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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鑽探與地球物理方法調查八寶寮崩塌地之水文地質特性
張國欽[1] 葉信富[2*] 林榮潤[3]
摘

陳耐錦[3] 柯建仲[3] 陳榮俊[1]

要 臺灣常在夏秋兩季遭受颱風豪雨之侵襲，山區因此常無預警的發生大規模的崩坍、滑動或土石流

等自然災害。本研究以侵入式探勘及非侵入式探勘兩種地球物理方法合併使用，藉此可於投入長期監測系統
前初步掌握崩塌地水文地質特性及潛在崩塌面，以提高邊坡防災之效能。本研究挑選位於臺灣嘉義縣之八寶
寮崩塌地為研究場址，首先透過地質鑽探與岩心判釋，可瞭解研究區域地層特性為淺層 1~2 公尺為土壤與風
化岩層，與地電阻影像剖面 (RIP) 測線判釋結果相似，且三處鑽孔 (BH-01、BH-02 及 BH-03) 皆顯示地表下
深度約 18.3 至 26.5 公尺處，有厚度 2~3 公尺的剪裂泥分布。由 BH-02 及 BH-03 孔內岩體裂隙調查結果，可
瞭解此處地層層面屬於高角度位態發育。另外，孔內地球物理探查顯示，此區域之淺層及深層地層材料為含
泥量較多且膠結較差之泥質砂岩，因此易形成潛在之滑動面。而孔內地下水流速與流向調查方面則指出，BH03 鑽孔處之地層深處裂隙因與高水頭地層連通，於豪雨期間易造成地層孔隙水壓抬升而降低坡地之穩定性，
且位於 4 公尺岩土交界面所形成之水流路徑則有可能形成潛在之滑動面。

關鍵詞：鑽探、地球物理法、侵入式與非侵入式探勘

Combining Drilling and a Geophysical Approach to
Investigating the Hydro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baoliao Landslide Area
Kuo-Chin Chang[1] Hsin-Fu Yeh[2*] Jung-Jun Lin[3]
Nai-Chin Chen[3]
[3]
[1]
Jung-Chun Chen
Chien-Chung Ke
ABSTRACT Heavy rainfall regularly occurs in Taiwan during the typhoon season in the summer and fall, and this
rainfall causes large-scale natural disasters such as landslides, rockslides, and mudflows. Using a geophysical survey
with both invasive and noninvasive method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preliminarily understand the hydro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 landslide area and locate potential failure surfaces to strengthen slope failure prevention. The landslide area of Babaoliao region in Chiayi County of Taiwan wa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ite. Core drilling and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at the site;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1–2-m-thick upper layer is composed of soil and weathered
rock,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conclusion reached through resistivity image profiling. Analysis of three boreholes (BH01–3) determined a 2–3-m-thick layer of shear gouge in the subsurface layer between 18.3 and 26.5 m below ground.
Investigation of the fractured rock masses in BH-02 and BH-03 revealed that the region has a large dip angle. Furthermore, geophysical survey of the boreholes demonstrated that both the outer and inner geological layers of the region
are composed of silt-bearing marlstone that is not prone to cementation, causing a potential rupture surface. Inspection
of BH-03 in terms of groundwater velocity and direction revealed a potential decrease in slope stability under heavy
rain due to the rise in pore water pressure caused by the high hydraulic head connected to the borehole through fractures.
The flow path formed by the soil–rock interface at 4 m below ground is a potential rupture surface.
Keywords: Drilling, geophysical approach, invasive and noninvasive methods

一、前

言

邊坡破壞為世界各處皆容易發生的一種自然災害，而降雨

尤為嚴重 (Rahimi et al., 2010; Mahmood et al., 2013; Lee and
Park, 2016; Chen et al., 2017)。臺灣亦因此時常在夏秋兩季遭受
颱風豪雨之侵襲，山區諸多潛在滑動面時常無預警的發生大規

因素則為此災害的觸發因子之一，因此在炎熱潮濕的熱帶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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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崩坍、滑動或土石流等自然災害，導致周遭人民及財產安

