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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因早期農業上山政策，淺山及較邊際土地之混農林業早已普遍存在，隨著林地停止放

租，墾民為維持生計，造成違規使用現象嚴重，為政府亟待解決的問題。為釐清社會大眾及環

保團體對國土保育及超限利用的疑慮，本研究選定臺東縣頂岩灣規劃設置果樹專區之案例，針

對果樹專區的劃入過程及評估方式，從保安林政策、租地造林政策、國際潮流與國內林地管理

政策、果樹專區劃入規定、水土保持等面向探討。運用 GIS 套疊宜林、宜農牧地之分類及土地

利用情形，並以土壤流失公式及綠覆率指標分析方法，分析土壤沖蝕程度。研究發現該區土壤

綠覆率高、土壤流蝕率小，與近年發生之土石災害無關。建議政府對於低海拔且無水土流失之

虞的山坡地，考量社會、經濟及人文地景等環境變遷因素，檢討淺山坡地保安林解編之適宜性，

推展淺山坡地「社區型混農林業」，兼顧住民生計及坡地合理利用與發展，營造臺灣新的山村

美麗風貌與地景。 

(關鍵詞：果樹專區、保安林、混農林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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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the policy of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practiced earlier on the slopeland in Taiwan, 
the agroforestry had been common phenomenon on the low elevation hill and marginal lands. Since 
forest lands cannot be leased, farmers have illegally utilized the slopeland to maintain their 
livelihoods. This has become a problem that the government urgently needs to resolve.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concerns of land conservation and exceeding limitation from the publ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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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this study evaluate the case of planning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setting up the Fruit Special Agricultural Area (FSAA) at Ding-Yen-Wan, Taitung County. The 
delineation proces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of FSAA was discussed on  basics of view points 
regarding the policy for the release of protection forests, land lease and reforestation 
policy.International trends, domestic forestland management policy, rules for delineati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view points are discussed. The land use status and lands as suitable for forestry, 
agriculture or animal husbandry was overlaid by GIS, and the degree of soil erosion was analyzed by 
soil loss equation and Greenery Coverage Index (GCI).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reenery 
coverage is high and the soil erosivity is low at study area and no relative with the recent events of 
sediment disaster. The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review the release suitability of 
protection forests on the slopeland with low elevation and without soil and water loss under 
conside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factors such as society, economy, humanity and 
landscap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ed the “community-based agroforestry” to take care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reasonable utilization on the slopeland and create a new landscape with 
beautiful mountain villages in Taiwan. 
 (Key words：Fruit Special Agricultural Area、 Protection forests、Agroforestry) 

 

前言 

    臺灣森林茂密，山坡地約占三分之二面

積，早期因農業上山政策，加上都市擴張、

人口增加，較為邊際且坡度平緩的山地，早

被先民開墾為使用，此為臺灣山地混農林經

營之濫觴。墾農為了維持生計及增加經濟收

益，違背租地造林契約，改種高經濟坡地水

果等作物，造成國有林地濫墾違規使用現象，

政府雖強力取締，透過訴訟收回土地，但也

未能解決根本的問題，造成政府與人民之間

的對立(陳子晴，2012)。如何在人民生計、環

境保育及國土保安之間取得平衡，為目前坡

地管理亟待研議課題。 

    本研究選定頂岩灣墾民於臺東縣境第

2508 號土砂捍止保安林之耕墾使用案例，作

為國有林地因地制宜的參考方式。頂岩灣農

墾民於日治時期即遷居於此，早於 1960 起於

該地耕墾迄今，早期林地部分種果樹為合法，

然政府為國土保安，轉變租地造林政策，因

此合法變為違法，承租土地面臨遭訴訟收回

等問題，導致農民耕作權益受損，陳情爭訟

案件不斷(詹惠婷，2006)。臺東縣政府為了提

升地區經濟與兼顧墾民生計，歷經多次政府、

民意代表、社區協會(在地居民)及專家學者之

多方協調下，在政策上採協助農民並向農委

會農糧署爭取果樹專區劃定，另向林務局爭

取保安林解編等工作(盧太城，2012)。 

    頂岩灣為臺東重要農業釋迦果樹產區，

也是臺東地區整體發展休閒農業區，惟規

劃之果樹專區位於保安林地內，依森林法規

定，保安林劃設係為公益需要，應為營林使

用，不能種植果樹。在考量地方經濟發展與

國土保安平衡，並兼顧住民生計、部落產業

及友善環境生態下，如何因地制宜規劃設置

果樹專區，讓農墾戶能在妥適的範圍內進行

耕種，輔以妥適的水土保持措施，為目前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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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解決的工作。 

