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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作用力對礫石層邊坡安定係數之影響 
蔡志隆(1)  游繁結(2)  梁大慶(3) 

摘要 

921 集集大地震後，中部山區土層崩塌現象四處可見，尤其是在礫石層地區受創最為嚴重。

因此地震作用力如何造成土層安定係數降低的原因，實值得加以探討。本文擬以礫石層地區為

對象，探討地震對土層之安定係數影響，以及土體凝聚力與土體內摩擦角之變化關係，進而對

礫石層堆積土體之安定分析進行研究，期能瞭解地震力之影響程度。 
當礫石層邊坡之安定分析是處於不安定的情況，現地卻沒有發生土石崩塌現象；其原因應

是根系固結作用，使土體得以維持安定狀態。而地震對九九峰地區造成大面積的淺層崩塌情

形，說明了此次地震力作用力已達根系下層之土層，明顯降低其安定係數，造成土層破壞，致

使邊坡土體崩壞。當地震強度高於四級以上時，將使得礫石層地區安定係數快速下降，造成邊

坡土體破壞機率大增。而 921 地震時，九九峰地區之地震強度推測高達六級，所以邊坡受到嚴

重的破壞。 
（關鍵詞：地震力、礫石層、安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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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Chichi quake in 1999, large scale of landslides were occurred at the mountain ridge of 
central Taiwan and it was also found that the gravel formation frequently displays severe collapse in 
the hill-slope. As a result, it appears to be urgent to realize the effect if seismic force on the 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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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ty of gravel forma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tability factor affected by seismic force in 
conglomerate form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glomeration force and inner friction angle of 
soil layer. Therefore, analysis slope stability of piling conglomerate formation under seismic forc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ossible influences of seismic force on the slope failure of gravel formation. 

In case on slope stability of gravel formation is unstable situation, but no landslide occurred in 
fact. The plant roots play an important roll to make soil strong and firm, also maintain stable 
condition. But influence range under seismic force is over the range of plant roots could reach; slope 
stability of conglomerate formation would drop down obviously. That’s the reason why landslides 
occurring in Ninety-nine Peaks after Chichi quake. The slope stability of gravel formation drops 
down rapidly when the seismic force is higher than 4 grades. That would result in higher possibility 
in occurring landslides. The seismic force of Chichi quake is higher than 6 grades in Ninety-nine 
Peaks during. So landslides got seriously damage. 
(Keywords: seismic force, gravel formation, stability analysis) 

前言 

台灣位處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

塊交界線上，由於板塊的相互擠壓推合，造

成台灣地區每年會發生有數千次大大小小的

地震。這大大小小的地震，除了加速本島造

山運動外，對於原本屬於破碎地質條件的地

區，或多或少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這也

就是集集大地震後，政府及相關單位開始展

開救災及復健工作外，對於地震所產生之破

壞行為所可能產生之二次土砂災害要加以重

視的原因所在。921 地震除了九份二山和草

嶺地區堰塞湖形成，可能對下游居民及公共

設施產生顯著性的威脅外；散佈在中部地區

的土石崩落現象，一旦豪雨來襲，更易產生

高含砂水流、土石流等各式土砂災害。台灣

的降雨又多集中於春、夏季，在地震發生後，

已有多次的豪雨發生，皆釀成嚴重災害，這

充分說明台灣中部山區在地震後，更成為土

砂災害發生的高危險區。 

研究目的 

從衛星影像資料分析，不難發現 921 地

震後，中部地區山坡地發生嚴重之崩坍情

形，尤其在礫石層地區崩塌面積，處處均佔

相當高之比例，其涵蓋範圍包括九九峰、八

卦山、埔里近郊之紅土礫石層等。在地震作

用下，使得原本植生覆蓋良好之地表裸露，

鬆動的土石及崩塌區邊緣的裂隙，極可能因

雨水沖刷及滲流作用，造成土壤抗剪力的減

少，必然再度引起崩塌發生，而擴大災害範

圍。然而，原本植生覆蓋良好之礫石層邊坡

地區，為何在地震發生後會造成如此大規模

之崩塌現象，如圖 1 所示，此一問題對台灣

礫石層分布位處人口密集之聚落邊緣，因影

響極大，不可忽視。因之，本研究主要是針

對地震作用力，促使礫石層地區之安定係數

產生變化，因而造成表層破壞，其可能產生

之淺層崩塌變化情形進行探討，亦針對植物

根系固結程度做進一步分析，希冀能更瞭解

地震作用力對礫石層破壞之機制。 

破壞力之分析 

高橋  保等（1997）曾進行有關堆積土

體在地震作用力下，斜面之安定分析，如圖

2 所示，即考慮在一無限長之堆積土體，令

其單位長度之土體驅動力為τ 與土體抵抗力

為 Lτ ，則可以式（1）、（2）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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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九九峰地區俯視圖 
Figure 1. Overlook of the Ninety-nine Peaks. 

