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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氣候變遷，以往認為極端天候的事件，近年發生的頻率

越來越高，乾旱與暴雨變成常態，在雨季雖水量豐沛，但卻留

不住水，且增加洪水風險，而旱季因降雨不足而缺水的情況也日

益嚴重。為落實現階段上游保水、中游減洪、下游防洪的治水策

略，於流域適當區位設置調洪池、整治排水路及都市雨水下水

道，並廣泛的利用公園、綠地等公共設施或建築物屋頂提供雨水

滯留、保水以及入滲空間，以減輕暴雨對環境的衝擊。而水資源

調配也面臨重大考驗，再生水的技術發展已可提供為另類水源選

項，惟仍有使用端需求媒合及成本考量；污水處理後的排放水質

管制趨嚴，目前國內各科學工業園區污水處理廠也陸續建置氨氮

去除設施，以期對環境有更友善的水污染防治作為。

　　溫室氣體引起的全球暖化乃全球性的環境議題，節能減碳

已成耳熟能詳的口號，也是目前世界經濟發展需面對的主流趨

勢，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已於104年7月1日正式公告

施行，具體目標是控制205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至2005年

排放量的50%；在工務機關方面，交通部公路總局自民國100年

起，即率先著手辦理重要計畫之工程碳足跡盤查工作，藉由實際

的工地盤查，瞭解各個工項及工料的碳排放量，標定重大之排放

源，進而發展減碳策略，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道路工程能普遍運

用減碳工法及低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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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空氣品質與身體健康息息相關，據研究，臺灣PM2.5受境外傳輸影

響比例約34%，臺灣自身排放的影響約66%，因此針對臺灣自身空氣污

染物在各地區減量對於PM2.5濃度改善仍是非常有效的，而透過跨區合

作，包括海峽兩岸及跨國間的共同減量，可

使PM2.5濃度改善效果更為明顯。環保署持續

透過加嚴各固定及移動污染物排放標準，並

透過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等管制手段，同時

採用現階段具體可行減量控制技術，以及扶

植國內綠色產業發展等策略，藉以加速改善

空氣品質。此外。噪音亦為生活環境品質的

重要指標之一，鐵、公路及捷運設施均需依

據「陸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訂定噪音

改善計畫加以檢討及改善，以維持鄰近安寧

的生活環境。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公司多年來在防洪

治水、水資源運用、河道變遷及沖淤、海岸

環境營造、低衝擊開發、污水處理、水再生

利用、工程碳盤查、空氣品質分析、噪音成因探討及防制等各項環境議

題皆積極參與，本(109)期中華技術期藉由專訪機關首長與專家學者，以

及分享專業論述與實務經驗，期喚起共同為永續自然環境努力的省思與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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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質保護處處長   

葉俊宏
談  水環境改善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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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近年來國內發生過幾次河川重大污染

事件，追本溯源都是事業不當排放未

符合標準之廢水所致；葉處長於擔任

水質保護處處長至今已推動或草擬許

多水污染防治法規之修改，想請問有

那些具體管制作為。

答：為了加強規範事業妥善操作廢水處理設

施，環保署已修法大幅提升罰則，並且持續修

正放流水標準與增訂管制項目，而對放流水標

準未管制項目則規劃導入風險管理概念，要求

事業應揭露其污染量，後續並需落實資訊公開

與數據連線即時監控等。

　　最近一次水污染防治法經過審慎之評估討

論後，於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相較於以往

之規定，本次修正大幅提昇罰鍰額度上限，如

放流水超標或繞流排放之上限由原先60萬元提

升為2,000萬元，其餘涉及實質污染之規定，

上限均提升10倍，希望藉由高額度之罰鍰有

效懲戒非法業者並警惕其餘業者。另外本次修

法亦明定除依法處以罰鍰外，並得於所得利益

之範圍內予以追繳，其所得利益分為積極利益

（因違反本法義務而獲有財產上收入增加利益

之營業淨利、對價或報酬）與消極利益（因違

反本法義務應支出而未支出或節省費用減少支

出之所得利益），以實現環境正義並提升執法

公平。

　　此外，本署也持續依據各行業別廢水特

性、參考國外管制方式、國內可行技術，逐年

檢討修正放流水標準。自100年起，已陸續訂

定石化業放流水標準、石油化學專業區污水下

水道系統放流水標準、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

業放流水標準、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放流水

標準、科學工業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水標

壹、前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質保護處葉俊宏處長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並於國立中

央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環工組取得碩士學位，歷任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簡

任技正、水質保護處副處長、廢棄物管理處副處長、綜合計畫處處長等重要公職，長年參與國

家環境保護事務的推動，尤其在擔任綜合計畫處長的7年任內，完成了國內許多重大建設的環評

審議；目前擔任水質保護處處長更推動許多水環境改善的新作為，除藉由法令之強化規範事業

妥善操作廢水處理設施外，亦透過水污費徵收之經濟誘因，以及推動畜牧糞尿沼液沼渣作為農

地肥分使用、總量管制等創新作為，多管齊下，以創造潔淨之水域環境。

訪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質保護處處長   

葉俊宏
談  水環境改善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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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申報家數前3大縣市依序為桃園市910家、

新北市773家及臺中市745家；行業別統計前

3名之行業別依序為「金屬表面處理業」814

家、「電鍍業」628家及「醫院、醫事機構」

474家。為簡政便民，申報一律採用網路上傳

申報，繳費除可至金融機構繳納，亦開放四大

超商通路均可繳費。

　　同時，為鼓勵業者污染減量，若排放的廢

（污）水水質低於放流水標準最大限值者，可

依其污染減量的多寡給以8折至1.5折不等的優

惠；即排放水量越少，濃度越低，所繳的水污

費也越少。此外，開徵初期為減緩對產業的衝

準、化工業放流水標準等，增訂包含氨氮、

苯、乙苯之揮發性有機物、DEHP等半揮發性

有機物、銦、鎵、鉬、鋇、鈷等重金屬以及戴

奧辛等，以規範事業妥善削減污染物。

　　而對於放流水標準尚未管制項目，未來將

規範光電業、半導體業、石化業及化工業水量

達一定規模以上之事業，應揭露放流水中特定

污染物之排放量，若經認定有危害人體健康之

虞，需提出風險評估及管理措施進行控管，同

時對於1,500立方公尺/日以上之事業及工業區

下水道系統，要求須即時檢測放流口水質、水

量資料並設置顯示看板，若達5,000立方公尺/

日以上則須將數據傳輸至環保機關，由環保機

關即時掌握排放動態。後續並將透過資訊公開

之方式，使民眾共同參與，監督事業廢水排放

情形。

問：在環保署於104年5月起開徵水污染防

治費（以下簡稱水污費），目前收費

情形如何？

答：水污費於104年5月1日開徵，首期列管

對象共計5,500家，申報繳納期限已於11月2

日截止，總計有5,359家完成申報，申報率達

97.4%，總申報金額為新臺幣3,058萬2,187

(左1)林瑞琦正工程師  (左2)胡秀蘭副理                                                                 (右7)林宏達科長  (右6)陳俊融科長  (右5)劉偉裕副理  (右4)蘇玫心經理 (右3)曾淳錚協理  (右2)王炤烈總經理  (右1)葉俊宏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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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第1年（104年）費額減半徵收，逐年遞增

10%，至第6年（109年）始全額徵收。在相關

計費配套措施下，本期（計費期間2個月）約7

成8的事業申報費額在1,500元以下（即年繳不

到1萬元），對絕大多數業者之影響有限。

問：台灣地區部分污染嚴重的河川其污染

來源主要來自畜牧糞尿，而畜牧業水

污費則屬第二階段(106年後)徵收對

象，在此之前，想請問葉處長是否有

其他管制作為，以期盡早改善河川之

畜牧糞尿污染狀況？

答：有鑑於畜牧糞尿具有高氮、磷含量之特

性，從再利用的角度來看，也算是一種資源，

因此環保署參考歐美國家不允許畜牧糞尿排入

水體之作法，目前正積極推動畜牧糞尿沼液沼

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之創新作為。

　　目前國內之畜牧糞尿主要經固液分離、厭

氧發酵、好氧處理之三段式處理設施處理後排

放到地面水體，其中後端好氧處理所耗能源占

比即約84%；而若將厭氧發酵後之沼液沼渣作

為農地肥分，具有使畜牧業減少廢水處理設施

操作維護費與減少支付水污費、農民可以減少

使用化學肥料而創造有機農業、河川減少排入

(左1)林瑞琦正工程師  (左2)胡秀蘭副理                                                                 (右7)林宏達科長  (右6)陳俊融科長  (右5)劉偉裕副理  (右4)蘇玫心經理 (右3)曾淳錚協理  (右2)王炤烈總經理  (右1)葉俊宏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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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等效益，同時，畜牧糞尿產生之甲烷氣為

二氧化碳溫室效應的25倍，若將厭氧消化後產

生的沼氣用來發電或作為燃料，也有助於溫室

氣體的減量及生質能源的發展。

　　而若企業投資畜牧糞尿厭氧消化及沼氣發

電設施，取得畜牧糞尿碳權與綠電，作為未來

開發抵換額度，更可共創四贏。

　　為推動畜牧糞尿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

用，環保署已積極與農委會研商推動細節，例

如作為農地肥分使用之條件、農委會審議農地

肥分使用計畫，並於「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

申報管理辦法」增列畜牧糞尿厭氧發酵後沼液

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專章，鬆綁相關法規要

求，以政策引導及經濟誘因推動促使畜牧業者

逐步改善廢水排放方式。

問：台灣地區的地面水體常有灌排兩用的

情形，許多灌溉用水水源需取自已有

事業放流水排入之河川或區域排水，

導致農田受重金屬污染事件頻傳。在

發展產業的同時，如何維持灌溉用水

水質？環保署除在環評審查上加嚴事

業排放標準，以及前面所提到的強化

法令面與提高罰則以嚇阻不法排放，

是否還有其他作為？

答：有鑑於近年來糧食安全議題備受重視，

基於保護優質農田，產出優質農作物，確保國

人健康之責任，加強管制灌溉農田的水源水質

是必要的措施。由於水體重金屬多來自於點源

排放，故環保單位針對農地特定保護區之灌溉

水源水體水質將優先推動執行點源重金屬排放

總量管制政策，以確保灌溉水質無虞。

　　目前規劃針對應特予保護農地水體之排

放總量管制區（以下稱總量管制區）分兩級劃

設，未來將先由環保署修正「放流水標準」及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管理辦

法」，針對放流水排放至總量管制區內之特定

承受水體者，採加嚴「放流水標準」中鎘、總

鉻、六價鉻、銅、鋅及鎳等六項重金屬之管制

限值，其中第一級總量管制區內不得新設立排

放六項重金屬之事業，既設事業不得變更或增

加重金屬排放量，以避免加重農地污染負荷，

　　且既設事業之6項重金屬將依灌溉用水水

質標準所定限值管制；既設污水下水道系統則

為放流水標準限值之1/2，相較於事業較為寬

鬆，以鼓勵事業進駐工業區內。第二級總量管

制區內雖允許新設立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

但新設立事業之6項重金屬將依灌溉用水水質

標準所定限值管制，新設立污水下水道系統則

為放流水標準限值之1/2；而既設事業、污水

下水道系統則均以放流水標準限值之1/2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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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5)葉俊宏處長  (右4)曾淳錚協理  (右3)魏文宜專門委員  (右2)蘇玫心經理  (右1)劉偉裕副理
 (左1)陳俊融科長  (左2)林宏達科長  (左3)林瑞琦正工程師  (左4)胡秀蘭副理  (左5)王炤烈總經理

　　由於推動總量管制涉及中央及各縣市政府

相關業務權責範圍甚廣，須跨局處協調並互相

支援，以提升推動成效。未來將由環保署修正

相關水污染防治法令、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審查核定總量管制計畫並協助各縣市政

府執行，再由地方政府依法劃設總量管制區。

未來總量管制之執行在各縣市政府將以環保局

為主政單位，以環保局與環保署共同議定之原

則，篩選確認農地特定保護區、執行蒐集農

地背景資料、確認總量管制區邊界、清查污染

來源及執行策略規劃等步驟，公聽研商並完成

劃定公告總量管制區及總量管制計畫。目前環

保署已與桃園市、臺中市、彰化縣進行多次溝

通、研議，三縣市規劃將就應特予保護農地之

水體，在一定範圍內劃定為總量管制區，近期

將逐步公告實施。

後記

　　承蒙葉處長百忙之中撥冗接受訪問，於

訪談過程中，我們深切地感受到葉處長對於水

質保護處後續業務推動的努力與用心，葉處長

期許能在退休前將國內河川嚴重污染比例降低

到零，因此積極主動推出了許多水污染防治的

創新作為，讓我們對未來水環境的潔淨充滿期

待，尤其是將畜牧糞尿由傳統視為廢棄物的觀

念，轉變為可再利用之資源，創造四贏(畜牧

業、農民、企業、全民)的想法，以新思維、

主動出擊的態度，值得我們參考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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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臺南市政府水利局局長   

李孟諺
談 城市水資源
      永續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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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水資源相關議題在實務上須優先做好

與民生密切相關的治水工作，臺南市

曾為治水工程重點城市，您如何有效

推動相關工作？

答：臺南市地勢低漥，是全國最易淹水地區之

一，治水經費需求龐大，待籌措經費達450億

元以上，非地方政府財政所能負荷，短期內要

治理完成相當困難。為減少民眾淹水痛苦，水

利局採用各種克難方法加速整治，包括自籌經

費69億元修築應急簡易堤防約150公里、向臺

北市商借老舊抽水機36部完成25座簡易抽水

站、運用移動式抽水機等速成方式，減少約百

分之七十淹水面積；而中長期方面係以總合治

水為主軸，分階段以工程措施及非工程措施方

式並行推動治水工作。

　　在工程措施方面，有聚落防護、橋梁建物

補強與改建、閘門與抽水站設置、提高下水道

系統排洪能力、水道分洪與截流及增加排水路

通洪能力等內水治理措施；在外水治理上如建

構雙重堤岸保護、設置疏洪調節池與滯洪區、

加強現有防洪設施強度及增加河道排洪能力

等；在海岸治理上則包括有暴潮溢淹防治及海

灘安定與復育等。另在非工程措施方面，則以

建築管理、都市計畫土地管理、避災及防災體

系建置等方式加強治水成效。

壹、前言

　　李孟諺局長自中興大學環工系畢業後負笈荷蘭國際水利及環境工程學院取得碩士學位，曾

任職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臺北縣政府工務局，亦曾擔任臺北縣政府水利局代理局

長、臺北縣政府秘書、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理處副處長及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

道工程處處長等職務。99年臺南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在賴市長力邀下接下臺南市政府水利

局局長的重任。

　　李局長待人謙恭寬厚，處事積極，事必躬親，重視團隊合作，公務生涯的座右銘為「不要

為失敗找理由，要為成功找方法」，這個理念充分反映在李局長的工作態度上，就任現職以來

積極推動治水及污水處理等相關業務，更提出且實現營造綠色水岸城市的願景，正呼應目前及

未來水資源議題的重要性。本期很榮幸邀請李局長接受專訪，就城市水資源永續之展望課題，

充分分享他在實務上的重要理念與執行經驗。

訪臺南市政府水利局局長   

李孟諺
談 城市水資源
      永續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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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降雨機率增高，在排水不及情況下，往往雨

後就可能有積淹水情形。

　　早期都市計畫區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幹

線多係沿計畫道路佈設，實際上透過現況調查

結果，尚有許多下水道幹線因計畫道路尚未開

闢而未施設，造成部分下水道系統不完整，未

能充分發揮排水功能。另外當時下水道系統所

規劃之容量，在部分地區也已無法滿足排洪需

求，而此類似問題分散各區，亟需重新檢討。

　　為此，水利局結合區公所辦理雨水下水道

　　在實際執行上，由於臺南大部分地區地

勢低窪、排水不易，水利局除持續推動易淹水

計畫，並搭配市府自籌69億元治水經費以加

強成效外，於102年易淹水計畫結束後，再接

續推動流域綜合治理第一期計畫，經過多年努

力，多次颱風、豪雨考驗，淹水面積已從94年

八年八百億易淹水治理計畫啟動前的18,375公

頃（94年0612豪雨），大幅減少至2,306公頃

（104年杜鵑颱風），其中2,100公頃多控制在

農田、魚塭等無人居住地區。

　　市府採短、中、長期改善對策迄今，成

效良好。縣市合併後，鑑於幅員廣闊，地形複

雜，各區域排水防洪條件亦不相同，水利局除

持續針對各水系的防洪條件，設計各種應急工

程加緊治理外，亦與各區公所緊密結合，補助

公所水利業務經費，辦理其轄內提報排水、雨

水下水道改善相關工作，共同合作加速治水成

效。

問：臺南市已陸續分區執行雨水下水道系

統檢討規劃工作，執行狀況及未來續

推動構想如何？

答：臺南市大部分地區地勢低窪平坦，逢雨易

造成淹水，加上近年氣候變遷，各地區短延時

 (左1)蘇玫心經理  (左2)曾淳錚協理                                                                                                    (中)王炤烈總經理  (右3)李孟諺局長  (右2)陳志方副理  (右1)沈郁翔計畫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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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檢討改善，通盤檢視各區內下水道現況，

除採應急措施舒緩地區淹水頻率外，續依調查

結果檢討集水區域劃分及籌措經費增設排水幹

線，提升設計標準，進行較完整改善，以徹底

解決區域淹水問題，此外也結合新社區雨水儲

留設施，新開發土地需設滯洪設施，期能減少

逕流，提升各地保護程度。

　　解決市區排水的另一個重要課題是下游區

域排水的通洪能力是否能夠容納雨水下水道導

入的市區排水，由於區域排水多未全線治理，

除造成當地淹水外，也可能造成市區排水無法

順利排入致生水患。考量經費問題，目前採分

階段方式辦理，藉由拓寬排水瓶頸段、護岸改

建等措施逐步降低淹水風險，保障市民生命財

產安全。

問：在中央資源分配有限之情況下，如何

整體考量及充分利用資源，以使市政

發展最大化？

答：本市地理環境主要是平原，大部分地區為

倒風內海及台江內海所淤積，地勢相對低漥，

 (左1)蘇玫心經理  (左2)曾淳錚協理                                                                                                    (中)王炤烈總經理  (右3)李孟諺局長  (右2)陳志方副理  (右1)沈郁翔計畫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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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不易，全市有八掌溪、急水溪、曾文溪、

鹽水溪、二仁溪等5條中央管河川、11座水庫

及162條已公告市管區排廣布，淹水潛勢區域

達450平方公里，面積約佔全國三分之一，因

此，首要面對的就是淹水風險問題。

　　實務執行上，若要確實達到25年、100

年等頻率之防洪標準，估計總經費約需650億

元，即使在中央治水預算8年800億中爭取到

172億元，以每年相當於20億元計，約需30年

方能達到防洪標準，緩不濟急。因此，市府同

時自籌經費同步進行應急工程及堤後排水作為

補強，以發揮最大效益，有效解決水患問題。

　　水利局除爭取中央易淹水治理計畫經費，

為使各項水利建造物能持續發揮功能，除平

時的修護工程外，對水利建造物檢查也極為重

視，並已開發專業版APP系統供局內同仁追蹤

平日的維護作業及透過防汛資源管理系統將抽

水站、抽水機、水門等水利建造物之位置及操

作情形做掌握，節省時間勞力，未來同步規劃

開發各項遠端系統、圖資數位等自動化系統可

補強傳統檢查及安全評估作業，使治水工程能

持續發揮功能。

問：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與環境品質密切

相關，如何有效推動相關計畫及提升

用戶接管率？

答：污水下水道為改善環境衛生及河川污染的

直接方法，市府為提供市民健康的優良居住環

境，積極推動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全市用戶

接管戶數目前已接近11萬戶，較縣市合併前提

升一倍，用戶接管普及率已達23.34%。

　　為加速提升污水管網到達區域之用戶接管

普及率，在推動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時，積極

宣導免費幫民眾辦理用戶接管，協助辦理各項

新建、增建及改建或既有房屋等接入公共污水

下水道系統之申請，接管後污水不再排入雨水

下水道，大幅提升環境衛生，住戶有感，河川

水質也獲得改善。

　　此外，為加速提升用戶接管普及率，縣市

合併後除了加速辦理建設中之安平污水系統、

柳營系統東新營分區、仁德、永康及安南區鹽

水BOT等污水下水道系統，另加速推動官田第

二期及柳營第二期等污水下水道系統之開辦且

積極檢討區域間污水系統之整併方案，包括臺

南系統取消BOT計畫後，原規劃之灣裡、部分

鹽埕、大同、開元、成功、竹篙厝等污水分區

就近利用附近系統水資源回收中心之餘裕量，

加速污水妥善處理及提升用戶接管率。

　　污水下水道建設於施工期間常對交通造成

不便，經適當交通維持及宣導後，市民多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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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加速推動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

利用，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及永康水資源回收

中心已納入推動水再生六大示範計畫內，因應

臺南園區等潛在用水戶之需求，未來將優先推

動永康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廠興

建，預估於108年即可先提供15,000CMD再生

水予需求廠商，以解決臺南市供水缺口問題，

達到水資源永續發展的政策目標。

問：對未來臺南市水環境之願景與期許。

答：回顧水利局104年「推動流綜治理、打造

幸福城市」的施政目標，在治水、污水處理、

河川水質改善、山坡地水土保持、海岸沙洲復

育等方面均已有具體成效，未來將持續以「不

淹水、親近水、潔淨水」三大願景改善精進。

　　在團隊努力下，治水方面歷經多次颱風

豪雨考驗，全市淹水面積已大幅減少，繼易淹

水治理計畫後，未來將更積極辦理流域綜合治

理第一期計畫。河川水質改善方面，在急水

溪、鹽水溪及二仁溪流域共設置6座水質淨化

場改善河川水質，對於提供市民低碳樂活的山

海圳自行車道、自然環境保護的山坡地水土保

持及海岸沙洲復育等也都投入相當大的心力，

大幅提升生活環境品質。至於污水下水道系統

諒及配合，至於管線遷移須費心協調，對後巷

寬度不足80公分難以施作用戶接管地區則須尋

求解決對策，為提昇臺南形象及邁向現代化都

市，實有賴政府與市民共同努力。

問：近日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三讀通過，水

利局在後續水資源發展上有何推動構

想？

答：臺南市污水下水道接管普及率依污水下水

道第五期建設計畫修正每戶人數計算後至104年

底約達23.34%，除改善市民生活環境外，水資

源回收中心之再生水利用已為必然趨勢。

　　針對南部地區缺水問題，舊水庫活化計畫

主要均為新增排砂隧道，雖能延緩淤積問題，

仍未能完全解決缺水問題。因應臺南地區供水

能力下降及工業用水需求日益增加之情況，水

利局已著手辦理水再生利用可行性規劃及模廠

測試計畫，並邀集南科台南園區潛在用水戶共

同評估未來最符合需求之操作模式。

　　由於再生水產水成本高於自來水水價，以

往推動不易。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日前三讀通

過，除明訂再生水興辦規定，更明確說明興辦

或變更開發行為位於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者

應使用一定比率之系統再生水，未來再生水的

需求將更為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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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目前用戶接管戶數已接近11萬戶，普及

率較合併前提升1倍，未來加上再生水廠之推

動，將朝城市水資源永續利用更為邁進一步。

　　打造臺南成為幸福城市為水利局施政的終

極目標，團隊將持續努力邁進，期許能早日實

現目標，將臺南市打造成為水與綠交融的海綿

城市，使市民能生活在不淹水，而能親水、利

水的環境中。

後記

　　承蒙李局長在百忙中撥冗接受專訪，在

訪談過程中暢談多年累積的公職經驗。不同機

關、不同角色職務的歷練，更堅定李局長在推

動政務的信念。訪談過程充分感受到李局長的

熱忱，終能瞭解在他積極任事的領導下，政務

均能有效率的推動，各種問題都能按部就班獲

得改善。

　　治水、污水處理與民生息息相關，卻又不

免有鄰避問題，李局長的理念是在民意溝通不

易的困境中，以符合民眾期待的願景及展現實

際已獲成效的案例爭取支持，耐心協調溝通；

在經費受限的施政環境下不是坐困愁城，而是

藉由擬定短、中、長期目標，有計畫的逐步推

動。在這樣的做法下，治水方面已逐年展現成

效；在污水處理方面，公共污水下水道用戶接

管普及率及整體污水處理率亦均逐年提升，加

上目前已著手推動之再生水計畫，逐步朝城市

水資源永續邁進，相關經驗與推動方式非常值

得各界參考。

 (左1)陳志方副理 (左2)沈郁翔計畫工程師 (左3)王炤烈總經理 (右3)李孟諺局長 (右2)曾淳錚協理 (右1)蘇玫心經理



1
人
物
專
訪

I N T E R V I E W
│中│華│技│術│

20 │No.109│ January, 2016

訪國立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主任   

譚義績
談  天然災害及減災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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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根據媒體報導指出，今年英國針對全

球城市進行災害風險評估，臺灣臺北

為全球之冠，請問是否可以詳述該項

評估的狀況，提供參考呢？

答：在英國勞合社(Lloyd’s)委託英國劍橋

大學風險研究中心(Centre for Risk Studies)進

行世界城市風險報告(World Cities Risk 2015-

2025)，推估全球301座城市在10年內可能受

到18種天然災害或人為災害風險影響。該報

告依各城市人口成長與2012年GDP，推估至

2025年之城市GDP，依不同天然或人為災害

計算之未來10年城市GDP損失金額。其中臺灣

臺北(Taipei)未來10年之災害風險位居世界第

一，估算損失金額高達1,812億美元，另外，

第二名至四名，分別為日本東京(Tokyo)1,532

億美元、韓國首爾(Seoul)1,035億美元及菲律

賓馬尼拉(Manila)1,010億美元。而臺北面臨災

害威脅之天災災害前四項內包含了風災(Wind 

storm)、地震(Earthquake)、洪水(Flood)，由此

可見，臺灣勢將面臨複合性災害；另股災、流

感、網路駭客攻擊、缺電並非天災災害，但會

壹、前言

　　譚義績主任自臺灣大學農業工程學系及研究所取得學、碩士，後赴美康乃爾大學深造生物

及環境工程並完成博士學位。

　　譚主任現任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教授及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主任，

專長領域為水利及環境工程，曾任臺灣大學農業工程學系副教授(該學系於2002年更名為臺灣大

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臺灣大學防災綜合災害研究中心執行秘書、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主

任、臺灣大學防災綜合災害研究中心主任；所指導之碩博士畢業生，無論在學術研究、政府機

關或工程顧問等領域，均表現優越、備受肯定。

　　譚主任曾參與發明通過4項專利，包括「自動化虛擬實境地形影像產生方法、展示編輯系

統，及系統儲存裝置」、「即時虛擬實境流場影像之產生方法、編輯系統，及紀錄媒體」、

「可拆式泥砂濃度及流速超音波量測裝置」、「水道泥砂濃度超音波量測系統」等，並曾榮獲

臺灣大學教學優良獎及七次榮獲國科會甲種研究獎，近年來更積極投入國內災害研究及防治工

作，已為國內水利工程及防災領域之翹楚。

訪國立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主任   

譚義績
談  天然災害及減災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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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大臺北地區在經濟持續發展之情況下，

土地開發使用強度不斷增加，使得災害脆弱度

(Vulnerability)大增，而臺灣又位處環太平洋地

震帶，在此環境條件，災害風險甚至會隨全球

氣候變遷不斷攀升，如減災、整備、預警等相

關災前準備工作不足時，可能難以減輕災害所

帶來之衝擊。過去以工程方式來降低災害的發

生，現已無法完全避免。災害防救問題日漸受

到世界各國所重視，尤其高災害潛勢地區的減

災及整備最為關鍵，所以許多國家都努力加強

基層防救組織的作業能力與整合機制。因此，

大型城市面臨災害時之災害防救能力更加重

影響GDP。可見國外除天然災害外，也重視其

他災難。

　　臺北市具有最高的災害GDP損失風險，佔

了年平均GDP約將近一半，其總和的天然災害

潛在損失為全球最高，佔了約四分之三的風險

曝露量，最大比重為排名第一的風災，主要為

颱風經常發生，臺灣以2009年莫拉克為例，阿

里山降雨量達3,004毫米，造成675人死亡；其

中由颱風所引發的洪水災害，其GDP損失風險

在全球城市中為第七位。

　　另外，臺北市的火山風險，在全球排名為

第三，臺灣有九座火山，其中大屯火山群位於

市區北方約15公里；包含火山活動，同時也有

地震風險，臺北市面臨此項風險，其潛在損失

為第四名。

問：近年來，天然災害發生頻率越來越

高，在臺灣的環境條件下，災害防救

工作應如何加強呢？

 (左1)陳逸鴻工程師  (左2)吳律平經理                                                                                (左3)王炤烈總經理  (右3)譚義績主任  (右2)曾淳錚協理  (右1)胡湘帆正工程師

臺灣臺北(Taipei)未來10年之災害GDP損失風險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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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唯有積極推動防救災工作，方能夠減輕災

害來臨時所帶來的衝擊與影響。

　　除了災前應掌握災害潛勢資訊、積極推動

防災教育外，災時也應強化災害應變能力，且

健全完善的防救災資源。以消防署目前正推動

的災害防救深耕計畫來說，以非工程性防災與

減災的作為，投入的經費成本低，可達到效益

相對高。各地方政府積極地將災害防救知能透

過專業協力機構，也就是鄰近的大專院校，借

學術領域的專業能量提升政府基層(如公所、

社區)的防災素養與能力，例如社區防災、兵

棋推演及實兵演練之重要性，進行災害防救相

關工作的協調、整合、督導與落實，進而建立

城市災害特性評估與分析、防救作業的規劃與

演訓，以及災害防救知識與資訊的教育宣導等

觀念，以奠定第一線災害防救工作之基礎，更

完備並實踐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尤其臺灣大學

協助新北市及臺北市災害防救深耕計畫，利用

大學之能量協助地方政府推動減災工作，連日

本人都十分羨慕，此點我們應引以為傲。

 (左1)陳逸鴻工程師  (左2)吳律平經理                                                                                (左3)王炤烈總經理  (右3)譚義績主任  (右2)曾淳錚協理  (右1)胡湘帆正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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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在實際的操作經驗中，如何運用學界

的專業能力提供市府或是公所的人員

提升防救災能量呢？

答：以防災基礎資料建立與分析來討論，在災

前需要確實掌握各地區的環境特性與防救災資

源分布情形，透過科學技術與模式來進行模擬

與分析，運用臺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ELES)、

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淹水模式等進行境況模擬分析，並由市

府、公所及協力機構人員，共同進行實地環境

現勘、社會經濟狀況討論與災害歷史調查，進

而分析評估當地災害特性與潛在致災可能性的

評估，著手規劃防災地圖，其主要目的為：有

效顯示出各地方之現有防救災相關資源、災害

潛勢地區及避難收容處所；災時，居民得藉以

防災地圖製作流程

臺北市各行政區面臨可能災害潛勢類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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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疏散避難方向之引導，安全抵達避難收容

處所或安全地點，使居民更進一步認識自我生

活環境及災害風險，並提升災害意識。

　　再者，根據災害潛勢分析結果，擬定具

體可行之短、中、長期減災對策與落實執行之

工作目標。例如假設地震情境，進行分析與評

估，內容包含土壤液化潛勢、房屋倒塌估計、

橋梁受損情況分布、避難收容場所能量是否充

足及醫療院所能量是否完備等。

一日累積雨量600mm受影響之醫院 核電廠緊急應變區及應變區外距電廠半徑8至16公里範圍

一日累積雨量600mm受影響之優先開設學校(避難收容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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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前溝通協調，以利未來彼此合作，使後續

活動更為順利，增加計畫達成的效果。

■ 啟蒙啟動活動

　　介紹防災社區案例，說明防災社區的內

涵、防災社區的推動模式與操作方法等。透過

啟蒙啟動活動，以淺顯易懂的文字或示意圖，

將複雜的專業知識或防救災資訊，轉換成居民

容易吸收的常識，並且用居民較為親近與生動

的方式，如互動式遊戲，讓居民對於社區所面

臨的災害有基本的了解。希望藉此建立防災意

識，提高參與意願。

■ 環境踏勘與防救災議題對策研擬

　　偕同里民共同實地勘查現況，讓居民了

解周遭環境的重要，並透過小組討論，在輕鬆

的氣氛下，凝聚共識、整合意見、擬訂社區防

災計畫，讓民眾自發性地關心社區環境安全議

題。

■ 防救災組織建立

　　在一系列課程講授與工作坊操作後，藉由

社區居民共同參與方式提出適合社區的防災計

畫，以建立社區推動防災之程序、人力編組等

機制，並建議社區與地方公部門、消防單位之

問：譚主任近年來對於國內各項防災工作

推動，不遺餘力，貢獻良多，致力於

國內各項防災能力之提升，請問如何

進行防災相關專業知能的培養與訓練

呢？

答：目前最積極推動的是防災教育與防災社

區。防災教育是透過不同的管道與途徑，針對

不同的對象類別及其需求，規劃專業之災害防

救專業知能課程，進而培養基層災害防救工作

的種子人員，也間接地提高了機關與單位的防

救災能量。而防災社區則落實全民防災概念，

讓參與者能夠瞭解防災社區的目的，透過互動

式的學習，以輕鬆的方式讓一般民眾對於減

災、應變等工作更為了解。以大臺北為例，透

過工作坊的形式執行，進行分享和經驗交流，

而在規劃社區防災演練方面，則先讓參與者瞭

解防災演練的精神，說明如何規劃一場小規模

的防災演練，包括其中所需準備與注意的事項

等，讓參與者能初步認識防災演練規劃工作，

使參與人員從中學習相關知識及概念。執行方

法如下：

■ 社區指導會議

　　於進行各個活動之前，先行與里長及社區

幹部或熱心志工晤面，並且對防災社區日後操

作的活動時間、內容、方式與目的等事項，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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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義績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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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防災網絡系統或模式，協助社區建立社

區防災態勢。

■ 社區防救災救護訓練

　　視當地社區之特性與需求，安排救災救

護等操作訓練課程，之後並依據社區之實際狀

況，進行災害情境圖上模擬與演練。

■ 防救災演練

　　為落實防災疏散避難規劃之成果，著重

於災害發生時之危機處理與應變搶救，讓演練

者就應變時各小組與各成員之職責與任務加以

演練、熟悉，並透過演練瞭解與組員和其他小

組，以及其他參演單位之間的協調、聯繫、合

作之重點事宜；而且透過防災演練的進行，日

後可加以檢討和修正，讓社區民眾瞭解疏散方

向、路線與安全避難收容處所。

問：自集集地震、莫拉克風災、高雄氣爆

以來，民間企業的愛心與資源大量

挹注到災區，不但紓解政府資源的不

足，更讓受災民眾獲得實質溫暖，然

而，短時間大量資金與物資的湧入，

若不是在平時即已建立周全的規劃，

則資金或物資的使用往往會有疑慮，

這方面請問譚主任有甚麼看法呢？ 

答：由於民眾平時與企業甚至政府缺少一個雙

向溝通的救災機制，救災過程中時常需要耗費

寶貴的時間在溝通上以取得民眾信任，也會間

接影響整體救災時機，本校經常反思學術單位

該如何對社會盡一分應盡與可盡的責任。

　　有鑑於此，基於人道關懷及社會回饋，

臺灣大學願做為大專院校的先驅者，自願擔任

整合政府、企業與受災地區的橋梁，提出「企

業參與防災社區公益關懷平台」之概念，替政

府及企業進行責任定位及劃分，並連結政府、

企業與高受災風險地區，將防災教育與災害管

理落實於平時生活中，藉此回饋國家社會，實

踐「敦品勵學，愛國愛人」之校訓。民間企業

資源提升防救災能量，藉此建立「政府-企業-

高風險受災地區」之防災夥伴關係，讓企業能

於平時協助高風險地區之相關公益活動，建立

互信關係，一旦發生災難，災中可提供即時應

變之支援，災後協助災區進行地區重建與產業

重建。多年來臺大在防災相關議題的研究與經

驗，期望以中立之角色，進行政府與企業協調

及任務架構擬訂，並建立夥伴關係溝通平台，

提供「政府-企業-高風險受災地區」一個暢通

之對話管道。未來建議加強企業防災，希望能

夠建立企業防災平台，以符合2015仙台減災宣

言，為人類謀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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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感謝譚主任撥冗接受專訪，讓大家對於國

