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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overpumping of groundwater, the hydraulic head of wells in study area was rapid decline. When 

the hydraulic head was lowered and sustained a long time, occur land subsidence, and maybe result the intrusion 

of salt water. The soil of farms could be contaminated because of land subsidence and intrusion of seawater. In 

study area we collected 99 soil samples from 33 sampling sites. And the items of measurement included: pH,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EC) and ions’ concentrations of Na+, K+ Ca2+, Mg2+, Cl-, SO4
2-, HCO3

- and CO3
2- in soil 

solution samples. And then make use of these data to analyze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these samples. The 

outcome of analyses revealed: the salinity of all soil samples far surpass normal condition. Furthermore, the 

more upper soil horizons have the higher salinity, and the more upper horizons have higher proportion 

contaminated by seawater. We come at a result in the study that soil salinity relates to ancient lagoon, stratum 

sinking , soil capillarity , cultivating fishery to put the water out of the pool improperly ,and distance from the 

sea . Moreover, during inundation, soil salinity is like brought low in the farm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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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下水超抽使得研究區地下水之水理水頭下降，更導致當地的地層下陷，使得區內農地可能

因地層下陷及海水入侵而遭受污染。在 2005 年 7 月及 2006 年 1 月兩次調查共採樣了研究區 33 個點

位及 198 個土壤樣本，進行土壤化性分析，分析的項目包括：土壤飽和抽取液之 pH、電導度值，以

及 Na+、K+、Ca2+、Mg2+、Cl-、SO4
2-、HCO3

-、CO3
2-、NO3

-等 9 組離子濃度，利用 Piper 水質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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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電導度等指標，配合土壤圖、地下水水位、水文地質、氣候、微地形、歷史文獻等地理資訊進

行空間分析。分析的結果顯示：區內土壤樣本的鹽度均已屬於不適於耕作狀況；土壤鹽度空間分佈

大致以內陸向海岸遞增；不同土層間的鹽度大呈現向下遞減的趨勢，且沿海地區土層污染源主要來

自海水，內陸地區其污染源主要為農業污染。研究顯示：本區的土壤鹽度與古潟湖堆積環境、土壤

水作用力、養殖漁業放流水、距海遠近等因素關係密切；其次，在洪氾期間農地土壤鹽度有下降的

現象，土壤電導度值與海水的電導度值差距頗大，與一般人視海水倒灌是造成土壤鹽化的原因之認

知有所差距。 

關鍵詞：土壤、土壤鹽度、土壤鹽化作用、地下水、口湖 

緒 論 

(一)研究動機 

臺灣地區近數十年來，由於經濟蓬勃發展，各地需水量驟增。臺灣地區水資源來自雨水、河水

與地下水，而地下水具有取得容易、水溫變化小與水質穩定三大優點，成為臺灣重要取水來源之一。

工商業發展迅速，沿海地區因為養殖漁業的發展，需水量攀升，在臺灣降雨時、空間分配不均，水

庫儲水量無法滿足用水需求的情形下，許多地區不得不長期抽取地下水以補充地面水源的不足。此

外抽取地下水除了鑿井花費外，不再需要繳交水費，與自來水相比價格較低。 

臺灣西南部沿海地區長期地下水抽取量大於補注量，除了導致地下水位下降外，也會引起地層

下陷（land subsistence）現象，甚至有海水入侵至含水層（aquifers）的疑慮。地層下陷中心或是土

壤與地下水鹽化最嚴重的地區，卻往往不是地下水抽取量最大的中心，例如濁水溪沖積扇的含水層

即因封閉在阻水層中，北港溪口附近的地下水位雖然大幅度下降至海水位以下達 30 餘年，迄今仍未

有明顯的海水入侵現象（中央地質調查所，1995）。因此，地下水抽取量並不是決定地層下陷的唯

一因素，例如地層下陷量的大小會受到該區泥質地層厚薄的影響。若因地層下陷引發海水倒灌，導

致土壤遭受海水污染，使土地無法耕作；地下水源受到海水污染，使水源無法為居民使用。長期以

往，將限制當地以農耕為主的區域經濟發展，甚至威脅到居民生命安全。 

對於臺灣西南部沿海地區水土鹽化狀況的研究，大部分是以地下水鹽化為主，較少論及土壤鹽

化，且其研究論文多在建立鹽化的模式或是空間現象的描述（雲林科技大學，2001a；雲林科技大學，

2002；陳享宗、劉振宇，1998），對於土壤鹽化原因的分析少有提及。影響土壤鹽度及鹽化（soil salinity 

and salinization）的空間分布的原因很多元，本研究以雲林縣口湖鄉為研究區，先釐清土壤鹽度高低

的空間分布特性，進而分析影響其空間分布的因素。 

(二)研究主題的選擇 

臺灣地區有關地下水超抽導致地層下陷的文章，可謂汗牛充棟，但諸多的研究議題大多以模式

探討地下水與地層下陷的關係，或是研究改善地層下陷的方法，對於因地下水超抽間接導致的土壤

鹽化的空間特性及原因探討較少論及。以地理學研究而言，空間觀點可當作研究方法，藉由地表現

象空間規律性的呈現，進一步探索造成此空間特性的原因。也可藉空間的分布描述現象，作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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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的呈現，就可做為決策參考。 

