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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案例名稱案例名稱案例名稱案例名稱案例名稱案例名稱案例名稱案例名稱::::::::南投縣南投縣南投縣南投縣南投縣南投縣南投縣南投縣131線線線線線線線線29k29k災修復建工程災修復建工程災修復建工程災修復建工程災修復建工程災修復建工程災修復建工程災修復建工程

案例位置案例位置案例位置案例位置案例位置案例位置案例位置案例位置::::::::南投縣水里鄉南投縣水里鄉南投縣水里鄉南投縣水里鄉南投縣水里鄉南投縣水里鄉南投縣水里鄉南投縣水里鄉

施作範圍施作範圍施作範圍施作範圍施作範圍施作範圍施作範圍施作範圍::::::::長度長度長度長度長度長度長度長度7070707070707070米米米米米米米米，，，，，，，，高度高度高度高度高度高度高度高度3030303030303030米米米米米米米米

長度長度長度長度70707070米米米米

高度高度高度高度30303030米米米米



第二章

案例調查



災害發生災害發生

96年6月因暴雨造成災害，原本預力地錨式擋土牆

遭破壞，上邊坡檳榔樹坡面滑動，道路中斷80m 。



災害原因災害原因

本案例即是鄰近斷層帶，造成地質材料較破碎，在

崩積層排水不良導致暴雨期間道路邊坡穩定性降低

下產生大規模坍滑案例 。



地理位置地理位置

明潭水庫明潭水庫明潭水庫明潭水庫

131

日月潭日月潭日月潭日月潭
案例工址位於南投縣水里鄉投案例工址位於南投縣水里鄉投案例工址位於南投縣水里鄉投案例工址位於南投縣水里鄉投131線線線線29k處處處處

案案案案

例例例例

位位位位

置置置置



地質圖調查地質圖調查

水里坑斷層水里坑斷層水里坑斷層水里坑斷層

案案案案

例例例例

位位位位

置置置置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規劃設計規劃設計規劃設計



�設設設設計年限計年限計年限計年限

�結構物尺寸結構物尺寸結構物尺寸結構物尺寸

�土層參數土層參數土層參數土層參數

�狀態參數設定狀態參數設定狀態參數設定狀態參數設定

�加勁材料參數加勁材料參數加勁材料參數加勁材料參數

�設計規範參考設計規範參考設計規範參考設計規範參考

�穩定分析穩定分析穩定分析穩定分析

設計要點設計要點



設計年限設計年限
� 永久性結構物永久性結構物永久性結構物永久性結構物（（（（服務年限服務年限服務年限服務年限75757575年年年年））））

� 選擇設計安全係數選擇設計安全係數選擇設計安全係數選擇設計安全係數

----

----

----

1.11.11.11.1

1.31.31.31.3

2.02.02.02.0

1.51.51.51.5

2.02.02.02.0

3.03.03.03.0

水平滑動水平滑動水平滑動水平滑動

傾傾傾傾 倒倒倒倒

承承承承 載載載載 力力力力
1.11.11.11.11.21.21.21.21.51.51.51.5整體滑動整體滑動整體滑動整體滑動

外穩定外穩定外穩定外穩定

----

----

2.02.02.02.0

1.11.11.11.1

3.03.03.03.0

2.02.02.02.0

加勁材拉斷破壞加勁材拉斷破壞加勁材拉斷破壞加勁材拉斷破壞

加勁材拉出破壞加勁材拉出破壞加勁材拉出破壞加勁材拉出破壞
內穩定內穩定內穩定內穩定

暴雨暴雨暴雨暴雨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平時平時平時平時

最小安全係數最小安全係數最小安全係數最小安全係數
安全係數的種類安全係數的種類安全係數的種類安全係數的種類

““““結合生態與景觀之加勁擋土結構設計及施工規範結合生態與景觀之加勁擋土結構設計及施工規範結合生態與景觀之加勁擋土結構設計及施工規範結合生態與景觀之加勁擋土結構設計及施工規範””””(2004)(2004)(2004)(2004)，，，，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

加勁結構加勁結構加勁結構加勁結構

發生機率發生機率發生機率發生機率

最高之破最高之破最高之破最高之破

壞模式壞模式壞模式壞模式



結構物尺寸結構物尺寸

地錨長地錨長地錨長地錨長40m
基樁基樁基樁基樁 長長長長30~20m

RC擋土牆擋土牆擋土牆擋土牆 高高高高8.5m

高高高高14.5~18m

總長總長總長總長70m

水平排水管水平排水管水平排水管水平排水管 長長長長15m 加勁擋土牆加勁擋土牆加勁擋土牆加勁擋土牆

道路道路道路道路 寬寬寬寬8m

埋深埋深埋深埋深8m

埋深埋深埋深埋深10m



土層參數土層參數

3810223.62硬頁岩

272019.80破碎硬頁岩

30520.58崩積層

ψ(度)C(kPa)

強度參數
kN/m3

項目
地層

現場鑽探結果顯示，由孔頂往下約5m 為崩積層，

5m~25m為破碎硬頁岩，25m~60m 為較完整硬頁

岩，地下水位約在崩積層與破碎頁岩層間



狀態參數設定狀態參數設定

平時平時平時平時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地震地震地震地震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地表荷重＝覆土荷重、通載重或其他荷重

交通載重＝1.2kpa

暴雨暴雨暴雨暴雨
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0.17
2

1
==

aDh
Sa

0.11
2

1
== aa hv 建築技術規則垂直地震加速度

水平地震加速度

地震參數 =0.33(南投地區)

公路橋樑設計規範

降雨參數(地下水位1/2H~2/3H)

