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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示範地區中上游地區開發之淹
水洪患分析之操作模式與分析 

 

第一節、示範地區範圍之建議與評估 

一、示範地區選址評估作業 

整體流域示範地區之治理操作，依據合約工作項目之要求，主要任務是探討中上游

地區開發對於下游淹水洪氾之影響，並進一步提出各種中上游土地限制開發與下游

土地補償之機制與空間規劃。在 100 年 3 月 9 日召開之期初審查會議決議，示範地

區的選定，應透過工作小組會議模式，邀請專家學者及各縣市政府之相關局處單位

進行討論後再行確認。以下就示範區域評估分析重點進行說明。 

（一）選址考量評估項目 

選址之評估考量，主要分為三大項八個因子（詳見表 6-1），期望透過評估分析，

遴選出具實際操作機會之示範地區。 

表 6-1 示範地區評估項目說明表 

評估項目 各項評估因子 說明 

自然與人

為條件 

中上游地區 參考現況河段治理與上游水土保持區域劃分 

土 地 利 用 變 遷 幅 度

(1994~2006) 

以土地利用變化幅度最大地區為考量(地區包含

行政區界與子集水區疊圖評估) 

綠覆率 30%以上地區面

積 (%) 
參考綠覆情形並輔以土地利用分析之評估 

建成區所占都市計畫區面

積(%) 

以都市計畫區已建成狀況進行分析，了解其可再

發展之潛力 

開發限制 
水資源開發管制區 多位於上游地區，因發展限制高故以刪減法先行

刪除 環境敏感區 

政策引導 

新開發或預計開發之計畫 最後端之評估項目，以目前或是未來可能進行開

發、尚能夠提出都市規劃、開發及設計規範修正

意見的策略地區為主 

未來區域策略發展潛力地

區 

註：1.水資源開發管制區：水質水量保護區、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特定水土保持區、水源特定

區、水庫蓄水範圍、水庫保護帶。 
2.環境敏感區：國家公園、國有林地事業範圍、地質災害敏感區、土石流潛勢溪流、山坡地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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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址評估流程 

評估流程主要分為四個步驟，詳如下圖。 

全流域

( 開發限制地區)

 水資源開發管制區
 環境敏感區

中上游地區

子集水區與行政區界疊圖

15組示範地區

評估
 土地利用變遷幅度
 綠覆率30%以上地區面積百分比
 建成區所占都市計畫區面積(%)

示範地區選址建議

評估 政策引導因子

刪減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圖 6-1 示範地區選址評估流程圖 

（三）各項評估項目說明 

1.確認淡水河流域開發限制地區(圖 6-2) 

目的：針對流域中上游地區篩選非相關開發管制限制區 

操作方法：目前各種法定管制區已經針對其範圍內人為開發與使用有明確之規

範，因此示範區應扣除中上游相關開發管制範圍，主要會針對人為可開發利用之

區域進行示範區作為後續各種水系治理之參考，主要包括國家公園、特定水土保

持區、國有林事業區、自然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水庫集水區及飲用水保護區。 

2.定義淡水河流域上中下游區域(圖 6-3) 

目的：遴選整體流域中上游示範地區 

操作方法：依各淡水河流域現有河川治理計畫內容所定義之上游與下游治理範圍

作為定義中上游之依據。 

基隆河： 

（1）下游河段:河口至南湖大橋 

（2）中游河段:南湖大橋至七堵大華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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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游河段:七堵大華橋至侯硐介壽橋 

大漢溪： 

（1）下游河段:河口至三峽河匯流口 

（2）中游河段;三峽河匯流口至後池堰 

（3）上游河段:後池堰至石門都市計畫區界 

新店溪： 

（1）下游河段:河口至景美溪匯流口 

（2）中上游河段:景美溪匯流口至覽勝橋 

依目前各鄉鎮區為單位，排除下游地帶、上游地帶與限制開發地區範圍，大致為

下列 15 個地區(圖 6-4) 

桃園縣：大溪鎮 

新北市：鶯歌區、三峽區、樹林區、土城區、新店區、深坑區、汐止區、瑞芳區 

臺北市：文山區、南港區 

基隆市：七堵區、暖暖區、安樂區、信義區 

 
圖 6-2 淡水河流域開發管制限制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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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地利用變遷幅度分析 

目的：遴選變遷幅度小者(人為開發較

少者)，做為後續示範操作建議地點。 

圖 6-4 15 個示範地區空間區帶 

圖 6-3 淡水河流域上中下游分區圖

交通使用
建築使用
遊憩使用
公共設施使用
礦業使用
農業使用
森林使用
水利使用
其他使用

主要以自然
資源變遷做
為評估基礎

人
為
開
發

自
然
資
源

評估兩年度
(1995、2006)土
地利用變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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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運用國土測繪中心所進行之國土利用調查成果，針對上述 15 個區域

1995 年及 2006 年土地利用 (1/5000)自然資源與人為開發資料等九大類使用進

行變遷評估。 

評估基礎：以自然資源變遷情形作為土地利用變遷幅度評估基礎。 

表 6-2 15 個區域 10 年自然資源變遷影響評估表 

行政區 變遷影響 行政區 變遷影響 

七堵區 -1.02% 深坑區 -4.50% 
暖暖區 -1.80% 新店區 -6.71% 
安樂區 -3.89% 土城區 -16.11% 
信義區 -8.92% 樹林區 -19.26% 
文山區 -4.52% 三峽區 -2.86% 
南港區 -5.97% 鶯歌區 -14.92% 
瑞芳區 -2.63% 大溪鎮 -7.31% 
汐止區 -10.11%     

 

遴選結果：透過本方法建議以七堵、暖暖、瑞芳、三峽、安樂、深坑、文山、新

店等自然資源變遷幅度較小，建議作為後續示範區場址 

4.綠覆率 30%以上地區面積百分比 

目的：綠地資源面積越大且分布越集中，代表對水的貯留與下滲能力越高，相對

來說開發狀況也較低，因此未來必須對開發行為所產生之逕流進行嚴密的管控。 

操作方法：參考「臺北都會區綠色基盤綱要計畫」之內容，其針對臺北都會區現

有綠色基盤功能與品質進行分析，共可區分為水域、建築用地(5 %以下)、綠覆

率 5 % -30%地區、綠覆率 30%以上地區四種土地覆蓋級別。 

表 6-3  綠色基盤功能與品質 

級別 像元灰度值分段 植被覆蓋度 土地利用類型 

一級 160~ >30% 密林地、密灌木地、複層植被地區等 

二級 101~160 5% - 30% 灌木、林地、農地或草地等 

三級 61~100 5％以下 都市建築物分布地區 

四級 0~60 -- 水域、河川、海域等 

針對遴選出之 15 組示範區域，各區之綠覆率 30%以上地區面積佔各區總面積百

分比進行計算，借此可探討作為選址評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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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15 個區域綠覆率 30%以上地區面積評估表 

基隆市七堵區89.39% 基隆市暖暖區55.29% 基隆市安樂區39.91%

基隆市信義區42.80% 臺北市文山區35.23% 臺北市南港區38.00% 新北市瑞芳區44.75%

新北市汐止區40.23% 新北市深坑區43.07% 新北市新店區41.37% 新北市土城區32.73%

新北市樹林區19.52% 新北市三峽區41.87% 新北市鶯歌區23.00% 桃園縣大溪鎮62.12%

基隆市七堵區89.39% 基隆市暖暖區55.29% 基隆市安樂區39.91%

基隆市信義區42.80% 臺北市文山區35.23% 臺北市南港區38.00% 新北市瑞芳區44.75%

新北市汐止區40.23% 新北市深坑區43.07% 新北市新店區41.37% 新北市土城區32.73%

新北市樹林區19.52% 新北市三峽區41.87% 新北市鶯歌區23.00% 桃園縣大溪鎮62.12%

各區綠覆率30%以
上地區面積百分比

計算結果

 

遴選結果：透過本方法之評估，建議七堵、大溪、暖暖、瑞芳、深坑、信義、三

峽、新店、汐止為後續示範地區操作場址。 

5.建成區所占都市計畫區面積(%) 

目的：遴選建成區占都市計畫區較比重較小者作為後續示範區建議場址。 

額外考量：需額外考量部分都市計畫區占整體形成區面積較小者，代表未來可被

變更成可開發土地的條件越多。 

操作方法：運用國土測繪中心所進行之國土利用調查成果，針對上述 15 個區域

2006 年土地利用 (1/5000) 人為開發資料與都市土地(都市計畫區)進行未來開

發條件評估。 

評估基礎：評估建成區(人為開發)在整體都市計畫區所占面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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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15 個區域之建成區所占都市計畫區面積分析表 

行政區 行政區面積(m2) 都市計畫區佔行政區面積(%) 建成區所占都市計畫區(%)

文山區 31,484,574 69.67% 58.46% 

南港區 21,942,074 61.03% 62.76% 

鶯歌區 21,892,512 44.69% 58.37% 

瑞芳區 71,513,021 14.55% 9.08% 

深坑區 21,032,463 51.10% 12.29% 

汐止區 71,774,942 36.17% 38.46% 

樹林區 31,974,681 61.64% 54.44% 

新店區 121,190,081 70.51% 19.83% 

土城區 29,911,734 73.30% 49.99% 

三峽區 189,487,537 3.96% 52.48% 

暖暖區 22,913,869 54.33% 23.28% 

安樂區 18,471,066 94.61% 29.15% 

信義區 10,783,770 98.44% 38.80% 

七堵區 56,179,113 50.91% 22.84% 

大溪鎮 105,166,183 26.83% 28.23% 

遴選結果：透過本方法之評估，建議瑞芳、三峽、新店、七堵、深坑、大溪為後

續示範地區操作場址 

6.相關政策引導因子 

彙整目前於上述 15 個區域內新開發或預計開發之計畫，以及具未來策略發展潛

力之地區進行彙整，詳見下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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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開發或預計開發之計畫

未來區域策略發展潛力地區

 

圖 6-5  15 個區域相關政策與計畫分布圖 

（四）示範地區評估結果：七堵、新店、三峽為選址優先考量 

將上述包含「土地利用變遷幅度」、「綠覆率＞30%地區面積(%)」、「建成區所占都

市計畫區面積(%)」、「新開發或預計開發之計畫」及「未來區域策略發展潛力地區」

等評估因子彙整進行比較後，建議以七堵、新店及三峽地區為選址之優先考量地

點。詳細內容請詳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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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15 個區域之選址評估比較表 

中上游

地區 

土地利用 

變遷幅度 

(1995~2006) 

綠覆率＞

30%地區

面積(%) 

建成區所占都

市計畫區面積

(%) 

新開發或預計開發

之計畫 

未來區域策略發

展潛力地區 

七堵區 -1.02% 89.39% 22.84% 

基隆河岸倉儲及工
業區再利用檢討(六
堵 工 業 區 更 新 地
區、連柑宅更新地
區、明德三路更新地
區、堵南街更新地
區)、七堵火車站地
區都市更新 

七堵新都心、 
基隆河沿岸景觀
再生 

暖暖區 -1.80% 55.29% 23.28% 
八堵火車站地區都
市更新  

安樂區 -3.89% 39.91% 29.15%   

信義區 -8.92% 42.80% 38.80%   

文山區 -4.52% 35.23% 58.46%   

南港區 -5.97% 38.00% 62.76%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開發計畫 

