

坡地災害可說是臺灣最常見的天然災害，一旦面臨颱風豪

雨，往往就會有規模大小不一的災情產生。下一頁表格整

理了 2008 ～ 2012 年期間，災害規模較大或傷亡較嚴重

的坡地災害事件。這些震撼人心的坡地災害悲劇，提醒我

們不可輕忽坡地災害威脅，並且應該積極重視坡地災害防

治工作的重要性。

▲ 高雄市六龜區小林里發生大規模的崩塌 , 是臺灣有紀錄以來 , 因為

    降雨引發單一坡地災害造成最多人罹難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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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第二章 臺灣面臨的坡地災害威脅

坡地災害發生原因：

˙ 潛因：指山坡地本身的自然

條件，如地形、地質材料、

地質構造以及地下水等。

˙ 誘因：指誘發坡地災害發生

的驅動因素，如豪雨、長期

降雨、地震、河流淘刷、工

程以及人為等因素。
山坡地坡度5%約為坡度角度(θ)2.86°

二、山坡地環境特徵
臺灣有 70% 以上的土地屬於山坡地 ，在地狹人稠的情況下，各項

土地利用難免會與山坡地區域有所交集。除此之外，又因山坡地區

域地質敏感破碎，一遇豐沛降雨或地震，便容易發生坡地災害；每

年的颱風豪雨往往又使得坡地災害頻繁復發，讓大地來不及生息復

原。坡地災害的發生除了可以歸因於地形演育的自然過程外，人為

因素也可能導致坡地災害的發生，且造成的災害規模與嚴重性更不

容忽視 。

參考資料：洪如江 (1999)。 坡地災害防治。國立臺灣大學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執行，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為了降低坡地災害對人身安全和財產所造成的危害，居住在山坡地

的民眾，應該保有居安思危的觀念，盡早具備坡地防避災等相關知

識，以期能降低坡地災害的衝擊程度。舉例來說，學習如何尋找容

易發生坡地災害的地區，瞭解與掌握坡地災害發生的初期徵兆，並

規劃安全的疏散路線與避難地點，以及定期舉辦演練與防救災技能

訓練等，皆是社區於平時就可以採取的行動。

山坡地：本手冊中所稱的山坡地，主要是

指標高在 100 公尺以上者，或標高未滿

100 公尺，但平均坡度在 5%（即邊坡角度

θ=2.86°）以上者。山坡地的詳細定義可

參考「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條規定。

θ=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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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坡地災害類型
坡地災害類型相當廣泛，不過目前坡地災害相關管理單位，對於坡地災害的分類尚無統一標準。

本手冊參考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的坡地災害分類 ，將社區可能面臨的坡地災害分為落石、

岩體滑動、順向坡、岩屑崩滑以及土石流共五種類型。

參考資料：楊樹榮、林忠志、鄭錦桐、潘國樑、蔡如君、李正利（2011）。臺灣常用山崩分類系統。

「第十四屆大地工程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桃園。

坡地災害分類：經濟部中央地

質調查所依據「移動種類」與

「移動方式」，將坡地災害分

為山崩與土石流兩大類，其中

山崩又可再細分為落石、岩體

滑動與岩屑崩滑。根據前述分

類，順向坡屬於岩體滑動災害

的一種，但考量近年來順向坡

災害頻傳，且災情往往十分嚴

重，故本手冊特別獨立介紹順

向坡。

坡地災害慣用名詞：坡地災害廣義泛指土壤、岩屑

與岩石等坡地材料，因受到重力作用，而發生往向

下運動的現象。通常提及坡地災害時，會有以下幾

種較常聽到的名詞：

˙ 一般民眾普遍用「山崩」來統稱所有坡地災害。

˙ 土木工程界常稱之為「坍方」或「邊坡破壞」。

˙ 水土保持界則稱為「崩塌」。

˙ 地質學界中有時稱為「崩山」。

˙ 公路沿線山崩，多特定使用「坍方」。

˙ 敘述山崩發生地點時，則多會用「崩塌地」來稱呼。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的

坡地災害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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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陡峭坡地附近常設置有注意落石的警示標誌。

1. 落石

指岩塊或岩體從陡峭的岩壁上分離後，以自由落體、滾動或彈跳

的方式，快速向下移動的現象。由於落石掉落的力道很大，凡是

在落石運動範圍內的人和設施物，都可能被砸到。一般來說，峭

壁、斷崖以及峽谷等地形，都是容易發生落石的地區。

2. 岩體滑動

岩體滑動的滑動破壞面通常會深入岩層內，滑動時多是整片岩體

完整地往下滑動，滑動範圍甚至可以達數十公頃以上，屬於規模

較大、滑動面較深的坡地災害現象。另外，岩體滑動災害也常被

稱為地滑或順向坡災害。

▲ 裸露峭壁地區容易發生落石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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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順向坡剖面可以明顯看出岩層的不連

續面方向多呈現一致。

▲ 臺 24 線往高雄市那瑪夏區途中的順

向坡路段，在莫拉克颱風侵襲期間發 

生滑動與崩塌災害。

順向坡：指自然邊坡（尤其是岩坡）的

坡面與岩層中存在的不連續面（如層面、

節理面、劈理面等），兩者間的傾斜方向

一致或大致相同者。

3. 順向坡 

順向坡災害屬於平面型岩體滑動的一種，臺灣曾發生過的

大規模岩體滑動，大多是由順向坡地形所產生的。不過並

不是順向坡地形存在，就一定會發生坡地災害，除非有如

地下水位變化或順向坡的坡腳  遭切斷而露出等誘因，

才會誘發順向坡的滑動。因為順向坡滑動通常事出突然，

且滑動速度可能超過每小時100公里（或是每秒28公尺），

不但難以預知且往往逃避不及，所以容易釀成重大災害。

▲

1997 年溫妮颱風所帶來的豐沛雨量導致林肯大郡發生順向坡與擋土牆崩落等災害，

    共造成 28 人罹難（洪如江攝）。

28

坡腳：指邊坡下方與平地、道路、河流

或建築物交接的區域。

邊坡

坡腳

▲ 坡腳區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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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第二章 臺灣面臨的坡地災害威脅

▲ 莫拉克颱風期間，臺南市南化區玉山里羌黃坑社

區的建築物遭土石流撞擊沖毀。

▲ 

莫拉克颱風期間，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六龜大佛

後方發生土石流，土石掩埋佛像兩側的房舍。

4. 岩屑崩滑

岩屑崩滑是臺灣最常見的山崩現象，指較鬆

軟破碎的岩屑、崩積層或土壤等材料，在陡

坡與緩坡發生崩落與滑動的情形。岩屑崩滑

後的裸露坡面經常呈現細長條狀，崩滑下來

的土石則大多堆積於坡腳處。

5. 土石流 

土石流是指泥、砂石、礫石以及巨石等材料

與水混合後，受到重力的影響，沿著斜坡、

河道或溝渠等路徑，由高處流至低處的現

象。土石流的流速快、沖蝕力道強且衝擊力

又大，所以土石流所流經的田地、房屋、道

路以及其他設施物，都會遭到嚴重的破壞。

▲  邊坡發生岩屑崩滑，滑落的土石堆積於坡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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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過去所發生的坡地災害事件可以發現，坡地災害經常在同一區域重複發生。主要是因

為這些地點本身環境比較脆弱（例如：地質條件不佳、坡度陡峭或坡面裸露，且無植被覆

蓋等原因），或者位處於容易受到外在因素影響處（例如：溪流攻擊岸或溪流下游出口處），

所以在颱風豪雨期間容易再次發生坡地災害。也因此，大家需要親自前往檢查、確認這些

容易致災的地點，才能具體掌握社區的坡地災害風險和影響範圍，以便提早作好整備與應

變的工作。

這一章將坡地災害環境檢查分為「整體環境」與「細部環境」兩個基本面向。整體環境是

從較大的空間尺度來檢視社區周遭的坡地環境，找出易致災環境的特徵與區位所在。細部

環境則是在整體環境檢查結束並找出易致災區域後，針對這些地區仔細觀察是否有坡地災

害發生的徵兆存在。這兩個基本面向的檢查項目架構可以參考手冊附錄，而每個檢查項目

的內容將在本章中加以說明。

第三章

坡地災害
環境檢查重點

32

社區坡地災害環境檢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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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第三章 坡地災害環境檢查重點

一、整體環境檢查項目
坡地災害的整體環境檢查不應侷限在社區主要聚落所處的區

域，而是要從宏觀的角度來檢視社區面臨的坡地災害風險。

例如，若社區周遭有順向坡、社區聯外道路上有土石流潛勢

溪流，或者河川上游有堰塞湖等，都可能會直接或間接影

響社區安危。換句話說，不僅要觀察社區聚落所在位置是

否安全，還要擴大到社區鄰近地區，才能完整找出可能威

脅社區安全的坡地災害潛在因子。

坡地災害的整體環境檢查共分為七個項目，以下逐一說明每

個項目的檢查重點和判釋方法。在每個整體檢查項目後，也

一併列出了對照的細部環境檢查項目；若發現社區整體環境

中有坡地災害的易致災地區，則可再詳細進行細部環境檢

查，以確認是否有坡地災害的發生徵兆存在。

▲ 環境整體檢查應擴及涵蓋到社區周遭區域，如此才能詳細完成坡地

災害環境檢查。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https://maps.googl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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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於陡峭邊坡下方的社區，

