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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地滑動徵兆與地下水化學因子之關聯性分析
張國欽[1] 溫惠鈺[2]*
摘

要

陳耐錦[2] 李鳳梅[2] 林榮潤[2] 柯建仲[2]

鄭裕適[1]

本文以嘉義縣中埔鄉東興村的八寶寮崩塌地 (DS181) 為研究場址，綜整歷年崩塌地現地調查與

觀測資料、地下水與地表水水體之導電度，以及水離子濃度變化反應，提出崩塌地滑動時之地下水化學因子
變動關聯性。透過不同降雨事件之水離子濃度分析、孔內變形量觀測資料及水體導電度變化之關聯性研究結
果顯示，八寶寮崩塌地地下水體之水體導電度變化會受到崩塌地滑動影響而升高。因此，本文推測水體導電度
應為八寶寮崩塌地滑動徵兆之重要關鍵因子之一，且其與碳酸氫根、硫酸根、鈣離子、鎂離子及鈉離子之濃度具
有中度至高度相關性。

關鍵詞：崩塌地、滑動徵兆、水體導電度、水離子濃度。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Landslide Precursor Factors and Concentrations of Cations and Anions
Kuo-Chin Ch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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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n-Chung Ke[2] Yu-Shih Che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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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an innovative physical–chemical approach was integrated with site investigation techniques and real-time monitoring data for the past 3 years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s of large-scale landslides. To
investigate and understand mechanism of slope movements, various real-time monitoring data—including rainfall,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borehole biaxial displacements, groundwater levels, and multitemporal satellite and UAV images—were collected from the site of the Babaoliao landslide. This research site is located at Dongxing Village,
Zhongpu Township, Chiayi County, Taiwan. According to a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downhole geophysical logging,
and in situ monitoring data analysis, the key precursors to the landslide were identified by the occurrence of slope
movement events and changes in groundwater chemistry. After assessing the aforementioned approach and actual sliding events, we could find that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to be the most sensitive factor as the landslide precursors. Furthermore, the groundwater composition of this research site were high correlation with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such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bicarbonate ions, sulfate ions, calcium ions, magnesium ions, and sodium ions.
Key Words: landslide precursor,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cation and anion concentration

一、前

言

在關聯性，並進一步瞭解災害發生前兆是否於各觀測資料間
存在某種程度之連動反應。

每逢颱風豪雨來襲，山區諸多潛在崩塌地常會無預警的

過去研究指出風化作用為破壞邊坡穩定之自然現象，其

發生大規模的滑動或土石流，造成人員傷亡或財產損失，因

可分為物理侵蝕與化學風化兩種形式，並且物理侵蝕作用有

此如何具體掌握及評估崩塌地滑發生前兆，提高即時防災的

助於化學風化之進行。West et al. (2005) 藉由分析水中陽離

效能，乃當前亟需深入探討的議題。目前國內對於崩塌地滑

子濃度之變化，研究物理侵蝕與化學風化之間的相關性，研

動常用之調查分析與監測方式，常以其物理形變反應與水位

究結果指出在物理侵蝕作用較強之區域，雖然風化材料豐

變動觀測為主，例如：地下水位、傾斜管及伸縮計等項目，

富，但風化速率卻被化學反應之動力所限制，例如溫度、植

有關地下水水化學方法之分析與長期監測，則較少應用於臺

被之區域；而物理侵蝕較弱之區域，化學風化速率則受限於

灣本土崩塌地調查案例，然崩塌地之滑動機制常屬於複合型

風化材料的多寡。地下水之化學組成能代表在地表下所發生

之肇因，若要有效掌握其滑動潛因與後續治理工程之精準規

的水文行為之徵兆 (Calmels et al., 2011；Kim et al., 2014)，

劃，需全盤瞭解整體崩塌地物理形變與水化學變化間是否存

亦有許多研究指出，土壤應力與邊坡穩定性會受到水化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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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物理化學作用之影響 (Di Maio et al., 2004; Picarelli et al.,

二、研究區域概述

2006; Di Maio et al., 2015)。
Emberson et al. (2016) 分析邊坡滲流中溶質濃度與邊坡

1. 研究區域背景資料

崩塌之關聯性，研究結果顯示發生邊坡滑動區域的河水總溶

研究區位於嘉義縣中埔鄉最南側之東興村，如圖 2 所

解固體量為 2630 ~ 9840μ mol/l，明顯高於未發生邊坡滑動之

示，西鄰臺南市白河區。區域內主要聯外道路以縣道 172 為

集水區的總溶解固體量 600μ mol/l，並且邊坡破壞之體積愈

主，南北分別通往嘉義市區與關子嶺地區。研究區屬三重溪

大，邊坡滲流的總溶解固體量也愈高。Guglielmi et al. (2000)

