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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份地滑地在降雨條件下之穩定性評估 

張勝堤[1]* 陳威翔[2] 洪勝雄[3] 林德貴[4]
 

摘  要 為探討地下排水工法對邊坡穩定性之影響，本研究蒐集九份地滑地監測、鑽探及岩土力學

試驗資料，並採用 A1 邊坡剖面進行地下排水工法之施作前、後降雨入滲及穩定數值分析。分析結果

顯示施作工法後，A1邊坡剖面之 FS值較不受降雨影響。由此可確認地下排水工法具有加速排除入滲

雨水之功能。另外，本研究採用氣象站之降雨資料，來決定 25、50及 100年不同重現期距之設計雨型，

並用以進行地滑地降雨滲流分析。分析結果可發現潛在滑動面之 FS 值不隨降雨延時之增長而下降，

且 FS值皆維持在大於 1.0 (FS >1.0)，此意謂著地下排水工法在正常運作之情況下，足以排除長延時、

高強度降雨之入滲雨水，並使邊坡之穩定度維持在相當之水準而不致於惡化。 

關鍵詞：地滑地、地下排水、降雨入滲、安全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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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ubsurface drainage on the slope stability, this study collects the 

monitoring data, boring logs, soil and rock laboratory experiments and field tests of Chiu-Fen landslide for a 

comprehensive stability analyses. The A1-Profile was selected for a series of rainfall seepage and stability 

analyses. In the case of the A1-Profile with subsurface drainages, the slope stability analyses of the three 

potential sliding surfaces within the Chiu-Fen landslides stabilized by subsurface drainages merely shows a 

negligible decrease of the factor of safety FS during torrential rainfall. As a consequence, these demonstrate 

the subsurface drainages are capable of accelerating the drainage of groundwater off the soil strata. In 

addition, the rainfall records of the meteorological station were adopted to determine the design rainfall 

pattern of return periods 25, 50 and 100 years. The design rainfall patterns were eventually used for a series 

of rainfall seepage and slope stability analyses to obtain the time-dependent factor of safety of potential 

sliding surface of the landslide during rainfall. According to the numerical results, the factor of safety FS of 

the three potential sliding surfaces shows that the FS values are constantly keeping greater than one (FS >1.0) 

and without decreasing with the elapsed time during rainfall. As a result, this reasonably implies that the 

subsurface drainages can drain off the infiltrated rainwater from rainfall with high intensity and long duration 

and preserve the slope stability of landslide from deterioration. 

Key Words: landslide, subsurface drainages, rainfall seepage, factor of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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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關於地滑之影響因子，Koukis and Ziourkas(1991)將其分為動態 (降雨、地震) 及靜態誘因 (地形、

地質)，本研究選擇降雨作為主要影響因子。另外，根據 Campbell(1976)、Sitar(1992)及網干壽夫(1972)

等人之研究發現，前期降雨使土壤含有適當的含水量，有助於爾後豪雨雨水快速入滲土體，並降低土

體之抗剪強度而引發地滑及崩塌。林德貴等(2005，2008，2012)進行坡地破壞及地滑地案例數值分析

研究發現，降雨期間雨水滲入於已施作背拉地錨擋土牆之坡面後，仍會造成坡地內孔隙水壓上升，並

導致邊坡之穩定性降低。同時，在降雨前地下水水位上方具有負值孔隙水壓 (或基質吸力，matrix suction) 

