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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地形判釋應用於土石流災害之三維數值模擬
李璟芳* 黃韋凱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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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颱風豪雨所誘發山區大規模崩塌或土石流災害，其所挾帶之巨大衝擊力與土砂，常造成下游保全對

象生命財產威脅。為瞭解集水區尺度之潛在崩塌地土砂運移特性，本研究以光達掃瞄產製之高精度數值地形
進行崩塌地擴大之山崩微地形判釋。整合前期遙測影像比對與地質調查成果，採用 Voellmy-Salm model 為理
論基礎之三維土砂運移數值模擬程式 (RAMMS)，以圈繪後之潛在重力變形區進行崩塌模擬。本文進一步考
慮集水區水文歷線特性，探討邊坡崩積土體轉化為土石流之動態特徵，如河流彎道超高、沖積扇堆積等，最
後導入危害矩陣 (hazard matrix) 概念進行危險度分級，以預測邊坡潛在土砂災害之影響範圍。

關鍵詞：崩塌、土石流、光達、微地形判釋、RAMMS。

A Study of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Debris Flow Hazard
Combined with Micro-Photography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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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diment volume of deep-seated landslide and debris flows triggered by torrential rains often
causes loss of lives and property in mountainous areas. For the purpose of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pid
mass movement on a watershed scale, this study utilized micro-photography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LiDAR scanning technique to determine unstable landslide zonation. In addition to multi-temporal satellite image interpretation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rapid mass movement process in a gravity deformation area was simulated by adopting the
Voellmy-Salm model (RAMMS). The hydrograph variation in a catchment basin is introduced to investigate the detailed dynamic transportation behavior of debris flow such as super-elevation in a curve channel and alluvial fan formation in a valley. Finally, a hazard matrix concept is also proposed to classify the Debris flow hazard. The corresponding results may contribute to identifying the potential influence areas of sediment-disaster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 Landslide, debris flow, LiDAR, micro-photography interpretation, RAMMS.

一、前

言

2011; Wu et al., 2013) 兩者應用較廣。FLO-2D 軟體以二維動
力波方程式，考慮凝聚降伏、莫爾-庫倫、黏滯、紊流與離散

近年來極端降雨事件頻繁，對於位處板塊交界帶、地形陡

剪應力所構成之總剪應力，適合於高含砂水流、土石流與泥流

峻之台灣山區經常造成落石、山崩與土石流等地質災害。尤其

型態之土砂運移模式。Debris-2D 程式則依降伏應力將土石流

台灣東部地區地震頻繁，地質條件破碎，於夏秋季颱風與冬季

分為表面弱剪層與底部強剪層之組合，以有限差分法進行集水

東北季風共伴作用侵襲期間，間歇性高強度降雨或長延時雨量

區內土石與水混合體之流況模擬。上述兩者皆可模擬土石流流

入滲至邊坡引發破壞後，其傾瀉之崩積層伴隨著地表逕流往下

動歷程之堆積深度、流動速度與溢淹面積，惟兩模式皆視渠底

游輸送，對於位處崩滑或流動路徑上之保全對象，生命財產安

為定床地形 (rigid bed)，無法實際反映土石流運動過程中捲增

全屢受威脅，尤以坐落於沖積扇上建物與橫跨溪谷之公路橋涵

效應 (entrainment effect) 所引起動床 (movable bed) 沖淤變

災害最為常見 (Chou et al., 2012; Chu et al., 2013; Lo et al.,

化特性。如何描述土石流組成率模式 (constitutive model) 一

2014；林銘郎等，2013)。一集水區內的土石流規模取決於上

直是該領域的開放議題。瑞士森林及雪崩研究所發展之

游崩塌地與河床之堆積材料量體，故上游舊崩塌地之復發活動

RAMMS (RApid Mass Movement System) 之模式可於參數驗

性，對於崩塌地中下游段之土石流具有重要影響。近年來有關

證後，僅使用控制速度與流動距離之兩參數進行模擬，且其控

土石流災害之數值模擬，以 FLO-2D(Rickenmann et al., 2006;

制方程式較能完整描述固體與流體二相流之交互行為

Quna Luna et al., 2011)、Debris-2D(Liu et al., 2010; Tsai et al.,

(Christen et al., 2010)，適合土石流運動現象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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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瞭解舊崩塌地對於易致災地形演育與潛在土石流之

