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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顆粒體離散元素法模擬莫拉克颱風所引致之新開崩塌
謝嘉聲[1] 蕭達鴻[1]
摘

唐昭榮[2] 胡植慶[2]*

要 高雄市六龜區的新開於 2009 年莫拉克颱風侵襲期間發生大規模之崩塌，掩埋多處民房及造成多人罹

難。估計崩塌塊體之體積約為 1 百萬立方公尺，崩塌地幾何形狀為源頭及堆積區二端廣大，但傳輸區狹窄。
顆粒體離散元素法模擬崩塌的結果顯示，整個塊體並非在同一時間崩落，而是由下端先裂後逐漸向上發展。
源頭區的碎屑由二側向中央集中，再順著狹窄的通道而下。到達堆積區後，由於碰撞消能作用，速度急速下
降，摩擦係數上升，因此碎屑向外擴張。最後，大部份崩落的土石堆積在平地與山坡的地方，只有少部份的
土石流進荖濃溪。整個過程約 120 秒，碎屑滑動速度最高可達每秒 40 公尺。

關鍵詞：顆粒、離散元素、新開、PFC 3D。。

The Transportation of Hsiankai Landslide Induced by
2009 Morakot Typhoon: Insight From a 3D Granular Discrete
Element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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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atastrophic landslide in Hsiankai (Liugui District, Kaohsiung City) was induced by 2009 Morakot Typhoon. Many house and inhibits were buried by the landslide debris, causing many victims. The volume of
the landslide debris was about 1 million m3. The geometry of the landslide is wide in the source and deposit zones,
and narrow in the transportation zone. By using a granular discrete element simulation model, our result shows that
the whole block doesn’t slide down simultaneously. Instead, the sliding starts from the bottom of the block, then
moves upward. In the source area, debris falls toward a center, and then rushes through a narrow passage, the transportation zone. When the debris reaches the deposit zonedue to collision-induced energy dissipation, the velocity of
the landslide debris decreases rapidly, and the friction coefficient increases. Therefore, the debris spreads out at the
deposit area. Most of the debris deposits on the toe of the slope, and few of the debris slides into the Launong River.
The duration of the landslide is about 120 seconds. The maximum velocity of the landslide debris is 40m/sec.
Key Words : Granular, Discrete Element, Hsiankai, PFC 3D.

一、前

言

近年來全球氣候異常之現象趨於明顯，臺灣地區每年平均

南部地區，高雄御油山附近等十一個測站，單日累積降雨量均
超過一千毫米。根據國科會調查報告-莫拉克颱風之災情勘查
與分析 (李維森，2010) 顯示，在 8 月 8 日晚上 8 時 45 分，

有 3.7 個颱風侵襲 (Wu and Kuo, 1999)，再加上地形陡峻、山

新開部落大量土石流出，土石流深達胸口，寬 300 公尺，並沖

高谷深，雨量豐沛且降雨強度集中，經常釀成災害；尤其是

毁新開橋，掩埋 32 人，部落另有約 1200 人需要安置。

2009 年的莫拉克颱風，為南臺灣帶來了空前的雨量，僅高屏

國內已利用顆粒體離散元素法數值模擬的方式，利用於集

溪流域一帶就有 1 萬多處的崩塌，其中以小林村造成 4 百多人

集地震、九份二山 (Chang and Taboada, 2009)、草嶺與小林村

罹難最令人震驚外，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新開部落的崩塌也是

(Tang et al., 2009, 2013; Lo et al., 2011; 唐昭榮等，2009)、國道

令人矚目，造成 32 人死亡，新開橋及多處民宅沖毁，損失難

3 號七堵順向坡滑動 (羅佳明等，2011) 前後的地質條件解

以估計；為了瞭新開地區崩塌的機制及運動過程，本文擬利用

析，除了可瞭解山崩時的速度變化、破裂行為與滑行距離等特

顆粒體離散元素法來模擬新開的崩塌過程。

性，以推估滑動面的摩擦係數，進一步可估算塊體受地震力作

2009 年 8 月 7-9 日莫拉克颱風夾帶驚人雨量肆虐台灣中

時的應力變化、裂隙發展、邊坡穏定等性質 (Tang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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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特別選擇新開地區的崩塌案例研究，因該崩塌狀況

