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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除了分別探討德基水庫和鯉魚潭水庫之水質外，並針對二者出水口的水質進行比

較。結果顯示，在德基水庫上、中、下游一般水質方面，電導度、濁度、酸度、硝酸鹽氮及總

氮均依上、中、下游順序遞減；總有機碳  (TOC) 隨上、中、下游順序稍微增加；至於鹼度、

有機氮、凱氏氮、總磷，則以上游水質污染濃度最高；另外，pH 值、溶氧、氨氮、亞硝酸鹽

氮則差異不大。大體而言，德基水庫一般水質污染情形由高至低依序是上游 → 中游  → 下

游，此一現象乃因水庫就像灌溉系統中的埤，具有天然的自淨作用。至於農藥方面，結果顯示，

在德基水庫上、中、下游各四次的採樣中，美文松和  p,p′-DDT 的檢出次數均為 2 次，2,4-D 為  

12 次，鋅錳乃浦則為 9 次，總計四種農藥的檢出機率達  50% 以上。在鯉魚潭水庫一般水質

方面，水溫、pH值、溶氧、電導度、氨氮、硝酸鹽氮、總磷及懸浮固體物都能符合甲類河川、

自來水或灌溉用水水質標準，然濁度已超過自來水水質標準的最大限值，總氮則超過灌溉用水

水質標準。至於在兩個水庫出水口一般水質的比較方面，則發現除了酸度和總磷以外，均以鯉

魚潭水庫水質污染較嚴重，其中，電導度是德基水庫的 1.6 倍，濁度  4.3 倍，鹼度  1.5 倍、

氨氮  6.0 倍、有機氮 2.3 倍、凱氏氮  2.6 倍、硝酸鹽氮  7.5 倍、亞硝酸鹽氮  14.0 倍及總氮  6.6 

倍。  

（關鍵字：德基水庫、鯉魚潭水庫、一般水質特性、農藥、自淨作用、水質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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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water quality of Der-Ji and Li-Yu-pool reservoir, and to compare 

water quality of outlet in two reservoirs. The data about general water quality of Der-Ji reservoir 

indicated that the concentrations of conductivity, turbidity, acidity, nitrate nitrogen, and total nitrogen 

decreased progressively with up-, middle-, and down-stream in order. Total organic carbon (TOC) 

increased slightly from up- to down-stream.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s contaminated of alkalinity, 

organic nitrogen, total kjeldahl nitrogen, and total phosphorus were obtained in up-stream. Otherwise, 

the values of pH, dis solved oxygen, ammonia nitrogen, and nitrite nitrogen were similar in up-, 

middle-, and down-stream. In general, most water characteristics deteriorate gradually from upper- to 

down-stream in Der-Ji reservoir. This phenomenon shows that reservoirs can provide the natural 

self-purification like ponds in irrigation system. The results of pesticides showed that the appearance 

numbers of mevinphos were two, p,p ′-DDT were two, 2,4-D were twelve, and mancozeb were nine 

from four samplings in up-, middle -, and down-stream of Der-Ji reservoir. The appearance 

percentages of four pesticides were more than 50%. For the general water quality of Li-Yu-Tan 

reservoi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ater temperature, pH, dissolved oxygen, conductivity, ammonia 

nitrogen, nitrate nitrogen, total phosphorus, and suspended solids were all corresponding to the 

standards of grade-A river, tap water, or irrigation water. But turbidity couldn′t meet the needs of tap 

water standards, and total nitrogen also exceeded irrigation water standards. The results about 

comparing water quality of outlet in two reservoirs showed that Li-Yu-Tan was worse than Der-Ji 

besides acidity and total phosphorus. Among others, conductivity means of Li-Yu-Tan were about 1.6 

times that of Der-Ji. The others were turbidity 4.3 times, alkalinity 1.5 times, ammonia nitrogen 6.0 

times, organic nitrogen 2.3 times, total kjeldahl nitrogen 2.6 times, nitrate nitrogen 7.5 times, nitrite 

nitrogen 14.0 times, and total nitrogen 6.6 time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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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來台灣地區水源污染問題日益嚴

