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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水帶植生分布與河川型態之空間架構
郭鎮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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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奎元

安軒霈

陳樹群*

本研究結合濱水植生調查與河川型態分類，分析台灣中部的烏溪、大甲溪與濁水溪流域共計 155 處

河段，以建立河川型態與植生分布的時空關係，並探討植生於河川行水區的演替動態變化。分析植群的空間
分布，顯示近河道處的棲地單元，因水流擾動頻繁，植生組成處於早期演替階段，而往較高處的河漫灘或高
灘地，穩定植群的分布增加。本研究建立河道於植生入侵後其發育與演替之架構圖，並加入洪水事件對植群
發育影響之觀點，建立植生在河相中之空間分布示意圖，以提供河川管理參考。

關鍵詞：濱水帶植生、河川型態分類、植生演替。

The Spatial Framework for Riparian Vegetation
Distribution and River Morp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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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parian vegetation, water flow and river morpholog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were analyzed using field surveys and river classification in the Dajia River, the Wu
River and the Jhoushuei River, in Central Taiwan. A total of 155 surveying reaches are categorized into 8 river types
based on their geomorphic zone, planform and bed materials. The observations from field surveys show that vegetation
that grows close to river channels is mostly at the early stage of succession because it is frequently disturbed by water
flow. In contrast, vegetation is more stable in higher areas, such as floodplains or upper terraces. This study established
a framework for vegetation succession and their spatial patterns in habitat units.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vegetation succession stages and river types from mountain area to lowland plains were also constructed.
Key Words: Riparian vegetation, river morphology classification, vegetation succession.

一、前

言

近年來台灣河道整治的規劃，除考量過去排水安全的功能

植物之植株與根系產生交互作用，使得植生在河床演變的過程
中，扮演著控制床型的重要角色，同時多樣化床型的存在也讓
棲地生態更加豐富。

外，也結合生態美學和保留原始棲息地的概念，期望可以減少

河川型態隨著地形、氣候與水文特性的不同而呈現豐富的

工程設計對於周邊環境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達到人與自然可以

樣貌。Leopold and Wolman (1957) 首先利用河道平面型態 (蜿

共存發展的願景。在整治河川之前，需先深刻了解該河川的特

蜒度與河道數目等) 對河川進行分類，大體上可將河貌分為直

性，以免所設計的工程和原始環境相差甚遠，反而擾動河川，

線型 (straight)、蜿蜒型 (meandering) 與辮狀型 (braided) 等

造成該河段和周邊景觀和生態上的不連續。因此，在河川治理

三種型態，之後陸續也有許多學者以此為基礎做了分類上的修

規劃之前，除了河川水文與水理的分析，也必須對於濱水帶的

正 (Knighton and Nanson, 1993; Rust, 1978; Carson, 1984)。至

植物分布型態有充分的調查與了解。濱水帶 (riparian zone) 是

於植生的存在如何影響河道型態的特性與演變，此議題自

位於陸域與水域間的過渡區域，由植物及其他有機體綜合組成，

1960 年代起就有學者提出並廣泛討論 (Nevins, 1969)。Church

範圍可包含溪岸、洪氾平原及濕地等 (Lowrance et al., 1985)。

(2002) 分析影響河川形態的因子，將水文特性、泥砂輸送的方

河川灘地和沙洲上的植物群落分布和組成，不論直接或間接，

式(推移質主導或懸移質主導)歸類為主導河川形態的主要因

都會對於動物行為造成影響，如植群的生長密度與蔽蔭程度，

子，而將植生歸類為次級影響的因子。然而，其他學者的研究

影響野生動物的棲息環境以及覓食條件。河川濱水帶的植生分

則凸顯出植生對河川型態發展的重要性，如 Nanson and Beach

布型態與河段地形及水流作用交互影響，局部地形的變化以及

(1977) 長期觀察 Beatton 河道，發現有植生覆蓋的區段和無植

水流的流路與流量會影響植群的分布型態，相反的，植群的種

生覆蓋的區段，其土壤沖蝕率相差近 30 倍，同時也發現無植

類與生長密度亦會影響水流對河床地形的改變。水流、泥砂對

生覆蓋區域的彎道遷移率是有植生覆蓋區域的 3 倍。此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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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們亦研究河道寬度和植生間的關聯 (Davies-Colley, 1997;

的演變現象 (Connell and Slatyer, 1977; McIntosh, 1981; Van

Gurnell, 2014; Trimble, 1997)，整體而言在植生覆蓋良好的邊

Andel et al., 1993)。多位學者研究植生和河流地貌之間的時間

岸，植物在地下部根系的部份對穩定邊岸之功效非常顯著，故

演變 (Kollmann et al., 1999; Robertson and Augspurger, 1999;

