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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3-D 數值方法探討大規模崩塌集水井及排水廊道地下排水系統之運作效率
林德貴[1] 張國欽[1] 劉文宗[2]* 洪勝雄[3]
摘
要 為探討梨山大規模崩塌地滑區深層地下排水系統 (以下簡稱地下排水) 之規劃配置方式及其排水
運作行為對邊坡穩定性之影響，本研究依據梨山地滑區之鑽探、地質調查、地形等高線、岩土力學試驗、以及
地下水水位 (以下簡稱水位) 監測等資料，建立梨山精華區中部潛在地滑區之三維數值模型，並進行地下排水
穩態分析及邊坡強度折減穩定分析。同時，採用水位、滑動區位、以及滑動深度之監測成果與分析結果進
行比對，來驗證三維數值模型之有效性。最後，藉由比較地下排水中九個工程單元 (7 座集水井及 2 條排水
廊道)，在不同運作情境下求得之水位洩降貢獻百分比 (PCGW %)、穩定性安全係數 (FS) 之提升百分比
(ᇞFS %) 與提升貢獻百分比 (PCFS %)、以及潛在滑動區位之改善成果，即可了解地下排水中，各工程單元運
作時之相互影響機制及其排水效益。在地下排水各工程單元陸續完工後，原來位於北側主要潛在滑動區之範
圍及位置，由於地下排水後其穩定性受到改善，因此會縮小並轉移至西側嶺線附近之區域。同時，地下排水
中 之 各 工 程 單 元 ， 會 隨 著 工 程 進 展 依 序 加 入運作發揮其 排水功能，並 逐漸提升地滑 區邊坡之穩定 性
(FS=1.1311.300)。
關鍵詞：深層地下排水系統、集水井、排水廊道、潛在滑動區。

3-D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Subsurface Drainage Systems using a Drainage Well and
Drainage Gallery for a Large-Scale Landslide
Der-Guey Lin[1]

Kuo-Ching Chang[1]

Wen-Tsung Liu[2]* Sheng-Hsiung Hung[3]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optimal configur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subsurface drainage systems (comprising
nine engineering units, seven drainage wells, and two drainage galleries) in relation to the Li-Shan landslide, a 3-D
numerical model of the central area of the landslide was generated based on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information (boring
logs, contour topography, geological surveys, soil/rock laboratory tests, and groundwater monitoring data). Steadystate subsurface drainage analysis and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using a strength reduction method were performed systematically. The validity of the numerical model was verified by comparing the coincidences of numerical results with
monitoring data in terms of groundwater variation and location/depth of the potential sliding zone. An evaluation of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and drainage efficiency, in relation to the sequential operation of the nine engineering units,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contribution percentage of groundwater drawdown (PCGW %), increasing percentage (FS %) and
enhancement contribution percentage (PCFS %) of the factor of safety (FS), and the location of potential sliding zone.
Upon completion of the subsurface drainage system, the main potential sliding zone on the northern side of the landslide
area was stabilized due to effective groundwater drawdown, and it was eventually transferred to the adjacent area of
the western ridge. In addition, as the subsurface drainage construction was progressing and becoming gradually operational, the stability of the potential sliding zone was enhanced with an increase in the factor of safety (FS=1.131 
1.300).
Key Words: Deep subsurface drainage system, drainage well, drainage gallery, potential sliding zone

一、前

言

大規模崩塌地滑區中之深層地下水對邊坡之穩定性造
成不良影響，且常為大規模地滑發生之主要誘因。因此有必
要藉由深層地下排水系統 (以下簡稱地下排水，subsurface

drainage) 進行排除。雖然橫向集水管 (以下簡稱集水管，
horizontal drains) 之設計與施工已擁有較為完善的理論基礎
(Lin, 2018)，但台灣在邊坡穩定運用此工法時，在設計上可
參用之資訊其實相當有限。目前在工程實務上，大多依據傳
統簡化理論、現地經驗、或權宜方式，來進行地下排水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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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及配置。在學術研究中，已有學者 (Rahardjo et al., 2002,
2003 and 2012; Lin et al., 2008 & 2018) 採用二維滲流及穩定
數值分析技術，來探討集水管之排水功能及其對邊坡穩定性
之影響。此外，再精進者則採用三維分析 (Cai et al., 1998;
Tacher et al., 2005; Shrestha et al., 2008; Matti, et. Al, 2012; Lin
et al., 2017) 來考量地滑區複雜之地形及地質分布、水文地
質條件、及地下排水系統，所形成之三維地下水流動行為及
滑動破壞機制。
梨山地滑區自 1990 年以來每逢颱風降雨皆會處於不穩
定狀態，並發生間歇性之邊坡滑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乃於 1995 年至 2002 年間，開始施作地下排水進行整
治。梨山地滑區整治工程主要目標為藉由地下排水之施作
來降低水位，以達到所要求之邊坡穩定安全目標 (Lin et al.,
2018)。在梨山地滑區之地下排水整治工程中，政府已投入龐
大的工程經費。然而，為配合變異無常之地質條件，致使集
水井及排水廊道之集水管打設，形成配置隨機、數量極多、
長度不定、高程各異之複雜施作情況。同時，在長年頻繁發
生之颱風暴雨事件中，地下排水對於深層地下水之排除以及
坡地之穩定效益方面，台灣目前尚未有任何量化的評估分析
與成果。本研究利用長期監測資料及三維數值分析技術，來
進行地滑區邊坡入滲雨水之穩態滲流分析及穩定分析，以有
效量化評估地下排水中，各工程單元 (包含 7 座集水井及 2
條排水廊道，共 9 個工程單元) 運作時之相互影響機制及排
水穩定效益，並供作未來地下排水規劃設計之參考依據。

地滑區位於台中市東北約 100 km 之中央山脈中，約在中部
橫貫公路之中點，也是中橫公路台 8 線以及其宜蘭支線台 7
甲線之交會點，其重要地標為梨山賓館，如圖 1 所示。

2. 氣候、地形及地質
梨山地區年平均氣溫 15.2℃，日夜溫差大。年平均雨量
達 2,242 mm，年平均降雨日為 176 日。全年降雨多集中於
59 月，5 月、6 月之月平均降雨量達 514 mm。每年於 69
月期間大約會發生 7、8 次暴雨，降雨量超過 100 mm/day。
梨山地滑區位於中央山脈西翼，面積約 230 公頃，由南向北
呈倒三角形狀，如圖 2 所示。地勢由南向北遞降，標高
1,8002,100 m。地形屬山地及河谷地形，大甲溪由東向西流
經地滑區之北緣，梨山地滑區北側會受大甲溪切割，其主要
地質構造為由其西側通過之梨山斷層。
依地質調查報告 (ITRI,1993)，梨山地滑區之地層依其
風化程度可分類為：崩積土、高度風化層、中度風化層、低
度風化層、及新鮮岩層五種，如圖 3 所示。本區露頭主要為
變質岩由黑至深灰色之板岩所構成，一般呈 N1545走向，
向東南傾斜 1535。根據岩心記錄顯示，除東北區古地滑
區之滑動面距地表約 4060 m 外，大部分不穩定邊坡具有較
淺層之滑動面，其深度距地表約 926 m。梨山地滑區潛在滑
動面主要座落於風化層之底部，而滑動體主要由崩積層及高
度風化岩層組成，其材料結構鬆散、級配不良、膠結性低、
強度低及滲透性高。五種地層材料與 ISRM (International So-

二、梨山地區地滑概述

ciety for 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 分類法進行
比對，如表 1 所示，其風化之最大深度約為 63 m。

1. 地理位置
梨山在行政區域上隸屬台中市和平區梨山村管轄。梨山

(b)

(a)

圖 1 由地滑區上邊坡福壽山農場向北鳥瞰梨山大規模崩塌全景 (a) 地滑發生前 (b) 地滑發生後
Fig.1 Overlook Li-Shan landslide northward from the Fu-Shou-Shan Farm at the upslope of the landslide (a) before (b)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landslide

表 1 梨山地滑區地層特性 (工研院能資所，1993)
Table 1

Features of soil strata in Li-Shan landslide (ITRI, 1993)
地層名稱 (採樣地下深度)

1. 崩積層 (-1 m)

說明

ISRM

褐色粉砂、岩石碎片及礫石

VI

2. 高度風化層 (-13 m)

黑色粘土、粉砂或砂質土 (材料仍保持岩層原組織)

V

3. 中度風化層 (-18 m)

黑色粒狀 (直徑230 mm) 碎塊岩心，地表之露頭多裂隙

III, IV

4. 低度風化層 (-23 m)

黑色圓形或片狀 (直徑510 mm) 岩心，地表之露頭為新鮮岩盤

II

黑色柱狀岩心 (長度50 mm, RQD75)

I

5. 新鮮岩層 (-6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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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梨山地滑區地形及地質特徵 (林德貴等，2018)
Fig.2 Topographic and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i-Shan landslide (Lin et al., 2018)

7 座集水井工程所在區域為主。梨山中區地滑區之主要滑動
方向為北北東，約略與區域性之地層走向平行。其中，B-1
與 B-2 滑動體之滑動劇烈；B-3 滑動體為 1990 年 4 月崩塌
之滑動體；B-4 滑動體為滑動潛勢最高之滑動體之一；B-5 滑
動體為規模最大之滑動體；B-6、B-7、B-8 三滑動體為淺層
崩積土地滑；B-9 滑動體內之地下水極為豐沛。梨山地區之
滑動體由數個上、下關聯之滑動體所構成，屬崩積土層或風
圖 3 梨山地滑區典型地層材料之深度分布 (工業技術研究
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或工研院能資所，1993)

化岩層之複合型地滑 (SWCB, 2011)，且其凹谷地形會匯集
地表逕流。雨水除可直接由滑動區之地表或裂隙滲入地下

Fig.3 Depth distribution of typical soil strata in LiShan landslide (ITRI, 1993)

