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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學校如何節約用水 

台灣地區每年有二千多公厘的雨量，但是因為地狹人稠、山坡陡峭、雨勢集中，加上河川短

促，所以大部分水都迅速的流入海洋，平均每人每日可分配之降水僅為世界平均之六分之

一，是屬於水資源匱乏之區域。近年來，由於全球氣候異常變遷，國內也面臨枯旱的問題，

各地都曾遭受到的水荒衝擊，甚至必須施行限水、休耕等措施，才能度過缺水危機。 

政府機關與學校因用水量高於一般個別民生用水戶，配合推動節約用水責無旁貸。而且，機

關與學校率先節約用水，更可帶頭示範並促進民眾認同政府節約用水政策。就用水來講，機

關學校是個密集的用控水場所，它的用水對象主要是人，所以人為的行為主導了用水的量。

例如一個良好的洗手習慣，只要洗手時水開小一點，然後隨手關水，這和水龍頭全開，又不

能立即關閉水龍頭的洗手習慣，用水量差距通常在一倍以上。所以對機關或學校單位這樣一

個以人的活動為主導的用水場所，倡導節約用水最易收效。 

節約用水可說是行為管理與技術運用的結合，機關學校節水方法可從用水管理、用水減量、

雨水貯留利用和水回收再利用等概念思考（如圖 1所示），由左至右為建議考量推動節水之

優先次序，但應視機關學校所處地理環境、水源供應與政府水資源開發利用整體策略等實際

狀況而有所不同。 

 

圖 1、節水方法的概念圖 

 

機關學校透過用水管理手段達成節水的空間尚很大，只要進行有效的操作改進或管理工作便

可有顯著之成效；相對的，利用管理途徑來達成節約用水之目的，在經濟成本上也是最低

的。同時於既有建築物或新建工程中，規劃裝設（換裝）省水器材，來達到用水減量之目

的，並評估設置規劃雨水貯存槽收集雨水或以雨水和生活雜排水回收併用，來替代沖廁用水

或澆灌用水等次級用水，減少對自來水之依賴，以達到全方位節約用水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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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水管理 

(一)用水資料之清查 

節約用水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清查整個用水的龍去脈，到底我們的水用去哪裡？我

們的用水量合理嗎？我們所使用的用控水器材，像水龍頭、馬桶是屬於節水型的

嗎？這些都是重要的考量清查因子。 

1.裝設水錶 

一般而言，裝設水錶是一種了解用水情形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安裝的原則最好是

依用水類別如洗手水、廁所沖洗用水、廚房用水、游泳池用水及澆灌之雜用水等

分門別類各裝設一個水錶。不過這件事理論上容易，實際上是很難的，因為水管

並不是這麼清楚的區分著，變通的方法是至少每一棟獨立的大樓應裝設一個水

錶，如此一來，樓與樓之間可依據樓地板面積、學生用水人數來作統計比較，有

不合理的用水情形，便可分別檢討尋求節水對策。 

2.水平衡圖繪製 

依照水錶的紀錄，很容易便可依各單位的用水特性做成如下的水平衡圖，了解整

個用水情形，以評估具潛力的節水點。 

例如：以用水用途區分之水平衡圖繪製如下： 

 

圖 2、用途別區分之水平衡示意圖 

 

 

例如：以樓別、場所區分之水平衡圖繪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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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場所別區分之水平衡圖示意圖 

 

3.評估具潛力之節水點  

將水錶的紀錄資料、水平衡圖拿來與目前國內外類似單位的用水量，如下表之合

理用水指標比較對照，將可了解節水潛力之所屬及規模。 

(二)用水系統的管制與維護措施 

用水系統的管制與維護措施係指加強或改變用水系統的管制、維護措施，以求節約

用水，例如： 

 指定專人每日下班前檢查各處水龍頭是否關好。 

 加強管線檢查與維護，包括組織節水小組定時檢查各項用水設施。 

 每月統計用水量並與上月用水量比較，以利督促學校節約用水。 

 妥善規劃校園灌溉之時間及用水量。 

 

