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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崩塌體積與最小平滑曲面法建構三維深層崩塌之近似破壞面
郭志禹[1] 詹雅馨[1] *
摘

要

蔡碧紋[2] 陳柔妃[3] 戴義欽[4] 林慶偉[5]

在台灣坡地防災規劃作業中，由於存在數量龐大的潛勢崩塌區，亟需自動化工具來高效率地預估

崩塌區域的相關參數，如崩塌量體、破壞面深度位置、形狀、更進一步至坡面穩定性與崩移影響範圍等。本研
究針對破壞面位置形狀，利用崩塌體積及最小平滑曲面來建構深層崩塌之近似三維破壞面。模式中藉給定破
壞曲面與地表所包覆的體積，以最佳化產生符合崩塌邊界的最小平滑曲面，並以此曲面作為崩塌地之近似破
壞面，為驗證此法可行性，我們使用高雄甲仙區已知兩處實際案例來評估此近似法，初判其預測是可行的，
而產生之三維破壞面及崩塌深度分布，預期可整合至邊坡穩定分析與山崩運動模式。

關鍵詞：最小平滑曲面法、深層崩塌、破壞面預估

Constructing Approximated Three-Dimensional Fracture Surfaces of DeepSeated Landslides by Using Volume Constraints and Smooth Minimal Surfaces
Chih-Yu Kuo [1]

Ya-Hsin Chan [1] * Pi-Wen Tsai [2] Rou-Fei Chen [3]
Yih-Chin Tai [4] Ching-Weei Lin [5]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large number of potential deep-seated landslides in Taiwan, for slope hazard mitigation
planning, automated tools are necessary for assessing crucial landslide scarp parameters in a cost-effective manner.
These landslide scarp parameters include landslide volume, shape, fracture surface depth, slope stability, and affected
areas. This study proposed a method of constructing approximated three-dimensional (3D) fracture surfaces by using
landslide volume and the minimal smooth surface method in which landslide volume is considered enclosed by minimal
smooth surfaces and free slope surfaces. Through optimization, the minimal smooth surface can be calculated, with its
circumference conforming to the observed scarp boundary. To verify applicability, we applied this method to two
landslides sites in the Jiasian District of Kaohsiung City, and the preliminary assessment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is
method is feasible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n the future, a predicted 3D sliding landslide mass can be directly
incorporated into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landslide motion simulation, and other applications.
Key Words: minimal smooth surface, deep-seated landslide, fracture surface estimation

一、前

言

局「105 年度大規模土砂災害對策先期研究成果報告書」中
針對大規模崩塌及深層崩塌定義，參考陳亮全等 (2012) 彙

莫拉克颱風於 2009 年 8 月侵襲台灣，造成台灣南部及

整國際間對大規模崩塌的定義，定義為當滑動面積超過 10

東部嚴重的生命財產損失，尤以高雄市甲仙區小林村大規模

公頃，土方量超過 10 萬立方米或深度超過 10 米以上之土體

崩塌引發滅村事件為最，此為極端降雨事件引發之大規模深

滑動，該定義約當崩塌區域特徵尺寸長、寬及深分別為

層崩塌災害，於此之後深層崩塌 (deep-seated landslide) 受到

100 m  100 m  10 m 以上。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則將深層

廣泛注意，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運用雷達影像探

崩塌定義為滑移面位於地表下 5 至 10 公尺以上，且具備

討深層崩塌潛勢區位評估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2015
及 2016)。魏倫瑋等人 (2012) 利用地表地貌特徵之判釋，來
歸納深層崩塌區域與型態。

顯著之高陡崩崖及坡趾處呈現較顯著的堆積區為其最重要
的地形特徵 (魏倫瑋等人，2012)。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於
災害管理資訊研發應用平台則同樣採用水保局之定義。根據

深層崩塌於各國或有不同的定義，而我國則是根據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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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2015 及 2016)，在台灣山區中定