雨時引致坡面岩屑崩滑，進而轉化為溪床型土石流，影響集水

發展，本研究採用考慮底床沖淤特性之三維數值模式

區之中游段道路安全。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 (2009) 五萬分之

RAMMS，整合 2011/7 施作之空載光達 (Light Detection And

一區域地質圖-蘇澳圖幅顯示，本集水區上游地層屬於東澳片

Ranging, 以 下 簡 稱 LiDAR ， 自 強 工 程 顧 問 公 司 施 作 ) 與

岩中的角閃岩 (Taa) 出露區域，其位態約為北偏西 80 度、南

2013/7-2013/10 地面光達 (中興社施作) 所產製高精度數值高

傾 80 度。雖該處角閃岩強度高，但因節理發達，岩體多呈破

程地 形 (DEM) ， 配 合 山 崩 微 地 形 判 釋 (micro-photography

碎狀態。中、下游區域則屬於東澳片岩中之石墨片岩、綠泥片

interpretation) 進行潛在崩滑塊體與重力變形區範圍圈繪。初

岩與石英雲母片岩 (Ta)。就氣候水文條件而言，本研究區位

始崩塌深度則依歷史致災資料所獲致之崩塌面積與體積回歸

處東亞熱帶季風氣候迎風帶，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達 4,480

經驗式，給定集水區內之土砂流量歷線，以模擬極端降雨情境

mm 以上 (1971-2009 年，蘇澳雨量站統計值)。自 2010 年梅

下，潛在崩塌土體轉化為溪床型土石流之動態特性及堆積影響

姬颱風致災後，中央氣象局已於東澳嶺自 2011 年 7 月新設一

範圍。最後參酌 Hürlimann et al. (2006, 2008) 提出之危害度矩

雨量站 (站號：C1U84)，根據其近兩年雨量統計值顯示 (表

陣，提出降雨誘發崩塌-土石流危害度圖與影響範圍評估。

1)，東澳嶺之年降雨量約 6,558 mm，其值約為蘇澳雨量站年
統計值之 1.5 倍。主要原因為東澳嶺位處海岸山麓迎風面最高

二、研究區概述
1. 地文與水文條件
本研究區域 (大坑橋集水區) 位於宜蘭縣蘇澳鎮境內東

點，每年 10-12 月時受秋颱與東北季風共伴效應，降雨量豐
沛。另 10 月至次年 1 月為東北季風期，多為長延時低強度降
雨，而夏、秋兩季則為典型颱風侵襲最盛月份，降雨型態多以
高強度且分布集中之雨型為主。

側 (圖 1 中之紅色方框處)，西與中央山脈接壤，東瀕臨太平
洋。台 9 線蘇花公路位處山勢陡峭的海岸山麓側，路線多隨地

表 1 東澳嶺雨量站月平均雨量統計表

形變化而蜿蜒，本區海岸山麓坡向多朝東南，地勢愈南愈高。

Table 1

本研究區介於台 9 線 115.8-116.1K 間之大坑橋集水區，集水

Averaged monthly rainfall in Dong-Ao Peak
meteorological station

區面積約 30.5 公頃，區域內蝕溝發育密集，邊坡受迎風面所

月份

1

2

3

4

5

6

致，岩體風化程度高。整體而言，集水區平均坡度約為 41 度

降雨量 (mm)

687.8

659.3

328.0

215.0

797.0

363.5

(最大值約 63 度)。地勢高程最高點為東澳嶺 (海拔高程 H~800

月份

7

8

9

10

11

12

m)，距大坑橋 (H=270 m) 之水平距離僅有 900 m，屬一陡降

降雨量 (mm)

256.8

558.0

412.3

618.8

846.0

815.8

地形。此一地文特性致使地表逕流下切作用旺盛，易於颱風豪

圖 1 研究區位置與地質圖
Fig.1 The location and geological settings in the study area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2011/7至2013/12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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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支持坡體自重時，坡面崩塌則順勢發生。本文所提之易致災

