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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棕寮地滑地降雨警戒基準值之訂定
許中立[1] 蔡欣穎[2*]
摘

要 臺東縣池上鄉山棕寮地區位於海岸山脈之東側，屬利吉層泥岩地區，遇水易軟化崩解，出

露地表易受雨水沖蝕而形成惡地地形。該區於 2000 年象神颱風來襲時，造成大面積的滑動現象。本
文係以山棕寮地滑地為試驗區，建置相關之坡地監測設施及定期觀測。利用於 2011 年研究所得出之
暴雨迴歸公式進行今年天兔颱風來襲時，預測降雨量之於地下水位之變化。結果發現，暴雨迴歸分析
得出之預測結果與實際水位變化之結果相符，因此該區之降雨警戒基準值依舊維持先前設定之累積降
雨量達 200mm 時 F.S.值即達到 1.20 警戒限度；累積降雨量達 390mm 時 F.S.值即達到 1.10 疏散
撤離級別；當累積降雨量達 490mm 時 F.S.值即達到 1.0 高破壞潛勢級別。

關鍵詞：監測、暴雨頻率、最大日降雨量、警戒基準值。

A Study of Provide for Rainfall Warning
Threshold Value on Shazongliao Landslide Area
Chung-Li Hsu [1] Hsin-Ying Tsai [2*]
ABSTRACT Shazongliao region is located of the east coastal mountains in Taitung, Taiwan,
which belong to Liji mudstone area. When it encounter water will easy to cause soften and
erosion. Outcropping vulnerable to rainfall erosion and the formation badlands terrain. In
2000, when typhoon XANGSANE atrack this area cause large landslide. In 2011 study work
out rainstorm regression formula used for typhoon Usagi this year, the forecast of rainfall
changes in the water table. It was found that heavy rains forecast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are in agreement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actual water level changes and therefore the
area of rainfall warning value still remain keep at the experimental site reached the warning
stage and the evacuation stage when rainfall amount reached when rainfall amount
reached 200mm. and 400mm respectively. There was a high failure potential and unstable
condi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site when rainfall amount reached 500mm.

一、前

言

臺灣地質構造破碎、地震頻繁，加上山多平地少、地形陡峭、溪流短促、高溫多雨、降雨集中等
特性，致使山區土層極易發生崩落、地滑、土石流等災害尤其東部泥岩地區之地層可分為表土及崩積
岩屑層、風化破碎岩礫、凝灰質砂土固結層及泥岩層等，所以降雨易入滲而積聚於下層之泥岩不透水
層上，形成弱面，而造成崩塌。又臺東海岸山脈泥岩地區之崩塌或滑動，和地下水有直接之關聯，為
避免地下水之長期浸泡及孔隙水壓力之作用，排除地下水及地表水為穩定崩塌地的首要之務（陳信雄，
1990）。
加上降雨時空分佈不均，颱風多、豪雨集中，以及人為的開發與不當的土地利用下，發生崩塌與地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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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現象隨處可見，因此極容易因為水文上的問題與地質的特殊現象之催化作用而衍生出各種山坡崩塌
問題。一般而言，崩塌可區分為山崩與地滑兩大部分。山崩與地滑的差異，可由其運動之形態與機制
兩方面予以分辨，前者是急速的移動，一旦移動後即趨於安定，而後者的移動速度，則較前者為之緩
慢，且不只於一次的滑動，多半常會有再發的現象發生（陳信雄，1995）。若坡地發生崩塌及地滑，
對社會與經濟均產生不良之影響。
然而由於造成崩塌及地滑之因素相當複雜，因此對即將或已發生崩塌與滑動之地區有必要施以完
整的監測與調查，如能針對其降水量、地下水位及地層滑動量等予以建立簡便而實用之坡地災害預警
管理值，則不僅提供坡地防災應變管理使用，更可減輕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而使災害影響減低至最小
程度。以梨山地滑觀測區為例，從資料之量測至記錄、傳輸均採自動化之監測系統，以掌握地層滑動
情形及瞭解整治工程成效，作為未來地滑區管理基準值訂定之依據。並舉例說明利用這些資料進行整
治地成效評估、區域性之地滑管理值之訂定及地滑區管理之未來發展方向（何樹根等人，2001）。
由長期觀測山棕寮地滑地層位移量為屬潛在變動等級，惟在雨季期間會提升為準確定變動等級，顯示
本試驗區地層之位移量與降雨有明顯的關係（張志豪，2008）。以降雨量來預測邊坡破壞的觀念，並
探討其對地滑地產生地表破壞之影響機制。其主要理論根據為「降雨後地表水開始滲入地下，使地下
水位發生變動，因而產生邊坡破壞」（吉松弘行，1981）。應用時間序列建立降雨與地下水位變化之
關係，研究顯示降雨所造成之地下水位變動，與地表逕流歷現相似，亦有一較陡峭上升段及明顯退水
段，利用此一準則並根據轉換函數對原始資料之擬合精度所選取代表土體之轉換函數，均有較佳的地
下水變動模擬精度，利用轉換函數檢討現地水文地質之差異性，並應用於地滑地預警基準之訂定（ 許
友豪，1998）。本文乃選定臺東縣池上鄉山棕寮地滑地為試驗區，並著手各項相關的坡地監測設施設
置及定期之觀測，利用現場所收集之數據進行分析，了解目前山棕寮地區受降水量影響的狀況及其可
能造成之災害，利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歷年所調查之資料，探討本試驗區在降水
量、地下水位及地層滑動量等因子之相互關係，期能提供相關管理單位進行該地區坡地災害補強改善
之參考。

