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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浮合流部落土石流之致災機制分析與數值模擬
李璟芳[1]* 周憲德[2]
摘 要

曹鼎志[1] 許志豪[1] 黃郅軒[2] 廖緯璿[2]

桃園市復興區羅浮里合流部落集水區，於 2015 年 8 月 8 日蘇迪勒颱風期間因強降雨誘發邊坡岩屑

崩滑形成土石流，造成下游 15 戶民宅遭到破壞或淤埋。本研究以遙測影像、UAV 攝影測量、致災雨量分析、
微地形判釋、崩塌地倒樹線型、現地勘查及數值模擬探討土石流致災機制與災害成因。合流集水區上游為一
舊岩體滑動區，且存在古土石流堆積扇地貌，本案例災害主要受降雨形成之地表逕流沖刷，導致坡腳失穩之
後退式岩屑崩滑。本文採 RAMMS 數值模擬以參數逆推法探尋土石流發生之可能情境，並與災後地貌進行驗
證。災害動態影片分析與數值模擬驗證則顯示合流部落土石流之流動段流速約 14.3 m/s，受災堆積段之溢淹深
度則介於 1-5 m。

關鍵詞：蘇迪勒颱風、土石流、岩屑崩滑、倒樹線型、RAMMS。

Heliu Debris Flow Induced by Typhoon Soudelor: Failure
Mechanism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Ching-Fang Lee [1]*
Hsien-Ter Chou [2]
Chih-Hao Hsu [1]
Chih-Hsuan Huang [2]

Ting-Chi Tsao [1]
Wei-Syuan Liao [2]

ABSTRACT Typhoon Soudelor brought abundant rainfall in northern Taiwan on August 8, 2015. The rainfall
caused a shallow landslide which was transformed instantly into a debris flow disaster in the Heliu catchment. We
integrate remote sensing, rainfall analysis, micro-topography interpretation, lineament of tree fall, field investigation,
a UAV survey, and RAMMS simulation to explore the failure mechanism and flow dynamics of this rainfall-induced
debris flow. The high resolution shading relief map depicts the landforms of both the old deep-seated landslide and the
ancient debris-flow fan. In this study, different numerical scenarios are performed by RAMMS to analyze the possible
influence area via adopting the back-analysis approach.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ost-disaster landform model, the bestfit parameters for Heliu debris flow were also obtained. In addition, verification of dynamic images demonstrates that
the maximum flow velocities for the event and deposition height on the debris-flow fan are about 14.3 m/s and 1-5 m,
respectively.
Keywords: Typhoon Soudelor, debris flow, debris slide, lineament of trees fall, RAMMS.

一、前

言

山崩與土石流為臺灣雨季與颱風侵襲期間最常見之天然

為近年來少數造成北部區域土砂災害案例之颱風，該颱風於桃
園市復興區羅浮里合流部落誘發之土石流災害(桃市 DF034 土
石流潛勢溪流)，係歸因中游段邊坡淺層產生之岩屑崩滑，轉

災害，其所衍生之破壞與淤埋經常危害下游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化為土石流之典型案例。關於山區坡面型土石流災害之特徵與

同時對山區聯外交通造成重大影響 (曹鼎志等，2014；黃全謚

判別方法，陳天健等 (2015) 曾以高屏溪流域內之案例進行研

等，2015；周憲德等，2015)。蘇迪勒颱風於 2015 年 8 月 7 日

析，歸納出 14 項地形與 12 項產狀指標，並提出溪流型與坡面

至 8 月 8 日侵襲臺灣本島，並於北部地區如新北市烏來、新

型土石流之集水區面積與河道長度關係。在土石流數值模式之

店、三峽區及桃園市復興區造成許多土砂災害，如岩屑崩滑、

應用上，詹錢登等 (2015) 以 FLO-2D 及 Debris 2D 評估莫拉

土石流、高含砂水流等土砂災害 (魏倫瑋等，2015)。當崩塌之

克風災誘發之溪流型土石流流動特性。另林美聆等 (2015) 則

土石進入河道後，可能短暫堵塞河道形成堰塞壩 (如南勢溪與

以空載光達之高精度數值地形對土石流微地形地貌進行判釋

平廣溪中上游)，或造成山區維生道路中斷，形成孤島效應 (如

與特徵萃取，分析莫拉克災區之土石流災害之產出土砂量體；

台 9 甲線及北 107 鄉道)。另平廣溪下游地區則有岩屑崩滑淤

李璟芳等 (2015) 則整合微地形判釋成果，以 RAMMS 數值模

埋橋梁涵洞，造成住宅區溪水暴漲溢淹達 2.4 m。蘇迪勒颱風

式探討源頭崩塌轉化為土石流之災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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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ster Preven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Sinotech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Inc., Taipei 114,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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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Jhongli 320,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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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市 DF034 土石流潛勢溪流曾於 1996 年賀伯颱風發生嚴

