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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氮排都市氮元素流分析：以臺北市為例
李崇恩* 郭乃文
摘

要

高氮排都市對全球生態的嚴重影響值得深入討論，本文以臺北市 (淡水河系流域部分) 為研究區，

利用都市代謝的概念執行該區域的氮元素流分析，範疇包含空域、陸域、水域三個子系統，依此計算各個來
源在排放到出海口的總氮量之中所佔的比例，並根據研究結果討論減排的方法。研究結果可以觀察到：一、
臺北市人類活動向大氣排放的通量大於沉降的通量；二、都市農業存在氮肥與飼料並未有效轉換成食物的問
題；三、多數含氮廢水被雨水抽水站和溪溝接收後直接排放到河水中，而沒有經過污水處理系統；四、陸域子
系統向河水排放的氮通量大於向大氣排放的氮通量；五、應透過都市合作降低排放到河口的總氮量。本文的
研究方法與結果期待可以作為後續研究其他高度排放都市的參考，共同努力改善全球氮污染現況。

關鍵詞：廢水、空氣污染、都市代謝、元素流分析、臺北市

Substance Flow Analysis of Nitrogen in a
High-Emission Urban Area: A Case Study of Taipei, Taiwan
Chong-En Li*

Nae-Wan Kuo

ABSTRACT The potential risks of high-nitrogen-emitting cities to the global ecology are worthy of in-depth study.
This study employed the concept of urban metabolism to construct a nitrogen-flow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Tamsui
River watershed region of Taipei, Taiwan, that encompassed three subsystems: atmosphere, land, and water.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nitrogen discharged to the sea was calculated, and emission reduction methods were discussed. Five
conclusions were drawn from the study. First, the flux emitted by human activities into the atmosphere in Taipei was
greater than that resulting from deposition. Second, some nitrogen fertilizers and feeds in urban agriculture were not
effectively converted into food. Third, most nitrogen-containing wastewater was received by rainwater pumping stations and discharged into river water without passing through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Fourth, the nitrogen flux discharged into river water by the land subsystem was greater than that discharged into the atmosphere. Finally, the total
amount of nitrogen discharged to the estuary should be reduced through urban cooperation. The methodology and
results of this study may be applicable to follow-up studies on other high-nitrogen-emitting cities and research aiming
to alleviate global nitrogen pollution.
Key Words: wastewater, air pollution, urban metabolism, substance flow analysis, Taipei

一、緒

論

都市化是當前趨勢，2018 年全球都市化程度達到 55%，

臺北市，建立詳細的氮質量平衡框架，並透過它檢查以下問題：

估計 2050 年時將會上看 68% (United Nations 2018)，都市問題

系統邊界中重要的子系統有哪些？跨越系統邊界與子系統中

可能愈來愈嚴峻，其中高氮排都市對全球生態帶來的嚴重影響

的氮通量有多少？氮循環如何在各子系統中交互作用？有效

值得深入探討，如今的都市作為能資源集中消費與廢棄物集中

的數據來源與算法各為何？以及哪些部分最適合藉由管理工

釋放的區域，儼然成為改變全球氮循環的重要程序之一

作減少整體的氮排放通量？有別於過去文獻通常以河川流域

(Grimm et al. 2000; Svirejeva-Hopkins et al. 2011)，在這個由人

的全部或局部為研究區，本研究針對單一都市執行氮元素流分

類主導的環境之中，都市具有獨特的氮收支項目，因此當研究

析，預期能提供不同角度檢視氮與人類活動的關係，意即由於

範疇訂於都市內部時，氮循環更應該考慮參雜其中的人為因

一條河流往往會橫跨多個行政區，導致治理上的困難，以單一

素；然而，由於都市尺度的氮循環比較複雜，導致相關研究較

行政區作為範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治理氮排放的效率。且過

為匱乏 (Grimm et al. 2008)。

去研究亦指出都市規模的干預措施比國家層級更有效率，因為

這項研究的目的是為一座東亞地區高度發展的都市──

這種行動往往需要立法部門和大量利害關係者共同參與，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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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由各國政府負責的若干政策進程也已開始下放到都市層

極低的死區 (dead zone)，使得水生動物絕跡 (林佳谷、陳叡瑜

級 (Kuramochi et al. 2019)。

2007)，甚至在營養鹽濃度最高的河口與近海地區，還會出現

值得一提的是，有別於其他珍稀元素，氮的資源管理案例

特定含紅褐色素 (例如 peridinin) 的藻類大量生長所導致的紅

可作為一個大量存在卻容易被浪費而造成污染的代表，由於它

潮 (red tide)，這些藻類會釋放麻痺性貝毒、下痢性毒素、肝毒

在環境中非常常見，因此大部分文獻不會盤查研究區中所有面

或細胞毒，導致水生生物死亡、漁業產量減少 (Billen and

向的氮元素流動 (王怡心 2017)，相較之下本文分析結果預期

Garnier 2007; Boesch 2002; Diaz and Rosenberg 2008; Howarth

將會建構出一個較全面性的、適用於評估都市的框架，且以臺

et al. 1996; Jickells 1998)，且透過食物鏈蓄積在魚類、貝類等

北市為例盡可能地找出可用的官方資料，以及可行的計算方

水生動物體內，人類可能會因生物放大作用而中毒。

式。

二、文獻回顧
1. 全球自然與都市的氮循環及其影響
氮 (Nitrogen) 是生命必要的元素，在空域、陸域、水域都
有濃度適宜的存量，以氮氣或其他不同形式存在於各生態系
中，並透過沉降、入滲、逕流等方式流動，建構出生物地球化
學循環 (biogeochemical cycle) 中重要的一環──氮循環，持
續推動生態系統生生不息地運作下去。氮氣是大氣中比例最高
的氣體，由兩個氮元素以強大的三個共價鍵組成，因此需要仰

圖 1 都市內部氮元素流概念圖

賴特定生物進行複雜的化學反應，將氮氣轉變為硝酸鹽

Fig.1 Conceptual diagram of nitrogen flow in urban area

(NO3)、亞硝酸鹽 (NO2) 和銨 (NHC4) 等無機氮型態後，才能
被陸地植物、藻類和細菌群落所吸收，上述含氮化合物性質易

2. 東南亞島群的特別之處

溶於水，因此稱為溶解態無機氮 (dissolved inorganic nitrogen,

氮污染問題普遍出現在全球各地，然而從過去針對紅潮與

DIN)，而正由於 DIN 具備高溶解度的特性，使其容易成為水

死區分布的研究可以發現，全球過量氮排放源的分布並不平

文循環的一部分，在各生態系統之間運輸 (Galloway et al.

