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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非生物環境因子之監測 

許文昌 

大漢技術學院 

一、環境監測之目的 

維護優良的環境品質為環境保育工作上相當重要的一環，藉由環境監測計畫
的執行，除可滿足提供定常性環境品質現狀資訊需求，更具有下列具體效益包括：  

1.環境品質的定量描述   

直接測量非生物環境（水體、空氣、土壤）中污染物含量，包括物理、化學

及生物等資料，提供正確可靠的數據，以描述環境品質狀況，並與國家環境品質
標準比較，供作環境品質符合程度評估參考，為維護環境品質成效的重要依據。 

2.環境背景資料之建立  

建立國家公園區域長期環境品質變化趨勢，供作園區環境保育中維護環境品

質績效評估參考。而對於環境品質狀況之變異，亦可提供定期定量之描述，作為
採取適切環境品質改善因應措施之依據。 

二、國家環境品質標準及其評估指標 

由於國家公園執行環境監測計畫的首要目的在於掌控環境品質是否優良，其

判斷的準則則以國家環境品質標準為依據，以下便針對我國環境品質標準及其評
估指標加以說明。 

（一）、地面水水體分類水質標準 

環保署對於地面水體的水質標準分為兩種，一為保護生活環境所訂定的環境

水質標準，另一則為以保護人體健康所訂定的水質標準。前者主要依據水體用途
需求訂定的分類水質標準，各類水體分類及其適用性質如下： 

甲類：適用於一級公共用水、游泳、乙類、丙類、丁類及戊類。 
乙類：適用於二級公共用水、一級水產用水、丙類、丁類及戊類。 
丙類：適用於三級公共用水、二級水產用水、一級工業用水、丁類及戊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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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類：適用於灌溉用水、二級工業用水及環境保育。 
戊類：適用環境保育。 

海域地面水體分類分為甲、乙、丙三類，其適用性質如下： 

甲類：適用於一級水產用水、游泳、乙類及丙類。 
乙類：適用於二級水產用水、二級工業用水及環境保育。 
丙類：適用環境保育。 

1.保護生活環境相關環境基準 

(1).陸域地面水體（河川、湖泊） 

基準值 

分級 氫離子濃度
指數(pH) 

溶氧量 
(DO) 

(毫克/公升) 

生化需氧量
(BOD) 

(毫克/公升) 

懸浮固體 
(SS) 

(毫克/公升) 

大腸桿菌群
(CFU/100m

L) 

氨氮 
(NH3-N) 

(毫克/公升) 

總磷 
(TP) 

(毫克/公升) 

甲 6.5-8.5 6.5以上 1以下 25以下 50個以下 0.1以下 0.02以下 

乙 6.0-9.0 5.5以上 2以下 25以下 
5,000個 
以下 

0.3以下 0.05以下 

丙 6.0-9.0 4.5以上 4以下 40以下 
10,000個 
以下 

0.3以下 － 

丁 6.0-9.0 3以上 － 100以下 － － － 

戊 6.0-9.0 2以上 － 
無漂浮物且
無油污 

－ － － 

(2).海域地面水體 

基準值 
分級 

氫離子濃度指數(pH) 
溶氧量(DO) 
(毫克/公升) 

生化需氧量(BOD) 
(毫克/公升)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甲 7.5-8.5 5.0以上 2以下 1,000個以下 
乙 7.5-8.5 5.0以上 3以下 － 
丙 7.0-8.5 2.0以上 6以下 － 

備註：保護生活環境相關環境基準，各項基準值單位如下： 
1.氫離子濃度指數：無單位。 
2.大腸桿菌群：每 100亳升水樣在濾膜上所產生之菌落數。 
3.其餘：亳克/公升。 
 

2.保護人體健康相關環境基準 

水質項目 基準值 
(單位:毫克/公升) 

鎘 0.01 重 
 鉛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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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價鉻 0.05 
砷 0.05 
汞 0.002 
硒 0.05 
銅 0.03 
鋅 0.5 
錳 0.05 

金 
 
屬 

銀 0.05 
有機磷劑（巴拉松、大利松、達馬松、亞素靈、一品松、陶斯松）
及氨基甲酸鹽（滅必蝨、加保扶、納乃得）之總量 

0.1 

安特靈 0.0002 
靈丹 0.004 
毒殺芬 0.005 
安殺番 0.003 
飛佈達及其衍生物 
(Heptachlor, Heptachlor epoxide) 

0.001 

滴滴涕及其衍生物(DDT,DDD,DDE) 0.001 
阿特靈、地特靈 0.003 
五氯酚及其鹽類 0.005 

農 
 
藥 

除草劑（丁基拉草、巴拉刈、２、４－地） 0.1 

備註： 
1.保護人體健康相關環境基準係以對人體具有累積性危害之物質，具體標示其基準值。 
2.基準值以最大容許量表示。 
3.全部公共水域一律適用。 
4.其他有害水質之農藥，其容許量由中央主管機關增訂公告之。 

（二）、空氣品質標準 

為維護國民健康及福祉，我國對於各項空氣污染物訂定『空氣品質標準』。 

懸浮微粒 
(µg/Nm3) 

項目 
 

平均時距 PM10 TSP 

二氧化硫 
(ppm) 

一氧化碳 
(ppm) 

一氧化碳 
(ppm) 

臭氧 
(ppm) 

鉛 
(µg/Nm3) 

1小時平均值 --- --- 0.25 0.25 35 0.12 --- 
8小時平均值 --- --- --- --- 9 0.06 --- 
日平均值 125 250 0.10 --- --- --- --- 
月平均值 --- --- --- --- --- --- 1.0 
年平均值 65 130 0.03 0.15 --- --- --- 

訂定項目共計六項，分為懸浮微粒、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臭氧

及鉛。懸浮微粒再區分為總懸浮微粒(TSP)及粒徑小於 10微米之微粒(PM10 or 
PM-10 )。而依測定延時又可分為一小時平均值、八小時平均值、月平均值及年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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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管制項目 管   制   標   準   值 
重 金 屬 
砷（As） 60 毫克／公斤 
鎘（Cd） 20 毫克／公斤（食用作物農地之管制標準值為 5） 
鉻（Cr） 250 毫克／公斤 
銅（Cu） 400 毫克／公斤（食用作物農地之管制標準值為 200） 

汞（Hg） 20 毫克／公斤（食用作物農地之管制標準值為 5） 
鎳（Ni） 200 毫克／公斤 
鉛（Pb） 2000 毫克／公斤（食用作物農地之管制標準值為 500） 
鋅（Zn） 2000 毫克／公斤（食用作物農地之管制標準值為 600） 
有 機 化 合 物 
苯（Benzene） 5 毫克／公斤 
四氯化碳（Carbon tetrachloride） 5 毫克／公斤 
氯仿（Chloroform） 100 毫克／公斤 

1,2-二氯乙烷（1,2-Dichloroethane） 8 毫克／公斤 
順-1,2-二氯乙烯（cis-1,2-Dichloroethylene） 7 毫克／公斤 
反-1,2-二氯乙烯（trans-1,2-Dichloroethylene） 50 毫克／公斤 
1,2-二氯丙烷（1,2-Dichloropropane） 0.5 毫克／公斤 

