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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臺灣屬於高動態的地形環境，地形變遷速度快，且土地使用強度大
，有必要盡可能細膩且量化的探討人類活動在形塑地形上的角色。
本計畫針對網流型河道之氾濫平原(Melton, 1936)（含沖積扇範圍
），探討其近百年內從近自然狀態，快速開發成為各種不同土地利
用。然而在極端天氣影響下，氾濫平原易受洪患威脅。究竟以目前
所能獲取之資料，如何幫助界定近自然狀態之氾濫平原範圍？近百
年來臺灣的網流型氾濫平原與沖積扇地形被人為改造的歷程為何？
本計畫首先分析多期歷史圖資上可展現氾濫平原微地形之圖徵，進
而疊圖、數化各主次要河流之氾濫原，彙整為氾濫平原地形變遷資
料庫，以幫助找出河道歷史變遷區範圍。本年度計畫建置完成氾濫
平原地形變遷資料庫，包含：(1)26條中央管河川之主、支流
，(2)北部、西部之25條縣市管河川，(3)歷史圖資上西南海岸之水
體（如魚塭）範圍。針對烏溪、後龍溪個案的套疊分析可發現，臺
灣河道歷史變遷區範圍在沖積扇或網流河段區域，遠大於今日水利
署公告之堤線或河川區域線。河道形態從20世紀初期的近自然狀態
，經歷了網流指數下降、主要流路逐漸刷深，至現今單一流路的狀
況。此外，採用歷史圖資時應特別注意圖面誤差，而各時期圖資圖
徵所代表的涵意必須先予以釐清，才能作適當的解讀。

中文關鍵詞： 氾濫平原、網流型河道、沖積扇、河道歷史變遷區、歷史圖資、人
為地形學

英 文 摘 要 ： The term Anthropocene, firstly introduced to the world of
science by Crutzen and Stoermer (2000), has been introduced
to highlight the fact humans hav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 accidentally or intentionally – profoundly transformed
the earth system (Meadow, 2016). Along with this academic
discussion context, Anthropogenic Geomorphology as a sub-
branch under Geomorphology, has been proposed. It is
regarded by the current author as an appropriate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he geomorphic change induced by
human impacts on the former active floodplains in various
ways over a centurial time span in a highly
geomorphologically-dynamic, natural hazard-prone and
densely-populated island, Taiwan. The specific objects
include: to examine the accessibility and validity of
various pictorial materials and historical archives which
may convey information on geomorphic change, to discuss the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natural” channels and active
floodplains and their guidelines of delineation, and to
investigate the progress and key factors which result in
geomorphic change o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formerly active
floodplains.
     The database of Taiwan historical floodplains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sequential pictorial materials,
including those for 26 major streams around Taiwan island
and 25 secondary streams in western Taiwan, and the former
water bodies along the SW coast. The guideline for fluvial



territory delineation is proposed and, based on this
procedu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ormer active
floodplains with braided channels to single channel pattern
of the Wu Stream and the Holong Stream along with the
channelization is clarified. When adopting the historical
map overlap analysis, the consistency of mapping standards
is the major concern especially for those historical maps
in early stages.

英文關鍵詞： floodplain, braided channel, alluvial fan, historical
migration zone, historical map, Anthropogenic Geomorphology



壹、 前言 

人為活動與地球環境系統間經常交互影響，近年來人為活動在各方面大幅度的干擾了自

然系統運作，Crutzen and Stoermer (2000)最早提出了「人類世」(Anthropocene)一詞，獲得許

多領域學者的認同。Crutzen (2002)認為自 1784 年瓦特發明蒸汽機導致工業革命後，人類對地

球系統的影響已經足以在地層中留下普遍性的痕跡，人為活動影響程度甚至大過地球系統，

成為環境變遷的主要控因之一。整體而言，人類世的研究多半聚焦於地球系統在近年來的重

大變化，並探討該變化與人類活動間的關係，包含氣候變遷、災害管理、生態多樣性等領域。

地形學乃探究地表形態成因、變遷與影響的學科，自然也參與了人類世的研究。Brown et al. 

(2013)認為地形學在人類世的討論重點不是涉入地層學的討論，主要工作應該是探討地形演

育、地表開發。人類活動已然成為外營力之一，釋放了改造地形的能量，最明顯的活動包括

採礦、農業活動、都市化等面向 (Haff, 2010)。 

地表人類聚居的地區常是自然環境最受干擾之處，而鄰近河流的平原地區就是全球人口

的集中區。在河流或氾濫平原地形研究中，常見的人類世地形研究方向主要有四(Brown et al., 

2016)，包括「地形景觀變遷調查」。此類型研究在過去雖已有相當的成果(有時是在應用地形

學 applied geomorphology 的範疇提出)，但誠如 Kondolf and Piégay (2005)所言，過去人為衝擊

地形的研究經常將人類影響與(自然)環境系統拆分成兩個部份，並側重於其中一部份進行討

論。若以人為地形學的角度出發，應可更細緻的討論在自然系統作用下不會出現的地形，並

進一步釐清這些人為地形對整體環境的影響。 

人類自古以來依河傍水而居，對河流的直接與間接干擾，隨著水利與防洪工程技術的發

展，不論在方式或強度上都與日俱增。尤其自 19 世紀末期起，隨著人口快速成長，在許多國

家連活動氾濫平原(active floodplains)也都被大規模的開發利用。但 20 世紀末期以來全球極端

天氣事件的發生頻率逐步升高(Doocy et al., 2013 等)，強降水造成的洪患災害層出不窮，尤其

在近百年來開發的氾濫平原人員傷亡與財產損失最大。世界各地許多案例都指出人類以各種

防洪工程開發氾濫平原，即地形上的高動態區，是導致洪災嚴重性增加的根本原因(Kondolf 

and Piégay, 2005)。 

值得提醒的是，上述各項洪水減災與應變策略都必須建立在對所處環境背景的細膩了

解，即氾濫平原與河流地形的基礎調查十分重要。從人類世之河流或氾濫平原地形研究素材

的取得來看，Brown et al. (2016)所指出的四種方向中，最容易大範圍著手進行的是「地形景

觀變遷調查」，即透過比對河流與活動氾濫平原之現況與未受干擾前的地形特徵，不但可獲知

人為活動的影響程度，也可做為編修洪水潛勢圖的重要參考。例如，前述法國與歐盟各國合

作進行的「EU Sequana 2016」防洪演習，乃模擬塞納河沿岸地區發生近似 1910 年百年頻率

規模的洪水(Oldenborgh et al., 2016)，演習中所使用的可能溢淹的區域製圖、各地制定防洪措

施、民眾撤離疏散計畫等，就需仰賴最基本地形景觀變遷研究成果。 

臺灣屬於高動態的地形環境，地形變遷速度快，且面對極端天氣時經常發生重大災害影

響人類生活；臺灣的人口密度也是世界之最，土地使用強度甚大。臺灣絕大部分的人口與產

業分布在全新世沖積層的平原上。日本統治中期以降，為了開闢更多的農業用地，自 1916 年

起進行大規模的河流治理(張素玢，2013)，從此開啟了以國家、政府主導規劃，且大幅度改



造地表的開發活動。自然狀態下的氾濫平原地形，屬於整體河流作用動態平衡下的產物，世

界各國不勝枚舉的案例，已經顯示當人類大幅度開發利用、改變河流行為後，會造成洪患潛

勢的改變。此種狀況在臺灣也不例外，過去百年來的臺灣水利工程史確實在土地開發上發揮

一定成效，但若一般民眾、開發商或負責土地管理的行政部門，未能體認河堤的「設計標準」

的真意（過濾較小的洪水），而不當的提高土地使用強度，恐怕將徒增未來整體社會付出重大

災害的代價，2009 年的莫拉克颱風就是最慘痛的警示。Shen (2016)以臺灣 4 條河流為個案，

也發現開發自氾濫平原的土地雖然大多仍做農業使用，但土地使用強度有增高趨勢，尤其是

鄰近臺中都會區的烏溪部份河段。臺灣鄰近河流之活動氾濫平原的大規模開發至今僅約百

年，並留有可觀的歷史圖資、文獻史料等記錄，有利於人為地形量化研究的進行。凡此，均

顯示臺灣非常需要從「人為地形學」的觀點，細膩且盡可能量化的探討人類活動在形塑地形

上的角色。 

貳、 研究目的 

本計畫以人為地形學的觀點切入，針對氾濫平原分類中的網流型氾濫平原(Melton, 1936)

