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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北水局）為持續推動非點

源污染削減規劃，乃於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內利用既有農地辦理低衝

擊開發（Low Impact Development, 以下簡稱 LID）示範規劃，透過執

行污染源源頭之非點源改善試驗計畫，驗證 LID 措施於集水區農田排

水之水質水量改善成效，藉以達成水文調節、水質改善、生態營造等

多功能目標，並作為石門水庫集水區後續推廣 LID 設施設置之基礎。 

本計畫主要的工作計有(1)集水區農地現況背景資料調查作業、(2)

農地 LID 示範作業，以及(3)LID 工法施做效能評估作業等。 

依據工作項目與內容，本計畫除蒐集分析集水區農地分布現況、

農作物栽植現況、肥料農藥等使用現況外，並辦理農田排水路現況調

查、蒐集國內外 LID 工法實務應用案例及其對水質改善應用之相關研

究，同時依據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農地背景特性，研析農地 LID 工法

之可行性。 

本計畫依據(1)宣導效果、(2)果園面積、(3)果園排水路、(4)施工難

易度，以及(5)地主配合度等 5 項指標，由 4 個場址中候選遴選出水蜜

桃園與高麗菜園為示範場址（圖 1），並由地主無償提供土地、全力配

合計畫執行。 

依據示範場址之地形及排水路現況，本計畫規劃於水蜜桃園與高

麗菜園排水匯流處設置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以削減降雨所帶來地表

逕流之非點源污染；並於 105 年 3 月 29 日完成示範場址兩處植生滯留

槽 LID 設施之設置作業。 

根據示範場址的水質檢測數據顯示，本年度設置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對於水蜜桃園初期降雨逕流中之化學需氧量平均去除率為

72.7%、懸浮固體平均去除率為 97.2%、總磷平均去除率為 43.3%；而

對於高麗菜園初期降雨逕流中之化學需氧量平均去除率為 37.6%、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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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固體平均去除率為 99.3%、總磷平均去除率為 60.8%，顯示植生滯留

槽 LID 設施之設置對於石門水庫集水區非點源污染具有一定程度的防

治效果。 

 

水蜜桃園
示範場址

高麗菜園
示範場址

 

圖 1 示範場址位置 

 

本計畫完成 80 份宣導手冊編製，並於 105 年 6 月 26 日、10 月 7

日辦理兩場次農業管理教育宣導，藉以鼓勵果農採合理化施肥，重視

果園的用藥安全，以潔淨石門水庫水質；另完成 40 份 LID 宣導手冊編

製，並於 105 年 10 月 7 日辦理一場次 LID 工程推動教育宣導，以推廣

農地設置非點源污染削減之 LID 設施，減少非點源污染流入石門水

庫，降低水庫優養化的風險。 

為配合 LID 工程推動教育宣導說明會辦理時，與會農民能有一現

地觀摩場所，以提高農民設置意願，本計畫加值於 9 月 21 日完成雪霧

鬧部落之柑橘園一處生態滯留池＋植生滯留槽 LID 示範工程設置。 

設置一組模組化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約 1m×1m×1m）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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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材料部分與施工部分，合計約為 4.6 萬元；本計畫已針對石門水

庫集水區 12 果園完成果園位置、栽種現況、面積大小、權屬等基本資

料整理，以及排水路現地調查，建議後續可配合有意願提供用地的農

民，推動模組化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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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Branch continued to promote the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reduction plan, intended to apply LID demonstration 

project in existing agricultural land of Shihmen reservoir catchment area, and  

hope to improve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source of the test project, verify LID improve effectiveness in the catchment 

area of farmland, and as a follow-up foundation of the reservoir catchment LID 

facilities set up. 

The main work of this project namely, (1) the status of the catchment area 

of farmland background investigation, (2) agricultural land LID demonstration, 

and (3) LID facilities efficacy assessment.  

Based on work items and content, this project gathering analysis catchment 

area of agricultural land distribution status, crop planting status,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use among outside, and go through farmland drainage path prevalence 

survey, collect domestic and foreign LID facility application cases, while 

according to Shihmen reservoir the upstream catchment area of agricultural land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assess the feasibility of LID facility farmland 

setting. 

According to (1) the advocacy effect, (2) the orchard area, (3) drainage 

orchard road, (4) the degree of construction difficulties, and (5) with the degree 

of landowners, this project selected peach garden and cabbage gardon two 

demonstration sites from four sites. 

Based on the demonstration sites of the terrain and the status of the 

drainage channel, this project plan and set up in the peach garden and cabbage 

gardon drainage confluence two LID facility, designed to reduce runoff of 

rainfall brought by the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d comple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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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tion sites two LID facility work on March 29. 

According to water quality testing data demonstration sites, LID facilities 

for peach garden rainfall runoff ss average removal rate was 97.2%; COD 

average removal rate 72.7%; total phosphorus average removal rate was 43.3%. 

LID facilities for cabbage garden rainfall runoff ss average removal rate was 

99.3%; COD average removal rate 37.6%; total phosphorus average removal 

rate was 60.8%. 

This project completed 80 parts advocacy manual preparation, completed 

two sessions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ducation advocacy, completed 40 parts 

LID advocacy manual preparation, and completed a project promoting education 

sessions LID advocacy. 

Set a LID facility (about 1m × 1m × 1m), including the material and 

construction work, about 46 thousand NT dollars.  We have carried orchard 

location, planted status, size, ownership and other basic data compilation, as 

well as drainage surveys of Shihmen reservoir catchment area representative 

orchards, and also complete LID facility configuration planning for follow-up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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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前言 

一、計畫緣起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於石門水庫測點

及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北水局）於石門水庫持

續辦理之環境水質監測調查計畫，近年來（92年至 104 年）水庫

水質優養化指標（卡爾森指數）多呈現普養趨近優養等級，造成

之原因主要為颱風豪大雨後土石沖刷帶入大量泥砂造成透明度降

低營養鹽總磷增加，影響水庫水質優養化現象；由葉綠素-a 濃度

顯示，石門水庫目前未有藻類大量滋生之優養化問題。 

然有鑑於石門水庫水質中，總磷為接近優養狀態，為降低未

來水質發生優養之潛勢，仍須加強減少上游集水區營養鹽匯入。

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土地利用型態以農地及林地為主，農地常因

過度施灑肥料與農藥，長期累積地表之營養物易因初期暴雨沖刷

入鄰近河川再匯入庫區，提升庫區水質發生優養之潛勢。 

北水局積極進行水庫之水體優養化改善措施，過去針對可能

影響水庫水質狀況研擬非點源改善策略，研擬可於農耕地規劃草

溝、植生滯留池等降低非點源污染之低衝擊開發（Low Impact 

Development, LID）措施，運用農地排水路規劃，將因初期暴雨逕

流匯集至草溝等 LID設施內滯留，透過沉降、過濾及吸附等作用，

減少外流至農田外溝渠逕流水量及污染物濃度，降低因初期暴雨

逕流產生之非點源污染。 

為持續推動非點源污染削減規劃，北水局乃於石門水庫集水

區範圍內利用既有農地辦理 LID 示範規劃，透過執行污染源源頭

之非點源改善試驗計畫，驗證 LID 措施於集水區農田排水之水質

水量改善成效，藉以達成水文調節、水質改善、生態營造等多功

能目標，並作為石門水庫集水區後續推廣 LID設施設置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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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項目與內容 

本計畫之工作項目及內容如下說明。 

(一) 集水區農地現況背景資料調查分析 

1、 掌握水庫上游集水區農地分布背景資訊，包含分析集水

區農地分布現況、農作物栽植現況、肥料農藥等使用現

況、農田排水路現況等調查，以建立本水庫上游集水區

農地背景特性。 

2、 蒐集國內外 LID 工法實務應用案例及其對水質改善應用

之相關研究。 

3、 調查國內水庫或河川集水區進行合適場址之基本資料，

並依本水庫上游集水區農地背景特性，研析本集水區農

地 LID 工法之可行性及非點源改善成效預估。 

(二) 農地 LID效能評估示範作業 

依據集水區土地利用現況，評估及選定適當果園農地場

址辦理 LID 示範工法，並進行水質水量改善成效分析，以作

為北水局後續推動辦理依據。 

1、 示範場址評估及施作方式規劃，完成至少 3 處候選場址

評估，並擇定其中 2 處之農地作為示範場址，評估規劃

面向至少包含： 

(1) 示範土地遴選 

A、 訪查地主施作意願，並以無償配合為優先。 

B、 依本集水區農地使用特性，至少完成 3 處之候選

場址評估，經北水局同意，並擇定其中 2處，其

面積至少須達 0.5 公頃以上之農地作為示範場

址。 

(2) LID 工程推動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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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農民配合辦理示範計畫之意願，執行本計

畫期間，辦理 1場 LID工法推動之教育宣導活動，內

容包含 LID 工法介紹、農田推行 LID 之成效說明及

相關案例說明等，並協助編製宣導手冊 40 份，以利

集水區內農戶了解 LID 工法並配合實施。 

(3) 施作位置及配置規劃 

A、 針對擇定示範場址進行農地面積、地形、集水區

面積、排水路等現況調查。 

B、 提出示範場址之施作規劃（含農地位置、配置規

劃圖、排水流向等），工法規劃應考量後續成效

檢測分析方式。 

(4) 施作效益預估 

針對選定場址及規劃提出施作效益預估，至少包

含水質、水量改善成效。 

2、 示範場址工法施作，得標廠商於工作執行及規劃計畫書

通過後 3 個月內完成示範場址 LID 工法施作。工程施作

前，廠商需釐清集水區內施工之相關法令規定，並辦理

（北水局協助）施工相關申請作業。 

3、 LID工法施作效能評估 

(1) 水質水量檢測作業 

就個別 LID 工法施作示範場址鄰近溝渠或適當

採樣點至少各進行 1次降雨逕流採樣，計畫執行期間

各示範場址至少 4站次，檢測項目包含水溫、氫離子

濃度指數、溶氧量、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懸浮

固體、氨氮、硝酸鹽氮、正磷酸鹽、總磷、總氮等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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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ID 工法成效評估 

分析及探討 LID 工法施作示範場水質水量差

異，據以評估 LID工法對示範農地於降雨逕流之實質

改善成效，並提出施作成效比對及建議改善事項。 

(3) LID 操作維護作業研擬及後續推動規劃 

提供措施建議作業方式及操作維護作業內容，包

含工法建置設備、操作作業、水質監測規劃、改善效

益評估方式，與操作維護作業內容及工作紀錄表等，

依據示範場址水質改善成效，提出完整的 LID 設置規

劃與操作營運方式建議。 

4、 農業管理（肥料使用、農藥使用、耕作方式等）教育宣

導：執行本計畫期間，辦理 2場農業管理教育宣導活動，

內容包含肥料使用、農藥使用、耕作建議方式等，並協

助編製宣導手冊 80 份。 

(三) 工作簡報及報告編撰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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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集水區農地現況背景資料調查作業 

 

本章主要工作有 3 項，包括(1)掌握水庫上游集水區農地分布背景

資訊，包含分析集水區農地分布現況、農作物栽植現況、肥料農藥等

使用現況、農田排水路現況等調查，以建立本水庫上游集水區農地背

景特性；(2)蒐集國內外 LID 工法實務應用案例及其對水質改善應用之

相關研究；以及(3)依據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農地背景特性，研析農地

LID 工法之可行性及非點源改善成效預估。工作成果整理如下： 

一、石門水庫集水區農地背景資料建立 

(一) 石門水庫集水區基本資料蒐集與分析 

1、 集水區概況 

石門水庫集水區為台灣地區第三大水庫，以淡水河上

游之大漢溪為其主流。集水區東鄰新北市、宜蘭縣，南接

台中市，西南與苗栗縣相鄰，主要行政區域劃分隸屬桃園

市大溪區、龍潭區、復興區，新竹縣關西鎮、尖石鄉、五

峰鄉及宜蘭縣大同鄉等，各行政區域面積如表 2-1 所示。 

石門水庫集水區總面積為 76,340.49 公頃，水庫庫容

約為 217 百萬立方公尺，集水區內共分為五個子集水區，

分別為石門水庫集水區、三光溪集水區、玉峰溪集水區、

泰崗溪集水區及白石溪集水區。水系皆發源自雪山山脈帶

中，匯流至石門水庫內之阿姆坪才進入西部山麓，以大漢

溪為主，由泰岡溪、白石溪、三光溪、拉拉溪、石磊溪、

匹亞溪、雪霧鬧溪、大嵙崁溪、寶里苦溪、義興溪、抬耀

溪、三民溪、高翹溪、及南子溝溪等支流匯合而形成石門

水庫之廣大集水區域，石門水庫集水區流域範圍如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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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石門水庫集水區內行政區域所佔面積比例 

所佔面積(平方公里)  所佔比例(%)

復興區 331.9 43.48

大溪區 22.8 2.99

龍潭區 0.9 0.12

尖石鄉 357.6 46.84

五峰鄉 24.6 3.22

關西鎮 2.3 0.3

宜蘭縣 大同鄉 23.3 3.05

763.4 100

資料來源︰北水局，「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圖資更新及維護計畫(2)」，民國104年

面積範圍
行政區域

桃園市

新竹縣

總計

 

 

 
資料來源︰北水局，「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圖資更新及維護計畫(2)」，民國 104 年 

圖 2-1  石門水庫集水區流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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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系 

石門水庫集水區之水系，以大漢溪為主，由泰崗溪、

白石溪、三光溪、卡拉溪、黑白庫溪、匹亞溪、色霧鬧溪、

高坡溪、義盛溪、霞雲溪、奎輝溪、三民溪、高翹溪、南

子溝溪等支流匯合而成，本支流總數為 64 條，流路呈不

規則樹枝狀，總長約 352.63 公里。 

泰崗溪發源自品田山北麓及大壩尖山之間，流向由東

北轉向西北，經鎮西堡至控溪，與源出大壩尖山北麓之白

石溪匯合北流，經田埔、玉峰後復轉東北向，與發源於宜

蘭梵梵山北麓及池端(明池)附近之三光溪會合於三光、蘇

樂之間，再向北流，分別匯入納卡溪於蘇樂東方、黑白庫

溪於高義、匹亞溪於榮華、色霧鬧溪於色霧鬧、高波溪於

高波、義盛溪於羅浮對岸。在羅浮附近，匯納霞雲溪之後，

突轉向西，河谷漸寬，主流經此河曲部，注入廣大之砂頁

岩緩斜坡，形成廣闊之河道，自角板山附近，又納匯奎輝

溪、三民溪、高翹溪、南子溝溪等支流，形成石門水庫之

廣大蓄水區域。本區之主要山嶺及河流分布，詳見圖 2-2。 

3、 地形、地質與土壤 

(1) 地形 

石門水庫集水區的地勢由東南向西北斜傾，呈南

北向之狹長腰形。地形上可分為雪山山脈及西部麓山

帶兩大地形區，以屈尺斷層為界。全區海拔均高於

100 公尺，高程於 500 公尺以上者約佔集水區面積

90%，除少數低緩的丘陵外，多為山岳地帶。 

本區地勢陡峭，坡度 40%以上者，佔水庫集水區

的 80%左右，依坡度分類，石門水庫集水區以五、六

級坡為主（表 2-2）（圖 2-3），高程多在 1,000 m 以

上，河谷兩旁之河階台地為區內最平坦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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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北水局網站

http://www.wranb.gov.tw/ct.asp?xItem=2607&ctNode=815&mp=5 

圖 2-2  石門水庫集水區水文略圖 

表 2-2  石門水庫集水區坡度分級表 

坡度分級 平均坡度 面積(公頃) 百分比(%)

一級坡 0%≦S1＜5% 958.70 1.27

二級坡 5%≦S2＜15% 1,541.00 2.04

三級坡 15%≦S3＜30% 5,393.00 7.13

四級坡 30%≦S4＜40% 7,378.00 9.76

五級坡 40%≦S5＜55% 17,560.00 23.23

六級坡 55%≦S6 42,760.00 56.57

75,590.70 100.00

資料來源︰營建署，「石門水庫集水區土地利用整體規劃報告」，94年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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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水利署，「石門水庫集水區水質水量影響因子暨集水區劃設績效

指標值建立之研究」，98 年 

圖 2-3  石門水庫集水區地形高程分布 

 

 (2) 地質 

水庫區域位於雪山山脈帶及西部麓山帶兩地質

分區內。出露之地層以第三紀為主，在淹沒區以上之

地層由中新世早期及漸新世略顯輕微變質之砂岩及

硬頁岩組成；於淹沒區與壩址附近則為中新世未變質

之砂岩與頁岩；而於壩址下游後池附近，地層屬於更

新世之頭嵙山層與全新世之台地堆積層。受區域性逆

衝斷層之影響，本區域地層多呈東北東走向，與水庫

縱長之方向略成斜交，呈中至高角度向東南傾斜，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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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介於 40~80°之間。本集水區露出之岩層除小部分為

火成岩外大部分為沈積岩，依據岩層之時代可劃分為

古第三紀、新第三紀及第四紀等。古第三紀岩層曾經

輕度變質，可稱為變質岩，新第三紀岩層雖然經歷過

造山運動，但無變質現象，仍為標準之火成岩；第四

紀岩層組織疏鬆，未經劇烈造山運動。 

本集水區所出露的岩層，除小部分火成岩外，其

餘大部份均屬沈積岩。依地質年代可劃分為古第三

紀，新第三紀與第四紀等三個重要的地質年代，其中

古第三紀包括上部及下部烏來群，多分布於集水區山

岳地帶，所佔之面積最廣，下部烏來群乃由始新世之

西村層與四稜砂岩層所組成。新第三紀則包括有汐止

群與三峽群，主要分布於集水區之西北山麓地帶，所

佔之面有限，汐止群主要由五指山層、木山層、大寮

層、石底層與烏山嘴層所組成，另外三峽群則以南庄

層、大埔層與二鬮層為主要組成；第四紀岩層分布於

集水區西北部之頭嵙山層及台地堆積層、階地堆積層

與沖積層為主。區域內地質構造複雜，主要之構造線

包括斷層線，褶皺及各類縱橫向斷裂，其延展方向大

多呈北東向，集水區之地質分布詳見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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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北水局網站資料來源︰北水局網站

http://www.wranb.gov.tw/ct.asp?xItem=2607&ctNode=815&mp=5 

圖 2-4  石門水庫集水區地質圖 

 

(3) 土壤特性 

在集水區的土壤性質方面，由於土壤之化育，深

受母岩、地形、年代、氣候及植生等各種因子綜合作

用所影響，因其作用程度不同，而化育成各種性質之

土壤，本集水區因概屬高溫多濕地區，雨季甚長，乾

濕季節不顯明，故分佈於區內西北部丘陵地之黃棕色

紅壤，未能化育成真正之磚紅壤，而冷濕之廣大山

區，本最適於土壤灰化作用之進行，惟因地勢陡峭，

又多風雨，表層沖蝕劇烈，故區內大部分山地土壤成

石質土。僅鳥嘴山、高坡、金面山、奎輝、長興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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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丘陵交界區，化育成紅黃色準灰壤，各河岸段丘

面及山谷緩坡，則多屬沖積土，至於黑色基性岩土，

僅見於玄武岩所組成之陡坡，而一般土壤平均的深度

約在 30~100 公分之間，其深淺不一之原因受地形地

勢及氣候因素影響甚大，集水區之土壤分布詳見圖

2-5。 

 

 
資料來源︰水利署，「石門水庫集水區水質水量影響因子暨集水區劃設績效指標

值建立之研究」，98 年 

圖 2-5  石門水庫集水區土壤分布圖 

 

4、 氣象水文 

水庫集水區屬於亞熱帶海洋季風型氣候，因此冬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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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差極大。石門水庫集水區氣象資料相當完備，雨量部分

有石門、霞雲、高義、巴陵、玉峰、嘎拉賀、池端、鎮西

堡、白石、西丘斯山等十個雨量測站，如圖 2-6 所示。 

集水區年平均降雨量約在 2,200mm～2,800mm，雨季

多集中於五至九月期間，其主要原因乃颱風所造成，另外

尚有西南氣流所造成之雷陣雨、及熱帶性低氣壓所帶來之

豪雨。 

集水區內之氣溫，由於受海拔高差影響，各地氣溫變

化較大，全年氣溫溫差約在 12℃～26℃間，年平均氣溫

約為 20℃，以每年元月氣溫最低，約在 12℃左右、七月

與八月分最熱，氣溫高達 24℃～26℃；在濕度方面，集

水區內各月分之平均濕度約在 80%～88%，年平均濕度約

在 84%，故集水區之乾濕季節變化不甚明顯，氣候型態屬

亞熱帶重濕氣候。 

石門水庫集水區內計有五個水位流量站，如圖 2-7，

分別是霞雲、高義、稜角、玉峰及秀巒，其中以霞雲站位

於集水區之最下游，年平均流量 13,243.51cms 最大；秀

巒站年平均流量為 2,192.65cms 最小。一般流量以五至十

月較大，謂之豐水期；十一月至翌年四月為枯水期，流量

較少，尤以十二月及一月流量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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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北水局網站

http://www.wranb.gov.tw/ct.asp?xItem=2613&ctNode=815&mp=5 

圖 2-6  石門水庫集水區雨量站位置圖 

 
資料來源︰北水局，「石門水庫水質監測、水域生態環境及非點源污染調查研究」，97

年 

圖 2-7  石門水庫集水區流量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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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石門水庫集水區社經人文 

