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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合模擬估計地下水系統之水力參數與微溶性非水相污染物分佈

計畫成果報告
Annual Report of Coupled Identification of Hydraulic Parameters and

Distribution of NAPL Residual in Groundwater System
主管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計畫編號：94 WFA-0102-776

李天浩 徐年盛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

一、摘要

本計畫參考國外多項研究，提出耦合
模擬推估水文地質參數、微溶性非水相液
(NAPL)體總量和空間分佈的方法論。研究
擬利用垂直一維砂箱與垂直二維砂箱，進
行微溶性非水相液體入滲試驗，用雙伽瑪
射線量測NAPL飽和度，以井際分溶試驗技
術取得分溶示蹤劑的突破曲線數據；驗證
推估結果的正確性。採用Cs137與Am241
兩種伽瑪射線雙伽瑪射線，測得不同飽和
度下水與NAPL的標準衰減曲線，未來由雙
伽瑪射線之計量數即可估計NAPL與水的
飽和度。

砂箱試驗設計擬同時使用多種示蹤劑
進行井際分溶示蹤劑試驗，增加取水樣之
時間與空間密度，以獲得多條完整之突破
曲線，評估取水孔間之微溶性非水相液體
之殘留量。一維砂箱尺寸為100*10*5cm3，
每10cm埋設一取水管，由上端開孔注入
NAPL觀察其移動情形，待形成殘留量後，
對砂箱試體進行雙伽瑪射線與井際分溶示
蹤劑試驗。二維砂箱將參考一維砂箱實驗
結果設計，以利評估NAPL之殘留分佈。

推估水文地質參數、NAPL總量和空間
分佈的方法，是應用地下水水流模式、分
溶示蹤劑零階及一階動差，配合伴隨狀態
法與最陡坡降法進行參數檢定，最佳化水
文地質參數與微溶性非水相液體殘餘量分
佈。在虛擬的二維地下水污染數值案例
中，所發展之耦合逆推模式可分兩階段正
確估計水力傳導係數與微溶性非水相液體
的殘留量分佈。第一階段以擬合水位與守

恆示蹤劑動差觀測的方式，最佳化水力傳
導係數；第二階段是在最佳化的流場中，
修正污染物殘留量推估值，以擬合分溶示
蹤劑動差觀測。

關鍵詞：地下水污染、微溶性非水相液體、
最佳化模式、雙伽碼射線、井際
分溶示蹤劑試驗。

Abstract

This research refers to many advanced
model related to identification of the amount
and location of non-aqueous phase liquid
(NAPL) residues. A model coupling
groundwater flow and transport equation is
proposed. It is designed to inversely estimate
the hydrogeology parameters in the same
simulation process.

The developed model will be applied to
estimate the NAPL experiments in sand-box
facilitate with dual gama ray measurement
and partitioning interwell tracer test (PITT).

In the 2-dimensional groundwater flow
and transport numerical example, the
proposed optimization model is capable of
identifying the distribution of hydraulic
conductivity and residual NAPL. The
hydraulic conductivity is calibrated to match
the head and moment of conservative tracer
observation in first step. Second, the residual
NAPL distribution is optimized to fit the
moment of partitioning tracer observation
data.

The standard curve of dual gama ray
measurement is measured to relate count
number and saturation. Then, the res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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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ation of NAPL in the sand can be
evaluated by recording the count number of
Cs137 and Am241.

Several tracers are set to be injected
during PITT. The frequency and density of
concentration measurement are also
increased to obtain more and complete
breakthrough curves.

The 1-dimensional sand-box is designed
as 100*10*5cm3. There is one sample tube
every 10cm. The TCE is injective from top
and flows down into the sand. After the
residual situation is reached, the sand-box
will be measured by dual gama ray and PITT
to evaluate the NAPL distribution. The
2-dimensional sand-box will be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1-dimensional
sand-box experiment.
Keywords: groundwater contamination,

NAPL, optimization model, dual
gama ray, partitioning inter-well
tracer test.