et al. (2002)；Zheng (2012)；Jiang & Zhou (2018) 等，近年來

義出超過 9000 處潛勢深層崩塌區，而其中接近 200 處具有

則有透過美國地質調查局 (USGS) 於 2015 年發佈的三維邊

保全對象，同時因為許多潛勢深層崩塌區具有大崩塌面積之

坡穩定程式 SCOOPS3D，該法是基於 Bishop 法的概念，藉

屬性，每一潛勢區甚至可包含數個複合次生崩塌區，因而在

由搜索一系列並組合最小安全係數之球面元素破壞面，來評

防災規劃方面，針對每一崩塌區，也可能產生多重情境模擬

估三維坡面之穩定性，而此一工具也陸續應用於實務邊坡敏

的需求。在這潛勢山崩數量與複合情境兩因素加乘下，使得

感度分析中，如邱子芸 (2017) 應用 SCOOPS3D 評估不穩定

規劃作業的複雜度大幅提升，因此尋求一近似於物理、具最

潛勢區位，顯示 SCOOPS3D 可評估區域坡面之敏感度狀態，

適性 (robustness) 、操作簡易且具整合性之崩塌分析相關工

相較於過去僅由單一剖面分析更能代表實際地文狀況。

具，將可大幅加速情境模擬、降低作業成本等效益。而崩塌

Perkins et al. (2017) 結合 SCOOPS3D 和非飽和地下水流模

破壞面推估則是相關分析工具中必須提供的重要物理量之

式 VS2Dt 進行模擬，則發現材料分布以及地下水位對於崩

一，憑藉破壞面位置，崩塌影響範圍得以估量。

塌體積相當敏感。然而如同二維極限邊坡穩定法，這類三維

在傳統防災實務作業上，潛勢崩塌地分析廣泛採用邊坡

方法仍是形成一欠定系統，且有賴於使用者提供一破壞面或

穩 定 分 析 為 基 礎 ， 該 方 法 為 建 構 在 極 限 平 衡 (limit

利用參數定義一系列破壞面來評估安全係數，換言之，破壞

equilibrium) 假設下一簡單力與(或)力矩平衡分析，優點在於

面仍是在操作這類三維穩定分析所需的先決資料，而除了如

快速以及符合直覺，所產生的分析結果，以安全係數表達，

SCOOPS3D 之簡單球面元素破壞面之外，仍少見系統性的

便於設計施作，故在實際案例中，仍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破壞面建構方法。

現今廣為工程界採用的極限平衡法邊坡穩定分析多屬由

有鑑於此，在本文中我們則著眼於提出一簡易建構近似

STABL 衍生，該分析程式源自於美國普渡大學，由 Siegel

破壞面的方法，由於在二、三維邊坡穩定分析經驗上，邊坡

於 1975 年開發 (Siegel, 1975)，其後經由無數專家學者修改

材 料 及 地 質 構 造 如 符 合 均 質 均 向 性 (homogeneous and

擴充成各式版本，至 1989 年增修加勁土壤邊坡分析功能而

isotropic)，邊坡之崩塌破壞面經常是圓弧形與球面。因此，

成為 STABL6 程式，在此版本中，包含多項穩定分析程式，

我們假設破壞面具有空間平滑特性，另一項我們期望這方法

如其分析方法計有 Bishop、Janbu、及 Spencer 等切片法，可

能夠滿足的條件是其所建構的破壞面能夠符合給定的崩塌

模擬各種條件如地下水、地震、加勁土壤等，這些分析項目

破壞裂隙邊界。這是由於崩塌破壞區邊界是在許多實際潛勢

定義了邊坡穩定分析之主體內容，如謝榮利 (2011) 藉由

崩塌區能藉現地勘查或遙測觀察到的，如同前述提及的全台

STABL 程式推算各種地下水位之邊坡安全係數，以建立邊

九千餘處潛勢崩塌區，在此建構破壞面方法中最後可以利用

坡安全係數與山區雨量預警值之關係。然而在這類分析中，

的是廣為知悉的崩塌面積與量體體積的統計迴歸關係，如

破壞面位置則除了少數如圓形破壞面外，仍須依靠坡地現場

Guzzetti et al. (2009); Klar et al. (2011)。在這三項前提條件下，

地質構造與經驗來設定。以此而言，破壞面選擇仍有賴專業

我們將利用崩塌體積及最小平滑曲面來建構深層崩塌之近

人力以及現地調查的作業，這是由於極限平衡法分析結果是

似三維破壞面，在模式中藉給定破壞曲面與地表所包覆的體

屬欠定系統 (under-determinant system)，需要假設部分未知

積，以最佳化產生符合崩塌邊界的最小平滑曲面，並以此曲

數間之相依條件或藉由最佳化來求解，雖然有以上限制，但

面作為崩塌地之近似破壞面，為驗證此法可行性，我們使用

因數值求解快速，最適性佳，故仍為邊坡治理必要進行的分

高雄甲仙區與那瑪夏區兩處實際案例來評估此近似法，以下

析。然而隨著塑性力學及數值方法的進展，由完整力學分析

首先在第二節中概述這兩處實際案例，第三節中描述最小平

則得以藉材料力學特性，透過模式計算來獲得破壞面位置，

滑曲面法及準確度評估指標，而此方法應用於這兩處深層崩

然而這類分析方法，推測則需對邊坡岩土壤石材料及地質構

塌之結果則陳述於第四節，最末則針對此近似法以及未來預

造更為完備的參數分布，以產生符合地表對潛勢山崩區所觀

期應用提出結論。

察到的地表破壞裂隙位置分布，而塑性計算則較易產生長計
算時間及迭帶收斂性等問題，故在本文中不加以探討。李錦
育等人 (2013) 比較極限平衡法與有限元素法之差異，並求

