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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果園之逕流係數探討 

郭泰源[1]  謝政宏[1] 唐琦[2*] 

摘  要 本研究於 2013 年 8 月 19 日起，利用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戶外教室內有一面積

0.32ha示範果園，配合山邊溝設置農地滯洪沉砂池，進行計五次逕流量觀測，藉以驗證及推導坡地果

園合理的逕流係數。研究結果得知，坡地果園於暴雨期間之逕流係數會受到降雨延時及累積雨量之影

響而出現變化，當降雨強度相近時，降雨延時增加會使逕流係數遞增，又當降雨延時相近時，降雨強

度增加僅造成逕流係數略為增加。其中在康納颱風(No.1315)期間測得之逕流係數達 0.83 外，仍符合

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可表示山邊溝可減緩地表逕流形成。而大部分測得之降雨逕流係數在 0.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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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marily Study of Runoff Coefficient on 
Slopeland Orchard 

Tai-Yuan Guo [1] Cheng-Hung Hsieh [1] Chi Tang [2*]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aimed at verification and deduction for the 

runoff coefficient on a slopeland orchard with area of 0.32ha, which was located in the 

comprehensive distric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of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The flood detention pond has installed at drainage outlet 

and coordinated by the hillside ditches. There were five observations of practical runoff 

discharge under single rainfall event had accomplished from August 19, 2013. The 

primarily results had summarized as; the runoff coefficient could be affected by rainfall 

duration and accumulated rainfall. The runoff coefficient was increasing with rainfall 

duration in similar rainfall, and, was slightly increasing with rainfall in similar rainfall 

duration. The runoff coefficient had reached 0.83 during the Kong-Rey typhoon (No.1315), 

and was mostly less than 0.2 in the observational period, and then it could comply with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f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Key Words: Slopeland orchard, runoff coefficient. 

一、前  言 

現今臺灣由於平原地區，土地利用與開發已趨向集約經營，山坡地闢建果園，已是發展坡地農業

之必然趨勢，而山坡地果園維運管理常需考量多，如安全排水即是一重要考量，此係山坡地開發常造

成地表植被減少，又當降雨時，雨滴入滲地表土層之速率將不及逕流之速率，則將有地表逕流集中現

象產生，並進而衍生土壤沖蝕情形。而此等地表之逕流變化易產生土壤流失及災害發生，故適當之山

坡地安全排水規劃，常可延緩洪峰流量到達時間及延長流量歷線，直接促進山坡地水源涵養，及在土

地利用時達到坡地安全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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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延長地表逕流集中及其流出時間，常可作為山坡地開發利用與規劃所必須具備功效，其中逕流

係數(runoff coefficient)為體現一集水區入滲及蓄水能力的重要參考依據。王如意等人(1972)利用畢

祿溪試驗集水區之雨量及流量記錄，配合水力學運動波方程式推算集水區水文、地文因子及合理化公

式中之逕流係數及集流時間之函數關係，得知河川積流量增大時或降雨量或集水面積增大時，逕流係

數均會隨之增大；而集流時間則會隨著降雨強度的增大或尖峰逕流量的增大而減少。又當降雨延時拉

長時，因入滲率逐漸降低，逕流係數反會隨之增加。楊蔚宇(1991)探討大面積水庫集水區於降雨臨前

濕潤條件與相對逕流量的關係，得知逕流係數與逕流量均隨臨前濕潤條件下之最大日雨量的增大而增

加，而臨前濕潤條件達 14 mm 時，在最大日雨量趨近於 350 mm，其相對逕流係數可到達 1。由此

顯示臨前濕潤條件下之土壤含水量對逕流係數會造成直接影響。此外，Longobardi et al.(2003)針對

澳洲、紐西蘭及義大利三個國家，選定 380 處面積從 0.3~2,000 平方公里的集水區進行研究，得知

集水區內表層土壤受潮濕程度與基流量(base flow)之影響對於逕流係數變化甚大。盧惠生等人(2011) 

