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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概述 

一、計畫緣起 

臺北地區自來水水源主要取自新店溪，佔總出水量 97%以

上，設有直潭、青潭及粗坑堰取水口。104年 8月 7日蘇迪勒

颱風來襲時，因上游集水區強降雨，新店溪上游土石流災情嚴

重，造成南勢溪原水濁度大幅飆升至歷年新高 39,300NTU，超

越淨水設備處理能力，淨水場難以負荷，造成出水水質不佳，

致轄區用戶用水遭受影響。在極端氣候影響下，南勢溪集水區

發生高強度降雨事件時淨水場高濁度原水將成為必須面對的難

題，北水處需積極完成各項預防濁度過高淨水場無法處理之策

略，以確保供水穩定性。 

為降低原水取水風險，提高直潭淨水場原水取水穩定性，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以下簡稱:北水處)積極推動翡翠原水管，

於南勢溪高濁度時，直接取用北勢溪較乾淨之水源，以確保大

臺北地區供水穩定及安全。配置如圖 1-1所示。 

本計畫業於 107年 7月 2日奉行政院院臺經字第

1070023255號函核定，並同意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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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翡翠原水管工程計畫配置圖 

二、計畫內容 

本計畫於翡翠水庫下游北勢溪翡翠二號橋上游約 400m 河

道轉彎處增設攔河堰及取水口(設計取水量 31.25cms)，銜接長

約 2.8km 導水隧道至粗坑堰下游之出水口，出水口共用台電粗

坑電廠頭水路，並利用本處既有二原分水工及直潭第二原水

管，將原水送至直潭淨水場，總經費 20億元，期程 106年 1

月至 111年 5月通水。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一)取水設施工程 

為取北勢溪較低濁度之原水，避免與下游南勢溪高濁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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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混合，於北勢溪下游一號橋至上游翡翠水庫副壩間設置取水

設施，位置如圖 1-2所示。 

圖 1-2 攔河堰位置圖 

取水設施工程整體配置如圖 1-3所示，以階梯式固床工設

計攔河堰，於左岸設置蛇籠保護，於右岸設置取水口、引水路

及排砂道。 

圖 1-3 取水設施工程整體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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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導水隧道工程 

導水隧道採自由流及壓力流，取水口設置於水庫二號橋上

游約 400m，將翡翠水庫放流及翡翠電廠發電後之尾水引至既設

之粗坑頭水路。隧道全長約 2,766 m，隧道入口高程為

EL.51.0m，出口高程 EL.29.1m，平縱斷面詳圖 1-4。 

 

圖 1-4 導水隧道平面及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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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施工擬採鑽掘工法施工，為滿足預定工期，計畫增闢

兩座施工橫坑以增加隧道工作面，並配合調整隧道線形。設計

流量 31.25 cms，斷面淨寬及淨高約 4.5m，隧道結構採馬蹄形

鋼筋混凝土襯砌，其斷面底部採水平，俾利清淤車輛通行(詳圖

1-5)。 

 

圖 1-5 導水隧道標準斷面圖 

(三)出水工程 

於新店溪右岸堤防內側往北至較寬廣公有用地位置規劃出

水工位置，連接導水隧道及台電粗坑頭水路 1 號明渠，出水井

外側採壓入式沉箱施作，設計由翡翠原水管上、下游水頭差，

將北勢溪原水溢流引入粗坑頭水路 1 號明渠。相關平面配置如

圖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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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出水工工程平面圖 

三、分期(年)執行策略 

依「翡翠原水管工程計畫可行性評估報告」及「翡翠原水

管工程計畫基本設計」成果，據以辦理工程設計與環境影響評

估作業、土地取得作業、工程發包、施工作業及完成取水工

程、導水隧道工程及出水工程，分年執行策略如下： 

(一)106 年：辦理「翡翠原水管工程設計」已完成委託設計

案發包及土地取得協議先期作業，並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調查，於 106 年 12 月 27 日將環境影響說明書提送新北

市政府審查，以利後續設計及工程案件推動。 

(二)107 年：辦理「翡翠原水管工程設計」完成設計、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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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申請及環境影響評估，以利後續工程發包。 

(三)108 年：辦理「翡翠原水管工程施工」完成土地取得及

開工，並辦理取水工程、導水隧道工程及出水工程施工

等。 

(四)109 年：辦理「翡翠原水管工程施工」執行取水工程、

導水隧道工程及出水工程施工等。 

(五)110 年：辦理「翡翠原水管工程施工」執行取水工程、

導水隧道工程及出水工程施工等。 

(六)111 年：辦理「翡翠原水管工程施工」完成取水工程、

導水隧道工程及出水工程施工，以 111 年通水為目標。 

工程完成通水後於暴雨時取得北勢溪翡翠水庫低濁度之原

水，並與現有原水輸水幹線相互備援，提昇取水穩定性，解決

南勢溪高濁度原水問題。本計畫預估期程圖如圖 1-7，分年經

費需求如表 1-1。 

  



