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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區水理模式應用於深層潛移山崩發生時序探討
林聖恩[1] 詹雅馨[1]

郭志禹[1]* 陳柔妃[2] 許雅儒[3]

張國楨[4] 李心平[5] 吳若穎[2]
摘 要

林慶偉[6]

傳統以來我們認為引發山崩的兩個主要因素為降雨強度和降雨量，因此大部分的山崩預警系統都使

用降雨延時和強度來判斷，而往往忽略水滲入坡體的延時。在本研究中，我們藉由水筒模式中之蓄水指數 (water storage index) 歷線和即時地表位移之間的相關性，來說明蓄水指數與深層潛移山崩 (deep-seated creeping
landslide) 的連動。以天池坡地區域 2004 年至 2009 年由 GPS 連續地表位移監測所記錄到的四個深層潛移山
崩為例。結果顯示山崩位移與蓄水指數，比與降雨強度有更密切的時序發生相關性。

關鍵詞：水筒模式、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蓄水指數、相關性函數。

The Use of a Hydrological Catchment Model to Determine the
Occurrence of Temporal Creeping in Deep-seated Landslides
Sheng-En Lin [1] Ya-Hsin Chan [1] Chih-Yu Kuo [1]* Rou-Fei Chen [2] Ya-Ju Hsu [3]
Kuo-Jen Chang [4] Shin-Ping Lee [5] Ruo-Ying Wu [2] Ching-Weei Lin [6]
ABSTRACT The amount and intensity of precipitation have long been considered to be two of the main factors that
trigger landslides, so rainfall duration and intensity are used in virtually all landslide-warning systems. The effect of
the infiltration of water and the increase in the pore water pressure in slopes are usually neglected in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effect of water storage content in a slope by us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ransient water storage index and the real time surface displacement. A tank model is used to model the water storage
content and four deep-seated creeping landslides in the TienChih area, which recorded continuously using GPS, are
studied as examples. The result demonstrates that the soil water index correlates more closely in time to the landslide
motion than the rainfall intensity.
Key Words: Tank model, GPS, WSI (water storage index), correlation function.

一、前

言

水、入滲和逕流等水文因子。利用此一水筒模式，陳樹群等
(2013) 建議以土壤雨量指數 (soil water index) 作為台灣東部

近年來在台灣的連續 GPS 地表位移數據紀錄中，發現確

土石流之警戒基準，以強化現行土石流警戒基準模式。現行國

認有四處與降雨量密切相關的潛移山崩 (creeping landslide)，

內土石流警戒基準是採用詹錢登、李明熹 (2004) 所提出之降

包含天池、廬山 (及其北坡)、梅山與塔塔加 (玉山) (Hsu, et al.,

雨驅動指標 (Rainfall Triggering Index, RTI)，是基於降雨強度

2014)。為了說明潛移山崩事件與坡地內之含水量在時序上更

和降雨量，加以雨場切割準則所開發而成的模式。

為相關，在本文中，我們結合一個簡單的半定量 (semi-quanti-

莫拉克小林村山崩發生後，深層山崩 (deep-seated land-

tative) 水 文 模 式 來 評 估 山 崩 事 件 。 該 模 型 稱 為 水 筒 模 式

slide) 受到廣泛注意。然而由於深層山崩破壞面積大，破壞面

(Sugawara& Funiyuki, 1956；Sugawara, 1961；Sugawara, 1995)，

深，往往與發生區的地質組成與地層構造特性密切相關，故針

它可提供區域水循環一個理想的概念模型，在模型中，包括降

對每一深層山崩敏感地區，需輔以現地地質調查以進行綜合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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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所以針對深層山崩，目前尚未有統一的警戒機制。有鑒於

