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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易淹水地區與歷年整治情形

 淡水河流域地形特殊臺北盆地標高20公尺以下面積佔約240平方公里，
低窪部分約500公頃標高接近海平面，台北地區防洪與基隆河治理計畫
實施前，常受潮汐影響而溢淹。

 經常發生洪水氾濫災害地區包括基隆河下游社子島及關渡平原、景美
溪、新店溪、大漢溪及三峽河等中上游地區。

一、經常發生災害之地區

89.11.01象神颱風基隆河淹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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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年葛樂禮颱風造成台北地區淹水面積達14582公頃。73年六三豪
雨造成台北地區5740公頃及桃園599公頃淹水。76年琳恩颱風造成
基隆河沿岸基隆市及台北縣、市等地區淹水面積達3332公頃。

 85年賀伯颱風造成台北縣三重、蘆洲、泰山、新莊、土城、板橋、
中和、永和及台北市北投、士林等地區淹水面積達1735公頃。

 87年瑞伯、芭比絲颱風造成台北縣汐止、基隆市百福社區、六堵工
業區等地區淹水，淹水面積約345公頃。

 89年象神颱風造成南港、汐止、基隆、瑞芳、新店、木柵等地區淹
水，淹水面積約838公頃。

 90年納莉颱風造成南港、內湖、松山、木柵、汐止、基隆瑞芳等地
區淹水，淹水面積約6640公頃。

 93年艾莉颱風造成台北縣三重及新莊地區淹水，淹水面積約150公
頃。

 93年911豪雨及納坦颱風造成台北縣汐止及基隆市碇內等地區溢淹，
淹水面積約54公頃。

二、歷年重大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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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淡水河流域淹水情形以基隆河流域最為嚴重，造成基隆

河流域淹水的主要原因包括台北縣汐止、五堵地區過度開發，

基隆河主、支流河川行水區被不當利用侵佔、填平變成建築用

地或貨櫃集散場使用，以及基隆河河道內多達30座橋梁，沿岸

13棟大樓位於行水區內，皆佔去部份通水面積，減少基隆河排

洪能力。惟基隆河整治工程及員山子分洪工程陸續完工後，基

隆河沿岸之淹水潛勢已大為減小。

 景美溪流域中下游經整治，防洪設施已由原100年重現期保護標

準提高為200年，目前上游深坑部分河段保護高度尚不足，需逐

年籌措經費進行整治改善，完成後將可免除淹水災害。

 至於三重、蘆洲、新莊、泰山、五股、板橋、土城、樹林、中

和、永和地區則因市區排水系統尚未全部完成，在豪雨期間仍

有部分區域發生積水現象，惟積水時間短、規模小。

三、原因及其潛勢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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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建計畫:自34年起陸續整治淡水河系投入經費約162億元，
保護面積約450公頃。

 專案計畫:
 大台北地區整治計畫(70~86年)計辦理3期計畫，投入總經

費1158億元，保護面積約11,875公頃，。

 基隆河整治計畫(88~95年)計辦理2期，投入總經費438億

元(含員山子分洪工程60億元)，保護面積約1,029公頃。
 歷年來淡水河系之防洪建設，共計完成堤防長190公里、

護岸長110公里、水門431座、抽水站85座(其中台北縣69
座、基隆市16座，總抽水量達1,477cms)。

四、歷年治理工作辦理情形

河川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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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
1.主流兩岸均已達200年洪水頻

率保護標準。
2.無防汛缺口，2處破堤施工

（已備妥應變措施）。

大漢溪
1.兩岸均已達200年洪水

頻率保護標準。
2.無防汛缺口。
3.2處破堤施工（已備妥

應變措施）。
新店溪

1.與景美溪匯流口處約550公尺堤
防待核定。

2.餘達200年洪水頻率保護標準。

三峽河
1.市區段已達100年洪水頻率保護標準。
2.尚有八張堤防缺口（5公尺，增設水閘

門施工中，預計98年5月底完工，目前
並先備妥砂包因應）。

景美溪（目標200年）
1.已完成河道濬深及整理工

程。
2.安泰電子及上游深坑未治

理河段尚需持續辦理。

基隆河
1.主流24公里及支流15條

已達200年洪水頻率保護
標準。

2.第二瑞八公路及友蚋溪、
瑪陵坑溪部分河段無防
洪保護標的。

員山子分洪
1.水位達63公尺，

自動分洪。
2.已分洪15次（分

洪量達7,507萬
M3）。

五、防洪設施現況

塔寮坑溪
1.已列入「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
2.行政院94年7月7日核定48.5億元，修

