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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計畫緣起及目標 

塔寮坑溪排水集水區下游地區地勢低窪，復以區域土地高

密度開發利用，洪水導排空間受限，故颱風豪雨期間，常因降

雨強度過大、排水不良或抽排不及等因素，造成洪水溢淹及嚴

重災損，尤以下游新莊地區及樹林工業區淹水最為嚴重。為改

善排水不良原因並針對集水區之排水特性，以綜合治水理念，

配合渠道能達宣洩 10 年重現期距洪水量且 25 年重現期距洪水

位不溢堤之區域排水保護標準，遂依據經濟部 98 年 6 月核定

之「中央管區域排水塔寮坑溪排水系統規劃報告」，訂定治理

計畫，供治理及管理之依據，俾有效減少水患之發生及民眾財

產損失，並利政府落實推動環境營造。塔寮坑溪排水主流為本

計畫之治理範圍。 

二、計畫區域概述 

塔寮坑溪排水集水區位於淡水河系大漢溪流域內，位處台

北盆地西南邊，溪流源於桃園縣龍壽村及新嶺村交界，往東流

經桃園縣龜山鄉、新北市樹林區及新莊區等，集水區域面積約

29.37 帄方公里，排水幹流全長約 12.25 公里。 

三、排水分類及權責劃定 

塔寮坑溪排水為跨縣市區域排水，依經濟部公告為中央管

區域排水。塔寮坑溪排水權責起點為塔寮坑溪排水與大漢溪匯

流口，權責終點為桃園縣龜山鄉龍壽村台一線嶺頂橋北側箱涵

入口，治理計畫長度約 10.6 公里。 

集水區內有啞口坑溪、十八份坑溪、潭底溝及西盛溝等 4

條支流，其中潭底溝及西盛溝位於新北市境內，管理機關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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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政府；啞口坑溪與十八份坑溪為跨新北市及桃園縣境內，

其管理機關分屬新北市政府及桃園縣政府。塔寮坑溪排水管理

權責如表一。 

 

表一 塔寮坑溪排水管理權責表 

排水 

名稱 

排水 

類別 

權責 

起點 

權責 

終點 

長度 

(公里) 

管理 

權責機關 

塔寮坑

溪排水 

中央管 

區域排

水 

與大漢溪 

匯流處 

桃園縣龜山鄉

龍壽村台一線

嶺頂橋北側箱

涵入口 

10.6 經濟部水利署 

第十河川局 

註：1.潭底溝及西盛溝等支流之管理權責機關為新北市政府 

2.啞口坑溪及十八份坑溪等支流之管理權責機關為新北市政府及桃園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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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排水集水區域 

一、排水集水區域範圍 

排水集水區範圍之劃定，在山區有明顯地形變化可依地形

等高線或嶺線劃定，在帄原地區則依據市區雨水下水道規劃報

告、以往排水規劃報告，參考地形測量成果，並配合現勘，以

判別集水區範圍。 

塔寮坑溪排水集水區位於淡水河系大漢溪流域內，位處台

北盆地西南邊，北與中港大排及貴子坑溪為界，西側位屬林口

台地，南鄰坡內坑溝集水區，東接大漢溪，為大漢溪支流。溪

流源於龍壽村及新嶺村交界，往東流經桃園縣龜山鄉、新北市

樹林區及新莊區等，集水區域面積約 29.37 帄方公里，全長約

12.25 公里，集水區域範圍如圖一。 

二、排水集水區域概述 

塔寮坑溪排水集水區範圍橫跨新北市及桃園縣境內，中上

游區域屬桃園縣龜山鄉、中下游區域屬新北市樹林及新莊區。

本集水區除林口台地外，大都為大漢溪冲積扇帄原區，地形地

勢由西北往東傾斜。 

塔寮坑溪排水於省道台 1 線嶺頂橋以上之河岸景觀自然度

頗佳；另幹流在省道台 1 線幸福橋以下地區屬於新北市境內，

其沿岸區域皆位屬樹林及新莊都市計畫範圍內。幹流於光華橋

以上渠道蜿蜒於河谷低地及啞口坑溪、十八份坑溪於省道台一

線以上，屬高地排水地區，中、下游渠道約 5.8 公里，幾乎完

全渠化，由於土地利用發展迅速，致眾多民房緊鄰渠道而建，

增加相關防洪工程施作之困難度。另集水區有啞口坑溪、十八

份坑溪、潭底溝及西盛溝等 4 條主要支流。排水系統示意圖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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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所示。 

塔寮坑溪排水集水區主、支流上游山坡地標標高約 10~200

公尺，屬高地排水區，近年大幅開發，地表逕流增加，且主流

上游土砂問題，導致中下游水路淤積，影響通水能力；另光華

橋以下經高度開發都市計畫區，其地面標高約 5~10 公尺，屬

低地排水區，流路兩岸建物密集，部分排水斷面狹小，造成排

水瓶頸，且排水出口易受大漢溪外水頂托，汛期暴雨排除更加

不易。 

三、排水集水區域經理 

(一)上游集水區保育 

塔寮坑溪排水集水區上游山坡地標高介於 10~200 公尺，

面積約佔全集水區之 60％，除零星之村落、工業區及土石崩塌

區外，多為林相茂密之山坡地，僅於迴龍地區有較多土地屬住

宅使用。 

塔寮坑溪排水集水區，主支流上游存在多條土石流潛勢溪

流。其中主流 7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位於光華橋上游龜山鄉境

內，均為短促且河床坡降較大；啞口坑溪集水區內 7 條土石流

潛勢溪流，位於青山路旁左右兩側邊坡上，於民國 90 年之納

莉颱風時發生大規模之土石流，流至青山路上，居民交通受阻；

另十八份坑溪集水區內有 5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位於壽山路兩側

邊坡以及青年公園附近，均屬中度危險程度之土石流潛勢溪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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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計畫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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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塔寮坑溪排水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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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下游土地利用 

塔寮坑溪排水集水區中、下游地區面積約佔全集水區之 40

％，多位於新莊區及樹林區都市計畫區內，流路兩岸建物密集，

其土地使用多為住宅區及工業區。 

(三)相關計畫 

1.都市計畫 

塔寮坑溪集水區於福慧橋以下位於都市計畫中，主要有新

莊都市計畫區、樹林(三多地區)都市計畫區、樹林市都市計畫

區及龍壽、迴龍地區都市計畫等，都市計畫區內之塔寮坑溪兩

岸以住宅區、工業區、工商綜合區、農業區及公園用地居多。

於丹鳳國中下游之塔寮坑溪兩岸位於新莊都市計畫區內；於福

慧橋至丹鳳國中之塔寮坑溪左岸位於龍壽、迴龍地區都市計畫

區內；於光華橋至富裕橋之塔寮坑溪右岸位於樹林(三多地區)

都市計畫區內。塔寮坑溪排水支流西盛溝附近新北市政府刻正

規劃「新泰塭仔圳市地重劃開發案」，有關西盛溝排水將納入

該規劃案中重新調整其排水路。 

2.雨水下水道計畫 

本排水計畫涉及之都市計畫其相關雨水下水道如后： 

(1)樹林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於 90 年針對樹林市雨水下水道系統

重新檢討(樹林市雨水下水道系統重新檢討，90 年 4 月)及 94

年完成重新檢討規劃報告(台北縣樹林市樹林都市計畫雨水

下水道系統重新檢討規劃報告)。 

(2)新莊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於 94 年完成重新檢討規劃報告(台

北縣新莊市雨水下水道系統重新檢討規劃報告) 