二、問題描述

有關土壤以及地下水受到有機物污染
的問題近年來漸漸引起各界的關切。有機
化合物污染包括汽油、柴油、三氯乙烯與
四氯乙烯等均屬於微溶於水的非水相液體
(non-aqueous phase liquid，簡稱NAPL)。
NAPL對水的溶解度低，未溶解液相的殘留
（residual）或自由相（free product）一旦
存在土壤中，會持續溶解污染地下水（溶
解相），並且需要花很久的時間才能完全溶
解排出，成為長久的污染源。同時這些
NAPL大多為有毒物質，在濃度很低的狀況
下即會對人體造成影響，因此NAPL污染不
只是環境保護的問題，還是嚴重的公共衛
生與安全問題。

當NAPL進入土壤後，先穿過通氣層土
壤(vadoze zone)，過程中一部份揮發成氣
相，些微部分溶於水中隨水流動，大部分
則受重力與毛細力作用影響而移動或滯
留。到達地下水位面後，若為比水輕的
LNAPL，會聚集於地下水位面之上，沿著
地下水位面橫向擴散。若為比水重的

DNAPL，則會穿過地下水位面進入飽和含
水層，繼續向下移動。移動期間，若碰到
相對細粒的土壤（如黏土層）時，可能會
無法穿透而堆積其上形成停滯的DNAPL
池。未揮發、未溶於水的NAPL在移動過程
中可能會入陷（trapped）為獨立、不連續
的油珠，殘留在移動路徑上的土壤孔隙
中，幾乎不可能被自然地下水流所驅動。

NAPL污染之整治，首要之務必須知道
NAPL於地底下的分佈，針對殘留區域進行
處理才能有效整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推
估地下水中NAPL 污染量與範圍的方法包
括破壞性的是直接取樣法，取不同點位的
土壤與水樣分析；及非破壞性的間接量測
的方法，有雙伽碼射線掃瞄(Dual Gamma
Ray Survey) 與 井 際 分 溶 示 蹤 劑 試 驗
(Partitioning Inter-well Tracer Test，簡稱
PITT）。

直接取樣包括土壤取樣分析與水質採
樣分析。藉由監測井的設立，可以針對污
染區域持續進行水質監測，採樣得到越高
污染物濃度的區域越有可能有NAPL殘
留。在設立地下水監測井的同時，可以對
土壤進行採樣，分析採集得到的土樣以決
定指標性污染物及指標性污染物與土樣中
殘餘NAPL之體積或重量上的比例關係，進
而決定整個場址中之殘餘NAPL飽和度。直
接採樣是以不同點位的NAPL濃度資料評
估真實三維立體空間中NAPL的殘留情
形，要得到一個合理評估結果需仰賴大樣
的單點採樣，耗費甚巨。

井際分溶示蹤劑試驗是最為廣泛使用
於調查NAPL殘留量的非破壞性實驗方
法。井際分溶示蹤劑試驗是使用至少兩種
以上示蹤劑的溶液，一種為水－NAPL不分
溶 (conservative)、另一種則具分溶特性
(partitioning)。試驗方法是在穩態地下水流
環境中，自上游注入井加入示蹤劑於地下
水流中，於下游抽水井持續抽水，紀錄抽
出水樣中各示蹤劑濃度隨時間變化的突破
曲線（break- through curves，簡稱BTC），
分析突破曲線資料即可推估NAPL 之殘留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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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碼射線是游離輻射的一種，為一種
能量很高的電磁波。當放射性核種進行衰
變，衰變後產生的子核由高能量的激發態
過渡到能量較低的激發態或者基態時，多
餘的能量從原子核內發射出來，即為伽碼
射線，具有直進、不受磁場影響和穿透性
強的性質，在醫療和工業上，時常作為精
密檢測的工具，應用範圍很廣泛。當伽碼
射線前進時，射線強度會隨著通過介質(包
括固體，液體或氣體)的厚度、密度和單位
質量的衰減係數呈指數衰減。根據此原
理，可以量測穿過土樣的射線強度，反推
得到土樣內的多相流體分布情形。雙伽碼
射線掃瞄(Dual Gamma Ray Survey)乃於一
端放置天然放射性核種，核種衰變所放出
之兩種伽碼射線，穿透土壤層造成射線強
度衰減，於另一端利用偵檢器記錄其射線
計量數。計量數之大小與NAPL殘留量多寡
有關，可依據射線計量數與NAPL飽和度之
標準曲線，評估場址中多點之NAPL殘留量
分佈。