之未飽和土層，其負值孔隙水壓將由於入滲雨水之浸潤而逐漸消失，最後並轉為正值孔隙水壓。此意

謂，未飽和土層在降雨期間其材質狀態將由乾硬轉為濕軟，其基質吸力所能提供之額外當量抗剪強度，

終將隨著雨水入滲而幾近於喪失，並使坡地之穩定性在瞬間大幅下降。另外，蔡雅如(2011)曾針對梨

山地滑地進行降雨滲流及與邊坡穩定性數值分析，並在不同重現期距之降雨強度條件下，對已施作地

下排水工法之邊坡，進行降雨入滲與邊坡穩定分析，以探討地下排水工法對邊坡穩定性之影響。 

而新北市瑞芳區九份地滑地為國內外知名之觀光旅遊景點，其地滑區內地質條件破碎複雜，早期

開發時又未有山坡地水土保持之觀念，所以九份地滑地內缺乏水土保持完整之規劃，加上近年山坡地

開發再增加，致使排水系統雜亂，造成及加劇九份地滑地之道路、建物發生龜裂等地層滑動之表徵。

因此，本研究期望對可能減緩九份地滑地深層滑動之地下排水整治工法，作一系統性之整治效益評估。 

本研究彙整九份地滑地之地表地質調查、鑽探調查及監測資料。採用二維有限元素法，進行降雨

入滲分析後，再利用極限平衡法，進行邊坡穩定性分析，並將數值分析結果與現地監測資料進行比對

與率定，驗證數值模擬程序及輸入參數之有效性，以評估地下排水工法對邊坡穩定之功能性。 

 

1. 地理位置 

九份地滑區位於台北縣瑞芳區九份地區，對外交通便利，可由台二線濱海公路或高速公路銜接北

34號公路及 102號公路進入。近年來由於九份地區豐富之地理及人文觀光價值，觀光旅遊發展迅速，

遊客日益增多，為北台灣地區知名重要景點。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如圖 1所示。 

 

圖 1 九份地理位置圖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2011) 

Fig.1 Geographical map for the location of Chiu-Fen District (Agriculture Department, New Taipe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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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2011) 

2. 地層剖面狀況 

根據新北市政府農業局(2011)現地鑽探資料可知鑽孔位置，如圖 2 所示，本研究選取九份地滑地

中鄰近W2、W4集水井之A1剖面做為分析之代表剖面。調查結果顯示，A1剖面之崩積層厚度約 6 m~20 

m，而欽賢國中區域及台陽停車場下邊坡古崩塌地堆積約 22 m~56 m，如圖 3所示。 

 

圖 2 九份地滑地鑽孔位置圖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2011) 

Fig.2 Location of boreholes at Chiu-Fen Landslide (Agriculture Department,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2011) 

 

圖 3 九份地滑地沿鑽探資料所決定之 A1地層剖面圖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2011) 

Fig.3 Stratum of A1-Profile at Chiu-Fen Landslide determined by borehole data (Agriculture Department,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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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首先，本研究蒐集九份地滑地相關資料，建立數值模式。再利用數值方法進行地下排水工法施作

前、後 (以下簡稱為「整治前、整治後」) 現地降雨滲流及邊坡穩定分析，並與現地監測資料進行比

對，以驗證數值模擬之可行性及有效性。最後再藉由孔隙水壓、體積含水量及穩定性安全係數，可瞭

解邊坡由於降雨入滲對邊坡穩定性可能造成之影響。研究流程如圖 4所示。 

九份地滑地資料彙整

相關文獻
1.歷年完成計畫之成果資料
2.地文、地質及水文資料
3.坡地穩定整治工法

監測值
1.颱風降雨事件R=R(t)

2.25、50及100年重現期距降雨強度
3.地下水水位hwm=hwm(t)

4.傾斜管位移量m=m(t)

5.滑動面位置

地下排水工法施做前後降雨滲流分析
(Rainfall-Induced Seepage Analysis)

反算分析(Inverse Analysis)

(1)岩土水份特性曲線Q(u)~u

(2)岩土水利傳導係數函數k(u)~u

模式率定
  hw(t)=hwm(t)

現地地下水水位監測值

hwm=hwm(t)

降雨邊坡穩定分析

地下排水工法之有效性評估

坡地潛在滑動體穩定性探討
(1)颱風降雨事件
(2)25、50及100年重現期降雨強度

SLOPE/W

SEEP/W

 

圖 4 研究流程 

Fig.4 Flow chart for study 

 

本研究採用九份地滑地 A1剖面，作為數值分析之代表剖面。A1剖面之土層由上而下簡化為崩積

層、砂頁岩互層、砂岩及頁岩。並依此地層剖面建立數值分析所需之幾何模型，如圖 5所示。模型左

側邊界高程約為 410 m，右側邊界高程約為 138 m，底面邊界由左而右延伸 600 m。 

 