二、材料與方法
1. 研究區域概述
本研究以臺東縣池上鄉富興村山棕寮地區為試驗地，約位於池上火車站東南側 7~8 公里處，本區
區西側為卑南溪的支流萬安溪，南、北側為低緩山坡地，本區東側則緊臨高度驟升的富興山(海拔 1023
公尺)。自萬安國小分校以上，涵蓋已產生地滑及尚末滑動區域面積約為 50 公頃，基地約呈不規則長
方形，其現地狀況部分因當地農民開墾種植，除外為不平整之林地。綜合中央地質調查所本區域地質
圖、現場地質調查及鑽探岩心觀察結果顯示，構成本地區之地層包括都巒山層、利吉層及表土崩積層。
鄰近山棕寮地滑區附近氣象站和雨量站，均為隸屬於中央氣象局之池上氣象站，根據歷年統計結果，
可概略得知本試區之降雨量及氣溫特性。依據池上氣象站 1997~2013 年資料，池上地區年平均降雨
量約 1761mm，每年 5 月至 10 月之降雨量，約佔全年降雨量之 86%，豐枯期降雨量之比例約為 9：
1。以 2000 年象神颱風期間（1990 年 10 月 30 日~1990 年 11 月 1 日）之連續性降雨，依新武氣
象站之降雨資料顯示，其最大日（24 小時）降雨量為 496mm，而 3 天期間之累計降雨量達 603.5mm，
約達池上地區年平均降雨量之 33%，顯示象神颱風 3 天期間之連續性降雨量，異常之豐沛。

2. 現有監測系統配置
本研究係沿用已設置之觀測儀器設施，包含結構物傾斜盤 2 座、孔內傾度觀測管 11 孔、地下水
位觀測井 14 孔、自記式雨量計 1 座。統合整理歷年所進行之傾度管觀測成果與現有觀測孔位，本研
究係針對區域內雨量及地下水位資料較完整孔位進行探討，故孔內傾度管觀測項目與前項所述所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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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孔位編號分別為 BH-3、BH-4、BH-6，各儀器相關位置詳圖 1。

圖 1 各儀器相關位置圖
Fig.1 The location of each instrument.