3.台北地區防洪計畫建議方案 

本排水匯入大漢溪，為台北地區防洪計畫之範圍，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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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62 年完成台北地區防洪計畫建議方案，其建議大漢溪於江

子翠與鶯歌間兩岸築堤，與塔寮坑溪集水區域有關者為新莊堤

防及西盛堤防之新建、新莊地區及西盛地區排水工程。防洪工

程由當時之水利局辦理，排水工程由當時之住都局辦理。 

四、水資源利用 

(一)地表水 

近年來由於都市化之發展，除現有農地處仍保有灌溉水路

及功能外，都市內之圳路大多改為排水用。目前塔寮坑溪排水

集水區內，除西盛溝附近及龜山鄉境內之塔寮坑溪排水沿岸尚

有零星菜園外，已鮮少有農事活動，故原本之灌溉水路已不復

見。 

(二)地下水 

集水區域內之地下水屬於台北盆地地下水分區，依據新莊

(1)及新莊(2)地下水觀測井的地下水位觀測資料顯示，新莊地區

地下水月帄均觀測水位介於-5 到-13 公尺之間，夏季降雨量較

高的月份其地下水觀測水位約在-5～-7 公尺之間，冬季降雨量

較少的月份其地下水位稍有下降的趨勢。集水區內以工商為主，

其水源多來自河川、水庫等地面水資源，故無大量使用地下水

之情形。 

(三)水質 

塔寮坑溪排水主流於嶺頂橋附近之渠道水質為未受(稍受)

污染~嚴重污染的狀況；開南橋至丹鳳國中附近之渠道水質為

中度污染~嚴重污染的狀況；潭底溝、西盛溝及瓊泰橋附近之

渠道水質呈現嚴重污染情形。在水質未完全改善前，不適宜親

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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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治理計畫原則 

一、排水治理基本方針 

(一)擬解決問題 

1、集水區主、支流中上游山坡地標高約 10~200 公尺，面積約

佔全集水區 60%，近年來區域土地高密度開發利用，地表逕

流增加，高地逕流迅速在出口低地集中，低地抽排不及。 

2、桃園縣境內十八份坑溪與啞口坑溪集水區邊坡，經沖刷、侵

蝕與崩塌作用，土石流易造成渠道淤積阻塞，崩塌土石易導

致中下游水路淤積，影響通水能力。 

3、主流下游流經高度開發都市計畫區，其地面標高約 5~10 公

尺，流路兩岸建物密集，部分排水斷面狹小，造成排水瓶頸，

且排水出口易受大漢溪外水頂托，汛期暴雨排除更加不易。 

4、計畫區內局部地勢低窪，因雨水下水道建設尚未完備、抽排

能力不足，導致部分地區常發生溢淹積水，需予以改善。 

(二)綜合治水策略 

塔寮坑溪排水綜合治水策略為高、低地排水分離治理，並

輔以避難處所及路徑規劃之非工程手段，結合集水區上、中、

下游整體治理，配合排水總量管制，兼顧區域發展與環境生態，

以達綜合治水之目標，提升整體之保護標準。 

1、高地排水採用滯洪、分洪及坡地保育等方式處理，以降低下

游排水路負擔，減少下游堤防加高。 

2、低地排水則採用分流、抽水站抽排、支流排水改善、堤後引

水幹線改善、主渠道整治、幹線出口閘門改善及其他配合措

施，俾確實解決塔寮坑溪排水系統之水患問題。並輔以避難



 

10 

處所及路徑規劃之非工程手段，提升整體之保護標準。 

(三)主要治理方式 

塔寮坑溪排水主要治理方式為高地以重力自然排水為原

則、低地於無法以重力排出時搭配機械抽排治理，並採取必要

之分流工程減低下游渠道之排水負荷。治理標準以通過 10 年

重現期距流量、25 年重現期距洪水不溢堤為工程設計標準。 

二、排水改善方案 

考量新北市政府執行「塔寮坑溪排水改善實施計畫(初期)

修正計畫」之塔寮坑溪排水改善成果，並整合「塔寮坑溪區域

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畫」中桃園縣龜山鄉防洪需求、環境營

造規劃等，排水改善方案係以重力自然排水為原則、採取必要

之分流工程減低下游渠道之排水負荷、下游出口無法重力排出

時搭配機械抽排方式因應。排水改善相關工程位置圖如圖三所

示，分述如下： 

(一)高地排水措施及上游土砂防制 

於上游支流將高地洪水量採分洪方式排入大漢溪、上游設

置滯洪池及配合坡地保育，以達減輕水患目的。 

1、高地排水改善 

龍壽村防洪整治：主要進行渠道整治及必要之護岸邊坡保

護。 

(1)全真橋至龍壽國小上游 300 公尺渠道擴寬。 

(2)龜山鄉龍壽村 13 鄰附近進行護岸邊坡保護工程。 

(3)龜山鄉萬壽路一段 1275 巷 8-2 號旁之渠道施作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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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流分洪 

(1)坡內坑溝分洪：將坡內坑溝及橫坑仔溝之高地排水截流，沿

八德街施作壓力箱涵，直接將高地之洪水排入大漢溪。截流

水量後，使西盛抽水站有剩餘量可接收潭底溝上游分流，降

低塔寮坑溪之洪水量。 

(2)十八份坑溪及啞口坑溪分洪：將十八份坑溪及啞口坑溪洪水

匯納，利用高地地勢以分洪道將支流水量直接排至大漢溪，

降低下游排水路之負擔。 

3、上游土砂防制 

(1)十八份坑溪及啞口坑溪坡地保育：於塔寮坑溪排水支流啞口

坑溪及十八份坑溪源頭，進行邊坡植生復育等坡地保育治理

工作，減少崩坍發生避免土石淤積渠道情況發生。 

(2)防砂壩兼滯洪池：於啞口坑溪及十八份坑溪上游適當地點設

置防砂壩，每年汛期前清空河床，可於颱風期間攔截土石外，

剩餘空間亦可以自然溢流方式蓄積高水位之洪水，本工作須

與「十八份坑溪及啞口坑溪分洪」一併施作。 

 (二)低地排水措施 

1、渠道治理： 

(1)塔寮坑溪截彎取直、橋梁改建及新建後港抽水站：將塔寮坑

溪排水在建國橋附近蜿蜒渠道採截彎取直及改建後港橋，並

增設 8cms 之後港抽水站以改善後港路一帶排水不良之水

患。 

(2)塔寮坑溪建國橋下游整治：將塔寮坑溪排水於建國橋下游約

250 公尺長渠道予以拓寬及改建建國橋，改善上游水位壅高

情形。 

(3)塔寮坑溪堤岸加高、防汛道路及堤後引水幹線：為提高塔寮

坑溪排水堤防之保護標準，將塔寮坑溪排水主幹線及支流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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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加高，並同時興建堤後引水幹線，將沿岸排水出口截斷引