本研究區位於桃園市復興區羅浮里合流部落 (省道台 7

重土石流與路面積水，2004 年 8 月艾利颱風及 9 月海馬颱風

線 20.2K)，為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所公開之桃市 DF034 土石流

亦發生土石流災害，且造成台 7 線民宅遭淤埋 (中興工程顧問

潛勢溪流 (表 1)，屬於角板子集水區範圍 (中興工程顧問社，

社，2014)。為了深入探究蘇迪勒颱風降雨事件於合流部落所

2014)。本土石流潛勢溪流發源於角板山，下游匯入霞雲溪，再

誘發之山崩轉化為土石流災害，本文擬藉由災前後遙測影像比

往西流入大漢溪注入石門水庫。合流部落位於台 7 線下邊坡，

對、微地形判釋、現地調查、土壤採樣分析與數值模擬瞭解山

向西可通至澤仁里，往東銜接霞雲里。羅浮里地形東、西兩側

崩致災機制與土石流災害特徵。並由土石流災害影片研析其流

地勢高，桃市 DF034 土石流潛勢溪流之高程分布於海拔 250-

動特徵，並與數值模擬之成果比對，以期釐清山崩轉化為土石

485 m(圖 1(a))，區域地層為中新世之木山層 (Tu)，岩性以沉

流之相關運動特性，並提供後續防災地圖產製及整治規劃參考。

積岩為主，並區分為 (1) 玄武岩質凝灰岩與 (2) 砂岩及頁岩
互層兩類穿越溪流 (圖 1(b))。根據地質調查所之 1/50,000 桃

二、研究區域概述與分析方法
1. 地文與地質條件

園地質圖幅說明書，研究區主要地質構造約呈東北、西南走向
分布，鄰近霞雲溪南側存在一向斜褶皺 (胡剛等，1996)。本區
因高溫多雨有利於土壤灰化作用，其土壤分類為灰色紅壤。由
圖 1(b) 得知，造成本次土石流主要土砂料源之崩塌地位於順
向坡地形，且近年並無山崩災害紀錄。

表 1 合流部落土石流潛勢溪流基本資料 (Sinotech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INC., 2014)
Table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Heliu potential debris flow torrent
溪流編號

溪流長度

溪流平均坡度

集水區面積

桃市DF034

0.759 km

18o

31 ha

角板

上游發生段坡度

流動段堆積材料

建物

災害類型

發生潛勢

30~50 o

< 8 cm

> 5戶

溪流型土石流

低

(a)

所屬子集水區

(b)

圖 1 桃園市復興區合流部落 (a) 地形圖與 (b) 地質圖套疊山崩目錄
Fig.1 The topographic map and geological settings overlaying with landslide inventory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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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遙測影像、UAV 攝影測量、致災雨量分析、微

