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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侵蝕岩石邊坡之調查與穩定分析-以台 2 線 68k 附近邊坡為例
楊士賢[1] 詹佩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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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志[3] 溫廷睿[3]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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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013 年 8 月基隆八斗子一場豪大雨，造成岩石邊坡發生落石險些擊中車輛事件。該地區屬大寮層而

邊坡出露該層中段及下段，其抗風化能力不同造成差異侵蝕現象，使岩塊倒懸成為落石潛勢較高的區域。為
減少落石災害影響生命財產安全，本文提出因差異侵蝕形成之倒懸岩坡的落石型態及影響範圍之分析流程與
評估方法：包括地形與環境地質調查、運動學理論分析、靜定分析及評估落石影響距離等，透過研究得知此
次事件屬於張力破壞的翻倒落石。

關鍵詞：差異侵蝕、倒懸邊坡、邊坡單元劃分、靜定分析。

Investigation and Stability Analysis of Differential Erosion Rock
Slope: Example of the Slope at 68K of Provincial Highway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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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August 31, 2013, a huge rock driven by torrential rain fell on Provincial Highway No. 2 in
Badoutzu and nearly hit a passing car. In Badoutzu, the Da-liao Formation is exposed on the rock slope. The strength
of the middle part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lower part; therefore, a notch propagates along the lower part during erosion, resulting in rockfall potential at the middle part. To reduce or avoid rockfall hazard, we recommend a method
and associated procedures to analyze the mechanics and the influence area of a rockfall event, that is slope unit division, stereographic projection analysis, stability analysis, and rockfall run-out distance estimation using RocFall
Software. The proposed method reveals that the event of August 31 was a tensile-failure-induced toppling.
Key Words : Differential erosion, overhanging rock, slope unit division, stereographic projection analysis, analysis of statically determinate structures

一、前

言

多具有差異侵蝕特性的地層，如大寮層、石底層等。沿著海岸
興建的台 2 線，道路旁也有許多類似此案例的差異侵蝕邊

2013 年 8 月 31 日，康芮颱風甫離開台灣本島，外圍環

坡，此次事件更顯得岩石邊坡的落石調查與災害防治的重要

流恰好撞上了入秋以來的第一道鋒面，使得基隆北海岸地區發

性。本文將以台 2 線 68k 附近邊坡為差異侵蝕邊坡案例，進

生暴雨，在一天內降下了 248.3 mm 的雨量，同日 16:19 碧

行調查與分析，並討論水浸潤岩坡頂部張裂縫對倒懸岩塊穩定

砂漁港後方山上的孤石 (報導稱「姊妹石」) 落下，險些砸毀

性之影響。

行經台 2 線路段的車輛，所幸沒有人員傷亡。參考魏倫瑋等
(2013) 針對此次事件之致災降雨分析，顯示本次降雨事件為

二、研究區域

前鋒型降雨，在短延時 (5-120 分鐘) 的降雨強度接近百年一
次頻率之暴雨降雨強度，而長延時 (1 天) ，則僅為 10 年一

本文案例位在基隆市中正區八斗子，台 2 線 68 k 附近

次頻率之暴雨降雨強度，說明本次落石災害之重要誘發因子為

(圖 1)，在此出露的地層以大寮層為主，可分為三個部分：上

短暫且集中的暴雨型態。由於台灣北部海岸多為岩岸，出露許

段 (Mtu)、中段 (Mtm)、下段 (Mtl)。因靠近海岸出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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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為倒叉的狀態，使得岩石邊坡的坡度陡峭，約呈 40 度至 80

