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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課程委員會 
第 92次會議紀錄 

 
時間：99年 8月 20日中午 12時 
地點：森林館二樓研討室 
主席：關主任秉宗 
出席：關秉宗  鄭欽龍  王立志  張惠婷  邱祈榮  鹿兒陽 

林法勤  鄭智馨  鍾國芳  許正德  王思皓 
列席：梁偉立 
 
壹、確認本委員會第 91次會議記錄並報告執行情形： 
時間：99年 4月 29日中午 12時 20分 
地點：森林館二樓研討室 
主席：羅主任漢強 
出席：王立志  蔡明哲  柯淳涵  曲芳華  邱祈榮  鄭智馨 
出國：鍾國芳 
請假：盧道杰 
列席：丁宗蘇 
案由一：為丁副教授宗蘇開授「台灣生物、農業與文化多樣性」一門課程，

變更原有課程屬性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丁宗蘇 
說 明： 

一、依據丁副教授宗蘇課程申請表辦理。 
二、原有課程為 2學分，因配合生農學院「國際農業教育及學術交
流中心」開授課程之需要，擬修訂為 4學分，並於暑期班開授。 

三、「台灣生物、農業與文化多樣性」課程大綱如附件 1【註：附
件略】。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完成新開課程登記。 
案由二：為本系「資源保育及管理」學群必修「經濟學上(605 10201)」、「經

濟學下(605 10202)」課程處理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依據系學生會長黃浩瑜同學 99年 3月 23日電子郵件之意見辦
理(附件 2【註：附件略】)。 

二、本系「資源保育及管理」學群列有必修「經濟學上(605 10201)」、
「經濟學下(605 10202)」，惟本系多年未有教師開授；但經
94年 10月 31日課程委員會第 66次會議決議(附件 3【註：附
件略】)，得以本校其他系所開授之課程名稱及學分數皆相同
之課程，或以「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一(4 學分)」併修「經濟學
原理與實習二(4學分)」之替代。 

三、目前本校開授「經濟學」相關的課程列出如下： 
1.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上(4學分)」、「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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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分)」。 
2. 「個體經濟學一(3學分)」、「個體經濟學二(3學分)」。 
3. 「總體經濟學一(3學分)」、「總體經濟學二(3學分)」。 
4. 「經濟學一(3學分)」、「經濟學二(3學分)」。 
5. 「經濟學上(3學分)」、「經濟學下(3學分)」。 
6. 「經濟學甲上(3學分)」、「經濟學甲下(3學分)」。 
7. 「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3學分)」。 
8. 「農業資源經濟學(3學分)」。 

四、自 99 學年度起，「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一」與「經濟學原理與
實習二」改為全年之「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上」與「經濟學原理

與實習下」。 
決 議： 

一、「經濟學上(605 10201)」、「經濟學下(605 10202)」得以下列
方式擇一替代： 
1. 本校所開之課程名稱與學分數相同之「經濟學原理與實習
上(4 學分)」併修「經濟學原理與實習下(4 學分)」，超修
之 2學分得採計為選修學分。 

2. 本校所開之課程名稱與學分數相同之「經濟學一(3學分)」
併修「經濟學二(3學分)」。 

3. 本校所開之課程名稱與學分數相同之「經濟學上(3學分)」
併修「經濟學下(3學分)」。 

4. 本校所開之課程名稱與學分數相同之「經濟學甲上(3學分)」
併修「經濟學甲下(3學分)」。 

二、徵詢開授案由所揭課程之教師未來開課之意願，若未來無開課

規劃，則建議改列選擇必修。 
執行情形： 

一、業已完成決議一之 1及 2課程替代事宜。 
二、決議二經本系第 260次系務會議決議，修正如下： 

1. 「經濟學上」及「經濟學下」仍維持本系「資源保育及管
理」學群必修。 

2. 本系現行必修課程表所列課號「605 10201(經濟學上)」及
「605 10202(經濟學下)」之課程，改以本校目前其他學系
有開授之「經濟學上」及「經濟學下」提列。 

