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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

台灣溪流地景分類與生物指標之建置

一以南跤溪、客雅溪、中港溪為例

馮豐隆 l 曾晴賢 2 甘展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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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台灣西部河川因人為干擾過度，生態環境遭受莫大衝擊。在溪流選擇設立其代表性之永久

樣站(監測站) ，進行調查雖然可定期監測溪流水質之變化，卻僅限於單一點，無法擴及線(河

段)與面(河系)之層級;且水質監測往往倒重於物化因子之分析，並沒有同時考慮生態因子。物

化因子的分析雖能客觀地呈現當時溪流之狀況，而溪流欲永續經營管理，則不能不考量生物生態的

永續，因此，有賴生物性指標之建立。唯有劃分溪流型態單位，於各型態單位選取監測、調查點，

更而建立各類型溪流生物性及物化指標，才能完整地描述、監測溪流生態系，並達到永續經營之目

標。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利用南按溪、客雅溪與中港溪 2002 年 9 月至 2003 年 9 月之水質調查資料一

水溫、溶氧量、導電度、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氯氮、磷、氯鹽、懸浮固體、總有機碳、重金

屬、 pH 、大腸桿菌、有機氯及濁度等共 15 項，及生物調查資料一藻類、底棲生物、蝦蟹類、魚類

及鳥類等，結合地景因子，彙整既有之河川分類法，區劃出溪流分類單元;接著，再以溪流單元為

基礎，整合水質物化指標，並套用於南搜溪、客雅溪和中港溪三條溪流，可得到各溪流之污染嚴重

度。將污染嚴重度對應到溪流之生物環境組成，可進一步歸納出水質變化(或污染)與生物種類、

和族群數量關聯之結論，期望能建立一適用於台灣溪流之溪流型態分類模式及河川生物指標。

【關鍵字】溪流分類、生物指標、地景生態學、監測、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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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ssive anthropogenic disturbances. Many permanent monitoring stations were set for detecting the 
changes ofwater quali句， but the scale was limited to points and could not scale up to line (s扯開m section) 
and area (drainage section). We could not develop reasonable stream management without considering 
b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ies. It's necessary for us to establish biological indicator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classi冉， stream landscape and establish biological indicators for detecting 
water pollution in streams. In the paper, we use water quality data and biological data of Chungkan River, 
Kehyea River and Nankann River during Sep. 2002 to Sep. 2003. Water temperature, dissolved oxygen, 
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chemical oxygen demand, ammonia nitrogen, phosphorus, chloride, 
suspended solids, total organic carbon, heavy metals, pH, coliform, organic chlorine and turbidity were 
incIuded in water quality data. Biological data were incIusive of algaes, benthos, crabs, shrimps, fish and 
birds of three streams. Integrating the landscape factors with Schumm stream classification method, we 
could cIassi有， a stream into severallongitudinal zones. On the basis of classi月ring zones, chemio-physical 
water quality indicators - RPI and biological indicators could be applied, and then the seriousness of 
polluted s仕eams showed. Final1y, we get a further concIusion about correlations between pollution and 
species community. We suggest that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耐eam and biological indicator could be 
used in the streams of Taiwan. 

(Keywords> stream classification, biological indicator, landscape ecology, monitor, water quality. 