的造山運動機制，(賴典章，1989; 林慶偉，2012)。

此，自 2015 年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著手探討深
層山崩形成機制的地形特徵與變形行為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
保持局，2015；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2016)。在兩期計畫
中，以連續多期衛星影像合成孔徑雷達技術，界定出國內多處
深層潛移山崩 (deep-seated creeping landslides) 區域並定義深
層潛移山崩判斷準則 (Lin, et al., 2013)。以此準則檢視，(Hsu,
et al., 2014) 所提及之四處潛移山崩，皆屬深層潛移山崩，並
與降雨量連動。故於本文中，我們試圖以水筒模式描述區域水
循環，並以入滲水量定義蓄水指數 (water storage index)，來探
討與深層潛移山崩的時序關聯，也在此基礎上，初步判定出潛
移山崩發生之模式門檻值。
選用該半定量水文模式的原因，是由於深層山崩均處偏遠
山地地區，往往缺乏詳細的現場觀測數據來束制複雜的水理模
式。反面而言，在台灣山區缺乏現地監測資料是很常見的，若
驗證半定量模式之適用性，則可將其納為山區防災減災系統的
工具。為進一步降低水文模式複雜度，以及具備完整地表潛移
位移歷程記錄的區域，我們選擇了天池為本研究中的目標區域。
選擇此一研究區域的標準尚包含：(1) 盡可能是低級序 (最上
游) 的河流集水區而且集水區盡可能越小越好，(2) 邊坡崩塌
的運移方式是根據文獻 (Varnes, 1978) 來分類，此處為平移滑

(a)

動 (translational type) 方式。

二、研究區域概述
天池集水區位於南橫公路上，此公路建立於 1970 年，橫
貫台灣西南方由高雄市到東南方的台東縣，公路的總長度約
209 公里，而大部分的山區隸屬於玉山國家公園。天池潛移山
崩區位於南橫公路最高點埡口西西北處約四公里位置，屬荖濃
溪集水區。天池的潛移山崩位置標示於圖 1 紅實線框所示之區
塊，放大如圖 2 所示。由於此處被規劃為公路上的休息觀光
區，從而佈設有監測儀器，如中央研究院所屬之連續 GPS，雨
量站等。我們以此處監測儀器之紀錄和實地觀察來判釋潛移山
崩位置。
而本集水區之主要河川荖濃溪水流方向為西南流向，最近
於天池地區的流量站為阿其巴橋站。以此流量站定義之天池集
水區面積約為 411 平方公里，在該集水區內則有兩個雨量站。
本研究中之天池集水區、流量與雨量測站的位置則繪製於圖
1(a) 中。為簡化起見，我們用最靠近潛移山崩位置的雨量站記
錄，來代表該集水區之降雨，所選用的雨量站是南天池雨量站，
其位置是位於天池潛移山崩區中，並標示於圖 2。
依據中央地質調查局之資料，該天池集水區域地質斷層分
布如圖 1(b) 所示。其中有三個主要斷層，分別是荖濃斷層、
新關斷層和檜谷斷層，南部中央山脈附近具有豐富的次要斷層，
這些斷層是由造成中央山脈的板塊運動推力所形成的。在埡口

(b)
圖 1 (a) 流域地形圖：圖中紅色方框為集水區之山崩區域。
(b) 地質斷層圖：研究區域之主要的斷層及岩性，延著粗
黑線的南橫公路，潛移山崩由 GPS 儀器紀錄，測站位置
如綠色方形圖標。
Fig.1 (a) The landslide sites, TienChih areas is marked by
the thick hollow red boxes. (b) The regional major
identified fault system and lithology. Along the
south transverse highway, thick solid black line,
creeping landslides were recorded by the GPS stations in the landslide areas.

(Yakou) 周圍，沿著中央山脈向北部延伸的表面地質層屬於畢
祿山層，主要由始新世岩石來形成，包含板岩和千枚岩。從埡
口向西移動，地表層轉為中新世廬山層 (泥岩，板岩，千枚岩)。
這些岩石都具有豐富的裂痕和皺褶結構，表示在該地區有活躍

三、GPS 潛移山崩
全球定位系統 (GPS) 在即時地表位移監測已獲得廣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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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透過適當的後續處理程序，連續 GPS(CGPS) 數據可以

