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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貓空纜車 T16-墩柱邊坡 (T16-邊坡) 複合型整治工程之效益評估
林德貴[1] 張國欽[1]
摘

要

鄒瑞卿[2]*

本研究採用 2D 有限元素強度折減法 (SRM)，執行一系列降雨入滲和邊坡穩定性分析，檢核台北

市貓空纜車 T16-墩柱下方邊坡 (稱 T16-邊坡) 複合型整治工程之邊坡穩定效益。T16-邊坡複合型整治工程從
上段、中上段、中段和下段邊坡，分別由四種工法組成。藉由比對 2008 年薔蜜 (Jang-Mi) 颱風期間現場觀測
之 T16-邊坡崩塌機制和發生時間，驗證數值分析模型和材料參數之有效性。數值分析結果顯示，T16-邊坡於
2008 年發生崩塌後，邊坡整治前、後之潛在滑動面皆發展於中上段邊坡 (最關鍵區段邊坡)，該處邊坡採用 RC
格梁地錨工法進行整治。在 50 年重現期距 48 小時設計降雨條件下，整治前、後最小安全係數分別為 1.004
(FS(t) 整 治 前 ) 和 1.191(FS(t) 整 治 後 )，顯示整治工程可避免中上段邊坡在暴雨期間之安全係數趨近於臨界狀態
(FS=1.0)。本研究採用相對安全係數 RFS (= FS(t)整治後/ FS(t)整治前) 評估整治工程對邊坡穩定性之貢獻度。在未降
雨時，整治工程對邊坡穩定效果最好，RFS 最高值達 1.279，在 50 年重現期距 48 小時設計降雨條件下，當降
雨延時 t=30hrs 時，RFS 則下降到最小值 1.145，顯示長延時劇烈降雨後，因雨水入滲影響，降低整治工程的
穩定效應。

關鍵詞：有限元素，強度折減法 (SRM)，T16-邊坡，複合型穩定工作、降雨誘發入滲、穩定性分析、相對安
全係數 (RFS)

Evaluating the Efficiency of Stability Remediation Measures for
the T16-Tower Pier Slope of the Taipei Maokong Tramway
Der-Guey Lin[1]

Kuo-Ching Chang[1]

Jui-Ching Chou[2]*

ABSTRACT In this study, a series of rainfall-induced seepage and slope stability analyses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strength reduction method of two-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technique to inspect the efficiency of remediation
measures for the down slope of the T16-tower pier (or T16-Slope), which is located on the hillside of Taipei City
Maokong tramway. The compound stabilization work of the T16-Slope comprises four types of engineering methods,
namely up-slope, up-middle-slope, middle-slope, and down-slope engineering methods. The numerical model and input
parameters were calibrated by inspecting the coincidence between numerical results and field observations for the triggering mechanism and occurrence time of landslide in T16-Slope during Typhoon Jangmi in 2008. After the aforementioned landslide in 2008, the potential sliding surfaces of the T16-Slope with and without remediation measures were
both developed at the up-middle-slope, where a RC-grid-beam (RC-grillage) and anchorage had been constructed for
remediation. Under 48-hour rainfall over a 50-year return period, the minimum time-dependent factors of safety FS(t)
with and without remediation measures were FSwith(t)=1.191 and FSwithout(t)=1.004 respectively. The remediation
measures prevented the up-middle-slope from reaching a critical state (FS = 1.0) during torrential rainfall. In this study,
the relative factor of safety (RFS; RFS =FS(t)with/FS(t)without)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iciency of the remediation
measures to protect slope stability. The RFS was highest (RFS=1.279) under the initial dry condition and lowest
(RFS=1.145) during rainfall duration t=30 hours under design rainfall. The RFS values indicated that the stabilization
effects of the remediation measu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after prolonged heavy rainfall because of severe rainwater
infiltration.
Key Words: Finite element technique, strength reduction method, compound stabilization work, rainfall-induced
seepage, stability analyses, Relative Factor of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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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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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區頂部高程約 274.5 m，呈山凹地形，易於聚水，岩層易
受風化侵蝕。本研究採用 T16-邊坡崩塌區中央之 C-C 剖面線

台灣自然環境因地形陡峭與地質構造脆弱，邊坡易發生崩

，如圖 1(b) 所示，進行一系列降雨入滲及邊坡穩定分析。由

塌並伴隨大量土石滑動。颱風季節時，暴雨經常造成邊坡崩塌

T16-邊坡航空照片可判釋崩塌區之分水嶺、水系及階地分布與

和引發土石流 (Lin et al., 2008, 2009, 2012)。因連續降雨入滲

可能之層面和土壤侵蝕的特徵 (如圖 2)，在稜線北側 (陡坡的

，儲存在邊坡滑動區域之地下水，則成為誘發大規模邊坡崩塌

左側或下方區域，圖 2 白色虛線)，植被密集呈深綠色，推測

關鍵因素 (Lin et al., 2010, Ko and Lin, 2015)。

具較厚土層和常年豐富地下水；在稜線南側 (右側或緩坡區域

2008 年薔蜜颱風期間，9 月 28 日晚間 8~9 時，台北市御

)，除墾植外，植被生長受季節影響，生長鬆散呈淺綠色至淺

花園社區後方發生邊坡崩塌，而崩塌邊坡坡頂為台北市貓空纜

棕色，顯示其土層較薄、岩盤較厚及易透水，旱季時地下水位

車 T16-墩柱位置，本研究將 T16-墩柱下方崩塌邊坡簡稱為

較低。航照亦顯示，T16-墩柱下方呈弧型崩崖 (圖 2 黃色實線

T16-邊坡。由於暴雨造成邊坡土體下滑，帶動坡頂 T16-墩柱周

)，推測為舊崩塌區上緣，其下方地形呈弧形凹槽，研判為淺

圍地表厚約 4~5 m 覆蓋層大量流失，導致墩柱側向支撐力喪

層崩塌之地表特徵。綜上所述並根據凹槽形態研判，崩塌區屬

失。墩柱雖然保持完整，惟墩柱下方裸露形成一 4~5 m 長之懸

於向源侵蝕之蝕溝地形 (圖 2 淺藍色實線)。

臂結構，恐於地震作用下承受過大彎矩荷載，因此，台北市政
府針對於設計地震力下之墩柱結構安全性進行檢核。台北市政

2. T16-邊坡工程地質條件

府為預防 T16-邊坡再次崩塌並確保坡趾處之人身及住宅安全

根據地質調查資料及 14 孔鑽探資料研判，T16-邊坡岩層

，於確認 T16-墩柱結構安全後，加緊執行 T16-邊坡複合型整

面走向 N50°~60°E，傾角 10°~20°SE。T16-邊坡在地質構造上

治工程作業。

為一向東南傾斜之單斜構造，為一逆向坡。鑽探資料研判，地

邊坡在均質土壤且無軟弱帶情況下，使用有限元素強度折

表覆蓋層的厚度約為 2~6 m。除地質調查外，T16-邊坡採用一

減法 (SRM) 和極限平衡法 (LEM) 分析之安全係數 (FS) 和

條長度 115 m、深度 50 m 地電阻測線和一條長度 115 m 震測

潛在滑動面位置 (PSS) 差異很小，二種分析法均可滿足一般

折射測線 (皆與圖 1(c)C-C' 剖面平行) 進行地質構造調查，根

工程實務上之要求 (Cheng et al.,2007;Wei et al.,2009)。SRM 優

據電阻率和 P 波速度剖面，T16-邊坡地形和地質剖面，從淺層

點在於 PSS 可由分析位移量自動決定 (Berilgen, 2007; Cheng

到深層可簡化成五層，如表 1 所示。

et al., 2007) 且分析可考慮更多邊界束制條件 (Zheng, 2012)。
Bojorgue et al. (2008) 指出，SRM 分析可獲得不同破壞機制下

