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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雨量指數應用於大規模崩塌地之可行性評估
—以嘉義縣竹崎鄉 T002 崩塌地為例
劉宜君[1] 張鈺欣[2]
摘

要

陳榮俊[3] 嚴曉嘉[3] 陳樹群[1] *

嘉義縣竹崎鄉編號 T002 的大規模崩塌潛勢區，其地層主要由泥質砂岩及粉砂岩質頁岩所組成，

地層傾角約 10~12 度向東北傾斜，具有順向坡之性質。一般而言，大規模崩塌常與地下水位之關聯密切，本
研究藉由比對土壤雨量指數(Soil Water Index, SWI)與地下水位的變化量，來了解研究區域受降雨影響之滑動現
象，及評估 SWI 是否亦可用於反映大規模崩塌。結果顯示研究區域內之 SWI 與地下水位的變化趨勢一致。因
此未來若區域沒有地下水位，或是地下水位失準時，SWI 仍可以提供地下水位的變化趨勢。

關鍵詞：大規模崩塌潛勢區、筒狀模式、土壤雨量指數、傾斜管、地下水。

Feasibility Evaluation of Soil Water Index Applied to Large-scale
Landslide - A Case Study of T002 Landslide in Chuchi Township,
Chiay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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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tential large-scale landslide site (No. T002) in Chuchi Township, Chiayi County, is primarily
composed of shaly sandstone and siltstone shale strata. The dip angle of the strata is about 10~12 degrees to the northeast,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a dip slope. Generally, the large scale landslide and groundwater had close relationship.
In the present study, to understand how rainfall in the study area affects slide conditions, we compared the soil water
index (SWI) with variations in the groundwater table to correlate the displace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WI
and the variations in shallow groundwater depth were consistent. The SWI can therefore assist groundwater data when
lack of monitoring data are insufficient or when the data are corrupted.
Key Words: Potential large landslide, Tank model, Soil Water Index, Inclined tube, Groundwater

一、前

言

研究區域嘉義縣竹崎鄉文峰村檨仔寮編號 T002 崩塌地為一
大規模崩塌潛勢區。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 (2014、2015、2018)

近年因氣候變遷影響，臺灣發生極端降雨事件次數增

及嘉義縣政府 (2017) 的調查報告發現此區域於 2013 至

加，使得土砂災害事件發生頻繁且規模逐漸趨大。2009 年莫

2018 年期間，持續有滑動情形，區內之聯外道路有明顯隆起

拉克颱風帶來巨量的降雨，造成全台灣發生多處大規模崩

及陷落高差，東側之古崩崖頂部亦有逐漸退後之情形。又因

塌，其中高雄市甲仙區小林村發生之崩塌更造成埋村事件，

本研究區域地層主要由泥質砂岩及粉砂岩質頁岩所組成，在

日後大規模崩塌成為眾多學者研究目標。目前臺灣針對大規

降雨過後排水不易，而在坡面含水量未消散前，即又發生另

模崩塌之定義為面積大於 10 公頃、崩塌體積大於 10 萬立方

一降雨事件，使其可能在小雨發生時即有崩塌、滑動情事發

公尺或崩塌深度在 10 公尺以上者 (王文能等，2011)。大規

生。

模崩塌發生之前常出現特定地形特徵，如：小崖、多重山脊、

針對降雨所誘發生之崩塌，常見的分析因子包括降雨強

現狀下陷帶及逆向崖等 (王文能，2016)，並常好發於順向坡

度、降雨延時及總降雨量等 (Caine 1980; Larsen and Simon

或是坡腳被侵蝕處，且崩塌在同一地點具有重複發生之特

1993; Guzzetti et al. 2007; Brunetti et al. 2010) 。亦有學者採

點。目前水土保持局針對上述特點進行大規模崩塌潛勢區之

用土壤雨量指數 (Soil Water Index, SWI) 進行分析，SWI 為

劃設並進行相關監測，期望可進一步瞭解崩塌發生機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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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狀模式中三層筒之總和 (Sugawara, 1972 ; Ishihara and Ko-

