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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滯洪池」透過河流溪川的水暫時儲存的機制，來平衡暴雨降臨時，過

大的水量對低窪地區的破壞。伴隨滯洪池水位的調整，土壤的濕度也隨之改

變，時而潮濕、時而乾旱的生長環境，對於植物生長是一大挑戰。有哪些植

物可以在這樣獨特環境下生存？在這種環境下又會對植物生長帶來甚麼樣的

影響 ? 

透過文獻統整、實際考察，並且我們就近找來了「仁德滯洪池」畔四種

常見的植物牛筋、田莖、野牽牛、咸豐草，將植物分為高水位、低水位、移

動水位三組，來模擬滯洪池植物在不同情況下的供水，以進行水位對植物生

長影響的模擬實驗。 

研究發現仁德滯洪池附近的植物物種屬豐富，共辨識出 56種植物，以草

本為主，其中以豆科、菊科、禾本科最為常見，其次是旋花科、錦葵科、大

戢科。另外，水位模擬實驗顯示，除了高水位易造成牛筋葉片枯萎，高水位

較有利於咸豐草葉片的生長外，不同水位控制對牛筋、野牽牛、咸豐草的生

長葉片生長的影響可能不大。此外，高水位可能有利於牛筋根的生長，高、

低水位對咸豐草根的生長沒有太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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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及問題  

    滯洪池多為人工建造的池塘，主要是將河流溪川的水暫時儲存起來，藉以

降低暴雨降臨時，龐大流量對下游低窪地區造成的破壞；滯洪池的水位也有相

當有趣的變化，當水位高時基本上對植物來說就有如澇害，當水位低時，對植

物來說又有如旱災般。這種時而潮濕時而乾旱的生長環境，對於植物來說是一

大挑戰，尤其如長期生長於滯洪池畔的植物，在這種環境下又會對植物體本身

帶來甚麼樣的影響 ? 

 

    為了探究這個問題，我們邀請學者專家、老師，帶我們實際到滯洪池考察，

調查該地區植物種類與特徵，並帶回現場植物進行模擬實驗，以探討「仁德滯

洪池」生態環境下的植物生長特徵，與模擬滯洪池水位變化，對該區植物造成

的影響。具體而言，我們研究的問題包含： 

一、「仁德滯洪池」周遭環境植物的種類與特徵為何？ 

二、不同水位控制下，常見溪邊植物之生長差異為何？ 

三、臺灣地區人工整治河川附近的植物生長環境與特徵為何？ 
 

貳、文獻探討 

    植物的基本生長需求為陽光、空氣、水及養分。尤其水對植物來說，更是

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水分參與植物體的代謝，並透過蒸散作用調節植物

溫度，植物也透過水分維持細胞膨壓、保持直立，是維持植物生命的重要因素。

然而，過多或過少的水，對植物都是有害的；當植物面臨缺水時會造成各方面

生理機能的影響，嚴重時甚至會枯萎死亡，尤其台灣因季風風向關係，南部地

區常在冬末春初時有缺水、乾旱的現象；事實上，不只是冬季有水分上不夠適

量的問題，我國每年在夏季 6~9 月時都會出現水分過量的問題，也就是所謂的

澇害。澇害所指 的是因地面積水，而淹沒了植物的一部分或全部，造成一定程

度的傷害及損失。究竟，澇害對植物會產生甚麼影響呢？ 

 

    一般而言，土壤體積的約 30％左右是土壤空隙，這些空隙可以偉持一定濃

度的氧氣供給植物，提供生長所需；然而在淹水的情況下，這些位於根部附近

的空隙將充滿水分，造成土壤過濕，使得植物處於缺氧的環境，根部也會因呼

吸困難而導致吸收受到壓抑；一些好氣性細菌，例如氨化細菌等，無法正常活

動甚至死亡，而這將影響原本土壤中礦物質的供應；然而另一方面，一些不需

要氧氣生長的嫌氣性細菌，如丁酸細菌等，會進行無氧呼吸，導致一些如硫化

氫、二氧化碳、甲烷等有毒的還原性物質生成，導致土壤酸化 ，影響植物對礦

物質的吸收，且直接毒害根部(劉玉山，張永達，2009)。澇害下的植物會發生

營養失調或遭病蟲害感染，使植物生長不良。會發生營養失調的主因是由於缺

氧降低了根的吸收活性，以及嫌氣性細菌大量活動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和還原性

物質，而降低了土壤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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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由於淹水改變了土壤性質，而當酸度增加時，便會妨礙硝化作

