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40

第四節、淡水河流域各支流任務分派與模組建議 

基於上述對於淡水河流域治理架構提出，是基於不同尺度與層級，所對應關於水防

線(分區治理)、治理規劃模組(Model)以及水敏式都市設計最佳化管理操作(BMPs)，

所對應所採用方法與工具。 

本節主要針對淡水河流域六大集水分區(基隆河、新店溪、大漢溪、淡水河、翡翠水

庫、石門水庫)，基於區域尺度與地方尺度，提出各流域水防線(分區治理)原則與目

標設定，並擬定任務分配與空間規劃模組內容，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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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1─水防線(分區治理)分區界定：針對各子集水區為分析範圍，以各水防線(分

區治理)分區為探討空間。 

 Step2─土地利用變遷分析：係針對各集水區範圍，利用「國土利用調查」6資料，

以 1995 年度與 2006 年度為分析年度，詳細分析方法與內容參閱附錄五第一節土

地利用變遷分析內容。 

 Step3─地表逕流變遷分析：主要透過水文分析分法，針對前述各土地利用不同

地表特性，並以各流域水在雨量站為降雨強度之估算7，進行逕流估算，基本分析

假設為「每一塊土地均有其逕流任務」，因此主要透過合理化公式進行地表逕流

分析，詳細分析方法與內容參閱附錄五第二節流域洪峰量估算。 

 Step4─因應氣候變水防線(分區治理)目標設定：因應氣候變遷支流域目標設定，

係以「回復至 1995 年土地利用地表逕流」作為流域水防線(分區治理)目標。 

 Step5─任務分派與空間規劃模組建議：基於各流域開放空間、未來新開發區、

以建成區，所對應 4 道水防線(分區治理)內容，提出治理規劃模組(Model)作為地

方/集水區流域治理空間規劃參考，詳細規劃模組參閱第伍章第三節治理規劃模

組。 

 
 
 
 
 
 
 
 
 
 
 
 
 
 
 

                                                 
6 「國土利用調查計畫」係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報奉行政院核定之「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十年計

畫」之子計畫，於 95 年度起交由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分年度辦理全國（含金馬地區）之國土利用調查作業

及成果資料整合建置 http://lui.nlsc.gov.tw/LUWeb/Welcome.aspx 
調查內容主要針對 9 大類土地使用進行調查，包括：農業、森林、交通、水利、建築、公共、遊憩、礦

鹽、其他使用等 9 大類。 
7 本研究所運用降雨強度採用 5 年一次降雨頻率，其原因為本研究主要係針對「內水」部分，主要保護表準

為 5 年降雨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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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隆河 

（一）環境概況 

基隆河全長 86 公里，流域面積為 501 平方公里。其上游平溪山區為臺灣雨量最多

地區，因此易造成下游水患，已進行兩次的截彎取直以及分洪道工程。其東北方

有基隆火山群，基隆河流經瑞芳後進入和緩丘陵帶，河谷漸地開廣，成為曲流，

並且自八堵、松山到汐止有廣大的河床平原，之後由南港進入臺北盆地。就基隆

市的範圍內，地勢南北兩側較高往河川傾斜，聚落多集中在水岸河階地與平原，

多開發為農業與工業使用。 

 

圖 5-20  基隆河流域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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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5~2006 年土地使用變遷 

 
圖 5-21  基隆河流域 1995 年土地利用圖 

 
圖 5-22  基隆河流域 2006 年土地利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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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洪峰變化量最大者為水岸河階地與山坡地，大部分來自建築使用，而保水區

變化也很大，特別是建築使用及交通使用，變遷幅度達 3~4 倍之多，開發量增加

最多，達 4 倍多。基隆河全流域過去 10 年總共增加約 450cms，變化幅度為整個

淡水河子集水區內最大，為本計畫示範地區選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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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防線分區治理圖 

保水區範圍不大，大部分在平溪與瑞芳山區，滯洪區佔 46%，範圍為瑞芳區、暖

暖區、汐止、七堵、內湖等山坡地，抗洪區佔 33%，逕流量增加最多，為水岸河

階地都市發展地區，調適區成帶狀沿著基隆河水岸，屬於經常性洪泛地區。 

    

