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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主要流域之河川型態及其野溪界點判定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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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由河川型態的角度來探討臺灣的河川流域特性，進行綜合性比較並歸納野溪特性，據此評

估判定野溪界點之可行性。選取臺灣 26 個主要流域作為研究區域，由流域形狀與河川縱剖面可發現當流域形
狀偏圓，圓度值 0.35 以上，水系橫向發展空間越大，下游會形成數條較高級序的主流，河川縱剖面呈現多分
支狀；而形狀狹長，圓度值 0.2 以下則反之，其縱剖面較為單一化。臺灣主要流域中超過河段平均高程 500 m
的一級河其坡度約 7%以上，集水區面積約 200 到 400 ha；二級河坡度則在 4%以上，集水區面積約 1000 至
2000 ha；透過現場勘查、航照衛星影像可驗證符合以上條件之一、二級河具有野溪之特徵。故本研究將野溪
初步定義為河段平均坡度大於 4%，且集水區面積小於 2000 ha 之溪流，判別野溪除上述條件初步判識外，需
再進行細部勘驗。而該定義可作為野溪界點判定評估的初步基準，未來可進一步與河川治理界點劃分之範圍
進行探討及研究。

關鍵詞：河川型態、水系縱剖面、野溪特性、河川級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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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fluvial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iver basins in Taiwan. Torrent characteristics were comprehensively compared and summarized, and the feasibility of torrents division point was assessed.
The study area included 26 primary basins in Taiwan. The shape of the basins and the longitudinal profile of the river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basin shape is almost circular with an Rc of 0.35 or more, the transverse development space of the drainage is larger. Numerous higher stream orders are available in the downstream. By
contrast, the basin shape is long and narrow, the longitudinal profile is relatively simple when Rc is 0.2 or less. When
reach elevation is higher than 500 m, the slope of the first order streams in primary basins in Taiwan is higher than 7%,
and the watershed area is 200–400 ha. Furthermore, the slope of the second order streams is higher than 4%, and the
watershed area is 1000–2000 ha. On the basi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aerial photograph, and satellite imagery, the first
and second order streams were verified as possessing torrent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the average reach slope and
watershed area of the torrent was primarily defined to be higher than 4% and less than 2000 ha,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o the aforementioned conditions, distinguishing torrents must be verified using field surveys. Moreover, our definition
can be applied to determine the torrent division point and to compare it against a range of river division point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River morphology, longitudinal profile of drainage, torrent characteristic, stream order

一、前

言

and Wilcox (2005) 指出，完整發展的河川其河相地貌與各項水
流因子相關，也與其流量頻率年有關。Vianello and Agostino

臺灣地處板塊交界，地形單元多變且具高脆弱度，其中又

(2007) 以河寬因子對河相地貌的影響進行討論，研究結果顯

以山地地形佔多數，使得臺灣河川具有坡陡流急之特性。加上

示在不同型態的河相地貌間存在不同的河寬因子，且河道坡度

近年來極端氣候所導致的氣候異常及短延時強降雨，對於臺灣

與底床粒徑也會相互影響。Montgomery and Dietrich (1988) 以

河川型態產生一定程度的衝擊及改變，且所發生的災害也漸趨

俄勒岡州的庫斯灣、加州的內華達山脈南部及馬林縣三個研究

劇烈。本研究欲由河川型態的角度來了解臺灣的河川流域特性，

區分別進行坡度與集水區面積關係之分析，研究結果顯示集水

進行綜合性比較並探討其野溪特性。大多數的研究都指出河相

區面積越大則坡度越緩，反之亦然，兩者呈負相關之趨勢。

地貌的發展與滿槽流量、坡度、寬深比等因子相關，如 Wohl

Restrepo and Waisanen (2004) 嘗試以 GIS 的技術分類溪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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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Harrison et al. (2011)、Hodge et al. (2011)、Parola et al.