用，不但損失原有的氨元素，同時大量的錳、鋅、鐵被還原後，可溶性增加造

成這些元素容易被流失，因此造成植物營養缺失。另外在淹水情況下，缺氧對

光合作用產生抑制作用，在一般正常情況下，氧氣對光合作用會有抑制作用；

缺氧所產生的抑制，可能是因水直接或間接影響了二氧化碳的擴散，也因此降

低了光合速率。 

 

    受到澇害的植物通常也都具有下列特徵，如：生長矮小，葉片偏黃、黃化，

葉柄偏上生長，根系變得又淺又細，根毛也顯著減少；就以上這幾點特徵來看，

能應證上文所提到的幾點，如根的吸收變差、營養不良等。 

 

    事實上，並非所有植物都會因淹水而受到這麼大的影響。溼地作物如水稻、

筊白筍、水蕹菜等植物，皆具有抗澇性強的特性，而植物抗澇性的強弱則決定

於缺氧的適應能力，為了適應於潮濕環境，會發展出不同的生理機制，其主要

是以增加不定根、通氣組織及改變自身代謝機制來適應。尤其非常有趣的是通

氣組織，淹水時會促進乙烯的生成，當根部表皮層細胞接受乙烯的訊息時，便

會誘發形成通氣組織；這個通氣組織所指的是有些植物的莖與根部成熟的表皮

細胞會裂開，或使細胞排列鬆散、細胞間隙變大，藉此形成一些呈連續狀的細

胞間隙，這些間隙能降低氧等其他氣體運送到植物的阻力、增加氧氣的儲存空

間等，有利於地上部的空氣能夠由上往下送到根部，氧氣於根部釋放能形成氧

化環境，降低缺氧環境下的土壤酸化及還原情形。這種通氣組織被認為能幫具

植物的莖的生長，使植物能在缺氧環境下更能生存下來(劉玉山，張永達，

2009)。另外，許多植物遭澇害後，會面臨養分不足、生長受阻的問題，這時乾

物重以及根∕莖比減少，然而植物會形成不定根，而且不定根上的通氣組織會

增加。 

 

    像上述所說的因應抗澇性所發展的生理機能，主要是依靠發達的胞間空隙

系統，通常以水生植物族群所占較多，而陸生植物如番茄等也具有此性能；而

水稻則因長期對沼澤化土壤的適應，使它本身擁有較其它旱作植物發達的胞間

空隙系統，由於水稻向下往根運輸氧氣的能力較強，所以它的根際氧化勢較高，

降低一些根際還原物質的累積，有利於根的生長，也因此水稻較為耐澇；由上

述可推斷出，細胞間隙愈發達的植物，抗澇性也就愈好，而對缺氧環境適應力

愈好的，抗澇性也會較好。有些抗澇植物也能透過不同代謝途徑適應淹水環境，

以水稻延續做例子，水稻除了胞間空隙系統發達之外，它也能透過改變代謝機

制在淹水逆境中求生存，它的根部細胞有許多過氧化酵素分散於細胞質中，會

進行乙醇酸代謝途徑，能將根部附近的還原性物質等氧化，變成大量的過氧化

氫，而這些過氧化氫會再經過催化酶分解成水和氧，如此一來便能安然度過淹

水逆境了(劉玉山，張永達，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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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上文講解了淹水對植物的影響後，便開始思考，究竟有沒有一種方法

