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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溪高土砂災害之模組化防砂壩管理
陳樹群[1]*
摘 要

安軒霈[1]

國領ひろし[2] 林永欣[3]

地震頻發與氣候變遷導致野溪土砂災害劇增，危及下游公共設施與居住安全。針對當時巨量土砂所

興建之防砂壩，在時過境遷土砂量減緩後，卻又顯出對長期野溪生態與水流河床連續性的危害。不變的防砂
壩結構難以應付劇變的溪床土砂環境，因此有效經營管理防砂壩是現今重要的課題。為改善既有防砂壩難以
變動的缺點，本研究以靈活可調整的模組化防砂壩也稱為會呼吸的防砂壩來達到滿足溪流不同時期的輸砂、
防災或生態需求。
本研究以惠蓀林場蘭島溪的兩個開口型防砂壩作為研究基礎，案例一在已淤滿的梳子壩，降低中間兩支墩柱，
觀察其土砂調整及河相演變，作為未來土砂管理的參考。案例二興建一座模組化鋼管壩，長期觀測其攔阻土
砂及漂流木的功能，並詳實記錄土砂變化趨勢研擬壩體調整方式。兩案例都在強調土砂多變的野溪，必須常
態性經營管理防砂壩，且最終仍須以回歸自然野溪為原則。

關鍵詞：會呼吸的防砂壩、模組化鋼管壩、自然野溪、土砂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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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equent earthquakes and climate change have caused a dramatic increase in extreme sediment disasters in torrents, and these disasters commonly threaten downstream infrastructures and residents.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reduction in sediment yield, the numerous check dams that were built in the past to deal with the vast amounts
of sediment then carried by several torrents have recently become threats to the long-term ecology and sediment
transport continuity. The unchangeable check dam structure cannot easily cope with rapidly-changing sediment
transport, therefore,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check dams is currently an important issue in Taiwan. In order to
remedy the difficulty of modifying existing check dams, this study recommends that adjustable modular check dams,
which are also known as breathing check dams, be used to meet the varying sediment transport, flood prevention, and
ecological needs of torrent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This study employed two cases involving open-type check dams located on Landao Creek, Huisun Forest. In the
first case, after reduction in the height of two center piers in the slit dam that had already silted up, the adjustment in
sediment and evolution in fluvial morphology were observ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removal dam. In the
second case, a modular steel dam was constructed and used for long-term observation of the blockage of sediment and
driftwood by the dam, and the resulting detailed records concerning sediment variation were used to draft dam structure
adjustment approaches. The results of both cases emphasized routine management of check dams is necessary on torrents with highly variable bed load, and that it is indeed necessary to let torrents return to their natural state.
Keyword : Breathing check dam, modular steel dam, nature torrents, sediment-related disasters.

一、前

言

應的工法稱為「土砂留」，直到明治 4 年民部省大阪辦事處對
淀川沿岸府蕃縣發布之水災整治工程命令仍可見「土砂留」一

水土保持防砂工程一直是各國安定土砂、涵養水源的重要

詞 (岡本正男，2012)。明治 6 年大藏省頒布「淀川水源防砂

措施，雖經時代變遷或國情不同導致名詞多有變化，但不改其

法」是最早正式使用「防砂」一詞，但之後變成「砂防」與「防

內涵。例如日本最早出現的用語是「土砂溢漏防止」，而相對

砂」兩語彙並用，而「土砂抑止」又被視為同義語使用。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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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 20 年左右逐漸收斂為「砂防」一詞。栗島明康 (2014) 也