臺北科技走廊、親
水河岸 

瑞芳區 -2.63% 44.75% 9.08%   

汐止區 -10.11% 40.23% 38.46% 
汐止火車站周邊地
區都市更新  

深坑區 -4.50% 43.07% 12.29%   

新店區 -6.71% 41.37% 19.83% 

大坪林站週邊水岸
徒步區計畫、新店溪
洲部落安置推動計
畫、新店市公所站週
邊地區都市更新、新
店榮工廠地都市更
新、新店水源特定區
計畫 

大碧潭改造計畫 

土城區 -16.11% 32.73% 49.99% 
土城看守所等機關
整體規劃  

樹林區 -19.26% 19.52% 54.44%  
擬大漢溪左岸樹
林地區開發構想
及可行策略計畫 

三峽區 -2.86% 41.87% 52.48% 臺北大學特定區 三鶯新生地計畫 

鶯歌區 -14.92% 23.00% 58.37% 

三鶯壘球場運動公
園計畫 
大漢溪三鶯大橋至
後川堰河川環境營
造計畫 

三鶯新生地計畫 

大溪鎮 -7.31% 62.12% 28.23%  大漢溪花卉專區
計畫 

二、示範區之操作範圍說明 

由於目前淡水河流域之防洪標準在主要河川已經達到 200 年保護頻率的堤防設計標

準，次要河川以及支流河川也各自以 100 年與 50 年為重現期，這些基本上皆是以

排水系統作為計算基準，本計畫主要在透過流域對策，延伸與強化排水系統(外水處



 

 
6-10

理)的效益，因此逕流與內水將為本案改善的主要標的。根據 100 年 5 月 9 日所召開

之選址評估會議決議，以基隆河七堵地區，來進行中上游之流域治理與都市發展策

略進行探討與模擬分析。故在操作上是以七堵集水區為研究範圍，七堵區都市計畫

區範圍為規劃範圍。 

 

 

圖 6-6 七堵區位置

圖 6-7  七堵區都市計畫範圍水系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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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七堵區內外水收集區域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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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示範地區規劃操作架構 
 

本計畫以都會流域治理為取向，透過國內外對於流域治理實際經驗、相關文獻與研

究之探討歸納出：「都會流域治理須由土地使用規劃進行品質與性質之控制」，後續

也將透過示範地區進行理念原則之檢視評估，引入 BMPs 模式與 GIS 分析工具搭

配，初步嘗試提出一套適用於北臺都會流域(淡水河流域)治理取向的土地使用規劃模

型。 

示範模擬之操作全程透過 GIS 系統進行各種環境分析、調整修正既有普遍使用的水

理模組建立與逕流估算等作業，分析基地現況課題後導入初步流域治理取向的土地

使用規劃模型，驗證該模型是否有處理現實課題之能力，並且透過回饋與修正進一

步調整土地使用規劃模型結構，引導出最終在地化流域治理取向之土地使用規劃模

型。 

一、示範區流域治理取向之土地使用規劃操作流程 

經過前節評估，選定基隆河流域七堵區為示範地區，本計畫在後續操作上可分成四

階段流程進行: 

（一）氣候變遷下淡水河流域水防線目標任務布局 

在第五章內容中，以全流域為分析單位，提出淡水河流域四道水防線對應各土地

使用分區治理任務與內涵，此水防線治理以區域為尺度，除了設定整體流域目標，

提出上中下游各治理分區可參考之發展原則、工程與非工程措施建議外，在地方

與縣市層級，則提出各治理分區對應之治理規劃模組(Model)，在基地與社區層級，

則提出透過水敏式都市設計概念配置最佳化的管理操作(BMPs)，這些任務布局將

做為後續示範模擬地區之發展定位與方針。 

（二）示範模擬地區流域(集水區)分析 

七堵區之範圍與基隆河流域之支流集水區範

圍相同，與其作為分析單元，運用 GIS 及其

他水理分析工具，進行地形地貌及水文分析，

確認原來土地所具備的自然水文條件，這些分

析進一步成為水理分析之基礎，包括(氣候變

遷下)土地開發前(既有)土地逕流量與依原有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開發之預估逕流量，模擬淹

水潛勢地區及既有河道通水能力等開發衝擊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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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示範模擬地區規劃設計與最佳化評估 

依據水防線分區治理所設定之目標原則，於七堵區範圍進行各主題系統規劃，扣

合都市計畫、都市設計、景觀設計等土地使用管制(土地使用類型強度性質品質)，

回歸都市管理層次，以對環境最低衝擊為目標，透過 GIS 分析模組，進行暴雨/水

質最佳化管理操作的配置(BMPs)，並且計算其效益與衝擊評估，進一步提出既有

在土地使用管制機制上的調整與修正，同時也考量目前社會影響及行政機關管轄

運作，提出地方可檢視與可理解的流域治理架構及行動。 

 
圖 6-9 示範地區規劃操作概念流程圖 

二、GIS 資料庫必要準備之圖資說明 

在進行示範地區規劃操作時，除參考上位、相關計畫進行分析外，也配合地理資訊

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TWD97 座標系統作為規劃過程中圖

面資訊呈現及相關分析工具。在建置 GIS 資料庫各項工作程序中，將可依基礎工具

之統整、針對示範地區進行操作與評估所需之數位圖資資料庫建構等進行相關彙整

作業。然圖資的收集除了 GIS 之外，因資料來源的不同以及資訊數位化之進度，本

研究所彙整的圖資形式還包含了 AutoCad 格式以及 JPG 圖片格式與紙本資訊。示

範模擬之操作透過 GIS 系統進行各種環境分析、調整修正既有普遍使用的水理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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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與逕流估算等作業，分析基地現況課題後導入初步流域治理取向的土地使用規

劃模型，以驗證該模型是否有處理現實課題之能力，並且透過回饋與修正進一步調

整土地使用規劃模型結構，引導出最終在地化流域治理取向之土地使用規劃模型。

經由上述示範地區之操作，示範地區將針對土地利用變遷幅度、水文分析、地形分

析、地表逕流分析、地文因子分析、流域集水區分析、水理分析、氣候變遷下土地

開發前(既有)土地逕流量與依照原有都市計畫土地使用開發之預估逕流量等等進行

分析，所需之圖資包含如下：（本計畫完整之 GIS 資料庫內容與說明請詳見附錄三之

內容） 
表 6-7  水文環境分析之圖資需求說明表 

操作步驟 所需圖資 圖資來源 產出圖資 

1.地形分析 地形高程 DEM 國土測繪中心 
1.坡度(%)網格分析圖 

2.山地與平地分布圖 

2.水文分析 

地形高程 DEM 國土測繪中心 
1.窪地分布圖 

2.水流方向分布圖 

3.河網分布圖 

4.流域與集水區分析圖 
河川流域與集水區圖 經濟部水利署 

3. 水 防 線 

劃設 

1.既有上游保護區分布 

（山地管制區、水庫集水

區、自來水水質水量保

護區、飲用水保護區、

自然保留區、特定水土

保持區、國有林事業

區、國家公園、國家風

景區……等） 

內政部營建署 

四道水防線 

2.土地使用管制現況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圖與都市計劃圖）

1.內政部營建署 

2.基隆市政府都市

計畫管理單位 

3.淹水潛勢圖 經濟部水利署 

4.坡度(%)網格分析圖 

5.山地與平地分布圖 

6.河網分布圖 
 

4.地文因子

分析 

全國土地利用調查數值

檔(1995、2006) 
國土測繪中心 

土地利用變動分析表 

5.地表逕流

分析 

1.山地與平地分布圖 

2.四道水防線 

3.流域分析圖 

4.各時期土地利用分布圖

 各流域地表逕流現況與

變遷分析圖各水防線所

分派地表逕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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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堵

六堵

七堵

八堵

第三節、示範地區土地使用變遷與水文環境分析 

一、七堵地區發展歷程分析 

（一）從農業到工業倉儲重地 

在基隆市的產業發展歷程中，港埠用地的發展及其產業關聯對於過去基隆市的工

業區及倉儲區開發有密切的關係，本節擬先針對基隆市的港埠經濟轉型及其與產

業空間變遷的關係進行說明，以了解七堵地區土地使用變遷的關鍵因素與時間點。 

1.農耕時期 

七堵區的開墾自清朝乾隆初年起，早期的經濟活動是以採集木、材、藤、蕃薯向

臺北供銷，而至乾隆 35 年以後，居民購地農耕而漸開發。七堵區因基隆河流過

切割成幾塊河階地、河川沖積平原、沖積扇等土地，相較於基隆市其他行政區，

在都市的發展上，有較多的空間以及環境優勢。早期主要農耕地帶，為八堵、七

堵、五堵及六堵地區，都是利用河階地形開發成為聚落及耕地。 

 
 
 
 
 
 
 
 
 
 
 
 
 
 
 
 
 
 
 
 
 
 
 
 
 
 
 
 
 
 
 
圖 6-10 1920 年臺灣地形圖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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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隆市工業區及倉儲區的正式成型 

基隆市於 1973 年為配合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之「加強國家全面經濟

發展」之原則，成立全國第一個示範性工業用地－六堵工業區，由經濟部工業局、

美援會、土地銀行、公共工程局及基隆市政府共同組成「臺灣北部公工業用地籌

劃小組」，透過美援來進行開發。為 1970～1980 年代期間北臺灣整合了加工出

口機能的重要對外出口生產基地。 

基隆市的產業發展過程中，因為區位條件上鄰近基隆港，加上具有加工出口區特

性的六堵工業區以及港埠用地的交互支援構成了基隆市的產業經濟主體。隨著出

口導向工業化發展的成功經驗，基隆市也藉由港埠帶動成為國內外物流的進、出

口門戶。除了臺北縣(目前的新北市)有大量工業區劃設外，早期六堵工業區提供

的加工出口機能及基隆港帶動的產業外溢效果也促使基隆市的工業區逐步成

型；同時，為了供應大型貨櫃、物流集散使用，基隆市亦劃設了相當數量之倉儲

區以供使用。 

五堵

六堵

七堵

八堵

 
圖 6-11 七堵區工業及倉儲用地分佈圖 
 

3.基隆市產業轉型與再發展 

當北部區域傳統勞力與資本密集產業大量外移，以及高科技產業軸帶、金融與生

產者服務、創意研發機能於 1990 年代中期以後逐漸取得主導地位的同時，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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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港埠經濟所創造的產業空間係以支援早年加工出口、傳統產業生產之物料

倉儲為主，因此發展上受到了北臺灣傳統產業再結構的影響，因而也連帶浮現出

「後工業化」的壓力。 

在目前的發展趨勢下，製造業、倉儲業重要性下降，而服務業以及觀光活動的重

要性上升，以多重空間層級的思考，目前臺北作為臺灣智埠中、北部發展高科技

產業軸帶等背景下，在「基隆市工業區及倉儲區再發展策略規劃暨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此計畫案中指出，基隆市的傳統產業除了可走向「觀光工廠」的方向之外，

