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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通論通論通論通論
1.1概論概論概論概論
1.2台灣山坡地利用概況台灣山坡地利用概況台灣山坡地利用概況台灣山坡地利用概況
1.3水土保持農藝方法水土保持農藝方法水土保持農藝方法水土保持農藝方法
1.4土壤侵蝕與控制土壤侵蝕與控制土壤侵蝕與控制土壤侵蝕與控制
1.5防風定砂防風定砂防風定砂防風定砂
1.6農地水土保持規劃農地水土保持規劃農地水土保持規劃農地水土保持規劃
貳貳貳貳、、、、處理單元處理單元處理單元處理單元
2.1等高耕作等高耕作等高耕作等高耕作(Contour Farming)

2.2覆蓋覆蓋覆蓋覆蓋(Cover)

2.3敷蓋敷蓋敷蓋敷蓋(Mulching)

2.4綠肥綠肥綠肥綠肥(Green Manure)

2.5山邊溝山邊溝山邊溝山邊溝(Hillside Ditch)

2.6平台階段平台階段平台階段平台階段(Bench Terraces)

2.7寬壟階段寬壟階段寬壟階段寬壟階段(Broad Based Terrace)

2.8石牆法石牆法石牆法石牆法(Stone Walls)

2.9草帶法草帶法草帶法草帶法(Grass Barriers)

2.10農塘農塘農塘農塘(Farming Pond)

2.11農地沉砂池農地沉砂池農地沉砂池農地沉砂池(Sedimentation Pond for Farmland)

2.12農地防風農地防風農地防風農地防風(Windbreak for farmland)

2.13乾砌石護坡乾砌石護坡乾砌石護坡乾砌石護坡(Rockery slope protection works)

2.14梯田梯田梯田梯田(Terrace)

2.15農地整坡農地整坡農地整坡農地整坡(Farm-Land Preparation)



參參參參、、、、農地水土保持相關配合措施農地水土保持相關配合措施農地水土保持相關配合措施農地水土保持相關配合措施

3.1農路系統農路系統農路系統農路系統(Farm-Road System)

3.2農地排水農地排水農地排水農地排水(Farm Drainage)

3.3農地灌溉農地灌溉農地灌溉農地灌溉(Farmland irr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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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山邊溝之坡度山邊溝之坡度山邊溝之坡度山邊溝之坡度、、、、溝距對照溝距對照溝距對照溝距對照
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平台階段土方表平台階段土方表平台階段土方表平台階段土方表
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坡面農地逕流量估計坡面農地逕流量估計坡面農地逕流量估計坡面農地逕流量估計



§§§§概論概論概論概論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臺灣本島水土保持的濫觴臺灣本島水土保持的濫觴臺灣本島水土保持的濫觴臺灣本島水土保持的濫觴-梯田開闢梯田開闢梯田開闢梯田開闢
�光復初期開始由政府推廣農地水土保持光復初期開始由政府推廣農地水土保持光復初期開始由政府推廣農地水土保持光復初期開始由政府推廣農地水土保持
�對山坡地宜農對山坡地宜農對山坡地宜農對山坡地宜農、、、、宜牧地進行調查宜牧地進行調查宜牧地進行調查宜牧地進行調查、、、、區分區分區分區分、、、、
規劃規劃規劃規劃，，，，研擬頒布如研擬頒布如研擬頒布如研擬頒布如：：：：公有山坡地整理辦公有山坡地整理辦公有山坡地整理辦公有山坡地整理辦
法法法法、、、、國有原野地清理國有原野地清理國有原野地清理國有原野地清理、、、、國有森林用地解除國有森林用地解除國有森林用地解除國有森林用地解除
後土地處理及保育利用方案等相關山坡地後土地處理及保育利用方案等相關山坡地後土地處理及保育利用方案等相關山坡地後土地處理及保育利用方案等相關山坡地
農牧土地利用法規農牧土地利用法規農牧土地利用法規農牧土地利用法規

�山坡地農牧地經營利用山坡地農牧地經營利用山坡地農牧地經營利用山坡地農牧地經營利用、、、、水土保持相關工水土保持相關工水土保持相關工水土保持相關工
程程程程、、、、致力於山坡地農藝致力於山坡地農藝致力於山坡地農藝致力於山坡地農藝、、、、園藝及其他經濟園藝及其他經濟園藝及其他經濟園藝及其他經濟
作物之改進與推廣作物之改進與推廣作物之改進與推廣作物之改進與推廣、、、、山坡地畜牧作業改進山坡地畜牧作業改進山坡地畜牧作業改進山坡地畜牧作業改進
與推廣與推廣與推廣與推廣、、、、其他有關山坡地發展保育利用其他有關山坡地發展保育利用其他有關山坡地發展保育利用其他有關山坡地發展保育利用

�規定放領宜農地規定放領宜農地規定放領宜農地規定放領宜農地，，，，必須俟承領人完成水土必須俟承領人完成水土必須俟承領人完成水土必須俟承領人完成水土
保持處理保持處理保持處理保持處理，，，，並於繳清地價後並於繳清地價後並於繳清地價後並於繳清地價後，，，，始得憑承領始得憑承領始得憑承領始得憑承領
證書及水土保持合格證書以換發土地所有證書及水土保持合格證書以換發土地所有證書及水土保持合格證書以換發土地所有證書及水土保持合格證書以換發土地所有
權狀權狀權狀權狀。。。。

�水土保持處理包括水土保持處理包括水土保持處理包括水土保持處理包括：：：：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平台階段平台階段平台階段平台階段(應包應包應包應包
含梯田含梯田含梯田含梯田)、、、、山邊溝山邊溝山邊溝山邊溝、、、、石牆法石牆法石牆法石牆法、、、、寬壟階段寬壟階段寬壟階段寬壟階段及及及及
其必要之其必要之其必要之其必要之農地安全排水設施農地安全排水設施農地安全排水設施農地安全排水設施。。。。



�近來政府基於近來政府基於近來政府基於近來政府基於水土資源保育需要水土資源保育需要水土資源保育需要水土資源保育需要對坡地農對坡地農對坡地農對坡地農
業之開發越趨嚴謹業之開發越趨嚴謹業之開發越趨嚴謹業之開發越趨嚴謹，，，，使得開發規模與面積使得開發規模與面積使得開發規模與面積使得開發規模與面積
漸減漸減漸減漸減。。。。

�為使農地水土保持推廣為使農地水土保持推廣為使農地水土保持推廣為使農地水土保持推廣工作與項目工作與項目工作與項目工作與項目，，，，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早期發展之農地水土保持早期發展之農地水土保持早期發展之農地水土保持早期發展之農地水土保持技術體系技術體系技術體系技術體系應能應能應能應能與與與與
時俱進時俱進時俱進時俱進，，，，期能發展出期能發展出期能發展出期能發展出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及及及及就地取材就地取材就地取材就地取材
之農地水土保持方法之農地水土保持方法之農地水土保持方法之農地水土保持方法

�藉省工經營及草生栽培藉省工經營及草生栽培藉省工經營及草生栽培藉省工經營及草生栽培，，，，達到兼具保水護達到兼具保水護達到兼具保水護達到兼具保水護
土土土土、、、、減緩土壤流失與增高作物產量等功能減緩土壤流失與增高作物產量等功能減緩土壤流失與增高作物產量等功能減緩土壤流失與增高作物產量等功能
外外外外，，，，亦期望能因應氣候變遷與極端氣象事亦期望能因應氣候變遷與極端氣象事亦期望能因應氣候變遷與極端氣象事亦期望能因應氣候變遷與極端氣象事
件下件下件下件下，，，，能有調適之農地水土保持措施能有調適之農地水土保持措施能有調適之農地水土保持措施能有調適之農地水土保持措施。。。。

�適用於農地之水土保持農藝方法適用於農地之水土保持農藝方法適用於農地之水土保持農藝方法適用於農地之水土保持農藝方法，，，，並並並並依個依個依個依個
別別別別處理項目及處理項目及處理項目及處理項目及綜綜綜綜合方法合方法合方法合方法定定定定義義義義、、、、目的目的目的目的、、、、適用適用適用適用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類型類型類型類型與規劃設計與規劃設計與規劃設計與規劃設計、、、、作業方法作業方法作業方法作業方法與與與與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事項事項事項事項等分等分等分等分別說明別說明別說明別說明，，，，期望能期望能期望能期望能提供提供提供提供相關相關相關相關山坡地山坡地山坡地山坡地
開開開開挖挖挖挖整地及農業耕作整地及農業耕作整地及農業耕作整地及農業耕作管管管管理理理理相關相關相關相關水土保持處水土保持處水土保持處水土保持處
理與理與理與理與維維維維護之參護之參護之參護之參考依據考依據考依據考依據。。。。



����臺灣臺灣臺灣臺灣現現現現有坡地作物有坡地作物有坡地作物有坡地作物
����農藝作物農藝作物農藝作物農藝作物
����食食食食用作物用作物用作物用作物 ����特特特特用作物用作物用作物用作物
����園藝作物園藝作物園藝作物園藝作物
����蔬菜類蔬菜類蔬菜類蔬菜類 ����果實類果實類果實類果實類
����花卉類花卉類花卉類花卉類
����雜雜雜雜用作物用作物用作物用作物
����短短短短期作物期作物期作物期作物 ����覆土作物覆土作物覆土作物覆土作物
����埋藏埋藏埋藏埋藏飼料飼料飼料飼料作物作物作物作物 ����保護作物保護作物保護作物保護作物
����綠綠綠綠肥作物肥作物肥作物肥作物

����農地水土保持目的農地水土保持目的農地水土保持目的農地水土保持目的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農業農業農業農業友善環境友善環境友善環境友善環境基基基基礎觀念上礎觀念上礎觀念上礎觀念上，，，，使土地利使土地利使土地利使土地利
用用用用可可可可兼具兼具兼具兼具環境環境環境環境生生生生態態態態保育功能保育功能保育功能保育功能。。。。

����土地利用之土地利用之土地利用之土地利用之際際際際，，，，藉藉藉藉著著著著等高耕作等高耕作等高耕作等高耕作、、、、覆蓋覆蓋覆蓋覆蓋、、、、敷敷敷敷
蓋蓋蓋蓋、、、、栽栽栽栽植植植植草帶等具有水土保持草帶等具有水土保持草帶等具有水土保持草帶等具有水土保持效效效效能之農藝能之農藝能之農藝能之農藝
方法來栽方法來栽方法來栽方法來栽種種種種作物作物作物作物，，，，以達到控制土壤侵蝕與以達到控制土壤侵蝕與以達到控制土壤侵蝕與以達到控制土壤侵蝕與
保育水土資源保育水土資源保育水土資源保育水土資源

����改改改改善善善善土壤土壤土壤土壤內內內內物理物理物理物理化學化學化學化學及及及及微微微微生物生物生物生物環境條環境條環境條環境條件件件件，，，，
進進進進而提供良好而提供良好而提供良好而提供良好的農業生的農業生的農業生的農業生態環境態環境態環境態環境，，，，讓讓讓讓生產力生產力生產力生產力
永續獲永續獲永續獲永續獲得得得得。。。。



����合理土地利用合理土地利用合理土地利用合理土地利用
農地經營為農地經營為農地經營為農地經營為符符符符合水土保持與合水土保持與合水土保持與合水土保持與永續永續永續永續利用之利用之利用之利用之
理理理理念念念念，，，，須須須須依依依依照照照照「「「「山坡地土地山坡地土地山坡地土地山坡地土地可可可可利用利用利用利用限限限限度度度度
分分分分類標準類標準類標準類標準」」」」，，，，將將將將山坡地分為宜農牧地山坡地分為宜農牧地山坡地分為宜農牧地山坡地分為宜農牧地、、、、
宜林地及宜林地及宜林地及宜林地及加強加強加強加強保育地保育地保育地保育地。。。。

����土壤改土壤改土壤改土壤改良良良良
����植植植植生覆蓋生覆蓋生覆蓋生覆蓋或或或或保保保保留留留留地地地地被植被植被植被植物物物物，，，，可可可可緩緩緩緩衝衝衝衝坡地坡地坡地坡地
土壤之土壤之土壤之土壤之日夜溫差或季節日夜溫差或季節日夜溫差或季節日夜溫差或季節之之之之暑害或寒害暑害或寒害暑害或寒害暑害或寒害，，，，
供給微供給微供給微供給微生物與生物與生物與生物與蚯蚓活動蚯蚓活動蚯蚓活動蚯蚓活動的適宜的適宜的適宜的適宜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地地地地上部上部上部上部之之之之枯枝落葉腐爛枯枝落葉腐爛枯枝落葉腐爛枯枝落葉腐爛後進後進後進後進入入入入土壤土壤土壤土壤可可可可增增增增
加加加加其有其有其有其有機質機質機質機質，，，，能能能能促促促促進土壤進土壤進土壤進土壤團粒化團粒化團粒化團粒化及改及改及改及改善善善善
土壤土壤土壤土壤化學性化學性化學性化學性。。。。

����根根根根系系系系穿入穿入穿入穿入土壤土壤土壤土壤，，，，能能能能疏鬆疏鬆疏鬆疏鬆表土表土表土表土，，，，改改改改善善善善土壤土壤土壤土壤
物理物理物理物理性性性性。。。。

����控制地表逕流控制地表逕流控制地表逕流控制地表逕流
����山坡地開發規模山坡地開發規模山坡地開發規模山坡地開發規模、、、、開發開發開發開發密密密密度度度度較大較大較大較大，，，，易造易造易造易造
成土壤侵蝕與土砂成土壤侵蝕與土砂成土壤侵蝕與土砂成土壤侵蝕與土砂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短短短短期期期期勤勤勤勤耕作物因需定時進行土壤耕作物因需定時進行土壤耕作物因需定時進行土壤耕作物因需定時進行土壤翻犁翻犁翻犁翻犁耕耕耕耕
作作作作，，，，會會會會使使使使翻鬆翻鬆翻鬆翻鬆後的土壤極後的土壤極後的土壤極後的土壤極易易易易遭雨遭雨遭雨遭雨水水水水或或或或地地地地
表逕表逕表逕表逕流流流流侵蝕侵蝕侵蝕侵蝕而而而而流流流流失失失失。。。。