植生覆蓋良好的河道橫斷面比起植生覆蓋不良的還來更為窄

Gray and Sotir, 1996; Dwyer et al., 1997; Beeson and Doyle, 1995)，

深。Li and Millar (2011) 則利用數值模式，證明植生具有加強

分析植物於洪氾平原和河道上的空間分布、結構、演替與消長，

河岸抗沖蝕的能力與並能降低濱水區附近水流之流速；雖然蜿

並擴展討論到不同流域的水文特性 (e.g.平均流量、洪峰流量

蜒的流路仍具有發展為辮狀流路的趨勢，但其分流易被河岸植

和重現期距、地下水等因素) 如何提供或干擾植物生長，同時

生包圍而限制其發展，整體而言濱水區植生的存在確實可以增

觀察到植物於水砂交互作用的機制中，發現植物存在有助於穩

加流路的穩定性。綜合上述現地勘查和室內實驗的研究成果，

固土砂，不但可以防止水流沖蝕也可增進土砂落淤。如 Hickin

濱水區植生對於河道型態的影響可以歸納為下列五點：(1) 減

(1984) 長時間觀察 Squamish River 的植生變化和地景演變，

緩水流流速並使泥沙落淤於灘岸，使其抗蝕能力增強 (Gurnell,

該河川於 1960 年遭受大型洪水事件使其河貌呈現辮狀型態，

2006, 2014; Corenblit et al., 2007; Nepf, 2012)；(2) 藉由根部增

隨著數年的植生逐漸入侵和繁衍，該河川於 1980 年已逐漸回

強土體固結力 (Gurnell, 2002; Millar, 2000)；(3) 植物的莖葉擁

復為單股河川。

有保護作用，使底床的泥沙不易被水流沖蝕。(Church, 2002)；

台灣地區於濱水植生的空間分布研究較為有限，且欠缺以

(4) 降低水流從河道分 流和 改道(辮 狀化) 的機會 (Gurnell,

河川型態為切入觀點的分析。本研究蒐集並參考國內外植生演

2006; Church, 2002)；(5) 減緩邊岸沖蝕，縮減河道寬度，使河

替與河相型態調查之文獻，設計現地調查之方式，調查台灣中

道較為窄深 (Church, 2002)。

部河川 (烏溪、大甲溪與濁水溪流域) 的河川型態與濱水帶植

植生於不同型態河川中的分布和演替，受到不同規模與頻

生分布，將所取得的資料綜合整理，建立台灣地區河川型態與

率的洪水所造成的週期性作用影響，使得群落在時空的分布上

植生分布的資料庫，進一步分析各河段之河相特性和植生分布

會呈現相當的變異性。「植生演替」可視為在植物群落發育變

與組成，探討河川於水砂時空分配下，其植被類型、組成、分

化過程中，由低級 (如先驅草本植物) 到高級 (如喬木)，由簡

布與演替等特徵。

單到複雜，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一個群落代替另一個群落

圖 1 研究流域地形圖與調查點位河川型態分布圖
Fig.1 The terrain of the study area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iver types for survey sites

二、研究區域與方法
本研究以台灣中部河川作為研究區，主要的調查河段位於
烏溪流域 (共計 124 處)，除了烏溪本流，亦包含上游支流北

及其上游支流陳有蘭溪 (7 處)，建立共計 155 處的調查河段資
料庫。調查的點位選取，基本上沿著河川以相似間隔距離取樣，
選擇通視性較佳之位置 (如橋梁、河堤或道路旁)，進行河段型
態與濱水區植生調查。

港溪、南港溪與眉溪，以及下游支流貓羅溪、筏子溪與大里溪

烏溪、大甲溪與濁水溪均發源自中央山脈西麓，其中烏溪

(圖 1)。此外，亦加入大甲溪主流 (18 處)、濁水溪主流 (6 處)

的流域面積為 2,026 km2，主流長 119.1 km；大甲溪流域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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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 km2，主流長 124.2 km；濁水溪流域面積約 3,157 km2，

分類項目包含地形分區、河道平面型態與河床質粒徑。地形分

主流長 186.6 km (經濟部水利署資訊網)。本研究的研究河段，

區分為五類，即山區、丘陵、台地、平原和河口區；河道平面

海拔高程均位於 1,200 m 以下，但涵蓋了山區、丘陵、台地、

型態包含順直、蜿蜒、辮狀；河床質粒徑包含粗顆粒 (>2 mm)

