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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緒論 

濕地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態系統及天然資源之一，它擁有相當高的生產量，可提供鳥類、

魚類及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增進生物多樣性，並具有蓄水、調洪、補注地下水、穩定海岸線、

水質淨化、氣候調節等功能，也提供景觀、休憩及教育的社會性價值(Mitsch and Gosselink, 

2007)。另外，由於濕地具有高的植物生產量、高的水位、厭氧的底部環境及低的有機物分解

速率，導致濕地能從大氣中吸收二氧化碳(CO2)，轉換為有機碳捕集於濕地土壤、底泥或植物

碎屑中。濕地能將大氣中 CO2 封鎖或捕集於濕地的程序，即稱為碳匯 (Carbon 

Sequestration)(Mitra et al., 2005; Mitsch and Gosselink, 2007)。因長期的碳匯能力，使得濕

地是所有的陸域生態系統中平均碳密度最高者，並儲存豐富的碳庫(Mitra et al., 2005)。不過，

濕地因為長期淹水形成底部厭氧環境，不可避免地成為溫室氣體甲烷(CH4)及氧化亞氮(N2O)

的產生源(Mitsch and Gosselink, 2007)。 

本計畫旨乃根據國內外文獻所認可的科學性濕地碳匯調查方法及既有資料（經驗式及係

數值），依據內政部營建署於2007年評選公告75處國家重要濕地（2011年公告為82處(92

個)），選定臺灣特有的濕地類型進行初步的實地監測作業，並提出各類型濕地碳匯功能調查

分析的標準作業流程及未來執行臺灣濕地碳匯調查的計畫架構，最終目標以期能估算出臺灣

各別類型濕地或整體濕地每年的碳排放量或碳儲存量，進而提供各界作為濕地保育及政府估

算土地利用的碳排放量及碳移除量時的依據與參考。 

 

二、濕地碳匯功能實地監測作業 

本計畫進行濕地碳匯功能實地監測作業，主要採用「密閉式靜置氣罩法(closed static 

chamber)」進行現場氣體採樣，並將氣體樣本帶回實驗室分析。此法為國內與國際間最常使

用於森林、稻田、濕地、河口等生態系溫室氣體通量調查的方法，其優點為：成本低廉、可

攜帶於不同地點調查、操作有彈性、並可同時監測多種微量氣體(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

通量；可是缺點為耗費人力與時間，不具時效性。 

建議未來可在現有採氣罩設備上加裝紅外線二氧化碳分析儀，監控二氧化碳氣體變化，

更新為「密閉式動態氣罩法(closed dynamic chamber)」，雖然增加設備費用，但是會提高二

氧化碳交換通量的監測效率，可迅速得到二氧化碳氣體通量的結果。甲烷及氧化亞氮的即時

監測儀器目前價格仍然昂貴，則建議仍以密閉式靜置氣罩法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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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濕地碳匯功能實地監測成果 

依據現地濕地（七股鹽田濕地、淡水埤塘虎頭埤、嘉南藥理科技大學人工濕地）之監測

成果，包括大氣環境、水文、水質、底泥及潮間帶、植物體、氣體釋放通量調查、生產量固

定通量等，監測成果彙整如表3.4-1。但本監測成果並未考慮到包括氣候之穩定、海岸線侵蝕、

颱風來襲、海嘯侵襲、水質、埤塘農田供水、生物生態多樣性、動物之呼吸交換通量、漁獲

收成及作物收割等等重要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因素。 

碳吸存通量七股潟湖為 -42 (g C m-2 year-1)；紅樹林為 504~727 (g C m-2 year-1) ；潮

間帶為 28~71 (g C m-2 year-1)；魚塭(傳統養殖) 為 -23 (g C m-2 year-1) ；魚塭(生態養殖) 為 

2 (g C m-2 year-1) ；淡水埤塘-虎頭埤 為 -94 (g C m-2 year-1) ；嘉藥人工濕地SSF為 1,644 (g 

C m-2 year-1) ；嘉藥人工濕地FWS為 189 (g C m-2 year-1) 。 

 

四、建立濕地環境碳匯功能調查分析之標準作業程序 

標準作業程序手冊，共分六章撰寫，概要內容如下： 

第一章：闡述了濕地與氣候變遷的關係。 

第二章：提出了適用於各類型濕地碳庫及碳匯能力估算的通用方法。 

第三章：針對海岸濕地的各種類型，包括：紅樹林、潮間帶泥灘地、鹹水草澤、河(溪)口水

域、潟湖、魚塭等，提出估算不同類型濕地的碳匯通量因子、碳庫、有機碳長期累

積速率的特殊方程式及估算步驟與案例。 

第四章：針對內陸濕地的各種類型，包括淡水草澤、埤塘、湖泊或水庫、河川流域濕地、林

木濕地、泥炭濕地等，提出估算不同類型濕地的碳匯通量因子、碳庫、有機碳長期

累積速率的特殊方程式及估算步驟與案例。  

第五章：針對人工濕地的各種類型，包括：表面流人工濕地、表面下流動人工濕地、生態池

等，提出估算不同類型濕地的碳匯通量因子、碳庫、有機碳長期累積速率的特殊方

程式及估算步驟與案例。 

第六章：本章提出如何擬定濕地碳庫與碳匯能力調查的計畫與步驟、採樣方法、濕地面積估

算方法、碳通量調查及測量法、碳庫調查及測量法、品質要求等，以提供第三層級

方法的參考。 

 

五、本計畫擬訂未來10年國家重要濕地工作架構，主要在完成建立估算我國濕地碳庫及碳匯能力

的國家特殊數據，以及落實濕地碳匯經營管理為目標進行規劃，包含：(1) 全國性濕地碳匯功

能調查先期工作；(2)國家重要濕地面積變動基線調查；(3)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及碳庫野外調

查，預估經費為新台幣1.18億元。本工作架構執行後，將對於臺灣地區濕地的碳匯量與碳庫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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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一完整的瞭解，包含從過去數年到最新近的全台碳匯變化量掌握、未來在世界碳議題上的

發言，以及濕地碳匯相關研究數據與經驗的建立，都有其實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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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 Foreword 
Wetl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systems and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world, offers habitats for birds, fishes and wild animals and performs various 
functions including water storage, flood mitigation, underground water recharge, 
coastline stabilization, water purification, climatic modulation as well as 
recreation and education (Mitsch and Gosselink, 2007). In addition, wetland, due 
to its botanical productivity, high water levels, anaerobic underground 
environment and slow decomposition of organic matters, is able to absorb 
carbon dioxide (CO2) from the air and convert it into organic carbon which is 
captured in soil, mud or scrap plants, a process termed carbon sequestration 
(Mitra et al., 2005; Mitsch and Gosselink, 2007). Because of its long-term 
capability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wetland has the highest average carbon 
density among terrestrial ecosystems (Mitra et al., 2005). However, the 
anaerobic underground environment of wetland caused by long-time water 
logging unavoidably becomes an emitting source of greenhouse gases methane 
and nitrous oxide (Mitsch and Gosselink, 2007). 
 
Based on scientific survey methods of wetl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described 
in domestic and overseas literature as well as existing data (empirical formulas 
and coefficients), this project selects three typical ones from 75 wetland areas 
announced by the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under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in 2007 (82 areas announced in 2011) to undertake field monitoring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for each type of wetland. This project proposes a standard 
process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surveys and analysis for each type of wetland 
and a framework of planning for such surveys in the future, aiming to estimate 
annual carbon emission or stock for each type of wetland or all wetland areas as 
a whole in Taiwan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wetland conservation and 
government land-use planning.  
 
2. Field monitoring of wetl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This project mainly uses Closed Static Chamber method to sample gas for 
analysis in laboratories. This method, commonly used to measure green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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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es in ecosystems of forests, paddy fields, wetland areas and estuaries in 
Taiwan and overseas, has the advantages of low cost, portability, operating 
flexibility and simultaneous monitoring of many gases (carbon dioxide, methane 
and nitrous oxide) and disadvantages of taking much labor and time. 
It is recommended to adopt Closed Dynamic Chamber method, that is, existing 
gas-collecting echamber plus an infrared carbon dioxide instrument to monitor 
variation in the gas. While cost is higher, this method can more efficiently 
monitor carbon sequestration. As instruments to instantly monitor methane and 
nitrous oxide are expensive, Closed Static Chamber is recommended for use to 
monitor the two gases.  
 
3. Results of field monitoring  
The results of monitoring in three wetland areas, including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hydrological conditions, water quality, bed mud, zones between 
ebb and flow tides, plants, gas emission, are summarized in Table 3.4-1. The 
consideration on which the monitoring is based does not include influence of 
climatic stability, erosion of coastlines, outbreaks of typhoons or tsunami, water 
quality, irrigation water supply, bio-ecosystems, carbon exchange via animals’ 
respiration, fishing, farming, etc.  
Measured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the following wetland areas: -42 (g C 
m-2year-1) in Chigu Lagoon; 504-727 (g C m-2year-1) in Red Mangrove; 28-71 
(g C m-2year-1) in zones between ebb and flow tides; -23 (g C m-2year-1) in 
conventional fish culture ponds; 2 (g C m-2year-1) in ecological fish culture 
ponds; -94 (g C m-2year-1) in Danhsui and Futou Lakes; SSF of 1,644 (g C 
m-2year-1) and FWS of 189 (g C m-2year-1) in constructed wetland, Chia 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 Science.  
 
4. Standard procedures of wetl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surveys and 
analysis  
The standard procedures are in a handbook consisting of six chapters: 
Chapter 1: Descrip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wetland and changes in climate  
Chapter 2: General methods of estimating carbon stock and sequestration for 

each type of wetland  
Chapter 3: Formulas and procedures of estimating carbon sequestration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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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stock and accumulation of organic carbon for each type of 
coastal wetland including mangrove, muddy areas between ebb and 
flow tides, saline swamps, estuaries, lagoons and fish ponds as well 
as cases of estimation  

Chapter 4: Formulas and procedures of estimating carbon sequestration factors, 
carbon stock and accumulation of organic carbon for each type of 
terrestrial wetland including fresh swamps, ponds, lakes, reservoirs, 
river wetland, timber wetland and coal muddy wetland as well as 
cases of estimation 

Chapter 5: Formulas and procedures of estimating carbon sequestration factors, 
carbon stock and accumulation of organic carbon for each type of 
constructed wetland including surface-running wetland, 
underground-running wetland and ecological ponds as well as cases 
of estimation  

Chapter 6: Planning and procedures for wetland carbon stock and sequestration 
surveys, sampling methods, methods of estimating the area of 
wetland, survey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of carbon stock and 
sequestration, requirements for quality of surveys and measurement  

 
5.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national database for estimating wetland carbon stock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capability in Taiwan and manage wetl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this project draws up a national working framework for wetland over the next 10 
years, consisting of (1) initial work for surveys of wetl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around Taiwan; (2) surveys of boundaries of important wetland areas in terms of 
changes in their area; (3) field surveys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stock for 
important wetland areas at a budget of NT$118 million (US$3.93 mill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king framework is expected to result in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wetl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stock in Taiwan, including 
variation in carbon sequestration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his will be helpful 
for research related to wetl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Taiwan’s attendance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regarding carbon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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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計畫緣起 

自工業革命後大氣中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es , GHGs)濃度顯著增加，使得大

氣溫度上升，對全球氣候、地形特徵和生物生存條件與空間皆造成了顯著影響(IPCC, 

2007)。而陸域生態系統（例如：濕地）在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中扮演何種角色，及全

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對生態系統會造成何種影響，是近年來生態學家、氣象學家、及環

境科學家們眾所關切的課題。 

濕地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態系統及天然資源之一，它擁有相當高的生產量，可提

供鳥類、魚類及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增進生物多樣性，並具有蓄水、調洪、補注地下

水、穩定海岸線、水質淨化、氣候調節等功能，也提供景觀、休憩及教育的社會性價

值(Mitsch and Gosselink, 2007)。另外，由於濕地具有高的植物生產量、高的水位、

厭氧的底部環境及低的有機物分解速率，導致濕地能從大氣中吸收二氧化碳(CO2)，轉

換為有機碳捕集於濕地土壤、底泥或植物碎屑中。濕地能將大氣中CO2封鎖或捕集於

濕地的程序，即稱為碳匯(Carbon Sequestration)(Mitra et al., 2005; Mitsch and 

Gosselink, 2007)。因長期的碳匯能力，使得濕地是所有的陸域生態系統中平均碳密度

最高者，並儲存豐富的碳庫(Mitra et al., 2005)。不過，濕地因為長期淹水形成底部厭

氧環境，不可避免地成為溫室氣體甲烷(CH4)及氧化亞氮(N2O)的產生源(Mitsch and 

Gosselink, 2007)。 

計畫執行團隊了解本計畫旨乃根據國內外文獻所認可的科學性濕地碳匯調查方法

及既有資料（經驗式及係數值），依據內政部營建署於2007年評選公告75處國家重要

濕地（2011年公告為82處(92個)），選定臺灣特有的濕地類型進行初步的實地監測作

業，並提出各類型濕地碳匯功能調查分析的標準作業流程及未來執行臺灣濕地碳匯調

查的計畫架構，最終目標以期能估算出臺灣各別類型濕地或整體濕地每年的碳排放量

或碳儲存量，進而提供各界作為濕地保育及政府估算土地利用的碳排放量及碳移除量

時的依據與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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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計畫目標 
透過整理分析生態系統碳匯調查研究之相關既有文獻與實地調查分析，建立適用

於臺灣濕地環境之碳通量與碳儲存功能調查標準作業程序，並提出未來6年（100-105

年）全臺灣地區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之執行架構，藉以估計整個臺灣地區濕地生態

系統所提供之碳匯功能，以及主要之影響因素，做為未來濕地保育政策及復育工作之

規劃管理參考。 

 

1.3 計畫範圍 
以內政部營建署所公告的國家重要濕地為範圍，選擇至少一處國家級或國際級濕

地，至少每季一次，進行濕地環境之碳通量、碳儲存量等碳匯功能研究現地調查、研

究與分析。 

本計畫團隊與城鄉分署經由工作會議討論後，決議以公告濕地內之海岸濕地、內

陸濕地及人工濕地各擇一為範圍，包括七股鹽田濕地、嘉南埤圳濕地、嘉南藥理科技

大學人工濕地，前兩者屬於國家級濕地，後者屬於地方級濕地。因其符合濕地生態類

型（潮間帶、草澤、紅樹林、開放水域、鹽田、魚塭、淡水魚塘、人工濕地等），並

考量交通位置便利性、採樣器具可達之處及管理單位或人員可協助配合採樣事宜。各

濕地基本資料如表1.3-1~表1.3-3，地理位置如圖1.3-1~圖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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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七股鹽田濕地（國家級）基本資料一覽表 

編號 TW022 面積 2,997公頃 
類型 海岸自然濕地及小部分人為濕地 

行政轄區 台南市七股區、將軍區 23°09'44"N , 120°04'46"E 
法定地位 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管理機關或單位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理處 

範圍 

本濕地北起將軍漁港南側，東側沿七股鹽場新鹽灘第一工區西側堤

防往南，排除鯤鯓漁港，包括七股鹽場西區鹽區及中寮鹽區等地，

南以七股潟湖南堤為界，西側海域至等深線6公尺處，包含頂頭額沙

洲、網仔寮沙洲等；扇形鹽灘等處為未定範圍 

簡介 包括七股潟湖及東邊的鹽田，總開晒面積達1,976公頃，為全台面積

最大的鹽場 

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 

 

表 1.3-2 嘉南埤圳濕地（國家級）基本資料一覽表 
編號 TW043 面積 1,383公頃 
類型 內陸人為濕地及小部分自然濕地 

行政轄區 嘉義縣、台南市 23°12'38"N , 120°23'07"E 
法定地位 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管理機關或單位 西拉雅國家風景區管理處、嘉義縣政府、嘉義市政府、台南市政府 
範圍 分布於嘉南平原上，灌溉面積約78,000公頃 

簡介 

包括內埔子埤、蘭潭、老埤、加走埤、九芎埤、茄苳埤、牛挑灣埤、

林初埤、白河水庫、太平圳埤、埤寮埤、烏山頭水庫、德元埤、葫

蘆埤、蕃子田埤、橋頭子港埤、洗布埤、岩後埤、鹽水大埤、虎頭

埤、山腳埤等 

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 

 

表 1.3-3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人工濕地（地方級）基本資料一覽表 
編號 TW058 面積 1公頃 
類型 人為濕地 

行政轄區 台南市仁德區22°55'24"N , 120°13'20"E 
法定地位 無 

管理機關或單位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範圍 位於嘉南藥理科技大學校園內 

簡介 
本濕地鄰近台南高雄交界的二仁溪畔，東以排水溝為界，是由養鴨

池改建而成，包括表面下流動系統、表面自由流動系統、生態池三

部分 

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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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提出之標準作業程序內容，建議應包括監測規劃、監測項目、監測方法、統

計分析、資料保存、紀錄格式、調查範例等。 

3.標準作業程序應印製手冊及準備光碟資料各20份送交委託單位，印製手冊前應

先印製草稿送交委託單位審核，並修正後方可付梓。 

 

三、選擇至少一處國家重要濕地進行碳匯功能實地監測作業 

1.以內政部營建署所公告的國家重要濕地為範圍，選擇至少一處濕地，進行濕地

碳通量與碳儲存功能現地調查研究，藉以計算淨生態系統碳通量 （NEE，Net 

ecosystem exchange）。 

2.實地量測並推估濕地碳儲存量，以所獲得之數據資料量化濕地生態系統全年所

提供之碳通量與儲存量，藉以估計整個臺灣地區濕地生態系統提供之碳匯能

力。 

3.藉對調查資料之研究分析，了解可能的臺灣地區濕地生態系統碳匯功能之主要

影響因子。 

4.配合分署建置之濕地資料庫，建置臺灣地區濕地之碳匯相關標準資訊於資料庫

內，並於報告書中說明相關資料之管理、交流及保存等事項。 

5.蒐集其他產業部門已知或發展中之減碳技術所耗費成本相關資訊，並與濕地碳

匯功能調查監測所得成果進行比較，確認濕地環境所提供之碳匯功能價值。 

 

四、建立臺灣地區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執行架構 

藉由上述工作之執行經驗，提出未來6年（100-105年）全臺灣地區濕地生態系統

碳匯功能調查計畫之執行架構，並針對執行經費進行概估，以做為未來執行「國家重

要濕地保育計畫」之參據。民國100-105年執行範圍應包括整個臺灣地區濕地（包括金

門、馬祖），將臺灣地區分為北、中、南、東與離島等區域，針對主要三種濕地類型

（海岸濕地、內陸濕地與人工濕地），以分年逐步執行之方式進行規劃，每區域應儘

可能皆包括三種類型的濕地。本調查計畫應對下列議題進行研究與探討： 

1.量化臺灣地區濕地生態系統的碳通量、碳儲存量，以了解臺灣地區濕地生態系

統為碳源或是碳匯。 

2.確認臺灣地區濕地生態系統的碳通量與儲存功能是否因季節性或區域氣候之影

響而有所變化。 

3.調查臺灣地區濕地生態系統其不同之濕地類型或植物類型是否影響其碳通量與

儲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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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其他產業部門之減碳所需成本進行比較，確認濕地環境所提供之碳匯功能

價值。 

 

五、應交付之成果報告 

1.印製期中報告書及期末報告書各20份。 

2.印製總結報告書（包含濕地碳匯功能調查標準作業程序、歷次簡報資料及工作

實錄等印刷圖說資料）50份、電腦檔案10份。 

3.印製濕地碳匯功能調查標準作業程序、電腦檔案各50份。 

 

六、定期配合分署召開工作會議，並分別於期中與期末舉辦2次審查會議。 

 

表 1.4-1 計畫工作內容一覽表（1/2） 
計畫工作內容 章節 

（一）生態系統碳匯功能研究分析方法及國內外案例文獻回顧整理 第二章

整理國內外已發表期刊之生態系統碳匯調查研究相關文獻，透過國內外相關案

例，詳列並比較各研究方法及分析方式之優缺點，以建立適用於國內濕地生態

系統之調查分析方法。 

1.5 
第二章

（二）建立濕地環境碳匯功能調查分析之標準作業程序 第四章 

1 

各單位研究人員於調查濕地生態環境所提供之碳通量、碳儲存量等碳匯

功能時，其監測項目及分析方法應儘可能統一，使量化資料能夠趨向標

準化與一致化。 
故需針對濕地環境碳匯功能調查分析，針對主要三種濕地類型（海岸濕

地、內陸濕地與人工濕地），提出標準作業程序，以增進後續於不同時

間地點調查資料之可比較性。 

第三章

第四章

手冊 

2 

所提出之標準作業程序內容，建議應包括監測規劃、監測項目、監測 
方法、統計分析、資料保存、紀錄格式、調查範例等。 

3.1 
3.2 

第四章

手冊 

3 
標準作業程序應印製手冊及準備光碟資料各20份送交委託單位，印製手

冊前應先印製草稿送交委託單位審核，並修正後方可付梓。 
第四章

另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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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計畫工作內容一覽表（2/2） 
計畫工作內容 章節 

（三）選擇至少一處國家重要濕地進行碳匯功能實地監測作業 第三章 

1 
以內政部營建署所公告的國家重要濕地為範圍，選擇至少一處濕地，進

行濕地碳通量與碳儲存功能現地調查研究，藉以計算淨生態系統碳通量

（NEE，Net ecosystem exchange）。 

3.1 
3.3 

2 
實地量測並推估濕地碳儲存量，以所獲得之數據資料量化濕地生態系統

全年所提供之碳通量與儲存量，藉以估計整個臺灣地區濕地生態系統提

供之碳匯能力。 
3.3 

3 
藉對調查資料之研究分析，了解可能的臺灣地區濕地生態系統碳匯功能

之主要影響因子。 
2.9 
3.3 

4 
配合分署建置之濕地資料庫，建置臺灣地區濕地之碳匯相關標準資訊於

資料庫內，並於報告書中說明相關資料之管理、交流及保存等事項。 5.2 

5 
蒐集其他產業部門已知或發展中之減碳技術所耗費成本相關資訊，並與

濕地碳匯功能調查監測所得成果進行比較，確認濕地環境所提供之碳匯

功能價值。 

5.3 
5.4 
5.5 

（四）建立臺灣地區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執行架構 第五章 
藉由上述工作之執行經驗，提出未來6年（100-105年）全臺灣地區濕地生態系

統碳匯功能調查計畫之執行架構，並針對執行經費進行概估，以做為未來執行

「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之參據。 
民國100-105年執行範圍應包括整個臺灣地區濕地（包括金門、馬祖），將臺

灣地區分為北、中、南、東與離島等區域，針對主要三種濕地類型（海岸濕地、

內陸濕地與人工濕地），以分年逐步執行之方式進行規劃，每區域應儘可能皆

包括三種類型的濕地。 
本調查計畫應對下列議題進行研究與探討: 

5.1 

1 
量化臺灣地區濕地生態系統的碳通量、碳儲存量，以了解臺灣地區濕地

生態系統為碳源或是碳匯。 
3.4 

第六章

2 
確認臺灣地區濕地生態系統的碳通量與儲存功能是否因季節性或區域氣

候之影響而有所變化。 3.3 

3 
調查臺灣地區濕地生態系統其不同之濕地類型或植物類型是否影響其碳

通量與儲存功能。 3.3 

4 
與其他產業部門之減碳所需成本進行比較，確認濕地環境所提供之碳匯

功能價值。 
5.3 
5.4 

（五）應交付之成果報告  
1 印製期中報告書及期末報告書各20份。 完成 

2 
印製總結報告書（包含濕地碳匯功能調查標準作業程序、歷次簡報資料

及工作實錄等印刷圖說資料）50份、電腦檔案10份。 完成 

3 印製濕地碳匯功能調查標準作業程序、電腦檔案各50份。 完成 
（六）定期配合 貴分署召開工作會議（3次），並分期中與期末舉辦2次審查

會議。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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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名詞解釋與定義 
本節就報告中所提及重要名詞說明解釋與定義說明如下。 

♦ 碳匯(Carbon Sink)：自然界的碳匯乃指含碳物質經碳循環過程的歸結場所，自然界

的碳被固定在海洋、土壤、岩石與生物體中。另外，依據《聯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

約》(UNFCCC)定義為從大氣中清除二氧化碳的人為過程、活動或機制。 

♦ 碳源(Carbon Source) ：碳源是指二氧化碳氣體成分從地球表面進入大氣（如地面

燃燒過程向大氣中排放 CO2），或者在大氣中由其他物質經化學過程轉化為二氧化

碳氣體成分（如大氣中的 CO 被氧化為 CO2，對於 CO 來說也叫源）( IPCC, 2000)。

依據《聯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將碳源定義為向大氣中釋放二氧化碳

的過程、活動或機制。 

♦ 碳庫 (Carbon Stock ) ：乃指一個生態系统、碳匯或碳源場所、或碳池中的碳儲藏

總量。 

♦ 碳池(Carbon Pool) ：將陸域生態系統所含的碳庫分為三大部分，每一部分即稱為

一項碳池，包括：生物量碳池、死亡有機物碳池、及土壤有機物碳池。 

♦ 碳吸存(Carbon Sequestration) ：是將二氧化碳氣體以各種物理、化學或生物程序

吸收、固定及儲存的作用。自然界中具有碳吸存能力者為森林，植物與其他行光合

作用的有機生物，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轉換為有機碳，進而儲存在生物量、死亡

有機物、及土壤碳池中。在京都議定書中同意以碳吸存的方式來作為碳補償。 

♦ FGPP=濕地的總初級生產量(Gross Primary Production, g C/m2/year)，乃植物及藻

類行光合作用的碳合成速率。 

♦ ΔFORG=濕地內碳累積通量或碳匯通量(g C/m2/year) 。 

♦ FNPP=濕地的淨初級生產量(Net Primary Production, g C/m2/year)，乃植物及藻類光

合作用的固碳速率。 

♦ FHR=濕地生物（分解者及消費者）因異營性呼吸作用（包括：好氧分解、硝酸鹽還

原、硫酸鹽還原作用、甲烷化作用）所產生的二氧化碳釋放通量 

(g C/m2/year) 。 

♦ FME=濕地因有機物厭氧分解（甲烷化作用）產生甲烷釋放的碳當量通量 

(g C/m2/year) 。 

♦ FNEE=濕地的淨生態系統二氧化碳交換通量(g C/m2/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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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濕地碳匯功能調查方法的相關文獻 

回顧 
2.1 濕地的定義及類型 

2.1.1 濕地的定義 
濕地乃泛指陸地生態系統（如高原森林及草原）與水體生態系統（如河川、湖泊

及海）的交界區域；濕地也可能位於周遭沒有地面水體的孤立窪地，但水文上與地下

水層連結，水源來自地下湧泉。若與周遭的陸域及水體生態比較，濕地是地球上生產

量最豐沛的生態系統之一，但也不是所有的濕地都擁有高生產量。 

世界各地不同組織關於濕地的定義有不同的描述。美國漁業暨野生動物局(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在 1979年發行的「美國濕地與深水域棲地分類」

(Classification of Wetlands and Deepwater Habitats of the United States)，報告中對

濕地做了較科學化的定義(Cowardin et al., 1979)：「濕地是介於陸域與水域系統的交

界土地，且水位通常維持在地表或接近地表、或者被淺水所淹沒。濕地必需包含以下

三種屬性中的至少一種：(1)至少週期性地，提供水生植物(hydrophytes)優勢生長；(2)

基質絕大多為積水的含水土壤(hydric soil)；(3) 在每年生長季中的某時期，基質非一

般土壤(nonsoil)，而是飽含水份或是被淺水覆蓋。」 

加拿大的國家濕地工作團隊(National Welands Working Group)在1988年發行的

「加拿大濕地」(Wetlands of Canada)一書中，針對濕地發表了定義：「水面在地表、

接近地表或地表之上，或是長時間飽含水分，如此得以促進由含水土壤（hydric soil）、

水生植物及不同種類生物活性所致的濕地或水中程序，這些程序適合於濕的環境」

(Zoltai, 1988)。 

國際自然保育聯盟(IUCN，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e Resources)在拉姆薩國際濕地公約(Ramsar Convention, 1971)的相關條文中

對濕地的定義：「本公約所謂之濕地，係指沼澤、沼泥地、泥煤地或水域等地區；不

論天然或人為、永久或暫時、死水或活流、淡水或海水、或兩者混合、以及海水淹沒

區，其水深在低潮時不超過6公尺者。」第二條第一款中更將濕地的範圍做更詳細的敘

述：「濕地可包含與濕地接臨之河岸及海岸地區，以及濕地內之海島、或海水淹沒之

地區其水位在低潮時不超過六公尺者，特別是水鳥之棲息地有其重要性者，均可以併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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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對濕地的定義為廣泛、彈性，且對於濕地的水文、植物及土壤均有描述。因

此濕地的定義經常包含三個元素：(1)濕地存在有水，不管是在地表上或地下根區；(2)

濕地擁有獨特的土壤條件，與鄰近的陸域土壤不同；(3)濕地提供動植物的生長，例如

適應潮濕條件的植物（水生植物），相反地無法忍受淹水條件的動植物，無法存在於

濕地中。 

 

2.1.2 濕地的分類 
濕地分為海岸濕地、內陸濕地及人工濕地等三大項類別(categories) （圖2.2-1）。

此三種濕地類別及15個濕地類型之定義和說明彙整於表2.2-1 

一、海岸濕地及內陸濕地 

不同地區或國家習慣使用不同詞彙來稱呼不同類型的濕地。一般可依濕地的植物

類型、土壤性質、地理位置及水的鹽度等不同條件，將濕地分為不同類型。國際自然

保育聯盟(IUCN)建立了國際性的濕地分類系統(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Wetland 

Types)，又稱為拉姆薩公約系統(Ramsar Convention system)，將濕地細分為32個分

類，歸屬於兩個主要類別：海洋/海岸濕地(marine/coastal wetlands)及內陸濕地(inland 

wetlands)。 

Mitsch and Gosselink (2007)則將濕地分類為七種主要不同類型的濕地：感潮帶鹹

水草澤、感潮帶淡水草澤、紅樹林濕地、淡水草澤、泥炭沼澤、淡水森林沼澤、河岸

濕地，是最簡單的濕地分類。前三類型濕地屬於海岸濕地(coastal wetlands)，後四類

型濕地屬於內陸濕地(inland wetlands)。 

1. 感潮帶鹹水草澤(Tidal Salt Marshes)：濕地與海水交界且水位受潮汐影響而變

動，植物以鹽生草本植物為主。 

2. 感潮帶淡水草澤(Tidal Freshwater Marshes)：沿著河川及河口且靠近海岸線的

草澤，感受到非鹹水(Nonsaline Water)引起的潮汐變化，濕地植物種類常與淡

水草澤類似。 

3. 紅樹林濕地(Mangrove Wetlands)：以鹽生樹木及灌木等能生長在半鹹水及感

潮海水的紅樹林物種為優勢的濕地，常分布於熱帶及亞熱帶的海岸生態系統。 

4. 淡水草澤(Freshwater Marshes)：連續或經常被水淹沒的濕地，主要特徵為存

在著挺水性草本科能適應含水土壤的水生植物。草澤一般含礦物性土壤，少累

積泥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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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泥炭沼澤(Peatlands)：泥炭(Peat)乃被部分分解的植物體，所謂泥炭沼澤泛指

顯著累積泥炭的濕地。而沼澤(Fen)則為累積泥炭且有接收來自周遭礦物性土

壤排水，並提供類似草澤植物生長的濕地。泥沼(Bog)為累積泥炭但沒有顯著

進流與出流，並提供嗜酸性鮮苔植物生長的濕地。 

6. 淡水森林沼澤(Freshwater Swamp)：植物以喬木或灌木為佔優勢的濕地。 

7. 河岸濕地(Riparian System)：因為緊鄰河川水域生態而具有高水位的生態系

統，又可稱為河岸緩衝帶 (Riparian Buffer) 或河邊植生帶 (Streamside 

Vegetation Strip)。 

 

二、人工濕地
 

人工濕地(Constructed Wetland)為模擬天然濕地，將濕地中的物質循環機制及水

質淨化程序應用於水或廢水管理及處理上的一種自然淨化系統。為一種省能源、低成

本、無二次污染、操作維護簡單、不破壞生態的綠色環保技術。人工濕地亦可如天然

濕地般提供綠化、美觀、休憩、野生動物保育等額外功能(IWA, 2000; USEPA, 2000)。

人工濕地依照水流類型分為表面流(Free Water Surface, FWS)人工濕地及表面下流動

(Subsurface Flow, SSF)人工濕地。FWS人工濕地的水文性質、含水土壤性質、及水

生植物類似於淡水草澤，不同的是人工濕地終年接收進流廢水的高有機物負荷，經常

保持固定水深的淹水狀況，並存在高密度的水生植物。SSF人工濕地則是較工程化的

濕地，雖然存在高密度的草本科挺水性植物，但是人為填充砂石或礫石做為支持植物

生長的介質，水位則被控制在砂石或礫石層下，看不見水位，水質淨化效能佳，不過

無法提供水域的生態棲地。 

臺灣對人工濕地技術的應用及發展約始於1990年代中期，直到2001年底才完成

第一座實場規模的設置，用以處理鄉村社區之生活污水。自此人工濕地的設置數目幾

乎以指數方式成長。統計至2006年底，概計有82個實場規模的人工濕地已完成建造使

用，另外還超過10個系統於建置當中。人工濕地的規模，面積由60平方公尺到80公頃，

處理廢水量範圍由每日3~50,000立方公尺不等 (Jing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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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適用於碳匯調查之各類型濕地的定義及說明(1/2) 
濕地類別 濕地類型 定義 國內的典型濕地 

海岸濕地 

紅樹林 
(Mangroves) 

分布在熱帶及亞熱帶(約在北緯

及南緯25度之間範圍)的海岸生

態系統，且位於潮間帶區域，存

在的植物多數屬於能生長在半鹹

水及海水的耐鹽性喬木或灌木林

(如海茄苳、欖李、水筆仔)。 

淡水河紅樹林濕地、七股鹽田濕

地、關渡濕地、新豐濕地、彰化

海岸濕地、鰲鼓濕地、四草濕

地、茄萣濕地、永安鹽田濕地、

青螺濕地、鹽水溪口濕地等處均

有顯著面積的紅樹林。 

潮間帶灘地 
(Intertidal 
flats) 

位於河口或海岸因沖刷帶來大量

沉積物所形成的淺灘，位於潮間

帶，無明顯的植物存在，但灘地

表面有藻類及藓苔類生長。又有

泥地及砂地兩種分級。 

香山濕地、關渡濕地、竹安濕

地、高美濕地、、彰化海岸濕地、

北門濕地、七股鹽田濕地等、四

草濕地、竹滬鹽田濕、清水濕地

等處均有顯著面積的灘地。 

鹹水草澤 
(Salt 
marshes) 

分布在極地到亞熱帶緯度範圍的

海岸生態系統，且位於潮間帶區

域，存在的植物多數屬於耐鹽性

的草本科植物(如雲林莞草、蘆

葦) 

關渡濕地、蘭陽溪口濕地、高美

濕地、彰化海岸濕地、成龍濕

地、鰲鼓濕地、四草濕地等處有

顯著面積的鹹水草澤。 

河(溪)口水域 
(Estuarine 
waters) 

河(溪)海交界區域且在潮位線以

下的水域 
國家重要濕地中計有曾文溪口

濕地、大肚溪口濕地、朴子溪口

濕地、八掌溪口濕地、鹽水溪口

濕地、卑南溪口濕地、花蓮溪口

濕地、蘭陽溪口濕地、四重溪口

濕地等九處溪口濕地，均包含有

溪口水域。 

潟湖 
(Lagoons) 

位於海岸由沙洲圍繞成封閉性或

部分開放性且在潮位線以下

(subtidal)的水域 

北門濕地、七股鹽田濕地、四草

濕地等處有顯著面積的潟湖。 

魚塭 
(Aquaculture 
ponds) 

人為建造及管理的海岸景觀分散

於近海岸線的陸地上，經常於漲

潮時接收海水進行水產養殖，並

於退潮時排放養殖排水 

成龍濕地、七股鹽田濕地等處有

顯著面積的魚塭。 

  

內陸濕地 
淡水草澤 
(Freshwater 
Marshes) 

連續或經常被水淹沒的濕地，存

在著挺水性草本科能適應含水土

壤的水生植物。草澤一般含礦物

性土壤，尚無泥炭累積。 

五股濕地、鴛鴦湖、南澳濕地、

雙連埤、草湳濕地、官田濕地、

鳥松濕地、馬太鞍濕地、七股鹽

田濕地、永安鹽天濕地、東源濕

地等處有顯著面積的淡水草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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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適用於碳匯調查之各類型濕地的定義及說明(2/2) 
濕地類別 濕地類型 定義 國內的典型濕地 

內陸濕地 

埤塘 
(Pond) 

位於自然形成或人為構築的窪

地，靜止的水體，水深及面積均

小於湖泊與水庫。 

雙連埤、嘉南埤圳濕地、龍鑾潭

濕地、大坡池濕地等處有顯著面

積的埤塘。 

湖泊或水庫 
(Lakes or 
reservoirs) 

湖泊地形上位於四周為陸地所圍

繞的凹陷谷地，為靜止的淡水或

鹹水水體，水深比埤塘深，面積

比埤塘大，缺乏喬木、灌木、挺

水性植物。水庫則是在築壩的河

道流域上所形成的人工湖泊。 

鴛鴦湖、南澳濕地、向天湖濕

地、大鬼湖濕地、南仁湖、鸞山

湖濕地、小鬼湖濕地、、金龍湖

濕地、慈湖濕地等處有顯著面積

的湖泊。 

河川流域 
濕地 
(Riverine) 

依地形及水流分為河川流域濕地

及河川水域。河川流域濕地

(riparians wetlands)包括河灘草

澤及河灘地，緊鄰河川水域而具

有高水位的生態系統，又稱為河

岸緩衝帶(riparian buffer)或河邊

植生帶 (streamside vegetation 
strip)。河川水域，水流顯著或湍

急，無法讓植物著根生長 

大漢新店濕地、七家灣溪濕地、

八掌溪中游濕地、楠梓仙溪濕

地、新武呂溪濕地等處有顯著面

積的河川流域濕地。 

林木濕地 
(sSwamps) 

植物以喬木或灌木為佔優勢的濕

地。 
東源濕地。 

泥炭濕地 
(Peatlands) 

泥炭(peat)乃被部分分解的植物

體，所謂泥炭沼澤泛指顯著累積

泥炭的濕地。而Fen則為累積泥

炭且有接收來自周遭礦物性土壤

排水，並提供類似草澤植物生長

的濕地。Bog為累積泥炭但沒有

顯著進流與出流，並提供嗜酸性

鮮苔植物生長的濕地。 

東源濕地。 

人工濕地 

表面流人工 
濕 地 (Free 
water 
surface flow 
constructed 
wetlands) 

建造於陸地的草澤型濕地，多數

的設計目的為接收經二級處理的

廢污水、污染性河水或暴雨逕流

等以進行水質淨化。底泥多屬礦

物性土壤，尚無泥炭累積。 

新海人工濕地、打鳥埤人工濕

地、嘉南藥理科技大學人工濕

地、關山人工濕地等處有顯著面

積的表面流人工濕地。 

表面下流動 
人工濕地 
(Subsurface 
flow 
constructed 
wetlands) 

為一窪地充填著礫石提供挺水性

植物的生長，主要的設計目的為

接收經初級或二級處理的廢污水

進行水質淨化，唯水被控制在礫

石層下進行流動，水質淨化效能

佳，不過無法提供水域的生態棲

地。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人工濕地、關

山人工濕地等處有顯著面積的

表面下流動人工濕地。 

生態池 
(Ecological 
ponds) 

池深超過1公尺的開放性水塘，挺

水性植物無法密植生長，一般設

計目的為貯留經二級或三級處理

的廢污水以營造生態、景觀或補

注地下水。 

新海人工濕地、打鳥埤人工濕

地、嘉南藥理科技大學人工濕

地、關山人工濕地、高雄大學濕

地、屏東科技大學人工濕地、海

生館人工濕地等處有顯著面積

的生態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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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 適用於碳匯調查的濕地分類系統 

 

濕

地

分

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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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水草澤 (1, 3) 

河口(1, 4) 

潟湖 (1, 5) 

淡水草澤 (2, 1) 

埤塘 (2, 2) 

湖泊或水庫 (2, 3) 

河川流域濕地 (2, 4) 

林木濕地 (2, 5) 

泥炭濕地 (2, 6) 

表面流人工濕地 (3, 1) 

表面下流動人工濕地 (3, 2) 

生態池 (3, 3) 

魚塭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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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100 年度國家重要濕地一覽表(1/3) 
編

號 
名稱 所在縣市 

面積 
(公頃) 

等級 濕地分類 備註 

1 曾文溪口濕地 臺南市 3,218 國際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2 四草濕地 臺南市 547 國際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3 夢幻湖濕地 臺北市 1 國家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4 

淡

水

河

流

域

濕

地 

4-1臺北港北堤濕地 新北市 477 

國家級 

海岸濕地 100年新增濕地

4-2挖子尾濕地 新北市 60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4-3淡水河紅樹林濕

地 
新北市 190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4-4關渡濕地 臺北市、新北市 394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4-5五股濕地 新北市 358 海岸濕地 範圍調整 

4-6大漢新店濕地 臺北市、新北市 650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4-7新海人工濕地 新北市 101 人工濕地 範圍調整 

4-8浮洲人工濕地 新北市 129 人工濕地 100年新增濕地

4-9打鳥埤人工濕地 新北市 76 人工濕地 範圍調整 

4-10城林人工濕地 新北市 36 人工濕地 100年新增濕地

4-11鹿角溪人工濕地 新北市 25 人工濕地 100年新增濕地

5 桃園埤圳濕地 桃園縣 2,974 國家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6 許厝港濕地 桃園縣 1,836 國家級 海岸濕地 100年新增濕地

7 新豐濕地 新竹縣 165 國家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8 鴛鴦湖濕地 新竹縣 374 國家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9 香山濕地 新竹市 1,600 國家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10 西湖濕地 苗栗縣 183 國家級 海岸濕地 100年新增濕地

11 七家灣溪濕地 臺中市 7,221 國家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12 高美濕地 臺中市 701 國家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13 大肚溪口濕地 臺中市、彰化縣 4,136 國家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14 鰲鼓濕地 嘉義縣 512 國家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15 朴子溪河口濕地 嘉義縣 8,522 國家級 海岸濕地 100年新增濕地

16 好美寮濕地 嘉義縣 1,171 國家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17 布袋鹽田濕地 嘉義縣 721 國家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18 八掌溪口濕地 嘉義縣、臺南市 635 國家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19 嘉南埤圳濕地 嘉義縣、臺南市 1,383 國家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20 北門濕地 臺南市 2,447 國家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21 官田濕地 臺南市 15 國家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22 七股鹽田濕地 臺南市 2,997 國家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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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100 年度國家重要濕地一覽表(2/3) 
編

號 
名稱 所在縣市 

面積 
(公頃) 

等級 濕地分類 備註 

23 鹽水溪口濕地 臺南市 635 國家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24 楠梓仙溪濕地 高雄市 130 國家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25 大鬼湖濕地 高雄市 39 國家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26 洲仔濕地 高雄市 10 國家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27 南仁湖濕地 屏東縣 118 國家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28 龍鑾潭濕地 屏東縣 289 國家級 內陸濕地 範圍調整 

29 新武呂溪濕地 臺東縣 193 國家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30 大坡池濕地 臺東縣 41 國家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31 卑南溪口濕地 臺東縣 947 國家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32 小鬼湖濕地 臺東縣 18 國家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33 花蓮溪口濕地 花蓮縣 259 國家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34 馬太鞍濕地 花蓮縣 177 國家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35 雙連埤濕地 宜蘭縣 17 國家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36 蘭陽溪口濕地 宜蘭縣 2,799 國家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37 五十二甲濕地 宜蘭縣 299 國家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38 無尾港濕地 宜蘭縣 684 國家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39 南澳濕地 宜蘭縣 200 國家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40 青螺濕地 澎湖縣 221 國家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41 慈湖濕地 金門縣 188 國家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42 清水濕地 連江縣 12 國家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43 竹北蓮花寺濕地 新竹縣 1 地方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44 頭前溪生態公園 新竹縣 492 地方級 內陸濕地 100年新增濕地

45 竹南人工濕地 苗栗縣 9 地方級 人工濕地 96年評選

46 向天湖濕地 苗栗縣 3 地方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47 大湳湖濕地 苗栗縣 9 地方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48 東勢人工濕地 臺中市 4 地方級 人工濕地 96年評選

49 草湳濕地 南投縣 2 地方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50 名間新街冷泉濕地 南投縣 50 地方級 內陸濕地 100年新增濕地

51 集集雙子湖濕地 南投縣 12 地方級 內陸濕地 100年新增濕地

52 頭社盆地濕地 南投縣 132 地方級 內陸濕地 100年新增濕地

53 草坔濕地 南投縣 2 地方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54 成龍濕地 雲林縣 171 地方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55 椬梧濕地 雲林縣、嘉義縣 1,857 地方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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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100 年度國家重要濕地一覽表(3/3) 
編

號 
名稱 所在縣市 

面積 
(公頃) 

等級 濕地分類 備註 

56 彌陀濕地 嘉義市 30 地方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57 八掌溪中游濕地 嘉義市、嘉義縣 363 地方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58 白河國小人工濕地 臺南市 0.4 地方級 人工濕地 96年評選

59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人工

濕地 
臺南市 1 地方級 人工濕地 96年評選

60 高雄大學濕地 高雄市 5 地方級 內陸濕地 100年新增濕地

61 茄萣濕地 高雄市 171 地方級 海岸濕地 
原竹滬鹽

田濕地更

名 

62 永安鹽田濕地 高雄市 133 地方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63 大樹人工濕地 高雄市 177 地方級 人工濕地 96年評選

64 鳥松濕地 高雄市 4 地方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65 林園人工濕地 高雄市 50 地方級 人工濕地 96年評選

66 援中港濕地 高雄市 39 地方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67 半屏湖濕地 高雄市 12 地方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68 鳳山水庫濕地 高雄市 118 地方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69 麟洛人工濕地 屏東縣 3 地方級 人工濕地 100年新增濕地

70 武洛溪人工濕地 屏東縣 15 地方級 人工濕地 96年評選

71 崁頂濕地 屏東縣 153 地方級 內陸濕地 100年新增濕地

72 屏東科技大學人工濕地 屏東縣 56 地方級 人工濕地 96年評選

73 四重溪口濕地 屏東縣 25 地方級 海岸濕地 100年新增濕地

74 海生館人工濕地 屏東縣 5 地方級 人工濕地 96年評選

75 四林格山濕地 屏東縣 2 地方級 內陸濕地 100年新增濕地

76 東源濕地 屏東縣 112 地方級 內陸濕地 100年新增濕地

77 關山人工濕地 臺東縣 2 地方級 人工濕地 96年評選

78 鸞山湖濕地 臺東縣 4 地方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79 金龍湖濕地 臺東縣 5 地方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80 六十石山濕地 花蓮縣 6 地方級 內陸濕地 96年評選

81 竹安濕地 宜蘭縣 1,417 地方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82 菜園濕地 澎湖縣 82 地方級 海岸濕地 96年評選

合計 56,865 
國際：2 
國家：40 
地方：40 

 
 

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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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濕地的功能與價值 
濕地的功能(functions)與價值(values)是經常可互換的用詞，但仍有其不同意含

(Mitra et al., 2005)。濕地的功能乃敘述濕地特性的物理、化學及生物程序；而濕地的

價值則泛指濕地對人類提供的用途及服務。每一處濕地因其所在位置及範圍的不同，

而具有其獨特性的功能，對人類產生不同的價值(Mitsch and Gosselink, 2007)。 

濕地可提供鳥類庇護、覓食及生育時的棲息地，也是魚類、甲殼類及其他野生動

物的棲息處。因此，對於傳統人類社會，人們依賴濕地打獵以獲取動物的皮毛，捕魚

以獲取動物蛋白食物，或進行經濟交易。濕地也存在豐富的植物生質量及累積泥炭

(peat)，人類經常採收作為建材、食物、燃料能源及其他日用品。 

對生態系統而言，濕地接收並儲留暴雨逕流，改變洪峰的強度及延長出流時間，

因而有降低洪患的功能。海岸濕地（如紅樹林及鹽水草澤）有吸收巨浪（颱風、颶風

或海嘯引起）的功能，而有保護海岸、避免海岸線沖蝕的價值。某些濕地也有補注地

下水的功能。濕地被稱為大地的腎臟，透過其生物地質化學反應，去除水中有機物、

營養物及毒性物質，使流經濕地的水其水質獲得提升。濕地是優良的生物教室或實驗

室，可提供自然科學教育的一手資料，也提供遊憩及景觀美學價值。 

 對於更大的區域性尺度，濕地在全球碳、氮、硫循環中扮演重要腳色。雖然多數

濕地不可避免產生甲烷，但是也具有吸收及匯集大氣二氧化碳（主要溫室氣體）的能

力，並成為陸域生態系統的重要碳庫，與森林類似能提供大氣碳中和的價值。 

2.3 氣候變遷 
由於科學家們持續且一致地觀察到明確的證據，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global 

warming and climate change)已是科學領域中的高度共識，並已成為國際間最重要的

環境議題(IPCC, 2007)。此環境問題未來將持續地影響人類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

及生存空間的發展。上述暖化及氣候變遷的證據包括： 

 在過去的12年之中(1995-2006)，有11年的全球溫度排名在1850年以來最高

平均溫度年份之中。最近100年(1906-2005)的平均地表溫度增加趨勢為

0.74°C。 

 自1961年以來，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的平均速率為每年1.8毫米，而從1993

年以來的平均增幅已達每年3.1毫米。 

 從1978年以来，北極年平均海冰面機已經以每10年2.7%的速率退縮。過去

30年來，陸域冰川已消失13,500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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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暖化及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乃是人為活動（例如使用化石燃料、製造水泥、

砍伐森林、土地使用的改變等）製造大量溫室氣體排放，導致大氣層溫室氣體濃度的

增加。這些溫室氣體吸收了長波的輻射線，增強暖化地球的效應。對暖化貢獻最大的

溫室氣體為二氧化碳(CO2)，其每年人為活動總排放量從1970~2004年由21 Gt CO2/yr

增加到38 Gt CO2/yr （1Gt=1×109 公噸，yr=年），計增加了80%，2004年CO2的排

放量佔所有溫室氣體排放量的77%。如此顯著的排放增加，使得自工業革命1750年

~2005年，大氣層的二氧化碳濃度由280 ppm (ppm=百萬分之一)，增加到380 ppm，

在1995~2005年期間大氣層二氧化碳的每年增加速率達1.9 ppm/yr。對暖化貢獻第二大

的溫室氣體為甲烷(CH4)，大氣層中的濃度自1750年的700ppb（ppb=十億分之一），

增加到2005年的1,775 ppb。大氣中的濃度雖然只有二氧化碳的二百分之一，但是每一

分子甲烷的吸熱能力卻是一個分子二氧化碳的21倍。 

2.4 濕地的碳循環 
濕地為平衡大氣層氣體含量的重要一環，圖2.4-1說明發生在濕地中的碳循環可能

途徑。濕地具有吸收碳的能力，因為濕地中的植生（包括水生植物及藻類）透過光合

作用(photosynthesis)，以H2O做為電子給予者攝取大氣中的二氧化碳，轉換成為有

機生物體並產生氧分子(式2.1)。植物體枯萎後殘骸累積於濕地的好氧環境（底泥及水

層）中，形成有機碳源會刺激生物的好氧呼吸作用(aerobic respiration)，以氧分子作

為電子接受將有機物分解形成二氧化碳釋放於大氣中(式2.2)。 

 6+6++12+6 22612622 OHOOHClightOHCO →  (2.1) 

 +12+12+66+ -
2226126 energyeOHCOOOHC →  (2.2)

 

以能源轉換而言，好氧呼吸作用分解有機物的程序是有效率的。然而，因為濕地

底泥環境或好氧層的內部為環境具有缺氧特性(anoxic nature)，迫使有機物進行能源轉

換效率較差的厭氧分解程序。再者，植物生物體的有機物（如碳水化合物）多屬高分

子型態的纖維素及半纖維素，或含芳香族化合物的木質素，難以被迅速分解。因此，

從濕地的底泥中釋出二氧化碳的速度一般均小於植物吸收二氧化碳的速度，使得有機

碳會逐漸累積在濕地中(Mitsch and Gosselink, 2007)。 

濕地中可能進行幾項厭氧性的分解程序：(1)脫硝作用(denitrification)，(2)硫酸還

原 作 用 (sulfate reduction) ， (3) 發 酵 作 用 (fermentation) ， (4) 甲 烷 化 作 用

(methanogenesis)。這些程序又可稱為厭氧呼吸作用(anaerobic respiration)，以下分

別介紹其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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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脫硝作用：又稱為異化性硝酸鹽還原反應(dissimilatory nitrate reduction)，乃脫硝

細菌在缺乏氧分子的條件下利用 -
3NO 做為電子接受者而被還原為N2，有機物做為

電子提供者而被轉化為CO2及H2O(式2.3)。脫硝作用是濕地中氮循環的重要途徑。 

 2+6+64+ 222
-
36126 NOHCONOOHC →  (2.3) 

 

二、硫酸還原作用：此乃某些絕對厭氧性的硫酸還原細菌，利用硫酸鹽做為電子接受

者而被還原為H2S，有機物做為電子提供者而被轉化為CO2 (式2.4)。 

 O+++ 222
=
46126 HSHCOSOOHC →  (2.4) 

 

三、發酵作用：有機物的發酵過程為利用有機物做為電子接受者，進行厭氧呼吸，結

果產生不同的低分子量有機酸及醇類，驅使發酵作用的微生物為濕地底泥中的兼

性及絕對厭氧菌。此反應主要將高分子量的碳水化合物轉化為低分子量有機物提

供其他微生物利用。 

 acid)(lactic  2 236126 OCOOHCHCHOHC →  (2.5) 

 (ethanol)  2 236126 OHCHCHOHC →  (2.6) 
 

四、甲烷化作用(methanogenesis)：此乃甲烷氧化菌利用CO2作為電子接受者，氫氣

分子作為電子提供者轉化為CH4(式2.7)，或直接將醋酸轉化為CH4及CO2(式2.8)。

甲烷生成菌因此有兩種主要分類：嗜氫及嗜醋酸甲烷生成菌。在濕地底泥的絕對

厭氧與還原環境中，透過厭氧分解程序有機物碳會轉換成為甲烷而釋於大氣中。 

 2+4+ 2422 OHCHHCO →  (2.7) 

 + 243 COCHCOOHCH →  (2.8) 
濕地中有機物的來源為根分泌物、植物殘體、死亡的植物體與微生物以及進流廢

水中的有機物質等，這些物質的存在對微生物之活性有促進作用。因濕地土壤長年都

處於浸水狀態，土壤孔隙呈飽滿水分狀態，底層土壤容易變成厭氣狀態、氧化還原電

位低，且有機物含量豐富，都是造成產生甲烷的原因。如果土壤中的氧氣含量增加以

及氧化還原電位上升，不利於甲烷之產生與釋放，濕地的甲烷通量會減少，並且可能

進行甲烷氧化作用(methane oxidation)(式2.9)，可削減甲烷的釋放通量。 

 234 COHCOOHHCHOOHCHCH →→→→  (2.9) 
濕地中的碳可以有許多不同的型態存在，雖然由好氧呼吸所引發的有機物生物降

解會受到濕地土壤中還原型態條件的限制有所影響，但相對的，在許多厭氧的過程也

會分解出有機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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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05)。此主要原因為濕地是所有的陸域生態系統中平均碳密度(carbon density)最

高者，濕地的土壤碳密度達72.3 kg C/m2，反觀淨生產量相當高的熱帶雨林其土壤碳密

度僅約19.1 (kg C/m2)(Post, 1982; WBGU, 1998; Grace, 2001)（表2.5-1及表2.5-2）。 

IPCC(2007)估計因化石燃料的使用而產生的碳排放在1990年代為6.4 Gt C/yr 

（圖2.5-1），到了2000~2005年期間則增加到7.2 Gt C/yr；因土地利用的改變（如森

林砍伐、泥炭的開採）造成的碳排放約1.6 Gt C/yr；海洋的碳吸收及陸域帶入海洋的

量分別為2.2及0.4 Gt C/yr；大氣層的碳增加量在1990年代達3.2 Gt C/yr，到了

2000~2005年期間則上升到4.1 Gt C/yr。由全球碳收支平衡觀點，以1990年代的數字

而言，使用化石燃料及土地利用改變所產生的碳排放量總和(6.4＋1.6＝8.0 Gt C/yr)，

扣減海洋吸存及大氣累積量的結果為2.6 Gt C/yr (8.0－2.2－3.2＝2.6)，此部分的吸取

量常被俗稱為”遺漏的碳匯”(missing sink or missing carbon)，可被假設為發生於陸域

多樣性生態系統（森林、草原、濕地）的總碳匯量（圖2.5-1）。 

全球濕地對陸域生態系統的總碳匯量有有多少貢獻，Gorham (1991)估算每年大

約有0.08 Gt C/yr 積存於北方泥炭濕地中。Wojick (1999)估計全球泥炭濕地及其它濕

地的每年的碳吸收總量約0.1~0.7 Gt C/yr。Bouillon et al. (2008)保守估計全球的紅樹

林及鹽水草澤每年總碳匯量約達0.112 Gt C/yr。Kayranli et al. (2010)綜覽文獻報導淡

水濕地碳儲存能力及碳循環通量的表現，並指出由於濕地具有高的淨初級生產量、高

的水位及低的有機物分解速率，導致濕地能從大氣中吸收CO2，轉換為有機碳捕集於

濕地土壤、底泥或碎屑中，形成碳儲存場。 

不過，濕地積蓄的泥炭如果受到干擾，例如：排乾濕地轉化為農地利用或取用泥

炭作為燃燒做為熱源，反而對全球大氣的二氧化碳濃度增加有顯著的貢獻，此種人為

活動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與砍伐原始森林對暖化的影響相同。Gorham (1991)針對濕

地在全球碳循環扮演的角色提出兩個估算數字：其一，濕地泥炭的的燃燒及氧化約貢

獻出0.026 Gt C/yr的二氧化碳氣體回到大氣中；其二，排乾濕地會增加大氣中約

0.008~0.042 Gt C/year的二氧化碳量。這兩者造成二氧化碳釋放增加的總合，約是濕

地碳匯能力的45~89%。因此，濕地的保護及保育，避免濕地轉化為其他用途，對確保

及強化濕地碳庫及碳匯能力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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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 全球不同陸域生態系統的面積、碳庫及淨初級生產量 

陸域生態系統 面積 
(106km2) 

全球碳庫累積量(Gt C) 淨初級生產量NPP
(t C ha-1 yr-1) 植被 土壤 小計 

熱帶地區森林 17.6 212 216 428 11.0(5.0~17.5) 
溫帶地區森林 10.4 59 100 159 6.3(2.0~12.5) 
北極寒帶地區森林 13.7 88 471 559 4.0(1.0~7.5) 
熱帶地區草原 22.5 66 264 330 4.5(1.0~10.0) 
溫帶地區草原 12.5 9 295 304 3.0(1.0~7.5) 
沙漠&半沙漠 30.0 8 191 199 0.05(0.0~0.1) 
寒帶地區凍原 9.5 6 121 127 0.1(0.0~0.4) 
濕地 3.5 15 225 240 0.9(0.1~3.9) 
農田 16.0 3 128 131 1.6(0.2~3.9) 
合計 135.6 466 2,011 2,477  

資料來源：WBFU，1998 

 
 

表 2.5-2 全球不同陸域生態系統的土壤碳密度及碳庫量 

陸域生態系統 面積 
(×1012m2) 

碳密度 
(kg m-2) 

土壤碳庫量 
(×1015 g) 

熱帶地區森林–潮濕 4.1 19.1 78.3 
熱帶地區森林–微濕  5.3 11.4 60.4 
熱帶地區森林–乾燥 2.4 9.9 23.8 
熱帶地區森林–非常乾燥 3.6 6.1 22.0 
溫帶地區–溫暖 8.6 7.1 61.1 
溫帶地區–涼爽 3.4 12.7 43.2 
寒帶地區–潮濕 6.9 19.3 133.2 
寒帶地區–微濕 4.2 11.6 48.7 
熱帶地區森林及草原 24.0 5.4 129.6 
溫帶地區荊棘及草原 3.9 7.6 29.6 
涼爽溫帶地區草原 9.0 13.3 119.7 
熱帶地區沙漠 1.2 2.0 2.4 
潮濕地區沙漠 14.0 1.4 19.6 
涼爽地區沙漠 4.2 9.9 41.6 
寒帶地區沙漠 2.0 10.2 20.4 
寒帶地區凍原 8.8 21.8 191.8 
補充–彙整研究報告   1,025.4 

農地 21.2 7.9 167.5 
濕地 2.8 72.3 202.4 

全球土壤碳池   1,395.3 
資料來源：Based on soil survey(Post et al,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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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濕地碳匯功能調查

方法 
濕地究竟是碳的淨來源(net sources)或淨儲場(net sinks)？如果是淨儲場，濕地

會有多少碳匯(carbon sequestration or carbon storage or carbon accumulation)能

力？如果是淨來源(net sources)，又會釋放多少的二氧化碳及甲烷溫室氣體？隨著全

球暖化及氣候變遷議題受到國際間的迫切關注，全球的濕地生態系統在碳循環中所扮

演的角色，自1970年代初期即引發科學家們的興趣，並陸續投入調查與研究。 

一開始的研究興趣僅侷限在濕地溫室氣體的釋放通量測量。Robinson and 

Robbins (1972)估計全球的森林沼澤(swamps) 每年總計產生約510 Tg-CH4/year的甲

烷，不過採用的方法並非現地測量(in situ measurment)，而是將底泥帶回實驗室進行

培養，無法反映出真實的氣體通量。Baker-Blocker et al. (1977)利用所設計的水面下

氣體收集器(ebullient gas collector)：聚乙烯製半透明的漏斗及瓶子，來收集及調查現

地的濕地底泥產生的甲烷通量。Delaune et al., (1983)已使用採氣罩技術(chamber 

technique)調查海岸濕地的氣體通量，估計鹹水、半鹹水及淡水草澤的甲烷通量分別為

4.3、73、及160 g C/m2。直到1990年代以後(Gorham, 1991)科學界才逐漸著重於探討

濕地中二氧化碳吸收及釋放之間的平衡關係，及甲烷產生與消耗之間的平衡關係，展

開濕地生態系統碳平衡與碳匯（碳儲存）功能的廣泛研究。 

本計畫綜覽了許多有關濕地生態系統的碳匯量調查的相關文獻(Trumbore et al., 

1999; Bubier et al, 1999; Waddington and Roulet, 2000; Worrall et al., 2003; Zou et 

al., 2004; Pumpanen et al., 2004; Roulet et al., 2007; Bonneville et al., 2008; Zhang 

et al., 2008; Mander et al., 2008; Denmead, 2008)，報導的調查方法經整理後可歸納

為三大主流途徑： 

 同年代的碳平衡（或碳交換）估算方法 (Contemporary carbon balance 

measurement or contemporary carbon exchange measurement) 

 濕地底泥或土壤長期碳累積量的估算 (Estimates of the past carbon 

accumulation rate) 

 衛星遙測技術 

 

圖2.6-1為本計畫從文獻資料所歸納的濕地碳匯功能調查方法分類示意。以下分節

說明三大調查途徑的測量方法、原理及應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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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同年代的碳

平衡（或碳交

換）估算方法  
同年代的碳平衡（或碳交換）估算方法 (Contemporary carbon balance 

measurement)，此方法乃根據生態系統的碳平衡理論作為基礎，衍生出有不同類型的

調查方法，多半是因為二氧化碳交換通量的測量有不同的方法可進行，並端賴於是否

有考慮碳的流入及流出，及是否測量甲烷的交換通量而定。此方法的特徵是只需要短

時期(short-term)的調查及觀察（幾個季節、1或2年之內），即可估算出碳匯量(Roulet 

et al., 2007)。其中，有許多文獻只調查二氧化碳的淨生態系統交換通量(NEE，net 

ecosystem exchange of CO2)，無考慮甲烷的交換通量及有機碳的傳輸(Trumbore et 

al., 1999; Bubier et al., 1999; Zou et al., 2004; Bonneville et al., 2008; Zhang et al., 

2008)。較少文獻完整地估算出質量平衡中的每一項碳通量的收支(Worrall et al., 2003; 

Roulet et al., 2007; Mander et al., 2008)。 

目前NEE的測量不外乎透過：(1)採氣罩技術(chamber techniques)配合經驗公式

差補法(empirical interpolation)及空間外推法(spatial extrapolation)進行估算；(2)利用

微氣象方法(micrometeorological methods)，或稱為渦流共分散系統(Eddy Covariance 

System)，連續監測NEE；(3)分別測量濕地植生的淨初級生產量(NPP，net primary 

production)與異營性呼吸(HR，heterotrophic respiration)，求出兩者差值即為淨生態

系統生產量(NEP，net ecosystem production) (圖2.6-1)。另外，也經常結合微氣象及

採氣罩的方法來互補彼此的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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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1 文獻所報導有關濕地碳匯功能調查方法的分類一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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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let et al., 2007) 

(Trumbore et al., 1999; 2003; Mander et al., 2008)

(Trumbore et al., 1999)

(Anderson and Mitsch, 2006) 

210Pb及137Cs放射化學法 (Brunskill, et al., 2002) 

經驗公式差補法【4】 

空間外推法【5】 

參考文獻 

【1】. Zou et al., 2004; Stadmark and Leonardson, 2005 

【2】 Trumbore et al., 1999; Breuer et al., 2000; Denmead et al., 2006 

【3】 Rayment and Jarvis, 1997 

【4】 Bubier et al., 1999; Waddington and Roulet, 2000 

【5】. Waddington and Roulet, 1996 

【6】. Bonneville et al., 2008; Zhang et al., 2008 

資料來源：本計 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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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1濕地 碳 平 衡

理 論 與 模 式

的建構 
本節主要目的為歸納不同文獻資料(Trumbore et al., 1999; Worrall et al., 2003; 

Lovett et al., 2006; Roulet et al., 2007; Mander et al., 2008)，進而建立濕地生態系統

的碳質量平衡的理論架構，作為同年代碳匯量調查的理論基礎。碳物質在濕地系統的

主要質量流向如圖2.4-2所示。有關文獻所述的質量平衡模式中，一般只考慮有機碳的

流向，而忽略與無機碳(CO3
2-
、HCO3

-
、H2CO3)相關的質量傳送：例如CO2氣體與水面

的吸收與揮發、無機碳在水中的平衡與鈣離子進行化學沉澱等，並且不計進流與出流

水所帶入與帶出的無機碳質量。因此，列入考慮的碳質量流向包括：光合成生物的固

碳量或淨生產量 (FNPP)、濕地進流水(influent)帶入的總有機碳(FInf)、濕地出流水

(effluent)帶出的總有機碳、異營性呼吸作用導致的二氧化碳氣體釋放(FHR)、及濕地產

生的甲烷氣體釋放(FME)等5項（圖2.6-2）。 

CO2

CO2

CO2Org-C
異營性好氧呼吸

植物體及

分泌物

CH4

水層

底泥

Org-C CH4
甲烷化作用

生物殘體生物殘體

有機碳流入 有機碳流出

異營性好氧呼吸

CNPP

CInf CEff

CHR CME

△Corg

CGPP

CAR

水中消費者

底泥

異
營

性
呼

吸
作

用

CER

 
資料來源：Trumbore et al., 1999; Worrall et al., 2003; Lovett et al., 2006; Roulet et al., 2007; Mander et al., 

2008 

圖2.6-2 濕地中主要碳物質通量及流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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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質量平衡的基本觀念乃輸入(input)系統的總碳質量減去輸出(output)系統的總

碳質量，即等於累積於系統的有機碳質量(ΔCORG)或稱為碳匯量或碳累積量，上述每一

質量流向均以單位面積的質量流率（亦即通量(flux)），作為質量平衡的基準進行運算，

並直接以方程式表示如下： 

     -= OutputInput FFFC  (2.10) 
其中， 

FC=濕地內碳累積通量或碳匯通量(g C/m2/year) 

FInput=輸入濕地系統的總碳通量(g C/m2/year) 

FOutput=輸出濕地系統的總碳通量(g C/m2/year) 

上述輸入濕地系統的總碳通量包括：進流水帶入的總有機碳通量及光合成生物

（水生植物及藻類）淨吸收二氧化碳的通量（亦即單位面積的淨初級生產量）。輸出

濕地系統的總碳通量則包含：出流水帶出的總有機碳通量、濕地中生物（分解者及消

費者）行異營性呼吸作用所產生的二氧化碳釋放通量及濕地產生甲烷釋放的通量。以

(2.11)式及(2.12)式表示： 

 += InfNPPInput FFF  (2.11) 

    ++= MEHREffOutput FFFF  (2.12) 
 

其中， 

FInf=濕地進流水帶入的總有機碳通量(g C/m2/year) 

FNPP=濕地的淨初級生產量(net primary production, g C/m2/year)，乃植物及藻類光合

作用的固碳速率 

FEff=濕地出流水帶出的總有機碳通量(g C/m2/year) 

FHR=濕地生物（分解者及消費者）因異營性呼吸作用（包括：好氧分解、硝酸鹽還原、

硫酸鹽還原作用、甲烷化作用）所產生的二氧化碳釋放通量(g C/m2/year) 

FME=濕地因有機物厭氧分解（甲烷化作用）產生甲烷釋放的碳當量通量(g C/m2/year) 

將(2.11)式及(2.12)式帶入(2.10)式，即可得(2.13)式： 

 

 +--+= )FF()FF(FFC MEHREffInfNPP  (2.13) 
 

因此，輸入濕地系統的總碳通量（進流水帶入的總有機碳通量及淨生產量）如果

大於輸出濕地系統的總碳通量（出流水帶出的總有機碳通量、濕地二氧化碳及甲烷釋

放的通量），則此濕地即為碳的淨儲場(net sinks)能提供碳匯能力；相反地，如果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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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系統的總碳通量小於輸出濕地系統的總碳通量，則此濕地即為碳的淨來源(net 

sources)無法提供碳匯能力。 

 

另外，不少文獻使用淨生態系統生產量(NEP，net ecosystem production)的觀念

結合到碳質量平衡模式中。所謂NEP即為濕地的淨初級生產量(NPP)扣減濕地的異營

性呼吸量(HR)，表示如下： 

  -= HRNPPNEP FFF  (2.14) 
     --+= MEEffInfNEP F)FF(FFC  (2.15) 

 

其中，FNEP=濕地的淨生態系統生產通量(g C/m2/year)。 

 

再者，也有文獻僅針對濕地的淨生態系統二氧化碳交換量(NEE，net ecosystem 

exchange of CO2)進行每年365天、每天24小時的連續監測，最終求得每年的總NEE。

該類調查很單純的忽略了甲烷交換通量及有機碳的傳輸量。NEE的定義剛好與NEP相

反，亦即將異營性呼吸量(HR)扣除濕地的淨初級生產量(NPP)： 

 -= NPPHRNEE FFF  (2.16) 
 -= NEENEP FF  (2.17) 

   --+-= MEEffInfNEE F)FF(FFC  (2.18) 
 

其中，FNEE=濕地的淨生態系統二氧化碳交換通量(g C/m2/year)。 

不少文獻針對光合作用與呼吸作用做更深入的分析，認為淨初級生產量可表示為

總初級生產量(GPP，gross primary production)與自營性呼吸量(AR，autotrophic 

respiration)的差值。而自營性呼吸量(AR)與異營性呼吸量(HR)的和稱為總生態系統呼

吸量(ER，total ecosystem respiration)。以整個生踏系統的尺度，總初級生產量即為

總生態系統生產量(GEP，gross ecosystem production)。 

  -= ARGPPNPP FFF  (2.19) 
 -  =--= ERGPPHRARGPPNEP CCCCFF  (2.20) 

 --+-= MEEffInfERGPP F)FF(FFFC  (2.21) 
 

FGPP=濕地的總初級生產量(gross primary production, g C/m2/year)，乃植物及藻類行

光合作用的碳合成速率。 

FGEP=濕地的總生態系統生產量(gross ecosystem production, g C/m2/year)。 

FAR=濕地的自營性呼吸通量(autotrophic respiration，g C/m2/year)，乃植物及藻類在

夜間無照光下進行呼吸作用產生的二氧化碳釋放通量 (g C/m2/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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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濕地的總生態系統呼吸量(total ecosystem respiration，g C/m2/year)，為濕地的

自營性呼吸通量與異營性呼吸通量的和。 

 

2.6.1.2採 氣 罩 技 術

(chamber 
techniques) 

一、原理及優缺點 

在上述碳質量平衡(2.4)及(2.12)方程式中可知，欲求得濕地碳匯量所需要調查的

最重要項目為濕地與大氣界面的二氧化碳及甲烷交換通量，亦即求得FHR (或FTR)及

FME。至目前為止，量測濕地的微量氣體交換通量(trace gas fluxes)最常使用的方法為

採氣罩技術。其一般原理為，在欲測量氣體通量的濕地位置上放置採氣罩，並在氣罩

內的水面上方空間(head space)中監測氣體濃度的時間變化率，再除以氣罩的覆蓋面

積，即可估算濕地單位面積的氣體交換速率（即通量）。此方法具有操作原理簡單、

測量直接、靈敏度高、具備彈性、設備可攜帶到任何位置測量、成本相較低廉等多項

優點(Pumpanen et al., 2004; Denmead, 2008)。 

不過每一氣罩的覆蓋面積不超過1 m2量測範圍狹小，因此針對大尺度的濕地系統

考慮到通量的空間變化，須設置多個採樣點及氣罩，才能求得代表性的結果，因此實

際調查上相當耗費人力。此外，密閉式氣罩造成罩內濃度及壓力增加可能抑制氣體釋

放而影響通量。此法較適合於小尺度濕地系統，或者與微氣象方法結合應用在大尺度

濕地的調查上補微氣象方法的不足。 

 

二、採氣罩技術的類別 

本方法又以氣罩是否與大氣連通及是否採連續量測而分為三種類型：(1)密閉式靜

置氣罩(closed static chamber)；(2)密閉式動態氣罩(closed dynamic chamber)；(3)

開放式動態氣罩(open dynamic chamber)(Pumpanen et al., 2004; Denmead, 2008)。

以下簡述這三種方法： 

（一）密閉式靜置氣罩(closed static chamber) 

此 方 法 又 稱 為 非 穩 定 狀 態 、 非 流 通 式 的 氣 罩 法 (non-steady-state, 

non-through-flow chamber)。整個裝置通常包含兩大部分：框架(collar)及氣罩，框架

(collar)為金屬（如鋁）製，上方設有槽口可與氣罩接合，底部需插入濕地的底泥（土

壤）中，其次將塑膠（壓克力、聚碳酸酯等）製的氣罩放置在框架上方的溝槽上，再

加水於溝槽內保持密封。氣罩內、外的空氣不互通，氣罩內裝設一座小型電扇（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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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讓罩內空氣能充分混和，水面上方空間的氣體濃度會隨著時間而明顯變化，通

常在時間間隔內以氣體針筒(gas syringe)將氣體樣本從氣罩內取出，並帶回實驗室分

析氣體濃度，再將所監測的氣體濃度以下列公式求得(Zou et al., 2004; Stadmark and 

Leonardson, 2005; Song et al., 2008)： 

 )Δ/Δ)(/(= tρAVC gg  (2.22) 
 

其中，Cg (kg/m2/s)=微量氣體通量；V(m3)= 水面上方空間的體積；A(m2)=氣罩覆

蓋的面積；ρg (kg/m3)=微量氣體濃度；t(s)=時間。此方法是最傳統、設備上最簡單也

最便宜、在野外操作不需耗電、只需小空間進行實驗、最常被使用的方法，並且可同

時監測多種微量氣體的通量，如：CO2、CH4、N2O、O2、H2O等(Pumpanen et al., 2004; 

Denmead, 2008)。有關人工濕地溫室氣體釋放的國際間研究大多也採用密閉靜置氣罩

法(表2.4-1；Johansson et al., 2003, 2004; Teiter and Mander, 2005; Stadmark and 

Leonardson, 2005; Sovik et al., 2006; Liikanen et al., 2006; Sovik and Klove, 2007; 

Picek et al., 2007; Mander et al., 2005, 2008)。 

（二）密閉式動態氣罩(closed dynamic chamber) 

此方法又稱為非穩定狀態、流通式的氣罩法(non-steady-state, through-flow 

chamber)，設備較為複雜及昂貴，但是操作性更便利，可迅速有效獲得氣體通量結果。

此裝置的氣罩內、外空氣仍是不互通，但是設置一個空氣迴路(closed loop)連接氣罩空

間與氣體分析儀(gas analyser)，使得氣罩內空氣得以循環流通於氣罩與分析儀之間，

因而氣體濃度隨時間的變化能即時被監測，而氣體濃度的增加是否會抑制通量的現

象，也能立即獲知。一般可利用傅立葉轉換紅外線光譜儀(Fourier transformation 

infrared spectrometer)同時監測二氧化碳、甲烷及氧化亞氮 (Denmead, 2008)，氣體

通量的計算公式仍使用式(2.22)。二氧化碳分析儀價格較便宜、使用則較普遍，但是甲

烷及氧化亞氮分析儀仍較昂貴，以動態氣罩分析還是不多，甲烷及氧化亞氮通量大多

仍採靜置氣罩(Waddington and Roulet, 2000; Stadmark and Leonardson, 2005)。 

Breuer et al. (2000)使用一種動態氣罩，其氣罩上方的蓋子可利用氣動方式控制

(pneumatic control)開與關，因此監測完氣體通量後，在下一次監測前讓蓋子打開與大

氣平衡，下一次監測時再讓蓋子關閉，如此可很便利地進行一天的連續監測（例如每

隔3小時、每次監測時間18分鐘）(Denmead et al., 2006)。另外，美國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的學者也開發出一種裝設有熱交換器的氣罩，可控制氣罩內的溫度在通量

量測過程中，與大氣溫度的溫差不超過1℃，且氣罩高度90公分可涵括濕地植物在氣罩

內，不過大型植物就沒辦法納入，氣罩上方設置一個可移開的蓋子，當監測空檔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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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它移開與大氣平衡(Trumbore et al., 1999; Bubier et al., 1998; Bubier et al., 1999; 

Carroll and Crill, 1997)。 

 

（三）開放式動態氣罩(open dynamic chamber) 

此方法又稱為穩定狀態、流通式的氣罩法(steady-state, through-flow chamber)，

此裝置可讓氣罩外的空氣在固定流量下連續流入及流出氣罩，並監測流入空氣與流出

空氣的氣體濃度，由兩者的差值可估算出氣體交換通量： 

( )  /-= ,, AρρvC ingoutgg  (2.23) 
 

其中， 

Cg (kg/m2/s)=微量氣體通量； 

v(m3/s)=空氣流率； 

A(m2)=氣罩覆蓋的面積； 

ρg, out (kg/m3)= 流出空氣的微量氣體濃度； 

ρg,in (kg/m3)= 流入空氣的微量氣體濃度。 

此方法克服了氣罩內外壓差及氣體濃度增加影響通量測量的缺點。不過，當通量

很小時，(ρg, out－ρg,in)的數值很小難以量測(Rayment and Jarvis, 1997; Denmead, 

2008)。 

表2.6-1彙整文獻報導所使用的氣罩法，其氣罩種類、尺寸大小、調查水體及調查

目的。上述不管是何種氣罩法，當調查區域是在較深的濕地或水體（如塭、塘、池、

水庫、湖），氣罩無法固定在底泥上方時，則需使用漂浮型氣罩(floating chamber)，

並在船舶上進行作業(Stadmark and Leonardson, 2005; Abril et al., 2005; Schrier-Uijl 

et al., 2010)。 

使用的氣罩尺寸大小（面積、高度、體積）並無統一，面積不超過1m2，氣罩的形

狀包括長方體、圓柱體或圓頂（半圓）球體不一。設計的體積及高度端賴於是否欲將

植物收納到氣罩內而定，部分文獻量測草澤濕地覆蓋植物區域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

使用較高的氣罩(~90 cm)將植物涵蓋到罩內，所獲得的通量代表植物的初級生產量與

土壤呼吸速率差值(Trumbore et al., 1999; Bubier et al., 1998; Bubier et al., 1999; 

Carroll and Crill, 1997; Cheng et al., 2007)；相反地，只單純調查濕地溫室氣體(甲烷、

氧化亞氮)通量或生態系統呼吸通量，則使用使用較小（低）的氣罩，並放在沒有植物

的區域（表2.6-1）。不過真實情況的草澤濕地及紅樹林濕地，存在的巨型水生植物（如

蘆葦及香蒲）及紅樹林的高度或體積，大多超出氣罩體積甚多，因此以氣罩方法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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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間帶的藻類、鮮苔類、漂浮性水生植物（如布袋蓮、水芙蓉）、或小型挺水性水生

植物的初級生產量，但可能不適合紅樹林及盧葦（或香蒲）草澤的生產量的調查。 

再者，如果調查氣體通量是涵蓋光合作用與呼吸作用(也就是NEE)，則氣罩需使用

透光材質，作業時間通常選擇在白天日照輻射變化不大的時段，最常被報導的時間為

10:00~14:00範圍(表2.6-1，Trumbore et al., 1999; Bubier et al., 1998; Bubier et al., 

1999; Carroll and Crill, 1997; Stadmark and Leonardson, 2005; Schrier-Uijl et al., 

2010)。也有研究者，為了建立NEE與光合成活性輻射強度(PAR，photosynthetically 

active radiation)之間的關係，則在氣罩內設置光量計(Quantum sensor)，並使用不同

遮光率的布簾覆蓋在氣罩上，同時調查NEE及記錄PAR(Trumbore et al., 1999; Bubier 

et al., 1998; Bubier et al., 1999; Carroll and Crill, 1997)。也有研究利用透明光罩調查

日間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NEE)，並同一地點另外使用不透光氣罩（或透光氣罩以黑布

完全遮光）調查日間黑暗的通量，此代表生態系統呼吸通量 (ER，ecosystem 

respiration，ER=HR+AR)。 

根據下列公式(2.24)，ER與NEE的差值可進一步求得總初級生產量(GPP，gross 

primary production)： 

NEENEP -=  (2.17) 
ERGPPNEP -  =  (2.20) 
ERGPPNEE -  =-  

 -= NEEERGPP  (2.24) 
 

此調查方法的氣罩需要放在有植生(vegetation)存在的位置。 

 

三、利用經驗公式差補法(empirical interpolation)推估全年的交換通量 

濕地與大氣的氣體交換具有明顯的時間性變化(temporal variation)，此包括每天日

夜與小時的變化(diurnal variation)、季節性的變化(seasonal variation)等。氣罩法的主

要缺點就是無法像微氣象方法很方便有效地進行密集的（一年365天、一天24小時）

連續監測，而令人全盤了解二氧化碳交換通量(NEE)的時間變化。一般唯有能掌握NEE

的每日小時變化才能估算出當日的NEE，唯有能掌握日或月變化數據才能估算當年的

淨生態系統生產量(NEP，NEP=－NEE)。為此，不少文獻使用一個可以預測每小時

NEE，並進一步推估整年淨生態系統生產量(NEP)的方法，稱為經驗公式差補法

(empirical interpolation) (Carroll and Crill, 1997; Bubier et al., 1998; Trumbore et al., 

1999; Bubier et al., 1999; Waddington and Roulet,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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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文獻所使用的不同氣罩法種類彙整一覽表(1/2) 
氣罩種類 氣罩材料 氣罩面積 高度 透光性 監測時間 濕地位置 目的 文獻來源 

密閉式動態

氣罩 (IR分析

儀) 
Plexiglass 0.25m2 50cm 

透光+遮
光 

測罩內

PAR 

泥炭濕地

bog，瑞典 

CO2交換

通量，碳

平衡 

Waddington and 
Roulet (2000) 

密閉式靜置

氣罩 
金屬 0.038m2    

泥炭濕地

bog，瑞典 

CH4交換

通量，碳

平衡 

Waddington and 
Roulet (2000) 

密閉式動態

氣罩 (IR分析

儀) 
Perspex 

直徑

40cm 
圓頂 

16cm 
透光及不

透光兩種 
測罩內

PAR 

潮間帶濕

地，法國 
CO2交換

通量 
Migne et al. 
(2002) 

密閉式動態

氣罩 (IR分析

儀) 

polycarbon
ate 

60×60cm
2 

45, 90 
cm 

透光+遮
光 

10:00~1
5:00,測
罩內PAR 

數處泥炭

濕地，加

拿大 

CO2交換

通量，碳

平衡 

Trumbore et al. 
(1999); Bubier et 
al. (1998); Bubier
et al. (1999); 
Carroll and Crill 
(1997) 

密閉式靜置

氣罩 
 

50×50 
cm2 

50, 100 
cm 

不透光   呼吸通量 Zou et al. (2004) 

密閉式靜置

氣罩 
 

0.05, 
0.03 m2 

45, 90 
cm 

  

數處泥炭

濕地，加

拿大 

CH4交換

通量，碳

平衡 

Roulet et al. 
(2007) 

密閉式靜置

氣罩 
不鏽鋼 

50×50 
cm2 

50cm 不透光  
淡水草

澤，中國 

N2O、

CH4、CO2

釋放通量 

Song et al. 
(2008) 

