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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甲溪流域，其為台灣西部主要河川，發源於 300公尺以上山脊， 

強勁的水力塑造了流域內豐富多變的地形景觀，擁有豐富多樣的生態

系統。本文研究其環境背景、生態系統、人類水利之應用……等多項

目，利用課堂所學知識加以觀察與分析比較，其中整理出食物鏈及生

態金字塔，使我們能更明瞭大自然中食物階級及能量的傳遞關俙， 

此外，也追查大甲大甲溪曾發生之生態系影響事件，分別為非生物系

事件─梨山大火；生物事件─大肚魚引進，觀察其事件前及事件後之

大甲溪生態系統的改變，並利用 SOWT分析，來評估大甲溪流域之優

勢、劣勢、威脅及機會，最後從中討論環境與工程之間該如何取捨、

工程前之環境評估，以及未來水力工程開發採用生態工法及低衝擊開

發……等方式，來有效維護大自然，降低對環境的破壞，達到生態之

保育與永續發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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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chia, Taiwan rivers in the West, rises 300 meters above the Ridge,Powerful hydraulic 

shaping River basin in the rich and varied landscape, with a rich and diverse ecosystem. 

Studied its background environment, ecosystems, and human water use ... ... And many 

other projects, using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the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which put together food webs and ecological pyramids, so foods class we can more clearly 

understand the nature and energy of the passing Guan XI,Also, also tracing Tachia Tachia 

Brook had occurred of ecological Department effects event, respectively for non-bio 

Department event-the Lishan fire; bio event-the big belly fish introduction, observation its 

event Qian and the event Hou of Tachia Brook ecological system of change, and using 

SOWT analysis, to assessment Tachia Brook basin of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and 

threat and the opportunities, last from discussion environment and engineering Zhijian the 

how choice, and engineering Qian of environment assessment, and future hydraulic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used ecological workers method and the low impact 

development...... Ways to effectively maintain the nature and reduce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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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經過一學期水域環境與生態保育課程的學習，挑選一挑河川流域，觀

測其完整之生態環境系統，並利用課堂所學知識，從此流域生態系統的

各面像分析研究，並規劃出未來河川流域之人工建設之方法，及環境評

估之重要性。 

二. 研究動機 

  大甲溪擁有豐富的地形景觀及生態環境，且其為臺灣西部主要河川，

第一條發電、防洪、灌溉、工業等多目標使用的河川，因此選其做為研

究分析對象。 

三. 環境背景介紹 

1. 大甲溪環境特色 

發源於中央山脈南湖大山南麓及雪山脈  3,000 公尺以上的山脊，在百

餘公里內匯集豐沛的水力傾瀉而下，不但塑造了流域內豐富多變的地形景

觀，也為中臺 灣帶來大量水力資源，是典型的急流河川。上游:源流溪谷地

區水的侵蝕力強，形成山谷、激流的侵蝕堆積；中游: 發源地至平等村一帶:

沖積扇、河階、肩狀平坦稜、角階、通谷與環流丘等地形，平等村至德基坡

轉緩:典型之峽谷地形；下游:流入平原，河寬達數百公尺以上，河床滿佈砂

礫與沉積物。年平均流量約 52.88CMS；水量均勻且豐沛使單位河長蘊藏水力

高居全台河川首位；台灣水質源最豐富的河川，也是水力發電的重心。上游

梨山地區年均溫約在 15度；中游谷關、東勢鎮、新社鄉一帶在 19度上下；

下游后里、神岡、清水、及大安區，溫度在 20~25 度。 

四.  生態系統 

1. 生態環境特性及系統 

          大甲溪的發源地海拔超過 3500公尺，河川坡度陡急，因此 

        富含豐富水力資；生態系多樣，有溼地生態系、溪流生生態系地景景色 

        多樣；大甲溪的上游支流森林茂盛，使溪中的水中生物甚為繁盛 。大 

        甲溪的生態系統是由生物和非生物能量、物質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生物: 

        魚類、藻類、浮游生物、蝦類、水生昆蟲…；非生物:空氣、水、環境、 

        碳、鐵、鉀、鈉、鎂、鈣、硫、磷等養分…。 

2. 食物網和生態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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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食物網  

 

 

 

上游金字塔 

 

 

 



大甲溪流域環境生態系統分析 

                                    6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13 年) 

中游食物網 

 

 

中游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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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食物網 

 

 

下游金字塔 

 

 



大甲溪流域環境生態系統分析 

                                    8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13 年) 