地下水超抽後衍生的環境議題，不僅與地下水有關，也涉及到土壤。國內對於臺灣西南部沿海

地區地下水的研究，多偏重於地下水本身，如可開發量（或補注量、安全出水量等）、地層下陷、

地下水鹽化、水文地質等的調查與分析，這些研究所整合的學科觀點主要是地下水、地層堆積形態、

地球物理、地球化學，其它面向則較少涉及。本文試圖從整合分析水文—土壤—地形間的交互關係，

探討地下水超抽後續引起的環境問題，並以空間觀點來統攝歸納這些環境問題。 

(三)研究目的 

在自然狀態下，根據靜壓平衡的原理，地下水面（water table）應高於海水位，並向海滲流，地

下淡水與鹹水交界面位於海岸線附近（楊萬全，1993）。當沿海地區大量抽取地下水，造成地下水

位長期下降至海平面以下，則海水往地下水下降區流注，造成地下水鹽化與土壤鹽化。雖然臺灣西

部沿海地區確實因地下水超抽，普遍導致地層下陷，但中央地質調查所（1995）指出濁水溪沖積扇

與北港溪口附近，迄今仍未有明顯海水入侵現象。從理論上來看，這種現象與泥質沈積物的厚度、

含水層是否封閉於阻水層中，或與逆斷層的存在有關。但是土壤鹽化與地下水鹽化不同，即使沿海

有阻水層存在，只要地下水位下降至海水面以下，依舊會發生土壤鹽化。本研究假設：若為海水入

侵，則愈下的土層的電導度值會越高，可藉此了解海水入侵之情況。 

地下水超抽引起地層下陷，使沿海地區的標高下降至低於海平面，可能伴隨週期性（大潮）與

非週期性（颱風季）的海水倒灌。海水倒灌與氣候關係密切，沿海的地層下陷區，部分地區低於高

潮位，漲潮或颱風引起海水倒灌於沿海低地，海水從地面灌入（本文所定義的「海水倒灌」）或從

海岸、河道滲流（本文所定義的「海水入侵」）而浸漬土壤。海水倒灌也與地面標高及距海的遠近

有關，標高越低，距海及距感潮河段越近，則發生海水入侵的頻率越高：(1)表土達到鹽土程度（土

壤飽和抽取液的電導度值＞2mS/cm）；(2)夏季表土之電導度值大於冬季。 

若僅地下水面下降而未發生海水入侵或海水倒灌，則意味著土壤水作用力，將淺層地下水帶到

土表，水分蒸發掉後僅殘留鹽分於土表（Ward & Trimble, 2004），應歸類於原生性鹽土。此類型的

土壤鹽度變化隨降水而有所差異（理論上：冬季鹽度高於夏季），且土壤鹽度提高的現象主要發生在

表土，屬於季節性的變化，土壤鹽度並未逐年增高，故不宜稱為「土壤鹽化」。 

臺灣地小人稠，西南沿海為主要的水產養殖地區，因此水產養殖採用高密度、較集約的養殖方

式。然而此種朝向高密度養殖的方式，易使池中單位水體殘留的飼料及養殖生物排泄物大量增加，

使養殖池水水質快速惡化，其中有害的氨氮及亞硝酸鹽氮濃度明顯增高，易造成養殖生產存活率降

低（雲林科大水土資源及防災科技研究中心，2001b）。養殖業者為了提高水產養殖產量，多以不斷

換水的方式來解決漁塭水質惡化問題，卻造成兩種問題：一為地下水超抽更加嚴重，為使池水水質

保持穩定，在換水時通常採用水質與水量都較穩定的地下水，且其成本也較便宜，因此不斷換水也

造成地下水超抽；二為漁塭廢水隨地放流的問題，養殖業者對於池中的廢水，通常採用隨地放流的

方式處理，不會排入特定渠道，而鹹水漁塭隨地放流，容易入滲使土壤鹽化。不論是哪一種問題，

皆會使土壤鹽份提高，並具有水平及垂直的空間差異現象。 

依據《雲林縣發展史》（雲林縣發展史編纂委員會，1997）記載：「口湖鄉原為一潟湖與沼澤」。

潟湖為濱海相沈積環境，受到潮汐的影響，與其他內陸環境不同，但潮差比外海為小，與淺海沈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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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也不一樣，是位於陸地與海洋過渡帶中的一個的生態環境，他們可以高度生產與輸出有機物

於鄰接的水域（Giani et al., 1996）。潟湖的堆積環境有其獨特性，土壤性質理當與其他非潟湖區有些

不同，土壤鹽度的狀況應會有所差異。本研究藉由比對土壤鹽度空間分布特性與古潟湖區的位置，

來觀察兩者之間的關係。據此，本文擬定的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1.了解本區農地土壤鹽度變化的空間差異。 

2.探討影響本區土壤鹽度及鹽化現象空間差異的環境因素。 

研究區概況 

(一)研究區選定及研究範圍的界定 

研究區位於雲林縣最西南端（圖 1），也是濁水溪沖積扇的最西南端，處於風頭水尾之地，農

地鹽分偏高的情況最為突出，值得進行相關研究。研究區的東及北側並無明顯的自然界線，可作為

分界依據，故為便於資料處理與文字敘述，本研究將研究範圍可大致界定為口湖鄉，就實際調查情

況，則會稍稍逸出這個行政區界。 

    

    

    

    

    

    

    

    

    

    

    

    

    

 

 

圖 1 研究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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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區古沈積環境圖 

(二)古潟湖區範圍的界定 

古潟湖與土壤分布特性應具有空間關聯性，故其它現象討論前須先確定古潟湖區範圍，本文採

用的研究方法是利用孫習之（1971）繪製的「航照地質圖」來推測潟湖區範圍。但孫習之的原圖比

例尺較小，為恐有失真之處，故進一步配合歷史文獻、地方廟宇牆上碑文、古地名與日治時期地圖

（臺灣總督府臨時土地調查局，1904；日本陸軍部，1926）加以修正。 

清代所留下的歷史文獻不乏對本區古潟湖環境的描述如：「……嘉義縣樹苓湖，在縣西北六十

里，又名象鼻湖。北距五條港二十八里，南距笨港之猴樹港十五里，外有沙汕三道，若斷若續。內

匯為湖，上下三十餘里，俗以五條港為上湖，樹苓湖為下湖。內水深自一丈七、八尺至四、五尺不

等。自岸至口門約逾十里。潮大時，一望汪洋；潮退時，海灘至岸約五、六里。上湖口門，久淤；

惟下湖可進大艘。」（唐贊袞，1958），「……遵查樸仔腳在縣城西四十五里，其外即係內海，又

名樹苓湖，在五條港及笨港之間。南距鹿耳門九十五里，北距鹿港一百二十里，海口寬深，商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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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停泊，街市行店頗盛……」（姚瑩，1960），「……嘉義則樹苓湖，即象鼻湖之下湖也……」（姚

瑩，1960）；金湖村萬善祠碑文：「……金湖沿海昔有一大潟湖，稱樹苓湖或象鼻湖。……」。 

歷史文獻所描述的下湖應指樹苓湖，上湖應指象鼻湖，對照圖 1 的「潟湖與沼澤區」大致是吻

合的，象鼻湖部分大致位於今沙崙後、頂口湖、金湖到蚵寮等聚落的範圍；樹苓湖大致從今成龍、

下口湖、山寮、椬梧一帶。 

古潟湖土壤的化性也與其它地方不同，潟湖為碳、氮、磷的聚集窪地（Giani et al, 1996）。且

從沿海到內陸，鈉含量隨之越來越低，而鈣含量卻隨之越來越高（Giani, 1990），土壤也常形成酸

性硫化土壤（Ponamperuma, 1972），因此硝酸鹽氮與硫酸鹽含量將是確認古潟湖區的一個重要指標。 

(三)氣候與水文之影響 

本研究整理 1993-2004 年間中央氣象局椬梧測站的氣候與雨量資料為準，並以臺糖四湖農場測

站作為比對，計算本區的氣候水平衡（表 1）。 

以氣候水平衡來看，本區年平均降水量為 1,210.2mm，可能蒸發散量（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為 1,200.6mm，合理蒸發散量（ETa）為 1024.6mm，全年過剩水量為 185.0mm，全年水分不足量為