TENC 所收集到的 GPS 資料，藉由 10.3 版 GAMIT/

解析至毫米級別的精度。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是取自於中央研

GLOBK 軟體，來進行後續的處理程序 (Herring et al., 2002)。

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IESAS) 和中央氣象局所建立的台灣全

這些後處理包括使用觀測量相位雙差 (double-difference phase

島 GPS 測網中，在天池研究區域所設之 CGPS 站，其代號為

observables) 來校正電離層及對流層之效應。而為得到準確和

TENC，於 2002 年建立並開始記錄 (Yu et al., 1997；Yu et al.,

一致的區域變形模型，我們使用了台灣共 362 處及 IGS 亞太

2003；Chen et al., 2015)。

地區 17 處連續 GPS 測站的所有資料，藉由最小方差線性擬合
來估計各測站的大地板塊線性速度，年週期和半年週期運動，
震後復原 (post-seismic relaxation)，以及同震位移 (coseismic
jumps) 或儀器改變所造成的偏移等等 (Altamimi et al., 2007)。
而後於 GPS 原始資料中，將統計離群值、以及上述這些已知
的板塊線性速度、震後復原、同震位移和儀器偏移等等狀況移
除。
經過以上這些移除已知位移序列的後處理程序之後，我們
將餘下的序列稱之為殘值 GPS 位置時間序列。以天池測站所
累積的長時間紀錄為例，我們將其殘值 GPS 位置時間序列繪
於圖 3，圖中顯示出一些清晰可辨的間歇位移。這些間歇性位
移與極端降水事件相關 (Hsu, et al., 2014)，例如 2004 年 6 月
29 日敏督利颱風，2005 年 7 月 18 日海棠颱風，2006 年 5 月
17 日大雨和 2009 年 8 月 7 日莫拉克颱風。由這些位移紀錄指
出，2002 年至 2012 年間天池移動方向為單一東東南 (SEE) 走
向。而莫拉克颱風所造成極端事件之位移，在東 (E)、北 (N)
和垂直 (U) 向分量分別為 245，-49 和-243 毫米。
莫拉克颱風在 5 天內累積雨量達 2,700 mm，這降雨量幾
乎等同於全台的年平均降雨量。它造成南台灣大量的山崩，過
量的洪水和嚴重傷亡。颱風侵襲過後，中央地質調查所立即進
行了南部災區先行，而後擴及全島的光達 (LiDAR) 探測。光

圖 2 天池潛移山崩圖：航照圖於 2010 年拍攝，GPS 測站站
名為 TENC，山崩及土石流區塊繪於圖中。
Fig.2 Bird views of the TienChih landslide areas. The areophotos are taken in the year of 2010. The codenames of the GPS stations is TENC for the
TienChih areas.

達技術具有植披穿透能力，得以直接量測地表位置，透過高頻
密集的採樣，可產生高解析度的數值地表高程模型 (DEM,
Digital Elevation Model)。這次測繪所得到的數值高程模型解析
度之網格大小為 1×1 m，點雲平均密度為 0.5 點/平方公尺。對
天池潛移山崩區所產生之數值高程模型如圖 4 所示。

圖 3 殘值 GPS 位置時間序列：桃紅色之垂直線為山崩事件，包含 2004 年 6 月 29 日敏督利颱風、2005 年 7 月 18 日海棠颱
風、2006 年 5 月 17 日大雨和 2009 年 8 月 7 日莫拉克颱風。
Fig.3 Residue GPS position time series. The vertical magenta lines mark the landslide events: 6/29/04
(Month/Day/Year) Mindulle typhoon, 7/18/05 Haitang typhoon, 5/17/06 heavy rainfall and 8/7/2009 Morakot
typh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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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圖 4 光達地形影像圖：天池的潛移山崩地型特徵，紅色粗線
為主崩崖，紫線為次崩崖，橘色箭頭為 2009/8/7 至
2009/8/12 的 GPS 紀錄滑動方向。
Fig.4 LiDAR image for top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ienChih sites. Red thick line:main cracks, Yellow
lines: minor cracks. The GPS recorded sliding direction, 8/7/2009 _ 8/12/2009, is shown by the
orange arrow.

