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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模擬與危害評估應用於潛在崩塌影響範圍之劃設
羅佳明[1] 馮正一[2]*
摘

鍾言鑫[3] 董雅婷[3]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臺灣陳友蘭溪五處研究區潛在大規模崩塌之影響範圍，經由潛在大規模崩塌區位地

貌判釋與現場查核結果，分別以分離元素法建構五處研究區崩塌運移數值模型，以探討崩塌運移過程與致災
影響範圍。本研究另於五處研究區數值模型假設兩種崩塌深度，並整合崩塌重現期、動能、邊坡滑動速度、
土石流堆積厚度等模擬結果，進行各潛研究區影響範圍之危害度評估，作為後續災前整備、山崩地質敏感區
劃設與治理工程規劃之參考。

關鍵詞：潛在大規模崩塌、崩塌影響範圍、分離元素法、數值模型、危害度評估。

Potential Landslide Hazard Zoning based on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Hazard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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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hazard zonation of potential deep-seated catastrophic landslides at the
Chenyulan Creek watershed through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a hazard assessment method. Using the results of
landform interpretation and geological surveys, we constructed a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to simulate the process of
landslide movement and determine landslide hazard zonation. And then, we integrated landslide probability, kinetic
energy, debris flow velocity, and debris front thickness to evaluate potential landslide hazard zoning in the study area.
Finally, several landslide cases were simulated and the results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mapping and zoning of areas susceptible to geological hazards, and associated mitigation project planning.
Key Words : Landslide, hazard zonation,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numerical model, hazard assessment.

一、前

言

(1993) 曾以崖頂落石崩落最高位置至落石運動最遠距離點間
之水平夾角定義為 Fahrboschung 角度 (F 角)，由此定義落石

山崩為臺灣常見之天然災害，大多數大規模之山崩災難，

運動堆積範圍。Evans 與 Hungr (1993) 等人後續又提出崖錐

係由大規模崩塌所造成。尤其近年來極端豪雨重創臺灣北、

堆積體頂部至落石運動最遠距離點間之水平夾角 (M 角)，定

中、南、東等山區，造成相當嚴重之大規模山崩災害，不僅直

義為落石崖錐之最小陰影角 (minimum shadow angle)，藉此

接衝擊坡趾附近之聚落與用路人，其溪谷兩岸邊坡崩滑之土石

表示落石最遠運動範圍與崖錐堆積之關係。Jaboyedoff et al

堆積於河道上容易形成天然壩，亦間接嚴重威脅下游保全對

(2005) 建立之危害度分級圖以落石為主，主要由山崩回歸期

象。過去由於缺乏大規模山崩敏感區位避開觀念，加上對於邊

與動能構成，並依此分為高、中、低等危害度分級。其概念在

坡崩滑前之地形特徵、地質構造與坡體變形特性認知不足，致

於當山崩災害回歸期較短時 (如較小規模之山崩)，只需較低

使每逢極端豪雨或地震事件，隨即造成相當嚴重之生命財產損

之山崩動能即可構成高危害度等級；而當山崩災害回歸期較長

失。而歷經多次深刻且慘痛之教訓後，國內外相關災防單位已

時 (如較大規模之山崩)，則需較高之山崩動能方可構成高危

把各類型山崩地質災害敏感區之劃設、崩壞驅動機制、山崩潛

害度等級。然而，其應用之數值模擬僅能評估少量落石之運動

勢評估、影響範圍及山崩情境模擬等，列為當前的重要課題。

路徑與堆積範圍，對於大規模山崩複雜之塊體運動行為等，則

國外有關崩塌影響範圍之研究則著重於利用崖錐堆積之

無法呈現。

陰影角 (Rockfall shadow angle) 推估落石崩落影響範圍，

此外，大規模山崩由於瞬間崩滑量體甚大，導致運動堆停

Heim (1932)、Scheidegger (1973)、Toppe (1987)、Evans 與 Hungr

距離不易估算，其大量塊體運動過程中往往因岩塊群碰撞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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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而形成遠距離之堆積影響範圍。另外，劇烈變化之地形，

k=

易影響其山崩運動型態，導致崩塌塊體由滑動轉為極快速之崩

k [ A] k [ B ]

(1)

k [ A] + k [ B ]