可考慮轉型扮演整個北部高科技產業區域的「後援辦公」角色，未來並結合「文

化創意產業」發展，再生港埠經濟。 

（二）轉變的契機：基隆市相關計畫綜整分析 

1.基隆綜合發展計畫 

有關七堵副都心之構想內容如下： 

配合七堵車站轉型、重建、改造七堵市區整體環境 

（1）站前廣場、交通動線改善暨人行廣場 

（2）商業空間的整治規劃設計、試辦參與式環境改善工程 

（3）發展休閒遊憩產業 

（4）發展休閒服務中心計畫 

（5）擬定新區政園區計畫 

（6）大型購物及遊憩休閒中心計畫 

（7）規劃都市防災生活圈計畫 

2.基隆市都市更新白皮書（2007） 

規劃有十二處更新地區，有四處計畫已進行，其餘尚未研擬。與本示範區有關的

為八堵更新地區（進行中）、七堵火車站附近地區、連柑宅、六堵工業區、堵南

街及明德三路等六處更新地區。 



 

 
6-18

 
圖 6-12 基隆市都市更新白皮書七堵區之更新地區分佈圖 
 

（1）八堵地區都市更新先期規劃案  

本計畫範圍主要包含八中社區與八堵車站，區內因有八堵車站等鐵路用地，

因此公有土地比例甚高。基隆河與此計畫範圍整體空間關係密切，周邊同時

具有交通與親水空間的優勢，是地區發展的重點與契機。故本案之發展定位

為：a.水岸住宅社區；b.水岸休閒遊憩空間；c.鐵公路交通便捷。整體發展構

想主要依據土地權屬單位，劃設區內街廓與開發分區，並參考原細部計畫，

增加部分鐵路用地（原臺鐵宿舍區）為住宅區。透過都市更新欲達成以下目

標：a.重塑水岸空間，提昇整體住宅環境品質；b.建立以人為本的都市環境，

強調公共空間重要性；c.塑造八堵車站為地區門戶意象。 

 
圖 6-13 八堵地區都市更新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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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七堵火車站附近地區都市更新計畫  

基地目前以老舊住宅、地方性商業及工業倉儲區作為主要的土地使用，因基

隆港埠功能轉型及轉運功能提升、工業區外移等因素，地方基礎產業鬆動造

成地方人口外移，並配合臺北市區鐵路地下化「南港專案」，七堵火車站合併

原有前後站，並做為西部幹線高級列車始發站，結合七期重劃區的公共工程，

提供多功能使用並帶動地方發展機會。以七堵車站之新定位，做全盤性公共

設施及土地使用機能調整及計畫，同時配合周邊相關工業區及倉儲區轉型策

略引入文創相關事業內容涵蓋住宅、商業、遊憩等機能，為從質與量全面提

昇地區環境價值，引入綠建築、文化創意園區、健康生態園區、地方特色市

集、藝文音樂特區及水岸飲品藝廊等多功能使用，針對上述土地使用內容調

整作為辦理都市計畫相關變更程序之參考。 

 

圖 6-14 七堵火車站附近地區都市更新計畫之都市永續發展概念圖 
 

3.基隆市工業區及倉儲區再發展策略規劃暨都市計畫通盤檢討 

此案乃透過對大臺北都會區進行產業空間軸帶及產業發展競爭分析，依據產業發

展趨勢研擬未來本市產業發展政策及發展內容，作為後續產業發展指導計畫的構

思依據。對於基隆市工業區及倉儲區的產業轉型方向，提出以「創意基隆」之思

維作為未來發展定位，並認為未來基隆市具市場投資潛力的經濟發展核心主要有

兩個部分，一是「基隆火車站及自由貿易港區」，二為「基隆河谷地產業走廊」，

七堵地區則是位於「基隆河谷地產業走廊」之中，包括了五堵南工業區、六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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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區及連柑宅工業區等地區。以現況而言，已有多處產業用地呈現閒置或是未開

發狀態，或者面臨到改作工業住宅的使用壓力。自從員山子分洪道完成之後，過

去本區因地勢低漥導致的水患威脅已經排除，且有地價、交通以及基隆市現有的

豐富港灣優勢以及自然景觀、文史遺產資源等優勢，本區的閒置產業空間有轉型

成為創意產業、物流空間及科技導向後援辦公服務的市場潛力。在因應工業區及

倉儲區未來之轉型，並提供無污染性工業（乙種工業一般商業設施除外）、倉儲

物流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用及工商服務產業（商業）等四大類產業使用，於主要

計畫變更為產業專用區，再擬定細部計畫指定其細分區。 

科技後援廊帶
(變更為產業專用區)

支持七堵副都心或科技後援廊帶
(變更為產業專用區)

已於擴大案變更
(變更為變電所)

已於擴大案列為保留
(變更為住宅區)

科技後援廊帶
(變更為產專區)

科技後援廊帶或文化創意產業
(變更為產專區)

科技後援廊帶之高科技產業園區
(變更為產專區)

亞太當代藝術園區
(變更為產專區)

已於擴大案變更
(變更為行政區)

科技後援廊帶
(變更為產專區)

已於擴大案列為保留
(變更為住宅區)

科技後援廊帶
(變更為產專區)

 
圖 6-15 「基隆市工業區及倉儲區再發展策略規劃」構想示意圖 

二、環境敏感區域分析 

（一）山坡地敏感地分析 

參考目前對山坡地之定義與可利

用限度之分類，透過 ArcGIS 中的

地形分析工具，藉由坡度分析，將

整體基隆河流域地形分為六級，細

緻掌握其地形紋理。 

 

圖 6-16 基隆河流域坡度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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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透過高度分析，將基隆河流域

(高度>100M)之區域進行確認。 

由上述兩項分析，依照山坡地開發

管制之規定（可建築用地坡度上限

為 30%），將坡度大於 30%，高度

大於 100M 之區域疊合，確認出山

坡地敏感地之範圍， 

 

 
圖 6-18 基隆河流域坡度>30%及高度大於 100M 地區範圍圖 

由上圖分析結果可知，七堵區可發展區域，主要集中於基隆河河岸兩側，與長久

以來之發展脈絡相吻合，未來在山坡地敏感地的範圍，應更加進行保護與復育，

維護其自然環境生態，促進雨水自然下滲與貯留之效果。 

（二）易淹水區域 

為瞭解七堵區何處為可能淹水之地方，主要是從過去的災害史與經濟部水利署所

公告之淹水潛勢圖來進行收集與圖層套疊，以作為各項防洪減災措施規劃之依據。 

以近十年來看，最大之災害影響主要為民國 89 年的象神颱風與民國 90 年的納莉

颱風，對整個基隆河流域河岸兩旁造成了極大的損失，在七堵區主要生活區域範

圍內，大多也遭受到洪災之影響。 

圖 6-17 基隆河流域高度>100M 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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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9 象神颱風調查淹水圖                      圖 6-20 納莉颱風調查淹水圖 

基隆河當時由於跨越臺北市及台灣省河川，省轄河段後來改由經濟部水利處負責，與臺北

市的理念與方法並不一致，且河川治理涉及都市雨水下水道、橋梁、都會發展、集水區土

地利用管理等。雖各有計畫，但彼此間並未經協調相容，長久以來因問題相互牽連，無法

解決施行，錯失治水先機，才會使得水患問題日益嚴重。 

民國 91 年在水利署重新規畫之下，將基隆河的洪水防患標準提高為 200 年週期，並將都

市雨水下水道、支流野溪排水治理、都會發展、橋梁改建及集水區治理等相關計畫全部整

合，成為整體實施之計畫。其中最受矚目的便是員山子分洪計畫。民國 94 年員山子分洪

工程完工後，歷經海棠、馬莎、泰利及龍王四個颱風帶來的豪大雨考驗，有效地降低基隆

河中、下游洪水的水位，安全排放了暴漲的洪水，基隆河兩岸已少有的淹水狀況發生。 

但在氣候變遷的不確定因素下，套疊經濟部淹水潛勢圖所呈顯出的結果，七堵區若遭遇暴

雨襲擊時之可能淹水狀況主要會落在堵南、百福與六堵工業區，以及基隆河沿河岸兩側之

部分地區， 

 
圖 6-21 七堵區淹水潛勢分析圖                    圖 6-22 七堵都市計畫區淹水潛勢分析圖 

三、土地使用變遷分析 

由示範地區評估因子中之土地利用變遷幅度(1995~2006)可知，七堵地區在這十年間

的土地利用變遷幅度（-1.02%）並不大，原因是在 1980 年代，工業區及倉儲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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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幾乎已經底定，因此，針對七堵地區土地使用變遷之討論分析，乃從都市計畫

用地改變進行探討。 

（一）都市計畫用地的改變 

七堵區屬七堵暖暖都市計畫（七堵地區）中，七堵區都市計畫區範圍，包括：正

光里、永平里、富民里全部；八德里、長興里、永安里、六堵里、堵南里、堵北

里的大部分；泰安里、瑪南里、自強里之一部份。 

 

圖 6-23  七堵暖暖都市計劃圖 
 

由七堵暖暖地區都市計劃圖可知，大部分的工業及倉儲區皆位於七堵區內，自「基

隆市都市計畫書圖查詢系統」中，下載最早的「民國 63 年的擬定基隆市七堵暖暖

地區都市計畫案」，及最新的「民國 100 年的變更基隆市七堵暖暖地區都市計畫（部

分保護區為電路鐵塔用地）案」進行土地使用分區之變遷比較，可發現這 37 年來，

都市計畫面積成長約 150.44 公頃，但工業區及倉儲區之面積卻較民國 63 年多了

將近一倍。 

表 6-8  民國 63 年與民國 100 年七堵暖暖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比較表 

項

目 

63 年  擬定基隆市七堵暖暖地區都市

計畫案 

100 年  變更基隆市七堵暖暖地區都市計畫

（部分保護區為電露鐵塔用地）案 

土

地

使

用

分

住宅區 170.80 8.74% 住宅區 221.72 10.53% 

商業區 15.80 0.81% 商業區 18.92 0.90% 

工業區 107.10 5.48% 工業區 273.73 13.00% 

倉儲區 68.17 3.49% 倉儲區 120.84 5.74% 

醫院 0.56 0.03% 醫護特定專用區 5.14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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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63 年  擬定基隆市七堵暖暖地區都市

計畫案 

100 年  變更基隆市七堵暖暖地區都市計畫

（部分保護區為電露鐵塔用地）案 

區 保存區 0.73 0.04% 保存區 0.56 0.03% 

   行政區 0.27 0.01% 

   汽車駕駛專用區 1.18 0.06% 

   交通事業專用區 2.85 0.14% 

   社會福利專用區 1.23 0.06% 

   宗教專用區 0.08 0.00% 

農業區 30.09 1.54% 農業區 23.61 1.12% 

河川區 82.33 4.21% 河川區 154.42 7.33% 

保護區 1136.63 58.14% 保護區 844.24 40.1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綠地帶 95.13 4.87% 公園 28.62 1.36% 