入鄰近抽水站，解決堤後排水問題。 

2、橋梁配合改建： 

(1)新營盤橋改建：配合塔寮坑溪排水 10 年重現期距保護標準，

新營盤橋(現稱為建福橋)梁底高度明顯不足予以改建。 

(2)橋梁缺口封閉：因塔寮坑溪排水堤防加高，部分現有橋梁梁

底高度稍有不足，因橋梁改建對地方交通衝擊甚大，故進行

欄杆封閉，避免河水由橋梁倒灌入市區。 

3、分流： 

(1)特二號道路分流箱涵：於特二號道路下方增設分流箱涵，設

計分流量為 80cms，分流紓解塔寮坑溪排水主流出口渠段流

量，藉由分流箱涵引水至既有塔寮坑抽水站抽除。 

(2)潭底溝民安路分流：潭底溝民安路分流由民安國小經民安路-

瓊林路排至抽水站，以機械抽排至大漢溪，設計分流量為

69cms，藉以降低塔寮坑下游渠道排洪之負擔。此分流路線

應與塭仔圳重劃區配合。 

(3)潭底溝分流(俊英街箱涵)：因坡內坑溝分洪後，使得原有收

集樹林地區原坡內坑溝及橫坑仔溝溪集水區排水之西盛抽

水站，有剩餘量可以接收潭底溝分流，降低塔寮坑溪排水之

洪水量。原核定將潭底溝上游之流量，利用俊英街道路下方

施作箱涵引水至西盛抽水站抽排至大漢溪，預計分流量

34cms。俊英街道路寬度為 20 公尺，道路下方管線眾多，且

有台電特高壓管線於道路中央，因此另行規劃於中正路下方

施作分流箱涵及「保安街市區排水工程」(依據前臺北縣政

府 94 年 10 月「樹林市三多 3-2 號道路工程(都市計畫界至中

正路)」規劃報告，保安街市區排水箱涵為 2.5m×2.0m，預計

可分流約 11cms 之流量至西盛抽水站）施作來達到原規劃分

流量。而中正路分流箱涵，係將潭底溝上游(大榮貨運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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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藉由中正路分流箱涵將 26cms 排入樹後大排，再由西盛

抽水站直接抽排至大漢溪中。 

4、閘門與抽水站： 

(1)閘門 

A.新建西盛溝、潭底溝閘門：改善因塔寮坑溪排水主流水位暴

漲，造成支流西盛溝及潭底溝外水倒灌，內部低窪地區積水

難消之情況。 

B.塔寮坑溪閘門更新：更新閘門改善現有閘門阻水之影響。 

(2)抽水站 

A. 塔寮坑抽水站(既有已完成之抽水站)：避免塔寮坑溪排水出

口閘門關閉後產生淹水情形，於塔寮坑溪排水出口右岸(約

距 500 公尺處)，設置 80cms 塔寮坑抽水站。 

B. 公館溝抽水站(既有已完成之抽水站)：避免新莊公館溝地區

積水情形，於塔寮坑溪排水出口左岸(約距 560 公尺處)，設

置 12cms 公館溝抽水站。 

C. 潭底溝臨時抽水站(既有已完成之抽水站)：為解決潭底溝閘

門關閉後內水無法重力排除，故興建容量為 40cms 之潭底溝

臨時抽水站，作為整治計畫未完成前汛期之應變措施。 

D. 新建建國、西盛溝臨時抽水站 (機組整修及站房)：以既有舊

機組建置臨時性抽水站暫時解決計畫完成前塭仔圳地區排

水問題。建國臨時抽水站之抽水容量為 12cms、西盛溝臨時

抽水站之抽水容量為 5cms (皆為既有已完成之抽水站)。 

E. 新建塔寮坑 2 號抽水站(待建)：於塔寮坑溪排水出口右岸新

建 69cms 塔寮坑 2 號抽水站。 

F. 新建塔寮坑 3 號抽水站(待建)：配合未來興建潭底溝民安路

分流工程時，應一併施設 51cms 塔寮坑 3 號抽水站。(爾後

需與新建之塔寮坑2號抽水站及既有之塔寮坑抽水站配合聯

合運轉，以減少、避免塭仔圳重劃區開發完成後水患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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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5、支流改善： 

(1)潭底溝光武橋瓶頸打通及其上下游河道改善：潭底溝於光武

橋上游之渠道尚未整治且斷面不足，造成水位壅高、排水不

易之情形，故渠道予以擴建，以解決樹林工業區淹水問題。 

(2)潭底溝堤岸加高：潭底溝在龍安路至俊英街約有長 650 公尺

渠段堤防高不足常造成溢堤情形發生，故予加高堤防高度。 

(3)劉厝圳整治：劉厝圳為新莊區及樹林區之界溝，為一未整治

之溝渠，流經農業區後匯入潭底溝，每逢豪大雨即由農地沖

刷大量土方沉積於潭底溝，為此該溝渠需加以護岸整治。 

6、都市低窪地區排水改善： 

(1)新建西盛溝及後港地區引水幹線：後港、後德及建安里部分

地區以新建引水箱涵接至既有抽水站抽排，以減緩塭仔圳及

後港地區排水問題。 

(2)樹林區保安街市區排水改善：改善樹林工業區排水問題，修

建樹林區保安街市區排水設施。 

(三)沉砂滯洪措施 

龍壽滯洪池： 

龍壽滯洪池設置於龜山鄉龍壽村龍壽國小旁之塔寮坑溪

排水左岸，當上游水量大於 25 年重現期距之洪峰流量時可調

蓄滯洪降低下游淹水情勢，除滯洪並兼具沉砂功能防止過多的

砂土帶至下游影響水質，並再搭配龍壽村附近渠道整治工程，

可兼做生態景觀與綠美化之空間。龍壽滯洪池土地面積約 1.5

公頃，最大蓄留 30,000 立方公尺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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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塔寮坑溪排水改善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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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排水量 

計畫排水量決定原則為以 10 年重現期距之洪峰流量扣除

分洪(分流)後之分配流量為計畫排水量。經本計畫綜合治水之

排水改善方案治理後，塔寮坑溪排水出口之 10 年重現期距流

量由治理前之 280cms 降為治理後之 63cms，塔寮坑溪排水各

控制點各種不同重現期距洪峰流量如表二所示，計畫排水量分

配如圖四。 

 

表二 塔寮坑溪排水各控制點各種不同重現期距洪峰流量分配 
單位：cms  

控制點 
集水區面

積(Km
2
) 

集流時

間(hr) 

重 現 期 距 

10 年 25 年 50 年 100 年 

塔寮坑溪出口 29.37 1.69 63 85 126 164 

西盛溝匯流前 28.14 1.56 143 165 204 237 

潭底溝匯流前 19.92 1.39 143 165 190 215 

十八份坑溪匯流前 15.74 1.23 134 161 183 202 

啞口坑溪匯流前 11.68 1.09 126 148 163 179 

大坑溪匯流前 7.16 0.55 74 90 101 113 

支流-十八份坑溪出口 4.18 0.74 50 58 65 71 

支流-啞口坑溪出口 3.82 0.81 45 52 58 63 

註: 1.於塔寮坑溪排水斷面 6 之上游分流 80cms(特二號道路分流工程)。 

   2.於十八份坑溪分流 40cms 及啞口坑溪分流 30cms(十八份坑溪及啞口坑溪分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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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塔寮坑溪排水計畫排水量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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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排水治理工程 