桃園市復興區羅浮里位於石門水庫集水區內，屬於亞熱帶

地形判釋、現地勘查量測及數值模擬探討土石流致災機制與災

海洋季風氣候，全年氣溫分布約介於 12-26 oC 間，年均溫為

害成因，研究蒐集之基礎資料包含研究區的歷史山崩目錄與環

20 oC。本區年平均濕度約 88%，乾濕季氣候變化不甚明顯。

境地質圖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13)，以了解研究區地質

歷年雨量觀測顯示降雨多集中於夏季與豐水期 (5-10 月)，年

與地文基本概況。致災雨量資料係以氣象局之霞雲雨量站為區

平均降雨量約為 2,350 mm。本研究區最鄰近雨量站為霞雲雨

域雨量分析樣本；遙測影像則包含災前多期正射航照圖 (2004,

量站 (編號：21C14)，故採用其記錄雨場作為雨量分析資料。

2007, 2011，解析度 30 cm) 與災後 UAV 空拍影像 (水土保持

蘇 迪 勒 颱 風 於 本 研 究 區 之 降 雨 主 要 集 中 於 8/7 12:00-8/8

局提供 (2015/8/9，土石流防災資訊網)與自行拍攝 (2015/8/13，

09:00(圖 2)，土石流發生時間為 8/8 07:45，依降雨組體圖可歸

解析度 30 cm))，並據以產製 1 m 精度之數值地形進行災前後

類為後峰型降雨。本文以 4 mm-6 hr-4 mm 雨場切割準則估算；

地貌變異評估、崩塌地倒樹線型判釋與 RAMMS 土砂災害數

以任一時雨量>4 mm 起算，且連續 6 hr 內時雨量<4 mm，視

值模擬，地形圖資亦進一步產製天空開闊度立體地形圖 (如地

為該雨場結束 (李明熹，2006)，致災時累積雨量約為 376 mm，

形開闊度圖、坡度圖、坡向圖、多方位陰影圖)，供山崩微地形

其值為年平均降雨量之 16%。經比對霞雲雨量站的重現期距

與舊崩塌地判釋分析使用。另外於 youtube 平台上公開之災中

分析 (表 2)，得知本事件致災雨量之短延時 (3 hr) 與長延時

土石流即時動態影像 (1 min 30 s) 則提供了本文評估土石流

(24 hr) 降雨皆小於 5 年回歸週期，惟其累積雨量已高於水土

運 動 特 徵 與 數 值 模 擬 成 果 之 驗 證 標 的

保持局針對桃市 DF034 土石流潛勢溪流研訂之警戒雨量 (35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kvS7BXgLyk)；而現地調

mm)。

查除進行土壤採樣 (2015/8/10, 9/8)，取得崩塌地與土石流土壤

3. 研究方法與資料蒐集

後堆積區之堆積深度進行量測與地質勘察。

樣本外(粒徑分析與土壤基本物性試驗)，同時也對合流部落災

Typhoon Soudelor(2015) - Xiayun rainfall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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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蘇迪勒颱風降雨組體圖-霞雲雨量站
Fig.2 Hourly intensity and cumulative precipitation for Typhoon Soudelor in Xiayun rainfall station

表 2 霞雲雨量站各重現期雨量與蘇迪勒颱風累積雨量
Table 2

Rainfall for different return periods and cumulative rainfall of typhoon Soudelor in Xiayun rainfall station
重現期距
3小時累積雨量(mm)
24小時累積雨量(mm)
蘇迪勒颱風累積雨量(mm)

5年
155
421
3小時
151.0

10年
173
472

三、現地調查與致災機制分析
本章節針對合流部落土石流災後之現場地質與災況調查、
災前後遙測影像分析進行比對，釐清山崩災害轉化為土石流之
機制與災害影響範圍，同時就現有之開放資料與現地勘查及採

25年
198
538
6小時
228.2

50年
216
589
12小時
290.2

100年
235
639

200年
253
690
24小時
394.0

樣結果，探討土石流對合流部落之危害，其相關災害分析茲分
述如后。

1. 災害描述與遙測影像判釋
2015 年 8 月 8 日發生於合流部落之土石流災害，台 7 線
上方除沖毀溪溝內上防砂壩一座及 2 戶民宅外，台 7 線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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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積區內共 13 戶受到掩埋 (圖 3；合流部落，TWD97 坐標

