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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領域：水文地質、地表水與地下水交互作用、裂隙岩體地下
水流、地下水資源規劃與管理

• 以熱能為水流示蹤劑，利用創新的分散式光纖溫度感測器（fiber-optic distributed temperature
sensor, FO-DTS）的量測優勢，提供時空的高解度資料，將其應用在各種水文地質環境之中，包括：
地表水與地下水交互作用、裂隙岩體地下水流及地熱能源與溫泉。
• 地表水與地下水間之交互作用不僅在水文生態系統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對於整水文循環，甚至
水資源的規劃與管理亦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地下水（或伏流水）的出滲，不僅影響河川的基流量，亦
影響河川的生態環境，透過現地試驗與數值模擬，解析交互作用之路徑及控制機制，提供未來地下水
資源管理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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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eat transfer, utilizing the fiber-optic distributed temperature sensor (FO-DTS) can provide
high-resolution of temperature data in terms of space and time and trace the groundwater flow. The novel
approaches are applied to different hydrogeological environments, such as surface water and groundwater
interactions, groundwater flow in fractured rocks, and geothermal energy and hot springs.

•

Surface water and groundwat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hydro-ecological system. It links the hydrological cycle and
provides crucial water resources. The contribution of groundwater (hyporheic flow) discharges to stream not only
affect the stream baseflow but also influence the riparian ecosystem. Through field experiment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we try to delineate the flow directions of interactions and understand the controlled mechanisms
behind the processes. The study can provide as a reference tool for the ground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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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研究成果
• 本研究中選定雪霸國家公園內之七家灣溪上游支
流有勝溪為試驗場址，以熱能為水流示蹤劑，針
對水溫及水位進行長期監測，探討高山一級河川
之地表水與地下水交互作用。
• 研究結果顯示，在發生斷流的區段，具有較高的
垂直方向水力傳導係數。在強降雨事件過後，無
斷流發生的河道區段，垂直方向上的水力傳導係
數增加1倍；然而，在斷流發生的河道，水力傳
導係數則大幅度降低50 – 75%。

• 水力傳導係數的增加主要與降雨所導致的河川流
量增加，並將河床孔隙中的細顆粒物質帶走有關；
而水力傳導 係數的降低則與阻塞層 （ clogging
layer）的形成有關。

水文環境與生物活動對於亞熱帶高山集水區河床水
力特性時空變異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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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研究成果
• 於美國Oregon的Middle Fork of the John Day
River進行FO-DTS的河道溫度量測，並以一維
河道能量傳輸模式Heat Source進行模擬，評
估河道復育（river restoration）對於Middle
Fork of the John Day River水溫之影響。
• 研究結果顯示，經過復育之後的河道，因流
速增加、河道變深與變窄及地下水的出滲，
可有效降低白天河水溫度達0.7oC，並提升夜
晚河水溫度達0.9oC。此研究所提出之理論與
方法，未來將可廣泛的應用於河道復育策略
評估，有效的降低河道復育之成本，並提高
復育之成效。

耦合高解析度監測與數值模擬驗證河道復育對於溫度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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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研究成果
• 未飽和層中之水力傳導係數為一項重要但不易
直接獲得的參數。本研究以實驗室砂箱的實驗
數據進行探討，針對石英砂以及渥太華砂二種
不同性質之材料，探討在排水及注水條件下保
水曲線之變化，透過導電度與含水量變化，推
估未飽和層中砂的水力傳導係數之關係式。並
與前人提出之公式加以印證，探討造成推估水
力傳導係數差異之原因。

以未飽和砂之導電度推估水力傳導係數之冪次
關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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