上邊坡容易發生落石災害。

2. 位於陡峭邊坡上方的社區，

下邊坡易發生塌陷破壞。

1. 陡峭邊坡 

社區內的建築物或設施物若太接近陡峭邊坡，就比較容易受

到坡地災害的影響。一般來說，建築物上方區域若有陡峭邊

坡，需注意上邊坡的土石可能會發生墜落或滑動等意外；

而建築物下方區域若有陡峭邊坡，則需留意若下邊坡的土

石流失，可能導致建築物地基下陷或懸空，建築物因此發

生傾斜或塌陷等破壞。

檢核點

□ 社區內的建築物、重要設施或聯外道路鄰近陡峭邊坡或位於陡峭邊坡上。

□ 陡峭邊坡的坡面上有崩塌、裸露或土石流出等現象。

【細部檢查項目索引】

1. 道路與橋梁（1-2 道路路面）

3. 邊坡（3-1 崩塌地、3-2 裂縫、3-3 樹木或電線桿、3-4 異常出水）

4. 擋土設施（4-1 擋土牆高度與距離、4-2 擋土牆結構、4-3 地錨錨頭）

5. 建築物（5-1 外觀與結構、5-2 排水溝）

等高線：將地表上相同高度的各點所連成的曲線，垂

直投影在一基準平面上，在基準平面上所形成的封閉

曲線就稱為等高線。等高線分布的情形可以用來顯示

該地的地表起伏樣貌。

▲ 等高線示意圖。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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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第三章 坡地災害環境檢查重點

▲ 等高線密集處為陡峭邊坡所在位置。 底圖來源：農林航測所。

▲ 建築物與上下邊坡間須保持安全距離。

(3) 若要在山坡地上興建建築物，最好蓋在平均坡度 30%（即邊坡角度 θ=17°）以下

的緩坡上較為安全。

(4) 建築物與上下邊坡間的距離，至少需要保持 1/2 坡高（H1 與 H2）的安全距離，

若兩者間小於這距離，表示建築物太鄰近陡峭邊坡。

陡峭邊坡

(1) 參考建築技術規範定義，陡峭邊坡是指平均坡度在 55%（即邊坡角度 θ=29°）

以上之邊坡；另外當坡度超過 60%（即坡度 θ=31°），則較容易發生山崩。

(2) 可以透過等高線 輔助判釋陡峭邊坡所在區域，若在地形圖上看見等高線密

集分布處，則代表此處在一定距離內高程變化劇烈，為陡峭邊坡所在之位置。

▲ 建築物與上下邊坡間須保持安全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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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填方區：在開發山坡地時，為了增加可使用面積，

經常進行挖填方工程。將原本陡峭的山坡地開挖並整

平的區域，就稱為挖方區；而將原本低窪的地方利用

土石加以回填整平的區域，就稱之為填方區。

▲ 山坡地開發時，經常將挖方區土石

填入填方區，以增加可使用面積。

2. 填方區

坡地社區在興建期間為了增加可使用面積，往往會在山

坡地進行開挖或填土的工程 。然而，填方區 內若為

黏土或腐植土等不良回填材料，或者施工時未確實滾壓夯

實，日後填方區發生沉陷與滑動的機會較高。建築物若位於

不良填方區上，常會因為不均勻沉陷，導致開裂、歪斜或傾

倒等破壞情形，嚴重的話，建築物可能會隨邊坡沉陷而往下

移動。此外，也要注意社區周遭是否有堆置人為棄填土、礦

渣及垃圾等未經夯實處置的區域 。這些不當堆置的區域，

常常因為堆積材料鬆散，可能在颱風豪雨或地震發生時，發生

崩滑現象並危害社區。

▲

2001 年臺北藝術大學游泳

館旁的填方邊坡，受連日豪

雨沖刷而發生滑動破壞（洪

如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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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第三章 坡地災害環境檢查重點

檢核點

□ 社區周遭有填方或棄填土區。

□ 填方區或棄填土區的上方或下方有建築物、重要設施或聯外道路。

□ 棄填土區有土石崩落或流出現象。

 【細部檢查項目索引】

1. 道路與橋梁（1-2 道路路面） 3. 邊坡（3-2 裂縫、3-4 異常出水）

4. 擋土設施（4-2 擋土牆結構、4-3 地錨錨頭）  

5. 建築物（5-1 外觀與結構、5-2 排水溝）

▲ 填方區的地形往往與周遭環境不

連續且不協調。

圖片來源：李咸亨 (1998)。坡地社區
安全居住手冊。台北：內政部營建署。

▲ 位於填方區上方的社區，多具有高聳型擋土

牆之外觀（洪如江攝）。

填方區

(1) 大規模的填方區通常位於山谷

或邊坡的下緣，因為填方區的

基地是經由填平低窪處所生成，

所以看起來會與周圍的地勢明

顯不協調。

(2) 若建築物位在由較高聳型擋土牆所圍起

的區域上方，其所在位置就有可能是填方區。

棄填方區

可至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的「地質資料整合查詢系統」網站，查詢「環境地質圖」

的「棄填土區」圖層，並配合實地踏勘以確認社區周遭棄填土區域的位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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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崩積土坡  

山坡地的岩石因為風化或侵蝕作用而變成碎石與土壤，並且

容易崩落成為崩積土坡。崩積土的性質差異很大，可能是大

石塊，也可能是細土。崩積土坡表層可能早已完全風化為細

土，上面甚至生長了茂盛植物，所以表層不易透水，但是內

部卻很疏鬆且容易滲水，因此周圍的地下水往往會集中到崩

積土坡內部。當崩積土坡內部累積了大量地下水時，整個邊

坡的穩定性就會變得很低，若再遇到颱風豪雨或小規模開挖

擾動等因素，便會導致崩積土坡產生沉陷或滑動破壞。

▲ 位於南投縣力行產業道路旁的舊崩積土坡，因土坡內部材料組成散，

易受到降雨後而產生滑動，有時滑動後邊坡上方植生保留完整，且

可明顯看出滑動塊體的原始位置。

檢核點

□ 社區周遭有崩積土坡存在。

□ 崩積土坡的上下方有建築物、重要設施或聯外道路。

【細部檢查項目索引】

3. 邊坡（3-2 裂縫、3-3 樹木或電線桿、3-4 異常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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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仁愛鄉翠巒部落，雖經人工

墾植茶園，整體地形相較於四周較

為平緩。但是現地土砂材料顆粒大小

混亂，因此仍可判釋出為崩積土坡。

崩積土坡

(1) 可以藉由觀察社區周圍山勢的連

續性來判釋。當四周均為陡峭山

壁，但中間突然出現一塊明顯平

緩的谷地時，則此一地區有可能

為崩積土坡所在位置。

(2) 可以利用地形圖與等高線來輔助判釋。一般來說，崩積土坡處的等高線通常很凌亂。坡頂處

的等高線間距較為緊密，然後突然變得很寬鬆，也就是等高線會出現上緊密下寬鬆的狀況。

這是因為在主要崩崖處坡度較陡，所以等高線較密，而在接近坡腳處，因為崩積物的堆積而

突起，等高線表現出中間突起的形狀。配合觀察地形圖，若能在該邊坡的兩側找到坑溝存在

的話，就更有可能為崩積土坡。

▲ 標準山崩地形的等高線分布情形。 

    圖片來源：改繪自 MOE 防災教育 @ 數位平台網頁，http://disaster.edu.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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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順向坡

順向坡滑動破壞是臺灣最常見且最嚴重的坡地災害之一，因

此建築物或重要設施若鄰近順向坡，應特別注意順向坡的穩

定情況。一般來說，順向坡地形若遭到河岸侵蝕，或土地開

發利用時隨意削去坡腳，會使得層面露出；若再加上雨水從

層面入滲，將增加坡面的荷重，順向坡就更容易沿滑動面往

下滑落，且有可能誘發大規模的順向坡滑動災害。

順向坡

(1) 可至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資料整合查詢

系統」網站，查詢「環境地質圖」的「順向坡」圖層。

(2) 可以在現地判釋是否具有單面山與豚背脊等順向

坡地形特徵的區域，不過除非岩盤層面有露出，否

則很難只靠判釋邊坡外觀，便得知是否有順向坡地

形存在。

(3) 雖然查詢「順向坡」的圖層或透過現地判釋，可以

找到順向坡的可能位置，但建議仍需由專家確認順

向坡的所在位置，並檢查穩定情形，以進一步評估

是否會危及社區安全。
▲ 豚背構造又稱豚背

脊，俗稱單面山，

山 脊 地 形 面 一 邊

呈順向坡（緩坡），

一邊呈逆向坡（陡

坡 ）， 形 狀 類 似

豚背。

▲ 順向坡層面露出，雨水入滲

後可能會造成滑動發生。

順向坡 逆向坡

檢核點

□ 社區鄰近或座落在順向坡上。

□ 順向坡有滑動徵兆、人為開挖或坡腳破壞之現象。

 【細部檢查項目索引】

3. 邊坡（3-2 裂縫、3-3 樹木或電線桿、3-4 異常出水）

4. 擋土設施（4-1 擋土牆高度與距離、4-2 擋土牆結構、4-3 地錨錨頭）

5. 建築物（5-1 外觀與結構、5-2 排水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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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溪溝或土石流潛勢溪流

