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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花蓮地震之斷層地表變形破裂        
與人工設施互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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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山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黃韋凱 

財團法人中興顧問社防災科技研究中心 

摘  要 

2018年2月6日花蓮地震造成花蓮市多處地表變形破裂，並造成人工設施不同程度的破壞型

態，其破裂跡大致與1951年花東縱谷序列地震相當，顯見斷層錯動具再現性。經現地調查發現，

地表破裂跡於陸域部分，北起七星潭社區，南至南濱公園出海，再往南花蓮大橋亦受斷層錯動產

生橋面版偏移、擠壓。本文根據現地調查成果，利用三維顆粒體離散元素PFC3D軟體，探討0206
花蓮地震之米崙斷層及嶺頂斷層錯動引致地表覆土層變形與人工設施互制之關係。研究成果顯

示，當斷層錯動時，模擬無人工設施之自由場地表破裂跡明顯產生雁行排列，而模擬建物位於

斷層面不同距離顯示，當建物位於地表破裂變形帶中，會產生不同程度之旋轉、偏移及下陷等

變形且破裂跡有繞過建物之現象；另結合無人飛行載具 (UAV)產製三維立體點雲資訊，藉以比

對花蓮大橋受斷層錯動所產生之變形及變位，模擬成果大致與現地觀察之變位量相當，因此，

利用三維顆粒體離散元素法有助於了解人工設施近斷層帶或跨越斷層線型可能之變形行為。  

關鍵字：斜移斷層、地表破裂跡、分離元素法(PFC3D)、斷層與人工設施互制、米崙斷層、嶺頂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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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0206 Hualien Earthquake in Taiwan, many infrastructures were damaged to different extents. Although 

several researchers have studied surface fault ruptur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ructures and fault ruptures have not 

been completely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we perform a 3D distinct element method (PFC 3D) to simulate full-scale 

ground deformation and structure damage induced by the sinistral strike-slip fault. The free field model with 60 degrees 

fault dip angle presented the Riedel shear and the negative flower structure with 50 m wide primary deformation zone. 

Buildings located in the deformation zone would be damaged (e.g., displacement, rotation, and subsidence) to different 

degrees and the rupture trace would bypass along buildings in view of the distance to the fault tip. The Hualien Bridge 

intersected the Lingding Fault orthogonally. The 0206 Hualien Earthquake caused a sinistral-displacement about 70 cm 

between pier #9 and pier #10 and a 10 cm dextral-displacement in deck #13. The numerical model reveals that such 

situation could be related to the fault offset. Our preliminary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3-D distinct element method shows a 

potentiality to elucid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ear-fault co-seismic deformations and infrastructures. 

Key Words：oblique slip faulting, surface rupture, distinct element method (PFC3D),            

fault and structure interaction, Milun fault, Lingding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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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2018年2月6日晚間23時50分42秒，花蓮

縣東北近海發生芮氏規模6.2的地震 (交通部

中央氣象局，2018)，此次地震的震源斷層錯

動導致米崙斷層與嶺頂斷層沿線地表破裂 (經

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18)，破裂特徵為具

雁行排列 (en echelon array)的地表破裂跡，

位於破裂帶(rupture zone)沿線上之人工設施

均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壞態樣。  

1.1 國內外地表破裂與人工設施互制 

斷層錯動引致上覆土層變形，除產生地表

破裂徵兆外，位於破裂變形帶內的人工設施會

有明顯之互制現象。1999年11月土耳其Düzce 

earthquake (Mw 7.2)地表破裂跡穿過興建中

的高架橋，右移斷層造成橋墩柱位移及旋轉，

進而使橋面版撞擊損壞 (圖一 (a))(Johnson et 

al., 2002)； 1906年 4月舊金山地震中 San 

Andreas 湖附近，與聖安地列斯斷層相交的

管線亦遭破壞 (圖一 (b)) (Bray and Kelson, 

2006)；2010年4月中國青藏高原中部玉樹地

震 (Mw 7.1)左移斷層產生地表破裂跡具雁行排

列且開裂(tensional cracks)(圖一(c))(Lin et al, 

2011)；2010年9月紐西蘭Darfield earthquake 

(Mw 7.1)地表破裂跡穿過一農場木構造，造成基

礎斷裂以及牆壁與屋頂變形 (圖一 (d))(Van 

Disen et al.,2011)，以及2016年4月日本熊本

地震(Mw7.0)，造成道路舖面錯移(圖一(e))。 

現地觀察前述案例顯示，地表破裂跡之破

裂特徵與上覆土層材料有關，當破裂跡通過不

同結構物，若結構基礎強度較下方土壤高，其

周圍土壤會與結構分離，結構物可保持完整或

僅有剛體位移，結構基礎強度較低，則會產生

剪切、張裂及壓縮破壞；斷層與橋梁線型相交

則會對結構產生大小不一的變位，有可能造成

落橋、橋墩傾斜或傾倒。  

1.2 砂箱物理實驗與數值模擬 

砂箱物理模型 (sandbox physical model)

