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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richment, release, distribution and geochemical transport of arsenic in the south side 

formation of the Chou-Shui River alluvial fa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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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劉振宇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研究人員：張誠信、陳有慶、卓胡娟 

 

一、中文摘要： 

自然狀態中，大部分含水層參數性質均呈現異質及異向性，例如水力傳導係數（K）
以少數觀測資料推估其空間分佈時，結果相當不確定性，水力傳導係數是分析水文地質、

地下水流及污染傳輸極為重要之參數，集集地震引致地下水位異常變化，亦可能造成土壤

結構及水力傳導係數之改變。 

本研究是將集集地震引致同震地下水位變化視為大自然本身執行微量試水試驗之水

位變化，首先分析非侷限含水層、侷限含水層與山區之同震水位離震央距離與流通係數之

關係，接著探討個別觀測井同震水位變化，但均未獲得具體之相關性，目前則進行 
MODFLOW模式模擬地震後地下水位回復之過程，並使用 UCODE模式進行參數優選，推
估震後水力傳導係數之空間分布及受地震可能造成之改變。 

關鍵詞：同震地下水位、水文地質、地下水流模式、參數優選 

Abstrac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atural aquifer properties, such as hydraulic conductivity (K), 
often exhibits extreme heterogeneity and anisotropy. However, a field investigation can only 
survey and analyze a small fraction of in-situ data, due to limitations of time and cost. Therefore, 
the sparsely measured data contain considerable levels of uncertainty. Hydraulic conductivity is 
an important parameter for the investigations of the hydrogeology, groundwater flow and 
contaminant transport. Soil structures and hydraulic conductivities maybe vary due to the 1999 
Chi-Chi earthquake in the Choushui River alluvial fan. 

In this study, the changes of groundwater level induced by the Chi-Chi earthquake are 
regarded as the water-level fluctuations of a slug test made by nature. At first we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of coseismic water-level change versus the distance from epicenter and 
transmisivity of wells in unconfined, confined aquifer and mountain region. We also analyze the 
recovery of water level in selected observation well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is no 
definite relationship can be drawn among the water-level change versus distance from epicenter 
and transmisivity. The groundwater model MODFLOW, coupled with the automatical 
calibration model, UCODE are thus adopted to simulate the recovery of coseismic water-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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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to determine the changes of K caused by the Chi-Chi earthquake. 

Key Words：Coseismic water-level change, hydrogeology, groundwater model, parameter 
identification 

一 前言 

1999年 9月 21日凌晨 1點 47分在台灣中部發生芮氏規模(ML)7.3的地震，震央約在
南投縣集集地區(北緯 23.850、東經 120.780)，震源深度推測約為 8 公里，地震造成沿車籠
埔斷層地表破裂，南北方向延伸約 100公里（中央地質調查所,1999a; Chia et al., 2001），由
於地震引起大地應力場之變化導致短期地表水及地下水水文的改變（經濟部水利處，

2000），其中「台灣地區地下水觀測網整體計畫」在濁水溪沖積扇所建置具有時水位記錄資
料的 179口觀測井中，有 157口井出現地下水異常變化現象，其中有 67口觀測井水位變化
超過1公尺，最大可達11.1公尺，其餘22口觀測井則因強震而損壞(Chia et al., 2001)。Roeloffs
（1996）曾歸納地震引起的地下水位變化種類，其中一種瞬間上升或下降的水位變化，往
往是因為由孔隙彈性介質組成的含水層在地震斷層滑動（或錯位）所造成體積變化之反映，

如果含水層位於地殼收縮區，則地下水位上升，反之位於地殼伸張區，則地下水位下降。

集集地震所造成的地表錯位，主要為車籠埔斷層向西逆衝，迫使彰化斷層亦向西移動，所

以車籠埔斷層至彰化斷層之間的地下水觀測井大多因土壤解壓而水位下降；相反地，彰化

斷層以西之土體向西擠壓，導致位於彰化斷層以西之地下水觀測井，大多因孔隙水壓受到

未排水擠壓而水位上升（Chia et al., 2001; Wang et al., 2001; Lee et al., 2002）。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為將同震地下水位變化視為大自然本身執行微量試水試驗之地下水位