二、研究區域概述

得潛在滑動面與安全係數，王建力等人 (2004) 以破壞力學

如圖 1 所示，研究區域位於高雄市甲仙區與那瑪夏區，

分析方法探討邊坡穩定，並以極限平衡評估做為參考依據。

圖中圈繪 11 處為小林村鄰近由 2009 莫拉克颱風所帶來的

然而前述極限平衡邊坡穩定分析為二維分析，應用於廣

超額降雨所造成的現存深層崩塌區域，每區域邊上則以圖上

域深層崩塌時將有其侷限性，首先是三維坡面上代表主剖面

編號稱之。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地質資料整合查詢-

的選擇缺乏客觀性，而二維主剖面則也缺乏破壞面寬度及所

五萬分之一甲仙圖幅進行分析，地質圖主要將研究區域 11

處位置周圍地形效應等訊息。因此許多學者均嘗試了擴展極

處的地質區分成兩類 (圖 2)，分別為中新世的紅花子層及中

限平衡概念至三維邊坡穩定的研究，如 Leshchinsky and

新世上新世的糖恩山砂層，其中編號 FID18、FID9 和 FID16

Huang(1992a,b)；Ugai (1985)；Huang and Tsai (2000) ；Huang

屬於紅花子層地質 (或稱南莊層地質)。南莊層屬堅硬石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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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層、砂岩、頁岩及砂岩與頁岩薄互層，內含大量的貝類
化石。紅花子層主要由兩種岩石組成，分別是厚層粉砂岩及
粉砂岩與細砂岩巨厚互層，紅花子層由鍾振東 (1962) 命名，
位於高雄縣甲仙鄉的紅花子背斜中 (李延彥，2001)。本研究
區內編號 FID18 涵蓋平溪斷層 (Pinghsi Fault)，此為高角度
逆斷層 (High-angle thrust fault)，此區域內的位態走向為北偏
西 81 度，65 度向南傾斜。

圖 2 研究區域地質圖-台灣五萬分之一地質圖 (資料來源：
費立沅、陳勉銘，2013)
Fig.2 Geological map of the study area, based on
1:50,000 geological map of Taiwan (Fei and Chen,
2013)

三、研究方法
圖 1 研究區域地形圖，圖中圈繪 11 處小林村鄰近已知山崩
區域，並標示其編號名稱

1. 最小平滑曲面法
與完整的彈塑性力學方法不同，邊坡穩定分析中的破壞

Fig.1 Topographic map of the study area. The areas
enclosed by red solid lines are the 11 landslide
sites and their code names near the Hsiaolin
landslide site

面並非一個分析結果，而是依照經驗事先給定的已知計算條
件，而藉由其位置推估其上之邊坡自重、極限強度等力學參
數，而最後藉由力與力矩平衡來估算安全係數，從而判定邊
坡之穩定性。根據過去研究發現，在均勻同質且同向性材質

而編號 FID5、FID3、FID12、FID13 和 HLIN 屬於糖恩

的坡面上常出現圓弧形的破壞面，然而為了適應更廣義的環

山砂層地質 (或稱桂林竹層地質)。中新世的第三個循環代表

境，我們在此將表面放寬為最小平滑曲面，而此方法稱之為

地層是南莊層及桂竹林層，南莊層為含煤地層，桂竹林層則

最小平滑曲面法 (method of minimal smooth surface)。研究中

是含化石地層 (何春蓀，1986)。桂竹林層屬砂頁岩互層，內

定義此破壞面是一具有最小面積的平滑曲面，而該區面與地

亦含豐富的化石，如貝類、螃蟹、海膽等。糖恩山砂岩主要

表坡面所包圍的體積為一給定之假想崩塌體積 V，而該最小

由淡青灰色細粒砂岩所組成，砂岩呈塊狀，具有不規則之節

曲面與地表的交界邊界則要求符合崩塌地之邊界。

理，在地形上常形成陡崖或深谷，宋國城等 (2000) 將糖恩

我們需利用優化程序來找到以上概念中的最小平滑曲

山砂岩分為三段：下部砂岩段為以平行紋理的厚層細砂岩為

面。令 ( x, y,z ) 為笛卡爾座標，z 方向為垂直向上，如圖 3，

主，夾細砂岩與粉砂質頁岩互層；中部砂岩段為塊狀頁岩；
上部粉砂岩段為粉砂岩與細砂岩互層，在後堀溪剖面，則無

將地表面表示為

z0  z0 ( x, y )