（含沖積扇範圍），探討近百年來氾濫平原在人類強力干擾，河道被堤防束縮、沉積物供給被

人為工事截斷的程度。以目前所能獲取的資料，可如何幫助界定近自然狀態之氾濫平原範圍？

近百年來臺灣的網流型氾濫平原與沖積扇地形被人為改造的歷程為何？為釐清各條河流的地

形變化，本計畫預定利用多期圖資的數化、高精度數值高程模型比對，建立氾濫平原的各種

微地形分布與空間界線，並將成果彙整為氾濫平原地形變遷資料庫。根據上述，具體研究目

標包括下列： 

一、 確認各期歷史圖資與史料在判釋氾濫平原地形之可用性、限制與操作方法。 

二、 建立氾濫平原地形變遷資料庫與規畫建置流程。 

三、 尋找重建近自然狀態臺灣沖積扇與網流型氾濫平原之邊界地形指標。 

四、 探討人類活動對沖積扇與網流型氾濫平原之河流地形變遷之影響。 

參、 文獻探討 

國際上對於洪水災害甚為關注，例如，聯合國推動 1990 年代為「國際減災十年(The 

International Decade for Natural Disaster Reduction, IDNDR）」；歐盟於 2004 年提出「整合性流

域管理(integrated river basin management)」架構(WWF, 2004)，強調使河流回復自我調節的能

力，人與河流應共同相處，而非純以工程手段馴服(Hudson et al., 2008)；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

組織(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UNISDR)在 2005 年《兵庫宣

言》中也強調，政府公共防災政策的實施應考慮人在自然系統中的調適。在此背景下，法國

政府更在 2016 年巴黎氣候協議後，針對日益升高的大規模洪水災害可能性，務實的展開防洪

演習，其目的包含提醒民眾應正視居住在高洪水風險區的事實(Oldenborgh et al., 2016)。 

本計畫從人類世與人為地形學觀點切入氾濫平原地形調查，企圖重建臺灣氾濫平原的全

面形態，並釐清各種不同類型氾濫平原的地形特徵、人為改造變遷歷程，並透過數值模擬的

方法得知在不同程度洪患下，在地表留下何種證據。以下文獻回顧分為「人類世下的地形學

研究」、「氾濫平原地形的自然與人為變遷」，以及「洪患潛勢分析與洪患治理」、「歷史圖資與



史料於氾濫平原地形的應用」三個面向進行回顧。 

一、 人類世下的河流地形學研究 

人類世的概念由大氣化學家 Crutzen 於 2002 年提出，認為人類在許多面向上已經對地球

系統有壓倒性的影響，國際地層委員會下的第四紀地層小組委員會(The Subcommission on 

Quaternary Stratigraphy, SQS)已有考慮將人類世從全新世中分離。儘管概念上以地質學、地層

學為主，但在與地球系統相關的學科中，生態學者與氣候學者在目前主導了人類世的研究

(Brown et al., 2013)，如 Codispoti et al. (2001)從海洋氮循環的角度切入，認為人類活動可能造

成海水表面一氧化二氮濃度增加，進而造成嚴重的溫室效應；Steffen et al. (2007)認為大氣中

二氧化碳濃度從工業革命以來大幅增加，可以明顯歸因至人類使用化石燃料的擴張；亦有生

態學者如 Ceballos et al.(2015)認為人類主導下的生態系已經進入了地球歷史上的第六次大滅

絕，然而，面對地球系統大規模的改變，地形學者不可避免的一定要參與其中。 

Haff (2010)的研究中指出，人類技術所造成的沉積物搬運，已經超過所有陸域河流系統

本身的能力，農業、礦業、都市化等人為干擾造成的沉積量相當可觀。事實上，在某一些地

區，人們已經開始意識到，由於人類的影響過於龐大，即使能夠識別歷史上的地形範圍邊界，

因此無法奢望真正的回到原始地形狀態(Brierley and Fryirs, 2005)，此種狀況或可稱為人為地

形學中的河流地形。 

Brown et al. (2013)指出，有兩個命題可在某種程度上以地形的角度認定已經進入人類

世，其一是非常大範圍的地表材質變化，其二則是人為擴張陸域與使用，這兩個項目非常有

可能被保存在未來的地層之中，但這並非全球均等的，例如在新期構造區域，構造運動導致

的沉積物搬運量可能仍大於人類的影響。Brown et al. (2016)從風成、沖積、冰成、海岸四個

角度切入討論人類世地形的特徵，並指出在河流或氾濫平原地形研究中，常見的人類世地形

研究方式有四種主要類型，第一，記錄水流作用的空間模式與速率的變化，如河流改道的發

生；第二，對氾濫平原等地形可識別的地層進行定年標記；第三，進行沉積物搬運量的計算

或模式化；第四，地形景觀變遷調查。 

從過往研究的綜合整理中，Brown et al. (2016)認為人類對河流地形的影響，與其河流相

對的流域大小、構造活動活躍程度，以及環境受到侵蝕的敏感性有很大的關係，並提出河流

沖積地形系統的概念圖(圖 1)。臺灣的河流環境在世界上屬於小流域，易受人類開發活動而有

整體的改變，另一方面，構造活動持續影響著臺灣的地表與沉積物供給，釐清人類對河流地

形真正的影響程度，是本計畫企圖解答的一項問題，而切入的角度則擬定為利用歷史圖資判

釋地形的平面變遷、氾濫平原中微地形的留存與紀錄、利用岩芯資料判斷沉積物的粒徑與沉

積相等項目。 



 
圖 1 河流沖積地形系統概念圖。引自 Brown et al. (2016)。 

 

二、 氾濫平原地形的自然與人為變遷 

氾濫平原為河流中下游的地形單元，地勢低平，是全球主要的人口聚集區，Nanson and 

Croke (1992)定義其為以河岸相隔與河道相鄰的沖積地區，且為當代河流作用可影響的範圍，

更可將氾濫平原視為水流能與沉積物供應兩者間的變化與交互作用的產物。由於河流作用對

河岸、兩岸平原主要來自於超越滿岸流量的水流，意即代表其地形所隱含之作用力為再現週

期較長的營力，而不同規模的洪水也會造成不同的洪水地形遺跡(Melton, 1936)。 

氾濫平原常見之地形，包括沖積扇(fan)、沙洲或植生島(vegetabled island)、自然堤(levee)、

後背濕地(back slough)、舊河道(palaeochannel)、牛軛湖(Oxbow lake)、野支河(yazoo river)等，

根據 Melton (1936)的分類，可將氾濫平原依成因分為曲流型、溢流型、及網流型三種不同形

態(圖 2)，Schumm (1985)依其河道穩定性差異，進一步增加了河流改道一類，常出現在沖積

扇區域；Nanson and Croke (1992)進一步考慮前期地形因子在當代河流作用下氾濫平原地形的

遺傳，形成類似的河流風格(river styles)(圖 3)；Brierley and Fryirs (2005)則指出除了河流本身

的控因外，外部因素如底岩露頭、地質構造、冰磧物、與谷壁限制等條件，也會影響氾濫平

原的發育。 

人類對氾濫平原影響最明顯之處在於改變河流的沉積物侵蝕、搬運與堆積，為了避免災

害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也易於進行量化科學管理，近代人類文明社會的河流政策制定、工

程實施，其基本考量為維持河道能穩定不變，以降低因環境變化的不確定性而造成的社會成

本 (Buffington, 2012)，而建壩、築堤束流或地表不透水化等人為水文調控，都會改變河流沉

積物狀態(圖 4) (Gregory and Goudie, 2011)，大面積的人工地表(如圖 5)，更可能造成各種不同

的洪患潛勢變化。臺灣地區河流下游氾濫平原地形發達，自荷屬東印度公司進入並實施開墾



後（1624-1662），不斷發展至今。隨著人口增長與技術的持續發展，現代化的土地開發的速

度與面積不斷增加。從 1916 年起，便有計劃地透過河岸束堤、填土、區域排水等工程手段，

將原本被視為不利於開發的邊際地(marginal land)如海埔新生地、河川浮覆地等進行規劃開發

(張素玢，2013)，不少當時仍屬於潟湖、濕地處進行開發(石再添，1980；張瑞津，1996 等)，

原本難以利用的邊際地搖身一變成為人們聚居、墾殖的新生地。 

 

 

  
圖 2 氾濫平原的 3 種形式及其常見地形。由左而

右分別為溢流型、曲流型、網流型。改繪自

Gregory and Goudie (2011)。 

圖 3 不同類型氾濫平原所展現的河

流風格。引自 Nanson and Croke 

(1992)。 

 

 

 

圖 4 較大沉積物從高地到海岸的搬運示意圖，顯示了人類對水系中沉積物搬運的連

續性變化。引自 Gregory and Goudie (2011)。 



 

圖 5 主要人工地表的類型、案例及在地質圖上的展現方式示意圖。

引自 Ford et al. (2010)。 

 

目前多數前人研究對於氾濫平原地形的人為變遷，大多停留在釐清時間順序與當代政府

執行層面、執行思維。但甚少有學者將這些大規模的人為改造依時間斷代展現於空間上，對

於自然或人造微地形、人為工事的分布，本計畫企圖利用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建置一氾濫平原地形變遷資料庫，以利後續氾濫平原地形變遷調查與模擬。 