3. 觀測儀器說明
(1) 孔內傾度觀測管
可 用 於 量 測 地 層 或 擋 土 構 造 物 之 水 平 方 向 位 移 量 ， 傾 度 管 （ Inclinometer ） 由 美 製
SINCO(50302510)雙軸感應器所組成，其基本構造包括觀測套管、感應器（Sensor）及記錄器，傾
度管裝設時，一般都儘量使四個溝槽之其中一組朝向可能主要滑動方向或下方邊坡之方向，通常稱為
A(X)軸，另一組溝槽方向與 A(X)向成 90 度夾角，稱為 B(Y)軸，但由於目視所判斷的滑動方向或下方
邊坡不一定就是真正的滑動方向，故山坡地進行傾斜管量測時，A(X)向及 B(Y)向須同時量測，由 A(X)
軸及 B(Y)軸之合向量，求得合位移之大小及方向，該合向量可充份反應地層真正之滑動方向及位移量。
(2) 地下水位觀測井
本研究於完成鑽探取樣調查後，利用原鑽孔埋入經鑽設透水孔之 1.5"φPVC 管作為觀測井，其材
料包括直徑 2.6 公分以上之 PVC 管，粒徑 0.1 至 0.5 公分之透水砂粒材料、標準砂料及回填料，填
後隔天再進行第二次回填工作確認鑚孔緊實後，使用泥砂漿（或混凝土）於表面進行固定。於現場之
水位觀測井，利用 ARC 壓力式自記水位計，以每小時整點紀錄一次，行地下水位連續之觀測工作。
(3) 自記式雨量計
自記式雨量計儀器設備是由 OTA CO. LTD 製造，包含傾斗式雨量計（筒）及雨量記錄器，其中
傾斗式雨量計（筒），外部是一不漏水的鐵筒，裡面有漏斗、儲水器和成比例的量杯。降雨經過漏斗
流入上斗到某一數量(0.5mm)後，水斗失去重量平衡而下墜至其停靠點並倒出雨水，此時對稱的下斗
則上升到漏斗口接收雨水，傾斗每次進行上述動作時會遮斷一次光柵連通一次電流脈衝，進而傳輸到
雨量記錄器；另外雨量記錄器具有 8000 筆之記憶容量，以 IBM 相容型電腦經由一條 PC CABLE 直
接讀取資料而得到降水量。其量測之靈敏度為 0.5mm，精確度為±0.5mm（雨量強度 20mm/hr）
或±3.0 %（雨量強度 20mm/hr 至 120mm/hr）。

4. 分析方法
(1) 時間數列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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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數列分析法中之自我迴歸移動平均整合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Model，ARIMA)型為最常見之分析模式，此模式是由 Box and Jenkins(1970)發展出的一種分析方
法，所以又稱 Box-Jenkins 預測模式，此方法之精神在於根據過去的歷史資料，求出一個合適的機
率模式，用來表示這些資料和時間的相依關係，一旦模式建立之後，便可對未來的狀況做一較準確的
預測。ARIMA 模式，主要是將有關由隨機行程(Stochastic Process)所產生的等時距序列利用數學機
率模式導出。一個純 ARIMA 模式使用三個工具來預測時間數列：AR--自我迴歸項、MA--移動平均項
與差分處理。經由這三個工具的處理與結合，即可建立一個完整的 ARIMA 預測模式。
(2) 邊坡穩定分析法
邊坡穩定分析參酌前人之研究成果及地滑地地質特性，本試驗區邊坡係採圓弧破壞模式分析其穩
定性；分析結果所得之安全係數做為認定邊坡安全與否之標準。分析模式將以 Bishop 簡化法的
Bishop Circular Model 作為依據，而分析方法與運算，則直接運用 STABL 套裝軟體來執行。

三、討論
為探討山棕寮地滑地之降雨警戒基準值，本研究主要以地下水位觀測井(地下水位變動量)、雨量
計、降雨-地下水位時間序列之模型參考依據( 吳俊昇，2011 )，利用得出之迴歸公式做為分析探討。