三、有關本課程改以本校目前其他學系有開授之「經濟學上」及「經

濟學下」提列一節，持續辦理中。 
本次會議確認情形：由系主任洽詢本校農業經濟學系是否可為本系開授「經

濟學上」及「經濟學下」之意願。 
案由三：為本系學生擬申請提前參加「林場實習一」、「林場實習二」、「林

場實習三」、「林場實習四」等課程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依據劉怡君同學 99年 4月 20日報告書辦理(附件 4【註：附件
略】)。 

二、劉同學因擬計畫於大三出國交換一年，爰擬申請於大一升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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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暑假先行參加「林場實習二」及「林場實習三」，並擬於大

二寒假先行參加「林場實習一」及「林場實習四」。 
決 議：須依本系所安排之必修課程進度循序漸進修習，不宜提早。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案由四：為郭教授幸榮退休後，其所開授本系學生必修之「育林學及實習上」

及「育林學及實習下」兩門課程如何處理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郭教授幸榮於 100年 2月 1日起屆齡退休，擬議於 99學年度
起，不再開授「育林學及實習上」及「育林學及實習下」兩門

課程。 
二、應如何安排處理，請討論。 

決 議： 
一、委請森林生物領域教師研商安排處理方式。 
二、請於 5月 10日前將研商結果送系辦理後續事宜。 

執行情形：本案經育林學及實習課程相關教師開會討論，決議原郭教授幸榮

所開授之「育林學及實習上」及「育林學及實習下」兩門課程由

曲副教授芳華主授，鹿助理教授兒陽合授(附件 1)。 
案由五：為羅教授漢強於 99學年度第 2學期休假研究及於 100年 8月 1日

起屆齡退休，其所開授資源保育及管理領域必修之「保育生物學」

課程如何處理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羅教授漢強於 99學年度第 2學期之休假研究案業經本系第 93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在案。 

二、羅教授於 99學年度第 2學期休假研究期間及於 100年 8月 1
日起屆齡退休，不再開授「保育生物學」。 

二、應如何安排處理，請討論。 
決 議：委請資源保育與管理領域教師研商安排處理方式。 
執行情形：本案之會簽意見如本議程附件 2。 
本次會議確認情形：請森林生物領域相關專長教師合授本課程。 
案由六：為本系是否開放學生修習系外之「服務學習二」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依據學務處舉辦之 97學年度第 1學期服務學習課程教師座談
會議決議研議討論(附件 5【註：附件略】)。 

二、前開會議[案一]建議「服務學習二」及「服務學習三」得開放
學生修習系外之課程。 

三、本系前於課程委員會第 81次會議案由說明(附件 6【註：附件
略】)，「服務學習二」以修習本系所開設之班次為限，「服
務學習三」開放學生修習本校所開授之班次。 

決 議：「服務學習二」以修習本系教師所開設之班次為限。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案由七：為本系學生申請擬以「化學實驗三」及「化學實驗四」充抵生物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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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領域選擇必修「有機化學實驗乙下」及「分析化學實驗乙下」一

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依據徐啟得同學報告書辦理(附件 7【註：附件略】)。 
二、本系生物材料領域目前列有選擇必修課程「有機化學實驗乙下」

及「分析化學實驗乙下」，徐同學擬申請以「化學實驗三」及

「化學實驗四」充抵生物材料領域選擇必修「有機化學實驗乙

下」及「分析化學實驗乙下」。 
三、本申請前經簽會化學系，業經化學系同意在案(附件 8【註：附
件略】)。 

決 議： 
一、原則同意徐生之申請。 
二、本案知會生物材料化學領域教師。 

執行情形： 
一、本案經本系第 260次系務會議決議如下： 

1. 徐生需補提以上所列二門課程之課程大綱送課程委員會複
審。 

2. 未來學生申請抵免案件時，需提送課程大綱備審。 
二、業於本次會議提案複審。 

案由八：研議本系對「木材市場學」課程之需求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木材市場學」課程大綱如附件 9【註：附件略】。 
結 論：請柯委員淳涵主政簽請生物材料領域、資源保育與管理領域教師討