三、 歷史圖資與史料於氾濫平原地形的應用 

人類本就有避險之天性。指出倘若某種地形作用發生的頻率夠高，且影響生活，則原居

該地的族群老聚落會善用地形高差進行避災，例如柬埔寨湄公河兩岸聚落就建立在自然堤上

(Gregory and Goudie,2011)，又如新竹頭前溪沿岸老聚落可能建築在河岸沙丘或自然堤形成的

局部高地(韋煙灶，2006)。因此，回顧早期的圖資、史料，可能有助於呼應整合性流域管理

順應自然的思維(WWF, 2004)。順應此一脈絡，Aggett and Wilson (2009)提出畫設河道變遷區

(Channel Migration Zone, CMZ)，藉以釐清尋常洪水位時氾濫平原上河流作用的範圍；Rapp and 

Abbe (2003)認為應透過詳實的野外調查，進行河道補償區的畫設，Ollero (2010)進一步提出河

流領域(Fluvial Territory)的概念，試圖推動還地於河的概念。 

為了達成上述理念，必須透過多期圖資搭配前述 GIS 氾濫平原地形變遷資料庫的應用分

析。在圖資使用方面，參考許庭毓(2013)、王千瑜(2015)等研究建議，規劃如表一所示。臺灣

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所測繪的 2 萬分 1 堡圖(通稱臺灣堡圖)、2 萬 5 千分 1 臺灣地形圖

(實測地形圖)，採取更為精準的測量法測繪，已在前人研究中被廣泛使用(沈淑敏與張瑞津，

2003；賴進貴與葉高華，2005 等)；許庭毓(2013)則利用大比例尺的河道地形圖，藉以重現測

繪當年的河道斷面地形狀況。本計畫使用之圖資如表 1。 

各類圖資均有其使用限制，必須注意。賴進貴與葉高華(2005)曾針對臺灣堡圖、臺灣地

形圖、經建版地形圖等圖資進行分類、簡化、符號化的討論，並說明各版本圖資間圖徵的對

應關係，但並未說明在地形判釋上的可用性。臺灣堡圖在東部偏遠地區的繪圖準確度不佳，

需特別注意 (例如，沈淑敏，1997) 。而在進行環境變遷研究時，只有當環境變遷量大於套



疊誤差量時，其套疊才具有意義 (沈淑敏與張瑞津，2003)，故考量所判釋的地圖圖徵需進行

檢核。本計畫亦使用高精度數值高程模型(DEM)，如空載光達(LiDAR)所產製的 DEM 進行地

形判釋，可做為較小比例尺的全島性圖資比對微地形位置之用。 

 

表 1 本計畫使用圖資一覽表 

圖資名稱 產製年代 比例尺 判釋對象 備註 

總督府臨時臺灣 

土地調查局 

2 萬分 1 堡圖（通稱

臺灣堡圖） 

1898-1904 1：20,000 

河道平面形態 

氾濫平原微地形 

土地利用狀況 

等高線單位為日尺，

須換算為公尺 

陸地測量部 

2 萬 5 千分 1 

臺灣地形圖 

1921-1928 1：25,000 

河道平面形態 

氾濫平原邊界 

土地利用狀況 

 

陸地測量部 

5 萬分 1 地形圖 
1924 1：50,000 

河道平面形態 

氾濫平原邊界 

土地利用狀況 

用以補足 2 萬 5 千分

之一地形圖東部不足

部分 

陸地測量部 

2 萬 5 千分 1 臺灣地

形圖昭和修測版 

1942 1：25,000 

河道平面形態 

氾濫平原邊界 

土地利用狀況 

用以補足 2 萬 5 千分

之一地形圖高屏地區

不足部分 

經濟部水利署提供

河道數化檔案 

1999-2001 

2013 公告 
- 河道平面形態 

由經建版地形圖第三

版(1999-2001 年測繪)

數化而成 

LiDAR DEM 
2010 測製 

2018 公告 

20×20 公尺

網格資料 

河道細部形態 

氾濫平原邊界 

內政部 2018 年公告上

網之公開圖資 

 

肆、 研究架構、流程與方法 

本計畫以人為地形學觀點切入探究氾濫平原地形之變遷。在純天然狀態下，強降水使得

河流得以形塑純自然狀態下之氾濫平原；隨著人類進入臺灣平原地區，尤其是漢人在明末清

初後的移墾，開始發展農業、建設灌溉系統，且開始形成較早的聚落，經過數百年的開墾活

動，至 1904 年臺灣堡圖出版後，所得之氾濫平原邊界與微地形分布等資訊，實為近自然狀態

的氾濫平原。1920 年濁水溪堤防興建完畢，昭示著開啟了以國家力量為主導的人類世大開發

時代，此後不到百年的時間，臺灣的氾濫平原地形主要受到人為干擾塑形，而原本氾濫平原

地形對後期地形演育的限制相對縮小。但隨著氣候變遷的到來，極端強降水對人類世的氾濫

平原施加強大的壓力，並迫使政府、人民進一步展開調適行為，或更新國土規畫使用的方式(圖

6)。 

 



 
圖 6 研究架構圖。 

 

本計畫主要研究方法為透過多期歷史圖資，對河道地形進行數化、比對，並以文獻資料

加以輔助，藉以重建近自然狀態的氾濫平原地形樣貌，試圖呼應人類世概念中，人類對地表

的大幅度改造，可能已經超出自然環境因子的影響程度。 

本計畫將聚焦於沖積扇與網流型氾濫平原的探究。過往調查較常聚焦於河道平面形態變

化、內部與兩岸的系統連結性與沉積物搬運機制(如鄧國雄，1985；張瑞津，1996；許庭毓，

2013 等)。上述在臺灣的研究中，儘管已有針對河流中下游(如許庭毓，2013 等)進行探討，但

尚未能建立一全臺灣氾濫平原地形特徵資料庫，且欠缺跨區域的整合性地形特性探討，也較

少提及氾濫平原的變遷細節，而沖積扇上的河道地形特徵與變遷歷程，除水利工程的相關施

工記錄外，也多未被系統性的整理。故本計畫聚焦於河道平均坡降較陡的沖積扇與網流型氾

濫平原，並試圖重建其近自然狀態地形分布，以及受人為干擾後的變遷歷程（圖 7）。 

正式進行地形調查前，應先對所使用的圖資進行檢核。儘管前人研究已經多次使用各期

歷史圖資進行河流地形調查研究，但前人研究篇幅大多對於圖資可用性的討論，較聚焦於圖

資基本特性如測繪精度、等高線精細度、比例尺、圖幅全面性、年代跨度等，但較少提及多

種圖資間如何搭配應用、檢核，各類不同比例尺、測繪方式的圖資，與文獻、史料應如何做

最有效的搭配？本計畫將參考三角檢核法的概念，將全島性圖資、區域性影像、文獻資料、

DEM 等進行交叉比對；除線畫地形圖外，為檢視各期不同圖資誤差、不足之處，本計畫利用

空載光達(LiDAR)或航照影像匹配所產製的高精度 DEM，選定參考區域作為檢核數化之特徵

地形是否正確使用，藉以了解各種圖資在運用上的可靠程度與侷限性，此亦為本計畫欲加以

釐清之重要目標。 

 



 

圖 7 本計畫原訂三年期之計畫流程圖，目前執行之計畫為第一年期。 

氾濫平原的純自然狀態，在數百年的移墾過程中，已經難以回復，在本計畫所預定使用

圖資中，年代最早且涵蓋範圍接近全島的地圖為臺灣堡圖，其測繪年代自 1898 年起，至 1904

年出版，此時之測繪內容大致保存清末的地景樣貌。故本計畫以臺灣堡圖圖面為基準，作為

近自然狀態之氾濫平原之地表形態。其他涵蓋範圍接近全島的歷史圖資，包括臺灣地形圖

(1921-1928)、經建版地形圖等，則歷經日本殖民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計畫性的以國家政策推

動河流改造，可將其視為在人類世時期氾濫平原地形變遷歷程，做為與近自然狀態氾濫平原

地形進行對照之用。 

上述全島性圖資，其定位採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地理資訊專題中心所公開之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WMTS 網路開放圖磚技術，利用 ArcGIS 10.0 以上版本進行開啟、套疊、