1. 觀測資料整理
(1) 降雨量觀測
自記式雨量計設置於滑動區域外圍西北側民宅附近，觀測期間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0
月 31 止，由自記式雨量計之測量結果整理後得知觀測區域之每小時累積降雨與降雨分佈情形，圖 2
為降雨量與累積降雨量關係圖、表 1 為本年度雨量統計表。另外本試驗區之降雨集中於 6 至 10 月與
歷年之降雨分佈相同，其中 2013 年 9 月 21 日至 2013 年 9 月 23 日天兔颱風帶來 625.5mm 的累
積降雨量，為本年度最大降雨。

圖 2 2013 年降雨量及累積降雨量圖
Fig.2 During the 2013/1/1-2013/10/31 cumulative rainfall and rainfall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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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3 年山棕寮雨量計 RW-1 統計表
Table 1

During the 2013/1/1-2013/10/31 cumulative rainfall and rainfall chart .

月
項目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降雨量

46

19

8

66

128

302

123.5

177.5

743

38.5

降雨日數

10

10

7

16

22

10

6

19

14

11

最大時雨量

5.5

2

1.5

5

6

20

13.5

15.5

54

8

一日最大暴
雨

-

-

-

-

33

103

52

43.5

426.5

-

單位：mm

2. 降雨與地下水位之關係
為有效的掌握地滑地之活動狀況，必須持續對其進行現場監測，由於降雨入滲會使地下水位升高，
進而增加滑動土體之孔隙水壓，降低土壤之有效應力、抗剪強度，使邊坡滑動進而造成地表、地層變
位及傾斜等現象，因此，降雨使地下水位升高，造成本地滑地位移應為最大誘因之一。本節主要探討
兩處地下水位觀測井(OW-4、OW-13)與降雨之關係，如圖 3~5 所示，表 2 為雨量及地下水位關係統
計表。
(1) OW-3 水位觀測井
OW-3 位於地滑區中段，自 2003 年起先後分別利用觸針式水位計與壓力式自記水位計進行觀測
資料收集與分析。2013/1/1 至 2013/11/21 觀測期間平均水位為-12.58m﹝EL.+437.47m﹞、最
低水位為-15.01m﹝EL.+437.47m﹞、最高水位為-9.831m﹝EL.+440.22m﹞與歷年所測得之平均
地下水位相差不大，詳表 2，經歷各期觀測該處地下水位有明顯降低之趨勢，但受降雨入滲補助影響，
水位仍有明顯變化之趨勢。
表 2 OW-3 歷年平均水位比較表
Table 2

The average level comparison table over the years of OW-3.

年度
孔號
OW-3

2003 年

2004-2008
年

2009-2011
年

2012 年

-4.3

-13.35

-13.53

-13.91

社團法人中華水土保持學會 102 年度年會

6

圖 3 地下水位變化圖(OW-3)
Fig.3 The groundwater level change over the years of OW-3.

(2) OW-4 水位觀測井
OW-4 位於地滑區下邊坡，自 2003 年起先後分別利用觸針式水位計與壓力式自記水位計進行觀
測資料收集與分析。2013/1/1 至 2013/11/21 觀測期間平均水位為-9.11m﹝EL.+410.61m﹞、
最低水位為-9.65m﹝EL.+410.07m﹞、最高水位為—6.32m﹝EL.+413.40m﹞與歷年所測得之平
均地下水位相差不大，詳表 3，地下水位變化隨著降雨量增減，水位呈現穩定狀態。
表 3 OW-4 歷年平均水位比較表
Table 3

The average level comparison table over the years of OW-4.

年度

2003 年

孔號
OW-4

-8.78

2004-2008
年
-9.45

2009-2011
年
-8.72

2012 年
-8.96

圖 4 地下水位變化圖(OW-4)
Fig.4 The groundwater level change over the years of OW-4.