向保守。換言之，該地層層面與水平面的交線(即走向)，在垂

度。在如此陡峭的坡面中，下部出露大寮層下段的砂頁岩互

直地層走向的方向上，每隔 35.58 m 高程會上升或下降 5 m。

層，因差異侵蝕造成邊坡上部之中段砂岩倒懸。由於大寮層中

因底圖 (比例尺 1:5000 之相片基本圖) 等高線的間距為 5

的中段砂岩，具有節理發達的特性，當節理裂隙因長期雨水入

m，因此在通過該中段砂岩頂部 (高程 75 m) 處繪製平行走向

滲，造成節理面的風化、弱化及開裂後，容易產生落石災害。

的輔助線，朝南每隔 35.58 m 高程會下降 5 m、朝北每隔

因此中段砂岩的分布位置，反映了具有落石災害高潛勢的發生

35.58 m 高程會上升 5 m。平行走向的輔助線與地形高程一致

區。但受現地岩體表層植生覆蓋的影響，中段砂岩的分布範圍

處的交點，即為該中段砂岩頂部的位置；每個交點的連線，即

不易由現場地質調查直接掌握，此時可利用製圖法，於地形圖

為中段砂岩頂部在地形圖上出露位置 (圖 2)。相同的方法完成

上評估可能的分布範圍。此製圖法假設地層厚度及位態不變，

該中段砂岩底部的位置後，即可瞭解其分布 (圖 3)，北側是較

可依此準則評估砂岩在現場可能出露的範圍。若區域內地層具

接近山頂位置，南側通過舊採石場後，會漸漸向東南方向沒入

有褶皺起伏、斷層切穿或厚度改變等狀況，則製圖法不適用。

海平面之下。

該中段砂岩在舊採石場附近，具有良好的地層剖面，並能
在地形圖中，標示中段砂岩的上界 (高程約 75 m) 及下界 (高
程約 25 m)，即該中段砂岩估計約 50 m 厚。從區域地質圖或

三、研究方法與操作結果

現場的露頭量測，可取得該中段砂岩的位態，走向約為

岩石邊坡之節理分布、坡面坡向、地下水位會影響其破壞

N80°E、傾角約為 8°~20° 向南，選擇傾角 8° 使作圖結果趨

方式與機制，為討論岩坡穩定，本文分別針對地形與環境地質
調查、利用立體投影圖進行運動學理論分析、靜定穩定分析及
落石影響距離進行討論，分析流程圖如圖 4 所示。

1. 地形與環境地質調查
不同邊坡類型的破壞類型不同，本研究調查可能影響岩坡
穩定性之地質條件 (如：節理、地下水等 )，利用地形資料劃
分邊坡單元，以利後續運動學理論及岩坡理論分析討論。
Hoek and Bray (2004) 認為影響岩坡穩定性之地質條件有
數種，而差異侵蝕為其中的一種 (圖 5)，侵蝕係指地表水或逕
流將風化弱軟化之岩塊或岩屑帶走。在岩石邊坡內，節理常為
地表水或地下水流的通路，水流會沿節理造成侵蝕，將風化岩
石之溶解物質或不溶解之岩屑帶走，使節理逐漸擴大張裂。差
異侵蝕作用易發生於砂頁岩互層區域，位於砂岩層之下的頁岩
圖 1 研究區域位置圖，以及邊坡單元劃分與編號 (地質圖參
考黃鑑水、劉桓吉 (1988))
Fig.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division and number of
the rock slope

層長久受風化侵蝕後，岩屑逐漸被帶走、淘空，致使其上之砂
岩層常形成極陡坡，甚至呈倒懸狀態。在臨界情況下鬆動砂岩
塊因無法支撐而下墜，造成落石災害。因此，在進行邊坡動力
學分析及靜定穩定分析之前，需先調查該區域中不連續面

圖 2 地層出露之製圖法繪製方法 (地層位態設定為 N80°E /
8°S)
Fig.2 Drawing the auxiliary line to help us to determine
the upper bound of the middle part of Da-Liao
Formation

圖 3 利用製圖法產生的中段砂岩分布圖
Fig.3 The result of distribution of the middle part of
Da-Liao Formation determined by the sketch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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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節理與層面) 分布情況，依據不同邊坡單元的傾向與傾
角，了解每個邊坡單元可能發生的破壞類型。
在現地調查之前，可先利用現有圖資如地質圖，判讀此研
究區域可能有哪些弱面的分布。由地質圖可知，本區域的層面
傾向約為 N82°E、傾角為 8°~20°。由於此地區邊坡的坡度較
大，僅能在坡腳附近進行弱面量測，或者在鄰近區域內找尋其
他較易量測的露頭以替用之。為使分析結果更趨精細，此案例
部分位態引用鄰近研究區域的海洋大學 (約 500 m) 邊坡整治
時量測之弱面位態資料 (長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2008) 與中
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 (2013) 資料。此文中所採用的弱面
組資料詳列於表 1、立體投影圖於圖 6。
劃分邊坡單元需選擇合適之分析單元，參考 Hansen (1984)
建議，邊坡單元內部之地形條件須與相鄰單元不同，既分析單
元範圍內具有最大之相似性，單元之間則具有最大之差異性。
Hoek and Bray (1981) 認為，在均勻地質區內，岩坡坡向為邊
坡穩定性的主要控制因子，不同坡向的邊坡單元可能的破壞類
圖 4 差異侵蝕岩石邊坡分析流程圖