變化，應用三維地下水流動模式MODFLOW(McDonald and Harbaugh, 1988)及自動校正模
式 UCODE(Poeter and Hill, 1998)模擬同震地下水位之回復情況，分析地震發生後水力傳導
係數可能之改變，其中地震發生前之水力傳導係數，將使用台糖公司新營總廠（1996）現
場抽水試驗之觀測值；地震發生後，使用MODFLOW模擬地下水位抬升或下降同震所導致
觀測之水位改變值，並以 UCODE優選水力傳導係數，模擬同震地下水觀測水位回復曲線，
探討水力傳導係數受地震影響可能造成之改變。 

三、研究方法 

3-1、同震水位變化分析 

根據 Roeloffs（1996）研究指出流通係數（T值）較小時，井水位改變較小沒有放大效
應。反之，流通係數（T 值）較大時，井水位的變化會有放大效應，且可能放大含水層水
頭變化 1000倍。又 Chia et al.(2001), Wang et al.(2001)及 Lee et al.(2002)研究指出水位變動
量的大小與井位距地震斷層的距離有關，即同震水位變化具有尺度上的關係，基於上述兩

項原因，本研究首先考慮流通係數（T值）和離震央距離（D）兩項因素，分析其與同震水
位變化的關係，並將水井之區位分為侷限含水層、非侷限含水層和山區三部分來進行探討

（Chia et al., 2001; Wang et al., 2001; Lee et al., 2002），分析之方法是將觀測井同震水位變化
與流通係數（T值）、離震央距離進行複迴歸分析，如（1）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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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aH 210 )ln( ++=∆                             ( 1 ) 

其中 H∆ ：同震水位變化的絕對值 

     ln(T)：流通係數自然對數值 
     D：觀測井距震央之距離 

0a 、 1a 、 2a ：迴歸係數 

    本研究將探討侷限、非侷限及山區含水層，同震水力變化與上述個參數之相關性，在
各含水層選取二口水井分析其水位歷線與 T值及離震央距離之關係。 

3-2、反向推求水力傳導係數 K值 

一般地下水水位變化（H）受到長期地下水位變化趨勢（H ）、地潮效應（ earthT ）、海

洋潮汐效應（ oceanT ）、大氣壓力效應（B）、短期降雨補注效應（ R）、短期抽水效應（ P）、
地震引起之水位變動（ S）等因素影響，假設其各項之影響為線性關係(成功大學防災中心，
2001)，即(2)式所示： 

H ＝ H + earthT + oceanT + B + R + P + S                       ( 2 ) 

其中在本研究長期地下水位變化趨勢（H ）為月平均水位，其餘地潮（ earthT ）、海洋潮汐

（ oceanT ）、大氣壓力效應（ B）、短期降雨補注（ R）、短期抽水（ P）、地震引起之水位變
動（ S ）等因素皆視為噪音(noise)。將集集地震發生前後分別進行地下水水流模擬，並假
設集集地震發生前後地下水皆符合連續定理與達西定律，只有地震發生瞬間，斷層錯動地

殼遭受擠壓，如同非排水荷重（undrain loading），地下水不符合連續定理與達西定律。因
此集集地震發生前，進行地下水水流月平均水位模擬，忽略各項噪音之影響，反向推估民

國 88年 7月 1日至 9月 20日每月平均抽水與補注。參考集集地震發生後，至 10月 2日並
無明顯降雨，9 月平均地表補注量與抽水量可是用於地震發生後，且無短期降雨補注及短
期大量抽水；地潮及大氣壓力效應所影響地下水位變化在濁水溪沖積扇一帶小於 30 公分
（Chia et al., 2001; Lee et al., 2002），遠小於地震對於地下水位之影響（最大同震水位變化
為 11 公尺），若使用日平均水位，該項影響更低，可以忽略；海洋潮汐僅在海邊觀測井具
有影響，集集地震發生，產生明顯同震水位變化之觀測井，多遠離海邊，故該項亦忽略。

因此，集集地震發生後，可僅考慮長期地下水位變化趨勢及地震引起之水位變動，利用

UCODE 反向推估集集地震發生後水文地質參數( 如 k 值)可能之改變。詳細之研究流程如
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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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分析地震發生前後 K值改變之研究流程 