均，而是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增量特別多 (Carpenter et al.

2004)，被認為是氮循環中最活躍的部分 (Jiang et al. 2019)。

1998; Dumont et al. 2005; Galloway et al. 2004; Green et al. 2004;

擴展到整個生態系來看，人類活動也會參與自然界的氮循
環，包括種植固氮作物、肥料淋溶、燃燒化石燃料、排放含氮
廢水與空氣污染物等作為，都會造成氮污染 (圖 1)，且在現代
氮循環中人類活動甚至比自然作用影響更大，據估計 1956 年
人為源的氮排放量首次超過自然源，到 2010 年其貢獻已經達
到 80 %以上 (Cui et al. 2013)，又根據 Meybeck (1982) 和 Smith
(2003) 指出，河川乘載的溶解態氮總量是未工業化前的六倍，
直接造成地球氮循環失衡，且對生態系帶來極大威脅，因此受
到研究人員的廣泛關注 (Jiang et al. 2019)，Ren et al. (2017) 更
證實人類活動排放的氮可以影響到遠洋生態系。事實上在
1960 年代以前人類從不擔心氮肥帶來的負面影響，直到巴瑞·
科蒙納 (Barry Commoner) 發表《封閉的循環》(The Closing
Circle) 一書，指出美國玉米帶中廣泛使用的氮肥會導致「藍嬰
綜合症」 (blue-baby syndrome)，才讓民眾意識到氮物質帶來
的危害 (Coramoner 1971)。然而氮化合物對人類帶來的影響往
往是間接的，當未經適當處理的含氮廢水大量排入戶外水體
時，會使藻類快速繁殖而出現藻華 (algal bloom) 現象，最終
導致水體溶氧耗盡並優養化 (eutrophication)，雖然過去研究指
出通常磷才是水體優養化的控制因素 (limiting factor)，但在部
分地區，例如美國伊利湖、舊金山灣、奇沙比克灣等地的優養
化確實是過量的氮所導致，此外過度藻類滋生也會造成溶氧量

Vitousek et al. 1997)，其中散布在西太平洋上數個高度都市化、
高度人口密集的開發中與新興工業化國家貢獻非常大量的氮
輸出 (Kuo et al. 2017)。
在自然條件上，這些國家位處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由眾
多具有山地集水區特色的島嶼所組成，地質構造活躍、土壤侵
蝕率極高 (Kao and Milliman 2008; Milliman and Syvitski 1992)，
山區又常見到城鎮與農業活動 (Huang et al. 2012)，再加上受
到地形因素使然，島上河短流急，污染物不容易留在河川中，
一經下雨就被帶往河口，再加上每年大約有 27 個颱風通過附
近，挾帶的暴雨驟發洪水 (Tu and Chou 2013; Webster et al.
2005)，更助長大量污染物被輸送到海洋中，讓這個占全球陸
地面積不到 2.5 %的區域，卻貢獻了全球總量約 40%的泥沙輸
出量 (Milliman and Farnsworth 2013)，氮通量亦十分可觀。
在人文條件上，人口膨脹與經濟發展使得人為污染源將大
量含氮物質排放到河水中，更有一部分化合物以空氣污染的型
態在大氣擴散以後，隨著雨滴或是地球引力沉降回到土壤與水
表。且氮物質排放到海洋的總量還被預期會隨著都市化進展而
惡化，原因在於：都市化會帶來不透水面積的增加，使得存在
於都市中的含氮物質無法下滲，經過沖刷之後被輕鬆地帶到河
流，最後藉由逕流輸送到海洋 (Groffman et al. 2004; Hatt et al.
2004)，這對於污水管理不善、衛生下水道系統缺乏、污染整治
技術落後、環境保護法規不彰的地區來說，更是一個特別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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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 (Schoonover et al. 2005; Seitzinger et al. 2002)，即使污

性過程」，直到成長期 (1981－2000) 階段，更多研究方法被

水下水道能夠有效收集家庭污水，但雨水中的氮物質，以及街

提出，例如針對特定營養鹽、元素的物質流分析等，於此同時

頭上人類活動誘發的污水 (例如傳統市場和移動供應商產出

Girardet (1990) 更進一步提出，都市代謝應該是一個循環過

的)，還是會透過雨水下水道直接連到河流、甚至海洋中。以

程，輸出的東西並非完全是廢棄物，也可以是回饋給都市再利

淡水河流域為例：淡水河的 DIN 大部分以氨 (Ammonia, NH3)

用的能資源，明確區分出線

的型態輸出到海洋，不像其他大河那樣以 NO3 為主要物種，

性過程和循環過程之間的差異，Akiyama (1994) 則以黑盒子

就是上述問題存在的證據，因為上游河水中氨濃度不滿 120

(black box) 模型和子系統分析 (subsystem analysis) 兩名詞說

μM，而污水處理廠未處理過的水中氨濃度為 1,500 μM，處理

明：當可用數據缺乏時，可以使用黑盒子的概念先行反應總體

過後的水中氨濃度則為 200 至 300 μM，因此可以推斷淡水河

輸入與輸出，並提供都市代謝效率和永續性的描述，而當資料

口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氨濃度，來源並不是從上游而來，而正是

量足以支持子系統之間的流動量時，再以子系統分析來診斷問

經過混合後的污水，且下游河水中檢測到的氨濃度約 400 至

題與提出建議 (Zhang et al. 2015)。2001 年後被認為是增長期，

600 μM 之間，幾乎達到水生生物的毒性水準 (Wen et al. 2008)