一、前言

台灣西部人口調密、工商發達，北部地區

尤以桃園、新竹、苗栗三地為重要的農工商綜

合生活圈。位於桃園縣境內的南按溪，發源於

桃園坪頂台地之牛角坡，流經龜山鄉、桃園

市、蘆竹輝、大園鄉等四個鄉鎮市轄區，係桃

園縣最重要之河流，亦屬台灣次要河川之一，

近年因經濟發展、工商發達、交通進步，復以

鄰近台北市，污染隨之而生。新竹市客雅溪之

發源地位於新竹縣寶山鄉山湖村東部的北坑

仔，溪流於害寮西南倒注入台灣海峽，有上游

香山工業園區的工業廢水及新竹市民生廢水之

注入，污染情形時有所聞。橫貫苗栗縣北部的

中港溪，是台灣主要河川之一，其自頭份斗煥

坪以下，由於溪水挾帶之泥沙沖積，形成豐映

的竹南平原，為苗栗縣之農工業重地;然而過

度的開發，也使得中港溪的生態環境被嚴重破

壞。

行政院環保署雖然在南農溪、客雅溪及中

港溪均設有永久監測樣站，然而其監測項目仍

著重在傳統物化水質數據之收集。 1987年，美

國 Clear Water Act將「污染」定義為:人為製

造或人為誘導使水的物理、化學和生物完整性

改變 (Ka訂 andC恤， 1997) ; 依此定義，河川

的污染除了其廣佈性、連帶性無法忽略外，更

需考量生物因子之變動，儘管物化監測較客觀

且快速，卻無法反應污染物質的累積情形，也

常常低估了環境的劣化程度:生物性指標的建

立不但能彌補物化監測之不足，反映水域長期

水質狀況，也能提供環境惡化的預先警報。尤

其，欲達永續發展之目的 ， 必須顧及集水區生

態之健康及完整性，使保有天然的自淨與調節

能力，此長遠之規劃，更不能單單考量物化資

料。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彙整河川水質調查資

料，配以地景分類，劃分河川分類單元，同時

利用生物調查資料齡證一般使用之生物指標，

進一步指出具潛力之生物指標，最終期望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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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適用於台灣溪流之溪流型態分類模式及河

川生物指標。

二、材料及方法

(一)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 0 

(二)溪流地景分類

Schumm ( 1977 ) 將水系分為三部份:第

一區是河流的上游集水區，也是大部分水、砂

的發源地。搬運能力強的河川挾帶著砂碟(甚

至岩石)不斷磨蝕河床、切深河谷，造成上游

地區常見的峽谷或V型谷地形;又因河川縱剖

面聽降、岩石抗蝕力不同或斷崖陡落，河川於

此處形成瀑布或是急流 。 至第二區一搬運區，

由於坡度趨緩、流速減慢，河川向側侵蝕作用

大於向下侵蝕作用，河道變寬並開始出現曲

流，是河道最穩定且型態最確定的部分。第三

區則屬河口沉積區，河流流速更慢、河谷近幾

平坦，積滿淤泥的河床使河水溢出，於兩岸形

成氾濫平原;在河流入海口處，堆積的泥沙則

形成三角洲。如圖 2 。

本研究調查各樣站之河寬、流速及流量，

並根據 Schumm ( 1977 ) 之方法將河川略分為

上、中、下游。雖然河川區段與河寬、流速之

相關規範尚未建立，所得之資料也僅是相對而

非絕對，但亦提供了男一種分類的參考。

(三)樣站之選擇

以環保署設立之水質檢測站為主，經參考

中港溪、客雅溪與南按溪之水系地理、水質、

水體分類、感潮特性、水利設施與水文等資料

後，於南景溪流域選定大埔橋 、 龜山橋、大槽

溪橋、星見橋，南娛溪橋及攻下橋等 6 處;客

雅溪流域寶山橋、大崎廟橋、中興橋、竹科出

水口，牛埔橋及香雅橋等 6處;中港溪流域中

港溪橋 、 平安大橋、 東興橋，錦水橋和高速公

路橋等 5 處，共選定 17 處監測站，如表 1 。監

測站之設置主要以橋樑為定位，交通方便且容

易到達為原則，並於橋樑上、游或下游 300m 內

選擇調查範圍 。 各樣站之相對位置見圖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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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環境特性檢測項目及方法

環境特性之檢測項目主要有三:河寬、流

速與流量。如表 2 。

(五)水質檢測項目及方法

水質檢測共測量溶氧量 (Dissolved

Oxygen, DO) 、生化需氧量(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BOD ) 、氯氮 (Ammonia

Nitrogen, NH3-N) 及懸浮固體 ( Suspended

Solids，的 ) 等 4 項。其檢測方法及頻率見表

3 。

(六)生物調查項目及方法

每個固定樣點一季採集一次。

1.魚類

*方法:電器法，範圍為 100 m' 以河川左

岸為主，每次調查只須進行一次。調查人

員視當地情形做調整。

*種類鑑定及測量項目:魚種必須鑑定到

種。

*若採集時遇到釣客，進行訪問漁獲種類。

2.蝦蟹類

*電魚時一併採集，不再另行採集。

3.藻類

*浮游性

以實特瓶取 2 公升水樣，靜置沉澱數分

鐘，取上清液 1 公升 (或視情形決定) 過

濾，烘乾做永久玻片，之後算細胞數目 。

*附著性

取水深 10 cm 處之石頭，以細銅刷或牙刷

刮取 10 cmX 10 cm 面積大小之樣品後打

散、溶解、過擒。

4.水棲昆蟲

以蘇伯氏定面積網 ( Surber's net sample ) 

