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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雨水－地下水的交互作用對於了解區域的水文過程與機制相當重要
，過去的水文研究多透過模式模擬探討區域的水文過程，較少利用
現地觀測資料評估雨水及地下水的關係。本研究分析雪山隧道地區
雨水及地下水的穩定同位素組成、導電度和雨量、地下水流量，並
計算雨水補注地下水的比例與延遲時間。
雨水及地下水的現地觀測資料分別在坪林國小、雪山隧道導坑進行
採樣。研究結果顯示，由坪林國小雨水樣本建立的區域天水線為δD
= 8.9δ18O+18.3，且雨水的同位素值分布具明顯季節差異。地下水
的同位素值則分布在乾、濕季的天水線之間，季節性差異小。故根
據同位素之質量平衡，地下水約有63.4%~75.2%來自濕季雨水
；24.8%~36.6%來自乾季雨水。另外，本研究也比較了傳統水文Φ指
數和同位素Φ指數，估算出之年入滲量分別為907~1125毫米和
2775~3826毫米，指出分別有24%~34%和75%~96%的降雨進入地下水。
不同的入滲量結果暗示可能存在不同地下水傳輸行為，故本研究也
計算雨量和導坑流量、雨水同位素和地下水同位素、雨水導電度和
地下水導電度的相關性，結果顯示流量反應和示蹤劑反應之時間尺
度相當不同。
雨水和地下水之間延遲時間的差異說明了地下水傳輸包含波速
(Celerity)與速度(Velocity)兩種概念，分別表現在流量反應（短
延遲時間，十數天）和同位素反應（長延遲時間，數月）中。研究
結果拓展我們對雪山隧道地區地表－地下水交互作用的理解，並初
步瞭解研究區地下水之補注機制，期望能作為未來水資源管理的參
考。

中文關鍵詞： 穩定水同位素、velocity、celerity、雨水、地下水、雪山隧道

英 文 摘 要 ： Surface water-groundwater water interactions play key roles
on understanding the regional hydrological cycle. However,
most the relevant studies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s
using models instead of the field experiment. The Hsuehshan
Tunnel provides a great opportunity investigating the
issues regarding velocity and celerity. In this study, we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amount of rainfall and discharge in
the tunnel, and the hydrogen and oxygen isotopes of
rainfall and tunnel water, understanding the response of
tunnel water to rainfall events and calculating the
contribution of rainfall to groundwater.
The hydrogen and oxygen isotopes of rainfall reveal
distinct seasonality among the wet and dry seasons, and the
isotopic values of the groundwater remain in between and
vary in a limited range. The LMWL is δD = 8.9δ18O+18.3.
We estimate that the ~63.4%-75.2% and ~24.8%-36.6% of the
tunnel water is from rainwater in the wet and dry season,
respectively. By using theΦindex to separate infiltrated
rainwater from rainfall, it is found that ~24%-34% and
~75%-96% of annual rainfall infiltrating to the
groundwater,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rainfall-runoff
relations and the isotopic data. We believe that such



discrepancy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velocity and
celerity. From the time-lag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discharge of tunnel water rose in <1 month after a rainfall
event. However, there is lag time, ~couple of months,
between the isotopic values of rainwater and tunnel wate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urface water-groundwater
interactions will be the key for the joint operation of
surface water and groundwater.

英文關鍵詞： Stable isotope、velocity、celerity、rainwater、
groundwater、Hsuehshan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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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雨水－地下水的交互作用對於了解區域的水文過程與機制相當重要，過去

的水文研究多透過模式模擬探討區域的水文過程，較少利用現地觀測資料評估

雨水及地下水的關係。本研究分析雪山隧道地區雨水及地下水的穩定同位素組

成、導電度和雨量、地下水流量，並計算雨水補注地下水的比例與延遲時間。 

雨水及地下水的現地觀測資料分別在坪林國小、雪山隧道導坑進行採樣。

研究結果顯示，由坪林國小雨水樣本建立的區域天水線為 δD = 8.9δ18O+18.3，

且雨水的同位素值分布具明顯季節差異。地下水的同位素值則分布在乾、濕季

的天水線之間，季節性差異小。故根據同位素之質量平衡，地下水約有

63.4%~75.2%來自濕季雨水；24.8%~36.6%來自乾季雨水。另外，本研究也比較

了傳統水文 Φ 指數和同位素 Φ 指數，估算出之年入滲量分別為 907~1125 毫米

和 2775~3826 毫米，指出分別有 24%~34%和 75%~96%的降雨進入地下水。不

同的入滲量結果暗示可能存在不同地下水傳輸行為，故本研究也計算雨量和導

坑流量、雨水同位素和地下水同位素、雨水導電度和地下水導電度的相關性， 

結果顯示流量反應和示蹤劑反應之時間尺度相當不同。 

雨水和地下水之間延遲時間的差異說明了地下水傳輸包含波速(Celerity)與

速度(Velocity)兩種概念，分別表現在流量反應（短延遲時間，十數天）和同位

素反應（長延遲時間，數月）中。研究結果拓展我們對雪山隧道地區地表－地

下水交互作用的理解，並初步瞭解研究區地下水之補注機制，期望能作為未來

水資源管理的參考。 

 

關鍵字：穩定水同位素、velocity、celerity、雨水、地下水、雪山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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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計畫緣起與背景 

地下水是重要的水資源，在氣候變遷影響下地表水的變異增加，使得地下

水在水資源的供應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尤其，全球使用的地下水資源中，大

多的儲存時間均低於 50 年，由於降雨是地下水補注的重要來源，表示因氣候變

異(如：降雨型態改變)所產生的影響將很快反應到地下水的儲存量(Gleeson et 

al., 2015)。2013 年發表在 Nature 研究指出地下水的儲存量不僅受到人為灌溉抽

水或土地利用的影響，同時也會因為大氣而有所變動，氣候變遷下極端強降雨

和極端乾旱會增加降雨量、土壤含水量與地表逕流的不確定性，將對地下水的

補注量造成影響(圖 1.1)( Taylor et al, 2013)。臺灣水資源的供給中，有百分之二

十是來自於地下水的抽取，其補注量的變化將攸關水資源的調配。尤其臺灣被

定義為 low permeability with local minor aquifers(圖 1.2)，顯示地下水受到氣候變

遷的衝擊將遠大於世界上其它區域，而使得評估氣候變遷對地下水的衝擊研究

更為迫切。 

在氫氧同位素技術精進的輔助下，顛覆了過去對於地下水補注機制的認

知。當代水文學大師 McDonnell 於 2014 年提出了「Two water worlds 

hypothesis」(McDonnell, 2014)，利用分析雨水、維管束水、土壤水、與地下水

的氫氧同位素，認為在土壤中補注地下水的水與植物利用的水分屬兩個不同的

世界，互不混合，顛覆了以往認為在土壤中植物利用後剩餘的水，會被接下來

的雨水擠壓至地下水的傳統水文概念，並發表於 2015 的 Nature 期刊(Evaristo et 

al., 2015)。然而其全球觀測的 47 個集水區，均未包含像臺灣一樣的島嶼型高山

溪流集水區，引發本研究對於驗證其假設的動機。Brooks et al. (2010)早於 2009

年在地中海型氣候森林集水區的實驗中，率先發現土壤中植物所吸收使用的水

其同位素特性與地下水不同，如圖 1.3 所示，在乾季後的第一場降雨，植物根

系就將其所需的水儲存在根系的周圍，並不與緊接而來雨季的雨水混合或被置

換，雨水就直接經過土壤入滲至地下水或變成河水。若以各個水的氫氧同位素

的關係來看(圖 1.4)，植物所利用水的性質(圖 1.4b)明顯與座落在斜直線上降雨

及河川的性質不同(圖 1.4a)，為 Two water worlds hypothesis 的基礎論點

(McDonnell, 2014)，而氫氧同位素將是有效研究水循環的重要工具。 

雪山隧道的挖掘喚起了大家對於地下水水資源的重視，但以地球化學參數

及氫氧同位素探討其地下水補注機制之研究卻相對稀少。位於臺灣北部的雪山

隧道興建於 1991 年，是一條貫穿雪山山脈且經由新北市坪林區至宜蘭縣頭城鄉

的隧道，全長約 12.9 公里沿線通過臺灣西部麓山帶地質區和雪山山脈地質區(圖

1.5)，而隧道的東段岩質脆硬屬於地層破碎帶同時也為該地區的降雨量提供良好

的地下水補注。2005 年劉聰桂等人利用氚同位素濃度與碳 14 定年分析隧道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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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段地質與湧水的特性，結果指出東段地層屬於破碎特性的四稜變質砂岩，東