����改改改改善善善善水水水水質質質質與增與增與增與增加加加加水量水量水量水量
����人人人人類引類引類引類引用水流用水流用水流用水流，，，，在在在在經經經經過過過過土地土地土地土地不當不當不當不當利用利用利用利用或或或或
高高高高密密密密度農業度農業度農業度農業墾殖墾殖墾殖墾殖等地區等地區等地區等地區，，，，水水水水質便可質便可質便可質便可能能能能會會會會
有有有有惡化或汙染惡化或汙染惡化或汙染惡化或汙染之之之之情形情形情形情形，，，，除含砂量增除含砂量增除含砂量增除含砂量增加加加加，，，，
還還還還有農有農有農有農藥藥藥藥、、、、肥肥肥肥料料料料，，，，甚至家甚至家甚至家甚至家畜排畜排畜排畜排泄泄泄泄物之物之物之物之細細細細
菌菌菌菌等等等等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地地地地被被被被覆蓋與草生栽培覆蓋與草生栽培覆蓋與草生栽培覆蓋與草生栽培
����在在在在坡度坡度坡度坡度較陡較陡較陡較陡地區之坡地地區之坡地地區之坡地地區之坡地果果果果園園園園，，，，特別特別特別特別需需需需仰仰仰仰
賴賴賴賴地表覆蓋地表覆蓋地表覆蓋地表覆蓋植植植植物控制土壤侵蝕物控制土壤侵蝕物控制土壤侵蝕物控制土壤侵蝕，，，，以達到以達到以達到以達到
較佳較佳較佳較佳之農地水土保持之農地水土保持之農地水土保持之農地水土保持效果效果效果效果

����因地制宜之農地水土保持方法因地制宜之農地水土保持方法因地制宜之農地水土保持方法因地制宜之農地水土保持方法：：：：
����農地水土保持方法農地水土保持方法農地水土保持方法農地水土保持方法係依據係依據係依據係依據農農農農學學學學與工與工與工與工學學學學的的的的
基基基基礎礎礎礎理論理論理論理論，，，，配合土地配合土地配合土地配合土地利利利利用與用與用與用與環境特性環境特性環境特性環境特性所所所所
發展出發展出發展出發展出來來來來的水土資源保育技術的水土資源保育技術的水土資源保育技術的水土資源保育技術。。。。



����臺灣農地水土保持臺灣農地水土保持臺灣農地水土保持臺灣農地水土保持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自然條自然條自然條自然條件件件件不不不不利山坡地農業發展利山坡地農業發展利山坡地農業發展利山坡地農業發展
����侵蝕與土壤流失侵蝕與土壤流失侵蝕與土壤流失侵蝕與土壤流失
����土壤生產力土壤生產力土壤生產力土壤生產力降低降低降低降低
����土壤土壤土壤土壤微微微微生物減生物減生物減生物減少少少少
����水源水源水源水源涵養問題涵養問題涵養問題涵養問題



§§§§臺灣山坡地利用概況臺灣山坡地利用概況臺灣山坡地利用概況臺灣山坡地利用概況
����地地地地形形形形地地地地勢和海拔勢和海拔勢和海拔勢和海拔高度高度高度高度歧異歧異歧異歧異，，，，使全使全使全使全境境境境土壤及土壤及土壤及土壤及
氣候因氣候因氣候因氣候因素差異性大素差異性大素差異性大素差異性大。。。。

����早期由平原地區漸早期由平原地區漸早期由平原地區漸早期由平原地區漸移居至淺移居至淺移居至淺移居至淺山山山山丘陵丘陵丘陵丘陵帶帶帶帶，，，，開開開開
墾河墾河墾河墾河階台地及山階台地及山階台地及山階台地及山間谷間谷間谷間谷地階段地階段地階段地階段種植種植種植種植水水水水稻稻稻稻，，，，坡坡坡坡
地地地地也也也也開開開開墾種植甘藷墾種植甘藷墾種植甘藷墾種植甘藷、、、、小米小米小米小米、、、、花花花花生等生等生等生等自給性自給性自給性自給性
勤勤勤勤耕作物耕作物耕作物耕作物。。。。嗣嗣嗣嗣後有後有後有後有茶茶茶茶、、、、甘蔗甘蔗甘蔗甘蔗等等等等特特特特用作物用作物用作物用作物陸陸陸陸
續種植續種植續種植續種植於山坡地於山坡地於山坡地於山坡地。。。。

����臺灣人臺灣人臺灣人臺灣人口口口口增增增增加加加加及產業發展下及產業發展下及產業發展下及產業發展下，，，，促促促促使坡地使坡地使坡地使坡地非非非非
農業使用農業使用農業使用農業使用情形日情形日情形日情形日趨增趨增趨增趨增加加加加，，，，諸諸諸諸如山坡地如山坡地如山坡地如山坡地道道道道路路路路
開闢開闢開闢開闢、、、、社社社社區開發區開發區開發區開發、、、、遊憩場遊憩場遊憩場遊憩場所闢設所闢設所闢設所闢設、、、、墓墓墓墓地地地地興興興興
建建建建、、、、採採採採取取取取礦礦礦礦產與土石等產與土石等產與土石等產與土石等 (非非非非農業開發農業開發農業開發農業開發) 。。。。
遇遇遇遇有整坡整地有整坡整地有整坡整地有整坡整地不當不當不當不當之之之之際際際際，，，，常會造常會造常會造常會造成成成成重大重大重大重大的的的的
土石土石土石土石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山坡地開發利用山坡地開發利用山坡地開發利用山坡地開發利用過過過過程程程程中中中中，，，，應因地制宜應因地制宜應因地制宜應因地制宜採採採採用用用用
合適水土保持方法合適水土保持方法合適水土保持方法合適水土保持方法，，，，防防防防治治治治土壤侵蝕土壤侵蝕土壤侵蝕土壤侵蝕、、、、邊坡邊坡邊坡邊坡
崩塌崩塌崩塌崩塌與地與地與地與地滑滑滑滑、、、、土石流等土石流等土石流等土石流等災害災害災害災害，，，，進進進進而永續而永續而永續而永續利利利利
用山坡地資源用山坡地資源用山坡地資源用山坡地資源，，，，保護保護保護保護自然自然自然自然生生生生態景觀態景觀態景觀態景觀，，，，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涵養涵養涵養涵養水資源等水資源等水資源等水資源等。。。。



����山坡地之定義與範圍山坡地之定義與範圍山坡地之定義與範圍山坡地之定義與範圍
����山坡地保育利用山坡地保育利用山坡地保育利用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條例條例條例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條條條條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山坡地山坡地山坡地山坡地係指係指係指係指國有林事業區國有林事業區國有林事業區國有林事業區、、、、試驗試驗試驗試驗用林地用林地用林地用林地
及保安林地以外及保安林地以外及保安林地以外及保安林地以外，，，，經經經經中央或直轄市主管中央或直轄市主管中央或直轄市主管中央或直轄市主管
機機機機關參照關參照關參照關參照自然形勢自然形勢自然形勢自然形勢、、、、行政區行政區行政區行政區域或域或域或域或保育保育保育保育、、、、
利用之需要利用之需要利用之需要利用之需要，，，，就合於就合於就合於就合於標標標標高高高高在在在在100 m以以以以上上上上或或或或
標標標標高高高高未滿未滿未滿未滿100 m，，，，而而而而其平其平其平其平均均均均坡度坡度坡度坡度在在在在5%以以以以
上上上上之一之一之一之一者者者者劃定劃定劃定劃定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分級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分級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分級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分級
查定基準查定基準查定基準查定基準

����坡度分坡度分坡度分坡度分級級級級表表表表

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五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五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五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五。。。。六級坡六級坡六級坡六級坡

坡度超過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五坡度超過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五坡度超過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五坡度超過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五。。。。五級坡五級坡五級坡五級坡

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四級坡四級坡四級坡四級坡

坡度超過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三十坡度超過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三十坡度超過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三十坡度超過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三十。。。。三級坡三級坡三級坡三級坡

坡度超過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坡度超過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坡度超過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坡度超過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二級坡二級坡二級坡二級坡

坡度百分之五以下坡度百分之五以下坡度百分之五以下坡度百分之五以下。。。。一級坡一級坡一級坡一級坡

分級範圍分級範圍分級範圍分級範圍坡度級別坡度級別坡度級別坡度級別



����土壤分土壤分土壤分土壤分級級級級表表表表

二十公分以下二十公分以下二十公分以下二十公分以下。。。。甚淺層甚淺層甚淺層甚淺層

超過二十公分至五十公分超過二十公分至五十公分超過二十公分至五十公分超過二十公分至五十公分。。。。淺層淺層淺層淺層

超過五十公分至九十公分超過五十公分至九十公分超過五十公分至九十公分超過五十公分至九十公分。。。。深層深層深層深層

超過九十公分超過九十公分超過九十公分超過九十公分。。。。甚深層甚深層甚深層甚深層

分級範圍分級範圍分級範圍分級範圍有效深度級別有效深度級別有效深度級別有效深度級別

����土壤侵蝕程度分土壤侵蝕程度分土壤侵蝕程度分土壤侵蝕程度分級級級級表表表表

掌狀蝕溝分歧交錯掌狀蝕溝分歧交錯掌狀蝕溝分歧交錯掌狀蝕溝分歧交錯，，，，含石量超過百分之四十含石量超過百分之四十含石量超過百分之四十含石量超過百分之四十，，，，底底底底

土流失量超過百分之五十土流失量超過百分之五十土流失量超過百分之五十土流失量超過百分之五十，，，，甚至母岩裸露甚至母岩裸露甚至母岩裸露甚至母岩裸露，，，，局部局部局部局部

有崩塌現象有崩塌現象有崩塌現象有崩塌現象。。。。

極嚴重極嚴重極嚴重極嚴重

地面侵蝕溝甚多地面侵蝕溝甚多地面侵蝕溝甚多地面侵蝕溝甚多，，，，片狀侵蝕活躍片狀侵蝕活躍片狀侵蝕活躍片狀侵蝕活躍，，，，土石顏色鮮土石顏色鮮土石顏色鮮土石顏色鮮

明明明明，，，，礫石礫石礫石礫石、、、、碎石含量超過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碎石含量超過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碎石含量超過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碎石含量超過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

十十十十，，，，底土流失量在百分之五十以下底土流失量在百分之五十以下底土流失量在百分之五十以下底土流失量在百分之五十以下。。。。

嚴重嚴重嚴重嚴重

地面有蝕溝系統之跡象地面有蝕溝系統之跡象地面有蝕溝系統之跡象地面有蝕溝系統之跡象，，，，礫石礫石礫石礫石、、、、碎石含量在百分碎石含量在百分碎石含量在百分碎石含量在百分

之二十以下之二十以下之二十以下之二十以下，，，，表土流失量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至百表土流失量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至百表土流失量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至百表土流失量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至百

分之七十五分之七十五分之七十五分之七十五。。。。

中等中等中等中等

地面無小侵蝕溝跡象地面無小侵蝕溝跡象地面無小侵蝕溝跡象地面無小侵蝕溝跡象，，，，表土流失量在百分之二十表土流失量在百分之二十表土流失量在百分之二十表土流失量在百分之二十

五以下五以下五以下五以下。。。。
輕微輕微輕微輕微

土地侵蝕徵狀及土壤流失量土地侵蝕徵狀及土壤流失量土地侵蝕徵狀及土壤流失量土地侵蝕徵狀及土壤流失量
侵蝕程侵蝕程侵蝕程侵蝕程

度級別度級別度級別度級別



����母岩性質母岩性質母岩性質母岩性質表表表表

母岩堅固連接母岩堅固連接母岩堅固連接母岩堅固連接，，，，植物根系無法伸入其間植物根系無法伸入其間植物根系無法伸入其間植物根系無法伸入其間，，，，

農機具施工有礙者農機具施工有礙者農機具施工有礙者農機具施工有礙者。。。。
硬質母岩硬質母岩硬質母岩硬質母岩

母岩鬆軟或呈碎礫狀母岩鬆軟或呈碎礫狀母岩鬆軟或呈碎礫狀母岩鬆軟或呈碎礫狀，，，，部分植物根系可伸部分植物根系可伸部分植物根系可伸部分植物根系可伸

入其間入其間入其間入其間，，，，農機具施工無大礙者農機具施工無大礙者農機具施工無大礙者農機具施工無大礙者。。。。
軟質母岩軟質母岩軟質母岩軟質母岩

母岩特性母岩特性母岩特性母岩特性母岩性質類別母岩性質類別母岩性質類別母岩性質類別

����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及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及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及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及
保育處理分級標準保育處理分級標準保育處理分級標準保育處理分級標準
實測實測實測實測土壤有土壤有土壤有土壤有效深效深效深效深度度度度、、、、土壤物理土壤物理土壤物理土壤物理特性特性特性特性、、、、植植植植
物物物物根根根根系之通系之通系之通系之通透性透性透性透性及基地坡度及基地坡度及基地坡度及基地坡度、、、、坡坡坡坡長長長長、、、、方方方方
位位位位、、、、地地地地貌貌貌貌狀況狀況狀況狀況、、、、土壤土壤土壤土壤可可可可蝕蝕蝕蝕性性性性、、、、天然災害天然災害天然災害天然災害
程度等程度等程度等程度等，，，，配合作物配合作物配合作物配合作物種類種類種類種類及及及及集約集約集約集約經營程度經營程度經營程度經營程度
等等等等加加加加以以以以考考考考量量量量，，，，以以以以做做做做為農地水土保持規劃為農地水土保持規劃為農地水土保持規劃為農地水土保持規劃
依歸依歸依歸依歸。。。。