1,2-二氯苯（1,2-Dichlorobenzene） 100 毫克／公斤 
1,3-二氯苯（1,3-Dichlorobenzene） 100 毫克／公斤 
3,3’-二氯聯苯胺（3,3’-Dichlorobenzidine） 2 毫克／公斤 
乙苯（Ethylbenzene） 250 毫克／公斤 
六氯苯（Hexachlorobenzene） 500 毫克／公斤 
五氯酚（Pentachlorophenol） 200 毫克／公斤 
四氯乙烯（Tetrachloroethylene） 10 毫克／斤 
甲苯（Toluene） 500 毫克／公斤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TPH）（Total petroleum 
hydrocarbons） 

1000 毫克／公斤  

三氯乙烯（Trichloroethylene） 60 毫克／公斤 
2,4,5-三氯酚（2,4,5-Trichlorophenol） 350 毫克／公斤 
2,4,6-三氯酚（2,4,6-Trichlorophenol） 40 毫克／公斤 
氯乙烯（Vinyl chloride） 10 毫克／公斤 
二甲苯（Xylenes） 500 毫克／公斤 
農 藥 
阿特靈（Aldrin） 0.04 毫克／公斤 
可氯丹（Chlordane） 0.5 毫克／公斤 
二氯二苯基三氯乙烷(DDT)及其衍生物
（4,4'-Dichlorodiphenyl-triichloroethane） 

3 毫克／公斤 

地特靈（Dieldrin） 0.04 毫克／公斤 
安特靈（Endrin） 20 毫克／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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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佈達（Heptachlor） 0.2 毫克／公斤 
毒殺芬（Toxaphene） 0.6 毫克／公斤 
安殺番（Endosulfan） 60 毫克／公斤 
其 他 有 機 化 合 物 
戴奧辛（Dioxins） 1000奈克-毒性當量／公斤 
多氯聯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0.09 毫克／斤 
毫克／公斤：指每一公斤土壤中（乾基）所含污染物之毫克數。 
奈克-毒性當量／公斤：指每一公斤土壤中（乾基）所含之污染物奈克-毒性當量（TEQ）
數。 

三、環境監測項目及其意義（節錄自環保署網站） 

（一）水質監測項目及其意義 

1.物理類水質指標及其意義 

(1).水溫 (Temperature)： 

水溫係表示水的冷熱程度，是檢驗及評估水體品質的一項重要物理參數。水

溫的變化以受氣候影響為主，而廢污水排放也會對水溫造成影響。水溫會影響水

的密度、黏度、蒸氣壓、表面張力等物理性質，在化學方面可影響化學反應速率

及氣體溶解度等，在生物方面可影響微生物的活性及代謝速率等。一般水溫可以
經校正之溫度計量測。 

(2).濁度 (Turbidity)： 

濁度係表示光入射水體時被散射的程度，濁度的來源包括黏粒、坋粒、細微

有機物、浮游生物或微生物等。濁度高會影響水體外觀並阻礙光的穿透，進而影

響水生植物的光合作用。濁度高還會使魚類的呼吸作用受阻，影響魚類的生長與

繁殖，甚至使其因窒息而死亡。濁度高亦會干擾淨水處理時的消毒作用。濁度之

測定是藉由光線散射原理，量測工具為濁度計，濁度的單位一般為標準濁度單位

(Nephelometric Turbidity Unit, NTU)。 

(3).透明度 ( Transparency , SD)： 

透明度係指光線能夠穿透水之程度。於水庫監測時用以判斷水庫優養化指標

之一。其檢測方法係利用直徑 20∼30公分之白色圓盤，又稱沙奇盤（Secchi disk）
沈入水中，量測其可見距離，即為水體之透明度，又稱沙奇透明度（Secchi 
transpa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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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懸浮固體 ( Suspended solids , SS )： 

懸浮固體係指水中會因攪動或流動而呈懸浮狀態之有機或無機性顆粒，這些

顆粒一般包含膠懸物、分散物及膠羽。懸浮固體會阻礙光在水中的穿透，其對水

中生物影響與濁度相類似；懸浮固體若沉積於河床，則會阻礙水流，若沉積於水
庫庫區，則可能減少水庫的蓄水空間。 

(5).鹽度 ( Salinity )： 

係指每公斤水中所溶的鹽克數，通常以千分點(0/00)表示。海水中的鹽度直
接反應其物理性質，如密度、比熱和聲光等，對藻類的合成反應，海洋的生物之

分佈、生長、繁殖等亦有重大之影響，因此鹽度是瞭解海水物理性質之最基本資
料。水中鹽度可以電導度法量測。 

2.化學類水質指標及其意義 

(1).氫離子濃度指數 ( pH )：  

氫離子濃度指數係指水中氫離子濃度倒數的對數值。一般自然水之 pH值多
在中性或略鹼性範圍，若水受到工業廢水或礦場廢水污染時，其 pH值可能產生
明顯的變化；pH值會影響生物的生長、物質的沈澱與溶解、水及廢水的處理等。 

(2).溶氧 ( Dissolved oxygen , DO )：  

溶氧係指溶解於水中的氧量，為評估水體品質的重要指標項目之一。水中溶

氧可能來自大氣溶解、自然或人為曝氣及水生植物的光合作用等，水若受到有機

物質污染，則水中微生物在分解有機物時會消耗水中的溶氧，而造成水中溶氧降
低甚至呈缺氧狀態。 

(3).生化需氧量 ( 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 BOD )：  

生化需氧量係指水中易受微生物分解的有機物質，在某特定時間及溫度下，

被微生物的分解氧化作用所消耗的氧量。一般所稱的生化需氧量係以 20℃培養 5
日後所測得的結果，記做 BOD5。生化需氧量可表示水中生物可分解的有機物含
量，間接也表示了水體受有機物污染的程度。 

(4).化學需氧量 ( Chemical oxygen demand , COD )：  

化學需氧量一般用於表示水中可被化學氧化之有機物含量。化學需氧量係應

用重鉻酸鉀為氧化劑，在強酸情況下加熱，將水中有機物氧化為二氧化碳及水，

則所消耗之重鉻酸鉀換算成相當之氧量就是化學需氧量。一般工業廢水或含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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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分解物質之廢水，常以化學需氧量表示其污染程度。 

(5).導電度 (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 EC )：  

表示水傳導電流能力，導電度與水中離子總濃度、移動性、價數、相對濃度

及水溫等有關。通常導電度愈高，表示水中電解質含量較多。由於大部分鹽類都

可電離，因此導電度也可表示水中總溶解固體的多寡。導電度太高對灌溉有不良

的影響，因此導電度為灌溉水質之重要指標項目之一。導電度之量測乃以電流通

過長 1cm、截面積 1cm2之液柱時測得電阻之倒數，因此其單位多以 mho/cm表
示。若導電度較小時，亦會以其 10-3之 mmho/cm或其 10-6之 µmho/cm表示。 