向沖蝕，又因為淤滿後對兩岸坡腳的壓制，而達到固定兩岸坡

以日本官方文獻為基礎，對「砂防」一詞在行政面、技術面與

腳及防止崩塌等功能。簡言之，防砂壩不論淤滿與否都有其功

學術面之用語沿革進行探究，其中以行政用語的沿革影響最大。

能。

明治 30 年因「砂防法」之制定，包含事業與規範等總稱為砂

台灣早期防砂工程仍以封閉式防砂壩為主，唯李三畏

防行政，自此確立了「砂防 (sabo)」一詞之用法。日本學者在

(1986) 在考察奧地利防砂工程後，建議應施作開口式防砂壩。

使用防砂壩一詞時，多以 sabo dam 的方式進行國際交流。台

因此台灣開始進行 A 型梳子壩 (江永哲等，1990) 與格子壩

灣花蓮縣的水源地有一條溪稱之為「砂婆礑溪」，就是日據時

(李明晃等，1989) 等開口型防砂壩之研究。歷年來，鋼製防砂

期在該溪興建多處 sabo dams (砂婆礑)，藉由日語而音轉成中

壩已有多種建構型態之研究，如立體格子壩 （柯志宇，1990）
、

文，並非坊間所稱原住民語。

格柵壩 (許乃文，2003；白文祥，2004)、混凝土與鋼製複合壩

防砂壩在全球學術研究用語仍以 check dam 為主流。check
在此是制止或停止的意思，也就是以壩來抑制河道土砂的前進。

（林智勇，1998）等應用，並已進行不同類型之鋼製防砂壩各
別施作或沿程混搭使用對泥砂攔阻功效探討 (何敏龍，1997；

中國大陸對於低矮的防砂壩稱之為谷坊，這是我們較為陌生的

劉貴慎，1997)，與鋼製防砂壩本身結構安定分析（陳樹群等，

名詞，但其英文仍以 check dam 對應。另外在乾旱的黃土高原

2008）等相關研究。然而近年來，考量鋼製防砂壩具有釋放土

經常在溝壑內，以當地黃黏土興建一系列防砂壩，目的在淤地

砂與保持棲地連續性之優點，故其研究乃由囚砂效率，轉變為

造田，稱之為淤地壩。利用壩後淤積的肥沃土壤及豐富的土層

分析鋼製防砂壩之排砂效益 (王圍穩，2009、魯聲睿，2013)。

含水量進行農業耕種，同時也減緩水土流失。世界各國在定義

至於興建防砂壩的社會影響性仍缺乏系統性的分析，因為

防砂壩功能多偏重於土砂災害防治，但中國大陸利用淤地壩來

牽涉過廣，即或對於興建水庫的社經影響性分析，也多集中於

振興農業的做法是少有的，也有其獨特性且成效顯著。
台灣早期以攔砂壩稱之，主要由攔水壩的概念延伸而來，

大壩興建前後的移民問題等 (Kirchherr, et al, 2016)，因此本文
仍以功能面來探討防砂壩的型態差異。近二十年來，台灣因應

一般民眾也都對攔砂壩一詞能朗朗上口，但容易誤認攔砂壩主

溪河生態連續性的需求，同時考量土石流及漂流木的捕捉效能，

要功能就是攔蓄砂石，一旦淤滿就失去其功能，必須清淤以回

已逐漸揚棄全封閉式防砂壩，改以興建開口型防砂壩為主。又

復原有庫容。這也是為何一些環保團體強烈質疑政府相關單位

因氣候變遷導致洪枯流量及土砂產量變異加劇，單一不變的防

對防砂壩清淤不力，導致防砂壩興建沒幾年就淤滿，不符合經

砂壩已不足以因應劇變的環境，防砂壩的常態化經營管理已勢

濟效益也危害生態。因此水土保持界不斷強調「防砂壩」一詞

在必行。

正名的重要性，水土保持手冊 (2005) 將其設置目的清楚定義
為「攔阻或調節河床砂石；減少河床坡度，抑止亂流，防止橫

二、防砂壩分類與特性

向沖蝕；固定兩岸坡腳，防止崩塌；抑止土石流，減少災害等。」
也就是說攔阻砂石、抑止土石流確實是防砂壩空庫時的重要功
能，但防砂壩淤滿後也因為溪流坡度減緩而抑制了河道的縱橫

防砂壩在規劃時就必須針對溪流特性及其所欲發揮的功
能進行設計，若依其設計理念可劃分為三大類 (表 1)。

表 1 三大類型防砂壩之應用
Table 1

The application of three types check dams

壩型

目的

開口型
防砂壩

攔阻土石流及漂流木

孔隙型
防砂壩

攔蓄山溝泥砂、減緩泥砂輸送、穩定溪床及兩岸崩
塌，防止溯源侵蝕

種類
梳子壩
切口壩
格柵壩
砌石壩
方箱型網籠壩
鉛絲蛇籠壩
預力格籠壩
木格壩等

封閉型
防砂壩

攔蓄河道泥砂、調節泥砂輸送、穩定河床及兩岸崩
塌、防止侵蝕、沖蝕、抑制土石流

1. 開口型防砂壩：
壩身具有較大之開口，在承受基礎輸砂量時，水流與泥砂
皆可通過壩體。開口型防砂壩設計之目的在於平時讓土砂通過
以保留儲砂空間，以供發生大型高含砂水流或土石流時攔阻停
淤土砂之用。因此不強調淤滿後來達到穩定河床、安定河岸邊

