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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沖積河川廊道界定手法初探
楊佳寧
摘

要

郭鎮維*

面臨極端氣候，歐美各國紛紛提出以河川自然沖淤作用所需的廊道空間，作為河川管理依據。本

研究參考各國作法，應用河相學原理，發展一套適用於台灣之河川廊道界定方法，使用歷史廊道範圍、未來
變動範圍、主要堆積範圍及溢淹範圍等四條界線界定河川廊道，並進一步將廊道分成侵蝕作用區、堆積作用
區與溢淹區，作為後續管理的參據。本文以烏溪埔里盆地及曾文溪二溪河段為例，界定河川廊道，並提出未
來順應河相之改善方向。研究成果期可應用至河川治理與國土規劃，使河溪能在最少量工程介入下，兼顧河
防安全與環境生態等多重價值。

關鍵詞：河川廊道、河相學、河川治理規劃

Planning the Extent of Fluvial Corridors in Taiwan
Chia-Ning Yang

Cheng-Wei Kuo*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of extreme climatic conditions, various countries have used fluvial geomorphology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of fluvial corridors, areas where a river is allowed to move freely and display its
processes of sedimentation and erosion. This study proposed a procedure for demarcating Taiwan’s fluvial corridors.
Four boundaries mapping area of historical channels, area of potential occupation, area prone to deposition, and area
prone to inundation a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of fluvial corridors. The corridors can then be subdivided into
zones of erosion, deposition, and inundation for management purposes. The Wu River and the Zengwen River were
used as examples for determining the extent of fluvial corridors and suggestions were made to improve their floodcontrol measures. The recommended procedure of mapping and subdividing fluvial corridors can be used in flood
control planning to allow river adequate space for energy dissipation, minimize cost on flood-control works, while
enabling the river to provide its valuable eco-system services.
Key Words: Fluvial corridor, fluvial morphology, river planning

一、前

言

河川治理或管理界線的劃設，須考量沿河既有土地利用，

2. 河川能量集中處 (攻擊點) 若允許開發，則施做硬體工程
亦可能無法保全保護對象，導致工程重複受損甚至土地
建物流失。

然而若未給予河川適當的作用與消能空間，工程可能受損，

3. 開發過程將溪流地下化可能導致坡地社區淹水，原河道

民眾亦可能因為受到堤防保護而產生安全感，增加土地利用

所在處地下水位仍高，亦可能因土壤液化致使樓房倒塌。

強度，一旦發生超過保護標準的事件，可能導致更大規模的

另一方面，2018 年公告的全國國土計畫，已將生態網絡

災損。河川空間若受壓縮，河川亦難透過其固有之河床地形

的串連納入國土永續發展目標，「河川廊道」一詞在該計畫

發育 (潭、瀨、砂洲等)，發揮消能穩定的功效。

中數次出現，但尚未有明確定義。配合國土計畫的實施，河

河相學 (fluvial geomorphology，又譯為河流地形學) 為

川治理與管理的空間範圍可逐步轉化為基於河相學的河川

地理學之分支，係基於自然營力，描述河川不同尺度的形貌

廊道，強化其保育意義，使河川空間能在最少量的工程介入

生成與變動機制的一門學問 (Charlton, 2008)。本研究由河相

下，兼顧河防安全與環境生態、文化景觀等多重價值。

學觀點出發，主要目的為探討自然狀況下，河川營力作用之
地理範圍，並將之界定為河川廊道 (fluvial corridors)。
從防災及工程管理觀點，人為開發或工程未顧及自然河

水文統計觀測年期不過百年，而從地理、地質學較長遠
的時間尺度來看，數百年尺度的極端事件往往刻劃於河相
中，河川的變動範圍及特性，可由河相研究加以掌握。由於

川廊道範圍可能衍生以下課題：

河流地形學是 1960 年代才興起的新學門，考量河相的河川

1. 河川空間不足易使能量無法消解，堤防等構造物損壞，或

治理規劃，在各國都是較新的做法，面臨從傳統工程思維轉

因缺少淤積空間而使河段沖淤失衡。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美學中心
Sinotech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LTD., Taipei 10570,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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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各種挑戰。