3. 2008 年薔蜜颱風期間 T16-邊坡崩塌降雨分析

之破壞面，有助於邊坡整治工程之設計。回顧採用 SRM 分析

依據中央氣象局記錄，造成 T16-邊坡崩塌之薔蜜颱風警

之邊坡穩定研究 (Savage et al., 2000, Debray and Savage, 2001,

報期間為 2008 年 9 月 26 至 29 日，鄰近崩塌區之中央氣象局

Chandrasekaran et al., 2013)，極少採用不飽和降雨入滲分析評

木柵雨量測站資料顯示，於薔蜜颱風警報期間總降雨量約

估大型邊坡整治工程之效益，降雨入滲之效應一般採用地下水

453.0 mm。自 2008 年 9 月 26 日上午 8 時開始降雨至 28 日

位抬升導致靜態孔隙水壓增加方式考量。本研究使用 PLAXIS

20~21 時 T16-邊坡發生崩塌止，降雨延時共計 64 小時，累積

2D(PLAXIS 2D, 2015) 程式配合暫態滲流和 SRM 分析，針對

降雨量 406.5 mm，佔薔蜜颱風總降雨量之 89.74 %，最大日降

不同回歸期之 48 小時設計降雨情況下，研究 T16-邊坡四種複

雨量 297.5 mm 發生在 9 月 28 日。圖 3(a) 顯示薔蜜颱風期間

合型整治工程之工程效益。

(77 hr 降雨延時) 時雨量圖，T16-邊坡發生崩塌於降雨延時 64
小時。根據木柵雨量測站 2008 年 9 月份日雨量記錄顯示，期

二、2008 年 T16-邊坡崩塌
1. 崩塌位置及地形

間 有 辛 樂 克 (9/11~9/16) 、 哈 格 比 (9/21~9/23) 及 薔 蜜
(9/26~9/30) 等三個颱風入侵北台灣，累積降雨量達 1,271.5
mm，如圖 3(b) 所示。三個接續來襲之颱風對 T16-邊坡崩塌影

T16-邊坡位於台北市文山區御花園社區後方，如圖 1 所示

響甚大，連續強降雨使邊坡土壤含水量增加，土壤長時間處於

。邊坡崩塌區 (圖 2 紅色點線區) 寬約 20~80 m、長約 230 m

飽和狀態，導致邊坡土壤軟化、強度降低及載重增加等不利情

，影響面積約 1.17 公頃 (11,700 m2)，崩塌土方量約 30,000 m3

況。

，高程介於 280~150 m 之間，崩塌區地勢約呈東南高西北低，
表 1 T16-邊坡地層地質物理性質 (台北市政府，2008 年)
Table 1

Physical property of geologic strata at the landslide of T16-Slope
地層

崩積土覆蓋層SF
頁岩SH
塊狀砂岩SS
頁岩夾砂岩SH/ss
砂頁岩互層SS-SH

描述
厚度=2~6 m，礫石：砂：粉土：黏土=0~15%：13~60%：31~70%：1~17%；=17.85~19.71 kN/m3；wn=8.0~19.4%；Gs=2.67~2.71；
e=0.45~0.68；LL=2.67~2.71%；PI=9~10%(=單位重；wn=含水量；Gs=比重；e=孔隙比；LL=液性限度；PI=塑性指
數)USCS=SM，ML，CL；SPT-N=15~69
厚度>20 m，呈灰色輕度風化至新鮮之岩體，低透水性。
塊狀砂岩，厚度約16 m，含石灰材質堅硬緻密，抗風化侵蝕力強，地形上常形成陡峭崖坡。岩心呈棕黃色至灰白色之中
度風化至新鮮之岩體。
灰黑色頁岩，厚度>20 m，包含細砂岩夾層 (或層間) 。岩層大多呈灰色新鮮岩體。
砂頁岩互層，厚度約60 m，以頁岩為主，局部砂頁岩互層，呈棕灰色輕度至中度風化之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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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剖面

御花園社區

(b)

C-C 剖面

(c)

(a)

圖 1 (a)T16-邊坡崩塌位置 (b) 坡趾遭受崩塌威脅的御花園社區 (c) 坡頂遭受崩塌土體下移危害之貓空纜車 T16-墩柱
Fig.1 (a) Location of the landslide of T16-Slope (b) Royal Garden residential community at slope toe threaten by the
landslide (c) T16-tower pier of Mao-Kong tramway at slope top endangered by a downward movement of soil mass

崩塌範圍
(2008/09/28)

圖 2 T16-邊坡崩塌區之地形和地表地質航空照片判釋
Fig.2 Annotated aerial-photo for topographic and surface geologic interpretation on the landslide of T16-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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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3 (a) 薔蜜颱風期間之時雨量圖 (2008 年 9 月 26~29 日降雨延時共計 77 小時) (b) 2008 年 9 月之日雨量圖
Fig.3 (a) daily rainfall hyetograph of September, 2008 (b) hourly rainfall hyetograph (9/26~9/29, 2008 with total rainfall
duration of 77 hours) during Jang-Mi typhoon

數值模擬研究 (Tsaparas, I., et al., 2002) 指出，降雨入滲

(Collins and Znidarcic 2004; Rahardjo et al. 2007; Singh et al.