數化等工作，依王千瑜(2015 建議)數化標準為電腦螢幕縮放比例尺不小於 1：8,000，其座標

系統為 WGS 1984。航空照片或部分影像需進行定位，採用 ArcGIS 軟體之 Georeferencing 功

能，為了使舊航照的定位不致因地圖簡約化而產生定位誤差，因此本研究將採用航照正射影

像作為底圖，依王千瑜(2015)之建議，每張老航照之定位控制點應至少 20 點，其選擇以變動

不大的道路、農田交會處等，且盡量平均分布，在嚴重不扭曲原圖的原則下，Root Mean 

Square(RMS)誤差值經校正後須小於 0.00001，且地形、地物均能對應無誤。 

重建臺灣氾濫平原近自然狀態之地形分布，主要欲判釋並數化的地形單元包括河流流路



(primary channel)、次要流路(secondary channel)(亦稱乾河道或洪水流路)、舊河道、植生島或

沙洲、野支河、礫地(gravel)、沙地(sand)、地形崖(包括河階崖、土堤(earth embankment)、河

岸小崖(nip)，小崖數化方式如圖 8)等氾濫平原上常見的微地形，以及人為干擾。特別需要注

意的是，各期圖資不同圖幅測繪時間時有落差，可能導致地圖圖徵不連續的狀況發生，本計

畫將忠於地圖圖面所展示之狀態，不做過度推測(圖 9)。 

 

  

圖 8 地形崖數化方法。以圖徵上緣(紅線

處，非短線側)為基準進行數化。 

圖 9 接合處圖徵不連續的狀況。粉紅色線為

確實依照圖面資訊數化之堤防。 

確立圖資可用性與數化標準後，數化內容將彙整成氾濫平原地形變遷資料庫，以便進行

後續分析。部份不清楚或數化之成果抽樣需搭配實地調查檢核，藉以確定數化的微地形並非

誤判，同時可以探討微地形在人類世下的外形轉變。此外，透過方志、碑記、前人研究等文

獻史料，可對本計畫所選取的代表性河流，進行地形變遷的對照，如張瑞津(1997)利用《臺

灣府志》、《諸羅縣志》等文獻，利用河岸地名、洪氾事件範圍等資料交叉比對，將北港溪自

1750 年以降之河道變遷進行重建，進行河流地形變遷探討，包括地形的平面變遷，以及人為

活動干擾如河堤興築、河道槽化、土地利用變遷等歷程的釐清。本年度計畫預計將沖積扇區

域、網流型氾濫平原選取 1 至 2 條作為細部調查、比對的案例。 

整體而言，在日本時代可將河流治理政策思維分為兩期，大致以 1916 年為界。以濁水溪

為例，1901 年總督府民政部土木局技師高橋辰次郎因應臺灣河流洪枯變化大的特性，提出建

築斜切河道而不連續的「霞堤」，預留洪水出口以宣洩暴流，成為日本時代前期的河流治理主

要依據；而 1916 年河川調查委員會「以水制、堤防、堰止等治水工事得到肥沃的良田」的治

理方針提出後，開始有計畫的實施創造具有生產力的土地政策(顧雅文與廖泫銘，2012)；1929

年臺灣總督府公告《河川法》，濁水溪、下淡水溪(高屏溪)等河流成為第一批施行河川之一，

進行相關地形、水文測量，北港溪、東港溪、林邊溪等河流則列為準用河川，批次納入往後

規劃(魏德文等，2008)。以濁水溪為例，1920 年築堤完成後，新生面積遼闊的河川浮覆地可

供開發，據統計不再受洪患影響的受益面積達 34,790 甲，年收入增加額 1,445,000 圓，地價

增加值 4,544,000 圓(張素玢，2013)，對當時的經濟局勢有極大的影響。隨著大面積的河川浮

覆地得以利用，人們大幅度進駐濁水溪沖積扇進行開墾，直接改變了沖積扇、氾濫平原的地

形原貌。 



雖然張素玢(2013)的調查中雖已扒梳濁水溪沖積扇的人為開發歷程，但尚未能將資料展

現出空間變遷，這可能導致遺漏重要的地形資訊。此類高變動性河流地形所產生的重大災害，

較容易被史料記錄下來，因此設定本計畫針對沖積扇與網流型氾濫平原進行地形空間變遷分

析，試圖建立臺灣河流在人類世時代被大幅度干擾的歷程並加以量化，並作為第二年期在溢

流型、曲流型氾濫平原調查的參考。 

 

  

圖 10 網流、直流、曲流河道之坡降與滿岸流量

關係圖。引自 Buffington and Montgomery 

(2013)。 

圖 11 沖積河道地形特徵與控因概念

圖。資料來源：Schumm (1985)，

轉 引 自 Buffington and 

Montgomery (2013)。 

 

依據前揭目標與研究流程，本計畫為全面性的臺灣氾濫平原地形基礎調查。計畫的重點

在於完善地形變遷資料庫建置流程，並釐清所選個案河流的人為干擾變遷歷程。具體工作如

下： 

一、 建置臺灣各時期網流型氾濫平原、沖積扇河道地形變遷資料庫。 

二、 提出界定臺灣河流網流型氾濫平原界線之準則。 

三、 挑選沖積扇及網流型氾濫平原各 1 至 2 條河流做為範例探討人為變遷歷程。 

 

伍、 結果與討論 

根據前述本年度之計畫目標，說明如下： 

一、 確認各期歷史圖資與史料在判釋氾濫平原地形之可用性、限制與操作方法。 

本計畫所使用之全島性歷史圖資包括 1898-1904 年測繪之二萬分之一堡圖、1921-1928 年

測繪之二萬五千分之一臺灣地形圖。因東部地區並未納入臺灣地形圖之測繪範圍，故以年代

相近之 1924 年出版五萬分之一陸地測量部地形圖補足；高雄與屏東地區則因日治時期屬高雄

要塞範圍，圖幅被列為機密，缺乏臺灣地形圖之測繪成果，遂以 1942 年出版，測繪標準相同

之二萬五千分之一昭和修測版臺灣地形圖取代（圖 12）。以上圖資使用中央研究院公開臺灣



百年歷史地圖系統之 WMTS 服務，以網路連結的方式套疊並數化。有關歷史圖資使用的各項

檢核，如下各項所述： 

 

  

   (A)堡圖        (B)臺灣地形圖       (C)陸測部地形圖   (D) 昭和修測版臺灣地形圖 

圖 12 本計畫使用之歷史圖資涵蓋範圍圖。（圖片來源：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頁） 

1. 平面精度比較 

愈早期之地圖，因測繪方式差異、用途與重點區域使得精度有所不同。如沈淑

敏(1997)即已說明臺灣堡圖在東部地區準確度不佳，此外，透過疊圖亦可得知，臺

灣堡圖在多數山區的精度表現亦不佳。由於本計畫探討範圍以平原、沖積扇為主，

故山地、丘陵排除於比較範圍內。平原地區之河道或河流作用所形成之微地形屬高

變動環境，進行平面精度比較時不宜採用平原上所標示之地形進行比較，故採取重

要之既成道路、道路節點等作為比較參考。 

檢核控制點的選取，盡量平均分布於平原地區。選取之標準為明確可知自清代

或日治初期以降即有明確位置（即臺灣堡圖測繪前即存在之地物），且至今無顯著變

化的位置。例如城門、城牆端點、重要交通端點、火車站體、重要控制點等，並以

臺灣電子通用地圖圖層為基礎進行比對。最終挑選 18 個檢核點（圖 13），利用 ArcGIS 

10.2 版本測量距離之結果如表 2。 

結果發現，使用中央研究院之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WMTS 服務所套疊之各期歷

史圖資，臺灣西部平原區域的平面差異不大。除去圖幅間的差異外，臺灣堡圖呈現

較明顯的向東偏移趨勢，誤差約在 18-83 公尺間，換算為圖面距離約為 0.09-0.42 公

分，可能含有圖資定位的系統性誤差；臺灣地形圖偏移方向、偏移量不一，誤差約

在 17-66 公尺間，換算為圖面距離約 00.7-0.26 公分；陸測部地形圖的偏移狀況亦差

異甚大，可能為圖幅間之差異，有誤差之控制點約 37-165 公尺，換算圖面距離約為

0.07-0.33 公分；臺灣地形圖昭和修正版測繪年代最晚，平面精度最高，唯一有誤差

的控制點差距 29 公尺，換算圖面距離約 0.12 公分。沈淑敏與張瑞津(2003)提醒在進

行環境變遷研究時，只有當環境變遷量大於套疊誤差量時，其套疊才具有意義，故

利用各時期地圖套疊之結果，解釋實際距離約 100 公尺內之誤差時應特別注意。 



 

 

控制點編號： 

1. 台北北門承恩門 

2. 桃園景福宮 

3. 中壢火車站 

4. 竹南火車站 

5. 台中公園水準原點 

6. 彰化南瑤宮 

7. 鹿港中山、彰鹿路口 

8. 北港朝天宮 

9. 嘉義火車站 

10. 朴子國小 

11. 台南鹽水興隆橋 

12. 台南東門迎春門 

 

