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中華水土保持學會 102 年度年會  1 

 

滯洪空間營造生態池後之水質變化 

 唐琦[1*]  柯聖林[2] 劉育盛[2]  羅光宇[2]   

摘  要 本研究自 2013年 1月 29日至 10月 4日針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綜合試驗

場內靜思湖上側之滯洪空間，在營造為生態池後之水質空間變化，進行水溫、葉綠素及濁度監

測，觀測期間共進行 15次調查，經比較分析後，初步結果獲知，滯洪空間營造生態池後，其池

內水流方向會促使水溫、濁度及葉綠素有略降趨勢，而當有土壤沖蝕量進入池內時，則會導致池內

濁度有明顯增高情形。而水溫、葉綠素及濁度均有隨太陽輻射強度呈現遞增趨勢，且入流水量減

少，水位維持穩定，使池內水流趨緩，則水中生物易於增生。 

 

關鍵詞：水質、葉綠素。 

The Aqua Quality Variation of Flood Detention 
Space after Creating Ecological Pond  

Chi Tang [1*] Sheng-Lin Ke [2] Yu-Sheng Liu [2] Kung-Yue Lo [2]  

 

ABSTRACT The flood detention space could be created an ecological pond, and its spatial 

variation of aqua quality should be analyzed for the watershed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The experimental site was a flood detention space and located in front of 

Jing-Se Lake, the comprehensive distric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of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The water temperature, 

chlorophyll and turbidity were measured from January 29 to October 4, 2013. There were 

fifteen investigations had performed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primarily results had 

summarized as; the water temperature, chlorophyll and turbidity were increasing with 

global solar radiation, and were decreasing with the water flow direction from inlet to outlet 

of ecological pond. The turbidity of ecological pond was apparently increased by infusion of 

soil erosion. The discharge decreased would keep the water level in a stable level, and water 

flow slowly then easily proliferated aquatic org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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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當人口密度不斷增加，工商業快速發展，平緩地區、河川多受到工業廢水、畜牧廢水、生活污水

等影響，已逐漸變成廢污水排放和棄置的場所。因此開發山坡地以獲得水土資源已是無可避免之趨勢，

而臺灣受氣候變遷影響已使各處山坡地土石災害不斷，此造成水土資源逐漸流失更危害居民安全，因

此鞏固水土資源保育成為現今重視的課題。其中山坡地開發若無適當安全排水處理時，將會引起逕流

量增加，進而常造成下游地區洪患。故山坡地開發前後之總逕流量、洪峰流量、洪峰到達時間之遲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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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枯水期之逕流量等現象，與坡地開發之規模與程度息息相關(現代營建雜誌社，1993)。前指下游

洪患多是泥沙堵塞排水路之際常會降低其排洪能力，進而對下游地區造成溢流及積水，直接對環境產

生衝擊，故設置滯洪沉砂設施已成為安全排水系統所必需措施，滯洪沉砂設施為了不破壞河川流域週

遭環境，並與自然生態共存，應能避免過度施作人工構造物，則將此等滯洪空間營造為生態池之作法

應為可行。通常生態池的設置目的是要營造且維持多樣性的生物棲地空間，需要完善的規劃設計和施

作(陳江河，2008)。意即滯洪空間需在安全排水前提下，並能利用多孔隙材料來構築其周邊堤岸以達

到遲滯暴雨期間地表逕流集中所發生洪峰到達下游出口不致生氾濫情事，同時亦要有生態池所需水

量，方可事竟成功。 

滯洪池之主要功能在於防洪，即貯留豪雨、颱風所挾帶之洪水，以減輕排水設施之負擔，避免水

患。此外，滯洪池周圍亦可適度增加景觀設施，以兼具休憩之功能(陳常霖，2009)。當滯洪空間在營

造為生態池後，常需要有足夠的水源供應，方能維持水中生物棲地穩定，但受每年在雨旱季差異，集

水區內會有豐枯水期，則水源不足供應時，此時反而使得滯洪空間成為另類型態之濕地。同時，在雨

季期間，常有地表逕流伴隨洪峰之土壤沖蝕量進入滯洪空間內，除可減緩流速使土壤沖蝕量易於有沉

澱的機會，更可避免致生表土流失。對照濕地環境具有廣闊的生物多樣性以及食物鏈，濕地也被稱作

為「生物超級市場」，在自然環境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腳色(楊玉聖，2007)。濕地能因應教育展示、

