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災(潛勢)地圖之說明與應用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https://dmap.ncdr.nat.gov/

全球災害統計
 全球尺度
 不同災害類別(地震、洪水、颱風、乾旱、流行病)



台灣位於多災害區域

颱風、地震、淹水、乾旱、海嘯…

圖片來源：Prevention Web
http://www.preventionweb.net/english/maps/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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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倒塌或
傾斜建物災點

建照：無照

建照：82.7.5
82建2348

建照：81.11.19
81建12034

建照：81.7.23
81建8259

建照：80.12.18
80建10076

建照：77.4.19
77建2348

建照：無照

圖片來源：
京城銀行：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永康區南興街建物、仁德區太子路民宅：成大杜怡萱副教授
維冠金龍大樓：國防部
善化區大成市場：台南市經發局
山上區零售市場：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震中心
歸仁區幸福大樓、旺林飯店：鍾育霖

建照：69.3.31
69建1971

2016年0206美濃地震



水保局

崩塌源頭

中段土砂堆積情形

下游土砂堆積情形

連日降雨造成部落後方土石滑落到部落裡的街道大約有10到20公
分的高度，當時居民是都撤離到愛國蒲分校

2016年莫蘭蒂颱風-台東愛國蒲

水保局

台東紅葉村在莫蘭蒂颱風來襲期間發生坍方，土石衝進民
宅，30幾戶居民只得緊急撤離，所幸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2016年莫蘭蒂颱風-台東紅葉村



2016年梅姬颱風

面對天然災害頻傳的臺灣，
你瞭解多少？

災害可能在哪裡？



哪裡可能會淹水？

在我們居住的環境中

環境潛勢

積水：一般大雨下太久，或是瞬間降下的傾盆大雨，導致地
面的水來不及排進排水道，而在地面上看到的水。

淹水：依據法令，「水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救助種類及標準」第3條，及「災害防救法」第48條，規定住
屋因水災淹水達50公分以上且有居住事實者之住戶，可申請
水災補助，即將50公分以上訂為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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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水

淹水

積淹水定義

腳踝:約10cm

膝蓋以上:約30-50cm

淹水



300mm、450mm、600mm的淹水潛勢

淹水潛勢：透過一些假設條件來進行模擬可能淹水的地區，其
中影響淹水最大主因就是降雨。

300mm、450mm、600mm：就是代表24小時內的累積雨量，
所模擬出來的淹水的趨勢及深度。

300mm 450mm 600mm

隨著降雨累積增加，淹水範圍及深度都有擴大的情況

淹水潛勢

淹水模擬之假設條件

以24小時(或一日)降雨600mm為例
 600mm在時間上的分配，如下圖。從水文學的角度，
這樣的降雨量排列，所得到的下游流量最大。

在空間上則是假設為均勻降雨。



什麼是土壤液化？

土壤液化的發生需要三項要件：
（1）鬆軟的砂層
（2）高地下水位
（3）強烈的地震

在地下水位高、土層為
疏鬆細砂，地下水位以
下的土壤顆粒間充滿水
分，顆粒暫時維持穩定
的狀態。

激烈的搖動使得土壤顆
粒間的水壓增高，土壤
顆粒彼此間的接觸力霎
時消失，土壤顆粒懸浮
在水中，而失去承載能
力。

土壤液化發生時，地表的
建築結構因為土壤失去承
載能力，致使房屋下陷、
龜裂，及電線竿傾斜等災
情。強烈震動過後，因震
動增高的水壓逐漸消散，
土壤顆粒逐漸沉降，造成
進一步的地表。

什麼是土壤液化潛勢？

 土壤液化潛勢是推估地層容不容易發生液化的可能，其做法可以透過蒐集大量地質鑽探資
料(地下地質狀況)與地下水位資料進行評估。

 在台灣依據建築法相關規範方法演算，分析在發生設計地震(約5或6級，因地而異)時，可
能發生土壤液化的輕重程度。

 政府對於土壤液化潛勢的分析可分為三級：
 第1級由中央負責，相關資料將作為國土及防

災等規劃的參考。
 第2級由地方政府負責，作為地方相關工程建

設參考。
 第3級則由業界負責，作為個別建案建築基礎

設計之依據，而目前針對全國公開的資料為
第1級，精度較低。



什麼是警戒值？

 為了讓民眾能在颱風、豪雨期間事先做好減災、避災的工作，因此分析各
式的災害潛勢地圖，但是災害潛勢不代表一定會發生災害，仍須視其降雨
條件而定。

 各種災害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針對各種災害研訂發佈警戒參考標準，以
利防災人員在應變操作及民眾使用。

 目前臺灣使用的警戒值包含淹水警戒值、河川水位警戒值、
土石流警戒基準值、重點監控路段及橋梁的警戒
值，主要都是透過歷史災害事件發生時其雨量值，經過統計分析後，所得
的結果，不同的降雨警戒基準值代表著該地區環境的特性。