論。 
執行情形：本案之會簽意見如本議程附件 3 

 
貳、報告事項： 
一、王兆桓教授擬自 99 學年度開授「森林管理決策」課程一案，前經簽會
本委員會各委員同意(附件 4)，並已排入 99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表。 

二、本系 99 學年度學生代表之課程委員，由碩士班許正德同學及大學部王
思皓同學擔任。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為本系學生申請擬以「化學實驗三」及「化學實驗四」充抵生物材

料領域選擇必修「有機化學實驗乙下」及「分析化學實驗乙下」一

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系主任 
說 明： 

一、依據本系第 260次系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徐生已提送上述二門課程之課程大綱，如傳閱資料。 

決 議： 
一、不同意以「化學實驗三」抵免「有機化學實驗乙下」。 
二、不同意以「化學實驗四」抵免「分析化學實驗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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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本系學生申請抵免時，皆須提供課程大綱。 
四、本系未來抵免生請案之審查原則如下： 

1. 共同必修科目及通識課程：授權系主任審核。 
2. 本系自訂必修科目：由本系相關專長教師初審後送系主任
複審。 

 
案由二：為梁助理教授偉立開授「土砂災害概論」及「坡地水文學」二門課

程案，提請審議。 
提案人：梁偉立 
說 明： 

一、依據梁助理教授偉立課程申請書辦理。 
二、梁助理教授擬自 99學年度第 1學期起新開學士班森林環境學

群、資源保育及管理學群 4年級上學期選擇必修，以及研究所
選修之「土砂災害概論」及「坡地水文學」二門課程，課程大

綱如附件 5、附件 6。 
決 議： 

一、「土砂災害概論」課程中文名稱修正為「土砂災害」，英文名

稱修正為「Sediment Disaster」。 
二、所提二門課程大綱內容依據與會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附件

5、附件 6為修正後之內容)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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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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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8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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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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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課程申請表 

 
課程中文名稱：森林管理決策 
 
(請勿超過 13個中文字) 

課程編號 (若為舊課程，請寫原課號)
■605 44810     □625 UXXXX 
□625 M XXXX  □625 DXXXX 

課程英文名稱：Decision-Making in Forest Administration 
課程申請狀況 
□新課程                ■舊課程(授課人第一次開授) 
□課程屬性變更                                  (請敘明原課程屬性)

課程屬性 
■必修                              □選修 
□ 系定必修 
□ 學群必修                              (請註明學群名稱，可複寫)
■ 學群選擇必修  資源保育及管理          (請註明學群名稱，可複寫)

學分數：3 每週演講時數：3 每週實驗(實習)時數：0 
授課對象：■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修習年級：4年級 
先修科目：無 併修科目：無 

課程內容綱要 
課程概述 
本課程由淺入深，從介紹基本的概論、模型和圖解法開始，讓同學瞭解基本原

理的推導；並教導使用電腦軟體，輔以實例介紹，讓學生逐步認識如何使用線
性規劃、目標規劃、整數規劃與動態模式等決策方法於同齡林與異齡林的森林

管理。 
 
課程目標 
教授學生瞭解決策科學的理論、方法及範疇以及在森林資源上的應用實例。  
 
關鍵字 
決策方法，線性規劃，目標規劃 
Decision methods，Linear programming，Goal programming 
 
課程要求 
 
晤談時間(Office Hours) 
 
