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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多元化防洪治水成效展示

摘要
臺北地區因其地形及氣候之特性，每逢颱風、豪

雨期間甚易造成淹水災情。臺北市政府雖一向致力於

減災及排水改善等工程，但工程方式常受各項條件限

制，並且受到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影響，創新之防災

科技等非工程防洪措施，乃成為近年來臺北市政府工

務局水利工程處（以下簡稱水利處）著重發展之防洪

工作，其中包括總合治水計畫及抽水站自動化均為提

升整體防洪能量的重大策略，並且以多元化的河濱景

觀營造方案，提供民眾更加優質的水域環境，讓防洪

設施不再只是一道阻隔的牆，而是串連水岸及都市交

界處的絕佳藝術。

關鍵詞：防汛整備、總合治水、抽水站自動化、景觀

生態

水文概述

臺北市位於北臺灣之臺北盆地，三面環山，基

隆河橫貫其中，西有淡水河，南有新店溪、景美溪等

與新北市為鄰。沿河地帶地勢低窪，部分地區甚至低

於平均高潮位，需有堤防及抽水站保護。臺北盆地總

面積約 272平方公里。平地及山區年平均雨量分別約

2,900 mm及 4,500 mm。臺北盆地屬亞熱帶氣候區，每

年 7、8、9月為颱風季，年平均颱風侵襲臺灣本島次

數約 3.6次。

防洪建設概述

臺北市由於地勢低窪易有水患，水利處依臺北

地區防洪計畫，以沿岸築堤方式為主，河道整治及河

川管理為輔之原則，辦理各項防洪及排水設施興建工

作，辦理情形如下：

黃治峯／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處長

防洪治水

 ▌堤防

臺北市轄內之跨省市河川為淡水河、基隆河、

新店溪、景美溪，市管河川為雙溪、貴子坑溪、水磨

坑溪、磺港溪、磺溪、指南溪，另包括區域排水內溝

溪、大坑溪及四分溪等，共計 13條河川及區域排水，

其防洪保護標準依等級而有所不同，跨省市河川：200

年重現期計畫洪水位加 1.5 m出水高；雙溪望星橋下游

段：100年重現期計畫洪水位加 1.0 m出水高；雙溪望

星橋上游段及其他河川或區排：50年重現期計畫洪水

位加 0.8 m出水高。目前各防洪設施興建情形如下：

計畫興建堤防 131,231公尺，迄 103年 6月底已完成

109,141公尺（完成率 83.2％）。

 ▌雨水抽水站

計畫興建抽水站 72座，目前已興建永久抽水站有

65站，於都市計畫未定地區另設置 21座臨時抽水站，

總計 86座抽水站，409部抽水機組，總抽水量達 2,128 

cms，其中南港區玉成抽水站經擴建後總抽水量高達

234 cms，為東南亞最大抽水站。

 ▌雨水下水道

臺北市雨水下水道計畫興建總長度約 540公

里，目前已興建約 522.158公里（102年底，實施率

96.70%），於民國 88年起分區進行下水道縱走、調查

作業，並於民國 94年完成 GIS資料建檔等工作，以達

成應用資訊化、科技化及自動化目標，提高管理及維

護之效率

防洪應變作為

為確保防洪安全，水利處歷年來均積極辦理各項

防洪工程，但受到全球氣候變遷影響，近年來極端降

雨事件逐漸頻繁，以目前既有的防洪建設成果及防洪

成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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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標準，可能還是有遭受洪水災害之可能，因此除