滑，甚至崩入河道轉變為流動，形成複合型之山崩型態
(Complex landslide)。顯見大規模山崩運動行為極為複雜，欲

其中，[A]與[B]表示接觸之兩物體；k 代表正向接觸勁

評估其致災影響範圍，均無法以單一種運動型態之數值模式表

度 (kn) 或切向勁度 (ks)。

示。此外，大規模量體與高速運動之大型山崩，往往造成岩體

另外，滑動模式係採用摩擦係數的設定，當元素接

滑動型山崩於運動過程中破碎成數個塊體，並轉為極高速之崩

觸介面間滑動力大於摩擦阻力時，元素便會產生滑動。

滑，此為相當值得注意之地質現象 (Steven and Simon, 2006)。

而 連 結 模 式 則 於 顆 粒 元 素 間 加 入 平 行 鍵 結 (Parallel

況且，以大規模崩塌而言，運動速度是決定山崩破壞潛能之重

Bond)，以結合元素群構成另ㄧ種形狀，當所施加元素

要參數，往往幾秒就可能造成相當大規模之災害 (Hungr,

之外力大於鍵結力時，其鍵結便會斷裂。

2007)。尤其，大規模山崩崩滑過程中，因地形造成之塊體分

(2) 消能阻尼

離、碰撞交互作用、運動型態轉變(如由塊體滑動轉為顆粒流)

消 能 參 數 設 定 方 面 ， PFC3D 軟 體 提 供 Viscous

等特性，對於下游影響範圍之劃設與聚落保全對象之預警，均

damping 之設定，使元素間接觸時才產生消能作用，改

為相當重要之評估要素。然而，關於大規模山崩崩滑之詳細運

善山崩模擬時之實際接觸消能問題。而 PFC 於每個時階

動過程描述甚少文獻提及，對於崩滑過程之塊體分離、碰撞交

(Time step) 運算時，其接觸產生之正向與切向組尼，主

互作用、運動型態之轉變等討論，更是相當缺乏。隨著電腦運

要係運用 Belytschko 於 1983 年所提出之接觸消能計算

算與數值模擬科技之進步，近年來諸多研究已開始採用分離元

方式 (式 2)。

素法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模擬山崩運移及堆積問題

ki +1 = α

(KOC et al., 2008；羅佳明，2009；Lo et al., 2011-2013)，其模
擬優勢在於可深入探討分離塊體之複雜運動過程，除塊體滑動
行為外，可掌握崩塌塊體變形至破碎、碰撞交互作用、能量傳

ki
2

(2)



ci
ci
( 1+ 
)2
 −
2 × k i × Δt 0
 2 × k i × Δt 0 

遞與消耗等特性，為近年山崩運動至堆積模擬之突破關鍵。有

其中，ki+1 為計算下一個 Time step 內時間之正向或切向

鑒於此，本研究選取陳友蘭溪五處研究區 (包含上安三廍溪、

勁度；α 為安全因子 (程式中若未設定該參數，則內定

豐丘、東埔八頂溪、頭坑溪與烏乾溪等五處重點研究區) 進行

為 1)；ki 為接觸勁度；ci 為阻尼比參數；△t0 為元素接

數值模型建置，並繪製陳友蘭溪五處研究區之潛在崩塌範圍搭

觸時，該 Time step 之時間。

配不同崩塌深度之模擬，藉此評估其崩壞運移過程與堆積影響
範圍。本文主要探討重點如下：
以分離元素探討陳友蘭溪五處研究區潛在崩塌區位崩壞
運移過程與堆積影響範圍。
藉由數值模擬方法評估陳友蘭溪五處研究區潛在崩塌區
位致災影響範圍與危害度分級。

(3) 數值模型參數校正
本研究採用 PFC 3D 軟體建構崩塌運移與堆積之數
值模型，其優勢在於可模擬物件鍵結與分離、延弱面破
裂及碰撞交互作用後之大位移行為。PFC 3D 程式主要
需輸入之材料強度參數包含正向與切向之接觸勁度
(normal stiffness 與 shear stiffness)、元素間連結之鍵結
勁度與強度 (bonding stiffness 與 bonding strength) 等，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分離元素法建構之 PFC3D 程式進行陳友
蘭溪五處研究區崩塌運移數值模型建置，PFC 係由 Itasca 公司
於 1999 年發展出之分離元素分析程式 (Itasca, 2002)，主要利
用外顯有限差分法計算每一時階之系統變化。每個運算時階，
均先計算顆粒位置及重疊量，依其力－位移定律計算接觸力
後，根據牛頓第二運動定律，可得到新的顆粒速度與位置。