圖 5-23  基隆河流域水防線分區治理圖 

（四）水防線任務分派設定與建議模組 

基隆河流域 10 年間因開發，水利系統在既有的保護標準下，增加 450 cms 需要額

外被處理，假設依照 1995 年之土地利用為土地治理模式基礎，以 2006 年土地利

用的條件下，土地使用對於洪峰量的分配上，至少有以下的任務分配： 

保水區—吸納 68 cms 洪峰量，滯洪區—吸納 44 cms 洪峰量，抗洪區—吸納 313 

cms 洪峰量，調適區—吸納 23 cms 洪峰量，因此基隆河流域未來在任務上重點

為於滯洪區以及抗洪區的土地使用模式以及新開發區逕流量之控制，特別是抗洪

區河階地未開發地區未來應以低衝擊手法，以都市設計標準設定零增逕流量（自

行吸收）、鼓勵提高建築高程，或是強調都市災害的恢復力與抗災力，低樓層不做

居住使用進行管制，其他既成都市空間更進一步透過景觀改造或是更新手法，利

用公共空間與建築屋頂、地下室空間吸收小單元社區的逕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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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目前已有基隆河洪氾區土地使用管制辦法以及基隆河流域整治特別條例，為

加速改善基隆河排水防洪功能，並且強化洪氾地區土地使用管制而制定，此管制

分區(一級、二級)範圍建議納入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進行整合與資訊分享。 

另外依據基隆河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建築許可審核基準，針對新建建築物已有垂直

安全分級的概念，建議於都市設計審議規範中，納入相關重現期距標準(200 年)，

並且視氣候變遷模擬情境進一步研擬子集水區為單元的聚落低樓層、地面空間的

使用都市設計抗洪建築指標，以及洪水暫時容納量。另外針對既有建築也提出獎

勵辦法或在都市更新案中檢視建築架高、地下洪水調節系統與滯洪容量指標。 

 建議重點規劃模組： 

【模組 6】公共設施用地設置貯留設施彈性機制 
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模組 7】平地住宅保水排水系統整體規劃與增設機制
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與工務處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模組 8】平地複合使用開放空間系統與綠色基盤整體

改造規劃 

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模組 9】道路(與停車場)逕流抑制與既有設施改造保

水規範 

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與工務處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與工務局 

【模組 10】洪水平原水域生態敏感地保護與易淹水區

土地使用管制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模組 11】抗洪能力提升計畫暨兩棲建築設計規範 
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與工務處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與工務局 

【模組 12】洪氾地區安全分級與調適都市設計暨更新

規範 

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模組 13】洪氾區管制與洪氾保險制度推動 
基隆市政府工務處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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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4  基隆河流域四道水防線分區減洪目標設定示意圖 

 

圖 5-25  基隆河流域建議模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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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店溪 

（一）環境概況 

河長 81 公里，流域面積 921 平方公里。主流上源為北勢溪，溪水在龜山、屈尺、

廣興等三地，形成 12.8 公里的曲流，沿岸河階發達、地勢平緩，到了碧潭，新店

溪，河道從此轉為平坦開闊，接著又有安坑溪及發源自石碇，與木柵的景美溪蜿

蜒而入。新店溪上游烏來地區地形呈現典型幼年期之河谷地形，峽谷、斷崖及瀑

布等地理景觀處處可見。上游部分土地林木蘊鬱，植生遍佈， 有 80%為森林覆蓋，

中下游新店與文山等區則多山坡地開發情形。 

 

圖 5-26  新店溪流域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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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5~2006 年土地使用變遷 

 
圖 5-27  新店溪流域 1995 年土地利用圖 

 

圖 5-28  新店溪流域 2006 年土地利用圖 



 

 
5-50

 

 

四區中 10 年逕流洪峰量增加最多為抗洪區及滯洪區，行政區為新店區及文山區，

特別是山坡地區，靠近上游的保水區（烏來），佔整個集水區一半以上的面積，近

10 年開發土地面積最大，特別在水利使用、交通使用以及建築使用上; 中下游地

區則以建築使用、交通使用、遊憩使用的開發量最大，可見各種人為活動與開發

型態逕流變化的影響，以整體流域而言，過去 10 年共增加了 120 cms 的洪峰逕流



 