二、用水減量 

就行政機關而言，主要用水點集中在沖廁、一般沖洗及飲用，其餘用水點包括庭園

澆灌、冷卻水塔用水及員工宿舍用水等。而學校主要用水點為沖廁、一般沖洗、飲

用、及校園綠地澆灌，此外部份學校擁有游泳池及廚房用水。這些用水點的改善，

可透過一些訓練與宣導，以不花分文之方式便可達到節水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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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水宣導活動 

宣導是指利用文宣，集會等對師生員工介紹節約用水的觀念與知識，例如： 

1.於用水設備附近張貼節約用水標語。 

2.利用集會宣導。 

3.舉辦有關節水的參觀活動。 

4.於機關或學校內舉辦節約用水講座，並請專家學者演講。 

5.將節約用水教育納入課程，例如於國文課討論古人之惜水觀念，於數學課要求

學生比較瓶裝飲用水與自來水之單位價格等，均屬之。 

 

透過這些宣導手段使師生員工了解水資源的寶貴，近而養成良好用水習慣，以減

低用水量。 

(二)省水器材之換裝與使用 

「省水器材」就是在符合原器材設計功能（如：水龍頭要能達到洗淨之效果、馬

桶可將污物沖乾淨等）及不影響原用水習慣的前題下，使用合宜適切的低水量之

用/控水器材，稱為「省水器材」。評估使用的水龍頭、馬桶，蓮蓬頭是否屬於節

水型的，如果不是，應儘可能汰換。 

 

表 1、常用節水型省水器材水量參考指標 

型式 

器材類別 
一般型(舊式)器材 省水型(省水標章)器材 平均節水率 

水龍頭 15 ~ 20 公升/分鐘 9 公升/分鐘以下 50% 以上 

蓮蓬頭 15 ~ 20 公升/分鐘 10 公升/分鐘以下 50% 以上 

洗衣機 30 ~ 35公升/每公斤衣物 20公升/每公斤衣物以下 33% ~ 43% 

一段式馬桶 12 ~ 14 公升/次 6 公升/次以下 50% 以上 

兩段式馬桶 － 
第一段6 公升/次 以下 

第二段3公升/次 以下 
30% ~ 65% 

省水器材配件 － 
用於馬桶水箱/水龍頭/沖水

凡而/蓮蓬頭上的配件 
20% ~ 70% 

註：洗衣機和馬桶節水率係以普級省水標章產品與一般型產品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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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龍頭可做的省水改善措施 