段地下水量遠大於以砂頁岩且地層較緩的西段隧道，而同位素氚的濃度則顯示

隧道東段的地下水來源為採樣前三年內所補注的水(Liu et al., 2005)。亦有其它

研究指出，隧道中的湧水主要來自於深層的地下水，連結度較佳的東段可能同

時來自於淺層與深層地下水，該湧水為所謂的重力水並不是植物可吸收的毛細

管水，而做出雪山隧道開通不影響其上方植物生長的結論(Chiou et al., 2008)。

雪山隧道的導坑內以溝渠匯集隧道周圍的滲漏水，並設有四個取水處，藉由瞭

解地表下深度約 200-600 公尺雪山隧道深層地下水的移動特性與來源，將有機

會釐清地下水資源補注的機制，並驗證 Two water worlds hypothesis。 

近年來臺灣降雨極端化的現象將直接衝擊地下水的補注。近期研究也證實

臺灣地區降雨趨向極端化的現象，2013 年經濟部水利署對於氣候變遷的研究報

告顯示豐水年與枯水年的交替循環時間逐漸縮短，且雨量的極端值不斷地拉大

(圖 1.6)，意味著地下水在水資源調配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此外，臺灣在

1970–2010 年期間降雨強度變化顯示，非颱風期間低降雨強度事件的出現頻率

逐漸減少，而颱風期間高降雨的事件頻率逐漸增加，其中，颱風的強度、影響

時間和出現頻率皆隨著時間有增加的現象(Tu and Chou , 2013)，高降雨強度降雨

事件的增加將不利於地下水的補注，最新研究並顯示未來侵襲臺灣的颱風可能

會更強(圖 1.7)。臺灣地區降雨型態的改變將可能直接衝擊地下水的補注，藉由

觀察降雨與雪山隧道地下水補注的關係，將可做為探討降雨極端化對於地下水

補注衝擊的基礎。 

臺灣坡陡流急的自然條件本不利於降雨的入滲。地勢的陡緩程度通常被視

為影響降雨入滲至地面下的過程的因素之一，然而，近期國外同位素水文分離

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降雨經由地表逕流直接流入河川的貢獻量與集水區平均

坡度呈現負相關，即在坡度越陡峭的地區，意味著雨水在陡坡處可能以垂直入

滲的型態進入地面下(Jasechko et al., 2016；Klaus and McDonnell, 2013) (圖

1.8)，這樣的結果與目前臺灣普遍認為邊坡陡峭時降雨不易入滲且容易在邊坡產

生漫地流的認知有所衝突，但其蒐集的全球資料中之最陡坡降僅達 20%，明顯

緩於臺灣集水區的坡降，以雪山隧道鄰近的坪林集水區為例，其集水區平均坡

降約為 45%，臺灣山區坡度陡峭的天然條件恰好可與目前相關研究成果相互驗

證。因此，本研究將以臺灣地區坪林集水區的新水貢獻量的結果討論在極端坡

度下降雨和逕流的關係，並為臺灣地區逕流生成的過程提供解釋與歸納。 

水文科學的進步仰賴釐清水流的 Velocity、Celerity 及水在系統中的停留時

間分佈(residence time distribution)（McDonnell and Beven, 2014）。Velocity 指

的是水分子真實流動的速度；而 Celerity 則類似壓力波的傳遞，指的是水體受

到擾動後的反應速度，如水文歷程中 translatory flow 的概念。以河川流量為

例，流量的變化總是能立即反應降雨的變化(Celerity)，但流量的組成實際上卻

是數年以前的水(Velocity)，這樣的現象更容易發生在地下水的流動上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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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計畫目標 

本研究蒐集臺灣北部坪林地區的雨水樣本、北勢溪河水與地表下深度約

200-600 公尺的雪山隧道導坑地下水樣本，藉由分析採集樣本的地球化學參數

與氫氧同位素特性以通盤的瞭解降雨進入地表後的移動過程，包含入滲與漫地

流的比例，推求各季節與極端降雨對於地下水補助之比例。結果將用以驗證前

人所提出的假說並與目前世界各地區地下水相關研究之結果比較；除此之外，

分析不同特性的降雨事件與地下水流出間的關係，可深入探討極端氣候條件下

對地下水資源的影響，臺灣一直是島嶼型高山溪流集水區的代表性研究區域，

臺灣研究在國際上具有很重要的意義，本計畫的執行時間預計為期兩年並且分

別以觀測、分析、模擬作為三個階段的主要重點，第一年持續監測季節性降

雨、地下水、河水等相關環境追蹤劑採樣的資料並且作水質的分析檢驗，並分

析前一年所收集的採樣數據，其中包含各種降雨型態及其特性分析、地下水來

源分析、河水組成分析；第二年為透過模式模擬地下水文移動特性。本研究主

要的研究目的有四： 

第一：瞭解季節、極端降雨對雪山隧道地下水補注之情形，並檢視 Two  

water worlds hypothesis 是否適用於研究區域（圖 1.4）； 

第二：分析不同降雨型態對於地下水補注的影響，做為探討氣候變遷對於 

地下水補注衝擊之基礎； 

第三：瞭解平均坡度大的集水區其降雨入滲特性，並與世界河川比較 

（圖 1.8）； 

第四：評估集水區水傳輸之 Velocity、Celerity 及停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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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材料及方法 

2.1 研究區域 

本研究欲利用現地觀測資料，評估雪山隧道地區雨水補注地下水之情形，

因此自 2012 年 5 月起於坪林地區展開一系列的採樣工作。雨水採樣於雪山隧道

北口附近的坪林國小進行，並蒐集中央氣象局坪林雨量測站之觀測資料，輔助

降雨資料的分析。地下水樣本則於雪山隧道導坑內採集，雪山隧道全長將近 13

公里，為連接新北市坪林區與宜蘭縣頭城鎮之交通要道，南下隧道與北上隧道

之間，另有一條長度相同、高程略低且與主坑道平行之導坑。導坑興建之目的

原為預先處理不良地質，並作為主坑之輔助通道。地下水採樣點分別位於設計

里程 16k+996（OCM1-鶯仔瀨向斜附近）、19k+714（OCM2-石石曹斷層附近）、

23k+413（OCM3-四稜砂岩西界）及 28k+095（OCM4-近導坑南洞口）。另外，

本研究也蒐集經濟部水利署翡翠水庫管理局坪林流量測站之日流量資料，以分

析集水區水文概況，研究區域如圖 2.1。 

 

2.2 雨量及流量資料 

根據中央氣象局觀測資料查詢系統之雨量記錄，2010 至 2017 年坪林測站

平均全年各月降雨量如圖 2.2，本研究將月雨量 300 毫米（含）以上之月份劃分

為濕季，即 5-10 月；300 毫米以下之月份為乾季，即 11-4 月。根據雨水的採樣

期間，蒐集相應時間內之時雨量觀測資料，輔助雨水樣本資料的分析。 

此外，本研究也分析 2012 至 2014 年坪林流量測站之日流量資料，以了解

研究區於研究期間內之流量變化。該流量測站附近亦設有雨量站，透過雨量及

流量資料的整合應用，分析雪山隧道地區的水文特徵，也和中央氣象局之觀測

資料進行比較。為評估雨水補注地下水之情形，本研究向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

區養護工程分局（以下簡稱「北分局」）申請導坑流量資料，包含 OCM1 至

OCM4 等四個監測斷面自 2014 年 6 月至 2018 年 7 月之地下水日流量，流量趨

勢與第一期計畫之分析期間（2006 年至 2013 年）相似。 

 

2.3 雨水與導坑水的採樣方法與頻率 

雨水樣本是透過自動雨水收集器進行採樣（圖 2.3），當下雨時即觸動感測

器打開開關，使雨水可流入容量 2 公升之雨水桶，雨停時則自動關閉避免水樣

蒸發。每 24 小時系統將自動更替管線流路，控制雨水流入不同的雨水桶，藉此

區分每日的降水樣本，每週至現地收回 7 日的雨水樣本，2012 年 5 月至 2017

年 1 月止共收集 532 個雨水樣本。 

雪山隧道興建初期面臨之湧水問題相當知名，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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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現已合併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曾委託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中興公司」）長期監測隧道湧水量變化，並於雪山隧道導坑沿線及南口外

設置監測斷面。緣此，本研究沿用中興公司建置之地下水監測系統，每月一次

於導坑內的 4 處監測斷面（圖 2.1）採集地下水樣本，採集的水樣以 500 毫升之

塑膠瓶儲存並密封，直到進行樣品的地球化學參數分析。採樣時亦於現地量測

水溫、pH 值及導電度等基本水質參數，2012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 月共收集 158

個地下水樣本。 

 

2.4 氫氧同位素分析 

水的組成元素包括氫和氧，氫的同位素在自然界中以氘(2H 或 D)是含量較

多且穩定的同位素；氧的穩定同位素則以 18O 的含量最多。同位素比值的表示

方式是以樣本和標準品之間的差異來描述的，定義如下： 

 

δ(‰)=(
𝑅𝑠𝑎𝑚𝑝𝑙𝑒

𝑅𝑆𝑀𝑂𝑊
− 1) × 1000   (1) 

 

氫、氧同位素值之表示方式分別為： 

 

δD(‰)=(

𝐷

𝐻 1
𝑠𝑎𝑚𝑝𝑙𝑒

𝐷

𝐻 
1

𝑆𝑀𝑂𝑊

− 1) × 1000 

 

δ18O(‰)=(

𝑂 
18

𝑂 
16

𝑠𝑎𝑚𝑝𝑙𝑒

𝑂 
18

𝑂 
16

𝑆𝑀𝑂𝑊

− 1) × 1000 

 

水樣的穩定同位素組成交由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黃誌川教授之

實驗室進行分析，利用 PICARRO L2120-i δD/δ18O 同位素水分析儀（圖 2.4）測

量樣本之同位素值。該分析儀的應用原理為波長掃描光腔衰盪光譜技術(WS-

CRDS)，是透過雷射光來量化氣體分子在光學腔中的光譜特徵。儀器內含三個

反射率高達 99.999%的反射鏡，將光的行進路徑延長至大約 3 公里（儀器之有

效路徑達 20 公里），以增加氣體分子對紅外線的吸收，由於 H2
16O, H2

18O 和

HD16O 具不同的吸收特徵，藉此分析水樣的同位素組成，δ18O 及 δD 之分析精

度分別為 0.100‰ 和 0.025‰。儀器配置了高通量、高精度的自動進樣器與汽化

模塊，自動進樣器可自動注入一致體積的水樣，接著，汽化模塊將液態水樣轉

為水蒸氣，再使用氮氣為載流氣體與水蒸氣混合，防止從其他表面吸收，並將

水蒸氣樣本稀釋至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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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具有高通量、高測量精度、對環境溫度變化不敏感等優點，且能同步

測量水樣之 δ18O 和 δD，但仍存在一些問題而影響測量結果，包含：儀器漂

移、記憶效應與樣本質量效應。儀器漂移是由於注入樣本的數量增加，資料上

將顯示隨時間緩慢的漂移，G. Lis et al. (2008)指出對樣品重複測量六次，可將

標準差減少至 0.02‰以下。記憶效應則可能是儀器中輸送管內的水樣殘留，因

此第一小時的數據將不納入計算。最後，根據樣品注入體積和同位素比值存在

高相關性的結果，本研究之注射量固定為 0.75μL，以標準化實驗結果並降低質

量效應的影響。 

 

