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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際永續觀點啟發國內坡地水土資源保育思維之研究 

黃文政(1) 
 陳銘漢(2)

 陳建翰(3)
 李宜映(4) 

摘 要 

  因全球氣候變遷，引致發生極端氣候、雖降雨總量約略不變，卻改變其發生

型態，高重現期距降雨發生的機率愈來愈頻繁，衝擊山坡地土壤流失、造成洪水

與土石流發生。在此嚴峻的環境應力下，山坡地水土資源保育顯得相形重要。過

去水土保持局致力於山坡地管理、集水區保育治理、土石流防災等水土保持工

作，已建立嚴謹管理及應變制度，因應國際化趨勢更應有長期策略規劃，本研究

以現行制度為基礎，水平觀測國際於坡地水土資源保育、監測、治理、防治等措

施與決策思維，同時盤整現行坡地資源配置情形，思考臺灣在氣候變遷引致極端

氣候及社會經濟環境改變的外營力下，執行全方位國土規劃、集水區經營與管理

等調適策略與作為，期對管理單位於政策面、技術面及執行面之短、中、長期策

略與技術研發方向等能有所裨益，以落實「因應氣候變遷與社經環境改變，在多

元利用的前提下，透過國土規劃從事集水區水土資源永續經營與管理」之願景目

標。 

 

關鍵詞:氣候變遷、山坡地、集水區經營、坡地保育、永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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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ility as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Thinking of Land & Water Resources Preservation of Domestic Slopes 

Huang Wen-Cheng
 (1) 

 Ming-Han ,Chen
 (2)

 Chien Han,Chen
 (3)

 Yi Yang Lee 
(4) 

Abstract 

The steep terrain and the fragile geology in Taiwan have caused large landslides 

in the reservoir watershed in the season with typhoons and heavy rain. Landslide areas 

present various attributes and locations that the management, restoration strategies, 

and vegetation succession mechanism in landslide areas are distinct. Aiming at 50 

landslide areas in Shihmen reservoir watershed after Typhoon Aere in 2004, the 

primary vegetation data are preceded vegetation cluster analysis to discuss the 

primary vegetation type in landslide areas. The successive management engineering 

in the watershed and the case data in Sule and Shaluntzu are analyzed the vegetation 

development and plant competition to evaluate the succession mechanism and the 

vegetation restoration results for the reference of successive design of vegetation 

engineering in landslide areas. landslide environment and secured object of the 

department to consider considerations into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and vegetation 

maintenance, disaster prevention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and warning, are also 

to be explored in conjunction. 

Keywords: climate change, mountain slope, catchment area, pre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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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灣山坡地約有 264萬多公頃，佔總面積之 73.3%，乃國家重要自然資源，

為水土資源涵養中心。由於臺灣地形陡峻，河流坡度大，上游集水區多屬沉積岩

和變質岩層，岩性鬆脆，高度風化之地質脆弱，造成表土沖蝕顯著，溪流含砂量

大，淤積快速，造成坡地災害發生頻仍。以民國 98年 8月莫拉克颱風為例，因

颱風引進旺盛之西南氣流，在臺灣南部地區降下廣區域、高強度、長延時的降雨，

造成臺灣中南部及東南部嚴重的災害，再次加劇山區土砂災害之規模，並隨著土

砂災害情勢的推移，持續擴大對下游區水庫、河川、排水、聚落、基礎建設等的

傷害，嚴重影響社會經濟、自然資源、生態環境之永續發展。 

各國對水土保育的觀念有不同認知與理念，在 1896年代水土保育著重於水

患治理、邊坡加固等災害控制。至 1964年始，逐漸將資源利用與水土保育理念

結合，演進迄今，水土保育的觀念有新的改變，其災害控制除了防災基礎建設，

更須納入監測預警系統以進行災害風險管理，尤其考量氣候變遷為近年水土保育

衝擊的主要因子，包括(1)乾旱：導致植被死亡，土地龜裂，導致土壤易受風、

水侵蝕，(2)暴雨：極端雨量造成坍方、淤積、土石流、洪水、植被死亡等災害，

(3)暖化：導致湖泊暖化、植被等高線上移、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蝕。目前各國

因應氣候變遷，在水土保育制定新的治理政策與創新施作工法，以期水土資源之

永續利用。綜觀臺灣山坡地為重要蓄水資材，因全球氣候變遷、天災常態化導致

降雨量及強度異常，更加劇水土資源永續利用的困境。因此，哪些土地利用方式

與農業管理方式會增加風險，哪些會減少風險，如何順應山坡地特性、確實評估

土地使用適宜性，依合理之開發限度進行開發使用，以落實山坡地水土保持監測

與管理等課題，為當前尤為重要課題。 

 