2. 災害歷史紀錄

重力變形 (gravitational deformation; Chigira, 2009, 2013) 區

東澳嶺大坑橋集水區之邊坡災害 (表 2) 始於 2009 年芭

位，意指為邊坡易致災線型構造所環繞之鄰近區域，其位置可

瑪颱風後 (10/05)，集水區大坑溪中游新生一崩塌地，此後蝕

由坡體異常地形特徵進行研判 (表 3)。另配合衛星影像、航拍

溝溯源侵蝕作用逐漸向上邊坡發展，並於 2010 年梅姬颱風

正射影像、等高線圖、坡向圖及八方位陰影圖等基本圖資，以

(10/21) 強降雨下 (121 mm/hr) 誘發了集水區內最大規模的土

山崩微地形(landslide micro-topography)判釋並圈繪現生崩塌

砂災害 (崩塌面積：89,574 m2；李璟芳等，2014)，下邊坡溪

地特徵，如崩崖 (小崖)、冠部張力裂隙 (陷落線型)、側邊裂

溝沖刷之岩體滑動並造成 116.1K 路基坍滑而阻斷交通。上邊

隙、遷急線、蝕溝、坡趾隆起或滑動體等線形特徵 (侯進雄等，

坡之崩塌地受到後續降雨事件，仍持續沿既有張力裂隙與蝕溝

2012; Agliardi et al., 2001; Chigira, 2009)。本研究區之山崩微地

溯源擴大，尤其在 2012 年蘇拉颱風 (08/02) 侵襲期間，東澳

形判釋成果如圖 2 所示 (藍色區域)，該集水區內較為顯著之

嶺舊崩塌地範圍除了進一步擴大 (崩塌面積：136,405 m2；李

微地形特徵包括稜線處之崩崖 (小崖)、張力裂隙、遷急線、

璟芳等，2014)，同時也於大坑溪引發了嚴重土石流災害。同

滑動範圍及蝕溝等不利地形。經統計圈繪潛在不穩定災源區範

年 1213 豪雨更造成 115.8K 路基嚴重坍滑，阻斷雙向交通長達

圍，該集水區內之重力變形區域面積共計約 59,560 m2。為進

一個月之久。綜整歷年颱風豪雨事件，梅姬颱風與蘇拉颱風為

一步評估數值模擬分析時所需輸入之潛在崩塌土方量體，本研

影響本集水區崩塌地貌變化最重要之降雨事件，其對崩塌地演

究採用蘇花公路沿線 (104K-124K) 鄰近區所蒐集之 17 處歷

育之影響仍延續至今。
表 2 研究區邊坡災害歷史

三、山崩微地形判釋

Table 2

本文以空載光達 (Riegl LMS-Q680i；2011/7) 及地面光達
(Riegl VZ-1000；2013/7, 2013/10) 掃瞄獲得之點雲資料，配合
多重回波技術濾除地表植被與人工結構物，經圖資套疊整合後
產製 1m 高精度數值高程模型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The history of slope hazard in the study area

年份 降雨事件

致災點位與災害類型

2009 芭瑪颱風 115.9K (岩屑崩滑)
2010 梅姬颱風 115.9K, 116.1K, 116.4K (岩屑崩滑、岩體滑動、土石流)
2011 奈格颱風 115.8K (岩屑崩滑、土石流、路基坍滑)
2012 0512豪雨 115.9K (岩屑崩滑、土石流)

DEM)。就具有崩塌潛勢之坡面而言，若坡體為擾動過之風化

2012 0529豪雨 115.8K (岩屑崩滑)

鬆散岩土所組成，或潛在滑動面正於坡體內發展，則受重力或

2012 蘇拉颱風 115.9K (岩屑崩滑、土石流)

其他外在誘因影響下 (如地震或降雨)，將易肇生坡體變形及

2012 1213豪雨 115.8K (路基坍滑)

地表位移。而滑動面若連續延伸至自由面，待層間抗剪強度無

2013 1111豪雨 115.9K (岩屑崩滑、土石流)

表 3 邊坡重力變形區特徵 (整理自 Soeters and van Westen, 1996; Chigira, 2011, 2013)
Table 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lope gravitational deformation

坡體異常特徵區域

敘述

階梯狀特徵
step-like morphology

階梯狀特徵通常發生於坡體滑動過後，滑動體往崩崖 (scarp) 方向傾倒坐落崩崖下方所形
成之地貌。

半圓形壁龕特徵
semicircular niches

半圓形壁龕特徵通常發生於坡體破壞面之頭部 (head-part)。

坡體倚靠滑動面傾斜特徵
back tilting of slope faces

坡體倚靠滑動面傾斜特徵，表示滑動塊體正以旋轉崩滑 (rotational slide) 狀態運移。此特
徵形狀多為橢圓形或長形窪地，且排水不佳條件下發生。

丘狀地形
hummocky relief

坡體形貌呈不規則特徵，此類特徵之地貌，通常為已擾動過之鬆散土丘；通常與淺層滑動
體或往崩崖方向傾倒之小規模滑體具有關聯性。

裂縫構造特徵
formation of cracks

新鮮光亮之裂縫特徵線型為坡體近期滑動中之跡象。表示此坡體正發生傾覆或滑動；而造
成裂縫構造之發展，且通常此裂縫構造線型平行於崩崖。

陡崖特徵 (小崖)
steeping of slopes (scarplet)

坡體陷落後之陡崖，多為坡體頭部破壞後之崩崖。小崖則為邊坡上急傾之陷落陡坡，可評
估坡體破壞歷程之應變率。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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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災害資料 (圖 3)，以乘冪函數進行崩塌面積-體積迴歸分

cient) 可分為與速度無關之乾燥庫倫摩擦係數 (μ, dry-Coulomb

析，其崩塌面積及體積關係如下

friction coefficient；底床摩擦係數) 與速度相依之紊流摩擦係

VL=0.175AL1.37

(1)
3

2

數 (ξ, turbulent friction coefficient or Chezy coefficient；類似水
利工程常用之柯西係數)。前者主控崩滑土體之滑動距離

式 (1) 中，VL：崩塌體積 (m )；AL：崩塌投影面積 (m )。

(runout distance)，後者則影響崩滑運動歷程時間。RAMMS 可

經由上式可換算各重力變形區塊體之平均崩滑深度

針對特定位置之歷史土石流流量紀錄建立集水區之水文特性

(h=2.6~6.8 m)，總概估量體約約 44*104 m3，以作為數值模擬

關係，其模擬區域亦可從微地形判釋所圈繪之邊界，合理地調

之潛在崩滑料源輸入來源。

整計算範圍以加速模擬運算時程。由於 RAMMS-DF 軟體為連
續體組成率模式，旨在整合實務應用上可獲得之材料參數，以
二相流 (two-phase flow) 模擬土石流運移整體巨觀運動行

