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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地永续利用之研究
—— 以台北县汐止镇林肯大郡为例*

　 　　　　　　　　　　　　　　　　李永展　　　　　李钦汉

(台湾政治大学 )　 (台湾文化大学 )

1　前言

台湾总面积 360万公顷中 ,山坡地占 73. 6% ,平

地占 26. 4%。 该 1 /4的平地是台湾都市与农业活动

的精华区 ,其余 3 /4的山坡地则是居高临下地环抱

着平原精华区 ,并以其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哺育着

精华区 ,但却又以其失控的洪流和土石威胁着精华

区 ,可以说台湾平原地区的发展及安全与山坡地息

息相关。

台湾自然环境的特色是山高、坡陡、地质脆弱 ,

体质上已非坚固 ,又处在地动山摇及狂风暴雨的恶

劣环境中 ,所以台湾山坡地经常发生灾害也就不足

为奇了。生活在不甚理想的自然环境里 ,迫使我们必

须发展一套能够适应及尊重自然环境的方法 ,方能

永续发展下去。

有鉴于此 ,本文主要目的在于探讨山坡地的永

续利用。首先说明台湾山坡地开发管理现况 ;其次探

讨 1997年温妮台风所带来的暴雨 ,造成挡土墙滑动

及房屋倾斜塌陷、全倒等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的

汐止镇林肯大郡山坡地社区个案 ,了解其肇因及暴

发前之症兆与居民应有的认识 ;再次探讨台湾山坡

地管理措施。主要为政府、开发单位及居民三者间应

建立山坡地开发共识 ,以了解环境敏感地及其症兆 ,

进而避免灾害的发生 ,以达山坡地永续利用之目的 ;

最后一部分为本文结语。

由于都市土地有限且地价昂贵 ,以台湾土地利

用结构而言 ,非都市土地占了约 85% ,为适应未来

都市发展需求 ,非都市土地的开发成为发展趋势。但

台湾地区非都市土地大多为山坡地 ,属环境敏感地

区 ,其开发影响环境生态平衡甚巨。

而台湾岛屿乃由欧亚大陆板块与菲律宾海洋板

块碰撞、挤压、隆起而成 ,至今地壳运动频繁 ,其板块

的相互碰撞促使台湾东、西部仍有断层活动 ,而板块

推挤所蓄积能量的释放 ,就是频繁的地震现象 ,时时

造成山崩、地裂、房屋龟裂、倒塌及人员场亡等不幸

事件 ,如 1998年 7月 17日嘉义地区发生规模 6. 2

级地震便是一例。

台风是台湾另一自然灾害 ,平均每年有 3. 5次 ,

带来狂风暴雨 ,其倾盆而下的雨水不仅造成低洼地

区的严重水灾 ,同时狂风摇晃树干 ,松动其根基的土

石结构 ,雨水大量渗入土壤岩盘 ,增加其重 ,改变其

物理化学性质 ,都大幅降低了边坡稳定度。而山洪冲

刷河床、溪岸 ,也使溪岸边坡更加危如累卵 ,于是崩

塌遂常伴随台风豪雨而来 ,使崩塌产生大量的土石 ,

给居民造成土石灾害。 1997年 8月温妮台风过境 ,

酿成台北县汐止镇林肯大郡山坡地社区 ( 24. 24公

顷 ) (以下简称林肯大郡 )之原地上五层地下一层 4

栋建筑物 ,因挡土墙倒塌 ,导致其中 1栋建筑物一楼

及地下室塌陷 ,其余有倾斜之虞 ,经统计全倒共计

120户 , 18人死亡 ,可谓惨重。

台湾自然环境的特色是山高、坡陡、地质脆弱 ,

体质上原已非坚强、稳固、即又处在地动山摇的地震

带及狂风暴雨的台风圈之恶劣环境中 ,所以台湾山

坡地经常会有灾害发生 ,也就不足为奇了。但生活在

不甚理想的自然环境里 ,我们必须寻求一套能够适

应及尊重自然环境的方法 ,以谋求更安全的永续发

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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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湾山坡地开发与管理