國人的洗手習慣，許多時候是把水龍頭開到最大才伸手去洗，洗完再關，從全開

到全關的時間愈長，浪費的水愈多。傳統的全轉式水龍頭要旋轉 180O或 360O才全

開，而新式的四分一轉水龍頭只要轉 90O便全開，因此較能節約用水。目前節水

型水龍頭已逐漸普遍，原理上都是減少給水管或水龍頭之管路截面積。動手自己

做，以塑膠墊片之類塞在水龍頭後端或買起泡器裝於水龍頭出口處，都是很有效

的節水方法，如果經費較為充裕，甚至可以換裝手壓自閉龍頭，這種龍頭的把手

壓下後會打開 3~5秒，然後自動關閉，使用上較為方便，但單價也較高。不過無

論何種方法，每分鐘流量均應控制在 9公升以下才是合理。 

2.馬桶可做的省水改善措施 

有不少機關學校在馬桶內放置寶特瓶或磚塊，以求減少沖水量，這種方法雖然可

以省水，但也有一些缺點，第一、馬桶的最適沖水量和它當初的設計有關，如果

只降低水箱的水量而不變更馬桶設計，有時候便會沖不乾淨，還得沖第二遍。其

次，加了寶特瓶或磚塊後雖可減少沖水量，但對小便沖水而言仍然用水太多。因

此，較理想的方法是採用省水型馬桶或加裝二段式沖水配件。 

目前一般傳統的馬桶每次沖水量約在 12至 14公升左右，而新一代省水馬桶每次

沖水只需在 6至 9公升，而且因整體設計不同，不會有因水量減少而沖不乾淨的

疑慮。不過，由於安裝這類省水馬桶需要換掉原來整個馬桶，一般都是在原有馬

桶老舊時才予以汰換。較簡易且經濟的做法是，將原來馬桶水箱的配件裝成二段

式沖水配件，沖水便可只用一半水量。 

3.綠地澆灌之省水方法 

一般的具體做法有： 

(1)土壤改良 

對保水性差的土壤可以混合保水性較佳的有機質土，添加濕潤介質或保水聚合

物，如蛭石、蛇木屑、稻穀、木屑、泥炭土等，以提高土壤的透水與蓄水能

力。 

(2)殘體敷蓋 

除樹幹及花圃以外，整個庭園解可以草類殘株樹皮、木屑、礫石等敷蓋。75毫

米厚度的敷蓋可以減少 70%的土壤水分蒸發、土壤沖蝕，也可以減少雜草生

長，一舉數得。對較矮的植物可採 50毫米厚度的敷蓋。植物的選擇與配置：再

種植時宜稍加規劃，按植物需水性分區栽種，如此便可分區調整澆水用水量。 

(3)採用有效率的澆水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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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澆水灑水系統時要注意，噴灑範圍不要超出庭園以外。在庭園邊緣可以採

用「部分圓形灑水器」往內噴灑，就可以避免水噴到馬路、行人道或牆壁上。

如果灑水系統可自動定時，則需注意雨天不要自動噴水；平時灑水時間最好設

在清晨或傍晚，這時水分因蒸發而流失的量較少，植物也比較不會被燙傷。花

圃澆水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微灌，方法是以滴嘴滴罐向個別植物施水，或以低流

量噴霧器對整個花圃施水。 

(4)適量給水 

對草皮最有施水的施水方式，是僅給予它足夠存活的水。可以等到表土開始乾

燥時才澆水，這時候只要在 24至 48小時內給予它 20毫米的水量即可。要知道

澆水多久才夠 10毫米並不難，只要再草坪上放一個平底容器或量杯，然後開啟

灑水系統直到容器內水量高達 10毫米，這段時間便是所需時間。 

(5)適量剪草： 

草皮不要減的太短，每修剪應留下 10至 15毫米高度的草株，這樣可以避免草

根被曬壞，也可減少地面水分蒸發，節省澆水用水。 

4.冷卻水塔效率用水管理 

冷卻用水係指經過熱交換器或熱傳表面而間接達到冷卻效果的間接冷卻用水。建

築物開放式冷卻水塔之水經冷卻後不斷循環使用，水中所含溶存固體及懸浮固體

物之濃度也因此不斷提高。當溶存固體物超過一定的飽和溶解度值時，則沉積現

象必然發生。此時必須藉由排放，以降低溶存物質的含量在某種範圍之內，由補

充之新水來沖稀冷卻循環水中所含溶存物質之濃度。冷卻循環水與補充水溶存固

體物含量之比值，即為濃縮倍數之定義。因此冷卻循環水勢必須以增加濃縮倍數

來降低其排放量，進一步達到節水的目的。 

目前冷卻循環水處理技術，無論藥劑的使用或監控設備的配合，於市場的成熟度

極高。經由專業水處理商之處理建議，將冷卻水運作於高濃縮倍數之下，藉由高

效能腐蝕結垢抑制劑及殺菌滅藻劑之添加，配合自動化水質監控加藥處理器之安

裝，並做好適當的水質操作維護管理，不僅不會造成系統設備的故障發生，更可

大幅降低冷卻水排放量，充分達到水資源之利用及節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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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冷卻水塔 

 

三、雨水貯留利用 

雨水貯留供水系統係將雨水以天然地形或人工方法予以截取貯存，主要是以屋頂、

地面集流為主，適用在農業灌溉上或做為工業、民生用水之替代性補充水源，其他

用途如消防用水與降低城市暴雨洪峰負荷量等多目標用途。 

一般而言，雨水是相當乾淨的水源，除非是空氣污染嚴重地區，否則建築物或校園

應規劃及利用屋頂作為雨水收集面積，再把雨水適當處理與貯存。並設置二元供水

系統(即自來水及雨水分別使用之管線)，將雨水作為雜用水，如沖廁所、澆灌、補

充空調用水或景觀池及生態池之補充水源等。所以雨水利用措施可節省珍貴自來水

源並降低水費，更能真正落實水資源有效利用之目標。 

雨水貯留供水系統可以是獨立的供水系統，且雨水貯槽的形式的建材多樣化，可依

現場狀況做適當設置，配合度高。一般而言，一個完整的雨水貯存供水系統包括：

集水區域、導管系統、初級雨水處理系統及貯水設備四個部分。事實上，根據不同

使用功能，有不同的設置方式，例如：一般學校可利用屋頂作為集水區，所收集的

雨水使用非常方便，只要裝設閥或幫浦，並利用現有貯水槽改裝，即可隨時取用作

為替代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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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雨水貯留利用示意圖 