文獻回顧 

探究國際對水土資源利用之觀點，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2012年發表

21項全球環境重要新興議題，其由 22位科學團隊，與全球超過 400 位的科學家

進行大規模的電子諮詢，有組織、有系統的針對議題進行詳細說明、辯論、及排

名，某些議題會被合併並重新加以定義，最後選出 21項優先環境永續議題。由

表一所示，前十名的議題已囊括水土資源永續利用重要觀點，如水與土地之間互

動關係的新研究與治理; 不僅止於保存，需將生物多樣性納入環境與經濟計劃中; 

減輕氣候變遷與因應之挑戰，管理如濕地破壞等非預期影響，顯示在因應人口增

加之糧食安全與氣候變遷調適下，水土資源永續利用且兼顧生物多樣性的生態平

衡，將是全球重要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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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UNEP 21 世紀之 21項前瞻性議題 

議題(按照排名) 

01:結合治理方法，面對全球永續發展

的挑戰 

11:發展「綠色城市」或「生態城市」，

增加城市永續力及回復力 

02:因應全球環境挑戰及邁向綠色經濟 12:土地爭奪-回應新的國家及國際壓力 

03:確保 90億人口食物安全及糧食安

全無虞的新挑戰 

13:海洋系統遭受破壞，需要進行整體海

洋治理 

04:重新連結科學與政策以處理全球環

境變遷 

14:減少發展中國家內陸水質的劣化層

度 

05:強化公共政策以催化人類對環境行

為的改變 

15:對極端氣候事件變化頻率中所顯示

的氣候變遷警訊，採取行動 

06:水與土地之間互動關係的新研究與

治理 

16:改變廢棄物的面貌-解決目前戰略性

礦物物質不足的問題，並避免電力浪費 

07:不僅止於保存，需將生物多樣性納

入環境與經濟計劃中 

17:核子反應爐除役後對環境的影響 

08:減輕氣候變遷與因應之挑戰，管理

非預期的影響(濕地破壞) 

18:利用適應性管理來治理沿岸生態系

統漸增的壓力 

09:加速實施對環境友善的再生能源系

統 

19:建立有效的早期預警監視系統來因

應環境不斷緩慢劣化 

10:需利用新方法來減少新科技及化學

物質(生技與奈米)所帶來的風險 

20:將環境改變新因素所造成的遷移計

劃納入國家政策 

 21:發展因冰河融化造成人口生態影響

之對策 

資料來源: Results of the UNEP Foresight Process on Emerg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Februar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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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世紀糧農組織(FAO)預測 2013年 1月 4日，全世界人口有 70.57億人。

以長期趨勢來看，2050 年全世界將會有 91.5 億人口(增加百分之五十的糧食需

求)。該組織之研究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報告顯示，2050年時全球農業用水資源

