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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溪環境友善量化評估-以大興溪魚類棲地適合度為例
陳淑媛[1] 郭瑞民[1]
摘

要

宋有鍊[1] 胡通哲[2]* 周宥任[3]

生態檢核為目前水保局推動的重要政策，但如何評估量化的生態成效未有定論，本研究以大興溪

河段為例，說明如何以二維水理模式進行魚類棲地適合度計算，用以量化評估改善前、完工後的棲地狀態，
並建議完工後應進行河道復舊。進行研究範圍的選擇並進行空拍，施工前與完工後各空拍一次，進行魚類調
查，藉由魚類的種類與數量進行重要值分析，用以輔助選擇目標魚種並蒐集該物種的流速水深適合度曲線，
將空拍相片以軟體解算輸出數值地形，設定模擬範圍進行數值地形切割，進行二維水理模式模擬，包含施工
前與完工後，兩種流量 (1.0、5.0 cms)，計算出數值格點的流速水深，再由重要值計算選出的臺灣白甲魚流速
水深適合度曲線，推算棲地適合度，再進行克利金空間內插分析，得二維的棲地適合度空間分布，並選擇呈
現棲地適合度大於等於 0.6 的範圍，並推估其大小，藉以量化改善工程對魚類棲地的影響。

關鍵字：水理模式、棲地適合度、數值地形

Simulation and Evaluation of 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 for Fish:
Example of Dashin Village in Hualien County
Shu-Yuan C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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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determined the 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 (HSI) for fish by using a two-dimensional hydraulic
model. The segment of a river at Dashin Village was simulated. The first step was to identify the fish species, calculate
the importance relative index (IRI), and select the target species. An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Mavic pro) was then
employed to obtain photographs and output orthophotos and digital surface models. Next, the velocity and depth of the
surface before and after construction were simulated, and the HSI of the fish (Taiwan shovel-jaw carp) was calculated.
Finally, the Kriging method was employed to interpolat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HSI, and the area size before and after
improving the engineering was evaluated.
Keywords: Hydraulic model, 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 digital surface model

一、前

言

量的影響。
加拿大的漁業與海洋部，其所屬的科學顧問秘書處，對

過去林裕彬等人 (Lin et al., 2015) 曾針對臺灣大屯溪日

於當地的鱒魚 (Oncorhynchus clarki lewisi) ，以量化方式進

本禿頭鯊研析，其認為物種對水深流速適合度，存在高度不

行棲地適合度分析，並以棲地分析工具分析鱒魚的生產力，

確定性 (uncertainty)，利用多個不同物種分布模式 (Species

在棲地適合度曲線 HSC 與野外資料評估統計方面，分成水

distribution models, SDM) ，並以 2 維水理模式 River2D 計

深、流速、底質、覆蓋度 4 項，魚齡階段分成產卵、子稚魚、

算，配合流速水深計算熵 (entropy)，作為估算棲地空間異質

幼魚 (降海前)、成魚、越冬等 5 項，提醒某些魚齡的 HSC

性的指標，得到日本禿頭鯊棲地以較高流速的水域型態，較

(Habitat suitability curve)，不適合用來估算魚類族群密度，例

適合其生存。中國大陸長江的中華鱘 (Acipenser sinensis) 因

如降海前幼魚，水深流速底質 HSC，均不適用。胡與葉

葛洲壩的興建而洄游通道受影響， 易雨君等 (2008)，以二维

(2002) ，利用多年的調查資料，整理數種魚類的水深流速適

κ-ε 紊流數學模式和棲地適合度，建立宜昌河段中華鱘產卵

合度，包含臺灣鏟頜魚、臺灣石魚賓、臺灣間爬岩鰍、明潭

場棲地評估模式，其適合度隨水流條件惡化而下降。班璇

吻鰕虎等魚種。

(2011) 利用中華鱘生存需求環境特性，建立物理棲地模型，

本研究進行大興村錦豐橋河段 (大興溪) 的魚類調查、

根據模型推算的適合棲地面積，量化不同放流量對產卵場質

無人機 UAV 空拍預定模擬範圍、解算施工前與完工後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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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地形 DSM，作為二維水理模式 SRH-2D 的模擬範圍，計

種，再進行無人機 UAV 空拍預定模擬範圍，利用 Agisoft

算該河段目標魚種臺灣白甲魚 (Onychostoma barbatulum)

photoscan 軟體，解算數值地形，於大興村錦豐橋河段固床工

的棲地適合度空間分布，量化魚類棲地變化。

魚道等改善工程完工後，再一次進行無人機 UAV 空拍與解
算，取得施工前、後的數值地形，設定模擬範圍的面圖層，

二、研究方法

作為二維水理模式 SRH-2D 的模擬範圍，計算棲地適合度空
間分布。

本研究進行大興溪河段的魚類調查，評估重要值最高物

圖 1 建立棲地適合度的流程
Fig.1 Flowchart for calculating HSI

1. 研究樣區
以無人機 UAV(大疆 Mavic pro) 空拍大興村錦豐橋河段
範圍，施工前解算的正射影像如圖 2，完工後的正射影像如
圖 3。

圖 3 大興村錦豐橋河段位置圖 (完工後)
Fig.3 Location of the river segment near Dashin village
(after construction)