2. 美國華盛頓州的「河道遷移區」

臺灣於產業發展時對水資源與土地需求大幅提昇，因此

華盛頓州的各級地方政府均需劃設「河道遷移區」

部分地區的河川區域劃設空間較為有限，且因防災需求日益

(Channel Migration Zone)，並限制區內的開發。河道遷移區

增高，故建設許多水利工程以維護河防安全。本研究以河相

意指河溪過去變動範圍加上易受河道侵蝕影響的區域。其劃

觀點重新檢視河川範圍，參考他國河川廊道的相關學理與劃

定的主要目標，是預測未來河流作用可能造成的河道侵蝕的

設手法，提出適用於台灣的河川廊道界定方法與操作步驟，

地區，讓流域內的開發能避開這些地區，降低基礎建設成本，

並以烏溪埔里盆地與曾文溪二溪河段為例，說明界定河川廊

並保護住重要的水域和河岸棲地。其劃設手法如圖 2，考量

道的可能應用，期能對河川管理與防災有助益，並提供未來

河川的歷史遷移區 (Historical Migration Zone，HMZ)、改道

河川區域線、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之劃設參考。

風險區 (Avulsion Hazard Zone，AHZ)、侵蝕風險區 (Erosion
Hazard Area，EHA)、遷移受限區 (Disconnected Migration

二、各國對河川廊道的探討

Area，DMA)，並可用以下公式界定 (Rapp and Abbe, 2003)。

21 世紀以來，氣候變遷讓各國政府深切體認到，傳統的

CMZ=HMZ+AHZ+EHA-DMA
其中 HMZ 係透過蒐集歷史圖資，經疊圖分析後，劃設

工程治水思維有其極限，面對極端氣候，水利工程需與其他

出最外圍的河道位置。AHZ 是估算期內，河流可能改道且未

學問整合，其中當務之急，就是設法預測河川所需要的空間，

在 HMZ 內的區域，其劃設需預估河床的垂直變化趨勢 (淤

儘可能將空間還給河川。還地於河的概念在各國名稱不同，

積或下切)，當河道淤高至一定程度，即容易改道。EHA 是

但近年來紛紛形成政策或試辦計畫的一環，且往往需從河相

估算期內，河岸可能受侵蝕而破壞，且未在 HMZ 或 AHZ 的

學來界定河川廊道的範圍。對於河川能自由沖淤變動的範

區域，包括直接受水流沖擊流失的河岸侵蝕退縮帶 (Erosion

圍，各國名稱不同，如法國的 The Erodible Corridor (Piégay

Setback)，以及坡腳淘刷而造成的坡面崩塌退縮帶 (Geotech-

et al., 2005)、西班牙的 Espace de Liberté/Fluvial Territory (自

nical Setback)，可透過歷史圖資、質性分析推估計算，或使

由的空間/河流領域)(Ollero, 1993)、德國巴伐利亞州的 ”El-

用坡面穩定分析工具。DMA 是人工結構物抑制河道遷移，

bow Room” for the river (河川的自由空間)(BMU & BfN,

且判斷於估算期內無法移除改善的區域。

2009)，以及美國的 Channel migration zone, CMZ (河道遷移
區)(Rapp and Abbe, 2003) 等。以下僅選取已形成政策者，簡
述河川廊道之界定手法。

1. 美國佛蒙特州的「河川廊道」
美國東岸的佛蒙特州 (Vermont) 以「蜿蜒帶」及河岸緩
衝區概念決定河川廊道，河川廊道的管理已充分融入法規，
且治理規劃以維護河川的動態平衡為最高指導原則 (Vermont ANR, 2017)。對於全州流域面積大於 2 mi2 的河川，其
河川廊道包含蜿蜒帶 (meander belt) 及河岸緩衝區 (圖 1)。
蜿蜒帶是河谷或平原蜿蜒河川在維持最小作功 (或最少侵
蝕之平衡河道) 原則下，所計算的振幅，再配合現勘確認。

