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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廬山溫泉邊坡數十年來每逢豪大雨就會有道路破壞等滑動跡象發生，這不僅對邊坡上的居

民造成影響，更對邊坡下方從日據時代就開始發展的溫泉區造成威脅。經水保局以及中央地質

調查所長時間之監測及調查後發現，此邊坡的滑動位移量於數年內累積達數公尺，可推斷為大

規模岩體滑動所造成的地質災害。本研究透過 Plaxis 3D 三維有限元素分析軟體中的

Mohr-Coulomb 模式以及 Jointed Rock 模式來模擬廬山溫泉邊坡滑動面的範圍與深度，並探討本

邊坡的地層分布情形。經分析後發現，使用 Mohr-Coulomb 模式，若滑動體西側的砂質板岩層

(SSL1)與滑動體中的砂質板岩層(SSL2)之 c、φ值相同，則模擬結果與現地調查狀況差異甚大，

若將 SSL1 之 c 值折減至與其周圍之板岩層(SL)的 c 值相近，則模擬結果較符合現地狀況，因

此可推估 SSL1 可能不存在。而在 Jointed Rock 模式中所增設的變質砂岩及板岩互層(SL/SSL)，

經分析後也證實異向性特性的存在，而且對滑動面的影響頗大，由此可知本邊坡之滑動深受板

岩劈理的影響。 

(關鍵詞：廬山、滑動面、 Mohr-Coulomb 模式、Anisotropy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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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ilure of the roads on Lushan landslide area that occurs after heavy rains for the past decades not 

only has influence on the local habitats, but poses a grave threat to the hot spring district beneath the 

slope, which has developed since the Japanese Era. After a long-term monitoring and investigating by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and Central Geological Survey,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is slope 

has slid several meters in years. Thus it could be regarded as a large-scale landslide.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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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r-Coulomb model and Jointed Rock model are used to simulate the possible sliding surfaces and 

analyze the stratums of the slope. The results using the Mohr-Coulomb model showed that the 

existence of layer SSL1 is controvertible. If the cohesion(c) and the friction angle(φ) of layer SSL1 

western to the sliding slope is the same as the cohesion of layer SSL2 in the sliding slope, the 

simulation would b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field observations. If we reduce the cohesion of layer 

SSL1 to a value close to the value of cohesion of slates around it, the simulation is closer to our 

expectation. So we can assume that layer SSL1 might not exist. On the other hand, the layer SL/SSL, 

which is added in the Jointed Rock model later on, indicated the anisotropy characteristic does exist 

among slates, and i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the simulation.  

(Keywords：Lushan, sliding surface, Mohr-Coulomb, anisotropy) 

前言 

台灣面積雖然約 3.6 萬平方公里，但因

其為受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擠壓隆起所

形成之島嶼，全島山勢高峻，地形海拔變化

大，平原所佔面積甚小。人口迅速生長，平

地不足，山坡地的開發也就越來越多，相對

的水土保持問題就越受重視。 

板岩在台灣最長的山脈－中央山脈所佔

比例甚廣。板岩是由泥岩或頁岩經高溫高壓

變質而成，在變質過程中，再結晶產生的片

狀礦物會沿最小應力方向平行排列生長，形

成葉理。當受到不同外力時，板岩容易沿著

葉理分裂成無數的薄片，稱為劈理，其為板

岩地層的最大特色。發生於板岩層邊坡的破

壞，常與其劈理面特性和位態有極大關係。 

南投縣仁愛鄉廬山溫泉地區北側之邊坡

數十年來每逢豪大雨就會有道路破壞等滑動

跡象。經水保局以及中央地質調查所長時間

之監測及調查後發現，此邊坡的滑動位移量 

於數年內累積達數公尺，可推斷為大規模岩

體滑動所造成的地質災害。張光宗等(2009)

經由對於廬山邊坡地地質調查和數值分析結

果，探討地質構造和風化作用對此滑動體的

影響。本研究以廬山溫泉板岩邊坡為例，使

用 Plaxis 3D 三維有限元素分析軟體內的

Mohr-Coulomb 模式以及 Jointed Rock 模式來

模擬分析板岩邊坡滑動面之範圍與深度及探

討其滑動機制。 

研究區域與方法 

本研究係以三維有限元素分析軟體

Plaxis 3D 來模擬板岩邊坡滑動面的範圍及深

度，並藉由模擬之結果探討地層分布的影響。

先蒐集相關的文獻資料，以建立地滑模型，

並運用不同組成模式及材料參數來模擬，以

期獲得與實際板岩邊坡滑動情形相符的結

果。  

1. 研究區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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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區域 3D 地形圖(張光宗等，2009) 