向來被地質學者廣泛應用於地質構造之研

究，有助於了解地質構造的起源、發育過程，

並可與地質鑽探、斷層槽溝及地球物理調查等

成果相互比較討論。根據前人研究結果，在橫

移斷層砂箱試驗的俯視圖中，最顯著的特徵為

雁行排列的地表破裂跡，亦稱雷氏剪裂

(Riedel shears)(Riedel, 1929)。Naylor et al. 

(1986)在砂箱試驗中探討乾砂受橫移斷層錯動

的演化以及Dooley and Schreurs (2012)整理

顯示，地表變形特徵中雷氏剪裂與褶皺的排列

方向，皆可瞭解俯視圖上的地表特徵，如圖二

所示。 

於詹(2017)橫移斷層砂箱試驗中，透過俯

視圖及橫移斷層剖面之側視圖觀察，橫移斷層

(圖三)之上覆土層變形於地表顯示雁行排列破

裂跡，地貌上丘谷地形特徵顯著，土中破裂跡

發育大致對稱於斷層投影線。  

過去在斷層數值分析模擬方法，多採用連

續體分析法(Burridge et al., 1989; Lin et al., 

2007;鍾，2007;吳，2008; Anastasopoulos et 

al., 2013; Tsai et al., 2015)，其網格無法分

離，相較於連續體分析法，非連續體分析法可

更加真實的模擬斷層作用下材料破裂分離等

現象，利用顆粒模擬大地材料，並處理顆粒與

顆粒間之作用力，以及可能之鍵結強度，模擬

顆粒群在邊界變形或外力作用下，應力或應變  

     
(a)               (b)                    (c)                         (d)                       (e) 

(a) 1999年11月土耳其右移斷層地表破裂跡穿過興建中的高架橋，造成橋墩柱位移及旋轉，使橋面版損壞 (Johnson et al., 2002) 
(b) San Andreas 湖附近管線與斷層相交之破壞情形 (Bray and Kelson, 2006) 
(c) 2010年4月中國青藏高原中部左移斷層產生地表破裂跡具雁行排列且開裂 (Lin et al., 2011) 
(d) 2010年紐西蘭右移斷層地表破裂跡穿過一農場木構造造成基礎斷裂以及牆壁與屋頂變形 (Van Disen et al.,2011) 
(e) 2016年4月日本熊本地震右移斷層造成道路舖面錯移 

圖一  地表破裂及地下土層變形與人工設施互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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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間變化之對應關係。在這樣的分析法中，

顆粒尺寸及數量左右模擬結果之準確性，若要

於模擬模型中完全符合真實世界之顆粒組成

狀況，以現今電腦運算能力，尚不足以完整呈

現如此複雜之結果，因此在研究上勢必要做一

些簡化，使得數值分析得以有效率地完成。  

 
圖二 砂箱試驗中乾砂受橫移斷層錯動的

演化 (Naylor et al., 1986) 

 
圖三  橫移斷層模型示意圖 (詹，2017) 

二、地形、地質概況 

臺灣島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

交界處，花東縱谷下方的縱谷斷層即為兩板塊

之交界帶(陳，2016)。根據斷層活動性質，縱

谷北段較為活躍的構造有米崙斷層與嶺頂斷

層，兩者皆為左逆移的斜移斷層 (陳等人，

2008)。花東縱谷北端主要由木瓜溪沖積扇與美

崙溪沖積扇組成，廣大的沖積平原適合觀察新

期構造作用。斷層與褶皺的活動皆會改變平原

地貌；例如，米崙斷層長期斜移活動使七星潭

附近產生一道北北東-南南西的直線崖，最大崖

高20公尺(沈等人，2006)，斷層上盤為米崙台

地，出露向南傾斜的米崙層，斷層下盤則為第

四紀沖積扇，此線型可追至大陳一村北方，斷

層延伸至米崙山西側轉南北走向，自忠烈祠附

近轉偏南南東，延伸至花崗山西側，從南濱公

園附近出海。 

米崙斷層曾於1951的花東縱谷地震序列

中錯動，斷層沿線最大左移2公尺，垂直抬升

1.2公尺 (林，1962)，鍾等人 (2004)整理相關

研究文獻，繪製米崙斷層條帶地質圖 (詳圖

四 )，並於 2016年公告米崙斷層地質敏感區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16)，米崙斷層