子集水區，為急水溪流域之白河水庫次集水區範圍內。地形

於法國南部阿爾卑斯山 La Clapière 場址收集泉水及地下水

分析成果 (圖 2) 顯示，地形高程起伏約介於 400-580 公尺

並分析其水化學特性，將地滑速率最快的兩點對應至濃度

之間，屬於低海拔之丘陵地形，高程由北向南減緩；坡度分

上，可發現隨著地滑速率增加，泉水的入滲流量亦增加，稀
釋了水中的ܱܵସଶି 濃度，故造成ܱܵସଶି 濃度下降。青木滋 (1998)
曾於日本新潟縣虫龜進行長期的地下水監測，其研究成果顯
示當地滑災害發生，其深層地下水位會上升，而地下水之碳
酸氫根 (ܱܥܪଷି )、氯離子 ( ) ି ݈ܥ及鈉離子 (ܰܽ ା ) 則使導電
度值提高，約 5.09~5.13 ms/cm。地頭薗隆 (2014) 長期針對

布主要以五級坡及六級坡為主，即坡度大部分超過百分之四
十以上；坡向則以南向為主，其次為朝東南、西南向及西向。
崩塌地位於山坡地，土地利用以務農為主，主要農作有桂竹、
柑橘及檳榔等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2018)。

2. 研究區水文地質特性

日本鹿兒島矢筈岳山流域內坡面湧水進行水體導電度之採

為能更具體瞭解崩塌地之滑動特徵，本研究引用張國欽

樣分析與監測，成果顯示標高 140 m 與 90 m 附近之湧水導

等人 (2019) 及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 (2018)

電度值有上升之趨勢，造成導電度值上升原因為坡面縱向坑

之成果，其搭配衛星影像判釋、9 孔地質鑽探調查 (鑽孔位

溝發生湧水 (指地下水在尚未入滲至岩盤即從坡面排出之

置如圖 3 所示，各鑽孔柱狀圖如圖 4 所示)，及 6 孔音射式

地下水處所採集水體)。歸納上述，在崩塌、地滑發生前若干

孔內攝影調查、孔內地球物理探測、地下水流速等調查，以

時間，地下水離子濃度或導電度皆有某種程度之變化趨勢，

及 3 條地電阻影像剖面，彙整出八寶寮崩塌地內各鑽孔之滑

唯各地區因地制宜，發生變化或為不同之水離子或為導電

動特徵，如表 1 所示；由表中可知，位於崩崖特徵處之 BH-

度，因此若能結合地球物理與水化學方法進行台灣本土地區

01、BH-04、BH-05、BH-09 孔位，均發生地表陷落之災害，

崩塌滑動徵兆之監測，應能作為崩塌災害之預警。

位於崩塌地最北側之 BH-05 及 BH-09 鑽孔附近，地表伴隨

本文挑選位於嘉義縣中埔鄉東興村之八寶寮崩塌地為
研究場址，因近年多次豪雨颱風來襲不斷造成崩塌情形發
生，且又受到白水溪上游支流的向源侵蝕作用，因此八寶寮
崩塌地有持續滑動及擴大崩塌範圍的潛在危機。八寶寮崩塌
地之地貌變化如圖 1 所示，圖上顯示 100 年度衛星影像發現
崩塌地左右的兩側支流開始有崩塌的形成，而右側支流的崩
塌面積較多；歷經豪雨與颱風等事件，崩塌範圍逐漸往源頭
擴張，於 104 年度兩側裸露地面積總計約有 2 公頃。為了瞭
解崩塌地滑動時地下水化學因子之變化，本文將結合各項孔
內水文地質調查成果與水化學分析，並透過水質水壓計監測

張力裂縫產生。透過侵入式以及非侵入式探勘，可將八寶寮
分為三個地層剖面，各剖面初步研判可能之地層滑動面分布
位置 (如圖 5) 分別為：(1)BH-09 至 BH-07 縱剖面，可能滑
動面推測有兩層，分別為淺層 8.5～10 m，深層 51.5～55.3 m
間；(2)BH-01 至 BH-04 至 BH-05 上邊坡橫剖面 1，可能滑
動面推測有兩層，分別為淺層 18.3～25.4 m，深層 39.5～44.7
m 間；(3)BH-06 至 BH-02 至 BH-08 上邊坡橫剖面 2，可能
滑動面推測有兩層，分別為淺層 4.1～5.7 m，深層 25.8～35.9
m 間。

鑽孔內地下水導電度與地下水位變化之關係，嘗試尋找崩塌

另本研究由 107/7/18 之 UAV 影像及現況檢核，可發現

地滑動徵兆評估因子，並建立與滑動徵兆之關連，期望未來

崩塌地內主要有 10 條侵蝕溝及眾多小分支坑溝，分布如圖

此項資訊可作為崩塌災害預警之替代方式。

3 所示，滲水點位約為 46 處；經過現地查核空拍影像所判釋
之崩塌地特徵與邊界，確認八寶寮崩塌地範圍約有 11.96 公
頃，其區內有 9 處滑動體 (L-1~L-9)，而位於上邊坡崩崖之
L-1~L-4，因不斷地受降雨沖刷及侵蝕，已整合成一大塊的滑
動體，如圖 6 所示。