   綠地 6.53 0.31% 

學校用地 39.45 2.02% 學校用地 62.83 2.98% 

兒童遊戲場 3.78 0.19% 兒童遊戲場 0.96 0.05% 

市場 2.01 0.10% 市場 1.98 0.09% 

停車場 1.21 0.06% 停車場 1.86 0.09% 

加油站 0.76 0.04% 加油站 1.52 0.07% 

機關用地 12.36 0.63% 機關用地 31.27 1.49% 

墓地 7.77 0.40% 墓地 23.62 1.12% 

鐵路用地 66.62 3.41% 鐵路用地 59.89 2.84% 

道路用地 80.12 4.10% 道路用地 104.88 4.98% 

高速公路用地 33.34 1.71% 高速公路用地 75.59 3.59% 

   快速道路用地 26.17 1.24% 

   社教機構用地 0.63 0.03% 

   體育場 8.42 0.40% 

   電路鐵塔用地 0.51 0.02% 

   變電所用地 0.15 0.01% 

   下水道用地 0.25 0.01% 

   抽水站用地 0.73 0.03% 

污水加壓站 0.10 0.01%    

總計  1954.87   2105.31  
資料來源：本計劃整理 

（二）造成的結果：自然滲透、保水地的消逝 

1.消失的保水地（農業、保護、公園、綠地） 

37 年間七堵暖暖地區較高透水土地使用逐漸消失，農業區、保護區及公園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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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消失 371.91 公頃，約佔都市計畫總面積 17.67%。 

表 6-9  七堵暖暖地區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公園、綠地面積比較表 

項目 63 年面積 100 年面積 37 年間減少面積 

農業區 30.09 23.61 6.48 

保護區 1136.63 844.24 292.39 

公園 
95.13 

28.62 66.51 

綠地 6.53 6.53 

總計 371.91 

資料來源：本計劃整理 

2.增加的開發區（住宅、商業、工業、倉儲） 

針對土地使用分區開發地區，37 年間七堵暖暖地區開發地區共增加 283.92 公

頃，約佔都市計畫總面積 13.49%。 

表 6-10  七堵暖暖地區都市計畫住宅、商業、工業、倉儲區面積比較表 
項目 63 年面積 100 年面積 37 年間增加面積

住宅區 170.80 221.72 50.92 

商業區 15.80 18.92 3.12 

工業區 107.10 273.73 166.63 

倉儲區 68.17 120.84 52.67 
保存區 0.73 0.56 -0.17 
行政區 - 0.27 0.27 

其他專用區 - 10.48 10.48 
總計 283.92 

資料來源：本計劃整理 

四、小結 

依據上述發展歷程分析與土地使用變遷分析可知，過往人們會選擇在七堵地區居住

與發展，甚至以農業為主要營生的產業，代表此處原有水資源與環境的安定，然而

在經濟發展的訴求，土地使用類型大規模轉變，也造成過去容易發生洪患的現象，

雖然在河川治理上，堤防提高為 200 年洪水頻率及員山子分洪道啟用後，淹水狀況

獲致改善，但面對氣候變遷之不可預測雨量，除靠外水的治理外，對於都市內水治

理強化，更是件重要的課題。在面對七堵區工業及倉儲區土地轉型利用的現在，理

應當同步思考，如何將流域治理之概念與策略納入其中，以補償與回復之概念，來

處理這些年來造成之自然滲透、保水土地消逝的問題，也進一步在既有河川治理的

基礎上，強化都市在面對可開發承載量及氣候回應能力、恢復力與抗洪力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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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示範地區對應整體水防線分區治理原則

與任務 
 

依據第伍章對於淡水河流域四道水防線於各縣市任務分派內容可知，七堵區整體範

圍涵蓋了四道水防線，而七堵區都市計畫區範圍則主要落於「抗洪區」及「調適區」

內。 

 
圖 6-24 七堵區對應四道水防線分區治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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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針對四道水防線分區進行地表逕流增量計算，以合理化公式(Rational Formula) 

CIAQp 360

1
 為計算方式，採用基隆市 5 年降雨強度標準(63.424mm/hr)模擬，可得

到下列表列之結果： 
表 6-11 七堵區四道水防線分區無開發與開發土地面積分析表 

  1995 2006 1995 2006 1995 2006 1995 2006 

 (單位:m2) 保水區 滯洪區 抗洪區 調適區 

無

開

發

土

地 

農業與森

林使用 
2,493,733  2,644,057  28,026,200 28,127,452 13,859,662 13,594,007  1,566,228  1,118,001 

水利使用 4,151  573  170,428  74,789  246,952  154,966  1,129,070  872,777  

其他使用 156,983  8,298  400,761  414,398  797,175  865,014  680,533  51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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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2006 1995 2006 1995 2006 1995 2006 

開

發

土

地 

交通使用 25,161  26,598  284,287  362,942  920,304  1,580,317  938,109  856,007  

建築與公

共使用 
 2,049  331,953 228,538 3,139,369 2,701,838  775,516 1,756,311 

遊憩使用  108   7,909 22,656 61,139  111,340 70,701 

礦鹽使用   694  3,628 32,896  829 14,389 

資料來源：本計劃整理 
 
表 6-12 七堵區四道水防線分區洪峰流量分析表 

 1995 2006 1995 2006 1995 2006 1995 2006 

 保水區 滯洪區 抗洪區 調適區 

無開發土地(m2) 2,654,867  2,652,928 28,597,389 28,616,639 14,903,789  14,613,987  3,375,831 2,504,218 

開發土地面積(m2) 25,161  28,755 616,934 599,389 4,085,957  4,376,190  1,825,794 2,697,408 

無開發係數 0.8 0.8 0.7 0.7 0.6 0.6 0.5 0.5

開發係數 0.95 0.95 0.9 0.9 0.9 0.9 0.9 0.9

無開發洪峰(CMS) 37.4 37.4 352.7 352.9 157.5 154.5 29.7 22.1

開發洪峰(CMS) 0.4 0.5 9.8 9.5 64.8 69.4 28.9 42.8

總洪峰(CMS) 37.8 37.9 362.5 362.4 222.3 223.9 58.6 64.9

資料來源：本計劃整理 
 

由上表可知，1995 年四道水防線土地利用洪峰總和約 681cms，2006 年四道水防線

土地利用洪峰總和約 689cms，由此可推斷，10 年間因開發，水利系統在既有的保

護標準下，增加約 8cms 需要額外被處理。 

 
圖 6-25 七堵區四道水防線分區減洪目標設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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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四道水防線分區之土地使用在洪峰量的分配上、以及發展原則與規劃模組選

擇，若以回歸至 1995 年時之狀態，至少有以下的任務分配： 

一、保水區之發展原則與參考規劃模組 

（一）洪峰量吸納目標 

維持目前地表洪峰量。 

（二）發展原則 

1 最大化抑制(趨零)集水區暴雨流出 

2 集水區水源水質涵養與零汙染 

3 災害敏感與脆弱地區最小侵擾 

4 風險分散(以流域作為分擔單元)2.垂直平行的安全分級概念(部分地區容許暫時

洪氾) 

（三）參考規劃模組 

【模組 2】坡地(建築、道路)開發管制與逕流抑制規範 

二、滯洪區之發展原則與參考規劃模組 

（一）洪峰量吸納目標 

維持目前地表洪峰量。 

（二）發展原則 

1 淺山地區土地生態服務最大化 (水土資源涵養、棲地維護，文化景觀等) 

2 零增逕流低衝擊開發模式與生態化經濟(例如生態旅遊) 

3 最大下滲、遲滯與貯留，趨零逕流 

4.避免氣候災害及人身安全為優先 

（三）參考規劃模組 

【模組 9】道路(與停車場)逕流抑制與既有設施改造保水規範 

三、抗洪區之發展原則與參考規劃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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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洪峰量吸納目標 

在 5 年降雨強度下，應透過土地使用改變，吸納約 2CMS 洪峰量。 

（二）發展原則 

1.避免氣候災害及人身安全為優先 

2.各類既有基礎設施、土地與空間以抵禦極端氣候為主 

3.雨水現地處理最大化原則(現地下滲、淨化、貯留) 

4.還地於河(Room for River) 

（三）參考規劃模組 

【模組 6】公共設施用地設置貯留設施彈性機制 

【模組 7】平地住宅保水排水系統整體規劃與增設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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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組 9】道路(與停車場)逕流抑制與既有設施改造保水規範 

【模組 10】洪水平原水域生態敏感地保護與行水區土地使用管制 

四、調適區之發展原則與參考規劃模組 

（一）洪峰量吸納目標 

在 5 年降雨強度下，應透過土地使用改變，吸納約 6CMS 洪峰量。 

（二）發展原則 

1.避免氣候災害及人身安全為優先 

2.垂直平行的安全分級概念(部分地區容許暫時洪氾) 

3.與水共生 (Living with Water) 

（三）參考規劃模組 

【模組 11】抗洪能力提升計畫暨兩棲建築設計規範 

【模組 12】洪氾地區安全分級與調適都市設計暨更新規範 

【模組 13】洪氾區管制與洪氾保險制度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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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示範地區之保水、貯留構想與 BMPs 配置 
 

由上節可知，七堵區都市計畫範圍應積極扮演好基隆河流域水防線之「抗洪區」及

「調適區」流域治理的角色，建立水治理控管機制與雨水管理。目前七堵區都市計

畫範圍內雨水管線系統，最早於民國 85 年 4 月由省住都處完成「基隆市（七堵、暖

暖）雨水下水道規劃報告」，但截至目前仍未全面實施，現況與規劃後之雨水排水透

過排水管線匯集至抽水站，最後直接排入基隆河，雖然雨水下水道的功用，在於將

雨水迅速排離城市以避免市區積水與淹水，但人工化的下水道，阻絕了雨水滲透成

為地下水的忌諱，反而讓大量雨水在短時間內沖入河道產生災害的風險。 

藉由本計劃之核心操作概念，是在既有排水系統規劃基礎下，依照流域分區治理之

操作原則，來強化與提昇防洪防災之能力。因此，七堵區都市計畫範圍在流域治理

與水資源系統之最佳化管理操作規劃（BMPs），參照第伍章第四節「BMPs 對應都

市空間單元表」之內容所示，並配合目前七堵區的發展現況與都市計畫的土地使用

分區、土管要點及都市設計管制內容，參考規劃模組之建議，主要透過自然下滲環

境保護與維護、滲透鋪面、屋頂雨水收集(綠屋頂)、草溝或植生溝、雨水花園、乾/

溼滯洪空間等方式進行初步模擬的配置。 

參考 85 年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基隆市(七堵、暖暖)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

報告」，七堵都市計畫區排水之現況以瑪陵坑溪、拔西猴坑溪及基隆河為主，區內雨

水下水道系統可劃分為堵南、百福、六堵及七堵四大排水系統，在計算各類型 BMPs

規劃所能提供之保水量，則將依照此四個排水系統分區進行說明。 

N

七堵都市計畫區

七堵排水區

六堵排水區

百福排水區

堵南排水區

瑪陵坑溪

拔西猴坑溪

河
基

隆

 
圖 6-26 七堵都市計畫區之排水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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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保水設計保水量之估算乃依據「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內容，如表 6-12

所示。 

表 6-13 各類保水設計之保水量計算及變數說明 

各類保水設計 保水量Q計算公式 變數說明 

1.綠地、被覆地、

草溝 
Q1(m

3)=A1Kt 

A1：綠地、被覆地、草溝面積(m2)，草

溝面積可算入草溝立體周邊面積 

K：土壤透水係數，採5X10-7(m/s)坋土

t：最大降雨延時基準值(sec)，標準值

為158,400sec 

2.透水鋪面設計 Q2(m
3)=A2Kt+0.1hA2

A2：透水鋪面面積(m2) 