平原等不同地形區。上游山區的地質組成主要為四稜砂岩以及

與細顆粒 (<2 mm)。

乾溝層之硬頁岩與板岩，流經的丘陵與台地主要為砂岩與頁岩

五層分類法中的第五層棲地特性，其空間層級是以數百公

區，下游平原則為平坦的沖積層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查詢

尺以下之小範圍河段為主，棲地組成因子包含泥砂、水流、床

網)。中部河川流域的年平均降雨量介於 2,000 至 2500 mm 之

型、人為活動與植生五項，營力部份則以人為、水流、植生三

間，山地多於平地，降雨季節主要集中於 5-9 月，颱洪事件的

者對棲地演變之影響最大。在數百公尺小範圍的河段中，棲地

高流量與出現頻率，是影響濱水植生生長與演替的重要因子。

的組成類別，依照其相對於河道的位置以及被水流浸沒的頻率，

本研究以陳樹群與安軒霈 (2012) 提出的台灣河川型態

可以分為數個不同的棲地單元。本研究於野外調查時，將各河

五層分類法做為濱水帶植生調查之理論基礎，並依其原則將所

段除水域外，區分為沙洲 (bar)、河中島 (island)、河漫灘

調查的現勘點位進行河川型態之分類。五層分類法透過不同空

(floodplain) 及高灘地 (upper terrace) 等四項棲地單元 (表 1)，

間尺度對集水區的河川進行分層和定位，將一條河川之特性分

調查時並同時記錄各棲地單元之植生分布狀況。至於高於高灘

為流域、水系、主流、河道至棲地等不同位階，以便進行系統

地的河岸林帶，雖亦屬於廣義的濱水區植生範圍，但因本文主

性的分析和討論。Rosgen (1996) 以美國河川所建立的河川分

要探討河水作用與植生分佈之關係，故洪水無法直接影響到之

類系統，是依照蜿蜒度、寬深比與坡度等河道特性填入該系統

河岸林地帶，不在本研究討論範疇，本文主要探討河川行水區

限定的類型，其既定分類並無法全部適用於地形陡峭的台灣河

的濱水區植生分布型態。本研究修改方琦萱 (2008) 所建立之

川，如台灣山區的辮狀河川便無法填入該分類系統內。相較於

河溪物理性棲地環境評估表，表格設計以有效、快速、可視性

Rosgen (1996) 所建立的河川分類系統，五層分類法更能反映

等原則為目標，以強化觀察棲地中植物的分布和組成，其中與

河道的動態特質，故適用於地質年輕的流域和多砂且變動快的

植生環境相關的評估項目列於表 2。各現勘點位的通視範圍皆

河道。本研究探討河川型態以及植生分布的空間關係，因此著

不同，範圍至可清楚觀察到其植生特性之程度而定，約介於數

重在中尺度與小尺度的分類、調查與分析。我們使用第三層主

十公尺至數百公尺之間。完整野外調查的 155 處河段以近五年

流特性及第四層河道特性進行河川型態之分類，接著帶入第五

為主，但部分河段之影像紀錄可追溯至 2004 年的敏督利颱風。

層棲地特性來討論植生分布和組成的特性。第三層主流特性的
表 1 棲地單元的類別與定義 (參考 Osterkamp and Hupp, 2010)
Table 1

The categories and definitions of habitat units (Osterkamp and Hupp, 2010)

棲地單元
沙洲
(bar)
植生河中島
(vegetation island)
河漫灘
(floodplain)
高灘地
(upper terrace)

定義
在河道中高程較低的堆積單元，可被年平均洪水量以下的流量淹沒，通常沙洲上植物的優勢種以先驅草本為主，
沒有成熟木本植物，許多區域的沙洲甚至沒有植生覆蓋。
在滿槽流量下不會被水流淹沒，且在島上有穩定成熟的植生存在，在一些河中島上甚至有人為的開發利用，河中
島或許不能永久存在，但可能存在多年甚至超過10年。
又稱氾濫平原或洪氾平原，位於水道兩側的大片淤積體，在河流堆積作用下而形成的灘地，常在枯水期露出水面，
在豐水期常被淹沒(年平均洪水量以上)，其範圍受水流沖淤而有所消長。
高程高過於水道兩岸，其受到洪水干擾的機率小，故植物生長已經邁入成熟且穩定的植被，現今由於土地的開發
日漸頻繁，高灘地多有種植農作和其他土地利用的趨勢。

三、濱水區植生型態
1. 河川型態分類

生分布特性，藉此建立中部地區之河川型態與植生分布資料庫。
歸納各河川類型的植生分布特性時，發現部分河川型態下的植
物分布其實頗為相似，本研究根據地形、水文與植生分布特性，

各調查河段依照地形分區、河道平面型態以及河床質粒徑

將 14 類的河川型態簡化為 8 類 (表 3)，此 8 類河川型態的空

進行河川型態分類，共可分為 14 類，各類型的河段數量統計

間分布如圖 1 所示。首先，台灣山區仍處在抬升階段，不管為

如表 3 所列。數量最多的河川類型為丘陵粗顆粒蜿蜒河段，共

蜿蜒還是辮狀河段皆以下切侵蝕為主，使整個谷地具有河曲形

計 44 處。以地形分區來看，丘陵地區為最多 (74 處)，佔總體

式，雖河川平面型態不同，但水理和輸砂特性相似，導致植生

河段數量 (155 處) 的 48%，其次為平原地區 (59 處，38%)，

分布也差異不大，故將其統稱為深切河曲。此外，大甲溪於石

台地、山區以及河口數量相對較少。以河道平面型態來看，蜿

岡壩一帶的兩處河段，雖然分類為台地順直粗顆粒河段，但受

蜒河段為最多 (70 處)，辮狀河段次之 (58 處)，順直河段較少

到地質構造抬升影響而回春作用旺盛，因河段特性與山區河川

(27 處)。以河床質粒徑來看，多數河段的河床質均為粗顆粒主

相似，皆以向下侵蝕並使谷地具有河曲形式，故將其併於深切

導，僅平原和河口地區共計 6 處的河段為細顆粒，顯示調查的

河曲的分類中。其次，在丘陵區中，順直河段常會出現在兩彎

河段多數具有良好的沉積物搬運能力。

曲河段之間，可視為蜿蜒河段的一部分，其在植生分布並沒有

各河段的河川型態於野外調查時逐一確認，亦同時記錄植

顯著的差別，故將順直河段併入蜿蜒河段來進行討論。另外，
丘陵和台地區的河川均位於流域的中游區段，周邊環境與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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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相似度高，故將丘陵和台地視為同一區位來討論。平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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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其它的平原順直河段皆可以併入蜿蜒河段來討論。