將減少 23%，可耕地減少 24%，農地平均產量將減少 8%。目前大面積的新土地

未來至少 50-100 年間都必須投入生產。但由於多數品質極佳的土地已在使用

中，所以可考慮再使用的區域將剩下山坡地，但此區域多面臨侵蝕的問題。目前

FAO所推廣的結合零耕作、低度耕作及永久性土壤覆蓋的保護性農業和有機農

業，是一個有效的調適作法，該作法能增加土壤有機碳，並且減少礦物肥料的使

用，更降低農場的能源成本。 

FAO相關機構「世界水土保持方法與技術協作組織」(WOCAT)已經發展出

土地和水管理技術，其技術能辨識出哪些方法，在特定的生物物理和社會經濟條

件下運作是可行的。另在調適活動中需善加利用「早期預警和資訊系統」（EWIS）

和「災情資訊管理系統」（DIMS），以便評估（極端）事件對農業生計短期和長

期的影響，同時也能夠促進預防災害和減輕潛在風險，確保以永續方式進行農業

生產。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在水土資源利用相關報告中顯示，水造成的

土壤侵蝕在整個歐洲是一個普遍的問題。為了量化歐洲地區內的侵蝕程度，歐洲

土壤局已採用現代數位科技進行一系列的計畫。這些計畫基本上是以土壤侵蝕過

程為主，並利用統一的土壤、地形、氣候和土地覆蓋數據資料。土壤侵蝕過程為

從降雨打擊地面至土砂粒之沉積所造成之加速沖蝕可分為三個過程：分散作用

(Detachment)、搬運作用(Transportation)及堆積作用(Deposition)。由雨滴之打擊所

造成加速沖蝕(Accelerated Erosion)型態可分為飛濺沖蝕(Splash Erosion)又名雨滴

沖蝕(Raindrop Erosion)、層狀沖蝕(Sheet Erosion)又名表層沖蝕、指狀沖蝕(Rill 

Erosion)也稱細溝或紋溝沖蝕、溝狀沖蝕(Gully Erosion)又稱為溝壑沖蝕等四類

型。降雨造成的逕流會直接造成河流的嚴重土壤侵蝕，因此影響逕流的過程在任

何分析土壤侵蝕的強度中，都是很重要的一環，而有效的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

就是減少外營力衝擊及強化土壤內抗力的作為。 

對於坡地水土利用管理，國際組織建立一公認原則:「完善根本的土地利用

規劃和土壤保護原則」，其中應特別注意預防和控制侵蝕，包括 1.保護土壤不受

雨滴直接侵襲土壤表面、2.確保到達土壤表面的最大水量，皆可被土壤吸收、3.

讓任何無法被吸收的水分排出的速度緩慢，而不具有侵蝕性。對於土壤保育方式

有三： 

一、生物處理作法：使用活的或枯死的植被，以充足的數量來保護土壤表面，不

受雨滴直接影響，如植物覆蓋與敷蓋，以建立一個粗糙的表面可以確實阻礙

逕流，並將其速度減緩至不具侵襲性。 

二、機械保護方式：較少進行預防雨滴沖蝕的影響，而是用來減緩部分或整體雨

滴的移動，以便能增加滲透率並減緩逕流速度。 

三、物理保護方式：減少斜坡長度和改變斜坡的斜率程度(如平臺階段或等高耕

犂等可用以減少斜坡的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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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本文研究係以策略規劃思維之分析方法，進行國內未來坡地水土資源保育發

展規劃。「策略規劃」一詞出現於 50年代末期，過去為企業應用於整合組織與環

境，使組織達成重要目標之思維工具。因策略規劃具有創新性與彈性之規劃技

術，因此而後廣泛應用於政治系絡、商業部門、政府部門與非營利組織。現今決

策單位如何在有效之資源作合理之配置，並其與國際社經情勢接軌，更有賴策略

規劃工具之應用，由國內外情勢資訊蒐整研析，瞭解組織面臨的內部與外部環

境，找出外部環境存在的可能機會與威脅，訂定組織要達成的目標，進一步構思

能達成目標的手段，找出最佳行動方案，逐年滾動前瞻規劃-行動方案-檢討結果

-修正回饋之政策循環機制，俾利政策制定者於資源規劃配置之合理性與周延

性。根據本研究之目的，為當前決策單位欲推動臺灣坡地水土資源未來前瞻性發

展策略，因此擬透過水平觀測國際坡地水土保育相關趨勢，進而盤整分析現行各

部會或水土保持局水土資源投入情形，俾利研擬新策略方向，促進國內水土資源

永續利用。(研究架構如圖一所示) 

本文所應用的趨勢分析，主要運用國際文獻資料庫，以關鍵字詞檢索國際於

坡地水土資源保育之相關文獻研究外，並透過次級資料蒐整，研析各國坡地水土

資源利用之前瞻性科技策略議題。現況檢視則以水土保持局近五年委託坡地相關

計畫進行資源盤點分析，以及跨部會現行與水土保持相關政策方向，最終邀集學

者專家進行上述背景資訊之研判與解讀，提出臺灣在坡地水土資源保育之相關策

略發展思維建議。 

 

圖一 本文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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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一、國際文獻分析探討亞太地區山坡地利用相關課題 

