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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撰寫原則 

壹、通論 
1.1 野溪治理 
1.2 野溪土石清疏(新增) 
1.3 蝕溝整治 

1.以81年及105年水土

保持手冊為依據。 
2.融入實務經驗。 
3.加強基本原理的論

述。 
4.盡量補充照片或圖

示，以利說明。 
貳、 

處理單元 

2.1 防砂壩 
2.2 潛壩 
2.3 固床工 
2.4 丁壩 
2.5 堤防  
2.6 護岸 
2.7 整流工 
2.8 土壩 
2.9 節制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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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本初稿 現行版本 修改原則說明 

1.1.1 前言 1.1.1 前言 1.加強野溪的發育、特 
   徵及其與平原河川之 
   差異。 
2.增加溪流侵蝕與搬運 
   的基本概念。 
3.除了溪流對策外，也 
   加強集水區對策的論 
   述，以構成集水區整 
   體治理對策。 
4.原版本1.1.6及1.1.7皆 
   已在相關處理單元中 
   說明。 
5.屬於施工階段注意事 
   項，部分移至處理單 
   元。 

1.1.2 野溪的發育與特徵 1.1.2 野溪之界定與特徵 

1.1.3 溪流地質作用 1.1.3 野溪災害種類 

1.1.4 野溪治理原則(融入 
         生態概念) 1.1.4 野溪沖蝕之種類 

1.1.5 野溪災害種類及其 
         治理對策(含集水區 
         對策) 

1.1.5 影響野溪改變之因 
         素 

1.1.6 注意事項 1.1.6 規劃設計原則 

1.1.7 參考文獻 1.1.7 方法與措施 

1.1.8 野溪治理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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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野溪的發育與特徵 以相較於平原河川，說明野溪的特徵。 

1.1.3 溪流地質作用 

一、溪流侵蝕：包含向下、向側、向源侵蝕 

二、溪流搬運：包含化學及機械搬運 

三、溪流沉積： 

1.1.4 野溪治理原則 

一、以集水區觀點的整體布置，包含點、線、面 

二、減緩沖刷，維持溪流情勢穩定 

 (一)形成有利降低沖刷之阻力結構 

 (二)避免溪流渠化 

 (三)不宜清除障礙加速水流 

 (四)避免截彎取直 

三、兼顧水域生態棲息地的健康發展 

 (一)維持溪流水流流況的多樣化 

 (二)維護生態廊道 

 (三)保護或修復溪畔林草帶緩衝區 

 (四)落實生態工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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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野溪災害種類及其治理對策 

治理對象 相關治理工程 
1.坡面沖蝕，沖 
 蝕溝發達地區 

造林、植生、蝕溝治理、縱橫向排水、坡面保護工

節制壩 
2.岸坡崩塌 防砂壩、固床工、潛壩、護岸、丁壩、植生、排水 
3.亂流河段 潛壩、整流工程、防砂壩、堤防、丁壩 
4.淤砂嚴重河段 防砂壩、潛壩、沉砂工程、土壩、疏浚。 
5.縱向沖蝕河段 防砂壩、固床工、潛壩 
6.土石流地區 源頭處裡、防砂壩、固床工、沉砂工程、梳子壩 
7.洪氾地區 滯洪壩、堤防、護岸、疏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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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對象 發生原因 野溪 
集水區水土保持對策 

治理區位 工程對策 

溪谷侵蝕嚴
重溪段 

坡面土壤侵
蝕 陡峭溪谷 系列防砂工程 

蝕溝治理(節制壩) 
造林、植生、縱橫向排水、坡面保護工(平台階段
山邊溝、樑框、..等) 

縱(橫)向 
沖刷嚴重
溪段 

1.流量大 
2.輸砂量降
低 

沖刷嚴重溪段 
之上游 

滯洪設施(降低流量)、降低防
砂強度(放淤) 保育措施 植生、造林、綠地保全 

沖刷嚴重溪段 整流工程(中、下游)、系列防
砂工程(上游)、基礎保護工(局
部沖刷) 