土壩
混凝土壩

台灣之適用性
用於山區土石流好發之溪流
河道中較少應用，主要配置於滯洪池
用於山區土石流好發之溪流
僅適用於流量小之野溪、或沖蝕溝
適用於野溪、山溝等溪水較少之地區
適用於野溪、山溝等溪水較少之地區，以控制蝕溝發展
之用
強度稍強，用於野溪，但洪水土石量過大之野溪仍不宜
配置
強度弱，適用於坡面沖蝕溝
適用於台灣南部泥岩地區，早期推廣作為小集水區的農
用灌溉池塘
設計施工簡易，台灣使用最多的壩體

坡之功能。目前台灣地區因地質脆弱與暴雨集中等因素，已將
開口型防砂壩配置於易發生土石流之溪流。
開口型防砂壩乃平時可讓土砂通過壩體而不淤積之防砂
壩，可概分為梳子壩、切口壩與格柵壩等三種，但在日本多由
鋼管建構而成，因此日本專家多統稱為「鋼製透過型防砂堰堤」
。
在歐洲奧地利、瑞士、義大利等國家，大都以混凝土與鋼材的
結合使用，但幾乎沒有固定型態的開口型防砂壩，開口型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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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多端，開口配置數量與位置也有差異，已融入環境與美學概

材強度普遍不強，遇大流量或受到土石衝撞時，容易產生損毀，

念。但也有極具商業型態的柔性鋼網壩。

故長久性往往不足，僅能使用在流量小、土砂沖擊力道不大之

開 口 型 防 砂 壩 在 土 石 流 或 高 含 砂 水 流 (Armanini and

坡面沖蝕溝之沖蝕控制，無法用做大型溪流中之防砂壩。

Larcher 2001; Busnelli et al. 2001; Masuda et al. 2002; Matsumura
and Takahara, 2008; Shrestha et al. 2012; Liu et al. 2012; Moriyama et al., 2014) 與 漂 流 木 (Katatani and Yamada 2006;

與否，水流均能由壩體孔隙間流出 (圖 2)，主要在於分離水流，

Shrestha et al. 2012; Campisano et al. 2014) 之攔阻上皆有良好

減緩水流由壩頂向下掏刷壩體的機會。宜設計在坡面沖蝕溝地

之功效，並可維持河道生態機能與山區河川環境。開口型防砂

區。

孔隙型防砂壩的壩基較不穩固，不宜施作高壩。不論淤滿
攔阻細顆粒泥沙，達到壩後淤積，減緩壩後沖蝕現象，同時也

壩在設計理念上，具備了容許泥砂自然出流以維持上游囚砂滯
洪等功能 (Nakano et al., 2003; Ono et al., 2004; Armanini et al.,

3. 封閉型防砂壩：

2006)；然而在實務上，仍常因壩體上游淤滿而喪失囚砂空間，

封閉型防砂壩之功用為攔阻泥砂、減緩河床坡度、穩定流

面臨與全封閉型防砂壩阻斷輸砂與棲地連通性之窘境 (Kon-

心、防止沖蝕與崩塌、抑止土石流等。依壩型來分，可區分為

dolf, 1997; Biedenharn et al., 1997; Pozo et al., 1997)。

重力壩、拱壩與半重力壩等。但不論壩型為何，全封閉型防砂

開口型防砂壩在淤滿前之水流、礫石與漂流木運動特性如

壩在攔阻土砂時皆不具有選擇性，即全數土砂皆可被防砂壩攔

圖 1(a) 所示。因水流容易通過壩體，因此最大流速會接近壩

阻，如石門水庫上游之榮華壩與巴陵壩，其目的即為完全攔阻

體下端，所帶動的礫石也容易由下端流出，開口型防砂壩用意

土砂，不讓泥砂進入石門水庫庫區。

也是讓細小顆粒能流出壩體。根據實驗與現場調查，粒徑若大

封閉型防砂壩因水流會翻越壩頂而出，因此對於漂流木的

於壩體間距的 1/2，就容易起連拱效應阻斷後續輸砂，轉變成

攔阻效果較差 (圖 3)，國外一般情況，在未淤滿前會因水流擾

為孔隙型壩體的型態，如圖 1(b)，因此壩體間距設計影響壩對

動，而使推移質向下游移動速度減緩，但台灣溪流土砂量偏大，

礫石的攔阻功能甚巨。漂流木也因水流的浮力及水平推力而極

經常一場暴雨就造成完全淤滿。因此封閉型防砂壩除了攔阻平

易受壩體所攔擋，這也是該型防砂壩的優點，但同時也必須進

日河道中之泥砂，更強調穩定上游河道兩岸邊坡與減少沖蝕的

行清淤的動作，以回復其優點。

功能。故在強調攔阻土石流或漂流木之溪流，則不適合興建封

2. 孔隙型防砂壩：
壩身因構築材料具有孔隙性，在承受基礎輸砂量時，大部

閉型防砂壩。由於全封閉型防砂壩下游土砂運移量減少，因此
亦造成壩體下游面淘空，故常興建副壩配合水墊保護，或以系
列壩 (節制壩) 的型態出現，以保護河床並免於壩體淘刷。