了防洪設施硬體建設外，水利處更積極辦理各項防洪

應變及整備工作，相關應變作為說明如下：

 ▌水利建造物檢查

分為定期檢查及不定期檢查，其中定期檢查為每

年 5月汛期前辦理之全市防洪設施 3階段檢查，檢查對

象包括全市 33段堤防、36座疏散門、356座閘（閥）

門、57座沉砂池及 86座抽水站，並於汛期前針對有立

即影響防洪安全者改善完成。另依經濟部 92年 12月 3

日頒訂「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規定，每 5

年委託專業廠商針對全市水利建造物進行全面性整體

評估，並對需改善事項研擬對策。

不定期檢查部分包括當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

警報，警戒區域包含北部及東北部海面，及本市發生

超過 4級（含）以上地震時，水利處隨即派員針對全

市防洪設施進行重點性檢查，以確保相關設施之安全。

 ▌水災保全計畫

本保全計畫之目的，乃針對本市轄區域較易受颱

風、大豪雨危害之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就其保全對象

及警戒範圍擬訂各項應變暨疏散撤離措施。應變期間

及時啟動相關應變及疏散撤離作業，以有效減少災損

及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本市水災保全範圍之劃定係依過往歷史積淹水調

查紀錄、淹水潛勢圖及考量防洪排水設施狀況，優先

劃定下列 4個保全對象（詳如表 1），並於汛期前邀集

當地里民、里長、本市公共運輸處、本府警察局、消

防局、社會局、民政局及教育局等相關單位辦理現地

會勘確認整體疏散撤離方案（保全地圖範例詳圖 2，現

地訪視照片詳圖 1），並送交經濟部水利署備查。

水災危險潛勢地區

（區 - 里）

保全戶數

（1樓及地下室）

保全

人數

避難

處所
避難所地址

社子島
（士林區福安里、富洲里）

518 1254 社子國小
福林國小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六段 308號
臺北市士林區福志路 75號

洲美及關渡平原地區
（北投區八仙里、一德里）

195 600 桃源國中
北投國小

臺北市中央北路 4段 48號
臺北市中央北路一段 73號

興德路、福興路
（文山區興旺里、興光里）

60 201 景興國中
萬興國小

臺北市景興路 46巷 2號
臺北市文山區秀明路 2段 114號

中正區汀洲路三段 230巷一帶
（水源里）

6 18 螢橋國中 台北市中正區汀洲路 3段 4號

表 1   臺北市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表

圖 1   現地訪視情形

圖 2   保全地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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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處除了以上防汛搶險編組配合於颱洪期間成

立外，並配合臺北市政府依不同災害所律定之主政單

位辦理相關應變作為。其中風災由本府消防局主政成

立市災害應變中心（簡稱 EOC）；水災由水利處主政成

立 EOC，ECO組織架構如圖 6。其中風災情況下，水

利處擔任工程搶修組之水利分組，主要負責聯繫各項

災情及水情資訊；水災情況下，水利處則擔任各編組

之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統籌辦理各項應變作業。

 ▌擴大搶險能量

臺北市政府已與其他 21縣市簽訂相互支援協定，

並明訂相關支援內容。如爾後颱洪事件所需防汛設施

及人力超出市府負荷，亦可即時與鄰近縣市（新北

市、基隆市）調度支援，亦能於其他縣市政府需擴大

能量時，秉依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之精神，提供相關

機具人力協助搶險。

水利處除已備妥 9部 12英吋移動式抽水機、40部

4英吋移動式抽水機、133臺沉水式抽水機、15台發電

機、3部卡車及其他防汛太空包與砂包，以備不時之

需。另為了擴大救災搶險能量，每年汛期前均完成委

外辦理緊急搶修及防汛搶險開口契約訂定，由民間協

圖 5    「搶險隊」組織系統圖

圖 4    「擴大監視小組」組織系統圖

圖 3    「監視小組」組織系統圖

 ▌防汛應變編組

為維護臺北市之防洪建造物及雨水下水道等公共

設施，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水利處於每年 5月

至 11月防汛期間派員值日，並視實際需要成立「颱風

暴雨動態監視小組」、「擴大暴雨動態監視小組」或「防

汛搶險隊」等防汛搶險編組，以料敵從寬、禦敵從嚴

之精神，於颱風豪雨期間辦理各項防汛搶險工作，並

可視外縣市災情需求協助調派人力支援，以達人飢已

飢人溺已溺之精神，相關編組組織如圖 3 ~ 圖 5。

圖 6   EOC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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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廠商支援機具配合，以確實掌握機關及民間救災資