內防災相關事務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譚主任長

期進行臺灣由於氣候因素而導致之相關災害研

究，包括氣象、水文、土石流與坡地災害研究

等；擔任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執行

長及主任期間，更致力於加強國際交流與產學

合作，以提升國內防災能力，因應全球氣候變

遷之衝擊，提高減災整備之效益。 期待各界

未來能與譚主任就國內防災、減災相關議題有

一同合作之機會，一起為臺灣的防災工作盡一

分心力。

 (左1)陳逸鴻工程師  (左2)吳律平經理  (左3)王炤烈總經理  (右3)譚義績主任  (右2)曾淳錚協理  (右1)胡湘帆正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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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減量挑戰與

空氣品質再升級

如何研擬適當且有效的污染物排放減量管制對策，以改善台灣空氣中細懸浮微粒(PM
2.5
)之污染，使

臺灣的空氣品質再升級，已是臺灣民眾普遍關心的議題。研究結果顯示：臺灣空氣中PM
2.5
濃度受自身

排放影響佔大部分比例約66%，境外傳輸影響比例約34%；而就臺灣點、線、面源三種類別以及八種重

要行業別之排放源影響相對重要性的評估上，整體而言，排放污染物管制之優先性依序應為原生PM
2.5
、

NOx、SOx；而污染源管制之相對重要性依序應為面源、線源、點源。

研究同時也顯示：PM
2.5
在臺灣島內跨地區傳輸之情形相當顯著，透過區域合作共同減量會使污染

改善效果更為明顯，但各地區仍應從自身排放削減做起，尤其是原生PM
2.5
大都近地表排放，影響就在自

身附近，對於PM
2.5
改善最為明顯而有效。綜合而言，台灣PM

2.5
發生「紫爆」不是單一因素或少數幾個

污染源所造成的，而是一個兼具侷地性(local)及區域性(regional)之污染問題，要改善PM
2.5
污染問題需要

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甚至海峽兩岸及跨國間一起共同努力。

◎ 關鍵字：排放源、污染物、減量效益、管制優先性、CMAQ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教授／張艮輝 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兼任助理教授／陳杜甫 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蔡長佑 3

ABSTRACT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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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由於各類媒體大幅且持續關於PM
2.5

的報導，引起很多民眾對於PM
2.5
問題的重視，

因此如何改善細懸浮微粒(PM
2.5
)的污染，降低對

健康的影響，已是臺灣民眾普遍關心的議題。

過去研究結果顯示，臺灣大氣中PM
2.5
濃度受到

臺灣本身排放與境外長程傳輸之影響都相當重

要。除汙染物排放之因素外，受到大氣物理與

化學機制作用，PM
2.5
及其化學組成也在臺灣各

地具有不同的時間與空間分布特徵，過去很多

臺灣學者專家曾針對不同區域之汙染特徵做過

很多的研究與討論。在這些基礎上可以得知要

研擬適當且有效的汙染物排放減量管制對策，

以改善臺灣大氣PM
2.5
之污染，使臺灣的空氣品

質再升級，必須考慮排放源特性(包括排放源類

別、汙染物種類、排放量、排放時程等)及大氣

物理化學機制(包括傳輸、擴散、沉降、化學反

應、氣膠程序等)之雙重影響。因此，本文透過

後續各節之研究希望可以初步嘗試回答以下幾

個問題：臺灣大氣中PM
2.5
區域性來源(包括臺灣

境內原生、衍生前驅物排放來源，東亞境外直

接、間接傳輸影響，及東亞背景與海洋等)之相

對重要性為何？這些區域性來源之季節性差異

為何？臺灣各類排放源與重要排放行業別對於

臺灣大氣中PM
2.5
之影響為何？對改善臺灣PM

2.5

而言，原生PM
2.5
及NOx、SOx、VOCs、及NH

3
等

前驅物之管制優先性應為何？臺灣各地區(各空

氣品質區)之管制優先性是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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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簡要回顧臺灣過去數年空氣品質變化的情形，並與空氣品質

模擬結果做簡單比較；其次，針對本文所使用的空氣品質模擬系統及模擬

方法做一概括性的說明；然後，首先以這套系統解析臺灣大氣PM
2.5
之區域

性排放來源，瞭解長程傳輸(外來影響)與臺灣自身排放影響之相對比例；再

對臺灣自身排放污染物之跨空品區傳輸影響、臺灣點線面三類排放源、臺

灣八種重要行業別(排放量大)排放源等傳輸現象與排放來源，影響臺灣大氣

PM
2.5
濃度之情形進行模擬分析，以從各種角度深度解析臺灣受自身排放影

響情形。接著對原生PM
2.5
與衍生PM

2.5
前驅物(SOx, NOx, NH

3
, NMHC)排放減

量對大氣PM
2.5
濃度之改善效益進行模擬評估，以瞭解各污染物之減量優先

性。

貳、空氣品質監測與模擬結果之回顧分析

從2006到2013這八年間臺灣各地區環保署自動測站之PM
2.5
年平均濃度

變化趨勢如圖1所示。除2013年外，七個地區年平均濃度變化整體皆有改

善，全臺平均為0.42μg/m3。其中，以高屏地區下降最為明顯，每年平均下

降0.62μg/m3。本研究模擬不同基準年(2007與2013)PM
2.5
年平均濃度之空間

分布如圖2所示。由圖可以看出，2007至2010年全臺灣模擬值基本均呈現

改善，而高屏一直都是污染相對顯著之地區。模擬濃度空間分布隨時間變

化趨勢與自動監測站之監測值結果相似。

除了PM
2.5
自動監測站外，環保署又於2012年在全臺共設置30個手動監

測站，2013年手動與自動監測PM
2.5
年平均濃度之空間分布如圖3所示。由圖

可以發現手動站與自動站PM
2.5
濃度空間分不特徵並不一致，手動站的高濃度

出現在南投、雲嘉南、高屏地區，濃度30-35μg/m3，自動站的高濃度則是出

現在高屏地區，濃度高於40μg/m3，導致兩者空間分布特徵不一致的原因，

除了手動與自動監測方法不同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由於手動監測僅30站遠少

於自動監測之76站，且這30手動站可能無法反應全臺灣空間分布特徵所致。

圖1 臺灣各空品區PM
2.5
年平均濃度變化趨勢(自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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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不同基準年PM
2.5
年平均濃度模擬之空間分布。左圖為2007年，右圖為2010年

圖3 2013年手動與自動監測PM
2.5
年平均濃度之空間分布

參、空氣品質模擬系統

為了探討臺灣大氣中PM
2.5
區域性來源之相

對重要性、這些區域性來源之季節性差異、臺

灣各類排放源與重要排放行業別對於臺灣大氣

中PM
2.5
之影響、原生PM

2.5
及NOx、SOx、VOCs、

及NH
3
等前驅物之管制優先性、各地區達成PM

2.5

空氣品質標準之允許排放量(涵容能力)等問題，

需要一個具有模擬污染物在大氣環境之各種物

理與化學機制能力，且經過適當驗證後之模擬系

統。此系統包括空氣品質模式、氣象場處理模

式、排放量處理模式，此系統也需要臺灣及可能

影響臺灣(如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

之排放資料。為了使這系統良好運作，更需要

經過良好訓練、具有長期模擬經驗之專家。

本研究採用美國環保署支持發展之CMAQ

(Community Multi-scale Air Quality)空氣品質模

式(Byun and Ching, 1999)，此模式可模擬空氣

中之平流、擴散、大氣化學反應、雲效應、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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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排放推估模式(EABEIS, East Asia Biogenic 

Emissions Inventory System)配合氣象資料進行

推估(張等，2005)。推估的污染物排放物種與

TBEIS相同。

利用上述模擬系統，以所有排放量進行空

氣品質模式模擬的結果，即稱為基準案例。而

基準案例的模擬結果則是必須利用觀測資料進

行性能評估，且需符合環保署所公告的空氣品

質模式模擬規範，以確認模擬結果具有相當程

度的準確性後，方可進行其他排放控制案例的

模擬。本文使用的模式模擬結果，基本上均以

2010年1、4、7、10月為模擬月份，分別代表

冬、春、夏、秋季，此四個月平均即視為年平

均；僅在探討臺灣主要污染源類別對PM
2.5
之貢

獻比例時，使用2010年1月與7月為模擬月份；

而在探討達成PM
2.5
標準之管制方向時，則是使

用2007年6月與12月為模擬月份。無論2010年

基準案例抑或2007年基準案例均曾進行性能評

估，且符合模式模擬規範，但限於篇幅，無法

在此呈現，可參閱「強化空氣品質模式制度計

沉降、氣膠程序等各種物理及化學效應。在處

理區域性空氣品質問題時，使用巢狀技術的模

擬功能，可獲得高精確度、高準確度的模擬結

果，例如在探討臺灣地區空氣品質問題時，可

先進行大範圍的模擬，將大陸地區的污染排放

納入考慮，之後將局部細網格(臺灣地區)套疊在

大網格之內，由大網格模擬結果提供逐時的資

料供作小網格模擬時的邊界條件，如此可將大

範圍地區的影響引入，而解析非常精細的局部

現象。目前巢狀技術網格套疊的設計比例為1：

3，第一層最粗網格(81 km×81 km)涵蓋大部分

東亞地區模擬範圍，可探討東亞地區的空氣污

染物傳輸現象，經過三次巢狀套疊模擬後，達

到第四層模擬範圍(3 km×3 km)可涵蓋與探討整

個臺灣的空氣品質情況(如圖4)。

在進行模式模擬前，首先需進行氣象前

處理、排放資料前處理、初始與邊界條件等程

序產生適當之氣象、排放量、初始場濃度、

邊界條件等輸入資料；(1)氣象前處理程序：

使用MM5(Fifth-Generation Penn State/NCAR 

Mesoscale Model)所模擬之四維氣象場，經

由氣象前處理程序輸出空品模式所需之氣象

參數。(2)臺灣排放資料：人為源排放量採用

TEDS8.1，生物源排放量則是透過臺灣生物源排

放推估模式(TBEIS, Taiwan Biogenic Emissions 

Inventory System)配合氣象資料進行推估(Chang 

et al., 2009)。推估的污染物排放物種包括NOx

與33種VOCs(包括isoprene, monoterpenes, ...等)。

(3)中國人為源排放資料：採用清華大學推估

之MEIC(Multi-resolution Emission Inventory for 

China)資料庫(He et al., 2012)。推估的污染物排

放物種包括SO
2
, NOx, CO, VOC, PM

10
, PM

2.5
, BC,

與OC；排放源種類有電廠、工業、住宅、交通

及農業。(4)東亞其它地區人為源排放資料：使

用INTEX-B(Intercontinental Chemical Transport 

Experiment-Phase B)資料庫(Zhang et al., 2009)。

推估的污染物排放物種及排放源種類與MEIC

相同。(5)東亞生物源排放量：透過東亞生物

圖4 空氣品質模式之四層巢狀模擬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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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第一年)」(張，2015)以及「空氣品質模式

技術支援與空氣品質維護評估計畫(第一年)」

(張，2012)。

另外，為分析不同排放源之影響或探討不

同的問題，必須進行排放控制案例之模擬，所

謂排放控制案例是指在其他模擬條件(氣象、初

始與邊界條件)不變的情形下，對某排放源進行

某方式控制(依所要討論的問題不同而有所不

同)，再次進行空氣品質模擬所獲得之結果。

肆、臺灣大氣PM2.5之區域性來源
分析

要釐清臺灣PM
2.5
區域性來源之貢獻比例，

除基準案例外，還需進行四種不同排放案例模

擬，包括東亞零排放案例、臺灣原生PM排放案

例、臺灣零排放案例、全部零排放案例。這五

種案例模擬結果經由各種方式計算後，可以得

到臺灣境內原生PM
2.5
排放源、衍生PM

2.5
前驅物

排放源、東亞境外直接傳輸、東亞境外間接傳

輸、及東亞背景與海洋等五類區域性來源對臺

灣PM
2.5
之影響。2010年臺灣大氣中PM

2.5
區域性

來源模擬分析結果(年平均以1,4,7,10四個月表

示)如圖5所示。由圖可以看到，透過上述五種案

例的模擬，可以將基準案例拆分為五類區域性

來源，這五種來源之影響濃度相加也會與基準

案例模擬濃度相同。

臺灣PM
2.5
基準案例之模擬年均濃度以西部

具有較高值(＞25μg/m3)，其中又以高雄最高(可

達40μg/m3以上)，東部則相對較低(5-15μg/m3)。

由圖可以看到，臺灣自身貢獻較侷限於臺灣周

遭地區(尤其西半部)，其中原生PM影響較集中

於三大都會區，衍生PM前驅物影響則是中部以

南地區較明顯。東亞直接影響濃度呈現離中國

愈遠影響量愈低，因此在臺灣所呈現的分布即

為北部高於南部而西部高於東部。東亞間接影

響分布與臺灣自身影響相似但濃度明顯較低。

背景影響呈現陸地低而海面高，此與海鹽排放

有關。東亞間接影響與臺灣自身影響分布相似,

意味著兩者存在著相關性,也說明東亞污染物

與臺灣本地污染物間的確存在有交互作用。臺

灣西部的高濃度多來自臺灣自身影響，而東部

的濃度反而多來自東亞污染物的直接傳輸，此

也說明污染物長程傳輸對東部影響程度高於西

部，但臺灣自身排放則是對西部的影響程度高

於東部。

圖5 2010年臺灣大氣中PM
2.5
區域性來源之空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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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89%；韓國佔0.69%；日本則佔0.41%。臺灣

PM
2.5
境外影響來源毫無疑問是中國排放之污染

物。

伍、臺灣PM2.5跨區域傳輸之量化
分析

為探討2010年臺灣污染物跨區相互傳輸對

各地區細懸浮微粒(PM
2.5
)濃度之影響情形，本研

究以DDM(Decoupled Direct Method)配合CMAQ

進行模擬分析。DDM是一種直接進行計算特定

參數敏感度的方法，透過直接求解模式的敏感

度方程組得到參數(本文為排放量)改變對污染物

濃度的影響，適合同時計算多個地區傳輸的影

響。2010年(1, 4, 7, 10四個月平均)各空品區排

放對PM
2.5
濃度影響之空間分布圖與影響比例量

臺灣PM
2.5
年平均濃度約為24.2μg/m3，其

中有66%來自臺灣自身排放影響(原生PM影響

為40%，衍生PM前驅物影響為26%)，東亞長

程傳輸影響約33%(直接影響為21%，間接影

響為11%)，背景影響僅約2%，如表1所示。

由表，夏季臺灣PM
2.5
濃度較低(13.8μg/m3)，受

長程傳輸影響也較輕微(僅8%)，主要受臺灣自

身排放影響(90%)。其餘三季節PM
2.5
濃度較高

(23.6-35.2μg/m3)，受東亞長程傳輸影響也高(達

30-40%)，表示東亞長程傳輸對於臺灣此三季

節PM
2.5
污染均扮演重要角色，但仍有高達58%-

67%來自臺灣自身排放影響。

同樣地，透過模擬手段，可進一步將境外

傳輸影響(34%，東亞傳輸影響+背景影響)區分

為中國、日本、韓國排放之影響。結果如圖6

所顯示，中國排放影響佔境外影響的大部分，

表1 2010年臺灣大氣中PM
2.5
區域性來源之統計結果

全臺PM
2.5

測站平均
基準案例

區域性來源

臺灣
原生PM

臺灣
PM前驅物

東亞
直接傳輸

東亞
間接傳輸

東亞背景
及海洋

單位 μg/m3 μg/m3 μg/m3 μg/m3 μg/m3 μg/m3

1月(冬) 35.2 11.9 8.62 9.40 4.58 0.76

4月(春) 23.6 9.56 6.34 4.40 2.79 0.52

7月(夏) 13.8 8.52 3.92 0.65 0.39 0.36

10月(秋) 24.5 8.81 6.44 5.92 2.90 0.44

平均
濃度 24.2 9.67 6.31 5.06 2.65 0.52

比例 100 40% 26% 21% 11% 2%

圖6 2010年臺灣PM
2.5
受境外傳輸影響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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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結果，分別如圖7與表2所示。由圖，各空品

區排放影響之高值皆主要發生在自身空品區，

其中又以高屏空品區排放所造成PM
2.5
影響具有

最高濃度量(達38.7μg/m3)，但影響範圍相對較

小；而北部空品區排放所造成之PM
2.5
影響則是

最廣，範圍可延伸至中南部地區，主要因臺灣

在春、秋、冬季多吹送東北風，使得污染物由

北向南傳送所致。由量化結果，整體而言，自

身排放影響PM
2.5
濃度超過四成者有北部(56%)、

花東(53%)、高屏(49%)與中部(43%)；跨區傳輸

影響PM
2.5
濃度超過二成者有竹苗(33%)、雲嘉南

(31%)、高屏(26%)與中部(22%)；境外傳輸影響

對部分空品區亦扮演重要角色(超過四成)，有宜

蘭(57%)、竹苗(44%)以及花東(43%)。

表2 2010年各空品區PM
2.5
受其他空品區排放之影響

PM
2.5

測站平均

受影響空品區

北部 竹苗 中部 雲嘉南 高屏 花東 宜蘭

影響
濃度

比例
影響
濃度

比例
影響
濃度

比例
影響
濃度

比例
影響
濃度

比例
影響
濃度

比例
影響
濃度

比例

排放源 μg/m3 % μg/m3 % μg/m3 % μg/m3 % μg/m3 % μg/m3 % μg/m3 %

北部 13.8 55.8 5.10 22.8 2.95 10.7 2.41 9.2 1.74 5.0 0.20 1.5 0.85 6.4

竹苗 0.47 1.9 5.23 23.4 1.64 5.9 0.84 3.2 0.57 1.6 0.02 0.1 0.06 0.4

中部 0.54 2.2 1.47 6.6 12.0 43.4 3.86 14.8 2.33 6.8 0.04 0.3 0.08 0.6

雲嘉南 0.25 1.0 0.44 2.0 1.07 3.9 8.61 32.9 4.26 12.3 0.03 0.2 0.04 0.3

高屏 0.16 0.7 0.23 1.0 0.36 1.3 0.93 3.6 16.8 48.8 0.11 0.8 0.05 0.4

花東 0.09 0.4 0.03 0.2 0.03 0.1 0.02 0.1 0.05 0.1 7.19 52.5 0.35 2.6

宜蘭 0.25 1.0 0.11 0.5 0.07 0.3 0.05 0.2 0.03 0.1 0.18 1.3 4.34 32.6

合計 15.6 62.9 12.6 56.4 18.1 65.5 16.7 64.0 25.8 74.8 7.8 56.7 5.8 43.2

其他 9.2 37.1 9.8 43.6 9.5 34.5 9.4 36.0 8.7 25.2 5.9 43.3 7.5 56.8

基準案例 24.8 - 22.4 - 27.6 - 26.1 - 34.5 - 13.7 - 13.3 -

圖7 2010年各空品區排放對PM
2.5
濃度影響



2
工
程
論
著

No.109│January, 2016 │39

為NOx，其次為NMHC；面源主要為NMHC，其

次為NH
3
。此外，從污染物種分布來源角度，

PM主要來自面源排放，SOx主要來自點源，NOx

來自點源與線源，NH
3
則幾乎來自面源，NMHC

也同樣大部分來自面源的逸散排放。2010年

(1, 4, 7, 10四個月平均)全臺點、線、面源排放

對PM
2.5
濃度影響之空間分布，分別如圖8與表3

陸、臺灣點、線、面源對PM2.5之
相對重要性

同樣以CMAQ-DDM模擬系統模擬探討2010

年全臺灣點、線、面源排放污染物對不同空品

區PM
2.5
濃度之影響情形。根據TEDS8.1資料庫，

臺灣點源主要排放物種為SOx及NOx；線源主要

表3 2010年全臺點、線、面源排放對各空品區PM2.5之影響

PM
2.5

排放來源 點線面源合計

基準
案例

點源 線源 面源

受影響
空品區

影響濃度 影響比例 影響濃度 影響比例 影響濃度 影響比例 影響濃度 影響比例

μg/m3 μg/m3 % μg/m3 % μg/m3 % μg/m3 %

北部 24.8 2.34 9.4 4.39 17.7 8.71 35.1 15.4 62.2

竹苗 22.4 3.43 15.3 3.49 15.6 5.66 25.3 12.6 56.2

中部 27.6 4.68 16.9 5.67 20.6 7.73 28.0 18.1 65.5

雲嘉南 26.1 5.33 20.4 5.23 20.0 6.13 23.5 16.7 63.9

高屏 34.5 8.72 25.3 7.41 21.5 9.65 28.0 25.8 74.7

花東 13.7 1.30 9.5 0.60 4.4 5.77 42.1 7.7 56.0

宜蘭 13.3 1.94 14.6 1.15 8.6 2.66 20.0 5.76 43.2

全臺平均 26.5 4.53 17.1 5.03 19.0 7.78 29.4 17.3 65.4

圖8 2010年全臺點、線、面源排放對PM
2.5
濃度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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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車影響 汽機車影響 營建/車塵影響

電力業影響 石化業影響 鋼鐵業影響

所示。三類排放源中，以面源影響範圍較廣，

且主要影響三大都會區，而最高影響發生在高

雄地區(23 μg/m3)；線源排放對於臺灣西半部之

影響濃度皆在3 μg/m3以上，而主要影響區域為

沿著高速公路周邊，最高影響濃度仍發生於高

雄地區，可達12μg/m3；點源排放的主要影響區

域仍舊是位於高雄地區(最高可達19μg/m3)，其

次則是位於彰化、臺中交界地區。因此，點、

線、面源影響皆以高屏空品區受影響濃度最

高，花東及宜蘭最低。整體而言，全臺PM
2.5
濃

度受面源影響比例最高(29%)，各空品區受影響

比例介於20%–42%；其次為線源(19%)，各空

品區介於4%–22%；最低為點源(17%)，各空品

區介於9%–25%。點、線、面源合計貢獻臺灣

PM
2.5
濃度達65%，其餘35%則為生物源與境外

傳輸所影響。

柒、臺灣主要排放源類別對PM2.5
之貢獻比例

由於排放量較大之因素，本文選擇柴油

車、汽機車、營建/車行揚塵、電力業、石化

業、鋼鐵業、水泥業、露天燃燒等八種重要行

業別進行模擬分析，以瞭解這些污染源排放對

臺灣PM
2.5
濃度影響情形。在這八種污染源之

中，柴油車與汽機車排放較高PM與NOx，營建/

車行揚塵則是高PM排放類別，電力業與石化業

則是高SOx與NOx排放類別，鋼鐵業則是高SOx

排放類別，如表4所示。應注意VOCs排放未列於

表4中，這是由於人為VOCs對於衍生PM的形成

貢獻非常低之故，並非污染源沒有排放。

各污染源對PM
2.5
濃度之影響空間分布以及

量化結果，分別如圖9與表4所示。柴油車、汽

圖9 各類排放源對PM
2.5
濃度影響之模擬結果(1, 7兩個月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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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PM
2.5
濃度改善而言，則是以露天燃燒、石

化業與鋼鐵業具有較高效益。然而，整體而言

原生PM
2.5
排放減量效益明顯高於衍生PM

2.5
前驅

物(SOx+NOx)減量效益，達13倍之多。因此，若

原生PM
2.5
減量成本不高於SOx及NOx減量成本13

倍，應首先研擬以原生PM排放減量為主要對象

之管制策略。

捌、原生PM2.5與衍生PM2.5前驅物
排放減量對大氣PM2.5濃度之
改善效益分析

為了推估特定地區達成PM
2.5
空氣品質標準

之涵容總量(允許排放量)，必須先模擬評估原生

PM
2.5
與衍生PM

2.5
前驅物(SOx, NOx, NH

3
, NMHC)

排放減量對特定地區PM
2.5
濃度之改善效益。因

此本文以2007年高屏地區為對象，並以PM
2.5
污

染較輕微的6月以及較嚴重的12月代表全年作為

模擬的案例月進行討論，嘗試找出改善PM
2.5
濃

度之排放減量優先次序。

機車以及營建/車行揚塵的排放影響主要位於都

會區以及高速公路沿線；電力業、石化業與鋼

鐵業的排放影響則是以高雄市最為顯著。在這

八大污染源中，對全臺測站平均影響最嚴重的

污染源為柴油車排放，影響量約3.0μg/m3，比例

為11%；其次為營建/車行揚塵排放，影響量約

2.4μg/m3，比例為9%；影響程度最低的為水泥

業排放，影響量約0.3μg/m3，比例為1%。

此外，由於PM
2.5
濃度是由原生PM

2.5
與衍生

PM
2.5
濃度所加總，且其主要排放來源也不同，

前者主要來自原生PM
2.5
排放，後者則是主要是

透過衍生PM
2.5
前驅物(SOx, NOx, VOCs, NH

3
)經

物理與化學反應程序而來。因此，進一步將上

述PM
2.5
濃度影響量區分為原生PM

2.5
與衍生PM

2.5

濃度影響量，並各別除以原生PM
2.5
排放量與

SOx+NOx排放量(因為VOCs於衍生PM的形成貢獻

非常低，且這些污染源並沒有NH
3
排放，因此僅

用SOx+NOx排放量)，可計算出單位排放削減可

獲得之濃度改善量。由表4可知對原生PM
2.5
減量

對原生PM
2.5
濃度改善而言，以柴油車、汽機車

以及鋼鐵業具有較高效益；而SOx+NOx減量對

表4 各類排放源對全臺測站PM2.5濃度之影響(2010年1月及7月平均)

污染源
類別

排放量 PM2.5濃度
原生PM

2.5

減量對
原生PM

2.5

濃度改善
效益

SOx+NOx
減量對
衍生PM

2.5

濃度改善
效益

原生改善
效益
/

衍生改善
效益

PM
2.5
SOx NOx

基準
案例

排放源影響

濃度 比例

A ΔC ΔC/A

原生 衍生 合計 原生 衍生 合計

千噸/年 µg/m3 µg/m3 % (µg/m3)/(千噸/年) ratio

柴油車 9.3 0.1 153.0 26.7 1.74 1.23 2.98 12.8 9.5 11.2 0.187 0.008 23.4

汽機車 7.4 0.2 64.0 26.7 1.63 0.70 2.33 12.0 5.4 8.7 0.221 0.011 20.1

營建/車塵 14.7 0.0 0.0 26.7 2.42 0.01 2.43 17.8 0.1 9.1 0.164 - -

露天燃燒 5.0 0.6 6.7 26.7 0.58 0.14 0.72 4.3 1.1 2.7 0.115 0.019 6.1

電力業 3.0 45.2 73.1 26.7 0.13 0.97 1.09 0.9 7.4 4.1 0.044 0.009 4.9

石化業 2.7 25.8 41.8 26.7 0.32 0.91 1.23 2.4 7.0 4.6 0.120 0.013 9.2

鋼鐵業 3.3 15.4 13.8 26.7 0.75 0.43 1.19 5.5 3.3 4.4 0.225 0.015 15.0

水泥業 1.7 0.8 19.3 26.7 0.17 0.15 0.32 1.3 1.1 1.2 0.100 0.007 14.3

平均 0.147 0.012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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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針對全臺原生PM
2.5
排放量，以不同

比例(0%、50%、100%)進行模擬，6月及12月

模擬結果之平均PM
2.5
濃度空間分布，如圖10所

示。再就測站位置之模擬數據量化統計北部、

中部、雲嘉南、高屏四個地區之PM
2.5
平均濃

度，並與PM
2.5
減量比例進行迴歸分析，結果如

圖11。由圖可知原生PM
2.5
排放減量與PM

2.5
濃

度呈現非常線性之正比例關係，原生PM
2.5
排放

減量對於四個地區之PM
2.5
濃度改善都具有非常

顯著之效益。以圖中之迴歸公式，可推算出改

善PM
2.5
濃度所需之全臺PM

2.5
排放削減比例。以

高屏地區為例，全臺原生PM
2.5
排放對高屏地區

PM
2.5
濃度影響約17μg/m3，其餘25μg/m3為全臺

衍生PM
2.5
前驅物及境外傳輸之影響，而每削減

全臺PM
2.5
排放1%，高屏地區PM

2.5
濃度可降低

0.168μg/m3。然而，雖然原生PM
2.5
減量對PM

2.5

濃度改善具有顯著效益，但僅原生PM
2.5
排放減

量並無法達成PM
2.5
之年平均空氣品質標準，還

必須考慮衍生PM
2.5
前驅物之減量才行。

因此，本文接著模擬全臺SOx與NOx排放減

量與PM
2.5
濃度改善之關係，由於SOx與NOx在與

NH
3
反應形成衍生PM

2.5
之過程中，由於具有競

爭性的非線性關係，因此必須同時考量SOx與

圖11 原生PM
2.5
全臺灣減量對四個主要地區PM

2.5
年平均濃度影響之迴歸統計

圖10 原生PM全臺灣共同減量對PM
2.5
年均濃度之影響(2007年6、12月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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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全臺NH
3
共同減量對各地區PM

2.5
平

均濃度影響之模擬顯示，NH
3
小幅減量(＜50%)

對PM
2.5
改善效果均非常有限，顯示臺灣大部分

地區都呈現NH
3
過量之現象，NH

3
須大幅減量(＞ 

50%)後，對於PM
2.5
之改善效果才會顯著。至於

人為NMHC全臺共同減量對各地區PM
2.5
平均濃度

影響之模擬結果雖然顯示，人為NMHC減量對各

地區PM
2.5
濃度也都改善呈線性關係，但改善效

益都相當有限。因此建議對於PM
2.5
改善而言，

現階段應不必考慮NH
3
與NMHC之排放減量策

略，然而，過去研究顯示臺灣O
3
汙染事件主要

由VOCs控制，因此若要考慮O
3
污染之進一步改

善，VOCs仍應管制。

NOx之減量組合。本文以25種全臺SOx及NOx減

量組合進行空氣品質模擬，模擬部分結果如圖

12所示，這25種減量方案模擬結果分別計算各

地區、各減量組合之PM
2.5
平均濃度，據以繪製

北部、中部、雲嘉南、高屏四個地區SOx及NOx

減量之PM
2.5
等濃度圖如圖13所示。由圖可知，

對NOx與SOx削減比例而言，四個地區皆顯示削

減NOx較削減SOx對改善PM
2.5
平均濃度有效，且

SOx及NOx減量對PM
2.5
改善之有效性而言，由北

往南增加(亦即高屏＞雲嘉南＞中部＞北部)，這

個現象也隱含在SOx及NOx轉化為硫酸鹽與硝酸

鹽過程中，由於盛行風所導致衍生PM
2.5
由北往

南遞增之傳輸效應。

圖12 全臺灣25種SOx及NOx共同減量組合對PM
2.5
平均濃度影響之空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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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結論與建議

本文分析了臺灣PM
2.5
受境外傳輸影響比例

約34%，其中以中國排放之影響最為顯著(達

89%)，其餘東亞國家僅影響11%。臺灣PM
2.5
受

臺灣自身原生PM
2.5
、NOx、SOx、VOCs及NH

3
排

放之影響約66%，臺灣受自身影響仍佔大部分

比例，因此本文針對臺灣自身污染物在本島跨

區傳輸之影響進行探討，發現各地區自身減量

對於自身PM
2.5
濃度改善仍是非常有效的，而透

過跨區合作的排放減量則會使PM
2.5
濃度改善效

果更為明顯。在臺灣三大污染源類別(點、線、

面源)相對重要性的評估上，發現削減點源排放

對於改善衍生PM
2.5
較為有效，削減線源排放對

於改善衍生與原生PM
2.5
均有效，削減面源排放

對於改善原生PM
2.5
較有效；再進一步針對臺灣

八種重要污染源對PM
2.5
濃度之影響評估上，發

現原生PM
2.5
減量效益約為NOx及SOx減量效益之

13倍，因此應研擬以原生PM
2.5
排放源為首要削

減之管制策略。

整體而言，為了改善台灣PM
2.5
管制優先

性依序應為台灣自身排放之原生PM
2.5
、NOx、

SOx，而VOCs及NH
3
應暫不考慮；污染源類別的

相對重要性依序應為面源、線源、點源；各地

區均應從自身排放削減做起，尤其是自身排放

之原生PM
2.5
，由於原生PM

2.5
大都近地表排放，

其影響就在自身附近，對於自身PM
2.5
之改善最

圖13 全臺灣25種SOx及NOx減量組合減量對四個地區PM
2.5
平均濃度影響之等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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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EPA-100-FA11-03-

A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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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第一年)期中報告，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EPA-103-FA11-03-A334。

8. 陳柏彥、蔣佳諭，2014，臺灣細懸浮微粒

及其成份之時空特徵分析，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大學部實務專題。

為明顯而有效。然而，只針對台灣臺灣自身排

放進行管制，要達成空氣品質目標是非常不容

易的；若境外長程傳輸影響減少，臺灣排放減

量壓力也可以減少。綜合而言，PM
2.5
「紫爆」

問題不是單一因素或少數幾個污染源所造成，

而是一個兼具侷地性(local)及區域性(regional)

之汙染問題，要改善PM
2.5
須地方政府、中央政

府、甚至海峽兩岸及跨國間共同努力。中央政

府、地方政府及每個人都各有應做的事情，實

不應把責任歸於他人，等待他人的努力，而應

一起共同面對這個複雜又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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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都市化趨勢以及氣候變遷，都市雨水管理已不同於傳統治水方式，新的雨水管

理在國際主要城市逐漸出現，如美國的低衝擊開發(Low Impact Development，以下簡稱

LID)，都是以源頭管理方式減少逕流量產生。在各種LID措施中，綠屋頂（green roofs）不

需要額外土地空間，且具有多元化環境效益，應用案例日漸增加。但國內的綠屋頂案例

不如國外普遍，亦缺乏相關的環境觀測數據。本文介紹綠屋頂在水文、水質、溫度以及

碳吸存等各方面的環境效益，以及本土量測資訊，提供未來綠屋頂應用之參考。綠屋頂

雖然需要初期建造費用以及後續維護管理，但在考量其整體生命週期所帶來的效益，仍

可視為經濟有效的LID措施，值得推廣使用。

壹、前言

1990年以前少於40%的世界人口居住在都

市，到了2010年全世界都市人口已超過一半，

預計到了2030年會增加到60%。今年世界人

口已突破70億人，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預計全世界的都市人口每年

增加6,000萬人。所以都市環境管理議題愈發

受到重視。不透水鋪面增加是都市化的結果，

同時對水文循環有重大的影響。另一方面，氣

候變遷已具體發生且預計將比20世紀更嚴重。

現在與未來水資源的管理方式勢必與過去傳統

方式不同。國際社會為了因應都市化下土地使

用性改變與氣候變遷，都市水環境管理已趨向

新的治理方式，各國新的都市水環境管理名稱

不同，但具有相同中心概念：模仿天然水循環

系統。

新的都市雨水管理，美國稱之為低衝擊開

發LID(Low Impact Development)，英國稱為永續

排水系統SuDS(Sustainable Drainage Systems)，

澳洲使用水敏感都市設計WSUD(Water Sensitive 

Urban Design)，紐西蘭則稱低衝擊城市設計

與發展LIUDD(Low Impact Urban Design and 

Development)，而荷蘭有名的還地於河計畫

(room for river)，日本的總合治水策略，新加坡

從花園城市改為「水與花園城市」，都是運用

各種現地、自然的方式，尋找都市與水共存的

方法。所有概念皆“從源頭管理”水的問題，

強調多部門的整合，尤其結合水利與都市計

畫、建築設計等部門。

美國住宅和都市發展部對LID定義：「利

用各種土地規劃和設計之措施與技術，同時可

保育自然資源系統並降低建造成本之土地開發

方法」。其原則為盡可能減少開發區之不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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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之面積，保持原有之水文狀況，使開發後

