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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設施與我們的身家性命息息相關，若輕忽它恐導致嚴重的後果。

歷來每當颱風或大雨發生，山崩、地滑、土石流總是伴隨而來，讓人怵目驚心，

奪走許多人的家園與生命。水土保持是你我都必須面臨的課題，如何在平時發

現不尋常的危機，進而防微杜漸，阻止天災來臨時發生令人遺憾的災難，是每

個人都必須擁有的警覺心與責任。

 ▌坡地崩落危及公共安全

 ▌災害奪走寶貴生命

 ▌排水設施阻塞導致排水能力喪失

 ▌豪雨引發邊坡崩塌

民國 96 年 10 月柯羅莎颱風來襲，一戶位於陽明山的人家因土

石崩塌，造成死傷悲劇。土石崩塌的起因，在於該戶人家的鄰居多年

前設置擋土牆與排水溝作為土地界線，卻沒有盡義務維護設施，使得

排水溝堵塞，擋土牆承受不住颱風帶來的大量降雨而崩塌，導致這場

事故。該地主之後被法院判決，必須賠償受害者的損失，然而逝去的

生命已回不來了。

許多水土保持設施，常因社區居民的忽略而缺乏維護，使設施的

功能降低，更有甚者以為前述水土保持設施平日無用處，便任意改

造、佔用設施作為私人用途。當對水土保持漠不關心的結果，導致在

颱風、豪雨之類的天災中，造成山崩、地滑、土石流之類的災難發生，

害人又害己。

水土保持不做好　坡地災害防不了

 ▌水土保持設施的性能與災後處理開銷
成反比，愈早發現損壞並修復，花費
成本低，防制效果也最好。

水土保持設施的防制效果與花費

成本的對應關係如右圖所示，平時就

必須定期維護水土保持設施，確保具

備防災能力，才能避免災害發生時，

所面臨的龐大整修、重建費用以及各

種難以估計的救災成本。所以我們對

於社區中的水土保持設施不應抱持絕

對用不到的投機心態，而是要用心管

理維護防微杜漸，以免在天災來時才

後悔莫及。現在，就讓我們跟著水寶

寶與土寶寶的腳步，認識這些生活中

常見的水土保持設施吧！

防
制
效
果

花
費
成
本

高

低

前 中 後

災害防制效果示意

坡地水土保持  守護生命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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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工程處頒發「水土保持優良社區」獎牌鼓勵獲獎社區

 ▌山坡地排水溝是否
暢通無阻，是一大
評分項目。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以下簡稱大地工程處 )於 103年舉辦第