的情況也類同於丘陵區，除了河口順直段具有特殊的感潮特性
表 2 河溪植生環境評估表
Table 2

The sheet for evaluating vegetation in rivers/streams
□地景的內部

□邊緣-內部

□地景的邊緣

□無植生出現

植生出現位置

植生覆蓋程度
植生族群
植物種類數目

□植生覆蓋超過75%，看不到植物下方的裸露地，植生自然地生長。
□植生覆蓋在50~75%之間，可看到植生覆蓋下方的裸露地，植生自然地生長。
□植生覆蓋在25~50%之間，河岸存在大片赤裸的荒地，植物生長不良。
□植生覆蓋小於25%，受到水流擾動嚴重，有些灘地甚至無植生覆蓋。
□喬木出現
□灌木出現
□高莖草類
□先驅低莖草類
□四種以上

□三~四種

□一~二種

□ 無

表 3 調查河段依地形、河床質粒徑與河道平面型態分類之河川型態數量統計
Table 3

Numbers of reach types by terrains, bed material sizes, and channel planforms

圖 1 呈現了此 8 類河川型態的空間分布，各河川的分布

較低的階地受到水流擾動之頻率非常高，故無法有穩定的植群

特性說明如下。大甲溪主要為丘陵/台地辮狀河谷，下游近河

存在，甚至一些先驅低莖草類也難以存活，明顯的植物群落普

口處則為平原辮狀粗顆粒河段。烏溪上游的北港溪、南港溪以

遍都出現在較高階地上，但就算在較高的階地上，依然沒有灌、

及眉溪，主要為丘陵/台地蜿蜒河谷，於埔里盆地一帶因地勢

喬木分布，甚至連大型的草本植物也分布稀疏，其主要植被為

平緩，有平原辮狀粗顆粒以及平原蜿蜒粗顆粒河段的分布。烏

低矮的草本植物，顯示該河段的溪流功率非常高。山區辮狀河

溪下游匯入的筏子溪與大里溪，則以平原蜿蜒粗顆粒河段為主。

川的流路時常變遷，河段中不易出現穩定的沙洲。數量不多的

另一條支流貓羅溪，其上游為丘陵/台地蜿蜒河谷，流經八卦

沙洲零散分布於河道內，由於河道寬度不大，沙洲在大水時受

台地東側谷地的部分則以平原辮狀/蜿蜒粗顆粒河段為主。至

到水流沖刷作用嚴重，河川傾向以掃平河道內的沙洲來增加通

於烏溪主流，由上游的丘陵/台地辮狀河谷，漸轉為平原辮狀

水斷面，致使沙洲消長快速，所以只有稀疏的植物分布而無穩

粗顆粒河段，近河口處則為河口感潮河段。平原辮狀細顆粒河

定的植群。而河漫灘也容易因流路的擺盪而遭受水流側蝕，所

段分布在濁水溪下游處，其上游支流陳有蘭溪的河川型態均為

以植群多出現在高程較高且遠離流路一段距離的地方。整體上

山區深切河曲。

河貌大多以無植生的裸露礫石地佔主要比例，沙洲上的植群則

2. 植生分布型態

多以低矮草本植物為主，代表性物種如茵陳蒿、刺莧等，部分

濱水區植生的分布特性與前述的河川型態息息相關，以下
將野外的植生調查結果，歸納整理後，分為山區河川、丘陵台
地河川以及平原蜿蜒河川來分別說明。山區河川 (圖 2A) 的
蜿蜒河段，其周邊地勢陡峭，若發生降雨事件，雨水匯流至河
道的時間較短，轉瞬間溪水的流量即會暴漲，使周邊河漫灘與

沙洲頂端有出現高莖草類(代表性物種如象草、五節芒等)；河
漫灘內部和高灘地有穩定的高莖草類和灌木群落，在靠近山壁
處偶會分布一些的小型喬木群落。
丘陵與台地區 (圖 2B) 的順直/蜿蜒河段，其溪流功率已
不如山區河川那樣高，所以周邊河漫灘或是泥砂的堆積區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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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群分布，但靠近河道處依舊因其水位變幅大之影響，使植生