份之土砂無法通過孔隙壩身，但水流可由孔隙滲流出。開口型

封閉型防砂壩最被環保團體所詬病的是：棲地之縱向不連

防砂壩淤滿後，若淤砂之孔隙較大，水流可自壩口滲出，其囚

續：防砂壩直接阻斷河川棲地中之縱向連續性，造成棲地成為

砂行為類似於孔隙型防砂壩。孔隙型防砂壩有砌石壩、木造格

片斷不相連之區塊。但對於水土保持專業而言，封閉型防砂壩

框砌石塊壩、壩心填卵石型防砂壩、方箱型網籠壩、鉛絲蛇籠

更重要的缺失是水流輸砂之不連續：河川水力條件改變，水流

壩、預力格籠壩、木格壩等。該類壩體之共通點乃壩體不具大

受阻，泥砂無法順利下移，河川失去應有之基礎輸砂量。在河

型開口，但因孔隙材料之特性而具有透水性，最常使用的是鉛

川長久經營管理而言，這兩個問題終須面對。雖然拆壩為換取

絲蛇籠壩。

河溪自然水流輸砂與棲地環境之手段之一 (Doyle et al., 1997;

本類防砂壩之優點在於建造容易快速，且建構之成本低廉，
加以材料即為溪床中之卵石與塊石，極易於取得，故本類壩體

Doyle et al., 2003)，但拆壩工程成本較高及拆除期間對溪流棲
地環境沖擊也大，因此仍是具爭議性。

便常用於緊急臨時性之土砂災害防治，但由於本類防砂壩之建

圖 1 開口型防砂壩 (a) 未淤滿及 (b) 淤滿的礫石與漂流木攔阻示意圖
Fig.1 Open type check dam (a) under full-deposit (b) full-deposit is effective in woody and debris flow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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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孔隙型防砂壩 (a) 未淤滿及 (b) 淤滿的水流與土砂分離示意圖
Fig.2 Porous type check dam (a) under full-deposit (b) full-deposit condition to separate river flow and sediment

圖 3 封閉型防砂壩未淤滿 (a) 及淤滿 (b) 對於土砂攔阻的示意圖
Fig.3 The Sediment trap efficiency of closed type check dam in (a) partial-deposit and (b) full-deposit

圖 4 野溪及上游集水區防砂壩空間配置規劃示意圖
Fig.4 The suitable loc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check dams in torrent and hillside

防砂壩的型態有所區別，但該在何處興建適合的防砂壩又

之沖蝕溝應以防止繼續沖蝕為主，並回淤土壤以安定邊坡，因

是一門學問，圖 4 是防砂壩在野溪集水區各不同區位的配置示

此以興建連續低矮孔隙型防砂壩為主。及至離開坡面進入野溪

意圖。野溪上游集水區坡面多屬表土層，坡陡顆粒細，此區位

流動段，為保持生態及水流連續性，應以開口型防砂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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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因區位再做微調。例如土石流源頭區因底床多屬巨石且
流動能量大，可興建開口較大的梳子壩以阻擋巨石移動，同時
使卵礫石顆粒得以往下游移動。及至坡度漸緩區位，可加裝橫
桿及降低壩高以格子壩方式呈現，或是進一步改為孔隙型壩體，
以減緩水流速度停淤細顆粒穩定河床為主。到了野溪最下游的
堆積區，水流動能已減緩，但為穩定流心及避免下一波洪水的
掏刷，可興建連續固床工或封閉型矮壩等型態。至於一些開發
區，在申請水土保持計畫時，為減緩洪峰流量，常使用切口壩
來構築滯洪池以達到滯洪效果。
防砂壩對於野溪上下游的河相演變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