一屆「水土保持優良社區」評選，共有 37處山坡地社區報名參加，活動期

間各社區紛紛展現在水土保持上的成果，最後評選出 10個優良社區頒發獎

牌予以鼓勵。

在活動中所見，社區住戶成立巡邏隊，自主檢查、安裝各式水土保持監

測設施，也有社區編列水土保持專款，作為執行維護水土保持設施所用。可

見近年市民已日漸熟悉，水土保持對生活安全的重要性。為維護市民生命財

產安全，大地工程處在山坡地設置多項水土保持設施，並投注坡地水土保持

觀念及作為之推廣，每年皆對列管社區做安全檢查，並邀集專業技師檢視社

區坡地現況，與水土保持設施維護情形，也提供改善意見給社區。

水土保持設施能否在天災來襲時適時發揮功效，有賴相關單位與全體市

民一同合作參與，透過舉辦「水土保持優良社區」選拔活動，可強化、推廣

社區自主管理水土保持。大地工程處長強調，執行水土保持觀念推廣活動，

目的在傳達「水土保持自主檢查管理」及「定期維護水土保持設施」兩個概

念，使民眾能更加了解自己居住的社區環境。同時也編製社區自主檢查表，

供民眾下載並定期自主檢查，紀錄水土保持狀況。相信在政府與市民一同努

力維護水土保持下，定能共創更優良的安全環境與生活品質。 

第一屆「水土保持優良社區」相關活動內容與照片，可至大地工程處網

站查詢（網址 http://www.geo.gov.taipei/）。

社區水土保持　一起來維護

行政區 社區名稱 水土保持優良事蹟

文山區 棕櫚泉綠茵山莊

1. 編列專款於水土保持維護使用

2. 社區內設立自然生態園地

3. 定期監測社區邊坡擋土牆

文山區 發現之旅社區

1. 定期監測社區邊坡

2. 社區周遭排水設施定期清淤維護

3. 社區擋土牆定期維護，狀況良好

文山區 大自然森林學苑

1. 坡面加強植栽保護

2. 社區周遭排水設施定期清淤維護

3. 擋土牆排水孔定期清淤

北投區 名峰山莊
1. 社區排水設施定期疏通

2. 社區沉砂池定期清理檢查

文山區 政大裕園社區
1. 社區排水及沉砂池設施定期清淤維護

2. 社區水土保持設施維護良好

文山區 愛眉山莊
1. 社區周邊排水設施定期清淤維護

2. 社區沉砂池定期清疏

北投區 草山水美大廈
1. 社區排水及沉砂池設施定期清淤維護

2. 社區水土保持設施維護良好

文山區 萬寧山莊
1. 積極自主水土保持防災編組與演練

2. 社區周邊排水設施定期清淤維護

文山區 敦南山林社區
1. 社區擋土牆維護良好

2. 社區自行增設擋土牆洩水孔以利排水

文山區 國花山莊
1. 定期檢查擋土牆並自主改善

2. 社區周遭排水設施定期清淤維護

103年度臺北市山坡地水土保持優良社區名單暨得獎事蹟

 ▌活動由多位各專業領域的專家主持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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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溝常見問題

 ▌聯外排水溝遭水泥封閉，喪失排水功能  ▌聯外排水溝淤積，嚴重影響排水功能

 ▌排水溝被土方堆積，造成無法排水  ▌排水設施未清疏而長出植物，影響排水設施的通暢

流水指揮家－排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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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溝會依照地區的環境因素而設計。在農業區，會計算 10年週期的降

雨量，非農業區則以 25年週期的降雨量為準，計算排水溝規模，並估算水流

中的泥砂量，隨其含量增高而加大排水溝。在地勢環境的條件上，位於較陡處

山坡的排水溝，會設置止滑榫防止因為地下水流動而滑動。施工中的地區，若

有受大水沖刷之虞，會設置截水溝導排水。填土區上，則因為地面鬆軟不穩，

應避免設置排水溝，如有必要則會加強基礎的處理，可增加地下盲管的埋設，

以導除過多的地下水，增加填方區的安全性。

水寶寶對土寶寶說：「確實你們這邊還在用這種舊式網狀鍍鋅水溝蓋，不好看

而且隙縫大，但這也不是破壞排水溝的理由。任意破壞排水溝，可是會被政府罰

錢的喔！」

「可是問題該怎麼解決呢？我想那位太太，應該也不想要高跟鞋再插進去一

次摔跤吧？」土寶寶問道。

水寶寶說：「當然有解決辦法囉！現在的工程技術可是日新月異，不但具備

原有的排水功能，還能美化整體環境，讓社區居住環境更美麗，可說是既實用又

美觀呢！走吧，讓我帶你去看看！」

排水溝不簡單

 ▌傳統式鍍鋅水溝蓋

經過一夜大雨，土寶寶早上起來打開家門，突然大吃一驚，馬上拿起電話大叫「水

寶寶！我家門前淹水了！快來幫幫忙！」

「撐住！我馬上來！」過了十分鐘，水寶寶趕到土寶寶家門前。

土寶寶對水寶寶說：「排水溝好像堵住了，但是我找不到到底哪裡堵住了！」

水寶寶指著遠處說 :「我知道！你路口的鄰居竟然把他們門前整條排水溝用泥

土填平了，還當成花圃在上面種花！我們快先去把排水溝疏通一下！」

兩人拿了鏟子到路口，經過一番努力，終於把泥土全挖出來了，水也退了。

水寶寶氣喘吁吁地說：「呼 .....這些人怎麼這麼沒公德心！把水溝堵成這樣，

害別人淹水。」

土寶寶說：「啊！我想起來了，前幾天我看到住在這裡的太太穿高跟鞋出門，

一腳鞋根插進水溝蓋裡摔了一大跤。然後她就整天嚷嚷說要填了這個水溝，她還

真的這麼做了！」

流水指揮家－排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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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蓋美化與景觀蓋板