考量國際歐美國家國土型態利用與臺灣有很大差異，因此就亞太地區(中國

大陸、臺灣與東南亞)近三年之水土資源利用相關議題，以 author mapper 文獻檢

索策略進行蒐整研析。AuthorMapper，是一種可視化科研的在線工具，可透過關

鍵詞檢索策略發掘相關文獻，同時可瞭解文獻作者的位置和所在地(機構名稱)。

AuthorMapper後端資料庫為 Springer期刊和圖書群，其包含在各主要學科領域，

包括生命科學，醫學，工程，數學，計算機科學，商業，法律等，相較於 website

是一項快速、議題導向且圖像化之文獻分析工具。 

 本文定義「山坡地」為主要關鍵字詞群(圖 2)，如 Slope-land, Hillside, Sloping 

field，續進行 author mapper 之文獻檢索，研究結果顯示，山坡地的研究課題方

向，包括農地利用(land use)、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土壤退化(Soil erosion; Soil 

degradation; Acid sulfate soils)、氣候變遷與脆弱度(Vulnerability climate change)、

水土保持、滑坡、危險區劃定、土石流(debris flow)、衛星系統(GIS、Remote 

sensing、Real time monitoring)等。 

 

 

 

圖二 山坡地關鍵字詞群 

 

就山坡地與其他關鍵字詞群的分布，研析近三年各國相關的文獻發表量，以

美國為最多文獻發表之國家，其次為中國和德國。若以領域面向分析，環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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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地球科學、地理學、生態學與土木工程等學門，為水土資源利用必需的知識

背景科學。 

(一) 以中國大陸為例，近三年來坡地課題包括: 

1、 綠籬兼作系統(Hedgerow intercropping systems)多年在中國大陸研究和推

廣的成果顯示，等高固氮植物籬有助於土壤對水源涵養力、改善土壤肥

力、提高土地生產力、生物露台形成，已被視為一種替代實施綠色政策之

糧食和生態重建方式。 

2、 水體優養化為中國三峽水庫區重要環境問題，等高植物籬 已被用來作為

在此領域的主要水土保持措施，研究顯示其機制為降低土壤營養素流失，

以減少逕流和泥沙流失量。 

3、 研究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之坡耕地淺溝侵蝕(Shallow gully erosion)，調查

淺溝形成之臨界坡度，顯示應禁止坡度大於 25度的山坡進行種植，以防

止最大侵蝕發生。 

4、 建立一山坡上果園複合壟作模式(compound ridge culture in hillside 

orchard)，長期觀察此模式對水土保持生態效益的影響(逕流量與土壤侵蝕

量)，結果顯示複合壟作也帶來明顯的減少土壤養分流失和非點源污染。 

5、 探討中國西南邊陲山區退耕還林工程的水土流失控制程度，以芒市為例，

-如何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態環境，進而提高土地利用的可持續性。 

6、 探討人類活動在黃河之影響，包括在上部和中部流域土壤涵養水源，下游

防洪和流量調節，並研究植被恢復對侵蝕產沙。(erosion-induced sediment 

yield)的影響，探討黃河流域治理前景 

(二) 臺灣近三年山坡地課題方向如下: 

1、 以臺灣中部為例，應用遙感數據和神經網絡的分類-評估地震誘發的滑坡

災害和植被恢復。 

2、 台北市大雨引起的災害潛勢的鑑定和評估。 

3、 建立於 web基礎之坡地災害預警決策支持系統(監測雨量) 。 

4、 探討山體滑坡，影響水庫盆地的沉積特徵(運用 GIS 空間分析和航空照

片，判讀泥沙來源和滑坡的因素。暴雨引起的山體滑坡，在滑坡區缺乏植

被易導致河流的下切和土壤侵蝕。若加上工程結構和該地區的地質漏洞，

導致產生懸浮泥沙在水庫) 。 

5、 鑑於耕地保護山坡地使用合理性之研究-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標準

( “Classification of Slopeland Utilization Limitations)是全國耕地保護的一個

關鍵點。(該分類基於四個因素，即平均坡度、有效土層深度、土壤侵蝕、

母岩、不同利用區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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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東南亞近三年之山坡地議題方向包括: 