(a) 河川中的各類型土砂量

響。首先在壩體上游面會產生泥砂淤積，壩上游淤積泥砂雖可
減緩河川坡度，降低沖蝕能力。但泥砂淤積後改變河相特性，
迫使水流趨向蜿蜒河川，降低輸砂能力，出現泥砂細顆粒淤積，
降低孔隙率，減少河川底棲生物應有之棲地空間。
其次在壩體下游面出現河道刷深，河川中之輸砂處於動態
平衡，防砂壩設置後將泥砂停淤在壩體上游，造成下游河道失
去泥砂補充。根據 Lane(1955) 的河制定理 (流量坡度輸砂
量粒徑)，當河道輸砂量減少時，河道需要較小之坡降來調節。
為滿足河制定理，防砂壩下游會以壩趾掏刷之方式來降低河床

(b) 興建防砂壩的時機

坡降，以因應上游來砂量之減少。河床之刷深之現象需要一段

圖 5 週期性來砂量變化與防砂壩興建時機

距離方得以減緩。為了防止河道刷深，又必須設置潛壩或固床

Fig.5 Periodic sediment variation and check dam built
timing

工阻斷土砂下移，使下游河床泥砂補充更加困難，加劇河道下
切之速度；因此又再增設設置護岸保護工及多道固床工以穩固
河床；大量增加人為工程之介入程度，亦大幅阻斷溪流棲地環
境縱向與橫向上之連續性。河川以下切之方式取得其水流所需
之輸砂，由於下切之起點即在壩腳，加以防砂壩高度之落差而
形成高能之水流沖擊，因此常常在壩體下游形成深潭，掏刷壩
體基腳，進而成壩體之破壞。

三、防砂壩經營管理
集水區受到降雨、地震等週期性營力之作用，導致坡面沖
蝕、邊坡崩塌、土石流等土砂災害，促使大量泥砂進入河道。
但因為規模強度不同，致使河川中之泥砂輸砂量會出現週期性

圖 6 因應上游土砂量變遷的防砂壩經營管理

之變化。其週期視作用力規模大小而定，小至 1 到 10 年 (如

Fig.6 Management of check dams based on sediment variation trend

颱洪暴雨) 的高含砂水流，亦可大至數十年乃至於百年 (如地
震) 所引發的大規模土砂事件。河川受到大規模崩塌、土石流

地震所引起的各種大小規模地質災害、氣候變遷所引發河

或洪水引發的挾砂水流，其堆疊而成的輸砂量變化極為劇烈，

川土砂環境的變異，更加顯出形態固定的防砂壩在時間軸上的

圖 5(a) 可表示其動態之變化量。

窘境。如果防砂壩是可以依不同時期的輸砂量改變其型式，依

大型地震或暴雨事件造成集水區邊坡大量崩塌，使河川進
入來砂量高峰期。通常在來砂量豐沛的初期，為抑制其巨大的

輸砂量由大到小不斷的拆解，那麼不僅可以因應不同時期的防
砂量，也可以保持泥砂量的均衡性以及溪流生態的連續性。

輸砂量，治理單位會興建防砂壩以攔阻大量土砂，減緩下游土

流域崩塌產砂量減緩後，若在颱洪期間之來砂量也不高，

砂災害 (圖 5(b))。但在日常流量下，防砂壩需容許基礎泥砂量

此時則應適當地降低防砂壩強度。一方面來砂之行為，已由土

流出，以滿足河川平衡輸砂率之需求；當颱洪暴雨時，防砂壩

石流之高強度輸砂，轉變為河床載之輸砂；另一方面，高強度

需將高峰期之高來砂量加以阻絕，以避免下游地區之土砂災害。

之防砂壩易阻斷河川之基礎輸砂量，亦容易因淤砂而阻斷河川

防砂壩興建後即難以改變其狀態，但自然界的泥砂量是變動的，

棲地連續性，故應適當地降低防砂壩強度。圖 6 表示在高來砂

輸砂量在幾年後會因為上游崩塌地自然復育或是人為防砂壩

量時所設計的防砂壩可採用開口型防砂壩 (如梳子壩)，且在

治理功效而減緩。此時的溪流會因為造成上游泥砂量補充不足

開口處裝置鋼管壩及格柵設施。隨著泥砂量的減少可先拆除橫

導致下游淘刷，引起輸砂不平衡而破壞溪流河床的自然演變。

材，其次是縱材，以允許部分淤積之泥砂流出，若來砂量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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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且上游不再有崩塌，即可將防砂壩降低成固床工的型態，