2.5 雨水及導坑水的氫氧同位素 

在自然界中，水能以固體、液體、氣體等三相同時存在，在不同狀態轉換

的過程中，產生同位素的分化、混合與交換等作用。Harmon Craig (1961)研究

世界各地的河水、湖水、雨水和雪水時，發現 δD 和 δ18O 呈線性分布： 

 

δD= 8 δ18O+10    (2) 

 

此一線性方程式被稱為全球天水線(global meteoric water line, GMWL)，然而，

各地的氣象、緯度、高度及距海遠近等條件不同，其區域天水線(local meteoric 

water line, LWWL)之斜率、截距值與 GMWL 略有差異。 

水循環過程中的多次相變，使得水分子歷經不同程度的同位素分化，導致

δD 和 δ18O 的分布偏離天水線。開放系統中氫氧同位素的分化可透過 Rayleigh

平衡分餾方程式來描述，以了解同位素隨時間的變化，因此，我們可利用水中

的氫氧同位素組成追蹤水氣的來源。J. Evaristo et al. (2015)進一步研究全球各個

氣候帶的雨水、地下水、河水、植物木質部水和土壤水的同位素特徵，結果顯

示雨水、上游河川水和地下水大致沿著 LMWL 分布，而歷經蒸發作用的植物木

質部水及土壤水都位於天水線下方，這暗示了土壤中補注至地下水的水與供應

植物蒸散的水來自不同的地下水分區（圖 2.5）。因此，在前述的研究基礎下，

本計畫分析坪林地區雨水及雪山隧道導坑水之氫氧同位素組成，以了解本區地

下水的傳輸行為與來源。 

本研究首先分析坪林地區雨水的同位素特徵，C. E. Hughes and J. Crawford 

(2012)認為，在研究區域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時，降水加權天水線更為有效。故

將雨水樣本測得之同位素值以不同時間尺度的累積雨量進行加權平均。本研究

計算一週、一月、一季及一年等時間尺度的降雨量加權平均同位素值，以一週

為例，計算公式如方程式(3)： 

 

δD = 
∑ [(𝛿𝐷)𝑖 (𝑃𝑖

 )]   7
𝑖=1

∑ 𝑃𝑖
    7

𝑖=1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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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18O = 
∑ [(𝛿 𝑂 

18 )𝑖 (𝑃𝑖
 )]   7

𝑖=1

∑ 𝑃𝑖
    7

𝑖=1

    (3b) 

 

方程式(3)中，Pi 為第 i 天之累積雨量(mm)；(δD)i及(δ18O)i 分別為第 i 天雨水樣

本之氫、氧同位素值。透過上述公式，在每一個時間尺度下可得到多個降雨量

加權平均後的氫和氧同位素值，與天水線相同的是，將這些同位素值以線性的

最小平方法(The Method of Least Square, LS)，分別得到年、季、月、週尺度的

最佳擬合曲線。此外，本研究也根據上述公式，分別計算代表乾季(11-4 月)、

濕季(5-10 月)之降雨量加權平均同位素值。 

其次，本研究還分析了導坑水的同位素特徵，了解雪山隧道導坑水之時間

變化及空間差異，並綜合比較雨水與地下水的同位素分布情形。 

2.6 河川基流分離 

一地的雨量分布及特徵常反應在河川流量的變化，本研究分析 2012 年至

2014 年北勢溪坪林測站之日流量資料，利用美國地質調查局 J. G. Arnold et al. 

(1995)開發之自動化基流分離及退水分析技術(Automated Base Flow Separation 

and Recession Analysis Techniques)，將地下水流（基流量）自河川流量歷線分離

出。自動化基流分離技術較人工方法更為簡單、精確並大幅減少分析時間，分

析結果也不會因人而異。J. G. Arnold et al. (1995)應用了 R. J. Nathan and T. A. 

McMahon(1990)所描述的遞歸數位濾波器(recursive digital filter)，ㄧ種可應用於

電腦且快速、客觀的連續基流分離方法，其計算公式如方程式(4)： 

 

qt = β qt-1 + (1+β)/2 × (Qt − Qt-1)    (4) 

 

(4)式中之 qt 為在第 t 階段被過濾的地表逕流；Qt 為初始河川流量；β為濾波器

參數。接著，可透過方程式(5)計算基流 bt： 

 

bt = Qt − qt    (5) 

 

濾波器可在流量資料上傳遞三次：前向、後向和前向，每一次傳遞都會降

低基流量佔河川流量的比例（圖 2.6）。 

該技術亦可量化基流退水的特徵，是透過平均或組合各個退水曲線以獲得

一條代表某集水區的基流退水曲線，即主退水曲線(Master Recession Curve, 

MRC)。單個退水曲線的計算方法如方程式(6)所示： 

 

Qt = Qo𝑒−𝛼𝑡    (6) 

 

(6)式中之 Qt 為 t 時之河川流量；Qo為初始河川流量；α為基流退水常數，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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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重新整理方程式(6)得出： 

 

α = 1/N ln(QN/Qo)    (7) 

 

方程式(7)中，N 代表退水持續的天數。 

J. G.Arnold et al.(1995)開發的技術可自動化演算得出 MRC，流程如圖 2.7。

濾波器傳遞第一次後得出的基流曲線與流量歷線的交點為 Qo，亦即退水的起

始。接著，程式將會挑選出長度超過 10 天的基流段，並根據該基流段最高的流

量進行排序；隨後，程式將檢查各基流段之間是否重疊或存在間隔，流量資料

長度小於 10 年時，各基流段之間常會存在間隔，此時程式將以某基流段的最後

一點作為起始點，進行線性回歸。將流量資料取自然對數並按排序繪圖，計算

回歸線並將回歸線以上的點移除，再利用剩餘的點計算新的回歸線，新回歸線

之斜率即為基流天數。 

 

2.7 地下水補注比例估計 

地下含水層的補注來源包括天然補注與人工補注兩種類型，簡銘成、杜永

昌、汪中和與丁澈士（民 100）指出，造成地下水位上升的原因並非都來自地

下水補注事件，潮汐、氣壓、地潮以及當地抽用地下水的狀況都會影響地下水

位，而地下水資源的增加主要依賴天然降雨入滲。本研究為評估雪山隧道地區

降雨入滲補注至地下水的情形，分析研究區之雨量、河川流量、雨水同位素及

地下水同位素等資料，計算本區地下水之補注比例。 

 

2.7.1 乾、濕季貢獻比例 

研究區位於臺灣東北部山區，氣候分類屬副熱帶季風氣候，Peng et al. 

(2010)之研究結果顯示，臺灣地區由於不同季節受到不同氣團影響，降雨之同

位素組成具季節性差異（圖 2.8），因此本研究分析坪林地區乾季雨水及濕季雨

水之氫氧同位素組成，利用端元混合之概念分析不同季節雨水對地下水的貢獻

比例，計算方法如方程式(8)： 

 

XA + XB= 1    (8) 

XAδA + XBδB = G    (8) 

 

(8)式中，XA和 XB 分別為濕季雨水和乾季雨水貢獻至地下水的比例，δA為濕季

降水量加權平均的同位素值，δB 為乾季降水量加權平均的同位素值，G 為某地

下水監測斷面長期平均之同位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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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水文 Φ指數 

入滲指數(Infitration Index)是評估降雨入滲常用的方法之一，代表降雨期間

之平均入滲率，可透過雨量和流量資料進行推估。本研究採用的 Φ 指數其原理

是在降雨強度-時間曲線上繪出一條水平線，水平線以上的雨量代表超滲降雨

（地表逕流），以下的部分則為入滲量，水平線對應的縱坐標值即為 Φ 指數，

其意義近於平均入滲率（圖 2.9）。 

由於水文參數隨時間、空間的變化很大，使用 Φ 指數可概略描述一集水區

之平均入滲特徵，應注意的是，入滲指數的推估存在前提假設：(1)降雨時，蒸

發散為零、(2)不考慮截留、漥蓄等地表滯留。由上述計算原理可知，入滲指數

將降雨分為兩個部分，即入滲和超滲降雨。在延時長的降雨事件中，入滲量將

遠大於地表滯留，超過入滲率之降雨則為超滲降雨，匯集形成地表逕流。降雨

入滲進入地下後，部分透過快速地表下逕流離開集水區，其餘水分將緩慢下滲

至飽和含水層，形成地下水逕流（基流）。 

 

2.7.3 同位素 Φ指數 

地下水的補注主要來自降雨入滲，根據地下水同位素的研究，在大多數的

情況下，地下水的同位素組成反應出相對近期在當地補注區內降雨的平均同位

素組成。但是，地表下流動路徑的複雜性、地質構造內的化學反應、降水的同

位素特徵改變、地表水體的補注…等，都可能改變地下水的同位素組成，透過

分析地下水的同位素特徵，能提供有關其來源和流動路徑的訊息。 

Lu et al. (2006)的研究指出，利用傳統水文 Φ 指數的概念來管理複雜的入滲

過程，並提出修正的 Φ 指數－同位素 Φ 指數，是由地下水的同位素組成和雨量

分布圖中 Φ 指數以下的加權同位素組成之質量平衡來定義。同位素 Φ 指數的計

算首先需要研究期間內的平均月雨量分布和相應的平均同位素值，各月平均同

位素值的計算概念與方程式(3)相似，以 7 月為例，將各年 7 月每日的同位素值

以相應的降雨深度加權平均後，得到代表 7 月的平均同位素值。若該月的雨水

同位素值缺乏，則由具有相似地表溫度的月份指定。其次，Φ 指數可透過重複

試驗導出，與傳統水文 Φ 指數相同的是，該水平線以下的部分代表入滲，在此

以地下水的長期平均同位素值為目標值，每月加權同位素值的總和除以總入滲

量（Φ 指數以下的面積）應與地下水的長期平均同位素值相等（方程式(9)）。 

 

