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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地下水水位線(P=u/w=0)。 

B、SLOPE/W 穩定性(常時及地震)分析執行： 

採用穩態分析之地下水水位及孔隙水壓

計算結果，作為 SLOPE/W 穩定性分析之輸

入資料，分別於常時及地震情況下進行穩定

性分析。本研究採用力學平衡推導較為嚴謹

之 Morgenstern-Price 切片方法進行計算。分

析 中 ， 採 用 塊 體 設 定 法 (Block Specified 

Method)來進行潛在滑動面之搜尋，如圖 8 所

示。潛在滑動面決定後，再以 Monte Carlo 滑

動面最佳化分析法來進行滑動面位置及其對

應安全係數之最佳化。 

 

圖 8 台八線地滑地採用之上、下滑動區塊(Upper and Lower Blocks)來設定潛在滑動面位置 

Fig. 8 Define the potential sliding surface of Tai-No. 8 Landslide using upper and lower blocks 

表 3 滲流分析之地層材料模式參數 

Table 3 Material model parameters of soil strata for seepage analysis  

土層類型 
飽和體積含水量 sat 

(％) 

飽和水力傳導係數 ksat 

(m/day) 
材料模式 

崩積土 0.275 3.0024×10-2 未飽和模式 

板岩 0.250 4.8960×10-6 未飽和模式 

註：1.崩積土之sat根據台八線地滑地地鑽探資料而來。 

2.崩積土之ksat根據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2003)，「梨山地滑東南區調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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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依據粒徑分析試驗求得 k(u)~u 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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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調整後 k(u)~u 曲線 

圖 9 崩積土之(a)體積含水量函數曲線(b)水力傳導係數函數曲線(c)調整後 k(u)~u 曲線 

Fig. 9 (a) Volumetric water content function (or  (u)~u) curve and (b) Hydraulic conductivity 

function (or k(u)~u) curve (c) Adjusted hydraulic conductivity function (or k(u)~u) curve of 

colluviums  

表 4 穩定分析之地層及混凝土材料模式參數 

Table 4 Material model parameters of soil strata and reinforced concrete for stability analysis 

土層類型 
單位體積重  凝聚力 c 摩擦角  

(kN/m3) (kPa) (º) 

崩積土(CV) 21.58 19.62(cr) 29(r) 

板岩(SL) 27.27 19.62 33 

混凝土(RC) 22.00 100.0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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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崩積土之殘餘凝聚力(cr)與殘餘摩擦角(r)為反算值，單位體積重 參考(2009)梨山地滑調查

報告書。 

2.板岩之單位體積重、凝聚力 c 與摩擦角，則根據(2009)梨山地滑調查報告書及 Hoek and 

Bary (1981)來決定。 

3.混凝土材料參數，參用抗壓強度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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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圖 10 板岩之(a)體積含水量函數 (u)~u 曲線及(b)水力傳導係數函數 k(u)~u 曲線(鄭順隆，2006) 

Fig. 10 (a) Volumetric water content function (or  (u)~u) curve and (b) Hydraulic conductivity 

function (or k(u)~u) curve of slate (Cheng, 2006)

 

圖 11 台八線地滑地穩態分析後之地下水水位分布 

Fig. 11 The groundwater level of Tai-No.8 Landslide after steady state seepag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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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EEP/W 暫態(暴雨)分析執行： 

暫態分析，採用穩態分析之地下水水位

及孔隙水壓計算結果作為初始條件。輸入前

述之降雨分析資料，如圖 6 所示。 

地層之滲流行為採用二維暫態(Transient)