圖 5 九份地滑地 A1剖面之數值模型 

Fig.5 Numerical model of A1-Profile at Chiu-Fen Landslide 

1. 初始條件及邊界條件 

C 

D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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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滲流分析包含穩態分析及暫態分析。一般而言，在穩態分析中，以設定特定邊界條件之方式，

來決定降雨事件發生前之初始地下水水位及孔隙水壓分布；而暫態分析則採用上述穩態分析之計算成

果，來作為分析降雨事件之初始條件。而在暫態分析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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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作為其初始條件。 

如圖 5所示，數值模型中之 CD 邊界設定為降雨入滲邊界，底面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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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依據降雨事件前之現地監測地下水水

位，可分別將右側 BC邊界設定為總水頭 H =126 m之定水頭邊界；左側 AD邊界設定為總水頭 H =386 

m之定水頭邊界。 

 

2. 橫向集水管與集水井之數值模擬 

為假設橫向集水管 (以下簡稱集水管) 無阻塞且可將水排出之情形，故本研究將集水井內每一層

之集水管邊界條件設定為 Q(potential seepage face review) =0，如圖 6所示。此邊界條件可經由程式反

覆運算，有效地模擬入滲之地下水經由集水管滲流邊界排出之情況，並防止當邊界條件設成壓力水頭

為零(P =0)時，地下水水位上方之土層形成未飽合區，而集水管變為供水水源(Source of water)與現況不

符之情況發生。 

 

圖 6 橫向集水管與集水井數值模擬之邊界條件設定 

Fig.6 Boundary conditions specified for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horizontal drains and vertical shaft 

 

3. 降雨滲流與地質材料參數 

降雨滲流分析採用有限元素程式 SEEP/W進行，邊坡穩定分析採用程式 SLOPE/W進行，根據 A1

剖面之現地調查資料，可推估數值分析所需之材料參數輸入值。另依據九份地區相關文獻資料，可針

對材料參數之範圍值進行合理調整。分析所需之各土層材料參數如表 1所示。 

表 1 九份地滑區 A1剖面之降雨滲流分析與邊坡穩定分析輸入參數 

Table 1 Input parameters for rainfall seepage and slope stability analyses of A1-Profile at Chiu-Fen Landslide 

土層 

類型 

飽和體積 

含水量Qsat 

(m3/m3) 

飽和水力 

傳導度 ksat 

(m/hr) 

材料模式 

單位 

體積重 

(kN/m3) 

凝聚力c 

(kPa) 

摩擦角 

(º) 
材料模式 

崩積層 0.3347 5×10-2 Saturated/ 

Unsaturated 
20.89 27.5 33 

Mohr- 

Coulo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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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 0.1275 1.6×10-3 
Saturated/ 

Unsaturated 
24.42 500 38 

Mohr- 

Coulomb 

頁岩 0.1465 1×10-8 
Saturated/ 

Unsaturated 
24.17 189 26 

Mohr- 

Coulomb 

砂頁岩

互層 
0.13 1×10-3 

Saturated/ 

Unsaturated 
23.92 75 22.93 

Mohr- 

Coulomb 

註：土層之單位體積重、凝聚力及摩擦角等參數乃參考新北市政府農業局(2011)之成果報告書推得。 

 

4. 分析執行 

(1) 排水工法整治前降雨滲流分析 

整治前降雨滲流分析採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降雨暫態分析採用鳳凰颱風前之地下水水位作為初

始條件，並將鳳凰颱風 (2008/7/26~2008/7/29) 之前期降雨資料進行降雨滲流分析，以用來率定降雨滲

流分析(SEEP/W)中所使用輸入參數之適宜性，如圖 7(a)所示。其中，降雨延時為 t =1~74 hr，分析之時

間增量採用 Δt =1 hr。第二階段降雨暫態分析採用莫拉克颱風 (2009/8/5~2009/8/10) 前期降雨分析之地

下水水位及孔隙水壓計算結果作為初始條件，並輸入莫拉克颱風之降雨資料進行降雨滲流分析，如圖

7(b)所示。其中，降雨延時為 t =1~95 hr，分析之時間增量採用 Δt =1 hr。 

  