我們可利用這高解析度數值高程模型，在現地地質調查之
前於實驗室內準備階段，就可以先從視覺上來辨認出地表裂痕、
崩崖和露頭。如圖 4 所示，我們可見典型深層山崩的冠部裂隙
結構，該冠部裂隙主要沿著稜線發育，受重力作用而侵入岩體，
形成沉陷裂隙 (sackung) 結構。圖 5 顯示天池附近的主要裂隙

(b)
圖 5 (a) 莫拉克風災後之天池集水區淺層滑動 (b) 現地調查
之裂縫位移量 (林慶偉，2012)
Fig.5 (a) The slope profile of a shallow landslide in the
TienChih area after the Morakot typhoon. (b) The
crack openings in the main bulding site of the
highway rest area.

開口等破壞，其中圖 5(a) 為莫拉克風災後於天池休息區附近
一坡面崩塌，於崩塌面可看出岩層受重力與造山作用所產生的

四、水筒模式

岩層挫曲變形與張力裂隙，而在崩塌地中間的斷層帶，我們可
見地下水湧出，顯示此崩塌發育受到構造與地下水控制 (林慶
偉，2012)。圖 5(b) 標示在天池休息區基地範圍建築物裂隙狀

1. 水筒模式
水筒模式是一個簡單半定量的現象水文模式，該模式藉由

況。
在 Chen et al. (2015) 的研究中，我們觀察到 GPS 位移時

一系列的線性水庫或水筒，來模擬水自降雨入滲、通過土壤，

序和降雨資料 (強度和累積) 之間隨時間變化的消長關係，特

而至最終產生河川流量的過程 (Sugawara, 1961；Sugawara,

別是位移相對於降雨歷程上有遲滯效應。這現象意味著，當颱

1995)。在模型中，通常有二至三個水筒串接，上層代表接近於

風豪雨來臨，水入滲的時間影響將會改變坡面載重與有效應力

地表的淺層儲水，下層為深層儲水，而每個水筒具有數個出水

之分布，結合光達與現地觀測，發現此處的潛移山崩為深層開

孔口，其中由側流孔口流出的水直接形成河川逕流，而由底層

裂有地下水流動滲湧，於是在下文中，我們將探討潛移山崩位

出水孔流出之水，代表地層中向深層流動之地下水，或由地底

移和區域水循環之間的關係，而區域水循環將藉由水筒模式來

流出集水區的地下水流動路徑。每個水筒中的水則代表地下蓄

模擬。

水量。一旦透過率定校正得到模式參數，則該模式的計算是容
易且快速的。由於簡易快速的特性，水筒模式已被應用於淺層
邊坡土石流預警系統中，如日本和台灣 (Osanai et al., 2010；
Chen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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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該總蓄水量稱之為蓄水指數 (WSI, WSI=

目前已有的其他水筒模式相關研究與應用包含如：

)， 就

Ishihara & Kobatake(1979) 結合水筒模式與時間-面積-集流圖，

其模型意義而言，WSI 是等同於 Chen et al.(2013) 的土壤雨量

針對日本不同流域地質條件提出水筒模式參數建議值。

指數 (SWI)；然而由於本文的研究區域為深層山崩，為避免與

Lee(1993) 討論了瞬時和連續降雨條件下水筒模式入滲率，然

土壤雨量指數應用於淺層土壤混淆，在此代之以蓄水指數。

後利用系統工程理論展示一系列層級水筒模式，可等效轉化成
一系列包含並聯和串聯線性水庫，這個概念可用來說明各式水
筒模式中的等效結構。Yokoo et al. (2001) 使用的標準化包威
爾法和多元線性迴歸分析，來搜尋水筒模式參數的最佳解。
Takahashi et al.(2008) 則將動態維度搜尋法應用於求解最佳化
水筒模式參數，以及藉由該模式來預測斜坡中之地下水位。Liu
et al. (2010) 應用卡爾曼濾波來更新水筒模式參數，以新加坡
濱海流域之降雨事件進行降雨逕流模擬。Chen et al.(2013) 結
合土壤雨量指數(SWI)警戒值的觀念，分析台灣東部土石流案
例，以尋求合適的水筒模式土石流警戒值。
在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水筒模型如圖 6 所示，此模型是由兩
個串聯連接的水筒所組成，而系統中的水流為天池集水區單位
面積的入滲量和逕流量。在上層水筒中，水的輸入為降雨量強
度 R (單位為 mm/sec)，而蓄水量由水深 h1 (t ) 來表示，單位為
mm。在兩層水筒中，共有三個側出水口 (上筒上側孔口，上
筒下側孔口，下筒側孔口)，以及兩筒各具一個的底部孔口，
水流可以藉流出入這些出水孔以改變蓄水量。三個側出水孔自
上而下分別代表地表逕流，淺層與深層土層地下水出滲所形成
的河川逕流，而兩個筒底出水孔分別代表向深層流動之地下水，