四、RAMMS 數值模擬

為，數值求解方法採用有限體積法 (Finite Volume Method,
FVM)，以固定空間網格進行計算，忽略流動歷程中之局部微

1. 理論模式
RAMMS 三維數值模擬程式為瑞士聯邦森林、雪與景觀研

觀碰撞行為 (如波峰之巨礫彈跳行為)。

究所 (WSL,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for Forest, Snow and Landscape Research) 所開發。其前身為 1998-2000 年所發展之
Aval-1D 與 Aval-2D 模式，並於 2005 年整合各模組成為
RAMMS 數值模擬軟體。模式目前包含雪崩 (avalanche model,
AV, 2010) 與本研究所採用之土石流 (debris flow model, DF,
2011) 模組，RAMMS-DF model 採用 Voellmy-Salm 連續體模
式作為理論基礎 (Salm, 1993；Voellmy, 1955)，模式中 x 與 y
分別為塊體沿地形表面移動之平面坐標，其任意點對應法線方
向之高程為 z(x, y)。三維之重力加速度向量與時間項定義為
g=(gx, gy, gz) 與 t。運動塊體於非穩態 (unsteady) 與非均勻
(non-uniform) 流況下以流動深度 H(x, y, t) 及平均速度 U(x, y,
t) 作為計算特徵值。上游料源區之初始堆積深度與範圍可由
GIS 軟體圈繪圖資輸入，Voellmy-Salm 模式之質量守恆方程
式 (mass balance equation) 如下 (Christen et al., 2010；Hussin
et al., 2012)：
∂tH+∂x(HUx)+∂y(HUy)=Q(x,y,t)

(2)

式 (2) 中，Ux 與 Uy 分別為 x, y 軸上之速度；Q(x,y,t)[m/s]為
質量來源，或稱為捲增率 (entrainment rate；Q>0) 或堆積率

圖 2 山崩微地形判釋成果與災前後三維地形變異
Fig.2 The results of micro-photography interpretation
and landform variation before and after landslides

(deposition rate；Q<0)。另 x, y 方向之深度平均動量守恆方程
1e+7

式 (depth-averaged momentum balance equation) 可表示為
(3)

∂t(HUy)+∂y(cyHUy2+gzka/pH2/2)+ ∂x(HUxUy)=Sgy-Sfy

(4)

式 (3)~(4) 中，cx 與 cy 為取決於地形 DEM 的形狀因子；ka/p
為土壓力係數。上兩式中 x 與 y 方向的重力加速度項如
Sgx=gxH

(5)

Sgy=gyH

(6)

1e+6

Landslide Volume, VL [m3 ]

∂t(HUx)+∂x(cxHUx2+gzka/pH2/2)+∂y(HUxUy)=Sgx-Sfx

Landslide event
Best fitting

1e+5

1e+4

1e+3

1e+2

另 x 與 y 方向之摩擦項為
Sfx=nUx[μgzH+(gǁUǁ2)⁄ξ]

(7)

Sfy=nUy[μgzH+(gǁUǁ2)⁄ξ]

(8)

式 (7)~(8) 中，nUx 與 nUy 為 x 與 y 方向速度單位向量。
Voellmy-Salm 模式之總體摩擦阻力 (total basal friction coeffi-

1e+1
1e+1

1e+2

1e+3

1e+4

1e+5

1e+6

Landslide Area, AL [m2 ]

圖 3 歷史崩塌面積-體積乘冪函數迴歸分析
Fig.3 Landslide volume as a function of landslide area
near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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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CiA/360

2. 建模與參數推估
三維崩塌模型採用光達掃瞄技術所產製之 1 m 高精度數
值高程模型，將其降階為 2 m 解析度地形，搭配 1/5,000 比例
尺正射影像進行套疊，並由 GIS 軟體輸出山崩微地形判釋後
所估算之重力變形區位面積與潛在崩滑深度 (圖 4)，崩源區共

(10)

式 (10) 中，Qf 為清水流流量 (CMS)；C 為逕流係數；i 為降
雨強度 (mm/hr)；A 為集水區面積 (ha)。
Qp=c*Qf /(c*-c∞)

(11)

計採用 12 個重力變形塊體進行數值模擬，相關模擬輸入參數

式 (11) 為土石流流量估算式 (Takahashi, 1991)，Qp 為土石流

如表 4 所示。因潛在崩滑區皆位於角閃岩地質帶內，崩塌土體

尖峰流量 (CMS)；c*為最大靜態體積濃度；c∞為土砂平衡濃度

單位重與乾燥庫倫摩擦係數皆採用高度風化 (浸濕條件) 之

(最大值採 0.603)。

角閃岩力學試驗結果 (μ=0.40，RAMMS 手冊建議 μ 值範圍為
0.05-0.40)，力求符合上游崩塌地材料受降雨浸潤後之初始狀
態。土石流上游崩塌料源區之摩擦係數除了以現地採樣進行力
學試驗求得外，亦可由崩塌後之堆積幾何條件 (Heim’s ratio)
快速評估有效摩擦係數 (effective frictional coefficient)：
μeff = tanƟ+H0/∆L

V=Qp/Ad

(12)