(1) 人口 

石門水庫依行政區劃分，分屬桃園市復興區全

部，大溪區的新峰、復興二里，龍潭區大平、三林里

的一部份，新竹縣尖石鄉之玉峰、秀巒二村全村，關

西鎮東山里之一部份，五峰鄉之東北角，宜蘭縣大同

鄉之西南一部份。而集水區內住戶幾乎完全集中於桃

園市復興、大溪及新竹縣尖石鄉、關西鎮。 

根據新竹縣政府於 105 年 3 月底的統計資料，玉

峰村人口為 1,650 人、秀巒村人口為 2,118 人、東山

里人口為 1,015 人；而根據桃園市政府於 105 年 3 月

的統計資料，復興區人口為 11,000 人、新峰里人口

為 931 人、復興里人口為 1,052 人。可知目前（105

年 3 月）石門水庫集水區內桃園市人口數為 12,983 

人，新竹縣平均人口數為 4,783 人，合計 17,766 人。 

(2)  土地利用情況 

石門水庫集水區各類土地使用狀況整理圖 2-8、

表 2-3，其中以闊葉林及針葉林地居多，面積共計達

64,427.69 公頃，佔集水區總面積之 78.89%。 

果園面積達 1,058.47 公頃，佔集水區總面積

1.3%。其中溫帶果樹（如水蜜桃等）主要分布於海拔

800 公尺以上之坡地，低海拔則以柑橘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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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北水局，「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圖資更新及維護計畫(2/2)」，104 年 

圖 2-8  石門水庫集水區土地利用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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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石門水庫集水區土地利用表 

內容 面積(公頃) 內容 面積(公頃) 

水田 10.021 草生地 1474.736 

旱田 1618.752 崩塌地 311.84 

闊葉林 46445.54 河流 1370.258 

針葉林 17982.15 道路 565.751 

竹林 8574.14 水庫(水面) 834.365 

灌木林 850.976 水池 56.461 

建築區 325.845 荒地 48.413 

墓地 3.074 公園 9.852 

花園 0.048 伐木地 2.258 

檳榔 24.258 開墾地 26.416 

香蕉園 0.151 景觀區 18.645 

茶園 28.741 
(含水庫堰壩、堤

防等) 
10.34 

果園 1058.474 
(含停車場、砂石

場等) 
16.745 

資料來源︰北水局，「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圖資更新及維護計畫(2/2)」，104 年 

 

(3)  交通設施 

石門水庫集水區內主要道路及次要道路系統多

沿著河谷興建，台 7 線由大溪進入本區域後，即順沿

著大漢溪及其支流蜿蜒轉進至宜蘭市；縣道 118 從新

竹縣進入桃園後，亦沿著石門水庫及大漢溪溪谷蜿

蜒；至於鄉道則是主要道路與部落及風景遊憩區之間

的連接通路（圖 2-9）。 



 

2-14 

 
資料來源︰水利署，「石門水庫集水區水質水量影響因子暨集水區劃設績效

指標值建立之研究」，98 年 

圖 2-9  石門水庫集水區交通系統圖 

 

6、 石門水庫現況 

(1) 營運概況 

石門水庫原建庫主要標的為灌溉與防洪，目前其

調節供應公共給水之功能愈形重要；其公共給水除下

游鳶山堰攔引送板新淨水場外，另有於大壩上游取水

經石門大圳送平鎮、龍潭、石門淨水廠，及於後池堰

取水經桃園大圳送大湳淨水廠者，每日平均由水庫調

蓄之供水量約 80 萬立方公尺，加下游未控流量及三

峽河抽水站者，總供水量最大可達 148 萬立方公尺，

主要供應新北市、桃園市及新竹縣湖口鄉之公共用

水。 

石門水庫有效容量為 20,227.8 萬立方公尺。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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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水庫或壩堰營運概況統計資料顯示，石門水庫

在民國 103 年間進水量為 102,357.2 萬立方公尺，總

用水量 84,792.1 萬立方公尺，其中農業用水及生活水

分別約 44,476.9 萬立方公尺及 39,298.9 萬立方公尺，

分別各佔總用水量 52.45%及 46.35%，僅少部分提供

作為工業用水（詳表 2-4）。 

 

表 2-4  石門水庫營運概況 

單位：萬立方公尺 

進水量 
各標的用水量 

農業用水 生活用水 工業用水 總量 

102,357.2 44,476.9 39,298.9 1,016.3 84,792.1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103 年水庫營運年報 

 

 (3) 水質 

水庫水質優養化現象是受到集水區人類活動污

染及其他原因的影響，造成水中氮、磷營養鹽增加，

而引起藻類異常增生現象。藻類因為光合作用及其他

生理現象，對營養鹽（特別是氮、磷）之變化十分敏

感，加上藻類種類繁多、分佈廣，不同種類忍耐污染

物的能力也不相同的特性，使得藻類十分適合做為水

質營養鹽及有機污染物的生物指標，目前國內多以卡

爾森優養指數作為水質優養化指標，依據北水局長期

監測及統計（圖 2-10），石門水庫水質多屬普養~優

養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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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歷年石門水庫卡爾森優養指數圖 

 (二) 石門水庫集水區農地背景資訊蒐集整理 

1、 集水區農地分布與農作物栽植現況 

石門水庫集水區之土地使用型態中，以闊葉林及針葉

林地面積為最大；而果園面積約佔全集水區面積之 1.3%， 

依據土地利用圖層中之統計資料，共有 1,002 筆土地屬於

果園（圖 2-11），其中面積超過 10 公頃者共 11 處（表

2-5），其點位分布如圖 2-12。 



 

2-17 

 

圖 2-11  石門水庫集水區果園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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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石門水庫集水區面積超過 10 公頃果園表 

果園編號 面積（平方公尺） 
座標(97) 

X Y 

1 221,996.48 290160 2725537 

2 195,456.85 279953 2722694 

3 187,774.66 283196 2747220 

4 171,350.65 294546 2720756 

5 168,488.16 280475 2722746 

6 140,134.07 280130 2721189 

7 131,669.50 282914 2747972 

8 129,584.25 291217 2747405 

9 128,112.70 295234 2721338 

10 126,143.61 279543 2745503 

11 101,254.24 283686 2749558 

 

 
 

圖 2-12  石門水庫集水區面積超過 10 公頃果園點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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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農田排水路現況調查 

石門水庫集水區以拉拉山地區果園分布密度最大，故

本計畫針對石門水庫集水區拉拉山地區完成 12 處農地現

地調查（圖 2-13）（表 2-6），包括果園位置、栽種現況、

面積大小、權屬等基本資料，以及排水路現況等，成果整

理於附錄二，摘述如下： 

(1) 果園 1 

果園 1 位於復興區上巴陵中心路拉拉山山坡

上，座標為東經 121
。

25'26.8"、北緯 24
。

41'34.2"，面

積達 0.6 公頃，其土地所有人為胡○○女士。 

果園平均坡度約 40-55%，整體呈東北高西南低

的趨勢，果園種植作物以水蜜桃為主，也種植櫻花，

果園排水主要沿地形排到下方（照片 2-1）。 

(2) 果園 2 

果園 2 位於復興區上巴陵同心農路拉拉山山坡

上，座標為東經 121
。

24'40.9"、北緯 24
。

41'02.1"，面

積約 1 公頃，其土地所有人為林○○女士。果園平均

坡度約 30-55%，整體呈西北高東南低的趨勢，種植

作物以高麗菜、水蜜桃為主，排水都沿地形排到右下

方山溝（照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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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石門水庫集水區農地現地調查點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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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石門水庫集水區農地現勘調查整理 

編號 座標 作物
面積

（平方公尺）
坡度分佈

1
N24

。
41'34.2"

E121
。

25'26.8"
水蜜桃 6,020 40-55%

2
N24

。
41'02.1"

E121
。

24'40.9"
高麗菜、水蜜桃 10,280 30-55%

3
N24

。
40'58.1"

E121
。

23'32.0"
五月桃、茶葉 8,000 ＞55%

4
N24

。
41'02.6"

E121
。

23'30.9"
五月桃、彌猴桃 4,000 ＞40%

5
N24

。
40'58.0"

E121
。

23'29.8"
五月桃、甜柿 5,000 ＞40%

6
N24

。
40'59.7"

E121
。

23'35.9"
五月桃 1,000 ＞40%

7
N24

。
40'59.7"

E121
。

23'46.3"
五月桃 4,500 ＞55%

8
N24

。
41'28.6"

E121
。

24'25.2"
水蜜桃 20,000 ＞55%

9
N24

。
41'29.5"

E121
。

24'34.0"
水蜜桃、加州蜜李 6,500 30-55%

10
N24

。
41'28.5"

E121
。

24'33.9"
水蜜桃、加州蜜李 15,000 40-55%

11
N24

。
41'14.9"

E121
。

24'05.7"
水蜜桃、加州蜜李 3,000 ＞55%

12
N24

。
41'07.0"

E121
。

24'45.8"
高麗菜 4,00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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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1  果園 1 排水路與現勘照片 

 

(3) 果園 3 

果園 3 位於復興區上巴陵巴陵道路邊，座標為東

經 121
。

23'32.0"、北緯 24
。

40'58.1"，面積約 0.8 公頃，

其土地所有人為鄭○○先生。果園坡度＞55%，整體

呈東北高西南低的趨勢，種植作物以五月桃、茶葉為

主，排水沿地形排到下方（照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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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2 果園 2 排水路與現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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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3 果園 3 排水路與現勘照片 

(4) 果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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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園 4 位於復興區上巴陵巴陵道路邊，座標為東

經 121
。

23'30.9"、北緯 24
。

41'02.6"，面積約 0.4 公頃，

其土地所有人為陳○○先生。果園坡度＞40%，整體

呈東高西低的趨勢，種植作物以五月桃、彌猴桃為

主，排水沿地形排到下方（照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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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4 果園 4 排水路與現勘照片 

 

(5) 果園 5 

果園 5 位於復興區上巴陵巴陵道路邊，座標為東

經 121
。

23'29.8"、北緯 24
。

40'58.0"，面積約 0.5 公頃，

其土地所有人為鄧○○先生。果園坡度＞40%，整體

呈西高東低的趨勢，種植作物以五月桃、甜柿為主，

排水沿地形排到下方（照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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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5 果園 5 排水路與現勘照片 

 

(6) 果園 6 

果園 6 位於復興區上巴陵巴陵道路邊，座標為東

經 121
。

23'35.9"、北緯 24
。

40'59.7"，面積約 0.1 公頃，

其土地所有人為卓○○女士。果園坡度＞40%，整體

呈東北高西南低的趨勢，種植作物以五月桃為主，惟

桃樹大部分老化枯萎，排水則沿地形排到下方（照片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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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6 果園 6 排水路與現勘照片 

 

(7) 果園 7 

果園 7 位於復興區上巴陵巴陵道路邊，座標為東

經 121
。
23'46.3"、北緯 24

。
40'59.7"，面積約 0.45 公頃，

其土地所有人為胡○○先生。果園坡度＞55%，整體

呈北高南低的趨勢，種植作物以五月桃為主，排水則

沿地形排到下方（照片 2-7）。 

(8) 果園 8 

果園 8 位於復興區上巴陵卡拉道路邊，座標為東

經 121
。

24'25.2"、北緯 24
。

41'28.6"，面積約 2 公頃，

其土地所有人為胡○○先生。果園坡度＞55%，整體

呈北高南低的趨勢，種植作物以水蜜桃為主，排水則

沿地形排到下方（照片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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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7 果園 7 排水路與現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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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8 果園 8 排水路與現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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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果園 9 

果園 9 位於復興區上巴陵卡拉道路邊，座標為東

經 121
。
24'34.0"、北緯 24

。
41'29.5"，面積約 0.65 公頃，

其土地所有人為陳○○先生。果園坡度約 30-55%，

整體呈北高南低的趨勢，種植作物以水蜜桃、加州蜜

李為主，排水則沿地形排到下方（照片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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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9 果園 9 排水路與現勘照片 

 

(10) 果園 10 

果園 10 位於復興區上巴陵卡拉道路邊，座標為

東經 121
。

24'33.9"、北緯 24
。

41'28.5"，面積約 1.5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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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其土地所有人為張○○先生。果園坡度約

40-55%，整體呈西北高東南低的趨勢，種植作物以水

蜜桃、加州蜜李為主，排水則沿地形排到下方（照片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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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10 果園 10 排水路與現勘照片 

 

(11) 果園 11 

果園 11 位於復興區上巴陵卡拉道路邊，座標為

東經 121
。

24'05.7"、北緯 24
。

41'14.9"，面積約 0.3 公

頃，其土地所有人為陳○○先生。果園坡度＞55%，

整體呈西高東低的趨勢，種植作物以水蜜桃、加州蜜

李為主，排水則沿地形排到下方（照片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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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11 果園 11 排水路與現勘照片 

 

(12) 果園 12 

果園 12 位於復興區上巴陵同心農路邊，座標為

東經 121
。

24'45.8"、北緯 24
。

41'07.0"，面積約 0.4 公

頃，其土地所有人為胡○○女士。果園坡度＞40%，

整體呈東北高西南低的趨勢，種植作物以高麗菜為

主，排水則沿地形排到下方（照片 2-12）。 

3、 肥料農藥等使用現況 

綜合本計畫現地調查的結果顯示，石門水庫集水區內

果園以種植水蜜桃等為大宗，由於其高度屬於中海拔地區

（1,000~1,400 公尺），故一般均種植中需冷量（300~500

小時）的桃樹品種，其栽培、及肥料農藥等使用現況整理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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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12 果園 12 排水路與現勘照片 

 

(1) 整枝修剪 

A、 夏季修剪（分兩次進行） 

桃樹生長季節長，當營養旺盛時，不易形成花

芽，故為穩定生產夏季修剪很重要。一般自 2~3 月

萌芽後至 9 月前皆可進行修剪，次數 2～5 次，一

般 3 次。適時、適度、合理的夏季修剪，有利於養

分充分利用，可調節生長與發育，促進新梢基部芽

體花芽分化，改善樹冠光照，穩定來年產量。其修

剪方式如下： 

(A) 抹芽、除萌：抹掉樹冠內枝幹著生部位不適

當的不定芽，或剪口下方的競爭芽。春天桃

樹芽體剛萌發或彭芽後新梢長至 5 公分左右

時，必須將著生部位不當的芽體或嫩梢去



 

2-32 

除。在一個牙位上如萌發兩個嫩梢，可留下

位置、角度合適的嫩梢。抹芽、除梢可節省

養分，改善樹體的通風與日照，促使新梢生

長強壯。 

(B) 摘心：摘心是桃樹生長期不可或缺的管理技

術。摘心即摘除一小段正在生長中的新梢頂

端，留下 5~7 節。這個動作會促使摘心後的

新梢暫時停止生長，誘導樹體養分充實枝

條，提高枝條基部芽體的飽滿度。摘種桃樹

時枝條若不摘心處理，大多數花芽會分佈在

枝條的中上部，造成結果部位上移。摘心可

促使枝條下部芽體及早形成花芽，延緩結果

部位上移。 

(C) 紐梢（twisting）：將尚未木質化、長度約 30

公分左右的直立新梢，於枝梢基部上 3~5 公

分處扭曲轉向，改變其枝條角度成為水平的

結果枝。 

(D) 摘心與紐梢相配合：當新梢長到 20~30 公分

時，除摘除頂部嫩梢，並配合紐梢，可促使

枝組生長勢穩定。 

(E) 截短（heading back）：即將新梢截短，促進

分枝，再將分枝培育成結果枝。截短效果不

如紐梢來得好，截短過早仍可長出旺枝，過

晚抽出的花芽較差。一般可在 5 月中旬截

短，並保留基部 3~5 個芽。 

(F) 疏刪（thinning out）：將生長過密、下垂或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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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的枝條自其基部剪除，促進通風與日照，

減少病蟲害發生。 

(G) 拉枝（bending）：可改變枝條分佈角度、調

整樹形、緩和樹勢、提早結果。於 5~6 月進

行拉枝，拉枝時不可拉成水平或下垂。 

B、 冬季修剪 

壯年植株若於 11 月上中旬落葉完全，可於翌

年 1 月中旬之間進行冬季修剪。留 3 主枝，由主枝

分出亞主枝，亞主枝分出側枝，側枝分出結果枝。 

剪枝時將向上、下生長的垂直枝條剪除，留側

向枝條，枝條間平行距離約 20~30 公分。結果枝截

短至 40~50 公分左右，果實顆粒大小與品質才會提

昇。新植幼樹生長勢強落葉慢，不宜提早修剪，成

年樹生長較緩者，於 1 月中旬修剪。而愈接近開花

時期始行修剪對開花著果等生長發育愈有幫助。 

(2) 落葉處理 

植株修剪後噴硫磺水 8 公升/缸水（120 公斤/缸）

混合清苔劑（雨水多青苔出現時施用，或用貝芬替

1,000 倍稀釋液亦可），可促使樹體完全落葉。 

(3) 落葉時期病蟲害防治 

硫磺水噴後 10 天，可將夏油 6 公斤、大滅松 200

㏄、秣多農 25 公克配成一缸水後噴施，一方面防治

介殼蟲與黑星病，一方面刺激萌芽，如此約 20 天後

可開花。 

(4) 疏花、疏果 

早疏花果對早熟桃生產極為要，可增大果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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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品質。桃花在開滿時消耗最多養分，宜在開花前摘

去花蕾，先疏基部花朵，留中、上部花；中、上部花

則疏雙花、留單花。若有預備枝，則枝上的花全部摘

除。 

果實長至 2~3 寸時留 1 果，中果期再疏 2 次，疏

果果粒才會均勻碩大，短中果枝留一果，長果枝留

2~3 果。成年數產樹約 75~100 公斤左右，即每株留

果 500~750 粒左右。 

(5) 葉面施肥 

盛花期約 20 天噴第一次磷酸鉀，加水稀釋 700

800 倍後噴灑，連續 2~3 次。中果期用高效性磷鉀肥，

每隔 10~15 天施用一次，連續 2~3 次。成熟期以磷酸

鉀、磷酸鈣加水稀釋 800~1,000 倍後進行葉面施肥。

全年補充微量元素，有助產期提早。 

(6) 肥培管理 

 水蜜桃施肥量、施肥時期，都需考量海拔高低差

異，造成生長勢不同的問題。一般施肥時期及分配率

如表 2-7 所示。 

施肥方法如下： 

A、 化學氮肥須與石灰間隔半個月至一個月施用，不

可與石灰同施，以免氨揮失。 

B、 果實採收後採環狀、放射狀、條溝狀或穴狀深施，

尤其磷肥不易移動需深施，上述方法可輪換使

用，其餘各施 肥期可行撒施以省工資，為提高撒

施肥效以減少損失， 幼果期及果實肥大期可分為 

2-3 次(間隔 1-2 週)噴灑，且需配合水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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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水蜜桃施肥時期及分配率 

肥料別 
基肥(秋末地

溫尚高時) 

萌芽前     

(2 月中旬) 

幼果期        

(4 月-5 月) 

果實肥大期        

(6 月-7 月) 

禮肥   

(採收後) 

氮肥 － 10 60 20 10 

磷肥 100 － － － － 

鉀肥 40 － － 60 － 

堆肥 100 － － － － 

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農林廳，「作物施肥手冊」，1996 。 

 

(7) 水分管理 

桃為喜歡乾旱之果樹，淹水 18 小時以上，根系

會受損傷，造成落葉。採收後至檢之前不需灌溉。開

花期缺水不會著果，應 7 天灌溉一次。幼、中果期缺

水易落果，1015 天灌溉一次。 

大果期或硬核期以後之果實肥大期，水分供給非

常重要，如為梅雨季，則不用灌水，如天旱不雨，每

1015 天灌溉一次。升產早熟桃必須要灌溉，方能對

提早產期有所助益。 

(8) 雜草防治 

應輪流使用不同除草劑。噴灑時不可噴至桃樹植

株；休眠期果園最好不要清耕，否則表土易被沖蝕，

地溫升高，桃鬚根易被曬死。 

(9) 主要病蟲害 

桃樹生長常見的蟲害有桃葉蟬、介殼蟲、桃東方

果蛾、桃夜蛾、桃蚜蟲、桃葉蟎、水蜜桃二點葉蟎、

桃果實蠅、桃折心蟲等；常見的病害則有桃穿孔病、

桃縮葉病、桃菌核病、桃銹病、桃黑星病、桃白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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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炭疽病、桃蚜等。 

二、國內外LID工法實務應用案例蒐集整理 

(一) LID 的發展與應用 

所謂 LID 就是指低衝擊開發（Low Impact Development, 

簡稱 LID），係於 1990 年代美國馬里蘭州喬治王子郡（Prince 

George’s County, Maryland）所發展的降雨逕流管理策略（US 

EPA 2000）。喬治王子郡採用 LID 設計理念用來解決因經濟

快速發展所造成的傳統排水能力不足的問題（余嘯雷,2013）。 

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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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不透水表面之面積，保持原有之水文狀況，充分利用入滲

能力，增大集流時間，以達到減低開發行對水質水量之衝擊

（陳彥璋，2006）。 

LID 是利於土地開發規劃與設計，降低公共基礎設施成

本，並在一定成本效益下，保護自然資源系統，有助減輕環

境潛在影響。LID 主要目的在於減少暴雨時期的尖峰流量與

延長尖峰流量發生時間，並將改變的水文機制盡可能回復至

開發前狀態，同時處理因暴雨產生的非點源初期沖刷（first 

flush）衝擊，以彌補因土地開發而改變的水文和水質。 

而美國環保署的 LID定義則是「LID is an approach to land 

development (or re-development) that works with nature to 

manage stormwater as close to its source as possible.」，亦即利

用近自然的工法於暴雨逕流（亦即非點污染源）產生之源頭

時即將其處理。主要原則為減少開發區域之不透水表面面

積，進而維持開發區原有之水文狀況，利用入滲能力，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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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流時間，以降低開發行為對水質水量的影響（張嘉