3. 既有災害狀況
研究區內於 106 年 0601 豪雨事件後，集水區內有多處
土砂沖蝕，以崩塌地頂端處較為嚴重，如圖 7(a)~(d) 顯示土
砂崩落覆蓋 BH-01、BH-02 鑽孔場址；106 年 0728 之尼莎颱
圖 1 八寶寮崩塌地各期 google earth 衛星影像（水土保持
局，2018）
Fig.1 Various period of Google Earth satellite images of
Babaoliao landslide

風，亦造成土砂侵蝕加劇，使得 BH-01 鑽孔場址有陷落情
形，如圖 7(e)。107 年 0613 豪雨及 0709 瑪麗亞颱風過後，
位於崩塌地頂端之 BH-05 及 BH-09 鑽孔及其附近區域，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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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地表陷落及生成張力裂縫，如圖 7(f)~(g)，另 BH-06 及

害，BH-06 鑽孔已完全傾倒，地表沖蝕更加嚴重，如圖

BH-08 鑽孔則是在經歷此兩次降雨事件後發生井管變形，如

7(k)~(l)。綜合上述，本研究將八寶寮崩塌地利用遙測資料判

圖 7(h)~(j)。107 年 0823 熱帶低壓後，更加劇此處之地表災

釋及現地調查之災害特徵位置彙整如圖 8。

圖 2 八寶寮崩塌地地理、水系及地形分布圖
Fig.2 Geographic map, drainage density and topographic maps of Babaoliao land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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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八寶寮崩塌地坑溝與滲水影像判釋及鑽孔分布圖
Fig.3 Gully and seepage points interpretation, and geological boreholes location in Babaoliao landslide

圖 4 八寶寮崩塌地鑽孔柱狀圖
Fig.4 Borehole logs of Babaoliao landslide

表 1 八寶寮崩塌地地質鑽探及地球物理調查分析綜整成果
Table 1

Investigation results of geological drilling and downhole geophysical logging of Babaoliao landslide
特徵

鑽探深度 (m)

土岩交
界深度 (m)

BH-01

20

0.6

BH-02

30

0.2

BH-03

30

0.1

BH-04

20

0.6

BH-05

55

1.6

BH-06

41

1

BH-07

60

0.4

BH-08

44

BH-09

44

鑽孔編號

剪裂帶
深度 (m)

孔內地下水
流速變化深度 (m)

地表災害

18.3~20

無量測

地表陷落井管露出

無明顯流進流出區段
4(流出)
14~18(流入)
無量測

鑽孔場址明顯錯移

無土壤

26.7~31.2
6.4~10.5
24.9~26.5
無剪裂泥
3.8~13.6
24~25.4
39.5~44.7
4.1~5.7
33.2~35.9
8.5~9.9
51.5~55.3
25.8~28.7

無土壤

無剪裂泥

地表陷落
地表陷落

28~30(流出)
36~38(流入)

張力裂縫地表陷落

20~24(流出)

地表陷落下邊坡崩塌

無量測

地表沖蝕嚴重

無明顯流進流出區段
16~20(流出)
28~32(流出)
36~40(流出)

地表陷落
張力裂縫地表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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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八寶寮崩塌地地層剖面圖
Fig.5 Geological

profiles of Babaoliao landslide

圖 6 八寶寮崩塌地滑動體圈繪圖
Fig.6 Landslide delineation with UAV images of Babaoliao landslide

BH‐01
BH‐01

(a)1060601豪雨前，BH-02鑽
孔東側邊坡 (106/5/9)

(b)1060601豪雨後，東側邊
坡土砂整個下移掩蓋BH02鑽孔 (106/6/21)

(c)1060601豪雨前，BH-01鑽
孔 (106/5/9)

(d)0601豪雨後，BH-01鑽孔
被上邊坡崩塌土砂淹蓋
(106/6/5)

(f)BH-05鑽孔地表陷落
(107/7/16)

(g)BH-05至BH-09鑽孔張力
裂縫與下陷 (107/7/16)

(h)BH-06陷落最大60 cm，長
6.5m(107/7/16)

BH‐01
(e)106年0728尼莎颱風前，
BH-01場址井管裸露出50
公分；颱風後已無法通行
(106/7/24)

BH‐06

地表蝕溝加深

BH‐08
BH‐06 傾倒

(i)BH-06西側崩塌，井管變
形 (107/8/8)

(j) BH-08井管變形
(107/7/23)

(k) BH-06井管完全傾倒
(107/9/20)

圖 7 八寶寮崩塌地 106 及 107 年度災害狀況照片
Fig.7 Disaster photos of Babaoliao landslide from 2107 to 2018

(l) BH-06鑽孔往下游之地表
沖蝕加劇 (10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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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八寶寮崩塌地遙測資料判釋與現地調查之災害特徵位置彙整圖
Fig.8 The map of remote sensing images Interpretation and in-situ disaster location of Babaoliao landslide

