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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彙整梨山地滑區─台八線 82k+200m 地滑地之地質調查、降雨及地下水水位監測等

資料，針對常時、地震及暴雨等不同情況下，進行地滑地之穩定性分析，來瞭解邊坡在不同情

況下可能發生的破壞行為，並提出相關的坡地穩定工法。隨之，再針對地滑地於各種穩定方案

施作後之工法配置剖面，進行穩定性模擬分析。由模擬分析得知，若排樁打設位置通過滑動面

所在之切片，且切片底部傾角接近水平時，則排樁對於坡地穩定性之提升效果最佳。再者，排

樁間距越小時，坡地可獲得較佳之穩定性。另外，地錨錨碇段打設長度較長時，其能提供之摩

擦抗力較大，安全係數也較高；而當地錨打設角度（與水平夾角）在 20°~30°之間時，其對坡

地穩定性並無明顯影響。 

(關鍵字：地滑地、穩定工法、坡地穩定性、安全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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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performed a series of stability analyses on the landslide of Tai-No.8 highway with 

mileage of 82k+200 m (or called Tai-No.8 Landslide) at Li-San Landsides area using the ge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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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rainfall records and groundwater monitoring data. Based on the slope stability analyses under 

ordinary, earthquake and rainfall conditions, we can propose stabilization methods and inspect their 

suitability to the slope according to the failure mode of the slope.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s indicate 

the slope stability can be largely improved if the retaining piles are installed to penetrate through the 

potential sliding surface on which the inclination of slice base approximates horizontal. Moreover, 

the slope stability is promoted with the decreasing pile spacing of retaining piles and increasing 

anchorage length of soil anchors. However, the effect of soil anchor on the slope stability appears 

insignificant when the inclination angle of soil anchor ranges from 20 to 30. 
(Keywords：landslide, stabilization methods, slope stability, factor of safety) 

 

一、前言 

梨山地區於民國 84~91 年度期間實施

「坡地災害整治」計畫，已陸續完成梨山地

區地層滑動整體治理之工作。近年來，梨山

地區由於颱風豪雨侵襲下，多處較高潛感之

疑地滑地出現顯著之變化，其中包括梨山地

滑西區(台八線 82k+200 m 附近)邊坡之擋土

牆發生嚴重的坍塌。 

首先，彙整梨山地滑區中，台八線地滑

地之地層鑽探、試驗資料、監測資料與目前

現地設置之地滑地治理工法，並參考國內外

相關文獻，進一步探討排樁工法及地錨工法

之各項設計參數對坡地穩定性之可能影響

度。 

文獻中，Ito 與 Matsui(1975)提及，對於

有打設擋土排樁之坡地，其產生滑動時會使

得排樁附近之土壤逐漸接近塑性狀態，但仍

能滿足 Mohr-Coulomb 破壞準則。透過力學

平衡的觀點可計算坡地土體整體之安全係

數。Cai 與 Ugai(2000)使用有限元素法與極限

平衡法進行擋土排樁對邊坡穩定性分析，分

別 透 過 強 度 折 減 法 (Strength Reduction 

Method)與 Bishop 簡化法來計算擋土排樁於

邊坡之打設位置對安全係數之關係。研究顯

示，使用有限元素法中之強度折減法，當排

樁打設位置於邊坡中間，其安全係數較高，

而採用極限平衡法中 Bishop 簡化法，當打設

位置為中間靠坡頂處，安全係數較高。 

由上述可知，前人僅單純的針對工法施

做後是否提升地滑地的穩定性，而未考量地

滑地在地震及暴雨情況時，對各工法之效益

與穩定性之影響。 

有鑑於此，本研究主要針對梨山地區台

八線82k+200 m地滑地(以下簡稱台八線地滑

地)，進行常時、地震及暴雨情況下之邊坡穩

定性分析。 

另外，研究也針對現地設置的治理工法

分為三個方案，(1)多階緩坡化整坡、(2)多階

緩坡化整坡及施作單階排樁、(3)多階緩坡化

整坡及施作單階背拉式排樁，來探討常時、

地震及暴雨情況下對穩定性的影響。 

二、梨山地滑整治區資料彙整 

1.地理位置與現況 

本研究位置位於台中市和平區，台八線

82k+200 m 疑地滑地(以下簡稱台八線地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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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台八線 82k+200 m。位置及現地照片詳 見圖 1 及圖 2 所示。

研究區位置研究區位置

 

圖 1 梨山地區地理位置圖 

Fig.1 Geographical map for the location of Li-San District 

 

圖 2 台八線地滑地現況 

Fig. 2 Field situation of Tai-No.8 Land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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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台八線地滑地之所在區域地質圖 (中央地質調查所，1974) 

Fig. 3 Local geological map of Tai-No.8 highway (Central Geological Survey Agency, 1974) 