有鑑於此，本研究設計一座可拆卸式之模組化鋼管壩，並

甚至將固床工設計成自然的潭瀨結構。終極目標在維持基礎輸

借重其可拆卸之特性，建立視上游流域來砂量逐年減少而降低

砂平衡、防止河道下切及維持生態連續性。

模組化鋼管壩強度之理念與流程，以改善現有固定式鋼管壩之
缺點。此外，考量在鋼管壩部份元件拆卸後，上游突然發生預
期外之土石流事件，本研究進一步設計渠道實驗，以驗證即便
模組化鋼管壩在拆除部份元件時，仍能發揮一定程度之阻滯泥
砂與漂流木能力。本研究第一作者經多年思考防砂壩配合環境
變化的組合拆卸概念，提出「會呼吸的防砂壩」，並技轉給日
本最大鋼鐵公司—「日鐵住金」，並首度刊登於日本「土木施
工」期刊封面 (陳樹群、川端規之，2014)。
鋼管壩雖然有其優點，但仍有一般壩體不能調整的缺點，
因此本研究將其改良成模組化鋼管壩。以圖 7 的鋼管壩為例，
各組件非互相焊接，而是以強化螺帽進行組合，故鋼管壩之通
水容量可由橫材與縱材之拆卸而自由調節。數組鋼管壩併排配
置成一座可靈活調整的模組化鋼管壩。亦即各組鋼管壩並非相

(a) 模組化鋼管壩設計案例

連，而均為獨立個體，配合各模組橫材與縱材之拆卸組裝，可
滿足溪流在不同時期的輸砂、防災或生態需求。
當大規模地震發生導致河道上游來砂潛勢大增後，宜興建
加裝橫材之鋼製透過型防砂壩，待上游來砂量減少後，即可移
除橫材，提升淤積土砂移至下游之能力。待上游來砂趨於平衡
時，可視防災需求移除部份縱材，以提供河川之基本輸砂需求，
同時維持一定的防砂能力。以防患下次更高層級之土砂事件，
並於災害事件後重新加裝縱材與橫材。
模組化防砂壩 (會呼吸的防砂壩) 重點在強調藉由壩體
人為的調整來經營管理河道中的土砂量，最終目的在藉由調整
過程，使河川漸趨回復自然平衡狀態。壩體的可調整性，改變

(b) 模組化鋼管壩單一模組元件

了以往固定不變的思維，為使民眾容易領悟，又稱之為「會呼

圖 7 模組化防砂壩及其模組元件

吸的防砂壩」，強調其類似生命體的可變性。至於防砂壩類型

Fig.7

在空間的配置 (圖 4) 與時間軸的拆解組裝 (圖 6)，存在著高

Modular steel check dam and its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elements

度的搭配選擇流程，(圖 8) 就是模組化防砂壩在空間與時間的
思考邏輯。

圖 8 模組化防砂壩應用於土砂防災之調整與管理流程
Fig.8 The adjustment and management of modular check dam in sediment reduc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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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型土砂事件發生時，先思考該區域是否有保全對象。