山坡地的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虽然如此密切 ,

但在自然资源永续利用大前提下 ,配合合理规划和

管理制度 ,则适当开发利用 ,以增进全体国民的福祉

也无可厚非 ,但过去模糊的政策 ,唯利是图的开发者

和审查及开发时选择性执法 ,使山坡地资源的开发

失去了控制 ,植被或地貌或两者的巨大改变 ,成为开

发行为的祭品 ,遂使山坡地自然环境系统受到相当

程度的破坏 ,社会全体也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2. 1　山坡地开发行为

台湾山坡地开发行为 ,基本上有以下 3种类型。

2. 1. 1　大型开发行为

包括: 山坡地住宅社区 ;山坡地高尔夫球场 ;游

憩用地开发 ;大专院校开发 ;公共工程。

由于山坡地开发如属建筑行为使用者 ,山坡地

开发审理规范规定面积须在 10公顷以上 ,以高尔夫

球场为例 ,申请个案面积动辄上百公顷或集中于某

区位 (如新竹宝山乡 ) ,由于这些大规模建筑行为开

发 ,其整地过程破坏了自然系统原有的植被及改造

了原有地貌 ,其自然系统已经荡然无存 ,保护环境的

功能也跟着消失。

2. 1. 2　农、林、牧业开发行为

这类开发有: 牧场 ;高冷蔬菜 ;果园、茶园 ;伐木 ;

槟榔。

台湾高冷蔬菜、槟榔及温带果树均受市场喜爱 ,

因此种植面积逐渐往高海拔山区漫延 ,其中不少是

超限利用陡坡 ,再加上因表土裸露 ,因此每过豪雨 ,

除有大量土壤流失之外 ,并常有边坡塌陷现象 ,造成

下游土石灾害 ,而其大量使用肥料和农药污染溪流

水质并冲击溪流生态。

2. 1. 3　采矿业开发行为

主要指采取矿石。采取矿石要先去除植被 ,再清

除无用土石 ,其开挖或倾倒的废土 ,常破坏上、下边

坡的稳定和自然植被。 由于这些开发行为经常造成

环境不可回复 ,对环境冲击甚大 ,因此 ,在申请开发

许可时应设法降低其负面效应。

2. 2　山坡地开发许可阶段管理现况

从参与山坡地申请开发许可的机关来看 ,目前

可分为土地、环保、水土保持与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等

4个系统 ,兹分述如下。

2. 2. 1　土地使用主管机关

非都市土地使用编定后 ,由直辖市或县 (市 )政

府管制其使用 ,并由当地 (镇、市、区 )公所随时检查 ,

但实际上县 (市 )政府由于人力不足 ,很少能够随时

抽查。自 1992年起 ,台湾地区“内政部”营建署综计

组 ,则不定期会同该署建管组、工程组及县 (市 )政府

相关单位 ,针对山坡地住宅社区、高尔夫球场等开发

案进行施工督导。

2. 2. 2　水土保持主管机关

非农业使用开发行为的水土保持计划 ,应送请

各该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会同山坡地保育利用主管

机关核定并监督。其执行方式由直辖市、县 (市 )主管

机关随时派员检查 ,另由地方人士组成委员会推动

排水系统、道路、防砂等工程兴建与维护。

2. 2. 3　环境保护主管机关

依现行相关规定 ,对于开发计划可能对环境产

生的冲击 ,必须拟定减轻或避免的对策及监视计划。

在制度上 ,利用环境影响评估追踪考核办法 ,由开发

者于环境影响评估审查通过后 ,以年度报表申报方

式 ,进行后续计划执行的监督管理。

2. 2. 4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就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而言 ,其不仅扮演着兴办

事业计划核准之角色 ,另有督导开发业者依规定完

成开发设立之责 ,并需不定期检查其使用情形。

3　林肯大郡灾害个案分析

林肯大郡灾害发生原因为挡土墙的岩锚松动未

能即时处理 ,再加上温妮台风夹带大量丰沛雨量造

成水压及土压骤增 ,而其挡土墙又位于顺向坡且施

工时削切坡角 ,因而造成页岩松动 ,使得整个厚约 5

公尺的岩层滑落挤压 ,促成整栋大楼坍塌。

3. 1　肇因

3. 1. 1　顺向坡不当开挖

山崩分类很多 ,目前普遍接受 Varness的分类 ,

主要为崩落、滑动与流动 3种形式。崩落是一种自由

落体的形式 ;滑动则是滑动体与不动体之间有一个

或多个相对移动但却始终接触的所谓滑动面 ;而流

动则是有流动的介质 (通常是水 ) ,使移动的物体在

介质中呈滑动、滚动、跳跃甚至悬浮的运动。 三种运

动方式与机制完全不同。 而林肯大郡的崩塌是非常

标准的“滑动” ,而且是只有一组滑动面的“平面型滑

动” ,这是因为顺向坡被不当开挖 ,将岩层基脚切断

所造成的“顺向坡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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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地质结构不良