地調查之主要內容包含：潛在滑動面判釋、崩積層與岩盤分布、

全受到威脅，因此如何精確掌握山坡潛在之崩塌面及其破壞型

含水層與阻水層之深度及厚度、岩盤裂隙或地層滑動區塊等

態，以提高邊坡防災之效能，即為當今亟需深入探討之議題。

(Travelletti et al., 2012; Zarroca et al., 2015; Yeh et al., 2015; Ling

近年來，在分析滑坡之潛在崩塌面與地質構造方面有許多

et al., 2016; Tohari et al., 2017)。例如，Merritt et al. (2014) 為

地球物理探勘的技術可供研究人員選擇，並可將其分為侵入式

了瞭解英國北約克郡 (North Yorkshire, UK) 之泥岩滑坡構造，

探 勘 (invasive method) 以 及 非 侵 入 式 探 勘 (non-invasive

利用光達 (Lidar) 以及地電阻影像建置了三維地電阻滑坡模

method)(Perrone et al., 2014；Garofalo et al., 2016a, 2016b) 兩種

型，並以鑽探資料進行校正與輔助解釋滑坡之地質變化。另外，

方法。其中，侵入式探勘為使用地工技術在地層中鑽設井位，

地電阻影像亦能應用於追蹤降雨及灌溉用水入滲之行為，

並透過岩心鑽探資料分析其地質特性與判斷潛在滑動面的可

Zeng et al. (2016) 使用此方法分析黃土高原之降雨型崩塌機制，

能位置。此方法之優勢為能取得岩心鑽探資料，分析受滑坡影

指出黃土邊坡之崩塌除了與降雨入滲導致土壤含水量增加有

響之特定地層其力學及水力特性等真實訊息 (Marcato et al.,

關外，因崩塌黃土之堆積沉陷容易堵塞地下排水通道，導致地

2012；Perrone et al., 2014；Asriza et al., 2017)。然而，鑽井工

下水集中於邊坡坡趾處。因此，當降雨及地下水一同引發邊坡

程除了成本高昂外，另外存在以下限制：(1) 若鑽探作業中所

崩塌過後，坡趾處仍然呈現不穩定的情況，可能造成新的邊坡

提取之岩心樣品破碎，因難以判斷岩心破裂為自然形成或於機

破壞的發生。

械鑽取過程所引致，所以無法確切了解鑽孔內之真實地質構造；

雖然非侵入式地球物理探勘法具有耗費時間、經濟成本較

(2) 當施鑽之地層原先就存在空穴、弱面內寬、易流失之軟弱

低及能進行大範圍量測等特點，但其施測過程中為藉由探勘工

夾心時，不易透過岩心資料檢視而得知；(3) 取樣之岩心多已

具在單一邊界上 (如地表) 執行測量，因此其測量誤差會隨著

受到擾動，與真實地層仍然存有誤差；(4) 無法證實岩心箱內

量測位置與施測邊界距離增加 (如距離地表深度) 而提高

之鑽探岩心有無錯置問題。

(Garofalo et al., 2016b)。當使用鑽井及井測試驗資料解釋滑坡

因此在鑽井結束後時常輔以各類型井測方法，將各式探針

地質構造時，相較於滑坡整體而言此類方法之量測範圍較小，

降入井底，在吊放或拉提的過程中實施井測 (well logging)，而

所以單獨使用其探勘結果進行分析滑坡地質及潛在崩塌面亦

後利用探針回傳之記錄 (如電阻值、聲波速度、自然放射線強

存有疑慮。因此，本研究將上述兩種地球物理探勘方式合併使

度等) 與岩心資料互相比對完善地層資料。井測所使用之地球

用，其中非侵入式地球物理探勘方面選擇地電阻剖面法進行量

物理原理主要包含電學、放射性及聲波等學理，現今常使用之

測，而鑽井方面除了岩心分析外，另外實施了自然電位、電阻、

方法則有自然電位井測 (self potential logging method)、電阻井

自然伽瑪井測以及音射式孔內攝影。本研究希冀透過以上的探

測 (electric logging method)、井徑井測 (caliper logging method)、

勘結果進行交互比對分析，從而掌握邊坡崩塌地之水文地質狀

自然伽瑪井測 (natural gamma ray logging method) 及聲波井測

況以及潛在滑動面位置，並且可瞭解各式地球物理探勘結果之

(sonic logging method) 等方法 (Kobr, 2011)。

關聯性。

雖然鑽井及井測能取得鑽孔內之地質資訊，但其量測範圍
較小難以有效涵蓋整體滑坡之區域，因此通常與非侵入式地球
物理探勘方法搭配使用。非侵入式地球物理探勘法為透過震波
反射、電力傳導、電磁波傳遞時間及重力場變化等不破壞地層
之方法瞭解地層物理特性之變化行為，藉以反向推求地表下之
地質資料。相較於鑽井方法，非侵入地物探勘所需之時間及經
濟成本較低，並能在不破壞地下結構的情況下進行大區域之地
質探測，以其填補各鑽孔之間的地質資料，有助於具體瞭解地
下 地 層 之 空 間 連 續 性 (Al-Saigh and Al-Dabbagh, 2010;
Donohue et al., 2012; Bogena et al., 2015; Walton et al., 2015;
Yalcinkaya et al., 2016)。近年來，此類型之地球物理探勘方法
已逐漸運用於與地質及地下水文相關的領域之中，例如地電阻
影像剖面法 (Resistivity Image Profiling, RIP)、表面波法 (surface-wave method)、透地雷達 (Ground Penetrating Radar, GPR)
及 微 動 探 測 (Microtremor Survey Method, MSM) 等 方 法
(Grandjean et al., 2011;

Torgoev et al., 2013; Giocoli et al., 2015;

Huntley et al., 2017; Su et al., 2017)。其中，地電阻影像剖面法
為現今在工程實務上十分常見的地質探勘方法，其應用於滑坡

二、研究區域
本研究挑選位於臺灣嘉義縣中埔鄉東興村的八寶寮崩塌
地為研究場址，其位於三重溪子集水區，屬於急水溪流域之白
河水庫次集水區範圍內，為白水溪之最上游處，其地理位置如
圖 1 所示。研究區域地表高程約介於 404-565 公尺之間，屬於
低海拔之丘陵地形，高程由北向南減緩，其高程分布如圖 1 所
示。坡度與坡向方面，該區域坡度分布主要以五級坡及六級坡
為主，共佔了約 58.9％之範圍，即坡度大部分超過百分之四十
以上；而坡向方面則以南向、東南及西南向為主，佔了 66.5％
之範圍。藉由 Google Earth 檢視 2005 年至 2015 年間多期之衛
星影像，並搭配 2017 年 1 月於崩塌地所拍攝之空拍圖進行判
釋，發現研究區域近年來因受到多次颱風侵襲，自 2011 年後
崩塌地逐漸顯露，至今崩塌範圍已達 10 公頃左右，其中涵蓋
白水溪上游支流之向源侵蝕範圍，且持續有滑動徵兆及擴大崩
塌範圍的潛在危機，如圖 2 所示。
八寶寮崩塌地屬於臺灣西部麓山帶地質區，崩塌地出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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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層主要為鳥嘴層 (Nt)，岩性以泥質砂岩、砂質頁岩及厚砂岩

相當大，可能會造成該區域地質相當破碎且軟弱。故本研究將

為主。此外，在地質構造部分，崩塌地南側有六重溪橫移斷層

以地質鑽探、井測及地球物理探測等技術進行分析，以釐清崩

通過，觸口斷層與崙後斷層則為本區域主要之斷層構造等，如

塌地之地質環境與材料。本研究之鑽探位置於上邊坡兩處支流

圖 3 所示。因地質構造分布較密集且向斜與背斜構造亦相當發

至下邊坡農路盡頭陷落點位，共規劃 4 孔地質鑽探調查，每處

達，故使得區域內地形崎嶇陡峭。另蒐集中央地質調查所記錄

鑽孔之鑽探深度分別為 20、30、30 及 20 公尺，總共施鑽長度

之地層露頭資料可知，研究場址之鳥嘴層 (六重溪斷層北側)

