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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前言 

二仁溪原名二層行溪，為中央管河川，主流發源於高雄市內

門區木柵里山猪湖山(標高 460 公尺)，流域面積約 350 平方公里，

幹流長度 63.17 公里，本溪平均坡度約為 1/160。上游段較陡，中、

下游段平緩屬緩流河川，係高雄市與台南市之界河。行政區域計

有台南市仁德區、歸仁區、關廟區、龍崎區、永康區、東區及南

區；高雄市茄萣區、湖內區、路竹區、阿蓮區、田寮區、內門區

及旗山區。 

本流域下游地區工商業發展迅速，成為本流域經濟重心；主

要農作物以水稻、雜作、蔬菜為主，中、上游則有竹筍、芒果、

鳳梨、香蕉及其他果樹等分布。流域內公路縱橫密集，南北向主

要有縱貫鐵路、高速鐵路、西濱公路台 17 線、縱貫公路台 1 線、

台 3 線、高速公路國 1 線、國 3 線，及縣道 177 線；東西向有縣

道 182 線和省道 28 號可接聯南北向幹道。 

一、緣由 

二仁溪於民國 76 年 3 月 31 日前臺灣省政府府建水字第

147342 號公告河口至崇德橋河段之治理基本計畫及水道治

理計畫用地範圍圖。因二仁溪治理基本計畫(河口至崇德橋)

於民國 76 年公告迄今已逾 20 年，民國 92 年 11 月 17 日經

授水字第 09220214250 號函公告修訂「二仁溪下游河段治

理基本計畫(河口至縱貫鐵路橋)」，及民國 97 年 5 月 22 日經

授水字第 09720203910 號函公告「二仁溪下游段治理基本

計畫(縱貫鐵路橋~高速公路橋)」。為因應土地利用情況改變

及近年異常暴雨，本次修正高速公路橋至崇德橋河段治理基

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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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範圍 

本次修正範圍自中山高速公路橋(斷面27.1)至崇德橋(斷

面 60.1)，長度約 12.17 公里。 

三、修正項目 

各項目修正內容分別為： 

(一)修正計畫洪水量。 

(二)修正計畫洪水位及計畫堤頂高。 

(三)修正水道治理計畫線及堤防預定線。 

二仁溪治理基本計畫修正內容對照表 

修正項目 民國76年公告 本次修正內容 修正原因 

計畫範圍 
河口 

~  
崇德橋 

中山高速 
公路橋 

~  
崇德橋 

民國 76 年公告迄今已逾 20 年，土地利用情況已大幅

改變，為供河川治理與管理參考及達永續利用目的，

遂修正治理基本計畫 
民國 92 年修正：河口~縱貫鐵路橋 
民國 97 年修正：縱貫鐵路橋~中山高速公路橋 
本次延續修正：中山高速公路橋~崇德橋 

計 
畫 
洪 
水 
量 

No.27.2 2,330 cms 2,660 cms 

氣候極端變化，水文條件加劇，致洪水量較以往增加。
No.44 2,030 cms 2,290 cms 

No.54 1,720 cms 1,960 cms 

No.60.2 1,690 cms 1,835 cms 

計 
畫 
洪 
水 
位 

No.27.2 8.73 10.41 

氣候極端變化，水文條件加劇，依重新分析之洪水量

進行演算。 

No.35.2 10.58 11.11 
No.35.4 － 11.13 
No.38.2 11.29 11.48 
No.50.2 12.70 13.45 
No.58.2 － 16.12 
No.59.2 － 16.30 
No.60.2 15.28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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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仁溪治理基本計畫修正內容對照表(續) 

修正項目 本次修正內容 修正原因 

水 
道 
治 
理 
計 
畫 
線 
及 
堤 
防 
預 
定 
線 

中山高速
公路橋 

~  
高鐵 

高架橋 
(No.27.1 

~  
No.35.3) 

左

岸 

No.27.1~28 
堤防預定線修正至中山

高速公路橋橋台 

經水理分析檢討，計畫洪峰流量可通過中
山高速公路橋橋台間之寬度，且尚有足夠
出水高，故配合現況橋台修正 

No.28~30 
沿地形高崁劃設並納入

河川公地修正 

河道變遷，深水槽超出原公告堤防預定
線，配合地形高崁包絡現況深槽及納入左
岸河川公地修正 

No.30~35.3 維持原公告 － 

右

岸 

No.27.1~28 
堤防預定線修正至中山

高速公路橋橋台 

經水理分析檢討，計畫洪峰流量可通過中
山高速公路橋橋台間之寬度，且尚有足夠
出水高，故配合現況橋台修正 

No.28~30 維持原公告 － 

No.30~35.3 
沿地形高崁劃設並納入

河川公地修正 

河道變遷，深槽超出原公告堤防預定線，
配合地形高崁包絡現況深槽及納入右岸河
川公地修正 

高鐵 
高架橋 

~  
南雄橋 

(No.35.3 

~  
No.50.1) 

左

岸 
No.35.3~50.1 維持原公告 － 

右

岸 

No.35~38 沿河川公地向右岸修正 將右岸河川公地劃入 
No.38~43 維持原公告 － 

No.43~47 沿地形高崁劃設修正 河道變遷，深水槽部分超出原公告堤防預
定線，配合地形高崁包絡現況深槽 

No.47~50.1 維持原公告 － 

南雄橋 

~  
崇德橋 

(No.50.1 

~  
No.60.1) 