一、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計畫水道斷面及其他計畫水

道重要事項 

本計畫以塔寮坑溪排水主流為治理對象。塔寮坑溪排水系

統採高、低地排水分離治理，治理計畫主要基於：(1)暢洩計畫

洪水量，維持排水功能及渠道自然帄衡；(2)儘量利用現有堤防

護岸等防洪設施；(3)儘量配合已公告之都市計畫，使抵觸減至

最少；以及(4)儘量利用公有地，使民眾損失降至最低等原則擬

定。 

(一)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 

以大漢溪於塔寮坑溪排水出口 10 年重現期距洪水位

EL.7.01 公尺為起算水位，依據各段計畫流量及計畫水道斷面

計算洪水位，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詳表三。計畫堤頂高依計畫

洪水位加出水高決定，且能滿足 25 年重現期距洪水位不溢堤

為原則。 

(二)計畫水道斷面 

本區域排水計畫水道斷面依下列原則訂定： 

1、考慮排水輸洪能力。 

2、根據現況水理演算成果，參考區排附近地形、流路及地籍等

資料，以維持水路穩定並充分利用兩岸公有地。 

3、儘量利用現有堤防、護岸等防洪設施，及配合現有跨河構造

物。 

4、儘量配合已公布之都市計畫及重要交通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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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地點計畫水位表 

斷面 

編號 
位置 

計畫渠底高 

(公尺) 

Q10 計畫 

洪水位(公尺) 

Q25 洪水位 

(公尺) 

計畫堤頂高 

(公尺) 

計畫渠寬 

(公尺) 

- 環河橋 -0.50 7.01 8.18 8.18 30.0 

0 瓊林橋 -0.47 7.01 8.18 8.18 25.3 

4 瓊泰橋 0.16 7.07 8.22 8.22 21.7 

9 無名橋 0.51 7.12 8.28 8.28 20.5 

11 營盤橋 0.66 7.15 8.31 8.31 24.7 

14 建國一橋 0.85 7.19 8.34 8.34 25.0 

19 後港橋 1.40 7.25 8.40 8.40 28.5 

23 建福橋 3.22 7.48 8.62 8.62 30.1 

26 民權橋 3.56 7.52 8.70 8.70 15.2 

29 富國橋 3.94 7.86 9.00 9.00 25.9 

32 萬安橋 4.22 8.11 9.16 9.16 22.0 

35 富裕橋 4.58 8.38 9.41 9.41 25.2 

46 宏慶橋 8.79 11.57 11.87 11.87 18.2 

48 三龍橋 11.28 14.47 14.88 14.88 13.1 

52 開南橋 14.02 16.87 17.18 17.18 13.4 

54 龍興橋 16.07 19.31 19.63 19.63 13.0 

58 工興橋 19.55 21.87 22.20 22.20 25.2 

59 光華橋 22.06 22.79 23.14 23.14 36.9 

67 福慧橋 31.41 32.93 33.11 33.11 17.4 

69 幸福橋 32.12 34.58 34.84 34.84 10.8 

70 全真橋 33.90 35.46 35.63 35.63 17.5 

 

塔寮坑溪排水計畫水道縱斷面如圖五。塔寮坑溪排水治理

計畫水道橫斷面圖詳圖六。各渠段之計畫水位、計畫水道斷面

寬度及計畫堤頂高程說明如后： 

1、權責起點至西盛溝匯入處上游(0K+000~0K+800) 

本段現況渠寬介於 18.4～30公尺之間，堤頂高介於EL.7.91

～EL.7.98 公尺之間，計畫水位介於 EL.7.01～EL.7.10 公尺，現

況堤頂高足以防禦 10 年重現期距洪水，但未達計畫堤頂高，

採原堤加高方式改善，計畫堤頂高介於 EL.8.18～EL.8.25 公

尺。 

2、西盛溝匯入處上游至建國一橋上游(0K+800~1K+500) 

本段計畫水位介於 EL.7.10～EL.7.19 公尺，採原堤加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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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改善，計畫堤頂高介於 EL.8.25～EL.8.34 公尺，計畫渠頂寬

20.5～25 公尺。 

3、建國一橋至新營盤橋上游(1K+500~2K+300) 

本段計畫水位介於 EL.7.19～EL.7.36 公尺，採原堤加高方

式改善，計畫堤頂高介於 EL.8.34～EL.8.62 公尺，計畫渠頂寬

16.1～30.1 公尺。 

4、新營盤橋上游至啞口坑溪匯入處上游(2K+300~3K+800) 

本段計畫水位介於 EL.7.36～EL.8.41 公尺，採原堤加高方

式改善，計畫堤頂高介於 EL.8.62～EL.9.45 公尺；計畫渠頂寬

15.2～25.9 公尺。 

5、啞口坑溪匯入處上游至三龍橋下游(3K+800~4K+745) 

本段計畫水位介於 EL.8.41～EL.14.01 公尺，計畫堤頂高

介於 EL.9.45～EL.14.38 公尺，計畫渠頂寬 13.1～18.2 公尺。 

6、三龍橋下游至工興橋下游(4K+745~5K+750) 

本段計畫水位介於 EL.14.01～EL.21.87 公尺，計畫堤頂高

介於 EL.14.38～EL.22.20 公尺，計畫渠頂寬 12.6～25.2 公尺。 

7、工興橋下游至龜山龍華段(5K+750~6K+200) 

本段計畫水位介於 EL.21.87～27.28 公尺，計畫堤頂高介

於 EL.22.20～27.41 公尺，計畫渠頂寬 14.4～25.2 公尺。 

8、龜山龍華段至無名橋(6K+200~7K+800) 

本段計畫水位介於 EL.27.28～44.58 公尺，計畫堤頂高介

於 EL.27.41～EL.44.80 公尺，計畫渠頂寬 10.8～23.2 公尺。 

9、無名橋至權責終點(7K+800~10K+294) 

本段計畫水位介於 EL.44.58～EL.90.42 公尺，計畫堤頂高

介於 EL.44.80～EL.90.57 公尺，計畫渠頂寬 6.5～19.9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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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計畫水道重要事項 

1、塭仔圳重劃區開發後，排入西盛溝之逕流量不得大於 12cms。 

2、本治理計畫範圍雖為塔寮坑溪主流，唯要達成整體治理成效，

支流之改善工程計畫(如潭底溝民安路分流工程、潭底溝分

流(俊英街箱涵)工程、塔寮坑 3 號抽水站、十八份坑溪及啞

口坑溪分洪工程)仍屬必要，除潭底溝分流(俊英街箱涵)工程

目前已在施工中外，潭底溝民安路分流工程之分流路線應與

塭仔圳重劃區配合並新設 51cms 之塔寮坑 3 號抽水站，另亦

需進行十八份坑溪及啞口坑溪分洪工程，將十八份坑溪及啞

口坑溪洪水匯納，利用高地地勢以分洪道將匯納之水量直接

分流，藉以減輕塔寮坑溪下游渠道之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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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塔寮坑溪排水計畫水道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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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塔寮坑溪排水計畫水道縱斷面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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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塔寮坑溪排水計畫水道橫斷面圖