依主管機關指定方式實施依主管機關指定方式實施依主管機關指定方式實施依主管機關指定方式實施

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水土保持

侵蝕極嚴重侵蝕極嚴重侵蝕極嚴重侵蝕極嚴重、、、、崩坍崩坍崩坍崩坍、、、、地滑地滑地滑地滑、、、、脆脆脆脆

弱母岩裸露等弱母岩裸露等弱母岩裸露等弱母岩裸露等，，，，應加強保育處應加強保育處應加強保育處應加強保育處

理理理理，，，，減免災害發生之土地減免災害發生之土地減免災害發生之土地減免災害發生之土地。。。。

六級六級六級六級

地地地地
加強保育加強保育加強保育加強保育

地地地地

應行造林或維持自然林木應行造林或維持自然林木應行造林或維持自然林木應行造林或維持自然林木

或植生覆蓋或植生覆蓋或植生覆蓋或植生覆蓋，，，，不宜農耕之不宜農耕之不宜農耕之不宜農耕之

土地土地土地土地，，，，初期造林有侵蝕嚴初期造林有侵蝕嚴初期造林有侵蝕嚴初期造林有侵蝕嚴

重現象時重現象時重現象時重現象時，，，，應配合必要之應配合必要之應配合必要之應配合必要之

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水土保持。。。。

甚深層甚深層甚深層甚深層、、、、深層深層深層深層、、、、淺層之六級坡淺層之六級坡淺層之六級坡淺層之六級坡

淺層之五淺層之五淺層之五淺層之五、、、、六級坡六級坡六級坡六級坡

淺層之五級坡淺層之五級坡淺層之五級坡淺層之五級坡，，，，土壤侵蝕嚴重土壤侵蝕嚴重土壤侵蝕嚴重土壤侵蝕嚴重

者者者者

甚淺層之四級坡甚淺層之四級坡甚淺層之四級坡甚淺層之四級坡，，，，土壤侵蝕嚴土壤侵蝕嚴土壤侵蝕嚴土壤侵蝕嚴

重或下接硬質母岩者重或下接硬質母岩者重或下接硬質母岩者重或下接硬質母岩者。。。。

五級五級五級五級

地地地地
宜林地宜林地宜林地宜林地

土地利用僅限於種植常年土地利用僅限於種植常年土地利用僅限於種植常年土地利用僅限於種植常年

地面覆蓋不須全面擾動土地面覆蓋不須全面擾動土地面覆蓋不須全面擾動土地面覆蓋不須全面擾動土

壤之多年生果樹或牧草壤之多年生果樹或牧草壤之多年生果樹或牧草壤之多年生果樹或牧草。。。。

如必須栽種勤耕作物如必須栽種勤耕作物如必須栽種勤耕作物如必須栽種勤耕作物，，，，應應應應

由主管機關指定其水土保由主管機關指定其水土保由主管機關指定其水土保由主管機關指定其水土保

持設施持設施持設施持設施。。。。

淺層之五級坡淺層之五級坡淺層之五級坡淺層之五級坡。。。。

甚淺層之四級坡甚淺層之四級坡甚淺層之四級坡甚淺層之四級坡。。。。
2

同上同上同上同上

甚深層之五級坡甚深層之五級坡甚深層之五級坡甚深層之五級坡

深層之四深層之四深層之四深層之四、、、、五級坡五級坡五級坡五級坡

淺層之三淺層之三淺層之三淺層之三、、、、四級坡四級坡四級坡四級坡

甚淺層之一甚淺層之一甚淺層之一甚淺層之一、、、、二二二二、、、、三級坡三級坡三級坡三級坡

1

四四四四

級級級級

地地地地

同上同上同上同上

甚深層之四級坡甚深層之四級坡甚深層之四級坡甚深層之四級坡

深層之三級坡深層之三級坡深層之三級坡深層之三級坡

淺層之二級坡淺層之二級坡淺層之二級坡淺層之二級坡

三三三三

級級級級

地地地地

同上同上同上同上

甚深層之二甚深層之二甚深層之二甚深層之二、、、、三級坡三級坡三級坡三級坡

深層之二級坡深層之二級坡深層之二級坡深層之二級坡

淺層之一級坡淺層之一級坡淺層之一級坡淺層之一級坡

二二二二

級級級級

地地地地

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水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水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水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水

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

保持保持保持保持

甚深層之一級坡甚深層之一級坡甚深層之一級坡甚深層之一級坡

深層之一級坡深層之一級坡深層之一級坡深層之一級坡

一一一一

級級級級

地地地地

宜農牧地宜農牧地宜農牧地宜農牧地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土地特性土地特性土地特性土地特性
土地土地土地土地

等級等級等級等級

可利用限可利用限可利用限可利用限

度類別度類別度類別度類別

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及保育處理分級標準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及保育處理分級標準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及保育處理分級標準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及保育處理分級標準



山坡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圖解山坡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圖解山坡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圖解山坡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圖解

����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得查定為宜林關得查定為宜林關得查定為宜林關得查定為宜林，，，，
����必須依賴森林或林木以預防災害必須依賴森林或林木以預防災害必須依賴森林或林木以預防災害必須依賴森林或林木以預防災害，，，，保育水土資保育水土資保育水土資保育水土資
源源源源，，，，維護公共安全之土地或林業試驗用地及重維護公共安全之土地或林業試驗用地及重維護公共安全之土地或林業試驗用地及重維護公共安全之土地或林業試驗用地及重
要母樹或紀念性林木生育之土地要母樹或紀念性林木生育之土地要母樹或紀念性林木生育之土地要母樹或紀念性林木生育之土地。。。。

����保護自然文化景觀保護自然文化景觀保護自然文化景觀保護自然文化景觀、、、、生態環境生態環境生態環境生態環境、、、、名勝古蹟名勝古蹟名勝古蹟名勝古蹟、、、、公公公公
共衛生之用地共衛生之用地共衛生之用地共衛生之用地。。。。

����水庫集水區或河川保護地帶水庫集水區或河川保護地帶水庫集水區或河川保護地帶水庫集水區或河川保護地帶。。。。
����區域計畫擬定機關配合山坡地多目標發展之保區域計畫擬定機關配合山坡地多目標發展之保區域計畫擬定機關配合山坡地多目標發展之保區域計畫擬定機關配合山坡地多目標發展之保

育利用育利用育利用育利用，，，，所擬整體發展計畫之區域所擬整體發展計畫之區域所擬整體發展計畫之區域所擬整體發展計畫之區域。。。。



����合理利用臺灣山坡地合理利用臺灣山坡地合理利用臺灣山坡地合理利用臺灣山坡地
����臺灣山坡地開發應能臺灣山坡地開發應能臺灣山坡地開發應能臺灣山坡地開發應能依依依依照山坡地土地照山坡地土地照山坡地土地照山坡地土地可可可可
利用利用利用利用限限限限度分度分度分度分類標準類標準類標準類標準，，，，採採採採用用用用符符符符合水土保持合水土保持合水土保持合水土保持
之農地經營方法與配之農地經營方法與配之農地經營方法與配之農地經營方法與配置置置置，，，，減減減減免免免免土壤侵蝕土壤侵蝕土壤侵蝕土壤侵蝕
與土石與土石與土石與土石災害災害災害災害發生發生發生發生，，，，進進進進而而而而達到達到達到達到永續永續永續永續利用利用利用利用。。。。

����相關合理利用山坡地相關合理利用山坡地相關合理利用山坡地相關合理利用山坡地，，，，可依可依可依可依下下下下列列列列農地水農地水農地水農地水
土保持方法與配土保持方法與配土保持方法與配土保持方法與配置置置置原原原原則加則加則加則加以以以以考慮考慮考慮考慮

����土地利用要土地利用要土地利用要土地利用要在在在在合理原合理原合理原合理原則則則則下下下下，，，，妥善妥善妥善妥善規劃開規劃開規劃開規劃開
發區發區發區發區域內域內域內域內之之之之各種各種各種各種設施設施設施設施。。。。

����避免雨滴直接打擊避免雨滴直接打擊避免雨滴直接打擊避免雨滴直接打擊地表地表地表地表，，，，發生發生發生發生飛濺飛濺飛濺飛濺侵蝕侵蝕侵蝕侵蝕
現現現現象象象象。。。。

����增增增增加加加加土壤土壤土壤土壤抗抗抗抗蝕力蝕力蝕力蝕力。。。。
����促促促促使到達地表之使到達地表之使到達地表之使到達地表之雨雨雨雨水水水水滲入滲入滲入滲入土土土土中中中中，，，，以減以減以減以減少少少少
地面逕流地面逕流地面逕流地面逕流。。。。

����增增增增加加加加地面地面地面地面粗糙率粗糙率粗糙率粗糙率，，，，降低降低降低降低地面逕流水流地面逕流水流地面逕流水流地面逕流水流速速速速
����地面逕流以分段地面逕流以分段地面逕流以分段地面逕流以分段截截截截流方流方流方流方式妥善導入式妥善導入式妥善導入式妥善導入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排水系統排水系統排水系統排水系統，，，，再再再再排排排排入入入入已已已已安定之安定之安定之安定之天然天然天然天然坑坑坑坑溝溝溝溝或或或或
滯洪滯洪滯洪滯洪沉砂設施沉砂設施沉砂設施沉砂設施。。。。

����對對對對易易易易發生侵蝕發生侵蝕發生侵蝕發生侵蝕、、、、崩崩崩崩壞壞壞壞之地之地之地之地點點點點，，，，應增應增應增應增加加加加適適適適
當當當當保護措施保護措施保護措施保護措施，，，，選擇選擇選擇選擇各種各種各種各種安全排水處理安全排水處理安全排水處理安全排水處理。。。。



����各種水土保持處理均有其目的各種水土保持處理均有其目的各種水土保持處理均有其目的各種水土保持處理均有其目的
與效果與效果與效果與效果，，，，任何任何任何任何單一處理常難完單一處理常難完單一處理常難完單一處理常難完
全有效控制土壤侵蝕全有效控制土壤侵蝕全有效控制土壤侵蝕全有效控制土壤侵蝕，，，，為求合為求合為求合為求合
理利用山坡地理利用山坡地理利用山坡地理利用山坡地，，，，須視現場情況須視現場情況須視現場情況須視現場情況
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將若干種處理同時將若干種處理同時將若干種處理同時將若干種處理同時
相互配合運用相互配合運用相互配合運用相互配合運用，，，，功用才能相輔功用才能相輔功用才能相輔功用才能相輔
相成相成相成相成。。。。



§§§§水土保持農藝方法水土保持農藝方法水土保持農藝方法水土保持農藝方法
����符符符符合水土保持之農耕合水土保持之農耕合水土保持之農耕合水土保持之農耕操操操操作來進行人工栽作來進行人工栽作來進行人工栽作來進行人工栽
培有價培有價培有價培有價值值值值作物作物作物作物，，，，以農業以農業以農業以農業友善環境觀念友善環境觀念友善環境觀念友善環境觀念，，，，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兼具有生兼具有生兼具有生兼具有生態環境態環境態環境態環境保育保育保育保育、、、、減減減減少少少少土壤侵土壤侵土壤侵土壤侵
蝕蝕蝕蝕，，，，達到達到達到達到永續永續永續永續生產之耕作方法生產之耕作方法生產之耕作方法生產之耕作方法。。。。

����水土保持農藝方法之水土保持農藝方法之水土保持農藝方法之水土保持農藝方法之效效效效能能能能
����獲獲獲獲得得得得且且且且維維維維持持持持較較較較高高高高生產量生產量生產量生產量
����藉作物改藉作物改藉作物改藉作物改良良良良農地農地農地農地土壤肥力土壤肥力土壤肥力土壤肥力與與與與理理理理化性質化性質化性質化性質
����降低降低降低降低水土流失以增水土流失以增水土流失以增水土流失以增加加加加土壤水分土壤水分土壤水分土壤水分涵養涵養涵養涵養
����農地合理利用農地合理利用農地合理利用農地合理利用促促促促進進進進永續永續永續永續農業發展農業發展農業發展農業發展
����山坡地農地水土保持之技術以山坡地農地水土保持之技術以山坡地農地水土保持之技術以山坡地農地水土保持之技術以防防防防止止止止土壤土壤土壤土壤
侵蝕為侵蝕為侵蝕為侵蝕為首務首務首務首務

����水土保持農藝方法應水土保持農藝方法應水土保持農藝方法應水土保持農藝方法應是是是是藉作物栽藉作物栽藉作物栽藉作物栽植植植植
增增增增加加加加地面地面地面地面粗糙率粗糙率粗糙率粗糙率及及及及促促促促使使使使雨雨雨雨水水水水滲入滲入滲入滲入土土土土中中中中
減減減減少少少少地表逕流發生地表逕流發生地表逕流發生地表逕流發生及及及及增增增增加加加加土壤土壤土壤土壤抗抗抗抗蝕力蝕力蝕力蝕力



����農地上利用農地上利用農地上利用農地上利用作物本身生長作物本身生長作物本身生長作物本身生長及及及及耕耕耕耕
作制度作制度作制度作制度調整以達到調整以達到調整以達到調整以達到防止土壤侵防止土壤侵防止土壤侵防止土壤侵
蝕災害蝕災害蝕災害蝕災害與與與與水土資源保育水土資源保育水土資源保育水土資源保育之方法之方法之方法之方法

����水土保持農藝方法分類水土保持農藝方法分類水土保持農藝方法分類水土保持農藝方法分類
����覆蓋方式覆蓋方式覆蓋方式覆蓋方式
����耕作方式耕作方式耕作方式耕作方式
����作物栽培作物栽培作物栽培作物栽培
����增加肥力增加肥力增加肥力增加肥力



����水土保持農藝方法分水土保持農藝方法分水土保持農藝方法分水土保持農藝方法分類類類類
����覆蓋方覆蓋方覆蓋方覆蓋方式式式式
����覆蓋覆蓋覆蓋覆蓋(Cover)
� 草類草類草類草類(Grasses)
禾本科具莖葉密生之草類種植於地表禾本科具莖葉密生之草類種植於地表禾本科具莖葉密生之草類種植於地表禾本科具莖葉密生之草類種植於地表，，，，以達到以達到以達到以達到
覆蓋地表之效覆蓋地表之效覆蓋地表之效覆蓋地表之效。。。。

� 藤類藤類藤類藤類(Rattan)
無主莖及無法直立生長之蔓性或匍匐性植物無主莖及無法直立生長之蔓性或匍匐性植物無主莖及無法直立生長之蔓性或匍匐性植物無主莖及無法直立生長之蔓性或匍匐性植物，，，，
以達到覆蓋地表之效以達到覆蓋地表之效以達到覆蓋地表之效以達到覆蓋地表之效。。。。

� 灌木灌木灌木灌木(Shrubs)
無中心主幹且具枝葉茂盛及莖幹低矮之木本植無中心主幹且具枝葉茂盛及莖幹低矮之木本植無中心主幹且具枝葉茂盛及莖幹低矮之木本植無中心主幹且具枝葉茂盛及莖幹低矮之木本植
物物物物，，，，以達到覆蓋地表之效以達到覆蓋地表之效以達到覆蓋地表之效以達到覆蓋地表之效。。。。

� 喬木喬木喬木喬木(Forests)
利用具主幹且具枝葉茂盛之高大木本植物利用具主幹且具枝葉茂盛之高大木本植物利用具主幹且具枝葉茂盛之高大木本植物利用具主幹且具枝葉茂盛之高大木本植物，，，，以以以以
達到覆蓋地表之效達到覆蓋地表之效達到覆蓋地表之效達到覆蓋地表之效。。。。