指定閱讀(教科書)：作業研究，高孔廉、張緯良，五南圖書公司 
 
參考書目 
Decision methods for forest resource management (2003) J. Buongiorno and J. K. 
Gilless. Elsevier Science. USA. 
Forest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a primer in quantitative methods (1987) J. 
Buongiorno and J. K. Gil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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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方法，葉桂珍，三民書局 
作業研究（應用篇），姚景星、劉睦雄，東華書局 
作業研究（Ⅰ），馮景如譯，滄海書局 
 
評量方式 (以下內容僅供參考，授課教師可視需要自行調整) 
1.  期中考（30%）、期末考（30%）、作業與隨堂討論（40％）。 

課程進度 
週次 日期 單元主題 
第 1週  森林管理決策概論 
第 2週  線性規劃概論 
第 3週  線性規劃模型 
第 4週  線性規劃之圖解法 
第 5週  線性規劃之單純法 
第 6週  線性規劃之軟體應用 
第 7週  同齡林經營之應用 
第 8週  異齡林經營之應用 
第 9週  期中考 
第10週  目標規劃 
第 11週  目標規劃之軟體應用 
第12週  同齡林經營目標規劃之應用 
第13週  異齡林經營目標規劃之應用 
第14週  整數規劃 
第15週  森林經營整數規劃之應用 
第16週  動態模式 
第17週  森林經營動態規劃之應用 
第18週  期末考 
授課教師：王兆桓 
 
授課教師近五年著作： 
1. Wang, C.-H. and G.-R. Wang (2009) Assessment of Health Indicators at 

Taipingshan Primeval Forest Park in Taiwan. In IUFR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purpose Forest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ility 
in a Climate Change Era. 20-25 September, 2009, Niigata, Japan. 

2. 劉知妤、王兆桓 (2008) 以林齡-蓄積量模式估算柳杉及檜木人工林的碳吸存
量，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刊 4(1):35-45 

3. 劉玲華、葉慶龍、王兆桓 (2008) 臺灣北中部海岸保安林健康指標之研究，
國立台灣大學農學院實驗林研究報告.  

4. Wang C.-H. , S.-Z. Lin, C.-R. Chiou, Y.-C. Wang, F.-L. Feng, C.-H. Yen, C.-P, 
Liu, C.-S. Lin, Y.-L. Chung, M.-H. Chan (2008) Biomass conversion and 
expansion factors of the major conifer plantations in Taiwan.  In Proc. 
Program of symposium on carbon management in Forest and Forest Products. 
October 17, 2008,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5. Su B. and C. Wang (2008) Appling response surface design to analyze the 
response of forest tending operation. In Proc. Join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ow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ulti-purpose and long-term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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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Plans by Taiwan and Japan. August 26-30, 2008, Yamagata 
University, Tsuruoka City, Japan. (Poster) (Corresponding author) 

6. 李威震、王兆桓 (2007) 東北部海岸保安林木麻黃林分調查分析，台灣林業
33(5):15-24。 

7. 王兆桓 (2007) 森林蓄積量與生物量之轉換。海峽兩岸森林經理學論壇首屆
研討會。2007年 5月 4-8日，浙江林學院，杭州，中國。 

8. 吳思儀、王兆桓、管立豪(2007)蘭陽平原木麻黃海岸保安林蓄積量推估之研
究。中華林學會 96年度學術論文發表會。(海報組) 

9. 王兆桓、劉知妤 (2006) 森林蓄積量與生物量轉換模式之建立。2006森林碳
吸存研討會：p200-215。 

10. 劉知妤、王兆桓(2006)以林齡為基礎的蓄積量模式估算柳杉及檜木人工林的
碳吸存量。中華林學會 95年度學術論文發表會論文集(下)：1049~1058。

11. 蘇柏翰、王兆桓(2006)棲蘭山檜木天然更新林地林分生長情形之評估。棲蘭
山森林生態與經營研討會論文集(海報組)：p168。 

12. 李威震、王兆桓(2006)台灣東北部海岸保安林木麻黃林分健康監測之研究。
中華林學會 95年度學術論文發表會論文集(上) (海報組)：567-570。 

13. 王光仁、王兆桓(2006)。檜木老熟林健康指數評估－以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
區為例。中華林學會 95年度學術論文發表會論文集(上) (海報組)：571-574。