的斷層面約60~70度向東傾，左移為主，逆衝

為輔。此次0206花蓮地震引致的地表破裂大

都位於米崙斷層活動斷層敏感區內，且與

1951年的地表破裂大致吻合，由此可知斷層

破裂位置具有再現性。  

 
圖四 米崙斷層條帶地質圖及本次調查點 

        (鍾等人，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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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地調查 

根據中央氣象局所公佈芮氏地震規模ML 

6.2(交通部中央氣象局，2018)，進行破裂跡長

度及最大錯移量估算(Wells and Coppersmith, 

1994)，此次0206花蓮地震破裂跡長度約可達15

公里，最大錯移量約0.7~0.8公尺，依此估算，

假定破裂跡始於陸域北端向南沿既存米崙斷層

破裂後，並非僅止於南端臨海之南濱公園，可延

伸至通過嶺頂斷層之花蓮大橋；在災情報導影

像中亦發現花蓮大橋、鐵路花蓮港線具有左移

錯位，確認為米崙斷層及嶺頂斷層在本次地震

中產生地表破裂並造成永久變形(經濟部中央地

質調查所，2018)本研究團隊分別於2月9日、3

月11～12日前往現地調查地表破裂跡，以及人

工設施受斷層作用造成永久變形之影響，調查

結果詳圖五所示。以下就米崙斷層、嶺頂斷層

沿線，由北往南依序分區概述調查成果。 

3.1 七星潭地區 

米崙斷層於陸域最北之破裂跡出現於七

星潭海岸，沿七星街53巷南側房舍之崖線向西

南方延伸，造成七星潭大橋南橋台龜裂損壞，

以及通往四八高地之步道左移約80公分，為本

次調查中觀察到最大之相對左移量，如圖六所

示；其後破裂跡續沿崖線向西南方進入花蓮機

場範圍內，左移截切多處道路，並繞過一棟建

物引致邊角沉陷約10公分，另於原七星潭範圍

觀察到土壤液化、噴砂現象。破裂跡約於華西

路華德街口附近分為兩道，並轉向南南西方向

穿出機場範圍。  

若破裂跡遇到建築結構物，因結構物勁度

較土層為大，破裂跡會繞過建築物，造成建築

物旋轉或一側伸張、一側壓縮。無論結構體為

建築物或溝渠箱涵，均可見此現象，圖七為地

表破裂跡繞過建物角隅示意圖及照片，由此可

知結構物與地表破裂跡會相互影響。  

3.2 東華大學美崙校區及花蓮港線鐵路 

在東華大學美崙校區 (原花蓮師範學院 )

內，延續花蓮機場內之兩道主要破裂跡向南南

西方向延伸；東破裂跡由花蓮師院郵局附近進

入校區，經五守樓、涵翠湖東側，止於操場西

側地坪；西破裂跡由校門口進入校區，經涵翠  

 

 
圖五 0206地震斷層地表破裂跡調查分布圖 

 
七星潭地區通往四八高地之步道左移約80公分，右側解說牌之

兩柱恰跨於破裂跡兩側，造成解說牌旋轉、傾斜，其中一柱亦

因此折斷 

圖六 斷層與步道互制情形 (2018.3.12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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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音樂館前、體育館與游泳池間，於網球場

附近穿出校園，並續往南南西方向延伸，在台

九線嘉新路及花蓮港線鐵路分別造成約30～

50公分之左移 (圖八(a)、 (b))。校園內出現之

東、西兩道破裂跡，相距約80公尺，推測為較

大尺度之雁行排列。  

3.3 美崙山西側山麓 

破裂跡截切花蓮港線後繼續向南，沿美崙

山西側山麓進入花蓮市中心，沿線除新興路尚

志路口有左移約30公分 (圖九 (a)、 (b))，明禮

國小局部地面破裂，以及尚志橋東側橋台下方

之涵管疑似有左移現象之外(圖九 (c))，本段破

裂跡較為斷續不易追蹤。  

3.4 花蓮市中心 

而臺鐵花蓮舊站至南濱公園沿線，再度出

現長達約900公尺之連續破裂跡，起於福町路

中華路口附近，經石藝大街、東大門夜市西側

至自由街南濱路口，造成地表多處道路或結構

物左移5～10公分不等(圖九(d))，在東大門夜 

 
在機場內，破裂跡繞過一建物東南角隅，經現地調查建物約下

陷10公分餘，可能具斷層破裂跡與土壤液化複合式災害造成 

圖七 斷層與建物互制情形(2018.2.9攝) 