外，更可沿著滑動區上邊坡向下匯集並涵養本區之地下水。

3. 地滑發生機制及主要原因

因。

1990 年 4 月 1120 日之連續豪雨，造成中部橫貫公路，

因此，入滲雨水及水位快速變動是造成邊坡滑動破壞之主

4. 地下排水工程整治計畫

台 7 甲線 (宜蘭支線)，發生大規模地層滑動，致使中橫公路

自 1990 年之連續豪雨災害發生後，梨山地區邊坡發生

交通全面中斷，如圖 4 所示。1990 年最大日雨量 155.5 mm

滑動之規模及範圍有持續擴大之趨勢，其潛在滑動面之深度

發生於 4 月 19 日，日雨量雖不大；但以 4 月 1020 日間之

約略在地表下 3070 m，屬於大面積之坡地深層滑動。因此，

累積雨量達 586.0 mm 及 4 月份總累積雨量達 957.5 mm，與

水土保持局積極投入地滑災害整治工作，並於 19952002 年

歷年者相比較，皆為最大值。因此，持續性降雨產生之大量

(共 7 年) 分年分期執行「梨山地區地層滑動整治計畫」，整

入滲雨水蓄留在滑動土體內，且缺乏地下排水設施，為誘發

治 工 程 主 要 包 含 ： 排 水 廊 道 (drainage gallery) 、 集 水 井

該區大規模地層滑動之主要肇因。此大規模地層滑動範圍，

(drainage well)、橫向集水管 (horizontal drains)、潛壩及防砂

橫寬約 100 m，斜長約 150 m，滑動深度約 20 m，崩坍土石

壩 (submerged dams and check dams) 等工程，如圖 6 所示，

方估算有 300,000 m3，造成梨山著名地標梨山賓館內部之嚴

是國內首件大規模地滑整治工程，且在過去之坡地整治工程

重損壞而暫停營業。

中亦屬罕見。其中，地下排水為梨山中區 (或精華區中區) 地

依據地形、地質、集水分區及滑動調查結果 (ITRI, 1993;

滑區主要之整治工程，包括 19952000 年施作之 15 座集水

SWCB, 1996)，將梨山大地滑區劃分為西、東南及東北三個

井 (圖 6(a) 圖例所示之 drainage well) 及 19972002 年施作

地滑區後，再於各地滑區內劃出潛在滑動體，如圖 5(a) 所

之 2 條排水廊道 (圖 6(a) 及 (b) 圖例所示之 G1 & G2 drain-

示。其中，西地滑區有 A-1A-13、東南地滑區有 B-1B-31

age gallery)。依據當時之設計目標，整治工程需降低水位至

及東北地滑區有 C-1C-10 等潛在滑動體。隨後，東南地滑

少 6.63 m 或 8.50 m 方能將滑動體之穩定性安全係數 (以下

區 (又稱精華區地滑區) 再被劃分為東南區及精華區中區

簡稱安全係數 FS)提升為 FS=1.15 或 1.20 (ITRI, 1993; SWCB,

(以下簡稱中區) 地滑區 (SWCB, 2002)，如圖 5(b) 所示。本

2003)。

研究之分析範圍，以涵蓋橫跨中區地滑區之 2 條排水廊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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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4 1990 年 4 月 1519 日梨山發生大規模地層滑動 (a) 土體由南向北滑動衝擊台 7 甲線 (b) 由下邊坡之大甲溪遠眺崩塌地
滑區
Fig.4 Li-Shan landslide occurred on April, 1519, 1990 (a) soil mass sliding downward from south to north and impact
to Route Tai-7A (b) overlooking the landslide from Da-Jia river at the down slope

(a)

(b)

圖 5 (a) 梨山地滑區 A、B、C 關聯滑動體分布 (b) 梨山四個地滑分區：西、東北、東南、及中區地滑區 (水土保持局，2002)
Fig.5 (a) Distribution of A, B, and C relevant sliding blocks in Li-Shan landslide (b) delineation of four sliding zones in
Li-Shan landslide: west, northeast, southeast and central sliding zones (SWCB, 2002)

(a)

(b)

圖 6 (a) 梨山中區 (精華區中區) 地滑區地下排水及其他整治工程配置 (b) 現地 G1 及 G2 排水廊道位置 (林德貴等，2018)
Fig.6 (a) Configurations of subsurface drainages and other remedial works in central sliding zone of Li-Shan landslide
(b) location of G1 and G2 drainage galleries (Lin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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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cal drains)，以降低梨山賓館下方之深層地下水水位。位
於潛在滑動面下方之集水管，能將潛在滑動土體中之地下

梨山中區地滑區由於水位上升，滑動面之孔隙水壓增加

水，以重力方式排除。由於梨山地滑區之潛在滑動面位於地

而造成滑動。因此，採用地下排水來洩降水位，為穩定該大

下約 3070 m，因此排水廊道約略設置在地表下 80 m 之新

規模地滑區之有效補救措施。在過去之地下排水研究 (Kenney et al., 1977; Prellwitz, 1978; Long, 1986) 中，大都著重於

鮮岩層內，以避免排水廊道之結構體受地層滑動而產生剪切
破壞。

如何求得集水管打設長度，及其配置間距之最佳化設計。然
而，Xanthakos et al. (1994) 則指出自然邊坡材料通常不具有
均質性，因此在進行邊坡地下排水設計時，不能採用一般之
排水分析原理來考量。另外，Hausmann (1992) 建議地下排
水設計者，需清楚了解邊坡之地質構造，並使集水管之配置
能與含水層呈大面積相交疊，以便獲得較高之排水效率。多
位學者 (Lau and Kenny, 1984; Martin et al., 1994; Rahardjo et
al., 2002 & 2003) 之研究結果相類似，即當下邊坡區域已設
置集水管時，則上邊坡區域之集水管將無法再維持原有的高
排水效率，且以配置於坡趾低高程區域之集水管其排水效率
最高。另外，Lin (2018) 建議首先必須掌握滑動體之分布範
圍及其滑動面深度。其次，再判釋地下水之主要水脈區位及

(a)

其流動方式，方可決定集水井施作位置及集水管配置方式
(長度、仰角、間距)。綜論之，梨山地滑區地下排水中集水
井及排水廊道內之集水管，需要具備良好的設計配置，才能
有效降低水位並提升邊坡之穩定性。

1. 集水井工程
集水井工程主要包含：垂直豎井 (vertical shaft) 及集水
管 (horizontal drains) 工程。在 19952000 期間梨山中區地
滑區已設置了 15 座集水井。集水井直徑 3.5 m、深 1540 m，
豎井採預鑄 RC 環片或鍍鋅鋼襯鈑環片，沿井壁組裝而成，
如圖 7(a) 及 (b) 所示。與預鑄 RC 環片集水井比較，鍍鋅
鋼襯鈑環片集水井為相對柔性結構，在扭曲變形後仍具有相
當程度之集排水功能。同時，在集水井內部 34 個不同高程，
以水平仰角 210，分別向上邊坡施鑽 510 支，長 4070
m，直徑 70100 mm，共 34 階之集水管，以排除滑動體內
崩積層及高度風化岩層之地下水。本研究採用梨山中區地滑
區之 7 座集水井 (W5W11)，來進行地下水滲流及邊坡穩定
分析，以評估集水井先、後完工，投入運作後之排水效益及
其對邊坡穩定性之提升效果。

2. 排水廊道工程
G1 與 G2 排水廊道 (drainage gallery) 通過梨山東南區

(b)

圖 7 集水井之垂直豎井採用 (a) 預鑄 RC 環片 (b) 鍍鋅鋼
襯鈑環片進行組裝 (水土保持局，2003)
Fig.7 Vertical shaft of drainage well assembled by
(a)precast RC liner (b) galvanized steel lining segments (SWCB, 2003)

排水廊道上部斷面呈半圓之馬蹄形，斷面高 2.07 m、寬
2.1 m，廊道底部鋪設具有水密性之混凝土排水溝，如圖 9(a)
及 (b) 所示。廊道選用皺紋鋼襯鈑進行襯砌，並於廊道不同
里程設置集水室，如圖 9(c) 所示，其長度 6 m，斷面擴充為
高 3 m、寬 3 m。G1 排水廊道設有 5 處集水室，在每處集水
(sub-vertical

及中區地滑區，以排除較深層地下水。G1 排水廊道，總長

室之冠部向上施鑽近垂直向集水管

350 m (19992001 年施作) 及 G2 排水廊道，總長 550 m

drains)1224 支，長度 4060 m 不等，總長 4,873 m；G2 排

(19972003 年施作)，工程施作位置，如圖 6 所示。G1 與 G2

水廊道則設有 10 處集水室，集水管總長 10,700 m。監測數

排水廊道以 12 %之坡度由西北往東南方向施作，並在滑動

據顯示 G1 及 G2 排水廊道之單位時間排水流量 QG1 及 QG2

體下方通過，如圖 8 所示 (本文只展示 G1 排水廊道剖面為

約為 3690 m3/hr（QG1=6090 m3/hr，QG2=3660 m3/hr）。

例)。排水廊道中設有 5 處集水室 (water collection chamber)，
並於集水室頂部以扇狀排列方式打設近垂直向集水管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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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G1 排水廊道之配置方式及其所在區位之地質剖面 (水土保持局，2003)
Fig.8 The configuration of G1 drainage gallery and the surrounding geological profile (SWCB, 2003)

water collection pipe
water collection pipe

water collection pipe

gusset
plate

H-section steel
reinforcement

steel liner
gusset plate
invert H-section steel

Unit：mm

C-section steel
foundation

(a)

(b)

(c)

圖 9 (a) 及 (b) 排水廊道排水段之較小橫截面 (寬高=2.07 m2.1 m) 配置 (c) 排水廊道集水室之擴充橫截面 (寬高=3 m3
m)及近垂直向集水管配置 (水土保持局，2003 及 林德貴等，2018)
Fig.9 (a) & (b) drainage gallery with smaller cross-sectional layout (widthheight=2.07 m2.1 m) for drainage (c) watercollection chamber with enlarged cross-sectional area (widthheight=3 m3 m) and sub-vertical drains (water collection pipes) (SWCB, 2003 ; Lin et al., 2018)

四、研究方法與數值模型驗證
1. 研究流程

探討其規劃配置方式對排水運作行為及邊坡穩定性之影響。
研究區域之範圍、滑動體分布 (B-數字：Sliding Mass)、自動
監測站位置 (B 數字：Automatic Monitoring Station)、及地下