����敷蓋敷蓋敷蓋敷蓋(Mulching)
� 橫臥敷蓋橫臥敷蓋橫臥敷蓋橫臥敷蓋(Prostrate mulching)
�交叉交叉交叉交叉：：：：於農地沿等高方向將敷蓋材料左右交疊於農地沿等高方向將敷蓋材料左右交疊於農地沿等高方向將敷蓋材料左右交疊於農地沿等高方向將敷蓋材料左右交疊
舖於地面舖於地面舖於地面舖於地面。。。。

�順行順行順行順行：：：：於農地順坡向將敷蓋材料橫舖於地面於農地順坡向將敷蓋材料橫舖於地面於農地順坡向將敷蓋材料橫舖於地面於農地順坡向將敷蓋材料橫舖於地面。。。。
�插壓插壓插壓插壓：：：：將具枝稈將具枝稈將具枝稈將具枝稈、、、、長莖葉之敷蓋材料於農地沿長莖葉之敷蓋材料於農地沿長莖葉之敷蓋材料於農地沿長莖葉之敷蓋材料於農地沿
等高方向部分插入地面等高方向部分插入地面等高方向部分插入地面等高方向部分插入地面，，，，餘者舖於坡向朝上地餘者舖於坡向朝上地餘者舖於坡向朝上地餘者舖於坡向朝上地
面面面面。。。。



����直立直立直立直立敷蓋敷蓋敷蓋敷蓋(Erect mulching)
於農地於農地於農地於農地沿沿沿沿等高方等高方等高方等高方向向向向將將將將具具具具枝枝枝枝稈稈稈稈、、、、長長長長莖莖莖莖葉葉葉葉之之之之
作物作物作物作物殘株殘株殘株殘株約約約約2/3長長長長度度度度，，，，採採採採垂垂垂垂直埋入直埋入直埋入直埋入地面方地面方地面方地面方
式式式式，，，，可可可可以減以減以減以減少少少少地表風蝕作用地表風蝕作用地表風蝕作用地表風蝕作用。。。。

����耕作方耕作方耕作方耕作方式式式式
����等高耕等高耕等高耕等高耕犁犁犁犁(Contour plowing)

在在在在坡面坡面坡面坡面上上上上沿沿沿沿等高方等高方等高方等高方向向向向實實實實施之耕施之耕施之耕施之耕犁犁犁犁、、、、作作作作
畦畦畦畦，，，，以配合栽培作物之方法以配合栽培作物之方法以配合栽培作物之方法以配合栽培作物之方法

����等高栽等高栽等高栽等高栽植植植植(Contour planting)

在在在在坡面坡面坡面坡面上上上上沿沿沿沿等高等高等高等高線線線線方方方方向向向向，，，，將將將將作物作物作物作物按按按按適適適適當當當當
之之之之間間間間距距距距做做做做橫向橫向橫向橫向栽栽栽栽植植植植，，，，相相相相鄰兩鄰兩鄰兩鄰兩行行行行間間間間之之之之植植植植栽栽栽栽
採採採採交錯交錯交錯交錯方方方方式種植式種植式種植式種植於坡地於坡地於坡地於坡地上上上上。。。。

����穴穴穴穴植植植植(Holly farming)

配合配合配合配合植植植植栽栽栽栽或或或或作物作物作物作物在在在在山坡地山坡地山坡地山坡地挖挖挖挖掘掘掘掘土土土土穴穴穴穴，，，，挖挖挖挖
掘掘掘掘出土方出土方出土方出土方構築半圓構築半圓構築半圓構築半圓形小形小形小形小土壟於於土土壟於於土土壟於於土土壟於於土穴穴穴穴下下下下

側側側側，，，，土土土土穴穴穴穴之之之之橫向橫向橫向橫向及及及及縱向縱向縱向縱向應能排應能排應能排應能排列列列列整整整整齊齊齊齊。。。。
����方格方格方格方格種植種植種植種植(Waffle cultivation)

在在在在土土土土層層層層較較較較薄薄薄薄之山坡地之山坡地之山坡地之山坡地構築縱向構築縱向構築縱向構築縱向及及及及橫向橫向橫向橫向土土土土
壟壟壟壟且且且且成成成成垂垂垂垂直直直直方格狀方格狀方格狀方格狀，，，，並使並使並使並使縱向縱向縱向縱向及及及及橫向橫向橫向橫向土土土土
壟所壟所壟所壟所圍圍圍圍方格方格方格方格維維維維持持持持2 m以以以以內內內內之之之之間間間間距距距距，，，，其其其其間可間可間可間可
種植種植種植種植作物作物作物作物。。。。



����作物栽培作物栽培作物栽培作物栽培
����輪輪輪輪作作作作(Crop rotation)
在同一農地依循環交替種植深根或淺根等不同在同一農地依循環交替種植深根或淺根等不同在同一農地依循環交替種植深根或淺根等不同在同一農地依循環交替種植深根或淺根等不同
作物作物作物作物，，，，以充分利用土壤內肥料之養份以充分利用土壤內肥料之養份以充分利用土壤內肥料之養份以充分利用土壤內肥料之養份，，，，改善農改善農改善農改善農
地土壤理化性質地土壤理化性質地土壤理化性質地土壤理化性質，，，，能配合產期調整增加收益能配合產期調整增加收益能配合產期調整增加收益能配合產期調整增加收益，，，，

及避免或降低病蟲害及避免或降低病蟲害及避免或降低病蟲害及避免或降低病蟲害。。。。

����條條條條作作作作(Strip cropping)
在坡面上沿不同條帶之等高線方向在坡面上沿不同條帶之等高線方向在坡面上沿不同條帶之等高線方向在坡面上沿不同條帶之等高線方向，，，，採間隔方採間隔方採間隔方採間隔方
式栽植二種以上作物式栽植二種以上作物式栽植二種以上作物式栽植二種以上作物，，，，如採密生作物與疏生作如採密生作物與疏生作如採密生作物與疏生作如採密生作物與疏生作

物物物物，，，，或草類與作物等或草類與作物等或草類與作物等或草類與作物等。。。。

����間間間間作作作作(Intercrop)
在主作物生育期間在主作物生育期間在主作物生育期間在主作物生育期間，，，，選擇其栽植之畦行或行株選擇其栽植之畦行或行株選擇其栽植之畦行或行株選擇其栽植之畦行或行株
間間間間，，，，種植另一種作物種植另一種作物種植另一種作物種植另一種作物，，，，能充分利用農地空間以能充分利用農地空間以能充分利用農地空間以能充分利用農地空間以

增加收益增加收益增加收益增加收益，，，，且覆蓋地面可減少土壤侵蝕且覆蓋地面可減少土壤侵蝕且覆蓋地面可減少土壤侵蝕且覆蓋地面可減少土壤侵蝕。。。。

����混混混混作作作作(Mixed cropping)
在同一農地同時栽培二種以上作物在同一農地同時栽培二種以上作物在同一農地同時栽培二種以上作物在同一農地同時栽培二種以上作物，，，，利用異種利用異種利用異種利用異種
作物間對抗病蟲害能力不同作物間對抗病蟲害能力不同作物間對抗病蟲害能力不同作物間對抗病蟲害能力不同，，，，來對主作物或作來對主作物或作來對主作物或作來對主作物或作

物間都有益之栽培物間都有益之栽培物間都有益之栽培物間都有益之栽培。。。。

����密植密植密植密植(Close planting)
在同一農地以每一作物充分成長空間考量在同一農地以每一作物充分成長空間考量在同一農地以每一作物充分成長空間考量在同一農地以每一作物充分成長空間考量，，，，密密密密
集種植作物集種植作物集種植作物集種植作物，，，，使其其冠層被覆地面使其其冠層被覆地面使其其冠層被覆地面使其其冠層被覆地面，，，，期能達到期能達到期能達到期能達到
最高生產量及減少土壤侵蝕最高生產量及減少土壤侵蝕最高生產量及減少土壤侵蝕最高生產量及減少土壤侵蝕。。。。其密集度採每其密集度採每其密集度採每其密集度採每m2

至少栽植至少栽植至少栽植至少栽植4株以上株以上株以上株以上，，，，土壤深度土壤深度土壤深度土壤深度0.5m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宿宿宿宿根根根根(Perennial root)
����在農地種植二年生或多年生草本作物在農地種植二年生或多年生草本作物在農地種植二年生或多年生草本作物在農地種植二年生或多年生草本作物，，，，莖葉經莖葉經莖葉經莖葉經
刈割收穫或枯刈割收穫或枯刈割收穫或枯刈割收穫或枯萎後萎後萎後萎後，，，，其其其其基基基基部部部部仍仍仍仍可可可可存活存活存活存活，，，，直到直到直到直到翌翌翌翌
年重年重年重年重新新新新發發發發芽芽芽芽成長成長成長成長，，，，此此此此種作物種作物種作物種作物即即即即具有具有具有具有宿宿宿宿根根根根。。。。

����宿宿宿宿根作物可以採用根作物可以採用根作物可以採用根作物可以採用分分分分櫱櫱櫱櫱、、、、根插根插根插根插等等等等無性無性無性無性繁殖繁殖繁殖繁殖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加以培育加以培育加以培育加以培育。。。。

����種植種植種植種植宿宿宿宿根作物不根作物不根作物不根作物不需需需需經經經經常耕犁常耕犁常耕犁常耕犁表土表土表土表土，，，，可減少土壤可減少土壤可減少土壤可減少土壤
侵蝕侵蝕侵蝕侵蝕。。。。

����增增增增加加加加肥力肥力肥力肥力
����有有有有機機機機物物物物(Organic matter)
����利用刈割利用刈割利用刈割利用刈割、、、、修剪修剪修剪修剪及收穫作物及收穫作物及收穫作物及收穫作物後後後後之之之之殘殘殘殘株株株株，，，，為為為為有機有機有機有機
物來源物來源物來源物來源，，，，經過經過經過經過腐熟腐熟腐熟腐熟作用產作用產作用產作用產出堆出堆出堆出堆肥肥肥肥(compost)

�與與與與畜牧排遺畜牧排遺畜牧排遺畜牧排遺、、、、墊墊墊墊料料料料和飼和飼和飼和飼料料料料殘屑殘屑殘屑殘屑等等等等混混混混合合合合而而而而漚漚漚漚成成成成的的的的
厩厩厩厩肥肥肥肥(farmyard manure)

�綠色綠色綠色綠色植物整體莖根植物整體莖根植物整體莖根植物整體莖根埋埋埋埋入土層內直入土層內直入土層內直入土層內直接當接當接當接當作作作作綠綠綠綠肥肥肥肥
(green manure)

����無無無無機機機機物物物物(Inorganic matter)
����泛指除碳元素外泛指除碳元素外泛指除碳元素外泛指除碳元素外之之之之各各各各種種種種元素的元素的元素的元素的無機化合物無機化合物無機化合物無機化合物，，，，用用用用
於增加作物所於增加作物所於增加作物所於增加作物所需需需需養分及調整土壤養分及調整土壤養分及調整土壤養分及調整土壤酸鹼值為酸鹼值為酸鹼值為酸鹼值為主主主主，，，，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氧氧氧氧化物化物化物化物、、、、酸酸酸酸、、、、鹼鹼鹼鹼、、、、鹽四鹽四鹽四鹽四大類大類大類大類，，，，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碳碳碳碳化化化化
合物如一合物如一合物如一合物如一氧氧氧氧化化化化碳碳碳碳、、、、二二二二氧氧氧氧化化化化碳碳碳碳、、、、碳酸碳酸碳酸碳酸、、、、碳酸鹽碳酸鹽碳酸鹽碳酸鹽、、、、
氰氰氰氰化物等化物等化物等化物等，，，，由由由由於於於於它們的組它們的組它們的組它們的組成成成成和和和和性質與其性質與其性質與其性質與其他他他他無機無機無機無機
化合物化合物化合物化合物相似相似相似相似，，，，通常通常通常通常將其將其將其將其納納納納入無機化合物入無機化合物入無機化合物入無機化合物。。。。

����農地作物最農地作物最農地作物最農地作物最常常常常採用採用採用採用易溶易溶易溶易溶於水於水於水於水的的的的無機物無機物無機物無機物：：：：氮氮氮氮肥肥肥肥
(N)、、、、磷磷磷磷肥肥肥肥(P)，，，，鉀鉀鉀鉀肥肥肥肥(K)，，，，石灰石灰石灰石灰(Lime)等等等等肥料肥料肥料肥料。。。。



����農地水土保持處理農地水土保持處理農地水土保持處理農地水土保持處理，，，，均各有目均各有目均各有目均各有目
的與效果的與效果的與效果的與效果。。。。但任何單一處理常難但任何單一處理常難但任何單一處理常難但任何單一處理常難
完全有效控制土壤沖蝕完全有效控制土壤沖蝕完全有效控制土壤沖蝕完全有效控制土壤沖蝕，，，，須須須須視現視現視現視現視現視現視現視現
場情況場情況場情況場情況，，，，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將若干種處將若干種處將若干種處將若干種處場情況場情況場情況場情況，，，，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將若干種處將若干種處將若干種處將若干種處
理同時相互配合運用理同時相互配合運用理同時相互配合運用理同時相互配合運用，，，，功用才能功用才能功用才能功用才能理同時相互配合運用理同時相互配合運用理同時相互配合運用理同時相互配合運用，，，，功用才能功用才能功用才能功用才能
相輔相成相輔相成相輔相成相輔相成相輔相成相輔相成相輔相成相輔相成，，，，達到水土保持之預期達到水土保持之預期達到水土保持之預期達到水土保持之預期
效果效果效果效果。。。。

§§§§農地水土保持農地水土保持農地水土保持農地水土保持



����農地上防止土壤沖蝕災害所採取之農地上防止土壤沖蝕災害所採取之農地上防止土壤沖蝕災害所採取之農地上防止土壤沖蝕災害所採取之
各種水土保持方法各種水土保持方法各種水土保持方法各種水土保持方法，，，，應按下列原則應按下列原則應按下列原則應按下列原則
依序考慮依序考慮依序考慮依序考慮：：：：

� 土地利用要在合理原則土地利用要在合理原則土地利用要在合理原則土地利用要在合理原則下下下下，，，，妥善規妥善規妥善規妥善規
劃農場上之各種設施劃農場上之各種設施劃農場上之各種設施劃農場上之各種設施。。。。
(先行農場規劃先行農場規劃先行農場規劃先行農場規劃) 