 

 

 

 

 

 

圖 2. 土體斜面崩壞示意圖 
Figure 2. Schematic of planar failure in infinite 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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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為重力加速度，θ 為堆積土層坡度， n為
孔隙率，σ 為土砂單位體積重量，S為地下
水面上之土砂飽和度， ρ 為水之密度。φ 為
土砂內摩擦角，C為土體之凝聚力，D為堆
積土體厚度，H為地下水位下之堆積土體厚

度。 
因之，斜面堆積土層之安定係數 sF

即可

寫為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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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再考慮地震作用力時，由表 1 所示之
地震強度與加速度之關係可知，重力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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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與堆積土層坡度θ ，則會隨地震之加速度
α，而改變為式（4）、（5），即 

22 α+→ gg                       （4） 

θθθ ′+→  ，
g
αθ 1tan −=′             （5） 

將上述二式代入式（3）後，地震時之斜
面堆積土層之安定係數 dF ，則可進一步整理
為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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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當地下水位低於堆積土層時，其地下水面上

之土砂飽和度 S 與地下水位下之堆積土體厚
度H 則可假設為零，此時，即常時狀態下斜
面堆積土層之安定係數 sF ′與地震時斜面堆
積土層之安定係數 dF ′，則可分別簡化成式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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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區概述 

此次 921 大地震造成中部山區發生多處

大規模崩塌，地形地貌改變甚鉅。依農委會

委託工研院調查之結果，發現全省崩塌地點

約有 21,970 處，其中主要集中在中部南投

縣、苗栗縣、台中縣市、彰化縣、雲林縣及

嘉義縣等七縣市，以南投縣最為嚴重。而全

省崩塌面積則多達 11,299 公頃，遠超過地震

前全省之崩塌總面積。根據現場踏勘，崩塌

地點之地質狀況，屬於礫石層地質者，包括

南投九九峰、名間、苗栗火炎山、彰化八卦

山…等地區皆是此類型之地質條件，可見礫

石層受地震作用力影響很大。本文則針對九

九峰地區進行相關探討與分析。 

4.1地理位置概述 

九九峰又名火炎山，位於烏溪北岸，主

要的範圍在國有林埔里事業區第八到二十林

班範圍內，行政區分別屬南投縣草屯鎮、國

姓鄉及台中縣霧峰鄉、太平市境內，樣區位

置如圖 3 所示。九九峰為特殊的地質地形景

觀，其地質屬更新世頭嵙山層上部的火炎山

礫石層，厚度約一千公尺，因礫石層的透水

性良好，乾燥時膠結緊密堅硬，雨季易受雨

水侵蝕下切，造成許多尖銳山峰與深溝。加

上烏溪溪畔部分，常因受溪水淘空坡腳而造

成崩塌，形成懸崖峭壁的雄壯景觀，與三義

火炎山、六龜十八羅漢山並稱台灣三大火炎

山地形。 

 

表 1. 地震波所產生之加速度範圍表 
Table 1. Range of acceleration induced by seismic vibration. 

地震強度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五級 六級 七級 

地震加速度 ( )α  

（gal） 

0.8 

| 

2.5 

2.5 

| 

8 

8 

| 

25 

25 

| 

80 

80 

| 

250 

250 

| 

400 

400 

| 

1000 

註： 2seccmg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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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九九峰地區位置圖 
Figure 3. Location of the Ninety-nine Peaks. 