卓蘭層及頭嵙山層香山段地層，岩性由下而上大致分為粉砂

batake, 1979) 可 視 為 坡 面 土 層 含 水 量 。 筒 狀 模 式 (Tank

岩間夾泥岩 (St-Ms)、粉砂岩與泥岩互層 (St/Ms) 及泥質砂

model) 為模擬降雨在土層中入滲及滲流等移動之水文概念

岩與泥岩互層 (Ss/Ms)，各岩層之岩性均有高泥質含量，岩

模式，其筒狀模式中三層筒可視為表層、中層與深層等土層。

性之變化僅為不同成份含量比例不同，因此岩層界線並不明

各層筒流出量總和視為坡面逕流量，藉由 SWI 模擬雨量入滲

顯。地質構造上，本研究區域位於水道背斜軸部附近，其背

後，於土層流動之情形，較採用雨量分析更能說明崩塌發生

斜軸呈南北走向，向南延伸漸轉為南南西走向，以 10~15 度

情況。陳樹群等 (2013) 分析台灣淺層崩塌及土石流災害案

向北於本研究區域附近傾沒，本研究區域之地層傾角介於 5-

例，結果顯示淺層崩塌與土石流之發生與第一、二筒水深較

10 度，地層傾向為東北，與坡面位態相近，因此為一順向坡。

為相關，並推測深層崩塌將與第三層筒水深相關。Chen et al.
(2017) 應用 SWI 分析台灣因降雨所引起的塊體運動，並將
降雨事件區分為不同形態，發現不同降雨型態下，SWI 的增
加對於塊體運動的發生皆密切相關，建議可將 SWI 應用於塊
體運動的預警。林聖恩等 (2017) 將水筒模式應用於深層潛
移山崩，探討臺灣天池集水區內四處深層崩塌時序變化，並
以其結果初步判定出發生潛移山崩之門檻值。Matsuyama et
al. (2021) 應用 SWI 於評估融雪造成的崩塌，結果顯示十年
內最大之 SWI 值可用於預測崩塌發生。
鑒於上述文獻可知 SWI 可有效應用於坡地災害分析方
面，但少有學者將實際的大規模崩塌監測數據與 SWI 進行相
關性的分析，另外，由於台灣山區崩塌監測資料較難取得，
若能評估 SWI 與地下水或個別崩塌行為具有相關性，則可利
用 SWI 來輔助研判山區大規模崩塌發生之可能性。故本研究
選定嘉義縣竹崎鄉文峰村檨仔寮 T002 大規模崩塌潛勢區作
為研究區域，區內設有傾斜觀測管、水位觀測井及自動雨量
站等進行監測。本文分別建立地下水位、SWI 與現地觀測之
傾斜管變位量之分析結果，藉此評估利用 SWI 來輔助研判大
規模崩塌塊體運動之可行性。

圖 1 地理位置及高程分布圖
Fig.1 Location and elevation of the study area

二、研究區域
本研究挑選位於臺灣嘉義縣竹崎鄉文峰村檨仔寮編號
T002 崩塌地為研究場址，其位於溪心寮子集水區，屬於朴子
溪流域之集水區範圍內，位於牛稠溪支流邊坡，東西兩側之
野溪均為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別為東側文峰野溪 (嘉縣
DF009)、西測龍山野溪 (嘉縣 DF010)，其地理位置如圖 1 所
示。研究團隊於 2016 年 10 月進行初次的現勘，發現研究區
域內路面有多處嚴重裂隙，路緣側溝受地滑影響而產生擠壓
隆起破壞。2017 年路面完成簡易修復，但於同年其路面又出
現現多處裂隙破壞及下陷，2018 年 6 月正值梅雨季期間，該
邊坡坡頂處發生小規模之崩塌現象，2018 年 8 月豪雨事件
過後，除了路面持續產生變形，歧路於側溝受路面擠壓以隆
起破壞，道路內側擋土牆易發生明顯之裂隙，由上述現勘結
果可知 T002 崩塌地持續活動中。
本研究區域面積共 16.39 公頃，地表高程介於 237-354
公尺之間，高程由西南向東北減緩，其高程分布如圖 1 所示。
坡度方面，則以二、三級坡為主 (圖 2)，平均坡度為 21.23%；
主要坡向則為北向，分布如圖 3 所示。地層分布上，根據中
央地質調查所 2004 年所出版之 1/50,000 地質圖，以及地質
鑽探成果，研究區域之區域地質圖如圖 4 所示。主要地層為

