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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InVEST 模式評估水庫集水區農業非點源污染之 

防治效益 

柯佑霖 (1) 黃文政 (2) 

摘  要 

農業非點源污染為影響河流、湖泊、水庫水質之主要因素，根據水庫管理單位調查報告顯

示，阿公店水庫集水區因上游過量的營養鹽輸出，使得水庫庫區受到嚴重的優養化威脅。本研

究使用 InVEST (Integrated 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Tradeoffs)模擬阿公店水庫集

水區土地利用變化之營養鹽留存量及輸出量，在超限利用區農地回收造林、農地主要污染路徑

行覆蓋作物處理及濱水區配置植生緩衝帶等三種情境模擬下，評估阿公店水庫集水區農業非點

源污染之防治效益。污染防治效益依序為：濱水區>農地主要污染路徑>超限利用區。濱水區緩

衝帶配置效益最高，能夠有效降低營養鹽輸出，農地主要污染路徑配置效益次之，主要原因係

針對營養鹽濃度較高之匯流區位，可由模式動態萃取其最佳配置區位；超限利用區因離河道較

遠，致其模擬效益最差。若同時採用三種情境，則營養鹽輸出量可降至原土地利用之 80%，研

究結果可供水庫管理相關單位之用。 

(關鍵詞：阿公店水庫、InVEST model、植生緩衝帶) 

Evaluation of Treatment Efficiency for Agriculture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Reservoir Watershed Using 

InVEST Model 

You-Lin Ke (1)  Wen-Cheng Huang (2) 

Master student(1), Ph.D. Student (2)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402, R.O.C. 

ABSTRACT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NSP) from upland agriculture is the major sour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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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quality impacts to rivers, lakes and reservoirs. A-kung-ten reservoir has been 
suffered from eutrophication phenomena which caused by upland nutrients.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upland agriculture on water quality in the reservoir, the 
InVEST (Integrated 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Tradeoffs) model was 
employed to determine the nutrient retention capacity for current and/or simulation 
status of A-kung-ten reservoir watershed. Strategies of reforestation at the over 
landuse sites, plantation of covering grasses along the main polluted flow paths, and 
placement of vegetated buffer strips at the riparian areas are adopted as scenarios to 
simulate the nutrient retention and export.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llution 
control efficiency for the improvement sites are: the riparian areas, the main polluted 
flow paths, and over landuse in order. Scenario of betterment in the riparian areas 
could achieve the highest efficiency on reducing nutrient export. The main pollution 
paths could achieve the second highest efficiency on nutrient retention due to highly 
nutrient uptake of covering grasses which could be placed dynamically at the right 
places extracted from the simulation. Over landuse reclamation nearby the upstream 
shows the worst efficiency. Once the integrated scenarios are adopted, the nutrient 
export could be decreased up to 80% of the current landus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ould be the reference for related authorities in reservoir watershed management. 

 (Keywords：A-Kung-Ten Reservoir, InVEST model, Vegetated buffer strips) 

前言 

台灣因川短坡陡且季節性之雨量豐枯

分佈不均勻，造成水資源蓄積不易，目前臺

灣本島共有 20 座主要供水水庫(林昭遠等，

2010)，此外，山多平原少之特性，使農業不

得不轉向山坡地發展，一旦水庫集水區的農

業及遊憩活動增加，往往輸出大量營養鹽，

爾後流入水庫庫區造成水庫水質優養化問

題(陳韻如，2003)。 

營養鹽流入水庫後，氮、磷等元素濃度

增加，產生優養化現象，使得藻類大量生長

，起初水體溶氧量增加使得生物量增加，經

過一段時間後大量生物死亡沉澱於水體下

層，微生物進行分解時大量消耗水中溶氧，

造成無氧環境，致使生物集中水體表層生長

阻擋陽光，形成藻華現象，水體下層生物因

缺乏陽光及溶氧無法生長，最終失去自淨能

力(劉淑娟，2010)，若將優養化水體作為民

生用水使用，需提高處理成本，增加消毒水

用量，同時影響使用人的健康安全(洪玉珠，

1998)。 

現今本島主要供水水庫，約有一半以上

具有優養化問題，其中超過半數以上優養化

狀態長達半年(林昭遠等，2010)，以阿公店

水庫的狀況來說，於 2010 年後因水質污染

問題停止供應民生用水使用，僅作為農業灌

溉以及防洪用途(水利署，2015)。但於 2014

年末，台灣南部地區因民生用水缺乏而不得

不調度阿公店水庫水源，面對高度污染水源

必須花費較昂貴之淨水措施，而人民之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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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也受到淨水過程之三鹵甲烷等化學元