 
5-51CNHW 

INTERNATIONAL 

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因應全球暖化及氣候異常研擬淡水河流域都市發展與流域防災整合

量。 

（三）水防線分區治理 

新店溪上游烏來地區大多屬於保水區，新店區、石碇區、深坑區、文山區等山坡

地部分則屬於滯洪區，文山區與新店區水岸旁都市發展地區屬於抗洪區，永和與

中和區則屬於調適區。 

 

圖 5-29  新店溪流域水防線分區治理圖 

（四）水防線任務分派設定與建議模組 

新店溪流域 10 年間因開發，水利系統在既有的保護標準下，增加 120cms 需要額

外被處理，假設依照 1995 年之土地利用為土地治理模式基礎，以 2006 年土地利

用的條件下，土地使用對於洪峰量的分配上，至少有以下的任務分配： 

保水區—吸納 5 cms 洪峰量，滯洪區—吸納 43 cms 洪峰量，抗洪區—吸納 44 cms

洪峰量，調適區—吸納 28 cms 洪峰量，因此新店溪流域未來在任務上除了減少與

復育目前保水區的土地開發（特別是道路與建築使用），重點則在於滯洪區以及抗

洪區的土地使用模式以及新開發區逕流量之控制，除了新開發區以都市設計標準

設定逕流量歸零（自行吸收），更進一步透過景觀改造或是更新手法，利用公共空

間與建築屋頂、地下室空間吸收小單元社區的逕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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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重點規劃模組： 

【模組 2】坡地(建築、道路)開發管制與逕流抑制規範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模組 6】公共設施用地設置貯留設施彈性機制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與工

務局 

【模組 7】平地住宅保水排水系統整體規劃與增設機制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與水

利局 

【模組 8】平地複合使用開放空間系統與綠色基盤整體

改造規劃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模組 9】道路(與停車場)逕流抑制與既有設施改造保

水規範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與工

務局 

【模組 12】洪氾地區安全分級與調適都市設計暨更新

規範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模組 13】洪氾區管制與洪氾保險制度推動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圖 5-30  新店溪流域四道水防線分區減洪目標設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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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  新店溪流域建議模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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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漢溪 

（一）環境概況 

河長 135 公里，流域面積 1,163 平方公里，行政區涵蓋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

以及宜蘭縣的一小部分。大漢溪自石門水庫以下，河水的侵蝕準面降低，導致河

流急速下切，原有的河道因而形成高起的河階地，遂在大漢溪沿岸有數層與河流

平行的直行河階地形；其中，面積較大、較明顯的河階臺地稱為「坪」，如：阿姆

坪、大溪坪、大灣坪。位於河階地上下階中間的第二層，既沒有上層山區蜿蜒的

交通不便，也沒有下層窪地的水患之虞，適合開發與居住， 形成最早開發、也是

繁華所在的大溪市中心。大漢溪經板橋後至江子翠匯合新店溪後注入淡水河。石

門以下，大漢溪漫流在桃園臺地、山仔腳山坑和東側 的丘陵之間，經過大溪、鶯

歌，直到臺北盆地。 

 

圖 5-32  大漢溪流域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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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5~2006 年土地使用變遷與洪峰量變化分析 

 
圖 5-33  大漢溪流域 1995 年土地利用圖 

 
圖 5-34  大漢溪流域 2006 年土地利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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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溪集水區跨越四道防水線分區，過去 10 年土地使用變化極大，特別是水保區，

開發量達原本 1995 年 3 倍以上，多為交通使用與農業使用。其他滯洪區、抗洪區

以及調適區也近達 1 倍開發量，以交通使用、建築使用以及遊憩使用的開發量為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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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5 年降雨強度來算（各水防線區有其雨量站與數值），全部流域所增加的洪峰高

達 590CMS，特別是靠近水岸河階地區的抗洪區與調適區增加量為最多，包括三

峽市區、土城、板橋、樹林、鶯歌市區等等。 

（三）水防線分區治理 

跨四道水防線分區，以回復 1995 年土地使用吸納洪峰量為主，需透過土地使用與

空間規劃減低約 590CMS 的洪峰量。 

   