有以野外模擬降雨裝置裝設於臺灣中部蓮華池與畢祿溪之坡地，以不同土地利用，分別進行不同降雨

強度下，其表層土壤最終入滲率及降雨強度測定，可知在降雨強度愈大時，其土壤最終入滲率增加速

度有趨緩之趨勢。 

另在合理化公式之應用上，如盧惠生等(1990)曾蒐集畢祿溪及蓮華池之降雨及流量資料，並進行

集水區現況調查與分析發現，以大集水區而言，逕流係數大小受集流時間長短影響，而小集水區集流

時間則受坡面逕流流速影響甚大。林莉利等(1991)以臺灣上游集水區暴雨流出量產生機制的觀念，來

檢討與評估合理化公式之應用，得知台灣上游森林集水區內逕流係數，應依實際降雨量與逕流量資料

所分求得。此外，暴雨後之流出量與降雨量間之相關性，可顯示台灣上游小集水區之降雨能很快地反

應於集水區出口，及形成出流歷線的特性。陳明杰(1995)亦探討蓮華池、溪頭及坪林等試驗集水區之

洪峰流量發生時間、降雨尖峰發生時間、降雨強度、洪峰流量，藉以檢核合理化公式。此外，降雨強

度越高越容易使逕流係數提高，尤其在入滲率低時非常顯著。吳嘉俊等(1996) ，經認定礫石會降低土

壤入滲率，而礫石與地表係屬點與面之接觸，故對延緩流速並無太大作用。林俐玲等人(2005)以台灣

中部地區黃壤和紅壤為研究材料，探討土壤先前含水量對逕流時間對集逕流量的影響，得知土壤中礫

石含量提高至15％時，雖然表面逕流量仍然增加，但其土壤流失量已有降低之現象，此乃出露的礫石

保護表土阻斷雨滴打擊，因而減緩了土壤沖蝕情況。又在山坡地之果園更新初期，由於土壤受到擾動，

地表植被遭到破壞，此階段之土壤沖蝕及逕流量會相對提高，游繁結等人(2002)曾於南投縣中寮鄉果

園利用作物變更，以探討地表逕流、孔隙率與有機質含量變化情形，結果顯示在更新過程中因土壤經

地表擾動後有覆蓋減少情形，會造成有機質含量下降，以及孔隙率會由更新前為33%，在地表土層擾

動後之孔隙率有提高至44%情形，但由於失去地表覆蓋，逕流量較更新前增加1.4~1.8倍。 

綜合上述，本研究以山邊溝初期施作之坡地果園為例，初步利用 2013 年 8 月 19 日~月 9 日 21

期間內之五場降雨，其逕流量可匯入滯洪沉砂池之條件下，以合理化公式來推究高降雨強度時之逕流

係數。藉以了解坡地果園結合水土保持設施於施作後之逕流係數變化情形，進而提供相關坡地安全排

水規劃參考。 

二、研究區域概述 

研究試驗地點鄰近屏東縣內埔鄉屏東科技大學內之水土保持綜合試驗場( N 2238' 28"，E 120 

36' 9")第二試區，為一坡地芒果園，試區平均坡度為24 %，總面積約0.71 ha。考量果園內已設置山

邊溝情形，則先就山邊溝之匯排水方向及配合導流土溝，區隔出一集水面積約0.33 ha 樣區，而該樣

區匯流地表逕流後即結合山邊溝再導流至農地滯洪沉砂池。由於試區為坡地果園施作山邊溝之初期，

裸露面積約有0.16 ha，佔本樣區集水面積之48%，而剩餘地表植被以芒果樹及草類覆蓋為主，坡地

果園樣區範圍，如圖1 所示。 

試驗地點所在位置之地層，屬現代沖積層上方之第四紀更新世山麓台地堆積層(Q4)，臨接於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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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脈褶曲南段主峰與屏東平原之交界。地層以岩性不明顯之礫石層為主，其中夾雜砂質、坋砂質頁岩

及少數矽質頁岩，礫石部分通常與不同比例的砂、坋砂及黏土夾雜一起。 

試驗地點內的土壤為洪積台地之老埤系列(Laopei series)，屬於紅壤土，而試驗地點內之土壤剖

面質地以砂質粘壤土(Sandy clay loam)為主。由於試驗地點內紅壤經過百萬年來高溫多雨、乾溼循

環交替之衝擊，使土壤中僅剩大部分為鋁、鐵氧化物，故土壤顏色呈棕色或紅棕色，而土壤反應強酸

至極強酸反應，表土有機質含量約在 3%左右。此外，紅壤之土壤構造明顯，通氣、排水良好，物理

性質絕佳；但由於土壤呈強酸性，肥力差，粘性及可塑性佳，因此生產力差。區內坡面因土壤沖蝕嚴

重，導致表土流失嚴重，僅存含石量相當高之石質土。 

 

