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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一、計畫緣起與目標 

大內坑溪排水係基隆河支流排水路之一，排水路由基隆市信義區

向南於新北市瑞芳區瑞慶橋下游右側匯入。為有效治理大內坑溪排水

受基隆河外水迴水影響及排水範圍內溢淹問題，本計畫依民國 98 年

8 月 19 日經水河字第 09851210520 核定之「中央管區排大內坑溪排

水系統規劃(原規劃再檢討)」及排水管理辦法第 9 條辦理本計畫。 

本計畫以綜合治水的理念，提出治理計畫原則、方針及改善方

案，排水整治完成後，可達 10 年洪峰重現期保護，25 年洪峰重現期

不溢堤之防洪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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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計畫區域概述 

大內坑溪排水地勢由東北向西南傾斜，區域內標高介於 20 公尺

至 210 公尺之間，境內群山圍繞，集水區內人口密度低。現況排水路

兩岸均有護岸保護；中下游渠段多已為人工渠道之形式。 

本計畫區域位於新北市瑞芳區、基隆市，集水面積共 3.26 平方公

里、排水主幹線流長 2.3 公里。 

三、排水分類及權責劃定 

大內坑溪排水屬中央管區域排水，並由本署所屬第十河川局執

行，其權責起點為與基隆河匯流處，權責終點為靈泉禪寺前放生湖。 

表 1 大內坑溪排水分類及權責歸屬一覽表 

排水名稱 排水出口 權責起點 權責終點 排水分類 權責單位 

大內坑溪排水 基隆河 與基隆河匯

流處 
靈泉禪寺前

放生湖 
中央管區

域排水 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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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排水集水區域 

一、排水集水區域範圍 

本計畫範圍為大內坑溪排水集流區域，主要以地形為界，集水區

範圍北側部分以月眉山地形與基隆市區為界，東側以月眉山地形與新

北市瑞芳區為界，南側以基隆河流域作區隔，西側則以紅淡山地形與

基隆市暖暖區、仁愛區為界，詳如圖 1。計畫範圍內並將農田排水、

下水道、水土保持等納入考量。 

二、排水集水區域概述 

大內坑溪排水集水區位於新北市瑞芳區、基隆市信義區及暖暖

區，集水面積 3.26 平方公里、排水主幹線流長 2.3 公里，排水路係

由北向南流，於基隆河瑞慶橋下游之斷面 104、105 匯入基隆河，地

勢由東北月眉山向西南傾斜，區域內標高介於 20 公尺至 210 公尺之

間，境內群山圍繞。本計畫權責終點上游靈泉禪寺前放生湖為山谷間

漥地蓄積水量，所佔面積 0.6 公頃。 

集水區範圍主要為基隆市信義區智誠里、暖暖區過港里及新北市

瑞芳區吉慶里，三里人口數 8,550 人。 

集水區範圍北、東兩側為月眉山、西側為紅淡山分隔自然地形，

集水區中上游段開發有土資場、靈骨塔墓園及寺廟各一處，中下游段

為零星住家之低密度使用，下游段則分別有萬瑞 62 號高架快速道路

及宜蘭線鐵路經過、新北市瑞芳區吉慶里聚落，其餘為村里聯絡道

路、自然植被、森林區域或未開發之林地。 

本集水區範圍主要以月眉路做為主要之交通路線，向北可銜接至

基隆市市中心，向南銜接新北市瑞芳區及基隆市暖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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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水集水區域經理 

(一)上游山區水土保持與坡地保育 

大內坑溪排水上游除開發一處土資場及靈泉禪寺外，其餘

多為未開發之林地。大內坑溪排水上游位於月眉山附近，現況

為天然之野溪，且多為自然植被、森林區域或未開發之林地，

水土保持及坡地保持狀況良好。 

(二)中下游土地利用 

大內坑溪排水集水區範圍中下游土地利用情形以林地所佔

百分比最高，建地次之。大內坑溪排水流經區域附近部分為月

眉路，沿岸僅有零星住戶及小面積種植作物，其餘為完整的天

然林地及植被的型態。 

本計畫集水區內中、上游段目前有開發一處靈骨塔墓園及

月眉路及零星住宅外，大部分屬自然植被、森林區域或未開發

之林地；下游段為較高密度開發，包括萬瑞 62 號高架快速道路

及宜蘭線鐵路經過，左岸為新北市瑞芳區吉慶里聚落，右岸則

有一墳墓區，其餘為自然植被、森林區域或未開發之林地；宜

蘭線鐵路下游至匯入基隆河之出口段則為原始未開發林地。 

(三) 相關計畫 

1. 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前期計畫) 