斷面0~8

計畫堤頂高
EL.8.18～8.25M計畫水位 EL.7.01~7.10M

計畫渠寬18.4~30M

計畫渠底高 EL.-0.5~0.46M

斷面8~15

31.7~91.5M

計畫渠寬20.5~25M

計畫渠底高 EL.0.46~0.90M

計畫水位 EL.7.10~7.19M
計畫堤頂高
EL.8.25～8.34M

計畫渠寬15.2~25.9M

23.8~87M

計畫渠底高 EL.3.22~5.09M

計畫水位 EL.7.48~8.41M

計畫堤頂高
EL.8.62～9.45M

斷面23~38

斷面15~23

28~54.9M

計畫渠寬16.1~30.1M

計畫渠底高 EL.0.90~3.22M

計畫水位 EL.7.19~7.48M
計畫堤頂高
EL.8.34～8.62M

計畫渠寬14.4~25.2M

25.3~44.4M

12~100M

計畫渠底高EL.43.00~105.73M

計畫渠寬6.5~19.9M

斷面78~105

計畫渠寬10.8~23.2M

斷面62~78

16.6~60M

計畫水位 EL.44.90~107.45M

計畫渠底高 EL.25.36~43.00M

計畫水位 EL.27.28~44.90M

計畫堤頂高
EL.45.15～107.65M

計畫堤頂高
EL.27.41～45.15M

計畫渠底高 EL.19.55~25.36M

計畫水位 EL.21.87~27.28M

計畫堤頂高
EL.22.20～27.41M

計畫渠寬12.6~25.2M

斷面58~62

斷面48~58

24.8~39.5M

計畫渠底高 EL.11.28~19.55M

計畫水位 EL.14.47~21.87M

計畫堤頂高
EL.14.88～22.20M

計畫渠寬13.1~18.2M

24.1~38M

計畫水位 EL.8.41~14.47M

計畫渠底高 EL.5.09~11.28M

斷面38~48

計畫堤頂高
EL.9.45～14.88M

(0K+000~0K+764)

(0K+764~1K+473)

(1K+473~2K+274)

(2K+274~3K+782)

(3K+782~4K+727)

(4K+727~5K+714)

(5K+714~6K+194)

(6K+194~7K+683)

(7K+683~10K+514)

水防道路
寬0~6M

水防道路
寬0~6M

水防道路
寬0~6M

水防道路
寬0~6M

水防道路
寬0~6M

水防道路
寬0~6M

水防道路
寬0~6M

水防道路
寬0~6M

水防道路
寬0~6M

水防道路
寬0~6M

水防道路
寬0~6M

水防道路
寬0~6M

水防道路
寬0~6M

水防道路
寬0~6M

水防道路
寬0~6M

水防道路
寬0~6M

水防道路
寬0~6M

水防道路
寬0~6M

O:\project\6000-6999\6215C塔寮坑溪支流\05 圖檔\治理計畫報告10009\圖六  橫剖面圖.DWG

附註；水防道路以利用既有道路或新設0~6M為原則，得依現地狀況調整。

Q  洪水位 EL.8.18~8.25M25

Q  洪水位 EL.45.15～107.65M25

Q  洪水位 EL.27.41～45.15M25

Q  洪水位 EL.22.20～27.41M25

Q  洪水位 EL.14.88～22.20M25

Q  洪水位 EL.9.45～14.88M25

Q  洪水位 EL.8.62～9.45M25

Q  洪水位 EL.8.34～8.62M25

Q  洪水位 EL.8.25～8.34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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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排水設施功能、種類及位置 

工程計畫內容以防災為優先，環境營造部分作參考。計畫原則係採高

地分洪措施，搭配渠道整治，利用疏濬及拓寬排水路增加排水通水斷面，

而低地地區以分流工程將內水導排至抽水站排出。 

水道斷面依水理演算檢討結果，自啞口坑溪匯流處以下渠道(自富裕

橋以下)部分，因目前渠道幾乎皆已渠化，且兩岸緊鄰民宅，為減少土地

徵收之困擾及費用，計畫排水路寬度，原則上將維持現況，採原堤防加高

方式辦理，渠道僅疏濬不拓寬。治理計畫堤防預定線之劃設，係配合渠道

兩側建造物、相關水利設施用地、水防道路需求(以 0～6 公尺為原則)及

緊鄰之公有土地邊界等情況酌予調整。 

自啞口坑溪匯流處以上至權責終點之渠段，自三龍橋以下皆已設置堤

防，而三龍橋以上至光華橋渠段則已設有護岸，光華橋以上多位於桃園縣

轄內，除靠近道路及聚落外，大部分渠段仍維持天然護岸。依據水理分析

結果，現況上游渠段除龍壽國小附近渠段外，多可防禦 10 年重現期距洪

水。治理計畫堤防預定線劃設，原則上依既有公地、道路邊界及 0～6 公

尺水防道路用地劃設，而自光華橋以上，則依既有公地範圍、護岸及流路

地形而劃設。 

塔寮坑溪排水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如圖七所示。塔寮坑溪集水區

域內既有之設施有塔寮坑溪出口閘門、塔寮坑抽水站、公館溝抽水站、西

盛溝臨時抽水站、建國臨時抽水站、潭底溝臨時抽水站、後港抽水站。本

計畫治理工程項目如表四所示。治理計畫工程內容則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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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塔寮坑溪排水治理計畫工程設施一覽表 

岸別 工程名稱 備註 

左岸 龍壽滯洪池 面積 1.5 公頃，最大蓄水量 30000 立方公尺。 

左岸 龜山防洪工程 長度 1,267 公尺。包含龜山鄉萬壽路一段 1275 巷

8-2 號旁、龜山鄉龍壽村 13 鄰附近之渠道、全真

橋至龍壽國小上游 300 公尺渠道。 

左岸 塔寮坑溪堤岸加高 長度 2,682 公尺。包含塔寮坑溪排水出口至啞口坑

溪，並興建堤後引水幹線。 

-- 塔寮坑溪閘門更新工程 改善現有閘門阻水之影響，現有閘門 4 扇擴建至 6

扇 

右岸 塔寮坑 2 號抽水站 抽水容量 69cms 

右岸 特二號道路分流箱涵 2 孔 5.0m×4.4m 

右岸 龜山防洪工程 長度 769 公尺，包含龜山鄉萬壽路一段 1275 巷 8-2

號旁、全真橋至龍壽國小上游 300 公尺渠道。 

右岸 塔寮坑溪堤岸加高 長度 175 公尺。樹林區境內之塔寮坑溪排水堤岸。 

右岸 塔寮坑溪堤岸加高 長度 2,611 公尺。新莊區境內之塔寮坑溪排水堤

岸，並興建堤後引水幹線。 

 

(一)高地排水措施及上游土砂防制 

龜山防洪工程：本工程主要進行渠道整治及必要之護岸邊坡保護。 

1、塔寮坑溪排水上游由全真橋至龍壽國小上游 300 公尺渠道擴寬，以解決

颱洪期間洪水宣洩不易之問題。 

2、龜山鄉龍壽村 13 鄰附近之渠道邊坡崩坍危及建物且渠道內之棄土堆積

阻礙洪水宣洩，造成上游地區壅水及下游渠道淤積，故將清除堆積棄土、

並進行邊坡保護工程，滿足防洪需求之通洪斷面。 

3、龜山鄉萬壽路一段 1275 巷 8-2 號旁之塔寮坑溪排水，於洪氾期間易因

下游渠道斷面寬度不足，以致洪水宣洩不及造成此地區之淹水，故將進

行護岸工程，滿足防洪需求之通洪斷面。 

(二)低地排水措施 

1、塔寮坑溪堤岸加高、防汛道路及堤後引水幹線工程： 

為提高塔寮坑溪排水堤防之保護標準，將塔寮坑溪排水主幹及支流堤

岸加高，並同時興建堤後引水幹線，將沿岸排水出口截斷引入鄰近抽水站，

解決堤後排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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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岸加高範圍為環河橋上游至民權橋上游，河段長度約 2.69 公里，