的水文條件與開發前盡可能相同。透過源頭水

文管理方式，讓開發行為成為低衝擊的開發行

為，將開發所帶來額外的淹水風險降低，不僅

減輕都市下水道系統負擔，更有益於環境、景

觀、生態保護，如圖1所示。為了改善都市化對

環境的影響，增加綠化面積是最直接的行動方

式。在各種LID技術措施中，綠屋頂(green roof)

營造綠色植物生長空間，不需要額外土地成

本，因此國際上使用綠屋頂的案例快速增加。

貳、綠屋頂介紹

綠屋頂在英文上有幾種名稱，如green roof, 

planted roof, vegetated roof, grassed roof, eco 

roof, rooftop gardens，其中以green roof的使用最

多(Teemusk, 2009)。通常綠屋頂分為兩類，薄層

型(extensive)與厚土型(intensive)，有時可以將兩

種混合使用，或以天然草皮為主的型式(natural 

sod roof)。

薄層型的綠屋頂，其基底層(substrate)深度

較淺(<50～200 mm)、整體重量較輕(<50～220 

kg/m2)，植栽種類以草本植物、肉質植物為主，

建造費用也相對便宜，通常使用在平台式的屋

頂上。而厚土型的綠屋頂則具有較深的土壤層

(>200 mm)，重量較重(200～1000 kg/m2)，因此

需要在強度高的建築物上，植物種類包含草本

與灌木，甚至喬木。但這類型的綠屋頂需要定

期的維護，包括澆水、施肥料、除草等，因此

其建造與維護費用較高。兩種綠屋頂的比較如

表1。由於維護需求低、對屋頂負荷壓力較小，

一般多採用薄層型綠屋頂。

雖然綠屋頂的初始建造費用比較傳統屋

頂為高，但若考慮整個屋頂的使用年限(life 

cycle)，不同屋頂的總生存年成本(cost in life 

span)，如：瀝青屋頂320美元/每平方公尺、石

礫屋頂295美元/每平方公尺、薄層型綠屋頂185

美元/每平方公尺、厚土型綠屋頂820美元/每平

方公尺(Porsche and Kohler, 2003)，綠屋頂的總

成本反而較低。Wong et al.(2003)在新加坡的研

究也有同樣結果。因此綠屋頂不僅提供多元化

的環境效益，其高經濟效益也推動綠屋頂在國

際城市的使用。

圖1 都市開發前後與加上暴雨管理的水文歷線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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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塑膠排水模組等。

三、 過濾層(filter layer)：用以防止細小顆粒堵

住排水層。一般採用纖維物料。

四、 生長基層(substrate layer/growing layer)(土壤

層)：此層結構為生長媒介，需具有保持水

分、排走過多水分、良好透氣、能吸收營

養、能讓植物穩固等功能。但因使用於建物

屋頂上，綠屋頂的生長媒介應另具輕盈、

防火等性質。一般採用天然材料，如土

壤、砂礫、有機質、碎磚塊等混合材料。

五、 植栽層(plant layer)：所選用的植物應具

有能忍受極端溫度、太陽照射、缺水或漫

不論是薄層型或厚土型的綠屋頂，其基本

構造皆具有以下結構，如圖2：

一、 防水層(waterproofing layer)：防水層通常

以塑膠材質聚氯乙烯(PVC)為主，或者採用

柏油、瀝青等材料，其作用與一般屋頂相

同，發揮防水功能。但在使用上需注意能

避免被植物根系穿透。

二、 排水層(drainage layer)：排水層主要目的在

儘快排除過多的水分，或土壤內的水分，

防止土壤長期飽和。排水層亦有助於底層

的透氣。一般使用的排水物料包括顆粒性

物料，如砂礫、碎石等，或多孔墊、輕質

表1 綠屋頂種類比較

特性 薄層型(extensive green roof) 厚土型(intensive green roof)

構造
基底層較薄(<50～200 mm)
重量較輕(<50～220 kg/m2)
維修費較低

基底層較厚(>200 mm)
重量較重(200～1000 kg/m2)
維修費較高

優點

重量輕，可使用於面積廣的範圍
總成本低廉
適用於建築物翻修工程
植物可自行生長
維護成本低

具有多用途，如休憩、種植食用植物
植物種類多樣化
隔熱效果較佳
美觀價值高

缺點

植物種類選擇少
視覺吸引力低

總成本高
不適用屋頂翻修工程
重量大，需考慮屋頂負荷重
需要較多能源、水等資源維護

圖2 綠屋頂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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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強風等條件。一般使用於薄層型的綠

屋頂植物，應為矮莖、淺根的植物，通常

使肉質植物為主。國內常用的綠屋頂植物

如表2。

綠屋頂(green roof)除了美觀外，具有調節

水文、減少建築物能源使用、改善空氣與暴雨

水質、提供生態棲地等環境效益，包括公共效

益如：協助暴雨逕流管理、改善空氣品質、

改善景觀、環境教育、提供就業機會、減少都

市熱島效應、減少能源使用等。另外也有私人

效益，如：增加建物價值、延長屋頂壽命、減

少暴雨處理費、節省能源費用、減少水費、降

低噪音、有益健康與生活品質等。相關研究從

最早德國以美觀為目的，文獻記載綠屋頂則在

1960年代，1970年代出現綠屋頂對生態的探

討，1990年之後，因為氣候變遷議題的普及，

綠屋頂對降溫的研究開始出現，2000年後則

增加綠屋頂對周遭環境品質的改善分析，包括

水、空氣、噪音等，其研究歷程歸納如下圖3。

由於綠屋頂具有各種效益，在一些高度

都市化的國家，政府提出激勵誘因，鼓勵甚至

強制設置綠屋頂，例如德國與比利時、新加

坡、日本等(Chen, 2013)。國內方面，臺北市

總合治水方案、新北市的低碳城市、高雄市的

綠建築條例、教育部永續校園、地方政府的暴

雨自治條例等多方策略中，綠屋頂都被列為其

表2 國內常見的綠屋頂植物種類

科 種

景天科
(Crassulaceae)

萬年草(Sedum pallidum)、垂盆草(Sedum sarmentosum)、圓葉景天(Sedum makinoi)、松葉景天
(Sedum mexicanum )、斑葉白佛甲(Sedum lineare var. variegatum)、玫瑰景天(Sedum spp.)、
食用石蓮(Graptopetalum paraguayense)

馬齒莧科
(Portulacaceae)

小花松葉牡丹(Portulaca gilliesii)、豔紅牡丹、馬齒牡丹(Portulaca oleracea)、大花松葉牡丹
(Portulaca grandiflora cv.)

鴨跖草科
(Commelinaceae)

怡心草(Callisia repes)、吊竹草(Zebrina purpusii)、紫錦草(Setcreasea purpurea)、小蚌蘭
(Rhoeo spathaceo cv. Compacta)、斑葉小蚌蘭(Rhoeo spathaceo)

百合科
(Liliaceae)

玉龍草(Ophiopogon japonicus cv. Nanus)、武竹(Asparagus densiflorus)、狐尾武竹(Asparagus 
densiflorus)、大葉吊蘭(Chlorophytum cmosum cv. Picturatum)

石蒜科
(Amaryllidaceae)

葱蘭(Zephyranthes candida)、小韮蘭(Zephyranthes rosea)

莧草科
(Amaranthaceae)

法國莧(Alternanthera spp.)、迷彩莧(Alternanthera spp.)

禾本科(Poaceae) 台北草(Zoysia matrella)、假儉草(Eremochloa ophiuroides)

其他地被

1. 旋花科(Convoivuiaceae): 馬蹄金(Dichondra micrantha)
2. 桑科(Moraceae):越橘葉蔓榕(Ficus vaccinioides)
3. 鳳梨科(Bromeliaceae):絨葉小鳳梨(Cryptanthus bivittatus)
4. 蓼科(Polygonaceae):粉團蓼(Polygonum capitatum)
5. 夾竹桃科(Apocynaceae):斑葉絡石(Trachelospermum asiaticum cv.)
6. 野牡丹科(Melastomataceae):蔓性野牡丹(Schizocentron elegans)
7. 大戟科(Euphorbiaceae):麒麟花(Euphorbia milli)
8. 蓧蕨科(Nephrolepidaceae):腎蕨(Nephrolepis auriculata)
9. 龍舌蘭科(Agavaceae):虎尾蘭Sansevieria
10. 唇形科(Labiatae): 鑲邊到手香(Plectrathus amboinicus cv.)
11. 鳶尾科(Iridaceae):射干(Belamcanda chinensis)
12. 蕁麻科(Urticaceae):毛蝦蟆草(Pilea nummulariifollia)

資料來源：臺北市錫塯環境綠化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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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夠減緩一個小時左右。因此綠屋頂可以減

輕合流式的污水下水道處理廠的處理量負擔。

Mentens et al. (2006)將綠屋頂對都市水文的貢

獻歸納為三點：(1)因為綠屋頂把水留住，使得

逕流開始的時間延後；(2)減少總逕流量；(3)原

先被基底層孔隙留住的水份，慢慢被排出，分

散原本強勁的水流。Roehr and Kong(2010)比較

不同地區的薄層綠屋頂，發現在柏林能夠保存

75%的總降雨、美國波特蘭為69%、美國北卡

州有63%與55%，但在加拿大只有26%～29%，

推測綠屋頂的逕流削減效率與各地的降雨型態

有關。

國內目前無實測的綠屋頂水文實驗，文

化大學土地資源系陳起鳳老師曾採用美國環保

署發展的都市暴雨逕流管理模式(Storm Water 

Management Model, SWMM)分析綠屋頂設置對

臺北市都市水文的影響。利用中央氣象局台北

測站的降雨資料，分別設計重現期5年及25年頻

中的實行項目。國內的綠建築發展強調綠屋頂

的使用，在建構永續城市中，也提出屋頂綠化

的建議。國內第一個綠屋頂協會(http://www.

greenroof.org.tw/)於2011年正式成立，相關行業

在國內的發展已逐漸活絡。

參、綠屋頂對都市水文影響

綠屋頂植物可以將水份蒸散回到大氣中，

而土壤層可以將水分留住，減少直接逕流量，

並減緩尖峰流量發生時間。綠屋頂影響逕流的

因素包括有基底層厚度、屋頂斜率、植物種

類，並與降雨條件有關。Spolek (2008)以三年

的實際觀測，認為長期來看，綠屋頂對暴雨逕

流減少量在12%～25%之間，但對單場的降雨可

以高到85%的減少量，也可以甚至是0%。後者

代表沒有減少量，通常發生在大雨事件時，但

即使沒有減少逕流量，對於尖峰時間的發生還

圖3 綠屋頂相關研究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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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SWMM模擬臺北市信義區設置綠屋頂的逕流歷線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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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綠屋頂水質與使用年限、生長基質以及施

肥行為有很大關係。降雨強度也是影響水質重

要原因，Teemusk and Mander (2007)研究中，

高降雨強度事件才會有綠屋頂水質濃度高過一

般屋頂現象，中小降雨強度時，綠屋頂可以停

留雨水，營養鹽與沉積物不會被沖刷出來，對

水質改善有益。Rowe (2011)的回顧性文章指

出，總合來說綠屋頂對水質有正面幫助，但新

設置的綠屋頂，植栽尚未生長完全，基底層營

養成分高且有機物分解作用活躍，可能會被認

為是污染源，但這種現象在設置一段時間後應

可解除，因為生長成熟的植栽以及土壤層可以

幫助吸收與過濾污染物質。植栽的選擇、生長

基質成份與厚度，也會影響水質。不同植物種

類對水量的影響明顯，且植物高度越高、根密

度越高，雨水貯留效果越好。另外生長基質(即

土壤層)對水質也有影響，尤其要避免其中的營

養鹽、沉積物與其他污染物質隨降雨流出。植

物需要土壤的有機成分生長，但是有機物分解

時，也容易流出污染水質。

根據陳起鳳老師2011年的綠屋頂水質實測

實驗，在臺北市信義區三處薄層型綠屋頂(參見

圖5)實例進行降雨水質採樣分析。為了比較綠

屋頂與一般屋頂的水質差異，另外在同一行政

區內民宅頂樓進行一般屋頂採樣。從2011年五

月至2011年十月，共採集9次降雨事件，水質分

析結果如表3。雨水與一般屋頂的酸鹼值差異不

大，平均小於7.0，但經過三個綠屋頂後，酸鹼

值提高到8以上，在綠屋頂A甚至高到10以上，

可能土壤特性與施肥有關。營養成分硝酸鹽、

總磷，經過綠屋頂後，濃度都大為提高，雨水

與一般屋頂的氮磷濃度都很低，為天然背景濃

度，但綠屋頂的水質營養鹽濃度極高，硝酸鹽

可達15mg/L以上、總磷超過0.2mg/L。同樣的，

綠屋頂水質中的有機物濃度亦極高，顯示綠屋

頂的植物、土壤富含養分，若沒有適當管理，

將使得逕流水質的營養鹽、有機物濃度比一般

屋頂高出許多。綠屋頂的懸浮固體物也明顯增

率的5小時以及24小時降雨組體圖，共四個設計

暴雨情境。若臺北市信義區內的70%屋頂改為

綠屋頂，四個降雨情境的模擬逕流結果如圖4，

可減少總逕流量0%～24%，尖峰流量降低0%～

14%。其中以降雨強度低、降雨延時長(重現期

5年，連續降雨24小時)的效果最好。但在強降

雨、短延時的降雨事件(重現期25年，連續降雨

5小時)下，設置綠屋頂的總逕流量卻較一般屋頂

來的高。尖峰流量方面，結果顯示小降雨事件

短延時降雨，比起大降雨事件長延時可以減少

較多的洪峰流量，顯示出設置綠屋頂確實是有

降低洪峰流量的效果，不過隨著降雨強度與延

時的增加，減少洪峰流量的效果也隨之遞減。

在強降雨的事件下，雖然尖峰流量沒有減少，

但從逕流歷線表現，其上升段逕流有延遲作

用，使洪峰發生時間較晚。

擴大分析全臺北市，假設全臺北市屋頂面

積有70%設置綠屋頂，且綠屋頂的土壤深度設

定為10cm、孔隙率假設0.3，即綠屋頂設置所

帶來的滯留水空間為30mm。模擬結果除了士

林區，在各行政區都可減少20%以上的總逕流

量。士林區的效果僅1%，推測是因為士林區的

不透水面積比例最少，所以綠屋頂設置面積相

對較小，對於該行政區的影響較低。總逕流量

差異最大為大同區，該區不透水面積高、坡度

平緩，綠屋頂所提供的逕流延遲與滯留作用相

對明顯，年總逕流減少了31%。不過，在SWMM

模式模擬中，此窪地深度在每次降雨事件都是

有效的，可是實際上綠屋頂的存留體積會達飽

和，並非每次降雨都可存留最理想的逕流體

積，因此模式模擬結果僅供參考。

肆、綠屋頂對都市水質影響

綠屋頂設置植物與土壤，逕流水質濃度

可能會比一般屋頂高，就水質保護立場，若綠

屋頂管理不當，可能成為都市內的潛在污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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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若過濾層沒有發揮作用，土壤將隨降雨一

同流出，造成固體物濃度提高。監測結果顯

示，國內的綠屋頂仍需有良好的操作管理，以

免成為污染來源。尤其綠屋頂設置之後，常無

足夠經費維護，使得過濾層破洞、排水不良等

情況發生，導致植栽生長不好，甚至有外來植

物入侵，失去應有的水質改善功效。

伍、綠屋頂對都市溫度影響

綠屋頂有栽種植物，對於建築物來說多

了一層隔熱層，比起傳統屋頂有助於建築物降

溫，減少受太陽照射的熱量，甚至間接減少

建築物內的空調使用，幫助節能。Wong et al. 

(2003)在新加坡觀察具有綠屋頂的建築物，每年

的能源消耗量可節省0.6～14.5%之間。綠屋頂

的土壤層厚度也有關，當土壤層厚度增加時，

表3 綠屋頂、一般屋頂的雨水平均水質濃度

水質項目
採樣地點

pH
DO

(mg/L)
NO

3
-N

(mg/L)
TP

(mg/L)
COD

(mg/L)
SS

(mg/L)

雨水 6.16 6.60 1.14 0.03 25.00 2.10

一般屋頂 6.37 5.36 0.91 0.01 26.67 7.34

綠屋頂 8.26 4.78 8.53 0.13 145.06 110.50

綠屋頂A 綠屋頂B

綠屋頂C 一般屋頂(信義區延吉街)

圖5 綠屋頂與一般屋頂實場案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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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綠屋頂對都市空氣污染削減
與碳吸存影響

植物可淨化空氣。植物對空氣淨化能力主

要來自污染物乾沉降，被植物體攔截而去除，

以及植物本身透過光合作用或同化作用，吸收

了空氣中的部分污染物。植物對空氣污染物的

去除，以顆粒性懸浮固體物以及二氧化碳最為

明顯。懸浮固體物會被植物攔截去除，二氧化

碳則被植物光合作用而減少。Escobedo et al. 

(2011)整理都市森林與污染的關係，認為都市森

林對污染削減的影響，比其他策略的效果不相

上下，的確可做為一種空氣污染削減的方法。

植物除了可改善空氣污染外，植物吸收二氧化

碳，將碳吸存於植物體內，提供都市內碳抵換

(offset)的一種管道。Zhao et al. (2010)分析中國

杭州的都市森林可吸存的碳量，每年植物可吸

存的碳量為132.8萬噸。這些經由都市森林每年

吸存的量，可抵換該城市工業每年排放碳量的

18.57%。

雖然綠屋頂植物與都市內高大的行道樹或

矮灌木不同，但綠屋頂採用植物為材料，推測

應具有與都市森林相似的空氣污染削減與碳吸

存功能。此類的研究較少，但Yang et al. (2008)

水份含量較多，使得建築物溫度變化較低，能

源使用量減少。Carter and Butler (2008)在美

國喬治亞大學以及麻州的Tufts University校園

內的綠屋頂案例研究，比較建築物冷氣、暖氣

使用量，發現有綠屋頂建築物，冷氣量可減少

12.1%，而暖氣的使用可減少31.7%。

根據陳起鳳老師在文化大學校園的實測，

如圖6為12小時內不同介質表面溫度和環境溫

度隨時間變化圖。與環境溫度相比，在最高溫

時，一般屋頂比環境溫度高11.8度，但佛甲草

在最高溫時，還比環境溫度低5.4度。不同表

面溫度在高溫時差異較明顯，低溫時差異較

小。此量測結果，環境溫度的高低溫差在10℃

左右。但一般屋頂的表面溫度變化達20℃，植

栽屋頂的溫度變化幅度較小，佛甲草表面最多

相差13℃，台北草表面變動幅度為15℃。一般

屋頂表面溫度變化在高溫時顯著提升，溫度上

升的比環境溫度要高，但低溫時則與環境溫度

相似。植栽表面的溫度變化與環境溫度趨勢一

致，但在低溫時，降溫速度比環境快，所以低

溫時會比環境溫度低。平均來看，綠屋頂比一

般屋頂的表面溫較低，依平均溫度結果其排列

順序分別為一般屋頂>土壤>台北草>佛甲草。

圖6 不同介質表面和環境溫度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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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芝加哥，利用乾沉降模式推估綠屋頂設

置對空氣污染削減影響。結果顯示每年每公頃

綠屋頂可去除85公斤空氣污染物，包括O
3
、

NO
2
、PM

10
以及SO

2
。Li et al. (2010)在香港研究

綠屋頂對大氣CO
2
濃度的影響，推得每分鐘每平

方公尺的綠屋頂可吸收21mg CO
2
，且白天有陽

光的CO
2
吸收速度是夜間CO

2
排放速度的9倍，所

以整體來說綠屋頂具有吸收CO
2
效果。綠屋頂對

碳吸存的研究，如Getter et al. (2009)在美國密

西根州以及馬里蘭州的12個綠屋頂量測植物碳

量，量測地上生物量、地下根、土壤的碳儲存

量，結果顯示整個綠屋頂系統平均可吸存碳375 

g/m2。國內對於綠屋頂的實測研究尚未有空氣

汙染與碳吸存等結果，陳起鳳老師曾嘗試進行

相關實驗(Chen, 2015)，初步結果台北草在生長

過程中，葉片含碳量以及土壤含碳量中都有增

加趨勢，顯示具有碳吸存的功能。其他景天科

的葉片含碳量與土壤含碳量都有減少情況，但

因為沒有量測其生長質量，無法推估碳吸存能

力，有待後續研究。

柒、結論與建議

綠屋頂具有多元的環境效益，在國內外

被大力推廣使用，但國內的相關科學證據相對

缺乏。綠屋頂的設計，包含植栽的種類、生長

基質的使用，以及後續的維護管理，都會影響

綠屋頂的環境品質表現，若使用不當，可能成

為另一種污染來源，甚至損害建築物本身。內

政部建築研究所今年(2015)出版綠屋頂技術手

冊，提供國人建造本土綠屋頂時的施作與維護

參考。

綠屋頂的各種環境效益中，除了溫度的量

測數據較多外，其餘的實測資料仍不夠充足，

建議未來應多建立本土綠屋頂的觀測數據，以

確定並改善國內綠屋頂品質。尤其綠屋頂的逕

流水質，需要長時間的觀測，以減少初期建設

時的不穩定影響。另外，綠屋頂對於都市熱島

效應的減緩效益以及對節能減碳的貢獻，可能

是最大的環境效益，但目前尚未有以城市為評

估範圍的研究，建議未來應深入探討，配合打

造低碳城市或生態城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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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區域排水、農田
排水及雨水下水道之
整體排水系統二維淹水
模擬成果─以宜蘭河流域
都市計畫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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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水綱領」為宜蘭地區治水最高指導原則，治理長期保護標準採「100年重現

期距保護標準」，其意涵為水工構造物可抵禦100年重現期距降雨之總降雨體積，為瞭解

宜蘭河流域都市計畫區(包括：員山都市計畫區、宜蘭市都市計畫區、宜蘭縣政中心地區

都市計畫區、壯圍都市計畫區及四城地區都市計畫區等共5個都市計畫區)各治水單元，

包括：河川、區域排水、農田排水及雨水下水道等所能承載降雨體積情形，因此，採用

Sobek模式進行模擬，並依據現況模擬成果，除了研討雨水下水道系統改善方案外，並考

慮利用農田、公園用地及學校操場等土地滯洪方式承載多餘之水量，以降低異常降雨所

造成之淹水災害。

壹、前言

近年常因異常暴雨侵襲，而使得都市內排

水宣洩不及而造成淹水情形；為因應日後異常

降雨可能帶來之問題，都市計畫區內各治水單

元，包括：河川、區域排水、農田排水及雨水

下水道等排水系統之整合改善尤其重要，除使

用工程手段外，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地去承載多

餘之水量，亦是重要的課題。

本文希冀藉由Sobek二維淹水模式盤檢宜蘭

河流域都市計畫區(包括：員山都市計畫區、宜蘭

市都市計畫區、宜蘭縣政中心地區都市計畫區、

壯圍都市計畫區及四城地區都市計畫區等共5個

都市計畫區，位置如圖1所示)之各治水單元系統

現況，配合「宜蘭水綱領」治理主軸及考量計畫

區特性，提出雨水下水道系統改善，並利用農

田、公園用地及學校操場等土地滯洪方式承載多

餘之水量，以降低異常降雨所造成之淹水災害。

貳、「宜蘭水綱領」內容概述

「宜蘭水綱領」之全名為「宜蘭縣水部門

綱領計畫擬定暨綜合治水計畫檢討-宜蘭縣水部

門綱領計畫規劃成果」，其為宜蘭縣政府於民

國101年10月規劃完成，治理長期保護標準採

「100年重現期距保護標準」，其意涵為水工構

圖1 宜蘭河流域都市計畫區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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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分述如后：

一、河川及區域排水系統

宜蘭河及其支流大湖溪、五十溪與大礁

溪，及大礁溪支流小礁溪皆屬中央管河川，宜蘭

河發源於烏來、礁溪鄉境，西起雪山山脈之大、

小礁溪與大湖溪沖積扇，東至壯圍沙丘海岸，地

勢西高東低，呈坡度下降，係由大礁溪、小礁

溪、五十溪、大湖溪等支流於新城附近匯集成

宜蘭河主流，流域面積149.06平方公里，主流

長17.25公里，水系涵蓋礁溪、員山、宜蘭、壯

圍等鄉市。

宜蘭河流域內屬宜蘭縣縣管區域排水之水

路，包括：廍後排水、壯東一大排、梅洲大排、

頭份排水、美福排水、舊港排水、中城排水、茄

苳林二排、大湖排水、梅洲中排二及建業排水，

相關資料整理如表1所示，詳細位置如圖3所示。

圖2 宜蘭河流域各治水單元分擔任務示意圖

造物可抵禦100年重現期距降雨之總降雨體積，

示意如圖2所示。

參、宜蘭河水系之排水系統概述

包括：河川、區域排水、農田排水及雨水

表1 宜蘭河流域之宜蘭縣縣管區域排水一覽表

序號 鄉(鎮、市) 排水路名稱 排水出口 權責起點 權責終點

1 壯圍鄉 廍後排水 宜蘭河 與宜蘭河匯流處 194線

2 壯圍鄉 壯東一大排 宜蘭河 與宜蘭河匯流處 宜10線

3 宜蘭市 梅洲大排 宜蘭河 與宜蘭河匯流處
宜5-2線

(津梅路321巷)

4
宜蘭市、員山
鄉

頭份排水 宜蘭河 與宜蘭河匯流處 194線

5
員山鄉、宜蘭
市

美福排水 宜蘭河 與宜蘭河匯流處 宜17-1線

6 壯圍鄉 舊港排水 美福排水 與美福排水匯流處 宜9線

7 員山鄉 中城排水 五十溪 與五十溪匯流處
宜13線

(土地公廟)

8 員山鄉 茄苳林二排 五十溪 與五十溪匯流處 宜18-2線

9 員山鄉 大湖排水 五十溪 與五十溪匯流處 大湖埤

42 宜蘭市 梅洲中排二 宜蘭河 與宜蘭河匯流處 宜15線

50 宜蘭市 建業排水 美福排水 與美福排水匯流處 凱旋路

註：序號為經濟部水利署公告序號。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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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宜蘭河流域之河川水系及區域排水系統示意圖

二、農田排水系統

各都市計畫區範圍之灌區分屬4個工作站轄

區，其分別下轄9條主要圳路幹線，整理如圖4

及表2所示，農田排水與河川、區域排水及既有

雨水下水道分布情形如圖5所示。

三、雨水下水道系統

(一) 雨水下水道

 宜蘭河流域之各都市計畫區雨水下水

道系統，如圖6～7所示，詳細資料整理如

表3所示。

(二) 抽水站

 宜蘭河流域內之抽水站共有6處，分別

為力行、文昌、宜東、金六結、新生及梅

洲抽水站，各抽水站基本資料如表4所示。

表2  宜蘭河流域之灌排農田排水路取水 

來源一覽表

工作站 
名稱

主要幹線 水源

礁溪

大坡圳幹線 龍潭湖

四結佃圳幹線

地面湧泉水茭白幹線一 
結茭白支線

壯圍

梅洲大排
三湧泉圳(地面湧泉水)；

引取大礁溪水源

充館圳幹線 引取梅洲 
大排水源金同春圳幹線

宜蘭
宜蘭四鬮支線 引取大湖溪 

水源員山支線

員山 雷公埤圳幹線
雷公埤

(地面湧泉水)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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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宜蘭河流域之農田排水與河川、區域排水及既有雨水下水道分布示意圖

圖4 宜蘭河流域之灌溉農田排水系統轄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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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宜蘭河流域之各都市計畫區排水分區示意圖

圖7 宜蘭河流域之各都市計畫區雨水下水道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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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都市計畫區雨水下水道系統基本資料一覽表

都市計畫區 排水分區 集水面積(公頃) 幹線編號及其下游抽水站 下游銜接水路

員山

外員山排水分區 80.4 A、B 宜蘭河

員山排水分區 57.5 C 宜蘭河

金山排水分區 53.7 - -

宜蘭市

美福
排水
分區

上福排水分區 525.2
A、B、C、D、J’、V 美福排水

J 建業排水

中福排水分區 339.8 I 美福排水

宜蘭
排水
分區

宜東排水分區 223.5 H(宜東抽水站) 宜蘭河

宜西排水分區 191.2

E(文昌抽水站)

宜蘭河E’(金六結抽水站)

F(力行抽水站)

新生排水分區 98.6 G(新生抽水站) 宜蘭河

梅洲排水分區 53.5 梅C(梅洲抽水站) 梅洲中排二

宜蘭縣政中心
地區

縣政中心排水分區 238.1
A、B 建業排水

C 蘭陽溪

壯圍

壯五排水分區 34.2 A 振興A8

下壯五排水分區 60.5 B 壯五中排(舊港排水支線)

三鬮排水分區 52.8 C 古結中排(舊港排水支線)

四城

吳沙排水分區 93.0 A 黃德記排水

大坡排水分區 91.9 B、C 大坡圳(黃德記排水支線)

龍潭排水分區 113.0 D、F 二結排水(黃德記排水支線)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表4 計畫區內抽水站基本資料一覽表

抽水站 力行 文昌 宜東 金六結 新生 梅洲

抽水機組數 2 2 5 3 3 3

抽水機口徑(cm) 70 100 150 120 150
120(2台) 
110(1台)

抽排量(cms) 3@1+2@1=5 2@2=4 5@5=25 3@3=9 4@3=12 3@2+2@1=8

起抽水位(EL.+ m) 3.909 5.77 2.03 6.05 2.15 4.00

停機水位(EL.+ m) 3.409 5.47 1.38 4.75 1.75 3.00

集水面積(公頃) 44.33 45.08 221.49 89.85 86.56 182

現況 
照片

力行 文昌 宜東

金六結 新生 梅洲

       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照片為實地勘查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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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幾何條件

 水路建置包括：河川、區域排水、農

田排水及雨水下水道系統等斷面資料進行

模式建置，並包含抽水站、閘門、堰等構

造物建置。

(二) 上游邊界條件

 上游邊界條件設定係藉由雨量資料，

經水文計算後可得流量歷線，流量歷線將

自動匯入一維水理模式進行渠道演算，24

小時雨型如圖9所示。

(三) 下游條件

 採用蘭陽溪河口潮位資料，如圖10所

示。

肆、二維淹水模擬

一、採用模式及其建置範圍

本文於二維淹水分析上採用Sobek模式，

此模式為一套整合河川、區域排水與都市排水

系統之水文、水理模式，具有視窗化之操作界

面，模擬所需相關資料可於Sobek模式中進行輸

入，亦可透過Sobek模式整合地理資訊系統之功

能，直接讀入建置於地理資訊系統之資料，待

輸入完成後，即可進行演算，模式建置區域示

意如圖8所示。

二、建置條件

圖8 宜蘭河流域之Sobek淹水模式建置區域與集水面積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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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宜蘭河流域之100年重現期距降雨組體圖

圖10 蘭陽溪河口潮位歷線圖

三、模式檢定及驗證

近年造成宜蘭河流域都市計畫區淹水之颱

風分別為梅姬颱風及蘇拉颱風，故選用此二場水

文事件進行檢定與驗證，如圖11～14所示，根

據模擬最大淹水範圍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NCDR)淹水調查資料與模擬結果比較，採準確

度50%以上屬符合檢定與驗證標準，得知梅姬

颱風準確度在57%。而蘇拉颱風準確度在70%。

均符合檢定與驗證標準之範圍內，據以作為後

續相關模擬預測100年重現期距淹水體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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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梅姬颱風於宜蘭河流域NCDR淹水調查範圍圖

圖12 梅姬颱風淹水模擬與調查資料比較圖

四、模擬案例

共分為4組案例，整理如表5所示，其中案

例1即為現況案例，其餘3組案例皆配合現況案

例再增加不同幾何條件，以利後續比較，方案

說明如后：

(一) 農田區可滯洪30公分深

 依據「宜蘭水綱領」考量農田區水患

降低程度為其淹水深度不超過30公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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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蘇拉颱風於宜蘭河流域NCDR淹水調查範圍圖

圖14 蘇拉颱風淹水模擬與調查資料比較圖
表5 模擬案例一覽表

案例
幾何條件

1 2 3 4

河川、區域排水、農田排水及雨水下水道系統等斷面資料建置(包含：抽
水站、閘門、堰等構造物)

農田區可滯洪30公分深

規劃雨水下水道增建或改建

公園用地及學校操場滯洪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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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宜蘭市校舍路附近公園用地滯洪池配置示意圖

大浸水時間24小時為限。

(二) 雨水下水道系統改善

 納入現有各都市計畫區雨水下水道

改善成果，包括：已規劃但尚未施作之幹

線、現有幹線需改善之幹線、現有已規劃

幹線而需改善之幹線及需規劃增設之幹

線，詳前述圖7。

(三) 公園用地及學校操場滯洪

 利用未來宜蘭市都市計畫區之校舍路

公園用地，配置滯洪池(兼景觀池)，如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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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其有效容積為6,035立方公尺，並考

慮將公園或學校操場之綠地降挖20公分，

採「微滯洪池」之觀念，以吸納周邊雨

量，分擔排水溝渠壓力，相關微滯洪池容

積整理如表6所示，可貯留體積約為17,359

立方公尺，公園及學校操場位置及其現況

照片情形如圖16～18所示。

五、模擬成果

各都市計畫區之淹水分析成果如表7所示，

淹水範圍如圖19～22所示，詳細說明如后：

(一) 案例1與案例2之比較

 考慮農田區可滯洪30公分深，平均淹

水深度減少僅約1公分，但淹水面積及淹水

體積可降低約30～40%。

(二) 案例2與案例3之比較

 考慮雨水下水道系統改善，雖平均淹

水面積有略增之情況，但由淹水面積與淹

水深度之關係可知，高淹水深度之淹水面

積皆有減少之情形，且可局部減少淹水體

積約0.45%。

表6 宜蘭河流域都市計畫區公園、學校操場之綠地作微滯洪池之貯留體積統計表

都市計畫區 學校名稱 操場面積(m2) 貯留體積(m3)

四城地區 四結國小 2,182 436

四城地區 吳沙國中 7,542 1,508

員山 員山國小 2,456 491

壯圍 壯圍國中 2,206 441

宜蘭縣政中心 凱旋國中 2,654 531

宜蘭縣政中心 凱旋國小 2,158 432

宜蘭市 宜蘭高商 2,756 551

宜蘭市 黎明國小 1,239 248

宜蘭市 宜蘭國中 2,708 542

宜蘭市 中山國小 2,301 460

宜蘭市 蘭陽女中 2,342 468

宜蘭市 光復國小 1,921 384

宜蘭市 南屏國小 1,528 306

宜蘭市 宜蘭高中 9,894 1,979

宜蘭市 復興國中 2,134 427

宜蘭市 新生國小 2,072 414

宜蘭市 宜蘭大學 10,156 2,031

合計 11,649

都市計畫區 名稱 綠地面積(m2) 貯留體積(m3)