� 避免雨滴直接打擊地表避免雨滴直接打擊地表避免雨滴直接打擊地表避免雨滴直接打擊地表，，，，發生飛濺發生飛濺發生飛濺發生飛濺
沖蝕現象沖蝕現象沖蝕現象沖蝕現象。。。。
(採用植生方法採用植生方法採用植生方法採用植生方法 ) 

� 增加土壤抗蝕力增加土壤抗蝕力增加土壤抗蝕力增加土壤抗蝕力
(植生方法植生方法植生方法植生方法配合配合配合配合農藝方法農藝方法農藝方法農藝方法與與與與工程方工程方工程方工程方
法法法法之相互配合之相互配合之相互配合之相互配合) 

� 促使到達促使到達促使到達促使到達地表之雨水滲入土中地表之雨水滲入土中地表之雨水滲入土中地表之雨水滲入土中以減以減以減以減
少地面逕流少地面逕流少地面逕流少地面逕流。。。。
(農藝農藝農藝農藝、、、、植生方法植生方法植生方法植生方法與與與與工程方法工程方法工程方法工程方法相互相互相互相互
配合應用配合應用配合應用配合應用) 



�增加地面粗糙率增加地面粗糙率增加地面粗糙率增加地面粗糙率，，，，降低地面逕流水降低地面逕流水降低地面逕流水降低地面逕流水
之流速之流速之流速之流速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農藝農藝農藝農藝、、、、植生方法植生方法植生方法植生方法配合配合配合配合) 

�地面逕流地面逕流地面逕流地面逕流須妥善導入須妥善導入須妥善導入須妥善導入安全排水系統安全排水系統安全排水系統安全排水系統
(各種各種各種各種安全排水安全排水安全排水安全排水處理處理處理處理、、、、植生方法植生方法植生方法植生方法配配配配
合合合合)。。。。

�對易發生沖蝕對易發生沖蝕對易發生沖蝕對易發生沖蝕、、、、崩壞之地點崩壞之地點崩壞之地點崩壞之地點(如農如農如農如農
路路路路、、、、排水溝等排水溝等排水溝等排水溝等)，，，，應予加添適當保護應予加添適當保護應予加添適當保護應予加添適當保護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並先擇各種並先擇各種並先擇各種並先擇各種安全排水安全排水安全排水安全排水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防風定砂防風定砂防風定砂防風定砂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抑抑抑抑制風蝕與定砂措施制風蝕與定砂措施制風蝕與定砂措施制風蝕與定砂措施，，，，以減以減以減以減少少少少作物因作物因作物因作物因強強強強
風風風風造造造造成之生理成之生理成之生理成之生理或機或機或機或機械傷械傷械傷械傷害或害或害或害或鹽鹽鹽鹽害害害害，，，，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增進國土保育增進國土保育增進國土保育增進國土保育。。。。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防風林帶防風林帶防風林帶防風林帶
�防風綠防風綠防風綠防風綠籬籬籬籬
�防風草帶防風草帶防風草帶防風草帶
�防風定砂防風定砂防風定砂防風定砂構構構構造造造造物物物物
�建建建建構構構構砂砂砂砂丘丘丘丘



§§§§農地水土保持規劃農地水土保持規劃農地水土保持規劃農地水土保持規劃
����維持良好的植生被覆維持良好的植生被覆維持良好的植生被覆維持良好的植生被覆，，，，由各層植被由各層植被由各層植被由各層植被
發揮保育土壤發揮保育土壤發揮保育土壤發揮保育土壤，，，，涵養水源等功效涵養水源等功效涵養水源等功效涵養水源等功效，，，，
是坡地最好的保護是坡地最好的保護是坡地最好的保護是坡地最好的保護。。。。

����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因地制宜，，，，避免山坡地超限利用避免山坡地超限利用避免山坡地超限利用避免山坡地超限利用，，，，
以達合理土地利用以達合理土地利用以達合理土地利用以達合理土地利用，，，，同時在農地上同時在農地上同時在農地上同時在農地上
採用合適的農藝方法以防止或減少採用合適的農藝方法以防止或減少採用合適的農藝方法以防止或減少採用合適的農藝方法以防止或減少
水土流失水土流失水土流失水土流失，，，，進而使山坡地農業生產進而使山坡地農業生產進而使山坡地農業生產進而使山坡地農業生產
永續發展永續發展永續發展永續發展。。。。

����坡地開發利用時坡地開發利用時坡地開發利用時坡地開發利用時，，，，農地應實施水土農地應實施水土農地應實施水土農地應實施水土
保持處理與維護保持處理與維護保持處理與維護保持處理與維護，，，，主要包括主要包括主要包括主要包括：：：：等高等高等高等高
耕作耕作耕作耕作、、、、覆蓋覆蓋覆蓋覆蓋、、、、敷蓋敷蓋敷蓋敷蓋、、、、綠肥綠肥綠肥綠肥、、、、山邊山邊山邊山邊
溝溝溝溝、、、、平台階段平台階段平台階段平台階段、、、、寬壟階段寬壟階段寬壟階段寬壟階段、、、、石牆石牆石牆石牆
法法法法、、、、草帶法草帶法草帶法草帶法、、、、農塘農塘農塘農塘、、、、農地沉砂池農地沉砂池農地沉砂池農地沉砂池、、、、
坡地防風措施坡地防風措施坡地防風措施坡地防風措施、、、、防風石牆防風石牆防風石牆防風石牆、、、、乾砌石乾砌石乾砌石乾砌石
護坡護坡護坡護坡、、、、梯田梯田梯田梯田、、、、農地整坡農地整坡農地整坡農地整坡等等等等

����應將農地水土保持相關配合措施應將農地水土保持相關配合措施應將農地水土保持相關配合措施應將農地水土保持相關配合措施：：：：
農路系統農路系統農路系統農路系統、、、、農地排水農地排水農地排水農地排水、、、、農地灌溉農地灌溉農地灌溉農地灌溉等等等等
作有系統之規劃配置以確保農地開作有系統之規劃配置以確保農地開作有系統之規劃配置以確保農地開作有系統之規劃配置以確保農地開
發利用安全無虞發利用安全無虞發利用安全無虞發利用安全無虞。。。。



等高栽植等高栽植等高栽植等高栽植

等高耕作等高耕作等高耕作等高耕作

覆蓋法覆蓋法覆蓋法覆蓋法 敷蓋法敷蓋法敷蓋法敷蓋法

山邊溝山邊溝山邊溝山邊溝

農地沉砂池農地沉砂池農地沉砂池農地沉砂池

農塘農塘農塘農塘

坡地防風坡地防風坡地防風坡地防風

草帶法草帶法草帶法草帶法

砌石護坡砌石護坡砌石護坡砌石護坡

整坡作業

整坡作業
整坡作業
整坡作業

梯田梯田梯田梯田

農地排水農地排水農地排水農地排水農路系統農路系統農路系統農路系統

農地灌溉農地灌溉農地灌溉農地灌溉((((集水設施集水設施集水設施集水設施) ) ) ) 

縱向排水

縱向排水

縱向排水

縱向排水橫向排水橫向排水橫向排水橫向排水

等高栽植等高栽植等高栽植等高栽植

等高耕作等高耕作等高耕作等高耕作

覆蓋法覆蓋法覆蓋法覆蓋法 敷蓋法敷蓋法敷蓋法敷蓋法

山邊溝山邊溝山邊溝山邊溝

農地沉砂池農地沉砂池農地沉砂池農地沉砂池

農塘農塘農塘農塘

坡地防風坡地防風坡地防風坡地防風

草帶法草帶法草帶法草帶法

砌石護坡砌石護坡砌石護坡砌石護坡

整坡作業

整坡作業
整坡作業
整坡作業

梯田梯田梯田梯田

農地排水農地排水農地排水農地排水農路系統農路系統農路系統農路系統

農地灌溉農地灌溉農地灌溉農地灌溉((((集水設施集水設施集水設施集水設施) ) ) ) 

縱向排水

縱向排水

縱向排水

縱向排水橫向排水橫向排水橫向排水橫向排水

農地水土保農地水土保農地水土保農地水土保持規劃示意持規劃示意持規劃示意持規劃示意圖圖圖圖(繪圖者繪圖者繪圖者繪圖者：：：：陳桂娥陳桂娥陳桂娥陳桂娥、、、、鄭勝鴻鄭勝鴻鄭勝鴻鄭勝鴻)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水土保持知識探索水土保持知識探索水土保持知識探索水土保持知識探索－－－－小魚的秘密假期小魚的秘密假期小魚的秘密假期小魚的秘密假期，，，，2015)

����農地水土保持規劃需農地水土保持規劃需農地水土保持規劃需農地水土保持規劃需考考考考量量量量周周周周邊邊邊邊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與與與與
農業生產農業生產農業生產農業生產類型類型類型類型、、、、作物生作物生作物生作物生長長長長之之之之環境環境環境環境適宜適宜適宜適宜性性性性以以以以
及及及及可可可可配合配合配合配合或或或或支援支援支援支援條條條條件件件件等等等等

����農農農農民民民民生生生生活活活活、、、、生產與生生產與生生產與生生產與生態態態態保育保育保育保育間間間間取得平取得平取得平取得平衡衡衡衡，，，，
且且且且應應應應避免過避免過避免過避免過度之開發度之開發度之開發度之開發破壞破壞破壞破壞。。。。

����山坡地宜農牧地區之農地山坡地宜農牧地區之農地山坡地宜農牧地區之農地山坡地宜農牧地區之農地，，，，不不不不論論論論短短短短期期期期或長或長或長或長
期栽培之農業耕作期栽培之農業耕作期栽培之農業耕作期栽培之農業耕作，，，，皆皆皆皆會會會會進行土壤耕進行土壤耕進行土壤耕進行土壤耕犁犁犁犁、、、、
翻翻翻翻土等工作土等工作土等工作土等工作，，，，極極極極易易易易遭雨遭雨遭雨遭雨水水水水或或或或地表逕地表逕地表逕地表逕流流流流而而而而侵侵侵侵
蝕蝕蝕蝕流流流流失表土失表土失表土失表土。。。。

����依依依依照照照照不不不不同同同同作物作物作物作物種類種類種類種類與經營與經營與經營與經營管管管管理方法理方法理方法理方法，，，，施作施作施作施作
不不不不同同同同的農地水土保持方法與設施的農地水土保持方法與設施的農地水土保持方法與設施的農地水土保持方法與設施。。。。



����農地水土保持規劃之處理單元農地水土保持規劃之處理單元農地水土保持規劃之處理單元農地水土保持規劃之處理單元
����農地耕作措施農地耕作措施農地耕作措施農地耕作措施
等高耕作等高耕作等高耕作等高耕作、、、、覆蓋覆蓋覆蓋覆蓋、、、、敷蓋敷蓋敷蓋敷蓋、、、、綠肥綠肥綠肥綠肥、、、、
農地整坡農地整坡農地整坡農地整坡

����省工經營措施省工經營措施省工經營措施省工經營措施
山邊溝山邊溝山邊溝山邊溝、、、、平台階段平台階段平台階段平台階段、、、、寬壟階段寬壟階段寬壟階段寬壟階段、、、、
石牆法石牆法石牆法石牆法、、、、梯田梯田梯田梯田

����農地防農地防農地防農地防災災災災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草帶法草帶法草帶法草帶法、、、、砌石護坡砌石護坡砌石護坡砌石護坡、、、、農塘農塘農塘農塘、、、、
農地沉砂池農地沉砂池農地沉砂池農地沉砂池、、、、農地防風農地防風農地防風農地防風

����農地水土保持配合措施農地水土保持配合措施農地水土保持配合措施農地水土保持配合措施
農路系統農路系統農路系統農路系統、、、、農地排水農地排水農地排水農地排水、、、、農地灌溉農地灌溉農地灌溉農地灌溉

����合合合合理理理理土地開發土地開發土地開發土地開發利利利利用用用用範範範範疇疇疇疇內內內內，，，，結結結結合農地水合農地水合農地水合農地水
土保持措施以配合土保持措施以配合土保持措施以配合土保持措施以配合機機機機械械械械作業及作業方作業及作業方作業及作業方作業及作業方式式式式
改進達到省工經營設施改進達到省工經營設施改進達到省工經營設施改進達到省工經營設施，，，，能兼具能兼具能兼具能兼具防防防防止止止止土土土土
壤侵蝕及壤侵蝕及壤侵蝕及壤侵蝕及便便便便利農業經營利農業經營利農業經營利農業經營外外外外，，，，亦亦亦亦透過透過透過透過農地農地農地農地
水土保持配合措施改水土保持配合措施改水土保持配合措施改水土保持配合措施改善善善善坡地農業經營坡地農業經營坡地農業經營坡地農業經營環環環環
境境境境，，，，進進進進而促而促而促而促進農進農進農進農現現現現代代代代化化化化。。。。



����坡面推展農地水土保持規劃必坡面推展農地水土保持規劃必坡面推展農地水土保持規劃必坡面推展農地水土保持規劃必
須能達到以下各項目標須能達到以下各項目標須能達到以下各項目標須能達到以下各項目標

����合理之土地利用合理之土地利用合理之土地利用合理之土地利用
����防止土壤侵蝕並恢復受侵蝕敗壞土防止土壤侵蝕並恢復受侵蝕敗壞土防止土壤侵蝕並恢復受侵蝕敗壞土防止土壤侵蝕並恢復受侵蝕敗壞土
地之生產力地之生產力地之生產力地之生產力

����土壤保育與培育土壤保育與培育土壤保育與培育土壤保育與培育
����減少逕流與增加水資源涵養減少逕流與增加水資源涵養減少逕流與增加水資源涵養減少逕流與增加水資源涵養
����防止侵蝕污染水土資源防止侵蝕污染水土資源防止侵蝕污染水土資源防止侵蝕污染水土資源
����坡地安全排水坡地安全排水坡地安全排水坡地安全排水
����防止風蝕防止風蝕防止風蝕防止風蝕