 
             (a)                        (b) 
(a)花蓮港線鐵路里程4K處原為直線，變形後形成左移約50公

分永久位移(已考慮鐵路縱坡對視角錯覺之影響) 
(b)台九線嘉新路左移約30公分。調查時此破裂跡已修補，但仍

可由標線辨認 

圖八 公路與鐵路受斷層錯移情形(2018.3.12攝) 

市西南側草地上有長約100公尺之土壤自由場

(無結構物)破裂，破裂跡沿線恰有邊長約1公尺

之混凝土塊放置於地面，可觀察到因破裂跡錯

動致使該混凝土塊產生旋轉及傾斜現象，如圖

十所示；此外，本地區之破裂跡亦有雁行排列

現象，且與1951年花東縱谷序列地震中米崙斷

層錯動之歷史破裂跡大約位於相同位置，可見

米崙斷層破裂跡具有同位置再現的特性。 

 
(a)嘉南路2巷道路破裂，可能為破裂跡左剪所造成 

 
(b) 新興路近尚志路口路面破裂，可由標線延伸辨認出約有30

公分左移 

 
(c)尚志橋東端路面下涵管向左錯移 

 
(d)廣東街(光復街～博愛街間)路面左移(2018.3.11.攝c、d) 

圖九 斷層與涵管及瀝青路面互制情形(航照取自

國土測繪中心) 

 
東大門夜市西側鄰自由街草坪，可觀察到於土壤變形形成之自

由場破裂跡，並有繞過混凝土塊以及造成混凝土塊旋轉之現

象。本圖為合成之正射影像 

圖十 地表破裂跡與混凝土塊互制情形(2018.3.11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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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調查發現，當地表面有瀝青、水泥等

較堅硬鋪面存在時，因鋪面通常具有正交之弱

面，破裂跡可能會形成沿弱面分布之鋸齒狀伸

張、壓縮排列 (圖九(d))，而若鋪面為PU跑道

等柔性材料，則回填層破裂跡與鋪面破裂會呈

現斜交，如圖十一所示。  

3.5 花蓮大橋 

跨花蓮縣吉安鄉、壽豐鄉之台11線花蓮大

橋為兩座平行橋梁，南下線及北上線分別於民

國57年及民國91年完工通車，每跨徑40公尺共

13跨，全長520公尺預力簡支混凝土橋，橋面

版淨寬7.5公尺，基礎採用圓筒型沉箱，約正交

跨越第二類活動斷層「嶺頂斷層」。 

在0206花蓮地震中，台11線花蓮大橋，

位於P9～P10橋墩之間發生橋面版 (S10)約70

公分之相對左移，進橋版(連接橋台 )S12與S13

亦產生相對右偏移約10公分之變位量 (詳圖十

二)，兩者均造成橋梁線形明顯偏移，顯示本

次地震事件中，嶺頂斷層也有錯移。研究團隊

另於花蓮大橋南方約7公里處之月眉大橋現地

調查，除局部橋面版伸張外，並未有明顯的永

久變形，研判本次地震之地表破裂終於花蓮大

橋南側花蓮溪主河道，未延伸至月眉大橋。  

3.6 小結 

綜觀而論，本次地震後米崙斷層及嶺頂斷

層沿線出現地表破裂跡；米崙斷層破裂跡起於

七星潭，終於花蓮南濱，總長約7.5公里；嶺

頂斷層破裂跡因位於花蓮溪主河道中，延長不

明確，只能確定南端終止於花蓮大橋至月眉大

橋間。米崙斷層水平錯動量最大可達80公分，

並由北向南遞減至南濱附近約5公分，其間雖

有部分破裂跡不連續或不明顯，但可能是大尺

度雁行排列所致。  

四、數值模擬方法 

據現地調查結果，地表破裂跡造成多處與

人工設施互制而產生不同程度損壞情形，本研

究透過現地調查及迴歸公式估算地表錯移

量，分別建置斷層與自由場、建物及橋梁互制

等三種數值模型，探討斷層與人工設施互制行

為，嘗試還原斷層錯動時人工設施之損壞歷  

 
回填層內破裂跡(紅虛線)與PU鋪面撕裂形成雁行排列之方向

(藍線)約呈30度夾角 

圖十一 東華大學美崙校區操場地表破裂跡與鋪

面互制情形(2018.3.12攝) 

 
圖右上在S12與S13之間橋面版相對右移10公分 

圖右下橋面版S10約70公分之相對左移 

圖十二 花蓮大橋橋面版位移情形(2018.3.11攝) 