為 100 公尺，並在達到預定深度之裸孔條件下，完成 BH-02 及

地層位態 (走向/傾角) 為 N31°E/34°E 及 N46-50°E/48-70°W

BH-03 之孔內井測試驗。另外，為了能具體瞭解崩塌地之地層

之間；中崙層為 N20-50°E/12-30°W 之間；而南側鳥嘴層地層

分布，本研究於八寶寮崩塌地共布置 3 條地電阻影像剖面

位態為 N50-60°E/40-42°E 之間，N81°W/20°W 等，顯示三個區

(RIP) 測線，如圖 4 所示。

塊之地層位態明顯受斷層與褶皺等地質構造擾動影響而變化

圖 1 研究區域地理位置圖
Fig.1 Location map of the study area

(a) 崩塌地

圖 2 八寶寮崩塌地變遷過程 (2011 年至 2017 年)
Fig. 2 Processes of landslides in the study area (from 2011 to 2017)

(b) 河流向源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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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研究區區域地質圖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Fig. 3 Geological map of study area

圖 4 鑽探位置及地電阻影像剖面施測布置圖
Fig.4 Location map of drilling and RIP survey lines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除了以鑽探取得之岩心進行判釋外，另外選擇 BH02 及 BH-03 鑽孔實施孔內攝影調查分析、孔內地球物理井測

(包含自然電位、電阻、自然伽瑪) 以及孔內地下水流速調查，
並以地電阻影像剖面法之施測結果輔助解釋研究區域之水文
地質分布情況。各項調查設備規格如表 1 所示，詳細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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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達 85%以上，每一鑽孔需鑽透岩屑層及風化破碎岩層，並深

1. 地質鑽探調查
本研究於八寶寮崩塌地挑選 4 處進行鑽孔調查，以瞭解崩
塌地內之地質特性、地下水位狀況，鑽孔布置規劃乃依據崩塌

入新鮮岩盤 3 公尺以上，以利後續瞭解崩塌地之地下地質狀況
及可能滑動面。

地案例配置原則經驗，以及本研究現地調查成果，以進行最佳

綜合上述布孔原則、滑動面方向、西側陷落邊界及現地勘

化鑽孔布置規劃，其配置原則有：(1) 足夠施工腹地；(2) 近中

查等成果，本計畫鑽探作業於上邊坡兩處支流至下邊坡農路盡

心點、冠部與趾部等至少各鑽 1 孔；(3) 搭配崩塌地剖面圖，

頭陷落點位，共規劃 4 孔地質鑽探調查，如表 2 所示，本次鑽

應採直線方式布孔，提供後續分析應用。另為獲取完整岩心，

探場址有 BH-01~BH-04 等四處場址 (圖 4)，其深度分別為 20、

以利於進行岩心判釋，鑽探方式孔徑一律採用 HQ 尺寸，取樣

30、30、20 公尺，共計 100 公尺。

表 1 地球物理調查設備及規格說明
Table 1

Geophysical survey equipment and specifications
調查項目

調查設備

規格

直徑: 42 mm
長度:1.62 m
感應器:1.5MHz壓電式聲波
旋轉速率: 5~20 rev/s
取樣頻率: up to 360/rev
電測儀
直徑: 44 mm
(Electrical logging probe)
長度:2.70 m
適用溫度:0~70ºC
最大抗壓: 20MPa
電阻範圍: 0~2000 ohm-m
熱脈衝式流速儀
直徑: 50 mm
(Heatpulse flowmeter probe)
長度:2.24 m
適用溫度:0~50ºC
最大抗壓: 20MPa
流速範圍: 0.1~3 m/min
電極棒 (不極化材質的金屬棒)
最高輸出電壓至少400V，輸出電流可變範圍為最高可達
及電探儀 (McOHM PROFILER-4) 120mA，測量解析度0.5μV，A/D 解析度為24位元，使用電
源12V之蓄電池，利用 SCANNER 可擴充至288根電極

孔內岩體裂隙調查分析

聲波式孔內攝影儀
(Acoustic televiewer)

孔內地球物理探測

孔內地下水流速探查

地電阻影像剖面法

表 2 地質鑽探規劃成果
Table 2

Results of geological drilling planning table

鑽孔

X

Y

深度

位置

說明

BH-01

201369

2583483

20 m

上邊坡

BH-02

201455

2583439

30 m

中邊坡

BH-03

201157

2583208

30 m

下邊坡

BH-04

201461

2583488

20 m

上邊坡

崩塌地西測支流之坡頂處。
崩塌地東側支流邊坡較為陡峭且多風化岩屑與滲水情形，
在開挖整地安全無虞之下，盡可能至中邊坡位置設置。
農路盡頭。崩塌地西側邊界有陷落特徵，故於此布設一鑽
孔以瞭解其崩塌地邊界。
崩塌地東測支流之坡頂處。

2. 音射式孔內攝影儀 (High Resolution Acoustic
Televiewer, HiRAT)

驗需地下水做為聲波傳遞訊號之媒介，僅能在有地下水之鑽孔

由於傳統透過岩心鑽探資料判斷潛在滑動面以及推論其

聲波振幅偏低影響影像的解析度，因此在試驗前必須先檢視岩

破壞型態時，會因岩心破碎或岩心箱內岩心錯置等因素而受到

心狀況，以瞭解地層破碎程度及地下水位深度。根據現地鑽孔

限制，因此研究中另外使用英國 Robertson Geologging (RG)

狀況，本崩塌地施作孔內地球物理探測之鑽孔 BH-02 及 BH-

公 司 發 展 之 音 射 式 孔 內 攝 影 儀 (High Resolution Acoustic

03，其孔內岩體裂隙位態實際調查範圍如表 3，攝影範圍皆由

Televiewer, HiRAT) 進行孔內影像裂隙位態調查。此儀器是以

井下 2 m 至井底 30 m，而受限於音射式孔內攝影儀需有水作

1.5MHz 之壓電式超音波感應器，以 5~20 rev/s 的旋轉速率、

為媒介，故地層掃瞄深度則依鑽探水位而有所不同，如表 3 所

360 /rev 的取樣頻率發射及接收聲波訊號，在現地中以筆記型

示。

電腦及影像軟體進行記錄、處理及分析探測儀所得影像。其具

表 3 孔內岩體裂隙位態調查範圍

有人工和自動識別選擇等功能，可自動計算弱面、構造之位態

Table 3

(走向/傾角和寬度)，並進一步繪製立體投影圖，弱面方位頻率
圖以及可與實際岩心資料相對比的「模擬岩心」資料。而孔內
攝影之精度取決於探測儀之吊放速度，一般以低於 2 m/min 的
吊放速度即可達到相當高的解析度，而本系統深度記錄器之精
度可達到 1 mm，故可提供準確之深度剖面影像。然而，此試