型不盡相同。為瞭解本區域之岩石邊坡可能破壞形式，將不同

Fig.4 Flow chart for investigation and stability analysis
of differential erosion rock slope

坡向之坡面進行邊坡單元分割，分別獨立討論。圖 1 將坡向
差異小於 20 度且坡度相當之坡面單獨圈繪，共分為 8 區邊
坡單元，由西至東分別給定編號，再於各邊坡單元內取坡面代
表性之坡向位態，彙整資料如下表 1，後續章節將針對邊坡單
元進行運動學分析，了解各邊坡單元之破壞潛勢。

2. 利用立體投影法運動學理論分析邊坡破壞形式
在岩石邊坡的環境中存在著許多弱面，弱面在空間之分布
與坡面的交互關係影響岩石邊坡的破壞型式。根據 Hoek and
Bray (1981) 的建議，地質構造造成的邊坡破壞可分成三類：
平面型破壞 (planar failure)、楔型破壞 (wedge failure) 與翻覆
破 壞 (toppling failure) ， 可 利 用 立 體 投 影 法 (stereographic
projection) 表現弱面分布與坡面的關係，判別邊坡單元可能發
生的破壞形式。各種類型破壞的發生機制以及具破壞破壞潛勢
圖 5 大寮層下段 (Mtl) 較易風化造成差異侵蝕，致使上方中
段砂岩倒懸
Fig.5 Overhanging of the upper middle part sandstone of
Da-Liao Formation caused by the differential erosion of its weathered-prone lower part

的典型立體投影圖如表 2 所示。
此方法學的前提為假設該區域地質均勻，也就是說在這個
區域中任何地方都可能有相同的弱面組出現。依據前項調查完
成研究區域之各邊坡單元坡面之坡度坡向以及區域內之弱面
組分布狀況 (表 1)，可以將弱面組與坡面的位態一併繪於立

表 1 邊坡單元與弱面組之位態
Table 1

Dip and dip direction of slope units and joint
sets
邊坡單元

Joint 1
Joint 2
Joint 3
bedding

圖 6 弱面組之立體投影圖
Fig.6 Stereographic projection of various joint sets

弱面組

編號

傾角

傾向

節理組號

傾角

傾向

1
2
3
4
5
6
7
8

N44
N56
N34
N37
N37
N44
N45
N48

N64W
N52W
N12W
N63W
N79E
N69W
N7W
N57W

1
1
1
1
2
2
3
3
層面

N85
N85
N85
N83
E85
W88
W82
W81
S20

N63W
N90
N68E
N84W
N16E
N19E
N3W
N8W
N8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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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投影圖中，繼而按表 2 中的判斷準則，判別是否發生某類

同組的節理間傾角存在少許差異，但在高角度的情形下，可能

型破壞的潛勢。依序將每個邊坡單元之坡面繪入圖 7 的立體投

因傾角的差異造成傾向相反。在節理組 2 中亦有類似情形出

影圖中進行檢核之後，發現僅有邊坡單元 3 及邊坡單元 7 兩

現，走向相同、高傾角、傾向相反。若節理組 1 相反傾向之

個走向接近南北走向的坡面具有翻覆破壞的潛勢。而在台 2

節理確實存在，繪入立體投影圖中判斷，則可以發現邊坡單元

線 68 k 的案例 (即邊坡單元 1) 確有發生翻覆破壞，在圖上

6、邊坡單元 8 亦有可能會發生翻覆破壞。

卻沒有顯現，其原因可能是節理組 1 發展時的應力狀態下，

Joint 1
Joint 2
Joint 3
bedding
坡面

Joint 1
Joint 2
Joint 3
bedding
坡面

圖 7 邊坡單元 3(左) 與邊坡單元 7(右) 之立體投影圖，皆因節理組 3 而有翻覆破壞的潛勢
Fig.7 Results of stereographic projection analysis of slope unit 3 (left) & slope unit 7 (right). Both are possible to topple
because of joint 3

表 2 各破壞形式之示意圖與典型立體投影圖
Table 2
破壞
形式

Typical stereographic projection figure and illustration for each failure mode
平面型破壞