175.3mm，農業氣候分類屬桑士偉氣候的 A`C2àW2 型。7-8 月份土壤水過剩，9～10 月上半月及 3 月

為耗用土壤水，10 月上半月～1 月以及 4～5 月土壤水份不足，2 月及 6 月為補充土壤水，年中有近

6 個月處於土壤水分不足的狀態。由於春、秋季的水平衡處於土壤水分不足狀態，對當地農作物的

栽植，應有一定的影響。 

表 1 口湖地區之氣候水平衡 

註：氣溫與雨量資料採用中央氣象局口湖椬梧氣象站（氣候站編號：C0K290）；並比對台糖四湖農場氣候與雨

量資料（氣候站編號：51J450），年份均為 1994-2003。上述 ETp、ETa、雨量、土壤水分單位均為 mm；月均溫

為℃。土壤有效水分至多為 100mm。 

本區內的重要河流有北港溪與牛挑灣溪，除河流外還有許多排水溝，如尖山大排、箔子寮排水

溝、蔦松大排等，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區內氣候乾、溼季分明，且河流極易受降雨量影響，每遇

豪雨，則水流澎湃，雨停後河道甚至乾涸，流量的枯、洪差異極大，且河水進入平原後，因多被引

用，所以位於河流下游，流域面積較大河流的測站，其所測知流量反較下游流域較小的河水所測知

流量來的小（洪華君，1989）。因此位於下游地區的本區可使用的地面水與其上游的鄉鎮相較，能使

用的水量較少。依氣候水平衡顯示：本區年中有近半年處於土壤水分不足狀態，再加上位於風頭水

尾，地面水不足，因此本區的產業用水長期以抽取地下水，補充地面水之不足，但本區的地層以泥

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十

二 
年 

平均氣溫 16.9 17.2 19.9 23.4 25.8 27.9 28.5 28.3 27.1 25.0 21.9 18.7   23.4  

ETp 32.9 33.2 58.6 97.3 139.8 157.8 166.8 158.6 134.2 109.5 68.6 43.2 1200.6 

平均雨量 22.9 59.2 33.5 64.0 128.9 244.1 252.1 271.9  90.5  23.8  4.3 15.1 1210.2 

土壤有效水分 0.0 26.0  0.9  0.0  0.0  86.3 100.0 100.0  56.3  0.0  0.0  0.0  

ETa 22.9 33.2 58.6 64.9 128.9 157.8 166.8 158.6 134.2 80.1  4.3 15.1 1025.4 

不足 10.0   0.0  0.0 32.4  10.9  0.0  0.0  0.0  0.0 29.4  64.3 28.1  175.1 
水平衡 

過剩  0.0  0.0  0.0  0.0  0.0  0.0 71.6 113.3  0.0  0.0  0.0  0.0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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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地層為主，垂直壓縮性較高，容易因超抽地下水引發地層下陷。 

本區乾、溼季分明的氣候特徵，豐水期本就易引發低窪地區淹水，再加上超抽地下水導致地層

下陷，更易於大雨來襲時引發海水倒灌，或是河道受阻淹水成災，進而引發土壤鹽化；而枯水期降

雨量少，則以抽取地下水以補充地面水之不足，結果使地下水位下降至海水面以下引發海水入侵；

近年來養殖業者為避免超抽地下水，於枯水期改為海水養殖（雲林科大水土資源及防災科技研究中

心，2001b），但是卻產生海水入侵而污染地下水與鹽化土壤的問題。 

(四)養殖漁業分布 

河水進入平原後常常被居民引用，因此雲林縣沿海地區因位於灌溉水末端，農業用水較為缺乏，

再加上內海底質含砂多（雲林科技大學水土資源及防災科技研究中心，2001b），所以近幾十年來農

民紛紛改從事養殖漁業，使得沿海地區逐漸闢為漁塭，引進海水養殖以維持生計，容易造成土壤與

地下水鹽化。根據雲林科技大學的研究，沿海養殖漁塭面積大概有 4,253.76 公頃，大概以養殖鹽水

漁塭為主，養殖種類包含草蝦、文蛤、龍鬚菜等，因其大多直接引取海水養殖，主要鹹水養殖大多

在海岸 1.5 公里寬處，此地帶為目前鹹水漁塭分布最多處。 

為了提高養殖漁業產量，養殖業者以不斷換水的方式，解決水質惡化現象。本區以鹹水養殖為

主，因此產生兩個問題：(1)地下水超抽可能引發地層下陷問題；(2)漁塭廢水隨地放流的問題，故漁

塭周圍的土壤鹽度應高於其它地方，且其陰、陽離子的組成應因此不同。硫酸與硝酸和有機質有關，

若土壤受漁塭放流水影響，則土壤中的硝酸鹽與硫酸鹽濃度應會升高。 

研究方法 

(一)土壤圖分析 

本研究利用農試所（1975）出版的《雲林縣土壤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書」），此書由中興大學

土壤學系在雲林縣經由兩年的調查（達到每200m間隔採取一個土樣，每個樣點採至150cm深），分析土壤

質地、有機質含量、游離鐵、pH、碳酸鈣和陽離子交換能量（C.E.C.），並利用調查資料繪製土壤圖。由

於研究區的範圍涵蓋1/25,000土壤圖（〈口湖〉（1985繪）、〈水林〉（1983繪）、〈元長〉（1983繪）等3張圖

幅，經重繪後，區內共有15個土系（如圖3所示）。配合報告書中對各土系的說明，以本區土壤質地與排水

狀況，作為分析本區的微地形、土壤垂直透水性。 

1.微地形微地形微地形微地形 

地勢低對本區土壤鹽度的影響有三：(1)本區濱臨海岸，又當兩溪流入海之衝，地勢低平，海拔甚低，

雨季時，溪水高漲，海潮、海浪湧進，地勢較低處排水不良，積水不易消退，影響土壤鹽度；(2)地勢稍

高之處，排水情況較好，較低之處排水較困難，因此下雨時，雨水容易將高處之鹽分帶至低處累積，影響

土壤鹽度；(3)平原地區地勢低者通常淺層地下水較接近地面，土壤水作用力較明顯，可將地下水中的鹽

分帶至表土。但是本區為三角洲地形，地勢起伏不大，即使是1/5,000相片基本圖的等高線間距（間曲線

間距2.5m），也無法辨識微地形的變化，故必須使用間接的方法判釋微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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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研究區土系分布圖 