正實施計畫奉經濟部98年4月20日核定，

總經費60億元，治理完成後可達10年
頻率保護，25年不溢堤之保護標準。

二重疏洪道
1.長7.7km，寬450m 。
2.分減流量 9,200 CMS。
3.3處破堤施工（已備妥應

變措施）。

三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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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洪成效
93.10.25 納坦颱風應急分洪情形

●外水不溢入，內水有效控制，僅餘零星積水。
●瑞芳、基隆及汐止鄰近地區房地產價格回漲。
●截至目前（106/06/02 ）計41次分洪，最大量

M3，，最高水位94年杜鵑颱風66M ，總分
洪量M3

年
度

颱風名稱
最大分洪量

(CMS)

總分洪量
(M3)

應急
分洪 93

93.09.11  0911豪雨 200 97萬
93.10.25  納坦颱風 600 442萬
93.12.03  南瑪都颱風 450 739萬

正常
分洪

94

94.07.18  海棠颱風 211 330萬
94.08.04  馬莎颱風 78 229萬
94.08.31  泰利颱風 382 1,362萬
94.10.02  龍王颱風 115 53萬

95 95.09.10 豪雨 140 212萬

96

96.06.15 豪雨 35 10萬
96.09.18 韋帕颱風 76 105萬
96.10.06 柯羅莎颱風 636 1613萬
96.11.26 米塔颱風 91 250萬

97

97.07.28 鳳凰颱風 75 97萬
97.09.12 辛樂克颱風 247 1065萬
97.09.27 薔蜜颱風 351 903萬

合計15次分洪量 7,507萬

93.10.25 納坦颱風
應急分洪隧道出口處

93.09.11豪雨急

分洪隧道入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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攔河堰立面圖

七、員山子分洪管理中心展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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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河發源於台北縣平溪菁桐山，於台北市關渡地區匯入淡水河，幹流長
86.4公里，流域面積491平方公里，與新店溪、大漢溪為淡水河三大支流。
•基隆河治理工程初期實施計畫由南湖大橋至侯硐共長32公里。

參、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前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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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優先辦理防洪區段位置及範圍(基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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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優先辦理防洪區段位置及範圍(台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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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河沿岸洪患頻仍，經歷琳恩、瑞伯、巴比絲、象神等

颱風造成沿岸居民重大災害，政府為展現整治之決心與魄

力，指示水利署研擬配合員山子分洪工程並優先執行急迫

且必要之前期治理計畫，並於91年5月奉行政院核定同意

辦理。

■所需經費新台幣 316億餘元，經行政院與立法院溝通排除

萬難，於91年7月同意以特別預算支應。計畫自91年7月起

至94年5月止，分3年實施。

■以流域治理、上游分洪及下游防洪區段優先之方式，藉由

各項工程與非工程措施，達到防禦重現期距200年之洪峰

流量保護標準，人與水和諧共存之目標。

一、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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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區段工程(包括堤防、抽水站、支流排水改善、橋樑臨時保護
措施

、圓山疏洪工程等)

●員山子分洪工程

●其他配合工程

●坡地保育計畫(集水區治理)

●其他方案規劃

●洪水預報及淹水預警系統更新改善計畫

●治理完成前防汛措施

二、計畫內容

90年納莉颱風淹水情形 90年納莉颱風淹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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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內容及經費分配

執行

機關
工程名稱 內 容 說 明

經濟部

水利署

員 山 子
分 洪

1.員山子分洪含攔河堰、分洪堰入口及出口工、隧道、九份溪整治、其他配合工程及漁業
權、礦業權等補償事項。

2.防洪工程含台北縣與基隆市橋東、北山、樟樹、過港、鄉長、百福、六堵、七堵、大華、
碇內、瑞芳等11個防洪區段堤防工程及圓山疏洪、後續相關規劃等事項。防 洪 工 程

台 北

縣政府

支 流 排 水1.支流排水含康誥坑、北港、八連、茄苳、保長坑、下寮、橫科等11條溪流。

2.抽水站含新設6座、改善6座及引水幹線配合工程等。

3.橋樑含新江北橋新建及長安橋、社后橋、高速公路聯絡道橋橋樑缺口閘門等。

抽 水 站
工 程
橋 樑 改 建

基 隆

市政府

支 流 排 水1.支流排水含鄉長、拔下四、友上一、拔西猴、石厝溪、瑪上二、暖暖溪及鶯歌溪等8條
溪流。

2.抽水站含新設8座及引水幹線配合工程等。
3.橋樑含百福橋、實踐橋、崇智橋三座改建及八堵鐵路隧道防洪閘門。

抽 水 站
工 程
橋 樑 改 建

交 通 部
鐵 路 局

橋 樑 改 建有八堵鐵路橋場站周邊配合工程。

農 委 會
水 保 局

坡 地 保 育含農地排水、蝕溝控制、野溪治理及崩坍地改善等

財 政 部
國 庫 署

公 債 經 營公債發行手續費、管理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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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為11個優先執行防洪區段，含台北縣與
基隆市橋東、北山、樟樹、過港、鄉長、百
福、六堵、七堵、大華、碇內、瑞芳等11個
防洪區段堤防工程及圓山疏洪、後續相關規
劃等事項。前述11個區段已分別於93年12月
31日前完工。另增辦工程15件預計於94年12