內施作，且若地質材料過度軟弱 (如剪裂泥、崩積層) 易導致

Fracture description of boreholes

孔號

攝影範圍
(m)

地下水位
(m)

套管深度
(m)

地層掃描深度
(m)

BH-02

2.0-30.0

<2.0

0

2.0-30.0

BH-03

2.1~30.0

3.1

0

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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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孔內地球物理探測

與地層材料的顆粒大小呈正比，因此顆粒較粗的礫石或

孔內地球物理井測調查 (electrical log) 係將電測儀置於

砂岩會呈現較高之電阻率，而顆粒較細的頁岩或泥岩電

鑽孔或試驗井中，並在吊放或拉升的過程連續測錄各種地球物

阻率則較低，此關係適用於地層岩性之判斷。

理訊號，其應用早期係以資源探勘為主，近年來，井測也陸續

Palacky(1988)提出不同地層、岩性及水質的電阻率分布

開始投入至地下水、工程地質及岩石力學等相關調查中。本研

關係，可做為探測結果比對或判釋的參考依據。

究使用英國 Robertson Geologging 公司發展之電測儀可記錄的

(3) 自然伽瑪井測 (natural gamma ray logging method)

訊號包括正常態電阻率 (64” and 16” normal resistivity)、單點

自然伽瑪射線係以偵測鑽孔內地層釋放的自然伽

電 阻 (single-point resistance)、 自 然 伽 瑪 (γ) 射 線 (natural

瑪射線強度。一般而言，地層中的自然伽瑪放射源主要

gamma radiation)、自然電位 (spontaneous potential) 等，其探

來自鉀 (K-40)、釷 (Th-232) 或鈾 (U-238) 等蛻變之放

測結果隨深度並以柱狀曲線圖表示，透過不同訊號的交互比對，

射性元素，顆粒較細的頁岩或泥岩層中之黏土因吸附較

可用以分析地層之細部構造、判斷地層滲透或蓄水層位置、推

多放射性元素，所以伽瑪射線強度較高；反之，砂或礫

估地層孔隙及其強度、界定地層岩性分布及裂縫位置等，如進

石層吸附之放射性元素較少，伽瑪射線的強度則相對較

行多孔調查時更可透過各鑽孔探測成果的結合將分層剖面描

低。此外，泥的風化程度會影響伽瑪強度，灰色新鮮泥

繪。

之伽瑪強度會較黃棕色風化泥為高，而砂或礫石的成分

(1) 自然電位井測 (self potential logging method)

亦會影響伽瑪強度值，板岩質砂或礫石往往會比石英質

自然電位主要是探測儀在井內測錄過程記錄地層

砂或礫石還要高。就水文地質觀點而言，井測之伽瑪值

電極與固定在地表電極間之電位差，由於地層流體中之

高表示地層含黏土量高，可判定為低透水性之頁岩或泥

鈉離子會由高濃度處向低濃度處擴散，當地層水的鹽分

岩層；相反的，伽瑪值低表示地層含黏土量少，可能為

高於鑽井泥漿時，鈉離子會從高鹽度的地層水向低鹽度

透水性較佳之砂岩層。因此根據自然伽瑪射線的偵測結

的鑽孔泥漿擴散而產生自然電位差之變化。自然電位差

果，可用以界定砂岩及頁岩層之分布並進而判定地層之

隨深度變化的曲線稱為 SP 曲線，可藉以判斷地層之岩

透水性。

性及滲透性。由於頁岩的滲透率低，受泥漿滲透 (浸污)

4. 孔內地下水流速調查

所造成的離子變化作用較低，因此電位差的變化不大，

本研究係採用英國 Robertson Geologging 公司發展之熱脈

SP 曲線在測錄圖上成為一條直線，稱為頁岩基線 (shale

衝式流速儀來進行地下水流速調查，定點量測鑽孔內地下水垂

baseline)。反之，由於砂岩較具滲透性，地層受泥漿浸污

直流速及流向分布，用以掌握八寶寮崩塌地主要地下水流動層

所造成的離子變化相對明顯，亦將產生較為顯著之電位

深度及變化、裂隙連通性及整體地下水的補注 (流出) 潛勢。

差。一般而言，當地層水的鹽分濃度高於泥漿時，砂岩

本研究於鑽孔完成後直接將各式儀器置入孔內進行探測，首先

層相對於頁岩層較具負電位，SP 曲線的讀數會向左 (即

透過孔內地球物理探測調查初步瞭解地層的岩性分布、岩盤軟

負電位方向) 偏移。

硬程度及剪裂帶位置；其後利用孔內影像掃瞄來判定地層破碎

(2) 電阻井測 (electric logging method)

程度及裂隙分布，並與孔內地球物理探測調查結果交互比對，

電阻率主要是量測探測儀通過不同地層電流極與

確認坡地的層次分布、是否含有特殊地質構造及可能滑動面深

電位極間之電阻率。本研究採用之探測儀主要可以量測

度；待掌握上述資訊後再進行定點式的流速量測，藉由流速及

正常態電阻率(normal resistivity) 及單點式電阻 (single-

流向變化來獲取裂隙、破碎帶 (剪裂帶) 或地層界面之地下水

point resistance)，正常態電阻率依電流與電位極間距的

流動特性，同時判斷地層之主要滲流路徑。調查結果除可評估

不同又可分為 16 吋的正短距及 64 吋的正長距，其中正

邊坡的滑動潛勢外，亦可做為坡地排水設計及穩定分析之依據。

短距是測定鑽孔橫向淺層的地層電阻率，對岩層界面或
薄岩層有較佳解析力，然其所測之電阻率往往是泥漿浸
污區 (invaded zone) 或部分浸污區的地層電阻，較無法
直接求得地層之真電阻，但可藉由地層浸污的程度來評
估；正長距的橫向測定深度較大，所測得的範圍通常可
以涵蓋到泥漿未浸污區的區域，其電阻率經校正後較可
代表岩層之真正電阻率，但對岩層界面或薄岩層之解析
度較差。此外，單點式電阻則是記錄地層單點與地表接
地間之電阻，其對薄層之電阻變化敏感度較高，可提供
薄層或較小裂隙構造定位之參考。
一般而言，在相同孔隙水質的條件下，高孔隙率或
含黏土量多往往會呈現較低的電阻率；反之，低孔隙率
或黏土含量少則會反應出較高之電阻率。此外，電阻率