現有NAPL污染分佈之評估方法，無論
是直接取樣或是間接量測，所得結果僅包
含獨立點位或區域平均的NAPL殘餘量，若
要得到整個污染場址的NAPL殘餘量空間
分佈情形，則必須使用模式逆推。逆推模
式牽涉到地下水流與傳輸數值模式，而傳
輸模式的流場又是水文地質參數的函數，
因此必須發展偶合地下水流與傳輸數值模
式，同時推估水文地質參數與NAPL殘餘量
空間分佈。

另外國內雖已有多起土壤以及地下水
受到有機物污染事件發生，但污染範圍之
評估僅止於直接取樣，難以正確估計NAPL
之殘留量分佈。必須配合採用間接量測方
法，取得區域範圍內的NAPL殘餘量資訊，
以偵測實際土壤中高污染區域並進行整
治。

本研究之目標在找出NAPL殘留於地
下含水層中的空間分佈與殘留量多寡。針
對此一目標首先將發展評估NAPL殘留量
的理論方法，接著進行實驗室實驗，修正
並確立方法的可行性。確定評估方法的可
行性後，將其應用於現地實際污染案例，

找出NAPL之殘留量與位置，以作為後續地
下水整治之參考依據。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使用井際分溶示蹤劑試驗與
雙伽碼射線掃瞄對NAPL污染殘留量進行
量測，量測所得資料將應用地下水水流模
式、污染物傳輸零階及一階動差模式，配
合伴隨狀態變數法與最陡坡降法進行參數
檢定，最佳化水文地質參數與NAPL 殘餘
量分佈。研究的方法可以分為：(1)偶合模
式發展，和(2)砂箱試驗兩大部分，以下分
點敘述。

（1）偶合模式發展

本研究提出耦合模擬推估水文地質參
數與微溶性非水相液體總量與空間分佈的
方法論，利用地下水水流模式與示蹤劑傳
輸模式，配合最佳化方法，評估污染場址
下之NAPL殘留量分佈，並描述不同量測方
法所得到的資料其代表之意義及其反應的
資訊。

對於三維的地下水水流與污染物傳輸
問題，其數學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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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穩態的傳輸方程式可以對時間積分而簡
化為穩態的動差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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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之偏微分方程式包括地下水水流方
程式、零階動差方程式與一階動差方程
式，此三個方程式皆為穩態方程式，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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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需給定水文地質參數與四周圍之邊界條
件即可求解。

其中 1



 v K ，即欲求解地下水中

溶質的流動，需先求解地下水流控制方程
式，得到流場以後，再放入傳輸方程式中
計算溶質的濃度分佈隨時間變化情形。所
以地下水流與污染物傳輸是一個需要耦合
求解的問題（Coupled Problem）。在參數已
知的情況下，必須將兩個方程式耦合求
解，才能正向模擬得到地下水水流與污染
物傳輸情形。

若是在參數未知的狀態下，我們面臨
的是一個耦合逆向求解的問題（Coupled
Inverse Problem）。因為變動地下水流方程
式的參數會造成流場的改變，流場改變後
溶質的傳輸情形也跟著改變，溶質濃度分
佈也將變的不一樣，所以在進行參數估計
時，必須將水頭與濃度的觀測資料一併放
入目標函數中，而且水流與傳輸方程式的
參數必須同時進行估計，如此才能得到最
佳的參數值，且可提升計算的效率。最佳
化模式逆推方法，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
段取穩態水頭及守恆示蹤劑的突破曲線作
為觀測資料，利用地下水流模擬模式與示
蹤劑傳輸模式模擬水流與示蹤劑傳輸，並
最佳化估計水力傳導係數之分佈。第二階
段，取分溶示蹤劑之突破曲線為觀測資
料，第一階段檢定所得之流場配合示蹤劑
傳輸模式，模擬分溶示蹤劑之傳輸，並藉
此最佳化估計微溶性非水相液體之殘留量
分佈情形。

