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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為農業必需之資源，農業用水佔臺灣

地區總用水量之 78 ％ (4)。臺灣因受地型限

制，山高水急，雨季、旱季相當明顯，水資

源保存不易，為獲取更多水量供應灌溉所

需，大部份灌溉系統皆採灌、排水合一方

式。因而工廠廢水如未經處理或處理不當，

除了造成環境污染外，亦可經由灌溉系統進

入稻田，影響水稻生產。

臺灣灌區主要渠道中已有43.7％ 圳路受

到不同種類及不同程度之污染威脅，受污染

之面積在20,514至45,472 公頃；作物受污染

而損害之面積，因年度（水文狀況）而有差

別，最低1,159 公頃，最高36,991 公頃，水

稻年減產量在7,107至8,058 噸之間 (4)。工廠

不當排放廢水對水稻之危害，可分為：1.直

接危害：水中溫度太高或酸、鹼、油脂含量

過高，會破壞或阻礙稻株正常之生理作用。

2.間接危害：水中之有毒物質如重金屬、鹽

類與有機物等經由灌溉作用而累積於土壤

中，當土壤中上述之毒物質過高時，即會改

變水稻之生長環境，使毒物質經由水稻之吸

收而轉移、累積至稻體上，破壞稻株之生理

作用，引起稻作生長不良，稻米之品質變

劣，甚至受毒物質污染。

(6)

工廠廢水中之有毒物質因原料、製程

之不同而有所差別，較為常見之工廠廢水

來源及特性示之於表一。表一中所列不可

能包括所有工業類，其廢水之來源及廢水

特性亦無法全部列出，僅作一般參考。在

實務上，尚需依據工廠產品與製程去瞭解

污染物之來源，依排放物質之不同，可將

其分類如表二。

(1)

表二中之毒物質大致歸納：具對水稻

之危害機制與危害狀如下：

1.懸浮固體物：水中含過量之懸浮固體物，

進入農田後會滲入土壤孔隙中，使土壤

之透水、通氣等物理性惡化，造成地力

減退、生長受阻，氮素吸收不足，葉色

呈淡綠色，水稻根之分化數減少，水稻

生長停滯等症狀。

2.有機物：有機物係指碳水化合物、蛋白質

及動、植物體之分解物等，因有機物中

往往含高量之氮，灌溉水中過量之有機

物會造成水稻之氮素過剩障害，其症狀

為：生長過分繁茂，葉色變濃，稻稈增

工廠排放廢水對水稻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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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業 類 別 主要廢水來源 廢 水 特 性

製 紙 蒸煮、精製、纖維 酸、鹼、色度、懸浮固體物、膠體及溶解性固體物、有機物、

洗滌、紙漿、篩濾 鐵、鋁、鈉、鈣、氯等鹽類及硫酸根等

醱 酵 醱酵母液、洗滌水 色度、鹽類、懸浮固體物、有機物

紡 織 染 整 纖維蒸煮、織品去 色度、懸浮固體物、有機物、次氯酸鈉、酸、鹼

漿染色、整理

化 工 稀釋、洗滌、精製 酸、鹼、有機物、鹽類、油脂

屠 宰 血液、毛、糞、尿 有機物、油脂

、肉、油脂

製 革 脫毛、浸水、浸灰 鹼、有機物、鹽類、重金屬、懸浮固體物、油脂

、浸酸、脫灰

食 品 原料洗滌、浸漬、 酸、鹼、有機物、鹽類、懸浮固體物、油脂

壓榨、蒸餾、容器

清洗

製 糖 清洗、冷卻水 有機物、懸浮固體物

鋼 鐵 冷卻水 重金屬、懸浮固體物

金屬表面處理及 洗滌及處理液 油脂、酸、鹼、氰化物、重金屬、鹽類

電鍍液

石 油 化 學 冷卻水、產品洗滌 酸、鹼、有機物、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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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但植株軟弱，易倒伏及發生病蟲害，