過程與土壤飽和滲透係數(ksat)關係密切，當前期降雨發生於高

2013)。T16-邊坡表層之崩積土層飽和滲透係數 ksat=8.0810-5

滲透性土壤邊坡 (ksat=10-4 m/sec) 時，由於土壤滲透性高，主

m/sec(見表 2 ) 接近 ksat=10-4 m/sec，可歸類於高滲透性土壤邊

要降雨事件發生時，邊坡土壤含水量不易受先前少量降雨影響

坡，另外，由於哈格比颱風之降雨量較低而辛樂克颱風來襲時

。然邊坡若由一般滲透性土壤 (ksat

=10-5 m/s)

組成，主要降雨

事件發生前之先前降雨事件，則可能影響主要降雨事件時之邊

間距薔蜜颱風已超過兩周，因此辛樂克和哈格比颱風降雨對邊
坡之影響可忽略。

坡土壤含水量，而土壤含水量則對邊坡之穩定性有顯著影響
表 2 各地層土壤之材料模型參數 (台北市政府，2008 年)
Table 2

Material model parameters for various soil strata

地層
崩積層 (SF)
砂岩層 (SS)
頁岩層 (SH)
頁岩夾砂岩 (SH/ss)
砂頁岩互層 (SS-SH)
e
0.616
0.150
0.140
0.148
0.145
unsat(kN/m3)
19.5
24.6
23.6
23.8
24.2
20.1
25.4
24.6
24.9
25.0
sat(kN/m3)
’
0.30
0.25
0.27
0.26
0.26
5.0
680.0
256.0
306.0
468.0
c (kPa)
 (°)
26
36
27
30
32
8.0810-3
10-9
10-9
10-9
10-9
kx,ky(=ksat)(cm/sec)
1.40104
1.78106
4.91105
8.76105
1.14106
E (kPa)
註：e=孔隙比；unsat=不飽和單位重；sat=飽和單位重；’=柏松比；E=楊氏模數；c=凝聚力；=摩擦角；ksat：飽和滲透係數；各地層膨脹角
皆設為0。岩體強度並無考慮弱面之影響，因主要評估對象為造成邊坡坍滑之表層崩積層，而崩積層強度遠小於岩體，因此岩體弱面對分析結
果影響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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碇段長 10 m、垂直及水平間距 2 m、預力 40 t、打設仰角

4. 崩塌治理

30)，RC-格梁設置面積約為 4,055 m2 (格梁尺寸：2 m2 m

崩塌災害發生後，考量地形、地質條件和崩塌觸發機制，
T16-邊坡崩塌除了地質構造脆弱性外，主要係因劇烈暴雨期間
之地表逕流和侵蝕所造成，故於整治工程設計時應考量邊坡穩
定和改善坡面排水，並兼顧植生綠美化。由於 T16-邊坡之穩定
至關重要，必須在下次颱風來臨前迅速完成整治工程設計和施
工。台北市政府執行之邊坡整治工程設計，主要包括：(1) 邊
坡穩定設施 (微型樁，擋土牆，排樁)、(2) 坡面保護設施 (RC格梁與地錨, RC-格框與土釘)、(3) 逕流截留和排水設施 (水平
和縱向地面排水或逕流靜水沉砂池) 及 (4) 綠化植生。以上整
治工程係依據設計規範和工程實務進行設計，並利用傳統極限
平衡法邊坡穩定性分析確認安全性。惟傳統穩定性分析並未考
慮暴雨期間降雨入滲對不飽和崩積層之影響，故本研究針對不
同重現期距 48 小時設計降雨條件下降雨入滲對整治工程穩定
性影響進行研究。整治工程於 2010 年 2 月至 8 月陸續完成 (
如圖 4)，詳細說明如下：
(1) 微型鋼軌樁和 RC-擋土牆 (施作於上段坡面 EL.280~270

、梁斷面：寬深=50 cm65 cm)。
(3) RC-格框與土釘和植生 (施作於中段坡面 EL.240~215 m)：
因坡面中段坡度較緩且覆蓋層較厚，無破碎岩盤裸露，所
需穩定邊坡力較中上段坡面小，所以採用 RC-格框與土釘
穩定邊坡，共設置1,130支土釘 (長6 m、垂直及水平間距2
m、打設仰角25)，RC-格框設置面積約約3,645 m2 (框架尺
寸：2 m2 m、框架斷面：寬度×高度=20 cm20 cm)。
(4) 排樁與石籠 (施作於下段坡面 EL.203~180 m)：坡面下段
較緩，覆蓋土層厚，為預防深層滑動破壞，施設三排共 104
支抗滑樁 (直徑 80cm、長度 15 m、間距 1.2 m)，穩固覆
土層及復原步道。樁頂以帽樑連接，提高結構整體剛度。
(5) 掛網植生 (施作於坡趾 EL.215 m)：為避免降雨侵蝕地表
，在坡趾裸露面上進行大面積掛網噴植及植生復育，栽植
台灣欒樹及赤楊共 710 棵，預防土壤沖蝕保護坡面。
(6) 截排水系統 (中段坡面~坡趾)：為導流並排除強降雨地表

m)：為穩固坡頂土體，並避免土石滑落危及下方施工安全

逕流水，設置縱、橫向排水溝共 193 m、集水井 8 座及沉

，在 T16-墩柱上方處坡面設置微型樁 503 支 (40-Nkg 鋼

砂池 1 座。採用橫向排水 (截水溝) 收集逕流，聯結至坡

軌樁、間距 0.8 m、直徑 25 cm)。

面縱向排水 (排水溝) ，經由 8 座集水井調節水流後，雨

(2) RC-格梁與地錨和植生 (施作於中上段坡面 EL.270~240 m)

水向下排至坡趾尾端沉砂池處理。最後，安全排放至既有

：為穩固陡峭、節理發達之厚層砂岩，於邊坡設置 RC-格

聯外排水溝。

梁配合地錨穩定邊坡，共設置 617 支地錨 (總長 25 m、錨

RC‐擋土牆
微型椿
T16‐墩柱
RC‐格樑地錨噴植
縱向排水

RC‐型框土釘噴植
水平排水
(攔截逕流)

集水井

掛網噴植
(植生復育)
排樁與石籠

步道

(a)

(b)

(c)

(d)

圖 4 (a)T16-邊坡整治工法之整體配置 (b) 坡面中上段 RC-格梁地錨和坡面中段 RC-型框土釘噴植 (c) 坡面下段排樁與石籠和
步道 (d) 由坡面中段 RC-型框土釘噴植區域向下邊鳥瞰
Fig.4 (a) overall configuration of remediation in T16-Slope (b) RC-grid-beam (or RC-grillage) and anchorage at up-middleslope and RC-frame with soil nailing at middle-slope (c) gabion structure and walking path with retaining piles at
down-slope (d) a bird’s-eye view from RC-frame with soil nailing and hydro-seeding at middle-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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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將先進行數值分析與現場觀測比較，驗證數值模型、材料

三、分析方法和材料參數

參數與數值程序之適用性，後續再進行整治工程效益之評估。

1. 工作架構與流程

研究架構和流程，如圖 5 所示。

本研究旨在調查 T16-邊坡崩塌之觸發機制和整治工程效
1. 地質、地形及鑽探資料
2. 材料力學試驗資料
(結構及土層材料)
3. 地層剖面及整治工法配置

貓空纜車T16-墩柱
邊坡崩塌資料
調查蒐集彙整

薔蜜颱風降雨記錄
(降雨歷時曲線)

數值模式建立：
1. 幾何模式
2. 材料參數
3. 初始邊界條件
4. 模擬程序

輸入薔蜜颱風之降雨歷時
曲線(降雨延時77小時)

邊坡崩塌發生前
之降雨入滲分析

調整分析程序及輸入參數

T16-邊坡崩塌前之
穩定性分析與破壞機制探討

NO
比對數值分析結果與
現地觀測成果是否吻合?