13. 左營城牆龜山段 

14. 鳳山城牆澄瀾砲台 

15. 屏東東港頂新街、中

正路口 

16. 屏東五溝水西盛路 

17. 宜蘭市舊城北路、中

山路三段路口 

18. 羅東鎮中正南路、南

門路口 

圖 13 地圖檢核控制點分布圖。花蓮、台東境內因開發較晚，缺乏適合的檢核點。 

 

表 2 各歷史圖資(中研院 WMTS 圖層)控制點位置偏移狀況一覽表 

控制點編號 臺灣堡圖偏移 臺灣地形圖偏移 陸測部地形圖偏移 昭和修正版偏移 

1 偏東 46 公尺 未偏移 偏東北 65 公尺 － 

2 偏東 46 公尺 未偏移 未偏移 － 

3 偏東 83 公尺 未偏移 未偏移 － 

4 偏東 40 公尺 未偏移 未偏移 － 

5 偏東 33 公尺 未偏移 偏東北 46 公尺 － 

6 偏東北 56 公尺 偏西 33 公尺 偏西北 165 公尺 － 

7 偏東北 32 公尺 偏西 17 公尺 偏東南 57 公尺 － 

8 偏東 33 公尺 偏西南 66 公尺 偏東北 51 公尺 － 

9 偏東 28 公尺 未偏移 未偏移 － 

10 偏東 78 公尺 偏東北 17 公尺 未偏移 － 

11 偏東北 18 公尺 偏西南 34 公尺 偏東 37 公尺 － 

12 偏東北 60 公尺 未偏移 偏西 44 公尺 － 

13 偏北 65 公尺 － 未偏移 未偏移 

14 偏東 57 公尺 － 偏東 71 公尺 未偏移 

15 未偏移 － 未偏移 偏西南 29 公尺 

16 偏東北 28 公尺 － 偏西南 67 公尺 未偏移 

17 偏東北 52 公尺 偏東北 47 公尺 偏北 62 公尺 － 

18 未偏移 偏東北 50 公尺 未偏移 － 

註 1：本表以臺灣地形圖灣通用版電子地圖位置為基準，以 ArcGIS 10.2 版本內建測量工具測量距離。 

註 2：本表偏移量最終檢核日期為 2018 年 10 月 15 日。 



2. 微地形標示之差異比較 

本計畫主要欲判釋並數化的地形單元包括河流流路、次要流路 (亦稱乾河道或

洪水流路)、舊河道、植生島或沙洲、野支河、礫地、沙地、地形崖(包括河階崖、

河岸小崖)等氾濫平原上常見的微地形，其中河流流路、次要流路、地形崖等微地形，

是在各種圖資上均為顯著特徵、繪有特殊圖徵者。然而，各期歷史圖資之繪製內容

並不相同，以下為比較各種氾濫平原微地形在圖面上呈現之方式之整理。 

(1) 水文地理圖徵 

水文地理圖徵方面，以河流流路為主，其他包括湖泊（包括埤塘等）、魚塭等

項目。日治時代的線化地形圖表現方式頗具一致性，以較粗、圓滑之弧線為外框，

框外以由密至疏、由大到小的黑點顯示為河岸之砂礫地，環繞無填滿的區域，為面

符號。其中陸測部地形圖（五萬分之一）比例尺雖小於臺灣地形圖（二萬五千分之

一），但究其河流流路圖徵外形均相同，可知陸測部地形圖除部分明顯之地景改變

外，僅對臺灣地形圖進行縮編而未實際測繪。 

湖泊（埤塘）與魚塭的圖面呈現上，以較粗、圓滑之弧線為外框，框外無其他

圖徵（若埤塘、魚塭有矮堤則另繪圖徵），為內部無填滿的面狀符號。其中陸測部地

形圖同樣延續臺灣地形圖的測繪結果，但若為緊鄰的數個魚塭水域，陸測部地形圖

將之合併、簡化為一處水域，以符合五萬分之一比例尺所需之圖面概括化。 

在圖徵文字標記上，所有地圖均對河流流路有名稱標記，而臺灣地形圖、陸測

部地形圖、昭和修正版地形圖於魚塭、埤塘大部分均配有文字註記，臺灣堡圖則僅

少數有進行標記，故判讀時應特別小心，避免誤讀。 



 

 

表 3 水文地理訊息圖面呈現方式比較表 

圖徵類別 河流流路 湖泊（埤塘）、魚塭等水域 

臺灣堡圖 

  

臺灣地形圖 

  

陸測部地形圖 

  

昭和版地形圖 

  

 

 



(2) 次要流路（洪水流路、乾河道、舊河道） 

次要流路係因河流洪枯流量大，所形成間歇性流路。此種流路的特色為平時地

表以沙、礫覆蓋為主，故日治時期的線化地形圖上常以砂礫地的圖徵表示。值得一

提的是，無論是哪一版本的歷史圖資，在次要流路的表現上均有兩種層次，以外觀

而言，可粗分為「無明確邊界」與「有明確邊界」兩種。 

無明確邊界者，臺灣堡圖在次要流路兩側，以較大的點構成邊界，並與河流流

路兩側的砂礫地相連接，有時並無法與次要流路兩側的砂礫地做有效區別。其餘圖

資則以大小相近的黑點構成線狀或帶狀區域。 

有明確邊界者，陸測部地形圖以密集黑點連線作為邊界，其餘圖資則以短線段

形狀作為邊界指示。由於短線段所構成的連線在日治時期線化地形圖中，代表「崖」

的位置，故是否暗示有明確邊界者可能具有受河水侵蝕所產生的小崖，值得進一步

探究。 

特別須注意的是，不同時期的圖資上，其繪製標準並不完全相同。如宜蘭羅東

溪沖積扇上的次要流路，在臺灣堡圖上有明確邊界，在臺灣地形圖上則無，故在未

能釐清當年實際狀況前，不應以是否有明確邊界為由，對次要流路的規模、成因、

水流通過能力等遽下判斷，以免誤讀。本計畫目前將前述兩種圖徵型態整合為次要

流路一項，並未分別探討。 

(3) 地形崖（河階崖、河岸小崖） 

此處所指之地形崖，包括河道兩岸的河階崖，以及主、次要流路兩側砂礫地或

草生地邊緣的河岸小崖等。河流作用所形成之地形崖，經常可以代表某次或多次洪

水事件於地表作用之邊界位置，對於探討洪水影響範圍頗有助益，故本計畫數化之

氾濫平原微地形中，地形崖亦為重要項目。 

日治時期歷史圖資的地形崖表現方式，亦可粗分為兩種。其一是頂部有連線，

並於崖側繪有較長鋸齒（或長三角形）；其二是頂部無連線，由系列等長短線於崖側

排列而成。透過實地調查與 LiDAR DEM 的判釋，前者圖徵在臺灣堡圖上，許多河

階崖以該符號表示之，落差可達 30-35 公尺；但在其他歷史圖資上，落差超過 10 公

尺的崖均以等高線表示之，此種型態的圖徵轉為表示高度 5-10 公尺的河岸小崖。後

者於臺灣堡圖可展現 10 公尺以下的落差，其他圖資則約在 5 公尺以下。顯示由臺灣

堡圖進展到臺灣地形圖中間，其地形崖繪製的標準有經過改變，於解釋地形規模時

應特別注意。 



 

表 4 次要流路圖面呈現方式比較表 

圖徵類別 
次要流路 

無明確邊界 有明確邊界 

臺灣堡圖 

  

臺灣地形圖 

  

陸測部地形圖 

  

昭和版地形圖 

  

 



表 5 地形崖圖面呈現方式比較表 

圖徵類別 
地形崖 

頂部連線、長鋸齒狀 頂部未連線、等長短線排列 

臺灣堡圖 

  

臺灣地形圖 

  

陸測部地形圖 

  

昭和版地形圖 

  

 



  

照片 1 桃園大溪河階階崖。此崖落差約 35

公尺，於臺灣堡圖以頂部連線之圖徵

表現，其他圖資以等高線表示。

（2018.10.22 攝） 

照片 2 嘉義牛稠溪古荷苞嶼湖湖岸小崖，此

崖落差約 3 公尺，於各期圖資均以頂

部未連線之圖徵表現。（2018.01.22

攝） 

 

綜觀前述微地形於圖面呈現之差異，可知臺灣堡圖的測繪標準與後期的臺灣地

形圖、陸測部地形圖、昭和修正版臺灣地形圖不同。陸測部地形圖作為補充臺灣東

部缺乏 1920 年代圖資之用，雖然比例尺為較小的五萬分之一，但其地形測繪標準與

二萬五千分之一之臺灣地形圖相近，僅於埤塘、魚塭等水文地理部分，概括化程度

較高，作為全局式的比對氾濫平原上河道變遷區域差異之用尚可。 

本計畫因企圖展示河道、氾濫平原地形百年變遷之趨勢，故數化氾濫平原微地形的工作，

主要挑選日治時期之大範圍（比例尺二萬分之一至五萬分之一）線化地形圖，包括臺灣堡圖、

臺灣地形圖（北部與西部）、陸測部地形圖（東部）、昭和修正版臺灣地形圖（南部）。透過歷

史圖資的比對，歸納各時期歷史圖資使用須注意的事項至少包括： 

1. 其中中央研究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系統之 WMTS 服務所使用之臺灣堡圖圖層，