(6).硬度 ( Hardness )：  

水中之硬度是由於溶有兩價之鈣、鎂、鐵等金屬氯化物、硫酸鹽及酸式碳酸

鹽而造成。當肥皂溶在硬度高的水中會起反應而形成不溶性之灰白色沈澱，降低

肥皂的洗滌效果。高硬度的水在鍋爐中加熱，會形成鈣鹽和鎂鹽的沈澱，俗稱鍋

垢。鍋垢會降低熱的傳導性，影響鍋爐效率，並妨礙水在管線中流動。水中硬度

通常以每公升水中含有多少毫克碳酸鈣(mg/L as CaCO3)表示。 

(7).氨氮 ( Ammonia nitrogen )：  

含氮有機物主要來自動物排泄物及動植物屍體之分解，分解時先形成胺基

酸，再依氨氮、亞硝酸鹽氮及硝酸鹽氮程序而漸次穩定。因此當水體中存在氨氮
可表示該水體受污染時間較短。 

(8).亞硝酸鹽氮 ( nitrite nitrogen )：  

水中之氮以亞酸鹽形態存在者稱為亞硝酸鹽氮。亞硝酸鹽氮之形成主要是在

好氧環境下，硝化菌族群的亞硝酸菌群將氨氮轉換變成亞硝酸鹽氮。因亞硝酸鹽

氮易再被氧化成硝酸鹽氮，因此，當水中溶氧不虞匱乏時，亞硝酸鹽氮在水中存
在的時間相當短暫。 

(9).硝酸鹽氮 ( Nitrate nitrogen )：  

硝酸鹽氮為氮循環中硝化作用的最終產物，因此硝酸鹽氮可表示水體曾遭受

污染的程度。河川、湖泊或水庫中硝酸鹽氮含量過高時，常易造成藻類大量繁殖，
使得水體呈優養化現象。 

(10).總凱氏氮 ( Total Kjeldahl nitrogen , TKN)：   

總凱氏氮係指水中氨氮及有機氮之總合，係指應用凱氏法將水體中有機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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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成硫酸銨，經蒸餾、滴定後所測得的氮量。  

(11).總磷 ( Phosphorus )：  

水中的磷幾乎全部以磷酸鹽(phosphate)型式存在，為構成土壤養分及動植物
原生質的要素。磷是植物生長的重要養分，當過量的磷進入水體，將造成藻類大

量繁殖及死亡，並會因其腐敗分解大量耗氧，導致水中溶氧耗盡，形成優養化現
象。 

(12).總溶解固體 ( Total dissolved solids , TDS )：  

在水中溶解的固體物質總量（包括溶解性碳酸氫離子、氯鹽、硫酸鹽、鈣、

鎂、鈉與鉀等；揮發及非揮發性固體）。其濃度會影響飲用水之可口度。量測方

法為水樣經過濾（0.45µm）後，濾液於 103℃∼105℃烘乾後之殘餘重量。 

(13).總有機碳 ( Total organic carbon , TOC ) ：  

表示水體中可氧化的有機物全量，也就是指每公升水中有機污染物之碳毫克

數。對有機物含量極低的水而言，測定總有機碳是檢驗水中含有機物量的極佳方

法。總有機碳之量測乃於高溫下氧化水中有機碳成為二氧化碳，再利用紅外線偵
測儀器測其二氧化碳濃度而換算成碳的當量。 

(14).氯鹽 ( Chloride )：  

氯鹽係指水中之氯離子，一般在天然淡水中的含量不多，其來源主要為海水

入侵、鹽層滲出及工業廢水等。氯鹽濃度高具有腐蝕性，對於作物會造成生長妨

礙。氯離子為維持人體細胞正常滲透功能所必須，在正常範圍內對人體無害，但

濃度高時對腎臟病患者有影響。在評估沿海地區因地下水超抽而造成海水入侵之
影響時，氯鹽可做為重要評估指標項目之一。 

(15).硫酸鹽 ( Sulfate )：  

硫酸鹽是水中主要離子之一，為硫化物的最高氧化態。硫酸鹽幾乎存在所有

天然水中，火成岩及沉澱性岩石中之金屬硫化物如黃鐵礦，在風化過程中會被水

中溶氧氧化成硫酸鹽。硫酸鹽的毒性小，但若濃度太高會使鈣沈澱，間接使農作
物受到鈉的毒害。水中的硫酸鹽在厭氧環境下會被微生物還原成硫化氫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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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金屬類水質指標及其意義 

(1).鉛( Lead , Pb )：  

鉛具有累積、代謝性毒性，在天然水體中，鉛的存在形式有許多種，鉛化合

物一般難溶於水，而且容易被吸附沈澱。主要來自蓄電池製造業之廢水或廢棄物

處理不當而排出時，含量偏高的鉛會污染水體；而汽油中添加之鉛化合物，於燃

燒時形成含鉛粒狀污染物逸散至空氣，最後降至地表或因雨水淋洗帶進水體，也
會造成水中鉛含量增加。 

(2).鉻( Chromium , Cr )：  

鉻是人類與許多生物必須的一種微量金屬元素，但濃度過高則有毒性，鉻有

+2、+3、+6價三種價態，其毒性與其存在的狀態有很大的關係。三價鉻是人體
必須的元素，為維持醣代謝之必要元素，而六價鉻對人類具有強烈毒性，會造成

皮膚粗糙、肝臟受損，具有致癌性並會在體內累積。一般天然水體中鉻含量很低，
而海水中更少。 

(3).砷( Arsenic , As )：  

砷有+5、+3、0、-3等四種不同價態存在，在水中一般以砷化合物形態存在，
如在溶氧量及 pH值均較高的表水層水域中，砷幾乎都以+5價的砷酸鹽形式存
在；相反地，在溶氧量與 pH值均較低的深層水域中，砷幾乎以+3價的砷酸鹽或
硫化砷形式存在。砷化物為毒性甚強之物質，砷對人體之長期危害主要包括烏腳
病、癌症（皮膚癌、肺臟癌、膀胱癌）、心臟病、糖尿病與高血壓等。 

(4).汞( Mercury , Hg )：  

汞為全球第一級污染物質，為水域中污染最廣泛的一種重金屬毒物，進入水

域的汞污染物質主要有三種形式分別是金屬、無機汞化合物及有機汞化合物。無

機汞可藉由水中微生物作用而轉換成有機汞毒性增加。汞是累積性毒物，對人體
健康傷害性極大，有機汞和無機汞主要影響分別為中樞神經系統和腎臟傷害等。 

(5).硒( Selenium , Se )：  

硒一般以無機的形式存在，硒在環境中會因為蒸散作用，使得水域中所含的

硒及其化合物蒸發至空氣中，隨著大氣對流至其他地區再凝結成雨，進行硒的循

環作用。硒是生物體必須的微量金屬元素，但過量的硒會因起「硒中毒」其症狀
與砷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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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銅( Copper , Cu )：  

銅是一種較豐富的金屬，河川中的銅 50％∼80％都被吸附固定在水中懸浮
固體物上，形成不溶解狀態。銅為人體必需元素，其毒性對人體不具累積性危害，

但吸收過量亦會造成肝腎和中樞神經傷害，而對水生生物來說，當銅的濃度接近

1.0mg/L時會使魚類中毒。 

(7).鋅( Zinc , Zn )：  

鋅是現代文明中，家庭常用的四種金屬之一（鐵、銅、鉛、鋅），它常被用

來鍍在鐵的外層以防止鐵生銹。鋅為人體之必需元素之一，其對人體的毒性很

低，但對魚類或水生生物其毒性卻很大，致死濃度約小於 0.1mg/L，魚卵為
0.4mg/L。 

(8).鐵( Iron , Fe )：  

水中含有鐵、錳會增加水的色度及濁度，阻礙透光性，影響水生植物之光合

作用，並會產生臭味，若用作給水水源將影響飲用水之可口度。 鐵亦為人體必
需元素之一，許多蛋白質均含鐵，例如血紅素和細胞色素等。 

(9).錳 ( Manganese , Mn )：  

錳為岩石和土壤之組成部分，常與鐵同時存在。  

(10).銀 ( Silver , Ag )：  

銀具有累積性毒，會導致銀質沈著症，使皮膚與眼睛產生永久性藍灰色病
變，亦對水中生物有殺滅或抑制作用。 

(11).鎘 ( Cadmium , Cd )：  

鎘在自然界中不是以單一元素存在，天然水中鎘濃度通常很低。鎘金屬是一

種累積性毒物，鎘中毒會引起痛痛病，對呼吸道產生刺激，長期暴露將造成嗅覺

喪失症、牙齦黃斑或漸成黃圈，鎘化合物不易被腸道吸收，但可經呼吸道被人體
吸收，積存於肝或腎臟造成危害。 

4.生物類水質指標及其意義 

(1).大腸桿菌群 ( Coliform group )：  

大腸桿菌群係指能分解乳醣而產氣之所有好氧及兼氧性的無芽孢短桿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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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鏡下觀察呈革蘭氏染色陰性反應。大腸桿菌在水中無法直接繁殖，而溫血動