圖 5-35  大漢溪流域水防線分區治理圖 

（四）水防線任務分派設定與建議模組 

依照 1995 年之土地利用為土地治理模式基礎，以 2006 年土地利用的條件下，土

地使用對於洪峰量的分配上，至少有以下的任務分配： 

保水區（三峽區山坡地）—吸納 6 cms，滯洪區（大溪鎮、三峽區、鶯歌區山坡地）—

吸納 93 cms，抗洪區（鶯歌區、三峽陣、樹林區河階地市區）—198 cms，調適

區（板橋、土城區）293 cms。 

保水與滯洪區為水質與水源保護地區與災害敏感地區，未來應保持高土地開發管

制，甚至提高保護層級，並且限制新增墾殖，尤其是產業道路與破壞水土之農業

使用，重新檢視災害潛勢地區，劃設災害分區並且納入防救災與避難系統，與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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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空間系統規劃。 

滯洪地區須配合都市成長管理與總量管制措施，以子集水區為單位提出地區逕流

流出量與發展指標、水質排放指標，限制開發。 

抗洪與調適地區以既有淡水河整體治理規劃、易淹水地區計畫、洪水平原管制持

續推動為基礎，短期透過都市更新方案與都市設計審議機制，廣泛推動複合型開

放空間與綠色基盤系統規劃、公共空間(含道路)暴雨處理規範與容量規定、抗洪與

兩棲建築設計規範、建築基地雨水貯留滲透利用、以及地下調節系統計畫。長期

則透過都市計畫法令機制手段，提升洪氾平原地區土地使用管制效能與位階。 

 
圖 5-36  大漢溪流域四道水防線分區減洪目標設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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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重點採取的規劃模組為： 

【模組 2】坡地(建築、道路)開發管制與逕流抑制規範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模組 5】保護區與農業區保水管制與貯留設施規範 
桃園縣政府農業發展局與水務局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與水利局 

【模組 6】公共設施用地設置貯留設施彈性機制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模組 7】平地住宅保水排水系統整體規劃與增設機制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與水利局 

【模組 8】平地複合使用開放空間系統與綠色基盤整體改造

規劃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模組 12】洪氾地區安全分級與調適都市設計暨更新規範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圖 5-37  大漢溪流域建議模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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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淡水河 

（一）環境概況 

盆地地形，三面環山，位於基隆河、淡水河、新店溪、景美溪中下游地區，地勢

地窪，且為感潮段，若遇暴雨則水位暴漲高出兩岸地面，逕流無法排除造成內水

型的淹水情況，須由抽水站輔助。為都市發展密度最高且人口密集，開發程度最

大，也是未來氣候變遷威脅最大的集水區。 

 

圖 5-38  淡水河流域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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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5~2006 年土地使用變遷 

 
圖 5-39  淡水河流域 1995 年土地利用圖 

 
圖 5-40  淡水河流域 2006 年土地利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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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盆地發展歷程已久，因此新開發量以盆地周邊山坡地區增長較多，類型上以

交通使用及遊憩使用變化幅度最大，在接近洪泛平原以及水岸地區盆地區，遊憩

使用變化幅度最大，農地減少，10 年來總共增加 174 cms 的洪峰逕流量。此純粹

是從雨水逕流為計算，海平面上升之威脅雖不在此列，但可以預備的是受到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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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升影響未來洪泛平原範圍的擴大。 