素之威脅(黃巧雯，2014)。 

國內研究證實緩衝帶可有效地削減非

點源污染，為有效的最佳管理措施之一(王嘉

君，2010)，土地利用的配置得宜的情況下能

夠 發 揮 植 生 緩 衝 帶 的 效 果 ， 其 組 成

(composition)及配置(configuration)對生態系

統功能有著決定性之影響(蕭戎雯，2013)，

例如森林、草地等土地利用可以保留逕流水

、營養鹽及泥砂，降低污染物的輸出量。緩

衝帶的效果不僅能夠有效控制非點源污染

及泥砂攔阻，也能夠加強景觀保存及生態價

值，改善野生動物棲息地，增進物種歧異度

及娛樂價值等(林昭遠等，2010；BARLING et 

al., 1994)。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阿公店水庫集水區

為樣區，使用 InVEST 中之營養鹽留存模式

，討論土地利用與配置不同所能夠提供保留

營養鹽之效率差異，進一步探討研究樣區管

理方針應著重的部分，供水庫集水區主管單

位作為參考。 

材料與方法 

1. 試區概述 

阿公店水庫集水區位於燕巢鄉、旗山鎮

、田寮鄉與岡山鎮等行政區域內，面積約 31

平方公里(圖 1)，集水區地形地勢由東北向西

南傾斜(圖 2)。 

水庫之計畫蓄水量約為 20.5 百萬立方

公尺，而民國 75 年之測量結果，淤砂量最

高已達百分之七十，水庫蓄水量僅剩餘 5.95

百萬立方公尺(林鎮洋等，2011)。此外，水

庫優養化嚴重，造成溶氧量甚低、藻類與布

袋蓮大量繁殖、水庫淤積嚴重(蘇明賢，2005)

。 

民國 88 年開始進行庫區整治工程，除

進行大規模庫底疏濬外，並興建越域引水，

引旗山溪水以擴大水庫給水量及實施集水

區養豬廢養。完工後之阿公店水庫，淤積及

優養化現象雖可改善，但民國 99 年仍因水

質污染問題停止使用，惟長遠之計，水庫上

游集水區農業非點源污染之防治方可達永

續經營的目的(林昭遠等，2010)。 

 

圖 1 試區地理位置 

Fig. 1 The location of study area 

 

圖 2 試區高程分佈 

Fig. 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levation  



水土保持學報 48 (2): 1733–1748 (2016)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48 (2): 1733–1748(2016) 

1736 

2. 集水區劃分 

集水區內主要支流為濁水溪及旺萊溪，

基於模式限制，進行計算時必須以集水區

為單元進行計算，因此將其兩主要支流各

劃分為濁水溪集水分區(A 集水區)以及旺

萊溪集水分區(B 集水分區)進行分析，面

積分別為 704.4 及 936.48 公頃(圖 3)。 
 

圖 3 集水分區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ub-watersheds 

 

圖 4 研究流程 

Fig. 4 The research flow chart 

3. 研究流程 

為模擬集水區營養鹽留存量，需先蒐

集相關參數之數據，另針對超限利用區、

農地主要污染路徑區位、及濱水區進行緩

衝帶配置，探討不同情境之模擬結果，其

配置前後營養鹽輸出情形及改善效益，研

究流程圖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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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方法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2005)定義生態系統服務是”人類自生態

環境所得之益處”，現今對於自然資本

(natural capital)了解甚少且沒有監控，為了

量化生態系統服務作為決策依據而法展

InVEST 模式。 

InVEST 模式是由「自然資本計畫」

(The Natural Capital Project) 所研發的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應用