δDg = 
∑ [(𝛿𝐷)𝑛 (𝑃𝑛

 )] 12
n=1

∑ 𝑃𝑛
  12

𝑛=1
    (9a) 

 

δ18Og = 
∑ [(𝛿 𝑂 

18 )𝑛 (𝑃𝑛
 )] 12

𝑛=1

∑ 𝑃𝑛
  12

𝑛=1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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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9)中，δDg 和 δ18Og分別為地下水中氫、氧同位素的長期平均值；(𝛿𝐷)𝑛和

(𝛿 𝑂 
18 )𝑛則為各月雨水的氫及氧同位素之加權平均；𝑃𝑛

 為各月降雨深度(mm)。 

 

2.8 Cross correlation 

為了解雪山隧道地區降雨補注地下水之情形，本研究進行降雨資料與地下

水資料之相關性分析。相關分析是研究兩個變數之間關係強弱的統計方法，當

兩個資料群的依存關係愈緊密，相關係數將愈大，其計算方式如下： 

 

Correl(X, Y) =
∑(𝑥𝑖−�̅�)(𝑦𝑖−�̅�)

√∑(𝑥𝑖−�̅�)2 ∑(𝑦𝑖−�̅�)2
    (10) 

 

方程式(10)中，xi 為第 i 筆降雨資料；�̅�為降雨資料之平均值；yi 為第 i 筆地下水

或河川流量資料；�̅�為地下水或河川流量資料之平均值。 

A. Scaini et al. (2018)在盧森堡 Weierbach 試驗集水區的研究顯示，地下水及

河川對自然降雨事件的反應並非立即性，在時間上有不同程度的延遲，並利用

互相關(cross-correlation)計算地下水位深度、河川流量對降雨反應的可能延遲時

間。此外，該研究還使用溴化物為示蹤劑，以推估地下水的流動路徑和速度。

有鑑於此，本研究將透過移動時間序列的方式，計算在不同延遲時間下降雨資

料和地下水資料之相關性，並推估雪山隧道地區地下水反應的可能延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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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果與討論 

3.1 雨水同位素 

本研究自 2012 年 5 月開始於雪山隧道北口附近的坪林國小進行雨水採樣，

執行其間由於成本、人力等因素考量，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5 月曾一度中斷

採樣工作，故缺乏此時間段之雨水同位素資料，但經研究分析後，本區各年之

雨水同位素資料變化不大，全年分布特徵相似而不影響研究結果（表 3.1）。 

3.1.1 加權平均 

根據表 3.1 之數據顯示，濕季期間(5-10 月)的雨水同位素值 δ18O 約-2.42‰

至-10.96‰之間，δD 約在-8.97‰至-74.9‰之間；乾季(11-4 月)的雨水同位素值

δ18O 為-2.1‰至-6.36‰，δD 為 6.03‰至-33.41‰。整體而言，乾季雨水同位素

值分布較集中、同位素組成相對富集（比值較大）。根據方程式(3)，可進一步

計算出代表乾、濕季的降雨加權平均同位素值，如表 3.1。 

Peng et al. (2010)研究指出，不同氣團其水氣來源的同位素訊號不同，是控

制臺灣地區降水同位素特徵的主要參數，從圖 2.8 可發現臺灣不同地區的雨水

同位素特徵具明顯空間差異，這是因為受到不同氣團的影響所致。雪山隧道地

區位於臺灣東北部，Peng et al. (2010)認為該地區是極地大陸氣團(Pc)首先影響

的區域，故其雨水之同位素特徵應和 Pc 氣團非常相似，Pc 氣團之同位素特徵

是透過宜蘭測站的冬季雨水樣本所建立，其 δ18O 和 δD 分別為-3.19‰和 

-3.1‰，與本研究結果之-3.85‰和-10.04‰類似。 

 

3.1.2 天水線 

本研究分析自坪林國小採集的 532 個降水樣本，建立本區的區域天水線： 

 

δD = (8.9±0.1)δ18O + (18.3±0.5)  (R2 = 0.95, n=532) 

 

與目前由 K. Rozanski et al.(1993)最新發表的全球天水線 δD = (8.17±0.06) δ18O + 

(10.35±0.65)相比，其斜率和截距值均有差異，顯示雪山隧道地區降雨的同位素

特徵受當地自然環境的影響。Peng et al. (2010)利用宜蘭測站的冬季降水資料，

建立出代表極地大陸氣團(Pc)的天水線為 δD = (8.7±0.9) δ18O + (23.5±3.3)  

(r2 = 0.67)。綜合上述，可發現無論是宜蘭測站或坪林地區，區域天水線的斜率

均較全球天水線大，這是由於 Pc 氣團在經過臺灣北方海面時，受到溫度較低的

海水影響。 

為描述區域天水線和全球天水線的差異，亦可以氘過量(deuterium excess, d)

來量化比較，根據 W. Dansgaard(1964)，d 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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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δD−8 δ18O    (11) 

 

d 值的大小代表區域天水線斜率為 8 時的截距值，也反映當地降水和全球天水

的同位素分化差異。此外，濕度也會影響 d 值的大小，兩者之間呈反比關係。 

Peng et al. (2010)的研究結果顯示，臺灣地區夏季受 d 值較小的海洋氣團影

響，各地的 d 值範圍約 7‰-11‰；冬季則可高達 23‰（東北部）。坪林地區各

月雨水之 d 值可利用表 3.1 和方程式(11)得出，乾季 d 值範圍約 14‰-26‰；濕

季為 6‰-17‰。結果一致顯示，夏季（濕季）受濕度較高的海洋氣團影響，使

雨水呈現低 d 值的特徵；反之，冬季（乾季）影響臺灣的 Pc 氣團有較低的濕

度，導致雨水的 d 值相當大。 

此外，二次蒸發效應(secondary evaporation effects)也會改變雨水同位素組成

及區域天水線的斜率和截距值。二次蒸發效應包含雨滴蒸發(raindrop 

evaporation)和水氣循環(moisture recycling)兩個概念。雨滴蒸發是指雨滴自雲層

底部降落至地表的過程中，歷經蒸發作用而使同位素較輕的水分子優先貢獻至

水蒸氣中，導致剩餘的降水具有相對富集的同位素組成與低 d 值，Peng et al. 

(2010)指出該現象主要發生在冬季臺灣西部和南部地區。水氣循環則指自陸地

或大型地表水體蒸發的再循環水氣，不僅使局部降雨明顯增強，較輕的水分子

同樣會優先蒸發，而使隨後的雨水具高 d 值，例如臺灣夏季的午後對流雨。根

據 Peng et al.(2015)的研究指出，二次蒸發效應可透過比較加權與未加權之天水

線來證明。 

圖 3.1 顯示了雪山隧道地區的區域天水線，包含乾、濕季的加權和未加權

天水線，並和 Pc 氣團與海洋氣團（以 Em 為代表）之天水線進行比較，以下列

出四捨五入至小數第一位的計算結果： 

 

濕季未加權天水線     δD = (8.2±0.1) δ18O + (11.2±0.5) (R2=0.98, n=354)  (12) 

乾季未加權天水線     δD = (7.8±0.3) δ18O + (20.7±1.0) (R2=0.82, n=178)  (13) 

濕季月尺度加權天水線 δD = (8.5±0.2) δ18O + (14.7±1.5) (R2=0.98, n=28)   (14) 

乾季月尺度加權天水線 δD = (8.0±0.8) δ18O + (20.5±2.7) (R2=0.86, n=21)   (15) 

Pc 氣團天水線         δD = (8.7±0.9)δ18O + (23.5±3.3) (R2=0.67, n =44) 

Em 氣團天水線        δD = (7.7±0.1)δ18O + (4.5±0.9)  (R2=0.99, n =28) 

 

無論是加權或未加權、乾季或濕季，本區區域天水線之 R2 都大於 0.8，顯示雨

水樣本之氫氧同位素分布一致，應相當具代表性。Peng et al.(2015)認為若發生

雨滴蒸發，冬季未加權的區域天水線其斜率和截距值將明顯小於 Pc 氣團之天水

線，這在本研究中並不顯著（式(13)與 Pc 氣團）。相反地，發生在夏季的水氣

循環可自未加權（式(12)）和加權（式(14)）的天水線證明，濕季未加權天水線

的斜率和加權天水線的斜率相似，然而，前者之截距略小於後者，這是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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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hes and J. Crawford (2012)所描述之未加權的樣本將使天水線偏向小雨事

件，而低估再循環水氣引發之重大事件的貢獻。 

 

3.2 地下水同位素 

地下水樣本的採集自 2012 年 10 月起於導坑內 4 個監測斷面進行，和雨水

的採樣相同，過程中亦曾中斷採樣工作（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表 3.2 顯示 4 個採樣點的樣本數、平均數和標準差，和汪

中和（民 90）在屏東平原地下水的採樣結果類似，可觀察到地下水的同位素值

分布集中、標準差小，推測地下水的同位素特徵隨時間的變化很小，因此採樣

工作的中斷應不影響研究結果。 

與汪中和（民 90）的研究結果相比，雪山隧道導坑地下水的同位素組成較

富集，以 δD 為例，導坑各採樣點的平均數約在-35.32‰至-36.07‰之間；屏東

平原各地下水層的平均數則在-48.5‰至-63.0‰之間（圖 3.2）。地下水來源主要

是透過天然降雨入滲，地下水的同位素組成往往也反映了雨水的同位素訊號。

例如，屏東平原氣候乾濕分明，在夏季受到同位素組成較消耗(depleted)的海洋

氣團影響，時有大雨等級之重大事件發生；冬季時則位處東北季風的雨影區，

降雨稀少且氣候乾燥。相比之下，雪山隧道地區位於東北季風迎風面，冬季受

同位素組成相對富集的極地大陸(Pc)氣團影響，雨水中富含較多重的同位素，

因此本區地下水的同位素也反映出相同的訊號。 

 