3. 大甲生態的穩定性 

               生態非常的多樣，且彼此的互動關係很繁多，群族複雜。 

          例如:生物互相關係： 

               互利共生: 高體鰟鮍將卵產於田蚌二枚貝的鰓瓣，使幼 

                         體能安全生長，蚌能擴大生長範圍。      

 

     競爭關係:位於同一階的生態金字塔，如大肚魚和台灣青鱂魚，   

              但鱂魚較弱小，逐漸滅絕；寄生關係: 魚類和寄生蟲 

              的關係，對於寄生蟲有利，對於魚類有害。 

          例如:生物和非生物互相關係 

          媒質:魚類靠著水生存，水作為物體和外界聯繫的介質；基底:如台灣  

          纓口鰍的扁平身體平貼於石，可耐激流；日光:藻類要陽光才能行光 

          合作用；營養因子:需要營養才能維持生命；自營性:藻類、青苔。 

          異營性:魚類、水生昆蟲、蝦子、蟹、浮游生物。有複雜的能量、物 

          質、訊息的傳遞路徑；有平衡性的能量的進出；自我修復的調節能力， 

          如物理作用:稀釋、吸附、沉澱；化學作用:當大甲溪於擴散、混合及 

          沈澱作用的過程中發生氧化、還原；生物作用:汙染源被大甲溪河川 

          中微生物、藻類、原生動物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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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甲溪人類的應用 

  大甲溪上游、武陵農場、梨山地區等水庫集水區，屬高經濟價值 

的水果蔬菜耕作區。興建水利工程，如水庫:德基水庫、青山壩、谷 

關壩…等；灌溉系統:灌溉水源自大安溪、大甲溪、烏溪等三大河川， 

乾旱季時以抽取地下水作為補給水源。 

 

大甲溪各圳路、水利設施相關位置圖 

 

大甲溪壩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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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事件分析與討論 

1.非生物事件--梨山大火 

事件之前:原樹種多為二葉松，具有一定的高度，可以覆蓋其他樹種及 

植物。 

事件之後:火燒山後，當地植物失去覆蓋，生態演替過程造成傷害；也 

影響水源涵養、水土保持，鳥類及哺乳類動物減少近一半。 

火燒後的植物灰燼屬於鹼性，一但經過豪雨沖刷入大甲溪， 

影響河川水質。 

對鳥類的影響 

 

 

 

 

 

 

對樹木的影響 

 

 

 

 

 

 

2.生物事件--大肚魚引進事件 

事件之前:台灣青鱂魚競爭力強，生存良好。 

事件之後:青鱂魚生存競爭的能力又不敵大肚魚，加 上青鱂魚的幼魚都 

被大肚魚追食，導致青鱂魚逐漸消失絕。 

大肚魚和青鱂魚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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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大甲溪生態的 SWOT 分析 

Strength(優勢) 

豐富的生態系 

自淨作用強 

穩定的生態系統 

多樣的生態環境 

複雜的食物鏈、生態金字塔 

Weakness(劣勢) 

河川湍急，適合生存物種少。 

雨季分布不均，有乾枯期。 

營養源不易保存  

Threat(威脅)  

 人類過度開發: 

工廠排放汙水:環境荷爾蒙 

水庫、壩:破壞當地生態 

遭排放民生汙水 

上游果農過度利用 

藻類能吸收過量農藥，產生優養化 

棄置外來種，使原本生態遭到破壞 

  自然災害: 

極端的天氣災害 

地震 

颱風 

 Opportunity(機會) 

經由復育使物種穩定，鞏固物食物網，大自然得以平衡 

大自然與人類共存，資源的永續發展 

建造綠色環境，提高產地價值，得到另類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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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總結 

大甲溪多數流域位在山地，然而山地地勢陡峭，使河水流速甚快，土地

無法充分的涵水，使得我們需 要蓋水利設施來彌補缺水問題，卻也因為，

河水的 強力沖刷，迫使水利設施的壽命減少。 

雖然大甲溪的水流湍急無法有效保水，但我們也利用河水湍急與高低位

差這點，開發出水力發電，提供台中地區之供電，將大甲溪之功用發揮到最

完善。因為蓋工程建設勢必會侵犯到原有的生態環境，所以事前環境評估與

建設規畫顯得格外重要。 

  為了維持環境生態與工程之間的平衡，採用生態工法的設施，與盡

量使用低衝擊開，發除此之外，政府若能配合相關立法，對於破壞環境

的不肖廠商嚴厲逞辦，也能有效的保護環境。最後，全民多關心環境的

復育，多盡點責任，才能使生態環境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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