的輸入來源為降雨量

或由地底流出集水區之地下水。

，其中共有五個恆定參數： 及

控制閥值高度 (側孔口高度)，

及

口流量係數。( ， ) 的初始值表示為 ( ， )(未顯示

為

於圖中)。

為上下側孔口流量係數

( 1 / sec )， 是滲流至第二層水筒之底孔口流量係數 ( 1 / sec )。
因此水筒蓄水的控制方程式為
其中初始蓄水量為

⁄

，

0 ，也可以表示為 。

在圖 6 之第二層水筒，其水流和蓄水屬於深層段土層。如
同上層水筒，我們定義下層水筒的蓄水量為

，水筒有兩個

和

出口，它們的流量分別為

， ) 是入滲量。

參數 ( ， ， ) 是側孔口流量係數，( ， ) 為底孔

，

量與水筒之儲蓄量是成正比的，

，( ， ) 是水筒蓄水位，( ，

， ) 是單位面積側孔口出流量，(

水在水筒中之行為假設為一線性系統，即三個出口的出流
和

圖 6 水筒模式概念圖：該模式有兩個水筒，其中降雨強度(RI)

。也與

Fig.6 Conceptual sketch of tank model. The model has
two tanks in which rainfall intensity (RI), given by
R(t), is the water input source, (h1,h2) are the tank
water levels, (q1,q2,q3) are discharge rates, (q12,qb)
are infiltration rates. Parameters (a1,a2,a3) are constant discharge coefficients and (b1,b2) are infiltration coefficients. Initial values of (h1,h2) are denoted as (S1,S2) (not shown in the figure).

上層水筒概念相似，下層水筒之控制方程式為
⁄

，其中初始蓄水量為

0

。在

2. 參數檢定

之含義和上層水筒所對應

為使水筒模式適應於研究區域，必須針對模式中所使用的

的參數也雷同。總之在此系統中，每一水筒有一描述其蓄水量

參數進行校正。我們藉由模式出流量 (水筒總側出流量) 與阿

代表由地下水出滲至

其巴橋流量測站記錄值之最小化均方差值來達到校正。然而該

河川的流量，而通過最底層出口的出流量 ，代表通過無法量

注意的是，即使現在所使用的水筒模式是由標準三個水筒所簡

測的地下水路徑流出流域的流量。 因此，側出流量的總和乘以

化而成，仍然有高達十個參數需要校正。這些參數包含三個側

集水區面積，為流至集水區出口的體積流率(阿其巴橋流量)，

孔口流量係數、兩個底孔流量係數、三個控制閥門高度以及兩

由於此模式是一級集水區，雨量是系統中唯一的入流量。在目

個初始蓄水高度。大量的參數使得校正一個十維度的優化過程，

前這簡化模式中，我們忽略了降水與入滲在集水區中空間傳遞

需要相當龐大的計算量，為了提高率定效率，在本研究中我們

產生的效應，這是未來水文模式選取調整上可加以斟酌的。

參考 Chen et al.(2009)，延用一種稱之為洗牌複雜演化演算法

這水筒中，三個常數參數 、 和
之控制方程，側孔流量總和

假定山崩主要的觸發機制是在坡體內的含水量: 在降雨
期間，含水量增加造成孔隙水壓力的增加，而使得斜坡土體內

(shuffled complex evolution -UA) 的全局優化法，來搜尋最佳
化參數 (Duan et al., 1994)。

有效應力降低，於是引發山崩。以水筒模式來看，我們可用兩

SCE-UA 方法是由 Duan 等學者於九十年代開發的，全局

當為坡體內的含水量。在本研究中，

最優搜索法是基於參數群組競爭演化的概念，並且實質上將機

個水筒之總蓄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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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與決定的途徑進行結合的一種方法。我們使用了最小平方差