積超過 518 公頃的溪流幾乎屬於常流溪。Brierley and Fryirs

(2005)、Nanson (2010)、Nanson and Knighton (1996)、Wohl and

(2001) 提到控制各種溪流型態的因子包括山谷的坡度、寬度、

Wilcox (2005)、Brierley and Fryirs (2001)對於各個因子有不同

上游集水區面積及溪流功率。錢寧等 (1987) 提到流域作為一

的範圍值，其中 Wohl and Wilcox (2005) 有提及 Camp Creek

個整體的外型可有不同的表達方式，而其中一項則是流域圓度，

的溪流寬度 17 m，溪流寬深比為 1.4 左右，底床粒徑大於 400

定義為流域面積除以具有同一周長的圓面積，陳樹群、安軒霈

mm，而 Brierley and Fryirs (2001) 指出溪流斷面由 V 型轉變

(2012) 在臺灣河川型態五層分類法中的第一層流域特性也有

為 U 型之位置坡度約介於 2%至 4%，彙整以上關於野溪各因

進行流域圓度的計算，流域圓度可表示流域平面形狀趨於圓形

子的分布範圍為河床質粒徑約在 30 至 35 mm 以上，坡度 3 到

的程度，數值介於 0~1 之間，越趨近於 1 則代表流域平面形狀

5%以上，寬深比則是 10 以下。

越趨圓形。

綜合上述，國內外河川流域與野溪，因著地質、地形、水
文環境等因素而展現極為不同的特性，故文獻所提及水力幾何
因子之範圍值是否可適用於臺灣地區需待考量。因此，本研究
先由流域圓度描述流域的外觀形狀，以河川縱剖面了解流域外
觀形狀對於水系型態發展的影響，進而利用河段平均坡度及高
程因子來觀察不同河川級序河段之分布情形，且針對具野溪型
態之河段進行現地勘查，再以河段平均坡度及集水區面積初步
定義野溪之特性。最後，統整臺灣地區主要流域之河川型態並
針對野溪特性進行量化及初步定義，利用該定義做為野溪界點
之判定評估基準，而未來野溪界點可與河川界點進行比較與探
討。

溪流上游為 V 型窄深河谷的野溪多發生土砂災害，下游
則是 U 型寬廣的河川多為洪水災害，而河川與野溪兩者間有
明顯的範圍區分嗎？在水庫集水區治理權責分工暨有關事項
處理原則 (經濟部，2007) 中，其第二章河川野溪治理權責分
工的第三點為河川界點以上屬野溪，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 (以下簡稱水保局) 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以下
簡稱林務局) 治理；以下屬河川，由經濟部水利署 (以下簡稱
水利署) 治理。其界點由經濟部與農業委員會會銜公告。經濟
部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民國 98 年 3 月 30 日會銜公告河川
界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民國 100 年 9 月 29 日建議修正會
銜公告，檢討修正公告內容為「治理界點」，以還原河川界點