4. 既有觀測站種類及設置深度
為探究地層滑動與地下水質變化之關聯性，本研究依據

表 2 所列。

5. 降雨事件

岩心與井測判釋之地層弱面以及井體開篩位置資訊，作為儀

八寶寮崩塌地雨量站自 107/5/22 開始設置，為補足未設

器設置深度的參考指標，各鑽孔之儀器放置深度及觀測儀器

站期間之雨量資料，本研究於 107/2/1～107/5/21 期間則參考

種類如表 2 所示。藉由衛星影像、UAV 空拍與現場勘查可

與計畫範圍距離約 3 km 之中央氣象局關子嶺雨量站 (編號

確認到 BH-05、BH-06、BH-09 鑽孔周遭近期地表活動的跡

C0X240) 之日雨量紀錄資料，其與研究區之相對位置如圖

象，研判其於地表下亦可能有相對的位移情形，故於其地層

10 所 示 ； 自 設 雨 量 站 之 雨 量 觀 測 資 料 為 107/5/22 ～

中的可能滑動面設置多深度整合觀測系統，以深入研究地層

107/11/30，其地點位於八寶寮崩塌地集水區上游位置 (如圖

非均向滑動以及水質水位分層差異變化與發生時間的關聯

10)。日降雨量分布圖如圖 11 所示，其中依中央氣象局之雨

性。

量分級定義，大豪雨等級共計 1 日，豪雨等級共計 1 日，大
研究區域內之觀測站分布如圖 9 所示，共有二種觀測類

雨等級共計 9 日；期間共經歷 0613 豪雨、0709 瑪莉亞颱風、

型，其中水質水位觀測包含水體導電度及地下水位，位於

0823 熱帶低壓、0909 熱帶低壓等 4 個降雨事件，而 0823 熱

BH-01、BH-03、BH-06 三處鑽孔內；孔內變形及水質水位觀

帶低壓 (107/8/23~8/24) 之 24 小時累積雨量超過 600 mm，

測包含孔內變形量、水體導電度及地下水位，位於 BH-05、

已達超大豪雨等級。

BH-08 及 BH-09 鑽孔內。本文內各觀測儀器之觀測日期如

圖 9 八寶寮崩塌地既有觀測站分布圖
Fig.9 Locations of monitoring stations in Babaoliao land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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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八寶寮崩塌地多深度孔內變形與水體導電度整合觀測系統設置
Table 2

Integrated multi-depth monitoring systems of borehole rod extensometer and electronic conductivity in Babaoliao landslide

孔號

儀器設置
深度

BH-01

12 m

BH-03

18 m

開篩位置
起
迄
0m
20 m
3m
9m
12 m
18 m

儀器種類

觀測日期

所屬滑動塊體

Aqua TROLL 200 水質水位計

107/5/30~107/11/30

L-1～L-4

Aqua TROLL 200 水質水位計

106/6/1~107/11/30

L-8

1m
IN-30V孔內變形計
13 m
IN-30V孔內變形計
BH-05
27.5 m
15 m
55 m
Aqua TROLL 200 水質水位計
107/5/30~107/11/30
L-1～L-4
41 m
IN-30V孔內變形計
55 m
IN-30V孔內變形計
BH-06
27.5 m
20 m
41 m
Aqua TROLL 200 水質水位計
107/5/10~107/11/30
L-1～L-4
1m
IN-30V孔內變形計
BH-08*
12 m
44 m
107/7/23~107/7/31
L-1～L-4
6m
Aqua TROLL 200 水質水位計
1.5 m
IN-30V孔內變形計
14 m
IN-30V孔內變形計
BH-09
19.5m
12 m
44 m
Aqua TROLL 200 水質水位計
107/7/31~107/11/30
L-1～L-4
36 m
IN-30V孔內變形計
44 m
IN-30V孔內變形計
註*：BH-08鑽孔於107/7/20完成傾斜管與水位觀測井建置，但於107/7/23即於6m處發生嚴重井管變形，故於此區段裝設觀測儀器，而107/7/31過
後此孔無法進行觀測。

(a) 八寶寮崩塌地與關子嶺雨量站位置

(b) 八寶寮自設雨量站及水樣位置

圖 10 八寶寮崩塌地雨量站及水樣採集點分布圖
Fig.10

Rain gauge and water sample location in Babaoliao land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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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八寶寮崩塌地日雨量分布圖
Fig.11

Daily precipitation of Babaoliao rain gauge station

三、水樣採集分析及結果
1. 水樣採集位置及日期次數

等兩種方式。Piper 水質菱形圖區分為五區，代表水質化學相
的型態，可歸類水質屬性特徵；而 Stiff 水質形狀圖可顯示水
質中陰陽離子濃度平衡狀態，特徵相似的圖相代表水中離子

本研究針對八寶寮崩塌地進行地下水體進行採集，包括

組成相似，並可瞭解水質變化情形。本研究基於上述地下水

BH-01、BH-03 及 BH-06 鑽孔地下水位面之地下水採樣，BH-

水質綜合指標性分析中所需之水離子種類，挑選需進行檢測

03 鑽孔因分段開篩，故進行分層水樣採集，採集深度各為

之水離子項目，包括：水樣導電度 (現地採樣時量測)、陰離

BH-03 井下 5 m 及井下 18 m 處；BH-05 及 BH-09 鑽孔因設

子 (ܱܥܪଷି、ܱܵ、ି ݈ܥସଶି )、陽離子 (݃ܯଶା、ܽܥଶା、ܰܽ ଶା、 ܭା )