5-1 溪溝

許多坡地社區周遭皆存有大小規

模不一的溪溝，這些溪溝在平時

可能水量不大，或是根本沒有水

流；不過在颱風豪雨期間，這些

溪溝卻可能會爆發山洪並淘刷山

坡地，且造成邊坡崩塌。崩落的

土石材料再與大量的雨水或溪水

匯集後，若直接流向社區，恐怕

將造成建築物或公共設施被土砂

淤埋之嚴重災情。

▲ 平時無常流水存在的溪溝，在颱風豪雨時可能會流出大量土石。▲

 溪溝流路若直接指向社區，將對社區產生高度威脅。

▲ 等高線搭配地形圖可協助判釋溪溝的可能所在位置。

底圖來源：農林航測所。

溪溝

(1) 觀察社區周遭的邊坡水流匯集

處，可能就是溪溝所在位置。

(2) 可以透過等高線來輔助判釋。

連結兩山稜線間，等高線呈

倒 V 形狀上的尖端處，所連

結而成的線段，就可能是溪溝

所在位置。

(3) 可至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環境地質查詢系統」網站，

查詢「環境地質基本圖」的

 「向源侵蝕 」圖層，作為

調查溪溝位置的參考圖層。

向源侵蝕：河流在向下切深河床時，會使河流

源頭向上游延伸的過程，即稱為向源侵蝕。向

源侵蝕會導致河流源頭區發生崩塌或土石流失

現象。臺灣山區與丘陵地帶河系發達，各河系

的支流又因為向源侵蝕發達，使得原本不明顯

的侵蝕溝，在短短十年間就有可能發育成較大

規模的溪溝。

▲ 向源侵蝕多發生於河谷處，且時常伴隨著崩塌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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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土石流潛勢溪流   

在颱風豪雨期間，山區經常爆發土石流，對社區內的民眾與

建築物往往造成嚴重威脅。土石流是泥砂、礫石或巨石等

物質與水的混合物，外型就跟一般常見之混凝土砂漿極為相

似，因此又有「天然預拌混凝土」的別稱。社區周遭若有土

石流潛勢溪流存在，則鄰近潛勢溪流中上游地區的建築物或

人員，在土石流災害發生時，可能會遭受土石流的沖刷、撞

擊或磨蝕等嚴重破壞；而鄰近下游地區者，則較可能遭到大

量土石淤埋。

▲  2012 年蘇拉颱風期間，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和中部落發生土石流災害，土石撞毀建築物導致民眾財產嚴

重毀損。

▲

  莫拉克颱風期間，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慘遭土石流淤埋。

檢核點

□ 社區周遭存有溪溝或土石流潛勢溪流。

□ 溪溝與土石流潛勢溪流的沿岸與下游出口處，有建築物、重要設施或聯外

道路存在。

□ 下雨時，溪溝內的水流匯集後有流向社區聚落之情形。

□ 溪溝或土石流潛勢溪流上游的邊坡有發生崩塌，或河床有土石堆積現象。

 【細部檢查項目索引】

 1. 道路與橋梁（1-3 聯外橋梁）2. 河岸與河床（2-2 土砂淤積、2-3 防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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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第三章 坡地災害環境檢查重點

土石流潛勢溪流：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依據現地土石流發生之自然條件，

配合土石流影響範圍內是否有保全對象等因素，經過綜合評估後，判斷有可能發生土

石流災害之溪流或坑溝，公告為土石流潛勢溪流。

土石流的運動方式：

(1) 發生區：溪谷的橫剖面形狀多呈 V 字形，谷壁崩

落的碎屑大量堆積於此處，所以四周植生常顯得

相當稀疏。

(2) 流動區：溪谷的橫剖面形狀為 U 字形，通常位於

山溝河谷流域的中下游，河床上會有河谷兩岸崩

塌下來的碎屑物。

(3) 堆積區：大多在溪流下游出口處，常形成沖積扇

狀的平坦地形。 ▲ 土石流源頭發生區、流動區至下游堆積區。

土石流沖積扇

(1) 指土石流堆積區，大多在溪流下游出口處或谷口處，

呈現扇狀或錐狀。扇頂會向著上游，扇尾則朝向下

游，扇面上常呈現有扇狀水系，巨大的岩塊堆積其

表面與前緣為主要的特徵。一般來說，沖積扇的橫

剖面具有中央高、兩側低的特徵，此一特徵可以與

河階台地有所區別。

(2) 可至水保局「土石流防災資訊網」網站，查詢土石

流潛勢溪流圖中的土石流影響範圍。

土石流潛勢溪流

(1) 現地有 架 設 土 石流潛

勢溪流告示牌。

(2) 可至行政 院 農 業委員

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

防災資訊網系統」網站，

查詢年度公告的土石流

潛勢溪流分布位置。

▲ 土石流潛勢溪流告示牌。 ▲ 陳有蘭溪支流之土石流谷口沖積扇。

資料來源：土石流防災資訊網，http://246.swcb.gov.tw/debrisClassInfo/toknew/toknew1.aspx

發生區

流動區

堆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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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雄市荖濃溪河岸侵蝕情況相當嚴重。

2. 莫拉克颱風期間，陳有蘭溪的洪水沖刷臺16線，導致集集段嚴重塌陷。

3. 從航照圖可以發現河川支流流出的土石擠壓到主流，導致主流原本的

流向改變。

底圖來源：Google 地圖，https://maps.google.com.tw/

6. 河流

6-1 河岸侵蝕 

河岸侵蝕主要發生在河道彎曲的攻擊岸處。此一區位因為長

期遭受河流侵蝕，土石不斷地被河水帶走，河岸邊的坡腳處

會逐漸被淘空，導致邊坡越變越陡，並且容易發生崩塌。若

河岸上方有道路或建築物，其基礎會因此失去支撐，導致塌

陷或傾倒破壞。另外，也要注意河流主流與支流匯流處，如

果支流上游處發生崩塌，大量土石隨支流進入主流，主流受

到土石擠壓，導致河流流動方向改變，而河流攻擊岸位置也

將隨之改變。
河岸侵蝕

(1) 可以直接觀察河川的

流向，通常位在河道

轉彎處，水流直接侵

蝕坡腳的位置就是攻

擊岸，也是河岸侵蝕

較嚴重的區域。

(2) 至經濟部中央地質調

查所「環境地質查詢

系統」網站，查詢「環

境地質基本圖」的「河

岸侵蝕」圖層。

▲ 河岸邊坡若位於攻擊岸

之坡腳，容易遭受河流

侵蝕而產生崩塌。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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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第三章 坡地災害環境檢查重點

6-2 河階台地

河階台地為沿河岸地區所出現的階梯狀地形。當河流出現河

階地形，表示這條河流在早期曾經因為地質、氣候或水文變

化的影響，使得河流在舊河床上急速向下切割，形成新的河

床。若與新河床所在高程相比，舊河床的地勢相對變高。由

於河階台地地形平緩，又鄰近河流，所以常成為早期社區聚

落定居發展的良好基地。然而，如果土砂不斷淤積墊高河床，

導致河床高度與聚落距離過近，在颱風豪雨期間，河床上的

土砂與河水就有可能直接溢流到社區內部。

▲ 屏東縣霧臺鄉大武村小山部落屬於位在河階台地上的聚落。

河階台地

(1) 指位在河流兩岸，高

出河面，且有斷崖的

平台。河階台地所在

位 置 有 的 時 候 會 橫

跨谷口，但與支流的

谷口沒有絕對關係，

其形狀較沖積扇的扇

面平坦，且沒有像沖

積扇具有中間高、兩

側低的現象。

(2) 依據過去經驗得知，

當河流歷史最 高 水

位高度與社區所在河

階地高度間的垂直距

離，若少於 3 公尺，

則較容易發生土砂溢

淹的災害。

▲ 南投縣仁愛鄉法治村

位處於地勢平緩之河

階台地上。

檢核點

□ 社區位在河階台地上。

□ 河流歷史最高水位高度過於接近社區所在的河階台地高度。

□ 社區內的建築物或聯外道路所在位置的下邊坡為河流攻擊岸。

□ 河川主流與支流匯流處有大量土石堆積，導致主流原本流動方向改變。

 【細部檢查項目索引】

1. 道路與橋梁（1-2 道路路面）   

2. 河岸與河床（2-1 坡腳侵蝕、2-2 土砂淤積、2-3 防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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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的豪雨造成新竹縣爺