勢溪流微地形判釋後，可明確發現合流部落與中游左岸 (現為

2，

農墾地)存在舊土石流之堆積扇地形，與本崩塌地間以桃市

3 m (土石

DF034 溪流為界，鄰近北側處亦有一舊崩塌崩崖地貌，其趾部

流防災資訊網，2015)；本研究利用災後正射影像圈繪之合流

仍可見少許崩積土體。因桃市 DF034 溪流的右側邊坡多屬順

X:287243; Y:2744283)。本次災害之土石堆積面積約 7,960 m
堆積土方量約

13,000 m3，堆積扇內最大岩塊粒徑約
2

m2)。經套疊地質調

向坡地形，表層受降雨沖刷之淺層崩塌潛勢相對較高，岩屑崩

查所環境地質圖後，得知桃市 DF034 土石流潛勢溪流集水區

滑多好發於右側邊坡。續往集水區上溯，溪流源頭處呈一處舊

內，過去曾於 1996 年賀伯颱風期間，於溪谷下游右岸發生岩

大規模崩塌場址 (面積：21.3 公頃)，其發生年代雖已不可考，

屑崩滑衝擊農路。歷史航照圖亦指出自 2004 年艾利與海馬颱

但主崩崖地貌與地表上之舊滑動塊體仍然清晰可辨。本源頭區

崩塌地面積約 5,736 m (傾斜面積約 7,096

風侵襲後，曾有小規模崩塌發生 (圖 4(a) 黃點處)，惟至 2015

上覆之滑動塊體依其邊界，可概略劃分為六個小型滑移塊體

年 8 月災害發生前坡面植生覆蓋大致良好，除坡面上既有人為

(圖 5 箭頭表示重力方向)，顯示過去此區曾發生大規模邊坡滑

墾殖地外，並無新增或擴大山崩事件發生 (圖 4(b), (c))。

動 (位於順向坡範圍內)，或因強降雨引致主滑體上之鬆散崩

由於單從航照圖不易研判植被良好之災害潛勢區，本研究

積層再滑動現象。目前此大規模崩塌區地表植生良好，集水區

輔以 Zakesk et al. (2011) 與 Doneus (2013) 等提出之地形開闊

內之山崩災害，多以崩積層為主，鮮見砂頁岩互層之岩盤出露。

度圖概念，套疊坡度圖、天空開闊度圖與 16 方位日照陰影圖，

相對於桃市 DF034 潛勢溪流之下游段，源頭段 (大規模崩塌

以 GIS 軟體產製災前「天空開闊度立體圖」(sky visualization

坡趾處) 之蝕溝發育線型較顯密集，未來若有強降雨事件，上

map)，如圖 5 所示。透過此加值後之地形圖可清楚地圈繪早期

游崩積層之岩屑崩滑仍有可能再次提供誘發土石流之土砂來

曾發生之山崩與土石流之地形特徵，如桃市 DF034 土石流潛

源。

圖 3 合流部落土石流災後空拍影像
Fig.3 Aerial images after Heliu debris flow hazard

(a)航拍時間：2004

(b) 航拍時間：2007

圖 4 桃市 DF034 土石流潛勢溪流歷年航拍影像
Fig.4 Historical aerial images for debris torrent Taoyuan DF034

(c) 航拍時間：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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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桃市 DF034 土石流潛勢溪流集水區微地形判釋
Fig.5 Landslide micro-topography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udy area

2. 崩塌地特徵與破壞機制

坡趾與溪流處 148 株 (藍色線型))。合流崩塌地呈現西北-東南

為了探討桃市 DF034 土石流潛勢溪流中游崩塌地破壞後，

方位 (向東南方滑動)，崩塌範圍長約 135 m，寬 55 m。圖 6(b)

其表面覆蓋之竹林滑動傾倒方向與崩塌土砂運移關係 (Šilhán,

判釋結果顯示竹林位於崩塌源頭區主要傾向西北方 (285 o-

2015; Wartman et al., 2016)，本文以水土保持局 2015/8/9 拍攝

355o)，愈往崩塌地坡腹區則樹倒方向漸往東南方向群聚 (110o

之航拍影像。經正射處理後，人工數化 381 株竹子傾倒線型

-170o)，由於竹林傾倒線型並非全數倒向崩崖端，研判其岩屑

(如圖 6(a)，以樹根部向樹冠描繪；崩塌地 233 株(綠色線型)，

崩滑歷程應非一次性崩滑 (受下滑慣性力趨使，樹冠將傾向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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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而與坡面漸進式破壞後有關，致使竹林傾倒線型受後續

為台 7 線道路周緣及合流部落 (影響範圍面積：7,690 m2)。災

崩滑土砂覆蓋影響改變其方向。整體而言，不論傾倒方位為何，

後勘查顯示崩塌地與溪流交會處地表沖蝕作用劇烈，河床下刷

崩塌地上倒樹線型之群集與滑動方向大致平行。鄰近崩塌地坡

作用明顯 (圖 9(a))，河寬較災前擴增約達兩倍，且崩塌地趾部

趾與溪溝處之樹倒線型，如圖 6(b)所示，其集中於東北向 (5o-

有局部低透水性之砂頁岩互層或凝灰岩出露 (圖 1(b)；採樣點

o)

(185o-200o)