置孔內變形儀器無法取出，故未進行地下水樣採集。各鑽孔

之離子濃度試驗等。各項試驗檢測均依據環保署公告之最新

之水樣採集深度整理如表 3 所示。另於崩塌地上邊坡之治理

檢測方法來執行水樣樣品分析，如表 5 所示。

工程內設有橫向排水管，本研究期能得到更多不同之水樣進

表 3 八寶寮崩塌地各鑽孔水體導電度計設置深度及水樣採

行分析比對，故對橫向排水管內流出水進行水樣採集分析
(編號為橫-01、橫-02)。現地進行水體採樣時，同時進行現地

集深度一覽表
Table 3

水樣之導電度量測，水樣分布點位如圖 10 所示。本研究水
樣採集日期及次數如表 4 所示，採樣時間介於 107 年 2 月至
107 年 11 月，共計 11 個月，地下水共計 46 個樣本。

A list of installation depth of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meter of each borehole and depth of
water sample collection in Babaoliao landslide

孔號

導電度計設置深度 (m)

水樣採集深度 (m)

BH-01

12

一般地下水水質綜合指標性的分析方法，可使用 Piper

BH-03

18

水質菱形圖法 (Piper, 1944) 及 Stiff 水質形狀圖 (Stiff, 1951)

BH-06

27.5

5-10
5
18
18-20

2. 水樣分析方法

表 4 水樣採集日期及次數表
Table 4

The list of the water sampling days and number of samples

水體類別

採樣位置
BH-01
BH-03_05 m

地下水

BH-03_18 m
BH-06

*

採樣日期
107/3/19、107/3/22、107/4/19、107/5/21、107/6/26、107/7/3、107/9/6、107/9/27、
107/1/31、107/11/12
107/2/26、107/3/19、107/3/22、107/4/19、107/5/21、107/6/26、107/7/3、107/9/6、
107/9/27、107/1/31、107/11/12
107/2/26、107/3/19、107/3/22、107/4/19、107/5/21、107/6/26、107/7/3、107/9/6、
107/9/27、107/1/31、107/11/12
107/5/21、107/6/26、107/1/31、107/11/12

次數小計

次數共計

10
11
11

46

4

橫-01*

107/7/3、107/9/6、107/9/27、107/1/31、107/11/12

5

橫-02*

107/7/3、107/9/6、107/9/27、107/1/31、107/11/12

5

註*：BH-06鑽孔地下水樣因107/7/30發現井下2.4m發生井管彎折，暫時中斷水樣採集，而後於107/9/28修復井管，於10月份恢復採樣，橫向排水
管水體自107年7月底開始採樣。

表 5 水樣中陰離子與陽離子檢測方法
Table 5

Anion and cation detection method in water sample

項次
檢測項目
1
導電度
2
碳酸氫根 (HCO3-)
3
氯鹽 (Cl-)
4
硫酸根 (SO42-)
5
鎂 (Mg2+)、鈣 (Ca2+)、鈉 (Na2+)、鉀 (K+)
備註：NIEA為行政院環保署公告之檢測方法，S表示採用 APHA - STANDARD METHODS (20th/ed.)

檢測方法
NIEA W203.51B
S 4500-CO2 D.
NIEA W407.51C
NIEA W430.51C
NIEA W311.5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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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離子濃度分布，均遠低於鑽孔地下水樣。
(2) Piper 水質分類

本研究旨在結合地球物理與水化學兩部分，來探查崩塌

本研究將八寶寮崩塌地各採集水樣之水離子濃度

地之滑動徵兆。首先瞭解區域內之水化學背景資料，而後檢

分析結果進行 Piper 水質菱形圖繪製，如圖 14 所示。

視研究區域內各項觀測成果，確認崩塌地有滑動事件發生

圖中可知，位於八寶寮上邊坡之 BH-01 鑽孔地下水樣，

後，再比對事件發生期間之各類儀器監測數據變化，進而掌

於乾季時屬 (受輕微污染) 深層地下水，濕季時則大

握可能之滑動徵兆因子。

致屬一般淺層地下水或受農業灌溉影響之污染地下

1. 水體導電度觀測結果
導電度係為水傳導電流能力，且導電度與水中離子總濃
度、移動性、價數、相對濃度及水溫等有關，導電度愈高，
表示水中電解質含量較多。由於大部分鹽類都可電離，因此
導電度也可表示水中總溶解固體的多寡 (環保署，2019)。由
各鑽孔水質水位計量測得之各鑽孔地下水體導電度、地下水

水；BH-06、橫-01、橫-02 水樣無明顯乾、濕季之差別，
大致均屬於一般淺層地下水。而位於下邊坡之 BH03_05 m 及 BH-03_18 m 地下水樣，於乾季時屬 (受輕
微污染) 深層地下水，濕季時則偏向受到周圍農業灌
溉影響之污染地下水。八寶寮崩塌地鑽孔地下水體大
部分可區別乾、濕季之水質種類，乾季時水樣主要由