漂浮式動態

氣 罩 (gas 

monitor) 
   黑暗氣罩 

10:30~1
4:30 

湖泊，荷

蘭 
CH4、CO2

釋放通量 
Schrier-Uijl et al. 
(2010) 

漂浮式動態

氣罩 (IR分析

儀) 
 0.2 m2 

10, 15 
cm 

  
水庫，法

國 

CO2及

CH4交換

通量，碳

平衡 

Abril et al. (2005) 

密閉式靜置

氣罩 
壓克力 

 

50×40 
cm2 

不同高度 
透明，含

括 
植物 08:00~1

0:00 

半鹹水草

澤，中國 
N2O、CH4

釋放通量 
Cheng et al. 
(2007) 

10×10 
cm2 

10cm 

透明，含

括 
植物 

密閉式靜置

氣罩 
 

直徑

21cm 
圓柱 

14cm   

熱帶海岸

泥炭濕

地，印泥

炭 

N2O、

CH4、CO2
釋放通量 

Inubushi et al. 
(2003) 

密閉式靜置

氣罩 
PVC 

直徑

50cm 
圓柱 

50cm 

漆成白

色，不包

括植物 
 

HSSF及

HSSF-VS
SF人工濕

地，愛沙

尼亞 

N2O、N2、

CH4、CO2

釋放通量 

Teiter and 
Mander (2005); 
Mander et al. 
(2005,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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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文獻所使用的不同氣罩法種類彙整一覽表(2/2) 
氣罩種類 氣罩材料 氣罩面積 高度 透光性 監測時間 濕地位置 目的 文獻來源 

密閉式靜置

氣罩及漂浮

式氣罩 
壓克力 圓柱體  

黑暗氣

罩，不包

括植物 
 

SSF及
FWS人工

濕地，愛

沙尼亞、

芬蘭、挪

威、波蘭 

N2O、CH4

釋放通量 
Sovik et al. 
(2006) 

漂浮式氣罩 
Polymethyl
metacrylat
e 

直徑

44.7cm
圓柱 

14.5cm 透光 
10:00~1
1:30 

廢水穩定

塘，瑞典 
CH4、CO2

釋放通量 

Stadmark and 
Leonardson 
(2005) 

密閉式靜置

氣罩 
金屬 

直徑

28.5cm
圓柱 

35cm 

包覆鋁箔

紙，不包

括植物 
 

FWS人工

濕地，挪

威 

N2O、CH4

釋放通量 
Sovik and Klove 
(2007) 

密閉式靜置

氣罩 
Aluminium 

60×60 
cm2 

 

黑暗氣

罩，不包

括植物 
 

FWS及

SSF人工

濕地，芬

蘭 

N2O、

CH4、CO2

釋放通量 

Liikanen et al 
(2006) 

密閉式靜置

氣罩或漂浮

式氣罩 

polycarbon
ate 

47×47 
cm2 

85cm 
透光，含

括植物 
測當時

PAR 

FWS人工

濕地及

塘，瑞典 

CH4釋放

通量 
Johansson et al. 
(2003, 2004) 

密閉式靜置

氣罩 
塑膠     

HSSF人
工濕地，

捷克 

N2O、

CH4、CO2

釋放通量 

Picek et al. 
(2007)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在此方法中使用了兩個重要的經驗式(empirical equation)：其一、為總初級生產量

(GPP)與光合成活性輻射強度(PAR)的關係式(2.24)，其二、生態系統呼吸量(ER)與5cm

深的土壤溫度(T)的關係式(2.25)。 

 
+×
××

=
max

max

GPPARα
GPPARα

GPP  (2.24) 

 -= )( refTTB
ref eERER  (2.25) 

max

max)(

+×
××

 --=

-=

GPPARα
GPPARα

eER

GPPERNEE

refTTB
ref

 (2.26) 

 

其中， 

GPP =總初級生產量(mg C/m2/s) 

PAR=光合成活性輻射強度(μmol proton/m2/s) 

GPmax=最大的總初級生產量(mg C/m2/s) 

α= 生態系統表面的量子產率係數(apparent quantum yield)(mg C/μmol proton)，為

GPP對PAR作圖曲線中的起始斜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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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 實際溫度T (oK)下的生態系統呼吸量(mg C/m2/s) 

ERref = 參考溫度Tref (oK)下的生態系統呼吸量(mg C/m2/s) 

T = 5cm深的土壤溫度(oK) 

B = 常數，B=ln (Q10/10)；Q10為溫度增加10℃的ER比值，Q10=ERT+10//ERT 

NEE = 在不同PAR及T(oK)下所推估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 

Carroll and Crill (1997)、Bubier et al. (1998)、Trumbore et al. (1999)、Bubier et 

al. (1999)、及Waddington and Roulet (2000)以碳質量平衡法調查加拿大境及瑞典內

泥炭濕地的碳匯量，他們使用內裝二氧化碳分析儀、光量計、土壤測溫計、熱交換器、

透光的密閉式動態氣罩，蓋在含有植生的位置上。並監測罩內的PAR及5cm深土壤溫

度(T)，及氣罩形成的NEE通量，不同PAR條件則是利用不同透光率的布簾覆蓋在氣罩

上而成。他們也同時進行不透光(黑暗)氣罩的交換通量測量，其結果為(NEE)d可視為生

態系統的總呼吸量(ER)(NEE=ER－GPP，因為黑暗條件下GPP=0，因此(NEE)d=ER)。

在不同PAR及土壤溫度 (T)下實際測得的 (NEE)m，並可進一步由 (2.27)式估算出

(GPP)e： 

 )(-)(=)( mde NEENEEGPP  (2.27) 
 

其中， 

(NEE)m = 在不同PAR及土壤溫度(T)下實測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mg C/m2/s)，須注意

它的正負值(mg C/m2/s) 

(NEE)d = 不透光(黑暗)氣罩所實測的交換通量，可視為ER(mg C/m2/s) 

(GPP)e =在不同PAR下所估算的GPP(mg C/m2/s) 

因此，在許多筆不同的PAR條件下獲得(GPP)e值，即可利用數學回歸運算，建立

(2.24)式；另外，在許多筆不同的土壤溫度(T)條件下，所獲得的多筆(NEE)d (=ER)資

料，亦進行回歸以建立(2.25)式。如此一來，NEE的推估模式(2.26)便能使用來推估一

天24小時、一年365天的NEE值。而另一方面，研究一開始，也同時連續監測調查位

置的每日PAR及土壤溫度(T)的小時變化（可很方便每隔15~30分鐘監測記錄一次數

據），最後將一年的PAR及土壤溫度(T)資料，帶入推估模式(2.26)即可推算出一年的

每日NEE變化，進而算出整年的NEE或NEP。 

此一調查方法可適用在泥炭濕地、潮間帶泥灘地、及其他濕地植被可含納到氣罩

內進行二氧化碳交換通量測量的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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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利用空間外推法(spatial extrapolation)推估完整濕地的碳匯或交換通量 

一個大尺度的濕地在空間上經常具有明顯的異質性(heterogeneity)，例如：七股

鹽田濕地生態系統佔地約3,000公頃，其內涵蓋紅樹林、潟湖水域、潮間帶泥灘地、魚

塭、鹹水草澤、人群居住的社群等場址(sites)。每一場址生態系的植生種類及密度、水

文條件、底泥條件均大不相同，造成它們與大氣的氣體交換也具有明顯的空間性變化

(spatial variability)。因此，如何調查整個大尺度的生態系統的碳匯能力？一般建議先

根據整個濕地的表面地形測量結果(surface topography)，依同質性劃分為若干場址

(sites)，然後在各場址中設立多個碳匯或氣體交換通量(NEE)的測量點(locations)。

Waddington and Roulet (1996)提出以空間外推法(spatial extrapolation)或面積加權平

均法推估完整濕地的碳匯或交換通量： 

 )×(=

4,1=
3,1=

,,∑
i
j

jiji αFTF  
(2.28) 

其中， 

TF = 完整生態系統的通量，包括平均甲烷通量或二氧化碳交換通量(g C/m2/year) 

Fi,j = 在j場址內i測量點所調查的平均甲烷通量或二氧化碳交換通量(g C/m2/year) 

αi,j = 每一個場址的面積覆蓋比率(fractional coverage) 

 

2.6.1.3微氣象技術 
目前文獻中最常見的微氣象方法為渦流共分散技術 (eddy covariance 

techniques)，主要被用來測量濕地的淨生態系統二氧化碳交換通量(NEE)。大氣通常

含有向上及向下（垂直方向）的空氣對流移動，並帶動著微量氣體(二氧化碳、甲烷、

氧化亞氮、H2O)。渦流共分散技術乃利用3D超音波風速計、二氧化碳分析儀、及光合

作用輻射計等設備架設在離地面高度約4.6公尺（高於濕地植物的葉冠層）的塔架上，

連續監測二氧化碳濃度及垂直風速的變化，透過大氣質量傳送模式及雷諾統計法則，

進一步估算通過葉冠層－大氣層交界面的二氧化碳質量通量，由此估算濕地NEE 

(Baldocchi, 2003; Bonneville et al., 2008; Zhang et al., 2008)(圖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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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trophic respiration，HR)的差值。 

異營性呼吸作用主要由濕地中微生物分解有機質所貢獻，亦為二氧化碳的釋放來

源。而淨初級生產速率為濕地植物及藻類等自營性生物行光合作用固碳與自營性呼吸

作用的差額。NPP實為濕地植物提供可利用的有機碳速率，為含地面上淨生產速率

(above-ground primary production，ANPP，由植物的莖、葉及花絮等生質物所提供)

及地面下淨生產速率(below-ground primary production，BNPP，由植物的根及地下莖

等生質物所貢獻)的總和。 

+= BNPPANPPNPP (2.30) 
 

Trumbore et al. (1999)以氣罩法直接量測呼吸速率(HR)，並在濕地內劃分若干植物

採收點(plots)，在8月底植物生長期停止時進行地面上植體的修剪，並將採收植體秤

重、及分析水分與碳含量，以測得ANPP。由於，BNPP難以直接測量，因此採用文獻

的調查資料：植物的BNPP約佔NPP的50~80%，但選擇採用較低值50%。此方法並無

考慮水的傳輸(transportation)因素及甲烷通量對碳平衡影響。 

 

2.6.1.5用 質 量 收 支

運 算 或 質 量

平 衡 估 算 碳

匯量 
由碳質量平衡公式(2.15)及(2.18)可知，濕地生態系統若僅調查NEE或NEP並不足

以估算出濕地的碳匯量，尚須另外調查甲烷通量及水文輸送的碳質量納入碳質量平衡

公式，才能更完整估算碳匯量。以下簡述兩篇文獻採用完整碳質量平衡的調查方法。 

     --+= MEEffInfNEP F)FF(FFC  (2.15) 
   --+-= MEEffInfNEE F)FF(FFC  (2.18) 

 

一、英國泥煤沼澤碳匯量的估算 

Worrall et al. (2003)以多個碳質量流分析英格蘭北本寧地區河川流域泥煤沼澤的

碳平衡，如圖2.6-6。由於此類型濕地位於河川流域具有複雜的水文特質，特別將河流

傳輸的碳通量(fluvial flux of carbon)、碳氣體(二氧化碳及甲烷)交換通量列入碳收支計

算中。碳質量流分為兩大部分：碳輸入(Inputs)及碳輸出(Outputs)。而兩者的差值=碳

輸入通量－碳輸出通量，即等於濕地的碳匯量或淨儲存量(net sink)。 

碳輸入(Inputs)包括：(i)初級生產(植物及藻類)所吸收的二氧化碳，(ii)降雨逕流所帶

入的溶解性有機碳(DOC)及溶解性無機碳(DIC)，(iii)沼澤底層基質因風化產生無機碳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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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濕地底泥或

土壤長期 

碳累積量的

估算 
2.6.2.1利 用 土 壤 碳

含 量 的 長 期

監 測 估 算 濕

地 土 壤 碳 匯

量 
調查濕地碳匯量的另一種方法是直接測量土壤的碳含量（或碳密度）與濕地土壤

厚度在若干時間過程的變化，不過此方法須較長的調查時程，可能需長達10年才能監

測到兩者顯著的變化。Anderson and Mitsch (2006)報導位於美國俄亥俄州Olentangy 

River Wetland Research Park的兩座人造實驗濕地(面積各佔1公頃)，長期監測濕地土

壤碳含量的監測結果，發現採樣表面層土壤(0~8 cm)在1993年時總碳含量為1.57±0.4 

%，到了1995年增加到2.06±0.12 %，到了2004年時已增加到3.76±0.12 %。10年之間

土壤總碳含量增加約139%。總計，此兩座濕地的土壤碳匯量為180~190 g C/m2/year，

其中87%為有機碳。此方法乃假設每年所有的水生植物及藻類的生產量均留在濕地內，

並經一段時間後轉換為土壤有機物。 

 

2.6.2.2碳14同位素

測定法 
因濕地具有豐富碳吸存量而可利用同位素測定法推算其生成時間，而碳-14同位素

測定法(Radiocarbon method)也為最常用於測定碳循環的方法之一，在大氣層高空形

成的碳-14同位素原子不能單獨存在很久，它會很快的氧化成二氧化碳，由於
14CO2與

12CO2的化學性質相同，
14CO2 很快就會和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混合在一起，並且參加自

然界碳的交換循環運動。而後經由植物光合作用吸收大氣中二氧化碳組成本身組織，

動物又依賴植物為生，因此動植物組織中的碳直接或間接都來自大氣中二氧化碳，所

以也含有碳-14同位素。雖生物活著的時候會藉由呼吸作用與自然界不斷作碳之交換，

然而當生物死亡停止與外界碳之交換後，生物遺骸就成一封閉系統，隨著時間的增加，

遺骸中的碳十四逐漸衰變而減少。 

2003年E.C.Brevik及J.A.Homburg先利用地質鑽探法，將濕地劃為一個十字型採

樣點，取10個採樣點取出土芯（深度達6.25-17m），區分出個不同年代土層，以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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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定碳含量，若樣品含有碳酸鈣，則以過量HCl去除無機碳化物再燃燒做測定， Bulk 

density則以paraffin-coated clod法量測；生質碳（貝殼、樹木、煤炭等）以碳-14放射

性同位素法判斷，各土壤樣品碳吸存量平均得值推估南加州濕地近5,000年碳吸存量，

發現碳吸存量之速率快至慢依序為潟湖、潮間帶、鹽沼濕地、淡水濕地、沉積土層。 

Choi 及Wang(2004) 研究北佛羅里達海岸濕地，主要依植被狀況區分出4種採樣

區low marsh、middle marsh、salt barren、high marsh，採樣深度達0.9-1.2m，去除

含有超過1cm大小礦石之樣品後，將樣品置於60°C烘箱中，乾燥秤重測定含水量及密

度，再去除葉片、樹枝等生質碳後篩網(2mm)篩分，土壤粉末以10%HCl溶解碳酸化合

物再水洗，自然乾燥後於真空中875°C下與CuO結合產生二氧化碳後測量二氧化碳中

碳含量再利用H2與Co還原後，以加速質譜儀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er (AMS)進

行
14C/13C比率計算。 

因此可利用碳-14同位素之半衰期(5,730±40年)以測定土壤中之碳-14含量以實際

了解濕地之碳吸收量及形成時間。另外Y. Choi團隊發現由於1950至1960年間核子試爆

之原因，導致期間土壤之碳-14同位素碳含量大幅增加而影響測定誤差超過十年。但可

利用因此額外增加之碳-14土層藉以區別樣品土層為核子試爆前或之後形成之碳吸收

量，而區分出短期土層的碳匯及長期土層的碳匯。碳14同位素法之主要步驟如下： 

1.研究區域選址與樣品蒐集 

(1) 依照植被不同區分碳吸存量研究區塊 

(2) 鑽探至 90-120cm 處至石灰岩層，蒐集土芯至 PVC 管中(管徑 7.2cm)壓

實。 

(3) 檢查土芯，如有直徑超過 1 cm 之石塊將之除去 

(4) 蒐集 13 個從 high marsh, middle marsh, and low marsh 年份 1996-1997

年之土芯樣品，分析其碳密度及碳同位素之組成成分 

(5) 再一併分析由 Y. P. Hsieh of the Wetland Ecology Program at Florida 

A&M University提供1985-1988年之土壤樣本(樣品已經過乾燥密封防止碳

損)。 

(6) 額外蒐集分析 4 個海岸沉積土芯分析碳密度及碳同位素組成成分。 

2.制備樣品與分析 

(1) 先置於 60°C 烘箱中乾燥再秤重測定含水量及密度。 

(2) 去除可見之樹葉樹枝等，再利用孔徑為 2mm 之篩網使土芯樣本形成粉

末。 

(3) 粉末樣本利用 10% HCl 處理 3 小時以去除碳酸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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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洗中和，自然乾燥而後再次篩至粉末。 

(5) 此土壤樣本與 CuO 於真空下 875°C 中(silver foil in a vycor tube)作用 2

小時產生二氧化碳，利用低溫分離純化二氧化碳。 

(6) 純化後之二氧化碳與 H2 及 Co 還原再利用質譜儀(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er)計算碳同位素
14C/13C 比率。 

(7) 於壓力計(manometer)中測量二氧化碳中碳之重量百分比 

範例說明由質譜儀計算後各年代土層之碳-14 含量如表 2.6-2 所示，∆14C 若為負值

代表碳係為 1960 年前被固定，故可由表中判讀短期及長期之碳匯。 

 

表 2.6-2 濕地土壤中有機物質之放射性同位素碳-14 土層分布表(1/2) 
深度 現代比率 ∆14C, % 14C Date, B.P. 

1997  Low Marsh 

0-2 cm 1.0699 ± 0.0063 63± 6 >近代 

2-5 cm 1.1218 ± 0.0058 115± 6 >近代 

5-10 cm 1.1001 ± 0.0057 94 ± 6 >近代 

10-20 cm 0.9905 ± 0.0058 -15± 6 80±50 

20-30 cm 0.9241 ± 0.0057 -81 ±6 630±50 

30-40 cm 0.8517 ± 0.0093 -153 ± 9 1290 ± 90 

40-46 cm 0.7977 ± 0.0045 -206 ±5 1820 ± 50 

1996  Low Marsh 

0-2 cm 1.0660 ± 0.0063 60 ± 6 >近代 

2-5 cm 1.0813 ± 0.0085 75 ± 9 >近代 

5-10 cm 1.1332 ± 0.0057 126 ± 6 >近代 

10-20 cm    

20-30 cm 0.9975 ± 0.0056 -8± 6 近代 

30-40 cm 0.9101 ± 0.0052 -94 ± 5 760 ± 50 

40-49.5 cm 0.7977 ± 0.0071 -206 ± 7 1820 ± 80 

1996 Middle Marsh 

0-2 cm 1.1030 ± 0.0053 96 ± 5 >modern 

2-5 cm 1.1515 ± 0.0056 145± 6 >modern 

5-10 cm 1.0579 ± 0.0061 52 ± 6 >modern 

10-20 cm 1.0141 ± 0.0070 8 ± 7 >modern 

20-30 cm 1.0146 ± 0.0051 8 ± 5 >modern 

30-40 cm 0.9734 ± 0.0094 -32 ± 9 215 ± 75 

40-47.5 cm 0.9468 ± 0.0095 -58 ±10 440 ± 80 

1996 High Marsh 

0-2 cm 1.1771 ± 0.0086 170 ± 9 >modern 

2-5 cm 1.1803 ± 0.0083 173 ± 8 >modern 

5-10 cm 1.0547 ± 0.0057 48 ± 6 >modern 

10-20 cm 1.0165 ± 0.0063 10 ± 6 >modern 

20-30 cm 0.9938 ± 0.0072 -11 ± 7 50 ± 60 

30-40 cm 0.9348 ± 0.0094 -70 ± 9 540 ± 85 

40-50 cm 0.9502 ± 0.0140 -55 ±14 41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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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2 濕地土壤中有機物質之放射性同位素碳-14 土層分布表(2/2) 
深度 現代比率 ∆14C, % 14C Date, B.P. 

1988 Low Marsh 

0 -10.2 cm  1.0699 65 >modern 

10.2- 20.3 cm 0.9905 -14 76 

20.3- 30.5 cm 0.9373 -67 520 

30.5- 40.6 cm 0.9323 -72 563 

40.6-50.8 cm 0.8178 -186 1616 

50.8- 61 cm 0.7615 -242 2188 

61-71 cm 0.7374 -266 2447 

1985 Low Marsh 

0 – 2 cm  1.1420 ± 0.0064 137 ± 6 >modern 

2 -5 cm  1.0599 ± 0.0085 55 ± 9 >modern 

5 -10 cm  1.0037 ± 0.0056 -1 ± 6 >modern 

10-20 cm 0.9629 ± 0.0069 -41 ±7 303 ±60 

1985 Middle Marsh 

0 - 2 cm  1.2020 ± 0.0096 196 ± 10 >modern 

2 -5 cm  1.1073 ± 0.0088 102 ± 9 >modern 

5-10 cm  1.0284 ± 0.0053 24 ± 5 >modern 

10- 20 cm 1.0133 ± 0.0050 9 ± 5 >modern 

1985 High Marsh 

0 -2 cm  1.0315 ± 0.0071 27 ± 7 >modern 

2 - 5 cm  1.1439 ± 0.0066 139 ±7 >modern 

5 -10 cm  1.1285 ± 0.0070 123 ±7 >modern 

10-20 cm 1.0439 ± 0.0105 39 ±10 >modern 
資料來源：Choi 及 Wang(2004) 

 

由表 2.6-2 可知∆14C 在有植生的表土層皆為正值，表示在此 C 都是在 1960 年後

被吸收，而且所調查區域之表土可能因風化後裸露但是都沒有底土上翻之情形。 

 

2.6.3 遙感探測碳

匯估測方法 
2.6.3.1遙 感 探 測 理

論背景 
遙感探測意指藉由飛行於高空之載具（飛機、熱氣球）或環繞於地球軌道上行走

之衛星，且在上述工具上裝載探測器，以不觸摸物體的情形下得到該物體的資料及訊

息。理論上，每一目標物在整個電磁波波譜裡都有自己獨特的波長組合，亦即在不同

的波長會有不同的能量反應，因此相同物體會有相同的電磁波譜特徵，不同的物體則

具有相異的電磁波譜特徵。因此，遙感探測的原理即以接收目標物的多光譜為主，亦

即利用感測器所接收到的電磁波多光譜特徵之差異來辨識不同的目標物如圖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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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估上，美國與加拿大遙測所評估的結果與地面調查所評估之結果相近，而中

國與俄羅斯之遙測評估結果與地面調查所評估之結果仍有所差異，研究指出使用

簡單的 Biomass–NDVI 模型轉換材積與衛星綠度資料為生物量，對未來全球碳循

環的相關研究與監測上是值得進一步探討與試驗的問題。 

五、在都市森林碳吸存的推估上，Myeong et al., (2006) 針對美國 Syracuse 的都市森

林以 Landsat 多時期衛星影像來分析 1985 年、1992 年與 1999 年三個時期都市

森林碳吸存量的變化。 

六、研究使用 1999 年都市森林影響模型(UFORE)，來加以確定每個樣區樹木碳吸存

的數據，包括樹種、胸高直徑、樹高等(Nowak & Dwyer, 2000; Nowak et al.,2001)，

其衛星影像推估的結果為 148,659 ton 與地面樣區所推估的 148,334 ton 兩者結果

相近，證明遙測在監測與推估森林資源碳吸存上的可行性。 

七、林金樹(1988)利用空載多譜掃描資料對台大實驗林溪頭營林區進行被覆型分類，

區分出柳杉林分分布之後，再就柳杉林進行生物量測估。以分層選木法選取老、

中、幼三個齡級樣區中之均木，依 Huber 公式求得樣木材積與鮮重生物量，並取

圓盤和枝、葉小樣本求得乾重，以多元回歸分析方法建立多譜資訊和柳杉生物量

的回歸式，並經準確度評估測估全柳杉林分之生物量。其結果顯示在生物量測估

方面，材積測估準確度為 88.45%，鮮重和乾重生物量測估準確度為 85.31%和

80.26%。 

八、謝漢欽等(2003)應用地理資訊系統估算 9,616 ha 的六龜試驗林二氧化碳貯存量。

已修正的 IPCC 估算模式，並區分天然針葉林、天然闊葉林、人工林三個林型。估

算結果，1969、1980、1989 三年的二氧化碳貯存量依序為 199、227、302 萬 ton，

換算每 ha 碳貯存量為 56.44、64.38、85.65 ton，呈遞增的趨勢。 

九、賴爽云(2008)利用 SPOT 衛星對於高雄市都市林碳吸存進行評估，以 SPOT 衛星

影像評估法與依 IPCC 調查規範進行地面調查之碳吸存量進行比較，並將 SPOT 衛

星萃取之 NDVI 值對碳吸存量進行迴歸分析得到其關係式準確度為 55%。 

 

2.7 氣候變遷對濕地造

成的影響 
如前所述，濕地的碳匯能力及氣候中和的功能，使得濕地可能成為減輕全球暖化

及氣候變遷的重要生態系統。但是，氣候變遷帶來的氣溫增高、海平面上升、及水文

變化，對濕地的溫室氣體排放、碳庫的保留、碳匯能力、棲地保育等也會造成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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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及衝擊。然而，這些影響程序相當複雜，結果難以預測，預測結果的不確定性也

很高，且會因濕地類型的不同而有不同結果。 

 

2.7.1 正向回饋 
由於濕地（由其是北方的泥炭濕地）土壤的碳密度高於其他生態系統，因此暖化

導致氣溫增高後，對濕地的碳循環及碳庫之影響會高於其他生態系統。氣溫增加可能

會加速泥炭濕地的細菌分解（亦即呼吸作用），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使得泥炭地由

碳儲場轉變為碳來源，對碳庫造成傷害，此影響稱為暖化的正向回饋 (positive 

feedback)。溫度的增加也可能改變水文循環，增加蒸發散(evapotranspiration)速率，

並使許多濕地內的地下水及表面水水位降低，而提高濕地有機碳的好氧分解，增加二

氧化碳的排放。Davidson and Janssens (2006)認為當前全球泥炭濕地的碳庫約 450 Gt 

C，預期至西元 2100 年因全球暖化可能導致 100 Gt C 的碳庫損失。反觀，其他陸域生

態系統的土壤其碳庫含量總計 2300 Gt，至 2100 年因暖化導致的碳庫損失僅 0~40 Gt 

C。 

另一項正向回饋是氣溫增高也可能刺激甲烷形成菌的代謝活性，而增加濕地的甲

烷排放量。Cao et al. (1998)曾經利用生態系統模式探討氣候變化對濕地甲烷排放的影

響，發現全球暖化會導致甲烷排放量增加；然而過高的增溫結果，反而造成土壤水分

減少及水位下降，而降低甲烷排放。 

最強烈的正向回饋可能發生於北方的溫度的增高，在近北極帶的永凍層濕地生態

系統(tundra wetland ecosystem)中將面臨永凍土融解的結果，原先被這些濕地凍結的

大量甲烷水合物(methane hydrates)屆時將輕易地釋放到大氣中，使暖化更形惡化。 

 

2.7.2 反向回饋 
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濃度增加，會刺激植物生長，可能增加陸域生態系統及大多

數濕地的初級生產量，此現象特別稱為”二氧化碳施肥現象” (CO2 fertilization)。此結果

有可能會提高濕地的碳匯能力及碳庫量，對暖化及氣候變遷產生反向回饋(negative 

feedback)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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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造成的衝擊 
氣候變遷對濕地造成的最大稱衝擊之一是海平面上升對海岸濕地造成的影響。國

際間預測本世紀末期，海平面上升的範圍為 50~200 cm。科學家預測假如海平面上升

100 cm，Ramsar 公約所指定的國際級重要濕地有一半的數目將面臨棲地消失的威脅。

若濕地底泥沉積物增加速率無法追趕上海平面的上升速率，則濕地將因海水入侵、長

時間泛濫淹水而逐漸崩解。由於全世界有許多海岸線都已被人類開發，人類社會為了

保護陸地居住環境經常建造堤防、消波塊等結構，這些硬體施工會讓海岸濕地沉陷在

海及陸地之間，而遭到淹沒(Mitsch and Gosselink, 2007)。另外，海岸濕地靠陸岸的地

形坡度如果比濕地本身還陡峭，也容易因海平面上升造成濕地淹沒消失。濕地受海平

面上升而消失的範圍與海平面增加高度及陸岸是否有硬體結構有關。學者曾預測當海

平面增加達 1 公尺及海岸線無硬體結構時，美國的海岸濕地將會消失達 26~66% (Titus, 

1991)。 

我國四面環海，國家重要濕地中屬於海岸濕地的數目約占總濕地數目的 40%，面

積約占總濕地面積的 67%。再者，前文提及海岸濕地有高的的碳匯能力及低的甲烷排

放特性，對暖化及氣候變遷的減緩是最有效益及價值的濕地類別。因此，為了生態棲

地保育，或為了碳庫保護，或為了濕地碳匯能力的強化，有關海岸濕地受海平面上升

的影響及避免濕地消失的因應對策，國內相關機構應及早進行研究。 

 

2.8 濕地二氧化碳與 
甲烷釋放通量之

文獻報導 
在歐美國家人工濕地已發展有二、三十年，但有關於人工濕地處理廢水時的溫室

氣體排放之研究與發展仍然是剛起步的階段(Johansson et al., 2004)。Tanner et al. 

(1997)，在紐西蘭一座規模試驗人工濕地處理乳酪農場廢水進行測量甲烷氣體的釋放

通量，是最早期的報導。嚴格來說，在國內外有關於人工濕地產生溫室氣體釋放通量

之相關資料尚缺乏，整理如表2.8-1所示。 



 

 
 

 

 
 
 
 

2-48

第二章 濕地 碳匯 功能調查 方法的 相關文獻 回顧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表 2.8-1 同年代碳質量平衡估算碳收支通量一覽表 
文獻 地點 影像 結果 備註 

Fuchs et al. 
(2009) 

北極圈地上 
西伯利亞北部森林

苔原中的集水區 

QuickBird 
多光譜 

實地分層抽樣碳量

為 15.3 ton ha-1，與

使用最近相鄰法與

線性迴歸估計的碳

量 14.7 ton ha-1  

 

Nowak & 
Dwyer, 2000; 

Nowak et 
al.,2001 

都市森林 

Advanced Very 
High Resolution 
Radiometers 
(AVHRR) 

衛星影像推估的結

果為 148,659 ton 與

地面樣區所推估的

148,334 ton 

 

林金樹(1988) 台大實驗林溪頭營

林區 
空載多譜 
掃描 

材積測估準確度為

88.45% 
鮮重和乾重生物量

測估準確度為

85.31%和 80.26% 

 

謝漢欽等

(2003) 
六龜試驗林 GIS 影像 

1969、1980、1989
年碳貯存量為

56.44、64.38、85.65 
ton ha-1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2.8.1.全球研究 
濕地由於經常保持淹水狀態，限制氧分子的傳輸，濕地底泥易形成厭氧環境，雖

然降低有機物的分解速率，卻強化甲烷的產生及排放。文獻估計全球濕地每年約釋放

115~145 Tg CH4/yr (Tg = 1×1012 g)至大氣中，約佔全球甲烷釋放總量的20~25%；稻

田屬於民生使用的濕地，其甲烷釋放量大約在60~80 Tg CH4/year (Megonigal et al., 

2004; Whalen, 2005)（表2.8-2）。在更早期時，Aselman and Crutzen (1989)則估計

自然濕地的甲烷釋放量約為30~120 Tg CH4/year，稻田的釋放量為40~100 Tg 

CH4/year。 

表2.8-3為不同類型濕地甲烷釋放通量的比較。表中的數據差距頗大，最大值與最

小值之間相差約一萬(1×104)倍以上。不管是表面流(FWS)或表面下流動式(SSF)的類

型，人工濕地似乎是單位面積甲烷排放量最高的濕地類別，綜覽文獻值最高達~38,000 

mg CH4-C/m2/day (Tanner et al., 1997；Johansson et al., 2004；Teiter and Mander, 

2005；Liikanen et al., 2006；Søvik et al., 2006；Søvik and Kløve, 2007；Inamori et 

al., 2007；Wang et al., 2008；莊建和, 2010)。人工濕地的排放量甚至高於稻田的排

放10~880 mg CH4-C/m2/day (Mitsch and Wu，1995)。內陸濕地的各種類型濕地（淡

水草澤、森林濕地、bog及fen泥炭濕地）之間的甲烷排放量，似乎看不出一致性且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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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的差異，其數值介於11~443 mg CH4-C/m2/day (Matthews and Fung, 1987；

Aselmann and Crutzen, 1989；Gorham, 1991；Bartlett and Harris, 1993；Mitsch and 

Wu, 1995；LeMer and Roger, 2001；Whalen, 2005；Altor and Mitsch, 2006)，此數

值範圍似乎低於水稻田的排放通量。相較之下，海岸濕地的各種類型濕地其甲烷通量

最低，介於－1.6~49 mg CH4-C/m2/day （Bartlett and Harris, 1993；王銀波和謝學武，

1997；本計畫調查值）。海岸濕地通常表現較低的甲烷排放量的主要原因是，這些濕

地受海水感潮影響，而存在相當豐富高的硫酸鹽，會刺激進行硫酸還原作用(sulfate 

reduction)，並與甲烷化作用(methanogenesis)競爭電子提供者，而抑制甲烷化的進行

(Chmura et al., 2003；Choi and Wang, 2004；Komiyama et al., 2008)。 

綜合上述不同類型濕地的甲烷釋放通量，可歸納出粗略的排序：人工濕地＞水稻

田＞內陸濕地＞海岸濕地。 

 

表 2.8-2 全球甲烷釋放通量來自不同來源的比較 
單位：Tg CH4/yra 

來源Sources Megonigal et al. (2004) Whalen (2005) 
天然濕地 
Natural Wetlands 

 115 145 

熱帶Tropics 65   
北 方 高 緯 度

Northern latitude 
40   

其他Others 10   
其他天然來源 
Other Natural 
Sourcesb 

 45 45 

人為Anthropogenic     
水 稻 田 Rice 
paddies 

 60 80 

其他Othersc  315 330 
總來源Total Sources  535 600 

a Tg = 1×1012 g  
b 其他天然來源包括：海洋、陸域水體、螞蟻丘、地質 
c 其他人為來源包括：化石燃料、掩埋場、廢汙水處理廠、畜牧業、生質物燃燒 

資料來源：Mitsch and Gosselink,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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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3 不同類型濕地甲烷釋放通量的比較(1/2) 

濕地類型 位置 
甲烷釋放通量 

(mg 
CH4-C/m2/day) 

參考文獻 

海岸濕地Coastal wetland    
 潮間鹽鹼濕地Tidal saline 
wetlands 

美國USA  20~27 Bartlett and Harris 
(1993) 

 紅樹林Mangrove forests 
臺灣南部(七股濕地) 

Southern Taiwan (Chigu 
Wetland) 

10 This project 

 潟湖Lagoons 
臺灣南部(七股濕

地)Southern Taiwan 

(Chigu Wetland) 
3 This project 

 潮間鹽鹼濕地Tidal saline 
wetlands 

臺灣南部(台南四草濕地) 
Taiwan (台南四草濕地) -1.6~3 

王銀波和謝學武，

1997 
 潮間鹽鹼濕地Tidal saline 
wetlands 

臺灣中部(大肚溪口濕地) 
Taiwan (大肚溪口濕) -1.0~2 

王銀波和謝學武，

1997 
內陸濕地Inland wetland    

 淡水沼澤Freshwater marshes 亞熱帶／熱帶 

Subtropical/tropical 
29-443 Mitsch and Wu 

(1995) 

 淡水沼澤Freshwater marshes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90 Matthews and Fung 
(1987) 

 淡水沼澤Freshwater marshes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190 Aselmann and 
Crutzen (1989) 

 淡水沼澤Freshwater marshes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54 LeMer and Roger 
(2001) 

 河岸濕地Riparian wetlands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23 Matthews and Fung 
(1987) 

 河岸濕地Riparian wetlands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75 Aselmann and 
Crutzen (1989) 

 河岸濕地Riparian wetlands 美國(俄亥俄州) 

USA (Ohio) 
~84 Altor and Mitsch 

(2006) 

 森林沼澤Forested swamps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53 Matthews and Fung 
(1987) 

 森林沼澤Forested swamps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63 Aselmann and 
Crutzen (1989) 

 森林沼澤Forested swamps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52-56 Whalen (2005) 

 森林沼澤Forested swamps 美國USA 96 Bartlett and Harri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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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3 不同類型濕地甲烷釋放通量的比較(2/2) 

濕地類型 位置 
甲烷釋放通量 

(mg 
CH4-C/m2/day) 

參考文獻 

 森林沼澤Forested swamps 亞熱帶／熱帶 

Subtropical/tropical 
44-144 Mitsch and Wu 

(1995) 
 泥炭濕地(沼澤)Peatlands 
(bogs)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150 Matthews and Fung 
(1987) 

 泥炭濕地(沼澤)Peatlands 
(bogs)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11 Aselmann and 
Crutzen (1989) 

 泥炭濕地(沼澤)Peatlands 
(bogs)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77 Gorham (1991) 

 泥炭濕地(沼澤)Peatlands 
(bogs)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32 LeMer and Roger 
(2001) 

 泥炭濕地(沼澤)Peatlands 
(Fens)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60 Aselmann and 
Crutzen (1989) 

 泥炭濕地(沼澤)Peatlands 
(Fens) 

寒帶Boreal 14-325 Mitsch and Wu 
(1995) 

人工濕地Constructed wetlands (CWs)   

 表面流人工濕地FWS CWs 
臺 灣 南 部 Southern

Taiwan 
-75~520 莊建和(2010) 

 表面流人工濕地FWS CWs 瑞典Sweden -281~1,304 Johansson et al. 
(2004) 

 表面流人工濕地FWS CWs 芬蘭Finland 0.4~3,240 Liikanen et al. 
(2006) 

 表面流人工濕地FWS CWs 挪威Norway -0.9~1,425 Søvik and Kløve 
(2007) 

 表面下流動人工濕地SSF CWs 
(horizontal) 

臺 灣 南 部 Southern

Taiwan 
-20~997 莊建和(2010) 

 表面下流動人工濕地SSF CWs 
(horizontal) 

捷克Czech 0~2,232 Picek et al. (2007) 

 表面下流動人工濕地SSF CWs 
(horizontal) 

紐西蘭New Zealand -37~1,068 Tanner et al. (1997) 

 表面下流動人工濕地SSF CWs 
(horizontal, vertical) 

愛沙尼亞、芬蘭、挪威與

波蘭 

Estonia, Finland,
Norway, and Poland 

-32~38,000 Søvik et al. (2006) 

 表面下流動人工濕地SSF CWs 
(horizontal) 

愛沙尼亞Estonia 0.72~233 Teiter and Mander 
(2005) 

 小型人工濕地Constructed 
wetland microcosms 

日本Japan 0~12,570 Wang et al. (2008) 

 小型人工濕地Constructed 
wetland microcosms 

日本Japan 0~1,170 Inamori et al. (2007) 

稻田Rice paddy field    

 溫帶Temperate  10-880 Mitsch and Wu 
(1995) 

 
亞熱帶／熱帶 

Subtropical/tropical 
47-486 Mitsch and Wu 

(1995)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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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人工濕地之

溫室氣體排

放研究 
一、人工濕地處理農業廢水之甲烷釋放研究

 

Tanner et al. (1997)利用紐西蘭一座試驗規模人工濕地處理乳酪農場廢水，選擇四

個採樣點進行甲烷氣體產生的監測，觀察到甲烷釋放通量介於－2.08 ~ 59.38 mg m–2 

h–1
。人工濕地進流口的甲烷釋放通量顯著高於出流口(P < 0.05)，無種植植物的釋放通

量高於有種植植物得釋放通量，且最高的釋放通量也出現於無種植植物區，這說明了

植物根部的氧化作用扮演著抑制甲烷菌或使氧化甲烷的功能增強。 

 

二、人工濕地處理城市廢水之溫室氣體釋放研究 

Tai et al. (2002)在位於中國東部一座處理城市廢水之人工濕地中進行溫室氣體釋

放通量監測，測量其間為1999年6月~2000年8月，濕地面積為495,000 m2，平均進流

為12,000 m3 / d的都市廢水。人工濕地中甲烷產生的主要來源為城市廢水，甲烷的平

均釋放通量高達5.22 g m-2 d-1，高於在同緯度天然濕地產生量的250倍之多。處理1L

的廢水約會產生227.8mg的甲烷，高於二級處理廠處理污水時所產生量的700 ~ 1,000

倍之多。 

 

三、SSF型人工濕地處理廢水之氣體釋放量研究 

Mander et al. (2005)在愛沙尼亞南部的兩種類型人工濕地，進行溫室氣體釋放的

監測。第一個是位於Kodijärve的人工濕地為水平地下流式濕地(Horizontal subsurface 

flow system , HSSF) (60m×12.5m)，處理約40人的醫院廢水。第二個是位於Kõo的混

合型濕地，由2個垂直地下流式濕地 (Vertical subsurface flow system , VSSF) 

(64m2×2)、1個水平地下流式濕地(Horizontal subsurface flow system , HSSF) (365m2)

以及2個FWS系統(3600m2與5500m2)，處理約300人未經處理過的城市廢水，不過未

量測FWS濕地的溫室氣體釋放通量，只測量VSSF及HSSF濕地的溫室氣體。 

在這兩種人工濕地裡，Kodijärve的HSSF濕地甲烷平均釋放通量為31-12100μg 

CH4-C m-2 h-1
，Kõo的混合型濕地甲烷平均釋放通量為950-5750 μg CH4-C m-2 h-1

。根

據Duncan test，每個月份的甲烷釋放通量，發現有顯著高釋放通量在5-8月，與氧化

亞氮相同。其餘月份均只有微弱的釋放。並且甲烷的釋放在空間與時間方面是具有極

大的變化。發現甲烷在空間變化上，進流口(500–1200 kg CH4-C ha−1 yr−1)更顯著高於

出流口(＜150 kg CH4-C ha−1 yr−1)。甲烷釋放通量增加可能是由於廢水中高濃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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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NH4
＋-N、TN、PO4-P、TP與BOD引起。同樣的，甲烷釋放通量與水中NO2

－-N、

NO3
－-N的濃度具有顯著的負相關，平均土壤溫度與甲烷的釋放率有顯著的相關性 (R2

＝0.5)。 

 

四、利用人工濕地去除氮之溫室氣體釋放研究
 

Stadmark et al. (2005)調查位於瑞典南部不同人工濕地場址甲烷的監測。發現當

水溫超過15℃時，甲烷釋放通量為1 ~ 54 mg m−2 h−1，而在溫度低於10℃時，則甲烷

釋放通量小於0.6 mg m−2 h−1
。在高濃度的硝酸鹽(8及16 mg NO3

－–N / L) 與無額外添

加硝酸鹽相比，高濃度硝酸鹽會限制甲烷的產生。這三池的甲烷釋放通量呈現類似的

季節性發展，在冬季低，而夏天達到最高，也發現甲烷釋放通量和溫度之間呈現顯著

正相關(R2＝0.81 ~ 0.92)，甲烷釋放通量和表水中溶解的甲烷濃度具有顯著正相關(R2

＝0.54、P < 0.001)。而甲烷釋放通量和硝酸鹽濃度則呈現負相關，氧的存在會抑制甲

烷的生產。因為在好氧條件下，利用氧作為電子受體進行氧化有機碳。季節性釋放率

也可能會受可利用的基質、溫度、可利用的電子受體或是這些因素的綜合效果影響。 

 

五、季節性與溫度性的改變對人工濕地溫室氣體釋放之影響研究
 

Liikanen et al. (2006)利用位於芬蘭境內的FWS人工濕地(2.4 ha)處理泥炭礦脈採

礦的進流水，長期調查溫室氣體排放進行研究。研究期長達10年的連續監測中發現，

在1992年甲烷的釋放通量為140 mg m−2 d−1，到了2002年其釋放通量增加到400 mg 

m−2 d−1，增加了185.7％。在2001年8月到2002年8月，其甲烷釋放通量範圍在0.4 ~ 

4320 mg m−2 d−1 (0.02 ~ 180 mg m−2 h−1)，平均釋放通量為380 ± 46 mg m−2 d−1 

(15.83 mg m−2 h−1)。其甲烷釋放通量在秋天最高，冬天最低。甲烷釋放通量與濃度在

距離進流30m與60m處顯著高於90m處(p＜0.001)。Liikanen等人，發現初級生產量與

植物種類組成的改變可能導致增加人工濕地的碳循環與甲烷釋放的機制，1992~2002

這10年期間，植物生物量在人工濕地增加了一倍。初級生產，提供了新鮮有機物的降

解，是濕地控制甲烷釋放量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變數。微管植物也可以作為甲烷的導管，

甲烷利用它們的通氣組織從厭氧泥炭裡直接排氣到大氣中。因此，增加微管植物的範

圍明顯是增加甲烷釋放通量的原因。 

 

六、在兩種類型人工濕地進行植物採收對甲烷釋放的影響研究 

Zhu et al. (2006)在日本利用兩種戶外的試驗規模濕地(SSF與FWS濕地：體積都為

長5m × 寬0.5m × 深0.9m，均種植蘆葦)處理家庭廢水，水力停留時間為6天。SSF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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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9.5℃的甲烷釋放通量為0.24 ~ 0.74 mg / m2 d，在15℃時增加為2.1 ~ 10.5 mg / 

m2 d。FWS濕地在9.5℃的甲烷釋放通量在0.05 ~ 0.34 mg / m2 d之間，在15℃時增加

為0.6 ~ 19.1 mg / m2 d。甲烷釋放通量最高時，可以觀察到在15℃植物生長最茂盛的

階段，因為根分泌物刺激了甲烷菌的活性。溫度是微生物在濕地進行甲烷產生和消耗

的一個重要因素。細菌的活性隨著溫度的下降而變低，導致在每個採樣點的甲烷釋放

通量下降，而各點釋放通量的差異也跟著變小。在低溫下發現有較低的甲烷釋放通量

和更多的甲烷溶解在水中。溫度對於FWS濕地的甲烷釋放通量之影響是大於SSF濕地

的。這可能歸咎於SSF濕地具有層層的礫石介質，可能有防止溫度急劇的變化，使更

多的細菌能夠適應環境。濕地的氣體釋放通量可能會由其他因素來影響，例如基質類

型和數量，水的化學性質和細菌的活性。因此建議應該加以考慮在根系活性和甲烷排

放之間的關係，還有受其他因素的影響，例如植物的生長狀態，在不同季節甲烷的釋

放，也應進行調查。 

 

七、在挪威東南部人工濕地甲烷的釋放研究
 

Søvik et al. (2007)在挪威使用一座FWS人工濕地處理城市廢水進行氣體監測位於

挪威東南部，此濕地系統由三個FWS濕地組合而成(面積分別為1000、 1400 與 1100 

m2)，水力停留時間約為4天。甲烷的釋放通量在 −1.2 ~ 1900 mg m−2 day−1。秋季、

冬季和夏季的平均釋放通量分別為240、180和42 mg m−2 day−1，三個季節的甲烷釋放

釋放通量並沒有顯著差異(p＞0.05)。且在甲烷釋放通量和水中溶解的CH4-C濃度之間

發現並無相關性。 

 

八、從人工濕地廢水處理過程研究甲烷的釋放研究
 

Inamori et al. (2007)在日本境內設置六個試驗規模濕地進行研究氧化亞氮及甲烷

的釋放量，該濕地分別進流不同BOD的廢水(50、100、200 mg / L)。研究期間從2001

年7月至2002年12月，每月測量一次。甲烷釋放通量範圍為2 ~ 65 mg m−2 h−1。甲烷

釋放通量的第一次高峰出現在7月期間，在冬季甲烷釋放通量很低。隔年3月當植物開

始增長，而生物量增加及甲烷釋放也有所增加，產生了第二個高峰期。第三個高峰期

則在9月，當植物再次成熟時。甲烷釋放通量與溫度呈現正相關，因為溫度影響了甲烷

菌活性來改變甲烷的產生。而春季的高峰是由於經過冬季幾個月，當低溫減緩微生物

活性造成有機物的累積。之後隨著溫度的上升，微生物的活性也有所增加，更增加了

供應甲烷菌的基質和分解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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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濕地的碳匯能力 

2.9.1 濕地的碳匯

能力比較 
濕地能將從大氣中二氧化碳封鎖或捕集於濕地中的程序，即稱為碳匯(carbon 

sequestration)。濕地有不同類別(categories)及類型(types)，同一種類型的濕地又因植

生種類、地質、氣候等條件的不同又分為不同分級(strata)，因此濕地的異質性

(heterogeneity)相當高且廣泛。不同類型及分級的濕地條件可能影響其生物地質化學程

序的進行，亦即影響其碳匯及CH4釋放能力的多寡。再者，濕地一方面具有碳匯功能，

另一方面又是甲烷的排放源，且一個分子的甲烷對溫室效應的貢獻度是一個分子二氧

化碳的21倍，在此情況下濕地對溫室氣體的淨排放（或全球暖化綜合影響）到底是正

面的削減或負面的增強作用？有些文獻已估算單位濕地面積的碳匯量。Moore and 

Bellamy (1974)估計歐洲沼澤中泥炭土壤的累積速率約在20~80 cm/1,000 year。

Cameron (1970)亦估算北美濕地的泥炭土壤的累積速率約在100~200 cm/1,000 

year。Nichols (1983)估計在溫暖、高生產量的濕地場址泥炭土壤的累積速率可達

150~200 cm/1,000 year。Malmer (1975)指出位於西歐的濕地其泥炭土壤的累積速率

為50~100 cm/1,000 year，相當於土壤的累積速率為25~50 g DM /m2/year、碳的累積

速率為12~25 g C/m2/year。Hemond (1980)估算美國麻州一處沼澤的泥炭土壤的累積

速率高達430 cm/1,000 year，相當於土壤的累積速率為180 g DM /m2/year、碳的累積

速率為90 g C/m2/year。McCarty and Ritchie (2002) 報導位於美國馬里蘭的一處農田

及河岸濕地生態系統的碳匯能力為160~220 (g C/m2/year)。Trumbore et al. (1999)以

植物體採收法估算濕地淨生產量，並進一步透過濕地異營性呼吸通量估算加拿大境內

四處北方濕地的淨生態系通生產量(FNEP)為-2.65~164.15 (g C/m2/year)。Brix et al. 

(2001) 報導位於丹麥Vejlerne Nature Reserve一處蘆葦濕地的碳循環速率，表明該濕

地的碳累積通量達552 (g C/m2/year)。Anderson and Mitsch (2006) 調查俄亥俄州的

兩處人造濕地，發現其總碳匯量為180~190 g C/m2/year。Euliss (2006) 調查幾個已

被復育超過10年的濕地，並發現其碳匯量高達305 g C/m2/year。 

濕地有多少碳匯能力？目前科學界發展出的調查方法主要有兩種。第一種方法稱

為碳收支計算法，藉由測量濕地的淨初級生產量(NPP)及異營性呼吸量(HR)的差值—

亦即淨生態系統生產量(NEP)，或兩者差值的負數—亦即淨二氧化碳交換通量(NEE)，

並考慮甲烷的交換通量及水文傳輸的碳通量，透過碳通量的收支計算，最後估算出碳

匯通量因子即表示濕地單位面積的每年碳匯能力。 

表2.9-1整理不同濕地的碳匯通量因子。海岸濕地的紅樹林(mangrove forests)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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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高的淨生態系統生產量(NEP)，文獻值介於852~1,170 g C/m2/yr (Komiyama et 

al.; 2008; Bouillon et al.; 2008; Barr et al., 2010)，甚至高於全球熱帶雨林的平均值403 

g C/m2/yr (Luyssaert et al., 2007)，此兩種生態系統多位於低緯度的熱帶及亞熱帶，同

屬於木本科樹木，兩者的淨初級生產量應該相當，但是紅樹林濕地的淹水狀況降低有

機物分解速率，而提高碳的淨吸取量；另一方面，紅樹林及其他海岸濕地的甲烷排放

相當低（顯著低於內陸濕地及人工濕地，原因下節將討論），因此在全球暖化的減緩

上較其他生態系統更有其價值。人工濕地由於接收廢水進流，營養物來源豐富可能加

速植物生長而提高淨初級生產量，其碳匯通量與紅樹林可互爭長短，介於650~2,200 g 

C/m2/yr，不過其碳匯的文獻數據目前還很少(Mander et al., 2008; 莊建和，2010)，且

單位面積的甲烷排放量高於天然濕地近10倍，因此對暖化的綜合影響仍需進一步分析

評估。淡水草澤的植生（以蘆葦及香蒲為主），雖然與人工濕地一樣但是可能因為營

養物負荷及/或氣候的因素，其碳匯通量低於人工濕地，介於62~552 g C/m2/yr (Brix et 

al., 2001; Bonneville et al., 2008; Zhou et al., 2009)，此碳匯通量與同緯度的溫帶森林

相當(133~398 g C/m2/yr)( Luyssaert et al., 2007)。北方的泥炭濕地(northern or boreal 

peatland)雖然含有相當高的碳密度，但是碳匯通量明顯低於紅樹林，介於-7.6~164 g 

C/m2/yr (Trumbore et al., 1999；Waddington and Roulet, 2000；Moore et al., 2002; 

Worral et al., 2003; Roulet et al., 2007)，與同緯度的北方森林相當(40~178 g 

C/m2/yr)( Luyssaert et al., 2007)，主要原因是北方的泥炭濕地位於高緯度，低溫氣候

限制了淨初級生產量，另外泥炭含碳量高可能增加二氧化碳及甲烷的排放。前述已提

到泥炭濕地可能因土地利用變化（排水及燃料使用），轉變為溫室氣體排放源。 

綜合上述不同濕地的碳匯通量因子，可歸納出粗略的排序：海岸濕地的紅樹林及

鹹水草澤、人工濕地＞內陸濕地的淡水草澤＞北方泥炭濕地。 

第二種測量濕地碳匯的方法稱為碳庫變化估算法，亦即調查濕地的有機碳長期累

積速率(LORCA，long-term apparent rate of C accumulation)，為濕地歷經長時間間

隔下，監測濕地土壤碳含量（或碳密度，或土壤沉積深度）的時間變化。 

表2.9-2為不同濕地有機碳長期累積速率的比較。其中以海岸濕地受感潮影響的紅

樹林及鹹水草澤有較高有機碳累積速率，紅樹林為18~444 g C/m2/yr (Cahoon, 1994; 

Duan et al., 2008)，鹹水草澤為76~763 g C/m2/yr (Bryant and Chabreck, 1998； 

Cornnor, 2001；Duan et al., 2008)，後者似乎高於前者。但是，Chmura et al. (2003)

比較了26篇調查有關紅樹林及鹹水草澤之有機碳累積速率的文獻，結果歸納紅樹林及

鹹水草澤之間的碳匯速率並無顯著差異。相反地，Duan et al., (2008)初估中國境內濕

地的碳匯總量時，採用紅樹林的有機碳累積速率為444 g C/m2/yr，高於鹹水草澤的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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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C/m2/yr。海岸濕地的另一種環境類型為潟湖(lagoon)，為深水區並無植物存在，由

於淨初級生產量較缺乏，量測到的有機碳累積速率僅有33 g C/m2/yr (Brevik and 

Homburg, 2004)。除了泥炭濕地以外的內陸濕地，其累積速率範圍33~387 g C/m2/yr 

(Reddy et al., 1993；Euliss et al., 2006；Roulet et al., 2007；Duan et al., 2008)，略

低於紅樹林及鹹水草澤，但高於北方泥炭濕地。北方泥炭濕地的有機碳累積速率介於

10~180 g C/m2/yr (Turunen et al., 2002；Gorham, 1991；Trumbore et al., 1999；Duan 

et al., 2008)，平均值低於其他類型的濕地。 

 
綜合上述不同濕地的有機碳長期累積速率，可歸納出粗略的排序：海岸濕地的紅

樹林及鹹水草澤＞內陸濕地的淡水及鹹水草澤＞北方泥炭濕地、海岸潟湖。此排序與

不同濕地的碳匯通量因子的排序類似。 

Roulet et al. (2007)曾針對一處北方泥炭濕地場址，比較兩種方法：碳收支計算

法及測量有機碳長期累積速率法，量測濕地碳匯能力的結果差異，前者方法經連續6

年的監測結果為21.5±39.0 g C/m2/yr，後者採兩處土壤蕊心樣本(cores)以同位素法測

量過去3000年的有機碳平均累積速率為21.9±2.8及14.0±37.6 g C/m2/yr，顯示兩種方

法測得的結果並無顯著差異。 

不過，若比較表2.9-1及2.9-2針對紅樹林的不同文獻調查結果顯示，碳匯通量因

子高達852~1,170 g C/m2/yr (Komiyama et al.; 2008; Bouillon et al.; 2008; Barr et al., 

2010)，而有機碳長期累積速率僅18~444 g C/m2/yr (Cahoon, 1994; Duan et al., 

2008)。原因可能是，前者文獻其實是調查紅樹林的淨生態系統生產量(NEP)，並沒有

將潮汐輸出有機物的通量列入收支計算，而紅樹林土壤真正的碳匯量並無法儲存或累

積潮汐的碳輸出。 

在人工濕地方面，儘管應用於廢水處理的技術發展已超過30年，不過很少有針對

人工濕地碳平衡及碳匯能力調查的文獻報導。Mander et al. (2008) 調查愛沙尼亞境內

用於處理生活汙水的水平流及垂直流SSF人工濕地的氣體通量，並採收水生植物調查

生質物固碳通量進行碳質量收支平衡，發現人工濕地的碳匯能力達1.5~2.2 kg 

C/m2/year(1,500~2,200 g C/m2/year)。此數值幾乎是天然濕地碳匯能力的10倍以上。

Picek et al. (2007)調查捷克境內一處用來淨化市鎮污水的水平流式SSF濕地（面積748 

m2）的碳收支平衡，估算約有0.35 g C/m2/d(127.8 g C/m2/year)的通量累積於濕地土

壤或由植物以氣體方式釋放到大氣中。濕地的碳匯能力比較如表2.9-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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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1 不同濕地及森林生態系統的碳匯通量因子  

濕地類型 位置 
碳匯通量 

(g C/m2/yr) 
參考文獻 

海岸濕地 Coastal wetlands    
 紅樹林Mangrove forests 美國USA (25o36’N, 81o08’W) 1,170 Barr et al. (2010) 
 紅樹林Mangrove forests 泰國東部Eastern Thailand  852 Komiyama et al. (2008) 
 紅樹林Mangrove forests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1,100 Bouillon et al. (2008) 
內陸濕地 Inland wetlands    

 蘆葦濕地Reed wetlands 

丹麥(Vejlerne自然保護區) 

Denmark (Vejlerne Nature 

Reserve) 

552 Brix et al. (2001) 

 香蒲沼澤Cattail marshes 加拿大Canada (45o40’N, 75o50’W) 264 Bonneville et al. (2008) 
 蘆葦沼澤Reed marshes 中國China (41o08N, 121o54’E) 62 Zhou et al. (2009) 
 好雨沼澤Ombrotrophic bogs 加拿大Canada (45o41’N, 75o48’W) 60 Moore et al. (2002) 
 北方泥炭濕地Northern peatlands 加拿大Canada (45o41’N, 75o48’W) 22 Roulet et al. (2007) 
 寒帶濕地Boreal wetlands (bog collapse) 加拿大Canada (55o91’N, 98o42’W) -3 Trumbore et al. (1999) 
 寒帶濕地 Boreal wetlands (poor fen) 加拿大Canada (55o91’N, 98o42’W) 111 Trumbore et al. (1999) 
 寒帶濕地Boreal wetlands (Intermediate

fen) 
加拿大Canada (55o91’N, 98o42’W) 164 Trumbore et al. (1999) 

 寒帶濕地Boreal wetlands (rich fen) 加拿大Canada (55o91’N, 98o42’W) 15 Trumbore et al. (1999) 

 泥炭集水區Peat catchments 

英國(Moor House自然保護區) 

British (Moor House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15 Worral et al. (2003) 

 寒帶泥炭濕地Boreal peatlands 瑞典Sweden (63o44’N, 20o06’E) -7.6~2 
Waddington and Roulet 

(2000) 
人工濕地 Constructed wetlands (CWs)   
 表面下流動人工濕地SSF CWs 臺灣南部Southern Taiwan 2,000.1 莊建和(2010) 

 表面流人工濕地FWS CWs 臺灣南部Southern Taiwan 649.8 莊建和(2010) 

 表面下流動及表面流人工濕地SSF-FWS

CWs 
臺灣南部Southern Taiwan 1,175.3 莊建和(2010) 

 地下水平流人工濕地HSSF CWs 愛沙尼亞Estonia  1,500~2,200 Mander et al. (2008) 
森林 Forests    
 熱帶潮濕常綠林Tropical humid evergreen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403 Luyssaert et al. (2007) 
 地中海溫暖常綠林Mediterranean warm

evergreen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380 Luyssaert et al. (2007) 

 溫帶半乾燥常綠林Temperate semiarid

evergreen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133 Luyssaert et al. (2007) 

 溫 帶 潮 濕 常 綠 林 Temperate humid

evergreen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398 Luyssaert et al. (2007) 

 溫 帶 潮 濕 落 葉 林 Temperate humid

deciduous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311 Luyssaert et al. (2007) 

 寒 帶 半 乾 燥 常 綠 林 Boreal semiarid

evergreen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40 Luyssaert et al. (2007) 

 寒 帶 半 乾 燥 落 葉 林 Boreal semiarid

deciduous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178 Luyssaert et al. (2007) 

 寒帶潮濕常綠林Boreal humid evergreen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131 Luyssaert et al. (2007)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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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2 不同濕地有機碳長期累積速率的比較 

濕地類型 位置 

有機碳長期累

積速率 
(g C/m2/year) 

參考文獻 

海岸濕地Coastal wetlands    
 紅樹林Mangrove forests 美國USA (29o0’N, 91o0’W)  18~136 Cahoon (1994) 
 紅樹林Mangrove forests 美國USA (29o5’N, 92o7’W)  27~309 Cahoon (1994) 

 紅樹林Mangrove forests 
中國(國家平均)China (country 

average) 
444 Duan et al. (2008) 

 鹹水草澤Salt marshes 美國USA (29o5’N, 91o9’W) 318~763 
Bryant and Chabreck

(1998) 

 鹹水草澤Salt marshes 美國USA (29o6’N, 92o7’W) 349~657 
Bryant and Chabreck

(1998) 
 鹹水草澤Salt marshes 美國USA (45o1’N, 66o4’W) 76~184 Cornnor (2001) 

 鹹水草澤Salt marshes 
中國(國家平均)China (country 

average) 
236 Duan et al. (2008) 

 感潮帶鹽鹼濕地Tidal saline wetlands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210 Chmura et al. (2003) 

 潟湖Lagoons 
美國(南加州) 

USA (Southern California) 
33 (5000 yrs) 

Brevik and Homburg

(2004) 
 海岸泥炭濕地Coastal peatlands 美國USA (30o05’N, 84o10’W)  130 (100 yrs) Choi and Wang (2004) 
內陸濕地Inland wetlands    

 淡水草澤Freshwater marshes 中國(國家平均)China 

(country average) 
33 Duan et al. (2008)

 內陸鹹水草澤Inland salt 
marshes 

中國(國家平均)China 

(country average) 
67 Duan et al. (2008)

 沼澤Everglades 美國USA (northern 

Everglades, Florida) 
86~387 

Reddy et al.
(1993) 

 草原濕地Prairie wetlands 美國中北部 

Northcentral USA 
305 

Euliss et al.
(2006) 

 北方泥炭濕地Northern 
peatlands 

加拿大Canada (45o41’N, 

75o48’W) 
14~22 

Roulet et al.
(2007) 

 河岸沼澤Riverine marshes 美國USA (40o02’N, 83o02’E) 180~190 Anderson and
Mitsch (2006) 

 寒帶濕地Boreal wetlands  芬蘭Finland 15-26 
Turunen et al.
(2002) 

 溫帶濕地Temperate wetlands 芬蘭Finland 10-46 
Turunen et al.
(2002) 

 北方泥炭濕地Northern 
peatlands 

全球平均Global average 29 Gorham (1991) 

 寒帶濕地Boreal wetlands (bog 

collapse) 
加拿大Canada (55o91’N, 

98o42’W) 
23 

Trumbore et al.
(1999) 

 寒帶濕地(過渡沼澤)Boreal 
wetlands (poor fen) 

加拿大Canada (55o91’N, 

98o42’W) 
180 

Trumbore et al.
(1999) 

 寒帶濕地Boreal 

wetlands(Intermediate fen)

加拿大Canada (55o91’N, 

98o42’W) 
180 

Trumbore et al.
(1999) 

 寒帶濕地Boreal wetlands (rich 

fen) 
加拿大Canada (55o91’N, 

98o42’W) 
25 

Trumbore et al.
(1999) 

 泥炭濕地Peatland 中國(國家平均)China 

(country average) 
25 Duan et al. (2008)

人工濕地Constructed wet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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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表 2.9-3 濕地碳匯能力比較一覽表 

文獻 國家地點 
泥炭土壤 
累積速率 

(cm/1,000 year)

土壤累積速率 
(g DM/m2/year) 

碳累積量 
(g C/m2/year) 

Moore and Bellamy 
(1974) 

歐洲沼澤 20~80   

Cameron (1970) 北美濕地 100~200   

Nichols (1983) 
溫暖、高生產量的

濕地 150~200   

Malmer (1975) 西歐濕地 50~100 25~50 12~25 
Hemond (1980) 美國麻州沼澤 430 180 90 

McCarty and Ritchie
(2002) 

美國馬里蘭農田及

河岸濕地   160~220 

Trumbore et al. 
(1999) 

加拿大境內四處 
北方濕地   -2.65~164.15 

Brix et al. (2001) 
丹麥Vejlerne 

Nature Reserve 
蘆葦濕地 

  552 

Anderson and 
Mitsch (2006) 

俄亥俄州兩處人造

濕地   180~190 

Euliss (2006) 
已被復育超過10

年的濕地   305 

Mander et al. (2008)
愛沙尼亞SSF人工

濕地   1,500~2,200 

Picek et al. (2007) 捷克SSF濕地   127.8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2.9.2.國內有關濕

地溫室氣體

通量及碳匯

功能調查的

研究現況 
自1990年代後期，國內政府機構國科會、環保署、中央研究院、經濟部、交通部

及農委會等政府機構，結合了各大學相關研究單位，積極進行臺灣地區氣候變化、空

氣品質、水資源、全球變遷等研究工作及因應措施之探索，希能藉由國家溫室氣體排

放資料的建立，進而評估氣候變遷可能帶來的衝擊並提出減量措施與防治對策
)
。針對

環境中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三項溫室氣體排放的調查範圍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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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川、湖泊、水庫、濕地、森林等天然排放源 (楊盛行等，2003)； 

(2)工業部門排放源的推估；  

(3)水稻田及旱田等農作生產部門； 

(4)垃圾掩埋場、堆肥場等廢棄物部門。 

 

一、甲烷溫室氣體釋放通量 

在天然河川與湖泊的溫室效應氣體釋放通量調查上，已經有不少的研究結果，包

括台南四草濕地甲烷釋放量 -0.088-0.156 mg/m2/h、大肚溪口濕地甲烷釋放量

-0.058-0.092 mg/m2/h、關渡濕地甲烷釋放量0.016-5.696 mg/m2/h、新竹港南溪口濕

地甲烷釋放量0.001-0.163 mg/m2/h、新竹港南湖區濕地甲烷釋放量0.035-5.369 

mg/m2/h、彰化大肚溪口濕地甲烷吸收量0.41±0.31 mg/m2/h、台南曾文溪口甲烷 吸收

量1.05±0.85 mg/m2/h (Yang 等，1996；王銀波和謝學武，1997；楊盛行等，1997；

張讚昌和楊盛行，1998)。 

其他河川與近海的溫室效應氣體釋放量也進行過調查：高雄愛河水體甲烷 釋放

量26+43 mg/m2/h、愛河下游甲烷釋放量5.1±4.7 mg/m2/h、台南鹽水溪甲烷釋放量75 

mg/m2/h、大鬼湖及翠峰湖甲烷釋放量0.77mg/m2/h、高雄養女湖甲烷釋放量68 

mg/m2/h、其餘平地湖泊甲烷釋放量0.002-8.85 mg/m2/h（張哲明等，1998）。基隆港、

野柳、富貴角、八里和觀音甲烷釋放量0.011-0.089 mg/m2/h，通宵、台中港、三條崙

港和箔子寮港甲烷釋放量0.010-0.042 mg/m2/h，台西近海、下鯤鯓、台南近岸甲烷釋

放量0.011-0.016 mg/m2/h。西子灣、高雄近岸、南灣近岸、大武和小野柳甲烷 釋放

量0.0008-0.019 mg/m2/h（王樹倫等，1997）。彙整如表2.9-4所示。 

 

二、甲烷溫室氣體平均釋放通量 

關渡濕地1995-1999 年甲烷平均釋放量1.82±0.78 mg/m2/h；新竹港南濕地

1995-1999 年甲烷平均釋放量0.14±0.06 mg/m2/h；新竹港南湖區1995-1999 年甲烷

平均釋放量0.23±0.11 mg/m2/h。臺灣11,876 公頃濕地年甲烷 釋放量490 ton  (Yang 

等，1996；楊盛行等，1997；張讚昌和楊盛行，1998、2003；楊盛行和張讚昌，2000a、

200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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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4 國內有關濕地溫室氣體甲烷及碳匯功能調查彙整一覽表 

分類 地點 吸收或釋放通量

(mg/m2/h) 
備註 

濕地 

台南四草濕地 -0.088-0.156 釋放量 
大肚溪口濕地 -0.058-0.092 釋放量 
關渡濕地 0.016-5.696 釋放量 
新竹港南溪口濕地 0.001-0.163 釋放量 
新竹港南湖區濕地 0.035-5.369 釋放量 
彰化大肚溪口濕地 0.410±0.310 吸收量 
台南曾文溪口 1.050±0.850 吸收量 

河川 

高雄愛河水體 26+43 釋放量 
愛河下游 5.1±4.7 釋放量 
台南鹽水溪 75 釋放量 
大鬼湖及翠峰湖 0.77 釋放量 
高雄養女湖 68 釋放量 
其餘平地湖泊 0.002-8.85 釋放量 
基隆港、野柳、富貴角、八里和

觀音 0.011-0.089 釋放量 

通宵、台中港、三條崙港和箔子

寮港 0.010-0.042 釋放量 

台西近海、下鯤鯓、台南近岸 0.011-0.016 釋放量 
西子灣、高雄近岸、南灣近岸、

大武和小野柳 0.0008-0.019 釋放量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港南濕地自2001年8月24日~2002年6月9日總計16次的測定顯示，甲烷釋

放量測定值介於-0.491±0.293~1.229±0.316 mg/m2/h，平均為0.388±0.543 

mg/m2/h （陳顗竹等，2003）。彙整如表2.9-5。 

 

表 2.9-5 國內有關濕地溫室氣體甲烷平均釋放量彙整一覽表 
地點 吸收或釋放通量(mg/m2/h) 備註 

關渡濕地 1.82±0.78 1995-1999年 
新竹港南濕地 0.14±0.06 1995-1999年 
新竹港南湖區 0.23±0.11 1995-1999年 

港南濕地 -0.491±0.293~1.229±0.316 
2001/08/24 ~2002/6/9 

（16次測定）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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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氧化亞氮溫室氣體釋放通量 

有關濕地氧化亞氮的釋放通量調查結果，新竹港南濕地氧化亞氮釋出退潮前氧化

亞氮釋出率介於0-0.165±0.044 mg/m2/h，平均為0.073±0.074 mg/m2/h，每公頃每年

釋出氧化亞氮為3.39 kg。退潮後氧化亞氮釋出率介於0.012±0.016-0.412±0.262 

mg/m2/h，平均為0.146±0.150mg/m2/h，每公頃每年釋出氧化亞氮為7.27 kg （賴朝明

等，2003）。彙整如表2.9-6。 

 

表 2.9-6 國內有關濕地溫室氣體氧化亞氮及碳匯功能調查彙整一覽表 
地點 狀態 釋放通量(mg/m2/h) 備註 

新竹港南濕地 

退潮前 0-0.165±0.044  
退潮前平均 0.073±0.074  
退潮前釋出氧化亞氮 
(kg ha-1 year-1) 

3.39  

退潮後 0.012±0.016-0.412±0.262  
退潮後平均 0.146±0.150  
退潮後釋出氧化亞氮 
(kg ha-1 year-1) 

7.27  

資料來源：賴朝明等，2003；本計畫彙整 

 

四、嘉南藥理科技大學人工濕地溫室氣體釋放通量 

（一）空間變化及濕地類型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生態工程技術中心自2007年底展開人工濕地的溫室氣

體釋放研究，其中探討人工濕地溫室氣體釋放量的空間變化及比較不同類型人

工濕地（FWS與SSF濕地）溫室氣體排放量的差異。調查結果顯示所測得的氧

化亞氮及甲烷釋放量範圍分別為 -6.10 ~128.78 μg m2/h及 -4.17~44.4 

mg/m2/h。氧化亞氮與甲烷的釋放量在濕地的不同空間位置有明顯不同的釋放

量大小，兩者都沿著人工濕地的流動距離而逐漸下降（林瑩峰等人，2008）。

彙整如表2.9-7。 

 

（二）時間及季節變化 

另外調查人工濕地氧化亞氮及甲烷釋放通量的時間與季節變化及探討氧

化亞氮及甲烷釋放通量與環境因子及水質間的關係。結果顯示不同位置及時間

所測得的氧化亞氮及甲烷釋放通量範圍分別為-6.10~128.78 μg N2O/m2/h及

-4.17~55.36 mg CH4/m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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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亞氮最高釋放通量都發生在3月與10月，而最低的釋放通量則在2

月。在季節變化方面，2008年3月（春季）~2009年2月（冬季）的氧化亞氮釋

放通量顯著高於2007年12~2008年2月（冬季）的釋放通量(P＜0.002)。2008

年3月（春季）~2008年11月（秋季）的甲烷釋放通量也顯著高於冬季的釋放

量(P＜0.004)。此現象的可能原因為季節變化導致濕地環境溫度顯著變化，進

而影響產生氧化亞氮及甲烷的生物性作用（林瑩峰等人，2009）。 

 

表 2.9-7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人工濕地溫室氣體及碳匯功能調查彙整 
一覽表 

地點 狀態 溫室氣體 釋放量範圍 備註 

嘉南藥理科技大

學人工濕地 

不同空間 
位置 

氧化亞氮 -6.10 ~128.78 μg m2/h  
甲烷 -4.17~44.4 mg/m2/h  

時間與季節

變化 
氧化亞氮 -6.10~128.78 μg m2/h 

釋放通量

3~10月最高，

2月最低 
甲烷 -4.17~55.36 mg /m2/ h  

資料來源：林瑩峰等人，2008，2009  

 

 

（三）碳匯功能 

唯前述有關天然濕地與人工濕地溫室氣體通量的調查，大都採用封閉式靜

置氣罩技術進行量測，調查重點聚焦於溫室氣體的釋放，而碳匯功能調查的相

關研究報告或論文發表卻相當的少。目前僅有嘉南藥理科技大學生態工程技術

中心利用同年代碳質量平衡估算法調查嘉南藥理科技大學人工濕地的碳收支

通量，包括：進出流水總有機碳含量、濕地二氧化碳及甲烷的交換通量、濕地

植物的淨生產通量，以進一步了解人工濕地是二氧化碳的儲場或產生源，及估

算其淨儲存或產生通量。結果顯示，濕地系統進流水帶入的TOC通量平均為

379.7 g C/m2/year、出流水帶出的TOC通量平均為56.3 g C/m2/year；濕地的

整年平均二氧化碳釋放通量為153.39±132.98 mg CO2/m2/hr；整個濕地的整年

平均甲烷釋放通量為92.19 g C/m2/year；直接測量地面上植體淨初級生產量

(ANPP)進而推估濕地的淨初級生產量(NPP)，結果顯示整個濕地的淨初級生產

量為1,317 g C/m2/year；從而估算出整個濕地的碳累積通量或稱碳匯通量分別

為1,175.3 (g C/m2/year)（莊建和，2010），如表2.9-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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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8 同年代碳質量平衡估算碳收支通量一覽表 
地點 項目 釋放通量 備註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人工濕地 

進流水TOC通量 379.7 g C/m2/year  
出流水TOC通量 56.3 g C/m2/year  

年平均二氧化碳釋放通量 153.39±132.98 mg 
CO2/m2/hr  

年平均甲烷釋放通量 92.19 g C/m2/year  
地面上植體淨初級生產量

(ANPP) 
1,317 g C/m2/year  

碳匯通量 1,175.3 g C/m2/year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五、渦流共分散技術(eddy covariance techniques) 

東華大學夏禹九教授、張世傑教授和臺灣大學謝正義教授自2004年起以渦流共分

散技術(Eddy covariance techniques)量測並推估棲蘭山森林生態系統碳通量，目前已

有4站登記於FluxNet之網站中，稱為臺灣二氧化碳通量監測(TAIWAN FLUX)。唯該團

隊尚未針對濕地生態系統的碳通量及碳匯功能進行調查。 

 

2.9.3 濕地的淨全

球 暖 化 潛

能 — 碳 匯 與

溫 室 氣 體 排

放間的平衡 
從碳質量守恆觀點，濕地具有顯著的碳匯能力是無庸置疑的，不過多數濕地也是

大氣中甲烷（甚至是氧化亞氮）的貢獻者，況且甲烷在大氣中對全球暖化的效應高於

二氧化碳（氧化亞氮的暖化效應更高），因此欲評估濕地是否增加全球暖化的負擔，

應綜合考量碳匯及甲烷（甚至加上氧化亞氮）排放的效應。評估比較不同溫室氣體造

成的效應，可綜合計算眾所認可的全球暖化潛勢進行比較。所謂全球暖化潛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GWP)乃定義為某一單位質量的溫室氣體相對於相同質量二氧化碳

氣體(CO2的GWP定義為1)，對於暖化貢獻的量化尺度(IPCC，2001)。根據IPCC (2001)

所提出的報告顯示，甲烷及氧化亞氮的GWP值分別為21及296。 

Mitra et al. (2005)曾提出一個濕地碳匯與甲烷排放的全球暖化潛勢的估算值，假

設濕地的甲烷排放全球平均值為200 kg/ha/yr，而其全球暖化潛勢即為4.2 t CO2 

equivalent/ha/yr (= 200 kg/ha/yr × 21 × 10-3 t/kg，equivalent為當量)，或相當於1.5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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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C equivalent/ha/yr (= 4.2 t CO2 equivalent/ha/yr × 12 t C/44 t CO2)（表2.9-9）。

另一方面，濕地的碳匯全球平均值估計為0.2~1.4 t C /ha/yr。因此甲烷排放的全球暖化

潛勢略高於碳匯，其結論為：濕地對全球暖化可能造成的負擔並不大。 

另外的研究團隊估算位於美國俄亥俄州的人造草澤濕地其碳匯與甲烷排放的全

球暖化潛勢(Altor and Mitsch, 2006；Anderson and Mitsch, 2006)。此濕地的碳匯量

為180~190 g C/m2/yr，實測的甲烷排放量平均為22 g CH4-C/m2/yr，換算為全球暖化

潛勢的結果為168 g CO2-C equivalent/m2/yr （表2.9-9）。此案例反而是濕地碳匯的

全球暖化潛勢高於CH4排放，因此歸納此濕地不僅不會造成暖化的負擔，也扮演氣候

中和(climate neutral)的角色(Mitsch and Gosselink, 2007)。 

 
前述，人工濕地的甲烷排放量相當可觀，冠於其他類別的濕地，是否造成高的暖

化效應。國內嘉南藥理科技大學生態工程技術研發中心團隊曾針對該校校園內一座三

級處理校園污水的SSF-FWS型人工濕地，進行近3年的連續監測調查（莊建和，

2010）。發現濕地的平均甲烷排放通量為14.03 mg CH4/m2/h，換算全球暖化潛勢的

排放通量為771 g CO2-C equivalent/m2/yr；另外也監測氧化亞氮(N2O)的釋放通量平均

為 30.66 μg N2O/m2/h ，換算為全球暖化潛勢值的排放通量為 22 g CO2-C 

equivalent/m2/yr ， N2O 釋放通量的 GWP 僅佔甲烷＋ N2O 釋放通量總 GWP 的

2.5~2.9%。而該濕地的碳匯通量以碳收支計算法所獲得的估算值為1,182 g C/m2/yr（表

2.9-9）。因此，結論人工濕地處理廢水過程中雖然產生並釋放甲烷與N2O溫室氣體，

然而濕地的碳匯能力超過溫室氣體的暖化潛勢，意謂人工濕地可成為氣候中和者，不

會增加全球暖化的負擔。 

另一種更無暖化負擔的濕地為海岸濕地，如紅樹林、鹹水草澤、潮間帶泥灘地、

潟湖等，因為其甲烷排放相當低，是各類別濕地排放最低者；另外，由其是紅樹林及

鹹水草澤，其碳匯能力又比其他濕地還高。本計畫連續四季採樣七股鹽田濕地紅樹林

的甲烷排放通量平均值僅為0.56 mg CH4/m2/h，換算全球暖化潛勢的排放通量為28 g 

CO2-C equivalent/m2/yr；而由文獻可獲知紅樹林的碳匯通量為1,170 g C/m2/yr (Barr et 

al., 2010)，或者有機碳累積速率的全球平均值為210 g C/m2/yr (Chmura et al., 

2003)。因此，以濕地對暖化及氣候變遷的效益而言，海岸濕地是最值得且應最優先保

育及復育的濕地(Chmura et al., 2003；Choi and Wang, 2004；Komiyama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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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9 不同濕地溫室氣體排放與碳匯的全球暖化潛勢比較 

平衡項目 Mitra et al.
(2005) 

Mitsch and 
Gosselink 

(2007) 

莊建和 
(2010) 

內政部營建署(2011) 

濕地類別 全球 
平均值 

人造草澤 
濕地 

SSF-FWS 
人工濕地 

七股鹽田濕地 
(紅樹林棲地) 

甲烷排放的GWPa  
(g CO2-C 
equivalent/m2/yr) 

150 168 771 28b 

氧化亞氮排放的

GWP (g CO2-C 
equivalent/m2/yr) 

－ － 22 － 

碳匯通量  
(g C/m2/yr) 20~140 180~190 1,182 1,170c 210d 

a GWP：全球暖化潛勢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c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之「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實際調查值的平均值 

d Barr et al. (2010)利用碳收支平衡獲得的紅樹林碳匯通量 
e Chmura et al. (2003)統計文獻有關紅樹林及鹹水濕地土壤有機物長期累積速率的平均值 

 

 

2.10 國家溫室氣體清

單指南 

2.10.1 國家溫室氣

體清單的估

算方法 
一、國家溫室氣體清單 

在《聯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締約國的邀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

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自1995年編寫了一系

列有關「國家溫室氣體清單」的編製指南。 

 1995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Revised 199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2000 Good Practice Guidance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 in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2003 Good Practice Guidance for Land Use, Land-Use Change and Forestry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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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提供可用於估算及編製國家溫室氣體人為源排放和匯清除清單的方法，可協

助各締約國履行其在《聯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的承諾。目前各國使用此方法來

估算溫室氣體清單，以便向《聯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會報，最新版的「2006年IPCC

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將溫室氣體排放量和清除量估算分為以下五大部門(sectors)

如圖1.5-1，每一部門又包括各個類別（categories）和次類別(sub-categories)︰ 

1. 能源 

2. 工業製程和產品使用 

3. 農業、林業和其他土地利用 

4. 廢棄物 

5. 其他（如原於非農業排放源的氮沈積的間接排放）  

 

二、國家溫室氣體方法學和數據 

國家清單納入國家領土和該國擁有管轄權的近海海區發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和

清除，以一套標準報告表，涵蓋所有相關氣體、類別和年，且以檔案形式說明編製

估算所使用的方法學和數據。包括自然排放和清除與人為排放和清除區別為量化人

類活動數據。 

1.人為排放和清除：在農業、林業和其他土地利用（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Other Land Use , AFOLU）部門，估算被經營的土地(managed land)上的排

放和清除。 

2.自然排放和清除：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變化達到某均數。 

 

三、IPCC指南所列溫室氣體 

 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 

 氧化亞氮（N2O） 

 氫氟烴（HFCs） 

 全氟碳（PFCs） 

 六氟化硫（SF6） 

 三氟化氮（NF3） 

 五氟化硫三氟化碳（SF5CF3） 

 鹵化醚（如C4F9OC2H5, CHF2OCF2OC2F4OCHF2, CHF2OCF2OCHF2） 

 「蒙特婁議定書」未涵蓋的其他鹵烴包括CF3I, CH2Br2 CHCl3, CH3C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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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摘錄2006年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 

圖2.10-1 溫室氣體源(source)和匯(sink)的分類 

 

四、國家溫室氣體估算 

依據IPCC國家溫室氣體估算採三級分層方法(three hierarchical tiers of methods)，

說明如下： 

（一）方法1：使用方法最簡單，空間範圍資料粗略 

方法1提供了方程式和缺省參數值（例如排放和庫變化因數），使用起來最簡單。

方法1需要各個國家的特定活動資料，使用經常存在全球範圍內適用的活動資料來源估

值（如毀林率、農業生產統計資料、全球土地覆蓋圖、肥料使用、牲畜種群資料等），

通常都是空間範圍粗略的資料。  

 