為兩個主要的傾倒主軸 (約略平

S1)。續往下游河岸兩側，可見捲增效應淘刷底床所引致的側

行河道)，說明溪溝於強降雨階段引發的地表逕流沖蝕作用，

岸淺層崩塌 (圖 9(b))，河岸裸露表土多為風化土層，出露岩層

對於坡趾兩側之岩屑崩滑具有關鍵影響，故其竹林傾倒線型分

多為擾動後之節理發達且破碎岩體。就土砂來源與位置而言，

布方位角也較為廣泛。綜合上述分析，合流崩塌地之邊坡破壞

合流部落土石流發生模式屬於溪岸崩壞型土石流 (今村遼平，

示意圖可見圖 7(a)所示，由於崩塌地坡趾溪溝主流方向之坡降

2012)，沿溪流線沖積扇之淤積高度則約 1-5 m 不等 (圖 8(b))。

較大 (災前約 14o，災後約 23o)，強降雨情境下水流下刷與側

桃市 DF034 土石流潛勢溪流溢流點處位處岩性交界帶，木山

蝕作用顯著，衝擊右岸誘發淺層岩屑崩滑 (圖 7(b))，而後因坡

層玄武質凝灰岩於本區以帶狀分布橫跨溪流，其岩性與產狀與

腳失穩使崩塌溯源向上，前階段倒樹受後續崩塌下滑崩積層覆

砂頁岩互層之風化岩體明顯不同 (圖 9(c)；採樣點 S2)。圖 9(d)-

蓋，進而形成坡趾處竹林傾倒方向不一，且倒木周邊多覆有鬆

(f) 為下游區合流聚落災後建物之淤積現況，經比對災害影片

散土砂 (圖 7(c))，而鄰近崩崖處之倒木受下滑之慣性力影響，

可確認，土石流於抵達台 7 線前即已擴散漫流，巨大衝擊力甚

則多傾向稜線端 (圖 7(d))。圖 8(a), (b)分別為合流中游崩塌地

至沖毀緊鄰道路民宅 (合流 13 號)；另溪水原本應循聚落區地

與堆積扇災前後剖面圖，崩塌厚度最深處位於坡腹處 (高程：

表之箱涵引導而下，惟箱涵前端受土砂淤泥堵塞，致使土砂沿

370 m)，且坡趾處河道斷面有下刷擴大之情形。

地表成扇狀往聚落民宅溢淹，毀損保全對象內之 13 戶民宅。

3. 土石流調查與特性分析

影響範圍內之土砂堆積深度較高處，多分布於建物間之既有巷

15

與西南向

由於合流崩塌地位於土石流潛勢溪流中游段，致使本次土
石流災害流動影響範圍偏處中、下游河段 (圖 5)，主要致災區

道，堆積區表層多上覆崩塌區沖刷而下之竹林，礫石材料粒徑
約介於 0.3-1.2 m。

圖 6 合流崩塌地倒樹數化圖與倒樹線形玫瑰圖
Fig.6 Lineament mapping of trees fall and rose diagram in Heliu cat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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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崩塌地坡趾河道遭淹覆(stage(I))

(c)崩塌地坡腹處(箭頭為滑動方向; stage(II))

(a)

(d)崩崖(stage(III))

圖 7 合流崩塌地破壞機制示意圖
Fig.7 Illustration of failure mechanism of landslide area in Heliu catchment

(a)

(b)

圖 8 災前後崩塌地橫剖面與堆積扇縱剖面圖 (剖面線位置見圖 5)
Fig.8 The cross-sectional profiles in both landslide source area and deposition fan before and after disaster (the location
of profiles are shown in F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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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市 DF034 土石流潛勢溪流於溢流點上游恰好為河道轉

1(b))，經由粒徑分析與阿太堡試驗以瞭解該區域土壤基本特性，

彎處 (圖 5(c)；圖 9(b))，本研究根據現場側壁彎道超高量測值，

現地取樣土壤之土力特性如表 3 所示，其中溢流點 S2 取樣現

以 Jibson et al.(2006) 提出經驗式評估土石流流速，其關係式

地含水量 (ωfield) 較發生段坡趾處 S1 為大，研判應為災後溪

如下：

流內仍保有常流水入滲所致。圖 10 為風化凝灰岩土樣之粒徑
0.5

(1)
V=(dRg/kw)
式 (1) 中，d 為彎道超高高度[m]；R 為渠道之曲率半徑[m]；

分析曲線圖，本試驗以統一土壤分類法進行分類，分析顯示 S1

g 為重力加速度[m/s2]；k 為無因次係數 (~2.5)；w 為渠道寬度

類為砂質土壤 SW-SC (F=5~12<50%, Cu>6, Cc=1~3, PI>7)，屬

[m]。由渠道側岸上遺留之沖刷泥漬痕，所量測之彎道超高值

含黏土級配之良好砂。S2 取樣點因位於溪流側岸崩積層與溪

為 1.5 m，渠寬約為 5.1 m，渠道曲率半徑為 50 m，故計算後

床沉積物，故其粗顆粒粒徑含量較低，若以土石流分類定義觀

之流經下游彎道處之土石流速約為 7.6 m/s。本研究另於合流

之，合流部落土石流組成中，粒徑 0.1 mm 以下泥沙含量約佔

崩塌地趾部 (S1) 及堆積扇處 (S2) 採取數個土樣 (位置見圖

12-20%，屬一般型土石流 (詹錢登，2000)。

及 S2 土壤顆粒尺寸分布範圍甚廣。綜而言之，兩處樣本可歸

表 3 合流集水區土樣之土壤力學特性
Table 3 The material property of soil sampling in Heliu catchment
取樣
位置

S1
S2

含水量

ωfield(%)
14.14
29.94

單位重ρfield

(g/cm3)
2.10
1.92

D50(mm)

均勻係數Cu

1.70
1.23

24.50
16.42

曲率係數

Cc
2.07
2.17

塑性限度

PL
13.95
14.29

(a)

(b)

(c)

(d)

(e)

(f)