物糞便中都有這類細菌，因此若於水中發現大量大腸桿菌，可表示水體在短時間

內曾受人類或動物排泄物污染。由於大腸桿菌與致病菌同樣來自溫血動物，而其

在水中的生存時間較致病菌長，若在水中未檢驗出大腸桿菌群，則可以認為這個
水體也未含致病菌，因此大腸桿菌群為評估水體品質的一項重要生物指標。 

(2).腸球菌 ( Enterococci )：  

腸球菌被歸類為第四型鏈球菌屬。腸球菌為兼氣厭氧型菌，為人體腸道中的

正常菌叢。最常造成人體感染的腸球菌為糞便腸球菌，糞便腸球菌會造成較多的

感染是因為此菌對抗生素有很強之抗藥性。另外，腸球菌更是造成泌尿道、腸胃

道及骨盆腔感染的常見病原，由於糞便腸球菌與心臟組織間關係密切，所以一旦
腸球菌進入血液系統中，對心血管系統是一非常危險的病原體。 

(3).葉綠素 a ( Chlorophyll-a , Chl-a )：  

葉綠素的種類很多，較常見的有呈藍綠色的葉綠素 ａ及呈黃綠色的葉綠素

ｂ，葉綠素 a和 b的成分相差無幾，皆能吸收太陽光，只有在內部結構和吸收不
同波長光線上有所差別，陸上植物葉綠素 a與 b的比例大約是 3：1。當水體中
葉綠素 a偏高時，表示水中藻類過量繁殖，間接也反應了水體優養化程度。 

（二）空氣品質監測項目及其意義 

1.懸浮微粒（ PM10 ） 

係指粒徑在 10微米以下之粒子，又稱浮游塵。主要來源包括道路揚塵、車
輛排放廢氣、露天燃燒、營建施工及農地耕作等或由空氣污染物轉化成之二次汙

染物，由於粒徑小於 10微米以下，能深入人體肺部深處，如該粒子附著其他污
染物，則將加深對呼吸系統之危害。   

2.二氧化硫（ SO2 ） 

除自然界產生外，一般為燃料中硫份燃燒與空氣中之氧結合者，為一具刺激

臭味之無色氣體，易溶於水，與水反應為亞硫酸；於空氣中可氧化成硫酸鹽，為
引起酸雨的主要物質。  

3.氮氧化物（ NOx ） 

氮氧化物主要包括一氧化氮（NO）及二氧化氮（NO2），其生成原因係來自
燃燒過程中，空氣中氮或燃料中氮化物氧化而成，一氧化氮為無色無味氣體稍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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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水，燃燒過程生成之氮氧化物以一氧化氮為主要成份，光化學反應中可反應成
二氧化氮。 

二氧化氮為具刺激味道之赤褐色氣體，易溶於水，與水反應為亞硝酸及硝

酸，參與光化學反應，吸收陽光後分解成一氧化氮及氧，在空氣中可氧化成硝酸
鹽，亦是造成雨水酸化原因之一。 

4.一氧化碳（ CO ） 

除森林火災、甲烷氧化及生物活動等自然現象產生外，主要來自石化等燃料

之不完全燃料產生，無色無味，比空氣輕，由於一氧化氮對血紅素的親和力比氧
氣大得多，因此，可能造成人體及動物血液和組織中氧氣過低，而產生中毒現象。  

5.臭氧（O3） 

係一種由氮氧化物、反應性碳氫化合物及日光照射後產生之二次汙染物。具

強氧化力，對呼吸系統具刺激性，能引起咳嗽、氣喘、頭痛、疲倦及肺部之傷害，

特別是對小孩、老人、病人或戶外運動者有較大影響，同時對於植物，包括農作
物有不良影響，對於人造材料，諸如橡膠〔輪胎等〕及油漆等，均能造成危害。 

空氣品質監測站分成以下數類： 

1.一般空氣品質監測站：設置於人口密集及可能發生高污染之地區。 
2.交通空氣品質監測站：設置於交通流量頻繁之地區。 
3.工業空氣品質監測站：設置於工業區之盛行風下風處。 
4.國家公園空氣品質監測站：設置於國家公園內之適當地點。 
5.背景空氣品質監測站：設置於無人為污染之盛行風上風處。 
6.其他特殊監測目的所設之空氣品質監測站。 

各類空氣品質監測站因其設置目的不同，故有不同的污染物監測項目。依“空
氣污染防制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規定，各類監測站之監測項目如表 2所示。 

 

各類空氣品質監測站之監測項目 
 

監測站種類 應測定項目 得測定項目 
一般空氣品質 
國家公園空氣品質 
背景空氣品質 

1.懸浮微粒 
2.硫氧化物 
3.一氧化碳 
4.氮氧化物 
5.臭氧 
6.風向、風速 

1.碳氫化合物 
2.落塵 
3.煤塵 
4.酸性沉降 
5.二氧化碳及其他溫室效應氣體 
6.其他氣象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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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空氣品質 1.懸浮微粒 
2.一氧化碳 
3.氮氧化物 
4.碳氫化合物 
5.鉛 

1.硫氧化物 
2.煤塵 
3.交通流量 
4.風向、風速 

工業空氣品質 1.懸浮微粒 
2.硫氧化物 
3.氮氧化物 
4.碳氫化合物 

1.惡臭物質 
2.有毒氣體 
3.風向、風速 

＊特殊目的所設之監測站其測定項目依監測目的而定 
 

常見法定污染物的主要來源 
 

污染物 主要人為污染源 自然污染源 
硫氧化物 SOx 石化燃料燃燒（電廠） 火山爆發 
一氧化碳 CO 汽機車廢氣及其他燃燒程序 火山爆發與森林大火 
氮氧化物 NOx 任何燃燒程序 細菌在土壤中活動產物 

碳氫化合物(HC) 燃燒廢氣及其他化學程序 生物程序產生甲烷，森林產生
松油精 

氯氣 Cl2 化學及塑膠工業及污水處理廠  
氯化氫HCl 塑膠的燃燒（垃圾焚化爐）  

氟化物氣體 煉鋁、煉鋼、磷肥料與冷凍與噴霧所
使用的CFCs 

 

氯化烴類 殺蟲劑及除草劑  

懸浮微粒 (1).燃燒的煙塵。(2).汽機車廢氣。 
(3).光化學產物。(4).營建工程。 

(1).風吹揚塵。 
(2).海水飛沫。 

臭氧 碳氫化合物與氮氧化物經由光化學
反應產生的氧化物。 

(1).閃電產生。 
(2).源自平流層內的臭氧。 

四、環境品質評估指標 

（一）、水質評估指標 

1.河川污染程度指標（RPI） 

目前環保署用於評估河川水質之綜合性指標為「河川污染程度指標, River 
Pollution Index」簡稱「RPI」。RPI指標係以水中溶氧量（DO）、生化需氧量
（BOD5）、懸浮固體（SS）、與氨氮（NH3-N）等四項水質參數之濃度值，來計
算所得之指標積分值，並判定河川水質污染程度。RPI指標之計算及比對基準如
下表所示： 