翻覆破壞

楔型破壞

指岩體沿著單一弱面向下滑動之情形。平面型破 翻覆型破壞是指在弱面 (橙色) 與坡面 (灰色) 指兩相交的弱面與坡面所夾出之楔型岩塊沿著
定義 壞之單一弱面 (或節理) 走向與坡面走向之夾角 成高角度反向倒叉時，靠近坡面之岩塊因自重或 弱面交線 (綠色) 向下滑動之情形。
應在20°以內。
摩擦力不足而開裂破壞崩落的情形。

示意
圖

立體
投影
圖

與坡面走向夾角 20° 以內之範圍與30° 摩擦圓 陰影區為與坡面夾 80°~100° 的範圍且傾角比基 陰影區為傾角比坡面小、比摩擦角大的範圍。兩
判斷
之交集即為陰影範圍。節理之大圓落在陰影區 本摩擦角大的範圍。若節理之極點位於陰影區內 弱面大圓的交點位於陰影區內。
準則
內。
則發生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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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靜定穩定分析

FS s 

差異侵蝕的作用容易於岩坡產生倒懸岩塊，若侵蝕深度逐
漸加深，則在豪雨、地震甚至常時情況下，鬆動的岩塊都可能
造成落石災害。Matsukura (2001)、Kogure et al. (2006) 及
Kogure and Matsukura (2010, 2012) 曾以日本地區的石灰岩之

Ss

s



Cl  W  K h  cos   V  K v sin   tan 
W  K h sin   V  K v cos 

(6)

懸臂樑之模型適用於計算因差異侵蝕造成之倒懸岩塊

岩石邊坡與沿海懸崖為例，以倒懸岩塊之外觀幾何參數建立靜

所受到的張力大小 (Kogure, T., et al., 2012; Tokashiki,

定分析模式，推導出倒懸岩塊穩定性受高度與差異侵蝕深度影

N., and Aydan, O, 2010)，但過去文獻之模型與台灣現地

響之經驗圖。本研究參考此方法學，並考慮現地之倒懸岩塊頂
部之幾何外觀、岩塊與母岩之分離機制 (剪力破壞或者張力破

之倒懸岩塊的幾何形狀有所出入，本研究延續其分析邏
輯並對分析內容進行調整，參考圖 10 張力破壞分析採
用之自由體圖。因張裂縫不存在張力強度，故將倒懸岩

壞) 及破壞後的運動型態，修正既有分析。
根據野外調查，整理殘留於岩坡上與掉落之岩塊的幾何形
狀，綜合現地觀察可能的破壞模式以及運動型態，建立一套適
用於差異侵蝕岩坡之倒懸岩塊的靜定分析方法。如圖 4 所示，
靜定穩定分析包括破壞模式與運動型態兩部分。參考圖 8 由左

塊模擬為單位寬度 1、長度 x、高度 l 之懸臂樑，且僅取
倒懸部份考慮岩塊重 (W’)，則彎矩應力計算如下：
σ1 =

M total
S

(7)

至右三個階段的模型，本研究認為因差異侵蝕形成之倒懸岩

其中 S 為形狀因數， Mtotal 為各力造成之彎矩和。根

塊，與岩坡面間可能已發育張裂縫或數組節理，並定義破壞模

據材料力學的推導，各力所造成之偏心彎矩 MW'、MV、

式為裂隙 l 受剪力或張力破壞而連通，使倒懸石塊形成一自由
塊體，其後的運動行為則可能包括滑動或者翻倒。此套分析方
法與過去相關文獻不同之處在於分開探討「破壞模式」與「運

M K h ' 、 M K v ' 與形狀因數 S 表示為：
M total  M W'  M V  M K h '  M K v '

(8)

動型態」個別的可能，而非限定剪力破壞後的運動型態屬於滑
動，或張力破壞後屬於翻倒。以下將說明靜定分析方法之內
容，依情況考慮節理進水產生靜水壓、上浮力，以及地震力作
用下的臨界情況。
本研究方法受倒懸岩塊之幾何形狀的限制，目前適用於二
維分析，其岩坡頂部已產生張力裂縫 (z)，且倒懸岩塊下方坡
面傾角介於 0 至 90 度 (0°<β<90°)，下述分別就台二線 68 k
處和附近舊採石場進行實際操作。
(1) 破壞模式：於分析破壞機制的階段，考慮岩塊後方之裂
隙有水入滲造成靜水壓力 (V)，則水壓力之大小如式
(1)，另外，於地震作用下之臨界情況，參考交通部 (2008)
公布之「公路橋樑耐震設計規範」選用地震時土壓力之
(2) 水平與垂直地震係數 (kh、kv)，則水平及垂直地震力分
別計算如式 (2) 與式 (3)：
V 