4.2植生狀況 

九九峰原本青翠蓊鬱，除少數地區沖蝕

較嚴重有礫石層裸露之外，地表多呈現穩定

狀態，並有植生覆蓋，受到環境陡峭乾燥影

響，植物社會組成簡單，以台灣蘆竹為主，

只有在坡度較緩、稜線或坡腳處，才有木本

植物出現，植物群落以低海拔榕楠林帶、楠

櫧林帶植群及先驅植物為主，如山黃麻、山

鹽青、血桐、白臼、牛乳榕、台灣櫸、青剛

櫟及楠木類等，並混生台灣五葉松及台灣二

葉松。 

4.3地震後之狀況 

921 集集大地震為一規模達 7.3，震源深

度僅 1 公里之淺層地震。而由地震所造成之

崩塌地情況亦十分特殊，有別於以往之一般

豪雨型崩塌機制，其規模也較之為巨。九九

峰地區表層土石即在地震力作用下，因而表

層土石崩落造成大面積的邊坡裸露，如圖 4
所示，許多山頭植被隨著表土層震落至數十

公尺的山坡下，裸露的土層隨時可能繼續向

下崩落。九九峰地區之所以會造成如此特殊

之景觀，除了地理位置接近車籠埔斷層帶

外，其特殊之地質條件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現將九九峰地區現場調查之相關土層資料列

於表 2。 

結果與討論 

5.1一般情況之土體安定分析 

頭嵙山層可分為兩種岩相，包括礫岩相

及砂岩、坋砂岩和頁岩互層的碎屑岩相，九

九峰地區則屬於更新世頭嵙山層上部的火炎

山礫石層，本岩層相之砂岩膠結疏鬆，礫石

以沈積岩為主。儘管當地植生茂密，平時即

或多或少發生淺層崩坍現象，造成邊坡裸露

現象，尤其是坡頂常會發生裸露，可見在無

外力作用情況下，邊坡可能已處於臨界不安

定的情況。現將相關資料帶入式（7），則可

推求出九九峰在不同坡度範圍下，其常時斜

面堆積土層之安定係數 sF ′
變化情形，如圖 5

所示。由圖 5 可知，在相同土層厚度的情況

下，其邊坡坡度越陡，則安定係數越低，土

層越不穩定，也越容易遭受破壞，所以在 921
地震發生後，九九峰之邊坡土層崩落才會如

圖 3 所示，且越靠近坡頂其裸露情形越嚴

重。另外，當土層厚度高於 0.3m 以上時，安

定係數變化將趨於平緩，顯示現場土層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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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礫石層地區崩塌土石堆積情形 
Figure 4. Accumulation of earth debris in the collapse area of gravel formation. 

 

表 2. 九九峰現場調查之相關資料 
Table 2. Soil properties of the Ninety-nine Peaks. 

項 

 

目 

崩塌坡 

度範圍 

（S） 

根系平 

均長度 

（D） 

土砂真 

比重 

（σ ） 

內摩 

擦角 

（φ）

土體 

凝聚力

（C）

孔隙 

率 

（ n）

均勻 

係數 

（Cu） 

中值 

粒徑 

（ 50D ）

單位 度 m 3m
t  度 2m

t  --- --- mm 

實測值 40-80 0.38 2.24 37 0.77 0.66 12.9 5.2 

 

一定外力作用下，若土層厚度越厚，其重力

作用將越高，則外力所能破壞的程度將越

低，所以其安定係數改變較不明顯。 

而為進一步說明常時情況下礫石層之邊

坡土層穩定之原因，將九九峰地區礫石層邊

坡破壞之臨界厚度列於表 3。由表 3 可得知，

為維持邊坡土體之安定狀態，九九峰地區，

在經過長期風化、崩解，其土層厚度應已不

會高於臨界土層厚度。若其土層厚度有高於

臨界土層厚度之情形，則顯示礫石層地區將

處於極不安定的條件下，而該地區之所以未

發生崩塌現象，應是地表植生根系之固結作

用深達臨界厚度以上，加強了邊坡土體之穩

定度。換言之，當礫石層邊坡土體受到外力

作用時，作用力只需深達表面風化土層，破

壞根系固結作用，則土層將會發生崩移剝落

現象。由此可知，在 921 地震發生時，地震

作用力已對許多礫石層邊坡土體造成表面風

化土層的破壞，因而導致地表裸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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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九九峰地區礫石層破壞之臨界厚度 
Table 3. Critical depth of the failure zone in gravel formation in the Ninety-nine Peaks. 