 
備註： 
 
課程委員會審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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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課程申請表 
 

課程中文名稱：土砂災害 課程編號 (若為舊課程，請寫原課號)
□605 XXXXX   ■625 U1870 
□625 M XXXX  □625 DXXXX 

課程英文名稱：Sediment Disaster 
課程申請狀況：新課程 
課程屬性：森林環境學群、資源保育及管理學群選擇必修，研究所選修 
學分數：3 每週演講時數：3 每週實驗(實習)時數：0 
授課對象：■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修習年級： 大四上學期    一、二年級    一、二年級 
先修科目：水土保持學 併修科目：無 

課程內容綱要 
課程概述 
位於環太平洋地區的國家，每年因為豪雨而產生的土砂災害屢見不顯，導致莫

大的生命財產損失，因此在探討土砂防治或是集水區復育之前，需要瞭解土砂

災害的類型以及發生機制。本課程藉由世界上所發生的土砂災害事例，介紹沖

蝕、崩壞、流動等土砂災害類型，以及其發生過程與機制，並分析目前災害防

治的對策，最後評估未來可能發生的氣候‧氣象變動下，森林對土砂災害發生

的影響以及其對策。 
課程目標 
本課程透過講授使學生能具體瞭解下列各項之外，並透過討論使學生思考森林

在土砂災害發生上的正負面功能及界限。 
(1) 土砂災害發生的類型及機制 
(2) 土砂災害調查法 
(3) 氣候‧氣象變遷下土砂災害評估 
關鍵字：淺層崩壞、深層崩壞、土石流、地滑、堰塞湖、邊坡穩定 
課程要求：建議先修過水土保持學 
晤談時間(Office Hours)：星期五 14:00~17:00 
指定閱讀(教科書)：本課程無指定教科書 
參考書目 
1. Sidle, R. C. and H. Ochiai, 2006, Landslides : processes, prediction, and land 

use.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2. 小橋澄治(編), 1993, 山地保全学. 文永堂. 
3. 陳信雄, 1995, 崩塌地調查與分析. 渤海堂.  
評量方式 
1.  期中考              20% 
2.  隨堂討論與書面報告  40% 
3.  口頭報告            40% 

課程進度 
週次 日期 單元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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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週  序論：土砂災害背景、種類及誘發因子 (Introduction) 
第 2週  淺層崩壞 (Shallow slope failure) 
第 3週  深層崩壞(Deep slope failure) 
第 4週  地滑 (Landslide) 
第 5週  土石流 (Debris flow) 
第 6週  堰塞湖 (Landslide dam) 
第 7週  風倒木與流木 (Wind-fallen trees and driftwood) 
第 8週  山洪 (Flash flood) 
第 9週  期中考 (Midterm exam) 
第10週  災害防治與分析(Disaster prevention and analysis) 
第 11週  災害危險區地圖 (Hazard map) 
第12週  邊坡穩定分析 (Slope stability) 
第13週  時間與空間預警系統 (Temporospatial warning System) 
第14週  水土保持工程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ngineering) 
第15週  植生工程 (vegetation engineering) 
第16週  氣候變遷對災害發生的影響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sediment disaster) 
第17週  森林在防災上的功能與限制 (Effects and limitations of 

forest on sediment disaster) 
第18週  期末口頭報告 (Final oral presentation) 
授課教師：梁偉立 助理教授 
授課教師近五年著作： 
1. 梁偉立, 小杉賢一朗, 水山高久, 2010. 樹幹流に起因する飽和帯の形成が

斜面安定に与える影響. 砂防学会誌, 63(1): 22-30. 
2. Liang, W.-L., Kosugi, K., Mizuyama, T. and Musashi, Y., 2010. Field 

observations and numerical experiments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trees on slope 
stability. In: S.-C. Chen (Editor), INTERPRAEVENT 2010.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INTERPRAEVENT, 476-485. 