經與臺灣通用版電子地圖套疊後，發現似有系統性的向東偏差約 30-50 公尺，其

餘圖資的偏移應非系統性誤差，可能為測量誤差或個別圖幅定位誤差。因前述原

因，疊圖成果顯示距離約 100 公尺內之誤差時應特別注意，避免過度解讀。 

2. 水文地理圖徵在日治時期線化地形圖的表現方式相當一致，其中陸測部地形圖之

主要流路明顯繼承臺灣地形圖的主要流路圖徵，唯比例尺較小的陸測部地形圖

中，相鄰水體範圍會整併為單一區塊，以達成概括化的目的。 

3. 次要流路在日治時期線化地形圖中，多以沙、礫地的圖徵表現。四種地圖均有兩

種表現次要流路的方式，但跨圖比對的結果發現，有、無明確邊界並不一定能代

表次要流路的外觀、成因等差異，不宜過度解讀。 

4. 地形崖在日治時期線化地形圖中，以頂部相連與否可粗分為兩種圖徵形式。透過

平面比對仍留存的地形崖測量，可知頂部相連者通常搭配較長的短線段或銳角三

角形，表示落差較大的崖面，於臺灣堡圖最大高差可達 35 公尺，其他圖資則在

5-10 公尺間。頂部未相連者，臺灣堡圖多在 10 公尺以下，其他圖資則在 5 公尺



以下。 

二、 建立氾濫平原地形變遷資料庫與規畫建置流程。 

釐清各期圖資之可用性與限制，乃因進行百年地形變遷比對時需進行疊圖、數化，再加

以解釋。然而，圖資本身已有平面精度之誤差，為控制數化導致之操作偏差，參考王千瑜(2015)

之建議，數化標準為電腦螢幕縮放比例尺不小於 1：8,000，其座標系統為 WGS 1984。然而，

實際操作過程中之電腦螢幕縮放比例尺，以比例尺 1：6,000 以上為佳。 

數化項目包括河流流路、次要流路、地形崖以及堤防。標準參考前人研究（如許庭毓，

2013；王千瑜，2015 等），並依循前節所述之圖資特性數化之。數化之範圍與方法如下，數

化成果如圖 14、15： 

1. 河流流路與湖泊水體：數化在各期圖資上以「面符號」呈現之水文地理資訊，自

出海口始，至明顯兩岸受谷壁直接限制處為止。完成所有平原、盆地地形區之數

化。並數化氾濫平原範圍內之湖泊、埤塘、魚塭等水體。 

2. 次要流路（洪水流路、乾河道、舊河道）：直接數化有明確邊界之圖徵，數化範

圍同河流流路。無明確邊界之圖徵，數化其沙、礫地圖徵之分布邊界，至兩岸第

一排聚落或明顯的人為土地利用（如田地）為止。沙、礫地圖徵常位於河流流路

之兩側，亦數化包圍河流流路，以示洪水時可能增加的水域面積。 

3. 地形崖（河階崖、河岸小崖）：崖頂部有連線者，數化連線位置（崖頂），無連線

者，數化判斷之崖頂側。數化範圍同河流流路。 

4. 堤防：數化堤防圖徵之中線位置，並於圖層屬性欄位表標示其建材，如土堤、石

堤等。 

 

 

(A)主要流路 (B)次要流路 (C)地形崖 

圖 14 臺灣堡圖之主要流路、次要流路與地形崖數化成果。（臺灣堡圖數化範圍內無堤防） 



  

(A)河流流路 (B)次要流路 

  

(C)地形崖 (D)堤防 

圖 15 臺灣地形圖之主要流路、次要流路、地形崖與堤防數化成果。因圖幅涵蓋問題，高

屏地區採 1942 年昭和修正版臺灣地形圖，花東地區採 1924 年陸測部地形圖替代。 



三、 近自然狀態沖積扇與網流型氾濫平原之邊界與人為土地利用變遷 

本計畫企圖找出近自然狀態下百年來洪水影響的地形證據，參考 Aggett and Wilson(2009)

提出畫設河道變遷區(CMZs)之概念，聚焦於釐清百年來主要流路擺移、改道狀況，以及次要

流路與地形崖之分布，即河道變遷區概念中之歷史河道變遷區(historical migration zone, HMZ)

的最大範圍。 

本計畫採用的全島性圖資，包括 1.二萬分之一堡圖(1898-1904)；2.二萬五千分之一臺灣地

形圖(1921-1928)（其中東部以五萬分之一陸測部地形圖(1924)代替、高屏地區以二萬五千分

之一昭和修測版(1942)代替）；3.經濟部水利署河道圖層(2013 公告)；以及 4.內政部地政司公

告開放之 20 × 20 公尺網格 LiDAR DEM(2018 公告)。日治時代後期至民國初期，目前缺乏較

詳細、比例尺與臺灣地形圖相近之全島性地形圖，然因在 1930 年代以降，臺灣重要河流多束

堤完成，故河道地形在此段時間內平面位置變化不大，主要改變為堤外河川區域內的河道地

形變遷。圈繪 HMZ 時，除參考歷史圖資數化成果外，亦需參考 LiDAR DEM 之高程資料，

以糾正因偏移誤差導致 HMZ 畫至現有河岸谷壁上的問題。 

由於全面普查相當耗費人力與時間，因此本計畫運用 LiDAR DEM 作為地形崖規模判釋

之依據，並隨機選取數個從臺灣堡圖測繪年代至今仍存在的案例進行實地調查，以釐清經過

百餘年土地開發利用，氾濫平原之微地形變遷。 

以下，本計畫以烏溪和後龍溪兩個範例區域說明網流型河道之氾濫平原邊界界定成果： 

1. 烏溪中、下游 

經各時期圖資疊圖結果，可見烏溪在近自然狀態下，於台中盆地範圍內呈發達

的網流形態。主流之歷史河道變遷區的畫設，在此係沿著各時期該河段上游河水可

影響之流路，以其最外緣繪成邊界，結果如圖 16-18。 

 

圖 16 烏溪歷史河道變遷區範圍圖。黑框為圖 17 之範圍。 



烏溪於台中盆地範圍內，為網流最發達之河段。兩套日治時期地圖可明顯呈現

出的是次要流路（沙、礫地圖徵）增加，主要流路（水體圖徵）變少，與許庭毓(2013)

所得結果一致。但由於臺灣堡圖與臺灣地形圖這兩套圖對次要流路繪製的標準並不

一致，故不宜直接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地形崖由臺灣堡圖的零星分布於網流區域

周邊，進展到在網流區域內部出現許多以頂部無連線的短線段所標示的河岸小崖，

或許這即顯示 20 世紀初烏溪網流有下切其沖積扇的趨勢。烏溪束堤後，進一步使得

主流集中於現今流路，據許庭毓(2013)調查，其河道地形的變遷已由橫向變化，轉

變為縱向變遷（主要流路的高程變化）。 

 

 

圖 17 烏溪（台中盆地河段）於臺灣堡圖及臺灣地形圖之氾濫平原地形分布。 



烏溪上游眉溪、南港溪於埔里盆地內，同樣以沖積扇地形為主。在臺灣堡圖所

見之主要流路多於出谷口處消失，並以次要流路的形式持續存在，顯示在埔里盆地

內沖積扇扇頂，因河水流量較少，常以伏流的景觀出現在地表。此外，次要流路與

地形崖的分布範圍也明顯較束堤後的當代流路寬廣。故所繪製出之歷史河道變遷區

寬度遠大於今日河川區域線所夾之範圍。 

 
圖 18 埔里盆地內歷史河道變遷區範圍圖。 

2. 後龍溪中游（游牧笛與沈淑敏，2018） 

後龍溪中游係指主流至福基出谷口後至大庄間的河段，主要灌流於公館平原

上，地形上並未有明顯的沖積扇發育。後龍溪在福基出八角崠山丘陵之後，谷床顯

著加寬，主河道呈現「反 S」型，先偏左岸谷壁而行，在苗栗南方側轉向偏右岸。

雖然近百年間主河道位置看似無顯著變化，不過河道平面形態則有改變。以下將分

別就區內歷史地圖上有標示的主要流路、地形崖、次要流路（乾河道、沙、礫灘等）

等，分別加以說明。 

臺灣堡圖上，區內沿後龍溪左岸自南向北於老雞籠、銅鑼與苗栗間出現高數公

尺至數十公尺的地形崖（河階崖），可視為為河流領域之左岸邊界，而右岸僅頭屋附

近有小崖零星出現。但在 1921-1928 年的臺灣地形圖中，後龍溪右岸中心埔北側則

標示有零星分布的小崖，至 1950 年代的聯勤繪製的地形圖上，則無標示河蝕崖，並

以新建的連續堤作為河道邊界的標示。推測中心埔一帶的河蝕崖，可能為上游霞堤

興建後，因河道束縮、固定造成穩定下蝕、側蝕所形成，或可能為 1911 年大洪水整

治後，後龍溪中游在尋常洪水時可影響之邊界，而後續修建的連續堤防也以此為界。 



  