本研究假設：地勢越低者排水狀況越差，以報告書中的土系為繪圖單位，將「排水不良」的土

系判為相對低地勢，「排水良好」的土系則認定為高地勢（表 2 所示）a，若「排水不完全」則表示

地勢介於兩者之間，為中地勢，依此繪製地勢高低分佈圖（圖 4），隱約出現兩列南北走向的高地，

中間的低地可概略反映古象鼻湖的範圍。 

2.土壤垂直透水性土壤垂直透水性土壤垂直透水性土壤垂直透水性 

由於長期抽超地下水，本區的淺層地下水位（地下水面）與地面距離相差約 8-10m，地下水已

不會藉由土壤水作用力將土壤水帶到表土鹽份累積，土壤中的棲留水（perched water）可能是秋、

冬季表土鹽分累積所致。在不飽和帶中，有局部性難透水層阻擋水分下滲，在土壤中形成局部飽和

帶—棲留水，土壤質地的差異可作為判釋本區存在棲留水與否的關鍵。 

利用本區土壤圖所標示的土系，配合查詢報告書中土系的特徵，以報告書中 0-30cm（土層Ⅰ）、

                                                              

 
a 本區的地層下陷約始於 1970 年代初期（水利署，2006），1980 年初期本區的微地形應已經輕微受到影響，會稍稍影

響到利用土壤圖資料判釋的精確性，這是採用此種分析法時所必須面對的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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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0cm（土層Ⅱ）、60-90cm（土層Ⅲ）作為土壤質地垂直分層的依據。報告書對於土壤質地的描

述有 18 種 9 類，本研究將之歸併為 3 群：(1)粗質地（細砂土、壤質細砂土、壤質砂土、壤質細砂

土、粗砂質壤土、砂質壤土、細砂質壤土、極細砂土、壤質極細砂土）；(2)中質地（極細砂質壤土、

坋土、坋質壤土、壤土）；(3)細質地（砂質粘壤土、粘質壤土、坋質粘壤土、坋質粘土、粘土）。所

繪製的分層土壤質地分布圖如圖 5、6、7 所示。 

由三圖比較發現：至土層Ⅲ普遍出現相對難透水層（中質地），配合2005年夏季的田野所觀察到的現

象，推測本區農地土壤可能因難透水層的存在，大雨時阻滯雨水下滲形成季節性的暫時性棲留水。此外，

將圖1與土層Ⅲ的粗質地分布範圍對應，也與古潟湖區可部分吻合。 

 

 

 

 

 

 

 

 

 

 

 

 

 

 

 

 

 

 

 

 

 

 

 

圖 4 利用土壤排水狀況所繪製的研究區微地形圖 

 

 

 



10 

 

 

 

 

 

 

 

 

 

 

 

 

 

 

 

 

 

 

圖 5 土層Ⅰ土壤質地分區圖          圖 6 土層Ⅱ土壤質地分區圖 

 

 

 

 

 

 

 

 

 

 

 

 

 

 

 

 

 

圖 7 土層Ⅲ土壤質地分區圖           圖 8 採樣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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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壤化性實驗分析 

1.土壤採樣土壤採樣土壤採樣土壤採樣 

本區為乾溼分明的地區，需於一年中不同時期採取土壤樣本，以獲得正確鹽分集中的數據

（Battle-sales et al, 2002, Rogel et al, 2001）。本區乾濕季節相當分明，因此分夏半年（7 月 29～7 月

31 日、9 月 9 日～9 月 10 日）、冬半年（1 月 13 日～1 月 16 日）至研究區採樣，共選取 33 個樣點，

每樣點分 0-30cm、30-60c、60cm 以下三層採樣，共 99 個樣本。至採樣位置時以 GPS 定位，記錄

TM 二度分帶座標，再以 GIS 展點。 

分三層採樣的理由是水田的耕犁層（Ap 層）與 B 層的界線常位於 20-30cm 處，為避免都採到

Ap 層，以 30cm 作為同一樣點土層Ⅰ與土層Ⅱ的界線，並再往下採，以 60cm 作為土層Ⅱ、Ⅲ界線。

其次，水田土壤因長期浸水有機會出現灰黏化作用（gleization）產生灰黏化層，農民將此灰粘化層

通稱垎土（keh4 thoo5），本地農民普遍能認知垎 土的存在（有稱：垎土、土垎、赤垎連（lian5）土

或白墡（sian1）土b），垎土的存在有利於難透水層的形成。 

2.土壤化性實驗方法土壤化性實驗方法土壤化性實驗方法土壤化性實驗方法 

(1)實驗的前處理：為對比乾、濕季土壤性質的差異，野外的土壤採樣工作分為冬、夏兩次進行，

採取約 800 公克的土樣，先泡製土壤飽和萃取液，並以此作為土壤化學實驗的土壤溶液。 

(2)陰、陽離子濃度檢測：檢測的陰離子包括：Cl-、SO4
2-、CO3

-、HCO3
-；檢測的陽離子包括：

Ca2+、Mg2+、Na+、K+，藉由土壤成分的陰離子與陽離子比例分析，來判斷土壤鹽化的成因。

每個離子的實驗步驟儘量符合 2002 年 9 月 23 日環署檢字第 0910065071 號公告（環保署：

1995a；環保署：1995b），測量方法如表 2 所示。 

(3)繪製圖表：實驗數據先計算，再利用資料中二度分帶座標 X 與 Y 值定位採樣點位置，且以

Z 值繪製等值線，繪製後的等值線再利用繪圖軟體套疊於 1/50,000 地圖重繪。利用等值線圖

結果顯示，可做實驗結果之描述，瞭解最高值中心出現位置，在配合當地土地利用，則可約

略推測最高值出現之原因。 

3.實驗實驗實驗實驗數據分析方法數據分析方法數據分析方法數據分析方法 

(1)Piper 水質結構圖分析：一般用於判釋地下水的水質狀況，本研究將其原理轉應用到土壤，

以瞭解本區土壤鹽分的來源。落在 I 區者表示土壤未受污染；落Ⅱ區者表示土壤污染源主要

受魚塭放流水影響（養殖漁業者抽取深層受壓地下水之故）；落在Ⅲ區者表示土壤的污染源主

要來自農業活動；落在 IV 區者表示土壤的污染源主要受海水影響的地下水（楊萬全，1993；

Battle-sales et al., 2002）（圖 9）。 

(2)電導度分析：土壤溶液中總離子濃度越大者，其電導度（electrical conductivity, EC）越大。

受海水影響的土壤內含有有較多離子，所以土壤溶液中電導度值通常較高，在觀察土壤鹽化

狀況時，電導度值是很重要的指標（Steinich, 1998）。 

                                                              

 
b 本處的福佬語拼音採用教育部公告的TLPA系統，調號為上標的數字型，且均標註本調。赤垎連土之「連」疑為「黏」

的音變；白墡土之「墡」為「黏土」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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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Piper 水質結構圖 