月31日前完工。

採用員山子分洪後200年洪水重現期及相當納莉
颱規模洪水量保護程度之計畫堤頂高度設計。

工程
內容

保護
標準

四、防洪區段堤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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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
政府

北港溪、八連溪、茄苳溪、保長坑溪、草濫
溪、橫科溪、鄉長溪、北峰溪、下寮溪、
智慧溪及康誥坑溪等11條支流排水工程計
40件、抽水站新建6座、改建6座及堤後引
水幹線工程計29件、橋樑改建工程計6件。

基隆市
政府

拔下四、拔下二、友蚋溪、拔西猴溪、石厝坑
溪、瑪上二、暖暖溪、鶯歌溪等8條支流排
水工程計6件、抽水站新建6座及堤後引水
幹線工程計8件、橋樑改建工程計3件。

其他配
合工程

鐵路橋周邊工程由交通部鐵路管理局執行、坡
地保育計畫由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執行。

五、配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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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期效益

治理河段完成後，基隆河自侯硐介壽橋以下河
段將可達200年防洪頻率標準，並能抵禦相當
納莉颱風規模洪水量之保護程度，並營造水與
綠之美質生活空間，保護面積台北縣713公頃
，基隆市316公頃，總保護面積1029公頃，促
進地方產業經濟發展，效益顯著。

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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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堵大華區段施工中

七堵大華區段完成

防洪區段堤防工程成果相片-生態工法

百福區段施工前

百福區段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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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區段堤防工程成果相片-柔性工法

過港、橋東區段施工前

過港、橋東區段完成

過港區段施工前

過港區段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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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區段堤防工程成果相片-休憩步道

北山區段施工前

北山區段完成

橋東區段施工前

橋東區段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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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區段堤防工程成果相片-園林景觀

橋東景觀園區 水返腳生態園區

橋東景觀園區 水返腳生態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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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河發源於臺北縣平溪鄉菁桐山，為淡水河水系之一大支

流。幹流長達86.4公里，流域面積約491平方公里，河道蜿蜒而平

緩，中、下游流經臺北盆地，兩岸人口稠密，產業發達。與水爭

地，使河道窄縮，排洪不易，因此，低窪地區常遭洪水氾濫成災。

在兩岸已高度開發、河槽
受限、容洪空間有限下，水利
署乃研議各種可行且經濟效益
較高之方案，經評估後員山子
分洪工程最有具體效果，並可
避免徵收大量私地與橋樑配改
善，減少整體治理工程經費，
於89年11月奉行政院長指示立
即推動員山子分洪相關計畫。

員山子分洪
道

瑞芳

基隆
台北

汐止

肆、員山子分洪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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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消能設施

攔河堰、分洪設施及排砂道

分洪隧道

土

資

場

附圖1. 1  基隆河員山子分洪工程位置圖

二號橫坑

一號橫坑

深澳港

九份

三號橫坑

員山子分洪計畫工程布置圖

鐵路

濱海公路

北37線

102縣道

北35線

瑞芳

雞籠山

工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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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洪
原則

上游兩百年頻率洪水1620秒立方公尺時：

維持下游河川基本之流量310秒立方公尺

分洪1,310秒立方公尺導入東海，以降低中、下游河道水量、
水位，減輕水災風險。

主要工
程內容

 入口、出口構造物及消能設施：1式

 隧道工程：長度約2.48公里；直徑12公尺；縱坡度1/100。

防砂壩工程：主流3座；高4公尺、寬75公尺。

施工
期限

主體工程於91年6月5日開工，94年8月27日(10/28)竣工。

工程
經費

計畫總經費約60億元

主體工程經費約42.7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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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完成後可將基隆河上游河段200年頻率洪水1620 CMS分洪1310 

CMS至東海，餘河川基本流量310 CMS，即本河段將有81% 洪水進入隧

道直接出海，對瑞芳市區沿岸產生最直接明顯減洪效益，可降低瑞芳地

區河段水位3.13公尺。

除瑞芳地區外，本計畫平均亦可降低基隆河下游水位1.5公尺，減少基隆

河整體治理計畫民眾拆遷補償。同時亦可間接促進地方繁榮，保障人民

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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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山子分洪進水口模型—位於瑞芳鎮瑞柑新村