1
 wz2
2

圖 8 靜定分析模型。由左至右分別對應分析流程中差異侵蝕
形成倒懸岩塊、破壞模式和運動型態三個階段
Fig.8 The models from left to right indicate three steps
of the statically determinate analysis, including
in-situ overhanging rock, failure model and motion
pattern

(1)

K h  石塊重 W  k h

(2)

K v  石塊重 W  k v

(3)

參考圖 9 剪力破壞分析之自由體圖，若破壞模式為
剪力破壞，滑動面將發生在 (DE)，假設此滑動面與水
平夾 β 角且岩塊材料之凝聚力和摩擦角分別為 C 和

Φ，根據 Culmann’s 之理論，其剪力強度、下滑力的計
算方式如下：
剪剪剪剪

S s  Cl W  K h  cos   V  K v sin   tan 

(4)

下滑力  s  W  K h sin   V  K v  cos 

(5)

故剪力破壞之安全係數 (safety factor, FS) 可表示為：

圖 9 剪力破壞分析之自由體圖
Fig.9 Free body diagram of the shear failur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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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原自由體中所有作用力平移至中性軸，為使新的自由

力之計算與破壞模式相同，故滑動之安全係數表示如

體仍須維持力平衡，須考慮所有作用力造成之平均應

下：

力，其計算列式如下：

FS Slide 

C r l  W  K h  cos   V  K v sin   U  tan 
W  K h sin   V  K v cos 

倒懸岩塊 (W’) 造成之平均應力
σ w' =

W' cos 2 
l

(10)

位置超過支點，翻倒之安全係數表示為：
(11)
FS topple =

水平地震力 ( K h ' ) 造成之平均應力

K

h'

k sin 
 h'
l

v'

k v ' cos 2 
l

M逆
M順

(18)

(3) 台二線 68K 之案例分析：
(12)

本研究於野外調查台二線 68 k 處的危岩，如圖 12
之照片顯示該段的倒懸岩塊高程雖只在岩坡中段，但其

垂直地震力 ( K v ' ) 造成之平均應力

K 

以 D 為支點，翻倒之運動型態發生在翻倒 (順時針) 力
矩大於抵抗 (逆時針) 力矩情況，即重心在水平方向的

靜水壓 (V) 造成之平均應力
Vsin 
σV =
z

(17)

坡度達 60 度以上又無施做全面的防護工法，缺乏緩衝
的情況下，若發生落石災害將直接危害下方的房舍與道
(13)

路。根據水土保持規範於邊坡穩定分析須考量常時、地
震與暴雨三種狀態下的安全係數，分別達到 1.5、1.2

則倒懸岩塊受到最大張應力與張力破壞之安全係數可

以及 1.1，故本文選此案例分析其破壞機制，並以是否

表示如下，其中 St 為抗張強度：

考慮靜水壓 (V) 與地震力 (kh、kv) 來詮釋三種臨界情

σ t =  1  σ W'  σ V  σ K h'  σ K V'

FS t =

St

t

(14)

況。參考圖 12 之分析結果，現地倒懸岩塊之倒懸深度
x 約為 1 m 至 1.2 m，無論是剪力或張力破壞，在三種

(15)

情況下都符合安全係數的規範，因此目前現地之倒懸岩
塊應暫無立即性的危險。然而，此處因岩性差異而易受

(3) 運動型態：參考圖 11 為運動型態分析之自由體圖，原

風化侵蝕的影響，若倒懸深度繼續加深至 1.5 m，則安

先尚未連通的裂隙 l 逐漸連通，使塊體 ABCDE 形成可

全係數於常時狀態將低於規範值 1.5，且無論發生暴雨

移動的石塊。考慮 l 段連通瞬間地下水或雨水滲入，而

或地震其安全係數都會低於 1 而發生破壞，破壞機制為

存在上浮力 (U) 如下：

張力破壞先於剪力破壞發生，表示當侵蝕深度逐漸增

U=

1
 w  zl
2

加，則倒懸岩塊重量引致的張力增幅會比其下滑力來得
(16)