滲流模式進行模擬時，可經由輸入之降雨歷

線，計算第 i 個降雨時階(t =ti)地層中之孔隙

水壓(或地下水水位)分布及地下水水位之變

化。其中，計算時間增量 t =1 hr。 

D、SLOPE/W 穩定性(暴雨)分析執行： 

由 SEEP/W 程式進行降雨滲流分析所得

之地層孔隙水壓~時間 u(t)~(t)關係，可作為

SLOPE/W 程式進行邊坡穩定性安全係數分

析所需之孔隙水壓輸入資料，並計算與時間

相關之安全係數 F(t)。另外，滑動面採用步

驟 B 中，常時情況下之穩定性分析搜尋之滑

動面(最佳化後)，作為後續分析之滑動面。 

（三）坡地穩定工法設計參數研究 

設計參數研究之工作流程，如圖 12 所

示。 

1、坡地型土石流之典型坡地建置 

本研究建立之虛擬坡地其幾何模型，如

圖 13 所示。根據王隆昌(2005)，「溪頭地區

坡地型土石流地形及發生特性研究」中對土

石流災害之分析統計顯示，坡地型土石流之

崩塌區坡度(1)主要分布於 2645之間，其

源頭崩塌地與坡地坡趾之距離(L)，主要分布

於 100 m~300 m。本研究建立之坡地型土石

流 之 典 型 坡 地 ， 土 石 流 發 生 段 坡 度1 為

28.81(即 S=55%，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之坡度

分級為五級坡)，另外，坡地坡長 L 為 150 m，

坡地坡長 L 與水平交角夾1。坡頂向左水平

延伸 L 距離，坡址向右延伸 L，與水平交角

夾2(=10)，而2 其值約略落於流動段常見之

溪床坡度(5~15)，並假設土石流流動段之

崩積厚度為 100 m。 

2、初始條件 

初始條件與台八線地滑地之初始條件相

同。 

3、邊界條件 

設計參數研究之邊界條件，如圖 14 所

示： 

坡面 AD 邊界設定為降雨入滲邊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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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別將左側 AB 邊界設定為總

水頭 H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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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 邊界設定

為總水頭 H =100 m 之定水頭邊界。 

4、地層材料輸入參數 

根據(2009)梨山地滑調查報告書中地層

材料之室內剪力試驗結果，可得知數值分析

所需之材料參數輸入值。 

（1）SEEP/W 輸入參數： 

SEEP/W 輸入參數，可參考表 3 及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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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穩定工法設計參數研究之工作流程圖 

Figure 12 Flow chart for the design parametric study of stabilization works 

L

L

L

 

 

L 坡面型土石流坡地坡長

  坡面型土石流發生段坡角

  坡面型土石流流動段坡角

100 m

 

圖 13 坡面型土石流虛擬坡地之幾何模型 

Figure 13 Geometric model of the fictitious slope of slope-type debris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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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數值模型邊界條件 

Figure 14 Boundary conditions of numerical model 

（2）SLOPE/W 輸入參數： 

表 5 坡地型土石流坡地穩定分析之輸入參數 

Table 5 Input parameters of stability analysis for Debris Flow Disaster 

土層類型 
單位體積重  

(kN/m3) 

凝聚力 c 

(kPa) 

摩擦角  

(º) 
材料模式 

崩積土 21.58 19.62 26 摩爾-庫倫 

註：崩積土之、c、乃參照表4 ，選取參數輸入值。 

5、穩定工法設計參數與穩定性分析執行 

（1）排樁工法

A、穩定工法設計參數 

排樁工法設計參數，參考農業委員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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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排樁

設計(混凝土樁)材料參數，並假設排樁之樁長

Lpile 為潛在滑動面最大深度之兩倍長。再者，

為簡化分析，排樁可提供抗剪力之安全係數

SFpile 假設為 1.0。另外，排樁所提供抗剪力

之作用方向，設定為垂直排樁之方向，此乃

由於透過此選項分析後之安全係數較為保守

之緣故。排樁材料輸入參數，如表 6(a)所示。

又表 6(b)為排樁工法設計參數之變化範圍

值。Rx 如圖 15 所示。排樁間距與排樁樁徑比

值(Spile/dpile)，在樁徑 dpile=0.6 m 時其所對應

之範圍值為 1.0~3.0。 

B、穩定性分析執行 

(A)可能潛在滑動面搜尋： 

在未打設排樁之坡面型土石流坡地幾何

模型中，分別於有、無地震之情況下，使用

SLOPE/W 程式進行坡地穩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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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排樁工法之(a) 輸入材料參數及(b)設計參數變化範圍值 

Table 6 (a) Input material parameters (b) variation of design parameters of row piles 

(a) 
輸入參數 輸入值 

排樁樁長 Lpile (m) 35 
排樁打設角度 pile () 90 
排樁打設間距 Spile (m) 0.6 
排樁抗剪力 Vpile (kN) 213 
排樁安全係數 SFpile 1.0 
排樁提供抗剪力之作用方向 垂直排樁 