(50cmx50cm區域) ， 在河中的各種流況下

採 3 網。藻類與水棲昆蟲應避免於大雨後一週

內採集。

5.螺貝類

*包含在水生昆蟲網 (50 cmX50cm X 3 網)

的範圍內可採者。近河岸處若發現也可以

採。一般以 1 m2 可見者統計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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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集水區

台灣溪流地景分類與生物指標之建置一以南攻溪、客雅溪、中港溪為例

溪流分類模式與河川生物指標

圖1.研究流程團

Fig. 1. Flowchart of research. 

此區坡度庚，河流

流速挾，切割出 V

型河谷 。 常見急流

和瀑布 。

此區海拔降低，坡
度趨緩，河川逐一

匯流。因河谷較寬

庸，河川開始出現

蜻蜓現象。

婉蜓的河流緩緩流過

寬闊、近幾平坦的河
谷。河流在河口處會

分成許多河道，流經
因沉積而形成的三角

洲 ， 最後注入海中。

圖 2. 河川縱剖面分區圖河道與沖積平原的特徵隨著河川流經區域之不同而改變 。 修正自
Miller (1990). 1!::l 1990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Fig. 2. Three longitudinal profile zones. Channel and floodplain characteristics change as rivers travel from 
headwaters to mouth. Modified from Miller (1990). iþ1990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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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溪、客雅j柔、南炭溪採樣點位置

圖 3. 南娛溪、客雅溪、中港溪調查樣站位置圖

Fig. 3. Location ofmonitoring stations in three rivers.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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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各監測站名稱及經緯度位置

Table 1. Names and locations ofmonitoring stations. 

流域 監測站名 緯度 經度

*大埔橋 250 01'32.7" 121 0 22'09.0" 

*龜山橋 240 59'47.1 " 121 0 20'22.8" 

*大槽溪橋 250 00'52.4" 121 0 13'01.4" 
南按溪

*星見橋 250 00'42.8" 121 0 16'27.9" 

*南按溪橋 250 03'28.5" 121 0 16'20.9" 

按下橋 250 05'05.2" 121 0 15'13.5" 

寶山橋 240 44'03.6" 121 0 1 '09. 7" 

大崎廟橋 240 45'43.7" 1200 59'34" 

中興橋 240 47'05.1 " 1200 57'32.3" 
客雅溪

竹科出水口 240 47'43.1 " 1200 57' 12.9" 

牛捕橋 240 48'08.8" 1200 55'57.8" 

*香雅橋 240 48'23.7" 1200 55'02.4" 

*中港溪橋 240 38'52.0" 121 0 56'47.0" 

*平安大橋 240 40'43.9" 1200 56'32.6" 
中港溪

*東興橋 240 41'00.6" 1200 54'06.3" 

高速公路橋 240 40'09.5" 1200 52'42.4" 

* :環保署永久監測樣站

表 2. 環境特性檢驗項目、方法及頻率

Table 2. Items, methods and detecting 企equency of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檢驗項目

水量一流速

河寬

水量一流量

檢驗方法

流速計法

距離量測

流量計法

檢測方法

*NIEA W022.50T 

" 
NIEA W023.50T 

檢測分析頻率

每季一次每次 12 個

每年二次每次 12 個

每季一次每次 12 個

* NIEA : 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Analysis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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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水質檢測項目、方法及頻率

Table 3. Items, methods and detecting 仕'equency ofwater quality. 

檢驗項目

溶氧量

生化需氧量

懸浮固體

氯氮

檢驗方法

電極法(現場測試)

碘定量法

疊氮化物修正法

測定消耗之溶氧， BOD

103
0

C-I05
0

C乾燥

納氏比色法

檢測方法 檢測分析頻率

APHA 4500-0 17ed 每季一次每次 12 個

NIEA W422.51C 

NIEA W42 1.54C 
每季一次每次 3 個

NlEA W510.50A 每季一次每次 12 個

NIEA W210.50A 每季一次每次 12 個

NIEA W416.50A 每季一次每次 12 個

表 4. 河川污染指數(River Pol1ution Index, RPI)評估方法表

Table 4. The Assessment ofRiver Pol1ution Index. 