玲,2008）。 

實務上，低衝擊開發技術常與最佳管理作業（BMPs）結

合（LID-BMPs）進行流域管理，其成效優於傳統降雨逕流管

理方式（NJ BMPs manual,2003）。LID-BMPs 設施的設置必

須視現地條件的配合，如土壤透水性、地形坡度、地下水位

等等。結構性 LID-BMPs 尺寸較小，多應用於個別的小型場

址，如住宅使用地、商業或工業用地等（陳彥璋,2006）。LID

技術的特性包括：佔地小、分散控制、經濟性好、多目標性、

維護便捷、入滲效果好、設計靈活、生態景觀效果好（圖

2-14）。 

(二) LID 技術的發展歷程 

LID 技術在國際上的發展可以分為下列幾個階段（余嘯

雷,2013）： 

1、 二十世紀 80 年代 

喬治王子郡以植生滯留槽為基礎發展出 LID 設計理

念。 

2、 1999 年 

喬治王子郡編制出第一部綜合性 LID 設計技術標

準，該標準的編制由美國聯邦環保署支援、資助，目前已

成為 LID 技術設計的經典手冊。 

3、 2000-2005 年 

LID 設計理念迅速得到了美國聯邦政府、各州政府及

地方政府的認可，其中植生滯留槽被廣泛應用，各地建造

大批植生滯留槽，包括馬里蘭大學、維吉尼亞大學。 

由喬治王子郡組織的第一屆 LID 技術研討會於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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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馬里蘭大學召開。 

 

 

LID技術
設計

佔地小
LID設施均利用綠化用地、
人行道、屋頂等進行設計

生態景觀效果好
保持原有的生態效果，保
留原有的綠化效果

分散控制
分散實施暴雨管理、污染
控制

設計靈活
設計者可以根據不同需求
靈活設計各項LID技術設
施

經濟性好
LID設施多利用現有地形
設施，投資小

多目標性
LID設施設計目標包括：
維持生態景觀、控制非點
源污染、雨水入滲、洪峰
控制、雨水利用等

維護方便
LID設施維護方便、與綠
化區維護作業相同

入滲效果好
雨水入滲有助於涵養地下
水、防止海水入侵

資料來源：余嘯雷（2013），低衝擊開發技術：來由與內涵，城市低衝擊開發防洪論壇，講義資料  

圖 2-14  LID 技術設計特點 

4、 2006-2010 年 

美國聯邦環保署正式認可 LID 設計理念應用於暴雨

管理與非點源污染控制設計。隨後大批全國性與地方性的

設計標準與設計手冊被開發出來，LID 設計理念開始應用

於全美的市政設施規劃設計中，如西雅圖市採用 LID 技術

設施用來控制非點源污染與減少洪峰管理，維吉尼亞州則

制訂法規規定區域開發與道路建設必須依據 LID 設計技

術標準，2009 年西岸的洛杉磯市也正式頒訂 LID 技術法

規。 

同一時期，其他國家也開始進行 LID 設計標準的推廣

與立法工作，如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蘭及日本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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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目前階段 

2009 年美國聯邦環保署開始推廣綠色基礎設施（GI）

的理念，要求控制非點源污染、控制洪峰、控制年逕流總

量、恢復生態等，並將原 LID 設計理念從排水全面擴展到

所有公共基礎建設。 

2013 年美國已有許多地方政府都已正式將 LID 要求

納入規定，包括華盛頓特區、紐約、西雅圖、費城、洛杉

磯等。 

(三) LID 設計原則（林鎮洋,2011） 

低衝擊開發之主要目標為使用現有相關設施與技

術，儲存、滲透、削減與滯留所設置地點之地表逕流，使

當地水文狀態盡可能回復至開發前狀態，並提供地下水之

補注。藉由使用 LID 相關設施，也可以減低承受水體受

初期沖刷之負面衝擊如降雨頻率、流量、水質並維持基流

量，使得開發區域更接近原有水文狀態，並有以下其特點： 

◇ 提供改良之技術來保護環境與承受水體。 

◇ 在有關環境方面之發展，提供經濟誘因來提高使用性。 

◇ 適用於高敏感環境地區。 

◇ 鼓勵民眾在環境教育和保護之參與並幫助建立相關組織

環境管理。 

◇ 降低暴水基礎建設之設置與營運成本。 

◇ 引進新的暴雨管理概念、目標與技術，如細部管理與多

功能景觀風貌（生物滯留區、草帶、自然環境保護區）、

模仿或複製水文功能、維護承受水體的生態與生物功能。 

◇ 鼓勵對於現有暴雨管理設施與替代方案做環境、經濟、

技術可行性與適用性上之討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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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政策之靈活運用與彈性修改，促使新開發區域達到 

LID 之適用性。 

LID 主要包含五個主要內容（圖 2-15），茲述如下。 

 

 

LID方法

LID現地設計
▲定義開發行為
▲減少總不透水面積
▲分割不透水面積
▲增加排水路徑

LID公眾參與
▲定義公眾參與目標
▲找出主要利益相關者
▲建立參與方式

▲推廣

LID水文分析
▲分割子集水區
▲定義設計暴雨
▲定義模式技術
▲評估開發前狀況與建
立基準值
▲評估整合性管理措施表
現

LID整合性管理措
施(IMP)

▲界定水文控制程度
▲現場限制條件
▲篩選可行的IMPS

▲選擇最佳IMP

▲依需要增加特殊控制

LID沖刷與沉積控
制

▲規劃
▲操作時程
▲土壤沖刷控制
▲沉積控制
▲維護

資料來源：林鎮洋（2011），集水區非點源污染現地處理技術研發與應用計畫。
 

圖 2-15  LID 的主要內容 

1、 現地設計 

LID 的一個很大的創新在於可以跟當地開發計畫結

合在一起，在開發計畫的同時把環境衝擊降至最小，而整

合於現地開發計畫的主要原則有： 

(1) 以水文作為主要連結關鍵。 

(2) 以較大空間尺度的概念去做設計。 

(3) 以源頭管理控制暴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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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用簡單、非結構性的方式。 

(5) 創造多功能的地景環境。 

2、 水文分析 

(1) 降雨分析 

A、 雨量資料選取與補遺：選用區域內鄰近雨量站，

進行分析。需顧及資料完整度與氣候變遷，雨量

資料若有疑義時應進行檢定，資料有誤需進行矯

正，缺漏進行補遺。 

B、 降雨強度公式推估：降雨條件為都市防洪重要之

條件依據，在規劃上多以設計暴雨做為水文設計

過程輸入條件，故需在計畫之初始先進行歷史降

雨資料之蒐集、分析，以決定低衝擊開發所需對

應之設計暴雨。根據規劃目的，在不同重現期距

重現期距(頻率)及延時既定之情形下，由分析所得

之降雨強度 -延時 -頻率曲線 (Intensity-Duration- 

Frequencycurve, IDF)，計算平均降雨強度，其適

用之範圍，需視分析時，所選用之降雨資料而異。 

C、 降雨事件定義：在應用 IDF Curve 時，降雨延時

之訂定為一重要課題。可參考國家災害中心於 ｢

氣候變遷下颱風季節降雨特性與水文頻率分析｣ 

(2013) 對於降雨事件的定義，以時雨量 2.5mm 

為門檻值定義降雨事件，統計降雨延時進行分析。 

D、 設計雨型：雨型分析在設計暴雨總降雨深度之時

間分配關係，雨型分析之目的在於設計一種能代

表該集水區降雨延時分佈特性又能形成所設計洪

峰流量之降雨分配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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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滯留百分比：LID 設施保水量之計算需要滯留百

分比，其參數為一政策性的參數，各地區可訂定

不同的參數，代表此區塊目標要把多少的降雨量

留在 LID 設施內。 

(2) 入滲、貯留、逕流 

A、 入滲：在降雨損失的水文分析上，隨各個損失過

程可以獨立分析，但計算上仍多以簡化之入滲公

式為主，常用的入滲公式有 Horton's Equation 或 

Green-Ampt Equation。 

B、 貯留：貯留之概念類似漥蓄積水、滯洪池，也就

是降雨並沒有入滲、逕流，留在地表的積水。基

本上貯留分為滯洪(Detention)與滯留(Retention)，

增加貯留的空間可增加雨水之入滲量，亦可增加

水停留在地表的時間，對降低流量有一定的功效。 

C、 地表逕流：超滲降雨為未形成降雨損失部分、最

後形成地表逕流，地表逕流在量體上與降雨損失

有關，在行為上則取決於地表特性，開發前後因

地貌的改變，造成漫地流之水力效率增加，以致

於地表逕流快速集中，在水文分析上則為直接逕

流水文歷線之型態。 

3、 整合性管理措施（IMP） 

LID 利用大尺度的規劃設計，包括分散性的管理技

術，統稱為整合性管理措施（ Integrated Management 

Practices, IMPs），預期利用這樣的管理概念，達到理想

的水文條件。所謂的 IMPs 包括相當多種方法，例如植生

滯留槽、乾式井、過濾、緩衝帶、草溝、入滲溝等。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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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各樣的 IMP 方法外，重要的是如何選擇適當的方法

以及空間上的配置，這些都是以回復到最原始的水文條件

以及水質處理為主要目的。 

4、 沖蝕/沉積管理 

在任何土地開發行為中，針對沖蝕與沉積現象的控制

方式，主要有五大基本步驟： 

(1) 規劃：根據現場地形、土壤、排水途徑、天然植物等

狀況，規劃可執行的操作方式。 

(2) 安排時程：所謂的控制時程，即將各操作方法進行時

程上的安排，而且精細到最小的操作面積以及最短的

工作時間。而且，不止溼季期間，也要討論旱季期間

可能的土地干擾現象。 

(3) 土壤沖蝕控制：土壤沖蝕控制方法與相關設施，為第

一優先預防現地外的干擾。 

(4) 沉積控制：沉積物的控制為第二優先預防現地外干擾

的方法。 

(5) 維護：在土地開發之前、當中、以及結束後，都要實

施完整的維護計畫。 

5、 公眾參與 

LID 中的公眾參與計畫，必須要針對不同地區以及不

同對象而量身訂做，才能達到效果。對於特別的利益相關

者，應有相對的宣傳教材，也要能知道對方的反應。一個

有效的公眾參與方法，應包含下列步驟： 

(1) 定義公眾參與目標。 

(2) 找出主要利益相關者。 

(3) 製作相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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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發送與推廣相關材料、資訊。 

(四) 主要的 LID 設施 

LID 設施主要包括植生滯留槽（Bioretention Cell）、

草溝或草渠（Grass Swales or Channel）、透水性鋪面

（Permeable Pavement）、植生屋頂（Vegetated Rooftops）、

雨水貯留桶（Rain Barrels）、儲水槽（Cisterms）、植生

過濾帶（草帶）（Vegetated Filter Strips）、多槽處理設施

（Multi-Chambered Treatment Train, MCTT）等設施。其中

以植生滯留槽、草溝（草渠）、透水性鋪面及植生屋頂等

4 種應用最為廣泛，其基本原理整理如下： 

1、 植生滯留槽 

植生滯留槽的污染削減機制包含物理性入滲、吸附、

攔阻以及槽中植生、微生物的化學與生物性降解反應，設

置時必須考量當地的土壤性質、場址特性與土地利用情

形。 

典型植生滯留槽（圖 2-16）具有的元件及其功能為： 

 

 

資料來源：NORTH SHORE CITY, Bioretention Guidelines, 2008. 

圖 2-16  典型植生滯留槽基本元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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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緩衝草帶：過濾懸浮污染物並減緩逕流流速。 

(2) 砂床：加強土壤排水能力並過濾污染物質。 

(3) 滯洪區：提供雨水逕流貯蓄的空間。 

(4) 土壤層及有機層：提供滯留槽內植物及微生物生長所

需之養分，並進行吸附、降解污染物等作用。 

(5) 植物：透過植物蒸發散作用及養分吸收減少池內水量

與污染物質。 

(6) 其他：部分處理流域會增設排水系統，如溢流管線、

排水管線等。 

植生滯留槽可以小面積、小區塊形式設計，如設置於

停車場分隔島或道路分隔島，屬於小型暫時貯留型式之

LID 設施。滯洪池將暴雨截留並過濾污染源如：重金屬

磷、總凱氏氮(TKN)、氨和硝酸鹽等，最後雨水入滲至地

表底下。於保護區的道路交通系統中可利用分隔島，作為

小型貯留兼具滲透。若能有效運用分隔島或停車場的剩餘

空間，將減少道路之排水系統的負荷，分隔島若較道路鋪

面低，則可提供小型蓄水，惟須設置雨水入流口與溢流

口，植栽部分以能吸附污染物、高耐水性植物為佳，並且

定期清除淤泥，注意溢流口之清潔以避免阻塞，停車場採

種植喬木或灌木，分隔島種植草類。 

植生滯留槽設計原則有下列（林鎮洋,2011）： 

(1) 植生滯留槽寬度，可參考「市區道路交通島設計手冊」

分隔島寬度若欲栽種植栽，其寬度至少應在 1.2m 以

上；分隔帶寬度小於 1.5m 者，以栽植灌木、地被植

物為主，避免栽植喬木（圖 2-17）。 

(2) 建議積水深度小於 22cm。 



 

2-46 

(3) 表土層挖掘深度界於 60～120cm，灌木或樹木挖掘深

度為 90cm；分隔島植草挖掘深度為 60cm。表土層：

85％～88％（水洗砂）+8％～2％（泥沙+黏土）+3％

～5％（有機土）。 

 

 

資料來源：林鎮洋，集水區非點源污染現地處理技術研發與應用計畫，2011。 

圖 2-17  植生滯留槽剖面構造示意圖 

(4) 水洗砂層 5~10cm，可供過濾。 

(5) 底層鋪設 57 號篩水洗石深度 15~20cm，並設置排水

管供礫石層排水。 

(6) 清潔管連接排水管(管內直徑 15cm 以上)，以便定期清

理管內阻塞物，排水管連至雨水下水道。 

(7) 底層至少高於地下水位 0.3 到 0.6m。 

(8) 入流口可依照「市區道路交通島設計手冊」柵欄式緣

石之高度（花抬高度）約 15～20cm，入流口開孔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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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石進水口之開孔長度不得小於 50cm，高度不得小

於 8cm。 

另外，設計時之注意要素包括： 

(1) 坡地不陡於 4：1（橫：直），最好是 6：1（橫：直）。 

(2) 水流連續不斷或流速超過 1.5m/sec 或鬆軟土質時，宜

採用乾式草溝。 

(3) 排水、截水溝渠之斷面要符合排洪需要，並採重現期

距 25 年以上之降雨強度設計之。 

(4) 至少高於地下水位 0.3 到 0.6m。 

(5) 窪地應有覆草以控制溢流和流速。 

(6) 深度應介於 0.3 至 0.9m。 

而根據美國馬里蘭州喬治王子縣的資料，每英畝集流

面積建造典型植生滯留槽設施所需造價視土壤特性，介於

5,000~10,000 美元。設計準則也建議植生滯留槽大小約為

集流面積的 5%~7%，而依照滯留槽使用材料，每平方英

尺所需造價約為美金 3~15 元（US EPA 2000）。 

定期的維護是植生滯留槽系統成功操作所必需，包括

植物、土壤層及有機層等材料的維護。表 2-8 是一個典型

的植生滯留槽操作維護建議。 

一般而言，隨著植物的成長，可以強化其根系對於污

染物的吸附與降解效率，而土壤層與有機層對於污染物的

過濾攔阻效益卻降低，因為降雨逕流中的營養鹽和重金屬

等物質會破壞土壤正常功能，降低陽離子交換容量，減少

土壤顆粒間對於污染物的吸附能力。因此，為維持植生滯

留槽有效運作，對於植生滯留槽內土壤、有機質之肥力評

估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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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典型的植生滯留槽操作維護建議 

說明 方式 頻率 

土壤層 

檢視與修補沖蝕部分 目視 每月一次 

有機層 

覆蓋填補空隙部分 用手 視需要 

移除舊覆蓋層換新的有機土 用手 每年一次 

植物 

更換死亡或生病的植物 視植物情況 每年二次 

資料來源：US EPA,Low Impact Development(LID)A Literature Review, 2000. 

 

2. 透水性鋪面 

傳統的鋪面將自然具有入滲能力的地表變成完全不

透水面，暴雨發生時入滲、截流與窪蓄則直接轉為逕流

量，且附帶將污染物流入自然水體中，為非點源污染常見

來源之一。 

透水性鋪面是典型具 LID 策略精神之工法，可以有效

減少流域內不透水覆蓋之百分比。透水性鋪面最適合應用

於停車場和人行道等低交通流量的地區，在沿海地區的沙

質土壤和平坦斜坡地區效果更好。 

採用透水性鋪面取代傳統不透水鋪面，讓雨水滲入底

層土壤，可以方便降雨逕流補注，並促進污染物被吸附分

解，既不影響鋪面功能，又可達到暴雨逕流與污染管理的

目標。 

透水性鋪面在 LID 策略上最大特色為道路的面層、底

層及基層均可透水，雨水可從道路表面直接滲透進入土壤

層，然後經由植物吸收、蒸散或補注地下水等形式，成為

自然生態循環的一部份。 



 

2-49 

透水性鋪面之設計原則如下： 

(1) 車道鋪面：考慮交通量、CBR 值、保水量及降雨強度

等，以能承受交通荷重應有厚度及透水功能之鋪面。 

(2) 人行道鋪面：鋪面面層不積水為主，提供人舒適性之

透水鋪面，其各種類之構造圖可見圖 2-18。透水性舖

面基本構造由上而下依序為面層、底層、過濾層及基

層構成。面層不採用一般舖面之瀝青透層及黏層，以

免阻礙雨水滲透；底層具有承受面層之承載壓力，並

具有儲水之能力，人行道承載設計較低，底層一般為

單一層次，車行道之承載較高，底層分為上層底層及

下層基層；過濾層在雨水滲透時，具有過濾作用，且

能防止路基土壤侵入底層。舖面各層厚度之建議值視

材質車流量及保水功能而有所調整。 

 

 
     步道及腳踏車道舖面構造         停車場舖面構造 

 

資料來源：林鎮洋，集水區非點源污染現地處理技術研發與應用計畫，2011。 

圖 2-18  透水性鋪面剖面示意圖 

3. 草溝或草渠 

草溝或草渠的作用機制是可降低逕流流速並達到過

濾的效果。沉降（Sedimentation）是草溝或草渠主要的污

染物去除機制，另外亦具有滲透和吸附的機制，因此草溝

或草渠型態之 BMPs 適用於坡度較緩、停留時間長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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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而在 LID 概念下所設計的草溝或草渠，和傳統 BMPs

最大的差別，在於 LID-BMPs 可配合區域設計；如美國有

一些公路的中央分隔島，改用草溝及草渠的方式分隔雙向

的車輛，這樣既可以發揮中央分隔島的用途，亦可以降低

暴雨逕流及污染衝擊（US EPA 2000），或是停車場內設

置草溝作為去除逕流污染並作為植栽用地以改善社區景

色，例如美國密西根 Troy 市區 Kresge Foundation 總部停

車場（照片 2-13）。 

草溝及草渠將不透水之地表匯集之逕流，藉滲透導入

土層中，增加滲透量以達到保水之功效，並可在草地上形

成薄膜流，經由植被之過濾與吸附去除粒狀及部分溶解態

之污染物，污染物移除機制包含沈澱、過濾、入滲，和吸

附，污染物移除機制取決於過濾帶之寬度、坡度、土壤滲

透度、集水區大小和流速，適用於小區域或不透水區域之

四周。 

 

 
資料來源：Southeast Michigan Coucil of Governments 

照片 2-13  美國密西根 Kresge Foundation 總部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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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溝及草渠之設計原則如下：在道路旁可依照「市區

道路人行道設計手冊」，公共設施帶之寬度取決於人行道

寬度，設計公共設施之花圃寬度 1.5m。 

草溝及草渠雖然需要後續的維護，包括定期清除沉積

物和割草，但其設置費用低，僅約傳統工法的二分之一。 

4. 植生屋頂  

植生屋頂又稱之為綠屋頂（Green roof），在歐洲已

發展 20 多年並廣泛用於都市或商業大樓。植生屋頂除了

暴雨逕流管理之外，尚有可以延長屋頂的使用年限、降低

能源的使用量、節省土地資源等附加效益，因此，在都市

逕流管理及節能的政策上，均相當受到重視。 

植生屋頂的主要優勢是可以節省開發區用地，直接在

現有的建築物屋頂上設置植生覆蓋，藉此攔截、儲存或延

遲暴雨逕流，降低下水道系統排水負荷，並可以減少另尋

用地設置暴雨逕流管理設施的經費。 

植生屋頂設計為多層構造材料組成，主要包括植生

層、生長介質層、排水層及底部支撐結構，其他則視應用

需求增加，圖 2-19 為植生屋頂組成示意圖。 

植生屋頂主要可分為三類： 

(1) 薄層型：指在屋頂上鋪設淺薄的輕質人工混合介質，

並種植強韌、低矮、具自生性的地被，具有低維護管

理、低承載需求、費用經濟等特性。 

(2) 單元盆缽型：指在屋頂上使用各種盆器種植植物，依

容器造型、尺寸與植株高度、質感，將其組合排列，

盆栽植栽亦為農作物，同時提供農園樂趣。 

(3) 蓄水/回收型：又稱為標準型，為薄層型之改良且在國



 

2-52 

內已有多處案例，其特色為洪峰暴雨滯留時間延長，

並將滯留之暴雨儲存與利用，因此可節省水分澆灌約 

70%。 

 

 
資料來源：http://www.weathersuresystems.com/green-vegetated-roof 

圖 2-19  植生屋頂組成示意圖 

植生屋頂設計原則如下： 

(1) 施行前須確實檢測漏水，甚至重新施作防水工程，採

用設計完善的薄層綠屋頂系統，其設施即針對防水設

計容器基盤，以達到防水目的，建構方式可參考圖

2-20。 

(2) 必須使用較輕的介質，一般採用比重 0.8 的介質可達

到使用目標。 

(3) 進行防水補漏工程時鋪設阻根布或其他阻根設施，以

防範根系破壞。 

(4) 台灣大多數屋頂是水平的，少數廠房或雨庇是斜的，

可用薄層式綠屋頂的技術來建構，以預防栽培容器與

結構滑落。 

(5) 台灣降雨日數分佈不均，可建構儲水備旱的設備來應



 

2-53 

用於灌溉。也可整體考量，設置「雨撲滿」承接雨水，

發揮減緩雨水逕流的效果。 

 

 
 

資料來源：林鎮洋，集水區非點源污染現地處理技術研發與應用計畫，

2011。 

圖 2-20  植生屋頂基本架構 

另外根據德國的研究，設置 3 英吋厚度的植生屋頂之

經濟效益最高，同時每年可以減少區域 50％以上逕流量

（US EPA 2000）。 

(五) 國外 LID 實務應用案例蒐集整理 

1、 植生滯留槽應用案例(1) 

根據美國環保署 2000 年在美國馬里蘭州喬治王子縣

內 Inglewood 的植生滯留槽示範案例顯示（如照片 2-14），

該示範點收集面積約 20,000 平方公尺停車場的暴雨逕

流，植生滯留槽面積約 64 方平方公尺，在降雨強度

40.64mm/hr 下，其蒐集之逕流經過 6 小時滯留槽處理後，

水質檢測結果如表 2-9 所示，磷去除率約 87%，總凱氏氮

去除率約 67%，其他如鉛、鋅及銅等溶解性金屬污染物也

都有 43%~79%的去除效率，顯示植生滯留槽對於營養鹽

如氮、磷等污染物質具有良好的去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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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S EPA, Bioretention Applications; Inglewood Demonstration 

Project. 