左

岸 

No.50~53 維持原公告 － 
No.53~57 依照地形高崁劃設 維持現況流路，不採「截彎取直」方案 

No.57~58 維持原公告 － 

No.58~60.1 依照地形高崁劃設 
河道變遷，深水槽部分超出原公告堤防預

定線 

右

岸 

No.50~52 維持原公告 － 

No.52~55 依照地形高崁劃設 
河道變遷，深水槽部分超出原公告堤防預

定線 
No.55~60.1 維持原公告 － 

No.52~57 
(蛇穴地區) 

維持自然流路 維持自然流路 

註：水道治理計畫線與堤防預定線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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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流域概況 

一、水土利用現況及流域經理 

(一)流域土地利用 

本計畫下游地區原以農業為主，主要農作物有水

稻、雜作與蔬菜等，隨著經濟結構轉變，下游河口至縱

貫鐵路橋河段之人口密集地區，工商業發展迅速，永康、

仁德、歸仁與台南交流道銜接形成一大都市計畫區域，

以機械、紡織、五金、飼料等輕重工業為主。而本流域

自南雄橋以上地勢高低起伏，屬台灣西南部泥岩地形分

布區域，境內山坡地土地利用以種植鐵刀木、相思樹、

光腊樹、竹林等為主。本計畫河段(高速公路橋至崇德橋)

之土地利用較為單純，多以雜作與蔬菜等農業為主。 

(二)集水區水土保持 

本溪上游集水區為泥岩地質，因地表沖蝕、崩塌裸

露地、河道沖刷及人為土地利用，成為中、下游土砂主

要來源，裸露地面積約 52.3 公頃，集水區裸露地年土壤

流失量約 51,254 立方公尺。為解決泥岩裸露問題，則需

仰賴客土或其他方式營造植生復育基盤，再配合各式植

生工法，減少裸露坡面受到沖蝕。 

(三)水資源利用及坡地保育 

本溪水質污染嚴重，導致水資源可利用率較低，即

較少直接引用二仁溪之水源，以越域引水方式引用旗山

溪溪水供給阿蓮灌區及湖內灌區。而本計畫區域地下水

屬嘉南平原分區，流域上游多泥質岩層且下游沖積層多

細密物質，含水層厚度甚薄，且層內之砂土間雜有黏土，

含水性不佳，故地下水蘊藏不豐，本區內地下水僅使用

於養殖及灌溉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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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泥岩地形裸露地覆蓋情形不良土壤易遭雨水沖

蝕，流入主流易造成泥砂淤積，應加強配合執行上游集

水區之水土保育工作，並嚴禁山坡地超限開發使用。 

(四)其他相關開發計畫 

1.高速鐵路台南車站特定區-生態城市暨土地開發策略計畫 

前台南縣政府於民國 93~95 年完成該計畫，特定

區位於台南市歸仁區仁德糖廠沙崙農場，橫跨歸仁區武

東、沙崙及大潭三里，計畫面積約 299 公頃。規劃生

態城市內的生活污水集中至高速鐵路台南車站特定區

西側的生態濕地，經過處理後，放流或灌溉區內作物之

用，並與滯洪池、灌溉渠道及水塘連通，作為整體水位

調整系統。另配合台南市政府之深坑子溪水質淨化計

畫，於關廟地區進行溪水截流，並以分期分區方式設置

人工濕地及水質淨化廠，處理工業廢水和農畜廢水。 

2.台南都會公園特定區計畫 

行政院於民國 86 年 7 月 14 日台 86 內字第 28352

號函核定「台南都會公園開發計畫」，提供都會區居民

進行休閒、社交、自然教育等活動使用，亦可調節都會

區之生態機能、增進環境景觀資源及改進地區環境品

質。而配合之特定區計畫，除可塑造優質之居住與生活

環境外，亦可引導鄰近地區健全發展。 

3.阿蓮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阿蓮都市計畫區位於阿蓮區公所所在地，其範圍東

至屠宰場東方約 400 公尺處，南至淵仔寮溝，西至台

糖鐵道，北沿二仁溪邊海拔 20 公尺之等高線及阿蓮國

中北方之重劃道路，包括阿蓮里、清蓮里及和蓮里等，

民國 93 年第三次通盤檢討後，計畫面積 366.50 公頃，

計畫人口為 19,000 人，計畫居住密度每公頃約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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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土地使用分區為住宅區、商業區、乙種工業區、農

會專用區、醫療專用區、電信事業專用區、加油站專用

區及農業區，區內計有 5 條聯外道路。 

二、水文及河川特性 

本計畫集水區平均年降雨量約為 1,707 公釐，雨量集中

於夏季(5~9 月)，約佔整年 88%，雨量分布相當不均勻。本

溪主流上之崇德橋及南雄橋，年平均逕流量分別約 8.03 及

10.21 每秒立方公尺，5~9 月期間河川流量，佔全年流量之

84%。 

本溪河道依山勢順谷而下，全流域屬蜿蜒堆積型態河

川。上游侵蝕河段屬淺山河道，河床坡度約為 1/190~1/540，

為砂粒河床質。而自德和橋起下游河道漸脫離山區，河幅漸

增大至河口段，河床平均坡度約 1/1,805 為緩流河道，河道

蜿蜒度略大屬於蜿蜒河型，河道變遷上趨於和緩穩定，河槽

型態為細顆粒懸移載深切型河槽。 

三、水患潛勢及致災原因 

本計畫河段因兩岸地勢平緩，加上河道內泥砂淤積，造

成洪水易漫淹周遭農地，影響附近居民生活。本流域洪災主

要成因如下： 

(一)部分橋梁梁底高程低，通水斷面不足，造成瓶頸，影響

洪水通過。 

(二)上游集水區屬泥岩地質，既設水土保持措施不易發揮成

效，暴雨期間易沖刷至河道，中下游河床淤積，致洪水

期間河床水位易發生暴漲。 

(三)河岸多植生竹林，竹林根系淺易遭水流沖刷流入河道，

形成溪水壅高漫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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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治理基本方針 