圖 1 坡地果園研究樣區 

Fig.1 The plot on slopeland orchard  

三、研究材料與方法 

茲將研究方法依序分述如後： 

(1) 降雨量：本研究採用傾斗式雨量器進行降雨量之測量，每次傾斗代表降雨量0.2 mm，所有降雨

量資料則利用HOBO 紀錄器來自動儲存記錄，觀測期間自2013年8月19日至9月21日。再依據

通用土壤公式之定義「單場降雨之累積降雨量需超過12.7mm，且該場降雨與前場降雨之間的間

隔須超過六小時以上，或單場降雨於15 分鐘內降下6.35mm 以上的雨量」(土壤流失量估算手

冊，1999)，來決定單場有效降雨，此期間共觀測得到四場有效降雨。 

(2) 試區逕流量觀測：坡地果園因集水面積與山邊溝之排水方向，致使集水面積0.33公頃為主，在該

樣區地表逕流會匯集至坡地果園下方之農地滯洪沉砂池，其滯洪容量約11.5m3 。量測逕流量以

滯洪池水量及量水堰水位兩種方式計算，說明如下： 

1. 滯洪池水量推導逕流量： 

觀測期間如非高降雨強度下之逕流量不易達到滯洪池滿水位，而因此逕流量可直接以滯洪

池之水量來計算逕流量，計算方式如下式。 

Q t=(W t-W0 )/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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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W0為某測量時間點滯洪池內水量(m3)，水量可由池內測得水深來換算得之；Wt為經

過t時間測量之池內水量(m3)，Qt為t時間內之平均逕流量(m3/s)，可由兩時間點之水量差除以時

間得之， t為時間(單位為s)。 

2. 量水堰水位推導逕流量： 

當逕流量大於滯洪池之容納量時，水流會經由堰口排出，可由堰口測得水位高換算成逕流量，堰

口為矩形，非因量測流量而設計，因此參考堰流公式，堰口寬度、厚度及高度分別為0.62 m、

0.46 m及0.38 m，堰流公式因不同種類堰流而計算公式有所差異，而堰流種類之分類方式如

下：(1)薄壁堰：δ/H<0.67；(2)溢流堰：0.67<δ/H<2.5；(3)寬頂堰：2.5<δ/H<10；(4)明渠

水流：δ/H>10。δ為堰牆厚，H為堰上水頭高，堰牆厚為0.46m，因此堰流公式會因不同之水

頭高而不同，其中測得之水頭高數據換算之堰流種類僅一筆為溢流堰，其餘皆為寬頂堰，堰流公

式如下 

                                           ( 2 ) 

式中，g為重力加速度9.8 m/s2，H0為實際溢流水頭(m)，亦等於水頭高，b為堰口寬(m)，

Q為逕流量(m3/s)，代入參數後可得之，其中Cdo為流量係數，因堰口種類、形狀不同及水頭高

與堰口高比例計算方式不同。 

    在暴雨期間，曾發生堰口出處因雨量累積造成積水，因此在此情況發生時需代入侵沒係數計

算，公式如下 

                                         ( 3 ) 

式中 σs 為侵沒係數，其值決定於hs/H0及P1/H0之間關係變化，可由查表得知，hs為浸沒

水頭高，H0為實際水頭高，P1則為下游堰高。 

(3) 以合理化公式推導逕流係數：降雨尖峰逕流量關係通常由許多經驗公式或半經驗公式，其中最具

體者為合理化公式，型式如下： 

                                                  ( 4 ) 

上式中，QP為洪鋒流量(cms，m3/s)，I為降雨強度(mm/hr)，A為集水面積(ha)，C為逕

流係數，定義為逕流量(R)與一集水區之降水量(P)之比值，即C=R/P，其大小依集水區水文及地

文之特性而定。一般而言在何理化公式中，逕流係數為一無因次常數，通常介於0~1之間。逕流

係數之大小與地表特性、地表坡度、地表蓄水量、土壤飽和程度及降雨強度延時有關(王如意、

易任，1982)。合理化公式中洪峰流量QP由量測後由治洪池水量差及量水堰公式推導後得知，

集水面積(A)經由測量後得知，降雨強度(I)是以測得之降雨量推算而得，其公式如下： 

I=(CIT t/tc )‧3600                                                  (5) 

