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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流防治工法之虛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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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國九十年桃芝颱風過境，因九二一地震受創嚴重的南投地區因桃芝颱風遭受更嚴重的災

害，後歷經納莉、利奇馬、敏督利、艾利等多次颱風侵襲，各項防災工程措施再度遭受損毀，

誘發二次土砂災害，嚴重阻礙重建工作推展，更危及重建區居民安全。本研究運用遙感探測

（remote sensing, RS）科技結合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與多媒體（multi-media）等資訊

技術，將南投縣陳有蘭溪流域神木與郡坑等二土石流地區作為研究試區，結合遙測技術（RS）

與虛擬實境（VR）分別對不同土石流防治工法之規劃進行視覺性之 3D 空間模擬配置，建立土

石流防治工程虛擬配置之初步環境背景，俾期提供土石流潛勢災害防治方案研擬或防治工法回

饋規劃設計之參考依據。 

關鍵詞：虛擬實境，遙測技術，災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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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being ravaged by the 921 earthquake in 1999, the Nantou area in Central Taiwan 

sustained critical damage when Typhoon Toraji passed through in 2001.  However, several other 

typhoons (e.g., Nari, Lekima, and Mindule) have induced calamitous landslides which destroyed 

many disaster-prevention facilities, thereby seriously hindering reconstruction work and endangering 

the surrounding habitant environment.  Techniques integrated with remote sensing (RS), virtual 

reality (VR), and multimedia were used to simulate several devastated areas, including the Shen-Mu 

and Jiun-Keng townships, selected as the primary focus for this research.  Applications of VR 

techniques integrated with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were used to establish a database 

system governing the different subject layers of sediment information and various digitized data.  It 

is hoped that the database completed in this study can be fully structuralized and applied to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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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ster-prevention engineering structures for debris-flow control in Central Taiwan. 

Key Words: virtual reality, remote sensing, disaster-prevention  

 

一、前言 

  近年來，各項資訊科技與防災技術已有突破性發展，高

解析度衛星影像分析能力已顯著提升，台灣亦於 1995 年 7

月完成衛星接收站之設立及資料接收，且於 2004 年由國人

自製之中華衛星二號亦發射升空運作，因此坡地土砂災害環

境之監測，亦將因衛星影像解析力之提升，而有更精確之地

理空間資訊可資應用，同時各類相關災害資料，將更具有時

效性與準確率。同時已商業化之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軟體因其更具備空間地理資料之儲存、更新、分析

及展示能力，逐漸成為目前及未來處理空間地理資料之有效

工具之一 [12, 13]。故本研究乃應用遙測衛星影像資料，配

合數位地形（digital terrain model, DTM）、航照判釋及 GPS

現場定位與調查成果，再結合以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技術所建立之土石流潛勢災害空間

分佈資訊及整合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對台灣地

區較具典型之土石流發生區域進行模擬規劃配置，深信此研

究成果應兼具有實務推廣應用與學術研究參考價值 [3-5, 

9]。 

  有鑑於此，本研究乃先行針對台灣中部土石流發生地區

之南投縣陳有蘭溪流域之神木與郡坑等二土石流地區，以遙

感探測（remote sensing, RS）技術萃取土石流發生區域之衛

星影像，並結合虛擬實境展示技術建立互動式展示系統，讓

使用者能以最直接的感觀模擬了解土石流防治工法之規劃

配置，俾期作為後續土石流災害防治工程規劃設計方案研擬

與土石流災害教育宣導教材編定之參考依據 [10, 11]。 

 