其主要反映岩坡之強度與變形特性，然其輸入值屬於微
觀參數 (指各顆粒元素之輸入參數值)，甚少可利用力學
試驗方法直接求得。因此，本研究參考 Potyondy (2004)
建議之材料參數設定方法，以相關計畫報告現場鑽探取
樣之單壓試驗結果做為比對依據。另以 PFC 模擬其力學
實驗過程與結果，初步進行巨觀與微觀參數之轉換，以
實際單壓實驗及模擬實驗比對 (圖 1)，進行巨觀與微觀
參數轉換公式修正，進而得到模擬材料之微觀參數。
關於模擬材料碰撞消能方面，本研究參考 Giani 於

1. 數值模擬原理
(1) 接觸組成模式
PFC 藉由每一接觸點之接觸組成模式模擬材料之
基本力學行為，提供三種接觸組成模式包含接觸勁度模
式、滑動模式及連結模式等。而 PFC 在計算接觸勁度
時，假設兩相鄰物體之勁度係以正向或切向彈簧串聯方
式接觸，則正向接觸勁度 (kn) 與切向接觸勁度 (ks) 如
下式：

2004 年現場試驗之回彈係數進行阻尼參數轉換 (表
1)，以設定較符合現場狀況之阻尼參數。另於摩擦係數
設定上，由於動摩擦係數大小為遽變式山崩運動過程之
關鍵，故於此參數設定上尤為重要。然動摩擦係數量測
上極為不易，故本研究將以不同摩擦係數模擬後之堆積
形態進行比對，以求取最符合山崩堆積現況之摩擦係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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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崩壞運移數值模擬比對
物理實驗之數值分析工作，係以物理實驗模型配置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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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現地阻尼參數轉換一覽表 (改自 Giani, 2004)
Table 1

Conversion of onsite damping
(modified from Giani et al. 2004)

礎，作為數值模型及參數設定之簡化依據。數值物理模型主要
採三維模擬分析，模擬大規模崩塌運動時，岩塊間或岩塊與運

parameters

正向
回彈係數

轉換正向
阻尼比

切向
回彈係數

轉換切向
阻尼比

動地形碰撞及堆積擴散之行為。數值物理實驗分析主要目的在

基岩坡面

0.50

0.21

0.95

0.02

模擬規劃實驗之觀察特徵，測定其數值分析參數、元素群運動

基岩坡面覆蓋
破碎岩塊
坡面覆蓋
岩屑及土壤
土壤坡面覆蓋
茂密之植生

0.35

0.32

0.85

0.05

0.30

0.36

0.70

0.11

0.25

0.40

0.55

0.20

及堆積行為等，以檢核數值分析方法之可行性。
物理實驗模型中運動區與堆積區兩大部分主要以牆元素
進行模擬，而球元素主要用來模擬崩塌岩塊材料 (圖 2 & 圖
3)。其數值模型建立方法與模擬參數，則參考羅佳明 (2009) 之
建置與設定方式。整個模擬實驗採用 360 個、760 個與 1080
個岩塊 (1 個岩塊主要由 48 顆球元素組成) 同時崩滑，運動地
形坡度採用 45 度與 60 度兩種，進行小尺度大規模崩塌模擬比
對。整個模擬崩塌運動過程中，由於岩塊群於高角度運動地形
作用下，易產生自由落體之運動情形，故於數值模擬中將 Local
damping 設定為 0，使其元素於未接觸 (碰撞) 條件時，能量
不會隨模擬時間而消耗，以增加模擬結果之合理性。而圖 3
顯示之不同顏色岩塊由下而上分別為底層白色、紅色、綠色、
藍色等岩塊，其主要為區別不同高度層岩塊崩落時之堆積分布
特性，亦可藉由不同顏色堆積分布比對數值模擬成果之合理
性。
以數值模擬與物理實驗比對結果顯示，其水平堆積長度之
模擬平均誤差為 7%~10%、水平堆積寬度為 9%~12%、水平後
堆長度為 8%~12%，堆積角度誤差為為 13%~22%，而最遠堆
積距離 (包含縱橫向) 誤差為 10%~13%。此外，KOC 等人曾
於 2008 年利用 PFC3D 球元素與牆元素，模擬義大利 Punta