宜蘭市 縣立文化中心 8,180 1,636

宜蘭市 綜合運動場 20,370 4,074

合計 5,710

註：學校無操場者，則不列入統計。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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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公園、學校操場之綠地空間作微滯洪池位置示意及其現況照片一覽圖(一)

圖17 公園、學校操場之綠地空間作微滯洪池位置示意及其現況照片一覽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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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宜蘭河流域各都市計畫區淹水模擬分析結果總表

建築用地淹水深度(m)大於 案例1 (現況) 案例2 案例3 案例4

0.1 70.62 47.62 46.76 46.06

0.2 36.29 24.38 24.48 23.72

0.3 20.27 13.8 14.46 13.04

0.4 12.61 8.64 8.68 7.22

0.5 8.3 5.23 5.05 4.74

0.6 5.47 3.22 2.91 2.84

0.7 3.82 1.74 1.41 1.39

0.8 2.7 0.55 0.18 0.18

0.9 1.5 0.02 0 0

1.0 0.15 0 0 0

建築用地淹水面積(ha) 70.62 47.62 46.76 46.06

建築用地平均淹水深度(m) 0.23 0.22 0.22 0.22

建築用地淹水體積(萬m3) 16.18 10.52 10.41 9.93

交通用地淹水面積(ha) 24.7 16.16 16.29 16.12

交通用地平均淹水深度(m) 0.20 0.19 0.18 0.18

交通用地淹水體積(萬m3) 10.82 6.97 7 6.94

交通與建築用地淹水體積(萬m3) 26.99 17.49 17.41 16.88

註：案例1：為現況案例

　　案例2：以案例1為基礎，並考慮農田區可滯洪30公分深

　　案例3：以案例2為基礎，並考慮規劃雨水下水道增建或改建

　　案例4：以案例3為基礎，並考慮公園用地及學校操場滯洪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圖18 公園、學校操場之綠地空間作微滯洪池位置示意及其現況照片一覽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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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案例1(即現況案例)於100年重現期降雨之淹水分析結果示意圖

圖20 案例2於100年重現期降雨之淹水分析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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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案例3於100年重現期降雨之淹水分析結果示意圖

圖22 案例4於100年重現期降雨之淹水分析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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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宜蘭水綱領」為宜蘭地區治水最高指導

原則，治理長期保護標準採「100年重現期距保

護標準」，其意涵為水工構造物可抵禦100年

重現期距降雨之總降雨體積；依本文Sobek模式

所模擬之案例，以農田滯洪可降低淹水體積為

最多，可減少9.5萬立方公尺淹水體積，次之為

滯洪池與「微滯洪池」之雨水暫存區，可減少

0.53萬立方公尺淹水體積，最後為雨水下水道改

善，可減少0.08萬立方公尺淹水體積。

近年因受氣候異常影響，極端降雨發生頻

率劇增，使得現有雨水下水道排水設計標準可

能由原來之5年重現期距，實質已降低為2年重

現期距，且政府財源有限，欲短期內提升現有

雨水下水道之設計標準甚為困難，故已無法完

全仰賴傳統雨水下水道排除都市計畫區內逕流

之方式，除可採本文所提之滯洪池或「微滯洪

池」概念滯納降雨體積，另可思考其它下水道

工程以外之替代方案，如：地下雨水貯留滲透

設施及高承載高透水鋪面，以提升都市計畫區

之防洪能力。

參考文獻

1. 宜蘭縣宜蘭河流域都市計畫區排水整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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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宜蘭縣水部門綱領計畫擬定暨綜合治水計

畫檢討-宜蘭縣水部門綱領計畫規劃成果(宜

蘭縣政府)……101.10。

(三) 案例3與案例4之比較

 考慮未來校舍路部分公園用地兼作滯

洪池，及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園或學校操場

綠地降挖20公分，採「微滯洪池」概念作

為雨水暫存區，由淹水面積與淹水深度之

關係可知，高淹水深度之淹水面積減少情

形並不明顯，低淹水深度之淹水面積有略

減之情形，其可減少淹水體積約3%。

(四) 綜合說明

 考慮農田滯洪可滯納之淹水體積為最

高，可減少平均淹水深度及淹水面積為最

多，另採雨水下水道改善或「微滯洪池」

概念之雨水暫存區，其平均淹水深度改變

皆不明顯，但在滯納淹水體積部分，採

「微滯洪池」方式較優於雨水下水道改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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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滯洪池、調節池、金瑞治水園區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水環部／正工程師／林清傑 1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雨水下水道工程科／科長／林洙宏 2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科／科長／張凱堯 3

關鍵詞：滯洪池、調節池、金瑞治水園區

多功能山區滯洪
池─以臺北市金
瑞治水園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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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近年來屢因應氣候變遷所致之豪大雨造成市區積淹水災害，如89年象神颱

風、90年納莉颱風及93年911超大豪雨等極端降雨事件，其中90年納莉颱風來襲時，內

湖地區遭受嚴重水患，臺北市政府鑒於擴建既有雨水下道將面臨用地及交通衝擊等執行

面問題，遂於92年起研擬「總合治水對策」，採行方法為「上游保水、中游減洪、下游

防洪」之流域整體治理概念以提升都市防洪標準，並於95年推動「臺北市雨水貯留池及

調洪池規劃設計(第1期)」，積極執行「中游減洪」策略，本調洪池為該計畫的首座都市

型滯洪池，坐落於內湖三段山坡地與平地交會谷地，用地面積約1.827公頃，採用築堤蓄

水，計畫蓄水量高達27,000立方公尺，本工程於103年2月開工，104年3月完工，竣工後

經由市民共同參與命名為「金瑞治水園區」，並於同年7月2日由臺北市柯市長主持揭幕

啟用。本園區融入生態保育和環境保護理念，能提供良好的生物棲息環境，目前池邊隨

時可見藍鵲、紅蜻蜓和蝴蝶翩翩飛舞，蟲鳴鳥叫聲不絕於耳，清幽的美景已成為民眾樂

於前往的休閒去處，因此於104年11月榮獲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頒發「104年工程美化

暨環境景觀獎」。

壹、前言

臺北政府鑒於擴建都市區內既有下水道之

執行面難度高且工程龐大，所以採用流域治水

觀念，積極動集水區內總合治水，其方法是經

由「上游保水、中游減洪、下游防洪」之概念

以提升都市防洪標準，因此擬定「建構安全防

洪排水建設、推動全市河川流域管理、檢討都

市土地建物管制、推動總合治水教育宣導及建

置防災決策支援系統」等五大治水策略以提升

首都排水安全，以建構臺北市為21世紀「保水-

透水-防洪-生態」先進都市，在實質目標上，希

望能降低洪峰逕流量，由現行之每小時78.8公厘

之降雨量標準下，分兩階段達成降低尖峰洪峰

逕流量，第一階段為高度及低度開發市區分別

以降低5%及10%尖峰洪峰逕流量為原則。第二

階段為高度及低度開發市區分別以降低10%及

20%尖峰洪峰逕流量為原則。

臺北市政府於92年起著手研擬「總合治水

對策規劃」，並於95年推動「臺北市雨水貯留

池及調洪池規劃設計(第1期)」，積極執行「中

游減洪」策略，故優先「陽光港墘抽水站系

統」規劃設置陽港3調洪沉砂池，本調洪池位該

集水區上游，調洪量體為27,000立方公尺。

陽港3調洪沉砂池位於山坡地與平地交界處

谷地採築堤蓄水，採用生態工法及多目標用途

規劃，除滯洪功能外，非汛期可提供市民運動

休憩及生態教育場域，因此採用乾式滯洪池設

計，本調洪沉砂池位於內湖區山區為臺北市府

推動總合治水「中游減洪」策略的首例，本工

程已於103年2月10日開工，並於104年3月27日

竣工，竣工後由市民共同參與園區命名為「金

瑞治水園區」，並於同年7月2日由臺北市柯市

長揭幕啟用，本調洪池啟動後就此宣告已提升

下游內湖都會區防洪安全。本工程規劃設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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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生態及景觀等特性，於104年11月21日榮獲中

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頒發「104年工程美化暨環

境景觀獎」工程生態與環境類的優勝，本工程

竣工全區照詳圖1。

貳、工程位置及環境背景

本調洪池位於陽光港墘抽水站系統上游山

坡地與平地交會處谷地，行政區為內湖區金瑞

圖1 本調節池全區完工照片(由下游往上游拍)

圖2 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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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環境水系

圖3 基地環境現況

里內湖路三段348巷西側，基地內有二座已廢棄

魚池、竹林、菜園及雜林等，土地使用區分為

保護區，用地面積約1.827公頃，用地權屬大部

分為私有地，基地位置詳圖2，環境現況如圖3

所示。

本(陽港3)調洪池位於陽光港墘抽水站系統

上游，該抽水站系統轄管集水面積約750公頃，

而本工程上游集水區約211公頃，約佔整體集水

區面積28%，本工程位於兩條野溪交會處下游

谷地，野溪交會後水流由西向東穿越本工程範

圍南側，採用築堤蓄洪建構調洪池，其環境水

系詳圖4所示。

內湖區曾發生積水路段為環山路、港墘

路、金龍路、成功路3段及內湖路2、3段等，民

國90年9月17日納莉颱風發生低窪地最大積水深

度約110公分。另本調洪池東北及西北側山區各

豎立1處土石流告示牌，由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

持局設置，顯示本區域環境較為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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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重現期之降雨量強度公式

降雨類別
重現期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暴雨 8606/(t+49.14) 346.3/t 0.330 363.7/t 0.337

颱風雨 4867/(t+48.3) 6649/(t+55.4) 227/t 0.294

參、調洪池設計

一、設計規範

本調洪池屬於雨水下水道設施，非屬山坡

地開發行為之節制逕流設施，因此本調洪池砂

池設計標準採用臺北市雨水下水道設施規劃設

計規範(99.6.10)。

(一) 降雨強度及重現期選擇

 本調洪池採用暴雨降雨強度公式，雨

水調節池入流洪峰流量採用20年重現距降

雨強度，出流洪峰流量採用5年，各重現期

之降雨量強度參考公式詳表1，各項設施之

設計重現期規定，如表2所示。

(二) 逕流量估算

 本集水區面積約211公頃，小於1000

公頃，得採用合理化公式(Rational Formula)

計算逕流量。合理化公式如下：

 QP =  CIA

 式中，

 QP ：洪峰流量(立方公尺/秒)，

 C ：逕流係數(無單位)，

 I ：降雨強度(公釐/小時)，

 A ：集水區面積(公頃)。

(三) 逕流係數推估

 逕流係數視集水區之地質、坡度、地

表覆蓋、土地利用情況、降雨量與延時等

不同狀況而異。逕流係數C值參考表3，本

計畫上游集水區屬於丘陵地或森林地等，

逕流係數C值採用中值0.6。

表2 各項設施採用設計重現期

區分 重現期

平原地區排水系統 五年

山坡地社區開發排水系統 十年

雨水調節池 二十年調節至五年

抽水站外水位 十年

表3 各使用分區逕流係數表

使用分區
逕流係數

範圍值 中值

商業區 0.70～0.93 0.83

車行地下道 0.70～0.93 0.83

混合住宅區 0.66～0.89 0.79

工業區 0.56～0.78 0.67

機關學校 0.50～0.72 0.61

公園、綠地 0.46～0.67 0.56

機場 0.42～0.62 0.52

農業區 0.30～0.50 0.38

山區 0.55～0.7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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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滯洪體積 (立方公尺)

 Qin：入流洪峰流量(立方公尺/秒)

 Qout：出流洪峰流量(立方公尺/秒)

 tb：基期(小時)，基於安全考量，設計

基期至少應採一小時以上之設計(不足一小

時者，仍以一小時計算)

 本集水區內溪流最大流長約2,150公

尺、高程差約316公尺，推算流下時間約

5.66分鐘。至於野溪流上游逕流漫地流動

長度約260公尺，漫地流速採用0.45公尺/

秒，則流入時間為9.63分鐘，故本集水區

之集流時間約15.29分鐘，計算求得五年重

現期距降雨強度約133.57 mm/hr、二十年

重現期距降雨強度約149.09 mm/hr。本調

洪池取首工上游集水面積約190.4公頃，

求得五及二十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分別為

42.39cms及47.31cms。

二、調洪量體推估

本調洪池最小滯洪量體能滿足設計重現

期由二十年入流歷線調節至五年出流歷線為

原則，採用離槽式設計，故於渠首工設置分

流設施，包含溢流堰(堰寬B=15公尺，堰頂高

程EL23.5m)及高地排水箱涵(寬*高=4*2.5m，

L=180m，進水口渠底高程EL21.0m)，當洪水位

低於堰頂(堰頂高程EL23.5m、渠底高程EL21.5m)

時，除堰底留設孔口(12-ψ12.5mm)以提供生

態池之常流水外，其餘流量由高地排水箱涵直

接導引至下游安全排放。當渠首工之洪水位高

於堰頂時，除部分洪水經由高地排水箱涵直接

導引至下游排放外，其餘洪水由堰頂溢流進入

本調洪池以進行洪水量調節而達到洪峰削減目

的，以減輕下游雨水下水道系統排水負荷。關

於本調洪池流量系統圖及流量分配圖如圖5及圖

6。由流量分配圖所示本調洪上游高地排水箱涵

及調洪池下游出流量合計約38.42cms，已小於

(四) 集流時間推估

 集流時間(tc)係指逕流自集水區最遠一

點到達一定地點所需時間，一般為流入時

間與流下時間之和。其計算公式如下：

 tc = t1 + t2 

 t1 = l / v 

 式中，tc：集流時間

 t1 ： 流入時間(雨水經地表面由集水區

邊界流至河道所需時間)，

 t2 ： 流下時間(雨水流經河道由上游至

下游所需時間)，

 l ：漫地流流動長度，

 v ： 漫地流流速(一般採用0.3～0.6公尺

/秒)。

 流下速度之估算，於人工整治後之規

則河段，應根據各河斷面、坡度、粗糙係

數、洪峰流量之大小，依曼寧公式計算；

天然河段得採用下列芮哈(Rziha)經驗公式

估算：

芮哈(Rziha)公式：

 t2 = L/W 

 其中，

 W = 72(H/L)0.6 

 其中，t2：流下時間(小時)，

 W ：流下速度(公里/小時)，

 H ：溪流縱斷面高程差(公里)，

 L ：溪流長度(公里)。

 漫地流流動長度之估算，在開發坡

面不得大於一百公尺，在集水區不得大於

三百公尺。

(五) 滯洪量之估算

 滯洪量計算採用三角歷線法，如下所

示：

 V = (Qin-Qout)/2*tb*3600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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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調洪池流量系統圖

圖6 調洪池流量分配圖

五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42.39cms，即本調洪池

之調洪能力達二十年入流洪峰流量歷線調節至

小於五年出流歷線的目標。

本調洪沉砂池用地面積約1.827公頃，計

畫池底高程EL19～EL20.0公尺、堤頂高程為

EL25.5～26.0公尺，計畫蓄水位高程為EL24.5公

尺，水面積約0.75公頃，計畫蓄水量體約27,000

立方公尺。另於調洪池上游設置沉砂池以攔阻

砂石，因用地侷限，僅能規劃沉砂池底面積約

180平方公尺，計畫沉砂深度約2公尺，即沉砂

容積約360立方公尺，完工後應定期巡查及

清淤以發揮攔砂效果。

肆、工程內容及特色

一、工程內容

(一)工程配置

 本工程內容主要含整地、排水、結

構工程、擋土支撐、植生及景觀設施、人

行道照明及防洪監視系統等，以築堤蓄水

及挖填方式以增加蓄水容量及建構環湖步

道，主要設施有渠首工、高地排水箱涵、

調洪池、人行景觀橋、維護通道、緊急溢

流設施、退水輔助設施、水位計及電視監

視系統等，用地面積約1.827公頃、計畫調

洪量體約27,000立方公尺、最大池深約6.5

公尺、計畫堤頂高程以下湖面積約0.75公

頃(約佔用地面積41%)，其餘為緩衝帶、綠

地、堤頂、環湖步道、人行踏步、高地平

台等空間，本調節池平面佈置及主要景觀

設施詳圖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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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渠首工處生態式跌水工設施

二、工程特色

(一) 非人工或機械式操作調洪池

 本調洪池進水口及出水口皆採用重

力式排水設計，於渠首工處設置高地排水

箱涵及溢流堰，當渠首工上游洪峰流量大

於高地排水箱涵容許容量時，多餘的洪水

量則經由溢流堰進入調洪池內調蓄，調洪

後以重力排水方式由壩體下緣低地孔口排

出，且高地排水箱涵排洪量加上調洪池低

地孔口之排洪量需小於下游水路容許排

放量。

 基於安全考量，本調洪池配合設置緊

急溢流設施，其排洪量設計能力採用一百

年重現期距降雨時進入本調洪池洪峰流量

之一．五倍以上，該緊急溢流設施亦採重

力排水設計。關於渠首工處乾砌塊石邊坡

及生態式跌水設施一景詳圖8、調洪池低地

出水路及緊急溢流設施詳圖9所示。

圖7 調洪池平面佈置及及景觀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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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調洪池低地出水口及緊急溢流設施

圖10 本調洪池生態式入口景觀

圖11 本調洪池臨水面植生袋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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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臨水面土質植生袋邊坡如圖11。

(三) 土石資源充分利用

 本工區內既有大石頭及挖掘出石頭皆

不外運為原則，且充分利用於本工程內作

為渠首工兩側塊石邊坡及渠底保護工、既

有邊坡址保護工或砌石牆、出入口及區內

人行石階踏步、池中景觀石等。工區內挖

掘出塊石為數眾多如圖12所示、渠首工之

邊坡採用乾砌石邊坡如圖13、生態池中景

觀石及鋪石邊坡詳圖14、既有陡坡以乾砌

石牆保護詳圖15所示，以上石料皆使用工

區內挖掘出塊石，達資源利用及節省工程

費的目的。

(二) 生態工法

 本工程除人行景觀橋梁、排水箱涵、

溢流井等採用鋼筋混凝土結構外，其餘設

施採用生態或近生態工法，如邊坡採用土

質坡面，其中臨水面鋪設植生袋，以提升

植生初期抗沖蝕性，其餘採用噴植草或鋪

草皮(百慕達草)，噴植草採混合草種為類地

毯草、百喜草、假儉草及百慕達草(5種擇3

種草種)、藤類為馬鞍藤、掌葉牽牛及南美

膨蜞菊(3種擇2種草種)為原則。取首工邊坡

採用乾砌塊石坡、人行步道採石階踏步或

石板步道，截流溝或陡槽溝採用近生態工

法漿砌卵石溝，橫越生態池人行通道採塊

石踏階等。本調洪池生態式入口景觀詳圖

圖12 工區內挖掘出塊石

圖13 渠首工乾砌石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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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既有陡坡以乾砌石牆加固

(四) 生態式青蛙石水尺

 本調洪池內水位標尺採用近生態工

法，以中型塊石搭配青蛙石為水尺意象，

本調洪池由池底至堤頂高程約6.5公尺，其

中生態池水深約40公分，計畫蓄水深度約

5公尺，其餘為出水高，故於計畫蓄水深度

周圍邊坡設置5階生態式青蛙塊石(稱之為

五蛙石)，垂直間距為1公尺，可由裸露蛙

石數量判讀蓄水深，亦可藉由蛙石三側水

位標尺判讀蓄水深度，關於生態式青蛙石

水尺詳圖16所示。

(五) 友善生物棲息環境設計

 本工程大部分工程設施採用生態工

法或近生態工法設計，如砌石護岸、植生

邊坡、池底除抗沖蝕需求採用鋪石底外，

其餘為土質滲漏性池底，另考量生物棲息

及覓食需求，於池內堆置既有塊石以營造

多孔隙水中環境，生態池內擺設既有大塊

石為景觀石，兼具生物棲息及曬暖陽等用

途，如蜻蜓、青蛙、烏龜、水鳥等，環湖

內陸區栽植山櫻花、杜鵑及草皮等複層林

以利生物親近，另臨水面邊坡及堤頂原欲

移植老樹予以就地保留等，以上諸多友善

圖14 生態池中景觀石及鋪石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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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生態式青蛙石水尺

圖17 台灣藍鵲嬉戲於渠首工砌石邊坡

圖18 臨水面邊坡及堤頂之老樹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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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法於工程竣工後三個月左右，園區已隨

處可見台灣藍鵲、蜻蜓、蝴蝶、青蛙等，

顯示本工程規劃設計已融入友善生物棲息

環境。關於園區內台灣藍鵲嬉戲於渠首工

砌石邊坡詳圖17、臨水面邊坡及堤頂之老

樹保留詳圖18所示。

(六) 區域加值

 本調池以蓄洪減災為主要效益外，

同時建構具有景觀、休憩及教育等多目標

用途，如園區內設置環湖步道、石板人行

道、石階踏步等約893公尺、高地及低地平

台各一處、景觀涼亭一座、石桌椅二組及

石材座椅40座，以利市民運動休憩使用。

池底於非汛期維持蓄水深約40公分為生態

池，採用川流式設計以維持活水，水源取

自於渠首工低水位孔口及本園區北側陳家

古厝旁野溪，依據野溪流量觀察顯示渠首

工上游野溪及陳家古厝旁野溪終年有水，

除非極端乾旱，尋常本生態池供水無虞，

池中設置石階踏步連接兩岸低地平台以利

市民親水及水環境教育活動。另於渠首工

處設置人行景觀橋以串聯兩岸環湖步道為

完整環湖迴路，且可兼具高地俯視園區賞

圖19 生態池中踏石步道

圖20 堤頂景觀平台及涼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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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計及於生態池內設置壓力式水位計，並

渠首工及北岸環湖步道中點處各設置一座

電視監視系統(CCTV)，透過網路可將調洪

池水情及影像傳遞至臺北市政府水情中心

系統中，其功能除監視、控管外，已可藉

由APP發布水情訊息傳遞相關操作維護人

員為緊急應變之用。當渠首工洪水位高於

溢流堰時，表示洪水已要進入調洪池進行

洪水調蓄，此時超音波水位計監測該水位

時，即透過自動語音廣播系統促請遊客立

即離開及禁止進再進入生態池，或生態池

內壓力式水位計監測水位達50公分時(常態

水位為40公分，池內塊石踏步頂高程約50

景地點，為情人喜好的停駐點，故本橋梁

又稱為情人鵲橋。本園區內密植山櫻花及

皋月杜鵑，除吸引生物棲息、採蜜外，也

能添增綠色山林繽紛色彩，俟山櫻花及皋

月杜鵑長成後，本園區將成為臺北市另一

處優質賞櫻景點，屆時櫻花步道將為園區

驚豔景觀。關於生態池中踏石步道圖19、

堤頂景觀平台及涼亭詳圖20、通往高地平

臺櫻花步道區詳圖21、串接環湖步道人行

景觀橋詳圖22所示。

(七) 預警式調洪池

 本工程於分別於渠首工設置超音波水

圖21 通往高地平臺櫻花步道區

圖22 人行景觀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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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渠首工超音波水位計

圖24 渠首工處高畫質閉路監視系統

公分)，即發布自動語音廣播系統請遊客盡

速離開，以上安全監視及監測系統建置，

使本調洪池提供休閒遊憩、親水及生態教

育活動時臻於安全使用的目的。關於渠首

工超音波水位計、CCTV及自動語音廣播系

統詳圖23～圖25。

(六) 市民參與

 本工程於規劃階段舉辦多次地方說

明會，並將地方意見納入於規劃中，如堤

頂老樹及陳家古厝保留、園區內種植山櫻

花等，並於設計階段再次向地方說明及徵

詢民眾意見，會中地方居民要求增設石桌

椅、斜坡道等也配合納入工程設計中，以

上作為除廣納意見外，也希望市民能熱情

參與公共建設，政府與人民共同建構優

質、安全的居住環境。本工程竣工後利用

網路投票(i-voting)方式邀請市民參與園區

命名活動，經市民熱烈參與後最後以「金

瑞治水園區」獲得大多數市民青睞，其中

金瑞取自於當地里名「金瑞里」，本園區

已於104年7月2日由臺北市柯市長親自主持

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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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園區內自動語音廣播系統

臺北市為人口密集的城市，土地高度利用

及邇來瞬間暴雨強度有逐年提高趨勢，致地表

逕流增加，鑑於既有下水道原地擴建困難，因

此未來都市防洪策略應採行抑制逕流措施為可

行、有效的方法，如廣設雨水滲漏、滯洪設施

等，臺北市土地面積約27,180公頃，其中山坡

地約佔55%，除加強坡地保水外，於山坡地與

平地交會處山谷設置山區滯洪池，以節制逕流

及調洪對於下游市區防洪提升效益大，山區滯

洪池為「總合治水對策規劃」中「中游減洪」

策略的重要治水設施，本調洪池(陽港3)為臺北

市推動「中游減洪」的首座調節池，具有指標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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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調洪池用地面積約1.827公頃，上游集水

面積約211公頃(約佔總集水面積之28%)，位於

山坡地與平地交會谷地，採用築堤蓄水建構滯

洪空間，計畫蓄水量約27,000立方公尺，洪峰

削減量約27.9%，洪峰削減效益大於臺北市總合

治水策略第二階段目標，即低度開發市區之尖

峰洪峰逕流量降低20%目標。本調洪池採用生

態工程設計且規劃為多目標用途，鑑於非汛期

時能將本園區提供為市民運動休憩及生態教育

場域，因此採用乾式滯洪池設計，主要治水效

益可將二十年洪峰流量調節至五年以下，次要

效益增加休閒活動空間、生態教育場所、賞櫻

景點等，另增加廣大水域空間，對於區域微氣

候調節具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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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系統整治
及周邊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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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鹿耳門排水系統之流域特性為多數河道通水斷面不足、排水坡度平緩、地勢

地漥及下游河段受感潮影響等因素，致內水不易排除，歷年來因颱風及豪大雨而洪災頻

傳為易淹水地區，臺南市政府遂於96年起積極辦理流域整治以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截至103年止已投入治水經費約2億2佰萬餘元(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特別預算)，迄今

已完成新建堤防約3,650公尺、防汛道路兼自行車道約3,382公尺及一座小型社區抽水站

(抽水容量1.05cms)，由近年來豪大雨驗證顯示完成排水整治區域已不再發生淹水災情，

獲得重大治水效益，同時配合水利建設興築一座跨鹿耳溪自行車橋(體育及交通預算)以連

結河道兩岸防汛道路(兼自行車道) 及台江海岸觀光自行車道系統，以發展海岸自行車觀

光產業，本自行車橋長88公尺為單塔對稱脊背橋，榮獲2014國家卓越建設獎「規劃設計

類優質獎」及中央勞動部2014年「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公共工程及人員選拔」全國性

金安獎評選第一名的榮耀，顯示臺南市推動治水工程，除滿足防洪效益外，著重於施工

安全、河岸景觀營造及區域觀光發展等。

1 2 3 4

壹、緒論

一、流域概況

鹿耳門排水系統為臺南市市管區域排

水系統，行政區位於安南區及西港區，集

水面積約42.2平方公里，本流域西側以曾

文溪為界，北鄰西港區，東鄰興國管理學

院、立德管理學院、台南科技工業區等，

南側為台灣海峽。本排水系統包含主流鹿

耳門排水幹線(流路長約5.93公里，出口排

入台灣海峽)及6支流(由下游往上游依序為

竹筏港之二排水、竹筏港之一排水、土城

仔排水、土城子一之二排水、學甲寮排水

及溪南寮排水)，本流域主、支流及集水區

詳圖1所示。
圖1 鹿耳門排水系統集水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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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域特性

鹿耳門排水系統地形由東北向西南傾斜，

地表高程由5公尺降至0.6公尺，地勢平坦，平

均坡度約1/2,000〜1/3,000，中、下游河段位屬

於感潮區域(溪南寮排水及學甲寮排水除外)，颱

風豪雨時如逢潮汐漲落，直接影響內水排洪能

力，且本流域下游部分低窪地區地表高程低於

平均高潮位以下，造成內水排出易受阻。

三、本流域屬於易淹水地區

本排水系統因先天性排水條件較差、河道

斷面通水能力不足、村

落社區排水系統不足及

河道易淤積等因素而影

響排水系統輸洪能力，

歷年來因颱風及豪大雨

而致洪災頻傳，如96年8

月梧提及聖帕颱風、94

年7月11日海棠颱風、94

年6月12日豪雨及93年7

月2日敏督利颱風均造成

淹水災情。

四、排水系統治理計畫

政府基於保護人民免於洪災危害及生命財

產安全，亟需辦理流域整治，經濟部以98年11

月20日經授水字第09820212390號函核定「鹿

耳門排水系統規劃報告」，臺南市政府並於100

年5月4日府水與字第1000329414號函核定「易

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1階段實施計畫市管區

域排水路耳門排水系統治理計畫，併核可其堤

防域定線(用地範圍)圖」，爰此臺南市政府積極

爭取中央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特別預算及籌措

經費於辦理鹿耳門排水系統整治工作。

貳、流域排水能力及淹水模擬

一、流域洪水量推估

本流域利用合理化公式法、三角形單位

歷線法及無因次單位歷線法等三種分析方法結

果顯示，鹿耳門排水系統各控制點洪峰流量以

三角形單位歷線配合數場暴雨雨型分析成果較

高，而無因次單位歷線法配合Horner設計雨型成

果為最低，基於安全考量本流域於各重現期距

洪水量採用三角形單位歷線配合數場暴雨雨型

分析成果，關於鹿耳門排水系統整治採十年重

現期距洪峰流量作為計畫流量，各控制點計畫

流量分配詳如圖2所示。

二、排水出口起算水位

鹿耳門排水系統介於鹽水溪及曾文溪之

間，出口附近無潮位觀測站，故以鄰近將軍站

與安平站兩處潮位測站進行分析，其平面位置

示意圖可參考圖3所示。利用兩測站歷年7月〜

10月大潮平均高、低潮位統計資料，以內插

方法進行推估鹿耳門排水系統出口之大潮平均

高、低潮位，作為區域排水出口起算水位標準，

推算鹿耳門排水幹線出口之大潮平均高潮位為1.03

公尺，然93年水利規劃試驗所利用將軍與蟳廣嘴

圖2 鹿耳門排水系統各控制點計畫洪峰流量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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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使用最廣泛之河川水理模式，利用HEC-RAS模

式演算在各重現期距降雨條件下，鹿耳門排水

系統主、支流之現況排水路排水能力，演算結

果顯示除鹿耳門排水幹線在下游段及竹筏港之

二排水出口段能通過10年重現期距洪水量外，

其餘河段大部分無法通過2年重現期距以上之洪

水量，如圖4所示。

四、流域積(淹)水檢討

淹水模擬分析採用XP-FLOOD 2D模式進行

評估，排水路演算採用一維變量流演算(動力波

方程式)，地表流動則為二維漫地流演算。

(一) 淹水模式建立

 XP-FLOOD 2D模式建置所需資料內容

包括：

1. 幾何條件

 排水路縱、橫斷面(含糙度曼寧n值)及堤

防高程調查資料，與相關水利構造物設施

概況。

兩潮位站，內插推估本排水系統出口之起算水位

為1.05公尺，基於保守考量，鹿耳門排水系統出

口之起算水位採用大潮平均高潮位1.05公尺。

三、現況排水能力檢討

一維模式採用美國陸軍工兵團水文工程中

心所研發之HEC-RAS模式(3.1.3版)，為我國內目

圖3 鹿耳門排水系統之將軍及安平潮位站位置示意圖

圖4 鹿耳門排水系統現況排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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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雨量雨型資料

 採用雨量站逐時降雨資料，或水文分析

雨量、設計雨型成果進行設定。

3. 上游邊界條件

 依據水文分析成果，及各重現期距24小

時暴雨量，配合三角形單位歷線法演繹之

入流量歷線進行設定，為使模擬更接近現

況，依現況地形及排水路收集系統適度劃

分次集水分區，各以不同顏色區分展示，

以計算適當入流量，如圖5。

4. 下游邊界條件

 淹水模擬分析之出口起算水位以潮位歷

線做為演算歷程，其主要採用大潮平均高

低潮位1.05公尺與-0.49公尺曲線為起算基

準進行水理演算分析。

5. 數值地形高程

 依據5m×5m數值地形資料進行模擬計畫

區內淹水情形，其資料內容包含各網格點

之TWD67二度分帶座標與高程資料，圖6為

本計畫範圍之數值地形高程圖。

6. 地表粗糙係數

 由於不同土地利用型態所採用曼寧n值會

有所不同，因此依據計畫區內土地利用型

態將網格進行分類，並決定其曼寧n值。

(二) 淹水模式驗證

 不論採用何種淹水模式應用均須經過

檢定驗證工作，其主要透過模式演算過去某

一場暴雨淹水情況，藉以修正模式中不當之

假設或參數值，XP-FLOOD 2D淹水模式主要

檢定參數為二維地表粗糙係數曼寧n值，其

n值檢定整理如表1所示，圖7為本流域範圍

內之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圖5 鹿耳門排水系統各控制點入流量歷線分區圖

圖6 鹿耳門排水系統計畫範圍之數值地形高程圖

圖7 鹿耳門排水系統內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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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雨事件採用94年6年12日豪大雨及

94年7月5日海棠颱風造成本計畫範圍內之

實際淹水情形(如圖8及圖10所示)進行驗

證，並經數次調整地表粗糙係數曼寧n值，

以使模擬淹水範圍與實際淹水範圍吻合，

由淹水模擬結果(如圖9及圖11所示)顯示與

表1 二維淹水模式地表粗糙係數曼寧n值檢定表

土地利用型態 粗糙係數曼寧n值

漁塭區 0.025

農業區 0.04

住宅區 0.07

商業區 0.07

工業區 0.06

學校用地 0.05

交通道路 0.05

其他 0.03

圖8 鹿耳門排水系統之94年0612豪雨實際淹水範圍

圖9 鹿耳門排水系統之94年0612豪雨淹水模擬範圍圖

圖10  鹿耳門排水系統之94年7月5日海棠颱風實際淹

水範圍

圖11  鹿耳門排水系統之94年7月5日海棠颱風模擬淹

水範圍

降雨事件實際淹水範圍大致相符，顯示本

淹水模式適合使用於本流域。

(三) 現況各重現期距淹水模擬

 淹水範圍茲定義0.25公尺以上淹水深

度為屬淹水區域，而淹水時間定義為渠道

開始溢流至淹水面積開始消退時刻，則鹿

耳門排水系統各重現期距現況模擬淹水潛

勢範圍如圖12〜圖15。

 由淹水潛勢分析結果顯示本流域排水

路現況發生2年重現期距降雨時，區域淹水

面積約159公頃、5年重現期距降雨時約淹

水416公頃、10年重現期距降雨時時約640

公頃，即本流域現況排水能力不佳，亟需

辦理排水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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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流量。另本排水幹線直接排出海且出口未