軟體，其研究團隊包含史丹佛大學伍茲環

境 研 究 所 (Stanford University's Woods 

Institute for the Environment)、明尼蘇達大

學環境研究所 (University of Minnesota's 

Institute on the Environment)、美國自然保

育協會(The Nature Conservancy)、以及世

界保護野生動物基金會 (World Wildlife 

Fund for Nature)。 

本研究使用當中之出水量模式以及營

養鹽留存模式。模式須輸入之圖資及參數

包含數值高程模型、年雨量、蒸發量、土

壤有效水含量、土地利用、營養鹽輸出係

數、營養鹽留存率、根系深度等。 

 (1)數值高程模型 

使 用 由 內 政 部 地 政 司 所 繪 測 之

DEM(5m x 5m)利用ERDAS軟體進行網格

處理，重新取樣為 10m x 10m 之解析度後，

供地形分析之用。 

(2)年雨量及蒸發量 

年雨量採用 2008 年水文年報測站統

計資料，以符合土地利用資料年份，利用

克利金法進行雨量分布之計算。年蒸散量

則是採用 2008 年氣象年報之測站資料，選

用 A 型蒸發皿之數值，計算時須乘上蒸發

皿係數，本研究採蒸發皿係數為 0.7(楊德

良，2002)，其後進行克立金法計算得出蒸

發散量分布，測站資料如表 1。 

表 1 氣象站坐標 

Table 1 Coordinate of meteorological station  
資料

種類 
測站 
名稱 

TWD97 
X Y 

年 

雨 

量 

 

旗山(4) 196817  2531040  
屏東(5) 195158  2506167  
古亭坑 188907  2532535  
金山 188216  2523578  

阿蓮(2) 180963  2530747  
牛稠埔 185394  2526137  

竹仔腳 183819  2522636  
年 

蒸 

發 

量 

台東 265049 2517054 
水試所東

港生技中

心 
192417 2485004 

高雄農改

場 201288 2512157 

畜產試驗

所 181831 2550741 

大武 239257 2473152 
恆春 222954 2434182 
高雄 178840 2496600 

(3)有效水容量 

有效水容量(available water capacity, 

AWC)則是以 GIS 圖資萃取土壤質地並且

經由查表得田間容水量(Field Capacity, FC)

及永久凋萎點 (permanent wilting point, 

PWP)，將其值相減即得有效水容量如表

2(Saxton et al., 2015)。 

表 2 不同土壤質地類別之水分特性  

Table. 2 Water characteristic valu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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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re classes 
土壤質地 FC(%) PWP(%) AWC(%) 

砂土 10 5 5 
壤質砂土 12 5 7 
砂質壤土 18 8 10 

砂質黏壤土 27 17 10 
壤土 28 14 14 

砂質黏土 36 25 11 
坋質壤土 31 11 20 

坋土 30 6 24 
黏質壤土 36 22 14 

坋質黏壤土 38 22 16 
坋質黏土 41 27 14 

黏土 42 30 12 

(4)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乃根據 2008 年國土繪測中

心所繪製之土地利用圖資分類為六項土地

利用類別，結果如圖 5 及圖 6，兩集水分

區土地利用類別統計如表 3。 

表 3 集水分區土地利用類別統計 

Table. 3 Statistics of landuse in watersheds  
土地利用類別 A 集水分區 B 集水分區 

農地 37.2% 27% 
森林 42.5% 53.7% 
建地 4.8% 9% 
草地 1.4% 0.1% 
荒地 11% 6% 
水體 3.1% 4.2% 
總合 100% 100% 

 

圖 5 A 集水分區土地利用 

Fig. 5 Landuse of sub-watershed A 

 

圖 6 B 集水分區土地利用 

Fig. 6 Landuse of sub-watershed B 

(5)營養鹽參數 

營養鹽輸出係數參考 2006 年曾文、牡

丹、高屏溪及甲仙攔河堰之水質檢驗報告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文教基金會，

2006)；營養鹽留存率則參考蕭戎雯(2013)