為探討地下排水工法對邊坡穩定性之影響，本研究依據

排水工程配置 (W 數字：Drainage Well 及 G 數字：Drainage

梨山地滑區之鑽探資料、地形等高線圖、地質圖、岩土力學

Gallery)，如圖 11 所示。研究區域之涵蓋範圍主要依據中區

試驗結果及水位監測成果等相關資料，建立梨山中區地滑區

地滑區內之 B-1、B-2、B-3、B-4、B-5 滑動體，以及部分東

(含部分東南區) 之三維數值模型，並進行穩態排水及邊坡穩

南區地滑區之 B-9、B-10、B-11 滑動體 (或參見圖 5) 分布

定分析。首先將水位、滑動區位及滑動深度之監測成果與分

來進行劃定，其面積約為 355×390 m2。研究區域之深層地下

析結果進行驗證比對後，再依 7 座集水井及 2 條排水廊道，

排水工程包括：W5、W6、W7、W8、W9、W10、與 W11 集

共 9 個工程單元之先、後運作順序，來進行水位洩降及邊坡

水井、以及 G1 與 G2 排水廊道，共 9 個工程單元，如表 2

穩定性提升模擬，並評估其相互影響機制及排水效益。研究

所示。

流程，如圖 10 所示。

3. 數值模型

2. 研究區域

(1) 數值模型建立

本研究主要針對梨山中區及部分東南區地滑區 (以下

建立地下排水系統三維數值模型之詳細步驟可參

簡稱研究區域) 之深層地下排水工程進行三維數值模擬，並

考 Lin et al. (2017)。由於無法取得 1990 年崩塌前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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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高程洩降至集水管高程時，集水管即停止運作。

及地形圖 (SWCB, 1996)，並參照集水井及排水廊道工

依鑽探資料，原則上可將研究區域之地層分為三

程之設計配置圖 (SWCB, 2003) 即可建立三維數值模

個層次來進行模擬，第 13 層由上而下分別為：崩積

型，如圖 12(a) 所示。數值模型中，地層之地下水滲

土層、高度至中度風化岩層、及低度風化至新鮮岩層。

流及變形行為採用 10-節點之四面體土壤元素模擬，

數值分析執行時，考量第 1 層崩積土層厚度相對較薄，

如圖 12(b) 所示 (PLAXIS 3D, 2016)。此類型元素內含

且集水管之主要運作及水位洩降區域，皆位第 2 層高

有 4 個積分點 (應力點)，而每個節點有 3 個自由度

度至中度風化岩層中。為減少有限元素網格之產生數

(即 3 個位移分量)，積分點之位移則採用節點位移，

量及降低數值模型之複雜度，並提升數值模擬之運算

配合二階內插函數 (interpolation function)(或形狀函

效率，乃將第 1 及第 2 層地層合併為單一地層。最後，

數，Shape function) 來進行插値計算求得。另外，集水

數值模型由 497,093 個土壤元素組成，元素體積大小

管之集排水行為採用 3-節點之線排水元素模擬，如圖

介於 5.189×10-7 m31.373×104 m3 之間。其中，滑動層

12(c) 所示(PLAXIS 3D, 2016)。此類型元素之內插函

(第 1 與第 2 地層之合併層) 及集水管周圍地層，採用

數與四面體土壤元素者相同。採用線排水元素時，需

體積較小 (網格分割較細) 之土壤元素進行模擬。

在節點上設定最小壓力水頭 h 值。當線排水元素沿線

理論上分析範圍應盡量涵蓋整個滑動區範圍，而

上之壓力水頭 (或水壓力) 計算值降低至所設定之 h

非只含部分滑動區。但由於受限於複雜的水、土、結

值時，元素節點將自動停止排水 (即集水管不再工作)。

構互制作用三維計算，因此有必要將數值模型之規模

本研究之集水管排水模擬設定 h=0 m，亦即地層之水

予以縮小，以便提高計算效率。

梨山地滑及
地下排水整治工程
相關資料彙整

1.調查及規劃報告
2.歷年整治工程
3.監測成果資料

研究範圍劃定

1.地形及集水區
2.水文地質剖面
3.地下水水位
4.滑動體
5.集水管打設位置

建立數值模型
1.幾何模型
2.初始及邊界條件
3.分析類型及計算方法

1.地層力學材料模式參數
2.地層水力材料模式參數

地下排水施作前、後
地下水滲流邊坡穩定分析

分析輸入參數調整

1.地下水水位模擬值與監測值比對
2.滑動區位及滑動深度模擬結果與
調查監測成果比對

數值程序之有效性確認

地下排水系統
運作行為評估

1.集水管配置位置
2.地下水水位洩降
3.集水管排水量
4.穩定性安全係數
5.潛在滑動區位

圖 10 梨山地滑區地下排水系統之排水機制及排水效益評估流程
Fig.10

Flow chart for the evaluation of drainage performance and drainage efficiency of subsurface drainage system in
Li-Shan land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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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區域之範圍、滑動體分布、自動監測站位置、及地下排水工程 (集水井及排水廊道) 配置
Fig.11

Scope of study area, distribution of sliding mass, location of automatic monitoring station and layout of subsurface drainages (drainage well and drainage gallery)

表 2 梨山地滑研究區域之地下排水系統各工程單元
Table 2

Various engineering units of the subsurface drainage system in study area of Li-Shan landslide

工程類型

集水井

排水廊道

W5

設置
深度 (m)
20

集水管
總長度 (m)
720

與工程
相關聯之滑動體
B-5

W6

20

720

B-5

W7

25

900

B-5

W8

15

900

B-4

W9

40

360

B-5

W10

32

1350

B-2

W11

32

1350

B-1

G1

約70 m (新鮮岩層內)

2700

B-1, B-2, B-5

G2

約80 m (新鮮岩層內)

6480

B-1, B-2, B-4, B-5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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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a)

圖 12 (a) 梨山地滑研究區域之地下排水工程三維數值模型 (顏色圖例表示有限元素離散化後之土壤元素體積大小) (b)10-節點
四面體土壤元素及 (c)3-節點線排水元素 (PLAXIS 3D, 2016)
Fig.12

3-D numerical model of subsurface drainage system in the study area of Li-Shan landslide (color legend represents the volumetric size of soil element after finite element discretization) (b) 10-node tetrahedral soil element
and (c) 3-node line drain element (PLAXIS 3D, 2016)

(2) 地下水水位及邊界條件設定

boundary) 及位移完全束制邊界 (Fully fixed bound-

進行地下水邊界條件設定，須考量水文地質分區、

ary)，如圖 13 所示。其中，Y-Z 平面邊界之 X-方向位

地下水流向及水位等監測成果。集水區劃出後可用來

移量 ux=0，Y-及 Z-方向則可自由位移 (uy0, uz0)；

定義水文地質模型之邊界範圍，且集水區邊界可視為

X-Z 平面邊界之 Y-方向位移量 uy=0，X-及 Z-方向則

無入流量邊界 (Greg et al., 2013)。由既有調查成果可

可自由位移 (ux0, uz0) ；底面邊界完全無位移量

知，研究區域內之地下水大部由南往北流動 (數值模

(ux=0, uy = 0, uz=0) ；地表邊界則可在任意方向自由移

型之 Y-方向)。因此，分別將數值模型之左、右邊界

動 (ux0, uy  0, uz0)。數值模型之幾何範圍於下邊坡

(Y-Z 邊界平面) 及上、下邊界 (X-Z 邊界平面)，設定

明顯不足，此乃由於下邊坡滑動破壞前、後之地形數

為關閉之不透水邊界 (closed impermeable boundary)

值資料無法取得緣故。然而，在下邊坡陡峭區所設定

及固定水頭邊界(fixed groundwater head boundary)。同

之位移束制邊界與目前下邊坡陡峭區在發生災害後，

時，底面新鮮岩層邊界亦設定為關閉之不透水邊界。

已在坡面施作混凝土護坡穩定工進行整治處理，其條

邊坡滲流分析之邊界條件只能輸入水頭邊界條件或流

件相符合 (參見圖 17)。

量邊界條件。由於流量邊界條件不易取得，亦無資料
可參用，因此本研究採用水頭邊界條件進行分析。
地下排水分析中，首先採用地下排水工程施作前、
後，B1、B4 及 B5 監測站 (圖 11 中之灰色三角形自
動監測站) 之水位觀測值作為比對基準。隨之，反覆
調整數值模型中 4 個角偶點之水位高程 (240 m, 180
m, 25 m, 50 m )，如圖 13 所示，並進行穩態滲流分析，
直到上述監測站之水位計算值與觀測值相近時，即可
決定梨山地滑研究區域全區之水位。在地下排水系統
運作時，左、右邊界之水位將可自由變動，但若地下
排水系統之集水管過於接近邊界時，則水位洩降之計
算結果將會受到影響。
邊坡穩定分析中，進行位移邊界條件設定時，必
須考量滑動體之位移方向。即劃定研究區域時，不能
讓位移邊界條件影響滑動體實際之位移情況，以及邊
坡穩定分析之計算結果。本研究分別將數值模型之垂
直平面 (Y-Z 與 X-Z 邊界平面) 及底面 (X-Y 邊界
平 面 ) 設 定 為 位 移 正 向 束 制 邊 界 (Normally fixed

(3) 集水井及排水廊道之橫向集水管數值模擬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研究區域內集水井及排水廊道
之排水運作行為。為降低數值模型之複雜度及龐大的
網格數量，並提升數值模擬之運算效率，集水井及排
水廊道之施工過程，如開挖、豎井環片組裝、鋼支撐
架設等工序，將不包括在整個模擬階段 (simulation
phases) 內。數值模型中，橫向集水管之排水及水位洩
降，可藉由線形排水元素 (line drain element, 參見圖
14) 節點上所設定之水力條件來進行模擬。線形排水
元素上所有節點之孔隙壓力將設定為零壓力水頭，以
便進行重力排水模擬。因此，若橫向集水管周圍土層
中，最後計算之土層孔隙壓力等於零時，則表示土層
中之水位已洩降至橫向集水管所在高程，且地下水流
動停止而不再受線形排水元素之影響。集水井之橫向
集水管 (horizontal drains) 以及排水廊道之近垂直向
集水管 (sub-vertical drains)，其配置參數及模擬編號，
分別如圖 14 及表 3 與圖 15 及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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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邊坡地下排水及穩定分析之數值模型邊界條件
Fig.13

Boundary conditions of numerical model for subsurface drainage and slope stability analyses

圖 14 集水井內橫向集水管之數值模型及其配置參數與編號
Fig.14

Numerical model of horizontal drains and their installation with numbering in drainage well

表 3 集水井橫向集水管 (horizontal drains) 之設計參數
Table 3

Design parameters of horizontal drains in drainage well
(a)
集水井編號
地表高程 Z (m)
X 座標 (m)
Y 座標 (m)
集水井深度 (m)
集水井直徑 (m)
集水井井體環片
所在之滑動土體
集水管配置高程 (m)
（距地表之深度）

W5
195.1
201
84
20
3.5
鍍鋅鋼襯鈑環片
B-5
第一階
7.0
第二階
11.5
第三階
16.0

W6
196.9
120
101
20
3.5
預鑄RC環片
B-5
第一階
6.0
第二階
11.0
第三階
16.5

集水管配置長度 (m)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40
40
40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40
40
40