K：土壤透水係數，採10-5(m/s)砂土 

t：最大降雨延時基準值(sec)，標準值

為158,400sec 

h：透水鋪面基層厚度(m) 

3.人工地盤花園

貯集設計 
Q3(m

3)=0.05V3 V3：人工地盤花園土壤體積(m3) 

註：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98年6月 

此外，以目前基隆市政府法規資料庫中，對於都市發展的相關法令條文，並未有明

確針對將保水防洪措施納入於土地使用管理、開發或是建築設計中之說明，故本示

範地區之操作，主要是參考法令如下所列： 

1.都市計畫通盤檢討辦法第六條、第七條、第八條之內容。 

2.建築技術規則第 298 條至 301 條，規定綠建築有關之建築基地保水、建築物雨

水回收再利用等之適用範圍與定義及其相關配套措施與訂定獎勵依據。 

3.第 305 條至第 307 條規定有關建築基地保水之標準、原則及訂定設計規範之依

據。 

4.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 

但目前的法令，對於已建成且高度發展之區域的處理態度與方式，由於地表多係人

為之水泥和柏油鋪面，其入滲能力幾已消失，暴雨逕流需完全靠排水系統輸送至出

口端再以機械方式抽排。又由於區域已高度發展，變動不易，如欲達到減洪的目的，

僅能在市區現有公園綠地下設置地下調洪設施或採集水井滲漏、公園或屋頂貯留等

方式來降低尖峰逕流量。 

故七堵區都市計畫區之操作，除既有工業區與倉儲區建議於未來土地使用轉型後可

設置更多樣化之保水滯洪設施外，主要還是先建議針對公共開放空間與公共建築部

分優先著手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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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七堵區都市計畫範圍內目前所規劃之各種 BMPs 為分類，說明如下： 

一、自然下滲環境保護與維護 

此項配置主要是參考【模組 5】保護區與農業區保水管制與貯留設施規範。 

   

 
圖 6-27 七堵區都市計畫區範圍自然下滲環境保護與維護位置圖 

保護區與農業區具有良好的保水功能，農業區更兼具蓄水效益，在休耕時期可有效

提供調蓄洪水功能，有效降低洪峰量，遲滯洪水，故於七堵地區首要便是確保既有

保護區與農業區的保護與維護，並儘可能維持區內已存在之綠地環境，對於都市計

畫所劃設之公園，在不具備多目標使用考量之下，儘可能恢復自然下滲之環境，減

少不必要設施與不透水鋪面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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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依據「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以保水設計「綠地、被覆地、草溝」之

保水量計算公式進行演算，可得到下列結果： 

排水分區 堵南排水區 百福排水區 六堵排水區 七堵排水區 

保水量 

計算 

Q=166452(510-

7) 158400=13183 

Q=39621(510-7

) 158400=3138 

Q=248813(510-

7) 158400=19706 

Q=11136(510-7) 

158400=882 

保水量

(m3) 
13,183 3,138 19,706 882

二、人工地盤花園貯集設計 

此項配置主要是參考【模組 6】公共設施用地設置貯留設施彈性機制、【模組 7】平

地住宅保水排水系統整體規劃與增設機制及【模組 9】道路(與停車場)逕流抑制與既

有設施改造保水規範。 

    

 
圖 6-28 七堵區都市計畫區範圍人工地盤花園貯集設計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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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開發後的不透水鋪面，將會造成雨水無法直接滲入土壤，增加地表逕流量，故

應藉由雨水貯留設施等構想來增加雨水地表漫流的時間，增加雨水排入基隆河的延

滯時間。另利用表面雨水貯留設計，可增加雨水下滲補注地下水機會。因此，在配

置思考上，乃針對停車場（公私有）、住宅商業區內 10 米寬以下之道路及公共建築

物（包含機關、學校）等，以透水鋪面與屋頂雨水收集方式（綠屋頂）進行規劃，

未來應強化綠建築基地保水設計規範推動。 

因此，依據「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以保水設計「人工地盤花園貯集設計」

之保水量計算公式進行演算，可得到下列結果： 

排水分區 堵南排水區 百福排水區 六堵排水區 七堵排水區 

保水量 

計算 

Q=0.05540=27  Q=0.051640=82 Q=0.051360=68 Q=0.052800=140

保水量(m3) 27 82 68 140

三、生態綠廊道營造 

此項配置主要是參考【模組 7】平地住宅保水排水系統整體規劃與增設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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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模組 9】道路(與停車場)

逕流抑制與既有設施改造保水規範。 

   

以都市計畫對於各種土地使用分區之土管要點建築退縮設置人行道之規定，以及既

有人行道之改造，以綠色街道（Green Street）概念作為配置依據。 

 
圖 6-29  green street 構想願景圖1 

                                                 
1  圖片來源：http://lisastown.com/inspirationwall/category/green‐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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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人行道及自行車道等硬鋪面部分，可採用高透水鋪面或植草磚鋪面，使地表水

可回補基地地下水，增加土壤水循環與溫度、濕度平衡，並減少地表逕流量，達到

基地保水之功效。參考營建署「市區道路生態綠廊道整體建構計畫」第七章市區綠

廊道空間設計中，針對寬度 5~10 公尺及寬度 2~5 公尺人行道空間改善建議，輔並

依據道路空間特性，在植栽槽的空間，利用雨水花園（Rain Garden）以及德國漢諾

威 Kronsberg 生態社區的雙層溝系統（Mulden-Rigolen soakaway）的方式收集道

路、廣場等地表水，使雨水入滲，減輕下水道系統的負擔，使道路不只是道路，也

可以是綠化、保水的生態廊道。 

 

 

圖 6-30 寬度 5～10 公尺人行道之空間改善示範

圖（以 5 米為例） 
圖 6-31 寬度 2～5 公尺人行道之空間改善示範

圖（以 2 米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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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2 德國漢諾威 Kronsberg 生態社區的雙層溝系統說明 

 
圖 6-33  七堵區都市計畫區範圍生態綠廊道營造位置圖 

本配置主要針對人行道空間環境進行改善，因此，依據「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

範」，概略以保水設計「透水鋪面設計」之保水量計算公式進行演算，可得到下列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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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排水分區 堵南排水區 百福排水區 六堵排水區 七堵排水區 

保水量 

計算 

Q=305410-5158

400+0.10.13054

=3054 

Q=405010-5158

400+0.10.14050

=6457 

Q=359110-5158

400+0.10.13591

=5724 

Q=397010-5158

400+0.10.13970

=6328 

保水量

(m3) 
4,868 6,457 5,724 6,328

四、乾/溼滯洪空間 

此項配置主要是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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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 11】抗洪能力提升計畫暨兩棲建築設計規範及【模組 12】洪氾地區安全

分級與調適都市設計暨更新規範。 

   

主要是因應未來七堵之工業區及倉儲區轉型之開發利用，借此機會，將長期被不透

水化的土地適當地恢復其既有之保水能力。以百年暴雨之貯水空間進行考量，初步

建議目前每一區塊之工業區及倉儲區在未來進行轉型開發時，應提供總面積約 10％
2來設置乾式或溼式之滯洪空間，另於具有大面積空間之公園、綠地或機關用地也應

適當地設置滯洪設施，由於本處所指之乾/濕滯洪空間並非一般水利工程所指之滯洪

池，乃是適當依照基地環境與地形特性，結合景觀設計手法創造凹地提供雨水貯留

之處，平時未蓄水仍可作為活動之使用，若為濕式貯水空間於平日應具備水資源再

利用之功能，提供作為周邊植栽或建築利用。因此，參考人工濕地設計一般為 0.3

～0.8 米的水深，水力停滯時間可達在 5~6 日之間，故滯洪空間最深建議規劃為 0.8

米。 

                                                 
2  參考「臺南市景觀防災生態池都市設計審議原則」第壹條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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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4  七堵區都市計畫區範圍乾/溼滯洪空間配置圖 

因此，以上圖每一區塊總面積之 10％及深度 0.8 米之滯洪空間來進行保水量演算，

Q(m3)=A0.1h（A:面積(m2) h:深度 0.8m）可得到下列結果： 

排水分區 堵南排水區 百福排水區 六堵排水區 七堵排水區 

保水量 

計算 

Q=5803250.10.8 

=46426 

Q=215250.10.8 

=1722 

Q=4171250.10.8 

=33370 

Q=257880.10.8 

=2063 

保水量

(m3) 
46,426 1,722 33,370 2,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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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示範地區洪患定量分析與效益評估 

一、七堵區排水系統資料說明 

由於目前七堵都市計畫區內雨水下水道系統資料之建置尚不完整，僅堵南與百福排

水區雨水下水道及人孔資料建置較完整，因此本計畫即以堵南及百福排水系統作示

範地區洪患模擬與定量分析，茲分述兩排水系統之概況如下。 

 
圖 6-35 堵南及百福排水區之雨水下水道系統 

（一）堵南排水系統 

本排水系統之範圍、西自都市計畫界起，東止基隆河百福橋，集水區面積約 94 公

頃。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基隆河蜿繞本區。區內排水以縱貫鐵路分界，縱貫鐵

路以北地區雨水下水道幹線集水後西流至千祥橋排入基隆河。縱貫鐵路以南區域

部分沿縱貫鐵路排入基隆河，明德三路之雨水下水道幹線經集水後，穿越縱貫鐵

路而排入基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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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福排水系統 

百福排水系統集水面積約 58 公頃，主要為百福社區一帶之住宅區，山區之逕流皆

賴現有溝渠直接導入基隆河，對本區並不構成影響。本區於百福六街、百福三街

分設雨水幹管及其支線，集水後於百福橋附近注入基隆河。 

二、洪患定量分析模式簡介 

本計畫採用 PC-SWMM 對七堵都市計畫區雨水下水道系統進行分析洪患定量分析，

SWMM(Storm Water Management Model) 為美國環保署(EPA U.S.)1969~1971 年

所發展，主要依據變量流理論以一維連續方程式與動力波理論為基礎，依水流流程

之特性，將模式分成地表逕流 (RUNOFF)與排水幹管輸水 (EXTRAN)兩部份。

RUNOFF 模組可模擬排水系統集水區內每一集水分區之降雨逕流歷線，EXTRAN 模

組為一動態水理演算模式。地表逕流是指雨量降落地面後，流入各排水幹管前之水

流狀況，模擬方式是經由動力波逕流演算，計算匯入排水人孔之水流流量歷線。幹

管輸水部份則是利用疊代法求解動力波方程式，計算各排水幹管系統之流量以及溢

出人孔之水量。PC-SWMM 由加拿大 CHI(Computational Hyhraulics Int.)發展完成，

其以 SWMM 模式為核心，再輔以視窗化界面功能及簡易 GIS 模組功能。因此，

PC-SWMM 使模式更能符合實際之情況，以真實表現當地土地利用、地形、地貌、

道路、鐵路、水路及各種結構設施（如閘門、涵洞、抽水站等）對淹水之影響，再

以此建立之模式，輸入集水區之降雨歷線（或入流量歷線）與邊界條件，藉以模擬

現況之淹水情形。 

PC-SWMM 水理模式流程如下圖所示。 

 
圖 6-36  SWMM 模式於都市排水系統暴雨逕流模擬架構 

三、情境模擬 

（一）方案一：短延時暴雨逕流 

依據民國 85 年台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局「基隆市(七堵、暖暖)雨水下水道規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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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七堵地區雨水下水道系統之降雨強度採用 5 年重現期暴雨為設計標準，依此，