一、治理課題 

二仁溪上游流經泥岩地區，每遇豪大雨常導致上游河段

大量泥岩沖刷於主河道，隨洪流傾洩而下，又本溪中下游為

緩流河川，泥砂輸送、淤積於崇德橋以下河段，易淤積形成

土砂災害及影響河防安全。本溪流經南雄橋後兩岸地勢平

坦，洪水到達區域廣大，沿岸無防洪構造物保護，支流排水

易受主流迴水影響，故每年雨季經常發生洪水漫淹兩岸造成

災害。而下游出海口至縱貫鐵路橋段兩岸高水堤防治理完成

後，淹水情形遂於中上游段發生，為保護中上游段民眾身家

財產，實有辦理治理基本計畫之需要。綜上所述，本計畫河

段主要治理課題為： 

(一)崇德橋下游河床平緩，土砂易淤積，應加強上游集水區

水土保持，減少土砂流入，並持續對淤積河段進行疏浚，

保持深水槽通洪能力。 

(二)南雄橋下游兩岸為配合河川保育，除受水流沖擊凹岸處

施設保護外，其餘河段儘量不設置構造物以維持自然，

而洪水到達區域採低度使用。 

二、流域經理基本方針 

本流域上游集水區山坡地應限制利用，避免有超限利用

及違規使用之情事發生，並加強集水區中上游植生保育、崩

塌地處理、坡地防砂及水土保持工程等治理措施，以工程及

非工程措施抑止土砂生產量及輸出量，如設置囚砂區、河道

疏浚或洪水到達範圍納入河川區域管制。另本溪水質污染嚴

重，水資源利用率較低，應加強管制及稽查，以維護河川水

質及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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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川治理基本方針 

流域內河段適時檢討河道淤積，辦理河道疏浚，儘量維

持天然河寬，增加河道排洪空間，計畫洪水到達區域之土地

利用管制並配合預警及避難措施，維持經常性流量之通洪能

力及減少土砂災害為治理原則，依實需布設防洪設施並配合

河川管理以確保通洪流路。為維持河道穩定，於河段彎道處

視水流沖擊狀況，評估設置保護措施如丁壩挑流工可行性。

經檢討暫無需設置丁壩，而以保護工等穩定主要深槽。 

中山高速公路橋(斷面 27.1)至崇德橋(斷面 60.1)河段，

河道沖淤互見，為順應河川自然情勢，兼顧防洪減災、環境

生態保全，儘量維持現況之地形、流路及河性之自然水流，

並加強河川管理，達到河川永續利用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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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水道治理計畫及保護標準 

一、水道治理計畫 

本計畫河段自民國 76 年公告迄今已逾 20 年，土地利用

情況已大幅改變，為符現況故修正水道治理計畫。本河段兩

岸地勢較平坦寬廣，高灘地及較高台地多以農業利用為主，

受淹水洪災影響較小，河道深水槽進行河道疏浚，改善河道

通洪能力，其餘無保護措施河段，堤防預定線外尚有洪水到

達區域，故將低度使用地區納入本河段堤防預定線範圍，修

正原則如下： 

(一)暢洩計畫洪峰流量、維持排洪能力。 

(二)考量現況地形、高崁位置、流路、河性及維持河道之自

然平衡，並儘量保持既有流路。 

(三)儘量利用河川公地及現有防洪構造物，排水流入主流匯

流處及彎道段酌予放寬，以增加洪水緩衝及囚砂空間。 

二、計畫洪峰流量 

(一)各重現期距洪峰流量 

本溪各流量控制站各重現期距洪峰流量如表 1，與原

公告計畫流量比較於表 2： 

表1 二仁溪流域各流量控制點各重現期距洪峰流量表 
單位：每秒立方公尺

斷面編號 控制點 
各重現期距洪峰流量 

Q2 Q5 Q10 Q20 Q25 Q50 Q100 Q200

NO.28 港尾溝溪排水分洪道前 1,030 1,555 1,860 2,125 2,205 2,440 2,660 3,170*
NO.44 深坑子溪匯流前 855 1,305 1,570 1,805 1,880 2,090 2,290 2,780*
NO.54 松子腳溪匯流前 725 1,105 1,335 1,540 1,600 1,785 1,960 2,420*

NO.60.2 崇德橋 675 1,035 1,250 1,440 1,500 1,670 1,835 2,290*
註：” * “因阿公店水庫集水區超過 100 年重現期距時將進行越域分洪至二仁溪支流牛稠埔溪(於斷面 64 匯入二

仁溪)，最大越域分洪量約 298 每秒立方公尺，故斷面 64 下游河段 200 年重現期距洪峰流量將額外增加 298
每秒立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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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與民國76年公告計畫洪峰流量比較表 
單位：每秒立方公尺