集水管配置數量 (支)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6
6
6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6
6
6

集水管扇狀圓心角 (°)
集水管配置仰角 (°)
集水管直徑 (mm)

120
5
50

120
5
50

W7
188.3
152
151
25
3.5
預鑄RC環片
B-5
第一階
7.5
第二階
12.5
第三階
18.0
第四階
23.0
第一階
50
第二階
50
第三階
50
第四階
50
第一階
5
第二階
4
第三階
5
第四階
4
120
5
50

W8
170.5
195
216
15
3.5
鍍鋅鋼襯鈑環片
B-4
第一階
5.5
第二階
9.5
第三階
10.5
第四階
13.0
第一層
50
第二階
50
第三階
50
5
4
4
4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階
第四階
120
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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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集水井編號

W9

W10

W11

地表高程 Z (m)

188.5

179.7

138.4

X 座標 (m)

122

52

52

Y 座標 (m)

178

188

263

集水井深度 (m)

40

32

32

集水井直徑 (m)

3.5

3.5

3.5

集水井井體環片

鍍鋅鋼襯鈑環片

鍍鋅鋼襯鈑環片

鍍鋅鋼襯鈑環片

B-5

所在滑動土體

B-2

B-1

集水管配置高程 (m)

第一階

32.0

第一階

4.5

第一階

5.0

（距地表之深度）

第二階

37.0

第二階

9.5

第二階

9.5

集水管配置長度 (m)

集水管配置數量 (支)

第三階

14.5

第三階

14.5

第四階

19.5

第四階

19.5

第五階

24.5

第五階

24.5

第六階

29.5

第六階

29.5

第一階

40

第一階

50

第一階

40

第二階

40

第二階

50

第二階

40

第三階

50

第三階

40

第四階

50

第四階

40

第五階

50

第五階

40

第六階

50

第六階

40
5

第一層

5

第一階

5

第一階

第二層

4

第二階

4

第二階

4

第三階

5

第三階

5

第四階

4

第四階

4

第五階

5

第五階

5

4

第六階

第六階
集水管扇狀圓心角 (°)

120

100

4
100

集水管配置仰角 (°)

5

5

5

集水管直徑 (mm)

50

50

50

圖 15 排水廊道集水室之近垂直向集水管之數值模型及其配置參數與編號
Fig.15

Numerical model of sub-vertical horizontal drains and their installation with numbering in groundwater collection chamber of drainage gallery

(4) 土壤材料模式參數

放不連續面發達，推估地下水將由裂隙及不連續面間，

依據現地鑽探結果，研究區域之地層可分為兩層，

以水脈形式流動。因此，將地層材料假設為連體來建

並採用莫爾-庫倫 (Mohr-Coulomb) 材料模式，進行地

立數值模型時，可採用較高之水力傳導係數來進行地

層材料之力學行為模擬。地層材料模式參數 (material

下水流動模擬，以附合現地實際之水脈形式及流動情

model parameters) 乃參考既有調查成果及岩土試驗報

況。

告 (SWCB, 1996; SWCB, 2002; SWCB, 2003; CGS,

(5) 數值模擬執行

2008) 來決定，如表 5 所示。其中，地層材料之水力

在地下排水工程之設計上，一般採用運算較為經

傳導係數乃參考上述報告之建議值，如表 6 所示。另

濟快速之穩態滲流分析，來求得地下排水 (排水時間

外，在研究區域中，崩積層及風化板岩層之裂隙及開

t) 所能達到之最終水位洩降量，即足以評估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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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運作行為 (Pun and Urciuoli, 2008)。而暫態滲流分析

於研究區域之水位洩降及邊坡穩定性之影響。分析時

主要用來評估地下排水在運作一段時間後，水位洩降

首先採用未施設地下排水情況下之水位來計算初始應

之遲滯反應是否會影響排水所要求之時效，或水位洩

力。隨之，進行穩態滲流分析及強度折減穩定性分析。

降之高程是否能滿足所要求之設計目標安全係數，亦

最後，在數值模型中加入集水管，再重覆進行上述滲

即達到特定水位洩降量所需之排水時間，以及此水位

流及穩定兩種分析。同時，探討在整個地下排水施工

洩 降 量 是 否 能 即 時 提 供 所 需 之 穩 定 性 (Klepp and

進程中，9 個工程單元 (W5W11 集水井；G1 及 G2

Denbu, 1984)。本研究只進行穩態滲流分析及強度折減

排水廊道) 在不同運作情境 (operation scenarios) 下

穩定性分析，來探討深層地下排水在長期運作下，對

之排水行為，如表 7 及 8 所示。

表 4 排水廊道內近垂直向集水管 (sub-vertical drains) 之設計參數
Table 4

Design parameters of sub-vertical drains in drainage gallery
排水廊道

G1

廊道口高程 Z (m)

143

G2
98

廊道口座標 X (m)

-73

-106

廊道口座標 Y (m)

194

255

廊道長度(m)

350

550

廊道坡度 (%)

2

1

集水室數量 (區間)

5

10

集水室里程(m)

起

迄

起

C1

104

110

49

迄
55

C2

164

170

104

110

C3

224

230

159

165

C4

284

290

214

220

C5

344

350

269

275

C6

324

330

C7

379

385

C8

434

440

C9

489

495

C10

544

550

集水管總長度 (m)

4873

10700

集水管數量 (支)

90

180

集水管長度 (m)

50

60

集水管橫向角度 (°)

1

集水管縱向角度 (°) 2

100

100

45，27，9

45，27，9

A-11, B-1, B-2, B-5

所穿越之滑動土體

A-11, B-1, B-2, B-4,
B-5, B-9, B-11, B-23

(°)1=集水管橫向 (Transverse direction) 配置角度
(°)2=集水管縱向 (Longitudinal direction) 配置角度 (參見圖 15)

表 5 梨山地層之材料模式參數
Table 5

Material model parameter of soil strata in Li-Shan landslide

Soil Layer Type

Material
Type

Unsaturated unit
weight
unsat
(kN/m3)

Saturated unit
weight
sat
(kN/m3)

Elastic
modulus
E
(kN/m2)

Poissons ratio
v

Cohesion
cref
(kN/m2)

Friction
angle

()

Dilation
angle

22.5

24.5

2.2×105

0.28

20

30

0

3.6×10-2

27.0

7

0.25

290

30

0

2.4×10-4

崩積層及風化板岩 drained
板岩層

drained

27.0

2.2×10



()

Saturated
permeability Ksat
(m/hr)

表 6 梨山地層水力傳導係數
Table 6

Hydraulic conductivity of soil strata in Li-Shan landslide
資料來源

水力傳導係數 K (m/hr)

試驗類型

SWCB (2002)

5.96×10-54.65×10-4

水位觀測井之灌注試驗

SWCB (2003)

2.19×10-33.64×10-2，Kavg=5.00×10-3

現場孔內變水頭透水試驗

CGS, MOEA (2008)

1.38×10-41.33×10-2

雙封塞水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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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深層地下排水系統各工程單元之施工進展
Table 7

Construction progress of engineering units in subsurface drainage system
年度計畫

施工期間

工程單元

1995年第一期集水井工程

1996/06/251998/03/31

W9

監測成果
(1) W11(1997/21997/8)：B1自動監測站水位洩降。
(2) W8(1997年3月施工)：B4自動監測站水位不降反升。
(3) W7 (1997/121998/4)：B5自動監測站水位明顯洩降。

1996年第二期集水井工程

1996/12/281998/09/04

W7、W8、W10、W11

1997年第三期集水井工程

1997/09/151999/01/26

W5、W6

W5、W6 (1997/121998/4)：B5自動監測站水位明顯洩降。

G1排水廊道工程

1999/03/202002/11/27

G1

2000/9/26：0K+178221m之間有大量湧水，B5自動監測站
水位明顯洩降。

G2排水廊道工程

1998/06/012003/03/25

G2

2000/8/4：B4自動監測站水位明顯洩降。

表 8 深層地下排水系統之不同運作情境及其包含之工程單元
Table 8

Different operation scenarios with associated engineering units in subsurface drainage systems

Case X (運作情境 X)
Case I
Case P1
Case P2
Case P3
Case P4
Case F
Case G
Case Sn
(n=W5/W6/…../G1/G2)
Case B1-2
Case B4-5

說明
研究區域運作中之工程單元
未施作地下排水工程
第一期集水井工程完工
W9
第二期集水井工程完工
W7, W8, W9, W10, W11
第三期集水井工程完工
W5, W6, W7, W8, W9, W10, W11
G1-排水廊道工程完工
W5, W6, W7, W8, W9, W10, W11, G1
G2-排水廊道工程完工
W5, W6, W7, W8, W9, W10, W11, G1, G2
(粗體字表示該施工期新加入之工程單元)
僅施作排水廊道工程
G1, G2
僅施作單一工程 (n)

W5/W6/W7/W8/W9/W10/W11/G1/G2

僅施作於B-1, B-2滑動體
僅施作於B-4, B-5滑動體

W10, W11
W5, W6, W7, W8, W9

五、梨山精華區中區地滑區地下排水
工程三維數值模擬結果
1. 地下水水位洩降驗證
梨山精華區中區地滑區地下排水工程三維數值模擬，首
先驗證區內各監測站之地下水水位 (以下簡稱水位) 洩降。
B1、B4 及 B5 監測站之水位模擬結果與監測成果比對，大體
上兩者具有相當之吻合度，如圖 16 (a)(c) 所示。
B1 監測站未施作地下排水工程及全部集水井完工運作
後之水位模擬值分別為地表下-30.7 m 及-47.1 m，水位總洩
降量為 16.4 m；而排水廊道完工後之水位為地表下-47.6 m，
洩降量僅增加 0.5 m，如圖 16 (a) 所示。W11 集水井施作前，
B1 監測站之水位監測值介於地表下-30  -40 m；施作後，水
位於 1997 年中旬後呈下降之趨勢，隨後降至地表下約-44.0
m。B1 監測站之水位監測成果及模擬結果，皆能反應 W11
集水井之運作效果，且最終水位洩降量相近，其間之水位洩
降量模擬值高估約 3.6 m (=47.6 m-44.0 m)，推測原因可能是
由於 W11 集水井之集水管過於靠近不透水邊界 (參見圖
11)，而受到地下水鏡像井理論 (image well theory)不透水邊
界之成像區 (Image site) 出現相同之抽水井 (增加洩降) 所
影響導致。
B4 之監測成果顯示，W8 集水井並未發揮其應有之水位
洩降功能，僅 G1 與 G2 排水廊道施作後對水位洩降有明顯
影響，如圖 16 (b) 所示。排水廊道施作後，B4 之水位模擬
值及監測值分別為地表下-54.3 m 及-51.0 m，最終水位洩降
量相近，其間相差 3.3 m (=54.3 m-51.0 m)。推測此差異可能