巴堪溪旁的邊坡坍方，河道

遭到落石阻塞而形成一長約

100 公尺、深約 20 公尺的

堰塞湖。

7. 堰塞湖

豪雨或地震後所引發之山崩與土石流，若堵塞了河谷及河

床，就可能形成天然壩體，並阻斷河道；當河水儲存到一定

程度後，就可能形成堰塞湖。速成的天然壩體結構比較鬆散，

更沒有人工土石壩的擋水設施或過濾層等結構，所以只要受

到河水沖刷、侵蝕或蓄水量持續上升等影響時，大量湖水就

可能會瞬間潰決。到時候，大量壩體土石與河水立即沖向下

游，恐怕將對下游的社區聚落造成毀滅性的破壞。

檢核點

□ 河流上游的河床上，有大量土石堆積，或有水流逐漸蓄積成湖泊。

□ 颱風豪雨期間，河流水位有異常減少，甚至出現沒水的狀況。

□ 若鄰近社區之河川的上游有堰塞湖，在颱風豪雨期間，應監測堰塞湖水

位是否有異常升降情形。

 【細部檢查項目索引】

 2. 河岸與河床（2-2 土砂淤積） 3. 邊坡（3-1 崩塌地）

堰塞湖

(1) 平時可以透過航照圖判釋或經由現勘，調查目前

河道上是否有大量土石堆積形成壩體，且有水流逐

漸蓄積成湖泊的現象。

(2) 颱風豪雨期間，位在河流下游的社區或民眾，若

觀察到河流水位異常減少，甚至出現沒水的狀況，此

時顯示上游可能有堰塞湖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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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細部環境檢查項目
大部分的坡地災害在發生之前，都可以提前在周圍的自然環境或建成環境中觀察到發生徵

兆。大家只要平時對於社區環境能多加留心、仔細觀察，並確認環境中潛在的災害線索，

便可以掌握社區的坡地災害風險。在細部環境檢查項目方面，總共分為道路與橋梁、河岸

與河床、邊坡、擋土設施以及建築物等五大項目。除了依據整體環境檢查結果，對照相關

的細部環境檢查項目之外，大家也可以針對社區所在的範圍，依照本章所介紹的項目逐一

檢查。在檢查過程中若發現已經有坡地災害徵兆產生，可以利用拍照與文字將目前觀察到

的徵兆記錄下來。如果發現這些徵兆有持續擴大或益發嚴重的趨勢，除了應盡速通報相關

主管單位之外，社區若能採取適當的因應措施，將可大幅降低坡地災害發生機會。以下針

對坡地災害的細部環境檢查項目，逐項說明社區應該如何進行檢查。

1. 道路與橋梁

1-1 排水溝設計

為了確保坡地社區開發利用之安全，在邊坡或道路側邊經

常設置排水溝，用以匯集、宣洩大量的地表逕流 ，並引

導至安全地點予以排放，以防止坡面土壤沖蝕或造成路面沖

刷破壞。然而，在山坡地社區或山區道路經常可以看見排水

溝的末端任意終止，或者沒有引導至區域排水系統內，也就

是俗稱的無尾溝。無尾溝所排放出來的水流若在路面上亂流

或集流，將造成路面沖刷破壞；另外，若大量的逕流直接沖

刷邊坡表面，將形成沖蝕溝，嚴重的話能導致大片坡地崩塌。

▲ 山區排水溝必需引導到區域

排水系統內，才能避免地表逕

流破壞邊坡。

地表逕流：指降雨後有部分的雨水沒有入滲到土層

裡，所形成在地表流動的水流。

檢核點

□ 山區道路或邊坡的排水溝為無尾溝。

□ 無尾溝出水口的下方邊坡有出現侵蝕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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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道路路面

在山區道路的路面上經常可以看見裂縫產生，這些裂縫可能

是道路塌陷的前兆。在颱風豪雨期間，一旦道路塌陷，除了

會危及往來的人車外，若剛好是社區唯一的聯外道路，在對

外交通中斷的情況下，社區就可能會形成「孤島」。此時，

社區內的居民無法對外求援或避難，而外界也無法進行搶救

或提供救助物資，將使得災情更加嚴重。

當道路的上邊坡或下邊坡有滑動的情形時，路面便會產生變

形或裂縫 。當道路上邊坡整個往下滑動時，會推擠到在

滑動前方的道路、擋土設施或土壤，隨著邊坡往前推擠，在

坡腳處的路面將可以觀察到凸出隆起現象。而在路面靠近下

邊坡側，若出現方向一致的長裂縫或陷落情況時，就表示道

路下邊坡可能已經發生滑動現象。

道路裂縫的處理方法：

道路路面上的細小裂縫

雖然沒有立即危險，但

是仍應採取一些補救措

施（例如：以填縫料填

補防水，或用防水布鋪

於其上），避免雨水入

滲軟化土壤，導致路面

塌陷。

▲

 莫拉克颱風期間，高 雄 市

六龜區新開部落因為交通中

斷而成為孤島。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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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投縣哈比蘭明隧道因山崩，導

致聯外交通中斷。

2. 道路路面接近下邊坡處出現明

顯長裂縫。

3. 道路路面出現陷落情形。

4. 坡腳處的道路路面，因後方邊

坡滑動擠壓而隆起（陳天健攝）。

檢核點

□ 上邊坡坡腳處的道路路面有隆起現象。

□ 道路路面接近下邊坡側，有出現方向一致的長裂縫或陷落情形。

□ 颱風豪雨過後，道路路面裂縫或塌陷有持續擴大趨勢。

2

4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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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聯外橋梁

橋梁是山區聚落對外交通的重要管道，社區若僅依靠一條橋

梁對外聯絡，就需要特別注意橋梁安全，避免颱風豪雨期間

因為橋梁中斷而形成「孤島」。一般來說，橋梁附近若有崩

塌地發生，且崩塌規模有擴大趨勢，將來橋梁就可能被崩落

的土石攻擊破壞或被掩埋。如果平時橋梁的橋涵處已被土石

或漂流物阻塞，那麼當下次颱風豪雨來襲時，水流與土石可

能會直接溢淹到橋面上，阻斷往來交通。除此之外，橋梁結

構有時因山洪沖蝕與撞擊，而發生開裂或變形破壞，此時應

通知相關單位設置警告標誌，或委請專業技師或公務單位協

助檢查，避免因橋梁斷裂、路面塌陷而造成人員傷亡。

▲ 照片中的橋梁為社區僅有的

聯外道路。

▲ 橋梁下方土石嚴重淤積，導致通水斷面不足，在颱風豪雨期間容易因溪水溢淹，造成交通中斷。

檢核點

□ 社區主要聯外交通管道為橋梁。

□ 聯外橋梁附近已有崩塌地存在。

□ 橋涵處有土石或漂流物淤積堵塞現象。

□ 橋梁結構有破壞情形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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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第三章 坡地災害環境檢查重點

2. 河岸與河床

2-1 坡腳侵蝕

河流沿岸因為洪水侵蝕的關係，經常出現河岸側蝕與淘刷現

象。如果社區內的建築物或道路正好位在河流攻擊岸上方，

在河水的淘刷之下，地基將會逐漸流失，嚴重的話可能導致

建築物傾倒或道路塌陷。因此，社區應該定期針對這些危險

地點進行調查，透過實地觀察來掌握河流攻擊岸的淘刷情況；

一旦發現有地基流失現象，應設置警告標誌，並盡速通報相

關單位處理。

▲ 莫拉克颱風期間，臺 21 線的道路路面與路基因遭到陳有蘭溪溪水淘空，而產生地基流失現象。

▲
 河流淘刷道路下邊坡坡腳，造成土石流失，邊坡上可明顯看見裂縫產生。

檢核點

□ 河流攻擊岸處之坡腳有土砂淘刷，或護岸、堤防工程損毀的情況。

□ 河流攻擊岸處之坡面有裂縫或塌陷產生。

□ 河流攻擊岸處上方的道路路面有塌陷或成群且平行河岸的裂縫產生，或道

路鋪面有常常更新的狀況。

□ 河岸淘刷、邊坡或道路路面的裂縫與塌陷，有持續擴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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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土砂淤積

若河流中上游兩側邊坡發生山崩，崩落的土砂將堆積到河床

上，而河水會將這些土砂往下游挾帶，並墊高下游河床的高

度。當下游河床高度與聚落位處的高度越來越接近時，代表

在颱風豪雨期間，河水與土砂很有可能會溢淹到聚落內，對

居民的人身與財產安全將造成極大威脅。所以，平時除了注

意聚落與河流的水平距離之外，也要注意聚落與河床間的垂

直距離，尤其是在颱風豪雨過後，更應留意河床是否有墊高

的狀況。同時，透過詢問社區耆老，也可以掌握過去曾經遭

受洪水溢淹的區域，有助於及早針對易致災區域進行防避災

整備。

▲ 土砂淤積墊高陳有蘭溪河床。 

▲

 2010 年凡那比颱風期間，來社溪溪水與土砂越過堤防後，溢淹至屏東縣來義鄉來義村。

檢核點

□ 社區內過去有遭受河水與土砂淹沒的地區。

□ 目前的河床高度太接近社區聚落所在位置高度。

□ 河流中上游地區兩側邊坡有大規模崩塌發生，或河床上有大量土砂堆積。

▲ 位於溪流旁的聚落，須注意

社區所在位置與河床間的距

離是否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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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第三章 坡地災害環境檢查重點

▲ 防砂壩是土石流攔阻工程中最常使用的工法之一。

檢核點

□ 防砂設施有變形或破裂現象發生。

□ 河流護岸發生基礎淘空或陷落現象。

2-3 防砂設施

為了避免山崩或土石流災害發生時所產生的巨大沖刷力量，

危及鄰近野溪或土石流的房舍與道路，相關單位通常會在河

流或侵蝕溝內設置固床工、護岸與沉砂池等防砂設施。河流

防砂設施的主要功能為攔阻土砂與土石流，不過有時因為土

石撞擊、邊坡滑動擠壓、土石淘刷護岸基礎等緣故，防砂設

施可能產生破裂、變形或基礎淘空等破壞，因而喪失原有的

保護功能，甚至導致水流與土石直接從破壞缺口處衝出，進

而影響到鄰近社區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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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邊坡