（二）方法2：採用時間、空間及利用分類程度高之資料 

可採用與方法1相同的方式，但須採用最為重要的土地利用和牲畜類別的排放和碳

庫變化因數，這些因數都是基於國家或地區特定資料。國家確定的排放因數、活動資

料最適合於該國的氣候區域、土地利用系統和牲畜類別。 

  

國際溫室

氣體清單 

能源 

工業製程和 
產品使用 

農業、林業和
其他土地利用

廢棄物 

其他 

畜牧 

土地 

土地上的
累積源和
非二氧化
碳排放源 

林地 

農田 

草地 

濕地 

聚居地 

其他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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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2一般利用的時間和空間解析度較高及利用分類程度較高的活動資料，以便與

本國為特定區域和專門土地利用類別或牲畜類別確定的係數一致。  

 

（三）方法3：最高層級，分析估值之確定性高 

方法3使用更高層級的方法，包括適合處理國家情況的各種模式和清查測量系統，

可長期重複使用，並採用高解析度活動資料並在國家以下一級分解。與較低層級的方

法相比，這些較高層級方法所提供的估值其確定性更大。此類系統可以包括廣泛的定

期時間間隔中重複的現場樣品或基於地理資訊系統（GIS）的年代、分類、生產資料、

土壤資料和土地利用及管理活動資料系統，整合幾種類型的監測。 

 

故從上述排放因數(default emission factors)和簡單公式到利用各國數據和模式

(country-specific data and models)來考慮本國情況。最常用的簡單方法學模式為有關

人類活動發生程度的訊息，稱“活動數據” (AD)），量化單位活動的排放量或清除量的

系數結合起來，稱作“排放因數”(EF)。 

基本方程式為 Emissions = AD ․ EF 

 

2.10.2 農業、林業

和其他土地

利用(AFOLU)

部門估算 

一、農業、林業和其他土地利用部門(AFOLU)土地使用類 

在農業、林業和其他土地利用（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Other Land Use , AFOLU）

部門調查六大土地使用類別，如圖1.5-1。 

1.林地(Forest Land) 

2.農田(Crop Land) 

3.草地(Grassland) 

4.濕地(Wetlands) 

5.聚居地(Settlements) 

6.其他土地(Other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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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類別土地又區分為以下次類別。 

1. 保持土地利用類別不變的土地  ，如仍為水淹地的水淹地 (flooded land 

remaining flooded land)。 

2. 轉化為另一種土地利用類別的土地，如轉化為水淹地的林地 (forest land 

converted to flooded land) 。 

報告被管理的土地(managed land)上的所有人為溫室氣體的源排放和匯清除列入，

而未管理的土地(unmanaged land)上的排放和清除不用報告。 

二、農業、林業和其他土地利用部門(AFOLU)溫室氣體估算 

農業、林業和其他土地利用部門(AFOLU)主要溫室氣體為二氧化碳、甲烷、氧化

亞氮(CO2、CH4、N2O)，溫室氣體通量經常透過兩種途徑進行估算。 

1. 計算碳庫變化量：計算生物量、死亡有機物質和土壤的碳庫隨時間變化(C stock 

changes)，進一步使用於估算二氧化碳通量。 

2. 直接估算：地表(land surface)與大氣(atmosphere)之間的交換通量，通常使用

於甲烷及氧化亞氮的排放及二氧化碳的排放與清除。 

依據農業、林業和其他土地利用（AFOLU）部門的估算方法，陸域AFOLU生態系

統中，表示進出系統及系統內有5種碳池（Carbon Pool）間的碳流動；這五種碳池為，

如表2.10-1及如圖2.10-2，碳池間之流動示意如圖2.10-3所示。 

表 2.10-1 農林和其他土地利用部門中對每個土地利用類別所使用的

碳匯定義 
碳池 (Carbon Pool) 說明 

生物量
Biomass 

地上生物量
Above-ground 
biomass (AB) 

土壤 以 上 的 所有 草木活 著植 物和 木 本活 著 植 物 生

物量，包 括莖、樹枝、樹皮和葉 等 

地下生物量
Below-ground 
biomass (BB) 

活著的根 之全部 生物量。建議直 徑不足 2 mm 的細

根有時不 計在內，因為往往不能 憑經驗將 它們與 土

壤有機質 或枯枝 落葉相區 分。 

死亡有機物
Dead 
organic 
matter 

枯木 Dead wood 
(DW) 

包括 不 含 在 枯枝 落葉中 的所 有非 活 著的 木 材 生 物

量，無論是直立的、橫躺在地 面上的、或者在土 壤

中的。枯木 包括 横躺在地 表的木 材、死根和 直径 大

於或等 於 10 cm 的樹樁。 

枯枝落葉 Litter(LI) 

包括直徑大於對土壤有機物的限定（建議 2mm）

而小於選 定的最 小直徑（例如 10 cm）、躺 在礦質

土或有機 質土上 或內已經 死亡的、腐朽狀況各不 相

同的所有 非活著 之生物量 

土壤 Soils 土壤有機物 Soil 
organic matter (SO) 

包括土壤 基質中 的有機物 質（活 的和死的） 

資料來源：2006年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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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 農業、林業

和其他土地

利用部門生

態系統碳庫

之估算 

一、生態系統碳庫變化 

被管理的生態系統的碳庫變化等於五種碳池(Carbon Pools)及採收產物變化的

總和。 

HWPSOLIDWBBABLU CΔCΔCΔCΔCΔCΔCΔ +++++=  

其中，AB：地上生物量 Above-ground biomass 

BB：地下生物量 Below-ground biomass 

DW：枯木 Dead wood 

LI：枯枝落葉 Litter 

SO：土壤有機物 Soil organic matter 

HWP：伐木 Harvested wood products 

 

將碳庫變化量乘以(-44/12) 為二氧化碳排放或去除量。可利用Gain-Loss Method

估算每一個碳池(Carbon Pool)的碳庫變化，Gain即是Input，Loss即是Output。 

 

 

淨初級生產量(NPP)減去異營性呼吸(HR)的損失量（枯枝落葉、死木和土壤中的

有機質分解），一般叫做淨生態系統生產量(NEP, Net Ecosystem Production)，即等

於一個生態系統中的淨碳庫變化(Net Carbon Stock Change)。 

NEP = NPP – HR 

 

淨生態系統生產量(NEP)減去在土地利用變化中由於干擾（例如火燒）、伐木等引

起的額外碳損失，一般叫做淨生物群系生產量(NBP, Net Biome Production)。國家溫

室氣體清單中報告的針對土地利用類別的碳庫變化等於淨生物群系生產量（NBP）。 

NBP = NEP - 土地利用變化中干擾碳損失 

 

經由圖2.10-3計算各碳池流出、流入質量平衡方程如下。 

LG -= CΔCΔC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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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業、林業和其他土地利用部門(AFOLU)中非二氧化碳排放的估算 

非二氧化碳（例如甲烷、氧化亞氮）排放衍自多種源，包括土壤、牲畜及糞便中

的排放，以及生物量、死木和枯枝落葉燃燒產生的排放。對非CO2溫室氣體排放估算

通常涉及從一個源直接排入大氣的排放速率。 

AFOLU部門估算土地使用導致的二氧化碳及分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及清除方

法學，與本計畫採用的碳質量平衡（收支計算）的方法學，原理上是一致。 

不同的是： 

1. IPCC只調查生態系統的生物量、死亡有機物質和土壤碳庫變化總和，即轉換為

二氧化碳的排放及清除量。甲烷的釋放量則分開調查估算及分開編制 

2.本計畫方法則調查淨初級生產量(NPP)及土壤異營性呼吸量來估算二氧化碳的

排放及清除量。另外調查土壤甲烷通量，並將它結合到碳匯功能估算。 

 

2.10.4 濕地類別溫

室氣體排放

估算 

濕地包括全年或一年中部分時間被水覆蓋或浸透，且不屬於林地、農田、草地類

別的任何土地。而被管理的濕地(managed wetlands)僅限於地下水位經過人為改變（例

如排水或抽水）的濕地，或人類活動（例如攔河築壩）營建的濕地。IPCC指南未估算

未管理的濕地(unmanaged wetlands)中產生的排放，說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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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PCC指南 

IPCC指南建議調查兩個類型濕地，包括泥炭濕地及水淹地。 

1. 泥炭濕地(Peatlands)：為能源、園藝或其它用途進行泥炭開採而清除和排水的

泥炭地，包含沼澤(fens)及泥地(bogs)。 

2. 水淹地(Flooded Land)：為能源生產、灌溉、航行、休閒進行儲水或蓄水。目

前的評估範圍包括所有轉變為永久水淹地的土地中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但水

淹地不包括調節之湖泊和河流，除非其水域面積顯著增加。 

論述管理濕地產生的主要溫室氣體排放的各節如表1.5-2所示。 

濕地排水會導致甲烷排放量減少，土壤有機質氧化的增加會引起二氧化碳排放的

增加，以及礦氧濕地中氧化亞氮排放量的增加；濕地中二氧化碳的總排放估算為兩種

管理濕地類型產生的排放的總和為CO2_W= CO2_W泥炭+ CO2_W水淹   

其中： 

CO2_W = 濕地中的二氧化碳排放，Gg CO2/年 

CO2_W泥炭= 為泥炭生產管理的泥炭濕地中的二氧化碳排放，Gg CO2/年 

CO2_W水淹  = 來自（土地轉化為）水淹地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Gg CO2/年 

由於有機土壤、浸透土壤和水覆蓋表層的性質，二氧化碳估算方法通常依賴於排

放因數的制定和灌水之前土地生物量庫的資訊。部分活動（例如植被清除，以及隨後

在轉化為泥炭採掘的土地上進行的燃燒）中產生的排放，可按碳庫的變化進行估算。 

表 2.10-2 論述管理濕地產生的主要溫室氣體排放的各節 
土地利用類別/溫室氣體 泥炭濕地(Peatlands) 水淹地(Flooded Land) 

仍為濕地的濕地 
二氧化碳CO2 7.2.1.1節 無指南 1 

甲烷CH4 無指南 2 附錄 3 
氧化亞氮N2O 7.2.1.2節 無指南 3 

轉化為濕地的土地 
二氧化碳CO2 7.2.2.1節 7.3.2.1節和附錄2 

甲烷CH4 無指南 2 附錄 3 
氧化亞氮N2O 7.2.2.2節 無指南 3 

1.仍為水淹地的水淹地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包含在水淹地上游的土地利用和

土地利用變化（例如土壤）的碳庫變化估算中。 
2.排水後泥炭濕地轉化和泥炭採掘過程中泥炭濕地產生的甲烷排放可以忽略。 
3.水淹地中的氧化亞氮排放包含在農業或其它徑流以及廢水中產生的氧化亞

氮間接排放估算中。 
資料來源：2006年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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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泥炭濕地(Peatlands) 

（一）二氧化碳排放估算 

估算進行泥炭採掘的土地中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包含兩個基本要素：在採

掘階段來自泥炭沉積的現場排放以及泥炭的園藝（非能源）用途中的場址外排放。

泥炭採掘開始時會進行植被清除，因此僅考慮二氧化碳的排放。 

1.泥炭採掘過程中泥炭地中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公式如下： 

_ 泥炭 泥炭場址外 泥炭場址內
․  

其中： 

CO2_WW泥炭  =進行泥炭採掘的土地中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Gg CO2/年 

CO2_WW泥炭場址外=為園藝用途進行的泥炭清除中產生的場址外CO2–C 排放，

Gg C/年 

CO2_WW泥炭場址內=排水泥炭沉積中的現場CO2–C排放，Gg C/年 

2.管理泥炭地中的現場土壤CO2–C排放，適用於管理泥炭地的總面積，包

括正轉化為泥炭地的土地和荒廢的泥炭地，除了荒廢泥炭地已經轉為了

另一種利用，這種情況下排放應屬於新的土地利用，例如農田或林地。 

 

泥炭場址內 

泥炭富 ․ 泥炭富 泥炭貧 ․ 泥炭貧

泥炭
 

其中： 

CO2–CWW泥炭場址內= 泥炭沉積中的現場CO2–C排放（所有生產階段） 

Gg C/年 

A泥炭富=為泥炭採掘（所有生產階段）管理的富營養泥炭土壤面積，ha 

A泥炭貧=為泥炭採掘（所有生產階段）管理的貧營養泥炭土壤面積，ha 

泥炭富
 =用於為泥炭採掘管理或泥炭採掘之後進行撂荒的富營養泥炭土

壤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因數，噸碳/公頃/年 

泥炭貧
 =用於為泥炭採掘進行管理或泥炭採掘之後進行撂荒的貧營養泥

炭土壤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因數，噸碳/公頃/年 

∆CWW泥炭B=植被清除引起的生物量碳庫變化所產生的CO2–C排放，Gg C/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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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考慮生物量清除產生的排放。當管理泥炭地的總面積增加時，會發生

向泥炭地的轉化。為泥炭採掘進行的泥炭地的轉化包括植被的清除。假

設管理泥炭地中活體生物量碳庫的其它變化為零。 

3.通過將年泥炭生產量的資料（體積或風乾重量）換算為碳的重量求出離

場排放估值。假設在採掘年釋放園藝泥炭中所有的碳。在較高層級方法

中，各國可修改此假設 

泥炭場址外

乾_泥炭
․

比例重量_泥炭
或

泥炭場址外

乾_泥炭
․

比例材積_泥炭
 

 

其中： 

CO2–CWW 泥炭場址外 =為園藝用途進行的泥炭清除中產生的場址外CO2–C排

放，Gg C/年  

Wt乾_泥炭 =採掘泥炭的風乾重量，噸/年 

Vol乾_泥炭=採掘泥炭的風乾體積，m3 /年 

C比例重量_ 泥炭=泥炭風乾重量的碳比例，噸碳/噸風乾泥炭 

C比例體積_ 泥炭=泥炭風乾體積的碳比例，噸碳/m3風乾泥炭 

 

（二）甲烷排放估算 

1.如果為泥炭採掘對泥炭地進行排水，自然產生的甲烷大量減少，但不能

完全消除（Strack等，2004年），因為產甲烷細菌僅在厭氧條件下大量

繁殖。 

2.在層級1中，假設這些排水泥炭地中產生的甲烷排放可忽略不計。在較高

層級，鼓勵各國審查地形較低和排水溝渠中產生的甲烷排放，這些排放

在管理泥炭地產生的溫室氣體總排放中占重要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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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氧化亞氮排放估算 

1.泥炭沉積中可含大量惰性有機氮。排水可允許細菌將氮素轉化成硝酸鹽，

然後淋溶入地表並還原為氧化亞氮。在排水泥炭地中，可能釋放的氧化

亞氮的數量取決泥炭中氮含量。 

2.碳氮比超過25時，可將氧化亞氮排放視為微不足道。 

3.目前沒有估算方法可將氧化亞氮排放區分於園藝泥炭離場使用過程中的

有機物質衰減。 

4.在使用前通常將氮肥添加到園藝泥炭中，這來源在氧化亞氮排放格局中

將可能占主導。為了避免重複計算肥料使用中釋放的氧化亞氮，估算為

泥炭採掘進行管理的土地中產生的氧化亞氮排放的缺省方法，不包括園

藝泥炭中有機氮衰減產生的排放。 

 

三、水淹地(Flooded Land) 

水淹地可釋放大量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亞氮，取決於它的各種特性，如年代、

水淹前的土地利用、氣候和管理做法。有證據表明灌水導致了甲烷排放增加（特別在

熱帶地區），然而在時間和空間上有很大變化的甲烷排放迄今仍阻礙著所有氣候區缺

省排放因數的建立。通常水淹地中產生的氧化亞氮排放量極少，除非有來自小流域的

大量有機或無機氮投入。很可能，該投入會來源於人為活動，如土地利用變化、汙水

處理或小流域中肥料的施用。為避免重複計算這些人為排放源的溫室氣體動態平衡中

已捕獲的氧化亞氮排放，鑒於文獻報告的水淹地產生的氧化亞氮排放的貢獻極為有限，

將不考慮這些排放。 

（一）二氧化碳排放估算 

由土地轉化為永久水淹地引起的碳庫變化的估算方法。遵循各種土地利用

類別所描述的關於活生物量的方法，可對轉化之前的土地碳庫進行估算。假設

轉化後的碳庫為零，轉化為永久水淹地的土地上活生物量的年度碳庫變化。 

水淹 ․ ․  

_ 水淹 水淹 ․  
 

其中： 

ΔCLW水淹LB =轉化為水淹地的土地上，生物量的年度碳庫變化，噸碳/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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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每年從原始土地利用i轉化為水淹地的土地面積，公頃/年 

Bai =剛剛轉化為水淹地後的生物量，噸乾物質/公頃（缺省為零） 

Bbi =剛剛轉化為水淹地前的土地中的生物量，噸乾物質/公頃 

CF =乾物質的碳比例（缺省為0.5），噸碳/噸 乾物質 

CO2_LW水淹=轉化為水淹地的土地上的二氧化碳年排放，噸CO2/年 

有可能，灌水之前轉化土地上剩餘的碳可在水淹後數年間釋放。對於此時

土地轉化為水淹地引起的土壤碳庫的變化，未提供指南。  

 

（二）甲烷排放估算 

灌水導致甲烷排放增加（特別在熱帶地區），源自水淹地的甲烷可通過氣

泡，擴散和脫氣釋放來排放。估算水淹地中的甲烷排放的方法1僅涉及無冰期的

擴散排放。冰覆蓋期的排放假設為零。公式可與測量排放以及國家特定的水淹

地總面積結合使用。 

 排放
水淹 液相擴散  水淹_ _  

其中：  

CH4排放WW水淹=水淹地中的總甲烷排放，Gg CH4 /年  

P =無冰期，天數/年（對於年度清單估算通常是365天，或在有冰覆蓋期的國家內

少於365天）  

E(CH4)液相擴散=平均日擴散排放，kg CH4/公頃/日  

A淹水總面積=總淹水表面積，包括水淹地、湖泊和江河，公頃  

 

（三）氧化亞氮排放估算 

通常水淹地中產生的氧化亞氮排碳量極少，除非有來自小流域之大量有機

或無機氮投入。很可能該投入來源為人為活動，如土地利用變化、污水處理或

小流域中肥料之施用。為避免重複計算人為排放源之溫室氣體動態平衡中已捕

獲的氧化亞氮排放，IPCC排除氧化亞氮之排放源。 

 

四、小結 

（一）IPCC指南並無提供適當的預設方法學(default methodology)，使用在其他

國 際 重 要 濕 地 公 約 (The Convention on Wetland of Intemational 

Imporance , Ramsar)定義的濕地類型：如淡水草澤、紅樹林、潮間帶、潟

湖、池塘、魚塭等濕地的溫室氣體估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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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工濕地廢水處理的溫室氣體計算在「廢棄物部門」，僅考慮汙水分解，

主化為溫室氣體排放，無考慮人工濕地的生產量。 

（三）IPCC目前所提出有關濕地的溫室氣體清單估算及編制指南，主要提供估算

濕地因人為活動（泥炭濕地排水及開採、土地（如森林）淹水成濕地）導

致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甲烷)排放的估算。並無法滿足營建署欲瞭解及調

查濕地碳匯（碳捕捉及儲-存）功能的目標。 

（四）IPCC指南關心的是「溫室氣體」排放或移除量，將二氧化碳及甲烷分別報

告。但是碳匯功能估算關心的是「碳質量」，須將二氧化碳及甲烷一起計

算，才能估算濕地的碳匯量或碳排量。 

（五）IPCC指南估算農業、林業和其他土地利用(AFOLU)部門二氧化碳排放或移

除量的通則，是估算該AFOLU生態系統的碳庫變化(net carbon stock 

change)。經由Gain-Loss Method進行五種碳池(carbon pools)及採收產物

的碳質量收支結果，證明生態系統中的淨碳庫變化即等於該生態系統的淨

生態系統生產量(NEP)扣除甲烷通量。 

NEPHRNPPLU CΔCΔCΔC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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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濕地碳匯功能實地監測作業及結果 
3.1 監測作業 

3.1.1 調查步驟 

本節說明通用於各類型濕地碳吸存能力與碳庫量測量及調查的一般步驟。 

1.建立濕地採樣計畫：由於與濕地碳吸存通量及碳庫相關參數(例如濕地與大氣的

二氧化碳及甲烷交換通量、土壤有機碳含量等)的測量結果通常具有明顯的空間

與時間變化，因此規劃適當的採樣位置及採樣時間，以能涵蓋被調查濕地之廣

泛空間範圍及整年時間範圍，是進行測量之前的重要前置工作。 

2.採樣位置的選擇：依受調查濕地的面積大小、範圍及形狀，劃定樣區(plot)數目、

位置及面積大小，再決定採樣點的位置及數目，以能確保測量結果涵蓋整個濕

地範圍。如果屬於破壞性監測(例如：維管束植物採收割除及土壤土芯採樣等)，

在相同樣區的週期性重複採樣，以不採同一個位置(location)為原則。 

3.進行第一次採樣及測量：當採樣位置決定後，及可進行第一次樣本(植物生物

體、氣體、土壤、水)採集、少數參數(如溫度、日射強度等)的現場紀錄，並將

樣本帶回實驗室進行分析，進而獲得多項參數(二氧化碳及甲烷交換通量、土壤

有機碳含量等)的測量結果。採樣位置須標示或透過衛星定位系統記錄座標，以

備下次重複採樣及測量時定位之用。 

4.週期性的重複採樣及監測：有不少檢測項目須在同一位置進行週期性的重複採

樣及測量，例如：二氧化碳及甲烷交換通量、紅樹林落葉收集、胸徑測量、水

中有機物含量等，以能評估這些參數隨著調查時間的變化趨勢。 

5.進行數據分析並獲得該濕地碳吸存能力及碳庫因子的相關數值：將量測結果以

特定的統計方法進行分析，統計分析的整體結果即為代表整個場址的碳吸存通

量、有機碳累積速率或碳庫之估算值，此數值便可進一步提供第二層級估算的

國家特殊數據。統計分析也包括將採樣點、幾次的測量結果，擴大(scaling)計

算出整個受調查濕地空間及整個調查期間(全年)的估算值。統計方法從簡單的算

術平均或加權平均，到較詳細的內插法(interpolation)或外插法(extrapolation)。 

6.濕地碳吸存能力及碳庫量估算：最後再將單位面積碳吸存通量及碳庫量之因

子，乘以該濕地總面積或全國該類型濕地的總面積，即可獲得該濕地或全國該

類型全部濕地的碳吸存能力及碳庫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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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採樣規劃 

3.1.2.1 採樣位置 

採樣作業(sampling)乃指觀察部分群體(樣本)獲得的結果以推論整個群體的結

果。採樣的標準作業須以隨機選擇(random selection)為原則，也就是群體中的每一單

元被含括成為樣本的機率是相同的，它可減少偏見造成的誤差，降低估算的不確定性。

另外，有些監測也可進行主觀採樣(subjective sampling)，刻意選擇在代表性的位置進

行採樣。 

針對大面積範圍的濕地，較有效率的採樣作業是先將調查場址依照水深、有無植

物存在、植物的種類、土壤性質、地形等條件，進行濕地分層(stratification)。也就是

將受調查的濕地分為不同濕地類型(types)，而相同類型亦分層為不同分級(strata)濕

地。分層雖然在作業上較複雜，但是可將異質性高的濕地場址劃分為均質性的濕地類

型及分級，依不同類型及分級濕地再選擇採樣位置，所獲得的採樣及監測結果可更確

定的推論於整個濕地面積，減少採樣的不確定性、提升採樣效率。例如，國家重要濕

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2011)，調查七股鹽田濕地碳匯功

能時，將整個濕地場址分層為紅樹林、潟湖水域、潮間帶灘地、魚塭四大類型，潮間

帶灘地又區分為外海沙灘、內海沙灘及內海泥灘三個分級；調查嘉南藥理科技大學人

工濕地碳匯功能時，則將整個濕地場址分為表面流人工濕地、表面下流動人工濕地、

及生態池。 

受調查濕地經分層為均質性的濕地類別及分級後，則可進行簡單隨機採樣（simple 

random sampling），將調查區劃分成若干樣區(plots)，隨機訂出採樣位置。也可進行

系統及網格採樣（systematic and grid sampling），利用虛擬網格方法劃定樣區，在

網格內或交叉處設定採樣位置。系統及網格採樣法通常較簡單隨機採樣法有效及準

確，因為系統採樣法訂出的樣區在調查區域內分布較均勻。舉例而言，當進行人工濕

地碳匯調查時，可依水流方向從進流口至出流口根據距離或面積劃定若干樣區，在每

一個樣區設立採樣點進行水質監測及氣體通量調查。 

 

3.1.2.2 採樣頻率 

在濕地碳匯功能調查中，有不少監測項目均須調查其隨時間的變化量，由其是利

用碳收支計算法以估算濕地的碳吸存通量中，絕大多數的項目都需調查至少整年的變

化，例如：二氧化碳及甲烷交換通量、紅樹林及草澤淨初級生產量、水質等，均須進

行重複採樣及測量。針對重複採樣及測量，可在同一個樣區的相同的採樣位置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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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永久性採樣(permanent sampling)，例如二氧化碳及甲烷交換通量的監測可採用此

法；也可在同一個樣區，但是不同的採樣位置進行，稱為暫時性採樣(temporary 

sampling)，例如草澤植物淨初級生產量的測量。 

前述碳收支計算法所需調查的項目(例如：植物的淨初級生產量、土壤異營性呼吸

量、甲烷釋放通量等)，都有明顯的時間或季節性變化，因此都需調查至少一整年的變

化。每次採樣間隔則根據採樣頻率訂出，採樣頻率從每季一次、每兩個月一次、每個

月一次、每兩周一次、每星期一次到每30分鐘一次，其選擇端賴於可支出的經費、確

定性的要求、及監測方法而定。利用Eddy Covariance通量塔監測單一測點周遭面積的

CO2交換通量(NEE)或淨生態系統生產量(NEP)，由於設備儀器的自動化，可設定每30

分鐘重複擷取一次氣象數據，因此不僅可大大降低人力的需求，可涵蓋每30分鐘的變

化而增加量測結果的確定性，不過初設成本相當昂貴。反之，以靜置式採氣罩法進行

氣體通量的測量，設備簡單價格低廉，不過相當耗費人力，因此通常只能進行每個月

一次的長期採樣監測，無法涵蓋一個月之間沒有測量的不確定性。另外，碳庫量的變

化不像碳通量變化顯著，因此只要每季量測一次即可。而土壤有機碳長期累積速率，

表3.1-1為本作業手冊所建議濕地碳匯功能調查的測量項目、方法及採樣與監測頻率。 

 

表 3.1-1 濕地碳匯功能調查的測量項目、方法及採樣頻率 

測量項目 測量方法 採樣及監測頻率 全期

二氧化碳交換通量 
(呼吸通量) 

靜置式採氣罩、漂浮式採氣罩 每季至每月一次 一年

Eddy Covariance通量塔 每30分鐘一次 一年

甲烷交換通量 靜置式採氣罩、漂浮式採氣罩 每季至每月一次 一年

有機物輸入及輸出通量 進流水及出流水流量、水質 每月一次 一年

紅樹林淨初級生產量 落葉收集及胸徑測量 每一到兩個月一次 一年

草澤植物淨初級生產量 採收割除法 每一到兩個月一次 一年

灘地的GPP-I關係模式 靜置式採氣罩 每季至每月一次 一年

土壤有機碳長期累積速率 土柱採樣及同位素放射線分析 一次 一年

生質量碳庫量 紅樹林胸徑測量、草澤植物採收割除法 每季一次 一年

死亡有機物碳庫 植物殘體採樣分析 每季一次 一年

土壤碳庫量 土柱採樣、土壤假密度及有機碳含量測量 每季一次 一年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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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監測位置 

3.1.3.1 海岸濕地 

本計畫之海岸鹹水濕地之監測選擇七股鹽田濕地，並將七股鹽田濕地劃分為四個

小單元，分別為潟湖、紅樹林、潮間帶與魚塭，每個單元均選擇三個樣區進行監測，

每個單元的監測位置與環境概述如下： 

一、潟湖 

本計畫潟湖監測位置為沿著七股溪出流方向與六孔碼頭船隻航行航道，向網仔寮

汕劃一切線，並在切線上選擇三個區域為潟湖監測樣區，沿著七股溪出流向網仔寮汕

之方向分別將監測樣區編號為潟湖1、潟湖2與潟湖3，監測點潟湖1的位置為靠近六孔

碼頭與七股溪之間的潟湖水域，平均水深大約為0.4~0.8 m，監測點潟湖2為切線點的

中間位置，平均水深為0.8~1.0 m，潟湖3靠近網仔寮汕之區域，平均水深為2~3 m，

每個監測樣區的範圍大約為20 m2。 

二、紅樹林 

本計畫監測七股鹽田濕地的另一個單元為紅樹林，所選擇之紅樹林場址為七股溪

中的海寮紅樹林，海寮紅樹林為三角形的小島，島上的紅樹林植物以海茄苳為優勢種，

島上聚集許多的水鳥與其他生物，為台江國家公園內的生態保護區，因此為避免大範

圍的監測活動干擾海寮紅樹林中的水鳥與其他生物，本計畫團隊將紅樹林之監測樣區

選擇於海寮紅樹林西南邊，靠近龍雄三號橋附近的紅樹林，並將監測場址分為三個監

測樣區，分別編號為紅樹林1、紅樹林2，與紅樹林3，每個監測樣區平均範圍為20 m2，

每個監測樣區內有大約有1-2株的海茄苳，樣區內為感潮帶，樣區內漲潮時的平均水深

大約為50~70 cm，退潮時則裸露為紅樹林泥灘地，本計畫監測時間大致選擇於漲潮與

退潮之間，監測時的平均水深大約為30 cm。 

三、潮間帶 

潮間帶監測場址位於七股頂頭額汕面向潟湖內海處，約略位置為七股南灣碼頭

對岸的頂頭額汕的潮間帶泥灘地，除了選擇頂頭額汕內的潮間帶泥灘地之外，為了

解不同類型的潮間帶碳匯或碳源量，本計畫團隊另外選擇海寮紅樹林對岸的潮間帶

泥灘地與頂頭額汕沙洲外側的潮間帶泥灘地為參考監測樣區，分別為編號為潮間帶

紅樹林與潮間帶沙洲。潮間帶的每個監測樣區的範圍大約為6 m2，水深因漲退潮而

異，本計畫執行初期監測氣體交換通量時分別於漲退潮時進行監測，之後均在退潮

時進行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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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魚塭 

本計畫按照七股目前魚塭的養殖習慣與養殖水源，將魚塭又劃分為兩種魚塭，分

別為南部傳統養殖法的魚塭與生態養殖法的魚塭。 

傳統養殖魚塭以鹹水與地下淡水混合之半鹹水混和養殖方式，並經常投以餌料高

密度養殖，本計畫選擇監測的傳統養殖魚塭面積大約為3,625 m2，該魚塭分為三個監

測樣區，編號分別為魚塭1-1、魚塭1-2與魚塭1-3，每個監測樣區的面積大約為10 m2，

平均水深為1~3 m。 

生態養殖魚塭的養殖水源則完全引用自七股潮溝內，並少投餌料低密度養殖，本

計畫選擇監測的魚塭養殖面積約為111,625 m2，該魚塭分為三個監測樣區，分別編號

為魚塭2-1、魚塭2-2與魚塭2-3，每個監測樣區面積大約為6 m2，平均水深為0.3~1 m。 

本計畫採樣點位說明如表3.1-2，實際採樣點位置如表3.1-3及圖3.1-1所示。 

 

表 3.1-2 本計畫採樣點位說明一覽表 

項次 濕地 
類型 生態區塊類型 採樣位置 濕地分級 備註 

1 
沿海 
濕地 

潮間帶、草澤 

七股鹽田 
濕地 國家級 

♦2010/08/16第一次現勘  
♦2010/09/10 工作會議

決議  
♦左列依據貴分署中華民

國 99年 09月 20日域

海字第 0991002344號
函決議第二項辦理 

2 開放水域（瀉湖） 

3 紅樹林 
4 魚塭、鹽田 

5 
人工

濕地 人工濕地 
嘉南藥理 
科技大學 
人工濕地 

地方級 

6 
內陸

濕地 淡水埤塘 
嘉南埤圳 
濕地－ 
虎頭埤 

國家級 

♦2010/08/16 第一次 
現勘  

♦2010/09/23 第二次 
現勘後決議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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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本計畫實際採樣點位一覽表 

生態區塊 監測 E N TWD97_X TWD97_Y 備註 

紅樹林 紅樹林 1 120:05:19.6 23:07:05.1 156667.241 2557650.351  

紅樹林 紅樹林 2 120:05:19.5 23:07:05.1 156664.395 2557650.369  

紅樹林 紅樹林 3 120:05:19.5 23:07:04.9 156664.357 2557644.216  

魚塭 1 魚塭 1-1 120:06:58.7 23:05:39.3 159470.980 2554993.619 傳統養殖 

魚塭 1 魚塭 1-2 120:06:58.6 23:05:39.2 159468.115 2554990.560 傳統養殖 

魚塭 1 魚塭 1-3 120:06:58.7 23:05:39.3 159470.980 2554993.619 傳統養殖 

魚塭 2 魚塭 2-1 120:05:11.9 23:06:38.5 156443.029 2556833.443 生態養殖 

魚塭 2 魚塭 2-2 120:05:11.9 23:06:38.5 156443.029 2556833.443 生態養殖 

魚塭 2 魚塭 2-3 120:05:11.9 23:06:38.5 156443.029 2556833.443 生態養殖 

潟湖 潟湖 1 120:04:43.3 23:07:25.7 155638.386 2558290.542  

潟湖 潟湖 2 120:04:00.4 23:07:27.9 154418.220 2558365.978  

潟湖 潟湖 3 120:03:10.7 23:07:24.0 153003.370 2558255.117  

淡水埤塘 虎頭埤 1 120:20:34.1 23:01:40.8 182642.368 2547534.771  

淡水埤塘 虎頭埤 2 120:03:27.9 23:01:38.8 182325.415 2547449.034  

淡水埤塘 虎頭埤 3 120:20:14.0 23:01:36.0 182069.432 2547389.699  

人工濕地 SSF 120:13:46.0 22:55:14.8 170960.896 2535717.660  

人工濕地 FWS 120:13:47.4 22:55:16.8 171001.110 2535778.973  

人工濕地 生態池 120:13:44.8 22:55:16.3 170926.945 2535763.981  

潮間帶 潮間帶內海 120:02:43.4 23:06:40.5 152217.864 2556922.007  

潮間帶 潮間帶紅樹林 120:05:27.5 23:07:07.1 156892.405 2557710.474 * 

潮間帶 潮間帶沙洲外側 120:02:22.3 23:06:23.3 151613.982 2556396.830 * 

備註：*潮間帶額外監測的點（參考）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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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圖3.1-1 七股鹽田濕地（國家級）採樣點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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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 內陸濕地 

內陸淡水埤塘濕地於本計畫選擇以嘉南大圳埤塘濕地為監測對象，雖然臺灣南部

分布許多的大小的埤塘，尤其台南市(就台南縣地區)更被稱為埤塘的故鄉，但是大部分

的埤塘均缺乏可供監測工作的船舶或汕舨，或缺乏監測工作所需的腹地，大部分的埤

塘濕地無法有效進行本計畫監測工作所需的工具與儀器，並且對監測人員於日夜間的

監測工作的有安全性的疑慮，因此計畫團隊於各嘉南大圳埤塘中現勘工作後，選擇新

化區虎頭埤為監測點，目前虎頭埤可立即提供進行監測工作所需的船舶，以及可兼顧

監測人員的安全性。本計畫於虎頭埤水域所選擇的監測樣區為延著虎頭溪水進入的虎

頭埤後至虎頭埤碼頭間的水域，盡量在船舶可到達的水域中，從上游至下游選擇三個

監測樣區，分別編號為虎頭埤1、虎頭埤2，以及虎頭埤3，每個樣區的範圍平均約為為

20 m2
，平均水深為2~6 m。 

本計畫採樣點位說明如表3.1-2，實際採樣位置如表3.1-3及圖3.1-2所示。 

 

3.1.3.3 人工濕地 

本計畫人工濕地場址選擇嘉南藥理科技大學人工濕地，選擇該場址的原因為：(1)

容易掌控濕地的操作，不受外界干擾，(2)可按照計畫或研究需求改變人工濕地操控參

數，操作較具彈性。該人工濕地自完工後於2005年11月開始操作至今，場址面積約為

11,000 m2(水域與陸域總和)，由四個單元所組成，分別為取水井、表面下流動式

(subsurface flow，SSF；1,450m2 )濕地、表面流動式(free water surface，FWS；2,200 

m2 )濕地，以及景觀生態池。SSF及FWS濕地主要的設計目標為水質三級淨化，景觀

生態池水源為SSF與FWS濕地出流水，以營造水域生態景觀及提供中水再利用。嘉南

藥理科技大學人工濕地中案處理單元選擇三個監測樣區，分別編號為為SSF、FWS與

生態池，每個監測樣區的面積大約為4 m2
，FWS水深平均為0.3~0.4m，生態池水深為

0.8~1 m。 

本計畫採樣點位說明如表3.1-2，實際採樣位置如表3.1-3及圖3.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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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鎮

20

µ 0 300 600150
m

圖例

虎頭埤

實際採樣調查點位

淡水埤塘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圖3.1-2 嘉南埤圳濕地（國家級）採樣點位置圖 

仁德區

湖內區

1

µ 0 220 440110
m

圖例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人工濕地

實際採樣調查點位

人工濕地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圖3.1-3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人工濕地（地方級）採樣點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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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監測方法 
本計畫採樣項目及頻率如表3.2-1所示，各分項如後列小節說明。 

表 3.2-1 本計畫採樣項目及頻率一覽表 

工作項目 調查範圍 類別 檢測項目 頻率 

水質監測 

水文 ♦ 進出流流量  每季 

水質分析 

♦ 水溫 
♦ 鹽度 
♦ 濁度 
♦ 比電導度 
♦ pH(酸鹼值) 
♦ DO(溶氧) 
♦ ORP(氧化還原電位) 
♦ SS(懸浮固體物) 
♦ COD(化學需氧量) 
♦ BOD(生化需氧量) 
♦ 水面表層 PAR 
（針對開放水域） 

♦ 有光層深度 
（針對開放水域） 

♦ 光衰減係數 
（針對開放水域） 

♦ 葉綠素 A 
♦ TKN (總凱氏氮) 
♦ 氨氮 
♦ 亞硝酸氮 
♦ 硝酸氮 
♦ 磷酸鹽 
♦ POC（顆粒性有機碳） 
♦ DIC（溶解性無機碳） 
♦ DOC（溶解性有機碳） 

♦ -2
4SO  (硫酸鹽) 

♦ 透明度（針對開放水域） 

每季 

氣體監測 

大氣環境 
♦ 溫度 

 每季 
♦ 日照度 

氣體釋放

通量調查 

♦ 靜置箱（濕地、紅樹林、

潮間帶） 
♦ 二氧化碳 CO2 

每季 
♦ 甲烷 CH4 

♦ 漂浮箱（魚塭、埤塘） 
♦ 二氧化碳 CO2 

每季 
♦ 甲烷 CH4 

底泥分析 底泥及 
潮間帶 

♦ 土壤粒徑分析 ♦ 總碳 TOC、TC 

每季 
♦ 元素分析 ♦ 溶氧 DO 
♦ 腐植質(有機質) ♦ 氧化還原電位 ORP 
♦ 底泥溫度 ♦ 不同深度樣本 
♦ 酸鹼值 pH  

葉綠素螢

光分析 

生產量 
碳固定 
通量 

♦ 紅樹林 
落葉法或生長速率 
測量法 每季 

♦ 草本科水生植物 採收法 每季 
♦ 開放水域 葉綠素+光照輻射測量法 每季 
♦ 各種水生植物、紅樹林 葉綠素螢光分析儀推估 每季 

採收及 
植物分析 

植物體 
分析 

♦ 水份含量 
 每季 ♦ 元素分析 

♦ 有機份分析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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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水質分析

方法 
一、水樣採集 

水樣採集至少在兩個樣點進行：濕地進流口及出流口。採水頻率為1~2週一次。水

樣的採集是使用鋼製長柄採樣器，有三段可伸縮的功能，用以配合不同深度的樣點來

進行採樣。將採好的樣品倒入容量為約1 L的附蓋採樣瓶內，採樣完成後帶回實驗室進

行分析。為避免樣品間之交叉汙染，故於每次的採樣及收集樣品時，皆會對採樣器及

附蓋採樣瓶進行潤洗的動作。 

 

二、水質分析 
本計畫所監測的水體水質分析項目包括水溫、鹽度、pH值、氧化還原電位(ORP)、

比電導度、濁度、懸浮固體物(SS)、溶氧(DO)、生化需氧量(BOD)、化學需氧量(COD)、

葉綠素a、總凱氏氮(TKN)、氨氮(NH3-N)、亞硝酸氮(NO2-N)、硝酸氮(NO3-N)、磷酸

鹽(PO4
-P)、水中顆粒性有機碳(POC)、溶解性無機碳(DIC)、溶解性有機碳(DOC)、硫

酸鹽( -2
4SO )等水質參數，於每個樣區採取水樣後，可立即於現場分析的項目即於現場

分析(如水溫、溶氧、鹽度、pH值、比電導度等)，需攜回實驗室分析之項目則將水體

冰存後帶回實驗室進行分析工作，各水質參數之分析方法均依中華民國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環境檢驗所(NIEA)公告之標準分析方法進行分析，如表3.2-2所示。 

 

表 3.2-2 本計畫水質分析方法一覽表 

分析項目 分析方法 分析項目 分析方法 
水溫 NIEA W217.51A 葉綠素a NIEA E507.02B 
鹽度 NIEA W447.20C 硝酸氮 NIEA W203.51B 

酸鹼值(pH) NIEA W424.52A 亞硝酸氮 NIEA W203.51B 
氧化還原電位(ORP) 氧化還原電極 總凱式氮 NIEA W451.51A 

導電度 NIEA W203.51B 氨氮 NIEA W448.51B 
濁度 NIEA W219.52C 磷酸鹽 NIEA W203.51B 

懸浮固體物(SS) NIEA W210.57A 顆粒性有機碳(POC) NIEA W530.51C 
溶氧(DO) NIEA W455.51C 溶解性無機碳(DIC) NIEA W530.51C 

生化需氧量(BOD) NIEA W510.54B 溶解性有機碳(DOC) NIEA W530.51C 
化學需氧量(COD) NIEA W514.20B 水體採樣方法 NIEA W104.51C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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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底泥分析

方法 
一、底泥採樣方法 

本計畫之底泥採樣方法為依據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公告之底泥採樣方法(NIEA 

S104.30C)進行採樣，在紅樹林、潮間帶與人工濕地(FWS濕地)以採樣勺採取底泥，在

潟湖、魚塭、人工濕地(生態池)以艾克曼採泥器(Ekman dredge)採取底泥，於虎頭埤

以艾克曼採泥器或鑽取式採樣器(Core sampler)採取底泥，每次採取底泥的深度大約為

0.3~0.5 m，並且將採取的底泥樣本按不同的深度分類為上層、中層與下層，每層土壤

深度大約為0.1~0.15 m，分層之底泥冰存後攜回實驗室分析。 

 

二、底泥酸鹼值、溶氧、氧化還原電位、導電度、水溫分析 

以上述方法所採取之底泥，於未分層前立即以酸鹼值、溶氧、氧化還原電位、導

電度、水溫電極現地量測，待數據穩定後紀錄之。 

 

三、底泥元素碳(TC)分析 

本計畫底泥元素碳(TC)之分析方法為參考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公告之方法

(NIEA R409.21C)，各分層底泥樣本經65℃烘乾48小時後，破碎、研磨至能通過0.25 

mm孔洞的過篩備用。以元素分析儀(CHNOS Elemental Analyzer，Vario EL III，

Elememtar Analysensysteme GmbH, Hanau, Germany)利用可燃性元素燃燒產生氧

化性氣體之特性，經吸附、脫附分離後，再以檢測器定量換算後求出底泥之乾基中總

碳含量百分比。 

 

四、底泥有機質分析 

本計畫底泥的有機物含量為參考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公告之分析方法(NIEA 

R212.01C)，採回之底泥先以105℃的烘箱烘乾至恆重，隨後秤其底泥烘乾後之重量，

再將烘乾後的底泥置入高溫爐中，並以550℃燃燒4小時，燃燒後待冷卻，並秤其重量。

以550℃燃燒前之重量減去燃燒後之重量，即為底泥有機物之含量。 

 

五、底泥粒徑分析（篩分析） 

利用電動搖篩機分析土壤粒徑分布，使用的篩網規格為泰勒(Tyler)標準篩，共計

11個，開口最大為2.362mm，最小為0.03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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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約100公克土壤，經過不同的篩網由大至小過篩後，測量土壤停留在個各篩網的

殘餘重量，並計算每個篩網殘餘百分比，進一步也可獲得通過百分比，將每個篩網之

尺寸與土壤通過百分比的結果繪製成土壤粒徑分布曲線圖，亦即土壤不同粒徑之特性

曲線。 

 

3.2.3 植物體分

析方法 
一、植物體水分含量分析 

（一）直接烘乾測量 

採集的植物樣本先去除砂土，如果量少則以剪刀剪成小樣品直接放入85℃烘箱約

48小時至恆重，以能判讀至0.01公克的天平秤重，結果即為該樣本乾重。土壤樣本果

量少則直接放入85℃烘箱約48小時至恆重。 

 

（二）固體樣本水分含量測量 

水分含量是將少部分樣本(植物體或土壤)處理成小塊，放入預先烘乾且已知重量

(W0)的玻璃皿中秤重紀錄(W1)，隨後連同樣本與玻璃皿放入85℃烘箱約48小時，取出

冷卻至恆重後再次連同烘乾後樣本與玻璃皿秤重紀錄(W2)，以下列公式計算植物體含

水率： 

01

21

-
-

=
WW
WW

W  (3.1) 

 

其中， 

W：含水率(Moisture content) 

W0：空皿重乾重 

W1：空皿+植物溼重 

W2：植物+空皿於85℃烘乾後重 

 

二、植物體元素碳分析 

從濕地採樣之植物體(根莖葉組織)洗淨後或濕地採樣之土壤，，以85℃的烘箱乾

燥至恆重，並將乾燥後的植物體以磨碎機磨碎，以0.25 mm篩網過篩，再次乾燥至恆

重後備用。取少部分做為分析樣本，先經酸化程序去除無機碳後，再以元素分析儀

(CHNOS Elemental Analyzer，Vario EL III，Germany)進行碳含量分析，所得結果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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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機碳含量。元素分析儀原理乃利用可燃性元素(來自樣本)在高溫氧化條件下燃燒產

生氧化性氣體，氣體產物再經吸附、脫附分離後，以檢測器定量測量出植物體(或土壤)

乾基中之碳、氫、硫、氧、氮等元素之組成百分比 (NIEA R409.21C)。元素分析儀的

分析條件如下： 

層析管：石英燃燒管。 

偵測器：熱導偵測器 (Thermal Conductivity Detector，T.C.D)。 

攜帶氣體：氦氣(純度99.996%)。 

助燃氣體：高純氧(純度99.995%)。 

流速：氧氣：250 mL/min。 

氦氣：200 mL/min。 

操作溫度：氧化管1150 ℃，還原管850 ℃，水份吸收管150 ℃，二

氧化碳吸收管110 ℃。 

樣品注入量：5 mg。 

 

三、植物體有機質分析 

從濕地攜回之植物根莖葉組織洗淨後，以85℃的烘箱乾燥至恆重，並將乾燥後的

植物體以磨碎機磨成粉沫狀，置入高溫爐中，並以550℃燃燒4小時，燃燒後待冷卻，

並秤其重量。以550℃燃燒前之重量減去燃燒後之重量，即為植物體有機物之含量。 

 

3.2.4 氣體通量

分析分法 
氣體交換通量分析方法按照監測濕地或埤塘水位水深差異，分為密閉式靜置氣罩

與漂浮箱法，選擇以密閉式靜置氣罩之監測樣區的水深最大不可超過 40 cm，水深超

過40 cm之監測樣區選擇飄浮箱法監測氣體通量。 

3.2.4.1 靜置式採氣罩 

水深較淺(<40cm)的濕地、灘地或土壤的氣體交換通量，文獻上經常使用靜置式

採氣罩法(static chamber)採樣氣體，配合氣體層析分析法氣體樣本濃度(Johansson et 

al., 1994; Liikanen et al., 2006)，並由氣體濃度隨時間的變化速率計算出封閉式氣罩內

水(或土壤)與空氣交界面的氣體交換通量。常使用於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等氣體

交換通量的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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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靜置式採氣罩 

靜置式採氣罩包含壓克力製(長24cm、寬24 cm、高50 cm)氣罩及不銹鋼底座(長

25cm、寬25 cm、高20cm(或40 cm))，兩部分組合使用(圖3.2-1)。氣罩內部裝設採氣

孔、風扇及驅動馬達、溫度計及日射量記錄器。採樣時先將不銹鋼底座放置在濕地土

壤(底泥)表面或插入礫石層水面下，氣罩再置於不銹鋼底座上之凹槽，以水封住凹朝接

縫處以保持密閉。確定水平後，啟動罩中風扇，靜待十分鐘，讓罩內外空氣平衡再以

矽膠塞塞住壓克力罩開口，然後開始計時。分別在第 0、10、20及30分鐘時以氣密式

注射針筒抽取罩內氣體樣本50mL，注入事先抽成真空體積為 0.5 升之採氣袋內。再

攜回實驗室分析氣體濃度。氣體樣本須於12小時內完成氣體濃度分析。每一採樣點均

進行二重複試驗(也就是設置兩個採樣罩)。每次採樣固定在採樣日的上午10~14點之間

進行。氣體採樣時同時記錄採氣罩內空氣及底泥溫度。 

當測量目的為調查濕地土壤總呼吸通量時，則使用不透光氣罩(模擬夜間無光線)，

以鋁箔紙將壓克力氣罩的表面積全部包覆，氣罩組並置放在無植物或紅樹林根部的區

域，所得通量才能代表總呼吸通量。若測量目的包含調查總初級生產量時，則以不同

透光率布簾覆蓋在壓克力氣罩表面形成不同光輻射強度，或在不同時間(有不同光輻射

強度)下，進行採樣分析，以獲得GPP-I曲線，如果使用透光氣罩則在採氣時記錄氣罩

內光輻射強度(I，μmol m-2 s-1)。為了減少採樣時攪動底泥，可在濕地各採樣點設置木

板便橋(SSF人工濕地無此必要)。 

 

二、氣體分析 

（一）甲烷氣體分析 

氣體樣本的甲烷氣體濃度使用氣相色層分析法 (Gas Chromatography)進行分析

(圖3.2-1)。以濃度300 ppm的標準氣體(例如雲山行公司)製備不同濃度氣體(0、20、40、

60、80、及100ppm)，待分析並完成檢量線後(R2＞0.995)，使用另一家公司(例如思必

可公司)所購買的100ppm標準氣體進行檢量線查核，經查核結果誤差值在±10％內。查

核無誤後，再進行樣品氣體分析，並將分析樣品所得的積分面積帶入檢量線，即可求

出濃度。氣相色層分析儀分析甲烷的條件如下： 

層析管：2.66mm × 2m 不銹鋼管柱。 

充填物：粒徑為 80/100 mesh 之 Porapak Q。 

偵測器：火焰游離偵測器(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F.I.D)。 

攜帶氣體：氮氣(純度 99.995%)。 

壓力：1.6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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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溫度：管柱 130 ℃，注射器 80 ℃，偵測器 150 ℃。 

樣品注入量：0.5mL。 

 

（二）二氧化碳氣體分析 

氣體樣本的二氧化碳濃度乃使用附裝熱導偵測器(TCD)之氣相層析儀進行分析。以

濃度1000 ppm的標準氣體(例如雲山行公司)製備不同濃度氣體(0、50、100、200、300、

400、600、800及100ppm)，待分析並完成檢量線後(R2＞0.995)，使用另一家公司(例

如思必可公司)所購買的300ppm標準氣體進行檢量線查核，經查核結果誤差值在±10

％內，開始分析實際氣體樣本的濃度。氣相色層分析儀分析二氧化碳的條件如下： 

層析管：60/80 carboxen-1000。 

充填物：15’x 1/8”ss (2.1mm ID)。 

偵測器：熱導偵測器 (Thermal Conductivity Detector，T.C.D)。 

攜帶氣體：氦氣(純度 99.999%)。 

流速：30mL/min。 

操作溫度：管柱 180 ℃，注射器 150 ℃，偵測器 130 ℃。 

樣品注入量：0.5mL。 

 

3.2.4.2 漂浮式採氣罩 

漂浮式採氣罩法被廣泛使用於湖、塘、潭、庫、池等深水水體(> 0.4 m)，當靜置

式採氣罩無法適用時，使用於測量水—空氣的氣體交換通量(Kremer et al., 2003; 楊盛

行，2004；楊盛行，2005；Stadmark and Leonardson, 2005; Abril et al., 2005; Tokoro 

et al., 2007; Schrier-Uijl et al., 2010)。 

漂浮式採氣罩為將壓克力製氣罩(長40cm、寬30.5 cm、高17 cm)與保麗龍製的漂浮基

座結合，氣罩內部裝設採氣管、風扇及驅動馬達、溫度計及日射量記錄器。測量時，

將整組漂浮式採氣罩放置於水面上，掛上牽錘以減少氣罩漂移，由於水位深因此操作

者須於平台或船筏上作業、並避免擾動底泥(圖3.2-2)。待漂浮箱平穩浮於水面上後，

打開壓克力罩上方採氣管開口，啟動氣罩內風扇，靜待十分鐘，讓氣罩內外空氣平衡，

再以矽膠塞及採氣管塞住氣罩開口，然後開始計時。其餘氣體採樣、濃度分析、通量

計算與統計、品管要求等，均與靜置式採氣罩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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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ECD, GC-FID 針筒與採氣袋 

 
每一採樣點設置兩組採樣罩 

壓克力採樣罩 不銹鋼框架 

圖3.2-1 密閉式靜置氣罩法 

 
 

圖3.2-2 漂浮式採氣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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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水中總初

級生產量

估算 
水中初級生產量(GPP)受藻類含量、日照強度（光合成活性輻射強度）、光合作

用效率（光合作用回歸初始斜率），以及水體光線衰減等因素決定，本計畫參考胡淑

娟、黃家勤等人於曾文溪口感潮河段初級生產量之調查方法(胡 等，2007a)，並參考

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公告之水下光強度監測方法(NIEA W224.50C)，以Li-Cor水下照

度計由水體表面開始紀錄水中的光強度，並由(3.5)式估算水中的總初級生產量： 

dKIαChlaP 1×××= 0  (3.5) 

 

其中， 

P：水中總初級升產量(mg C m-2 d-1) 

Chla：葉綠素a濃度(mg m-3) 

α：光合作用效率 或 光合作用回歸初始斜率 

[mg (mg chla)-1(μmolm-2s-1)h-1] 

I0：表層光合作用有效輻射強度(μmolm-2s-1) 

Kd：光衰減係數(m-1) 

 

3.2.6 潮間帶總

初級生產

量量測估

算 
潮間帶採氣罩內底棲生物群聚得碳通量淨值，也就是該地區淨初級生產量(NEP，

net ecosystem production)。以透光度0%採氣罩採集氣體，此所測得的二氧化碳CO2

流量變化則為培養器內底棲生物的呼吸率(ER，total ecosysrem respiration)，因此潮

間帶該地區總初級生產量(GPP，gross primary production)  

ERNEPGPP +=  (3.6) 
 

上式估算方式僅能估算退潮時的GPP，為了能夠了解滿潮時水體之GPP，因此使

用黑白瓶法進行調查，使用水質檢測儀器測量黑白瓶0分鐘及培養30分鐘之溶氧。將測

得水體溶氧單位mg/L換算為mmole，之後將mmole換算為mg C m-3 h-1。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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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2×= .TF  (3.7) 
 

F：水體之GPP(mgC m-3 h-1) 

T：水體之GPP(mmole) 

12：碳分子量 

 
式3.7潮間帶之GPP=NEP+ER。為了計算測站單位面積一日之GPP，可由每小時

每單位面積之GPP與光度關係曲線(P-E curve)求得最大飽和GCP(PB
m)、1/2 PB

m時之

切線斜率(α)以及Ik(PB達到飽和時的光度)。其公式如下： 

 

)PIαtanh(PP B
m

B
m

B ×=  (3.8) 

 
PB：GPP(mg m-2 h-1) 

PB
m：估算出最大之初級生產量 

α：切線斜率 

I：採氣時日照強度(μmol m-2 s-1) 

 

利用PB
m及Ik及現場測得之光度以估算一日之潮間帶GPP。再依據一整年的四季變

化，推估一整年潮間帶GPP。在扣除潮間帶CR，即可估計一整年的NEE。 

 

式3.8為潮間帶一日之GPP計算可由Webb et al., (1974)之公式進行計算，由不同

光照下所得GPP計算出當日最大飽和GPP(GPPmax)及達到飽和時的光度 Ik 。利用

GPPmax、Ik及現場測得之光度以估算一日之潮間帶GPP。再推估一整年的潮間帶NEE。 

 

[ ]kIIGCPGCP −−= exp(1max  (3.9) 

 

NEE= -NEP = -(GPP-ER) = ER-GPP 

 

GPP：GCP(mg m-2 h-1) 

GPPmax：估算出最大之初級生產量 

I=採氣時日照強度(μmol m-2 s-1) 

Ik=當日日照至最大之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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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GCPamx及Ik及現場測得之光度以估算一日之潮間帶GPP。再依據一整年的四

季變化，推估一整年潮間帶GPP。在扣除潮間帶ER，即可估計一整年的NEE。 

 

為了能夠了解一日之GCP，利用採樣當日不同光照進行公式一或公式二計算，估

算採樣當日退潮各時間點之GPP。再使用線下積分面積計算出採樣當日退潮之GPP。

其公式如下： 

∑ += 21)( BAGPP  (3.10) 

 

GPP：採氣當日退潮之GPP(mg m-2 h-1) 

A：A時段之GCP 

B：A時段之下一時段B時段之GPP 

1：為1h 

 

3.2.7 淨初級生

產量量測

估算 
一、紅樹林淨初級生產量(NPP)量測估算 

紅樹林樣區內的淨初級生產量估算於本計畫中以生長速率量測法或葉綠素螢光

分析儀估算法，透過採取樣區內的少量紅樹林植物組織，以及非破壞性的量測與估算

方法，估算紅樹林淨初級生產量，為對紅樹林中的動、植物干擾最小的方法。 

（一）生長速率測量法 

1. 測量胸徑(DBH)：測量胸徑大於 2 公分以上之所有植物，以卷尺量離地 1.3 米

處周長後再換算成直徑。胸高下主莖如有分枝，可全部測量計算所有支幹胸徑

的平方數總和，然後取平方根之值即為該株樹的整體胸徑。測得之胸徑參考經

驗(3.11)式(范貴珠，2008)估算急水溪地面上之紅樹林（海茄苳）生物量： 

 

56741- 54020+  10120= 2 .)DBH(.)DBH(.WT  (3.11) 
 

其中， 

WT：紅樹林生物量(kg) 

DBH：紅樹林樹徑(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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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樣區內的紅樹林植株密度(株/m2)，即可推估樣區內紅樹林植物量。 

2. 落葉法：以直徑 50 cm 及深度為 30 cm 之尼龍圓形收集網，懸掛在海茄苳樹

冠下之枝條，高度需避免漲潮淹水之影響。在每個樣區內隨機設置 3 個收集網

為 1 重複，每次分葉子、枝條、繁殖體及其他等 4 項烘乾後稱重，再由所收集

之落葉總重估算單位面積紅樹林落量。 

3. 紅樹林 NPP 估算 

實驗期間植株的淨初級生產量(Net Primary Production, NPP) 

T
BBBCR ilitterf

NPP
)-+(×=  (3.12) 

 

其中， 

RNPP：紅樹林淨初級生產量(g C m-2 year-1 or g C m-2 h-1) 

C：紅樹林植物體元素碳分析之量(mg mg-1) 

Bf：監測結束時之紅樹林生物量，(g m-2) 

Blitter：監測期間總落葉量(g m-2)， 

Bi：監測初始之紅樹林生物量(g m-2)， 

T：監測時間(year or month) 

（二）葉綠素螢光分析儀 

選取樣區內的紅樹林植物為監測對象，每一株選取數個葉子監測光合作能力，以量測

該株植物的光合作用能力，進而估算該株植體的生產量，監測方法為利用PAM2500攜帶

式葉綠素螢光光合作用分析儀，於每次監測期間，在紅樹林樣區或人工濕地樣區進行監測

工作，再以經驗式估算每株植體的生長速率。 

 

二、人工濕地淨初級生產量量測估算 

由於人工濕地內的植物因操作管理維護之需求，可經常於濕地內以破壞性的採收

方式直接採收人工濕地植物，藉而估算人工濕地植物的生物量，因此人工濕地中水生

植物的淨生產量(NPP)採用的方法乃參考Trumbore et al. (1999)所使用的植物體採收

法。此法認為淨生產量為濕地植物提供可利用的有機碳速率，為含地面上初級生產速

率(above-ground primary production，ANPP，由植物的莖、葉及花絮等生質物所提

供)及地面下初級生產速率(below-ground primary production，BNPP，由植物的根及

地下莖等生質物所貢獻)的總和。簡單表示如下公式： 

BNPPANPPNPP CCC +=  (3.13) 
 



 

 
 

 

 
 3-22

第三章 濕地碳 匯功能實 地監測 作業及結 果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其中， 

CNPP：水生植物的淨初級生產量(g C m-2 year) 

CANPP：地面上植體初級生產量(g C m-2 year) 

CBNPP ：地面下植體初級生產量(g C m-2 year) 

 

Trumbore et al. (1999)在濕地內劃分若干植物採收區(plots)，由於地面下植體的

BNPP難以直接測量，因此選在兩個不同時間點進行地面上植體的採收，並將採收植體

秤重，並分析水分與碳含量，以測得在兩時間間隔期間的ANPP。再者，採用文獻的調

查資料：植物的BNPP約佔NPP的50~80%，由此百分比關係再推估植物的NPP。 

R
C

C

CRC

ANPP
NPP

NPPANPP

=

×=
 (3.14) 

 

其中， 

R：CANPP佔CNPP的比率，0.2~0.5 (Wallen, 1992) 

 

3.3 監測結果 

3.3.1 潟湖 

3.3.1.1 水質分析 

水質分析結果詳如表3.3-1所示。 

1.第一季 

(1)七股潟湖樣區內水體進行採樣分析之結果如表3.3-1，第一季為了解不同水

層之水質狀況，採樣分為表層與底層水體。 

(2)第一季底層水體的懸浮固體物濃度與濁度較高，其他潟湖1~3樣區內大部分

水質參數的差異性不大，表層與底層的差異也並不大。 

2.第二季 

(1)第二季後採取表層水體與底層水體等比例混合後，以表層與底層混合水樣代

表該樣區的水體。 

(2)第二季監測結果顯示，除了導電度、鹽度、葉綠素a、氨氮、總凱式氮與硝酸

氮之外，潟湖1~3樣區內的水質差異性不大，導電度與鹽度潟湖3樣區略高，

葉綠素a、氨氮、總凱式氮濃度以潟湖2樣區內濃度略高。 

 



  

 
 

 

 
 3-23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3.第三季 

(1)第三季於潟湖樣區採取的水體同第二季，先採取表層水體，再與底層水體等

比例混合後，以表層與底層混合水樣代表該樣區的水體。 

(2)第三季的檢測結果顯示，潟湖1~3三個樣區的水質差異性並不明顯，只有懸浮

性固體物濃度以潟湖3樣區濃度最高。 

4.第四季 

(1)第四季於潟湖樣區採取的水體同第二、三季，先採取表層水體，再與底層水

體等比例混合後，以表層與底層混合水樣代表該樣區的水體。 

(2)第四季檢測結果顯示潟湖1~3三個樣區的水質差異性並不明顯。 

5.綜合討論 

(1)潟湖1樣區四季水質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4.9±6.0 ℃，鹽度30.3±4.6 ptt，pH 

8.2±0.4，溶氧  3.6±0.7mg/L。潟湖2樣區四季水質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

24.8±5.4 ℃，鹽度30.0±4.7 ptt，酸鹼值 8.1±0.5，溶氧 4.2±0.9 mg/L。潟湖

3樣區四季水質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4.5±6.0 ℃，鹽度31.5±4.2 ptt，酸鹼值 

8.2±0.2，溶氧4.3±1.2 mg/L。 

(2)綜合四季的水體採樣分析結果，除了水溫之外，四季的水質參數的差異性並

不是十分明顯，只有懸浮固體物在不同季節與樣區有較為明顯的變化，其他

水質參數仍無法歸納出受環境因子或樣區位置的影響程度。 

(3)本計畫並沒有針對不同漲退潮時間的水質進行分析，只大略依不同季節之區

隔進行採樣，因此無法由水質分析結果判斷潮汐變化對濕地水質的影響。 

 

3.3.1.2 底泥分析 

底泥分析結果詳如表3.3-2所示。 

1.表3.3-2為七股潟湖樣區內底泥採樣分析結果，四季的底泥導電度監測樣區與季

節變化並無明顯的相關性，酸鹼值值以潟湖1樣區（靠近陸地）最高，潟湖2樣

區次之，潟湖3樣區酸鹼值值最低，與季節無明顯之關係。 

2.四季的底泥之氧化還原電位(ORP)以潟湖1樣區最低，呈現負值，潟湖2樣區低

高，潟湖3（靠近外海）次之，以第二、三季的氧化還原電位高於第一、四季。 

3.底泥之有機物濃度中，各季均以潟湖1樣區的濃度最高，而且表層濃度均高於中

層與下層的底泥有機物濃度。潟湖各樣區的底泥上層有機物濃度略為逐漸降低。 

4.潟湖1樣區底泥分析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7.6±5.3 ℃，酸鹼值 7.8±0.9，氧化還

原電位-6.0±55.6 mv。潟湖2樣區底泥分析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5.8±5.6 ℃，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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鹼值 6.9±3.5，氧化還原電位124.8±83.1 mv。潟湖3樣區底泥分析顯示溫度平

均範圍在26.8±4.1 ℃，酸鹼值 6.8±0.6，氧化還原電位104.3±112.8 mv。  

5.潟湖樣區底泥各季的粒徑篩分析如圖3.3-1~圖3.3-4所示。 

 

表 3.3-1 潟湖樣區水質分析結果(1/2) 

採樣日期 2010/9/30（第一季） 
水體 - 表層水體 底層水體 
參數 單位 潟湖1 潟湖2 潟湖3 潟湖1 潟湖2 潟湖3 
水溫 ℃ 34.0 30.9 30.2 27.2 31.2 30.3 
鹽度 ptt 27.25 27.73 30.05 23.63 21.27 20.29 
濁度 NTU 42.8 42.8 42.8 75.8 42.8 86.3 

導電度 ms/cm 34.800 43.300 46.200 26.900 46.800 47.500 
酸鹼值  8.9 8.7 8.2 8.5 8.8 8.5 
溶氧 mg/L 5.8 4.0 6.1 3.0 3.6 6.2 

氧化還原電位 mv 97 88 1 75 85 5 
懸浮固體物 mg/L 83 7 49 58 24 43 
化學需氧量 mg/L 5.3 7.4 7.4 5.6 6.6 2.6 
生化需氧量 mg/L 3.0 4.2 4.2 3.2 3.8 1.5 
葉綠素 a mg/m3 2.12 0.69 1.06 2.12 0.69 1.06 
總凱式氮 mg N/L 5.75 4.88 7.02 4.40 5.37 4.59 

氨氮 mg N/L 4.18 4.61 4.34 3.10 4.55 3.58 
亞硝酸氮 mg N/L N.D N.D N.D N.D N.D N.D 
硝酸氮 mg N/L 0.15 N.D N.D 0.17 N.D N.D 
磷酸鹽 mg P/L N.D N.D N.D N.D N.D N.D 
硫酸鹽 mg S/L 2,621.06 2,743.81 2,771.69 2,718.97 2,731.81 3,499.60 

採樣日期 2010/11/12（第二季） 2011/03/11（第三季） 
參數 單位 潟湖1 潟湖2 潟湖3 潟湖1 潟湖2 潟湖3 
水溫 ℃ 22.9 22.1 22.5 17.4 18.8 18.1 
鹽度 ptt 27.35 27.64 33.2 33.73 33.81 34.05 
濁度 NTU 34.4 35.0 35.0 35.2 33.1 26.3 

導電度 ms/cm 42.473 42.895 50.543 51.229 51.334 51.650 
酸鹼值  7.9 7.6 8.0 8.1 8.1 8.3 
溶氧 mg/L 2.8 5.5 3.9 3.9 4.2 3.8 

氧化還原電位 mv 90 114 94 125 191 162 
懸浮固體物 mg/L 96 103 176 7 5 65 
化學需氧量 mg/L 4.4 2.9 2.0 2.9 2.9 2.2 
生化需氧量 mg/L 2.6 1.7 1.2 1.7 1.7 1.3 
葉綠素 a mg/m3 0.99 2.35 0.27 0.68 0.49 0.72 
總凱式氮 mg N/L 4.65 5.79 5.05 1.14 1.01 1.06 

氨氮 mg N/L 1.45 3.35 2.13 0.10 0.09 0.11 
亞硝酸氮 mg N/L N.D. N.D. N.D. N.D. N.D. N.D. 
硝酸氮 mg N/L N.D. 0.55 0.55 0.04 0.84 0.16 
磷酸鹽 mg P/L N.D. 0.02 0.03 0.31 0.31 0.31 
硫酸鹽 mg S/L 2,993.24 2,910.22 3,593.45 2,904.87 2,903.95 2,9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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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潟湖樣區水質分析結果(2/2) 

採樣日期 2011/05/25（第四季）  
參數 單位 潟湖1 潟湖2 潟湖3    
水溫 ℃ 28.8 27.2 27.2    
鹽度 ptt 34.8 34.0 33.4    
濁度 NTU 30.1 30.2 30.9    

導電度 ms/cm 52.741 51.653 50.795    
酸鹼值  8.0 7.8 8.1    
溶氧 mg/L 3.4 3.3 3.5    

氧化還原電位 mv 185 244 187    
懸浮固體物 mg/L 62 45 33    
化學需氧量 mg/L 6.9 6.3 6.2    
生化需氧量 mg/L 3.2 1.2 1.1    
葉綠素 a mg/m3 0.99 0.78 0.17    
總凱式氮 mg N/L 5.63 4.52 3.21    

氨氮 mg N/L 1.11 1.03 1.05    
亞硝酸氮 mg N/L N.D. N.D. N.D.    
硝酸氮 mg N/L N.D. N.D. N.D.    
磷酸鹽 mg P/L N.D. N.D. N.D.    
硫酸鹽 mg S/L 2,965.13 3,021.22 3,463.41    

表 3.3-2 潟湖樣區底泥分析結果 

採樣日期 2010/9/30（第一季） 2010/11/12（第二季） 

參數 單位 潟湖1 潟湖2 潟湖3 潟湖1 潟湖2 潟湖3 

溫度 ℃ 34.1 32.3 31.6 24.5 24.3 24.9 
導電度 ms/cm 13.90 15.86 18.63 13.70 13.36 10.70 
酸鹼值  9.0 7.2 7.1 7.5 6.4 6.1 

氧化還原電位 mv -40 85 34 0 90 81 
溶氧 mg/L 0.0 0.0 0.0 0.0 0.0 0.0 

總碳(上層) 

g/kg 

5.6 5.7 5.1 3.2 5.5 3.1 
總碳(中層) 4.9 5.6 4.9 3.3 5.7 2.8 
總碳(下層) 3.8 5.1 4.8 4.2 3.1 2.8 

有機物(上層) 

g/kg 

24.0 23.0 19.3 19.5 10.8 5.3 
有機物(中層) 16.0 17.8 12.6 6.3 11.7 5.5 
有機物(下層) 11.8 12.3 11.3 5.9 18.9 7.0 

採樣日期 2011/03/11（第三季） 2011/05/25（第四季）

參數 單位 潟湖1 潟湖2 潟湖3 潟湖1 潟湖2 潟湖3 

溫度 ℃ 22.2 19.0 22.3 29.4 27.5 28.4 
導電度 ms/cm 13.43 18.63 21.00 17.86 18.45 56.20 
酸鹼值  7.1 7.0. 6.6 7.4 7.2 7.4 

氧化還原電位 mv -54 75 32 70 249 270 
溶氧 mg/L 0.0 0.0 0.0 0.0 0.0 0.0 

總碳(上層) 

g/kg 

28.7 5.2 3.2 12.0 31.7 9.0 
總碳(中層) 4.4 4.9 3.6 12.8 21.6 8.6 
總碳(下層) 3.6 6.5 7.2 6.0 30.8 11.8 

有機物(上層) 

g/kg 

15.2 11.3 5.5 6.4 16.9 5.0 
有機物(中層) 4.8 11.2 4.3 6.8 11.5 4.6 
有機物(下層) 4.6 13.3 4.7 3.2 16.4 6.3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2011 



 

 
 

 

 
 3-26

第三章 濕地碳 匯功能實 地監測 作業及結 果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1E-3 0.01 0.1 1 10
0

20

40

60

80

100

 

P
er

ce
nt

 b
y 

w
ei

gh
t, 

%

Grain size, mm

 Area 1 
 Area 2 
 Area 3 

 
資料來源：本計 畫彙整 

圖3.3-1 潟湖樣區底泥第一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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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 畫彙整 

圖3.3-2 潟湖各樣區底泥第二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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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 畫彙整 

圖3.3-3 潟湖各樣區底泥第三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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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 畫彙整 

圖3.3-4 潟湖各樣區底泥第四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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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3 總初級生產量(GPP)監測結果 

1.表3.3-3為七股潟湖樣區於各季監測與估算總初級生產量之結果，表中顯示水中

光衰減係數(kd)於第一、二、三、四季與各樣區內無明顯之差異，葉綠素a濃度、

表層光合作用有效輻射強度(I0)與樣區、季節無明顯之相關性。 

2.由監測之數據估算第一季之潟湖總初級生產量(mg C m-2 h-1)如圖3.3-5，以潟湖

3樣區(94.19)最高，潟湖2樣區(79.10)次之，潟湖1樣區(28.00)最低。第二季以

潟湖2樣區(78.19)最高，潟湖1樣區(12.10)次之，潟湖3樣區(3.60)最低。第三季

估算結果以潟湖1樣區(111.28)最高、潟湖2樣區(45.66)次之，潟湖3樣區(13.11)

最低。 

3.由三季監測結果可發現，潟湖1樣區GPP平均為50.46 mg C m-2 h-1，潟湖2樣區

67.65 mg C m-2 h-1，潟湖3樣區36.97 mg C m-2 h-1，推測影響總初級生產量之

環境因素與監測當時表層光合作用有效輻射強度有關。 

4.總結本計畫水中總初級生產量之估算，受到監測當時的光強度所影響，由監測

艦當時的環境因子變化頗大，宜定期長期監測進行估算。 

 

表 3.3-3 潟湖樣區總初級生產量監測結果 

參數 
監測 
樣區 

水中光 
衰減係數, 

kd 

葉綠素a濃
度, Chl a 

光合作用效

率, α* 

表層光合作

用有效輻射

強度, I0 

水中總

初級生

產量, P 
 單位 

 
監測日期 

m-1 mg m-3 
mg (mg 

chla)-1(μmo
lm-2s-1)h-1 

μmolm-2s-1 
mg C 
m-2 h-1 

2010/09/30
（第一季） 

潟湖1 1.12258 2.12 0.025 593 28.00 
潟湖2 1.03329 0.69 0.025 4,738 79.10 
潟湖3 1.14936 1.06 0.025 4,085 94.19 

2010/11/12
（第二季） 

潟湖1 1.30716 0.99 0.025 639 12.10 
潟湖2 1.20678 2.35 0.025 1,606 78.19 
潟湖3 1.16723 0.27 0.025 622 3.60 

2011/03/11 
(第三季) 

潟湖1 0.64069 0.68 0.025 4194 111.28 
潟湖2 0.86292 0.72 0.025 2189 45.66 
潟湖3 0.98302 0.49 0.025 1052 13.11 

2011/05/25 
(第四季) 

潟湖1 0.87228 0.99 0.025 2,066 58.62 
潟湖2 0.55486 0.78 0.025 784 27.55 
潟湖3 0.50964 0.17 0.025 1,102 9.19 

平均 
潟湖1 0.98567 1.20 0.025 1,873 52.50 
潟湖2 0.91446 1.14 0.025 2,329 57.63 
潟湖3 0.95231 0.50 0.025 1,712 30.32 

備註：*光合作用效率(光合作用起始斜率參數) α目前以文獻值 0.025 mg (mg chla)-1(μmolm-2s-1)h-1
估算(胡 

等，20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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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4 氣體交換通量監測(NEE) 

目前文獻上記載深水水域(潟湖、河口、湖泊、埤塘、水庫、池塘)與大氣間的二氧

化碳交換通量的調查方法，乃測量水面—空氣的二氧化碳擴散速率。最常見的方法有

兩種：(1)利用漂浮式採氣罩法(Kremer et al., 2003; 楊盛行，2004；楊盛行，2005；

Stadmark and Leonardson, 2005; Abril et al., 2005; Tokoro et al., 2007; Schrier-Uijl 

et al., 2010)；及(2)擴散通量測定法(Frankignoulle et al., 1998; Frankignoulle et al., 

2001; Borges et al., 2003; Borges et al., 2004; Boreges et al., 2006; Kone et al., 

2009)。本計畫乃採用第一種方法，並同時監測甲烷及氧化亞氮交換通量，測量結果示

於表3.3-4及圖3.3-6~圖3.3-9。 

（一）二氧化碳 CO2 

1.第一季於三個樣區所測得之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均為釋放，其中以潟胡1樣區釋放

量最高(6.04 mg C m-2 h-1)，潟湖2樣區釋放量次之，潟湖3樣區最低(2.47 mg C 

m-2 h-1)。 

2. 第二季於三個樣區所測得之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均為釋放，潟胡1樣區釋放量最

高(14.46 mg C m-2 h-1)，潟湖2樣趨勢放量次之，潟湖3樣區最低(3.05 mg C m-2 

h-1)。 

3.第三季於三個樣區所測得之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均為釋放，潟胡1樣區釋放量最高

(5.65 mg C m-2 h-1)，潟湖2樣區釋放量次之，潟湖3樣區最低(0.03 mg C m-2 h-1)。 

4.第四季於三個樣區所測得之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均為釋放，潟胡2樣區釋放量最高

(7.17 mg C m-2 h-1)，潟湖1樣區釋放量次之，潟湖3樣區最低(0.13 mg C m-2 h-1)。 

5.第一~四季於潟湖三個樣區所測得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均為正值(釋放)，此結果

顯示潟湖為二氧化碳排放源場所(carbon source)，而非碳匯場所(carbon sink)。 

6.每個對應樣區的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均為第二季釋放量略高於第一季、第三

季與第四季。 

7.四季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統計結果，潟湖1樣區平均值為7.25 mg C m-2 h-1
，潟

湖2樣區平均值為5.63 mg C m-2 h-1，潟湖3樣區平均值為1.42 mg C m-2 h-1。潟

湖1樣區為最靠近七股溪河口的測點，潟湖3為最遠離河口且最靠近外海，潟湖2

則介於潟湖1及3之間。因此，上述結果說明潟湖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隨著與河

口間的距離增加而逐漸減少，越靠近河口二氧化碳排放通量越高，有顯著的的

空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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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烷 CH4 

1.第一季於三個樣區所測得之甲烷交換通量均為釋放，其中以潟胡2樣區釋放量最

高(0.29 mg C m-2 h-1)，潟湖1樣區次之，潟湖3樣區最低(0.07 mg C m-2 h-1)。 

2.第二季於三個樣區所測得之甲烷交換通量均為釋放，其中以潟胡1樣區釋放量最

高(0.14 mg C m-2 h-1)，潟湖2樣區釋放量次之，潟湖3樣區最低(0.07 mg C m-2 

h-1)。 

3.第三季於三個樣區所測得之甲烷交換通量均為釋放，其中以潟胡1樣區釋放量較

高(0.44 mg C m-2 h-1)，潟湖2樣區釋放量次之，潟湖3樣區最低(0.40 mg C m-2 

h-1)。 

4.第四季於潟湖1樣區所測得之甲烷氣體釋放通量為吸收(0.22 mg C m-2 h-1)，潟湖

2、3個樣區所測得之甲烷交換通量均為釋放，其中潟胡2樣區釋放量為(0.07 mg 

C m-2 h-1)，潟湖3樣區釋放量為0.03 mg C m-2 h-1。 

5.如圖3.3-7，三個樣點、四個季節的採樣分析結果顯示，甲烷於潟湖樣區內所測

得的交換通量大多(12筆資料中的10筆)為正值(甲烷釋放)，但均非常低。四個季

節的統計結果，潟湖1樣區平均為0.12 mg C m-2 h-1，潟湖2樣區0.22 mg C m-2 

h-1，潟湖3樣區0.12 mg C m-2 h-1。此結果與鄰近紅樹林所測得的結果0.09~1.02 

mg C m-2 h-1(表3.3-12)相當接近，都相當低。 

（三）氧化亞氮 N2O 

1.如圖3.3-7，溫室效應氣體中的氧化亞氮氣體交換通量於第一、二、三、四季潟

湖樣區內的監測結果均以釋放居多。 

2.除第一季於潟湖樣區3，所測得氧化亞氮的氣體交換通量為吸收，可能為監測誤

差因素造成。 

3.四季監測結果均以樣區1（靠近陸地）的氧化亞氮釋放量最高。 

4. 四個季節的氧化亞氮釋放通量統計結果，潟湖1樣區平均為12.90 μg m-2 h-1
，

潟湖2樣區4.31 μg m-2 h-1
，潟湖3樣區2.89 μg m-2 h-1

，以樣區1（靠近河口）的

氧化亞氮釋放量最高，以靠近外海潟湖3樣區最低，顯示氧化亞氮交換通量於不

同位置的差異性。 

 

3.3.1.5 全年碳庫、碳吸存能力及氣體交換通量估算 

（一）碳收支計算 

1.本計畫將三個樣點、四個季節所監測的二氧化碳及甲烷交換通量，透過時間及

空間內插的擴大化(scaling up)計算(詳細參考作業手冊第3.5節所述)，估算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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潟湖的年平均生態系統二氧化碳交換通量(FNEE)及年平均甲烷釋放通量(FME)分

別為40.32(11.14~62.04)g C m-2 yr-1及1.57 (1.29~2.12) g C m-2 yr-1 (如表3.3-5

所示)。另外，氧化亞氮的年平均釋放通量為58.78 (27.87~112.37) mg N2O m-2 

yr-1。 

2.將平均生態系統二氧化碳交換通量(FNEE)及年平均甲烷釋放通量(FME)兩項碳通

量帶入潟湖的碳收支計算方程式(FC=-FNEE - FME)可求得七股潟湖的碳吸存通量

FC = -41.89 g C m-2 yr-1 (表3.3-6)，此結果說明潟湖為微弱的二氧化碳排放源。 

3.七股潟湖空氣—水面二氧化碳交換通量結果，三個樣點以擴大計算法計算，分

別為62.04、47.76及11.15 g C m-2 yr-1
，證實為二氧化碳的釋放源。整個七股潟

湖場址的年平均二氧化碳釋放量為40.32 g C m-2 yr-1
。 

 

（二）土壤碳庫估算 

1.土壤碳庫估算依據SOP手冊3.2節步驟計算，本計畫潟湖土壤碳密度估算潟湖

1、潟湖2及潟湖3分別為0.005、0.008、0.004 gc/cm3，估算成果如表3.3-7。 

2.Brevik and Homburg (2004)曾調查美國南加州一處海岸濕地的土壤有機碳密

度，該海岸濕地含有鹹水草澤、潮間帶灘地、淡水草澤、潟湖等不同類型濕地，

其中潟湖的土壤有機碳密度達0.057 ± 0.004 g C cm-3，高於鹹水草澤(0.043 ± 

0.005 g C cm-3)、潮間帶灘地(0.045 ± 0.005 g C cm-3)及淡水草澤(0.022 ± 0.001 

g C cm-3)。 

 

3.3.1.6 綜合討論 

（一）本計畫利用漂浮式採氣罩法測量潟湖水域與大氣間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此測

量結果可含蓋水面下許多生物性、化學性及物理性的碳轉換程序所產生的淨通

量結果，包括：藻類(浮游性及底棲性)淨初級生產量、微生物分解有機物的異營

性呼吸二氧化碳排放、動物(魚蝦類)的異營性、碳酸鈣沉積(牡蠣珊瑚的二氧化

碳吸收)、及無機碳的擴散傳輸等。 

（二）潟湖週遭的陸域環境經常有人為活動(如城鎮、養殖、及其他土地使用)或鄰近的

生態系統(如紅樹林、河口)，將溶解性及顆粒性營養物及有機物帶入潟湖，造成

水質優養化導致藻類過量生長。儘管如此，增加的有機物負荷經礦化分解產生

二氧化碳或河口上游段及鄰近紅樹林或草澤帶入的無機碳，均會使得潟湖形成

二氧化碳的釋放場所(Kone et al., 2009; Laruelle et al., 2010)。潟湖及河口被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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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為近岸的海岸生態系統(near-shore coastal ecosystem)，近年來越來越多的