（二）水防線分區治理圖 

三重、蘆洲、大同區與北投區之洪氾平原地區，屬於調適區，重點在於快速恢復

能力以及災害避難系統的強化，中正、大安、五股、士林、北投之淺山山坡地（鄰

接洪氾平原），屬於抗洪區。五股、泰山、北投、士林的山坡地，屬於滯洪區，北

投、士林北側山頭則為分水嶺，屬於保水區。 

 
圖 5-41  淡水河流域水防線分區治理圖 

（三）水防線任務分派設定於建議模組 

淡水河流域 10 年開發，水利系統在既有的保護標準下，增加 174 cms 需要額外被

處理，假設依照 1995 年之土地利用為土地治理模式基礎，以 2006 年土地利用的

條件下，土地使用對於洪峰量的分配上，至少有以下的任務分配： 

保水區—吸納 5 cms 洪峰量，滯洪區—吸納 54 cms 洪峰量，抗洪區—吸納 59 cms

洪峰量，調適區—吸納 56 cms 洪峰量。 

抗洪與調適地區以臺北市總合治水計畫為基礎、易淹水地區計畫、洪水平原管制

持續推動為基礎，短期透過都市更新方案與都市設計審議機制，廣泛推動複合型

開放空間與綠色基盤系統規劃、公共空間(含道路)暴雨處理規範與容量規定、抗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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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兩棲建築設計規範、建築基地雨水貯留滲透利用、以及地下調節系統計畫。長

期則透過都市計畫法令機制手段，提升洪氾平原地區土地使用管制效能與位階。 

以臺北市總合治水計畫為基礎，結合綠色基盤計畫與景觀綱要計畫等，以子集水

區、排水分區為單位分析滯洪條件，與洪水可容納總量，作為都市設計管制或審

議指標。提升保水區與滯洪區坡地部分開發管制與公共設施、道路、住宅基地開

發等逕流抑制排放總量與水質管理。 

在洪水平原部分，則以排水分區為單元，除滯洪池推動設置外，建議整合公共空

間系統規劃、都市更新計畫，設定一定比例保水、滯水容量，並且提出都市空間

垂直安全分級及相對應的空間使用性質與品質規範。 

新開發地區嚴格控制逕流流出比例(最佳化趨近零增逕流量)，並且推動抗洪、調適

都市設計示範地區，尤其在基隆河中下游與淡水河交匯處、社子島等地區，其水

岸開發或既有都市更新，必須引入抗洪、與水共生、超級堤防、兩棲住宅的水岸

都市設計概念，配合低樓層、地下空間系統與人工基盤調節洪水以及排抽水系統

規劃。 

 建議重點規劃模組： 

【模組 2】坡地(建築、道路)開發管制與逕流抑制規範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模組 5】保護區與農業區保水管制與貯留設施規範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模組 6】公共設施用地設置貯留設施彈性機制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模組 7】平地住宅保水排水系統整體規劃與增設機制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模組 8】平地複合使用開放空間系統與綠色基盤整體改造

規劃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模組 9】道路(與停車場)逕流抑制與既有設施改造保水規範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與工務局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模組 10】洪水平原水域生態敏感地保護與易淹水區土地使

用管制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模組 11】抗洪能力提升計畫暨兩棲建築設計規範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與工務局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模組 12】洪氾地區安全分級與調適都市設計暨更新規範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模組 13】洪氾區管制與洪氾保險制度推動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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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2  淡水河流域四道水防線分區減洪目標設定示意圖 

 

圖 5-43  淡水河流域建議模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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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翡翠水庫 

 
圖 5-44  翡翠水庫範圍圖 

（一）環境概況 

翡翠水庫位於新店溪上游， 北勢溪下游，行政區主要屬新北市石碇區及坪林區，

由臺北市政府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管理營運，為臺北市最重要水源；集水區業經

劃定為臺北水源特定區，由經濟部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委員會管理，為臺灣目前

唯一之水源特定區。 其土地分區為主要為保安保護區（81%)、生態保護區（13%)

及水庫保護區等，並視現況與實際需要，劃設住宅區、農業區等使用分區。 

特定區內各種土地均被嚴格要求依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規定使用，並達到防止水源

特定區內之濫墾、濫伐、濫葬、採取及堆積土石、擅自採礦、擅闢道路、超限利

用、堆置廢棄物等不當行為，以維護集水區之水源、水質、水量之潔淨與安全之

目的。（來源：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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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5~2006 年土地使用變遷與洪峰量變化分析 

 
圖 5-45  翡翠水庫 1995 年土地利用圖 

 
圖 5-46  翡翠水庫 2006 年土地利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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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 翡翠水庫 

水防線分區 保水區 

土地利用(m2) 1995 2006 變遷幅度(%) 

未開發 

農業使用  14,819,156  11,925,933 -19.52%
森林使用  270,969,858  269,866,792 -0.41%
水利使用  11,772,857  12,364,405 5.02%
其他使用  3,232,626  3,369,627 4.24%