，而破壞面假設為

法明顯地分出三段，而以青灰色緻密砂岩與泥質砂岩為主。

zb  zb ( x, y ) ，其中後者假設為平滑的表面，藉由數學上

本研究區內編號 FID5 區域內的位態走向為北偏東 22 度，53

計算可獲得 zb 表面積，即

度向東傾斜。編號 HLIN 區域內涵蓋背斜 (Anticline) 層。編
號 FID13 涵 蓋 旗 山 斷 層 (Chishan Fault) 與 五 里 埔 斷 層
(Wulipu Fault)，分別為高角度逆斷層 (High-angle thrust fault)
及橫移斷層 (Strike slip fault)。

F (z b )   1  z b dp
2

在上式中， 是一個二維梯度運算子

(1)

  / x,  / y  ；  p 是

破壞面邊界在 xy 平面上的投影面積，而  是  p 的邊界。將
(1) 式 zb 表面積最小化可得最小平滑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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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in  min F

(2)

zb

而此破壞面邊界由一封閉曲線  所定義，因此在邊界上的條
件為

z b  z0 on , z b  z0 in p

(3)


ẑ b  z b

F (z b )  ([zˆ b ],[z b ])   (

2
(1  z b )1/ 2

(zˆ b  z b )(z b  z b )
)d p
2
(1  z b )3/ 2

(6)

以上兩式代表在最佳化迭代計算中，改變破壞面深度分布時

以及

所造成之相對應於破壞面面積 (式 1) 改變的一階與二階改

C(z b )   (z 0  z b ) d p  V  0

(4)
第一個條件(3)表示該破壞面與坡面相交的邊界具有相同的

變量，各為破壞面坡度 z b ，以及迭代中測試破壞面坡度

ẑ b , z b 之泛函型式，在數值計算中，破壞面 z b 透過網格佈

高程，即 z0  z0 ( x, y) ，而破壞面必須在自由面下方；第二個

建操作而離散化而形成高自由度的最佳化系統，式 (5) 與

條件(4)則為崩塌體積是原先所給定的體積 V。

(6) 會分別形成計算網格自由度大小相應階數的向量與張量，

在計算上，本研究利用開源有限元素平台 FreeFEM++

由於這部分的操作在 FreeFEM++中已屬程序編撰典範，礙

(Ver. 3.47 以上, Hecht, 2012)，結合 Interior Point OPTimizer

於本文要點與篇幅，就不再詳述。同樣類似地，限制式 (4)

(IpOpt, Wächter & Biegler, 2006) 之優化算則來求取數值解，

之 Jacobian 函數為

該平台最大優勢為我們可利用接近數學理論的抽象形式將
複雜運算簡潔地完成程序化。在利用 IpOpt 最佳化程序中，
我們必須能夠計算 (1) 式之 Jacobian 和 Hessian 函數之值，
藉由 Fréchet 導數 (Vergez et al., 2016) 概念，該二函數值分
別如下

F (z b )  [zˆ b ]  

C (z b )  [zˆ b ]    d p   p

(7)

以上 (2) 至 (7) 式即組成本文所提之最小平滑曲面法。在
數值計算中，則是將表示於地理資訊系統 (GIS)，如 ArcGIS
與 openGIS 等工具中之破壞面邊界及地形作為本方法之首
要輸入資料，以 FreeFEM++ 中之 BAMG 網格產生器產生

z b  zˆ b
1  z b

2

d p

(5)