式 (12) 中，V 為土石流於某渠道斷面上之流動速度；Ad 為溪
溝內特定斷面之截面積。RAMMS 手冊亦建議參酌 Rickenmann
(1999) 提出之土石參數流評估經驗公式，其分析流程如圖 5
所示，首先以現地調查推估土石流上游料源區土砂產量 (M)，

(9)

式 (9) 中，Ɵ 為坡面傾角，H0 與∆L 分別為垂直坡面之坡頂高
差及斜面上之土砂崩滑距離。
Lucas et al. (2014) 比較地球與太陽系各星球之崩塌案例
指出，崩塌時之有效摩擦係數與崩積體積有關，當崩塌量體小
於 106 m3，H0/∆L 約介於 0.4~0.7；惟當崩塌量體大於 109 m3
時，則 H0/∆L 將驟降至小於 0.1。Hussin et al. (2012) 則對南法

接著由集水區內之歷次土石流災後量測之尖峰流量 (Qp) 與
量體關係，回歸得到適用於該溪流之尖峰流量乘冪經驗式 (或
由實驗結果及各案例調查所得關係式推估)。土石流流速則依
土石流坡峰型態 (如牛頓層流流體、膨脹剪力流或牛頓紊流流
體等)，經由溪床特定斷面 (B) 與渠底坡度 (S) 特徵參數回歸
式進行估算。最後再以流動段與堆積處之高程差 (He) 與事件
出流量體之函數式，計算土石流潛在流動距離 (L)。

阿爾卑斯山脈之土石流案例進行研究，其歸納 ξ 之值域分布多
介於 150-600 m/s2。由於研究區內之崩塌-土石流災害多以礫狀
土砂型態出現，崩積材料中之泥料組成相對較低，故紊流摩擦
係數參考 RAMMS 手冊建議之由礫石主導之顆粒流型態
(solid-dominated granular flow regime)，ξ 值約 100-200 m/s2(取
平均值 ξ=150 m/s2, WSL Institute for Snow and Avalanche Research SLF, 2013)。RAMMS 提供之崩塌塊體崩落初始條件，
可依災害規模與特性選擇塊體崩滑 (block release) 或水文歷
線 (hydrograph) 主控模式，前者適於淺層崩滑、坡面型土石
流及小規模渠道土石流模擬。由於本案例為坡面崩塌後之土砂
運移災害，位於稜線上兩葉狀之重力不穩定變形區因地文條件
與地質組成差異，致使其崩塌行為並非一全面崩塌，根據過去
颱風致災事件調查資料，顯示主要由上方已開裂之張力裂隙區
開始發生破壞，接續沖刷原堆積於坡面上之風化鬆散塊體。各
塊體之崩塌順序並非一致，惟其土石流流動皆於蝕溝內發生，
且其料源規模較大 (約 44*104 m3)，故選用水文歷線模式進行
初始崩塌條件設定，以模擬不同塊體崩塌後轉化為土石流之運

圖 4 潛在重力變形區建模
Fig.4 Simulation modeling of the gravitational deformation area

移行為。RAMMS 之水文歷線參數可由集水區內特定水文站所

表 4 RAMMS 數值模擬輸入參數一覽

量測之流量歷線，或透過土石流總體積與最大流量經驗關係式

Table 4

The input parameters for RAMMS simulation

予以推估，轉換為類三角形之三點式流量歷線 (three-point

模式參數

hydrography) 作為輸入參數，而流量歷線下所包含之面積即為

DEM網格精度

2 (m)

總崩塌量。大坑橋集水區內因無水文測站資料可供使用，最大

DEM網格數量

175,000 (grid)

流量推估值由山崩微地形特徵圈繪之總崩塌量體求得，並假設
最 大 流 量 於 上 游 崩 塌 發 生 後 2-10 秒 間 產 生 ( 如 表 5 ；

材料參數

初始土體厚度 (hi)

2.6-6.8 (m)

初始崩塌土方量 (M)

443,296 (m3)

崩塌土體單位重 (γ)

2,900 (kg/m3)

Deubelbeiss et al., 2013; WSL Institute for Snow and Avalanche
Research SLF, 2013)。一般而言，若已知集水區土砂流量延時

乾燥庫倫摩擦係數 (μ)

0.4

紊流摩擦係數 (ξ)

150 (m/s2)

曲線，可直接引用其量測資料；反之，可採下列合理化公式配

尖峰流量 (Qp)

1,267 (m3/s)