調查數據證實近岸的海岸生態系統扮演有效的過濾器(effective filter)截流陸地

及河川帶入的有機物，形成碳源對大氣排放二氧化碳(Chen and Borges, 

2009)。相反地大陸棚近海(continental shelves)大多扮演碳匯場所的角色。 

（三）Laruelle et al. (2010)曾為了估算全球河口及潟湖海岸水域之碳源或碳匯功能，

編輯了62筆使用個pCO2方法測量全球河口及潟湖水域空氣—水面二氧化碳交

換通量的數據，這些數據均為已發表於國際期刊論文的資料。結果顯示河口水

域的通量數據均為正值，亦即河口水域為大氣二氧化碳的來源(source of 

CO2)，年平均釋放通量介於60~678 g C m-2 yr-1
，平均值為308.4 ± 189.6 g C 

m-2 yr-1
。潟湖水域的國際資料還很少，6筆資料中僅有一筆為負值，其餘5筆資

料都為正值，年平均釋放通量介於-46.8~490.8 g C m-2 yr-1
，平均值為207.6 ± 

199.2 g C m-2 yr-1。 

（四）國內學者曾調查台南曾文溪口(王銀波和謝學武，1997)、彰化大肚溪口(王樹倫

等，1997)、高屏溪大鵬灣(張哲明等，1998)及本計畫調查七股潟湖等近岸的海

岸生態系統的甲烷釋放通量，顯示此數值均很接近且相當低，介於0.79~6.90 g 

C m-2 yr-1。由於潟湖含有高鹽分，因硫酸鹽抑制甲烷化的進行，因此甲烷釋放

通量較低。本計畫七股潟湖測點對應的鹽度為27.7~34.1‰。 

（五）Brevik and Homburg (2004)曾調查美國南加州一處海岸濕地的土壤有機碳密

度，該海岸濕地含有鹹水草澤、潮間帶灘地、淡水草澤、潟湖等不同類型濕地，

其中潟湖的土壤有機碳密度達0.057 ± 0.004 g C cm-3，高於鹹水草澤(0.043 ± 

0.005 g C cm-3)、潮間帶灘地(0.045 ± 0.005 g C cm-3)及淡水草澤(0.022 ± 

0.001 g C cm-3)。本計畫調查七股潟湖土壤有機碳密度為0.004~0.008 g C cm-3 

(本計畫彙整)。 

 

3.3.1.7 不確定性評估 

本計畫利用漂浮式採氣罩測量潟湖的空氣-水面氣體交換通量來判斷七股潟湖是

碳來源或是匯集場，具有以下不確定性。 

1.本計畫針對調查七股潟湖的年平均淨生態系統二氧化碳交換通量、甲烷釋放通

量及碳吸存或碳排放通量，可提供了國內參考數據。唯國內不同潟湖之間，在

地質地形、潮汐影響、鄰近生態系統、鹽度變化、河川流量、人為污染源(市鎮

廢水)排放等條件的差異，參考者須了解此不確定性。另外，本計畫僅是國內先

行的初步調查案，還需要持續性的計畫進行調查比對以確認國內的特殊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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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計畫以SOP手冊之(3.19)式進行碳收支計算所獲得的河口或潟湖的碳吸存通

量因子，由於忽略進流河水帶入的有機碳通量及出流水帶出的有機碳通量不於

計入。因此可能會低估實際淨吸存或淨累積於河口或潟湖的有機碳通量。 

3.本計畫以漂浮式採氣罩法測量空氣—水面的二氧化碳及甲烷交換通量，通常於

日間採樣監測，以此結果代表一日平均值，具不確定性。 

4.本計畫僅進行四季的採樣，以每季一次的結果擴大計算一年的平均通量，時間

內差的推算具不確定性。 

5.本計畫在七股潟湖僅設置三個樣點，以少數樣點監測結果透過空間外插法推估

整個場址的平均通量，具不確定性。 

6.河口或潟湖如果有養殖行為會影響氣體交換通量的測量及估計結果，例如：牡

蠣養殖增強二氧化碳吸收、高密度箱網養殖(魚)會增強二氧化碳釋放，此現象是

否影響本作業手冊碳匯調查方法的適用性？本作業手冊提出的方法為調查水—

空氣界面的氣體交換通量，如前所論述，此方法測量時可涵蓋現地的生物、化

學、物理性作用的淨結果，包括：藻類(浮游性及底棲性微藻、巨藻或海草)淨初

級生產量、碳酸鈣沉積 (牡蠣養殖及珊瑚生長)吸收二氧化碳、魚蝦動物異營性

呼吸(包括高密度養殖)排放二氧化碳、微生物對礦化有機物排放二氧化碳、及無

機碳的擴散傳輸等。因此方法本身並無問題、可完全適用上述養殖行為，唯建

議在採樣點的規劃上，針對特殊的區域：如牡蠣及箱網養殖區、海藻床、珊瑚

床等須進行棲地分層(stratification)及分級，特別針對分級棲地規劃樣區及樣

點，分開調查及估算，而使用的步驟及方法均可與河口及潟湖方法一體適用。 

7.如果潟湖有經常性的養殖與採收(aquaculture)或漁撈(fishery)，會建議兩種不同

的估算方法。第一種，如果調查目的在於了解潟湖水面(水—空氣界面)的二氧化

碳與甲烷交換通量，進而判斷潟湖為大氣二氧化碳匯集或來源場所(sink or 

source of CO2)，以(3.19)式估計通量大小，則建議無需將採收或捕撈納入碳收

支。第一種，如果調查目的在於完整的進行潟湖生態系統的質量平衡，除了計

算水面(水—空氣界面)的二氧化碳與甲烷交換通量外，也需調查及估算潟湖進流

水帶入的有機碳通量及出流水帶出的通量，則建議也應將養殖採收及漁撈探通

量納入收支計算(式2.15式)，以計算出實際的有機碳累積通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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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潟湖樣區氣體交換通量監測結果 

監測參數 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 氧化亞氮N2O 
監測時 

氣溫 

監測時 

光照度 

單位 mg C m-2 h-1 mg C m-2 h-1 μg m-2 h-1 ℃ Lux 

採樣日期 2010/09/30（第一季） 

潟湖1 (+)6.04 (+)0.10 (+)9.49 31.5 154,312 

潟湖2 (+)3.85 (+)0.29 (+)4.43 36.5 198,401 

潟湖3 (+)2.47 (+)0.07 (-)0.52 34.0 187,379 

採樣日期 2010/11/12（第二季） 

潟湖1 (+)14.46 (+)0.14 (+)27.85 25.0 132,268 

潟湖2 (+)7.48 (+)0.09 (+)9.50 24.0 176,358 

潟湖3 (+)3.05 (+)0.03 (+)4.71 26.5 159,823 

採樣日期 2011/03/11(第三季) 

潟湖1 (+)5.65 (+)0.44 (+)12.24 23.0 176,356 

潟湖2 (+)4.00 (+)0.43 (+)2.55 22.5 198,401 

潟湖3 (+)0.03 (+)0.40 (+)5.61 22.5 165,334 

採樣日期 2011/05/25(第四季) 

潟湖1 (+)2.86 (-)0.22 (+)2.01 36.0 111,564 

潟湖2 (+)7.17 (+)0.07 (+)0.75 35.0 42,336 

潟湖3 (+)0.13 (-)0.03 (+)1.77 34.0 59,508 

平均 

潟湖1 (+)7.25±5.01 (+)0.12±0.27 (+)12.90±10.87 28.9 143,625 

潟湖2 (+)5.63±1.97 (+)0.22±0.17 (+)4.31±3.77 29.5 153,874 

潟湖3 (+)1.42±1.57 (+)0.12±0.19 (+)2.89±2.80 29.3 143,011 

備註： (-)：監測時氣體通量為吸收(+)：監測時氣體通量為釋放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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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5 利用擴大計算法估算潟湖氣體通量年平均值 

監測參數 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 氧化亞氮N2O 
單位 g C m-2 yr-1 g C m-2 yr-1 mg m-2 yr-1 
潟湖1 62.04 1.31 112.37 
潟湖2 47.76 2.12 36.10 
潟湖3 11.15 1.29 27.87 
平均值 40.32±26.25 1.57±0.47 58.78±46.59 

(標準作業手冊3.20式)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表 3.3-6 潟湖年平均碳收支計算 

參數 FNEE 
g C m-2 yr-1 

FME 
g C m-2 yr-1 

FC(潟湖) 
g C m-2 yr-1 

潟湖 40.32 1.57 -41.89 
FC=-FNEE+(FINF-FEFF)-FME(標準作業手冊2-15式)，並忽略進出流水之影響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表 3.3-7 潟湖土壤碳庫估算 

參數 
土壤 
假密度 
g/cm3 

土壤 
總碳濃度 

% 

土壤 
碳密度 
g C/cm3  

估算土壤

樣本厚度 
cm 

七股潟湖 
總面積 

m2 

潟湖土壤 
碳庫量 
ton C 

以潟湖

1估算 0.641 0.77 0.005 30 9,946,121.11 14,919.18 

以潟湖

2估算 0.705 1.1 0.008 30 9,946,121.11 23,870.69 

以潟湖

3估算 0.749 0.56 0.004 30 9,946,121.11 11,935.35 

SCDp=h×SCfp×BDp×Rp(標準作業手冊2-31式)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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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5 潟湖樣區總初級生產量(GPP)監測變化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6 潟湖樣區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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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7 潟湖樣區甲烷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8 潟湖樣區氧化亞氮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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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

(mg C m-2 h-1)

潟 湖 1 潟 湖 2 潟 湖 3

0

4

8

12

2.24

3.66

-0.15

7.25

5.63

1.42

12.26

7.59

2.99

 
 

甲烷

(mg C m-2 h-1)

潟 湖 1 潟 湖 2 潟 湖 3

-0.2

0

0.2

0.4

-0.16

0.05

-0.08

0.12

0.22

0.12

0.39 0.39

0.31

 
 

氧化亞氮

(μg m-2 h-1)

潟 湖 1 潟 湖 2 潟 湖 3

0

5

10

15

20

25

2.03

0.53 0.09

12.9

4.31
2.89

23.76

8.08

5.7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9 潟湖樣區氣體交換通量監測平均值與標準偏差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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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紅樹林 

3.3.2.1 水質分析 

1.紅樹林樣區水質分析結果如表3.3-8所示，第一季除了紅樹林3樣區的氧化還原電位

(ORP)為負值(-17mv)，低於其他樣區，以及懸浮性固體物濃度以紅樹林2樣區偏高，

其他紅樹林各樣區各季內的水質參數差異性不大。 

2.第二季水質紅樹林各樣區的水質參數的差異性並不大，與第一季類似為紅樹林2

樣區的懸浮性固體物濃度比其他樣區偏高。 

3.第三季水質結果三個樣區的水質各參數表現差異性仍不明顯，唯紅樹林樣區2的

懸浮固體濃度高於紅樹林樣區1、3，與第1、2季結果。 

4.第四季水質分析結果顯示，紅樹林1~3樣區的水質參數差異性不明顯。 

5.紅樹林1樣區四季水質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7.4±5.4 ℃，鹽度24.4±11.0 ptt，酸

鹼值 8.0±0.4，溶氧 4.0±1.4 mg/L。紅樹林2樣區四季水質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

27.7±5.7 ℃，鹽度24.5±10.9 ptt，酸鹼值 8.2±0.5，溶氧 4.8±1.6 mg/L。紅樹

林3樣區四季水質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7.7±6.7 ℃，鹽度24.7±10.4 ptt，酸鹼值 

8.2±0.7，溶氧 5.2±2.5 mg/L。 

 

3.3.2.2 底泥分析 

1.紅樹林樣區底泥分析結果如表3.3-9，第一季紅樹林各樣區內的各項底泥監測結

果差異性不大，並且底泥各分層元素碳含量與有機物濃度於各分層的差異性不

大，但是各分層底泥元素總碳含量與有機物含量變化趨勢一致。 

2.第二季各樣區底泥分析結果差異性也不大，底泥分層元素碳含量與有機物濃度

與底泥分層並無明顯變化之趨勢。 

3.第三季各樣區的底泥分析結果，紅樹林樣區1的底泥有機物含量低，其他監測參

數於三個樣區的監測結果差異性不大。 

4.第四季目前所獲得之數據中，紅樹1樣區的氧化還原電位值較低，其他兩個樣區

則無明顯的差異。 

5.比較各季各項參數，第三季的底泥監測溫度最低，導電度最高，第一季氧化還

原電位最低，四季的底泥溶氧濃度均為0.00 mg/L。 

6.底泥有機物監測結果顯示，有機物濃度並無隨著底泥分層採樣表現有差異性，

仍無發現底泥有機物有明顯累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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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紅樹林1樣區底泥分析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8.4±6.7 ℃，酸鹼值 7.2±0.3，氧化

還原電位 4.5±197.8 mv。紅樹林2樣區底泥分析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7.4±6.0 

℃，酸鹼值 7.3±0.1，氧化還原電位 73.8±130.7 mv。紅樹林3樣區底泥分析顯

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7.7±6.4 ℃，酸鹼值 7.2±0.1，氧化還原電位 53.8±139.3 

mv。 

8.紅樹林樣區底泥各季粒徑篩分析結果圖3.3-10~圖3.3-13所示。 

 

3.3.2.3 淨初級生產量(NPP)監測估算 

利用測量紅樹林海茄苳之樹徑與利用落葉法收集海茄苳落葉與枝條生物量（表

3.3-10），估算紅樹林樣區海茄苳初級生產量(NPP)評估如表3.3-11。 

1.海茄苳植株的生物量變化主要來自落葉與枝條，監測期間發現紅樹林海茄苳的

樹徑於監測時並無明顯之變化，樣區內的一株海茄苳只有少數分支的樹徑略為

增加。 

2.本計畫依落葉生產量推估值= LNPP(249(193~279 ) g c m-2 yr-1)÷0.3，得到紅樹林

淨初級生產量(NPP)為830(643~930) g C m-2 yr-1。 

3.另外，依落葉生產量及胸徑測量法推估值= AGBNPP (224 ( 50~473 )g c m-2 yr-1)+ 

BGBNPP (134( 30~284 )g c m-2 yr-1)+LNPP(249(193~279 ) g c m-2 yr-1) ，得到紅

樹林淨初級生產量(NPP)為 607(273~1,036) g C m-2 yr-1。 

4.本計畫調查七股紅樹林的每年淨初級生產量(FNPP)為607~830 g C m-2 yr-1)，在

文獻值範圍內。國外文獻報導不同紅樹林數種的每年淨初級生產量(FNPP)範圍介

於629~1,363 g C m-2 yr-1(Bouillon et al., 2008 ; Golley et al., 1962 ; Komiyama 

(2006), Barr et al., 2010)，全球紅樹林平均值1,363(g C m-2 y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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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8 紅樹林樣區水質分析結果 

採樣日期 2010/9/16（第一季） 2010/10/19（第二季） 
參數 單位 紅樹林1 紅樹林2 紅樹林3 紅樹林1 紅樹林2 紅樹林3 
水溫 ℃ 31.5 32.4 34.0 28.8 28.9 28.7 
鹽度 ptt 15.23 15.44 16.32 14.49 14.62 15.15 
濁度 NTU 19 20 21 13.2 15.1 14.2 

導電度 ms/cm 20.501 20.623 21.030 19.510 19.523 19.522 
酸鹼值  8.6 8.9 9.2 7.9 8.0 7.9 
溶氧 mg/L 5.1 7.2 8.9 2.1 3.6 4.1 

氧化還原電位 mv 130 89 -17 180 178 163 
懸浮固體物 mg/L 17 316 35 24 61 29 
化學需氧量 mg/L 9.7 7.4 13.9 2.6 4.4 5.1 
生化需氧量 mg/L 5.5 4.2 7.9 1.5 2.6 3.0 
葉綠素 a mg/m3 7.39 4.02 4.85 5.42 6.52 7.22 
總凱式氮 mg N/L 6.01 6.51 5.72 2.77 4.52 4.89 

氨氮 mg N/L 6.00 6.44 5.59 2.36 4.10 4.48 
亞硝酸氮 mg N/L N.D N.D N.D N.D N.D N.D 
硝酸氮 mg N/L 0.31 N.D 0.22 9.43 9.07 8.35 
磷酸鹽 mg P/L N.D N.D N.D 0.02 0.02 0.02 
硫酸鹽 mg S/L 1,238.12 1,212.99 1,125.99 3,691.71 3,569.83 3,306.45 

採樣日期 2011/03/14（第三季） 2011/05/13（第四季） 
參數 單位 紅樹林1 紅樹林2 紅樹林3 紅樹林1 紅樹林2 紅樹林3 
水溫 ℃ 19.5 19.4 18.2 29.9 30.0 30.0 
鹽度 ptt 33.52 33.61 33.12 34.25 34.33 34.26 
濁度 NTU 1.5 1.8 3.3 80 64 54 

導電度 ms/cm 50.946 51.074 50.472 55.012 54.433 54.000 
酸鹼值  8.0 8.0 8.0 7.6 7.7 7.7 
溶氧 mg/L 4.0 4.2 4.3 4.9 4.1 3.5 

氧化還原電位 mv 21 97 179 206 209 207 
懸浮固體物 mg/L 54 274 33 29 133 109 
化學需氧量 mg/L 7.9 8.3 7.9 9.2 12.9 10.3 
生化需氧量 mg/L 4.7 4.6 4.4 4.5 6.4 4.5 
葉綠素 a mg/m3 2.06 2.07 2.09 2.58 2.66 2.03 
總凱式氮 mg N/L 1.58 0.42 N.D. 1.05 1.02 1.33 

氨氮 mg N/L 0.49 0.41 0.42 0.53 0.49 0.32 
亞硝酸氮 mg N/L N.D. N.D. N.D. N.D N.D N.D 
硝酸氮 mg N/L 0.31 0.35 0.44 0.36 0.00 0.00 
磷酸鹽 mg P/L 0.03 0.03 0.03 N.D N.D N.D 
硫酸鹽 mg S/L 3,539.52 3,462.45 3,496.70 3,644.12 3,563.52 3,521.23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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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9 紅樹林樣區底泥分析結果 

採樣日期 2010/9/16（第一季） 2010/10/19（第二季） 

參數 單位 紅樹林 1 紅樹林 2 紅樹林 3 紅樹林 1 紅樹林 2 紅樹林 3

溫度 ℃ 35.0 33.2 33.6 28.1 28.0 28.5 
導電度 ms/cm 8.55 8.05 6.55 27.60 18.36 16.4 
酸鹼值  7.3 7.3 7.4 7.43 7.41 7.09 

氧化還原電位 mv -186 -104 -148 196 170 105 
溶氧 mg/L 0.0 0.0 0.0 0.0 0.0 0.0 

總碳(上層) 

g/kg 

5.3 6.8 7.1 3.6 3.5 4.4 
總碳(中層) 4.3 3.6 5.4 3.5 4.1 3.4 
總碳(下層) 5.0 6.2 4.8 3.9 3.5 3.0 

有機物(上層) 

g/kg 

21.9 22.0 27.2 13.9 10.0 12.6 
有機物(中層) 19.3 14.4 20.0 12.8 11.4 13.0 
有機物(下層) 21.3 20.7 16.6 12.3 11.7 10.5 

採樣日期 2011/03/14（第三季） 2011/05/13（第四季） 

參數 單位 紅樹林 1 紅樹林 2 紅樹林 3 紅樹林 1 紅樹林 2 紅樹林 3

溫度 ℃ 19.2 19.0 18.6 31.1 29.5 30.0 
導電度 ms/cm 53.1 55.2 54.6 6.52 13.4 13.0 
酸鹼值  7.3 7.3 7.2 6.7 7.2 7.1 

氧化還原電位 mv 153 174 171 -145 55 87 
溶氧 mg/L 0.0 0.0 0.0 0.0 0.0 0.0 

總碳(上層) 

g/kg 

3.4 6 6.6 6.4 5.4 4.3 
總碳(中層) 5.4 6.7 6.5 5.6 6.0 4.8 
總碳(下層) 6.7 7.7 7.7 6.4 5.4 4.5 

有機物(上層) 

g/kg 

5.4 14.7 16.9 16.5 13.7 11.0 
有機物(中層) 5.8 17.5 14.7 14.3 15.6 12.3 
有機物(下層) 5.8 14.7 13.1 16.5 13.8 11.6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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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圖3.3-10 紅樹林樣區底泥第一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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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圖3.3-11 紅樹林樣區底泥第二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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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圖3.3-12 紅樹林樣區底泥第三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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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圖3.3-13 紅樹林樣區底泥第四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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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0 紅樹林樣區生物量調查結果表 

監測日期 
項目 

監測樣區 
植株生物量,

g 株-1 
落葉量-葉, 

g m-2 
落葉量-枝
條, g m-2 

與第一季間

隔天數, day 

2010/09/16 
（第一季） 

紅樹林1 56,283 0 0* 
0 紅樹林2 20,927 0 0* 

紅樹林3 20,504 0 0* 

2010/10/19 
（第二季） 

紅樹林1 56,907 288 102 
30 紅樹林2 21,517 33 15 

紅樹林3 20,571 126 53 

2011/03/14 
 (第三季) 

紅樹林1 59,190 76 0 
179 紅樹林2 22,483 110 34 

紅樹林3 20,987 195 17 

2011/05/13 
 (第四季) 

紅樹林1 61,480 34 8 
239 紅樹林2 22,561 110 8 

紅樹林3 21,058 51 0 
備註：*初 始監測，無法評估落葉 量

資料來源：本計 畫彙整 
 

 

表 3.3-11 紅樹林樣區淨初級生產量估算結果一覽表 

監測樣區 AGBNPP 

g m-2 yr-1 
BGBNPP, 
g m-2 yr-1 

LNPP 
g m-2 yr-1 

依落葉生產

量推估3 

依落葉生產

量及胸徑測

量法4 
紅樹林1 1,134 681 683 

紅樹林淨生

產量(FNPP) 
g C m-2 yr-1 

紅樹林淨生

產量(FNPP) 
g C m-2 yr-1 

紅樹林2 356 214 473 
紅樹林3 121 73 674 

平均 537±530 323±318 610±119 
含碳淨生產量, 

g c m-2 yr-1 
224 

( 50~473 ) 
134 

( 30~284 ) 
249 

(193~279 ) 
830 

(643~930) 
607 

(273~1,036) 
備註： 
1.紅樹林海茄苳落葉含碳量：40.8 % 
2.紅樹林海茄苳莖及根含碳量：41.7 % 
3.依落業生產量推估：FNPP = LNPP ÷ 0.3 
 AGBNPP：年平均地面上生質物淨初級生產量，g C m-2 yr-1 
 BGBNPP：年平均地面下根部淨初級生產量，g C m-2 yr-1 
 LNPP：年平均落葉淨初級生產量，g C m-2 yr-1 
4. 依落葉生產量及胸徑測量法估算：FNPP = AGBNPP + BGBNPP +LNPP 

資料來源：本計 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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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4 氣體交換通量監測(NEE) 

本計畫紅樹林樣區進行氣體交換通量監測時，除了於樣區放置透明的壓克力靜置

式採氣罩，另外同時設置不透光的壓克力靜置式採氣罩，以模擬無光照環境下的紅樹

林泥灘地環境，表3.3-12及圖3.3-14~圖3.3-17為紅樹林1~3樣區之氣體交換通量結果。 

（一）二氧化碳 CO2（圖3.3-14） 

1.第一季紅樹林2樣區(0.65及5.63 mg C m-2 h-1)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釋放量

最多，紅樹林3樣區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為吸收(-13.75 mg C m-2 h-1)。同一

時間以不透光暗箱監測二氧化碳氣體交換量結果顯示，以紅樹林樣區3的二氧

化碳釋放量最高(50.11 mg C m-2 h-1)。 

2.第二季紅樹林氣體交換通量監測結果顯示，紅樹林1樣區碳氣體交換通量為

-0.88 mg C m-2 h-1，紅樹林2與3樣區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各為 8.58及6.05 mg 

C m-2 h-1。不透光暗箱監測的結果顯示，紅樹林1樣區的二氧化碳釋放量(12.74 

mg C m-2 h-1)比紅樹林2、3樣區高(9.23及10.87 mg C m-2 h-1)。 

3.第三季紅樹林氣體交換通量監測結果顯示，三個樣區各為0.88、8.21、8.50 mg 

C m-2 h-1。不透光暗箱監測的結果顯示，紅樹林3樣區的二氧化碳釋放量(24.03 

mg C m-2 h-1)比紅樹林1、2樣區高(17.72及14.75 mg C m-2 h-1)。 

4.第四季紅樹林氣體交換通量監測結果顯示，三個樣區各為8.79、6.69、4.25 mg 

C m-2 h-1。不透光暗箱監測的結果顯示，紅樹林3樣區的二氧化碳釋放量(8.96 

mg C m-2 h-1)比紅樹林1、2樣區高(5.95 及5.04 mg C m-2 h-1)。 

5.因監測當時的環境氣溫均為30~35℃之間，以監測結果無法判別與溫度的相關

性。而各樣點不透光採氣罩所獲得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皆大於透光罩之測量

結果。大小依序為紅樹林3-暗 ( (+)23.49±18.97 mg C m-2 h-1)、紅樹林2-暗 (

(+)19.91±11.21 mg C m-2 h-1)、紅樹林1-暗 ((+)13.45 ± 5.50 mg C m-2 

h-1)、紅樹林2透光 ((+)7.28±1.37 mg C m-2 h-1)、紅樹林1透光 ((+)2.36 ±

4.36 mg C m-2 h-1)、紅樹林3透光 ((+)1.26±15.72 mg C m-2 h-1)。 

6.此結果主要因為不透光採氣罩內的濕地土壤無法行光合作用，僅包含土壤的異

營性呼吸作用(細菌分解及底棲動物呼吸)及地下根區的自營性呼吸作用的總

和。相反地，在透光採氣罩內由於濕地土壤可能存在底低棲微藻，額外進行光

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導致較低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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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烷 CH4（圖3.3-15） 

1.第一季的甲烷氣的監測中，紅樹林樣區3為0.55 mg C m-2 h-1，且釋放量並不高，

紅樹林樣區1~2為-0.06及-0.43 mg C m-2 h-1。 

2.第二季甲烷氣監測結果顯示，紅樹林樣區均為釋放甲烷氣，其中以樣區2釋放量

較高(2.04 mg C m-2 h-1)。 

3.第三季甲烷氣監測結果以樣區2甲烷氣釋放量較高(2.44 mg C m-2 h-1)。 

4.第四季甲烷氣監測結果以樣區3甲烷氣釋放量較高(0.39 mg C m-2 h-1)。 

5.不管是否有光照環境或無光照環境，三個樣區甲烷氣釋放或吸收通量均非常

小，推測可能為受海水中含有高濃度硫酸鹽所影響。同一樣區，不透光及透光

採氣罩所測得的甲烷氣體交換通量之間並無一致性差異。 

6.紅樹林樣區甲烷氣體交換通量監測結果，大小依序為紅樹林2( (+)1.02±1.43 mg 

C m-2 h-1)、紅樹林3 ((+)0.32±0.19 mg C m-2 h-1)、紅樹林2-暗  (+) 0.18±0.11 

mg C m-2 h-1)、紅樹林3-暗 ( (+)0.17±0.20 mg C m-2 h-1) 、紅樹林 1- 暗  (

(+)0.16±0.11 mg C m-2 h-1)、紅樹林1 ((+)0.09±0.13 mg C m-2 h-1)。 

 

（三）氧化亞氮 N2O（圖3.3-16） 

1.第一季的溫室效應氣體氧化亞氮在紅樹林樣區1~2為11.573及25.871 μg C m-2 

h-1，樣區3為-30.546 μg C m-2 h-1。 

2.第二季氧化亞氮監測結果顯示，樣區1~2為10.223及60.051 μg C m-2 h-1，樣區3

為-85.235 μg C m-2 h-1。 

3.第三季紅樹林樣區的溫室氣體氧化亞氮監測結果顯示，以紅樹林1樣區釋放量較

高(11.10 μg C m-2 h-1)。 

4.第四季紅樹林樣區的溫室氣體氧化亞氮監測結果顯示，以紅樹林1樣區釋放量較

高(8.54 μg C m-2 h-1)。 

5.紅樹林樣區氧化亞氮氣體交換通量監測結果，大小依序為紅樹林1-暗 

((+)93.94±72.62 μg C m-2 h-1)、紅樹林2-暗((+)65.01±82.32 μg C m-2 h-1)、紅

樹林3-暗((+)48.74±49.50 μg C m-2 h-1)、紅樹林2 (32.74±24.98 μg C m-2 h-1)、

紅樹林1 ((+)10.97±1.33 μg C m-2 h-1)、紅樹林3 ((-)30.40±48.10 μg C m-2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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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5 全年碳庫、碳吸存能力及氣體交換通量估算 

（一）碳收支計算 

1.碳收支計算依據SOP手冊3.2節步驟計算，結果如表3.3-13~表3.3-14。 

2.紅樹林氣體通量年平均值二氧化碳於紅樹林透光及不透光暗箱靜置箱氣體通量

平均值分別為31.79(11.03~63.77)、166(117.82~205.77) g C m-2 yr-1； 甲烷於

紅樹林透光及不透光暗箱靜置箱氣體通量平均值分別為4.20(0.79~8.94)、

1.48(1.40~1.57) g C m-2 yr-1；氧化亞氮於紅樹林透光及不透光暗箱靜置箱氣體

通量平均值分別為38.19(-266.30~286.80)、606.45(426.96~822.91) mg C m-2 

yr-1。 

3.紅樹林的年平均碳收收支依落葉生產量及胸徑測量法估算FC(紅樹林)= 504.56 g C 

m-2 yr-1；依落葉生產量估算FC(紅樹林)= 727.56 g C m-2 yr-1。 

4.比較不同紅樹林濕地碳收支計算各項通量範圍為561~1,170(Bouillon et al. 

(2008)、Golley et al. (1962)、Komiyama (2006)等)，與本計畫紅樹林碳收支為

504~727 g C m-2 yr-1 相近略為較低。 

 

（二）土壤碳庫與生物碳庫估算 

1.土壤碳庫估算依據SOP手冊3.2節步驟計算，本計畫紅樹林土壤碳密度估算潟湖

1、潟湖2及潟湖3分別為0.008、0.010、0.010 gc/cm3，估算成果如表3.3-15，

國外文獻報導的紅樹林土壤碳密度(SCD)文獻值，範圍介於0.81~3.45 g C cm-2 

(81~345 t C ha-1)。 

2.生物碳庫估算依照SOP手冊2.6節步驟估算，單位面積生物碳庫量為1981~5574 

g C/m2
。 

 

3.3.2.6 綜合討論 

（一）Alongi (2002)曾報導一處澳洲北部紅樹林的生物質量密度分佈，以紅樹林灌木

及細菌佔最大多數分別為30,000及980 g DW m-2，底棲附生藻類與動物及浮游

性藻類僅分別為8及0.2 g DW m-2，而大型動物也僅有9.7 g DW m-2，因此紅樹

林灌木提供的淨初級生產量占整體濕地總生產量的大部分。文獻所報導的紅樹

林淨初級生產量範圍頗大，大體上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如緯度、灌木年齡、灌

木種類、地理位置等(Komiyama et al., 2008)。 

（二）紅樹林灌木的總淨初級生產量的全球平均值約為1,363 g C m-2 yr-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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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紅樹林底泥中的微生物則進行好氧性及厭氧性的分解，利用不同的電子接受者

將有機物礦化。而不管食物網的結構及有機碳被消耗及分解的途徑，被消費、

分解及轉換的有機物將形成二氧化碳而釋放至大氣中，估算紅樹林因異營性呼

吸作用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約為263 g C m-2 yr-1(Bouillon et al., 2008)。 

（四）紅樹林的淨初級生產量數值與灌木樹種、緯度、地理位置等因素有顯著關係。

紅樹林淨初級生產量的全球平均值為1,363 g C m-2 yr-1 (Bouillon et al., 2008)，

它包含了落葉( NPPL )、地面上生物量( NPPAGB )及地面下根部( NPPBGB )淨初級

生產量的估算。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2011)，調查七股鹽田濕地的紅樹林淨初級生產量為607~830 g C m-2 yr-1
，此結

果與波多黎各紅樹林的文獻值629 g C m-2 yr-1
較接近(Golley et al., 1962)。目前

文獻報導的紅樹林淨初級生產量大都侷限在落葉及地面上生物量兩部分，因為

地面下根部淨初級生產量較難估算。Komiyama et al. (2008)曾回顧了11篇文

獻、計 20處不同紅樹林場址的落葉及地面上生物量的淨初級生產量

( NPPL + NPPAGB )調查結果，數值範圍相差很大介於400~2,670 g d.m. m-2 

yr-1，若以生物量的碳含量為44%計，相當於176~1,175 g C m-2 yr-1，這些文獻

值顯然低估紅樹林淨初級生產量。 

 

3.3.2.7 不確定性評估 

1.本計畫調查七股紅樹林的年平均初級生產量、土壤異營性呼吸通量、甲烷釋放

通量、碳吸存通量等資料，可提供國內參考數據。唯七股濕地紅樹林與國內其

他地區紅樹林之間，在地質地形條件、潮汐影響條件、紅樹林數種、樹齡、人

為污染源(市鎮廢水、近河口)排放等條件的差異，參考者須了解此不確定性。另

外，前述計畫僅是國內先行的初步調查案，還需要持續性的計畫進行調查比對

以確認國內的特殊數據。 

2.計畫進行碳收支計算所獲得的紅樹林碳吸存通量因子，由於忽略不計有機碳輸

出與輸入通量，因此可能會高估實際淨吸存或淨累積於紅樹林的有機碳通量。 

3.使用於推估地面上生質量及生產量的經驗式，及推估地面下生質量及生產量的R

值，具不確定性。 

4.將靜置式不透光採氣罩的測量結果視為總呼吸通量，此通量乘以一個係數值

(β)，估算土壤異營性呼吸通量，此係數具不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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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土壤呼吸通量僅測量退潮時土壤浮露狀態的二氧化碳通量，沒有測量漲潮時的

空氣—水面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即以退潮測量值推估一日平均值，具不確定性。 

6.以每季一次或每月一次的採樣結果，擴大計算一年的平均通量，時間內差的推

算具不確定性。 

7. 樣點數目及覆蓋度少，以少數樣點監測結果透過空間外插法推估整個場址的平

均通量，具不確定性。 

8.紅樹林土壤中可能存在底棲微藻，本計畫無含括其生產力，因而可能低估本計

畫紅樹林碳吸存通量的調查結果。 

表 3.3-12 紅樹林樣區氣體交換通量監測結果(1/2) 

監測參數 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 氧化亞氮N2O 監測時 
氣溫 

監測時 
光照度 

單位 mg C m-2 h-1 mg C m-2 h-1 μg m-2 h-1 ℃ Lux 
採樣日期 2010/09/16（第一季） 
紅樹林1 (+)0.65 (-)0.06 (+)11.573 31.4 176,366 
紅樹林2 (+)5.63 (-)0.43 (+)25.871 31.5 187,379 
紅樹林3 (-)13.75 (+)0.55 (-)30.546 31.2 209,424 

紅樹林1-暗 (+)17.40 (+)0.17 (+)23.109 31.5 0 
紅樹林2-暗 (+)30.63 (+)0.21 (+)15.314 31.5 0 
紅樹林3-暗 (+)50.11 (+)0.03 (+)20.724 31.2 0 
採樣日期 2010/10/19（第二季） 
紅樹林1 (-)0.88 (+)0.09 (+)10.223 34.0 176,356 
紅樹林2 (+)8.58 (+)2.04 (+)60.051 35.0 159,823 
紅樹林3 (+)6.05 (+)0.14 (-)85.235 35.5 126,756 

紅樹林1-暗 (+)12.74 (+)0.21 (+)165.985 32.0 0 
紅樹林2-暗 (+)9.23 (+)0.19 (+)177.727 32.0 0
紅樹林3-暗 (+)10.87 (-)0.19 (+)110.795 32.5 0 
採樣日期 2011/03/24（第三季） 
紅樹林1 (+)0.88 (+)0.25 (+)11.099 34.2 63,378 
紅樹林2 (+)8.21 (+)2.44 (+)12.301 32.6 57,867 
紅樹林3 (+)8.50 (+)0.19 (+)24.582 33.4 52,356 

紅樹林1-暗 (+)17.72 (+)0.26 (+)92.727 33.5 0 
紅樹林2-暗 (+)14.75 (+)0.29 (+)1.984 34.6 0 
紅樹林3-暗 (+)24.03 (+)0.24 (+)14.685 34.8 0 
採樣日期 2011/05/13 (第四季) 
紅樹林1 (+)8.79 (+)0.07 (+)8.54 36.5  
紅樹林2 (+)6.69 (+)0.02 (+)3.04 35.5  
紅樹林3 (+)4.25 (+)0.39 (+)4.42 34.0  

紅樹林1-暗 (+)5.95 (+)0.01 (+)7.44 36.0 0 
紅樹林2-暗 (+)5.04 (+)0.03 (+)25.36 35.0 0 
紅樹林3-暗 (+)8.96 (+)0.21 (+)3.21 3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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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2 紅樹林樣區氣體交換通量監測結果(2/2) 

監測參數 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 氧化亞氮N2O 監測時 
氣溫 

監測時 
光照度 

單位 mg C m-2 h-1 mg C m-2 h-1 μg m-2 h-1 ℃ Lux 
平均 

紅樹林1 (+)2.36±4.36 (+)0.09±0.13 (+)10.36±1.34 34.0  
紅樹林2 (+)7.28±1.37 (+)1.02±1.43 (+)25.32±24.98 33.7 
紅樹林3 (+)1.26±10.16 (+)0.32±0.19 (-)21.69±48.09 33.5  

紅樹林1-暗 (+)13.45±5.50 (+)0.16±0.11 (+)72.32±72.62 33.3  
紅樹林2-暗 (+)14.91±11.21 (+)0.18±0.11 (+)55.10±82.31 33.3  
紅樹林3-暗 (+)23.49±18.97 (+)0.07±0.20 (+)37.35±49.50 32.6  

備註：(-)：監測時氣體通量為吸收 (+)：監測時氣體通量為釋放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14 紅樹林樣區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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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15 紅樹林樣區甲烷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16 紅樹林樣區氧化亞氮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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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 

(mg C m-2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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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17 紅樹林樣區氣體交換通量監測平均值與標準偏差變化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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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3 紅樹林氣體通量年平均值 

監測參數 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 氧化亞氮N2O 
單位 g C m-2 yr-1 g C m-2 yr-1 mg m-2 yr-1 

紅樹林透光靜置箱

氣體通量平均值 
31.79 

(11.03~63.77) 
4.20 

(0.79~8.94) 
38.19 

(-266.30~286.80) 
紅樹林不透光暗箱

氣體通量平均值 
166 

(117.82~205.77) 
1.48 

(1.40~1.57) 
606.45 

(426.96~822.91)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表 3.3-14 紅樹林年平均碳收支計算 

參數 FNPP 
g C m-2 yr-1 

FHR 
g C m-2 yr-1 

FME 
g C m-2 yr-1 

FC(紅樹林) 
g C m-2 yr-1 

FNPP依落葉生產

量及胸徑測量法

估算 
607 99.6 2.84 504.56 

FNPP依落葉生產

量估算 830 99.6 2.84 727.56 

FC=FNPP-(FHR+FME) 
紅樹林的年平均有機碳吸存通量= 紅樹林植物初級淨生產量 – (紅樹林不透光暗箱二

氧化碳當量通量平均×土壤異營性呼吸通量佔生態系統呼吸通量的比值(0.6)+紅樹林透

光靜置箱甲烷當量通量平均)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表 3.3-15 紅樹林土壤碳庫估算 

參數 
土壤假

密度 
g/cm3 

土壤總碳 
濃度 
% 

土壤碳密

度 
g C/cm3  

估算土壤

樣本厚度 
cm 

七股紅樹林總

面積 
m2 

紅樹林土

壤碳庫量 
ton C 

以紅

樹林1
估算 

1.63 0.50 0.008 30 57,220.60 137.33 

以紅

樹林2
估算 

1.87 0.54 0.010 30 57,220.60 171.66 

以紅

樹林3
估算 

1.96 0.52 0.010 30 57,220.60 171.66 

SCDp=h×SCfp×BDp×Rp(標準作業手冊2-31式)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3-55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表 3.3-15 紅樹林生物碳庫估算 

參數 

紅樹林總

生物量總

平均 
g/株 

紅樹林碳

含量(海茄

苳) 
% 

每株紅樹

林植物所

佔面積 
m2/株 

單位面積

紅樹林生

物碳庫量 
g C/ m2 

七股紅樹

林總面積 
m2 

紅樹林生

物庫量 
ton C 

以紅樹

林1估算 93544 41.7 0.1429 5574 57,220.60 318.96 

以紅樹

林2估算 34995 41.7 0.1429 2085 57,220.60 119.32 

以紅樹

林3估算 33248 41.7 0.1429 1981 57,220.60 113.37 

備註：依SOP作業手冊2-26式計算。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3.3.3 潮間帶 

3.3.3.1 水質分析 

（一）潮間帶內海樣區 

1.表3.3-16為本計畫於潮間帶內海樣區水質分析結果，潮間帶內海樣區的各項水質

參數，於計畫監測期間變化差異性不大，只有水中氮濃度略微升高或降低。 

2.監測之生化需氧量濃度變化差異性不大，應為自然水體的生化需氧量濃度背景

值，因此評估潮間帶內海樣區之碳吸存能力時，忽略水中有機物濃度進出影響。 

3.潮間帶內海1樣區四季水質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6.2±2.9 ℃，鹽度1.8±1.5 ptt，

酸鹼值 8.1±0.1，溶氧 10.2±1.4 mg/L。潮間帶內海2樣區四季水質顯示溫度平

均範圍在27.8±2.8 ℃，鹽度2.8±3.5 ptt，酸鹼值 8.2±0.2，溶氧 10.4±0.7 mg/L。 

 

（二）潮間帶紅樹林樣區 

1.表3.3-17為本計畫於潮間帶紅樹林樣區水質分析結果，紅樹林樣區的各項水質參

數，於計畫監測期間變化差異性不大，僅懸浮固體物濃度於第二、三季高於第

一季。 

2.紅樹林樣區內的水體生化需氧量濃度變化差異性不大，因此評估紅樹林樣區的

碳吸存能力時，應可忽略水中有機物濃度進出的影響。 

3.潮間帶紅樹林1樣區四季水質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6.7±6.6 ℃，鹽度19.2±13.4 

ptt，酸鹼值 8.0±0.2，溶氧 9.0±0.8 mg/L。潮間帶紅樹林外側2樣區四季水質顯

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6.6±7.0 ℃，鹽度19.4±13.6 ptt，酸鹼值 8.0±0.1，溶氧 

8.9±0.8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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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潮間帶沙洲外側樣區 

1.表3.3-18為本計畫於潮間帶沙洲外側樣區水質分析結果，潮間帶沙洲外側樣區的

各項水質參數，於計畫監測期間變化差異性不大。 

2.潮間帶沙洲外側樣區內的水體生化需氧量濃度間於監測期間無明顯的變化趨

勢，因此評估潮間帶沙洲外側樣區的碳吸存能力時，應可忽略水中有機物濃度

進出的影響。 

3.潮間帶沙洲外側1樣區四季水質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6.4±4.8 ℃，鹽度29.4±1.4 

ptt，酸鹼值 8.2±0.1，溶氧 8.6±1.2 mg/L。潮間帶沙洲外側2樣區四季水質顯示

溫度平均範圍在26.2±5.0 ℃，鹽度29.4±1.4 ptt，酸鹼值 8.1±0.0，溶氧 8.4±0.7 

mg/L。 

 

3.3.3.2 底泥分析 

（一）潮間帶-內海樣區 

1.表3.3-19為潮間帶內海樣區監測結果，除底泥溫度與導電度之外，其他監測參數

的差異性均不明顯。 

2.土壤分層之有機物濃度則不具明顯之差異性，有機物於本計畫監測期間內無明

顯的累積現象。。 

3.潮間帶內海1樣區底泥分析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6.8±3.3 ℃，酸鹼值 8.0±0.6，

氧化還原電位 108.3±79.8 mv。潮間帶內海2樣區底泥分析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

26.5±3.4 ℃，酸鹼值 8.6±0.3，氧化還原電位 79.8±41.2 mv。 

 

（二）潮間帶-紅樹林樣區 

1.表3.3-20為潮間帶紅樹林樣區底泥監測分析結果，除底泥溫度、導電度與底泥上

層有機物濃度具差異性之外，其他參數的差異性均不大。 

2.本計畫監測期間，內海紅樹林樣區的底泥有機物濃度並無明顯的累積現象，反

而濃度略為降低。 

3.潮間帶紅樹林1樣區底泥分析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7.9±3.0 ℃，酸鹼值 

7.6±0.4，氧化還原電位 94.3±67.8 mv。潮間帶紅樹林2樣區底泥分析顯示溫度

平均範圍在27.8±3.0 ℃，酸鹼值 7.6±0.3，氧化還原電位 114.0±79.9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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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潮間帶-沙洲外側樣區 

1.表3.3-21為潮間帶沙洲外側樣區底泥監測分析結果，第一季與第二季中參數差異

較明顯者為底泥溫度、導電度與底泥上層有機物濃度，第一季上層底泥有機物

濃度高於第二季。 

2.第二季監測結果顯示，底泥有機物濃度略低於第一季，總碳濃度也低於第一季，

酸鹼值值略高於第一季。 

3.第三季監測結果顯示，氧化還原電位與有機物濃度值低於第一、二季，其他監

測參數無明顯的差異性。 

4.於本計畫監測期間，有機物濃度無明顯變化的趨勢。 

3.潮間帶沙洲外側1樣區底泥分析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6.0±4.5 ℃，酸鹼值 

7.8±0.2，氧化還原電位 119.3±130.9 mv。潮間帶沙洲外側2樣區底泥分析顯示

溫度平均範圍在27.0±5.0 ℃，酸鹼值 7.9±0.2，氧化還原電位 111.3±123.6 mv。 

 

由表3.3-19至3.3-21之監測結果顯示，由目前所獲得之底泥監測數據，於為期1

年的監測觀察中，潮間帶樣區內的有機物濃度無法在短時間內觀察碳匯否有明顯的變

化趨勢。粒徑分析詳如圖3.3-18~圖3.3-21。 

 

3.3.3.3 氣體交換通量監測(NEE) 

潮間帶氣體交換通量監測分為內海、紅樹林及沙洲外側樣區討論如後。 

（一）潮間帶-內海樣區（圖3.3-22~圖3.3-25） 

內海樣區位於七股潟湖頂頭額汕面向潟湖處，表3.3-22為本計畫潮間帶-內海樣區

氣體交換通量監測值，內海1、2樣區各季監測結果說明如下。 

1.第一季第一次(2010/09/24) 

(1)下午17:00監測結果與同時間採用暗箱之監測結果，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無

明顯差異，兩者均為釋放，氣體交換通量測得範圍在0.94~22.46 mg C m-2 h-1。 

(2)內海1樣區與內海2樣區兩者同樣無明顯差異，結果證實採用不透光的密閉式

靜置箱，可模擬夜間無光照環境下的樣區氣體交換通量。 

(3)潮間帶內海樣區於滿潮時，日間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0.94 mg C m-2 h-1)小

於夜間滿潮時的釋放量(22.46 mg C m-2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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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季第二次(2010/09/28) 

(1)選擇於白天光照充足且為退潮時進行氣體交換通量監測，結果發現可透光的

密閉式靜置罩箱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為吸收，氣體交換通量測得範圍在

-48.62及-45.59 mg C m-2 h-1。 

(2)不透光暗箱的氣體交換通量為釋放，與可透光之靜置罩監測結果差異不大。 

(3)不透光的暗箱則為內海2樣區(9.79 mg C m-2 h-1)的二氧化碳釋放通量大於內

海樣區1(3.55 mg C m-2 h-1)。 

(4)滿潮時的潮間帶內海樣區同樣為白天(6.42 mg C m-2 h-1)的二氧化碳釋放通量

小於夜間(9.65 mg C m-2 h-1)滿潮。 

3.第二季第一次(2010/10/29) 

(1)內海1樣區在白天時可透光的靜置箱二氧化碳交換通量為吸收(-24.99 mg C 

m-2 h-1)，暗箱無光環境靜置之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同樣為吸收(-0.72 mg C m-2 

h-1)，暗箱的二氧化碳吸收量遠小於可透光的靜置箱。 

(2)內海2樣區可透光靜置箱二氧化碳交換通量為吸收(-25.48 mg C m-2 h-1)，暗

箱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為釋放(51.83 mg C m-2 h-1)。 

(3)內海1、2樣區的二氧化碳吸收通量無明顯差異。 

4.第二季第二次(2010/11/19) 

(1)於內海1、2樣區白天退潮時監測，內海1樣區的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為吸收

(-4.59 mg C m-2 h-1)，內海2樣區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同樣為吸收(-2.66 mg C 

m-2 h-1)。 

(2)內海1樣區二氧化碳釋放量大於內海2樣區，同時時間設置的靜置暗箱監測之

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同樣為吸收(-2.66及-4.63 mg C m-2 h-1)。 

5.第三季第一次(2011/02/17) 

(1)白天退潮時於內海樣區1、2監測之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均為吸收(-4.82 及

-4.63 mg C m-2 h-1)，暗箱的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均為釋放(3.71及2.88 mg 

C m-2 h-1)。 

(2)內海1、2兩樣區的的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相當，無明顯的差異性。 

6.第三季第二次(2011/03/15) 

(1)第三季第二次的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監測結果顯示，內海1、2樣區均為吸

收(-0.11及-3.81 mg C m-2 h-1)，內海2樣區略大於內海1樣區。 

(2)以暗箱監測之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均為釋放，內海1樣區大於內海2樣區

(2.05及1.19 mg C m-2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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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於正常光照狀態下，除了第一季第一次所監測之氣體交換通量為釋放，第

一季、第二次與第三季所測得潮間帶內海樣區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均為吸收。 

 

 

表 3.3-16 潮間帶內海樣區水質分析結果 

採樣日期 2010/9/24（第一季） 2010/10/29（第二季） 
參數 單位 潮間內海 1 潮間內海 2 潮間內海 1 潮間內海 2 
水溫 ℃ 30.3 30.1 23.6 30.3 
鹽度 ppt 0.85 0.84 4.12 8.04 
濁度 NTU 1.2 2.6 2.4 3.3 
導電度 ms/cm 1.04 1.03 5.06 9.86 
酸鹼值  8.1 8.3 8.0 8.3 
溶氧 mg/L 10.9 10.9 8.7 10.2 

氧化還原電位 mv 210 168 144 110 
懸浮固體物 mg/L 65 52 84 79 
化學需氧量 mg/L 3.57 5.61 4.65 7.01 
生化需氧量 mg/L 2.3 1.2 0.9 1.3 
葉綠素 a mg/m3 1.22 0.74 0.93 1.22 
總凱式氮 mg N/L 1.22 2.31 3.73 5.30 

氨氮 mg N/L 0.45 1.21 3.59 3.85 
亞硝酸氮 mg N/L 1.86 1.92 12.41 2.16 
硝酸氮 mg N/L 0.01 0.01 0.01 0.01 
磷酸鹽 mg P/L 0.02 0.02 0.02 0.02 
硫酸鹽 mg S/L 3,488.46 3,523.92 3,536.13 3,593.01 

採樣日期 2011/2/17（第三季） 2011/05/26(第四季） 
參數 單位 潮間內海 1 潮間內海 2 潮間內海 1 潮間內海 2 
水溫 ℃ 25.0 25.1 25.7 25.7 
鹽度 ppt 1.09 1.09 1.18 1.16 
濁度 NTU 4.5 8.9 5.5 5.5 
導電度 ms/cm 1.08 1.08 1.16 1.16 
酸鹼值  8.3 8.3 8.0 8.0 
溶氧 mg/L 11.7 10.9 9.5 9.5 

氧化還原電位 mv 120 120 132 132 
懸浮固體物 mg/L 79 62 65 72 
化學需氧量 mg/L 3.52 3.62 6.8 6.8 
生化需氧量 mg/L 1.5 1.6 2.3 2.5 
葉綠素 a mg/m3 0.45 0.47 0.83 0.85 
總凱式氮 mg N/L 7.53 5.63 6.58 8.52 

氨氮 mg N/L 2.32 3.21 3.01 3.02 
亞硝酸氮 mg N/L N.D. N.D. N.D. N.D. 
硝酸氮 mg N/L 0.01 0.03 N.D. N.D. 
磷酸鹽 mg P/L 0.01 0.02 N.D. N.D. 
硫酸鹽 mg S/L 3,564.23 3,564.23 3,425.21 3,425.21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3-60

第三章 濕地碳 匯功能實 地監測 作業及結 果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表 3.3-17 潮間帶紅樹林樣區水質分析結果 

採樣日期 2010/9/24（第一季） 2010/10/29（第二季） 
參數 單位 潮間紅樹林 1 潮間紅樹林 2 潮間紅樹林 1 潮間紅樹林 2 
水溫 ℃ 34.3 35.1 18.2 18.2 
鹽度 0/00 2.50 2.57 33.78 34.10 
濁度 NTU 16.3 18.2 17.5 16.2 

導電度 ms/cm 3.07 3.15 41.4 41.6 
酸鹼值  8.1 8.0 7.8 7.9 
溶氧 mg/L 8.8 8.6 10.1 10.1 

氧化還原電位 mv 186 204 352 202 
懸浮固體物 mg/L 32 23 64 63 
化學需氧量 mg/L 4.51 6.53 4.23 4.32 
生化需氧量 mg/L 2.9 3.2 3.1 3.1 
葉綠素 a mg/m3 1.85 2.93 2.63 2.64 
總凱式氮 mg N/L 5.23 6.21 3.44 3.43 

氨氮 mg N/L 2.33 3.62 2.56 2.32 
亞硝酸氮 mg N/L 1.95 1.68 1.77 1.60 
硝酸氮 mg N/L N.D. N.D. 0.01 0.01 
磷酸鹽 mg P/L N.D. N.D. 0.02 0.02 
硫酸鹽 mg S/L 2910.57 2910.57 2911.72 2911.72 

採樣日期 2011/2/17（第三季） 2011/05/26（第四季） 
參數 單位 潮間紅樹林 1 潮間紅樹林 2 潮間紅樹林 1 潮間紅樹林 2 
水溫 ℃ 26.6 25.1 27.8 27.8 
鹽度 0/00 25.02 25.71 15.33 15.33 
濁度 NTU 14.3 17.8 12.6 15.8 

導電度 ms/cm 30.71 31.51 19.56 19.56 
酸鹼值  8.1 8.0 8.1 8.1 
溶氧 mg/L 8.8 8.6 8.2 8.2 

氧化還原電位 mv 186 204 85 85 
懸浮固體物 mg/L 61 63 42 41 
化學需氧量 mg/L 2.58 4.44 4.7 4.3 
生化需氧量 mg/L 2.5 2.4 2.7 2.8 
葉綠素 a mg/m3 5.66 5.78 6.23 6.25 
總凱式氮 mg N/L 6.02 6.04 6.11 6.12 

氨氮 mg N/L 6.02 6.01 5.28 5.23 
亞硝酸氮 mg N/L N.D N.D N.D N.D 
硝酸氮 mg N/L 0.02 N.D 9.22 9.23 
磷酸鹽 mg P/L N.D N.D 0.19 0.17 
硫酸鹽 mg S/L 1,211.52 1,211.53 1,523.68 1,523.68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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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8 潮間帶沙洲外側樣區水質分析結果 

採樣日期 2010/9/24（第一季） 2010/10/29（第二季） 
參數 單位 潮間沙洲外側 1 潮間沙洲外側 2 潮間沙洲外側 1 潮間沙洲外側 2
水溫 ℃ 33.1 33.1 23.6 22.7 
鹽度 ptt 27.32 27.32 30.05 30.05 
濁度 NTU 34.2 32.1 35.1 35.2 

導電度 ms/cm 1.09 1.09 9.86 5.09 
酸鹼值  8.1 8.1 8.3 8.1 
溶氧 mg/L 8.1 9.2 10.2 8.2 

氧化還原電位 mv 244 220 110 217 
懸浮固體物 mg/L 102 102 114 114 
化學需氧量 mg/L 4.5 4.5 6.2 6.2 
生化需氧量 mg/L 2.6 2.6 3.7 3.4 
葉綠素 a mg/m3 2.35 2.34 1.65 1.63 
總凱式氮 mg N/L 6.05 6.05 4.52 4.52 

氨氮 mg N/L 3.82 3.82 4.11 4.11 
亞硝酸氮 mg N/L N.D. N.D. N.D. N.D. 
硝酸氮 mg N/L N.D. N.D. N.D. N.D. 
磷酸鹽 mg P/L N.D. N.D. N.D. N.D. 
硫酸鹽 mg S/L 3,499.62 3,499.62 3,562.83 3,562.83 

採樣日期 2011/02/17（第三季） 2011/05/26（第四季） 
參數 單位 潮間沙洲外側 1 潮間沙洲外側 2 潮間沙洲外側 1 潮間沙洲外側 2
水溫 ℃ 22.4 22.3 26.5 26.5 
鹽度 ptt 30.05 30.05 30.02 30.02 
濁度 NTU 42.8 42.8 41.3 41.2 

導電度 ms/cm 46.23 46.23 46.25 46.25 
酸鹼值  8.1 8.1 8.1 8.1 
溶氧 mg/L 7.5 7.5 8.6 8.6 

氧化還原電位 mv 74 74 84 84 
懸浮固體物 mg/L 58 58 15 13 
化學需氧量 mg/L 7.6 7.5 3.2 3.1 
生化需氧量 mg/L 1.2 1.1 1.3 1.1 
葉綠素 a mg/m3 1.08 1.08 1.02 1.03 
總凱式氮 mg N/L 5.76 5.55 2.31 2.33 

氨氮 mg N/L 4.44 4.32 1.24 1.25 
亞硝酸氮 mg N/L N.D. N.D. N.D. N.D. 
硝酸氮 mg N/L N.D. N.D. N.D. N.D. 
磷酸鹽 mg P/L N.D. N.D. N.D. N.D. 
硫酸鹽 mg S/L 3,499.25 3,499.56 3,583.21 3,582.73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3-62

第三章 濕地碳 匯功能實 地監測 作業及結 果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表 3.3-19 潮間帶-內海樣區底泥監測結果 

採樣日期 2010/9/24（第一季） 2010/10/29（第二季） 
參數 單位 潮間內海 1 潮間內海 2 潮間內海 1 潮間內海 2 
溫度 ℃ 31.6 31.3 24.4 23.6

導電度 ms/cm 0.05 0.28 3.10 9.86
酸鹼值  7.5 8.9 7.4 8.3

氧化還原電位 mv 176 100 168 79
溶氧 mg/L 0.0 0.0 0.0 0.0

總碳(上層) 
g/kg 

3.8 2.9 1.9 2.4
總碳(中層) - - 1.8 2.5
總碳(下層) - - 2.0 2.9

有機物(上層) 
g/kg 

7.3 5.6 5.0 5.3
有機物(中層) - - 4.4 4.7
有機物(下層) - - 5.4 3.8

採樣日期 2011/02/17（第三季） 2011/05/26(第四季) 
參數 單位 潮間內海 1 潮間內海 2 潮間內海 1 潮間內海 2 
溫度 ℃ 25.0 25.0 26.0 26.0

導電度 ms/cm 3.52 3.52 3.66 3.66
酸鹼值  8.6 8.6 8.5 8.5

氧化還原電位 mv 82 83 7 7
溶氧 mg/L 0.0 0.0 0.0 0.0

總碳(上層) 
g/kg 

3.4 2.8 3.2 3.6
總碳(中層) 2.9 2.3 3.2 3.2
總碳(下層) 3.4 2.3 3.4 3.2

有機物(上層) 
g/kg 

3.7 3.9 3.8 3.8
有機物(中層) 3.7 3.5 3.6 3.6
有機物(下層) 3.7 3.7 3.8 3.8

備註：第一季底泥未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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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0 潮間帶-紅樹林樣區底泥監測結果 

採樣日期 2010/9/24（第一季） 2010/10/29（第二季） 
參數 單位 潮間紅樹林 1 潮間紅樹林 2 潮間紅樹林 1 潮間紅樹林 2
溫度 ℃ 31.1 31.1 24.7 24.5
導電度 ms/cm 0.21 0.27 2.69 0.39
酸鹼值  7.0 7.6 7.8 7.2

氧化還原電位 mv 94 157 190 205
溶氧 mg/L 0.0 0.0 0.0 0.0

總碳(上層) 
g/kg 

6.5 5.2 3.8 3.0
總碳(中層) - - 4.3 3.3
總碳(下層) - - 4.6 4.7
有機物(上層) 

g/kg 
30.1 19.9 6.9 4.6

有機物(中層) - - 6.9 5.8
有機物(下層) - - 8.2 7.1

採樣日期 2011/02/17（第三季） 2011/05/26(第四季) 
參數 單位 潮間紅樹林 1 潮間紅樹林 2 潮間紅樹林 1 潮間紅樹林 2
溫度 ℃ 26.1 26.1 29.5 29.5
導電度 ms/cm 2.56 2.56 2.51 2.51
酸鹼值  7.8 7.8 7.9 7.9

氧化還原電位 mv 41 42 52 52
溶氧 mg/L 0.0 0.0 0.0 0.0

總碳(上層) 
g/kg 

4.1 4.9 2.8 2.8
總碳(中層) 3.4 4.8 4.5 4.4
總碳(下層) 4.5 4.7 3.3 3.6
有機物(上層) 

g/kg 
3.7 7.3 3.6 7.2

有機物(中層) 6.6 6.2 6.5 6.3
有機物(下層) 4.6 5.8 4.3 5.6

備註：第一季底泥未分層；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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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1 潮間帶-沙洲外側樣區底泥監測結果 

採樣日期 2010/9/24（第一季） 2010/10/29（第二季） 

參數 單位 潮間沙洲外側

1 
潮間沙洲外側

2 
潮間沙洲外側

1 
潮間沙洲外側

2 
溫度 ℃ 31.9 32.7 22.3 23.0

導電度 ms/cm 3.16 3.18 0.34 0.33
酸鹼值  7.5 7.6 8.0 8.0

氧化還原電位 mv 249 247 215 185
溶氧 mg/L 0.0 0.0 0.0 0.0

總碳(上層) 
g/kg 

2.5 2.7 3.1 3.4
總碳(中層) - - 2.7 2.8
總碳(下層) - - 2.8 2.9
有機物(上層) 

g/kg 
10.2 8.0 5.1 4.3

有機物(中層) - - 4.7 4.8
有機物(下層) - - 4.9 6.3

採樣日期 2011/02/17（第三季） 2011/05/26(第四季) 

參數 單位 潮間沙洲外側

1 
潮間沙洲外側

2 
潮間沙洲外側

1 
潮間沙洲外側

2 
溫度 ℃ 22.6 22.6 27.1 29.5

導電度 ms/cm 2.86 2.86 2.81 2.81
酸鹼值  7.9 7.9 7.9 7.9

氧化還原電位 mv 6 6 7 7
溶氧 mg/L 0.0 0.0 0.0 0.0

總碳(上層) 
g/kg 

3.8 1.1 3.7 2.1
總碳(中層) 3.8 3.7 3.7 3.7
總碳(下層) 4.1 3.7 4.2 3.7
有機物(上層) 

g/kg 
2.9 2.7 3.0 2.8

有機物(中層) 3.2 3.2 3.2 3.2
有機物(下層) 2.6 2.9 2.7 2.8

備註：第一季底泥未分層；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3-65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1E-3 0.01 0.1 1 10
0

20

40

60

80

100

P
er

ce
nt

, b
y 

w
ei

gh
t, 

%

Grain size, mm

 

 

 Area 1
 Area 2
 Area 3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18 潮間帶第一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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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19 潮間帶第二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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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20 潮間帶第三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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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21 潮間帶第四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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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潮間帶-紅樹林樣區（圖3.3-26~圖3.3-29） 

潮間帶-紅樹林樣區的氣體交換通量監測結果如表3.3-23、圖3.3-24~圖3.3-26所

示，潮間帶紅樹林樣區為靠近七股海寮紅樹林保護區附近的感潮帶泥灘地。 

1.第一季第一次(2010/09/24) 

(1)監測環境為紅樹林附近泥灘地退潮，且日照不強烈（下午16:00）的條件下，

潮間帶紅樹林1、2樣區的可透光的密閉靜置箱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均為釋

放(2.88及25.14 mg C m-2 h-1)，不可透光的密閉靜置暗箱樣氧化碳氣體交換

通量同樣為釋放(10.22及8.75 mg C m-2 h-1)。 

(2)不透光暗箱二氧化碳釋放量小於可透光靜置箱，兩個樣區的二氧化碳釋放量

差異性不大。 

(3)潮間帶紅樹林樣區滿潮時，於接近中午時所監測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為釋放

(43.34 mg C m-2 h-1)。 

2.第一季第二次(2010/09/28) 

(1)第一季第二次監測（退潮），且監測時間為早上07:00時，其光照不強時，潮

間帶紅樹林1、2樣區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均為釋放(43.86及8.72 mg C m-2 

h-1)，其中可透光靜置箱的二氧化碳釋放量略小於不透光暗箱(51.86及12.86 

mg C m-2 h-1)，且紅樹林1樣區釋放量大於紅樹林2樣區。 

(2)當監測環境為滿潮，接近中午(14:30)的二氧化碳釋放通量(41.46 mg C m-2 

h-1)小於夜間(02:23)的二氧化碳釋放量(52.43mg C m-2 h-1)。 

3.第二季第一次(2010/10/29) 

(1)第二季第一次監測，監測時間為早上(06:30)，潮間帶紅樹林1樣區的可透光靜

置箱(6.82 mg C m-2 h-1)與不透光暗箱(21.59 mg C m-2 h-1)的二氧化碳釋放通

量均大於紅樹林2樣區(3.55及10.79 mg C m-2 h-1)。 

(2)兩個紅樹林樣區均為不透光暗箱的二氧化碳釋放通量大於可透光靜置箱。 

4.第二季第二次(2010/11/19) 

(1)第二季第二次的監測（退潮），監測時間同為中午13:00時，潮間帶紅樹林1、

2樣區的可透光靜置箱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均為吸收(-7.35及-9.04 mg C m-2 

h-1)。 

(2)不透光的暗箱環境在紅樹林1樣區為二氧化碳釋放(28.30 mg C m-2 h-1)，紅樹

林2樣區為略微吸收(-2.20 mg C m-2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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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三季第一次(2011/02/17) 

(1)第三季第一次於潮間帶紅樹林樣區日間所測得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均為吸收

(-5.64及-4.94 mg C m-2 h-1)，且兩樣區的差異性不大。 

(2)利用不透光暗箱於紅樹林樣區所測得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均為釋放(5.47及

4.85 mg C m-2 h-1)，與可透光暗箱之結果類似，兩樣區的差異性不大。 

6.第三季第二次(2011/03/15) 

(1)第三季第二次所測得知二氧化碳交換通量結果，可透光靜置箱監測結果均為

吸收(-5.46及-4.62 mg C m-2 h-1)，且兩樣區的差異性不大。 

(2) 利用不透光暗箱於紅樹林樣區所測得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均為釋放(8.74及

1.57 mg C m-2 h-1)，與可透光暗箱之結果類似，兩樣區的差異性不大。 

 

（三）潮間帶-沙洲外側樣區（圖3.3-30~圖3.3-33） 

潮間帶-沙洲外側樣區之氣體交換通量監測結果如表3.3-24及圖3.3-27~圖3.3-29

所示。 

1.第一季(2010/09/28) 

(1)第一季監測結果顯示，當監測環境為退潮，時間為早上(10:00)時，潮間帶沙

洲外側1、2樣區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均為吸收(-0.07及-10.34 mg C m-2 h-1)。 

(2)可透光靜置箱與不透光暗箱的吸收量與樣區沒有一致性。 

2.第二季第一次(2010/10/29) 

(1)第二季第一次監測結果顯示，監測環境為沙洲外側樣區退潮，監測時間為早

上(09:40)時，潮間帶沙洲外側1、2樣區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均為吸收(-6.57

及-10.97 mg C m-2 h-1)，兩個樣區的可透光靜置箱的二氧化碳吸收量均大於

不透光暗箱(-41.03及-11.44 mg C m-2 h-1)。 

(2)沙洲外側1樣區的暗箱二氧化碳釋放率遠大大於可透光靜置箱，沙洲外側2樣

區透光與暗箱則二氧化碳吸收量差異性不大。 

3.第二季第二次(2010/11/19) 

(1)第二季第二次監測環境為退潮，監測時間為下午(15:45)。潮間帶沙洲外側1、

2樣區的不透光暗箱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均為吸收(-15.90及-14.64 mg C m-2 

h-1)，且兩個樣區的二氧化碳吸收通量差異性不大。 

(2)可透光靜置箱於沙洲外側1樣區為二氧化碳吸收(-6.29 mg C m-2 h-1)，但吸收

通量小於該樣區的暗箱，沙洲外側2樣區可透光為釋放(0.88 mg C m-2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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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三季第一次(2011/02/17) 

(1)第三季第一次監測可透光靜置箱的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均為吸收(-1.23及

-0.90 mg C m-2 h-1)，兩樣區無明顯的差異性。 

(2)不透光暗箱監測結果，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均為釋放(1.64及0.27 mg C m-2 

h-1)，外海1樣區的二氧化碳釋放通量略大於於外海樣區2。 

5.第三季第二次(2011/03/15) 

(1)第三季第二次監測可透光靜置箱的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為吸收(-1.27及

-0.65 mg C m-2 h-1)，外海1樣區略大於外海2樣區。 

(2)不透光暗箱監測結果，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均為釋放(1.25mg C m-2 h-1)，外海1

樣區略大於外海2樣區。 

 

3.3.3.4 七股地區潮間帶灘地碳匯能力之推估 

（一）推估GPP之經驗公式 

1.將氣體通量NEE之二氧化碳氣體通量視為潮間帶之GPP，再根據Webb et al. 

(1974)及Jassby and Platt (1976)為目前應用常於潮間帶推估GPP之公式

(Pinckney and Zingmark, 1991; Migné et al., 2002; Migné et a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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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B
：GPP(mg m-2 h-1) 

PB
m：GPPMAX，估算出最大之初級生產力 

α：切線斜率；光合作用效率(g C mol-1) 

I：採氣時日照強度(μmol m-2 s-1) 

IK：最大日照強度(μmol m-2 s-1) 

公式1：Webb et al. (1974)公式 

公式2：Jassby and Platt (1976)公式 

2.在三樣點處，於每月大潮之退潮於潮間帶處進行不同遮光度下之GPP(mg 

Cm-2h-1)。此外，亦進行當日GPP(mg Cm-2h-1)之實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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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應用不同遮光度下之GPP(mg Cm-2h-1)及日照強度之數值及SigmaPolt 應用程

式，進行Webb et al. (1974)及Jassby and Platt (1976) 經驗公式之光合作用效

率α、最大之初級生產力(PBm)及最大日照強度(Ik)。 

4.應用所得參數，計算Webb et al. (1974)及Jassby and Platt (1976) 經驗公式所

得之GPP(mg Cm-2h-1)。在與當日實測值進行比較，結果以Webb et al. (1974)

之經驗公式有較佳的回收率(98±32%)。因此，七股潮間帶地區GPP推估將以

Webb et al. (1974)方式進行。 

 

（二）搜集每月推估GPP之參數 (Urban-Malinga and Wiktor, 2003; Hubas and 

Davoult, 2006; Spilmont et al., 2006)。 

每月大潮之退潮於潮間帶處進行不同遮光度下之GPP(mg Cm-2h-1)。應用不同遮

光度下之GPP(mg Cm-2h-1)及日照強度之數值計算Webb et al. (1974)經驗公式中之

光合作用效率α、最大之初級生產力(PBm)、最大日照強度(Ik)。 

 

（三）夜間呼吸率(mg Cm-2h-1) 

應用白天所測得之呼吸率(mg Cm-2h-1)及測定時之時間，帶入Lizon et al.(1998)

公式後求得每日最大之呼吸率(mg Cm-2h-1)。在進一步推估晚上03:00及05:00之呼吸

率(mg Cm-2h-1)，其平均值為夜間呼吸率(mg Cm-2h-1)。 

)
π

sin(ERER);
π

sin(ERER

)/tπsin(
ER

ER

maxmax

max

3600
300

=
3600
180

=

360060
=

53

 

ER：呼吸率(mg Cm-2h-1) 

ERmax：最大呼吸率(mg Cm-2h-1) 

t：採樣時間(上午十點為10，下午3點為15) 

ER3、ER5：上午3時及5時之呼吸率(mg Cm-2h-1) 

 

（四）每日平均日照強度[平均光合作用有效光照(PAR，μmol m-2s-1)]： 

由氣象局取得日總輻射能(SOLAR，MJ/㎡日)資料，並將其換算每日平均光合作

用有效光照，並將換算結果作為每日平均日照強度。 

PAR(mol m-2day-1)=2.0804×SOLAR 

PAR(μmol m-2s-1)=2.0804×SOLARx(106/8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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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每日退潮的平均GPP(mg Cm-2h-1)： 

應用每日平均光合作用有效光照(μmol m-2s-1)及該月Webb et al. (1974)之經驗

公式求得光合作用效率α、估算出最大之初級生產力(PBm)及最大日照強度(Ik)推估該

月每日退潮的平均GPP(mg Cm-2h-1)。 

 

（六）月總 GPP(mg Cm-2 month-1 )： 

將每日退潮的平均GPP(mg Cm-2h-1)乘上每日退潮時數之每日總合為該月的總

GPP(mg Cm-2 month-1)。 

 

（七）月總呼吸量(mg Cm-2h-1)： 

夜間呼吸率(mg Cm-2h-1)乘上夜間時數，在乘上每月的天數即為月總呼吸量。 

 

（八）單位面積潮間帶灘地碳吸存通量估計(g C m-2)： 

月總GPP(mg Cm-2 month-1)扣除月總呼吸率(mg C m-2h-1)即為該月灘地碳匯能

力，整合一年十二個月的資料即為整年潮間帶灘地碳匯能力。由於本計畫僅進行1至6

月之調查遂僅以半年總碳匯量乘以二為該年潮間帶灘地碳吸存通量。 

 

（九）七股潮間帶灘地碳吸存通量估計(kg C year-1)： 

七股鹽田濕地潮間帶泥灘地總面積約為12,222,498.58m2。其中沙地:泥沙地:泥地

比約例為 1:2:2，因此三種地型面積分別為 2,444,499.716、 4,888,999.432、

4,888,999.432m2。乘上單位面積潮間帶灘地年總GPP(g C m-2year-1)及碳匯能力估

計值(g C m-2year-1)後即為七股潮間帶灘地碳吸存通量估計(mg C)。初步估計，七股

潮間帶灘地碳吸存通量約為每年459,333.7 (kg C)。 

 

3.3.3.5 綜合討論 

（一）灘地的生產量一般較覆蓋有植物的紅樹林及鹹水草澤低的多，Spilmont et al. 