圖 2 坡度分布圖
Fig.2 Distribution of slope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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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假設山坡土層可分為數層水筒，降雨時流入第一層筒
後，分為儲留在第一層筒內之土層儲水量、流出筒外之地表
逕流量及流入第二層筒地下水滲流量，並以時間序列方式，
計算降雨量在各層筒流動行為，各層筒之流出量總和即為坡
面逕流量之概念模式，後續則由石原安雄 (Ishuhara and
Kobatake, 1979) 簡化為三層筒，日本現行之筒狀模式計算所
採用，其中第一筒可視為地表及表層土壤，第二筒可視為中
層土層，第三筒可視為深層土層，如圖 5 所示。
筒狀模式之運算式可參酌 1 式~ 7 式，公式中所用單位
皆為 mm，H1~H3 分別代表第一筒至第三筒水深值，1 式~ 4
式為逕流量計算公式，5 式~ 7 式則為入滲公式，公式運算則
以每小時做計算，運算方法為降雨開始一小時後輸入時雨量
數據計算 5 式，若滿足 1 式及 2 式即可運算 5 式；降雨第二
小時後 5 式持續運算，並開始計算 6 式，若滿足 1 式~ 3 式
之條件則運算，反之則不運算；第三小時後除持續運算 5 式
與 6 式，並開始計算 7 式，若滿足 3 式之條件則開始運算；

圖 3 坡向分布圖
Fig.3 Distribution of aspect of the study area

第四小時則重複運算 5 式~ 7 式，至分析結束。筒狀模式中
各筒相關參數如表 1 所示，在台灣已有多位學者應用此參數
進行坡地災害分析 (陳樹群等，2013; Chen et al., 2017; Lin et
al., 2020) 且獲得良好的結果，故本研究此用相同參數進行
計算。
表 1 筒狀模式參數表 (Ishihar and Kobatake, 1979)
Table 1

Tank model parameter table

First

Outflow
height (mm)
L = 15
L = 60

Second

L = 15

a = 0.05

b = 0.05

Third

L = 15

a = 0.04

b = 0.01

Tank

1

2

3
4

Outflow
Coefficient of
coefficient (1/h) permeability (1/h)
a = 0.1 a = 0.15
b = 0.12
1

2

3
4

1
2
3

其中 L1~L4 為飽和係數，計算時，當第一筒水深數值大
於 L1，則可計算 1 式；第一筒水深數值若大於 L2，則同時計
算 1 式及 2 式；L3 及 L4 則為第二筒及第三筒水深，計算原
理同第一筒。a1~a4 為逕流係數，b1~b4 為入滲係數，分別影
響雨水流出土壤之速率及雨水入滲速率。R1~R4 表示各層筒
的流出量。

2. 土壤雨量指數 (Soil water index, SWI)
日本定義土壤雨量指數為筒狀模式中三層筒水深值之
總和，如 8 式，可表示為土壤中所儲留之雨量深度，而應用
土壤雨量指數可直接代替山坡地土層之含水量，研究土砂災
害之關係。根據鈴木雅一等人 (1979) 之研究，在筒狀模式
圖 4 區域地質圖 (來源：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2004)
Fig.4 Geological map of study area.(Central Geological
Survey, MOEA, 2004)

內第一筒與第二筒之峰值區間最接近邊坡破壞時間；而在柴
田澈等人 (1984) 之研究中，97 %坡壞案例發生在 SWI>125
mm。岡田憲治 (2002) 則由前人之研究成果歸納出，因降雨
誘發之邊坡破壞，其發生時間並非在最大降雨強度發生時
刻，通常為土壤雨量指數超過土砂災害發生臨界值後至第二

三、研究方法
1. 筒狀模式 (Tank Model)
筒狀模式由日本學者菅原正巳 (Sugaware,1972) 首先

筒達峰值之間。
在臺灣亦有多位學者皆採用 SWI 進行分析 (陳樹群等，
2013; Chen et al., 2017; 林聖恩等，2017; Lin et al., 2020)，結
果顯示 SWI 可成功應用各種坡地災害，如：土石流、淺層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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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值。

Table 2

3. 雨量監測

鑽孔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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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孔位置及深度表
Geological drilling position and depth table
TWD坐標
X
Y

位置概述

深度 高程
(m) (m)