二、研究區域概述

之訂定原意，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民國 100 年 12 月 9 日針
對經濟部函覆修正會銜公告進行說明，雙方無法達成共識。經
濟部於民國 101 年 2 月 4 日廢止民國 98 年 3 月 30 日會銜公
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也於民國 101 年 4 月 9 日配合廢止會
銜公告，停止適用與河川界點有關的 3 個函文。經濟部則於民
國 101 年 4 月 13 日逕行公告中央管河川 24 水系及跨省市河
川 2 水系之河川界點。其河川界點所定義的河川起訖點為主流
界點以下至出海口，支流界點以下至匯流口，河川界點以上及
未經公告的支流不屬河川。
故目前的河川界點只劃訂出河川範圍，而野溪之範圍並無
正式規範，然而，在河川界點以上不屬河川即為野溪嗎？河川
界點以上至野溪間是否存有水砂交錯的過渡河段？且對於野
溪的定義多為定性描述，較無定量數值，如在水土保持技術規
範第 64 條 (水土保持局，2012) 提及野溪之定義：「野溪係指
河川中、上游山坡地集水區內具有長度短、溪床坡度陡、溪床
變動大、溪流水量變化大等特性之自然溪谷。」水土保持手冊
(水土保持局，2005) 中則提到野溪之特徵：「野溪係指位於河
系中、上游之小溪流，以河川級序 (stream order) 來判斷，通
常多屬於最初級河系，主要特徵有長度短、溪床坡度陡、溪床
變動大、溪床多岩塊或巨礫、溪流水量變化大。」Svec et al.
(2005) 研究指出水流在河道中持續流動的時間大於 90%為常
流性河流，謂之河川，而水流持續流動的時間小於 10%，則為
短暫性河流，謂之野溪，進一步以集水區面積、寬深比、坡度
等河道及集水區特性因子來預測水流流動時間，其中河床坡度
與水流的流動時間相關性最高。陳樹群 (2008) 對於野溪各項
因子所提出的範圍：「野溪流速大、坡度陡，偏向 V 型河谷，
其寬深比小於 10，河寬約在 50 至 100 m 以下，河床質以卵塊
石為主，河川級序約是第一、二級的初級序河。」由前述可知，
能以溪流寬度、寬深比、河床質粒徑、坡度等因子來描述河川
型態，而 Comiti et al. (2011)、Legleiter (2012)、Brasington et al.

本研究以臺灣地區 26 條中央管河川來進行研究，該 26 條
河川分別為臺灣西部的淡水河、磺溪、鳳山溪、頭前溪、中港
溪、後龍溪、大安溪、大甲溪、烏溪、濁水溪、北港溪、朴子
溪、八掌溪、急水溪、曾文溪、鹽水溪、二仁溪、阿公店溪、
高屏溪、東港溪、四重溪，以及位在東部的蘭陽溪、卑南溪、
秀姑巒溪、花蓮溪及和平溪。流域的基本資料如表 1 所示，而
其各流域的坡度及地層分布情況則如圖 1、圖 2 所示。除了鹽
水溪、二仁溪及阿公店溪外，大部分的流域水系發源於高山，
故流域內地形有較大變化、水系沿程也具有明顯起伏。
表 1 流域的基本資料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basins

發源地
圓度(Rc)
水系名 主流長度 (km) 流域面積 (km2)
東港溪
44
472 七星嶺
0.64
和平溪
51
562 東水山
0.50
磺溪
14
49 南湖北山
0.46
秀姑巒溪
81
1790 奮起湖
0.44
花蓮溪
57
1507 大凍山
0.43
阿公店溪
38
137 七星山
0.42
四重溪
32
125 更孟山
0.42
鹽水溪
41
344 品田山
0.41
卑南溪
84
1603 芋菜坑
0.41
中港溪
54
446 鹿場大山
0.39
後龍溪
58
537 鹿場大山
0.39
二仁溪
63
350 合歡山
0.33
蘭陽溪
73
978 卑南主山
0.32
急水溪
65
379 南湖大山東峰
0.32
鳳山溪
45
250 檜山
0.31
淡水河
159
2726 鳥嘴山
0.30
北港溪
82
645 烏山頂
0.30
烏溪
119
2026 大霸尖山
0.28
頭前溪
63
566 深堀尾
0.26
高屏溪
171
3257 日湯真山
0.26
大安溪
96
758 馬博拉斯山
0.25
濁水溪
187
3157 山豬湖
0.23
朴子溪
76
427 玉山東峰
0.22
曾文溪
138
1177 里龍山
0.20
大甲溪
124
1236 萬里池
0.18
八掌溪
81
475 南湖大山東北峰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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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1. 流域圓度
流域圓度 (Rc) 可用來表示流域平面形狀趨於圓形之程
度，計算方式為流域面積除以具同一周長的圓面積，數值介於
0∼1 之間，越接近 1 則表示流域平面形狀越趨於圓形。