    本研究為釐清社會大眾對國土保育及超

限利用的疑慮，針對果樹專區劃定的過程及

評估方式，政府混農林業政策的轉變，並就

後續水土災害的疑慮、水土保持措施情形，

作為後續保安林地是否解編之參考。本研究

並以集水區整體治理的理念提出因地制宜的

山坡地利用方式，並就水土保持等提出管理

措施建議。 

文獻回顧 

    本研究參考文獻主要以保安林政策及解

編方式、租地造林政策、國際潮流與國內林

地管理政策轉變、果樹專區劃定規定、水土

災害與水土保持等面向，作立論參考基礎。 

(一) 保安林政策 

臺灣保安林源自日本政府對森林之重視，

日治期間於1901年頒布臺灣保安林規則及施

行細則，並開始調查編入保安林之工作，計

編入保安486處，面積37萬餘公頃。臺灣光復

後，日治時期所編入之保安林為目前臺灣森

林法規定之保安林，經調整補充面積 467,673 

公頃。現行保安林種類共有16種，其中以水

源涵養及土砂捍止保安林為主，二者面積近

約43萬餘公頃，占全國保安林總面積94%(張

俊德等，2016)。本研究樣區自1922年，日本

政府為四格山軍事基地用途、提供岩灣「加

路蘭浮浪者收容所」及提供臺東市區民眾飲

水灌溉之用而編定為水源涵養保安林，1986

年因花東鐵路行經路線，改為土砂捍止保安

林，以防止土砂崩壞，保護花東鐵路之安全

(林務局，2006)。 

依臺灣森林法(2016)第24條明定，保安林

之經營管理，不論所有權屬，均以社會公益為

目的，同法第6條規定，經編為林業用地之土

地，不得供其他用途之使用。但經徵得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地政主管機關核准者，不在此限。

同法第25條明定保安林無繼續存置必要時，

得經中央主管機關，解除一部或全部。另依

臺灣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2013)第2條規定，

保安林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經中央主管機關

解除一部分或全部… (6)原受益或保護對象

已不存在者。(7)中華民國82年7月21日前，已

非營林使用且無法復育造林之保安林地。保

安林解編，仍應依規定循程序送中央主管機

關審議，並由保安林解除審議委員會審議

之。 

(二) 租地造林政策 

    臺灣林業管理政策從早期 1945-1947 年

以林養林，1948-1974 年伐植平衡，保安與生

產並重，1975~1991 國土保安，1991~迄今國

土保安資源保育，在混農林規定有 1958 年省

府通過「臺灣林業政策」，規定山地保留地

與尚未確定用途之林地「...其適於混農林地

區，推行混農林作業…」。1968 年修正「國

有森林用地出租造林辦法」規定：租地造林

人可用 30％營造果樹。1976 年「臺灣林業經

營革方案」規定：國有林地已放租造林者，

應督導完成造林，否則取銷合約限期收回林

地。2004 年「山坡地超限利用處理計畫」規

定每公頃均勻混植 600 株以上林木，方得換

約(表 1)。2008 年「國有林地墾地補辦清理作

業要點」規定：1969 年以前之舊濫墾地，得

於補植林木後續約(黃裕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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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灣林業政策與租地造林政策演變 

Table1 Taiwan's Forestry Policy and the Evolution of Forestation Policies in Leased Land 

 