 

四、水回收再利用系統 

水回收再利用是指有計畫將使用過的水，加以引導、儲存或簡單處理後，再度使

用。生活雜排水再利用系統係指將建築基地內的生活雜排水（如洗澡水、洗手水、

洗碗水）匯集處理控制後，達到一定的水質標準，能在一定範圍內重複使用於非與

身體接觸用水、非飲用之回收水處理系統。但因涉及處理費用與管理維護等費用，

就目前而言是屬與花費較多的節水方法。為降低成本並考慮目前各機關學校的主要

用水特性，變通之做法是將乾淨水與髒水先行分流。 

例如： 

 接引水管將洗手槽的排水供作庭園灌溉（含有清潔劑者不宜或分管另行排除）。 

 將逆滲透（RO）純水機的廢水接管貯存供沖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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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沖洗水塔的水沖洗水溝。 

 用水桶接洗手水，在將此水澆花草樹木（含清潔劑者不宜）。 

 游泳池溢水回收過濾再使用或作為運動場灑水用。 

在日常生活中廁所沖洗所佔比例最高，如能把自來水改用生活雜排水來沖廁，其省

水效益將極為可觀。大區域的生活雜排水系統可結合機關大樓、學校、住宅、飯店

等區域集中設置，將這些區域或大樓的雜排水或污水就近收集、就地處理、就近回

收使用，進而廣泛使用於沖洗廁所、清洗車輛、噴灑街道，或作為景觀用水及河川

湖泊補充水等。而小規模的生活雜排水系統是將一般生活污水收集後，經過適當的

控制處理，使水質達到一定標準後，提供建築物內沖廁用水或做為空調冰水主機的

循環用水等用途。 

如與雨水利用系統相較，因生活雜排水利用系統收集了較高污染水源，故淨化設備

會比雨水利用系統昂貴，但卻具有水源穩定的優點。因此，相關建築及校園或重大

建設開發案中，在配合法規與原有規定之污水處理設備的規劃之際，如能導入生活

雜排水回收利用系統，對於整個國家水資源的利用，有其正面的貢獻與意義。 

 

圖 6、水回收再利用示意圖 



    

節水評估檢查表 Water Conservation Checklist 

- 1 - 

機關學校透過用水管理手段達成節水的空間還很大，只要進行有效的操作

改進或管理工作便可有顯著之成效；相對的，利用管理途徑來達成節約用水之

目的，在經濟成本上也是最低的。以下節水檢查項目從用水管理、用水減量、

替代水源利用評估(生活雜排水、雨水)等面向思考，可幫助用水管理人員評估

節約用水改善的適切性，以提昇用水效率，降低用水量。 

一、用水管理 

 加強員工節水意識。 

 在醒目位置設置創意箱/意見箱，蒐集員工節水建議提案。 

 舉辦節水創意競賽(海報、口號或者節水構想)，獎勵好的節水建議方

案。 

 張貼節水標語（廁所/餐廳…）。 

 指派專人監控用水量和排放水量。 

 確認用水用途和用水量。 

 每天讀取記錄水表用量，監控節水成效。 

二、用水減量 

(一)、廁所和浴室 Restrooms & Bathrooms 

1.降低馬桶（Toilets）用水量： 

 檢查馬桶水箱是否漏水。  

 換裝兩段式及省水型馬桶，一段式省水標章馬桶一次沖水量為 6 公升，

兩段式省水標章馬桶沖水量為大號 6 公升、小號 3 公升；非省水型每次

沖水量可達 12 公升。 

 改用替代水源(例如：雨水或回收水)沖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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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降低小便器（Urinals）用水量：  