3.3 雪山隧道地區雨水與地下水同位素值比較 

圖 3.3 至圖 3.7 顯示雪山隧道地區各年度的雨水和地下水同位素值，除了

2016 年因乾季資料稀缺之外，各年地下水同位素值都分布在乾、濕季的天水線

之間，再次說明了地下水是雨水的混合。然而，比較地下水的同位素值（黑色

十字）和年尺度加權平均的雨水同位素值（紅色三角形），可發現兩者之間存在

一段差距，似乎暗示地下水並未即時反應出雨水的訊號，而可能在時間上有所

延遲，或是雨水在入滲的過程中，經歷某種程度的同位素分化或生地化反應。 

 

3.4 地下水補注之推估結果 

本研究透過端元混合、Φ 指數和互相關(cross correlation)等方法，估計雨水

補注至地下水的比例和延遲時間，以了解雪山隧道地區地下水的補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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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乾、濕季貢獻比例計算結果 

根據圖 3.3 至圖 3.7，雪山隧道地區乾、濕季雨水同位素值具明顯差異，且

地下水的同位素值落在乾、濕季的天水線之間，可推測出地下水是由不同季節

的雨水混合而成，故本研究透過兩端元混合的公式（方程式(8)）估算乾、濕季

雨水對地下水的貢獻比例（表 3.3）。雨水同位素值分別為乾、濕季的降雨加權

平均，如表 3.1 下方所示；地下水的同位素值則為該採樣點之長期平均，如表

3.2 所示。由表 3.3 可得知，雪山隧道地區的地下水約有 24.8%至 36.6%是來自

乾季雨水，濕季雨水的貢獻約在 63.4%至 75.2%左右，此計算結果和坪林測站

的年雨量分布情形相當類似，根據中央氣象局的觀測資料，2010 至 2017 年坪

林地區濕季(5-10 月)降雨量約占全年降雨量的 71%，乾季(11-4 月)則為 29%。 

 

3.4.2 水文 Φ指數計算結果 

集水區內地下水的變化受降雨入滲的影響，而代表平均入滲率的 Φ 指數可

用來評估一集水區的入滲狀況，本研究利用經濟部水利署坪林測站之日流量和

日雨量資料，計算 2012、2013 及 2014 年研究區的 Φ 指數，以了解該集水區之

平均入滲情形。 

首先，利用 J. G. Arnold et al. (1995)開發之自動化基流分離技術，將 2012

至 2014 年坪林測站之日流量資料輸入至系統，系統會計算出濾波器每一次通過

後剩餘的日基流量。程式執行完畢後，使用者可檢視基流退水常數及三個階段

的計算結果，並自行調整每一階段濾波器通過後減少的基流量，以更符合集水

區的現場條件。J. G. Arnold et al. (1995)建議在沒有現場條件的情況下，應使用

預設值。圖 3.8 至圖 3.10 顯示了坪林測站基流分離的結果，在本案例研究中，

輸入資料的長短並無影響計算結果。 

其次，根據有效降雨與直接逕流相等的假設，將日流量中的基流量扣除得

到直接逕流量，再搭配日雨量以求出該年之 Φ 指數（圖 3.11 至圖 3.13）。本研

究選擇較為合理的 Pass3 進行分析，表 3.4 總結了坪林測站 2012 至 2014 年的年

雨量、總基流深度、Φ 指數等資料。比較三個年度的分析結果，得出研究區全

年入滲量為 907 至 1125 毫米，約占年雨量的 24%至 34%。 

 

3.4.3 同位素 Φ指數計算結果 

傳統水文 Φ 指數能提供有關集水區平均入滲量的簡單訊息，而近年興起之

同位素水文學進一步透過分析水中的穩定同位素組成，以追蹤水的來源和移動

路徑。Lu et al. (2006)利用同位素 Φ 指數探討區域水文循環，該方法透過雨水同

位素和地下水同位素之間的質量平衡了解地下水補注的情形，表 3.5 顯示 2012

年至 2016 年坪林雨量站各月之平均降水量，以及每月降雨加權平均同位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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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的同位素值則是 4 個採樣點的長期平均值。根據方程式(9)可得出雪山隧

道地區之同位素 Φ 指數，分別為 δD 的 338mm 和 δ18O 的 507mm（取平均

值）。進一步分析各年的同位素 Φ 指數，若該月份缺乏雨水同位素採樣資料則

透過具有相似月均溫的月份指定（表 3.6 及表 3.7）。在此情況下，僅 2015 年和

2016 年可計算出同位素 Φ 指數，其餘年度即使將所有降雨資料加權平均（即全

數入滲）仍與地下水的同位素值有一小段差距。 

另外，本研究也分析了週尺度的同位素 Φ 指數，該分析是在更精細的時間

尺度下進行，因此需要完整的全年降雨同位素資料，表 3.8 顯示 2013 年週尺度

之雨量、降雨加權平均同位素值、平均地下水同位素值和同位素 Φ 指數的計算

結果。由於該年雨水採樣之時間精度較不細緻，因此資料數量多於 52 週。週尺

度的同位素 Φ 指數分別為 δD 的 150mm 和 δ18O 的 212mm。 

上述計算結果顯示本區入滲良好，以月尺度而言，約有 79%至 96%的雨水

入滲成為地下水，年總入滲量約為 2775.5mm 至 3826mm；以週尺度而言，約

有 75%至 87%的降雨入滲，年總入滲量約為 2659mm 至 3063.5mm(表 3.9)。 

 

3.5 Cross Correlation 分析結果 

本研究利用相關性分析配合移動時間序列的方法，評估降雨資料和地下水

資料之間訊號的相似性，並找出地下水對降雨反應的可能延遲時間。 

 

3.5.1 雨量及導坑流量 

雪山隧道地區之地下水監測系統原為中興公司負責，目前則為北分局下轄

之頭城工務段持續監測。本研究利用所申請之導坑地下水日流量及中央氣象局

坪林雨量站之日雨量，進行移動時間序列的相關性分析（圖 3.14 至圖 3.19）。

共分析六個長短不同的時間序列（表 3.10），選擇依據為該時間序列其後之監測

資料完整。表 3.10 顯示各日雨量時間序列和導坑日流量時間序列之間的最大相

關係數及相應延遲天數，分析結果表明雪山隧道地區地下水對降雨的反應延遲

多在十數天，即在降雨事件發生後約十數天，地下水流量才有所變化。 

 

3.5.2 雨水同位素及地下水同位素 

前述降水量和導坑流量的分析結果顯示，降雨過後地下水反應的延遲時間

相當短且快速；然而，常理認為地下水循環所需的時間遠超過天的時間尺度，

本研究也根據雪山隧道地區之地質條件計算水流時間，導坑約在地表下 200-600

公尺處，假設水流速度和地表土壤之入滲率相當（約為 29-56 mm/hr），則雨水

入滲至導坑所需的時間約為 150 天至 863 天，若以地層之水力傳導係數計算，

則需要數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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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A. Scaini et al.(2018)的研究框架，地下水傳輸之表現形式包括示蹤劑

反應和流量反應，且兩者傳輸速度不同。示蹤劑反應即地下水挾帶穩定的溶質

自地表入滲後並向下坡移動，最後抵達集水區出口；流量反應則受土壤含水量

影響，若臨前土壤含水量較高，一旦發生降雨事件便可快速達到飽和含水量，

並導致流量快速上升。總結而言，示蹤劑的反應時間較長，其代表意義為水分

子通過集水區所需的時間（即 velocity）；相比之下，流量的反應時間較短，其

意義為含水層受擾動並透過波的形式在集水區內傳遞（即 celerity）。 

鑒於上述分析，本研究擬進一步分析雨水和地下水中氫氧同位素時間序列

之相關性，應用其作為示蹤劑的優點以分析雪山隧道地區地下水的傳輸情形。

圖 3.20、圖 3.21 顯示現有之雨水、地下水同位素時序列變化，兩者的變化趨勢

大致相似，地下水同位素的反應較雨水同位素延遲約數個月。然而，由於採樣

工作的中斷致使資料缺乏，資料連續時間不足將影響相關係數的計算，故計畫

列為未來的重點工作之一。 

 

3.5.3 雨水導電度及地下水導電度 

導電度為水中所有離子綜合導電能力的指標，溶於水中的鹽類會發生不同

程度的解離，解離的陰陽離子愈多則導電度愈高，過高的導電度顯示水質可能

受到汙染。A. Scaini et al.(2018)在試驗集水區進行灑水實驗，測量河水及地下水

的導電度變化，以計算示蹤劑移動的速度(velocity)。因此，本研究也分析雨水

導電度及地下水導電度之時序列變化，如圖 3.22 和圖 3.23。圖 3.22 顯示月雨量

和地下水導電度之時間序列，兩者的時序變化趨勢相似，即該月降雨量高時，

地下水導電度亦呈現高值，月雨量和地下水導電度之相關係數約在 0.27 至 0.67

之間（表 3.11）。然而，雨水導電度（月平均）和地下水導電度之時序列則顯示

較複雜的關係（圖 3.23），兩者之變化趨勢並不同步。經過反覆地移動時間序列

之相關性分析後，粗估地下水導電度在延遲 4 至 5 個月時和雨水導電度有最大

相關性，相關係數約在 0.81 至 0.97 之間（表 3.12）。和同位素相同，資料連續

時間較短，使相關係數的計算結果存在變異，未來亦將持續進行採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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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根據雪山隧道地區雨水和地下水之觀測資料、同位素組成和導電度的分析