斷面編號 民國 76 年公告 本次修正內容 修正原因 
No.28 2,330 2,660 

氣候極端變化，水文條件加劇，
致洪水量較以往增加。 

No.44 2,030 2,290 
No.54 1,720 1,960 

No.60.2 1,690 1,835 

(二)計畫洪峰流量 

二仁溪係屬中央管河川，計畫洪峰流量採用 100 年

重現期距洪峰流量為保護標準，各河段計畫洪峰流量分

配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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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二仁溪高速公路橋至崇德橋河段計畫洪峰流量分配圖 

三、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計畫水道斷面 

(一)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 

依據民國 97 年 5 月 22 日經授水字第 09720203910

號函公告「二仁溪下游段治理基本計畫(縱貫鐵路橋~高

速公路橋)」，以斷面 27.1 之各重現期洪水位作為起算水

位，100 年重現期之計畫洪水位為 10.39 公尺。依計畫

洪峰流量(100 年重現期距)及現況河槽斷面資料演算，各

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如表 3，與原公告計畫洪水位比較於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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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二仁溪流域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一覽表 
地點 斷面編號 河心距(m) 計畫洪水位(m) 

高速公路橋 27.2 12,080 10.41 
中路橋 35.2 15,542 11.11 

高鐵高架橋 35.4 15,642 11.13 
石安橋 38.2 16,866 11.48 
南雄橋 50.2 20,838 13.45 

交流道連絡橋 58.2 23,780 16.12 
國道 3 號橋 59.2 24,022 16.30 

崇德橋 60.2 24,240 16.46 

表4 與民國76年公告計畫洪水位比較表 
單位：公尺

地點 斷面編號 民國 76 年公告 本次修正內容 修正原因 
高速公路橋 27.2 8.73 10.41 

氣候極端變化，水文條
件加劇，依重新分析之
洪水量進行演算。 

中路橋 35.2 10.58 11.11 
高鐵高架橋 35.4 － 11.13 

石安橋 38.2 11.29 11.48 
南雄橋 50.2 12.70 13.45 

交流道聯絡橋 58.2 － 16.12 
國道 3 號橋 59.2 － 16.30 

崇德橋 60.2 15.28 16.46 

(二)計畫水道斷面 

本溪計畫縱斷面如圖 2，計畫橫斷面如圖 3，二仁溪

堤防預定線如附件一。各河段分述如下並彙整如表 5； 

1.中山高速公路橋至高鐵高架橋(斷面 27.1~斷面 35.3) 

本河段長約 3.55 公里，計畫洪峰流量為 2,841~ 

2,660 每秒立方公尺，計畫河寬為 230~555 公尺。 

斷面 27.1 之高速公路橋左右岸橋台原位於堤防預

定線內，經水理分析檢討，計畫洪峰流量可通過高速公

路橋橋台間之寬度，且其梁底高程為 12.9 公尺，距 100

年重現期洪水位 10.41 公尺尚有 2.49 公尺之餘裕，故

配合現況橋台修正堤防預定線，再與民國 97 年修正公

告之堤防預定線銜接；斷面 28~32 間因河道變遷呈現

S 形，流速變緩易淤積，且河道深水槽超出原公告堤防

預定線，故本次左岸斷面 28~30 沿地形高崁包絡現況

深槽劃設並納入河川公地以修正堤防預定線；斷面

30~35.3 則維持原公告堤防預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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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岸斷面 27.1~28 配合現況橋台修正堤防預定

線；斷面 28~30 維持原公告堤防預定線；斷面 30~35.3

沿地形高崁包絡現況深槽並納入河川公地以修正堤防

預定線。上述河段兩岸水道治理計畫線與堤防預定線共

線。 

•右岸斷面30~35.3：
沿地形高崁包絡現況深槽劃設並納入河川公地修正

•左岸斷面28~30：
沿地形高崁包絡現況深槽劃設並納入河川公地修正

•右岸斷面27.1~28：
配合現況橋台修正

：民國76年公告堤防預定線
：本次修正堤防預定線、水道治理計
畫線(共線，以堤防預定線表示)

 

2.高鐵高架橋至南雄橋(斷面 35.3~斷面 50.1) 

本河段長約 5.18 公里，地勢平緩河道易淤積，計

畫洪峰流量為 2,660~2,290 每秒立方公尺，計畫河寬

為 210~465 公尺。 

斷面 35.3~38 間河段因河道變遷，右岸留有河川

公地，本次右岸斷面 35.3~38 納入公地修正堤防預定

線；斷面 38~43 維持原公告堤防預定線；斷面 43~47

沿地形高崁包絡現況深槽劃設修正堤防預定線；斷面

47~50.1 維持原公告堤防預定線。 

左岸斷面 35.3~50.1 因無較大變動，故維持原公告堤

防預定線。上述部分河段兩岸水道治理計畫線與堤防預

定線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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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岸斷面35.3~38
納入河川公地 •右岸斷面43~47

沿地形高崁包絡現
況深槽劃設修正斷面43

斷面50.1：民國76年公告堤防預定線
：本次修正堤防預定線、水道治理計
畫線(共線，以堤防預定線表示)

 

3.南雄橋至崇德橋(斷面 50.1~斷面 60.1) 