2. 水系分析
本研究為探討水系縱向特性與河段平均高程、坡度特性，
需先就流域之水系資料進行萃取。為統一各流域的分析過程，
採用之水系分析資料一律由內政部 2005 年公告之 5 m DEM
進行水系之計算與萃取。考量分析精度、時間與資料量之平衡
下，將流域 DEM 網格精度由 5 m 降為 20 m，再以 ESRI 公司
發展之 ArcGIS 進行分析，並採用其空間分析工具 (spatial Analyst tool) 的水文模組 (hydrology) 來萃取流域中之水系資料，
水系分析流程如圖 3 所示。本研究以試誤法決定水系門檻值，
地形分水嶺開始彙集 120 ha 之集水區面積後，其位置與 1/5000
像片基本圖之水系源頭處大致重疊，故本研究採用 120 ha 為
水系成立之門檻值，再透過 Strahler (1952) 的河川級序區分法
來劃分各河段的河川級序。將源頭溪流定義為第一級河流，有
兩條第一級河流匯合之流路即為第二級之概念，利用 Strahler
模式計算各斷面在水系所處之河川級序。
圖 1 研究流域坡度分布圖
Fig.1 Slope map in research area

圖 3 水系分析流程圖
Fig.3 The river network analysis flow chart

3. 河川縱剖面特性
由前面水系分析之結果來計算水系之河川級序，並依河川
級序劃分河段，各河段依網格中心為基準，將一維線狀之河段
化為點狀之斷面位置。計算各斷面至出海口之流長，以相臨兩
斷面之流長差來表示相臨斷面之間距，再連同之前所計算的集
水區面積、河川級序與高程等資料一同擷取到斷面點位中，用
以繪製河川縱剖面圖，河川縱剖面之流程如圖 4 所示。

4. 河段高程坡度特性比較圖
利用河段的流長差及高程差來計算河段之平均坡度，流長
差即該河段最上游起點與最下游終點間的河段長度，高程差即
圖 2 研究流域地質分布圖

該河段最上游起點與最下游終點間之河段高差，而河段之平均

Fig.2 Geological map in research area

高程則是將河段中所有斷面點位之高程進行平均，河川級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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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段的平均高程及平均坡度可用來繪製河段之平均高程坡度

游級序大於三級的河段較無明顯的分岔且高級序主流只有一

比較圖。

條，整個縱剖面顯得單純。
對照流域形狀狹長的大甲溪及八掌溪與形狀偏圓的東港
溪、和平溪、磺溪、秀姑巒溪、花蓮溪、阿公店溪、四重溪、
鹽水溪、卑南溪，狹長型流域的河川縱剖面明顯單純化。
綜合上述，流域外觀形狀會影響水系型態的發展，然而水
系型態則決定野溪與河川於地形與地質區位的跨度，跨度的大
小造就水系的多樣性及複雜度，若流域形狀偏圓，水系在地形
地質上的跨度較大，整個水系複雜度較高，下游具有較多條高
級序的主流且常有低坡度的低級序河川入匯主流，因此不能直
接視低級序河川為野溪，需考量河段之坡度高低。

圖 4 河川縱剖面分析流程
Fig.4 The longitudinal profile of the river analysis flow
chart

四、結果與討論
1. 流域形狀與縱剖面型態
在流域外觀的特性當中，圓度可用來表示流域形狀偏圓或
是偏狹長之參數。對於流域的地形則是利用高程來劃分，高程
小於 100 m 為平原地形，高程介於 100 至 1000 m 為丘陵、台
地地形，高程 1000 m 以上則為山區，而跨度大小是指涵蓋不
同地形地質的程度，跨度較大代表水系跨越較多不同的地質地
形。若以流域的外觀形狀與河川縱剖面來進行觀察，可將 26
個研究流域分為 3 組 (如表 1)，第一組有東港溪、和平溪、磺
溪、秀姑巒溪 (如圖 5、圖 6)、花蓮溪、阿公店溪、四重溪、
鹽水溪、卑南溪、中港溪及後龍溪，該些流域形狀偏圓、圓度
值大於 0.35，受到流域形狀影響，相對於縱向流向其水系的主
流更易於橫向空間中發展。因此，流域形狀較圓的水系在地質