二、研究區域說明 

（一）地理地形 

  陳有蘭溪谷地東為雪山山脈，西為阿里山山脈，大致呈

一縱谷地形，流域地勢由東南向西北傾斜，而海拔高度由濁

水溪匯口的龍神橋 310 公尺延伸至玉山山塊的 2900 多公尺

左右，坡降高達 6.1%。陳有蘭溪發源於玉山北峰之八通關，

為濁水溪的主要之流之一，位於南投縣信義鄉山區境內，是

一個位於海拔 2000 公尺左右的集水區盆地，匯集玉山以北

的阿里山山脈東坡與邵大山西波的水，由南向北而流，東以

邵大山與邵大溪為界，西以阿里山與清水溪、曾文溪為鄰，

南至玉山、鹿林山與高屏溪，最終於和社匯入和社溪及樂樂

溪，並於龍神橋處注入濁水溪主流，全長約 42.4 公里，流

域面積廣達 449.67 平方公里，平均坡度約為 1/20，河道深

狹，水流湍級，屬急流河川。 

（二）氣象水文 

  南投縣陳有蘭溪流域降雨量多由季風支配，冬季受東北

季風影響，雨量雖少但風勢強勁，夏季受西南季風影響，全

區雨量豐沛，均屬亞熱帶氣候，每年 7 月~9 月颱風豪雨季

節，所挾帶之高密集性降雨強度，更加劇陳有蘭溪流域之土

砂災害。而陳有蘭溪流域以經濟部水利署之氣象觀測站較具

規模，其中經濟部水利署在陳有蘭溪流域所設置之水文氣象

站，共有龍神橋、西巒、內茅埔（2）、望鄉、東埔等 5 站，

其分佈位置如圖 1 所示。其各測站之氣溫、平均雨量等資料

可提供研究區內之各項相關氣候訊息作為分析。本研究區域

之降雨量分布，係以靠近東側，接近中央山脈之高海拔地區

較大，最大年降雨量達 2512mm，西側低海拔地區則較低，

最小年降雨量為 1707mm；而緯度較高者，降雨量有增大趨

勢。於 5 處雨量站中，若以每年雨量最豐沛之 6 個月為雨季，

其餘 6 個月為旱季作為分析基礎，其 6 站之豐水季節均在每

年 4~9 月。豐水季節之降雨量佔全年總降雨量之 80.8% 

~84.6%，其中以內茅埔（2）之 80.8% 為最低，東埔站之

84.6%為最高。 

（三）流域水系 

  陳有蘭溪全長約 42 公里，流域總面積約為 449 平方公

里，海拔高度由濁水溪匯口的龍神橋海拔 310 公尺延伸至海

拔 2900 公尺左右的玉山山塊，坡降高達 6.1%。其中發育主

要河階地的支流均位於流域西側。多數次集水區為面積小於

20 平方公里，坡度陡降的小集水區，其中僅郡坑溪流域是

31.37 平方公里，兩大支流則分別為和社溪流域的 92.44 平

方公里；沙里仙溪流域的 113.1 平方公里。流域內緊鄰主流

的 1 級河眾多，主要支流中筆石溪、郡坑溪、白不仔溪、內

茅埔溪、十八重溪為 3 級河，僅和社溪與沙里仙溪為 4 級河。

綜觀全流域而言，所有支流的平均分歧比偏低，顯示陳有蘭

溪流域水系連結狀況不佳。陳有蘭溪全流域除了和社溪、白

不仔溪的起伏比約為 0.11 以外，其餘均在 0.15~0.35 之間，

顯示流域支流的地勢起伏較大，河川下切能量亦大。全流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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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利署雨量站 

中央氣象局氣象站 

 

 

圖 1. 台灣中部地區雨量站分佈圖 

 