此時能量流與物質流方法被標準化，循環型代謝、網絡分析、

又根據 Kuo et al. (2017) 估計，來自雨水下水道的氮污染物可

動態分析等概念亦被提出，愈來愈多研究嘗試將黑盒子打開，

以帶給淡水河河口高達 81.7%的氮通量，再次顯示這個區域的

討論物質在都市內部的交互作用 (Zhang et al. 2015)，例如

人類活動對水質影響甚鉅。

Zhang et al. (2009) 等 (圖 2)。

在研究能量上，即使以穩定同位素追蹤 DIN 遷移和轉化

都市代謝研究發展至今，分析方式已十分多元，根據

過程的技術，已經在溫帶與亞熱帶地區有眾多研究成果

Musango et al. (2017) 對 165 份參考文獻彙整的結果顯示，仍

(Middelburg and Nieuwenhuize 2001)，然而針對亞洲東南部等

以會計 (accounting) 為最主要的方法。會計的標的可以是能

熱帶國家的研究卻很少，使得科學家對全球 DIN 運輸與管控

量也可以是物質，此即為「能量流分析」(energy flow analysis)

的理解遭受阻礙 (Voss et al. 2013)，針對東南亞島群研究的重

與「物質流分析」(material flow analysis) 兩大取徑，前者在

要性不言可喻。臺灣的自然與人文條件，與菲律賓、印尼、巴

1970 年代由 Odum (1971)、Odum (1973) 發展出，以熱力學方

布亞紐幾內亞等國家相近，被認為和上述西太平洋島群的案例

法作為模型討論的基礎，後者則稍晚在 1990 年代由 Baccini

類似 (Kao et al. 2005; Kao and Liu 2000; Lee et al. 2013; Lee et

and Brunner (1990) 開啟盤查方法的發展，藉由直接計算不同

al. 2014; Milliman and Farnsworth 2013; Milliman et al. 1999)，

物質的流動，避免它們的質量差異被忽略，目前已經成為都市

以 DIN 為例，淡水河貢獻了

8,689 kg-N km-2 yr-1 的

DIN，比全

代謝研究的主流方法。無論能量流分析或是物質流分析，皆強

球模型預測結果超出 2.3 倍 (Kuo et al. 2017; Lee et al. 2014)，

調透過平衡物質或能量輸入、輸出到都市的通量，可以幫助都

僅佔 0.0018%地表面積的小流域，卻排放 0.09% (~23000 t-N yr-

市朝向永續發展邁進。

1)

yr-1，Seitzinger

et al.

Brunner and Rechberger (2004) 將物質流分析定義為「一

(2005) 這種不成比例的、來自淡水河的 DIN 通量強調了臺灣

種有系統地評估物質在一段特定時間或一個特定空間中流動

島，乃至於整個西太平洋島國對於全球氮循環的重要性，這個

量 (flows) 與存量 (stocks) 的方法」，具體的做法包括下列各

重要性往往會被全球模型相當大程度的低估 (Lee et al. 2013)，

項：

因為我們現在對 DIN 通量估計的了解起源於歐洲、北美洲等

．考慮系統中所有的可能的流動與存量；

已開發國家境內的大河，這些區域的水文特徵與西太平洋島國

．將過於繁雜的項目簡化，以降低系統複雜性；

相差甚遠，因此才會出現預測上的落差 (Lee et al. 2014)。臺灣

．開始計算被選中的流動和存量，且應考慮到數值的品質以

的全球年度 DIN 通量 (24,800,000 t-N

相較於其他同區域的國家擁有更高的研究能量，再加上政府開

及是否平衡；

放資料完備，是研究最好的養分，其中臺北市作為臺灣的首善

．必要時做敏感性與不確定性分析；

之都，極適合作為執行都市氮元素流分析的研究區。

．用容易被理解的、清楚的方式展示整套系統；

3. 都市代謝與元素流分析

．用研究結果管理資源、廢棄物，甚至整個環境。

現代人口高度集中在都市，都市問題已經成為人類的重大
課題，居民在這個空間消費物資、生產商品、排放污染，使得
都市生態研究在過去幾十年來蓬勃發展 (Pickett et al. 2011)。
Wolman (1965) 首先提出「都市代謝」(urban metabolism) 的概

又根據 Gregory (2006) 的解釋，廣義的物質流分析可以作
為研究每一單位元素、物質、貨品流動對一個公司、部門、區
域的影響，其中當研究對象鎖定在某一個元素的時候，就可以
另外稱為元素流分析 (Substance Flow Analysis)。

念，把都市比擬成一個生物體，將食物、燃料、廢棄物、水、
空氣污染排放量化約成人均輸入 (input) 與輸出 (output)，奠
定都市代謝初始期 (1965－1980) 的發展基礎，在這個階段能
值理論被提出，能量流分析與物質流分析方法亦被確立
(Zhang et al. 2015)。然而此時人們對都市的想像還停留在「線

圖 2 都市代謝模型概念圖，資料來源：Zhang (2013)
Fig.2 Conceptual diagram of urban metabolism model
Data source: Zhan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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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與資料
1. 研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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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荒地上移除的通量)、河流非點源且來源不明確的人為輸入
(RSdifec,ant,F) 、 河 流 非 點 源 且 來 源 不 明 確 的 自 然 輸 入
(RSdifec,nat,F)，支出項包括：消費性移除 (FQrem)、留在河川中

臺北市位於臺灣北部，被新北市四面包圍，行政區劃屬於

(LF)、留在水庫中 (DF)、河流輸出 (YldF) 等途徑 (Mayorga et

直轄市層級，下轄的 12 個區皆不具有地方自治團體身分，行

al., 2010)。以上述文獻的做法為基礎，本文在系統邊界中大致

政權高度集中在行政中樞──臺北市政府，戶籍人口超過 260

分成空域、陸域、水域三個子系統，各子系統的存量與流動如

萬人 (2020 年 10 月；內政部 n.d.)，約佔全國 11.07%，實際

表 1。

居住人口更多。

4. 研究假設

臺北市除了東北隅 4.87%的土地屬於磺溪流域之外，全境
幾乎都是淡水河流域，由於磺溪流域低度開發、人口極少，預
計不會帶來不可忽視的氮通量貢獻，故排除在本研究區的系統
邊界之外。淡水河包含三個主要支流，分別是新店溪、大漢溪
和基隆河，其中新店溪在秀朗橋以上、基隆河在南湖大橋以上，
及整條大漢溪都不屬於本研究區，三條支流在臺北市境內匯