YES

整治工法類型：
1. 微型樁工法
2. 地錨工法
3. 土釘工法
4. 排(或抗剪)樁工法

邊坡崩塌後整治前之降雨
誘發入滲和穩定性分析

輸入不同頻率年之48小時設計
雨型：
1. 25年
2. 50年
3. 100年

邊坡崩塌後整治後之降雨
誘發入滲和穩定性分析

輸入不同頻率年之48小時設計
雨型：
1. 25年
2. 50年
3. 100年

各項整治工法之
有效性和效益評估

圖 5 工作架構與流程
Fig.5 Framework and flowchart of the study

2. 薔蜜颱風 T16-邊坡崩塌之穩定性分析
採用薔蜜颱風之降雨歷線 (如圖 3(a)) 進行數值模擬，比
較模擬結果與現地觀測 T16-邊坡崩塌發生區位及發生時間之
一致性，以驗證數值分析程序及輸入材料參數。土壤模型使用
摩爾-庫倫 (Mohr-Coulomb ) 模式，地層材料參數依據未擾動
岩土試體之一般物理試驗、單軸抗壓強度試驗及直接剪力試驗
推估 (台北市政府，2008 年)，如表 2 所示。數值分析模型，
如圖 6 所示。

乾季時地表崩積層 (或覆蓋土層) 及下方破碎岩層，皆位
於地下水位之上，使用張力計直接測量負孔隙水壓力 uw，當
孔隙空氣壓力 ua 為大氣壓 (即 ua=零表壓=0) 時，測量數值等
於基質吸力 (ua-uw =uw)。現場量測顯示，在 0.3~1.5 m 範圍內
乾季覆土層之初始基質吸力 uw(=w；=負值壓力水頭) 約
為-8~-70 kPa。惟不飽和覆土層之基質吸力，將因降雨期間之
雨水入滲而消散，成為降雨誘發邊坡崩塌之原因之一 (Fredlund D.G.and Rahardjo H.，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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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和土壤水力傳導係數 ksat(=kx =ky=10-4~10-5cm/sec) 係根
據現地 Guelph 滲透試驗後，再由經驗公式推估所決定，而現
地飽和土壤水力傳導係數與一般低塑性黏土 (CL) 或粉土
(ML) 之覆土層滲透係數接近。不飽和土層之力學性質可以透
過土壤基本物理性質的經驗方法獲得 (Fredlund D.G. and Morgenstern N.R., 1997) ，本研究所需不飽和土壤水力傳導係數

Ssat 為不飽和與飽和的飽和度)
本研究採用有限元素暫態 (Transient) 模式進行降雨入滲
分析，透過暫態入滲分析以確定土層之降雨延時與孔隙壓力關
係，並進行 SRM 穩定性分析，以檢驗颱風期間 T16-邊坡崩塌
之觸發機制。穩定性分析中，在降雨延時 t(0→77 小時) 內，
對於每一個時間增量t(=8 小時) 計算 T16-邊坡隨時間 t 變化
之穩定安全係數 FS(t)。當邊坡穩定安全係數 FS<1.0 時，表示
邊坡崩塌，而安全係數 1.5 時，可達到邊坡長期穩定之要求
(Hoek E. 2006)。台灣目前採用三個 FS 值作為邊坡整治工程設
計的技術標準：(1) 平時 FS≧1.5，(2) 地震 FS≧1.2，(3) 暴雨
FS≧1.1。此外，Popescu(2001) 提出以三段 FS 連續範圍定義
邊 坡 穩 定 狀 態 ： FS>1.3( 穩 定 ) ， 1.0<FS<1.3( 略 為 穩 定 ) 和
FS<1.0(極不穩定)。

kunsat() 及相對滲透係數曲線 kr()~(或水力傳導函數 HCF，
kr()=(kunsat() /ksat) 1.0，=負值壓力水頭=基質吸力水頭)，
由美國農業部 (USDA) 土壤分類方法，粒徑分佈和 vG 水力傳
導係數模型或 vG 模型 (van Genuchten，1980) 對不飽和覆土
崩積層進行推估，如表 3 所示。圖 7(a)(b) 分別顯示 kr()~曲
線和相對飽和度曲線 Sr()~。(Sr()=Sunsat()/Ssat；Sunsat() 和
表 3 T16-邊坡不飽和覆土崩積層水力傳導係數的材料參數
Table 3

Material parameters for the hydraulic conductivity of unsaturated overburden colluviums of T16-Slope
USDA三角土壤分類法

土壤分類方法

粉土質壤土 (Silty Loam: SM/CL/ML)

分類名稱

土壤粒徑分布

粒徑大小 (m)

含量 (%)

< 2.0

14

2.0 ~ 50.0

65

>50.0

21

不飽和土壤水力傳導係數模式

vG模式

土壤飽和水力傳導係數ksat(=kx , ky)

0.2984 (m/hours) or 8.0810-3 (cm/sec)

SF:崩積層
SS:砂岩

SS

SH:頁岩

SH
SF

SS‐SH:砂頁岩互層
SH/ss:頁岩夾砂岩

SS‐SH

SH/ss

(b)

(a)
Y=280 m

Y=255 m

地下水水位推估線

水
頭
邊
界
不透水邊界 (Closed)

Y=157 m
Y=165 m

Y=150 m
X=0 m

水
頭
邊
界

X=250 m

(c)

圖 6 T16-邊坡於 2006 年崩塌前之 (a) 位移 B.C.的數值幾何模型 (b) 有限元素網格 (c) 推估初始地下水水位
Fig.6 (a) Numerical model with displacement B.C. (b) finite element mesh (c) initial groundwater level of T16-Slope in
2006 before land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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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7 T16-邊坡不飽和覆蓋崩積層土壤水力傳導係數 vG 模式之 (a) 水力傳導係數函數曲線 kr()~ (b) 飽和度函數曲線 Sr
()~
Fig.7 (a) Hydraulic conductivity curve kr(Ψ)~ Ψ (b) saturation degree curve Sr(Ψ)~ Ψ of vG-model for unsaturated overburden colluviums of T16-Slope

觀測站 20 年 (1989 年~2008 年) 降雨紀錄資料，進行一系列

3. 設計降雨分析之頻率分析
本研究採用鄰近 T16-邊坡崩塌區之中央氣象局木柵雨量

頻率分析與模型分析。最後，採用 5、10、25、50 及 100 年重
現期距 48 小時設計降雨進行降雨入滲分析，如圖 8 所示。

(a) 5年 (48小時累積降雨量468 mm)

(b) 10年 (48小時累積降雨量582 mm)

(c) 20年 (48小時累積降雨量691 mm)

(d) 25年 (48小時累積降雨量725 mm)

(e) 50年 (48小時累積降雨量832 mm)

(f) 100年 (48小時累積降雨量938 mm)

圖 8 不同重現期距 48 小時設計降雨 (或降雨組體圖)
Fig.8 48-hour design rainfalls (or rainfall hyetographs) for different returning periods