合土石流尖峰流量式進行評估：

模擬所需時間

~ 2.5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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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值模擬結果
以流量歷線法模式推估之潛在岩屑崩滑轉化為土石流模
擬，相較於塊體釋放模式，可反映降雨逕流條件之影響，避免
崩塌初期產生之不合理崩塌深度。其模擬之流動深度歷程三維
地形圖如圖 6 所示，崩落初期，大坑溪上游兩葉狀崩塌地之重
力變形區土體迅速地往匯流口匯集。渠段受河道束縮之故，自
匯流口至大坑橋處呈現出較厚之崩塌 (流動) 深度 (最大流深
約 20.5 m，圖 6(b))。於鄰近台 9 線大坑橋上坡面彎道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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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可大為縮短模擬時程外，對於山區道路之影響範圍與堆積型
態仍具有良好之鑑別能力。
為評估大坑溪上游至下游段各特定點位 (見圖 2) 之土石
流運移動態歷程關係 (如圖 8)，本模擬將上游段兩葉狀崩塌地
下緣匯流點 (A 點)、大坑溪與台 9 線 115.9K 交會點 (B 點)、
台 9 線 116.1K 下邊坡溪谷 (C 點) 及大坑溪出海口沖積扇扇
頂處 (D 點) 之流深與速度歷線輸出予以探討，並依土石流之
料源段、輸送段與堆積段之動態特性說明如后 (圖 4)：

見土石流受彎道慣性力所致之壅高現象，此特徵亦曾於梅姬颱
風 (2010) 致災後現地調查發現。部分潛在崩源區之崩滑塊體
則因地形坡向因素，崩滑時跨越集水區邊界，以小規模土石流
型態由北側子集水區匯入大坑溪中游 (圖 6(c))。另梅姬颱風及
奈格颱風致災後，大坑橋兩側橋頭可見土石堆積阻斷道路 (圖
7)。雖該處已改建新橋，並擴大橋下通洪斷面，惟受地形局部
起伏與彎道線型特徵，RAMMS 模擬中亦出現土石流洪峰經過

表 5 RAMMS 流量歷線輸入參數
Table 5

The discharge hydrograph for RAMMS simulation

時間t (s)

流量Q (m3/s)

0

0

0

10

1,267

11.5

175

0

0

速度V (m/s)

後兩側之殘存土砂堆積 (圖 6(d))。待土石流波峰通過大坑橋
後向下游河道輸送，受溪床坡度漸緩，其於台 9 線 116.1K 下
邊坡彎道處下游段開始淤積，並於出海口形成沖積扇地形 (圖
6(e)-(f))。本模擬假設最終停止條件為各暫態時階之土砂運移
動量 (moving momentum) 小於最大動量之 5%時，模擬即終
止流動 (t~385 s)。Sodnik et al. (2012) 曾以 0.5 m 及 5 m 精度
光達數值地形進行相同參數之土石流模擬，其結果顯示較細微
之地形可獲得較細緻之沖積扇影響範圍，對於主流段之流深與
流動路徑影響差異不大。本研究以 1 m 數值地形降階為 2 m，

3D

圖 6 RAMMS

圖 5 土石流參數經驗式評估流程圖 (修改自 Rickenmann
(1999))
Fig.5 The workflow of empirical formula evaluation for
debris flow

模擬之崩塌運移流深變化

Fig.6 Variations of flow depth after landslide by RAMMS3D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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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崩塌料源段：集水區上游右側崩塌地之重力變形區面積

塌土砂轉化為土石流災害之危害度 (hazard degree)，本文引用

與量體，皆較較左側崩塌地分布為廣，故於坡體崩壞初

Hürlimann et al. (2006, 2008) 提出之土石流危害度矩陣

期，流動深度與速度將於 A 點迅速產生一明顯峰值

(debris flow hazard matrix) 產製研究區內之危害度圖。一般而

(t~10 s；最大流深與流速約 18.5 m 及 12 m/s)，惟此處流

言，土石流危害度矩陣包含了災害於時間上的分布 (回歸週

動斷面漸縮 (阻力增加)，使流速漸趨緩和。待鄰近坡頂

期，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P) 及空間上的災害強度

處左側崩塌地之崩滑塊體崩落至匯流處後，於 A 點形成

(intensity, I；多以流動速度或流動深度表示)，如表 6 所示；本

另一個流深與速度峰值 (t~25-30 s；最大流深與流速約

研究採用 Rickenmann (2005) 提出之災害強度分類法，以直接

19 m 及 11.5 m/s)，隨後坡面崩滑料源始流體化轉變為土
石流，並於河道輸送段往中下游運移。
(2) 輸送段：圖 4 中 A 點至 D 點間為大坑橋集水區土砂之
主要輸送段，土石流波前 (wave front) 約於崩塌後 30 s
抵達大坑橋，由於大坑橋防砂壩與道路間存在陡降地形
落差 (約 4 m)，造成局部流速增加 (V~13 m/s)，而最大
波峰高度 (H~13.5 m) 則於稍後抵達 (t=55 s)。模擬後之
流動深度與速度歷線上的兩個峰值 (t=40, 55 s)，代表上
游左右兩翼崩塌所形成之土石波峰於時間上之稽延。當
土石流通過 C 點時，因大坑橋下邊坡河道擴張，其流動
深度明顯降低，惟其受到彎道曲流外側流速提高，其最
大流速達 11.6 m/s。
(3) 河口堆積段：圖 4 中 D 點後為大坑橋集水區之原出海
口，現為梅姬颱風災後之土砂沖積扇扇頂。模擬結果顯
示土石流將於 t=180 s 時進入該點位，因河床坡度於此
區域已逐漸趨緩 (約 6-10(deg.))，土石流流速約 0.6 m/s，
崩塌造成土石流之新增沖積扇堆積厚度約為 3.5 m。
圖 9 則為 RAMMS 模擬崩塌轉化為土石流事件發生後，
大坑橋集水區內之三維最大流動深度及動量圖。模擬結果顯示