滑落的運動型態分析仍遵循 Culmann’s 理論，但選用折
減過的凝聚力 (Cr)，以符合裂隙連通的情況，其它作用

圖 10 張力破壞分析之自由體圖
Fig.10

Free body diagram of the tension failure model

快，且岩石材料本身抗張強度 (St) 僅約抗壓強度 (UC)
的 1/10 倍 (本研究之 UC / St = 9.5)，故倒懸岩塊受張力
破壞之可能性相較於剪力來的更高。

44

楊士賢、詹佩臻、林承翰、林錫宏、徐明志、溫廷睿、林銘郎：差異侵蝕岩石邊坡之調查與穩定分析-以台 2 線 68k 附近邊坡為例

另一方面，此次落石事件，經由現地調查配合多期

碎岩塊互相接觸、碰撞及落石形狀等力學機制的影響，以重力

遙測影像與地面照片之判釋，歸納此處巨石在災前已大

加速度驅動落石運動，由定義之法向與切向折減係數 (Rn、Rt)

部分脫離陡崖，參考紀宗吉等 (2013) 和潘國樑、高世

模擬岩塊在坡面上運動的速度與能量折減。表 3 為輸入

鍊 (2013) 皆指出此巨石節理發達，且裂隙受風化、弱

RocFall 程式中的參數，其中主要參數的取得方法如下：岩坡

化及開列，並充填風化土壤，岩塊底部呈現倒懸狀態，

幾何形狀由 5 m DTM 擷取落石運動軌跡之剖面；法向、切向

本研究將倒懸岩塊區分為頭、胸、腹與基腳四個部分，

折減係數與坡面粗糙度由已掉落之岩塊進行試誤法反算；岩塊

其幾何形狀參考圖 13，配合落石影像及殘留之風化土壤

體積、單位重與靜摩擦角參考新聞照片以及長碩工程顧問有限

流失，推測致災原因為巨石基腳下方風化土壤處受豪雨

公司 (2008)，估計為長 3.5 m、寬 4.5 m、高 3.5 m，單位重

所產生的地表逕流掏刷，失去支持力量，使巨石向前翻

25.02 kN/m3 ；岩塊的初始速度可由摩擦角 (θ)、岩坡坡度

倒並沿著不連續面斷裂成四個部分：頭、胸、腹、基腳。

(β)、初始位移 (L) 與重力加速度值 (g) 計算如下 (Antoniou,

其中基腳和腹部停留在原處，而頭部和胸部傾覆掉落至

A.A., and Lekkas, E., 2010)：

下邊坡。本研究以此案例分析其運動型態，由於當時並

V = 2 g sin  - tan cos  L

未記錄到地震事件，因此計算中不加入地震力，只考慮
暴雨滲入裂隙造成靜水壓 (V) 與上浮力 (U)。根據分析
結果，當巨石基腳處的風化層材料流失使 x’ 達到 1.3
m 以上時就會失穩，且其運動型態為翻倒，此計算結果
與行車紀錄器之畫面相符 (紀宗吉等，2013)，且實際得
到臨界情況下風化層受水流掏刷之侵蝕深度大小，能提
供未來對此案例的相關研究作為參考。

4. 落石影響距離：
當倒懸岩塊受外力擾動脫離岩坡，其在坡面上之運動行為
包 括 滑 動 (sliding) 、 墜 落 (falling) 、 滾 動 (rolling) 、 彈 跳
(bouncing)，可能的運動行為與岩塊初始狀態、坡面幾何形貌
以及運動過程中的能量消散變化有關。
本 研 究 以 台 二 線 68 k 之 落 石 災 害 為 案 例 ， 應 用
Rocscience 公司開發之商用程式 RocFall 模擬當時落石之運

圖 11 運動型態分析之自由體圖

動軌跡。 RocFall 程式將岩塊視為一無限小的質點，忽略破

Fig.11

Free body diagram of the motion pattern

圖 12 岩坡破壞模式之靜定分析結果 (台二線 68k 處)
Fig.12

Statically determinate analysis of the overhanging rock failure model (68k Highway No. 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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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圖 14 為 50 次的 RocFall 模擬結果，綜合行車紀錄