由於數值模型無法完全掌握本區複雜之水文地質所致，例如
BH-08 鑽孔與 B4 監測站兩者之位置相近 (參見圖 11)，但在
未施作地下排水工程前，兩者之水位差異大。
B5 監測站未施作地下排水工程之水位模擬值及監測值
分別為地表下-8.6 m 及-7.1 m，其間僅有 1.5 m 差異。而集
水井完工(先) 及排水廊道完工 (後)，B5 監測站之水位模擬
值皆高於監測值 (集水井完工後：-18.9 m 高於-21.0 m；排水
廊道完工後：-45.2 m 高於-47.1 m)。推斷其原因為，G1 排水
廊道開挖至此區域時曾出現大量湧水，並造成 B5 監測站之
水位迅速洩降至地表下-48 m (SWCB, 2001)。由於在數值模
型中僅模擬集水管之排水，而未考量排水廊道開挖時之實際
湧水情況。因此，水位模擬值皆有高估趨勢 (水位較高)，亦
即忽略了排水廊道開挖引起之水位洩降效應。此外，由於數
值模型中之集水管過於靠近上邊坡之固定水頭邊界 (透水
邊界)(參見圖 11)，因此有可能受到地下水鏡像井理論透水
邊界之成像區出現相反之補注井 (減少洩降) 所影響導致
(與 B1 監測站相反)。
Tacher et al. (2005) 及 Matti, et. al (2012) 指出，雖然三
維模型能夠提供較可靠且接近現地之計算結果，但其需要大
量鑽探、地球物理探測及地表地質調查資料，才能建立複雜
且完整的三維水文地質模型。Popescu 及 Sasahara (2009)
亦指出，水位之洩降取決於研究區域之邊界條件。雖然上述
計算之水位模擬結果與監測成果存在些許差異，然而此與動
則幾十公頃之大規模滑動區域相比較，其差異尚屬合理可接
受。因此，本研究模擬地下排水系統，進行穩態排水計算後
所引起之水位洩降，仍可適用於研究區域邊坡之整體穩定性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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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16 地下水水位模擬結果與監測成果比對 (a)B1 (b)B4 及 (c)B5 監測站
Fig.16

Comparison of groundwater level between measurement and simulation (a) B1 (b) B4 and (c) B5 monitoring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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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分析中，地層材料之總位移量 (total displacements) 只是

2. 滑動發生區位之驗證
由穩定性分析可求得，潛在滑動區發生於數值模型下邊

邊坡在不穩定臨界破壞狀態(at failure)下之計算累積位移量，

坡陡峭區，如圖 17 (a) 所示。此潛在滑動區與 1990 年 4 月

其計算值只是相對值而不具有物理意義。其中，在計算之最

所發生之地滑區位 (比對圖 4、5 及 11 之 B-3 滑動體) 相吻

後步階 (final step) 求得之位移增量 (incremental displace-

合。必須指出者，目前下邊坡陡峭區在發生災害後，已在坡

ments) 或軸差應變增量 (incremental deviator strain)，則可用

面施作混凝土護坡穩定工進行整治處理。因此，在數值模型

來作為邊坡可能破壞機制 (likely failure mechanism) 或潛在

中將此滑動區域地表下 2 m 內之地層材料置換為混凝土，來

滑動面位置及深度之指標。依據 SRM 穩定分析求得之鑽探

達到坡面強化穩定性改善之目的，其數值模型及現地空拍照

監測孔位 (BH-02、BH-08 及 BH-09) 附近區域之總位移增

片，分別如圖 17 (b) 及 (c) 所示。配合在下邊坡陡峭區之混

量分布型態及軸差應變增量之最大計算值位置 (即潛在滑

凝土坡面強化效果，乃將下邊坡陡峭區邊界設定為位移束制

動面之深度位置)，如圖 19 (f)~(h) 所示，可推得潛在滑動面

邊界，以限制附近區域之位移量。下邊坡陡峭地滑區位 (B-

之模擬深度約在地表下 19.064.0 m。其中，滑動體頭部 (監

3 滑動體) 之混凝土護坡穩定工材料模式參數，如表 9 所示。

測孔 BH-01 及 BH-09) 及趾部 (監測孔 BH-03 及 BH-07) 之

由於下邊坡陡峭區已進行混凝土護坡之強化處理，因此後續

滑動深度相對較淺。同時，依據鑽孔岩心、孔內傾斜儀、管

之地下排水及穩定分析計算，將採用此數值模型來執行。同

式應變計、及簡易測管等監測資料 (ITRI, 1993)，可決定潛

時，此亦暗示未來所計算之潛在滑動區，將不會落在此混凝

在滑動面之監測深度，並與模擬深度進行比對，如表 10 所

土護坡強化區。

示。由比較模擬結果與監測成果之吻合度，可驗證數值模擬
程序之有效性。

在完成穩態滲流計算並求得初始水位後，乃針對未施作
地下排水工程之情況進行強度折減法 (SRM, Strength Re-

地下排水系統之目標為降低滑動體內之水位及滑動面

duction Method) 穩定性分析，並將位移方向、潛在滑動體位

上之孔隙水壓，並減少滑動體之單位體積重，而最終在提升

置及其滑動面深度等計算結果，與調查成果進行比對驗證，

滑動體之穩定性。Cook et al. (2008) 指出，若將集水管打設

如圖 18 及 19 所示。圖 18 為研究區域之 SRM 穩定分析總位

在最適位置，且在地下水滲流入不穩定地滑區之前，能將其

移量計算結果，紅色小箭頭為總位移場而藍色大箭頭指向為

予以攔截並排除，則集水管可有效發揮排水功能。當集水管

滑動體主位移方向。其中，西側區域朝北方滑動，而中區梨

貫穿潛在滑動面，並往前延伸一段長度後，即能有效洩降潛

山賓館下邊坡區域 (B-4 滑動體) 之主要滑動方向為北-北-

在滑動體內之水位，或排除潛在滑動面上及蓄積於地層破裂

東。穩定分析之總位移場計算方向與過去調查成果 (ITRI,

面之地下水。反之，若集水管打設長度受限而無法有效進行

1993) 比對相當一致。

深層排水時，則可採用集水井配合集水管施作。原則上，可

在 SRM 穩定分析計算後，總位移增量值較大之主要潛

將集水井配置於地滑區之頭部，而將排水廊道設置於潛在滑

在滑動區，沿中區至北側 (B-4 滑動體，參見圖 5 及 11) 分

動面以下之穩定地層內 (ITRI, 1993)。由圖 11 及圖 199(c)~(e)

布，梨山賓館則位於滑動體之冠部，如圖 19 (a)~(e) 所示。

可知，W5 及 W6 集水井配置於滑動體冠部上方；W7、W9

另外，西側 (B-1 及 B-2 滑動體，參見圖 5 及 11) 之總位移

及 W10 集水井則配置於滑動體頭部且集水管貫穿潛在滑動

增量值中等，可推估為第二潛在滑動區。而東南側 (B-11 滑

面。W8 及 W11 集水井則配置於滑動體之腹部上方。此外，

動體，參見圖 5 及 11) 之總位移增量值較小，雖滑動潛勢相

研究區域中之 G1 及 G2 排水廊道，配置於滑動面以下之新

對較低，但亦有發生滑動之可能性。上述數值模擬求得之潛

鮮板岩層中。排水廊道之近垂直集水管應延伸貫入滑動體

在滑動區位與過去調查劃定者(ITRI, 1993)相近。在 SRM 穩

內，以便排除滑動體內之地下水。

(a)

(b)

(c)

圖 17 (a) 下邊坡陡峭地滑區位 (B-3 滑動體)(b) 在陡峭地滑區位施作混凝土護坡工 (c) B-3 滑動體災後施作混凝土護坡現地空
拍照片
Fig.17

(a) Steep sliding zone (B-3 sliding block) at downslope (b) concrete retaining structure for the slope protection
of steep sliding zone (c) In-situ aerial photo of B-3 sliding block at downslope stabilized by concrete retaining
structure

82

林德貴、張國欽、劉文宗、洪勝雄：以 3-D 數值方法探討大規模崩塌集水井及排水廊道地下排水系統之運作效率

表 9 下邊坡陡峭地滑區位 (B-3 滑動體) 之混凝土護坡材料模式參數
Table 9

Material model parameters of concrete retaining structure for the slope protection of steep sliding zone at
downslope

Soil Layer Type

Material Type

Concrete

Non-porous

unsat
(kN/m3)
23

sat
(kN/m3)
23

E
(kN/m2)
2.13×107

v
0.18

cref
(kN/m2)
768


()
40


()
0

表 10 潛在滑動面之監測深度與模擬深度比對
Table 10 Comparison between measurement and simulation of the depth for potential sliding surface

鑽孔

孔口
高程
(m)

岩心判釋
(m)

BH-1

194

20.0, 28.7

BH-2

158

39.0

BH-3

122

BH-7

123

BH-8

176

BH-9

188

潛在滑動面之監測深度
孔內
傾斜儀
(m)
-

管式應變計
(m)
4, 12, 28, 38

-

2, 18, 38, 44, 56

19.7

-

17.3, 34.2

35.0

42.8

-

13, 30, 52, 61

36.0

潛在滑動面之模擬深度
依總位
簡易測管
移量判釋
(m)
(m)
25
37

依軸差應變
增量判釋
(m)
11, 37

18

46

17, 36, 44

-

-

19

16

-

28

49

16, 49

4, 12, 22, 30, 34, 48

-

64

6, 30, 45, 56

-

60

31

11, 20

(1) 地下水水位洩降
梨山精華區中區深層地下排水系統投入運作前、
後之水位面，如圖 20(a) 及 (b) 所示。由圖 20 (a) 可
知，在地下排水系統運作前，集水井中高程較高之上
階集水管，有一大部分長度落在水位面上方區域之未
飽和地層中，而高程較低之下階集水管，亦非完全落
在水位面下方區域之飽和地層。另外，排水廊道中之
集水管，則是完全浸沒於水位面下方區域之飽和地層
中。在地下排水系統運作後，如圖 20 (b) 所示，集水
井及排水廊道往上邊坡方向之水位有微幅洩降，而中、
下邊坡方向之水位則明顯洩降至新鮮板岩層，且可看
見排水廊道之近垂直向集水管，有部分長度露出在水
位面以上區域 (圖 20 (b) 中之 G1 與 G2)。另外，整個
研究區之水位亦洩降至集水井及原潛在滑動體 (未施
作地下排水工程) 之下方區域。由計算結果可知，在
地下排水系統全部完工且投入排水運作之情況，後期
完成之 G1 與 G2 兩座排水廊道對水位洩降之影響，遠
大於前期完成之七座集水井 (W5~W11) 者。Rahardjo
圖 18 未施作地下排水工程情況下之強度折減法穩定分析
總位移場計算方向
Fig.18