行室內外實驗，獲取含水量、液性限度、塑性限度、土壤比重

較特殊，開始崩落時之機制符合崩塌之要件，但後續在運輸區

等參數，並進行穩定性分析等實驗，相關實驗數據可作為模擬

及累積區之土石滑行運動又類似土石流之運動狀態，為能清楚

之參考 (張晉傑，2011)。

瞭解整體的土石崩塌及流動變化情形，特別以 PFC 軟體進行
模擬及驗證。為求模擬狀態與現況相符，兼顧模擬的時間及效

三、研究方法

率，將模擬顆粒設定由 34,711 個顆粒組成，顆粒半徑介於 1.0
至 1.83 公尺之間。並至現場採集土石樣本進行測試，求出實
際土石之相關參數。

由於山崩是連續的破壞運動及大尺度的變形分離行為，離
散元素法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對於塊體位移、旋轉行為

在崩塌模擬必須符合現場狀況之條件下，不斷修正模擬條

的尺度並沒有限制，且可以完整呈現塊體從破裂到分離之後的

件及參數，模擬的結果顯示，若是土石一次崩塌，不但在崩塌

運動過程，所以此方法非常適用於山崩過程與衝擊區域評估的

區無法與現地資料契合，在傳輸區的顆粒流寬度亦會增至 90

模擬 (Poisel and Roth, 2004; Poisel et al., 2005; 呂喬茵，

公尺，溢出真實的崩塌範圍；若是塊體依序崩落，則土石不會

2012)。本計畫採用由 Itasca 公司以離散元素法為理論基礎，

如此快速集中，會逐漸向傳輸區匯集後再滑落至堆積區，模擬

所開發之三維之顆粒流軟體 (Particle Flow Code 2D/3D，簡稱

的路徑圖顯示崩塌的土石在崩塌區內會向中間低處集中，然後

PFC 3D) 來探討山崩之運動行為及堆積形貌。

進入傳輸區，到達堆積區後向外擴散，部份顆粒會流入河道

由於 PFC 3D 在程式允許的範圍內，位移的距離不受任何

中，但大多數還是仍停留在堆積區平坦的階地上。此模擬結果

限制，透過鍵結的模式，PFC 不只可以分析坡體的穏定性及初

與現地狀況相符，可以有效掌握該崩塌之崩塌及流動狀況，提

始破裂行為，亦可以模擬一個巨大的塊體移動時內部的崩解行

供相似地形及地質條件之防救災參考。

為，以及土石的堆積形貌；加上 PFC 計算方式是採用外顯時
間 (time explicit)，因此亦可描述力與速率等各項物理量對時

二、研究區域之地質地形概述
新開崩塌地位於高雄市六龜區新發里之新開部落附近，荖

間的變化，非常適合用於探討山崩塊體的運動模式。

1. 簡化假設與限制

濃溪在此附近呈一 S 型之彎流 (圖 1a)，崩塌地即位於此彎流

PFC3D 模型主要包含二種元素，一是球形的顆粒，另外

之上部；南邊之新開山，標高 1117 公尺，為玉山山脈南部分

一種元素則是牆面。因電腦的計算能力有限，因此使用元素的

枝之一部份。本區的河川主要呈東北－西南走向，最後滙集至

數量必須有所限制，滑動面的組成是以 2×2 公尺的 DTM 為基

高屏溪，流入臺灣海峽。在地質上，崩塌區及傳輸之岩石屬於

礎而建立，本研究的案例只作為從滑動到堆積過程的推測，對

中新世之樟山層下段，主要岩石成份為板岩偶夾薄層砂岩，單

於崩塌機制，促崩因子等到目前仍有許多懸而未決的地方，限

壓強度在 39.8-299.4kg/cm2 (韓明憲，2010)，在岩石強度分類

於既有分析對於三維計算能力，尚未能加以討論。

屬弱岩；堆積區則是屬全新世之階地堆積，主要成份為泥、砂
及礫石 (圖 1b)；崩塌區內並無明顯之線型構造通過，以西約
1.5 公里處則有土壟灣斷層由北北東向南南西方向與荖濃溪呈
平行方向通過。
本研究區域內共有三處崩塌區出現，一處在東面位處上游
地區 (發生區 1)，崩塌區面積約為 60,000m2，為最大、最主要