大內坑溪排水為基隆河支流，由基隆河右岸匯入，故

大內坑溪排水水位受基隆河水位直接影響，匯流口處治理

措施配合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前期計畫)辦理。其中員山

子分洪工程計畫為該計畫重要分項計畫之一，經由員山子

分洪工程將洪水導入東海，目前員山子分洪已有效降低基

隆河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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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隆河治理基本計畫檢討」(南湖大至侯硐介壽橋修正) 

此檢討報告書為民國 96 年最新資料，本計畫採用員山

子分洪後基隆河水位作為起算水位。 

3. 基隆市都市計畫 

與本計畫相關為「月眉路都市計畫道路改善拓寬工程

變更都市計畫案」，旨在配合月眉路都市計畫道路改善拓寬

工程，須配合辦理沿線土地都市計畫變更為道路用地。 

4. 鄰近計畫區相關開發案 

計畫區內包括經核准開發完成之「月眉土石方資堆置

處理場」、「香格里拉記憶典藏館」各一處，及萬瑞 62 號高

架快速道路經過。 

（四）集水區域內各類排水分布情形 

大內坑溪排水集水區範圍內除大內坑溪排水主流由北向南

流經全區外，尚有四腳亭支線及大內坑支線二條支流分別由下

游段左、右岸匯入。 

四、水資源利用 

(一)水質狀況 

本計畫區域水質經評估分析結果，大內坑溪排水全段屬未

(稍)受污染至中度污染。 

(二)地下水利用 

本計畫區域目前無具規模地下水源利用之情勢。 

(三)灌溉水源利用 

本計畫區域目前無大面積農業耕作事業，故未有農田灌溉

相關設施，僅鄰排水旁有零星農戶種植作物，亦無抽取水源利

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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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治理計畫原則 

一、排水治理基本方針 

(一) 排水治理需解決問題 

1. 外水頂托現象問題，大內坑溪排水下游渠段，受基隆河外

水位影響，形成外水頂托現象，使得排水路無法順利排洪

而迴水，若兩岸高程不足即發生溢淹。 

2. 地勢低窪加上排水不良問題，大內坑溪排水下游出口渠段

處為周邊環境地勢最為低窪之處，每逢降雨即發生積水。 

(二) 綜合治水對策 

1. 集水區中上游屬高地排水，排水路兩岸地面高程大都高於

10 年重現期距或 25 年重現期距計畫水位，降雨逕流可藉

由排水系統滙入排水路內，下游排水路受基隆河迴水渠

段，須能防止基隆河 200 年重現期距洪水溢淹。本計畫以

維持足夠通水斷面及重力排水為主要治水考量。 

2. 排水整治保護標準以可容納 10 重現期距洪峰流量，25 年

重現期距洪峰流量不溢堤為原則。 

3. 減少本計畫上游區域暴雨時挾帶泥砂流入大內坑溪排水

內。 

 (三) 主要治理方式 

大內坑溪排水的下游排水問題屬於外水位太高，造成大

內坑溪排水無法排入基隆河，出口段及其周邊區域並無保護

對象，配合整體治理計畫(前期計畫)洪水到達區域保留作為

本計畫洪水到達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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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水改善方案 

(一)大內坑溪排水出口至鐵路箱涵(0k+000~0k+210)堤岸改善方案 

大內坑溪排水幹線下游段(0k+000~0k+210)，屬基隆河 200

年重現期計畫水位迴水範圍，堤岸高度低於基隆河 200 年重現

期計畫水位高程 EL.28.5m，惟因本渠段周邊兩側目前皆為未開

發之天然林，且無保護對象，出口段及其周邊區域並無保護對

象，配合整體治理計畫(前期計畫)洪水到達區域保留作為本計

畫洪水到達區域。 

(二)鐵路箱涵至 62 快速道路下方(0k+210~0k+684)  

