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工
程
論
著

│中│華│技│術│

ENGINEERING

大型山崩判釋新利器─
結合InSAR與光達數值地形
A new and powerful Approach to mapping 
large-scale Landslides using InSAR and 
LiDAR derived DEMs

ABSTRACT摘  要

　　全球性極端氣候造成自然災變頻傳，而臺灣位處活動造山帶、山坡地佔全島總面積70%以上，陡峭

的地形及脆弱的地質條件加上夏季颱風帶來之強降雨，使得臺灣山區甚多區位處在致災的高風險區。

2009年莫拉克颱風在高雄市甲仙區小林里獻肚山發生之大型山崩造成450人亡或失蹤，突顯由潛在緩慢

運動型態之重力變形邊坡轉換成劇變式山崩的危險與致災性。

　　自2010年來臺灣應用光達數值地形分析判釋具有崩移特徵之大型山崩潛勢發生區位已獲致具體成

效，檢視全臺山區近五分之三的範圍內，目前已判釋出一萬餘處具滑移特徵且面積超過十公頃之大型山

崩發生潛勢區位。透過保全對象及危險度之評估，相關單位篩選出182處重點邊坡做為工程治理與防災監

測之目標。此外，應用合成孔徑雷達干涉技術(InSAR)評估重點邊坡之活動性，協助決定工程治理與否及

防災監測系統建置之優先次序，亦是近年來政府各級單位在大型山崩防減災工作已見具體成效之工作。

　　本報告針對高度開發而失去原始地形特徵之山坡地，在不易單純使用光達數值判釋山崩地形特徵的

區域，說明如何利用InSAR分析成果進行大型山崩潛勢區的修正，二者互相配合得以評估更準確的災害影

響範圍。以南投縣定遠新村為例，原判釋成果為二處山崩潛勢區(南投縣-仁愛鄉-D057及D063)，透過時

域性相關點合成孔徑雷達技術(TCP-InSAR)，進行多時序地表變形分析及判別其崩塌機制，認為南投縣-仁

愛鄉-D057及D063都具有相同地表潛移模式，因此將此二處山崩潛在區位進行合併，以供日後細部調查

及防災工程作為之參考。

關鍵字(Key Words)： 大型山崩(Large-Scale Landslides)、合成孔徑干涉雷達(InSAR)、光達數值地形

(LiDAR derived D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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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山崩判釋新利器─
結合InSAR與光達數值地形
A new and powerful Approach to mapping 
large-scale Landslides using InSAR and 
LiDAR derived DEMs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natural disasters occurred more frequently than before mainly due to extreme rainfall arising 
from global climate change. Located in an active orogenic belt, Taiwan features great topographic relief, 
fragile 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heavy rainfall in summer, making landslides a severe threat to people living 
in mountainous area of the island. The Hsiaolin landslide that caused 450 casualties during the 2009 Typhoon 
Morakot is a typical example known to many people. 

After Hsiaolin landslide, Central Geological Survey and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have devoted great 
efforts to map potential large-scale landslides using LiDAR-derived 1 m DEM. So far, over ten thousands of large-
scale landslides have been identifi ed. Considering vulnerability and risks involved, 182 deep-seated landslides 
have been selected for further landslide hazard mitigation. Additionally, InSAR analysis that can provide mm 
resolution displacement rate is also employed to help to determine which site needs to be paid more attention with. 

This paper has selected Dingyuan New Village in Nantou County to illustrate how to use both of LiDAR derived 
DEMs and the results of Temporarily Coherent Point SAR Interferometry (TCP-InSAR) to locate large-scale 
landslides. With LiDAR derived DEM, two separate deep-seated landslides are recognized. However, as similar 
displacement patterns can be observed in InSAR, two potential sites are merged as a deep-seated landslide.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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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莫拉克風災‧六龜新開部落災損