    臺灣林地在管理上違規利用的情形嚴重，

林務局 2003年統計 85,847公頃國有林事業區

放租林地中違規種植農作有 6,630 公頃，2007

年統計國有林地被違法佔用者約 10,000 公頃

(陳芬蕙等，2011)。所以，國有林地內違規使

用情形，一直是政府亟待解決的問題。 

    依山坡坡地保育利用條例(2017)第 16 條

實施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查定之宜林地，其

已墾殖者，仍應實施造林及必要之水土保持

處理。同條例第 16 條（土地可利用限度）規

定，山坡地供農業使用者，應實施土地可利

用限度分類，並由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完

成宜農、牧地、宜林地、加強保育地查定。

土地經營人或使用人，不得超限利用。 依山

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標準規定(2017)，宜農、

牧地，應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

處理與維護，宜林地應符合造林或維持自然

林木或植生覆蓋，不宜農耕。 

(三) 國際潮流與林地政策轉變 

許多國際援助組織積極推動混農林業，

希能成為兼顧居民生計與保存森林的一種土

地經營方式。2010 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

約》第 10 屆締約國會議，日本政府特別提出

能維護生態系、創造人與自然共生的「里山

(Satoyama)」永續型農林業，並成立「國際里

山倡議聯盟(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IPSI)」，獲得全球 8 國政

府及 51 個組織簽署支持。透過推廣日本「里

山事例」，闡述對環境友善的混合農業型態，

在兼顧生產面、社會面與環境面的情況下，

達成永續的自然資源利用及生物多樣性維護

(黃裕星，2011)。 

    臺灣林務局為解決國有林地上農民的土

地使用問題，在政策上秉持兼顧國土保安與

農民生計之原則，參酌林試所「臺灣地區混

農林業可行性研究報告」之研究成果，研訂

「尚未完成造林之國有林出租造林地處理方

案」，對於尚未完成造林、以農藝化經營果

樹及茶園之租地造林地，必須選定30%之林

地，採因地制宜方式，進行均勻混植、帶狀

或塊狀造林(李桃生，2016)；在國有林地管理

依專家學者的研究結果作彈性調整，採混農

林業租約方式，為目前現階段務實作法。 

(四) 果樹專區規定 

    依臺灣農業發展條例(2016)第25條規定，

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就農業資源分布、

生產環境及發展需要，規劃農業生產區域，

並視市場需要，輔導設立適當規模之農產專

業區，實施計畫產、製、儲、銷、農產專業

區。另臺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訂有「優

年份 1945-1947 1948-1974 1975-1991 1992-迄今 

林業政策 以林養林 伐植平衡保安與生產並重 國土保安 國土保安資源保育 

租地政策  1968 年承租 30%營造果樹 1976 年停止放租  2004 年每公頃植 600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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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水果集團產區輔導作業規範」(2016)，設置

目的係為透過整合產區之農民、產銷班或生

產單位方式以形成聚落型態之集團產區，同

時導入優良品種與技術，並共同施作用藥，

以利提昇高品質果品比率及穩定供應，俾提

昇國產水果品質與提高產銷經營效益。因此，

設置釋迦水果專區之條件及經營管理應符合

該署作業規範。 

(五) 水土保持與水土災害 

    臺灣坡地農業問題，因現有水土保持方

法尚可克服，重點往往不在水土流失，而在

颱風季節坡地農路的維護與崩塌地治理(盧

惠生，2012)。國內相關研究資料也指出，超

限利用問題並非為坡地災害之主要原因(柯

勇全等，2006)，災害原因和農業超限利用關

係很小(陳子晴，2009)，鄭皆達(2001)指出河

川、溪流及水庫的水源是天上所下的雨水，

種樹並不能救水源，但能保護「水源地」(集

水區)，森林的水土保持功能有其整體性和有

限性，做好集水區水土保持工作，並不能達

到「零災害」的目的。 

    Hamilton(1985)指出，在許多發展中國家，

一些土地利用政策的基礎上，森林在整個集

水區的水文功能，是防止水土流失和泥砂減

少，森林砍伐造成減少降雨、供水，造成洪

水侵蝕和水庫淤積。但既使是健全的森林，

其水文功能仍有其極限。在某些其況下是錯

誤的誤解。盛志澄(2011)針對森林能否防洪的

疑慮，指出科學的證據很清楚地指出，森林

不能防止超大雨量所造成的洪水。 

    楊文燦、吳佩芬 （2000）建議在陡坡農

地上騰出 20％地面積做造林使用。Lo（2002）

提出以每個地形單元，參考美國和日本許多

水土保持措施，並以簡單準確的方法估算土

地利用的潛在價值，從 50 年代初至 70 年代

中期進行評估，適應當地的條件，並應用在

台灣中部山坡地區，維持了繁榮的坡地農業。

Adams（1999）發現有關森林可解決水減少

的問題，在認知和政策執行上是有差距。

Adams (1993)為加強環境管理和維護工作，如

何與當地政府聯繫良好的合作關係，結合地

方經濟和文化、公眾諮詢和參與是相當重要

的(Madgwic and O'Riodan，1995)。 

研究方法 

    本研究樣區擇定臺東頂岩灣果樹專區為

研究個案，參考國內外文獻、現行法令、實

務案例及目前臺灣水土災害主因、造林政策

之回顧、當前面臨之林地管理問題、「混農

林業」之可行性評估，並運用 GIS 分析進行

自然環境特性及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及

其綠覆率，並透過現勘，評估劃分適合農業

使用土地，並依據高程、地質、坡度、水土

保持措施、土石流潛勢區等面向去探討，以

確保本果樹專區能永續利用發展。研究方法

如下： 

(1) 分析設置專區之自然環境。 

(2) 依現行法令，評估劃設果樹專區之可行

性。 

(3) 運用 GIS 分析及現勘，劃分適合農業使用

地及宜林保育區。 

(4) 依墾農土地使用面積，由利害關係人、主

管機關及專家學者討論，經現勘後規劃出

果樹(釋迦)專業區範圍。 

(5) 以土壤流失公式及綠覆率指標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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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土壤流失量及整體綠覆率。 