本河段長約 3.39 公里，計畫洪峰流量為 2,290~ 

1,960 每秒立方公尺，計畫河寬為 130~290 公尺。 

原公告堤防預定線規劃於斷面 52~57 處「蛇穴」

地區進行截彎取直，以穩定河槽及渲洩洪水，因目前採

維持現況河道自然平衡治理原則，故納入蛇穴河道彎曲

段，其中不受 100 年重現期距洪水影響之高地則劃出

堤防預定線外，故本次左岸斷面 50.1~53 維持原公告

堤防預定線；斷面 53~57 依照地形高崁劃設堤防預定

線後，再平順銜接原公告堤防預定線；斷面 57~58 維

持原公告堤防預定線；斷面 58~60.1 則依照地形高崁

劃設堤防預定線後，平順銜接至崇德橋橋端。 

右岸斷面 50.1~52 維持原公告堤防預定線；斷面

52~55 依照地形高崁劃設堤防預定線；斷面 55~60.1

則維持原公告堤防預定線。上述兩岸水道治理計畫線與

堤防預定線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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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面53~57(蛇穴)
原規劃進行截彎取直，本
次修正採維持現況河道自
然平衡治理原則，故依照
地形高崁納入彎曲段

南雄橋

•右岸斷面52~55：
依照地形高崁劃設

•左岸斷面58~60.1：
依照地形高崁劃設

斷面53

斷面55

斷面52

：民國76年公告堤防預定線
：本次修正堤防預定線、水
道治理計畫線(共線，以
堤防預定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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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二仁溪高速公路橋至崇德橋河段計畫水道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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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二仁溪高速公路橋至崇德橋河段計畫水道橫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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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本計畫修正河段堤防預定線修正說明一覽表 

修正項目 本次修正內容 修正原因 

中山高速公
路橋 

~  
高鐵高架橋

(No.27.1 

~  
No.35.3) 

左

岸

No.27.1~28 堤防預定線修正至中山高速公路橋橋台 經水理分析檢討，計畫洪峰流量可通過中山高速公路橋橋台間之
寬度，且尚有足夠出水高，故配合現況橋台修正 

No.28~30 沿地形高崁劃設並納入河川公地修正 河道變遷，深水槽超出原公告堤防預定線，配合地形高崁包絡現
況深槽及納入左岸河川公地修正 

No.30~35.3 維持原公告 － 

右

岸

No.27.1~28 堤防預定線修正至中山高速公路橋橋台 經水理分析檢討，計畫洪峰流量可通過中山高速公路橋橋台間之
寬度，且尚有足夠出水高，故配合現況橋台修正 

No.28~30 維持原公告 － 

No.30~35.3 沿地形高崁劃設並納入河川公地修正 河道變遷，深槽超出原公告堤防預定線，配合地形高崁包絡現況
深槽及納入右岸河川公地修正 

高鐵高架橋

~  
南雄橋 

(No.35.3 

~  
No.50.1) 

左

岸
No.35.3~50.1 維持原公告 － 

右

岸

No.35~38 沿河川公地向右岸修正 將右岸河川公地劃入 

No.38~43 維持原公告 － 

No.43~47 沿地形高崁劃設修正 河道變遷，深水槽部分超出原公告堤防預定線，配合地形高崁包
絡現況深槽 

No.47~50.1 維持原公告 － 

南雄橋 

~  
崇德橋 

(No.50.1 

~  
No.60.1) 

左

岸

No.50~53 維持原公告 － 

No.53~57 依照地形高崁劃設 維持現況流路，不採「截彎取直」方案 
No.57~58 維持原公告 － 

No.58~60.1 依照地形高崁劃設 河道變遷，深水槽部分超出原公告堤防預定線 

右

岸

No.50~52 維持原公告 － 

No.52~55 依照地形高崁劃設 河道變遷，深水槽部分超出原公告堤防預定線 

No.55~60.1 維持原公告 － 
No.52~57 
(蛇穴地區) 

維持自然流路 維持自然流路 

註：水道治理計畫線與堤防預定線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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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河川治理措施 

一、河川綜合治理措施 

中山高速公路橋至南雄橋段位於本溪中游段，兩岸地勢

平坦寬廣，因兩岸高灘地及較高台地多以農業利用為主，受

洪災淹水影響較小，後續則視實際需要採近自然工法設置防

洪構造物。 

南雄橋至崇德橋段河道曲折蜿蜒，河道斷面逐漸減小，

至斷面 52~57(當地俗稱「蛇穴」地區)河道甚為彎曲，對穩

定河槽及阻礙洪水宣洩影響較大，但因兩岸土地利用多以農

業為主，且民眾聚落甚少，將來河防設施興辦視河岸土地利

用之需要採近自然工法設置。 

另為降低崇德橋上游洪水位，針對流路進行河道疏浚，

以減輕淹水災害。而為維持河道穩定，於河段彎道處視必要

設置保護措施，以穩定主要深槽。 

二、主要河段治理措施功能、種類及位置 

(一)中山高速公路橋至高鐵高架橋(斷面 27.1~斷面 35.3) 

本河段現況無防洪構造物保護，本段流路平緩穩

定，但高速公路橋至中路橋下游間呈 S 形彎道，計畫於

右岸斷面 30~31 及左岸斷面 28~30 凹岸處施以保護，以

防水流沖刷；計畫於斷面 28~32 進行寬度 60 公尺之河

道疏浚，維持河道坡度以降低左右兩岸低平地區之淹水

範圍。 

(二)高鐵高架橋至南雄橋(斷面 35.3~斷面 50.1) 