本計畫將模擬 5 年重現期暴雨，降雨延時 90 分鐘下，堵南與百福雨水下水道系統

之排水狀況。 

（二）方案二：長延時颱風豪雨 

考量近年來受氣候變異之影響，降雨強度及延時屢創新高，因此，將模擬堵南與

百福排水區在 200 年重現期，24 小時降雨延時下之淹水狀況。 

四、模式建置 

本計畫依前述 SWMM 水理分析模式，為進行雨水下水道幹線之模擬分析，必須蒐

集水理模擬所需之各項資料，包括區域排水及雨水下水道(含人孔)設置現況、都市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雨量及雨型資料、邊界條件等現況資料，簡要敘述如下。 

（一）模式參數輸入條件 

1.區域排水及雨水下水道(含人孔)資料 

水理模式所需之資料包含雨水下水道管線(含尺寸、長度、坡度、上下游高程)、

人孔資料(含座標位置、地表及底部高程)及管線與人孔連接之關係等，經與基隆

市政府相關單位蒐集與整理結果，堵南及百福排水區所建置之雨水下水道管線分

布情形如圖 6-32 及圖 6-33 所示。 

2.粗糙度值 

因地表鋪面及土地使用方式之影響，降雨逕流體積也隨不同使用方式而產生變

化。模式分析中土地使用方式係針對商業區、住宅區、工業區、機關學校、公園

綠地、農業區及山區等不同類型之區域，分別設定適當之不透水鋪面與透水鋪面

之比例，以求得符合現況之地文參數並產生有效之降雨逕流體積。本區參考 85

年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基隆市(七堵、暖暖)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報

告」，計畫各土地利用擬採之不透水面積百分比如表 6-14 所示。另外，本計畫

SWMM 水理模式在於地表逕流模組中之曼寧粗糙度 n 值及幹線輸水模組之管

線曼寧粗糙度 n 值，其模式參數設定如表 6-15 表 6-16 所示。 

3.集水區劃分 

本計畫依據堵南及百福區排水管線流向現況及人孔位置，劃分合適大小之子集水

區(如圖 6-37~38 所示)，堵南排水區共區分 16 個子集水區，百福排水區則區分

2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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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7 堵南排水區之子集水區分區 圖 6-38 百福排水區之子集水區分區 

4.求解方式 

模式選用顯示解法（Explicit solution），即當管線呈滿管流況時，模式會自動選

用壓力流方式求解。 

5.外水位邊界條件 

方案一參考 85 年台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基隆市(七堵、暖暖)雨水下水

道系統規劃報告」之規劃，堵南排水區排出口水位定為 E.L.13.5m。百福排水出

口水位定為 E.L.11.7m。 

方案二參考 92 年經濟部水利署「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基隆河分洪後 200 年重

現期之計畫洪水位，堵南排水區排出口水位依 74.2 斷面(千祥橋上)為 E.L.14.68 

m。百福排水出口水位依 76.2 斷面(百福橋上)為 E.L.15.35m。 

表 6-14 七堵都市計畫區各土地利用之不透水面積百分比 
使用分區 不透水百分比(%) 

商業區 100 

住宅區 90 

工業區 70 

機關學校 50 

公園綠地 40 

農業區 0 

山區 0 
資料來源：臺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局「基隆市(七堵、暖暖)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報告」(8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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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5 一般地表曼寧糙度值建議使用範圍 

土地利用型態 地表曼寧粗糙度 n 值 

農業區 0.03～0.07(休耕地) 

瀝青、裸土及礫石 0.01～0.03 

住宅區 0.05～0.10 

工業區、商業區 0.05～0.08 

森林 0.15～0.60 

水體 0.01～0.02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淡水河流域及臺北市、臺北縣、桃園縣與基隆市淹水潛勢圖更新計畫」

(99 年 3 月) 
 
表 6-16 各種管渠及其粗糙率一覽表 

管渠類別 曼寧粗糙度n 值 

(鋼筋)混凝土U 型側溝 0.016 

鋼筋混凝土管涵 ≧D 60cm 0.013 

鋼筋混凝土管函D<60cm 0.015 

鋼筋混凝土矩型箱涵 0.015 

漿砌卵石明溝(未抺面) 0.025 

資料來源：前臺灣省住都處「臺灣省市區道路工程設計規範」(87 年 10 月) 

（二）降雨分析 

 方案一：5 年重現期 

1.降雨強度 

依據民國 85 年臺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局「基隆市(七堵、暖暖)雨水下水道規劃

報告」，七堵地區雨水下水道系統之降雨強度採用 5 年重現期暴雨為設計標準，

本計畫即採用 5 年重現期暴雨之降雨強度公式作為設計雨型。七堵都市計畫區

內水利署設置有五堵雨量站，參考水利署 90 年”水文設計應用手冊”，五堵站 5

年重現期之降雨強度公式如下所示。 

6128.05 )02.24(

1155.51



t

I  

式中 I：平均降雨強度(mm/hr) 
     t：降雨延時(min) 

2.降雨延時 

參考「臺北市(原市區)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報告」，5 年重現期設計暴雨歷線之延

時為 9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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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設計雨型 

參考臺北市暴雨歷線所示最大降雨發生時間在降雨開始後第 30 分鐘，其雨量組

體圖製作流程參見圖 6-39。依據圖 6-39 之製作流程，圖 6-40 為 5 年重現期暴

雨之雨量組體圖。 

 
降雨強度曲線 

 
降雨組體圖 

圖 6-39 雨量組體圖製作流程 

11 ri   

122 2 iri   

)(3 2133 iiri   

……… 

式中 T=指定時間 

  1r = 連續降雨 T 時間之平均降雨強度 

  1i = 第 1 尖峰之降雨強度 

  2r = 連續降雨 2T 時間之平均降雨強度 

  2i = 第 2 尖峰之降雨強度 

  3r = 連續降雨 3T 時間之平均降雨強度 

  3i = 第 3 尖峰之降雨強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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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0 五年重現期 90 分鐘暴雨雨型分佈 

 方案二：200 年重現期 

1.降雨強度 

參考水利署 90 年”水文設計應用手冊”，五堵站 200 年重現期之降雨強度公式如

下所示。 

2833.0200 )68.3(

333.24



t

I  

式中 I：平均降雨強度(mm/hr) 
t：降雨延時(min) 

2.降雨延時 

200 年重現期設計暴雨歷線之延時設為 24 小時。 

3.設計雨型 

參考水利署 99 年「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後續追蹤及成效評估(3/3)」之淡水河流

域 24 小時延時颱風雨設計雨型，降雨百分比組體圖如圖 6-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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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1 淡水河流域 24 小時延時颱風雨無因次設計雨型 

（三）保水量 

本計畫針對堵南與百福排水區進行自然下滲、滲透舖面、草溝、植生溝或雨水花

園及滯洪池等保水設計，表 6-17 為堵南及百福排水區各類保水設計之保水量，堵

南區之保水量為 64,504m3，百福區為 11,399m3。 

表 6-17 各類保水設計之保水量估算 

保水設計類別 堵南(m3) 百福(m3) 

1.  自然下滲環境保護與維護 13,183 3,138

2.  人工地盤花園貯集設計 27 82

3.  生態綠廊道營造 4,868 6,457

4.  乾/溼滯洪空間 46,426 1,722

合計 64,504 11,399

五、分析結果 

 方案一 

本計畫模擬堵南及百福排水區分別於現況(民國 96 年土地利用)、七堵都市計畫及本

計畫規劃三種情況下，在重現期 5 年 90 分鐘設計之暴雨條件，三種模擬情況產生之

流量歷線與可能淹水情形。 

（一）堵南排水區 

圖 6-42 為堵南排水區在 5 年重現期暴雨下排水出口之流量歷線，三種模擬情況在

5 年暴雨下排水系統均不會溢淹。堵南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強度最強，其洪峰流量

最大。其次是現況。本計畫由於規劃在工業區內設置滯洪設施，總容量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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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00m3，經分析結果，可有效降低洪峰流量約 10~12cms。依本計畫之規劃，

依據水利署民國 90 年”水文設計應用手冊”五堵站之平均降雨強度公式如下： 

( t = 90 分鐘) 

1. 重現期 T=2 年，降雨強度  = 48.28 mm/hr 

2. 重現期 T=5 年，降雨強度  = 63.42 mm/hr 

3. 重現期 T=10 年，降雨強度  = 71.38 mm/hr 

4. 重現期 T=25 年，降雨強度  = 79.72 mm/hr 

5. 重現期 T=50 年，降雨強度  = 85.03 mm/hr 

再分析 10、25 及 50 年重現期之暴雨情形，顯示本區雨水下水道系統將可提升至

50 年之保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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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福排水區 

圖 6-43 為百福排水區在 5 年重現期暴雨下排水出口之流量歷線，本區三種模擬情

況在 5 年暴雨下，位於百福國中附近之編號 3068-243 人孔處將會溢淹(圖 6-44)，

累積流量體積約 1,380m3。本區規劃在工業區內設置滯洪設施，總容量約

1,685m3，經分析結果，可有效降低洪峰流量約 2cms。 

圖 6-42 堵南排水區各情境下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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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4 百福排水區 5 年重現期暴雨溢淹處 

 方案二 

本方案模擬堵南及百福排水區分別於現況(民國 96 年土地利用)及本計畫規劃二種情

況下，在重現期 200 年 24 小時設計之颱風豪雨條件，二種模擬情況產生之可能淹

水情形。 

堵南排水區現況下淹水範圍約 27.5 公頃，最大淹水深度 2.42m(圖 6-45)，在本計畫

保水蓄水設計下，淹水範圍減少至 25.0 公頃，最大淹水深度 2.36m 左右(圖 6-46)。 

圖 6-43 百福排水區各情境下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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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5 堵南排水區現況下淹水範圍圖 圖 6-46 堵南排水區本計畫規劃下淹水範圍圖

 

百福排水區現況下淹水範圍約 52.3 公頃，最大淹水深度 3.50m(圖 6-47)，在本計畫

保水蓄水設計下，淹水範圍減少至 51.2 公頃，最大淹水深度 3.46m 左右(圖 6-48)。 

  
圖 6-47 百福排水區現況下淹水範圍圖 圖 6-48 百福排水區本計畫規劃下淹水範圍圖

由上述分析可知，本計畫在保水蓄水規劃下，可有效降低都市計畫區在短延時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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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洪峰流量及延遲洪峰發生時間。但若在長延時颱風豪雨下，本計畫之保水蓄水

規劃功能較無法彰顯，需配合其他防洪措施來降低洪水災害。 

 



 

 
6-51CN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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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節、示範地區整合土地使用治理機制與建議 