  

圖 19 後龍溪沖積平原地形與聚落位置變遷圖。A 為臺灣堡圖（1898-1904）；B 為臺灣地形

圖（1921-1928），a 為福基霞堤、b 為石圍牆霞堤、c 為二張犁霞堤；C 為聯勤測製五

萬分之一臺灣地形圖（1951，未數化土地利用，故以五萬分之一原圖為底）；D 為水利

署圖層（2013 年公告，未數化土地利用，以 2001 年二萬五千分之一經建版三版地形圖

為底）。 



區內的次要流路圖徵，目前僅針對日本時代的二萬分之一堡圖原圖（通稱臺灣

堡圖）與臺灣地形圖進行數化。在臺灣堡圖上的次要流路遠寬於在臺灣地形圖所標

示之範圍（圖 19A、2B），根據兩者次要流路圖徵數化面積，在實測地形圖中減少

2.41 km2（表 3）。此應與福基、石圍牆兩道霞堤的興建有關（圖 19B 之 a、b 位置，

照片 3），主要流路出谷口後，受河堤束縮於沖積平原的南、西側。值得一提的是，

堡圖圖徵顯示，在今日福基與石圍牆兩聚落間，有一次要流路流經由後龍溪向西出

谷口處往西北延伸（圖 20 之 a 處），至關爺埔（119 甲線與苗 52 縣交會處以北）北

側納入主要流路。石圍牆聚落則坐落於該次要流路與主要流路間（圖 20）。後龍溪

大改道洪水事件後所興建的福基堤防，使得溪水無法流入此次要流路。該流路下游

之排水路現稱東河，於國道一號苗栗交流道西側注入後龍溪主流。頭屋北側右岸二

張犁（即苗栗高鐵特定區）上游，於臺灣地形圖中已興建霞堤（圖 19B 之 c 處），

河道向南束縮為單一河道。 

統計水體面積、乾河道面積以及網流指數、河道蜿蜒度等地形計測數值如表 3

所示。需特別說明的是，目前本計畫並未數化難以計算面積的線圖徵流道，故臺灣

堡圖與實測地形圖的水體面積與網流指數應會低估，因此比較數值時，以日本時期、

民國時期分別討論。 

 

表 3 各年代圖資之後龍溪地形參數 

圖資與 

年代 

水體面積 

(Km2) 

砂礫地面積 

(Km2) 

主要流路 

網流指數 

次要流路 

網流指數 

主流道 

蜿蜒度 

二萬分之一

堡圖原圖

（通稱臺灣

堡圖） 

1898-1904 

2.08 12.39 2.67 5.45 1.64 

臺灣地形圖 

1921-1928 
1.47 11.52 1.72 3.05 1.64 

聯勤臺灣 

地形圖 

1951 

2.09 No Data 2.32* No Data 1.64 

水利署圖層 

2013 
1.54 No Data 1.82** No Data 1.73 

*僅數化堤外地的河道圖徵。 

**僅有水體圖徵，並去除堤內地所有範圍。 

比較日治時期兩套地圖的數化成果，發現水體面積、次要流路（砂、礫地）面

積、河道網流指數、乾河道網流指數均呈下降趨勢，主流道蜿蜒度則無明顯改變。

次要流路之網流縮減最明顯處為上述福基、石圍牆至關爺埔一帶，而主要流路縮減

最明顯的區域則是苗栗、頭屋以北的河段（圖 19A、2B）。民國時期兩套地圖的比

較，則發現水體面積、網流指數同樣呈現下降趨勢，與日本時代地圖相同，但是否



具有地形作用上相似的意義則尚未清楚。民國時期的不同之處在於，主流道蜿蜒度

有些微上升，推測可能是水體面積縮減，必須在河道可移動範圍內增加蜿蜒度以調

整河道容量。 

後龍溪中游氾濫平原在公館西

側、南側部分除 3 處可能為地勢較高

的河中沙洲外，其餘均至少在某一時

期地圖上有顯著之河流作用地景存

在，為區域內 HMZ 範圍最廣處。今

日東河匯入後龍溪主流處以下，主流

路轉向東北，至頭屋間河道接近單一

流路，相應的 HMZ 則明顯較為狹長。

頭屋以北，主流向西轉折，二張犁處

開始又呈網流格局，並有一分流在北

側沿河階崖流動（圖 20）。整體而言

HMZ 範圍與今日河川區域相比，在福

基至東河匯流處間，以及頭屋以下這

兩段縮減甚多。 

根據記載，中心埔（中平村）過

去位於後龍溪左岸，後因溪流改道而

變為右岸（銅鑼鄉公所網頁，2018 年

查詢）。可對應至劉懿謹（2009）整理

後龍溪沖積平原之清代聯庄態勢研

究，推測圖 3 中 a 地之次要流路可能

為清代後龍溪主流路，此一流路北段

即今日東河。 

隨著 1911 後龍溪大改道造成災

損後，開始興建福基與石圍牆的石造

霞堤。圖 3 的 a、b 兩處乾河道均被霞

堤截斷水源。後龍溪河流影響範圍被

限縮於沖積平原西南側，乾河道與水

體面積均明顯縮小。也因河道限縮的

緣故，網流指數大幅下降，河道變得

較為單一。河道束縮後約 10 年的時間

（即 1911 至實測地形圖繪製的 1920

年代），即在後龍溪右岸出現成為顯著

地景的河蝕崖，可能表示後龍溪主流

被堤防束縮後，出現下蝕的狀況。 

土地利用上較明顯的變遷，是臺灣堡圖上可見散佈於沖積平原上的小規模建築

 

圖 20 後龍溪中游沖積平原主流路之歷史變

遷區(HMZ)範圍圖。a 推測為清代主河

道，即今日東河，後來的洪水才使河

道西移至現址；b 為 1911 年後龍溪大

改道後因築堤而失水的乾河道，此乾

河道現改為圳道並匯入東河；c 為中興

工業區所在地；d 為苗栗縣體育場與衛

福部苗栗醫院位置。 



群或聚落數量較多，經 1911 年大洪水後聚落總數減少（圖 19A、2B）。隨後小聚落

數目穩定無明顯增減，但主要聚落如苗栗、公館等則大幅擴張。透過疊圖分析可發

現，在臺灣堡圖上為河道或乾河道區域範圍，即 HMZ 內，臺灣地形圖幾乎無任何

聚落存在，然而套疊 2010 年正射影像可發現，這些位置目前已有非農使用之建築或

聚落等較高強度的土地利用，例如工業區、體育場、醫院等設施。 

綜合烏溪（部分參考許庭毓(2013)等前人研究之成

果）與後龍溪的案例，可發現在沖積扇或網流型河道

氾濫平原上，儘管主要流路大致不變，但次要流路可

能隨洪水或其他事件而改變。然而，為了保護已存在

的聚落，在 20 世紀初期（臺灣地形圖）開始建立不連

續的霞堤，截斷次要流路與主要流路間的連結。隨著

霞堤的保護使氾濫平原受洪水侵襲的次數大幅減少，

人們開始更進一步的將氾濫平原土地開發為農地，而

政府則有計畫的將堤防改為連續堤，使得主要流路被

大幅束縮，並開始從側向改道轉而呈現下蝕的趨勢。 

 

陸、 結論與建議 

有鑑於不斷出現的極端降雨和嚴重災害，我政府部門也有所因應，並在 2016 年 1 月 6 日

正式頒布《國土計畫法》中，第一條便揭示該法之目的「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

並在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國土規劃應配合國際公約及相關國際性規範，共同促進國土之永