3-1 崩塌地

坡地災害具有復發之特性，所以在颱風豪雨影響作用下，邊

坡上原本舊有的崩塌地 ，有可能會逐漸擴大，甚至演變

成大規模的崩塌，並危及鄰近社區的安全。一般來說，無論

是坡面上的舊有崩塌地或是新生成的崩塌地，大部分都可以

用目視觀察；不過一些舊有崩塌地因年代久遠，上面已經覆

蓋植物，因此較不容易判釋。此外，當山勢較高而無法直接

觀察到山頂邊坡上是否有崩塌地時，也可以間接觀察邊坡坡

腳處的土石堆積狀況。因為一旦有新崩塌地產生，坡腳處可

能就會有零星的土石從崩塌處墜落下來，而當落石堆積數量

逐漸增加，代表了上邊坡的崩塌可能在持續擴大中。

▲ 邊坡上出現的裸露崩塌地。

▲

 邊坡上方土石崩落後堆積於擋土牆前方。

檢核點

□ 社區周遭的邊坡有崩塌地存在。

□ 颱風豪雨過後，社區周遭的邊坡上有新生崩塌地產生。

□ 在山勢較高的坡腳處有落石堆積情形。

□ 崩塌地的裸露面積或坡腳處的落石有擴大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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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第三章 坡地災害環境檢查重點

舊有崩塌地

(1) 觀察邊坡上的林相與周遭區域明顯不同者，如果有一片山坡地周遭都是樹林，而其

中一區塊只有長草，那麼長草的區域可能曾經發生崩塌。

(2) 利用衛星影像圖輔助判釋，邊坡上有長條灰白色的地區，就代表可能有崩塌地存在。

▲ 舊有崩塌地上的植生與林相通常和周遭環境不相同。

▲

 在衛星影像圖上可直接看到崩塌地的位置與範圍。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https://maps.google.com.tw/

▲ 邊坡發生崩塌破壞時，土石會堆積在坡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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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坡滑動後會在坡面上產生裂縫。

▲

 屏東縣滿州鄉港仔村發生邊坡滑動破壞，在邊坡的頂部邊緣呈現圓弧狀破壞。

3-2 裂縫

當邊坡出現滑動現象時，邊坡滑動的部分與原本連接的地方

會產生相對位移。此時，邊坡坡頂處可能出現長條圓弧狀的

張力裂縫。另外，邊坡坡面也可能出現成群成組同方向垂直

於滑動方向的裂縫，或者是產生局部陷落。而在颱風豪雨時，

大量的雨水將會沿著這些裂縫入滲到更深的岩層或滑動面

中，有機會觸發較大規模的坡地災害，因此社區若發現周遭

的邊坡有上述情況發生時，應盡速通報相關單位處置。

檢核點

□ 邊坡頂部出現長條形塌陷或圓弧形長裂縫。

□ 邊坡坡面有成群成組同方向的裂縫或局部塌陷出現。

災害檢查手冊_坡地_改(0422).indd   56 2014/5/12   下午10:22



57第三章 坡地災害環境檢查重點

3-3 樹木或電線桿

邊坡在滑動時，坡面上原來筆直的樹林或電線桿，會隨著邊

坡下滑的過程而改變原本直立的姿態。例如：當樹木受到邊

坡下滑影響時，在滑動前緣的樹木會往前傾斜，或在滑動後

緣的樹木會往後傾斜。所以當看到社區周遭的坡面上，有一

大片樹林呈現一致不自然的傾斜樣子，或是原本垂直設置的

電線桿突然傾斜，就需特別注意邊坡是否有正在滑動的趨

勢。邊坡滑動除了會改變樹林生長方向外，也可能因為滑動

體下陷的關係而破壞樹根，導致樹木枯死；因此當坡面上出

現一片與周遭林相極為不協調的枯死樹林時，也表示邊坡可

能有滑動的跡象。

1. 邊坡曾經發生過滑動，導致檳榔樹傾斜生長。  

2. 邊坡崩塌造成部分竹林倒塌與死亡。

3. 邊坡旁的電線桿隨著邊坡滑動而傾倒。

檢核點

□ 邊坡上有一大片樹林枯死情形。

□ 邊坡上的樹林有傾斜生長情形。

□ 設置在邊坡附近的電線桿有傾斜情形。

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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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乾涸的坑溝，突然有出水現象，是邊坡滑動徵兆。

3-4 異常出水

當邊坡開始有滑動徵兆時，地下水壓

力會因為擠壓的關係而上升，造成

地下水位會有顯著的變化，可能會使

得邊坡上原本乾涸的坑溝，重新冒出

混濁的泥水，甚至出現噴泉現象。此

外，邊坡在滑動的過程中，滑動體前

端附近的濕土區域也會變多，而且範

圍會不斷擴大。上述這些出水現象都

表示邊坡可能快要發生滑動了，千萬

不可忽視。

檢核點

□ 邊坡坡腳處突然出現一區濕土，且範圍有持續擴大之傾向。

□ 邊坡上原本無水的坑溝有異常出水現象。

□ 邊坡或擋土結構物表面有異常出水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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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擋土設施

4-1 擋土牆高度與距離   

擋土牆的用途主要是用來防止填土區或開

挖面崩塌，以保護邊坡安定，並維持坡地社

區的安全。但是如果擋土牆太高，或太接近

建築物，一旦擋土牆發生破壞、損毀，就可

能危及擋土牆前方的建築物。

擋土牆

(1) 擋土牆的高度最好小於 4 公尺，若超過 6 公尺（約兩層樓高），則需分階段設計，

以減少每一階段擋土牆的高度與其承受的土壓力。

(2) 建築物與擋土牆兩者間的基本安全距離，至少應該要大於擋土牆高度的一半，一般

來說至少為 2-3 公尺。

(3) 擋土牆後方的土坡坡度若超過 60%（即邊坡角度 θ=31°），就容易發生土石崩落

現象。

▲  擋土牆若過高，反而容易產生裂縫或發生崩塌。

▲

 建築物緊貼擋土牆，沒有保持適當安全距離。

檢核點

□ 擋土牆的高度過高。

□ 建築物與擋土牆間沒有保持安全距離。

□ 擋土牆後方的土坡太陡。

擋土牆之相關設計規範：

˙ 有關各種類擋土牆（三明治式、重力式、半重力式、懸臂式、扶臂式、疊式與錨定式）的

適用範圍，請參閱「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三章第二十二節第一百十八條之詳細條

文內容。

˙ 有關建築物至擋土牆坡腳間的退縮距離，其詳細數據與計算公式，請參閱「建築技

術規範」第十三章山坡地建築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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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點

□ 擋土牆有外凸、開裂或往前傾倒等情況。

□ 擋土牆裂縫有持續擴大趨勢。

□ 擋土牆排水孔被土石或者被長出的雜草所阻塞。

□ 降雨期間擋土牆排水孔沒有正常排水，或是有排出泥水的情形。

4-2 擋土牆結構   

若擋土牆結構發生破壞或喪失原本設計功能，在颱風豪雨來臨時

就有倒塌的危險。一般來說，造成擋土牆結構破壞或功能喪失的

可能原因，包括以下幾項：

擋土牆後方邊坡發生滑動，在往前擠壓擋

土牆的過程中，造成擋土牆發生開裂、變

形或傾倒破壞。

▲  擋土牆因後方邊坡滑動而產生開裂破壞。

擋土牆的排水孔若無法正常出水，擋土牆

所承受的水壓會暴增，恐超過原本設計的

抵抗強度，而發生破壞。

▲  擋土牆的排水孔遭土石與雜草堵塞。

排水孔若排出混濁帶泥的水流，表示擋土牆

面背後的回填土正在流失或淘空，將會造成

擋土牆的不穩定，而有潛在危險存在。

▲  擋土牆的排水孔排出泥水。

若社區發現上述擋土牆破壞或功能喪失情形，須盡快委請專業技

師或公務單位調查鑑定擋土牆的結構安全狀況。

擋土牆裂縫的觀

察方法：如果對

擋土牆上的小裂

縫會不會擴大有

所疑慮，建議可

以用噴漆在小裂

縫處標示一道與

裂縫方向相互垂

直的線，日後如

果觀察到該處的

噴漆線已經不連

續，就表示擋土

牆上的裂縫在持

續 擴 大 中。 此

外，也可以將尺

擺放在裂縫處，

透過定期拍照記

錄方式，掌握裂

縫的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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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點

□ 地錨錨頭與擋土牆間有開裂或剝離現象。  

□ 地錨錨頭有鏽蝕或滲水現象。

參考資料：李咸亨 (1998)。坡地社區安全居住手冊。台北：內政部營建署。

▲ 地錨遭到破壞後，會降低穩定邊坡的能力。

4-3 地錨錨頭 

地錨通常被用來穩定陡峭坡地的邊坡，一旦地錨發生破

壞，邊坡恐怕有滑動或崩塌的危險。一般常見的地錨破壞

方式，包括錨頭與擋土牆之間發生開裂、剝離，或者錨頭

出現鏽蝕現象。若社區對於地錨結構有安全疑慮時，建議

委請專業技師或公務單位協助檢查。

錨頭

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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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築物