為了簡化估算，本研究合理假設研究區中農業活動的氮素
都是來自系統邊界以外輸入的化學肥料，而未使用系統邊界內
自產的糞肥，且研究區中生產的作物、牲畜也只會在系統邊界
內的市場上供市民消費。生物固氮、消費性移除、留在水庫中
等氮通量亦假設為零。

流，成為淡水河主流後通過關渡大橋再度流進新北市境，並在
不遠處出海。人口稠密的新北市區緊鄰臺北市，從河流左岸將
大量的氮帶入水中 (圖 3) 。

2. 都市範圍的氮元素流分析架構
Global Nutrient Export from WaterSheds 2 Model (Global
NEWS 2 Model) 是一個用以模擬在當代條件下，集水區中包
含 DIN 在內的多種營養鹽傳輸到河口的通量 (Beusen et al.,
2005; Dumont et al., 2005; Harrison et al., 2005a, 2005b;
Seitzinger et al., 2005)，其中溶解態子模式納入點源與非點源、
自然源與人為源的影響 (Vorosmarty et al., 2000)，是個全面性
的、經常被使用的模型，本研究沿用此模型的分析架構，作為
探索都市氮循環收支項目的線索。在該模型中，收入項包括：
河流輸入 (YldF,pred，含顆粒侵蝕產出的通量)、河流點源輸入
(RSpntF，含人類廢水產出扣掉污水處理系統移除的通量)、河
流非點源且可以明確計算的人為輸入 (RSdifexpl,ant,F，含大氣氮
沉降、生物固氮、化肥與糞肥產出扣掉作物吸收與動物吃草、
留在農地牧場上移除的通量)、河流非點源且可以明確計算的

圖 3 臺北市與淡水河流域的關係圖解

自然輸入 (RSdifexpl,nat,F，含大氣氮沉降、生物固氮產出扣掉留

Fig.3 Diagra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pei City
and Tamsui River Basin

表 1 各子系統流動之意義與可用資料
Table 1
代碼
A1
A2
A3
A4～A8
L1
L2
L3
H1
H2
H3
H4
H5
H6
G
F1
F2
F3
W1
W2

The meaning and available data of the flows in each sub-system
意義
從研究區外移入的氮元素
向研究區外移出的氮元素
透過光化學反應消失的氮元素
大氣乾溼沉降至地表各部分的的氮元素
從研究區外移入的肥料與飼料所含的氮元素
從研究區外移入的食物所含的氮元素
從研究區外移入的其他物品 (含原料) 所含的氮元素
建成區中人類活動向大氣排放出的氮元素
建成區中人類活動被雨水抽水站和溪溝收集到的氮元素
建成區中人類活動被污水處理系統收集到的氮元素
建成區的污水直接排放到研究區外的氮元素
建成區中人類飲食相關的固體廢棄物輸出的氮元素
建成區中人類其他固體廢棄物或產品輸出的氮元素
公園綠地釋出且被雨水抽水站和溪溝收集到的氮元素
農地牧場釋出到空氣中的氮元素
農地牧場釋出且被雨水抽水站和溪溝收集到的氮元素
市產作物、牲畜吸收後被研究區的市民攝食的氮元素
雨水抽水站和溪溝放流水排到現地處理設施的氮元素
雨水抽水站和溪溝放流水排到河川的氮元素

資料來源
收支平衡法 (黑盒子)
收支平衡法 (黑盒子)
收支平衡法 (黑盒子)
內政部1、工務局2
、
農委會3 4
農委會4、內政部5
收支平衡法 (黑盒子)
、
環保署6 7
環保局8
工務局9
工務局10
收支平衡法
收支平衡法 (黑盒子)
收支平衡法
農委會4、假設為零
收支平衡法
農委會4
工務局9
收支平衡法

年份
－
－
－
2017
2017
2017
－
2016
2016
2016
2016
－
－
－
2017
－
2017
2016
－

參見
－
－
－
附錄3、10
附錄4
附錄5、6
－
附錄1、2
附錄7
附錄8
附錄9
－
－
－
附錄4
－
附錄5
附錄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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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S1
S2
B
R1
R2
R3

意義
污水處理系統放流水排出的氮元素
污水處理系統污泥的氮元素
高灘地向河流釋出的氮元素
從研究區外淡水河系上游地區移入的氮元素
從研究區外淡水河系下游地區新北市側移入的氮元素
向研究區外淡水河系河口地區移出的氮元素

資料來源
工務局9
工務局9
收支平衡法、工務局9
環保署8
環保署8
收支平衡法

年份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

參見
附錄8
附錄8
附錄8
附錄7、10
附錄7、10
－

備註：
1
105-106 年國土利用調查成果鄉鎮市區統計資料。臺北市之數據於 2017 年重新編修。
2
中華民國 106 年臺北市工務統計年報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2018)。本研究取用 2017 年底河濱公園面積的資料。
3
作物施肥手冊 (羅秋雄 2005)。本書出版於 2005 年，然而施肥量建議值不易因年而異，因此合理斷定不影響最終計算結果。
4
農業統計年報 (106 年) (農委會 2018)。本資料大致以 2017 年為準。
5
內政統計月報 (中華民國一○六年十二月) (內政部 2018)。數據為 2017 年 12 月之戶籍人口，而非日間人口(day-time population)資料。
6
全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清冊資訊系統 10.1 版資料庫 (TEDS 10.1)。本資料係以 2016 年為基準年所建置的排放量為基礎進行推估而得。
7
空氣品質監測網。本研究取用 2016 年逐時資料計算氮氧化物原子量比例作為計算時的一項常數，不會影響最終計算結果的精度。
8
胡惠宇 (2015)、胡惠宇 (2016)。原文資料係彙整自 2009－2016 年監測資料。
9
污水處理廠處理成果表。本研究取用 2016 年之數據為代表。
10
中華民國 105 年臺北市工務統計年報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2017)。本研究取用 2016 臺北市超量污水泵送到八里污水廠的相關數據。