1、 應用 WaNuLCAS 模型(測試水分養分的能力和捕捉光線的農林複合系)，

探討泰國東北部熱帶山坡上種植管理制度，因應土壤退化之威脅。 

2、 有效的水土保持技術應用在東南亞地區農業之可持續發展的高地。 

3、 東南亞山區之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和農村發展：創新和政策之探討。 

4、 另外，日本、南韓就近期國家科技前瞻報告中顯示，對於山坡地水土資源

利用之課題包括管理面、科技面及基礎建設面，分述如下： 

(1) 管理面:  

a、 落實重大工程建設之防災脆弱度評估。 

b、加強氣候變遷防災教育、民眾參予與風險溝通。 

c、 植被、地型地質、水系、動植物等自然資訊，以及人工物(建築、集

落、商業空間等)資訊，比例製作情報圖，作為年度風險檢測之基礎。 

(2) 科技面: 

a、 開發能應用於集中豪雨的土石流預報、警報及防災技術。 

b、在坡地或危險區域進行植被再生技術。 

c、 整合人造衛星或飛機遙測技術與環境影響評估技術，檢測土地利用改

變造成地方環境急遽變化的徵兆，並使技術能實用化。 

d、開發能替代水泥、混凝土、埋入土裡的人工填充砂石及人工土壤。 

(3) 基礎建設面: 

a、 地震風災崩坍地之高效植林復育工法。 

b、開發事先預知坡面崩塌、走山、土丘不穩的半永久性崁入型感測器技

術，應用於警報、避難支援系統。 

c、 開發生態固坡植物種群三種海拔高度之固坡配方(喬木、灌木、草生

三度空間固坡生態植被復育法) 。 

d、增加綠水匯之流域水塘工法。 

e、 建置復育林用之本土種源育苗場與種子儲備庫。 

 

二、國內現況與資源配置盤點分析 

氣候變遷對臺灣的影響，全台平地南北溫差約 2.8℃，距離約 350 公里，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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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來平地平均氣溫上升了 0.9-1.2℃，也就意味著等溫線百年來有可能向北移動

了約 100 公里。山區增溫 0.6 ℃，表示生物生存環境的臨界高度，較百年前升高

了約 100 米。臺灣豐水年期間逐年縮短，雨量在豐水年期間卻增大(極端降雨)， 

使旱澇頻率大增。因應氣候變遷，2012年行政院召集國科會、經濟部、農委會、

國防部、交通部、內政部等跨部會，以及邀集顧問團隊和展官學研界人士，共同

討論『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其分為八個主題範疇，目的在於研析氣候變遷

產生原因與機制、評估氣候變遷所帶來的風險與衝擊，以及擬定科技面、基礎建

設面、政策面之相關調適策略。 

目前水土保持的業務為跨部會資源互助協調，包括農委會林務局進行保安林

經營管理與治山防洪工程; 經濟部水利署負責水庫及流域保育治理和水源涵養

業務;內政部營建署負責災害緊急應變措施;交通部氣象局主要重點為災害之天氣

預報;國科會防災中心著重災害預測前研究與事後評估等業務；行政院農委會水

土保持局歷年持續積極推動土石流潛勢溪流、易致災地區、重點土砂災害區、大

規模崩塌地區等調查，及土石災害防治與監測、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等工作，共

同為臺灣水土資源永續利用，建立一安心安全的社會為宗旨。水土保持局迄今的

任務包括下列各項，符合水土保持局組織法之立法精神，而為因應大環境的變

化，如氣候變遷、社會經濟環境改變等因素，未來的水土資源保育工作將更加重

要。 

(一) 水土保持法制定及修正，促使山坡地土地之合法利用。 

(二) 辦理整體性治山防災工作，水患治理、治山防災及水庫集水區保育土石流監

測、防災應變、水土保持監督與管理。 

(三) 加裝預警設施，進行土石流相關監測作業制訂土石流警戒基準值及公布土石

流潛勢溪流。 

(四) 設置緩衝綠帶於野溪護岸工程，保育野生動物棲地與水土資源。 

(五) 山坡地水土保持與植生綠化之策劃、執行及督導。 

(六) 環境資源整合資料庫建置。 

(七) 農村建設政策與計畫之擬訂、策劃、執行及督導。 

(八) 水土保持及農村建設試驗研究、教育宣導及人才培育。 

本研究也同時盤整分析自民國 96到 101 年間水土保持局所執行各類型計

畫，合計 379項，依各計畫的功能構面不同，分類為 1-坡地保育復育組、2-坡地

災害防治組、3-集水區治理組、4-河川溪流群組、5-農地農路管理組、6-農村再

生組等六大計畫群，再以此六個分類為架構，初步盤整出六年來水土保持局科技

研發之亮點與趨勢，如圖三所示，綜觀各年度之研發計畫，可看出各年的研發方

向： 

1、 96 年方向-(重點防災、生態保育)：針對廬山、仁愛村重大災害區做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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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防治與管理，並設置預警、監測等設施。另研究生態工程方法，使水保