能預防澇害或解決措施呢？澇害會造成田間作物一個很大的損失和傷害，例如

植物營養失調、缺乏礦物質、病死蟲咬等，有人於是提出增施礦肥的計策，因

為澇害常會使作物缺乏、流失礦物質，也因此就理論上而言，此種施礦肥的行

為在預防或補償上是可行的，而實際田間試驗也有相當正面、有效的結果；另

外也有培育抗澇品種作物的想法，想利用現代的基因遺傳工程有效解決問題，

目前國外也已培育出不少抗澇品種作物，如小麥、玉米等；另外，若是在澇害

已發生而無法挽回的情況下，也可以加速排水，以免作物窒息於水過久而死亡，

或是及早耙鬆土壤，回復土壤通氣性，避免缺氧過久。但最終，防澇最根本的

解決措施，還是回到環境保育上，保持水土、防治山洪，並真正的重視自然環

境，和平共處。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選定研究題目

擬定研究計畫

滯洪池生態調查

水位模擬實驗

文獻回顧與分析

資料蒐集與分析

研究結果

討論與結論
 

圖一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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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仁德滯洪池生態調查 

    實際至滯洪池考察，觀察植物生態與植物特徵、滯洪池型態，並由專家學

者現場說明講解，過程中隨時利用相機、錄音比紀錄。 

 

  

仁德滯洪池植物生長情形 滯洪池人造物景觀 

  

觀察與採集滯洪池畔植物 仁德滯洪池附近地圖 

  

採集咸豐草幼苗 觀察紀錄田菁的根生長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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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不同水位控制下，常見溪邊植物之生長差異 

   （一）研究設備及器材 

育苗盤(圖二) 

泥炭土(圖三) 

滴管 

長尺 

牛筋草（圖四）        電氣膠帶 

田菁（圖五）          小標籤紙 

野牽牛（圖六）        塑膠飲料杯                                         

咸豐草(圖七)                                     

（二）、實驗方法與步驟 

      1.搭設「半水耕裝置」 

       (1).以塑膠飲料杯為蓄水裝置，再以膠帶將幼苗(含培養土)小盆栽架在 

           水杯上方，架設成半水耕裝置。(圖八) 

       (2).用膠帶封缺口，預防孳生蚊蟲。 

      2.以長尺測量莖長與根長 

      3.統計植物的枯葉、新生葉、總葉數    

  

  

圖(二) 育苗盤 圖(三) 泥炭土   

    
圖(六)野牽牛 圖(七)咸豐草 圖(四)牛筋草 圖(五)田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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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過程 

    我們就近找來了「仁德滯洪池」生態中的四種植物，分別為牛筋、田莖、

野牽牛、咸豐草，並將植物分為高水位、低水位、移動水位三組，分別模擬滯

洪池植物在不同情況下的供水。我們採用去年科展的「半水耕裝置」進行實驗；

半水耕裝置是一般隨手可得的塑膠杯做為盛水裝置，在杯口處以電器膠布貼成

可支撐小盆栽的洞口，上方有土壤供給支撐，下方則有穩定的水源供應；今年

我們更改良將膠布留下的多餘孔隙補起，以防病媒蚊孳生。 

 

    模擬中的高水位，水位維持於約小盆栽的二分之一處，供水永遠保持充足，

是在模擬滯洪池水位過高，土壤濕度過飽和的澇災現象。低水位的偉位供給則

維持約於根上一公分處，供水呈現不足的狀態，是在模擬滯洪池水位過低缺水

時的旱災現象。移動水位的水位是使它的供水自然下降，此種供水方式正是模

擬滯洪池在一般正常狀態下的供水。本實驗將藉由這三種水位的模擬，深入探

討滯洪池環境下對牛筋、田莖等植物的影響。 

 

 

 

 

 

 

 

 

圖(八)  半水耕裝置 圖(九) 測量葉面積 圖(十) 計算葉面積 

 

圖(十一) 三種水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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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而言，其實驗步驟包含： 