三角計算網格，其次藉由山崩量體及破壞面積迴歸關係式或
如本文中以實際山崩前後之地形，求得崩塌量體 V，以為體
積限制式的輸入，而後以 IpOPT 求取最小曲面。

及

圖 3 破壞面示意圖及座標系統
Fig.3 Fracture surface diagram and coordinate system

2. 評估指標

崩塌邊界資料離散化，此程序導致些許離散數值誤差，例如

由於本研究中所提出的預測破壞面方法為一單純的數

DEM 以網格大小  的解析度呈現，在最小曲面計算過程中

學程序，而完全忽略地質及岩理結構的複雜度。換言之，這

找出其網格內插值，但這種方式將會受到網格精度的限制。

最小平滑破壞面就有如以破壞邊界為框、且與崩塌前原有地

因此我們將標準化網格大小  列為訊息指標，以相對於等效

表包覆形成以指定的體積 V 之 “肥皂膜”。由於該最小曲面

直徑 2R 進行標準化。

具有數學上唯一性，故評估該曲面和實際斷裂面的貼合度就

為了比較預測和實際破壞面，我們找出及計算一些重要

相當重要，且可以協助了解該法應用於實際案例之誤差值區

的因子，如最大崩塌深度 ( hmax )、平均崩塌深度 ( hmean )、

間。

最大深度位置 rMD 與重心之位置 rGC 。為比較以上這些因子

由於在目前的方法中，我們是將崩塌邊界的邊界 (  )、
面積 (  p ) 及體積 ( V ) 與實際崩塌保持相同，因此預測與
實際崩塌量體的平均深度( hmean )將保持一致，皆為 V /  p 。
而藉由這些幾何數值我們也可以定義一些其他相關特徵長
度，如潤濕半徑 R =  p / 等。而在計算中，由於需將地形、

在預測與實際崩塌面的差異，我們定義最大深度與平均深度
pred
act
act
pred
 hmax
) / hmean
與  mean  (hmean
的無因次誤差，即  max  ( hmax
act
act
 hmean
) /hmean
，以及最大深度與重心之位移量之標準化為相
pred
act
對 等 效 直 徑 ， 即  MD  d MD /  2R   hMD
 hMD
/  2R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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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
act
 GC  d GC /  2 R   hGC
 hGC
/  2 R  ，其中上標 pred 和 act

分別代表模式預測和實際量測，而在符號上方標示橫線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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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  470 m ，網格解析度  = 20 m(標準化  = 5.49 %)。崩
塌區長軸與寬軸各約 400 m 與 300 m，實際最大崩塌深度

表無因次量，在這些無因次相對誤差量中，我們分別利用實

act
act
hmax
 59.2 m ，實際平均崩塌深度 hmean
 25.1 m ，預測最大

際最大、平均深度及潤濕半徑作為無因次化量綱，前兩者用

pred
pred
崩塌深度 hmax
 63.5 m ，預測平均崩塌深度 hmean
 25.5 m ，

以表示深度方向的誤差，而後者代表著預測破壞面與實際破

最大深度與平均深度的無因次誤差分別為  max  17.16 % 與

壞面間水平空間方向深度分布的偏差。

 mean  1.71 % 。以這些數據而言，本崩塌依據農委會水土保

將破壞區 (  p ) 中位於同樣網格計算節點位置的預測

持局作業規範定義，是屬於深層崩塌，圖 5(a) 顯示實際崩塌

與實際破壞面高程資料點視為離散獨立的隨機變數資料，我

深度分布 (堆積區已移除)。給定崩塌體積後執行最小曲面計

們可進一步計算預測破壞面的統計數據。首先定義實際與預

算，我們可推估崩塌量體如圖 5(b) 顯示，並且標示出預測

測 破 壞 面 高程差 的 差 異 值 δ 為  (x, y)  h act  h pred  z pred
b

之崩塌深度，圖 5(c) 則為最小曲面計算迭代程序的面積與

z

體積束制的收斂過程。

act
b

， 其 中 (x,y)   p ， 而 δ 的 統 計 量 則 包 含 如 眾 數

mod e( ) 、標準差 std( ) 以及這些統計量的相對無因次數
act
值  mod e 與  std ( hmean
的標準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標準差

std( ) 在定義上等同為一般山崩計算中比較預測深度與實
際深度間的均方根誤差 (RMSE)。最後為使統計資料更加完
整，我們也檢視預測與實際崩塌深度之線性迴歸關係
h act   h pred   ，並以離散圖 (scatter plot) 呈現，而其無因
act
，線性迴歸斜率  與迴歸關係中
次之迴歸截距    / hmean

之決定係數 R 2 則如同其他統計評估量(  mod e 、  std 、  max 、

 MD 、  mean 、  GC ) 將以表列呈現。

四、模式應用

圖 4 那瑪夏區 FID16 坡面現生崩塌地數值地形、崩塌區邊

在本節中，我們將應用本最小平滑曲面法於高雄縣甲仙
區莫拉克風災降雨所引發的 FID16 與 FID13-3 兩崩塌區 (見

界以及計算網格，深度由紅至藍為 1050 公尺至 800
公尺
Fig.4 The digital elevation map and scarp outline of
landslide FID16