上式中，tc為集流時間(sec)，CITt為任一時間點之集流時間此時距的有效降雨量(mm)，將

降雨量除以時間便可得知此時間之I。在合理化公式應用中，在任一時間點測得之逕流量QP，其

逕流量是任意時間點前溯至集流時間初始時間，此時距的降雨量造成之逕流，亦可表示為降雨

強度I為任意時間點的集流時間內所產生之降雨量(mm)除以單位時間(h)。依據「水土保持技術

規範」，集流時間(Time of concentration)係指逕流自集水區最遠一點到達一定地點所需時間，

一般為流入時間與流下時間之合，集流時間計算公式如下： 

t c =t 1 +t 2                                                        ( 6 ) 

t1=L1/V 1                                                         (7) 

式中，tc為集流時間(sec)，t1為雨水經由地表面由集水區邊界流至河道所需時間，t2為雨水

流經河道由上游至下游所需時間，為漫地流流動長度(m)，為漫地流流速(一般採用0.3~0.6 

m/sec)，流下速度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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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L2/V2                                                           (8) 

V2=20(H/L2)0.6                                                        (9) 

上式中，V2為流下速度(m/s)，H為溪流縱斷面高層差(m)，L2為溪流速度(m)，以上之參數

可由地形測量後得知，因此在求得集流時間後便可得出降雨強度之值。 

本研究藉由合理化公式推導坡地果園在暴雨期間之逕流係數，以測得之逕流量及降雨量，加上果

園之集水區面積，代入後便可得知果園之逕流係數，探討逕流係數在果園不同條件下之降雨之影響。 

四、結果與討論 

先將本研究於觀測期 2013 年 8 月 19 日至 9 月 21 日間計有四場有效降雨，即指有地表逕流匯

流入農地滯洪沉沙池者，其中累積雨量最小者仍達 45.4 mm，及其降雨延時為 96 min，餘者於三場

之降雨延時皆超過一天，另累積雨量最高者為康芮颱風(編號 1315)過境期間，依降雨延時四天可知內

計累積雨量達 604 mm，各場降雨資料如表 1 所示。由表可知，本試區須在較大降雨條件下方能有地

表逕流滙入農地滯洪池。 

受限農地滯洪沉砂池無設置自記水位計以得知連續逕流量變化，故本研究乃嘗試就降雨期間於滯

洪沉沙池內已有匯集地表逕流時，隨即至現場量測水位，其時間間隔約為 1 hr。而五天觀測期間共有

測得 22 筆水位資料，而期間有計 8 筆數據因滯洪沉沙池有溢流量水堰情形，此部分即採測定水頭高，

並將其代入公式(2)及公式(3)，藉以求得單位逕流量，其餘 14 筆水位資料則未有溢流滯洪池，只需以

觀測時段內之水位變化來換算期間之平均流量，共獲致此部份 11 筆單位逕流量資料。而合理化公式

中之降雨強度決定，受限觀測期間距約 1 hr，需考慮集流時間對單位逕流量，最後將滯洪沉沙池水位

變化及量水堰水頭高所估算之單位時間洪峰流量及降雨強度資料後，分別代入合理化公式便可得知其

逕流係數。估算有累積之效應，故依式(5)需將觀測時段扣除集流時間後再與時段內降雨量相除以求得

降雨強度。而依現場觀察結果可知本樣區之集流時間多接近 5 min，故本研究逕以該時間代入相關計

算過程。 

由表 2 中可知，觀測時段內之逕流係數，僅於 2013 年 8 月 23 日 15:26 有出現 0.32 情形，此

係受同日 15:19 之臨前降雨效應之影響，造成滯洪沉砂池單位逕流略增情形所致，其餘觀測時段內之

逕流係數俱為 0.01~0.16 間，平均值約為 0.09。而在表 3 中可知颱風造成豪雨時之單位逕流量明顯

增加，致使逕流量係數激增至 0.27~0.83，顯示坡地果園經由山邊溝處理下，縱使在初設期地表裸露

情形下，逕流係數仍低於「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中規定之山嶺地開發後 0.9 以下，足證山邊溝可減緩