      1.至仁德滯洪池，摘選生長程度接近的牛筋草、田莖、野牽牛、咸豐草 

        的幼苗數株。 

      2.育苗盤上鋪土 2/3高度，將滯洪池植物移植進去，土稍微壓一下，確 

        認植物不會從育苗盤下方的孔掉出來(圖九)。 

      3.移植三天後，每種植物留下五至六株生長狀況接近的健康幼苗(圖十)。 

      4.剪下一孔移到裝水透明飲料杯上，以電器膠布為支撐，架空於杯上繼 

        續種植(圖八半水耕裝置)。 

      5.搭設半水耕裝置，分高、低、移動水位三組，以飲料杯內水位達育苗 

        小孔 1/2高度水位為滿水位。  

       （1）高水位組：飲料杯每日補水，使水位維持於滿水位。 

       （2）低水位組：實驗第一天水位高度相當於育苗小孔底部，每日補水 

            維持高度。 數日後根長出，浸在水中持續增長，此時控制水位高 

            度為根上 1cm。 多日後根長至飲料杯底部，每日補水維持水位於 

            5cm高度(如圖十一所示)。   

       （3）移動水位組：實驗第一天水位加至滿水位。 之後任憑水位自然蒸 

            發減少。 

      6.每隔數天測量根長、莖長、葉數（包含枯葉數、新生葉數、枯葉數） 

      7.以牛筋草 6棵、田菁 10棵、野牽牛 7棵、咸豐草 7棵進行以上實驗 ， 

        對各組植物進行編號，採兩碼編號，第一碼以英文字母表示，將生長 

        狀況接近的同種植物編為一組，例如：a1、a2、a3為生長條件接近的 

        三株牛筋草；第二碼用來表示水位設計的種類，1表示高水位、2表示 

        低水位、3表示移動水位。 

      8.各組實驗編號如下所列。 

       （1）牛筋草：高水位 a1、b1，低水位 a2、b2  移動水位 a3、b3 

       （2）田菁：高水位 c1、d1、e1、f1，低水位 c2、d2、e2、f2，移動水 

            位 c3、d3、e3、f3 

       (3)野牽牛：高水位 h1、g1、i1，低水位 h2、g2、i2，移動水位 h3、 

          g3、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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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一、「仁德滯洪池」周遭環境及其植物的種類與特徵 

 

   1.仁德滯洪池環境 

   「滯洪池」是溪河湖泊內、鄰接處或支流上，所開挖出來的區域，將地表逕

流暫時儲存以調節水量，降低暴雨時，過大流量的水對下游地勢較低的地區，

所造成的傷害。滯洪池除了調節水量外，還有相當多的功能，例如：在水量無

暴漲之慮時，可做為生態保育池，亦即類似濕地的功能，可吸引多方物種來棲

息。換各角度想，它也可能對原有的生態環境造成影響。 

 仁德滯洪池緊鄰三爺宮溪，位在學校附近，建造於三年前，耗資八億，佔

地約二十三點八四公頃，是一個多功能型的滯洪池。主要功能在於疏解大雨來

時，溪流暴漲所引起的淹水問題。這幾年，仁德地區淹水情形似有改善，滯洪

池調水功能應功不可沒。我們不禁思考這項龐大的人工建造物，對原有物種生

存空間是否也造成影響，實有必要仔細評估一下，它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而這

也是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 

 

   2.仁德滯洪池附近植物種類與特徵 

    在滯洪池共辨識出 56種植物，其中以豆科、菊科、禾本科最為常見，分別

有 8、9、10種，其次是旋花科、錦葵科、大戢科各有 5、4、6種。豆科、菊科、

禾本科這三類植物生長環境分別有不同的需求或特徵，禾本科的生長環境需要

肥沃、排水性良好的土地也需要多一點的光線；豆科的生長環境需要光線多，

溫暖偏高溫的氣候，且要肥沃和溼潤的沙質壤土。而豆科植物屬於軸根性，耐

旱性強，少有鬚根性。三類皆是臺灣常見野草種類，不僅可製造氧氣，還可防

止水土流失。 

 