邊灘於洪水事件中，常有被沖蝕溢淹的情形，造成灘地植物生

易受到水文擾動而讓該區域呈現裸露地，河道內的漂石可以提

長不良而呈現疏生草地。高灘地上則以演替後期的植物為主，

供屏障，使後方的生育基盤較為穩定，或許可讓部分植生(如

有許多喬木群落分布，成為該區的優勢種，且開始有耐蔭性植

大花咸豐草、加拿大蓬等)得以生存。整體而言，植群的分布

物存在於林蔭之下。平原區的辮狀河段，其沙洲消長迅速、主

以草本植物為主，較廣闊的河漫灘內部和高灘地受水文擾動的

深槽易左右擺盪，使該河川型態下植物的生長環境較不穩定，

程度開始降低，出現良好且穩定的植群，不但有高莖草類、灌

可能於一場洪水事件後，整個河貌就有不小的改變。雖然辮狀

木群落，喬木也鑲崁於其中並有逐漸取代高莖草類成為頂部層

河川的不穩定性高，但由於平原的水文性質(如流量、水位)不

次植群的趨勢。至於丘陵辮狀河川，因主深槽容易擺盪，流路

像山區變幅如此大，再加上平原地區的坡度平緩，水流對棲地

變動與消長快速，造成河漫灘和沙洲的不安定性增加與邊岸崩

單元的擾動等級也較低，所以疏生草地所佔的面積比例有明顯

塌的風險。因為上述的原因，穩定植群多分布在棲地單元的內

比山區和丘陵來的小，植物於廣闊的河漫灘和沙洲上分布良好，

部，優勢種為高莖草類，但有些地區已開始有灌木和小型喬木

部分沙洲有邁入河中島階段的情況，其島上存在發育良好的喬

出現，代表該區域較穩定且不常被水流干擾；在靠近山壁處的

木群落，儼然取代高莖草類成為頂部層次的優勢植被，形成演

灌木或小型喬木群落分布得更為明顯，而山壁的坡面上則有良

替較後期的植生群落。

好的大型喬木群落分布。

河口感潮河段因為接近出海口，所以地勢更加平緩，河幅

平原地區 (圖 2C) 的蜿蜒河段，由於河道的水流速度緩

更為寬廣。受到海水潮汐作用的影響，迴流的水流讓水位升高，

慢，所以在一些出水面的淺瀨上會有植物入侵 (如李氏禾、巴

水流深而緩且溪流功率低，泥砂粒徑逐漸從粗顆粒轉為細顆粒。

拉草等)，甚至會發展為浮島。此河川型態之下溪流功率皆偏

出海口的河水水位受潮汐影響而時常變化，植生群落也因經常

低，故河漫灘的植群分布十分良好，許多大型禾本科群落的高

性的擾動而不易生長，所以河岸於一定高度之下的灘地多呈現

度可達 2 公尺以上，連在河道邊緣也可見其出現，灘地內部可

裸露帶，鮮少有植生出現，連速生先驅草本植物也難以繁殖發

見大量的喬木植群和灌木植群分布，整體而言，全區層次更加

育，而穩定植群多分布在此一高度之上，像高莖草類植物、灌

豐富，多樣的棲地結構可能孕育出更豐富的生物群落。此外，

木、喬木群落皆生育良好。高灘地上則以演替後期的植物為主，

水域區開始有挺水植物 (如蘆葦、香蒲、翼莖水丁香等) 和水

有許多喬木群落分布，已經成為該區的優勢種，且開始有耐蔭

生植物 (水芙蓉) 出現，其族群若逐漸往河道內部發展，將使

性植物出現於林蔭之下。

河道寬度減少。在河道彎曲段，因大水趨直的效應，所以凸岸
濱水帶植生分布橫剖面示意圖
(A)山區河川

照片實例

高莖草類

灌木

山區蜿蜒：陳有蘭溪(沙里仙林道)

山區辮狀：和社溪(近松山橋)

丘陵順直：北港溪(清流橋)

丘陵辮狀：烏溪(雙十吊橋)

平原蜿蜒：貓羅溪(近國道三號)

平原辮狀：眉溪(向善橋)

先驅低莖草類

(B)丘陵/台地河川

喬木

高莖草類

灌木

喬木

(C)平原河川

高莖草類

灌木

水生植物

圖 2 濱水帶植生分布橫剖面圖與照片實例
Fig.2 The cross-sectional profiles of riparian vegetation with corresponding field 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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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濱水區植生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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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演替之外，亦會發生逆向演替，亦即群落自較複雜而穩定
的植群，退化至較簡單而不穩定的植群，當大規模的洪水發生

本節進一步討論植生在河相環境中之作用與影響的層級

時，其強大的作用力往往可使植群直接退化至裸地。故台灣濱

與範圍，並發展具有空間與時間尺度之理論架構。主要包含三

水區植生群落通常處於較為早期的演替階段，一些演替較後期

個部分：一、建立河道於植生入侵後其發育與演替之架構圖，

的物種，在高灘地與高河階上才有機會看到。外部效應與內部

以瞭解植生在沙洲與河漫灘等濱水區上的生長情況，闡明環境

效應為組成植生演替的兩個重要因子，如果該區域的外部效應

應力對植群發育的限制；二、建立植生在上、中、下游河相中

影響越強烈，則內部效應的作用就越微弱，反之亦然，兩者呈

之空間分布示意圖，以此做為分析河段河相時，植生分布於台

現相對的關係。例如在河道邊緣處，水流頻繁擾動，此為外部

灣河川型態中的層級定位。三、利用多期的現地調查資料，探

效應主導了植生演替發育，植群內部彼此的相互作用很小。若

討植生在沙洲與河漫灘等濱水區上的動態變化。

在河中島或高灘地，則為內部效應主導，致使該區有潛力往演

1. 植生發育與演替架構

替後期發育，所分布之族群就可能存在喬木等演替較後期的物

Connell and Slatyer (1977) 把演替的原因分為外部效應
(allogenic processes) 與內部效應 (autogenic processes)。外部效
應為外界加給生態系統的各種作用，會造成演替階段發生改變，
甚至出現植物群落的退化，亦可稱之為擾動。外部效應依種類
來源可以分為人為因素與自然因素，人為因素可包含工程施工、
森林砍伐、開墾等行為，自然因素則為洪水侵擾、山崩地滑、
火災、氣候變遷、外來種植物入侵等，這些因素有些是單獨作
用，有些是多種不同因素的綜合作用。內部效應則為生態系統