Calculated direction of total displacement field
from SRM stability analysis without subsurface
drainage system

3. 地下排水系統之運作行為評估
針對地下排水系統中各工程單元 (W5W11 集水井及
G1、G2 排水廊道) 在不同組合情況下之運作情境 (參見表
8)，進行集水管之穩態排水分析，並利用水位洩降量、集水
管排水率、潛在滑動區位、及穩定性安全係數之分析結果，
來探討各工程單元對大規模地滑區深層滑動之整治效果及
穩定性提升貢獻度。

et al. (2002, 2003, 2012) 之研究亦說明集水管之功能
在有效降低水位，並使水位維持在安全之深度位置。
本研究之分析過程中亦顯示，在後期排水廊道投入排
水運作後，由於水位已大幅洩降，因此前期施作之集
水井已難以再維持其初期之高排水率運作效能。爾後，
較深層之地下水將由排水廊道來處理排除。圖 20 (c)
為地下排水運作後，呈現 2-D 水位分布之剖面位置。
其中，G1-G1與 G2-G2剖面分別通過 G1 與 G2 排水
廊道之配置線。圖 20 中之數值模擬監測點 (AF)，與
現地自動監測站 (B1、B4、B5) 及鑽探監測孔 (BH-03、
BH-07、N.H.) 之位置對應關係為：AB1、BB4、
CB5、DBH-03、EBH-07、及 FN.H.，數值模
擬監測點之水位模擬值將與監測站或監測孔之水位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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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位置及各剖面所通過之工程單元，可分別呈現六個

參見表 7 及圖 20 (c) 之 I-I(含第二期工程 W10,

剖面位置在地下排水系統投入運作前 (圖 20A(a)~(f))、

W11)、II-II(含第二期工程 W7, W8；第三期工程 W6)、

後 (圖 20A(g)~(l)) 之 2-D 水位分布，並詮釋水位之洩

A-A(含第一期工程 W9；第三期工程 W6)、B-B(含第

降反應。由圖 20A(h)、(i) 及 (l) 可知，II-II、A-A、

二期工程 W8；第三期工程 W5)、G1-G1(含第三期工

G2-G2三個剖面位置通過之工程單元最多，其水位洩

程 W5, W6；第四期工程 G1) 及 G2-G2(含第一期工

降反應亦最顯著。

程 W9；第二期工程 W7, W10；第五期工程 G2) 之剖

(a)

(b)

(c) I-I縱剖面

(d) II-II縱剖面

(e) III-III縱剖面

(f) BH-02位於B-2滑動體

(g) BH-08位於B-4滑動體

(h) BH-09位於B-5滑動體

圖 19 未施作地下排水工程情況下之 SRM 穩定分析 (a) 三維立體透視圖 (3-D 總位移增量等值圖) (b) 二維平面俯視圖 (2-D
總位移增量等值圖)及三組 (c)I-I (d)II-II (e)III-III縱剖面位置之 2-D 總位移增量等值圖 (f) BH-02 (g) BH-08 (h) BH-09 鑽
探監測孔所在位置之計算總位移量及軸差應變增量深度分布圖 (不同顏色曲線代表穩定性分析過程，土體由初始至破壞
階段之位移剖面變化。)
Fig.19

SRM stability analysis without subsurface drainage system (a) 3-D perspective view with total displacement
increment contour; (b) 2-D top view with total displacement increment contour and locations of 3 longitudinal
profiles; (c) I-I (d) II-II (e) III-III longitudinal profiles of 2-D total displacement increment contour; (f) BH-02 (g)
BH-08 (h) BH-09 monitoring boreholes for total displacement and incremental deviator strain distribution along
the depth of borehole (curves with different colors represent the variation of displacement profile of soil mass
from initial phase to failure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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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20 地下水水位模擬 (a) 未施作地下排水工程 (Case I) (b) 地下排水工程完工運作後 (Case F) (c) 呈現 2-D 水位分布之剖
面位置
Fig.20

Simulation of groundwater levels (a) before subsurface drainage (Case I) (b) after subsurface drainage (Case F) (c)
I-I, II-II, A-A, B-B, G1-G1 and G2-G2 profiles for 2-D groundwater levels illustration

(a) I-I

(b) II-II

(c) A-A

(d) B-B

(e) G1-G1

(f) G2-G2

(g) I-I(通過W10, W11)

(h) II-II(通過W7, W8, W6)

(i) A-A(通過W9, W7, W6)

(j) B-B(通過W8, W5)

(k) G1-G1(通過W5, W6, G1)

(l) G2-G2(通過W9, W7, W10, G2)

圖 20A 2-D 地下水水位 (a)~(f) 未施作地下排水工程 (Case I)(g)~(l) 地下排水工程完工運作後 (Case F)
Fig. 20A

2-D groundwater levels of I-I, II-II, A-A, B-B, G1-G1 and G2-G2 profiles (a)~(f) before subsurface drainage
(g)~(l) after subsurface drai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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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深入探討地下排水系統中各工程單元對水位洩

DGW=DGW(Case X)=在 (Case X) 運作情境下之水位深

降之影響，本研究配合各工程單元之施工進展及監測

度，DGW=DGW(Case X)=[DGW(Case X)-DGW(Case I)])=

資料，共模擬 18 種不同排水運作情境下 (參見表 7 及

在 (Case X) 運作情境下之水位洩降量。其中，(Case

8 中之 Case X; X=I, P1P4, F, G, B1-2, B4-5, SW5SW11, SG1

I)=未施作地下排水工程之情境。再者計算在 (Case X)

& SG2)，對於數值模擬監測點 A、B、C 點位 (圖 20 所

運 作 情 境 下 之 洩 降 貢 獻 百 分 比 PCGW=PCGW(Case

示)，即相當於 B1、 B4、B5 自動監測站 (圖 11 中灰

X)=[DGW(Case X)/DGW(Case F)]×100 。因此，最終

色三角形標示) 之水位洩降貢獻百分比 PCGW (以下簡

可設定研究區域中地下排水系統全部完工時 (Case F)

稱 洩 降 貢 獻 百 分 比 ) ， 如 表 11 所 示 。 表 中

之洩降貢獻百分比 PCGW(Case F)=100 。

表 11 數值監測點 A, B, C 之水位深度 (DGW)、洩降量 (DGW) 及地下排水系統在不同運作情境之水位洩降貢獻百分比 (PCGW)
Table 11 Groundwater depth (DGW), groundwater drawdown (DGW) for numerical monitoring points A, B, C and contribution percentage of groundwater drawdown for different operation scenarios (PCGW)
(A數值模擬監測點)
(B1自動監測站)

運作情境 X
Case X

DGW (m)

DGW (m)

Case I
Case P1
Case P2
Case P3
Case P4
Case F
Case G
Case B1-2
Case B4-5
Case SW5
Case SW6
Case SW7
Case SW8
Case SW9
Case SW10
Case SW11
Case SG1
Case SG2

-30.7
-33.3
-46.7
-47.1
-47.4
-47.6
-47.5
-46.9
-34.7
-30.8
-33.7
-31.9
-30.7
-33.3
-37.7
-46.5
-43.1
-45.2

0.0
-2.6
-16.0
-16.4
-16.7
-16.9
-16.8
-16.2
-4.0
-0.1
-3.0
-1.2
0.0
-2.6
-7.0
-15.8
-12.4
-14.5

PCGW
(%)
0
15
95
97
99
100
99
96
24
1
18
7
0
15
41
93
73
86

DGW
(m)
-40.2
-42.3
-43.4
-45.5
-50.9
-54.3
-53.4
-42.6
-44.3
-41.0
-42.5
-41.5
-40.2
-42.3
-41.9
-41.3
-51.1
-53.8

(B數值模擬監測點)
(B4自動監測站)
DGW
PCGW
(m)
(%)
0.0
0
-2.1
15
-3.2
23
-5.3
38
-10.7
76
-14.1
100
-13.2
94
-2.4
17
-4.1
29
-0.8
6
-2.3
16
-1.3
9
0.0
0
-2.1
15
-1.7
12
-1.1
8
-10.9
77
-13.6
96

DGW
(m)
-8.6
-10.3
-10.8
-18.9
-44.8
-45.2
-44.1
-10.1
-18.8
-10.6
-18.4
-10.5
-8.6
-10.3
-10.1
-9.7
-43.8
-14.0

(C數值模擬監測點)
(B5自動監測站)
DGW
PCGW
(m)
(%)
0.0
0
-1.7
5
-2.2
6
-10.3
28
-36.2
99
-36.6
100
-35.5
97
-1.5
4
-10.2
28
-2.0
5
-9.8
27
-1.9
5
0.0
0
-1.7
5
-1.5
4
-1.1
3
-35.2
96
-5.4
15

註：DGW=DGW(Case X);DGW=DGW(Case X)=[DGW(Case X)DGW(Case I)];PCGW=PCGW(Case X)=[DGW(Case X)/DGW(Case F)]×100，
X=I, P1P4, F, G, B1-2, B4-5, SW5SW11, SG1 & SG2 共 18 種不同運作情境。

 B-1 及 B-2 滑 動 體 與 (B1A) 及 (BH-03D)
地下水水位監測點
B-1 及 B-2 滑動體中 (參見圖 11) 之 B1(自動
監測站) 及 BH-03(監測孔) 水位監測點，即相當於
圖 20 中 I-I剖面位置之 A 及 D 數值模擬監測點，
其分別位於滑動體之腹部及足部。由圖中可知，可
能影響 A 及 D 水位模擬監測點之工程單元主要包
括：W10(配置於滑動體頭部) 與 W11 (配置於滑動
體腹部) 集水井，以及 G1 與 G2 排水廊道。由表
11 可知，第二期集水井完工時 (Case P2) (參見表 8