的崩塌區；第二處在東北面中上游地區 (發生區 2)，面積約為
20,000 m2 面積範圍小於發生區 1；第 3 處在西南處中下游地區
(發生區 3)，面積約為 10,000 m2，面積範圍為最小，且此區位
於傳輸區下方，與傳輸區之土石無關，因此在本研究中未列入
模擬。
這些發生區中以東面上游地區的規模最大，屬於整體土石
流發生之頂端坡體區域，其間並緊接傳輸區 (transportation
area)，因此堆積在上方窪地之土石伴隨豪雨所帶來之水流沖刷
向下搬運。傳輸區寬度大致分佈一致，最大寬度約為 108 公
尺，最小寬度約 28 公尺左右，本區最大特徵為兩側多為高達
10 公尺以上的風化堆積層。本研究利用近景攝影測量技術製

圖 1 新開地區附近之地形地質圖
Fig.1 The terrain and geological maps of Hsiankai area

表 1 研究區土石崩塌量計算分析表
Table 1

The landslide area and volume in the study site
研究區域災害前、後土方差異變化量
各範圍區域

面積 (m2)

體積 (m3)

發生區1

60,704

-1,037,335.12

作三維模型，經比對崩塌前後體積及高度變化，得各區域之土

發生區2

20,269

-362,493.44

方變異量如表 1，高度剖面變化如圖 2(曾匹佑，2011)。

發生區3

10,614

-37,121.41

為確實瞭解現地崩塌及土石流動現像，本研究於崩塌後多

傳輸區

31,866

-63,219.16

次至本區域進行野外調查，並採取研究區內不同區域之土石進

堆積區

222,000

+816,0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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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擬參數決定
PFC 模型是由許多個別的顆粒所組成，允許個別的位移
行為，顆粒與顆粒相接觸的點稱為接觸點 (contact)，顆粒本
身視為剛體，但接觸點的行為則是軟性的，即容許重疊的存
在，而顆粒的正向勁度存在於接觸點被用來呈現系統的勁度，
並可以用來計算顆粒與顆粒間或顆粒個別的力與位移，顆粒的
位移則是根據牛頓運動定律決定之 (唐昭榮，2010)。當顆粒
之間的作用力超過鍵結強度時，鍵結就會斷裂，也就是說一個
鍵結的塊體內允許裂隙的發展，並且能讓大的塊體裂解成小的
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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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來，但鍵結除了可以傳遞力以外，也可以傳遞力矩，當鍵
結破裂後，顆粒便不受到鍵結之影響，可個別位移或轉動。
經現地調查崩塌區及傳輸之岩石屬於中新世之樟山層下
段，主要岩石成份為板岩偶夾薄層砂岩，單壓強度在 39.8-299.4
kg/cm2，在岩石強度分類屬弱岩；且岩體結構類型屬於塊狀裂
隙結構，因此我們的數值模型塊體單壓強度採用平均值 9.8
MPa，並根據 Rodríguez-Sastre et al. (2008) 對頁岩的單壓強度
(UCS) 和楊氏模數之間的關係式得知楊氏模數 E 為 3.44
GPa。配合現地調查的結果，對崩塌塊體依參數校正後的微觀
數設定 (圖 3)，微觀參數如表 2。