2. 魚類重要值
圖 2 大興村錦豐橋河段位置圖 (施工前)
Fig.2 Location of the river segment near Dashin village
(before construction)

胡通哲 (2016) 參考 Pianka et al. (1971) 計算相對重要
性指數 IRI 的方法，將之修正以計算溪流魚類的 IRI 值 (Index of relative importance) (式 2-1)，其可顯示數量、生物質
量 (biomass) 及出現頻率間的關係。IRI 過去被用在海洋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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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資源的評估，(式 2-1) 的「V」為海洋魚類鮪魚等的胃內

T

容物重量，因討論的是淡水魚類，將之修正為捕獲魚類的體

T

重，用以進行溪流不同物種的關係比較。
IRI=(N+V)F
其中：

2

(2-5)

紊流流速

(2-1)

∑

N =該物種數量所占的百分比
∑

V =魚體重 (biomass) 百分比
F =出現頻度

紊流動能

IRI = 相對重要性指數(Index of relative importance)

k

3. 二維水理模式

̅

(2-6)

(2-7)

渦流黏滯度

SRH-2D 模式為美國墾務局所研發之動床河道模式，該

∗

拋物線模式

(2-8)

局主要從事水資源管理及水利工程建設，因此對於優秀的水

式中，u、v：x 與 y 方向水深積分後之速度分量；t：時

理模式產生需求，因而發展 SRH2D 模式，經嚴謹之檢定與

間；g：重力加速度；z ：水面高程；ρ：水之密度；h：局部

驗證後，應用至美國及其他國家甚多之河川問題上，成效顯

水深；

著。SRH-2D 模式在數值方法採用有限體積法 (finite volume

：水的動黏滯度； ：渦流黏滯度；k：紊流動能； 、 ：
紊流流速。

method)，水理模組利用三角網格、四角網格及混合網格求解
二維動態的淺水波方程式，即水深方向平均的 de Saint-Venant 方程式；紊流模式部分，分成定值、層流、拋物線模式，
甚至還可考慮 k-ε 紊流模式；懸浮載傳輸為求解對流傳輸方
程式，河床載傳輸採用非平衡輸砂方程式，且考慮底床坡度
與彎道二次流效應。SRH-2D 也可模擬凝聚性沉砂、彎道二
次流效應甚至是水利工程構造物產生的效應。
模式可模擬穩態及非穩態明渠流、亞臨界、混合流、複
雜主支流交匯等，大尺度之天然河川與小尺度之實驗渠道同

4. 棲地適合度
本文的棲地適合度(HSI)參考 Gillenwater (2006) 等人評
估棲地適合度的方式，並採二維水理模擬格點的流速與水深，
配合目標魚種的流速與水深適合度曲線，本研究選擇重要值
最高的物種，表示出現頻度最高且魚類資源量豐富，具有代
表性，再加上底質(Substrate)適合度，三者相乘後開立方根，
計算適合度 HSI，以下式計算。

Sv =該物種流速適合度

連續方程式
∂uh

∂vh

∂x

∂y

0

(2-9)

其中：

SRH-2D 水理模式控制方程式

∂t

S S S

HSI

樣經過檢定驗證程序。SRH-2D 模式採用之控制方程式如下：

∂h

、T 、T ：紊流剪應力；τ 、τ ：底床剪應力；

Sd =該物種水深適合度

(2-2)

Ss =該物種底質適合度

x 方向的動量方程式
gh

(2-3)

gh

(2-4)

三、結果與討論

y 方向的動量方程式

紊流剪應力方程式
T

2

1. 模擬範圍
設定大興村錦豐橋的模擬河段面圖層，利用數值地形資
料，切出範圍內的數值地形資料 (Ascii 格式)，施工前套疊
範圍如圖 4，完工後套疊範圍如圖 5。

圖 4 模擬河段位置 (施工前)
Fig.4 Location of simulated river segment ( before constru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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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模擬河段位置 (完工後)
Fig.5 Location of simlulated river segment ( before
construction )
表 1 模式參數設定值
Table 1

圖 7 水深分布圖 (施工前，Q=1.0 cms)
Fig.7 Distribution of depth (before construction, Q=1.0
cms)