表 2 各子系統存量之可用資料

A4=359 t yr-1、A5=67 t yr-1、A6=351 t yr-1、A7=16 t yr-1、A8=32

Table 2

t yr-1。

The meaning and available data of the stocks in
each sub-system

大氣
公園綠地
農地牧場
建成區
雨水抽水站和溪溝
污水處理系統
高灘地和現地處理設施
河流

資料來源
收支平衡法 (黑盒子)
收支平衡法
收支平衡法
收支平衡法 (黑盒子)
假設為零
假設為零
收支平衡法、工務局9
假設為零

年份
－
－
－
－
－
－
2016
－

參見
－
－
－
－
－
－
附錄8
－

四、研究結果
1. 空域部分
H1 之估算係利用環保署以 2016 年資料為基準建置的
「TEDS 10.1」，臺北市各式污染源排放量分類統計表部分得
知全市氮氧化物 (NOX) 的預估排放量為 7,876.86 t yr-1 (附錄
1)，然而由於 NOX 包括 N2O、NO、NO2、NO3、N2O3、N2O4、
N2O5 等多種化合物，故無法精確算出氮的重量，但常見的含
氮空氣污染物是 NO 與 NO2，且根據環保署 2016 年全臺北市
所有空氣品質監測站逐月資料顯示，平均一個監測站會收集到
30.32 ppb 的 NOX，其中有 11.31 ppb 的 NO 與 19.01 ppb 的 NO2
(附錄 2)，又氮的原子量為 14、氧的原子量 16，因此以「(TEDS
10.1 NOX 排放量)×原子量比例」式可推估出：H1=2,874 t yr-1。
11

A4～A8 之估算係援引 Huang et al. (2012) 所述：環保署設
有臺北站 (121.514932E, 25.037474N)、鞍部站 (121.529247E,
25.182661N) 、 中 壢 站 (121.194531E, 24.968907N) 、 宜蘭站
(121.759398E, 24.762652N) 提供酸雨的官方數據，結果顯示四
處的總沉降率分別為 2,785、3,882、2,375、2,827 kg km−2 yr−1，
當使用反距離權重法 (inverse distance weighted) 進行插值，距
離指數設定為 2 時，可以計算出全臺北市平均總沉降為 3,210

F1 是農作物和牲畜向大氣排放的氮通量，前者是作物死亡
後將含氮氣體釋出，後者是動物將飼料中的蛋白質消化後釋
出。誠如 2017 年農業統計年報資料所示，臺北市自產的作物
與牲畜皆很稀少 (附錄 4)，因此視 F1=0。11
A1、A2、A3 與大氣 (存量) 交互作用複雜，本研究依收支
平衡法推估：-A1+A2+A3+大氣=2,049 t yr-1，目前仍維持黑盒子
的狀態。

2. 陸域部分
公園綠地 (存量) 與 G 之估算係利用收支平衡法，已知輸
入到這裡的氮通量為 A6 (351 t yr-1)，假設淋溶率為 30%，以
「A6×(1-30%)」或「A6×30%」式可推估出：公園綠地 (存量)
=246 t yr-1、G=105 t yr-1。
L1 的用途包括農耕肥料與畜牧飼料兩部份。本研究從農
業統計年報中爬梳 2017 年各項市產農畜品的資料，與作物施
肥手冊中建議氮素量相乘求得總氮量 (附錄 4)，值得注意的
是，此計算基於所有氮肥均來自邊界以外，而沒有使用統計區
中的糞肥之假設，且不計畜產品的氮排放量。其乘積起來可得
L1=432 t yr-1。11
F2 之估算包含大氣總沉降所淋溶出的氮通量，以及農耕、
畜牧輸出等部分：第一項透過已知輸入到農地牧場的氮通量之
A5 (67 t yr-1)，並假設淋溶率為 30%求得；第二項參照 L1 數據，
並假設作物吸收率為 50%、畜產污水率視為 0 求得。相加後
F2=236 t yr-1。11
F3 之估算係利用 2017 年的農業統計年報查找相關統計資
料 (附錄 5)，再假設臺北市產的糧食會全部販售至當地市場，
即以「全國蛋白質供給量×(臺北市產量÷全國糧食純供給量)×
16%蛋白質含氮比率」式可推估出：F3=63 t yr-1。11
農地牧場 (存量) 根據收支平衡法間接推估出：農地牧場
=200 t yr-1。

kg km−2 yr−1，又根據內政部與工務局於 2017 年之資料顯示本

L2 之估算同樣利用 2017 年的農業統計年報查找相關統計

研究區內建成區、農地牧場、公園綠地、高灘地、河流之面積

資料 (附錄 5)，與同年 12 月的人口資料 (附錄 6)，即以「全

分別為 11,172.01 ha、2,076.93 ha、10,938.51 ha、485.75 ha、

國蛋白質供應量×[1-(臺北市產量/全國糧食純供給量)]×16%蛋

997.59 ha (附錄 3、10)，因此以「建成區或農地牧場或公園綠

白 質 含 氮 比 率 ×( 臺 北 市 人 口 / 全 國 人 口 ) 」 式 可 推 估 出 ：

地或高灘地或河流之面積×平均總沉降率」式可推估出：

L2=13,389 t yr-1。11

11

此數據涵蓋全臺北市，而未扣除磺溪流域部分 (非本研究區)。然而由於該區域低度開發、人口極少，預計不會帶來不可忽視的氮通量貢獻，因此本文在這部分直
接使用全臺北市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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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之估算係援引胡惠宇 (2016; 2015) 內容所示，臺北市
透過雨水抽水站和溪溝未經任何處理逕向淡水河系平均排放
7,764 kg day-1 的 NH3-N (附錄 7)，換算可得：H2=2,834 t yr-1。
11