另富裕橋上游左岸至啞口坑溪約 150 公尺因地勢低窪亦需配合改善。於進

行堤岸加高工程時一併進行水防道路及堤後引水幹線工程。 

堤後引水幹線塔寮坑溪部份自瓊林橋上游起至民權橋下游止之左右

岸，單側長度約 2.6 公里，潭底溝部份則自匯流口起至潭底溝閘門止之左

右岸，單側長度約 0.28 公里。堤後排水考慮現有排水管之尺寸及未來維

修清淤之空間，建議採用 1.5mx1.5m 箱涵或 1500mm∮涵管，收集堤後排

水引入鄰近抽水站或在堤後設置臨時抽水井與舌閥處理堤後排水之流

量。 

2、橋梁缺口封閉工程： 

因塔寮坑溪排水堤防加高，現有環河橋、瓊林橋、瓊泰橋、無名橋、

營盤橋、建國一橋、建福橋等橋梁梁底高度稍有不足，因橋梁抬高改建(除

環河橋外)對地方交通衝擊甚大，故本工程配合堤防加高工程進行欄杆封

閉，避免洪水由橋梁倒灌入市區。日後配合治理計畫改建或橋梁主管機關

辦理必要改建時，應依據本計畫渠寬及計畫水位改建。而環河橋則配合「塔

寮坑溪閘門更新工程」及「塔寮坑 2 號抽水站」拆除。 

3、特二號道路分流箱涵工程： 

塔寮坑溪於西盛溝匯入後於斷面編號 6 右岸之特二號道路下方，設置

6 道引水渠道(6@寬 6.0mx 高 5.0m)及 6 扇閘門(6@寬 5.2m x 高 4.4m)，分

流塔寮坑溪 80cms 流量進入 2 孔 5.0m×4.4m 之分流箱涵(東側箱涵長 340

公尺、西側箱涵長 350 公尺)，藉由分流箱涵引水至既有塔寮坑抽水站抽

除。 

4、塔寮坑溪閘門更新工程： 

為改善出口閘門阻水影響及提高出口抽排能力，辦理閘門更新工程

(閘門高度 EL.5.5m 增至約 EL.8.18m 及現有閘門 4 扇擴建至 6 扇以配合 25

年洪水頻率設計標準)。 

 

mailto:6@寬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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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建塔寮坑 2 號抽水站工程： 

於塔寮坑溪排水出口右岸新建 69cms 抽水站，與塔寮坑抽水站聯合

營運，降低下游地區淹水災害發生。 

(三)沉砂滯洪措施 

龍壽滯洪池工程： 

龍壽滯洪池設置於龜山鄉龍壽村龍壽國小旁之塔寮坑溪排水左岸，以

溢流之方式將塔寮坑溪排水之洪水導入滯洪池調蓄洪峰流量，除滯洪並兼

具沉砂功能，防止過多的砂土帶至下游影響水質，再搭配龍壽村附近渠道

整治工程，可兼做生態景觀與綠美化之空間。龍壽滯洪池土地面積約 1.5

公頃，最大蓄留 30,000 立方公尺水量。 

 

 

 



 

29 

 

 
圖七 塔寮坑溪排水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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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塔寮坑溪排水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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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塔寮坑溪排水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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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塔寮坑溪排水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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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塔寮坑溪排水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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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塔寮坑溪排水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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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塔寮坑溪排水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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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塔寮坑溪排水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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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維護管理及配合措施 

一、排水集水區域土地利用及管理 

(一) 土地利用 

依據「排水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對於計畫水道、排水區

域、計畫洪水到達區域以及集水區範圍之土地利用管理說明如

下： 

1.計畫水道 

排水設施範圍為水路、滯洪池、抽水站及閘門等設施內土

地及為防汛、搶險或維護所施設通路範圍內之土地，水道內為

保持洩洪能力，應禁止一切建築物及有礙水流之設施與影響渠

道穩定之行為，更應嚴禁於計畫水道內客土，侵佔亂耕及栽植

高莖植物等，以利洩洪。為保護計畫水道應依水利法第七十八

條之三及排水管理辦法相關之規定，嚴禁一切棄置有礙水流之

物及妨礙排水防護之行為。 

2.集水區域管理 

依「排水管理辦法」第 11 條規定：排水集水區域內辦理

土地開發利用、變更使用計畫或其他事由，致增加排水之逕流

量者，應將排水計畫書送該排水之管理機關(審查同意後始得辦

理)。 

(二) 避難路線 

整治工程未完全實施完成前，位處現況淹水範圍區域，應

於颱風豪雨期間加強戒備，以減輕洪災損失。10 年重現期距計

畫水位現況淹水範圍圖如圖八。 

對於整治工程完成前及超過保護標準之洪水事件，仍會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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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淹水風險，地方政府應注意上游土砂處理、尋求公地或公園

滯洪、擬定淹水預警機制及緊急疏散計畫。圖九為塔寮坑溪排

水易淹水地區之疏散路線及避難處所規劃圖，本計畫規劃疏散

路線及避難處所，提供地方政府納入其依災害防救法辦理之防

災及搶救措施體系參考，相關之防災、避災工作內容概述如

下： 

1.防災整備 

(1)成立災害應變小組：中央氣象局發布颱風警報或大豪雨特報

後，地方政府應成立災害應變小組，參考各單位所提供相關

資訊，分析研判易淹水區可能影響範圍，並提醒當地居民。 

(2)避難處所整備：縣(市)政府應協助鄉(鎮、市)公所完成避難處

所之防災生活物資及糧食準備，內容包含糧食、民生用品及

基本配備。 

(3)疏散避難人員編組：地方政府應協助居民完成執行疏散避難

人員編組，如組成疏散避難小組，內分為疏散班、引導班、

收容班及行政班等。 

2.疏散路線及避難處所規劃原則 

避難處所之空間需能容納淹水區居民日常生活作息，避難

處所應位於地勢較高處，與外界利用現有道路，不經過危險路

段，需為安全的通路，距離不可過長以步行 20～30 分鐘為原

則。目前規劃之避難處所及避難路線概述如下： 

(1) 新泰國小：經由中正路(台 1 甲省道)、新泰路(縣 106)、公園

一路可達新泰國小。 

(2) 國泰國小：經由中正路(台 1 甲省道)、新樹路(縣 107)可達國

泰國小。 

(3) 光華國小：經由民安西路、龍安路可達光華國小。 

(4) 三多國小：經由中正路(縣 116)、萬壽路一段(台 1 甲省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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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三多國小。 