(6) 現地訪談墾民代表及地方官員意見並現

勘，就水土災害疑慮爭議問題提出分析。 

(7) 提出因地制宜的集水區坡地合理保育利

用之最適方法。 

(一)地理位置  

    臺東頂岩灣果樹專區位於「臺東縣境第 

2508 號土砂捍止保安林」範圍內，該保安林

面積為 243 公頃。行政區屬於臺東縣卑南鄉

賓朗村(頂岩灣)，地勢由西向東傾斜，西以四

格山為至高點，東與卑南大溪為鄰，北邊鄰

近臺東原生應用植物園，南鄰臺東火車新站 

(圖 1)。 

 

圖 1 頂岩灣果樹專區航照圖 

Figure1 Aerial Photograph of the Fruit Special Agricultural Area at Ding-Yen-Wan 
 

(二)環境自然特性 

1. 高程 

    介於96~385m之間，以200~250m之間佔最

多，佔44.15%，約78.9%土地高度低於海拔300

公尺(表2)。 

2. 坡度 

    依山坡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分類，依

坡度級別分類，1級坡~4級坡佔80.42% ，5

級坡佔13.34%，6級坡則僅佔 6.24%，5級坡

以下(坡度小於55％)共占93.76%，多為宜農

牧地(表3)。 

表2 高程分布之統計結果 

Table2  Statistical result of elevation 
distribution 

高程(m) 面積(公頃) 百分比(%) 

96-100 0.32 0.13 
100-150 25.92 10.64 
150-200 40.32 16.56 
200-250 107.52 44.15 
250-300 50.08 20.57 
300-350 50.08 20.57 
350-385 1.28 0.53 

Total 243.5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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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坡度分布之統計結果 

Table3  Statistical result of slope gradient 
distribution 

3. 坡向 

    以東向、東北向為最多；水系屬卑南溪

流域；年平均雨量 2,000～ 2,600mm之間。

地質屬卑南山礫岩。土壤深度則以20cm以下

佔多數。 

4. 土地利用現況 

    依林務局1995年間辦理重測結果，林地

使用面積148.06公頃，租地造林與遭濫墾部分

則以種植釋迦、高接梨等農作物為主。依土

地利用現況套繪航照圖顯示，作物區135公頃，

佔全區55.43％；森林地98.91公頃，佔全區

40.61％(表4)，本區宜林地範圍為36.8公頃，

森林復育良好。 

 

 

 

 

 

 

 

 

表 4  土地利用類別之統計結果 

Table4  Statistical result of Land use category 
 

 (三)綠覆率指標分析 

    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標(NDVI)係為近紅外

光波段與紅光波段之差與兩波段之和的比值

(Rouse et al., 1974)，為綠色植物探勘最常用的

指標，該指標具有常態化效果，可減低地區

及季節間因光能量不同所造成之波譜反射差

異，故為植物生長狀態及植被空間分布密度

之最佳指標(陳朝圳，1999)，其已被廣泛應用

於測定綠色植物之光合作用、植物之覆蓋率

及生物量等。NDVI 值計算方法如下所示： 

 
式中 NIR 為近紅外光；R 為紅光。其值介於

-1~1，越大表示植物生長越旺盛、植被覆蓋

越佳。 

    Burgan and Hartford(1993)利用 NDVI 評

估綠覆率指標(Greenery Coverage Index, GCI)，

其計算式為： 

GCI = [(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 + 1)/2]𝛼𝛼 × 100% 

式中α表示 NDVI 與實際綠覆率之關係，為

簡化計算，本研究將以α = 1的檢疫條件進

行探討，亦即利用線性配置後產生 GCI 值，

NDVI將轉換成介於 0~100的植生覆蓋率因子。

級別 坡度(%) 面積(公頃) 百分比 

1 0-5 9.28 3.81 
2 5-15 47.04 19.32 
3 15-30 93.76 38.50 
4 30-40 45.76 18.79 
5 40-55 32.48 13.34 
6 >55 15.2 6.24 

Total  243.52 100 

類別 面積(公頃) 百分比 

水體 0.2 0.08 
作物區 135.0 55.43 
建築物 1.0 0.41 
植物覆蓋 2.9 1.20 
草生地 0.4 0.17 
森林地 98.91 40.61 
路 2.1 0.86 
裸露地 3.01 1.24 
總計 243.5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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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覆率植越大表示植生生長越旺盛，反之則

覆蓋越差(沈勝豐、陳明賢，2009) 