Fig.1 Three-dimensional view of topography of the investigated area 

研究區域位在台灣中部南投縣仁愛鄉廬

山溫泉、塔羅灣溪北側邊坡，此處為廬山層

標準出露地點。廬山層為中央山脈中主要的

板岩地層。其大部分由黑色到深灰色的硬頁

岩、板岩及千枚岩和深灰色的硬砂岩互層組

成，中間夾雜泥灰岩團塊，厚度估計約在數

千公尺上下。（何春蓀，1986）地滑區頭部

靠近母安山三角點，海拔 1499 公尺，趾部在

河谷附近，滑動體上下高程差約 400 公尺，

長約為 820 公尺、寬約為 480 公尺，滑動面

積約 30 公頃，如圖 1。 

2. Plaxis 3D 模型 

Plaxis 3D 中有數種材料模式，各種模式

都有其適用性所在，而本研究是採用其中的

Mohr-Coulomb模式以及Anisotropy模式來模

擬廬山溫泉邊坡可能的滑動面之範圍與深度

並探討此邊坡地層的分布情形。 

Mohr-Coulomb 模式主要用於模擬理想

彈塑性行為。此模式的基本參數包括： 

E：楊氏模數；ν：柏松比；c：凝聚力；φ：

摩擦角；ψ：膨脹角。 

Jointed Rock 模式適合模擬岩石有節理

的行為，此模式的基本參數包括: E1：應力

施加方向與劈理面平行的楊式模數；E2：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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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施加方向與劈理面垂直的楊式模數；ν1：

應力施加方向與劈理面平行的柏松比；ν2：

應力施加方向與劈理面垂直的柏松比；G2：

應力施加方向與劈理面平行的剪力模數。ci：

凝聚力 ;φi：摩擦角 ; ψ：膨脹角 ; α1：劈

理面傾角；α２：劈理面傾向。(圖 2) 

另一方面，模擬時也可透過 Plaxis 3D 提

供分析邊坡安全係數之特殊功能，簡稱為

φ-c 折減法，來模擬邊坡逐漸弱化發生的滑

動。 

 

圖 2 岩石的異向性結構(潘安士，2011) 

Fig.2 Visualization of concept of rock 

anisotropy 

 

圖 3 廬山滑動邊坡地質構造示意圖(張光宗等，2009) 

Fig.3 Geological structures influencing the unstable slope(Chang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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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廬山地滑邊坡地表地質圖(張光宗等，2009) 

Fig.4 The geological map of the unstable slop(Chang ，2009)

φ-c 折減法在計算中，是將土壤的強

度參數 c 值和 φ值逐步減小，直到邊坡破

壞為止。土壤之剪力強度乃是由凝聚力 c 

與摩擦角 φ 所組成，安全係數公式如下

所示： 

tan

tan r r

cMsf
c




   

(1) 

式中， c = 土壤之凝聚力 

φ = 土壤之摩擦角 

cr = 加入折減係數之土壤凝聚力 

φr = 加入折減係數之土壤摩擦角 

將土壤凝聚力與土壤摩擦角逐一折減計算，

式(1)的比值即為此邊坡之安全係數值。 

3. 模型建立與材料參數之設定 

本研究是參考黎明工程顧問對廬山地

區報告書以及中央地質調查所對廬山地滑

地報告書中的調查結果，來決定岩土參數

範圍、幾何模型、邊界條件等，以便進行

數值分析模擬前之作業。 

根據報告書資料，我們設計廬山溫泉

邊坡之長寬高分別為 1100*1000*500m，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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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板岩劈理，通常只出現一組相近的

位態，本研究參考張光宗等(2009)的地層

分層及劈理面位態 N30E/57SE (圖 3)，求

得其平面方程式，再藉由參考張光宗等

(2009)所繪製的地質圖(圖 4)找出劈理面上

的其中一點，將此點的座標(x,y,z) 值帶入

求得的方程式得到常數 C 值，之後只要輸

入(x,y)座標，即可得到高度ｚ值。取四個

大於模型邊界的點後，就能繪製劈理面，

然後利用 PLAXIS 3D 軟體內的”Extrude”

