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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不跳東湖的三個理由

作者：黃毓仁1   郭榕妏 2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學士班
指導老師：蘇銘千教授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湖水綠波漣漪迴繞，陽光輕撫你的臉頰
慵懶的躺在大草皮上，望著無際的天空
沒錯，那就是東湖！
遠看像是歐洲城堡倒映在湖水上，走近瞧瞧
咦？東湖怎麼污濁，還有股詭譎的氣息

有人說來到東華，「不跳東湖怎麼叫慶祝呢？」
你，確定嗎？

讓我們從水質分析的角度來看看吧！

首先我們必須先了解水質測量中基本項目的代表意義，以

下列出常見的6項基本水質項目並說明其意義。

1.溫度:

包含氣溫與水溫之測量，溫度的變化會受到氣候之影響，又或

是廢污水排放也會影響水溫。其對水質的影響可分為物理、化

學、生物等三方面說明，在物理性質方面，會影響水的密度、

黏度、蒸氣壓、表面張力等性質；在化學性質方面會影響化學

反應速率及氣體溶解度等；在生物方面可能對微生物活性及其

代謝速率產生影響，根據上述可知測量溫度為檢驗及評估水體

品質的一項重要物理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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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溶氧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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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需氧量(COD)

係指水中有機物質在酸性及高溫下，經強氧化劑將其氧化成

CO2、H2O所需的氧量。在本實驗中使用重鉻酸鉀為氧化劑，

並用消耗的重鉻酸鉀量來換算相當之氧量；COD可表示水

中可化學氧化之有機物含量，一般工業廢水或含生物不易分

解物質之廢水，常以化學需氧量表示其污染程度。

4.懸浮固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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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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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酸鹼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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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中性或略鹼性範圍(6.5~9.0)，水體中pH值即

使是細微的變化都會對水體產生長遠的影響，舉例來說，即

使水體中pH值微小的變化，會增加像磷等對植物生長有利物

質對水體之溶解度，經過一連串連鎖反應後，pH值的微小變

動可能會導高含氧的水體轉變成低含氧的水體。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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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之導電度可以用來評估水

體是否遭受污染，舉例來說因為海水及淡水導電度差異非常

巨大，故可使用來判斷海岸地區是否有海水入侵之現象。

採樣說明：

本次調查地點是學校的東湖。校內的地質主要由木瓜溪

沖積扇具透水性的砂礫地構成，在天然環境下很難蓄水，因

此在施工時在東湖湖底鋪上一層防水布用以蓄水，再加上一

層30公分之黏土防止防水布受外力破壞，此是為何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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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東湖的原因。圖一是為東湖全景。本次調查時間為每兩星

期一次，連續調查一個學期，經過數週的多點測試後，決定採

樣位置如圖一點R、S所示，R點位於湖畔餐廳旁，該點為經常性

的餵食魚群，且其為東湖划船活動必經點，可代表持續性人為

干擾及添加污染物；S點位於湖的東側凹陷處，在S點之岸邊可

見船雕像，而S則顯示未受人為干擾，且為趨近靜水的狀態，除

了受氣候溫度的變化，較少其他的干擾。採水步驟如圖二所示，

使用伸縮式水質採樣器採水，並用多功能水質分析儀分析湖水

之pH值、導電度、水溫及溶氧量，量測後送回實驗測量COD及

SS以及紀錄結果，在三個月內共採樣6次。

圖(一).東湖採樣點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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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想知道東湖到底適不適合跳，其實最簡單的是

我們可以先從湖水的顏色來判斷。東湖顏色變化相當多變，

遠看時主要都是淡綠色的，在這裡就可以來想想，為什麼

東湖的水遠看會是綠色的呢? 就水質的資訊來推測，我們

將監測結果整理成圖三，分別為a. S & R樣區溶氧量與化

學需氧量的比較；b. S & R樣區溶氧量與懸浮固體的比較；

c.S & R樣區溶氧量與酸鹼值的比較。首先看到圖三中溶氧

量(DO)，其值大約在8~9mg/L間，是為接近飽和溶氧的

數值，甚至有時會有超飽和溶氧(純水之溶氧在20℃及1大

氣壓時約9.07 mg/L)情況出現，另外從懸浮固體(SS)及化

學需氧量(COD)之數值可看出水中存在有機質，最後再看

到pH值，可發現水體pH值偏高，因此我們重新整理一下

這些資訊，其一，水體裡存在有機質；其二，遠觀時水呈

圖(二) 採樣步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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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a. S & R樣區溶氧量與化學需氧量的比較 採樣日期如註(1)

圖(三) b. S & R樣區溶氧量與懸浮固體的比較 採樣日期如註(1)

綠色；其三，水體pH值偏高。從這幾項中推論東湖中有藻類

存在，因為有藻類存在行光合作用時，會使水體中溶氧增加，

另外因為光合作用會消耗水體中二氧化碳，使得溶入水體中

碳酸量下降，也就使pH值偏高，藻類在水中的量可以從

COD及SS兩項數據中推出。而在比較採樣點R與S的差異時，

目前因樣本數還無法做較具體的統計分析，但也可看出S點

因趨近靜水狀態而豐富的營養鹽使藻類增生，相對在COD 與

SS的變化也較顯著，後續將持續採樣並觀察其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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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為東湖靠近船雕像位置所拍攝的，從圖中可以看到許多