一般道路邊混凝土排水溝，使用網格狀的鍍鋅溝蓋板覆蓋，此種溝蓋板雖實用，

然而不甚美觀，細小物體又容易落入溝內。為了在不影響排水功能下，改善排水溝

外觀，可使用覆蓋卵石的方式，即在溝蓋板上鋪設小石塊，遮蓋不美觀的溝蓋板，

而石塊間的細縫仍能讓地表逕流水流入排水溝。

這種方法用於流速較大的不透水型排水溝，可用於步道、庭園內配合景觀美化

使用，更因為鋪設的是堅固的石塊，完工後無需特別保養。

或者，也可使用經特殊設計過，具有特殊造型、顏色的石材或高壓混凝土磚，

或利用預鑄之化妝蓋板等景觀蓋板鋪於水溝上。不僅增加美觀，堅固的蓋板還可作

為步道使用，實用與美觀兼具。此外，使用天然卵石或塊石，鋪設於混擬土排水溝

鍍鋅溝蓋板上，亦可增加美觀又不影響排水溝應有功能。

 ▌常見的水溝蓋鋪設方法

小改變大美化—水溝蓋新創意

 ▌常見的排水溝美化方式，在水溝蓋旁鋪以不同顏色
的拼貼石磚

 ▌與週圍地磚擁有一致風格與色系的水溝蓋

 ▌景觀蓋板使水溝蓋與地磚一體成形

 ▌水溝蓋美化與道路呈現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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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開挖線設計開挖線

混凝土

鍍鋅格柵蓋板

低強度混凝土

鋪直徑5cm卵石

 ▌混凝土溝上蓋卵石工程示意圖

 ▌覆上白色小石塊的水溝蓋讓環境更美觀

 ▌鋪滿碎石的入滲溝，可減緩水流也讓水有滲透
入地的機會

入  滲  溝

入滲溝為深度較淺，底部鋪滿碎石的排水溝。此設計屬透水型排水溝，它的功

能在於能宣洩逕流，防止淹水。表面鋪滿碎石以利逕流水滲透，也能減緩流水侵蝕，

更不失為景觀美化。若在多石地帶施工，還能就地取材，以當地現成石材施工節省

成本。

適宜設置入滲溝的地點，在集水範圍較小面積的坡地或坡頂。即使排水溝下游

無適當放流水路，因為有碎石設計，可以讓水下滲，減少水滿出水溝形成逕流的機

會。若是水流量大、坡度陡急之處，則不適用入滲溝設計。

為了維護入滲溝的功能，必須保持溝面碎石覆蓋，並維護入滲能力，若發現入

滲不佳時須立即處理疏通，以維護入滲溝功能。

 ▌入滲溝也兼具美觀

因地制宜—多樣的排水溝工法

 ▌常見於社區的水溝蓋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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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溝與複式草溝