 科別 俗名/學名 

豆科 含羞草/ Mimosa pudica、美洲含羞草/ Mimosa 

diplotricha、田菁/ Sesbania、紫花賽芻豆/ Macroptilium 

atropurpureus、山地豆/ Alysicarpus vaginalis、銀合歡/ 

Leucaena leucocephala、山珠豆/ Centrosema pubescens、

葛藤/ Pueraria lob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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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科 大花咸豐草/ Bidens pilosa var. radiate、長柄菊/  Tridax 

procumbens、紫背草/. Emilia sonchifolia、霍香薊/ Ageratum 

conyzoides、紫花霍香薊/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野塘蒿/ Conyza bonariensis (L.) Cronq、黃鵪菜/. Youngia 

japonica、鱧腸/ Eclipta prostrata、一枝香/. Vernonia 

cinerea (L.)Less. 

禾本科 大黍/ Panicum maximum、孟仁草/ Chloris barbata、狗牙

根/ Cynodon dactylon、巴拉草/ Brachiaria mutica、紅毛草

/ Rhynchelytrum repens、培地茅/ Chrysopogon 

zizanioides、狼尾草(象草)/ Pennisetum alopecuroides、蘆

葦/ Pennisetum alopecuroides、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牛筋草/ Eleusine indica 

旋花科 盒果藤/ Operculina turpethum、紅花野牽牛/ Ipomoea 

triloba、空心菜/ Ipomoea aquatica、戟葉菜欒藤/ Xenostegia 

tridentata、野牽牛/ Ipomoea obscura 

錦葵科 賽葵/ 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磨盤草/ Abutilon 

indicum、金午時花/ Sida rhombifolia、虱母草/ Urena lobata 

大戢科 大飛揚草、小飛揚草/ Euphorbia hirta、假紫斑大戢

/Chamaesyce hypericifolia (L.) Millsp、蓖麻/Ricinus 

communis Linn.、葉下珠/ Phyllanthus urinaria Linn.、血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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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aranga tanarius 

無患子科 倒地鈴/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柳葉菜科 黃花水丁香/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Raven 

桑科 構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葎草/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莧科 毛蓮子草/ Alternanthera bettzickiana (Regel) Nicholson 

野莧菜/ Amaranthus viridis Linn. 

青箱/ Celosia argentea Linn. 

玄參科 野甘草/ Scoparia dulcis Linn. 

桔梗科 桔梗/ Platycodon grandiflorus 

酢醬草科 酢醬草/ Oxalis corniculata 

莎草科 香附子/ Cyperus rotundus Linn. 

葫蘆科 山苦瓜/ Momordica charantia Linn. var. abbreviata Seinge 

茄科 龍葵/ Solanum nigrum Linn.  

楝科 苦楝/ Melia azedarach Linn. 

繖形花科 雷公根/ Centella asiatica (L.) Urban Hydrocotyle asiatica  Linn. 

 

二、不同水位控制下，常見溪邊植物之生長差異 

    （一）新生葉數 

     1.牛筋 

    （1）兩組實驗，均有一組實驗死亡，分別是 a3 與 b2。 

    （2）假設兩組植物均因個體因素而死亡，比較存活兩組實驗，發現 a1 與 

         a2 均有  1 新生葉片，b1 與 b3 也各有 1 片新生葉。 

    （3）據此，推測在本實驗觀測期間，不同水位控制，對牛筋葉片增生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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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可能不大。 

     2.田菁:田菁生長期間，有遭遇蟲害，部分葉片為小蟲所食，因此田菁葉 

       片的生長不列入分析。 

     3.野牽牛 

    （1）h1 與 h2 組實驗，野牽牛最後均死亡。 

    （2）比較 g 組的三株植物，顯示高水位的新生葉數最多，其它兩組則接近， 

        而 i 組實驗，則滿水位組有三片，略低於低水位組五片。 

    （3）整體來看，在本實驗觀測期間，各組野牽牛實驗，均有超過三片以上 

         的新生葉片，若取高水位與低水位的平均值來看，則高水位與低水位 

         差異僅一片，因此水位控制可能對野牽牛新生葉片的生長影響不大。 

 
      