滯洪設施 蓄(滯)洪池、水田池塘濕地、截流
分洪 沖刷嚴重溪段 

之下游 

溪岸崩塌 
嚴重溪段 

水流橫向
淘刷 

上游段 防砂工程、系列防砂工程 保育措施 植生、造林、綠地保全 

中下游段 整流工程(護岸、固床工、丁壩
跌水工等) 滯洪設施 蓄(滯)洪池、水田池塘濕地、截

流分洪 
山腹崩塌 
(降雨及地
質因素) 

～ ～ 造林、植生、縱橫向排水、坡面保護工 

土砂淤積 
嚴重溪段 

兩岸土體
崩塌 淤砂溪段 土石清疏、排除淤砂因素(增強

水力輸砂)、臨時性護岸 

縱橫向排水、坡面保護工、坑溝整治、…等（崩
塌地處理） 

1.上游大量
土砂入流 
2.溪流斷面
因素 

淤砂溪段 
土石清疏、排除淤砂因素(如

打通瓶頸段)、臨時性護岸、沉
砂設施 

淤砂溪段上游 系列防砂工程、土石清疏、沉
砂工程 

山洪易發
溪段 

短延時強降
雨 以預警為主，如易發溪段空間分布圖及預警措施 保育措施 植生、造林、綠地保全 

長延時降雨
(如颱風) 

以防止洪水溢淹為主，如提高護岸局部斷面設計
基準、強化彎道凹岸治理(加高護岸高度、加深基
礎深度(或設置基礎保護工)、放寬溪幅寬度等)、
排除淤砂因素、土石清疏 

滯洪設施 蓄(滯)洪池、水田池塘濕地、
截流分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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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自97年起，土石清疏手段即已成為水土保持局溪流緊急處理之一
重要環節，除了水土保持局於103年訂定「野溪淤積土石清疏作業
要點」(行政規則)外，亦於103年將部分內容納入水土保持技術規
範第65條之1-3。因此，本次版本增列「野溪土石清疏」乙節。 

1.2.1前言 野溪淤積土石清疏係指因土石淤積而妨礙排洪、威脅道路、橋梁
公共設施或聚落安全時，以工程方法將溪床上淤積之土石等堆積
物，進行清淤或疏通，以減免災害。 

1.2.2野溪土
石淤積原因 

野溪發生土石淤積原因，依其發生之空間及時間，可區分為： 
一、空間屬性： 
二、時間屬性： 

1.2.3野溪淤
積土石清疏
類型與功能 

野溪淤積土石清疏依土石清離方式，可以區分為清淤及疏通兩種： 
一、清淤：係指以工程手段將淤積土石清離溪床，恢復溪流通洪 
        能力，適用於溪流全斷面淤積嚴重，無法以整理方式恢復其 
        通洪能力者。 
二、疏通：係將溪流淤積土石予以整理(未清離溪床)，以暢通水 
        路，適用於溪流局部斷面淤積，且附近欠缺土石臨時堆置場 
        區之情況。 



8 

1.2.3野溪淤積

土石清疏類型

與功能 

如依清疏時程劃分，亦可區分為緊急清疏及計畫清疏兩種，即

一、緊急清疏：野溪發生瞬間土石淤積而有水砂溢淹之虞者， 
        必須立即施以土石清疏作為，並以疏通為原則。 
二、計畫清疏：野溪經長時間累積而產生土石淤積時，除非通 
        洪斷面已顯著不足，且可能引發其他類型災害，否則以採 
        取計畫性清疏為原則。 

1.2.5清疏規劃 1.清疏溪段選定 

2.土石淤積河段斷面測量 

3.土石清疏量估算 

4.水文水理分析 

5.土石最終處理方式 

6.土石布設區規劃與保護 

7.保育治理配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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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紋溝 蝕溝 坑溝 野溪 
原水
冊 

B<1.0m；
H<0.3m(土壤沖蝕) 

B<10m；
A<10ha(蝕溝處理) 

B<20m；
A<20ha(坑溝整治) 