本河段左右兩岸無堤防布設，為避免高灘沖刷，於

局部高崁臨河道台地易崩塌段施以保護。右岸斷面

43~44 間預留 50 公尺供深坑子溪匯入二仁溪，計畫於左

岸斷面 41~42 凹岸處及右岸斷面 43~45 深坑子溪匯流處

為避免水流沖刷凹岸，施以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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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雄橋至崇德橋(斷面 50.1~斷面 60.1) 

本河段河道蜿蜒迂迴淤積，南雄橋以上漸入山區段

河床坡度漸陡，受河道斷面不足及「蛇穴」(斷面 52~57)

處迂迴影響，通洪能力欠佳，又崇德橋梁底高程不足，

計畫於斷面 52~60 進行寬度 60 公尺之河道疏浚，以降

低上游洪水位。 

三、主要河段治理非工程措施 

本計畫河段因兩岸多為農田，於洪水時嚴禁人員靠近洪

流或發布警報時往高處避難，避免發生危險。 

四、其他計畫水道重要事項 

(一) 防洪工程之施工，應與區域排水整體景觀營造相互配

合，創造河岸景觀，於都市附近之河道更應配合都市發

展與美化。 

(二)二仁溪上游段，河道自然蜿蜒，應避免工程施設截斷水

流，維持低水流路，保留自然生態棲地。 

(三) 在天然災害及沖刷嚴重處，由管理單位研判需保護程

度，在符合規劃原則下辦理必要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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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章、配合措施 

一、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土地利用 

(一)計畫洪水到達區域 

本修正河段沿岸計畫洪水到達區域以計畫洪水位推

估，本計畫範圍沿岸因高速公路橋至南雄橋兩岸多為平

坦低地，洪水到達範圍較廣，其餘區段洪水範圍呈零星

帶狀分布，100 年重現期洪水到達面積約 222 公頃，本

溪計畫洪水到達區域範圍詳見附件三。 

(二)河川區域內土地利用 

為保護河防安全，河川區域內之土地應依據水利相

關法規之規定辦理許可使用，並嚴禁ㄧ切妨礙水流之設

施使用及其它有害河防安全行為；於洪水到達區域範圍

在尚未施設堤防前，應納入河川區域管制。 

(三)水道治理計畫線及堤防預定線外之土地 

洪水到達區域範圍在尚未施完成堤防設施前，應以

農業或綠地使用為宜，如作為其他開發用途，應興建防

洪設施或填高地面至計畫洪水位以上並有完善之排水設

施，其鄰近河面應有適當之防護設施。 

二、都市計畫及區域計畫配合 

堤防預定線範圍於區域計畫或都市計畫通盤檢討土地分

區使用制定或修訂時，主管機關應配合本計畫辦理變更。 

本修正河段內計有高雄市阿蓮都市計畫靠近二仁溪，其

東北方農業區之都市計畫線通過本次修正堤防預定線，如圖

4 所示，主管機關需配合本治理基本計畫調整於都市計畫通

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變更為河川區，變更內容如表 6。另未

來都市計畫檢討，應配合本治理基本計畫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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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二仁溪治理基本計畫預定都市計畫變更一覽表 

斷面 
目前使 
用分區 

都市計畫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權責 
單位 

48~50 農業區 
阿蓮都市計畫配合堤防預定線調整範 

圍或適當土地使用分區變更為河川區 
阿蓮都市計畫與堤 
防預定線部分重疊 

高雄市

政府 

土地使用分區變更

註：水道治理計畫線與堤防預定線共線

圖 例

民國76年公告堤防預定線

本次修正堤防預定線、水道治理

計畫線(共線，以堤防預定線表示)

都市計畫線

堤防預定線與都市計畫重疊區域

河川

等高線

斷面線
 

圖 4 阿蓮都市計畫區位置圖 

三、現有跨河構造物之配合 

本修正河段內計有 8 座橋梁，其通洪能力檢討詳如表 7。 

(一)中山高速公路橋、高鐵高架橋、無名橋及國道 3 號橋具

有足夠通洪能力。 

(二)中路橋因地勢低平梁底高程不足，加上橋長不足，阻礙

通洪，高灘易形成洪水泛濫，因該橋旁有新建台 39 線橋

梁，南北交通可改道行駛，請橋梁管理單位拆除中路橋，

以減少阻水。 

(三)石安橋因落墩且梁底高程及橋長不足，阻礙通洪，請橋

梁管理單位配合本治理基本計畫辦理改善。 

(四)南雄橋雖可通過計畫洪水量，但梁底高程與計畫洪水位

間之出水高不足 1.5 公尺，且橋長不足，請橋梁管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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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本治理基本計畫辦理改善，未完成改善前注意加強

洪水位觀測及因應，以避免災害發生。 

(五)斷面 52~60 間進行寬度 60 公尺河道疏浚後，崇德橋雖可

通過計畫洪水量，但因梁底高程與計畫洪水位間之出水

高不足 1.5 公尺，請橋梁管理單位配合本治理基本計畫辦

理改善，未完成改善前注意加強洪水位觀測及因應，以

避免災害發生。 

日後如新建跨河構造物，其跨河構造物底部高程、跨度

應配合本治理基本計畫，並考慮壅水設計及相關保護措施減

少橋梁落敦數。另橋梁未完成拆除或改建前逢颱風洪水時，

請橋梁管理單位擬定相關管理措施，如緊急管制封橋措施，

以維汛期人、車安全。 

表7 橋梁通洪能力檢討表 

橋名 
斷面 
編號 

計畫 
河寬 
(m) 