設閘門，依據「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

規劃參考手冊」之規定計畫堤頂高採用暴

潮位加50公分出水高並向上游水平延伸。

肆、歷年治理成果

臺南市政府於九十八年起陸續推動鹿耳排

水系統整治，基於治水由下游往上游的原則，

故優先辦理鹿耳門排水幹線整治，截至103年

止已辦理五件治水工程(經費來源為水利署及市

府水利局)，並配合興辦跨鹿耳門溪自行車橋

工程以連結兩岸(經費來源市府交通局及水利

局)以銜接治水工程而新建防汛道兼自行車道，

圖12 鹿耳門排水系統現況模擬2年重現期距淹水潛勢圖

圖13 鹿耳門排水系統現況模擬5年重現期距淹水

       潛勢圖

圖14 鹿耳門排水系統現況模擬10年重現期距淹水潛勢圖

圖15 鹿耳門排水系統現況模擬25年重現期距淹水

       潛勢圖

參、流域治理目標

一、治理標準

(一) 設計標準

 鹿耳門排水為市管區域排水，依據易

淹水地區治理計畫(核定本)規定本區域排水

以10年重現期洪水設計，25年重現期不溢

堤為目標。

(二) 計畫堤頂高

 計畫堤頂高依計畫洪水位加出水高決

定，幹、支線之出水高度採50cm為原則，

且採十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為設計流量，

其出水高必須能容納二十五年重現期距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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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興辦排水整治工程

歷年來鹿耳排水系統排水整治工程如表2所

示，以上整治河段皆位於感潮範圍，其治理標

準為河道通水能力達10年重現期距洪水量且25

以發展自行車觀光，促進地方發展，總計投入

建設經費264,885,916元，其中治水建設經費

202,697,916元，興辦工程位置如圖16所示，歷

年來投入建設經費統計表如表2所示。

圖16 鹿耳排水系統整治工程位置示意圖

表2 歷年辦理鹿耳門排水系統整治工程費統計表

工程名稱 工程費(元) 受益地區 保護人口(人) 願景及效益 經費來源

鹿耳門排水整治
第一期工程

49,833,472 城西里   488 防洪、交通提升 水利署

鹿耳門排水整治
第二期工程

83,851,996 城南里 3,546 防洪、交通提升 水利署

鹿耳門舊河道銜接
應急工程

29,679,448 鹿耳里   989 防洪 水利署

安南區鹿耳門
排水左岸應急工程

(Sta.2k+650〜3k+310)
34,200,000 顯宮里 1,629 防洪、交通提升 市府水利局、水利署

鹿耳門排水左岸護岸
應急改善工程

(Sta.1k+200〜1k+520)
5,163,000 鹿耳里   989 防洪、交通提升 市府水利局、水利署

跨鹿耳門溪橋梁工程
(自行車橋工程)

62,158,000 安南區
交通提升、

促進地方繁榮
市府交通局、水利局

合計 264,885,916

註：工程費係指工程結算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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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重現期距洪水不溢堤為目標。計畫堤頂高依

計畫洪水位加50cm為原則，且採十年重現期距

洪峰流量為計畫流量。感潮河段之計畫堤頂高

採用暴潮位2.1公尺加50公分出水高並向上游水

平延伸，即計畫堤頂高採用2.6公尺，防汛道路

寬度5.6公尺。本流域歷年來排水整治而新建堤

防約3,650公尺、新增防汛道路約3,382公尺，各

分項工程說明如下：

(一) 鹿耳排水整治第一期工程

 本工程位於鹿耳門排水幹線與竹筏港

之二排水匯流口，主要工程範圍為竹筏港

之二排水出口上游，位於感潮河段範圍，

屬於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1階段實施

範圍，現況為河道能力僅通過2年重期距

洪水量、堤岸保護高程不足且大部分護岸

未整治且無防汛道路。因堤址基礎軟弱，

故採用6M預力混凝土板樁為堤防臨水面堤

腳、臨水面護坡因屬於感潮範圍，故採用

混凝土護坡以抵抗潮浪衝擊、臨陸側為魚

塭之護坡依魚塭戶要求採用混凝土護坡以

防滲漏，其餘為植生坡。本工程施工特色

為在感潮河道中施工而不圍堰，故以預力

混凝土板樁為新建堤防基腳及低水護岸，

可避免施工圍堰而縮減河道斷面及影響既

有河道排洪能力，其優點為堤防基腳穩

固、施工快速及節省工程費等。環境營造

效益為增加地方交通網路，利於農漁戶從

事農耕工作，臨水面低水護岸平台可兼河

岸賞景、垂釣等用途。本工程新建堤防約

800公尺，計畫堤頂高程4.0〜2.6公尺，新

建防汛道路約800公尺，道路寬5.6公尺可

兼自行車道，本工程已於99年9月竣工。關

於施工前、中及竣工照片如圖17〜圖19。

(二) 鹿耳排水整治第二期工程

 本工程位於鹿耳門排水幹線Sta.1k+600 

〜3k+100右岸，位於感潮河段範圍，為易 

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2階段實施範圍，

圖17 鹿耳排水整治第一期工程施工前照片

圖18  鹿耳排水整治第一期工程施工中照片(混凝土預

力板樁施工)

圖19 鹿耳排水整治第一期工程竣工照片

圖17及圖18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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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鹿耳門舊河道銜接應急工程

 鹿 耳 舊 河 道 位 於 鹿 耳 門 排 水 幹 線

Sta.1k+960m左岸，該舊河道流域面積約

40公頃，其上游有中石化及鹿耳里社區，

現況為堤岸保護高程不足且大部分護岸未

整治且防汛道路寬度不足，依據地質鑽探

資料顯示堤址基礎軟弱，故採用6M預力

混凝土板樁為新建堤防臨水面堤腳兼低水

護岸、臨水面護坡因屬於感潮範圍，故採

用混凝土護坡以抵抗潮浪衝擊、臨路側為

魚塭之護坡依魚塭戶要求採用混凝土護坡

以防滲漏，其餘為植生邊坡。本工程以預

力混凝土板樁為新建堤防之基腳及低水護

岸，其優點為不必圍堰施工、施工中不會

縮減河道斷面、不影響既有河道排洪能

力、施工技術性較低，且工期較短等，惟

因生產預力混凝土板樁之廠商家數較少，

當大量使用板樁工法時，若承包商採購進

度不如預期，侷限於廠商替代性少，應注

意是否影響工進。環境營造效益為增加地

方交通網路，利於農漁戶從事農耕工作，

臨水面低水護岸平台可兼河岸賞景、垂釣

等用途。本工程主要內容為新建堤防約

1,813公尺，計畫堤頂高程2.6公尺，新建防

汛道路約1,545公尺，道路寬5.6公尺可兼

自行車道，未來配合市府未來發展臺南濱

海觀光休憩，再加上台江國家公園、鹿耳

門天后宮及台南科技工業園區及等宗教與

科技之景觀、綠廊規劃，結合旅遊休憩產

業，可促進安南區濱海遊憩區觀光產業發

展。本工程已於101年10月竣工，關於施工

前、中及竣工照片如圖20〜圖22。

圖20 鹿耳排水整治第二期工程施工前照片

圖21 鹿耳排水整治第二期工程施工中照片

圖22 鹿耳排水整治第二期工程竣工照片

圖23 鹿耳門舊河道銜接應急工程位置圖

圖20及圖21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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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安南區鹿耳門排水左岸應急工程(Sta. 

2k+650〜3k+310)

 本工程屬於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

第2階段實施範圍，現況為堤岸保護高程不

足且護岸皆未整治，計畫堤防在於既有堤

防路側內，故施工時以既有堤防為圍堤，

堤防採用T型鋼筋混凝土基腳以撙節工程

費、臨水面護坡因屬於感潮範圍，水利署

要求採用混凝土護坡以抵抗潮浪衝擊，堤

頂設置植栽槽、臨陸側為魚塭，故設置越

堤取排水路及公溝取水路以滿足之魚塭養

殖需求，本工程新建堤防約677公尺，計

畫堤頂高程2.6公尺，新建防汛道路約667

公尺，道路寬5.6公尺可兼自行車道，已

於101年10月竣工。本工程範圍位於感潮

河段，施工特色為利用既有土堤為施工圍

堰，可節省工程費及避免於水中施工，故

新建堤防之基腳可採用場鑄施工，且優點

施工中不會縮減河道斷面及影響既有河道

圖24  鹿耳門舊河道銜接應急工程之閘門及抽水站竣

工照片

圖25 鹿耳門舊河道銜接應急工程新增河岸景觀平台

圖26 安南區鹿耳門排水左岸應急工程施工前照片

圖27 安南區鹿耳門排水左岸應急工程施工中照片

工程位置如圖23所示，鹿耳里社區地勢地

窪，平均地表高程約1.2〜1.5公尺，易受

鹿耳門排水幹線潮位影響而造成社區排水

不易，社區淹水事件頻傳，居民飽受洪災

危害，鹿耳里人口約989人，臺南市政府

為解決社區淹水災害，故於舊河道排水出

口設置閘門及抽水站，共設置5座自動閘門

(3.0×2.4m)、3部沉水式抽水機(3-0.35cms)

及一部緊急發電機組(3φ4W 380/220V)，

當外水位高漲時關閉防潮閘門，並啟動抽

水機抽水以保護社區免於洪災，本工程已

於98年12月竣工，竣工後近年來歷經豪大

雨驗證顯示鹿耳里社區已不再發生淹水，

工程效益顯著。本工程環境營造效益為新

增河岸景觀平台，供市民休憩、賞日落及

垂釣的好去處。關於鹿耳門舊河道銜接應

急工程之閘門及抽水站竣工照如圖24、河

岸景觀平台如圖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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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地方繁榮，以達民強民富之目的。本自行

車橋長約88公尺，屬於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及

臺南市政府積極建構中「台江海岸觀光自行車

道系統」中重要串接單元，本橋梁型式採用單

塔對稱脊背橋，橋中間設置塔柱乙座，其淨高

約11公尺(離橋版)，塔身雕刻「魚躍鹿耳、飛

龍九天』及塔柱頂擺設深富地方意象圖騰『魚

躍鹿耳』石雕藝品，作品高度約3公尺，以彰顯

地方民情及宗教特色，塔柱兩側各拉3條斜張鋼

排洪能力、施工行為也不會直接干

擾河灘地動植物等。環境營造效益

為增加地方交通網路，利於農漁戶

從事農耕工作，臨水面低水護岸平

台可兼河岸賞景、垂釣等用途。關

於施工前、中及竣工照片如圖26〜

圖28。

二、跨鹿耳門溪橋梁工程(自行車橋工

程)

本橋梁工程係配合鹿耳門排水整治

第二期工程施作，工址緊鄰顯宮、鹿耳

與四草里，對岸為城西、城南、城中、成北及

城中里等，居民約14,530人，長久以來兩岸人

民往來因鹿耳門溪阻隔，未來本跨鹿耳門溪橋

梁工程(自行車橋工程)通行後，可節省兩岸來回

里程約12公里。本橋梁工程位置詳圖29所示。

本自行車橋工程為臺南市政府為發展海岸

自行車道觀光產業計畫之一環，建設主要效益

除了發展運動休閒，增進人民身健康外，另可

圖28  安南區鹿耳門排水左岸應急工程竣工照片(含魚塭取水設施)

     圖29 跨鹿耳門溪橋梁工程(自行車橋工程)位置

圖26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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纜，遠觀型似船桅杆塔柱及豎琴式斜拉鋼纜盡

顯力學張力美感，另配合鹿耳門溪爾後發展遊

憩觀光船需求，於橋下預留3公尺淨空(梁底高

程至平均潮位之距離)，橋面版採用流線船型意

象，並於橋腹設置景觀平台供遊客臨高縱望鹿

耳門溪上、下游河域優美的景觀及遠眺臺灣海

峽之露日黃金餘霞。

本工程已於103年10月竣工並榮獲2014國

家卓越建設獎規劃設計類優質獎及中央勞動部

2014年「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公共工程及人

員選拔」全國性金安獎評選中，該橋梁獲得全

國第一名的榮耀。關於本工程竣工照片如圖30

所示。

三、治水通過強颱考驗 

102年8月28日康芮颱風及後續帶來豐沛雨

量，多數地區降雨超過200年暴雨頻率，造成臺

南市部份地區出現淹水災情，但鹿耳門排水幹

線經過排水整治後，在本次颱風未發現鹿耳門

排水幹線有淹水情形，尤其鹿耳門排水幹線左

岸的顯宮及鹿耳里社區亦無發現淹水災情(過去

該二社區為易淹水區)，顯示鹿耳門排水幹線經

過排水整治後，已發揮治水防洪功效。

陸、結論

本流域主、支流利用一維水理分析顯示，

鹿耳門排水系統現況排水能力除鹿耳門排水幹

線在下游段及竹筏港之二排水出口段能通過10

年重現期距洪水量外，其餘河段大部無法通過2

年重現期距以上之洪水量。由淹水潛勢分析顯

示，本流域排水路現況發生2年重現期距降雨

時，區域淹水面積約159公頃、5年重現期距降

雨時約淹水416公頃、10年重現期距降雨時約

640公頃，即本流域為易淹水地區，亟需辦理

流域整治，經濟部於98年11月20日經授水字第

09820212390號函核定「鹿耳門排水系統規劃

報告」，臺南市政府並於100年5月4日府水與

字第1000329414號函核定「易淹水地區水患治

理計畫第1階段實施計畫市管區域排水路耳門排

水系統治理計畫，併核可其堤防預定線(用地範

圍)圖」，爰此臺南市政府積極籌措經費於辦理

鹿耳門排水系統整治工作，截至103年止前已

圖30 跨鹿耳門溪橋梁工程(自行車橋工程)竣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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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參考手

冊」，經濟部水利署，民國95年6月。

3. 「臺南科學園區暨週邊水係整體防洪規劃

(二)―鹽水溪排水集水區在安順寮排水以西

區域鹿耳門排水集水區」，經濟部水利署

水利規劃試驗所，民國93年12月。

4. 「鹿耳門排水系統改善規劃報告」，經濟部

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民國89年11月。

5. 「台灣南部最大24小時與一日暴雨比值之探

討」，國立成功大學陳人敬，民國92年。

6. 「河川治理水文水理規範」，經濟部水利

署，民國86年。

7.「台灣地區雨量測站降雨強度-延時Horner公式

分析」，經濟部水利署，民國92年2月。

完成竹筏港之一排水出口整治(其排洪能力已由

2年重現距提升至10年標準)及鹿耳門排水幹線

中游新建堤防工程，其堤頂保護高程達2.6公尺

(潮位2.1公尺加50公分)，合計完成新建堤防約

3,650公尺、防汛道路兼自行車道約3,382公尺，

歷經近年來豪大雨驗證已獲得重大治水效益，

下一階段整治重點為鹿耳門排水幹線上游及土

城仔排水出口瓶頸段，以提升上游社區防洪安

全，至於其餘支流排水能力提升所需經費龐

大，除應逐年籌措經費分期分區改善外，在未

辦理排水改善之前，應加強河道疏浚、清淤等

定期性維護工作，必要時於社區上游設置永久

滯洪池或租用漁塭為臨時性滯洪池以調節洪水

或配置移動式抽水機因應，以保護社區免於洪

災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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荖濃溪勤和至
復興段河道變遷
及沖淤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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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20線南橫公路勤和至復興路段為高雄市復興、梅山地區對外之重要聯繫道路，98

年之莫拉克颱風挾帶超大豪雨重創本路段，造成沿線道路邊坡滿目瘡痍，各支流之崩塌

引發土石流挾帶大量土砂匯入荖濃溪，使河床高程急遽淤積抬升。由於面臨極端氣候的

挑戰，山區道路工程規劃設計與環境劇變及天然災害又息息相關，為了合理推估未來河

川的長期變化，本研究使用大量歷史數據來定量評估此段河道變遷，透過分析判釋多期

衛星影像來瞭解河道之平面擺盪範圍及束縮沖刷之情況，並藉由統計多年之河床地形實

測資料，配合洪水溢淹分析，由可靠度的觀點來分析此段河道縱向之沖淤變化範圍，以

期回饋中期道路復建工程設計及防災之需求。

1 2 3 4 5 6

壹、路段基本資料及災害紀錄

民國98年8月7日至8月10日間莫拉克颱風

造成中南部嚴重水災，為近半世紀以來最嚴重

的水患，當時高雄境內之多條省道交通中斷，

其中緊臨荖濃溪之台20線勤和至復興路段，由

於荖濃溪河床淤高約30～50m土石，導致台20

線95k～103k路段橋梁(撒拉阿塢橋、勤和橋、

明德橋)及勤和明隧道完全覆滅於河床下，為災

害受損最為嚴重之路段；該路段歷年災害及修

復紀錄彙整如表1及圖1所示。

由於荖濃溪河床淤高，導致行水區在近

年來範圍顯著擴大，河道之擺盪也因此十分劇

烈，其中支流布唐布那斯溪上游有近八千萬方

之崩積土砂，在匯流處形成極為顯著的沖積

扇，該沖積扇更曾短暫阻斷荖濃溪河道形成堰

塞湖，嚴重影響緊鄰之河床便道通行，可為莫

拉克引發的複合性災害中之代表性案例。

圖1  (a)、(b)莫拉克前後台20線勤和聚落比對(謝孟龍教授攝)； 

(c)、(d)莫拉克前後台20線勤和明隧道比對(甲仙工務段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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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多期遙測影像判釋河道變遷

一、多期遙測影像判釋及水系線型萃取

本研究蒐集本河段於94～101年期間之24

期福衛二號影像(每年3期)，詳圖2及3，使用

自動影像判釋技術，利用衛星影像各波段光譜

性質，精準快速的將影像中之地物自動分類，

由判釋分類成果萃取多期水系線型以及行水區

域，能細膩的呈現出各期影像中河道深槽區變

遷歷程及影響範圍、沖刷岸及堆積岸的變化、

以至於堰塞湖的範圍消長。

二、本河段荖濃溪河道變遷探討

將判釋之水系線型依時序區分出三個區間

疊加呈現：莫拉克災前、莫拉克到610期間、

610水災後，並分別以不同顏色呈現。其中莫拉

克前之深槽區十分集中(藍色線)，災後之範圍顯

著擴大(橙色及紫色線)，主深槽區擺盪大增且

水系散亂，拉克斯溪、清水溪及布唐布那斯溪

等影響顯著，因各支流持續輸入土砂推擠主河

道，其中布唐布那斯溪之沖積扇擴增最劇，造

成主流東移，形成局部束縮段沖刷削山便道之

路基。除此之外，若配合崩塌地之呈現，可以

表1 台20線勤和至復興段歷年災害與修復紀錄一覽表

年份 颱風及豪雨事件 阻斷天數 影響

98
0808 莫拉克颱風 48

荖濃溪受支流布唐布那斯溪、清水溪等邊坡土石崩塌影響，大量土
石流入荖濃溪致河床淤高最深約30公尺，使得台20線95k～103k路
段、橋梁及勤和明隧道完全覆滅於河床下

1005 芭瑪颱風 6 大雨產生土石流沖斷河床涵管便道

99

0219 豪雨 12

溪上游仍約有10億立方土砂，每逢大雨便產生土石流河床便道亦遭
沖毀，道路中斷累計天數長達134天

0523 豪雨 4

0528 豪雨 28

0611 豪雨 2

0726 豪雨 35

0901 萊羅克颱風 7

0909 莫蘭蒂颱風 6

0919 凡那比颱風 14

1005 豪雨 15

1021 梅姬颱風 11

100
0719 豪雨 10

造成約1.1公里之路基流失(96.6k～97.3k及99.2k～99.7k)，及
97.5k～98k鄰荖濃溪側削山便道臨河坡趾流失

0829 南瑪都颱風 10
造成約97.5k～97.7k削山便道路基及101.2k復興鋼便橋橋基流失受
損

101 0610 豪雨 196
清水溪、布唐布那斯溪及拉克斯溪土石流沖入荖濃溪導致主河道嚴
重束縮，河床淤高最深約20公尺，溪水掏刷97.4k～98.3k削山便道
臨河坡趾，使便道流失500公尺

102

0405 豪雨 7 豪大雨造成溪水暴漲，涵管下陷

0713 蘇力颱風 14 河床便道沖毀

0822 潭美颱風 26 河床便道沖毀

0826 康芮颱風 17 河床便道沖毀

0922 天兔颱風 19 河床便道沖毀



3
專
題
報
導

No.109│January, 2016 │109

持為0.5%。但對此段荖濃溪河段而言，底床變

動為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近年來河床顯著的

淤高不但威脅了緊鄰河床的山區道路，更造成

沿線的聚落洪水溢淹的威脅日漸升高，舉例來

說，某臨河道路位於200年洪水位高程，於第一

年受洪水侵擾的機率只有0.5%，若未來以每年

0.1公尺的速率淤積，10年後距離底床高程便縮

減了1公尺，第11年遭洪水侵擾的機率由0.5%上

升至10%。如此一來工程設計200年一遇的洪水

保護標準，在底床淤升10年後保護標準其實只剩

10年。因此本文特別提出以「可靠度」替代傳統

發現此區臨主河道之崩塌災害大致與主河道的

坡趾侵蝕有明顯關聯性，詳圖4所示。

參、底床變動與洪水位的可靠度
分析

工程界常使用水文頻率事件之洪水位高程

作為設計依據，往往忽略了底床之變動，如某

堤防以200年洪水位高程來設計，不論10年或是

20年後，該高程一年期間被侵擾的機率一直保

圖2 由判釋成果進行各年度水系線型萃取

2005/07 2006/07 2007/10 2008/06

2009/09 2010/09 2011/02 2012/07

圖3 本河段衛星影像判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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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事件作為設計評估指標，配合河床沖淤序分

析，綜合考量不同設計條件下各年風險的增減。

一、頻率事件與可靠度

水文統計常使用頻率事件來指稱水文事件

發生的機率或規模，並利用頻率事件來規範水

工構造物的設計標準。而以水文統計中之洪水

位分析為例，可靠度表示為某一時間點「特定

高程不被設計頻率年洪水侵擾的機率」。在頻

率事件的概念下，構造物之可靠度將隨時間推

進而逐年遞減，其推導如下。

已知T年的頻率事件，任一年發生大於此

規模事件的機率即為1/T，假設某構造物依T年

頻率事件為設計標準，在落成的當下可靠度應

為100% (設計高程不被T年頻率洪水侵擾的機

率)，表示如下：
RT(0) = 1

任一年 τ 的可靠度，為前一年的可靠度減掉

當年被侵擾的機率，年度間的可靠度遞減表示為：

RT(τ) = RT (τ－1)－FT(τ－1, τ)

其中FT(τ－1, τ)為構造物在第τ－1年年底到

第 τ 年年底，這一年當中設計高程被侵擾的機

率，此事件之發生必需符合兩項先決要件：1.構

造物完善地存續到第 τ 年來臨之前；2.在第 τ 個

年度其間遇上大於T年頻率規模的事件。此兩條

件應為獨立無相關，因此構造物在第 τ 年當年被

侵擾的機率，即為兩個條件發生機率的乘積：

1.  削山便道處河道逐年受到沖積扇擠壓而偏往左岸

2.  勤和附近的低位河階因河道抬升而逐漸消失，轉變

成行水區範圍

3.  美秀台、削山便道及勤和聚落對岸近年來有明顯的

坡趾侵蝕

1.  復興至清水溪匯流處水系在河道抬升後一直處於擺

盪狀態

2. 清水溪匯流處，水系持續往左岸擠壓

3.  薩巴阿爾、濁水平台邊緣及復興聚落對岸近年來有

明顯的坡趾侵蝕

圖4 台20線勤和至復興路段荖濃溪河道變遷展示(左圖為南段，右圖為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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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時間逐漸增長所致。應用此法在荖濃溪勤和

至復興段，依水利署公告不同重現期距洪水量

計算設計頻率年洪水位高程，水位距底床高程

為z，依重現期距即可得知各高程在一年之中的

綜整前式可得：

如果某路堤路基設計高程之保護標準為 

T = 10年頻率事件的規模，而該路基高程能在啟用

後τ = 5年依然不被10年頻率洪水侵擾的機率為：

換句話說，10年的防護標準，在5年的使用

期間，可靠度為59.05%，如圖5所示。

由此可知，即使假設某頻率事件為唯一的

災損來源，可靠度仍然會隨時間推移而下降。

理由並非風險逐年的增加，而是因為曝險的累

圖5 T年頻率事件下曝險期間 τ 的可靠度分布圖

圖6 荖濃溪勤和至復興段洪水可靠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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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洪機率，再依使用時間推演到未來，圖6即為

20年內可靠度的分布，(由於本河段底床變動歷

史記錄尚未滿20年，因此超過20年期之評估宜

審慎為之)。

二、沖淤序率變動及可靠度

傳統水文統計常忽略底床之變化，每年

使用相同之底床高程為基準。若考量土砂沖淤

造成底床的變動量，水位漲跌的基準將隨底床

沖淤後之高程變化而浮動。土砂沖淤的序率分

析，採用機率的概念來預測未來。因應沖淤過

程為連續漸進的過程，假設每年的底床沖淤變

化量為獨立的常態隨機變數(independent and 

identically normal distributed random variables)，

則一年期的底床沖淤增減可表示為：

zb (τ + 1)－zb (τ)～σ‧N(0,1)

其中，zb(τ)為第 τ 年底床的高程，N(0,1)為

標準常態隨機變數，σ 為一年期的年度增減的標

準差，可經由多年之河床實測紀錄統計所得。

多年期的底床沖淤增減可以表示為：

zb(τ + Δτ)－zb(τ)～σ ‧N(0,1)

增減量的機率分布呈常態分布，不過多年

期的標準差會隨時間差的增加而增大，依據相

互獨立的常態變數加總的特性，標準差與時間

差的平方根成正比。

特定高程是否遭受洪水侵襲，取決於是否

高於沖淤後之底床高程加上洪水深，例如目前

高程距離底床12公尺的位置經20年後，是否依

然可靠，取決於20年間任一時刻沖淤高程差與

洪水深的加總大於12公尺之機率。

此河段使用興輝橋址(已於莫拉克時損毀)歷

史底床實測紀錄，取σ = 3.37/(yr0.5)，以上述假

設產生的三個實現值範例(realization)如圖7，實

線表示底床沖淤的歷程，虛線為每年最高的洪

水深加上底床高程，其中由於洪水深假設為隨

機變數，因此虛線與實線間高差未必為定值。

三個實現值例中，紅色△案例，於第2年洪水位

首次超過12公尺，綠色▽案例則在第15年才超

過12公尺，而藍色○案例，趨勢為下刷，20年

間最高洪水位僅8公尺，未曾超過12公尺。

按照同樣作法，配合蒙地卡羅模擬法(Monte 

Carlo method)大量進行圖7的模擬，產生10,000筆 

圖7  荖濃溪勤和至復興段洪水深加序率分析底床實現

值範例

圖8  荖濃溪勤和至復興段洪水考慮河床變動可靠度分

布圖
(本圖依蒙地卡羅模擬法產生10,000筆實現值之結果彙整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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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臨河之工程設計應針對河川型態採取適當

之對應，如荖濃溪勤和至復興這類河床變

動劇烈之河段，長期沖淤高程變化比洪水

之影響更為顯著，不應忽略此一影響，建

議以沖淤序率配合可靠度分析之方式進行

長期評估，此外規劃設計之相關工程應順

應河床沖淤為漸進變化之特色，以隨時監

測、定期檢討、適時改建等管理方式，設

計具調整彈性之方案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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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值」，由此估計高程12公尺處，在未來

20年可靠度約為4176/10000 ≈ 42% (高程未被

超越之實現值4176次)。同理，可針對不同時

間、不同高程，繪製可靠度分佈圖，如圖8。

圖8中藍色虛線為固定底床下之可靠度分析

結果(同圖6)，紅色實線則為序率模式下考慮底

床變化下之可靠度分析結果。舉例進行兩者比

較：高程超過初始底床8公尺處，在固定床底模

式下之長期可靠度接近100%，同樣位置若改成

序率底床模式，其10年的可靠度約30%、20年

的可靠度約22%，受洪水侵擾之機率大幅增加。

此外，在序率底床模式的假設下，高程距

初始底床4～5公尺處，其可靠度相較於固定底

床模式下反而是提升的，主因為序率底床模式

同時也考慮了底床下刷的可能性。

肆、結論與建議

一、 大規模複合性災害之考驗日趨嚴峻，工程

之規劃應拓展時間及空間尺度，以宏觀廣

域的思考搭配各類新技術來因應，以避免

見樹不見林的缺憾。以本案例而言，就長

時間大範圍之多期衛星影像，配合先進之

遙測技術，系統性的判釋河道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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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環境營造趨勢
─以高雄市旗津海
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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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環境變化乃為自然平衡之過程，任何海岸建設均將影響自然海岸，由於往昔

對海岸過程不夠瞭解，而造成天然海岸之流失，進而影響人們之親水權力。雖然大家對

「海岸環境營造」咸認為須積極進行，並盡力將親水權還予人民；惟在執行計畫過程

中，仍感受到學者專家與民眾間之認知差距仍大，所幸學者專家與工程實務間經過磨合

後已漸趨一致。本文乃基於環境永續理念，首先介紹近年本公司所實際執行之計畫如台

南安平港、大鵬灣、高雄市旗津、西子灣等多處海岸環境營造計畫，並以目前本公司實

際執行「高雄旗津海岸保護工程」之成功案例(該工程已榮獲2012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

規劃設計-優質獎」、「2013年全球國際宜居城市大賽-自然環境組金牌獎」及「2015年

工程美化暨環境景觀-工程生態與環境類優勝」)進行綜合分析，提出相關海岸保育新思

維，以期與「海岸環境營造」規劃者共勉之。

表1 近年海岸環境營造案例彙整表

保護工法 相關案例 規劃理念

1. 人工養灘
2. 人工岬頭
3. 突堤
4. 離岸堤

1. 台南市安平港人工養灘
計畫(○)
2. 花蓮南北濱海岸環境營
造計畫(□)
3. 白沙灣海岸環境營造計
畫(△)
4. 新竹港南海岸生態工法
之研擬(□)
5. 台南海岸復育規劃(急
水溪至曾文溪口)(□)
6. 高雄市西子灣海岸環境
營造工程(○)
7. 大鵬灣青洲海岸景觀改
善工程(○)

1.  以人工養灘方式減
緩沙洲侵蝕退縮速
度

2.  利用離岸堤、人工
岬灣或馬刺型突堤
減 少 波 浪 侵 襲 作
用，以改善侵蝕型
海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規劃、設計、施工；△：規劃、設計；□：規劃

1 2 3 4 5

壹、前言

昔日基於發展經濟或改善漁村生活或政策

性需求而構築了商漁港、工業港、遊艇港或軍

港，該等港口因泊靠之靜穩需求而往外海延伸

構築防波堤，因而阻斷了上游之漂沙，且又加

上河川輸沙源之短缺而導致下游海岸之侵蝕，

大型港口影響範圍較大，可綿延數公里至數十

公里；小型港口則屬區域局部性之影響。因下

游海岸之受侵而影響居民之財產安全，故為保

護居民之財產安全並防止海岸之繼續侵蝕，遂

於受侵海岸地區構築海堤、突堤或離岸堤等保

護措施。該等保護措施均係以灰暗之混凝土所

構成，嚴重破壞了當地之海岸景觀與生態環

境，並剝奪了人們的親水權力，遂為環保團體

及居民所垢病。因此，在一味發展經濟之同時

應回頭省思配合經濟發展所構築之港灣與海岸

結構物對美麗海岸所造成之影響，似乎現今工

程師須具備於保護海岸安全前提下，又能兼顧

海岸景觀與生態之使命，以確保海岸之永續。

貳、近年海岸環境營造案例探討

茲介紹本公司所執行規劃設計之幾個海岸

環境營造案例彙整如表1，位置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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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各案例位置示意圖

圖2 安平港海岸整治工程配置圖

一、台南市安平港人工養灘計畫

本 案 例 是 台 灣 首 次 大 規 模

人工養灘付諸實現之海岸保護工

程。該工程於安平商港北防波堤

及漁港南防波堤分別興建一座長

350m及300m之馬刺型突堤做為

穩定沙灘之岬頭(圖2)。堤址水深

約為-4m。在兩岬頭之間人工養灘

後形成寬廣沙灘及靜穩水域，配

合台南市「安平國家歷史風景計

畫」之推動，已發展為安平地區

具有古都色彩之親水遊憩景點。

施工前中後完成意象圖如圖3。目

前現況衛星圖如圖4所示。由意象圖與現況圖比

較可知，原規劃構想與實際形成之灣月形海岸

極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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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安平港海岸整治工程施工前後完成意象圖

圖4 安平港海岸整治工程完工後衛星圖(2015)

二、高雄市西子灣海岸環境營造工程

西子灣除了是高雄地區港口之出入口門戶

外，亦為高雄地區最能貼近海洋與體驗海洋的

地方，高雄市工務局(2005)為改善西子灣海岸景

觀，規劃以人工岬灣配合人工養灘工法，進行

示範工程，以營造穩定灣岸海灘，成為我國新

海岸工法之先驅案例。

由比較歷年空照圖(詳圖5)，得知西子灣海

水浴場海灘長度較中山大學1980年建校前減少

約500m。在這片消失的海灘上，取而代之的

是海堤及消波塊所組成之人工構造物。大量的

消波塊對自然景觀衝擊頗大，亦阻礙居民親水

活動之空間。然而，中山大學興建於此乃無法

改變之既成事實，在恢復海灘景觀的同時，亦

應考量現有建築物之安全性。基此，本計畫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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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西子灣海岸施工前衛星圖

圖5 西子灣歷年空照圖

用人工岬灣配合人工養灘之工法，以塑造寬廣

之沙灘活動空間，同時可增加市民親水遊憩空

間，提昇市民之休閒生活品質。

本工程規劃的第二方案已於2005年10月初

動工，歷經兩階段施工，於2008年7月初完工。

由比較圖6及圖7可知，完成後的西子灣海岸將

可由原約500m增長為約1,000m，寬度約50m之

彎月型沙灘；但因實際由外海抽沙的數量估計

不足，因此未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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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灘，原寬廣的沙灘已逐漸縮減只剩約20～30

公尺，詳圖8所示。基此，七河局擇定研擬大鵬

灣至南平里海堤海岸之適當防護方案。該計畫

建議配置包含南北導流堤共延長310m、魚尾型

突堤380m、離岸堤300m及人工養灘41.4萬方，

三、大鵬灣至南平里海堤人工養灘及環境營造

該計畫屬大鵬灣風景管理處及水利署第七

河川局聯合辦理之計畫；計畫緣起於屏東大鵬

灣之青洲遊憩區至南平里海堤之間海岸為天然

圖7 西子灣海岸環境營造完成意象及實際完工後現況圖

圖8 大鵬灣至南平里海堤施工前衛星圖

圖9 大鵬灣海岸保護工程各分年施工完成意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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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工程經費達3.82億元，由於考量經費無法一次

編足，故擬考量以分年施工之方式來達成改善

之目標，各分年預定工作項目及執行機關詳圖9

所示，目前鵬管處已於102年4月展開第一期工

程，並於104年5月完工，而七河局亦於104年

完成離岸堤工程，惟養灘工程尚未執行。現況

衛星圖如圖10所示。由意象圖與現況圖比較可

知，青洲遊憩區內原規劃構想與實際形成之灣

月形海岸極為相似，而離岸堤處因尚未進行養

灘，故堤後繫岸沙洲尚未生成。

四、各案例綜合分析

綜合上述各案例可知，海岸保育及海岸環

境營造的規劃，近年來在台灣已有案例可循，

雖未完全達到河川生態工法中「青山常在、綠

水常流、魚蝦常駐、人類常遊」的理想願景，

卻已開啟我國創造永續海岸之先例。

近年來國內外亦興起複合式保護工法的概

念，亦即面的保護工法(概念圖詳圖11所示)，此

圖10 大鵬灣海岸保護工程完工後衛星圖

資料來源：椹木亨，「漂沙と海岸侵蝕」

圖11 「面的保護」工法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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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同機能需求下，尋求平衡之海岸土地利用