種。
本研究結合前述各棲地單元之植物分布與組成，與此節所
提的概念，繪製植生演替與發育架構圖 (圖 3)。圖 3 的右側
為演替過程的倒金字塔，越往下代表演替階段越往後期發展。
棲地單元分為四種 (沙洲、河漫灘、河中島、高灘地)，圖中標
示出常流量的水位高度，越往右的棲地單元代表高程越高。同
一河段中，沙洲的高度有高有低，所以在圖中呈現區間性的分
布，但最大高程會出現在 2 年重現期的洪水水位左右，如超過

內部組成植物的相互作用，Connell and Slatyer (1977) 再將此

此高度則會被歸類為河中島。河漫灘高程的分布從靠近河道濱

效應細分為容忍度 (tolerance)、抑制作用 (inhibition) 和促進

水處往內部逐漸增加，因台灣洪水事件發生頻繁，河漫灘發育

作用 (facilitation)。容忍度泛指植物對生育環境的耐性，如河

良好，且因地層活動的影響使河道以下切進行調整，造成河漫

道的濱水帶因環境乾燥、土壤貧瘠、土壤水分變幅較大，所以
擁有較強耐旱性、耐貧瘠性的植物才有機會能發育成群。抑制
作用泛指一個群落的發展會使另一個群落衰敗，而使其被另一
個群落取代的現象，舉例來說，山區崩塌地在早期演替階段的
植物多為陽性植物，如果生態系統受到擾動少，喬木植物會開
始入侵並成為頂層優勢物種，則底部低矮的陽性植物將因陽光
被攔阻而生長不良，開始慢慢被耐蔭植物所取代。整體而言，
喬木的入侵和發育使陽性植物被抑制，進而讓其它植群取代，
即為抑制作用。但反過來說，喬木的入侵和發育使耐蔭性植物
得以生存，進而可以取代其它植群，此為促進作用。在濱水帶
的生態系統中，先驅植物入侵沙洲表面並逐漸發育和演替，如
果植生能在洪水事件中存活，其可透過植株地表上莖、葉等部
份之形狀阻力影響其周遭之水流流速，並改變水流輸砂特性，
促使泥砂落淤。植生對滯水與淤砂之能力則隨著植株本體之拓
殖、擴大而增加，並將植生群落與沙洲地形之穩定帶入正向的
循環中，故植物與水砂間交互之影響也可視為一種促進作用；
反之如果造成植物的衰退，即是水流對植物和該區域的擾動，
則屬於外部機制。

灘高程差異性大，因而在圖中呈現大幅度的區間性分布。河中
島遠離水位面有一段距離，有些島的高程甚至已達高灘地等級，
所以在河道內為相對安定的地區，島上也分布著良好的大型喬
木群落，植群的存在可以為該區提供額外的補強效應，使得河
中島得以抵禦大型的洪水事件而不易被摧毀。高灘地基本上位
於濱水帶的邊緣處，除了特大型洪水外鮮少被干擾，所以得已
發育出演替較後期的植物。架構圖的左側描述外部機制與內部
機制的消長關係，往下代表內部機制作用越強烈且外部機制減
弱，反之亦然。高程與內、外部機制有密切的關係，高程低代
表水流擾動強度高 (外部效應主導)，如對應到圖 3 右邊的倒
金字塔，其會位於倒金字塔的最上層，也就是早期演替的階段，
所以棲地單元表面多為疏生草地而無植群存在。由於各河段中
地景的高程皆不為定值(為區間性的分布)，也因所在的不同地
區之高程差異性，使植生演替階段也各不相同，造成演替層級
同樣呈現區間性的分布。藉由此架構圖之建立，可以為各棲地
單元上的植物組成，提供良好的闡釋和分類，能藉此為基礎進
一步建立台灣河川型態與植物組成的資料庫。