景觀遊憩、生態保育、水質淨化、滯洪沉砂與學術研究等用途，而營造濕地環境多能利用生態工程或

景觀造園等工法設置(蔡雅慧，2004)，由前述可知以滯洪空間營造生物棲地穩定應為可行，但是整個

滯洪空間要以濕地來維持穩定生物棲地則需要有相關植物入侵，藉其快速形成地表植被覆蓋，方可提

供生物存活更加穩定之棲地環境。 

    政府積極推廣現地汙水處理，目標是利用自然淨化的能力，設計低成本，高效率的水質淨化機制。

因此，應用自然處理系統，進行汙水現地處理已成為現地水質處理的主要發展趨勢(王興睿，2011)。

此外，相關滯洪空間營造為生態池以供生物棲地之際，為了管理目的，常可由水質指標予以闡述，而

相關水質指標種類眾多，如：溫度、溶氧量、導電度、pH 值、濁度、葉綠素等，而這些水質指標的

變化常會直接使藻類生長與群聚組成發生變化(陳子健，2002)，通常應用水質指標之前，必須了解集

水區內造成水質污染之來源與原因，並且以最少的水質指標即可反應河川水質變化為主要考量

(Umited States Enviroment Protection Agency, 2003)，加以滯洪空間多位於集水區或溪流之下

游處，相對的營養物質或來源亦比較多，則當有機物及土壤會隨地表逕流進入滯洪空間時，自會提升

其濃度。而葉綠素於水體存在有出現偏高情形時，即表示水中藻類過量繁殖；水中濁度又再增加時，

使得僅有水表面能獲得太陽輻射以進行光合作用，但間接也反應了水體優養化程度(柯文泉，1996)。

因此濁度主為表示光線入射水體時，即被散射能影響濁度變化的來源包括：土壤之黏粒及坋粒、懸浮

物、浮游生物或微生物等。當濁度偏高常會阻礙水生植物的光合作用，更會使魚類的呼吸作用受阻，

甚至使其因窒息而死亡，進而影響魚類的生長與繁殖。此外，濁度高亦會干擾淨水處理時程，更使得

濁度成為重要的水質指標。故本研究乃嘗試利用滯洪沉砂池之滯洪空間，在營造為生態池後，監測其

池內之葉綠素及濁度，進而能提出相關滯洪空間來營造生態池後之水質變化進行探討，並據以提出日

後相關研究探討與參考。 

二、研究方法 

1. 試區概況 

本研究觀測時間自 2013年 1月 29日至 10月 4日止，擇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綜合試

驗場西南側之靜思湖上側以路堤間隔之調節池，其長度 64 m、寬 48 m、深度 2 m，面積約 0.3072

公頃，其滯洪空間主要是順應地形而呈現倒三角形溜淤空間。該滯洪空間為能配合景觀則留有平均深

度為 2 m之常水位，而該滯洪空間現可供如魚類、水鳥及水禽等生物棲地之用。而滯洪沉砂池週邊地



社團法人中華水土保持學會 102 年度年會  3 

 

表植被包括如：百喜草 (Paspalum notatum Flugge)、地毯草 (Axonopus compressus (Sw.) 

Beauv.)、含羞草(Mimosa pudica)、水芋(Zantedeschia aethiopica)及楊柳(Salix babylonica Linn)

等植物。 

 