地表逕流形成之效。 

在逕流係數與洪峰流量之關係上，當洪峰流量越高時逕流係數成長越小，可由表 2 及表 3 中得知，

在洪峰流量 0.0036(cms)以下時，逕流係數介於 0~0.32 間，當洪峰流量在 0.012~0.043(cms)時，

逕流係數約介於 0.49~0.83 之間，因此在低流量時，逕流係數之成長幅度較大，而洪峰流量大時之逕

流係數之成長會逐漸趨緩。 

表 1  觀測期間之有效降雨資料 

Table 1 The effective rainfall data during observed period  

 開始日期 開始時間 結束日期 結束時間 
降雨延時

(hr) 

累積降雨量

(mm) 
備註 

1 8 月 19 日 15:50 8 月 19 日 17:26 1.60 45.4 - 

2 8 月 21 日 12:29 8 月 23 日 19:17 64.80 204.6 潭美颱風過境(編號 1312) 

3 8 月 28 日 02:51 9 月 01 日 01:00 94.85 604.0 康芮颱風過境(編號 1315) 

4 9 月 20 日 22:35 9 月 22 日 09:45 35.17 166.8 天兔颱風過境(編號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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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滯洪沉砂池水量推導之逕流係數 

Table 2 The runoff coefficient predicted by discharge into the flood detention pond 

日期 
起始

時間 

結束

時間 

降雨

時間 

降雨量

(mm) 

降雨強度 

(mm/h) 

降雨後

總水量

(m3) 

滯洪池增

加水量

(m3) 

洪峰流量

Q(m3/cms) 

逕流

係數 

2013/8/19 16:40 17:26 00:46 19 24.78 81.253 7.438 0.00269 0.12 

2013/8/23 11:30 12:30 01:00 6.2 6.20 20.341 0.765 0.00021 0.04 

 12:30 15:19 02:49 14.6 47.08 47.899 4.932 0.00049 0.11 

 15:19 15:26 00:07 1.6 2.09 6.842 1.526 0.00363 0.16 

 15:26 15:44 00:18 1.6 2.09 6.842 2.764 0.00256 0.32 

 15:44 16:50 01:06 3.8 4.96 12.467 0.842 0.00021 0.06 

2013/9/21 15:55 16:05 00:10 2 2.61 6.561 0.107 0.00018 0.02 

 16:05 16:15 00:10 2.6 3.39 8.530 0.529 0.00088 0.07 

 16:15 16:25 00:10 2.8 3.65 9.186 0.319 0.00053 0.04 

 16:25 16:35 00:10 3 3.91 9.842 0.533 0.00089 0.07 

  16:35 16:45 00:10 2.4 3.13 7.874 0.107 0.00018 0.01 

表 3 量水堰水位推導之逕流係數 

Table 3 The runoff coefficient predicted by the water level above weir 

日期 時間 
寬頂堰逕流量

Q(m3/sec) 

降雨強度

I(mm/h) 

逕流係數 

(C) 

2013/8/29 12:05 0.0115 16.8 0.752 

 13:05 0.0188 36 0.572 

 13:30 0.0431 67.2 0.704 

2013/8/31 15:08 0.0208 45.6 0.499 

 15:12 0.0271 36 0.825 

 15:50 0.0029 12 0.27 

五、結  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土壤受過擾動後之坡地果園，在結合山邊溝及滯洪沉砂池之排水規劃下，以合理

化公式推算降雨期間之逕流係數變化。經整理結果如下: 

1. 在未有水溢流出滯洪沉砂池時，逕流係數最高值約 0.32，而大部份逕流係數在 0.2 以下，另外降

雨歷線及雨型變化易影響逕流係數，當降雨集中時，入滲時間減少，逕流係數會增加。 

2. 在康芮颱風期間，水量超出治洪池程載量之暴雨，測得之最高逕流係數為 0.83，依規定逕流係數

在安全規範 0.9 以下，足證山邊溝可減緩地表逕流形成之效。此測得最高逕流係數卻非洪峰流量

最高之時間點，主要因土壤入滲率降低及集水區截流量達到飽和緣故。 

3. 坡地果園於暴雨期間之逕流係數會受到降雨延時及累積雨量之影響而出現變化，當降雨強度相近

時，降雨延時增加會使逕流係數遞增，又當降雨延時相近時，降雨強度增加僅造成整場降雨之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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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係數略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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