結果，我們提出以下幾點結論： 

1. 雪山隧道地區乾濕季之降雨特徵有顯著差異，濕季 5-10 月期間，月雨量多

在 300 毫米以上，但是降雨天數少、降雨強度大；乾季則為 11-4 月，月雨

量多不足 200 毫米，降雨天數多而連續，主要為降雨強度小的綿綿細雨。

此外，雨水的氫氧同位素組成也具季節性差異，這是由於臺灣在不同季節

受到不同氣團影響，不同氣團其水氣來源的同位素訊號不同，控制了降水

的同位素特徵，雪山隧道地區與臺灣大多數測站一樣，在乾、濕季時分別

呈現富集、消耗(depleted)的同位素組成。 

2. 本研究利用自坪林國小蒐集之雨水同位素資料，建立代表雪山隧道地區的

區域天水線為 δD = 8.9 δ18O + 18.3  (R2 = 0.95)，顯示本區雨水之 δD 和

δ18O 多沿此呈線性分布。與全球天水線相比，雪山隧道地區之區域天水線

的斜率和截距值均有所差異，指出本區的降雨同位素特徵受當地自然環境

影響。因此，本研究進一步分析乾、濕季之加權和未加權天水線以及極地

大陸氣團(Pc)和海洋氣團（以赤道海洋氣團 Em 為代表）的天水線，發現在

冬季發生之雨滴效應在研究區並不明顯，而發生在夏季的水氣循環效應略

有改變夏季降雨的同位素特徵，這是由於雪山隧道地區之地理位置所致。 

3. 雪山隧道地區地下水的氫氧同位素組成反應出雨水的訊號，顯示地下水是

雨水的混合，因此本研究藉由端元混合、Φ 指數和互相關(cross correlation)

等方法，分析雨水補注地下水的比例和時間。端元混合假設地下水是完全

來自兩個截然不同的端元－乾季雨水和濕季雨水，分析結果顯示雪山隧道

地區的地下水約有三成來自乾季，七成來自濕季，與年降水量分布相似。 

4. 本研究採用傳統水文 Φ 指數和同位素 Φ 指數來評估研究區入滲情形，傳統

水文 Φ 指數的分析結果說明約有 24%-34%的年雨量入滲至地表下；同位素

Φ 指數則藉由雨水同位素和地下水同位素之間的質量平衡，分析出研究區

的入滲量相當豐富，約有 75%-96%的年雨量入滲。兩種 Φ 指數的分析結果

存在差異，然而這是由於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並無對錯，值得注意的是，

這種差異很可能反映出不同的地下水傳輸行為。 

5. 根據前人研究，地下水對降雨的反應在時間上有延遲的現象，因此本研究

透過互相關(cross correlation)方法，平移地下水資料的時間序列，計算不同

延遲時間下和降雨資料時序列的相關係數，分析結果顯示導坑流量對降雨

事件的反應約延遲數十天，而導坑地下水的同位素和導電度反應則較雨水

延遲約數個月，時間尺度迥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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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總結而言，不同的 Φ 指數和互相關分析結果顯示降雨入滲和地下水流動的

複雜性，地下水對降雨的反應延遲差異說明地下水的傳輸存在 velocity 和

celerity 兩種情況，分別表現在示蹤劑反應和流量反應中。 

 

4.2 建議 

為促進研究之完整性，計畫在往後的工作中不僅將持續進行雨水和地下水

樣本的採集和分析，也進一步在雪山隧道坪林一號豎井附近之地下水井佈署沉

水式壓力式水位計，監測地下水位隨時間的變化，並探討對降水事件的反應。 

其次，前述之互相關分析結果存在空間差異，不同地下水監測斷面之計算

結果不盡相同，顯示地下流動路徑相當複雜，未來應可配合研究區之土地利用

和水系分布加以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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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雪山隧道地區各月降雨量加權平均同位素值 

單位：‰ 

月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δ18O δD δ18O δD δ18O δD δ18O δD δ18O δD δ18O δD δ18O δD δ18O δD δ18O δD δ18O δD δ18O δD δ18O δD 

2012 - - - - - - - - -5.92 -32.90 -9.85 -67.60 -7.27 -46.84 -10.51 -74.33 -4.43 -19.35 -3.61 -11.47 -6.36 -33.41  -4.67  -12.80  

2013 -3.44 -0.90 -2.64 -1.27 -4.23 -14.69 -2.99 -3.39 -7.15 -43.76 -7.16 -43.72 -7.82 -51.80 -10.96 -74.90 -6.60 -41.65 -3.70 -14.69 -3.97 -14.69  -4.60  -13.51  

2014 -2.65 1.46 -4.58 -15.26 -3.03 -5.41 -3.24 -8.78 -5.53 -29.34 -7.74 -50.71 -9.38 -67.10 -7.25 -48.79 -6.25 -39.75 -2.42 -8.97 -3.10 -4.18  -3.24  -2.38  

2015 -2.11 4.26 -2.20 -3.06 -3.88 -5.24 -2.64 -6.76 -4.72 -25.97 -4.54 -24.24 -5.30 -35.44 -9.61 -68.78 -8.13 -55.81 - - - - - - 

2016 - - - - - - - - - - -4.65 -26.98 -6.51 -42.68 -6.41 -43.17 -9.43 -66.78 -6.73 -42.46 -4.81 -22.68  -2.10  6.03  

2017 -2.92 -0.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濕季 
δ18O = -7.57 ‰ 

δD = -49.89 ‰ 

乾季 
δ18O = -3.85 ‰ 

δD = -10.04 ‰ 

 

表 3.2 雪山隧道導坑地下水的氫氧同位素值 

 
δ18O(‰) δD(‰)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n 

OCM1 -6.47 0.42  -35.95  1.91  41  

OCM2 -6.65  0.27  -36.07  1.27  41  

OCM3 -6.56  0.27  -35.32  1.61  41  

OCM4 -6.53  0.26  -35.48  1.85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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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雪山隧道地區雨水對地下水之貢獻比例 

單位：% 

 δD δ18O 

 濕季(5-10 月) 乾季(11-4 月) 濕季(5-10 月) 乾季(11-4 月) 

OCM1 70.5 29.5 65.0 35.0 

OCM2 75.2 24.8 65.3 34.7 

OCM3 73.0 27.0 63.4 36.6 

OCM4 72.1 27.9 63.8 36.2 

 

表 3.4 坪林測站之年雨量、總基流深度、Φ 指數 

 年雨量(mm) 年直接逕流深度(mm) 年基流深度(mm) Φ 指數 降雨天數 

2012 3709.5 2802.14 1564.87 5.55 232 

2013 3416 2290.32 904.53 8.38 219 

2014 3127 2055.71 1754.03 9.45 191 

*集水區面積為 110.3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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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雪山隧道地區月雨量、雨水同位素、地下水同位素值及同位素 Φ 指數 

 平均月雨量(mm)* δ18O(‰) δD(‰) 

1 146.2 -2.61 1.91 

2 168.1 -4.42 -14.28 

3 150.7 -3.65 -6.25 

4 176.7 -2.96 -5.23 

5 390.6 -5.92 -33.29 

6 363.8 -7.70 -49.88 

7 354.8 -8.19 -56.07 

8 577.2 -10.11 -71.48 

9 574.9 -8.11 -55.23 

10 361 -5.17 -28.81 

11 188.5 -4.35 -16.02 

12 176.7 -4.14 -9.82 

地下水平均** -6.55 -35.71 

Φ指數(mm) 504-510 338 

*平均月雨量是根據中央氣象局之觀測資料 

**地下水同位素值為 2012 至 2016 年的長期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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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雪山隧道地區 2012 年至 2014 年之月尺度同位素 Φ 指數 

 
2012 月雨量 

(mm) 

δ18O 

(‰) 

δD 

(‰) 
 

2013 月雨量 

(mm) 

δ18O 

(‰) 

δD 

(‰) 
 

2014 月雨量 

(mm) 

δ18O 

(‰) 

δD 

(‰) 

1 199 -4.67 -12.80  162 -3.44 -0.90  59 -2.73 1.13 

2 268.5 -4.67 -12.80  71.5 -2.64 -1.27  266.5 -4.58 -15.26 

3 104.5 -4.67 -12.80  63.5 -3.99 -12.38  136 -3.10 -5.87 

4 225.5 -3.61 -11.47  252 -2.99 -3.39  80 -3.27 -8.61 

5 404.5 -5.92 -32.90  349 -7.40 -45.81  625.5 -5.54 -29.36 

6 563 -9.76 -66.84  194 -7.16 -43.72  568.5 -7.74 -50.71 

7 249.5 -10.72 -75.95  359.5 -8.07 -58.29  350 -9.38 -67.10 

8 817 -7.88 -53.22  646 -10.41 -71.06  208.5 -7.25 -48.79 

9 399.5 -4.43 -19.35  467.5 -6.60 -41.65  244.5 -6.25 -39.75 

10 93 -3.61 -11.47  515 -3.70 -14.69  245 -2.63 -9.75 

11 245 -6.36 -33.41  119 -3.97 -14.69  231 -3.43 -4.62 

12 245 -4.67 -12.80  325 -4.60 -13.51  139 -3.24 -1.92 

地下水平均 

(10-11 月) 
-6.93 -38.20  

地下水平均 

(1-12 月) 
-6.74 -37.50  

地下水平均 

(1-6 月) 
-6.37 -35.33 

全數入滲 -6.63 -37.60  全數入滲 -6.33 -35.86  全數入滲 -5.75 -31.64 

*標示灰底者為缺乏降雨採樣資料，由具相似月均溫的月份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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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雪山隧道地區 2015、2016 年之月尺度同位素 Φ 指數 

 
2015 月雨量 

(mm) 

δ18O 

(‰) 

δD 

(‰) 
 

2016 月雨量 

(mm) 

δ18O 

(‰) 

δD 

(‰) 

1 58 -2.11 4.26  253 -2.10 6.03 

2 89 -2.20 -3.06  145 -2.10 6.03 

3 190.5 -3.88 -5.24  259 -2.10 6.03 

4 111 -2.64 -6.76  216.5 -6.78 -42.90 

5 276.5 -4.72 -25.97  297.5 -6.78 -42.90 

6 178.5 -4.54 -24.24  317.5 -4.65 -26.98 

7 399 -5.36 -35.33  415.5 -6.51 -42.68 

8 970.5 -10.13 -72.91  242.5 -6.41 -43.17 

9 765.5 -8.13 -55.81  999.5 -9.43 -66.78 

10 221 -4.72 -25.97  731 -6.78 -42.90 

11 141 -2.64 -6.76  207.5 -4.70 -21.86 

12 110 -3.88 -5.24  64.5 -2.10 6.03 

地下水平均 

(12 月) 
-6.37 -35.69  

地下水平均 

(6-12 月) 
-6.42 -35.60 

Φ指數(mm) 700 500.5  Φ指數(mm) - 704 

*標示灰底者為缺乏降雨採樣資料，由具相似月均溫的月份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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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雪山隧道地區 2013 年之週尺度同位素 Φ 指數 