程。數值軟體採用 Itasca公司發展的PFC3D 

(Particle Flow Code 3Dimension)，自由場與

建 物 模 型 採 用 PFC3D 5.0 版 本 (ITASCA, 

2014)，橋梁模型採用PFC3D 3.1版本(ITASCA, 

2002)進行模擬，並引入力學參數進行全尺度分

析。PFC是利用球(ball)及牆(wall)元素組織各

種模型，透過球與球之間的勁度與摩擦關係，

以 及 接 觸 鍵 結 (contact bond) 或 平 行 鍵 結

(parallel bond)模式，可模擬不同的土層材料性

質及反映材料間力與變形關係，由於顆粒之間

允許分離，遂可更加真實的模擬斷層引致上覆

土層大變形(Chang et al., 2013、2015)與結構

互制行為(翁，2016、吳，2017)。 

4.1 簡化與假設 

由於電腦的計算能力有限且現地土層材

料極其複雜，而本研究的案例只作為瞭解斷層

錯動過程中，人工設施受到斷層邊界之變化所

產生之位移、旋轉、抬升及下陷等互制行為，

因此有必要將現況作如下的簡化與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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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體或岩體內斷層不預先設置，以掌

握邊界 (斷層)推動時斷層面之擴展歷程。  
2. 基盤以上均假設為均質均向土壤或岩

石材料。  
3. 斷層錯動時之地表影響範圍W，與上

覆 土 層 厚 度 H 及 材 料 性 質 密 切 相 關 ， 約

W=0.5~1.5H( 經 濟 部 中 央 地 質 調 查 所 ，

2013)。觀察東華大學美崙校區地表破裂跡範

圍約35~50公尺，以W=1.5H計算上覆土層之

厚度約23~33公尺，考量電腦運算效能，覆土

厚度選擇20~23公尺，基盤設為剛體(不允許變

形 )且深度設於地表下20~23公尺處。  
4. 斷層基盤錯動為強制水平向靜態位移，

不包括地震動所造成之影響。水平分次錯動之

目的在於觀察隨斷層錯動引致之上覆土層變形

特徵之歷程，以及人工設施之互制現象。 
5.斷層錯移量之決定，主要根據 Wells 

and Coppersmith(1994)所提出之經驗式 (公
式1)來概算斷層平移距離：  

ML=a+b×log(MD) (1) 

ML：地震矩規模  
MD：最大錯移量  
橫移斷層a=6.81、b=0.78 

4.2 自由場 

本研究使用之橫移斷層模型尺寸長寬高分

別為140×140×40公尺，斷層傾角設定為60
度，如圖十三所示。平行地表並與斷層錯動方

向垂直的方向定義為X，平行斷層錯動的方向

定義為Y，而砂箱盒高度的方向則定義為Z。模

型建置過程利用霣降方法 (使球顆粒於固定高

度自由落下藉以控制砂之相對密度 )來建立高

度為20公尺的顆粒土層堆積，其步驟為生成半

徑0.75公尺顆粒給予重力霣降，待霣降完成

後，將高度超過20公尺以上之顆粒刪除，即完

成自由場橫移斷層的模擬準備。為了方便觀察

剪切帶的位置及變化，從俯視的角度每隔5公
尺設置一層1公尺的綠色指準層(利用指準層相

對位移觀察破裂跡發展)。 
斷層錯動方式簡化為純左移不具斜移分

量，斷層基盤以時階0.001，每秒0.01公尺的速

度，左移推動上盤砂盒，上盤每位移50公分記

錄指準層位置，總共平移6公尺主要是驗證地

表破裂跡雁行排列及呈現變形歷程。 
前述時階無單位，決定其大小之關鍵在於

斷層每一次推動過程後必須達到不平衡力指標

小於0.01，再進行下一次推動。相關決定因子

包括球與牆的力學參數、斷層抬昇速率及邊界

條件。 

4.3 斷層與建物(地上四層樓，地下一層樓) 

本研究建物與斷層互制模型尺寸長寬高

分別為 210×140×40公尺，斷層面傾角 60
度，如圖十四所示。建物設置於下盤，建物長

軸與斷層線斜交40度，假設覆土厚度22.2公
尺，為考慮結構物距斷層帶遠近的影響，分別

以結構物角隅為基準點設置距斷層尖端 0、
18、25及45公尺四種模型，斷層運動方向同

自由場簡化為純左移不具逆移分量，在不考慮

地震力的情境下，模擬結構物與斷層引致覆土

變形的互制關係。  

 
圖十三 橫移斷層自由場(無結構物)模型 

 
圖十四 斷層傾角60度之純橫移錯動與建物互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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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建置過程利用自然霣降半徑0.75公尺