壹、前言

2009年莫拉克風災發生高雄市甲仙區小林里獻肚山大型山崩，造成

450人死亡與失蹤之重大災害，喚起國內產官學界對大型山崩災害防治之

重視與關注。大型山崩事件之發生數量雖然遠不及小型之淺層山崩，然而

發生後超過數十萬立方公尺甚至近億立方公尺以上的滑動土體，其不但移

動距離遠、破壞力強，且通常伴生土石流與堰塞湖之形成，造成複合型災

害之發生，其對人民生命財產之危害與造成之損失，遠甚於常見之淺層

山崩。

過去二十餘年來光達數值地形(LiDAR)與合成孔徑雷達干涉分析

(InSAR)技術之發展是國際學界研究坡地災害之兩項重大突破，透過光達數

值地形能夠反映真實地形紋理特徵之特性，對於已具滑移現象之坡面，透

過其崩塌地形之判釋分析是確認崩塌位置之有效方法。此外，因為合成孔

徑雷達干涉分析(InSAR)技術可以提供地表毫米精度之變形資訊，過去因數

位影像購置經費昂貴，資料分析與操作門檻較高，以致於使用頻率不高，

但近年來隨著衛星雷達影像開放免費使用、InSAR分析技術突飛猛進，以

及電腦運算硬體日新月異，成功地使用合成孔徑雷達干涉分析，取得大面

積之地表變形資訊，同時用以評估大型山崩發生潛勢區位之活動性。

自2010年來臺灣應用光達數值地形分析判釋具有崩移特徵之大型山

崩潛勢發生區位已獲致具體成效，檢視全臺山區近五分之三的範圍內，目

前已判釋出一萬餘處具滑移特徵且面積超過十公頃之大型山崩發生潛勢區

位。透過保全對象及危險度之評估，相關單位篩選出182處重點邊坡做為

工程治理與防災監測之目標。此外，應用合成孔徑雷達干涉技術(InSAR)

評估重點邊坡之活動性，協助決定工程治理與否及防災監測系統建置之優

先次序，亦是近年來政府各級單位在大型山崩防減災工作已見具體成效之

工作。

本報告針對高度開發而失去原始地形特徵之山坡地，在不易單純使用

光達數值判釋山崩地形特徵的區域，說明如何利用InSAR分析成果進行大

型山崩潛勢區的修正，二者互相配合得以評估更準確的災害影響範圍。以

南投縣定遠新村為例，原判釋成果為二處山崩潛勢區(南投縣-仁愛鄉-D057

及D063)，透過時域性相關點合成孔徑雷達技術(TCP-InSAR)，進行多時序

地表變形分析及判別其崩塌機制，認為南投縣-仁愛鄉-D057及D063都具有

相同地表潛移模式，因此將此二處山崩潛在區位進行合併，以供日後細部

調查及防災工程作為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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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合成孔徑雷達干涉技術原理圖(引自Global Volcanism Program, 2012)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結合InSAR分析山崩潛勢區內的活

動性及光達數值地形之地表山崩地形特徵之辨

認與判釋，進行大型山崩潛勢區域之判釋及

修正。

一、衛星雷達影像地表變形解算

合成孔徑雷達干涉測量(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 InSAR)技術隨著訊息

技術、攝影測量技術、數字訊號處理技術等之

進步，本世紀來已迅速發展成高精度觀測新技

術。它在地形測繪、地震同震變形、地表變形

觀測、冰川運動研究等方面都表現出適用於大

區域、全天時、全天候、高精度、高效率等之

突出優勢。InSAR技術已經成為目前發展迅速、

極具潛力的對地觀測及測繪新技術之一。

InSAR利用雷達回波信號來獲得地表三維

資訊，通過差分合成孔徑雷達干涉(Differential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Interferometry，簡稱

D-InSAR)可以得到地殼形變。D-InSAR技術利用

兩張SAR影像在不同時間而相同區域，經過幾何

校正進行干涉計算，扣除大氣、軌道和原始地

形效應，得到純粹由地表與衛星間之雷達波相

位差，並將相位回復成沿雷達視距方向(Line of 

Sight, LOS)，而得到高精度之地形變化量(圖1)。

D-InSAR技術用於偵測短時間內較大的地

表變動，具有大面積覆蓋而非點位分布的優

勢，在理想條件下之量測精度可達到公分級，

(Massonnet et al., 1995; Amelung et al., 2000; 

Hung et al., 2010)，然對於長時間地表緩慢的變

動(地層下陷、地表潛移等)，使用長時間基線

之SAR影像可能使同調性降低而無法得到良好

的結果。另在山區及植被較密集的地區，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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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永久射散體差分干涉技術原理示意圖(Hooper et al., 2007)