照片 2-14  美國馬里蘭州 Inglewood 植生滯留槽 

表 2-9  Inglewood 植生滯留槽污染物去除結果 

污染物 單位 

平均入流 

濃度±標準

差 

平均出流 

濃度±標準

差 

出流濃度範

圍 

去除效率 

±標準差(%) 

溶解性銅 μg/L 120±27 63±6.5 55-75 48±12 

銅 μg/L 120±27 69±9.4 55-85 43±11 

溶解性鉛 μg/L 54±9.4 11±6 6.7-25 79±26 

鉛 μg/L 54±9.4 16±7 6.7-26 70±23 

溶解性鋅 mg/L 1.1±0.021 0.24±0.44 0.11-0.56 78±29 

鋅 mg/L 1.1±0.021 0.39±0.44 0.12-1.4 64±42 

鈣 mg/L 44±6.4 32±6.1 24-41 27±14 

磷 mg/L 0.83 0.11±0.017 0.10-0.13 87±2 

總凱氏氮 mg/LasN 6.9±0.81 2.3±0.64 1.7-3.0 67±9 

硝酸塩 mg/LasN 1.3±0.05 1.1±0.15 0.94-1.2 15±12 

資料來源：US EPA,Low Impact Development(LID)A Literature Review, 2000. 

 

2、 植生滯留槽應用案例(2) 

美國北卡州科羅拉多市內 Hal Marshall 亦利用設置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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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大廈旁停車中心的植生滯留槽（照片 2-15），收集及

處理停車場周圍產生的暴雨逕流，收集之流域面積約

3,700 平方公尺，植生滯留槽占地面積約 229 平方公尺。 

根據 2004~2006 年 23 次降雨事件（其中 16 次降雨強

度小於 42mm/hr），水質淨化效果如表 2-10 所示，結果

顯示，總氮去除率為 32%，總磷去除率為 31%，而生化需

氧量及大腸桿菌群亦有 63%及 73%的去除率，顯示植生滯

留槽除了氮、磷等污染物外，對於有機污染物同樣具有良

好的控制效果。 

 

 
資料來源：CITY of CHARLOTTE Pilot BMPs Monitoring Program ; Hall Marshall 

Bioretention, 2007. 

照片 2-15  美國北卡州科羅拉多市 Hall Marshall 植生滯留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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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Hal Marshall 植生滯留槽污染物去除結果 

污染物 單位 入流 出流 去除效率(%) 

總氮 mg/L 1.68 1.14 32 

總凱氏氮 mg/L 1.26 0.70  44 

氨氮 mg/L 0.34 0.10  73 

總磷 mg/L 0.19 0.13  31 

總懸浮固體 mg/L 49.5 20  60 

生化需氧量 mg/L 8.54 4.18  63 

糞便型大腸桿菌 CFU/100ml 14,700  4,500  69 

大腸桿菌 MPN/100ml 938 273  71 

銅 μg/L 12.8 5.90  54 

鋅 μg/L 72 17  77 

鉛 μg/L 4.85 3.33  31 

資料來源：W.F.Hunt,Pollutant Removal and Peak Flow Mitigation by Bioretenion Cell in 

Urban Charlotte,N.C. ,ASCE , 2008 

 

3、 透水性鋪面應用案例 

利用透水性鋪面降低逕流量之典型案例為美國華盛頓

州 King County Public Works facility 停車場透水性鋪面試驗

用地，該場地設置 4 種不同材質混合之鋪面，如照片 2-16

所示，各鋪面不透水率分別為 5%、5%、60%及 90%。而由

實驗結果顯示，不透水鋪面可大幅降低表面逕流體積及尖

峰流量（圖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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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S EPA, Field Evaluation of Permeable Pavements for Stormwater 

Management Olympia, Washington 

照片 2-16  美國華盛頓州 King County Public Works facility 停

車場透水性鋪面 

 
資料來源：US EPA, Low Impact Development （LID）A Literature Review 

圖 2-21  傳統瀝青與不透水率 60%鋪面逕流量比較圖 

4、 草溝或草渠應用案例 

美國交通部聯邦公路管理局在ㄧ跨越維吉尼亞州北

方、馬里蘭州及佛羅里達州的高速公路上設置草溝

LID-BMPs。由 12 次降雨事件中測試草溝污染物去除效

果，檢測之項目包括：總懸浮固體、重金屬（鎘、鉻、銅、

鉛、鋅）、磷、氮及有機碳。由檢測結果顯示，草溝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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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懸浮固體、重金屬及營養鹽之污染物均具有良好之去

除效果（表 2-11）。 

表 2-11  美國聯邦公路管理局草溝 LID-BMPs 污染物去除效率 

水質 

項目 

地區 

總懸

浮固

體 

總有 

機碳 

總凱 

氏氮 

亞硝

酸/硝

酸 

總

磷 
鎘 鉻 銅 鉛 鋅 

維吉尼亞

州 
65% 76% 17% 11% 

41

% 

12-98

% 

12-16

% 
28% 

41-55

% 

49

% 

佛羅里達

州 
98% 64% 48% 45% 

18

% 

29-45

% 

51-61

% 

62-67

% 

67-94

% 

81

% 

資料來源：US EPA,Low Impact Development(LID)A Literature Review, 2000. 

 

5、 植生屋頂應用案例 

依據美國環保署 2000 年於美國賓州費城 Fencing 

Academy 所設置之植生屋頂（照片 2-17）案例可知，此植

生屋頂設計可承受 2 年一次，連續 24 小時之暴雨強度，

其植生覆蓋面積約 280 平方公尺。植生覆蓋層的厚度並不

大，含排水層總厚度僅約 8.6 公分，飽和滲透率為每小時

0.89 公分。此植生屋頂系統每平方公尺乾重約 24.4 公斤，

飽和濕重為每平方公尺 83 公斤，因此無額外增加支撐設

施。 

圖 2-22 此植生屋頂經過 1 公分，20 分鐘暴雨逕流量

之結果，此暴雨產生 112 公分雨量，而經植生屋頂處理後

所測為 39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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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S EPA, Vegetated Roof Cover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照片 2-17  美國賓州費城 Fencing Academy 植生屋頂 

 
資料來源：US EPA, Low Impact Development (LID) A Literature Review 

圖 2-22  降雨與植生屋逕流對照圖 

6、 德國生態社區案例 

Kronsberg 位於德國漢諾威市東南方，該社區位於自

然集水區範圍內，當地政府乃引進低衝擊開發策略，將該

社區發展為生態社區，以減少社區開發時帶來的衝擊。

Kronsberg 生態社區提供城市綠色廊道，而社區內的排水

系統設計應用了雨水最大遲滯、最小逕流及最大入滲等策

略，並具體落實在社區內之綠屋頂、雨水貯留、透水舖面

及生態蓄水池等設施（照片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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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水環境低衝擊開發設施操作手冊編製與案例評估計畫」，104 年 3 月 

照片 2-18 德國 Kronsberg 生態社區 

7、 加拿大低衝擊開發暴雨管理規劃與設計指南 

加拿大多倫多之 LID 設施規劃與設計指南內容詳

細，包括綜論、LID 設施納入土地管理規劃之概念、成功

案例說明、各項 LID 設施設計原則、方法、操作方式，以

及維護管理系統建議等，提供小區域設置 LID 設施參考。 

(六) 國內 LID 實務應用案例蒐集整理 

國內有關 LID 技術研究與應用案例較少，主要是由臺北

科技大學林鎮洋教授在致力推廣，相關的研究茲整理如下： 

1、 非點源污染削減技術試驗計畫－MCTT 多槽處理技術 

環保署於 96 年委託臺北科技大學水環境研究中心執

行「非點源污染削減技術試驗計畫－MCTT 多槽處理技

術」計畫，該計畫於坪林行控中心停車場設置多槽處理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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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Multi-Chambered Treatment Train, MCTT）進行水質改

善試驗。 

MCTT 由阿拉巴馬大學 Pitt 教授及其同仁設計發展，

並於 1994 年開始在阿拉巴馬大學校園裡進行 MCTT 模場

（Pilot Scale）操作。 

MCTT 主要針對小型且分離型的不透水地區，集水面

積約在 0.1 到 1 公頃。標準 MCTT 處理設施為三槽的地下

結構，其表面面積一般為集水面積的 0.5～1.5%之間。

MCTT 主要由三個處理單元組成，分別為攔截槽、沉澱槽

以及過濾槽，如圖 2-23 所示。 

MCTT 設施第一槽為攔截槽（Catch basin or Grit 

Chamber）提供篩除作用，除去較大固體顆粒與廢棄物。

第二槽為沉澱槽（Settling Chamber），槽內水流保持靜態，

使較微細固體物沉降。第三槽為過濾槽（ Filtering 

Chamber），利用砂與泥炭組成的表面過濾層，做最後的

污染去除。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非點源污染削減技術試驗計畫－MCTT 多槽處理技術，

民國 96 年。 

圖 2-23  MCTT 標準斷面圖 

由 3 個月之操作運轉及水質監測成果檢視，系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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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逐步穩定，MCTT 對各種污染物的平均去除效率分別為

SS 89%、COD 44%、大腸桿菌 66%、氨氮 61%、TP 52%、

鉛 64%、銅 65%、鋅 85%及油脂 44%，就設計、施工及

水質評估而言，整體功能初步已達預期成效。 

2、 非點源污染現地處理技術研究計畫 

環保署於 99 年委託臺北科技大學水環境研究中心執

行「非點源污染現地處理技術研究計畫」，此計畫以國內

七座水庫集水區的水質改善為目標，強化對非點源污染的

管理，對各水庫水質的污染情形及管理計畫進行診斷與探

討。 

此計畫透過水質模式分析、遙測影像判釋及現地勘查

等方法，以瞭解水質污染負荷及污染熱點，並據此提出改

善策略。經分析，新山水庫水質主要受到基隆河流域及內

部負荷的影響，並以總磷為其限制因子；成功水庫為典型

的外島水庫，水源主要來自於降雨，且受限於氣候及地形

的因素，長年處於優養化狀態；寶山水庫未來將作為飲用

水水庫之用，目前因透明度低而呈優養狀態；德基水庫是

中部重要的供水水庫，以農業非點源污染為主要的污染

源，然近年來由於九二一地震交通中斷之故，水質有日益

改善的趨勢；南化水庫在莫拉克風災後受創嚴重，上游崩

坍與沖刷甚鉅，故主要的優養因子為懸浮顆粒含量過高而

造成透明度降低；澄清湖水庫水質近年已有部分改善，但

尚未完全穩定，仍需後續觀察與治理；鳳山水庫雖不供給

民生用水，但水庫水質優養化指標為本島最高，極需加以

治理。 

此計畫另一個目標即是在制度面上改善水污染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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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包含總量管制及暴雨逕流制度，透過模式的分析及相

關文獻的蒐集，並且辦理專家諮詢會議，以研議國內制度

建立的方向及後續政策推動的具體做法。另外，非點源污

染最佳管理作業手冊的推廣，是加強對非點源污染控制相

當重要的工具，此計畫針對 84 年至 88 年所訂定之既有手

冊予以更新並本土化，並加入新興的技術觀念及實際案

例，同時辦理手冊研習會以達到推廣之目的。 

3、 集水區非點源污染現地處理技術研發與應用計畫 

環保署於 100 年委託臺北科技大學水環境研究中心

執行「集水區非點源污染現地處理技術研發與應用計

畫」，此計畫完成明德、鏡面、阿公店及金門(太湖與榮

湖)等四座水庫之水質資料蒐集及現勘，並透過專家的諮

詢及地方主管機關的研商，訂定出水質治理策略，將水庫

集水區之水質改善付諸行動並落實於各相關業管機關。 

另外，亦整理出近年來國內已完成之二十座水庫水質

治理策略，將完善的資料重新彙整之後，製作成水庫水質

治理方案資料庫供下載參考。 

水庫集水區之水質污染源中，以農業佔大宗，故合理

化施肥之推行勢在必行，此計畫分析國內水庫集水區之果

樹耕種情形，整理出包括木瓜、蓮霧、芒果、印度棗、番

石榴及柑橘等六種最常見的果樹，分別製作合理化施肥宣

傳文宣並辦理講習會，以徹底落實水庫集水區合理化施肥

策略。 

除了教育宣導之非結構性 BMP 外，此計畫亦完成三

處水庫集水區結構性 BMP 之規劃設計，包括明德水庫建

議分別於日新島取水口及老田寮溪永春宮靜止水域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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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浮島；阿公店水庫建議於尖山一人工濕地原址設置

MSL 系統；金門太湖水庫則建議於新市街道、信義新村

及武德新莊設置初期沖刷截流系統。 

4、 城市低衝擊開發防洪論壇 

由於都市高度發展，人口居住越來越密集，加上極端

降雨發生頻率提高的外在條件下，國際上都市淹水事件頻

繁發生，影響經濟與社會的健康發展。如何降低都市淹水

風險，避免淹水損害民眾生命財產，幾乎是每個都市發展

面臨的重要課題。 

而不管是美國提出的低衝擊開發（Low Impact 

Development, LID）、歐洲國家使用的永續都市排水系統

（Sustainable Urban Drainage Systems, SUDS），或是日本

強調的總合治水工作，都認為都市暴雨管理必須要加強源

頭管理，搭配既有的排水、防洪系統，才能因應未來不確

定的降雨狀況。 

因此，此論壇由台北市政府工務局主辦，於 2013 年

4 月 2 日召開，邀集國內外知名的專家學者，分享華盛頓、

北京，與我國都市的暴雨治理經驗，尤其是近年新採用

LID 措施的應用。 

5、 「都市總合治水綱要計畫」專家座談會 

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降雨強度增強屢創紀錄，加上

都市開發使原有的農地變成了不透水的水泥建築及柏油

道路，減少入滲土地的雨水，並增加雨水下水道的負荷，

使得台灣部分地區每逢颱風或豪雨則淹水，因此為確保國

土資源永續利用，提高整體調適能力，內政部營建署研訂

「都市總合治水綱要計畫」，以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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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2013年 7月 12日上午舉辦「都市總合治水綱要計畫」

專家座談會，邀國內外專家學者與座談。 

營建署表示「都市總合治水綱要計畫」係考慮國內環

境特性、體制、資源、研發與實務能量，探討國內外都市

總合治水最新趨勢、建立區域降雨容受指標參數，整合都

市計畫、建築管理、水利工程及雨水下水道建設，引進整

合式的治水概念。 

「都市總合治水綱要計畫」希望能以「都市海綿化」

觀念、建築適災能力提升、土地高程管理、低衝擊開發

（LID）等方式以改善都市排水問題，建構不怕淹水的韌

性都市。 

6、 鳶山堰水庫蓄水範圍及臨近集水區水質保護設施規劃計

畫 

有鑑於鳶山堰上游集水區之現況水質達成率偏低，加

上配合 102 年「中庄調整池」完工後之取水安全，當時

的桃園縣政府針對鳶山堰水庫蓄範圍及臨近集區內之污

染源進行全面調查，並進行相關污染管制措施及導入「低

衝擊開發技術（Low Impact Development, LID）」（植生

滯留槽、草溝、透水性鋪面）於保護區管理措施，針對保

護區內污染削減規劃相關設施及採行實質管制策略，以同

時達到保護區自然資源育及用水安全之目的。 

7、 金瓜寮溪流域茶園非點源污染削減現地處理調查規劃 

經濟部水利署臺北水源特定區管理局（以下簡稱水源

局）為持續推動非點源污染削減，改採污染源源頭分散式

處理之方法，利用茶園既有排水路及其匯流處，設置淨化

設施進行在槽處理，辦理「金瓜寮溪流域茶園非點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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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減現地處理調查規劃」，除完成蒐集國內外 LID 實務應

用案例及其對水質改善應用之相關研究外，並利用空照圖

等建立金瓜寮溪流域茶園分佈之環境背景資料，同時針對

茶園面積 1 公頃以上之土地 20 處，進行茶園集水面積及

排水路現況調查，並完成 36 處 LID 場址規劃，建立 20

處茶園所有權人清冊，完成地籍套繪圖、地籍圖謄本、土

地登記簿謄本等資料之整理。 

此計畫以坪林區農會黃水樹理事的茶園做為示範場

址，完成示範區二處（a、b 兩處）植生滯留槽設施之設置

作業，每處植生滯留槽佔地 1 平方公尺，利用茶園既有的

排水路，設置於排水匯流處，可處理 0.5 公頃茶園的初期

暴雨逕流。由 LID 示範區場址前後水質檢測結果可知，經

植生滯留槽處理後，平均總磷去除率約為 73%，懸懸浮固

體去除率約為 91%，氨氮去除率約為 31%。 

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後續推動規劃如下：(1)以化整

為零方式推動，規劃於茶園排水路末端設置 LID 設施，茶

園地表逕流經處理後再排入河川，(2)由點到面，分區分年

逐步推動，有配合意願的茶農優先設置，規劃每 0.5 公頃

茶園設置一座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設置面積以 1 平方公

尺為原則，(3)LID 設施採單元模組化設計，以方便後續之

管理維護，設置後的 LID 設施由茶農配合維護，並由政府

核發環境友善茶園標章，彰顯茶農對污染防治作業的積極

參與。 

8、 逮魚堀溪茶園非點源污染削減現地處理調查規劃 

水源局 102 年於金瓜寮溪推動非點源污染削減，採污

染源源頭分散式處理之方法，利用茶園既有排水路及其匯



 

2-67 

流處，設置淨化設施進行在槽處理，效果良好。本年度持

續辦理逮魚堀溪茶園集水面積及排水路現況調查與 LID

現地處理規劃，並擇茶園進行規劃及設置，作為後續推廣

LID 設置之基礎。 

經調查發現逮魚堀溪集水區內面積大於 0.5 公頃之茶

園共有 24 處，依其地形、地貌及位置，共計規劃 26 處植

生滯留槽的建議設置場址、3 處人工濕地、6 處草溝及 5

處植生緩衝帶；本年度亦於逮魚堀溪集水區內另擇一處設

置一面積 2.25 立方公尺之植生滯留槽示範場址，由水質

檢測結果得知，總磷削減率介於 33~67%之間、懸浮固體

削減率介於 93~96%之間、氨氮削減率介於 29~63%之間。 

去年度設置的金瓜寮 LID 示範設施，本年度水質檢測

效果良好。A 處 LID 設施總磷削減率為 71~99%、SS 削減

率為 75~97%、氨氮削減率為 75~97%；B 處 LID 設施總

磷削減率平均為 91~99%、SS 削減率為 92~97%、氨氮削

減率為 53~99%。 

9、 阿公店水庫集水區非點源污染削減處理調查規劃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南水局）為持

續推動非點源污染削減規劃，104 年度於阿公店水庫集水

區範圍內利用既有農地辦理 LID 示範規劃，透過執行污染

源源頭之非點源改善試驗計畫，驗證 LID 措施於集水區農

田排水之水質水量改善成效。 

此計畫主要的工作計有(1)集水區農地現況背景資料

調查作業、(2)農地 LID 示範作業，以及(3)LID 工法施做

效能評估作業等，預期執行後達到(1)完成阿公店水庫集水

區環境背景資料及現況調查，並提出 LID 設施場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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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後續水質改善參考依據；(2)完成示範果園區 LID 設

施之設置，現地改善水質，進而逐步推動等目標。 

依據示範場址之地形及排水路現況，此計畫於示範果

園排水匯流處設置 A、B 兩處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以削

減降雨所帶來地表逕流之非點源污染；並在南水局核可施

工申請後，於 104 年 3 月 26~27 日完成示範場址 A、B 兩

處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之設置作業。 

根據示範場址的水質檢測數據顯示，設置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對於芭樂園降雨逕流中懸浮固體去除率介於

88%~99%，平均去除率為 95%；氨氮去除率介於

57%~72%，平均去除率為 65%；總磷去除率介於

57%~99%，平均去除率為 82%。另於現地進行水量觀測

試驗，推估出示範場址設置 LID 的蓄存洪水量的效益約

6%。 

三、研析農地LID工法之可行性及非點源改善成效預估 

本節依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農地背景特性，研析本集水區農地

LID 工法之可行性及非點源改善成效預估。 

(一) 石門水庫集水區污染特性分析 

石門水庫集水區內之點源污染及非點源污染分為九類：

(1)農業污染、(2)社區污染、(3)遊憩污染、(4)垃圾污染、(5)