～ 

本手
冊 

B、H<1.0m  
A<2.0ha 

B、H=1.0~5.0m  
A=2.0~10ha 

B、H>5.0m  
A>10.0ha 

蝕溝
分類 

H（m） A（ha） 
Thomas 水保手冊 Thomas 水保手冊 

小溝 <1.5 <1.0 <10 <2 
中溝 1.5~3.0 1.0~5.0 10~30 2~10 
大溝 >3.0 >5.0 >30 >20 



10 

新版本初稿 現行版本 修改原則說明 

2.1.1 定義 2.1.1 定義 1.加強防砂壩功

能的說明。 
2.將設計原則編

排方式進行調

整，符合設計

邏輯。 
3.增加防砂量演

算說明。 

2.1.2 目的 2.1.2 目的 

2.1.3  種類及適用範圍 2.1.3 種類與適用範圍 
2.1.4  圖說 2.1.4  圖說 
2.1.5  設計原則 
包含計畫淤砂坡度、防砂壩布置
溢洪口斷面設計(含壩軸方向)、壩
翼、基礎深度、基腳、壩體幾何
設計(含壩體作用力、安全檢討及
壩體斷面等、消能設施及附屬設
施(含排水孔)等。 

2.1.5 設計原則 
包含位置選定、壩軸

方向、計畫淤砂坡度

高度、溢洪口、壩翼

排水孔、消能設施、

壩體作用力、壩體斷

面、重力式壩之安全

檢討等。 2.1.6 防砂壩防砂量演算 

2.1.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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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目的(調
整) 

一、減緩水流輸砂能力 
二、抑制壩體上游縱、橫向沖刷 
三、穩定坡腳 
四、控制水流流心 
五、沿程消能 
六、攔蓄土砂 

2.1.5  設計原

則(調整) 
二、防砂壩布置：包含獨立壩及系列壩 
三、溢洪口斷面設計 
  █當溢洪口斷面底寬達河幅寬度之1/2～2/3時， 
  宜考量設計複式斷面。 
 (六)溢洪口之保護： 
四、壩翼 
嵌入深度：壩翼嵌入深度 
視兩岸地質決定之，原則 
上以不小於1.0m為原則。 
五、基礎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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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本初稿 修改原則說明 

 2.2.1 定義 1.94年版本被刪除。 
2.參考81年版本予以增修2.2.2 目的 

以控制水流流速為目的，達成以下功能，包括： 
一、減緩溪流各種構造物基礎之沖刷。  
二、穩定溪床，減少溪床堆積物流出。 
三、調節水流流速，抑制縱橫向侵蝕。 

2.2.3 種類及適用範圍 

2.2.4 圖說 

2.2.5 設計原則 
含壩址布置、計畫淤砂坡度、高度、其他

等。 

2.2.6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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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本初稿 現行版本 修改原則說明 

 2.3.1 定義 2.3.1 定義 1.增加生態化固床工

種類。 

2.增加必要之設計原

則內容。 

3.增加注意事項。 

2.3.2 目的 2.3.2 目的 

2.3.3 種類及適用範圍 2.3.3種類及適用範圍 

2.3.4 圖說 2.3.4 設計原則 
含位置選定、固床工間

距與坡度等 

2.3.5 設計原則 
含固床工布置(含位置及間

距)、溢洪口斷面設計、壩

翼、基礎深度等。 

2.3.6  注意事項 

2.3.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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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本初稿 現行版本 修改原則說明 

2.4.1 定義 2.4 .1 定義 1.加強整類及適用範圍

之說明。 
2.區分系列丁壩及獨立

丁壩之設計原則。 
3.特別加強丁壩方向之

說明。 
 

2.4.1 目的 2.4.2  目的 

2.4.3 整類及適用範圍 2.4.3 整類及適用範圍 

2.4.4 圖說 2.4.4 圖說 

2.4.5 設計原則 
含系列及獨立丁壩布置

(調整) (含壩長、壩頂寬

壩頭高、坡度、壩根護

岸及護坦等)、丁壩方向

等。 

2.4.5 設計原則 
含方向、間距、壩長

寬度、坡度、高度、

壩根護岸、壩頭、護

坦等。 

2.4.6  注意事項 2.4.6  施工注意事項 

2.4.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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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本初稿 現行版本 修改原則說明 