於研究中所整理之土地利用營養鹽留存率

(表 4)。 

表 4 各土地利用之營養鹽輸出係數及留

存率 

Table. 4 Export coefficient and retention 
rate for each landuse type 

土地 
利用 
類別 

氮營養鹽 
輸出係數 
(kg/ha*yr) 

氮營養

鹽 
留存率 

(%) 

磷營養鹽 
輸出係數

(kg/ha*yr) 

磷營養

鹽 
留存率 

(%) 
農地 26 5 4 5 
森林 3 80 0.2 80 
建地 8.5 0 5 0 
草原 4 50 1 50 
荒地 4 10 2 10 
水體 4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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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系深度 

森林根系深度採用木本植物根系深度，

木本植物根系深度約為地下 100cm 處(沈

哲緯等，2009)，一般草地之 80%根系約分

佈於地表 30cm 內 (鄭泰山，1989)，農地

以水稻標準，其根系最大深度皆集中於地

下 30cm 處(林柏君等，2012)，因此農地以

及草地之根系深度採用 30cm，而森林根系

深度則採用 100cm。 

5.模式介紹 

(1)出水量模式 

出水量為營養鹽留存模式重要參數之

一，其值大小與土地利用較為相關，出水

量越多，除代表此地區降雨量較多外，亦

可指水源涵養能力越差。出水量模式乃基

於 Budyko 曲線以及年降雨量進行計算，

Budyko 曲線是利用潛勢蒸發散量與降雨

量之比值推估實際蒸發散量與降雨量之比

值(Zhang et al., 2004)，當中忽略地表水與

地下水之間的交互作用及降雨延時，模式

計算方式如下： 

𝑌𝑌𝑥𝑥 = �1 −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𝑥𝑥
𝑃𝑃𝑥𝑥

� × 𝑃𝑃𝑥𝑥 

𝑌𝑌𝑥𝑥:網格 x 之年出水量；AETx:網格 x 之年

實際蒸發散量(mm)；Px:網格 x 之年降雨量

(mm)。 

其中實際蒸發散量除以降雨量的比值

之計算如下式：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𝑥𝑥
𝑃𝑃𝑥𝑥

= 1 +
𝑃𝑃𝐴𝐴𝐴𝐴𝑥𝑥
𝑃𝑃𝑥𝑥

− �1 + �
𝑃𝑃𝐴𝐴𝐴𝐴𝑥𝑥
𝑃𝑃𝑥𝑥

�
𝜔𝜔𝑥𝑥
�

1
𝜔𝜔𝑥𝑥

 

𝑃𝑃𝐴𝐴𝐴𝐴𝑥𝑥𝑥𝑥 = 𝐾𝐾𝑐𝑐 ∗ 𝐴𝐴𝐴𝐴𝑜𝑜𝑥𝑥 

𝑃𝑃𝐴𝐴𝐴𝐴𝑥𝑥: 網格 x之年潛勢蒸發散量(mm)；

Kc:作物蒸發散係數；ETox:網格 x 之參考

蒸發散量(mm)； ωx:為土壤氣候特性參數。 

𝜔𝜔𝑥𝑥 = Z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𝑥𝑥
𝑃𝑃𝑥𝑥

+1.25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𝑥𝑥:土壤有效水容量(mm)；Z:季節因子，

代表季節性降雨分布與降雨深度，本研究

取預設值 5(Yang et al., 2008; Donohue et 

al., 2012)。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𝑥𝑥 = FC − WP 

FC: 田間容水量；WP: 作物永久凋萎點。 

(2)營養鹽留存模式 

營養鹽留存模式乃用於計算每個網格

營養鹽之留存及輸出量，模式中加入水文

敏感分數用以反映不同土地利用之現況，

如下式所示: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𝑥𝑥 = 𝐻𝐻𝐻𝐻𝐻𝐻𝑥𝑥 × 𝑝𝑝𝑝𝑝𝑝𝑝𝑥𝑥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𝑥𝑥 =網格 x 的營養鹽負荷量校正值