3. Liang, W.-L., Kosugi, K. and Mizuyama, T., 2009. Characteristics of stemflow 
for tall stewartia (Stewartia monadelpha) growing on a hillslope. Journal of 
Hydrology, 378(1-2): 168-178. 

4. Liang, W.-L., Kosugi, K. and Mizuyama, T., 2009.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the effect of stemflow on soil water dynamics around a tree on a hillslope. 
Journal of Hydrology, 366(1-4): 62-75. 

5. Liang, W.-L., Kosugi, K., Yamakawa, Y. and Mizuyama, T., 2009. Generation of 
a saturated zone at the soil-bedrock interface around a tree on a hillslope. In: M. 
Taniguchi, W.C. Burnett, Y. Fukushima, M. Haigh and Y. Umezawa (Editors), 
From Headwaters to the Ocean: Hydrological Change and Watershed 
Management. Talor & Francis, pp. 69-74. 

6. Liang, W.-L., Kosugi, K. and Mizuyama, T., 2007. Heterogeneous soil water 
dynamics around a tree growing on a steep hillslope. Vadose Zone Journal, 6(4): 
879-889. 

7. 山川陽祐, 小杉賢一朗, 梁偉立, 水山高久, 2007. 土壌水分計付貫入計の

改良. 砂防学会誌, 60(4): 34-39. 
8. 梁偉立, 小杉賢一朗, 林祐妃, 水山高久, 2006. 雨水鉛直浸透に関わ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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壌水分特性パラメータの特定手法に関する考察. 砂防学会誌, 59(3): 3-12. 
備註：無 
 
課程委員會審查日期: 99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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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課程申請表 
 

課程中文名稱：坡地水文學 課程編號 (若為舊課程，請寫原課號)
□605 XXXXX   ■625 U1880 
□625 M XXXX  □625 DXXXX 

課程英文名稱：Hillslope Hydrology 
課程申請狀況：新課程 
課程屬性：森林環境學群、資源保育及管理學群選擇必修，研究所選修 
學分數：3 每週演講時數：3 每週實驗(實習)時數：0 
授課對象：■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修習年級： 大四上學期    一、二年級    一、二年級 
先修科目：森林水文學 併修科目：無 

課程內容綱要 
課程概述 
台灣山坡地面積佔總面積的七成以上，其水土資源是構成台灣生態系重要的要

素，但台灣山高水急的特殊氣候地形條件，增加了坡地水文循環過程的複雜

性。無論是對長期生態經營或是水資源規劃，或是對於短期豪雨所造成的土砂

災害發生機制，坡面上及坡地中的水文循環過程皆不容忽視。本課程藉由期刊

論文中的研究事例，介紹降雨–滲透–飽和帶形成–逕流等各個水文項目的特

性，並講解其野外調查法與數值模擬的方法，最後評估降雨、植生、土地利用

等因素對坡地水文過程所造成的影響。 
課程目標 
本課程透過講授使學生能具體瞭解下列各項之外，並探討坡地水文過程與土砂

運動的相互關係。 
(1) 坡地水文過程中各個項目之特性 
(2) 野外計測法與數值模擬法 
(3) 降雨、植生、土地利用對坡面水文及土砂災害的影響 
關鍵字：降雨分配、入滲、飽和帶、逕流、土地利用、土砂災害 
課程要求：建議先修過森林水文學 
晤談時間(Office Hours)：星期五 14:00~17:00 
指定閱讀(教科書)：本課程無指定教科書 
參考書目 
1. Anderson, M.G. and T.P. Burt (ed.), 1990, Process studies in hillslope hydrology. 

