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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有蘭溪十八重溪匯流處下游」
疏溶工程粒狀污染物排放你數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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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砂石疏禧工程衍生之粒狀污染物，常會嚴重影響週遭環境之空氣品質，為了解疏濤工程粒
狀污染物 的逸散情形，並推估疏j 書工程粒狀污染物的排放係數，本研究乃選擇南投縣 「陳有蘭

溪十八重溪匯流處下游」疏濤作業現場作為調查對象，本研究於該疏禧作業場所進行總懸浮微

粒 (ωta1

suspended

particl己， TSP) 與砂石車流量之現場監測， TSP 之監潰|丌系於每各監測點以每

一小時進行一點次監測，而車流量監測係於每各監測點以每一小時進行雙向共兩點次之監測，
總計共監測 TSP60 個點次與車流量 120 個點次，根據上述各項現場監測值，本研究計算推估出

「陳有蘭溪十八重溪匯流處下游」疏濤工程之粒狀污染物排放係數為 0.045 kg/耐，亦即平均每
疏濤 1 m 3 之砂石會產生 0.045kg 之粒狀污染物。
關鍵詞: 疏禱，逸散粉塵 ，現地量測，排放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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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iodic dredging is needed to clean the sand and grave1 deposited in a river多

howev缸， due

to

the associated dust emlsslOn prob1em, nearby residents typically comp1ain profuse1y about the
dredgi月 process.

Chen-Yu-Lan
dust

emi泌的n

To better understand dust emission behavior during the

Riv缸，

Nantou

Coun時，

dredgi月 procedu時，

Taiwan, was se1ected as the site for this study.

factor for dredging this river was calcu1ated by

(tota1 suspended particu1ates) and the number of trucks.

on-site 自己1d

the

The fugitive

measurements of the TSP

The resu1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the

fugitive dust emi泌的n factor for dredging the Chen-Yu-Lan River is 0.045 kg/m3, meaning that 0.045
kg of fugitive dust will be emitted for each 1 m3 of sand during the procedl間
Key Words: dredging , fugitive

dust，且e1d

measurement, emission factor

一、商討言

八重溪匯流處下游」疏禧工程進行 TSP 之監測，本研究共

台灣夏季時常遭遇颱風侵襲，每當颱風過後河川沿岸土

於現場放置 4 個 TSP 高流量採樣器 ，各採樣器之相關位置

石大量被沖刷至河道中造成河床淤積，因此常需進行河川土

分別為下風點卜上風點卜上風點 2 及上風點 3 (如圖 l

石疏禧以解決河道中砂石淤積問題，其中南投縣於民國 93

所示) ，另 TSP 之監測係以每一小時為一個時段，亦即 TSP

年度共進行疏濤工程 11 3 件，另南投縣於民國 94 年度亦進

之量測值係以一個小時為量測期間。

行疏濤工程 47 件， 94 年度共疏濤 4，469，091m3 之河川砂石。

(二)車流量監測方法及地點

然而疏濤工程之進行常衍生大量之粒狀污染物，嚴重影響週

本研究亦於 12 月 19 日及 12 月 20 日兩天於該疏濤作業

遭空氣品質，為了解南投縣疏禧工程粒狀污染物的排放情

進行車流量監測，車流量監測位置與 TSP 採樣器之位置相

形，本研究乃選擇南投縣信義鄉「陳有蘭溪十八重溪匯流處

同(如圖 1) ，由於進出疏濤作業現場之車種僅有砂石車，

下游」疏濤工程作業現場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此疏濤工

故本研究車流量之監測對象只有砂石車，本研究所採用之砂

程之實際疏禧作業面積較小(約 6000 平方公尺) ，且地勢平

石車流量監測方法係以現場人工紀錄方式，來紀錄雙向砂石

坦較容易進入現場進行相關監測作業，因此本研究乃於此疏

車數量之多寡，另車流量監測係以每一小時為一個時段，亦

濤作業現場進行總懸浮微粒 (tota1 suspended parti缸， TSP)

每一個時段於每一監測點雙向共計有兩點次之砂石車流量

與砂石車流量之監測工作，以了解該疏濤工程之粒狀污染物

監測結果。

排放情形。本研究主要是於「陳有蘭溪十八重溪匯流處下游 」
..........﹒宋舖﹒苗.這.4 ....

疏濤作業現場監測其 TSP 之上風( 背景值) 與下風值，並

藉由 TSP 上風值與下風值之差異，及根據疏濤作業現場所

/戶

監測之砂石車流量，來計算推估疏禧工程之粒狀污染物排放

"-----1

3
係數，亦即每疏濤 1 m 砂石所衍生之粒狀污染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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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TSP 與砂石車流量之監測方法與步驟

l

本研究為了解砂石疏濤工程之粒狀污染物排放情形，選

定「陳有蘭溪十八重溪匯流處下游」疏濤工程進行現場 T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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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採用之 TSP 監測方法與步驟係依據我國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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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TSP 監測方法與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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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砂石車流量之監測，相關監測方法與步驟介紹如下。

署環檢所公告之標準方法(NlEAA102.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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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於

於民國 94 年 12 月 19 日及 12 月 20 日兩天於「陳有蘭溪十

圖1.

r 陳有蘭漠十八重漠匯流處下游」疏渚工程之 TSP 採
樣器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