圖 1 美 國 佛 蒙 特 州 河 川 廊 道 劃 設 原 則 (Vermont ANR,
2017)
Fig.1 The principle for delineating fluvial corridor in
Vermont, US

河岸緩衝區則是為了讓河岸維持自然植生、抵抗侵蝕而設的
退縮寬度。小型河川沒有調查及公告廊道，但仍一律適用 50
ft 的退縮寬度。蜿蜒帶的劃設考量佛蒙特州多山的河性，分
成幾個類型：
(1) 低度敏感 (岩床限制) 型：以現有河岸頂端為界。
(2) 中度敏感型：坡降為 2 %以上，且不受岩床限制，蜿蜒
帶至少應為河寬之 4 倍。
(3) 高度敏感型：坡降小於 2 %，且屬辮狀或河谷河型，蜿
蜒帶至少應為河寬之 6 倍。對於坡度極緩或土砂量大
的河川，蜿蜒帶可增至河寬之 8 倍。而對於極不穩定
的沖積扇區，應將近期河道流經的整個沖積扇範圍設
為河川廊道。
(4) 自然或人工結構物限制：若上述蜿蜒帶寬度內單側遇
谷壁，則將廊道寬度向另一側延伸。若蜿蜒帶寬度內
有堤防、鐵路、高速公路等人為設施，亦將廊道寬度
向另一側延伸，以降低重要基礎建設受損的風險。

圖 2 美國華盛頓州河道遷移區的劃設例 (非真實河川)
(Rapp and Abbe, 2003)
Fig.2 The diagram of delineating the Channel Migration Zone in Washington,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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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國的「古洪泛區」
德國對於全國一級河川，及所有集水區大於 1000 km2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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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位置，因河蝕崖可能代表河流洪水時期的作用邊界位置
(Shen, 2016)。

非感潮河段，已完成洪泛區 (morphologischen Aue) 的劃設

若以台灣堡圖為使用的最早圖資，則歷史廊道包含過去

(BMU & BfN, 2009)，並要求各級政府公告包括古洪泛區在

120 年的河道範圍，然而早期的歷史圖資多數未涵蓋中上游

內的河川廊道，依河道受侷限程度劃分五個等級，積極推動

地區 (沖積河谷及山區)。由於山區河道受兩岸谷壁侷限，參

還地於河及大規模的河川復育，以滿足歐盟水架構指令 (EU

考佛蒙特州的作法 (Vermont ANR, 2017)，以谷壁線為界線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中，達成近自然目標的明確日

A。沖積河谷段受到河階崖的部分侷限，可參考德國作法

期。具體而言，德國洪泛區包括三個部分：(1) 河道；(2) 近

(BMU & BfN, 2009)，使用地形圖及地質圖上的階地堆積層

年洪泛區；(3) 古洪泛區 (圖 3)。其中古洪泛區的劃定乃套

分布範圍判釋河階崖位置，作為界線 A(如圖 6)。

疊 50 m 網格之全德數位地形模型、地質圖中的全新世沖積
層，以及其他大尺度歷史圖資，包括正射影像、土壤分布圖、
歷史地圖等。

圖 3 德國河川廊道 (洪泛區) 的概念 (BMU & BfN, 2009)
Fig.3 The concept of fluvial corridor (morphologischen
Aue) in Germany

三、台灣河川廊道之界定

圖 4 河川廊道界定與分區流程圖
Fig.4 The flow chart of delineating fluvial corridor

佛蒙特州以蜿蜒帶為河川廊道主要概念，因為該州少有
地殼變動，山區以下河道易蜿蜒前進。德國亦位於古大陸，
河川廊道著重古洪泛區，其河道變動幅度小。華盛頓州位於
新生代造山帶，與台灣較接近，其河川廊道的界定考量河流
的歷史活動範圍，現今河流地形作用的範圍，以及未來可能
變動的範圍。本研究結合上述三者，尤其參考華盛頓州的作
法，發展出歷史廊道範圍、未來變動範圍、主要堆積範圍以
及溢淹範圍等四條界線，並根據沖積河川由上游至下游流經
的山區、沖積河谷、沖積扇、平原等地形條件，界定河川廊
道範圍，其分析與界定流程如圖 4。