已開發 

建築使用  599,922  1,241,506 133.59%
公共使用  -  159,880 
交通使用  1,899  2,382,787 125404.62%
遊憩使用  90,677  195,473 115.57%
礦鹽使用  19,409  - -100.00%

小計 301,506,403 
未開發土地(m2)  300,794,497  297,526,756 -1.09%
開發土地面積(m2)  711,907  3,979,647 459.01%
無開發係數 0.8 0.8
開發係數 0.95 0.95
採用雨量站 坪林(4) 

5 年降雨強度(mm/hr)  57  57 
未開發洪峰(CMS)  3,795  3,754 -1.09%
開發洪峰(CMS)  11  60 459.01%
總洪峰(CMS)  3,806  3,814 0.20%
10 年間變化(CMS) 8    

因受嚴格管制關係，十年就開發量而言土地使用變化不大，較 1995 年開發增加約

3.5 倍多，最主要的變化來自於交通開發以及建築使用，以坪林雨量站之 5 年降雨

強度 57 mm/hr 計算，若要恢復至 1995 年之逕流吸納水準，需減少 8cms 的逕流

量。 

（三）水防線分區治理 

屬於水保區，目前因有臺北市水源特定管理局管理，其管制較為全面性，包含土

地使用、都市計畫、建築管理、護漁管理、復舊造林、墾植地處理、水質污染防

治、水源保育與回饋管理運用等等。建議持續依據臺北水源特定區土地使用管制

要點，其針對各種土地使用進行容積、建蔽率以及使用類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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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7  翡翠水庫水防線分區治理圖 

（四）水防線任務分派設定與建議模組 

結合既有特定水源管理局之政策內容，主要任務有 1)集水區管理、治理之資源調

查、規畫、計畫擬訂及相關研究發展事項之推動。2) 災害緊急應變綜合業務事項。

3)教育宣導事項，4)水土保持與水質管理，5)林地、森林、集水區等土地管制以及

相關違反水利法、水保法、都市計畫法及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等等行為之監測與

處理。 

 建議重點採取的規劃模組為： 

因目前已有相關之土地管制與專案執行單位內容，在重點規劃模組上建議推動目

前管制事項較無涉及的部份，包括【模組 5】保護區與農業區保水管制與貯留設

施規範，【模組 4】集水區及野溪防災基礎設施與避難措施整體規劃，【模組 2】

坡地(建築、道路)開發管制與逕流抑制規範，以上規劃模組執行與規範設計皆由

臺北市特定水源管理局進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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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8  翡翠水庫四道水防線分區減洪目標設定示意圖 

 

圖 5-49  翡翠水庫建議模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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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石門水庫 

 
圖 5-50  石門水庫範圍圖 

（一）環境概況 

石門水庫為一多目標水利工程，提供灌溉、發電、給水、防洪、觀光等功能，供

應桃園臺北地區 180 萬人口公共給水。但近年淤積問題嚴重，水庫壽命受到威脅。

其位於大漢溪上游，海拔可到 2000 多公尺，河谷地形，形成數段河階地，有多條

農路、林道與部落聯絡道路交錯其間，集水區內多為坡度大於 55％，約佔集水區

之 60.5％(林昭遠，2004)。 

本集水區出露之岩層大部分為沉積岩及輕度變質岩，屬高溫多濕地區，雨季甚長，

乾濕季節不顯明，固分部於區內西北部丘陵地之黃棕色紅壤，而冷濕之廣大山區，

本最適於土壤灰化作用之進行，為因地勢陡峭，又多風雨，表層沖蝕劇烈，氣候

型態屬亞熱帶重濕氣候。而經由歷年觀測資料得知集水區內年平均降雨量約為

2350mm（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行政區域除東邊之一部份屬宜蘭縣大同鄉、西端一帶屬新竹縣五峰鄉，西北角之

極少部份屬新竹縣關西鎮、桃園縣大溪鎮與龍潭鄉外，大部分地區均隸屬桃園縣

復興鄉與新竹縣尖石鄉。管轄單位分屬縣市政府、自來水公司、水土保持局與林

務局，原住民為泰雅族(占復興鄉人口約 70%)，地質年代愈向西北愈新，走向大致

由東北向西南傾斜 3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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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5~2006 年土地使用變遷與洪峰量變化分析 

