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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集水區整體規劃不只應該考慮防災工程，也應該考量社會經濟與人文層面。本研究以位於台灣

中部廓子坑溪上游集水區為研究地區，考量集水區的自然環境、社會人文條件及歷年災害，研

擬確保當地農村永續發展的保育治理對策。集水區保育治理對策包括以下各項; (1)野溪治理及

土石流防治(2)崩塌地處理(3)道路水土保持(4)坡地保育;在社區發展規劃上，分為: (1)環保生

態(2)人丈教育(3)社褔醫療(4)社區治安(5)產業發展。治山防災與社區發展同時並行，著重在建

立集水區安全及優質之環境，才能符合集水區長遠利益。

(關鍵詞:永續發展、治山防災、社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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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grated watershed planning should consider not only disaster prevention engineering but also the 

role of social-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Bu-Tze creek watershed in the central Taichung was 

selected as the study area for developing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甜ategi的 that will ensure 

sustainable future tì凹也e agricultures communities. Based on environment, socia1-cultural and the 

past damages by disasters, the integrated watersh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include fo叮 portions : 

(1)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象碩士生

(2)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博士生

(3) 土木工程技師;震懋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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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reek control and debris flow prevent (2)landslide conservation (3)road conservation (4)slopeland 

conservation.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was partitioned into five portions : (l)environment and 

ecology protect (2)culture education (3)community medicine (4)community policing (5)property 

development. The goal of integrating disaster preventing and rural at community developmentis to 

achieve stability and land q叫ity watershed conditions to achieve long-term beneficial effects. 

(Keywords: Soil Conservation, Watershed Stabili旬，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前言

廊子坑溪集水區中、上游為闊葉林分佈外，

中、下游則較多的人為開發。集水區內土地

常有超限利用之行為，對河川生態及防洪恐

有某程度的衝擊影響。加以經七二水災及艾

利颱風，衍生多處土石崩明、淤塞河道，嚴

重影響居民生計及安全 。

整體而言，本區自七二水災至今，部分災害

情況輕微處雖已逐漸恢復穩定，但野溪尚有

沖刷之情形，造成嚴重之土壤沖蝕，其原因

係由於集水區位於山坡地範圍內，坡度較

大，原本溪床就容易產生沖淤現象，容易造

成固床工基礎淘刷的情形，因此本研究針對

該區之土砂控制及現有防砂構造物之成效進

行探討。

材料與方法

(一)行政區域

廊子坑溪集水區位於台中縣太平市及台中市

北屯區境內，其中台中市北屯區以民政里面

積最大達 802 公頃，佔 37.46% '台中縣太平

市以坪林里面積最大，為 495.32 公頃，佔

23.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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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區之行政區域分佈與統計如圖 1 及表 1

所示 。 區內主要村落為太平市之坪林村、頭

沖村、東平村、中山村、宜欣村、新平村、

光華村及北屯區之廊子里、民政里等。

(二)地形概況

集水區地形上屬於台中盆地東側丘陵地帶，

區內地勢東北高向西南延伸而逐漸低緩，地

形高度自 50-900 公尺之間，地勢起伏不大，

以高度 100~450 公尺面積 1679.1 6 公頃為最

多，約佔了 78.13% '集水區高程分佈詳圖 2;

坡度方面分佈以一級坡~三級坡(0%~30%)

分佈最多，面積為 195 1.64 公頃，約佔

91.16% '集水區坡度分佈詳圖 3; 坡向分佈以

西南向分佈最多，面積為 498.1 6 公頃，約佔

全區 23.27% '集水區坡向分佈詳圖 4 ，詳細

資料如表 2 。

(三)地質概況

本計畫範圍地質分布為頭輯山層、沖積層、

南莊層、卓蘭層、錦水頁岩層為主，多為砂

頁岩互層之結構。地質構造方面，鄰近地區

所出露之地質構造，斷層方面主要有大茅埔

雙冬斷層及車籠埔斷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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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域分佈圖圖 l

Figure 1 .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n the study area. 

表 1 .行政區域統計表

Tab1e 1 . The area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n the study area. 

行政區域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太平市頭沖里 173.09 8.08 

太平市坪林里 495.32 23.13 

太平市光華里 104.30 4.87 

台中縣、 太平市新坪里 88.29 4.12 

太平市中山里 11 1.87 5.23 

太平市宜欣里 104.57 4.88 

太平市東平里 73.63 3.44 

北屯區民政里 802.00 37.46 

台中市 北屯區廓子里 187.93 8.78 

合計 2141.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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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集水區數量化地形特性

Table 2 . Quantitative geomonpholoph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area as related to 

Elevation, slope and Aspect. 