5. 地電阻影像剖面法 (Resistivity Image Profiling,
RIP)
由於地電阻影像剖面可探測崩塌地地層構造情形、斷層位
置、岩性等，且地電阻探測對於及地層中可能含水層分布情形，
亦能提供可靠之資訊，故本研究採用地電阻影像剖面法輔助調
查研究區域之地質構造位態及地下水分布。地電阻探測方法係
於探測測線上，布設電流極及電位極，由放電電流與電位差之
關係，推算得測線地層之等視電阻剖面圖，再配合地表地質調
查、地質鑽探成果、地下水觀測成果或其他探測成果，加以綜
合解析地電阻探測結果，可研判崩積地層構造、含水層位置或
地層異常處之範圍及位置。
本研究規劃之 RIP 測線為搭配地質鑽探與調查成果，邊
坡以 BH-04 至下游 BH-02 為縱軸，另斜交西側 BH-01 場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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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十字狀地電阻影像剖面 (RIP) 柵狀圖，下邊坡則以 BH-

蝕坑溝，故崩塌原因可能係地質條件不良、加上滲水與坑溝侵

03 往東至下游溪谷規劃，共計 3 條測線，如表 4 與圖 4 所示，

蝕所致。此外，根據圖 2 歷年衛星影像判釋崩塌地的變遷可

以期能了解地層與崩塌地的分布。測線編號分別為 R1、R2 與

知，其崩塌地係由西南邊之下邊坡逐漸往東北邊之上邊坡擴大，

R3，本研究 R1 及 R2 採用電極間距為 2 公尺之二極排列法

初步判釋本崩塌地之滑動方向為東北-西南方向。此外，依據

(Pole-Pole) 進行施測，每條測線長度皆為 62 公尺，探測深度

圈繪邊界可知 (圖 4)，本崩塌地西側邊界亦有往西或西北方向

30 公尺，R3 採用電極間距為 2.5 公尺之三極排列法 (Pole-

擴大之趨勢。

Dipole) 進行施測，測線長度皆為 77.5 公尺，探測深度 20 公

表 4 本研究探測測線布置說明表

尺，測線總長度 201.5 公尺。各測線依手持 GPS 佈置，詳表 4

Table 4

Description of survey lines

所示。
測線編號 位置(m)

四、結果與討論
1. 崩塌原因與滑動方向初步判釋

R1
R2

根據圖 3 地質圖顯示，因地質構造分布較密集且向斜與背
斜構造亦相當發達，故使得本區域地形崎嶇且地質較為破碎。

R3

並且透過地表地質調查成果 (圖 5) 發現，本區域多滲水與侵

TWD97
X

Fig.5 Investigation results of seepage and gully in Babaoliao Landslide

高程(m) 長度(m)

起點

201463.699

2583468.178

523.82

終點

201459.39

2583406.333

512.79

起點

201415.066

2583459.681

516.84

終點

201470.401

2583431.75

520.04

起點

201143.751

2583208.224

433.52

終點

201221.22

2583207.511

410.75

照片說明：上邊坡處侵蝕情形 (左圖) 及BH-02場址下方滲水位置 (右圖)

圖 5 八寶寮崩塌地滲水與坑溝調查成果分布

Y

62
62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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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崩塌地鑽孔調查成果及地層剖面圖繪製