液性限度

LL
28
30

塑性指數

PI
14
16

圖 9 合流部落土石流現況與地質調查(照片對應位置見圖 5)
Fig.9 Field survey and disaster photos after disaster in Heliu catchment (the location of photos are shown in F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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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el

percentage finer [%]

100
80

toe of landslide area (S1)
fan deposition area (S2)

60
40
20
0
0.001

0.01

0.1

1

10

diameter [mm]
圖 10 合流土石流採樣粒徑分析
Fig.10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curve for the Heliu debris flow

本研究以 RAMMS 數值模式進行災害模擬，分析岩屑崩

(3)
∂t(HUx)+∂x(cxHUx2+gzka/pH2/2)+∂y(HUxUy)=Sgx-S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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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轉化為土石流之過程，由現場取樣之參數，驗證合流部落土

為土壓力係數；Sgx 與 Sgy 為 x 與 y 方向的重力加速度；Sfx 與

石流災害之土砂運移歷程，並分析不同情境對於下游堆積扇之

Sfy 代表 x 與 y 方向之摩擦項 (Sf=(Sf,x, Sf,y)T)，在 Voellmy-Salm

影響範圍。

流變學中，其關係式如下，

四、RAMMS 數值模擬與分析

1. RAMMS::DF 模式
RAMMS 三維數值模擬程式為瑞士聯邦森林、雪與景觀研

n
n

‖ ‖
‖ ‖

(5)
(6)

究所 (WSL,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for Forest, Snow and Land-

Voellmy-Salm 模式將總體摩擦阻力 (total basal friction coeffi-

scape Research) 所開發。其前身為 1998-2000 年所發展之 Aval-

cient) 分解為二：一為與速度無關之乾燥庫倫摩擦係數 (dry-

1D 與 Aval-2D 模式，於 2005 年整合各模組成為 RAMMS 數

Coulomb friction coefficient；μ) 及與速度相依之紊流黏滯係數

值模擬軟體。該模式包含雪崩 (Avalanche Model, AV)、落石

(turbulent friction coefficient；ξ)。前者主控崩滑土體之滑動距

(Rockfall) 與本文採用之土石流(Debris Flow Model, DF)模組

離 (runout distance)，後者則影響崩滑運動歷程時間 (李璟芳

(WSL Institute for Snow and Avalanche Research SLF, 2013)。相

等，2015)。此劃分可同時描述災崩塌加速區即停止堆積區的

較於其他常見之土石流數值模式 (如 FLO-2D)，該模式可直接

流動行為，且假設剪切變形集中於底部流動表面的尾端。詳細

模擬崩塌發生後，鬆散土砂滑動至溪流所形成之土石流現象，

之 RAMMS 模式理論說明可參考 Christen et al. (2010)。

符合本案例之模擬環境。此外，視現地量測資料完整性，可選
擇塊體崩塌 (block release) 或水文歷線法 (hydrological histo-

2. 參數獲取與地形建模

gram) 作為邊坡破壞初始設定依據。RAMMS::DF 模式採用

RAMMS::DF 模式參數包含材料單位重、崩塌面積、崩塌

Voellmy-Salm 流變學模式作為理論基礎 (Voellmy-fluid flow

平均深度、總體摩擦阻力。本研究採用之數值模擬參數如表 4

law, Salm, 1993；Voellmy, 1955)，該模式以水力學之深度平均

(翁孟嘉等，2003)。合流崩塌地 (料源區) 面積乃利以正射航

連體描述土石流行為，Voellmy-Salm 模式之質量守恆方程式

照圖圈繪後匯入數值模式，並套疊災前 2 m 數值地形後轉換

(mass balance equation) 如下 (Christen et al., 2010；Hussin et al.

為斜坡真實面積，配合現地量測 (雷射測距儀) 之崩塌深度來

2012)
(2)
∂tH+∂x(HUx)+∂y(HUy)=Q(x,y,t)
式 (2) 中，Ux 與 Uy 分別為 x, y 軸之速度；Q(x,y,t)[m/s]為底

推估總崩塌量體。由災中即時動態影像與現地觀察得知，就材

床質量來源，或稱為捲增率 (entrainment rate；Q>0) 或堆積率

建 議 ， 類 泥 流 型 土 石 流 ξ 之 合 理 範 圍 約 介 於 2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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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2(WSL Institute for Snow and Avalanche Research SLF,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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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Schraml et al. (2015) 歸納世界各地之土石流與崩塌災害，

料組成條件而言，合流部落土石流流動表面較少巨礫存在，具
有典型稠密之泥砂混合體特徵。根據 RAMMS::DF 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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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土砂量體規模予以區分為三級，建議小規模量體 (V<106

能反應之實際影響範圍面積；Aobs 則為影響範圍實測值 (由災

m3)