最佳化過程乃先給定一個水文地質參
數或NAPL殘留量空間分佈的初始猜值，以
耦合地下水流與溶質傳輸模式模擬示蹤劑
於含水層中之傳輸情形，計算模擬值與實
際觀測之誤差平方和（即目標函數）。其
次，利用伴隨狀態法推導耦合地下水流與
污染物傳輸模式之伴隨方程式，以及目標
函數對應於未知參數的梯度，以利用其無
論未知參數有多少個，僅需求解一次伴隨
方程式即可得目標函數對參數梯度的矩
陣，提昇計算效率。第三，利用最陡坡降
法計算參數之修正量，得到新的參數估計

值。再反覆以新的參數值放入模式中模擬
示蹤劑傳輸，計算誤差平方和、梯度矩陣、
參數修正量等，如此迭代演算至目標函數
小於某定值後，即可得到水文地質參數與
NAPL殘留飽和度空間分佈的最佳估計。最
佳化流程如圖1。

（2）砂箱試驗

為實際了解NAPL在地下含水層中的
流動行為，以及建立逆向模式的驗證資
料，本研究設計一維與二維垂直砂柱，用
以觀察NAPL在均質與非均質土壤中傳輸
的差異行為以及殘餘NAPL之分佈型式。砂
箱中NAPL污染量之分佈情形將採用多種
量測方法量測之，包括：張力計量測、雙
伽碼射線掃瞄、井際分溶示蹤劑試驗以及
實驗進行完畢後對試體進行破壞性的直接
土壤採樣分析。

一維砂箱的尺寸設定為厚5cm，寛
10cm，高100cm。垂直高度每10cm埋設一
取水管，由上端開孔注入三氯乙烯觀察其
移動情形，待形成殘留量後，對砂箱試體
進行雙伽碼射線與井際分溶示蹤劑試驗。

試驗所得之觀測資料將用於逆向偶合
模擬估計地下水系統之水力參數與微溶性
非水相污染物分佈。實驗流程如下：

1. 填砂：每次填砂3cm，夯實十下，以避免
分層，每10cm處埋設取水樣管，管中央
開一小洞，洞口朝下進水。總填砂高度
100cm。

2. 進氣：由下方開孔注入CO2，上方小孔排
出氣體，確定土壤孔隙充滿CO2氣體，目
的是進水時若有氣體入陷，可溶於水中。

3. 進水：每次緩慢進水10cm，靜待1小時後
再次進水，目的是減少入陷的CO2量。

4. 出水：將取水管打開，給定設計水位差，
使水流流場達到穩態。

5. 注入TCE：以20cc/min由25cm處持續注入
TCE，總注入時間3min，總注入體積
60cc。於5cm、15cm、25cm…處，利用
雙伽瑪射線量測TCE飽和度。靜置至TCE
不再移動，拍攝TCE移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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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洗TCE：以設計之水位差水洗砂箱試
體，總水洗量3個孔隙總體積。每洗1個
孔隙總體積，取水樣一次。

7. 注入示蹤劑：以脈衝方式注入守恆(NaCl)
與分溶示蹤劑，依據水流速率設計取水
樣時間，取得完整之突破曲線。

8. 資料分析-以動差法、標準曲線及耦合逆
推模式估計TCE殘留量分佈。

9. 後續TCE整治 -以60度C溫水洗砂箱試
體，總水洗量3pore volume。每洗1pore
volume於出水孔取水樣一次。

10. 整理資料，撰寫報告。

二維砂箱將參考一維砂箱實驗結果設
計，以評估微溶性非水相液體之垂直與水
平殘留分佈，更逼近真實污染場址試驗。
二維砂箱的尺寸設定為厚5cm，寛100cm，
高 100cm 。取水孔的埋設高度距離為
10cm，寬距為10cm。