 

10 

 

圖 1-7 本計畫預估期程圖 

  

           年度 
工項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一、可行性評估 
       

二、土地取得 
       

三、委設案招標        

四、規劃設計(含環評)        

五、工程案招標        

六、工程執行        

(一)訂約、施工準備及開工        

(二)危評審查        

(三)取水工程        

(四)橫坑施工        

(五)隧道施工        

(六)出水工程        

(七)試運轉及復舊        

◆ 

111.12 

108.06 開工 

108.09 

111.04 

109.04 

111.5 通水 

111.04 

105.09 

108.03 

106.03 

107.09 

1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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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分年經費需求表 

                                                  單位：仟元 

年 度 預算金額 實際核列 
前瞻特別

預算 

北水處 

自籌金額 
執  行  說  明 

合   計 2,000,000  800,000 1,200,000 

 

106 年度 11,000 11,000 - 11,000 

補充測量、補充地質調查、環境
影響評估、規劃基設、用地取得
先期作業 

107 年度 41,100 41,100 - 41,100 
環境影響評估、細部設計作業、
工程發包 

108 年度 222,100 200,000 88,000 112,000 
工程施工(取水設施工程、原水
隧道工程、出水工工程) 

109 年度 584,400 
 

233,000 351,400 
工程施工(取水設施工程、原水
隧道工程、出水工工程) 

110 年度 845,400 
 

338,000 507,400 
工程施工（取水設施工程、原水
隧道工程、出水工工程） 

111 年度 296,000 
 

141,000 155,000 
工程施工(取水設施工程、原水
隧道工程、出水工工程)及通水 

四、計畫效益 

(一)本計畫為提升原水取水穩定性確保供水，預計 111 年完

成通水，系統取水量為每日 270 萬噸，完成後可降低淨

水場處理高濁度原水負荷，提升淨水及供水調配能量與

穩定性。 

(二)本計畫屬跨區域合作事項，完成後除確保大臺北地區

600 萬人用水安全，保障產業活動在颱風暴雨期不受停水

影響，並配合中央「產業穩定供水策略」跨區域合作聯

合調度供水，紓解石門水庫供水壓力，亦達成穩定北部

區域供水調度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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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前執行情形 

一、各年度工作執行情形 

截至 107 年 9 月底，主要完成事項如下： 

1、可行性評估報告於 105 年 12 月完成。 

2、委託設計案於 106 年 3 月決標。 

3、基本設計於 106 年 12 月核定。 

4、水利建造物申請於 107 年 5 月核准。 

6、出水工河川公地使用申請於 107 年 7 月完成。 

7、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申請於 107 年 7 月完成。 

8、環境影響評估於 107 年 8 月通過。 

9、細部設計於 107 年 8 月原則同意。 

二、各年度預算執行情形 

106 年度可支用預算數約 1,100 萬元，107 年度可支用預算

數約 4,110 萬元，截至 107 年 9 月總累計實際支用數約 2,904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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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108 及 109 年度預定執行項目 

一、各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一)108 年度可支用預算 2 億元，其中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

算 8,800 萬元及北水處自籌 1 億 1,200 萬元。 

(二)109 年度可支用預算 5 億 8,440 萬元，其中前瞻基礎建

設特別預算 2 億 3,300 萬元及北水處自籌 3 億 5,140 萬

元。 

二、各年度預定執行工作及重大里程碑 

(一)108 年工作主要辦理工程發包、用地取得及價購、橫坑

施工，主要里程碑如下： 

1、108 年 3 月台電用地價購完成。 

2、108 年 3 月國產署用地取得同意。 

3、108 年 3 月工程決標。 

4、108 年 6 月工程開工。 

5、108 年 10 月橫坑開挖進洞。 

6、108 年 12 月橫坑施工完成 8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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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 年工作主要辦理橫坑施工、及隧道開挖，主要里程

碑如下： 

1、109 年 2 月隧道工程開挖進洞。 

2、109 年 4 月橫坑施作完成。 

3、109 年 12 月隧道工程完成 6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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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進度控管機制 

一、北水處及所屬工程總隊每月於定期會議上檢討進度，並視

需要不定期召開工作會議。 

二、依「臺北市政府年度個案計畫管制考核作業要點」評估列

入臺北市政府列管計畫，由市府研考會控管執行進度，必

要時將由市長室召開會議確認計畫執行情形。 

三、水利署由副總工程司不定期召開本計畫管控會議，追蹤辦

理情形及協助解決問題。 

四、每月將計畫辦理情形及預算支用狀況填報於「行政院政府

計畫管理資訊網」，以提供上級機關了解計畫執行狀況。 

五、年底辦理當年度之工作評核，藉以滾動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