圖 5 秀姑巒溪水系圖

地形的跨度較大，較容易跨越不同的地形地質區位，流域中通

Fig.5 Xiuguluan River

常不只有單一主流，而可發展出多條級序高於三級以上的主流。
對應至河川的縱剖面圖可發現三級河及三級河以上的河段會
有明顯的分岔，河川縱剖面複雜且有低坡度的低級序河川出現。
第二組包含二仁溪、蘭陽溪、急水溪、鳳山溪、淡水河、
北港溪、烏溪、頭前溪 (如圖 7、圖 8)、高屏溪、大安溪、濁
水溪、朴子溪、曾文溪，流域圓度介於 0.35 至 0.2 之間，流域
形狀漸趨變形呈較不規則狀，如流域上游形狀偏圓而下游較狹
長或是整體趨向狹長，而該組流域的河川縱剖面形態需視其區
域地質所發展的河川網絡而定，較無明顯單一的趨勢。
第三組流域形狀狹長且圓度值小於 0.2 的有大甲溪及八掌
溪 (如圖 9、圖 10)，因流域形狀的影響，水系的橫向發展受流
域形狀限制，使得地形、地質的跨度較小，故所跨越的地形及
地質區位皆顯示在同一主流的縱剖面上，由縱剖面圖可看出下

圖 6 秀姑巒溪各級河川縱剖面圖
Fig.6 The longitudinal profile of Xiuguluan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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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八掌溪各級河川縱剖面圖
Fig.10

The longitudinal profile of Bazhang River

2. 河段高程坡度特性比較
本研究以各流域之主要地形及一級河高程上限做為分組
探討之依據。一級河高程上限為該流域中一級河河段所在的最
高河段平均高程，而主要地形即是指占流域面積比例最多的地
形，進一步將流域水系分組並進行分析。加入流域主要地形做
分類較僅用一級河高程更能代表流域地形、高程分布之特性。
將 26 條河川分為 5 群組，第 1 群組是主要地形為山地的濁水
溪、大甲溪、大安溪、高屏溪、卑南溪、秀姑巒溪、花蓮溪及
圖 7 頭前溪水系圖

和平溪，其一級河高程上限在 3000 m 左右；第 2 群組是主要

Fig.7 Touqian River

地形為丘陵的頭前溪、中港溪、後龍溪、烏溪、曾文溪、淡水
河及蘭陽溪，其一級河高程上限約在 1200 m 至 2600 m；第 3
群組是主要地形為丘陵但其一級河高程上限約落於 350 m 至
450 m 的鳳山溪、磺溪及四重溪，因其一級河高程與第 2 群組
之一級河高程差異太大，故將分為另一群組；第 4 群組有北港
溪、朴子溪、八掌溪、急水溪、東港溪，主要地形為平原，而
一級河高程上限在 1000 m 以下；最後則是主要地形為平原且
其所有河段皆位於平原區，一級河高程上限在 100 m 以下的
第 5 群組包含二仁溪、鹽水溪、阿公店溪。
第 1 群組是主要地形為山地的濁水溪、大甲溪、大安溪、
高屏溪、卑南溪、秀姑巒溪、花蓮溪及和平溪，形成三级河的
平均河段高程落於 1500 至 2000 m 之間，其河段平均高程及