(3) OW-13 水位觀測井
OW-13 位於地滑區下邊坡，自 2003 年起先後分別利用觸針式水位計與壓力式自記水位計進行
觀測資料收集與分析 2013/1/1 至 2013/11/21 觀測期間平均水位為-6.35m﹝EL.+428.34m﹞、
最低水位為-6.60m﹝EL.+428.09m﹞、最高水位為-1.31m﹝EL.+433.38m﹞與歷年所測得之平均
地下水位相差不大，詳表 4，該觀測井隨降雨入滲補注，地下水位明顯升高，隨降雨結束緩緩降低。
表 4 OW-13 歷年平均水位比較表
Table 4

The average level comparison table over the years of OW-13.

年度
孔號
OW-13

2002 年
-6.0

2003 年
-6.17

2004-2008
年
-6.58

2009-2011
年
-6.23

2012 年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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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地下水位變化圖(OW-4)
Fig.5 The groundwater level change over the years of OW-4.

綜合以上地下水位觀測井所得之觀測資料顯示，當日降雨量較多時，其地下水位隨之上升，反之
當無降雨情形發生時則其地下水位亦隨之緩緩降低，在暴雨期間斷層帶蓄積上盤之地下水，而此地下
水滲出地表面後在流入下盤內增加下盤地區之地下水水量，應是致使本試驗區地層不穩定主要因素之
一。
探討本試驗區歷年觀測報告可發現，地表排水工程雖能有效避免地下水位異常升高，但本試驗區
之地下水位於觀測期間皆高於崩積層與利吉層之交界處，進而增加界面層黏土的潤滑作用，此情形增
加本試驗區之不穩定性並增加其發生地層滑動之誘因，故本試驗區之排水系統應朝地下排水設施佈設
思考，期能有效降低地下水水位，以達到避災減災之效果。

3.邊坡穩定分析
依據地質調查資料顯示，於試驗區中央取一剖面（A-A’剖面）如圖 6，剖面位置詳圖 7，配合 STABL
程式套裝軟體，就挖方土體之物理與力學性質加以設定後進行分析，運用到之參數如表 5 所示。
表 5 土壤參數表
Table 5

The soil parameters for Stabl
土壤濕單位重

土壤飽和單位重

凝聚力

內摩擦角

水壓參數

(γm )

(γm )

(C)

(ψ)

(Pp、Pc)

地層一

21kN/m3

21kN/m3

0.8kPa

17°

0

地層二

23kN/m3

23kN/m3

7.5kPa

20°

0

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七十三條規定，暴雨情況下，邊坡之最小安全係數為 1.1，然而，為因
應防災應變之需求，本研究乃針對山棕寮地滑地警戒應變階段定義，如表 6：
表 6 安全係數定義
Table 6

The defined for slope safety factor.

安全係數
F.S.=1.2
警戒

F.S.=1.1
疏散撤離

F.S.=1.0
高破壞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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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剖面位置圖
Fig.6 The location for sectional view .

圖 7 邊坡穩定分析剖面配置圖剖面位置圖
Fig.7 The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Sectional view configuration figure.

表 7 邊坡穩定分析結果統計表
Table 7

The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results tables.

剖面
I
OW4-13
II
OW3-13
III
OW3-6

第一場暴雨

第二場暴雨

第三場暴雨

第四場暴雨

1.25

1.18

1.18

1.16

1.33

1.33

1.33

1.33

1.76

1.73

1.76

1.74

由表 7 分析結果可看出，剖面 I 於第二~四場暴雨分析結果之安全係數均小於 1.2，並由邊坡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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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發現，當水位觀測井 OW-4、OW-13 之地下水位分別為地表下 7.6m 及 3.7m 時，安全係
數為 1.2，進一步探討安全係數 1.1、1.0 之情況下，相對應之地下水位之迴歸公式求得其累積降雨量。
地下水位及累積降雨量，詳如表 8，迴歸公式詳如表 9。
表 8 不同安全係數下之水位及迴歸轉換之累積降雨量統計表
Table 8 The cumulative rainfall in different security level statistics and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conversion.