重，有多座水庫已呈優養化現象，或有優養

化之趨勢，其中，大甲溪上游的德基水庫和

大安溪支流  景山溪上游的鯉魚潭水庫即

為一例。而水庫污染之來源，主要是集水區

之開發及其他人為活動所引起。台灣地區人

口稠密，又欠缺污水下水道處理系統，農業

生產濫用肥料與農藥，河川上游及沿岸養

牛、豬、鴨等的畜牧廢水，都是嚴重的污染

來源。此外，近年來由於國民旅遊風氣日盛，

假日到野外郊遊、烤肉、戲水等，人潮湧向

溪流、水庫區域，亦加重水源之污染。  

德基水庫和鯉魚潭水庫都是大台中地區

公共用水、工業用水及灌溉用水的主要來

源。其中，德基水庫主要供水區域為石岡以

下的台中盆地、后里台地、大甲及清水平原

一帶  (台，1994；臺，1996)；而鯉魚潭水庫

的供水範圍則包括西湖溪以南，烏溪以北 

(台，1995；經，1999)。  

德基水庫和鯉魚潭水庫集水區內農業活

動頻繁，加上並無事先周全的規劃及完善的

水土保持，往往發生土壤沖蝕流失，造成水

庫淤砂問題。此外，農業活動中大量施用的

肥料、農藥等，更加速水庫水質之惡化，嚴

重影響大台中地區民眾用水的安全  (台，

1991；經，1999)。因此，本研究之目的，除

了分別探討德基水庫和鯉魚潭水庫之水質

外，並針對二者下游出水口的水質進行比較。 

研究方法 

本實驗室曾調查分析台中縣德基水庫及

苗栗縣鯉魚潭水庫之水質，因此，本研究將

以此二水庫為對象，分別進行水質之探討與

比較。其中，德基水庫上、中、下游的採樣

位置分別是在 50斷面、21斷面，以及水庫出

水口附近，採樣時間有四次，包括 85 年 11

月 1日、86年 1月 15日、86年 2月 26日及

86年 4月 9日  (陳，1997)。至於鯉魚潭水庫，

採樣位置僅水庫出水口一點，採樣時間則有

89年 4月 21日、89年 5月 9日、89年 6月

28日、89年 10月 15日及 89年 10月 27日  

(梁，2000)。  

在一般水質 (水溫、pH、溶氧、電導度、

濁度、酸度、鹼度、總有機碳或化學需氧量、

氨氮、有機氮、凱氏氮、硝酸鹽氮、亞硝酸

鹽氮、總氮、總磷及懸浮固體物) 方面，本研

究將以德基水庫及鯉魚潭水庫採樣的平均值

來進行探討。至於農藥 (美文松、p,p′-DDT、

2,4-D及鋅錳乃浦) 方面，則會列出所有檢測

數據，再做討論。  

德基水庫和鯉魚潭水庫的採樣方法，均

參考水質檢驗法通則，盡量取得各點之代表

性水樣。現場測定的水質項目有水溫、pH、

溶氧，及電導度四項，其餘項目則帶回實驗

室進行分析。水溫、pH、溶氧是以  TOA，

Model WQC−20A 攜帶式水質分析計上的感

應電極測定之；電導度則是以 TOA，Model 

CM−11P 攜帶式電導度計檢測；其他一般水

質項目的水樣保存及水質分析方法乃參照 

Standard Methods (APHA，1985)；至於農藥

方面，則參照水質檢測方法  (環， 1995) 及  

Walash (1993) 方法：  

濁度   214A 方法；  

酸度   402 方法；  

鹼度   403 方法；  

總有機碳   505B 方法；  

化學需氧量  508B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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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   417A 及  417B 方法；  