水質項目\污染程度 未受 污染
稍受

DO(mg/L) > 6.5 

BOD(mg/L) <3.0 

SS (mg/L) <20 

NH3-N (mg/L) <0.5 

污染點數 Si

污染指數 RPI < 2.0 

6.環節動物(顫蚓類)

*包含在水生昆蟲採集範圈。顫蚓的採樣以

lcm2 為單位，面積不必過大。

(七 ) 水質指標分析

目前政府環保機關最常用的指標係早期由

日本引進的河川污染指數 ( River Pol1ution 

Index，簡稱 RPI)。河川污染指數以溶氧

(DO ) 、生物需氧量 (BOD) 、懸浮固體

( SS ) 和氯氮 (NH3-N) 四項為參數，不採用

加權，因此每項參數的權重相同:計算所得結

果將河川水質狀況分為四類，即未(稍)受污

染、輕度污染、中度污染和嚴重污染。計算公

式如下 :

輕度污染 中度污染 嚴重污染

4.6 - 6.5 2.0 - 4.5 < 2.0 

3.0 - 4.9 5.0 - 15 > 15 

20 - 49 50 - 100 > 100 

0.5 - 0.9 1.0 - 3.0 > 3.0 

3 6 10 

2.0 - 3.0 3.1 - 6.0 >6.0 

RPl=( 114) L Si 

其中 RPI: 河川污染指數，其值為 1-10 。

Si : 污染點數值: i :水質項數 。

評估方法列於表 4 。

(八 ) 生物指標

本研究蒐集趙大衛 (2000 ) 、楊雅梅

(200 1 ) 、 王漢泉 ( 2002 ) 等有關台灣生物指

標之論文及環保署 (2004 ) 常用的生物性指

標，試圖將此與本研究結果互相對照、驗證。

目前台灣使用之生物指標大致規範為四類，分

別為未稍受污染、輕度污染 、中度污染及嚴重

污染 。 未 (稍) 受污染的底棲生物指標有石蠅

(Plecoptera ) 、長鬚石蠶(Stenopsy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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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J. )、流石蠶 (Rhyacophila 司pp.) 、網蚊

(m中'haroceridae) 、扁蟀螃 (Ecdyonura

spp. 、 Epeorus spp. 、 Heptagenia spp.) 、)1[蛤

( Semisulco.坦pira libertina ) 、石田螺 (Sino的ia

quad徊的)、塔蛤 (Thiara scabra) 及瘤蜻

(Thiara granifera) 等，魚類則為細魚

(Scaphes的es barbatulus) 、台灣問爬岩轍

(Hemimyzon formosanus) 、高身細魚

(協ricorhinus alticorpus) 和櫻花鉤吻桂

( 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m ) ;輕度污

染之生物指標有網石蠶 (Diplectrol泊中']J.、

Hydropsyche 那)、蜻蛤 (Odonata spp. ) 

扁泥蟲 (Ps中Ihenidae) 、四節蚱蜘 (Baetiella

spp. 、 Baetis spp. ) 、石蛤 (Corydal蚵~e) 、釘

螺 (Oncomelania hupensis formosana) 、田螺

( Cipangopaludina chinensis) 、錐蛤

(Stenomelania plicaria) 及網蛤 (Melanoides

tuberculatus formosanus) 等，魚類為石

(Acrossochelius paradoxus) 、何氏棘趴

(Spinibarbus hollandi) 、臺灣細 (Leiobagrus

formosanus) 和台灣馬口魚 (Candidia

barba的) ;中度污染的水域司發現水蛙

(Hirude nipponica 附itman) 、細蚱螃

(Caenidae) 、囊螺 (Physa acuta) 、椎實螺

(Radix auricularia swinhoei) 、扁蛤

( Gyraulus spirillus) 、圓蚱 (Anodonta

woodiana) ， 魚類有川虎(褐吻虎)

(Rhinogobius brunneus) 、極樂吻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鯉魚 (Cyprinus

carpio)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中華花

轍 (Cobitis sinensis) 、羅漢魚(Pseudorasbor 

parva) 、日本禿頭鯊 (Sicyopterusjaponicus)