黃色懸浮的物質，其實都是湖中死亡的藻類。藻類在水體中

的存在會影響很多事情，比如為何東湖有時會有不好聞的味

道就是其中之一。

圖(三) c. S & R樣區溶氧量與酸鹼值的比較 採樣日期如註(1)

註(1)：採樣日期依序如下，約相隔兩星期採樣一次

第1次 2014/10/15    第2次 2014/10/31
第3次 2014/11/16    第4次 2014/11/26
第5次 2014/12/12    第6次 2014/12/26
第7次 2015/01/09

圖(四).東湖死亡藻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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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湖的味道來自於東湖底部其中持續進行著許多不同作用，

主要是發酵作用惹的禍。發酵作用指的是湖底的微生物藉由死

亡藻類、飼料、生物排泄物等所產生的蛋白質、碳水化合物分

解為較小的分子(胺基酸、醣類)，持續分解至二氧化碳、甲烷、

硫化氫、氨氣等，其中硫化氫及氨氣皆有特殊異味。

當我們散步在湖畔時，看見混濁的湖水時並聞到臭雞蛋味，

大家就可以理解湖中異味是怎麼形成了，但是還有另外一種作

用也會影響異味的傳播，就是上下層水體的溫差會使水體對流，

讓上下層的水有交換，會使沉積的底泥揚起，也就是翻騰作用

（turn over）使氣體加速從湖底釋出到水體中，而這也就加

重異味了。一般而言，淺水池或是四季變化較不明顯的地方，

翻騰作用並不明顯，但因東湖水質及其中生物量與營養鹽之關

係，我們確實觀察到翻騰作用。

依據以上論述整理出東湖反應作用模式，如圖(五)所示，

我們可以了解東湖的水量，主要會透過地下水以及與雨水的補

充，在湖中會有幾項作用影響水體的顏色及氣味，首先是藻類

會在湖中進行光合作用產生氧氣，並且使湖中的DO 值、pH

值上升，因為湖中藻類的生長也會使湖水的顏色變成淡綠色，

當藻類死亡後會沉降入底泥，在底泥中與魚飼料及生物排泄物

等產生發酵作用，使得硫化氫等有異味氣體生成，使得湖水中

有異味，同時湖中的水會因為氣溫及水溫的改變使底部的湖水

與表層湖水產生對流，將沉積於湖底的泥揚起至水體中，使湖

水裡有機質增加，此在圖三監測資料中得到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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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藉由監測東湖水質推測東湖會隨著氣候影響水

中藻類生長，再藉由底泥中一連串發酵反應，使湖水中蘊含

著臭雞蛋的味道；濁濁的湖水，微微的異味，也意味著湖中

微生物正活躍的工作。下次站在湖邊，或是被朋友推下東湖

時，想想掉入水中將會有豐富的生物陪伴著入水的人，這些

揮之不去的紀念品(異味!?)在洗澡前會一直陪伴著進入湖中的

幸運兒。而根據環保署的公告以及調查的結果，東湖水體是

屬於乙級水體，因此不建議大家沒事進湖遊玩，我們可以在

湖邊好好欣賞四季不同的湖邊風光以及東華的景色吧!

圖(五) 東湖藻類與水質關係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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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棲爬蟲類夜間觀察活動

時間：民國104年04月13日（周一）晚上 7:00 - 9:00

地點：晚上7:00 於環境學院大門口集合

地點：環境學院B158

所需裝備：請自備手電筒，建議穿著長褲雨鞋。

校園鳥類繫放調查活動

時間：民國104年04月14日（周二）至民國104年04月16日（周四）

集合地點：環境學院大樓B333實驗室

請記得準備遮陽、防曬、飲用水的裝備。若遇下大雨則直接取消，再約。

沙氏變色蜥移除

活動時間：民國104年04月15日（周三）07:00-09:00

集合地點：環境學院大樓門口

集合時間：07:00 

服裝要求：請穿著雨鞋或布鞋。

校園環境中心通訊 2015 年 第 2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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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話要說－中心通訊環境議題投稿專欄

每月出刊之中心通訊增闢環境議題投稿專欄，讓您說說與環境

相關的故事或經驗。無論是知識傳閱、環境議題評議、述說所見

所聞，或野望、綠色影展或攝影作品賞析，亦或小品自然書寫、

自然地圖等皆非常歡迎。

稿件刊登交由校園環境中心老師們審議後決定，並將視情況修

改來稿。請勿一稿多投。投稿作品一經刊登，視同授權本中心於

註明姓名、來源狀況下於非營利使用，版權屬校園環境中心所有。

投稿方式：

1. 線上系統投稿。

投稿網址：http://www.cce.ndhu.edu.tw/bin/home.php 通訊

徵稿。

2. 稿件若為文字檔，請以word檔寄送，以便修改。若圖文併陳，

請提供原始圖片檔(格式：.jpg)予本中心。

校園環境中心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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