 週雨量(mm) δ18O(‰) δD(‰)  週雨量(mm) δ18O(‰) δD(‰)  週雨量(mm) δ18O(‰) δD(‰) 

2013/1/7 4.0 -3.58 -0.10 2013/5/17 24.0 -5.86 -34.57 2013/9/17 7.0 -3.52 -19.76 

2013/1/13 5.0 -3.69 -4.31 2013/5/21 65.5 -10.27 -69.88 2013/9/20 54.0 -3.63 -18.08 

2013/1/17 0.5 -1.78 13.89 2013/5/21 20.5 -8.35 -52.03 2013/9/24 249.0 -4.44 -25.66 

2013/1/28 0.5 -1.64 11.89 2013/5/22 50.0 -10.10 -68.09 2013/9/27 10.5 -2.94 -6.50 

2013/2/11 2.0 -2.78 0.89 2013/5/24 9.5 -10.60 -71.24 2013/10/1 4.5 -3.20 -12.32 

2013/2/16 1.5 -1.92 5.48 2013/5/28 12.0 -5.27 -31.66 2013/10/4 9.5 -2.63 -0.14 

2013/2/24 2.5 -1.84 9.19 2013/5/31 17.0 -6.38 -37.25 2013/10/7 292.0 -4.39 -21.86 

2013/3/3 6.5 -2.71 -6.11 2013/6/4 37.0 -6.31 -36.49 2013/10/11 63.0 -4.01 -19.29 

2013/3/19 0.5 -1.77 6.64 2013/6/7 35.0 -5.91 -33.63 2013/10/15 25.5 -2.80 -6.97 

2013/3/22 2.5 -1.83 2.34 2013/6/11 46.5 -6.40 -36.40 2013/10/19 16.0 -2.22 6.86 

2013/3/27 6.5 -3.00 -6.22 2013/6/14 23.5 -6.86 -40.92 2013/10/22 27.0 -2.55 -0.24 

2013/3/29 25.0 -4.70 -17.09 2013/6/18 1.5 -5.15 -32.91 2013/10/25 68.0 -2.43 -0.87 

2013/4/2 19.5 -4.70 -19.01 2013/6/25 50.5 -9.82 -66.12 2013/11/1 37.0 -2.49 -4.53 

2013/4/5 48.5 -2.96 -7.65 2013/7/5 5.0 -4.61 -26.03 2013/11/5 33.0 -3.78 -15.71 

2013/4/9 22.0 -2.37 -4.77 2013/7/7 2.5 -3.83 -19.06 2013/11/12 13.0 -2.98 -8.47 

2013/4/12 63.5 -3.03 5.89 2013/7/12 17.0 -2.61 -15.25 2013/11/15 16.0 -4.52 -16.91 

2013/4/16 13.0 -2.52 5.95 2013/7/13 334.0 -8.38 -60.78 2013/11/27 23.0 -4.37 -16.95 

2013/4/19 23.5 -2.73 -5.71 2013/8/20 405.5 -7.63 -46.45 2013/11/29 7.0 -4.10 -8.88 

2013/4/23 15.0 -3.10 -5.55 2013/8/22 286.5 -14.42 -105.75 2013/12/6 2.5 -2.57 4.04 

2013/4/26 13.5 -2.69 -5.23 2013/8/23 361.0 -10.23 -70.36 2013/12/13 13.5 -2.88 2.02 

2013/4/30 32.5 -2.82 -5.19 2013/8/27 2.0 -5.38 -38.94 2013/12/19 182.5 -5.15 -21.86 

2013/5/6 23.5 -4.69 -26.16 2013/8/29 27.0 -10.82 -74.37 2013/12/24 54.5 -4.04 -1.49 

2013/5/10 13.5 -2.04 -3.75 2013/8/30 52.5 -11.23 -76.07 2013/12/27 63.0 -4.11 -6.51 

2013/5/13 113.5 -6.03 -33.09 2013/9/3 96.0 -14.66 -103.21 2013/12/31 8.5 -3.25 6.99 

地下水平均(1-11 月) -6.74 -37.50         

Φ指數(mm) 212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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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入滲量計算結果比較 

  年入滲量(mm) 年入滲量占年雨量之比例(%) 

水文 Φ 指數 

2012 907.36 24.5 

2013 1125.68 33 

2014 1071.29 34.3 

同位素 Φ 指數 

2013 

（週尺度） 
2659~3063.5 71.5~82.4 

2015 

（月尺度） 
2775.5~3174.5 79.1~90.4 

2016 

（月尺度） 
3826.5 92.2 

 

表 3.10 日雨量時間序列及導坑日流量時間序列之相關性分析結果 

分析之日雨量時間序列 
最大相關係數 出現最大相關係數之延遲時間（天） 

OCM1 OCM2 OCM3 OCM4 OCM1 OCM2 OCM3 OCM4 

2014/10/29 至 2014/11/27 0.33 0.40 0.21 0.36 13 7 12 14 

2014/12/26 至 2015/01/24 0.44 0.54 0.42 0.47 13 11 12 4 

2016/04/01 至 2016/04/30 0.49 0.48 0.47 0.61 16 17、30 15 30 

2016/08/23 至 2016/09/21 0.40 0.44 0.53 0.54 13 15 11 12 

2016/10/22 至 2016/11/20 0.42 0.31 0.24 0.28 37 7 20 30 

2017/12/14 至 2018/01/12 0.75 0.65 0.42 0.30 15 14 35 20 

*資料總長度分別為：2014/10/29 至 2014/12/11、2014/12/26 至 2015/03/05、2016/04/01 至 2016/06/09、2016/08/23 至

2016/10/09、2016/10/22 至 2016/12/30、2017/12/14 至 2018/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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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月雨量時間序列和地下水導電度時間序列之相關性分析 

分析之時間序列 
相關係數 

OCM1 OCM2 OCM3 OCM4 

2012/10/18 至 2014/06/24 0.47 0.32 0.50 0.52 

2016/07/27 至 2017/10/18 0.27 0.41 0.41 0.53 

 

表 3.12 雨水導電度時間序列和地下水導電度時間序列之相關性分析 

分析之雨水導電度時間序列 

（月平均導電度） 

最大相關係數 出現最大相關係數之延遲時間（月） 

OCM1 OCM2 OCM3 OCM4 OCM1 OCM2 OCM3 OCM4 

2016/07/27 至 2016/12/07 0.81 0.81 0.82 0.97 4 5 4 5 

*資料總長度為 2016/07/27 至 2017/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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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影響地下水儲存量的各項因子（摘錄自 Taylor et al., 2013, Nature 

Climate Change 中的圖 2）。氣候變遷下極端強降雨和極端乾旱會增加降雨

量、土壤含水量與地表逕流的不確定性，將對地下水的補注量造成影響。 

 

 

圖 1.2 全球區域特性的水資源分布系統示意圖（摘錄自 Taylor et al, 2013, 

Nature Climate Change 中的圖 1）。臺灣被定義為 low permeability with local 

minor aquifers，顯示地下水受到氣候變遷的衝擊將遠大於世界上其它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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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植物與地下水補注的兩種獨立系統在不同季節的變化示意圖(摘錄自

Brooks et al, 2010, Nature Geoscience 中的圖 4)。土壤中植物利用的水並不會

被接下來的雨水擠壓至地下水，顛覆了傳統的水文概念。 

 

 

圖 1.4 以氫氧同位素分佈説明 Two water worlds hypothesis(摘錄自 McDonnell, 

2014, WIREs Water 中的圖 1)。植物所利用水的氫氧同位素(b 圖)明顯與雨水及

河水的性質不同(a 圖)，顯示河川水並非雨水與土壤水的混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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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雪山山脈地質特性分布示意圖（摘錄自 Chiu and Chia, 2012 中的圖

2）。導坑內以溝渠匯集隧道周圍的滲漏水，並設有四個取水處(即 OCM1- 

OCM4)，導坑水代表著深度約 200-600 公尺的地下水，瞭解其移動特性與來

源將有機會釐清地下水資源補注的機制。 

 

 

圖 1.6 1970-2010 年間臺灣年降雨量變化圖(摘錄自 2013 年經濟部水利署氣候

變遷水環境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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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西太平洋歷史颱風路徑

（摘錄自 Mei and Xie, 2016, 

Nature Geosciences 中的圖 2a）。

從過去 37 年的颱風資料顯示，

行經此些路徑的強烈颱風比例增

加、強度增加且未來將持續增

強，將直接影響到臺灣。 

 

圖 1.8 坡度與新水水量顯著負相

關結果(摘錄自 Jasechko et al., 

2016, Nature Geoscience 圖 3) 

 

 

圖 1.9 本研究之示意圖。透過分析雨水、地下水、河水，交互驗證地表-

地下水交互作用之情形。圖中紅色部分表雪山隧道導坑與通風井。 

河水

雨水

地下水

地表逕流

分析雨水的地球化學參數，包含
Cl及氫氧同位素，為此地表-地
下水交互作用系統之輸入，藉以
取得
1、季節性雨水的特性
2、極端降雨（颱風）的特性

分析河川水的地球化學參數，包含F、Cl、
NO2、NO3、SO4、Na、Mg、K、Ca、Sr、
Ba、Si及氫氧同位素，藉以瞭解
1、河水組成中雨水及地下水所佔之比例
2、地表逕流量與潛在入滲量於降雨事件
中的比例