有機氮   420A 及  417B 方法；  

凱氏氮   420A 及  417B 方法；  

硝酸鹽氮   418A 方法；  

亞硝酸鹽氮  419 方法；  

總磷   424C 及  424E 方法；  

懸浮固體物  209C 方法；  

美文松   NIEA W610.50T 方法；  

p,p′-DDT   NIEA W605.50A 方法；  

2,4-D   NIEA W642.50A 方法；  

鋅錳乃浦   Walash (1993) 方法。 

結果與討論 

一、德基水庫水質 

將分為一般水質和農藥來探討，並與過去

之水質資料進行比較。  

(一 ) 上、中、下游一般水質之比較 

表  1 為德基水庫上、中、下游四次採樣

一般水質的平均值，其中：  

1. 水溫：上游採樣位置在 50斷面左右，緯

度較高，相對的，水溫  (13.5 °C) 亦較

中、下游為低。  

2. pH 值：上、中、下游各採樣點的 pH 值

均屬於微鹼性範圍，但都能符合甲類河川

水質標準  (6.5−8.5)。  

3. 溶氧：各採樣點的溶氧值均  ≥ 8.5，遠大

於甲類河川水質標準的最低限值  (6.5 

mg/L)。  

4. 電導度：電導度可作為水中溶解性固體物 

(total dissolved solids，TDS) 多寡的指標 

(Chen，1996)。表  1 顯示，上、中、下

游的電導度均能符合甲類河川水質標準 

(最大限值為  750 µS/cm)，但其數值卻依

上、中、下游順序依次遞減。此一現象，

可能是因山區經常下雨，雨水挾帶大量污

染物進入。 

    水庫上游水域，造成水中溶解性固體物

增多，電導度較大；至於水庫中、下游

電導度較低，則可能是水庫自淨作用的

結果。  

5. 濁度：濁度會妨礙水中光透過的程度，降

低光合作用，減低河川的自淨作用，進而

改變水中生物群聚，並影響食物鏈  (陳，

1991)。表  1 數據指出，水庫上游的濁度

值  (8.5 NTU) 較中、下游高出甚多，此

可能和雨水挾帶大量泥砂及污染物進入 

 

 

 

 

 

表 1 德基水庫一般水質之平均值  
Table 1.Means of general water quality 

for Der-Ji reservoir. 

採樣位置 
水質項目 

 
上游 

 
中游 

 
下游 

水溫 (°C) 13.5 14.9 14.6 

pH 8.03 8.02 7.87 
溶氧 (mg/L) 8.5 9.0 8.8 

電導度 (µS/cm) 294 230 224 
濁度 (NTU) 8.5 2.2 1.5 
酸度 (mg CaCO3/L) 10.4 9.5 8.7 

鹼度 (mg CaCO3/L) 99.1 74.6 75.8 

總有機碳 (mg/L) 0.49 0.50 0.58 

氨氮 (mg N/L) ND ND ND 

有機氮 (mg N/L) 0.41 0.17 0.19 

凱氏氮 (mg N/L) 0.41 0.17 0.19 

硝酸鹽氮 (mg N/L) 1.008 0.874 0.806 

亞硝酸鹽氮 (mg N/L) 0.003 0.006 0.005 

總氮 (mg N/L) 1.42 1.05 1.00 

總磷 (mg/L) 0.015 0.013 0.013 
 註： 
1. ND  小於偵測極限。 
2. 偵測極限  氨氮 0.01 mg 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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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德基水庫總氮中各種形態氮  

所佔百分比 (%) 

Table 2.Percentages (%) for every form of 

nitrogen in total nitrogen for Der-Ji 

reservoir. 
 
採樣點 

氨氮 
(%) 

有機氮 
(%) 

硝酸鹽氮 
(%) 

亞硝酸鹽氮 
(%) 

上游 0 28.87 70.99 0.21 
中游 0 16.19 83.24 0.57 
下游 0 19.00 80.60 0.50 
註：「0」表示該項氮濃度小於偵測極限。 

 