註：排樁抗剪力 Vpile，採用混凝材料土強度 fc=210 kg/cm2，樁徑 dpile=0.6 m 來

計算。 

(b) 

參數 範圍值 

Rx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Spile/dpile 1.0 1.5 2.0 2.5 3.0 

排樁
滑動面

Rx x/Lx
x

Lx

 

圖 15 排樁打設位置參數 Rx 示意圖 

Figure 15 Illustration of position parameter Rx for row piles installation 

(B)打設排樁後之穩定性分析： 

此分析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分

別在有、無地震之情況下，在排樁打設位置

參數 Rx 之範圍值，求取其相當之穩定性安全

係數 FS。第二階段：採用第一階段分析中，

排樁之最佳打設位置參數(Rx)opt (即安全係數

FS 值最高時之 Rx 值)之相當分析剖面，在排

樁間距與排樁樁徑比值(Spile/dpile)之範圍值，

求取其相當之穩定性安全係數 FS。 

（2）地錨工法 

A、穩定工法設計參數 

本節探討地錨碇段長度 Lac 及地錨打設

角度anchor(地錨打設方向與水平方向之夾角)

變化對坡地穩定性之影響。由於參數研究

中，地錨碇段長度 Lac=3.0，6.0 及 9.0 m。因

此，首先採用 Lac=9.0 m，並以人工估算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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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之極限摩擦力 Tac(=acdanchorLac)。隨

之，決定自由段鋼材之極限抗拉力 Taf 使其大

於 Tac (Taf  Tac)並於 SLOPE/W 程式進行輸

入。上述作法，在強迫 SLOPE/W 分析時，

能選用 Tac 作為地錨之預力。地錨材料參數輸

入值如表 7(a)所示，另外設計參數範圍值如

表 7(b)所示。

表 7 地錨工法之(a) 輸入材料參數及(b)設計參數變化範圍值 

Table 7 (a) Input material parameters (b) variation of design parameters of anchor 

(a) 

材料參數 輸入值 

Alpplied load 選項 variable 

F of S dependent 選項 No 
地錨拉力分布 (Load distribution) 選項 Conc. in 1 slice 
錨碇段直徑 danchor (m) 0.1 
錨碇段極限摩擦應力ac (kPa) 245.25 
地錨錨碇段安全係數 SFac 1.0 
地錨自由段鋼材之極限抗拉力 Taf (kN) 700 
地錨自由段安全係數 SFbar 1.0 
地錨打設間距 Sanchor (m) 1.5 

註： 
1. Applied load 選項有兩種：「constant 或 variable」，「constant」選項，表示

地錨預力為定值(自行輸入)，亦即地錨預力不因使用者輸入之錨碇段極限

摩擦力或自由段鋼材之極限抗拉力而改變，「variable」選項，表示地錨預

力將依照使用者自行輸入之錨碇段極限摩擦力或自由段鋼材之極限抗拉

力而改變。 
2. 依照 SLOPE/W 手冊(2007)，地錨之 F of S 選項輸入為 No。 
3. 錨碇段直徑 danchor 以鑽機外套管的尺寸為主，約 3~4 (inch)。 
4. 為簡化分析，SFac 及 SFbar 假設為 1.0。 
5. 地錨自由段極限抗拉力 Taf 之估算。 
6. 錨碇段極限摩擦應力ac 及地錨打設間距 Sanchor，參考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

會(1998)之「地錨設計與施工準則暨解說」。 

(b)  

設計參數 範圍值 

地錨錨碇段長度 Lac  (m) 3 6 9 
地錨打設角度 anchor  () 20 30 40 

註： 
1. 地錨錨碇段長度 Lac 及打設角度anchor 範圍值，參考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1998)

之「地錨設計與施工準則暨解說」。 
2. 地錨打設角度anchor 為地錨與水平之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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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穩定性分析執行 