源，並加強聯繫及落實相互支援協定。

防洪治水創新作為

臺北市身為臺灣地區的首善之都，其地勢低漥、

地狹人稠之情況下，確保防洪安全甚為重要，水利處

除了積極辦理各項防洪設施新建、改善及防災整備、

應變等工作外，為了讓防洪安全升級，並且提供市民

更便利舒適的河濱生態環境，近年來更積極辦理下列

各項防洪治水創新作為：

 ▌總合治水推動

1. 推動緣由
由於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造成極端降雨屢見不鮮，

對高度都市化地區之防洪治水更是一大挑戰。為解決都

市防洪排水問題，臺北市參考先進國家治理方式（如美

國德州哈里斯郡減洪策略，歐洲萊茵河洪水管理計畫，

日本鶴見川、寢屋川治水計畫等經驗），採用結合各項工

程與非工程手段作為長期治水之策略，如流量分擔與淹

水風險管理方式，進行內水排除、外水治理及暴潮防禦

工作，同時配合土地利用的規劃與管制，研修訂定相關

法規，公佈淹水資訊並納入市民意見，達到降低區域淹

水風險的全方位治水方式。

2. 推動歷程
臺北市近 10年來歷經 2000年象神、2011年納莉

颱風及 2004年九一一超大豪雨重創後，鑑於傳統工程

有其限制，故積極推動治水相關工作，於 2003至 2004

年間開始研擬「總合治水對策規劃」，具體規劃出總合

治水五大策略及六大綱要計畫（詳圖 8），2005年訂定

「臺北市公共設施用地開發保水作業要點」及「臺北

市總合治水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並於 2006年成立

「臺北市總合治水推動委員會」，2007年辦理「日本

總合治水理論與實務研討會」，2009年辦理總合治水

中小學教師宣導說明會，2011年完成「臺北市總合治

水總體目標與綱要計劃規劃及推廣業務」專案計畫，

2013年訂定「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

標準」。

3. 防洪目標及推動現況

臺北市總合治水目標主要為降低洪水災害，提昇

整體排水系統容受度，藉由總合治水擬定之各局處執

圖 7   總合治水前後比較示意圖

圖 8   臺北市總合治水策略及各綱要計畫架構圖

( 消防局 )( 大地工程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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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及市區人行空間增設貯留滲透設施