上游水體有關，但因水中懸浮物質在水庫

中逐漸沉降，因此，中、下游濁度值依序

下降。  

6. 酸度：以平均值而言，水庫的酸度值乃依

上、中、下游順序依次遞減。  

7. 鹼度：表  1 數據顯示，水庫上游的鹼度

值  (99.1 mg CaCO3/L) 較中、下游  (分別

是  74.6、75.8 mg CaCO3/L) 高出甚多。  

8. 總有機碳：由表  1 可看出，總有機碳 

(TOC) 濃度乃依水庫上、中、下游的順序

逐漸遞增。  

9. 氨氮：就平均值而言，水庫上、中、下游

的氨氮濃度均  ≤ 0.01 mg N/L，皆能符合

甲類河川水質標準 (0.1 mg N/L)。  

10. 有機氮：表 1 指出，水庫上游的有機氮

污染濃度平均值  (0.41 mg N/L) 高出

中、下游甚多  (依序是  0.17、 0.19 mg 

N/L)。  

11. 凱氏氮：氨氮和有機氮可以合併測其含

量，所得結果稱為凱氏氮 (TKN)。在本

研究中，因水庫上、中、下游之氨氮濃度

均小於偵測極限，故凱氏氮的變化趨勢與

有機氮一致。  

12. 硝酸鹽氮：就平均值而言，硝酸鹽氮污染

濃度乃依水庫上、中、下游順序依次遞

減，但三者都能符合甲類河川水質標準 

(10 mg N/L)。  

13. 亞硝酸鹽氮：水庫上、中、下游的亞硝酸

鹽氮濃度均不高，都  ≤ 0.006 mg N/L。  

14. 總氮：總氮污染濃度乃依水庫上、中、下

游順序依次遞減。另外，由表  2 可知，

在總氮中，三採樣點的氮形態均以硝酸鹽

氮為大宗  (70.99∼83.24%)。而據文獻 

(Hall-berg，1989；Keeney，1986；Power，

1989；Spaling，1990) 指出，「農業」是

人為活動中最重要的硝酸鹽氮來源，由此

可知，本集水區內的農業活動對德基水庫

水質的影響不容忽視。  

15. 總磷：就平均值而論，水庫上游的總磷污

染濃度  (0.015 mg /L) 較中、下游  (皆為 

0.013 mg /L) 為高，且三者皆已超過甲類  

河川水質標準的最大限值 (0.012 mg /L)。 

根據上述分項討論可知，電導度、濁度、

酸度、硝酸鹽氮及總氮均依上、中、下游順

序遞減；總有機碳  (TOC) 隨上、中、下游順

序稍微增加；至於鹼度、有機氮、凱氏氮、

總磷，則以上游水質污染濃度最高；另外，

pH值、溶氧、氨氮、亞硝酸鹽氮則差異不大。 

將表  1 中各項水質進行相對濃度之計

算  (表  3)，亦即在同一水質項目中，水庫上、

中、下游採樣點的濃度值均分別除以最高濃

度值，並計算至小數第二位，因此，在每一

水質項目中的最大值皆為 1.00。計算完每一

比值後，將同一採樣點的各個水質項目之比

值相加，再進行污染高低排序之比較。由表  3 

可知，污染最嚴重的是水庫上游，中、下游

的水質雖然相差不大，但仍以中游的水質較

惡化，亦即水質污染程度由高至低依序是上

游  → 中游  → 下游。此一現象乃因水庫就

像桃園灌溉系統中的埤，具有天然的自淨作

用  (Chen, 2000)。  

(二 ) 與過去一般水質之比較  

將德基水庫上、中、下游四次採樣水質

之平均值  (表  1) 與歷年來水質  (表  4) 進行

比較，發現水庫下游的 pH 值較過去數值為

低，中、上游則相差不大；電導度較過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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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德基水庫一般水質相對濃度之比較  
Table 3. Comparison of relative concentrations 

for general water quality in Der-Ji 
reservoir. 