四、研究成果

（1）偶合模式發展

本研究利用二維虛擬數值案例驗證所
發展偶合模擬估計地下水系統之水力參數
與微溶性非水相污染物分佈方法之可行
性。

虛擬之污染場址為一拘限含水層受
TCE注入污染，場址大小120*60*10m3。於
場址上游鑽設三口注入井，下游端鑽設兩
口抽水井，總注水量為120m3/day，總抽水
量為240m3/day，以確保所有示蹤劑皆被兩
抽水井抽出，不會殘留在土壤中。污染場
址之水力傳導係數分為兩區，一區為
8m/day，另一區為2m/day，以模擬現場地
質有一明顯之趨勢分佈。而污染區域僅在
場址中央30*20m2大小，TCE殘留量為
20%。污染場址示意如圖2。於注入井處以
13mg/L固定濃度同時注入一種守恆示蹤劑
與一種分溶示蹤劑，分溶係數分別為0與
10，注入時間為0.1day。試驗結果，取六個
觀測井所得突破曲線之零階及一階動差與
穩態水位作為觀測資料，假設各參數分區

已知的狀況下，最佳化模式估計水利傳導
係數與NAPL殘餘量。

在虛擬的二維地下水污染數值案例
中，所發展之耦合逆推模式可分兩階段正
確估計水力傳導係數與微溶性非水相液體
的殘留量分佈。第一階段乃最佳化水力傳
導係數以擬合水位與守恆示蹤劑動差觀
測；第二階段是在已最佳化的流場中，調
整污染物殘留量以擬合分溶示蹤劑動差觀
測，檢定過程之誤差平方和收斂如圖3。顯
示本評估方法之可行性，可進一步結合後
續之實驗室砂箱實驗結果評估砂箱試體中
的NAPL殘留量分佈。

（2）砂箱試驗

1. Dual gamma ray survey 之標準曲線

本研究依據土壤孔隙率計算不同微溶
性非水相液體飽和度所佔據之孔隙空間厚
度，並配置不同飽和度之標準砂、水與
NAPL試體。以雙伽碼射線測量通過不同飽
和度之水與微溶性非水相液體後衰減所得
計量數之標準曲線。

本實驗設備如圖4，右手邊用鉛塊圍住
的地方僅露出一小孔，為射源射出孔，左
手邊為偵檢器，中間為一水平載台可讓砂
箱水平移動，做水平方向的量測，而擺設
偵檢器和射源的載台為垂直載台，供重直
方向的量測，此設計易做砂箱上任一點的
量測。本次試驗採用CANBERRA所生產之
碘化鈉偵檢器如圖5，型號為2007P，之前
採用的是純鍺偵檢器，其優點為不用灌液
態氮，且其接收光子數的強度為100%也就
是他的儀器反應靈敏度高，而純鍺偵檢器
接收光子數的強度約為30%。

半導體偵檢器偵測輻射強度的原理是
根據儀器內半導體材料受射線光子撞擊而
產生能量躍移，經由處理後測得強度。但
是若是光子撞擊頻率過高，可能會超過儀
器處理反應不及，此時之後入射的光子強
度便無法觀測，整體而言將造成能量低估
的情形。這種時間的延遲效應稱為「無感
時間(dead time) 」。偵檢器此時會利用自動
依照比例延長觀測時間來進行修正。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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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試驗之前也利用調整射源及偵檢器
距離，試驗砂箱厚度，射源出口大小等方
式來控制接收射線的強度，將所有試驗的
無感時間降低到3.5~4% 之間，避免「無感
時間」效應影響試驗精度，降低量測誤差。

以3.5% 的無感時間，觀測時間100 秒
為例，實際的觀測時間將為：(100 +100×
3.5%) =103.5 秒。在試驗中若「無感時間」
比例太高，則在同一段無感時間內觀測錯
失的光子數目過多，以線性放大量測時間
的作法將出現誤差。