����農地整坡作業農地整坡作業農地整坡作業農地整坡作業
����宜農牧地宜農牧地宜農牧地宜農牧地，，，，則在則在則在則在進行整坡作業前進行整坡作業前進行整坡作業前進行整坡作業前可可可可先先先先就就就就現現現現
地包括地包括地包括地包括：：：：雜雜雜雜草草草草刈割刈割刈割刈割、、、、卵塊卵塊卵塊卵塊石及石及石及石及障礙障礙障礙障礙地物清地物清地物清地物清
除除除除、、、、小小小小侵蝕溝整理侵蝕溝整理侵蝕溝整理侵蝕溝整理、、、、預預預預定農定農定農定農場場場場規劃規劃規劃規劃(如排如排如排如排
水水水水、、、、灌溉灌溉灌溉灌溉、、、、農路農路農路農路、、、、農塘等農塘等農塘等農塘等)進行資進行資進行資進行資料料料料蒐蒐蒐蒐集集集集

����考考考考量整坡作業期程以量整坡作業期程以量整坡作業期程以量整坡作業期程以避避避避開開開開不不不不利利利利天天天天候候候候，，，，及及及及盡盡盡盡
速速速速完成地表覆蓋完成地表覆蓋完成地表覆蓋完成地表覆蓋

����配合作物栽培需配合作物栽培需配合作物栽培需配合作物栽培需求求求求規劃整坡作業規劃整坡作業規劃整坡作業規劃整坡作業，，，，施工期施工期施工期施工期
間間間間必須防必須防必須防必須防止止止止水土流失水土流失水土流失水土流失，，，，善善善善用土壤包以用土壤包以用土壤包以用土壤包以避免避免避免避免
水土保持流失與水土保持流失與水土保持流失與水土保持流失與災害災害災害災害發生發生發生發生。。。。



山邊溝兼山邊溝兼山邊溝兼山邊溝兼

作業道作業道作業道作業道
整坡後完成面整坡後完成面整坡後完成面整坡後完成面

§§§§農地整坡作業農地整坡作業農地整坡作業農地整坡作業
����宜農牧地宜農牧地宜農牧地宜農牧地，，，，則在則在則在則在進行整坡作業前進行整坡作業前進行整坡作業前進行整坡作業前可可可可先先先先就就就就
現現現現地包括地包括地包括地包括：：：：雜雜雜雜草草草草刈割刈割刈割刈割、、、、卵塊卵塊卵塊卵塊石及石及石及石及障礙障礙障礙障礙地地地地
物清除物清除物清除物清除、、、、小小小小侵蝕溝整理侵蝕溝整理侵蝕溝整理侵蝕溝整理、、、、預預預預定農定農定農定農場場場場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如排水如排水如排水如排水、、、、灌溉灌溉灌溉灌溉、、、、農路農路農路農路、、、、農塘等農塘等農塘等農塘等)進行資進行資進行資進行資料料料料
蒐蒐蒐蒐集集集集

����考考考考量整坡作業期程以量整坡作業期程以量整坡作業期程以量整坡作業期程以避避避避開開開開不不不不利利利利天天天天候候候候，，，，及及及及
盡盡盡盡速速速速完成地表覆蓋完成地表覆蓋完成地表覆蓋完成地表覆蓋

����配合作物栽培需配合作物栽培需配合作物栽培需配合作物栽培需求求求求規劃整坡作業規劃整坡作業規劃整坡作業規劃整坡作業，，，，施工施工施工施工
期期期期間間間間必須防必須防必須防必須防止止止止水土流失水土流失水土流失水土流失，，，，善善善善用土壤包以用土壤包以用土壤包以用土壤包以
避免避免避免避免水土保持流失與水土保持流失與水土保持流失與水土保持流失與災害災害災害災害發生發生發生發生。。。。



����整坡作業方式整坡作業方式整坡作業方式整坡作業方式
�人工人工人工人工
適用適用適用適用在陡在陡在陡在陡坡坡坡坡、、、、地地地地形形形形複複複複雜雜雜雜、、、、農地面積農地面積農地面積農地面積侷侷侷侷
限限限限、、、、卵塊卵塊卵塊卵塊石石石石偏多偏多偏多偏多、、、、機機機機械械械械作業作業作業作業不易不易不易不易之山坡之山坡之山坡之山坡
地地地地，，，，其其其其多多多多在在在在人力人力人力人力豐沛豐沛豐沛豐沛時使用時使用時使用時使用手手手手持持持持式式式式掘掘掘掘
土土土土、、、、鏟鏟鏟鏟土土土土、、、、耕耕耕耕犁犁犁犁等工具進行整地及整坡等工具進行整地及整坡等工具進行整地及整坡等工具進行整地及整坡
作業作業作業作業，，，，故多故多故多故多出出出出現現現現有工作期程有工作期程有工作期程有工作期程延延延延長長長長、、、、深深深深耕耕耕耕
不易不易不易不易及及及及無無無無法法法法集約集約集約集約經營經營經營經營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機械機械機械機械
適用適用適用適用在在在在坡度緩坡度緩坡度緩坡度緩、、、、地地地地形形形形平整平整平整平整、、、、農地面積農地面積農地面積農地面積較較較較
大大大大、、、、機機機機械械械械易易易易於進出之山坡地於進出之山坡地於進出之山坡地於進出之山坡地，，，，其其其其在在在在人力人力人力人力
不不不不足足足足時時時時可採可採可採可採用具有用具有用具有用具有動動動動力之力之力之力之小型挖小型挖小型挖小型挖土土土土、、、、鏟鏟鏟鏟
土及推土等土及推土等土及推土等土及推土等機機機機具進行整坡作業具進行整坡作業具進行整坡作業具進行整坡作業，，，，故多故多故多故多出出出出
現現現現有工作期程有工作期程有工作期程有工作期程縮縮縮縮短短短短、、、、減減減減少少少少人力成本人力成本人力成本人力成本、、、、易易易易
於於於於深深深深耕耕耕耕、、、、增增增增加加加加表土與表土與表土與表土與心心心心土之土之土之土之孔隙孔隙孔隙孔隙及及及及集約集約集約集約
經營經營經營經營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整坡作業考量整坡作業考量整坡作業考量整坡作業考量
����農農農農場場場場耕作耕作耕作耕作管管管管理所進行理所進行理所進行理所進行整坡作業整坡作業整坡作業整坡作業，，，，有農地有農地有農地有農地
全面整坡行為全面整坡行為全面整坡行為全面整坡行為，，，，常常常常使農使農使農使農民民民民時有出時有出時有出時有出現不符現不符現不符現不符
合宜農牧用地作為合宜農牧用地作為合宜農牧用地作為合宜農牧用地作為。。。。

����農地整坡作業農地整坡作業農地整坡作業農地整坡作業，，，，不不不不應以整地及整平為應以整地及整平為應以整地及整平為應以整地及整平為優優優優
先先先先考考考考量量量量

����應應應應依依依依山坡地地原有地山坡地地原有地山坡地地原有地山坡地地原有地形形形形及地及地及地及地貌貌貌貌，，，，先先先先施行施行施行施行
山邊溝山邊溝山邊溝山邊溝、、、、平台階段平台階段平台階段平台階段、、、、安全排水系統安全排水系統安全排水系統安全排水系統、、、、農農農農
地地地地滯洪滯洪滯洪滯洪沉砂措施等農地水土保持處理與沉砂措施等農地水土保持處理與沉砂措施等農地水土保持處理與沉砂措施等農地水土保持處理與
維維維維護護護護，，，，以增以增以增以增加現加現加現加現地防地防地防地防災災災災能力能力能力能力，，，，及減及減及減及減低低低低開開開開
發發發發強強強強度及水土流失度及水土流失度及水土流失度及水土流失情形情形情形情形發生發生發生發生。。。。

����農地整坡作業所產生之農地整坡作業所產生之農地整坡作業所產生之農地整坡作業所產生之挖挖挖挖填填填填土石方土石方土石方土石方則則則則應應應應
力力力力求最求最求最求最小化小化小化小化及平及平及平及平衡衡衡衡，，，，此此此此係避免過係避免過係避免過係避免過度度度度擾擾擾擾動動動動
地表原有地表原有地表原有地表原有植被植被植被植被覆蓋及覆蓋及覆蓋及覆蓋及維維維維持農地原有地力持農地原有地力持農地原有地力持農地原有地力
之必需作為之必需作為之必需作為之必需作為。。。。

����農地整坡作業期農地整坡作業期農地整坡作業期農地整坡作業期間間間間有有有有 土石方土石方土石方土石方暫暫暫暫置置置置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時時時時，，，，應有防應有防應有防應有防止止止止水土流失之措施水土流失之措施水土流失之措施水土流失之措施。。。。

����配合作物栽培需要配合作物栽培需要配合作物栽培需要配合作物栽培需要，，，，可可可可分為分為分為分為：：：：開開開開挖植挖植挖植挖植穴穴穴穴
者可採者可採者可採者可採用用用用30~50 cm；；；；中中中中耕除草耕除草耕除草耕除草者深者深者深者深度度度度
通通通通常不常不常不常不應應應應超超超超過過過過30 cm為宜為宜為宜為宜；；；；深深深深耕耕耕耕者者者者利用利用利用利用
鋤鋤鋤鋤、、、、碟碟碟碟、、、、犁或犁或犁或犁或曳曳曳曳引機引機引機引機，，，，可可可可先先先先進行進行進行進行犁犁犁犁土土土土30 
cm以以以以上上上上，，，，再再再再配合配合配合配合移移移移土土土土40 cm覆於其覆於其覆於其覆於其上上上上，，，，
則則則則農地農地農地農地深深深深耕耕耕耕將可將可將可將可出出出出現深現深現深現深度達度達度達度達70 cm。。。。



����當當當當山坡地農地全面進行整地及整坡作業山坡地農地全面進行整地及整坡作業山坡地農地全面進行整地及整坡作業山坡地農地全面進行整地及整坡作業
深深深深度度度度超超超超過過過過50 cm者者者者，，，，若屬若屬若屬若屬機機機機械械械械整地及整整地及整整地及整整地及整
坡作業坡作業坡作業坡作業，，，，應應應應依依依依相關法相關法相關法相關法令令令令規定規定規定規定申申申申辦並經辦並經辦並經辦並經主主主主
管機管機管機管機關關關關審核審核審核審核後後後後實實實實施施施施。。。。

����農地整坡有施作為平台階段與山邊溝等農地整坡有施作為平台階段與山邊溝等農地整坡有施作為平台階段與山邊溝等農地整坡有施作為平台階段與山邊溝等
水土保持處理時水土保持處理時水土保持處理時水土保持處理時，，，，依據依據依據依據其其其其垂垂垂垂距需距需距需距需求求求求，，，，邊邊邊邊
坡應坡應坡應坡應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包括包括包括包括：：：：邊坡高度邊坡高度邊坡高度邊坡高度不不不不超超超超過過過過
1.5~2.5 m者者者者為宜為宜為宜為宜。。。。

����宜農牧用地作為畜牧宜農牧用地作為畜牧宜農牧用地作為畜牧宜農牧用地作為畜牧乳酪乳酪乳酪乳酪養殖養殖養殖養殖用用用用途途途途，，，，應應應應
於整坡作業於整坡作業於整坡作業於整坡作業，，，，盡盡盡盡速速速速以以以以密密密密生生生生優優優優良良良良牧草進行牧草進行牧草進行牧草進行
全園覆蓋全園覆蓋全園覆蓋全園覆蓋，，，，同同同同時時時時結結結結合安全排水系統合安全排水系統合安全排水系統合安全排水系統，，，，以以以以
適度適度適度適度截截截截排區外及排區外及排區外及排區外及截截截截洩洩洩洩區區區區內內內內於於於於暴暴暴暴雨雨雨雨後地表後地表後地表後地表
逕流逕流逕流逕流，，，，並並並並依依依依水土保持技術規水土保持技術規水土保持技術規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範範範規定設規定設規定設規定設置置置置
沉砂設施沉砂設施沉砂設施沉砂設施，，，，進進進進而而而而使畜牧農使畜牧農使畜牧農使畜牧農場場場場能能能能永續永續永續永續經營經營經營經營



原坡面原坡面原坡面原坡面山邊溝山邊溝山邊溝山邊溝兼作業道兼作業道兼作業道兼作業道 作業道作業道作業道作業道 園內道園內道園內道園內道

順序順序順序順序1

順序順序順序順序3

順序順序順序順序2

順序順序順序順序4

整坡後完成面整坡後完成面整坡後完成面整坡後完成面

整坡計畫線整坡計畫線整坡計畫線整坡計畫線

原坡面原坡面原坡面原坡面原坡面原坡面原坡面原坡面山邊溝山邊溝山邊溝山邊溝兼作業道兼作業道兼作業道兼作業道 作業道作業道作業道作業道 園內道園內道園內道園內道
山邊溝山邊溝山邊溝山邊溝兼作業道兼作業道兼作業道兼作業道 作業道作業道作業道作業道 園內道園內道園內道園內道

順序順序順序順序1

順序順序順序順序3

順序順序順序順序2

順序順序順序順序4

整坡後完成面整坡後完成面整坡後完成面整坡後完成面整坡後完成面整坡後完成面整坡後完成面整坡後完成面

整坡計畫線整坡計畫線整坡計畫線整坡計畫線整坡計畫線整坡計畫線整坡計畫線整坡計畫線整坡計畫線整坡計畫線整坡計畫線整坡計畫線



§§§§農地水土保持處理單元農地水土保持處理單元農地水土保持處理單元農地水土保持處理單元
����主主主主要處理單元要處理單元要處理單元要處理單元
等高耕作等高耕作等高耕作等高耕作、、、、覆蓋覆蓋覆蓋覆蓋、、、、敷蓋敷蓋敷蓋敷蓋、、、、 綠肥綠肥綠肥綠肥
山邊溝山邊溝山邊溝山邊溝、、、、平台階段平台階段平台階段平台階段、、、、寬壟階段寬壟階段寬壟階段寬壟階段
石牆法石牆法石牆法石牆法、、、、草帶法草帶法草帶法草帶法、、、、農塘農塘農塘農塘、、、、
農地沉砂池農地沉砂池農地沉砂池農地沉砂池、、、、坡地防風措施坡地防風措施坡地防風措施坡地防風措施、、、、防風石防風石防風石防風石
牆牆牆牆、、、、乾砌石護坡乾砌石護坡乾砌石護坡乾砌石護坡、、、、
梯田梯田梯田梯田、、、、農地整坡農地整坡農地整坡農地整坡