(Adjusted Loading Value) 
𝐻𝐻𝐻𝐻𝐻𝐻𝑥𝑥=網格 x 的水文敏感分數(Hydrologic 

Sensitivity Score) 
𝑝𝑝𝑝𝑝𝑝𝑝𝑥𝑥=網格 x 的營養鹽輸出係數 

𝐻𝐻𝐻𝐻𝐻𝐻𝑥𝑥 =
𝜆𝜆 𝑥𝑥
𝜆𝜆 𝑤𝑤����

 

𝜆𝜆 𝑥𝑥 = log��𝑌𝑌𝑢𝑢
𝑈𝑈

� 

𝜆𝜆 𝑥𝑥=網格 x 的逕流係數 

𝜆𝜆 𝑤𝑤
����=集水區平均逕流係數 

∑ 𝑌𝑌𝑢𝑢𝑈𝑈 =河川流線上高於網格 x 的總出水

量總和(包含網格 x 自身的出水量) 

經計算出每個網格之負荷量後，依據

其營養鹽留存及輸出比率，可再計算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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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格之營養鹽留存量及輸出量，其計算過 程如表 5。 

表 5 氮磷營養鹽留存之演算(Sharp et al., 2015) 

Table. 5 Algorithm of nutrient retention  
網格編號 營養鹽留存比率 ALV 營養鹽留存量 網格之營養鹽輸出量(Gi=1-Ei) 
1 E1 ALV1 0 ALV1 
2 E2 ALV2 ALV1xE2 ALV1xG2+ALV2 
3 E3 ALV3 (ALV1xG2+ALV2)xE3 (ALV1xG2+ALV2)xG3+AlV3 

4 E4 ALV4 
ALV1xG2xG3xE4+ 

ALV2xG3xE4+ 
ALV3xE4 

ALV1xG2xG3xG4+ 
ALV2xG3xG4+ 

ALV3xG4+ 
ALV4 

註：Ei:營養鹽留存比率；Gi:營養鹽輸出比率。 

(3)情境模擬 

農業非點源污染的控制難度大、成本

高、管理不易，基本上降低非點源污染的

方式主要為(a)降低網格單位所輸出的營

養鹽總量(b)在逕流過程中攔截營養鹽，使

得流進河道的營養鹽總量降低(陳利頂，

2006)。而控制農業非點源污染的方式，許

多研究利用最佳管理措施(BMPs)進行集

水區治理(陳貞樺等，2007；林昭遠等，

2006)，除了濱水區緩衝帶配置之外，其他

研究大多著墨於陡峭區位及裸地區位之農

地回收，較少談論到營養鹽匯流之過程，

為此本研究加入景觀生態學上之源、匯概

念做為情境設計原則(Pionke et al., 2000；

Fu et al., 2012)。 

本研究利用 BMPs 及源、匯概念進行

情境模擬，主要分為三種情境討論，其項

目如下: 

1. 超限利用區：針對超限利用區，進行農

地回收，並假設此區變更為森林，而超限

利用區之篩選則採用地籍圖中查定結果為

宜林地，土地利用為農地者。 

2. 濱水區：濱水區是營養鹽進入河流前最

後一道防線，針對進入河流前的濱水區進

行緩衝帶配置，選取河道兩側一單位之網

格寬度(10m)，篩選出非森林進行緩衝帶配

置。 

3. 農地主要污染路徑：除超限利用區及濱

水區外，營養鹽傳輸所經過之路徑亦為重

要之控制區位，為此配合逕流流向，找出

高營養鹽輸出之點位，以 BMPs 概念配置

覆蓋作物。利用 InVEST營養鹽留存模式，

計算網格營養鹽入流量，選取高入流量之

區域進行配置，以期可攔截大量營養鹽。

篩選各集水分區網格營養鹽入流量數值前

3%之網格，篩選出之區位改為草地進行模

擬，僅計算非森林網格。 

(4)情境效益分析 

利用 InVEST 模擬現況及情境之輸出

量、留存量變化，探討不同情境下模擬效

益。以輸出量及留存量之模擬效益及單位

面積情模擬益作為效益評估之依據，因此

情境模擬後，營養鹽留存量應增加；輸出

量應減少，因此留存量為正值，輸出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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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值屬正面效益；反之，則為負面效益。

其公式如下： 

𝑅𝑅𝑐𝑐(%) =
𝑤𝑤2 − 𝑤𝑤1
𝑤𝑤1

 