(2006)報導法國某處河口泥灘地的總初級生產量(GPP)年平均為135 g C m-2 

yr-1；Cahoon (1999)統計41篇有關溫帶地區灘地生產量調查的文獻，總結其總

初級生產量為110 ± 99 g C m-2 yr-1，變異性相當大；而Alongi (2009)報導澳洲

四處紅樹林的總初級生產量年平均高達3,528~5,405 g C m-2 yr-1。 

（二）Migne et al. (2004) 以靜置式採氣罩法調查法國Bay of Somme 屬於泥砂質灘

地的初級生產量及呼吸通量，結果以理論日射量及GPP-I方程式推估求得的灘地



 

 
 

 

 
 3-72

第三章 濕地碳 匯功能實 地監測 作業及結 果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年平均總初級生產量( GPPF )為147 g C m-2 yr-1
，顯示該處灘地屬於異營性(亦即

為碳源)。在另一篇報導中，Spilmont et al. (2006) 以相同方法調查法國Seine 

Estury 泥砂質及泥質灘地，結果泥質灘地的年平均總初級生產量( GPPF )為135 

g C m-2 yr-1，該處灘地屬於輕自營性(亦即為低碳匯能力)。另外，金門國家公園

管理處(2011)委辦「金門國家公園沿海濕地碳通量調查計畫」也以靜置式採氣

罩法調查金門國家公園海岸濕地四個灘地測點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推估出灘

地底棲微藻的平均年淨生態系統生產量( NEPF )介於3.45~26.77 g C m-2 yr-1。本

研究計畫針對七股濕地砂質及泥質灘地調查三個測點的二氧化碳及甲烷交換通

量，由測量結果所推估的灘地底棲微藻的年平均淨生態系統生產量介於28~71 g 

C m-2 yr-1。 

（三）針對七股濕地砂質及泥質灘地在退潮時進行甲烷通量的調查，結果在三個樣點：

內海樣區、紅樹林邊緣及沙洲外側所量測的甲烷釋放通量的平均值分別為5.0、

2.6,及5.3 g C m-2 yr-1。此數值佔金門濕地灘地 NEPF  (4~27 g C m-2 yr-1)至少

10%，甚至可能超過灘地的 NEPF ，所佔比例相當顯著。因此，本作業程序建議

進行潮間帶灘地碳收支平衡時，應將甲烷釋放通量一併考慮。 

（四）Widdows et al., (2004) 曾調查位於荷蘭境內某處河口稱為Molenplaat的潮間帶

灘地其底泥的動態變化，結果發現在五處的量測地點其土壤的沉積速率達11~24 

mm yr-1，不過土壤的有積碳含量不高僅有0.06~0.3%，因此土壤有機碳累積速

率為10~105 g C m-2 yr-1。Anderson et al. (2000)曾調查丹麥Kongsmark海岸及

英國Humber河口灘地的底泥沉積速率，結果分別為5.0~7.9 及6.0~10.0 mm 

yr-1。Sanders et al. (2010) 調查巴西一處鄰近紅樹林(約10m)泥灘地的有機碳

累積速率(LOCAR)高達1,129 g C m-2 yr-1，此數值遠高於在紅樹林內量測到的

353 g C m-2 yr-1，主要原因是紅樹林的落葉有機物被傳輸到泥灘地積存。 

 

3.3.3.6 不確定性評估 

（一）第一層級方法的不確定性 

有關潮間帶灘地碳收支計算各項通量、碳吸存通量、LOCAR、土壤有機碳密度等

國外調查數據，作為第一層級估算方法的參考資料，唯國際數據還不多，無國際平均

數據的報導。不同國家及區域的緯度、氣候條件、地形條件(鄰近生態系統是否有紅樹

林、草澤)、潮汐條件、地質為沙質或泥質、人為污染源(市鎮廢水、近河口)排放等條

件與國內的差異，導致參考數據的可適用性，為第一層級方法的最大不確定性。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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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地的分布及面積，至目前並無明確的資料，此不確定性同時存在於第二及第三層級

方法。 

 

（二）第二層級方法的不確定性 

目前，國內可用的數據有「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內政部營建署城鄉

發展分署，2011)針對七股潟湖內海、紅樹林外圍、沙洲外側提供的數據及金門沿海濕

地調查值(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2011)。唯七股濕地灘地與國內其他海岸濕地灘地之

間，在地質地形條件、潮汐條件、地質為沙質或泥質、人為污染源(市鎮廢水、近河口)

排放等條件互有差異，影響第二層級方法的不確定性。此外，前述計畫僅是國內先行

的初步調查案，還需要持續性的計畫進行調查比對以確認國內的特殊數據。目前，國

內尚無灘地的LOCAR數據可供參考。 

 

（三）第三層級方法的不確定性 

第三層級方法所提出的調查、測量及推估方法，可能存在以下不確定性： 

第三層級方法所提出的調查、測量及推估方法，可能存在以下不確定性： 

1. 進行碳收支計算所獲得的潮間帶碳吸存通量因子，由於忽略不計漲退潮引起的

有機碳輸出與輸入通量，因此可能會錯估實際淨吸存或淨累積於灘地的有機碳

通量。 

2. 使用於推估總初級生產量的 GPP-I 模式是在退潮灘地浮露下調查結果所建立

的，用以推估漲潮時灘地的總初級生產量，具不確定性。 

3. 總呼吸通量是在退潮時灘地浮露狀態下量測，假設漲潮時的總呼吸通量與退潮

時相同，具不確定性。 

4. 假設一日24小時，每小時的呼吸通量均與樣點即時測量小時呼吸通量一樣，即

以測量值推估一日平均值，具不確定性。 

5. 以每季一次或每月一次的採樣結果建立的GPP-I 模式，擴大計算一年的平均通

量，時間內差的推算具不確定性。 

6. 樣點數目及覆蓋度少時，以少數樣點監測結果透過空間外插法推估整個場址的

平均通量，具不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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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2 潮間帶-內海樣區氣體交換通量監測結果(1/2) 

監測氣體 二氧化碳

CO2 
甲烷 
CH4 

氧化亞氮

N2O 
監測 
氣溫 

監測 
光照度 

採樣 
時間 

單位 mg C m-2 h-1  mg C m-2 h-1 μg m-2 h-1 ℃ Lux time 
採樣日期 2010/09/24（第一季） 天氣：晴天 
內海1-退 (+)2.95 (-)0.16 (+)11.08 32.7 - 17:00 
內海1-退-暗 (+)3.68 (+)0.03 (+)16.21 32.7 - 17:00 
內海2-退 (+)3.87 (+)0.06 (+)10.68 33.6 - 17:00 
內海2-退-暗 (+)2.95 (+)1.09 (-)10.03 33.4 - 17:00 
內海-滿 (+)0.94 (+)0.09 (+)49.43 33.3 - 10:15 
內海-滿-暗 (+)22.46 (+)2.59 (+)60.09 28.1 - 22:00 
採樣日期 2010/09/28（第一季） 天氣：晴天 
內海1-退 (-)48.62 (+)1.67 (+)9.58 33.4 - 09:00 
內海1-退-暗 (+)3.55 (-)0.08 (-)7.30 32.7 - 09:00 
內海2-退 (-)45.59 (-)0.42 (+)13.70 33.6 - 09:00 
內海2-退-暗 (+)9.79 (+)0.17 (+)16.84 33.1 - 09:00 
內海-滿 (+)6.42 (+)1.55 (-)4.83 34.9 - 13:30 
內海-滿-暗 (+)9.65 (-)7.82 (+)2.21 29.7 - 01:23 
採樣日期 2010/10/29（第二季） 天氣：陰天 
內海1-退 (-)24.99 (-)0.57 (-)4.19 23.7 47700 08:15 
內海1-退-暗 (-)0.72 (-)0.31 (+)0.47 23.5 0 08:15 
內海2-退 (-)25.48 (-)1.03 (-)19.55 23.9 47700 08:15 
內海2-退-暗 (+)51.83 (-)1.39 (-)3.08 23.4 0 08:15 
內海-滿 - - - - - - 
內海-滿-暗 - - - - - - 
採樣日期 2010/11/19（第二季） 天氣：陰天 
內海1-退 (-)4.59 (-)0.12 (+)15.04 23.7 30311 14:30 
內海1-退-暗 (-)2.64 (+)0.36 (+)0.19 23.2 0 14:30 
內海2-退 (-)2.66 (+)0.20 (-)3.26 23.3 30311 14:30 
內海2-退-暗 (-)4.63 (+)0.11 (+)10.63 23.1 0 14:30 
內海-滿 - - - - - - 
內海-滿-暗 - - - - - - 
採樣日期 2011/02/17(第三季) 天氣：晴天 
內海1-退 (-)4.82 (+)1.99 (+)0.68 28.7 102,940 12:45 
內海1-退-暗 (+)3.71 (+)1.58 (+)25.81 27.1 0 12:45 
內海2-退 (-)4.63 (+)0.73 (+)14.25 28.4 102,940 12:45 
內海2-退-暗 (+)2.88 (+)3.62 (+)0.11 26.9 0 12:45 
內海-滿 - - - - - - 
內海-滿-暗 - - - - - - 
採樣日期 2011/03/15(第三季) 天氣：晴天 
內海1-退 (-)0.11 (+)1.19 (+)20.92 27.2 75,285 10:15 
內海1-退-暗 (+)2.05 (+)1.25 (+)16.34 27.1 0 10:15 
內海2-退 (-)3.81 (+)2.96 (+)12.88 26.7 75,285 10:15 
內海2-退-暗 (+)1.19 (+)1.41 (+)10.94 26.4  10:15 
內海-滿 - - - - - - 
內海-滿-暗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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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2 潮間帶-內海樣區氣體交換通量監測結果(2/2) 

監測氣體 二氧化碳

CO2 
甲烷 
CH4 

氧化亞氮

N2O 
監測 
氣溫 

監測 
光照度 

採樣 
時間 

單位 mg C m-2 h-1  mg C m-2 h-1 μg m-2 h-1 ℃ Lux time 
採樣日期 2011/05/26(第四季) 天氣： 
內海1-退 (-)0.42 (+)2.87 (+)11.31 33.8 3,978 10:10 
內海1-退-暗 (+)2.29 (+)2.13 (+)20.44 33.0 0 10:10 
內海2-退 (-)2.16 (+)2.46 (+)2.56 33.0 0 10:10 
內海2-退-暗 (+)0.15 (+)2.32 (+)23.01 32.0 3,978 10:10 
內海-滿 - - - - - - 
內海-滿-暗 - - - - - - 

平均 
內海1-退 (-)11.51±18.77 (+)0.98±1.29 (+)9.20±8.48 29.0   
內海1-退-暗 (+)1.70±2.47 (+)0.71±0.94 (+)10.31±12.41 28.5   
內海2-退 (-)11.49±17.63 (+)0.71±1.48 (+)4.47±12.45 28.9   
內海2-退-暗 (+)9.17±19.30 (+)1.05±1.63 (+)6.92±11.70 28.3   
內海-滿 (+) 3.68  (+)0.82  (+)22.30  34.1   
內海-滿-暗  (+)16.06  (-)2.62  (+)31.15  28.9   
備註：-無監測，不包括魚類、牡蠣年漁業資源之收穫量 
(-)：監測時氣體交換通量為吸收 (+)：監測時氣體交換通量為釋放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22 潮間帶-內海樣區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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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23 潮間帶-內海樣區甲烷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24 潮間帶-內海樣區氧化亞氮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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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

(mg C m-2 h-1)

內 海 1(退 )內 海 1-(退 暗 )內 海 2(退 )內 海 2(退 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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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

(mg C m-2 h-1)

內 海 1(退 )內 海 1(退 暗 )內 海 2(退 )內 海 2(退 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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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亞氮

(μg m-2 h-1)

內 海 1(退 )內 海 1(退 暗 )內 海 2(退 )內 海 2(退 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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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25 潮間帶-內海樣區氣體交換通量監測平均值與標準偏差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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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3 潮間帶-紅樹林樣區氣體交換通量監測結果(1/2) 

監測氣體 二氧化碳

CO2 
甲烷 
CH4 

氧化亞氮

N2O 
監測

氣溫 
監測 

光照度 
採樣 
時間 

單位 mg C m-2 h-1 mg C m-2 h-1 μg m-2 h-1 ℃ Lux time 
採樣日期 2010/09/24（第一季） 天氣：晴天 
紅樹林1-退 (+)28.87 (+)0.05 (-)40.52 32.6 - 16:00 
紅樹林1-退-暗 (+)10.22 (+)0.16 (+)33.52 32.9 - 16:00 
紅樹林2-退 (+)25.14 (+)2.48 (+)17.72 33.1 - 16:00 
紅樹林2-退-暗 (+)8.75 (-)0.65 (+)13.20 31.9 - 16:00 
紅樹林-滿 (+)43.34 (+)5.89 (+)195.15 32.9 - 11:15 
紅樹林-滿-暗 - - - - - - 
採樣日期 2010/09/28（第一季） 天氣：晴天 
紅樹林1-退 (+)43.86 (-)0.05 (+)9.23 32.7 - 07:00 
紅樹林1-退-暗 (+)51.86 (-)0.80 (-)3.57 32.6 - 07:00 
紅樹林2-退 (+)8.72 (+)0.34 (+)0.00 32.9 - 07:00 
紅樹林2-退-暗 (+)12.86 (+)0.94 (-)13.69 31.9 - 07:00 
紅樹林-滿 (+)41.46 (+)0.83 (+)61.95 35.2 - 14:30 
紅樹林-滿-暗 (+)52.43 (-)0.25 (-)41.70 29.3 - 02:23 
採樣日期 2010/10/29（第二季） 天氣：陰天 
紅樹林1-退 (+)6.82 (+)0.16 (+)9.94 19.2 5,699 06:30 
紅樹林1-退-暗 (+)21.59 (-)1.45 (+)11.64 19.2 0 06:30 
紅樹林2-退 (+)3.55 (+)0.48 (-)3.14 19.6 5,699 06:30 
紅樹林2-退-暗 (+)10.79 (+)1.24 (-)5.59 19.5 0 06:30 
紅樹林-滿 - - - - - - 
紅樹林-滿-暗 - - - - - - 
採樣日期 2010/11/19（第二季） 天氣：陰天 
紅樹林1-退 (-)7.35 (+)1.18 (+)16.26 26.3 64,303 13:00 
紅樹林1-退-暗 (+)28.30 (+)1.07 (+)12.18 25.4 0 13:00 
紅樹林2-退 (-)9.04 (-)1.82 (-)41.33 24 64,303 13:00 
紅樹林2-退-暗 (-)2.20 (-)2.04 (+)19.33 24.4 0 13:00 
紅樹林-滿 - - - - - - 
紅樹林-滿-暗 - - - - - - 
採樣日期 2011/02/17(第三季) 天氣：晴天 
紅樹林1-退 (-)5.64 (+)0.75 (+)15.06 31.4 85,622 14:00 
紅樹林1-退-暗 (+)5.47 (+)0.45 (+)9.17 30.9 0 14:00 
紅樹林2-退 (-)4.94 (+)0.50 (+)23.63 31.3 85,622 14:00 
紅樹林2-退-暗 (+)4.85 (+)1.18 (+)2.97 30.6 0 14:00 
紅樹林-滿 - - - - - - 
紅樹林-滿-暗 - - - - - - 
採樣日期 2011/03/15(第三季) 天氣：晴天 
紅樹林1-退 (-)5.46 (+)0.98 (+)18.46 31.0 108,211 11:00 
紅樹林1-退-暗 (+)8.74 (+)1.23 (+)17.91 29.6  11:00 
紅樹林2-退 (-)4.62 (+)0.06 (+)13.64 30.5 108,211 11:00 
紅樹林2-退-暗 (+)1.57 (+)0.65 (+)5.32 28.5  11:00 
紅樹林-滿 - - - - - - 
紅樹林-滿-暗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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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3 潮間帶-紅樹林樣區氣體交換通量監測結果(2/2) 

監測氣體 二氧化碳

CO2 
甲烷 
CH4 

氧化亞氮

N2O 
監測

氣溫 
監測 

光照度 
採樣 
時間 

單位 mg C m-2 h-1 mg C m-2 h-1 μg m-2 h-1 ℃ Lux time 
採樣日期 2011/05/26(第四季) 天氣： 
紅樹林1-退 (-)2.37 (+)2.05 (+)1.84 34.0 3,978 11:15 
紅樹林1-退-暗 (+)1.88 (+)1.92 (+)17.86 32.8 0 11:15 
紅樹林2-退 (-)1.85 (+)0.80 (+)23.18 32.7 3,978 11:15 
紅樹林2-退-暗 (+)1.67 (+)2.00 (+)5.60 32.0 0 11:15 
紅樹林-滿 - - - - - - 
紅樹林-滿-暗 - - - - - - 

平均 
紅樹林1-退 (+)8.39±20.13 (+)0.73±0.75 (+)4.32±20.54    
紅樹林1-退-暗 (+)18.29±17.45 (+)0.37±1.18 (+)14.10±11.20    
紅樹林2-退 (+)2.42±11.62 (+)0.41±1.26 (+)4.81±22.92    
紅樹林2-退-暗 (+)5.47±5.52 (+)0.47±1.37 (+)3.88±11.0    
紅樹林-滿 (+)42.40 (+)3.36 (+)128.55    
紅樹林-滿-暗 (+)52.43 (-)0.25 (-)41.70    
備註：-無監測；(-)：監測時氣體交換通量為吸收；(+)：監測時氣體交換通量為釋放 
樣區紅樹林平均樹高2~3公尺，樹徑(離地1.3米處)4.9 ~8.8 cm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26 潮間帶-紅樹林樣區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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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27 潮間帶-紅樹林樣區甲烷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28 潮間帶-紅樹林樣區氧化亞氮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3-81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二氧化碳

(mg C m-2 h-1)

紅 樹 林 1(退 )紅 樹 林 1(退 暗 )紅 樹 林 2(退 )紅 樹 林 2(退 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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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

(mg C m-2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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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亞氮

(μg m-2 h-1)

紅 樹 林 1(退 )紅 樹 林 1(退 暗 )紅 樹 林 2(退 )紅 樹 林 2(退 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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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29 潮間帶-紅樹林樣區氣體交換通量監測平均值與標準偏差變化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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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4 潮間帶-沙洲外側樣區氣體交換通量監測結果(1/2) 

監測氣體 二氧化碳

CO2 
甲烷 
CH4 

氧化亞氮

N2O 
監測

氣溫 
監測 

光照度 
採樣 
時間 

單位 mg C m-2 h-1 mg C m-2 h-1 μg m-2 h-1 ℃ Lux time 
採樣日期 2010/09/28（第一季） 天氣：晴天 
沙洲外側1-退 (-)0.07 (-)0.07 (-)4.54 34.9 - 10:00 
沙洲外側1-退-暗 (-)10.97 (+)0.84 (+)15.57 34.0 - 10:00 
沙洲外側2-退 (-)10.34 (+)0.13 (-)2.00 35.1 - 10:00 
沙洲外側2-退-暗 (-)1.31 (-)0.67 (+)6.94 34.6 - 10:00 
沙洲外側-滿 - - - - - - 
沙洲外側-滿-暗 - - - - - - 
採樣日期 2010/10/29（第二季） 天氣：陰天 
沙洲外側1-退 (-)6.57 (-)0.40 (-)12.15 25.9 101,022 09:40 
沙洲外側1-退-暗 (-)41.03 (+)0.56 (-)0.77 25.4 0 09:40 
沙洲外側2-退 (-)10.97 (+)2.45 (+)9.18 25.1 101,022 09:40 
沙洲外側2-退-暗 (-)11.44 (+)1.67 (-)5.68 25.1 0 09:40 
沙洲外側-滿 - - - - - - 
沙洲外側-滿-暗 - - - - - - 
採樣日期 2010/11/19（第二季） 天氣：陰天 
沙洲外側1-退 (-)6.29 (+)0.19 (-)18.48 20.7 4,720 15:45 
沙洲外側1-退-暗 (-)15.90 (-)0.26 (-)5.67 21.9 0 15:45 
沙洲外側2-退 (+)0.88 (-)0.71 (-)11.51 20.6 4,720 15:45 
沙洲外側2-退-暗 (-)14.64 (-)1.23 (+)37.02 20.7 0 15:45 
沙洲外側-滿 - - - - - - 
沙洲外側-滿-暗 - - - - - - 
採樣日期 2011/02/17(第三季) 天氣：晴天 
外海1-退 (-)1.23 (+)1.26 (+)3.66 27.6 99,031 11:05 
外海1-退-暗 (+)1.64 (+)2.04 (+)4.41 26.3 0 11:05 
外海2-退 (-)0.90 (+)0.41 (+)1.51 27.7 99,031 11:05 
外海2-退-暗 (+)0.27 (+)0.98 (+)2.42 26.7 0 11:05 
外海-滿 - - - - - - 
外海-滿-暗 - - - - - - 
採樣日期 2011/03/15(第三季) 天氣：晴天 
外海1-退 (-)1.27 (+)1.33 (+)3.28 26.7 60,167 09:00 
外海1-退-暗 (+)1.25 (+)0.22 (+)9.91 25.6 0 09:00 
外海2-退 (-)0.65 (+)1.07 (+)8.53 27.0 60,167 09:00 
外海2-退-暗 (+)0.66 (+)2.00 (+)7.93 25.4  09:00 
外海-滿 - - - - - - 
外海-滿-暗 - - - - - - 
採樣日期 2011/05/26(第四季) 天氣： 
外海1-退 (-)1.02 (+)1.00 (+)0.77  31.9 105,262 09:15 
外海1-退-暗 (+)0.51 (+)0.29 (+)15.98  30.3 0 09:15 
外海2-退 (-)2.20 (+)0.44 (+)18.38  32.3 105,262 09:15 
外海2-退-暗 (+)0.81 (+)0.56 (+)37.73  30.7 0 09:15 
外海-滿 - - - - - - 
外海-滿-暗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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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4 潮間帶-沙洲外側樣區氣體交換通量監測結果(2/2) 

監測氣體 二氧化碳

CO2 
甲烷 
CH4 

氧化亞氮

N2O 
監測

氣溫 
監測 

光照度 
採樣 
時間 

單位 mg C m-2 h-1 mg C m-2 h-1 μg m-2 h-1 ℃ Lux time 
平均 

外海1-退 (-)2.74±2.89 (+)0.55±0.74 (-)4.58±9.04 28.0   
外海1-退-暗 (-)10.75±16.54 (+)0.62±0.79 (+)6.57±8.82 27.3   
外海2-退 (-)4.03±5.23 (+)0.63±1.06 (+)4.02±10.36 28.0   
外海2-退-暗 (-)4.28±6.91 (+)0.55±1.28 (+)14.39±18.44 27.2   
外海-滿 - - - -   
外海-滿-暗 - - - -   
備註：-無監測 
(-)：監測時氣體交換通量為吸收 
(+)：監測時氣體交換通量為釋放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30 潮間帶-沙洲外側樣區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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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31 潮間帶-沙洲外側樣區甲烷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32 潮間帶-沙洲外側樣區氧化亞氮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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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

(mg C m-2 h-1)

沙 洲 外 1(退 )沙 洲 外 1(退 暗 )沙 洲 外 2(退 )沙 洲 外 2(退 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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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33 潮間帶-沙洲外側樣區氣體交換通量監測平均值與標準偏差變化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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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5 計算 Webb et al. (1974)及 Jassby and Platt (1976)經驗公

式所得之 GPP 之回收率 

單位：GPP(mg Cm-2h-1) 

日期與位置 Webb et al. (1974) Jassby and Platt (1976) 
2011.01.19(外海) 134% 159% 
2011.01.19 (內海) 106% 124% 
2011.01.19 (紅樹林) 98% 128% 
2011.02.17 (外海) 66% 75% 
2011.02.17 (內海) 81% 96% 
2011.02.17 (紅樹林) 74% 87% 
2011.03.15(外海) 107% 125% 
2011.03.15(內海) 89% 105% 
2011.03.15(紅樹林) 82% 95% 
2011.05.26 (外海) 62% 73% 
2011.05.26 (內海) 103% 120% 
2011.05.26 (紅樹林) 176% 210% 

平均 98±32% 116±39% 
資料來源：本計 畫彙整 

 

表 3.3-26 沙洲外側樣區應用經驗公式所得光合作用效率 α、最大之初

級生產力(PB
m)最大日照強度(Ik)及夜間呼吸率 

季節 PB
m 

(mg Cm-2h-1) 
Ik α 

夜間呼吸率 
(mg Cm-2h-1) 

採樣日期 R2 

春(2-4月) 42 932 0.045 0.840 2011.03.15 0.9402 
夏(5-7月) 38.1 1716 0.026 0.999 2011.05.26 0.7494 

冬(11-1月) 6.7 1687 0.004 1.581 2011.01.19 0.7193 

資料來源：本計 畫彙整 

 

表 3.3-27 內海樣區應用經驗公式光合作用效率 α、最大之初級生產力

(PB
m)、最大日照強度(Ik)及平均呼吸率 

季節 PB
m 

(mg Cm-2h-1) 
Ik α 

夜間呼吸率 
(mg Cm-2h-1) 

採樣日期 R2 

春(2-4月) 15.8 515 0.030 0.972 2011.03.15 0.9023 
夏(5-7月) 37.4 1716 0.021 1.852 2011.05.26 0.9376 

冬(11-1月) 16.8 4814 0.035 1.518 2011.01.19 0.7144 

資料來源：本計 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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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8 紅樹林樣區應用經驗公式光合作用效率 α、最大之初級生產

力(PB
m)、最大日照強度(Ik)及平均呼吸率 

季節 PB
m 

(mg Cm-2h-1) 
Ik α 

夜間呼吸率 
(mg Cm-2h-1) 

採樣日期 R2 

春(2-4月) 45.9 262 0.175 7.927 100.03.15 0.8295 
夏(5-7月) 55 1104 0.050 7.615 100.05.26 0.7881 

冬(11-1月) 22 569 0.049 5.655 100.01.19 0.8604 

資料來源：本計 畫彙整 

 

表 3.3-29 潮間帶-內海樣區推估月總 GPP、月總呼吸量、年總 GPP
及碳吸存通量估計 

Month 1 2 3 4 5 6 
月總GPP  
(mg Cm-2 month-1) 

311.3 2,552.1 2,734.9 5,226.8 2,973.3 3,060.3

月總呼吸量 
(mg Cm-2 month-1) 

564.8 326.6 361.6 350.0 689.3 667.0

年總GPP 
(g C m-2year-1) 

33.717           

碳吸存通量估計 
(g C m-2year-1) 

27.799           

資料來源：本計 畫彙整 

 

表 3.3-30 潮間帶-紅樹林樣區推估月總 GPP、月總呼吸量、年總 GPP
及碳吸存通量估計 

Month 1 2 3 4 5 6 
月總GPP  
(mg Cm-2 month-1) 

2821.1 11066.6 11859.0 13028.8 6335.3 6478.3

月總呼吸量 
(mg Cm-2 month-1) 

2103.6 2663.4 2948.8 2853.6 2832.6 2741.2

年總GPP 
(g C m-2year-1) 103.178           

碳吸存通量估計 
(g C m-2year-1) 

70.8916           

資料來源：本計 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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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1 潮間帶-沙洲外側樣區推估月總 GPP、月總呼吸量、年總

GPP 及碳吸存通量估計 

Month 1 2 3 4 5 6 
月總GPP  
(mg Cm-2 month-1) 

336.4 4,316.0 4,631.8 5,576.4 3,029.0 3,117.6

月總呼吸量 
(mg Cm-2 month-1) 

587.9 282.3 312.5 302.4 371.7 359.7

年總GPP 
(g C m-2year-1) 

42.014           

碳吸存通量估計 
(g C m-2year-1) 

37.581           

資料來源：本計 畫彙整 

 

表 3.3-32 七股潮間帶灘地碳吸存通量估計 

類型 沙地 泥沙地 泥地 總和 

總GPP(kg C year-1) 102,704.2 164,844.1 504,437.7 771,985.9
碳吸存通量估計(kg C year-1) 91,866.7 183,733.5 183,733.5 459,333.7

資料來源：本計 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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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魚塭 

（傳統養殖） 

3.3.4.1 水質分析 

1.傳統養殖魚塭水質分析結果如表3.3-33所示，三個樣區的監測結果差異性不大，

推測因三個樣區的距離近，且本計畫監測之魚塭水體並無與外界水體有明顯的

流動現象，魚塭內水體分布均勻。 

2.本計畫監測期間，生化需氧量水質並沒有明顯的變化趨勢，並且養殖魚塭的水

體也非經常性更替，因此魚塭（傳統養殖）樣區的碳吸存能力評估並不考慮進

出流水中有機物的影響。 

4.魚塭1-1樣區四季水質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5.4±5.2 ℃，鹽度5.7±1.5 ptt，酸鹼

值 8.4±0.9，DO 6.3±2.9mg/L。魚塭1-2樣區四季水質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

25.2±5.1 ℃，鹽度5.7±1.5 ptt，酸鹼值 8.5±1.0，溶氧 6.3±2.8mg/L。魚塭1-3

樣區四季水質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5.7±5.3 ℃，鹽度5.7±1.5 ptt，酸鹼值 

8.4±1.0，溶氧 7.0±4.2 mg/L。 

3.3.4.2 底泥分析 

1.魚塭（傳統養殖）底泥分析結果如表3.3-34所示，樣區底泥粒徑篩分析如圖

3.3-32~圖3.3-34所示，第一季與第二季的差異的參數為底泥溫度、酸鹼值、氧

化還原電位，總碳與有機物濃度均低於第一季。 

2.第三季監測結果顯示，底泥酸鹼值低於第一、二季，氧化還原電位值高於第一、

二季，有機物濃度與第二季相當，但低於第一季。 

3.計畫監測期間，底泥的有機物濃度從第一季至第三季變化趨勢為逐漸降低，無

明顯的累積現象。 

4.魚塭1-1樣區底泥分析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5.5±4.6 ℃，酸鹼值7.6±0.7，氧化

還原電位 46.3±151.7 mv。魚塭1-2樣區底泥分析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6.1±4.0 

℃，pH 7.5±1.0，氧化還原電位 45.5±172.4 mv。魚塭1-3樣區底泥分析顯示溫

度平均範圍在25.7±4.7 ℃，酸鹼值 7.4±0.9，氧化還原電位 17.5±102.6 mv。  

5.魚塭（傳統養殖）樣區底泥各季的粒徑篩分析如圖3.3-34~圖3.3-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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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3 魚塭（傳統養殖）樣區水質分析結果 

採樣日期 2010/9/24（第一季） 2010/10/28（第二季） 
參數 單位 魚塭1-1 魚塭1-2 魚塭1-3 魚塭1-1 魚塭1-2 魚塭1-3 
水溫 ℃ 30.7 30.3 31.4 20.9 20.6 21.4
鹽度 ptt 7.62 7.62 7.62 5.57 5.57 5.55
濁度 NTU 18 21 20 21 22 21
導電度 ms/cm 9.331 9.339 9.278 9.852 9.856 9.823
酸鹼值  9.3 9.7 9.7 8.6 8.6 8.3
溶氧 mg/L 10.5 10.3 13.2 5.9 6.1 6.1

氧化還原電位 mv 64 -4 18 52 53 49
懸浮固體物 mg/L 25 45 48 31 37 42
化學需氧量 mg/L 21.22 27.7 30.0 25.00 37.37 34.91
生化需氧量 mg/L 12.1 15.8 17.1 14.5 21.3 19.9
葉綠素 a mg/m3 11.71 11.71 11.71 3.98 3.34 4.39
總凱式氮 mg N/L 5.56 7.50 6.94 5.88 7.41 5.69

氨氮 mg N/L 4.44 6.32 5.78 4.37 4.95 4.74
亞硝酸氮 mg N/L 0.83 0.81 0.75 N.D. N.D. N.D.
硝酸氮 mg N/L 0.41 0.20 0.15 N.D. N.D. N.D.
磷酸鹽 mg P/L 1.72 1.81 1.40 N.D. N.D. N.D.
硫酸鹽 mg S/L 459.94 493.12 487.47 458.22 457.23 456.33 

採樣日期 2011/03/23（第三季） 2011/05/**（第四季） 
參數 單位 魚塭1-1 魚塭1-2 魚塭1-3 魚塭1-1 魚塭1-2 魚塭1-3 
水溫 ℃ 20.9 20.9 20.9 28.9 28.9 28.9 
鹽度 ptt 5.57 5.57 5.55 4.03 4.03 4.03 
濁度 NTU 37.00 44.00 37.00 27.00 30.00 25.00 
導電度 ms/cm 5.898 5.897 5.898 7.196 7.236 7.240 
酸鹼值  8.3 8.3 8.4 7.2 7.2 7.2 
溶氧 mg/L 4.0 3.9 3.8 4.8 4.8 4.9 

氧化還原電位 mv 110 109 107 119 119 119 
懸浮固體物 mg/L 35 40 43 56 55 56 
化學需氧量 mg/L 25.00 37.37 34.91 25.3 26.1 25.4 
生化需氧量 mg/L 7.42 9.21 9.12 14.2 15.1 14.5 
葉綠素 a mg/m3 1.05 1.12 1.27 12.12 12.09 12.22 
總凱式氮 mg N/L 4.99 2.54 11.22 6.54 6.55 6.53 

氨氮 mg N/L 0.19 0.17 0.18 1.23 1.22 1.25 
亞硝酸氮 mg N/L N.D. N.D. N.D. 0.53 0.52 0.53 
硝酸氮 mg N/L 1.24 1.30 1.26 3.41 3.41 3.41 
磷酸鹽 mg P/L 0.03 0.03 0.03 1.52 1.53 1.52 
硫酸鹽 mg S/L 406.02 415.56 411.27 412.33 412.33 412.33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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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4 魚塭（傳統養殖）樣區底泥分析結果 

採樣日期 2010/9/24（第一季） 2010/10/28（第二季） 

參數 單位 魚塭 1-1 魚塭 1-2 魚塭 1-3 魚塭 1-1 魚塭 1-2 魚塭 1-3

溫度 ℃ 30.1 30.2 30.2 22.0 24.1 23.3

導電度 ms/cm 4.07 4.07 4.07 4.61 6.36 4.86
酸鹼值  7.0 7.8 7.5 8.5 8.5 8.4

氧化還原電位 mv -139 -120 -130 56 -46 29
溶氧 mg/L 0.0 0.0 0.0 0.0 0.0 0.0

總碳(上層) 
g/kg 

23.6 10.7 15.2 7.9 11.5 18.7
總碳(中層) 6.1 14.6 10.2 8.9 15.7 5.5
總碳(下層) 4.6 4.3 4.6 8.9 11.0 5.2

有機物(上層) 

g/kg 

52.1 25.7 40.2 17.6 25.5 41.5

有機物(中層) 18.7 30.3 25.2 19.7 34.9 12.2

有機物(下層) 15.6 14.2 12.9 19.4 24.5 11.5

採樣日期 2011/03/23（第三季） 2011/05/26（第四季） 

參數 單位 魚塭 1-1 魚塭 1-2 魚塭 1-3 魚塭 1-1 魚塭 1-2 魚塭 1-3

溫度 ℃ 21.2 21.5 20.2 28.8 28.7 29.0

導電度 ms/cm 1.07 1.90 1.97 2.73 2.97 3.62
酸鹼值  7.13 6.05 6.11 7.9 7.8 7.4

氧化還原電位 mv 232 275 100 36 73 71
溶氧 mg/L 0.0 0.0 0.0 0.0 0.0 0.0

總碳(上層) 

g/kg 
7.1 13.3 13.4 4.8 13.4 9.7

總碳(中層) 10.3 13.5 11.4 3.9 12.6 9.4
總碳(下層) 11.4 10.7 2.4 4.4 12.3 8.0

有機物(上層) 

g/kg 

18.4 22.8 23.0 11.6 34.8 25.2
有機物(中層) 14.7 23.0 24.4 10.2 32.6 24.3

有機物(下層) 16.9 24.1 20.7 11.3 32.1 20.6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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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34 魚塭（傳統養殖）樣區第一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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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35 魚塭（傳統養殖）樣區第二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粒徑(mm)

累

積

通

過

百

分

比

)
%

 (  

魚塭1-1 
魚塭1-2 
魚塭1-3 

魚塭1-1 
魚塭1-2 
魚塭1-3 

累

積

通

過

百

分

比

)

%

 (  

粒徑(mm)



  

 
 

 

 
 3-93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1E-3 0.01 0.1 1 10
0

20

40

60

80

100

Grain size, mm

P
er

ce
nt

, b
y 

w
ei

gh
t, 

%

 Area 1
 Area 2
 Area 3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36 魚塭（傳統養殖）樣區第三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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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37 魚塭（傳統養殖）樣區第四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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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3 總初級生產量(GPP)監測估算 

1.本計畫於傳統養殖魚塭樣區所測得之總初級生產量(GPP)如表3.3-35、圖3.3-38

所示，第一季所測得之總初級生產量高於第二季。 

2.在光衰減係數、表層光合作用有效輻射強度差異不大的條件下，影響第一季與

第二季總初級生產量可能為葉綠素a濃度。 

3.第三季監測結果顯示，該魚的魚塭(傳統養殖)總初級生產量小於第一、二季，雖

然水中光衰減係數(kd)與表層光合作用有效輻射強度均大於第一、二季，但是水

中的葉綠素a濃度低，由目前監測結果可推估影響總初級生產量的重要參數應為

葉綠素a濃度。 

 

3.3.4.4 氣體交換通量監測 (NEE) 

本計畫利用漂浮式採氣罩法測量魚溫與大氣間的氣體(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

交換通量，此方法的優點是可直接測量、可同時採樣不同氣體、同時測量擴散通量及

氣泡通量，已受到多數文獻使用在調查地面水體(如湖泊、埤塘、水庫等)的氣體(二氧

化碳、甲烷、氧化亞氮)交換通量(Striegl and Michmerhuizen, 1998; Matthews et al, 

2003; Huttunen et al., 2002, 2003a, 2003b; Abril et al., 2005; Guerin et al., 2006; 

Guerin et al., 2007; Schrier-Uijl et al., 2010)。 

（一）二氧化碳 CO2 

1.利用漂浮式採氣罩法測量潟湖水域與大氣間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此測量結果

可含蓋水面下許多生物性、化學性及物理性的碳轉換程序所產生的淨通量結

果，包括：藻類(浮游性及底棲性)淨初級生產量、微生物分解有機物的異營性呼

吸二氧化碳排放、動物(魚蝦類)的異營性、碳酸鈣沉積、及無機碳的擴散傳輸等。 

2.表3.3-36、圖3.3-39，為傳統養殖魚塭監測之氣體交換通量結果，第一季傳養殖

魚塭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均為吸收(-4.55 ~ -4.87 mg C m-2 h-1)，且三個樣區並

無太大差異性。第一季的二氧化碳通量為吸收，與此時有較高的葉綠素a及高的

GPP有關。 

2.第二季監測之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均為釋放(3.61~4.47 mg C m-2 h-1)，同時三個監

測樣區同樣無明顯之差異性。 

3.第三季監測結果顯示，三個樣區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均為釋放(3.01~10.83 mg 

C m-2 h-1)，魚塭1-3樣區的二氧化碳釋放通量大於其他兩個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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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季監測結果顯示，三個樣區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均為釋放(1.80~6.42 mg C 

m-2 h-1)，魚塭1-2樣區的二氧化碳釋放通量大於其他兩個樣區 

5.第一~四季於傳統魚溫三個樣區所測得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大多(12筆資料中有

9比 )為正值 (釋放 )，此結果說明傳統魚溫為二氧化碳排放源場所 (carbon 

source)，而非碳匯場所(carbon sink)。碳源可能來自人為投餌及餌料殘餘等外

來有機物，或在魚溫中產生的魚體排泄物。 

6.四個季節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統計結果，三個樣點的二氧化碳排放通量平均值

介於1.60~3.18 mg C m-2 h-1，三點的監測值並無顯著差異，顯示空間的變異性

低。 

 

（二）甲烷 CH4（圖3.3-40） 

1.甲烷氣的氣體交換通量於第一季與第二季均為釋放(0.00~0.66 mg C m-2 h-1)，甲

烷氣釋放量均相當低。第一季與第二季無明顯差異性。 

2.第三及第四季的甲烷交換通量監測結果也為釋放(0.06~0.52 mg C m-2 h-1)，與第

一、二季監測結果相同相接近。 

3.第一~四季於魚溫三個樣區所測得的甲烷交換通量全部為正值，代表甲烷釋放，

此結果說明此魚塭為甲烷排放場所。 

4.四個季節的甲烷交換通量統計結果，三個樣點的甲烷排放通量平均值介於

0.14~0.34 mg C m-2 h-1，三點的監測值並無顯著差異，顯示空間的變異性低。

本處七股魚溫為半鹹水養殖，水中鹽度介於4.0~7.6 ppt，導電度也高，可能受

海水硫酸鹽影響抑制甲烷化作用，因此甲烷釋放通量與七股濕地紅樹林、灘地、

及潟湖所測得的結果均相當的低，且十分接近。 

 

（三）氧化亞氮 N2O（圖3.3-41） 

1.傳統漁塭三個樣點、四個季節的氧化亞氮交換通量採樣分析結果均為正值(代表

淨排放)，12筆監測資料範圍介於3.49~56.29 μg m-2 h-1
。 

2.三個樣點間並無顯著差異，漁塭1-1平均通量為17.78μg m-2 h-1、漁塭1-2平均通

量為13.82μg m-2 h-1、漁塭1-3平均通量為25.20μg m-2 h-1。四季間第一季排放

通量最高，第四季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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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5 全年碳庫、碳吸存能力及氣體交換通量估算 

（一）碳收支計算 

1.本計畫將傳統魚溫三個樣點、四個季節所監測的二氧化碳及甲烷交換通量，透

過時間及空間內插的擴大化(scaling up)計算(詳細參考作業手冊第3.6.節所

述)，估算年平均生態系統二氧化碳交換通量(FNEE)及年平均甲烷釋放通量(FME)

分別為24.15±9.45 g C m-2 yr-1及1.77±0.82 g C m-2 yr-1 (如表3.3-37所示)。另

外，氧化亞氮的年平均釋放通量為54.67±45.49 mg N2O m-2 yr-1。 

2.將年平均生態系統二氧化碳交換通量(FNEE)及年平均甲烷釋放通量(FME)兩項碳

通量帶入埤塘的碳收支計算方程式(FC=-FNEE - FME)可求得傳統魚溫的碳吸存通

量FC = 23.22 g C m-2 yr-1 (表3.3-38)，此結果說明此處魚塭為微弱的二氧化碳

排放源，排放通量略低於七股潟湖的-41.89 g C m-2 yr-1。 

 

（二）土壤碳庫估算 

1.土壤碳庫估算依據SOP手冊3.2節步驟計算，本計畫傳統養殖魚塭的土壤碳密度

分別為0.009、0.014、0.015 g C/cm3，結果如表3.3-39。 

 

3.3.4.6 綜合討論 

1.本研究針對七股濕地內的兩種不同類型漁塭：集約式養殖漁塭(傳統養殖魚塭)

及低密度養殖漁塭(生態養殖漁塭)，進行溫室氣體交換通量的調查。集約式養殖

漁塭有設置投餌設備、定時投餌，低密度養殖漁塭則無設置投餌設備。 

2.集約式養殖漁塭的二氧化碳及氧化亞氮年平均交換通量分別為24.1 g C m-2 yr-1

及154.6 mg N2O m-2 yr-1，顯著高於低密度養殖漁塭的-5.7 g C m-2 yr-1及55.2 

mg N2O m-2 yr-1。集約式養殖漁塭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四個季節採樣均為正值

(淨排放)，顯示為碳排放源(carbon source)，反觀低密度養殖漁塭在四個季節的

採樣中，有三個季節採樣為負值(淨吸收)，顯示為微弱的碳匯場所(week carbon 

sink)。集約式養殖漁塭的甲烷交換通量(1.8 g C m-2 yr-1)僅略高於低密度養殖漁

塭(1.3 g C m-2 yr-1)。 

 

3.3.4.7 不確定性評估 

1.本計畫調查七股濕地漁溫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交換通量數據

可作為國內參考數據。唯國內不同漁塭之間，在養殖行為(養殖物種類、養殖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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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投餌密度、水源)等條件的差異，參考者須了解此不確定性。另外，本計畫

僅是國內先行的初步調查案，還需要持續性的計畫進行調查比對以確認國內的

特殊數據。 

2.漂浮式採氣罩法或擴散速率法測量空氣—水面的溫室氣體交換通量，通常於日

間採樣監測，以此結果代表一日平均值，具不確定性。 

3.以每季一次或每月一次的採樣結果，擴大計算一年的平均通量，時間內插的推

算具不確定性。 

4.樣點數目及覆蓋度少，以少數樣點監測結果透過空間內插法推估整個場址的平

均通量，具不確定性。 

5.每座漁塭在一年期間並非每天均放水養殖，在養殖物收成後不少魚塭會放水晒

乾底泥，因此計算漁塭一年的實際氣體通量，應改考慮實際放水養殖的天數，

扣除放水晒乾的時間。
 

 

表 3.3-35 魚塭（傳統養殖）樣區總初級生產量分析結果 

參數 

監測 
樣區 

水中光

衰減係

數, kd 

葉綠素a
濃度, Chl a 

光合作用

效率, α* 

表層光合作

用有效輻射

強度, I0 

總初級

生產量, 
P 

單位 
 

監測日期 
m-1 mg m-3 

mg (mg 
chla)-1(μ

molm-2s-1)
h-1 

μmolm-2s-1 mg C 
m-2 h-1 

2010/09/24
（第一季） 

魚塭

1-2 2.4545 17.95 0.025 1,885 344.63

2010/10/28
（第二季） 

魚塭

1-2 2.6178 3.34 0.025 1,748 55.76 

2011/03/23
（第三季） 

魚塭

1-2 6.3042 1.28 0.025 3,223 16.36 

2011/05/26
（第四季） 

魚塭

1-2 7.8605 12.09 0.025 602 23.15 

平均 魚塭

1-2 4.8093 8.67 0.25 1,865 109.98 

備註：*光合作用效率(光合作用起始斜率參數) α目前暫以文獻值 0.025 mg (mg chla)-1(μmolm-2s-1)h-1
估算

(胡 等，2007a)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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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6 魚塭（傳統養殖）樣區氣體通量監測結果 

監測參數 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 
氧化亞氮

N2O 
監測時 
氣溫 

監測時 
光照度 

單位 mg C m-2 h-1 mg C m-2 h-1 μg m-2 h-1 ℃ Lux 
採樣日期 2010/09/24（第一季） 
魚塭1-1 (-)4.55 (+)0.35 (+)39.485 35.0 154,312 
魚塭1-2 (-)4.76 (+)0.10 (+)31.822 38.5 198,401 
魚塭1-3 (-)4.87 (+)0.02 (+)56.296 36.5 159,823 
採樣日期 2010/10/28（第二季） 
魚塭1-1 (+)3.61 (+)0.00 (+)14.263 27.0 176,356 
魚塭1-2 (+)3.98 (+)0.66 (+)17.824 29.5 187,379 
魚塭1-3 (+)4.47 (+)0.39 (+)32.362 26.5 187,379 
採樣日期 2011/03/23 (第三季) 
魚塭1-1 (+)5.55 (+)0.06 (+)12.096 26.5 174,042 
魚塭1-2 (+)3.01 (+)0.07 (+)3.497 27.5 174,042 
魚塭1-3 (+)10.83 (+)0.08 (+)5.148 26.5 174,042 
採樣日期 2011/05/26(第四季) 
魚塭1-1 (+)1.80 (+)0.16 (+)5.26 31.5 126,360 
魚塭1-2 (+)6.42 (+)0.52 (+)2.13 31.5 126,360 
魚塭1-3 (+)2.30 (+)0.21 (+)7.01 30.0 115,884 

合計 
魚塭1-1 (+)1.60±4.38 (+)0.14±0.15 (+)17.78±14.97 30.0 157,768 
魚塭1-2 (+)2.16±4.83 (+)0.34±0.30 (+)13.82±13.94 31.8 171,546 
魚塭1-3 (+)3.18±6.47 (+)0.18±0.16 (+)25.20±24.16 29.9 159,282 

備註：  
(-)：監測時氣體通量為吸收 
(+)：監測時氣體通量為釋放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表 3.3-37 利用擴大計算法估算魚塭（傳統養殖）氣體通量年平均值 

監測參數 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 氧化亞氮N2O 
單位 g C m-2 yr-1 g C m-2 yr-1 mg m-2 yr-1 

魚塭1-1 17.71 1.17 150.43 
魚塭1-2 19.73 2.71 111.44 
魚塭1-3 35.00 1.44 202.12 
平均值 24.15±9.45 1.77±0.82 154.67±45.49 

(標準作業手冊3.20式)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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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8 魚塭（傳統養殖）年平均碳收支計算 

參數 FNEE 
g C m-2 yr-1 

FME 
g C m-2 yr-1 

FC(潟湖) 
g C m-2 yr-1 

傳統養殖魚塭 21.45 1.77 23.22 
FC=-FNEE+(FINF-FEFF)-FME(標準作業手冊2-15式)，並忽略進出流水之影響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表 3.3-39 魚塭（傳統養殖）土壤碳庫估算(假設七股魚溫全部為傳統

養殖) 

參數 
土壤假

密度 
g/cm3 

土壤總碳 
濃度 
% 

土壤碳密

度 
g C/cm3  

估算土壤

樣本厚度 
cm 

七股魚塭 
總面積 

m2 

魚塭土壤

碳庫量 
ton C 

以傳統

魚塭1
估算 

1.055 0.85 0.009 30 7,552,042.81 20,390.52

以傳統

魚塭2
估算 

1.172 1.20 0.014 30 7,552,042.81 31,718.58 

以傳統

魚塭3
估算 

1.574 0.95 0.015 30 7,552,042.81 33,984.19 

SCDp=h×SCfp×BDp×Rp(標準作業手冊2-31式)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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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38 魚塭（傳統養殖）樣區總初級生產量(GPP)監測變化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39 魚塭（傳統養殖）樣區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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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40 魚塭（傳統養殖）樣區甲烷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41 魚塭（傳統養殖）樣區氧化亞氮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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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

(mg C m-2 h-1)

 魚 塭 1-1  魚 塭 1-2  魚 塭 1-3

-4

0

4

8

12

-2.78 -2.67
-3.29

1.6
2.16

3.18

5.98

7

9.66

 
 

甲烷

(mg C m-2 h-1)

 魚 塭 1-1  魚 塭 1-2  魚 塭 1-3

-0.2

0

0.2

0.4

0.6

0.8

-0.01
0.04

0.01

0.14

0.34

0.18

0.3

0.63

0.34

 
 

氧化亞氮

(μg m-2 h-1)

 魚 塭 1-1  魚 塭 1-2  魚 塭 1-3

-10

0

10

20

30

40

50

2.8
-0.13 1.04

17.78

13.82

25.2

32.75

27.76

49.36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42 魚塭（傳統養殖）樣區氣體交換通量監測平均值與標準偏差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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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魚塭 

（生態養殖） 

3.3.5.1 水質分析 

1.表3.3-40為魚塭（生態養殖）樣區水質分析結果，由於三個監測樣區均位於同一

魚塭內，各樣區的水質參數大部分無明顯的差異性。 

2.魚塭（生態養殖）水體中的生化需氧量濃度變化不明顯，並且養殖水體並非經

常性更替，因此應可忽略進出流水中有機物濃度的影響。 

3.魚塭2-1樣區四季水質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7.5±6.5 ℃，鹽度 29.9±13.8ptt，酸

鹼值 8.5±0.4，溶氧 5.9±0.9mg/L。魚塭2-2樣區四季水質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

27.6±6.2 ℃，鹽度29.9±13.7 ptt，酸鹼值 8.5±0.4，溶氧 5.9±1.4 mg/L。魚塭

2-3樣區四季水質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7.6±5.9 ℃，鹽度鹽度29.9±13.7 ptt，酸

鹼值 8.6±0.4，溶氧 5.6±1.0 mg/L。 

 

3.3.5.2 底泥分析 

1.表3.3-41為魚塭（生態養殖）之底泥監測結果，第一季中魚塭各樣區的底泥監測

參數無明顯之差異性，分層底泥測得之有機物與總碳濃度並無隨深變化度而明

顯有差異性。 

2.第二季之監測結果顯示，魚塭2-1樣區的氧化還原電位值高於其他兩個樣區，總

碳與有機物濃度並無明顯的樣區差異性，魚塭2-1底泥中層（約表層下20 cm）

的總碳與有機物濃度略高於上層與下層，魚塭2-3底泥上層總碳與有機物濃度略

低於中層與下層 

3.本計畫監測期間，魚塭（生態養殖）樣區的底泥總碳與有機物濃度沒有明顯的

累積趨勢。 

4.魚塭2-1樣區底泥分析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7.3±6.5 ℃，酸鹼值 7.6±0.3，氧化

還原電位 -57.8±154.6 mv。魚塭2-2樣區底泥分析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8.2±6.5 

℃，酸鹼值 7.4±0.2，氧化還原電位 -128.3±138.8 mv。魚塭2-3樣區底泥分析

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7.5±6.2 ℃，酸鹼值 7.6±0.3，氧化還原電位 -90.5±142.2 

mv。  

5.魚塭（生態養殖）樣區底泥各季的粒徑篩分析如圖3.3-43~圖3.3-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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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3 總初級生產量(GPP)監測估算 

1.表3.3-42為魚塭（生態養殖）以光合作用有效輻射強度與葉綠素濃度a估算之總

初級生產量。 

2.第一季所測得之總初級生產量略低於第二季，主要影響因子為水中光衰減係數

與葉綠素a濃度。 

3.第三季測得知結果與第一季相當，但水中光衰減系統大於第一季，葉綠素a濃度

高於第一季。 

4.相較於傳統養殖魚塭，本計畫所監測之生態養殖魚塭的總初級生產量非常小（圖

3.3-47）。 

 

3.3.5.4 氣體交換通量監測(NEE) 

本計畫利用漂浮式採氣罩法測量魚溫與大氣間的氣體(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

交換通量，此方法的優點是可直接測量、可同時採樣不同氣體、同時測量擴散通量及

氣泡通量，已受到多數文獻使用在調查地面水體(如湖泊、埤塘、水庫等)的氣體(二氧

化碳、甲烷、氧化亞氮)交換通量(Striegl and Michmerhuizen, 1998; Matthews et al, 

2003; Huttunen et al., 2002, 2003a, 2003b; Abril et al., 2005; Guerin et al., 2006; 

Guerin et al., 2007; Schrier-Uijl et al., 2010)。 

（一）二氧化碳 CO2 

1.以七股潮溝為養殖水源之魚塭氣體交換通量如表3.3-43及圖3.3-48所示，第一季

所測得之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為釋放(2.61~6.03 mg C m-2 h-1)，第一季以魚塭

2-1、魚塭2-2樣區的二氧化碳釋放量最大。 

2.第二季測得之二氧化碳交換通量為吸收(-1.88 ~ -0.18 mg C m-2 h-1)，第二季的

各樣區則無明顯之差異性。 

3.第三季測得之二氧化碳交換通量為吸收(-4.27 ~ -1.65 mg C m-2 h-1)，魚塭2-2樣

區的二氧化碳吸收通量高於其他兩個樣區。 

4.第四季監測結果顯示，三個樣區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均為負值(-2.74~-3.86 mg 

C m-2 h-1)，魚塭2-1樣區的二氧化碳吸收通量大於其他兩個樣區。 

5.第一~四季於生態養殖魚溫三個樣區所測得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大多(12筆資料

中有9比)為負值，此結果說明生態低密度養殖魚溫為二氧化碳淨吸收場所

(carbon sink)，而非淨排放場所(carbon source)。 

6.四個季節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統計結果，三個樣點的二氧化碳排放通量平均值

介於-0.12~-0.92 mg C m-2 h-1，三點的監測值並無顯著差異，顯示空間變異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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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0 魚塭（生態養殖）樣區水質分析結果 

採樣日期 2010/9/24（第一季） 2010/10/28（第二季） 
參數 單位 魚塭2-1 魚塭2-2 魚塭2-3 魚塭2-1 魚塭2-2 魚塭2-3 
水溫 ℃ 34.8 34.4 33.9 22.1 22.9 23.5
鹽度 ptt 15.23 15.23 15.23 21.28 21.33 21.38
濁度 NTU 5 1 6 15.8 24.7 15.5
導電度 ms/cm 23.823 23.873 23.342 33.936 34.009 34.075
酸鹼值  9.0 8.9 9.1 8.0 8.1 8.2
溶氧 mg/L 6.0 7.8 6.8 6.3 5.2 5.0

氧化還原電位 mv 62 70 71 79 1 7
懸浮固體物 mg/L 16 N.D 15 32 53 24
化學需氧量 mg/L 2.6 2.1 3 2.6 3 2.1
生化需氧量 mg/L 1.4 1.2 1.7 1.4 1.7 1.2
葉綠素 a mg/m3 0.02 0.02 0.02 0.09 0.18 N.D
總凱式氮 mg N/L 3.00 5.25 5.16 6.37 7.61 6.98

氨氮 mg N/L 2.56 4.34 4.31 5.15 6.40 5.27
亞硝酸氮 mg N/L N.D N.D N.D N.D N.D N.D
硝酸氮 mg N/L N.D 0.19 0.18 N.D N.D N.D
磷酸鹽 mg P/L N.D N.D N.D N.D N.D N.D
硫酸鹽 mg S/L 1,286.61 1,468.56 1,402.56 1,466.23 1,466.23 1,466.23

採樣日期 2011/03/23（第三季） 2011/05/26（第四季） 
參數 單位 魚塭2-1 魚塭2-2 魚塭2-3 魚塭2-1 魚塭2-2 魚塭2-3 
水溫 ℃ 22.07 21.69 21.68 31.2 31.3 31.4 
鹽度 ptt 39.74 39.64 39.68 43.43 43.43 43.43 
濁度 NTU 30.0 27.0 34.0 17.12 18.22 32.25 
導電度 ms/cm 59.301 59.201 59.200 64.205 64.226 64.233 
酸鹼值  8.6 8.6 8.6 8.3 8.3 8.3 
溶氧 mg/L 6.6 6.0 6.1 4.56 4.57 4.52 

氧化還原電位 mv 90 84 85 130 129 132 
懸浮固體物 mg/L 32 55 30 24 25 24 
化學需氧量 mg/L 30.6 35.7 31.2 32.1 32.5 32.6 
生化需氧量 mg/L 6.8 7.8 6.9 7.2 7.3 7.5 
葉綠素 a mg/m3 0.44 0.28 0.26 1.46 1.38 1.41 
總凱式氮 mg N/L N.D N.D N.D 0.23 0.25 0.23 

氨氮 mg N/L N.D N.D N.D 0.12 0.05 0.05 
亞硝酸氮 mg N/L N.D N.D N.D N.D N.D N.D
硝酸氮 mg N/L 22.91 22.40 21.72 N.D N.D N.D
磷酸鹽 mg P/L 0.03 0.03 0.03 N.D N.D N.D
硫酸鹽 mg S/L 4,274.52 4,274.52 4,274.52 4,014.23 4,014.23 4,014.23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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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1 魚塭（生態養殖）樣區底泥分析結果 

採樣日期 2010/9/24（第一季） 2010/10/28（第二季） 
參數 單位 魚塭2-1 魚塭2-2 魚塭2-3 魚塭2-1 魚塭2-2 魚塭2-3 
溫度 ℃ 34.5 33.6 33.2 22.8 23.8 22.8

導電度 ms/cm 9.64 9.01 6.89 8.34 11.67 10.24
酸鹼值  7.8 7.4 7.8 7.8 7.6 7.7

氧化還原電位 mv -93 -77 -33 80 -183 -86
溶氧 mg/L 0.0 0.0 0.0 0.0 0.0 0.0

總碳(上層) 
g/kg 

3.9 3.7 3.6 0.9 1.8 1.0
總碳(中層) 3.6 2.9 3.2 1.7 2.3 1.4
總碳(下層) 3.5 4.2 3.8 1.1 2.0 1.9

有機物(上層) 
g/kg 

15.2 14.4 15.3 3.5 7.0 3.8
有機物(中層) 10.4 10.4 11.2 6.0 8.3 5.4
有機物(下層) 12.9 10.8 11.3 3.9 7.7 7.4

採樣日期 2011/03/23（第三季） 2011/05/26（第四季） 
參數  魚塭2-1 魚塭2-2 魚塭2-3 魚塭2-1 魚塭2-2 魚塭2-3 
溫度 ℃ 21.0 21.4 21.4 31.0 34.0 32.4

導電度 ms/cm 35.52 32.93 32.93 24.91 20.83 22.30
酸鹼值  7.7 7.5 7.5 7.1 7.1 7.2

氧化還原電位 mv -261 -288 -288 43 35 45
溶氧 mg/L 0.0 0.0 0.0 0.0 0.0 0.0

總碳(上層) 
g/kg 

2.7 3.4 2.3 3.7 3.2 3.2
總碳(中層) 2.5 2.6 2.3 3.7 3.0 3.0
總碳(下層) 2.8 1.7 2.3 3.6 3.1 3.0

有機物(上層) 
g/kg 

6.8 8.3 5.8 9.2 8.0 8.0
有機物(中層) 6.9 7.3 5.9 9.2 7.8 7.6
有機物(下層) 7.8 7.8 6.8 9.1 7.8 7.5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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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43 魚塭（生態養殖）樣區第一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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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44 魚塭（生態養殖）樣區第二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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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45 魚塭（生態養殖）樣區第三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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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46 魚塭（生態養殖）樣區第四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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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烷 CH4（圖3.3-49） 

1.甲烷氣的氣體交換通量於第一季的三個樣區均為釋放(0.02~0.43 mg C m-2 

h-1)，魚塭2-3樣區略高於其他兩個樣區。 

2.第二季的甲烷氣交換通量於魚塭2-2與魚塭2-3樣區均為吸收(皆為-0.02 mg C 

m-2 h-1)，魚塭2-1為釋放(0.12 mg C m-2 h-1)。 

3.第三及第四季監測之甲烷氣體交換通量均為釋放(0.01~0.45 mg C m-2 h-1)。 

4.第一~四季於魚溫三個樣區所測得的甲烷交換通量全部為正值，代表甲烷釋放，

此結果說明此魚塭為甲烷排放場所。 

5.四個季節的甲烷交換通量統計結果，三個樣點的甲烷排放通量平均值介於

0.02~0.27 mg C m-2 h-1
。本處七股魚溫為鹹水養殖，水中鹽度介於15~43 ppt，

導電度相當高，因受海水硫酸鹽影響抑制甲烷化作用，因此甲烷釋放通量與七

股濕地紅樹林、灘地、潟湖、傳統魚塭所測得的結果均相當的低，且十分接近。 

 

（三）氧化亞氮 N2O（圖3.3-50） 

1.溫室效應氣體氧化亞氮的氣體交換通量於第一季之監測結果為魚塭2-1（10.624 

μg m-2 h-1）與魚塭2-3樣區（10.947 μg m-2 h-1）略高於魚塭2-2樣區（5.849 μg 

m-2 h-1）。 

2.第二季三個樣區的氧化亞氮通量則無明顯之差異（4.566~6.245 μg m-2 h-1），

然而第一季的氧化亞氮釋放通量略大於第二季。 

3.第三季亞化亞氮氣體交換通量監測結果顯示，魚塭2-3樣區（2.90 μg m-2 h-1）的

氧化亞氮釋放通量小於其他兩個樣區（4.47及6.89 μg m-2 h-1），除魚塭2-3樣區

外，其他兩個樣區的監測結果與第三季無明顯差異性。 

 

3.3.5.5 全年碳庫、碳吸存能力及氣體交換通量估算 

（一）碳收支計算 

1.本計畫將生態養殖魚溫三個樣點、四個季節所監測的二氧化碳及甲烷交換通

量，透過時間及空間內插的擴大化(scaling up)計算(詳細參考作業手冊第3.6.節

所述)，估算年平均生態系統二氧化碳交換通量(FNEE)及年平均甲烷釋放通量

(FME)分別為-3.5 g C m-2 yr-1及1.23 g C m-2 yr-1 (如表3.3-37所示)。另外，氧化

亞氮的年平均釋放通量為6.48 mg N2O m-2 yr-1 (表3.3-44~表3.3-45)。 

2. 將年平均生態系統二氧化碳交換通量(FNEE)及年平均甲烷釋放通量(FME)兩項碳

通量帶入埤塘的碳收支計算方程式(FC=-FNEE - FME)可求得生態養殖魚溫的碳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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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通量FC = 2.27 g C m-2 yr-1 (表3.3-38)，此結果說明此處魚塭為相當微弱的二

氧化碳吸收場所，並可能轉變為二氧化碳排放場所。 

 

（二）土壤碳庫估算 

1.土壤碳庫估算依據SOP手冊3.2節步驟計算，結果如表3.3-46。 

 

3.3.5.6 綜合討論 

1.本研究針對七股濕地內的兩種不同類型漁塭：集約式養殖漁塭(傳統養殖魚塭)

及低密度養殖漁塭(生態養殖漁塭)，進行溫室氣體交換通量的調查。集約式養殖

漁塭有設置投餌設備、定時投餌，低密度養殖漁塭則無設置投餌設備。 

2.集約式養殖漁塭的二氧化碳及氧化亞氮年平均交換通量分別為24.1 g C m-2 yr-1

及154.6 mg N2O m-2 yr-1，顯著高於低密度養殖漁塭的-5.7 g C m-2 yr-1及55.2 

mg N2O m-2 yr-1。集約式養殖漁塭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四個季節採樣均為正值

(淨排放)，顯示為碳排放源(carbon source)，反觀低密度養殖漁塭在四個季節的

採樣中，有三個季節採樣為負值(淨吸收)，顯示為微弱的碳匯場所(week carbon 

sink)。集約式養殖漁塭的甲烷交換通量(1.8 g C m-2 yr-1)僅略高於低密度養殖漁

塭(1.3 g C m-2 yr-1)。 

 

3.3.5.7 不確定性評估 

1.本計畫調查七股濕地漁溫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甲烷及氧化亞氮)交換通量數據

可作為國內參考數據。唯國內不同漁塭之間，在養殖行為(養殖物種類、養殖密

度、投餌密度、水源)等條件的差異，參考者須了解此不確定性。另外，本計畫

僅是國內先行的初步調查案，還需要持續性的計畫進行調查比對以確認國內的

特殊數據。 

2.漂浮式採氣罩法或擴散速率法測量空氣—水面的溫室氣體交換通量，通常於日

間採樣監測，以此結果代表一日平均值，具不確定性。 

3.以每季一次或每月一次的採樣結果，擴大計算一年的平均通量，時間內插的推

算具不確定性。 

4.樣點數目及覆蓋度少，以少數樣點監測結果透過空間內插法推估整個場址的平

均通量，具不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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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每座漁塭在一年期間並非每天均放水養殖，在養殖物收成後不少魚塭會放水晒

乾底泥，因此計算漁塭一年的實際氣體通量，應改考慮實際放水養殖的天數，

扣除放水晒乾的時間。
 

 

表 3.3-42 魚塭（生態養殖）樣區總初級生產量分析結果 

參數 

監測 
樣區 

水中光

衰減係

數, kd 

葉綠素a
濃度, Chl a 

光合作用

效率, α* 

表層光合作

用有效輻射

強度, I0 

總初級

生產量, 
P 

單位 
 

監測日期 
m-1 mg m-3 

mg (mg 
chla)-1(μ

molm-2s-1)
h-1 

μmolm-2s-1 mg C 
m-2 h-1 

2010/09/24
（第一季） 

魚塭

2-2 0.48821 0.02 0.025 1917 1.96 

2010/10/28
（第二季） 

魚塭

2-2 2.69313 0.18 0.025 1558 2.60 

2011/03/23
（第三季） 

魚塭

2-2 6.84275 0.28 0.025 1836 1.88 

2011/05/26
（第四季） 

魚塭

2-2 11.76523 1.46 0.025 1550 4.81 

平均 魚塭

2-2 5.44733 0.49 0.025 1715 2.81 

備註：*光合作用效率(光合作用起始斜率參數) α目前暫以文獻值 0.025 mg (mg chla)-1(μmolm-2s-1)h-1
估算

(胡 等，2007a)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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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3 魚塭（生態養殖）區氣體交換通量監測結果 

監測參數 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 
氧化亞氮

N2O 
監測時 
氣溫 

監測時 
光照度 

單位 mg C m-2 h-1 mg C m-2 h-1 μg m-2 h-1 ℃ Lux 
採樣日期 2010/09/24（第一季） 
魚塭2-1 (+)6.03 (+)0.06 (+)10.624 32.5 159,823 
魚塭2-2 (+)6.83 (+)0.02 (+)5.849 32.5 33,066 
魚塭2-3 (+)2.61 (+)0.43 (+)10.948 32.5 31,689 
採樣日期 2010/10/28（第二季） 
魚塭2-1 (-)0.28 (+)0.12 (+)5.292 29.5 154,312 
魚塭2-2 (-)0.18 (-)0.02 (+)4.566 30.5 132,134 
魚塭2-3 (-)1.88 (-)0.02 (+)6.245 31.5 182,135 
採樣日期 2011/03/23（第三季） 
魚塭2-1 (-)2.38 (+)0.26 (+)4.47 24.0 116,046 
魚塭2-2 (-)4.27 (+)0.08 (+)6.89 23.0 99,144 
魚塭2-3 (-)1.65 (+)0.21 (+)2.90 23.0 99,144 
採樣日期 2011/05/19（第四季） 
魚塭2-1 (-)3.86 (+)0.06 (+)9.96 38.0  
魚塭2-2 (-)2.97 (+)0.01 (+)8.51 38.0  
魚塭2-3 (-)2.74 (+)0.45 (+)1.48 39.0  

合計 
魚塭2-1 (-)0.12±4.36 (+)0.13±0.09 (+)7.59±3.15 31.0  
魚塭2-2 (-)0.15±4.95 (+)0.02±0.04 (+)6.45±1.67 31.0  
魚塭2-3 (-)0.92±2.40 (+)0.27±0.22 (+)5.39±4.21 31.5  

備註：(-)：監測時氣體通量為吸收；(+)：監測時氣體通量為釋放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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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47 魚塭（生態養殖）樣區總初級生產量(GPP)監測變化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48 魚塭（生態養殖）樣區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3-114

第三章 濕地碳 匯功能實 地監測 作業及結 果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49 魚塭（生態養殖）樣區甲烷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50 魚塭（生態養殖）樣區氧化亞氮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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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

(mg C m-2 h-1)

 魚 塭 2-1  魚 塭 2-2  魚 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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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

(mg C m-2 h-1)

 魚 塭 2-1  魚 塭 2-2  魚 塭 2-3

-0.2

0

0.2

0.4

0.6

0.03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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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

0.02

0.27

0.22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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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亞氮

(μg m-2 h-1)

 魚 塭 2-1  魚 塭 2-2  魚 塭 2-3

0

2

4

6

8

10

12

4.43
4.79

1.19

7.59

6.45

5.39

10.74

8.12

9.6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51 魚塭（生態養殖）樣區氣體交換通量監測平均值與標準偏差變化圖 



 

 
 

 

 
 3-116

第三章 濕地碳 匯功能實 地監測 作業及結 果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表 3.3-44 利用擴大計算法估算魚塭（生態養殖）氣體通量年平均值 

監測參數 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 氧化亞氮N2O 
單位 g C m-2 yr-1 g C m-2 yr-1 mg m-2 yr-1 

魚塭2-1 -3.17 1.22 63.56 
魚塭2-2 -5.13 0.25 56.94 
魚塭2-3 -8.70 2.29 44.92 
平均值 -5.67±2.80 1.25±1.02 55.14±9.45 

(標準作業手冊3.20式)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表 3.3-45 魚塭（生態養殖）年平均碳收支計算 

參數 FNEE 
g C m-2 yr-1 

FME 
g C m-2 yr-1 

FC(魚塭) 
g C m-2 yr-1 

生態養殖魚塭 -5.67 1.25 4.42 
FC=-FNEE+(FINF-FEFF)-FME(標準作業手冊2-15式)，並忽略進出流水之影響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表 3.3-46 魚塭（生態養殖）土壤碳庫估算(假設七股魚溫全部為生態

養殖) 

參數 
土壤假

密度 
g/cm3 

土壤總碳 
濃度 
% 

土壤 
碳密度 
g C/cm3  

估算土壤

樣本厚度 
cm 

七股魚塭 
總面積 

m2 

魚塭土壤

碳庫量 
ton C 

以生態

魚塭1
估算 

0.815 0.28 0.002 30 7,552,042.81 4,531.23 

以生態

魚塭2
估算 

0.824 0.28 0.002 30 7,552,042.81 4,531.23 

以生態

魚塭3
估算 

0.820 0.26 0.002 30 7,552,042.81 4,531.23 

SCDp=h×SCfp×BDp×Rp(標準作業手冊2-31式)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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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淡水埤塘 

虎頭埤 

3.3.6.1 水體分析 

1.表3.3-47為淡水埤塘虎頭埤樣區的水體分析結果，第一季為了解虎頭埤各樣區不

同水層深度的差異，將虎頭埤樣區的水體垂直分為表層、中層與底層，除了濁

度與溶氧，各樣區之不同水層的水質參數差異性並不明顯，濁度隨著虎頭埤1樣

區至虎頭埤3逐漸升高，並且不同水層也呈現類似的變化趨勢。 

2.第二季的虎頭埤樣區水體改採以不同深度水層混樣為一點，監測結果顯示，三

個樣區的水質參數沒有明顯的差異性。 

3.比較第一季與第二季水質分析結果，僅第二季的總凱式氮濃度略高於第一季。 

4.第三季監測結果顯示，虎頭埤2、3的懸浮固體物濃度大於虎頭埤1樣區，葉綠素

a濃度虎頭埤3樣區最高，虎頭埤1樣區最低，虎頭埤3樣區的總凱式氮濃度最高，

其他的水質參數於各樣區的差異性較不明顯。 

5.比較第一、二、三季的水質監測結果，濁度、懸浮固體物濃度、溶氧濃度、葉

綠素a濃度與總凱式氮濃度可能因季節的不同而略有差異，懸浮固體物以第三季

最高，溶氧濃度以第一季最高，葉綠素a濃度第一季最高，總凱式氮濃度第二季

最高。 

6.由本計畫監測期間之結果顯示，各樣區與各季的生化需氧量濃度變化與差異性

均不明顯，因此評估碳源碳碳匯量時應可忽略水中有機物進出流的影響。 

7.虎頭埤1樣區四季水質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7.34.30 ℃，鹽度0.16±40.06 ptt，

酸鹼值 8.2±0.7，溶氧 5.4±3.7 mg/L。虎頭埤2樣區四季水質顯示溫度平均範圍

在27.8±5.3 ℃，鹽度0.165±0.06 ptt，酸鹼值 8.4±0.4，溶氧 6.2±1.4 mg/L。虎

頭埤3樣區四季水質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7.1±4.5 ℃，鹽度0.16±0.08 ptt，酸鹼

值 8.7±07，溶氧 7.8±3.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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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2 底泥分析 

1.虎頭埤樣區於第一季與第二季的底泥監測結果如表3.3-48所示，底泥粒徑篩分析

結果如圖3.3-52~3.3-55所示，第一季監測結果顯示，虎頭埤三個樣區的底泥監

測參數差異性不大，底泥分層監測分析之結果亦無發現明顯之差異性。 

2.第二季結果則發現底泥導電度由虎頭埤1~3樣區逐漸降低，並且有機物濃度以虎

頭埤2、3樣區高於虎頭埤1樣區。 

3.比較兩季的底泥監測結果顯示，第二季的導電度低於第一季，氧化還原電位

(ORP)第二季高於第一季，第二季虎頭埤2、3樣區的有機物濃度高於第一季。 

4.第三季監測結果顯示，導電度由虎頭埤1樣區至虎頭埤3樣區逐漸升高，底泥有

機物濃度以虎頭埤3樣區最高，其他兩個樣區則明顯差異性。 

5.第三季與第一、二季結果比較，第三季監測之導電度高於第一、二季，氧化還

原電位低於第一、二季，虎頭埤2、3的有機物濃度與第二季相當。 

6.由本計畫監測期間或得之結果顯示，第一季至第二期期間，底泥的有機物濃度

隨著於第一、二季時增加，第二、三季期間則無明顯有機物濃度增加，於短時

間內無法明確判別虎頭埤樣區的底泥有機物濃度是否增加的趨勢。 

7.虎頭埤1樣區底泥分析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3.4±3.5 ℃，酸鹼值 6.6±0.1，氧化

還原電位 -42.5±78.9 mv。虎頭埤2樣區底泥分析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4.7±3.7 

℃，酸鹼值 6.8±0.3，氧化還原電位 -39.8±106.3 mv。虎頭埤3樣區底泥分析顯

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4.6±2.5 ℃，酸鹼值 6.9±0.2，氧化還原電位 -32.5±141.2 

mv。  

 

3.3.6.3 總初級生產量(GPP)監測估算 

1.表3.3-49為虎頭埤樣區監測與估算總初級生產量之結果，第一季的虎頭埤三個樣

區中，以虎頭埤1樣區的總初級生產量最低，虎頭埤3樣區最高，主要影響因子

可能為水中光衰減係數與表層光合作用有效輻射強度。 

2.第二季監測與估算結果則發現三個樣區的總初級生產量差異性不大，虎頭埤3樣

區略高於其他兩個樣區，並且第二季三個樣區的總初級生產量均低於第一季。 

3.第三季監測結果顯示，以虎頭埤2樣區最高，虎頭埤3樣區最低，水中光衰減係

數於虎頭埤1、2樣區與第一、二季相當，然而第三季的虎頭埤3的光衰減係數遠

大於虎頭1、2樣區，可能為影響總初生產量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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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7 淡水埤塘虎頭埤樣區水質分析結果(1/2) 

採樣日期 2010/9/28（第一季） 
分層 表層 中層 底層 

參數 單位 虎頭埤1 虎頭埤2 虎頭埤3 虎頭埤1 虎頭埤2 虎頭埤3 虎頭埤1 虎頭埤2 虎頭埤3
水溫 ℃ 29.9 31.5 30.0 29.9 31.5 30.0 25.0 25.9 27.7
鹽度 0/00 0.05 0.09 0.05 0.05 0.09 0.05 0.05 0.09 0.05
濁度 NTU 42 140 785 42 140 785 163 338 785

導電度 ms/cm 0.281 0.281 0.289 0.281 0.281 0.289 0.279 0.279 0.274
酸鹼值  9.3 8.3 9.6 9.3 8.3 9.6 8.9 8.8 8.2
溶氧 mg/L 10.7 7.96 10.25 10.7 7.96 10.25 0.1 1.4 1.5

氧化還原電位 mv 31 20 46 31 20 46 -103 -22 59
懸浮固體物 mg/L 15 3 3 15 3 3 186 279 144
化學需氧量 mg/L 2.98 2.63 2.98 2.98 2.63 2.98 2.28 2.81 4.39
生化需氧量 mg/L 1.7 1.5 1.7 1.7 1.5 1.7 1.3 1.6 2.5
葉綠素 a mg/m3 5.52 5.52 5.52 5.52 5.52 5.52 2.45 2.45 2.45
總凱式氮 mg N/L 0.82 1.01 0.90 0.82 1.01 0.90 0.73 0.85 0.87

氨氮 mg N/L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亞硝酸氮 mg N/L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硝酸氮 mg N/L 0.58 0.57 0.56 0.58 0.57 0.56 0.65 0.66 0.62
磷酸鹽 mg P/L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硫酸鹽 mg S/L 47.09 41.75 40.94 47.09 41.75 40.94 32.33 21.29 26.78

採樣日期 2010/11/02（第二季） 2011/03/04（第三季） 
參數 單位 虎頭埤1 虎頭埤2 虎頭埤3 虎頭埤1 虎頭埤2 虎頭埤3 
水溫 ℃ 25.0 25.3 25.6 21.5  21.5 21.5 
鹽度 ptt 0.16 0.15 0.15 0.22 0.22 0.22 
濁度 NTU 21 22 17 4.8 1.4 2.9 
導電度 ms/cm 0.318 0.309 0.308 0.434 0.433 0.438 
酸鹼值  7.7 7.9 7.8 8.0  8.4 8.6 
溶氧 mg/L 4.7 6.5 5.5 2.0  4.8 4.9 

氧化還原電位 mv 29 57 54 95  132 132 
懸浮固體物 mg/L 10 8 6 95  132 132 
化學需氧量 mg/L 3.44 4.14 3.97 11  10 4 
生化需氧量 mg/L 2.0 2.1 2.3 17.6  13.2 17.7 
葉綠素 a mg/m3 1.03 1.04 1.11 1.99 2.78 4.97 
總凱式氮 mg N/L 1.33 1.64 1.38 0.40 0.29 1.47 

氨氮 mg N/L 0.97 0.96 0.98 N.D N.D N.D 
亞硝酸氮 mg N/L N.D N.D N.D N.D N.D N.D 
硝酸氮 mg N/L 0.02 0.02 0.02 N.D N.D N.D 
磷酸鹽 mg P/L N.D N.D N.D N.D N.D N.D 
硫酸鹽 mg S/L 23.80 23.80 23.80 24.53 24.58 2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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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7 淡水埤塘虎頭埤樣區水質分析結果(2/2) 

採樣日期 2011/07/04（第四季）  
參數 單位 虎頭埤1 虎頭埤2 虎頭埤3    
水溫 ℃ 31.3 32.9 31.3    
鹽度 ptt 0.20 0.20 0.20    
濁度 NTU 12 23 25    

導電度 ms/cm 343 390 396    
酸鹼值  7.9 8.8 8.9    
溶氧 mg/L 4.25 5.50 10.5    

氧化還原電位 mv 191 120 143    
懸浮固體物 mg/L 5.0 10.3 8.9    
化學需氧量 mg/L 12.58 14.43 31.9    
生化需氧量 mg/L 2.23 2.56 5.68    
葉綠素 a mg/m3 0.21 0.51 2.33    
總凱式氮 mg N/L 0.23 0.33 0.52    

氨氮 mg N/L N.D N.D N.D    
亞硝酸氮 mg N/L N.D N.D N.D    
硝酸氮 mg N/L N.D N.D N.D    
磷酸鹽 mg P/L N.D N.D N.D    
硫酸鹽 mg S/L 24.63 24.63 24.65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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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8 淡水埤塘虎頭埤樣區底泥分析結果 

採樣日期 2010/9/28（第一季） 2010/11/2（第二季） 

參數 單位 虎頭埤 1 虎頭埤 2 虎頭埤 3 虎頭埤 1 虎頭埤 2 虎頭埤 3

溫度 ℃ 25.4 25.6 26.9 24.2 24.9 25.8

導電度 ms/cm 0.231 0.254 0.287 0.021 0.014 0.009

酸鹼值  6.7 6.8 6.9 6.46 7.08 7.13

氧化還原電位 mv -56 -69 -81 65 99 173

溶氧 mg/L 0.0 0.0 0.0 0.0 0.0 0.0

總碳(上層) 

g/kg 
7.1 7.9 7.6 6.0 11.2 12.1

總碳(中層) 6.8 7.2 7.2 6.1 12.3 13.8
總碳(下層) 6.7 7.1 6.8 6.0 12.0 12.4

有機物(上層) 

g/kg 
21.9 22.0 27.2 28.6 47.8 46.7

有機物(中層) 19.3 14.4 20.0 29.0 45.4 41.2
有機物(下層) 21.3 20.7 16.6 36.3 33.4 44.7

採樣日期 2011/3/04（第三季） 2011/7/4（第四季） 
參數 單位 虎頭埤 1 虎頭埤 2 虎頭埤 3 虎頭埤 1 虎頭埤 2 虎頭埤 3

溫度 ℃ 18.3 19.7 21.1 25.8 28.7 24.6
導電度 ms/cm 0.328 0.394 0.444 0.297 0.288 0.312
酸鹼值  6.7 6.4 6.8 6.6 6.8 6.6

氧化還原電位 mv -125 -157 -149 -54 -32 -73
溶氧 mg/L 0.0 0.0 0.0 0.0 0.0 0.0

總碳(上層) 

g/kg 
5.8 11.1 6.3 4.2 4.0 3.7

總碳(中層) 7.7 8.9 17.7 4.4 4.0 3.9
總碳(下層) 8.8 6.3 17.0 4.7 4.1 4.0

有機物(上層) 

g/kg 
42.3 42.9 52.9 30.6 28.9 27.0

有機物(中層) 34.3 52.9 51.3 32.3 28.9 28.7
有機物(下層) 25.3 51.3 40.8 34.5 29.6 29.3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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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52 淡水埤塘虎頭埤樣區第一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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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53 淡水埤塘虎頭埤樣區第二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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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54 淡水埤塘虎頭埤樣區第三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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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55 淡水埤塘虎頭埤樣區第四季粒徑篩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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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9 淡水埤塘虎頭埤樣區總初級生產量分析結果 

參數 

監測 
樣區 

水中光衰

減係數, kd 
葉綠素a
濃度, Chl a 

光合作用

效率, α* 

表層光合作

用有效輻射

強度, I0 

總初級

生產量, 
P 

單位 
 
 

監測日期 

m-1 mg m-3 

mg (mg 
chla)-1(μ

molm-2s-1)
h-1 

μmolm-2s-1 mg C 
m-2 h-1 

2010/09/28
（第一季） 

虎頭埤1 1.48438 5.22 0.025 914 80.35 
虎頭埤2 1.31353 5.22 0.025 1524 151.41 
虎頭埤3 0.39696 5.22 0.025 725 238.34 

2010/11/02
（第二季） 

虎頭埤1 1.16723 1.03 0.025 1950 43.02 
虎頭埤2 1.06232 1.04 0.025 1776 43.47 
虎頭埤3 0.66389 1.11 0.025 1243 51.96 

2011/03/04 
(第三季) 

虎頭埤1 1.14002 1.99 0.025 1134 49.49 
虎頭埤2 0.63562 2.78 0.025 2974 325.18 
虎頭埤3 16.60000 4.97 0.025 2852 21.35 

2011/07/04 
(第四季) 

虎頭埤1 1.62387 0.21 0.025 2534 8.19 
虎頭埤2 1.03423 0.51 0.025 2368 29.19 
虎頭埤3 0.88965 2.33 0.025 2245 146.99 

平均 
虎頭埤1 1.3539 2.11 0.025 1633 45.26 
虎頭埤2 1.0114 2.39 0.025 2161 137.31 
虎頭埤3 4.6376 3.41 0.025 1766 114.66 

備註：*光合作用效率(光合作用起始斜率參數) α目前暫以文獻值 0.025 mg (mg chla)-1(μmolm-2s-1)h-1估算(胡 等，2007a)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3.3.6.4 氣體交換通量監測結果(NEE) 

本計畫利用漂浮式採氣罩法測量埤塘與大氣間的氣體(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

交換通量，此方法的優點是可直接測量、可同時採樣不同氣體、同時測量擴散通量及

氣泡通量、尤其適合在湖泊、埤塘、水庫波浪不大的水面，因此有相當多的文獻採用

(Striegl and Michmerhuizen, 1998; Matthews et al, 2003; Huttunen et al., 2002, 

2003a, 2003b; Abril et al., 2005; Guerin et al., 2006; Guerin et al., 2007; Schrier-Uijl 

et al., 2010)。 

（一）二氧化碳 CO2 

1.本計畫監測對象為虎頭埤，監測結果如表3.3-50所示，第一季監測結果顯示虎頭

埤2、3樣區的二氧化碳吸收(-2.68、-4.79 mg C m-2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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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季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於虎頭埤三個樣區均為釋放，以虎頭埤1樣區釋放量

最高(60.57 mg C m-2 h-1)，與第一季之結果類似(12.89mg C m-2 h-1)，並且第二

季的二氧化碳釋放量高於第一季。 

3.第三季監測之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結果顯示，三個樣區均為二氧化碳釋放

(4.82~12.28 mg C m-2 h-1)，虎頭埤2樣區釋放量最高(12.28 mg C m-2 h-1)，第

三季的二氧化碳釋放通量小於第二季。 

4.第四季交換通量監測結果也都為正值，虎頭埤1(1.19 mg C m-2 h-1)最高，虎頭埤

3(0.92 mg C m-2 h-1)最低。 

5.第一~四季於虎頭埤三個樣區所測得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大多(12筆資料中有10

比)為正值(釋放)，此結果說明虎頭埤為二氧化碳排放源場所(carbon source)，

而非碳匯場所(carbon sink)。碳源可能上游溪流帶入的外來有機物，或在埤塘中

衍生進而累積的藻類生物量。 

6.四個季節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統計結果，虎頭埤1樣區二氧化碳排放通量平均值

最高為21.34 mg C m-2 h-1，虎頭埤2樣區平均值為8.42 mg C m-2 h-1，潟湖3樣

區平均值最低為1.82 mg C m-2 h-1。虎頭埤1樣區為最靠近埤塘上游的水源(野溪)

入口的測點，潟湖3為最遠離溪口且最靠碼頭，潟湖2則介於虎頭埤1及3之間 (圖

3.1-2)。因此，上述結果說明埤塘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隨著與上游水源入口間的

距離增加而逐漸減少，越靠近溪流入口、二氧化碳排放通量越高，有顯著的的

空間變化。此現象值得後續計畫調查是否與上游溪流的汙染行為有關。 

 

（二）甲烷 CH4 

1.甲烷氣體交換通量之檢測結果如表3.3-50顯示，第一季(5.43 mg C m-2 h-1) 虎頭

埤2樣區的最高與第二季0.42 mg C m-2 h-1
，第二季及第三季低於第一季交換通

量。 

2.第三及第四季的甲烷氣體交換通量檢測結果顯示，三個樣區均為釋放(0.04~1.22 

mg C m-2 h-1)，其中虎頭埤1樣區的甲烷氣釋放量高於其他兩個樣區，而虎頭埤

3樣區通量值最低。 

3.第一~四季於虎頭埤三個樣區所測得的甲烷交換通量全部為正值，代表甲烷釋

放，此結果說明虎頭埤為甲烷排放場所。 

4.四個季節的甲烷交換通量統計結果，虎頭埤1樣區甲烷排放通量平均值最高為

2.34 mg C m-2 h-1
，虎頭埤2樣區平均值為1.68 mg C m-2 h-1

，潟湖3樣區平均值

最低為0.10 mg C m-2 h-1
。虎頭埤1樣區為最靠近埤塘上游的水源(野溪)入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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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潟湖3為最遠離溪口且最靠碼頭，潟湖2則介於虎頭埤1及3之間 (圖

3.1-2)。因此，上述結果說明埤塘的甲烷交換通量隨著與上游水源入口間的距離

增加而逐漸減少，越靠近溪流入口、甲烷排放通量越高，有顯著的的空間變化。

此現象值得後續計畫調查是否與上游溪流的汙染行為有關。 

5.虎頭埤樣區的甲烷氣體釋放通量，均高於本計畫在七股濕地紅樹林、灘地、潟

湖、魚溫所監測之甲烷釋放通量。此結果證實海岸水體因海水含高濃度硫酸鹽

抑制甲烷生成作用，導致較低的甲烷排放通量；反觀，淡水埤塘無甲烷化作用

的抑制，而有較高的甲烷排放通量。 

 

（三）氧化亞氮 N2O 

1.溫氣效應氣體之一的氧化亞氮監測結果如表3.3-50顯示，三個樣區均為氧化亞氮

氣體釋放(13.76~32.31 μg m-2 h-1)，虎頭埤2樣區趨勢大於其他兩個樣區。 

2.第二季則三個樣區均為氧化亞氮氣體釋放(1.91~10.71 μg m-2 h-1)，虎頭埤2樣區

大於其他兩個樣區，且第二季的釋放量高於第一季。 

3.第三季監測結果均為氧化亞氮釋放(9.68~18.62 μg m-2 h-1)，虎頭埤1樣區大於其

他兩個樣區，第三季釋放量大於第二季，小於第一季釋放量。 

 

3.3.6.5 全年碳庫、碳吸存能力及氣體交換通量估算 

（一）碳收支計算 

1.本計畫將三個樣點、四個季節所監測的二氧化碳及甲烷交換通量，透過時間及

空間內插的擴大化(scaling up)計算(詳細參考作業手冊第4.3節所述)，估算虎頭

埤的年平均生態系統二氧化碳交換通量(FNEE)及年平均甲烷釋放通量(FME)分別

為82.97±72.25 g C m-2 yr-1及11.00±9.64 g C m-2 yr-1 (如表3.3-51所示)。另外，

氧化亞氮的年平均釋放通量為100.32±9.11 mg N2O m-2 yr-1。 

2.將年平均生態系統二氧化碳交換通量(FNEE)及年平均甲烷釋放通量(FME)兩項碳

通量帶入埤塘的碳收支計算方程式(FC=-FNEE - FME)可求得埤塘的碳吸存通量

FC = -93.97 g C m-2 yr-1 (表3.3-52)，此結果說明虎頭埤為弱的二氧化碳排放

源，排放通量略高於七股潟湖的-41.89 g C m-2 yr-1
。 

 

（二）土壤碳庫估算 

1.土壤碳庫估算依據SOP手冊3.2節步驟計算，本計畫傳統養殖魚塭的土壤碳密度

均為0.013、0.017、0.019 g C/cm3，結果如表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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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6 綜合討論 

1.數文獻調查埤塘(Roulet et al., 1997; Huttunen et al., 2002)、湖泊(Cole et al., 

1994; Striegl and Michmerhuizen, 1998; Cole and Caraco, 1998; Anderson et 

al., 1999; Casper et al., 2000; Sobek and Tranvik, 2003; Huttunen et al., 

2003a, 2003b; Schrier-Uijl and Veraart, 2010)及水庫(St. Louis et al., 2000; 

Matthews et al., 2003; Abril et al., 2005; Guerin et al., 2006; Guerin et al., 

2007)碳吸存(或碳釋放)採用的方法與河口及潟湖一樣，都是採直接測量水域的

空氣—水面二氧化碳交換通量(air-water CO2 flux)。此測量結果可含蓋水面下所

有生物性、化學性及物理性的碳轉換程序所產生的淨通量結果，包括：藻類(浮

游性及底棲性)淨初級生產量、微生物分解有機物的異營性呼吸二氧化碳排放、

動物(魚蝦類)的異營性、碳酸鈣沉積、及無機碳的擴散傳輸等。 

2.文獻中報導埤塘、湖泊及水庫的二氧化碳交換通量，結果顯示三種水域的二氧

化碳通量均為正值，亦即埤塘、湖泊及水庫為大氣二氧化碳的來源(source of 

CO2)，日平均釋放通量分別介於6~3,132 mg C m-2 d-1、5~548 mg C m-2 d-1、

409~11,712 mg C m-2 d-1。本計畫於國內虎頭埤在2010年9月~2011年7月期間

四季採樣的日平均釋放通量為48~440 mg C m-2 d-1，在文獻值範圍內。 

3.國外文獻報導埤塘、湖泊及水庫甲烷釋放通量的比較，顯示不同場址的調查結

果變動相當大，埤塘、湖泊及水庫的日平均釋放通量分別介於2.1~134.4 mg C 

m-2 d-1、1.4~144 mg C m-2 d-1、15~75 mg C m-2 d-1。本計畫虎頭埤在2010年9

月~2011年7月期間四季採樣的日平均釋放通量為2.1~54.6 mg C m-2 d-1，在文

獻值範圍內。另外，國內大鬼湖及翠峰湖的日平均甲烷釋放通量為13.9 mg C m-2 

d-1(張哲明等，1998)。 

 