剖面圖之繪製，故本研究則以此剖面繪製出本崩塌地之鑽孔剖

根據各場址岩心紀錄判釋之風化岩層與剪裂帶，其岩性主

面圖。根據崩塌地鑽孔調查成果，各鑽孔淺層 1~2 公尺為土壤

要為鳥嘴層 (Nt) 之泥質砂岩或砂頁岩互層為主。上邊坡 BH-

與風化岩層，可依據地形起伏修正，以及地表下深度約 18.3 至

01 與 BH-04 場址中，土壤及風化岩層約有 2 公尺，其他則為

26.5 公尺處，有厚度 2~3 公尺的剪裂泥分布，可初步繪製出可

岩盤，層面或裂隙主要以低角度分布為主，部分破碎含泥等特

能的滑動面之分布；然而，下邊坡因接近河床，比對鄰近 BH-

性。其中，在 BH-01 地表下 18.3 公尺後，原砂頁岩互層之岩

03 場址的 4~6.1 公尺、6.4~10.5 公尺、24.9~26.5 公尺剪裂泥

層後地層擾動產生剪裂泥之現象。中邊坡 BH-02 場址中，土

分布，應可比對為較淺層之剪裂泥，故此滑動面最後可能終止

壤及風化岩層約有 1 公尺，其岩盤則有高低角度的層面及裂隙

於河床邊界。綜合上述結果，依照土壤與風化岩層、剪裂泥及

分布，顯示該區域地層擾動顯著，尤其地表下 26.7 公尺後，

泥質砂岩或砂頁岩互層岩盤等分類，可繪製八寶寮崩塌地之地

有剪裂含泥的情形，可比對上述 BH-01 地表下 18.3 公尺後之

層剖面圖，如圖 6b 所示。據此，八寶寮潛在崩塌地範圍內有

產狀。下邊坡 BH-03 場址中，土壤及風化岩層則較厚，符合

四處崩崖，其地層特性為淺層 1~2 公尺為土壤與風化岩層，而

坡趾之特性，約有 4 公尺之多，而岩盤則多為高角度層面及裂

淺層岩盤主要有低角度的層面與裂隙分布，深層岩盤則為高角

隙分布，亦有許多層剪裂泥的分布，如地表下 4~6.1、6.4~10.5、

度，可能受南側的斷層與褶皺構造所影響，尤其南側下邊坡

24.9~26.5 公尺，厚度約為 2~3 公尺。

BH-03 場址較為接近此地質構造，使得該場址高角度裂隙與剪

透過地形分析 (圖 6a) 可知，剖面 (由垂直冠部偏移西南

裂泥比上邊坡場址較多。另外，於 BH-01、BH-02 及 BH-03 之

方至 BH-03) 可包含崩崖冠部特徵、以及上邊坡 BH-01 場址

地表下深度約 18.3 至 26.5 公尺處，有厚度 2~3 公尺的剪裂泥

與下邊坡河床，鄰近 BH-03 場址，且該剖面位於整體潛在崩

分布，初步判釋滑動面深度約為 18.3 至 26.5 公尺，故推測可

塌地範圍之中心，其東側的 BH-02 與 BH-04 鑽孔亦可輔助該

能之滑動面由崩崖分布至坡趾，進而影響八寶寮邊坡之穩定性。

(a) 地形、剖面線

(b) 地層剖面圖

圖 6 八寶寮崩塌地之地形、剖面線及地層剖面圖
Fig.6 Topography, section lines, and section of the Babaoliao Land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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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桃紅色線為裂隙，綠色線為層面) 可知有 9 條為層面，其

本研究針對 BH-02 及 BH-03 鑽孔進行孔內攝影調查，其

傾向為 122 度、傾角為 63 度；由 11 條裂隙分布可知亦無法劃

調查深度如表 1 所示。配合鑽探岩心的檢視可將影像所標定之

定明顯的位態群集。綜整兩孔不連續面位態調查結果可知地層

不連續面分為裂隙 (Fracture) 及層面 (Bedding) 兩類，如為

的層面均屬高角度位態發育，而透過裂隙位態分布可推判坡地

裂隙在影像上會有明顯的暗色軌跡，常會因擠壓或剪動等外力

應受到滑動或擠壓等外力作用，導致其較無一致之方向性，茲

作用造成方向不規則且寬度較大之破裂面，或是厚層的剪裂帶；

將兩孔的位態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4 所示。

如為層面則在影像上不會呈現開裂的現象，色澤較淡，且為方

表 4 孔內岩體不連續特性

向一致之正弦軌跡。同時並計算每一條不連續面的傾向與傾角

Table 4

繪製立體投影分析圖，透過投影圖中之極點分布來決定場址地

孔號

影像分析區段
(m)

BH-02

2.0-30.0

層不連續面之位態。BH-02 鑽孔的位態分析結果如圖 7 所示，
共可標定 25 條不連續面 (訊號如圖 10 最右欄位，桃紅色線為

Characterization of structural discontinuities

裂隙，綠色線為層面)，其中 7 條為層面，其主控位態傾向為
286 度、傾角為 54 度；另根據 18 條裂隙可知其極點非常散亂，
無法標定明顯的位態群集。BH-03 鑽孔的位態分析結果如圖 8

BH-03

3.2-30.0

不連續面
型態

不連續面
數量

主控位態
(傾角/傾向)

層面

7

54/N286

裂隙

18

NA

層面

9

63/N122

裂隙

11

NA

所示，透過 20 條不連續面的標定結果 (訊號如圖 11 最右欄

層面 : N286°54°

裂隙: NA

圖 7 BH-02 鑽孔不連續面立體投影圖
Fig.7 Stereographic plot of borehole BH-02

層面 : N122°63°

圖 8 BH-03 鑽孔不連續面立體投影圖
Fig.8 Stereographic plot of borehole BH-03

裂隙: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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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BH-03 鑽孔 15 m 以上岩盤結構強度呈現隨深度遞減之趨