依照排樁打設最佳位置(Rx)opt 及最佳排

樁間距與排樁樁徑比值 Spile/dpile(=1.0)，進行

地錨錨碇段長度 Lac 及地錨打設角度anchor 範

圍值變化，求取其相當之穩定性安全係數

FS。 

（四）台八線地滑地整治後穩定方案及工法

配置數值分析 

1、幾何模式 

(1)穩定方案一 

台八線地滑地穩定方案一，採用多階緩坡化

整坡，其幾何模式，如圖 16 所示。 

(2)穩定方案二 

穩定方案二，採用多階緩坡化整坡後同

時施作單階背拉式排樁，排樁樁徑 dpile=0.6 

m，排樁間距 Spile=0.7 m，排樁長度 Lpile=15 

m，如圖 17 所示。 

 

 

圖 16 台八線地滑地穩定方案一之幾何模式 

Figure 16 Geometric model of stabilization plan-1 for Tai-No.8 Landslide

 

圖 17 台八線地滑地穩定方案二之幾何模式 

Figure 17 Geometric model of stabilization plan-2 for Tai-No.8 Land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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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穩定方案三 

台八線地滑地穩定方案三，同穩定方案

二外，另外在排樁上打設地錨，地錨預力

Pa=50 ton(490.5 kN)，地錨自由段長度 Laf =20 

m，錨定段長度 Lac=10 m，地錨間距 Sanchor=2.4 

m，打設角度anchor=25，如圖 18 所示。

 

圖 18 台八線地滑地穩定方案三之幾何模式 

Figure 18 Geometric model of stabilization plan-3 for Tai-No.8 Landslide

2、初始條件及邊界條件 

初始條件及邊界條件同整治前。 

3、輸入參數 

(1)SEEP/W 及 SLOPE/W 地層材料輸入參數 

台八線地滑地之各個土壤材料參數，體

積含水量曲線，水力傳導函數，請參考表 3

及表 4，圖 9 及圖 10。另外，穩定方案二及

三中，排樁打設間之土壤，在 SEEP/W 分析

中視為一種滲透性較低之土壤，因此，將對

於水力傳導函數進行調整。調整後之崩積土

及 板 岩 飽 和 水 力 傳 導 係 數 kt 分 別 為

5.00410-3 m/hr 及 8.16010-7 m/hr，水力傳

導函數曲線 k(u)~u 則進行等比例平移。 

(2) SLOPE/W 排樁及地錨材料輸入參數 

表 8 及表 9 分別說明排樁及地錨輸入材

料參數。 

4、分析執行 

分析執行方式，除了滑動面搜尋方式

外，其他如同整治前。各個穩定方案，皆進

行整坡，整坡後之坡型與整治前不一致，且

潛在滑動塊體亦因整坡後移除，因此滑動面

搜尋方式採用網格半徑(Grid and radius)來進

行搜尋，如圖 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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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台八線地滑地穩定方案二及方案三之排樁輸入材料參數 

Table 8 Input material parameters of row piles for stabilization plan-2 and plan-3 in Tai-No.8 

Landslide 

參數項目 
長度 Lpile 

(m) 

角度 pile 

(º) 

間距 Spile 

(m) 

抗剪力 Vpile 

(kN) 

抗剪力之安

全係數 

抗剪力作用

方向 

材料數值 15 90 0.7 213 1 垂直排樁 

註： 

1. 抗剪強度 pcpile AfV 




  '53.0 ，使用混凝土排樁，其fc=210 kg/cm2，樁徑 dpile=0.6 m。 

2. 打設角度與水平交角夾pile。 

表 9 台八線地滑地穩定方案三之地錨輸入材料參數 

Table 9 Input material parameters of anchor for stabilization plan-3 in Tai-No.8 Landslide 

材料項目 輸入值 

Applied Load 選項 Constant  

地錨拉力分布 (Load Distribution) 選項 Conc. in 1 Slice 

F of S Dependent 選項 No 

預力 Pa (kN) 490.5 (50 ton) 

錨碇段長度 Lac (m) 10 

自由段長度 Laf (m) 10 

打設角度 anchor (º) 25 

打設間距 Sanchor (m)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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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台八線地滑地各穩定方案滑動面搜尋方式(網格半徑)說明 

Figure 19 Sliding surface searching for stabilization plan-1~plan-3 in Tai-No.8 Landslide 

 