一、示範區對應整體水防線分區之構想說明 

透過七堵區之模擬操作，在減洪目標之訂定，乃採用不同年代發展之當時土地使用

現況所產生之地表逕流進行比較分析，以七堵區為例，以資料掌握之狀況與完整度

為考量，選擇以由國土測繪中心所取得之 1995 年與 2006 年兩個年代之土地利用狀

況圖資為計算依據，則可清楚掌握這 10 年來的開發行為，增加了約 8cms 的洪峰量

需要被處理，再配合四道水防線分區（保水、滯洪、抗洪、調適四個分區），便可清

楚掌握每道防線在這 8cms 的總量中到底要負擔多少的減緩任務。 

但七堵區之發展狀態，大多在 1995 年之前便以定調，故這 10 年發展變動幅度並不

大，所設定之四種主要保水減洪措施，在模擬的結果，也發揮超過原本目標設定之

效益。因此，透過本示範區之操作模式，未來若能更清楚掌握其他不同時期（如原

本以農業為主之土地利用時期）之地表逕流狀況，對於整體環境之不透水土地面積

之變異、地形之調整與減洪任務之設定，應會有更多討論之空間。 

在七堵示範區之模擬操作，主要可分為針對公部門設施土地及私部門土地兩部分進

行思考，但由於七堵都市計畫區大多已屬已建成區，故主要之 BMPs 配置建議乃以

公部門為優先考量推動，透過公部門本身環境的改造，引領私部門於建築、開放空

間共同進行轉換，以達最大效益之可能，以下就公、私部門於四道水防線分別規劃

其權責範圍及土地範圍內之配置方案簡述如下： 

（一）公部門 

1.由於四道水防線中的保水區與滯洪區，在土地使用管制中，主要是屬於山坡地保

育區，現況也未見有大面積開發的狀態，故未來若有基地開發之需求，應嚴格審

查，要求其提出詳細之調查與規劃報告，明確說明開發前後逕流改變之預估，儘

量朝向零增逕流目標來進行要求。 

2.在抗洪區部分，除了少數工業倉儲用地外，大多仍屬一般農業區及都市計畫區之

保護區部分，因此，主要之配置構想為「自然下滲環境保護與維護」，並配合工

業及倉儲用地轉型利用，來消減此範圍因開發所產生之 2cms 之逕流量。 

3.在調適區部分，為主要七堵區都市開發範圍所在，除了既有下水道建設必須持續

進行外，在非傳統水利工程的推動部分，除了確保既有公園、綠地在非必要活動

使用之處，應儘量回復可自然下滲之環境外，另於具有大面積空間之公園、綠地

或機關用地也應適當地設置滯洪設施，滯洪深度規劃至少為 0.8 米。 

4.在街道空間部分，主要之配置構想為「草溝、植生溝或雨水花園」，配合下水道

系統，應積極改造人行道，提供雨水貯留之空間，減緩暴雨在第一時間變排入下

水道系統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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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校園部分，應積極推動綠屋頂、建築保水設施的提供，並在校園開放空間中，

儘可能回復可自然下滲之環境。此外，停車場、步道部分，則以透水鋪面進行改

造。 

6.另外對於非工程措施部分，則是管理維護各工程措施，以確保工程設施功能。同

時推廣流域流出抑制的土地使用方式，防災預警系統建置，以及其它突發狀況下

之疏散路線及避難點。更重要的是要辦理教育宣導，讓民眾瞭解各種保水、貯留

設施設計之原理與效益。 

（二）私部門 

1.未來在保水區與滯洪區進行建築基地開發時，應透過各項保水設計，讓基地開發

範圍為零增逕流區域，以不增加既有排水負擔為原則。 

2.新建之建築，必須遵照綠建築基地保水之相關規定進行設計，在七堵都市計畫區

內既有建築空間，從集合住宅與高樓建築之屋頂花園設置，配合雨水與中水收集

系統，植生綠化、中庭開放空間蓄水綠地之推廣，來加強區域保水、蓄水功能。 

3.既有建築地下室作為多功能的空間使用(包含蓄水功能)、若無法成為蓄水空間，

應增設擋水門，以利洪災應變時間的增長。 

4.未來工業與倉儲區轉型使用時，必須提供開發基地面積至少 10％來設置乾式或

溼式之滯洪池，滯洪池深度規劃至少為 0.8 米。並建議開發時設置綠地、草溝、

透水鋪面、滲透管(溝)、滲透集水井、滲透邊溝、花園、地面或地下貯留等設施。 

（三）各項保水、貯留之 BMPs 滯洪保水量說明 

依據 1.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辦法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之內容。2.建築技術規則第

298 條至 301 條，規定綠建築有關之建築基地保水、建築物雨水回收再利用等之

適用範圍與定義及其相關配套措施與訂定獎勵依據。3.第 305 條至第 307 條規定

有關建築基地保水之標準、原則及訂定設計規範之依據。4.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

規範，進行示範區之各項保水、貯留之 BMPs 配置，計算保水量如表 6-18 所示。 

表 6-18 七堵都市計畫區四個排水區各類保水設計之保水量估算（m3） 

排水分區 堵南排水區 百福排水區 六堵排水區 七堵排水區

1.自然下滲環境保護與維護 13,183 3,138 19,706 882

2.人工地盤花園貯集設計 27 82 68 140

3.生態綠廊道營造 4,868 6,457 5,724 6,328

4.乾/溼滯洪空間 46,426 1,722 33,370 2,063

合計 64,504 11,399 58,868 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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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堵都市計畫區總體量化目標探討 

整合土地使用以及推動各種保水、貯留設施的改善與興建，推動時程不宜太短，應

於實施初期先初步擬定計畫，並定期檢討修正。且都市地區多已發展完成，即時可

採用之方案有限，因此需配合各項法規制定、措施逐步推動，短期之效果不易馬上

發生，許多方案需要長期之進行，才可顯出效果，因此，參考臺北市「總合治水量

化目標」推動時程，分短中長三階段推動，短期目標為 10 年、中期目標及長期目標

暫不訂定時程，建議於短期目標完成後，重新檢討並修正作業內容及研訂下階段時

程。 

依目前七堵區設計標準 63.42mm/hr(5 年重現期標準)，再加上近年來淡水河流域整

體防洪頻率提升以及員山子分洪道的啟用，現行排水系統幹線容受度可以應付正常

暴雨的來襲，而不至於造成過大的洪災。 

依據示範區之操作，因牽涉排水系統資料完整性，乃針對堵南與百福兩個排水區來

進行短、中、長期總體量化目標的討論： 

表 6-19 堵南與百福排水區各類保水設計之降雨容受度估算 

保水設計 
堵南排水區 
降雨容受度 
(mm/hr) 

百福排水區 
降雨容受度 
(mm/hr) 

現況 63.42 
(5 年重現期) 

48.28 
(2 年重現期) 

1.自然下滲環境保護與維護 
2.滲透鋪面或屋頂雨水收集(綠屋頂)
3.草溝、植生溝或雨水花園 

71.38 
(10 年重現期) 

63.42 
(5 年重現期) 

乾/溼滯洪池分擔 79.72 
(25 年重現期) 

48.28 
(2 年重現期) 

流域分擔+乾/溼滯洪池 85.03 
(50 年重現期) 

63.42 
(5 年重現期) 

依據基隆市政府所提供之資料進行模擬，百福排水區因有一人孔會積水，所以在現

況來說只能承受 2 年重現期。由於堵南與百福排水區在土地使用上有著極大的差

異，堵南主要為工業及倉儲使用，百福則是以住宅區為主，在標準設定的提升和推

動應有不一樣的訂定方式。 

1.短期目標 

由於雨水下水道之建設，目前仍持續進行建設與改善，因此，不管在堵南或百福

排水區，短期目標主要是確保與強化目前計有可自然下滲環境的保護與維護，並

開始推動「滲透鋪面或屋頂雨水收集(綠屋頂)」與「草溝、植生溝或雨水花園」，

務必達成 5 年重現期 63.42mm/hr 之排水標準，並嚴格要求工業區及倉儲區在未

來進行轉型開發時，應提供總面積約 10％來設置乾式或溼式之滯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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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期目標 

就堵南排水區來說，中期目標為 71.38mm/hr（假設「自然下滲環境保護與維護」、

「滲透鋪面或屋頂雨水收集(綠屋頂)」與「草溝、植生溝或雨水花園」等措施已

完成，可提昇 7.96mm/hr），達到 10 年重現期的標準。但在百福排水區而言，

因幾乎為已建成區，就保水量的提升有一定的限制，故在計算下，不管是中期或

長期目標仍是以 5 年重現期 63.42mm/hr 為必須要達成之目標為設定。 

3.長期目標 

就堵南排水區來說，長期目標可訂為 85.03mm/hr（假設範圍內目前所規劃之各

種 BMPs 等措施皆已完成，可提昇 21.61mm/hr），達到 50 年重現期的標準。 

由上述討論可知，最有效之排水標準的提升，是滯洪池之設置，但這需要較大面積

之土地，在執行上也牽涉較大的經費需求，故達成之難度也相對提高。也因堵南排

水區目前多為工業及倉儲用地，在未來轉型開發利用時，才能以素地開發之概念，

要求納入高標準之保水設計。但在百福排水區，大多為密集之公寓住宅使用，除非

未來有整體性之都市更新計畫的投入，否則在保水、貯留空間的提供上，有著一定

的難度，只能從公部門空間優先進行推動，雖然提升量並不高，但卻可確保既有排

水標準的達成，並在有限的提升下，能稍稍延長災害產生的時間。 

三、針對都市規劃準則之建議 

考量七堵區之發展，尤以七堵火車站附近地區都市更新為近期發展之重點，在開發

後必定會增加不透水鋪面的產生，也會加速雨水之逕流量，進而增加雨水下水道系

統的負荷。因此，除了依據七堵區雨水排水設計標準持續進行建設與改善外，應根

據各區塊之條件與道路系統，配合公共設施用地、包括公園、綠地、學校等，設置

雨水的貯留空間。 

（一）既有自然下滲環境的保護與維護 

七堵都市計畫區內有的大面積的保護區，配合公園、綠地等規劃，就堵南、百福、

六堵與七堵四個排水區進行演算，若保護與維護適當，至少可保水 36,909m3，應

以此保水量為基礎，進行提升，也作為後續七堵區整體發展保水量控制之依據，

若在開發過程中有所降低，應於開發基地內自行透過相關保水、貯留設施之配置，

進行平衡，甚至強化開發基地之保水效益。 

（二）設計後基地排放至雨水下水道量≦目前可承受之排放量 

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214 條之規定：「出流洪峰流量至少應小於入流洪峰流量

之 80%，並不得大於開發前之洪峰流量」。因此建議未來設置雨水貯留設施之出流

洪峰量，應小於七堵區雨水之設計排洪量（5 年重現期 63.42mm/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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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物、街道必須設置保水、貯留設施 