4. T16-邊坡崩塌後整治前之降雨入滲及穩定性分析
採用薔蜜颱風侵襲時 T16-邊坡崩塌後整治前之 C-C 剖
面地形建置數值幾何模型，如圖 9 所示，輸入校正後各地層的
材料模型參數 (表 2)，以 5、10、25、50 及 100 年重現期距之
降雨歷線進行降雨入滲分析，以了解在降雨期間之孔隙水壓和
土體穩定性變化。穩定性分析中，對於每一個時間增量t(=6
小時) 計算 T16-邊坡隨時間 t 變化之穩定安全係數 FS(t)。

邊坡穩定性的強固效應已被許多學者廣泛研究 (Wu et al.,
2004; Operstein and Frydman, 2002; Lin et al., 2007; Lin et al.,
2010b)，根系導致土壤凝聚力增量值通常介於 1 至 17.5 kPa 間
(OLoughlin and Ziemer, 1982)，本研究數值模擬並未考慮此強
固效應之影響。
依據 T16-邊坡崩塌後地形及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2010) 提供之整治工法細部設計圖說，建構 T16-邊坡崩塌後數
值模型，T16-邊坡由坡頂至坡趾分為四個不同整治工法之坡段

5. T16-邊坡崩塌後整治後之降雨入滲及穩定性分析

，如圖 10 所示。有限元素法 (FEM) 二維平面應變分析中，

T16-邊坡整治工程中實施大面積植生，以植物生長保護坡

為模擬整治工程結構於長向間距 (Sz) 對軸向勁度 EA 和彎曲

面防免逕流侵蝕，並利用植被根系促進邊坡穩定。植被根系對

勁度 EI 之影響，常以強度調整係數 (1/Sz) 方式調整，整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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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材料參數如表 4。土壤-結構間相對移動之互制行為，採用界

同時採用相對安全係數 RFS(t)=((FS(t)整治後)/(FS(t)整治前)) 量化整

面元素模擬。以 5、10、25、50 及 100 年重現期距之降雨歷線

治工法對邊坡穩定性之貢獻度。惟 SRM 用於 T16-邊坡整體穩

進行降雨入滲分析，以了解在降雨期間之孔隙水壓和土體穩定

定性分析時，僅能顯示一個潛在滑動面 (PSS)，無法針對特定

性變化。穩定性分析中，對於每一個時間增量t(=6 小時) 計

邊坡區域 (上段、上中段、中段或下段邊坡) 評估其穩定性以

算 T16-邊坡隨時間 t 變化之穩定安全係數 FS(t)。

及整治工法功效。因此，如圖 11 所示，除對 T16-邊坡整體穩
定性進行分析外，亦針對不同整治工法之特定 T16-邊坡區域

後續針對不同降雨延時下，施作整治工法後安全係數
(FS(t)整治後) 與未施作整治工法安全係數 (FS(t)整治後) 進行比較，

進行穩定性分析。

SF:崩積層

SS

SS:砂岩

SH

SH:頁岩

SF

SS‐SH:砂頁岩亙層
SH/ss:頁岩夾砂岩
SS‐SH

SH/ss

(b)

(a)

圖 9 2008 年 T16-邊坡崩塌後整治前之 (a) 數值幾何模型 (b) 有限元素網格
Fig.9 (a) Numerical model (b) finite element mesh of T16-Slope after landslide without remediation in 2008

表 4 各種整治工程結構材料模型參數
Table 4

Material model parameters for various engineering structures of remediation

整治工法結構
微型樁
自由段

地錨

長度
L
(m)
8.5~12.5

斷面積
A
(10-3 m2)
4.53

z軸上的單位寬度
的配置間距
Sz (m)
0.8

彈性模數
Ec or Es
(kN/m2)
2.15106

調整軸向剛度
(EA)adjusted
(kN/m)
1.22104

調整彎曲剛度
(EI)adjusted
(kN/m2/m)
4.40

15.0

31.4

2.0

2.00108

3.14106

--

6

5

波松比

0.2
--

10.0

94.4

2.0

2.1510

2.0310

--

--

土釘

6.0

40.0

2.0

1.97106

3.94104

2.82101

0.2

排樁

15.8

503.0

1.2

2.15106

9.01105

2.98104

0.2

錨碇段

RC-擋土牆：單位重unsat=sat=23.54 (kN/m3)；彈性模數Ec=2.15106 (kN/m2)；凝聚力c=100 (kN/m2)；摩擦角=45；滲透係數kx=ky=2.510-5 (m/hr)；
波松比=0.2
註：鋼筋彈性模數 (RC) Es=2.04106 (kg/cm2)=2.00108 (kN/m2)；混凝土彈性模數Ec=1.50104 (fc)0.5 (kg/cm2)=1.47106 (fc)0.5 (kN/m2)；fc=混凝土的抗壓強度=175 or
210 (kg/cm2)；純混凝土單位重=2300 (kg/m3)=22.56 (kN/m3)；鋼筋混凝土單位重=2400 (kg/m3)=23.54 (kN/m3)；(EA)調整= [(EA) /(Sz)]，(EI)調整= [(EI) /(Sz)]。

上段邊坡; Y=280~270 m
Y=280 m

Y

中上段邊坡; Y=270~240 m

中段邊坡; Y=240~215 m

X
Z
下段邊坡; Y=203~180 m

(a)

Y=150 m

X=0 m

X=25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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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80 m

Y=165 m
Y=150 m
X=250 m

X=0 m

(b)

圖 10 T16-邊坡 C-C 剖面地形崩塌後 4 個區段邊坡施作整治工法之整體 (a) 數值模型 (b) 有限元素網格
Fig.10

(a) Numerical model (b) finite element mesh along C-C’ profile of T16-Slope after landslide with remediation of
4 sectional slopes

RC‐擋土牆

RC‐擋土牆

Y=273 m

微型椿

Y=280 m
Y=270 m

微型椿
地錨(自由段)

Y=270 m
Y=268 m

地錨
(自由段)
Y=240 m

Y=238 m

地錨(固定段)

地錨(固定段)

Y=255 m

Y=226 m

X=40 m

X=0 m

(a) 上段邊坡︰RC-擋土牆及鋼軌微型樁工法，Y=280~270 m
Y=240 m

X=0 m

X=55 m

(b) 中上段邊坡︰RC-格梁地錨工法，Y=270~240 m
Y=203 m

排椿

土釘

Y=180 m
Y=215 m

Y=215 m
Y=165 m

Y=199 m

X=0 m

X=60 m

(c) 中段邊坡︰RC-型框土釘工法，Y=240~215 m

Y=144 m

X=0 m

X=175 m

(d) 下段邊坡︰排樁工法，Y=203~180 m (Y=高程)

圖 11 T16-邊坡 C-C 剖面地形崩塌後施作整治工法之分段數值模型
Fig.11

Numerical model of sectional slopes subdivided from C-C’ profile of T16-Slope with remediation

四、結果與討論
1. 薔蜜颱風期間 T16-邊坡穩定性分析

量，為主要潛在滑動區) 及黃色區域 (平緩區位有較小位移增
量，為次要潛在滑動區) 開始發展，如圖 12(a) 及 (b) 所示，
安全係數 FS(t) 值即已偏低 (t=0→24 小時，FS(t)=1.096