分析項目 上 游 中 游 下 游 
電 導 度 1.00 0.78 0.76 
濁    度 1.00 0.26 0.18 
酸    度 1.00 0.91 0.84 
鹼    度 1.00 0.75 0.76 
總有機碳 0.84 0.86 1.00 
總    氮 1.00 0.74 0.70 
總    磷 1.00 0.87 0.87 
合    計 6.84 5.17 5.11 
污染高低排序 1 2 3 

 

值為低，中、上游則相差不大；電導度較過

去數值稍高，但變化趨勢則仍隨上、中、下

游順序遞減；濁度的變化情形與歷年來的資

料相同，均隨上、中、下游順序降低，但中、

下游的濁度值較過去為低；總有機碳 (TOC) 

濃度較過去數據低，且隨上、中、下游順序

稍微遞增，與過去數據隨上、中、下游順序

依次遞減的情形完全不同；氨氮均小於偵測

極限  (0.01 mg N/L)，濃度較過去為低；有機

氮仍以上游水質濃度較高，中、下游較低，

但就整體而言，有機氮污染情形較過去為

低；硝酸鹽氮與歷年來的數據相差不大，且

亦隨上、中、下游順序遞減；總磷濃度雖然

較過去數據為低，但仍以上游污染情形較為

嚴重。  

因本研究中德基水庫上、中、下游水質

的採樣斷面、採樣時間、……等條件，與過

去資料不完全吻合，故數據的比較在此僅供

參考。  

(三 ) 上、中、下游農藥之比較  

表 5為德基水庫上、中、下游四次採樣

農藥的濃度與平均值，其中：  

1. 美文松：美文松是有機磷殺蟲劑之一，分

子式為  C7H13O6P，分子量等於  224.15。

具腐蝕性，會刺激皮膚，是一種致癌物，

也是一種會誘導有機體突變及產生畸形因

子的物質  (Khan，1977；Matsumura，1972)。

由表  5 可知，在德基水庫上、中、下游各

四次的採樣中，美文松的檢出次數為  2 

次，一次在上游，另一次在中游。若以平

均值來看，則以中游濃度最高，其次是上

游。  

2. p,p′-DDT：DDT 曾經是最重要的殺蟲劑之

一，分子式為  C14H9Cl5，分子量等於 

354.51。雖然已被禁用一段時間，但因其

化學與生化性質皆非常穩定，且其毒害是

屬於累積性、慢性的，所以仍有調查的必

要性。當  DDT 被攝取時，50~95% 會被

吸收，可能使人產生虛弱、頭暈、嘔吐等

情形，嚴重時，甚至死亡。雖然有些人在

攝入  DDT 時並沒有任何症狀出現，但仍

可 能 損 害 肝 臟  (Brooks ， 1979 ；

Matsumura，1976；Edwards，1976；Khan，

1977)。由表  5 可發現，在德基水庫上、

中、下游各四次的採樣中，p,p′-DDT 的檢

出次數為  2 次，一次在上游，另一次在下

游。若以平均值來看，則以上游濃度最高，

其次是下游。  2,4-D： 2,4-D 為一種殺草

劑，分子式為  C8H6Cl2O3，分子量等於 

221.04。除了具有殺草性質外，尚可作為

植物生長調節劑，增加著果、催熟、防止

落果等作用。一般用量不會傷及野生動物

和魚類，但若攝入高劑量的 2,4-D，會造

成動物體內血漿鈣減少，錳增加，錳：鈣

比例顯著改變，導致死亡。死後，不但血

尿氮素基準增加、腎臟損害、甲狀腺腫脹，

且有血淤積 (Brooks，1979；Matsumura，

1976)。由表  5 可明顯看出，在德基水庫

上、中、下游各四次的採樣中，2,4-D 的

檢出次數為 12 次，亦即每一次採樣均檢

測出水體中含有  2,4-D。若以平均值來

看，則其濃度乃隨上、中、下游順序遞減。 
3. 鋅錳乃浦：鋅錳乃浦為一種殺菌劑，商品

名稱為  mancozeb、mancozebe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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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德基水庫一般水質年平均之範圍與平均值  (76∼83年) 
Table 4. The range and mean for year-means of general water quality in Der-Ji reservoir 

(1987∼1994). 
採樣位置 上  游 中  游 下  游 
水質項目 範  圍 平均值 範  圍 平均值 範  圍 平均值 
pH 7.8∼8.4 8.0 7.9∼8.6 8.1 7.9∼8.9 8.2 

電導度 (µS/cm) 215∼260 230 199∼250 221 195∼229 211 
濁度 (NTU) 6.3∼12.2 8.5 3.2∼5.2 4.0 1.6∼4.7 2.9 