5-1 外觀與結構

社區內的建築物可能受到上下邊坡滑動所影響，導致建築

物結構與建築基地地面出現裂縫，甚至導致建築物發生傾

斜破壞的情形。當發覺建築物疑似有傾斜現象產生時，可

以先用簡易水準氣泡儀器 量測歪斜程度。另外，當在

建築物緊貼山側的牆壁與地下室地板上，發現有嚴重裂縫

與滲水現象時，代表建築物可能受到邊坡滑動擠壓而產生裂

縫，導致降雨與地下水從此處入滲，此時需特別留意建築物

結構安全問題。

一般來說，若只是出現細小裂紋，或者是因為管線施工不

良所造成的裂縫，則無太大的安全顧慮，但仍需持續觀

察。但如果發現小裂縫逐漸演變成區域性裂縫，或者滲

水、發霉區有逐漸擴大的傾向，應該要立即委請專業技師

或公務單位，協助鑑定是否是因為地層滑動或是沉陷不均

勻所致。

1. 1995 年新北市三峽區白雞地區發生填土邊坡破壞，導致社區建築

物整個傾倒（洪如江攝）。

2. 建築物因下方地基遭淘空，而產生傾斜現象。

3. 建築物的梁柱與牆面上出現開裂與細縫。

水準氣泡儀：水準氣泡儀是一種用來量測水平的簡

易儀器。水準氣泡儀內有一氣泡（水準氣泡），當

氣泡位在黑色圈圈中間，表示目前所在位置為水

平；若水準氣泡偏離了黑色圈圈，則代表目前所在

位置有明顯傾斜。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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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第三章 坡地災害環境檢查重點

1. 門窗遭擠壓變形，導致關閉有困難。

2. 因為建築物有裂縫，而導致地下室出現滲水現象（王貞儒攝 )。

3. 建築物與其周遭水溝間產生位移落差。

檢核點

□ 建築物的梁柱、外牆磁磚或隔間牆粉刷層上，有裂紋或傾斜之現象。

□ 建築物內裝飾材料或家具，有開裂、鏽蝕或傾斜之現象。

□ 建築物門窗有因為變形而產生關閉困難或卡死等無法使用之現象。

□ 建築物貼山側的牆壁或地下室的地板、牆壁或角落上，有滲水、發霉、裂

縫或浮凸之現象。

□ 建築物周圍樓梯或排水溝與建築物間，有開裂、落差之現象。

參考資料：李咸亨 (1998)。坡地社區安全居住手冊。台北：內政部營建署。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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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檢查自家水錶，或者注意用水量或水費是否有異常的情形產生。

▲

 建築物旁排水溝出現開裂。

5-2 排水溝

排水溝變形常常是坡地災害的發生徵兆之一。建築物旁的排水溝結構強度往往會比建築物

主體結構來得弱，如果排水溝的排水量因裂縫滲漏而減少，在長期滲水的情況下，建築物

的地盤強度可能遭到淘空或軟化，最終將導致建築物產生沉陷或傾斜。此外，當建築物發

生傾斜或下陷變形時，也會造成建築物地下水管脫落或開裂，並產生漏水之現象。當對建

築物安全有所疑慮時，應委請專業技師或公務單位協助檢查，以避免災情擴大。

檢核點

□ 建築物周圍排水溝渠有裂縫、變形之現象。

□ 建築物周圍排水溝渠的排水狀況有異常之現象。

□ 屋頂水塔進水量與水壓不穩定。

□ 自來水水費有異於往常之暴漲現象。

參考資料：李咸亨 (1998)。坡地社區安全居住手冊。台北：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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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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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檢查後的下一步
在社區環境檢查活動結束後，相信大家對於社區坡地災害的

風險有更深地認識，接下來就可以開始著手繪製社區的坡地

防災地圖。而有了防災地圖之後，便可以延伸進行一連串的

坡地防災工作了！

一、繪製坡地防災地圖
坡地防災地圖主要的功能為傳遞坡地災害風險區位、疏散路線

與避難據點等資訊，期望藉此讓大家更加認識社區環境中所隱

藏的坡地災害風險，並促成社區自主防災、疏散避難等保護

行為的產生。在製作坡地防災地圖時，可以用先前製作的社區

實地踏勘地圖為基礎，將上面的資訊進一步分類整理為颱風豪

雨時可能發生坡地災害的地點、疏散避難資訊與防救災資源

等類別，然後加上圖名與圖例等資訊，再透過 PowerPoint、

Corel DRAW、Photoshop 或其他電腦繪圖軟體，繪製成社區

的坡地防災地圖。

社區防災地圖最重要的功能是與民眾進行風險溝通，因此在

設計地圖版面與樣式時，應該要使用容易閱讀的語言與圖示，

且要能清楚傳遞坡地災害風險資訊。此外，建議可以透過多

元的管道或媒介，有效傳播、流通社區防災地圖；因此無論

海報大圖、折頁傳單、戶外告示板、雜誌專書、影片廣告或

網路瀏覽等，皆是設計社區防災地圖時可以考量的型式。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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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第四章 檢查後的下一步

▲ 以電腦軟體繪製社區坡地防災地圖。

二、建立社區防救災組織
社區防救災工作需要長時間持續地推動，因此社區內需要有

一個組織來負責相關工作的執行。然而這樣的組織，並不是

憑空建立的，它必須依據社區在災害、環境、人口等面向上

的特徵，因地制宜規劃組織架構。在製作坡地防災地圖的過

程中，大家一方面掌握了威脅社區的坡地災害類型，也瞭解

可能發生坡地災害的區位，同時一併發掘社區在坡地防救災

工作上面臨的問題；事實上，上述這些資訊都可以作為規劃

社區防救災組織編組與任務分工的基礎。

▲

 社區防救災組織可以由既有的組織加以調整，以可有效運用人力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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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根據社區防災地圖所討論出來的社區防救災組織，比較能符合社區實際的運作

情況與任務需求，組織成員也比較能具體執行各項防救災任務。不過並不需要大費周章找

人來擔任社區防救災組織的組長及組員，社區內一些既有的組織就很適合做為社區防救災

組織的基本班底，例如社區巡守隊、里辦公室、社區發展協會、環保志工、烹飪班等。結

合社區內這些定期運作的組織，轉變成為社區防救災組織，不但能更有效運用人力及資

源，組織成員也因為平常就有在互動，災時更能立即動員展開應變救援的行動。

而社區在發展防救災組織編組架構時，若發現某一組的工作任務特別繁重，則可以討論是

否要另外成立其他組別以分攤工作。例如：在討論過程中，發現搶救組要負責疏散引導、

災情搶救以及救護的工作，若在災時可能會有分身乏術的情況產生，此時便可考慮是否要

另外成立疏散組或是救護組來分攤工作。又如，村長認為發布陸上颱風警報後，社區需要

有一組人馬進行土石流潛勢溪流、危險地點及河川的巡邏與通報，藉以掌握災情狀況並作

為疏散避難撤離時機的參考，所以又再成立巡邏組。因此，社區在進行防救災組織建立

時，可以視社區的環境條件、災時面臨狀況以及過去的應變作為，發展出一套符合社區需

求且可實際運作的防救災組織編組。

▲ 建立社區防救災組織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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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這段新聞當中，可以知道阿禮部落在面對颱風

災害時，可能面臨聯外道路中斷、飲用水不足、民眾

驚嚇等狀況，因此需要有人負責指揮、搶救，也要有

人可以煮食或者安撫村民。阿禮部落的頭目在與社區

幹部們討論這些受災情況以及面臨的防救災問題後，

即自行發展解決對策與因應行動，並且共同決定每一

項行動或任務應歸屬的編組。

莫拉克颱風來襲時，屏東縣霧台鄉阿禮部落發生地滑

災害，導致下部落多戶民宅嚴重塌陷，當時社區唯一

的聯外道路臺 24 線發生大規模崩塌，使阿禮部落孤立

其中。由於莫拉克颱風時正值頭目弟弟的喪禮，因此

阿禮部落由原本的三十多位居民，一下聚集了八十三

位民眾全部受困於山中。部落當時觀察雨勢具有危急

性後，便由頭目指揮族人一起避難，並將人員進行造

冊與分組。

當時分組的方式，首先由年輕人先背行動不便的老人

與小孩至高處避難，之後再返回部落勘災，討論逃離

的路線，並將蒐集到的泉水供應大家飲用。接著請婦

女回到家中將糧食帶到避難處所，負責烹煮食物與照

顧族人起居生活的工作。另外又編一組人馬負責勘查

地形，專門記錄受災的情況。而村子裡的牧師則扮演

撫慰民眾心情的角色，並有人員負責照顧老弱婦孺。

而頭目自己則每天至少傳一通簡訊，向外界傳遞村民

受困的訊息。直到直升機來到阿禮部落救援時，部落

採病人優先、老人與小孩搭乘第二梯次、青年壓後的

方式進行撤退。最後到了山下，頭目再次點名確認所

有人員名單，如此有系統的組織分工，使阿禮部落可

以平安脫困，也沒有人員傷亡。

資料來源：中國時報 2009/08/14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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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擬定坡地災害緊急應變計畫
面對每年都可能來襲的颱風，如果社區能預先制定緊急應變計畫，並定期演練；一旦坡地災