與發展型式。茲將理想海岸生態環境規劃，就

防災安全、景觀及休憩親水、自然生態等三個

面相及其理念、策略及建構原則說明如下：

(一) 海岸防災安全面

 由於高雄海岸概為沙質海岸，其主要

河川供沙乃以高屏溪為主，然因距溪口約

450公尺以外之外灘，海底地形陡急下降，

水深大增，故海岸侵蝕嚴重。為因應未來

海岸生態復育環境改造之防災安全課題，

應針對海岸改善工程之1.海岸侵蝕防禦，諸

如波浪抑制、底質移動抑制、底質泥沙補

給；及2.海域之靜穩化的波浪抑制等機能做

詳細之診斷及考量。

(二) 海岸適意景觀及休憩親水環境面

 未來海岸生態復育規劃中相關方案之

提出，應考量海岸工程之景觀效益及親水

遊憩機能之達成。規劃理念包括1.海岸景

觀美質營造，諸如海岸工程結構工法之考

量、現有海岸結構設施減量計畫、沙灘營

造與改善、防風林之營造等；2.休憩親水

環境營造，諸如海岸休憩環境創造、親水

性及可及性機能之營造、以及共生環境營

造，創造具豐富且多樣之海岸生態景觀，

達到環境教育之功能，如圖12所示。

種概念為一種複合式的防護方式，於護岸前配

置離岸堤、潛堤(人工潛礁)等工法，來降低波浪

對海岸的作用，達到海岸保護的目的。不同於

以往的傳統型防護方式(稱為線的防護方式)以單

一設施(例如護岸)設置在沿岸來保護後方居民之

財產生命安全，若此唯一的防護設施破壞，將

對背後土地造成災害。而面的防護方式採用二

層、三層的防護方式，若其中有部份設施遭受

損害亦不致造成背後土地的大災害。

關於面的防護工法，基本上已考量海岸的

全面利用，一般傳統護岸將造成護岸前較大的

反射率，而使護岸前的沙灘受到侵蝕，由於面

的防護工法於護岸前已有其他的防護措施，因

此建議採用緩傾斜護岸，如此將可增加沙灘的

寬度，增加民眾的利用空間。因此，本計畫後

續研擬海岸環境營造佈置方案時，將依循前述

面的保護工法概念加以規劃。

參、高雄市旗津海岸保護案例

一、規劃理念與策略

為達到綠色海岸經營理念，海岸生態環境

之創造與建構之主要課題，乃在與建立自然生

態、防災安全、適意景觀及休閒遊憩環境提供

圖12 海岸保護與休憩親水環境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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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岸自然生態面

 未來於海岸自然生態環境之建構理

念，應著重於棲息地之確保、營造、復育

及改善，以及現有海岸結構生態共生環境

之創造及營造；同時應著重海岸生態廊道

營造，並儘可能地利用自然沙灘引入建立

緩衝帶，以確保海岸生態環境之品質。在

棲地營造之同時亦須同時使海域環境之更

新結果俱自我淨化能力，其內涵包括可藉

由棲息地進行海水淨化、底質淨化及海濱

淨化之機能。

二、工程概述

高雄市政府於98年起著手辦理「旗津區海

岸線保護工程」計畫，為國內首例採用序列離

岸潛堤+人工養灘等複合工法之海岸保護工程

(配置如圖13)，工程內容包含海岸公園觀景台

至海水浴場段：潛堤工程共1,400m，包括北人

工灣澳300m、北離岸潛堤300m、南離岸潛堤

300m、南人工灣澳500m及人工養灘工程64萬

m3。海岸公園觀景台至風車公園段：潛堤工程

共990m，包括六座150m長及一座約90m長之離

岸潛堤及人工養灘48萬m3。本工程於民國100年

10月開工，已於民國102年8月完工。

三、工程特色

(一) 環境保護

 旗津區海岸線保護工程完工後，大部

份消波塊潛沒於海面下，現況可看見二座

由天然大型塊石堆砌而成的離岸堤，其中

一座為離貝殼館岸邊約150公尺處的直徑

100公尺圓形島頭，另一座長約180公尺、

離海水浴場岸邊約300公尺處，該二座離岸

堤堤身以天然塊石砌造，外觀類似天然礁

石，除可與旗津海岸線景觀融合，更可降

低當地波浪的流速，保護旗津海岸線避免

持續遭受侵蝕及穩定海水浴場場域水流，

保留沙灘不易被海浪帶出。沿岸補養的沙

灘約向外延伸約20～50公尺，增加約8萬

3千平方公尺的沙灘地，增加國土面積，

並供市民安全的親水及觀賞夕陽的悠閒環

境，詳圖14所示。另完工後空拍圖詳圖15

至圖21所示。

圖13 旗津區海岸線保護工程配置圖

資料來源： 高雄市政府，「104年工程美化暨環境景觀獎」參賽資料

圖14 抽沙養灘後沙灘營造親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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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104年工程美化暨環境景觀獎」參賽資料

圖15 海水浴場至貝殼館完工空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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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104年工程美化暨環境景觀獎」參賽資料

圖16 貝殼館至風車公園完工空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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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圖17 旗津海岸保護工程完工後空照圖(海水浴場至觀景台段)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圖18 旗津海岸保護工程完工後空照圖(北人工灣澳潛堤)



3
專
題
報
導

126 │No.109│ January, 2016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圖19 旗津海岸保護工程完工後空照圖(南、北離岸潛堤)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圖20 旗津海岸保護工程完工後空照圖(觀景台至風車公園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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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圖21 旗津海岸保護工程完工後空照圖(壘球場段)

(二) 生態保育

 完工潛堤後側水域可提供海藻與生

物之生態環境，由消波塊與方塊所堆疊之

潛堤構造體，不但可以降低堤後波浪及流

速，並且堤後水深約為-2～-6m，為陽光

充足且不易受浪侵襲之水域，有利於海藻

在此生長，達到淨化海水之功能；且由於

此藻場之形成，使一般沙質海岸中形成人

工岩礁，具有類似岩礁之功能，可以作為

海洋生物著生之遮蔽基質，也可以成為魚

介貝類棲息、育成、隱蔽及產卵場所，使

岩礁性魚類在此生存，提高海域生物之多

樣。詳圖22所示。

(三) 陽光、沙灘、海洋風光再現

 旗津海岸北鄰旗后山，南有貝殼館

及風車公園等景點，沿岸設有自行車道，

周邊交通便利。本計畫再次型塑旗津失落

已久的3S－陽光(Sun)、沙灘(Sand)、海洋

(Sea)之風光，延續民眾與遊客活動之空

間，藉由沙灘寬度的延伸，將活動引入海

濱，並提供安全而廣闊之海域與沙灘，無論

是信步於沙灘上觀賞高雄港大船入港、美麗

夕陽，或在沙灘上嬉戲、接觸大海，均可

創造更多元化的活動機會，提供良好的親

水遊憩空間，旗津沙灘再現照片(圖23)。

本工程除於規劃設計階段，榮獲2012年國

家卓越建設獎-最佳規劃設計類公共建設類「優

質獎」外，並於工程完工後參加聯合國環境規

劃署舉辦的「二○一三年全球國際宜居城市大

賽」，榮獲自然環境組金牌獎，成果深獲各界

肯定。



3
專
題
報
導

128 │No.109│ January, 2016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104年工程美化暨環境景觀獎」參賽資料

圖22 離岸潛堤堤頭海藻生長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104年工程美化暨環境景觀獎」參賽資料

圖23 陽光沙灘海洋風光再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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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以施工前測量水深(100年1月)與完工

初期測量水深(102年5月)進行平面侵淤分

析，詳圖24所示。考量102年5月係量測潛

堤內之區域，故於此部分僅討論既有量測

範圍；而由分析成果可知，於旗津海岸北

段(旗后山至觀景台)，完工後之養灘沙量多

堆積於近岸處及離岸堤附近，而旗津海岸

南段(觀景台至風車公園)，大部分之養灘沙

量僅集中於近岸處，離岸潛堤附近則無明

顯沙量堆積。其中養灘量因旗津北段(64萬

方)因較旗津南段(48萬方)多，故北段淤積

成效明顯較南段佳。

圖24 潛堤養灘後初期地形侵淤變化圖(100.01～102.05)

圖25  潛堤養灘後地形侵淤變化圖(100.01～103.04，

水深為100.01)

四、完工後成效評估

本工程雖已於規劃設計階段進行相關數值

模擬及水工模型試驗驗證結果可知，相較於先

前實測之現況侵蝕趨勢有逐年加劇而言，興建

完成後已可達侵蝕逐年減緩或維持原有現況之

定沙成效；顯示在配合人工養灘下，除海岸保

護之成效外，亦可藉沙灘達到海岸環境營造之

目標。惟由於漂沙現象之水理機制複雜，故為

瞭解已實際完工的工程配置－序列離岸(潛)堤配

合人工養灘綜合工法之海岸保護成效，高雄市

政府於完工後持續監測海岸地形變化，希望藉

由後續實際監測資料成果，追踪是否有足夠寬

度之沙灘以保護海岸與構造物之安全，並進行

相關檢討分析(包括全區平面侵淤分析及侵淤量

分析等)，以瞭解旗津海岸養灘後之地形變化趨

勢，並完整掌握旗津海岸環境特性，提供後續

規劃者參探，進一步營造更美好之海岸美景。

(一) 研究方法

 高雄市政府於本工程規劃設計階段至

完工後監測(自100年起至104年6月間)曾進

行8次水深測量，如表2所示。本文利用設

計及完工後之水深測量資料進行全區平面

侵淤分析及侵淤量分析，以瞭解計畫區內

整體漂沙變化趨勢。

(二) 完工後近岸地形變動趨勢

1. 完工初期

表2 計畫區各階段歷年觀測水深概況表

單　位 調查時間 備　註

高雄市政府

100年1月 設計階段

102年5月 完工驗收

103年4月 完工後監測

103年7月 完工後監測

103年9月 完工後監測

103年11月 完工後監測

104年3月 完工後監測

104年6月 完工後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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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旗津潛堤構築前近岸海域侵蝕區域示意圖

(100.01水深)

圖29 地形水深變遷計算區位示意圖

圖26  潛堤養灘後地形侵淤變化圖(100.01～103.11，

水深為100.01)

圖27  潛堤養灘後地形侵淤變化圖(100.01～104.03，

水深為100.01)

2. 完工後監測成果

 為瞭解監測期間地形變動之情況，特以

100年1月之水深測量為基準，探討監測期

間(103年4月、11月及104年3月)之地形變

動趨勢，詳圖25～圖27所示。由分析結果

可知，整體侵淤分佈於完工一年後，北段

較無明顯變化，顯示配置在北段定沙效果

較佳，惟南段之近岸側養灘沙量流失情形

較北段明顯，除可能因沙源供應不足外，

亦有可能因南段離岸潛堤離岸較北段為

近，其波浪於潛堤碎波後仍對近岸產生較

大影響所致；惟與100年1月原設計之水深

相較(詳圖28所示)，離岸潛堤外主要之淤積

位置均發生於配置構築前之離岸侵蝕坑洞

區，顯示養灘沙源填補原有近岸侵蝕區域

後，本計畫配置後仍可有效衰減波浪及海

流傳遞至近岸海域之能量，減緩海灘原有

之侵蝕情形，達到海岸保護之目的。

3. 侵淤量變化趨勢

 為正確評估旗津海岸之定沙成效，除以

全區平面侵淤分析整體地形變動現象外，

本研究另由侵淤量分析其變化趨勢。初步

以計畫區高灘地高程+2.5m至離岸潛堤內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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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評估範圍，並將旗津海岸以觀景台為

區隔分為南、北段，並以100年1月之水深

測量資料作為基準，分析完工初期(102年5

月)與完工後監測期間(103年4月～104年6

月)之侵淤量，其分析範圍詳如圖29所示。

 由分析結果(詳圖30所示)可知，因人工

養灘完工後之初期地形變動通常較為劇

烈，故於103年9月前，侵淤量之變化幅度

較大，且大抵呈現侵蝕之趨勢(趨勢線斜

率為負值)；惟由103年11月後之侵淤趨勢

可知，趨勢線斜率已趨於平緩，顯示整體

侵淤已趨向穩定；而北段之養灘流失率較

南段為小，顯示北段之定沙成效較南段顯

著，惟仍建議持續進行長期之監測以確認

其影響。

4. 海岸斷面變化趨勢

 為更清楚瞭解本計畫配置對地形之影

響，於旗津海岸假設三斷面，詳如圖29及

圖31所示。而由圖31可知，離岸堤陸側之

海床坡度較平緩，離岸(潛)堤陸側之坡度較

陡，但兩者皆會在近岸產生淤積，另此三

處海岸斷面皆說明同一現象，旗津海岸已

由100年1月之暴風海灘斷面變化為104年3

月之中間型海灘/正常海灘，亦證明本計畫

配置對改善原有侵蝕情形有一定成效。

(三) 小結

 本研究蒐集規劃、設計階段至完工

後監測期間之水深測量資料，以平面侵淤

分析與侵淤量分析等方式評估旗津海岸之

定沙成效，在平面侵淤分析部分，北段侵

淤分佈於完工一年後即無明顯變化，顯示

配置對近岸海域有相當程度之定沙效果，

惟可能因沙源供應不足，或因南段離岸潛

堤離岸較北段為近，其波浪於潛堤碎波後

仍對近岸產生較大影響，南段之近岸側養

灘沙量流失情形較北段明顯；在侵淤量部

圖30 計畫區養灘後侵淤量隨時間變化圖

圖31 計畫區養灘後侵淤量隨時間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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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無論是全區、北段及南段之結果，其

趨勢線斜率皆已趨於平緩，說明計畫區內

之侵淤趨勢已趨於穩定；而在斷面變化趨

勢部分，三種斷面結果皆闡述，海岸斷面

已由原本朝內陸侵蝕之暴風海灘變化為中

間型海灘/正常海灘，亦證明本計畫配置對

改善原有侵蝕情形有一定成效。

 截至目前之監測資料顯示，序列潛堤

搭配人工養灘之配置，應可發揮減緩海岸

侵蝕及定沙之成效，惟有鑑於該地區漂沙

優勢方向為由南往北，故在旗津地區沙源

供應不足下，上游端(南岸)養灘沙源流失

較快，建議後續仍需持續補充沙源並可優

先由南岸進行補沙，或採用適當近岸保護

工；另離岸潛堤之離岸距離對其定沙效果

之影響性，亦建議可持續對旗津海岸進行

監測，以確認其影響性。

肆、結論

海岸環境變化乃為自然平衡之過程，任

何海岸建設均將影響自然海岸，由於往昔對海

岸之不夠瞭解，而造成天然海岸之流失，既而

影響人們之親水權力。雖然大家對「海岸環境

營造」已認為須積極進行，並將親水權還予人

民；惟在執行計畫過程中，仍感受到學者專家

與民眾間之認知差距仍大，所幸學者專家與工

程實務間經過磨合後已漸趨一致。

本文乃基於環境永續理念，首先介紹近年

本公司專業近年所推動之計畫台南安平港、台

南七股、大鵬灣、高雄旗津、花蓮南北濱、白

沙灣、新竹港南海岸、高雄市西子灣等多處海

岸環境營造計畫，綜合分析後發現近年所推動

之國內相關案例皆朝向「面的防護」理念來規

劃，其主要是利用突堤、離岸堤、緩傾斜堤、

養灘、人工潛礁、人工岬灣等保護措施作複合

式組合，來降低波浪對海岸的作用，達到海岸

保護的目的；另亦可藉由擴大沙灘寬度來增加

海岸生態多樣性及景觀遊憩功能。

針對本公司實際執行之成功案例(高雄旗津

海岸保護工程)進行綜合分析可知，完工後潛堤

與離岸堤將海水浴場海岸景觀步道及觀海台等

設施涵蓋在內，並與海岸公園連成一氣，使休

閒遊憩之空間由陸域，開拓至海陸併並行之情

景，對未來本區之觀光事業挹注更多新契機，

也間接加速帶動旗津地區之服務產業。故旗津

海岸保護工程之施作，除開創國內以潛堤為主

體的海岸保護工程之先河外，亦深具指標性之

意義。

本公司長年協助高雄市政府積極透過生態

規劃方式，進行海岸環境營造，包括「高雄西

子灣海岸計畫景觀改善示範工程」、「西子灣

圍堤造地及後線土地綠美化工程」及「旗津區

海岸線保護」等，其中「旗津區海岸線保護工

程」除於規劃設計階段，榮獲2012年國家卓越建

設獎-最佳規劃設計類公共建設類「優質獎」外，

並於工程完工後參加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主辦，舉

辦的「二○一三年全球國際宜居城市大賽」，

榮獲自然環境組金牌獎，成果深獲各界肯定。

最後，由完工後定期斷面監測分析可知，

序列潛堤搭配人工養灘之配置，應可發揮減緩

海岸侵蝕及定沙之成效，惟有鑑於該地區漂沙

優勢方向為由南往北，故在旗津地區沙源供應

不足下，上游端(南岸)養灘沙源流失較快，建議

後續仍需持續補充沙源並可優先由南岸進行補

沙，或採用適當近岸保護工；另離岸潛堤之離

岸距離對其定沙效果之影響性，亦建議可持續

對旗津海岸進行監測，以確認其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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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氧氨氧化除氮技術不僅可縮短傳統生物硝化及脫硝流程，更能有效降低操作成

本，近年已成為國際生物脫氮研究領域之主要趨勢，目前國內對於該技術的研究已逐漸

與國際接軌。由於厭氧氨氧化菌生長緩慢且對於廢水中有機物與溶氧濃度等環境條件非

常敏感，如何在控制程序中維持足夠的生物量，並進一步提高厭氧氨氧化菌的活性和脫

氮效率是現有技術極需克服的問題。本文綜述厭氧氨氧化除氮技術的機制、原理及控制

條件等，並列舉目前於學術及商業上使用之厭氧氨氧化相關程序及其實際案例，以作為

日後工程應用之參考。

新穎厭氧氨氧化
生物除氮技術動態

壹、前言

近年來水體優養化的現象日益嚴重，污水

中營養鹽的去除逐漸引起重視，如何避免含氮

廢水的排放，導致河川污染以及水生生態的影

響，已成為河川保育的重要課題。為防止工業

廢水氨氮排放污染水體，環保署近年先後發布

「石油化學業放流水標準」、「石油化學專業

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水標準」、「晶圓製造

及半導體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光電材料及

元件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化工業放流水標

準」及「科學工業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水

標準」等法規，將氨氮納入放流水標準管制項

目，該等產業與園區污水處理廠需將氨氮納為

處理標的。

污廢水之氨氮大多來自有機質或含氮化

學藥品，一般利用生物處理方式利用微生物之

代謝作用將氨氮有效去除，主要機制包含了兩

個主要的步驟，分別為硝化與脫硝。氨氮經硝

化菌之好氧硝化反應，產生亞硝酸鹽氮與硝酸

鹽氮，後續由脫硝菌進行厭氧脫硝分解後，

還原為氮氣返回大氣層中。而在厭氧氨氧化 

(Anaerobic ammonium oxidation, ANAMMOX) 除

氮技術多年前被開發後，其直接去除氨氮的特

性，在國際上相當受到矚目；相較於傳統高耗

能的硝化與脫硝技術，厭氧氨氧化能夠以最短

路徑將氨氮轉化為氮氣，不僅曝氣動力降低，

加藥量與污泥產量亦較傳統方式減少許多，厭

氧氨氧化除氮技術的應用除了提供新的除氮方

式選擇，更為生物除氮技術展開新頁。

貳、厭氧氨氧化除氮方式探討

過去「硝化與脫硝」被認為是唯一廢水生

物除氮方法，直至1999年荷蘭學者以厭氧流體

化床處理酵母菌工廠廢水時，發現有一種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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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可於厭氧環境下將氨氮直接降解，至此才確

認厭氧氨氧化菌的存在 (Strous et al., 1999)。

一般環境中的氮循環，是經由生物固氮作

用形成氨氮後，再由硝化菌氧化氨氮形成亞硝

酸鹽氮及硝酸鹽氮，最終由異營脫硝菌將硝酸

根還原為氮氣；而厭氧氨氧化菌為自營菌，不

須外加碳源即可將氨氮與亞硝酸鹽直接脫硝轉

為氮氣，近年來諸多研究結合部分亞硝酸鹽化

程序及厭氧氨氧化反應，首先將部分氨氮氧化

成亞硝酸鹽氮，再由厭氧氨氧化程序將剩餘氨

氮與亞硝酸鹽氮一併去除，產生氮氣；可有效

縮短傳統生物硝化及脫硝之流程，節省能源消

耗成本。高濃度有機碳源將對厭氧氨氧化菌產

生抑制作用 (陳重軍，2014)，因此厭氧氨氧化

技術主要應用於低碳氮比廢水處理。

厭氧氨氧化反應以亞硝酸鹽氮為電子接受

者，以氨氮為電子供給者，將氨氮與亞硝酸鹽

氮一併轉化為氮氣，其主要之化學反應計量式

如下：

NH4
+ + 1.31NO2

- + 0.066HCO3
- + 0.13H+ 

→ 1.02N2 + 0.26NO3
- + 0.066CH2 O0.5 N0.15  

+ 2.03H2O (1)

由上式可知，厭氧氨氧化主要由氨氮及亞

硝酸鹽氮參與反應，反應過程伴隨著氫離子消

耗，使得系統pH值逐漸上升，而厭氧氨氧化菌

本身為自營菌，以少量的無機碳如碳酸根或水

中的二氧化碳作為碳源，不須外加有機物，並

可於無氧或缺氧環境中生長。反應最終產物為

氮氣與少量的硝酸鹽氮，產生之污泥量極少，

可減少後續污泥處理處置費用。整體氮循環反

應過程如圖1所示。

參、厭氧氨氧化除氮程序控制條件

厭氧氨氧化菌生長速率緩慢，需要相當長

的污泥停留時間；許多研究嘗試不同形式的反

應槽避免污泥溢流發生，其中以連續批次式反

應槽 (sequencing batch reactor, SBR) 馴養，可得

到較穩定之厭氧氨氧化菌，被廣泛使用於研究

用途。

厭氧氨氧化除氮程序的操作控制策略，主

要在於藉由控制系統中pH值、溫度、曝氣量及

污泥停留時間等條件抑制硝酸菌的活性，避免

圖1 氮循環反應流程圖

表1 厭氧氨氧化基本操作條件說明 (林志高，2011)

項目 條件 說明

溶氧 <0.5mg/L 當溶氧 > 0.5 mg/L將對Anammox菌產生抑制

NO 
2
- <30mg/L 當NO 

2
- > 30 mg/L將對Anammox菌產生抑制

HNO2(FNA) <11mg/L 當HNO
2
 > 6.6 mg/L將對Anammox菌產生抑制

碳酸氫鹽 <2000mg/L 當碳酸氫鹽 > 2000 mg/L將對Anammox菌產生抑制

溫度 20～43℃ 30-35℃ 操作效果較佳

pH 6.5～9 pH = 8操作效果較佳

NH
3

NH
3
 > 150 mg/L 較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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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pH值需控制得宜以獲得較佳反應活性 (蓋書

慧，2009)。

四、污泥停留時間及馴養

厭氧氨氧化菌之生長與增值極為緩慢，操

作時污泥增值所需廢棄之污泥量相當少，故操

作上需延長污泥停留時間以保留大部分污泥，

或是採用較能避免污泥流失之處理設施，以確

保獲得充分而穩定的厭氧氨氧化菌種。當厭氧

氨氧化菌馴養階段漸趨穩定時，污泥會呈現暗

紅色，紅色的鮮豔程度可以初步推估厭氧氨氧

化菌的活性良好與否，顏色越鮮豔活性越高 (林

志高，2011)，易聚集形成污泥團狀顆粒，並有

小氣泡不斷自污泥中竄出。經馴養後的菌體易

於附著生長，圖2為台灣垃圾滲出水處理廠中所

發現附著於載體之厭氧氨氧化菌群。

肆、厭氧氨氧化除氮技術發展

近年厭氧氨氧化除氮技術已陸續發展出許

多應用程序，包括SHARON-ANAMMOX (Single 

reactor system for High activity Ammonium 

Removal Over Nitrite-anaerobic ammonium 

oxidation)、OLAND (oxygen limited autotrophic 

nitrification denitrification)、CANON (Completely 

autotrophic nitrogen removal over nitrite) 及SNAD 

(simultaneous partial nitrification, ANAMMOX 

亞硝酸氮 (NO
2
-) 氧化為硝酸鹽氮 (NO

3
-)，使厭

氧氨氧化菌可將NO
2
-作為電子接受者直接進行

脫硝作用，因此該途徑被稱為短程硝化/反硝化

程序。厭氧氨氧化除氮技術操作條件整理如表

1所示，建議進流廢水之氨氮濃度高於 150mg/

L 較能達到處理效益，以操作面而言，各項操作

項目彼此間存在共伴效應及交互作用，需監測

水質變化即時調整參數，以下就不同控制項目

進行說明：

一、溶氧控制

溶氧濃度的控制為關鍵操作因子，需依

進流氨氮濃度的不同進行調整；以氨氮濃度為

150mg/L 之進流廢水而言，反應過程若溶氧高

於 0.5mg/L，將抑制厭氧氨氧化菌之活性 (Strous 

et al., 1997)，然而溶氧濃度也不宜過低，否則

將因生成之亞硝酸鹽量不足無法提供厭氧氨氧

化反應。

二、溫度控制

溫度是影響細菌活性的重要環境條件之

一，厭氧氨氧化菌適合生長溫度介於20-43℃，

為常溫菌，若操作溫度超過45℃，活性將迅速

下降 (Dosta et al., 2008)。由於厭氧氨氧化菌的

生長世代周期較長，使得該程序與其他生物處

理程序相比較難執行，故厭氧氨氧化程序操作

溫度應盡量在中溫 (30-35℃) 進行 (蓋書慧，

2009)。

三、pH值控制

系統中pH值控制應操作介於6.5-9之間，

由於部分氨氮轉化為亞硝酸鹽氮會消耗水中鹼

度，使pH值降低，需添加鹼劑調整，一般厭氧

氨氧化的最大反應速率出現在pH為8左右，當繼

續提升pH值至9左右，氨氧化速率和總氮去除速

率則不斷下降，直至接近於零因此污泥馴養環

圖2 厭氧氨氧化菌體附著生長外觀 (Wang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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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nitrification) 等，根據處理廢水特性不

同，每一種程序所應用之優勢微生物種、氨氮負

荷率、操作條件與反應器形式等均有差異，有關

各程序特點、發展與應用情形，說明如下：

一、SHARON-ANAMMOX程序

SHARON-ANAMMOX程序為雙反應槽設計，

SHARON程序係將部分氨氮先氧化成亞硝酸鹽

氮，將氨的氧化過程控制在氨氧化階段，如反

應式(2)，控制氨氮與亞硝酸鹽氮莫耳數比例接

近1:1～1:1.3，後續再結合ANAMMOX程序之厭

氧氨氧化程序完成兩種反應物的去除，所得到

之最終產物為氮氣，反應流程詳圖3，反應如下

所示：

NH4
+ + HCO3

- + 0.75O2 → 0.5NH4
+ +0.5NO2

-  

+ 1.5H2O + CO2 (2)

NH4
+ +NO2

- → N2 +2H2O (3)

SHARON-ANAMMOX程序之主要微生物群

為好氧及厭氧氨氧化菌，兩者均為自營菌，無

須外加碳源。為使氨氮氧化成亞硝酸鹽氮後不

再進一步氧化成硝酸鹽氮，SHARON程序在短

程硝化的過程中需使用適當操作策略，以有效

控制硝化僅止於亞硝酸鹽氮，包含(1)控制污泥

停留時間，因亞硝酸氧化菌 (Nitrite Oxidizing 

Bacteria, NOB) 生長較氨氧化菌 (Ammonia 

Oxidizing Bacteria, AOB) 慢，控制SRT使化學自

營性氨氧化菌AOB成為主要優勢菌種。(2)控制

進流氨氮濃度，因AOB對於氨氮的忍受力較高，

而NOB對於氨氮的忍受力僅1-10 mg-N/L之間，

故可控制進流氨氮濃度為10-100 mg-N/L，抑制

NOB的生長。(3)控制溶氧濃度在0.2-0.5 mg/L之

間，防止NOB得到足夠的氧量將亞硝酸鹽氮進一

步氧化為硝酸鹽氮，達到抑制 NOB的效果，並

且能節省曝氣動力費。

二、OLAND程序

OLAND程序為在溶氧濃度為0.1-0.3 mg/L

之限氧條件下，以單一反應槽體實現短程硝化

及厭氧氨氧化反應，反應式如下所示。該程序

關鍵在於DO值的控制，目的為使氨氮能夠氧化

成亞硝酸鹽氮，卻又不影響同一槽體中之厭氧

氨氧化反應。OLAND程序主要包含兩大群微生

物，以需氧條件區分成好氧性的氨氧化菌以及

厭氧性的氨氧化菌，其電子接受者分別為氧氣

及亞硝酸根。OLAND程序以限制溶氧濃度的方

式，讓好氧及厭氧兩種氨氧化菌同時作用，在

低溶氧條件下淘汰亞硝酸氧化菌NOB並累積大量

的氨氧化菌AOB。OLAND程序的好處是可以節

省大量曝氣動力以及不須無機碳源的補充，惟

槽內的pH值及溶氧濃度控制較SHARON程序困難

許多。

0.5NH4
+ +0.75O2 → 0.5NO2

- +0.5H2O + H+  (4)

0.5NH4
+ +0.5NO2

- → 0.5N2 + H2O (5)

NH4
+ +0.75O2 → 0.5N2 + 1.5H2O + H+  (6)

三、CANON程序

CANON程序同樣是在限氧條件下，在單

一槽體中進行短程硝化及厭氧氨氧化反應，與

OLAND程序相似，反應流程詳圖4，總反應式

如下：

圖3 SHARON-ANAMMOX程序反應流程示意圖



3
專
題
報
導

No.109│January, 2016 │139

營性菌，僅需要無機碳作為碳源；若廢水中含

有大量的有機碳，會造成異營性菌大量生長，

且會抑制短程硝化及厭氧氨氧化兩種微生物。

SNAD程序除了結合短程硝化、厭氧氨氧化於

同一反應槽之外，還包含了異營性脫硝反應，

在進行厭氧氨氧化程序的同時也能進行脫硝反

應，解決進流廢水有機物濃度過高的問題，廣

泛應用於廢水除氮處理，因此近年實廠規模研

究日趨增加，反應流程詳圖5。目前國內已經有

研究及實場規模的處理廠利用SNAD程序處理垃

圾滲出水，在去除氨氮與化學需氧量 (COD) 方

面分別可達80%及30% (林志高，2011)。

此處理技術能降低傳統廢水處理過程中大

量曝氣及額外添加碳源需求，大幅減少操作費

用，惟進流廢水之有機物濃度仍有限制，進流

廢水之C/N值超過0.5時將導致整體去除效率降

低。表2為傳統生物硝化脫硝與SNAD程序之差

異比較。

NH4
+ + 0.028HCO3

- + 0.85O2 

→ 0.44N2 + 0.11NO3
- +0.028CH2O0.5N0.15  

+ 1.44H2O + 1.08H+  (7)

CANON程序中的微生物主要是自營性之好

氧及厭氧氨氧化菌與少量的硝化菌。該程序主

要限制在於氨氮的進流濃度及反應槽中溶氧濃

度，進流氨氮濃度過高將抑制氨氧化菌的AOB生

長；而溶氧過高將抑制厭氧氨氧化菌生長，過

低則影響氨氧化菌AOB的反應速率，故尋找AOB

及厭氧氨氧化菌的平衡點為CANON程序之關鍵

控制因子。由於CANON程序完全由自營性菌參

與反應，對於有機碳並無去除效果，不適合處

理有機物濃度過高之廢水。

四、SNAD程序

該程序由CANON程序演變而來，主要針對

同時含有COD及氨氮的廢水，因CANON程序中

短程硝化及厭氧氨氧化的兩種微生物都屬於自

表2 傳統生物硝化脫硝與SNAD程序之差異比較表

項目 傳統硝化脫硝 SNAD程序

反應槽數量 2 (缺氧槽+好氧槽) 1 (缺氧槽)

需氧量 4.3 g O
2
 / g NH

4
+-N 1.8 g O

2
/g NH

4
+-N

有機碳源加藥需求 4.1 g COD/g NH
4
+-N 無

污泥產生量 1.5 g biomass/g NH
4
+-N 0.2 g biomass/g NH

4
+-N

圖4 OLAND與CANON程序反應流程示意圖 圖5 SNAD程序反應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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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DEAMOX程序

近年來有學者研究同時脫硫脫氮之可行

性，DEAMOX程序是在含硫系統中，進行自營性

脫硝與厭氧氨氧化；利用自營性脫硝菌以硫化

物為電子供給者將硝酸鹽還原成亞硝酸鹽氮，

再以氨氮與亞硝酸鹽氮為反應物經厭氧氨氧化

反應使氨氮氧化為氮氣 (Sergey et al., 2006)，反

應流程詳圖6，反應式如下所示。

S2- + NO3
- +H2O → S + NO2

- +2OH-  (8)

NH4
+ +NO2

- → N2 + 2H2O  (9)

該程序在厭氧條件下可同時脫氮除硫，硫

化物在缺氧條件下氧化為單值硫，氨氮也可還

原為氮氣，從而實現硫與氮的同步去除，較傳

統除硫方式更為經濟 (林翰璘，2011)。

以上各型態之厭氧氨氧化除氮方式，包

括以ANAMMOX為基礎的SHARON、CANON、

OLAND、SNAD、DEAMOX等程序，不同的程序所

應用的微生物菌種、氮負荷率彙整如表3所示。

伍、厭氧氨氧化除氮應用發展與
現況

一、厭氧氨氧化程序發展現況

厭氧氨氧化是目前已知最經濟的生物除氮

技術，主要處理污泥厭氧消化出流的上澄液及

垃圾滲出水。與傳統生物硝化脫硝程序相比，

厭氧氨氧化具有需氧量低、操作費用低、污

泥產量少且不須外加碳源等優點。實現厭氧氨

氧化的重要前提是以短程硝化獲得穩定的亞硝

表3 傳統生物硝化脫硝與不同型態之厭氧氨氧化除氮程序比較表

傳統硝化
脫硝

SHARON-
ANAMMOX

OLAND CANON SNAD DEAMOX

處理廢水特性
含氮

有機廢水
含氮廢水 含氮廢水 含氮廢水

含氮
有機廢水

含氮及
硫化物廢水

反應槽數量 2 2 1 1 1 2

AOB -

NOB - - - - -

Anammox -

Denitrifying bacteria - - -

Ammonium loading (kg 
N/m3)

2-8 0.5-1.5 2-3 2-3 0.5-0.7 -

N-removal efficiency >95% >90% >90% >90% >90% >90%

圖6 DEAMOX程序反應流程示意圖 (Sergey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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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歐洲英國、波蘭、瑞士與荷蘭等國，亞