该地层为顺向坡 ,结构为砂页岩且现场坡度有

30°之高 ,又因砂页岩吸水性高 ,且各页岩之间又相

当平滑 ,加上排水设施不足 ,又无减压井以降低水压

情况下 ,一旦水渗入间隙之中就更容易产生滑动。而

现场地形为后山较高 ,所以挡土墙离房屋距离只有

1. 5公尺 ,可见在宽度不足而坡度又大的情形下 ,滑

动很容易发生。

3. 1. 3　偷工减料 ,设计不当

灾变前即有各种现象显示: 岩锚松脱现象 ,即表

示岩锚深度不足 ;原挡土墙设计高度为 3公尺却施

作了 6公尺 ,未曾报备案及变更设计 ;地锚拉力不

足 ,以至于整根拔起 ,很多的地锚握线器无法发挥应

有锚固功能 ;挡土墙排水不良 ,导致无法宣泄水压 ,

且位于挡土墙上方未做排水导水规划 ,以致于上方

产生裂缝 ,遭雨水直接渗入 ,因而无法支撑 ,一发不

可收拾。

3. 1. 4　“老丙建”审查程序不当

所谓“老丙建”即 1983年 7月 7日以前只要有

水土保持计划就可以申领杂项执照及建筑执照的建

筑基地。依规定 ,“老丙建”由地方政府直接核发建筑

执照 ,无须如山坡地住宅社区需申请开发许可、申请

杂照及申请建照等三阶段审核。 根据台湾地区营建

署保守估计 ,目前所谓“老丙建”用地约有 3. 4万公

顷 ,而林肯大郡社区是在 1980年通过水土保持计划

及杂照 ,至 1990年才开发 ,故虽有争议亦属合法 ,但

本文认为审查亦应落实。

3. 2　社区环境症兆及自然灾害

长期稳定的大自然环境 ,由于人为开发再加上

天然暴雨及地震等天象 ,可能促成灾变 ;幸好山坡地

崩塌之前都会有变形现象 ,若居民或负责开发的单

位能采取适当的防治措施 ,则仍可能达到防灾目的。

以下依据《坡地社区安全居住手册》之症兆分析说明

如下。

3. 2. 1　环境症兆

由于大自然反扑之前症兆不少 ,诸如不和谐的

地貌、倾斜的树木或电线杆、开裂的坡地及龟裂的道

路等 ,社区居民应对这些环境症兆保持相当的敏感

度及警觉性 ,其基本检视项目如下:

①基地是否位于顺向坡上 ;

②基地是否位于填方区上 ;

③基地是否位于山谷边缘凸崖上 ;

④基地是否位于活动断层带或碎带上 ;

⑤基地是否位于崩积层上 ;

⑥基地是否位于地下坑道影响范围内 ;

⑦基地是否位于陡坡上 ;

⑧坡面上的树木或电线杆是否倾斜 ;

⑨平面或路面是否出现裂缝。

3. 2. 2　大地症兆

由于大地保护设施与自然环境紧密接触 ,所以

这些设施通常会在坡地灾变发生前先有症兆 ,诸如

挡土墙倾斜、排水沟龟裂、锚头脱落、排水异常以及

落石等现象 ,坡地社区对这些保护措施的异常现象

不可以轻视 ,其基本检视项目如下:

①挡土墙是否太高 ;

②挡土墙是否有不正常出水现象 ;

③挡土墙是否有落石或小石块堆 ;

④房子是否距离挡土墙太近 ;

⑤地锚锚头是否有开裂或剥离现象 ;

⑥锚头是否发生锈蚀现象 ;

⑦社区滞洪池大小和数量是否足够 ;

⑧社区滞洪池是否被误用 ;

⑨公共排水沟是否有龟裂或排水异常现象 ;

10公共排水沟和数量是否足够。

上述各项症兆 ,除了目视检查之外 ,也可以运用

科学设备进行自动或半自动的监测 ,并由专家设定

监测指标 ,在濒临安全边缘之际发出警告讯息 ,以提

醒居民采取应变措施。

4　山坡地永续利用措施

山坡地水土资源乃是维护山坡地生机勃然的生

态系统和丰富生产力的基石 ;因此 ,水土资源流失受

害的不只是土地的生产力和生态 ,以及居住和活动

于山坡地的人们 ,同时也影响到下游地区的水资源

供应、土砂灾害和生态环境品质 ,所以山坡地开发管

理维护乃是政府、开发单位和居民三者之间应建立

之共识 ,各尽其职则可达到减轻山坡地灾害 ,进而提

升公共安全的目的。

4. 1　政府

4. 1. 1　短期策略

推动整体性治山防灾计划 ,预防山坡地紧急突

发的土石灾害 ;山坡地产业道路及农路之维修及检

查 ,并检讨产业道路的必要性 ,非必要者应关闭 ;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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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检查山坡地大型开发个案的水土保持计划 ,必须