(3)氯離子（Cl-）：氯化物一般為可溶性，在河川和地下水中，均有相當之濃度，但在不同水

體，有不同的濃度範圍，一般來說山區及河流上游的地表水中，氯鹽含量甚低（徐貴新，1998），

海水入侵的地區電導度值與氯離子通常較高（Panteleit et al, 1999; Battle-sales et al, 2002）。

海水中氯鹽含量極高，平均為 19,000mg/L（徐貴新，1998）。受海水影響的地下水或土壤水，

其氯離子濃度會偏高，故氯是檢視水、土受海水影響程度的重要指標。 

(4)硝酸鹽氮與硫酸鹽之分析：土壤水中硝酸鹽氮與硫酸鹽濃度高低與有機環境有關，受魚塭放

流水與潟湖影響的農地土壤中此二離子的含量應較高。（Ponamperuma, 1972; Walsh, 1974; 

Giani & Giani, 1990, Giani et al, 1996; L. Battle-sales, 2002） 

表 2 本研究化性分析項目與方法 

註：A. A.為原子吸光分光光度計的英文縮讀；U. V.為可見光及紫外光分光光度計的英文縮讀。 

本區土壤鹽度的時、空間分布狀況 

電導度值常是檢視土壤鹽度高低的指標，在不同的研究個案所用的標準並不統一，不論是

1.3mS/cm、1.5mS/cm 或是 2.0mS/cm（陳文福，2001；雲林科技大學水土資源及防災科技研究中心，

2001a；謝兆申、王明果，1995），本研究採用 2mS/cm 為土壤鹽度「高」與「低」的臨界值。檢測

結果顯示：本區普遍呈現土壤鹽度過高現象，但是否在時間及空間的分布上均呈現差異？以下就將

本區的土壤鹽度分為高、低二群，並以電導度等值線圖與 Piper 水質菱形圖兩種方法，探討土壤鹽

度高、低的空間分布狀況。 

(一)土壤鹽度高低分佈的空間差異 

1.電導度值電導度值電導度值電導度值 

圖 10、圖 11、圖 12 為本區夏季土層Ⅰ、土層Ⅱ與土層Ⅲ電導度等值線分布圖；圖 13、圖 14、

檢測

項目 
pH 電導度 鈣(Ca2+) 鎂(Mg2+) 鈉(Na+) 鉀(K+) 

氯 鹽

(Cl-) 

碳酸根及碳

酸氫根（CO3
2- 

& HCO3
-） 

硝 酸 根 離

子(NO3
-) 

硫 酸 根

離 子

(SO4
2-) 

檢測

方法 
pH 計 電導度計. A. A. A. A. A. A. A. A. 

硝 酸 鹽

滴定法 
鹼度測定 
（比色法） 

U. V. U.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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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為本冬季土層Ⅰ、土層Ⅱ與土層Ⅲ電導度等值線分佈圖。透過此 6 張電導度等值線圖的比較，

可發現本區農地土壤鹽度的水平空間分布呈現離海越近土壤鹽度越高之狀況。以電導度 2.0mS/cm

為土壤鹽度高低的臨界值，全區的農地土壤幾乎屬於高鹽度的狀況。 

本處分別就各採樣點位的土層在冬、夏季所測得的電導度值與「距海遠近」做簡單相關分析，

發現本區土壤電導度值自沿海到內陸逐漸減少，且各土層的電導度值皆與距海遠近呈負相關，也就

是距海越遠電導度值越低，反應來自海水的影響。 

圖 10 夏季土層Ⅰ電導度等值線   圖 11 夏季土層Ⅱ電導度等值  圖 12 夏季土層Ⅲ電導度等 
圖                             值線圖                       值線圖 

 圖 15 冬季土層Ⅲ電導度等值線圖 圖 13 冬季土層Ⅰ電導度等值線圖 圖 14 冬季土層Ⅱ電導度等值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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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壤鹽害與鹼害土壤鹽害與鹼害土壤鹽害與鹼害土壤鹽害與鹼害 

土壤鹽害與鹼害問題的危害情形，可從土面鹽斑分布或植物之生長趨勢略做研判；但是這些現

地研判最好能配合土壤採樣，實驗分析數據詳加佐證後，才能下最後的結論（謝兆申、王明果，1995），

土壤的鹽害與鹼害可利用電導度值做分區，鹽、鹼害的等級及其內涵如表 6 所示。 

以電導度值將土壤鹽分分為：無鹽分、微鹽分、輕鹽分、中鹽分與高鹽分（謝兆申、王明果，

1995），由於一般作物的耕犁層大抵介於 0-30cm 間（即土層Ⅰ），利用表 3 的電導度等級分區，

繪製夏季及冬季土層Ⅰ的電導度值分區圖（如圖 16、17）。利用鹽害等級，可作為選擇適地性農作

物的參考。由鹽分等級分區圖來看，本區夏季土層Ⅰ出現高鹽分，冬季土層Ⅰ則有超過 50%的面積

屬於高鹽分。 

表 3 土壤鹽害級與植生概況 

資料來源：謝兆申、王明果，1995。 

 

 

 

 

 

 

 

 

 

 

 

 

 

 

 