3.3.6.7 不確定性評估 

1.本畫調查虎頭埤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交換通量及碳吸存通量

因子，數據可作為國內參考。唯國內不同埤塘之間，在氣候條件、地質地形條

件、鄰近生態系統、河川流量及水質、水體形成年齡等條件的差異，參考者須

了解此不確定性。另外，本計畫僅是國內先行的初步調查案，還需要持續性的

計畫進行調查比對以確認國內的特殊數據。
 

 



 

 
 

 

 
 3-128

第三章 濕地碳 匯功能實 地監測 作業及結 果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2.本計畫進行碳收支計算所獲得的埤塘、湖泊、或水庫碳吸存通量因子，由於忽

略進流河水帶入的有機碳通量及出流水帶出的有機碳通量不於計入。因此可能

會低估實際淨累積於埤塘、湖泊、或水庫的有機碳通量。 

3.漂浮式採氣罩法或pCO2法測量空氣—水面的CO2及甲烷交換通量，通常於日間

採樣監測，以此結果代表一日平均值，具不確定性。 

4.以每季一次或每月一次的採樣結果，擴大計算一年的平均通量，時間內插的推

算具不確定性。 
5.當樣點數目及覆蓋度少時，以少數樣點監測結果透過空間內插法推估整個場址

的平均通量，具不確定性。 

 

表 3.3-50 淡水埤塘虎頭埤樣區氣體交換通量監測結果 

監測參數 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 
氧化亞氮

N2O 
監測時 
氣溫 

監測時 
光照度 

單位 mg C m-2 h-1 mg C m-2 h-1 μg m-2 h-1 ℃ Lux 
採樣日期 2010/09/28（第一季） 
虎頭埤1 (+)12.89 (+)3.41 (+)17.81 32.5 30,311 
虎頭埤2 (-)2.68 (+)5.43 (+)32.31 36.5 154,312 
虎頭埤3 (-)4.79 (+)0.23 (+)13.76 37.5 176,801 
採樣日期 2010/11/2（第二季） 
虎頭埤1 (+)60.57 (+)1.91 (+)5.59 31.5 132,267 
虎頭埤2 (+)22.89 (+)0.42 (+)10.71 34.0 159,823 
虎頭埤3 (+)6.31 (+)0.08 (+)1.91 33.0 159,823 
採樣日期 2011/03/04（第三季） 
虎頭埤1 (+)9.95 (+)1.22 (+)18.62 20.0 154,008 
虎頭埤2 (+)12.28 (+)0.62 (+)9.68 23.0 160,596 
虎頭埤3 (+)4.82 (+)0.04 (+)14.99 24.0 61,236 
採樣日期 2011/07/04（第四季） 
虎頭埤1 (+)1.95 (+)2.8 (+)4.40 31.0 3584 
虎頭埤2 (+)1.18 (+)0.14 (+)2.98 32.0 19456 
虎頭埤3 (+)0.92 (+)0.05 (+)9.17 31.0 21504 

平均 
虎頭埤1 (+)21.34±26.56 (+)2.34±0.97 (+)11.61±7.66 28.8 80043 
虎頭埤2 (+)8.42±11.55 (+)1.65±2.53 (+)13.92±12.73 31.4 123547 
虎頭埤3 (+)1.82±4.96 (+)0.10±0.09 (+)9.96±5.92 31.4 104841 
備註： (-)：監測時氣體通量為吸收；(+)：監測時氣體通量為釋放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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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56 淡水埤塘虎頭埤樣區總初級生產量(GPP)監測變化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57 淡水埤塘虎頭埤樣區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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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58 淡水埤塘虎頭埤樣區甲烷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59 淡水埤塘虎頭埤樣區氧化亞氮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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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60 淡水埤塘虎頭埤樣區氣體交換通量監測平均值與標準偏差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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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51  利用擴大計算法估算虎頭埤氣體通量年平均值 

監測參數 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 氧化亞氮N2O 
單位 g C m-2 yr-1 g C m-2 yr-1 mg m-2 yr-1 

虎頭埤1 160.57 19.92 101.29 
虎頭埤2 70.70 12.30 108.90 
虎頭埤3 17.64 0.78 90.76 
平均值 82.97±72.25 11.00±9.64 100.32±9.11 

(標準作業手冊3.20式)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表 3.3-52 虎頭埤年平均碳收支計算 

參數 FNEE 
g C m-2 yr-1 

FME 
g C m-2 yr-1 

FC(魚塭) 
g C m-2 yr-1 

虎頭埤 82.97 11.00 -93.97 
FC=-FNEE+(FINF-FEFF)-FME(標準作業手冊2-15式)，並忽略進出流水之影響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表 3.3-53  虎頭埤土壤碳庫估算 

參數 
土壤假

密度 
g/cm3 

土壤總碳 
濃度 
% 

土壤碳密

度 
g C/cm3  

估算土壤

樣本厚度 
cm 

虎頭埤總面積 
m2 

虎頭埤土

壤碳庫量 
ton C 

以虎

頭埤1
估算 

2.16 0.62 0.013 30 261,400 1,019.46 

以虎

頭埤2
估算 

2.08 0.80 0.017 30 261,400 1,333.14 

以虎

頭埤3
估算 

1.99 0.94 0.019 30 261,400 1,489.98 

SCDp=h×SCfp×BDp×Rp(標準作業手冊2-31式)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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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人工濕地嘉

南大學人

工濕地 

3.3.7.1 水體分析 

表3.3-54為嘉藥人工濕地水質分析結果。 

1.嘉藥人工濕地樣區與本計畫其他濕地樣區的差異，為人工濕地中SSF濕地與

FWS濕地與生態池分別為不同結構的單元，因此三個樣區的水質分析結果，會

因人工濕地單元的差異而呈現不同。 

2.因SSF為承受污水的第一個濕地單元，因此水質不如FWS與生態池樣區，例如

SSF濕地的葉綠素濃度比FWS濕地與生態池低，因為SSF濕地的石頭介質可阻

擋光線，避免水體衍生藻類。 

3.氧化還原電位以SSF濕地最低，FWS濕地次之，生態池最高，隨著各濕地單元

中的有機負荷逐漸降低，水中氧化還原電位將逐漸升高。 

4.總凱式氮與氨氮濃度在SSF濕地濃度最高，並隨著FWS濕地與生態池逐漸降

低，因氮污水物質可在濕地件被去除。 

5.以處理人工濕地系統具有污水的放流出流污水為目標的，進出流水中的有機物

濃度同樣為評估濕地的主要參數之一。 

6.SSF樣區四季水質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5.5±3.0 ℃，鹽度0.4±0.1ptt，酸鹼值 

7.6±0.3，溶氧 1.8±1.2 mg/L。FWS樣區四季水質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6.2±4.6 

℃，鹽度0.3±0.1 ptt，酸鹼值 7.7±0.4，溶氧 2.5±1.8 mg/L。生態池樣區四季水

質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5.3±4.9 ℃，鹽度0.3±0.0 ptt，酸鹼值 8.2±0.3，溶氧

5.0±4.2 mg/L。 

 

3.3.7.2 底泥分析 

1.表3.3-55為嘉藥人工濕地樣區底泥分析初步結果，圖3.3-61~3.3-64為粒徑篩分析

之結果。 

2.本計畫監測期間獲得之數據顯示，FWS底泥的有機物逐漸累積中，生態池底泥則

沒有明顯的累積現象。 

3.FWS樣區底泥分析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6.9±3.0 ℃，酸鹼值 6.8±0.5氧化還原

電位 -89.5±52.7 mv。生態池樣區底泥分析顯示溫度平均範圍在27.7±2.6 ℃，

酸鹼值 7.1±0.3，氧化還原電位 -53.0±53.1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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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54 嘉藥人工濕地樣區水質分析結果 

採樣日期 2010/09/31（第一季） 2010/11/20（第二季） 
參數 單位 SSF FWS 生態池 SSF FWS 生態池 
水溫 ℃ 28.8 31.9 32.3 27.0  27.6 24.0 
鹽度 ptt 0.41 0.38 0.34 0.40 0.30 0.30 
濁度 NTU 1.0 1.7 5.6 1.0 1.2 8.2 

導電度 ms/cm 0.506 0.471 0.421 0.512 0.537 0.445 
酸鹼值  8.1 8.2 8.2 7.5  7.5 8.46 
溶氧 mg/L 1.3 1.4 2.7 3.5  5.2 11.2 

氧化還原電位 mv -31 32 46 40 46 145 
懸浮固體物 mg/L 8 4 15 26 20 13 
化學需氧量 mg/L 6.54 5.34 5.50 33.7 57.4 50.0 
生化需氧量 mg/L 3.0 2.1 3.2 4.8 5.4 5.0 
葉綠素 a mg/m3 0.09 9.62 8.54 0.04 1.25 8.96 
總凱式氮 mg N/L 6.63 1.78 1.13 3.49 13.64 6.35 

氨氮 mg N/L 2.96 1.28 0.13 3.13 7.26 0.55 
亞硝酸氮 mg N/L N.D N.D N.D 0.07 0.13 0.09 
硝酸氮 mg N/L 0.12 0.07 N.D 0.11 0.15 0.13 
磷酸鹽 mg P/L 0.49 N.D N.D 0.02 0.59 0.02 
硫酸鹽 mg S/L - - - 45.23 45.23 45.23 

採樣日期 2011/02/23（第三季） 2011/05/04（第四季） 
參數 單位 SSF FWS 生態池 SSF FWS 生態池 
水溫 ℃ 24.0 24.0 23.9 22.0 21.4 20.9 
鹽度 ptt 0.24 0.24 0.24 0.40 0.30 0.30 
濁度 NTU 6.4 89.0 58.0 70.0 48.2 32.3 

導電度 ms/cm 0.542 0.463 0.471 0.593 0.643 0.531 
酸鹼值  7.4 7.4 7.8 7.5  7.5 8.46 
溶氧 mg/L 1.2 1.5 3.7 1.1 1.9 2.2 

氧化還原電位 mv 97 97 97 238 244 231 
懸浮固體物 mg/L 26 20 13 14 25 27 
化學需氧量 mg/L 33.7 57.4 50.0 35.6 58.4 65.7 
生化需氧量 mg/L 4.8 5.4 5.0 6.8 10.4 11.3 
葉綠素 a mg/m3 0.00 3.47 10.25 0.00 3.66 10.23 
總凱式氮 mg N/L 21.42 4.62 N.D. 21.33 3.45 0.12 

氨氮 mg N/L 9.14 0.75 N.D. 10.25 2.32 0.12 
亞硝酸氮 mg N/L 0.15 N.D. N.D. 1.96 N.D. N.D. 
硝酸氮 mg N/L 0.46 0.50 0.37 0.27 2.21 12.99 
磷酸鹽 mg P/L 0.81 N.D. N.D 2.95 N.D. 1.03 
硫酸鹽 mg S/L 42.16 45.57 51.54 45.23 47.82 50.23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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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55 嘉藥人工濕地樣區底泥分析結果 

採樣日期 2010/09/31(12:00PM) 
（第一季） 

2010/11/20(12:00PM) 
（第二季） 

參數 單位 SSF FWS 生態池 SSF FWS 生態池 
溫度 ℃ - 31.1 31.2 - 24.4 27.6

導電度 ms/cm - 0.164 0.185 - 0.165 0.192
酸鹼值  - 6.7 7.2 - 6.5 7.1

氧化還原電位 mv - -130 -100 - -98 -46
溶氧 mg/L - 0.0 0.0 - 0.0 0.0

總碳(上層) 
g/kg 

- 2.7 10.0 - 5.7 1.2
總碳(中層) - - - - 6.0 1.9
總碳(下層) - - - - 5.5 4.2

有機物(上層) 
g/kg 

- 8.8 31.7 - 18.3 4.0
有機物(中層) - - - - 19.4 6.1
有機物(下層) - - - - 17.9 13.5

採樣日期 2011/02/23(12:00PM) 
（第三季） 

2011/05/04(12:00PM) 
（第四季） 

參數 單位 SSF FWS 生態池 SSF FWS 生態池 
溫度 ℃ - 25.3 25.1 - 26.7 26.7

導電度 ms/cm - 0.511 0.477 - 0.893 0.498
酸鹼值  - 7.5 7.4 - 6.3 6.7

氧化還原電位 mv - -13 19 - -117 -85
溶氧 mg/L - 0.0 0.0 - 0.0 0.0

總碳(上層) 
g/kg 

- 11.4 6.7 - 10.4 3.1
總碳(中層) - 4.8 5.8 - 5.7 2.9
總碳(下層) - 4.6 8.7 - 3.4 2.9

有機物(上層) 
g/kg 

- 42.0 11.1 - 40.4 12.4
有機物(中層) - 21.9 18.6 - 22.3 11.3
有機物(下層) - 13.0 12.1 - 12.4 11.3
備註：-無監測*該項目分析中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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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61 嘉藥人工濕地樣區第一季粒徑篩分析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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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62 嘉藥人工濕地樣區第二季粒徑篩分析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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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63 嘉藥人工濕地樣區第三季粒徑篩分析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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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64 嘉藥人工濕地樣區第四季粒徑篩分析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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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3 淨初級生產量(NPP)監測估算 

1.人工濕地（SSF濕地與FWS濕地）中的淨初級升產量(NPP)估算可利用收割法獲

得人工濕地草本植物的初級生產量。 

2.本計畫初步評估之結果如表3.3-56所示，淨生產量評估結果，SSF濕地平均為

453.26 mg C m-2h-1，FWS濕地平均為354.91 mg C m-2h-1。 

 

3.3.7.4 生態池總初級生產量(GPP)監測估算 

1.本計畫第一季與第二季於生態池中監測與估算總初級生產量之結果如表3.3-57

及圖3.3-65所示。 

(1)第一季結果顯示，嘉藥人工濕地生態池的總初級生產量為本計畫所有監測系

統中最高之生態系統，第二季監測結果則低於第一季。 

(2)兩季的葉綠素a濃度與表層光合作用有效輻射強度差異不大，但是總初級生產

量的差異主要受水中光衰減係數所影響。 

(3)第三季監測結果顯示，總初級生產量為最小，光衰減係數為四季中最大。 

(4)第四季監測結果顯示，總初級生產量為113.66 mg Cm-2h-1。 

 

表 3.3-56 人工濕地淨初級生產量初估 

濕地類型 植物種 
植株總生物量

(乾重) 
g m-2 

地面植株初級生

產力 
mg C m-2 h-1 

總植株初級生

產力 
mg C m-2 h-1 

總計 
g C m-2 year-1 

SSF濕地 

蘆葦 1625 121.65 243.3 

2,650 
水蠟燭 117 8.90 17.8 
風車草 126 9.47 18.94 
培地茅 150 11.49 22.98 

FWS濕地 蘆葦 796 103.52 207.04 1,813 
備註：蘆葦平均碳含量： 42.76 %；水蠟燭平均碳含量：43.25 %；風車草平均碳含量：42.74 %；培地茅

平均碳含量：43.60 %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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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57 嘉藥人工濕地樣區總初級生產量評估 

參數 
監測 
樣區 

水中光衰

減係數, 
kd 

葉綠素a濃
度, Chl a 

光合作用效

率, α* 

表層光合作

用有效輻射

強度, I0 

總初級

生產量, 
P 

單位 
 

監測日期 
m-1 mg m-3 

mg (mg 
chla)-1(μmol

m-2s-1)h-1 
μmolm-2s-1 mg C 

m-2 h-1 

2010/09/31
（第一季） 

生態池 0.5579 8.54 0.025 3671 1,404.84

2010/11/20
（第二季） 

生態池 2.91474 8.96 0.025 3939 302.72

2011/02/24
（第三季） 

生態池 4.63446 10.25 0.025 1440 79.62

2011/05/04
（第四季） 

生態池 2.63255 10.23 0.025 1170 113.66

平均 475.21
備註：*光合作用效率(光合作用起始斜率參數) α以文獻值 0.025 mg (mg chla)-1(μmolm-2s-1)h-1

估算(胡 等，

2007a) ，不包括 作物收成 量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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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65 嘉藥人工濕地樣區總初級生產量(GPP)監測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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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5 氣體交換通量監測(NEE) 

以下針對時間、季節、尺度比較差異說明： 

（一）二氧化碳 CO2 

1.本計畫人工濕地選擇之濕地為嘉南藥理科技大學人工濕地，如表3.3-58所示為本

計畫監測之氣體交換通量分析結果。 

(1)除第一季生態池夜間(00:00AM)所測得之二氧化碳交換通量為吸收(-51.01 

mg C m-2 h-1)，其他SSF濕地、FWS濕地與後端之生態池，測得之二氧化碳

氣體交換通量於日間或夜間均為釋放，夜間二氧化碳釋放通量高於日間。 

(2)生態池樣區與FWS濕地無明顯差異，但是FWS濕地與生態池高於SSF濕地。 

2.第二季監測則改以只監測日間(12:00PM)與夜間(20:00PM)之氣體交換通量。 

(1)SSF樣區夜間的二氧化碳釋放通量大於日間。 

(2)FWS濕地二氧化碳釋放通量為日間大於夜間。 

(3)生態池為夜間二氧化碳釋放通量大於日間。 

3.第三季監測結果顯示： 

(1)SSF樣區夜間的二氧化碳釋放通量大於日間。 

(2)FWS濕地二氧化碳釋放通量為夜間大於日間。 

(3)生態池為夜間二氧化碳釋放通量大於日間。 

4.第四季監測結果顯示： 

(1)SSF樣區夜間的二氧化碳釋放通量大於日間。 

(2)FWS濕地二氧化碳釋放通量為夜間大於日間。 

(3)生態池為夜間二氧化碳釋放通量大於日間。 

 

（二）甲烷 CH4 

1.甲烷氣監測結果顯示，四季的甲烷氣體交換通量於各樣區各時段均為釋放。 

2.以FWS濕地的釋放量最高，但無法觀察出甲烷氣釋放量與時間的關係。 

 

（三）氧化亞氮 N2O 

1.溫室效應氣體之一的氧化亞氮氣體交換通量以FWS濕地與生態池釋放量最高。 

2.第四季的釋放量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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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6 全年碳庫、碳吸存能力及氣體交換通量估算 

（一）碳收支計算 

1.碳收支計算依據SOP手冊3.2節步驟計算，結果如表3.3-59。 

2.嘉藥人工濕地SSF濕地氣體通量年平均值二氧化碳於透光靜置箱氣體通量平均

值為至541.72(284.52~988.92)g C m-2 yr-1； 甲烷於透光靜置箱氣體通量平均值

為17.10(4.20~38.01) g C m-2 yr-1；氧化亞氮於透光靜置箱氣體通量平均值分別

為236.14(4.29~661.12) mg m-2 yr-1。 

3.嘉藥人工濕地SSF濕地氣體通量年平均值二氧化碳於透光靜置箱氣體通量平均

值為至682.67(129.12~1437.52)g C m-2 yr-1； 甲烷於透光靜置箱氣體通量平均

值為276.12(42.14~586.92) g C m-2 yr-1；氧化亞氮於透光靜置箱氣體通量平均

值分別為518.25(57.90~1497.08) mg m-2 yr-1。 

4.人工溼地的平均每年淨初級生產量SSF及FWS濕地分別為1,896及1,110 g C 

m-2 yr-1。 

5.嘉藥人工濕地的年平均碳收收支估算，SSF濕地為 1,644 g C m-2 yr-1；FWS濕

地為 189 g C m-2 yr-1。至目前有關人工濕地碳吸存通量的文獻報導並不多，

Mander et al. (2008) 曾調查愛沙尼亞境內用於處理生活汙水的水平流及垂直

流SSF人工濕地的氣體通量，並採收水生植物調查生質物固碳通量進行碳質量

收支平衡，發現人工濕地的碳吸存能力高達1,500~2,200 g C m-2 yr-1。 

 

3.3.7.7 不確定性評估 

（一）第二層級方法的不確定性 

如前所述，本計畫調查嘉南藥理科技大學人工濕地溫室氣體交換通量，及碳與氮

物質收支計算的結果可作為國內參考數據。唯國內不同人工濕地之間，在進流廢水種

類、有機負荷速率、植物種類、水深、地理位置、環境等條件的差異，影響第二層級

方法的不確定性。另外，還需要持續性的計畫進行調查比對以確認國內的特殊數據。 

 

（二）第三層級方法的不確定性 

針對第三層級所提出的調查、測量及推估方法，可能存在以下不確定性： 

1.使用於推估地面下生物量及淨初級生產量的R值，具不確定性。 

2. 以每季一次或每月一次的採樣結果，擴大計算一年的平均通量，時間內插的推

算具不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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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樣點數目及覆蓋度少，以少數樣點監測結果透過空間內插法推估整個場址的平

均通量，具不確定性。 

4. 儘管由碳收支計算結果可證實人工濕地表現可觀的碳吸存通量，這些碳吸收量

會大多轉換為植物生物量及殘骸，不過以人工濕地的維護管理策略而言，因人

工濕地的空間容量及景觀考量與需求不同於天然濕地，無法讓每年所產生龐大

的生質量留存在濕地中任其枯死腐敗分解，因此每年均會進行定期植物採收，

將這些生質量有機碳移出至濕地外。故可能減少真正累積於濕地的有機碳比

例。另一方面，如何運用這些採收的水生植物生物量，或用於生物炭或堆肥製

作，延長其固態碳或有機碳型態的碳循環時期，避免立即形成CO2又釋放回大氣

中，或用於生質能源(如乙醇生產、衍生性燃料應用等)替代化石燃料使用以降低

大氣CO2濃度增加，如此才能發揮人工濕地最大的碳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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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58 嘉藥人工濕地樣區氣體通量監測結果(1/2) 

監測參數 二氧化碳

CO2 
甲烷CH4 

氧化亞氮

N2O 
監測氣溫 監測光照度 

單位 mg m-2 h-1 mg m-2 h-1 μg m-2 h-1 ℃ Lux 
採樣日期 2010/9/31（第一季） 
SSF濕地      
06:00(AM) (+)33.59 (+)1.47 (+)0.49 30.8 11,243 
12:00(PM) (+)32.48 (+)1.47 (+)4.69 33.0 20,432
18:00(PM) (+)44.29 (+)0.97 (+)4.27 31.2 7,189 
00:00(AM) (+)46.32 (+)2.55 (+)4.01 29.6 0 
FWS濕地      
06:00(AM) (+)75.12 (+)31.11 (+)15.91 30.8 11,264 
12:00(PM) (+)76.77 (+)4.81 (+)7.10 33.0 20,480 
18:00(PM) (+)66.09 (+)14.36 (+)6.61 31.2 7,220 
00:00(AM) (+)83.06 (+)15.24 (+)15.77 29.6 0 
生態池      
06:00(AM) (+)51.50 (+)2.12 (+)14.11 30.8 103,584 
12:00(PM) (+)67.02 (+)14.61 (+)13.79 33.0 187,790 
18:00(PM) (+)57.44 (+)5.73 (+)25.62 31.2 6,274 
00:00(AM) (-)51.01 (+)9.47 (+)16.34 29.6 0 
採樣日期 2010/11/20（第二季） 
SSF濕地      
12:00(PM) (+)38.58 (+)1.77 (+)16.26 31.2 137,778 
20:00(PM) (+)70.11 (+)0.48 (+)10.62 20.8 0 
FWS濕地      
12:00(PM) (+)65.64 (+)67.03 (+)55.01 32.5 137,778 
20:00(PM) (+)44.85 (+)5.54 (+)70.82 22.5 0 
生態池      
12:00(PM) (+)4.94 (+)1.88 (+)55.37 34.5 165,334 
20:00(PM) (+)13.58 (+)0.41 (+)44.30 24.5 0
採樣日期 2011/02/24（第三季） 
SSF濕地      
12:00(PM) (+)34.86 (+)1.24 (+)20.41 25.5 186,948 
20:00(PM) (+)56.74 (+)0.50 (+)28.46 15.5 0 
FWS濕地     0 
12:00(PM) (+)14.74 (+)28.43 (+)12.22 25.5 186,948 
20:00(PM) (+)31.68 (+)45.14 (+)11.86 15.5 00 
生態池      
12:00(PM) (+)7.61 (+)0.11 (+)5.23 25.5 186,948 
20:00(PM) (+)15.89 (+)0.20 (+)4.00 15.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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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58 嘉藥人工濕地樣區氣體通量監測結果(2/2) 

監測參數 二氧化碳

CO2 
甲烷CH4 

氧化亞氮

N2O 
監測氣溫 監測光照度 

單位 mg m-2 h-1 mg m-2 h-1 μg m-2 h-1 ℃ Lux 
採樣日期 2011/05/04（第四季） 
SSF濕地      
12:00(PM) (+)103.14 (+)4.34 (+)57.70 34.1 63,180 
20:00(PM) (+)112.89 (+)4.03 (+)75.47 25.0 0 
FWS濕地      
12:00(PM) (+)164.10 (+)48.22 (+)129.78 35.0 63,180 
20:00(PM) (+)151.94 (+)25.01 (+)170.90 25.0  
生態池      
12:00(PM) (+)11.10 (+)0.71 (+)63.92 23.3 63,180 
20:00(PM) (+)41.03 (+)1.84 (+)81.41 23.0 0 

第一季平均 
SSF濕地 (+)39.17 (+)1.62 (+)3.365   
FWS濕地 (+)75.26 (+)16.38 (+)11.348   
生態池 (+)31.24 (+)7.98 (+)17.465   

第二季平均 
SSF濕地 (+)54.35 (+)1.13 (+)13.440   
FWS濕地 (+)55.25 (+)36.29 (+)62.915   
生態池 (+)9.26 (+)1.15 (+)49.835   

第三季平均 
SSF濕地 (+)45.80 (+)0.87 (+)24.435   
FWS濕地 (+)23.21 (+)36.79 (+)12.040   
生態池 (+)11.75 (+)0.16 (+)4.615   

第四季平均 
SSF濕地 (+)108.02 (+)4.19 (+)66.585   
FWS濕地 (+)158.02 (+)36.62 (+)150.340   
生態池 (+)26.07 (+)1.28 (+)72.665   

平均 
SSF濕地 (+)61.83±31.41 (+)1.95±1.52 (+)26.96±27.79   
FWS濕地 (+)77.93±57.53 (+)31.52±10.09 (+)59.16±65.41   
生態池 (+)19.58±10.74 (+)2.64±3.60 (+)36.15±30.90   
(-)：監測時氣體通量為吸收 
(+)：監測時氣體通量為釋放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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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59 嘉藥人工濕地氣體通量年平均值 

監測參數 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 氧化亞氮N2O 
單位 g C m-2 yr-1 g C m-2 yr-1 mg m-2 yr-1 

SSF濕地 541.72 
(284.52~988.92) 

17.10 
(4.20~38.01) 

236.14 
(4.29~661.12) 

FWS濕地 682.67 
(129.12~1437.52) 

276.12 
(42.14~586.92) 

518.25 
(57.90~1497.08) 

表 3.3-60 嘉藥人工濕地樣區碳平均收支計算 

碳通量收支項目(g C m-2 yr-1) SSF濕地 FWS濕地 生態池 

進流水帶入的總有機碳通量(FInf) 595.83 218.45 92.13
出流水帶出的總有機碳通量(FEff) 331.45 180.82 90.53

異營性呼吸作用產生的二氧化碳釋放通量(FHR) 499.4 682.7 171.5
厭氧分解產生的甲烷釋放通量(FME) 17.07 276.08 23.12

淨初級生產量(FNPP) 1,896 1,110 -
碳吸存通量(FC) 1,643.92 188.85 -192.02

標準作業手冊5.1式 
FC=-FNPP+(FINF-FEFF)-(FME+FHR)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66 嘉藥人工濕地樣區二氧化碳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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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67 嘉藥人工濕地樣區甲烷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68 嘉藥人工濕地樣區氧化亞氮氣體交換通量監測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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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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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3.3-69 嘉藥人工濕地樣區氣體交換通量監測平均值與標準偏差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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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碳匯成果 
表3.4-1為本計畫監測樣區碳匯碳源彙整表，其中七股鹽田濕地範圍中的不同濕地

類型，具有不同的碳匯碳源結果，例如紅樹林濕地為七股鹽田濕地中碳匯能力最強者，

本計畫所有監測樣區中最大碳源產生樣區為碳水埤塘之虎頭埤濕地，由於忽略進流河

水帶入的有機碳通量及出流水帶出的有機碳通量不於計入，因此可能會低估實際淨累

積於埤塘、湖泊、或水庫的有機碳通量，唯國內不同埤塘之間，在氣候條件、地質地

形條件、鄰近生態系統、河川流量及水質、水體形成年齡等條件的差異，參考者須了

解此不確定性。人工濕地透過良好的管理維護，亦可成為碳匯濕地，儘管由碳收支計

算結果可證實人工濕地表現可觀的碳吸存通量，這些碳吸收量會大多轉換為植物生物

量及殘骸，不過以人工濕地的維護管理策略而言，因人工濕地的空間容量及景觀考量

與需求不同於天然濕地，無法讓每年所產生龐大的生質量留存在濕地中任其枯死腐敗

分解，因此每年均會進行定期植物採收，將這些生質量有機碳移出至濕地外，故可能

減少真正累積於濕地的有機碳比例。本計畫僅是國內先行的初步調查案，還需要持續

性的計畫進行調查比對以確認國內的特殊數據。 

 

表 3.4-1 監測樣區碳吸存通量彙整一覽表 

監測樣區 碳吸存通量(g C m-2 year-1) 

七股潟湖 -40.32 

紅樹林 504.56~727.56 

潮間帶-內海 27.80 

潮間帶-紅樹林 70.89 

潮間帶-沙洲外側 37.58 

魚塭(傳統養殖) -23.22 

魚塭(生態養殖) 2.27 

淡水埤塘-虎頭埤 -93.97 

嘉藥人工濕地SSF 1,643.92 

嘉藥人工濕地FWS 188.85 

嘉藥人工濕地生態池 -192.02 
備註： 
1.潮間帶監測樣區碳吸存通量不包括魚類、牡蠣年漁業資源之收穫量。 
2.紅樹林樣區平均樹高2~3公尺，樹徑(離地1.3米處)4.9 ~8.8 cm。 
3.嘉藥人工濕地監測樣區碳吸存通量不包括部份水生植物送焚化之量。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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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立濕地環境碳匯功能調查分析之 

標準作業程序 
 

4.1 本作業程序的目的

及內容 
目前文獻上多有報導濕地碳匯及碳庫的調查研究，量測分析的方法與時俱進。但

是，「濕地碳匯功能調查分析之標準作業程序」並非僅提供科學研究上的參考，更重

要的目的須能提供濕地經營管理者有效、快速、簡單且便利地估算出特定濕地的碳匯

能力，甚至提供國家的濕地管理單位能系統性地盤查及編制國內整體濕地碳匯量（或

溫室氣體去除或釋放量）的國家清單估計值(national inventory estimates)。因此，本

章節提出之標準作業程序並不是文獻所報導最先進或新穎的研究方法，而是應符合以

下的目標： 

合理性及科學性的方法：以理論為基礎，須可經量測而量化，最後可建立

計算公式進行推估的方法。 

已普遍被使用及被接受的方法：文獻上（科學期刊論文或國際機構報告）

已普遍採用的方法。 

簡單可被操作的方法：將科學量測結果轉化為簡單的推估公式，含可預設

的參數值，即可透過簡單的測量（如濕地面積、溫度、光照輻射），由非學

術、非專業的濕地經營管理者進行推估。 

本標準作業程序提供了兩種濕地碳匯能力的調查途徑，第一種為碳收支計算法，

第二種為碳庫變化估算法，這兩種方法可分別獲得適用於各類型濕地的碳匯通量因子

及有機碳長期累積速率，為估算濕地碳匯的主要參數。 

唯至目前為止，國內對於濕地碳匯功能及碳庫調查所需要的參數，例如：濕地面

積、濕地碳匯通量因子（包括所需的濕地淨初級生產量、異營性呼吸通量、甲烷通量、

及淨生態系統二氧化碳交換量）、有機碳長期累積速率（包括濕地各碳池碳庫、濕地

土壤有機碳密度）等本國數據均相當缺乏，意味著對調查方法也相當陌生。因此，藉

由綜覽國內外文獻，歸納出目前國際間的主流調查方法，並考量主管機關（內政部營

建署）對濕地的管理策略及未來國家須提出有關碳匯統計資料的「國家通訊報告」之

需求，以訂出能符合科學性及實務性的「濕地環境碳匯功能調查分析之標準作業程

序」，提供各界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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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環境碳匯功能調查分析之標準作業程序手冊，共分六章撰寫，另冊付梓，其

概要內容說明如下，如表4.1-1所示： 

第一章：闡述了濕地與氣候變遷的關係。扼要的說明了濕地的定義、一般分類、國家

重要濕地清單、濕地功能及有關碳物質的生物地質化學循環。其次敘述全球暖

化、氣候變遷、全球碳庫與碳收支的趨勢及現況，並探討濕地在氣候變化中扮

演的角色及氣候變化對濕地的影響與衝擊。本章也收錄國際間有關各類型濕地

碳匯能力及甲烷排放通量的文獻數據。最後提出如何保護濕地碳庫及碳匯能力

的管理策略建議。 

第二章：提出了適用於各類型濕地碳庫及碳匯能力估算的通用方法。建議適用於碳庫

及碳匯調查所需的濕地分類系統、濕地面積的估算方法、及估算大尺度濕地

範圍之碳匯量的計算綱要及架構。本書提供了兩種濕地碳匯能力的調查途

徑，第一種為碳收支計算法，第二種為碳庫變化估算法，此兩種方法的理論

基礎、方法學及通用方程式將於本章介紹。最後，提出不同層級方法的概念，

以因應目前國內缺乏相關數據階段，能以較低層級方法進行估算，及考慮未

來以更高層級方法逐步建立國家特殊數據及模式。 

第三章：針對海岸濕地的各種類型，包括：紅樹林、潮間帶泥灘地、鹹水草澤、河口、

潟湖、魚塭等，提出估算不同類型濕地的碳匯通量因子、碳庫、有機碳長期累

積速率的特殊方程式及估算步驟與案例。本章也提供第一及第二層級方法所需

要的預設值及可使用的國家數據。 

第四章：針對內陸濕地的各種類型，包括淡水草澤、埤塘、湖泊或水庫、河川流域濕

地、林木濕地、泥炭濕地等，提出估算不同類型濕地的碳匯通量因子、碳庫、

有機碳長期累積速率的特殊方程式及估算步驟與案例。本章也提供第一及第

二層級方法所需要的預設值及可使用的國家數據。 

第五章：針對人工濕地的各種類型，包括：表面流人工濕地、表面下流動人工濕地、

生態池等，提出估算不同類型濕地的碳匯通量因子、碳庫、有機碳長期累積

速率的特殊方程式及估算步驟與案例。本章也提供第一及第二層級方法所需

要的預設值及可使用的國家數據。 

第六章：本章提出如何擬定濕地碳庫與碳匯能力調查的計畫與步驟、採樣方法、濕地

面積估算方法、碳通量調查及測量法、碳庫調查及測量法、品質要求等，以

提供第三層級方法的參考。 

 



  

 
 

 

 
 4-3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4.2 濕地分類系統 
不同類型的濕地因水文條件、植生種類、地質條件、氣候條件及形成年代的差異，

濕地的碳庫儲量及碳匯能力也各有不同。國內有不同類型的濕地，而一個大尺度的濕

地生態系統在空間上經常具有明顯異質性(heterogeneous)的不同類型棲地，例如：七

股鹽田濕地生態系統佔地約3,000公頃，其內涵蓋紅樹林、潟湖水域、潮間帶泥灘地、

魚塭、鹹水草澤等。 

系統性地進行國家整體濕地的碳匯盤查，應先將具有相同水文、植被、地質等性

質的濕地進行分類，再分別調查不同類型、但每種類型均屬同質性濕地的碳庫、及碳

匯或釋放因子，另外調查不同類型濕地的面積，便可進一步估算整體國家濕地的總碳

匯。因此濕地分類對國家的濕地碳匯盤查是一項重要的預先工作。 

為了濕地碳匯盤查目的所需進行的濕地分類，基本上應一致性的根據國家的濕地

分類系統(National Wetl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唯至目前，國內尚未建立一套被

各界認可的濕地分類系統，因此現階段本標準作業程序乃根據國內「國家重要濕地資

料庫」(http://wetland-tw.tcd.gov.tw/drupal/)中所記載的濕地分類及特性進行初步分

類，將濕地分為海岸濕地、內陸濕地及人工濕地等三大項類別(categories)。此三種濕

地類別及15個濕地類型之定義和說明彙整於表2.1-1及圖2.1-1。每一類別的分層下，再

根據生態系統的水文、植被、地質性質的不同再細分為若干類型(types)，以便歸納出

同質性的濕地進行碳匯調查及分析。碳匯標準作業程序暫時依據此分類方式逐一調查

估算。未來國內若完成統一的濕地分類系統，則本作業程序必須依照統一的分類系統

進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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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濕地環境碳匯功能調查分析之標準作業程序手冊章節(1/2) 

章節 小節 內容說明 
大綱  標準作業程序章節內容 
序言 本作業程序的目的及內容 標準作業程序手冊緣由 
第一章 
緒論 

1.1前言 
1.2濕地的定義及分類  
1.3濕地的功能與價值  
1.4氣候變遷  
1.5濕地環境中的碳循環  
1.6當前的全球碳收支及濕地的碳庫與碳匯  
1.7濕地的溫室氣體吸收及排放  
1.8本作業程序的目的及內容 
1.9保護濕地碳庫及碳匯能力的管理策略  
1.10名詞解釋與定義 
 

闡述了濕地與氣候變遷的關

係。扼要的說明了濕地的定義、

一般分類、國家重要濕地清單、

濕地功能及有關碳物質的生物

地質化學循環。其次敘述全球暖

化、氣候變遷、全球碳庫與碳收

支的趨勢及現況，並探討濕地在

氣候變化中扮演的角色及氣候

變化對濕地的影響與衝擊。本章

也收錄國際間有關各類型濕地

碳匯能力及甲烷排放通量的文

獻數據。最後提出如何保護濕地

碳庫及碳匯能力的管理策略建

議 
第二章 
適用於各

類型濕地

的通用方

法概述 

2.1前言 
2.2濕地分類系統  
2.3濕地面積的表述  
2.4濕地碳吸存能力估算綱要 
2.5碳收支計算法 
2.6碳庫變化估算法  
2.7土地轉化的碳吸存能力估算  
2.8估算方法層級  
2.9濕地的全球暖化潛勢估算 

提出了適用於各類型濕地碳庫

及碳匯能力估算的通用方法。建

議了適用於碳庫及碳匯調查所

需的濕地分類系統、濕地面積的

估算方法、及估算大尺度濕地範

圍之碳匯量的計算綱要及架

構。本書提供了兩種濕地碳匯能

力的調查途徑，第一種為碳收支

計算法，第二種為碳庫變化估算

法，此兩種方法的理論基礎、方

法學及通用方程式將於本章介

紹。最後，提出不同層級方法的

概念，以因應目前國內缺乏相關

數據階段，能以較低層級方法進

行估算，及考慮未來以更高層級

方法逐步建立國家特殊數據及

模式 
第三章  
海岸濕地 

3.1前言 
3.2紅樹林 
3.3潮間帶灘地 
3.4鹹水草澤 
3.5潟湖及河口水域 
3.6魚塭 
 

針對海岸濕地的各種類型，包

括：紅樹林、潮間帶泥灘地、鹹

水草澤、河(溪)口水域、潟湖、

魚塭等，提出估算不同類型濕地

的碳匯通量因子、碳庫、有機碳

長期累積速率的特殊方程式及

估算步驟與案例。本章也提供第

一及第二層級方法所需要的預

設值及可使用的國家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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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濕地環境碳匯功能調查分析之標準作業程序手冊章節(2/2) 

章節 小節 內容說明 
第四章  
內陸濕地 

4.1前言 
4.2淡水草澤 
4.3埤塘、湖泊、水庫 
4.4河川流域濕地 
4.5林木濕地 
4.6泥炭濕地 

針對內陸濕地的各種類型，包

括：淡水草澤、埤塘、湖泊或水

庫、河川流域濕地、林木濕地、

泥炭濕地等，提出估算不同類型

濕地的碳匯通量因子、碳庫、有

機碳長期累積速率的特殊方程

式及估算步驟與案例。本章也提

供第一及第二層級方法所需要

的預設值及可使用的國家數據 
第五章  
人工濕地 

5.1前言 
5.2表面流動及表面下流動人工濕地 
5.3生態池 
 

針對人工濕地的各種類型，包

括：表面流人工濕地、表面下流

動人工濕地、生態池等，提出估

算不同類型濕地的碳匯通量因

子、碳庫、有機碳長期累積速率

的特殊方程式及估算步驟與案

例。本章也提供第一及第二層級

方法所需要的預設值及可使用

的國家數據 
第六章  
濕地碳匯

與碳庫調

查計畫 

6.1前言 
6.2調查步驟 
6.3採樣規劃 
6.4濕地面積估算方法 
6.5碳通量調查及測量法 
6.6碳庫調查及測量法 
6.7有機碳長期累積速率(LORCA)調查 
6.8由量測結果擴大推估 

本章提出如何擬定濕地碳庫與

碳匯能力調查的計畫與步驟、採

樣方法、濕地面積估算方法、碳

通量調查及測量法、碳庫調查及

測量法、品質要求等，以提供第

三層級方法的參考 

第七章 濕地碳匯功能調查標準作業程序簡易流程  
第八章 參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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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濕地面積的表述 
當確定所欲調查的濕地對象是屬於哪一種類型後，濕地碳匯量估算的接下來步驟

是收集各類型濕地的詳細範圍及面積數據，再與同類型濕地的碳庫、碳匯及釋放通量

因子、及其他相關數據相匹配，代入第4.4節所述的各對應的碳匯公式進行估算。 

有關濕地面積的數據，除了需要特定濕地生態系統、不同濕地類別、及不同濕地

類型的面積以外，還需要由數據進一步分析出面積的時間變化數據，這包括由濕地轉

化為其他土地利用（如工業、農地、聚居地）的面積變化，及由其他土地利用轉化為

濕地的面積變化，前者意涵國家濕地碳匯能力的劣化，後者則為濕地碳匯能力的增強。 

濕地面積數據可由下列三種來源獲得：(1)既有的調查資料或資料庫，(2)採用抽

樣方法收集新數據，(3)完整的濕地清單。 

一、既有的調查資料或資料庫 

目前，國內既有較完整的濕地資料為民國97期間所建立的「國家重要濕地資料庫」

(http://wetland-tw.tcd.gov.tw /drupal/)，此乃因應內政部營建署自95年辦理「國家重要

濕地」劃定與評選作業，進而在96年底公告「75處國家重要濕地」的結果所設，該資

料庫僅提供75處濕地（100年擴增公告為82處）的範圍劃定、定位、及生物相等相當

粗略的資訊。有關特定濕地內含那些濕地類型，各個類型濕地的範圍、詳細面積、水

深、水文、地質、功能、水生植物類型、動植物物種等資料，均相當缺乏。因此，此

既有資料庫的數據實無法滿足現階段的碳匯調查作業。 

二、採用抽樣方法收集新數據 

第二種濕地面積數據來源為採用抽樣方法獲得新數據，此方法為針對一個已知其

總面積(A)的特定區域（如七股鹽田濕地），欲估算此區域內不同類型濕地（如紅樹林、

潟湖水域、潮間帶泥灘地、魚塭、鹹水草澤等）的個別面積。此法需在整個區域內設

定一定數目的樣點(sample points)，然後計算某一特定類型濕地內樣點的數目除以區

域內總樣點數，可得一比例值(pi)，再將此比值乘以總面積則可估算出該特定類型濕地

的面積(ai=pi × a)。 

三、完整的濕地清單 

第三種資料來源為收集完整濕地清單及面積的新數據，此方法須要每隔一段時間

就得建立及更新整個國家的濕地繪圖(Wetland Maps)，由濕地繪圖資料即有紀錄不同

濕地類型的面積概估值，目前遙感技術(Remote Sensing Techniques)可完成此項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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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濕地碳匯估算綱要 

4.4.1 國家總濕地

面積的碳匯

估算 
國家總濕地面積的碳匯功能估算，為利用濕地分類及分層(stratification)的方法，

將國家所有濕地分為3大類別(categories)，包含海岸濕地、內陸濕地及人工濕地，每

一類別又分層為若干類型濕地(types)，如海岸濕地含5類型、內陸濕地含有6類型、人

工濕地含3類型，如圖2.1-1，每一類型濕地又因植生種類、地質、氣候等條件的不同

又分為不同級(strata)，逐一層級由下而上進行估算及加總。 

因此，國家總濕地面積的碳匯為加總三大項濕地類別（海岸濕地、內陸濕地及人

工濕地）的碳匯，以(4.1)式計算。 

 
321∑

3

1
WLWLWL

i
WLWL CCCCC

i
Δ+Δ+Δ=Δ=Δ

=
 (4.1) 

 

其中， 

WLCΔ =國家總濕地面積的每年碳匯，t C yr-1 

i=濕地類別代號 (i=1~3) 

1WLCΔ
=海岸濕地類別(i=1)的每年碳匯，t C yr-1 

2WLCΔ =內陸濕地類別(i=2)的每年碳匯，t C yr-1 

3WLCΔ =人工濕地類別(i=3)的每年碳匯，t C yr-1 

4.4.2 某特定濕地

類別的碳匯

估算 
每一項濕地類別（海岸濕地、內陸濕地及人工濕地）的每年碳匯量，可以從該項

類別分層下的不同濕地類型進行估算。(4.2)、(4.3)、(4.4)式分別提供海岸濕地、內陸

濕地、及人工濕地等三類別濕地的碳匯估算。 

一、海岸濕地 

海岸濕地應考慮分層下的6種不同濕地類型：紅樹林濕地、潮間帶泥灘地、鹹水草

澤、潟湖及魚塭，分別估算後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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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5 ,14 ,13 ,12 ,11 1

 11

+++++=

=
6

1=

WLWLWLWLWLWL

j
WLWL

CΔCΔCΔCΔCΔCΔ

CΔCΔ

,

j,
∑

 (4.2) 

 
其中， 

j=濕地類型代號 (j=1-6) 

11,WLCΔ =紅樹林濕地類型(i, j=1, 1)的每年碳吸存能力，t C yr-1 

21,WLCΔ =潮間帶泥灘地類型(i, j=1, 2)的每年碳吸存能力，t C yr-1 

31,WLCΔ =鹹水草澤類型(i, j=1, 3)的每年碳吸存能力，t C yr-1 

41,WLCΔ =河口類型(i, j=1, 4)的每年碳吸存能力，t C yr-1 

1 5,WLΔC =潟湖類型(i, j=1, 5)的每年碳吸存能力，t C yr-1 

1 6,WLΔC =魚塭類型(i, j=1, 6)的每年碳吸存能力，t C yr-1 

 
二、內陸濕地 

內陸濕地應考慮分層下的6種不同濕地類型：淡水草澤、埤塘、湖泊或水庫、河灘

濕地、林木濕地、及泥炭濕地，分別估算後加總。 

6 ,25 ,24 ,23 ,22 ,21 2

 ,22

+++++=

=
6

1=

WLWLWLWLWLWL

j
WLWL

CΔCΔCΔCΔCΔCΔ

CΔCΔ

,

j
∑

 (4.3) 

 

其中， 

j=濕地類型代號 (j=1-6) 

12 ,WLCΔ =淡水草澤濕地類型(i, j=2, 1)的每年碳匯，t C yr-1 

22 ,WLCΔ =埤塘類型(i, j=2, 2)的每年碳匯，t C yr-1 

32 ,WLCΔ =湖泊或水庫類型(i, j=2, 3)的每年碳匯，t C yr-1 

42 ,WLCΔ =河川流域濕地類型(i, j=2, 4)的每年碳匯，t C yr-1 

52 ,WLCΔ =林木濕地類型(i, j=2, 5)的每年碳匯，t C yr-1 

62 ,WLCΔ =泥炭濕地類型(i, j=2, 6)的每年碳匯，t C y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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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工濕地 

人工濕地應考慮分層下的3種不同濕地類型：表面流人工濕地、表面下流動人工濕

地、及生態池，分別估算後加總。 

 ++=

=

3 ,32 ,31 3

 ,33

3

1=

WLWLWL

j
WLWL

CΔCΔCΔ

CΔCΔ

,

j
∑

 (4.4) 

 
其中， 

j=濕地類型代號 (j=1-3) 

=表面流人工濕地類型(i, j=3, 1)的每年碳匯，t C yr-1 

=表面下流動人工濕地類型(i, j=3, 2)的每年碳匯，t C yr-1 

33 ,WLCΔ =生態池類型(i, j=3, 3)的每年碳匯，t C yr-1 

 

4.4.3 國家重要濕

地的總碳匯

估算 
至100年營建署公告82處國家重要濕地，這82處濕地生態系統為政府機關或環保

團體未來優先想了解其碳匯能力的對象。由於營建署對每一處國家重要濕地均給予編

號（例如，曾文溪口濕地的編號為”1”， 四草濕地的編號為”2” ），此特定的編號也加

入碳匯估算公式中。如果將82處國家重要濕地的碳匯量分別估算出來，再將其加總便

可得82處國家重要濕地的總碳匯量。 

  =
82

1=
82 ∑

n
WESWL n

CΔCΔ  (4.5) 

 

其中， 

n=某特定濕地生態系統的編號，即為營建署對82處國家重要濕地給予的特定編號。 

WLCΔ 82 =82處國家重要濕地的每年總碳匯，t C yr-1。 

nWESCΔ =某特定濕地生態系統（編號n）的每年碳匯，t C yr-1。 

 

1,3WLCΔ

2,3WLC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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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碳收支計算法 
碳收支計算法(Carbon Budget Calculation Method)乃根據濕地的碳質量平衡

(carbon balance)理論作為基礎，分別計算各項進入(input)及離開(output)某特定類型

及分級濕地的碳質量通量，再將總進入的碳質量通量（收入）扣減總離開的碳質量通

量（支出），即可得碳累積通量或稱碳匯（或碳釋放）通量，亦即濕地的碳匯通量因

子(FC) (flux of carbon sequestration)。此方法的特徵是只需要短時期(short-term)的調

查及觀察（幾個季節、1或2年之內），即可估算出濕地碳匯量(Roulet et al., 2007)。

因此，碳收支計算法又被稱為同年代的碳平衡（或碳交換）估算方法(contemporary 

carbon balance measurement or contemporary carbon exchange measurement)。此

方法亦衍生出有不同類型的調查方法，多半是因為二氧化碳交換通量的測量有不同的

方法可進行，並端賴於是否有考慮碳的流入及流出傳輸，及是否考慮甲烷的交換通量

而定。 

 

4.5.1 碳收支計算

的理論架構 
本節歸納不同文獻資料(Trumbore et al., 1999; Worrall et al., 2003; Lovett et al., 

2006; Roulet et al., 2007; Mander et al., 2008)，進而建立以濕地為系統(system)的碳

質量平衡理論架構，作為碳通量收支計算法的理論基礎。 

一般質量平衡的理論架構為基於質量守恆原理(the law of conservation of 

mass)，亦即在一個具有明確邊界的系統中(system)，質量不會被創造也不會被破壞，

可利用下列質量平衡方程式簡單敘述： 

 

(4.6) 

 

上述所謂的系統乃選作為質量平衡調查對象的空間區域，系統與其周遭環境

(surrounding)之間可由真實或假想的平面（即邊界，boundary）加以區隔。 

 

離開系統的 

質量流率

  進入系統的 

質量流率 

  質量在系統 

的累積速率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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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濕地的碳質量平衡則另外根據以下幾項假設條件： 

1. 以同質性的濕地為碳質量平衡之系統。濕地碳匯調查一般針對濕地分類及分層

下相同分級(strata)的濕地作為碳平衡的系統，此濕地外圍即為系統的邊界，此

系統為開放系統(open system)，有碳物質的進出。 

2. 只考慮有機碳的相關質量流向，無機碳不予考慮。在濕地碳匯的相關文獻所述

的質量平衡模式中，一般只考慮有機碳的流向，而忽略與無機碳(CO3
2-
、HCO3

-
、

H2CO3)相關的質量傳送，包括二氧化碳氣體與水面的吸收與揮發、無機碳在水

中的平衡、與鈣離子進行化學沉澱等，並且不計進流與出流水所帶入與帶出的

無機碳質量。 

3. 不考慮總累積的有機碳在濕地各碳池間的分配與流向。碳收支計算（或碳進入

離開計算）的結果為濕地每年的有機碳總累積量，並不考慮累積的有機碳在濕

地各碳池（Carbon Pool，如根莖葉植物體、枯萎殘體、土壤或底泥、甚至水中

動物）間的分配與流向。 

4. 以通量為運算基礎。質量平衡方程式(2.9)中的每一項，均以單位面積的質量流

率或質量累積速率，亦即通量(flux)，作為質量平衡的運算基準。 

 

如第二章圖2.6-2為濕地的碳循環(Carbon Cycle)示意圖，濕地有機碳的主要來源

為濕地植物、苔蘚或藻類進行光合作用所貢獻，亦可視為固定大氣中二氧化碳後代進

入濕地，由光合作用所產生的有機碳稱為總初級生產量(Gross Primary Production，

GPP)。唯植物及藻類也會進行呼吸作用，釋放二氧化碳至空氣中，稱為自營性呼吸量

(Autotrophic Respiration，AR)。將總初級生產量扣減自營性呼吸量的結果，即稱為淨

初級生產量((Net Primary Production, NPP)。濕地中的植物多為多年生的草本植物及

木本植物，其終年生長與死亡轉變，活的生物質量（biomass，指地面上的莖與葉，及

地面下的根）會轉化為死亡的有機物(Dead Organic Matter，DOM)，或站立於水中、

或沉浸在水中、或沉積在底泥層表面。死亡的有機物中，有一部分為容易分解的有機

碳，會逐漸的被微生物行好氧呼吸作用而分解礦化為二氧化碳釋放至空氣中，另外不

易被分解的有機碳則逐漸沉積於濕地土壤或底泥中，形成土壤有機物(Soil Organic 

Matter)。濕地的土壤有機物則經由微生物的分解作用，端賴是好氧環境或厭氧環境，

而進行異營性好氧呼吸作用或厭氧呼吸作用（脫硝作用及硫酸鹽還原作用），產生二

氧化碳釋放至空氣中。在極度厭氧的底泥環境，有機物則被水解、酸化、甲烷化，轉

化為甲烷釋放至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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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文上，濕地也是一個開放系統，有水源的進流（污水、逕流水）帶入周遭環

境的有機物，溢滿後造成出流、將濕地中的有機物帶出，這些水文因素也會影響濕地

系統的碳質量平衡計算。根據上述四項假設與條件，及濕地的碳循環現象，列入濕地

碳質量平衡考慮的主要碳質量流向包括：淨初級生產量(FNPP)、濕地進流水(influent)

帶入的有機碳(FInf)、濕地出流水(effluent)帶離開的有機碳(Feff)、異營性呼吸作用導致

的二氧化碳氣體釋放(FHR)、及濕地產生的甲烷氣體釋放(FME)等五項（圖2.6-2）。 

 

4.5.2 碳收支計算

的通用方程

式 
濕地的碳質量平衡以系統中的特定空間區域（亦即控制容積，control volume）

為代表範圍（圖2.6-2），基本觀念乃進入(input)系統的碳質量減去離開(output)系統的

碳質量，即等於累積於系統的有機碳質量，或稱為碳匯量(carbon sequestration)或碳

累積量(carbon accumulation)，每一質量流向均以單位濕地表面積的質量流率（亦即

通量）量化表示，則(4.6)式可改寫為下式： 

     -= OutputInput FFFC  (4.7) 

 

其中， 

FC =濕地內碳累積通量或碳匯通量，g C m-2 yr-1 

InputF =進入濕地系統的總碳通量，g C m-2 yr-1 

OutputF =離開濕地系統的總碳通量，g C m-2 yr-1 

 

上述帶入濕地系統的總碳通量包括：進流水帶入的有機碳通量及光合成生物（水

生植物及藻類）淨吸收二氧化碳的通量（亦即單位面積的淨初級生產量）。離開濕地

系統的總碳通量則包含：出流水帶離開的有機碳通量、濕地中生物（分解者及消費者）

異營性呼吸作用所產的二氧化碳釋放通量及濕地產生甲烷釋放的通量。以(4.8)式及

(4.9)式表示： 

 += InfNPPInput FFF  (4.8) 

    ++= MEHREffOutput FFFF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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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PPF =濕地的淨初級生產量，乃植物及藻類光合作用的固碳速率進入濕地系

統的碳通量，g C m-2 yr-1 

InfF =濕地進流水帶入的有機碳通量，g C m-2 yr-1 

EffF =濕地出流水帶離開的有機碳通量，g C m-2 yr-1 

HRF =濕地生物（分解者及消費者）因異營性呼吸作用（HR，heterotrophic 

respiration，包括好氧分解、硝酸鹽還原、硫酸鹽還原作用、甲烷化作

用）所產生的二氧化碳釋放通量，g C m-2 yr-1 

MEF =濕地因有機物厭氧分解（甲烷化作用）產生甲烷釋放的碳當量通量，g 

C m-2 yr-1 

 

將(4.8)式及(4.9)式帶入(4.7)式，即可得(4.10)式： 

 +--+= )FF()FF(FFC MEHREffInfNPP  (4.10) 

 

因此，進入濕地系統的總碳通量（進流水帶入的有機碳通量及淨生產量），如果

大於離開濕地系統的總碳通量（出流水帶離開的有機碳通量、濕地二氧化碳及甲烷釋

放的通量），則此濕地即為碳的淨儲場(Net Sinks)能提供碳匯能力；相反地，如果輸

入濕地系統的總碳通量小於輸出濕地系統的總碳通量，則此濕地即為碳的淨來源(net 

sources)，則進行碳排放。 

另外，不少文獻使用淨生態系統生產量(NEP，Net Ecosystem Production)的觀

念結合到碳質量平衡模式中。所謂NEP即為濕地的淨初級生產量(NPP)扣減濕地的異

營性呼吸量(HR)，表示如下： 

  -= HRNPPNEP FFF  (4.11) 

     --+= MEEffInfNEP F)FF(FFC
 (4.12) 

 

其中， NEPF =濕地的淨生態系統生產通量，g C m-2 yr-1 

再者，也有文獻僅針對濕地的淨生態系統二氧化碳交換量(NEE，Net Ecosystem 

Exchange of CO2)進行每年365天、每天24小時的連續監測，最終求得每年的總NEE。

NEE的定義剛好與NEP相反，亦即將異營性呼吸量(HR)扣除濕地的淨初級生產量

(NPP)： 

 -= NPPHRNEE FFF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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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EENEP FF
 (4.14) 

   --+-= MEEffInfNEE F)FF(FFC (4.15) 

 

其中， NEEF =濕地的淨生態系統二氧化碳交換通量，g C m-2 yr-1
。 

 

不少文獻針對光合作用與呼吸作用做更深入的分析，認為淨初級生產量可表示為

總初級生產量(GPP，Gross Primary Production)與自營性呼吸量(AR，Autotrophic 

Respiration)的差值。而自營性呼吸量(AR)與異營性呼吸量(HR)的和稱為總生態系統呼

吸量(ER，Total Ecosystem Respiration)。 

  -= ARGPPNPP FFF  (4.16) 

 -  =--= ERGPPHRARGPPNEP CCCCFF
 (4.17) 

 --+-= MEEffInfERGPP F)FF(FFFC (4.18) 

 

其中， 

GPPF =濕地的總初級生產量，g C m-2 yr-1 

ARF =濕地的自營性呼吸通量(Autotrophic Respiration)，乃植物及藻類在夜間無照

光下進行呼吸作用產生的二氧化碳釋放通量，g C m-2 yr-1 

ERF =濕地的總生態系統呼吸量，為濕地的自營性呼吸通量與異營性呼吸通量的

和，g C m-2 yr-1 

 

本節提供了碳收支計算法的通用方程式，作為估算濕地系統的碳匯通量因子

( k,j,iFC )之基礎，並於後面章節分別介紹海岸濕地、內陸濕地、及人工濕地之各類型

濕地其碳匯通量的特定估算公式，及敘述其量測及調查方法。 

 

4.5.3 使用碳匯通

量因子進行

推估 
國內有上百處大大小小的濕地，不可能每一處濕地均進行實地的碳匯通量因子量

測及碳匯功能調查，因此須先建立不同類型及不同分級濕地的碳匯通量因子資料庫，

這些資料可能來自國外文獻（第一層級資料作為初步設定值）或國內實地調查結果（第

二層級資料或稱國家特殊資料），再透過空間外推法(Spatial Extrapolation)利用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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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碳匯通量因子資料及調查的濕地面積（仍需調查濕地面積）數據，推估出無法進行

實地調查的濕地其碳匯功能。以下敘述兩種不同情況的推估。 

 

一、推估特定類型濕地的碳匯 

每一項濕地類型的每年碳匯量，可以從該項類型濕地的總面積乘以平均碳匯通量

因子的結果估算而得。如果同一類型濕地（如淡水草澤濕地）因為植生種類（如蘆葦、

香蒲等）、地質條件、氣候條件（緯度及標高不同導致氣候不同）的不同，其碳匯通

量因子有顯著不同時，則再將同一類型濕地分為不同級(strata)，將屬於相同級濕地的

面積乘以其碳匯通量因子，再以(2.19)式加總算出某特定類型濕地的每年碳匯。 

依據濕地系統分類（圖2.1-1），可能須估算的濕地類型為：海岸濕地的6種類型、

內陸濕地的6種類型、及人工濕地的3種類型的每年碳匯量。 

 )10××= -6
  k,j,i

k
k,j,iWL FCA(CΔ

j,i
∑ (4.19) 

 

 
其中， 

i, j, k=分別代表濕地的不同類別(i)、不同類型(j)、及不同分級(k) 

j,iWLCΔ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的每年碳匯推估值，t C yr-1 

kjiA ,,
=同屬於某特定類型濕地下之某分級濕地（i, j, k條件）的總面積 

調查值，m2 

kjiFC ,,
=某特定類型濕地下之某分級濕地（i, j, k條件）的碳匯通量因子，g C 

m-2 yr-1 

 

同屬於某特定類型濕地下之某分級濕地（i, j, k條件），可能分散於不同的濕地生

態系統中，因此其總面積乃將不同的濕地生態系統中同屬於該分級濕地(i, j, k條件)的面

積加總計算，如(4.20)式。 

  = ∑
k

k,j,ik,j,i aA (4.20) 

  
其中， 

i, j, k=分別代表濕地的不同類別(i)、不同類型(j)、及不同分級(k) 

kjia ,,
=某特定濕地生態系統中有屬於i, j, k條件之分級濕地的面積 

調查值，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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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不同類型濕地（i, j,條件）的每年碳匯分別估算出來後，再帶入(4.2)~(4.4)

式便可分別推估出國家三種濕地類別（海岸濕地、內陸濕地、及人工濕地）的每年碳

匯，最後再透過(4.1)式推估國家總濕地面積的每年碳匯。 

 

二、推估特定濕地生態系統的碳匯 

所謂的濕地生態系統乃指內政部營建署所公告的「國家重要濕地」中，不論是國

際級、國家級或地方級濕地，每一處濕地（如曾文溪口濕地、四草濕地…）即代表一

個濕地生態系統。至100年營建署已公告了82處國家重要濕地，這82處濕地生態系統

為政府機關或環保團體未來優先想了解其碳匯能力的對象。因此，本節即提供濕地經

營管理者如何由濕地碳匯通量因子的資料，推估算某一處特定濕地生態系統的碳匯功

能。營建署對每一處國家重要濕地的編號（例如，曾文溪口濕地的編號為”1”， 四草濕

地的編號為”2” ），也加入碳匯估算公式中。 

  10××= -6∑
k,j,i

k,j,ik.j.iWES )FCa(CΔ
n

 
(4.21) 

 

其中， 

n=某特定濕地生態系統的編號，為營建署對82處國家重要濕地給予特定編號 

i, j, k=分別代表濕地的不同類別(i)、不同類型(j)、及不同分級(k) 

nWESCΔ =某特定濕地生態系統（編號n）的每年碳匯推估值，t C yr-1 

k,j,ia =某特定濕地生態系統（編號n）中有屬於i, j, k條件之分級濕地的面積

調查值，m2 

k,j,iFC =屬於i, j, k條件之分級濕地的碳匯通量因子，g C m-2 yr-1 

 

如果將82處國家重要濕地的碳匯量分別估算出來後，再帶入(4.5)式便可得82處國

家重要濕地的總碳匯量。 

 

4.6 碳庫變化估算法 
碳庫變化估算法(Carbon Stock Change Method)主要參考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

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以下簡稱為IPCC)報導有關國

家溫室氣體清單的編制指南，其中第四卷為報導農業、森林及其他土地使用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Other Land Use，以下簡稱為AFOLU)部門的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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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去除的估算方法(IPCC, 2006)。該指南提出的方法並不是直接測量二氧化碳的交換

通量(NEE)或淨生態系統生產量(NEP)，而是調查土地的碳庫變化量(Carbon Stock 

Change)，在某段期間內該土地的總碳庫變化量，即是二氧化碳的總去除或釋放量。

該指南也將濕地列為盤查對象，不過僅報導兩類型濕地的估算方法：泥炭濕地及水庫，

針對其他廣泛的濕地類型如紅樹林、鹽水草澤、潮間帶泥灘濕地、淡水草澤、埤塘等，

並無提出估算方法。儘管如此，IPCC的方法觀念值得參考，且在大面積範圍進行盤查

有其便利性。 

另一方面，也有不少研究調查濕地土壤或底泥的樣本(core)，分析土壤深度的年

齡變化率、土壤假密度、土壤碳含量等，以估算出濕地的有機碳長期累積速率

(LORCA，Long-term Aapparent Rate Of C Accumulation)，為監測濕地歷經長時間間

隔下，濕地土壤碳含量（或碳密度，或土壤沉積深度）的時間變化。本文提出的碳庫

變化估算法乃整合IPCC的調查架構及LORCA的研究方法。 

 

4.6.1 碳庫及碳庫

變化的理論

架構 
根據IPCC指南(2006)所述，針對AFOLU部門的任一土地類別所含的碳庫包括三

大部分，每一部分稱為一項碳池(Carbon Pool)，包括：(1)生質量碳池(Biomass Pool，

BMP)，(2)死亡有機物碳池(Dead Organic Matter Pool，DOMP，(3)土壤有機物碳池(Soil 

Organic Matter Pool，SOMP)。一個濕地系統，生質量碳池主要由濕地植物的生質量

所貢獻，為了估算上的簡單化，又分為地面上生質量碳池(Above-Ground Biomass 

Pool，AGBP)及地面下生質量碳池(Below-Ground Biomass Pool，BGBP)，前者指濕

地植物的葉及莖生質量，後者為濕地植物的根部生質量。 

濕地各碳池之間有何種關聯？碳池與大氣二氧化碳及甲烷的交換又有何關聯？

可由第4.5.1節所述的濕地碳循環及流向說明。生質量碳池是因為濕地植物光合作用吸

收二氧化碳而建立的，而植物死亡後生質量便會轉變到死亡有機物碳池；地面下生質

量（根）也會產生有機分泌物及死亡的細根，直接貢獻到土壤有機物碳池。死亡的有

機物碳池中，有一部分容易被分解的有機碳，會直接轉化為二氧化碳釋放至空氣中，

不易被分解的有機碳則逐漸沉積於濕地土壤中，轉變到土壤有機物碳池。土壤有機物

則經由微生物的分解產生二氧化碳釋放至空氣中，在極度厭氧的底泥環境，有機碳也

會被厭氧分解，轉化為甲烷釋放至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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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特定類型濕地的碳庫量(
jiSC

,
)即為該濕地的三項碳池碳質量的加總： 

 ++=
j,ij,ij,ij,i SOMDOMBMS CCCC (4.22) 

其中， 

i, j=分別代表濕地的不同類別(i)及不同類型(j) 

j,iSC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的碳庫，t C 

j,iBMC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所含生質量的碳庫，t C 

j,iDOMC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所含死亡有機物的碳庫，t C 

j,iSOMC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所含土壤有機物的碳庫，t C 

 

而濕地的碳庫變化量乃定義為該濕地系統的碳庫每年的碳質量變化，此變化量若

是正值（亦即碳庫質量增加）即代表濕地有碳匯能力，若是負值（亦即碳庫質量減少）

即代表濕地是碳的釋放。濕地的碳庫變化量，可將三個池的碳變化量加總而得(2.23)

式。根據圖4.6-1所顯示一個濕地系統碳質量在三大碳池及整個系統的流動去向，並考

慮質量平衡理論，濕地碳庫變化量即等於濕地的淨生態系統生產量(NEP)減去甲烷釋放

量的結果，當不考慮進出流水傳輸有機物的影響時，此結果亦可視為濕地的碳匯量。

此結果將在第4.6.3節證明。 

     =

++=

j,i

j,ij,ij,ij,i

WL

SOMDOMBMS

CΔ

CΔCΔCΔCΔ

 

(4.23) 

 

其中， 

i, j=分別代表濕地的不同類別(i)及不同類型(j) 

j,iSCΔ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的碳庫變化量，t C yr-1 

j,iBMCΔ =濕地所含生質量的碳庫變化量，t C yr-1 

j,i
DOMCΔ =濕地所含死亡有機物的碳庫變化量，t C yr-1 

j,iSOMCΔ =濕地所含土壤有機物的碳庫變化量，t C yr-1

  

j,iWLCΔ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的碳匯量，t C y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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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質量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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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1 濕地系統的碳質量進入及離開三大碳池及濕地系統的示意圖 

 

4.6.2 碳庫的估算 
濕地的碳庫量可代表該濕地的碳儲存容量現況，為濕地的一項重要生物地質條

件。當一個濕地排乾後，轉化為其他土地用途（如開發工業、群居地、農牧地等），

原來儲存在濕地生物質量、死亡有機物、及土壤有機物三種碳池的有機碳，在很短的

時間內可能即被分解產生二氧化碳排放。基於濕地的保護、濕地碳庫保育或濕地被開

發後的補償策略，建立濕地的碳庫資料是必要及重要的工作。 

根據(4.22)式，濕地的碳庫量(
jiSC

,
)即為該濕地的三項碳池碳質量的加總。因此，

以下分別敘述估算三項碳池碳質量的通用方法。 

一、生質量的碳庫 

濕地生物質量乃由濕地植物所貢獻，一般濕地植物包括：多年生草本科植物（如

蘆葦、香蒲等）及多年生木本科植物（如灌木、紅樹林等）。一個濕地可能存在不同

種類的濕地植物，而不同種類的濕地植物貢獻不同的生物質量，因此生質量的碳庫估

算需分別計算不同種類植物所覆蓋區域的生質量碳庫，再依(4.24)式加總計算。另外，

許多文獻多將生質量分為地面上生質量（指植物的葉及莖部分）及地面下生質量（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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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根部）。在此情況下，可在植被覆蓋的區域調查不同種類濕地植物的單位濕地

面積之地面上生質量及地面下生質量，個別乘以覆蓋面積再加總((4.25)式)。生物質量

的單位是以乾燥質量(Dry Mater)表示，須乘生質量含碳比率(Carbon Fraction)換算成

碳庫量。 

 = ∑
m

BMBM
m,j,ij,i

CC (4.24) 

( )  10××+×=

+=

6-
mm,j,im,j,im,j,i

BGBAGBBM

CfBGBAGBa

CCC
m,j,im,j,im,j,i

 

(4.25) 

 

其中， 

i, j=分別代表濕地的不同類別(i)及不同類型(j) 

m=不同植物種類代號 

j,iBMC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所含生質量的碳庫，t C 

m,j,iAGBC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被m種植物覆蓋的地面上生質量碳庫，t C 

m,j,iBGBC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被m種植物覆蓋的地面下生質量碳庫，t C 

m,j,ia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被m種植物覆蓋的面積，m2 

m,j,iAGB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被m種植物覆蓋的地面上生質量，g 

d.m. m-2 

m,j,iBGB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被m種植物覆蓋的地面下生質量，g 

d.m. m-2 

Cfm=m種植物的生質量含碳比率，g C (g d.m.)-1 

d.m.=植物的乾燥質量 

 

由於多數濕地生態系統較不容易獲得地面下生質量(BGB)的資料，因此可利用一

個簡單的推估方法，即使用地面下生質量 (BGB)對地面上生質量 (AGB)的比值

( AGBBGBR ÷= )，便可經由地面上生質量(AGB)及R值估算出生質量碳庫，將

(4.25) 改寫為(4.26)式。 

6-10××+1××= mm,j,im,j,iBM Cf)R(AGBaC
m,j,i

(4.26) 

 

其中， 

R=地面下生質量(BGB)對地面上生質量(AGB)的比值，g d.m. (g d.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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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死亡有機物的碳庫 

死亡有機物來自濕地植物的生質量，經由落葉、死亡、自然生命轉換(turnover)、

植物採收干擾等因素而形成，濕地的生質量（紅樹林除外）大多數都會在一年中轉化

至死亡有機物碳池(DOMP)及土壤碳池（死亡的根）。死亡有機物浸於濕地潮濕環境，

會增加分解速率，在數年至數十年內將會釋放二氧化碳至大氣中。但是，文獻上報導

濕地中的死亡有機物碳庫( DOMC )的相關資料仍然不多。 

  = ∑
m

DOMDOM m,j,ij,i
CC (4.27) 

 10×××= 6-
mm,j,im,j,iDOM DCfDOMaC

m,j,i  
(4.28) 

 

其中， 

i, j=分別代表濕地的不同類別(i)及不同類型(j) 

m=不同植物種類代號 

jiDOMC
,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所含死亡有機物的碳庫，t C 

mjiDOMC
,,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被m種植物覆蓋的死亡有機物的碳庫，

t C 

mjia ,,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被m種植物覆蓋的面積，m2 

mjiDOM ,,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被m種植物覆蓋的死亡有機物，g d.m. 

m-2 

DCfm=m種植物死亡有機物的含碳比率，g C (g d.m.)-1 

d.m.=植物的乾燥質量 

 

三、土壤有機物的碳庫 

濕地土壤同時含有機碳及無機碳，然有機碳的動態變化往往大於無機碳而引起較

多的關注。濕地植物生質量死亡後，一部分被分解，另一部分進入到土壤碳池，土壤

的有機碳會進一步被分解而離開濕地土壤。由於濕地土壤經常保持飽和或淹水狀態，

氧分子的傳送及供應受到限制，濕地水體底部或土壤環境容易形成缺氧條件，降低有

機物的好氧分解效率，迫使進行反應速率較慢的厭氧分解。因此，有機物進入土壤的

速率很容易超過被分解離開的速率，遂造成濕地土壤的有機碳隨時間的累積。但是因

為土壤的厭氧環境，使濕地容易產生及釋放甲烷。濕地土壤的碳含量及有機碳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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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都高於森林、農地及草原，最高者屬於泥炭沼澤(peatland)，其土壤的有機碳含量經

常高達20%以上(Mitsch and Gosselink，2007)屬於有機性土壤(Organic soil)。 

土壤有機物碳庫可利用調查土壤的平均有機碳密度(Soil Organic Carbon Density)

乘以濕地面積估算而得。濕地的有機碳密度與幾項因子有關：濕地植物種類、氣候條

件、水文條件、及濕地年齡等，因此須將濕地土壤特別分級，分別調查。 

 

 = ∑
p

SOMSOM p,j,ij,i
CC

 
(4.29) 

 10××= 6-
p,j,ip,j,iSOM SCDaC

p,j,i (4.30) 

 

其中， 

i, j=分別代表濕地的不同類別(i)及不同類型(j) 

p=不同濕地土壤分級代號 

j,iSOMC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所含土壤有機物的碳庫，t C 

p,j,iSOMC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中分級p的土壤有機物的碳庫，t C 

p,j,iSCD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中分級p的土壤有機碳密度，g C m-2 

p,j,ia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中分級p土壤的面積，m2 

 

濕地的土壤有機碳密度可由採集濕地土壤或底泥的樣本(core)，IPCC(2006)採30 

cm厚度(h)，並量測土壤假密度(BD)、土壤碳含量(SCf)及土壤細顆粒比率(r，細顆粒乃

指 < 2mm顆粒)等，進一步以(4.31)式估算。 

 ×××= pppp rBDSCfhSCD (4.31) 

 

其中， 

p=不同濕地土壤分級代號 

pSCD =濕地分級p的土壤有機碳密度，g C m-2 

h =土壤樣本的厚度IPCC(2006)採0.3 m 

pSCf =濕地分級p的土壤有機碳含量比率，g C (g d.m.)-1 

pBD =濕地分級p的土壤假密度(Bulk Density)，g d.m. m-3 

pr =濕地分級p的土壤細顆粒比率(細顆粒乃指 < 2mm顆粒)，g d.m. (g 

d.m.)-1 



  

 
 

 

 
 4-23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4.6.3 碳庫變化的

估算 
IPCC(2006)提出兩種方法估算AFOLU部門的任一土地類別內各碳池的每年碳量

變化：(1)獲得—損失法(Gain-Loss Method)及(2)碳庫時間差別方法(Stock-Difference 

Method)。 

獲得—損失法表明某一個碳池質量的每年變化量即為碳池每年的獲得碳質量

(gain)扣減每年的損失碳質量(loss)。此方法其實與第4.5.1節所述碳收支計算所利用的

原理（即質量守恆原理）相同，唯質量平衡的對象是濕地內部的三大碳池各為系統，

而不是整個濕地系統。 

將濕地各碳池碳質量的獲得與損失以質量流率表示於圖4.6-1。依據第2.6.1節式

所述濕地的碳庫變化即為三大碳池的碳質量變化加總，再利用獲得—損失法可證明濕

地的碳庫變化量即等於濕地的淨生態系統生產量(NEP)減去甲烷釋放量的結果，若以濕

地系統的質量平衡角度，且不考慮進出流水傳輸有機物的影響時，此結果亦等於濕地

的碳匯量，如(4.32)所述。 

 

    =
--=

-+-=
--++--+--=

++=

54

53243121

j,i

j,ij,ij,ij,i

WL

MEHRNPP

MENPP

MENPP

SOMDOMBMS

CΔ
RRR

R)RR(R
)RRRR()RRR()RRR(

CΔCΔCΔCΔ

 

(4.32) 

 

其中， 

j,iSCΔ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的碳庫變化量，t C yr-1 

j,iBMCΔ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所含生質量的碳庫變化量，t C yr-1 

j,iDOMCΔ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所含死亡有機物的碳庫變化量，t C yr-1 

j,iSOMCΔ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所含土壤有機物的碳庫變化量，t C yr-1

  

NPPR =某濕地的淨初級生產量，t C yr-1 

1R =生質量碳池轉化為死亡有機物碳池的流率，t C yr-1 

2R =生質量碳池轉化為土壤有機物碳池的流率，t C yr-1 

3R =死亡有機物碳池轉化為土壤有機物碳池的流率，t C y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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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 =死亡有機物碳池之有機碳被分解形成二氧化碳的流率，t C yr-1 

5R =土壤有機物碳池之有機碳被分解形成二氧化碳的流率，t C yr-1 

MER =土壤有機物碳池之有機碳轉化為CH4的流率，t C yr-1 

HRR =土壤有機物碳池之有機碳因異營性呼吸作用而轉化為二氧化碳的釋放流

率，g C m-2 yr-1 

j,iWLCΔ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的碳匯量，t C yr-1 

 

一、通用方程式 

本文利用IPCC(2006)所提碳庫時間差別法，分別估算三大碳池碳庫變化。 

1.生質量的碳庫變化 

  
-

= 12

T

)CC(
CΔ

t,BMt,BM
BM

j,ij,i

j,i
(4.33) 

 

其中， 

i, j=分別代表濕地的不同類別(i)及不同類型(j) 

jiBMC
,

Δ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所含生質量的碳庫變化量，t C yr-1 

2, ,tBM ji
C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在t2時間所含生質量的碳庫，t C 

1, ,tBM ji
C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在t1時間所含生質量的碳庫，t C 

T=(t2-t1)=第二次及第一次生質量碳庫調查的間隔時間，yr 

 

2.死亡有機物的碳庫變化 

 
-

= 12

T

)CC(
CΔ

t,DOMt,DOM
DOM

j,ij,i

j,i
(4.34) 

 

其中， 

i, j=分別代表濕地的不同類別(i)及不同類型(j) 

jiDOMC
,

Δ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所含死亡有機物的碳庫變化量，t C yr-1 

2, ,tDOM ji
C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在t2時間所含死亡有機物的碳庫，t C 

1, ,tDOM ji
C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在t1時間所含死亡有機物的碳庫，t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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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2-t1)=第二次及第一次死亡有機物碳庫調查的間隔時間，yr 

 

3.土壤有機物的碳庫變化 

 
-

= 12

T

)CC(
CΔ

t,SOMt,SOM
SOM

j,ij,i

j,i
(4.35) 

 

其中， 

i, j=分別代表濕地的不同類別(i)及不同類型(j) 

j,iSOMCΔ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所含土壤有機物的碳庫變化量，t C yr-1 

2, ,tSOM ji
C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在t2時間所含土壤有機物的碳庫，t C 

1t,SOM j,i
C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在t1時間所含土壤有機物的碳庫，t C 

T=(t2-t1)=第二次及第一次土壤有機物碳庫調查的間隔時間，yr 

 

二、有機碳長期累積速率 

IPCC(2006)針對AFOLU部門草地(grassland)類別的碳庫變化量，提出一個初步層

級(Tier 1)的簡化估算法。當草地沒有轉化為其他土地利用時(Grassland Remaining 

Grassland)，由於草地上的植被大多為多年生的草本科植物，每年歷經生長死亡轉換

(Turnover)及死亡有機物的分解，認為生質量碳池及死亡有機物碳池兩者將會達穩定狀

態(Steady-State)，也就是植物的淨初級生產量與死亡的有機物量達到平衡，而死亡有

機物的形成與有機物的分解及累積到土壤的有機物量達到平衡，更簡單的講法即無須

估算生質量的碳庫變化量及死亡有機物的碳庫變化量( 0=BMCΔ , 0=DOMCΔ  )。不

過，仍認為土壤的有機物碳庫具有顯著的變化而需要調查及估算。由於濕地的植物類

型與草地類似，因此本文也做此假設，將(4.23)式改寫為(4.36)式。 

(2.36)      

)0 ,0( 

,

,,

ji

jiji

WL

SOMDOMSOMS

C

CCCC

Δ=

=Δ=ΔΔ≅Δ 假設

 

(4.36) 

 

再將(4.29)及(4.30)式帶入(4.35)及(4.36)式，可得(4.37)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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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其中， 

i, j=分別代表濕地的不同類別(i)及不同類型(j)

 

 

p=不同濕地土壤分級代號 

j,iWLCΔ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的碳匯量，t C yr-1 

j,iSCΔ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的碳庫變化量，t C yr-1 

j,iSOMCΔ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所含土壤有機物的碳庫變化量，t C yr-1 

j,iSOMC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所含土壤有機物的碳庫，t C 

p,j,iSOMC =某特定類型濕地下之某分級土壤（i, j, p條件）的土壤有機物碳庫，t C 

p,j,ia =某特定類型濕地下之某分級土壤（i, j, p條件）的濕地面積，m2 

p,j,iSCD =某特定類型濕地下之某分級土壤（i, j, p條件）的土壤有機碳密度，

g C m-2 

T=(t2－t1)=兩次土壤有機物碳庫調查的間隔時間，yr 

 

因此，在某濕地2次調查期間（時間間隔T年），將後一次調查年(t2)估算所得的

土壤有機碳密度及濕地面積，及前一次年(t1)調查所得的土壤有機碳密度及濕地面積，

帶入(4.37)式可得濕地碳匯量。 

事 實 上 ， 已 有 不 少 文 獻 僅 調 查 濕 地 土 壤 的 有 機 碳 長 期 累 積 速 率

(LORCA)(Trumbore et al., 1999; Waddington and Roulet, 2000; Anderson and 

Mitsch, 2006)，認為濕地所累積的有機物（沒有被分解），經過後續的5、10、20、

上百年、甚至數千年的長時間，最終的去處會沉積於濕地土壤或底泥中，而成為有機

性土壤層(Soil Horizons)，最後會形成較穩定的泥炭層。濕地土壤的有機碳長期累積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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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LORCA)，乃將濕地所含土壤有機物的碳庫變化量除以該濕地的總面積而得。 

( ) ( )
   

 -
=

10÷
=

12

6

T

SCDSCD

a

 ΔC
LORCA

tp,j,itp,j,i

p,j,i

SOM

p,j,i
p,j,i

 

(4.38) 

 

其中， 

i, j,p=分別代表濕地的不同類別(i)、不同類型(j)及不同土壤分級(p) 

p,j,iLORCA =某特定類型濕地下之某分級土壤（i, j, p條件）之有機碳長期

累積速率，g C m-2 yr-1 

p,j,iSOMCΔ =某特定類型濕地下之某分級土壤（i, j, p條件）所含土壤有機物

的碳庫變化量，t C yr-1 

p,j,ia =某特定類型濕地下之某分級土壤（i, j, p條件）的濕地面積，m2 

p,j,iSCD =某特定類型濕地下之某分級土壤（i, j, p條件）的土壤有機碳密度，g C 

m-2 

T=(t2－t1)=兩次土壤有機物碳庫調查的間隔時間，yr 

 

本節提供了碳庫變化估算法的通用方程式，作為調查及估算濕地系統的有機碳長

期累積速率( p,j,iLORCA )之基礎，並於後面章節敘述其量測方法。 

 