1. 歷史廊道範圍 (界線 A)
歷史圖資的套疊分析是判斷河川廊道不可或缺的基本
工具。本研究選擇三個年期的歷史圖資：1898-1904 年二萬
分之一台灣堡圖、1921-1928 年二萬五千分之一台灣地形圖、
2000 年之水利署河道圖，將中央管河川 (界點至出海口) 之
河道數化成果，初步圈繪為中央管河川之「歷史廊道」(如圖
5)。於 ArcGIS 10.2 以上版本之作業環境，引用中央研究院
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建立之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系統

圖 5 烏溪主流河道變遷與歷史廊道

(網址：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所提供之網路開

Fig.5 The historical channels and Historical Migration
Zone of the Wu River

放圖磚服務 (Web Map Tile Service, WMTS) 獲取前述歷史
地圖。除了數化河道、乾河道圖層的聯集範圍，亦數化河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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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侵蝕風險區
本研究之侵蝕風險區參採美國華盛頓州的 EHA
(Rapp and Abbe, 2003)，包括河岸侵蝕退縮帶 (ES) 及
崩塌退縮帶 (GS)。其中 ES 係由歷年歷史流路推算側
向變化的速度，如果河岸為易崩塌物質，則再由現地
觀察評估 GS。ES 可由下式估算：
T

ES=T．ER ( TE )
R

其中 T 為估算期，ER 是河岸侵蝕速率，TR 是河道
擺盪或遷徙後再次佔據相同位置所需的平均時間，TE
是河道在該位置發生侵蝕的預期平均時間。以台南市
後壁區烏樹林附近的急水溪為例 (圖 7)，此處不受河
階崖限制，流路易蜿蜒前進。設 T 為 50 年，經套疊多
底圖來源：地質雲綜合圖台

年期歷史圖資並計算，可得 ER 約為每年 2.4 m，TR 約

圖 6 荖濃溪新發大橋上游河段 (斷面 18~25) 套疊地質圖

為 33.2 年，TE 約 16 年，則 50 年侵蝕退縮寬度可達 57

Fig.6 The geology map in the Laonong River (cross section No. 18~25)

m。

2. 未來變動範圍 (界線 B)
若現今河道已迫近歷史廊道的邊界，需依沖淤趨勢推估
未來某時段內河道可能的變遷範圍，參考美國與加拿大的規
劃經驗 (Biron et al., 2014; Kondolf, 2011)，以未來 50 年作為
推測的時間尺度。未來變動範圍包含谷壁岩體崩落的「崩塌
緩衝區」
、侵蝕階地堆積層或全新世沖積層的「侵蝕風險區」
，
以及淤積後可能改道的「改道風險區」。界線 B 的推測需根
據地形、地質、水文條件，不確定性較高，可視實際變動狀
況檢討修正，判定的概念與方法說明如下。
(1) 崩塌緩衝區

(3) 改道風險區
沖積扇河道常因局部淤高而改道。沖積河谷及平
原河道若可蜿蜒前進，亦可能發生曲流截斷 (meander
shortcut)。針對這些因淤積而引發的改道現象，需界定
「改道風險區」。本研究參考美國華盛頓州的改道風
險區 (AHZ) (Rapp and Abbe, 2003)，除田野調查外，
也配合河床縱斷面沖淤變化資料及現況河道與周邊之
相對地形高程，推估可能之改道路徑與範圍。
由於沖積扇的形成機制即為河道反覆的淤高及改
道，若沒有堤防束縮河道，整個沖積扇範圍皆是改道
風險區。以木瓜溪為例 (圖 8)，自中央山脈後流入花
東縱谷平原，發育出明顯的沖積扇，套疊多年期流路