高程《公尺) :面積(公頃) 百分比(所〕

75~100 268.08 12.52 

100~250 1029.24 48.07 

250~450 649.92 30.36 

450~650 139.60 6.52 

650~850 54.1 6 2.53 

A口、 計 2141.00 100 

坡度(%) 面積(公頃〉 百分.!:b (%) 

一級坡 869.64 40.62 

二級坡 453.88 21.20 

三組坡 628.12 29.34 

四級坡 160.92 7.52 

五級坡 28 .4 1.33 

六級坡 0.04 0.00 

A口、 言十 2141.00 100 

坡向 面積(公頃〕 百分比(%)

:il:. 77.24 3.61 

東北 89.00 4 .1 6 

東 82.72 3.86 

東南 186.08 8.69 

南 342.96 16.02 

西南 498 .1 6 23.27 

西 416 .40 19.45 

西北 448 .44 20.95 

A口、 計 2141 100 

圖 2. 高程分佈圖

Figure 2 . Elevation distribution map of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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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坡度分佈圖

Figure 3 . Slope di的ibution map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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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坡向分佈圖

Figure 4. Aspect distribution of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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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地層分佈統計表

Table 3 . Stratum distribution of the study area. 

地質年代

更新世

上新世

全新世

中新世晚期

上新世

面積
岩性 百分比例) I 

(公頃)

砂岩、泥岩、頁岩 444.21 20.75 

砂岩、泥岩、頁岩互層 866.42 40.47 

碟石、砂及粘土 656.34 30.66 

砂岩及頁岩互層，含煤層 91.32 4.27 

頁岩、砂質頁岩、泥岩 82.71 3.86 

2141 100 

車籠埔斷層長約 50 公里，為南北走向，乃臺

中盆地與豐原、南投兩丘陵的交界線。竹子

坑西南方約一公里處發現車龍埔斷層的露

頭，觀察到錦水頁岩逆衝至近代河階碟石層

之上，斷層面相當平整且未觀察到明顯的磨

擦，地表傾角向東大約 25
0

，斷層東側的錦水

頁岩呈現剪碎斷裂與裙皺的現象，且斷層西

倒的碟石層未受明顯的傾動而維持近乎水平

而略向西傾的位態。

大茅埔-雙冬斷層則位於車籠埔斷層以東約

10 餘公里，意作南北向延伸，此斷層為內麓

山帶與外麓山帶間之分界， 921 地震未發現明

顯錯動。茲將計畫區域地質整理如圍 5 及表 3

所示。

(四)土壤概況

Figure 6 . Soil distribution of the study area.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的資料與

集水區範圍套疊後 ，可知計畫區域內土壞大

多屬於崩積土，多分佈在集水區中、下游，

面積 1 ，906.01 公頃，佔全區面積 89.02% ;其

次為石質土，多分佈在上游 ，面積 180.77 公

頃，佔 8.44% 。茲將計畫區城內土壤特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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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集水區士壤類別分佈及統計詳圖 6 及

表 4 所示。

(五)土地類別及利用概況

集水區中上游部份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管轄之山坡地範圍，而中下游為鄉村

區及都市計畫區。主要之土地使用分區如圖 7

所示。依據水土保持局所建立之土地利用分

類資料之土地利用圖及空中正射影像判釋分

析本區土地利用現況，本區之土地利用主要

以闊葉林為主，佔集水區總面積 36.12% ;其

他次要地區利用方面則以集水區下游之建築

區佔總面積 14.17%居次。集水區土地利用統

計整理如表 5 所示，土地利用分佈如圖 8 所

河之。

表 4. 研究集水區土壤特性

Table 4 . Soi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area.. 

土類 土壤深度(公分) 土壤質地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崩積土 20-49cm 壤土 1,906.01 89.02 

石質土 20cm以下 壤土 180.77 8.44 
黃壤 50-89cm 粘質壤土、扮質粘壤土 31.3 1.46 

未調宜地 22.92 1.07 
A口、 計 2,141 100 

表 5. 研究地區土地利用表

Table 5 . Land use of也e study area. 