四、結果與討論 

4-1、同震水位離震央距離與流通係數（T值）之關係 

濁水溪沖積扇觀測站網共有 179 口觀測井扣除地震震壞的水井，剩餘 164 口井提供分
析同震地下水位資料（經濟部水利處，2000），並將其區分為位於侷限含水層共有 122口井、
非侷限含水層共有 32 口井和山區（靠近八卦山脈和斗六丘陵）共有 10 口井，分別進行複
迴歸分析。迴歸結果是以預測與觀測同震水位變化絕對值之決定係數（R2）作為判定的依

據，決定係數為迴歸項變異（預測值變異）與整體變異（觀測值變異）之比值，愈接近 1，
表示迴歸的結果愈佳。 

（1）非侷限含水層 

在非侷限含水層中所得迴歸式為： 

DTH 0374.0)ln(298.0003.4 −−=∆                                    ( 3 ) 

將非侷限含水層觀測井之 ln(T)值和 D代入(3)式，求得預測同震水位變化絕對值，並比
較觀測同震水位變化絕對值，如圖 2，其 R2為 0.288，且迴歸係數 0a 、 1a 、 2a 於迴歸分析
效應顯著（P <0.05），從預測與觀測同震水位變化絕對值關係中發現在同震水位變化小時，
同震水位迴歸關係可能高估或低估觀測值，但在同震水位變化大時，同震水位迴歸關係則

低估觀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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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非侷限含水層迴歸預測與觀測同震水位變化絕對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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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侷限含水層 

在侷限含水層所得迴歸式為： 

DTH 071.0)ln(283.0018.4 −+=∆                    （ 4 ） 

將侷限含水層觀測井之 ln(T)值和 D帶入(4)式，求得預測同震水位變化絕對值，並比較
觀測同震水位變化絕對值，如圖 3，其 R2為 0.338，高於非侷限含水層之 R2，且迴歸係數 0a 、

1a 、 2a 於迴歸分析效應顯著（P <0.05），從預測與觀測同震水位變化絕對值關係中發現部
分觀測同震水位變化較小時（<1 公尺），同震水位迴歸關係可能高估或過度高估觀測值，
但在觀測同震水位變化大時，同震水位迴歸關係接近線性，即預測關係較佳，但預測之同

震水位變化仍較觀測值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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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侷限含水層迴歸預測與觀測同震水位變化絕對值關係 

 

（3）山區 

在山區含水層所得迴歸式為： 

DTH 136.0)ln(005.0056.2 +−=∆                    （ 5 ） 

將山區觀測井之 ln(T)值和 D帶入(5)式，求得預測同震水位變化絕對值，並比較觀測同
震水位變化絕對值，如圖 4，其 R2為 0.02，低於非侷限含水層之 R2，且迴歸係數 0a 、 1a 、

2a 之迴歸分析效應不顯著（P >0.05），從預測與觀測同震水位變化絕對值關係中顯示預測
結果極差，即同震水位變化絕對值與 ln(T)值和 D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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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山區含水層迴歸預測與觀測同震水位變化絕對值關係 

 

綜合以上三類迴歸結果，侷限含水層之決定係數是 0.338，非侷限含水層之決定係數是
0.288，山區含水層之決定係數是 0.02。若僅就此三類比較，侷限含水層的迴歸項變異是三
者中較佳，迴歸預測關係較為顯著。而山區的迴歸變異是最差，迴歸預測關係不顯著。迴

歸分析結果而言，則此三者的迴歸之經驗式皆無法清楚說明同震水位變化與離震央距離、

流通係數（T值）之變異關係。 

4-2 、觀測井同震水位歷線變化分析 

檢視觀測井同震水位歷線變化，在侷限含水層部分選取員林（1）與虎尾（2）兩口，
非侷限含水層部分選取石榴（1）與溪州（1）兩口，而山區則選取竹山（2）與新光（1）
兩口井分別進行研析。 

（1）侷限含水層 

員林（1）觀測井之 T值為 455.67（m2/day），距離震央約 28.03 km，虎尾（2）觀測井
之 T值為 1562.98（m2/day），距離震央約 40.60 km，其地震前後的水位歷線顯示在 921地
震發生後水位均明顯上升，但以員林(1)水位上升為 5.55公尺，虎尾(2)為 4.81公尺，兩口
平均位於侷限含水層，但虎尾(2)的 T值顯然明顯較員林(1)為高，但水位上升幅度卻未如員
林(1)，所以 T值對水位上升影響幅度較小，比較離震央距離，員林(1)離震央較近，水井與
震央之距離可能是影響水位上升幅度之主因。 