H3 之估算係根據目前臺北市兩座運作中的污水處理系統
(迪化廠、內湖廠)，於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報告之數據 (附錄 8)，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資料僅有污水處理量和氨氮 (NH3-N) 濃
度，而沒有 NO3-N 和 NO2-N 的數值，因此本研究沿用 Kuo et
al. (2017) 作法，將 NH3-N 濃度視為 DIN 總濃度。以「去除量
/去除率」式可推估出：H3=3,846 t yr-1。11
H4 的數值從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資料中指出，臺北市於
2016 年向八里污水處理廠輸送 139,524,359 立方公尺的超量污
水 (附錄 9)，惟報告書中並無指出當年八里污水處理廠的入流
水氨氮濃度，因此以迪化污水處理廠的進流水濃度 (17.56 mg
L-1) 取代，可得：H4=2,450 t yr-1。
H5 之估算基於都市食物系統的廢棄物最終全部會以固體
廢棄物型式離開臺北市的前提下，以人類進食 90%計算，即以
「(L2+F3)×0.9」式可推估出：H5=12,107 t yr-1。
L3、建成區 (存量) 與 H6 之估算則直接利用質量平衡法
可得，L3-H6-建成區 (存量)=10,300 t yr-1，目前仍維持黑盒子
的狀態。
W1 之估算同於 H3，以當年四座礫間現地處理設施的數據
(附錄 8)，以「去除量/去除率」式可推估出：W1=170 t yr-1。
W2 之估算則因雨水抽水站和溪溝不會長時間滯留雨水，
該處存量假設為零，因此同樣根據收支平衡法推估：W2=3,005
t yr-1。11
S1 之估算與 H3 之公式相仿，惟資料要改用放流水數據
(附錄 8)，以「去除量/去除率-去除量」式可推估出：S1=938 t
yr-1。11

圖 4 氮物質流分析圖
Fig.4 The results of SFA of nitrogen
12

此數據僅有納入淡水河系中下游的氮通量，詳細的採樣點位置可見附錄 10。

59

S2 之估算則直接使用迪化與內湖污水處理廠去除量的數
據 (附錄 8)，S2=2,908 t yr-1。

3. 水域部分
高灘地和現地處理設施 (存量) 的氮存量來自兩個方面，
其一是大氣沉降保留下來的氮，另一個是被現地處理設施過濾
出的氮。前者以 A7 的 30%計算，後者則可直接使用南湖、成
美、貴陽、忠孝礫間現地處理設施去除量的數據 (附錄 8)，可
得：高灘地和現地處理設施 (存量)=154 t yr-1。
B 同樣來自兩個部分，其一是大氣沉降到高灘地後被帶往
河流的氮，另一個是經過現地處理設施抵達河流的氮。前者以
A7 的 70%計算，後者則可直接使用南湖、成美、貴陽、忠孝
礫間現地處理設施放流水的數據 (附錄 8)，依照「去除量/去
除率-去除量」，加總可得：B =32 t yr-1。
R1 之估算係援引胡惠宇 (2016; 2015) 內容所示，淡水河
系中的新店溪、景美溪、基隆河在尚未抵達雙北市界之前，透
過雨水抽水站和溪溝未經任何處理逕向淡水河系平均排放
4,011 kg day-1 的 NH3-N (附錄 7、10)，換算可得：R1=1,464 t yr1。12
R2 之估算同樣援引胡惠宇 (2016; 2015) 內容所示，淡水
河系中的新店溪、景美溪、基隆河、淡水河本流，以及整條大
漢溪從新北市側，透過雨水抽水站和溪溝未經任何處理逕向淡
水河系平均排放 32,636 kg day-1 的 NH3-N (附錄 7、10)，換算
可得：R2=11,912 t yr-1。12
R3 則基於並無任何氮停留在河流中或被水中微生物分解
之假設下，以收支平衡法計算：R3=17,383 t yr-1。
經過本研究的計算，臺北市 (淡水河流域) 氮元素流分析
成果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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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

總氮量。東南亞島群上的眾多都市，因為歷史與地理因素時常

論

坐落於出海口附近，它們被稱為「港埠型都市」，整個河川流

在空域部分，本研究結果顯示人類活動向大氣排放的量體

域的含氮廢水容易在該處匯流出海，同樣需要都市合作，例如

很大 (2,856 t yr-1)，但是透過乾溼沉降下來的氮通量卻不成比

同屬巴石－馬利金納河 (Pasig-Marikina River) 流域的馬尼拉

例地少 (824 t yr-1)，這些含氮物質在大氣中的壽命長達數周因

市、奎松市 (Rivas 2018)。

此有機會溢散到研究區外，NO 和 NO2 也可能與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起了光化學反應變成臭氧等二次空氣污染物，或通過氨等

六、結

氮氧化物與二氧化硫結合形成二次無機氣溶膠，交互作用極其

論

複雜，這使得物質流盤查難度較高 (Winiwarter et al. 2020)，本

過去文獻明確指出人類活動大大地改變自然的氮循環，失

文只能先以黑盒子模型視之。然而根據近年的資料顯示，臺北

敗的管理策略使得原本存量適當的氮變得失衡，開始對全球各

市二氧化氮濃度大致逐年下降 (圖 5)，這個狀況可能是因為台

地的生態系統帶來危害，其中包括臺北市在內的東南亞島群上

北市向大氣排放的二氧化氮量確實變少、從大氣中沉降回陸地

的都市，正以不成比例地輸出大量氮元素到海洋當中，需透過

的二氧化氮量變多、二氧化氮的淨移出量變多、或是經過光化

研究檢視氮在這些都市各系統中的流佈狀況，用來提出解決方

學反應變成臭氧等二次污染物的量變多……，有非常多種可

案。基此，本文在臺北市 (淡水河系流域部分) 利用都市代謝

能，然而從圖 5 中還可以觀察到臺北市臭氧濃度大致逐年上

的概念，以元素流分析為研究方法，探討本研究區的氮元素流

升，這有可能是後者的證據，並將會使得防治工作更加困難，

分布與宿命，進而鑑別都市排放的熱點與程序，並進一步提出

至於確切有多少氮通量變成臭氧，以及這個現象和空域氮收支

未來改善高氮排的可能解決方案。

失衡之間的關係為何，值得後續研究探討。

本篇文章建立出氮元素流的整體分析框架，這對於點出治

在陸域部分有三處特別值得注意。首先，建成區 (人類活

理氮污染的方向與關鍵非常有幫助，例如從它在臺北市的分析

動) 所排放的含氮廢水，仍有多數被雨水抽水站和溪溝

結果中可以理解下列五個訊息：一、臺北市人類活動向大氣排

(2,834 t yr

-1)