2.地質概況 

圖 3為 1974年中央地質調查所製作之地

質圖，本研究地區位於中央山脈西翼之脊樑

山脈帶地質分區之西側邊緣，出露之地層主

要為板岩。 

3.地質鑽探 

台八線地滑地之土壤剖面及鑽孔位置，

如圖 4 所示。本區共進行 3 孔地質鑽探，其

中除 AH-1 鑽孔外，回填層下方有厚度約 2.5 

m~8.1 m 之剪裂泥層；於 AH-2 鑽孔地表下

23.5 m~26.65 m 與 AH-3 鑽孔地表下 16.50 

m~30 m 鑽探過程中皆不迴水。AH-1 由於在

地表下 13 m~18 m 有泥質含量高之崩積土層

分隔上下二層之地下水位，鑽探過程中在上

層地下水位約位於地表下 4.5 m 而下層地下

水約位於地表下 22.6 m，AH-2 之鑽探過程中

地下水約位於地表下 26 m~28 m，AH-3 之鑽

探過程中地下水約位於地表下 17 m~18 m。 

三、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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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台八線地滑地之鑽孔位置及地層剖面圖 

Fig. 4 Borehole location and stratum profile of Tai-No.8 Landslide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採用梨山地滑地案例(台八線地

滑地)資料及數值分析工具進行穩定分析，並

探討坡地穩定工法設計參數之研究結果及各

種工法施作前後之穩定性及有效性，流程如

圖 5 所示。 

（二）台八線地滑地資料分析 

1.滑動機制判釋 

依據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台中分局

(2009)「梨山地區疑地滑災害整體治理工程調

查規劃報告」，以下簡稱「(2009)梨山地滑調

查報告」中之地質調查成果，台八線地滑地

之地質剖面之土層由上而下可分為：(1)崩積

層、(2)板岩層，如圖 4 所示。經由台八線地

滑地之傾斜管監測資料可決定潛在滑動面發

生位置；透過 AH-1、AH-2 及 AH-3 鑽孔資

料可判釋，常時地下水水位約位於岩盤面下

方 1.5 m~ 10 m 之間。再依據附近鑽孔資料過

去在暴雨期間之地下水水位高於常時者約

5.5 m 左右。 

2.雨量頻率與設計雨型分析 

研究區域鄰近之雨量站為中央氣象局之

梨山氣象站，因此針對此測站降雨資料進行

雨量頻率分析及設計雨型分析。為保守分析

降雨事件對台八線地滑地之影響，本研究採

用較極端之降雨分析結果，亦即 100 年重現

期距及降雨延時 t=48 hr，來進行地滑地區之

降雨入滲分析。 

(1)暴雨量頻率分析 

本研究採用中央氣象局之梨山氣象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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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年至 2009 年間(共計 20 年)紀錄之降雨

資料，進行雨量頻率與設計雨型分析。 

其中，利用年最大選用法對雨量站選定

歷年之年最大二日暴雨量統計資料後，以二

參數對數常態、三參數對數常態、皮爾森 III

型、對數皮爾森 III 型及極端值 I 型等五種機

率分布，進行雨量頻率分析。各種分布之最

適性分析乃是依據標準差值(Standard Error, 

SE)來判定，若 SE 值愈小，則表示該分布愈

具適宜性，

 

圖 5 梨山(台八線)地滑地穩定性分析之研究流程示意圖 

Fig. 5 Flow chart for the stability analysis of Tai-No.8 Landslide of Li-Shan district 

而表 1 為中央氣象局之梨山氣象站在各種機

率分布之相對 SE 值，表中顯示極端值 I 型之

SE 值最低，因此，採用此型機率分布作為該

雨量站之二日暴雨之不同重現期距之暴雨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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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計算。表 2 為極端值 I 型機率分布模式

下之不同重現期距：2、5、10、20、25、50

以及 100 年之二日暴雨降雨量分析結果。

表 1 各種機率分布之最適性分析結果 

Table 1 Optimization analysis (standard error) of various types of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 used for 

rainfall analysis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return periods 

項 目 
二參數對數常

態 

三參數對數常

態 
皮爾森 III 型

對數皮爾森 III

型 
極端值 I 型

標 準 差 值 S E 40.7 34.0 32.8 30.8 25.5 

表 2 中央氣象局梨山雨量站不同重現期距之二日暴雨降雨量 

Table 2 Two-day accumulative rainfalls of Li-Shan rainfall observation station, Central Weather 

Bureau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return periods 

雨量站 
重現期距 T (年) 

2 年 5 年 10 年 20 年 25 年 50 年 100 年 

中央氣象局 

梨山氣象站 
298 475 593 706 742 852 961 

雨量單位:mm

根據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2007)之水利工程技術規範(草案)中之河川

治理篇所提及，對日暴雨量(mm/day)轉換為

小時雨量(mm/hr)進行修正之作法。本研究選

擇 100 年重現期距之二日暴雨降雨量來進行

修正。台灣中區二日暴雨降雨量轉換為 48 hr

降雨量之修正係數平均值為 1.05。因此，修

正後之最大 48 hr 降雨量為 1009 mm。 

(2)設計雨型 

本研究之設計雨型分析方法乃採用經濟

部水利署水資源局(2001)編製之「水文設計應

用手冊」中所提之台灣各區域簡單尺度不變

性 高 斯 馬 可 夫 雨 型 (Simple Scaling 

Gauss-Markov，簡稱 SSGM)分析成果，進行

設計雨型分析。將上述分析之雨量頻率分析

結果，納入 SSGM 標準設計雨型分布表中之

台灣中一區之降雨百分比進行分配後，可得

100 年重現期距之最大 48 hr 設計雨型，如圖

6 所示。 

3.台八線地滑地整治前穩定性分析 

(1)幾何模式 

本研究採用「台八線地滑地」之鑽探地

層剖面，來建立有限元素數值幾何模型，其

網格大小為 5 m×5 m，如圖 7 所示。左側邊

界高程約為 1921 m，右側邊界高程約為 1875 

m，底面邊界由左而右延伸 14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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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00 年重現期距之最大 48 hr 設計雨型組體圖 

