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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項目： 

水質分析 

浮游動物 

浮游植物 

附著藻類 

魚類 

底棲生物  

第一次採樣：  

 3/13~14 採樣 (水岸邊) 

 3/17~19, 28~29 採樣 (獨木舟) 

 

第二次採樣：  

 5/6~7 採樣 (所有樣點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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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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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堆 

龍五 

龍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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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棲生物 

水質檢測 + 浮游植物 底棲生物 + 水生昆蟲 

佈置蝦蟹魚籠 (地籠) 

浮游植物 



控舟至樣點 採集浮動 

回收魚籠 採集水樣 

龍七、八 



水質介於普養至優養之間 

大腸桿菌數有偏高的情形 

水質大致介於未(稍)受污染至中度污染之間 

水質分析 



與其他水體比較情形 



浮游生物 

共4門56種 

共3門59種 

共27種 

5月份的多樣性指數與均勻度較3月份低 

5月份的浮游植物、附著藻類與浮游動物 

都出現明顯的優勢種 



(東岸垂釣發現約40隻) 

魚類共6科10種 

5月份各樣點可發現的種類數較3月份多 

主要於草澤區 

捕獲 

主要於開闊水域 

捕獲 
由魚類的物種組成也可看出水質
介於未(稍)受污染至中度污染 

http://life.nthu.edu.tw/~labtcs/


31.6% 68.4% 

外來種 本土種 

本土種及外來種之比例 

三星攀鱸的數量最 

多，佔外來種數量 

的78.3% 

餐條的數量最多， 

佔本土種數量的50% 

雲斑尖塘鱧 

三星攀鱸 

吳郭魚 

餐條 

革條副鱊 

http://life.nthu.edu.tw/~labtcs/


底棲生物共3門16科24種 

日本沼蝦 長額米蝦 

沼螺 



塔蜷 塔蜷 石田螺 

石蚌 



結論 
• 龍鑾潭水體狀況為未受(稍受)污染至中度污染 ，但有優養
化現象，而大腸桿菌偏高(水體標準為1000cfu/100ml)，應
多加注意外來水源對湖水的影響。 

 

• 調查龍鑾潭8個樣點： 

– 浮游藻類56種 

– 附著藻類59種 

– 浮游動物27種 

– 魚類6科10種 

– 底棲生物16科24種 

 

• 浮游藻類及浮游動物數量增加應與季節有關，附著藻類數
量減少，應是底棲生物數量增加所導致。 



結論 

• 魚類外來種入侵的情況嚴重 

 

• 人為的捕撈及私自放生的情況非常嚴重 

 

雲斑尖塘鱧 三星攀鱸  



報告結束~謝謝 



日本沼蝦 日本沼蝦 

雲斑尖塘鱧 



紅鰭鮊 革條副鱊 

(台灣石鮒)  

三星攀鱸  高體鰟鮍 



福壽螺 福壽螺卵塊 

蝦虎的一種 絲蚯蚓 



沼螺 

石田螺 
瘤蜷 

塔蜷 



河川污染等級分類表(RPI) 

  未受、稍受污染 輕度污染 中度污染 嚴重污染 

溶氧量  (DO)mg/1  >6.5 4.6~6.5 2.0~4.5  <2.0 

生化需氧量  (BOD)mg/1  <3.0 3.0~4.9  5.0~15 >15 

懸浮固體量  (SS)mg/1  <2.0 20~49 50~100 >100 

氨氮  (NH3-N)mg/1 <0.5 0.5~0.99  1.0~3.0  >3.0 

點數 1 3 6 10 

積分 <2.0 2.0~3.0  3.1~6.0  >6.0 



卡爾森優養化指標 (CTSI) 計算方法如下︰ 

TSI(1)=60-14.41 × ln(SD)，SD(透明度)之單位為公尺  

TSI(2)=30.6+9.81 × ln(Cha.)，Cha.(葉綠素ａ)之單位為μｇ/L (ppb)  

TSI(3)=4.15+14.42 × ln(TP)，TP(總磷)之單位為μｇ/L (ppb) 

CTSI=[TSI(1)+TSI(2)+TSI(3)]÷3 ，ln 為自然對數 

優養化程度 CTSI值範圍 

貧養 CTSI ＜ 40 

中養 40 ≤ CTSI ≤ 50  

優養 CTSI ＞ 50 



河川附著藻類腐水度指數(SI) 

污染程度 分數 

無污染水質 SI＜0.5 

貧腐水水質 0.5＜SI＜1.5 

β-中腐水水 1.5＜SI＜2.5 

α-中腐水水質 2.5＜SI＜3.5 

強腐水水質 SI＞3.5 



水生昆蟲科級生物指標(FBI)之水質等級表 

水質(Water Quality) Family Biotic Index 

極清潔(excellent) 0.00-3.75 

非常清潔(very good) 3.76-4.25 

清潔(good) 4.26-5.00 

一般(fair) 5.01-5.75 

輕微污染(fairly poor) 5.76-6.50 

污染(poor) 6.51-7.25 

嚴重污染(very poor) 7.26-10.00 



表1. 生物整合指標(IBI)評分等級表 

Table 1 Metrics included in the Index of Biotic Integrity 

 

評估項目(metric) 

評分等級 

5 3 1 

種類豐多度與組成 

1 原生魚類種數 

評值由1-5，隨溪流尺度與地區 

而評估之。 

2 底棲性魚類種數 

3 棲息水層中魚種數 

4 長生命週期魚種數 

5 低容忍魚類的數量 

6 高容忍性魚類的數量 < 5 5-20 > 20 

魚類營養階層 

7 雜食性魚種個體的百分比 < 20 20-45 > 45 

8 食蟲性小魚個體的百分比 > 45 45-20 < 20 

9 食魚性魚種(最高階肉食性魚種)個體的百分比 > 5 5-1 < 1 

樣本中魚類個體的數量與狀態 

10 魚類取樣個體數 依溪流尺度與位置評之。 

11 外來種或雜交種個體的百分比 0 0-1 > 1 

12 生病或畸形個體的百分比 0-2 2-5 > 5 

資料來源：David, 1995, pp.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