和鱗魚 (Parasilurus asotus) 。至於嚴重污染的

水域，則可發現紅蟲(紅搖蚊 Chironom郎

平']J. )、管尾蟲 (Tubifera 中']J. )、顫蚓類(絲

蚯蚓 Tubificidae) ， 褔壽螺 (Ampullarius

canalicu- latus) 及 台灣蛻 (Corbicula

i1uminea) ， 而魚蝦類可見鱷魚 (Ch捌a

macula的)、七星體(Channa asiatica ) 、大眼

海鰱 (Megalops cyprinoides) 、雜種吳郭魚

(Oreochromis hybrid) 、塘耳魚 (Clarias

fùscus) 、泥轍 (Misgumus anguillicauda.伽)

大肚魚 (Gambusia a.血的)和大鱗鱗 (Liza

macrolepis) 等。見表 5 。

三、結果與討論

(一)溪流分類單元

表 6 列出南跤溪、客雅溪、中港溪各樣站

的環境特性調查結果。南按溪各樣站測得之河

寬自上游往下游還增，唯龜山橋河寬僅 5.2 公

尺，推斷應是局部地形;大槽溪橋一段河寬聽

增至 18.6 公尺。按下橋一段，亦有河寬減縮之

現象，是否因其上游 1 公里處為南蜈溪主支流

匯集處，7]<.量大增而致河道變窄，則無法得

知，尚需進一步蒐集相關資料。

客雅溪在大崎廟橋至中興橋一段，河寬由

4.3增至 8.05 公尺，但流速卻是在竹科出水口

(0.75 mls) 至牛捕橋 (0.特別s) 一段減慢，

且竹科出水口的河寬亦聽縮至 3.57 rn 。竹科出

水口兩次調查結果，無論是河寬或流速均有不

合理的增加和減少，但客雅溪並無較大支流，

且樣站均位於同一河道上，因此判斷竹科出水

口河道之縮減應為局部地形所致。以至河口距

離來看，中興橋、竹科出水口和牛埔橋皆介於

10 公里之內，應、可歸類為中游地帶。故自中興

橋以上屬上游，自香雅橋以下應為下游。

中港溪平安大橋樣站平均河寬 5.71 rn '流

速 0.21 mls' 但至下游東興橋處，河寬聽增為

13.2 公尺，而流速驟減為 0.1 6 m1s 。依 Schurnrn

(1977) 定義上游進入中游之特徵為坡度趨緩

且河床變寬廣，因此推論中港溪上游與中游之

交界介於平安大橋與東興橋問。故中港溪橋和

平安大橋應屬上游，而東興橋則屬中游。依此

類推，高速公路橋之河寬聽增至 34.1 rn '已屬

於下游範圍。



林業研究季刊 27 (3) : 25~狗， 2005

表 5. 台灣溪流的生物指標(()表示物種代號)

Table 5. Biological indicators ofstreams in Taiwan. 

未(稍)受污染 輕度污染

底棲生物 石蠅(Dal) 網石蠶(Dbl)

長鬚石蠶(Da2) 蜻蛤(Db2)

流石蠶(Da3) 扁泥蟲(Db3)

網蚊(Da4) 四節蚱螃(Db4)

扁脖峙(Da5) 石蛤(Db5)

川蛤(Da6) 釘螺(Db6)

石田螺(Da7) 田螺(Db7)

塔蛤(Da8) 錐蛤(Db8)

瘤蛤(Da9) 網蛤(Db9)

末(稍)受污染 輕度污染

魚類 個魚(Fal) 台灣石蜻(Fbl)

台灣間爬岩轍(Fa2) 何氏棘趴(Fb2)

高身姻魚(Fa3) 臺j彎細(Fb3)

櫻花鉤吻駐(Fa4) 台灣馬口魚(Fb4)

表 6. 南按溪、客雅溪、中港溪環境特性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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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污染 嚴重污染

水腫(Dcl) 紅蟲(Ddl)

細蚱艙(Dc2) 管尾蟲(Dd2)

囊螺(Dc3) 顫蚓類(Dd3)

椎實螺(Dc4) 褔壽螺(Dd4)

扁蜻(Dc5) 台灣蛻(Dd5)

圓蚱(Dc6)

中度污染 嚴重污染

川悔虎(Fcl) 鱷魚(Fdl)

極樂吻蝦虎(Fc2) 七星體(Fd2)

鯉魚(Fc3) 大眼海鰱(Fd3)
鯽魚(Fc4) 雜種吳郭魚(Fd4)

中華花獻(Fc5) 塘E魚(Fd5)

羅漢魚(Fc6) 泥轍(Fd6)

日本禿頭鯊(Fc7) 大肚魚(Fd7)
鯨魚(Fc8) 大鱗鱗(Fd8)

Table 6. Results of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in three rivers. 