4.6.4 使用有機碳

長期累積速

率推估濕地

碳匯 
特定類型濕地下之某分級土壤（ i, j, p條件）的有機碳長期累積速率

(
pjiLORCA ,,

)與第4.5.2節所述的濕地碳匯通量因子(
pjiFC ,,

)意義類似、單位相同，

被用來推估濕地的碳匯功能。此資料可能來自國外文獻(第一層級資料作為初步設定值)

或國內實地調查結果（第二層級資料或稱國家特殊資料）。透過空間外推法(Spatial 

Extrapolation)利用已知的有機碳長期累積速率資料及調查的濕地面積數據，推估出其

他同質性濕地的碳匯功能。以下敘述兩種不同情況的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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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估特定類型濕地的碳匯 

如果某特定類型濕地包含不同分級土壤，則此特定類型濕地的每年碳匯量

(
jiWLC

,
Δ )可由相同分級濕地的總面積(

pji
A

,,
)乘以該分級土壤的有機碳長期累積速率

(
pjiLORCA ,,

)，再以(4.39)式加總推估。依據本文的濕地系統分類（圖2.1-1），須

推估每年碳匯量的濕地類型為：海岸濕地的五種類型、內陸濕地的六種類型、及人工

濕地的三種類型。 

  )10××= -6
    p,j,i

p
WL LORCAA(CΔ

p,j,ij,i
∑ (4.39) 

 

其中， 

i, j,p=分別代表濕地的不同類別(i)、不同類型(j)及不同土壤分級(p) 

jiWLC
,

Δ =某特定類型濕地（i, j條件）的每年碳匯推估值，t C yr-1 

pji
A

,,
=某特定類型濕地下之某分級土壤（i, j, p條件）的總面積調查值，m2 

pjiLORCA ,,
=某特定類型濕地下之某分級土壤（i, j, p條件）之有機碳長期

累積速率，g C m-2 yr-1 

 

同屬於某特定類型濕地下之某分級土壤（i, j, p條件），可能分散於不同的濕地生

態系統中，因此其總面積乃將不同的濕地生態系統中同屬於該分級濕地（i, j, p條件）

的面積加總計算，如(2.40)式。 

 =∑
p

p,j,ip,j,i aA (4.40) 

 

其中， 

i, j, p=分別代表濕地的不同類別(i)、不同類型(j)、及不同分級(p) 

pjia ,,
=某特定濕地生態系統中有屬於i, j, p條件之分級濕地的面積調查值，m2 

如果將不同類型濕地（i, j條件）的每年碳匯分別估算出來後，再帶入(4.2)~(4.4)

式便可分別推估出國家三種濕地類別(海岸濕地、內陸濕地、及人工濕地)的每年碳匯，

最後再透過(4.1)式推估國家總濕地面積的每年碳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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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估特定濕地生態系統的碳匯 

利用有機碳長期累積速率也可推估營建署公告的82處國家重要濕地之碳匯能

力，估算公式如下。 

 10××= -6∑
p,j,i

p,j,ip.j.iWES )LORCAa(CΔ
n (4.41) 

 

其中， 

n=某特定濕地生態系統的編號，即為營建署對82處國家重要濕地給予的特定編

號 

i, j, p=分別代表濕地的不同類別(i)、不同類型(j)、及不同分級(p) 

nWESCΔ =某特定濕地生態系統（編號n）的每年碳匯推估值，t C yr-1 

pjia ,,
=某特定濕地生態系統（編號n）中有屬於i, j, p條件之分級濕地的面積 

調查值，m2 

pjiLORCA ,,
=某特定類型濕地下之某分級土壤（i, j, p條件）之有機碳長期

累積速率，g C m-2 yr-1 

 

將82處國家重要濕地的碳匯量分別估算出來後，再帶入(4.5)式便可得82處國家重

要濕地的總碳匯量。 

 

4.7 估算方法層級 
IPCC(2006)針對不同發展程度的國家提供不同層級的國家溫室氣體盤查方法，

(1)第一層級方法(Tier 1)：當國家缺乏估算溫室氣體所需參數及因子的數據時，可使用

簡單公式及預設值(Default Parameter Values)，加上粗略的活動數據（如面積）調查，

即可進行簡單估算，但是其結果的不確定性高；(2)第二層級方法(Tier 2)：已建立國家

特殊環境及條件之參數及因子的數據時，可使用此國家特殊數據(country-specific 

data)帶入第一層級方法的公式，進行更精準的估算；(3)第三層級方法(Tier 3)：國家有

能力進行更全面性、更詳細、更準確及經常性的採樣量測，甚至可建立國家特殊模式，

所得結果有更高的確定性。 

國內針對濕地碳匯功能及碳庫調查所需要的參數，例如：濕地面積、濕地碳匯通

量因子（包括所需的濕地淨初級生產量、異營性呼吸通量、甲烷通量、及淨生態系統

二氧化碳交換量）、有機碳長期累積速率（包括濕地各碳池碳庫、濕地土壤有機碳密

度）等，可提供的本國數據相當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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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階段而言若要直接使用國家特殊數據及較高層級的方法估算國內濕地的碳

匯及碳庫，為相當不可期。但是，濕地清單編制者，對於探究國內濕地碳匯能力及碳

庫的問題，又有迫切的需求。因此，本文提出短、中、長期的方法（也就是不同層級

方法），期能在短期內讓相關人員及單位快速、簡單且便利地估算出國內濕地的碳匯

能力及碳庫（但是不確定性較高），而中長期仍需兼顧到建立國家特殊數據的重要性，

使未來濕地碳匯及碳庫的國家清單估計值能朝向更確定及準確的方向發展。 

 

4.7.1 第一層級方

法(Tier 1) 
由於目前國內相關數據缺乏，有關濕地碳匯及碳庫估算所需的參數或因子的預設

值，大多來自國際間的相關報告、書籍及期刊論文等文獻，蒐集的資料特別選自濕地

類別與類型、濕地位置緯度與氣候、濕地植物等條件與國內濕地相類似的文獻。本層

級所需要的濕地面積數據，可採自現有民間組織或政府單位提供的粗略估計值或歷史

資料。國內既有的調查文獻雖然僅有少數，但是其報導的資料仍比國外文獻的資料更

適合做為本層級方法的預設值。除了本章所介紹的通用公式外，後面章節將分別提供

各類別之各類型濕地的碳匯及碳庫特定估算公式（亦可視為預設公式）。濕地碳匯及

碳庫清單編制者可將適合於各類型濕地的預設值及粗估的濕地面積數據帶入對應的預

設公式，便可估算不同類型濕地及不同濕地生態系統的碳匯及碳庫量。 

 

4.7.2 第二層級方

法(Tier 2) 
國家應建立詳細的濕地分類系統，讓國內的每一處濕地都有更清楚的分類及分

級，以便使用適當的對應參數（及因子）及公式，進行碳匯及碳庫的估算。再者，亦

須逐步推動濕地的盤查及繪圖作業(Wetland Mapping)，以確定濕地範圍及量測面積。

同時，針對不同類型及分級的濕地，也須分別著手調查及量測濕地碳匯及碳庫的相關

參數（及因子），以獲得及建立國家特殊參數數據。第二層級(Tier 2)方法乃當各種不

同類型濕地已建立相關參數的國家特殊數據時，可直接使用此國家特殊數據及較準確

的濕地面積數據，仍然使用與第一層級相同的公式，便利地估算出比第一層級方法更

準確的濕地碳匯及碳庫量。 

後面章節將提供了濕地進行碳匯及碳庫調查的野外採樣方法、測量方法及物質分

析方法，可作為各參數及因子量測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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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第三層級方

法(Tier 3) 
為更高層級的方法，此乃針對調查濕地進行各項參數的直接測量 (Direct 

Measurements)，以測量結果帶入本章公式計算出濕地的碳匯及碳庫。由於相關參數

的測量結果經常呈現高的空間與時間變化(Hgh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bility)，因

此野外的採樣點須全面及廣泛，並固定時間重複進行。直接測量法須先擬定採樣計畫，

選擇採樣位置及採樣頻率，並決定採樣、分析及監測方法，再進行野外採樣與量測，

不少樣本則須返回實驗室以精密的儀器進行分析，最後由測量結果進行數據統計並計

算出濕地的每年碳匯及碳庫。 

有關第三層級方法的進行，包括調查計畫的擬定、調查步驟、採樣方法、碳匯通

量與碳庫相關參數的測量方法、測量結果的品質控管等，將在本文第六章詳細介紹。

相關參數的量測也可使用本文第六章方法以外之更先進、更準確、更便利（但是成本

更高）的其他方法，例如使用微氣象方法(Micrometeorological Methods)測量濕地的淨

生態系統二氧化碳交換通量(NEE)、使用碳-14同位素法測量土壤的碳長期累積速率

等。有關濕地面積及其變化的調查，則可使用高解析度的地理資訊系統測量濕地面積，

測量需每隔一段時間進行，以掌握濕地面積的變化及土地用途的轉化，使更符合實際

現況，有更高的確定性。 

此外，當實際量測工作進行到一段時間，針對某特定濕地的某項相關參數，累積

了足夠數據後，便可成為其他濕地參考的國家特殊數據。或者，利用這些數據進而推

導及建立出經驗模式(Empirical Models)，此模式經過驗證及不確定性量化後，也可使

用於其他獨立濕地的相關參數估算上。 

國家可訂出某特定地的濕地類型（如紅樹林）或特定的濕地生態系統（例如曾文

溪口濕地）做為國內的碳匯重點濕地(Key Category or Wetland)，並優先針對此濕地

進行以實際量測為基礎的第三層級方法。碳匯重點濕地的選擇可根據以下條件判定：

(1)濕地淨初級生產量顯著；(2)濕地碳庫量顯著；(3)濕地每年碳匯量顯著；(4)濕地的

溫室氣體(CH4)排放量顯著。 

圖4.7-1為選用不同層級方法調查濕地碳匯及碳庫的決策流程。此流程說明不同濕

地的條件（是否為國家碳匯重點濕地？），不同資訊現況（是否已建立國家特殊數

據？），以決定所建議的不同層級方法。舉例四種不同狀況：(1)被認定為國內碳匯重

點濕地的濕地類型或場址，且無碳匯相關參數的國家特殊數據可參考時，且有足夠的

資源及方法學時，則應規劃進行第三層級的調查工作；(2)被認定為國內碳匯重點濕地

的濕地類型或場址，但若已有碳匯相關參數的國家特殊數據可參考時，可直接以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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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方法調查；(3)非歸屬於碳匯重點濕地的濕地，但是已有碳匯相關參數的國家特殊

數據可參考時，可進行第二層級方法的；(4)非歸屬於碳匯重點濕地的濕地，也無碳匯

相關參數的國家特殊數據可參考時，則進行第一層級方法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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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本計畫套繪 

圖4.7-1 選用不同層級方法調查濕地碳匯及碳庫的決策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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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立臺灣地區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

執行架構 
5.1 六年監測規劃架構 

5.1.1 規劃構想 
本計畫優先選定三處進行濕地碳匯功能調查，未來執行架構將依循本計畫初步成

果進行架構規劃。執行程序將先進行個濕地現勘，依個濕地區位及特性進行彙整，流

程如圖5.1-1。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5.1-1 臺灣地區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之執行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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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性之考量因素包括： 

一、區位可及性及成本效益 

依照濕地所在空間選擇地點，合理的區域區分，以節省樣品運送時間及利於人員

調度。 

 

二、執行難易及複雜程度 

因各濕地面積及植被狀況等諸多條件不同，需先了解其特性並收集資料，研判可

利用之監測方式，評估符合實際現況且合理之量測方法。  

 

三、案例代表性及特殊性 

濕地經現勘及評估後，將可依特性歸類與獨特單一性之濕地分別探討，並於可依

特性歸類之濕地選取代表性案例優先執行。 

 

5.1.2 未來監測 

規劃 
本計畫擬訂未來10年國家重要濕地工作架構，主要在完成建立估算我國濕地碳庫

及碳匯能力的國家特殊數據，以及落實濕地碳匯經營管理為目標進行規劃。主要工作

項目區分為三項： 

一、 全國性濕地碳匯功能調查先期工作 

國內濕地分類方式及濕地範圍界定研究，本計畫執行成果以碳匯為調查目的之濕

地初步分類，包括3大類別下有14種類型濕地，該分類以考慮水域範圍的分類；唯濕地

是一種異質性(Heterogeneity)相當高的生態系統，因水文、植生、地質、氣候及土地

使用等條件不同而有不同類型，其碳庫與碳匯能力也顯著不同。目前國內公認的濕地

分類系統尚不明確，本計畫乃根據濕地水域特徵及碳匯調查目的進行初步分類。未來

仍須進一步研究國內不同類型土地使用之濕地分類，提出不同的碳匯估算特殊方程式、

不同的預設參數值(Tier 1&2)及野外調查方法(Tier 3)。 

依據上述3大類別下有15種類型濕地分類方式對於濕地範圍界定並盤查，分為北部、

中部、南部、東部與離島四地區進行。 

 



  

 
 

 

 
 5-3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二、 國家重要濕地面積變動基線調查 

在「 全國性濕地碳匯功能調查先期工作」後，仍須調查並建立濕地面積及利用之

基礎調查，建議爾後每3年，在未來10年內執行3次，持續地進行濕地面積及面積變化

調查。 

濕地範圍劃分工作(GIS Mapping)執行程序包括：為能夠適度地評估各類濕地的面

積，以及配合各類濕地溫室氣體排放與匯集的數據整合，以下提出地理資訊系統劃分

各類濕地面積之程序，以供後續執行參考。圖5.1-2為整個地理資訊系統劃分各類濕地

面積流程，並依據專案管理流程加以規劃，說明如下： 

1. 發展章程 

確認濕地範圍劃分工作、分撥預算、設定工作時程，並指派專案經理。 

2. 辨識利害關係者 

利害關係者可分為內政部營建署與濕地相關NGO、NPO兩個群組，在工作執行

之初，建立利害關係者清單，內容包含聯絡人、聯絡方式、聯絡頻率，以及其他注

意事項。 

3. 蒐集需求 

本項流程在收集那些濕地會納入工作範疇，分為營建署所轄濕地，以及非營建

署建議濕地，這部分可由「全國性濕地碳匯功能調查先期工作」來介定第一期工作

範疇。此外，尚包含工作需注意事項，以及相關法規規定的彙整，集結為需求文件。

在第二期與第三期中，則需參酌「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及碳庫野外調查」之各子計畫

所提列新增或刪除濕地名單，做為工作範疇。 

4. 定義範疇 

包含營建署所轄濕地的確認，以及非營建署建議濕地的審查，在歷經修正後，

最後建立三年度濕地清冊。 

5. 規劃時程 

依據三年度濕地清冊的濕地數量、地理位置分佈、可及性等因素，分批排序作

業次序與評估各作業所需時程。當發展整個作業時程後，需與章程內預計時程相比

較，若有超過，則需增加人力及相關資源的投入，以符合時程上的要求。 

6. 規劃成本 

依據三年度濕地清冊的濕地數量、地理位置分佈、所需圖資等因素，分批評估

作業經費、相關設備與材料費用，以及相關資源的可取得程度，並與章程分撥預算

比對修正。規劃成本後，再修正前述時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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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規劃人力資源 

依據三年度濕地清冊的濕地數量、地理位置分佈，評估各階段所需人力，以及

相關人員所需能力，並評估人力可取得性，並據此修正前述時程規劃。 

8. 規劃基準與流程 

依據需求文件，發展GIS Mapping之作業基準與流程，並參考過去類似工作所

留存的文件與經驗，藉由較具經驗之人員，共同檢討確認作業程序，並與利害關係

人確認所得成果將符合其需求，以做為後續執行之依據。 

9. 規劃品質 

依據所規劃之作業基準與流程，建立作業品質管制機制與品質保證機制，包含

相關變異的預防與矯正方式，以供後續執行依據。 

10.規劃溝通 

依據利害關係人清單，建立溝通名單與溝通機制，包含作業過程中範疇基準、

時程基準與成本績效基準的現況、變異、預防與矯正措施、相關變更處理等資訊發

佈。 

11.規劃風險 

依據可提列之風險，建立風險清單，並評估其發生機率與衝擊，以及規劃相對

應的風險回應機制。 

12.規劃採購 

對於人力、器械、材料等需外購事項及可取得性進行確認，若不符合利害關係

者需求則應提出相關變更，同時依據前述時程規劃成果規劃採購作業時間，以適時

取得所需資源、準備相關資金，以及相關書函的發送。 

13.執行與結束採購 

取得並驗收採購項目後，得發出相關確認文件，以提供賣方完成採購的依據。 

14.管理與指導工作執行 

本流程主要進行濕地範圍的套繪，以及濕地劃分作業的進行，專案經理需確認

專案成員的技能，以及對整個作業基準與流程是否清楚瞭解。若有不足，則應適時

提供教育訓練，以達到品質保證的要求。 

15.管理利害關係者 

依據時程規劃，在完成階段性成果或達到某個里程碑時，應依據溝通規劃，發

佈訊息給相關利害關係者，並收集利害關係者對於階段性成果的意見或新增加的需

求，進行流程的改善或需求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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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執行品質管制 

依據時程規劃，除平日對於濕地劃分作業階段性成果進行檢驗外，在特定時間

點應與相關利害關係者進行現地會勘抽驗，若有錯誤並應檢討改正，並參著利害關

係者的意見或新增加的需求，進行流程的改善或需求變更。 

17.執行品質保證 

專案經理應確保專案成員在作業過程中，依據規劃的作業基準與流程進行作

業。若執行過程發現流程上的改進有助於縮短時程、降低成本且不影響品質，應提

出變更流程並加以驗證，以達到品質保證的目標。 

18.結束工作 

對各個階段性成果及相關變更執行無誤，符合範疇基準、時程基準以及成本績

效基準，則在所有定義範疇的工作項目完成並依品質管制確認無誤後，進行驗收。

驗收完成取得證明書函，並提送所有經驗證後的交付成果後，政得結案證明。最後

並將流程中所有文件，依流程加以編號彙集成冊，完成組織流程資產，以供後續日

後相關作業之參考。 

 

三、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及碳庫野外調查 

依據「全國性濕地碳匯功能調查先期工作」以及「國家重要濕地面積變動基線調

查」兩大計畫之成果，針對3大類別下有15種類型濕地進行野外調查，分為碳吸存通量

及碳庫量測等，詳細說明如下。 

（一）國家重要濕地碳吸存通量量測及研究資料庫更新計畫 

1.海岸濕地 

海岸濕地分為紅樹林、潮間帶泥灘地、鹹水草澤及潟湖等4種濕地類

型，其中紅樹林、潮間帶泥灘地、鹹水草澤濕地建議選擇北、中、南、東

部及離島地區各選擇一處濕地，進行3年為一期之濕地長期碳吸存通量監

測計畫；而潟湖濕地則選擇一處國家重要濕地進行為期3年之碳吸存通量

監測。 

2.陸地濕地 

陸地濕地分為埤塘、湖泊或水庫、河川流域濕地、林木濕地及泥炭濕

地等5種濕地類型，其中埤塘、湖泊或水庫、河灘等濕地建議選擇北、中、

南、東部及離島地區各選擇一處濕地，進行3年為一期之濕地長期碳吸存

通量監測計畫；而林木濕地及泥炭濕地則選擇各一處國家重要濕地進行為

期3年之碳吸存通量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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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工濕地 

人工濕地建議選擇北、中、南、東部及離島地區各選擇一處濕地，進

行3年為一期之濕地長期碳吸存通量監測計畫。 

4.國家重要濕地碳吸存通量測資料整合計畫 

第10年針對上述濕地類型，整合並檢討國家重要濕地碳吸存通量量測

資料，以及「全國性濕地碳匯功能調查先期工作」以及「國家重要濕地面

積變動基線調查」兩大計畫之成果，作為後續國家碳匯功能之後續研究依

據，以逐步建立估算我國濕地碳吸存通量及碳匯能力的國家特殊數據。 

 

（二）國家重要濕地碳庫量測及資料庫更新計畫 

針對國家重要濕地82處(92個濕地)進行同位素碳14土壤碳庫等量測，建議

每年以10處進行樣品採集分析，為期九年完成國家重要濕地之碳庫之建置，並

於第10年進行上述資料彙整及資料庫更新計畫。 

 

未來10年的工作架構、相關工作之經費分析如表5.1-1所示，預估經費為新台幣

1.1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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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5.1-2 國家重要濕地地理資訊系統劃分各類濕地面積流程 

內政部營建署 濕地相關NGO、NPO 

營建署濕地名單更新 非營建署濕地名單更新 

辨識利害關係者 

蒐集需求 

定義範疇 

濕地名單審查 

取得並驗收衛星影像或航空照片等資源 

建立年度濕地清冊 

濕地範圍審查 

評估時程、排列作業次序 規劃時程 

評估作業經費、設備與材料 規劃成本 

評估作業人力 規劃人力資源 

建立風險回應機制 規劃溝通、規劃風險 建立溝通名單與機制 

規劃基準與流程 

建立品質管制、品質保證機制 

確認採購項目 規劃採購 

建立濕地劃分基準與作業流程 

濕地範圍劃分工作 發展章程 

濕地範圍套繪衛星影像或航空照片 

濕地劃分作業 

確認階段性成果 

管理與指導工作執行 

管理利害關係者
執行品質管制 現地會勘抽驗 

執行品質保證 
依循濕地劃分基準與流程進行 

計算與統計面積 

驗收與交付成果 結束工作 

需求變更 修正錯誤 

變 
更 
流 
程 

執行與結束採購 

修正

修正

濕地名單確認 

濕地範圍確認 

修正 

修正 

修正 修正 

修正

修正

規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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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國家重要濕地未來 10 年分年計畫、經費與執行方式建議表

(1/3) 

計畫名稱 
執行期程(年) 

經費 
(仟元) 

執行方式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自 
辦 

委 
辦 

其

他

全國

性濕

地碳

匯功

能調

查先

期計

畫 

1.國內濕地分類方式及濕

地範圍界定盤查研究計

畫【北部地區】 
          1,250    

 

2國內濕地分類方式及濕

地範圍界定盤查研究計

畫【中部地區】 
          1,250    

3.國內濕地分類方式及濕

地範圍界定盤查研究計

畫【南部地區】 
          1,250    

4.國內濕地分類方式及濕

地範圍界定盤查研究計

畫【東部與離島地區】
          1,250    

小 計           5,000    

國家

重要 
濕地

面積 
變動

基線 
調查 

1.國家重要濕地面積及面

積變化調查及研究資料

庫更新計畫(Ⅰ) 
          3,000    

 

2.國家重要濕地面積及面

積變化調查及研究資料

庫更新計畫(Ⅱ) 
          3,000    

3.國家重要濕地面積及面

積變化調查及研究資料

庫更新計畫(Ⅲ) 
          3,000    

小 計           9,000    

國家

重要 
濕地

碳匯

及 
碳庫

野外 
調查 

1.國家重要濕地碳匯量測

及研究資料庫更新計畫
              

 

(1) 紅樹林濕地碳匯量

測及研究資料庫更

新計畫【北部地區】
          3,000    

(2) 紅樹林濕地碳匯量

測及研究資料庫更

新計畫【中部地區】
          3,000    

(3) 紅樹林濕地碳匯量

測及研究資料庫更

新計畫【南部地區】
          3,000    

(4) 紅樹林濕地碳匯量

測及研究資料庫更

新計畫【東部與離

島地區】 

          3,000    

(5) 潮間帶泥灘地濕地

碳匯量測及研究資

料庫更新計畫【北

部地區】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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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國家重要濕地未來 10 年分年計畫、經費與執行方式建議表

(2/4) 

計畫名稱 
執行期程(年) 

經費 
(仟元) 

執行方式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自 
辦 

委 
辦 

其

他

國家

重要 
濕地

碳匯

及 
碳庫

野外 
調查 

(6) 潮間帶泥灘地濕地

碳匯量測及研究資

料庫更新計畫【中

部地區】 

          3,000    

 

(7) 潮間帶泥灘地濕地

碳匯量測及研究資

料庫更新計畫【南

部地區】 

          3,000    

(8) 潮間帶泥灘地濕地

碳匯量測及研究資

料庫更新計畫【東

部與離島地區】 

          3,000    

(9) 鹹水草澤濕地碳匯

量測及研究資料庫

更新計畫【北部地

區】 

  3,000 

(10) 鹹水草澤濕地碳

匯量測及研究資

料庫更新計畫【中

部地區】 

          3,000    

(11) 鹹水草澤濕地碳

匯量測及研究資

料庫更新計畫【南

部地區】 

          3,000    

(12) 鹹水草澤濕地碳

匯量測及研究資

料庫更新計畫【東

部與離島地區】 

          3,000    

(13) 潟湖濕地碳匯量

測及研究資料庫

更新計畫 
          3,000    

(14) 埤塘濕地碳匯量

測及研究資料庫

更新計畫【北部地

區】 

          3,000    

(15) 埤塘濕地碳匯量

測及研究資料庫

更新計畫【中部地

區】 

          3,000    

(16) 埤塘濕地碳匯量

測及研究資料庫

更新計畫【南部地

區】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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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國家重要濕地未來 10 年分年計畫、經費與執行方式建議表

(3/4) 

計畫名稱 
執行期程(年) 

經費 
(仟元) 

執行方式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自 
辦 

委 
辦 

其

他

國家

重要 
濕地

碳匯

及 
碳庫

野外 
調查 

(17) 埤塘濕地碳匯量

測及研究資料庫

更新計畫【東部與

離島地區】 

          3,000    

 

(18) 湖泊水庫濕地碳

匯量測及研究資

料庫更新計畫【北

部地區】 

          3,000    

(19) 湖泊水庫濕地碳

匯量測及研究資

料庫更新計畫【中

部地區】 

          3,000    

(20) 湖泊水庫濕地碳

匯量測及研究資

料庫更新計畫【南

部地區】 

          3,000    

(21) 湖泊水庫濕地碳

匯量測及研究資

料庫更新計畫【東

部與離島地區】 

          3,000    

(22) 河川流域濕地碳

匯量測及研究資

料庫更新計畫【北

部地區】 

          3,000    

(23) 河川流域濕地碳

匯量測及研究資

料庫更新計畫【中

部地區】 

          3,000    

(24) 河川流域濕地碳

匯量測及研究資

料庫更新計畫【南

部地區】 

          3,000    

(25) 河川流域濕地碳

匯量測及研究資

料庫更新計畫【東

部與離島地區】 

          3,000    

(26) 林木濕地碳匯量

測及研究資料庫

更新計畫 
          3,000    

(27) 泥炭濕地碳匯量

測及研究資料庫

更新計畫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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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國家重要濕地未來 10 年分年計畫、經費與執行方式建議表

(4/4) 

計畫名稱 
執行期程(年) 

經費 
(仟元) 

執行方式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自 
辦 

委 
辦 

其

他

國家

重要 
濕地

碳匯

及 
碳庫

野外 
調查 

(28) 人工濕地碳匯量

測及研究資料庫

更新計畫【北部地

區】 

          3,000    

 

(29) 人工濕地碳匯量

測及研究資料庫

更新計畫【中部地

區】 

          3,000    

(30) 人工濕地碳匯量

測及研究資料庫

更新計畫【南部地

區】 

          3,000    

(31) 人工濕地碳匯量

測及研究資料庫

更新計畫【東部與

離島地區】 

          3,000    

(32) 國家重要濕地碳

匯量測資料整合

計畫 
          1,000    

2.國家重要濕地碳庫量測

及資料庫更新計畫               

(1) 國家重要濕地碳庫

量測及資料庫更新

計畫 
          6,440    

(2) 國家重要濕地碳庫

量測資料整合計畫           1,000    

小 計           103,440  
合 計            117,440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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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調查 計畫執 行架

經查

述（http:

營建署城

徵選顧問

無詳盡之

查，相關

重要濕地

參考

維護單位

(free ope

成本；任

Window

全國重要

資料庫和

GeoMO

5.2-2所示

架構 

查現有國家重

//www.wetla

城鄉分署現委

問單位辦理「

之研究調查，

關成果將提供

地資料庫，以

考「國家重要

位的變動性，

en source) 的

任何管理、維

ws server 作

要濕地入口網

和調查資料查

OSE 建置空

示。 

重要濕地網站主

nd.org.tw/pro

委託學術單位整

2010國家重

本計畫將首次

供營建署城鄉分

以期加強科學研

要濕地資料庫入

，因此，建置

的軟體，以避

維護單位都可以

業系統，Apa

網站的建置和維

查詢系統，以

空間資訊導覽

圖5.2-1 

主要介紹評選

oject/wetland

整合國家重要

要濕地資料整

次對三個國家

分署其他臺灣

研究保護及管

入口網站使用

置資料庫網頁

避免資料庫和網

以繼續擴充或

ache 網頁伺

維護管理平台

Morpho 編輯

系統如圖5.2

濕地資料庫

選過程及個別

ds_TW/index

要濕地之生態

整合計畫」；

家重要濕地進

灣地區濕地資

管理臺灣濕地

用手冊」，考

的架構及軟體

網頁管理系統

或修改此網站系

伺服器軟體，以

台；使用Meta

輯和上傳EML

2-1，以Drupa

庫網站系統架

國家重

別濕地之地點及

x.php），為強化

態及理化環境資

惟臺灣地區有

進行系統性之碳

資料庫委辦案

。 

考量網站永續的

體近乎完全採

統的封閉性，節

系統，採用U

以Drupal 網站

aCat 建置濕地

L 文件；採用

al 建置的濕地

架構 

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

及重點式生態

化資料庫功能

資料；另又公

有關濕地碳匯

碳匯及碳儲量

，協助建立國

的經營及管理

採用免費開放

節省後續維護

Ubuntu Linux

站管理系統做

地調查研究後

用MapServer

地入口網站如

 

能調 查計畫 

態描

能，

公開

匯較

量調

國家

理、

放式 

護的

和

做為

後設

和

如圖



 

 

5.3 二氧化碳

存技術 

5.3.1 抑

碳

碳捕獲與封

抑制二氧化

碳排放措施 

 

 
 

 

 
 

國際

率標準及

（Comm

許可制、

國際

展概況簡

中，利用

地層、人

國際

洋封存3

圖5.2-2 

際抑制二氧化

及排放標準促

mand and Co

、造林獎勵補

際間發展的二

簡述如後。「二

用物理、化學

人工貯槽、化

際間所提出「

3大類，說明如

以Drupal 建

化碳排放的措施

促使節約能源、

ontrol）；另

補貼等經濟誘因

二氧化碳捕獲與

二氧化碳封存

、生化等機制

化學反應器等都

大規模」的二

如下。 

建置的全國

施，主要可分

、燃料轉換及

一種是經濟工

因。 

與封存技術(C

存」是指把二氧

制，達到封存二

都可做為封存

二氧化碳封存

重要濕地入

分為兩種，一

及固碳等技術的

工具的應用，

Carbon Capt

氧化碳存放在

二氧化碳百年

存二氧化碳的

存方式，可分

 
國家重

入口網站首頁

一為標準訂定

的發展，屬於

如課徵碳稅

ure and Stor

在特定的自然

年以上的目的

「容器」。 

分為地質封存

5-

要 濕地碳 匯功能

 

頁頁面 

，如透過能源

於「命令與控制

、建立交易排

rage, CCS)的

然或人工「容器

的。森林、海洋

、地表封存及

-13

能調 查計畫 

源效

制」

排放

的發

器」

洋、

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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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調查 計畫執 行架

一、地質

地質

地質條件

氧化碳地

由於

碳使其具

天然的地

特性及地

保被封存

根據

~9,000 

1,000,00

 

二、地表

地表

下，使氣

架構 

質封存 

質封存操作方

件及特定深度

地質封存的地

於地底的孔隙

具有較高的密

地下水壓力使

地溫梯度的效

存的二氧化碳

據全球二氧化

億噸，難開

00億噸。 

圖5.3-1 二

表封存 

表封存操作方

氣態二氧化碳

方式二氧化碳可

度的地層中，進

地質條件，包含

隙空間有限，在

密度，才能使有

使二氧化碳灌至

效應時，二氧化

碳具有高密度

化碳地質封存

採煤層約為1

二氧化碳地質

方式最簡單的二

碳與含金屬氧化

可經由輸送管

進行所謂的二

含舊油氣田、難

在進行二氧化

有限的地層孔

至地層中後仍

化碳地質封存

（超臨界）特

潛能評估結果

150 ~ 2,000

質封存、地表

二氧化碳地表

化物的固態物

管線或車船運

二氧化碳地質

難開採煤層、

化碳地質封存

孔隙空間封存

仍能保持高密

存的深度至少

特性。 

果，舊油氣田

0 億噸，深層

資料來源

表封存及海洋

表礦化封存作

物質接觸，直

國家重

運輸至適當地點

質封存。目前所

、深層地下水層

存操作前，需要

存更多的二氧化

密度。在考量典

須達800 公尺

田的潛在封存

層地下水層則

源：林鎮國，200

洋封存方式示

作業，是在特定

直接進行反應

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

點後，注入特

所提出適合作

層等地質環境

要先壓縮二氧

化碳，並可利

典型的地下水

尺左右，才可

存容量約為6,5

則約為10,000

07年5月，科學月

示意圖 

定的溫度與壓

，稱為乾式礦

能調 查計畫 

特定

作二

境。 

氧化

利用

水壓

可確

570

0 ~ 

月刊 

壓力

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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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存作業。除了少數特殊的金屬氧化物外，如氧化鈣或氫氧化鎂，乾式礦化封存作業

的反應速率低，難以滿足實際的需求。因此，未經過適當前處理的金屬氧化物，很難

直接針對工廠排放尾氣中的二氧化碳進行乾式礦化封存。 

在濕式礦化封存作業中，首先使礦物及二氧化碳溶解在溶液中，利用鈣鎂離子與

碳酸離子的反應，形成碳酸鹽及其他次生礦物的沉澱物。然後，再透過相關的分離程

序，進行沉澱物的分離與反應物或添加物的回收。 

 

三、海洋封存 

海洋封存操作方式二氧化碳可經由輸送管線或船運直接注入並溶於深層海洋水體

中，或灌注於海床上形成二氧化碳人工湖。在二氧化碳人工湖的灌注地點，深度至少

須達3,000 公尺，壓力達300 大氣壓，才可確保二氧化碳的密度比海水高。當二氧化

碳被灌注於深海後，會馬上影響周遭水體的化學環境，在二氧化碳海洋封存操作概念

中，可搭配碳酸鹽礦物的添加，以中和水體的酸鹼度並增加二氧化碳的溶解封存量。 

就阻隔二氧化碳返回大氣層的目的而言，把二氧化碳灌注於更深的海洋水體時，

會有更佳的隔離效果。目前所提出的二氧化碳海洋封存概念，都打算把二氧化碳灌注

於海洋的斜溫層以下，以期獲得更佳的封存效果。斜溫層一般位於100 至1,000 公尺

的水深之間，是一具備穩定水質條件的水平水層，具有阻隔上下水體垂直混合的效應。

因此，被灌注於深海的二氧化碳，將因斜溫層的存在而降低其返回大氣層的速率。 

 

5.3.2 二氧化碳 

再利用 
至於二氧化碳的再利用方面，在工業用途上，二氧化碳可做為尿素、甲醇、冷凍

劑、滅火劑等的原料。就封存時程而言，二氧化碳再利用所生成的產品，時程有限，

且隨不同的產品而有不同的封存年限。例如，尿素肥料封存二氧化碳的時程可能僅數

個月，而塑膠產品封存二氧化碳的時程可能高達數十年。 

透過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轉化成樹葉、木材等生物質料（biomass），是屬於二氧

化碳的再利用機制之一。在光合作用的生化程序中，二氧化碳的捕獲及轉化效率取決

於光能轉化成化學能的效率。目前在農業生產生物質料的過程中，太陽能的轉化效率

僅約為1 %，相當於每平方公尺能吸收與轉化太陽能的速率約為1瓦。在藻類繁殖的過

程中，太陽能的轉化效率約為1~2 %。 

目前每公噸二氧化碳的捕獲、運輸及封存的操作成本，分別約為5 ~115 美元、每

百公里0.4 ~ 3.2 美元與0.5 ~100 美元。其中，新型氣化複循環發電廠的每噸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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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捕獲成本約為13 ~ 37 美元，而每噸二氧化碳的地質封存成本約為0.5 ~ 8美元，海

洋封存成本約為5 ~ 30 美元，地表礦化封存成本約為50 ~ 100 美元（林鎮國，2007

年5月，科學月刊）。在二氧化碳的補捉技術上成本都很高，增加排放廢氣中二氧化碳

濃度為增加補捉效率的方法之一，目前商業化的捕獲技術能夠把90 %以上的二氧化碳

抓住，因此是最有效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方法。但以最常利用的乙醇胺

（monoethanolamine, MEA）吸收二氧化碳為例，會耗用許多能源，去除每公噸二氧

化碳約需花費50 ~ 70 美元，由於價錢昂貴尚未被普遍採用，未來研發改進空間極大。 

 

5.3.3 捕獲二氧化

碳 
捕獲二氧化碳的方法，可依燃料轉換成熱能與電能的方式，區分為燃燒後、燃燒

前與富氧燃燒3 類。 

一、燃燒後 

燃燒後捕獲是在排放廢氣中把二氧化碳捕獲，是目前從大氣中捕獲二氧化碳的主

要方法。由於燃燒後排放的廢氣中二氧化碳濃度不高，以煤炭或石油為燃料時，二氧

化碳排放濃度僅約12 ~ 18%，若是以天然氣為燃料，二氧化碳排放濃度更僅有3 ~ 8 %，

因此必須利用化學吸收劑從廢氣中把二氧化碳捕捉住，使得捕獲成本偏高。 

 

二、燃燒前 

另一種方法是在燃燒之前捕獲，也就是由源頭直接產生高濃度的二氧化碳。一般

是利用稱為氣化的技術，在高溫爐內以95 %的氧氣為助燃劑，且僅提供完全燃燒所需

氧氣量的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由於在缺少氧氣的環境下，燃料中的碳與氫原子經熱

分解後，再經由一連串複雜的放熱與吸熱反應，會生成約含40 ~60 %的一氧化碳與20 

~35 %的氫氣的可燃性混合氣體，通常稱為合成氣。若把這合成氣做為燃燒或發電用

的燃料，燃燒後排放廢氣中的二氧化碳濃度就可高達40 ~ 60 %。這時再利用捕獲技術

把二氧化碳濃縮至90 %以上，顯然較直接燃燒後的低濃度二氧化碳的捕獲來得經濟。

氣化生成的合成氣，可再利用水轉化反應，使一氧化碳與水蒸氣反應轉化成氫氣與二

氧化碳，再使氫氣與二氧化碳分離。氫氣可做為燃料電池或引擎等的燃料，二氧化碳

則可直接壓縮封存或再利用。 

  



 

 

5.3.4 台

固

台電微藻 

固碳研究 

 

 
 

 

 
 

三、富氧

還有

燃燒是以

的氧氣，

空氣中的

獲或分離

發展中，

5月，科

 

 

台電

氧化碳減

和火力發

完成一座

第一個成

以水、二

氧燃燒 

有一種由燃燒

以空氣提供燃

，則稱為富氧

的氮氣，燃燒

離程序，就能

，距離實際應

科學月刊）。 

電公司大林發

減量的目的，

發電廠、微藻養

座面積達10 m

成功研發出以

二氧化碳及陽

燒源頭直接產生

燃燒所需的氧氣

氧燃燒或純氧燃

後的廢氣含有

能直接把二氧化

應用尚遠，各種

圖5.3-2 各

發電廠為配合其

進行「微藻固

養殖技術成熟

m2的微藻養殖

以微藻減碳的發

陽光轉換成生生

生高濃度二氧

氣，氧氣濃度

燃燒。這時燃

有90 ％以上的

化碳壓縮封存

種二氧化碳捕

各種二氧化碳

其機組更新改

固定二氧化碳

熟等三大優勢進

殖池及一座光合

發電廠。養殖

生不息的微藻

氧化碳的方法

度僅約21 ％

燃料中的碳與

的二氧化碳，

存或再利用。

捕獲技術流程如

資料來源

碳捕獲技術流

改建計畫，以

碳減量研究計

進行研發。迄

合反應器，進

殖微藻進行減

藻質體，並釋

 
國家重

法，就是利用富

，若改以高濃

與氫在純氧中燃

便不需要再經

目前富氧燃燒

如圖5.3-2（徐

源：徐恆文，200

流程圖 

以達到機組用水

計畫」，利用臺

今為止，該廠

進入開花結果

減碳的方式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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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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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莫耳重量從1公斤的二氧化碳所產生的碳，可生產出約25~44公斤的藻類，以及

32~44公斤的氧氣，且不需增加額外的回收、分離、壓縮等成本或風險。微藻養殖的

固碳成交一年可達58~90公噸／公頃，相較於種樹減碳成效為一年25公噸／公頃，高

出二至四倍。台電並未公布固碳成本及相關碳足跡資料，且收成藻類之處理或利用仍

待開發。 

 

5.3.5 漁業碳匯 
中國大陸宣稱發展碳匯漁業可推進節能減排，碳匯漁業是「按照碳匯和碳源的定

義以及海洋生物固碳的特點，就是指透過漁業生產活動促進水生生物吸收水體中的二

氧化碳，並通過收獲把這些碳移出水體的過程和機制，也被稱為『可移出的碳匯』。

這個過程和機制，實際上提高了水體吸收大氣二氧化碳的能力」。大規模的貝藻養殖

對淺海碳迴圈的影響明顯，海水養殖的貝類和藻類使用淺海生態系統的碳可達300多萬

噸,並通過收穫從海中移出至少120萬噸的碳。新的研究表明，在過去20年中，中國海

水貝藻養殖從水體中移出的碳量呈現明顯的增加趨勢。例如1999年～2008年間，通過

收穫養殖海藻，每年從近海移出的碳量為30萬噸～38萬噸，平均34萬噸，10年合計移

出342萬噸；而透過收穫養殖貝類，每年從近海移出的碳量為70萬噸～99萬噸，平均

86萬噸，其中67萬噸碳以貝殼的形式被移出海洋，10年合計移出862萬噸。兩者合在

一起，1999年～2008年間，海水貝藻養殖每年從水體中移出的碳量為100萬噸～137

萬噸，平均120萬噸，相當於每年移出440萬噸二氧化碳，10年合計移出1,204萬噸，

相當於移出4,415萬噸二氧化碳。如果按照林業使用碳的演算法計量，海水貝藻養殖每

年對減少大氣二氧化碳的貢獻相當於造林50萬多公頃，10年合計造林500多萬公頃，

可節省造林價值300多億元。據科學預測，到2030年，其海水養殖產量將達到2,500萬

噸。那麼按照現有貝藻產量比例計算，海水養殖將每年從水體中移出大約230萬噸碳；

而2030年以後，中國海洋漁業產量的增長將主要依賴環境友好型的養殖漁業模式發展

和規模化的海藻養殖工程建設，海洋漁業產量的增長將進一步帶動漁業碳匯的增加；

到2050年，中國海水養殖總產量預計達到3,500萬噸，其中海藻養殖產量將突破幹重

1,000萬噸，海水養殖碳匯總量可達到400多萬噸，其中貝類固碳180萬噸，藻類固碳

235萬噸。 

但這些數據缺乏碳足跡計算，若僅以移除性碳匯量評估整體碳匯功能，必有極大

偏差，尤其當漁場開發又涉及到沿海棲息地如紅樹林、海草和鹽沼的破壞問題。 

 



 

 

5.4 碳匯功能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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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是地球生產力最高的生態系之一，具有非常重要功能與價值。其豐富生物多

樣性是重要物種的繁衍棲息地、孕育新物種的演化平台，也是重要生物基因庫。 

濕地具有經濟生產、提供生物棲地、保水滯洪、淨化水質、穩定海岸、觀光遊憩、

研究教育與種源基因保存等多方面功能，具有相當高的經濟與生態價值。但在國土空

間資源有限情形下，過去為求經濟發展利用部分濕地，甚至進行大規模陸化開發，致

使濕地生態受到破壞，重要棲息環境被切割、零碎化，影響整體生態的永續發展。 

臺灣沿海濕地也有很高的固碳能力，以2006年全台沿海牡蠣養殖為例，平均每公

頃年產量約2.45公噸，以剝殼率12%計算，每公頃約產生20公噸以上的牡蠣殼，其成

分99%為碳酸鈣(CaCO3)，換算沿海泥質灘地每公頃每年二氧化碳固定量為8.89公噸，

而且是以更為穩定的形態存在。若是換算為市場價格，相當每公頃每年8,000元。 

邁入新世紀的臺灣，面臨前所未有的全球自然資源競用與環境變遷，異常氣候將

造成降雨日減少、瞬間降雨強度增大的現象，為居民的生存造成嚴峻的挑戰。因此，

如何兼顧防洪、水資源保育利用和減緩溫室效應，將成為今後重要發展課題，而濕地

保育正是減緩異常降雨、暴潮、異常氣溫等危害的關鍵之一。 

進一部探討七股濕地範圍內碳吸存量及碳服務價值，分析方式以第三章內計算之

年單位面積碳通量乘上面積，求得年總碳吸存量進行估算，詳如表5.4-1。七股濕地內

的陸地形式包括潟湖、紅樹林、潮間帶及魚塭等，假設條件魚塭全為傳統養殖計算，

依前表統計前幾項（潟湖、紅樹林、潮間帶）為自然設施，總年碳吸存量為59.5～72.2

噸，約為大安森林公園年吸存量18%，倘加入魚塭等人為活動，碳吸存為負值

(-95.1~107.9噸C yr-1)。換算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為71,400~86,640元（表5.4-1），但此

金額僅就七股鹽田濕地提供的「二氧化碳吸收」生態系統服務所計算得到，尚未考慮

到國家永續發展、國土防災減災、生物棲地、保水滯洪、淨化水質、穩定海岸、觀光

遊憩、研究教育，以及種源基因保存等重要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因此為瞭解七股鹽

田濕地除碳吸存以外的價值，建議針對上述非碳議題進行研究，才可計算得到濕地提

供完整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金額。 

濕地保育相對自來水用水用電碳服務價值分析，若以自來水碳足跡：0.296 kg 

CO2/m3
，電力碳足跡：0.612 kg CO2/度來計算，保育現有七股紅樹林濕地，每年相當

節省 14 萬度之自來水的碳排放量，也相當於節省7萬度之電力之碳排放量；同樣推估

方式推算七股範圍內潮間帶沙洲，每年吸存的碳量相當於節省155 萬（度）之自來水

碳排放量或相當於 75 萬（度）之電力碳排放量；以整個七股鹽田濕地而言，紅樹林

濕地的保育及潮間帶沙洲的正常維護管理，每年可吸存近 24 萬（度）之自來水及 12

萬（度）之電力之碳排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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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 七股濕地碳經濟換算一覽表 

因子 
 

濕地類型 

單位面積通量 

（FC）（gcm
2
yr

-1
） 

面積統計

（m
2
） 

年碳總吸存量 

（噸 C yr
-1
） 

（a×b） 

碳價 

（新台幣） 

1 瀉湖 -40.32 9,946,121 -428.7 
 

2 紅樹林 504～727 57,221 28.8~41.6 34,560~49,920

3 潮間帶 

內海 27.8 － － － 

紅樹林 70.89 － － － 

沙洲外側 37.58 12,222,499 459.3 551,160

小計 59.5～72.2 71,400~86,640

4 
魚塭（假設全部

為傳統養殖） 
-22.17 7,552,042 -167.4 

 

合計 -95.1～107.9 
 

備註：大安森林公園1年碳吸存量為386公噸。 
碳價以2008年碳價，每噸32美元計算,合新台幣約每噸1,200元。 

 

5.5 保護濕地碳庫及碳

匯能力管理策略 
濕地可以蓄水防洪、淨化水質。經過濕地的物理、生物和化學過程，可使有毒物

質沉澱、降解和轉化，而有淨化水質的作用。另外、濕地可以保護生物與其多樣性。

濕地在維護生物多樣性方面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依賴濕地生存、繁衍的野生動植物

非常多，濕地更是重要的遺傳基因庫，對維護野生生物物種生存、篩選和改良為有商

業價值的物種，意義重大。更重要的是，濕地可以調節氣候、涵養水源等等。但濕地

使用管理經常與保育呈現衝突性，這些衝突性涉及到許多層面，包括有數據、利益、

價值等。由於濕地碳匯在國內研究資料比較缺乏，未來在經營管理層面上應加強基礎

資料的調查及收集，包括制定符合國內濕地使用、保育及研究等的分類系統建立及相

關調查方法標準化研究與碳匯碳庫有關系數的量測等。為了保護濕地碳庫及碳匯能力

為目標所擬定的管理策略，應該整合到國家的濕地保育計畫或政策中。有關保護濕地

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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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庫及碳匯能力管理策略，本計畫提出五大構面包括1.行政管理手段2. 濕地保育3.海

岸濕地復育4創造新的濕地5.濕地功能研究及環境教育6碳庫及環境生態監測7.碳權交

易可行性。 

 

5.5.1 行政管理手

段 
綜觀臺灣濕地地區土地利用與管理，經長期發展結果，在行政管理上可歸納出下

列課題(內政部營建署，濕地永續經營管理方法及相關法令之探討委託計畫案)： 

一、缺乏完整的法律保護 

環境基本法第18 條規定：「各級政府應積極保育野生生物，確保生物多樣性；保

護森林、潟湖、濕地環境，維護多樣化自然環境。」，然而在現有法令中，並未對於

濕地有直接保護之配套法令，自然沒有濕地的主管機關。因此，想要建立一套有效保

護或是保育濕地的管理機制面臨「無法可管、無法依循」的困難。 

和濕地較有關的法令有環境基本法、環境保護法、環境影響評估法、國家公園法、

文化資產保存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漁業法、森林法等，然而該等法律皆有其主要的

規範客體，對濕地的管理與與劃定未能明確針對濕地，導致各濕地援用的法規不同，

保護的程度也不相同，且無一致而完整的準則可供使用。換言之，依目前法規，現行

法律都或許可以間接保護或保育部分重要濕地，惟該等法律並非依濕地生態保育之需

而制定，故運用在濕地保育工作上難免有所偏失，能納入保護的濕地終究有限。 

 
二、欠缺專責的行政管理機制 

目前濕地並無直接管理的法律，僅有間接管理的法律已如上述，該間接管理的法

律有不同的主管機關，與濕地有關的主管機關包含了農委會、內政部、環保署、交通

部、國防部、文建會等，各個主管機關因其事業之目的與需要不同，依循的相關法規

與管理方法也不同。且其管理組織系統亦非常分歧。例如以現行之行政組織系統（中

央、省市、縣市）予以管理，有的業務直接在中央設置管理單位執行。有的主管機關

同時兼具管制及審核之權責。其對於濕地地區之開發行為或活動、管理內容與寬嚴程

度，自然也會不同。大多數政府機關並無將濕地管理視為主辦之性質，可投入之管理

人力及經費亦較不受重視。 

此外，濕地利用，是複雜且專業之事務，濕地保育的監測、調查、保育與復育等

工作，皆需要專業的投入始足當之。囿於公部門人力不足，加上保育經費有限，多數

濕地保育工作仰賴民間團體、社區組織與志工投入。然而，不同組織之間，對於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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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保育的觀念、認知與做法或有差異，造成對濕地經營管理上的衝突。因此，如何重

新劃分各機關權責與分工，以及加強各單位的協調與溝通，實為有效推動濕地保育之

重要工作。 

 

三、缺乏整體管理計畫 

隨著生態與環境保護日益重要，我國亦積極通過「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

畫」、「臺灣地區自然生態保育方案」、「現階段環境保護綱領」、「21 世紀議程─

中華民國永續發展策略綱領」、「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國土復育策略方案暨行

動計畫」、「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等相關重要的政策，惟臺灣濕地現況既存許

多各種目的不同且彼此衝突之利用活動，利用者對海岸地區濕地資源及其生態價值，

不一定可以全面理解，可能發生使用資源方式不當、誤用、濫用等情形。而礙於無法

可循的問題，政府亦無法因應實際情況，擬訂整體濕地管理計畫，使得臺灣濕地環境

與生態價值量降低，無法有效管理。 

 

四、濕地相關資訊極為有限 

臺灣濕地生態資源依各地條件而有差異，而相關的調查、研究較為零碎，相關資

料系統仍待建立，如何設計一套生態環境及土地使用分類標準與調查模式、土地使用

適宜性分析與生物多樣性分析資訊系統，以瞭解濕地資源特性與區位分佈及數量，並

進行海岸環境的空間分析與資源利用整合，作為生態學空間化之環境管理技術的研究

基礎非常重要。 

5.5.2 濕地保育 
保護濕地碳庫及碳匯能力的最重要策略是避免濕地的厭氧環境被干擾或破壞，因

為若沒有厭氧環境（亦即水淹環境），濕地的分解速率可能超過濕地的淨初級生產量，

此時濕地將由碳匯場所轉變為碳排放場所。濕地過去常被視為荒廢的土地(waste land)，

由於人口的成長，伴隨而來都市開發、糧食生產、經濟發展及工業開發的壓力，濕地

經常面臨被破壞及開發為其他用途的威脅。濕地若被排乾水或轉化為其他用途（如農

耕或工業區開發），將不僅喪失濕地的碳匯能力，且濕地過去長期（幾十年、幾百年

或上千年）所積存的大量碳庫，包括植物的生質量及土壤中的有機物，將被剷除並暴

露於好氧環境，很快地被分解而損失排放到大氣中，成為溫室氣體的排放源，對全球

暖化及氣候變遷造成衝擊。 

另一個重要策略是建立特定濕地碳庫及碳匯能力的量化數據。瞭解量化數據，便

可得知濕地的碳經濟及碳價值（因為未來溫室氣體的排放是可提供交易的），進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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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破壞濕地碳庫及碳匯的代價。濕地保育的途徑有很多，”人”是破壞濕地的最重要元

素，因此透過教育及知識的宣導，讓大眾能瞭解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議題的嚴肅性，

並瞭解濕地與氣候變遷的關聯—濕地有減輕全球暖化的價值及若破壞濕地則加重暖化

的後果，以激發保護濕地的意識。 

 

5.5.3 海岸濕地復

育 
海岸濕地經本計畫調查為無暖化負擔的濕地，如紅樹林、鹹水草澤、潮間帶泥灘

地、潟湖等，因為其甲烷排放相當低，是各類別濕地排放最低者；另外，由其是紅樹

林及鹹水草澤，其碳匯能力又比其他濕地還高。本計畫連續四季採樣七股鹽田濕地紅

樹林的甲烷排放通量平均值僅為0.56 mg CH4/m2/h，換算全球暖化潛勢的排放通量為

28 g CO2-C equivalent/m2/yr；而由文獻可獲知紅樹林的碳匯通量為1,170 g C/m2/yr，

或者有機碳累積速率的全球平均值為210 g C/m2/yr。因此，以濕地對暖化及氣候變遷

的效益而言，海岸濕地是最值得且應最優先保育及復育的濕地。 

臺灣沿海地區飽受地層下陷及圈海造地之苦，已嚴重影響生環境生態及永續發展，

未來應加強海岸濕地的經營維護，尤其擴大紅樹林復育工作，以紅樹林取代消波塊，

讓我們的海岸不僅可消波更可以減碳。 

 

5.5.4 創造新的濕

地 

為了處理廢水或水污染防治目的而設立的人工濕地（如嘉南藥理科技大學人工濕

地），或為了保育特定生物而建造的人造濕地（如官田濕地），都屬於被創造的年輕

濕地。這些濕地原來可能是旱田、菱角田或魚塭，有的土地原先缺乏初級生產量而無

法有效的進行碳匯，有的土地間歇性地淹水排水無法有效建立高含量的碳庫。轉化為

濕地後，一開始仍屬於礦物性土壤(mineral soil)，碳含量不高，但是若持久地保持經常

淹水的條件，便開始發揮碳匯能力，逐漸蓄積濕地的碳庫。雖然，轉化為濕地後會增

加甲烷的排放，但是一些文獻已證實濕地碳匯能力會平衡或中和甲烷排放造成的暖化

潛勢，另外相當於增加了碳的儲藏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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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濕地功能及

環境教育 

藉由環境教育提升社區濕地保護能力及意識。國內濕地碳匯功能研究資訊有限，

未來應利用各種宣導及傳媒管道，宣導濕地碳匯及碳庫知識。同時推動濕地節能設施，

強化濕地的低碳經營，例如，濕地所需的抽水、水循環、景觀照明等基本動力需求使

用再生能源，採收的植物強化碳封存管理…等。 

 

5.5.6 碳庫及環境

生態監測 

完成建立估算我國濕地碳庫及碳匯能力的國家特殊數據及落實濕地碳匯經營管理

為目標進行規劃。主要工作項目包括： 

一、 全國性濕地碳匯功能調查先期工作 

國內濕地分類方式及濕地範圍界定研究。 

二、 國家重要濕地面積變動基線調查 

調查並建立濕地面積及利用之基礎調查。 

三、 國內主要類型重要濕地固定頻率調查 

進行不同類型濕地之碳庫(碳儲存)及碳匯(碳吸存)能力相關參數(或因子)的測量，

以逐步建立估算我國濕地碳庫及碳匯能力的國家特殊數據。 

 

5.5.7 碳權交易可

行性 

目前，造林(afforestation)產生的碳匯能力已經被認可是減輕溫室氣體來源的管理

方法，它甚至可獲得森林碳權(forest credict)進行交易。濕地的碳匯能力與同緯度的森

林相當接近，未來復育濕地及創造新濕地是否能像造林一樣列入碳權交易，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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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6.1 結論 

一、生態系統碳匯功能研究分析方法及國內外案例文獻回顧整理 

（一） 本計畫進行濕地碳匯功能實地監測作業，主要採用「密閉式靜置氣罩法

(closed static chamber)」進行現場氣體採樣，並將氣體樣本帶回實驗室

分析。此法為國內與國際間最常使用於森林、稻田、濕地、河口等生態系

溫室氣體通量調查的方法，其優點為：成本低廉、可攜帶於不同地點調查、

操作有彈性、並可同時監測多種微量氣體(二氧化碳、甲烷及氧化亞氮)通

量；可是缺點為耗費人力與時間，不具時效性。建議未來可在現有採氣罩

設備上加裝紅外線二氧化碳分析儀，監控二氧化碳氣體變化，更新為「密

閉式動態氣罩法(closed dynamic chamber)」，雖然增加設備費用，但是

會提高二氧化碳交換通量的監測效率，可迅速得到二氧化碳氣體通量的結

果。至於甲烷及氧化亞氮的即時監測儀器目前價格仍然昂貴，則建議仍以

密閉式靜置氣罩法進行。 

（二） 濕地的淨生態系統二氧化碳交換通量(NEE)方法中，目前文獻上使用最先

進的調查方法為渦流共分散技術(eddy covariance techniques)，優點是可

連續監測長時間的氣體變化，但其設備造價昂貴，又有環境因素限制，需

在植被均質性較一致及大面積環境中才適合。未來，於國家重要濕地碳匯

監測中，建議可挑選幾處符合其限制條件之濕地，編列經費進行長歷時、

連續性、大面積之監測，以了解長期臺灣濕地碳匯之功能，作為後續規劃

檢討之依據。 

（三）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在農業、林業和其他土地利用部門（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Other Land Use , AFOLU）估算土地使用導致的二氧化碳

及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及清除方法學，與本計畫採用的碳質量平衡

（收支計算）的方法學，原理上是一致。不同的是： 

1. IPCC只調查生態系統的生物量、死亡有機物質和土壤碳庫變化總和，

即轉換為二氧化碳的排放及清除量。甲烷的釋放量則分開調查估算及分

開來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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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計畫方法則調查淨初級生產量(NPP)及土壤異營性呼吸量來估算二

氧化碳的排放及清除量。另外調查土壤甲烷通量，將它結合到碳匯功能

估算。 

（四） IPCC指南並無提供適當的預設方法學(default methodology)，使用在其他

RAMSAR定義的濕地類型：如淡水草澤、紅樹林、潮間帶、潟湖、池塘、

魚塭等濕地的溫室氣體估算工作。 

（五） 人工濕地廢水處理的溫室氣體計算在「廢棄物部門」，僅考慮汙水分解，

主要為溫室氣體排放，無考慮人工濕地的生產量。 

（六） IPCC目前所提出有關濕地的溫室氣體清單估算及編制指南，主要提供估

算濕地因人為活動（泥炭濕地排水及開採、土地（如森林）淹水成濕地）

導致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甲烷)排放的估算。並無法滿足營建署欲瞭解及

調查濕地碳匯（碳捕捉及儲存）功能的目標。 

（七） IPCC指南關心的是「溫室氣體」排放或移除量，將二氧化碳及甲烷分別

報告。但是碳匯功能估算關心的是「碳質量」，須將二氧化碳及甲烷一起

計算，才能估算濕地的碳匯量或碳排量。 

（八） IPCC指南估算農業、林業和其他土地利用(AFOLU)部門二氧化碳排放或

移除量的通則，是估算該AFOLU生態系統的碳庫變化(net carbon stock 

change)。經由Gain-Loss Method進行五種碳池(carbon pools)及採收產

物的碳質量收支結果，證明生態系統中的淨碳庫變化即等於該生態系統的

淨生態系統生產量(NEP)扣除甲烷通量。 

NEPHRNPPLU CΔCΔCΔCΔ == -  

 

二、建立濕地環境碳匯功能調查分析之標準作業程序 

依據現地濕地實地監測作業，建立濕地環境碳匯功能調查初步標準作業程序，共

分六章撰寫，概要內容說明如下： 

第一章：闡述了濕地與氣候變遷的關係。扼要的說明了濕地的定義、一般分類、

國家重要濕地清單、濕地功能及有關碳物質的生物地質化學循環。其次

敘述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全球碳庫與碳收支的趨勢及現況，並探討濕

地在氣候變化中扮演的角色及氣候變化對濕地的影響與衝擊。本章也收

錄國際間有關各類型濕地碳匯能力及甲烷排放通量的文獻數據。最後提

出如何保護濕地碳庫及碳匯能力的管理策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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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提出了適用於各類型濕地碳庫及碳匯能力估算的通用方法。建議了適用

於碳庫及碳匯調查所需的濕地分類系統、濕地面積的估算方法、及估算

大尺度濕地範圍之碳匯量的計算綱要及架構。本書提供了兩種濕地碳匯

能力的調查途徑，第一種為碳收支計算法，第二種為碳庫變化估算法，

此兩種方法的理論基礎、方法學及通用方程式將於本章介紹。最後，提

出不同層級方法的概念，以因應目前國內缺乏相關數據階段，能以較低

層級方法進行估算，及考慮未來以更高層級方法逐步建立國家特殊數據

及模式。 

第三章：針對海岸濕地的各種類型，包括：紅樹林、潮間帶泥灘地、鹹水草澤、

河(溪)口水域、潟湖、魚塭等，提出估算不同類型濕地的碳匯通量因子、

碳庫、有機碳長期累積速率的特殊方程式及估算步驟與案例。本章也提

供第一及第二層級方法所需要的預設值及可使用的國家數據。 

第四章：針對內陸濕地的各種類型，包括淡水草澤、埤塘、湖泊或水庫、河川流

域濕地、林木濕地、泥炭濕地等，提出估算不同類型濕地的碳匯通量因

子、碳庫、有機碳長期累積速率的特殊方程式及估算步驟與案例。本章

也提供第一及第二層級方法所需要的預設值及可使用的國家數據。 

第五章：針對人工濕地的各種類型，包括：表面流人工濕地、表面下流動人工濕

地、生態池等，提出估算不同類型濕地的碳匯通量因子、碳庫、有機碳

長期累積速率的特殊方程式及估算步驟與案例。提供第一及第二層級方

法所需要的預設值及可使用的國家數據。 

第六章：本章提出如何擬定濕地碳庫與碳匯能力調查的計畫與步驟、採樣方法、

濕地面積估算方法、碳通量調查及測量法、碳庫調查及測量法、品質要

求等，以提供第三層級方法的參考。 

 

三、國家重要濕地進行碳匯功能實地監測作業 

（一） 依據現地濕地（七股鹽田濕地、淡水埤塘虎頭埤、嘉南藥理科技大學人工

濕地）之監測成果，包括大氣環境、水文、水質、底泥及潮間帶、植物體、

氣體釋放通量調查、生產量固定通量等，監測成果彙整如表3.4-1。但本

監測成果並未考慮到包括氣候之穩定、海岸線侵蝕、颱風來襲、海嘯侵襲、

水質、埤塘農田供水、生物生態多樣性、動物之呼吸交換通量等等重要之

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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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計畫量化各種類型濕地之碳吸收通量功能如表6.1-1。故因推廣擴大至

國家各重要濕地，應持續調查與量化了解各種類型濕地之碳吸收通量及碳

庫狀態，對於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之評估會更加完整。  

（三） 進一步探討七股濕地範圍內碳吸存量及碳服務價值，七股濕地中潟湖為碳

源，單位面績通量為-40.32 g cm2 yr-1 ，若乘以潟湖面積9,946,121 m2 以

潟湖本身每年釋放-428.7 噸碳量之二氧化碳進入大氣中，紅樹林及潮間

帶則扮演碳匯角色，本計畫計算七股濕地中紅樹林及沙洲外側潮間帶之單

位面積通量及面積，計算年碳總吸存量，得到七股濕地紅樹林每年碳匯量

為28.8~41.6噸碳量之二氧化碳，沙洲外側潮間帶每年碳匯量為459.3噸碳

量之二氧化碳，加總七股濕地中潟湖，紅樹林及潮間帶估算總年碳吸存量

為59.5～72.2噸，約為大安森林公園年吸存量18%。以碳價每噸32美元計

算,合新台幣約每噸1,200元換算，七股濕地碳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為每年

71,400~86,640元（表5.4-1）。但此金額僅就七股鹽田濕地提供的「二氧

化碳吸收」生態系統服務所計算得到，尚未考慮到國家永續發展、國土防

災減災、生物棲地、保水滯洪、淨化水質、穩定海岸、觀光遊憩、研究教

育，以及種源基因保存等重要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因此為瞭解七股鹽田

濕地除碳吸存以外的價值，建議針對上述非碳議題進行研究，才可計算得

到濕地提供完整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金額。 

（四） 濕地保育相對自來水用水用電碳服務價值分析，若以自來水碳足跡：0.296 

kg CO2/m3，電力碳足跡：0.612 kg CO2/度來計算，保育現有七股紅樹林

濕地，每年相當節省 14 萬度之自來水的碳排放量，也相當於節省7萬度

之電力之碳排放量；同樣推估方式推算七股範圍內潮間帶沙洲，每年吸存

的碳量相當於節省155 萬（度）之自來水碳排放量或相當於 75 萬（度）

之電力碳排放量；以整個七股鹽田濕地而言，紅樹林濕地的保育及潮間帶

沙洲的正常維護管理，每年可吸存近 24 萬（度）之自來水及 12萬（度）

之電力之碳排量。未來應透過環境教育、媒體宣導等方式，讓民眾瞭解紅

樹林不但具有經濟、保安上的價值，且傳遞生態資源的重要性，為維持稀

有的動植物，需對這樣一個特殊地區予以全面的保護。 

 

四、建立臺灣地區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執行架構 

本計畫擬訂未來10年國家重要濕地工作架構，應完成建立估算我國濕地碳庫及碳

匯能力的國家特殊數據及落實濕地碳匯經營管理為目標進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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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區分為三項： 

（一） 全國性濕地碳匯功能調查先期工作 

依據上3大類別下有15種類型濕地分類方式對於濕地範圍界定並盤

查，分為北部、中部、南部、東部與離島四地區進行。 

（二） 國家重要濕地面積變動基線調查 

調查並建立濕地面積及利用之基礎調查，爾後每三年再持續性進行濕

地面積及面積變化調查。 

（三）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及碳庫野外調查 

依據「全國性濕地碳匯功能調查先期工作」以及「國家重要濕地面積

變動基線調查」兩大計畫之成果，針對3大類別下有15種類型濕地進行野

外調查，分為碳匯及碳庫量測等。 

未來10年的工作架構、相關工作之經費分析如表5.1-1所示，預估經費為新台幣

1.18億元。本工作架構執行後，將對於臺灣地區濕地的碳匯量與碳庫量將有一完整的

瞭解，包含從過去數年到最新近的全台碳匯變化量掌握、未來在世界碳議題上的發言，

以及濕地碳匯相關研究數據與經驗的建立，都有其實質意義。 

 

表 6.1-1 各種不同濕地類型的碳收支計算結果 
收支項目 

(g C m
-2

 yr
-1

) 
七股 
潟湖 

七股 
紅樹林 

七股 
潮間帶 

傳統 
漁塭 

生態養殖

漁塭 
虎頭埤 

人工濕地 

SSF  FWS  生態池 

年平均淨初級

生產量(F
NPP

 ) ND 607~830 
34~103 
(GPP) 

ND ND ND 1,896 1,110 - 

年平均土壤異

營性呼吸通量

(F
HR

) 
ND 100 

4~32 
(ER) 

ND ND ND 499 683 172 

年平均生態系

統二氧化碳交

換通量(F
NEE

) 
40 

-730~- 
507~ 

30~91 21 -3.5 83 542 683 - 

甲烷釋放通量

(F
ME

) 2 3 3~5 2 1.23 11 17 276 23 

有機碳輸入通

量(F
inf

) ND ND ND ND ND ND 596 218 92 

有機碳輸出通

量(F
eff

) ND ND ND ND ND ND 331 181 91 

碳吸存通量

(FC) -42 
504~ 
727 

28~71 -23 2 -94 1,644 189 -192 

碳匯或碳源 弱的碳源

場所 
強的碳匯

場所 
弱的碳匯

場所 
弱的碳源

場所 
微弱的碳

匯場所 
弱的碳源

場所 
強的碳匯

場所 
中等的碳

匯場所 
弱的碳源

場所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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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議 

一、2006IPCC 指南已將濕地納入土地使用項目之一，目前規範濕地包括泥炭地及水

淹地，國內相關濕地主管機關應主動及積極進行所管轄濕地之碳匯及碳庫調查，

並橫向協調擬訂全面性調查計畫，以建制國內碳匯及碳庫資料，以利管理維護策

略之制訂。 

二、國內濕地異質性高，土地使用複雜，應進行國內濕地形態分類及範圍界定之研

究。另有鑑於濕地開發行為衍生之高度社會爭議日劇，建議主管機關編列預算

進行濕地之生態衝擊補償機制等課題之委託研究，以妥適處理土地開發與環境

保育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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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專業服務案評選會紀錄審查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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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評選會紀錄 
回覆辦理情形表 

一、開會時間：99年6月11日（星期五）下午14時30分 
二、開會地點：本分署2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謝副分署長正昌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記錄：彭子峻 
五、評選委員意見及投標廠商回應說明 

評選委員意見 投標廠商回應說明 

1. 服務建議書與簡報呈現內容有不小的落差，請說

明原因。 

1. 因本團隊得知本案招標訊息之時間較晚，因此準備

投標文件較為急迫，因此服務建議書有許多構想未

能來得及呈現。 

2. 服務建議書中選定鹽水溪口濕地及嘉南藥理大學

人工濕地為現地監測廠址，而簡報又再增加四草

濕地 A2 區，四草濕地與鹽水溪口濕地類型較相

近，請說明增加監測四草濕地的原因，另增加一

處濕地進行監測，工作量及經費上是否能夠負

荷？團隊可承諾多少檢測數量？ 

2. 有關檢測地點納入四草 A2，本團隊已至該地進行

現勘了解，因考量濕地區域整體性，故決定將該處

納入，執行上團隊之協同主持人、顧問及經理皆有

相當之實際經驗，同時已有考量人力是否足以應付

之問題，故可保證未來可順利執行本案。惟於工作

計畫製作階段，考量環境多元性，海岸濕地改選為

七股濕地，人工濕地仍維持嘉南藥理大學人工濕

地，另再增作葫蘆埤淡水天然濕地，以求計畫完整

性。 

3. 於計畫中缺少針對藻類等生物對碳匯影響部分進

行相關研究之說明。 

3. 有關檢測項目選定部分，因目前臺灣濕地環境碳匯

相關資訊並不充足，為避免有資料闕漏導致未來不

易進行分析研究，故本團隊希望檢測項目能儘量多

做以避免上述情形發生。 

4. 服務建議書中溫室氣體分析將檢測 NO2，但溫室

氣體一般指 N2O，請問檢測 NO2 目的為何？是否

為誤植？ 

4. 無機檢測 TOC 部分為誤植，應修正為鹼度之測

定。檢測醋酸根之原因為甲烷有部分是由醋酸根轉

化而成，故想探討於濕地環境是否存在相關機制。

5. 第 19 頁採樣規劃統計表中，碳量推估的水系中

無機部分有 TOC 項目，是否為誤植？通量調查

及影響因子的影響因子部分為何要檢測醋酸根及

酚類？ 

5. 工作進度表部分將會再行修正，如本團隊未來能夠

承接本案，則會再與作業單位討論將計畫進行修改

調整。 

6. 氣體檢測分析後可獲得單位面積釋放量，而服務

建議書中針對水質有多項檢測項目，請問如何由

這些檢測數據推估碳匯逕量？ 

6. 本團隊於鹽水濕地之操作經驗為過去曾於口湖執

行過濕地相關計畫，另亦曾至南竿清水濕地進行現

勘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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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 

 

評選委員意見 投標廠商回應說明 

7. 服務建議書中工作進度表非常模糊，同時應增加

實際月份加以對照，而非僅表示第 1 到第 12 個

月。 

7. 有關本案「臺灣地區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架構

之規劃，因臺灣地區濕地雖可略分 3 類型，但每類

型濕地中各濕地又各有不同之處，不同氣候環境及

人為活動皆會對濕地環境造成影響，故尚需有較初

步之研究成果，並與既有之溫室氣體研究相對照，

以得到更全面性之成果之後才會比較容易規劃出

具體並可行之整體執行架構。 

8. 服務團隊經歷方面似乎對人工濕地較有相關操作

經驗，請問是否有鹽水濕地的操作經驗？ 

8.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過去已執行約 3 年調查人工濕

地之溫室氣體產量並推估人工濕地碳匯量之相關

研究。因濕地碳匯量難以直接測得，故可利用氣體

及水體之檢測，確認相關物質進出路徑後，經過質

量平衡藉以推估環境整體碳匯量。故本團隊已有相

當之研究調查經驗，今日則整理國內外之相關研究

方法進行簡報說明，未來亦會規劃適宜之調查方

法，將臺灣濕地分以宏觀尺度及區域群落之不同觀

點，配合不同濕地特性選定適宜之調查方式進行調

查計畫架構之規劃。 

9. 費用分析表中檢測費的項目數字有誤，另檢測費

用達 115 萬，是否將樣品送檢測機構進行分析？

9. 檢測工作將由高苑及嘉藥兩校自行承作，費用分析

業依呈核工作計畫書內容估算，總金額計新台幣參

佰壹拾參萬元整。 

10. 有關本計畫目標中「臺灣地區濕地碳匯功能調

查計畫」執行架構之規劃，請再更體說明規劃

想法。 

10. 本團隊曾承接許多濕地復育及區域規劃之相關

計畫，因此有進行衛星遙測、影像分析及水文環

境調查之經驗。人力部分由高苑綠工程技術研發

中心及嘉藥生態工程技術研發中心共同合作承

接，故不會有人力不足以執行本計畫之情形。 

11. 本案最終將規劃未來臺灣地區濕地碳匯功能調

查架構，並有相關之研究成果，但部分邀標書

所要求之事項並未於服務建議書或健保進行說

明。同時是否可預先設想未來如何由政府單位

之角度應用本案研究成果用以推廣濕地價值予

一般民眾？ 

11. 本案研究成果最終將可提供作為未來政府推動

相關計畫（如低碳社區）推廣之科學證據，亦可

確認人工濕地除處理污水外，是否擁有穩定氣候

環境功能之科學佐證資料。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附錄二  
 

工作會議審查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附2-1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 

第一次工作會議回覆辦理情形表 
一、開會時間：99年9月10日（星期五）下午14時00分 

二、開會地點：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2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謝副分署長正昌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記錄：彭子峻 

五、委員意見及委辦單位回應說明 
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崑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系翁委員義聰 
1. 團隊組成為何? 1. 本團隊組合包括計畫主持人高苑科技大學陳國超

博士，相關證照(1)環境工程技師證照 (2)中華台

北亞太工程師證照 (3)專利代理人證，多次參與

經濟部水利署「人工濕地水淨化處理利用之可行

性先期研究計畫」和推動「水在生利用產業技術

研發聯盟」、及「雲林縣口湖鄉濕地生態經營管

理示範計畫─持續監控濕地生態」等，對於資訊

與計畫需求非常瞭解熟悉。協同主持人嘉南藥理

科技大學林瑩峰博士，近 5 年研究計畫包括：人

工濕地廢水處理之溫室氣體釋放研究、農村社區

設置污水自然淨化系統的功能評估及操作維護

研究、污水營養鹽回收進行生態養殖之研究、96
年度二仁溪及將運溪自然淨化系統效益評估、人

工濕地不透水襯底工法及作業程序之開發研

究、人工濕地技術永續管理水產養殖場水及廢水

之研究、95 年二仁溪及將軍溪自然淨化系統效益

評估計畫、回收海產廢棄物作為人工濕地介質之

開發研究等。僅摘計畫（協同）主持人執行相關

代表性計畫經驗茲有助於本計畫之推動與建置。 
2. 第 1 點位生態功能不佳，第 2 及 3 位點潟湖冬季

淤積很嚴重，包括大、小型藻類，漁民甚至要清

除之，不建議納入採樣點。 

2. 有關於第 1 點位因大量消波塊破壞海潮生物環

境，不納入採樣點位考慮。 
點位 2、3：頂頭額沙洲、網子寮沙洲與北堤堤防

間，以竹筏、人力機具可達之處，經與城鄉分署

溝通後仍納為採樣點位。 
3. 第 3 點位於台江國家公園內，若直接採樣恐會有

問題，請先與該單位或請城鄉分署溝通協調。 
3. 有關第 3 點位之位於台江國家公園內，建請城鄉

分署協助辦理。 
4. 嘉藥科技大學人工濕地檢測點位仍請考慮是否納

入。 
4. 污水處理型的人工濕地系統需經常性的進行人為

的管理與維護工作，人為的管理維護工作可能影

響本計畫的碳匯監測結果，本團隊既按要求納入

人工濕地為監測場址之一，即須考量人工濕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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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管理維護與其他人為活動的紀錄周全性，因此本

計畫將容易控管與可詳細紀錄人為活動的嘉南

藥理科技大學人工濕地納入考量。 
中華大學休閒遊憩規劃與管理學系方委員偉達 
1. 合約書內有海岸濕地、內陸濕地及人工濕地，因

本次為工作會議，尚未看到文獻回顧之章節，目

前國外期刊已發表蠻多討論溫室氣體。溫室氣體

一般包括 CO2 及 CH4，若在合約內未述明，是

否能再加列 N2O 檢測或補充於文獻回顧內? 國
際研究中海岸濕地屬於有碳匯功能，吸收溫室氣

體是有助益，但內陸濕地卻容易受到擾動，會導

致未有碳匯功能甚至排放 CO2，國內外期刊皆有

研究，請參考之。 

1. 有關 N2O 檢測項目，本團隊將蒐集國際文獻，視

其需要納入檢測項目以供參。 

2. 濕地之選點因工作團隊考量地理位置，故選點偏

在南部，中部高美濕地、北部香山濕地等未納

入，建議考量其代表性，是否能夠代表全省之濕

地型態或是只能代表南部濕地型態。 

2. 本年度計畫主要工作與目標為建立可適用於未來

6 年全國濕地碳匯調查工作執行架構與監測方

法，因此目前的計畫工作仍偏重於尋求可適用各

類型濕地碳匯調查工作的方法。 
3. 海岸、內陸及人工濕地，其中人工濕地碳匯比較

不明顯，埤圳濕地屬於人工濕地，但目前已趨向

穩定，不像環保署所營造人工濕地，嘉南埤圳為

傳統先民所使用之水塘，南部是否有如此的人工

濕地請考量。若濕地產生沼氣，會成為碳排放源

之ㄧ，導致暖化之效應，請考量之。 

3. 感謝委員意見，本團隊將其納入考量。 

4. 請問工作團隊與大陸是否合作?大陸復旦大學有

在崇明島中灘進行濕地之觀測，及碳匯之推估，

臺灣還是土法煉鋼，利用小範圍去推估大面積的

碳匯是否合宜?尺度如何放大估算?建議可在文

獻中討論之。 

4. 感謝委員建議，考量未來 6 年全國的濕地調查工

作的可執行性與延續性，本團隊希望尋求可符合

上述目標的監測調查方法，因此較專業或現階段

不易執行的調查工法目前仍暫不考慮。但是在報

告之文獻回顧部分，仍會提出文獻中所報導的各

種監測方法以供未來參考。本團隊將在文獻回顧

部分補充國內外相關方法之參考。 
5. 建議考量檢測季節問題，夏天因光合作用劇烈，

產生氧氣較多，但現在為秋冬之際，光合作用不

如夏天，檢測是否有低估的問題，請說明案子是

否會延續至明年或只作秋冬一季。 

5. 本團隊執行本案為期一年，共計進行 4 季檢測作

業，將參酌相關文獻佐證季節對於採樣性之變化

影響。亦即四季變化在本案為考量因素之ㄧ，藉

此做為相互比較依據。 
6. 未來調查頻率、季節，建議以一致化，以利比較

相關數據。 
6. 有關未來調查頻率、季節，本團隊納入未來濕地

碳匯工程調查計畫 SOP 手冊一併辦理說明，以

利後續比較濕地相關數據。 
真理大學觀光休閒事業學院莊委員孟憲 
1. 若只針對水體檢測，就對系統而言是否能代表整

個系統之碳匯，實際進出濕地碳匯功能應還包括

生物儲存、底泥，是否不要太生物化學去看，應

就整個系統循環去探討，包括漁獲量碳匯等。 

1. 短期的碳匯(包含生態系統的攝取、排出)行為相

當複雜，且亦受人為干擾不易評估，目前文獻報

導中的碳匯價值也著重於長期累積的碳匯結

果，因此本計畫建立的調查方法與執行架構期望

以評估各濕地長期碳匯結果與價值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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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2. 虎頭埤干擾太多，碳來源多為遊憩行為，不代表

其他埤塘碳源行為，建議採用農村旁的埤塘檢測

點位。 

2. 本團隊將進行德元埤現勘後，再行決定埤塘檢測

點位。 

3. 可參考濕地生態系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標準作

業程序及環保署採樣方式。 
3. 本團隊將參考左列以玆參酌依據。 

4. 建議配合工作項目將主題範圍說出。 4. 本團隊將在期中報告配合工作項目將主題範圍說

出。 
5. 建議採曾文溪以北埤塘作為檢測點位。 5. 本團隊將進行德元埤現勘後，再行決定埤塘檢測

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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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工作會 議審查意 見回覆 辦理情形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 

第二次工作會議回覆辦理情形表 
一、開會時間：100年02月24日（星期四）上午10時00分 

二、開會地點：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2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李課長晨光代理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記錄：彭子峻 

五、委員意見及委辦單位回應說明 
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國立臺灣大學邱教授祈榮 
1. 政 府 間 氣 候 變 遷 委 員 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因政治現實與現有

技術層面等多重考量，故其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

南中仍有多項應計算之項目未納入，同時直到

2006年最新版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才在農

業、林業和其他土地利用(AFOLU)部門將濕地

（特別是泥炭濕地 PEATLANDS）部分列入。

因此IPCC指南所提出之估算項目方法應視為衡

量各國不同標準後所要求統計之基本需求，以要

求各國依據指南提供碳匯相關統計資料納入「國

家通訊（NATIONAL COMMUNICATION）報

告」。因此，除參考IPCC指南所提出方法外，

建議亦應參考國家通訊或其他相關期刊報告，蒐

集彙整已有將濕地納入碳匯計算之其他先進國

家（如日本）的調查方式，並隨時參考最新版國

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以做為我國未來濕地碳匯

計算之參考依據。 

1. IPCC(2006)針對農業、森林及其他土地使用

(AFOLU)所編撰的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其關

於濕地相關章節建議的CO2排放與去除的調查

方法中，只含括泥炭濕地及水庫，並無涵蓋天然

濕地及人工濕地（處理廢水用途）。主要原因是

IPCC指南通常以編制人為活動（土地利用改變如

森林砍伐、濕地排乾或轉化為其他用途、泥炭燃

燒等）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為目的，因此只調查

被管理的濕地(MANAGED WETLANDS)，對於

未被管理的濕地(UNMANAGED WETLANDS，
亦即天然濕地)則不須編制，而人工濕地則被建議

在廢棄物部門編制。反觀，本計畫調查國家重要

濕地碳匯功能，其調查對象卻多為天然濕地（紅

樹林、鹹水濕地、潟湖、潮間帶泥灘地、淡水草

澤…），顯然IPCC(2006)提出的方法無法直接滿

足本計畫目標的使用。不過，IPCC(2006)針對森

林、草地所提出的方法學：碳庫變化估算法，將

會被本計畫參考及修改作為濕地碳匯功能的兩

種估算方法之一，此方法與文獻測量濕地的土壤

有機碳長期累積速率 (LORCA)實有相同的意

涵。本計畫也提出的另一種碳匯估算方法，其為

參考文獻上經常使用的碳通量收支計算法（又稱

為質量平衡法），估算的是當年的動態碳匯量。

這兩種方法將會同時列在本計畫編撰的「濕地碳

匯功能調查分析之標準作業程序」一書中。 
 註：ROULET ET AL. (2007)曾針對一處北方泥炭濕

地，比較上述兩種方法：碳收支計算法及測量

LORCA(碳庫變化估算法)，量測濕地碳匯能力，結

果顯示前者方法經連續6年的監測結果為21.5±39.0 
G C/M2/YR，後者採兩處土壤蕊心樣本(CORES)以
同位素法測量過去3000年的LORCA為21.9±2.8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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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14.0±37.6 G C/M2/YR，顯示兩種方法測得的結果並