以土石流警戒基準值為例

警戒值250mm之地區環境狀況相較警戒值600mm之地區環境狀況不好，所以警戒值
的高低也意涵著該區災害風險的高低。

高雄市那瑪夏區 高市DF007 屏東縣牡丹鄉 屏縣DF055

1、地質結構破碎且有多次土石流發生記錄。
2、保全對象易受土石流危害且易成孤島。
3、集水區有大面積崩塌地且有明顯蝕溝。
4、河道有大量土砂堆積。
5、河道坡度較陡者，且河岸明顯侵蝕現象。

1、具有土石流發生潛勢，但近年無土石流發生。
2、保全對象受土石流危害風險較低。
3、集水區植生良好且無明顯崩塌地或沖蝕溝。
4、河道無明顯土砂堆積。
5、河道度較緩。

警戒值250mm 警戒值600mm



土石流潛勢溪流(水保局)

 土石流潛勢溪流係指依據現地土石流發生之自然條件，配合影響範圍
內是否有保全對象等因素，綜合評估後，判斷有可能發生土石流災害
之溪流或坑溝。

 106年共有1705條。(台中市109條)

潛勢溪流影響範圍(水保局)

台中-新社



何謂災害潛勢地圖？

「災害潛勢」：是描述某一地區，過去曾發生災害或未來有較高的

致災機會，其評估的方式可透過歷史災害調查或數值理論模擬的結果。

• 災害潛勢地區：表示依其潛勢製作過程的假設或依據，較可能發

生災害，因此有災害潛勢之地區，不一定每次都會發生災害；

• 未有潛勢標示地區：可能是因為沒有保全對象、沒有模擬分析或

過去未曾有災害發生紀錄，該區域仍可能在極端危害事件或是環

境改變狀況下會而發生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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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避難地圖(水保局)
 疏散避難路線圖：提供一般民眾及救災人員瞭解避難收容所位置及防救災情資
或連同標示避難方向，主要以鄉（鎮、市、區）或村（里，含社區、聚落、部
落）。



除此之外，

我家位在災害潛勢區嗎？

災害潛勢地圖

讓我們一起進入災害潛勢地圖網站

https://dmap.ncdr.nat.gov/



首頁

災害主題

動態地圖查詢

資料分析與應用

相關連結

電腦版
手機版

（一）

（二）

（三）

（四）

（五）

網站架構

首頁

一、首頁資訊

*使用規範跟限制

最新消息

榮獲內政部「TGOS 
加值應用獎」



五大
災害主題

哪裡可能淹水？（淹水潛勢）

山崩、土石流（坡地潛勢）

斷層與土壤液化

海嘯溢淹

警戒值

二、災害主題

淹水

五大
災害主題

[瞭解更多]

淹水主題



五大
災害主題

警戒值主題

五大
災害主題

*資料來源

山崩土石流主題



動態地圖查詢，提供民眾直接線上查詢居家的災害潛勢。

三、動態查詢

災害潛勢在哪裡？

動態地圖查詢

*勾選-列印所需圖層

動態地圖查詢出圖功能

地圖輸出格式



資料分析與應用

四、資料分析與應用

縣市

鄉鎮 *已產製之圖幅

縣市歷史淹水坡地災害24小時雨量警戒門檻值地圖

使用目的：監控雨量是否達到警戒值

縣市內各鄉鎮之

• 「淹水災害」雨量警戒值

• 「坡地災害」 雨量警戒值

• 「土石流災害」雨量警戒值

（淹水災害、坡地災害） 雨量警戒值

使用說明與限制

• 災害雨量警戒值是由歷史災害資料統計而

來。

• 警戒值需定期檢討修正



依據不同模擬降雨量所製作的淹水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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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災害潛勢地圖

海嘯溢淹潛勢地圖（非全臺）

考慮海嘯源為菲律賓海板塊周圍18個海溝，
地震規模以7.7以上至各海溝可能發生之
最大值設定，綜合600個模擬事件結果取
最大者製圖。



斷層分佈以及土壤液化潛勢分佈。

土壤液化潛勢地圖（非全臺）

資料分析與應用

為現地調查資料，包含聚落之潛勢、及現地狀況

*臺中和平區-博愛里-松鶴二

聚落層級應用



資料分析與應用

輸入查詢條件

警戒值查詢

資料分析與應用

此為原始資料申請、下載

提供需要原始資料分析的使用者使用

原始資料下載



相關連結

五、相關聯結

疊加外部圖層

1. 選擇KML或WMS
2. 貼上連結網址
3. 疊加圖層



使用者問券調查

使用者問券調查



其他相關網頁

天然災害紀實:http://satis.ncdr.nat.gov.tw/ndd/

災害事件簿：https://den.ncdr.nat.gov.tw



簡報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