工程兼具防災與生態功能。 

2、 97 年方向- (E 化)  建立 E化平台、應用圖層資料提升坡地管理系統，並

將集水區空間資源整合為 E化平台。對地滑與崩坍之高危地區做整體規

劃治理。 

3、 98 年方向- (防災規劃)：莫拉克災後除復健外，在坡地災害、集水區治理、

河川溪流治理各領域都有全新的技術研發，主要為土石流監測與原因調查

和易淹水區防災規劃等計畫。 

4、 99 年方向- (整合防災)：以集水區全方位防災綜合管理為軸，整合防災技

術與資源，以流域治理的方式統籌規劃整體防災策略。 

5、 100 年方向- (氣候變遷)：將氣候變遷因子納入到坡地保育、防災規劃、與

農路規範等議題中。 

6、 101 年方向- (效益提升)：六個分類皆有提升績效之計畫舉例如下：山坡地

環境資源系統整合計畫、戶外教室轉型、土石流防災整備模式檢討與更

新、防災應變能力提升、集水區生態檢核效益追蹤、全臺野溪清疏需求性

評估、擴充辦公及管考系統 E化平台。 

 

圖三 臺灣水土保持局歷年資源投入的研發方向演進圖 

本文初步研究成果，特邀集國內水土保持、環境保護、水利工程、水資源保

育、農業、土壤、防災等跨領域專家集思廣益，共識交流上述趨勢分析結果，對

坡地水土資源保育可能策略發展方向，經專家共識結果，本研究整理為以下重點。 

(一) 由保育治理進階到積極管理，從以往以被動防災將改變成積極性保水和保土

的水土永續資源利用之經營管理。另外水量、水質是水土保持的重要的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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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二) 國際趨勢在詮釋水土資源利用發展時，多聚焦在農業永續功能上。水土保持

已經不僅限山坡地了，山坡地僅是集水區的一個項目，集水區的定位則強調

經營與管理。就山坡地而言，不僅與農業利用有關，多元化的利用需考量在

內。 

(三) 水土保持局業務核心價值不應僅侷限於山坡地災害防治，而以集水區經營與

管理為核心，共同達到『因應氣候變遷與社經環境改變，在多元利用的前提

下，透過國土規劃，從事集水區水土資源永續經營與管理』之長程願景。 

(四) 水土保持將逐漸改變其功能，由過去山坡地區域性水土保持、災害防治轉型

為水土資源永續利用，同時水保綠色產業的概念將興起，帶動新產業經營模

式，促進水保產業化(如廣造林、生態環保認證業等服務性產業)及綠補償機

制的建立。 

再以實際執行目標為導向，分析策劃出影響水土資源保育之驅動因子、設定

之情景目標、執行操作之策略及手段，以全方位綜觀水土資源所面臨之問題、威

脅，及擬訂未來可能因應解決或明顯減緩劣化之方與作為，詳如表二。 

 

 

表二 水土資源保育策略規劃分析表 

 驅動因子 情景目標 策略及手段 

1 

氣候變遷 

因降水型態改變、極端氣候事件

頻率增加，造成之澇旱加劇及土

砂災害、水庫淤砂，及溫度上

升、 造成作物生產往山坡地發

展，需水量大增、集水區水質污

染 、生態棲地劣化等問題，積

極明顯減緩氣候變遷所引致之

衝擊。 

政策面: 

 水土保持相關法規通盤檢視更新，以

求更為完備之法制作業以利執行管

理。 

 成立水土保持調查試驗所為智庫。 

 以桃園縣為水土保持示範區域。 

 水土保持產業化: 綠色產業（補償機

制建立）、山坡地管理產業、生態檢

核產業、集水區管理經營產業、專業

認證執照、服務性產業。 

 荒化(將無保全對象區域劃定為自然

復育區) 。 

 區域計畫、都市計畫、 土地重劃相

關法令導入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之

規定及罰則並提高水土保持之管理

位階。 

2 

社經環境

改變 

人口型態老年化、少子化及所得

貧富差距等外在社會經濟因素

影響，傳統坡地農業轉為景觀遊

憩及休閒農場經營模式日漸普

及化，致使山坡地土地利用型態

改變，應透過導入綠產業，使水

土資源保育、復育、永續利用及

惠益均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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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驅動因子 情景目標 策略及手段 