水質/項目 末(稍)受污染 輕度污染 中度污染 嚴重污染 

溶氧量(DO) mg/L 6.5 以上  4.6~6.5 2.0~4.5 2.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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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需氧量(BOD5) mg/L 3.0 以下 3.0~4.9  5.0~15  15 以上  

懸浮固體(SS) mg/L 20 以下 20~49  50~100  100 以上 

氨氮(NH3-N) mg/L 0.50 以下 0.50~0.99  1.0~3.0 3.0 以上 

點數(Si) 1 3 6 10 
污染指標積分值 2.0 以下  2.0~3.0  3.1~6.0  6.0 以上   

步驟 1：根據河川水質分析資料，由上查查出對應出其副指標點數數值(Si)。 

步驟 2：RPI＝(四個副指標數(Si)值加總)/4。而得到該河段之 RPI指數值。 

步驟 3：由 RPI指數值對應河川污染現狀。 

計算實例： 

河川水質分析結果： 
D.O.＝5.0mg/L, BOD＝8mg/L, S.S.＝30mg/L, NH3-N ＝1.0mg/L。 
查表 1計算副指標： 
Si(D.O.)＝3, Si(BOD)＝6, Si (S.S.)＝3, Si( NH3-N)＝6。 
RPI數值＝(3+6+3+6)/4＝4.5 ?  中度污染 

2.卡爾森優養指標（CTSI） 

目前環保署用於評估水庫水質優養程度的指標為「卡爾森優養指標 ，Carlson 
trophic state index」，簡稱 CTSI。CTSI係以水中的透明度（SD）、葉綠素 a（Chl-a）
及總磷（TP）等三項水質參數之濃度值進行計算，再以其計算所得之指標值，
判定水庫水質之優養程度。CTSI指標之計算方法及比對基準如下表所示：  

卡爾森優養指數(CTSI) =[TSI (SD)＋TSI (Chl-a)＋TSI (TP)]÷3  

TSI (SD) = 60 - 14.41 ln SD；TSI (Chl-a) = 9.81 ln Chl-a + 30.6 

TSI (TP) = 14.42 ln TP + 4.15 

式中： 

SD = 透明度(m)。Chl-a = 葉綠素 a濃度(µg/L)。TP = 總磷濃度(µg/L)。 

卡爾森優養指數(CTSI) 水庫優養程度 
CTSI＜40 貧養狀態 

40≦CTSI≦50 普養狀態 
CTSI＞50 優養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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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氣品質指標 

空氣污染指標為依據監測資料將當日空氣中懸浮微粒(PM10)(不包括粒徑 10 
微米以上之粗粒子)測值、二氧化硫(SO2)濃度、二氧化氮(NO2)濃度、一氧化碳(CO)
濃度及臭氧(O3)濃度等數值，以其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程度各換算出該污染物之污
染副指標值，再以當日各副指標值之最大值為該測站當日之空氣污染指標值

(PSI)。 

指標值在 100以下者，即表示該測站當日空氣品質符合美國環境空氣品質標
準中之短期(24小時或更短)之平均值，指標值在 100以上之日，依美國環境保護
署之研究，對身體不好而較敏感的人會使其症狀更加惡化。 

PSI數值與其對應的空氣品質 

PSI數值 空氣品質 
0－50 良好 

51－100 普通 
101－199 不良 
200－299 很不良 
≧300 有害 

PSI的求法  

PSI是由五個副指標來決定其數值，這些副指標包括：PM10、SO2、CO、O3、

NO2等。計算 PSI時，先利用對照表求出五個副指標數值，而最大的副指標數值
即是 PSI數值。 

PSI值可提供簡單的數值，讓民眾了解目前的空氣品質，當空氣品質惡化時，
分析構成 PSI數值的副指標污染物質，可大致判斷其污染來源。 

� � TSP(PM10)與粒狀污染源（例如：水泥廠、營建工地）有密切相關。 
� � SO2與工業污染、火力電廠排放有密切相關。 
� � CO與移動污染源（汽機車廢氣）有密切相關。 
� � O3與光化學污染有關。 
� � NO2則與大型燃燒系統（工業排放）有關。 

 
表 2. PSI各副指標的分界點（25℃，760mmHg） 

副指標 
數值 

24-hrPM10 
µg/m3 

24-hr SO2 
ppb 

CO--8小時 
平均最大值 

ppm 

O3小時 
最大值 

ppb 

NO2小時 
最大值 

p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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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0 － 
50 50 30 4.5 60 － 
100 150 140 9 120 － 
200 350 300 15 200 600 
300 420 600 30 400 1200 
400 500 800 40 500 1600 
500 600 1000 50 600 2000 

計算實例： 

花蓮地區某日之空氣污染物濃度如下：PM10=65µg/m3(24hrs)，SO2=50ppb 
(24hr)，CO=3.5ppm(8小時最大值)，O3=100ppb(小時最大值)，NO2＝450ppb(小
時最大值)。空氣品質為何？ 

解：先求各污染物之 PSI副指標值： 
PM10：50＋{(65-50)×[(100-50)/(150-50)]} = 58 
SO2：50＋{(50-30)×[(100-50)/(140-30)] = 59 
CO：3.5×[(50-0)/(4.5-0)] = 39 
O3：50＋{(100-60)×[(100-50)/(120-60)]=83 
NO2：無數值（PSI數值低於 600ppb）。 

當日之 PSI數值為 83(O3)，空氣品質為普通最大副指標值為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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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境監測計畫 

環境監測計畫的擬定程序包含，確認目標、現場調查、訂定計畫（評選監測

點、監測項目、採樣頻率等）、執行計畫、評估結果、完成監測結果報告等六部

分、以下以太魯閣國家公園非生物環境監測計畫為例，說明細部規劃原則及考量
因子。 

（一）、執行目標之確認 

以國家公園而言，園區內多無顯著的人為污染源，並且對於園區內有環境污

染之虞的相關產業有較為嚴格的管制，因此執行環境監測多以『定量描述環境品
質現狀』與『建立環境品質背景資料』為其主要目標。 

（二）、現場初勘調查 

現場初勘之目的，除了對現場狀況做實地了解之外，最重要的還是要確定採

樣位置，選定採樣點考量的原則，首重人員及儀器架設之安全性及滿足監測設備

的操作需求（例如須有良好的防護設施及電源），採樣單位於初步了解監測站網
之配置後，便需至現場勘查並將確切之位置標示出來，以利未來採樣人員之辨認。 

（三）、訂定監測計畫 

根據監測目標與經費評選『合適的採樣點』、『監測項目』、『採樣頻率』
等，以下就環保署針對水域水質與空氣品質的監測項目分別說明： 

1.水質監測項目及頻率 

(1).河川水質監測 

每月監測項目有水溫、導電度、pH、溶氧、生化需氧量、懸浮固體、氨氮、
化學需氧量及大腸桿菌群等 9項。 

每季增加檢測分析硝酸鹽氮、亞硝酸鹽氮、總凱氏氮、總氮、總磷、鉛、鎘、

六價鉻、砷、汞、硒、銅、鋅、錳、銀等 1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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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庫水質監測（有優養化疑慮的湖泊） 