砍伐林木及開墾土地、(6)飼養家畜、(7)土石加工及抽砂作

業、(8)崩坍地，及(9)其他污染，其中社區污染、遊憩污染、

垃圾污染、飼養家畜和土石加工及抽砂作業，屬點源污染；

農業污染、砍伐林木、開墾土地及崩塌地等，則因降雨沖刷

而產生污染物、泥砂及營養鹽，屬非點源污染（水利署，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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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水利署「石門水庫集水區水質水量影響因子暨集水

區劃設績效指標值建立之研究」（98 年 12 月）的推估（表

2-12），石門水庫集水區之點源負荷量為生化需氧量

BOD5=51.31 kg/day、總磷 TP=11.38 kg/day、總氮 TN=43.61 

kg/day。 

表 2-12 石門水庫集水區點源污染負荷量比較表 

單位：kg/day

點源別 TP PO4
2- TN NH3-N TKN BOD5

生活污水 4.99 － 30.73 － － 38.41

三民污水廠放流水 － 0.86 － 2.16 － 6.48

遊憩污水 0.64 － 3.94 － － 4.92

畜牧污水 1.80 － 3.00 － － 1.50

養鱘污水 0.38 － － － 0.98 －

小計 51.31

垂釣污染(平日) 1.16 － － － 1.20 －

垂釣污染(假日) 1.55 － － － 1.60 －

小計 －

合計 51.31

註：垂釣污染之估算係以每年假日天數進行比例推估，並以溶解比例0.5計算其負荷量。

資料來源︰水利署，「石門水庫集水區水質水量影響因子暨集水區劃設績效指標值建立之研究」，98年。

2.71 2.80

11.38 43.61

8.67 40.81

 

非點源污染負荷量一般均採將各土地利用類別之非點源

污染單位面積負荷乘上所屬的面積進行估算，根據水利署「石

門水庫集水區水質水量影響因子暨集水區劃設績效指標值建

立之研究」（98 年 12 月）的推估（表 2-13），石門水庫集

水區之非點源負荷量為總磷： 24,695kg/yr 、總氮：

270,381kg/yr、生化需氧量：415,917 kg/yr。 

彙整石門水庫集水區內點源及非點源污染之類型及總

量，並計算點源與非點源污染之比例，並整理如表 2-14。結

果顯示石門水庫集水區以非點源污染為主，其比例為總磷

85%、總氮 94%、生化需氧量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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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水庫集水區的污染防治，應優先於點源污染可削減

的部分處理後，再以削減非點源污染為主。非點源污染中特

別是農地、果園等，其肥料、農藥等用量常超過合理範圍，

多餘的營養鹽常隨暴雨逕流夾帶流入水體，造成污染水庫水

質的風險。 

表 2-13 石門水庫集水區非點源污染負荷量比較表 

單位：kg/yr

土地利用類別 面積(公頃) 總磷 總氮 生化需氧量 懸浮固體

水田 6.55 1.31 39.32 - 944.98

旱作 1,981.48 7,925.91 51,518.41 35,666.59 256,403.17

草生地 81.64 16.33 2,122.73 449.04 4,898.61

社區 481.96 2,409.80 4,096.67 24,098.05 240,980.47

林地 70,760.41 14,152.08 212,281.23 353,802.06 6,014,634.95

遊憩用地 38.03 190.16 323.28 1,901.63 19,016.29

裸地 1,098.18 0.00 0.00 0.00 －

河川水體 1,482.43 0.00 0.00 0.00 0.00

合計 24,695.60 270,381.64 415,917.36 6,536,878.48

資料來源︰水利署，「石門水庫集水區水質水量影響因子暨集水區劃設績效指標值建立之研究」，98年。

備註：1、林地之每年單位面積污染量為總磷0.2kg/ha/yr、總氮3.2kg/ha/yr、生化需氧量5.0kg/ha/yr、

                  懸浮固體85kg/ha/yr，均遠低於其他土地利用，但因面積大，故總污染產生量最多。

            2、裸地主要產生懸浮固體，其產生量需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之建議公式推求；其他污染則無。  

 

表 2-14 石門水庫集水區點源與非點源污染負荷量表 

單位：kg/yr

項目

(kg/yr) 比例 (kg/yr) 比例 (kg/yr) 比例

點源污染量 4,289.12 15% 15,984.39 6% 19,710.00 5%

非點源污染量 24,695.59 85% 270,381.57 94% 415,917.21 95%

合計 28,984.71 100% 286,365.96 100% 435,627.21 100%

資料來源︰水利署，「石門水庫集水區水質水量影響因子暨集水區劃設績效指標值建立之研究」，98年。

總磷 總氮 生化需氧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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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石門水庫集水區設置 LID 設施可行性分析 

石門水庫集水區污染來源以非點源污染為主，約佔總污

染量之 85%以上；而石門水庫集水區之土地使用型態中，以

森林及農業使用面積為最大，其中果園面積逾 1,000 公頃，

若能有效應用 LID 設施於現地處理果園非點源污染，對於水

庫的污染防治將具有很大效益。 

由於 LID 技術佔地小具有、分散控制、經濟性好、多目

標性、維護便捷、入滲效果好、設計靈活、生態景觀效果好

等特性，十分適合設置於果園作為非點源污染的削減設施；

且若於果園排水路下游設置，可一併解決土地取得不易的問

題。 

惟本區地勢陡峭，坡度 40%以上者，佔水庫集水區的 80%

左右，且高程多在 1,000 m 以上，必須依據其適用性選擇適

當的 LID 設施。 

LID 設施依性質大致可區分為：(1)植生屋頂、(2)透水性

鋪面、(3)草溝、草渠或植生過濾帶（草帶）、(4)植生滯留槽、

(5)雨水貯留桶、儲水槽，以及(6)多槽處理設施等，其於本計

畫之適用性分析如下： 

1、 植生屋頂：植生屋頂必須配合建築物，直接在新增或現

有的建築物屋頂上設置植生覆蓋，藉此攔截、儲存或延

遲暴雨逕流，適用於密集發展的都市區域，並不適合於

水庫集水區之果園排水路設置。 

2、 透水性鋪面：一般透水性鋪面主要是取代傳統不透水鋪

面，讓雨水滲入底層土壤，可以方便降雨逕流補注，並

促進污染物被吸附分解，既不影響鋪面功能，又可達到

暴雨逕流與污染管理的目標。透水性鋪面的強度較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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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或排水性路面為低，較適用於人行步道、自行車

道、廣場或公園等開放空間；若安裝與維護適當，也適

用於停車場及低流量之道路。本計畫石門水庫集水區之

果園、農地已多屬透水性鋪面，因此無須另外增設。 

3、 草溝、草渠或草帶：草溝、草渠或草帶主要將不透水之

地表匯集之逕流，藉滲透導入土層中，增加滲透量以達

到保水之功效，並可在草地上形成薄膜流，經由植被之

過濾與吸附去除粒狀及部分溶解態之污染物。草溝、草

渠或草帶構造簡單，適用於停車場、庭院、公園、道路

及其他公共設施等，並需配合設置側向滲透阻隔設施。

本計畫石門水庫集水區內各農地、果園除作物外，均為

透水性鋪面或自然草溝，因此無須特別增設草溝、草渠

或草帶。 

4、 植生滯留槽：植生滯留槽為一生態滯留單元，可將暴雨

截留，再利用植物及其生長介質進行過濾與貯存；植生

滯留槽可過濾重金屬、磷、氮、硝酸鹽等污染源，最後

透過排水管將雨水排至下水道或補注地下水。植生滯留

槽所需面積不大，非常適用於都市的停車場、人行道，

以及公共設施，以及農地、果園的排水路末端。植生滯

留槽可以配合本計畫石門水庫集水區內果園特性，以小

面積、小區塊形式規劃設置於排水路匯流處末端，不影

響既有作物耕作、不影響排水，十分適合規劃設置。 

5、 雨水貯留桶、儲水槽：雨水貯留桶、儲水槽屬於小型雨

水收集系統，主要用來收集並貯留來自屋頂上的雨水，

一般置於地面，其回收貯留的水量作為澆灌與沖廁使

用。雨水貯留桶、儲水槽適合設置於高度都市化地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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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密度住宅區等地區。雨水貯留桶、儲水槽只能單純

貯水，並無水質改善效益，不適用於本計畫石門水庫集

水區非點源污染防治應用。 

6、 多槽處理設施：多槽處理設施係由美國阿拉巴馬大學

Pitt 教授及其同仁設計發展，由攔截槽、沉澱槽以及過

濾槽等三個處理單元組成，用來處理小型且分離型的不

透水地區之非點源污染。多槽處理設施適用於停車場、

廣場、人行道等區域，其設置面積一般為集水面積的

0.5～1.5%之間。石門水庫集水區內各農地、果園均為

透水性鋪面或自然草溝，各農地可供 LID 設施的土地面

積均有限，故不建議於本計畫石門水庫集水區之農地設

置多槽處理設施。 

綜合本計畫現場調查的成果與綜合評析（表 2-15），石

門水庫集水區內之農地、果園較適合的 LID 工法以增設植生

滯留槽最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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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本計畫石門水庫集水區農地適用 LID 工法評析 

工法 主要功能 一般適用性
本計畫石門水庫集水區

農地適用性

植生屋頂

植生屋頂為安裝於平面或傾斜平

坦的屋頂上，以薄層土壤設計之

植被，可用來改善水質，並利用

生長介質及貯水區貯存雨水，多

餘的雨水則透過暗渠或溢流口，

經由建物排水系統排除。植生屋

頂其他效益還有增進能源效率、

建物隔熱、延長屋頂結構壽命、

降低都市熱島效益、景觀營造、

生物多樣性等。

植生屋頂適用於新建築

或既有建築，甚直可於

坡度0~40度的斜屋頂上

設置。因不需要額外土

地，適用於密集發展的

都市區域設置。

植生屋頂必須配合建築

物，直接在新設或現有

的建築物屋頂上設置植

生覆蓋，藉此攔截、儲

存或延遲暴雨逕流，並

不適合於石門水庫集水

區之農地排水路設置。

透水性鋪

面

透水性鋪面主要是取代傳統不透

水鋪面，讓雨水滲入底層土壤，

可以方便降雨逕流補注，並促進

污染物被吸附分解，既不影響鋪

面功能，又可達到暴雨逕流與污

染管理的目標。

透水性鋪面的強度較一

般道路或排水性路面為

低，較適用於人行步

道、自行車道、廣場或

公園等開放空間；若安

裝與維護適當，也適用

於停車場及低流量之道

路。

石門水庫集水區之果

園、農地已多屬透水性

鋪面，因此無須另外增

設。

草溝、草

渠或草帶

草溝、草渠或草帶主要將不透水

之地表匯集之逕流，藉滲透導入

土層中，增加滲透量以達到保水

之功效，並可在草地上形成薄膜

流，經由植被之過濾與吸附去除

粒狀及部分溶解態之污染物。

草溝、草渠或草帶構造

簡單，適用於停車場、

庭院、公園、道路及其

他公共設施等，並需配

合設置側向滲透阻隔設

施。

石門水庫集水區內各農

地、果園除作物外，均

為透水性鋪面或自然草

溝，因此無須特別增設

草溝、草渠或草帶。

植生滯留

槽

植生滯留槽為一生態滯留單元，

可將暴雨截留，再利用植物及其

生長介質進行過濾與貯存；植生

滯留槽可過濾重金屬、磷、氮、

硝酸鹽等污染源，最後透過排水

管將雨水排至下水道或補注地下

水。

植生滯留槽所需面積不

大，非常適用於都市的

停車場、人行道，以及

公共設施，以及農地、

果園的排水路末端。

植生滯留槽可以配合本

計畫石門水庫集水區內

果園特性，以小面積、

小區塊形式規劃設置於

排水路匯流處末端，不

影響既有作物耕作、不

影響排水，十分適合規

劃設置。

雨水貯留

桶、儲水

槽

雨水貯留桶、儲水槽屬於小型雨

水收集系統，主要用來收集並貯

留來自屋頂上的雨水，一般置於

地面，其回收貯留的水量作為澆

灌與沖廁使用。

雨水貯留桶、儲水槽適

合設置於高度都市化地

區以及高密度住宅區等

地區。

雨水貯留桶、儲水槽只

能單純貯水，並無水質

改善效益，不適用於本

計畫石門水庫集水區非

點源污染防治應用。

多槽處理

設施

多槽處理設施係由美國阿拉巴馬

大學Pitt教授及其同仁設計發展，

由攔截槽、沉澱槽以及過濾槽等

三個處理單元組成，用來處理小

型且分離型的不透水地區之非點

源污染。

多槽處理設施適用於停

車場、廣場、人行道等

區域，其設置面積一般

為集水面積的0.5～

1.5%之間。

石門水庫集水區內各農

地、果園均為透水性鋪

面或自然草溝，各農地

可供LID設施的土地面積

均有限，故不建議於本

計畫石門水庫集水區之

農地設置多槽處理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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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污染改善成效 

綜合國內外植生滯留槽案例（表 2-16），顯示其於各領

域的應用都有顯著的污染改善成效。本計畫將以果園為示範

場址，其改善成效將依據示範場址的地形、土壤等現地特性，

以及果園的肥料、農藥施作習慣而有所差異。 

表 2-16  各案例植生滯留槽污染去除率整理 

案例別 污染去除率 

美國喬治王子縣、科羅拉多市 

總磷：31~87% 

SS：60% 

氨氮：73% 

金瓜寮溪流域茶園 LID 設施第一年平均 

總磷：73% 

SS：91% 

氨氮：31% 

逮魚堀溪流域茶園 LID 設施第一年平均 

總磷：33~67% 

SS：93~96% 

氨氮：29~63% 

金瓜寮溪流域茶園第二年 LID 設施 A 

總磷：71~99% 

SS：75~97% 

氨氮：75~97% 

金瓜寮溪流域茶園第二年 LID 設施 B 

總磷：91~99% 

SS：92~97% 

氨氮：53~99% 

阿公店水庫集水區芭樂園LID設施第一年平均 

總磷：82% 

SS：95% 

氨氮：65% 

養鹿場污染防治 LID 設施 

大腸桿菌群：52% 

生化需氧量：67% 

化學需氧量：51% 

正磷酸鹽：83% 

懸浮固體：73% 

氨氮： 98% 

 

根據過去茶園、芭樂園的應用經驗，原預估本計畫果園

示範點設置 LID 設施將可達到降雨時總磷去除率約為 70%，

懸浮固體去除率約為 90%，氨氮去除率約為 50%之成效，其

中污染物去除效率是指收集至植生滯留槽內的逕流水之污染

去除率（逕流超量溢流的部分未納入）。 

實際施作後由水質檢測數據顯示（詳第陸章第二節），

本年度設置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對於水蜜桃園初期降雨逕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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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懸浮固體平均去除率為 97.2%、總磷平均去除率為

43.3%；而對於高麗菜園初期降雨逕流中之懸浮固體平均去除

率為 99.3%、總磷平均去除率為 60.8%；氨氮則含量很少或未

檢測出。 

水文效益部分，本計畫植生滯留槽特性與規模均類似營

建署「水環境低衝擊開發設施操作手冊編製與案例評估計畫」

模擬之樹箱過濾設施，故以其成果作為植生滯留槽設置後的

水文效益。保守估算，於果園設置 1m×1m×1m 之植生滯留槽

可降低洪峰比例 33%、洪峰到達時間延遲比例 12%、蓄存洪

水量比例為 16%（詳第陸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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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農地LID示範作業 

 

本項工作主要依據集水區土地利用現況，評估及選定適當果園農

地場址辦理 LID 示範工法。本章節就所完成之成果整理說明如下。 

一、示範土地遴選 

依據合約要求，示範土地遴選至少要完成 3 處候選場址評估，

並擇定其中 2 處，其面積至少須達 0.5 公頃以上之農地作為示範場

址。 

根據過去相關計畫的執行經驗，農地 LID 示範場址土地遴選最

重要的是農民地主的配合意願。因此，除了現勘作業、拜會地方外，

仍必須透過當地農會、北水局，以及其他地方意見領袖等協助，最

好能共同協調出示範場址，以利本計畫後續工作推動。 

在各方的協助下，本計畫拜會復興區上巴陵拉拉山之水蜜桃

園、高麗菜園與高山茶園，以及澤仁里 18 鄰之五月桃園，均獲得果

農全力配合本計畫執行之承諾，同時提供面積大於 0.5 公頃之農地

供作示範候選場址（表 3-1）提供本計畫評估。 

表 3-1  本計畫示範區候選場址 

北緯 東經

1 24°48'27.0" 121°21'47.4" 復興區澤仁里 0.7 五月桃 李先生 位於北橫公路20K旁

2 24°41'34.2" 121°25'26.8" 復興區華陵里 0.6 水蜜桃 胡女士
位於上巴陵中心路拉拉山山坡

上

3 24°41'02.1" 121°24'40.9" 復興區華陵里 約1.0
高麗菜、

水蜜桃
林女士

位於上巴陵同心農路拉拉山山

坡上，菜園面積0.48公頃，茶園

面積0.56公頃

4 24°41'36.8" 121°25'21.5" 復興區華陵里 2.0 高山茶 林女士
位於上巴陵中心路拉拉山山坡

上

備註地主
候選

場址
位置

農地面積

(公頃)

種植

作物

座標

 

本計畫在各方協助下完成上述 4 處候選場址現勘作業（圖 3-1），

並依各農地特性，完成候選場址評估（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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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LID 設施候選場址現勘 

表 3-2  本計畫示範區候選場址評估 

宣導效果
果園面積

(公頃)
果園排水路 施工難易度 地主配合度

1 普通 0.7 明顯 易 高度

2 強 0.6 明顯 易 高度 ◎

3 強 1.0 明顯 易 高度 ◎

4 強 2.0 明顯 易 中度

建議場址
候選

場址

評估指標

 

本計畫根據，LID 設施設置後的維護作業將由當地果農負責。

優選示範場址的地主均簽署同意書，並提供土地無償配合（附錄三）。 

二、示範點施作位置及配置規劃 

在示範場址獲得同意核可後，本計畫進一步辦理示範場址果園

面積、地形、集水區面積、排水路等現況調查；並提出示範場址 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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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之施作規劃（含農地位置、配置規劃圖、排水流向等），同時工

法規劃考量後續成效檢測分析方式。 

(一) 示範場址位置與基本特性分析 

本計畫農地 LID 效能示範評估場址（以下簡稱示範場址）

為位於石門水庫集水區復興區上巴陵的水蜜桃園與高麗菜

園。 

其中水蜜桃園示範場址位於復興區上巴陵中心路拉拉山

山坡上，座標為東經 121
。

25'26.8"、北緯 24
。

41'34.2"，面積達

0.6 公頃，其土地所有人為胡○○女士。果園平均坡度約

40-55%，整體呈東北高西南低的趨勢，果園種植作物以水蜜

桃為主，也種植櫻花，果園排水主要沿地形排到下方（照片

3-1）。 

高麗菜園示範場址位於復興區上巴陵同心農路拉拉山山

坡上，座標為東經 121
。

24'40.9"、北緯 24
。

41'02.1"，面積約 1

公頃，其土地所有人為林○○女士。果園平均坡度約

30-55%，整體呈西北高東南低的趨勢，種植作物以高麗菜、

水蜜桃為主，排水都沿地形排到右下方山溝（照片 3-2）。 

(二) LID 設施配置與設計 

本計畫水蜜桃園、高麗菜園示範場址 LID 設施配置與設

計主要依據現地地形地勢與排水條件。根據現場調查作業結

果，由於兩示範場址現地為多為透水性鋪面、草帶，因此建

議新增植生滯留槽作為非點源污染削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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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  水蜜桃園示範場址排水方向及現勘照片 

 

1

24

3

 

照片 3-2  高麗菜園示範場址排水方向及現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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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量不影響水蜜桃園、高麗菜園的耕作為前提，植生

滯留槽可利用其既有的排水路，設置於排水匯流處，因此其

佔地以 1 平方公尺（深約 1 米）為宜。 

依據水蜜桃園、高麗菜園之地形及排水路現況，建議於

排水匯流處各設置 1 處 LID 設施（圖 3-2、圖 3-3），以削減

降雨所帶來地表逕流之非點源污染。 

 

植生滯留槽

示範場址集水範圍

排水方向

等高線

1,430m

1,440m

 

圖 3-2  水蜜桃園示範場址 LID 設施規劃位置 

根據研究，降雨初期（降雨前 10 分鐘）所形成的地表逕

流將夾帶大部分的非點源污染，因此本示範計畫將以收集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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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初期的地表逕流量為原則，針對兩場址設計模組化的 LID

設施。 

 

植生滯留槽

示範場址集水範圍

排水方向

1,100m

等高線

1,095m

1,110m

1,120m

1,125m

1,130m

1,140m

 

圖 3-3  高麗菜園示範場址 LID 設施規劃位置 

 

模組化植生滯留槽其尺寸為 105cm×105cm×99.5cm，設計

如圖 3-4、圖 3-5。主要單元功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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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碎石：過濾懸浮污染物並減緩逕流流速。 

2、 粗砂：加強土壤排水能力並過濾污染物質。 

3、 調配土：提供滯留槽內植物及微生物生長所需之養分，

並進行吸附、降解污染物等作用。 

4、 短灌木：透過蒸發散作用及養分吸收減少池內水量與污

染物質。 

5、 其他：各層間會鋪設不織布，亦設置排水管線等。 

 

 

 

圖 3-4  水蜜桃園示範場址植生滯留槽設計圖 

 



 

3-8 

 

 

圖 3-5  高麗菜園示範場址植生滯留槽設計圖 

 