四、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採用梨山地區台八線地滑地剖

面，進行穩定方案執行前之穩定分析，並另

外分別針對排樁工法、地錨工法進行設計參

數研究。最後，將設計參數研究之結果，運

用至台八線地滑地之各穩定方案穩定性分

析。 

（一）地滑地穩定方案執行前之穩定性分析 

1、台八線地滑地 

模擬台八線地滑地於常時、地震及暴雨

情況下之穩定性，結果如表 10 所示。

表 10 台八線地滑穩定方案執行前之穩定性分析 

Table 10 Stability analysis of Tai-No.8 Landslide before stabilizations 

項目 常時 
地震 

(kh=0.07, kv=0.035) 

暴雨 

(最小安全係數) 

安全係數 FS 1.140 1.015 1.140 

 

（二）坡地穩定工法設計參數研究 1、排樁工法 

搜尋滑動面之半徑範圍(區域) 

搜尋滑動面之圓心範圍(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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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探討排樁之打設位置參數 Rx及樁距

樁徑比 Spile/dpile 對坡地穩定性之影響。設計參

數研究，分別在常時、地震兩種不同情況下

來進行分析。 

（1）打設位置 Rx 

圖 20(a)為在常時及地震下，變化排樁打

設位置參數 Rx 時，坡地穩定性之相應分析結

果。由分析結果顯示，無論在常時或地震情

況下，在打設位置參數 Rx=0.1~0.9 時，對於

滑動面之穩定性提升效果幾乎相同。圖 20(b)

及(c)說明，在常時情況下，Rx=0.5 時之穩定

分析結果及排樁打設位置之第 16 切片自由

體力作用圖，由圖 20(c)中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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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提供之抵抗力係最大。 

（2）樁距與樁徑比 Spile/dpile 

根據前節之分析結果，並另外參考過去

文獻資料，採用排樁打設位置參數 Rx=0.5 時

之 分 析 剖 面 ， 再 進 行 排 樁 樁 距 與 樁 徑 比

Spile/dpile 之參數研究，藉由改變 Spile 值來了解

其對坡地穩定性之影響。分析結果顯示，不

論在常時或地震情況下，排樁打設間距 Spile

值與樁徑 dpile 相等時 (即排樁緊密排列，

Spile/dpile=1)，其穩定性安全係數較高，如圖

21 所示。由於排樁打設間距 Spile 值增加時，

垂直分析剖面方向上每單位寬度排樁所能提

供之抗剪力將會降低(亦即每單位寬度排樁

所能提供之抗剪力=Vpile/Spile)，因此穩定性安

全係數隨之下降。 

2、地錨工法 

地錨工法探設計參數研究探討錨碇段長

度 La 及打設角度anchor 兩者對於坡地穩定性

之影響。 

（1）錨碇段長度 Lac 

研究結果顯示，不論是在常時或地震情

況下，地錨錨碇長度越長，對坡地穩定性之

提升效果越佳，如圖 22 所示。此乃由於錨碇

段 長 度 越 長 ， 錨 碇 段 之 極 限 摩 擦 力

Tac(=acdanchorLac)越大所致。因此，穩定

性安全係數隨之上升。 

（2）打設角度anchor  

圖 23 顯示在常時及地震情況下，坡地之

穩定性安全係數 FS 將隨著打設角度anchor 之

增加而逐漸降低。此暗示，地錨打設角度

anchor 越大時，地錨拉力用於穩定坡面之水

平分力將大幅降低並導致 FS 值下降。另可發

現地錨打設角度（與水平夾角）在 20°~30°

之間時，其對坡地穩定性並無明顯影響，因

此穩定方案三打設角度設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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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a)排樁打設位置參數 Rx 與安全係數 FS 之關係(b) Rx=0.5 時之穩定分析結果(c)排樁打設位

置之第 16 切片自由體力作用圖 

Figure 20 (a) relationship of position parameter Rx and factor of safety of row piles (b) stability 

analysis of Rx=0.5 (c) force diagram of slice-16 with installed row piles 

(第 16 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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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排樁間距及樁徑比對安全係數 FS 之影響 

Figure 21 Influence of spacing/pile diameter ratio (Spile/dpile) on factor of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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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圖 22 地錨錨碇段長度 Lac 對穩定性安全係數 FS 之影響(a)常時及(b)地震情況 

Figure 22 Influence of anchorage length Lac on safety factor FS (a) ordinary case (b) seismic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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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圖 23 地錨打設角度anchor 對穩定性安全係數 FS 之影響(a)常時及(b)地震情況 