 
圖 5-51  石門水庫 1995 年土地利用圖 

 
圖 5-52  石門水庫 2006 年土地利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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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 石門水庫 

水防線分區 保水區 

土地利用(m2) 1995 2006 變遷幅度(%) 

未開發 

農業使用  22,608,004  20,676,045 -8.55%

森林使用  710,442,640  689,382,759 -2.96%

水利使用  11,185,503  16,757,800 49.82%

其他使用  1,202,270  13,178,754 996.16%

已開發 

建築使用  1,042,502  2,042,024 121.49%

公共使用  267,059 

交通使用  46,191  3,925,148 8397.57%

遊憩使用  306,216  571,085 86.50%

礦鹽使用  20,749  53,400 157.36%

小計 746,854,075  

未開發土地(m2)  745,438,417  739,995,358 -0.73%

開發土地面積(m2)  1,415,658  6,858,716 384.49%

無開發係數 0.8 0.8 

開發係數 0.95 0.95 

採用雨量站 福山 

5 年降雨強度(mm/hr)  56  56 

未開發洪峰(CMS)  9,311  9,243 -0.73%

開發洪峰(CMS)  21  102 384.49%

總洪峰(CMS)  9,332  9,345 0.14%

10 年間變化(CMS)  13  
＊本計畫計算，採用福山站 5 年降雨強度 56 mm/hr 

 

從表中可得出，過去十年的開發土地面積增加了近 4 倍，其中特別是交通使用增

加最多，變遷幅度達 83 倍，十年總共增加 13 cms 的逕流量。本計畫目標設定前

提為極端氣候下的降雨強度不確定性高，超規暴雨下空間規劃之當務之急，已非

提高目前設計容量的降雨強度，而是恢復土地吸納水份的自然能力，本計畫所設

定的自然能力最低基準，為 1995 的土地與逕流條件，因此就石門水庫集水區而言，

最基本則需吸納過去 10年增加 13 CMS的水量，以此為基礎再進一步提昇目標值。 

（三）水防線分區治理 

屬於水保區。已建成區零星分布，開放空間與綠地面積大，為石門水庫集水區保

育地區。目標設定為減少 13 CMS 洪峰逕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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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3  石門水庫水防線分區治理圖 

（四）水防線任務分派設定與建議模組 

因應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上游集水區以土地使用管理與防災監測之非工程

手段為主，山坡地治理為輔；中長期目標為延長水庫壽命、降低缺水風險，此外

並可增加集水區原住民就業機會等附加效益。 

主要屬於重要水質與水源保護地區與災害敏感地區，未來應保持高土地開發管

制，並且限制新增墾殖，重新檢視災害潛勢地區，劃設災害分區並且納入防救災

與避難系統，與防災空間系統規劃。各項工程應因地制宜，非以傳統硬性工法處

理不可者外(主要泥砂來源之崩塌、地滑、土石流等)，宜優先就地取材，採用柔性

工法為之。針對各種野溪變化，採取適合之防砂設施予以對應整治，期以減少縱

橫向沖刷及兩岸崩塌為目標。 

另外野溪旁也應嚴格管制水岸土地使用變動與生態保育，排水水質管制指標，並

且以生態植生手法改善河川與野溪環境，前述皆須透過社區參與共同提出治理措

施(含原住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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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全球暖化及氣候異常研擬淡水河流域都市發展與流域防災整合

 
圖 5-54  石門水庫四道水防線分區減洪目標設定示意圖 

 
圖 5-55  石門水庫建議模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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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重點採取的規劃模組為： 

【模組 1】坡地水土敏感地調查保育、劃定、復育與監測 桃園縣政府農業發展局＊ 

【模組 2】坡地(建築、道路)開發管制與逕流抑制規範 桃園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模組 3】坡地排水(含滯洪沉砂)整體系統規劃與生態化規範 桃園縣政府水務局＊ 

【模組 4】集水區及野溪防災基礎設施與避難措施整體規劃 桃園縣政府水務局與工務局 

【模組 5】保護區與農業區保水管制與貯留設施規範 桃園縣政府農業發展局與水務局 

＊需與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共同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