本渠段屬基隆河 200 年重現期計畫水位迴水範圍，其中鐵

路箱涵頂部高程低於基隆河 200 年重現期計畫水位，惟因鐵路

箱涵下游自然渠段無保護對象，箱涵上游水路兩岸高崁高程皆

較基隆河 200 年重現期計畫水位高，且鐵路箱涵上方之鐵道高

程較基隆河200年重現期計畫水位，目前尚無立即改建之必要。 

本渠段除上述鐵路箱涵段外，其餘堤岸高度皆可通過 25 年

重現期距洪峰流量，故本渠段以維持現況為原則。 

(三) 62 快速道路下方至鐙釧橋(0k+684~1k+425)  

大內坑溪排水幹線中游段堤岸因可通過 25 年重現期距洪

峰流量，故本渠段以維持現況為原則。 

(四) 鐙釧橋至排水上游(1k+425~1k+916) 

大內坑溪排水幹線上游段堤岸皆可通過 25 年重現期距洪

峰流量，故本渠段以維持現況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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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排水量 

選用瑞芳(2)雨量站資料經水文分析後，各控制點之洪峰流量如表

2；計畫 10 年重現期距之洪峰流量分配如圖 2。 

 

表 2 大內坑溪排水各控制點洪峰流量一覽表 

洪峰流量(CMS) 
排水路 控制點 

集水面積
（平方公理) 2 年 5 年 10 年 25 年 50 年 100 年

A 排水出口 
(斷面 1) 3.26 41 58 69 85 98 111 

B.四腳亭 
(斷面 6) 2.62 34 47 56 69 80 90 

C.1K+500 
(斷面 17) 1.83 28 39 45 54 62 69 

大內坑溪排水

幹線 

D.大內坑溪排水最

上游(斷面 22) 0.68 12 16 18 21 24 27 

大內坑排水支

線 
E.排水出口 0.42 7 9 11 13 15 16 

四角亭支湶 F.排水出口 0.20 3 5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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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大內坑溪排水 Q10 計畫排水量分配圖 



 

10 
 

第肆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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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計畫洪水位 

本排水系統除排水出口段外，其餘皆屬高地排水態勢，治

理策略採維持排水足夠通水斷面方式為之：排水計畫流量採 10

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排水出口段為防範基隆河 200 年重現期

洪水迴水溢淹，出口段計畫堤頂高採基隆河 200 年重現期洪水

位 28.5 公尺向上游水平延伸，其餘計畫堤頂高依計畫洪水位加

出水高 0.5 公尺決定，且能滿足 25 年重現期距洪水位不溢堤為

原則。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詳見表 3。 

(二)計畫水道斷面 

本排水左岸與道路相鄰，橫斷面採不影響通水斷面及兩岸

設施方式處理。另本計畫排水則以現況平均底床高訂定計畫排

水縱坡降，計畫縱斷面圖詳圖 3。計畫橫斷面標示計畫水位、計

畫渠寬、現況左右岸及堤防預定線位置，詳見圖 4。 

(三)計畫水道重要事項 

本排水全線幾乎已完成工程設施保護，兩岸大多有臨渠道路

或建物，全渠段應依計畫排水縱坡降加強渠道整理。於出口段及

其周邊區域並無保護對象，配合基隆河治理計畫保留作為本計畫

洪水到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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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內坑溪排水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一覽表 

各重現期距洪水位(m) 
累距 位置 

計畫 
流量 
(cms) 

計畫 
渠底 

(公尺) 

計畫 
渠頂高

(公尺) 

計畫 
渠寬 

(公尺) 10 年 25 年 50 年

處理

方式

0k+000~ 

0k+210 

權責起點至

鐵路箱涵 69 20.66~ 
23.09 

28.5~ 
28.5 

7.05~ 
24.67 

26.91~ 
26.85

27.50~ 
27.46 

27.92~
27.89

現況

留用

0k+210~ 

0k+684 

鐵路箱涵至

斷面 8 56 20.54~ 
29.40 

28.5~ 
32.73 

7.05~ 
18.23 

26.85~ 
31.79

27.46~ 
32.73 

27.89~
33.11

現況

留用

0k+684~ 

1k+425 

斷面 8 至 
鐙釧橋 45 29.40~ 

36.41 
32.73~ 
40.48 

6.46~ 
15.02 

31.79~ 
39.9 

32.73~ 
40.21 

33.11~
40.45

現況

留用

1k+425~ 

1k+916 

鐙釧橋至 
權責終點 18 36.41~ 

52.78 
40.48~ 
54.15 

7.24~ 
12.17 

39.9~
53.65

40.21~ 
53.73 

40.45~
53.79

現況

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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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排水設施功能、種類及位置 