功能，將劈理面平行推移而形成一層砂質

板岩層，隨後只要將不需要的部分刪掉即

可，模型如圖 5。 

劈理面平面方程式之計算如下： 

劈理面： N30E / 57SE 

l = cos33cos(-30) = 0.726 

m = cos33sin(-30) = -0.419 

n = sin33 = 0.545 

平面法向量 (0.726, -0.419, 0.545) 

平面方程式：0.726x-0.419y+0.545z = C 

 

圖 5  廬山地滑邊坡地層分層 

Fig.5 Strata of the unstable 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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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Mohr-Coulomb 模式參數 

Table 1 Parameters for the strata of Mohr-Coulomb model 

SL SSL1 SSL2 

濕單位重 γunsat (kN/m3) 26.7 26.7 26.7 

飽和單位重 γsat (kN/m3) 27 27 27 

楊氏模數 E (kPa) 6.85E5 1.7E6 3.4E6 

柏松比 ν 0.3 0.3 0.3 

凝聚力 C (kPa) 118 178 1328 

摩擦角 φ( ° ) 45.14 48.37 48.79 

表 2 Anisotropy 模式參數 

Table 2 Parameters for the strata of Jointed Rock model 

SL SSL 

濕單位重 γunsat (kN/m3) 26.7 26.7 

飽和單位重 γsat (kN/m3) 27 27 

岩石的楊式模數 E1 1.017E+06 1.763E+07 

岩石柏松比 ν1 0.3 0.3 

劈理面楊式模數 E2 1.017E+06 1.763E+07 

劈理面柏松比 ν2 0.3 0.3 

劈理面剪力模數 G2 3.913E+05 6.782E+06 

凝聚力 C (kPa) 118 1328 

摩擦角 φ( ° ) 45.14 48.79 

膨脹角 ψ( ° ) 0 0 

劈理面傾角 α1( ° ) 57 57 

劈理面傾向 α2( ° ) 120 120 

傾向節理面傾角 α1( ° ) 75 75 

傾向節理面傾向 α2( ° ) -139 -139 

走向節理面傾角 α1( ° ) 27 27 

走向節理面傾向 α2( ° ) -58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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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模擬分析結果 

本研究是以假設條件越少，但又能與現

地地滑狀況越相近原則。所以在模型建立過

程中，地層的分層皆從單一材料，高度風化

板岩(SL)，開始試驗。 

在 Mohr-Coulomb 模式中，SL3 區塊在地

質圖上雖為板岩層，但若不將其強化，則經

φ-c 折減後，會先從 SL3 區塊開始破壞。此

區塊雖比滑動邊坡還陡，現地卻無滑動跡象，

可以判斷其與板岩的異向性有關，而

Mohr-Coulomb 模式並未考慮到板岩異向性

之特性，所以必須將其假設為強度較強的砂

質板岩 SSL 以免破壞。經試驗後發現，SSL1

若強度與 SSL2 相同，則滑動情形與現地差

異甚大(圖 6)，但若將 SSL1 強度折減至與 SL

相近，其結果與預期的較為符合(圖 7)。若模

型無刻意分出 SSL1 層(圖 8)，其滑動情形與

圖 7 並無明顯差異，所以 SSL1 層的存在與

否值得再探討。 

 

圖 6 CSSL1=CSSL2= 1328 kPa(Mohr-Coulomb) 

Fig 6 CSSL1=CSSL2= 1328 kPa(Mohr-Coulomb) 

 
圖 7 CSSL1 =178 kPa，CSSL2=1328 

kPa(Mohr-Coulomb) 

Fig 7 CSSL1 =178 kPa，CSSL2=1328 

kPa(Mohr-Coulomb) 

 

圖 8 無 SSL1 層，CSSL2=1328 

kPa(Mohr-Coulomb) 

Fig.8 Strata without layer SSL1, CSSL2=1328 

kPa(Mohr-Coulomb) 