4. 鑽孔反射振幅分析
為提升滑動機制判斷之準確度，本研究另分析音射式孔內

勢，反射振幅強度整體落在 1173 ± 500 之間，而比對岩心紀錄

探測儀 (HiRAT) 所側錄之音波反射振幅 (Amplitude) 特徵，

可知該區段泰半由剪裂夾泥組成，其中僅 10.5 ~ 14.2 m 區間

藉此岩體結構特徵解析技術，可確實掌握各鑽孔岩層結構的變

夾有膠結佳且硬度強的細砂岩，因此反射振幅強度增至 28621

化。音射式孔內探測儀掃描的基本原理是在孔內探查吊放過程

± 1355。相對地，15 ~ 25 m 岩盤結構強度反而呈現隨深度遞

中放送低能量高頻率 (0.5 ~ 1.5 兆赫) 的超音波，透過地下水

增之趨勢，反射振幅強度整體提升至 2196 ± 780 之範圍，比對

或鑽孔內液體做為媒介撞擊孔壁後立即反射回至探測儀，系統

岩心紀錄可知該區段岩盤結構較為完整，僅存在些許剪裂夾泥，

即轉換反射訊號振幅資料在電腦螢幕上展繪出二維地層細部

但存在高角度層理與裂隙。而在 25 ~ 26.5 m 左右岩盤結構出

區段影像。由於音波反射振幅可視為鑽孔孔壁音射性質之函數，

現顯著轉折，反射振幅強度降至 1000 左右，從岩心記錄可知

因此藉由剖析音波反射振幅大小可輔助裂隙岩層結構的描述

該區段為砂頁互層且剪裂夾泥，且包含高角度裂隙，過了此區

與分析工作，包括岩層結構強弱、完整度、弱面分布情形以及

段岩盤結構強度又開始逐漸隨深度遞增至 1718 ± 480 範圍，

區分出岩性變化。

由岩心紀錄可知該區段偶夾頁岩且膠結較差，最底層則可觀察

BH-02 鑽孔的音波反射振幅如圖 9(a) 所示，可觀察到在
深度 26.7 m 以上變化並不顯著，範圍大致落在 2867 ± 658 之

到高角度層理。

5. 孔內地球物理探測分析

間，僅若干區段反射振幅強度低於 2000，從岩心記錄可知該

本研究 BH-02 鑽孔電測的實際調查範圍為 2.5~30.0 m，

站岩盤以泥質砂岩為主，而部分區段可觀察到夾頁岩，甚至破

其訊號隨深度變化如圖 10 所示，測錄結果顯示本孔電阻值偏

碎夾泥而反應出低反射振幅強度，因此岩體強度出現數次轉折。

低，介於 10~40 OHM-M 之間，研判本孔地層材料顆粒甚為細

而 27 m 以下至孔底反射振幅強度明顯較上層低，範圍大致落

緻，而自然伽瑪射線則介於 60~130 CPS 間，其中在 1~4m 及

在 833 ± 418 之間，比對岩心紀錄可知該段沉積環境擾動較明

26~30m 明顯提升，電阻則陡降，說明區段係以具高放射性之

顯，紋理散亂且泥質成分高，說明該區段岩層結構相當鬆散且

頁岩或剪裂泥為主，此現象與聲波振幅反射訊號的結果相當，

軟弱。

反觀 4~26m 訊號反向，地層則以偏向顆粒較粗、泥質含量較

BH-03 鑽孔音波反射振幅如圖 9(b) 所示，由振幅圖資可
知 BH-03 鑽孔岩盤結構較 BH-02 鑽孔更為鬆散與軟弱，即便

低之砂岩為主，惟此區段訊號呈現明顯的震盪，證明區段砂岩
較不均質，層間仍常有夾泥或砂頁互層之現象。

從岩心記錄可知兩站岩盤都是以泥質砂岩為主。由細部剖析可

BH-02鑽孔

圖 9 鑽孔音波反射振幅分析圖
Fig.9 The amplitude of the reflected acoustic signal from HiRAT

BH-03鑽孔

中華水土保持學報，50(2), 2019

83

圖 10 八寶寮 BH-02 鑽孔孔內井測結果
Fig.10

Well logs of borehole BH-02

BH-03 鑽孔電測的實際調查範圍為 2.5~30.0 m，其訊號隨

02 鑽孔的實際調查範圍為 4.0~30.0m，其調查結果如圖 10 所

深度變化如圖 11 所示，測錄結果顯示本孔電阻值均低於 30

示，可知整孔的垂直流速為 0 m/min，說明本孔量測範圍內無

OHM-M，相較於 BH-02 鑽孔研判本孔地層材料顆粒更為細緻、

明顯地下水補注，研判係因單一含水層，孔內之裂隙通道並未

軟弱。自然伽瑪射線則介於 60~140 CPS 間，其中在 4~10m 及

連結到遠端水頭，導致孔內地下水無垂直方向對流情形。BH-

22.5~30m 明顯提升，電阻則相對較低，說明區段係以具高放

03 鑽孔的實際調查範圍為 4.0~30.0m，其調查結果如圖 11 所

射性之頁岩或剪裂泥為主，反觀 10~22.5m 訊號反向，地層則

示，可知孔底的垂直流速為 3.0 m/min 向上滲流，說明本孔近

以偏向顆粒較粗、泥質含量較低之砂岩為主，其中又以 10~14m

孔底具強烈的地下水補注潛勢，研判係因含水層中之受壓地下

最為顯著，此現象與聲波振幅反射訊號的結果一致，惟在砂岩

水因鑽孔解壓而沿著裂隙湧入孔內，在 14.0~16.0m 有明顯之

區段訊號震盪劇烈，亦說明了區段砂岩組成較不均質，層間多

震盪，代表區段裂隙具較佳的流動潛勢而擾動了鑽孔內的垂直

處呈現夾泥或與頁岩互層之型態。

流速，其後水流在 4~6m 因連接到遠端較低水頭導致地下水自

6. 孔內地下水流速調查分析

井內逐漸流向地層，並在 4m 崩積層與岩層之界面完全流出，

本研究利用 BH-02 及 BH-03 鑽孔之地下水流速量測，BH-

在 4m 岩土交界面所形成之水流路徑則有可能形成潛在之滑
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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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BH-03 鑽孔孔內井測結果
Fig.11

Well logs of borehole BH-03

7. 地電阻影像剖面法探測分析
依據經濟部地質調查所五萬分之一臺灣區域地質圖中埔
圖幅所述，本崩塌地東側主要位於中崙層 (Cn)，地層岩性主
要為頁岩、砂質頁岩及泥岩，西側及南側為鳥嘴層 (Nt)，地層
岩性主要為泥質砂岩、砂質頁岩及厚砂岩，南側近六重溪斷層。
另由 BH-01~BH-04 鑽探結果，顯示表土層主要為土壤、岩屑
及岩塊，下部為砂岩層。由以上資料及依據 R1~R3 測線地電
阻影像剖面電阻率推論，造成其電阻率差異可能因素計有：(1)
不同的岩性造成明顯高低電阻率差異。(2) 同一岩性地層中有
明顯高低電阻率存在，顯示相同岩性地層因其破碎、含水量改
變或地層錯動造成電阻率改變。(3) 地質構造單純電阻值漸變
或相同。(4) 崩積材料造成上下電阻值差異。(5) 地層非水平
層，擴大地層的不均性，使得同一地層因不同方向的測線而有

m 電阻率大部份介於 25Ω-m〜200Ω-m，厚度<5.5 m，研
判為崩積岩塊。下部砂岩層，剖面 0~36 m，厚度 0 m〜
5.8 m，電阻率<20Ω-m，研判為破碎或節理發達砂岩層，
再下方電阻率介於 20Ω-m〜30Ω-m，研判為砂岩層；剖
面 36~62 m，電阻率<15Ω-m，研判為破碎或節理發達砂
岩層。
(2) R2 剖面
表土層為土壤及岩屑層，大部份皆很薄，但在剖面
20 m〜36 m 較厚，電阻率介於 20Ω-m〜60Ω-m，厚度 0
m〜2.9 m。下部砂岩層可分為二層，第一層厚度 1.3 m
〜10 m，電阻率<20Ω-m，研判為破碎或節理發達砂岩層，
第二層電阻率介於 20Ω-m〜40Ω-m，研判為砂岩層。
(3) R3 剖面

不同的電阻率。根據鑽探資料及 Griffiths and King(1965) 孔隙

剖面 0 m〜11 m 電阻率介於 40Ω-m〜100Ω-m，厚

率愈大含水量愈高之理論，本研究判釋 R1〜R3 探測剖面 (圖

度 1.9 m〜6.2 m，研判為崩積岩塊，剖面 11 m〜66 m，

12 至圖 14) 之解釋如下：
(1) R1 剖面
表土層為很薄的土壤及岩屑層，推估在 1m 內，因
此剖面上無法顯示，但在剖面 0 m〜16 m 及 36 m〜46