本實驗用的偵檢器，其特性為室內溫
度會影響其量測結果，為了減少其誤差讓
其下圖的兩個強度曲線峰值達到穩定狀
態，左邊的峰值代表Am-241，右邊的峰值
代表Cs-137如圖6，縱軸為光子計算數，橫
軸為射線的能量強度。我們會先維持室內
定溫，並讓偵檢器熱機達到穩定值，也就
是其強度維持一穩定值，才開始量測。

量測時間的設定參考前人的文獻，利
用Gamma ray量測到之含水量在時間為12
秒比時間為60秒時之標準偏差大了近一
倍，因此在本實驗中接取60秒以上為標
準，本實驗也做了60、120、180三組時間
下其光子計算數的關係如圖7，會發現呈一
線性關係。本研究選用100秒作為量測時
間。

後續針對一維及二維砂箱實驗進行雙
伽碼射線量測時，只要紀錄偵檢器所測得
之伽碼射線計量數即可得知微溶性非水相
液體之殘留量，對多點量測可以得到高解
析度的NAPL空間分佈資料。標準曲線如圖
8所示，本研究採用Cs137與Am241兩種放
射性核種衰變產生之伽碼射線進行量測，
可進一步提升估計之正確性。

2. 入滲DNAPL選用

本研究將進行NAPL於一維與二維垂
直砂箱之入滲試驗，參考前人文獻最常使
用最為觀察對象者有三氯乙烯（TCE）與
甲氧基 - 九氟代丁烷（ HFE-7100, 摘自
Masashi Kamon et al.,2004）。TCE為無色，
化性穩定，具揮發性吸入有毒且為中樞神

經系統抑制劑之強毒性液體，但不易燃的
碳氫化合物。對一般金屬不產生腐蝕作
用，微溶於水，比重較水重。

HFE-7100有著和TCE相似的密度和黏
滯度，且具有：

1.安全(不可燃、低毒性、穩定)

2.環保(零臭氧損耗、空氣中壽命短、
低溫室效應、 水中溶解度低、非空氣污染
物)

3.性能(溶解力、材質相容性佳、低黏
度、液態範圍寬)三種特性，因此用來取代
TCE。二者特性如表1。

唯目前入滲實驗與井際分溶示蹤劑試
驗多以TCE為主要觀察與偵測對象，所以
本實驗首先採用TCE作為選用之入滲
DNAPL。

3. 孔隙介質選用

在孔隙介質的選用上，為了避免NAPL
被有機物吸附以及介質對於伽碼射線精度
的影響，孔隙介質的純度很重要，故在孔
隙介質的選用上試驗採用純度較高的三種
石英試驗砂，依其平均粒徑大小其中4V為
細砂、3V為中砂、30V為粗砂，三種試驗
砂的粒徑分佈如圖9。

4. TCE入滲

實驗初步結果，先以一維小砂箱其設
計為6*6*1 cm3，觀察TCE在粗砂中與中砂
層中入滲行為，如圖10和圖11所示，TCE
於粗砂中可觀察到其垂直移動的速度比側
向移動的快，於中砂中可觀察到其入滲現
象有fingering產生。圖10、圖11皆為20分鐘
後入滲的情形此時所見砂中紅色部分為殘
留量，而圖10上部紅色部分為染色的TCE
和壓克力反應留下來的顏色，由實驗中也
發現了TCE會腐蝕壓克力。所以需以其他
材質取代壓克力製作砂箱。

5. PITT先行試驗

由於國內並無PITT試驗資料可供參
考，國外之實驗資料不易取得，所以在一
維與二維砂箱試驗之前，本研究設計一簡
單之先行試驗，以確保實驗之可行性。先
行實驗砂箱設計如圖12。砂箱尺寸設定為



- 7 -

厚6cm，寛15cm，高35cm。垂直高度每10cm
埋設一取水管，由上端開孔注入三氯乙烯
觀察其移動情形，待形成殘留量後，對砂
箱試體進行雙伽碼射線與井際分溶示蹤劑
試驗。