在坡度低、水流量少、流速慢的地方，可以建構草溝排水，在水溝內側種植百

喜草、假儉草、類地毯草等匍匐性草類。如此一來水溝除了排水以外，又多了便利農

機作業與維護景觀生態的功能。溝內的草皮，還能防止土壤沖蝕，保護溝身安全。而

且水流過水溝即是灌溉草皮，不需經常澆水維護。

若遇到水流量較多、流速較快的情況，未必須放棄草溝設計。在草溝底部鋪設

卵塊石的複合式草溝設計讓水量多、流速快的地方，也能見到美觀的草溝景象。複式

草溝屬透水形排水溝，設計以草溝為基礎，但是在只在水溝內兩側溝壁上植草，水溝

中央底部鋪上小石塊，若在流速更快的地方，亦可使用部分漿砌卵石強化。複式草溝

有草溝的優點，又因為局部未鋪草皮，較能避免草類生長過於茂密，而影響水溝暢通

的情形。

複式草溝適用於坡度在 30%、水流連續不斷、流速超過 1.5m/sec的地方。可利

用天然排水溝，或較低窪的地方建造。水溝每隔適當長度須設置「跌水」，在水溝內

形成如小瀑布般的高低落差，用來消能，以降低流速、減緩侵蝕。然而，若是日照不

足，或是砂礫地及含石量較多之土地，因不適合草類生長，不宜建設草溝或複式草

溝。

 ▌活用自然材料，在排水溝內種植能固定土壤又美觀的草皮

 ▌坡度低、水流量少處適合拋卵石溝

於集水區上游設置排水溝並安全導除逕流，可防止逕流紊亂流竄造成表土

流失、土石沖蝕，嚴重還可能造成山崩、地滑、土石流等坡地災害，所以集水

區上游的排水系統完善，集水區下游就不易造成大規模的災害。

上游好排水，下游好安心

 ▌於草溝上鋪設大小約 5-10公分卵 (塊 )石的複式草溝



16 17

生活中的水土保持設施 流水指揮家－排水設施

乾砌卵（塊）石與漿砌卵（塊）石排水溝

若在已有小型水溝或預定排水路線的地方，可用卵石、塊石、磚塊或混凝土等

質材鋪設於水溝面呈U、V、ㄩ形等，即是排水溝，乾砌卵（塊）石排水溝是其中一類。

乾砌卵 (塊 )石排水溝，屬透水型排水溝，使用天然卵石或塊石，以乾砌方式施作排

水溝溝體，若在多石的地區施工，還可就地取材，使用本地的石材，能節省成本。

此種排水溝材質抗沖蝕能力佳，可使用於流速快、流量大的地方，或坡地排水

系統。於流速較大地區，亦可部分使用更堅固的漿砌卵 (塊 )石，或使用跌水裝置減

緩流速。乾砌卵 (塊 )石排水溝是屬於材質較為堅固的類型，完工後無需特別保養。

至於漿砌卵 (塊 )石排水溝，使用天然卵石或塊石，以水泥砂漿砌石塊，施作排

水溝溝體，經此種工法抗沖蝕能力佳，可使用於水流速較大之地區。但是，因為使用

了水泥砂漿砌石塊，石間細縫被填滿不能透水，屬於不透水型排水溝。

 ▌當坡度高、水量大時，需要更堅固的漿砌卵 (塊 )石排水溝  ▌以塊石與陶缸鋪設的排水溝蓋造景，兼顧實用與
生態賞玩，盎有古趣

 ▌以切割過的塊石砌成之乾砌卵 (塊 )石溝

 ▌卵 (塊 )石排水溝及卵 (塊 )石集水井示意圖

 ▌卵 (塊 )石集水井剖面圖

 ▌ C-C  卵 (塊 )石排集水井剖面圖

 ▌ B-B  卵 (塊 )石排水溝剖面圖

 ▌ A-A  卵 (塊 )石集水井剖面圖

A

A

B

B

C C

碎石層

溝頂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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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精算師－滯洪沉砂設施生活中的水土保持設施

調節精算師－滯洪沉砂設施

 ▌滯洪設施未清疏，造成垃圾堆積

 ▌未考量便利性，造成清疏困難

 ▌滯洪沉砂池變更使用為景觀魚池

 ▌滯洪沉砂池變更使用為游泳池

滯洪沉砂池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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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精算師－滯洪沉砂設施生活中的水土保持設施

調節精算師－滯洪沉砂設施
這一天，水寶寶與土寶寶正在打電話閒聊，忽然水寶寶聽到一陣吵雜聲，好像有幾

輛大卡車急駛而過。「土寶寶，你那邊是怎麼回事，怎麼這麼吵？」

土寶寶說：「只是在做工程啦！你記得我家附近路邊有個大水池吧？我們社

區的人想說這麼大的水池沒用太浪費，要把它改裝成游泳池。不用擔心，我們會

把池子原本的排水溝接上路邊的排水溝，所以不要緊。」

水寶寶突然大喊：「不要緊才怪！那是滯洪沉砂池啊！你快叫他們住手！」水

寶寶掛上了電話直奔土寶寶家，總算阻止了工程。

土寶寶問水寶寶說：「你說的滯洪沉砂池是怎麼回事？這只不過是我們平常種

些花草，用來美化景觀的水池，偶爾還要清池裡的淤泥，好麻煩的，真的有那麼

重要嗎？」

 ▌混濁的泥砂被留在滯洪沉砂池中

沉砂池能在下雨時攔截自上游沖刷下來的土石，使土石沉積在池底不流到

下游造成危害，所以必須時常清淤，以維持功能。

沉砂的重要

 ▌水池的大空間，準備容納突增的水量

滯洪池能降低洪峰流量、延遲水流達到洪峰的時間，使下游地帶免於淹水。

平日在不影響其滯洪功能的情況下，可暫作為庭園景觀、儲水等其他用途，但

絕不可隨意改造，以免豪雨時無法發揮功能。

滯洪的必要

水寶寶生氣地說：「這才不只是水池呢！這滯洪沉砂池看起來像普通的庭

園水池，但真的是很重要的，它可是默默地在做水土保持工作呢！。」

土寶寶聽了搖搖頭說：「有這麼重要嗎？」

水寶寶聽了氣得說：「怎麼會不重要？滯洪沉砂池平常看起來沒有用，但

是刮颱風下豪雨的時候，沒有它們就慘了。一旦大量的雨水落到地面，流入排

水溝中快速往下游沖，如果沒了滯洪沉砂池沉積砂土和容納突然大增的水量，

水就馬上淹滿地了！而且，如果你們破壞滯洪沉砂池，害到鄰居遭受生命或財

產上的損失，還可能會吃上官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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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精算師－滯洪沉砂設施生活中的水土保持設施