圖 16 夏季土層Ⅰ鹽害等級分類圖      圖 17 冬季土層Ⅰ鹽害等級分類圖 

鹽分等級 鹽害等級名稱 地面植生概況 土壤電導度值 

無鹽分（Non saline） ＜2mS/cm 

微鹽分 
（Very slightly saline ） 

不受影響（Free） 
土壤無過量的鹽或鹼；地上植生顯

現不出任何受制於過量之鹽或鹼

而無法存活或傷害之跡象。 2～4mS/cm 

輕鹽分（slightly saline） 
微受影響 

（Slightly affected） 

土壤頗受鹽、鹼之影響；凡對鹽、

鹼敏感之植生蓋無法生存，只耐鹽

作物可能生存者 
4～8mS/cm 

中鹽分（Moderately 
saline） 

頗受影響 
（moderately affected） 

土壤頗受鹽、鹼之影響；即令耐鹽

作物也不見得可以生長良好者。 
8～16mS/cm 

高鹽分（Strongly saline） 
深受影響 

（Strongly affected） 
土壤身受鹽、鹼之影響；地面上只

見耐鹽作物之稀疏殘存者。 
＞16mS/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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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iper 水質菱形圖上的落點分析水質菱形圖上的落點分析水質菱形圖上的落點分析水質菱形圖上的落點分析 

圖 18、19、20、21、22、23 分別為本區夏季土層Ⅰ、土層Ⅱ、土層Ⅲ與冬季土層Ⅰ、土層Ⅱ、

土層Ⅲ，在 Piper 水質菱形圖的落點分區圖，發現全部落在Ⅲ區與Ⅳ區。以水平分布來看，較靠內

陸地區多屬於農業污染（Ⅲ區）；沿海地區多為海水污染（Ⅳ區）；其次，越往下的土層受海水影

響的影響的情況越多。 

以各土層的電導度值分布來看，本區的土壤呈現越下層鹽度越低的狀況，且 Piper 水質菱形圖

分區後顯現示，越下層研究區受海水影響的範圍越大。故推測土層Ⅰ的鹽度雖較下層高，但是導致

形成高鹽度土壤的原因是多元的，不止海水影響一種，而土層Ⅱ與土層Ⅲ的鹽度雖沒有土層Ⅰ高，

但是卻主要受海水的影響。 

 

      

 

 

 

 

 

 

 

 

 

 

 

 

 

 

 

圖 18 夏季土層ⅠPiper 菱形圖落點               圖 19 夏季土層ⅡPiper 菱形圖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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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夏季土層ⅢPiper 菱形圖落點                 圖 21 冬季土層ⅠPiper 菱形圖落點 

 

 

 

 

 

 

 

 

 

 

 

 

 

 

 

 

圖 22 冬季土層ⅡPiper 菱形圖落點                圖 23 冬季土層ⅢPiper 菱形圖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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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壤鹽度高低分佈之時間差異 

本區氣候乾溼分明，此種氣候特徵影響土壤鹽度季節變化甚深，以土層Ⅰ來看，其冬夏兩季差

異甚大，冬季的電導度值明顯比夏季高出許多，幾乎每一個點位土層Ⅰ的電導度值都較夏季為高，

點位 10、13、15、21 與 22 冬季的電導度值甚至為夏季的 10 倍以上。造成土層Ⅰ冬季電導度值高於

夏季的原因有二：(1)土壤水作用力導引土壤水出滲（exfiltration）而蒸發，使鹽份累積於表土；(2)

海面鹽霧向陸地飄送累積在表土。 

比較土層Ⅰ、Ⅱ、Ⅲ電導度值的垂直變化，發現在夏季時，越靠海岸的地區的電導度值，有越

往下層越高的趨勢；越靠內陸地區的電導度值有越往下層越低的趨勢。而在冬季時，土層Ⅰ的電導

度值幾乎全高於土層Ⅱ與土層Ⅲ。綜觀而言，本區農地土壤的電導度值呈現越下層越低的趨勢，在

冬季尤為明顯。其次，土層Ⅲ的電導度值的空間分布態勢與圖 1「潟湖和沼澤沈積」及「近期潟湖

沈積」的相吻合程度較高。 

影響土壤鹽度分布的因果關係探討 

影響本區農地土壤鹽度高低及鹽化的原因非常多元，本研究針對海水入侵、海水倒灌、古潟湖、

漁塭放流水與土壤水作用等五個面向，分別探討其對土壤鹽度高低分佈之影響。 

(一)海水入侵對土壤鹽度高低分布的影響 

中部沿海地區河水的鹽化狀態，在北港溪河口的鹽化有逐漸惡化的趨勢，而濁水溪則尚未觀測

到海水入侵的現象（王淑姿等，2001）。按地理區位本區也應有河水鹽化的現象，且若為海水入侵，

沿海地區土壤鹽化的狀況應為越下層越嚴重，利用土壤飽和萃取液所測得的電導度值發現，本區夏

季越下層電導度值越高者包括：7、8、10、15、21、24、26、28、29、30、32、33。這些樣點大部

分位於沿海地區（圖 23、24，點位分布參見圖 8），由沿海地區土壤越下層電導度值越高的情形可

推斷沿海地區應有海水入侵的現象；但在冬季時越向下的土層電導度值越高的點位只剩點位 30。海

水入侵現象不應有冬夏差異，故此現象應與土壤水作用力有關。 

本區冬天為乾季，乾季時土壤水作用力將淺層地下水帶到土表滲出，水分蒸發掉後僅殘留鹽分

於土表，因此在夏季沒有發生海水倒灌的前提下，冬季土層Ⅰ的電導度值會高於夏季。此外，一般

情況越下的土層電導度值越低，但若是海水入侵為常態現象，在冬季Ⅲ層的電導度值，會反過來高

於土層Ⅱ，此點位包括：2、3、18、23、26、28、30、32、33。冬季土層Ⅲ的電導度值雖比土層Ⅱ

低，但兩土層的電導度差值不到 10％的點位包括：1、7、8、12、15、18、19、23、26，可知Ⅱ層

電導度值比土層Ⅲ低於 10％以上的地區幾乎都在沿海或是排水溝四周，更可證明此區有海水入侵而

鹽化土壤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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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3 夏季上、下土層電導度值的比較     圖 24 冬季上、下土層電導度值的比較 