計畫 
洪水位

(m) 

計畫 
堤頂 
(m) 

橋梁現況 通水能力 
改善建議 權責單位 橋長 

(m) 
梁底高程

(m) 
梁底高
不足

出水高
不足

長度
不足

中山高速 
公路橋 

27 230 10.41 11.91 239.1 12.90    - 高速公路局

中路橋 35 230 11.11 12.61 156.7 7.40 ˇ  ˇ
通洪斷面不足， 
優先拆除或改建 

高雄市政府

高鐵 
高架橋 

35-1 230 11.13 12.63 - 25.40    - 
台灣高速鐵路
股份有限公司

石安橋 38 230 11.48 12.98 120.0 9.30 ˇ  ˇ
通洪斷面不足， 
優先拆除或改建 

高雄市政府

南雄橋 50 210 13.45 14.95 140.3 14.79  ˇ ˇ 改建時配合辦理 公路總局 

交流道 
聯絡橋 

58 180 16.12 17.62 285.4 19.40    - 高速公路局

國道 
3 號橋 

59 180 16.30 17.80 - 28.00    - 高速公路局

崇德橋 60 180 16.46 17.96 180.0 16.50  ˇ  改建時配合辦理 公路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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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取水及排水設施之配合 

未來相關灌溉設施設置時，其取水口配置應配合本治理

基本計畫；排水設施匯入主流之水路亦應配合本治理基本計

畫辦理。 

港尾溝溪排水分洪道於本溪高速公路橋上游端匯入，於

回水銜接段，管理單位應配合本溪斷面 27.2 之計畫堤頂高程

銜接，以避免發生倒灌情形。分洪工程完成後，應監測視分

洪道之淤積狀況進行清淤，以維護分洪功能。 

五、中上游集水區水土保持保育治理措施 

本流域上游集水區分屬內門區、旗山區、田寮區及龍崎

區。集水區內土地大都為農地，山坡地種植果樹，裸露地覆

蓋情形不良，土壤易遭雨水沖蝕下移，易流入河道造成泥砂

淤積，上游集水區之水土保育工作應由相關主管機關配合加

強辦理。 

六、洪水預警與緊急疏散避難之配合措施 

本溪治理保護標準為 100 年重現期，超過保護標準時，

請相關權責單位宣導低窪地區民眾往鄰近安全地區暫時避

難。依洪水警報發布時間長短選擇避難地點，如疏散時間較

長，盡量選擇可納人數、物資較多之避難場所；若疏散時間

較急迫，為保護居民安全則以較高樓層作為避難地點。 

另地方政府應於颱風豪雨時期對避災地點充實必要物資

及辦理相關救助，容易淹水之聚落應加強宣導疏散路線及規

劃避災場所，以提升防護能力，減少民眾生命財產損失。 

針對新建跨河構造物設施，應於影響範圍內整體檢討跨

河構造物及河防安全後再辦理。 

七、生態維護與環境之配合措施 

河川水質之改善有助生態環境豐富度增加，本流域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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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工廠廢水，養猪廢水及家庭污水等污染源日益增

加致使河川中、下游水質日漸惡化。為維護河川水質及其正

常機能、增加可用水源，並改善生活環境品質、生態環境，

污染源應依水污染防治法加以取締或飭令其改善。 

另為達到水質保育之目的，各事業目的主管機關應： 

(一)增加水質水量監測措施，配合水體分類及水質標準，嚴

格執行污染管制。 

(二)興辦都市污水下水道系統，杜絕都市污水造成污染。 

(三)加強工業污染之排放管制。 

(四)加強畜牧業之管理及管控固體廢棄物之改善處理。 

另外，生態環境之維護首當降低棲地之干擾，河川局與

地方政府應盡力維護棲地與追蹤生態物種，另外河川局亦應

重視河岸地原生植被的自然演替，減少民眾對濱岸森林的破

壞行為，如砍伐、種植低莖作物、傾倒垃圾。 

八、河川管理及工程維護注意事項 

水道治理計畫線及堤防預定線內之土地，為防止水患應

嚴禁有水利法及相關法規規定禁止之行為，以確保計畫洪水

之暢洩；另已許可之高灘地使用，河川管理機關應依法與現

實條件檢討，以利洪水宣洩和河川生態保育、回復河川生物

多樣性。 

九、其他配合事項 

河道疏浚應注意維持河道穩定平衡並考量防洪、跨河構

造物之安全及維持多樣化河川生態環境，避免破壞河川生

態。於易淤積河段管理單位應定期監測及檢討，適時於通洪

斷面不足河段辦理河道疏浚。高灘竹林應適度清除，以免阻

礙洪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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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1.1-1

「二仁溪下游段治理規劃檢討(縱貫鐵路橋至德和橋、含支流牛稠埔溪)」 

治理基本計畫地方說明會意見回覆表(臺南縣部分) 