光是人口就達兩百萬人以上的臺北市，不管是平地還是山坡地都是寸土寸金，

因此要尋找地方建造滯洪沉砂池相當不容易。然而，正因為是人口眾多的城市，一

但發生水災，生命財產損失必難以想像，故滯洪沉砂池這類水土保持設施更顯重要。

在空地稀少的臺北市，為了以有限的土地做水土保持設施，滯洪沉砂池常建造

於地下，如此一石二鳥不妨礙地面都市活動，又能防治水災。但是，正因為建造於

地下，清理出沉積在池底的砂土更加困難。甚至有不明就裡的人，將重要的水土保

持設施挪作他用，或任意改造水池，使得滯洪沉砂的功能大受影響。要是遇上豪雨

或颱風，大量夾帶砂土的水快速流入平地，可能使水道堵塞，勢必造成一發不可收

拾的後果。在都市內外的滯洪沉砂池，外表雖像普通池塘一樣，功能並不明顯，然

而日復一日沉積水中砂土，防止下游淤積、減緩水流防止侵蝕的貢獻卻是水土保持

不可或缺的。

拜今日進步的水土保持技術之賜，市政府已能針對地方居民的需求，建造具有

最適宜的外觀與功能的創新滯洪沉砂池。有了進步的工法，再加上地方居民愛護公

物，方能使滯洪沉砂池發揮防災工程，確保地方生活品質。以下將介紹各種現行適

用於不同環境的滯洪沉砂池。

不平凡的水池－各種類的滯洪沉砂設施

 ▌左、右二圖為生活中常見的滯洪沉砂池

生態式沉砂池

提到所謂「建設」給人的第一印象，往往不是灰色的水泥就是堅硬的石塊。其

實，就算是人工打造的水土保持設施也可以綠意盎然、充滿生機，生態式沉砂池正

具有這種特色。

生態式沉砂池並不需要太多鋼筋水泥，此種工法主要使用天然的石塊、卵石或

黏土做為池底，或以修坡植草方式挖出水池，因為使用天然素材，可因地制宜使水

池具有透水性或不透水性兩種作法。水池建造完成後，利用流水沉積下來的砂土，

在池中栽種本地原生植物，讓生態沉砂池呈現如濕地一般的外貌。栽種植物後，生

態沉砂池馬上變成能提供食物、水和棲息地的小型動物如青蛙、昆蟲的樂園。對於

同時需要水土保持與生態保育的地方，生態沉砂池是一舉兩得的選擇。

在經營維護上，雖然建造時移植花草所需成本略高，但因為有水流持續灌溉與

沉積的泥砂為土壤，後續所需的維護成本相當低。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生態沉砂池

主要功能還是以水土保持為主，必須定期清淤。為避免傷害池中動植物，要選擇對

生態環境影響最小的時間，及以小範圍、小規模的方式清淤。

 ▌有流水持續注入，以及透水的池底，生態沉砂池周圍
植物不需太多照顧

 ▌種植蘆葦綠化沉砂池

 ▌池中放置朽木，美化景觀以外，
還能給水中生物一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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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精算師－滯洪沉砂設施生活中的水土保持設施

 ▌景觀式滯洪沉砂池，美化都市叢林

 ▌景觀式滯洪沉砂池構造圖

景觀式滯洪沉砂池

就算在城市中不見得適合生態沉砂池的地方，仍有機會設置同時兼具美觀及水

土保持功能的滯洪沉砂池。因應美觀造景與水土保持需求，可選用景觀式滯洪沉砂

池。

景觀式滯洪沉砂池，與生態沉砂池一樣，用天然的石塊或卵石砌為池底，或以

修坡植草方式挖出水池，不過考量施作地點條件，可選擇是否讓滯洪沉砂池有透水

性。此外，由於建設的目標是造景，可以任意選擇栽種的植物，景觀佈置可自由發

揮，用美麗的植物為水泥叢林增加一些色彩。

經由精心的規劃，景觀式滯洪沉砂池可兼具水土保持能力與花園美景，但相對

的維護成本會比較高，定期清淤工作也是必要的。

 ▌景觀式滯洪沉砂池可種植物，但也要定期清淤維護功能

滯洪沉砂池 1

滯洪沉砂池 2

滯洪沉砂池 4

滯洪沉砂池 3

雨水回收池

軟式透水管

路邊溝

滯洪沉砂池 1

滯洪高度

沉砂高度

滯洪高度

沉砂高度

滯洪沉砂池 2

滯洪高度

滯洪沉砂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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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精算師－滯洪沉砂設施生活中的水土保持設施