坡度（度） 50 60 70 80 

臨界土層厚度（m） 0.52 0.30 0.22 0.17 

 

5.2常時情況土體內摩擦角與凝聚力關係 

邊坡安定分析公式中，大致可分為土體

內摩擦角與土體凝聚力兩個部分。在常時情

況下，儘管地表土層並未有崩塌現象產生，

從圖 5 所示，發現其安定係數仍可能已處於

危險狀態，只是沒有外力加以催化破壞，所

以土層仍維持安定狀況。而在外力破壞過程

中，則可以從土體內摩擦角與土體凝聚力來

分別探討。 

（一）土體內摩擦角之分析 

根據式（7）簡化，在完全忽略土體凝聚

力之下，土體安定係數可以式（9）表示。 

θ
φ

tan
tan

=′sF                           （9） 

再將九九峰礫石層地區相關資料帶入式

（9），則可得到表 4 的結果。由結果可知，

在土體凝聚力消失的情況下，邊坡土體即處

於危險狀況，而隨著坡度不斷增加，土體安

定係數將逐漸減小，顯示在坡度越陡的地

區，其土體將越容易趨於不穩定。 

（二）土體凝聚力之分析 

根據式（7）簡化，在忽略土體內摩擦角

的作用下，土體安定係數可以式（10）表示。 

( )[ ] θσ sin1 gnD
CFs −

=′                （10） 

再將九九峰礫石層地區相關資料帶入式

（10），則可得到表 5 的結果。結果顯示，在

忽略土體內摩擦角的情況下，邊坡土體亦處

於危險狀況。這說明九九峰地區之礫石層為

維持邊坡土體之安定，土體內摩擦角與凝聚

力之作用需同時存在，才可能降低土體崩塌

之機率。 

（三）土體之內摩擦角與凝聚力變化關係 

為再進一步瞭解礫石層土體內摩擦角與

凝聚力之關係，將土體安定係數假設為 1，
將相關資料帶入式（7），土體內摩擦角與凝

聚力之關係則可以式（11）表示。 

( )[ ] 1
sin1tan

tan
=

−
+=′

θσθ
φ

gnD
CFs

     （11） 

經由計算分析，土體之內摩擦角與凝聚

力則可繪成如圖 6 所示。直線代表土體安定

係數為 1 的情況，如果土體之內摩擦角與凝

聚力落於直線下方的三角形地區，則代表土

體處於不安定的情況，容易發生邊坡土體崩

塌；若土體之內摩擦角與凝聚力落於直線上

方地區，則土體將較安定。另外，將不同坡

度之土體內摩擦角與凝聚力關係繪如圖 6，
可發現當坡度愈陡，則不安定地區涵蓋面積

逐漸增大，顯示在現地坡度較陡的情況下，

土體處在不安定的機會將大增。 

5.3地震作用下之土體安定分析 

由九九峰地震崩塌現象顯示，邊坡破壞

土體均屬表層部分，而由殘留裸露邊坡觀

之，大都無根系存在，顯然地震所造成之作

用力，大都沿地表植生根系所及之土層範圍

破壞之。換言之，在根系所及範圍之土體因

根系之固結作用，可增加土體之抗剪強度而

不致崩壞，但根系未及範圍之土體則僅存其

土體之基本抗剪強度，故在平時作用均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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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不同土層厚度之礫石層土體安定係數趨勢 
Figure 5. Safety factor of the slope in gravel formation with various slope inclinations and soil 

depths. 

表 4. 九九峰地區土體內摩擦角之安定係數 
Table 4. Variation of safety factor with slope inclination by neglecting the cohesion component in the 

Ninety-nine Peaks. 

坡度（度） 50 60 70 80 

安定係數 0.63 0.44 0.27 0.13 

 

表 5. 九九峰地區土體凝聚力之安定係數 
Table 5. Variation of safety factor with slope inclination by neglecting the friction component in the 

Ninety-nine Peaks. 

坡度（度） 50 60 70 80 

安定係數 0.35 0.31 0.29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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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不同邊坡坡度下之安定係數臨界線，用以表示 sF =1時之凝聚力與摩擦角 
兩個強度參數之組合關係 

Figure 6. Critical line of safety factor representing the combination of cohesion and friction 
components for sF =1 under various slope inclination. 