顆粒至足夠高度後，逐層將多餘的球刪除至高

度21公尺，放置ㄇ字型剛體建物再霣降足夠的

球顆粒直到覆土厚度達22.2公尺，模擬基礎埋

置深度1.2公尺。為了後續判讀地表變形，在Y
軸方向每5公尺設置一橫向指準層，完成模擬設

置。斷層基盤以時階0.001，每秒0.01公尺的速

度，左移推動上盤，上盤每位移50公分記錄指準

層與建物角隅位置，總共平移2.5公尺，分別以

滑 移 比 0.045( 錯 移 量 ÷ 覆 土 厚 =1.0/22.2) 、
0.09(=2.0/22.2) 及 0.113 (=2.5/22.2) 設為觀察

點，觀察上覆土層與結構物互制現象，由經驗

公式(1)換算地震矩規模分別為6.8、7、及7.12。 

4.4 斷層與橋梁(花蓮大橋) 

本研究以南下線第S8-S13橋面版為研究範

圍建立三維數值模型，整體邊界尺寸為200公尺

(長)×140公尺(寬)×60公尺(高)模型，牆元素為

剛性界面(rigid surface)不允許變形，設嶺頂斷

層傾角為90度，斷層尖端位置設於70公尺處(約
位於S10橋面版下方)如圖十五所示。 

以球元素組成模型型態大致可分為規則

與不規則形狀。模型中的結構元件是以規則型

態組成，包括橋面版、橋台、帽梁、墩柱及沉

箱；橋面版利用平行鍵結 (parallel bond)模式

使其具一定勁度，確保不斷裂分離，以利在斷

層相對位移過程中得以觀察其變形行為。橋面

版為簡化之預力箱型梁，長寬分別為38×1.5
公尺，以半徑0.75公分球顆粒規則排列，接觸

摩擦於帽梁上；橋台為長方體，長寬高7.5×6
×9公尺，以半徑0.75公分球顆粒規則排列植

入土層1公尺；帽梁為長方體，長寬高7.5×2
×2公尺，以半徑0.75公分球顆粒規則排列；

橋墩柱及沉箱分別以中空圓柱建立，直徑及高

度分別為2×3公尺及5×6公尺，球顆粒半徑為

0.35公尺及0.5公尺，沉箱植入土層3公尺。  
基盤以上的覆土材料簡化為回填層2公尺

及沖積礫石層22公尺，球顆粒均為半徑0.75
公尺採不規則霣降，顆粒與顆粒之間緊密接觸

具摩擦力，並以鍵結模式反應材料性質，如表

一所示。斷層基盤以時階0.001，每秒0.01公
尺的速度左移推動基盤，每位移50公分記錄橋

梁座標點位，分別以滑移量0.5、1、1.5及2公  

 
(a)分析的範圍標示於航拍照片中黃色區域之南下線 

 
(b)模型區分橋梁結構與土層兩大部分，共計298,162顆球組

成，先完成土層建置後再興建橋梁(橋面版、帽梁、橋墩柱、

沉箱、橋台)，斷層推動以垂直於橋梁線型平移錯動，斷層

傾角90度 

圖十五 橫移斷層與花蓮大橋互制模型(花蓮大

橋全尺度三維模型) 

尺為觀察點，觀察上覆土層與橋梁互制現象。

由經驗公式 (1)換算地震矩規模分別為6.57、
6.8、6.94及7，總共平移2公尺。  

五、數值分析模擬成果 

5.1 自由場(無結構物) 

圖十六為斷層純左移6公尺的模擬結果，兩

端受邊界效應影響，使變形帶看似凸透鏡形

狀，模型中段不受邊界效應影響，變形帶寬較

為一致；從圖中可知愈接近斷層線，顆粒間差

異位移愈劇烈，由AA’剖面看Z方向位移，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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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PFC 3D模型微觀參數表 
微觀參數 PFC 3D 

材料 球半徑 數值分析力學參數 

結

構 

橋面版 
0.75m 

摩擦力   fric. 
密度     dens. 
正向勁度 kn        
切向勁度 ks         
正向鍵結 pb_kn     
切向鍵結 pb_ks     
正向強度 pb_n      
切向強度 pb_s       
鍵結半徑 pb_r       

0.5   
2600   kg/m3  

1.0e8   N/m 
3.3e6   N/m 
1.0e10  N/m 
3.3e9   N/m 
1.0e10  kN 
3.3e9   kN 
1.0     m 

帽梁 

墩柱 0.35m 

沉箱 0.5m 

土

層 

回填層 

0.75m 

fric        0.577 
density    2600    kg/m3 
kn        5.16e6   N/m 
ks        5.16e6   N/m 

沖積 
礫石層 

fric       0.577 
density   2600   kg/m3 
pb_kn    4.98e2   N/m 
pb_ks    4.98e2   N/m 
pb_n     1.66e4   kN 
pb_s      1.0e2    kN 
pb_r      1.0e-6    m 