 ▌由上方俯看帶狀滯洪沉砂池

 ▌帶狀滯洪沉砂池剖面圖

帶狀滯洪沉砂池

滯洪沉砂池有個「池」字，並不代表一定要有個大池塘才能滯洪沉砂，就算樓

房密集，難以騰出空間的地方，一樣有工法建造滯洪沉砂池，保護城市居民的生活

安全。

只要有夠長的排水溝，而且地勢平坦，就能夠建造「帶狀滯洪沉砂池」，它因

沿著排水溝建造成帶狀而得名。為了節省都市寶貴的空間，這種滯洪沉砂池以鋼筋

水泥建造。鋼筋水泥建材的優點在於清除淤泥較為容易，而且就算是不透水的建材，

也可以利用一些設計如集水井，使滯洪沉砂池具有透水性。

帶狀滯洪沉砂池適用於都會地帶，但是由於使用的是鋼筋水泥建材，在建築技

術上要求較高，才能建造堅固耐用的滯洪沉砂池，而且需要較多的維護管理，方能

保障城市居民的安全。

 ▌依水溝建的帶狀滯洪沉砂池，不太像個「池」

 ▌利用集水井，讓水回滲地下

基地內

基地外

基地內 基地外

鍍鋅格柵板

排水溝

排水溝

管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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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水土保持設施 調節精算師－滯洪沉砂設施

農地沉砂池 (蓄水池 )

適用於山坡地農業區、同時具有滯洪沉砂與儲水灌溉的設施－農地沉砂池。

在農地的排水路或水道匯流處，可設置農地沉砂池以沉積泥沙，防止水道淤積，

沉積下來的泥沙還可用來填補農地，未淤砂的空間則可用於儲水灌溉，一舉數得。

如果能經常清淤，可以提升儲水量，在今日經常發生旱災的時代，儲水功能尤其可

貴。

由於考量到儲水功能，農地沉砂池被設計為不透水，以黏土質素材鋪底，利用

修坡植草，或自然材料如塊石、卵石等堆砌池壁。此種農地沉砂池維護成本低廉，

考慮到環境因素，還能栽種植物增加生態保育與美化景觀的功能，對農家益處極多。

因應不同地區的需要與特性，新的農地沉砂池技術不斷推出，功能也多元化，

不只限於沉積泥砂以維護水路通暢，不同的設計還具有生態、造景或儲水功能，對

未來還有更多願景。

 ▌農地沉砂池可儲存大量的水

 ▌農地沉砂池平面與剖面圖

 ▌輔導前 -水池易生雜草招致蚊蟲

入水孔 出水孔

池底透水  拋石處理

 ▌輔導後 -農塘活化，兼具滯洪及灌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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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土大力士－擋土設施生活中的水土保持設施 未來願景－滯洪沉砂池

護土大力士－擋土設施

 ▌擋土牆施工不良造成駁坎出現裂縫

 ▌排水孔堵塞，增加擋土牆承受之水壓

 ▌擋土牆錨頭與擋牆發生開裂 (或剝離 )，喪失原有效用

 ▌擋土牆背填改建地下室，造成原有功能失效

擋土牆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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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土大力士－擋土設施生活中的水土保持設施