的長性比介於 1-2 之間，顯示大部分的支流流域接近圓形，

河流能量的傳輸效能佳，抗力低。就河川頻率而言，全流域

接低於 1，顯示地形組織略微粗糙，水系分歧低（如圖 2）。 

（四）地質土壤 

1. 區域地質 

  陳有蘭溪斷層是本區最重要的構造線，往北與往南分別

可延伸至屈尺斷層與荖濃斷層。在本調查區內，斷層線沿陳

有蘭溪谷大致由水里經信義、和社、東埔，然後沿沙里仙溪

至塔塔加鞍部。以陳有蘭溪斷層為界，其西側為中新世瑞芳

群及三峽群等以砂岩、頁岩為主之地層；東側則屬古第三紀

亞變質岩之地層，以硬頁岩、板岩、千枚岩、變質砂岩與石

英岩為主。雖然陳有蘭溪為一斷層線谷，但因河川垂直向下

切割時，由東往西逆衝之斷層位置會因侵蝕面降低，而逐漸

往東偏離河谷位置，故於本區郡坑溪口至十八重溪口之間的

陳有蘭溪東側，亦出現有中新世的關刀山砂岩 [6]（如圖 3）。 

2. 區域土壤 

  區域內之土壤類別可分為紅壤、黃壤、崩積土、石質土、

及沖積土等五類。紅壤多位於平原低地，黃壤分佈於淺山丘

陵之緩坡地或較安定的山脊，崩積土則分佈於淺山陡坡或深

山地區的山腰及山腳處，石質土分佈則以極陡坡地或峭壁為

主 [6]（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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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里溪集水區  

 
圖 2. 南投縣集水區分佈圖 

 

GPS調查點位

陳有蘭溪集水區範圍

土，砂，礫

板岩夾板岩與砂岩的薄葉層

板岩，千枚岩夾石英岩質砂岩

板岩，千枚岩，夾砂岩

石英岩質砂岩，板岩，石磨質頁岩

砂岩，泥岩，頁岩

砂岩，泥岩，頁岩，礫岩

砂岩，頁岩

硬砂岩夾碳質板岩

硬頁岩，板岩，千枚岩夾砂岩

硬頁岩，硬砂岩，板岩

礫石，紅土，土，砂

變質石灰岩

頁岩，砂質頁岩，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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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陳有蘭溪流域 GPS 點位套疊地質土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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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遙測與虛擬技術整合應用 

  任何環境實體之虛擬實境系統中，為了要符合且能滿足

系統使用者，良好介面之研發設計，且能與系統作即時性之

互動需求，至少該系統須滿足下列各要項； 

（一）即時性 

  以往 3D 地表模型所產生的影像往往屬單張靜止影像，

若須改變視角或傾角，則必須重新進行影像計算，相當耗費

時間人力與物力。如在 ERDAS IMAGIME 8.5 之 Virtual GIS

模組中，可在資料區上設定航高、飛行路徑等參數後，進行

一連串主題圖計算，再將這些圖形連續播放後，便形成一段

模擬飛行動畫 [12, 13]。 

（二）互動性 

  在 PCI 軟體的飛行功能模組中，雖可以進行傾角與仰角

改變，讓操作者彷彿在資料區上空作模擬飛行，而達到即時

性效果，但仍缺少互動功能，整個場景一經設定就無法在瀏

覽過程中進行改變，缺少與使用者間之互動能力。因此在虛

擬實境的融入性（immersive）、互動性（interaction）、想像

性（imagination）等三大要素下，一般虛擬實境的運用多以

桌上型電腦為主，也即能透過資訊視窗螢幕及周邊設施環境

之操控而達到此三大要素 [4, 5]。故在此理念下，本研究乃

應用 GIS/RS/VR 整合技術初步研發土石流災區與防治工程

環境之虛擬功能，不僅期盼可藉由即時性滑鼠自動操控飛行

工具帶領使用者（如工程師、技師、決策者等）進入虛擬化

的土砂災害環境或地區，另於虛擬展示之土砂防治工程環境

中加入擬改變之地表模型物件（如立體樹、房屋、交通工具

橋樑、防治工程等），便可即時模擬土石流之運移堆積現況

虛擬，進而達到土石流防治工程環境之虛擬與操作者之互動

性要求，以利於土砂災害防治相關單位或土石流防治工程規

劃設計人員能更加了解土石流災區之地形實況虛擬與其在

三維度虛擬空間環境之位相變化，進而掌控防治工程構造物

工址之虛擬規劃配置，同時進行工址方案之篩選，並作成地

文環境影響因子評估方案優劣之依據，而有利於工址篩選與

工程規劃配置最佳化決擇 [11]。 

 