位與日雨量變化如圖 12 所示；由圖中可知，BH-01、BH-03

深層地下水補注，濕季時則由降雨補注至淺層地下水，

及 BH-05 等 3 處之地下水位變化與降雨量成正比關係，而

且此處之水樣受到農業污染影響較大。

水體導電度之變化原則上與降雨量成反比的趨勢，其中 BH-

(3) Stiff 水質特性

03 觀測時間較長，還可看出地下水位與導電度有乾、濕季之

本研究將八寶寮崩塌地各採集水樣之水離子濃度

變化差異；其中導電度與降雨量成反比關係為地下水中之水

分析結果進行 Stiff 水質形狀圖繪製，如圖 15 所示。

離子濃度受到降雨稀釋作用影響而降低。BH-06 之地下水位

圖中可知，八寶寮崩塌地各類水體水離子濃度組成主

及導電度變化，於連續降雨初期 (107/5 月至 107/6 月底期

要為碳酸氫根、硫酸根、鈉離子、鈣離子及鎂離子等；

間) 均隨著雨量增加而上升，而後於 107/7/30 即發生此鑽孔

雨季之水樣組成差異較大，主要為 BH-01 與 BH-03 之

受到地層滑移之影響而扭曲變形；此現象與青木滋 (1998)

鑽孔地下水，此兩孔水樣於雨季時會出現鈣、鎂離子

及地頭薗隆 (2014) 針對邊坡發生滑動時可觀測到水體導電

濃度提高，鈉離子濃度下降；其餘水樣之 Stiff 水質特

度升高之結論一致。另 BH-09 之地下水位及水體導電度並

性形狀差異不大。本研究區之地層屬於鳥嘴層的泥質

無隨著雨量之變化而變化。

砂岩，觸口斷層與崙後斷層為本區域主要之斷層構造

2. 水離子分析結果
水與土壤、岩盤的交互作用中，會發生化學風化，其化
學風化不僅僅發生於地表，連地下深處皆可進行，其分成三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2018)，根據李宇
威 (2014) 研究成果提及之觸口斷層下盤鳥嘴層沉積
環境解釋，可初步掌握八寶寮崩塌地之岩性組成屬於
遠濱過渡帶至濱面的海相沉積環境，而研究區東側的

種：(1) 水解作用 (Hydrolysis) 為礦物與水作用，破壞礦物

中崙層為頁岩及砂質頁岩為主，含少量碳酸鹽類結核

內化學鍵；(2) 碳酸化作用 (Carbonation) 大氣或土壤中的

及化石等，因此，雨季時在地下水水岩交換之水化學

二氧化碳與水一起沿著裂隙滲入岩體內部，二氧化碳溶於水

作用下易使本區岩層中的鈣質釋出。另根據郭芳等人

後變成碳酸，再分解成氫離子與碳酸氫根離子，氫離子與碳

(2008) 之研究指出，離子濃度的變化受到稀釋作用、

酸氫根離子擁有較高的分解礦物之能力；及(3) 氧化作用

淋溶作用或岩溶作用及人類活動等因素的控制；而一

(Oxidation) 為岩石內含有鐵的礦物與水結合氧化後，會將二

般的地下水中鉀、鈉的來源與分布特點是相近的，主

價鐵變成三價鐵，也有可能形成硫酸，腐蝕或弱化岩石 (王

要是沉積岩中岩鹽、鉀岩或鈉鹽的溶解，但因鉀大量

文能，2016)。
(1) 各鑽孔水離子濃度

的參與而形成不溶於水的次生礦物並且易為植物所攝
取，故地下水中以鈉含量較高。

本研究將 6 種水樣中之 7 種離子濃度分布繪製成

綜上所述，研究區域八寶寮崩塌地之地下水水質特性，

盒鬚圖 (Box plot)，如圖 13 所示。由圖中可知，八寶

於乾季水樣主要接受深層地下水之補注，故其鈉離子濃度較

寮崩塌地地下水之水離子組成主要為碳酸氫根、硫酸

多；而雨季受降雨影響下，使得此處土、岩層中的鈣、鎂離

根與鈉離子；碳酸氫根濃度高顯示此處之土壤、岩盤

子受到淋溶作用或岩溶作用而釋出，鈉離子則因為稀釋作用

之碳酸化作用強烈 (王文能，2016)，硫酸根之濃度高

而下降。而橫向排水管流出水之水樣，因屬於降雨後入滲至

可能受到此處有農業活動污染 (施肥等) 之影響 (郭

地層過程中之中間流，尚未有時間經過淋溶作用或岩溶作

芳等人，2008)，鈉離子濃度高主要為沉積岩層中鈉離

用，故其各水離子濃度皆遠低於地下水樣。

子含量較高 (郭芳等人，2008)。而橫向排水管內水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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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八寶寮崩塌地各鑽孔地下水位及導電度觀測資料
Fig.12

Observational data of groundwater level and conductivity of each borehole in Baoboliao landslide

圖 13 八寶寮崩塌地各水樣之各水離子濃度分布圖
Fig.13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water ion concentration of each water sample in Baoboliao land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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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八寶寮崩塌地各水樣點之 Piper 水質菱形圖
Fig.14