𝑈𝑈𝑅𝑅𝑐𝑐(%) =
𝑅𝑅𝑐𝑐(%)
𝐴𝐴𝑏𝑏(ha)

 

式中: 

𝑤𝑤1:模擬原土地利用情形之集水區總氮、總

磷之留存量、輸出量之情況。 

𝑤𝑤2:模擬情境配置後之集水區總氮、總磷之

留存量、輸出量之情況。 

𝑅𝑅𝑐𝑐:模擬效益，情境配置前後總氮、總磷之

留存量、輸出量變化情形。 

𝑈𝑈𝑅𝑅𝑐𝑐:單位面積模擬效益 

𝐴𝐴𝑏𝑏:情境改變面積 

結果與討論 

1. 集水分區現況模擬 

比較輸出及留存量之模擬結果(表 6)，

A 集水分區的輸出量皆較 B 集水分區大，

而A集水分區的留存量皆較B集水分區小，

可見 A 集水分區的營養鹽對河川影響較 B

集水分區嚴重，以單位面積而言，A 集水

分區之數值皆較 B 集水分區數值高，尤以

輸出量有明顯的差異，其原因為 A 集水分

區之農地利用面積比例較B集水分區高出

10%。

表 6 集水分區現況模擬 

Table. 6 Simulation results of sub-watersheds 
模擬

項目 
A 集

水分

區

(kg/yr) 

單位面積

總量 
(kg/ha-yr) 

B 集

水分

區

(kg/yr) 

單位面積

總量

(kg/ha-yr) 

P_ret 1043.5 1.48 1326.7 1.42 
P_exp 445.9 0.63  428.49 0.46 
N_ret 6039.2 8.57 7413.2 7.92 
N_exp 2444.4 3.47 1928.9 2.06 

註：ret 為該集水分區土地利用所留存之營養鹽量，exp 為營養鹽輸出量。P 為磷營養鹽，N 為氮營養鹽。

 

2. 超限利用區位農地回收造林 

本研究採取之超限利用區篩選結果如

圖 7、圖 8 及表 7，A 集水分區主要有兩條

支流，其中南方支流超限利用較為嚴重，

且較集中於源頭區位。B 集水分區超限利

用主要集中於集水分區中部以及南部，相

較於 A 集水分區分布較為零散，其超限利

用區與森林交錯。 

由模擬結果發現(表 8 及表 9)模擬效

益皆為負值，其原因乃農地面積減少，使

輸出量降低，留存量雖因配置森林增加，

但因輸出量下降，留存量便隨之減少。另

一方面，超限利用區大多位於集水區上游，

因此對河道營養鹽輸出之貢獻量較少，故

單位面積配置效益變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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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超限利用區面積統計 

Table. 7 Statistics of over landuse in 
sub-watershed 

集水分區 超限利用 
面積(ha) 

面積比率

(%) 
A 集水分區 16.64 2.4 
B 集水分區 35.76 3.8 

 

圖 7 A 集水分區超限利用區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over landuse in 
sub-watershed A 

 

圖 8 B 集水分區超限利用區 

Fig. 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over landuse in 
sub-watershed B 

 

 

 

表 8 A 集水分區超限利用區改正效益 

Table. 8 Treatment efficiency for over 
landuse in sub-watershed A 

模擬 
項目 

數值

(kg/yr) 
配置效

益 
單位面積

配置效益 
p_ret 1020.5 -2.20% -0.13% 
p_exp 403.8 -9.44% -0.57% 
n_ret 5869.2 -2.81% -0.17% 
n_exp 2219.9 -9.18% -0.55% 

表 9 B 集水分區超限利用區改正效益 

Table. 9 Treatment efficiency for over 
landuse in sub-watershed B 

模擬 
項目 

數值

(kg/yr) 
配置效益 單位面積

配置效益 
p_ret 1256.7 -5.28% -0.15% 
p_exp 355.7 -16.99% -0.48% 
n_ret 6949.1 -6.26% -0.18% 
n_exp 1528.2 -20.77% -0.58% 

 