(5) 丹鳳國小：經由青山路、中正路(台 1 甲省道)、中山路(台 1

省道)可達丹鳳國小。 

(6) 武林國小：經由中正路(縣 116)、保安街三段、保安街二段、

保安街一段可達武林國小。 

(7) 龍壽國小：經由萬壽路一段(台 1 甲省道)、萬壽路一段(台 1

省道)、龍校街可達龍壽國小。 

二、都市計畫配合 

(一)使用分區配合 

本計畫於斷面編號 68 之下游渠道均位於都市計畫部分，

於堤防預定線公告後，範圍內土地其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名稱，

若不是「河川區」，在治理計畫執行或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擴

大都市計畫及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配合變更為「河川區」，

需變更之渠段如表五所示。計畫範圍內，需套疊確認之都市計

畫有：1.新莊都市計畫、2.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3 樹林

市都市計畫、4.龍壽、迴龍地區都市計畫；另特 2 號道路分洪

箱涵用地應配合變更為「園道兼溝渠用地」。 

表五 需都市計畫配合調整之渠段表 

地點 堤防預定線 

套繪圖編號 

都市計畫別 目前之土地分類 

環河橋~瓊泰橋 1,2,5 新莊都市計畫 住宅區、公園用地 

瓊泰橋~建國一橋 4,5,6,7 新莊都市計畫 公園用地、住宅區 

建國一橋~潭底溝

匯流口 

7,8 新莊都市計畫 工商綜合區、工業

區、生態綠地用地 

後港橋~建福橋 8,9 新莊都市計畫 住宅區、農業區 

富國橋~萬安橋 11,12,13 新莊都市計畫 住宅區、農業區 

富裕橋~啞口坑溪

匯流口 

14 新莊都市計畫 

樹林都市計畫 

農業區、工業區 

無名橋(斷面44號)~ 

斷面 66 號 

17,18,19,20, 

21,22,23,24, 

25,26 

龍壽、迴龍地區都

市計畫；樹林(三多

里地區)都市計畫 

住宅區、工業區 



 

40 

 

 

圖八 塔寮坑溪排水 10 年重現期距計畫水位現況淹水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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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塔寮坑溪排水易淹水地區之疏散路線及避難處所規劃圖 

避難處所

名稱 電話 地址

新泰國小 02-29971005 新北市新莊區公園一路91號

國泰國小 02-29021287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386號

光華國小 02-22058866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452號

丹鳳國小 02-29035355 新北市新莊區中山路3段625號

三多國小 02-26880698 新北市樹林區三福街52號

武林國小 02-26812475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二段151號

龍壽國小 03-3296554 桃園縣龜山鄉龍壽村龍校街30號

災害通報單位

名稱 電話 地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02-81959119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段200

號8樓

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 02-89535599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

號

桃園縣災害應變中心
03-3379119

#200
桃園市文中北路16號

新莊區公所 02-29929891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176號

樹林區公所 02- 26812106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93 號

龜山鄉公所 03-3203711 桃園縣龜山鄉中山街26號

警消單位

名稱 電話 地址

新北市消防局 02-22535110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57號

新北市消防局
第二大隊新莊分隊

02-29924050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170號1樓

新北市消防局
第五大隊樹林分隊

02-26814252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二段80號

桃園縣消防局 03-3379119 桃園市文中北路16號

桃園縣消防局
龜山分隊

03-3299674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二段93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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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抽水站配合 

塔寮坑2號抽水站及塔寮坑3號抽水站用地位於新莊都市計畫區內，

在治理計畫執行或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擴大都市計畫及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時，應配合變更為「抽水站用地」。 

三、橋梁工程配合 

現況橋梁依水理檢討結果如表六，現階段環河橋將配合閘門更新工

程予以拆除、其餘瓊林橋、瓊泰橋等梁底不足之橋梁在未改建前則採用

封閉橋梁護欄方式辦理，日後配合治理計畫改建或橋梁主管機關辦理必

要改建時，應依據本計畫渠寬及計畫水位改建。橋梁未改建前，縣市政

府及橋梁主管機關應於汛期間隨時監控渠底與橋墩(柱)之變化，倘遇刷深

而橋墩(柱)裸露危及橋梁安全時，應立即實施封橋機制及必要保護。 

四、排水流入口及集水區水土保持配合 

(一)排水流入口 

下游都市排水流入塔寮坑溪排水主渠道部份，因地勢較低受計畫洪

水位影響，而有洪水倒灌浸淹之虞，故主管機關應配合本計畫辦理都市

低窪地區改善計畫，於都市排水出口設置逆止閥等防止倒灌，並應配合

施作堤後引水幹線收集堤內市區排水直接排入塔寮坑溪排水中或引入鄰

近抽水站。塭仔圳重劃區內之雨水下水道建議應考慮潭底溝民安路分洪

工程路線所需，以徹底解決塔寮坑溪排水低地淹水之苦。 

(二)排水總量管制 

集水區上游坡地或下游帄地開發時，增加之逕流量應由開發區(含既

有都市計畫區)自行承擔，即由開發單位自行設置調節池或滯洪池落實排

水總量管制。主管機關亦應加強該地區民眾防災避災之宣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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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水區水土保持 

1.集水區保育治理 

塔寮坑溪排水集水區內存在多條公告土石流潛勢溪流，主管機關應

致力集水區保育治理，包括土地使用管理與防災監測之非工程手段及山

坡地保育治理，山坡地保育治理則以林地保育、野溪處理及崩塌地處理

為目標。針對各種野溪變化，採取適合之防砂設施予以對應整治，期減

少縱橫向沖刷及兩岸崩塌。集水區保育治理可改善水質、維護水土資源、

消減土砂災害、減少下游渠道淤積、恢復集水區生態環境。 

2.綠地保全及增加地表入滲 

於集水區應加強綠地保全及增加地表入滲措施，增進地表入滲及降

低地表逕流。 

 



 

 

4
4
 

表六 塔寮坑溪排水現有橋梁檢討表 
單位：公尺  

橋名 
斷面 

編號 

計畫 

渠寬 

計畫 

洪水位 

計畫 

堤頂高 

橋梁現況 長度 

不足 

高度 

不足 

建議 
權責單位 

橋淨長 梁底標高 

環河橋 - 30.00 7.01 8.18 30.00 6.20  ˇ 
配合閘門更新工程及 

塔寮坑 2 號抽水站拆除 
新北市政府 

瓊林橋 0 25.30 7.01 8.18 18.45 4.94 ˇ ˇ 
現階段封閉橋梁護欄， 

未來配合治理計畫改建 
新北市政府 

瓊泰橋 4 21.70 7.07 8.22 21.00 4.60 ˇ ˇ 
現階段封閉橋梁護欄， 

未來配合治理計畫改建 
新北市政府 

無名橋 9 20.50 7.12 8.28 23.50 5.96  ˇ 
現階段封閉橋梁護欄， 

未來配合治理計畫改建 
新北市政府 

營盤橋 11 24.70 7.15 8.31 24.58 6.43 ˇ ˇ 
現階段封閉橋梁護欄， 

未來配合治理計畫改建 
新北市政府 

建國一橋 14 25.00 7.19 8.34 25.25 6.12  ˇ 
現階段封閉橋梁護欄， 

未來配合治理計畫改建 
新北市政府 

後港橋 19 28.50 7.26 8.41 29.26 6.90  ˇ 未來配合治理計畫改建 新北市政府 

建福橋 23 30.10 7.48 8.62 30.10 5.49  ˇ 
現階段封閉橋梁護欄， 

未來配合治理計畫改建 
新北市政府 

民權橋 26 15.20 7.52 8.70 14.98 7.65 ˇ ˇ 
未來配合治理計畫改建 

新北市政府 

富國橋 29 25.90 7.86 9.00 25.91 8.14  ˇ 未來配合治理計畫改建 新北市政府 

萬安橋 32 22.00 8.11 9.16 21.99 7.88  ˇ 未來配合治理計畫改建 新北市政府 

富裕橋 35 25.20 8.38 9.41 25.20 9.33  ˇ 未來配合治理計畫改建 新北市政府 

無名橋 42 13.40 9.54 10.01 14.88 10.51    新北市政府 

無名橋 44 13.30 11.14 11.49 14.10 12.51    新北市政府 

宏慶橋 46 18.20 11.57 11.87 20.34 13.10    新北市政府 

三龍橋 48 13.10 14.47 14.88 13.23 15.96    新北市政府 

龍興橋 54 13.00 19.31 19.63 13.39 20.55    新北市政府 

工興橋 58 25.20 21.87 22.20 26.45 25.28    新北市政府 

光華橋 59 36.90 23.79 23.14 40.34 25.14    交通部公路總局 



 