持其安定，可是一旦遭受地震力之作用，其

原始抗剪強度均無法保持其根系固結作用，

而有崩壞之可能。因此試依表 1 之地震力帶

入式（8），推算在地震力作用下，邊坡土體

之安定係數變化如圖 7 所示。由圖 7 可知，

了坡度 50度之土體安定係數有大於 1之情形

以外，其餘坡度之土體安定係數皆小於 1，
是處於不安定之狀態，而地震強度達五級以

上時，則坡度 50 度之土體也將遭受破壞。另

外，當地震強度四級以上，趨勢線斜率明顯

降低，這說明土體之安定係數有快速下降之

狀況發生。921 地震時，九九峰地區之地震

強度推測高達六級，土體安定係數應皆已小

於 1，所以邊坡才會呈現出受到嚴重的破壞

現象。 

5.4地震作用下土體內摩擦角與凝聚力關係 

在此假設地震發生時，土體之內摩擦角

與凝聚力並未隨之發生變化，而其分別造成

之安定係數變化探討，則如下列分析。 

（一）土體內摩擦角之分析 

首先，假設當地震力作用於土體時，使

得土體產生裂隙，因此沿裂隙發展之土體

間，其凝聚力已喪失，而假設凝聚力趨近於

0，則式（8）可簡化成式（12）。 

( ),tan
tan

θθ
φ
+

=′dF                     （12） 

再將九九峰礫石層地區之土體內摩擦角

資料帶入（12）式，則可推求出在不同坡度

條件下，斜面堆積土層之安定係數變化情

形，如圖 8 所示。在土體凝聚力消失後，土

體之安定係數皆處於小於 1 的狀態，顯示此

時土層極不穩定。而在地震強度三級以下，

亦即地震作用力小於 25gal 的情況下，其安

定係數幾乎沒有改變，且在地震強度達四級

以上，降低趨勢則較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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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地震加速度對邊坡安定係數之影響 
Figure 7. Effect of seismic acceleration on safety factor of slope. 

（二）土體凝聚力之分析 

假設當地震力作用於土體時，使得表層

礫石間距加大，因而造成土體內摩擦角趨近

於 0，式（8）則可以式（13）表示 

( )[ ] ( ),22 sin1 θθασ ++−
=′

gnD
CFd

      

（13） 

再將九九峰礫石層地區之土體凝聚力、

土層厚度、孔隙率等資料帶入上式，則可推

求出不同坡度條件下，斜面堆積土層之安定

係數變化情形，如圖 9 所示。在土體內摩擦

角消失後，土體之安定係數皆處於小於 1 的

狀態，顯示此時土層極不穩定。而隨著地震

強度增強，安定係數亦會有降低之趨勢，且

在地震強度達四級以上，降低趨勢會較明顯。 

（三）土體之內摩擦角與凝聚力變化關係 

    綜合上述土體內摩擦角與土體凝聚

力之單獨變化情形，不難發現地層已因其他

因素而產生裂隙或不連續面時，則地震強度

只要達四級以上時，邊坡土體均有可能造成

不穩定而崩塌。因之，可以將地震強度四級

訂為礫石層受到地震力而產生破壞與否的分

界線。而進一步探討土體之內摩擦角與凝聚

力之變化幅度，土體凝聚力安定係數卻不若

土體內摩擦角安定係數之變化大。由此可

知，地震作用力對土體內摩擦角之影響較土

體凝聚力之影響大。 

結論 

1. 在常時情況下，礫石層地區坡度在 40度
以內，土體之安定係數大於 1，亦即是處
於安定的狀況；而隨著坡度逐漸變陡，則

土體之安定係數將減小。 

2. 當礫石層邊坡之安定分析是處於不安定
的情況，實地卻沒有發生土石崩塌現象；

其原因應是根系固結作用，使土體得以維

持安定狀態。而地震對九九峰地區造成大

面積的淺層崩塌情形，說明了此次地震力

作用力已達根系下層之土層，明顯降低其

安定係數，造成土層破壞，致使邊坡土體

崩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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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僅考量土體內摩擦角的條件下，地震加速度對邊坡安定係數之影響 
Figure 8. Effect of seismic acceleration on safety factor of slope with friction component. 

 

 

 

 

 

 

 

 

 

 

 

 

 

圖 9. 僅考量土體凝聚力的條件下，地震加速度對邊坡安定係數之影響 
Figure 9. Effect of seismic acceleration on safety factor of slope with cohesion 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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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地震強度高於四級以上時，將使得礫石
層地區安定係數快速下降，而造成邊坡土

體破壞。而 921地震時，九九峰地區之地
震強度推測高達六級，所以邊坡會受到嚴

重的破壞。 

4. 在地震力作用時，土體內摩擦角之安定係
數變化幅度較土體凝聚力之安定係數變

化幅度大。所以，地震作用力對土體之內

摩擦角影響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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