圖 1 模擬單壓試驗與實際試驗比對結果 (Lo, et al., 2011)
Fig.1 Comparison results from simulated uniaxial compression with actual test

Thurwieser 地區大規模岩崩歷史事件 (KOC et al., 2008)。
Chang 等人 (2005) 以分離元素成功模擬九份二山震後之崩坍
及堆積行為；唐昭榮等人 (2009) 探討草嶺崩塌之運動過程，
與現場調查結果頗為吻合，顯見分離元素模擬已成為當前大規
模崩塌運移與堆積研究之重要發展趨勢。本研究團隊亦曾以
PFC3D 模擬小林村後方獻肚山大規模崩塌、國道三號七堵順
向坡滑動與蘇花 115.9k 大規模崩塌等事件之運移過程與堆積
比對 (圖 4)，經災後高精度數值地形比對後，堆積影響範圍誤
差均控制於 5%~10%之內，其均成功重現大規模崩塌運動行為
與堆積特性。尤其，PFC3D 模擬可多方考量岩體強度與弱面
分布 (亦可重組成不規則形狀岩塊)，完整重現大規模岩體因
節理岩塊分離、破裂而崩壞之行為，有別於一般流體力學數值
程式之水流模擬，故可更精準合理研判大規模崩塌之堆積影響
範圍。
有關本研究採用 PFC3D 模擬方法學之限制如下：
(1) 由於本研究採用之 PFC3D 4.0 版本並未包含流體 (Fluid
Flow)模組，故顆粒運動以顆粒流為主，較不適合模擬
土砂濃度較低之洪水流模擬。
(2) 由於數值運算上之限制 (如有限時間下，顆粒數量最多
僅能模擬 10 萬顆)，PFC3D 數值模型建置上目前尚無法
考量滑動體之穩定性與實際土壤或節理岩塊尺寸，若未

圖 2 由數值模擬建置物理實驗模型示意圖 (羅佳明，2009)

審慎參數分析與現場比對，則容易高估山崩影響範圍與

Fig.2 Illustration of the numerical model for physical
model (Lo, 2009)

危害度評估。

16

羅佳明、馮正一、鍾言鑫、董雅婷：數值模擬與危害評估應用於潛在崩塌影響範圍之劃設

(3) 由於地震與降雨事件模擬不確定性極高，且參數複雜難
以推估 (尤其降雨入滲部分)，故目前 PFC3D 數值模型
僅考量重力引致崩滑塊體運移之影響範圍。

三、全尺度數值模型建置
基於電腦計算能力之限制，因此本研究於滑動面及運動地
形均以 5×5m 之 DEM 轉為 20×20m DEM 後建構而成。案例模
擬部分僅考量由滑動至堆積過程之推測，對於促崩因子 (降雨
入滲引致滑動) 部分因軟體版本 (PFC3D 4.0) 功能之限制，故
於本研究尚未加入討論。此外，球元素半徑的決定須有賴於數
值模型初步測試與比對，即先測試 1-10m 球元素半徑之模擬
運算效能與現地堆積分布之相似程度，最終本研究選擇 2.5-5m
顆粒半徑即可得到最佳運算效能 (約 1 日可完成模擬) 與最接
近實際堆積分布結果。而當顆粒半徑太大時，由於模擬塊體質
量增加，其堆積影響範圍將遠遠高估實際影響範圍；當顆粒半
徑小於 1m 時，其模擬結果雖然較接近時機堆積影響範圍 (稍
微低估實際土砂災害堆積範圍)，然一組模擬完成則需要三周
以上，且電腦若非配備頂級顯示卡 (2G 以上)，其大量顆粒元
素堆積分布成果較不易呈現。
陳友蘭溪五處研究區數值模型之量體損失區，係參考本研
究繪製之陳友蘭溪五處研究區潛在崩塌範圍，並以各研究區最
危險之狀況假設滑動體崩滑深度約 5m~20m 等，進行大規模
圖 3 比對數值型與物理實驗過程 (左上視比對) (羅佳明，
2009)
Fig.3 Comparison results from simulated physical model
with actual test process (Lo, 2009)

崩塌情境模擬，原始地形面則由 2010 年 5m×5m DEM 轉為牆
(Wall)元素建構而成。故本研究於程式中分別設定 64,931(上安
三廍溪研究區)、63,395(豐丘研究區)、66,668(東埔八頂溪)、
87,411(頭坑溪研究區)、51,331(烏乾坑溪研究區) 個牆元素建