1.由建築物開始落實基地保水，尤其是機關、學校之建築，必須要達到綠建築基

地保水雨水資源之規定，來提升七堵區涵養水分及貯留滲透雨水的能力，進而

達到水資源再利用目的。在設置概念上，建築物可利用屋頂花園或其他方式收

集基地範圍內的雨水，運用管線提供至建築物內作為飛與身體接觸用水的使用。 

2.運用道路空間，配合留設之退縮空間，設置不同形式的雨水收集下滲系統。在

車流量較大的道路，運用兩側人行空間，配合植栽槽之設計，來提供過濾地表

雨水、改善排放置雨水下水道系統之水體水質。而這種貯留與滲透空間的提供，

也可直接由植栽吸收，植栽吸收水後，將發揮蒸散效應，將水分子於空氣中蒸

散，並於過程中提供熱源吸收的作用，進而達到都市降溫的效果。 

3.住宅商業區內 10 米寬以下且車流量較少之道路，則可直接改為透水鋪面，並結

合兩側人行道之貯留下滲空間，強化透水之效果。 

四、針對保水、貯留之都市設計準則建議 

為落實本示範區所提之減洪目標與相關保水滯洪措施的推動，應於都市計畫變更或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於細部計畫中配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並透過都市設計

準則的擬定，將其納入，以其建構七堵區之減洪防災效益。 

（一）公共開放空間部分 

1.本計畫區指定街廓及建築基地應留設之人行空間及開放空間，按圖 6-33 規定辦

理。本計畫區內所有建築基地除依相關指定退縮帶狀式開放空間外，其餘建築

基地應依臨街道路寬度，自鄰接道路境界線起退縮留設四-六公尺寬之無遮簷人

行道，供公眾通行使用，並連結既有人行道，俾利串接整體區域人行系統。 

2.配合既有排水系統規劃，於人行道設置開放式渠道或生態草溝、雨水花園等有

助於雨水貯留之設施，以強化既有排水系統之功效。 

3.指定退縮綠帶、指定留設開放空間及指定退縮無遮簷人行道範圍內不得開挖地

下室，以利地面層植栽及透水。 

4.本計畫公共開放空間、人行步道、腳踏車道之鋪面設置應全面採透水性材質與

工法。排水系統採具生態性與雨水淨化之溝渠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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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行空間及步道系統保水設置原則

如下： 

（1）人行空間及步道系統所留設之綠

帶，應設置喬木及複層植生帶，以

增加綠覆率並提高生物多樣性，除

既有已完成之道路綠帶外，新設之

綠帶應利用 Rain Garden(生態草

溝)的方式增加保水率。 

（2）基地內開放空間、人行道及自行車

道等硬鋪面部分，可採用高透水鋪

面或植草磚鋪面，使地表水可回補

基地地下水，增加土壤水循環與溫

度、濕度平衡，並減少地表逕流

量，達到基地保水之功效。 

（二）建築基地保水設置原則 

1.基地開發應視地區特性（如地質地形條件適合貯留與自然下滲者），應盡量降低

建蔽率以及地下室之開挖率。 

2.基於本計畫區過往淹水災害與經濟部水利署淹水潛勢分析，若遇暴雨水流峻

急，則有大面積淹水之危機，爰建築開發應於基地內考量滯洪量≧5年暴雨頻率

產生之滯洪量，該滯洪池得配合地景、消防用水需求規劃，並應與本計畫區排

水系統相串連。 

3.建築基地應具備原裸露基地涵養或貯留滲透雨水之能力，法定空地應儘量予以

綠化，至少 60％面積須採用透水鋪面3，並導入「景觀貯留滲水池」概念。 

4.既有工業區及倉儲區應設置總基地面積 10％4之設置景觀生態池或以植被覆蓋

之「貯留滲水低地」之緩坡方式涵養雨水減緩雨水排入溝渠之速度。除豐富園

區視覺景觀變化，亦可達到調節微氣候溫度、濕度平衡之功能，同時兼具防洪

防災之蓄水使用。且與周邊基地共同設置成一連續的水域系統，另可搭配充足

之雨水貯留滯洪及涵養水份再利用相關設施。前項增設雨水貯留利用滯洪設施

所需樓地板面積，得不計入容積。 

5.屋頂陽台地下室之地面層盡量作成花園以涵養雨水。 

                                                 
3  參考「建築技術規則」第 17 章綠建築基準第三節建築基地保水第 305 條，以及「基隆市推行建築基地綠

化執行要點」第 6 條內容訂定之。 
4  參考「臺南市景觀防災生態池都市設計審議原則」第壹條內容。 

利用 Rain Garden(生態草溝)的方式增加保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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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規劃設計 

1.建築開發時應設置雨水貯留供水系統，將雨水以天然地形或人工方法，如於屋

頂、陽台做成雨水花園以儲集雨水，經過簡單淨化處理後再利用為生活雜用水，

可做為廁所小便斗、馬桶沖洗、發電機冷卻水系統、空調冷卻系統、景觀噴灌

及水景等使用，以減少自來水用水；或透過渠水道及暗管連接貯水設施(含生態

草溝)至區內生態池，達到水資源再利用之功能。 

2.基地開發時鼓勵設置中水系統，將生活污水匯集經過處理後，達到三級排放標

準後，供非飲用水及非身體接觸用水使用，如廁所小便斗、馬桶沖洗、發電機

冷卻水系統、空調冷卻系統等。 

（四）公園綠地規劃設計 

本計畫區公園綠地用地，應基於生態公園之生態、貯蓄、防洪、防災功能，並維

持既有樹木之生長空間、既有水文及原始地貌等資源，整體進行檢討與規劃設計。

並應結合本計畫區雨水排水系統配置，於公園內規劃設置生態池、雨水貯留供水

系統及相關過濾、淨化及抽排設施，作為公園及相關用地之雨水回收再利用，減

少本計畫區內道路系統設置雨水排水管涵或箱涵之容量。針對不透水鋪面，如非

必要活動之場地，則回復為草地之樣貌，若為活動之場地，則改為透水鋪面以強

化自然下滲之效果。 

五、後續維護管理方式建議 

本計畫所提出之各種保水設計，與民眾之生活環境皆有密切的關係，除了建築物本

身所設置之雨水貯留或保水設計外，目前大多數之公園、綠地與人行道均由政府相

關部門執行維護工作。但因範圍甚廣，人力無法面面俱到，且相關設施種類多，因

此維護工作執行並不容易完善，也缺乏立即性的效果。 

各項的保水、貯留設施，在因應環境變遷，皆應隨時處於良善的狀態，且在暴雨過

後，雨水的貯留與再利用，更有水質與環境衛生的疑慮。 

（一）公共開放空間之保水、貯留設施維護管理 

因此，在公共開放空間上之保水、貯留設施後續維護管理上應注意以下幾點： 

1.水路維護：包含進、出流口、溢流道及連通管路等，應每周至少檢查一次，颱

風或暴雨過後應立即檢查。. 

2.水質監測：一般的水質檢查，可以目視或氣味判別，若發現水中有異常顏色或

氣味時，應即作進一步檢查與改善。 

3.環境清潔：人為之垃圾物應隨時撿拾移除，以維護環境清潔。一般植物的枯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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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葉，可加以利用作為生物的棲所，或集中作成草葉堆肥。 

4.病媒蚊：避免使用殺蟲劑，在常保持有水狀態之貯留池，建議可以參照生態池

之管理方式，利用本土性的食蚊魚，如蓋斑鬥魚會攝食蚊子的幼蟲，或引入本

土種蛙類如虎皮蛙、腹斑蛙、台北赤蛙等攝食蚊子。藉此也可營造多點、多樣

化的小型棲地環境。 

目前由公部門進行維護管理的相關規定，主要可參考以下兩項： 

1.在公共開放空間部分，除配合都市設計審議原則擬定建築物管理公約及開放空

間管理維護執行計畫外，也可參考「臺北市綜合設計公共開放空間設置及管理

維護要點5」之第八條至第十六條相關規定來研擬公共開放空間之管理維護執行

的方式。 

2.在人行道之相關保水設施之管理維護，則可參考內政部「市區道路人行道設計

手冊附錄三6」之人行道管理維護計畫內容進行辦理。 

（二）民眾參與公共開放空間之保水、貯留設施之維護管理 

要能達到立即處理與維護之效益，從一開始便可利用民眾參與的方式，在過程中

使之瞭解各項保水與貯留設計的概念，將可增加民眾的認同感；在維護管理階段

之重點，乃在於民眾能否有一固定之組織，一套經由民眾經過參與討論所得之管

理模式，來統籌協調各項設施之維修管理，使用與經營完工後的公共設施。 

表 6-20 民眾社區參與方式與策略表7 

民眾社區參與方式 參與策略 

規劃設計階段 1. 新型態的保水、貯留設施，可藉由模擬試做、展覽或其

他方式，來讓民眾進行實際體驗與意見提出。 

2. 在規劃設計階段由專業者提出不同的方案，透過公開票

選的方式，選擇最符合民眾期待的方案。 

使用維護、管理階

段 

1. 可由居民主動提出保水、貯留設施的使用維護及管理計

畫，並利用社區共同意識，落實使用維護及管理。 

2. 結合地區民間組織執行使用維護及管理計畫。 

3. 政府部門應編列相關經費予以申請或補助，由里長或在

地之民間組織進行統籌與號召，讓社區居民代表成立組

織或提供就業機會來永續經營之。 

                                                 
5 臺北市綜合設計公共開放空間設置及管理維護要點：

http://163.29.36.23/taipei/lawsystem/lawshowall01.jsp?LawID=P13C3002-19941221&RealID=13-03-3002 
6 市區道路人行道設計手冊附錄三：

http://myway.cpami.gov.tw/way/sites/default/files/ren_xing_dao_fu_lu_san_.pdf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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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建築物之保水、貯留設施維護管理 

針對社區與公寓大樓（廈）雨水貯留利用設施設計及相關操作維護管理，參照內

政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8」及「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設計技術規範9」

相關規定辦理。相關保水及貯留設施安全維護管理建議依下表所述時程、項目進

行設施檢查工作： 

表 6-21 建築物雨水貯留設施檢查及維護注意事項表10 

設施別 建議檢查時距 檢查/維護重點 

集水設施 1 個月或降雨間距超過 10 日

之單場降雨後 

污/雜勿清理排除 

輸水設施 1 個月 污/雜物清理排除、滲漏檢點

處理設施 3 個月或降雨間距超過 10 日

之單場降雨後 

污/雜物清理排除、設備功能

檢點 

儲水設施 6 個月 污/雜物清理排除、滲漏檢點

安全設施 1 個月 設施功能檢點 

註： 

1.集水設施包括建築物收集面相關設備，如落水頭/截流渠等。 

2.輸水設施包括排水管路/給水管路以及連接儲水槽與處理設施間之連通管路等。 

3.處理設施包括雨水前處理、初期雨水排除、沉澱或過濾設施以及消毒設施等。 

4.儲水設施指雨水儲水槽、緩衝槽以及配水槽等。 

5.安全設施指如維護人孔蓋之安全開關、圍籬或防止漏電等設施。 

在實際執行上，仍以社區或大樓（廈）管理委員會為主要之管理維護推動執行組

織，並於公共基金中編列固定維護經費，在時程安排上除了參照上述檢查與維護

注意事項，定期委託專業者進行檢查與清理外，也可配合既有水電消防等等維護

管理的執行一併辦理之。 

                                                 
8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70115 
9 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設計技術規範：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publication/law/lawdata/0970804845-2.pdf 
10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