山區河道的岸壁崩塌可能包含坡趾沖刷以外的諸

後可知，百年尺度的歷史廊道主要在沖積扇的中央部

多因素 (地層走向、岩石節理等)，與中下游沖積物質

位發展。現況流路又位於歷史廊道中間，評估無需另

所構成河道之侵蝕機制並不相同 (Charlton, 2008；詹

外劃設改道風險區。

勳全等，2015)，其崩塌範圍不易預測，但可參考歷史

部分西部河川因地質軟弱，流路蜿蜒多變，易發

圖資或影像紀錄，了解河岸崩塌之可能退縮深度，設

生曲流截斷。以台南市左鎮區的菜寮溪為例 (圖 9)，

定一定寬度之「崩塌緩衝區」，或僅針對易崩塌之地

考察過去河道沖淤變化，得知菜寮溪流域於 2008 年卡

區加設緩衝區。崩塌緩衝區之意義除為崩塌可能區間，

玫基颱風、2009 年莫拉克颱風連續沖蝕後，河床埋積

亦為植被充分生長保護河岸所需之範圍。

達 8 m，可視為極端事件，故將河道與曲流頸河岸高
程差不足 8 m 處，納入改道風險區。

圖 7 侵蝕風險區繪製例(台南市後壁區烏樹林附近的急水溪，以斷面 14 的河道位置變遷估算侵蝕退縮寬度)
Fig.7 The example for plotting Erosion Hazard Area in the Jishui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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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木瓜溪沖積扇範圍與歷史廊道判釋
Fig.8 The extent of alluvial fan and Historical Migration Zone in the Mugua River

圖 9 改道風險區繪製例(台南市左鎮區內莊附近的菜寮溪)
Fig.9 The example for plotting Avulsion Hazard Zone in the Cailiao River

w0 ＝11940d 2 (cm/s)

3. 主要堆積範圍 (界線 C)

d＜0.015cm

主要堆積範圍為自然狀況下，洪水期間大部分懸浮至灘
地上的河床材料得以沉積的範圍。由於基於歷史圖資圈繪的
歷史廊道，僅包含當時的流路及部分乾河道、河蝕崖，未必
能包含高灘地，故山區以下的河川廊道，有必要納入細料河
床質淤積的空間。本研究採無堤防情境下，河段遭遇極端事
件 (約 200 年重現期洪水) 時，河床質 D10 粒徑可淤積之範
圍外緣，作為界線 C。
判斷河床質沉積條件可使用摩擦速度 u*及沉降速度 w0。
當 u*/w0=1 時，土砂由懸浮轉為推移，可視為土砂沉積的臨
界條件 (山本晃一，1994)。
摩擦速度是水流作用於河床之阻力 (河床剪應力) 所減
少的流速，定義如下式，其中 g 為重力加速度 (m/s2)，R 為
水力半徑 (m)，S 為河床坡降，τ0 為河床剪應力 (N/m2)，
ρ為水的密度 (kg/m3)。

0.015cm＜d＜0.11cm w0 ＝171.5d

∗

/
參考日本國土交通省河川砂防技術基準 (2018)，沉降速

度 w0 可利用下式計算，其中 d 為河床質粒徑。

0.11cm＜d＜0.58cm

w0 ＝81.5d 0.667

0.58cm＜d

w0 ＝73.2d 0.5

界線 C 之決定可透過任何二維水文水理模擬工具，本計
畫使用 HEC-RAS 5.0 以後之版本，可模擬洪氾區域 (模擬期
間洪水流經的區域)，並輸出溢淹水深、河床剪應力τ0 等數
值之空間分布，並使用 GIS 的網格運算功能，輸出 u*/w0 之
比值圖層，判斷界線 C 之範圍。以下之界線 D 亦使用相同
之模擬工具，界線 C、D 的劃設範例見第五節。