害發生，社區的防救災組織就能臨危不亂，有效進行各種緊急應變行動。事實上，在討論坡

地災害緊急應變計畫時，可以先規劃災害時序，例如將颱風影響社區的時間點劃分為海上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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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坡地防災地圖是規劃坡地災害緊急應變計畫時的重

要輔助工具。因為在設計這些災害情境時，必須奠基在地

圖製作過程中所獲得的資訊；例如，社區過去曾發生過的

坡地災害事件，或者是經由社區環境檢查所發掘的坡地災

害威脅，甚至是訪談過程中所獲知的防救災問題。

同時，在討論當中必須釐清社區防救災組織的每個編

組，針對各個災害時序及狀況作出因應行動或對策，

並且確認任務執行者、執行方式與執行地點。把這些

討論內容記錄下來後，便可以檢視社區防救災組織的

架構以及分工情形是否合宜；而這些工作項目經過調

整與修正後，依照災害時序有系統地整理出來，便可

以作為社區的坡地災害緊急應變計畫。

▲ 社區緊急應變計畫制定過程。

在進行社區緊急應變計畫的制定時，可先設計災害時序，包含時間與天氣狀況，之後參

考社區坡地防災地圖中，將具有高災害風險地區或歷史災點設定為，境況模擬當中發生

災情的地點，並將社區過去曾發生過的防救災問題一併設計在境況中，如同左上圖所

示。然後依照上一步驟所建立的防救災組織架構，大家一起針對這些境況依序進行討

論，討論出的結果可能就會類似下一頁的表格內容。

警報、陸上颱風警報、土石流黃色警戒、土石流紅色

警戒以及解除陸上颱風警報等五個階段。接下來，再

根據每一個颱風影響的時間點，放入一些災害情境，

透過桌上模擬（兵棋推演）或是實兵演練的方式，檢

討現有組織的運作功能，最後據此建立坡地災害緊急

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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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防救災組織―初步任務分組       

可與 D 合併為 1 組 可與 C 合併為 1 組

災害

階段
境況 A 指揮中心 B 行政組 C 搶救組 D 疏散組 E 預警組 F 收容組

災前

整備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確認應變小組成員
清點社區（公有）

儲糧飲水
清點社區防救災器材

確認非聚落、

危險區域、弱勢住戶

當時人口

巡邏社區環境

收容所物資

（睡袋、臉盆、

飲水等）確認確認通訊器材能否操作

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成立應變小組

清點部落實際人口數 勸告遊客於颱風前離開

架設雨量計 / 筒

收容所環境檢查、清理
發布颱風警報訊息給居民

觀察、記錄危險區域

災前實況

預測雨量超過社區土

石流雨量警戒 400mm
聯繫鄉公所

通知、勸告非聚落、

危險區域、弱勢住戶

開始颳風，還沒下雨
引導獨居弱勢居民

疏散避難
巡邏社區環境 收容所開設

災時

應變

開始下雨，

伴隨大風，但雨小

（土石流黃色警戒）

確認各戶物資

監測並回報雨量

巡邏社區環境

開始下雨，且雨勢有

逐漸變大的趨勢

召集應變會議 應變會議記錄 引導遊客疏散避難 危險區域管制 收容所管理、維護

決策、發布疏散避難指令 心靈安撫、禱告 引導一般居民疏散避難 觀測溪水狀況
收容人數清點、確認

照顧病患、老人

大雨連續下了 3 天，

天氣很差，能見度低

（土石流紅色警戒）

全村廣播，

提醒進入警戒狀態
物資集中管理

道路交通管制 照顧病患、老人

收容所安全性評估 收容所安全性檢查

出現災情

回報災情給政府單位 煮飯共食 運送物資 巡察、回報社區環境災情 收容安置受困遊客

操作衛星電話聯繫外界 尋找野菜野食
受困居民

救援
巡察、回報是否有人受困 醫療救護、包紮

調度應變小組成員 撰寫救災日誌
協助低窪地區堆置沙包

發電設備操作
小朋友教育、管理

對外聯繫、發言 送飯給救災的成員 照明設備操作

雨勢開始變小

分配人員後送順序 分配物資 尋找、搶救水源 記錄環境變化與狀況
收容所解散、

協助居民返家決策收容所是否解散 災情整理
向外開路

尋找可對外通訊的地點
接水源到各住戶

災後

復原

解除颱風警報

雨停

募集、申請物資
剩餘物資總清點

運送物資
清理家園 清理家園 清點收容所物資

指揮全村居民清理家園 清理家園

出大太陽 回報鄉公所社區整體狀況 災情統整呈報 確認水源使用情況 環境消毒 記錄環境變化與狀況 收容所復原

說明

1. A-C 組乃依據訪談記錄歸納之編組，是社區於莫拉克颱風當時有實際運作

的組織。 　

2. D-F 組為自行假設研擬的組別。 　 　 　 　

3. 黑色字體任務為依據訪談紀錄歸納 , 是社區於莫拉克颱風當時有實際運作的工作。  

4. 紅色字體為幕僚單位認為社區目前較缺乏的工作項目 , 自行假設研擬的組織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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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第四章 檢查後的下一步

社區防救災組織―初步任務分組       

可與 D 合併為 1 組 可與 C 合併為 1 組

災害

階段
境況 A 指揮中心 B 行政組 C 搶救組 D 疏散組 E 預警組 F 收容組

災前

整備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確認應變小組成員
清點社區（公有）

儲糧飲水
清點社區防救災器材

確認非聚落、

危險區域、弱勢住戶

當時人口

巡邏社區環境

收容所物資

（睡袋、臉盆、

飲水等）確認確認通訊器材能否操作

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成立應變小組

清點部落實際人口數 勸告遊客於颱風前離開

架設雨量計 / 筒

收容所環境檢查、清理
發布颱風警報訊息給居民

觀察、記錄危險區域

災前實況

預測雨量超過社區土

石流雨量警戒 400mm
聯繫鄉公所

通知、勸告非聚落、

危險區域、弱勢住戶

開始颳風，還沒下雨
引導獨居弱勢居民

疏散避難
巡邏社區環境 收容所開設

災時

應變

開始下雨，

伴隨大風，但雨小

（土石流黃色警戒）

確認各戶物資

監測並回報雨量

巡邏社區環境

開始下雨，且雨勢有

逐漸變大的趨勢

召集應變會議 應變會議記錄 引導遊客疏散避難 危險區域管制 收容所管理、維護

決策、發布疏散避難指令 心靈安撫、禱告 引導一般居民疏散避難 觀測溪水狀況
收容人數清點、確認

照顧病患、老人

大雨連續下了 3 天，

天氣很差，能見度低

（土石流紅色警戒）

全村廣播，

提醒進入警戒狀態
物資集中管理

道路交通管制 照顧病患、老人

收容所安全性評估 收容所安全性檢查

出現災情

回報災情給政府單位 煮飯共食 運送物資 巡察、回報社區環境災情 收容安置受困遊客

操作衛星電話聯繫外界 尋找野菜野食
受困居民

救援
巡察、回報是否有人受困 醫療救護、包紮

調度應變小組成員 撰寫救災日誌
協助低窪地區堆置沙包

發電設備操作
小朋友教育、管理

對外聯繫、發言 送飯給救災的成員 照明設備操作

雨勢開始變小

分配人員後送順序 分配物資 尋找、搶救水源 記錄環境變化與狀況
收容所解散、

協助居民返家決策收容所是否解散 災情整理
向外開路

尋找可對外通訊的地點
接水源到各住戶

災後

復原

解除颱風警報

雨停

募集、申請物資
剩餘物資總清點

運送物資
清理家園 清理家園 清點收容所物資

指揮全村居民清理家園 清理家園

出大太陽 回報鄉公所社區整體狀況 災情統整呈報 確認水源使用情況 環境消毒 記錄環境變化與狀況 收容所復原

說明

1. A-C 組乃依據訪談記錄歸納之編組，是社區於莫拉克颱風當時有實際運作

的組織。 　

2. D-F 組為自行假設研擬的組別。 　 　 　 　

3. 黑色字體任務為依據訪談紀錄歸納 , 是社區於莫拉克颱風當時有實際運作的工作。  

4. 紅色字體為幕僚單位認為社區目前較缺乏的工作項目 , 自行假設研擬的組織任務。

75第四章 檢查後的下一步

由社區防救災組

織幹部針對災害

境況討論各編組

的 行 動 任 務，

各 編 組 提 出 的

因 應 行 動 與 對

策 便 可 成 為 社

區 的 坡 地 災 害

緊急應變計畫。

當未發布土石流

紅色警戒或社區

未 出 現 災 情， 此

部分工作暫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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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南投縣信義鄉羅娜村的防災地圖，可以得知社區的指揮中心、避難處所及直升機