排水之深層地下水雙重處理所導致。隨後，再比較
單獨施作 W10(Case SW10) 或 W11(Case SW11) 集水
井 時 ， 則 可 分 別 求 得 PCGW(Case SW10)=41 % 或
PCGW(Case SW11)=93 %。此說明施作於 A 監測點下
邊坡之 W11 集水井直接排除滑動體內之地下水，
較之上邊坡之 W10 集水井間接攔截地下水，對於
水位洩降貢獻更為顯著有效。
另外，若僅施作 G1 與 G2 排水廊道 (Case G)，
其運作情境可求得 PCGW(Case G)=99 %。此說明若
整個地下排水系統僅施作兩條排水廊道，則 A 監

含 W7W11)，A 監測點 (即 B1 監測站) 之水位洩

測點幾乎即可達到完滿之水位洩降效果。若僅有

降量DGW=16.0 m，而整個地下排水系統全部完工

G1 排水廊道 (Case SG1) 通過 B-1 與 B-2 滑動體上

時 (Case F) (參見表 8 含 W5W11、G1、G2)之

方邊坡，則其近垂直集水管 (sub-vertical drains) 主

DGW=16.9 m。因此，第二期集水井完工後所新增
之工程單元(W5、W6、G1、G2)，對於 A 監測點之
水位洩降貢獻相當有限。再者對於 A 監測點之水
位洩降貢獻百分比 PCGW(%) 方面：若僅施作 W10
與 W11 集水井時(Case B1-2)，PCGW(Case B1-2)=96 %，
排水效果極佳。此乃由於 W10 與 W11 集水井分別
施作 A 監測點之上、下邊坡，形成上坡截水且下坡

要用以攔截上邊坡之地下水流入 B-1 與 B-2 滑動體
內，其所造成之水位洩降量為 12.4 m 且 PCGW (Case
SG1)=73 %。再者，若僅有 G2 排水廊道 (Case SG2)
通過 B-1 與 B-2 滑動體下方邊坡，其近垂直集水管
將貫入至滑動體內，並大量排除 B-1 與 B-2 滑動體
內之地下水，其所造成之水位洩降量DGW=14.5 m
且 PCGW (Case SG2)=86 %。比較上述兩種運作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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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推估 G2 排水廊道對 B-1 與 B-2 滑動體之穩定性

=96 %，此暗示 G1 與 G2 排水廊道同時運作，對於

影響最為顯著。

B 監測點之水位洩降，將產生排水互制作用，亦即
G1 排水廊道(先施作)造成之水位洩降，會影響 G2

 B-4 滑 動 體 與 (B4B) 及 (BH-07E) 地 下

排水廊道(後施作)對水位洩降之作為。此又說明同

水水位監測點
B-4 滑動體中 (參見圖 11) 之 B4(自動監測站)

時運作之排水廊道，未必能對水位洩降形成加成效

及 BH-07(監測孔) 水位監測點，即相當於圖 20 中

果。又 PCGW(Case SG2)=96 %  PCGW(Case SG1)=77

II-II剖面位置之 B 及 E 數值模擬監測點，其分別

% 說明 G2 排水廊道 (以排除滑動體內地下水為主)

位於滑動體之腹部及足部。由圖中可知，可能影響

之洩降貢獻大於 G1 排水廊道(以攔截上邊坡地下

B 及 E 水位監測點之工程單元主要包括：W7 與 W8

水為主)。反之，設置於 B-4 滑動體中之 W8 集水

集水井，以及 G1 與 G2 排水廊道。由表 11 不同運

井，則難以造成水位洩降，即 PCGW(Case SW8)=0 %。

作情境之計算結果得知，(Case G)、(Case SG1)、(Case

雖然 W8 集水井在實際施工時，曾有記錄以其集水

SG2) 三種排水廊道運作對 B 監測點之洩降貢獻最

管祛除了部分棲止地下水，然而對於降低水位方面

為顯著。其中，PCGW(Case G)=94 %  PCGW(Case SG2)

則效果有限。

(a)

(b)

(c)

圖 21 地下排水系統各工程單元 (集水井 W5~W11 及排水廊道 G1&G2) 對各不同監測點位置 (B1=A, BH-03=D, B4=B, BH07=E, N.H.=F) 及集水井位置 (W5~W11) 之地下水水位洩降量DGW 之影響
Fig. 21 Influence of engineering units (drainage wells W5~W11 and drainage galleries G1 and G2) of the subsurface
drainage system on the groundwater drawdown DGW at monitoring stations (B1=A, BH-03=D, B4=B, BH-07=E,
N.H.=F) and drainage well locations (W5~W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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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會分擔前期施作者之排水量所致。其中，排水廊

B-4 滑動體中 (參見圖 11) 之 B5(自動監測站)

道施作後 (Case P4 及 Case F)，全區之水位大多會洩

水位監測點，位於滑動體之冠部上方邊坡，亦相當

降至集水井之井底高程以下區域。因此，各集水井之

於圖 20 中 A-A及 II-II剖面位置上之 C 數值模擬

排水率會迅速下降。依據穩態排水計算模式，若僅模

監測點。可能影響 C 水位監測點之工程單元主要包

擬排水廊道之運作情境 (Case G)，則可發現 G1 及 G2

括：W5、W6、W7、W9 集水井及 G1 排水廊道。

排水廊道之設置，已足以排除研究區域內之大量地下

第一至三期集水井陸續全部完工後 (Case P3)，C 監

水 (QG1=932.00 liter/min，QG2=686.88 liter/min)。其中，

測點之水位洩降量DGW=10.3 m。隨後，G1 排水廊

QG1  QG2 與實際量測結果相符合。依現場實際觀測結

道 工 程 完 工 (Case P4) ， 水 位 洩 降 量 即 高 達

果，G1 排水廊道通過 B-1 與 B-2 滑動體上方邊坡且收

DGW=36.2 m，且水位已洩降至地表下 DGW=44.8 m。

集之水量較多，此可能由於上邊坡 (覆土薄多露岩)

其 中 ， G1 排 水 廊 道 所 提 供 之 洩 降 貢 獻 百 分 比

岩體內大量裂隙水流出所造成。反之，G2 排水廊道通

PCGW(Case SG1)=96 % 為 最 高 ， 而 W6 集 水 井

過 B-1 與 B-2 滑動體下方邊坡，雖位置較低但收集之

PCGW(Case SW6)=27 %次之。此乃 G1 排水廊道及

水量反而較少。一般而言，單一集水管之排水率達

W6 集水井緊鄰 C 監測點設置於其下邊坡進行有效

6.0600.0 liter/min (=0.110.0 liter/sec) 或整體地下排

排水所致。W5、W7、及 W9 三座集水井距離 C 監
測點較遠，因此各自單獨集水井所能提供之洩降貢
獻百分比相對較小，PCGW(Case SW5)=PCGW(Case
SW7)=PCGW(Case SW9)=5 %。再者，縱使 G2 排水廊
道距離 C 監測點較遠，但其對水位洩降貢獻仍顯
著，PCGW(Case SG2)=15 %。
在各工程單元 (W5W11、G1、G2) 之排水運

水系統之排水率達 30.06000.0 liter/min (=0.5100.0 liter/sec) 時，即可判定地下排水能達成有效的水位洩降
(Beale and Read, 2013)。然而，排水廊道施工期較長，
對於每年颱風汛期間之緊急深層排水可能緩不濟急，
因此先期集水井工程之施作仍有其必要性。
(3) 穩定性及潛在滑動區位分析

作下，藉由比較研究區域內不同監測點位置 (參見

強度折減法穩定分析中採用位移增量計算結果，

圖 20) 含：B1、B4、B5 自動監測站 (相當於 A、

來呈現研究區域中之潛在滑動區位。其中，紅色系、

B、C 監測點)；BH-03、BH-07、N.H.監測孔 (相當

橘色系、黃色系、藍色系區域依次分別代表高、中高、

於 D、E、F 監測點)、以及集水井 (W5W11) 等所
在位置之水位洩降量DGW，可推估地下排水系統
中各工程單元之配置效益及其對水位洩降之影響，
如圖 21 所示。由圖中可推估 G1 及 G2 排水廊道，
對研究區域內大部分監測點之水位洩降影響最大。
尤其是當 G1 排水廊道通過地滑區絕大部分滑動體
之冠部上方邊坡時，其近垂直集水管可攔截上邊坡
之地下水，因此其下邊坡所有監測點之水位洩降皆
受到顯著影響 (圖 21(a)~(c))。反之，由於 B5、W5、
W6 監測點臨近 G1 排水廊道，而位於 G2 排水廊道
之上方邊坡，因此其水位洩降受 G1 排水廊道之影
響顯著，而受 G2 排水廊道之影響輕微 (圖 21(c))。
(2) 集水管之排水量
深層地下排水系統在不同運作情境下，各工程單
元之排水率 Q (liter/min) 模擬結果，如圖 22 所示。隨
著地下排水系統施工進程的推移 (表 8 中之 Case
P1Case F) ， 各 集 水 井 之 排 水 率 將 會 逐 漸 衰 減
(QW5=135.009.93 liter/min，QW6=268.3059.78 liter/
min，QW7=91.780.00 liter/min，QW8=0.000.00 liter
/min，QW9=191.280.00 liter/min，QW10=199.7368.45