圖 8 頭前溪各級河川縱剖面圖
Fig.8 The longitudinal profile of Touqian River

坡度分布之情形，如圖 11，可看出河段平均坡度與河段平均
高程具有成正比之趨勢，且各級序河段點位分布情形為一由左
下往右上沿伸之帶狀分布。以地形來看，大安溪、大甲溪及濁
水溪皆有明顯的中部地形特色，因中部地形的丘陵台地皆較靠
近海邊以致於平原區較無發展的空間，且下游沖積平原受到堤
防的束縮限制，導致幾乎無法形成低級序的河段。然而，卑南
溪、秀姑巒溪、花蓮溪及和平溪是受東部地形特性之影響，斷
層使地層抬升，河流具有較大向源傾蝕的空間，故低級序的河
段具更大坡度。加上地形空間的限制造成東部河流陡且短之情
形，地形組成大多以山地及丘陵地為主，平原地區極少，故在
低海拔平原區也只有極少的河段。當河段平均高程為 100 m 時，
其二級河段的平均坡度下限落於 1~2%，一級河段為 1~2%，
而河段平均高程為 500 m 時，二級河的平均坡度下限約 5~6%，

圖 9 八掌溪水系圖
Fig.9 Bazhang River

一級河段則是 5~10%，表示一、二級河的河段平均坡度大都大
於 5%，當河段平均高程為 1000 m 時，二級河段的平均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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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群組為鳳山溪、磺溪及四重溪，主要地形為丘陵，形
成三级河的平均河段高程落於 100 m 以下，圖 13 為鳳山溪的
各級河川之平均高程與平均坡度。三者所擁有的河段皆偏少，
當河段平均高程為 100 m 時，大部分二級河的河段平均坡度
下限約 1~2%，而一級河則是 1~2%，但因其河段過少較難以
歸納其特性，如表 2 所示。

圖 11 濁水溪各級河段高程坡度特性比較圖
Fig.11

Reach elevation and slope characteristics in Zhuoshui River

第 2 群組是主要地形為丘陵的頭前溪、中港溪、後龍溪、
烏溪、曾文溪、淡水河及蘭陽溪，形成三级河的平均河段高程

圖 13 鳳山溪各級河段高程坡度特性比較圖

落於 500 至 1500 m，曾文溪各河段的平均高程、坡度分布情

Fig.13

況如圖 12。主要地形為丘陵的群組，多數的流域位於中北部，
因受到地層擠壓、山脈隆起位置影響，中北部可發展沖積平原
的區塊較小以至於平原河川較無發展之空間，故主要地形以丘
陵台地為主。當河段平均高程為 100 m 時，其二級河的平均坡
度下限落於 1~2%，一級河段為 1~2%，而河段平均高程為 500
m 時，二級河的平均坡度下限約 4%，一級河段則是 5%，如
表 2 所示。

Reach elevation and slope characteristics in
Fengshan River

第 4 群組有北港溪、朴子溪、八掌溪、急水溪、東港溪，
主要地形為平原且形成三级河的平均河段高程落於 50 至 300
m，圖 14 為北港溪各級河川平均高程與平均坡度的分布情況。
中南部流域的主要地形以平原為大宗，由河段平均高程與坡度
圖可知各流域皆有不為少數的平原河段。當河段平均高程為
100 m 時，其一、二級河的河段平均坡度下限皆落於 1~2%，
如表 2 所示。

圖 12 曾文溪各級河段高程坡度特性比較圖

圖 14 北港溪各級河段高程坡度特性比較圖

Fig.12

Fig.14

Reach elevation and slope characteristics in
Zengwen River

Reach elevation and slope characteristics in Beigang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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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群組是主要地形為平原且其所有河段皆位於平原區