本研究於研究試區內，擇定一可代表崩塌地雨量處，設

BH1

208812 2601154 T002大規模崩塌地西北側

20

259

置自動化雨量站一組，其建置包含儀器箱、通訊、電力、監

BH2

208849 2600972

T002大規模崩塌地西側

30

287

測儀器等系統設備，於架站時考慮因素如下：

BH3

208985 2600957

嘉119道路旁

30

277

(1) 是否有保全對象，如：主要道路、電力電信系統、住家、

BH4

209091 2600876

嘉119-1道路轉彎處

25

282

公共設施、學校等。
(2) 需考量架設系統是否需電力系統支援。
(3) 現地通訊系統是否可支援監測系統，若現地無法通訊將
考慮人工讀取資料之可能性與實用性。
(4) 儀器裝設位置是否容易受到破壞，如：施工便道、臨時
構造物..等等。
(5) 考慮儀器裝設位置是否能反映現地情形，如雨量筒上方
遭遮蔽、儀器裝設是否在滑動區內。
根據以上原則，本研究之自動化雨量站選定位置如圖 6
所示。
本自動化雨量站採用單斗式雨量計，可以自動計測其位
置的雨量以計數方式自動紀錄，其倒轉雨量為 0.5 mm，其靈
敏度為 0.5 mm，雨量強度在 50 mm/h 內之精確度為 ± 3 %。
資料之紀錄則直接由自動監測站實施，並可經後端處理以提
供必要之資訊。根據以上原則，本研究蒐集並分析降雨量資
料，可即時觀測方式記錄現地雨量情形，研究區域之雨量資

5. 地下水文監測
為瞭解潛在大規模崩塌地之地下水位與降雨量之變化，
於研究區域下邊坡處設置 4 處水位觀測井，其位置與鑽孔位
置相同並與傾斜管共孔，進行半自動化量測之地下水位監
測，其分布圖詳圖 6，地下水位資料詳圖 7。
本研究於水位觀測井採用美國 HOBO 自記式水位計量
測，適用地下水井、河川溪流、湖泊水庫、濕地沼澤，港灣
與受潮汐影響的水域，無透氣管設計，高可靠性，安裝容易。
最大量測水位深度變化可達 30 公尺，可設定紀錄時間間隔
由 1 秒至 18 小時，使用自記式水位計可有效節省人工觀測
時間與準確度，並可 24 小時全天候完整的觀察到地下水水
位的改變。

6. 滑動層監測
滑動層觀測乃於鑽孔完成後進行傾斜管之裝設 (分布

料詳圖 7 所示。

位置如圖 6 所示)，將傾斜管依序銜接，並將傾斜管之十字

4. 地質鑽探調查

凹槽平行主要坡面，傾斜管與鑽孔間之空隙以混凝土灌注，

本研究採用旋轉法進行鑽探，主要利用鑚機高速旋轉方
式，帶動鑽桿、岩心筒及鑽頭的旋轉鑽入地層中，施工過程
中需不斷灌入水及泥漿，目的除了冷卻鑽頭外，更可藉由循
環水的流動將鑽屑帶出，此外泥漿水的流動可穩固孔壁以防
止坍孔，其鑽探深度可達數百公尺。而取樣方式為鋼索取岩
心法取樣，搭配三層岩心筒並採用超泥漿高分子穩定液作為
循迴水，來克服板岩區劈理發達、岩層破碎的特性，確保鑽
探岩心品質以供岩心判釋，並維持孔壁完整性供現地監測儀
器埋設之施作。鑽探方式孔徑一律採用 HQ 尺寸 (76 mm)，
每一鑽孔均應鑽穿覆蓋層及風化破碎岩層，並鑽至新鮮岩盤
至少 3 公尺為原則，以瞭解地滑區內地下地質狀況及可能滑
動面。本研究區域進行地質鑽探之數量共 4 孔，深度由 20
公尺至 30 公尺，視鑽孔所在位置地質地形狀況及岩盤深度
變化進行適當調整與配置，鑽孔布設位置及數量說明如表 2
所示，鑽孔位置則如圖 6。

與水位觀測井共孔，鑽孔間之空隙以濾料扎實回填，盡可能
保持緊密，以期充分反應地層之移動情形。量測時，以傾斜
儀量測地中變位，將具四個滑輪的傾斜儀沿傾斜管的十字溝
槽使滑輪沿著溝槽滑入，並由記讀器每 0.5 m 記讀一次讀數，
讀數經由換算可得傾斜儀之度數。在十字凹槽中，一組由人
為判斷朝向主要滑動方向或下邊坡方向稱為 A 方向，另一
組凹槽與 A 向呈 90 度夾角即 B 向，經由後續實際之量測
值，依 A 方向向量與 B 方向向量之合向量，求得合位移量
及方向，並經由計算及不同深度位移值之累加即可得其地層
移動的情形。
本研究以第一次量測之記錄為基準，按月收集一次數
據，藉此計算出以後各次量測之地層總位移量，並可對深度
繪製深度-位移圖，再由深度-位移圖中判斷岩層位移型態、
位移深度及相當位移量。本研究參考日本地滑對策技術協會
(1978)，依不同地質材料與變位量對於滑動邊坡之穩定性進
行判釋，共分為四類變動類別，詳表 3 所示。