本計畫現況兩岸高程已達到保護標準或無保護對象，在排水

出口區域配合整體治理計畫(前期計畫)洪水到達區域保留作為本

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各分段主要排水設施、種類及位置詳見圖 5。 

(一) 大內坑溪排水出口至鐵路箱涵(0k+000~0k+210)堤岸改善方案 

本渠段計畫水位 26.91~26.85 公尺；現況兩岸高程

26.09~26.47，雖未達到保護標準，因該段未有保護對象，不需

施作工程，並將 25 年重現期距洪水到達區域劃入堤防預定線

範圍；計畫堤頂高 28.5 公尺；計畫渠寬 7.05~24.67 公尺。 

(二) 鐵路箱涵至 62 快速道路下方(0+210~0k+684)  

本渠段計畫水位 26.85~31.79 公尺；除鐵路箱涵頂部高程未

達基隆河 200 年重現期計畫水位，未來鐵路管理機關視其實際

需要改建時，應抬升箱涵頂部高程至基隆河 200 年重現期計畫

水位。其餘現況兩岸高程，皆可達到保護標準，不需施作工程；

計畫堤頂高 28.5~32.73 公尺；計畫渠寬 7.05~18.23 公尺，並以

左岸既有道路作為水防道路。 

(三) 62 快速道路下方至鐙釧橋(0k+684~1k+425)  

本渠段計畫水位 31.79~39.98 公尺；現況兩岸高程

35.75~40.76，皆達到保護標準，不需施作工程；計畫堤頂高

32.73~40.48 公尺；計畫渠寬 6.46~15.02 公尺，並以左岸既有道

路作為水防道路。 

(四) 鐙釧橋至排水上游(1k+425~1k+916) 

本渠段計畫水位 39.90~53.65 公尺；現況兩岸高程

40.76~54.51，皆達到保護標準，不需施作工程；計畫堤頂高

40.48~54.15 公尺；計畫渠寬 7.24~12.17 公尺。並以左岸既有道

路作為水防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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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維護管理及配合措施 

一、排水集水區域土地利用及管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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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排水計畫書送主管機關審查同意後始得辦理。 

(二) 整治工程未完全施作前，應對其計畫洪水位現況淹水範圍土地

之利用加強管理，必要時限制其使用方式。 

二、都市計畫配合 

大內坑溪排水鐙釧橋以北至排水權責終點係位於基隆市都市

計畫區內，目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公園用地、道路用地及保存

區，因此需配合本計畫排水路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圖劃設成

果之範圍，於未來辦理擴大都市計畫或通盤檢討時，請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配合本計畫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圖劃設成果變更為

河川區，變更範圍如本計畫附件土地異動清冊。 

原使用分區 配合本計畫變更後分區 
公園用地 河川區 
道路用地 河川區 
保存區 河川區 

 

三、跨渠構造物工程配合 

未來鐵路管理機關視其實際要辦理鐵路改建時，大內坑溪排

水 0k+210~0k+250鐵路箱涵段為基隆河 200年重現期計畫水位迴

水範圍，其箱涵頂部高程低於基隆河 200 年重現期計畫水位，未

來鐵路管理機關應配合鐵路改建時將箱涵頂部高程抬升至基隆

河 200 年重現期計畫水位高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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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內坑溪排水跨渠構造物需配合改建ㄧ覽表 

橋梁或箱函現況(公尺) 
橋梁 

名稱 
樁號 

計畫 

渠寬 

(公尺) 

計畫 

堤頂 

(公尺)
橋長及

箱涵寬

梁底或箱

涵頂標高

橋墩寬

 

處理 

方式 

1 號箱涵 03 8.3 28.5 7.30 26.30 -- 依計畫堤頂改建

2 號箱涵 05 4.3 28.5 4.3 28.42 -- 現況留用 

1號無名橋 11 10.3 34.9 9.13 36.46 -- 現況留用 

鐙釧橋 16 8.8 38.8 5.28 40.13 -- 現況留用 

3 號箱涵 17 5.9 40.4 3.1 44.08 -- 現況留用 

.. 