3. 濱水區緩衝帶配置 

A、B 兩集水分區之濱水區緩衝帶配

置面積分別佔集水分區面積之 2.9%及

2.5%(圖 9、圖 10 及表 10)，比較兩集水分

區的配置效益發現(表 11、表 12)，輸出量

及留存量之單位面積改善效益皆差異不大，

流入兩集水分區濱水區之營養鹽情況雷同，

配置面積比率相近。 

表 10 濱水區緩衝帶配置區統計 

Table. 10 Statistics of riparian VBSs in 
sub-watersheds 

集水分區 緩衝帶配

置面積(ha) 
面積比率

(%) 
A 集水分區 20.41 2.9% 
B 集水分區 23.69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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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A 集水分區濱水區 

Fig. 9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iparian VBSs 
in sub-watershed A 

 

圖 10 B 集水分區濱水區 

Fig. 10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iparian VBSs 
in sub-watershed B 

表 11 A 集水分區濱水區緩衝帶配置效益 

Table. 11 Placement efficiency of riparian 
VBSs in sub-watershed A 

模擬 
項目 

數值

(kg/yr) 
配置效益 單位面積

配置效益 
p_ret 1250.37 19.28% 0.97% 
p_exp 176.9 -60.33% -2.96% 
n_ret 7181.49 18.91% 0.93% 
n_exp 1013.71 -58.53% -2.87% 

 

 

表 12 B 集水分區濱水區緩衝帶配置效益 

Table. 12 Placement efficiency of riparian 
VBSs in sub-watershed B 

模擬 
項目 

數值

(kg/yr) 
配置效益 單位面積

配置效益 
p_ret 1538.56 15.97% 0.67% 
p_exp 143.24 -66.57% -2.81% 
n_ret 8371.62 12.93% 0.55% 
n_exp 713.99 -62.98% -2.66% 

4. 農地主要污染路徑區位 

A、B 兩集水分區之農地主要污染路

徑區位分別佔集水分區面積之 1.9%及

2.8%(圖 11、圖 12 及表 13)，其篩選標準

為營養鹽入流量總面積前 3%之網格，並

僅採用非森林區，A 集水分區配置面積比

例較 B 集水分區低。 

由模擬效益結果可發現(表 14、表 15)，

A 集水分區之模擬效益皆明顯大於 B 集水

分區，其原因在於 B 集水分區之農地區位

則較 A 集水分區分散，且與森林交錯，改

善前B集水區營養鹽留存能力已經相對較

佳，故緩衝帶配置後之效益相對於農地集

中之 A 集水分區較不明顯。 

表 13 農地主要污染路徑區位面積 

Table. 13 Statistics of main polluted flow 
paths in sub-watersheds 

集水分區 農地主要污染

路徑面積(ha) 
面積比率

(%) 
A 集水分區 13.56 1.9 
B 集水分區 26.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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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A集水分區農地主要污染路徑區位 

Fig. 1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in polluted 
flow paths in sub-watershed A 

 

圖 12 B 集水分區農地主要污染路徑區位 

Fig. 1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in polluted 
flow paths in sub-watershed B 

表 14 A 集水分區農地主要污染路徑區位

覆蓋作物栽植效益 

Table. 14 Covering efficiency of main 
polluted flow paths in sub-watershed A 
模擬 
項目 

數值

(kg/yr) 
配置效益 單位面積

配置效益 
p_ret 1157.52 10.93% 0.81% 
p_exp 275.48 -38.22% -2.82% 
n_ret 6600.35 9.29% 0.69% 
n_exp 1478.65 -39.51% -2.91% 

 

表 15 B 集水分區農地主要污染路徑區位

覆蓋作物栽植效益 

Table. 15 Covering efficiency of main 
polluted flow paths in sub-watershed B 
模擬 
項目 

數值

(kg/yr) 
配置效益 單位面積

配置效益 
p_ret 1412.39 6.46% 0.24% 
p_exp 240.39 -43.90% -1.65% 
n_ret 7631.53 2.95% 0.11% 
n_exp 994.29 -48.45% -1.82% 