河寬(m) 流速(m1s) 流量(cms) 至河口距離

Ql Q2 平均 Ql Q2 平均 Ql Q2 平均 (km) 
大埔橋 10.9 10.5 10.7 0.43 0.27 0.35 0.47 0.32 0.40 26 
龜山橋 6.1 4.3 5.2 0.26 0.9 0.58 0.59 1.49 1.04 21 

早曹溪凡 大繪溪橋 18.6 "'''' 18.6 0.5 "'''' 0.5 3.23 "'''' 3.23 16.9 
星見橋 17.4 14.5 15.95 0.12 0.43 0.28 2.43 2.85 2.64 17.7 
南炭溪橋 16 14.9 15 .45 0.64 0.74 0.69 4.95 7.91 6.43 10.2 
按下橋 12.25 "'''' 12.25 0.54 "'''' 0.54 5.87 "'''' 5.87 5.5 
寶山橋 2 4.6 3.3 0.32 0.24 0.28 0.08 0.1 0.09 
大崎廟橋 3.9 4.7 4.3 0.24 0.19 0.22 0.18 0.1 2 0.1 5 17.44 

靠溪 中興橋 7.2 8.9 8.05 0.21 0.22 0.22 0.36 0.34 0.35 8.1 6 
竹科出水口 3.5 3.63 3.57 0.82 0.67 0.75 1.56 1.73 1.65 6.02 
牛埔橋 13.6 7.9 10.8 0.3 1 0.67 0.49 2.02 2.1 6 2.09 5.4 
香雅橋 * 7.9 7.9 * 0.34 0.34 * 1.56 1.56 0.72 
中港灑橋 4.5 2.35 3.43 0.58 0.38 0.48 1.56 0.1 6 0.86 21.2 

港中平安大橋 6.1 5.31 5.71 0.34 0.07 0.21 1.2 0.79 1.00 15 
錦水橋 "' ''' 11.2 11.2 "'''' 0.07 0.07 *'" 0.17 0.17 12 

溪東興橋 11.2 15.1 13.2 0.17 0.1 5 0.16 0.38 0.65 0.52 9.5 
高速公路橋 33.5 34.7 34.1 0.32 0.31 0.32 0.99 1.29 1.14 5.5 

'" :漲潮"'''' :樣區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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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河川污染指數

南按溪之樣站除了大槽溪橋 ( RPI=6.5)

與南炭溪橋 (6.5 )為嚴重污染外，其他三處均

屬中度污染，即使位於最上游的大埔橋樣站亦

是，顯然南摸溪自上游至下游均受到相當程度

的污染。調查所得的四項水質參數中，各樣站

之生化需氧量均遠超過 RPI 嚴重污染的標準

(>10mglL ) 。值得討論的是，屬於嚴重污染

的兩個樣站並非位於溪流最下游處，原因可能

是恰好兩個樣站附近有污染源流入，導致污染

程度之變化呈現非連續性;而這也是本研究調

查的三條溪流中，污染程度達到嚴重的二個樣

站。見表 7 。

位於客雅溪上游的寶山橋和大崎廟橋樣

站， RPI值均為1.5 '表示未 (稍) 受污染:由

上游至下游，污染嚴重程度漸漸加重，中興橋

表 7. 南炭溪、客雅溪、中港溪各樣站 RPI 值及污染程度

Table 7. RPI value and degree of pollution of all stations in three rivers. 