(四)土壤流失分析 

   有關土壤流失量之評估，依據「水土保

持技術規範」第 35 條規定，山坡地土壤流失

量之估算，得採用通用土壤流失公式

（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 USLE） 

Am=Rm*Km*L*S*C*P 式中， 

Am=土壤流失量（公噸/公頃/年）；換算成體

積以每立方公尺 1.4 公噸計之 

Rm=降雨沖蝕指數（百萬焦耳‧公釐/公頃‧

小時‧年） 

Km=土壤沖蝕指數（公噸‧公頃‧年/公頃‧

百萬焦耳‧公釐） 

L=坡長因子 

S=坡度因子 

C=覆蓋與管理因子 

P=水土保持處理因子 

結果與討論 

(一) 土地可利用限度評估 

    依山坡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1999)評

估保安林區之土地利用，由坡度、土壤有效

深度、土壤沖蝕程度、母岩性質四項因子做

分類依據，依各項因子狀況對土地做可利用

限度之分類，劃分為適合農業使用地及宜林

保育區。 

   本區坡度，依坡度級別分類 1 ~4 級坡佔

80.42%，淺層之 5 級坡佔 13.34%，6 級坡則

僅佔 6.24%，亦即，高達 93.76％可劃為宜農

牧地。本區山坡地宜林、宜農牧地之判釋，

最主要以坡度為主，經套繪航照圖與現地勘

查，差異不大，亦即，其他土壤有效深度、

土壤沖蝕程度、母岩性質 3 項影響因子較

小。 

    本研究區屬礫岩地質，地勢平緩，宜有

人為方式做水土保持，以免土壤流失。依王

鑫(2001)臺東縣卑南山礫岩分佈區地景資源

調查報告指出，本區屬河谷與高位河階的階

地崖等坡度較陡的地區，宜限作農牧用地，

坡地農業宜沿等高線作梯田方式開墾，且嚴

格限制可開墾之最大坡度。有關開發行為，

均需在做好水土保持。另現場勘查其水土保

持情形，由於頂岩灣社區居民對水土保持的

守護，使得下游攔砂壩興建完成近二十年未

見淤塞。溪流出口的鐵路因水土保持工程措

施維護良好。 

(二) 政策面 

依歷年林業管理政策，針對保安林地內

與國有林班內土地林農之土地爭議，政府是

採限期改正方式，如未能限期改正造林每公

頃補植600株，即採訴訟收回方式，惟收回後

土地亦未能妥善造林，又墾民因補植密度影

響經濟作物，配合意願不高。在歷年全國各

地墾民不斷陳情抗爭後，爰政府於2015年配

合國際潮流，秉持兼顧國土保安與農民生計

之原則，參酌林試所「臺灣地區混農林業可

行性研究報告」研究成果，擬具「尚未完成

造林之國有林出租造林地處理方案」，對於

尚未完成造林、以農藝化經營之果樹及茶園

之租地造林地，必須選定30%之林地，採因

地制宜方式，進行均勻混植、帶狀或塊狀造

林。 

政府彈性調整租地造林政策主要為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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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租地既存作物，因地制宜及兼顧國土保

安與林農生計之策略，對於列入該計劃之承

租地，在不砍除原有果樹之前提及避免影響

承租林農之農保權益下推行租地造林業務，

展延租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在非位於

森林法第 21 條所定地區，以檳榔需均勻混植

造林每公頃 600 株，其果樹之承租地，以塊

狀或帶狀方式完成面積 30%之造林，成活率

達 70%，無其他違規情形者，及准予換約續

租 9 年，如不合格，且仍未依通知改善，將

終止租約，收回林地(林務局，2015)。政府以

漸進方式復育造林，這也是實施混農林業明

確的政策方向。亦即，墾農只要配合新的租

地造林方案，就能合法取得林地續租，合法

使用林地作適地適種之混農林利用。 

林務局 2014 年研究報告也指出，臺灣自

2010 年底引進里山倡議概念和作法，受到政

府和民間相當的歡迎。特別以林務局為首，

在政策研究和實務推動計畫上給予支持，奠

定里山倡議在臺灣發展的基礎。目前，臺灣

各地符合里山倡議精神、從事「社會-生態-

生產地景」保全活用的相關案例愈來愈多。

現行森林法和臺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雖強調

森林公益價值，但沒有特別著眼淺山地區農

村居民生活和生計需求，例如里山倡議所推

動的「社區型混農林業」，在國內僅限於零

星討論，尚缺乏法規和政策支持，也缺乏相

關研究(李光中，2014)。「里山倡議」(Satoyama 

Initiative)指的是恢復、維持或增加社會生態

的 生 產 地 景 (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SEPL)，泛指人類開墾生產兼具社

會功能的生態地景，種類繁多，如次生林、

果園、茶園都在其列(廖靜蕙，2015)。 

 