(a) (b) 

圖 7 颱風期間之降雨組體圖 (a) 鳳凰颱風 (b) 莫拉克颱風 

Fig.7 Rainfall hyetograph during typhoon (a) Fenghuang typhoon (b) Morakot typhoon 

 

(2) 排水工法整治後降雨滲流分析 

莫拉克颱風期間降雨滲流分析之執行方式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參考過去鑽探資料之地下水位

分布，作為莫拉克颱風降雨前之初始地下水水位 (初始條件)，並於 A1 剖面施作集水井後，採用莫拉

克颱風之降雨資料，來進行之降雨、入滲及位移分析。第二階段為了反應施作集水井之排水效果，將

整治工法 (集水井) 移除，並進行與第一階段相同之分析。分析中，同樣參考過去鑽探資料之地下水

位分布，作為莫拉克颱風降雨前之初始地下水水位 (初始條件)。 

(3) 整治前、後邊坡穩定分析 

由 SEEP/W程式進行降雨滲流分析所得之地層孔隙水壓~時間 u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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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力學平衡條件較嚴謹之

Morgenstern-Price分析方法之安全係數 FS值，作為最後之計算結果。 

邊坡穩定性安全係數分析乃針對特定之已知滑動面來進行。根據新北市政府農業局(2011)對九份

地滑地之調查、鑽探、監測及分析成果，可初步推估 A1 剖面上多組潛在滑動面之發展區位。本研究

針對 A1剖面上 FS值最小之潛在滑動面進行分析與討論，如圖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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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A1剖面潛在滑動面之發展區位 

Fig.8 Mobilization zone of potential sliding surface at A1-Profile of Chiu-Fen Landslide 

 

三、結果與討論 

1. 九份地滑地降雨期間滲流與邊坡穩定分析 

本研究採用九份地滑地 A1 剖面建立數值模型，同時輸入鳳凰颱風及整治前、後之莫拉克颱風相

關資料進行降雨滲流及邊坡穩定分析，並將分析結果與 COW-2水位觀測井監測資料進行比對詮釋。 

(1) 降雨滲流分析驗證 

圖 9(a)為未施作集水井之九份地滑地在鳳凰颱風期間，COW-2水位觀測井之地下水水位變化監測

值與模擬值比對。而圖 9(b)為已施作集水井之地滑地在莫拉克颱風期間，COW-2水位觀測井之地下水

水位變化監測值與模擬值比對。由結果可知，模擬值之趨勢與監測結果具有相當之吻合度。另外，由

圖 9(a)及圖 9(b)之比對顯示，整治後監測站地下水水位之模擬值與監測值略低於整治前之模擬值和監

測值。綜合上述案例之分析結果，本研究所提之地下排水工法之模擬方式可適當呈現九份地滑區於降

雨期間較真實之水文機制，並提供穩定分析較可靠之孔隙水壓資料。 

  

(a) (b) 

圖 9 颱風降雨期間水位觀測井之地下水水位監測值與模擬值比對 (a) 整治前 (鳳凰颱風降雨期間) (b) 

整治後 (莫拉克颱風降雨期間) 

Fig.9 Comparison between measurement and simulation of groundwater level variation from observation well 

during typhoon (a) before (during Fenghuang typhoon) (b) after (during Morakot typhoon) construction of 

horizontal drains and vertical s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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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九份地滑地整治前、後孔隙水壓與潛在滑動面穩定性安全係數之關係 

以下將分別針對有、無施作整治工法條件下，A1剖面上潛在滑動面在莫拉克颱風降雨期間，孔隙

水壓與穩定性安全係數之變化作進一步探討。其中，莫拉克颱風降雨期間之滲流穩定性分析包含整治

前 (未施作地下排水工法) 及整治後 (已施作地下排水工法) 兩種情況。圖 10為潛在滑動面上 Z1、Z2

及 Z3孔隙水壓監測點分布。潛在滑動面之發展區域雖遼闊，但所涵蓋之土層有部分為淺層之崩積土，

且水位變動頗為明顯。以下將針對孔隙水壓與穩定性安全係數兩方面分別討論 

 