續發展」、第八款「特定區域應考量重要自然地形、地貌、地物……，實施整體規劃」中，指

出國土規畫應考量環境背景條件，符合國際公約或相關規範，以求永續發展。若此，則辨識

出大規模人為影響前河流的近自然狀態與活動氾濫平原範圍，即為第一步。本年度計畫的成

果為：確定各時期歷史圖資之可用性與限制；數化氾濫平原的各種水文地理與微地形圖徵，

建立氾濫平原地形變遷資料庫；以烏溪和後龍溪為例，應用資料庫成果，探討臺灣沖積扇與

網流型河道氾濫平原地形變遷過程，以及人為土地利用對氾濫平原地形的影響。結論如下所

述： 

一、 臺灣氾濫平原地形變遷資料庫之建置，已完成臺灣堡圖、臺灣地形圖（東部陸測部

地形圖、高屏昭和修測版臺灣地形圖）與政府公開資料之水利署河道圖層、內政部

地政司公開 LiDAR DEM 進行整合。歷史圖資數化成果包括主要流路（面符號）、次

要流路（面符號）、地形崖（線符號）與堤防（線符號）。已建置完成的河流包括全

數 26 條中央管河川之主、支流；91 條縣市管河川中北部、西部之 25 條；以及歷史

圖資上西南海岸之水體（如魚塭）範圍。 

二、 利用歷史圖資所示之氾濫平原微地形分布最外緣為基準，圈繪出河道歷史變遷區

（HMZ），在烏溪及後龍溪之案例中均可發現，河流於沖積扇或網流型河道氾濫平原

區域被大幅限縮。且其順序大致為「未限縮」、「以有缺口的霞堤阻隔次要流路」、「連

續堤束縮流路並導致流路下切」，具體發生的時間點與該地開發時間有關。烏溪與後

 

照片 3 石圍牆霞堤（圖 2B 之 a 處）。

（2017.12.30 攝） 



龍溪的案例中，發現河道歷史變遷區的範圍於台中盆地、埔里盆地、公館平原均遠

大於今日之堤線或河川區域線，且在上述區域均可觀察到水體面積、網流指數下降

的狀況，形態逐漸由橫向擺移的網流轉變為單一深槽化的河道。 

三、 日治時期的線畫地形圖圖徵，可代表河流作用邊界者，包括主要流路、次要流路（沙、

礫地、乾河道）、地形崖及堤防，此 4 者在歷史圖資中均有呈現，具備時代承襲的效

用。此外，在進行河流流路分布比對時，陸測部地形圖因明顯承襲臺灣地形圖之成

果，且年代相近，故在東部臺灣地形圖未涵蓋部分，暫以陸測部地形圖代替尚可。

然而，不同圖資所呈現的圖徵意義不能直接沿用。如臺灣堡圖之測繪基準與其他圖

資不同，以地形崖最為明顯，臺灣堡圖所繪之地形崖最高可達 30-35 公尺，其餘圖資

則約在 10 公尺以下，超過此高度的地形崖以等高線表現。此外，次要流路（沙、礫

地圖徵）邊界之有無，於臺灣堡圖和臺灣地形圖於相同位置表現方式並不相同，故

不能以其圖徵變化，直接說明其當時之環境特色。 

四、 本計畫所採用之日治時期歷史圖資（臺灣堡圖、臺灣地形圖、陸測部地形圖、昭和

修測版臺灣地形圖），以臺灣通用版電子地圖為基準，套疊中央研究院臺灣百年歷史

地圖 WMTS 服務開放之圖層。可發現臺灣堡圖似有系統性的向東偏移約 30-50 公尺，

其餘圖資的平面位移誤差可能肇因於個別圖幅定位問題。大致上而言，誤差在 100

公尺以內，故使用 WMTS 服務公開之圖層，平面 100 公尺以內的變遷須更深入探討

其真正原因。本計畫建議，在歷史河道變遷區的探討下，宜採疊圖分析後各時期圖

資聯集範圍，再以高精度 DEM 之當代地形資料剔除明顯錯誤的範圍（如歷史河道變

遷區涵蓋邊坡範圍者剃除）。 

本期計畫執行過程中，亦發現多項未來可持續精進之處。包括持續增加氾濫平原地形變

遷資料庫之歷年圖層（如區域性圖資、航空照片等），以解決時間密度不足，對地形變遷解釋

力有限的問題。其次應針對河流流路進行更細緻的探究，如進一步數化各河川以線符號表示

之流路，使河流地形計測之基礎資料更臻完備。此外，直流型、曲流型河道之氾濫平原特性

與網流型河道大不相同，是否有不同的變遷與開發歷程？也值得後續研究更細緻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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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7年 4月 24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此次參加 2018 年美國地理學家協會年會，以 Centurial modification of river 

channels and its implication on flooding in Taiwan - An anthropogenic geomorphology 

perspective 為題，由本計畫之博士生兼任助理游牧笛及計畫主持人沈淑敏副教授聯

名，發表本計畫之階段性成果。經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地理系教授 Allen James 組織，

參與「河流系統的人為影響 II」（Anthropogenic change to fluvial systems, II）場次發

表，由游牧笛代表。 

計畫編號 MOST 106 － 2410 － H － 003 － 129 － 

計畫名稱 臺灣近百年來主要河流的地形變遷與其減災意涵：一個「人為地形學」

的嘗試 

出國人員

姓名 
游牧笛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博士生兼任助理 

會議時間 

107 年 4 月 10 日

至 107 年 4 月 14

日 

會議地點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紐奧良市 

會議名稱 

(中文)2018 年美國地理學家協會年會 

(英文)2018 AAG Annual Meeting 

發表題目 

(中文)臺灣西南部河流地形的百年變遷－從人為地形學的觀點 

(英文)Centurial modification of river channels and its implication on 

flooding in Taiwan - An anthropogenic geomorphology perspective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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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美國地理學家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AAG）年會會

議於美國路易斯安納州紐奧良舉行，由當地時間 4 月 10 日至 14 日間，有多場主題

不停之論文發表、演講、海報發表、研習會等活動。本次發表時間為 4 月 10 日上午

10：00 至 11：40，為該場次第四位發表者。現場與會人士約 20-30 人不等，該場次

主持人為密蘇里州立大學的 Robert Pavlowsky 教授。與會人士於問答時間關心臺灣的

河流管理機制、以及臺灣氾濫平原原始狀態等議題。會後並與 Allen James、Joann 

Mossa（佛羅里達大學教授）等人交換意見，並與二位教授研究團隊成員共同餐敘。 

與 Anthropogenic change to fluvial systems 相關之場次共三場，另參與河流地形

學演講、水文地形專題等論文發表場次，以及以地理資訊系統與自然地理（地形、

水文為主）的海報發表場次。並依照 AAG 年會大會提供之資訊，參訪紐奧良市區近

郊有關洪水、防洪管制、社區防災等相關地點。 

 

  

照片 1 計畫博士生兼任助理游牧笛代

表發表論文實況。 

照片 2 論文發表現場提問時間和與會

人士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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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會後與與會人士交流。 照片 4 參觀海報發表現場。 

 
 

照片 5 參觀紐奧良大學校內之卡崔娜

颶風紀念碑。 

照片 6 紐澳良都市防洪設計中的雨花

園。 

 
 

照片 7 紐奧良市運河旁的防洪牆設施

現地考察。 

照片 8 紐奧良大學旁堤防與河岸綠帶

設施現地考察。 

 



 4 

二、 與會心得 

美國地理學家協會年會為美國最重要之地理學科學者會議，於此可接觸大多數

美國地理學者的近期研究取向。在河流地形研究方面，由於美國國內航運所需，河

流地形研究經驗豐富，此次會議透過了解其他學者的研究分析方法，如歷史資料運

用、分析方式、高精度數值地形模型分析方式等。然而，透過現場交流可知，美國

學者對於台灣是否能直接使用美國經驗較為保守。有別於溫帶氣候區的研究成果，

氣候條件的差異可能使我國成為進行河流地形研究的絕佳場域。 

美國地理學家協會年會以美國（以及於美國求學之各國學生）為主要發表者和

參與者，若欲了解美國地理學發展之近況，參與此一會議必可有所收穫。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Taiwan, a mountainous island, is highly sensitive to the dynamic geomorphic 

processes mainly driven by the active tectonics and extreme climate events. Along with 

the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ca. 23 million now) and the strong development-oriented 

national policies, all major river channels around the island have experienced dramatic 

modification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Apart from the significant channelization, channel 

systems in the lowlands have also been modified extensively to fulfill the need of 

irrigation, regional drainage and flood prevention. The current study aims to detect and 

categorize the major patterns of channel modification around the island by comparing the 

sequential historical maps and aerial photographs over a centurial timespan. Selected cases 

are used to demonstrate how the transformed lowland channel systems have affecte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flooding at a local scale. 

四、建議 

按本計畫之宗旨「了解人為活動如何影響氾濫平原地形變遷」，本次會議參加

後建議研究方向務須持續朝量化指標的發展（非僅直接引用外國研究標準）為目

標。計算氾濫平原不同地區各指標的差異，才能有效分析氾濫平原的環境差異並作

為未來擬訂不同環境管理策略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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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無，會議全面無紙化，會議論文發表之摘要均已登載於網路 

（https://aag.secure-abstracts.com/AAG%20Annual%20Meeting%202018/session

s-gallery） 

六、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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