4. 溢淹範圍 (界線 D)
溢淹範圍為無堤防情境下，河段遭遇極端事件時，現況
地形的溢淹範圍。界線 D 的意義在於將河川廊道作一合理
調整，以排除歷史廊道內，河川營力已不再能影響到的範圍。
本研究使用重現期 200 年洪水 (Q200) 做檢核，且不因各河
川保護標準不同而有差異。此為一般國內治理規劃之水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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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上限 (水利規劃試驗所，2006)，若 Q200 都無法溢淹，表示
此區域已非河流作用之處，可從河川廊道中移除。
依照上述四條界線的劃定意義，河川廊道為 A 與 D 之
交集，再與 B、C 聯集之範圍，套疊之概念如圖 10。

亦即大部分懸浮至灘地上的河床材料可以沉積的範圍。其界
定方法是將界線 C 的範圍扣除侵蝕作用區。堆積作用區較沒
有土地流失風險，但仍為河川廊道重要組成部分，構成河畔
林等棲地空間，亦可減少下游水體的濁度。本區可考慮容許
部分種植及遊憩活動。

3. 溢淹區
為依前述定義分區後，河川廊道中侵蝕作用區與堆積作
用區以外的部分。溢淹區亦可容許部分使用，並可作為滯洪
空間。
圖 10 以界線 A、B、C、D 決定河川廊道之示意圖
Fig.10

The diagram of determining the fluvial corridors by boundaries A to D

五、河川廊道規劃案例與討論
本研究選擇烏溪之埔里盆地河段，及曾文溪之二溪河段，
操作河川廊道之界定與分區，並根據沿岸土地使用概況，提

四、河川廊道之分區
河川廊道範圍界定後，可進一步將沖積河谷、沖積扇、

出管理課題與建議。

1. 烏溪埔里盆地

平原的河川廊道，區分成以主河床質侵蝕作用為主的「侵蝕

烏溪支流南港溪與眉溪流經埔里盆地，該河段現有堤防

作用區」、主河床質堆積作用為主的「堆積作用區」，及以

如圖 11。依本研究河川廊道規劃流程，分析成果如圖 12，

僅溢淹而沒有沖淤變化的「溢淹區」。這些可作為廊道分區

侵蝕作用區界定與河川廊道分區成果如圖 13 (河床質粒徑參

管理的參據。

考水利規劃試驗所 (2017)，設定 D10 為 0.6 mm，D50 為 18.19
mm)。套疊現有治理計畫線，可知堤防規劃多位於侵蝕作用

1. 侵蝕作用區

區內，現況堤防明顯束縮河川空間，牛眠、房裡、大湳、愛

定義為極端事件時，對於該河段中值粒徑 D50 的河床質

蘭、珠子山等堤防都有受災紀錄。眉溪及南港溪上游受堤防

而言，作用於河床之無因次剪應力 τ*達啟動值之範圍。此區

束縮影響，河床嚴重深槽化，其中南港溪即便已在模型中削

內的有價財及構造物都有流失風險，故宜限制土地利用，並

除堤防，極端事件之洪水仍難淹出深槽，因此界線 D 遠窄於

盡可能避免施作構造物。水理模式如 HEC-RAS 的模擬結果

界線 A。眉溪因尚保留部分開口堤，溢淹範圍較大，但除了

可以產出河床剪應力τ0 的空間分布，進而計算無因次剪應

近匯流口之外，幾乎無堆積作用區，表示較細的河床質難以

力τ

*：

在本區淤積。深槽化雖然以水位控制的觀點似乎是安全的，

∗

卻也讓河川能量無法消散，增加構造物受損風險。

其中 ρs-ρw 為土砂於水中之密度 (kg/m3)，g 為重力加速
度 (m/s2)，D50 為河床中值粒徑 (m)。依據日本河川砂防技
術基準 (2018) 中的岩垣式，不同粒徑河床質啟動時的無因
次臨界剪應力 τc*可以表 1 來判定，設定模擬河段的 D50 粒徑
後，侵蝕作用區的邊界便可依照此臨界值來劃設 (劃設範例
見第五節)。