 更改小便斗沖水方式(若超過一個人使用時，自動沖水裝置可調整至省

水模式，即可省略第一段少量沖水)。 

 換裝省水型小便器，非省水型小便器每次沖水量可達 20 公升，而省水

型每次僅需 4 公升。 

3.降低蓮蓬頭（Showerheads）用水量：  

 更換蓮蓬頭為省水型或定量型，省水型蓮蓬頭每分鐘沖水量 8 公升；非

省水型每分鐘多達 12 公升。 

 設置洗澡水回收管路處理後再利用（中水回收系統）。 

4.降低水龍頭（Faucets）用水量：  

 更換省水型水龍頭，省水型每分鐘僅約 6 公升，非省水型流量每分鐘超

過 10 公升。 

 加裝水龍頭省水配件（例如：起波器，無需更換整個水龍頭）。 

 調整水龍頭出水量(需大出水處不用，例如：拖布盆) 

(二)、廚房 Kitchen  

 清洗餐具器皿時，在水槽中使用預浸方式，再用強力噴嘴清洗。 

 不要使用水流進行冷凍食材退冰。 

 水龍頭換成省水花灑式、使用自動關閉噴頭、腳踏式水龍頭開關，以避

免不需要時出水浪費。 

 收集洗菜水再利於次級用水（例如：地板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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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洗碗機（Dishwashers）用水量： 

 只在滿載時清洗碗碟。 

 置換噴頭減少水流量。 

 未洗滌時，關閉洗碗機。 

 清洗水重複使用。 

(三)、洗衣間 Laundry  

降低洗衣機（Clothes Washers）用水量： 

 只在滿載時清洗衣物。 

 評估洗衣機用水效率。 

 重新設定機器減少清洗。 

 使用高用水效率的滾筒式機型。 

(四)、游泳池 & SPA Swimming Pools & SPA 

 降低游泳池水面高度，減少飛濺的水量。 

 收集游泳池飛濺出來的水量作為景觀美化用水。 

 使用游泳池水面遮蓋物，降低未使用時水量的蒸發。 

 使用水池過濾回收處理循環使用。 

 降低游泳池過濾器清潔用水量。  

(五)、空調/冷氣 Cooling  

 冷卻水塔操作維護管理(提高濃縮倍數與減少蒸發逸散量)，降低過度的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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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須使用空調的區域或時間，關閉空調運轉機組單位。或者改用氣冷式

設備代替水冷式的設備。  

 冰水主機冷凝水回收。 

(六)、清潔 Cleaning 

 定額控制必要之清潔用水量。 

 改變地毯清洗方式，從溼式或者蒸汽改成乾式清洗方法。 

 如果必須清洗地面，不要使用水管直接沖洗，建議清潔人員用較少的水

量拖地。 

 窗戶清洗時程由「定期」改為「視需要」的形式。 

(七)、建築物維護 Building Maintenance 

 檢查供水管線是否漏水，並且關上任何不必要的用水。 

 發現漏水時立刻檢修：一個漏水的馬桶每天能浪費超過 200 公升的水

量，一只滴水的水龍頭或蓮蓬頭每個星期漏水量可高達 4000 公升﹗ 

 確保庫存水材備品（O 型止水墊環、墊圈、墊片等），以備漏水之需。 

 蓮蓬頭、水龍頭、馬桶損壞，應更換為省水型產品。 

 檢查水壓：如果系統水壓超過 60 psi，應安裝減壓閥，避免造成管路漏

水。  

 每月用水量統計分析（與上年度的相同月份比較），有助於確定漏水情

形的發生，同時監控節水成效。  

(八)、戶外用水 Outdoor Water Use 

1.庭園澆灌 Landscaping 

 儘量使用回收水與替代水源（雨水…）進行澆灌。 



    

節水評估檢查表 Water Conservation Checklist 

- 5 - 

 考慮種植耐乾旱的植物，可無需經常澆水。  

 無需每天澆水；通常一周 2 –3 次即可。 

 在灑水系統安裝土壤濕度計或者定時器。儘量在早晨或者傍晚時間澆

水，減低水份的蒸發。 

 因季節調整噴灌時程，在涼爽的天氣或者在雨季，灑水器一般不必經常

運轉。  

 考慮採用低流量的灌溉，例如滴灌系統。  

 避免溢流並且確保灑水器噴灑範圍只包括草坪或者花園，不會噴灑到行

人穿越道或者車道。  

 庭園植物可施用稻草護根（Mulch），降低水分蒸發和阻止雜草生長。 

2.一般 General 

 確定所有水管噴頭均有開關。 

 清潔走道、車道、停車位時使用掃帚而不用水管。 

 必要時才洗車。 

 回收水作為灌溉或其他用途的可行性評估。  

 