壩已完工，有效攔阻土石流並降低土石衝擊力，明顯保護下游

如果沒有保全對象，基於河溪自然演變及生態連續性的原則，

蘭島溪二號橋的安全。迄今，集水區上游崩塌土方量已經由多

不宜興建任何人工結構物，也就是不建壩。如果有保全對象，

次颱風淋洗而逐漸降低，但仍是屬於危險的土石流溪流。

但僅屬於洪水災害，而非土砂災害，則以興建切口壩的滯洪池

蘭島溪因經多次土石流襲擊，為保護橋樑道路的安全，已

來調整洪峰流量即可。假若保全對象為高峰期的土石流溪流，

逐漸轉成極為人工化的渠道，溪流有兩座主要的防砂壩，上游

那就需要興建新的開口壩或是原壩體加裝攔阻元件，並且定時

面為具有六支墩柱的梳子壩，墩柱與墩柱間各有三排鋼管相連，

清淤。同時也定時觀測土砂量，評估大型土砂事件再發生機率。

興建年代已不可考。下游面為 2013 年由日鐵住金公司興建贈

若是仍處於土砂高峰期，則仍應保持現有壩體。但若評估確實

予中興大學之模組化鋼管壩。兩壩之間左右均有完整護岸及一

已進入土砂消減期，則可拆除部分橫向元件，以排除上游多餘

系列的固床工。本研究針對此兩開口型防砂壩進行拆卸與組裝，

土砂。若評估已進入河道土砂平衡期 (僅為基礎輸砂量)，且可

分析其對於河道的土砂影響。

預見的未來不會再出現大型土砂事件，此時可拆除數組防砂壩，
以提供完整的縱向廊道，回覆生態與土砂的連續性。但若仍有
洪水引起河道下刷的疑慮，則可採拆卸縱橫向元件以降低壩高，
達到固床的功效。
藉由模組化防砂壩來長期進行溪流土砂經營管理，圖 8 是
一個理想的迴圈式管理。常有學者認為河道土砂環境的變動往
往不易預測，且拆除後再組裝也有其困難度，但問題在於過度
保守圈地自限的想法，常使觀念無法突破，甚至最終淪落到防
砂壩被環保團體完全抗拒的現象，最終陷入永無止境的觀念對
抗。提出模組化防砂壩 (會呼吸的防砂壩) 的觀念，並據此設
計幾種拆卸組裝方式，其目的有二：首先是喚醒大家重視在多
變的土砂環境下不宜以永遠固定不變的防砂壩因應，我們必須
經常性的評估溪流土砂環境變遷來管理調整所設計的防砂壩。
其次必須在規劃之初就將壩體的可調整性納入設計範疇，除可
因應環境需求以有效拆卸壩體外，更宣示回歸自然溪流的決心。
水土保持防砂的美學在於回歸或融入自然，而非強調優異的人
工結構物。

四、惠蓀林場蘭島溪防砂壩管理分析
惠蓀林場為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所轄管的四大林場之一，面積 7,477 ha，高程 450 m 至 2,419
m，具備了亞熱帶、溫帶等不同的氣候特色。但也因為高程差
異大且岩性多屬易碎的砂岩與板岩結構，因此易產生崩塌及土
石流災害，其中又以蘭島溪為甚。

圖 9 惠蓀林場蘭島溪及兩座開口型防砂壩配置圖
Fig.9 Two open-type check dams located on Landao
Creek, Huisun Forest.

圖 10(a) 為蘭島溪上游梳子壩，壩高 6 m，淤積土方量約
24,000 m3，淤積面積約 4,700 m2，淤砂坡度為 11.24%。此區

蘭島溪位於惠蓀林場之西北端，為具有強烈源頭侵蝕的一

因上游崩塌地造成土砂來源豐富，導致梳子壩後方庫區土砂已

級河川；集水面積約 170 ha，集水區平均坡度在 44°至 45°之

淤滿，失去攔截土石流的效果。因此 2013 年 8 月的蘇力颱風，

間，溪流長度約 2,800 m。從蘭島溪上游梳子壩開始至下游與

豪雨引發上游崩塌越過已淤滿之梳子壩，造成大量土砂淤塞河

北港溪匯流口 (圖 9)，長約 700 m，平均河寬 20 m，河床平均

道，幸好當時已增建鋼管壩 (圖 11(a))，攔阻大部分土石，才

坡度 10°。蘭島溪集水區之岩層屬達見砂岩及板岩，由於風化

不至於對惠蓀二號橋造成嚴重傷害。為考量河道輸砂平衡，因

程度高且高程差異大，因此蘭島溪處於以向下切蝕為主的土石

此惠蓀林場與南投林區管理處合作規劃將中間兩支墩柱下修

流溪流 (編號為投縣 DF001)，豐富的土砂有利於出口端形成

為 3.5 m (乾坤技術顧問公司，2015)。規劃降低兩支墩柱的目

沖積扇。2004 年敏督利颱風，造成集水區上游崩塌約 13 ha，

的為：一、降低中間兩支墩柱以方便壩後淤積土方清除，增加

崩塌土方量高達 2.5106 m3，湍流挾大量的崩塌土砂進入蘭島

囚砂空間，以容納下一波土石流。二、下游護岸及固床工已呈

溪，引發土石流。豐沛的土石流形成龐大的沖積扇，造成蘭島

現淘刷狀態，表示泥砂補充不足，因此降低中間兩支墩柱，可

溪二號橋與上方之自行車道被大量土石淹沒，咖啡園部分房舍

增加常流量時之輸砂量，以自然力來運移梳子壩上游淤積土方

被掩埋；2009 年莫拉克颱風過境，大量土石再次傾瀉而下，將

量，補充下游土砂，以保持河道穩定。三、降低中間兩支墩柱，

蘭島溪河道淤滿，巨礫的衝擊造成修復過後的二號橋再度損毀。

亦可降低跌水高度，保護壩基免於傾倒增加溪流生態連續之可

2013 年 7 月 13 日蘇力颱風再次引發土石流，幸好模組化鋼管

能性。2016 年經過數次豪雨沖刷，淤積土方量已逐漸向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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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送，且已呈現深槽化的 V 型淤積體 (圖 10(b))，降低因暴雨