2. 試驗方法 

本研究於試驗觀測在該滯洪空間營造為生態池前，即對其進行斷面測量，以得知生態池有效水深

介於 0.25~1 m，其平均水深 0.5 m。同時配合該滯洪空間之平面圖來選定縱橫間隔為 10 m之水質

觀測點位置，共計 16點。此外，於該池之入流口及出水口區域均另設置 1處水質觀測點，使得本研

究於滯洪空間池內共設置水質觀測點有 18 點，相關各觀測點分布位置(如圖 1) 。而本研究採用水中

葉綠素、溫度及濁度感測計(ACLW-USB，No.249，日製)來針對生態池中各水質觀測點進行監測，

同時在水質指標監測時，無法直接將感應計置入池內移動，所以本研究乃在節省人力及物力前提下自

行採用 6支市售常見 2公升之寶特瓶，來圍繞一直徑 3英吋之 PVC塑膠管以製作浮台，再將感測計

再自 3 英吋塑膠管深入水面下 10 cm 處，另再於浮台二端各繫緊一尼龍繩並同時連結岸邊二支固定

樁，並利用溜索配合會有刻劃(10 cm)之尼龍繩來使得浮台於二固定樁間之水面移動，此舉可方便確

認觀測點之位置。觀測期間共進行 15 次調查。每次水質監測結束後，即利用資料擷取器進行相關資

料下載。最後再利用 Surfer軟體程式來將每次監測結果進行等值圖繪製，以供後續探討。 

 

圖1 生態池水質觀測點位置圖 

Fig.1 The experimental site for water quality of the ecological pond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為探討滯洪池內水質指標之變化，先將各次溫度、濁度及葉綠素觀測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及

分析，且依照調查觀測時間先後順序分為為冬、春、夏及秋四季，再以 Surfer軟體繪製出各水質於池

內的空間分佈，結果如圖 2~4所示。 

由圖 2視之，依冬、春、夏及秋四季之生態池內水溫分佈視之，其範圍分別為：26.9~27.4℃、

29.8~30.4℃、32.1~33.8℃及 30.3~30.9℃，意即冬季期間者最低、春及秋季期間者相近且居中，

而夏季期間者為最高，此表示生態池內水溫有隨季節改變之趨勢，意指明顯與日照時數及太陽高度角

成正比。再就各季池內水溫空間水溫分佈比較可知，冬及春二季期間生態池內均有西側入流口區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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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大於東側出流口區域之趨勢，此係該二季期間因值逢旱季期間並無明顯降雨產生地表逕流進入池

內，因此在入流水量不多情形下，則水深略大時之水溫亦隨之略增。而夏及秋二季期間生態池內水溫

偏高區域則有隨地表逕流進入池內之水流方向移動至中間偏出流口區域，此亦顯示池內水流方向會有

影響其水溫分佈之趨勢。 

由圖 3可知，冬及春二季期間因入流水量減少，水位維持穩定，且水深偏小之際，表池內水流趨

緩，則水中生物易於增生，因此，在其生態池內之濁度有向池周邊遞增之趨勢，且濁度偏低區域推測

應為池內在無區外地表逕流匯入前之主要水流方向。而冬及春二季期間於池內之濁度分佈範圍為

25~45FTU 及 35~60FTU。夏及秋二季期間，則因有明顯降雨，致有大量地表逕流水匯入池內，且

隨著池內水流速度增加會直接改變其間濁度空間分佈。而夏季期間者於東北側則因為有部分土壤沖蝕

量進入池內導致其濁度明顯偏高情形，此外夏季期間之濁度介於 10~40FTU，有出現觀測期間濁度最

低狀況。秋季期間則因前述土壤沖蝕量經過清除改善了池內水流通暢，致其間之濁度迅降至

20~25FTU，為觀測期間之濁度相對偏低季節。 

再由圖 4 可知，依冬、春、夏及秋四季於生態池內葉綠素濃度分佈視之，其範圍分別為：

11~15ppb、22~30ppb、5~8及 20~35ppb，顯示春及秋二季期間之水中藻類能利於生長，然由圖

中視之冬及春二季仍受前述入流水量減少，且池內水流趨緩，易使水中懸浮沉澱，則水深較大處之葉

綠素濃度變大意即藻類能生長容易，然而受限冬季期間池內水溫相較春季期間偏低 3℃，直接限制了

藻類生長，因此冬季期間之葉綠素濃度只達春季期間之一半；而二季期間之葉綠素偏低空間分部仍與

前述無區外地表逕流水匯入前之主要水流方向相符。接著夏季期間，則明顯受區外地表逕流水匯入，

造成池內水流速度增加，使池內藻類等生物隨水流流失，因此夏季池內之葉綠素在觀測期間出現最低

值，同樣地於葉綠素偏低區域仍與池內主要水流相符。最後秋季期間，區外地表逕流水減少，加以池

內土壤沖蝕量業已清除，在水質較潔淨條件下，其葉綠素明顯偏高，意即藻類等生物快速成長，而葉

綠素空間分佈，仍由入流口區域向出流口區域遞增，則再次說明池內葉綠素濃度偏低區域仍與水流方

向相符。 

綜合上述，茲將觀測期間於生態池之水質指標相關數質，整理如表 1. 