土地利 面積 百分 土地利 面積 百分 土土也利 面積 百分比

用類型 (公頃) 比(%) 用類型 (公頃) 比(%) 用類型 (公頃) (%) 

水田 29.254 1.37 荒地 154.976 7.24 墓地 1.936 0.09 

水池 0.355 0.02 草生地 46.828 2.19 闊葉林 773.335 36.12 

軍事用 高爾夫
43.585 2.04 129.731 6.06 檳榔 51.284 2.4 

地 球場

旱田 106.357 4.97 景觀區 8.384 0.39 雞豬舍寮 0.37 0.02 

呆圍 114.918 5.37 開墾地 19.567 0.91 灌木林 0.976 0.05 

建築區 303.347 14.17 溪流 63.914 2.99 合計 2141 100 

竹林 199.264 9.31 道路 92.62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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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7. 土地類別分佈圖

Figure 7 . Land type of study area. 

』可詣F2

圖 8. 土地利用分佈情形圖

Figure 8 . Land use ofthe study area. 

(六)生態

(1)植物

兩季植被調查共記錄 61 科 122 屬 223 種植物

(附錄一) ，其中並未發現特稀有植物。其中

藏類植物 9 科 11 屬的種，裸子植物有 3 科 4

屬 4 種，雙子葉植物 38 科 131 屬 162 種，單

子葉植物有 10 科 36 屬 42 種。依植株型態分，

草本植物 104 種(佔 46.64%) 、灌木 29 種(佔

13.00%) 、藤本 30 種(佔 13 .45%)及喬木 60 種

(佔 26.91%) ;依生育地環境分為特有種 5 種

(佔 2.24%) 、原生種 137 種(佔 6 1.43 %)、馴化

種 35 種(佔 15.70%)及栽培種有 46 種(佔

20.63%) 。植物調查成果詳見表 6 。

(2)鳥類

調查結果在計畫範圍內共發現鳥類 7 目 21 科

46 種 353 隻次，發現物種分別為鳳頭蒼鷹、

大冠驚、領角鳴等。其中鳳頭蒼鷹、大冠腎、

領角鳴、翠翼鳩及畫眉 5 種為珍貴稀有二級

保育類野生動物，與白尾鴨、紅尾伯勞等 2

種其它應予保育之三級保育類野生動物。

調查結果中 32 種屬於台灣地區常年留鳥，佔

出現比例的 69.6%; 同時兼具留鳥與候鳥特性

的有 3 種，佔發現物種數的比例為 6.5% ; {I旻

鳥或過境鳥類則有 11 種，所佔比例為 23.9% 。

(3) 哺乳類

調查結果計畫範圍內發現有蝙蝠科的東

亞家蝠;松鼠科的赤腹松鼠、大赤髓鼠;鼠

科的小黃腹鼠、鬼鼠;貂科的馳撞等 3 目 4

科 6 種 20 隻次。調查結果並未發現任何保育

類物種。

(4)兩生爬蟲類

調查結果顯示集水區內有兩生爬蟲類 2 目 7

科 14 種 90 隻次。調查發現之兩生類物種包

括黑眶蟾蜍、日本樹蛙、面天樹蛙等。其中

蓬萊草蜥和斯文豪氏遊蛇等 2 種為珍貴稀有

二級保育爬蟲額。

(5)蝶類

調查結果在計畫基地內與鄰近地區共記錄有

蝶類 6 科 21 種，包含青帶鳳蝶、大鳳蝶等。

調查結果並無保育物種。

(6)魚類

調查結果發現共有 3 目 5 科 8 種，如台灣馬

口魚、祖首蠟、琵琶鼠等。 其中並無發現保

育類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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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底棲生物

調查結果發現共有 3 科 3 種蝦蟹類。其中拉

氏清溪蟹為台灣分布最廣的淡水蟹。並有螺

貝類 2 科 2 種。

(七)人文

集7J<區內包含了太平市之坪晰才、頭沖村、

東平村、中山村、宜欣村、新坪村、光華村

及台中市北屯區之旦、民政里等，人口統計

詳見表 7 。區內農產品種類豐富，有蓊枝、社

把、龍眼、麻竹筍等，太平市設有嘉枝文化

館以保存農業文化 。

表 6. 植物特性統計表

Table 6 . The vegetation characteristic of study area. 