圖 10 潛在滑動面上 Z1、Z2、Z3孔隙水壓監測點分布位置 

Fig.10 Distribution and location of monitoring points of pore water pressure Z1、Z2及 Z3 on potential sliding 

surface 

 

○1 孔隙水壓(uw) 

圖 11為 A1剖面分別在整治前、後之情況下，孔隙水壓隨降雨延時變化之情形。比較圖 11(a)與圖

11(b)後可發現，整治前之邊坡滲流水之流速較大，且邊坡崩積層處於浸潤狀態 (含水飽和)，促使滲流

水具溢湧於地表之傾向。中邊坡之地層因位於土岩交界處，會有棲止水之產生，在降雨持續入滲之情

況下，水位迅速累積並抬升，進而導致邊坡位移或滑動，降低邊坡之穩定性。由圖 11(b)可發現，中邊

坡因鄰近 W2 集水井，入滲雨水迅速被排除，地層含水量較整治前低。此為地下排水工法發揮效果之

緣故。 

圖 12顯示 Z1、Z2及 Z3孔隙水壓監測點在整治前、後，隨降雨延時之數值變化。由圖中可知，

整治前之 Z1與 Z3監測點 (上邊坡與下邊坡)，在降雨前位於初始地下水水位線上方，因此初始孔隙水

壓呈現負值。而後孔隙水壓由於降雨入滲雨水之浸潤而逐漸增加，最後轉變為正值之孔隙水壓。整治

後之 Z1監測點，孔隙水壓隨著降雨入滲而逐漸上升，但是最後仍然呈現負值之狀態，Z3監測點則維

持在鄰近地下水位面之狀態。另外，整治前之 Z2監測點 (中邊坡)，在降雨前即處於地下水水位下方，

因此呈現飽和狀態時之正值孔隙水壓。整治後之 Z2監測點，由於鄰近W2集水井，排水效果明顯，因

此一直處於水位面以上，孔隙水壓皆為負值，並有持續下降之趨勢。模擬之數值證實了地下排水工法

有控制降雨入滲雨水造成孔隙水壓上升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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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11 地下水水位高程及滲流速度在降雨延時達 40 hr之變化情形 (a) 整治前 (a) 整治後 

Fig.11 Variation of groundwater level and seepage velocity at rainfall time duration of 40 hr (a) before (a) after 

construction of horizontal drains and vertical shaft 

  

(a) (b) 

圖 12 莫拉克颱風降雨期間潛在滑動面上孔隙水壓之變化 (a) 整治前 (b) 整治後 

Fig.12 Variation of pore water pressure on potential sliding surface during Morakot typhoon (a) before (a) after 

construction of horizontal drains and vertical shaft 

 

○2 穩定性安全係數 

圖 13顯示，在整治前、後，莫拉克颱風降雨期間之穩定性安全係數 FS值，均隨著降雨延時之增

加而下降。但是，整治後之 FS值下降幅度相較於整治前較不明顯，且整治後之 FS值皆大於整治前之

FS值，此顯示地下排水工法具有加速地下水排除之效果，並確實發揮提高邊坡安全係數及穩定性之功

效。另外，潛在滑動面之穩定性安全係數 FS值，不論在整治前或是整治後均大於 1.0 (FS 整治前、後 1.0)，

推測其原因，應是其邊坡之坡面地形較為平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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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潛在滑動面上整治前、後之安全係數變化 

Fig.13 Variation of factor of safety for potential sliding surface before and after construction of horizontal drains 

and vertical shaft 

 