Fig. 6 Maximum 48 hrs design rainfall hyetograph of 100 yrs return period 

(2)初始條件： 

A、SEEP/W 初始條件： 

降雨滲流分析包含：穩態分析及暫態分

析，其中，分析所採用之初始條件，則依下

列不同方式來決定。一般而言，穩態分析以

設定邊界條件之方式，來決定其初始條件。

而暫態分析則採用穩態分析所計算之地下水

水位及孔隙水壓分布，來作為其初始條件。 

B、SLOPE/W 初始條件： 

任一時階(ti)之穩定性安全係數分析乃採

用上一時階(ti-1)之降雨滲流分析所得之地下

水水位及孔隙水壓計算結果作為其初始條

件。 

C、邊界條件： 

坡面 AB 邊界設定為降雨入滲邊界(其中

坡腳凹陷處之深綠色部分為河流定水頭邊

界)，底面 BC 邊界則設定為無滲流封閉邊界

(Close Boundary)，即滲流量為零之不透水邊

界(Q =0)。再者，依據現地監測孔之常時地下

水水位，可分別將右側 CD 邊界設定為總水

頭 H =1873.5 m 之定水頭邊界(總水頭 H =位

置水頭Y+地下水水位P)及左側AB邊界設定

為總水頭 H =1897 m 之定水頭邊界。如圖 7

所示。 

D、崩積土材料參數反算及地層材料輸入參

數： 

根據(2009)梨山地滑調查報告書中，台八

線地滑地整治前之穩定性分析結果得知，地

滑地之穩定性安全係數以地震情況時為最

低。因此，地滑地之穩定性由地震控制。本

研究採用梨山地區水平地震係數 kh=0.07 及

垂直地震係數 kv=0.035(=0.5kh)，來進行地震

擬靜態穩定性安全係數分析，用以反算已知

滑動面情況下之地層材料殘餘強度參數(即

殘餘凝聚力 cr及殘餘摩擦角r)。 

由 AH-3 鑽孔之傾斜管監測資料可知，

潛在滑動面約位於地表下 5 m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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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台八線地滑地數值模型及邊界條件 

Fig. 7 Numerical model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ai-No.8 Landslide 

另外，在距坡頂後方約 5 m 處可觀察到

地表裂縫。依據上述兩個監測關鍵點之變位

資料可約略推估可能滑動面之深度位置。分

析中，採用區塊滑動面設定法(Block specified 

sliding surface)，來限制滑動面必須通過上述

兩個監測關鍵點，以決定調整崩積土應有之

殘餘強度參數值，並促使可能滑動面 AB 之

穩定性安全係數 FS1.0，如圖 8 所示。再者，

地層在降雨期間之前，地下水水位之上方地

層可能呈現未飽和狀態，即水力傳導係數為

未飽和水力傳導係數，且其值將在降雨期間

伴隨地層之飽和度而變化。因此，地層之水

力傳導係數非定值。一般可將水力傳導係數

k 表為孔隙水壓 u 之函數 k(u)~u。地層之

k(u)~u函數可使用程式內建之粒徑分析(或篩

分析)試驗資料先求得地層含水量函數曲線

(u)~u 後，如圖 9(a)所示，再配合利用

Fredlund et al.(1994)所提之推估方法來求

得 ， 如 圖 9(b) 所 示 ( 篩 分 析 試 驗 資 料

(u)~uFredlund et al. 推 估 方 法

k(u)~u)。由於室內篩分析試驗無法進行大

於 4.75 mm 之粒徑分析，因此求得之 k(u)~u

函數曲線較不能反映現地之實際地層情況，

因此，必須對該函數曲線進行調整，如圖 9(c)

所示。 

另外，本研究之板岩之體積含水量曲線

及水力傳導係數函數資料，乃參用鄭順隆

(2006)，「崩塌地降雨-入滲-滲流機制之數值

模擬及穩定性分析」中梨山東南地滑區之板

岩資料，如圖 10 所示。表 3 為台八線地滑地

滲流分析之地層材料模式參數，表 4 為台八

線地滑地穩定分析之地層及混凝土材料模式

參數。 

(3)分析執行 

A、SEEP/W 穩態(常時)分析執行： 

於左右邊界設置定水頭邊界進行穩態分析，

以擬合常時地下水水位，並作為暫態分析之

初始地下水水位及地下水水位分布，如圖 11

所示。圖中標示壓力水頭為零之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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