(二)海水倒灌對土壤鹽度高低分布的影響 

淹水可分成兩種，一種為常態性淹水，也就是大潮淹水，一種為非常態性淹水，此為洪水淹水，

常態性淹水通常因海水漲潮，使海平面高於低窪陸地而使海水淹沒陸地；而非常態性淹水則不一定

為海水，有時為河道受阻使外水淹至陸地，此可能為河流帶來的洪水（淡水）。 

2005 年夏天大雨特多，連連發生數次水災，此種水災是屬於洪水淹水的非常態性淹水，此次淹

水造成的原因是為海水倒灌所引起，還是另有原因？於 2005 年夏天考察時在湖口村發現田中積水，

其電導度值約為 3.6mS/cm，而海水電導度值約 56mS/cm。故推測若該年夏天本區的大淹水為海水倒

灌，則該點位田中積水的電導度值應該更高，且詢問當地居民，除湖口村民認為所淹之水為半鹹水

外，其餘地區居民皆認為夏天所淹之水為淡水，且冬季土樣所測得的 I 土層電導度值與夏天相比大

幅升高，冬天為乾季，容易發生土壤作用力向上的狀況，若淹的是海水，I 土層的電導度值應會大

幅下降，可推測本區於 2005 年發生的非常態性淹水，所淹之水應為淡水，而非海水倒灌。 

(三)漁塭放流水對土壤鹽度高低分布的影響 

本區的沿海地區土地利用幾乎全為漁塭，且主要以鹹水養殖為主，魚池中的鹹水主要為半海水，

鹽分含量很高，經由滲透作用而鹽化周圍土壤。由於臺灣養殖漁業主要是以集約方式養殖，為瞭解

決魚池優養化的問題，養殖業者以換水來維持漁塭的壽命，但其換水的方式卻是以隨地放流的方式，

更易於鹽化周圍土壤，本研究以電導度、硝酸鹽氮、硫酸鹽等等值線圖推測其對土壤的影響。 

利用電導度等值線圖觀察，本區夏季土層Ⅰ的電導度最高值出現於樣點位 26 與點位 5（採樣點

位見圖 8），此兩點位土地利用主要為漁塭，且土層Ⅱ、Ⅲ的電導度值明顯下降許多，應不是受古

潟湖或是海水滲入土壤層的影響，且將地勢與樣點位置比對後，看出此兩點位皆位於地勢較高，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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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地勢低所導致鹽份累積的影響。由於此點位屬於排水尚佳，也排除因大雨來襲半鹹水積水不退所

造成的影響，故本研究推測，漁塭放流水應為導致此兩點位的電導度值高於其他點位的原因。由於

漁塭地區土壤經過擾動，無法代表當地土壤狀況，所以漁塭區皆無法採樣，沿海主要土地利用雖為

漁塭，但找不到適宜採樣地，故無法比對。 

雲林科技大學（2001）研究雲林地區養殖漁塭循環用水研究時發現，漁塭中硝酸鹽氮的含量高，

本研究利用冬季土層Ⅰ硝酸鹽等值線（圖 25）發現c，在椬梧農場一帶硝酸鹽值皆低於 50mg/L 以下，

可推測因椬梧農場長期以來都為農業用地，從未改為漁塭，沒有漁塭放流水問題，所以硝酸鹽氮含

量相對較低。硫酸鹽與有機質有關，因此利用土層Ⅰ硫酸鹽等值線（圖 26）看出，由本區夏季土層

Ⅰ硫酸鹽等值線最高值出現在點位 26 與點位 5，與電導度值最高的點位一致，推測漁塭放流水是造

成此兩點位夏季土壤鹽分高的主因。 

 

 

 

 

 

 

 

 

 

 

 

 

 

 

 

 

 

 

 

 

圖 25 冬季土層Ⅰ硝酸鹽氮含量等值線圖      圖 26 夏季Ⅰ土層硫酸鹽含量等值線圖 

 

 

                                                              

 
c 由於漁溫放流水的污染係由上而下，限於篇幅本處僅以土層Ⅰ為代表，夏季的樣本未檢測硝酸鹽，故以冬季檢測的

資料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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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潟湖區對土壤鹽度高低分布的影響 