北市府教育局為增進校園透水鋪面設計，並廣

設兼具生態與蓄洪功能的生態池，以促進地表層之

水循環能力，調節微氣候，緩和都市內的高溫現象，

近年來配合校園綠美化、綠建築等計畫，推動學校、

運動場及體育館等增設相關貯留滲透設施，回收雨水

再利用設施等，期建構兼具生態與環境教育之永續校

園。近年完成之校園貯留滲透設施詳表 2。

人行道透水鋪面係將孔隙率高、透水行性良好

之材料用於面層及基層，使雨水能透過鋪面材料滲

入路基土壤，以涵養地下水，且天晴時地下水可透

過透水鋪面降低局部溫度，減緩都市熱島效應。北

市府新工處近年完成之人行道透水鋪面統計詳表 3。

表 2   臺北市學校推動總合治水成果

年度 學校個數
透水鋪面
（m2）

生態池
（m3）

雨撲滿
（m3）

2008 9 4,549 85 30

2009 12 2,291 242 125

2010 12 2,593 79 29

2011 19 1,713 178 137

2012 31 12,896 0 126

2013 13 13,846 250 46

總計 33 37,888 834 493

表 3   臺北市人行道透水鋪面設置辦理成果統計表

年度
2004 ~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總計

施作
面積
（m2）

4,550 1,200 2,159 4,493 4,865 2,441 3,635 23,343

(2)  擴大推動適用基地保水指標及本市公園增設貯留滲
水設施

為推動臺北市公共設施之基地保水與透水鋪面

設計，加強雨水貯留與滲透，本府於 2005年訂定

「臺北市公共設施用地開發保水作業要點」，要求納

入涵養、貯留、滲透雨水功能之設計。迄 2013年

底，水利處共列管本市保水案 84件，其中有關公園

綠地保水量化資料共有 22件。

(3)  臺北市淹水潛勢分析

由於工程手段均有保護極限，如可預先研判災

害潛勢，可於災害發生前提早進行因應措施以降低災

害損失，為此水利處除參考經濟部水利署公佈之「淹

水潛勢圖資」外，於 100年完成「臺北市淹水潛勢圖

製作及淹水預報系統建設工作」，設定各種降雨情境

進行本市淹水潛勢分析，為維持系統運作於 102年起

每年皆編列維護預算，強化系統使用便利性及調整功

能，更新模式參數等工作，相關成果將作為災害防救

之參考（淹水預報系統功能展示詳圖 10）。

(4)  大溝溪生態治水園區

為了積極解決內湖大湖山莊街一帶，每逢颱風

豪雨來襲時週邊就容易出現積淹水情形，水利處在

2001年著手規劃，在兼顧治水與環境保護，結合總

合治水「上游保水、中游減洪、下游防洪」的總目

標，以大溝溪之自然山谷地形建置 13萬立方公尺的

調洪沉砂池，並在園區內闢設人行步道、涼亭及階

梯式植栽區等休憩及造景設施，池內緩坡裁種有四

千平方公尺的大地花海，與天然石塊鋪設溪畔步道。

本計畫歷經 10年整治完成，在 2013年參加國

家卓越建設獎評選，榮獲最佳環境文化類最高等級

卓越獎，並於 2014年代表臺灣參加世界不動產聯合

會（FIABCI）舉辦之全球卓越建設獎，榮獲銀獎殊

榮（園區及獲獎照片詳圖 11）。

圖 9   總合治水對策分擔量示意圖

行事項，下水道貯留分擔、調洪池分擔、流域流出抑

制設施分擔及排水系統改善等措施，確保排水設施達 5

年重現期暴雨排水保護標準，再透過流域分擔方式推

動基地保水（含貯留及滲透），以提供超過排水設施標

準時之餘裕量。圖 9為總合治水對策分擔量示意圖。

現階段臺北市政府已推動或計畫推動與總合治水相關

工作中，列舉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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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雨水抽水站自動化遠端監控系統

為提升抽水站管理效能、降低人力及強化應變指

揮能力，水利處計畫逐步對全市現有抽水站建置自動

化監控系統（預留都市計畫未定區增設抽水站自動化

空間），將抽水站操作管理自動化、電腦化，並規劃採

群組管理方式即依河系、地域及操作特性，劃分為設

定 7個分區，若社子島整體開發後，第 7分區併入第

4分區，各分區流域及所屬抽水站如圖 12所示。各分

區設置「分區管理中心」，並設置總一及總二兩處「總

管理中心」，藉以將所有抽水站防汛設施操作畫面及資

訊，傳送至臺北市政府防颱中心。其中各分區管理中

心可遠端遙控其所轄之抽水站內抽水機及相關防洪設

施，並藉由光纖網路傳回各抽水站機組實際運轉狀態

參數及現場即時影像畫面，達到抽水站運轉完全自動

化之目標，以提升抽水效能確保本市防汛安全。

水利處已於民國 96年完成建置第一分區新生大排

沿線等 9座抽水站自動化監控系統，並歷經民國 97 ~ 

101年間各颱風豪雨之考驗，系統已逐步穩定可靠。

臺北市現有第一分區抽水站自動化監控系統雖已具

備依內、外水位變化自動操控柴油引擎抽水機組及閘門

啟閉之功能。然而，位於淡水河與基隆河下游之感潮抽

水站因每日均受潮汐漲退影響，若僅依前述內、外水位

變化之自動操控策略，將無法有效自動操控柴油引擎抽

水機組及閘門啟閉。因此必須利用臺北市防颱中心雨水

下水道及水情整合監視系統之水情資訊，即時將各抽水

站集水區內之降雨量、下水道水位、河川水位等即時監

測資料，提供予各抽水站操作人員或自動化監控系統，

圖 10   淹水預報系統功能展示

圖 11   園區及獲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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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防洪設施操控之參考，當可在洪水發生初期，及早