John Wiley & Sons. 
2. 恩田裕一‧奥西一夫‧飯田智之‧辻村真貴(編), 1996, 水文地形学, 古今書
院. 

3. 陳信雄, 1990, 森林水文學(修訂版), 千華出版公司 
評量方式 
1.  期中考              20% 
2.  隨堂討論與書面報告  40% 
3.  口頭報告            40% 

課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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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日期 單元主題 
第 1週  序論：坡地水文循環過程 (Introduction) 
第 2週  降雨分配 (Rainfall redistribution) 
第 3週  漫地流 (Overland flow) 
第 4週  入滲與優勢流(Infiltration and preferential flow) 
第 5週  土壤水動態 (Soil water dynamics) 
第 6週  基岩面飽和帶 (Saturated zone on soil–bedrock interface) 
第 7週  岩層入滲 (Infiltration into bedrock layers) 
第 8週  逕流 (Runoff) 
第 9週  期中考 (Midterm exam) 
第10週  野外計測法：地表流 (Field measurement for surface flow)
第 11週  野外計測法：地中流 (Field measurement for subsurface 

flow) 
第12週  數值模擬法：降雨分配 (Numerical method for rainfall 

redistribution) 
第13週  數值模擬法：滲透 (Numerical method for infiltration) 
第14週  降雨特性對坡地水文過程的影響 (Effects of rainfall 

characteristics on hillslope hydrological processes) 
第15週  植生對坡地水文過程的影響 (Effects of vegetation on 

hillslope hydrological processes) 
第16週  土地利用對坡地水文過程的影響 (Effects of land use on 

hillslope hydrological processes) 
第17週  坡地水文過程與土砂災害 (Hillslope hydrological 

processes and sediment disaster) 
第18週  期末口頭報告 (Final oral presentation) 
授課教師：梁偉立 助理教授 
授課教師近五年著作： 
1. 梁偉立, 小杉賢一朗, 水山高久, 2010. 樹幹流に起因する飽和帯の形成が

斜面安定に与える影響. 砂防学会誌, 63(1): 22-30. 
2. Liang, W.-L., Kosugi, K., Mizuyama, T. and Musashi, Y., 2010. Field 

observations and numerical experiments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trees on slope 
stability. In: S.-C. Chen (Editor), INTERPRAEVENT 2010.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INTERPRAEVENT, 476-485. 

3. Liang, W.-L., Kosugi, K. and Mizuyama, T., 2009. Characteristics of stemflow 
for tall stewartia (Stewartia monadelpha) growing on a hillslope. Journal of 
Hydrology, 378(1-2): 168-178. 

4. Liang, W.-L., Kosugi, K. and Mizuyama, T., 2009.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the effect of stemflow on soil water dynamics around a tree on a hillslope. 
Journal of Hydrology, 366(1-4): 62-75. 

5. Liang, W.-L., Kosugi, K., Yamakawa, Y. and Mizuyama, T., 2009. Generation of 
a saturated zone at the soil-bedrock interface around a tree on a hillslope. In: M. 
Taniguchi, W.C. Burnett, Y. Fukushima, M. Haigh and Y. Umezawa (Editors), 
From Headwaters to the Ocean: Hydrological Change and Watershed 
Management. Talor & Francis, pp. 69-74. 

6. Liang, W.-L., Kosugi, K. and Mizuyama, T., 2007. Heterogeneous soil water 
dynamics around a tree growing on a steep hillslope. Vadose Zone Journal,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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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9-889. 
7. 山川陽祐, 小杉賢一朗, 梁偉立, 水山高久, 2007. 土壌水分計付貫入計の

改良. 砂防学会誌, 60(4): 34-39. 
8. 梁偉立, 小杉賢一朗, 林祐妃, 水山高久, 2006. 雨水鉛直浸透に関わる土

壌水分特性パラメータの特定手法に関する考察. 砂防学会誌, 59(3): 3-12. 
備註：無 
 
課程委員會審查日期： 99年 8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