三、示範區LID設施施工設置作業 

本項工作於施工申請核可後辦理，於 3月 29日在協力廠商（怡

心園有限公司）配合下完成水蜜桃園、高麗菜園二處示範場址 LID

設施之設置作業，設置情形詳照片 3-3、圖 3-4 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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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29
   

2016.03.29
 

     施工前                   施工中(挖掘土方)                         

2016.03.29
   

2016.03.29
 

      施工中(挖掘土方)          施工中(埋設栽植槽) 

2016.03.29
   

2016.03.29
 

  栽植槽內裝置排水透水管   栽植槽外安裝 PVC 排水管 

2016.03.29
   

2016.03.29
 

栽植槽內標註各種材料裝填高度 最底層鋪設碎石(厚度 15cm) 

照片 3-3  水蜜桃園示範場址施工紀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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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29
   

2016.03.29
 

   碎石層上面鋪設過濾不織布    二層鋪設粗砂(厚度 10cm)再鋪過濾不織布                        

2016.03.29
   

2016.03.29
 

      頂層鋪栽培土(厚度 70cm)     表面鋪過濾不織布再植栽(9 株灌木) 

2016.03.29
   

2016.03.29
 

      栽植完成 周邊砌石固定              完工後正面照片 

2016.03.29
   

2016.03.29
 

            施工前照片                    施工完成照片 

照片 3-3  水蜜桃園示範場址施工紀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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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29
   

2016.03.29
 

     施工前                 施工中(挖掘土方)                         

2016.03.29    2016.03.29  

    施工中(挖掘土方)           施工中(挖掘土方) 

2016.03.29
   

2016.03.29
 

      挖掘排水管溝             埋設 PVC 排水管 

2016.03.29
   

2016.03.29
 

  栽植槽內安裝透水排水管  最底層鋪設碎石(厚度 15cm) 

照片 3-4   高麗菜園示範場址施工紀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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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29 2016.03.29
    

碎石層上面鋪設過濾不織布    第二層鋪粗砂(厚度 10cm)                        

2016.03.29
   

2016.03.29
 

    再鋪過濾不織布         頂層鋪栽培土(厚度 70cm)            

2016.03.29
   

2016.03.29
 

  表面鋪過濾不織布      植栽(9 株灌木) 栽植完成 周邊砌石固定 

  照片 3-4   高麗菜園示範場址施工紀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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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施作效益分析 

綜合國內外 LID 技術實際（植生滯留槽）案例（表 2-15），

顯示植生滯留槽於各領域的應用都有顯著的污染改善成效，惟本

計畫將以水蜜桃園、高麗菜園為示範場址，其改善成效將依據示

範場址的地形、土壤等現地特性，以及其肥料、農藥施作習慣而

有所差異。 

本計畫根據過去茶園、芭樂園的應用經驗，原預估本計畫水

蜜桃園、高麗菜園示範點設置 LID 設施將可達到降雨時總磷去除

率約為 70%，懸浮固體去除率約為 90%，氨氮去除率約為 50%之

成效，其中污染物去除效率是指收集至植生滯留槽內的逕流水之

污染去除率（逕流超量溢流的部分未納入）。實際施作後由水質

檢測數據顯示（詳第陸章第二節），本年度設置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對於水蜜桃園初期降雨逕流中之懸浮固體平均去除率為

97.2%、總磷平均去除率為 43.3%；而對於高麗菜園初期降雨逕流

中之懸浮固體平均去除率為 99.3%、總磷平均去除率為 60.8%；氨

氮則含量很少或未檢測出。 

水文效益部分，本計畫植生滯留槽特性與規模均類似營建署

「水環境低衝擊開發設施操作手冊編製與案例評估計畫」模擬之

樹箱過濾設施，故以其成果作為植生滯留槽設置後的水文效益。

保守估算，於果園設置 1m×1m×1m 之植生滯留槽可降低洪峰比例

33%、洪峰到達時間延遲比例 12%、蓄存洪水量比例為 16%（詳

第陸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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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農業管理教育宣導 

 

石門水庫為一座兼具農業灌溉、公共給水與防洪之多目標水庫，

其水庫水質之潔淨將直接影響各標的之用水品質。鑑於石門水庫水質

中，總磷接近優養狀態，為降低未來水質發生優養之潛勢，仍須加強

減少上游集水區營養鹽匯入。石門水庫集水區果園面積達 1,058 公頃，

溫帶果樹（如水蜜桃等）主要分布於海拔 800 公尺以上之坡地，低海

拔則以柑橘為主。 

為避免石門水庫集水區之水源水質因人為因素而轉劣，在兼顧地

方發展、水源保護，及永續經營政策下，持續推動合理化施肥與農藥

安全使用是十分重要的課題。 

爰此，本章主要說明兩次農業管理教育宣導辦理成果。 

一、辦理目標 

石門水庫集水區的果園以水蜜桃、柑橘為主，為讓果農有正

確肥料及農藥使用觀念，鼓勵果農採合理化施肥使用，呼籲果農

重視果園的用藥安全，以潔淨石門水庫水質，本次農業管理教育

宣導之目標如下： 

(一) 水蜜桃園與柑橘園合理化肥料之使用管理，如何能在不影響

產量情況下做適當耕作調整（整地及土壤改良劑或有機質肥

料施用），水蜜桃園與柑橘園合理化施肥等，以減少環境污染 

(二) 水蜜桃與柑橘果樹害蟲及危害症狀的診斷，水蜜桃園與柑橘

園農作物防治方法-藥劑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介紹 

(三) 水蜜桃園與柑橘園之安全、有效、經濟的使用農藥，包括：

選擇核准登記使用在水蜜桃園與柑橘園的藥劑、使用核准登

記的倍數、安全採收期過才可以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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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方式與課程安排 

農業管理教育宣導分兩場次辦理，第一場次於民國 105 年 6

月 26 日（星期日）上午辦理，活動場址位於桃園市復興區上巴陵

基督長老教會巴陵教會（華陵里 9 鄰 35 號），邀請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的專家針對石門水庫集水區水蜜桃果農及相關人員進行宣導

課程。 

第二場次原訂於 105 年 9 月 30 日（五）上午辦理，受到梅姬

颱風侵襲影響，延後一星期，於 105 年 10 月 7 日（五）上午辦理。

活動場址位於桃園市復興區雪霧鬧部落小熊生態工作室（高義里

雪霧鬧 2-1 號），同樣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的專家針對石門水

庫集水區柑橘果農及相關人員進行宣導課程。 

兩次教育宣導之議程安排如表 4-1、表 4-2。 

表 4-1  第一場次農業管理教育宣導會議程 

時 間 主 題 主講人 

10：30～10：40 報到  

10：40～10：50 主持人、貴賓致詞 北水局 

10：50～11：40 水蜜桃合理化施肥 
桃園區農業改良所 

李助理研究員○○ 

11：40～12：30 水蜜桃農藥安全使用 
桃園區農業改良所 

姚助理研究員○○ 

12：30～13：00 綜合討論與意見交流 北水局/高雄第一科大 

13：00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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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第二場次農業管理教育宣導會議程 

時 間 主 題 主講人 

10：00～10：30 報到  

10：30～10：40 主持人、貴賓致詞 北水局 

10：40～11：10 柑橘合理化施肥 
桃園區農業改良所 

李助理研究員○○ 

11：10～11：30 柑橘農藥安全使用 
桃園區農業改良所 

姚助理研究員○○ 

11：30～12：00 綜合討論與意見交流 北水局/高雄第一科大 

12：00 結束  

 

三、 辦理成果 

照片 4-1、照片 4-1 為兩場次農業管理教育宣導辦理情形，除

完成編製宣導手冊 80 份外，其他辦理成果詳如附錄四，茲重點簡

述如下： 

(一) 合理化施肥 

作物品質除了受品種、氣候條件及調製技術影響外，肥

培管理技術也是造成品質好壞的重要原因之一。合理化的施

肥不但可以提升產量及品質，還可減少成本支出及降低環境

污染。 

依據作物、肥料及土壤性質等差異調整施肥方式，並配

合作物施肥手冊及土壤營養診斷調整施肥量，方能達到合理

化施肥的目的。 

1、 合理化施肥的目的 

以最經濟有效的施肥方式來維持土壤的生產力，減少

環境的衝擊，使土壤能永續利用，獲得最大收益。簡單來

說，合理化施肥的效益有下列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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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場布置(1)                會場布置(2)                         

    

        會場布置(3)                 長老教會外觀 

    

            報到(1)                   報到(2) 

照片 4-1  第一場次農業管理教育宣導會(1/2) 

 

 



 

4-5 

 

    
  貴賓(里長)致詞                 長官致詞                         

    

       合理化施肥宣導           農藥安全使用宣導 

    

         專心聆聽(1)                專心聆聽(2) 

    

         意見交流(1)               意見交流(2) 

照片 4-1  第一場次農業管理教育宣導會(2/2) 



 

4-6 

 

 

    
小熊生態工作室外觀            會場布置(1)                         

    

        會場布置(2)               會場布置(3) 

    

            報到(1)                   報到(2) 

照片 4-2  第二場次農業管理教育宣導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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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官致詞                 合理化施肥宣導                         

    

     合理化施肥宣導            農藥安全使用宣導 

    

    農藥安全使用宣導              專心聆聽(1) 

  照片 4-2  第二場次農業管理教育宣導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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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心聆聽(2)                專心聆聽(3)                         

    

       專心聆聽(4)               意見交流(1) 

    

       意見交流(2)              意見交流(3) 

  照片 4-2  第二場次農業管理教育宣導會(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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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減少施肥成本 

(2) 減少環境衝擊及降低汙染 

(3) 改善土壤肥力 

(4) 提高作物品質 

2、 合理化施肥量建議 

根據作物施肥手冊，水蜜桃合理化施肥量建議如表

4-3，其施肥時期與分配率建議如表 4-4；柑橘合理化施肥

量建議如表 4-5，施肥時期與分配率建議如表 4-6。 

表 4-3  水蜜桃肥料推薦量(克/株/年) 

樹齡 堆肥用量 氮素 磷酐 氧化鉀
換算成5號複合肥料 

(公斤/株/年)

1-3 10 480 240 360 3

4-6 20 800 400 600 5

7-9 25 1,440 720 1,080 9

10-12 30 2,080 1,040 1,560 13

13-15 35 2,400 1,200 1,800 15

16-18 40 2,720 1,360 2,040 17

≧19 50 3,040 1,520 2,280 19
 

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農林廳，「作物施肥手冊」，1996 。 

表 4-4  水蜜桃施肥時期與分配率（％）建議 

肥料別 
基肥(秋末地

溫尚高時) 

萌芽前     

(2 月中旬) 

幼果期        

(4 月-5 月) 

果實肥大期        

(6 月-7 月) 

禮肥   

(採收後) 

氮肥 － 10 60 20 10 

磷肥 100 － － － － 

鉀肥 40 － － 60 － 

堆肥 100 － － － － 

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農林廳，「作物施肥手冊」，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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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柑橘肥料推薦量(克/株/年) 

氮素 磷酐 氧化鉀
台肥複肥(成樹5號，

幼樹43號)

1～3年生 75 75 75 500

5年生 150 150 150 1,000

40公斤/株 500 250 375 3,125

60公斤/株 600 300 450 3,750

90公斤/株 800 400 600 5,000

120公斤/株 1,000 500 750 6,250

150公斤/株 1,200 600 900 7,500

樹齡或產量

幼樹

成樹

 

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農林廳，「作物施肥手冊」，1996 。 

表 4-6  柑橘施肥時期與分配率（％）建議 

肥料別
採收後至春芽

萌發前
開花至著果 果實發育期

40 40 20

6包尿素或13包

硫酸銨

6包尿素或13包

硫酸銨

3包尿素或7包

硫酸銨

40或100 40或0 20或0

8包過磷酸鈣 8包過磷酸鈣 3包過磷酸鈣

30 30 40

2包氯化鉀 2包氯化鉀 5包氯化鉀

氮肥

磷肥

鉀肥

 

3、 果園常見問題分析 

(1) 土壤偏酸性，pH＜5.5 

強酸性土壤特性包括： 

A、 鐵、鋁及錳溶出量太多造成毒害 

B、 有機質的礦化作用受阻，減少養分的釋出 

C、 磷被固定成為無效磷，降低磷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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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鹼性陽離子(如鈣、鎂、鉀)及部分微量元素因淋

洗流失而導致缺乏現象 

E、 鉬溶解度低，植物難以攝取利用 

F、 土壤中有益微生物分解受阻 

強酸性土壤可藉由施灑石灰中和改善。 

(2) 土壤有機質含量偏低 

台灣地區環境高溫多濕，因此土壤有機質分解

快速。一般而言，土壤有機質功效包括： 

A、 改善土壤團粒，促進通氣及保水 

B、 吸附及釋出所需養分 

C、 增加土壤緩衝能力 

D、 提供微生物活動 

土壤有機質含量偏低情形可藉由施灑動物性材

料(如禽畜排泄物及動物廢棄殘體等)與植物性材料

(如榖殼、木屑、稻草、蔗渣、樹皮、枯枝落葉、雜

草及蔬果殘渣等)加以改善。 

4、 土壤檢測作業 

(1) 土壤檢測的重要性 

A、 預防更勝於治療的健康檢查觀念 

B、 健檢找出土壤現存問題 

C、 提供改善方式與施肥建議 

D、 確保作物產量與品質 

(2) 果園土壤採樣 

A、 採樣位置：在樹冠周圍，勿在樹根基部、堆廄肥

或草堆放置所、施肥區域等特殊位置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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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採樣深度：果樹等深根作物應採表土及底土，

 表土 0~20 公分、底土 20~40 公分。 

C、 樣本混合：將所有小樣本置於塑膠盆中，混合均

勻後取土壤約一斤(600 克)重，裝入塑膠袋中。 

D、 土壤樣品送檢應注意事項：樣品採取後應儘速送

農業改良場，無法當天送達者，應將土壤樣品置

於室內通風處陰乾，不可在太陽底下曝曬或淋到

雨水，而後儘速送至農業改良場處理分析。 

E、 樣本標示：在塑膠袋及容器上必須用簽字筆 (奇

異筆)註明農戶姓名、住址、電話、作物種類、

採樣日期及樣品編號。 

(二) 農藥安全使用 

1、 農藥管理法修正 

(1) 第二十九條 農藥販賣業者，應遵守下列事項： 

A、農藥販賣業執照應懸掛於營業場所明顯處。 

B、 不得在營業場所以外販賣成品農藥。 

C、 不得將原包裝成品農藥拆封販賣。 

D、 不得販賣未黏貼或未加印標示之農藥。 

E、 兼營其他業務，應將農藥隔離陳列貯存。 

F、 備置簿冊或採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

式，登記購買者姓名、住址、年齡、聯絡方式、

購買農藥之名稱及數量，並保存三年。 

G、 不得販賣予未滿十八歲之兒童及少年。 

H、 詢問購買者之用途，非為核准登記之使用方法或

範圍者，不得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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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開具載明農藥之名稱、數量與其使用範圍、購買

者及販賣業者資訊之販售證明予購買者。 

J、 回收農藥廢容器並依環保法規交付清除處理。 

(2) 第三十三條 

A、 使用農藥者，應使用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農

藥。 

B、 農作物或其產物上市前之農藥殘留量經檢驗結

果，超過衛生主管機關所定農藥殘留容許量標準

者，應經複驗或重新抽樣檢驗合格，始得販售。 

C、 為維護人體安全、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中央主

管機關應訂定農藥使用、農產品農藥殘留抽驗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2、 農藥廢止公告 

「40.64%加保扶水懸劑」、「44%加保扶水懸劑」、

「37.5%加保扶水溶性袋裝可濕性粉劑」及「24%納乃得

溶液」等四種農藥，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五年一月一日起禁

止製造、加工及輸入，並自一百零六年一月一日起禁止販

賣及使用。 

3、 病蟲害 

(1) 水蜜桃主要病蟲害 

國內桃病蟲害主要有桃縮葉病、桃銹病、細菌

性穿孔病、桃黑星病、桃褐腐病、桃夜蛾毒蛾類、

潛葉蛾、桃葉蟎類、桃葉蟬、桃樹桑擬輪盾介殼

蟲、桃蚜蟲類、東方果實蠅、褐根病等。 

(2) 柑橘主要病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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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柑橘病蟲害主要有柑橘黑星病、柑橘黑點

病(蒂腐病)、柑橘瘡痂病、柑橘白粉病、柑橘油斑

病、柑橘綠黴病、柑橘裾腐病(疫病)、柑橘赤衣病、

柑橘潰瘍病、柑橘黃龍病、根瘤線蟲、星天牛及桑

天牛、柑桔木蝨、刺粉蝨、蚜蟲、柑橘煤煙病、介

殼蟲、東方果實蠅、潛葉蛾、火燒柑、銹蜱、葉

蟎、柑橘無尾鳳蝶、角肩椿象等。 

(3) 耕作防治 

A、 適當之栽培環境：栽植於適當之環境，植株生長

良好。適度調整栽培空間，維持良好通風。 

B、 注重田間衛生，加強清園工作：發病初期剷除病

株或清除罹病枝葉，減少病害之傳播；採收後迅

速清除殘株，減少病原菌之增殖機會，降低病害

之發生。 

C、 適當之施肥、適度之給水、避免密植、防除雜草、

加強蟲害防治。 

4、 安全用藥 

(1) 藥劑應依照植物保護手冊規定施用。 

(2) 用藥不當之危害 

A、 施藥人員農藥中毒。 

B、 農作物發生藥害。 

C、 污染河川、土壤。 

D、 農藥超量殘留在採收後的農產品，可能使消費大

眾發生急性或慢性中毒。 

(3) 農藥購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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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認識病蟲害種類，方能對症下藥。 

B、 向核可之農藥商購買農藥。 

C、 不買已拆封或成分不良之農藥。 

D、 不購買多種農藥混用。 

(4) 農藥使用指南 

A、 使用推薦於該作物上的農藥。 

B、 詳細閱讀農藥標示，按照規定的用藥量、稀釋倍

數使用。 

C、 農作物生育後期，不用長效性農藥，施藥後不到

安全採收期，絕不採收，避免農藥殘留。 

(4) 農藥調配指南 

A、 應穿戴防護衣物。 

B、 應使用量杯、量匙，勿使用家庭器具調配農藥。 

C、 要用清潔水，勿用污染水源。 

D、 農藥空瓶不亂丟。 

(5) 農藥噴灑指南 

A、 要穿戴防護衣物，以免觸及、吸入藥劑。 

B、 不可逆風噴藥。 

C、 不可吸煙或進食，以免中毒。 

D、 切勿使用破損的噴藥器具。 

E、 應在早晨或傍晚施藥，切勿中午或天氣炎熱時

施藥。 

F、 噴藥時間不超過四個小時。 

G、 噴完要用肥皂徹底清洗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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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農藥儲存指南 

A、 未用完的農藥，必須密封在原容器內，並放置於

安全處。 

B、 要將農藥上鎖，放於陰凉且孩童拿不到的地方。 

C、 遠離食物及飼料。 

(三) 意見交流 

1、 第一場次 

本次水蜜桃農藥使用及合理化施肥用藥教育宣導正

值拉拉山地區水蜜桃採收農忙時期，幸賴復興區華陵里陳

○○里長大力幫忙，順利完成辦理。與會果農對於農藥使

用及合理化施肥用藥教育宣導的意見綜合整理如下： 

(1) 農藥使用及合理化施肥用藥教育宣導與果農息息相

關，建議可多辦理。惟未來相關宣導活動建議避開農

忙時節，在 10 月左右較適宜，以利更多果農可以參

與。 

意見回覆：未來辦理相關宣導活動時將先協調里長，避開

農忙時節，讓更多農民可以參加。 

(2) 非常感謝桃園區農業改良所免費提供果園土壤檢

測，透過健檢找出土壤現存問題、提供改善方式與施

肥建議，以確保作物產量與品質，不過拉拉山這邊果

農大家都很忙，是否可以請農業改良所免費來幫大家

進行果園土壤採樣，也可避免果農採樣錯誤。 

意見回覆：改良所人力有限，幫忙進行土壤採恐不可行。

土壤採樣作業過程並不複雜，大家可以參考會

議資料或上網查詢，若還有疑問，可隨時電洽

改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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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場次 

本次柑橘農藥使用及合理化施肥用藥教育宣導因梅

姬颱風來襲延後一星期辦理，幸賴復興區高義里雪霧鬧部

落陳○○理事長、卓○○鄰長大力幫忙，順利完成辦理。

與會果農對於農藥使用及合理化施肥用藥教育宣導的意

見綜合整理如下： 

(1) 柑橘黑星病要用哪種殺蟲劑比較好？ 

意見回覆：柑橘黑星病之病原菌可感染葉片、果實，病斑

中央灰白色處長出小黑點乃是孢子。病原菌侵

入葉片後一般無病徵表現，病原菌可存在葉肉

組織，當葉片落地後，子囊孢子可著生於葉

上，當遇到雨水，孢子噴出，可再度感染。殺

蟲劑可選用鋅錳乃浦 80%可濕性粉劑+礦物

油、免賴得 50%可濕性粉劑等藥劑。 

(2) 適合雪霧鬧地區的柑橘剪枝時機？ 

意見回覆：一般之柑橘樹多於冬半季在樹裙之頂芽上花芽

分化，春天開花，所以很少在夏末以後大量修

剪樹裙，以避免剪除過多開花部位，且枝修剪

量較其他果樹少。一般僅在夏季修剪除去冗

枝、徒長枝與過密枝條，冬季整枝則著重截短

橫向枝及降低樹高，剪除太多、太密及太長的

結果母枝，以減少開花結果量，避免結果過量。 

(3) 腐熟肥料如何測試溫度？ 

意見回覆：可灑水於肥料，隔天用手摸，若感覺到有溫度、

熱熱的，就表示未完全腐熟，需要再放。 

(4) 動物有機肥為何不適宜長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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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回覆：長期使用動物有機肥容易累積銅、鋅等重金屬。 