2. 河川型態與植生分布之空間特性

植群演替的階段為：疏生草地 (近乎無植生)→速生先驅

本研究將野外調查的河川型態簡併為 8 個代表類型 (圖 1

植物→先驅植物 (高莖草類)→先驅植物 (灌木)→先驅植物

及表 3)，並引入 Gurnell (2014) 所提出植生分布特性之理念，

( 喬 木 ) → 演 替 較 後 期 的植 物 ( 耐蔭 性 植 物) 。 本 研 究 參 考

結合植生種類與演替階段，建立植生自上游至下游於不同河相

Corenblit et al. (2007)、Connell and Slatyer (1977) 及 Gurnell et

中之空間分布示意圖 (圖 4)，圖中的羅馬數字代表植生演替的

al. (2001) 等，將植生演替的過程進一步劃分為四個代表階段，

四個代表階段，各河相中的植生型態自上游至河口說明如下。

以進行定性的描述和理解，分別是Ⅰ:水文控制、Ⅱ：植生入

山區河道的水文擾動較強，穩定的植群需要於更高的沙洲或灘

侵、Ⅲ：植生與水流交互影響、Ⅳ：自然演替。台灣降雨的季

地上才會出現，此處穩定的植群指的是演替階段 III&IV 才會

節分布較為集中，且每年幾乎都有颱風侵襲，所以濱水帶植物

出現的高莖草類、灌木、喬木或耐蔭性植物。山區河道因水位

受到水流擾動的頻率和強度皆不小，因此濱水植群除了前述的

和流量變幅大且擾動的重現期距短，故植生於一定高度之下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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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都無分布。進入丘陵和台地區，雖然部份位於源頭的河段依

趨直的影響，其水文擾動較強烈，而會有疏生草地夾於灘地和

然有較高溪流功率，但整體水文擾動的強度和頻率已不如山區

河道邊緣之間。平原細顆粒蜿蜒河段的溪流功率低微，溪岸上

河川高，所以河道邊緣處因獲取水分容易，而開始有植群出現

難以發現先驅速生草種(如大花咸豐草)所構成的群落，就算在

並呈帶狀分布，但只要離水位面的距離一遠，幼苗短淺的根系

擾動較強烈的凸岸邊灘上也極少見，取而代之的是高莖草類和

會因獲取不到水份而無法生長，而經過一段時間或許植生好不

灌木群落，水生植群發育越發旺盛，演替較後期的植物有往河

容易開始慢慢入侵後，下一次的洪水又再次侵擾，使得灘地內

道方向發育的趨勢。河口順直段的植群受到潮差影響顯著，因

部至河道邊緣經常有大片的裸露地存在。進入下游平原區，水

河道水位的高度時常上下起伏改變，植群受其擾動而不易生長，

文擾動的層級再次降低，疏生草地的面積逐漸減少，穩定的植

所以河岸於一定高度之下的灘地多呈現裸露帶，連先驅低莖草

群也逐漸增加。其中平原辮狀河川的不穩定性仍較高，所以多

類也難以繁殖發育，而穩定植群多分布在此一高度之上。透過

還是在高灘地上才能發現演替較後期的植群；而平原粗顆粒蜿

此概念圖的建立，簡潔地視覺化呈現出不同植生於台灣河川型

蜒河川於兩彎曲間的過渡河道中已幾乎沒有疏生草地存在，植

態中的層級定位。

群生長分布良好，水生植物開始出現，但在凸岸邊灘因受大水

圖 3 植生演替與發展架構圖
Fig.3 The framework of vegetation succession and development

圖 4 植生分布與演替階段與河道型態的空間關係 (修改自 Gurnell, 2014)
Fig.4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vegetation distribution, succession stages, and river morphology (modified from
Gurnel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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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作用而導致植物死亡。正面效應包含：(1) 洪水中常挾帶植

植物於時間和空間上的變化與洪水事件密不可分，台灣地

物的種子和殘株，到了合適的地點就會迅速萌芽，加快植物傳

區降雨量的季節分布不均，大致上枯水期在 11-4 月，而豐水

播和繁衍、(2) 讓離河道有一段距離的河漫灘或沙洲可以獲得

期集中在 5-10 月，且常伴隨著颱風侵襲。豐水期間植物雖然

水份和有機物。

受到洪水擾動的機會較高，但此時期的降雨豐沛，土壤中的含

本研究以影像紀錄調查河段的植生演替過程。以南港溪中

水量上升，植物可以由土壤或直接從降雨的雨水來獲取水分，

游為例 (丘陵蜿蜒粗顆粒河段，見圖 5)，自 2004 年 7 月敏督

所以其生長速率高，繁衍和演替的速率也跟著提升。豐水期間

利颱風造成河床大幅變動後，河漫灘上已重新出現大面積之草

的洪水對植物產生之環境應力，可以從長期影響和短期影響來

本植生 (圖 5A&B)。但 2008 年 9 月辛樂克颱風侵襲過後，河

探討 (Kozlowski and Pallardy, 2002)。以長期來看，洪水對於

床上已不復見草本植生 (圖 5C)。到了 2015 和 2016 年時 (圖

植物會有型態組成上的影響，水文擾動頻率高的地方，植群分

5D&E)，由於期間沒有顯著的洪水干擾，所以草本植物入侵和

布多處於演替早期(草本)，而擾動較少的地方會有灌、喬木出

生長旺盛，但依然沒有木本植物發育。颱洪事件發生的時間間

現。以短期來看，洪水對植物有生理方面的影響，即洪水對植

隔，影響邊灘上植生的型態與發育程度。本河段受颱洪事件周

物的負面和正面效應 (Gurnell, 2014; Ballesteros et al., 2011;