由於模型的組成是採用鍵結顆粒的模式 (Bond Particle
Mode)，單一顆粒或鍵結的微觀參數並不能表示塊體的物理特

表 2 PFC3D 模型顆粒之微觀參數表

性 (Potyondy and Cundall, 2004); (Itasca, 2002)，有些參數仍須

Table 2

Microparameters of the PFC 3D model
Microparameters of the PFC 3D model

利用數值實驗方式導出，所以顆粒體離散元素在模擬之前必需
先實施參數校正工作，使用數值的三軸及巴西人測試來校正合

Ball density

成塊體的單壓強度、抗張強度及楊氏模數 (Young's modulus)。

Ball-ball contact modulus

PFC3D 內建的虛擬試體，皆由 1245 顆球體所組成，試體
高 63.4mm，寬 31.7mm，厚 31.7mm，顆粒大小在半徑 1.5mm

2650 kg/m3
1.05 GPa

Ball stiffness ratio

1

Parallel-bond radius multiplier

1

Parallel-bond modulus

1.05 GPa

與 2.49mm 之間隨機分布。我們所需要的巨觀參數之一為單壓

Parallel-bond stiffness ratio

強度，因此在岩體試驗中圍壓設定為 0。本研究的正向及切向

Ball friction coefficient

阻尼皆設定為 0.7。在一定的尺度內，顆粒在 PFC 模擬中的位

Parallel-bond normal strength (Pa)

8.0 MPa

移和旋轉是不受到限制的，在這邊雖然我們利用鍵結把顆粒組

Parallel-bond shear strength (Pa)

8.0 MPa

1
0.5

圖 2 新開崩塌區之地形及剖面圖；(a) 崩塌前之地形及剖面圖；(b) 崩塌後之地形及剖面圖；(c) 崩塌前後之剖面比較圖
Fig.2 The terrain and cross-section variation maps of Hsiankai area (a) The maps before the disaster (b) The maps after
the disaster (c) The cross-section variation maps of Hsiankai area before and after the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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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FC 的模擬中，用鍵結把顆粒組合起來，再透過參數
校正，PFC 3D 可以建構任意幾何形狀及物理特性 (包括岩體
強度、彈性係數、摩擦係數等) 的塊體，再考量實際的邊界元
素，便可建立一個完整的山崩滑動模型。關於模擬材料碰撞消
能方面，參考 Giani (1992) 於現場之回彈係數實驗進行阻尼參
數轉換，初步於數值模擬環境中設定岩塊碰撞之回彈係數
(viscous damping)，使其更符合實際山崩運動之物理現象。

4. 塊體運動模式及速度之分析
由於主崩塌區為對角線 220 × 280 公尺之四邊形 (圖 4)，
傳輸區則是長約 500 公尺的長條形，其中較窄的一段平均寬約
50 公尺，而最下方的堆積則位於開闊的階地，並有部份的土
石流入荖濃溪中。模擬的結果顯示，若是土石一次崩塌，不但
在崩塌區無法與現地資料契合，在傳輸區的顆粒流寬度亦會增
至 90 公尺，溢出真實的崩塌範圍 (圖 5a; 5b)；若是塊體依序
崩落，則土石不會如此快速集中，會逐漸向傳輸區匯集後再滑