圖 1) 進行探討。

1. FID16 崩塌區塊
圖 4 為 FID16 崩塌區塊坡面現生崩塌地數值地形，紅色

從表 1 可以看出最大深度與重心之位移量分別為

框為崩塌區邊界，其位於高雄市三民鄉那瑪夏區南沙魯里，

d MD  89.4 m (標準化  MD  25.91 % ) 與 d GC  9.38 m (標準

由圖中可看出坡向呈現東南往西北傾斜，由崩塌前後期數值

化  GC  2.72 % )。然而深度分布，推估模式則較高估邊斜於

地形模型 (前期：2005 年，後期：2010 年)相減，可得到該

崩塌區之西側之崩塌深度。圖 7 則表示預測與實際崩塌深度

坡面現生崩塌地深度分布 (如圖 5)，由於該崩塌區並非完整

之誤差分布直方圖與離散圖，圖 7(a) 直方圖中顯示誤差分

的崩塌區，崩塌後部分塊體仍堆積於所界定的崩塌區中，原

布中心位於原點偏右些，分布約略呈現對稱型，眾數 mode

因為土石流道坡度減緩所造成，然而為求簡化計算，我們將

( ) 約-4.7m，分布標準偏差 std( ) 為 10.79 m，其相對應

存在於該區塊中的堆積 (地形變化為負) 部分，以資料處理

之相對差異分別為  mod e  18.68 % 與  std  42.95 % ，此相對

方式設定為零，意味著這些堆積區塊並沒有實質崩塌量，這

差異在實務操作方面尚屬可接受範圍 (平均深度以內)。圖

部份的人為調整將導致部分評估誤差，但目前忽略不計。

7(b) 離散圖則顯示相關性尚佳，預測深度 h pred 與實際深度

界定崩塌區後，藉由數值地形圖於 ArcGIS 中分析計算

h act 之線性迴歸式為 h act  0.598 h pred  9.837 ，而無因次迴

出該崩塌量體體積 V 約為 2,244,000 m ，平均坡度 Sl.  39 ，

歸截距   0.392 ，決定係數 R 2  0.645 。前述評估參數則整

向 西 北 方 傾 斜 。 DEM 網 格 之 x 與 y 方 向 大 小 約 為

理表列於表 1 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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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5 那瑪夏區 FID16 坡面現生崩塌地深度分布 (a) 移除崩塌區內堆積修正後之實際崩塌深度高程變化 (b) 最小曲面法預測之
崩塌深度高程變化，紅色實心圓標示崩塌體之重心位置，三角形代表最大深度位置 (c) 最小曲面最佳化面積與崩塌體積之
迭代收斂，圓圈代表面積，三角形代表體積
Fig.5 The depth of landslide FID16. (a) The actual landslide depth. (b) The predicted landslide depth. (c) Iterative convergence of the fracture surface area and landslide volume

圖 6 那瑪夏區 FID16 坡面現生崩塌地實際與預測高程差異分布
Fig.6 The prediction discrepancy of landslide FID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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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7 那瑪夏區 FID16 坡面現生崩塌地 (a) 預測高程與實際高程之差異分布直方圖 (b) 預測與實際崩塌深度之離散圖及其線性
迴歸關係
Fig.7 Landslide FID16 (a) The prediction discrepancy distribution histogram, (b) The scatter plot of the predicted and
actual landslide scarp depths and its regression relation

表 1 編號 FID13-3 及 FID16 之崩塌破壞面統計評估表，崩塌位置如圖 1 所示，統計符號於第三節第二段中定義 (SI 單位)，底
色部分為無因次量，表中保留三位有效數字
Table 1

Statistical assessments of scarp fracture surfaces from FIF13-3 and FID16. Landslide sites are defined in Fig.
1 and statistical notations are defined in 3-2. Symbol Sl. Denotes the average slope of the pre-landslide scarp
for reference. The light color shaded columns are non-dimensional indices. Three significant digits are kept

Sites

V(m )

p ( m )

2

L(m )

R (m)

Sl. (  )

 (m)

 (%)

FID13-3

3,040,000

175,000

2,020.0

236

27.2

20

4.24

FID16

2,210,000

93,600

1,390

173

39.0

20

5.79

3

Sites

max
hact
(m )

max
hpred
(m )

 max (%)

mean
hact
(m )

mean
hpred
(m )

 mean (%)