可知高程 500 m 時，二級河之河段平均坡度下限為 5%，即是

的二仁溪、鹽水溪、阿公店溪，如圖 15 則為鹽水溪各級河川

大部分的二級河河段平均坡度大於 5%，故可將其一、二級河

之平均高程與平均坡度，形成三級河的河段平均高程上限為

視為野溪。而濁水溪的二級河也具有野溪河谷窄深陡峭之型態，

30 m。該群組之流域受地形影響，在平原地形中較易出現大量

如圖 17 所示。然而因各流域特性之不同，第 1、2 群組相似的

低坡度的一、二級河川，唯有二仁溪具有較大坡度的低級序河

特性不一定與其他流域相同，故以現地勘查之方式來確認河段

川，是因二仁溪含有較多的丘陵地形。當河段平均高程為 100

型態。

m 時，其一、二級河河段平均坡度下限落於 1%以下，如表 2
所示。

圖 16 高屏溪之支流邦腹溪 (二級河)
圖 15 鹽水溪各級河段高程坡度特性比較圖
Fig.15

Fig.16

Reach elevation and slope characteristics in
Yanshui River

A tributary of Gaoping River, Bangfu River (second-order stream)

不論流域的圓度為何，在河段平均高程超過 100 m 時，秀
姑巒溪流域中有 13 條二級河川之平均坡度小於 1%，烏溪及
卑南溪皆有 8 條而濁水溪有 6 條，其餘流域則在 5 條以下，其
中西部平原型河川鹽水溪、阿公店溪和二仁溪為 0 條。而河段
平均高程超過 100 m 以上且平均坡度小於 1%之一級河數量，
則僅有烏溪、大甲溪、濁水溪、卑南溪、花蓮溪與秀姑巒溪流
域超過 10 條，其他流域則皆不足 10 條。考量前述 100 m 以上
坡度小於 1%之一級與二級河川數量，僅佔流域中所有一級與
二級河川總量中之一小部份。
總結 26 個研究流域，河段平均高程超過 100 m 的河段中，
大多數一、二級河的河段平均坡度下限約在 1%至 2%，除第 5

圖 17 濁水溪之支流內茅埔溪 (二級河)

群組的鹽水溪、二仁溪與阿公店溪則在 1%以下；當河段平均

Fig.17

高程為 500 m 時，地形以丘陵地及山地為主的第 1、2 群組其

A tributary of Zhuoshui River, Neimaopu River
(second-order stream)

二級河平均坡度下限約落於 4~6%，一級河落於 5~10%，而若

主要地形為丘陵或平原且一級河高程上限在 350~1000 m

是以丘陵或平原地形為主的第 3、4 群組其大部分二級河河段

的第 3、4 群組，當河段平均高程超過 500 m，二級河河川河

平均坡度約小於 4%，一級河則部分約為 7~8%。

段平均坡度下限小於 4%，而部分一級河河段平均坡度下限為

針對野溪的河川級序探討，主要地形為山地或丘陵且一級

7~8%，則可先將一級河視為野溪。八掌溪支流石硦溪一級河

河高程上限高於 1200 m 以上的第 1、2 群組，當河段平均高程

具有野溪型態，如圖 18 所示，而四重溪支流牡丹溪也具有該

超過 500 m，大部分一、二級河的河段平均坡度大於 4%。透

特徵，如圖 19 所示。

過高屏溪一、二級河的河川型態來驗證野溪型態，由圖 16 觀

第 5 群組則是主要地形為平原且一級河高程上限為 100

察到該河段為窄深河谷，侵蝕下切作用顯著，河道兩岸緊鄰山

m，河段平均高程超過 100 m 時，一、二級河河段平均坡度下

壁，坡度陡峭，與水土保持手冊 (水土保持局，2005) 所定義

限小於 1%，該群組流域皆位於西南部平原，顆粒多為泥、細

之野溪型態相符，且根據河段高程坡度特性比較圖的分析結果，

砂，支流多為排水之用，如圖 20 所示為二仁溪支流，可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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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谷型態寬淺平緩，故無野溪之存在。
經由數值地形分析與現勘資料、航照衛星影像比對，第 1、
2 群組的一、二級河及第 3、4 群組的一級河具有溪流坡度陡、
溪床變動大、底質多巨礫、流量變化大等野溪的特徵。此四群
組的野溪特性為一級河坡度落於 7%以上，集水區面積約 200
到 400 ha，二級河的坡度則在 4%以上，集水區面積約 1000 至
2000 ha。因此本研究將野溪量化並初步定義為溪流平均坡度
大於 4%，集水區面積小於 2000 ha 的河段，依此結果臺灣地
區主要流域之野溪分布區位如圖 21 所示。