電阻率介於 20Ω-m〜60Ω-m，厚度 0.6 m〜5.2 m，研判
為土壤及岩屑層。下部砂岩層，電阻率<20Ω-m，研判為
破碎或節理發達砂岩層。

中華水土保持學報，50(2), 2019

85

8. 八寶寮崩塌地鑽探及地球物理調查成果綜整分
析

砂頁互層或夾泥，且材料組成甚不均質，兩孔的淺層及深層均

本研究首先於衛星影像判釋成果顯示有局部崩崖、陷落與

速與流向調查成果 (彙整如表 5)，BH-02 鑽孔的量測範圍為單

侵蝕溝等特徵，且不同時期影像變遷分析結果顯示有逐漸擴大

一含水層型態，在沒有任何水頭的作用下孔內無垂直方向之對

情形，故藉由侵入式以及非侵入式手段進行探勘，調查八寶寮

流，而 BH-03 鑽孔深層裂隙 (14.0~16.0 m) 所連接到的高水頭

邊坡崩塌地之水文地質狀況以及潛在可能滑動面位置，成果可

造成地下水向孔內流入，具較佳之透水性，故 BH-03 於豪雨

彙整如表 5 所示，並將各項調查成果綜整繪製於地層剖面圖，

期間此孔之地下水位易隨降雨增減呈現升降現象，而在 4 m 岩

如圖 6(b) 所示。本研究透過地質鑽探與岩心判釋成果可知，

土交界面所形成之水流路徑則有可能形成潛在之滑動面。

因泥質含量較多而易形成潛在之滑動面。再檢視孔內地下水流

本區地層特性為淺層 1~2 公尺為土壤與風化岩層，而淺層岩

另外，由表 5 顯示八寶寮崩塌地於各鑽孔周遭皆出現地表

盤主要有低角度的層面與裂隙分布，深層岩盤則為高角度，可

陷落之地表災害特徵，顯見此崩塌地表層滑移的特徵，而於

能受南側的斷層與褶皺構造所影響，尤其南側下邊坡 BH-03 場

BH-01、BH-02 及 BH-03 之地表下深度約 18.3 至 26.5 公尺處，

址較為接近此地質構造，使得該場址高角度裂隙與剪裂泥比上
邊坡場址較多。若是比對孔內地球物理探測及地質鑽探成果，
可知表土層為薄層土壤、岩屑層或崩積層，而至鑽孔 BH-02 及
BH-03 下方地層則有厚層的破碎且節理發達的砂岩為主；此兩
孔電測的結果可知岩性均為顆粒細緻且膠結較差之泥質砂岩、

有厚度 2~3 公尺的剪裂泥分布，故初步判釋潛在的可能滑動
面深度約介於 18.3 至 26.5 公尺之間，如圖 6(b) 所示；上述調
查成果與孔內岩體裂隙調查結果可呼應，由 BH-02 與 BH-03
兩孔不連續面位態調查結果可知地層的層面均屬高角度位態，
而透過裂隙位態分布可推判坡地應受到滑動或擠壓等外力作
用，故導致其位態變化散亂。

表 5 八寶寮崩塌地地質鑽探及地球物理調查分析綜整成果
Table 5

Comprehensive results of geological drilling and geophysical survey of the Babaoliao Landslide
土岩交界深度 (m)

剪裂帶深度 (m)
[可能滑動面位置]

孔內地下水流速變化深度 (m)

地表災害特徵

BH-01

0.6

18.3~20

無施作

地表陷落
井管露出

BH-02

0.2

26.7~31.2

整孔流速為0m/sec，無變化

鑽孔場址明顯錯移

BH-03

0.1

6.4~10.5
24.9~26.5

4(流出)
14~18(流入)

地表陷落

BH-04

0.6

無剪裂泥

無施作

地表陷落

特徵
鑽孔編號

圖 12 R1 地電阻影像剖面探測圖及 BH-02 柱狀圖
Fig.12

RIP images from survey line R1 and coregraph for BH-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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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R2 地電阻影像剖面探測圖及 BH-02 柱狀圖
Fig.13

RIP images from survey line R2 and coregraph from BH-02

圖 14 R3 地電阻影像剖面探測圖及 BH-03 柱狀圖
Fig.14

RIP images from survey line R3 and coregraph from BH-03

五、結

論

此為國內外於孔內探查應用的先驅。
本研究亦從衛星影像判釋廣域的面，發現八寶寮崩塌地由

台灣地區因板塊造山運動，使得地質構造複雜且地形地勢
陡峭；此外，台灣地區亦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與副熱帶季風區，
其地震與颱風事件頻繁，故山區邊坡未做好水土保持設施而超
限利用開發，將提高山崩與地滑地等地質災害之潛勢。有鑑於
此，本研究選擇一新興誘發大規模崩塌地-八寶寮崩塌地，嘗
試透過一系列多元尺度之調查方法，包括：衛星影像判釋、現
地地表與地質調查、地質鑽探、孔內攝影與裂隙位態分析、孔
內地下水流速調查分析，以及地電阻影像剖面法等，可做為長
期系統性觀測規劃的前置調查工作，有助於掌握及瞭解崩塌地
之水文地質特性與潛在可能滑動面/弱面，並且藉由音波反射
振幅分析可以精確量化振幅強度來透析岩層結構的變化，輔助
描述岩層結構強弱、完整度、弱面分布情形以及區分岩性變化，

下邊坡往上邊坡逐漸擴大，區內亦多滲水與發展侵蝕溝，再聚
焦至潛在崩塌地的點及線，透過侵入式以及非侵入式探勘，剖
析八寶寮崩塌地地表下深度約 18.3 至 26.5 公尺處，有厚度 2~3
公尺的剪裂泥分布；由裂隙位態結果顯示崩塌地應受到滑動或
擠壓等外力作用，物理探測結果亦研判崩塌地淺層及深層泥質
含量較多且其下部應屬破碎或節理發達的砂岩層，綜整歸納各
種調查成果可推測，八寶寮崩塌地地表下深度約 18.3 至 26.5
公尺處，研判為八寶寮崩塌地潛在的可能滑動面分布位置，進
而可提供後續地表與地中監測及地下水位等監測之參考，以有
效地發揮治理規劃與經費配置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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