壹、時間：98 年 11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 分 

貳、開會地點：歸仁鄉公所 2 樓會議室 

參、主持人：林課長玉祥 記錄：王坤林 

項

次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及辦理情形說明 

答覆說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一、黃明進縣議員 

1 

本案二仁溪整治經費有多少？ 本計畫河道整理與凹岸護岸保護
工等工程建造費約 1.5 億元，用地
取得及補償費用約 1.4 億元，總工
程費合計約 2.9 億元。 

— — 

二、仁德鄉邱掬鄉民代表 

1 

二仁溪「蛇穴」是否截彎取直？ 由於二仁溪治理工程係由下游往
上游循序漸進辦理，目前進行至縱
貫鐵路橋下游，因此「蛇穴」地區
暫時仍以洪水到達區域管制方式
處理，俟日後整治情形再辦理「蛇
穴」治理評估。 

— — 

三、中油天然氣事業部管理處 

1 

中山高速公路上游側有油管線及
天然氣管線；台19甲南雄橋上游側
有油管線及天然氣管線，如進行該
處二仁溪整治施工前先行知會管
線單位。 

日後進行治理工程時，將通知相關
單位進行會勘。 

— — 

四、公路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 

1 

台19甲南雄橋是否需改建？ 依據規劃報告水理分析檢討結
果，南雄橋具有 100 年重現期通洪
能力，故尚不需改建，但因梁底高
與計畫洪水位之間距尚無法滿足
出水高 1.5m，故仍需請相關單位
於豪雨、颱風時注意相關安全事
宜。 

— — 

五、台電嘉南供電區營運處 

1 
長榮大學附近有台電鐵塔線路，如
有影響二仁溪整治，請於事前知會
本單位。 

日後進行治理工程時，將通知相關
單位進行會勘。 

— — 

六、綜合結論 
1 經與各單位代表及民意代表等說— — — 



 附 1.1-2

項

次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及辦理情形說明 

答覆說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明，同意本案二仁溪治理基本計
畫，並日後如有治理工程，各單位
配合治理計畫辦理。 

 

















 附 1.2-1

「二仁溪下游段治理規劃檢討(縱貫鐵路橋至德和橋、含支流牛稠埔溪)」 

治理基本計畫地方說明會意見回覆表(高雄縣部分) 

壹、時間：98 年 11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13 時 30 分 

貳、開會地點：阿蓮鄉公所 2 樓會議室 

參、主持人：林課長玉祥 記錄：王坤林 

項

次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及辦理情形說明 

答覆說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一、張文瑞縣議員 

1 

二仁溪易淹水，「蛇穴」要截彎取
直，阿蓮中路河段疏浚寬度太小，
建議二仁溪應整體整治。 

由於二仁溪治理工程係由下游往
上游循序漸進辦理，目前進行至縱
貫鐵路橋下游，因此「蛇穴」地區
暫時仍以洪水到達區域管制方式
處理，俟日後整治情形再辦理「蛇
穴」治理評估。 

— — 

二、陳明澤縣議員秘書 

1 

阿公店水庫本次莫拉克颱風是否
越域排入二仁溪？二仁溪應整體
考量整治，河岸規劃河濱公園，建
議朝高水位整治。二仁溪污染甚嚴
重，水質亦應一併處理。 

依據調查阿公店水庫於莫拉克颱
風時未進行越域排洪。 
本計畫係對於河川治理規劃需考
量流域整體性並採用綜合治水對
策，訂定水道治理計畫用地範圍線
及相關治理措施。 

— — 

2 

建議二仁溪堤防用地範圍線以內
的土地都應徵收。另牛稠埔溪至少
應規劃60m以上之河寬。 

徵收用地範圍線內所有土地為一
長遠目標，但限於政府經費有限，
現階段僅以徵收治理工程所需用
地為主。 
以計畫流量分析牛稠埔溪之計畫
最小寬度至少應為 30~80m，而依
據地形與洪水到達範圍劃設之水
道治理計畫線，其寬度大於 60m。 

— — 

三、阿蓮鄉青旗村陳文曉村長 

1 
建議二仁溪應由下游往上游循序
漸進從寬整治上來。 

二仁溪治理工程係由下游往上游
循序漸進辦理，目前已進行至縱貫
鐵路橋下游段。 

— — 

四、田寮鄉西德村黃萬春村長 

1 
二仁溪應由河口往上游整治上來。二仁溪治理工程係由下游往上游

循序漸進辦理，目前已進行至縱貫
鐵路橋下游段。 

— — 

五、高速公路局南工處 
1 是否有在國道一、國道三辦理河川本計畫河道整理距國道一號上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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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及辦理情形說明 

答覆說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整治工程？ 約 500m 其影響不大，河道整理僅
與國道三號有關。日後進行工程
時，將通知相關單位進行會勘。 

六、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台灣南區辦事處(書面意見) 

 

經濟部水利署第六河川局為辦理
「二仁溪下游段治理規劃檢討(縱
貫鐵路橋至德和橋、含支流牛稠埔
溪)」治理基本計畫，倘工程用地範
圍內有本局經管之國有土地，原則
是以無償方式辦理撥用，但屬「各
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不動產
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第1項但
書規定應辦理有償撥用土地者，則
應以有償方式辦理。撥用時，涉有
都市土地應先取具無妨礙都市計
畫證明書連同撥用不動產計畫書
逕依國有財產法第38條及國有不
動產撥用要點等相關規定辦理撥
用，並自行處理地上物拆遷補償事
宜。 

日後進行治理工程需撥用國有土
地時，將依相關規定辦理。 

— — 

七、綜合結論 

1 

經與各單位代表及民意代表等說
明，同意本案二仁溪治理基本計
畫，並日後如有治理工程，各單位
配合治理計畫辦理。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