(三) 果樹專區劃設 

本專區保安林地內，租地違約及無權佔

用之土地，依林務局提供資料所示，共計 247

筆，面積 153 公頃，占 62％。本研究以坡度

28°以下(<55%)適合宜農牧使用土地為主，並

由利害關係人、主管機關及專家學者討論，

規劃出果樹專區範圍。民眾(墾農)提供申請加

入「臺東鳳梨釋迦外銷專區」之土地面積，

計 116 筆，共 91 公頃，占 37％，經地方政府

與農民協調，農民自動放棄陡坡地之耕作土

地，經運用 GIS 套繪地籍圖及現墾戶使用土

地，扣除陡坡地面積(坡地 55％以上)、土石

流潛勢溪流兩旁等不適宜農牧使用之土地後，

共計 111 筆，面積 73 公頃，占 30％，申請加

入專區現墾戶套疊地籍圖如圖 2，果樹專用

區劃設範圍及建議林地保育區範圍如圖 3。 

 

圖 2 果樹專區及地籍圖之套疊 

Figure 2  Overlay of FSAA and cadas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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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果樹專區劃設範圍 

Figure 3  Boundary of FSAA delineation 

    臺東頂岩灣保安林種植果樹土地承租案，

經中央政府與地方機關多次會勘及協調，已

獲共識先劃設果樹專區，並循程序申請保安

林地解編後劃入山坡地範圍，再依山坡地可

利用限度分類標準，劃分為宜農牧或宜林土

地。本果樹專區劃入土地為坡地 55%以下之

土地，亦即劃分後之宜農牧地，可合法作耕

墾使用種植果樹。 

    本研究經訪談墾民代表，墾民對 2015 年

函頒之造林地處理方案，配合意願不高，對

政府得否能予以續約，並不抱持樂觀態度，

因之前也有墾民依規定補植造林，但林管處

並未同意續約，而將土地收回。另訪談縣府

官員表示，由於該土地位於原住民族傳統領

土地內之爭議，如循解編保林地方式，尚涉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規定，應與原住民族、

部落或原住民諮商，並取得其同意諮詢部落

同意。該果樹專區內未續約之土地，尚包含

訴訟中土地，倘訴訟中土地已依規定完成補

植面積 30%之造林，建議政府宜依規定予以

續約，以達合理土地利用。 

    依 GIS 分析後宜農牧用地面積高達 93％，

保安林內原由農民耕墾使用土地，包含括擴

墾土地、違規未續約等面積共計 153 公頃，

與其透過不斷訴訟，零星破碎的收回林地，

而林管機關，因礙於人力並無法妥適經營造

林，如以整體保安林地及集水區整體規劃經

營的觀點來考量，建議林政單位，可結合在

地居民，以里山倡議的概念，推展淺山地區

「社區型混農林業」，除了已納入規劃果樹

專區 73 公頃的土地外，果樹專區外之土地，

可規劃為生態保育區，鼓勵社區居民造林，

並結合生態旅遊及農業體驗等，提升住民生

活與生計。 

(四) 綠覆率分析 

透過綠覆率指標分析方法，本研究取

2014 年 11 月 21 日無雲之衛星影像(圖 4)分析

保安林區及果樹區之綠覆率分布，分析結果

顯示，整體保安林區之綠覆率為 75%，果園

專區範圍之綠覆率為 73%(圖 5)，顯示土地綠

覆情形良好，土壤沖蝕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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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研究樣區之衛星影像 

Figure 4  Satellite image of study area 

 

圖 5 研究樣區之綠覆率指標空間分布 

Figure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reenery 
coverage index in study area 

(五) 土壤流失分析 

臺灣坡地農作的問題，以目前台灣水土

保持處理方法已能克服，農牧用地種植果樹

時，果樹間保持草類覆蓋，可減少坡地逕流

與土壤沖蝕，同時整個山地區塊最下緣的下

坡區段，規劃為緩衝林帶，以阻截坡地水土

流失，達成國土保育終極目標(盧惠生，2012)。

經實地勘查本區皆採草生全園覆蓋，為最妥

適之果園水土保持措施。 

    運用土壤流失公式中各參數值之決定如

下： 

1.  決定降雨沖蝕指數 Rm 值 

   頂岩灣 2508 林班地位於台東縣卑南鄉，

其Rm值依台東縣台東市之降雨沖蝕指數Rm

值 12880 計算。 

2.  決定土壤沖蝕指數 Km 值 

   查表取離基地最近點富岡，得 Km=0.029 

3.  決定坡長因子 L 值 

    坡長因子

mlL 





=

13.22
，經量測擾 

 動之最長波面長度 l 約為 400 公尺，式中  

 m 值取 0.5 計算，其 L 因子經濟算後為 

 4.25。 

4.  決定坡度因子 S 值 

    坡度因子

065.0sin56.4sin41.65 2 ++= θθS  

計算平均坡度為 28.44%(12.8°)       