四、防治工法虛擬規劃配置 

  土石流災害為近年來台灣地區最嚴重的土砂災害型態

之一，土石流災害之主要土砂供應來源乃集水區中上游之坡

地崩塌後，於河道中所形成的堆積物。近年來虛擬技術之普

遍應用模式為使用遙測衛星影像或航空照片再輔以DTM之

地表數位高程分佈資料，形成具有立體視覺化的 3D 立體地

表模型。故本文乃取陳有蘭溪流域之神木與郡坑等地區作為

VR 環境背景區域；再採用 2002&2004 年之 SPOT 衛星影像

DTM 結合建構成一 3D 虛擬實境空間環境背景。同時亦針

對上述土石流潛勢危險區域，以 AcrGIS 之 ArcScene 模組強

化其土石流區域地形之立體空間模擬展示，俾期協助使用者

查詢陳有蘭溪流域之土石流可能發生區域之 3D地形環境背

景和虛擬土石流防治工法規劃時所需各項地文環境之虛擬

展示，進而協助規劃設計工程師可以不必到現地，即可對該

防治工法進行虛擬規劃配置並研擬多個可能之防砂壩壩址

篩選方案，更可使工程師透過工程環境虛擬技術，而作適當

防治工法工址選擇與進行虛擬防治工法之規劃配置。 

（一）3D 地形製作 

  在實體虛擬實境之系統環境中，為期符合且能滿足系統

使用者需求與維繫良好介面之研發設計並能與系統作即時

性之互動需求 [5]，故本研究以衛星影像結合 DTM 地形，

製作土石流災區 3D 虛擬立體地表模型，並利用 Erdas 

Imagine 與 Arc Scene 軟體（如圖 4），將初步製作完成之

3D 土石流災區地形模型輸入至 3DS MAX 中，並作細部 3D

模型編輯與修正。此外在 3DS MAX 系統環境下，將 3D 模

型貼附材質，並且加入燈光、攝影機等物件（如圖 5-7），

最後完成整個 3D 土石流災區環境之虛擬模型製作 [1, 2, 7, 

8]。 

 

 

套 疊 

 
 

圖 4. 3D 虛擬立體地表模型製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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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 3DS MAX 內

的 Import 功能將 
(*.wrl)檔案輸入至

軟體中 

利用 MAX 中的

Editable Mesh 編修

功能，對各節點進

行 3D 地形的編修 

 
 

圖 5. 初步 3D 環境地形模型製作流程圖（1） 

 

  

初步完成 3D 土石

流災區虛擬實境環

境地形模型 

3D 模體表面選擇

研究區域之衛星影

像或航照圖，進行

表面貼圖 

 
 

圖 6. 初步 3D 環境地形模型製作流程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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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設燈光與攝影機與調整參數 

攝影機與燈光路徑編

完成輸出圖 

 
 

圖 7. 3D 環境地形模型製作流程圖 

（二）虛擬工程構造物建置 

  本文使用 3DS MAX 三維空間製作軟體建構 3D 虛擬土

石流防治工法場景，在 3DS MAX 工作環境中，先將製作完

成之虛擬實境環境地形模型作為防治工程虛擬建置之環境

背景 [8]，再選取適合位置建造 3D 虛擬防治工程（如圖 8）。

於製作 3D 虛擬工程構造物前，必須設定完成各項虛擬實境

環境選項設定： 

1. 防治工程構造物所使用單位需與地形模型單位相同。 

2. 3DS MAX 須以 OpenGL 模式驅動，提高製作過程之流暢

度。 

3. 3D 工程構造物模型必須以網格（mesh）方式製作。 

4. 必須指定 3D 工程構造物模型為凸面物件（convex）。 

5. 製作完成 3D 工程構造物模型後，模型網格數應進行最佳

化處理，在模型外觀不改變下，可以有效減少面與頂點

計算數量，以降低電腦 CPU 運算負擔。 

  為期能協助使用者查詢陳有蘭溪流域中之土石流發生

區 3D地形環境背景和防治工法虛擬規劃時所需各項地文環

境展示，所以使用 3DS MAX 將所完成的研究區域虛擬環境 

 