Piper plot of all water samples in Babaoliao landslide

圖 15 八寶寮崩塌地各類水體之 Stiff 水質形狀圖
Fig.15

Stiff diagrams of all water samples in Babaoliao land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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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滑動徵兆與地下水化學因子關聯性分析
在檢視 107 年度八寶寮崩塌地之孔內變形監測資料，及

107/7/30 因地層滑移而一度無法繼續進行觀測，而後
於 107/9/28 復原後，持續觀測以追蹤滑動情形。綜合

搭配現地調查確認現場滑動痕跡後，本研究確定於 107 年

檢視 BH-06 之雨量、地下水位分布、導電度分布及現

0823 熱帶低壓降雨事件過後，八寶寮崩塌地發生地層滑移

勘資料，此處之水體導電度觀測初期一直維持上升之

事件。以下針對 107 年 0823 熱帶低壓降雨事件前後期，可

趨勢 (如圖 17 所示)，且於 107 年 6 月份之連續降雨

同步觀測得地層滑動引致之水體導電度明顯變化之案例說

後，導電度並未隨著降雨量增加而稀釋水體內離子濃

明，並初步提出地層滑動與水體導電度變化之關聯性。

度，其值反而升高為初始值之 1.5 倍以上 (最低 1668

(1) BH-05 之觀測資料比對
綜合檢視 BH-05 之雨量、地下水位分布、水體導
電度變化、孔內變形量觀測及現勘資料，此處於 107
年 0823 熱帶低壓降雨事件時發生現地崩滑災害；其導
電度變化與孔內變形觀測紀錄，如圖 16 所示。圖中可
知，研究區內由 107/8/23 之 12 時開始降雨，直至

μs/cm，最高 2661μs/cm)。於 107/7/16 現勘時 BH-06
孔位旁出現邊坡滑移之地表災害特徵，並於 107/7/31
發現地表下 2.4 m 處井管變形過大造成觀測儀器暫時
中斷 (圖 17)，故於地層滑動前此處之導電度有明顯上
升趨勢。
(3) BH-08 之觀測資料比對

107/8/24 凌晨 4 時之時雨量為最大值；並且由孔內變

BH-08 鑽孔於 107/7/20 井體設置完成，107/7/23

形觀測紀錄可知，107/8/23 開始可發現此處地層即於

開始進行該鑽孔水體導電度及孔內變形量之觀測，觀

不同時間點發生不等的位移量，其中最初發生位移變

測結果如圖 18 所示。此鑽孔觀測初期在時雨量達到約

化之深度為 55 m 的 X 向，隨後為 41 m 處，最後至

70 mm/hr 時，水體導電度未受到降雨影響而有變化，

107/8/23 近午夜誘發淺層滑動，顯見此處坡頂位置之

107/7/28 降雨過後，水體導電度開始受降雨影響而提

滑動機制應受到連續降雨 (107/8/1 至 107/8/22 之間累

高，且觀測期間導電度值最大發生於 107/7/30 晚間八

積降雨量為 300 mm 左右) 影響，而使得坡體因飽和

點；同時根據雨量紀錄可知 107/7/30 晚間七點之時雨

而增加自重，導致誘發深層岩體之滑移。此外，不同

量僅為 13.5 mm/hr，之後於 107/7/31 現地工作即發現

深度之位移量也有所不同，顯示此區域滑動機制與地

此孔發生地層位移現象，故而造成井體變形過大；此

層岩性之材料結構特徵與力學特性明顯相關。而水體

結果顯示此處在地層滑動前，出現水體導電度隨著雨

導電度於 8/23 開始降雨初期，隨著降雨量增加而下降，

量而增加之現象。

但於 107/8/24 零時 30 分過後，導電度值隨著雨量增

上述三案例中，皆出現地層滑移前後導電度隨之上升之

加而陡然升高 2 倍以上 (最低 313 μs/cm，最高 674

現象，此現象與文獻回顧 (青木滋，1998；地頭薗隆，2014)

μs/cm)，爾後才回復與降雨量變化呈現逆相關之趨勢。

之邊坡發生滑動時可觀測到水體導電度升高之結論一致，故

(2) BH-06 之觀測資料比對
BH-06 觀測系統自 107/5/10 開始進行觀測，至

本研究初步提出在有前期雨量之狀況下，八寶寮崩塌地地下
水體之水體導電度變化會受到崩塌地滑動影響而升高。

圖 16 BH-05 鑽孔地下水體導電度及孔內變形量觀測紀錄比對
Fig.16

The comparison with groundwater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and underground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records of
BH-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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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16地表陷落約60cm

107/7/31鑽孔2.4m處井管凹折

圖 17 BH-06 鑽孔地下水體導電度及地表災害特徵紀錄比對
Fig.17

The comparison with groundwater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and disaster photos of BH-06 borehole

107/7/23井管變形

(註: 此孔因地層位移使得鑽孔井體變形過大，已停止觀測。)

圖 18 BH-08 鑽孔地下水體導電度及地表災害特徵紀錄比對
Fig.18

Comparison of groundwater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and disaster photos of BH-08 borehole