監測頻率為每季一次。監測項目共 17項，包括水溫、透明度、pH、溶氧量、
導電度、濁度、懸浮固體、硬度、總鹼度、化學需氧量、氨氮、硝酸鹽氮、亞硝

酸鹽氮、有機氮、總磷、磷酸鹽、葉綠素 a。並以總磷、葉綠素 a及透明度三項
分析結果計算卡爾森指數(Carlson trophic state index, CTSI)，用以表示水庫水質優
養化程度。 

(3).地下水 

監測項目包括水溫、導電度、pH、總硬度、總溶解固體、氯鹽、氨氮、硝
酸鹽氮、硫酸鹽、總有機碳、砷、鎘、鉻、銅、鉛、鋅、錳、鐵等 18項，監測
頻率為每季一次。 

(4).海域 

現行海域水質監測頻率為每季一次，監測項目包括水溫、pH、鹽度、溶氧
量、懸浮固體物、硝酸鹽氮、亞硝酸鹽氮、磷酸鹽、矽酸鹽、葉綠素 a及重金屬
之鎘、鉻、鉛、汞、銅、鋅等共計 16項。 

(5).休憩海域 

針對旅遊人潮較多的海水浴場和休憩海域，於每年 6月至 9月夏日泳季期間
進行休憩海域水質監測。休憩海域之監測項目包括水溫、pH、鹽度、濁度、硝
酸鹽氮、亞硝酸鹽氮、磷酸鹽、矽酸鹽、大腸桿菌群及腸球菌群等 10項，採樣
頻率為每兩週監測一次。 

2.空氣品質監測 

根據環保署對於國家公園空氣品質監測站的應測定項目為：懸浮微粒、硫氧

化物、一氧化碳、氮氧化物、臭氧、風向、風速等，但是由於目前空氣品質監測

設備多為自動化監測設備，其所需經費龐大，因此建議先行分析園區外圍區域空
氣品質監測站的監測資料，選定最具威脅的污染物進行監測以節省資源。 

（四）、執行監測計畫 

在執行環境監計畫時必須訂定一個『標準作業程序』，以取得具有代表性之

樣品，達到採樣作業之預期成果。一個完整的採樣程序，應從資料蒐集開始到樣
品運送回實驗室為止，包含工作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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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採樣前準備  

採樣單位應根據採樣計畫所擬定之事項進行準備，並於採樣出發前召開行前
會議以分配工作，並做最後之設備點點清。 

2.現場採樣作業  

針對現場採樣器材、技術、現場檢測程序、作業安全考量做一描述，並提出
現場採樣紀錄標準格式。 

3.採樣品保品管作業  

採樣作業應有完善之品保品管作業，如此才能確保所採之水樣具代表性。 

4.樣品的保存 / 運送  

(1).樣品保存  

樣品原則上採立即分裝保存方式處理。即採樣人員於採樣完成後，即進行現

場樣品分裝作業，並於樣品分裝後，將依照樣品瓶組上之標籤說明規定，立即進
行加藥保存。加藥保存後之樣品置於冰櫃中冷藏。 

(2).樣品運送  

採樣負責人於每日採樣作業完成後，需仔細清點檢查樣品無誤後，依各單位

所負責分析之樣品分別包裝好，置入攝氏 4度以下之冷藏櫃中，同時亦需檢查與
填寫採樣紀錄與樣品監控表。採樣紀錄與樣品監控表及現場測試結果表需以塑膠

夾鏈袋裝好，伴隨整批樣品立即以採樣車或快遞當日運回分析實驗室，以進行樣

品之分析。若因連續作業關係而無法立即將當日樣品運回實驗室時，所採樣品必

須按規定保存冷藏，等採樣作業完成後再立即將所有樣品運回實驗室。採樣負責

人與樣品運送人員需特別注意所有樣品於運抵實驗室之時間，以確保樣品皆能達
到保存期限要求。 

5.檢測方法  

參與執行環境監測的各個實驗室，主要依據行政院環保署公告的檢測方法與

APHA (Standard Methods)最新版檢測方法，執行相關類別之各項環境監測檢測分
析工作。  

上述有關各項樣品保存方法及期限與各項檢驗方法，可參照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環環境檢測所網站查詢檢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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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估監測結果 

將環境監測結果以合適的環境品質指標加以評估，目前常用的環境品質指標

仍以環保署使用的河川污染程度指標（RPI）與空氣污染指標值(PSI)為主。 

（六）、撰寫監測結果 

根據環境品質監測結果，評估其成效並修正執行計畫內容，使其更符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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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太魯閣國家公園非生物環境監測計畫 

（一）、監測計畫目標： 

1.建構長期連續的非生物性環境監測資料庫。 

2.瞭解人為活動（遊憩活動、農業活動等）對於環境品質造成之衝擊。 

3.瞭解自然災害對於對於環境品質造成之衝擊。 

（二）、現況分析 

1.分區計畫界定監測重點 

依據太魯閣國家公園區域內資源特性與現有土地利用型態所訂定的分區計

畫及土地利用相關計畫，園區分為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史蹟保存區、遊憩
區及一般管制區等五類。 

生態保護區為提供研究生態而應嚴格保護之自然生物社會及其生育環境之

地區，該區域多位於立霧溪流域各支流的上游集水區，如源自於南湖大山的陶塞
溪上游、源自中央尖山的小瓦黑爾溪上游等。 

特別景觀區係指無法以人力再造之特殊自然景緻而應予以保護，並嚴格限制

開發行為之地區，主要為以立霧溪及其上游塔次基里溪、瓦黑爾溪與大砂溪所構
成的內、外峽谷區。 

遊憩區係指為提供遊客進入國家公園區域獲取基本性服務，並作一般性遊憩

活動機會，而選擇適當地區供作為遊憩使用地地區，以立霧溪而言則以天祥遊憩

帶包含第一級的天祥、第二級的綠水合流與第三級的文山、谷園、蓮花池、西寶、
洛韶、華? 溪等。 

2.各流域與分區計畫之對應 

立霧溪主流自天祥以上稱為塔次基里溪流域（外峽谷區）幾乎無人為活動，
但有顯著之自然地質坍塌，在分區使用上屬於生態保護區與特別景觀區。 

源自於南湖大山的陶塞溪與源自於中央尖山的小瓦黑爾溪匯流為大砂溪，該

流域內河階地型顯著為園區內主要農業區域（西寶農場），在分區使用上，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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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地區屬於一般管制區外，流域的絕大多區域亦屬於生態保護區與特別景觀區。 

源自無名山的瓦黑爾溪流域，於天祥附近匯入塔次基里溪，分區使用上亦屬
於生態保護區與特別景觀區。 

大砂溪與塔次基里溪天祥匯流成為立霧溪，進入內峽谷區其間流經包含中天

祥、綠水及布洛灣遊憩區，提供遊客食宿服務為園區內遊客遊憩最為頻繁之區

域，同時也是人為活動對於環境負荷產生最大壓力之區域，分區使用上，天祥地
區屬於遊憩區，同時亦為立霧溪流域中最具規模的遊憩區域。 

砂卡礑溪流域在三間屋以上人為活動少，砂卡礑步道入口處由於交通便利，
為新興之親水景點，分區使用上屬於生態保護區與特別景觀區。 

（三）、監測計畫之擬定 

1.監測計畫執行目標 

根據分區計畫、營運管理重點與現況分析，綜合訂定環境監測計畫執行目標。 

◎太魯閣國家公園水質監測計畫目標： 

(1).基本水質監測資料庫的建立與重點監測項目之評估。 
(2).自然災害(如暴雨沖刷)對於流域水質與河川生態之衝擊評估。 
(3).人為活動（觀光遊憩、農業活動與公路修築維護）對於水質的衝擊評估。 