在薔蜜颱風降雨初期 (t=024 小時)，T16-邊坡之潛在滑

1.089)。在降雨後期 (t=4872 小時) 雨水入滲後，上段邊坡

動區 (PSS) 由上段邊坡之紅色區域 (陡峭區位有較大位移增

陡峭區位之崩積層逐漸形成崩塌區位，如圖 12(c) 和 (d) 之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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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區域，安全係數更趨降至臨界狀態 (FS(t)=1.0670.997，

2011) 。由以上比對顯示數值分析與觀測成果具有一致性，同

t=4872 小時)。Montrasio and Valentino (2008) 指出，降雨誘

時驗證各項數值模擬程序與參數適用性。

發之淺層滑動通常由短時間強降雨所引發，通常涉及小部分淺

2. T16-邊坡崩塌後未施作整治工程之穩定性分析

層土壤，高密度分佈在廣泛區域為其特徵。因此，推測上段邊
坡主要潛在滑動區 (陡峭區位) 之淺薄崩積層發生崩塌後，崩
塌將隨著轉移至其緊臨下方之次要潛在滑動區 (平緩區位)
之深厚崩積層。
降雨延時 t~降雨強度 I~安全係數 FS(t) 關係，如圖 13 所
示： (1) 在降雨發生初期 (t=0~8 小時)，因入滲雨水引起的壓
密效應，導致土體有效應力增加，使 FS(t) 有微幅上升現象，
由於降雨強度較低，對孔隙水壓力之影響不顯著。(2) 降雨延
時 t=8~16 小時期間，因降雨強度大幅提高伴隨著大量雨水入
滲，FS(t)值相應下降。(3) 降雨延時 t=16~40 小時期間，雖然
降雨強度 I 逐漸升高，但由於入滲雨水引致之超額孔隙水壓增
量小於因入滲雨水往下邊坡滲流引致之超額孔隙水壓減少量。
因此，由滲流引起的壓密效應導致土體有效應力增加，FS(t)
值逐漸增大。(4) 降雨延時 t=40 小時後，降雨持續並保持一定
的降雨強度 I，使得雨水大量蓄積。此時，雨水滲入地層形成
超額孔隙水壓力之影響(負孔隙水壓因飽和度上升而消失，同
時土壤有效應力因地下水位上升而降低，導致土壤強度下降、
安全係數亦下降。)遠超過地層中雨水排除時所產生之微壓密
作用，因此 FS(t) 值不斷下降。(5)

降雨延時 t=40~72 小時期

間，FS(t) 值下降至 0.997(t=6472 小時， FS(t)=1.0160.997)
，顯示 T16-邊坡接近臨界破壞狀態 (即 FS(t)1.0) 之可能時間
介於 t=64~72 小時之間，與現地觀測之崩塌發生時間 t=64 小
時 (圖 3(b)) 吻合。Sun et al. (2016) 指出 PSS 的 FS(t) 值之變
化是由孔隙壓力、基質吸力 (負孔隙水壓力) 和有效正向應力

T16-邊坡崩塌後未整治前，在未降雨情況下，FS(t) 整治前
=1.297(t=0 小時，如圖 14)，較 T16-邊坡崩塌前 FS(t)t=0=1.096(
圖 12(a)) 高出 1.183 倍，因 T16-邊坡崩塌後地形比崩塌前更
為緩和，使邊坡較為穩定。崩塌後 T16-邊坡 PSS 仍位於坡面
崩積層最陡處與 T16-邊坡崩塌前主要潛在滑動區相近。
在 5、10、25 及 50 年重現期距 48 小時設計降雨歷時分析
中，選用 25 年重現期距之結果說明：(1) 降雨延時 t=0~24 小
時，由於降雨強度較小和雨水入滲不明顯，安全係數從 FS(t)整
治前

=1.297(t=0 小時)(圖 14) 略降至 FS(t)

整治前

=1.239(t=24 小時)(

圖 15(a))，此段期間，不飽和崩積層飽和度 S(%)增加較小 (圖
15(c))。(2) 降雨延時 t=24~48 小時，安全係數下降到 FS(t)整治前
=1.045(t=48 小時)，PSS 出現於上段邊坡附近，如圖 15(b) 所
示，不飽和崩積層的飽和度 S(%)值明顯提升，當降雨延時 t=48
小時，在某些坡面接近飽和狀態，如圖 15(d) 所示。比較圖
15(b) 與 (d)，PSS 位於降雨入滲期間崩積土層逐漸形成之浸
泡區 (或浸潤帶) 內，該區飽和度高而土體的抗剪強度降低，
導致邊坡不穩定。表 5 列出不同重現期距 48 小時設計降雨下
邊坡未整治之安全係數 FS(t)整治前，在 50 年重現期距降雨下，
降雨延時 t=36~48 小時，邊坡穩定性安全係數由 FS(t) 整治前
=1.136(t=36 小時) 大幅下降到 FS(t)整治前=1.004 (t=48 小時，已
接近臨界狀態 FS(t)整治前=1.0)。若未進行整治工程，邊坡在 100
年重現期距 48 小時設計降雨下，約在降雨延時 t=24 小時將發
生邊坡破壞，同時數值分析因邊坡破壞停止運算。

三者組合所致，孔隙壓力常因難以測量而被忽略 (Sako et al.,

FS=1.096

FS=1.089

(a)

(b)

FS=1.067

FS=0.997

大
位移增量



小
位移增量

(c)

(d)

圖 12 薔蜜颱風各降雨延時 t 對應之 T16-邊坡主要潛在滑動區發展過程 (a) t=0 hr (b) t=24 hr (c) t=48hr (d) t=72hr
Fig.12

Development of primary potential sliding zone of T16-Slope during Jang-Mi Typhoon (a) t=0 hours (b) t=24 hours
(c) t=48 hours (d) t=72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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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T16-邊坡於薔蜜颱風降雨期間之降雨延時 t~降雨強度 I~安全係數 FS(t) 關係圖
Fig.13

Relationship of rainfall duration t ~ rainfall intensity I ~ factor of safety FS(t) of T16-Slope during Jang-Mi
typhoon

大
位移增量


FS 未施作=1.297


小
位移增量

圖 14 T16-邊坡崩塌後未施作整治工法在未降雨情況下之穩定性安全係數 FS 未施作=1.297(t=0 小時) 及潛在滑動區
Fig.14

Factor of safety FS(t)without=1.297 (for t=0 hours) and potential sliding surface of T16-Slope under dry condition
after landslide without remediation

表 5 在不同重現期距 48 小時設計降雨下未施作整治工程之安全係數 FS(t)整治前
Table 5

Factor of safety FS(t)without for 48-hour design rainfall with different return periods
重現期距

重現期距

降雨延時
t (小時)

5年

降雨延時
t (小時)