S=3.21+1.01+0.065=4.285 

5.決定覆蓋與管理因子 C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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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區為良好覆蓋，沒有人為工程大面

積 開發，故 C 值取 0.01 計算。 

6.  決定水土保持處理因子 P 值 

   水土保持處理因子 P 值取 0.5 計算。 

通用土壤流失公式計算結果 

Am=Rm*Km*L*S*C*P 

=12880*0.029*4.25*4.285*0.01*0.5 

=34.01（公噸/公頃/年） 

    依據國內相關調查資料顯示，鳳梨園在

坡度 20％且未實施水土保持者，其最大土壤

流失量一年可高達 185 噸/公頃，而較保守的

估計，農地未作水土保持之土壤流失量，平

均每年可流失 0.7～1.0 公分以上之表土（約

100～130 噸/公頃/年）。依上開分析結果，遠

低於未作水土保持之土壤流失量(陳尊賢等，

2008)。 

(六) 水土災害分析 

本區有 2 條野溪經水保局劃入土石流潛

勢溪流(DF126、127)，依水土保持局資料所示

風險潛勢等級中級，發生潛勢等級為低，又

本區 2 條潛勢溪流，非屬特定水土保持區及

高度潛勢風險區所規定之限制開發區域，尚

非屬不得解除編保安林之規定。依歷史災害

所示，頂岩灣內 DF126、DF127 土石流潛勢

溪流並無重大土石流災情 (臺東市公所，

2014)。 

2014 年於臺東縣下賓朗原住民部落發生

之土石流沖入民宅事件，引發之水土災害疑

慮，經實地勘查及圖面所示，頂岩灣果樹專

區地勢是西高東低，本區排水是向東流向卑

南溪(圖 6)，而下賓朗部落是位於十股野溪下

方，水流由東北往西南流，其地下水逕流方

向是不同方向，且下賓朗部落位於本果樹專

區西南側(圖 7)，與本研究區距離相當遠，其

水土災害發生原因與本果樹專區無關。 

 

圖 6 研究樣區之水系分布 

Figure 6  River distribution of study area 
 

 

圖7 下賓朗部落與果樹專區位置 

Figure 7  Location of Sha Binlang tribe and 
FSAA 

    近年來，河道下游段鄰近住戶旁已有護

岸工程施作，土砂溢流的風險相對降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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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捍止保安林之編定原因為保護花東鐵路之