◎太魯閣國家公園空域監測計畫目標： 

(1).建立園區 PM10及 PM2.5懸浮微粒質量濃度與其水溶性離子成份基本特性。 
(2).建立園區中低海拔酸性沉降(包含乾濕沉降)基本特性。 
(3).了解遊憩活動對於遊憩區(閣口台地與天祥地區)空氣品質的衝擊。 

2.監測評估環境監測項目： 

先將環保署建議監測的項目，依據國家公園的現況與分區使用特性，評估合

適的監測項目，必要時可增減分析項目。以下便以太魯閣國家公園非生物環境監
測項目評估依據做一說明。 

 

監測項目 評估依據 優先順序 
(1).水質監測項目 
水溫 水質重要基本物理特性 第一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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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電度 水質重要基本化學特性 第一優先 
pH 水質重要基本化學特性 第一優先 
溶氧 對於水生生物生長最重要的水質化學特性 第一優先 
生化需氧量 表示水中有機物污染物含量的水質化學特性 第一優先 
懸浮固體 表示水中固體物污染物的水質物理特性 第一優先 
氨氮 表示水中營養鹽類含量重要的水質化學特性 第一優先 
化學需氧量 主要表示具有毒性或難分解有機物的污染指

標（一般用於表示工業廢水中有機物的指
標），園區並無工業污染源且水中有機物含
量已有生化需氧量(BOD)加以監控。 

建議： 
暫不監測 

大腸桿菌群 主要用於飲用水體或游泳等與人密切接觸的
水體水質監測，國家公園園區內河川禁止游
泳，其監測效益不大。 

建議： 
暫不監測 

硝酸鹽氮 表示水中營養鹽類含量重要的水質化學特性 第一優先 
亞硝酸鹽氮 表示水中營養鹽類含量重要的水質化學特性 第一優先 
總凱氏氮 主要表示廢水中氨氮及有機氮之總合，園區

無工業污染源，加上以規劃量測 NH3-N、
NO2-N、NO3-N，此項分析執行效益不大。 

建議： 
暫不監測 

總氮 表示水中含氮總量，自然系統中的含氮物種
以 NH3-N、NO2-N、NO3-N為主，此項分析
執行效益不大 

建議： 
暫不監測 

總磷 表示水中營養鹽類含量重要的水質化學特
性，由於自然界中總磷多以 PO4

3-存在，建議
以正磷酸鹽為主要監測項目 

第一優先 

鉛、鎘、六價
鉻、砷、汞、
硒、銅、鋅、
錳、銀等重金
屬。 

這些重金屬污染物多源自工業廢水，園區內
並無工業污染源，加上監測分析費用昂貴，
此項分析執行效益不大。 

建議： 
暫不監測 

(2).空氣品質監測項目 

懸浮微粒 
為目前全台灣造成空氣品質惡化的首要污染
物，同時也是大家對於空氣品質好壞最直接
的判斷因子。 

第一優先 

硫氧化物 

園區外圍鄰近有火力發電廠與水泥廠，皆有
硫氧化物的排放，加上該污染物為酸性沈降
的前驅污染物，對於園區空氣品質有潛在威
脅，惟設備及分析成本較大，若經費許可建
議監測。 

第二優先 

一氧化碳 
直接表示移動污染源的污染，但是設備及分
析成本較大，若經費許可建議監測。 

第二優先 

氮氧化物 
直接表示大型燃燒系統（集中式工業區）或
移動污染源的污染，花蓮地區並無顯著工業
區，而移動污染源以一氧化碳的量測較為合

建議： 
暫不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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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分析該項預期效益不大。 

臭氧 

臭氧為由氮氧化物（工業燃燒）、反應性碳
氫化合物（石化產業）及日光照射後產生之
二次汙染物，其對於環境的衝擊較大並可藉
由境外傳輸影響園區，但花蓮地區並產生相
關前趨污染物的相關工業，分析效益需進一
步評估。 

需進一步
評估 

風向、風速 為評估空氣污染物傳輸的重要資料。 第一優先 

酸性沈降 
影響森林生態系重要因素，對擁有豐富植物
資源的太魯閣國家公園，更顯其重要性。 

第一優先 

綜觀上述評估過程訂定環境監測項目如下： 

(1).水質監測分析項目 

水溫、電導度、酸鹼值（pH）、懸浮固體物（S.S）、溶氧（DO）、生化需氧
量（BOD）、微量水溶性離子物種（包含 F-、Cl-、NO2-、NO3-、PO43-、SO42-、
Na+、NH4+、K+、Ca2+、Mg2+等 11個離子物種）。 

水溫、酸鹼值、電導度於採樣現場量測並紀錄；溶氧則於採樣現場加入試劑

進行溶氧固定後，帶回實驗室進行分析，生化需氧量、懸浮微粒則以 1公升之
PE塑膠瓶採集足夠之水樣，放置在溫度為 4℃之保溫箱冷藏後，帶回實驗室進
行後續分析；水中離子物種的分析則於先將帶回之水樣經過濾、稀釋後以離子層
析儀進行分析。 

(2).空氣品質監測項目 

 由於台灣地區空氣品質不良的多導因於空氣中懸浮微粒濃度過高，因此本

研究將以空氣中 PM10及 PM2.5質量濃度為主要監測項目，並分析微粒中水溶性
離子成分（包含 F-、Cl-、NO2-、NO3-、PO43-、SO42-、Na+、NH4+、K+、Ca2+、

Mg2+等 11個離子物種），該分析項目同時可作為酸性乾沈降評估依據，以增加空
氣品質對於生態系統的衝擊評估。而酸雨監測項目，則包含累積雨水量、雨水酸

鹼值、雨水電導度值與微量離子物種濃度（包含 F-、Cl-、NO2-、NO3-、PO43-、
SO42-、Na+、NH4+、K+、Ca2+、Mg2+等 11個離子物種）。 

3.選定監測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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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監測站；★：人為活動污染監測站 
峽谷段水質採樣點名稱： 
A：文山測點(背景監測站)；B：瓦黑爾測點(背景監測站)； 
C：白楊測點(背景監測站)；D：稚暉橋測點(人為活動污染監測站) 
E：普渡橋(人為活動污染監測站)；F：綠水(人為活動污染監測站) 
G：三間屋(背景監測站)；H：台電欄水壩上游(背景監測站) 
I：台電欄水壩下游(背景監測站)；J：五間屋上游(背景監測站) 
K：五間屋下游(背景監測站)；L：砂卡礑步道觀景平台(背景監測站) 
M：砂卡礑橋(人為活動污染監測站) 
 
採樣頻率： 
背景監測站 1次/月；人為活動污染監測站：4次/月（每週一次）。 

 
太魯閣國家公園水質監測點位置與分區計畫的關係圖 

 

 

監監測測陶陶塞塞溪溪與與小小瓦瓦黑黑爾爾溪溪流流域域水水質質   

監監測測瓦瓦黑黑爾爾溪溪流流域域水水質質   

監監測測砂砂卡卡礑礑溪溪流流域域水水質質   

監監測測塔塔次次基基里里溪溪流流域域
水質   

��  ��  ��  ��  DDEEFF監監測測點點，，   
監監測測天天祥祥遊遊憩憩區區對對於於流流域域水水質質之之衝衝擊擊   

��  ��  ☆☆ＡＡ  
BB��  
☆☆  
CC  

☆☆��  KKLL  ★★  
 
★★  

★★  
MM  

GGHH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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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國家公園空氣品質監測點位置與分區計畫的關係圖 