圖3 時域性相關點雷達干涉技術示意圖(Liu et al., 2014)。

(a)不同相位解算 (b)計算位移量

佳祥，2011; 蘇伯宗，2012)，歸納其主要優

點：1.具有高精確性基線計算 2.有效克服大氣因

素 3.具高空間密度之單一散射體的位移量4.具有

長期監測的優勢。

然因受限於地面穩定散射點選取上的限

制，相對於開發較完整的都市區，地形起伏

大、植被茂密的山區，僅能獲得少數資料。

Zhang(2011)提出了時域性相關點雷達干涉技

術法(Temporarily Coherence Point InSAR，簡稱

TCP-InSAR)技術，利用對PS點的相位差向量進

行最小二乘法解算，通過殘差的大小來區別有

模糊度和沒有模糊度的PS點，取代容易產生錯

誤或失敗的相位解算步驟，進一步來計算地表

變形率(圖3)。此一技術於國內已初步應用於廬

山及清境地區之大型山崩之研究，解算結果經

表特徵物會隨著時間變化及受大氣效應影響，

使得干涉結果的精確性仍有待改進(Pathier et 

al.,2003; Hoffmann, et al., 2003)。

Ferretti等人(2001)提出永久射散體差分干

涉(Permanent Scatterers Interferometry，簡稱PS-

InSAR)方法，有效地解決傳統干涉影像受到

大氣影響、相位差以及地形誤差的問題。PS-

InSAR技術依據不同時間序列的SAR影像中，

尋找高相關性且長時間穩定的散射(Persistent 

Scatterer，簡稱PS)點，這些點提供良好相位資

訊，能克服SAR衛星資料受到時間和空間的影

響，提高PS-InSAR的計算精度獲得較為可靠的

相位資訊(圖2)。近年來，廣泛地運用在地震變

形、地層下陷以及長時間緩慢運動之地表形變

的監測(Hooper et al., 2007; Yen et al., 2010; 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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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高精度數值地形判釋之成果及現地查核資料

高度穩合，反應此一解算技術適用於本島植生

茂密之山區。

二、光達數值地形地表山崩地形特徵

蒐集大型山崩潛勢區內衛星影像、航空照

片及高精度數值地形資料，進行細部山崩地形

特徵判釋，以瞭解大型山崩潛勢區位之山崩地

形演化趨勢與內部山崩區位分布。此工作目的

是因大型山崩潛勢區面積甚大、內部山崩常存

在多處區位，彼此山崩活動性不一致，且現場

調查常有地形陡峭及交通不可及等因素，難以

直接進行坡面完整細部調查。因此在進行現場

調查前，需進行大型山崩潛勢區細部特徵影像

判釋，以事先掌握大型山崩潛勢區的山崩地形

特徵與山崩區位附近的地形環境，其示意圖如

圖4。此工作項目成果是作為大型山崩潛勢區可

能的山崩發生機制的推測依據，並有利於現場

調查細部調查工作。

山崩破壞機制解釋是結合山崩地區細部地

形特徵與周圍地形環境的關係，推測山崩發生的

可能原因與山崩發生可能的運動模型，此工作

成果可做為日後防災工作或山崩活動性解釋等

參考之用。而為整體瞭解山崩可能的山崩發生

機制，山崩地表地形特徵主要判釋項目如下：

(一) 水系特徵

 地表裂縫和岩盤破裂面是地表水入滲

到岩盤的重要通道，若山崩區位坡面水系

發育程度較周圍坡面高或距離較近，表示

坡面受地表水表層沖蝕形成侵蝕溝之程度

高，因此增加岩盤裸露範圍或地表裂縫之

發育，坡面上的水系分布情況反應山崩區

位表面材料抗侵蝕能力、山崩地形發育及

岩盤受地表水沖蝕程度等現象，可以利用

高精度數值地形上判釋坡面上侵蝕溝分布

位置、長度等資訊，推測地表水與地表作

用之關係。

圖4 大型山崩特徵判釋示意圖(Agliardia,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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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災後影像2009年09月09日拍攝)。因植生