2.23.1 定義 2.5.1  定義 1.加強整類及適用範

圍之說明。 
2.增加各種堤防之圖

說。 
3.已較新的參考資料

強化設計原則內容

2.23.2 目的 2.5.2 目的 

2.23.3 整類及適用範圍(調
整) 

2.5.3 種類及適用範

圍 

2.23.4  圖說(調整) 2.5.4  圖說 

2.23.5  設計原則(調整) 
含堤防布置、築堤材料、

壩頂寬度及高度、堤坡坡

度及戧台、護坡設計、堤

腳工、安全檢核、堤防植

生綠化等。 

2.5.5 設計原則 
含出水高、堤頂寬

堤面坡度、堤線等 

2.5.6  注意事項 2.5.6 施工注意事項 

2.5.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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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本初稿 現行版本 修改原則說明 

2.6.1 定義 2.6.1  定義 1.強化功能說明。 
2.增加生態護岸之說明

3.增加防砂量推估。 
2.6.2 目的 2.6.2 目的 

2.6.3 種類及適用範圍

(調整) 
2.6.3 種類及適用範圍 

2.6.4  圖說 2.6.4 圖說 

2.6.5  設計原則(調整) 
含布置原則、本體設計

(含高度、臨水面坡度、

超高、基礎深度、岸線

安全檢討等) 

2.6.5  設計原則 
含高度、坡度、超高

基礎深度、岸線、安

全檢討等。 

2.6.6  防砂量推估(新增) 2.6.6 施工注意事項 

2.6.7 注意事項 

2.6.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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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本初稿 現行版本 修改原則說明 

2.7.1 定義 2.7.1 定義 1.加強種類與適用範圍

之說明。 
2.設計原則中部分內容

調整。 

2.7.2  目的 2.7.2  目的 

2.7.3 整類與適用範圍(調
整) 

2.7.3 種類及適用範圍 

2.7.4 設計原則 
含計畫洪水量估算、堤

線訂定、斷面設計、彎

曲河段處理、溪床保護

工、系列橫向構造物布

置等。 

2.7.4 設計原則 
含計畫洪水量估算、

堤線訂定、排洪斷面

設計、堤防護岸設計

溪床保護工、固床工

間距及坡度等。 

2.7.5  注意事項 2.7.5 施工注意事項 

2.7.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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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本初稿 現行版本 修改原則說明 

2.8.1 定義 

2.8.2 目的 

2.8.3 種類及適用範圍 

2.8.4  圖說 2.6.4 圖說 

2.8.5  設計原則(調整) 
含築壩材料、斷面尺寸(含壩

頂高程、壩頂寬度、壩面坡

度)、土壩構造、壩基處理、

溢洪道設計等 

2.6.5  設計原則 
含高度、坡度、超高

基礎深度、岸線、安

全檢討等。 

2.8.6  注意事項 2.6.6 施工注意事項 

2.8.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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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本初稿 現行版本 

2.9.1 定義 3.1.1  定義 

2.9.2 目的 3.2.2 目的 

2.9.3 種類及適用範圍(調整) 3.1.3 圖說 

2.9.4  圖說 3.1.4 應用說明及設計 
含臨時性壩、一般性壩、一般要點

壩址之選定、連續壩之間距、壩高

之決定、壩軸方向、溢洪口之決定

溢洪口厚度、壩體邊坡斜率、護坦

或靜水池、尾檻、鎖壕、透水壩石

材選擇等。 

2.9.5  設計原則 
含壩址選定、壩高決定、溢洪

口斷面設計、壩頂厚度、壩體

邊坡斜率、消能設施、尾檻、

鎖壕、(基礎深度)透水壩石材選

擇、等 

2.9.6  注意事項 3.1.5 作業程序及注意事項 

2.9.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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