     4.咸豐草 

    （1）兩組(K與 P)實驗，均顯示高水位的新生葉片數高於低水位控制，取 

         三組實驗的低水位與高水位平均值來看（高水位約 14片，而低水位 

         約 11片），亦可獲得一致的結論。 

    （2）就 K組實驗來看，可發現移動水位的環境(20片)，相較其它兩株植物 

        （K1與 K2），似有利於葉片增長。綜合以上，顯示水位控制可能對咸 

         豐草葉片生長有影響，相較於低水位，高水位較有利於咸豐草葉片的 

         生長。 

 

(二)枯葉片數 

    1.牛筋 

   （1）同新生葉片數，在此僅分析生長狀況較正常的四組實驗，a1、a2、b1、 

        b3。 

   （2）觀測期間，a組實驗中，高、低水位的枯葉片數，平均分別約 4、1片， 

        b組實驗中，高、移動水位的平均枯葉數各有 5、2片。顯示，高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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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其它兩種水位控制，更易造成牛筋葉片枯萎。 

 

 

    2.田菁:如同新生葉片說明，田菁的枯葉不列入分析。 

    3.野牽牛:生長狀況正常的五株野牽牛，除 i組的低水位出現 1片枯葉外， 

      各組均未有枯葉出現。顯示，三種水位操控，對野牽牛葉片枯萎的影響 

      可能不大。 

    4.咸豐草 

   （1）在 K組實驗的三株咸豐草中，滿水位的枯葉數最少（平均有 2片）， 

        移動水位的枯葉數最多(平均有 12片)。 

   （2）但在其它兩組實驗中，m組與 p組，滿水位與低水位的平均枯葉數接 

        接近。 

   （3）綜合以上，根據 m組與 p組實驗結果，推測高水位與低水位對咸豐草 

        葉片的乾枯影響可能不大。而移動水位的影響，因資料不足，無從判 

        斷。 

 

 

    綜合「新生葉數」、「枯葉片數」的分析結果，顯示 

1.不同水位控制，對牛筋葉片增生的影響可能不大，但高水位，相較其它兩種 

  水位控制，更易造成牛筋葉片枯萎。 

2.三種水位控制可能對野牽牛新生葉片的生長與乾枯影響均不大。 

3.相較於低水位，高水位較有利於咸豐草葉片的生長。高、低水位對咸豐草葉 

  片的乾枯影響可能不大。  

(三)最長根長  

    1.牛筋 

   （1）根據 a、b 兩組實驗資料折線圖，顯示低水位與移動水位實驗組，牛筋 

        最長根的生長不明顯，滿水位的最長根長有明顯增長。換言之，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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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可能有利於牛筋根的生長。 

 

    2.田菁 

  

   （1）田菁因土壤支撐力不足，易下滑至水中，造成根長測量上的明顯誤差。 

   （2）取其中，測量結果較穩定的兩組 c、f 組作分析，發現高水位的 c1 與 f1 

        實驗組，出現根明顯增長。f2 組在 17 至 19 日，增長約 4 公分，推測 

        可能與植株滑至水中有關，其它時間則變化不大。 

    3.野牽牛：因野牽牛的根未露出水中，因此不列入分析。 

    4.咸豐草 

 

   （1）因移動水位僅有 K 組有一株植物(K3)，在此不列入分析。 

   （2）將 K、m、p 的高、低水位的最長根長取平均，可發現兩者的生長速率， 

       相當一致，顯示在本實驗觀察期間，高、低水位對咸豐草根生長的影響， 

       沒有太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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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莖長 

    1.牛筋 

 