四、數值模擬結果

落至堆積區 (圖 5c; 5d)；模擬的路徑圖顯示 (圖 7)，崩塌的土

本研究利用三維之顆粒體離散模型來模擬新開部落的崩
塌案例，除了討論滑動面摩擦係數的影響外，另外還針對塊體
崩滑順序對路徑所造成的影響進行討論。

1. 數值模型
模型是根據崩塌前後的數值高程模型 (DTM) 來建立邊
界，而崩塌塊體的特性則是根據現地調查的觀測及實驗結果。
模型的邊界採用 DTM 為底，崩塌區源頭 (發生區 1、2) 使用
災後的 DTM，傳輸區及堆積區則使用災前的 DTM，再將兩者
結合。較大的主崩塌區 (發生區 1) 在最上游的稜線下方，附
屬崩塌區 (發生區 2) 在山谷西側的山壁上 (圖 4a)，前者體積
約 65 萬立方公尺，後者較小，約 10 萬立方公尺；根據上述之
參數，建立一個東西長 1760 公尺，南北寬 1290 公尺之模型邊
界，網格大小 10 × 10 公尺，每個網格再切割成二個三角網格，
總計 45,408 個三角網格；崩塌體由 34,711 個顆粒組成，顆粒
半徑介於 1.0 至 1.83 公尺之間 (圖 4b)。

2. 崩塌之發展

圖 3 PFC 3D 利用虛擬數值三軸測試以符合真實之岩石物理
特性
Fig.3 Parameters of PFC3D models cannot directly assigned, and have to be calibrated through a series
of virtual tests into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desired
to fit the parameters of the material to be modeled

依據航照及現地觀測資料研判，崩塌影響範圍為圖 5 中紅
色線所圈繪出之區域 (當天因豪雨溪水暴漲，流入荖濃溪之顆
粒不予討論)。經模擬得知，若塊體為一次崩塌，則土石迅速
崩落並且越過現地調查之運動範圍 (圖 5a; 5b)；若塊體之崩落
為由下往上逐發展，則後來崩落之土石便會向中間之空隙滙
流，並依循真實之範圍向落下 (圖 5c; 5d)，從圖 5c 及 5d 中可
以明顯看出，土石流動範圍均在紅色區域內。由此可確定，模
擬的結果顯示，塊體崩落並非一次全部滑落，是由下而上逐漸
發展，歷時約 65 秒。

3. 摩擦係數之決定
由於摩擦係數的大小是決定塊體滑動距離之重要因素
(Tang et al., 2009)，當然也就對堆積區之形貎及影響範圍有重
大的影響 (Lo et al., 2011)。在本研究中，滑動面之摩擦係數採
用 0.15, 0.2, 0.3 分別來模擬之，圖 6 是模擬時間 160 秒時的堆
積圖，當摩擦係數為 0.15 時，大部份的顆粒都滑至沖積扇上，
沒有停留在斜坡上；當摩擦係為 0.3 時，則有太多的顆粒停留
在坡面上，以上二種形貎皆與真實之情形不符；而當摩擦係數
為 0.2 時，則不論是堆積形貎與坡地上停留之顆粒皆符合現地
及航照判識結果。因此，我們認為塊體崩落時，滑動面的摩擦

圖 4 崩塌區之形貎與數值模型

係數為 0.2。

Fig.4 The landslide source area and numer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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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在崩塌區內會向中間低處集中，然後進入傳輸區，到達堆積

度如圖 7b，監測顆粒的時間-速度圖如圖 8。從圖 7b 中可看出

區後向外擴散，部份顆粒會流入河道中，但大多數還是仍停留

塊體運動的速度在崩塌區進入傳輸區之前最快，進入傳輸區

在堆積區平坦的階地上。

後，因顆粒互相碰撞及重新排列，速度反而變慢，在進入堆積

為掌握不同區域崩落顆粒之位置、路徑與速度關係，設定

區時，由於地形突然變緩，顆粒之速度也驟降。

監測顆粒共 37 處 (如圖 7a)，經模擬監測顆粒移動的路徑與速

圖 5 不同崩塌機制的傳輸區範圍
Fig.5 The transportation zone of difference collapse mechanism

圖 6 模擬不同摩擦係數 160 秒時的堆積結果
Fig.6 Predicted landslide deposition from various friction coefficients after 160 second sl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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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8 顆粒的時間-速度曲線圖中，可明顯看出幾乎所有