圖 20 二仁溪 (二級河)
Fig.20

Erren River (second-order stream)

圖 18 八掌溪支流石硦溪 (二級河)
Fig.18

A tributary of Bazhang River, Shinong River (second-order stream)

圖 19 四重溪支流牡丹溪 (二級河)
Fig.19

圖 21 臺灣地區主要流域之野溪分布區位

A tributary of Sizhong River, Mudan River (second-order stream)

Fig.21

Torrents distribution of the main basins in Taiwan

表 2 各群組河段高程坡度特性統整表
Table 2

群組

主要
地形

1

山地

2

丘陵

3

丘陵

4

平原

5

平原

Elevation and slop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ve basin groups in Taiwan
一級河
高程
上限 (m)

溪流

形成
三级河
平均河段
高程 (m)

濁水溪、大甲溪、大安溪、
高屏溪、卑南溪、秀姑巒 1500~2000
溪、花蓮溪及和平溪
頭前溪、中港溪、後龍溪、
1200~2600 烏溪、曾文溪、淡水河
500~1500
及蘭陽溪
350~450
鳳山溪、磺溪、四重溪
100
北港溪、朴子溪、八掌溪、
1000
50~300
急水溪、東港溪
100
二仁溪、鹽水溪、阿公店溪
30
3000

高程100 m
二級河
平均坡度
下限 (%)

高程500 m 高程1000 m 高程100 m
一級河
二級河
二級河
平均坡度
平均坡度
平均坡度
下限 (%)
下限 (%)
下限 (%)

高程500 m 高程1000 m
一級河
一級河
平均坡度
平均坡度
下限 (%)
下限 (%)

1~2

5~6

9~10

1~2

5~10

10~11

1~2

4

8

1~2

5

7~8

1~2

無河段

無河段

1~2

無河段

無河段

1~2

<4

無河段

1~2

7~8

無河段

1以下

無河段

無河段

1以下

無河段

無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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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論

本研究首先由流域圓度來觀察流域外觀形狀對水系型態
的影響，發現流域外觀形狀會影響水系型態的發展，水系型態
則決定野溪與河川在地形地質區位的跨度，而跨度大小造就水
系的多樣性及複雜度，若流域形狀偏圓，圓度值 0.35 以上如
臺灣地區的東港溪、和平溪、磺溪、秀姑巒溪，水系在地形地
質上的跨度較大，下游有多條較高級序主流，整個水系複雜度
較高，而流域形狀偏狹長，圓度值 0.2 以下之大甲溪、八掌溪
則反之。但只由河川級序無法得知真正具有野溪型態河段的分
布及特性，故進而透過現地勘查、航照衛星影像及各級序河段
的平均坡度、高程及集水區面積來進行分析，可發現第 1、2
群組的一、二級河及第 3、4 群組的一級河具有野溪特徵，其
特性為一級河坡度在 7%以上，集水區面積約 200 到 400 ha，
而二級河的坡度在 4%以上，集水區面積約 1000 至 2000 ha。
綜合上述結果，本研究可初步量化定義臺灣野溪的特性為
河段平均坡度大於 4%，集水區面積小於 2000 ha 之河段，該
定義可作為野溪界點判定評估的初步基準，且繪製臺灣地區野
溪之分布區位圖。往後在溪流生態復育、野溪土砂災害防治等，
可以該野溪特性及分布區位圖作為參考。未來也可以野溪的初
步量化定義為基礎與河川治理界點劃分之範圍進行討論，且針
對河川界點至野溪界點間之河段特性、河川型態之變化、各區
位易發生的災害類型進行探討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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