而非污水處理系統所接收並直接排放到河流

放的量體很大，有多少量以空氣污染型式擴散到都市之外，又

(3,846 t yr-1)，相關管理單位應該要注意雨水抽水站和溪溝的

與近年臺北市臭氧污染量高居不下之間的關係為何，值得後續

放流水質，將雨水抽水站和溪溝的放流水經過現地處理設施，

研究深入探討；二、多數含氮廢水被雨水抽水站和溪溝接收後

或是截流雨水至污水處理系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目前臺北市

直接排放到河水中，而沒有經過污水處理系統，相關管理單位

共設有南湖、成美、貴陽、忠孝及景美等 5 座礫間現地處理設

應當注意雨水抽水站和溪溝的放流水質；三、都市農業存在氮

施，每日可處理 63,000 噸的污水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2019)，

肥與飼料並未有效轉換成食物的問題，在推動減少食物里程之

但是在暴雨事件時該設施的處理能力將大打折扣，至於污水下

餘也應考量氮污染問題；四、陸域子系統向河水排放的氮通量

水道實施雨污混合策略的話，也會容易在暴雨事件中因水壓太

大於向大氣排放的氮通量，改善都市逕流的水質非常重要；五、

大而導致水管爆裂，而帶來負面效果，所以需要多加評估，尤

應透過都市合作降低排放到河口的總氮量，尤其對於臺北市這

其在氣候變遷情境下，暴雨可能更加頻仍的未來。

種與其他都市共處同一個河川流域的地方。本文的研究方法與

其次，在都市農業氮收支上，輸入到農地牧場的肥料、飼
料，大部分氮素轉變成含氮廢水被雨水抽水站和溪溝帶至河水
中 (236 t yr

-1)，僅有少部分轉換成食物中的蛋白質

成果期待可以成為後續研究其他高氮排都市時的參考，以降低
全球氮污染問題。

(63 t yr-1)，

這可能會對田園城市政策產生疑慮，是值得重視的問題。一般
來說我們期待若能在都市內部糧食自產自銷，將可大大地降低
食物里程 (food mile)，或許間接減少運輸過程中的碳排放，然
而根據本研究指出，但這有可能帶來更高的氮通量排放，究竟
都市農業對全球的衝擊有多大，可以作為後續研究深入討論，
推動田園城市政策應該要更被系統化評估其環境效益和可能
的負面衝擊。
最後，整個陸域系統向其他系統邊界與其他子系統輸出的
氮通量，包含空氣、固體廢棄物、以及河水等方式，其中又以
從河川出海的氮通量最高，因此控制水中含氮物質的重要性相
對較高，以臺北市為例，控制淡水河的水質是最有效降低全球
氮通量貢獻的關鍵。
在水域部分，本研究結果亦指出淡水河本流之河水在市區
段，接收來自臺北市與新北市的氮通量並不相稱
(3,943:11,912 t yr

-1)，這個結果暗示某些河流共同乘載多個都

市的污染負荷，應藉由都市合作才能更有效降低排放到河口的

資料來源：環保署

圖 5 臺北市近年臭氧與二氧化氮濃度折線圖
Fig. 5 Line graph of ozone and carbon dioxide concentration in Taipei City in recent years Data Source:
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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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國土利用調查暨磺溪流域與河濱公園面積
單位：ha



資料A

Fig.6 Cheng-Mei on-site water purification plant

謝

協助繪製圖 1。本研究在科技部研究計畫編號 MOST 1072621-M-003-001 的資助下完成，特此致謝。

錄

附錄 1 臺北市 (含磺溪流域) NOx 估計量
單位：t yr-1

移動污染源

項目
工業

NOX排放量
59.06

商業

460.30

營建等

0.00

住宅

501.26

焚化爐

818.72

露天燃燒

1.70

垃圾場逸散

0.00

其他

1.68

公路運輸

5,836.76

非公路運輸

197.38

資料來源：TEDS 10.1

附錄 2 臺北市 2016 年各測站全年平均濃度
單位：ppb
測站

氮氧化物

一氧化氮

二氧化氮

士林

18.40

4.36

14.05

大同

69.02

39.30

29.72

中山

36.46

11.87

24.59

古亭

25.52

6.64

18.88

松山

28.18

8.20

19.98

陽明

3.87

0.75

3.05

萬華

30.81

8.04

22.77

資料來源：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

11,172.01

農地牧場**

2,076.93

公園綠地/高灘地***

12,738.26

河流****

997.59

河濱公園*****

485.75

資料C

磺溪流域******

1,314.00

附錄 4 臺北市產物資料

稻米

作者感謝匿名審查者對初稿的建議與批評，並感謝吳孟軒

固定污染源

建成區*

備註：*「104年版土地使用分類系統表」中編號0106、0301－0310、
0402、0408、0409、0501－0508、0601－0606、0701、0801－
0803；**0101－0105；***0201－0206、部分0702、0703、0901－
0905；****部分0702；0401、0403－0407；*****這個區域在資料
A中被歸類為「公園綠地/高灘地」類別，將會在本研究中視為
其中高灘地的面積；******由於臺北市磺溪流域開發程度低，為
了計算方便將會視之為本研究定義之「公園綠地」類別。