表 1. 觀測期於生態池內之水溫、濁度及葉綠素 

Table 1 The maximum, minimum and average value for the water temperature, chlorophyll and 
turbidity of ecological pond 

Season Value 
Water temperature 

(℃) 
Turbidity 

(FTU) 
Chlorophyll 

(ppb) 

 Max. 27.4 49.3 16.4 
Winter Min. 26.9 23.0 10.2 

 Ave. 27.2 32.8 13.4 

 Max. 30.4 65.1 31.0 
Spring Min. 29.8 28.9 21.0 

 Ave. 30.2 47.9 26.2 

 Max. 33.8 51.7 9.3 
Summer Min. 32.1 8.5 4.2 

 Ave. 33.1 15.1 6.2 

 Max. 30.9 30.6 40.0 
Autumn Min. 30.4 15.3 16.8 

 Ave. 30.6 21.4 28.3 

為進一步了解生態池內水溫、葉綠素及濁度等各水質指標之連續變化，本研究依天氣穩定及水質

指標較為偏低為條件，擇訂於 2013年 10月 4日於該池內東北隅之水質觀測點進行為期一日之連續

監測，並將水質指標之逐時變化會如圖 5。 

由圖 5視之，生態池內水溫介於 25.6~29.8℃，其水溫日較差 4.2℃，而水溫在 6時以後達到最

低值，並自 7 時日出以後，逐漸遞增至 14 時達到最高值，隨後在漸次遞減翌日清晨，其變化趨勢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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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與太陽輻射強度之變化趨勢相符。而圖中葉綠素濃度於夜間多能在 5ppb範圍，約在 5時~15時時

段鑿有兩次分別明顯遞增為 20ppb 及 17ppb，是原有夜間葉綠素濃度約近 4 倍，而在 10 時又降至

8ppb，差值應在 3ppb 之間，而有葉綠素明顯增加趨勢應是到水中及水面之生物覓食活動率影響所

致。再就圖中濁度變化視之，約在 3時~7時之時段內有全日最低值約 10~15FTU，然自 8時起之濁

度即由 20FTU驟升至 9時之 54FTU，表示有外來因素造成，復經調查應是有外水開始會入池中以維

持生態池之基本水位時，有擾動到池底沉泥所致；隨即於 10 時以後均隨放流水匯入本池而使得濁度

維持在 20~30FTU。 

四、結  論 

綜合以上敘述，可獲得以下結論: 

1.生態池內水溫有隨季節改變與水流方向之趨勢。 

2.入流水量減少，水位維持穩定，使池內水流趨緩，則水中生物易於增生。 

3.生態池內葉綠素濃度偏低區域仍與水流方向相符 

4.滯洪空間營造生態池後，其池內水流方向會促使水溫、濁度及葉綠素有略降趨勢，而當有土壤沖蝕

量進入池內時，則會導致池內濁度有明顯增高情形。 

 

 

 

 

 

 

 

 

 

 

 

 

 

 

圖 2. 不同季節 於生態池內水溫之空間分布 

Fig.2 The water temperature of ecological 
pond for the different s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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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不同季節於生態池內濁度之空間分布  

Fig.3 The turbidity of ecological pond for the different seasons 

 

 

 

 

 

 

 

 

 

圖 4.不同季節於生態池內葉綠素之空間分布  

Fig.4 The chlorophyll of ecological pond for the different s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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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生態池內全日水溫、濁度及葉綠素之時變化(Oct. 4, 2013) 

Fig.5 The daily variation of water temperature, turbidity and chlorophyll for ecological 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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