分析導坑水（地下水）的地球化學參數，包
含F、Cl、NO2、NO3、SO4、Na、Mg、K、Ca、
Sr、Ba、Si及氫氧同位素，藉以瞭解
1、地下水的特性
2、季節、極端降雨對地下水的貢獻
3、Velocity、Celerity跟地下水停留時間

地下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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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研究區域圖。本研究實際採集雨水、地下水之樣點位置， 

以及配合分析之雨量站、流量站位置。 

  

2 公里 1 0 

N 

雨水採樣點 

地下水採樣點 

流量站 

雨量站 

北洞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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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坪林測站全年各月降雨量分布圖 

 

  

圖 2.3 雨水自動收集器 
圖 2.4 PICARRO L2120-i δD/δ18O 同

位素分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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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a)地下水(b)河水(c)植物木質部水(d)土壤水與全球天水線之比較(摘錄自

J. Evaristo et al., 2015)。地下水與河水大致沿著 GMWL 分布，與雨水的訊號

相同。植物木質部水和土壤水因蒸發作用影響，多位於 GMWL 下方，與雨水

訊號不同。此圖顯示地下水與河水未和土壤水良好混合。 

 

 

圖 2.6 基流量的最高、最低和平均減少量(摘錄自 J. G. Arnold et al.,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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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自動化計算主退水曲線(MRC)的過程(摘錄自 J. G. Arnold et al.,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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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臺灣的降雨穩定同位素特徵(摘錄自 Tsung-Ren Peng et al., 2010)。臺灣

地區在冬季受到同位素組成相對富集的極地大陸氣團影響，其降雨之δ18O 和

d-excess 大於夏季相對消耗的海洋氣團所帶來的降雨。 

 

 

圖 2.9 Φ 指數示意圖 

Φ index 
Infiltration 

Direct run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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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雪山隧道地區之區域天水線。未加權天水線即為雨水樣本原始資料，

各時間尺度加權者是根據中央氣象局時雨量觀測資料進行加權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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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屏東平原地下水之同位素組成（摘錄自江崇榮、汪中和，民 91。） 

 

 

圖 3.3 2012 年雪山隧道地區雨水及地下水同位素值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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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2013 年雪山隧道地區雨水及地下水同位素值分布圖 

 

 

圖 3.5 2014 年雪山隧道地區雨水及地下水同位素值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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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2015 年雪山隧道地區雨水及地下水同位素值分布圖 

 

 

圖 3.7 2016 年雪山隧道地區雨水及地下水同位素值分布圖 

  



 

42 

 

 

圖 3.8 2012 年坪林測站基流分離結果 

 

 

圖 3.9 2013 年坪林測站基流分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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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2014 年坪林測站基流分離結果 

 

 

圖 3.11 2012 年坪林測站Φ指數 

  

5.5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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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2013 年坪林測站Φ指數 

 

 

圖 3.13 2014 年坪林測站Φ指數 

  

9.45 mm 

8.38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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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2014/10/29-2014/12/11 日雨量時序列和導坑日流量時序列相關性分析 

 

 

 

圖 3.15 2014/12/26-2015/03/05 日雨量時序列和導坑日流量時序列相關性分析 

 

 

 

圖 3.16 2016/04/01-2016/06/09 日雨量時序列和導坑日流量時序列相關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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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2016/08/23-2016/10/09 日雨量時序列和導坑日流量時序列相關性分析 

 

 

 

圖 3.18 2016/10/22-2016/12/30 日雨量時序列和導坑日流量時序列相關性分析 

 

 

 

圖 3.19 2017/12/14-2018/02/21 日雨量時序列和導坑日流量時序列相關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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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加權平均雨水同位素及地下水同位素之時間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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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雨水同位素及地下水同位素之時間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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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月雨量及地下水導電度之時間序列 

 

 

圖 3.23 雨水導電度（月平均）及地下水導電度之時間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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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會心得 

地表水跟地下水交互作用是我目前研究的重點項目之一，此次會議的報告內容中，

Interactions Between Water and Ecosystem - Catchment Dynamics 及 Interactions with 

Water and Ecosystem - Riparian Zone Processes 兩個場次，均有很多值得學習之處，包

含如何判識河道中 hyporheic zone 及 upwelling 與 downwelling 的位置、如何透過 tracer

追蹤伏流水的流向、如何透過溫度計算 upwelling 與 downwelling 的 flux、及流量、河

床高程變化與地下水位變化如何影響 flux 等；場次中亦有提到的以 Runoff coefficient

檢視降雨、逕流的歷程，Runoff coefficient 雖然是再基礎不過的水文概念，還是有研

究學者持續以此概念做研究並有所突破，亦可應用於本人的計畫當中；其中亦有關於

Low impact development 在不同空間尺度下對於減緩都市洪水影響的評估研究，其探

討亦可做為目前研究生重要的參考文獻。氣候變遷的研究著重在極端事件之研究，如

極端暴雨及連續乾旱等，極端事件的推估與預測一直是氣候變遷下不確定性最高的，

顯示學界也正積極在此課題下力求突破，從 Challenges in Hydrologic Modeling、

Ecohydrological Responses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Efficient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Dryland Regions、Dealing with Hydrological Extremes: Theory, Simulation, 

and Practice、Precipitation Extremes - Observations, Modelling, Projections、Precipitation 

Extremes - Observations, Modelling, Projections、Climate Change Risk Assessment and 

Adaptation on Water-related Disaster and Water Resourc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等場次，

不管是從觀測、模擬到預測及調適，其相關成果都很值得參考。 

在會中也遇到了夏威夷大學 Manoa 分校任職的曾尹玢助理教授，分享了彼此的學



術成果與職場心得，曾教授在河溪生態保育上的研究成果非常值得借鏡，本人也持續

在七家灣溪進行櫻花鉤吻鮭保育的相關研究，有機會將與曾教授合作，分析並瞭解從

集水區尺度、河段尺度到微棲地的尺度對河溪生態之影響。  

 

 
 
 
 
 
 
 



三、發表論文全文或摘要 

1. BG01-D3-PM1-P-012 (BG01-A005) 
The Flux Estimation of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from Subtropical Small Mountainous 

Rivers During Typhoon and Non-Typhoon Periods in Taiwan 
Tsung-Yu LEE1#+, Li-Chin LEE2, Jr-Chuan HUANG2 

1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2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Corresponding author: tylee@ntnu.edu.tw +Presenter 

Small mountainous rivers are hotspots of global land-to-ocean organic carbon export. 
However, relatively few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DOC) 
compared to 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 In a long-term project (2002 to 2014), stream 
DOC was monitored in three neighboring subtropical small mountainous rivers of Taiwan. 
The objective was to relate DOC concentrations to water discharge and to quantify DOC 
flux during typhoon and non-typhoon periods. Seasonal fluctuations of DOC 
concentrations were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air temperature at all sampling stations. 
During non-typhoon periods, increasing water discharge led to decreasing DOC 
concentrations due to a dilution effect. However, during typhoon periods, DOC 
concentrations increased with some lead time along the hydrograph and reached the 
annual maximum which likely sources from a significant input of litter and upper soil 
layers. The mean DOC concentration of the studied systems (<1.0 mg L-1), is ranked in 
the lowest 1% among the world rivers. However, mean DOC yield (~30 kg ha-1 y-1), is 
ranked in the top 30%, which is attributed to high rainfall and substantial organic carbon 
stocks in the watersheds. Up to 25±5.6% of the annual DOC flux was contributed by 
typhoon events, which occupied ~3% of the monitoring period. We conclude that typhoon 
events are important drivers for the land-to-ocean export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Predicted future increases in frequency and magnitude of typhoon events will likely 
accelerate the release of terrestrial carbon and enhance its land-to-ocean transfer via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2.BG01-D1-AM1-304B-002 (BG01-A007) 

Dissolved Carbon Transport in a Subtropical Small Mountainous River, Taiwan 
Jr-Chuan HUANG1#+, Tsung-Yu LEE2, Yu-Ting SHIH1, Li-Chin LEE1, Chung-Te 

CHANG1, Pei-Hao CHEN1 
1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2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Corresponding author: riverhuang@ntu.edu.tw +Presenter 

Riverine dissolved carbon (including DOC and DIC) transport is a crucial process, 
but rarely examined in small subtropical mountainous rivers. This study monitored DOC 
and DIC concentrations on a biweekly basis during regular period and on a 3-hour interval 
during two typhoon events in 3 small mountainous rivers in southwest Taiwan. A 
hydrological model, HBV and 3 end-member mixing model were applied to determine the 
flowpaths of dissolved carbon transpor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nual mean DOC and 
DIC concentration ranged from 99 to 174 μM and 1805 to 2099 μM, respectively. DOC 
and DIC concentration was, respectively, much lower and higher than the global mean 



value of 479 μM for DOC and 858μM for DIC. The low DOC concentration likely 
resulted from steep slopes and the high DIC concentrations suggested the extremely high 
chemical weathering rate. However, the annual DOC and DIC fluxes were 2.7-4.8 and 
48.4-54.3 ton-C km-2 yr-1, which were 2- and 20-fold higher than the global mean of 1.4 
and 2.6 ton-C km-2 yr-1, respectively, revealing the strong streamflow control. The 
DIC/DOC ratio was 14.08, much higher than the mean (1.86) of large rivers around the 
globe and values reported for other SMRs (2.80-4.25) in East Asia. The high DIC/DOC 
ratio indicates that the catchments were characterized by relatively high rates of chemical 
weathering and low rates of decomposition. Based on the end-member modeling, DOC 
export was mainly from surface runoff, while DIC transport was mainly through deep 
groundwater. The unique patterns seen in SMRs characterized by high dissolved carbon 
flux, high DIC/DOC ratio, and large transport by storm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estimating global carbon budgets. 
 

四、建議 

 臺灣的研究人員在 AOGS 裡面扮演很多很重要的角色，是學生是研究人員與國際

接軌的很好場域，建議多鼓勵學生參與報告及研究人員以研究主題申請場次。 

 

五、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無 

六、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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