圖 7 台 9 線 115.9K 大坑橋土砂堵塞 (a) 梅姬颱風後；(b) 奈

土石流瞬時流深於流動段中可達到 10 m 以上，而整場土石流

格颱風後 (photos：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

之最大動量則發生於 A 點 (匯流口) 至 B 點 (大坑橋) 間。流
動深度與道路阻斷影響範圍息息相關，而土石流動量則對溪流
上游防砂壩之穩定性具有顯著影響，兩者資訊可提供對潛在易

M.O.T.C.)
Fig.7 The Dakeng bridge at 115.9K of Route 9 was
blocked up with debris flow after (a) typhoon Megi
and (b) typhoon Nalage

致災區域之災況預判參考。模擬後之大坑橋與河口沖積扇流動
深度歷程圖如圖 10 所示 (剖面位置見圖 4)，大坑橋溪溝土石

25

流波高於第二次波峰通過 (t=50 s) 達到峰值 (圖 10(a)；DEM

20

側道路擴散，數值模擬前後之高程差約 13.5-15 m。大坑溪在
太平洋出海口地形於 2010 年梅姬颱風後受巨量土砂堆積，形

flow depth [m]

中 b-b’剖面線已將大坑橋人工結構物濾除)，並開始往橋面兩

(a)

15
10
5

成一典型 Gilbert type 沖積扇 (Chou et al., 2012)。近年來受近

0

岸流 (流向：西北向) 侵襲沖積扇前緣趾部，致使扇緣東北側

0
16

之土砂堆積歷程線呈現了左右對稱的扇形分布堆積特性，換言

14

將與初始地形無關。土石流靜止後沖積扇中心最大堆積深度為
5 m，平均堆積深度則介於 3.5-4.0 m，原於沖積扇面之所沖刷
形成之主深槽，其位置於堆積靜止後雖不變，惟其溝谷深度已
漸趨平緩。

velocity [m/s]

高程逐漸降低 (圖 10(b)，d-d’剖面之 d’點)。RAMMS 模擬後
之，當河道內輸砂量規模大於地表逕流時，最終堆積剖面型態

由於大坑橋集水區上游之崩塌災害，對下游保全對象 (台
9 線) 主要以溪床型土石流型態影響道路周邊地區。為評估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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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time [s]
(b)

A: Junction(upstream reach)
B: 115.9K(Dakeng bridge, Route.9)
C: 116.1K(Route.9)
D: Alluvial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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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危害度評估

A: Junction(upstream 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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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RAMMS3D 數值模擬流深與速度歷線圖
Fig.8 The flow depth and velocity histogram of RAMMS3D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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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土石流衝擊影響區域 (direct impact area) 給定不同流深與
流速進行低 (low, L)、中 (moderate, M)、高 (high, H) 危害度
分級，若為非土石流衝擊影響區 (not affected area)，則視為非
常低 (very low, VL) 之等級。因梅姬颱風於此處之致災崩塌量
體約為 178*104 m3 (Chou et al., 2012)，其各延時之降雨強度期
均略高於 200 年重現期 (136 mm/hr)，而本研究數值模擬所得
之崩塌量體(36*104 m3)，對應其重現期屬大於 200 年之重現
期，故於發生機率上屬中、高潛勢 (表 6 中 40-500 年重現期)。
綜合上述成果，可繪製大坑橋集水區崩塌引致土石流之危害度
圖 (圖 11(a))，而土石流溢淹影響台 9 線之最終堆積深度圖則
如圖 11(b)。就此崩塌土方量 (44*104 m3) 而言，高危害度之
區域主要集中於大坑溪中游段 (圖 3 中之 A-C 點下緣)，大坑
溪內 C 點左岸處有明顯之彎道超高與局部淤積。中、低危害
度則分布於河道兩側與坡度平緩區。考慮台 9 線為本研究區之
重要保全對象，模擬結果發現土石流停止後之影響範圍擴及大
坑橋東西兩側各約 80 m 範圍 (里程樁號:115.78K-115.99K)，
道路總影響長度約為 210 m。模擬顯示最大土砂淤積深度基本
上與河道中心重疊 (h~15 m)，愈靠河岸兩側逐漸遞減，既有
圖 10 RAMMS3D 數值模擬流動深度歷程圖 (a) 大坑橋；(b)

道路與橋梁亦將受挾帶之土砂衝擊造成交通阻斷。而大坑橋
(115.9K) 因位處道路之迴頭彎，其開口地形亦有利於土砂向

河口沖積扇

兩側道路傳輸堆積。另台 9 線 115.8K 上、下邊坡因於 2012

Fig.10

The flow depth evolution of RAMMS3D simulation
in (a) Dakeng Bridge; (b) alluvial fan

年 12/13 路基崩塌後曾出露一沿溪谷延伸剪裂帶 (位於大坑溪
左岸，非原東澳斷層)，故潛在土石流運動於河床彎道外側 (左

(a)