期影響而造成之床型改變，其間在河漫灘相對穩定的時間長度

Toda et al., 2005)。負面的影響包含有：(1) 長時間浸水造成根

與草本植生生入侵生長之時間相似，故在邊灘等濱水區地形上

系死亡、(2) 降低光合作用、(3) 生育基盤被移除、(4) 洪水退

可容納草本植生之出現，但當植群演替將要發育至木本植物的

水期間，植物被水流挾帶的大量泥沙所掩埋、(5) 因洪水的機

階段時，往往會遇到颱洪事件的侵擾，該區無法維持穩定的木
本植生入侵的基礎。

敏督利颱風(2004/7)

辛樂克颱風(2008/9)

(A) 2006/12/13

(B) 2008/04/03

(D) 2015/03/28

(E) 2016/03/12

(C) 2009/10/03

圖 5 河道邊灘歷年植生面積消長(南港溪中游的丘陵蜿蜒粗顆粒河段)。
颱洪事件發生的時間間隔，影響邊灘上植生的型態與發育程度。
Fig.5 The vegetation variation influenced by typhoon events on a floodplain in the Nangung Stream

植群演替和分布的情形具有週期性，而此週期性和洪水的
重現期距有密切關聯，各棲地單元的植生覆蓋率的動態變化可

群將持續穩定發育。高灘地已經進入演替較後期的階段，形成
良好的複層林相，植生覆蓋趨於穩定而不會有太大的變幅。

用圖 6 說明。植群假定在無擾動的狀態下穩定成長，而豐水期

一般而言，豐水期的植物生長速率會大於枯水期，而河漫

中的洪水事件為降低植生覆蓋的重要擾動因子。位於沙洲上的

灘上植物的增加速率會大於沙洲，其原因主要為植物入侵和生

植群，因沙洲本身的不穩定性所以很難進一步發育，但如果該

長的方式。植物繁殖體(如種子或是殘株)的傳播管道包含水媒、

區正發展為河中島，表示其處於河道的相對穩定期，代表植群

風媒、動物，對剛生成的沙洲而言，若形成於河道中央，動物

有機會往演替後期來發展。河漫灘受擾動最劇烈的地方往往在

和風媒對繁殖體傳播的作用較微小，其傳播的方式主要是藉由

河道邊緣處，所以優勢族群多為演替前期的物種，內部往往具

水媒傳播 (Milberg, 1995; Ma et al., 2011)，特別是在洪水事件

有穩定植群，抵禦洪水的能力強而不易衰退。河中島除非為大

中所帶來的繁殖體為大宗。繁殖體接著於沙洲上再以實生苗的

型洪水事件 (如圖 6 中的 15yr 洪水)，否則不易被擾動，其植

方式生長 (Johnson, 2000)，但是實生苗非常容易受到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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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死亡，例如洪水擾動和枯水期的乾燥環境，致使沙洲植群繁

的地方在於河漫灘具有種子庫 (seed bank) 特性 (Thompson,

衍不快。如果沙洲表面原本就有植群存在，則其在洪水事件中

1992)，種子庫泛指存在於土壤中處於休眠狀態的繁殖體，如

可以攔阻更大量的有機質和繁殖體，可加速植生入侵的速度。

果遇到適合的環境，就會打破休眠而發芽，而沙洲沒有此現象

至於河漫灘，其繁殖體傳播方式較沙洲更為多樣，水媒、風媒、

存在 (Müller and Scharm, 2001)，這與沙洲本身的不穩定性有

動物管道皆有作用，其它部分的機制與沙洲相似，但最大不同

關。

圖 6 植生覆蓋率於不同棲地單元的動態變化示意圖。
Fig.6 The dynamics of vegetation coverage for different geomorphic units

五、結

論

台灣地區在濱水帶的植物分布型態與演替特性的研究仍
屬萌芽階段，因此，本研究結合植生調查與河川型態分類，以
地形特性的觀點切入，分析植生型態於濱水帶的空間差異與時

響」，國立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研究所碩士論文。(Fang,
C.H. (2008). The Influence of Engineering Structure on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iver Habitat, Master Thesi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wan, ROC. (in Chinese))
[2] 陳樹群、安軒霈 (2012)，「河川型態五層分類法架構與應
用」，中華水土保持學報，43(1)，21-40。(Chen, S.C., and

間變化，以棲地單元的分布特性為基礎，調查台灣中部河川
(烏溪、大甲溪與濁水溪流域) 共計 155 處河段的河川型態與
濱水帶植生分布，於此建立台灣地區河川型態與植生分布的資
料庫。調查河段共分類為 14 個河川型態，並從評估表中的項

[3]

目來記錄不同型態河川下之植物分布與組成。依植群分布的相
似性，可簡化為 8 種河相。植群分布型態的分析結果顯示，大
致上植群越靠近河道，組成就越處於早期演替階段，而分布受
水流干擾強烈，時常成帶狀分布或疏生草地，而往高程較高處
移動，則開始有穩定植群出現。本研究建立河道棲地單元於植

[4]

生入侵後其發育與演替之架構圖，並加入洪水事件對植群發育
影響之觀點，建立植生在河相中之空間分布示意圖。其次，透

[5]

過河川型態與植生種類的關係圖之建立，系統性地描述濱水帶
的植物特性，可提供未來進行河川管理時之重要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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