圖 4 台灣近年大規模山崩事件之運移模擬成果 (Lo et al., 2011-2014)
Fig.4 Simulation results of large scale landslide events in Taiwan at recent years (Lo et al., 20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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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地形 (圖 5)，整個數值模型總長分別為 5,215m、5,175m、

近實際崩塌影響範圍之結果，故依此建置其模擬參數 (表 2)。

5,295m、4,793m、4,132m，寬分別為 2,580m、2,956m、2,504m、

另外，由於研究區若發生大規模崩塌係假設可能由豪雨所誘

3,957m、3,357m。而崩滑體部分，各研究區採用 8~15 處主要

發，且於現場碎解之岩塊表面上，具有風化銹染之跡象。因此

崩滑區，上安三廍溪研究區分別採用 2,239 顆球 (Ball) 元素

分析時，除了將滑動面上的摩擦係數下降外，亦設定將岩石間

(崩滑深度約 10m 模型) 與 4,478 顆球元素(崩滑深度約 20m 模

的鍵結強度逐漸弱化，以初步模擬現場大規模崩塌之運移行

型)建構而成 (球元素半徑為 2.5-5m)，總崩滑體積分別約

為。

1.52×106 m3 (崩滑深度約 10m 模型) 與 3.04×106 m3 (崩滑深度
約 20m 模型)；豐丘研究區分別採用 2,463 顆球元素 (崩滑深
度約 10m 模型) 與 4,926 顆球元素 (崩滑深度約 20m 模型) 建
6

構而成 (球元素半徑為 2.5-5m)，總崩滑體積分別約 1.68×10
3

6

表 2 PFC 數值模型參數ㄧ覽表
Table 2

Numerical parameters used in PFC modeling

3

m (崩滑深度約 10m 模型) 與 3.36×10 m (崩滑深度約 20m 模

參數項目

全尺度數值模擬參數

型)；東埔八頂溪研究區分別採用 4,907 顆球元素 (崩滑深度約
上安三廍溪 豐丘 東埔八頂溪
(白冷層-) (和社層) (達見砂岩)

5m 模型，球元素半徑為 1-2.5m) 與 1,225 顆球元素 (崩滑深
度約 10m 模型，球元素半徑為 2.5-5m) 建構而成，總崩滑體

頭坑溪與
烏乾坑溪
(南莊層)

2,350

2,400

2,350

2,500

2.5-5

2.5-5

2.5-5

2.5-5

5e8

4.8e8

5.2e8

4.6e8

2.89×106 m3 (崩滑深度約 10m 模型) 與 5.78×106 m3 (崩滑深度

球元素單位重
(kg/m3)
球元素半徑
(m)
正向勁度
(kN/m)
切向勁度
(kN/m)

5e8

4.8e8

5.2e8

4.6e8

約 20m 模型)；烏乾坑溪研究區採用 11,964 顆球元素 (崩滑深

摩擦係數

0.08-0.6

0.05-0.5

0.1-0.6

0.05-0.4

平行鍵結正向勁度
(kN/m3)
平行鍵結切向勁度
(kN/m3)
平行鍵結正向強度
(Mpa)
平行鍵結切向強度
(MPa)

4e8-4.3e8

4e8-4.3e8

4.5e8-5e8

3.6e8-4.2e8

2e8-2.1e8

2e8-2.1e8 2.3e8-2.5e8

積分別約 4.17×105 m3 (崩滑深度約 5m 模型) 與 8.33×105 m3
(崩滑深度約 10m 模型)；頭坑溪研究區分別採用 4,251 顆球元
素 (崩滑深度約 10m 模型) 與 8,502 顆球元素(崩滑深度約 20m
模型) 建構而成 (球元素半徑為 2.5-5m)，總崩滑體積分別約

度約 10m 模型) 建構而成 (球元素半徑為 1-2.5m)，總崩滑體
積約 1.02×106 m3。球元素與牆元素整合模型部分，主要將崩
滑前地形以牆元素建構後，再將球元素群填入崩滑範圍。待球
元素群穩定後，再於球元素間接觸位置給予鍵結強度，使其有
如崩滑前固結之岩體 (包含區域內出露之白冷層、和社層、達
見砂岩、南莊層等)，相關模擬參數詳如表 2。
而摩擦係數部分，本研究則以五個研究區堆積範圍為比對
依據，初步設定摩擦係數 0.01-1.0 進行測試，測試結果顯示研
究區以靜摩擦係數 0.4-0.6 與動摩擦係數 0.05-0.1 可獲致較接