(a)

(b)

圖 9 RAMMS3D 數值模擬歷程最大值 (a) 流動深度；(b) 動

(b)

圖 11 (a) 大坑橋集水區崩塌引致土石流危害度圖; (b) 台 9
線 115.9K 土砂堆積深度圖

量分布
Fig.11

Fig.9 (a) the maximum flow depth and (b) maximum
momentum of RAMMS3D simulation

(a) debris flow hazard map in Dakeng Bridge
catchment area; (b) deposition depth map in
115.9K of Route 9

表 6 土石流危害度矩陣 (整理自 Hürlimann et al., 2008)
Table 6

Hazard matrix of debris flow (revised from Hürlimann et al., 2008)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P (recurrence period: yr)
BUWAL (1997)

intensity, I

Rickenmann (2005)

h > 1.0 m

and V > 1.0 m/s

h < 1.0 m

or

V > 1.0 m/s

Non existent

h > 1.0 m
h < 1.0 m

or

h < 0.4 m

and

<40

40-500

H

M

>500
L
M

V > 1.5 m/s

H

H

H

0.4 m/s< V < 1.5 m/s

M

M

M

L

L

L

L

VL

VL

VL

VL

or

V < 0.4 m/s

Not affected areas
h: flowing depth; V: flowing velocity
H: high; M: moderate; L: low; VL: very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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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危害度，可區分災害於空間上之損害程度分布，如高危

on Suhua highway.” Geotechnical Engineer, 6, 16-33. (in
Chinese))
[2] 林啟文、高銘健 (2009)，五萬分之一台灣地質圖 (第二

害度區內運移土砂是否會破壞既有橋梁涵洞。其於防災操作應

版)，圖幅第 16 號，蘇澳，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出版。

用上，可適度提供權責業管單位預先了解土砂災害發生時之損

(Lin, C.W., and Kao, M.C. (2009). Explanatory Text of the
Gological Map of Taiwan, scale 1:50000, Suao, No.16, Central Geological Survey. (in Chinese))
[3] 侯進雄、費立沅 (2012)，「臺灣大規模崩塌調查的發展

岸) 所產生之側蝕與下刷作用，可能淘刷坡趾處剪裂帶位置，
影響坡面上覆風化土層穩定性。利用前述方法所提出之低、

害熱區 (如道路堆積溢淹深度) 與影響範圍 (如道路里程樁
號)，並根據所屬之保全對象，進行救災機具預置佈署規劃與
預警性道路封阻措施。

現況」
，地質，32(1)，40-43。(Ho, C.S., and Fei, L.Y. (2012).
“Recent Development of Investigation for Large-scale Landslide in Taiwan.” Geology, 32(1), 40-43. (in Chinese))
[4] 李璟芳、周憲德、魏倫瑋、黃韋凱、冀樹勇、陳樹群、黃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山崩微地形判釋結合 RAMMS 三維數值模擬技

文昭 (2014)，「東澳嶺崩塌地之地形演育分析」，中華

術，對台 9 線 115.9K 大坑橋集水區舊崩塌地潛在災源區域進

水土保持學報, 45(3)，174-183。(Lee, C.F., Chou, H.T., Wei,

行崩塌模擬，並探討不穩定坡面破壞後轉化為溪床型土石流之

L.W., Huang, W.K., Chi, S.Y., Chen, S.C., and Huang, W.C.
(2014). “Geomorphic Evolution of Dong-Ao Peak Landslide,
North Eastern Taiwan.” Journal of Chines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45(3)，174-183. (in Chinese))

運動特性。從歷史致災資料蒐集與光達數值地形分析，得知東
澳嶺崩塌地仍具有顯著崩崖、遷急線、張力裂隙及重力變形區
特徵，經配合崩塌面積-體積經驗式與現地地質調查資料，輸
入 RAMMS 程式以流量歷線法進行崩塌數值模擬。模擬結果
4

3

說明若此不穩定量體土砂崩壞後 (44*10 m )，將於大坑橋集
水區內產生深達 20 m 之崩塌深度與流動速度達 13.5 m/s 之土
石流，並於台 9 線大坑橋兩側周邊產生約 210 m 之土砂溢淹，
阻斷道路通行。RAMMS 數值模擬可提供瞭解特定集水區內各
時階之三維流動深度、流速、動量與壓力分佈，並呈現土砂於
彎道之超高現象與局部地形沖淤特徵。若進一步配合危害度矩
陣分級，則可對影響範圍內之保全對象進行危害度劃分，適於
集水區尺度與坡面尺度之各類土石流災況模擬。
本文為 RAMMS 數值模擬程式應用於邊坡崩塌演化為土
石流之初探，建議未來可將災後新構築之人工結構物 (如防砂
壩、潛壩等設施) 導入數值地形，瞭解改善工程施作後之整治
效益，並探討以塊體崩滑 (適用於坡面型崩塌土石流) 與水文
歷線法 (適用於集水區溪床型土石流) 進行災源區初始化設
定之影響範圍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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