後航照數化)。依式 (5) 之估計值，吾人可以獲得一覆蓋指數

土石流災害，ξ 值約介於 200-400

石流量體 (V)

m/s2。經估算本案例土

約 2.7*104m3，故 ξ 取前述文獻平均值

(300 m/s2)

(coverage index, Ω；Carranza et al., 2006) 如下：

值，RAMMS 手冊建議 μ 之適切區間為 0.05-0.40，其規模愈

Ω=α-β-γ
(8)
式 (8) 中，當 Ω 值愈接近 1，表示其與影響範圍實測值愈近

大，則 μ 值愈小。礙於本研究區缺乏木山層崩積層力學試驗

似，模擬準確度愈佳。經綜合比較後 (表 5)，顯示模擬情境 IV

值，且土石流發生之臨界狀態下的滑動摩擦係數值應小於乾摩

之 Ω 值最高 (圖 11(c)；Ω=0.76, μ=0.24, ξ=300 m/s2；紅線區

擦係數，故採用逆推法 (back-analysis approach)，將庫倫摩擦

域)，其所呈現之土砂影響範圍亦最符合災後實測值。進一步

係數分五組不同數值 (μ=0.12, 0.16, 0.20, 0.24, 與 0.28) 代入

將各模擬情境流動範圍與桃市 DF034 土石流潛勢溪流人工劃

模擬情境 (I , II, III, IV, V)，並與實際量測土石流影響範圍進

設之影響範圍套疊，可發現其下游土石流擴散之溢流點位置皆

行比對，以研析代表本研究案例之摩擦係數最近似值 (best-fit

甚為相近，僅各模擬情境參數不同，使土石流流變特性改變，

value)。由於桃市 DF034 土石流潛勢溪流集水區內並無建置水

進而對運移歷程中之流動邊界形成差異。情境 IV 模擬歷程中

文測站，為保守起見，崩塌模擬採塊體釋放法，作為料源區初

最大流動速度約 14.3 m/s(發生段，圖 12(a))，最大流動深度為

始破壞啟動條件。RAMMS 模擬終止時間則以模擬任意步階之

12.2 m(位於中游河道內)，土石流運動歷時約 204 s。由模擬最

瞬時動量小於最大動量之 5%，即停止計算視為土石流流動終

大流速圖 (圖 12(a))，顯示本案例流動過程中最大流速發生於

止。

崩塌地至溢流點間的溪溝內，此結果亦符合該處溪流段現勘所

作為數值模擬輸入值。而在土砂材料庫倫摩擦係數 (μ) 輸入

見之側岸侵蝕與捲增效應，以此結果回推中游右岸崩塌發生時
表 4 RAMMS 數值模擬土砂量體與輸入參數表

間，應落於 8/8 清晨 7:42 左右。此外，經比對最終堆積深度

Table 4

圖 (圖 12(b)) 也與現地勘查量測值相符。因桃市 DF034 土石

The input parameters for RAMMS simulation

流潛勢溪流坡降較大，致災後除少量土體停駐於於河道轉彎處

參數名稱

輸入數值

崩塌地面積A (m2)
平均崩積層厚度h (m)
潛在崩塌量體V (m3)
地形精度(m)
材料單位重ρ (kg/m3)
庫倫摩擦係數μ (無因次)
紊流黏滯係數ξ (m/s2)
模擬時間步階Δt (s)

5,736.0
4.7
26,966.7
2
2,280*
0.12, 0.16, 0.20, 0.24, 0.28
300
2

外，主要土砂多轉化為土石流運移至下游緩坡形成沖積扇。
為了深入驗證 RAMMS 模擬正確性，本研究亦將合流部
落災後調查之測量資料進行堆積深度與流速(影片)比對。攝影
機概略位置請參閱圖 5 (拍攝位置同圖 9(d))，動態影片土石流
流速評估方式為利用影片中合流部落建物之相對位置，以災前
數值地形對相鄰建物量測距離後，再由影像中土石流上特徵物
(如巨礫或浮木)通過時間予以估算其速度。在堆積扇土砂淤積

註： *：翁孟嘉(2003)

深度上，17 處現地量測淤埋深度與 RAMMS 模擬 (情境 IV)