這一天，土寶寶路過水寶寶住的社區，只見水寶寶跟十幾個人拿著刷子跟水桶在

清洗路邊的擋土牆。

「水寶寶，你們在做什麼呀？」土寶寶問。

「喔！我們看這座多年的擋土牆上面積了灰塵又長青苔，所以我們決定要

把這座牆美化一下，看看是要畫壁畫或者貼木雕什麼的 ...」水寶寶說。

「只不過是一面牆，有什麼好大費周章的呢？」土寶寶不解地說。

水寶寶說：「才不只是牆呢！擋土牆可是水土保持的重要設施，它維持山坡

土石不崩落。為了支撐山坡龐大重量，牆的高度、基礎深度等尺寸都是要精密

計算的呢！」

擋土牆必須能支撐一山坡的土石、水與自身的重量，而且能耐地震，這樣

堅韌的設施可馬虎不得，除了坡度以外，還要考慮地面是岩盤或泥土等因素，

以及地層的方向，尤其順向坡與斷層帶因為是容易成災的敏感地帶，更要仔細。

平凡的擋土牆，非凡的技術 擋土牆洩水孔在暴雨期間除了排水外，可作為安全指標。如排出的是清水，

表示擋土牆承受較低的水壓力，安全性高。若無法排水，擋土牆必須承受山坡

下不斷累積的水量，安全度低。要是排出的水混濁有砂土，可能是牆後的土石

正被淘空，相當危險。

安全指標注意看

土寶寶點點頭說：「擋土牆原來是這麼需要技術的設施！對了！那牆上一

直流水的洩水孔要怎麼辦？它把牆壁弄得好髒，要堵起來嗎？」

水寶寶說：「不行啊！那些水是從擋土牆後面的土裡流出來的，如果洩水

孔堵住了，土裡的水就會越積越多，重量超過擋土牆的承載能力的時候，牆就

要垮了。」

「那你們要拿這個洩水孔怎麼辦？」土寶寶問道。

水寶寶答說：「簡單！我們可以用塊平板雕刻，或是做個雕像之類的遮住，

就看不到洩水孔了。我們還可以綠化擋土牆，用植物做裝飾，就讓我介紹給你

聽 .....」

 ▌過高的擋土牆需仔細計算作用力，考量整體穩定性

護土大力士－擋土設施

 ▌洩水孔長時間排水到牆面呈現水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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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土大力士－擋土設施生活中的水土保持設施

為山坡增添色彩－美化與綠化擋土牆

臺北市四面環山，加上日益增加的人口使住宅區逐漸延伸到山坡地上，因此邊

坡水土保持日益重要。為了防止山坡土石崩落，我們在許多山坡地建設了高大堅固

的擋土牆，足以保障周圍居民生活安全。然而，為了美化環境兼維護擋土牆，許多

關於擋土牆的知識是需要被人們瞭解的。每座高大的擋土牆至少有 50年的使用壽

命，足以長久保護市民的安全。由於這些擋土牆會存在地理景觀中超過 50年，也就

是說擋土牆的造型美醜，影響山坡地風景甚為久遠，所以不管在建造或裝飾上不得

不謹慎。

在今日臺北市的山坡地，有許多擋土牆因為設置時間久、施工品質不佳、風吹

雨打、牆面破損、無人維護管理，或牆面洩水孔滴水等等因素，使得擋土牆面骯髒

污穢，讓山坡地的美麗景觀大打折扣。為了讓臺北市民享受優美山坡美景，又兼顧

擋土牆應有的擋土功能，這邊提供一些具備擋土牆功能又能美化與綠化的方法，我

們相信有這些方法，並在全市民一同精心維護下，未來數十年都能享有安全又美觀

的山坡地景。

 ▌經過多年歲月，擋土牆難免積塵土、長青苔
雜草，或被堆積雜物

 ▌精美的木板浮雕，裝飾擋土牆

 ▌擋土牆面種花，讓水泥牆五彩繽紛

 ▌有高低落差的地形，適合砌石擋土牆 ▌砌石石塊間種植草木綠化

 ▌用天然石塊砌成，砌石擋土牆與景觀合為一體

水土保持工程自然味－砌石擋土牆

如果所需的擋土牆規模較小、不超過四公尺高、牆面斜度以緩於 1: 0.3時，可

能適合有自然景觀及生態調和的擋土牆－「砌石擋土牆」。以天然石塊砌合，不同

於一般整齊又平坦的水泥擋土牆，砌石擋土牆有一股鄉野情趣。

砌石擋土牆對石材大小有嚴謹的標準，牆的高度不可高過一塊砌石長度的五倍，

以維持擋土牆的穩固。這種擋土牆通常於地形有高低差處，防止邊坡崩塌，常用於

梯田、茶園等各類農地。所需砌石還能就地取材，利用當地的岩石為建材，而且後

續所需維護費用低廉，兼顧經濟與環保。

砌石擋土牆以不規則的石塊砌成，本身已有相當的美感，但是還是有辦法以綠

化方式讓美感更上一層樓。例如在牆頭、牆腳種植花木，或運用砌石之間進行美化，

使牆面綠意盎然宛如自然山坡。

 ▌以景觀模板美化擋土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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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擋土牆