（1） 觀察期間，牛筋 a、b 兩組實驗的莖總生長如圖所示，其中 a2 出現負 

值可能與測量誤差有關。 

   （2）a、b 兩組均顯示，高水位控制的牛莖的莖長均增長，尤其 a 組增長明 

        顯。其它兩種水位控制的莖則未有明顯增長。 

    2.田菁 

 
   （1）編號 c、d、e、f 四組實驗的測量資料均顯示，高水位的莖生長長度多

於低水位與移動水位。 

    3 野牽牛 

 

（1） 在實驗觀察期間，各組野牽牛的莖長成長很少，約 0 至 1 公分，屬於

測量工具的觀測誤差範圍內。因此無從推論，三種水位控制對野牽牛

莖的生長是否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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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草:實驗觀察期間，咸豐草莖生長不明顯，因此無從推論，三種水位控制對

其是否有影響。 

 

三、實施河道整治之溪邊植物生長環境與特性 

    以下將透過相關文獻的統整，探討臺灣中部、南部具有類似地理環境特徵

的麒麟坑溪與二仁溪的溪邊植物的生長環境與特性。 

    位於彰化的麒麟坑溪坐落於中洲科技大學內，在 2010年前常因每年遭逢大

雨或颱風時，上游暴漲而導致大量河水流至下游區域，相關單位已在 2010年人

工河道整治工程完工，但因此河道整治工程，造成下游乾旱沒有溪水，缺乏生

態活動；大部分植物都遭鏟除，幾乎沒有甚麼植物，再加上麒麟坑溪底早已被

水泥填平成疏洪道，更是占據植物的生長空間，周圍多只剩下砂石及少許的雜

草；另外因此河坐落於學校內，溪底也出現許多垃圾，這些垃圾容易抑制植物

生長環境，造成汙染及環境生態災害；麒麟坑溪的護岸旁則多栽種著陰香、苦

楝等喬木植物。由上述可見麒麟坑溪下游因溫度溼度多不符合植物適合的生長

環境，加上下游生態多已遭人工整治破壞，較無生態活動，也因此下游多無植

物生長，剩下多半屬於多年生草木或較耐旱環境植物生長。 

    位於南部的二仁溪原名二層行溪或二贊行溪，發源於高雄縣內門鄉，並於

台南茄萣鄉白沙崙處入海，為高雄、台南二地的界河，每年 5~9月的雨季為其

豐水期，10月~隔年 4月為其枯水期；二仁溪上游流經月世界，地質構造上屬於

丘陵地形，因主要岩層含顆粒細小、結構鬆散、透水性低的泥岩，質地鬆軟且

易遭雨水侵蝕出蝕溝，因此地形崎嶇不平，少有草木生長，土質不利耕作，為

標準惡地地形。每年雨季時，大量泥沙遭侵蝕流入二仁溪，造成河水相當混濁。

二仁溪的下游區域大致可為二層行橋到出海口這段，河段流經平原。 

    本文將下游分為二層行橋、三爺宮溪交會處，以及二仁溪出海口，三大地

段來看。二層行橋附近住宅林立，形態緊密，居住人口相當密集；舊的二層行

橋已廢棄，新的二層行橋在河道兩岸高度整治，強化的護堤上有覆蓋一整片盒

果藤與其他植物，種類甚多。三爺宮溪為二仁溪支游之一，位於市郊，地勢平

坦，交會處距離出海口不遠，附近無住宅，僅有幾間鐵皮搭建的簡單工廠，但

附近土地被當作養殖魚塭加以利用；雖有部分河段建有河堤，但大部分維持其

天然樣貌；河水流速緩慢，顏色為綠色稍有混濁且並無明顯氣味，周圍的河灘

地變部牛筋草，昆蟲種類豐富，可說是保存下了美好的自然風光，但因河流透

光率低，所以並無水生植物。二仁溪出海口的周遭土地多開發成魚塭，沿岸有

大量人工消波塊，岸邊有蚵棚分布，顯示有人於此進行經濟活動，河岸已為人

工護堤整治，也有許多人於此垂釣；此處和水流速稍快，和海水交混，呈現出

墨綠色，底質為鬆散易下陷的泥沙地，岸邊則可觀察到一些屬於河口泥灘地的

生物活動。整體來看二仁溪的下游，會發現下游出海口地區屬感潮河段，常見

河岸植物有藤本植物如盒果藤與草本植物如牛筋草、大花咸豐草等；下游的河

道與河岸邊大多有人工建購物，但河岸的泥灘地較少被居民直接利用；不過下

游地區因地勢較為平坦而流速較慢，僅出海口水流稍快，因此河中泥沙等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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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依舊高，水體依然混濁，加上沿岸廢五金工廠較多，也仍有無良廠商偷偷