總有機碳 (mg/L) 1.17∼2.99 1.68 0.82∼1.33 1.04 0.73∼1.28 0.96 

氨氮 (mg N/L) 0.08∼0.38 0.26 0.09∼0.28 0.18 0.09∼0.26 0.18 

有機氮 (mg N/L) 0.13∼1.80 0.61 0.06∼0.45 0.29 0.04∼0.60 0.32 

硝酸鹽氮 (mg N/L) 0.53∼1.80 0.97 0.48∼1.63 0.89 0.44∼1.52 0.82 

總磷 (mg/L) 0.059∼0.232 0.103 0.016∼0.071 0.038 0.009∼0.048 0.028 
 註：資料來源  彙整自「陳，1997」。 

 

表 5-1. 德基水庫農藥的濃度、範圍與平均值  
Table 5-1.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and mean of pesticides in Der-Ji reservoir. 

農藥種類 美文松 (µg/L) p,p′-DDT (µg/L) 
次 數   位 置 上 游 中 游 下 游 上 游 中 游 下 游 
第 一 次 0.555 ND ND ND ND ND 
第 二 次 ND ND ND 0.802 ND 0.397 
第 三 次 ND ND ND ND ND ND 
第 四 次 ND 0.822 ND ND ND ND 
平 均 值 0.139 0.206 0 0.201 0 0.099 

表 5-2. 德基水庫農藥的濃度、範圍與平均值  

Table 5-2.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and mean of pesticides in Der-Ji reservoir. 

農藥種類 2,4-D (µg/L) 鋅錳乃浦 (µg/L) 
次 數   位 置 上 游 中 游 下 游 上 游 中 游 下 游 
第 一 次 5.061 2.840 2.073 1.614 2.985 2.195 
第 二 次 1.287 0.754 0.477 0.872 1.614 0.872 
第 三 次 0.947 0.705 0.622 ND ND ND 
第 四 次 0.694 0.942 1.371 1.434 1.055 2.653 
平 均 值 1.997 1.310 1.136 0.980 1.414 1.430 

註： 
1. ND：表示小於方法偵測極限。 
2. 農藥之方法偵測極限：美文松 0.512 µg/L，p,p′-DDT 0.106 µg/L ，2,4-D 0.427 µg/L，鋅錳乃浦 0.750 µg/L。 
3. 檢測值為 ND時，以「0」進行平均計算。 

 

 

 



 
陳鴻烈、林致立、鄧英慧、黃隆明、鄭慧玲：德基水庫和鯉魚潭水庫水質之比較探討 

 224 

manzeb。鋅錳乃浦對人體的毒性不高，最

大 允 許 攝 入 量 為  0.05 mg /kg body 

weight/day。雖然鋅錳乃浦本身的毒性不

高 ， 但 其 主 要 的 代 謝 及 降 解 產 物 

ethylenethiourea (ETU) 則是一種污染物，

被發現除了能致癌、致甲狀腺腫、致畸形

外，還會造成黏液水腫  (myxoedema)，故

鋅錳乃浦殺菌劑的使用仍應非常小心 

(Headley，1996；Walash，1993)。由表  5 可

知，在德基水庫上、中、下游各四次的採

樣中，鋅錳乃浦的檢出次數為  9 次，亦

即，除了第三次採樣以外，其餘每一次採

樣都能檢測出鋅錳乃浦的存在。若以平均

值來看，則其濃度乃隨上、中、下游順序

遞增。  

由上述討論可知，在德基水庫上、中、

下游各四次的採樣中，美文松和 p,p′-DDT 

的檢出次數均為  2 次，2,4-D 為  12 次，鋅

錳乃浦則為 9 次，總計四種農藥的檢出機率

達  50% 以上，顯示德基水庫集水區內的農業

排水極具污染性，應嚴格管制。  

 