根毛減少，分 遲，稔實不良。微生物

為了分解水中過量有機物會消耗水中氧

氣，使呈還原狀態；有機物再經微生物

還原分解後，產生硫化氫、二價鐵、甲

烷、有機酸、醇類等危害水稻生理作用

之毒物質，同時亦阻礙磷、鉀之吸收，

水稻之生育因而受阻。

3.酸或鹼：水稻適合生長之土壤pH值界於

4.5~7.0 之間，溉灌水之pH 值能間接影響

土壤之 pH 值，土壤如 pH 值太低（酸

化），則土中非溶解性之鐵、鋁大量溶

出，產生鐵、鋁毒害；磷之吸收亦受抑

制，水稻葉面及稻榖產生斑點，葉先端

捲曲，根呈暗褐色。土壤如 pH 值太高

（鹼化），則土中之鐵、錳、銅及鋅等微

量元素形成不溶解化，不易被稻株吸

收，引起微量元素缺乏及生育障害等症

表一、常見工廠廢水之來源及廢水特性



下降外，亦可引起其它生理機能之衰

退。鹽類濃度一般以電導度（EC）表

示 ， 灌 溉 水 中 之 電 導 度 值 如 在 1

mmho/cm 以上時，就可能對水稻產生鹽

害 (5)。

6.重金屬：工業上常用之重金屬為砷、鎘、

鉻、銅、汞、鎳、鉛及鋅等，其中銅及

鋅為水稻生長所必需，但過量則會造成

毒害。重金屬對水稻之毒害機制為：(1)

改變細胞膜之通透性。(2)與稻體內酵素

結合，改變酵素活性。(3)取代必需元

素。(4)與氮、磷產生競爭作用(8)。水稻受

重金屬危害常產生葉片黃化、褐化及壞

疽（與缺鐵症狀相似）；或呈紅紫色條

紋(與缺磷症狀相似)，根系生長受阻，呈

刺鐵絲狀，稻實不稔（圖四）。重金屬對

狀（圖一）。

4.油脂：油脂能直接浸入水稻體，形成半透

明狀，水稻之生理作用受阻，葉端發生

捲曲，數日後形成褐化，心葉先黃白化

後枯萎；油脂如累積於土壤中，水稻會

產生與有機物危害之相同症狀；油脂如

覆蓋於土表，則會阻止土壤氣體之進

出，造成土壤還原障害（圖二、三）。

5.鹽類：鹽類係指銨鹽、氯、硫化物、氟化

物、硫酸鹽及硝酸鹽等，灌溉水中鹽類

離子過高，則產生高滲透壓，稻根之吸

水作用受到抑制，高濃度短時間鹽害會

引起稻株枯萎，低濃度長時期鹽害會引

起稻根腐敗變黑，下葉枯萎，分 受抑

制，而且被稻株吸收之鹽分會干擾植體

之生理作用，除了葉部之碳素同化機能

表二、排放各類污染物質之工業

污染物質 工 業

有機物 製糖、醱酵、食品、石化、製紙、紡織染整、屠宰、垃圾處理、農藥

懸浮固體 醱酵、食品、洗煤、煉焦、製紙、砂石、製革

油脂 金屬表面處理、石油化學、製革、屠宰、化工

高溫 火力發電、染整、電鍍、食品、化工

病原體 製革、屠宰、食品、醫院、垃圾處理

酸 採礦、治煉、化工、石化、金屬表面處理及電鍍、紡織染整、製紙

鹼 化工、石化、金屬表面處理及電鍍、紡織染整、製紙、玻璃、食品、製革

重金屬 採礦、金屬表面處理及電鍍、化工、製革、鋼鐵、電子

鹽類 肥料、食品、化工、製革、金屬表面處理及電鍍、垃圾處理、醱酵、製紙、染整

氰化物 化工、金屬表面處理及電鍍、肥料、電子、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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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之毒害以旱田較易發生，因旱田土