化情形，在崩塌區下部的速度反而比傳輸區的速度要快，整體

顆粒都有碰撞造成的瞬間減速的情形；由顆粒流的表面速度場

而言，流動速度最快的顆粒的可達每秒 45 公尺，大部份的顆

亦可見到在斜坡及河階交界處上的顆粒速度驟降之現象，經由

粒最高速度亦可達每秒 35-40 公尺之間。

不同時間的顆粒流表面速度場亦可知道塊體崩滑時的速度變

圖 7 監測顆粒之 (a) 位置 (b) 路徑與速度
Fig.7 The runout path and velocity of monitored particles

圖 8 監測顆粒之時間-速度關係圖
Fig.8 Velocity variation with time of monitored particles in different places in 3D numerical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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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方土石開始崩落，70 秒時發生區 1 全部崩落，且此時土
石的崩塌量最大、流速最快，90 秒時最後崩落的土石進入傳

由於堆積區的前方即為荖濃溪之河床，當暴雨來臨時，溪

輸區，當土時進入傳輸區時，速度開始減緩，120 秒時大部分

水必定非常湍急，當顆粒滑落河床時，便立即被湍急的河水沖

的土石經過傳輸區，散佈在平緩開闊的堆積區，至 160 秒時堆

走，因此有關流入著濃溪中的顆粒，我們不予討論。由航照可

積狀況與速度與 120 秒時類似，已經進入穩定狀態。

以清楚見，的確有部份土石越過堤防進入荖濃溪中，並且明顯
看到一些流動的痕跡，這和我們的模擬結果符合 (圖 6)。

6. 塊體運動過程
新開部落崩塌區經數值模擬後，模擬整個過程約 160 秒，

五、討

論

1. 運動模式

崩塌過程如圖 9 所示，配合圖 7、圖 8 的監測顆粒運動過程可

由模擬結果可知，崩塌塊體的運動模式與塊體裂解的行為

以瞭解，崩塌從發生區 2 開始崩塌，15 秒後發生區 2 之土石

有重要的關，Tang et al. (2009) 曾針對此一特性討論 1999 年

進入傳輸區，此時發生區 1 下方開始崩塌，40 秒時發生區 1

集集地震誘發草嶺大崩山時，為何簡姓一家人隨塊體崩落約

圖 9 不同時間表面顆粒之速度場
Fig.9 Variation of velocity field at different times during the Hsiankai land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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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里後還能生還。若塊體的強度較弱，崩落時會快速裂解，
且土石滑動的距離分散，因此傳輸的形貌便會較為細長；依據
現地調查及實驗室的試驗結果，新開崩塌區的岩石強度非常

[2]

弱，因此我們推論塊體在崩塌時就已經裂解，到了傳輸區後再
依據地形特性，產生細長的幾何形狀。

2. 地形效應
由地形資料可得：崩塌區滑動面的平均坡度為 32°，在最

[3]
[4]

上層的殘坡更可高達 43°，崩塌風險極高，所以在此區之顆粒
加速特別快，傳輸區之平均坡度為 20°，加上通道突然變窄，

[5]

形成一個緩衝的地區；到了階地堆積區，坡度更降到只有 2°，
地形突然開濶的，使得顆粒瞬間減速並向外擴張，最終形成二
端寬、中間通道狹窄的形狀。

[6]

3. 摩擦係數
由於崩塌來源區的平均坡度約為 32°，即使在沒有孔隙水

[7]

壓的靜止狀態，只能勉強維持穩定，但若塊體內部已受風化作
用產生裂隙，在豪雨來臨時，孔隙水進入裂縫，有效應力降低，
此時塊體將變得不穩定，開始崩落。雖然傳輸區的坡度只有
20°，坡度比約為 0.37，滑動速度加上水的作用，摩擦係數可
輕易降至 0.2 以下 (Han et al., 2007; DiToro et al., 2004; Hirose
and Bystrickly et al., 2007)，當塊體到了平坦階地的堆積區時，

[8]
[9]

速度瞬間降低，摩擦係數也有可能隨著速度的降低而增加。
[10]