事件，而且地下水在事件前的歷史歷線的效應也可能為之切割

估計量為參數率定的目標函數，來尋找模式與紀錄流量值之間

(透過摺積 convolution 引入)，而導致參數隨著不同的切割方式

的最近似解。在下兩章節，首先描述天池山崩的水文筒狀模式

而改變。為避免這些不確定的效應，在本文中僅採用單純的年

校正結果，而後進行潛移山崩時間相關性分析。

度切割，目的在簡化定義山崩事件所衍生的複雜性，而強調
WSI、h1、降雨強度與潛勢山崩的時序關係 (詳見第六節)。而

五、天池潛移山崩分析
針對天池潛移山崩分析，水筒模式參數率定程序採用兩項

許多更為先進複雜的水文計算，皆有助於減小參數率定的不確
定性，甚或隨時間追蹤、學習以及預測出更精確的 WSI，如卡
爾曼濾波、貝氏估計亦或是近年來發展的深度學習法等等。

觀測資料：南天池雨量站所記錄的降雨強度歷線與荖濃溪阿其
巴橋流量站的記錄資料，兩個水文測站的位置標示於圖 1。典
型的水筒模式優化結果如圖 7 所示，此圖為 2009 年降雨與荖
濃溪逕流率定之結果。模式中各層水筒所貢獻的出流量及總出
流量大小分別繪於圖 8 進行比較，由圖中可以看出，當降雨事
件發生，從上方水筒排出的流量立即反應在尖峰流量，而下方
水筒之流量，則反應在流量稽延部分，所觀察到的結果與水筒
模式所代表的物理意義相符。
為了簡化分析，我們目前沒有針對任何特定時段，特定潛
移山崩事件之時間序列資料進行時序分割的探討，而採用以整
年度為單位的率定程序。在所有的資料中，相同的程序應用於
2004 年、2005 年、2006 年和 2009 年。其中 2009 年因莫拉克
風災的破壞，僅有前 9 個月之數據。針對每個年度優化所得之
參數則列於表 1， 由於年度間非穩定的區域氣候系統和不均
勻的天然環境，造成四組模式參數間有無可避免的差異。而將
每年之校正參數相互比較，顯示有下列幾點現象：(i) 流量閥
值和初始蓄水量為單位量級之大小，即介於 0 和數十毫米之
間，(ii) H2 幾乎是零。

圖 8 各層水筒之體積流量比較圖：對應雨量時序可知，因
7/22 至 7/29 之間歧異的流量消長曲線，這段時間內量
測數據可能包含儀器錯誤，但在本年度基礎校正中，未
做任何數值調整。
Fig.8 Comparison of volume flow rate from each tank.
Comparing to the rainfall intensity, the measurement data between 7/22 to 7/29 may contain instrumental errors because of their reversed alternative trend. However they have negligible effects
on the present annually-based calibration.

表 1 天池集水區水筒模式檢定參數
Table 1

圖 7 2009 年所檢定之河川逕流體積流量：由於儀器被洪水摧
毀，真實流量值記錄到 2009/8/9。
Fig.7 Calibrated river runoff volume flow rate for year
2009. The measurement stops on 8/9 because instruments were destroyed by flooding.

除了以年度為基礎的水筒參數檢定作法之外，我們其實可
以選擇許多不同的手法來切割資料以進行優化，而在複雜多變
的自然現象中，理想情況是就事件附近來篩選，嘗試得到最佳
的結果。但這種以事件為基礎篩選不免又牽涉到如何定義一個

a1 (1/hr)
a2 (1/hr)
a3 (1/hr)
b1 (1/hr)
b2 (1/hr)
H1 (mm)
H2 (mm)
H3 (mm)
S1 (mm)
S2 (mm)

Calibrated tank model parameters for the
TienChih landslides.
2004
4.49711e-3
4.49784e-3
3.20212e-4
1.80048e-2
3.18293e-4
59.9949
0.0023
44.3768
55.5295
7.8932

2005
6.83280e-9
5.66582e-3
5.10524e-2
1.48904e-2
3.29586e-1
12.8034
0.0000a
43.9587
30.6332
27.0976
a
2.29885×10-6
a
2.7046×10-5