OW-4 水位

F.S.=1.2

F.S.=1.1

F.S.=1.0

OW-13 水位

累積降雨量

-3.7m

200mm、209mm、
217mm、228mm、
239mm

-2.6m

540mm、740mm、
660mm、560mm、
425mm、390mm、
445mm、595mm、

採用 200mm
(由歷史水位資料
即可查得對應之
累積降雨量)
採用 400mm
(藉迴歸式及歷史
水位資料所得之
累積降雨量)

-1.6m

530mm、720mm、
595mm、490mm、
970mm、840mm、
720mm、975mm、

採用 500mm
(藉迴歸式及歷史
水位資料所得之
累積降雨量)

-7.6m

-6.5m

-5.5m

備註

表 9 各孔位第三場暴雨迴歸公式
Table 9

Each hole position third rainstorm regression formula.

孔號

第三場暴雨迴歸公式

OW-4

y = 0.0058x - 5.0552

OW-13

y = 0.003x - 8.4803

y =預測地下水位

x = 實際累積降雨量

4.暴雨迴歸公式之驗證
為有效的掌握地滑地之活動狀況，必須持續對其進行現場監測，由於降雨入滲會使地下水位升高，
進而增加滑動土體之孔隙水壓，降低土壤之有效應力、抗剪強度，使邊坡滑動進而造成地表、地層變
位及傾斜等現象，因此，降雨使地下水位升高，造成本地滑地位移應為最大誘因之一。降雨量預測模
式與地下水位迴歸後，經統計分析後發現，以第三場暴雨所得之轉換函數 R2 值最高(OW-3：0.3759、
OW-4：0.4762、OW-13：0.5518)，此一現象說明第三場暴雨之預測模式可有效的模擬地下水位變
動外，其預測精度也高於其他場次之預測模式，因此探討二處地下水位觀測井(OW-4、OW-13)與降
雨之關係，如圖 9、10 所示，各孔位預測水位與實際水位值詳表 10。
利用第三場暴雨迴歸公式預測天兔颱風發生時實際水位之變化， OW-4 之預測與實際相符，而
OW-13 預測與實際約相差 0.2~1m，推斷與土壤先前含水量有關。
表 10 各孔位預測水位與實際水位值
Table 10 Each hole position predicted and actual water level value.

孔號

預測水位

實際水位

OW-4

-8.4803

-8.6803

OW-13

-5.0552

-5.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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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OW-4 暴雨預測結果分析圖
Fig.8 The rainstorm prediction analysis chart of OW-4.

圖 9 OW-13 暴雨預測結果分析圖
Fig.9 The rainstorm prediction analysis chart of OW-13.

五、結

論

1. 以時間序列法先以降雨及地下水迴歸後，進行降雨與地下水位預測模擬，可發現降雨歷程均勻且
期間未出現停止降雨情況者，預測之效果較佳。
2. 影響地下水位變動之因子極為複雜，僅針對降雨及地下水位相互之探討，係直接忽略相關影響之
因子，故建議本區域之降雨及地下水位預測模擬，應可利用其他預測方式進行預測比較。
3.

邊坡穩定分析及地下水位預測，受前期降雨及土壤含水量等影響甚鉅。

4. 利用 2011 年之第三場暴雨迴歸公式預測與結果分析發現，2013 年天兔颱風預測水位值與實際
水位時相去不大，因此先前設定之累積降雨量達 200mm 時 F.S.值即達到 1.20 警戒限度；累積
降雨量達 390mm 時 F.S.值即達到 1.10 疏散撤離級別；當累積降雨量達 490mm 時 F.S.值即達
到 1.0 高破壞潛勢級別等，目前無修改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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