5年

0

1.297

1.297

1.297

6

1.308

1.305

1.303

1.297

30

1.208

1.301

36

1.164

12

1.292

1.290

1.289

1.287

42

18

1.271

24

1.247

1.270

1.266

1.264

48

1.245

1.239

1.238

10年

25年

50年

FS(t)整治前

10年

25年

50年

1.204

1.201

1.200

1.156

1.150

1.136

1.141

1.127

1.118

1.029

1.106

1.100

1.045

1.004

FS(t)整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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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孔隙水壓力 (又稱基質吸力) 可提升土壤之顯著凝聚

否進行整治工程，T16-邊坡之破壞模式皆發展於中上段邊坡。

力，增加不飽和土壤邊坡剪力強度和穩定性，當雨水入滲邊坡

整治後 25 年、50 年及 100 年重現期距 48 小時設計降雨

使土壤達飽和時，基質吸力之減少或損失將觸發邊坡崩塌 (Si-

條件下，整體邊坡穩定性分析之安全係數 FS(t)整治後，如表 6 所

mon A. and Curini A., 1988; Rahardjo et al., 2012)。為了解 T16-

示，圖 18 顯示 50 年重現期距降雨條件之潛在滑動區。如表所

邊坡降雨入滲時，崩積層 (表土層崩積土) 之孔隙水壓 uw 及

示，整治後，50 年重現期距之 48 小時設計降雨入滲下，邊坡

飽和度 S(%) 變化，沿 PSS (圖 15 (b)) 佈設三個監測點 K(上段

穩定性安全係數下降至 1.191(FS(t)整治後，t=48hr)，較未施作整

坡)、L(中段坡) 及 M(下段坡)，如圖 16(a) 所示。圖 16(b)、(c)

治 工 程 時 (FS(t) 整 治 前 =1.004( 表 5)) 提 高 18.6%(=((1.191-

顯示 K-、L-及 M-監測點在 25 年重現期距 48 小時設計降雨下

1.004)100%)/1.004)。整治工程可有效減緩邊坡在暴雨期間之

，負值孔隙水壓 uw(uw0) 和 S(%) 變化情形，經過 48 小時降

穩定性惡化進入臨界狀態 (FS(t)整治後=1.1911.0)，然配合地錨

雨後，三個監測點之 uw 值幾乎下降到零 (基質吸力損失) 及

施作之 RC-格梁坡面，其對邊坡束制效應 (或抑制效應) 和穩

S(%) 值增加到 80%(接近飽和狀態)。以上結果吻合過去相關

定性提升之貢獻度，並未納入數值分析中，因此 FS(t)整治後值較

研究結果 (Cho S. E. and Lee S. R., 2002; Ng, C.W.W. and Shi,

保守。

Q., 1998; Ng. C.W.W. et al., 2001; Rahardjo H. et al., 2007; Simon
A. and Curini A., 1998)，即邊坡於長期降雨下，表層崩積層破

圖 19 顯示整治後 50 年重現期距降雨條件下，整體邊坡
之相對安全係數 RFS(t) (=FS(t)整治後/FS(t)整治前)和降雨延時 t 與降

壞機制與降雨導致基質吸力損失有關。

雨強度 I 之關係 (RFS~t~I 關係)。整治工法在未降雨 (t=0 小

3. T16-邊坡整治後之整體穩定性分析

時) 之初始乾燥條件下，對邊坡穩定性之提升效果最佳，FS(t)

T16-邊坡崩塌後，從坡頂到坡趾分為四段坡面施作整治工
程 (圖 10)，整體邊坡穩定性從整治前安全係數 FS(t) 整 治 前
=1.297(t=0 小 時 ， 圖 14) 提 升 整 治 後 安 全 係 數 FS(t) 整 治 後
=1.659(t=0 小時，圖 17)，安全係數皆是對應於整體 T16-邊坡
PSS 之最小值，PSS 發展於中上段邊坡 (圖 17) 地錨工法施作
區位，與未整治時 (圖 14) 相近。此說明崩塌發生後，無論是

整治後

趨於最高值之最大 RFS=1.279。在降雨延時 t=30 小時，RFS

值下降到最小值 (RFS(t)min =1.145)，此乃因在降雨延時 t =
23~24 小時，甫經歷降雨強度尖峰值，強降雨引起之降雨入滲
影響所致。因降雨入滲對安全係數之遲滯效應，RFS 最低值不
會發生在降雨尖峰期。最終，在降雨延時 t>30 小時後，降雨
強度逐漸降低，整治工程對邊坡穩定效應隨著 RFS 值的上升
而逐漸恢復 (或 FS(t)整治後比 FS(t)整治前趨於恢復至較高值)。

潛在滑動區與鄰近坡頂處
所形成之浸潤帶(紅色區域
S=100%)位置相當吻合。

大
飽和度


FS (t)施作前= 1.239
FS(t)施作前= 1.045

(a) 降雨延時t=24小時

(b) 降雨延時t=48小時

崩積層中接近飽和狀態之土
層區域，將會逐漸形成浸潤
帶(紅色區域S=100%)。

(c) 降雨延時t=24小時

(d) 降雨延時t=48小時


小
飽和度
大
飽和度



小
飽和度

圖 15 T16-邊坡崩塌後未施作整治工法在 25 年重現期距 48 小時設計降雨下之飽和度及潛在滑動面 (包括安全係數 FS(t)整治前)
Fig.15

The degree of saturation and potential sliding surface of T16-Slope under 48-hour design rainfall with 25-year
return period after landslide without remediation (including the factor of safety FS(t)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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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L‐和 M‐監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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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飽和度

圖 16 邊坡崩塌後未施作整治工法在 25 年重現期距 48 小時設計降雨下潛在滑動帶未飽和覆土崩積層的基質吸力和飽和度變化
Fig.16

Variations of matric suction and degree saturation of unsaturated surficial colluviums of potential sliding zone
under 48-hour design rainfall of 25-year return period after landslide without remediation

大
位移增量


Y=280 m

潛在滑動區位，FS 施作後= 1.659

Y=150 m
X=0 m

X=250 m


小
位移增量

圖 17 T16-邊坡在未降雨條件下施作整治工法之穩定性安全係數 FS 整治後(t=0 小時) 及潛在滑動區位
Fig.17

Factor of safety FS(t)with (for t=0 hours) and potential sliding zone of T16-Slope under dry condition with re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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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位移增量


潛在滑動區位，FS(t)施作後= 1.191


小
位移增量

圖 18 T16-邊坡在 50 年重現期距 48 小時設計降雨下施作整治工法之穩定性安全係數 FS(t)整治後(t=48 小時) 及潛在滑動區位
Fig.18

Factor of safety FS(t)with (for t=48 hours) and potential sliding zone of T16-Slope under 48-hour design rainfall
with return period of 50-year with re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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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T16-邊坡崩塌後施作整治工法在 50 年重現期距 48 設計降雨下之相對安全係數 RFS~降雨歷時 t~降雨強度 I 關係圖
Fig.19

RFS~t~I relationship of of T16-Slope under 48-hour design rainfall with return period of 50-year after landslide
with remediation