在 Jointed Rock 模式中，如果將整個模

型設定為單一材料的板岩層(SL)，無論是設

定幾組弱面，模擬結果皆不盡理想；若以砂

質板岩層(SSL2)為界面，將模型分為三層，

左層為只具有劈理面之板岩層(SL1) ，中間

層為較堅硬具有劈理面的砂質板岩層(SSL2)，

右層為具有三組弱面之板岩層(SL2)，則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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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較為理想，故本研究採用後者為試驗模

型。本模型中的 SL1 在 Mohr-Coulomb 模式

中因無考慮到異向性之特性，所以必須將其

c 值調高以防止其滑動。但於 Jointed Rock 模

式中，材料設定時給了 SL1 劈理位態，此區

域就不會滑動，由此可推估板岩的異向性確

實存在於此層。 

材料設定時可決定其弱面之組數，而每

個弱面皆須設定其 c、φ 值。本研究假設 SL2

的三組弱面(劈理、傾向節理、走向節理)之

φ 值皆相同，藉由改變其 c 值以期獲得與實

際板岩邊坡滑動情形較相符的結果。由分析

結果得知，SL2 需同時有三組弱面，則其滑

動面越接近水保局(2008)文獻中所調查的滑

動情形，C1 為劈理面之凝聚力、C2 為傾向

節理之凝聚力、C3 為走向節理之凝聚力。由

無限邊坡法之公式可知，滑動面深度ｚ與凝

聚力 c 值成正比，亦即凝聚力越大，則邊坡

破壞時滑動深度越大，其公式如下： 

							ｚ sin cos 1 ∙ 1 tan  

 

圖 9 當 C1=C2=C3=118 kPa 之滑動面(Jointed Rock) 

Fig.9 Sliding surface when C1=C2=C3=118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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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 為地下水位與土層厚度之比值，

β為邊坡角度。由分析結果得知，當

C1=C2=C3=118 kPa，滑動面甚淺(圖 9)；當

C1=C2=C3＝500 kPa ，滑動面明顯變深(圖

10) 。由此可得証，凝聚力越大，破壞時滑

動面越深。 

經 測 試後得 知 ，當 C1=118 kPa ，

C2=C3=500 kPa 時，其滑動面最接近現地狀

況(圖 11)。雖其滑動面與圖 10 近似，但圖 10

之滑動範圍太大，比對後圖 11 較為接近現地

調查狀況。此外溫泉區東側隆起處並無明顯

滑動跡象，對照地質圖後得知此區為強度較

高的變質砂岩及板岩互層區(SL/SSL)。因此

將此層加入模型中(圖 12)。若此層材料設定

為 Mohr-Coulomb 模式，其結果(圖 13)與

Anisotropy 模式(圖 14)截然不同。因此可推估

此變質砂岩及板岩互層區亦有異向性特性之

存在。 

 

圖 10 當 C1=C2=C3= 500 kPa 之滑動面 

Fig.10 Sliding surface when C1=C2=C3=500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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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C1=118kPa，C2=C3= 500 kPa 

Fig 11 C1=118kPa，C2=C3= 500 kPa 

 

圖 12 加變質砂岩及板岩互層後 

Fig 12 Jointed Rock model with layer SS/SL 

 

圖 13 SS/SL 為 Mohr-Coulomb 模式 

Fig.13 When SS/SL is set as Mohr-Coulomb 

model 

 

圖 14 SS/SL 為 Jointed Rock 模式 

Fig.14 When SS/SL is set as Jointed Rock 

model 

結論 

本研究藉由軟體模擬之結果探討本邊坡

的地層分布情形。使用 Mohr-Coulomb 模式

分析可知，若滑動體西側的砂質板岩層(SSL1)

與滑動體中的砂質板岩層(SSL2)之 c、φ 值

相同，則模擬結果與現地調查狀況差異甚大，

若將 SSL1 之 c 值折減至與其周圍之板岩層

(SL)的 c 值相近，則模擬結果較符合現地狀

況。因此可推估 SSL1 可能不存在。即使存

在，其 c 值也比 SSL2 小許多。 

從Mohr-Coulomb模式與 Jointed Rock模

式的模擬結果比對，可以推估廬山溫泉邊坡

板岩的異向性特性確實存在。而且在 Jointed 

Rock 模式中所增設的變質砂岩及板岩互層，

也有異向性的存在，且對滑動面的影響頗大，

由此可知本邊坡之滑動深受板岩劈理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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