六、結

論

從本研究現地野外調查及實驗室數據可知，新開崩塌區的

[11]

岩石強度非常弱，因此可以推論塊體在崩塌時因速度快，撞擊
力強，在發生區崩落時就已經裂解；到了傳輸區後，因傳輸區
通道狹窄，形成一個緩衝地區，速度變慢產生細長的幾何形
狀；最後到堆積區，坡度平緩、地形突然開闊，使得顆粒瞬間
減速並向外擴張，形成現有二端寬、中間通道狹窄之沖刷地

[12]

形。最後，大部份崩落的土石堆積在平地與山坡的地方，只有
少部份的土石流進荖濃溪，整個過程約 120 秒，碎屑滑動速度
最高可達每秒 40 公尺。

[13]

在模擬測試的過程中也驗證崩塌的機制非一次崩塌，而是
由下往上逐步崩塌。如為一次崩塌，則大量的崩落土石定會溢
出狹窄的傳輸通道，但在現地的調查中，顯示土石的傳輸範圍
限於傳輸區的狹窄通道中，透過此有利現場觀察，可以有效的
模擬出崩塌的實際樣貌。

[14]

利用三維顆粒體體離散元素法來模擬塊體的崩塌，不但可
以瞭解碎屑的運動過程，還可以推估塊體初始的裂解行為及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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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oro, G., Goldsby, D.L., and Tullis, T.E. (2004). “Friction
falls towards zero in quartz rock as slip velocity aproaches
seismic rates.” Nature, 427: 436-439.
Giani, G.P. (1992). Rock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Balkema.
Rotterdam, 361.
Han, R., Shimamoto, T., Hirose, T., Ree, J.H., and Ando, J.I.
(2007). “Ultralow friction of carbonate faults cause by thermal decomposition.” Science, 316: 878-881.
Hirose, T., and Bystricky, M. (2007). “Extreme dynamic
weakening of faults during dehydration by coseiemic shear
heating.”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 34: L14311, doi:10.
1029/2007GL030049.
Itasca Consulting Group Inc. (2002). “PFC3D (Particle Flow
Code in three Dimensions) Theory and Background, Version
3.0.” Minneapolis, 1-26.
Lo, C.M., Lin, M.L., Tang, C.L., and Hu, J.C. (2011). “A
kinematic model of the Hsiaolin landslide calibrated to the
morphology of the landslide deposit.” Engineering Geology,
123: 22-39.
Poisel, R., and Roth, W. (2004). “Run out models of rock
slope failures.” Felsbau, 22(2): 46-50.
Poisel, R., Bendarik, M., Holzer, R., and Liscak, P. (2005).
“Geomechanics of gazardous landslides.” Journal Mountain
Sciences, 2(3): 211-217.
Potyondy, D.O., and Cundall, P.A. (2004). “A bonded-particle model for rock.” Int. J. Rock Mech. Min. Sci., 41,
1239-1364.
Rodríguez-Sastre, M.A., Gutiérrez-Claverol, M., and TorresAlonso M. (2008). “Relationship between cleavage orientation,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and Young’s Modulus
for slates in NW Spain.” Bull. Eng. Geol. Environ., 67,
181-186.
Tang, C.L., Hu, J.C., Lin, M.L, Yuan, R.M., and Cheng, C.C.
(2013). “The mechanism of the 1941 Tsaoling lanslide, Taiwan: Insight from a 2D discrete element simulation.”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70(3): 1005-1019.
Tang, C.L., Hu, J.C., Lin, M.L., Angelier, J., Lu, C.Y., Chan,
Y.C., and Chu, H.T. (2009). “The Tsaoling landslide triggered by the Chi-Chi earthquake, Taiwan: Insights from a
discrete element simulation.” Engineering Geology, 106:
1-19.
Wu, C.C., and Kuo, Y.H. (1999), “Typhoons affecting Taiwan: Current understanding and future challenges.”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80(1): 67-80.
呂喬茵 (2012)，「應用三維離散元素分析潛在性山崩－