外移土方量約 2,000 m3，壩後的淤積體已下刷出較原淤積面低

引發一次性外移的風險，達到規劃之目的。由圖 10(c) 的拆壩

3 m 的深泓線，逐漸恢復河川的面貌。

3，淤砂坡度為

前後地形分析，淤積土方量約 22,000 m

16%，

(a) 6支墩柱梳子壩搭配鋼管橫材 (2014/9/30)

梳子壩上游庫區已淤滿

(b) 降低中間兩支墩柱 (2016/1/31)

梳子壩上游庫區已沖刷

(c) 梳子壩上游沖淤變化圖

圖 10 惠蓀林場蘭島溪拆降中間兩隻梳子壩與上游淤砂變化歷程
Fig.10

Cut down center piers of comb dam and analysis of the upstream deposition area variation located on Landao
Creek, Huisun Forest.

目前梳子壩上游淤積土方量已降低，再次發生颱洪事件時，

者與日鐵住金公司合作，以會呼吸的防砂壩的概念，於 2013

可減輕二號橋可能遭受的衝擊，且於 2015 年 12 月完工至今，

年 3 月在惠蓀林場蘭島溪興建模組化鋼管壩一座，共由 8 組

下游固床工基礎淘刷的現象已趨緩，逐漸達到河道土砂平衡，

互不相連的獨立鋼管壩所構成，每組分別由橫向與縱向元件所

並有效保護二號橋之安全。

構成。並以現地條件水理幾何相似律進行縮比模型實驗。實驗

圖 11(a) 為下游面興建一座模組化鋼管壩，觀察其攔阻土

之目的為探討模組化鋼管壩裝置橫材與否對於土石流攔阻之

砂及漂流木的功能。為驗證模組化防砂壩之設計理念，第一作

現象與效率 (國領及陳等人，2014）
。興建完工後隨即發生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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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13 日蘇力颱風，並於蘭島溪引發之嚴重土石流事件。

照片，明顯看見兩側堤防與固床工基腳外漏。為維持輸砂平衡，

當時由於上游梳子壩已淤滿，幸好此鋼管壩保持空庫狀態，本

因此實驗降低上游梳子壩墩柱高度 (圖 10(b))，在 2016 年數

研究以縮時攝影機記錄現場模組化鋼管壩攔阻土石流之過程，

次豪雨過後，可明顯看見鋼管壩附近河道回淤約 0.4 m (圖

可以清楚顯現模組化防砂壩攔截土石流的功能，有效保護下游

11(c))，大約有 1,000 m3 淤積量，亦即上游梳子壩的土砂量除

二號橋的安全。

部分堆積於本河段外，其餘下移至北港溪，河床質運移效果顯

鋼管壩在蘇力颱風時已圓滿達到攔阻土石流的功能，為維

著。此處所設計的鋼管壩係在攔阻土石流的巨量土砂，並不會

持其攔阻功能，隨即清空淤積量，以保持空庫提供土砂流淤積

影響小豪雨所引發的河床質運移，圖 11 對於兩類型土砂運移

空間。但因為上游梳子壩攔阻大量土砂 (圖 10(a))，致使下游

已明顯區分其功能。

河床逐漸下刷，圖 11(b) 為鋼管壩附近河道刷深及 UAV 空拍

(a) 鋼管壩施工中 (2013/03) 及當年蘇力颱風有效攔阻土石流 (2013/7/13/6:57)

(b) 因上游梳子壩攔阻導致模組化鋼管壩附近堤防與基腳掏刷 (2014/9/30)

(c) 上游梳子壩降低兩隻墩柱導致鋼管壩附近河床回淤，輸砂逐漸平衡 (2016/7/15)

圖 11 惠蓀林場蘭島溪鋼管壩攔阻土石流與輸送河床質之功效
Fig.11

The efficiency of debris flow trapped and bed load transport in modular steel dam located on Landao Creek,
Huisun Forest.

野溪防砂工程旨在降低土砂災害，保護下游人員與道路安

據。不論是可計量之直接效益或是不可計量之間接效益，在興

全，同時也兼具國土保育及維護天然森林的目的。換言之，保

建之初都必須有效呈現，但隨著年代變遷，這些工程是否仍保

土、蓄水及減災防災等機能為治山防災保育治理工程實施之主

有設計之初的效益，需要持續評估。

要目的。因此，反應在保育治理效益上，防砂、涵養水源及保

會呼吸的防砂壩就在強調經由壩體調整來維護既有效益。

護民眾財產和安全等，就成為評估治山防災工程效益之重要依

本研究兩座開口型防砂壩都在強調多變的河床必須常態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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