覆蓋與人為開發破壞原始地貌的因素，利用衛星

影像、航空照片等光學影像不易辨識出山崩微

地形特徵，難以判釋潛在大型山崩特徵與位置。

高精度光達數值地形具有反應真實地表面

與高解析度的優點，故近年來利用判釋大型山

崩已有豐富成果。但在人為開發而破壞原始地

形及崩崖連續性等因素，在某些案例不易判釋

大型山崩潛勢區範圍。在南投縣仁愛鄉定遠新

(二) 大型山崩潛勢區特性判釋

 主要判釋之山崩特徵有主崩崖、內部

崩崖、側邊崩崖、裂縫及多重山脊分布情

況等。因潛在大型山崩內部常存在多處山

崩區位(Lin, et al., 2013)，在山崩內部崩

崖的判釋會以分階分級的方式進行分類。

第一階子崩崖為主崩體內部最上方之子崩

崖，因主崩體內部可能發育其他區位的小

山崩，同理可再將崩崖細分為第二階子崩

崖、第三階子崩崖等，示意圖如圖4。

(三) 大型山崩潛勢區分塊與分區

 因大型山崩之面積廣大，其常由不同

區塊之崩滑體共同組成一複合之大面積潛

在滑動體。因此在大型山崩潛勢區之判釋

中，經由崩崖位置及其連續性，結合平坦

面區位與水系特徵之判釋，進行大型山崩

潛勢區位個別山崩塊體之判釋與圈繪。

(四) 山崩周圍地形環境

 山崩區域的周遭地形環境判釋是為了

瞭解大型山崩潛勢區與周遭環境相互影響

之關係。此判釋結果可大致了解山崩可能

的外在觸發因子與坡趾是否受到河階台地

保護等環境條件，如圖4。判釋項目包括河

岸侵蝕位置、沖積扇及河階台地等區位。

參、案例說明

一、光達數值地形判釋成果

研究區域以南投縣定遠新村為例(圖5)，其

鄰近坡面沒有明顯淺層山崩發生，上邊坡土地

利用主要為農墾地，下邊坡則為原始林(如圖6，

圖5 大型山崩潛勢區修正前分布位置

圖6 大型山崩潛勢區修正前航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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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地區的坡面，利用光達數值地形進行大型山

崩潛勢區判釋。因南投縣仁愛鄉定遠新村所在

坡面中間為一山脊地形，且因人為開發破壞原

始地形，在山脊沒有明顯的連續性佳的圓弧形

崩崖或地形落差，故認為是相對穩定的地區，

因此南投縣仁愛鄉定遠新村地區在利用高精度

光達數值地形可判釋出兩處大型山崩潛勢區(圖

7)，其山崩編號分別為南投縣-仁愛鄉-D057及

南投縣-仁愛鄉-D063。D057面積60.2公頃，平

均坡度26.0度，地形高差約590公尺；D063面積

27.1公頃，平均坡度23.9度，高差約530公尺。

二、TCP-InSAR成果

南投縣仁愛鄉定遠新村地區所在位置坡

面，利用ALOS雷達衛星影像，並使用TCP-

InSAR解算結果。在2006~2011年期間，定遠新

村鄰近地區坡面在稜線與山崩區兩側邊界的山

脊線附近，其地表地形變化為抬升狀態，但坡

面內部的山脊與山崩內部的地表位移都呈現沉

降狀態，表示南投縣-仁愛鄉-D057及D063都具

有相同位移模式(圖8)。

三、光達數值地形判釋結合InSAR影像判釋

成果

在判釋的區域屬於高度開墾地區或是山崩

特徵不易判釋的區域，利用光達數值地形判釋

並結合InSAR影像，不僅可以利用山崩微地形特

徵，也可以同時利用坡面長期地表變形狀況了

解山崩坡面相對穩定與沉降的地區，以作為大

型山崩潛勢區域圈繪與修正(圖9)。

由南投縣仁愛鄉定遠新村地區結合高精度

光達數值地形與InSAR影像，其結果顯示原先

利用高精度光達數值地形判釋出南投縣-仁愛

鄉-D057及D063，雖然因人為開發因素使得多數

圖7 大型山崩潛勢區修正前光達數值地形

圖8 大型山崩潛勢區修正前InSAR點位分布

圖9 大型山崩潛勢區修正後範圍分布及山崩特徵(航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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