4. 各水離子濃度與水體導電度變化之關係

下水低，且各水離子濃度與導電度亦無明顯之關聯。

本研究將各次地下水樣之水離子濃度分析結果與採樣

綜上所述，八寶寮崩塌地主要水離子組成為碳酸氫根、

時量測之現地導電度進行多變數之相關係數分析，其分析結

硫酸根、鈉離子、鈣離子及鎂離子，其中，碳酸氫根濃度高

果如表 6 所示。由表中鑽孔地下水樣分析結果，可歸納與人

顯示此處之土壤、岩盤之碳酸化作用強烈；硫酸根之濃度高

工採樣量測導電度有中度至高度相關之水離子主要為：碳酸

則可能受到此處農業活動污染(施肥等)之影響；鈉離子之來

氫根、硫酸根、鈣離子、鎂離子及鈉離子；而橫向排水管流

源應為沉積岩中鈉鹽的溶解；鈣、鎂離子受到淋溶作用或岩

出水之水樣，因屬於降雨後入滲至地層過程中之中間流，尚

溶作用釋出而增加；故由此相關性分析結果可再度確認，水

未有時間經過淋溶作用或岩溶作用，故其導電度皆較鑽孔地

體導電度之變化應受到此 5 種水離子濃度變化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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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八寶寮崩塌地水離子濃度與其導電度之相關性分析
Table 6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water ion concentration and EC in Babaoliao landslide
BH-01

導電度

氯

鈉

鉀

-.367

-.357

.424

-.315

.028

.003

.297

.311

.222

.375

個數

10

10

10

10

10

10

10

氯

硫酸根

碳酸氫根

鈣

鎂

鈉

.740

*

-.615

*

鉀
.260

-.578

.621

.063

.041

.044

.041

.016

.441

個數

11

11

11

11

11

11

11

氯

硫酸根

碳酸氫根

鈣

鎂

鈉

Pearson 相關

.683

顯著性 (雙尾)

.020

個數

**

鉀

-.197

.660

*

-.835

.562

.027

.001

.001

.000

.741

11

11

11

11

11

11

11

氯

硫酸根

碳酸氫根

鈣

鎂

鈉

鉀

-.842

*

.998

**

.702

*

.009

*

-.622

*

顯著性 (雙尾)

**

.875

**

-.113

Pearson 相關

-.933

.892

.917

.969

-.710

-.900

顯著性 (雙尾)

.067

.108

.083

.031

.002

.290

.100

個數

4

4

4

4

4

4

4

氯

硫酸根

碳酸氫根

鈣

鎂

鈉

鉀

橫-01
Pearson 相關

-.287

.547

.469

-.582

-.296

.723

.651

顯著性 (雙尾)

.640

.340

.425

.303

.629

.167

.234

個數

5

5

5

5

5

5

5

氯

硫酸根

碳酸氫根

鈣

鎂

鈉

鉀

橫-02
導電度

鎂

.687

BH-06

導電度

鈣

.410

**

.831

**

-.294

BH-03_18m

導電度

碳酸氫根

Pearson 相關

Pearson 相關

導電度

*

顯著性 (雙尾)
BH-03_05m

導電度

硫酸根

Pearson 相關

.741

-.361

-.298

.423

-.624

-.140

-.200

顯著性 (雙尾)

.152

.551

.626

.478

.261

.823

.747

個數

5

5

5

5

5

5

5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五、結

論

1. 本文依據研究區域之水文地質特性調查及試驗結果，瞭

岩層中的鈣、鎂離子受到淋溶或岩溶作用釋出之鈣、鎂突
出型；(2) 乾季時水體補注來源為深層地下水之鈉離子突
出型。

解八寶寮崩塌地可能潛在的地層弱面及地下水流動位

5. 透過各類水體水離子濃度與其導電度之相關性分析可

置，進而作為觀測儀器設置深度的參考指標，於地層中的

知，與導電度有中度至高度相關之水離子主要為：碳酸氫

可能滑動面設置多深度整合觀測系統，以瞭解當滑動徵

根、硫酸根、鈣離子、鎂離子及鈉離子，故判定此 5 種離

兆出現時之地下水化學因子反應關聯性。

子亦可能為八寶寮崩塌地之滑動徵兆關鍵因子。

2. 崩塌地上邊坡之鑽孔地下水導電度於 107 年度之連續降
雨 (6 至 8 月) 後，皆有隨著雨量增加而上升之趨勢，且
現地在連續降雨後亦產生地層滑動，此現象與文獻回顧

誌

謝

之邊坡滑動區域內水體導電度升高之結論一致，由此可

本研究承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

知，水體導電度可能為八寶寮崩塌地滑動徵兆之重要關鍵因

SWCB-106-237 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

子之一。期許未來掌握更多的事件後，可作為滑動徵兆的判

SWCB-107-261 所支持，謹致謝忱。

斷因子。
3. 八寶寮崩塌地各類水體之水質特性分析結果顯示，水離
子組成主要為碳酸氫根、硫酸根、鈉離子、鈣離子及鎂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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