表 6 在不同重現期距 48 小時設計降雨下四段坡面施作整治工程之安全係數 FS(t)整治後
Table 6

FS(t)with with remediation of 4 sectional slopes for 48-hour design rainfall with different return periods
重現期距

降雨延時
t (小時)

25年

0

1.659

6

重現期距
100年

降雨延時
t (小時)

25年

1.659

1.659

30

1.376

1.366

1.362

1.605

1.605

1.602

36

1.317

1.309

1.305

12

1.575

1.572

1.570

42

1.282

1.238

1.237

18

1.573

1.536

1.532

48

1.242

1.191

1.174

24

1.466

1.440

1.435

50年
FS(t)整治後

50年

100年

FS(t)整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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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 施作前=4.411

FS 施作後=5.509

Y=270 m
Y=268 m

Y=255 m
X=0 m

X=55 m

(a) 上段邊坡 RC-擋土牆與微型樁工法整治前

(b) 上段邊坡 RC-擋土牆與微型樁工法整治後

Y=270 m

FS 施作前=1.298

Y=240 m

FS 施作後=1.661

Y=238 m

Y=226 m
X=0 m

X=55 m

(c) 中上段邊坡RC-格梁地錨工法整治前

(d) 中上段邊坡RC-格梁地錨工法整治後

Y=240 m

FS 施作前=1.608

FS 施作後=2.029

Y=215 m

Y=215 m

Y=199 m
X=0 m

X=60 m

(e) 中段邊坡RC-型框土釘工法整治前

Y=203 m

(f) 中段邊坡RC-型框土釘工法整治後

FS 施作前 =1.670

FS 施作後 =2.077

Y=180 m
Y=165 m

Y=144 m
X=0

X=98 m

(g) 下段邊坡排樁工法整治前

(h) 下段邊坡排樁工法整治後

圖 20 T16-邊坡崩塌後四段坡面整治工程整治前後之潛在滑動面及穩定性安全係數 FS
Fig.20

The potential sliding surface and FS of 4 sectional slopes with and without re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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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16-邊坡四段坡面整治工程施作前後之個別穩
定性分析

件下進行整體穩定性分析，因雨水入滲影響，安全係數 FS(t)
整治後

從 1.659 降至 1.191(FS(t)整治後=1.6591.191，t=048 hr)

T16-邊坡崩塌後，由坡頂至坡趾分為四段坡面施作整治工

。惟施作整治工程後安全係數 (FS(t)整治後=1.191)較未施作整

程，整體 T16-邊坡數值模型可劃分為四段坡面 (圖 11) ，未降

治工程時 (FS(t)整治前=1.2971.004，t=048 hr) 提高 18.6%

雨之坡面穩定性分析，如圖 20 所示。上段邊坡安全係數 FS 整

。顯示，整治工程可有效減緩邊坡在暴雨期間之穩定性快

治前

=4.411 FS 整治後=5.509，因此段坡面地形相對平緩，即使沒

速惡化進入臨界狀態 (FS(t)整治後=1.1911.0)。

有施作整治工程，上段邊坡仍處於比較穩定狀態，RC-擋土牆

4. 採用 RFS(相對安全係數=FS(t)整治後/FS(t)整治前) 值評估整治工

與微型樁施作主要目的在於立即維護上段坡面上方 T16-墩柱

程對邊坡穩定性之貢獻效率。在初始未降雨情況下 (t=0 hr)

之穩定及安全。中上段邊坡安全係數 FS

整治前

=1.298FS

整治後

，整治工程對邊坡穩定性之提升效果最佳，FS(t)整治後趨於最

=1.661，PSS 及 FS 值與整體 T16-邊坡穩定性分析結果相似，

高值，RFS 最大值達 1.279。50 年重現期距 48 小時設計降

顯示本段邊坡為最可能發生崩塌之關鍵區段坡面，是整治工程

雨條件下，當降雨延時 t=30 小時，整體邊坡 RFS 值降至最

重點區域。中段邊坡安全係數 FS 整治前=1.608FS 整治後=2.029，

小值 (RFS=1.145)，乃肇因於邊坡甫經歷持續 23~24 小時延

整治前本段邊坡之 PSS 由坡頂向下延伸至較大範圍 (圖 20(e))

時強降雨之降雨入滲影響。在降雨延時 t>30 小時後，因降

，整治後則被侷限於未整治區域 (圖 20(f))。下段邊坡安全係

雨強度逐漸減緩，整治工程對邊坡穩定性之提升效果逐漸

數 FS 整治前=1.670FS 整治後=2.077，整治前本段邊坡之 PSS 從坡

恢復，RFS 值 (或 FS(t)整治後逐漸恢復到更高的值) 開始回升

頂向下大範圍發展至坡趾 (圖 20(g))，整治後則被侷限於排樁

。整治工程對邊坡穩定性之提升效果將因劇烈降雨入滲影

間 (圖 20(h))。Davies et al. (2003) 指出，樁間距之設計應極大

響而有相當之折減。

化樁間之拱狀結構，並極小化排樁間之土壤流動。通說，排樁

5. T16-邊坡崩塌後，由坡頂至坡趾分為四個區段邊坡來施作不

間距大於 5 倍樁直徑 D 時，樁間土壤可能流動 (Carder and

同的整治工程，並檢核其對提升邊坡穩定性的穩定效果之

Temporal, 2000)。另據數值分析顯示 (Wei and Cheng, 2009 &

影響。顯示在中上段邊坡整治工程施作前及施作後不斷出

2010)，樁間距小於 8D 時，將開啟 z 方向上兩相鄰樁間表土
層拱效應，阻擋土拱上坡土壤向下流動。T16-邊坡之樁設計採
用間距 Sz=1.2 m，遠小於 5D~8D=4.0~6.4 m(D=0.8 m)。雖然
實際上可以啟動兩排鄰樁的拱效應，惟在數值模型之平面應變

著，中上段邊坡為未來最可能發生崩塌之關鍵區段邊坡，亦
為崩塌整治工程之重點區域。然而，RC-格梁地錨對中上邊
坡的強化穩定作用效應並不包括在數值模型中，因此可能
低估了安全係數。

分析中未能反映出拱效應。

五、結

現最低穩定性 (或最低 FS(t)整治前和 FS(t)整治後值) 情況。意味

6. 本研究採用 2 維降雨入滲數值分析，因此無法模擬 3 維地

論

下水滲流對邊坡地下水位之影響，未來可朝 3 維降雨入滲
數值分析發展，將可提供更完整之分析成果。

本研究模擬在薔蜜颱風暴雨情況下 T16-邊坡崩塌之誘發
機制。同時，檢核 T16-邊坡崩塌後施作整治工程，在不同重現
期距 48 小時設計降雨條件下之穩定效果。根據數值分析成果
，可歸納下列結論：
1. 在薔蜜颱風暴雨期間模擬崩塌區位和發生時間 (2008 年 9
月 28 日) ，數值模擬結果顯示，T16-邊坡 FS(t) 值在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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