2. 不同重現期距之降雨強度對邊坡穩定之影響 

本研究採中峰型設計雨型，進行不同重現期距情況下 (25、50、100年)，48 hr降雨強度之降雨入

滲與邊坡穩定分析。研究發現降雨強度於 24 hr達至最高時，穩定分析之安全係數 FS值即有顯著下降

趨勢，由此可知地滑地之穩定性受降雨影響甚巨。由圖 14可發現，24 hr以前之 FS值確實呈現逐漸降

低之情況，但在 24 hr以後，因為降雨強度之減緩，以及地下排水工法穩定運作下，FS值維持在平穩

之狀態。由表 2可知，在降雨延時達 24 hr時，重現期距 50年之 FS值較重現期距 25年下降約 5.04%，

重現期距 100年之 FS值較重現期距 25年下降約 10.69%，由此可知地滑地之穩定性隨重現期距增加而

有所遞減，且在三種不同之重現期距之情況下，FS值變化趨勢一致，並維持在大於 1.0 (FS 1 .0)之情

況，表示地下排水工法能負荷重現期距 100年之高強度降雨，且能長時間排除入滲雨水，使邊坡之穩

定度維持在相對安全之水準，有效抑制邊坡之滑動。 

 

圖 14 地下排水工法施作後於不同重現期距條件下穩定性安全係數與降雨延時之關係 

Fig.14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tor of safety and rainfall time duration under different return periods after 

construction of horizontal drains and vertical shaft 

表 2 不同重現期距條件下潛在滑動面在降雨延時達 24 hr之穩定性安全係數 

Table 2 Factor of safety of potential sliding surface at rainfall time duration of 24 hr under different return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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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延時t =24 hr 25年重現期距 50年重現期距 100年重現期距 

潛在滑動面之FS值 1.469 1.395 1.312 

 

四、結論與建議 

1. 結論 

配合本研究之分析成果，可歸納下列結論： 

(1) 九份地滑地降雨期間滲流與邊坡穩定分析 

○1 降雨滲流分析之模擬值與現地監測結果具有相當之吻合度，故本研究提出之模擬方法可適當呈

現九份地滑地 A1剖面在降雨期間較真實之水文機制，並提供後續穩定分析可靠之孔隙水壓資料。 

○2 整治後地下排水工法能有效且迅速排除降雨入滲雨水，因此邊坡之地下水流速減緩，且流向受

到控制，地層之含水量明顯降低，因此土體下滑之重力相對減少。 

○3 Z2 (中邊坡) 因處在土岩交界處，會有棲止水之產生。在降雨持續入滲之情況下，水位迅速累積

並抬升，進而導致邊坡位移或滑動，降低邊坡之穩定性。 

○4 整治後之 Z2 (中邊坡) 監測點因鄰近集水井，排水工法迅速排除入滲水，地下水水位受到控制。 

○5 由 Z1、Z2、Z3 孔隙水壓監測點在潛在滑動面上隨著降雨延時變化之數據，可發現整治後之孔

隙水壓因地下排水工法之作用，能維持在負值。 

○6 在進行邊坡穩定分析時，邊坡之 FS值確實因地下排水工法發揮效果而提高，且隨著降雨延時增

加，FS值之下降幅度極不明顯，證實地下排水工法能長時間維持邊坡穩定性之水準在可接受之程度。 

(2) 不同重現期距之降雨強度對九份地滑地邊坡穩定分析之影響 

○1 在降雨延時達 24 hr之前，邊坡受到地下排水工法之作用，FS值隨降雨強度之增加而僅有小幅

度的降低。在 24 hr以後，因為降雨強度降低，且地下排水工法能持續穩定運作，FS值維持在平穩之

狀態。 

○2 重現期距 100年之 FS值與 25年、50年之 FS值變化趨勢幾乎一致，顯示地下排水工法足以承

載重現期距 100 年之高強度降雨。隨著降雨延時增加，地下排水工法仍能維持 FS 值在穩定水準，證

實地下排水工法除了能持續排除入滲雨水外，也具有使邊坡保持穩定之功效。 

2. 建議 

本研究之地下排水工法二維滲流數值模擬分析與實際之滲流行為間，仍存在許多差異，若能取得

更多相關資料，如完整之地層構造資料、力學試驗等相關之試驗資料，則未來可進行更深入複雜之三

維分析研究。九份地滑地後續仍有新建集水井，建議可以繼續針對後續之整治工法做更深入之分析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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