Parameter setting in model
曼寧N值

0.035

紊流模組

拋物線紊流模式

模擬時間步長s

0.25

拋物線紊流係數

0.7

2. 二維水理模擬 (施工前、107 年 8 月 22 日)
採 SRH-2D 水理模式，本文模擬低流量 1.0、5.0 cms 的
流場，下游邊界分別設為 40 cm、100 cm。
由流量 Q = 1 cms 模擬結果發現，在第一固床工前因為
深槽束縮，導致形成第一高流速河段 (V > 1 m/s)。第二固床
工因為高低落差比第一固床工還要大，且其後馬上連接一個

圖 8 福祿數分布圖 (施工前，Q=1.0 cms)

深槽束縮段因此第二高流速河段(V > 1 m/s)的延伸長度比第

Fig.8 Distribution of Froude number (before construction, Q=1.0 cms)

一高流速河段還長。
當流量 Q = 5 cms 模擬結果發現，在束縮段時，大部分
流速會提高至 1 m/s 以上。
(1) 上游邊界流量 1.0 cms、下游邊界水深 40 cm
採 SRH-2D 模擬流場，包含流速、水深及福祿數，
結果流速分布如圖 6，水深分布如圖 7，福祿數分布如

(2) 上游流量 5.0 cms、下游邊界水深 100 cm
SRH-2D 模擬流場，包含流速、水深及福祿數，結
果流速分布如圖 9，水深分布如圖 10，福祿數分布如
圖 11。流量增大，原本固床工的上游堰頂，福祿數大
於 1.0。

圖 8。

圖 9 流速分布圖 (施工前，Q=5.0 cms)
圖 6 流速分布圖 (施工前，Q=1.0 cms)
Fig.6 Distribution of velocity (before construction, Q=1.
0 cms)

Fig.9 Distribution of velocity (before construction,
Q=5.0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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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水深分布圖 (施工前，Q=5.0 cms)

圖 13 水深分布圖 (完工後，Q=1.0 cms)

Fig.10

Fig.13

Distribution of depth (before construction,
Q=5.0 cms)

Distribution of depth (after construction, Q=1.0
cms)

圖 11 福祿數分布圖 (施工前，Q=5.0 cms)

圖 14 福祿數分布圖 (完工後，Q=1.0 cms)

Fig.11

Fig.14

Distribution of Froude number (before construction, Q=5.0 cms)

3. 二維水理模擬 (完工後、108 年 2 月 19 日)
採 SRH-2D 水理模式，本文模擬低流量 1.0、5.0 cms 的
流場，下游邊界分別設為 40 cm、100 cm。
(1) 上游邊界流量 1.0 cms、下游邊界水深 40 cm
採 SRH-2D 模擬流場，包含流速、水深及福祿數，
結果流速分布如圖 12，水深分布如圖 13，福祿數分布
如圖 14。

Distribution of Froude number (after construction, Q=1.0 cms)

因為施工後並未清理河道，導致部分河段出現兩
條深槽，且能夠降低流速的深潭數量變少，因此整段
幾乎都成為高流速河段 (V > 1 m/s)，在 Q = 5 cms 施
工前與施工後就很明顯可以看出這個現象。
(2) 上游邊界流量 5.0cms、下游邊界水深 100cm
採 SRH-2D 模擬流場，包含流速、水深及福祿數，
結果流速分布如圖 15，水深分布如圖 16，福祿數分布
如圖 17。

圖 12 流速分布圖 (完工後，Q=1.0 cms)
Fig.12

Distribution of velocity (after construction,
Q=1.0 cms)

圖 15 流速分布圖 (完工後，Q=5.0 cms)
Fig.15

Distribution of velocity (after construction,
Q=5.0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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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樣性底質，在資料不足下，令其設為 1.0。以式 (2-2)
計算各格點的棲地適合度，再將帶有 TWD97 座標格點的適
合度，輸入 ArsGIS 軟體中，以克利金( Kriging) 空間內插模
組推估二維空間分布。
表 3 臺灣白甲魚流速水深適合度
Table 3

流速 (m/sec)

流速適合度

水深 (m)

水深適合度

0.1

0.46

0.22

1

0.2

1

0.32

0.62

0.3

0.64

0.42

0.46

0.4

0.22

0.52

0.18

0.5

0.03

0.62

0.4

0.6

0.02

0.72

0.52

0.7

0

0.82

0.17

0.8

0

0.92

0.05

0.9

0

1.02

0

1

0

1.12

0

2

0

1.22

0

圖 16 水深分布圖 (完工後，Q=5.0 cms)
Fig.16

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 of velocity and depth
for Onychostoma barbatulum

Distribution of depth (after construction, Q=5.0
cms)

圖 17 福祿數分布圖 (完工後，Q=5.0 cms)
Fig.17

Distribution of Froude number (after construction, Q=5.0 cms)