樣站名稱 RPI 值 污染程度 底棲生物 魚類

南妓溪大埔橋 3.25 中度污染 Dd3 

龜山橋 3.75 中度污染 Dc3 ,Dd3 

大繪溪橋 6.5 嚴重污染

星見橋 5.5 中度污染 Dd3 Fc4,Fd4 

南按溪橋 6.5 嚴重污染 Dd3 Fd4 

攻下橋 5 中度污染

客雅溪寶山橋 1.5 未(稍)受污染 Da9,Da6,Dc3 ,Dd3,Dd5 Fbl ,Fb4,Fc2,Fc4,Fc6,Fd2,Fd4,Fd6 

大崎廟橋 1.5 未(稍)受污染 Da9,Dc3 ,Dd3,Dd4,Dd5 Fc2,Fc4,Fc6,Fc8,Fd4 

中興橋 2.75 輕度污染 Da9,Dc3,Dd3 Fc2,Fc3 ,Fc4,Fc6,Fc8,Fd4 

竹科出水口 4.25 中度污染 Da9,Dc3,Dd3 Fc3,Fc4,Fd4 

牛埔橋 5 中度污染 Dd3 Fd4 

香雅橋 4.5 中度污染 Dd3 Fc3 ,Fd4 

中港溪中港溪橋 2.25 輕度污染 Da9,Dd5 Fal ,Fa2,Fbl ,Fc4,Fc6,Fc8,Fd4 

平安大橋 2.25 輕度污染 Dc3,Dd3,Dd5 Fa2,Fbl ,Fc2,Fc4,Fc6,Fc8,Fd4 

東興橋 2.25 輕度污染 Da8,Dd3,Dd5 Fa2,Fbl ,Fc2,Fc3 ,Fc4,Fc6,Fc8,Fd4 

高速公路橋 6 中度污染 Fc4,Fd3 ,Fd4 

代號表請參考表 5 一沒有調查到該類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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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I值 2.75 為輕度污染，自中興橋以下，均屬

中度污染。即使是距離出海口僅 1 公里的香雅

橋樣站 RPI 值 4.5 '亦為中度污染區域。

中港溪的樣站 RPI 值自中港溪橋 (2.25 ) 