二、鯉魚潭水庫水質  

表  6 除了列出鯉魚潭水庫下游出水口

水質的平均值外，亦包括各種水體部分的水

質標準，其中：  

(一 ) 水庫與河川標準比較：  

本研究中的 pH值、溶氧、電導度、

氨氮、硝酸鹽氮、總磷及懸浮固體物等，

都是台灣地區河川水質標準的規範項目

之一。若將表  6 中的鯉魚潭水庫水質與

河川水質標準進行比較，可知鯉魚潭水

庫之上述所有水質項目均能符合甲類河

川水質標準。  

(二 ) 水庫與自來水標準比較：  

本研究中的 pH 值、濁度、氨氮及

硝酸鹽氮等，都是台灣地區自來水水質

標準的規範項目之一。若將表  6 中的鯉

魚潭水庫水質與自來水水質標準進行比

較，可發現 pH值、氨氮及硝酸鹽氮都能

符合自來水水質標準，然濁度已超過自

來水水質標準的最大限值 (4 NTU)。  

(三 ) 水庫與灌溉用水標準比較：  

本研究中的水溫、pH值、溶氧、電

導度、總氮及懸浮固體物等，都是台灣

地區灌溉用水水質標準的規範項目之

一。若將表 6 中的鯉魚潭水庫水質與灌

溉用水水質標準進行比較，可知水溫、

pH值、溶氧、電導度及懸浮固體物都能

符合灌溉用水水質標準，然總氮卻遠超

過灌溉用水水質標準的最大限值。  

(四 ) 水庫水質中氮形態之比較：  

由表  6 可知，鯉魚潭水庫出水口水

質中氨氮、有機氮、硝酸鹽氮及亞硝酸

鹽氮濃度分別佔總氮的  0.91、6.52、91.55 

及  1.06%，顯示硝酸鹽氮為最主要的氮

形態。因「農業」是人為活動中最重要

的硝酸鹽氮來源  (Hallberg， 1989；

Keeney，1986a & 1986b；Power，1989；

Spaling， 1990)，故本集水區內  57.92% 

的果園  (經，1999) 對水庫水質的影響實

不容小覷。 

(五 ) 與歷年水質之比較 

將表  6 中鯉魚潭水庫出水口水質

與歷年來水質  (表  7) 進行比較，發現

pH值較過去數值為高；溶氧和歷年來水

質相差不大；電導度與濁度較過去為

高；化學需氧量 (COD) 和氨氮均較過去

水質為低；硝酸鹽氮與亞硝酸鹽氮較歷

年來數值為高；至於總磷濃度，雖落於

過去年平均水質範圍內，但較平均值為

低。  

在本研究中，鯉魚潭水庫的水樣是採自

出水口附近，與歷年來採樣位置可能不甚相

同，故數據的比較在此僅供參考。  

 

三、德基水庫和鯉魚潭水庫水質之比較  

表  8 是德基水庫和鯉魚潭水庫下游出  



 
水土保持學報  35(2)：239-250 (2003)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35(2): 239-250 (2003) 
 
 
 

 225 

表 6. 鯉魚潭水庫出水口一般水質之平均值及各種水體水質的部分標準 
Table 6. Means of general water quality for outlet of Li-Yu-pool reservoir 

and partial standards of water systems. 
 

水 質 項 目 

 

出 水 口 
甲類河川 

水質標準 

乙類河川 

水質標準 

自 來 水 

水質標準 

灌溉用水 

水質標準 
水溫 (°C) 26.1 − − − 35 
pH 8.40 6.5−8.5 6.0−9.0 6.5−8.5 6.0−9.0 
溶氧 (mg/L) 7.6 ≥ 6.5 ≥ 5.5 − > 2.0 
電導度 (µS/cm) 363 750 750 − 750 
濁度 (NTU) 6.4 − − 4 − 
酸度 (mg CaCO3/L) 1.2 − − − − 
鹼度 (mg CaCO3/L) 116.1 − − − − 
化學需氧量 (mg/L) 5.12 − − − − 
氨氮 (mg N/L) 0.06 0.1 0.3 0.5 − 
有機氮 (mg N/L) 0.43 − − − − 
凱氏氮 (mg N/L) 0.49 − − − − 
硝酸鹽氮 (mg N/L) 6.042 10 − 10.0 − 
亞硝酸鹽氮 (mg N/L) 0.070 − − − − 
總氮 (mg N/L) 6.60 − − − 1.0 