本研究設計同時使用多種示蹤劑進行
井際分溶示蹤劑試驗，並增加取水樣之時
間與空間密度，以獲得多條完整之突破曲
線，評估取水孔間之平均微溶性非水相液
體之殘留量。

井際分溶示蹤劑試驗所得之區域平均
NAPL殘留量以及雙伽碼射線量測所得之
點NAPL殘留量，可同時用於最佳化模式逆
推中最為事先資訊（prior information），使
得估計結果更接近真實狀況。進一步可依
據模式估計結果，利用雙伽碼射線掃瞄未
量測之區域，以驗證估計結果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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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HFE與TCE基本性質表

取自 Masashi Kamon et al.,2004

圖1 參數最佳化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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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二維虛擬污染場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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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誤差平方和收斂圖

圖 4 實驗室設備，中間為載台與砂
箱，右側為雙伽瑪射源，左側為偵檢
器

圖 5 碘化鈉偵檢器

圖 6 偵檢器偵測之計量數分佈圖

圖 7 觀測時間與計量數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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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dual gamma ray survey之標準
曲線圖

圖 9 試驗用砂粒徑分佈圖

圖 10 TCE 於粗砂中入滲情況

圖11 TCE於中砂中的入滲

圖12 可行性測試用砂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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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半小時再次確定研究目標的達成，然後重申一次研究的大方向，並給定下一次開
會前要達成的進度小目標，會議一般在一個小時內結束。若研究遇到有窒礙難行之
處，會再深入討論以釐清觀念或修改目標或嘗試新的方法。除了開會之外，葉老師
每一天都會到研究室看看，所以我每天都可以跟他聊上幾句，關於學術。我每一天
早上八點起床，走路到學校，看論文、跑程式、寫論文、討論學術，吃飯或休息時
與同學們聊聊天，試著理解美國的思考方式。假日時出外走走，體驗一下當地的風
俗民情，美國真的是很適合做研究的地方，生活十分單純，美國人除了工作就是休



閒，沒有太多的交際應酬或政治口水，有時我還會想念一下那樣的生活。
時光荏苒，2007/06/17起程前往IDAHO的樹城大學，這是葉老師推薦的一個地

下水現場實驗課程，實驗場距學校約20分鐘車程，是在BOISE河邊，一去課程主辦
教授Warren已經先設置好儀器了，現場地質以SAND＆GRAVEL為主，是個
UNCONFINED AQUIFER，深20米，下為黏土層，這一含水層還可細分為四層。

實驗開始前需先量測河邊水位站，以及邊界GPS座標定位點，這些到時會輸入
模式做為邊界條件與邊界位置。所有井的初始水位也需要量測，作為初始條件。接
著就開始裝置抽水設備，今天要做的是抽水試驗，一個井注入，另一口井抽出，到
STEADY為止。裝設期間，我們也將DATA LOGGER一步步跟著操作手冊設定完成，
這樣抽水期間就會依據設定記錄每個井的水位資料並確定每個資料從哪口井來的。
實驗開始，我負責量測一個距離較遠的井水位高低，我是第一次做現地，感覺很新
鮮，工作就是把水位計慢慢放入水井中，上面接了一條量尺，當水位計碰水後就會
BB叫，就把量尺上刻度記錄即可。約12點我們實驗完成，回學校去，並在車上很快
用了餐，下午一點多就開始上課，如此開始了白天做實驗下午上課的研究生活，直
到2007/07/01返抵國門。這裡每天的課程都很精彩，幾乎世界上所有做Hydraulic
Tomography的專家都被邀請來講述他們的研究，主要議題有：Electrical resistivity
tomography & self-potential method、震波量測、Well Hydraulics、Hydraulic
Tomography、Partitioning Tracer Tomography，都與我的研究相關，大大充實了學術
知識並拓展了國際關係，是很難能可貴的一段旅程。

三、建議

感謝國科會給予出國交流之機會，充實專業知識並拓展國際視野。唯補助之生
活費款項僅一個月 34000 實屬不易生活，建議可增加補助金額至 41000 以滿足基本
之食住需求。

四、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SUMMER COURSE-所有暑期課程之資料與及上課講義。
PHOTO-美國亞利桑納大學與樹城大學之學術研究環境、學術資源、實驗場址

與實驗儀器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