洲地區則以中國為主要應用國家。

(三) ANITATMMOX

 該技術採用可移動式載體形成接觸式

生長系統，生物膜外部以氨氧化產生亞硝

酸鹽氮為主，內部則提供厭氧氨氧化菌生

長，以保留菌種於系統中。主要使用國家

包含丹麥、德國、瑞典等歐洲國家，亞洲

則有中國之實廠操作。

二、國內應用厭氧氨氧化程序實廠

國內研究與實廠主要以使用CANON程序與

SNAD程序在同一反應槽體執行短程硝化及厭

氧氨氧化程序為主，避免硝酸鹽的產生及降低

控制短程硝化的複雜性。以下就國內垃圾滲出

廢水處理廠所設置厭氧氨氧化實廠及模組進行

說明：

(一)  基隆天外天垃圾掩埋場垃圾滲出廢水

處理廠

 該處理廠於生物處理系統中建置一

座處理水量為150CMD之薄膜生物處理模

組，並於設置初期馴養厭氧氨氧化菌，導

入SNAD程序進行培養，氨氮處理量約為

180kg-N/d。MBR系統可有效攔截菌體於反

應池中，延長污泥停留時間，經由現場操

作驗證SNAD系統在微量溶氧濃度及廢水中

存在有機物的條件下，可達到在同一反應

槽中進行短程消化、厭氧氨氧化及異營菌

脫硝作用，該程序中有80%以上之氨氮由

厭氧氨氧化反應去除，剩餘氨氮則經由異

營性脫硝去除 (林志高，2011)。

(二)  新北市八里垃圾掩埋場垃圾滲出廢水

處理廠

 八里垃圾滲出廢水處理廠同樣導入

SNAD程序處理，以UASB上流式厭氧反應

酸鹽氮，短程硝化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氨氧化菌 

(AOB) 和亞硝酸鹽氧化菌 (NOB) 的生理特性差

異，控制反應條件使成為有利於AOB增殖的環

境，從而抑制NOB的活性與增殖讓AOB成為優勢

菌種。但亞硝酸鹽濃度過高會產生毒性，因此

在累積亞硝酸鹽的控制過程相當嚴格。

為防止污泥流失，厭氧氨氧化反應槽體

型式目前以SBR較常使用，近幾年薄膜技術成

熟，亦有日本學者將薄膜技術結合厭氧氨氧化

程序，提高污泥停留時間。目前厭氧氨氧化技

術已商業化並實際應用於都市污水處理廠迴流

液、垃圾滲出水與工業廢水等含氮廢水處理，

並根據厭氧氨氧化菌及廢水特性，發展出不同

的處理系統及操作特性、分屬專利技術。由於

技術應用移轉門檻高，尚未有成功模仿案例，

茲就所蒐集取得資料，茲就已投入實廠運轉之

商業化處理系統應用情形說明如下：

(一) DEMON®

 DEMON技術以批次式反應槽使短程

硝化與厭氧氨氧化反應兩者在同一槽體

中執行，由於不同生化特性菌種之增值

速度差異較大，為確保提供厭氧氨氧化

菌足夠停留時間，該技術利用水力渦漩 

(hydrocyclone) 菌種分離裝置使污泥顆粒

化，並能夠培養出良好的AOB及厭氧氨氧

菌，避免菌種自系統中流失。目前該專利

技術已有10座以上實廠操作，主要位於歐

洲包括奧地利、德國、瑞士、荷蘭、芬蘭

與匈牙利等國，美國第一座實廠於2012年

開始運轉 (Gonzalez et al., 2015)。

(二) ANAMMOX®

 以污泥顆粒化控制作為固液分離方

式延長污泥停留時間，並使用上流式厭氧

生物反應系統 (Up-flow Anaerobic Sludge 

Blanket, UASB)，達成較高的氨氮去除效

率。目前該技術有20座以上實廠操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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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 (108m3) 進行厭氧氨氧化菌種馴養，

設定操作溶氧濃度為 0.5mg/L 並增加迴流

量保持菌體活性，最終成功馴養活性良好

之厭氧氨氧化菌種，氨氮去除效率可達

70%。該廠案例之菌種培養成敗關鍵在於

進流水質的穩定，濃度變化過大不利菌種

培養，需穩定溶氧及進流水質濃度條件以

形成良好培養環境。

陸、結論

一、 與傳統硝化脫硝程序相比，厭氧氨氧化反

應每氧化1莫耳NH
4
+只需0.75莫耳氧氣，

耗氧量下降了62%，可使曝氣能耗大為降

低；而該反應過程不須以有機碳源作為能

量來源，故可大量節省加藥費用。

二、 目前無論是實驗室規模或是實廠操作，厭

氧氨氧化技術在國內外大部分僅用於垃圾

滲出廢水或污泥處理單元上澄液處理，未

來須確認原理機制及經過更嚴謹的操作條件

控制，確定反應過程之產物及相關生物反

應，以及透過實驗數據建立完善動力學模

型以利於工程實際應用，並提高厭氧氨氧

化技術在其他污廢水處理領域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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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傳統水源開發日益困難，用水需求則因民生及產業需求呈現正成長，為促進水

資源永續利用，經濟部水利署積極推動都市污水回收再利用政策，希望於民國120年能達

到再生水供應量為132萬CMD目標以降低自來水供應之依賴，並依循內政部陳報之「公共

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推動方案(102年10月)」，將臺中福田與豐原、臺南永

康與安平、高雄鳳山溪與臨海水資源回收中心水再生利用等6案列為示範計畫；而在法源

依循部分，經過多年努力我國之「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已於民國104年12月14日經立法

院三讀通過，使我國正式進入再生水利用新紀元，對於後續推動再生水相關政策將有水

到渠成之功效。

壹、國內都市污水處理現況

國內污水下水道建設自民國81年起執行污

水下水道第一期建設計畫(81-86年)迄今已推動

超過二十餘年，接管普及率於第四期建設計畫

已達到38％，惟歷期計畫係將污水下水道侷限

於污染管控之末端角色，而對於現今深受全球

氣候變遷影響之環境，只做污染處理已不符國

際永續發展之趨勢；依據「污水下水道第五期

建設計畫(104至109年)」內容，除接續建設污

水下水道外(接管普及率目標為50％)，開展永

續發展面向之工作為另一重點策略，並優先推

動污水處理廠廢棄污泥及放流水回收再利用，

包含再利用技術研發、再利用管道規劃及辦理

示範驗證計畫，期望將污泥及放流水處理再生

後賦予價值，進而拓展污水下水道建設整體效

益，並將污水下水道建設由以往「工程建設」

之既定形象，提升轉換為「環保永續」之新

思維。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顯示，國內目

前運轉中都市污水處理廠計有65廠(分布詳圖

1)，其設計處理水量約為370萬CMD，實際處理

量約300萬CMD，建設中之污水下水道系統共有

77處(含促參系統8處，詳表1)，而已完成規劃待

建設系統則尚有115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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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下水道誌，污水處理廠營運管理篇，營建署，2012

圖1 都市污水處理廠(運轉中)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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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詳圖2)，而在傳統水資源設施開發不易情況

下，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即開始推動各種水資源

有效利用措施，推動演進由節約用水、用水合

理化、水回收再利用並進入到目前積極推動建

置穩定水源之水再生利用。

為使國內推動再生水政策有法源依據，經

濟部水利署於民國95年依據「新世紀水資源政

策綱領(95.1)」提出「多元化水源發展條例草案

貳、我國再生水推動概況及瓶頸
說明

一、我國再生水推動概況

我國由於經濟發展需求導致用水量急遽增

加，參考水利署相關資料於民國110年至120年

間，桃園、台中、台南及高雄等地區縱使規劃

中的水資源設施均能如期完工，仍然有缺水情

表1 建設中之污水下水道系統

縣市 系統

新北市
八里、蘆洲、三重、汐止、新莊、板橋、五股、中和、永和、林口ˋ新店、台北水源特定區、樹
林、土城、淡水(促參)、瑞芳、三鶯

臺北市 臺北市

臺中市 臺中市第三期、石岡壩、梨山環山谷關地區、臺中港特定區、豐原

臺南市 安平、柳營、官田、仁德、永康、鹽水(促參)

高雄市 高雄市第四期、鳳山溪區、旗美區、大樹區、楠梓區(促參)、岡山橋頭

桃園市 大溪、石門、林口特定區(南區)(龜山大崗地區)、中壢(促參)、埔頂(促參)、桃園(促參)、楊梅

宜蘭縣 宜蘭地區、羅東地區(促參)

新竹縣 竹北市、竹東鎮

苗栗縣 苗栗地區、明德水庫特定區、竹南頭份(促參)、後龍鎮

彰化縣 彰化市、二林鎮、員林鎮

南投縣 草屯鎮、南投市、埔里鎮、竹山鎮、南崗工業區附近

雲林縣 斗六地區、虎尾鎮、北港鎮

嘉義縣 民雄(頭橋地區)、大埔、朴子、六腳（蒜頭地區）

屏東縣 屏東市、恆春鎮

臺東縣 知本溫泉特定區、台東市

花蓮縣 花蓮地區

澎湖縣 馬公、鎖港地區

基隆市 基隆市

新竹市 新竹市

嘉義市 嘉義市

金門縣 金門

連江縣 馬祖地區

註：污水下水道第五期建設計畫，營建署，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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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2.4)」，獲行政院支持與肯定，並要求評

估法規制定之必要性與可行性，至此，水再生

利用專法之推動乃正式納入法規制定檢討之程

序。而後於民國102年經濟部水利署考量現行水

利法已無法符合水再生政策的推動和趨勢，且

前述「多元化水源發展條例草案」期程未定，

為積極推動國內再生水使用及產業發展，遂參

考國外推動經驗及國內推動環境因素，提出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草案)」共五章二十六條

條文，讓推動再生水之開發、供給、使用及管

理有所依據。

水資源再利用已為全球所重視之課題，行

政院院長於104年5月初即指示我國再生水推動

兩項目標，一是工業廢水回收率由75%提高至

80%；二是120年再生水每日供應量要從120

萬噸提高至132萬噸(包含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

水、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工業用水大戶

放流水及生活污水大戶回收水等四股水)，讓循

環利用廢/污水的「再生水」成了面對水荒時必

表2 建議優先推動再生水之公共污水處理廠(水資源回收中心)

名稱
設計量 

(萬CMD)
供應標的

可媒合水量 
(CMD)

105年 120年

運轉中 
優先方案

臺中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 29.7 中港特定區 88,974 128,500

高雄鳳山溪污水處理廠 11.0 臨海工業區 45,000 45,000

臺南安平污水處理廠 13.2 安平工業區或南科 66,000 66,000

建設中 
優先方案

臺中豐原水資源回收中心 9.0 中科園區 10,385 24,923

臺南永康水資源回收中心 8.7 樹谷園區 10,588 30,706

高雄臨海水資源回收中心 8.0 臨海工業區 10,000 32,500

圖2 桃園、台中、台南及高雄地區未來缺水量統計圖



3
專
題
報
導

No.109│January, 2016 │149

水；(4)工業用水；(5)水運；(6)其他用途。工業

用水係屬第四順位，惟我國因地理環境因素導

致降雨量雖高於世界平均值，但卻常發生水患

及枯旱等極端災害，進而影響正常供水，故常

發生以農業用水支援民生及工業用水之情形，

我國政府目前正積極推動以再生水補充工業用

水政策，然此方向相較於其他必須以再生水補

充農業用水之缺水國，我國再生水以工業用水

為主要供應對象則較為特殊，因為再生水運用

於農業用水補充時，並非直接供水予特定使用

者，而再生水使用於工業用水則經常要面對特

定廠商、特定需求與特定製程，對於再生水成

本影響更為敏感，質與量的穩定性要求則更為

精確。

以往政府不管推動再生水或海水淡化等計

畫，皆以鄰近特定區域或廠商為供水對象，並

規劃由使用者支付產水成本以符合社會公平原

則。惟受限於水質及技術等因素，我國再生水

成本必然高於現行自來水水價，廠商無意願支

付再生水水價，常常面臨推動困難之窘境，而

推動上之主要瓶頸包含：

(一)  廠商強烈建議政府應有對應投資，包

括中水道管線設置費用、接管費用，

或廢(污)水處理費用等。

(二)  廠商對於再生水水質之要求為等同或

高於自來水水質，依國內目前針對工

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再生至等同自

來水水質之相關經驗，單位產水成本

介於25～30元/m3，而都市污水處理廠

放流水再生成本則約15～20元/m3不

等，導致發生既要求高水質又要求成

本不得高於自來水價之矛盾現象。

(三)  部分廠商表示再生水僅願意作為枯旱

時期之補充水源，平常則正常使用自

來水，於廠商立場除可降低使用再生

水成本亦可確保穩定水源，然於供應

端則實難僅季節性操作。

須積極思考的方案。而前述之「再生水資源發

展條例」歷經行政單位多方研討後，終於民國

104年12月14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使我國正

式進入再生水利用新紀元。新制定的再生水資

源發展條例建構了未來再生水經營業事業管理

的法源，也賦予主管機關有開發再生水或供應

再生水水源的權責。工業未來成長所需用水將

多使用如再生水等新興水源，不僅可以促進發

展，也不會因增用自來水而排擠民生用水。

目前經濟部水利署及內政部營建署正積極

合作推動再生水利用，除推動國內水處理與再

生產業的發展外，亦依地理環境及用戶端需求

等因素，選定具回收再利用潛勢之既有污水處

理廠，評估推動之可行性；同時，亦評估目前

規劃設計中之污水處理廠(水資源回收中心)併入

再生水廠之可行性。目前我國較大型之都市污

水處理廠中，臺北市之迪化(約每日50萬噸)、

內湖(約每日15萬噸)、及新北市之八里(僅為初

級處理，約每日120萬噸)之水量雖大，惟其距

離主要用水端桃園市、新竹縣市內之工業區、

科學園區均動輒超過40公里以上，其輸水管線

成本甚高，不具經濟效益，而高雄中區污水處

理廠僅為初級處理，並無足夠用地面積擴建為

再生水廠。故水利署與內政部營建署依據產水

量、距用水端距離等綜合考量，後經內政部陳

報並奉院核定之「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

再利用示範推動方案(102年10月)」，將臺中福

田與豐原、臺南永康與安平、高雄鳳山溪與臨

海水資源回收中心水再生利用等6案列為示範計

畫，如表2所示，其中鳳山溪案推動計畫業報奉

行政院103年9月23日核定在案，並預定於105

年以促參方式推動，其餘個案刻辦理前置規劃

評估作業中。

二、再生水推動瓶頸

依水利法第18條規定，用水標的順序為

(1)家用及公共給水；(2)農業用水；(3)水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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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再生水處理技術及使用端水
質需求探討

一般都市污水處理廠之處理程序大致包含

二級生物處理及過濾單元，其放流水皆能符合

國家放流水標準，但要達到等同或優於自來水

標準，仍有微量物質需要經再生水程序去除，

圖3為各種處理單元對污染物去除潛力。

再生水水質可以達到工業、農業、生活次

級用水需求，甚至優於民生用水標準，但為避

免國人健康影響風險，國內再生水原則上禁止

直接人體食用，即不可作為相關產業(如食品

業、藥品業)用水；另再生水不得併入自來水

系統，需另以專管輸送，並應有點狀式穩定客

源，故以供應工業使用為優先。

目前規劃中之使用端主要以大用水戶為

主，其大部分廠內已有廢水回收再利用供應次

級用水機制，故再生水需求主要以製程用水與

廠區冷卻用水補注為主要目的(需求之再生水水

質等同或優於當地自來水)，而要達到上述用水

標準，需將放流水中之導電度(脫鹽)與其他有機

與無機物質去除(過濾)。

一、再生水處理技術

再生水處理技術之選用需與原水水質及使

用端需求水質併同檢討，目前較常使用之處理

技術包含：過濾、薄膜程序、離子交換、電透

析與消毒等，簡述如下：

(一)  過濾：目的要降低再生水廠水源之

SS、BOD、COD及細菌等，以減低後

續處理單元之負荷，一般常用有機械

過濾及砂濾，機械過濾利用機械提供

動力或水位差方式形成驅動力，使

污染物從污水中分離出來達到去除目

的；而砂濾則是靠重力或壓力方式使

污水經過濾料達到淨化的目的。

(二)  離子交換：主要原理是液相中的離子

和固相樹脂中離子間，所進行的的一

種可逆性化學反應，當液相中的某些

離子較為離子交換固體所喜好時，便

會被離子交換固體吸附，為維持水溶

液的電中性，所以離子交換固體必須

釋出等價離子回溶液中。離子交換樹

脂具選擇性，其應用受限水質特性，

且需要經常再生與使用化學藥劑，操

作成本較高。

(三)  倒極式電透析(EDR)：電透析(electrodi- 

alysis，ED)處理技術是利用不同特性

的薄膜對水中的離子作分離選擇，水

中離子的移動則是靠正負直流電來當

吸引的驅動力；倒極式電透析是將電

透析處理技術作進一步修正，乃利用

直流電正負極和內部導流的切換來延

長薄膜使用壽命。EDR技術為新近發

展應用，主要因RO逆滲透技術需要較

高之透膜壓力，造成操作能量消耗較

高以及易於造成薄膜阻塞，而EDR藉

由電透析驅動力將水中離子吸引穿透

薄膜，而達成分離之效果，然EDR系

統處理之出流水質較低，遜於RO系

圖3 各種處理單元對污染物去除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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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孔隙相當小，因此在RO操作之前必須有

適當的前處理技術去除有機物與無機物等

雜質，以防止薄膜堵塞增加操作成本。

 一般來說，RO薄膜皆為高分子材料

所製成，主要成分可以分為有機纖維膜

(cellulose acetate / cellulose triacetate)、

芳香族聚醯胺(aromatic  polyamide)或

polyfuranes系列。在薄膜形式方面，主要

可以分為板式膜、管式膜與捲式膜等，其

中捲式薄膜為最常用的形式。而針對各種

需求RO薄膜供應商已製造海水淡化用膜、

苦鹹水用膜、純水用膜等等不同型號之薄

膜。

2. 前處理單元-UF與MF過濾技術

 一般而言，脫鹽單元(如RO)等薄膜技

術，在操作過程中需要避免薄膜阻塞影響

操作。因此，脫鹽系統之前處理單元通常

以前過濾程序作為避免後續脫鹽單元阻塞

之技術選擇。薄膜過濾是在壓差推動力作

用下，借膜對水溶液中的物質進行分離

的過程，以其無相變、能耗低、設備簡

單、佔地面積小等優點，在很多領域倍受

關注。

 在薄膜選取部分，通常依照薄膜孔隙大

小可以分為微濾膜(MF)與超濾膜(UF)兩種。

MF膜一般指孔徑在 0.02-0.1μm，分布均

勻，具有篩網特徵的多孔固體連續相，操

作壓力約0.01- 0.3 Mpa；而UF的孔徑約為

0.002-0.2μm，進行分離時的壓力約0.2-1.0 

Mpa。而在作為脫鹽單元之前處理時(如RO

等)，依照各家之前處理水質規範，通常建

議淤泥密度指數(silt density index, SDI)需

要< 3.0，以減少脫鹽單元阻塞之因素。一

般來說，UF等級之薄膜，由於孔隙較小，

可以達到SDI < 3.0之目標；然MF等級之薄

膜，則需視原水水質狀況，始可達到SDI < 

3.0之目標。

 超濾膜的材質多為高分子材料，依照各供

統，然針對不同用途需求，而可作為

再生水工程技術之不同選擇。

(四)  消毒：目的係將水中病原體或細菌等

消滅，依不同程序可概分為物理能量

及化學添加兩類，物理能量以紫外線

消毒為代表，其係利用游離性電磁輻

射破壞微生物核酸、脫氧核糖核酸

(DNA)、核糖核酸(RNA)等，達到消毒

目的；而化學添加常見為加氯(氯氣、

次氯酸鈉、二氧化氯與氯胺)或臭氧去

破壞細菌微生物之細胞壁、酵素與核

酸DNA/RNA系統。

(五)  薄膜程序：薄膜處理程序相對來說具

有空間小、效率高，同時隨膜技術發

展，成本有逐年降低之優點。因此，

目前主流於再生水除鹽程序一般採

用薄膜技術，較常用之方式為逆滲透

(reverse osmosis，簡稱RO)，惟其需較嚴

謹之前處理，先去除水中有機物與無機

物，以避免薄膜阻塞而影響操作；而經

常採用之前處理技術也是以薄膜過濾程

序為主，如微濾(micro-filtration，MF)

或超濾(ultra-filtration，UF)等程序。

1. RO處理技術

 逆滲透法是目前應用上相對成熟有效

的再生水處理方法。所謂逆滲透原理是在

原水端加壓，使純淨的水分子穿透半透薄

膜(semipermeable membrane)產生純水，同

時將無法穿透的各種雜質隨著濃縮廢水排

放。逆滲透的純化效果可以達到離子的層

面，對於單價離子 (monovalent ions)的排

除率(rejection rate)可達90%-98%，而雙價

離子(divalent ions)可達95%-99%左右(可以

防止分子量大於200道爾敦的物質通過)。

一般來說，市售成熟之RO薄膜屬於捲式薄

膜，利用上述加壓原理，將水壓過薄膜後

由中間之收集管線得到淡水，而無法通過

薄膜之濃水則由另一端排出，但由於RO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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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所提供之資料，包含polysulfone(PSu)、

聚丙烯腈(polyacrylonitrile, PAN)、聚醚

(Ployethersulfone, PES)、聚偏氟乙烯

(Polyvinylidene fluoride, PVDF)、聚氯乙烯

(polyvinyl chloride, PVC)等。而微濾膜材質

為醋酸纖維素(cellulose acetate, CA)、聚碳酸

酯(Polycarbonate, PC)、聚乙烯(polyethylene, 

PE)、聚丙烯(Polypropylene, PP)、聚偏氟

乙烯、聚四氟乙烯(Polytetrafluoroethene, 

PTFE)等。此外無機陶瓷也可製作超濾膜和

微濾膜。

二、使用端水質需求

工業用再生水之用水標的集中於冷卻用水

及製程用水，一般工業製程用水水質監測項目

可針對顆粒性物質、有機物、鹽類物質、微生

物與優養化物質等進行監測；而冷卻用水則可

針對pH、TDS、導電度、氯鹽、氨氮、磷酸鹽

等造成結垢、腐蝕及微生物孳生等項目進行監

測，說明如下：

(一) 總菌落數

 一般而言，UF可有效攔阻所有之微

生物，但若處理水沒有經過合適之消毒程

序，於管線中或暫存水槽中仍因處理水

殘存微量有機物或營養鹽類導致生物膜滋

生，而此滋生之生物膜可能導致RO單元(包

含前處理濾膜與RO膜本體等)阻塞，影響操

作。因此，各處理單元之處理水質需要監

測總菌落數，以確保處理水質與維持處理

單元正常操作。

(二) 有機物濃度(TOC / COD)

 再生水廠水質標準以當地自來水水質

為操作標的，一般來說自來水之有機物濃

度約為< 5 mg/L(as TOC)，因此再生水廠之

處理水水質中，TOC濃度為處理效能良窳之

標的。另前處理單元中，TOC / COD濃度會

影響SDI值(生物膜滋生問題)，因此也需進

行前處理單元之TOC / COD監控，避免影響

後續脫鹽處理單元之操作。

(三) 導電度與TDS

 導電度為水回收處理單元中最重要之

處理指標，其與TDS數值約呈1.5倍關係，

一般脫鹽單元之除鹽能力可達95 %以上，

與自來水標準比較，再生水模廠產水之導

電度，通常設定< 200μmho/cm25℃，此

外，與導電度相關之水質指標尚包含總硬

度與鐵離子濃度。

(四) 氨氮

 再生水供應標的為工業用水，經查部

分廠商因欲將再生水使用至製程程序，故

其建議氨氮濃度需小於0.5～1.0 mg/L，而

一般都市污水處理廠(具硝化程序)放流水氨

氮濃度介於5～10 mg/L，總氮濃度約25～

30 mg/L，因此在再生水處理過程當中，需

要嚴密監控氨氮濃度，以符合高科技廠用

水使用標準，必要時需檢討污水處理廠處

理程序以提升除氮效能，降低後端再生水

廠處理負擔，以其確保再生水水質。

(五) 餘氯

 餘氯主要來源為維護再生水水質而額

外添加之藥品，主要可以抑制再生水滋生

生物膜，因此，再生水水質中，餘氯濃度

可以依照加藥量進行控制，以符合未來廠

商端之需求。

肆、後續推動展望應注意面向

我國「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已獲立法院

通過，使得國內推動再生水政策及方向均有所

依據，現政府更將再生水使用量由民國120年

120萬CMD提升至132萬CMD，期能使國內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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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

四、充足之建置經費

建置經費主要包含再生水廠土建及機電兩

大部分，因再生水廠主要係利用過濾、超微過

濾及逆滲透設備等機電設施，估計機電工程費

用將占直接工程費用之50～70％，此費用依

實際需求及條件或規模而有所變動。而送水管

線經費則依用水端分布、用水量、管徑、管網

路線及工法等因素而異。前述經費基於使用者

付費原則，將由使用端依用水比例分擔，惟為

推動再生水政策，於「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

第六條規定，再生水開發案同意納入區域水源

者，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

補助其部分建設費用。

五、確保水量水質

再生水廠水量將依使用端需求規劃，惟

仍須達到一定規模避免單價成本過高；水質部

分，因再生水水質與再生水廠投資成本及廠商

願付水價息息相關，建議推動實廠建設前以模

廠檢驗程序及水質，避免產製水質不符使用端

需求導致成本過高或因水質不符無法售水等情

況發生。

六、整合營運機制

對於再生水廠後續之操作運轉思考方向，

將朝向以污處理水廠合併聯合操作為宜，優點

如下：

(一) 人力資源管理

 再生水廠原水係取自污水處理廠放流

水，規劃場址應鄰近污水處理廠為宜，故

再生水廠之操作管理人員將檢討由污水處

理廠現有編制下兼管維護，其所增加人員

亦為有限，將可減少人力成本。

水源更多元化，對於廠商而言，亦可降低缺水

風險所帶來之影響。凡此均將為國內相關再生

水及環保設施產業注入發展的新動力。

展望我國後續都市污水處理廠再生水利用

之發展，於產水技術更趨成熟、成本更為親民

下，整體發展潛勢可期，惟為確保再生水資源

發展永續，針對不同執行階段及層面，以下提

出應注意面向作為分享。

一、穩定之再生水水源

再生水水源係來自都市污水處理廠之放

流水，於缺水之虞地區始有推動發展再生水利

基，故於有發展再生水潛力之地區應由下水道

系統主管機關優先推動相關下水道管網建設及

用戶納管，才可以確保再生水廠有充足穩定之

水源供應。基於前述原因，目前政府推動區域

將以有充足穩定放流水之污水處理廠為優先，

例如鳳山溪及福田水資源水收中心等。

二、合宜之再生水廠預定廠址

考量再生水廠水源取得及管理維護因素，

再生水廠坐落地點應以鄰近污水處理廠區附近

為宜，惟一般污水處理廠係位於區域地區之相

對低點(污水重力收集之因)，故再生水廠產製再

生水後需再泵送至使用端，將再衍生動力費及

管線埋設問題，故於媒合使用端時將併同相關

影響因子取得平衡且合理之供應方案。

三、其他可行技術評估

再生水處理技術除應配合原水及使用端水

質進行評估外，因應水資源再利用趨勢發展，

將陸續評估不同技術組合應用或開發可行性，

其目的除將水質提升至使用端需求外，更重

要為降低產水成本使再生水政策推動更順利，

以及簡化後續操作維護程序使產水水質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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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管理維護效率

 再生水廠水源係取自污水處理廠放流

水，其水處理之程序兩廠間有密切之關聯

性，污水處理廠之水量與水質之操作均對

再生水的產水水質及供給的水量殊為重要

之影響，聯合操作運轉可全盤掌握污水、

放流水及再生水調配之效能。

七、合理水價與成本負擔

基於使用者付費之原則，對於使用再生水

之廠商理應負擔再生水廠設施初設費用攤提成

本及再生水處理成本(含動力、藥品、人力及耗

材維修等)；而再生水水質可達自來水甚或更優

之水質，可大幅增加廠商用水可靠度，並減少

後端處理成本，於傳統水源供應發生異常缺停

水情狀時，增加另一水源供應以延長持續供水

時間之保障。再生水雖有前述使用上之誘因，

惟於自來水水價現階段仍維持低水價時期，為

避免高於自來水水價而影響廠商意願，如何掌

控合理之再生水水價與水質為亟需思考之課

題。初步策略如下：

(一) 爭取建置補助

 依「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內容爭取

應有之建設經費補助，以提高廠商使用再

生水意願。

(二) 再生水水質

 再生水水質需求應與使用端充分討

論，重視廠商於製程或冷卻用水關切的水

質項目，期使降低或維持廠商用水前處理

之成本。

(三) 放流水價值

 生活污水經下水道系統收集後經由

都市污水處理廠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水質，

倘全數放流至承受水體係「消極環保」，

可視為前述處理成本換得降低環境水體污

染負荷，但我國現處於傳統水源難以開發

之後水資源時代，若能將放流水作後續更

有價值之利用，才是目前應有之「積極環

保」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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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109)期中華技術以「友善的水環境新思維」為主題，期藉由

專題報導的討論，以及專訪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質保護處葉俊宏處

長、臺南市政府水利局李孟諺局長及國立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

究中心譚義績主任等機關首長與專家學者，讓各界更關注未來的水

及環境議題，持續對自然環境的維護盡一份心力，共同打造永續及

高品質的生活空間。

　　謹此特別感謝三位機關首長及專家學者百忙中撥冗接受專訪，

指引水及環境相關策略與未來方向，以及撰寫專題報導的諸位作者

貢獻心力，提供寶貴資料並分享實務經驗。

編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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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記：

● 本刊於每年一、四、七、十月份以季刊方式發行，來稿請備紙本 
   稿件一式三份及原稿電子檔，以掛號郵寄台北市11491內湖區陽 
   光 街 3 2 3 號 1 0 樓 ， 台 灣 世 曦 工 程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企 劃 部 
     轉『中華技術』編輯小組收。 

● 110期中華技術專輯主題／  跨與拓‧海外足跡與挑戰

 出刊日：201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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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鐵路交通噪音、噪音量測、噪音預測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臺北工務段／施工主任／連建智 1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臺北工務段／技術助理／潘麒宇 2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水及環境工程部／副理／胡秀蘭 3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水及環境工程部／正工程師／王聰貴 4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水及環境工程部／正工程師／顏彬任 5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教授／許榮均 6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研究員／林太山 7

關鍵詞：鐵路交通噪音、噪音量測、噪音預測

臺灣鐵路系統
噪音調查、成因
分析及沿線超標
範圍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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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範圍為臺灣北部路段鐵路縱貫線的噪音問題，路線總長度為127.27公里。

本研究依鐵路特性及環境現況，選定沿線噪音敏感點共60處進行噪音量測，調查結果顯

示共31處超出鐵路噪音管制標準．經分析其超標成因包含營運客貨列車之鼓風機、發電

機等運轉噪音、通過鋼軌不連續處、道岔與鋼軌焊接口之輪軌衝擊音以及鳴笛音。經噪

音模擬軟體預估沿線噪音超標範圍，此範圍約為外側軌道中心線水平距離10.2～74.7公尺

內，垂直距離為距軌道踏面上方4～49公尺內，如為鳴笛其超標範圍預估可達100公尺。

壹、研究背景

因應能源短缺，運輸系統朝向節能減碳已

為全球之趨勢，使屬綠色運具之捷運、傳統鐵

路及高鐵之軌道系統相較於公路系統更為世人

所青睞，鐵路為台灣境內極為重要之大眾交通

工具，為提供優質之運輸服務，近年全島陸續

推動多項鐵路工程建設及車輛汰換購置計畫。

然而隨著鐵路營運逐步捷運化，衍生運輸旅次

隨之增加，噪音振動問題亦接踵而至，由於台

灣地區地狹人稠，軌道系統接近住戶，廠站連

接及提供服務之區域往往為噪音振動影響所及

之範圍，加上現今民眾環保意識抬頭，鐵路沿

線噪音陳情案件逐年攀升，因此，政府於西元

2010年訂定「陸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以

下簡稱管制標準)，規定軌道系所發出之音量若超

過管制標準，明定營運或管理機關應於限期內訂

定噪音改善計畫於通過審查後執行(參見圖1)。

圖1 國內交通噪音管制法令沿革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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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研究範圍

圖3 研究範圍營運車種

新法實施後，統計截至西元2014年止，臺

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臺鐵局)營運路線經環保

主管機關認定超出管制標準（以下簡稱超標）

需進行噪音改善陳情案件，已達24件，其中以

北部都會區最多，基此，臺鐵局為使轄內路線

交通噪音符合管制標準及減少民眾陳情，委託

本團隊進行北部路段鐵路縱貫線噪音調查及超

標成因分析，據以瞭解沿線噪音超標影響範圍

並研擬逐年噪音改善措施。

貳、研究範圍

研究範圍為臺鐵臺北工務段轄內之營運路

線，總長度為127.27公里(參見圖2)。營運車種

包括各型自強號、莒光號、區間車（各型電聯

車）及貨車等(參見圖3)，平均車速100km/h，

254列次/日。鐵道音源組成包括設備運轉音、

動力音、輪軌音及橋梁結構音等(參見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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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架段、隧道口及車站附近住宅，測點與最近軌

道中心距離4.1～40.2公尺，相對軌道踏面高度

1.2～22.5公尺，多為第三、四類噪音管制區，

管制標準為〝小時均能音量〞(L
eq,1h

)「早」、

「晚」、「日間」時段75dB(A)、「夜間」時

段70dB(A)，全天〝平均最大音量〞(L
max,mean,1h

) 

85dB(A)。

針對超標測點依通過之車種、軌道及結構

型式探討噪音發生成因，同時為鑑別超標測點所

測得整體音量之主次噪音源分布及其貢獻量，

參照ISO 3095量測方法，分別於平直長路段

沿線軌道以有道碴軌道為主，採50N鋼軌，

新建、改建路段採道碴軌道及無道碴軌道，採

UIC60長焊鋼軌(參見圖5)。易發生噪音軌道區域

有車站兩端之道岔、營運路線之鋼軌接頭、曲

線段(R<500m)。

參、噪音調查計畫

依現勘紀錄沿線共85處噪音敏感路段，依

圖6選點原則研選60處量測代表點進行連續24小

時鐵路噪音量測。量測代表點包括沿線平面段、

圖4 鐵路音源組成

圖5 沿線軌道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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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超標車種動態噪音量測，以及於調車場進

行相同車種靜態量測，現場均同步採用聲像儀

(Acoustic Camera)及噪音計(參見圖7)。

肆、噪音調查結果

研 究 範 圍 6 0 處 量 測 代 表 點 調 查 結 果 顯

示，〝小時均能音量〞(L
eq,1h

)於「早」時段介

於50.8～72.5dB(A)、「日間」時段介於55.1～

76.1dB(A)、「晚」時段介於58.3～74.2dB(A)、

「夜間」時段介於39.3～72.0dB(A)；〝平

均最大音量〞(L
max ,mean ,1h

)於「早」時段介於

70.2～93.5dB(A)、「日間」時段介於72.8～

97.5dB(A)、「晚」時段介於73.5～91.3dB(A)、

「夜間」時段介於65.2～93.2dB(A)。

超標測點包括〝小時均能音量〞5處，測

點距軌道中心約5～9m，高度在軌道踏面上方

1.5～4m；〝平均最大音量〞31處，測點距軌

道中心約4～26m，高度在軌道踏面上1.2～20m 

(參見圖8)。統計超出標準小時數介於1～20小

時，超出標準0.1～12.5dB(A)。

統計31處測點平均最大音量之超標發生於

鋼軌不連續接頭或焊接處、路基沈陷、彎道、

道岔，以及列車鳴笛。超標列車包括電聯車、

太魯閣號、普悠瑪號、電力機車客貨列車、推

拉式自強號、柴電機車貨運列車、柴油客車。

伍、音源鑑別調查

為釐清超標路段列車超出標準之成因，依

據ISO 3095量測標準及陸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

標準規定，選定於兩處校估路段、兩處調車場

等場所，針對超標車種各音源(車輛之車頂空調

噪音、車底下之機電動力噪音以及輪軌噪音、

圖6 選定噪音敏感路段量測代表點原則

圖7 研究範圍鐵路噪音調查工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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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頻譜進行分析，各車種各設備音位置、音