2006
1.37873e-3
3.68092e-3
4.99973e-1
7.23799e-3
2.75917e-1
59.9985
0.0000b
17.6550
0.2286
1.4574

2009
2.14268e-3
2.14307e-3
1.17375e-3
6.04037e-2
2.14231e-3
21.2418
1.0282
59.9974
16.5260
14.7576

圖 9 為利用 2009 年所檢定的參數應用於 2006 年，與 2006
年的數據所模擬之降雨逕流水筒模式之結果比較，藉此比較以
進行模式敏感度測試。結果顯示，兩組參數對於流量的尖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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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時間只有少許影響，而使用 2009 年參數所模擬的尖峰流量
卻比紀錄值低估許多。我們依序利用 2009 年所檢定的參數來
檢視其他年度案例的模式敏感度，可以發現到尖峰流量的變化
幅度約為一個量級大小，最大的相對誤差約在 300%範圍之內。
這是在未來應用中，如果模式參數無法取得好的校正時，對這
水筒模式敏感度所需了解的。為了顯示模式敏感度，我們在圖
10 中同時顯示水筒模式使用 2009 參數所計算之不匹配的結
果，這些結果以標號 WSI-2009 來表示。
針對四個特殊的潛移山崩事件，我們為了觀察 WSI 及其
他水文因子與 GPS 地表位移記錄之間的關係，我們將相關的
時間序列資料，如降雨、WSI 和 GPS 位移同時繪製於圖 10 中。
惟由於在降雨期間氣候條件較差的情況下，2004 年、2005 年
和 2006 年的 GPS 訊號仍產生訊號遺失而導致資料間斷，比較
事件發生前後的 GPS 資料以及降雨資料，這些山崩極有可能
發生在 GPS 的間斷期間。基於此假設以及對照 2009 年之完整
記錄，潛移山崩發生時刻大約是在 WSI 達到最大值的時候，
然而這點假設是否合理，我們將在下節中，利用時間相關性分
析，以 2009 年所記錄到的完整歷程來檢視。

圖 9 使用 2009 年水筒模式檢定參數所模擬之 2006 年逕流
歷線
Fig.9 Calibrated river runoff volume flow rate for year
2006 and prediction using 2009 tank model parameters.

圖 10 四場潛移山崩事件的降雨強度、WSI 和 GPS 位移。WSI-2009 曲線是使用 2009 年水筒模式參數來進行 WSI 的預測，目
的為檢查模式的敏感度。淡藍色的陰影線是山崩的閾值：WSI 介於 350 至 400 之間，降雨強度約 40mm/hr。
Fig.10

Rainfall intensity, WSI and GPS displacement of the four landslide events. WSI-2009 curves are WSI predictions
using 2009 tank model parameters and they are superimposed for model sensitivity check. The light blue shaded
lines are landslide thresholds: between 350~400 mm for WSI and about 40 mm/hr for rainfall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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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注意到的是，2004 年的 WSI 退水期間較其他年份長，
意謂著坡體滲出之水流量較其他年份為低，這點可由當年度較
低的第二層水筒率定參數 (a3 和 b2) 而得到驗證。然而由於我
們沒有任何坡面中含水量的現場資料來佐證此一退水歷程，我
們在此不應再過度詮釋此一現象。有鑒於此，我們於此忽略此
退水期的影響，而單純以 WSI 的揚升，加以目視來判斷，比
較四組潛移山崩事件，歸納出觸發山崩潛移運動的水筒模式閥
值，大約落在 WSI=350 至 400 mm 之間，如圖 10 中的淺綠色
標線所示。若將 WSI-2009 曲線疊加在其相對應的事件中，儘
管在流量率定中有敏感性的誤差， 但由 WSI-2009 與 WSI 兩
歷線比較可知，應用相同的閥值範圍作為判斷潛移山崩都是適
切的。同理將降雨強度閥值繪製於圖 10 中，其值約為 40 mm/hr。