4.採樣期程規劃 

(1).水質監測採樣期程規劃 

水質監測所規劃的採樣期程區分為三大類：例行性採樣、遊客尖峰期採樣與
暴雨過後所執行的採樣。 

A.例行性採樣規劃 

例行性採樣主要在獲得流域的基本水質特性，其中背景監測點包含：大砂溪

流域的文山測點、瓦黑爾溪流域的瓦黑爾測點、塔次基里溪的白楊測點與砂卡礑

溪流域的三間屋測點、台電欄水壩上下游、五間屋上下游及砂卡礑步道觀景平台
等，測點上游多為人為活動稀少的區域，規劃每月採樣一次。 

而鄰近人為活動區域的大砂溪鄰近天祥遊憩區的稚暉橋測點、立霧溪鄰近天

祥遊憩區的普渡橋測點、立霧溪鄰近綠水遊憩區的綠水測點、砂卡礑溪鄰近步道

入口的砂卡礑橋測點，則規劃每月 4次（即每週採樣一次，以週六為原則），用
於表示遊客遊憩行為較為明顯時的水質特性；其中的採樣時間可配合背景測站的

水質數據，以了解立霧溪水流域水質在不同空間的測站。其中砂卡礑溪流域水質

監測，採樣時間配合水生昆蟲與兩棲類生物監測計畫，同時進行非生物環境監

監監測測閣閣口口台台地地遊遊憩憩區區
空空氣氣品品質質與與酸酸雨雨現現況況   

監監測測天天祥祥遊遊憩憩區區空空氣氣品品質質與與酸酸雨雨現現況況   

◎◎  
◎◎ 

◎◎ 

◎◎ 

◎◎ 

空空氣氣品品質質與與酸酸雨雨現現況況
監監測測擴擴大大監監測測範範圍圍的的
可可能能監監測測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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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朝著整合型環境監測的目標邁進。 

B.遊客尖峰期採樣規劃 

遊客尖峰期的採樣規劃，則是選定遊客較多的春節時期與暑假期間，進行較

為密集的採樣，以突顯遊客遊憩活動對立霧溪流域水質的衝擊，春節期間選定天

祥遊客遊憩活動頻繁的稚暉橋測站與普渡橋測站，進行連續密集採樣，而於暑假

期間（7、8月份）選定稚暉橋、普渡橋、綠水及砂卡礑等四個測點，將採樣頻
率由每月 4次增加至每月 8次，其中 4次採樣選定為平常日，而其他 4次採樣選
定在例假日，採樣日原則上以晴天日或安全無虞的採樣日為基準。由於夏季為親

水活動的旺季與山蘇的產季，因此於暑假期間將砂卡礑溪流域各測點的採樣頻率
由每月一次增加為二次，以了解親水活動與農業活動對於水質的衝擊。 

C.颱風暴雨沖蝕期採樣規劃 

颱風暴雨沖蝕期採樣規劃則是選擇在流域內有發生豪大雨、颱風環流降雨或

冬季時東北季風南下時的降雨過後，山區雨勢停止且採樣無安全上的顧慮時，選
擇綠水監測站進行水樣的收集，連續採樣直至水域清澈為止。 

(2).空氣品質與酸雨監測採樣期程規劃 

空氣品質監測採樣規劃，原則上選定每個月的最後一週進行連續 7日的連續
採樣。酸雨的監測的採樣地點與空氣品質監測點相同，由於國家公園的人為污染

並不嚴重，因此雨水收集時間採用『週採樣』模式，配合環保署酸雨監測網的週

採樣準則，於每週二上午九時進行雨水收集與採樣桶更換作業，量測該週累積雨

水量、與水中 pH值、電導度值與微量離子物種濃度。 

5.環境品質評估方式 

(1).水質評估指標 

A.水域水質之綜合性評估： 

以河川污染程度指標(River Pollution Index，RPI指數)表示水域水質水質特
性。為進一步增加對於水域水質的解析，將分別針對影響水域生物生長、河川侵
蝕、農業活動與旅客遊憩活動等，對於水域水質的衝擊進行分析。 

B.與水域生物有密切關聯的評估項目： 

溶氧(DO)、水溫、酸鹼值、電導度、懸浮固體物(SS)、生化需氧量(BOD)、
NO3-、PO43-、NH4+種營養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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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與河川侵蝕有密切關聯的評估項目： 

懸浮固體物(SS)、生化需氧量(BOD)、NO3-、PO43-、SO42- 、 Na+ 、K+、Ca2+、

Mg2+等。 

D.農業活動有關評估項目： 

電導度、懸浮固體物(SS)、生化需氧量(BOD)、NO2-、NO3-、PO43-、Na+、
NH4+、K+、Ca2+、Mg2+等項目。 

E.遊憩活動（食宿污染）有關評估項目： 

水溫、生化需氧量(BOD)、電導度、懸浮固體物(SS)、溶氧(DO)、Cl-、PO43-、
Na+、NH4+、等項目。 

(2).空氣品質評估指標目及其目的 

A.以懸浮微粒濃度 PSI副指標評估空氣品質 

由於台灣地區空氣品質不良的多導因於空氣中懸浮微粒濃度過高，因以所計

算出 PSI值多等於懸浮微粒濃度 PSI副指標，因此以空氣中 PM10及 PM2.5質量濃
度的量測以環保署 PSI值對應表求出園區空氣品質。 

B.酸性沈降評估 

以微粒中水溶性離子成分（包含 F-、Cl-、NO2-、NO3-、PO43-、SO42-、Na+、

NH4+、K+、Ca2+、Mg2+等 11個離子物種）分析資料配合、累積雨水量、雨水酸
鹼值、雨水電導度值與雨水中微量離子物種濃度（包含 F-、Cl-、NO2-、NO3-、

PO43-、SO42-、Na+、NH4+、K+、Ca2+、Mg2+等 11個離子物種），評估園區酸性沈
降對於環境造成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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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 

以現階段社會大眾對於國家公園施政期許，仍以維護良好的環境品質為其首

要，能提供環境品質定量描述的環境監測工作，為評估環境保育施政成效相當重

要的工作。由於環境監測工作需長期執行才能凸顯其效益，而隨著監測項目與採

樣頻率的不同，人力與物力的投入相當大的差異。為了增加經費使用效益建議可
依循以下模式執行環境監測計畫： 

1.由國家公園經營團隊與專家學者確認監測目標。 

2.依據營運管理目標及內外部可能導致環境品質惡化的因子，確認所需進行
的環境監測項目。 

3.依據需求迫切性與經費投入效益訂定年度執行計畫，環境監測的連續性相
當重要，先期以『量少質精』的方式進行，在逐年擴充研究範疇。 

4.環境監測執行計畫必須建立『標準操作程序』，以避免未來資料解析上有
系統誤差無法評量的窘境，監測結果數據的展現，應力求通俗與數據化，讓一般
大眾能清楚感受管理團隊對於環境保育的用心與執行成效。 

5.定期檢討執行成效與修正執行重點。 

執行環境監測工作，是一件需要有恆心、毅力的工作，期許大家能以『環境
守護者』的心態，共同為國家公園環境品質維護工作貢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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