總磷 (mg/L) 0.010 0.02 − − − 
懸浮固體物 (mg/L) 6.64 25 25 − 100 

註：「−」表示該項水質沒有訂立標準。 
 

水口一般水質的平均值，可看出大部分的水

質項目均以鯉魚潭水庫之污染濃度較高。而

從表  9 更可看出，除了酸度和總磷以外，鯉

魚潭水庫出水口的電導度是德基水庫的 1.6 

倍，濁度是 4.3 倍，鹼度  1.5 倍、氨氮  6.0 

倍、有機氮  2.3 倍、凱氏氮  2.6 倍、硝酸鹽

氮  7.5 倍、亞硝酸鹽氮 14.0 倍及總氮  6.6 

倍。  

至於農藥方面，因本實驗室尚無適當時

機來對鯉魚潭水庫進行調查，故在此無法做

這方面的比較。  

結論 

在德基水庫方面，其一般水質污染情形

由高至低依序是上游  → 中游  → 下游，此

一現象乃因水庫就像灌溉系統中的埤，具有

天然的自淨作用。而農藥方面，因檢出機率

達  50% 以上，顯示德基水庫集水區內的農業

排水極具污染性，應嚴格管制。在鯉魚潭水

庫方面，大部分的一般水質項目均能符合甲

類河川、自來水或灌溉用水水質標準，然濁

度已超過自來水水質標準，而總氮則超過灌

溉用水水質標準。至於在兩個水庫的比較方

面，則發現絕大部分的水質項目均以鯉魚潭

水庫污染較為嚴重。因此，不僅德基水庫水

質保護的問題應受到重視，鯉魚潭水庫水質

污染的問題，更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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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鯉魚潭水庫一般水質年平均之範圍與平均值 (83∼85年) 
Table 7.The range and mean for year-means of general water quality in Li-Yu-Tan reservoir 

 (1994∼1996). 
 

水質項目 範圍 平均值 
pH 7.8∼8.2 8.0 

溶氧 (mg/L) 6.7∼9.3 7.7 

電導度 (µS/cm) 323∼339 331 
濁度 (NTU) 4.4∼6.3 5.6 

化學需氧量 (mg/L) 6.8∼8.6 8.0 

氨氮 (mg N/L) 0.17∼0.21 0.19 

硝酸鹽氮 (mg N/L) 3.1∼4.1 3.5 

亞硝酸鹽氮 (mg N/L) 0.03∼0.05 0.04 

總磷 (mg/L) 0.02∼0.04 0.03 

懸浮固體物 (mg/L) 6.4∼12.4 9.3 
註：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利處中區水資源局，1999。  

 
表 8. 德基水庫和鯉魚潭水庫出水口的一般水質  

Table 8.General water quality for outlets of  Der-Ji and Li-Yu-Tan reservoir. 
 

採樣位置 
水質項目 

 
德基水庫 

 
鯉魚潭水庫 

水溫 (°C) 14.6 26.1 
pH 7.87 8.40 
溶氧 (mg/L) 8.8 7.6 

電導度 (µS/cm) 224 363 

濁度 (NTU) 1.5 6.4 
酸度 (mg CaCO3/L) 8.7 1.2 

鹼度 (mg CaCO3/L) 75.8 116.1 

總有機碳 (mg/L) 0.58 − 
化學需氧量 (mg/L) − 5.12 

氨氮 (mg N/L) ND 0.06 

有機氮 (mg N/L) 0.19 0.43 

凱氏氮 (mg N/L) 0.19 0.49 

硝酸鹽氮 (mg N/L) 0.806 6.042 

亞硝酸鹽氮 (mg N/L) 0.005 0.070 

總氮 (mg N/L) 1.00 6.60 

總磷 (mg/L) 0.013 0.010 

懸浮固體物 (mg/L) − 6.64 
註： 
1. ND  小於偵測極限。 
2. 偵測極限  氨氮 0.01 mg 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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