三、替代水源評估 

在既有建築物或新建工程中評估設置規劃生活雜排水回收或雨水貯存槽收

集雨水可行性，來替代沖廁用水或澆灌用水等次級用水，減少對自來水之依

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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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替代水源評估評估重點 

(一)生活雜排水(中水)系統 

「生活雜排水(中水)系統」係指將建築基地內的生活雜排水（洗手水、洗碗

水或輕度使用過之污排水，如洗澡水或拖地污水）匯集處理控制後，達到一

定的水質標準，能在一定範圍內重複使用於非與身體接觸用水、非飲用之再

生水處理系統，因此具有水源穩定的優點。 

1.評估回用水來源水質與水量 

盡量收集較乾淨之生活雜排水，包括洗手(臉)水、洗澡水、洗衣水、洗

菜水或冷卻水塔之排放水等，另外可以考慮回收污水處理廠符合環保署放

流水標準之排放水。 

2.評估使用用途水質與水量 

回收使用應於次級用水，並以不與人體接觸為原則，包括景觀用水、

澆灌用水、沖廁用水、冷卻水塔補充水等，回收水質應符合各項再生水水

質參考標準。 

3.回用水處理系統規劃 

(1)一般再生水處理設計量應在 30 噸/天以上(以砂濾及活性碳處理流程評

估)。 

(2)設置自來水自動切換系統，自來水補水口與配水槽液面應相距 30 公分以

上。 

4.回用水處理設備效益評估 

單位回收成本計算應比自來水水價低，單位建造成本應在 20000 元/噸

以下(以砂濾及活性碳處理流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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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設置再生水利用供水系統時應注意事項 

(1)生活雜排水(中水)系統用水以不與人體接觸為原則。  

(2)生活雜排水(中水)系統規劃以符合經濟安全、利於辨識、方便維修為原

則。 

(3)生活雜排水(中水)系統管線與自來水管應分開設置，並應漆上顏色（如再

生水系統可漆上綠色，自來水系統可漆上藍色）作為區隔，以防止日後保

養或維修時發生錯接。  

(二)雨水貯留系統 

「雨水貯留系統」係將雨水以天然地形或人工方法予以截取貯存，主要是以

屋頂、地面集流為主，適用在農業灌溉上或做為工業、民生用水之替代性補

充水源，其他用途如消防用水與降低城市暴雨洪峰負荷量等多目標用途。 

1.雨水貯留槽容量估算 

貯水設施容量與集水區域面積的大小，對雨水貯留供水系統影響甚大。

通常集水區域為建築物的一部份，受限於建築物的大小而無法改變，貯水設

施變得極為重要，因雨水入流量的多寡直接關係到貯水設施的設置容量。 

(1)降雨量：一般採用年平均降雨量推估值。 

(2)收集面積與雨水流量：依材質決定逕流係數。 

(3)雨水利用量計算。 

(4)自來水替代率。 

2.雨水處理設備 

處理設備一般包括沈澱、過濾及消毒三項程序，這些設備的組合與處

理容量需在經濟與集水區條件考量下調整其大小。 

(1)雨水取用目的與處理水質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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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水方式：建築物屋頂、地面…。 

(3)經濟性與管理維護條件。 

3.雨水收集導管與給水設備 

(1)在外觀上以不同色彩區分自來水與雨水管路。 

(2)埋於地下的管路與自來水管須有一定空間的間隔。 

(3)設置自來水自動切換系統，自來水補水口與配水槽液面應相距 30 公分以

上。 

4.雨水貯留供水系統維護與管理  

(1)雨水貯留供水系統中需特別注意屋頂的防滲漏處理。 

(2)雨水貯留供水系統之集水區應定期清理，以免雜物阻塞進/排水管路，造

成系統損壞。 

(3)為了避免水壓過大及易於使用，設計時應注意貯水槽不可太高，其高度

需低於集水區域。 

(4)貯水筒須覆上遮蓋以防止灰塵、蟲等雜物進入，且覆蓋需牢固。溢流

管、放流管也應有適當的掩蔽，以防止雜物進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