3.數值模擬分析與討論

之誤差值多介於 3-12% (圖 13(a))。圖 13(b) 則為災後 UAV 產

針對前述五種情境之合流部落土石流 RAMMS 模擬，其

製之數值地表模型 (DSM) 套疊結果，因拍攝時缺乏傾斜攝影

三維地形模型如圖 11(a) 所示。為了量化各模擬情境影響範圍

影像，故建築物無法清楚呈現方正邊界，惟可見淤積深度值較

與觀測值之差異，評估與現況最近似之模擬情境參數 (μ)。如

大處多坐落於建物周緣，且與淤積深度實測值趨勢相仿。整體

圖 11(b) 所示，本文將模擬後之土石流流動影響範圍與實際觀

而言，影片實測流動速度與 RAMMS 模擬流速之誤差約略為

測值予以套疊分析，分別估計 α, β 及 γ 等三項無因次面積參

2-10% (圖 14)，說明採用 RAMMS 數值模擬配合適切的材料

數 (Carranza et al., 2006)

參數，可預先掌握災況影響區域，並預判後續可能衍生之二次

α=Ax/Aobs, β=Ay/Aobs, γ=Az/Aobs,
(7)
式 (7) 中，Ax 為數值模擬影響範圍與實測值重疊區面積；Ay

災害 (如評估土砂漫流至水庫庫區所形成淤積量)。而考量不

為數值模擬影響範圍落在實測值外之面積；Az 為數值模擬未

災害衝擊及影響範圍分布。

同材料參數之情境模擬，則有助於了解不同土石流類型所引發

表 5 RAMMS 模擬情境之覆蓋指數與相關流動特徵
Table 5

The cover index and flow characteristics for different RAMMS simulation scenarios

模擬
情境

摩擦
係數μ

α

β

γ

Ω

I
II
III
IV
V

0.12
0.16
0.20
0.24
0.28

0.98
0.98
0.98

0.49
0.41
0.34

0.02
0.02
0.02

0.47
0.55
0.62

0.98
0.99

0.21
0.24

0.01
0.01

0.76
0.74

最大流動
速度 (m/s)
深度 (m)
16.3
13.1
15.9
13.4
15.7
12.7
14.3
12.2
12.9
11.8

模擬時間(s)
154
164
198
20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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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AV 3D地形建模
土石流堆積影響範圍

溢流點

實測值

Az1

數值模擬

Ay1
Ax
Ay2
Az2

(b) 模擬與實測影響範圍示意圖

(c) 不同情境RAMMS模擬之最大堆積範圍 (Xi=ξ; mu=μ)

圖 11 RAMMS 地形建模、模擬與實測比較示意圖與情境模擬結果
Fig.11

(a) 3D topography reconstruction by drone, (b) illustration of comparison between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observation, and (c) RAMMS simulation result

(a)

(b)

圖 12 RAMMS 模擬情境 IV-最大流動速度圖與最終堆積深度
Fig.12

(a) the maximum flow velocity map and (b) final deposition height map of scenario IV in RAMMS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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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析則表明為山崩機制屬後退式岩屑崩滑。災後 RAMMS 數

五、結論與建議

值模擬情境與遙測判釋皆呈現了相同的土砂溢流點 (溪流下

本研究以現地調查、UAV 攝影測量、致災雨量分析、微

游段舊防砂壩上緣)，透過災中實境影片與災後 UAV 空拍地形

地形判釋及現地勘查探討蘇迪勒颱風降雨引發之桃園市復興

比對，以逆推法所獲得之合流部落土石流流動特徵參數 μ 與 ξ

區合流部落土石流事件。受降雨逕流沖刷影響，淘刷中游處右

分別為 0.24 及 300 m/s2。另以數值模擬 (6.09-11.82 m/s) 與式

岸坡趾誘發淺層岩屑崩滑，其順向坡地形上之崩積層為本次土

(1) 推估溢流點之流速值 (7.6 m/s) 尚稱良好；而最佳模擬情

石流災害提供主要料源。災前遙測判釋顯示本集水區內存在古

境於堆積扇之流速與堆積深度亦符合現場量測結果。整體而言，

土石流堆積扇地形貌，且地表材料多為風化壤土，未來受豪大

合流部落土石流之最大流速可達 (流動段)14.3 m/s，堆積段之

雨侵襲時仍有復發潛勢。

淤埋深度則介於 1-5 m。

災害雨量分析指出事發累積雨量 (376 mm) 與農委會公
開之土石流紅色警戒雨量 (350 mm) 甚為相近，崩塌區倒樹線

(a)

(b)

圖 13 (a)RAMMS 模擬情境 IV-堆積深度與沖積扇實測值比較 (b)RAMMS 模擬情境 IV-堆積深度與套疊災後 DSM 與實測值比較
Fig.13

(a) Field measurement and RAMMS simulation of scenario IV for final deposition height; (b) Field measurement
overlapped with post-disaster DSM and RAMMS simulation of scenario IV for final deposition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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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RAMMS 模擬情境 IV-土石流流速與觀測值比較
Fig.14

Video estimation and RAMMS simulation of scenario IV for debris flow 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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