1.8e8-2.1e8

15-17

8-10

15-17

7-10

7-8

4-5

7-8

3.5-5

正向阻尼係數

0.32-0.4

0.32-0.4

0.32-0.4

0.32-0.4

切向阻尼係數

0.05-0.2

0.05-0.2

0.05-0.2

0.05-0.2

(b) 豐丘溪研究區

(c) 東埔八頂溪研究區

(a)

上安三廍溪研究區

(d) 頭坑溪研究區

圖 5 研究區潛在崩塌運移數值模型
Fig.5 The numerical model of the potential landslides for each study area

(e) 烏乾坑溪研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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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崩塌運移數值模擬結果

對象 (聚落、橋梁或主要聯外道路) 移動。而模擬結果亦顯
示，當崩壞規模或深度越大，其影響範圍與運動能量則大幅提

航照判釋與微地形分析結果顯示 (圖 6)，陳友蘭溪五處研

升，嚴重影響下游保全對象之安全。此外，各研究區模擬結果

究 區 源 頭 計 有 69 處 潛 在 崩 塌 區 位 ， 其 崩 塌 面 積 分 布 約

顯示，上安三廍溪與頭坑溪研究區下游聚落附近之河道極可能

1.1×103m2~1.5×105m2，其均將作為後續崩塌影響範圍計算或

因土石嚴重回淤堵塞，導致下一階段崩塌與土石流材料極可能

模擬之參考崩滑體。。其中，上安三廍溪研究區潛在崩塌計有

直接於上安村與頭坑溪鄰近聚落溢流，造成更嚴重之損失。而

10 處，其分布面積約 8.7×103m2~1.5×105m2；豐丘研究區潛在

烏乾坑溪研究區下游與陳有蘭溪主流匯口處由於土石衝擊能

崩塌計有 8 處，其分布面積約 4.5×103m3~8.6×104m2；東埔八

量過大，其可能導致對岸邊坡因劇烈側蝕而大規模崩壞。另約

頂溪研究區潛在崩塌計有 6 處，其分布面積約

有 22%的崩滑材料堵塞中、下游河道，導致河道高程約提高

2.7×103m3~3.6×104m2，相對於其他區域而言，本區潛在崩塌

16~23m，極易於烏乾坑溪中游攻擊坡位置形成堰塞湖，後續

災害對於保全對象之影響較小；頭坑溪研究區潛在崩塌計有 4

對於下游低灘地保全對象之安全影響性甚大。

處，其分布面積約 3.3×104m3~1.1×105m2。烏乾溪研究區潛在
崩塌計有 13 處，其分布面積約 1.1×103m3~5.1×104m2，相較於
其他區域而言，本區邊坡呈現極不穩定之狀態，豪雨或地震發

五、崩塌影響範圍與

生時極易導致因崩塌而道路中斷或河道淤積等災害。而為說明

危害度分級劃設

五處研究區崩塌運動過程，本研究將監測整個山崩運動過程之
運動速度與動能 (圖 7 與圖 8)，藉此可展現各階段運移之速度
與動能變化，以釐清整個崩塌運動之關鍵過程。模擬結果顯
示，上安三廍溪、豐丘、東埔八頂溪、頭坑溪、烏乾坑溪等研
究區初始平均運動速度約 17.5km/hr-68.2km/hr，其源頭均有較
陡變之地形，導致運 動速 度 於 20-60sec 左右瞬 間提升至
57.1km/hr-74.8km/hr，多屬於墜落與複合型山崩運動特性。當
崩塌土石崩移至溪谷後，將導致崩滑塊體破裂分解與分散堆積
至較緩之溪谷，其運動速度將大幅衰減 (平均運動速度約
5.8km/hr-17.4km/hr)，並轉為土石流之運動型態，逐漸往保全