Figure 23 Influence of installation angle anchor on safety factor FS (a) ordinary case (b) seismic case  

（三）台八線地滑地穩定方案執行後之穩定

性分析 

一般而言，穩定性安全係數之規定包括

新設邊坡(新開發坡地及新設擋土設施)及整

治邊坡(整治已破壞坡地及擋土設施)兩種情

況。其中，新設邊坡之安全係數要求較高，

其主要原因乃一般新設邊坡牽涉工程範圍較

大，開發期間存在經費及開發時程之壓力，

在地質調查之精度方面較為粗略，各項分析

中如強度參數及地下水條件皆存有許多推估

或假設，因此存在許多未確定因素。反之，

整治邊坡之安全係數要求較低，其主要原因

乃一般整治邊坡之工程範圍較小，基本調查

較為深入詳細，對於地質狀況及地下水條件

大多能充分掌握，並能針對破壞原因訂定因

應對策。 

根據下列表 11 至表 12，說明各種邊坡

工程安全係數之建議值：

表 11 擋土設施穩定分析-安全係數採用標準 

Table 11 Requirement of factor of safety for the stability analysis of retaining structures  

項目 破壞型態 最小安全係數需求 

牆體穩定 滑動 
長期載重：1.5 

地震時：1.2 

整體滑動(深層滑動) 邊坡滑動 

平常時：1.5 

地震時：1.2 

最高水位時：1.1 

(無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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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建築研究所(1998)，「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含解說)」)

表 12 邊坡擋土設施設計時之安全係數建議值 

Table 12 Requirement of factor of safety for the newly designed retaining structures of slope 

破壞型態 
重現期距 10 年降雨強度下之安全係數 

新設擋土設施 整治已破壞擋土設施 

滑動 1.5 1.25 

參考自廖瑞堂(2001)，山坡地護坡工程設計

另 外 ， 依 據 農 業 委 員 會 水 土 保 持 局

(2003)，「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120 條之規

定：設計擋土牆之抗滑動安全係數應滿足 1.1

～1.5。本研究之設計安全係數至少應大於 1.3

～1.35 以上，各方案之分析結果如下。 

（1）多階緩坡化整坡(方案一) 

方案一穩定性分析結果得知，經多階化

緩坡整坡之穩定工法施作後，常時情況下，

安全係數 FS 可提升 29.3%，暴雨及地震情況

之安全係數亦可提升 23.3%及 24.9%。圖 24

為各情況之模擬結果。 

整個降雨歷程安全係數與降雨延時關係

繪製如圖 25，圖中顯示，降雨歷程對於地滑

地穩定性安全係數係隨降雨時階逐步遞減，

主因水位逐漸上升，土壤滑動力增加，抵抗

力減小安全係數隨降雨時階而遞減；另由圖

中可見初期降雨對滑動面之 FS 並無明顯影

響，其原因可能為，在降雨期間地下水水位

線變動的範圍，並未擴及影響到滑動面所在

位置 

另外由圖 25 及 26 可知降雨入滲對地下 

水水位變動，在降雨延時 t=48 hr 期間，約在

t=26 hr 時開始提升地下水水位高程，此係其

周圍土層將在地下水水位上升後，土壤由未

飽和狀態逐漸轉趨向飽和狀態，且隨降雨雨

水之持續入滲，該現象更為明顯。由此可知，

在降雨前位於初始地下水水位線之上方因初

始孔隙水壓呈現負值(uw=hp×w＜0)。隨之，

此負值孔隙水壓由於降雨入滲雨水之浸潤而

逐漸變小而趨於消失(hp→0，uw→0)，此暗示

未飽和土層之基質吸力(ua~ uw)將隨降雨延

時逐漸消失(t↑→ua=0，uw＝0，( ua- uw)=0)

且土壤材料由乾硬而轉為濕軟，基質吸力所

能提供之額外剪力強度完全消失，即( ua- uw)

×tan b＝0，邊坡之穩定性將大為折減。 

由圖 27 係地滑地區域在降雨期間 t=26 

hr、36 hr、43 hr、48 hr 之孔隙水壓及滲流方

向與穩定性變化情形，由圖中可知地滑地穩

定性安全係數係隨降雨時階逐步遞減(t=26 

hr，FS=1.472→t=36 hr，FS=1.454→t=43 hr，

FS=1.434)，推測其原因可能為降雨入滲造成

地下水水位上升，土壤滑動力增加，抵抗力

減小，導致安全係數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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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常時 