5. 情境配置綜合分析 

將本研究三種情境綜合配置之結果顯

示(表 16、表 17)，A、B 集水分區輸出量

分別下降約 77%及 83%，而留存量卻上升

較少，雖緩衝帶配置可增加留存量，但輸

出量下降時，留存量亦隨之降低，因此留

存量配置效益較不明顯。 

表 16 A 集水分區綜合情境模擬效益 

Table. 16 Efficiency of integrated scenarios 
in sub-watershed A 

模擬 
項目 

數值

(kg/yr) 
配置效

益 
p_ret 1196.59 14.67% 
p_exp 95.52 -78.58% 
n_ret 6882.45 13.96% 
n_exp 557.4 -77.20% 

表 17 B 集水分區綜合情境模擬效益 

Table. 17 Efficiency of integrated scenarios 
in sub-watershed B 

模擬 
項目 

數值

(kg/yr) 
配置效益 

p_ret 1366.42 0.73% 
p_exp 62.96 -85.31% 
n_ret 7301.43 -1.51% 
n_exp 315.74 -83.63% 

經比較三種情境模擬效益發現，超限

利用區大多位於距離水系較遠之位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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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其對河道所輸出之營養鹽貢獻量低，經

由水文敏感分數校正之後，其營養鹽輸出

量與留存量配置效益較其他兩個情境低。 

進入濱水區之營養鹽量是最多的，因

此對營養鹽留存量的貢獻最大，但濱水區

設置緩衝帶之面積較大，而統一配置緩衝

帶寬度難以界定高營養鹽傳輸之網格，營

養鹽入流量不同程度的地區採用同寬度緩

衝帶並不符合效益，高營養鹽入流量地區

需較寬之緩衝帶，而營養鹽入流量較低之

區域僅需配置較窄之緩衝帶或者非必要配

置緩衝帶。 

農地主要污染路徑模擬效益介於超限

利用區與濱水區之間，於 A 集水區之模擬

效益高於 B 集水區，並且接近濱水區緩衝

帶配置，對於農地集中之地區有較高效益，

於A集水區中其單位面積效益與濱水區緩

衝帶配置相近，此區位之營養鹽入流量較

高，針對高營養鹽入流量地區進行緩衝帶

配置，可以有效提高營養鹽留存量，降低

營養鹽輸出量。 

綜合上述三種情境之結果，超限利用

區情境效益較差，並非超限利用影響不大，

以源匯概念解釋，超限利用回收造林是根

本做法，其情境主要功能在於減少營養鹽

輸出，且於超限利用區進行回收造林能夠

增加水源涵養，進而降低逕流量使得較少

營養鹽沖刷至下游。濱水區緩衝帶配置能

夠最有效的攔截營養鹽，但其面積較大，

無法反應上游集水區情形，難以對於高輸

出營養鹽區域進行針對性的治理，但是於

河道周圍配置的減少輸出量的效果最佳。

農地主要污染路徑單位面積配置效益於 A

集水分區中有較佳的表現，其主因為農地

集中，營養鹽流量較高，對於農地集中之

集水區較佳的表現。 

結論 

水庫集水區宜針對源頭區、濱水區及

逕流等處進行營養鹽管理，本研究結果顯

示，農地主要污染路徑之模擬效益與濱水

區配置效益相當，針對營養鹽輸出量高之

區域進行緩衝帶配置，其寬度可動態配置；

濱水區緩衝帶配置效益，採用河道兩側單

一寬度，僅部分區域為高營養鹽輸出量，

使其配置效益有限；超限利用區則最差，

因其位於離河道較遠之處，對水體之營養

鹽貢獻較小。雖超限利用區配置效益最差，

但此區為集水區營養鹽輸出之來源，因此

亦不可忽視，在容許之有限人力、物力下，

尚可針對超限利用區進行農地回收，其對

水庫水質亦有莫大之幫助。 

本研究所採用之數據為鄰近阿公店水

庫之研究數據，因尚無實際污染資料可供

驗證，僅以土地利用情境進行模擬，其主

要目的在於利用該模式找出一適合之治理

方針，作為最佳管理措施方針之參考，未

來希望能夠與實際量測數據進行驗證，以

提升對於生態系統服務之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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