表 3 傾斜儀觀測變位量參考表 (日本地滑對策技術協會，1978)
Table 3

Inclined tube observation displacement reference table (Japan Technical Association of slippery countermeasures,1978)

變動種別
緊急變動
確定變動
準確定變動
潛在變動

日變位量 (mm)
20以上
1以上
0.1以上
0.02以上

月變位量 (mm)
500以上
10以上
2.0以上
0.5以上

一定方向累積傾向
非常顯著
顯著
略顯著
稍稍有

活動性判斷
急速崩壞
活動運動中
緩慢運動中
有待持續觀測

摘要
崩壞型、泥流型
崩積土滑動、深層滑動
黏土滑動、回填土滑動
黏土滑動、崖錐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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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H1-L1)  a1 (1)
R2=(H1-L2)  a2 (2)
R3=(H2-L3)  a3 (3)
R4=(H3-L4) a4 (4)
F1=H1  b1

(5)

F2=H2  b2

(6)

F3=H3  b3

(7)

SWI = H1+H2+H3 (8)

圖 5 筒狀模式概念圖 (Okada, 2002)
Fig.5 Conceptual diagram of tank model

圖 6 監測儀器位置圖
Fig.6 Location of the monitoring instrument

圖 7 地下水位與雨量關係圖
Fig.7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rly groundwater levels and hourly rain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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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
1. 地質鑽探及儀器監測結果

探當初可能曾及岩層裂隙，鑽孔內地下水可由裂隙滲
透出，導致地下水位較低；但因岩層膠結度低，地下
水常夾大量泥砂，岩層中原有流通裂隙經過一段時間
後，因泥砂充填而阻塞，使井內地下水無法與外界流

(1) 地質鑽探成果
根據各地質鑽孔之鑽探結果 (表 4)，研究試區之

通，水位即不再大幅變動。地下水位之最高與最低水

岩性除地表附近有數公尺厚的崩積層或風化土層外，

位分別為 286.39 m 與 266.36 m，如圖 9 所示。W3(BH3)

以下主要為頭嵙山層岩盤，岩性幾乎全由泥質砂岩、

地下水位監測，其觀測井水位與地表最為接近，約在

泥質粉砂岩及泥岩之互層所組成。這些泥質岩類雖然

離地表 2 m 內，屬於崩積層，監測期間最高與最低水

年代較新且強度不高，但仍屬已膠結之岩石，地下水

位分別為 275.85 m 與 274.48 m，在 6/5 下午 15 時發

並無法於岩層間流通，僅能存在於裂隙中。因本類岩

生高強度降雨 (32 mm/hr) 其水位變化最大，自 274.82

層少有節理，層面也不明顯，地質鑽探結果也發現岩

m 上升至 275.32 m，另外可發現水位變化明顯與降雨

心多完整少裂隙。

量有關，具有相同的趨勢，如圖 10 所示，因此本研究
進一步透過相關係數(CORREL) 分析 W3(BH3) 處

(2) 雨量及地下水文監測
在本研究之監測期間 2019/05/30 至 2019/09/30 中，
共發生 5 起降雨事件，包含 0611 豪雨 (6/11~6/14)、
丹娜絲颱風暨 0719 低壓帶豪雨 (7/17~7/20)、利奇馬

SWI 與地下水位之相關性。本研究分別計算各監測區
間的相關係數，如表 5 所示，BH3 處地下水位與土壤
雨量指數的相關係數多在 0.8 以上，屬於正相關性，

颱風(8/7~8/13)、0815 豪雨 (8/15~8/18) 及白鹿颱風

在降雨期間，兩者峰值分布情形較為相像，但在無降

(8/23~8/25)。於 08/04 下午 3 點 30 分觀測到最高時雨

雨的情形下，SWI 的退水情形較為迅速，其退水段相

量為 64 mm，而於 0815 豪雨期間，08/16 上午 5 點 40

對較為平滑與地下水位的衰減不同。但由兩者分布情

分觀測到最大 24 小時累積雨量為 245 mm。
T002 大規模崩塌地 W1(BH1) 地下水位監測自裝
設完成起，初期因剛裝設水位不準確，後續水位逐漸
穩定，觀測之最高與最低水位分別為 249.49 m 與
247.95 m，水位變化不明顯，但由降雨量去對應地下
水位可發現兩者的趨勢並不相同，此結果可由
W1(BH1) 的水位所屬岩性來解釋，其水位在灰色至灰
黑色泥岩，其透水性不佳，地下水不易穿透或蓄積，
因此降雨量與地下水位趨勢較不一致，如圖 8 所示。