埔里盆地分布許多農田，包括茭白筍等可能與水共生之
作物。眉溪與南港溪匯流處附近有堆積作用區，且河川廊道
接近歷史廊道，是河相較健康之處，以不建堤為宜。對於已
建堤的區域，未來可考慮新設堤防開口或退縮堤線，讓部分
農地在洪水期間暫時溢淹。若無法徵收堆積作用區的私有地，
可考慮透過締結行政契約，訂定獎勵或補償的共識。

表 1 不同河床質的無因次臨界剪應力判定 (日本國土交通
省，2018)
Table 1

The critical dimensionless bed shear stress
for sediment

主河床質

D50粒徑

無因次臨界剪應力

卵、礫石

>3.03 mm

0.05

細礫

1.18-3.03 mm

0.0325×D0.41

粗砂

0.565-1.18 mm

0.034

中砂、細砂

0.065-0.565 mm

0.0236×D-0.66

坋土

<0.065 mm

0.14

2. 堆積作用區
定義為在侵蝕作用區外側，極端事件時，對於河段中粒
徑 D10 的河床質而言，摩擦速度大於或等於沉降速度之範圍，

圖 11 埔里盆地河段既有堤防
Fig.11

The distribution of embankments in the Pul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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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烏溪埔里盆地河段之歷史廊道(A)；主要堆積範圍(B)；溢淹範圍(C)；河川廊道範圍(D)
Fig.12

The historical migration zone (A); deposition zone (B); flood zone (C); and fluvial corridors (D) for the Puli basin,
Wu River

圖 13 烏溪埔里盆地河段之侵蝕作用區界定 (A)；河川廊道分區 (B)。
Fig.13

The erosion zone (A) and fluvial corridor management zones (B) for the Puli basin, Wu River

2. 曾文溪二溪河段
曾文溪二溪大橋上游河段位於丘陵轉平原的沖積河谷，
兩岸多為泥岩分布，山壁陡峭裸露，因此於河道緊貼歷史廊
道邊界處須考量侵蝕風險區，依本研究河川廊道規劃流程，
分析成果如圖 14，侵蝕作用區界定與河川廊道分區成果如
圖 15 (河床質粒徑參考水利規劃試驗所 (2010)，設定 D10 為
0.25 mm，D50 為 50 mm)。目前治理計畫線約略位於侵蝕作
用區與堆積作用區之邊界。歷史廊道顯示此段河谷寬可逾
800 m。自 2012 年二溪堤防興建後，河道寬度縮減為一半，

河槽也緊貼右岸且不斷下切，其下游河段則不斷淤積，沖淤
失衡導致近年河道內工程不斷。
使用 HEC-RAS 以現有堤防情境進行二維模擬 (設定
200 年回歸期之洪水)，並計算單位河流功率的分布 (圖 16)，
結果顯示河川能量集中於彎道外側，河流功率 (ω) 局部大
於 1000 W/m2。若於攻擊岸加設丁壩，並撤除二溪堤防，可
有效改變河道內能量分布，右岸之能量消解，且能提供土砂
淤積的空間，應有助於緩解下游需不斷清淤的狀況。然而這
也有賴以非工程手法，與當地農民取得容洪獎勵或補償的共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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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曾文溪二溪河段之歷史廊道 (A)；主要堆積範圍 (B)；溢淹範圍 (C)；河川廊道範圍 (D)
Fig.14

The historical migration zone (A); deposition zone (B); flood zone (C); and fluvial corridors (D) for the Erxi reach,
Zengwen River

圖 15 曾文溪二溪河段之侵蝕作用區界定 (A)；河川廊道分區 (B)
Fig.15

The erosion zone (A) and fluvial corridor management zones (B) for the Erxi reach, Zengwen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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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曾文溪二溪河段 Q200 河流功率模擬：(A) 現況；(B) 設置丁壩與撤除堤防後
Fig.16

The simulation of stream power (Q200) in the Zengwen River: (A) present; (B) after setting spur dikes and removing
embankments

六、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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