無顯著差異。 
 引 用 文 獻 ： ROULET ET AL., 2007. 
CONTEMPORARY CARBON BALANCE AND 
LATE HOLOCENE CARBON ACCUMULATION IN 
A NORTHERN PEATLAND. GLOBAL CHANGE 
BIOLOGY 13, 397-411 
 參閱美國、澳洲、日本及丹麥等4國國家通訊

（NATIONAL COMMUNICATION）報告，有關濕地

項目執行情形簡述如下： 
 澳洲：僅提供泥炭地濕地排碳資料，無其他類

濕地資料。 
 美國：與澳洲相同，僅有泥炭地。 
 日本：統計過去20年由林地、農地、草地及住

宅轉換為濕地面積估算碳排量，現階段考量之

濕地包括有天然水域、河、運河等三項，但未

考量儲水設施（STORAGE RESERVOIRS），
但已聲明將於2011年納入RESERVOIRS估

算。估算方法以層級2方式估算。 
 丹 麥 ： 目 前 僅 估 算 泥 炭 地 濕 地

EXTRACTION，但承諾於2011年納入未管理

的湖泊及河。 
2. 由於現階段並未有明確法令將各種類型之濕地

進行定義分類，這部分對於全國性碳匯功能調查

是屬於非常重要的先期工作，建議參考2006年國

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表7.3，提出工作規劃構想

納入本計畫成果報告，並可建議各類濕地之權責

管理單位（例如水稻田屬農委會管理），讓分署

能夠將責任明確界定，了解各類型濕地之活動數

據。 

2. 誠如委員所提，濕地分類對於碳庫及碳匯能力調

查為一項重要的先期工作。由於目前國內仍無明

確且眾所認可的濕地分類系統，另一方面依本計

畫之原工作內容及目標，明定調查對象乃須以內

政部營建署所公告的「國家重要濕地」為範圍，

因此本計畫將會根據濕地特徵，進行以碳匯為調

查目的的濕地初步分類（目前初步規劃3大類別

下有14種類型濕地），每一種不同類型濕地估算

碳匯所需的預設參數值(default parameter data)
及預設公式(Default Equation)(Tier 1&2)及野外

調查方法(Tier 3)，均有所不同。水稻田多沒有被

劃定在「國家重要濕地」範圍內，因此初步沒有

被收錄在本計畫調查範圍及「標準作業程序」中。 
3. 未來濕地碳匯功能之調查工作，應針對濕地碳儲

存量及碳吸存量分別調查測定，建立動態數據監

測調查之機制。建議碳儲存量及碳吸存量都必須

要分別考量適宜之調查頻度與方法，未來若濕地

須進行開發或遭受破壞，碳儲存量之數據方可做

為生態補償機制之主要參考依據。調查建議以

2~3年執行一次之頻度進行長期（10年）之調查

監測工作，以建立完整的基礎資料。執行單位可

參考2006年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附錄三之各

係數參考值與本計畫量測值進行比較。 

3. 接受委員意見，遵照辦理。本計畫所提的「標準

作業程序」將會含括濕地的碳庫（碳儲存）及碳

匯（碳吸存）能力的調查及測定方法。針對擬進

行Tier 3調查的代表性濕地，會建議調查頻度。

而進行Tier 1&2調查的濕地，其濕地面積變化的

調查頻度也會建議。另外，「標準作業程序」也

有專章專節（濕地轉化為其他土地用途）討論未

來濕地若進行排水、破壞、開發、或其他土地使

用變更時，如何估算出該濕地的碳庫損失及GHG
的增加排放。IPCC(2006)編撰的國家溫室氣體清

單指南所記錄有關濕地的參考值，本計畫均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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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較參考。 

4. 建議未來六年執行架構，前2~3年應考量每年各

類型濕地面積與土地利用之變動狀況，針對土地

利用變化提出規劃調查計畫，定期調查每年濕地

面積變化。建議分署可進行相關計畫之先期研

究，或者在初期時編列充裕經費進行本工作，俾

利後續進行長期監測計畫。 

4. 接受委員意見，將建議主辦單位辦理。估算濕地

碳庫及碳匯能力需要兩種數據：(1)濕地面積，(2)
單位濕地面積的碳密度、碳匯通量因子及土壤有

機碳長期累積速率。後者，可採用國際參考值或

既有的國家特殊數據(Tier 1&2)，或者進行野外採

樣分析(Tier 3)測量氣體交換通量、碳庫、及碳庫

改變量等而獲得數據。前者，須透過濕地面積量

測。目前，國內雖有建立「國家重要濕地資料庫」

(http://wetland-tw.tcd.gov.tw /drupal/)，但其中對

濕地類型分類及面積描述相當粗略，實無法做為

國內碳庫及碳匯能力估算的使用。因此相當贊同

委員的意見，未來六年執行架構，應將濕地系統

分類、建立各類型濕地面積，及定期調查面積變

動等列為優先推動的項目，才能較準確估算濕地

碳庫及碳匯能力。 
5. 若有其他類型土地轉變成為濕地時，其碳儲存量

及碳排放量吸存如何計算，這部分亦應考慮在未

來計畫中進行探討，若有適合之國內相關研究數

據方法則可直接沿用，若無則可引用 IPCC 建議

之計算方式。 

5. 接受委員意見，遵照辦理。本計畫所編撰的「標

準作業程序」，會將”土地轉換的碳匯估算”列為

重要章節，此節會分(1)其他土地轉化為濕地及(2)
濕地轉化為其他土地，兩種不同情況來表述。並

且分三個層級來調查濕地碳庫及碳匯能力（參考

IPCC(2006)的建議做法）。第一層級(Tier 1)，
當調查的濕地類型無國家數據可參考，且非重點

濕地時，直接採用國際數據（包括IPCC數據）；

第二層級(Tier 2)，當有國家數據可參考時，使用

國家數據及TIER 1的估算公式；第三層級(Tier 
3)，為國內重點濕地，或無國家及國際數據可參

考時，進行野外且固定頻率的調查。 
6. 未來六年執行架構中有關國家重要濕地之歷年

航照衛星變遷調查及土地利用調查之名稱，建議

可適度彙整並更名為如「國家重要濕地面積變動

基線調查」，藉由 2~3 年之計畫調查並建立濕地

面積及利用之基礎調查工作。 

6. 會將此建議列入未來六年計畫執行工作，呈送主

辦機關參考。相信目前82處國家重要濕地都缺乏

清楚的範圍界定、濕地類型認定、不同類型濕地

的面積資料等基礎調查，不管是以生態保育或碳

庫及碳匯保護為目標，濕地的面積調查及繪圖作

業都是必要的基礎工作。 
7. 有關濕地類型及定義工作，目前國土測繪中心於

2005~2007 年曾進行全國土利利用調查，對於濕

地也有進行分類，其他相關部會或許也曾做過相

關定義工作，於未來計畫工作中，建議應彙整統

合各單位既有之分類方式，定義各類濕地範疇。

另建議可先向國土測繪中心取得最新土地利用

圖層，套疊比對現有濕地範圍，並且排除位於高

山、已有管理單位或已有社區維護之濕地，針對

有爭議性、重要性高之濕地優先進行調查工作。 

7. 感謝委員意見，已發文惠請相關單位提供全國土

地利用調查成果圖，以套疊比對現有濕地範圍，

供後續濕地範圍辨識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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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8. 濕地碳匯功能調查工作建議與面積及土地利用

調查工作分開，前兩年優先進行濕地面積變動基

線調查，取得足夠之基礎數據後未來則可作為重

要濕地土地利用變遷調查之用，並配合國土測繪

中心之土地調查或農航所之綠資源分布調查及

其他各單位資料進行統整，作為該計畫之參考資

料來源，未來方能探討各類型濕地其土地利用與

碳匯變化之關係。 

8. 同意委員意見，將建議主辦機關辦理。針對未來

六年計畫執行架構，將會建議分兩大部分同時進

行。第一部分計畫，進行有關委員所提的「國家

重要濕地面積及面積變動的基線調查」；第二部

分計畫，進行不同類型濕地之碳庫（碳儲存）及

碳匯（碳吸存）能力相關參數（或因子）的測量，

以逐步建立估算我國濕地碳庫及碳匯能力的國

家特殊數據。預期幾年後，當建立了面積基線及

參數（或因子）數據後，國內多數濕地將以Tier 2
推估，亦即使用國家特殊參數（或因子）數據，

而濕地面積及面積變化乃採常態性（例如2~3年
一次）的遙測調查結果，便可有效率地進行全國

濕地碳庫及碳匯的盤查與編制。 
9. 國家重要濕地碳儲存量之調查，建議不管濕地近

年是否曾經擾動都還是要進行調查，並由數據分

析來說明其差異。 

9. 同意委員意見，將建議未來六年計畫執行。 

10. 建議本計畫應針對未來碳匯相關管理計畫提供

說明及建議，例如如何以管理及行政配合手段增

加碳吸存量能力、碳保存、碳替代、碳管理等工

作，以做為將來碳匯管理計畫參考。 

10. 接受委員意見，遵照辦理。本計畫將在結案報告

書及「標準作業程序」中專門章節提出”保護濕地

碳庫及碳匯能力的管理策略”，內容含括濕地保育

（碳庫保存）、濕地復育及創造新濕地（增加碳

匯能力）的管理機制，並研擬將管理策略轉為政

策（行政配合手段）的可行性及方案。 
11. 建議未來六年執行架構應把重要工作項目、經費

需求、應配合執行之相關計畫等先行列出，供分

署作為未來政策規劃之參考。 

11. 接受委員意見，將在結案報告書中提出未來六年

執行架構，包括各分項計畫的名稱、目標、工作

項目、經費需求及執行的優先次序，以供分署參

考。 
城鄉發展分署海岸復育課李課長晨光 
1. 藉由本計畫調查得知臺灣濕地提供之碳儲存

量，本分署未來進行濕地生態補償相關規劃時可

做為重要參考依據，請執行團隊持續探討。 

1. 遵照辦理。本計畫將會持續建立濕地碳庫（碳儲

存量）的調查方法、國外不同濕地類型碳庫的參

考值、及本計畫調查場址的數據，並提出濕地生

態補償時針對碳庫補償（或替代）的策略。 
2. 依本日執行單位的說明，目前本計畫所提之調查

方法與 IPCC 國家溫室氣體清單的估算方法並無

太大差異，請執行團隊持續檢視彙整國際相關技

術方法，並依今日會議意見進行後續規劃工作。 

2. 本團隊會協助將未來 10 年全臺濕地碳匯能力相

關應執行工作提出建議架構，如未來濕地中長程

計畫經費無法滿足，亦可再向國科會等相關單位

申請相關計畫經費執行。目前國際間所發展出來

濕地碳匯能力的分析方法，有兩種途徑：(1)碳通

量收支計算法（本計畫調查場址的實測方法），

及(2)碳庫變化估算法（IPCC 建議方法）。本計

畫已證明此兩種方法殊途同歸，都是符合生態系

統的碳質量守恆現象及原理。本計畫的「標準作

業程序」，將會同時列出兩種調查方法的原理、

方法學、通用公式及適用不同類型濕地的特定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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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工作會 議審查意 見回覆 辦理情形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3. 目前分署正進行濕地法之研擬，但目前僅於母法

中依據拉姆薩公約針對「濕地」進行名詞定義，

但國際公約比較寬鬆，對濕地亦是取最大公約數

進行定義。目前濕地法草案中尚未針對臺灣各類

型濕地進行分類定義工作，請執行團隊依據所提

建議持續進行。 

3. 遵 照 辦 理 。 濕 地 是 一 種 異 質 性

(HETEROGENEITY)相當高的生態系統，因水

文、植生、地質、氣候等條件不同而有不同類型，

其碳庫與碳匯能力也顯著不同。目前國內公認的

濕地分類系統尚不明確，本計畫乃根據濕地特徵

及碳匯調查目的進行初步分類（初步規劃 3 大類

別、14 種類型濕地）。針對每一種不同類型濕地，

提出不同的碳匯估算特殊方程式、不同的預設參

數值(Tier 1&2)及野外調查方法(Tier 3)。 
4. 本計畫於碳匯調查標準作業程序中，應考量建立

有效可行之轉換公式，針對類型相似之濕地輸入

如經緯度、氣溫、面積等不同濕地環境係數後，

即可獲得大致正確之碳匯相關數據，如此則可簡

化調查工作，節省時間與成本。 

4. 本計畫的「標準作業程序」將會提供估算不同類

型濕地碳庫及碳匯能力的通用方程式及特殊方程

式，只需濕地面積及碳庫（或碳匯）相關因子數

據，便能進行推估。針對不同類型濕地，會提供

不同的碳庫（或碳匯）相關因子之國家或國外數

據做為預設值，進行現階段的推估，以簡化調查

工作，節省時間與成本。另外，針對國家重點濕

地(Key Wetlands) ，也會建議進行 Tier 3 的調

查，以更詳細、更準確及經常性（成本較高）的

採樣量測，希望未來可建立國家特殊模式，獲得

更高確定性的估算結果。 
會議決議 
1. 請執行團隊依所提建議持續彙整國際濕地碳匯

能力調查相關技術方法，並參據與會專家學者所

提之建議，進行本案後續規劃工作。 

1. 遵照辦理。本計畫將持續匯整國際相關文獻、

IPCC 相關文件、及參考與會專家學者所提之建

議，進行本計畫後續工作。 
2. 全臺各類型濕地之分類定義，請執行團隊協助匯

整各相關機關單位既有之分類並行研擬，於期末

報告中提出濕地分類定義之建議；並請於期末報

告濕地碳匯功能價值相關章節中，增加濕地低碳

經營管理之操作方向與建議。 

2. 遵照辦理。將於結案報告中提出濕地分類及定義

的建議。另外在”保護濕地碳庫及碳匯能力的管理

策略”一節中，增加濕地低碳經營管理之方法與建

議，例如，濕地所需的抽水、水循環、景觀照明

等基本動力需求使用再生能源，採收的植物強化

碳封存管理…等。 
3. 本計畫調查工作完成後，除建立碳匯調查之標準

作業程序外，並請整理歸納碳匯調查所必要之調

查項目與格式需求予本分署，本分署執行濕地補

助計畫時則可視情況要求受補助單位協助進行

調查監測，並可於相關計畫如濕地經濟價值及資

料庫等案加以運用，作為未來統計分析應用。 

3. 遵照辦理。跟濕地碳庫及碳匯能力有關的調查項

目，例如：濕地類型鑑定（分類）、面積量測、

濕地土壤性質調查（總碳及有機碳含量、假密度、

土壤碳庫）、植物種類、植物覆蓋面積、濕地生

質量密度及碳庫、淨初級生產量、呼吸通量、甲

烷排放通量…等參數測量，未來均適合交付給貴

分署補助單位執行，對 82 個國家重要濕地基本

數據及資料的建立有很大幫助。這些參數的調查

方法均會明述於「標準作業程序」中，讓執行單

位有作業標準可循。 
4. 有關本案工項中「建立臺灣地區濕地碳匯功能調

查計畫執行架構」部分，請執行團隊除針對

100~105年規劃未來工作架構外，亦請協助提供

4. 遵照辦理。未來 100~105 年及 106~110 年工作

架構的規劃將於結案報告提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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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106~110年之相關工作規劃建議，供本分署後續

執行工作之參考。 
5. 本計畫在經費及工項不變動之前提下，為求調查

工作及計畫成果完整，工作期程可依實際需求及

契約相關規定，正式行文向本分署申請變更工

期。 

5.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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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工作會 議審查意 見回覆 辦理情形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 

第三次工作會議回覆辦理情形表 
一、開會時間：100年08月19日（星期五）下午02時00分 

二、開會地點：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2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宋代理課長佩容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記錄：彭子峻 

五、委員意見及委辦單位回應說明 
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臺南大學鄭教授先佑 
1. 名詞翻譯與定義要一致(P.1-23，P.1-1) 碳匯、

碳庫等翻譯名詞要有清楚與一致性的對應，定義

亦須一致，執行團隊須再加確認(P.1-23、P.1-1)。 

1. 已修正報告內各名詞之一致性。 

2. 期末審查會議中曾說明水域生態體系與陸域生

態體系有明顯差異，而濕地是陸域與水域的界面

交會區，故濕地會同時受到陸域及水域共同的影

響，若沒有針對水域及陸域消費者層級生物進行

評估，則將會低估其實際能力，導致調查誤差。 

2. 針對深水水域(河口、湖、潭、庫、池)的碳匯調

查，本計畫進行的方法(漂浮式採氣罩)及作業手

冊提出的方法均為直接測量水域的空氣—水面

CO2交換通量(air-water CO2 flux)，此測量結果可

含蓋水面下許多生物性、化學性及物理性的碳轉

換程序所產生的淨通量結果，包括：藻類及海草

(浮游性及底棲性)淨初級生產量、微生物分解有

機物的異營性呼吸CO2排放、動物(魚蝦類)的異

營性呼吸、碳酸鈣沉積(牡蠣珊瑚的CO2吸收)、
及無機碳的擴散傳輸等。因此，委員所關心的議

題實際已包含在測量結果中。至於，水深較淺的

濕地(如草澤、紅樹林、灘地、泥沼等)，以本計

畫採用的靜置式採氣罩法僅能涵蓋底棲小型動

物的呼吸通量，無法包含大型水生動物，不過這

些棲地存在的大型水生動物的密度也相對較

少，可不予考慮。在本計畫所綜覽的文獻中(包括

IPCC、學術研究刊物等)，都沒有將消費者在食

物鏈的中間角色納入碳收支計算或淨生態系統

生產量(NEP)的計算。原因可能是消費者的通量

(單土地位面積每年的CO2產量)與分解者比較相

對很小，因而忽略不計。 
3. 標準作業程序之相關公式應儘可能簡化、友善

化，避免使用過多的專門符號及不必要之艱澀文

字，以降低使用者之門檻與閱讀上之負擔。 

3. 本計畫濕地碳匯功能調查標準作業程序部分監

測方式乃參用國科會之「濕地生態系生物多樣性

監測系統標準作業程序」，即使是國科會標準作

業手冊仍有實際執行上之困難，仍需要一段長久

時間教育及宣導，現階段無法廣泛即可執行實施

濕地碳匯功能監測。本計畫列出15種不同類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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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濕地，若只是大方向列出海岸濕地、內陸濕地及

人工濕地分類，標準作業程序可能會複雜難懂，

故希望每種類型濕地分開來討論。各類型濕地之

數學公式，僅加減乘除表示，這些計算公式其實

都是參考IPCC編制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所使用的

公式，若經過說明或訓練後應該不至於困難。相

關符號可簡化呈現或多做說明，以讓讀者清楚明

瞭如何計算為原則。 
4. 濕地的定義中，是否包含湖泊、潟湖？請再確認

其定義。 
4. 將湖泊列入Wetlands是根據國際間著名的書

籍”Wetlands”(by Mitsch and Gosselink，2007)
中有關濕地分類中引用Ramsar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Wetland Classification，將淡水湖

泊列為內陸濕地的其中一個分類。再者，營建署

公告的82處濕地中也不乏淡水湖泊(如鴛鴦湖、南

澳濕地、向天湖濕地、大鬼湖濕地、南仁湖、鸞

山湖濕地、小鬼湖濕地、、金龍湖濕地、慈湖等)。
將水庫也列入濕地分類的原因是，IPCC之農業、

林業和其他土地利用(AFOLU)部門，將水庫列入

需要調查溫室氣體的主要濕地類別。 
5. 內容贅字請再檢視並刪除，如P.5-14中圖5.3-1

及P.3-126中表3.4-1等。 
5. 詳見報告P.5-14 圖5.3-1及P.3-148表3.4-1。 

6. 文獻引用之排列方式，建議按照筆劃排序即可，

緒論部分亦請加註引用文獻並修正內容。 
6. 感謝委員建議，文獻引用採用筆劃排列。 

7. 建議應參考使用其他既有之方式針對同一地點

所測得之結果與本計畫成果進行比較與結果分

析；而本計畫調查結果差異較大，則顯示調查樣

本數量要再增加。 

7. 感謝委員提醒。 

中央研究院陳博士昭倫 
1. 有關執行團隊提出欲將標準作業程序名稱改為

「工作指南」，建議應再確認是否符合契約要求。 
1. 感謝委員建議醒，依據合約辦理。 

2. 目前所擬標準作業程序內容太過複雜不易理

解，建議其內容應再簡化，使民眾及社區組織容

易理解；執行團隊亦應提出調查作業之操作流

程，協助閱讀者實際運用。 

2. 本計畫列出15種不同類型之濕地，若只是大方向

列出海岸濕地、內陸濕地及人工濕地分類，標準

作業程序可能會複雜難懂，故希望每種類型濕地

分開來討論。各類型濕地之數學公式，僅加減乘

除表示，這些計算公式其實都是參考IPCC編制國

家溫室氣體清單所使用的公式，若經過說明後應

該不至於困難。相關符號可簡化呈現或多做說

明，以讓讀者清楚明瞭如何計算為原則。針對每

一種類型的濕地，如何調查及估算濕地的碳吸存

能力及碳庫量，均已提出詳細流程、步驟及計算

案例，請委員參照手冊內容。 
3. 標準作業程序內容之相關圖表及專有名詞應儘

可能中文化，中英文標示方式及格式亦請統一。 
3. 詳見報告各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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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工作會 議審查意 見回覆 辦理情形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4. 有關標準作業程序內容，ㄧ般民眾及社區組織是

否可以實際操作？調查作業中有關高精密儀器

的購買或使用，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案，執行團隊

亦應再加考量。 

4. 濕地碳匯監測作業並不是民眾可以單獨完成，需

要有合作關係，譬如民眾可量測紅樹林樹徑、採

集落葉、收割草澤稱重等，測量氣體仍需委託合

格專業之檢測業者辦理。 
5. 圖表的統計分析，應再增加變異量呈現，如變化

趨勢、標準偏差等分析統計。 
5. 已加上各圖統計變異量呈現，詳見報告第三章。 

6. 應增加相關專有名詞解釋與定義，定義亦請統

一。 
6. 詳見報告1.6節及手冊1.10節。 

7. 有關氣候變遷與暖化的關係，暖化應為整體氣候

變遷中的一個項目，氣候變遷非單指暖化現象，

此部分請酌予修正。 

7. 本計畫建立的碳匯功能調查方法應回歸計畫目

標的本質，即呼應全球暖化及溫室氣體排放的議

題，希望建立測量濕地為碳匯或碳源場所，及濕

地有多大的碳吸存能力或碳排放能力，並不是研

究濕地生態系統的物質及能量的詳細轉換程

序。本計畫所提出的方法大多是國際期刊(SCI)
論文中，所採用調查不同濕地類型碳吸存能力及

碳庫量的方法。 
8. 文獻整理建議可以依照不同類型的濕地進行分

類，文獻引用之呈現方式亦請再重新整理，建議

使用編號或按出現順序進行排序。 

8. 參考文獻已依排序呈現。 

9. 淡水埤虎頭埤的水質與底泥採樣時間為何不

同？請再確認。 
9. 已修正詳見表3.3-48(P.3-121)。 

臺灣大學邱教授祈榮 
1. 目前工作團隊之工作量事實上已超出原先計畫

內容，因現在「國家通訊報告 (NATIONAL 
COMMUNICATION)」中需繳交國家溫室氣體報

告，未來政府即使成立環境資源部，仍會需要整

合相關數據以提供報告，而濕地部分目前屬於政

府間氣候變遷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之農業、林業和其他

土地利用(AFOLU)部門。因此之前工作會議中建

議針對這部分加以補足。而目前針對濕地碳匯功

能調查方法及架構進行先期之研究規劃，然而後

續仍有許多調查工作需配合，所以還需要數年時

間持續進行增修，但今年計畫內仍應將能做到及

不能做到的項目、限制條件等詳加敘明列出並提

出執行建議，供後續相關計畫參考。 

1. 感謝委員建議。 

2. 目前IPCC對於全世界濕地之碳匯參數仍屬未調

查之領域，但未來國際態勢仍是會要求會員國提

出國家的估算數據，建議主辦單位需預先加以考

量。本次提出標準作業手冊基本依照IPCC的作

法，如此未來需要提出國家數據時就可以立即使

用，但執行團隊仍需依其他委員建議內容進行修

正，以做為我國未來濕地碳匯計算之參考依據。 

2. 感謝委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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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3. 報告中專有名詞及定義部分，前後文請統一，標

準作業程序應儘量減少相關學術用語及研究回

顧，並增加調查作業項目之優先順序及後續執行

建議。 

3. 已修正報告中專有名詞及定義，詳見報告1.6節，

並前後文統一。 

4. 本計畫目前主要針對碳收支之界面交換量進行

探討，建議主辦單位未來應持續針對濕地「碳庫」

量進行評估，即評估濕地儲存的總碳量，並配合

其他學門進行相關研究，則較容易配合宣導說明

保護濕地之重要性。 

4. 感謝委員建議。 

5. 建議仍應符合合約之要求以「濕地碳匯功能調查

標準作業程序」名稱呈現。 
5. 依合約規定辦理。 

6. 今年工作屬架構規劃，未來應持續把濕地碳匯功

能之調查工作界定清楚並持續完善作業程序，但

現階段如果急著要推廣至民間實施實作，尚有其

困難性。 

6. 感謝委員建議。 

崑山科技大學翁委員義聰 
1. 摘-1 第 3 行，“供鳥類、魚類「及」野生動物…”，

「及」建議修正為「等」。 
1. 已修正之，詳見摘-1。 

2. 摘-2 第 6 行，“…交換通量等等…”，文中「等等」

前建議增加「漁獲收成及作物收割」，並敘明本

計畫未針對此部分進行考量。 

2. 已修正之，詳見摘-2。 

3. P.1-14 圖 1.5-3 圖中方格掉字，請修正。 3. 已修正之，詳見P.1-14。 
4. P.2-4~2-5 欄位各項欄位內容，請參考修正： 

(1)紅樹林濕地中「竹滬鹽田」濕地請修正為「茄

萣」濕地，「清」螺濕地請修正為「青」螺濕

地，並請增加鹽水溪口濕地。 
(2)潮間帶濕地類請刪除鰲鼓濕地。 
(6)河（溪）口水域請刪除「國家重要濕地中計有」

之詞句。 
(7)鹽田濕地類請增加七股鹽田濕地及永安鹽田

濕地。 
(8)淡水草澤濕地及林木濕地請增加東源濕地。 
(9)泥炭濕地類請增加頭社盆地濕地。 
(10)生態池請增加高雄大學濕地、屏東科技大學

人工濕地及海生館人工濕地。 

4. 已修正之，詳見P.2-4~ P.2-5。 

5. P.2-23 第 6 行末，“平衡、與”請刪除頓號修改為

“平衡與”。 
5. 已修正之，詳見P.2-23。 

6. P.2-67 表 2.9-4 及表 2.9-5“本計畫整理” 請改為

較正式的格式(作者、出版年…)，請參考 P.2-68
表 2.9-6。其他表格亦請參照修正。 

6. 詳見各表格。 

7. P.3-44“海茄冬”請修改為“海茄苳”，並請再加校核

其他內容。 
7. 已修正之，詳見P.3-45。 

8. P.3-67 表 3.3-22 備註欄請增加「不包括魚類、 8. 詳見表3.3-22(P.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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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工作會 議審查意 見回覆 辦理情形 
國家重要 濕地碳 匯功能調 查計畫 

 

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牡蠣年漁業資源之收穫量」。 

9. P.3-69 七股潟湖紅樹林部分備註欄請增加「樣

區紅樹林平均樹高…公尺，或胸高徑…公分」，

因其會直接影響後續碳庫量之估算及比較方式。 

9. 詳見報告表3.3-23(P.3-79)。 

10. P.3-119 嘉藥人工濕地備註欄請增加「不包括作

物收成量」。 
10. 已增加於備註，詳見報告表3.3-57 (P.3-139)。 

11. P.3-137 表格請配合上述建議增加相關備註。 11. 詳見報告表3.4-1(P.3-148)。 
12. P.4-3 第 12 行請刪除「、人群聚居地」。 12. 已刪除。 
13. P.3-9“溫度”請修改為“水溫”，其他相關內容亦請

再檢視修正。 
13. 詳見報告P.3-12。 

14. 建議成果報告仍應清楚說明本計畫調查工作執

行限制、未考量條件等，則後續其他相關研究方

能參考並有效完善調查標準作業程序。 

14. 詳如報告監測結果各類型濕地之不確定性評估

討論。 

15. 未來建議特別將整個作業程序設計為一張表格

供民間團體使用，由調查單位逐一填入並計算

後，即可得到概估的碳匯量或碳儲存量，以利後

續推廣。 

15. 詳如作業程序手冊之附件。 

宋代理課長佩容 
1. 請規劃團隊特別注意報告內文獻之引用，內容如

有引用相關資料請確實註明資料來源，避免造成

後續著作權紛爭。 

1. 感謝委員提醒。 

2. 本計畫今年之主要工作屬前期研究及後續工作

架構規劃，仍會持續藉由相關計畫進行修正。 
2. 遵照辦理。 

會議決議 
1. 請執行團隊依本案契約要求，將出席專家意見納

入總結報告及標準作業程序予以修正，並於100
年9月5日前完成總結報告及濕地碳匯功能調查

標準作業程序修訂工作，送本分署進行審查 

1. 本文撰寫方式會參照委員建議修改，於100年9月
5日提出修正報告送 貴分署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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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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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期中報告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表 

一、開會時間：99年12月8日（星期三）上午10時00分 

二、開會地點：本分署5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謝副分署長正昌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記錄：彭子峻 

五、委員意見及委辦單位回應說明 
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崑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系翁委員義聰 
1. 有關魚塭（生態養殖）水質分析結果中葉綠素

a 部分，於報告書中原為未檢測，今日補充資

料則為 0.2，為何不同請說明。 

1. 生態魚塭於現場監測使用葉綠素偵測儀，但因無

法偵測（葉綠素濃度低時需足夠水深才得以偵

測），改以攜回水樣以環保署環檢所 (NIEA 
E507.02B)公告方法檢測。 

2. 有關生態養殖魚塭水質中葉綠素 a 值偏低之狀

況，應為 919 風災後業者為調整水質抽取地下

水補注所導致。 

2. 於潟湖採樣均為風災 919 之後，其他場址之採樣

也盡量於風災，或下雨過後 5-7 天後進行採樣，

盡量降低氣候之影響。 
3. 目錄 P.2 中 3.3.4「瀉」湖應為「潟」湖；P.2-30

中公式等號有誤；P.3-14 中體積、面積及葉綠

素 a 濃度之單位顯示有誤；P.3-18 最後一段釋

放「梁」應為「量」；P.4-3 最後一段「乎」略

應為「忽」；今日所提新版報告書中「潮間帶

外海樣區」建議改為「沙洲外側」較為適宜。

3. 已於報告修正之。 

4. 本計畫目標之ㄧ為提出 100 至 105 年調查臺灣

濕地碳匯能力之執行架構，但本計畫執行時程

至 100 年 7 月，則是否能夠及時提出 100 年度

架構，請再考量。 

4. 感謝委員建議。 

5. 5.P.3-17 檢測結果中有部分點位氧化還原電位

測值為正值，一般海水氧化還原電位應為負

值；P.3-24 檢測數據中，鹽度達 30.05 已接近

海水，但當天是退潮，不甚合理請再確認。 

5. 潟湖 3 採樣點為潟湖最靠近外海之網仔寮汕附近

監測，可能因此受海水影響。 

6. 本人曾在四草濕地進行 24 小時監測，各不同樣

區及不同水深氧化還原電位均為負值，建議類

似狀況未來在建置調查標準作業程序時可於操

作手冊上增加備註，提醒執行者可能有錯誤，

以提高執行效率與正確性。 

6. 感謝委員意見，該次紅樹林三個樣區之水體均可

測得溶氧值，ORP 值應不至於太低，未來將注意

該現象是否持續發生。 

7. 有關碳元素於系統之平衡，最終應推算多少安

定存在濕地系統、多少轉移進入其他生態系統

7. 感謝委員意見。 



 

 
 

 

 
 

附3-2

附錄三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 

 

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循環，以確認濕地所提供的碳匯能力。如何進

行系統性推估需再注意。 
8. 有關傳統養殖魚塭之生產力因養殖投藥故會較

高，但並非表示其有較佳之碳匯能力，而是受

到外力之影響，這部分應再增加說明避免誤解。

8. 感謝委員意見。 

國立臺灣大學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邱祈榮 
1. 於國家通訊（National Communication）報告

土地利用變遷中，共分為五大項，濕地為其中

一項，但長期以來濕地部分通常沒有納入計算

碳量，若能計算出來提供參考，對於國家碳匯

功能調查將有很大貢獻。但建議應先釐清未來

六年分署想要做的方向，是科學性研究，或為

探討濕地功能以向民眾說明？如為後者，亦可

於計畫中針對「若濕地被破壞，會釋放多少的

碳」等大眾議題加以著墨，讓分署未來能夠更

容易向民眾說明濕地之功能。而一般碳量計算

分為二個大方向，渦流共分散系統 (Eddy 
covariance techniques)屬於動態監測大範圍

計 算 ， 於 政 府 間 氣 候 變 遷 委 員 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並不使用此方法（因其屬於動

態監測）；另於 IPCC 中紅樹林之淨生產力 NPP
效益視為重要之調查項目，是以紅樹林覆蓋區

域及密度估算 1 公尺見方或 5 公尺見方內之生

物量(Biomass)所估得，而本計畫使用密罩式調

查，未來能否應用至大面積調查，及遙測方式

是否合宜，應再加考量。建議本計畫應參用

IPCC 既有文件及調查方法，並針對國外濕地調

查報告及研究之方法進行彙整。未來成果亦可

提供國家通訊報告使用參考。 

1. 本計畫目前所進行的濕地碳匯實地調查方法及未

來所擬定的碳匯調查標準作業流程，均會根據相

關學術文獻的回顧，並歸納國際間所採用的科學

性調查及推估方法。未來也會根據委員的建議，

回顧 IPCC 認可的估算方法，結合上述科學調查

基礎，提出可使用於台灣國家通訊報告中計算本

國濕地碳匯量的估算方法。 

2.  單位部分建議應儘可能與國際常用單位統一，

如初級生產力之單位目前報告書多以「克每平

方公尺每年」來表示，建議修正為國際通用之

「噸每公頃每年」，未來比較容易跟其他領域

之成果進行比較。 

2. 本計畫針對溫室氣體交換通量及初級生產量的每

季實測值均以 mg/m2/hr 的表示，當期末報告統

計一年四季實測值，進一步計算濕地整年的碳匯

量時，會以較大單位尺度 g/m2/year 表示。 

3.  執行單位未來應再針對如何運用調查結果推估

不同尺度數據之合理方法進行考量，針對如何

將各點調查成果放大尺度至整個區域，及對於

遙測成果如何縮小而使兩者能夠互相配合運

用，未來應再多予著墨，方能應用於未來調查

工作。 

3. 計畫執行團隊了解本計畫非屬學術研究計畫，旨

乃根據國內外文獻所認可的科學性濕地碳匯調查

方法及既有資料（經驗式及係數値），選定台灣

特有的濕地類型進行初步的實地監測作業，並提

出各類型濕地碳匯功能調查分析的標準作業流程

及未來 6 年執行台灣濕地碳匯調查的計畫架構，

最終目標以期能估算出台灣各別類型濕地或整體

濕地每年的碳排放量或碳儲存量，進而提供各界



  

 
 

 

 
 

附3-3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 

 

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作為濕地保育及政府，估算土地利用的碳排放量

及碳移除量時的依據與參考。 
4. 建議未來六年計畫架構中先將各類型濕地之工

作範圍確認，開始並先選擇較無爭議及相對容

易執行之部分執行之，以利後續全國濕地碳匯

功能調查分年分期工作之推動。 

4. 感謝委員意見，會將此意見列入後續計畫執行的

參考。 

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蔡技士乙榮 
1.  有關簡報 P.59 中潮間帶內海其為碳匯或碳

源，請再確認。 
1. 感謝委員提醒，誤值已修正之。 

2. 有關報告書封面，一般標題會以橫式書寫，另

封面濕地圖片的文字應再調整；內文部分頁碼

位置請配合雙面列印之方式再行修改，頁碼建

議不要分章節排序，應為統一格式，以利閱讀。

2. 感謝委員建議，各章節為方便編排及彙整，仍採

用章節編碼，內頁左右版面頁碼業於報告中修正。

城鄉發展分署海岸復育課李課長晨光 
1. 本計畫辦理主要希望可藉此做出未來濕地之碳

匯能力調查執行架構，確立未來如何分期執

行、預算如何分配、調查人員如何進行等，以

供作未來政府工作執行之依據。 

1. 遵照辦理。本計畫將持續匯整國際相關文獻、

IPCC 相關文件、及參考與會專家學者所提之建

議，未來 100~105 年及 106~110 年工作架構的

規劃將於結案報告提列。 
2. 未來請受託單位針對濕地碳匯能力協助提供各

種不同之經濟效益轉換方式，例如保護多少面

積濕地相當於省電多少小時等不同方式，以供

未來視情況選擇做為政策宣導之用。 

2. 本計畫的「標準作業程序」將會提供估算不同類

型濕地碳庫及碳匯能力的通用方程式及特殊方

程式，只需濕地面積及碳庫（或碳匯）相關因子

數據，便能進行推估。針對不同類型濕地，會提

供不同的碳庫（或碳匯）相關因子之國家或國外

數據做為預設值，進行現階段的推估，以簡化調

查工作，節省時間與成本。另外，針對國家重點

濕地(Key Wetlands) ，也會建議進行 Tier 3 的調

查，以更詳細、更準確及經常性（成本較高）的

採樣量測，希望未來可建立國家特殊模式，獲得

更高確定性的估算結果。 
3. 本案之執行範圍請再明確定義。 3. 執行範圍詳如報告 1.3 節。 
城鄉發展分署南區隊（書面意見） 
1. P.1-2 台江國家公園成立，並非只單就「台南

縣市境內之台江內海相關重要濕地範圍進行整

合」，文句請再斟酌。 

1. 業已刪除該段敘述文字。 

2. P.1-10 請補充圖例說明。 2. 業已補充說明之。 
3. P.3-2 調查採樣樣區區塊大小不一，各有

6m2、10 m2、20 m2，請說明為何不同？ 
3. 採樣區塊面積大的差異性主要視現場採樣環境

與目標而定，例如紅樹林樣區因需考量海茄冬的

生長範圍以估算生物量，故將樣區範圍擴大為 20 
m2，潟湖與埤塘則因手持 GPS 定位系統的誤

差，採樣區塊無法集中於小面積，故採樣區塊範

圍擴大為 20 m2，潮間帶或魚塭養殖區較不受到

地形的限制，故採樣區塊的範圍可縮小為 6-10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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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 

 

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4. P.3-3 表 3.1-2 表中所載生態位置及監測點的

坐標相同？是否誤植？標示說明不清，請改進。

4. 已修正詳如表 3.1-2(P.3-3)。 

5. P.3-4 圖 3.1-1 圖例標示不清，難以判讀；圖

中未出現之符號，不需細列在圖例表中。 
5. 感謝委員意見，圖說修正如 P.3-4 圖 3.1-1。 

6. P.3-6 圖 3.1-2、圖 3.1-3 底圖應更換，難以判

讀其採樣位置；圖中未出現之符號，不需細列

在圖例表中。 

6. 感謝委員建議，圖說已修正如報告 P.3-6 圖

3.1-2~圖 3.1-3。 

7. 錯別字更正：P.1-7 「北、中、南、東與離島

等四區域」；P.1-10 「至」少；P.2-9 土「壤」；

P.2-13 碳 14 同位素「測定法」；P.2-26 微氣

象「技術」或是「方法」，請再查明與 P.2-13 圖
2.4-1 相符。 

7. 感謝委員指正，已於報告中修正。 

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林委員幸助（書面意見） 
1. 此計畫書中許多生產力或溫室氣體通量之量測

幾乎都是用經驗方程式，可以適用於台灣濕地

環境嗎? 

1. 本計畫碳匯調查所採用的方法彙整於附表中請參

考，顯然的大多項目採用直接測量，再以質量平

衡法則計算碳匯量。本計畫各監測點之溫室氣體

(CO2、CH4及 N2O)通量、全部採用密閉式靜置氣

罩法，屬於直接量測的方法。人工濕地及紅樹林

淨生產量，及水體（潟湖、埤塘、魚塭、生態池）

之總生產量，則使用部分直接測量（如以採收法

直接量測挺水性水生植物地面上植物體、紅樹林

落葉、水體葉綠素、PAR），部分使用推估係數

或經驗式之推估方法進行。 
本計畫執行原則是：大多數監測項目均以實測為

主，難以實測的項目（如地面下植物體淨生產量

及紅樹林樹幹與根區淨生產量）以文獻所提的推

估方法進行，若需使用經驗式則採用台灣學者（如

范貴珠教授、黃家勤教授）曾就本土環境所建立

的資料為主，若無本土資料才參考國外文獻

(trumbore et al., 1999)。 
2. 第一章 緒論 1.1 計畫緣起，務請執行單位重新

改寫，因為與弟之國科會計畫書內容高度雷同。

2. 感謝委員意見 1.1 節為招標文件之內容，本計畫

將於期末報告改寫修正之。 
3. P.2-40 與 P.2-41 部分內容重複，請修正。 3. 感謝委員意見，已修正刪除重複內容。 
4. P.2-40 的單位  don ha-1，don?? 4. 感謝委員意見，已修正之。 
5. 遙感探測似乎只能應用於森林，不適用於濕

地。 
5. 本計畫建議採各年衛星影像，加以比較推測碳匯

量，再依實地量測值比較之。 
6. 該計畫沿海濕地碳匯監測漏掉鹽澤(salt marsh)

如雲林莞草。 
6. 由於本計畫所選定的國家級海岸濕地—七股鹽田

濕地中，並無顯見的鹽澤環境，因此未能將鹽澤

納入實地監測作業。本計畫會提出此類型濕地碳

匯功能調查分析之標準作業程序，及建議將此類

型濕地納入未來 6 年台灣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

的架構中。 
7. 該計畫氣體通量量測似乎都只在晴天進行，不 7. 在濕地碳匯調查的國外文獻中，多採用本計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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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 

 

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同光度下（陰天）之影響為何?如何估算 1 整天

從早到晚光度變化之影響? 
中報告第二章第 P.2-24~ P.2-26 頁所提之利用經

驗公式差補法(empirical interpolation)來推估不

同光度下及一天中不同時間的 CO2交換通量。本

計畫屬初期先導計畫，旨乃建立未來國家濕地碳

匯調查計畫的執行架構及標準作業程序，對於需

長時間密集監測，才能獲得的本國經驗公式恕難

於本計畫完成，將會建議在未來 6 年的執行計畫

架構中納入此項工作。 
8. 該計畫使用經驗方程式去估算水中初級生產

力，並沒有實測值。藉由光衰減係數及葉綠素 a
濃度去估算水中初級生產力之經驗方程式適用

於所有環境嗎?此經驗方程式需先做驗證，證明

可用 

8. 本計畫使用於調查水體中初級生產力的方法為參

考國內外文獻(Struski and Bacher, 2006；胡淑娟

與黃家勤，2007)報導的方法，在國內外研究中已

普遍使用。本計畫使用的經驗式係數値為參考國

內研究，調查南部水體所獲得的資料，該調查場

址與本計畫場址性質與地域均十分接近，應可直

接採用。未來本計畫會在第三或第四季的實地調

查作業中選幾個樣點，同時以其他方法（如黑白

瓶測氧法）進行水中初級生產力的監測，與本方

法結果進行比對。 
9. 紅樹林淨生產力量測藉由紅樹林生物量變化量

估計，未說明量測期間需多少?如何涵蓋季節變

化?既然用紅樹林生物量變化量去估計，又為何

測紅樹林葉片之葉綠素螢光? 

9. 本計畫有關紅樹林生物量變化量估計，每季收集

（落葉量）及量測（胸徑）一次，最後會累計一

年四季的量測結果進ㄧ步估算單位面積的年生產

量(g C/m2/year)，因此能涵蓋一年四季的結果。

本計畫測量紅樹林葉片之葉綠素螢光，僅為參考

用，無關於碳匯功能的計算。 
10. 水生植物亦僅使用兩個時間點之植物體生物量

變化量去估計，亦未說明量測期間需多少?如何

涵蓋季節變化? 

10. 人工濕地或草澤濕地淨初級生產量的估算方法建

議 使 用 水 生 植 物 採 收 法 (Trumbore et al, 
1999;Mander et al, 2008)，乃以一年為量測期間

含括四季的變化，以台灣的氣候型態及水生植物

生長特性而言，會於一年的年底（生長季末期）

進行採收 1 次，進而估算當年的單位面積年初級

生產量(g C/m2/year)。 
11. 水生植物之 BNPP 約佔 NPP 的 50~80%，範圍

太大，精確度不夠。如何證明國外文獻資料適

用於台灣物種? 

11. 國外文獻所報導 BNPP 約佔 NPP 的比值的確相

當廣泛，國內也無任何可參考的資料。最近本團

隊從操作達一年的人工濕地試驗槽體中採收蘆葦

及香蒲，其 BNPP 佔 NPP 的比例分別為 67%及

70%。台灣不同種類挺水性植物其 BNPP 與

ANPP 之比例關係需更細部及嚴謹的研究進行，

此部份會建議納入未來 6 年的執行計畫架構中進

行。 
由於本計畫目標並非定位在學術研究或方法開

發，而是透過國內外文獻所認可的方法及既有資

料（經驗式、係數値），選定台灣特有的濕地類

型廣泛的進行實地監測作業，並提出各類型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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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 

 

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碳匯功能調查分析的標準作業流程及未來 6 年的

執行計畫架構，較無餘裕空間進行過於細部的研

究工作，碳匯調查所需的經驗式或估算係數應該

規劃在未來的執行計畫進行才合理。 
城鄉發展分署謝副分署長正昌 
1. 本計畫分署辦理目的除探討濕地對於碳匯所貢

獻的能力及建立調查方法與執行架構外，亦希

望藉由本計畫，以更簡單的方式向大眾說明保

育濕地的益處及濕地提供的貢獻。請受託單位

之後執行階段注意未來計畫目的及執行方向，

避免過度偏向學術研究，導致成果不符分署所

預期。 

1. 將依分署安排工作會議中進行討論，以修正執行

方向，符合分署預期計畫目標。 

會議結論 
1. 本次期中報告內容准予備查，請受託單位參據

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所提意見，修訂後續作業內

容，並將審查意見回應納入期末報告書。 

1. 遵照辦理，將審查意見納入期末報告書。 

2. 請作業單位適時安排工作會議，多與受託單位

進行溝通討論，避免計畫執行方向與分署預期

計畫目標有所偏差。 

2. 將依分署安排工作會議中進行討論，以修正執行

方向，符合分署預期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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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 

 

 
 

本計畫濕地碳匯調查彙整 
濕地類型 CNEE CNPP CHR CME CINF CEFF ΔCORG 

1.海岸濕地       

  紅樹林 × 
落葉、 
樹徑、 
經驗式 

密閉式

靜置 
氣罩 

密閉式

靜置 
氣罩 

× × MEHRNPPorg CCCC −−=Δ  

  沙洲 
密閉式

靜置 
氣罩 

× × 
密閉式

靜置 
氣罩 

× × MENEEorg CCC −−=Δ  

  潟湖 
密閉式

靜置 
氣罩 

× × 
密閉式

靜置 
氣罩 

× × MENEEorg CCC −−=Δ  

  魚塭 
(傳統養殖) 

密閉式

靜置 
氣罩 

× × 
密閉式

靜置 
氣罩 

× × MENEEorg CCC −−=Δ  

  魚塭 
(生態養殖) 

密閉式

靜置 
氣罩 

× × 
密閉式

靜置 
氣罩 

× × MENEEorg CCC −−=Δ  

2.內陸濕地       

  埤塘 
密閉式

靜置 
氣罩 

× × 
密閉式

靜置 
氣罩 

× × MENEEorg CCC −−=Δ  

3.人工濕地       

  FWS濕地 × 
測ANPP 
推估

BNPP 

密閉式

靜置 
氣罩 

密閉式

靜置 
氣罩 

量測進

流水流

量及

TOC 

量測出

流水流

量及

TOC 

 )()( MEHREffInfNPPORG CCCCCC +−−+=Δ

  SSF濕地 × 
測ANPP 
推估

BNPP 

密閉式

靜置 
氣罩 

密閉式

靜置 
氣罩 

量測進

流水流

量及

TOC 

量測出

流水流

量及

TOC 

 )()( MEHREffInfNPPORG CCCCCC +−−+=Δ

  生態池 × 
測ANPP 
推估

BNPP 

密閉式

靜置 
氣罩 

密閉式

靜置 
氣罩 

量測進

流水流

量及

TOC 

量測出

流水流

量及

TOC 

 )()( MEHREffInfNPPORG CCCCCC +−−+=Δ

 
備註：CNEE=濕地的淨生態系統CO2交換通量(g C/m2/year)；CNPP=濕地的淨初級生產量(net primary 

production, g C/m2/year)，乃植物及藻類光合作用的固碳速率；CHR=濕地生物（分解者及消費者）因異營

性呼吸作用（包括：好氧分解、硝酸鹽還原、硫酸鹽還原作用、甲烷化作用）所產生的CO2釋放通量(g 
C/m2/year) ；CME=濕地因有機物厭氧分解（甲烷化作用）產生甲烷釋放的碳當量通量(g C/m2/year) ；CInf=
濕地進流水帶入的總有機碳通量(g C/m2/year) ；CEff=濕地出流水帶出的總有機碳通量(g C/m2/year) ；

ΔCORG=濕地內碳累積通量或碳匯通量(g C/m2/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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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4-1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期末報告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表 

一、開會時間：100年6月10日（星期五）下午15:00 

二、開會地點：本分署5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李簡正工程司賢基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記錄：彭子峻 

五、委員意見及委辦單位回應說明 
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崑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系翁委員義聰 
1. 前次工作會議曾討論到七股溪口紅樹林因曾經

整治導致土壤擾動，而本次調查結果發現該地

點所得與其他點位相比結果有所不同，是否因

此造成影響，請執行單位說明。 

1. 本計畫選擇七股溪口紅樹林為標的進行碳匯調

查目的乃希望建立國內紅樹林碳匯調查的方法

及初步資料。該場址的調查結果與其他地點(如
灘地、潟湖)結果不同被歸因於不同類型濕地其

植生、底泥、水深等性質不同所致。本計畫限於

工作內容所獲得的資料，無法判斷歷史事件(過
去整治導致土壤擾動)是否影響本計畫調查結

果，況且這也非本計畫目的。本研究僅以調查數

據討論目前紅樹林的碳匯現況。 
2. 潟湖中的產物（魚類）及森林的產物（木材），

納入計算與不納入計算是否會造成很大差異，

在碳匯能力評估上如何類比調整，使標準方法

能夠於濕地環境應用，請再說明。 

2. 針對未被管理的生態系統(如天然紅樹林、鹹水

及淡水草澤、灘地)，在碳質量收支計算中，由

於少有採收(魚類、木材、水生植物)行為，因此

其碳支出是可以被乎略不計。但是在人為管理的

生態系統(如魚塭、人工濕地)，採收可能成為重

要的碳支出。本計畫所提出的作業方法，會將採

收納入碳收支計算的通用方程式中，唯各類型濕

地實際調查時將會建議依不同濕地類型的性

質、調查目的、邊界條件、及可獲得的資料，而

有所選擇地決定是否將採收支出納入。 
3. P.3-1 龍溪三號橋請修正為龍雄三號橋。 3. 詳見報告 P.3-1。 
4. 紅樹林生態系應考慮到紅樹林魚、蝦、貝類、

蟲類、鳥類各生物的量，請再加以說明。 
4. 紅樹林及灘地的底棲生物(微藻、貝類、其他無脊

椎動物)呼吸通量已被納入本計畫所監測的土壤

呼吸通量中。唯這些生物的生物量(Biomass)與紅

樹林灌木龐大的地面上及地面下生物量相比較可

說微乎其微，計算紅樹林碳庫量時自然可予以忽

略不計。在本計畫作業手冊第三章第 3.2.1 節中

已有引述相關文獻資料及數據說明。作業手冊的

表 3.3 及 3.4 也提供了紅樹林的土壤碳密度

(8,100~34,500 g C/m2) 及 植 物 生 物 量 密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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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12,730~61,710 g d.m./m2)的文獻值，動物能否

達到這個碳密度量，提供給委員判斷。 
5. 標準作業程序草案手冊應清楚說明本次調查計

畫於調查上相關限制或條件，並敘明調查作業

執行上應注意事項與未來如何完善調查成果之

相關建議，最終成果報告相關之定義、說明與

結論亦需再仔細確認，避免未來遭誤解，未來

相關團體所調查得到的成果亦才能進行比較有

效之比較。 

5. 同意委員的意見，任何文獻所提出的大規模生態

系統的碳平衡調查，均設定相關的邊界條件、限

制條件、及困難量測的條件，並給於適當的假設

條件，才能將複雜的物質循環簡化為可測量及可

估算的結果。事實上個人反對本計畫產出的手冊

稱為「標準作業程序」，而應稱為「作業程序指

南」，因為國際間的碳匯調查工作，至目前為止

並無所謂的標準方法的建立，各種方法均有其誤

差及不可確定性(uncertainty)。在本計畫所提出的

作業手冊針對每一種類型濕地的碳匯調查內容

中，將補充有關方法不確定性的討論章節。 
6. 本人今年度亦有針對濕地生物之進出對碳匯影

響進行相關調查，發現生物進出亦為碳交換重

要之ㄧ環，如本計畫結論過重於討論碳匯功

能，反而忽略其他濕地所提供之功能，反會影

響未來政府施政之政策推動，請執行單位須再

注意。 

6. 請委員無須多慮。碳匯功能只是濕地眾多功能與

價值中的一項，濕地碳匯功能與其他功能並無衝

突之處(文獻上還未見到有彼此衝突的論點)，就

像其他濕地功能之間也無牴觸一樣。濕地碳匯功

能是自然形成的，只是過去在國內沒有引起學者

的興趣，而被忽略。國際間(甚至對岸)在濕地碳

匯功能的調查上，早已獲得很大的進展，我國學

界在這方面的調查成果已落後太多，政府應投入

更多的研究及調查才對。在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

的議題早受到國際間的關注情況下，濕地碳匯功

能及價值的知識將會增強濕地的保育、復育及新

濕地建造的工作推動及決心，與其他濕地的功能

是可相輔相成其價值絕不會被忽略，或影響濕地

保護的推動。上述論述在本計畫提出的作業手冊

第一章內容有完整說明。 
陳博士昭倫 
1. 請問底泥分析方法部分如何採得？如何分層？

請說明。 
1. 底泥多為 core 採樣，若濕地深度較深(>6m)採用

抓斗式取樣，是技術要克服的地方，也會提出來

檢討。 
2. 監測結果與過去大型相關調查計畫有所差異，

碳吸收高峰期在過去研究所得應在夏季，是否

為實驗設計誤差所造成，請說明。 

2. 本計畫為國內官方首次進行濕地碳匯調查，可說

第一年的初步調查，在有限時間內須建立各種不

同類型濕地(約 14 種)之國內外調查方法的回顧，

並須兼顧參考 IPCC 的國家報告方法尋求應用性

的延伸，再匯整為標準作業流程，因此本計畫屬

性為服務性、應用性及學術性須兼顧。另依服務

建議書內容須選擇 7~8 種不同類別濕地(場址)監
測，並無法如委員所提大型多年期整合計畫一般

針對單一場址進行密集監測(例如每月監測一

次)，故只執行四季的採樣分析。加上計畫開始選

擇場址耗費約 2 個月，第一季去年 9 月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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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囿於期末結案期程於今年 5 月進行第四季採樣，

因此無法完整涵蓋春夏秋冬四季成果，為計畫執

行過程的困難。過去團隊曾針對單一場址嘉南藥

理大學人工濕地進行三年每個月一次的長期監

測，如此較容易由數據的變動看出意義。目前監

測數據仍缺乏夏季，而數據的正確性將加強與文

獻值比較，予以說明。建議未來須持續監測。 
3. 執行單位應多加重視實驗規劃與計畫成果，因

本計畫未來可能會影響未來政府政策之推動方

向與學術研究方向。 

3. 濕地碳匯調查步驟、實驗方法及規劃、碳吸存能

力及碳庫量估算方法等在本計畫提出的作業手冊

中有全面性、綜合性、科學性、詳細性的敘述，

所提資料都是彙整國際間相關論文資料而成，因

此也引述接近 200 篇的國內外文獻與數據提供比

較及參考。本計畫調查結果的部份，只能定位為

初步成果(因採樣頻率一年只四次)，將會加強限

制條件及不確定性的討論。。 
4. 實驗設計部分目前僅針對碳匯進行調查，但並

未針對整體濕地系統進行討論，如此將有可能

導致調查結果無法完全反應實際狀況，則以此

所下之結論亦有可能有問題。。故結論部分對

各類型濕地之假設條件、實驗限制等請說明清

楚，避免造成未來讀者會因不了解而造成誤

解，並請考量在相關疑慮獲得確認後再執行後

續全國性調查計畫。 

4. 任何文獻所提出的大規模生態系統的碳平衡調查

之實驗設計，均設定相關的邊界條件、限制條件、

及困難量測的條件，並給於適當的假設條件，才

能將複雜的物質循環簡化為可測量及可估算的結

果。事實上個人反對本計畫產出的手冊稱為「標

準作業程序」，而應稱為「作業程序指南」，因

為國際間的碳匯調查工作，至目前為止並無所謂

的標準方法的建立，各種方法均有其誤差及不可

確定性(uncertainty)。在本計畫所提出的作業手冊

針對每一種類型濕地的碳匯調查內容中，將補充

有關方法不確定性的討論章節。至於本計畫實際

調查的結果，將會加強實驗限制、假設條件及不

確定性的討論。 
5. 報告 P.71 其中人工濕地較其他類型濕地之碳

匯量如此高，請執行單位說明，並未來應在報

告中詳細說明討論。 

5. 人工濕地有很高的甲烷釋放通量，國外文獻及本

團隊過去研究結果的數據均可證實，主要原因為

廢水帶入的有機物增加有機負荷高，容易產生厭

氧環境，產生甲烷。人工濕地碳匯速率高，是因

為挺水植物生長很快、植物覆蓋率高，所以 NPP
很高，會再報告中補充說明。 

6. 建議紅樹林因應潮汐漲退潮，應做連續性採

樣，以了解碳通過潮汐的流動關係，對於後續

研究才有幫助。 

6. 本計畫執行階段並無能力實際調查潮間帶濕地

(紅樹林、灘地)因潮汐影響而輸入及輸出的有機

碳通量，會將此建議與國際間文獻的調查方法比

較，納入作業手冊中。 
7. 本人在別的計畫發現相對於季節，季風針對整

體環境之影響更為明顯，供執行單位參考。另

請執行單位再蒐集其他團隊相關研究如謝蕙蓮

老師或邵廣昭老師團隊的相關研究之基礎調查

資料並套用計算其碳匯能力，與本計畫調查結

7. 本計畫會參考兩位教授過去計畫的調查成果，評

估是否與本計畫目標相關，以將有關的數據比較

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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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果進行比較。 

鄭教授先佑 
1. 水域與陸地系統有根本上的差異，森林系統的

碳匯調查方法與濕地系統的調查方式是否能夠

直接類比使用，需考量其適當性，特別如濕地

的紅樹林、潟湖碳資源皆有許多流入及排出管

道，應再加考量。 

1. 森林與濕地系統不同，最大為水文變化，包括水

對碳物質的帶入及帶出，在人工濕地中很容易去

監測，本計畫有進行調查。但是紅樹林及灘地由

漲、退潮影響，本計畫執行階段並無能力調查潮

間帶濕地(紅樹林、灘地)因潮汐輸入及輸出的有

機碳通量。不過，將會加強這方面的文獻閱覽，

在作業手冊中提出調查方法。 
2. 整個碳循環系統不只有水域植物，應還要考慮

動物乃至於整個生態鏈對於濕地碳匯所提供的

貢獻。 

2. 從絕大多數有關濕地碳平衡及收支計算的文獻

中，濕地系統的有機碳來源來自初級生產者前端

(水生植物、紅樹林、底棲微藻等)，碳的釋放源

來自有機物的礦化(以土壤中微生物異營性分解

為主)及甲烷化。在本計畫所綜覽達 200 篇的文獻

中(包括 IPCC、學術研究刊物等)，都沒有將消費

者在食物鏈的中間腳色納入碳收支計算，或淨生

態系統生產量(NEP)的計算。原因可能是消費者

的通量(單土地位面積每年的 CO2 產量)與分解者

比較相對很小，因而忽略不計。 
3. 本計畫之主要目的為理論研究還是實際應用？

如為實際應用則建議直接採用現已知或國外研

究的公式去計算，但實際價值不高。如需要應

用調查成果作為未來提送聯合國之國家報告，

建議使用較為簡單的第一層調查即可。若要實

際知道國內濕地提供之碳匯功能，臺灣有許多

特別地方，本研究檢測方法過於簡化，未考慮

實際濕地體系狀況。 

3. 本計畫自執行以來彙整主辦單位及各審查員的不

同意見不斷修正執行方略。主辦單位一開始便要

求本計畫未來提出的作業方法除了須具科學性、

已被接受的調查方法外，還需具簡單及可被操作

的方法，原因是作業手冊未來是提供給濕地經營

管理者(如社區民眾、NGO 成員)而不是學術單位

使用，因此方法不能過於學術性及複雜性。期中

審查會時，邱教授也提供宏觀性及建設性的意

見，呼應調查方法不能過於學術導致管理者無操

作，另外要求未來濕地的碳吸存及碳庫量估算方

法要能與聯合國要求國際間針對碳排放的國家報

告方法(IPCC 方法)接軌，並期望能建立第二層級

資料，逐步執行第三層級調查，以便未來政府調

查國內碳排清單時，主管機關能適時提出相關數

據。引此方針，本計畫逐步導向為服務性、應用

性及學術性須兼顧的計畫。儘管如此，本計畫進

行及作業手冊提出的任何一項調查及測量方法都

是綜覽近 200 篇文獻(多數為 SCI 論文)中所採用

的方法，並踢除社區難以調查的方法。例如：調

查紅樹林的淨初級生產量(NPP)，本計畫提出調

查林木落葉量、胸徑(或胸圍)即可透過經驗公式

及預設的生物量含碳比率(手冊提供預設值)，即

可推估，此方法不僅社區民眾可操作，也是許多

SCI 論文所認可及採用的方法。反觀，如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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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 

 

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複雜的學術方法，則需要社區民眾砍下 10~15 株

成木，除了量測落葉量、胸徑外，還需分莖、幹、

枝、葉、根等測量乾重、分析有機碳含量、再建

立回歸方程式。為了兼顧服務性、應用性及學術

性目標，這兩種方法我們都呈現在作業手冊中，

甚至也參考了 IPCC 第一及第二層級的估算方法

也都有條理的收錄在手冊。 
4. 森林屬於自營體系，而濕地卻屬於異營體系，

主要有機物是由光合作用而來，由水中生物鏈

自行會產生碳匯功能。水域與陸域差別，陸地

食物鏈從下層到上層碳含量會愈來愈小，水域

則剛好相反，魚群總質量所擁有的碳含量會遠

大於光合作用之初級生產量，但本計畫卻把最

大的總質量忽略，將會造成碳匯功能低估。 

4. 在本計畫所綜覽達 200 篇有關不同類型濕地的相

關文獻中(包括 IPCC、SCI 論文等)，都沒有將消

費者在食物鏈的中間角色納入碳收支計算，或淨

生態系統生產量(NEP)的計算。原因可能是消費

者的通量(單土地位面積每年的 CO2 產量)與分解

者比較相對很小，因而忽略不計。在者，在大多

數的濕地類型中，如淡水草澤、河灘濕地、泥炭

濕地、紅樹林、鹹水草澤、泥灘地等，文獻也認

為主要的有機碳儲存於土壤及植物生物量兩大碳

池中，動物的生物量均不被考慮，或沒有被科學

性的方法調查。作業手冊的表 3.3 及 3.4 也提供

了紅樹林的土壤碳密度(8,100~34,500 g C/m2)及
植物生物量密度(12,730~61,710 g d.m./m2)的文

獻值，魚類的存在能否達到這個密度量，提供給

委員判斷。 
5. 碳匯的英文名稱請統一，並請考量各種不同英

文名詞之差異性。 
5. 將會在修報告中統一彙整，並製作中英文對照表。

6. 人工濕地碳匯能力如此高，或許是因為其生態

體系尚未發展完全，沒有發展足夠的生物群，

而本計畫並未考量動物造成之影響，所造成這

樣的結果，建議可作為初步結果，但不要輕易

納入結論，避免有人誤引用。 

6. 人工濕地有很高的甲烷釋放通量，國外文獻及本

人過去研究結果的數據均可證實，主要原因為廢

水帶入的有機物增加有機負荷高，容易產生厭氧

環境，產生甲烷。人工濕地碳匯速率高，是因為

挺水植物生長很快、植物覆蓋率高，所以 NPP 很

高，本說明會再加入報告中說明。 
城鄉發展分署南區規劃隊張隊長逸夫 
1. 調查方法因主要是應用自森林系統的調查方

式，於濕地系統是否會有遺漏或無法量測因

素，例如動物所固定的碳量並未評估，建議結

論需要加以說明，並謹慎作出結論意見，避免

大眾誤解濕地的價值。 

1. 森林與濕地系統不同，最大為水文變化，包括水

對碳物質的帶入及帶出，在人工濕地中很容易去

監測，本計畫有進行調查。但是紅樹林及灘地由

漲、退潮影響，本計畫執行階段並無能力調查潮

間帶濕地(紅樹林、灘地)因潮汐輸入及輸出的有

機碳通量。不過，將會加強這方面的文獻閱覽，

在作業手冊中提出調查方法。在本計畫所綜覽達

200 篇有關不同類型濕地的相關文獻中(包括

IPCC、SCI 論文等)，都沒有將消費者在食物鏈

的中間角色納入碳收支計算，或淨生態系統生產

量(NEP)的計算。原因可能是消費者的通量(單土

地位面積每年的 CO2 產量)與分解者比較相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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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 

 

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小，因而忽略不計。本計畫調查結果的部份，只

能定位為初步成果(因採樣頻率一年只四次)，將

會加強限制條件及不確定性的討論。 
城鄉發展分署南區隊 
1. 期末報告書表 3.4-1(P.3-106)，彙整了本次所辦

理的各監測樣區碳匯碳源的情形，單位係以

mg/m2hr 表示，請問若以較大尺度 g/m2/year
單位換算，各為多少？ 

1. 結案報告已做修正更新，將樣區內每小時的量測

值 scaling 到 整 個 濕 地 及 全 年 的 平 均 值

(g/m2/year)。不同濕地類型、不同碳通量項目的

scaling 方法不同，在本計畫作業手冊都會提出。

已更新單位表示，詳如表 3.4-1(P.3-126)。 
2. 請問嘉藥人工濕地碳匯能力，比自然濕地紅樹

林高的可能原因為何？ 
2. 有幾個原因造成嘉藥人工濕地有高的碳收支計算

結果 (1)廢水帶入足夠的營養鹽供水生植物生

長， (2)水生植物生長快速及密植，提供高的

NPP，(2)廢水輸入可觀的有機碳，其輸入通量約

30~60%的 NPP。這些說明會補充在結案報告中。

3. 嘉藥人工濕地淨初級生產量(NPP)的估算，係

利用收割法獲得人工濕地草本的初級生產量。

如果人工濕地上定期的除草，而這些草不論是

推置一旁自然腐化，或是送焚化爐加以焚化，

所匯的碳又排放出來，請問這部分對人工濕地

的碳匯如何計算？ 

3. 植物的採收部份初步沒有納入碳收支計算。如前

所述人工濕地經碳收支計算結果，的確觀察到相

當可觀的碳吸存能力，不過乃假設植物沒有被採

收的情況，而是自然的 turnover、死亡、殘體倒

在中、形成底泥、被分解排放 CO2及 CH4。在一

個經常採收的濕地系統，採收的碳通量支出應納

入計算(基本上採收的部份如果焚化或掩埋，將很

快轉化為 CO2 及 CH4 排放)，此時，實際的碳匯

量將會顯著削減，因此採收的植物如何延遲 CO2

的釋放或增加碳循環(例如再用於生物能源或轉

化為生物碳)，變成濕地管理上的重要課題。這些

說明會補充在結案報告及作業手冊中。 
城鄉發展分署海岸復育課李課長晨光 
1. 有關合約要求執行單位須針對碳匯之價值進行

簡單換算比對，例如每多少面積之濕地被保護

後將等於少開多久的冷氣或種多少棵樹木等簡

單之範例，總結成果報告請執行單位整理出相

關比較列表，以供未來進行相關宣導之用。 

1. 將會將庶民經濟與濕地碳吸存量的換算方法及概

念補充在結案報中，詳見報告 5.6 節(P.5-26)。 

城鄉發展分署海岸復育課 
1. 執行工作及報告書呈現內容大致符合本案契約

需求，惟因氣候關係故尚有部分調查數據於期

末報告提出時仍在進行中，經與執行單位確認

目前已於 100 年 5 月 20 日執行完畢並進行數

據彙整中，應請執行團隊於期末審查會議補充

說明。 

1. 各樣區調查數據已補齊，詳見報告第三章 3.3 各

小節說明。 

2. 濕地之碳匯功能調查分析標準作業程序作業單

位尚進行內容編修確認中，應請執行團隊再予

說明目前進度。 

2. 作業手冊需閱讀及匯整大量文獻，並細心消化資

料及提出系統性的方法及程序，需較多時間，目

前已接近完整。 
3. 第一章緒論 1.1 計畫緣起部分，期中審查林幸 3. 已重新改寫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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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 

 

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助教授書面意見說明應予改寫，避免與林教授

國科會計畫書內容有所雷同，本次期末執行單

位雖有進行修正，惟前 2 段文字內容架構並未

有大幅度更動，為避免日後著作財產爭議，應

請執行單位將前 2 段改寫或刪除。 
4. 期中報告書有部分「漁塭」、「魚塭」；「泥

炭」、「泥碳」之狀況，另有少部分簡體字與

錯別字，應請執行團隊再予確認訂正。 

4. 已修正。 

5. 報告書封面分署 logo 為舊樣式，應請執行團隊

於總結報告書再予修正為目前分署 logo 樣式。

5. 已修正分署 logo 樣式。 

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林委員幸助（書面意見） 
1. 第一章緒論 1.1計畫緣起內容仍應由本計畫作

者群重新撰寫，不應與分署招標文件或某人之

國科會計畫書內容雷同，否則請註明出處。 

1. 已重新改寫，詳如 1.1 節(P.1-1)。 

2. P.1-2第一段與第二段內容幾乎重複，請重新組

織。 
2. 已重新改寫，詳如 1.1 節(P.1-1)。 

3. 1.5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之文字翻譯得非常

生硬，建議軟化，並將圖表相關內容中文化，

以供分署及大眾參考。 

3. 已修正，詳如報告 1.5 節。 

4. 表 2.1-1各濕地類型所附英文大小寫不一，請

修正。 
4. 已修正，詳見表 2.1-1(P.2-4~5)。 

5. 第三章實地監測作業中，P.3-12所用之漂浮箱

法式是否為通過 SCI期刊論文審查之方法?若
是，請註明引用文獻，否則不建議納入 SOP。

5. 就個人所知，漂浮式採氣罩法自 1990 年代以來

即被廣泛使用於湖、塘、潭、庫等深水水體，當

淨置式採氣罩無法適用時，調查 CO2、CH4、N2O
的水面與空氣交換通量。報告 2-29 頁第 9 行及表

2.6-1 已有說明，並已提供 SCI 論文參考文獻。 
6. 漂浮箱法並無法區分是底質生態系或是水域生

態系所產生之氣體通量，請評估與實地量測之

初級生產力量測有多少誤差。 

6. 漂浮箱法測量結果代表水面與空氣交換通量，為

實地直接測量的結果，無需其他代謝轉換或實驗

室培養計算。夜間量測結果代表總呼吸通量(自營

性+異營性)(ER)，日間量測結果代表淨生態系統

交換通量(NEE)，前者結果減去後者結果可代表

總初級生產量(GPP)。本計畫考慮的生態系統碳

收支計算無需區分底質及水域。 
7. P.3-14 所用之經驗方程式用以估算水中總初

級生產量，請註明引用文獻?若是根據胡淑娟與

黃家勤等人，是否經SCI 期刊論文審查之可接

受方法?此方程式是以葉綠素a 及光合作用效

率α、光度及光遞減係數去估算生產量，但是光

合作用效率α隨浮游藻種類不同而有極大不

同，且因地制宜，不能將溫帶所用之經驗方程

式移植本土台灣。本計畫也未見依據實地量測

之結果，進而導出可在本土使用之修飾經驗方

程式，也沒有實際估算本土光合作用效率α究竟

7. 本計畫將在結案報告中補充本方法的參考文獻依

據，尤其是 SCI 論文的來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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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 

 

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是多少? 

8. P.3-15 沙洲總初級生產力量測之估算，並未估

算漲潮後沙洲底質之生產力，請評估其影響程

度。 

8. 本研究目前已有推估漲潮及退潮之總初級生產

量，並依據潮汐變化計算每日總初級生產量。該

部分將補於結案報告中描述。 
9. 本計畫有時用生產量，有時用生產力，請作者

群明確解釋生產量與生產力之區別，一般讀者

易生混淆。 

9. 本計畫已統一使用生產量。 

10. 沙洲總初級生產力量測之估算所用的公式 3.8
及公式 3.9都是在導出 P-E curve (或稱 P-I 
curve)，以得知一日之 GPP。公式 3.8請加註

引用參考文獻。請作者具體建議該使用公式 
3.8或是公式 3.9之狀況。 

10. 由於導出 P-E curve (或稱 P-I curve)，以得知一

日之 GPP 的公式眾多，本團隊擇兩個常用的公

式進行推估。本團隊將近一步比對國內外文獻後

進行進一步具體建議。 

11. 從一日之 GPP擴大尺度推估一整年之 NEE之
過程含混帶過，交代不清，而這是整個 SOP
的主要架構。是否考慮晴天、陰天與雨天之狀

況、沿海濕地潮汐時間與日夜變化、以及底棲

藻類的垂直遷移之行為。本計畫之實地量測似

乎未真正實地去推估一整年之NEE。 

11. 結案報告已做修正更新，將樣區內每小時的量測

值 scaling 到 整 個 濕 地 及 全 年 的 平 均 值

(g/m2/year)。GPP 擴大尺度推估一整年之 NEE
主要以每月光合作用效率 α及每日光合作用照度

(PAR)進行計算每月之NEE在結合整年所推估之

數據。將於文中加強此部分之描述。 
12. 本計畫之監測測量結果請加上標準差，以呈現

測量之變異度。 
12. 已補充。 

13. 過去高美濕地研究結果顯示二氧化碳吸收量高

峰應在夏天及秋天，而七股潟湖藻類生產力高

峰亦是在夏天，但是本計畫顯示高峰值為冬

季，有違常理。推測本計畫之實地量測結果與

當時光度有極大關係。所以本計畫之三季測量

結果之差異並非季節之影響，而是量測當時光

度不同所致，顯示是實驗設計與人為誤差所

致，難具參考價值。 

13. 依服務建議書內容本計畫只執行四季的採樣分

析。但因計畫開始選擇場址耗費約 2 個月，第一

季去年 9 月才開始(應為秋初)，囿於期末結案期

程於今年 5 月(春末)進行第四季採樣，因此無法

完整涵蓋春夏秋冬四季成果，為計畫執行過程的

困難。本計畫監測數據缺乏夏季，而數據的正確

性將加強與文獻值比較，予以說明。 

14. 七股潟湖據該計畫測量之結果估算為碳源，然

而與過去研究所發表之結果顯示之七股潟湖藻

類具有高生產力，也就是應屬於碳匯有極大落

差，請解釋原因。 

14. 過去國內文獻僅調查七股潟湖的生產量，並無實

地測量呼吸通量或 CO2淨交換通量，只生產量的

資料無法判定生態系統屬於碳源(異營性)或碳匯

(自營性)。本計畫利用漂浮式採氣罩法(floating 
chamber)測量七股潟湖的結果代表潟湖水面-空
氣的 CO2通量，以現地 CO2氣體濃度變化直接測

量來判斷樣點區域為碳源或碳匯，此法為參考許

多文獻報導的方法(Stadmark and Leonardson, 
2005; Abril et al., 2005; Schrier-Uijl et al., 
2010)。由本計畫前三季測量結果，三個樣區的日

間測值分別為 5.65~14.46 mg C/m2/h(最近七股

溪口)、3.85~7.48 mg C/m2/h 及 0.03~3.05 mg 
C/m2/h(離溪口最遠)，判定此樣區為碳源。生產

量並不如委員所提的高，因為葉綠素 a 濃度僅有

0.27~2.35 mg/m3，顯著低於魚塭的 1.05~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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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 

 

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mg/m3、虎頭埤的 1.03~5.52 mg/m3、及生態池

的 8.54~10.25 mg/m3，顯然周圍生態系(如七股

溪及紅樹林)帶入潟湖的有機碳及無機碳，導致

CO2 的釋放超過生產量的吸收。潟湖是碳源而非

碳匯的調查結果，不足為奇，文獻上有許多案例

可循，並且認為熱帶及亞熱帶的潟湖多為碳源，

而高緯度的系統接近碳匯(Frankignoulle et al. 
1998; Abril and Borges 2004; Borges 2005; 
Borges et al. 2005, 2006; Chen and Borges 
2008)。Kone et al. (2009)曾調查西非象牙海岸五

處潟湖的水面-空氣的 CO2 通量，結果有三處為

碳源年平均的 CO2 通量(換算為每小時)為釋放

25~50 mg C/m2/h，更高於本計畫的監測值。另

外，不少文獻測量潟湖底泥的有機碳長期累積速

率(LOCAR)結果發現僅 33 g C/m2/yr，均落後在

各類型濕地之後(Brevik and Homburg, 2004)。這

些文獻均可支持本計畫的結果及論點。唯本計畫

只是初步調查，後續值得持續監測。 
15. P.3-31 本計畫藉紅樹林氣體交換監測結果以及

紅樹林植物體生產量計畫碳匯，此兩方法實已

重複計數估算同一件事了，因為植物體生產量

實已估算了二氧化碳的吸收。本計畫量測結果

估算出紅樹林之氣體交換為二氧化碳淨釋放，

又與一般認知與研究文獻報告有極大差異，請

解釋原因。 

15. 本計畫紅樹林植物體生產量調查結果乃濕地的年

平均淨初級生產量(NPP)，靜置式採氣罩(不透光)
測量結果為土壤總呼吸量，本計畫採文獻估計方

法(Trumbore et al, 1999)由總呼吸通量乘以一個

係數值可獲得土壤異營性呼吸通量(HR)。NPP 與

HR 兩部份並無重複計算。本計畫測得的異營性

呼吸通量(CO2 淨釋放通量)在文獻值範圍內，相

當合理。請參考作業手冊第 3.2 節及表 3.1。 
16. 總而言之，本計畫諸多量測方法仍充滿疑問與

不確定性，似乎也沒有藉由該計畫之量測結果

做實際演練，也沒有本土化經驗方程式與係

數，離實際運用層面有極大差距，更遑論作為 
SOP 之架構。 

16. 承蒙指教。修正後的結案報告及提出的作業手冊

已能解釋委員的問題。 

城鄉發展分署李簡任正工程司賢基 
1. 辦理本案之主要目的，主要應是對濕地所提供

之相關功能進行探討，以作為未來相關管理規

劃之用，如未來有相關可信之成果亦可提供作

為國家報告送交聯合國，但應為附加之成效。

因此本案成果之撰寫請執行單位需再加考量。

1. 期末報告呈現之工作內容及研究方向係依期中報

告及歷次工作會議委員會所提議建執行辦理。 

2. 有關今日所提交之標準作業程序尚為未完成之

初稿，而對於未來如何讓一般非專業民眾及政

府相關部門人員能夠透過標準作業程序內容了

解濕地碳匯調查之執行方式與架構，作業單位

請再考量及加強。 

2. 作業手冊需閱讀及匯整大量文獻，並細心消化資

料及提出系統性的方法及程序，需較多時間，目

前已接近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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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 

 

委員意見 委辦單位回應說明 
3. 國內濕地碳匯能力的相關研究及方法相較於森

林算是尚在起步階段，仍需要持續建構與研

究，而本案受限於時間、經費等相關限制，針

對未能釐清或目前無法確認的部分，請執行單

位在報告中清楚敘明調查方式、相關限制與相

關建議，未來再持續進行相關研究，以逐步完

善濕地碳匯功能之調查研究。 

3. 將在結案報告及作業手冊中敘明本計畫實地調查

結果的考量範圍、條件限制。也會提出未來的建

議。 

會議結論 
1. 本次期末報告內容准予備查，請受託單位參據

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所提意見修訂內容，並完成

契約規定工作項目，於會議次日起四十五日內

（100 年 7 月 25 日）完成總結報告及濕地碳匯

功能調查標準作業程序初稿，送本分署進行審

查。 

1. 參照各委員意見修正後，提送成果報告。 

2. 請作業單位於收到總結報告後召開工作會議，

確認本計畫執行成果及報告內容是否合宜 
2. 惠請業務單位辦理後續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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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 

 

「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第一次現場會勘紀錄 
壹、 會勘目的：計畫工作項目「生態區塊類型」實地調查點位確認 

貳、 會勘時間：2010 年 8 月 16 日（一） 

參、 會勘地點：七股鹽田濕地（台南市）、嘉南埤圳濕地（台南市、嘉義縣） 

肆、 會合地點：嘉藥科大門口上午 9：30 

伍、 出席人員：簽到表詳如附件 1 

（一）高苑科大：陳國超、涂書芳、王雪鍾、曾郁鈞 

（二）嘉南藥理科大：林瑩峰、張家鳳、蘇永銘、施凱鐘、李博霖、萬鑫偉 

陸、 現勘路線 

一、七股鹽田溼地（圖1） 

（一）潮間帶、草澤（點位1、2） 

（二）開放水域（點位3） 

（三）紅樹林（點位4、5） 

（四）魚塭、鹽田（未定） 

二、嘉南埤圳濕地（圖2） 

（一）淡水埤塘：芒子芒埤、虎頭埤、冷水埤（點位6~8） 

柒、 會勘結論 

一、紅樹林：三股溪龍雄三號橋下游右岸紅樹林，採樣點位依實際採樣位置訂定。 

二、潮間帶、沙洲、開放水域：頂頭額沙洲、網子寮沙洲與北堤堤防間，以竹筏、人力機具

可達之處，採樣點位依實際採樣位置訂定。 

三、魚塭、鹽田：分成人工餵養與天然放養各1處，由高苑確認地點與聯繫，再通知嘉藥進

行採樣。 

四、淡水埤塘：考量淡水埤塘進出流明顯，採樣便利性等  

（一）芒子芒埤位於台南市玉井區三和里，地形高程100m，主要水源為雨水，考量其地

勢位於高處，水質乾淨，對於碳量不易產生交換計算，且因機具人員無法到達，

故不考慮作為採樣點位。 

（二）冷水埤位於台南市新化鎮，考量機具人員無法到達，便利性不佳，故不納入採樣

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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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 

 

（三）虎頭埤位於台南市新化鎮，屬於虎頭埤風景區管理所，主要水源為雨水及中央山

脈上游溪流匯集而成。因考量現場作業器材的搬運、交通位置等便利因素，現場

備有工作船隻可支援，故選擇虎頭埤作為淡水埤塘採樣點位，採樣點位依實際採

樣位置訂定。 

 
圖1  七股鹽田濕地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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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重要濕地碳匯功能調查計畫」第二次現場會勘紀錄 

嘉南埤圳濕地 
壹、 現勘要旨：依據 貴分署中華民國 99 年 09 月 20 日域海字第 0991002344 號函決議第二項辦

理。本次現勘在於快速篩選嘉南埤圳濕地（德元埤、葫蘆埤）是否可達季節之有效性與採樣

工作之便利性等實質意義與其它濕地碳匯之異質功用，以利後續作業參酌。 

貳、 現勘時間：2010 年 09 月 23 日（四） 

參、 現勘人員：施凱鐘、李博霖 

肆、 現勘結論：  

一、德元埤位於台南市柳營區，攔截龜子港排水上游9條支流而形成珊瑚狀之埤塘，為一平地

小型水庫，構造為鋼筋混凝土低堰，湖底低平，呈珊瑚狀，面積寬闊，湖中盛產鯽魚及

鯪魚，兩岸農田種植水稻，低窪處生長菱角。葫蘆埤則位於台南市官田區隆田，主要為

灌溉蓄水之用，以縣道176為界分為兩處。 

二、德元埤及葫蘆埤因考量進出流不明顯且無工作船可提供，機具、人員無法到達，便利性

不佳，此外德元埤荷蘭村之於人為休憩濕地碳匯樣態與虎頭埤（已於2010/08/16會勘）

背景相似，故不納入採樣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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