排放廢水至河中，更有部分河段呈現黑色，也因此此處仍存在著重金屬汙染的

問題。 

    比較麒麟坑溪和二仁溪，一條位於中部，一條位於南部，各有異同。就相

同的點來看，麒麟坑溪和二仁溪都有經過人工整治，而他們的下游也都剛好位

在人口較為密集處，也都各自受到環境汙染的威脅；麒麟坑溪有垃圾上的污染，

而二仁溪則是有廢五金污染的問題，二者皆有大量的草本植物生長於其周圍。

就相異的點來看，麒麟坑溪因河道整治工程而造成此地區的乾旱，也因此那邊

的植物必須耐旱，要有能度過旱災的生理機制，而二仁溪雖有人工整治，但並

無嚴重乾旱，除了枯水期時較可能有缺水問題外，其他時間都是有水的，且二

仁溪下游大致上來說生態還算豐富，跟麒麟坑溪有著極大的不同。 

    麒麟坑溪與二仁溪各在生態環境與植物類型等方面有所不同。麒麟坑溪因

河道整治工程而造成長期乾旱，植物稀少，只剩砂石、少許雜草和護岸旁所栽

植的喬木植物，幾乎無植物生長空間，垃圾汙染更抑制植物生長環境；二仁溪

多有人工建構物，水流多半緩慢、混濁，沿岸的廢五金工廠更造成重金屬汙染

嚴重，河岸邊植物多為藤本植物及草本植物。 

    綜合以上來看，河岸環境整建，確實影響植物的生長，包含垃圾、人工整

治等問題，延伸出環境污染、缺水等問題，均會影響一地區的植物生長。 

 

伍、結論 

    為探討滯洪池多變的水位變化，對生態環境所造成的影響，我們實際到滯

洪池考察，調查該地區植物種類與特徵，並帶回現場植物進行模擬實驗。 

    具體而言，我們研究結論如下： 

一、仁德滯洪池畔，以草本植物為主。調查結果顯示，該區目前主要植物物種， 

    以草本為主，我們共辨識出 56種植物，其中以豆科、菊科、禾本科最為常 

    見，其次是旋花科、錦葵科、大戢科。豆科的根瘤提供氮的循環機制，應 

    有助於土壤肥沃的保持。 

二、綜合相關文獻分析，河岸環境整建，確實影響植物的生長，相較於環境條 

    件相近的麒麟坑溪，二仁溪下游三爺宮溪目前的生態上算豐富。 

三、綜合「新生葉數」、「枯葉片數」的分析結果，顯示除了高水位易造成牛筋 

    葉片枯萎，高水位較有利於咸豐草葉片的生長外，不同水位控制對牛筋、 

    野牽牛、咸豐草的生長葉片生長的影響可能不大。 

四、高水位可能有利於牛筋根的生長，高、低水位對咸豐草根的生長沒有太大 

    的影響。 

研究結論限制 

一、因研究時間、採樣數量有限，本研究模擬結果並未出現植物受到澇害時， 

    常會出現的特徵，如：生長矮小，葉片偏黃、黃化，根系變得又淺又細等。 

    因此結論不宜做過度推論，未來將針對各項實驗，進行更大規模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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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長時間的模擬研究。 

二、在測量植物，常因人為或自然的因素造成數據誤差，例如：根長測量時是 

    以直尺做為工具，會有測量誤差，且測量過程僅用肉眼目測估計，有些根 

    生長的彎彎曲曲，也會造成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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