形已可說明 SWI 在本研究區域中與淺層地下水位有一
定的相關性。
W4(BH4) 地 下 水 位 之 最 高 與 最 低 水 位分 別為
273.20 m 與 271.77 m，單場降雨水位變化最多自
272.52 m 上升至 272.84 m，水位變化不明顯，如圖 11
所示。另外可發現原先地下水位與降雨情形具有相同
趨勢，而在 8/20 後降雨情形與地下水位的變化趨勢相
反，表示監測儀器出現問題，使地下水的監測數據有
誤。

W2(BH2) 水位在觀測初期，其地下水位在地表下

根據地下水觀測結果，顯示各孔的水位變化不盡

15~20 m 左右，0611 豪雨後水位由 266.38 m 上升至

相同，監測期間扣除初期架設時水位變化較大，各孔

283.12 m，後續再持續變動一段時間後，水位上升至

的水位變化並不大，藉此說明岩層中少有與外界連通

接近地表附近，就較少有變動。推測其變動原因乃鑽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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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下水通路。

地質鑽探成果

Table 4

Results of geologic drilling
BH1

BH2

鑽孔深度(m)

岩性

鑽孔深度(m)

岩性

0~2.1

崩積層

0~2.0

崩積層

2.1~12.9

灰色至灰黑色泥岩

2.0~10.0

粉砂質泥岩

12.9~15.0

泥質細砂岩

10.0~15.2

泥質砂岩夾泥岩

泥岩夾泥質砂岩

15.2 ~30.0

15.0~20.0
BH3
鑽孔深度(m)

粉砂質泥岩
BH4

岩性

鑽孔深度(m)

岩性

0.0~5.0

崩積層

0~3.0

崩積層

5.0~12.8

粉砂質泥岩

3.0~17.3

粉砂質泥岩

17.3~25.0

泥質細砂岩夾泥岩

12.8~14.5

泥質細砂岩

14.5~19.0

泥岩夾泥質細砂岩

19.0~30.0

粉砂質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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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傾斜管變動量、地下水位、雨量與土壤雨量指數關係圖 (BH1)
Fig.8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lined tube observation displacement, groundwater level, rainfall and SWI. (BH1)

圖 9 傾斜管變動量、地下水位、雨量與土壤雨量指數關係圖 (BH2)
Fig.9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lined tube observation displacement, groundwater level, rainfall and SWI. (BH2)

圖 10 傾斜管變動量、地下水位、雨量與土壤雨量指數關係圖 (BH3)
Fig.10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lined tube observation displacement, groundwater level, rainfall and SWI. (B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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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傾斜管變動量、地下水位、雨量與土壤雨量指數關係圖(BH4)
Fig.11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lined tube observation displacement, groundwater level, rainfall and SWI. (BH4)

表 5 地下水位與 SWI 相關係數(BH3)
Table 5

Result of 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 between groundwater level and SWI. (BH3)
地下水位與SWI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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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滑動層監測
在監測期間，本研究針對區內之滑動面觀測孔執
行六次監測 (含初值)，詳細監測日期、變位量及變動
類別如表 6 所示。傾斜管 BH1 之 A 方向變動量約在
1.89 ~2.80 mm 間屬於潛在變動或準確定變動，B 方向
變動量介於 3.54~4.54 mm 間皆屬於準確定變動 (圖
12)；BH2 之 A 方向變動量約在 1.89 ~2.80 mm 間屬於
潛在變動或準確定變動，B 方向變動量介於 3.54~4.54

表 6 傾斜管監測變化結果
Table 6

Results of deformation curves along Inclined
tube
日期
2019/5/31
2019/6/7
2019/7/1
2019/7/30
2019/8/19
2019/9/11

mm 間，皆屬於準確定變動 (圖 13)；BH3 於 0611 豪
雨後持續有位移，A 方向變動量約在 2.57 ~45.98 mm
間，B 方向變動量介於 2.07~24.44 mm 間，屬於確定
變動，具有顯著的累積傾向 (圖 14)；BH4 之 A 方向
變動量介於 1.34~8.92 mm 間，B 方向變動量介於
0.31~6.31 mm 間，屬於準確定變動 (圖 15)。另外由圖
14，圖 15 可知 BH3 及 BH4 兩孔之滑動深度約在 5-6
m，其岩性屬於粉砂質泥岩，主要成分為黏土礦物及少
量粉砂質，遇水後泥岩易軟化，而 BH3 及 BH4 變動
方向皆是沿坡面方向，屬於順向坡滑動。