歸隸特，性 嚴類植物 裸子植物

科數 9 4 

類別 屬數 11 4 

種數 15 4 

草本 15 。
灌木 。植株型態

藤本 。 。
喬木

。 3 

特有

。 。
生育地

原生 15 。
馴化 。 。
栽培

。 4 

(八)歷史災害

歷年對本集水區較有影響之降雨事件主要為

八七水災、賀伯颱風、桃芝颱風及七三水災，

尤其以七二水災影響最大，造成多處整流工

程構造物毀損及基礎淘空。另外，集水區因

車籠捕斷層經過，受 921 地震之影響頗大，

地震發生後造成集水區內部分房屋毀損 、 道

路中斷、地形地貌改變，且區內部分擋士設

施及整流構造物亦因地震毀損或產生縱橫向

裂縫，上游林班地內有新崩塌地生成，導致

大雨來襲後往往自上游挾帶大量土砂治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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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 總計

38 10 61 

131 36 182 

162 42 223 

57 32 104 

26 2 29 

30 。 30 

52 5 60 

4 5 

98 24 137 

29 6 35 

34 8 46 

帶往下游，流量流速較大時易導致構造物嚴

重磨損，甚至遭受撞擊破壞。

結呆與討論

集水區之保育治理方案應架構在安全穩定之

基礎下，營造健康優質之生活環境。本研究

係以「治山防災」及「社區發展」兩大主題

為探討目標，藉由對此兩大目標之探討與分

析，提出適合集水區未來保育治理的策略及

永續發展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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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山防災治理對策

治山防災工作主要是為集水區的居民提供安

全的生活環境，探討野溪治理與土石流防

治、道路水土保持等問題對居民造成之影

響，以作為後續評估之依據。

(一)野溪治理及土石流防治

本地區依水土保持局公告資料，有兩條土石

流潛勢溪流分別為 A042 、 A043 '屬低度土石

流危險溪流，雖則目前河道穩定，但其土石

流潛勢仍在，為防微杜漸起見，建議應針對

其危險因子進行整治規劃，因此野溪治理部

分亦應一併列入考量。

表 7. 人口統計表

Table 7 .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of study area. 

村里別 戶數 男性 女性 合計

民政旦 344 627 533 1160 

廊子里 668 1216 1057 2273 

坪林村 1183 2077 1982 4059 

中山村 1531 2230 2006 4236 

頭沖村 677 1293 1128 2421 

宜欣村 2107 3512 3472 6984 

光華村 1749 2852 2858 5710 

新坪村 2374 3682 3682 7364 

東平村 1333 2250 2317 4567 

合計 11966 19739 19035 38774 

1.減緩溪床坡度:重力條件為土石災害發生 流穩定，可設置丁壩、護岸、潛壩、固床工

潛在條件之一，因此減緩溪床坡度，可以降 等工法。

低土石流潛勢。尤其對溪床上有士石堆積，

或河道上游有崩塌地發生者，可因溪床坡度

減緩，減少土石災害發生的可能。可採用之

設計工法包括有，防砂壩、透過性壩、潛壩、

固床工等。

2. 避免因流心不穩定造成縱橫向沖刷:在流

量變化大、溪床坡度變化大、地質不穩定、

河道腕蜓性大等河段，可能會有流心擺盪不

穩定情形，對溪床及兩岸，將造成淘刷、崩

塌災害，欲保護兩岸重要保全對象，維持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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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圖

Figure 9 . Area distribution of potential 
debris flow torrent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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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維護當地生態環境，在安全的前提下，

可考慮使用生態工法，女日護岸可採用景觀石

梯式工法、混凝土時墊砌右護岸等透水性設

置，有利水中生物棲息。在防砂壩的部份，

可採用壩體低矮化及表面粗糙化來設計。而

針對既有構造物，可在護岸頂增加植生綠化

以增加生物復育的機會，並更週遭環境更融

合;而在固床工及防砂壩下游堆砌巨石，除

了可以加強安全性，更可提供水中生物棲息。

圖 10. 階梯型砌石及踏步式固床工示意圖

Figure 10. Cascade-form masonry and step ground sill 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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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景觀石梯式工法示意圖

Figure 11 . Rockery ladder work 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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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混凝土蒲墊砌石護岸工法示意圖

Fi♂lre 12 . Concrete rockery revetment work i1lustration. 

(二)崩塌地處理

因計量範圍內地勢較陡峻，且成岩時間尚短

之砂、頁岩互層等軟弱地質分佈較多，因此

常發生土石崩塌情形，而本區位於著名觀光

景點大坑風景區範圍內，每逢例假日，出入

往返遊客甚多，居於遊客行車與遊憩安全考

量，崩塌地的整治工作刻不容緩。因此根據

下列三點原則對崩塌地進行處理:

1.源頭崩塌地處理:先將源頭不安定因素排

除，包括進行源頭裂縫填補及危木截鋸'坡

面可進行打樁編柵，配合縱橫向排水設施。

2. 保護不穩定坡面:對於坡面有淺層崩塌情

形，可依相對於保全對象的距離與地質土壤

特性等，以打樁編柵、坡面植生、舖網植生、

坡面排水、坡腳檔土設施等工法處理。

3. 防止落石: 因區內道路通行之遊客眾多，

而部分崩塌地即位於道路之上下邊坡處，而

對坡度甚陡岩盤裸露之崩塌地，則需謹防坡

面崩落之土石，影響行車安全，建議可以掛

網、噴植、擋土牆或擋土牆上加防落石網等

工法處理。

(三)道路水土保持

集水區七二水災後，對於道路地質破碎不穩

定地區地形陡峻的坡面及排水不佳處，造

成、崩塌、土石流、泥砂沖蝕等。因排水不

良致使道路刷深，影響水資源及交通品質甚

鉅，擬改道及舖設瀝青混凝土或混凝土路面

及排水側溝。既設道路須定期養護，包括巡

視及排水溝淤積清理等，對新闢道路亦須有

良好路線規劃及經審查合格之水土保持計

畫

(四)坡地保育

經實際勘查現場，發現極少數之沖蝕溝，其

規模及範閻均小，大部份均位於溪谷旁，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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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有年;且部分由農民自行以砌塊石加以

保護，目前並無擴大或惡化之跡象，因此，

本集水區內之坡面沖蝕情形並不嚴重，無須

進行整治及控制蝕溝之沖蝕。但為防止新的

沖蝕溝發生，在防治方法方面應勸導土地超

限利用情形，並鼓勵農民選擇深根性之經濟

作物。

二、社區發展規劃對策

社區發展對策方面，針對「環保生態、人文

教育、社褔醫療、社區治安、產業發展」等

五個方面進行探討，作為具體社區發展之方

針。

(一)環保生態

建議透過社區發展協會的運作，鼓勵社區居

民共同參與環境整潔與生態保護等工作，招

募社區志工與培訓環保生態人力，針對生態

保護進行環境巡守，加強環境清理與自然環

境保育工作，同時加強宣導生態保育與垃圾

分類等觀念，另配合垃圾分類，設置資源回

收站，提供分類資源集中處理之場所。

(二)人文教育

鼓勵當地社區成員終身學習與自我成長，瞭

解社區歷史、並可由年長者敘述先民事蹟及

鄉土人文等，促進彼此的互動，為年長者的

生活注入活力，青少年也可獲得寶貴的生活

知識;透過設置社區教室社區圖書室等社區

組織，配合地方文化資產與生活環境，辦理

各種社區進修研習課程及活動，可以凝聚社

區居民意識， 落實社區終身學習。

(三)社褔醫療

建立社區關懷據點，配合培育社區防疫種子

人員，讓社區居民就近獲得生活照顧、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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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同時可作為假日緊急救護的醫療場

所，提供遊客簡易醫療服務等。

(四)社區治安

凝聚社區民眾意識，成立社區守望相助隊，

維護巡守社區及其周圍之安全與交通秩序，

並協助社區防災及急難救護，以落實社區防

災系統，完備社區安全維護體系。

(五)產業發展

商業方面，由於集水區緊鄰台中都會區旁，

加上地理區位與豐富產業資源的優勢，區內

農特產品有龍眼、麻竹筍、嘉枝、社把、楊

桃、文心蘭等，透過政府及相關主管機關的

輔導，因此未來可朝向發展休閒產業，推廣

有機農業與綠色消費、開發地方特產與風味

餐飲，藉由觀光休閒產業所附加之價值與社

區環境改善等，提升社區之產業價值。

在觀光業方面，區內有許多遊憩據點，如大

坑風景區、中正露營區、野生瀰猴園、廊子

坑親水公園、台中國際高爾夫球場等多處休

閒觀光據點，可將各據點串連成一休閒觀光

軸帶，規劃多元化的主題區域;民眾可選擇

徒步遊覽生態步道周邊景觀，也可選擇以單

車代步，遊覽區內各觀光景點;並配合觀光

產業升級，設置觀光農場、農產品加工廠、

農產品產銷中心、景觀休憩設施、觀光導覽

解說等設施。

結論

台灣地區集水區治理規劃' 近年來較強調兼

顧自然環境生態保育及產業發展、民生樂利

之集水區永續發展。本研究藉由「治山防災』

與 r農村發展」 兩大範疇來探討集水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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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模式，同時藉由重點示範區之治理與

執行方案，可達到集水區後績之示範與引導

依據，本研究成果可作為未來以『永續發展』

為導向的集水區整體保育治理模式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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