Lateltin et al (2005) 與 Jaboyedoff et al (2005) 曾利用瑞
士頒布之危害度分級圖 (圖 9 與表 3) 進行各類型山崩影響範
圍分級，並結合質點模擬程式 (Stone)，繪製出各類型山崩影
響範圍危害度圖，並成功落實於邊坡工程規劃與設計層面。其
危害度分級圖主要由災害重現期 (return period) 與動能 (kinetic energy)、邊坡滑動速度、土石流堆積厚度、土壤材料尺
寸等項目所構成，並依此分為高 (紅色區塊)、中(藍色區塊)、
低 (黃色區塊) 等危害度分級。其概念在於當山崩災害回歸期
較短時 (如較小規模之崩塌或較淺層之崩壞)，只需較低之山

圖 6 研究區潛在崩塌判釋結果
Fig.6 Interpretation results of the potential landslides for each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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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動能即可構成高危害度等級 (如落石災害回歸期 1 年只要

與山崩發生條件進行分類，另根據 PFC3D 模擬監測結果，搭

30kJ 之動能，即可達到 high hazard)；而當山崩災害回歸期較

配區域內山崩發生次數，綜合繪製山崩危害度圖。而經由現場

長時 (如較大規模之崩塌或較深層之崩壞)，則需較高之山崩

調查與歷年災害調查資訊結果複合顯示，本文所繪製之研究區

動能方可構成高危害度等級 (如落石災害回歸期 100 年以上

山崩危害度圖之高、中危害範圍均已涵蓋歷史土石流 (如桃芝

需 300kJ 以上之動能，才可達到 high hazard)。

颱風事件)運動路徑與堆積分布，其局部中、低危害度範圍則

有鑑於此，本研究主要參考瑞士危害度分級規則，並根據
過去災害經驗修正為本研究區適用之危害度分級，於不同地形
上安三廍溪

豐丘

東埔八頂溪

多超過實際土石流範圍 (超過範圍約 8~23m)，顯見繪製結果
之較趨於保守且合理。相關繪製流程如下：
頭坑溪

圖 7 研究區潛在崩塌運移數值模擬過程 (崩壞深度 5-10 m)
Fig.7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potential landslides for each study area (The failure depth as 5-10 m)

烏乾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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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類型山崩強度 (The intensity of landslide type)：其主要

(2) 山崩模擬運移過程監測分析：主要於每個 ball 運動過程

依據地形與模擬崩滑體運動特性決定，當坡度超過 55

監測 x, y ,z 方向之運動速度，再將各方向速度值換算成

度且模擬崩滑體初始以自由落體、跳動或滾動等運動為

各 ball 之速度與動能，依此評估其山崩強度。而山崩實

主者，將其歸類為落石 (rockfall) (達此條件時，將依據

際堆積深度部分，則根據現場實際堆積狀況 (依據歷年

動能決定該區為之 intensity)。而當滑動塊體崩落至溪谷

Lidar 或高精度 DEM 資料分析獲得) 與模擬堆積分布結

上且持續流動形成土石流運動特性時，則參考模擬之運

果，決定研究區土石流堆積深度之山崩強度。

動速度與土石堆積厚度決定該區為之山崩強度 (intensity)。
上安三廍溪

豐丘

東埔八頂溪

頭坑溪

烏乾坑溪

圖 8 研究區潛在崩塌運移數值模擬過程 (崩壞深度 10-20m)
Fig.8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potential landslides for each study area (The failure depth as 10-2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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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山崩機率 (Probability) 分析：主要將研究區分成源頭
區、運動區、堆積區等，分別評估其山崩發生次數與特
性。成源頭區部分依據歷史圓丘狀地形特徵與歷年實際
山崩分布進行評估，當邊坡具有潛在山崩地形特性，但
並未在圈繪範圍內且無邊坡破壞之跡象，將歸納為極低
度山崩機率 (very low probability)；當潛在山崩體 50 年
未有山崩發生且圓丘狀地形未有擴大之證據，則將其歸
納為低度山崩機率 (low probability)；當潛在山崩體內曾
發生過一次山崩或圓丘狀地形曾有擴大之跡象，則將其
歸納為中度山崩機率 (medium probability)；若潛在山崩

圖 9 瑞士山崩危害度分級對照圖 (Lateltin et al, 2005)

塊體內曾發生過一次以上之山崩且圓丘狀地形曾多次

Fig.9 Landslide hazard classification illustration by
Switzerland (Lateltin et al, 2005)