 
帶內的覆土顆粒相對於斷層兩側皆為陷落 (鬆
砂剪縮)，且陷落的顆粒多集中於上盤。BB’剖
面為Y方向位移，可見上盤近斷層附近有密集

變化的差異位移，亦即變形較為嚴重。綜合Y
方向與Z方向位移資料，在斷層傾角60度，左

移6公尺時，上盤有約35公尺寬的變形帶，下

盤則有約15公尺寬的變形帶，斷層帶內發育出

一個相對陷落的花狀構造。 
圖十七為斷層純左移6公尺時的Z方向位

移色階俯視圖，亦即顆粒被抬升或陷落的示意

圖，由圖中可看到顆粒的Z位移分佈趨勢大致

與斷層線斜交，陷落程度也有所不同，並非均

勻的變形，可初步判斷橫移斷層錯動會產生之

雁 行 排 列 破 裂 跡 ， 包 括 R shear 及 共 軛

R’shear，此與現地觀察在自由場 (無結構物 )
所產生的雁行排列破裂跡相似，惟現地之共軛

R’ shear並不明顯，應與土層材料性質有關。 

5.2 斷層與淺基礎(建物)互制行為 

建物距斷層遠近影響著不同程度的損壞

情形，分別就建物角隅距斷層尖端0、18、25
及45公尺等模擬結果說明如下，並參照圖十八

與圖十九。  
當結構物角隅距斷層尖端0公尺，在滑移

比達0.045(錯移量÷覆土厚=1.0/22.2)時，角隅

Y向位移9.7公分，下陷約3公分；滑移比達

 
圖十六 自由場錯移6公尺位移圖 

 
圖十七 自由場地表破裂具雁行排列特性 

 
(a) (c)距斷層尖端25公尺，結構物角隅位於變形帶邊緣，角

隅幾乎沒有下陷；(b) (d)距斷層尖端0公尺，結構物角隅位

於變形帶內，有較大的下陷量。 

圖十八  建物距斷層不同距離之互制情形 

 
圖十九  建物距斷層不同距離之各方向位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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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2.0/22.2)時，角隅Y向位移26公分，下

陷約 12.4公分；滑移比達 0.1126(=2.5/22.2)

時，角隅Y向位移達32.6公分，下陷約達17.2

公分，X向位移約 -4公分，可知結構物位於變

形帶內，受橫移斷層拖曳，使結構物出現些許

旋轉的跡象，結構載重加上橫移斷層的拉張陷

落，使建物角隅下陷。 

角 隅 距 斷 層 尖 端 18 公 尺 ， 滑 移 比 達

0.045(=1.0/22.2)時，角隅有3.1公分的Y向位

移，下陷僅0.18公分；滑移比達0.09(=2.0/22.2)

時，角隅有8.7公分的Y向位移，下陷約1.2公

分；滑移比達0.1126(=2.5/22.2)時，角隅Y向

位移達10公分，下陷約1.5公分，X向位移約 -3

公分，建物位於下盤變形帶內，因覆土層永久

變形而產生旋轉。  

角 隅 距 斷 層 尖 端 25 公 尺 ， 滑 移 比 達

0.045(=1.0/22.2)時，角隅有1.2公分的Y向位

移，下陷僅0.07公分；滑移比達0.09(=2.0/22.2)