中、及低潛勢滑動區。在不同運作情境下之計算潛在
滑動區位，如圖 23 所示，並與依現地調查來劃定之觀
測潛在滑動區位 (參見圖 11) 進行比較。地下排水系
統施作前 (Case I)，三維數值模擬呈現之高潛勢滑動
區 (紅色系及橘色系區域)，約略坐落在研究區域之中
北側，如圖 23 (a) 所示。其中，B-4 滑動體冠部位於
梨山賓館前方之台 8 線 (參見圖 5(a) 、圖 6 及圖 11)，
滑動範圍往下坡方向延伸至台 7 線以下區域，東西涵
蓋範圍廣闊。其中，又以台 7 線下邊坡區域最危險 (圖
23 (a)之紅色系區域)，穩定性安全係數 FS=1.131 偏低。
第一至第三期集水井工程陸續完工後 (Case P3，
圖 23 (b))，較高潛勢滑動區(紅色系及橘色系區域)之
範圍將大幅縮小。其中，W10 及 W11 集水井 (參見圖
20(c)) 投入運作後能有效洩降水位。比較圖 23 (b) 與
(a) 之變化，可由研究區域之西北側 B-1 及 B-2 滑動
體所在區域 (參見圖 11)，由橘色系及黃色系區域轉為
藍色系區域，可推知該區域之滑動潛勢已減緩。
爾後，G1 及 G2 排水廊道陸續完工，乃至整個地
下排水系統完成時 (Case F，圖 23 (c))，原潛在滑動區
位因深層排水後穩定性改善，且高潛勢滑動區 (紅色
系區域) 由中北側 (圖 23 (a)) 轉移至西側之嶺線區域

liter/min，QW11=172.7428.02 liter/min)，此模擬結果

(圖 23 (c))，穩定性安全係數最終大幅提升至 FS=1.300。

為可預期，且與各集水井出水口平均排水率之現地量

由上述分析結果可知，研究區域之深層地下排水隨著

測結果相近(SWCB，2002)，此乃由於後期施作之工程

工程進度之推移，逐漸發揮排水功效，並提升邊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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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性安全係數 (FS=1.1311.300)。
藉由地下排水系統在不同運作情境之計算結果，
可了解各工程單元對本區域邊坡穩定性之影響。僅施
作兩條排水廊道(Case G，圖 23 (d)) 或僅施作 G2 排水
廊道 (Case SG2，圖 23 (f)) 之情境，其所計算之較高潛
勢滑動區 (紅色系及橘色系區域) 之區位相似，穩定
性 安 全 係 數 提 升 效 果 亦 相 近 (FS(Case G)=1.281 ，
FS(Case SG2)=1.284)。由上述分析可知，若要顯著提升
研究區域邊坡之穩定性，則施作 G1 及 G2 排水廊道實
有其必要性。另外，依計算結果，若僅施作 G1 排水廊
道 (Case SG1 ，圖 23 (e)) 之情境，穩定性安全係數
FS(Case SG1)=1.235，提升效果不如僅施作 G2 排水廊
道者 FS(Case SG2)=1.284。推估其原因乃由於 G1 排水
廊道通過地滑區大部分滑動體之冠部上方邊坡，主要
用以攔截上邊坡之地下水，而無法如 G2 排水廊道用

圖 22 地下排水系統在不同運作情境下各工程單元之排水
率模擬值

以排除主要滑動體內部之地下水所致。
Fig.22

Simulation of discharge rate for individual engineering unit under various operation scenarios in subsurface drainage system

(a) FS=1.131

(b) FS=1.188

(c) FS=1.300

(d) FS=1.281

(e) FS=1.235

(f) FS=1.284

圖 23 地下排水系統不同運作情境之潛在滑動區位 (a)Case I (b)Case P3 (c)Case F (d)Case G (e)Case SG1 (f)Case SG2
Fig.23

Locations of potential sliding zone for various operation scenarios of the subsurface drainage system (a) Case I
(b) Case P3 (c) Case F (d) Case G (e) Case SG1 (f) Case S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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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排水運作時，B4 監測站之水位洩降反應，具有相
當之代表性。

如圖 24 及表 12 所示。已知研究區域中整個地下排水
系 統 完 工 運 作 時 (Case F) ， 安 全 係 數 提 升 百 分 比
FS=14.89 。再者可設定 Case F 之穩定性安全係數
提升貢獻百分比 PCFS=100  (=14.89 /14.89 )。比
較僅施作集水井 (Case P3) 及僅施作排水廊道 (Case
G) 之運作情境，可發現排水廊道對於安全係數之提
升貢獻百分比遠大於集水井者 (PCFS(Case G)=88.98
  PCFS(Case P3)=33.85 )。亦即僅施作 G1 及 G2 排
水廊道，即足以大幅改善研究區域之邊坡穩定性。
再者比較不同運作情境之穩定性安全係數提升貢
獻百分比 (PCFS)(表 12) 及 B4 自動監測站之水位洩降
貢獻百分比 (PCGW)(表 11) 後，可發現兩組數值相近。
此乃由於，B4 自動監測站位於研究區域中主要潛在滑
動區位 (B-4 滑動體) 之中央位置。因此，當地下排水

圖 24 地下排水系統在不同運作情境下之穩定性安全係數
提升百分比及提升貢獻百分比
Fig.24

Increasing percentage and contribution percentage of the factor of safety for various operation scenarios of the subsurface drainage system

表 12 地下排水系統在不同運作情境下之穩定性安全係數、及其提升、提升貢獻百分比之比較
Table 12 Comparison of factor of safety and their increasing and contribution percentages for different operation scenarios of the subsurface drainage system
運作情境 X
Case X

研究區域運作中之工程單元

安全係數
FS(Case X)

FS提升百分比
FS(%)

FS提升貢獻百分比
PCFS(%)

Case I

-

1.131

0.00

0.00

Case P1

W9

1.157

2.31

15.51

Case P2

W7, W8, W9, W10, W11

1.186

4.87

32.68

Case P3

W5, W6, W7, W8, W9, W10, W11

1.188

5.04

33.85

Case P4

W5, W6, W7, W8, W9, W10, W11, G1

1.248

10.33

69.38

Case F

W5, W6, W7, W8, W9, W10, W11, G1, G2

1.300

14.89

100.00

(粗體字表示該施工期新加入之工程單元)
Case G

G1, G2

1.281

13.25

88.98

Case B1-2

W10, W11

1.174

3.79

25.46

Case B4-5

W5, W6, W7, W8, W9

1.170

3.43

23.06

Case SW5

W5

1.131

0.09

0.64

Case SW6

W6

1.159

2.45

16.44

Case SW7

W7

1.149

1.56

10.48

Case SW8

W8

1.134

0.05

0.33

Case SW9

W9

1.157

2.31

15.52

Case SW10

W10

1.161

2.65

17.80

Case SG1

G1

1.235

9.13

61.35

Case SG2

G2

1.284

13.51

90.75

註：FS=FS(Case X)={[FS(Case X)-FS(Case I)]×100}/FS(Case I) ={[FS(Case X)-1.131]×100}/
1.131 PCFS= PCFS(Case X)= [FS(Case X)/FS(Case F)]×100=[FS(Case X)/14.89)]×100, Case X =X 之運作情境

六、結

論

系統三維數值模擬之數值模型、數值程序、及所需各類材
料模式參數，其合理性及有效性可獲得確認。

本研究使用三維有限元素程式，分析梨山精華區中區之

2. 若地下排水系統中之工程單元全部完工並投入排水運

深層地下排水系統中，在不同運作情境下各工程單元之排水

作，則在後期完成之 G1 與 G2 排水廊道，對水位洩降之

效能，綜合分析結果可得以下結論：

影響遠大於前期完成之 W5W11 等 7 座集水井者。此乃

1. 研究區域之監測站水位、潛在滑動體發生區位、以及滑動

由於前期完成之集水井已運作一段時間，並將水位大幅

面所在深度等模擬結果與監測成果相近。因此，地下排水

洩降至集水井內橫向集水管所在高程以下之地層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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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部分集水井已難以再維持其初期之高排水效能。爾

[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2001)，「梨山地區第四

後，集水井下方較深層區域之地下水，將由排水廊道來分

期監測系統」。SWCB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

下邊坡滲流之地下水，然而若能將集水井直接施作於滑

reau) (2001). “4th Stage Monitoring System for Li-Shan
Landslide.” Taichung Branch Office. (in Chinese)
[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2002)，「梨山地滑地區

動體下邊坡腹部區，並直接排除滑動體內之地下水，則其

資料庫建置及監測分析運用」。SWCB (Soil and Water

對於水位洩降將轉為更顯著有效。若僅施作 G1 與 G2 排

Conservation Bureau) (2002). “Construction of Data Bank
and Application of Monitoring Data of Li-Shan Landslide.”
Taichung Branch Office. (in Chinese)
[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2003)，「梨山地區地層

擔處理排除。
3. 施作於滑動體上邊坡冠部區之集水井，雖可即時攔截往

水廊道 (Case G)，其排水運作可使分布全區之 AC 監測
站獲得極高之水位洩降貢獻百分比 PCGW(Case G)=9499
%。因此，理論上若整個地下排水系統僅施作兩條排水廊
道，則對整個研究區域幾乎即可達到完滿之水位洩降效

滑動整治計畫圖表與解說彙編」。SWCB (Soil and Water

者之職掌各有所司，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集水井施工期

Conservation Bureau) (2003). “Handbook: A Brief Description of Remedial Plan for Li-Shan Landslide Area.”
Taichung Branch Office. (in Chinese)
[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2003)，「梨山地東南區

短，豎井結構以垂直向 (或縱向) 貫穿崩積層並微幅進入

調查規劃」，委託技術服務工作報告。SWCB (Soil and

破碎風化岩層，利用其橫向集水管 (horizontal drains) 排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2003). “Investigation and
Planning of Southeast Sliding Zone in Li-Shan Landslide.”
Taichung Branch Office. (in Chinese)
[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2011)，「大梨山地區地

果。然而，必須指出者，集水井與排水廊道兩種地下排水
設施，其設計理念、施作方式、及運作目標有所不同。兩

除較淺層之地下水。而排水廊道施工期長，隧道結構以水
平向 (或橫向) 鑽設於新鮮岩盤中，利用其近垂直集水管
(sub-vertical drains) 排除較深層之地下水。
4. 隨著地下排水系統施工進程之推移 (Case P1Case F)，

滑地監測管理成果彙編」。SWCB (Soil and Water Con-

廊道施作後 (Case P4 與 Case F)，全區之水位大多會洩

servation Bureau) (2011). “Handbook: A Brief Description
of Landslid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Plan for Grand
Li-Shan Area in Year 2011.” Taichung Branch Office. (in
Chinese)
[8] 林德貴 (2018)，「邊坡穩定地下橫向排水工法設計指引

降至集水井之井底高程以下區域。因此，集水管之排水量

-理論與實務」，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Lin, D.G.

數值模擬求得之集水井排水率會逐漸衰減，且與集水井
出水口平均排水率之量測值相近。此乃由於後期施作之
工程單元，會分擔前期施作者之排水量所致。其中，排水

會迅速減少。

高潛勢滑動區之穩定性受到排水改善，因此會由中北側

(2018). “Design Guidelines of Subsurface Horizontal
Drains Used for Slope Stabilization-Theory and Practice.”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in Chinese)
[9] 林德貴、張國欽、蘇苗彬 (2008)，「颱風降雨期間梨山

轉移至西側嶺線附近區域。研究區域之深層地下排水系

地滑區邊坡穩定性之數值評估」，中華水土保持學報，

統隨著工程進度之推移逐漸發揮排水功效，並提升邊坡

39(1)，57-81。Lin, D.G., Chang, K.C., and Su, M.B. (2008).

5. 第一至第三期集水井工程陸續完工後 (Case P3)，較高潛
勢滑動區之範圍會大幅縮小。爾後，G1 與 G2 排水廊道
陸續完工後，整個地下排水系統完成時 (Case F)，由於原

之穩定性安全係數 (FS=1.131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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