FID13-3

48.7

40.0

45.6

19.1

18.5

2.86

FID16

59.2

63.5

17.2

25.1

25.5

1.71

Sites

d MD ( m )

 MD (%)

d GC ( m )

 GC (%)

FID13-3

260. 0

55.1

32.8

6.96

FID16

89.4

25.9

9.38

2.72

Sites

mod e( ) ( m )

 mode (%)

std( ) (m)

 std (%)





R2

FID13-3

2.27

11.9

7.18

37.7

0.033

0.995

0.643

FID16

-4.69

18.7

10.8

43.0

0.392

0.598

0.645

2. FID13-3 崩塌區塊
圖 8 為 FID13-3 崩塌區塊坡面現生崩塌地數值地形，紅
色框為崩塌區邊界，其位於高雄市甲仙區，由圖中可看出坡
向呈現東北往西南傾斜，由崩塌前後期數值地形模型得到該
坡面現生崩塌地深度分布 (如圖 9)，如同前例，該崩塌區仍

act
約 750 m 與 350 m，實際最大崩塌深度 hmax
 48.7m ，實際
act
平 均 崩 塌 深 度 hmean
 19.1 m ， 而 預 測 最 大 崩 塌 深 度
pred
pred
hmax
 40.0 m ，預測平均崩塌深度 hmean
 18.5 m ，最大深度

與 平 均 深 度 的 無 因 次 誤 差 分 別 為  max  45.63 % 與

有崩塌後部分塊體堆積於所界定的崩塌區中，為求簡化計算，

 mean  2.86 % 。圖 9(a) 顯示移除崩塌區堆積之實際崩塌深

我們同樣將存在於該區塊中的堆積部分 (地形變化為負)，以

度分布。利用崩塌體積 V 執行最小曲面計算，我們得到預測

資料處理方式設定為零，調整部分導致之評估誤差同樣忽略

崩塌量體深度分布如圖 9(b) 所示，而圖 10 則顯示預估崩塌

不計。

深度與實際崩塌深度之高程差異分佈  (x, y) 。

界定崩塌區及數值地形模型後，經分析計算出該崩塌量

我們同樣在表 1 中列出本崩塌區之所有評估參數值，於

體體積 V 約為 3,062,000 m 3 ，平均坡度 Sl.  27.2  ，向西南

其中可以看出最大深度與重心之位移量分別為

方傾斜。DEM 網格之 x 與 y 方向大小為 890  510 m ，網格

d MD  260.0 m (標準化  MD  55.11 % ) 與 d GC  32.8 m (標

解析度  = 20m(標準化  = 4.24 %)。崩塌區長軸與寬軸各

準化  GC  6.96 % )。然而由深度差異性分布 (圖 10) 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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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式則高估邊斜於崩塌區之西南側之崩塌深度。圖 11 則

統計評估指標的正確走向趨勢，這點我們將在 Kuo, et al.

表示預測與實際崩塌深度之誤差分布直方圖與離散圖，圖

(2019) 一文中，檢視 25 處山崩區之統計指標，初步結果顯

11(a) 直方圖中顯示誤差分布中心位於原點偏右些，分布約

示我們可得此破壞面預測方法之預測誤差範圍區間，而其誤

略呈現對稱型，眾數 mode ( ) 約 2.3 m，分布標準偏差 std( )

差分布與崩塌區幾何參數(如狹長度、圓度) 相關。未來將藉

7.18 m ， 導 致 標 準 誤 差 率 分 別 為  mod e  11.91 % 與

大規模的資料分析蒐集，來強化分析各統計指標，歸納本方

 std  37.68 % ，此差異率仍屬可接受範圍。圖 11(b) 離散圖
顯示相關性佳，線性迴歸式 h act  0.995 h pred  0.634 ，而無因
次迴歸截距   0.033 ，決定係數 R 2  0.643 。
本文所述之三維破壞面建構方法為一純粹的數學物件，

法之適用條件與操作準則。回到本文所展示的兩組應用結果
而言，本文所提出之最小平滑曲面法得以產生近似於實際崩
塌的預估破壞面，若定義防災規劃實務操作上可接受的山崩
深度差異區間為平均深度以內，則本文所列之破壞面預測案
例均屬可接受。