检查开发案是否依核定计划施工 ,若有发生公共危

险者 ,应提出防灾计划 ;加强山坡地违规使用的查报

与取缔。

4. 1. 2　长期策略

国土整体规划 ,永续发展　依据《国土综合发展

计划法 (草案 )》 ,台湾未来长期国土整体规划将以永

续发展观念为最高指导原则 ;土地资源管理仍以配

合农地释出政策 ,鼓励民间开发朝向平地发展 ,加强

土地资源保育 ,严格管制山坡地、森林地及各类环境

敏感地。

区域计划 ,分区明确　目前台湾已完成北、中、

南、东部区域计划第一次通盘检讨 ,重新界定可发展

区与限制发展区 ;在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区中重新厘

清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区划设原则及标准 ;其中森林

区、山地坡地保育区及国家公园区为以资源永续保

育为目的 ;风景区、乡林区、特定专用区及都市计划

区等属设施使用分区 ,遵循开发许可方式办理。这 4

个区域计划已通盘检讨 ,惟长期目标仍应着重落实、

执行。

规范民间事业开发　根据台湾“行政院”经建会

“国土综合开发计划”之构想 ,未来国土分为“限制发

展区”与“可发展区” ;在“可发展区”中由申请人拟据

开发计划 ,遵循土地使用变更程序办理。

4. 2　民间开发单位

落实技师签证制度 ,鼓励开发业者自治自责　

在开发许可、杂项执照及建照申请阶段 ,依必要专业

项目 ,落实技师签证 ,并鼓励自治。

设计开发监督委外作业 ,以减少政府人力　此

为建立民间专业团体参与政府业务分工模式 ,以减

少开发监督及管理维护之政府人力投入。

4. 3　山坡地住宅社区居民

由于山坡地社区的开发通常远离市区 ,且往往

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体系 ,因此 ,社区管理委员会

在坡地社区维护管理工作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

色 ,其应负责的工作至少应包括:

①公共水沟裂缝的检修 ;

②沉沙池、滞洪池定期清理与维护 ;

③坡面、道路、挡土墙的定期检查及维修 ;

④污水处理设备检修 ;

⑤自来水加压站运转管理 ;

⑥户外不稳定症兆预警处理 ;

⑦邀请专家或专业单位定期检查与监测 ;

⑧整理开发商移交的水土保持及建筑相关图

册。

5　结语

山坡地灾害发生有自然的因素与人为原因 ;自

然的原因目前没有控制的方法 ,因此减少灾害应从

减少人为疏失着手。从以上的分析可知 ,只要能注意

以下 4点 ,应可将人为的疏失成份减到最低 ,从而达

到提高山坡地公共安全之目的。

5. 1　开发前阶段

政府应依国土计划的精神及地质实际状况 ,划

设山坡地高敏感地区 ,使开发及利用单位都能知晓

而回避 ,以免误建险地 ,造成人为的崩塌和冲蚀 ,威

胁民众安全。

5. 2　申请许可阶段

开发者应调查山坡地开发范围内的地形、地质

等自然条件 ,以及开发后可能产生的灾害 ,并有足以

防治灾害的规划与设计 ;其次政府相关单位的审查

应落实敏感区域不得开发的规定。

5. 3　施工阶段

开发单位应拟妥施工报告书及执行计划表 ,以

对灾害应变有所认知 ;而政府单位应随时抽检。

5. 4　管理维护阶段:

开发单位应将整套开发计划书图 (地质、地形图

等 )交由社区管理委员会 ,而管理委员会在未来使用

过程中 ,应随时检测环境、大地及房子的症兆警讯 ,

而政府单位亦应随时追踪其后续是否按计划执行 ,

如此三者合而为一 ,则山坡地开发的人为疏失所造

成的天然灾害将可降低。

(本文编辑　戴银萍 )

25　第 6期　　　　　　　　　　　　　　李永展、李钦汉:山坡地永续利用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