圖 11 天池 2009 年潛移位移時間序列圖：上圖，降雨強度；

然而於 2005 年間，圖 10(b)，我們可發現 5 月 13 日及 6 月 19

中圖，位移、位移速率；下圖，第一筒水深及 WSI。

日的兩事件，可能無法單以降雨強度閥值來判定潛移山崩的發

位移速率為 GPS 位移之時間導數的負值。

生：前者之降雨強度超過閥值但未記錄到地表位移，而後者雖

Fig.11

未及閥值但發生地表位移，這是因為在僅考慮降雨強度的閥值
中，忽略了降雨累積及入滲延時所導致，此倒也說明了單就降
雨強度，是不足以決定潛移山崩的。

Close-up time series plots of the 2009 TienChih
landslide. From the top panel: rainfall intensity,
displacement, displacement rate and WSI. The
displacement rate is the negated time derivative
of the GPS displacement.

六、時間相關性分析
目前主要的防災預警系統，是利用雨量資料來進行區域統
計迴歸分析，例如尖峰降雨強度與降雨延時等，在這種模式中
經常忽略降雨與入滲之關係，因此本節針對兩種預測方式以及
本文所強調的蓄水指數進行比較探討。在 2009 年 TENC 測站
紀錄到涵蓋整個土體滑動事件的連續 GPS 位移記錄，因而我
們採用此年度來進行時間相關性分析。由於我們假設邊坡坡體
內的水份會透過孔隙水壓的作用而降低邊坡強度，我們進一步
假設坡面潛移位移的速率 (位移率, displacement rate, DR) 正
比於坡體內的蓄水量 (WSI)。在此假設下，位移率 DR 應與
WSI 同步。為了驗證這個假設，我們應用相關性函數 (correlation function) 來計算 WSI 與位移率的相關性，並以此定義
兩物理量間的時間延遲。相關性函數定義為
corr DR, WSI

E DR

WSI

其中 E(·) 為期望值計算，是代表 t 時刻的位移速率 (DR)
與 t   時刻的蓄水指數 (WSI) 之乘積的期望值，為時間差τ
的函數。我們為求得潛移山崩位移率與其它水文參數的時序相
關性，我們也計算了位移率 DR 與第一筒水深

圖 12 天池相關函數：從 2009 年 7 月 28 日開始計算一個月
的時間序列資料，負的時間偏移 (負值之  ) 表示領先

，以及位移

率 DR 與降雨強度 RI 之間的相關函數，即將上式中 WSI 取

於位移率。

用由 2009 年 7 月 28 日開始，為期一個月的時間序列資料，包

Correlation functions. One month time series
data from 7/28/2009 are taken for calculation.
The negative time shift (negative τ ) represents

含降雨強度 (RI)、位移 (displacement)、位移率 (DR)、第一筒

the time lead to the displacement rate.

代以

和

。在這相關性與時間延遲的計算中，我們使

水深 ( ) 以及 WSI，如圖 11 所示。
三組相關函數 corr(DR,WSI),corr(DR,RI)與 corr DR,
如圖 12 所示，圖中相關函數之值表示相關物理量歷線形狀在
對應於時間偏移 下之相似性，而相關函數最大值所對應的 ，
暗示著相關兩物理量間的時間延遲。由此來看，我們可發現
WSI 相關函數之極值發生在約   13 hr，而位移率與第一筒
水深

及降雨強度 RI 之相關函數最大值則分別發生在

Fig.12

  22 hr 與-34 hr。負值時間偏移代表 和 RI 發生時間在位
移速率之前。從 RI、h1 到 WSI 的時間偏移間隔，顯示水滲入
至邊坡中引發潛移山崩的重要時序：水份先積聚在表層中，而
後入滲至深層地層，達到 WSI 閥值而引發潛移山崩位移。該
序列說明：WSI 歷線極值發生時刻較之於 h1 和 RI 之極值時刻
更接近於位移率 DR 的極值發生時刻，而且水筒模式的結果說
明在天池地區發生深層潛移山崩的條件之一為地層內含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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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最後，因為邊坡入滲機制，WSI 的退水期比降雨的退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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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且因此造成相關性函數之峰值降低且產生延散現象，但這
並不影響在本例中的時序判斷。以此結論，我們推測於 2004
至 2006 年間所記錄的潛移山崩，極可能發生於 WSI 達到極大
值附近，而於 GPS 斷訊的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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