日期
2019/5/24
2019/6/6
2019/7/1
2019/7/30
2019/8/19
2019/9/11
日期
2019/5/24
2019/6/5
2019/7/1
2019/7/30
2019/8/19
2019/9/11
日期
2019/6/2
2019/6/7
2019/7/1
2019/7/30
2019/8/19
2019/9/11

BH1傾斜管監測變位量(mm)
A向 變動類別 B向 變動類別
無
無
0.00
0.00
2.26 準確定變動 4.30 準確定變動
2.80 準確定變動 3.54 準確定變動
1.89 潛在變動 4.54 準確定變動
1.90 潛在變動 4.13 準確定變動
BH2傾斜管監測變位量(mm)
A向 變動類別 B向 變動類別
0.96 潛在變動 0.99 潛在變動
1.32 潛在變動 1.04 潛在變動
1.60 潛在變動 0.67 潛在變動
1.38 潛在變動 1.13 潛在變動
1.43 潛在變動 0.74 潛在變動
BH3傾斜管監測變位量(mm)
A向 變動類別 B向 變動類別
2.57 準確定變動 2.57 準確定變動
3.23 準確定變動 3.23 準確定變動
6.39 準確定變動 2.07 準確定變動
25.41 確定變動 14.12 準確定變動
45.98 確定變動 24.44 確定變動
BH4傾斜管監測變位量(mm)
A向 變動類別 B向 變動類別
1.34 潛在變動 0.31 潛在變動
1.56 潛在變動 0.93 潛在變動
4.91 準確定變動 3.43 準確定變動
8.49 準確定變動 2.95 準確定變動
8.92 準確定變動 6.31 準確定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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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BH1 傾斜管監測變化曲線圖
Fig.12

Deformation curves along Inclined tube depth in BH1

圖 13

BH2 傾斜管監測變化曲線圖

Fig.13

Deformation curves along Inclined tube depth in B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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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BH3 傾斜管監測變化曲線圖
Fig.14

Deformation curves along Inclined tube depth in BH3

圖 15

BH4 傾斜管監測變化曲線圖

Fig.15

Deformation curves along Inclined tube depth in B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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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壤雨量指數與變位量之分布趨勢
將監測期間雨量站紀錄之時雨量代入筒狀模式計算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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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皆有緩慢運動中之跡象。經筒狀模式計算結果該區間最高
之土壤雨量指數為 136.0 mm，第一筒水深為 53.6 mm，第二