用鋼筋水泥打造的擋土牆，總是一大面灰色，但它也可以是一大片空白畫布，

等待人們揮灑色彩。不管是新造的或較老舊的擋土牆，都有機會改頭換面，把一面

牆變成藝術品。

美化擋土牆可以先設計圖形，然後利用木材、石材 (石板及洗石子 )、磁磚、彩

繪，或景觀模板等直接貼附方式裝飾擋土牆面，切忌在擋土牆上鑽孔、打釘或切割，

以免影響擋土牆結構。另外，如果擋土牆面汙損相當嚴重，則可以用植栽、木材、

石材外掛方式遮蔽牆面，如此一來可減低壓迫感及增加美觀。

擋土牆常遇到一個問題，即牆面洩水孔因經年排水，造成牆面汙損。如果要避

免這種情形，可考量在牆背設置排水設施，以減少洩水孔外露。如果無法做到，也

可使用植栽、木材或石材裝飾遮蔽洩水孔。使用上述二種方法後，必須注意牆背水

位是否能有效排出，以維護擋土牆的安全。

 ▌經過創意美化，擋土牆也能訴說在地故事，融入文化觀光內涵

 ▌一連串壁畫，把擋土牆變藝廊  ▌活用創意，地錨變成藝術品

 ▌在牆底種成排樹木，鋼筋水泥也有氣質

 ▌擋土牆外觀正面，牆上看不到排水孔  ▌擋土牆外觀背面剖面圖，具排水帶設置

引流溝及入水孔

毛細式透排水帶

雨水排入水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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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洪沉砂池可充分展現環保節能效

果，於出水口可加裝自動閥門和流量

計，在晴天水流少時閥門關閉，保持

最大水量，維持蓄水或景觀功能。雨

天水流增加水位上升，閥門自動打開

放水，使滯洪空間保持空庫狀態，因

應可能到來的洪峰流量。此外可結合

雨水儲流池進行循環利用，不論導流

至水塔或用於灌溉，皆可有效節省水

資源。

會思考的滯洪沉砂池

擋土牆具有人工智慧能力，透過自動

監測感應裝置，可自行計算並回報狀

況，經過系統判讀將情報發送至相關

單位或人員，以即時進行處理。擋土

牆與全球定位系統、網站系統整合，

可由手機 APP立即查詢擋土牆所在

地情況，並看到即時影像，具有全面

監控能力。

有知覺的擋土牆

排水溝加裝感應偵測器，監測水溝淤

積情況，可發出警訊燈號，並回報

至網路系統，通知相關單位與人員處

理，社區民眾亦可由 APP即時得知

社區排水情況。未來的排水溝彷彿有

了眼睛，只要整條排水溝有任何淤積

堵塞都可立即發現並疏導。

有眼睛的排水溝

未來的水土保持設施
水寶寶大聲說：「哇！這裡太棒了，有能即時預警的排水溝，還有水

循環再利用的滯洪沉砂池，以及具有人工智慧的擋土牆呢！」

土寶寶說：「不僅如此，除了原有的水土保持功能外，經過綠化、美

化之後，充滿人文氣息與田園風光，超漂亮的呢！」

水寶寶、土寶寶說：「那我們就搬來這個美麗的家園吧！YA~~！」

擋土牆及邊坡安全性

自動監測及回報系統

現地 GPS無人基地站

監測裝置

排水溝

排水溝流量、流速、淤積

狀態自動監測及回報系統排水溝正常時為黃色燈號

若遇阻塞則紅燈警告並回報

滯洪沉砂池洪量、沉砂量、放

流量自動監測控制及回報系統

滯洪沉砂池

自動感應閘門

超大豪雨時籃球場

可提供滯洪功能

地錨荷重計

結構物傾度盤

裂縫計

沉陷觀測站點

土壓計

水位觀測井
或水壓計

雨量計

傾斜觀測管

固定樁 地滑計

銦鋼線

結構物傾度盤

建築物

可能滑動面

預力地錨

排樁

鋼筋計

擋土牆剖面圖

遠端監控系統

衛星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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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臺北市，位處四面環山的盆地，城市居民達兩百

多萬人口，且持續不斷成長。面積廣達 55%的山坡地，地小

人稠的都會區，勢必對於山坡地的開發，要有一套積極管理

作為，以強化水土保持及坡地防災，這也是大地工程處成立

初衷與核心價值。

一般人對於水土保持工程的印象，往往是設於河道中的

工程，如防砂壩、護岸或是建於遠離市區的山上，像擋土牆、

滯洪沉砂池等水土保持設施。事實上，即使在都會區裡，亦

有大大小小的水土保持設施，用各種不同方式隱藏在城市角

落，默默地運作。例如路邊不起眼的排水溝，其實是聚集了

許多專家、技師、工程人員的心血與智慧結晶，也是水土保

持設施中不可取代的重要角色。

為了讓更多人認識都市內外的水土保持設施，大地工程

處特別編撰這本書，希望透過生動活潑的方式，為大家介紹

各種水土保持設施，可了解它們的功能與作用，並從中獲得

更多防災知識。保護市民生命財產，守護城市家園安全，是

大地工程處的重要使命，期待經由各種管理機制、軟硬體建

設與不斷創新的技術，做好水土保持與坡地防災，讓災害威

脅遠離我們，達成安全城市、永續臺北的願景目標。

後  記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處長                                 謹識

民國 104年 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