保護花東鐵路，該區水土保持成效佳，依研

究土壤沖蝕率小，編入土砂捍止保安林需求

原因已漸消失，建議重新檢討解除保安林。 

(七) 提出有效之最適水土保持保育措施 

    本區坡度平緩，妥善有效的水土保持措

施是坡地保育利用，發揮保護大地、照顧在

地居民的基本要項，為更符合國土保安之功

能，維護果樹專區環境之永續發展，以整體

保安林經營思維規劃，不論是釋迦種植區(農

業區)或森林保育地都須配置、營造並維護妥

善的水土保持措施，尤其是農地水土保持措

施。宜農牧地之土地做農耕時，也需要實施

適當的水土保持處理，未來並可針對改善需

求之農地環境進行安全環境之營造。本研究

提出坡地最適保育措施如下︰ 

1.提升與維持山坡地植生覆蓋，在陡峭和裸

露的山坡地重新造林，坡度大避免農業使

用，規劃為造林區，農業釋迦區可配合劃

設小面積保育地，營造增加綠覆率，增加

生物量及生態減碳之效益。 

2.落實妥適坡地農業水土保持做法，平臺階

段、等高栽植、草地覆蓋等。 

3.妥適規劃設計森林保護林帶，騰出 30％面

積，在農業耕地邊緣規劃 20-30 公尺的森林

保護林帶，並營造以森林為主之陡坡溪邊

保護林帶。 

4.完整規劃集水區排水系統、穩定的斜坡道

路和小徑，設置必要植草排水溝，建構具

生態系統的排水系統。 

5.其他水土保持措施，必須在區內較不穩定

的地區建造一些工程與非工程之建造物，

如溪流兩側，以安定不穩地的土石及規劃

排水設施，將地表逕流引導至安全地區排

放。另也需要配合植生和農藝方法來加強，

並輔租用戶參與執行，才能達到永續經營

的目的。 

6.配合簡易農業旅遊設施，創造在地就業機

會，改善林業、土壤、水資源環境和保護

生態等項目，發展生態、林業和農業旅遊

等多樣方式，增加住民收入來源，以減少

對坡地農業的依賴。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依據 GIS 分析、綠覆率指標分析

及土壤流失公式分析，發現該果樹專區全區

位於海拔 385 公尺以下，宜農牧用地面積占

93％，土地綠覆率高達 73％，土壤沖蝕率小、

土壤流失率亦低，並與近年鄰近地區之水土

災害無關，水土保持良好。本果樹專區之劃

設，應可考量環境變遷之因素，因地制宜、

適地適作、作妥適之坡地合理利用，以兼顧

住民生計及地方產業發展。 

   本研究透過訪談發現，該區墾農配合混林

補植 30％造林方式的意願，迄今並未相對提

高，後續仍有待政策觀察。另本案位於原住

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內爭議，有待後續與原住

民部落溝通尋求合作參與方式。 

二、建議 

為維護果樹專區環境之永續發展，本研

究也提出以整體保安林經營思維，規劃營造

妥適水土保持之坡地最適保育措施。建議政

府對於低海拔且無水土保持之虞的山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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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社會、經濟及人文地景等環境變遷因素，

因地制宜檢討淺山坡地保安林解編之適宜性，

推展淺山坡地「社區型混農林業」，以永續

坡地合理利用與發展，營造臺灣新的山村美

麗風貌與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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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林業管理政策從早期1945-1947年以林養林，1948-1974年伐植平衡，保安與生產並重，1975~1991國土保安，1991~迄今國土保安資源保育，在混農林規定有1958年省府通過「臺灣林業政策」，規定山地保留地與尚未確定用途之林地「...其適於混農林地區，推行混農林作業…」。1968年修正「國有森林用地出租造林辦法」規定：租地造林人可用30％營造果樹。1976年「臺灣林業經營革方案」規定：國有林地已放租造林者，應督導完成造林，否則取銷合約限期收回林地。2004年「山坡地超限利用...
	表1 臺灣林業政策與租地造林政策演變
	Table1 Taiwan's Forestry Policy and the Evolution of Forestation Policies in Leased Land
	臺灣林地在管理上違規利用的情形嚴重，林務局2003年統計85,847公頃國有林事業區放租林地中違規種植農作有6,630公頃，2007年統計國有林地被違法佔用者約10,000公頃(陳芬蕙等，2011)。所以，國有林地內違規使用情形，一直是政府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 國際潮流與林地政策轉變
	許多國際援助組織積極推動混農林業，希能成為兼顧居民生計與保存森林的一種土地經營方式。2010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0屆締約國會議，日本政府特別提出能維護生態系、創造人與自然共生的「里山(Satoyama)」永續型農林業，並成立「國際里山倡議聯盟(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IPSI)」，獲得全球8國政府及51個組織簽署支持。透過推廣日本「里山事例」，闡述對環境友善的混合農業型態，在兼顧生產面、社會面與環境面的...
	(四) 果樹專區規定
	依臺灣農業發展條例(2016)第25條規定，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就農業資源分布、生產環境及發展需要，規劃農業生產區域，並視市場需要，輔導設立適當規模之農產專業區，實施計畫產、製、儲、銷、農產專業區。另臺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訂有「優質水果集團產區輔導作業規範」(2016)，設置目的係為透過整合產區之農民、產銷班或生產單位方式以形成聚落型態之集團產區，同時導入優良品種與技術，並共同施作用藥，以利提昇高品質果品比率及穩定供應，俾提昇國產水果品質與提高產銷經營效益。因此，設置釋迦水果專區之...
	(五) 水土保持與水土災害
	2T    Hamilton(1985)指出，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一些土地利用政策的基礎上，森林在整個集水區的水文功能，是防止水土流失和泥砂減少，森林砍伐造成減少降雨、供水，造成洪水侵蝕和水庫淤積。但既使是健全的森林，其水文功能仍有其極限。在某些其況下是錯誤的誤解。2T盛志澄(2011)針對森林能否防洪的疑慮，指出科學的證據很清楚地指出，森林不能防止超大雨量所造成的洪水。
	本區坡度，依坡度級別分類1 ~4級坡佔80.42%，淺層之5級坡佔13.34%，6級坡則僅佔 6.24%，亦即，高達93.76％可劃為宜農牧地。本區山坡地宜林、宜農牧地之判釋，最主要以坡度為主，經套繪航照圖與現地勘查，差異不大，亦即，其他土壤有效深度、土壤沖蝕程度、母岩性質3項影響因子較小。
	本研究區屬礫岩地質，地勢平緩，宜有人為方式做水土保持，以免土壤流失。依王鑫(2001)臺東縣卑南山礫岩分佈區地景資源調查報告指出，本區屬河谷與高位河階的階地崖等坡度較陡的地區，宜限作農牧用地，坡地農業宜沿等高線作梯田方式開墾，且嚴格限制可開墾之最大坡度。有關開發行為，均需在做好水土保持。另現場勘查其水土保持情形，由於頂岩灣社區居民對水土保持的守護，使得下游攔砂壩興建完成近二十年未見淤塞。溪流出口的鐵路因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維護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