 

4
5
 

橋名 
斷面 

編號 

計畫 

渠寬 

計畫 

洪水位 

計畫 

堤頂高 

橋梁現況 長度 

不足 

高度 

不足 

建議 
權責單位 

橋淨長 梁底標高 

福慧橋 67 17.40 32.93 33.11 20.02 35.44   
 

桃園縣政府 

無名橋 68 16.92 32.92 33.11 12.68 36.04 ˇ  未來配合治理計畫改建 龜山鄉公所 

幸福橋 69 10.80 33.58 33.84 13.21 36.07    桃園縣政府 

全真橋 70 17.50 35.46 35.63 20.01 36.83    桃園縣政府 

無名橋 76.1 14.41 40.92 41.05 10.02 46.30 ˇ  未來配合治理計畫改建 龜山鄉公所 

無名橋 77 12.40 43.12 43.36 11.73 46.33 ˇ  未來配合治理計畫改建 龜山鄉公所 

無名橋 87 11.90 55.89 56.03 17.47 59.20    龜山鄉公所 

無名橋 88 11.91 56.63 56.78 10.67 57.77 ˇ  未來配合治理計畫改建 龜山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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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排水設施管理維護注意事項 

本排水為中央管排水，幹流及支流各項設施維護管理應每年編列預算

徹底執行，汛期方能發揮應有之防洪功能。相關排水設施之維護管理工作

應落實之事項分別如下： 

(一) 抽水站及閘門：於塔寮坑 2 號抽水站及塔寮坑 3 號抽水站完成後，新北市

政府應配合塔寮坑溪閘門更新工程制定抽水站聯合營運及閘門操作機制

並確實執行，供日後操作運轉及管理維護之依據，以減少人為疏失。並須

有專責人員定期做好保養維護及管理工作。 

(二) 分洪(流)設施：於特二號道路分流箱涵、潭底溝民安路分流工程、潭底溝

分流(俊英街箱涵)工程、十八份坑溪及啞口坑溪分洪工程完成後，新北市

政府應配合制定分洪(流)操作機制並確實執行，供日後操作運轉及管理維

護之依據，以減少人為疏失。並須有專責人員定期做好保養維護及管理工

作。 

(三) 機電設備檢測：颱風豪雨來臨前，應事先做好抽水站、閘門機電設備之檢

測工作；颱風豪雨期間需派人值班，處理任何突發事故。 

(四) 滯洪池及箱涵疏濬：龍壽滯洪池、特二號道路分流箱涵及雨水下水道等，

應定期管理維護及汛期前後辦理必要之疏濬。 

(五) 滯洪池防洪運轉原則：當颱風海上警報發布時，應即預留滯洪容量；或豪

雨特報發布且滯洪池之集水區列入警戒區域時，亦應即預留滯洪容量。滯

洪池設置後，應制定運轉規則。 

(六) 編列維護管理費用：權責管理單位需編列經常性之維護管理費用，辦理各

項排水設施之維護管理工作，包含滯洪設施維護與管理工作排定。 

(七) 砂石場管控：塔寮坑溪排水集水區上游砂石場之洗砂廢水排放造成下游渠

道淤積之情形，相關權責單位應加強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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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環境維護：加強宣導居民勿將廢棄物丟入排水，以免阻礙水流，影響排洪

功能；以及排水沿岸應嚴禁傾倒垃圾、廢棄物及堆放物品，以維護周邊環

境品質。 

(九) 環境營造：排水環境營造需耗費較多之人力，宜結合政府單位及當地社區

居民共同參與，以當地居民為主體之維護管理機制較能發揮成效，共同維

護排水整潔及提昇生活環境。 

(十) 防汛巡查：防汛期間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應派員並宣導民眾協助巡查轄內

排水，發現排水設施有破裂、損毀等情事，應即轉報權責單位修繕。 

(十一) 本排水上游段早年興建之既有箱涵，上方現有多棟 5 樓建物，考量未來

如有損壞需修築改建，依原址辦理時所涉層面廣泛，推行不易，因此本

計畫另新闢渠道；至於既有箱涵，於新闢渠道未完成前，管理單位應納

入排水設施範圍，俾利維護管理。 

六、其他維護管理及配合事項 

(一) 為避免過度開發造成洪峰流量增加，應落實排水總量管制，如本集水區域

內之塭仔圳重劃區重劃後之排出水量不得增加下游排水負擔。 

(二) 強化都市公園綠地、學校操場及停車場等公共設施之雨水調節功能，規劃

作為洪水期間之調節池，並增加透水性鋪面設計，增加雨水滲透量，以減

輕都會區或聚落之淹水損失與風險；妥善運用公共設施用地，規劃設置滯

洪池、雨水調節池、地下雨水貯留系統及佈設透水性鋪面等，降低淹水風

險與損失。藉由促進基地的透水設計並廣設貯留滲透水池的手法，以促進

大地之水循環能力、改善生態環境、調節微氣候、緩和都市氣候高溫化現

象，達到綠建築之基地保水目的。 

(三) 潭底溝民安路分流工程、俊英街箱涵工程、塔寮坑 3 號抽水站、十八份坑

及啞口坑溪分洪工程等雖屬支流工程不在本治理計畫範圍內，但為達到計

畫預定目標，建議權責機關仍應積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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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八份坑溪、啞口坑溪及塔寮坑溪排水上游坡地應加強邊坡植生復育等保

育治理工作，減少崩坍發生避免土石淤積渠道情況發生。 

(五) 塔寮坑溪排水流經都市人口密集區，水體水質狀況不佳，有待各項污染源

之管制管理，達水質改善之目的。 

(六) 滯洪池開挖之土方應先提供為滯洪池四周圍堤之材料。 

(七) 塔寮坑溪排水出口之大漢溪河川區域線及堤防預定線後續需配合本次堤

防預定線範圍辦理檢討。 

(八) 塔寮坑溪排水於治理完成後將改列為市管區排，由地方負責治理及管理維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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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 

台北辦公區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三段 41 之 3 號 9～12 樓 

總機：（０２）３７０７３０００ 

傳真：（０２）３７０７３１６６ 

免費、服務專線：０８００２１２２３９ 

台中辦公區(出版) 

地址：台中市黎明路二段 501 號 

總機：（０４）２２５０１２５０ 

傳真：（０４）２２５０１６２８ 

免費、服務專線：０８００００１２５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