擴大者，則歸納為高度山崩機率 (high probability)。運
動區與堆積區則以實際與模擬土石流堆積次數及分布
變化進行評估，極低度山崩機率屬該範圍於數值模擬曾
有土石流或堆積，但實際上未有土石流堆積之證據者;
低度山崩機率係指該區位過去 50 年內曾有一次土石流
堆積分部且與數值模擬堆積狀況一致者; 中度山崩機率
主要針對區域 10 年內曾有一次以上土石流堆積發生且
與數值模擬堆積次數一致者; 高度山崩機率則於區域內
5-10 年內反覆發生土石流堆積證據且與數值模擬堆積
次數一致者。此外，由於台灣山崩深度超過 10m 以上發
生機率較低，故本研究初步將崩壞深度超過 10m 以上且
50 年內未曾發生大規模崩壞之案例對應至低度山崩機
率。而模擬案例 5-10m 崩壞深度且近 10 年曾發生山崩
事件者，則設定為中度山崩機率，小於 5m 崩壞深度且
近 5 年山崩次數重複者則設定為高度山崩機率，藉此繪
製研究區潛在山崩影響範圍與危害分布圖 (圖 10 & 圖
11)。

表 3 瑞士山崩危害度分級對照表 (Lateltin et al, 2005)
Table 3

Landslide hazard classification chart by Switzerland
強度對照

山崩類型
低 (Low)

中 (Medium)

高 (High)

< 30 kJ

30 - 300 kJ

> 300 kJ

年平均速度

< 2 cm/year

2 – 10 cm/year

> 0.1 m/day

位移量

_

_

> 1 m/event

土石流前端厚度

_

<1m

>1m

土石流前端速度

_

< 1 m/s

> 1 m/s

堆積土壤或岩屑厚度
(土石流潛勢溪流)

0.5m

0.5 - 2 m

>2m

落石
動能
滑動

土石流

圖 10 上安三廍溪與豐丘研究區潛在崩塌危害度分布圖
Fig.10

Potential landslide hazard maps for study area
(No. 3 Pu-Keng creek and Feng-Q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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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東埔八頂溪、頭坑溪、烏乾坑溪研究區潛在崩塌危害度分布圖
Fig.11

Potential landslide hazard maps for study area (Dong-Pu Ba-Ding Creek, Tou-Keng Creek, and Wu-Gan-Keng
Cr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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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

論

本文係以 PFC3D 建構陳有蘭溪五處重點研究區崩塌運移
模型，其主要參考地貌與微地形特徵判釋潛在崩塌區位，搭配
高精度數值高程模型、遙測影像與現場地質調查進行模型建
置，並假設深、淺層崩壞深度進行崩塌情境模擬，據以繪製陳
有蘭溪五處重點研究區潛在崩塌影響範圍。另外，本研究參考
瑞士布之危害度分級對照規範，整合崩塌重現期與塊體動能、
邊坡滑動速度、土石流堆積厚度、土壤材料尺寸等數值模擬成
果，將陳有蘭溪五處重點研究區潛在崩塌影響範圍進一步予以
危害度分級，藉此強化實務應用與國土規劃之參考。
研究結果顯示，陳有蘭溪五處重點研究區崩塌運移模型初
始崩塌運移行為以墜落與複合型山崩運動為主，當土石崩移至
地形坡度較緩之溪谷後，將導致其運動速度大幅衰減，並逐漸
由快速崩滑轉為較低速之土石流運動型態。而崩壞深度與規模
越大，其崩塌影響範圍與運動能量將大幅增加，嚴重影響下游
保全對象之安全。最後，本文運用瑞士危害度分級圖，以
PFC3D 模擬崩塌運移過程之動能輸出結果，搭配不同崩壞規
模或深度之可能重現期，綜合繪製陳有蘭溪五處研究區潛在崩
塌影響範圍危害度圖，作為未來整治工程規劃與災前整備重要
參考依據之一。其中，上安三廍溪與頭坑溪研究區下游聚落附
近之河道極可能因大規模崩塌造成土石堵塞，導致下一階段崩
塌與土石流直接於鄰近聚落溢流，造成更嚴重之生命財產損
失。而烏乾坑溪研究區下游與陳有蘭溪主流匯口處由於土石衝
擊能量過大，極可能導致下游對岸邊坡大規模崩壞，改變陳有
蘭溪主河道之流心與河谷地形。另中、下游河道極可能受到土
石堵塞，極易於烏乾坑溪中游形成堰塞湖，後續對於下游保全
對象之安全性影響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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