（2）非侷限含水層 

石榴（1）觀測井之 T值為 29.50（m2/day），距離震央約 28.5 km，溪州（1）觀測井之
T值為 1204.76（m2/day），距離震央約 33.2 km，其地震前後的水位歷線顯示石榴（1）水
位在 921期間上升幅度很大，而溪洲（1）水位卻是幾乎沒有變化，溪洲（1）之 T值較石
榴（1）大，但距離震央較遠，溪洲離震央較遠，所以距震央遠近似乎是影響水位上升幅度
的主要因素。 

（3）山區 

竹山（2）觀測井之 T值為 9.42（m2/day），距離震央約 17.26km，新光（1）觀測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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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值為 83.03（m2/day），距離震央約 15.99km，其地震前後的水位歷線顯示位於山區之兩口
井在 921期間水位均是下降，竹山（2）下降了 11.09公尺而新光（1）下降了 4.09公尺，
竹山（2）水位在 921前後皆呈現不穩定的變動，而新光（1）則趨於平緩，新光（1）之 T
值大於竹山（2），且兩口井離震央距離相近，就其水位歷線變化而言，無法從 T值與離震
央距離解釋其水位差異之原因。 

多井的複迴歸分析用於非侷限含水層、侷限含水層與山區均無法清楚解釋其間變異關

係，而分析單口井水位歷線，探討同震水位變動受到 T 值和離震央距離影響，亦無法獲得
到引致同震水位變動大小之合理解釋，無法印證 Roeloffs(1996)的論點，接著本研究採用三
維地下水流MODFLOW模式模擬地震前後濁水溪沖積扇區域地下水水位變化，探討集集地
震地下水同震變化與水文地質之關係，並推估地震對本區水文地質參數（如 k 值）可能造
成之改變量。 

4-3、地下水流模擬 

進行地下水水流模擬時，水文地質概念模型是依照中央地質調查所（1995、1999b）台
灣地區地下水觀測站網濁水溪沖積扇之架構，由上至下之剖面圖可分 7 層，依序是含水層
1(F1)、阻水層 1(T1)、含水層 2-1(F2-1)、阻水層 2(T2)、含水層 2-2(F2-2)、阻水層 3(T3)、
含水層 3(F3)，所以模式的 1、3、5、7 層是表示含水層部分，而 2、4、6 層是表示阻水層
部分，如圖 5所示。至於模式邊界條件部分，與中央地質調查所（1999b）及經濟部水資源
局（1999）所提出建議方式相同。 

 

 
F1

T1 

F2F2-1

T2 

T3

F2-2 F2

F3  

 
圖 5  濁水溪沖積扇水文地質剖面概念圖 

 

4-4、反向推估集集地震發生前月平均地表補注量與抽水量 

進行地下水流模擬時，首先必須求得長期地下水位變化趨勢，即以反向推估集集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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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前月平均地表補注與抽水量。模擬區域分為 7層，包括 4層含水層及 3層阻水層。每
一含水層依據地形、地貌、水文地質特性、地下水特性均劃定 11個補注與抽水分區，並分
為 3段時期（分別是 7月、8月，9月 1日至 9月 20日）模擬，模擬時間共 82天，所以總
共有 132個參數值待率定（包括 3個時段，4層含水層，每層 11個分區之補注量或抽水量）。
圖 6(a)是非侷限含水層（第一層含水層）及圖 6(b)是侷限含水層（第三層含水層）之模擬
範圍及邊界設定，反向推估月平均補注與抽水量之結果必須與觀測水位作比較，以降低模

擬誤差。目前本研究正執行反向推估月平均地表補注量與抽水量之工作。 

 

 

 (a) 第一層含水層                   (b) 第三層含水層 

圖 6  濁水溪沖積扇模式第一層與第三層含水層格網及邊界條件設定（深色是代表補注
區，淺灰色表示抽水區，   符號表示觀測井位置） 

 

五、後續研究工作 

完成反向推估集集地震發生前月平均補注與抽水量，可求得地震發生前月平均補注與

抽水量，假設地震發生前後地表補注量及抽水量並無明顯改變。則地震發生引起之水位變

動（同震地下水位），可以 UCODE反向推估地震後的水力傳導係數因地層擠壓或伸張及水
壓變化可能造成之改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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