 

利用 3DS MAX7
繪製防治工程構

將防治工程構造物

設定符合之單位 
將防治工程構造物

做網格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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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3D 虛擬防治工程構造物製作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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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成（.wrl）檔案（如圖 9），再結合『Cortona VRML Client』

軟體展示整個虛擬實境場景，進而協助規劃設計工程師可以

不必到現地，即可對該土石流防治工程進行虛擬規劃配置 

[1, 2]。 

（三）防治工法虛擬配置 

  本研究使用 3DS MAX 三維空間製作軟體建構 3D 虛擬

工程構造物場景，在 3DS MAX 工作環境中，先將製作完成

之虛擬實境環境地形模型作為工程構造物建置之環境背

景，再選取適合位置建造 3D 虛擬工程構造物。為協助使用

者查詢土石流可能發生區域之 3D地形環境背景和防砂壩虛

擬規劃時所需各項地文環境之展示，進而協助規劃設計工程

師，可對該防災工程進行虛擬規劃配置，故在虛擬實境系統

中預先設計多樣性防砂工程構造物如：防砂壩、梳子壩、導

流堤等，並將其置於 DTM 及航照地形圖上（如圖 10~11）。 

 

五、結論與建議 

1. 本研究所建立之土石流防治工法之虛擬配置展示系統可

輔助使用者查詢研究地區之土石流 3D 地形環境背景和

防砂壩虛擬規劃時所需各項地文環境資訊，可更加了解

土石流災區之地形實況虛擬與其在三維度虛擬空間環境

之位相變化，進而協助規劃設計工程師可對該地區之防

災工程進行虛擬規劃配置，並研擬多項之防砂壩壩址篩

選替代方案。 

 

 

利用 3DS MAX
中的 Export 功能

轉成(.WRL)檔 

設定影像來源以

及貼圖材質路徑 

將材質貼圖與輸

出之.WRL 檔放置

同一資料夾，即可

完成 

 
 

圖 9. 土石流防治工法之虛擬實境製作流程圖 

 

 

 

圖 10. 郡坑虛擬實境土石流防治工法配置 

 

 

 
 

圖 11. 神木地區虛擬實境土石流防治工法配置 

 

2. 本研究所建立虛擬實境空間，其互動功能在於視角的變

換，物件並未設計互動功能，未來若能增加物件與使用

者互動的環境，將可提升虛擬實境互動式的要求，亦可

增加虛擬實境系統之功能性與實用性。 

3. 未來遙測衛星之影像解析技術和解像能力大幅提升，因

此後續本研究導向與工作重點若能引用高解析度衛星影

像作為虛擬環境之背景，將更可使其土石流防治工法環



 

蔡光榮、林欽川、劉明忠、施政瑋：遙測技術結合虛擬實境應用於陳有蘭溪流域土石流防治工法之虛擬配置 

                                                        

95 

境虛擬背景更趨近似於實地現況，而可有效掌握各不同

防治工法之空間規劃配置與虛擬工址之最佳化規劃設

計，此確實有助於未來土石流防治工程技術之提升，深

信亦將成為土石流防治工法自動化輔助規劃設計之指

標。 

4. 運用 GIS/RS/VR 新科技整合應用技術，透過本研究之推

展研發，可積極提升土石流防治新技術應用層面，有益

於未來國內土石流防治技術人力素質與防治工法規劃設

計水準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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