比對修正完後的古潟湖區與現在漁塭區發現，現今的漁塭區與當時的古潟湖區位置頗為相似（參

圖 2），現今漁塭位置與古潟湖大致是可以疊合的。將前述利用土壤圖中排水狀況資訊所繪製的微

地形起伏圖（對比圖 2、4）與古潟湖區疊合，本研究所推測的部分古潟湖範圍（古象鼻湖及樹苓湖

的範圍）的地勢確較周圍地區為低。土層Ⅲ的質地及夏季電導度值的空間分布態勢與古潟湖區的相

合性較高。 

藉由比對圖 2 相關的古潟湖區沈積範圍、漁塭位置與地勢較低處，皆頗為相吻合，得知現今漁

塭之選址主要位於地勢較低處。古潟湖區曾經受到海水影響，且因雨水將鹽分由稍高處淋洗至較低

處累積，原本地勢低，脫鹽不易，高處鹽分又帶至低處累積，因此本區長期鹽分高，農作物收成受

限，加上沿海環境適宜，所以當養殖漁業興起時，農田轉化為漁塭的較為普遍。 

以 Piper 菱形圖來看，夏季土層Ⅰ除了樣點 24 外（圖 18），全屬於Ⅳ區；土層Ⅱ除了樣點 10

與樣點 24 外，全屬於Ⅳ區（圖 19）；土層Ⅲ則除了樣點 10、樣點 23 與樣點 24 外，全為Ⅳ區（圖

20）。Piper 菱形圖分析時發現，冬季受海水污染之面積明顯減少，因此，位於古潟湖區 Piper 菱形

圖Ⅳ區的點位也明顯減少，但是與全區相較，其為Ⅳ區的點位比例還是較高。土層Ⅰ屬於菱形圖的

Ⅳ區點位包括：10、15、18、21、23、26、29、31（圖 21）；土層Ⅱ屬於Ⅳ區之點位包括：1、7、

13、15、18、19、21、26、29（圖 22）；土層Ⅲ屬於 Piper 菱形圖Ⅳ區的點位包括：1、7、15、18、

19、21、26、29（圖 23）。因為潟湖容易受到海水影響，所以屬於 IV 區的比例當較非古潟湖區為

高。 

（五）綜合討論：土壤水作用力對土壤鹽度高低空間分布的影響 

以 Piper 水質菱形圖檢驗時發現本區沿海地帶主要是受海水影響，且利用各土層的電導度值比

較也可看出（圖 10、11、12、13、14、15）。藉由沿海地區土層Ⅰ電導度值小於土層Ⅱ，而內陸地

區則相反的情況，更可推知沿海地區土壤鹽度高主要是因為受到海水影響，內陸地區則否。但純粹

以電導度值來看，內陸地區的土壤電導度值依舊很高，如果不是受到海水所影響，那真正造成此區

土壤高鹽度之原因為何？利用夏季與冬季電導度值的垂直與水平分布比對發現：不論是夏季或是冬

季，內陸地區，土層Ⅰ的鹽度皆比土層Ⅱ、Ⅲ兩層為高，且冬天電導度值又比夏天高出許多。故內

陸地區的土層Ⅰ在冬季鹽度較夏天高的主因，為土壤水向上的作用力影響，而非海水影響。 

臺灣地區年雨量豐沛狀況下，本區的年降水量雖僅 1,200mm 左右，但在夏半年的降水量仍然相

當豐沛，理論上土壤受到雨水淋洗作用的影響，把陽離子自 A 層（淋溶層）溶出，至 B 層（澱積層）

洗入，因此 B 層的電導度值會大於 A 層。然而一旦土壤藉由毛細管作用，土壤水因出滲（exfiltration）

而逸散，將鹽份累積於土表，則此時 A 層的電導度值會高過 B 層，此為原生土壤鹽化作用（形成鹽

土），且此種現象易在秋冬發生，此種狀況與本區土壤鹽度的季節表現頗為一致。本區由於地下水超

抽，地下水面已低於標高-10m 以下（洪華君，1989），地下水面最高約在地面下 8m，最低已低於地

面下 30m，如此的地下水面所引起的毛細管作用對土層 I 的鹽份累積效果已十分微弱。本研究在調

查時發現，當挖至約地面下 50-80cm 左右已有水緩緩湧出。但其水位卻與本地的地下水面不符。故

此「地下水」應為不飽和帶（unsaturated zone）中局部飽和的棲留水，而非飽和帶（saturated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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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自由地下水（unconfined water），因此內陸地區土層Ⅰ的電導度值大於土層Ⅱ，是受到土層中

季節性的棲留水所影響。 

利用土壤圖將本區土壤質地分為：質地粗、質地中與質地細三群，看出大部分地區於土層Ⅲ出

現顆粒相對較細之難透水層（見圖 5、6、7），有些地區甚至在土層Ⅱ已出現，此局部難透水層導

致地面下約 70cm 處形成局部飽和帶，當進入長期不雨的秋、冬季時，棲留水經由土壤水作用力被

帶至地表，出滲、蒸發、濃縮，使表土鹽分累積。 

結論與建議 

本區由於乾、溼季分明，冬季時容易因土壤水向上的作用力而鹽化表土；長期超抽地下水造成

地層下陷，海水入侵，使土壤鹽化現象更加惡化；漁塭為本區的沿海地區主要土地利用方式，養殖

業者鹽水隨地放流，易造成地表土壤鹽度升高；研究區大部分的地區原為潟湖與沼澤之地，研究的

結果發現：潟湖沈積環境與土系分布、土壤質地、地勢高低及土壤鹽度具有一定的關聯性，而將各

種本研究調查而繪製的主題圖疊合，發現土層Ⅲ較能反映古潟湖的影響。本研究更進一步利用土壤

化學檢測方法取得相關水化學數據，綜合 5 種面向的分析，以瞭解地理環境對當地土壤含鹽量及鹽

化的影響。 

以電導度值 2mS/cm 為土壤鹽化的臨界指標，結果發現：沿海地區的土壤出現高鹽度現象，且

土層 I 主要是靠近漁塭的電導度值最高，而土層Ⅱ與土層Ⅲ最高質出現在沿海一帶，故此區土壤鹽

度高低分布與海水有很大的關係。 

在 Piper 水質菱形圖中，本區土壤只屬於Ⅲ、IV 兩區，Ⅲ區為農業活動污染，IV 區為海水污染，

沿海地區主要是海水污染，而較靠內陸的地區屬於農業污染，整體而言，越往下層的土層受到海水

影響的範圍越大。利用土壤的電導度值發現：沿海地區土壤鹽度的狀況為越往下層愈高，表示下層

土壤鹽化越嚴重，配合 Piper 分區圖推測研究區沿海一帶應有產生海水滲入土壤層的現象。藉由當

地居民的描述，加上土層Ⅰ的電導度值冬季大於夏季，故於 2005 年發生之非週期性淹水，所淹之水

應為淡水或是受淡水稀釋數 10 倍以上之半鹹水，因此，本區土壤鹽度之空間分布，受到來海水倒灌

之影響有限。 

土層Ⅰ冬季之電導度值與高於夏季，因此，土壤水作用力應為造成土層Ⅰ冬季高於夏季之主因，

但是本區由於地下水超抽，地下水面已低於地面 10m 以下，理論上無法因土壤水作用力將地下水帶

到地面使土壤鹽化。且經由土層Ⅰ、土層Ⅱ與土層Ⅲ土壤之質地分區圖發現，本區農地普遍在地面

下約 70cm 存在一層難透水層（農民口中的垎土），局部難透水層影響產生「棲留水」，乾季時透過

土壤水作用力將此棲留水中的鹽分帶至土表，使表土鹽度提高。 

漁塭區附近的土層電導度值明顯高於其它地區，另由土層Ⅰ的硫酸與硝酸等值線圖（圖 26）也

可看出，其較高值出現的地方與吻合，漁塭放流水應造成部分地區土壤電導度值高於周圍地區的原

因之一。再將古潟湖區與歷史文獻、廟宇碑文、微地形起伏分布態勢作比對，大致可推定本區古潟

湖分佈的範圍，再利用古潟湖區的範圍與現在漁塭區作對比，發現在的漁塭區與古潟湖的範圍可大

致疊合，因此現今漁塭位置的選擇，反映圖 2「近期潟湖沈積」的區位。以 Piper 分區來看，幾乎所

有位於古潟湖區的土壤Ⅰ層皆屬於 IV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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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土壤有高鹽分的問題，且皆為冬季比夏季嚴重，沿海較內陸嚴重，因此農民在土地利用時，

因特別注意季節與空間的差異。含鹽土壤之改良，首重除去鹽分，要除去鹽分則全賴水之洗滌，研

究區降雨量雖不低，但是乾、溼季節分明，降雨集中夏季，使夏季土壤鹽度稍微緩和，但是到了秋、

冬季節表土鹽度再次提高。因此，本區土壤之洗鹽所需水量多賴灌溉，灌溉系統之修築，水田耕作，

是決本區土壤高鹽度的問題。 

郭魁士（1957）於《土壤詳測報告書》及提：由於挖掘漁塭，將挖出之土堆於附近耕地之上，

耕地堆高，利於排水洗鹽，同時漁塭也可容納附近耕地排出之水，此對於附近耕地土壤改良亦屬有

益。但是本研究發現，漁塭鹹水放流水，也會增加土壤鹽度，因此，本研究認為：養殖業者換水時

宜排入固定渠道，以避免鹽化周圍土壤，也可使漁塭之效用達到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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