29員山子分洪出水口模型—位於台二線濱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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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洪水來臨前排砂道閘門保持全開，藉以提高分洪門檻。

2.攔河堰前水位達EL63.0公尺時，關閉排砂道閘門開始分洪
。

3.洪水消退攔河堰前水位降至EL62.5公尺時，開啟排砂道閘
門排出淤砂。

94.07.18 海棠颱風分洪情形

分
洪
操
作
規
定

94.07.18 海棠颱風分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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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經驗分享
一、基隆河初期實施計畫－

1.簡述：89年象神颱風造成重大傷亡（基隆市七堵區百福社區

養老院老人不及撤離淹死) ，初期以達成十年重限期距保

護標準，進行中、下游之基隆及新北市轄河川治理工作。

2.問題癥結：河川婉蜒，河道寬度窄、雜草叢生、且淤積嚴重，

致通水能力嚴重不足。土地採河道及兩岸堤防全面徵收，

又因施工地點地質軟弱多雨，增加施工難度。

3.策略：下部結構不穩，以打樁及地盤改良；邊坡護坡塊滑動，

採改變工法克服，難過最高汐七工區，由局長及工務課長

輪守工地，嚴格督導廠商清除廢土工作，期尾又遭颱洪肆

虐，地形改變，與廠商達成權責分工，迅速解決工程糾紛。

4.成果：在行政院限定期內完成河川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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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隆河疏浚計畫－

1.簡述：初期整治後，因新河道未穩定，仍發生淤積現象，

當地百姓為恐影響水流順暢淹水，四處陳情要求，汛期

前應馬上辦理第二次疏浚（三個工區，疏浚土方量約65

萬方）計畫。

2.問題癥結：工期極度壓縮，土方無價料運棄困難複雜。

3.策略：成立三個工務所，全局動員全力以赴，基隆工務所

推動廢土清運計畫申請及監工，管理課駐衛警跟監棄土

運送過程，局長每週一主持趕工會議，即時解決問題。

4.成果：完成不可能任務（合約工期135天，縮短至75天），

充分展現水利人韌性及工作狂，三人各記功大乙次，工

務所主任三人各記兩小功，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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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

1.簡述：初期僅完成十年重限期距保護標準，為澈底解決基隆

河水患，政府編列基隆河整治特別預算進行全面性整治，

除初期範圍外，更擴及上游新北市瑞芳地區治理工作。

2.問題癥結：短時間內需同時執行員山子分洪、十一工區堤防

(含河道疏浚)工程施工及土地征收作業，人力負荷大，

非十河川局可獨力完成。

3.策略：採多元綜合治水策略，上游分洪、中游築堤束水及全

河道大量疏浚導水等，水利署變形蟲理論，將其中八個

工區堤防工程，委由其他河川代辦。

4.成果：提供趕工獎金，激勵士氣，要求各河川局集思廣益，

以自然生態理念，進行河川整治，績效卓著深獲得國人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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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員山子分洪隧道工程－

1.簡述：基隆河上游火燒寮為全世界第二高暴雨中心，因基

隆河蜿蜒河寬不足，故採上游分洪，將1310立方米/秒

(Q200=1620立方米/秒)排入海中，減輕下游河道負擔。

2.問題癥結：避免下游十三合法大樓征收及拆遷，十河局工

程人員無隧道施工經驗，隧道入口瑞柑新村擔心擾民及

瑞芳漁會恐污染海域減少漁獲而強烈抗爭，高層要求一

年內將排洪隧道2.5公里全部貫通，以爭時效。

3.策略：為免棄土清運受制於外籌設自用棄土場。每星期局

長邀集監造、設計及施工團隊，召開趕工會議即時解決

問題(民象抗爭、工程糾紛），以免行政延宕，影響工期。

4.成果：隧道如期貫通，在未完成混凝土內襯前，先辦理三

次應急分洪，提早發揮分洪功能，完工後獲頒工程品質

特優金質獎，迄今已通過十二年颱洪考驗，功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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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1 、員山子分洪隧道，雖經九份廢煤礦區，開鑿

及施工過程，未發生重大崩塌工安事故，且貫

穿後評估，地質良好，再加上工作團隊信心戰

力，及天助人助（老天保祐及長官全力信任支

持），提早完成應急分洪之神聖任務。

2 、身先率卒，同事友愛，長官領導，每週召開

趕工會議，不斷培養工作默契，將團結精神發

揮至極致。

3 、審慎思考、評估，謹慎行事，有擔當，果斷

執行，成功在望。



第十河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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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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