3 

國土規劃 

由上位之國土計畫思考，提高水

土保持法定程序位階及處理與

維護相關配套措施，導入低衝擊

開發、水源涵養及國土保育之理

念，降低國土規劃及土地利用對

水土資源之衝擊。 

措施面: 

 明確劃定出環境敏感區位。 

 綠補償措施實施。 

 敏感區之多元利用與低衝擊開發。 

 進行易致災地區及大規模地區之土

砂災害及風險管理評估規劃。 

 集水區整體水砂防治規劃。 

 擬定坡地棲地擬復育劣化環境之優

先順序與復育方式 

 逐年發展坡地生態系之合理復育方

法，及評估自然生態工程之成效與

生態資源調查、監測。 

基礎建設面: 

 集水區環境資源資料庫建立。 

 水土保持專業及管理人才培育。 

 專業能力培養與經驗傳承（保育、監

造、測設、評價等），並強化管理思

維。 

 由原設置之土石流觀測站加設土壤

含水量及坡地水文站等監測儀器以

豐富基礎調查資料。 

研發面: 

 新興防災資訊科技應用。 

 新穎防災軟體試驗開發。 

 開發多元水土保持環評模式包含

水、砂、安全、綠補償等因素，做為

開發限度的指標。 

溝通面: 

 公部門縱向橫向協調溝通。 

 建立公民及團體溝通機制平臺。 

 水土保持基礎教育推廣。 

 開發多元水土保持環評模式包含

水、砂、安全、綠補償等因素，做為

開發限度的指標。 

4 

集水區經

營 

1. 強化集水區（環境敏感區

位、高潛勢大規模崩塌地區）

水土資源及土地經營之整體

治理、監測、防災資訊科技

應用之規劃、評價、調查研

發與執行。 

2. 訂定與檢討集水區土壤肥

力、水質水量之管控、農業

污染之相關管理辦法，以期

滿足有效的防洪、供水的功

能，並維護坡地生物多樣

性。 

5 

集水區管

理 

1. 持續山坡地土地使用開發之

管理與監督，並以聚落安全

為核心，對易致災地區投入

保育治理及防災避難規劃資

源，維護保全對象之生命財

產安全。 

2. 同時進行特定水土保持區劃

設，積極管理，追求土地合

理管制及嚴格管理的立法目

的。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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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氣候變遷，未來 20年間將是土利用型態轉變最激烈的時候，因此現在

是規劃國土資源永續利用的最佳契機。對於山坡地而言，如何完善根本的土地利

用規劃和土壤保護原則，特別注意預防和控制侵蝕，並同時兼顧坡地生物多樣性

之目標，將為首要關鍵課題。汲取國際對水土資源利用之經驗，提出對國內坡地

水土資源保育之相關啟示：（一）我國需對水資源(包括水質)作整體的檢討，並

開發水資源規劃的工具科學，調整我國用水的政策及必要的基礎建設、（二）山

坡地土地之利用，需將其對土壤的永續性列入考慮，從永續性重新思考土壤肥力

與合理施肥量之交互作用及土壤污染之直接間接影響等作物制度的效益、（三）

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成為新的價值觀，但臺灣生物多樣性的實質利益的評估似尚未

成熟，如何以動物需求角度設計整體設計河道、邊坡、濕地、重建完整生態棲地。

另值得持續關注國際生態服務付費的方式之發展，惟有引入多樣化的概念，異域

整合多樣化人才，並強化跨部門溝通協調的管道，及強化民間參與溝通的機制，

才可能帶動保土蓄水成為未來新興服務型產業得以永續經營。 

綜整國內外有關土水資源保育策略研究及各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共識結果，未

來之願景為「因應氣候變遷與社經環境改變，在多元利用的前提下，透過國土規

劃從事集水區水土資源永續經營與管理」，在氣候變遷與社經環境改變等外營力

的衝擊改變下，以國土規劃、集水區經營、集水區管理等理念，分析出各驅動因

子所面臨劣勢問題並營造出之未來情景及目標，再由政策面、措拖面、基礎建設

面、研發面、溝通面等各項策略與手段建議可操作執行之方向與規劃，期對未來

水土保持局擬定水土資源保育永續利用政策規劃與專業定位能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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