壤呈氧化狀態，土壤中重金屬大多為硫

酸鹽型態；而水田土壤呈還原狀態，土

壤中之重金屬大都為硫化物型態，硫酸

鹽型態之重金屬較硫化物型態者容易為

稻株所吸收 (7)，因此稻株之重金屬危害症

狀以旱田較為明顯；但砷屬例外，因對

水稻之毒性而言，三價砷（還原態）大

於五價砷（氧化態）。值得注意的是重金

屬中之鎘可經由稻株吸收而轉於稻穀中
(10)，產生"鎘米"， "鎘米"經食用後，會危

害人體健康，引起"痛痛症" (9)。近年來幾

件"鎘米" 事件之發生，即由於稻田受化

工廠、電鍍廠含鎘廢水污染所引起(2)。

7.其它：(1)溫度：水稻在 15 至35℃ 為最適

生長溫度，假如溫度上升至50℃以上，

往往產生生育障害。(2)清潔劑：清潔劑

一般可分為軟性及硬性二種，硬性由烷

基苯硫酸鹽（alkylbenzene sulfone）簡稱

ABS 所合成。在環境中不易被微生物所

分解。軟性清潔劑由鈉多脂烴磺酸鹽

（SAS）或硫化腺性環基化合物（UAS）

合成，為較易分解之產品。ABS會脫附

土壤吸著之銨態氮，造成銨態氮流失，

圖一：農田受含鹼工業廢水污染，引

起稻作枯萎。（林浩潭）

圖二：農田受重油污染，引起稻作枯萎。

（林浩潭）



使水稻缺氮。ABS低濃度之危害症狀為

根之發育受阻，根老化，稻米產量減

退；高濃度危害症狀為老葉呈條狀赤褐

色壞疽。影響水稻生育之ABS 濃度約在

3 ppm 以上(6)。

水污染防治法 及 灌溉水水質標準

（如表三）(6)雖已訂定並執行，但近年來工

廠廢水因處理不良或不當排放而引起農作

物損失之案件仍層出不窮，究其原因為：1.

監測水質之人力及物力不足。2.放流水標準

未能包含所有之有毒物質。3.工廠廢水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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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質成分並不單純，各因子間可因 協力

作用 而對作物產生毒害。4.灌水及排水不

分。
圖三：輸油管破裂，油脂污染灌溉水，

導致秧苗枯死。（林浩潭）

表三、臺灣省灌溉用水水質標準

項 目 限 值

鈷(Co) 0.05 mg/L             

酸鹼值(pH) 6.0 - 9.0

銅(Cu) 0.2 mg/L              

電導度(EC) 750 µmho/cm

鉛(Pb) 0.1 mg/L              

懸浮固體物 100 mg/L

鋰(Li) 2.5 mg/L              

氯化物(Cl-) 175 mg/L

錳(Mn) 2.0 mg/L             

硫酸鹽(SO4-2) 200 mg/L

汞(Hg) 0.005 mg/L          

總氮量(Total-N) 1.0 mg/L

鉬(Mo) 0.01 mg/L            

清潔劑(以ABS表示) 5.0 mg/L

鎳(Ni) 0.5 mg/L              

油脂 5.0 mg/L

硒(Se) 0.02 mg/L            

鋁(Al) 5.0 mg/L  

釩(V) 10.0 mg/L             

砷(As) 1.0 mg/L  

鋅(Zn) 2.0 mg/L               

鈹(Be) 0.5 mg/L

鈉吸著率(SAR) 6.0                       

硼(B) 0.75 mg/L

殘餘碳酸鈉(RSC) 2.5 meq/L            

鎘(Cd) 0.01 mg/L

水溫 35℃

總鉻(Cr) 0.1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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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種種原因，各有關主管機關

應做到：

1.灌水及排水分開。

2.確實執行 水污染防治法 及 灌溉水質

監測 。

3.對排放水中各種污染物採取總量管制措

施。

4.設立專業區，將污染性較大之工廠集中管

理，並將廢水集中處理，防止工廠廢水

對水稻之危害。

受懸浮固體物害之土壤可利用翻耕改

良透氣性、透水性；有機物、油脂、清潔

劑危害之土壤須連續進行灌水、曬田、翻

耕等步驟，利用土壤微生物分解毒物質；

酸土須施用石灰改良；鹼土或含鹽類過高

之土壤須長期以淡水灌溉、洗滌與排水，

去除對水稻危害之物質；受重金屬危害之

土壤須以排土、客土或翻土等方法降低或

去除重金屬，但進行上述各種改良對策

前，除了必須考量其經濟性外，尚須考量

如何防止二次污染之發生。

圖四：水稻成熟期農田受電鍍廢水污染，稻作稔實不良。（林浩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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