後的堆積形貎，有助於瞭解崩塌的行為；甚至可以對有崩塌潛

以廬山溫泉北坡為例」，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研究所碩

的地區作的影響範圍評估，有助於未來防災計畫的參考，維護

士論文，台北，124 頁。(Lu, C.Y. (2012). Assessment of

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參考文獻
[1] Chang, K.J., and Taboada, A. (2009). “Discrete element
simulation of the Jiufengershan rock-and-soil avalanche

Movement and Deposition for a Potential Landslide in
Lushan Area, Central Taiwan by 3D Discrete Element Simulation,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ROC. (in Chinese))
[16] 李維森 (2010)，「國科會調查報告-莫拉克颱風之災情勘
查與分析」
，652 頁。(Lee, W.S. (2010). Disaster Survey and

中華水土保持學報，46(1), 2015

Analysis of Morakot Typhoon,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for Disaster Reduction, Taiwan. (in Chinese))
[17] 唐昭榮 (2010)，「台灣遽變式山崩傳送與堆積之顆粒流
離散元素模擬」，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科學所博士論文。
(Tang, C.L. (2010). The Transportation and Deposition of
Catastrophicb Landslides in Taiwan: Insight from Granular
Discrete Element Simul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ROC. (in Chinese))
[18] 唐昭榮、胡植慶、羅佳明、林銘郎 (2009)，「遽變式山
崩之 PFC3D 模擬初探—以草嶺與小林村為例」。地工技
術，122: 143-152。(Tang, C.L., Hu, J.C., Lo, C.M., and Lin,
M.L. (2009). “The catastrophic 1999 Tsaoling and 2009
Hsiaoling landslides : preliminary study from 3-d distinct
element modeling.” Sino-Geotechnics, 122, 143-152. (in
Chinese))
[19] 張晉傑 (2011)，「2009 年莫拉克颱風引致高雄下新開部
落土石流堆積長度之研究」，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土木
工程與防災科技研究所碩士論文。(Chang, J.J. (2011). On
Deposition Length of Debris-flow at Hsia-Hsinkai
tribe,Kaohsiung, Taiwan,in 2009 Morakot Typhoon, Master
Thesis,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Taiwan, ROC. (in Chinese))
[20] 曾匹佑 (2011)，「使用地面攝影測量技術對遠距離崩塌
地三維建模與應用之研究」，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土木
工程與防災科技研究所碩士論文。(Tseng, P.Y. (2011).

37

Studying on Three-Dimensional Modeling and Application
for Long-Distance Collapsed Area with Terrestrial Photogrammetry Technique, Master Thesis,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Taiwan, ROC. (in Chinese))
[21] 韓明憲(2010)，「高 133 線莫拉克颱風區域整合災修重建
工程-地質鑽探工程報告」
，高雄縣政府，315 頁。(Han, M.S.
(2010).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reconstruction project of
Kaohsung county highway 133 after Typhoon Morakot disaster - geological drilling project report, Kaohsiung County
Government, Taiwan. (in Chinese))
[22] 羅佳明、鄭添耀、林彥享、蕭震洋、魏倫瑋、黃春銘、冀
樹勇、林錫宏、林銘郎 (2011)，「國道 3 號七堵順向坡
滑 動 過 程 之 動 態 模 擬 」 。 中 華 水 土 保 持 學 報 ， 42(3):
175-183。(Lo, C.M., Cheng, T.Y., Lin. Y.H., Hsiao, C.Y.,
Wei, L.W., Huang, C.M., Chi, S.Y., Lin, H.H., and Lin, M.L.
(2011). “A kinematic model of the translational slide at the
Cidu section of Formosan freeway.” Journal of Chines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42(3), 175-183. (in Chinese)).

2013 年 12 月 18 日

收稿

2014 年 02 月 07 日

修正

2015 年 01 月 06 日

接受

(本文開放討論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