4. 魚類重要值計算
魚類採電捕法捕捉，於 107 年 8 月、11 月進行調查，共
捕獲 4 種魚類，依式 (2-1) 進行計算，考量捕獲數量、體重
及出現頻率，得重要值最高的魚種為臺灣白甲魚 (如表 2)。
表 2 大興村錦豐橋樣站魚類重要值計算

圖 18 台灣白甲魚的流速適合度

Table 2

Fig.18

Calculation of characteristic value for fish
near Dashin village

魚種

數量
N(%)

體重
V(%)

出現頻率
F(%)

大吻鰕虎

11.25

6.66

100

1791

9.14

臺灣白甲魚

57.5

70.23

100

12773

65.16

臺灣石魚賓

27.5

18.9

100

4640

23.67

寬頰瓢鰭鰕鯱

3.75

4.21

50

398

2.03

Habitata Suitability Index of velocity for Taiwan shoveljaw carp

重要值 重要值佔比
IRI
(%)

5. 棲地適合度計算 (臺灣白甲魚)
前述計算，大興溪重要值最高的魚種為臺灣白甲魚，以
該魚種為目標魚種進行分析。參考胡與葉 (2002) 所整理臺
灣白甲魚 (同種異名為臺灣鏟頜魚、鯝魚) 水深與流速適合
度 (表 3)，另由於臺灣目前尚未有合適的臺灣白甲魚底質
(d50) 適合度，只有大略的描述其適應砂、礫石、卵石、圓
石等底質組成，現場檢視河段的底質，底質多樣性指數約 1.6，

圖 19 台灣白甲魚的水深適合度
Fig.19

Habitata Suitability Index of depth for Taiwan
shoveljaw c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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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工前
施工前的棲地適合度空間分布，當流量為 1.0 cms，
計算較優質的棲地分布，本研究採大於 0.6 值 (HSI≧
0.6)，空間分布如圖 20，至於棲地適合度小於 0.6，則
不顯示。當流量為 5.0 cms，空間分布如圖 21。計算棲
地適合度大於 0.6 的相對於流場的比例，流量 1.0 cms
約有 27.21%，流量 5.0 cms 約有 28.76%。
(2)完工後
完工後的棲地適合度空間分布，當流量為 1.0 cms，
計算較優質的棲地分布，本研究採大於 0.6 值(HSI≧
0.6)，空間分布如圖 22，至於棲地適合度小於 0.6，則

圖 22 臺灣白甲魚棲地適合度空間分布 (完工後，1.0 cms)

不顯示。當流量為 5.0 cms，空間分布如圖 23。計算棲

Fig.22

地適合度大於 0.6 的相對於流場的比例，流量 1.0 cms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abitat suitable index for
Onychostoma barbatulum (after construction，
Q = 1.0 cms)

約有 24.65%，流量 5.0 cms 約有 27.82%。雖然完工後
的數值未增加，但可以說明棲地並未因施工而受到破
壞，且原本構成魚類溯游障礙的固床工，增設魚道，
改善棲地的功能。而綜合數據則詳列於表 3。

圖 23 臺灣白甲魚棲地適合度空間分布 (完工後，5.0 cms)
Fig.23

圖 20 臺灣白甲魚棲地適合度空間分布 (施工前，1.0 cms)
Fig.20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abitat suitable index for
Onychostoma barbatulum (before construction，
Q = 1.0 cms)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abitat suitable index for
Onychostoma barbatulum (after construction，
Q = 5.0 cms)

四、結論與建議
1. 經由施工前與完工後的臺灣白甲魚棲地適合度比較，雖
數值略減，但可說明棲地並未因施工而受到破壞，且原本
構成魚類溯游障礙的固床工，因增設魚道，改善棲地縱向
生物通道的功能。
2. 完工後的棲地適合度評估，空拍中有拍攝到一些施工便
道，這種不自然的棲地環境因此很有可能導致棲地適合
度 (HSI≧0.6)的比例下降。建議完工後河道要清除施工
便道及深潭的復舊，或可提升棲地適合度。
3. 傳統的生態工法上多數認為要營造生態淺瀨，缺乏一個
有效率地評估深潭淺瀨成效的理論方法，而本文的理論

圖 21 臺灣白甲魚棲地適合度空間分布 (施工前，5.0 cms)
Fig.2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abitat suitable index for
Onychostoma barbatulum(before constuction，
Q = 5.0 cms)

方法可能提供一個標準作業流程來量化棲地營造的成效。
4. 水理模擬採 SRH-2D 模式，搭配 ArcGIS 的空間內差 (三
角內插、克利金)，使用上需搭配使用兩個不同軟體，但
可處理超臨界流與次臨界流交錯的山區河川，相較於
River2D 模式，使用上較具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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