註：H為整體高度
水土保持手冊

aD
S



加勁材料參數加勁材料參數

(FHWA  NHI(FHWA  NHI(FHWA  NHI(FHWA  NHI----00000000----043)043)043)043)

(GRI GG4)(GRI GG4)(GRI GG4)(GRI GG4)

加勁材料埋深加勁材料埋深加勁材料埋深加勁材料埋深：：：：10m (H1~2)10m (H1~2)10m (H1~2)10m (H1~2)、、、、8m(H3~48m(H3~48m(H3~48m(H3~4))))

單階加勁擋土結構單階加勁擋土結構單階加勁擋土結構單階加勁擋土結構

LdLdLdLd≧≧≧≧0.75H(0.75H(0.75H(0.75H(非凝聚性填築土料非凝聚性填築土料非凝聚性填築土料非凝聚性填築土料))))

LdLdLdLd≧≧≧≧1.0H (1.0H (1.0H (1.0H (凝聚性填築土料凝聚性填築土料凝聚性填築土料凝聚性填築土料))))

多階加勁擋土結構多階加勁擋土結構多階加勁擋土結構多階加勁擋土結構(H(H(H(H＞＞＞＞10m)10m)10m)10m)����視個案進行分析設計視個案進行分析設計視個案進行分析設計視個案進行分析設計

長期容許設計強度長期容許設計強度長期容許設計強度長期容許設計強度：：：：80kN/m80kN/m80kN/m80kN/m

註註註註：：：：LdLdLdLd為加勁材料埋深為加勁材料埋深為加勁材料埋深為加勁材料埋深

HHHH為加勁擋土牆高為加勁擋土牆高為加勁擋土牆高為加勁擋土牆高



設計規範設計規範

結合生態與景觀之加勁擋
土結構設計及施工規範

國國國國內內內內 國國國國外外外外

FHWA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1994)

GRI GG4



穩定分析穩定分析穩定分析穩定分析穩定分析穩定分析穩定分析穩定分析

崩積土層崩積土層崩積土層崩積土層

硬頁岩夾斷層泥硬頁岩夾斷層泥硬頁岩夾斷層泥硬頁岩夾斷層泥

硬頁岩硬頁岩硬頁岩硬頁岩

≧1.101.101.101.101.121.121.121.12暴雨模式

≧1.201.201.201.201.211.211.211.21地震模式

≧1.501.501.501.501.571.571.571.57平常模式

檢核
穩定分析安
全係數

分析模式

邊坡穩定分析安全係數成果表邊坡穩定分析安全係數成果表邊坡穩定分析安全係數成果表邊坡穩定分析安全係數成果表

STEDwin



第四章

施工說明

2008.52008.52008.52008.5

2009.22009.22009.22009.2

2008.122008.122008.122008.12

基樁

地錨

排水管

加勁結構 （兩個月）

總牆面積總牆面積總牆面積總牆面積 1,260m21,260m21,260m21,260m2，，，，總格網用量總格網用量總格網用量總格網用量 36,000m236,000m236,000m236,000m2



基樁及RC擋土牆基樁及RC擋土牆

打設場鑄式鑽掘樁，樁頂並與RC擋土牆連接，基樁
除可將擋土牆載重傳遞至硬頁岩層外，又可做為整
體邊坡之止滑抵抗結構。

直徑直徑直徑直徑1.5m間距間距間距間距2.5m

長長長長20m和和和和30m 高高高高8.5m



地錨打設地錨打設

為有效提高基礎結構之止滑抵抗，在牆面預定位置施
做地錨。其中錨碇段座落在地質較完整的硬頁岩區。

間距間距間距間距2m

自由段自由段自由段自由段30m錨碇段錨碇段錨碇段錨碇段10m

錨碇荷重錨碇荷重錨碇荷重錨碇荷重60t



排水系統排水系統

為有效排水，在加勁結構後方打設水平排水管，並

在牆面配置縱向及橫向截水溝做為排水系統。

長長長長15m

水平間距水平間距水平間距水平間距2m



加勁結構基礎開挖整平加勁結構基礎開挖整平

加勁結構物之基礎面應按設計圖所標示之位置及高
程將基礎面整平，若開挖面為軟弱土層應做處理。



格網舖設及搭接錨定格網舖設及搭接錨定

格網舖設時，主要張力方向應與牆面垂直，格網搭
接長≧30cm，需使用錨釘搭接。

30cm



回包與夯實回包與夯實

格網回包長度均為格網回包長度均為格網回包長度均為格網回包長度均為 2m2m2m2m，，，，回填土壓實度應達回填土壓實度應達回填土壓實度應達回填土壓實度應達90%90%90%90%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2m2m2m2m

90%90%90%90%



土包袋與排水層土包袋與排水層

土包袋應封口，以短邊朝外開口朝內堆疊，排水層

厚20cm，排水管每2m一支。



完工完工



第五章

監測



監測系統監測系統

為了觀測結構完成後變形情況，設置監測系統進行觀

測，由結果可得知波面在完工一年後趨於穩定。

0.1mm/day

0.05mm/day

初期五個月

0.02mm/day加勁區

0.02mm/day上邊坡

一年後變位速率



第六章

結論



結論結論

加勁工法並非人定勝

天的工法而是順應自然的工

法。一個成功的加勁工法需

要詳細的規劃設計與確實的

施工程序，按照設計與施工

的規範配合完整的資料與監

造，才能發揮加勁工法快

速、經濟、耐震等優勢，達

到結合生態與減碳節能的綠

色工法

成功的加勁工法

詳細的規劃設計

確實的施工程序

設計規範參考資料

施工規範監造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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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