起乃至東興橋 (2.25) ，均屬輕度污染;而處

於最下游處的高速公路橋 ( 6 ) 則為中度污

染。由樣站分布圖來看，因中港溪橋以上本研

究並無設立監測站，上游地區是否仍未受或僅

稍受污染，需要進一步調查可得知。

就結果來看，上游地區之水質普遍仍可維

持在未 (稍)受污染或輕度污染之程度;而中

下游以下至出海口，由於人口漸密、工廠林

立'7.k質狀況漸漸惡化。就三條溪流而言，客

雅溪是其中水質狀況較佳的，中港溪次之，南

娛溪則較差。

(三) 生物性指標

台灣目前並無藻類生物指標之規範，且藻

類辨識不易，較難推廣為一般監測用。然而由

南蜈溪、客雅溪及中港溪的藻類調查結果，仍

可約略推論出其潛力之指標藻類。在三條溪流

中，普遍分布的藻類有脆杆藻屬 (Fragilria

sp. ) 及菱形藻屬 (Nitzschia sp. ) ，此兩種藻

類的生態幅度大，在潔淨和嚴重污染的水域均

可存活，但其數量與污染程度之間是否相閥，

尚需進一步調查。另一種可作為輕度污染指標

的藻類為水綿屬 (Spirogyra sp. ) ，但根據調

查結果，僅在中港溪三個輕度污染的樣站分

布 。 由調查數據看，藻類之分布似乎並無專一

性，可能是因為藻類之鑑定僅止於屬，或許種

的鑑定將更有助於溪流指標藻類之建立。

南跤溪的底棲生物調查結果 (如表 7 ) 顯

示，代表嚴重污染的生物指標顫蚓科為數甚

多。尤其在第二次調查時，南妓溪橋、星見橋

和大埔橋的顫蚓科數目分別達到 40 、鈞、 27

尾Icm2 ;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大埔橋兩次調查

所採得之顫蚓科數日 ，較其他同為中度污染的

樣站高出許多，這可能意昧著大埔橋之水質正

日漸惡化 。 客雅溪的大崎廟橋和寶山橋是未

(稍) 受污染的兩個樣站，調查發現有許多蚱

35 

螃目和毛翅目的昆蟲，並有未 (稍) 受污染的

貝麵指標一瘤蛤存在。而屬輕度污染的中興

橋，乃至以下均為中度污染的其他三個樣站，

則發現許多搖蚊科昆蟲和一些顫蚓科生物。中

港溪方面，同為輕度污染的東興橋、平安大橋

及中港溪橋樣站，亦發現許多峙蜘目、毛翅目

和鞘翅目昆蟲 ; 在上游處的中港溪橋更發現瘤

峙。綜合以上結果，可以推論搖蚊科部分物種

可作為嚴重污染之指標，部分可作為輕或中度

污染之指標，但因辨識不易，恐難有效利用 。

而顫蚓科的 Tubifex sp. '因分布遍及各種水

域，表示生態幅度頗大，或許可由數量多寡判

定水質污染程度。另外，細蟀螃科的 Caenis

spp.分布於未 (稍) 受至輕度污染水域，應可

作為輕度污染之指標。其他如毛翅目昆蟲，常

被視為水質優良的表徵，亦有少數毛翅目昆蟲

可生活在輕度污染的水域，也可用作水質指

標 。

魚類調查方面，南按溪四個樣站之調查結

果如表 7 '僅發現二種魚種，分別為鯽和雜種

吳郭魚:污染較嚴重的南按溪橋樣站，只發現

代表嚴重污染的雜種吳郭魚。屬於未 (稍) 受

污染的兩個樣站斗立於客雅溪上游的寶山橋和

大崎廟橋，並無發現台灣馬口魚等指標魚種，

但有其他指標魚種存在;屬輕度污染的中興

橋，則可發現中至重度污染的指標魚種。客雅

溪另外三個中度污染的樣站，也發現重度污染

指標魚種。以物種豐富度來看，污染程度較輕

微的上游有較多的物種數量，並循下游遞減 。

設於中港溪的調查樣站中，屬輕度污染的平安

大橋與中港溪橋均發現輕度污染指標魚種一台

灣石績;三個同為輕度污染的樣站都可發現由

輕至重度污染的指標魚種存在。另外，由中度

污染的高速公路橋採得之魚種，都是代表嚴重

污染的魚種，分別為大眼海鰱和雜種吳郭魚，

此物種的發現透露出水質劣化的警訊 。

四、結論興建議

本研究利用 Schumm ( 1977 ) 的河川分類



36 台灣溪流地景分類與生物指標之建置一以南絞溪 、 客雅溪 、 中港溪為例

法與河寬、流速、流量和至河口距離等調查資

料將南炭溪、客雅溪、中港溪區分為上游、中

游及下游三段。雖然利用比較的方法可以進行

初步的劃分，但細部的地形起伏造成之數據變

化，仍需要更詳盡的航空遙測資料及地理資訊

系統 (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 之

輔助。

日本發展的河川污染指數RPI係本研究用

以評估河川污染程度的方法。三條河川的污染

程度由輕微至嚴重都有，尤其中下游之污染情

形較嚴重。污染情況未呈連續變化的相鄰樣

站，如南農溪大槽溪橋至南炭溪桶一段，極有

可能發現污染源。就整條溪流而言，南鼓溪是

三條溪中污染較為嚴重的。

調查資料顯示藻類分布廣泛，且生態幅度

頗大，因此可能僅有某些特定藻屬能作為有效

的生物性指標，如水綿屬藻類作為輕度、污染指

標，顫蚓科數量多、密度大，則污染較嚴重。

底棲生物和魚類生物指標方面，大致與一般規

範符合，也較藻類完整;唯前者種之鑑定不

易，建議可以朝訂定污染對底棲生物之影響層

級此方向研究。

建立河川型態分類單元有助於描述污染源

之影響層級與範圍，進而有效監控污染之擴

大。因此唯有在適用於台灣的河川型態分類模

式基礎上，水質污染物理化學指標及生物性指

標才可進一步被討論。

然而，除了河川型態分類模式尚未建立，

符合台灣河川狀況之物化指標雖已起步但未臻

成熟，生物性指標更可能因地域改變而異動。

模式之建立有賴長時間累積充足的調查資料和

龐大學術團隊之參與，因此橫流監測樣站之普

及、各學術領域之整合與相關單位之貫徹都是

建立台灣溪流型態分類模式、污染指標與生物

性指標等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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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護署一中港溪、客雅溪、南或溪流域水環

境生態調查與水質生物指標建置」團隊之協

助，本文始克完成。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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