時，角隅有3公分的Y向位移，下陷約0.13公

分；滑移比達0.1126(=2.5/22.2)時，角隅Y向

位移達3.68公分，下陷約0.13公分，X向位移

約 -1.3公分，推測建物位於下盤變形帶邊緣，

隨覆土層永久變形出現些許位移。  

角隅距斷層尖端 45公尺，當滑移比達

1.10.1126(=2.5/22.2)，結構物角隅Y向位移僅

1.1公分，幾乎不受地表永久變形影響，建物

位於地表變形帶之外。  

5.3 嶺頂斷層與橋梁(花蓮大橋)互制行為 

現地調查發現，花蓮大橋位於橋墩編號

P9與P10之間之橋面版S10發生約70公分之

相對左移，造成橋面版明顯偏移，進橋版 (連

接橋台 )S13亦產生相對右偏移約10公分之變

位量；由於嶺頂斷層錯動量及斷層面詳細位置

尚不明確，因此我們嘗試將斷層面假設於P9

與P10之間，斷層錯動量分別以0.5、1、1.5、

2公尺為觀察點，持續推動來觀察橋梁變位歷

程如圖二十所示 (相對偏移的量測係以橋面之

白線作為指準線，量測另一端之最大偏移量)。 

S13受邊界之束制在斷層錯動0.5公尺時產

生向右偏移之結果，但隨著斷層持續推動，最

大位移量出現在斷層線上的S10(75公分)(圖二

十(c))；S10的變位量隨著斷層錯移量增大而持

續變大，當錯移量來到2公尺時，已有左移75公

分的相對變位量，伴隨逆時針旋轉，是整座橋

梁偏移最大之橋面版；換言之，橋面版偏移量

達75公分時，下方之斷層錯移量來到2公尺，顯

示斷層錯移量傳至結構時會因為橋梁結構的型

式而分佈於接頭處(如橋面板之間)，使得單一結

構接頭處的相對變位量較總錯移量來的小。

 
斷層位移量愈大與橋梁互制效應愈明顯；(a)斷層分別強制水平錯移0.5、1、1.5及2公尺；(b)框線區域中

之橋面版S10及S13產生位移並帶有旋轉量；(c)S13橋面版產生逆時針旋轉，相對向右偏移；S10橋面版

產生逆時針旋轉，相對向左偏移；(d)帽梁、墩柱及沉箱隨斷層持續位移，由墩柱偏移量顯示，變形帶寬

位於P9與P11之間。 

圖二十 花蓮大橋受斷層錯動之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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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顯示橋面版模擬結果，橋面版

S10及S13之變位量大致與現地觀察吻合，偏

移量主要集中於斷層影響帶寬中的S10。  

圖二十二係運用無人飛行載具側拍方式

比對模擬之橋墩偏移量，兩者顯示同樣的位移

趨勢，惟偏移量仍有些許誤差。  

此次斷層錯動量並未使得橋梁產生落橋

等嚴重災害，為瞭解落橋機制，本研究將斷層

錯移量持續推移至約4公尺時，橋面版S10落

橋 (詳圖二十三)，由經驗公式(1)反算之地震規

模為ML7.28)，與1951年花蓮地震規模 (Ms7.3

與7.1)(Cheng et al., 1996)相近，顯示橋梁上

部結構型式如果受到如此規模斷層錯動量時

會有落橋的可能，應有進一步的防落橋設計因

應。  

六、結論 

本次現地調查結果發現米崙斷層錯動引

致地表破裂跡與1951年花蓮地震相當，顯見

斷層具有再現性，而南邊花蓮大橋跨越嶺頂斷

層產生橋面版約70公分之永久變形，經由模擬

成果顯示，應為嶺頂斷層錯動引致河道上橋面

版及墩柱變位。  

本文利用離散元素法來探討橫移斷層作用

引致自由場、建物及橋梁在受到斷層錯動過程中所

產生之地表破裂以及破壞歷程，不僅成功比對現地

觀察之地表破裂特徵，對建物及橋梁之變位量亦能

模擬出細微變形行為，由建物距破裂變形帶不同距

離顯示會產生不同程度的變位，而跨越斷層線的橋

梁會產生橋梁變位甚至落橋的情形。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運用無人飛行載具

(UAV)進行空拍，並針對橋墩部位進行側拍，產製

三維立體點雲資訊，以利取得橋墩空間位置，提供

另一個橋梁變形可供比對之資訊。惟在模擬過程中

因缺乏斷層之邊界條件及材料參數，需適度地簡化

模擬條件，未來有賴更進一步資料後，可以再作

更詳細的分析與比對。 

臺灣位處板塊交界，地質變動頻繁，根據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12)公布的活動斷層

就有33條，對於都會人口密集區相關維生管

線、公路、橋梁或隧道等基礎建設跨越、穿越

活動斷層已是不可避免的情況，一旦斷層活動 

 
數值模擬斷層位移2公尺與現況變位量比對；S10橋面版相對位

移量約74公分，進橋版S13亦有向右偏移14公分的現象，研判

係跨橋台之橋面版連接道路產生互制(圍束)作用所造成。 

圖二十一 花蓮大橋橋面版模擬結果 

 
P8-P12橋墩位移量測比對；(a)透過UAV側拍橋墩產製三維點

雲影像可發現橋墩基礎也有同樣的左移錯位，位移方向及量值

具一定趨勢，惟偏移量仍有些許誤差；(b)點雲橋墩與數值模擬

橋墩之選取座標點位。 

圖二十二 花蓮大橋橋墩比對(斷層錯移1公尺) 

 
圖二十三 斷層錯移4公尺時，S10落橋 

破裂至地表，使地表產生變形，都可能會破壞

人工設施，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害。本文運用數

值模擬斷層錯動引致上覆土層與人工設施互

制，已可提供初步之評估，待未來調查技術更

加成熟，能獲取斷層尖端位置、傾角、覆土厚

度與材料性質等參數後，配合結構型式的調適

設計，才能減緩地表變形破裂造成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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