����配合措施配合措施配合措施配合措施
農路系統農路系統農路系統農路系統
農地排水農地排水農地排水農地排水
農地灌溉農地灌溉農地灌溉農地灌溉



����等高耕作等高耕作等高耕作等高耕作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在坡面上沿等高方向所實施耕犁在坡面上沿等高方向所實施耕犁在坡面上沿等高方向所實施耕犁在坡面上沿等高方向所實施耕犁、、、、
作畦及栽植之保育耕作作畦及栽植之保育耕作作畦及栽植之保育耕作作畦及栽植之保育耕作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抑制逕流及減少土壤侵蝕抑制逕流及減少土壤侵蝕抑制逕流及減少土壤侵蝕抑制逕流及減少土壤侵蝕
����增進水分入滲與保蓄增進水分入滲與保蓄增進水分入滲與保蓄增進水分入滲與保蓄

耕犁耕犁耕犁耕犁

水土保持處理水土保持處理水土保持處理水土保持處理(如山邊溝如山邊溝如山邊溝如山邊溝、、、、截水溝截水溝截水溝截水溝…………等等等等)

短行留設於短行留設於短行留設於短行留設於
兩基線中間兩基線中間兩基線中間兩基線中間

等高線等高線等高線等高線

作畦作畦作畦作畦

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沿等高線沿等高線沿等高線沿等高線
方向進行方向進行方向進行方向進行

耕犁耕犁耕犁耕犁

水土保持處理水土保持處理水土保持處理水土保持處理(如山邊溝如山邊溝如山邊溝如山邊溝、、、、截水溝截水溝截水溝截水溝…………等等等等)

短行留設於短行留設於短行留設於短行留設於
兩基線中間兩基線中間兩基線中間兩基線中間

等高線等高線等高線等高線

作畦作畦作畦作畦

栽植栽植栽植栽植

沿等高線沿等高線沿等高線沿等高線
方向進行方向進行方向進行方向進行



����應用說明應用說明應用說明應用說明及設計及設計及設計及設計
����坡面耕犁與作物栽植時實施坡面耕犁與作物栽植時實施坡面耕犁與作物栽植時實施坡面耕犁與作物栽植時實施
����低矮密植作物低矮密植作物低矮密植作物低矮密植作物
����機械整坡之淨耕作物栽植區機械整坡之淨耕作物栽植區機械整坡之淨耕作物栽植區機械整坡之淨耕作物栽植區
����配合山邊溝等橫向截水溝之耕犁作配合山邊溝等橫向截水溝之耕犁作配合山邊溝等橫向截水溝之耕犁作配合山邊溝等橫向截水溝之耕犁作
業地區業地區業地區業地區

����配合沿等高線方向將作物栽植於坡配合沿等高線方向將作物栽植於坡配合沿等高線方向將作物栽植於坡配合沿等高線方向將作物栽植於坡
地地地地

等高耕犁等高耕犁等高耕犁等高耕犁

縱向排水縱向排水縱向排水縱向排水

等高耕犁等高耕犁等高耕犁等高耕犁

縱向排水縱向排水縱向排水縱向排水



等高作畦等高作畦等高作畦等高作畦等高作畦等高作畦等高作畦等高作畦

等高栽植等高栽植等高栽植等高栽植等高栽植等高栽植等高栽植等高栽植



����作業程序作業程序作業程序作業程序
���� 經山邊溝經山邊溝經山邊溝經山邊溝、、、、寬壟階段寬壟階段寬壟階段寬壟階段、、、、石牆石牆石牆石牆、、、、截水截水截水截水
溝等處理之土地溝等處理之土地溝等處理之土地溝等處理之土地，，，，以該處理為基以該處理為基以該處理為基以該處理為基
線線線線，，，，再沿各基線上方等高方向作畦再沿各基線上方等高方向作畦再沿各基線上方等高方向作畦再沿各基線上方等高方向作畦
數道數道數道數道，，，，長行者宜在長行者宜在長行者宜在長行者宜在4~6行左右行左右行左右行左右。。。。

���� 短行以留置兩基線中間部分為原則短行以留置兩基線中間部分為原則短行以留置兩基線中間部分為原則短行以留置兩基線中間部分為原則
����維護維護維護維護
等高耕作之土地等高耕作之土地等高耕作之土地等高耕作之土地，，，，雨後如發生沖雨後如發生沖雨後如發生沖雨後如發生沖
蝕蝕蝕蝕，，，，應應應應即即即即時整時整時整時整修修修修。。。。

等高等高等高等高線線線線

4~6行行行行

基基基基線線線線((((配合山邊溝等水土保持處理配合山邊溝等水土保持處理配合山邊溝等水土保持處理配合山邊溝等水土保持處理))))



����農地沉砂池農地沉砂池農地沉砂池農地沉砂池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在農地排水或在農地排水或在農地排水或在農地排水或匯匯匯匯流處流處流處流處，，，，設置設置設置設置供供供供逕流逕流逕流逕流
所所所所挾挾挾挾帶帶帶帶泥泥泥泥砂沉砂沉砂沉砂沉積積積積之設施之設施之設施之設施，，，，減少土砂減少土砂減少土砂減少土砂
流失及災害流失及災害流失及災害流失及災害。。。。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沉沉沉沉積泥積泥積泥積泥砂砂砂砂預預預預防土砂災害防土砂災害防土砂災害防土砂災害
����防止防止防止防止泥泥泥泥砂流砂流砂流砂流出出出出，，，，減少水流污染減少水流污染減少水流污染減少水流污染
����利用沉利用沉利用沉利用沉積泥積泥積泥積泥砂砂砂砂，，，，回鋪回鋪回鋪回鋪農地農地農地農地。。。。

入水口入水口入水口入水口

出水口出水口出水口出水口

臨時性沉砂池可酌設土壤包臨時性沉砂池可酌設土壤包臨時性沉砂池可酌設土壤包臨時性沉砂池可酌設土壤包以保護農地沉砂池周邊以保護農地沉砂池周邊以保護農地沉砂池周邊以保護農地沉砂池周邊
可採用土質可採用土質可採用土質可採用土質、、、、砌塊石砌塊石砌塊石砌塊石、、、、編柵編柵編柵編柵或防水布等構建池體周邊或防水布等構建池體周邊或防水布等構建池體周邊或防水布等構建池體周邊

永久性沉砂池採用漿永久性沉砂池採用漿永久性沉砂池採用漿永久性沉砂池採用漿砌砌砌砌或乾砌塊石或乾砌塊石或乾砌塊石或乾砌塊石、、、、紅磚紅磚紅磚紅磚，，，，或混凝土或混凝土或混凝土或混凝土構築池璧構築池璧構築池璧構築池璧。。。。
入水口入水口入水口入水口

出水口出水口出水口出水口

臨時性沉砂池可酌設土壤包臨時性沉砂池可酌設土壤包臨時性沉砂池可酌設土壤包臨時性沉砂池可酌設土壤包以保護農地沉砂池周邊以保護農地沉砂池周邊以保護農地沉砂池周邊以保護農地沉砂池周邊
可採用土質可採用土質可採用土質可採用土質、、、、砌塊石砌塊石砌塊石砌塊石、、、、編柵編柵編柵編柵或防水布等構建池體周邊或防水布等構建池體周邊或防水布等構建池體周邊或防水布等構建池體周邊

永久性沉砂池採用漿永久性沉砂池採用漿永久性沉砂池採用漿永久性沉砂池採用漿砌砌砌砌或乾砌塊石或乾砌塊石或乾砌塊石或乾砌塊石、、、、紅磚紅磚紅磚紅磚，，，，或混凝土或混凝土或混凝土或混凝土構築池璧構築池璧構築池璧構築池璧。。。。



出水口出水口出水口出水口

池壁池壁池壁池壁 池底池底池底池底

入水口入水口入水口入水口

出水口出水口出水口出水口

池壁池壁池壁池壁 池底池底池底池底

入水口入水口入水口入水口

����應用說明及設計應用說明及設計應用說明及設計應用說明及設計

����適用適用適用適用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臨臨臨臨時時時時性性性性沉砂池沉砂池沉砂池沉砂池：：：：於開於開於開於開挖挖挖挖整地時整地時整地時整地時，，，，以以以以
簡簡簡簡易施工方式易施工方式易施工方式易施工方式就就就就地取地取地取地取材材材材所所所所構築構築構築構築之之之之臨臨臨臨
時時時時性淤性淤性淤性淤砂設施砂設施砂設施砂設施，，，，於整地作業於整地作業於整地作業於整地作業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後後後後
即即即即行行行行填填填填平平平平。。。。

����永永永永久性久性久性久性沉砂池沉砂池沉砂池沉砂池：：：：於整地於整地於整地於整地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後後後後，，，，當當當當
有有有有泥泥泥泥砂流砂流砂流砂流出出出出時時時時需需需需加以加以加以加以阻阻阻阻截截截截淤積淤積淤積淤積，，，，可可可可
採用採用採用採用紅磚紅磚紅磚紅磚、、、、卵卵卵卵石石石石、、、、塊塊塊塊石或石或石或石或混凝混凝混凝混凝土等土等土等土等
構築構築構築構築沉砂池池沉砂池池沉砂池池沉砂池池璧璧璧璧，，，，以設置為永以設置為永以設置為永以設置為永久性久性久性久性
沉砂池沉砂池沉砂池沉砂池。。。。



����土壤流失量之土壤流失量之土壤流失量之土壤流失量之決決決決定定定定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超超超超過過過過1 ha者建者建者建者建議議議議可採可採可採可採用通用土壤流用通用土壤流用通用土壤流用通用土壤流
失公失公失公失公式式式式(USLE)估估估估算算算算土壤流失量土壤流失量土壤流失量土壤流失量。。。。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小小小小於於於於1 ha者者者者之整地之整地之整地之整地，，，，建建建建議議議議可採可採可採可採用用用用每每每每
年年年年1 ha不小不小不小不小於於於於500 m3之土壤流失量之土壤流失量之土壤流失量之土壤流失量。。。。

����完成水土保持處理之完成水土保持處理之完成水土保持處理之完成水土保持處理之新新新新開土地開土地開土地開土地，，，，每年每年每年每年1 
ha不少不少不少不少於於於於30 m3之土壤流失量之土壤流失量之土壤流失量之土壤流失量。。。。

����前二項估前二項估前二項估前二項估算算算算土壤流失量土壤流失量土壤流失量土壤流失量可可可可作為作為作為作為臨臨臨臨時沉砂時沉砂時沉砂時沉砂
池設計池設計池設計池設計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第第第第三項三項三項三項估估估估算算算算土壤流失量土壤流失量土壤流失量土壤流失量則可則可則可則可作為作為作為作為永永永永久久久久性性性性
沉砂池設計沉砂池設計沉砂池設計沉砂池設計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沉砂池之沉砂池之沉砂池之沉砂池之形形形形狀狀狀狀
池池池池身身身身以以以以矩矩矩矩形形形形為宜為宜為宜為宜，，，，池池池池底底底底面積面積面積面積小小小小於其於其於其於其頂頂頂頂
部部部部，，，，並得並得並得並得依據現依據現依據現依據現地之地地之地地之地地之地形形形形，，，，採採採採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因地制宜
調整其調整其調整其調整其形形形形狀狀狀狀。。。。

����沉砂池設計沉砂池設計沉砂池設計沉砂池設計容容容容量量量量
應應應應視視視視土壤流出土壤流出土壤流出土壤流出情形情形情形情形、、、、沉砂沉砂沉砂沉砂數數數數量及量及量及量及每年每年每年每年有有有有
數次數次數次數次清除清除清除清除次數次數次數次數而而而而定定定定。。。。永永永永久久久久性性性性沉砂池以沉砂池以沉砂池以沉砂池以每每每每
年年年年至少至少至少至少清除一清除一清除一清除一次次次次為宜為宜為宜為宜，，，，颱颱颱颱風風風風豪豪豪豪雨季節雨季節雨季節雨季節視視視視
情情情情況況況況而而而而定增定增定增定增加加加加次數次數次數次數，，，，臨臨臨臨時時時時性性性性沉砂池於沉砂池於沉砂池於沉砂池於降降降降
雨雨雨雨後應後應後應後應立立立立即予即予即予即予以清除以清除以清除以清除。。。。



����沉砂池沉砂池沉砂池沉砂池深度深度深度深度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以以以以1.5 m以上為宜以上為宜以上為宜以上為宜，，，，應應應應視視視視沉砂設沉砂設沉砂設沉砂設
計計計計容容容容量量量量決決決決定池定池定池定池身身身身之寬之寬之寬之寬度度度度與長與長與長與長度度度度，，，，二二二二
者者者者比例比例比例比例1：：：：2~3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

����沉砂池入水沉砂池入水沉砂池入水沉砂池入水口口口口
不不不不宜與宜與宜與宜與出出出出水水水水口口口口同向同向同向同向，，，，或或或或調調調調整入水整入水整入水整入水口口口口
之入流之入流之入流之入流角度角度角度角度使流路達到使流路達到使流路達到使流路達到較較較較長者為宜長者為宜長者為宜長者為宜

����入水入水入水入水口口口口溝溝溝溝底底底底高程高程高程高程
應高於設計沉砂高應高於設計沉砂高應高於設計沉砂高應高於設計沉砂高度度度度

����臨臨臨臨時時時時性性性性沉砂池沉砂池沉砂池沉砂池材質材質材質材質
����就就就就地取地取地取地取材材材材(土土土土質質質質、、、、砌砌砌砌塊塊塊塊石石石石、、、、編柵編柵編柵編柵或防或防或防或防
水水水水布布布布等等等等)構建構建構建構建池池池池體周體周體周體周邊邊邊邊，，，，斜斜斜斜率率率率1：：：：1以以以以
上為原則上為原則上為原則上為原則

����永永永永久性久性久性久性沉砂池沉砂池沉砂池沉砂池周周周周邊邊邊邊
����採用採用採用採用土土土土質質質質時時時時，，，，其其其其斜斜斜斜率率率率1：：：：1~1.5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同同同同需需需需加以植生覆蓋加以植生覆蓋加以植生覆蓋加以植生覆蓋完完完完密密密密

����採用採用採用採用砌砌砌砌塊塊塊塊石石石石、、、、編柵編柵編柵編柵或或或或混凝混凝混凝混凝土土土土構築構築構築構築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其其其其斜斜斜斜率率率率1：：：：0.5以下以下以下以下，，，，需注意其需注意其需注意其需注意其
堅固堅固堅固堅固程程程程度度度度。。。。