算可得破壞機制為張力破壞先於剪力破壞；最後再以 RocFall

器之畫面進行討論，落石在運動過程最關鍵之行為，是從陡坡

分析落石能量與落石的路徑，停止位置可能在上邊坡緩坡處、

處自由墜落並撞擊坡趾上方較平緩之崩積土，模擬結果顯示落

自由墜落之撞擊處以及柏油路面。

石的動能從最大值 80 MJ 大幅消減為 20 MJ ，而當時現場

由於所藉助的分析軟體仍有諸多限制，如將落石視為一個

也記錄到撞擊瞬間伴隨大量岩屑土砂噴濺，且噴濺之土砂與碎

質點、將反彈過程簡化為回彈係數控制，落石本身的形狀對墜

石將行駛中的小客車推至逆向車道，最終落石滾動至路面並停

落翻滾路徑的影響就無法利用此軟體討論。於是了解落石可能

止於原小客車的車道位置，因而未直接擊中車子造成傷亡。根

的破壞形式、破壞機制，可以幫助了解受形狀因子影響之落石

據圖 15 之結果統計，在 50 次的 RocFall 模擬中落石可能停

可能移動路徑。而改良版靜定分析則可以提供考慮豪雨來襲或

止在三個地方：上邊坡緩坡處、自由墜落之撞擊處以及柏油路

地震發生時，岩石邊坡是否安全的有效工具，也可以提供防災

面，在試誤法校正參數的嘗試過程中發現，落石塊體停留於上

工程的參考。

邊坡緩坡處在該段滑動佔的比例高於滾動，而停留於撞擊坑處
則是能量消減至零的結果；若由落石最終停止位置還原整個運
動過程，落石首先傾覆 (topple) ，於砂頁岩層緩坡處滑動與
滾動，各佔該段過程的 1/4 和 3/4 ，接著於砂頁岩層陡坡處
以滾動的方式，經過砂岩層陡坡，再自由墜下並撞擊崖錐堆積
產生消能的效果，最後再彈跳、滾動到柏油路面。
此外，本研究在校正參數的嘗試中，除了柏油路面之外，
其 它 坡 面 材 料 的 折 減 係 數 最 終 使 用 的 值 都 與 Giani, G.P.
(1992) 之建議值有所出入，原因在於植生覆蓋和雨水於地表
逕流所產生的影響，會降低坡面上的摩擦力致使滾動與滑動之

圖 13 台二線 68k 落石事件之初始運動型態分析結果

消能效果較低，但對彈跳與墜落的運動行為則造成能量大幅消

Fig.13

減，尤其雨水匯集於撞擊坑使切向折減係數 (Rt) 大幅降低，

Result of initial motion type of the rockfall event
in 68k Highway No. 2

必須將崖錐堆積的 Rt 建議值 0.82 調整為 0.65 方能符合現
地結果。唯折減係數之選定尚無一直接的方式，本研究最終以
試誤法所得到的折減係數已能符合 2013 年 8 月 31 日所發
生的落石事件之結果，未來將能提供附近區域評估可能的落石
影響範圍參考。

四、結

論

以往對於落石的研究之中，已有許多考量差異侵蝕或倒懸
岩石的影響，也有利用軟體模擬與靜定分析方法了解破壞機
制。本研究在靜定分析方法中加入了水壓力以及地震力的影
響，可更全面地評估差異侵蝕邊坡的災害潛勢，以補足立體投
影法探討破壞機制的不足。本文可以利用此改良後的分析方法
瞭解此次八斗子落石事件的發生機制以及過程：利用製圖法了
解落石塊體可能崩落的範圍，厚度約 50 公尺；從立體投影法
中可以預測破壞形式可能為翻覆破壞；再利用靜定穩定分析計
圖 14 RocFall 模擬台二線 68K 落石事件之運動軌跡與能量
消減

表 3 台二線 68k 案例於 Rocfall 分析採用之參數
Table 3

Parameters of RocFall software analysis

參數名稱

數值

落石模擬次數
最小終止速度 (m/s)
初始水平速度 (m/s)

50
0.1
4

坡面材料

砂岩

砂頁岩

崖錐堆積

柏油路面

法向折減係數 (Rn)
切向折減係數 (Rt)
靜摩擦角 (°)
坡面粗糙度

0.52±0.04
0.96±0.04
35±2
10

0.43±0.04
0.94±0.04
30±2
10

0.25±0.04
0.65±0.04
30±2
0

0.40±0.04
0.90±0.04
30±2
0

Fig.14

Using RocFall to simulate the path of rockfall and
associated energy dissipation

圖 15 RocFall 模擬落石停留位置之結果
Fig.15

Result of the stationary positions simulated by
Roc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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