 

(b) 地震 

 

(c) 暴雨 (t=48 hr) 

圖 24 台八線地滑地多階緩坡化整坡(方案一)之模擬結果 

Figure 24 Simulation results of stabilization plan-1 by multiple-step slope flatting in Tai-No.8 

Land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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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安全係數 FS 與降雨延時 t 關係圖 

Figure 25 The variation of safety factor FS with the rainfall duration t 

  

t = 26hr t = 36hr 

  

t = 43hr t = 48hr 

圖 26 地下水水位在降雨期間之變動情形 

Figure 26 The variation of groundwater level during rainfall period 



林德貴、洪寶發、劉文宗、陳威翔： 
梨山地滑區台八線 82k+200m 地滑地穩定工法之有效性評估 

567 

（a-1）t = 26hr （b-1）FS t =4hr =1.472 

（a-2）t = 36hr （b-2）FS t =36hr =1.454 

（a-3）t = 43hr （b-3）FS t=43hr =1.434 

（a-4）t = 48hr （b-4）FS t=48hr =1.407 

圖 27 地滑區在降雨期間(0~48hr)之(a)孔隙水壓及滲流方向(b)穩定性變化 

Figure 27 (a) pore pressure and seepage direction (b) the variation of stability of landslide area during 

rainfall (0~48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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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階緩坡化整坡及施作單階排樁(方案二) 

方案二穩定性分析結果中，如表 13 所

示，各個情況下之安全係數提升百分比從

22.8~26.4 之間，但穩定性較方案一略差，此

結果主要因為方案二之整坡後坡度較高(單

階排樁上方之坡度)所致。 

(3)多階緩坡化整坡及施作單階背拉式排樁

(方案三) 

常時情況下之安全係數 FS=1.488 1.5，

至於地震及暴雨情況，皆已達到規範要求，

如表 14 所示。此方案為三個方案中，穩定性

最佳之工法設計。

表 13 多階整坡緩坡化及施作單階排樁分析結果 

Table 13 Analysis results of slope stabilization by multiple-step slope flatting and single row piles 

項目 常時 
地震 

(kh=0.07, kv=0.035) 

暴雨 

(最小安全係數) 

安全係數 FS 1.442 1.247 1.411 

提升百分比 % 26.4 22.8 23.7 

表 14 多階緩坡化整坡及施作單階背拉式排樁分析結果 

Table 14 Analysis results of slope stabilization by multiple-step slope flatting and tied-back single 

row piles 

項目 常時 
地震 

(kh=0.07, kv=0.035) 

暴雨 

(最小安全係數) 

安全係數 FS 1.488 1.276 1.436 

提升百分比 % 30.5 25.7 25.9 

 

(4)小結 

A、三個穩定方案之地震及暴雨之安全係數

FS 皆 滿 足 要 求 ， 即 FS≧1.20 及

FS≧1.10，而常時安全係數 FS 仍可達到

1.44 以上。 

B、由常時、暴雨及地震之安全係數得知，地

震安全係數 FS 最小且將控制整治工法之

設計與配置。 

C、比較三個穩定方案可知，以多階緩坡化整

坡及施作單階背拉式排樁(方案三)工法對

穩定性評估上最具優勢。 

五、結論與建議 

1.台八線地滑地，施作各個方案後，地震及

暴雨情況下之安全係數 FS 皆滿足設計規

範，即 FS 1.20≧ 及 FS 1.10≧ 。另外，常時

情況下之安全係數仍可達 1.44。 

2.透過極限平衡法進行分析，排樁打設位置

位於切片上滑動面傾角(inclination of slice 

base)接近水平之處，對於坡地之穩定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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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最好。另外，若排樁間距越小，坡地穩

定性較佳。 

3.地錨錨碇段打設長度較長，提供之摩擦力

較大，安全係數較高。另外，地錨打設角

度在 20°~30°之間，對穩定性並無明顯影

響。 

4.建議： 

極限平衡分析法，無法反映排樁穿過潛

在滑動面之有效長度對邊坡穩定性之影

響。因此，未來可採用較高階之數值工

具來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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