起降地點等資訊，而從航照圖與等高線則可以判讀出社區的地形與聚落分布位置。

另外，由歷史坡地災害事件與災害潛勢等資訊，則可進一步判斷社區可能發生災害

的位置和相對安全的地區。也因此當坡地災害發生時，外部救援單位或地方政府很

容易根據這張地圖，判斷羅娜村的災情概況，並擬定適宜的救援行動。

四、掌握社區坡地災害風險
當重大坡地災害發生時，社區可能有房屋遭到土石掩埋、道路坍方，甚至發生人員受困等

災情產生。檢視過去的坡地災害事件，可以發現外來的救援單位往往因為不熟悉社區環

境，而無法及時發揮救援功用。若能經由社區防災地圖，讓外界快速掌握社區環境整體概

況、研判坡地災害風險，並進行救援人力、器材設備及防救災資源的布署與安排，就能迅

速展開救援行動。同時，有了這張地圖後，地方政府也可以利用地圖上的資訊作為轄區內

坡地災害應變、救災指揮及資源調度時的參考。

▲ 羅娜村社區防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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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第四章 檢查後的下一步

位於高雄深山的「多納溫泉」曾經是極富盛名的觀光

景點，絡繹不絕的遊客為多納里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收

入。莫拉克颱風時，位於溫泉區上方的兩條野溪爆發

土石流，導致河道兩側的觀光設施、店鋪皆遭土石沖

毀，而溫泉也被土石掩沒。該地也因通往主要聚落的

道路中斷，而產生孤立無援的情況。

在莫拉克颱風過後，對於多納里的居民來說，如果能

重建溫泉區，當然可以提振當地的經濟。然而，原本

的溫泉區已成為土石流的高風險地區，因此應盡量避

免在此地再進行任何的觀光建設或土地開發等工程，

以避免未來颱風豪雨來襲時可能再次發生災情。

▲ 多納里的溫泉在莫拉克颱風時

遭土石流沖毀，社區應思考

未來是否要於此一地區進行

觀光產業的重建。

位於南投縣水里鄉新中橫沿線的上安村，也是同樣曾

經遭受重大土石流災害衝擊的社區。上安村的聚落中

心分布在三廍溪的兩側，桃芝颱風時因三廍溪爆發嚴

重土石流，沖毀主要道路與數座聯絡橋梁，導致兩岸

居民無法通行，亦無法相互救援。上安村在進行災後

重建規劃時，考量到三廍溪兩岸的交通聯繫，因此興

建了一座名為「鵲橋」的吊橋，在災時可以發揮兩岸

居民聯繫與互救的重要功能。同時，也配合社區總體

營造，連結兩岸的青梅產業、飲茶文化與觀光旅遊，

成功轉型為極具魅力的觀光休閒農村。

五、規劃社區未來發展方向
基於社區防災地圖上所顯示的災害風險資訊，考慮災害特性下所規劃的社區發展方向，將

可降低社區的災害風險，亦可減輕未來的災害衝擊與損失，進而朝向永續社區的目標邁

進。也就是說，若社區未來要進行土地開發、工程建設、觀光規劃或進行小規模的基地改

造等，都可以透過社區坡地防災地圖檢視開發的地點與路線是否適宜。若開發地區位於坡

地災害潛勢地區，則應謹慎評估可行性，以避免提高社區的坡地災害脆弱度。

▲ 橫跨三廍溪的鵲橋，平時是著名的觀光景點，災時則可肩負

兩岸的交通聯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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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環境檢查項目一覽表

1. 陡峭邊坡

□ 社區內的建築物、重要設施或聯外道路鄰近陡峭邊坡或位於陡峭邊坡上。

□ 陡峭邊坡的坡面上有崩塌、裸露或土石流出等現象。

2. 填方區

□ 社區周遭有填方區或棄填土區。

□ 填方區或棄填土區的上方或下方有建築物、重要設施或聯外道路。

□ 棄填土區有土石崩落或流出等現象。

3. 崩積土坡

□ 社區周遭有崩積土坡存在。

□ 崩積土坡的上下方有建築物、重要設施或聯外道路。

4. 順向坡

□ 社區鄰近或座落在順向坡上。

□ 順向坡有滑動徵兆、人為開挖或坡腳破壞之現象。

5. 溪溝或土石流潛勢溪流

□ 社區周遭存有溪溝或土石流潛勢溪流。

□ 溪溝與土石流潛勢溪流的沿岸與下游出口處，有建築物、重要設施或聯外道路存在。

□ 下雨時，溪溝內的水流匯集後有流向社區聚落之情形。

□ 溪溝或土石流潛勢溪流上游的邊坡有發生崩塌，河床有土石堆積現象。

6. 河流（河岸侵蝕、河階台地）

□ 社區位在河階台地上。

□ 河流歷史最高水位高度過於接近社區所在的河階台地高度。

□ 社區內的建築物或聯外道路所在位置的下邊坡為河流攻擊岸。

□ 河川主流與支流匯流處有大量土石堆積，導致主流原本流動方向改變。 

7. 堰塞湖

□ 河流上游的河床上，有大量土石堆積，或有水流逐漸蓄積成湖泊。

□ 颱風豪雨期間，河流水位有異常減少，甚至出現沒水的狀況。

□ 若鄰近社區之河川的上游有堰塞湖，在颱風豪雨期間，應監測堰塞湖水位是否有

異常升降情形。

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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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第一章  為什麼要做社區災害環境檢查

  細部環境檢查項目一覽表

1. 道路與橋梁

1-1 排水溝設計

□ 山區道路或邊坡的排水溝為無尾溝。

□ 無尾溝出水口的下方邊坡有出現侵蝕溝。

1-2 道路路面

□ 上邊坡坡腳處的道路路面有隆起現象。

□ 道路路面接近下邊坡側，有出現方向一致的長裂縫或陷落情形。

□ 颱風豪雨過後，道路路面裂縫或塌陷有持續擴大趨勢。

1-3 聯外橋梁

□ 社區主要聯外交通管道為橋梁。

□ 聯外橋梁附近已有崩塌地存在。

□ 橋涵處有土石或漂流物淤積堵塞現象。

□ 橋梁結構有破壞情形產生。

2. 河岸與河床

2-1 坡腳侵蝕

□ 河流攻擊岸處之坡腳有土砂淘刷，或護岸、堤防工程損毀的情況。

□ 河流攻擊岸處之坡面有裂縫或塌陷產生。

□ 河流攻擊岸處上方的道路路面有塌陷或成群且平行河岸的裂縫產生，或道路鋪

面有常常更新的狀況。

□ 河岸淘刷、邊坡或道路路面的裂縫與塌陷，有持續擴大趨勢。

2-2 土砂淤積

□ 社區內過去有遭受河水與土砂淹沒的地區。 

□ 目前的河床高度太接近社區聚落所在位置高度。

□ 河流中上游地區兩側邊坡有大規模崩塌發生，或河床上有大量土砂堆積。

2-3 防砂設施

□ 防砂設施有變形或破裂現象發生。

□ 河流護岸發生基礎淘空或陷落現象。

79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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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部環境檢查項目一覽表

3. 邊坡

3-1 崩塌地

□ 社區周遭的邊坡有崩塌地存在。

□ 颱風豪雨過後，社區周遭的邊坡上有新生崩塌地產生。

□ 在山勢較高的坡腳處有落石堆積情形。

□ 崩塌地的裸露面積或坡腳處的落石有擴大發展趨勢。

3-2 裂縫

□ 邊坡頂部出現長條形塌陷或圓弧形長裂縫。

□ 邊坡坡面有成群成組同方向的裂縫或局部塌陷出現。

3-3 樹木或電線桿

□ 邊坡上有一大片樹林枯死情形。

□ 邊坡上的樹林有傾斜生長情形。

□ 設置在邊坡附近的電線桿有傾斜情形。

3-4 異常出水

□ 邊坡坡腳處突然出現一區濕土，且範圍有持續擴大之傾向。

□ 邊坡上原本無水的坑溝有異常出水現象。

□ 邊坡或擋土結構物表面有異常出水現象。

4. 擋土設施

4-1 擋土牆高度與距離

□ 擋土牆的高度過高。

□ 建築物與擋土牆間沒有保持安全距離。

□ 擋土牆後方的土坡太陡。

4-2 擋土牆結構

□ 擋土牆有外凸、開裂或往前傾倒等情況。

□ 擋土牆裂縫有持續擴大趨勢。

□ 擋土牆排水孔被土石或者被長出的雜草所阻塞。

□ 降雨期間擋土牆排水孔沒有正常排水，或是有排出泥水的情形。

4-3 地錨錨頭

□ 地錨錨頭與擋土牆間有開裂或剝離現象。

□ 地錨錨頭有鏽蝕或滲水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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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第一章  為什麼要做社區災害環境檢查

  細部環境檢查項目一覽表

5. 建築物

5-1 外觀與結構

□ 建築物的梁柱、外牆磁磚或隔間牆粉刷層上，有裂紋或傾斜之現象。

□ 建築物內裝飾材料或家具，有開裂、鏽蝕或傾斜之現象。

□ 建築物門窗有因為變形而產生關閉困難或卡死等無法使用之現象。

□ 建築物貼山側的牆壁或地下室的地板、牆壁或角落上，有滲水、發霉、裂縫或浮

凸之現象。

□ 建築物周圍樓梯或排水溝與建築物間，有開裂、落差之現象。

5-2 排水溝

□ 建築物周圍排水溝渠有裂縫、變形之現象。

□ 建築物周圍排水溝渠的排水狀況有異常之現象。

□ 屋頂水塔進水量與水壓不穩定。

□ 自來水水費有異於往常之暴漲現象。

81附錄

※ 進行社區坡地災害環境檢查時，可將此附錄表格影印後方便攜帶進行環境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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