(5) 不同作物有不同的土壤肥力標準嗎？ 

意見回覆：是的，因此各作物必須配合作物施肥手冊及其

本身土壤營養診斷再來調整施肥量，方能達到

合理化施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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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LID工程推動教育宣導 

 

本項工作係為提升農民配合辦理示範計畫之意願，於計畫執行期

間，辦理 1 場 LID工法推動之教育宣導活動，內容包含 LID工法介紹、

農田推行 LID之成效說明及相關案例說明等，並協助編製宣導手冊 40

份，以利集水區內農戶了解 LID工法並配合實施。 

一、辦理目標 

石門水庫為一座以灌溉與防洪為主要標的，並兼具公共給水

之多目標水庫，其水庫水質之潔淨將直接影響各標的之用水品質。 

石門水庫集水區污染來源以非點源污染為主，約佔總污染量

之 85%以上；而石門水庫集水區之土地使用型態中，以森林及農

業使用面積為最大，其中果園面積逾 1,000 公頃，其肥料、農藥

等用量常超過合理範圍，多餘的營養鹽常隨暴雨逕流夾帶流入水

體，使水庫水體有受水質污染之威脅，故有必要針對集水區果園

非點源污染予以防治。 

為避免集水區水源水質水量因人為因素而轉劣，本計畫規劃

於果園設置非點源污染削減之 LID（Low Impace Development）工

法，該工法係源自美國所發展出來的降雨逕流管理策略，即利用

近自然工法於暴雨逕流產生之初期進行水質淨化，以減少營養鹽

對水質的影響。 

LID 工法具有佔地小、分散控制、經濟性佳、多目標性、維

護便捷、入滲效果好、設計靈活、生態景觀等特性，於果園設置

LID 設施，可於各果園污染產生的源頭即時處理氮、磷營養鹽，

以降低對石門水庫水質的影響。為持續推動非點源污染削減，本

說明會目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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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果園設置非點源污染削減之 LID設施（植生滯留槽等），

與果農共同合作設置植生滯留槽設施，減少非點源污染流入

石門水庫，降低水庫優養化的風險。 

□ 配合示範場址 LID 設施設置後之說明，讓果農實地瞭解規劃

LID 設施大小、外觀與內容，並說明處理成效與配套措施，

以提高農民設置意願。 

二、LID宣導手冊編製 

本計畫已編製完成 LID宣導手冊（詳附錄五）40份，內容主

要有五大項，包括(1)石門水庫非點源污染風險、(2)LID設施功能、

(3)常見的 LID 設施、(4)適合農地設置的 LID 設施，以及(5)LID

設施設置規劃與預期效益等。 

三、雪霧鬧柑橘園LID示範工程 

為配合 LID 工程推動教育宣導說明會辦理時，與會農民能有

一現地觀摩場所，以提高農民設置意願，本計畫額外於雪霧鬧部

落陳○○理事長之柑橘園完成 LID示範工程設置。 

(一) 場址位置 

柑橘園場址位於復興區雪霧鬧部落雪霧鬧道路與雪霧鬧

溪間，座標為東經 121
。

22'43.1"、北緯 24
。

44'29.4"，面積約

0.6 公頃。果園整體呈東南高西北低的趨勢，果園種植作物

以柑橘為主，果園排水主要沿地形排到西北方（照片 5-1）。 

(二) LID設施配置與設計 

本計畫柑橘園場址 LID 設施配置與設計主要依據現地地

形地勢與排水條件。根據現場條件，規劃新增生態滯留池＋

植生滯留槽作為非點源污染削減措施（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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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4

 

照片 5-1  柑橘園場址排水方向及現勘照片 

 

植生滯留槽

生態滯留池

 

圖 5-1  柑橘園場址 LID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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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LID設施施工作業 

本項工作於施工申請核可後辦理，於 9月 21日在協力廠

商（怡心園有限公司）配合下完成 LID 設施之設置作業，設

置情形詳照片 5-2、照片 5-3之整理。 

 

 

2016.09.21
   2016.09.21  

   施工前現場               基地除草與挖土方                         

2016.09.21
   

2016.09.21
 

          舖不織布              基地夯實舖防水布 

2016.09.21
   

2016.09.21
 

        植栽布置與填土           植栽布置與填土 

照片 5-2  柑橘園場址生態滯留池施工紀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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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21
   

2016.09.21
 

          區內植栽完成              區外整理植栽布置                        

2016.09.21
   

2016.09.21
 

            完工現場                        兩區完工現場 

照片 5-2  柑橘園場址生態滯留池施工紀錄(2/2) 

 

 

2016.09.21
   

2016.09.21
 

         施工前現場                 施工前除草及挖土方                        

2016.09.21
   

2016.09.21
 

           埋設排水管                 挖土方完成與排水管埋設 

照片 5-3  柑橘園場址植生滯留槽施工紀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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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21
   

2016.09.21
 

   埋設擋土木板           木板裁切與基地夯實                         

2016.09.21
   

2016.09.21
 

         舖不織布                  舖防水布 

2016.09.21
   

2016.09.21

 

         舖碎石層                  舖粗砂層 

2016.09.21
   

2016.09.21

 

         填調配土                   栽植完工 

照片 5-3  柑橘園場址植生滯留槽施工紀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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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LID工程推動教育宣導說明會 

(一) 辦理方式與課程安排 

本計畫 LID 工程推動教育宣導說明會原訂於 105 年 9 月

30日（五）下午辦理，受到梅姬颱風侵襲影響，延後一星期，

於 105年 10月 7日（五）下午辦理。本次活動邀請石門水庫

集水區雪霧鬧部落之果農及相關人員進行宣導說明，說明會

場址位於桃園市復興區雪霧鬧部落小熊生態工作室（高義里

雪霧鬧 2-1 號），現場觀摩場址則位於陳○○理事長之柑橘

園（圖 5-1），相關的議程安排如表 5-1。 

 

LID工法宣導
說明會場址

LID工法現場
觀摩場址

 

圖 5-1  LID現地處理說明會場址位置圖 

(二) 辦理成果 

本次 LID說明會宣導內容之重點包括：(1)非點源污染介

紹、(2)石門水庫非點源污染風險、(3) LID 設施功能、(4)常

見的 LID 設施介紹、(5)適合農地設置之 LID 設施、(6) LID

設施設置規劃、(7) LID 設施設置案例與成效，以及(8)結語

等。LID工程推動教育宣導辦理情形整理於照片 5-4，其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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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整理於附錄五。 

表 5-1  LID現地處理說明會議程 

時 間 主 題 主講人 

13：30～13：50 報到  

13：50～14：00 主持人、貴賓致詞 北水局 

14：00～14：30 LID設施說明與經驗分享 蔣錦華總經理 

14：30～14：50 綜合討論與意見交流 北水局/高雄第一科大 

14：50～16：00 現場觀摩 北水局/高雄第一科大 

16：00 結束  

  
 

    
         會場布置(1)                    會場布置(2)                        

    
              報到                           長官致詞 

照片 5-4  LID工程推動教育宣導說明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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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D 設施說明(1)                LID 設施說明(2)                        

    
        專心聆聽(1)                    專心聆聽(2) 

    
          意見交流                          現場觀摩 

照片 5-4  LID 工程推動教育宣導說明會(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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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意見交流 

本次 LID 工程推動教育宣導因梅姬颱風來襲延後一星期

辦理，幸賴復興區高義里雪霧鬧部落陳○○理事長、卓○○

鄰長大力幫忙，順利完成辦理。與會果農參與熱烈，會後共

有 8 位果農簽署 LID 設置同意書（附錄五）。果農們對於本

次 LID工程推動教育宣導的主要意見綜合整理如下： 

(1) 果園坡度比較陡，適合設 LID 設施嗎？ 

意見回覆：適合，過去也有於茶園、水蜜桃園、菜園設置 LID

設施，其污染處理成效都不錯。 

(2) LID設置費政府會補助嗎？ 

意見回覆：目前是示範計畫，故由 LID 設置費由計畫經費支

出，果農只要負責後續維護即可。 

(3) 後續維護的方式？ 

意見回覆：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採單元模組化設計，以方便

後續之管理維護，設置後的植生滯留槽定期的維

護作業，包括果園排水路、植生滯留槽高程、植

栽、護土用不織布、調配土、排水管等材料設備

的維護。 

(4) 環境友善果園標章要如何申請？ 

意見回覆：環境友善果園標章是後續推動方向，需待環保機

關完整的申請方式研擬後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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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LID工法施作效能評估 

 

本章主要辦理 3 項工作，包括(1)水質水量檢測作業；(2)LID 工法

成效評估；以及(3)LID 操作維護作業研擬及後續推動規劃。各項工作

執行成果整理如下。 

一、水質水量檢測作業 

本項工作係計畫執行期間於示範場址進行 4 站次降雨逕流採

樣，檢測項目包含水溫、氫離子濃度指數、溶氧量、生化需氧量、

化學需氧量、懸浮固體、氨氮、硝酸鹽氮、正磷酸鹽、總磷、總

氮等項目，其檢測方法整理如表 6-1。由於本計畫有水蜜桃園、高

麗菜園 2 處示範場址，因此共進行 8 站次降雨逕流採樣。 

表 6-1  水質檢測項目與檢測方法 

序號 檢測項目 檢測方法 

1 水溫 (T) NIEA W217.51A 

2 pH (pH) NIEA W424.52A 

3 溶氧 (DO) NIEA W455.52C 

4 生化需氧量 (BOD) NIEA W510.55B 

5 化學需氧量 (COD) NIEA W517.52B 

6 懸浮固體 (SS) NIEA W210.58A 

7 氨氮 (NH3-N) NIEA W437.52C 

8 硝酸鹽氮 (NO3
-
-N) NIEA W415.52B 

9 正磷酸鹽 (PO4
3-

) NIEA W415.52B 

10 總磷 (TP) NIEA W442.51C 

11 總氮 (TN) NIEA W439.50C 

 

過去類似計畫設置 LID 設施於坪林茶園、阿公店水庫集水區

芭樂園之非點源污染防治成效均良好，但應用於石門水庫集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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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蜜桃園、高麗菜園的成效仍必須透過水質檢測才能得到正確答

案。 

本計畫水蜜桃園示範場址面積約 0.6 公頃，其平均坡度約

40-55%，場址現地為多為草帶，其施作採有機農法。而高麗菜園

示範場址面積約 1 公頃，平均坡度約 30-55%，場址現地也為多為

草帶，施作同樣採有機農法。 

非點源污染的降雨逕流採樣困難，往往必須利用颱風豪雨時

才能取到足夠水樣。本計畫於 9 月 14 日上午 9 點多莫蘭蒂颱風來

襲時，順利取得水蜜桃園、高麗菜園 LID 設施處理前、處理後逕

流各 1 次水樣，當時降雨強度為 9.5mm/hr（依據中央氣象局復興

站降雨記錄），收集 1 公升採樣瓶水量於 LID 設施處理前約需 50

分鐘、於 LID 設施處理後約需 25 分鐘。但碰到 9/15~9/18 為中秋

假期，因應勞基法的規定，實驗室無法即時派員配合檢測分析作

業，故本次採樣樣品忍痛作廢。 

本計畫繼續於 9 月 17 日下午 5 點多馬勒卡颱風來襲時，順利

取得水蜜桃園、高麗菜園 LID 設施處理前、處理後逕流各 1 次水

樣，當時降雨強度為 5.5mm/hr（依據中央氣象局復興站降雨記

錄），收集 1 公升採樣瓶水量於 LID 設施處理前約需 60 分鐘、於

LID 設施處理後約需 30 分鐘。本次採樣由於水量不足（兩場址之

處理水量約 1 公升），只能完成水溫、pH、溶氧、COD、SS、氨

氮、硝酸鹽氮、總磷等項目，而生化需氧量、正磷酸鹽、總氮等

三項因水量不足未完成檢測。 

9 月 27 日梅姬颱風來襲時，北部地區風雨均大，本計畫順利

於上午 9 點多完成水蜜桃園、高麗菜園 LID 設施處理前、處理後

逕流各 1 次水樣，以及前一次生化需氧量、正磷酸鹽、總氮的補

充水樣。當時降雨強度為 19.0mm/hr（依據中央氣象局復興站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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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收集 1 公升採樣瓶水量於 LID 設施處理前約需 35 分鐘、

於 LID 設施處理後約需 20 分鐘。所有水質檢測作業均由農工中心

協助執行，其水質檢測報告詳如附錄六。 

而原訂於降雨期間觀測植生滯留槽處理後排放水的流量歷

線，由於颱風侵襲時風雨甚大，基於採樣人員安全考量，本計畫

改以蒐集相關資料進行評估分析。 

二、LID工法成效評估 

本項工作旨在分析及探討 LID 工法施作示範場水質水量差

異，據以評估 LID 工法對示範農地於降雨逕流之實質改善成效，

並提出施作成效比對及建議改善事項。其執行成果說明如下： 

(一) 水質改善效益評估 

水質改善情形將透過水質採樣與分析，瞭解(1)其對於污

染物的去除效率及(2)出流水質。其中污染物去除效率是指收

集至植生滯留槽內的逕流水之污染去除率（逕流超量溢流的

部分未納入），公式如下： 

污染物去除效率＝（污染物入流濃度－污染物出流濃度）

÷污染物入流濃度×100% 

1、 污染物去除效率與出流水質分析 

因為植生滯留槽是收集降雨後果園形成的初期地表

逕流，再經處理後排放。因此只要當地降雨之強度與延時

均夠，當來不及入滲或是因土壤飽和無法容納過多水分

時，則會在地表面形成地表逕流，並向集水區地勢最低之

出口（植生滯留槽設置處）匯流，但地表逕流過多時，則

會直接溢流。而當地表逕流流至植生滯留槽後，其出水速

度又會受槽體本身（包含調配土、粗砂、碎石等）入滲能

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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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計畫兩次主要水質採樣分析結果顯示（表 6-2），

設置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對兩示範場址初期降雨逕流的

處理效益為： 

 

表 6-2  示範場址植生滯留槽主要水質處理效益分析 

入流

（處理前）

出流

（處理後）

污染

去除率(%)

入流

（處理前）

出流

（處理後）

污染

去除率(%)

COD mg/L 186 22.9 87.7 100 42.3 57.7 72.7

SS mg/L 508 27 94.7 519 1.6 99.7 97.2

氨氮 mg/L ND<0.02 0.05 - 0.04 ND<0.02 - -

總磷 mg/L 0.516 0.204 60.5 0.968 0.713 26.3 43.4

入流

（處理前）

出流

（處理後）

污染

去除率(%)

入流

（處理前）

出流

（處理後）

污染

去除率(%)

COD mg/L 168 69.3 58.8 68.9 57.6 16.4 37.6

SS mg/L 236 <1.2 99.5 142 1.2 99.2 99.3

氨氮 mg/L ND<0.02 ND<0.02 - 0.09 0.04 - -

總磷 mg/L 0.356 0.167 53.1 0.494 0.156 68.4 60.8

備註：(1)氨氮檢測值均很小，介於偵測極限值上下，考量檢測誤差，故不計算去除率。

      (2)水蜜桃園面積約0.6公頃，平均坡度約40-55%；高麗菜園面積約1公頃，平均坡度約30-55%。兩示範

         場址現地為多為草帶，均採有機農法施作。

      (3)9/17於下午5點開始採樣，當時降雨強度為5.5mm/hr。

      (4)9/27於上午9點開始採樣，當時降雨強度為19.0mm/hr。

採樣日期 2016/9/17 2016/9/27

檢

測

項

目

檢

測

項

目

示範場址 高麗菜園

採樣日期 2016/9/17 2016/9/27
平均污染

去除率 (%)採樣點位置

採樣點位置

水蜜桃園

平均污染

去除率 (%)

示範場址

 

 

(1) 水蜜桃園示範場址 

化學需氧量去除率介於 57.7%~87.7%，平均去除

率為 72.7%；懸浮固體去除率介於 94.7%~99.7%，平

均去除率為 97.2%；總磷去除率介於 26.3%~60.5%，

平均去除率為 43.3%。 

(2) 高麗菜園示範場址 

化學需氧量去除率介於 16.4%~58.8%，平均去

除率為 37.6%；懸浮固體去除率介於 99.2%~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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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均 去 除 率 為 99.3% ； 總 磷 去 除 率 介 於

53.1%~68.4%，平均去除率為 60.8%。 

若由個別污染物進行分析： 

(1) 氨氮 

不管是水蜜桃園或是高麗菜園示範場址，其氨

氮檢測值均很小，介於偵測極限值上下，應與有機

農法施作方式有關。故考量檢測誤差，本計畫不計

算氨氮之去除率。 

水蜜桃園示範場址於 9/17 之氨氮檢測值顯示處

理後（0.05mg/L）反而大於處理前（ND<0.02），其

原因應該是植生滯留槽 LID 系統剛設置，原調配土

亦會提供氨氮的溶出，致使出流水氨氮濃度會較

高；另外就是其內部污染削減機制均尚未建全，根

據經驗一段時間後，植生滯留槽系統內之土壤硝化

反應的機制也會逐漸穩定，對氨氮與其他污染物的

削減功效會日漸提高，故於 9/27 再次採樣時，處理

後的氨氮濃度均有降低。 

(2) COD 

水蜜桃園示範場址於 9/17之 COD檢測值顯示處

理前為 186mg/L、處理後為 22.9 mg/L，去除率為

87.7%；9/27 之 COD 檢測值顯示處理前為 100mg/L、

處理後為 42.3 mg/L，去除率為 57.7%；因此水蜜桃

園示範場址對於 COD 之平均去除率為 72.7%。 

高麗菜園示範場址於 9/17之 COD檢測值顯示處

理前為 168mg/L、處理後為 69.3 mg/L，去除率為

58.8%；9/27 之 COD 檢測值顯示處理前為 68.9mg/L、

處理後為 57.6 mg/L，去除率為 16.4%；因此高麗菜

園示範場址對於 COD 之平均去除率為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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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COD 來看，水蜜桃園示範場址植生滯留槽處

理系統之平均去除率為 72.7%，優於高麗菜園示範場

址之 37.6%；水蜜桃園示範場址植生滯留槽處理系統

之出流水質最低可達 22.9mg/L，優於高麗菜園示範場

址之 57.6 mg/L；整體而言，從 COD 的污染防治角度，

水蜜桃園示範場址植生滯留槽之水質淨化能力優於

高麗菜園示範場址。 

另外，高麗菜園示範場址 COD 平均污染去除率

僅 37.6%，其原因是本計畫植生滯留槽LID系統剛完

工，其內部污染削減機制均尚未建全，根據經驗，

一段時間後，植生滯留槽系統內之土壤細菌會逐漸

穩定生成，對污染物的削減功效會日漸提高。 

(3) SS 

水蜜桃園示範場址於 9/17之 SS檢測值顯示處理

前為 508mg/L、處理後為 27 mg/L，去除率為 94.7%；

9/27 之 SS 檢測值顯示處理前為 519mg/L、處理後為

1.6 mg/L，去除率為 99.7%；因此水蜜桃園示範場址

對於 SS 之平均去除率為 97.2%。 

高麗菜園示範場址於 9/17之 SS檢測值顯示處理

前為 236mg/L、處理後為＜ 1.2mg/L，去除率為

99.5%；9/27 之 SS 檢測值顯示處理前為 142mg/L、處

理後為 1.2 mg/L，去除率為 99.2%；因此高麗菜園示

範場址對於 SS 之平均去除率為 99.3%。 

就 SS 來看，高麗菜園示範場址植生滯留槽處理

系統之平均去除率為 99.3%，優於水蜜桃園示範場址

之 97.2%；高麗菜園示範場址植生滯留槽處理系統之

出流水質最低可＜1.2mg/L ，優於水蜜桃園示範場址

之 1.6 mg/L；整體而言，從 SS 的污染防治角度，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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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場址的效果都很好，而高麗菜園示範場址植生滯

留槽之水質淨化能力略優於水蜜桃園示範場址。 

(4) 總磷 

水蜜桃園示範場址於 9/17 之總磷檢測值顯示處

理前為 0.516mg/L、處理後為 0.204 mg/L，去除率為

60.5%；9/27 之總磷檢測值顯示處理前為 0.968mg/L、

處理後為 0.713 mg/L，去除率為 26.3%；因此水蜜桃

園示範場址對於總磷之平均去除率為 43.4%。 

高麗菜園示範場址於 9/17 之總磷檢測值顯示處

理前為 0.356mg/L、處理後為 0.167mg/L，去除率為

53.1%；9/27 之總磷檢測值顯示處理前為 0.494mg/L、

處理後為 0.156mg/L，去除率為 68.4%；因此高麗菜

園示範場址對於總磷之平均去除率為 60.8%。 

就總磷來看，高麗菜園示範場址植生滯留槽處理

系統之平均去除率為 60.8%，優於水蜜桃園示範場址

之 43.4%；高麗菜園示範場址植生滯留槽處理系統之

出流水質最低可 0.156mg/L ，優於水蜜桃園示範場址

之 0.204 mg/L；整體而言，從總磷的污染防治角度，

高麗菜園示範場址植生滯留槽之水質淨化能力略優

於水蜜桃園示範場址。 

另外，水蜜桃園示範場址總磷平均污染去除率

僅 43.4%，其原因是本計畫植生滯留槽LID系統剛完

工，其內部污染削減機制均尚未建全，根據經驗，

一段時間後，植生滯留槽系統內之土壤溶磷菌會逐

漸穩定生成，對磷與其他污染物的削減功效會日漸

提高。 

2、 與其他示範場址污染去除率之比較 

表 6-3為本計畫兩示範場址與其他 LID場址處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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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較，從區域來區分可分為坪林茶園區、燕巢芭樂園