量及各音源能量比詳見圖9、表1及圖10、表2。

鳴笛音，路線之鋼軌接頭音、橋梁結構噪音等)

進行動態、靜態音量量測，就整體音量之貢獻

圖8  60處量測代表點〝小時均能音量〞及〝平均最大音量〞逐時分布

圖9 各車種靜態測試主要噪音源發生位置及音量



3
專
題
報
導

178 │No.109│ January, 2016

表1 各車型靜態檢測各設備音位置及能量比

車種 音源位置
位置

(距軌道踏面高度1.5m)
音量

(dB(A))
能量比

(%)
檢測車數

太魯閣號
(TEMU1000)

機電設備 0.8 78.6 73
1

空調設備 3.4 74.2 27

普悠瑪號
(TEMU2000)

機電設備 0.8 77.5 62
1

空調設備 3.4 75.3 38

PP自強號
排風口 3.1 90 68

1
電韌電阻器 3.9 86.8 32

電聯車(EMU500)
機電設備 0.86 79.9 40

1
空調設備 1.5 81.6 60

柴油客車
(柴油客車DRC)

引擎噪音 0.86 94.4 94
1

空調設備 3.9 82.7 6

E系列機車
(E209)

機電設備 2.1 77.2 34

1鼓風機 0.9 75.6 24

排風口 4.1 78.1 42

E系列機車
(E307)

機電設備 2.1 84.0 33

1鼓風機 0.9 84.8 39

排風口 4.1 83.3 28

E系列機車
(E403)

機電設備 2.1 85.0 29

1鼓風機 0.9 86.6 42

排風口 4.1 84.9 29

註：資料來源為104.2.10及104.2.13於樹林調車廠以及七堵調車場實測分析數據。

圖10 各車種動態測試主要噪音源發生位置及音量



3
專
題
報
導

No.109│January, 2016 │179

表2 各車種動態檢測輪軌音及設備音之位置及能量比

車種 音源位置
位置

(距軌道踏
面上高度)

車速
(km/h)

聲像儀測值
(L=7.5M,H=1.5M)

噪音計測值
(L=7.5M,H=1.5M)

音量(dB(A)) 能量比(%) 整體音量 音量(dB(A))

太魯閣號
(TEMU1000)

機電設備 0.8

122

83.8 16.8

87.9

80.2

空調設備 3.4 86.8 33.6 83.2

輪軌 0.8 88.5 49.6 84.9

普悠瑪號
(TEMU2000)

機電設備 0.8

123

77.2 2.8

89.6

74.1

空調設備 3.4 74.3 1.4 71.1

輪軌 0.8 92.6 95.8 89.4

PP自強號

電韌電阻器 3.1

106

82.8 9.3

89.3

78.9

機電設備 0.8 90.2 50.6 86.3

排風口 3.1 84.5 13.6 80.6

輪軌音 0.86 87.4 26.5 83.5

EMU400
電聯車

機電設備 0.86

92

81.8 41.6

84.2

80.4

空調設備 2.3 78.7 20.4 77.3

輪軌 0.86 81.4 38.0 80.0

EMU700
電聯車

機電設備 0.86

105

78.0 19.6

88.0

80.9

空調設備 3.67 77.7 18.3 80.6

輪軌 0.86 87.0 62.1 85.9

EMU800
電聯車

機電設備 0.86

101

77.1 12.0

87.0

77.8

空調設備 3.67 77.7 13.8 78.4

輪軌 0.86 85.0 74.2 85.7

柴電機車

散熱口 2.8

63

83.6 20.2

88.4

81.4

排風口 3.75 82.0 13.9 79.8

引擎 2.5 84.3 15.3 80.2

輪軌 1 87.6 50.6 85.4

DRC
柴油客車

動力設備 0.86

61

80.0 40.1

79.2

75.2

空調設備 3.9 79.9 37.4 74.9

輪軌 0.86 77.7 22.5 72.7

DR
柴油客車

動力設備 0.86

122

86.9 55.1

86.3

83.7

空調設備 3.9 78.3 7.6 75.1

輪軌 0.86 85.2 37.3 82.0

E系列客車
(莒光號)

動力設備 2.1

90

84.4 13.1

89.6

80.8

鼓風機 0.9 86.4 20.8 82.8

排風口 4.1 81.9 7.4 78.3

輪軌 0.9 90.9 58.7 87.3

E系列貨車

動力設備 2.1

85

83.0 20.5

84.3

77.4

鼓風機 0.9 84.2 28.3 78.8

排風口 4.1 82.8 19.6 77.2

輪軌 0.9 85.1 31.7 79.3

註： 資料來源為104.2.10及104.2.13於新竹湖口路段里程K91+700及104.4.1宜蘭員山路段里程K69+396距軌道中心線水平距離7.5公尺在軌道踏面

高度高1.5公尺實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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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超標成因分析

綜合超標主因包括因軌道狀況、車速快所

產生之軌輪音、以及列車引擎、鼓風機、發電

機等所產生之設備音及鳴笛音。統計通過鋼軌

接頭及鋼軌焊接處之衝擊音，共27處超標測點，

佔總超標數31處之87%最多(參見表3)。針對各

測點超標成因綜合歸納逐項說明如下：

一、�列車通過鋼軌不連續接頭或焊口之音量

差異分析

比較各營運車種通過平滑長焊鋼軌與鋼軌

不連續接頭或不同焊接焊口之音量差值，其中

通過魚尾板接頭平均噪音增量約6.1dB，通過鋁

熱劑焊接焊口平均差值為5.4dB，通過瓦斯壓接

焊口平均差值為2.3dB，通過電阻火花接焊口平

均差值為1.7 dB為最低，即是列車通過此種焊口

衝擊音最小(參見圖11及圖12)。

二、各車種最大音量超標範圍分析

在平直又無接頭音檢測路段，不同營運車

速測得最大音量超過管制標準85dB(A)以上，超

標音量介於0.2～4.6dB(A)，電聯車、E系列客

車、推拉式自強號、部分柴電機車等車種於距

離近軌中心水平15公尺外可符合最大音量標準

85dB(A)以下，然太魯閣號及普悠瑪號須於距離

近軌中心水平25公尺外可符合最大音量標準(參

見表4)。

由於上述各車種通過檢測路段之車速並非

實際最高營運車速，且不含設備音影響，因此

實際超標影響範圍將更大。

表3 測點超標之成因

音源種類 超標主因 發生所在 超標測點數

輪軌音

軌道

鋼軌接頭 14

焊接處 13

彎道 4

道岔 2

路基沈陷 3

車速快

電聯車 24

太魯閣號 20

普悠瑪號 22

設備音

引擎、　
鼓風機、
發電機、
空調機等

電力機車
客運列車

26

推拉式
自強號

28

柴電機車
貨運列車

10

柴油客車 4

鳴喇叭 4

圖11 鋼軌不同接頭音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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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列車通過鋼軌不同接頭音歷時音量變化

表4 不同距離各車種行駛噪音量調查及推估

車種
車速
(km/h)

Lmax,H7.5,v1.5
實測值

L max,H15,v1.5
推估值

L max,H25,v1.5
實測值

電聯車(EMU400) 92 84.2 81.2 74.8

電聯車(EMU700)
100 82.5 79.5 74.0

92 82.2 79.2 73.5

電聯車(EMU800)

92 83.0 80.0 73.6

99 83.1 80.1 73.9

101 85.5 82.5 76.4

99 85.2 82.2 75.9

56 77.5 74.5 67.8

91 84.9 81.9 75.9

99 80.3 77.3 73.2

101 84.5 81.5 74.9

E系列客車

86 87.4 84.4 78.0

61 82.1 79.1 73.8

80 87.8 84.8 79.5

PP自強號
110 87.4 84.4 79

92 85.4 82.4 77.2

柴電機車(R)
52 85.8 82.8 75.2

63 88.4 85.4 78.5

太魯閣號(TEMU1000) 122 87.9 84.9 78.0

普悠瑪號(TEMU2000) 123 89.6 86.6 80.5

註：〝 〞表示超出管制標準85dB(A)以上;H:水平距離(m),v: 垂直距離(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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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車種鳴笛音超標範圍分析

調查結果顯示各車種之喇叭音量分布約在

102.6～115.6 dB(A)，其中以電力機車E403型最

高，DRC柴油客車最低。

四、列車通過不同橋梁型式之音量差異分析

於研究範圍選擇兩處高架路段，各處橋梁

結構包括鋼橋及混凝土橋，以同一列車通過鋼

橋及混凝土橋時，於橋面下方離橋底板1公尺

處同步進行噪音量測，結果顯示列車通過鋼橋

所產生之音量大於混凝土橋，兩處鋼橋增加之

〝均能音量〞為3.2 dB(A)及4.6dB(A)，增加之

〝最大音量〞為3.5 dB(A)及4.7dB(A)。

五、列車通過大樓垂直音量差異分析

於研究範圍高架段之選定西正線大樓之1

樓、7樓、13樓，以及東正線之1樓、6樓、13樓

進行噪音量測，由於1樓測點位於高架橋下方，

主要音量組成為橋梁結構音，其他樓層測點之

噪音源主要列車直接音，及軌道區與對面建物

之反射音。列車行駛中間軌時，高樓層測得音

量未隨距離衰減，反而大於低樓層音量，尤其

以車速快之太魯閣號及普悠瑪號更為明顯(參見

圖13)。

柒、沿線噪音超標範圍預測

依據超標測點附近鐵路線形、軌道及結構

型式，以及地形資料，以德國CadnaA/Schall03

噪音預測模式建立預測模型(參見圖14)，以超

標車種之平均最大音量估計最大超標範圍。預

測各車種輪軌音超標水平範圍約介於外側軌道

中心線10.2～74.7公尺，超標垂直範圍為距軌

道踏面上方4～49公尺，最大超標範圍之車種為

普悠瑪號。另外，鳴笛超標範圍預測可達100.4

公尺，預測柴電機車設備音之超標範圍約介於

營運路線外側軌道中心線水平距離9.4～58.5公

尺，最大超標範圍發生於機車加油爬坡路段(參

見圖15)。

圖13 各車種行駛不同軌道(近軌、中間軌及遠軌)主要音源發生位置

圖14 噪音預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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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各車種最大音量超標範圍預測

均最大音量〞超出管制標準，依據於路線上及

調車場之成因分析、音源鑑別調查，以及模式

預測，本研究結論歸納如下：

捌、結果討論

研究範圍60處量測代表點共有31處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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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超標主因包括因軌道狀況、車速快所產生

之軌輪音、以及列車引擎、鼓風機、發電

機等所產生之設備音及鳴笛音。經統計通

過鋼軌接頭及鋼軌焊接處之衝擊音，超標

測點共27處，佔總超標數31處之87%最

多，平均噪音增量約介於1.7～6.1dB(A)。

二、 營運路線超標車種包括電聯車、太魯閣號、

普悠瑪號、電力機車客貨列車、推拉式自

強號、柴電機車貨運列車、柴油客車等。

三、 預測模式推估各車種超標範圍約介於外側

軌道中心線水平距離10.2～74.7公尺，垂直

距離為距軌道踏面上方4～49公尺，鳴笛超

標範圍預測可達10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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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為當前最重要的環境議題，於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通過後，2005年京

都議定書正式生效，對於如何緩解氣候變化及應對方式等做出規定，並提出減量目標。

最新之發展則為2015年之巴黎協定，重點為升溫限制在2°C以下並以1.5°C為目標、成立綠

色氣候基金及各國每5年提交報告及檢討。

國內為因應國際趨勢發展已制定相關法令及提出具體作為，在工程方面提出道路工

程碳足跡管理機制，並進而影響供應商進行碳足跡盤查，上下游共同思考減碳策略，此

亦為碳足跡議題的國際趨勢，期許未來能建置更完整的本土化碳排放係數資料庫。

本文同時亦針對目前水利署及工業局正極力推動之水足跡盤查方式與引用標準擇要

說明，水足跡係以生命週期評估(LCA)技術為基礎，評估產品生命週期中各項活動對於水

之耗用狀況，與碳足跡用於評估產品之碳排放量觀念相似，未來道路工程亦可藉由系統

性之水足跡盤查進行全面性評估。

1 2 3 4 5 6 7 8

壹、前言

隨著氣候異常及地球暖化現象加劇，氣候

變遷已成為全球最嚴峻的考驗。緩和氣候變遷

亟需世界各國共同努力，1992年於聯合國總

部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後，自1995年起，締約國每年均召開公約締約

國大會(COP會議)，提供談判磋商的平臺。2005

年生效的京都議定書對於如何緩解氣候變化及

應對方式等做出規定，並提出具有法律效力的

減量目標，成為扭轉全球氣候變遷的重要議

定書。

2009年UNFCCC第15次締約國大會(COP 

15)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哥本哈根協定要求

附件一國家之量化減量目標承諾與非附件一國

家之國家適當減緩行動(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 NAMAs)皆需要進行可量

測、可報告與可查證(Measurable, Reportable 

and Verifiable, MRV)行動。2014年UNFCCC第

20次締約國大會(COP 20)在秘魯利馬召開，利

馬氣候行動則呼籲締約國於2015年巴黎舉行

UNFCCC第21次締約國大會(COP 21)前，提交可

展現最大減碳企圖心並符合各國國情的「國家

自定預期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INDC)。

2015年召開之巴黎氣候會議(COP 21)已順

利達成一份涵蓋所有締約方且具法律約束力的

新氣候協議，為全球對抗氣候變遷奠立更厚實

的互信基礎與合作機制，後續作業將限期開放

各國簽署巴黎協定，生效門檻則為55個締約國

且其溫室氣體排放量須佔全球55%。該協定之

重點為(1)升溫限制在2°C以下，以1.5°C為追求目

標；(2)募集每年1,000億美金綠色氣候基金；(3)

各國每5年提交報告及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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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環保署提出之「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法」已於2015年7月公布施行，自此正式邁入減

碳新時代。該法明定我國2050年長期減量目標

及以五年為一期的階段管制目標，搭配具經濟

誘因的管理措施，逐步建立從免費核配到有價

配售的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未來將以減緩、

調適及綠色成長3大主軸，推動臺灣因應氣候變

遷的具體作為。

環保署於2015年9月在行政院院會提報我

國INDC報告書，該報告書設定2030年溫室氣體

排放量為依現況發展趨勢推估情境(Business as 

Usual, BAU)減量50%，相當於2005年排放量再

減20%。配合「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公布

施行，此INDC設定的2030年排放目標恰可作為

此法在2050年將排放量降至2005年50%以下的

階段性目標。

目前政府在相關法令已制定完善，更結

合產業發展調整，除要求高耗能產業等重要碳

排放源每年進行溫室氣體申報及提出減量外，

工程碳足跡管理概念亦陸續受重視，主要由交

通部公路總局率先提出道路工程碳足跡管理機

制，並將碳足跡盤查正式導入工程中。

貳、工程碳足跡發展趨勢

國際碳管理整體發展係由組織型碳盤查管

制開始，逐步將盤查範圍擴展至相關供應鏈，重

視產品與服務碳足跡，以掌握完整生命週期之溫

室氣體排放。各國由過去強調組織營運的組織型

碳盤查，轉為全生命週期考量的碳盤查，亦即

碳足跡盤查(詳圖1)；期藉由全生命週期碳足跡

盤查，找出生命週期中最具成效之減碳方法，

以提出具體而有效益的碳足跡、碳中和等作為。

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計算已逐漸成為

排碳量與削減的重要評估項目，長遠係配合排

放源付費的觀念釐清碳排放量歸屬。實務上以

全生命週期進行活動行為(包含原物料、生產過

程、運輸及廢棄物處理等)之碳排放量評估及檢

視污染者與排放源，才能透過系統性之供應鏈

關連方式，有效帶動整體的節能減碳。

碳足跡管理已成為不可逆之趨勢，而工程

碳管理亦日漸受到重視，國際計算碳足跡之標

準，採PAS 2050：2011與ISO/TS 14067並行，

在技術層面上，透過碳足跡計算的國際標準，

將可有效評估工程生命週期之溫室氣體排放狀

圖1 國際對溫室氣體管制之要求及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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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數據描述及質量要求等，與環保署公告

之PCR尚無明顯差異；惟我國之PCR在功能單位

宣告上皆註明有寬度、斷面積等，以利區別不

同寬度或斷面積之基礎建設。

在國內，行政院環保署已公告多項工程相

關之碳足跡邊界設定文件，包括基礎建設-道

路、隧道、橋梁與建築物PCR，內容定義包含基

礎建設之系統邊界、生命週期範圍。針對原料

取得階段、施工建造階段及管理營運階段之一

級數據、二級數據之來源與情境皆詳列規範，

以作為未來基礎建設-道路、隧道、橋梁等工程

及建築物計算碳足跡之依據。

上述工程類別PCR為未來國內同類型公共工

程於執行碳足跡計算及碳盤查工作時之參考依

據，目前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台9線南

迴公路、西濱快速公路等公共工程已展開碳足

跡之盤查計算工作，期藉由碳排放之清查與管

制，落實公共工程節能減碳，達到永續發展的

目標。參考環保署資料，摘錄道路工程PCR生命

週期範圍詳圖4。

況，藉以進行碳排放之管理。碳足跡計算過程

中，須設定相關之邊界條件，隨著國內外工程

相關之碳管理文件之齊備，工程碳管理的全面

導入亦將成為工程設計施作之重要工作項目。

國外實務上，瑞典運輸管理局於2014年經

由國際EPDs系統正式公告公路、街道及道路產

品類別規則(Product Category Rules, PCR)，為國

際道路碳盤查之先驅準則。內容包含總則、產

品定義、功能單位宣告、內容聲明、單位及數

量、系統邊界、截斷原則、分配原則、數據描

述及數據質量要求、環境產品宣告內容、環境

產品宣告之有效性、PCR修改等12節。其道路

PCR宣告單位為公里/主要道路-年，生命週期範

圍如圖2所示。

挪威公路局及LCA實驗室於2013年經由國

際EPDs系統正式公告橋梁及高架道路PCR，內容

同樣包含12節。此橋梁PCR宣告單位為公尺/年

(參考服務年限)，其生命週期範圍如圖3所示。

以上經由International EPD® System公告之道路、

橋梁PCR，經檢討其主要原則如系統邊界、截斷

圖2 瑞典道路PCR生命週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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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挪威橋梁及高架道路PCR生命週期範圍

                          圖4 國內道路工程PCR生命週期範圍

參、目前國內碳足跡盤查現況及
執行成果

本團隊目前負責執行台9線南迴公路拓寬改

善後續計畫安朔草埔段與金崙大鳥段委託工程

碳管理暨碳足跡盤查輔導及查證服務工作，相

關盤查範圍及工作內容分述如下。

一、計畫目標

本項工作整體構想及目標如圖5所示，執行

方式如下：

(一)  先行進行資料蒐集分析及制度建立，

由國內外資料蒐集確認本計畫工程盤

查輔導邊界、程序、內涵及制度；並

依本計畫執行經驗，提供訂定我國工

程碳足跡盤查作業程序建議，並依環

保署通過之道路工程PCR續辦。

(二)  而後於碳足跡盤查輔導及查證階段，

經由實際盤查數據建立國內道路工程

等活動資料；並由生命週期軟體、資

料庫及材料供應商配合盤查提供之數

據，建立國內工程碳足跡計算之本土

化參數資料庫。相關資料取得及確認

後，進一步量化本工程各標碳足跡；

於工程完工後，經由查驗機構查證並

取得碳足跡查證聲明書。



3
專
題
報
導

No.109│January, 2016 │161

四、執行情形

碳排放量係由活動數據及碳排放係數計算

而得，即碳排放量=活動數據×碳排放係數，圖

8所示為台9線南迴公路金崙大鳥段案例。

(三)  最後在整體計畫執行長期目標方面，

透過計畫執行，掌握工程重大碳排放

源，由碳排放量與工程特性關連性瞭

解工程碳足跡影響因子，將可供其他

工程計畫於規劃設計階段進行排碳量

或減碳量推估之參考，並作為後續工

程施工及採購規範擬定參考。

二、工作內容及範圍

碳盤查工作內容包括文獻資料蒐集及碳

足跡盤查制度與程序之建立、各標工程細部設

計成果之碳排放量評估、建立各標工程排碳資

料庫、實際工程碳足跡輔導及盤查、查驗及查

證、計算工程碳排放總量、總體碳匯變化量調

查、碳排放量評估及研擬減碳成效成果報告。

其中碳足跡盤查、排碳量彙整與碳匯調查三個

項目，係將施工期間承包商相關活動行為、燃

料、外購電力及植栽移除等均納入碳盤查範

圍，工作範圍詳圖6。

三、工作流程

依據前述之工作範圍與內容，並參考國內

其他道路工程碳足跡盤查案例及道路工程PCR，

研擬碳盤查作業流程如圖7。

圖5 計畫執行目標 圖6 碳盤查工作範圍

圖7 碳盤查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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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數據取得

 為符合PAS2050及ISO14067之規定，

同時遵循道路工程PCR之相關規定，本團隊

依據各標段實際情形，分別研擬客製化之

碳足跡盤查表單，藉由表單填報取得施工

過程之活動數據。

 道路工程施工階段應納入碳排放量

估算的項目包括施工過程現場機具設備等

使用燃料之直接排放及外購電力之間接排

放；另有來自工區範圍外工程材料的生產

排碳，施工機具設備、材料及人員的運輸

排碳；及在環保署溫室氣體盤查及登錄管

理原則提及之碳匯變化量。道路工程碳足

跡盤查系統邊界如圖9所示。

(二) 碳排放係數取得

 盤查過程原物料之碳排放係數以國內

業者自行盤查之成果、環保署公告、內政

部公告建築材料、國內外生命週期軟體資

料庫等為選取係數之主要來源。針對大宗

原物料則盡量進行實地盤查，期藉由碳足

跡盤查計畫之執行，推動各級原物料碳足

跡盤查作業，藉以強化本土碳排放係數資

料庫。

(三) 碳排放量之計算

 工程承包商依每日施工行為蒐集活動

數據，將數據資料填入碳足跡盤查作業表

單，連同佐證資料上傳至碳足跡管理系統

中，乘上經本團隊蒐集整理之排放係數，

即可得到道路施工階段實際排碳量，計算

方式示意如圖10。

       圖9 道路施工階段排碳量計算範圍

圖8 道路工程施工階段之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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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6月30日止已施作數量為1,538支，累

積完成進度達95%。彙整本標自102年11月

開始施作全套管基樁之日起至104年6月止

所有施作全套管基樁之工程材料、施工機

具加油量及運輸油耗等資料累積計算，得

出全套基樁之碳足跡。

 B1標至104年6月止施作全套管基樁之總長

度為15,968.85m，期間耗用之混凝土、鋼筋、

試驗測管、材料運輸及機具用油之碳排放量

計算如表1及圖11所示，計算出本標直徑約1.2

公尺之全套管基樁碳足跡為815.05 kgCO
2
e/m。

(四) 初步盤查成果

 台9線南迴公路碳足跡盤查計畫自102

年起執行迄今，除每半年定期彙整工程施工

之碳排放量外，亦開始針對已完成工作項目

進行碳足跡單元分析，目前已分析成果有

全套管基樁及消波塊等，分別說明如下。

1.  金崙大鳥段B1標-全套管基樁碳足跡盤查

成果

 B1標全套管基樁設計數量為1,609支，至

圖10 碳排放量計算示意圖

表1 B1標全套管基樁碳足跡計算表

耗用材料與能源名稱 使用量
單
位

單程
運距
(km)

碳排放
係數

單位 碳排放量 單位
單位碳
排放量

單位

結構用混凝土(水中)，設
計強度210kgf/cm2 (Ⅱ型
低鹼水泥)，水灰比≦0.5

18,061.19 m3 　 219.74 kgCO
2
e/m3 3,968,765.89 kgCO

2
e 248.53 kgCO

2
e/m

鋼筋材料，SD280W 17,247.00 kg 　 0.886 kgCO
2
e/kg 15,280.84 kgCO

2
e 0.96 kgCO

2
e/m

鋼筋材料，SD420W 8,220,769.00 kg 　 0.907 kgCO
2
e/kg 7,456,237.48 kgCO

2
e 466.92 kgCO

2
e/m

基樁完整性試驗測管 53,647.84 kg 　 6.1 kgCO
2
e/kg 327,251.81 kgCO

2
e 20.49 kgCO

2
e/m

全套管基樁鑽掘機組油耗 
(柴油)

275,306.02 L 　 3.45 kgCO
2
e/L 949,805.79 kgCO

2
e 59.48 kgCO

2
e/m

混凝土運輸 42,443.80 t 20 0.194 kgCO
2
e/tkm 164,681.93 kgCO

2
e 10.31 kgCO

2
e/m

鋼筋運輸 8,238.02 t 115 0.137 kgCO
2
e/tkm 129,789.94 kgCO

2
e 8.13 kgCO

2
e/m

試驗測管運輸 53.65 t 245 0.279 kgCO
2
e/tkm 3,667.10 kgCO

2
e 0.

2
3 kgCO

2
e/m

合計 815.05 kgCO
2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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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武漁港養灘工程-消波塊碳足跡盤查成

果(C標)

 大武漁港養灘工程使用消波塊進行北

突堤、北離岸堤、南突堤及南離岸堤之構

築，其中又分為A型方塊、B型方塊、C型

方塊、5T截頭塊、10T消波塊、15T消波塊

及30T消波塊共七類，各類消波塊使用數量

及碳排放量如表2及圖12所示，以30T消波

塊為例，其材料、運輸及機具之各項碳排

放量分布情形如圖13所示。

肆、工程碳足跡擴大至供應鏈廠
商之效益

本團隊工作內容除依國際規範盤查道路工

程碳足跡排放量外，亦包含提出道路工程減碳

的有效及可行之建議。

以104年上半年度金崙大鳥段B1標碳足跡盤

查結果而言，其中材料使用所造成之碳排放量

佔本工程建造階段總碳排放量之89.11%，故可

推論藉由選用較低碳排放量之材料所達到的減

碳效益對本工程總量最為顯著。有鑑於此，本

團隊認為對工程主要原料供應商推廣碳足跡與

節能減碳觀念為必要工作，故於計畫執行期間

圖11 B1標全套管基樁碳排放量情形

表2 大武漁港養灘工程各類消波塊碳排放量計算

      結果      

   註：上表為實際現場統計資料，非結算資料

圖12 大武漁港養灘工程-消波塊碳足跡盤查結果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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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30T消波塊之各項碳排放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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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主要材料供應商的產品碳足跡盤查。

目前已經完成之原物料盤查包括103年完

成東和鋼鐵高雄廠鋼筋碳足跡盤查，及104年完

成磐興與礐興預拌廠之預拌混凝土與噴凝土盤

查、台泥蘇澳廠之II型波特蘭水泥盤查，其中

東和鋼鐵高雄廠之鋼筋碳足跡更通過國際第三

方公證機構之認證。在供應商碳足跡盤查輔導

過程中，本團隊除提供完整的碳足跡教育訓練

外，亦對盤查結果之分析與供應商討論可能之

減碳策略。

本團隊執行此計畫提出之供應商材料碳

足跡盤查推廣除可增加本身工程碳足跡之一級

數據占比，使碳足跡盤查結果可信度更高外，

亦間接協助國內各項工程碳足跡的盤查活動，

建立可靠的本土工程材料碳足跡資料庫，且藉

由本身的能量擴散並影響供應商進行碳足跡盤

查，上下游共同思考減碳策略，此亦為碳足跡

議題的國際趨勢，期許未來能建置更完整的本

土化材料碳排放係數資料庫。

伍、國內外水足跡發展現況及趨勢

氣候變遷已確定為未來幾十年內各國政

府、企業與人民面臨的最大挑戰，國內在碳管

理方面已漸上軌道，水足跡則尚屬起步階段，

有待各界之共同努力。參考The Global Risk 

Report 2015，其指出Water crises 蟬聯全球重

大風險之一(如圖14)，不論從民生或從企業的

角度，用水危機皆為需要高度關注的議題，並

指出，“The world faces a 40 percent global 

shortfall between forecasted water demand and 

圖14 The Global Risks Landscap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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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le supplies by 2030.”，這也說明若不妥

善管理水資源，2030年全球將有40%左右的水

資源供需無法平衡，我們的生存也將面臨威脅。

水資源的管理成為現今經營管理上須面

臨的問題，水資源的風險同時也對財務產生影

響，有效的水資源管理可以提高企業的價值及

降低營運風險。全球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威脅及

天然資源的短缺，將使營運問題更為複雜，隨

著近年來全球化的趨勢，企業不僅須降低營運

成本，更須要管理非直接的營運如供應鏈的管

理。(水資源管理趨勢如圖15所示)。

若要全面性的管理水資源的各項風險，首

先應識別各項與水資源相關之風險，並建立水

資源相關管理策略，從而建立可運用之水資源

相關優勢(水資源管理策略步驟如圖16所示)，水

足跡的揭露與運用，則是建立水資源管理策略

的重要基礎工作。

相對於碳足跡計算及標示已在國際社會上

推動數年，各界對水足跡相對陌生，但由於全

球水資源管理議題面臨的挑戰日益嚴峻，在產

品碳足跡的綠色消費理念被普遍認同之後，水

足跡將與碳足跡一樣成為重要環境資訊揭露項

目之一。水足跡的概念與生態足跡和碳足跡的

概念相似，為探討人類用水需求對環境的負荷

指標，乃由John Anthony Allan教授在1990年代

圖15 水資源管理國際趨勢

圖16 水資源管理之策略步驟



3
專
題
報
導

No.109│January, 2016 │167

如，水稀少性足跡(water scarcity footprint)。水

足跡以生命週期評估技術為基礎，評估產品生

命週期中各項活動對於水之耗用狀況，原物料

階段主要在蒐集產品生產過程中所需要使用之

各項原物料間接耗水情況，而在製造階段，則

主要評估製造過程中之直接水消耗狀況，進而

依據ISO 14046：2014之要求評估出產品水資源

相關潛在環境衝擊。

計算水足跡之過程中，除直接水足跡需要

計算，間接水足跡亦需要明確計算，其中包含

產業所能使用之能資源，於前端自天然資源狀

態經過轉換成產業可用能資源狀態耗用之水足

跡資訊，如發電每度所耗用之水足跡，及自來

水供水一度所耗用之水足跡。透過水足跡之盤

查，可協助與世界環保趨勢接軌，並透過直接

與間接水之盤查計算，瞭解水源消耗情形，進

初期所提出的「虛擬水資源」(virtual water)概念

衍生而來，並由Arjen Y. Hoekstra教授於2002年

提出此一名詞(Hoekstra，2003)。

為推廣水足跡概念並落實水足跡的估算， 

Hoekstra教授成立了WFN(Water Footprint Net- 

work)，並先後在2009年和2011年公布二版水足

跡評估手冊：「水足跡手冊」(Water Footprint 

Manual)和「水足跡評估手冊—全球標準之制訂」

(The Water Footprint Assessment Manual–Setting 

the Global Standard)(Hoekstra et al.，2009、

2011)。WFN出版的兩本手冊是國際上較完整的

水足跡評估手冊，也是國內在ISO 14046：2014

公布前估算水足跡的重要參考依據和準則。

水足跡的概念提出後，很快受到國際組織

和國際大廠的重視與推廣。ISO組織自2009年開

始著手制訂水足跡的國際標準ISO 14046，並於

2014年8月1日出版正式國際標準ISO 14046：

2014。由ISO 14046：2014的標題「環境管

理-水足跡-原則、要求和指引(Environmental 

management–Water footprint–Principles,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來看，水足跡被

ISO界定為環境管理之一環。

水足跡評估的主要目的在於增加對水資源

相關潛在環境衝擊的瞭解，並以生命週期評估

做為產品、製程和組織水足跡評估之基礎。水

足跡評估應包括生命週期評估的四階段：界定

目的和範疇、水足跡盤查分析、水資源衝擊評

估和結果闡釋。而水足跡盤查研究應包含生命

週期評估之三階段：目的與範疇界定、水足跡

盤查分析和結果闡釋。(如圖17)

ISO 14046：2014對水足跡的界定與WFN

有所不同，強調水足跡的評估或盤查是由生命

週期分析的觀點評估水資源相關的環境衝擊。

只有當其評估是完整的，其結果才能稱為「水

足跡」，否則必須加以標示水足跡的特性，例

資料來源：ISO 14046:2014

圖17 水足跡評估範疇



3
專
題
報
導

168 │No.109│ January, 2016

而掌握內部用水之分布，做出適度的管理與節

約，建置完整用水管理系統，以達到降低水資

源依賴之目標。

陸、結語

一、 辦理工程碳足跡盤查工作，是走在時代前

端且正確的道路上；藉由實際的工地盤查

工作，可瞭解各個工項及工料的碳排放

量，標定重大之排放源，進而發展減碳策

略，達到減碳工法及低碳材料之目標。

二、 目前交通部公路總局已有5個以上之工程

碳足跡盤查計畫執行中，其他機關如國工

局、鐵工局也開始辦理工地實務碳盤查計

畫。公路總局依據目前實際盤查程序及內

容，參考國際規範及產品類別規則，於103

年5月向環保署申請通過國內道路、橋梁、

隧道之CFP-PCR(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

成為國內相關工程碳足跡盤查計畫辦理之

準則及依循。未來其他類型工程計畫(如軌

道工程、水利工程等)發展適用之CFP-PCR

後，相關規則依循將更為完整。

三、 依據台9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工程計畫碳盤

查工作初步成果，直徑1.2公尺之全套管基樁

碳足跡為815.05 kgCO
2
e/m，30噸消波塊碳足

跡為3,366.19 kgCO
2
e/塊，陸續已建立部分工

項之本土化單位排放係數，未來隨著計畫進

度，可盤查出更多工項之排放係數(如橋梁

基礎、墩柱、上部結構、或路基填築等)，

供後續工程於設計階段推估排碳量參考。

四、 1.2公尺全套管基樁與30噸消波塊碳排放量

之組成占比不同；1.2公尺全套管基樁工料

與機具(含測試)碳排放量之占比約為88%：

12%，30噸消波塊則約為98%：2%，顯示

不同施工項目之碳排放量組成比例不同。

以台9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工程計畫現階

段成果，初步分析橋梁工程工料與機具之

碳排放量約93%：7%；隧道工程約84%：

16%。前述利用目前碳足跡盤查成果分析

出該工程或工項之材料用量與機具能耗之

碳排放量比例，可作為後續減碳策略決定

之重要參考數據。

五、 工程材料之碳排放量為工程主要排放源，

盤查期間針對大宗材料如鋼筋、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型鋼、預力鋼腱(錨座)等，進

行材料供應商之產品碳足跡盤查，以掌握

及建立本土化碳排放係數資料庫。

六、 預期水資源供需分配將為另一個高度關注

的議題，目前水利署、工業局等機關已開

始重視水資源平衡議題，多家企業已導入

水資源管理經驗。水足跡係以生命週期評

估技術為基礎，評估產品生命週期中各項

活動對於水之耗用狀況，與碳足跡用於評

估產品之碳排放量相似。且ISO 14046已將

水足跡界定為環境管理之一環，對於地球

日益枯竭之水資源，以及其對環境之潛在

衝擊影響，實有必要透過全生命週期之水

足跡盤查，瞭解大宗耗用水資源之產業，

進而有效管理及改善各階段之耗用水量。

道路工程對於水資源之管理，未來亦可藉

由系統性之水足跡盤查進行全面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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