其所計算出來的最小平滑曲面一般具有常數平均曲率的性
質 (constant mean curvature)，因此目前並無法就各山崩結構
地質影響的異質性進行修飾，故就以上所探討的 FID16 與
FID13-3 兩個範例，我們利用如表 1 所示之多種統計指標來
提供評斷此理想數學曲面與現實案例之差異。在這兩個例子
中，最大深度誤差在 50 % 以內 (相對於平均深度)，平均深
度誤差則因要求預測與實際山崩之量體體積一致，則僅有小
於 3 % 的數值離散誤差，重心位置誤差則在 10 % 以內，特
別由重心位置誤差，我們推測以山崩質量之自由體圖 (free
body diagram) 概念而言，達成預測與實際山崩塊體平衡條

圖 8 甲仙區 FID13-3 坡面現生崩塌地數值地形、崩塌區邊

件之應力分布應相近，表示在實務上的防災應屬可行。同樣

界以及計算網格，深度由紅至藍為 1600 公尺至 1000

的，離散圖則是進一步比較預測與實際山崩區點對點深度分
布的工具，該工具提供迴歸線性關係與決定係數，但同樣由
於前述理由，迴歸關係與決定係數之良窳因各山崩區而異，

公尺
Fig.8

The digital elevation map and scarp outline of
landslide FID13-3

且僅以目前兩組範例則尚未具有統計顯著性足以說明這些

(a)

(b)

圖 9 甲仙區 FID13-3 坡面現生崩塌地深度分布 (a) 移除崩塌區內堆積修正後之實際崩塌深度高程變化 (b) 最小曲面法預測之
崩塌深度高程變化，紅色實心圓標示崩塌體之重心位置，三角形代表最大深度位置
Fig.9 The depth of landslide FID13-3. (a) The actual landslide depth. (b) The predicted landslide depth

圖 10 甲仙區 FID13-3 坡面現生崩塌地實際與預測高程差異分布
Fig.10

The prediction discrepancy of landslide FID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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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11 甲仙區 FID13-3 坡面現生崩塌地 (a) 預測高程與實際高程之差異分布直方圖 (b) 預測與實際崩塌深度之離散圖及其線
性迴歸關係
Fig.11

Landslide FID13-3 (a) The prediction discrepancy distribution histogram, (b) The scatter plot of the predicted
and actual landslide scarp depths and its regression relation

預測及防災應用
驗證

遙測、現地勘查界定
潛勢崩塌區域邊界

現有山崩 (如圖 1) 利用崩塌
範圍可計算：

崩塌面積 A 及
邊界多邊形

以邊界計算崩塌面積 A 及邊界多邊形

崩塌體積 V
以崩塌面積推估崩塌體
積 V，Guzzetti et
al.(2009)

崩塌前數值高程
模型 (DEM)

輸入 DEM

輸入 A

輸入 V

最小曲面法計算，式 (1)~(7)
崩塌體三維網格及相關資訊

崩塌後數值高程
模型 (DEM)

防災應用
準確率評估

適合度檢定
均方根誤差

崩塌區深度分布
三維邊坡穩定分析
崩塌運動模擬
影響範圍界定

圖 12 本模式應用模式流程圖，本文陳述圖左側粗實線箭頭所引導的驗證流程
Fig.12

Application of the present model and flow diagram. In the paper, the verification processes, led by the thick
solid arrow lines in the left column, a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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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論

台灣山區坡地存在數量龐大的潛勢崩塌區，快速且具自
動化潛力的坡地安全評估工具將對防災規劃作業提供助益，
而坡地安全分析工具預期得以提供崩塌區域的相關參數，如
崩塌量體、破壞面位置形狀等，類似於傳統邊坡穩定分析中
常用的圓弧或球面破壞面。在本文中，我們忽略地質構造與
岩石異質性所造成的複雜性，利用崩塌量體體積及最小平滑
曲面來建構深層崩塌之近似三維破壞面。在這方法中，藉給
定破壞曲面與地表所包覆的體積，以最佳化產生符合崩塌邊
界的最小平滑曲面，並以此曲面作為崩塌地之近似破壞面。
為驗證此法可行性，我們定義準確度評估指標參數，並使用
高雄甲仙區現存之 FID16 與 FID13-3 兩處深層崩塌案例來
說明此近似法，且定義防災規劃實務操作上可接受的預測與
實際破壞面高程差差異區間為平均深度，則前述兩案例之預
測準確度是可接受的，此一驗證即如圖 12 左側粗實箭頭所
引導顯示之操作流程。由於本方法是直接產生三維破壞面及
崩塌深度分布，預期未來可依循圖 12 右側之流程，藉由地
表觀測到的崩塌演育邊界、面積，從而推估崩塌體積，產生
三維崩塌體，進而整合至邊坡穩定分析、山崩運動模式計算
等，進而延伸至山崩影響範圍推估與防災規劃情境模擬等研
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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