區、拉拉山果園區。 

整體而言，本計畫拉拉山果園區示範場址經降雨逕流

所夾帶的氨氮污染是所有示範場址中最少的，主要應與當

地施作採有機農法，多施用有機肥料有關。 

而拉拉山果園區總磷污染也遠低燕巢芭樂園，但較坪

林茶園為多；另外在懸浮固體部分則受到土壤地質、坡度

的影響，以燕巢芭樂園的入流污染負荷最多，拉拉山果園

次之，坪林茶園最少。 

(二) 水文效益分析 

水文效益分析主要藉由相關文獻資料評估 LID 設施設置

後對於對於水量蓄存、洪峰減少之影響。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水環境低衝擊開發設施操作手冊編

製與案例評估計畫」（2015）利用 SWMM 模式配合實驗室

試驗，最後評估出各 LID 設施於設置後之水文效益，包括洪

峰降低量、洪峰到達時間延遲及蓄存洪水量等。未設置 LID 

設施前之洪峰流量為 1.02×10
-4

cms，洪峰到達時間為 157 

分，整體洪水量為 0.55764 立方公尺，當設置各項 LID 設施

後（設置面積為 0.6 公尺×1.2 公尺），設置前後之洪峰降低

量、洪峰到達時間延遲與蓄存洪水量之效能整理如表 6-4。 

由於本計畫植生滯留槽特性與規模均類似營建署「水環

境低衝擊開發設施操作手冊編製與案例評估計畫」模擬之樹

箱過濾設施，故以其成果作為植生滯留槽設置後的水文效

益。保守估算，於果園設置 1m×1m×1m之植生滯留槽可降低

洪峰比例 33%、洪峰到達時間延遲比例 12%、蓄存洪水量比

例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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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各示範場址植生滯留槽處理效益比較 

 

入流(mg/L)

（處理前）

出流(mg/L)

（處理後）

污染

去除率(%)

入流(mg/L)

（處理前）

出流(mg/L)

（處理後）

污染

去除率(%)

入流(mg/L)

（處理前）

出流(mg/L)

（處理後）

污染

去除率(%)

第一年 0.885~0.893 0.104~0.112 87.3~88.3 0.10~0.20 0.08 20.0~60.0 68.8~735 2.2~7.5 96.8~99.0

第二年 0.210~7.300 0.070~0.380 57.3~99.3 0.66~57.60 0.07~2.40 16.7~98.0 95.8~5490 21.4~46.0 66.2~99.4

第一年 0.166~0.282 0.070~0.086 54.8~69.5 0.10~0.21 0.07~0.13 8.3~38.1 80.0~222 4.3~28.5 65.0~98.1

第二年 0.470~7.000 0.050~0.090 83.3~99.3 0.19~25.90 0.01~0.25 36.8~99.8 82.8~5062 3.4~9.8 91.6~99.9

逮魚堀

茶園
植生滯留槽 第一年 0.108~0.141 0.041~0.072 33.3~66.7 0.07~0.08 0.03~0.05 29.0~63.0 36.2~53.8 1.5~2.4 93.0~96.0

植生滯留槽a 第一年 2.93~3.40 0.96~1.27 57~72 1.28~2.10 0.19~0.30 77~91 578~1100 10.5~127 88~98

植生滯留槽b 第一年 3.35~3.39 0.05 99 0.62~0.67 6.22~6.47 - 271~2030 12.6~20.8 95~99

拉拉山

水蜜桃園
植生滯留槽 第一年 0.516~0.968 0.204~0.713 26.3~60.5 ND~0.04 ND~0.05 - 508~519 1.6~27 94.7~97.2

拉拉山

高麗菜園
植生滯留槽 第一年 0.356~0.494 0.156~0.167 53.1~68.4 ND~0.09 ND~0.04 - 142~236 1.2 99.2~99.5

燕巢

芭樂園

植生滯留槽a

植生滯留槽b

總磷 氨氮 懸浮固體

金瓜寮

茶園

示範

場址
LID設施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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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LID 設施水文效益模擬結果 

LID設施別
洪峰降低量

（cms）

洪峰到達時間

延遲 （min）

蓄存洪水量

（m
3）

洪峰降低

比例（%）

洪峰到達時間

延遲比例（%）

蓄存洪水量

比例（%）

透水鋪面 1.8×10
-5 11 0.05507 24 10 12

雨水花園 2.8×10
-5 15 0.07569 37 13 18

植生溝 0.2×10
-5 5 0.03694 0 2 7

樹箱過濾設施 2.5×10
-5 14 0.06902 33 12 16

滲透陰井/側溝 0 3 0.04012 0 2 6

綠屋頂 0 0 0.01854 0 0 3

雨水桶 0.2×10
-5 1 0.15062 0 0 27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水環境低衝擊開發設施操作手冊編製與案例評估計畫」，2015  

 

(三) 生態效益分析 

植生滯留槽為一生態滯留單元，可將暴雨截留，再利用

植物及其生長介質進行過濾與貯存，適合在區域中分散及小

規模設置；植生滯留槽可過濾重金屬、磷、氮、硝酸鹽等污

染源，最後透過排水管將雨水排至下水道或補注地下水。 

植生滯留槽同時兼具美化景觀功能，使用經過設計的混

和土壤及適合當地氣候的植物所完成的造景，具有景觀美化

效果與生態調適效果。 

三、LID操作維護作業研擬及後續推動規劃 

本項工作依據本計畫執行成果，並以地主的角度，提出建議

之 LID 措施作業方式及操作維護作業內容，同時依據示範場址水

質改善成效，提出完整的 LID 設置規劃與操作營運方式建議供北

水局後續推動參考。 

(一) LID 操作維護作業研擬 

根據本計畫現場調查的成果與綜合評析，石門水庫集水

區內之果園較適合的 LID 工法以植生滯留槽為宜（詳第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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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因此本項工作主要針對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研擬

操作維護作業，相關成果整理如下。 

1、 單元設備規範 

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的單元組成與設備規範如下： 

(1) 碎石：粒徑約 1~3 分（1/8~3/8 英吋），厚度約 15 公

分，主要用來過濾懸浮污染物並減緩逕流流速。 

(2) 粗砂：厚度約 10 公分，主要用來加強土壤排水能力並

過濾污染物質。 

(3) 滯洪區：厚度約 5 公分，提供雨水逕流貯蓄的空間。 

(4) 調配土：厚度約 75 公分，其配比為砂質壤土 40%、泥

炭土 20%、真珠石 20%、蛭石 10%、有機質土壤 10%，

主要用來提供滯留槽內植物及微生物生長所需之養

分，並進行吸附、降解污染物等作用。 

(5) 短灌木：數株，透過蒸發散作用及養分吸收減少池內

水量與污染物質。 

(6) 排水管線：採重力排水，管徑 2 英吋以上為宜。 

2、 設備建置 

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建置時所需資源如下： 

(1) 材料部分 

A、 塑膠水槽 

B、 長纖不織布(每槽 2 片) 

C、 清碎石 

D、 粗砂 

E、  調配土 

F、  保水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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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植栽(高度約 20~30cm 小灌木) 

H、 護土用不織布 

(2) 施工部分 

A、 挖土方 

B、 埋設栽植槽 

C、 排水管路埋設 

D、 資材安裝 

E、 餘土處理 

F、 材料搬運 

設置模組化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約 1m×1m×

1m）的經費約為 4 萬 6,405 元，其單價分析詳表 4-10

之整理。 

表 6-5  模組化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單價分析表 

項次         名稱與說明  數量 單位  單價  複價

1 塑膠水槽(980mm×980mm×975mm) 1 個         4,500 4,500

2 長纖不織布(2片) 4.5 平方公尺            150 675

3 清碎石(直徑約1~3cm，厚度約15cm) 12 包            150 1,800

4 粗砂(厚度約10cm) 8 包            150 1,200

5 調配土(厚度約70cm) 40 包            150 6,000

6 保水劑 0.5 kg         1,500 750

7 植栽(高度20~30cm小灌木) 9 株            220 1,980

8 護土用不織布 1 片            500 500

9
挖土方、埋設栽植槽、餘土就近處

理、資材安裝、材料搬運等工資
1 組       13,000 13,000

10 埋設排水管路設施 1 組       16,000 16,000

合計            46,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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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維護作業 

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採單元模組化設計，以方便後續

之管理維護，設置後的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由果農配合維

護。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必須進行定期的維護作業，並製

作操作維護工作紀錄，包括果園排水路、植生滯留槽高

程、植栽、護土用不織布、調配土、排水管等材料設備的

維護，茲整理如下： 

(1) 果園排水路 

果園排水路必須確保暢通，讓降雨逕流能集流

至植生滯留槽內。原則每月檢視一次，並疏通排水

路有堵塞的部分。 

(2) 植生滯留槽 

A、  槽頂高程：植生滯留槽槽頂高程必須低於其周

圍的果園排水路，使降雨逕流能順利流入槽內。

原則每月檢視一次，有淤積部分必須清除。 

B、 植栽：隨著植物的成長，可以強化其根系對於污

染物的吸附與降解效率，因此維持植生滯留槽植

栽正常生長是非常重要的。原則上植栽需定期澆

水（可配合果園既有澆灌系統），並且每月檢視

一次是否有生病或死亡的植物，若有則需更換，

費用約 1,800 元。 

C、 護土用不織布：護土用不織布是用來避免調配土

層的表土被沖蝕流失。原則上每月檢視一次，若

有損毀或土壤流失情形，需更換重新覆蓋並增添

調配土，費用約 500 元。 

D、 調配土層：因為降雨逕流中的營養鹽和重金屬等

物質會破壞土壤正常功能，降低陽離子交換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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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減少土壤顆粒間對於污染物的吸附能力，因

此植生滯留槽內的調配土層對於污染物的過濾

攔阻效益會隨時間降低，為維持植生滯留槽有效

運作，調配土層必須定期更換，原則上每三年一

次，費用約 6,000 元。 

E、 排水管：為確保植生滯留槽排水順暢，避免排水

管堵塞是重要的。原則上每二個月對植生滯留槽

進行分次澆水測試，確定植生滯留槽排水功能正

常，若有堵塞情形，則需立即清通。 

4、 效益評估方法 

植生滯留槽設施的處理效益反映了植物與土壤對於

污染物的吸附與降解效率，可以透過水質採樣與分析，瞭

解其對於污染物的去除效率。其公式如下： 

污染物去除效率＝（污染物入流濃度－污染物出流濃

度）÷污染物入流濃度×100% 

根據本計畫示範場址的檢測數據顯示，本年度設置植

生滯留槽設施對於水蜜桃園之降雨逕流化學需氧量去除

率介於 57.7%~87.7%，平均去除率為 72.7%；懸浮固體去

除率介於 94.7%~99.7%，平均去除率為 97.2%；總磷去除

率介於 26.3%~60.5%，平均去除率為 43.3%。 

對於高麗菜園之降雨逕流化學需氧量去除率介於

16.4%~58.8%，平均去除率為 37.6%；懸浮固體去除率介

於 99.2%~99.5%，平均去除率為 99.3%；總磷去除率介於

53.1%~68.4%，平均去除率為 60.8%。 

5、 監測作業規劃建議 

植生滯留槽設施的處理效率會隨時間變化，因此定期

水質監測與土壤檢測作業就非常重要。相關的監測作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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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建議如下： 

(1) 水質監測作業規劃 

A、  監測頻率與採樣點：建議每季針對一場次暴雨

進行水質採樣與分析作業，於初期降雨逕流（前

30 分鐘）採樣一次，包括入流點與出流點水樣。 

B、 檢測分析項目：建議包括水量（入流水量與出流

水量）、硝酸鹽氮、正磷酸鹽、生化需氧量、化

學需氧量、懸浮固體、總磷、總氮，以及氨氮等

項目。 

(2) 土壤檢測作業規劃 

A、  監測頻率與採樣點：建議每季針對植生滯留槽

內調配土層進行土壤採樣，上、下土層各一點。 

B、 檢測分析項目：建議分析項目包括硝酸鹽氮、正

磷酸鹽、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懸浮固體、

總磷，以及氨氮等項目。 

(二) 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後續推動規劃 

1、 後續推動場址 

本計畫已針對石門水庫集水區 12 處果園內（表 6-6）

完成現地調查，包括果園位置、栽種現況、面積大小、權

屬等基本資料，以及排水路現況等（詳附錄二），其中果

園 1、果園 2 為本計畫示範場址，果園 3～果園 12 建議為

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後續推動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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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後續推動場址建議 

果園 

編號 
地主 

面積 

(平方公尺) 
栽種作物 果園位置 備註 

1 胡女士 6,020 水蜜桃園 
東經 121

。
25'26.8"、

北緯 24
。
41'34.2"  

已設置  

2 林女士 10,480      高麗菜、水蜜桃 
東經 121

。
24'40.9"、

北緯 24
。
41'02.1" 

已設置 

3 鄭先生 8,000 五月桃、茶葉 
東經 121

。
23'32.0"、

北緯 24
。
40'58.1" 

完成初步調查 

4 陳先生 4,000 五月桃、彌猴桃 
東經 121

。
23'30.9"、

北緯 24
。
41'02.6" 

完成初步調查 

5 鄧先生 5,000 五月桃、甜柿 
東經 121

。
23'29.8"、

北緯 24
。
40'58.0" 

完成初步調查 

6 卓女士 1,000 五月桃 
東經 121

。
23'35.9"、

北緯 24
。
40'59.7" 

完成初步調查 

7 胡先生 4,500 五月桃 
東經 121

。
23'46.3"、

北緯 24
。
40'59.7" 

完成初步調查 

8 胡先生 20,000 水蜜桃 
東經 121

。
24'25.2"、

北緯 24
。
41'28.6" 

完成初步調查 

9 陳先生 6,500 水蜜桃、加州蜜李 
東經 121

。
24'34.0"、

北緯 24
。
41'29.5" 

完成初步調查 

10 張先生 15,000 水蜜桃、加州蜜李 
東經 121

。
24'33.9"、

北緯 24
。
41'28.5" 

完成初步調查 

11 陳先生 3,000 水蜜桃、加州蜜李 
東經 121

。
24'05.7"、

北緯 24
。
41'14.9" 

完成初步調查 

12 胡女士 4,000 高麗菜 
東經 121

。
24'45.8"、

北緯 24
。
41'07.0" 

完成初步調查 

2、 模組化植生滯留槽配置 

考量不影響果園耕作為前提，模組化之植生滯留槽

（圖 6-1）可利用果園既有的排水路，設置於排水匯流處，

其佔地約 1 平方公尺。 

前述建議優先推動設置的果園由於面積均不大，因此

考量現地排水情形，其模組化植生滯留槽設施配置如圖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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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模組化植生滯留槽示意圖 

 

3、 模組化植生滯留槽設置條件 

模組化植生滯留槽的設置必須不影響果園耕作，其佔

地約 1 平方公尺、入流至排水約有 1 公尺之高程差，設置

時必須注意現地條件。若現地條件無法配合，則可採彈性

設計以因應。 

3、 後續設置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經費估算 

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優先推動場址之經費估算如表

6-7 所示，其模組化植生滯留槽數量係依據現地排水條件

而建議，同時建議政府可分年編列預算輔導農民設置 LID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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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後續設置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經費估算 

果園 

編號 
地主 

面積 

(平方公尺) 
栽種作物 

模組化 

植生滯留槽 

數量(組) 

經費估算

(元) 

輔導 

單位 

3 鄭先生 8,000 
五月桃、

茶葉 
2 92,810 

環保局、

北水局 

4 陳先生 4,000 
五月桃、

彌猴桃 
1 46,405 

環保局、

北水局 

5 鄧先生 5,000 
五月桃、

甜柿 
1 46,405 

環保局、

北水局 

6 卓女士 1,000 五月桃 1 46,405 
環保局、

北水局 

7 胡先生 4,500 五月桃 1 46,405 
環保局、

北水局 

8 胡先生 20,000 水蜜桃 3 139,215 
環保局、

北水局 

9 陳先生 6,500 
水蜜桃、

加州蜜李 
1 46,405 

環保局、

北水局 

10 張先生 15,000 
水蜜桃、

加州蜜李 
2 92,810 

環保局、

北水局 

11 陳先生 3,000 
水蜜桃、

加州蜜李 
1 46,405 

環保局、

北水局 

12 胡女士 4,000 高麗菜 1 46,405 
環保局、

北水局 

 

4、 後續負責推動機關建議 

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的設置對於水庫集水區非點源

污染防治有具體成效，建議未來應由環保主管機關接手，

加上環境友善果園標章配套，負責繼續推動集水區內其他

農地與果園 LID 設施的設置，特別針對表 6-6 本計畫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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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推動設置場址之果農、以及已簽署設置同意書的果農

（附錄五）可優先推動，以落實污染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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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石門水庫集水區之土地使用型態中，以闊葉林及針葉林地面

積為最大，共計達 64,427.69 公頃，佔集水區總面積之

78.89%。果園面積達 1,058.47 公頃，佔集水區總面積 1.3%。

其中溫帶果樹（如水蜜桃等）主要分布於海拔 800 公尺以上

之坡地，低海拔則以柑橘為主。 

(二) 石門水庫水質多屬普養~優養間，其集水區以非點源污染為

主。因此水庫集水區的污染防治，應優先於點源污染可削減

的部分先處理，其次再削減非點源污染。非點源污染中特別

是農地、果園等，其肥料、農藥等用量常超過合理範圍，多

餘的營養鹽常隨暴雨逕流夾帶流入水體，造成污染水庫水質

的風險。 

(三) LID 工法具有佔地小、分散控制、經濟性佳、多目標性、維

護便捷、入滲效果好、設計靈活、生態景觀等特性，於農地、

果園設置 LID 設施，於污染產生的源頭即時利用攔截、滯留、

沉降、吸收、消化、置換等機制，可減少非點源污染流入河

川，降低對石門水庫水質的影響。 

(四) 目前 LID 設施以植生滯留槽、草溝（草渠）、透水性鋪面及植

生屋頂等 4 種應用最為廣泛。依據本計畫針對石門水庫集水

區內之 12 處果園進行的現場調查與綜合評析結果，多數果園

植被良好，地面都已是草溝、草帶或透水性鋪面，同時並無建

物可供加裝植生屋頂，因此從污染防治角度來看，於果園增

設植生滯留槽較適宜的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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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計畫根據宣導效果、果園面積、果園排水路、施工難易度、

地主配合度等指標的綜合評估結果，建議於候選場址中的水

密桃園、高麗菜園辦理 LID 設置示範計畫，LID 設施設置後

的維護作業將由當地果農負責，優選示範場址的地主均簽署

同意書，並提供土地無償配合。 

(六) 在考量不影響水蜜桃園、高麗菜園的耕作為前提，植生滯留

槽可利用其既有的排水路，設置於排水匯流處，因此其佔地

以 1 平方公尺（深約 1 米）為宜。 經北水局核可施工申請

後，本計畫於 3 月 29 日完成水蜜桃園、高麗菜園二處示範場

址 LID 設施之設置作業。 

(七) 根據示範場址的水質檢測數據顯示，本年度設置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對於水蜜桃園初期降雨逕流中之化學需氧量平均去

除率為 72.7%、懸浮固體平均去除率為 97.2%、總磷平均去除

率為 43.3%；對於高麗菜園初期降雨逕流中之化學需氧量平

均去除率為 37.6%、懸浮固體平均去除率為 99.3%、總磷平均

去除率為 60.8%。 

(八) 本計畫拉拉山果園區示範場址經降雨逕流所夾帶的氨氮污染

是所有示範場址中最少的，主要應與當地施作採有機農法，

多施用有機肥料有關。而拉拉山果園區總磷污染也遠低燕巢

芭樂園，但較坪林茶園為多；另外在懸浮固體部分則受到土

壤地質、坡度的影響，以燕巢芭樂園的入流污染負荷最多，

拉拉山果園次之，坪林茶園最少。 

(九) 本計畫參考營建署「水環境低衝擊開發設施操作手冊編製與

案例評估計畫」針對樹箱過濾設施之水文模擬結果，作為植

生滯留槽設置後的水文效益。保守估算，於果園設置 1m×1m

×1m 之植生滯留槽可降低洪峰比例 33%、洪峰到達時間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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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12%、蓄存洪水量比例為 16%。 

(十) 為配合 LID 工程推動教育宣導說明會辦理時，與會農民能有

一現地觀摩場所，以提高農民設置意願，本計畫額外於雪霧

鬧部落陳信守理事長之柑橘園完成一處生態滯留池＋植生滯

留槽 LID 示範工程設置。 

(十一) 於石門水庫集水區內設置 1 組模組化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

（約 1m×1m×1m）的經費，包括材料部分與施工部分，合計

約為 4.6 萬元。 

二、建議 

(一) 本計畫於示範區已設置水蜜桃園、高麗菜園兩處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柑橘園一處生態滯留池＋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

建議可提供學術機構作為現地研究材料，並持續針對進行水

質水量與槽（池）體中之土壤進行定期監測，以瞭解其處理

效益變化情形。 

(二) 本計畫研究顯示設置植生滯留槽對於水質改善則有具體效

果，由非點源污染防治的角度來看，建議未來環保主管機關

應持續推動集水區內其他農地與果園 LID 設施的設置，以落

實污染防治工作。 

(三) 本計畫已針對石門水庫集水區 12 果園完成果園位置、栽種現

況、面積大小、權屬等基本資料整理，以及排水路現地調查，

建議後續可配合有意願的農民，優先推動模組化植生滯留槽

LID 設施設置。 

(四) 為準確評估水量效益，建議未來可編列經費辦理科研計畫，

委由學術機構建立數值模式、配合現地觀測，藉單一降雨事

件進行詳細的水文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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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合理化施肥對於農業非點源污染防治而言是源頭減量，其效

果更勝於其他工程設施，建議後續主管機關應加強對農民的

教育宣導，落實合理化施肥與安全用藥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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