壤雨量指數，但由於本研究監測方式是按月紀錄數據一次，

筒水深為 25.7 mm，第三筒水深為 56.6 mm。在第四次至第

故無法得知確切變動的時間點，因此本研究僅能說明每次變

五次監測期間，於 0815 豪雨期間發生 SWI 峰值為 210.0 mm，

位量監測期間，各筒水深與土壤雨量指數變化情形，觀察其

各筒水深分別為 78.0 mm、60.1 mm、71.8 mm，配合傾斜管

量值與變位量是否具有相同趨勢，計算結果如圖 16 所示。

監測結果，BH3 孔位累積變位量為 25.41 mm，BH4 孔位累

在第一次 (初值) 與第二次監測期間內，降雨事件較為

積變位量為 8.49 mm；BH3 確定變動，滑動面約在地下 5m

零星，土壤雨量指數皆小於 100 mm 微幅擺盪，各孔位並無

位置，各筒水深相較於前幾次計算結果，已有明顯增加。

變位情形。於第二次至第三次監測期間之筒狀模式計算結

在第五次至第六次監測期間，BH3 及 BH4 持續有變位

果，在 0611 豪雨期間發生峰值，其第一筒水深為 45.5 mm、

情形，孔位變位已分別累積達 45.98 mm 及 8.92 mm。此區

第二筒水深為 42.6 mm、第三筒水深為 59.6 mm，土壤雨量

間之土壤雨量指數之數值最高為 130.1 mm，各筒水深分別

指數為 147.7 mm。配合第三次監測結果於傾斜管 BH3 及

為 19.7 mm、23.3 mm、87.1mm。

BH4 所監測到為微幅變動，可視為潛在變動，但並無明確趨

因無確定變動時間，因此僅能解釋說明各監測區間 SWI
分布情形，無法量化 SWI 與變動量之關係，但可由各監測區

勢，有待持續觀測。
在第三次至第四次監測期間，BH3 孔位發現其有較明顯
變位，約在 6.39 mm、BH4 孔位之位移量約為 4.91 mm，兩

間得知其 SWI 峰值多有大於 130 mm，當 SWI 峰值大於 200
mm，其 BH3 及 BH4 變位量較大。

圖 16 筒狀模式計算結果
Fig.16

Results of the Rainfall cases calculated by tank model

五、結

論

別為確定變動與準確定變動，顯示在 T002 大規模崩塌潛勢
區之東側 (BH3、BH4) 有崩積土滑動或深層滑動之行為，西

本研究試區之地層傾角為東北，大致與坡面位態接近，

側之 BH1 及 BH2 則無明顯變位之情形。由本研究對傾斜管

屬順向坡滑動，唯岩層或坡面傾角僅約 5-10 度，理論上不

測得之圖形，根據廖瑞堂 (2001) 歸列之類型，得知傾斜管

易發生岩層滑動。然而 T002 崩塌地坡頂主崩崖明顯出露，

有受擠壓之狀況，研判可能為在崩坍頂部之陷落處，可能因

推論本研究區早期曾發生崩塌事件，可能為大地震中發生大

崩積土仍有沉陷情形，使傾斜管受摩擦力影響而呈不規則 S

規模順向坡滑動，或是地表岩層風化後，豪雨時漸次沿著新

型挫曲，亦有可能為鑽孔時傾斜管之回填土沉陷所影響。

鮮岩盤面往下滑動造成。使 T002 崩塌地岩盤面上，覆蓋一

在土壤雨量指數方面，因按月監測無法確認實際滑動時

層厚度約數公尺的崩積層或風化土層。由於岩盤少有節理裂

間，因此無法判讀邊坡滑動發生時與各筒水深之關聯性，但

隙，地下水難以流通或入滲，降雨後地下水多蓄積於岩盤以

可得知在降雨後經一定時間之入滲，其 SWI 分布與淺層地下

上的覆蓋層壤中，並具有往下坡方向滑動之趨勢。然在大規

水有關。以本研究區域為例，本區各觀測井地下水位變化情

模崩塌破壞潛勢中，地下水為極重要之決定因素，而本研究

況不盡相同，觀測井之地下水位可能有誤，然而即使雨量相

區之地下水位較高，使崩塌土體長時間處於含水之情況。又

同，地下水位變化相同，單一地滑區也有滑動與不滑動的差

因本研究區之地層岩性以泥質砂岩、泥質粉砂岩及泥岩互層

異區位，可見地滑差異不能單由水文現象來解釋，更何況單

為主，使水體不易流動亦不易排除，故於豪雨後地下水多蓄

一區域地下位仍差異極大。目前可知 SWI 與地下水位的變化

積於岩盤以上的覆蓋層土壤中，具有往下坡方向滑動之趨

趨勢一致，如果該區域沒有地下水位，或是地下水位失準時，

勢。

SWI 仍可以提供地下水位的變化趨勢，至於滑動的預測，仍
在監測期間之傾斜儀觀測變位量在 BH3、BH4 傾斜管

地下約 5-6 m 處，根據鑽探結果得知，該位置為崩積層與泥
岩之交界面，兩孔各累計有 45.6 mm 及 6.3 mm 之變位，分

有漫漫長路。
本研究之監測期間僅約四個月，滑動層監測之方法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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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監測之影響，較微幅之變動不易判釋為實際滑動或人為誤
差，後續研究建議可延長監測時程，跨越旱濕兩季，並增加
監測次數或採取自動化監測蒐集連續性資料，應可提高土壤

Deep-seated Landslides.” Journal of Chines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48(4), 153-162. (in Chinese))
[8] 陳樹群 (2011)，
「筒狀模式建立坡地土砂災害警戒機制」
，

雨量指數在大規模崩塌之參考價值，使 SWI 可藉由崩塌、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Chen, S.C. (2011). “The

石流等統計資料，作為整體警戒值之分析，但要作為單一地

Warning System of the Slopeland Sediment-related Disaster Events Based on the Tank Model.”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in Chinese))
[9] 陳樹群、蔡喬文、陳振宇、陳美珍 (2013)，「筒狀模式

滑區的警戒分析，仍有其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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