四、取水工、農田排水、雨水下水道、上游坡地水土保持等排

水銜接工配合 

大內坑溪排水上游區域暴雨來時有部分土石鬆軟處易遭沖蝕，山

區地表逕流易挾土石傾流而下，易造成渠道淤積阻礙排洪，請主管機

關加強水土保持防止崩塌及土石流之災害，避免土石流入本排水；中

上游土資場及靈骨塔區，請主管機關要求業者確實依核准之水土保持

計畫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另本排水路縱坡降變化處，土砂易沉澱淤

積，排水管理機關應定期疏浚排水路，以維持足夠之通洪斷面。 

目前各類排水路排入大內坑溪排水主流之排放口皆能符合本計

畫需求，日後各類水路排放口之設置，須注意排放口位置之計畫洪水

位，妥善規劃其排放高程，以免受大內坑溪排水水位頂托影響其排水

功能。另大內坑溪排水權責終點上游放生湖可作為滯洪功用，請管理

機關配合清淤，以提升其滯洪功能。 

五、排水設施管理維護注意事項 

(一) 排水容易植生茂盛淤積，造成排水不順暢，應定期於汎期前後

辦理必要之疏浚。 

(二) 跨渠構造物應向主管單位申請並同意後始得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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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嚴禁擅自在排水上加蓋建造物或佔用排水兩旁道路、公有地之

行為，確保水防道路通暢。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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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管理維護及配合事項 

(一)洪災管理 

本計畫範圍內淹水地區為鐵路箱涵下游至匯入基隆河段，該

段已劃入為本計畫洪水到達區，請地方政府依緊急避難相關辦法

納入防災體系警戒處理。10 年重現期現況淹水範圍詳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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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疏散路線及避難處所規劃 

本計畫規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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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避難路線及處

所詳圖 7。 

1. 疏散路線：計畫區內下游部分四腳亭聚落可步行 5 分鐘往

吉慶里活動中心行進；大內坑溪排水沿排水路住家民眾可

利用月眉路向北步行 5 分鐘，即可抵達靈泉禪寺。 

2. 避難處所：計畫區內靈泉禪寺及吉慶里活動中心建築佔

2,000 平方公尺，預計可容納 800 人。 

3. 居民疏散避難與收容可利用廣播宣導撤離，並請警察單位

協助警戒、維持救災路線暢通，並設置標誌管制通行，調

派重型機械清除障礙及道路搶通。 

 

 





 

 

 

 

 

 

 

 

附錄   

治理計畫地方說明會會議記錄及回覆 



 

「中央管大內坑溪排水治理計畫」(含集水區範圍及堤防預定線) 
地方說明會議記錄及回覆 

壹、時間 99 年 9 月 17 日下午 2 時 00 分 
貳、地點：臺北縣瑞芳鎮吉慶里吉安宮 
參、主持人：陳副局長順天 

肆、出列席單位及人員：                       記錄：廖本昌 
伍、討論及決議 

(1) 報告事項之案由及決定：(略) 

二、討論事項之案由及決定： 

(一) 廠商簡報：(略) 

(二) 各單位及民眾意見： 
單位 意見內容 處理情形 

臺北縣 

廖議員秀雄 

本計畫應考量地方居民需求規劃。 感謝提供意見，已納入請相關單位配合

處理。 

 

李立法委員慶華 

國會辦公室主任 

黃奕仁 

期望本計畫得以全盤考量來規劃，

並將全集水區的各項因素考慮進

來。 

 

感謝提供意見，本計畫已考量大內坑溪

集水區域內的各項流入因素，並依規定

之保護標準規劃。 

 

 

臺北縣瑞芳 

鎮民代表會 

高主席天助 

本計畫通過後，期待政府未來相關

工程計畫及預算可盡速完成。 

 

感謝提供意見，本計畫依規定之保護標

準規劃，各項工程計畫及預算依相關規

定辦理。 

 

臺北縣瑞芳鎮 

吉慶里辦公室 

林里長健發 

希望本計畫可考量地方居民需求規

劃。 

 

感謝提供意見，已納入請相關單位配合

處理。 

 

臺北縣 

瑞芳鎮公所 

公所將配合本計畫及相關規定辦

理。 

感謝提供意見。 

陸、會議結論： 

    本治理計畫經向與會單位及民眾簡報說明後原則認可，本局將據以
提報經濟部水利署進行後續審議及核定公告事宜。 

柒、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