資料來源： 內政部； 工務局。

圖 6 成美礫間曝氣處理設施

附

面積

資料B



誌

類別

雜糧類
蔬菜類

市產品
一期稻米
二期稻米
甘藷
食用玉米
竹筍
蘿蔔
芥藍
蔥
茭白筍
甜椒
草莓
薑
龍鬚菜
胡瓜
其他葉菜
甘藍
菠菜
食用番茄
花椰菜
結頭菜
芋
扁蒲
金針菜
韭菜
不結球白菜
結球白菜
蓮藕
南瓜
加工番茄
冬瓜
佛手瓜
豌豆
青蒜
洋香瓜
萵苣
大芥菜
其他莖菜
茼蒿
茄子
芫荽
辣椒
青花菜

單位：ha、head、box，kg ha-1


面積/量
氮素量
240
110
236
100
69
35
10
120
504
225
55
150
41
200**
14
258
10
200
6
40
4
175
2
260
1
200**
0
300
157
200**
52
275
20
165
13
225
9
238
6
200**
3
400
2
55
1
125
0
115
92
200**
51
225
16
500
13
200**
8
200
5
200**
3
200**
2
30
1
220
0
130
69
110
50
210
16
200**
12
145
7
610
5
200**
3
200**
2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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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產品

果品類

特用作物

牧草類
藥用作物
花卉

苗圃
牲畜

香瓜
其他果菜
蕹菜
芹菜
胡蘿蔔
絲瓜
菜豆豇豆
黃秋葵
蒜頭
苦瓜
其他果樹
柿
番石榴
楊梅
檸檬
梨
桶柑
椪柑
柳橙
葡萄柚
紅龍果
枇杷
文旦柚
白柚
斗柚
百香果
桃
其他柑桔
檳榔
木瓜
龍眼
茂谷柑
海梨柑
金柑
香蕉
蓮霧
楊桃
梅
桑
茶
黃梔
羅勒
其他長期特作
油茶
咖啡
洛神葵
其他短期牧草
狼尾草
山藥
其他長期切花
蘭花
其他短期切花
天堂鳥
苗圃
盆花
豬
牛
羊
鹿
家禽
蜂

面積/量
0
56
50
15
12
7
4
3
2
0
48
10
4
2
1
0
29
7
3
2
1
0
16
5
3
2
1
0
12
4
2
2
0
0
11
4
2
1
0
68
0
2
0
1
0
0
3
0
20
28
5
3
0
48
20
842隻
53隻
46隻
106隻
1隻
1900箱



氮素量
200**
200**
150
190
220
105
98
200**
260
300
200**
140*
180*
200**
200**
200**
240*
240*
240*
240*
200**
240*
240*
200**
200**
110*
200**
200**
200**
26*
200**
240*
240*
240*
80*
360*
84*
97*
210
36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800
225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
－
－
－
－
－



備註：作物施肥手冊中建議施肥量之原單位為「克/株/年」，本研究假
設一公頃可以種植400株以使單位轉為「公斤/公頃/年」；**因
為作物施肥手冊中並無明示其建議施肥量，因此一律合理假設
為200公斤/公頃/年。


資料來源： 農委會； 農委會。

附錄 5 常見糧食資料
單位：千噸，千噸，噸、千個
全國蛋白質供 全國糧食純供
臺北市



給量
給量
產量
穀類
173.93
2070.2
1365*
薯類
8.68
651.9
938**
糖及蜂蜜
0.09
625.8
94***
子仁及油籽類
122.09
491.9
0
蔬菜類
38.09
2622.2
15010****
果品類
17.88
3052.8
1426*****
肉類
222.08
1829.5
215******
蛋類
46.00
435.2
3
水產類
60.96
580.0
0
乳品類
45.83
606.5
200*******
油脂類
0.26
557.6
0
備註：*包括各式糙米、玉米；**包括甘藷、芋；***包含蜂蜜、蜂皇漿、
蜂蠟；****包括各式蔬菜；*****包括洋香瓜、草莓、各式果品；
******
包含豬、牛、羊、雞、鴨、鵝、火雞；*******原文指出有41
千個雞蛋，本研究以一個70公克計，得出約3公噸；********包含
牛乳、羊乳。


資料來源： 農委會糧食平衡表； 農委會農業生產表。

附錄 6 2017 年 12 月人口資料
單位：人
人口數
23,571,227
2,683,257

全國
臺北市
資料來源：內政部。

附錄 7 淡水河中下游流域排水點 NH3-N 負荷量
單位：kg day-1
NH3-N負荷
新店溪
市界以上*
970‡
**
市區左岸
6,274‡
市區右岸***
782‡
*
景美溪
278‡
市界以上
市區左岸**
4,755‡
市區右岸與貓空***
1,400‡
大漢溪
12,789†
全部**
基隆河
2,763‡
市界以上*
4,700†
市界以下***
淡水河本流
8,818‡
市區左岸**
市區右岸***
882‡
市界以下****
N/A
備註：*屬於從研究區外淡水河系上游地區移入的氮通量 (R1)；**屬於
從研究區外淡水河系下游地區新北市側移入的氮通量 (R2)；***
屬於從研究區內移入的氮通量，不含污水處理廠和礫間現地處
理設施放流水；****屬於向研究區外淡水河系河口地區移出的氮
通量(R3)。
資料來源：†胡惠宇 2016；‡胡惠宇 2015

附錄 8 2016 年污水處理廠與礫間現地處理設施資料

污水處理廠
礫間現地
處理設施

迪化
內湖
南湖
成美
貴陽
忠孝

NH3-N
平均去除率
76.75
72.19
96.43
94.25
85.35
85.83

單位：%，t
NH3-N
去除量
2206.3
700.94
24.17
2.99
18.36
103.18

附錄 9 2016 年八里污水處理廠進流水來源
來源
處理水量
臺北市
139,524,359
新北市
324,660,722
基隆市
1,808,080
資料來源：105年工務統計年報

單位：m3
占比
29.94%
69.67%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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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 臺北市土地利用分布與水質測站分布點
備註：土地利用現況的展圖有經一定程度的概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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