����作業方法及注意事項作業方法及注意事項作業方法及注意事項作業方法及注意事項
����開挖整地時間應開挖整地時間應開挖整地時間應開挖整地時間應避開颱風豪雨季節避開颱風豪雨季節避開颱風豪雨季節避開颱風豪雨季節。。。。
����依作業面積大小依作業面積大小依作業面積大小依作業面積大小、、、、土壤侵蝕量多寡土壤侵蝕量多寡土壤侵蝕量多寡土壤侵蝕量多寡，，，，可可可可
採分年分區採分年分區採分年分區採分年分區、、、、分段施工設置分段施工設置分段施工設置分段施工設置。。。。並將整地並將整地並將整地並將整地
完成之坡面完成之坡面完成之坡面完成之坡面，，，，迅速植生覆蓋完密迅速植生覆蓋完密迅速植生覆蓋完密迅速植生覆蓋完密以防止以防止以防止以防止
土壤流失土壤流失土壤流失土壤流失。。。。

����沉砂池周遭沉砂池周遭沉砂池周遭沉砂池周遭應設防護措施應設防護措施應設防護措施應設防護措施，，，，以免致生墜以免致生墜以免致生墜以免致生墜
落情事發生落情事發生落情事發生落情事發生。。。。

����整地或構築水土保持設施前整地或構築水土保持設施前整地或構築水土保持設施前整地或構築水土保持設施前，，，，應在其上應在其上應在其上應在其上
坡面設置截水溝坡面設置截水溝坡面設置截水溝坡面設置截水溝，，，，攔截上方逕流攔截上方逕流攔截上方逕流攔截上方逕流。。。。

����整地作業施工中整地作業施工中整地作業施工中整地作業施工中，，，，除設置臨時性沉砂池除設置臨時性沉砂池除設置臨時性沉砂池除設置臨時性沉砂池
外外外外，，，，應再配合應再配合應再配合應再配合土壤袋圈圍土壤袋圈圍土壤袋圈圍土壤袋圈圍、、、、防災土堤防災土堤防災土堤防災土堤、、、、
臨時排水溝臨時排水溝臨時排水溝臨時排水溝、、、、防砂柵欄防砂柵欄防砂柵欄防砂柵欄或或或或敷蓋處理敷蓋處理敷蓋處理敷蓋處理。。。。

����確實執行沉砂清除作業確實執行沉砂清除作業確實執行沉砂清除作業確實執行沉砂清除作業，，，，保留安全容保留安全容保留安全容保留安全容
量量量量，，，，發揮沉砂效果發揮沉砂效果發揮沉砂效果發揮沉砂效果。。。。

����沉砂池設計之深度及長度沉砂池設計之深度及長度沉砂池設計之深度及長度沉砂池設計之深度及長度，，，，必須足夠必須足夠必須足夠必須足夠，，，，
以免造成以免造成以免造成以免造成聯外排水管涵內出現聯外排水管涵內出現聯外排水管涵內出現聯外排水管涵內出現淤積淤積淤積淤積。。。。

����沉砂池如為封底池沉砂池如為封底池沉砂池如為封底池沉砂池如為封底池，，，，應設一洩水孔應設一洩水孔應設一洩水孔應設一洩水孔，，，，以以以以
避免孳生蚊蟲避免孳生蚊蟲避免孳生蚊蟲避免孳生蚊蟲



����乾砌石護坡乾砌石護坡乾砌石護坡乾砌石護坡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在農地中之道路在農地中之道路在農地中之道路在農地中之道路、、、、平台階段平台階段平台階段平台階段、、、、山邊山邊山邊山邊
溝等邊坡溝等邊坡溝等邊坡溝等邊坡，，，，或或或或局局局局部部部部陡陡陡陡坡及坡及坡及坡及不不不不安定地安定地安定地安定地
區區區區，，，，為為為為穩固其穩固其穩固其穩固其坡面坡面坡面坡面，，，，以以以以塊塊塊塊石為主石為主石為主石為主體體體體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所所所所構築構築構築構築之護之護之護之護構造造構造造構造造構造造物物物物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穩穩穩穩定農地邊坡定農地邊坡定農地邊坡定農地邊坡，，，，達到安全土地利用達到安全土地利用達到安全土地利用達到安全土地利用
����減減減減緩緩緩緩邊坡侵蝕與崩邊坡侵蝕與崩邊坡侵蝕與崩邊坡侵蝕與崩塌塌塌塌土石災害土石災害土石災害土石災害

牆面斜率牆面斜率牆面斜率牆面斜率<1:0.3
(垂直垂直垂直垂直：：：：水平水平水平水平)

基礎填石深度基礎填石深度基礎填石深度基礎填石深度
達達達達30 cm

護坡基礎護坡基礎護坡基礎護坡基礎牆厚達石塊長徑牆厚達石塊長徑牆厚達石塊長徑牆厚達石塊長徑5倍倍倍倍

原地面原地面原地面原地面

背填坡面斜率背填坡面斜率背填坡面斜率背填坡面斜率<1:0.5
(垂直垂直垂直垂直：：：：水平水平水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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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面斜率牆面斜率牆面斜率牆面斜率<1:0.3
(垂直垂直垂直垂直：：：：水平水平水平水平)

基礎填石深度基礎填石深度基礎填石深度基礎填石深度
達達達達30 cm

護坡基礎護坡基礎護坡基礎護坡基礎牆厚達石塊長徑牆厚達石塊長徑牆厚達石塊長徑牆厚達石塊長徑5倍倍倍倍

原地面原地面原地面原地面

背填坡面斜率背填坡面斜率背填坡面斜率背填坡面斜率<1:0.5
(垂直垂直垂直垂直：：：：水平水平水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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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塊長徑石塊長徑石塊長徑石塊長徑5倍倍倍倍



原坡面原坡面原坡面原坡面

牆面斜率牆面斜率牆面斜率牆面斜率<1:1
(垂直垂直垂直垂直：：：：水平水平水平水平)

砌石高度砌石高度砌石高度砌石高度

不宜超過不宜超過不宜超過不宜超過

石塊長徑石塊長徑石塊長徑石塊長徑5倍倍倍倍
原地面原地面原地面原地面

背填土區背填土區背填土區背填土區

原坡面原坡面原坡面原坡面

牆面斜率牆面斜率牆面斜率牆面斜率<1:1
(垂直垂直垂直垂直：：：：水平水平水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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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超過不宜超過不宜超過不宜超過

石塊長徑石塊長徑石塊長徑石塊長徑5倍倍倍倍
原地面原地面原地面原地面

背填土區背填土區背填土區背填土區



����應用說明及設計應用說明及設計應用說明及設計應用說明及設計
����砌石應分段砌石應分段砌石應分段砌石應分段自自自自護坡基護坡基護坡基護坡基腳腳腳腳砌砌砌砌起起起起，，，，基基基基腳腳腳腳
處應處應處應處應選選選選擇原地面擇原地面擇原地面擇原地面較較較較密實處密實處密實處密實處，，，，當使用當使用當使用當使用
挖挖挖挖(掘掘掘掘)土機配合施作土機配合施作土機配合施作土機配合施作，，，，可自可自可自可自原地面原地面原地面原地面
向向向向下下下下挖一淺挖一淺挖一淺挖一淺溝溝溝溝，，，，其深度大其深度大其深度大其深度大於於於於30cm
及寬及寬及寬及寬度大度大度大度大於砌石長於砌石長於砌石長於砌石長徑徑徑徑5倍距離倍距離倍距離倍距離，，，，並並並並
對對對對此此此此溝面進行整平溝面進行整平溝面進行整平溝面進行整平夯夯夯夯實實實實，，，，以為護坡以為護坡以為護坡以為護坡
基基基基礎礎礎礎。。。。

����每每每每段所砌有效高段所砌有效高段所砌有效高段所砌有效高度不度不度不度不宜超宜超宜超宜超過過過過4 m
����小小小小長長長長徑徑徑徑石石石石塊塊塊塊(長長長長徑徑徑徑50 cm以下以下以下以下)之砌之砌之砌之砌
石護坡石護坡石護坡石護坡外側外側外側外側面牆面牆面牆面牆斜斜斜斜率率率率(垂垂垂垂直直直直：：：：水平水平水平水平
之之之之比比比比)緩緩緩緩於於於於1：：：：0.3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

����當乾砌石護坡當乾砌石護坡當乾砌石護坡當乾砌石護坡鄰近鄰近鄰近鄰近排水流路排水流路排水流路排水流路，，，，宜採宜採宜採宜採
用用用用較大較大較大較大長長長長徑徑徑徑石石石石塊塊塊塊(長長長長徑徑徑徑50cm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其外側其外側其外側其外側面牆面牆面牆面牆斜斜斜斜率率率率(垂垂垂垂直直直直：：：：水平之水平之水平之水平之比比比比)
可參酌可參酌可參酌可參酌砌石護砌石護砌石護砌石護岸岸岸岸之砌石安之砌石安之砌石安之砌石安息角息角息角息角應應應應緩緩緩緩
於於於於1：：：：1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



����砌石應使砌石應使砌石應使砌石應使塊塊塊塊石之長石之長石之長石之長徑垂徑垂徑垂徑垂直於坡面直於坡面直於坡面直於坡面，，，，
交錯銜交錯銜交錯銜交錯銜接接接接，，，，並使並使並使並使礫礫礫礫石之接石之接石之接石之接觸觸觸觸面面面面盡盡盡盡量量量量
加加加加大大大大，，，，以增加以增加以增加以增加摩擦摩擦摩擦摩擦力力力力；；；；砌石面力砌石面力砌石面力砌石面力求求求求
平平平平順順順順、、、、露露露露面面面面成三角孔型成三角孔型成三角孔型成三角孔型。。。。砌石長砌石長砌石長砌石長徑徑徑徑
均均均均應依序向上應依序向上應依序向上應依序向上縮縮縮縮減減減減，，，，且且且且向上計向上計向上計向上計算算算算之之之之
高高高高度均不度均不度均不度均不宜超宜超宜超宜超過過過過石石石石材材材材長長長長徑徑徑徑之之之之5倍倍倍倍。。。。

����砌石各石砌石各石砌石各石砌石各石縫縫縫縫間間間間不可呈不可呈不可呈不可呈現直線或現直線或現直線或現直線或近似近似近似近似
直線直線直線直線，，，，為防止坡面土砂流失為防止坡面土砂流失為防止坡面土砂流失為防止坡面土砂流失，，，，空隙空隙空隙空隙
應以直應以直應以直應以直徑徑徑徑0.5~3cm之之之之小小小小石石石石填填填填實實實實，，，，每每每每
m2砌石中之砌石中之砌石中之砌石中之填充小填充小填充小填充小石用量依石石用量依石石用量依石石用量依石材材材材長長長長
徑徑徑徑20~30cm選選選選用用用用0.03~0.07m3。。。。

����乾砌石護坡乾砌石護坡乾砌石護坡乾砌石護坡厚度厚度厚度厚度達砌石長達砌石長達砌石長達砌石長徑徑徑徑之之之之5倍倍倍倍為為為為
原則原則原則原則，，，，漿漿漿漿砌石護坡砌石護坡砌石護坡砌石護坡厚度厚度厚度厚度達砌石長達砌石長達砌石長達砌石長徑徑徑徑
之之之之6.5倍倍倍倍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

�農地乾砌石護坡農地乾砌石護坡農地乾砌石護坡農地乾砌石護坡，，，，六圍六圍六圍六圍砌為原則砌為原則砌為原則砌為原則，，，，
五圍五圍五圍五圍砌砌砌砌、、、、七圍七圍七圍七圍砌砌砌砌亦可亦可亦可亦可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但注意但注意但注意但注意
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橫砌及橫砌及橫砌及橫砌及重疊重疊重疊重疊。。。。



�適用牆適用牆適用牆適用牆背回填背回填背回填背回填土中之地下水土中之地下水土中之地下水土中之地下水必必必必須須須須快快快快
速排速排速排速排除除除除之之之之情況情況情況情況。。。。

�砌石砌石砌石砌石構造除了可抵擋構造除了可抵擋構造除了可抵擋構造除了可抵擋土土土土壓壓壓壓力力力力外外外外，，，，表表表表

面面面面具具具具有有有有自然自然自然自然的的的的景觀景觀景觀景觀，，，，砌石之砌石之砌石之砌石之縫隙可縫隙可縫隙可縫隙可
提供動提供動提供動提供動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棲息棲息棲息棲息之用之用之用之用。。。。

�石石石石料料料料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天然卵天然卵天然卵天然卵石石石石、、、、不不不不規則規則規則規則形狀塊形狀塊形狀塊形狀塊

石等石等石等石等，，，，儘儘儘儘量量量量就就就就地取地取地取地取材材材材，，，，須須須須質質質質地地地地堅堅堅堅
硬硬硬硬，，，，無明無明無明無明顯顯顯顯風風風風化化化化，，，，無無無無裂縫裂縫裂縫裂縫、、、、頁岩夾頁岩夾頁岩夾頁岩夾
層及層及層及層及其他結構其他結構其他結構其他結構上之上之上之上之缺缺缺缺點者點者點者點者。。。。



����作業方法及作業方法及作業方法及作業方法及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砌石應砌石應砌石應砌石應自自自自基基基基腳腳腳腳砌砌砌砌起起起起，，，，平平平平均均均均水平水平水平水平昇昇昇昇高高高高
砌砌砌砌築築築築，，，，基基基基礎底礎底礎底礎底部各層應部各層應部各層應部各層應選選選選用用用用較大塊較大塊較大塊較大塊
石石石石求穩固求穩固求穩固求穩固。。。。

����砌石時應砌石時應砌石時應砌石時應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排砌安排砌安排砌安排砌安放放放放，，，，不得拋不得拋不得拋不得拋
置置置置，，，，並並並並不得不得不得不得施以施以施以施以重大錘重大錘重大錘重大錘擊以免擊以免擊以免擊以免搖動搖動搖動搖動

����砌石應相互相砌石應相互相砌石應相互相砌石應相互相交錯連鎖交錯連鎖交錯連鎖交錯連鎖，，，，其其其其中中中中空隙空隙空隙空隙
或或或或不穩不穩不穩不穩處處處處，，，，須用須用須用須用小卵小卵小卵小卵石石石石嵌塞穩固嵌塞穩固嵌塞穩固嵌塞穩固。。。。

����砌石砌石砌石砌石起終起終起終起終點點點點除除除除設計設計設計設計圖示另圖示另圖示另圖示另有規定有規定有規定有規定
外外外外，，，，應按實地應按實地應按實地應按實地情況插情況插情況插情況插入原有地入原有地入原有地入原有地盤內盤內盤內盤內



敬請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