啟動柴油引擎抽水機組，以提高抽水站防汛管理效能。

臺北市抽水站自動化監控系統其架構規劃如圖 13

所示，架設於防颱中心之水情整合監視系統可收集全

市各雨量、下水道水位及河川水位資訊，並將各項資

訊透過無線網路之方式傳送至總一、總二管理中心。

各總管中心再將各水情資訊透過光纖迴路分別傳送至

各分區管理中心，作為抽水站防洪監控之參考。此

外，各分區管理中心亦可將所屬抽水站之內外水位及

抽水機組防洪操作情形透過光纖迴路傳送至總管中心

及防颱中心。防颱中心及各總管中心皆配備有電視牆

及視訊會議展示系統，以利防災人員指揮調度。

圖 12   臺北市抽水站分區位置

圖 13   臺北市抽水站群組化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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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洪設施多元化與景觀生態營造

防洪建造物是阻隔洪水與都市的重要設施，但也

因此成為水域環境與都市之間隔絕的最大因素，為了

讓民眾同時擁有防洪安全、遊憩休閒、景觀美化、親

水生態的水域環境，水利處在防洪建設過程也注入了

多元化的景觀親水元素，讓整體河濱環境更加提升，

相關營造成果如下：

1. 濕地營造

臺北市社子島地區為淡水河與基隆河之交匯

口，可遠眺大屯山與觀音山，景觀視野極佳，又因

鄰近關渡自然保留區，且社子島頭及社六抽水站旁

灘地皆位於 100年度內政部公告之國家級溼地 —

【淡水河流域溼地】之範圍內，極具生態保育價

值。且溼地具有非常重要功能與價值，是地球各生

態系中生產力最高者之一。

故水利處於該地區積極辦理濕地營造，期可達

到階段性溼地保育及防災等功能，穩定生態與維護

生物多樣性，並營造親水、休閒、遊憩及美化溼地

環境。其營造重點包括營造多元物種生存之水域生

態環境、提供多樣性環境教育設施、引入多樣性物

種及水質自然淨化處理。

透過社子島濕地營造，將大幅發揮該地區的自

然景觀特色，完成後之溼地將委外由維護管理廠商

進行溼地環境維護管理，進一步搭配學者專家、社

區民眾及熱心團體的共同參與經營、認養、維管，

以營造社子島的溼地自然生態環境，重新建構溼地

生態與社區文化的互動與傳承，為臺北市增添一個

傲人的休閒遊憩景點，濕地營造成果詳圖 14。

另有關水利處於 103年度辦理完成之社子島新

舊防潮堤濕地工程獲得由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不動產

協進會舉辦之「2014年國家卓越建設獎」之最佳規

劃設計類優質獎殊榮，頒獎照片詳圖 15。

2. 生態調查

臺北市河川高灘地是很多生物及鳥類的棲息地，

但這些生物多樣性資源，卻因以往未曾做過調查工作

而有所欠缺，同時，這些河濱區域的生態資源也因為

缺乏資料，無法被合理的保護，也無法作為進一步河

濱生物多樣性的指標及保育之用，實為可惜。

圖 14   社子島濕地營造成果

圖 15   社子島新舊防潮堤濕地工程獲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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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市堤牆美化

防洪設施雖然阻絕河川生態與都市，但水利處

近年積極改變防洪牆給人的生硬印象，辦理多項堤

牆美化工作，使得各河濱公園有更豐富色彩，讓臺

北市成為一個優質便利的河濱親水都市。

目前全市已完成了 31處堤牆美化工程，美化面

積約 35,000平方公尺，預定於 103年底前可再完成

12處堤牆美化，創造臺北美麗河濱新風貌，目前美

化成果如圖 17。

4. 六大主題河濱公園

臺北市擁有遼闊的河岸空間，總面積約 777公

頃，約佔本市面積 3％，目前水利處已開闢 28處河

濱公園（基隆河河系有 12個，景美溪河系 3個，新

圖 16   河濱生態調查網站及宣導摺頁

因此水利處於 102年起著手進行所轄河川區域的

生態調查工作，期能針對所調查出來的資料，加以利

用、建檔及成立相關資料庫，能夠作為後續河濱公園

規劃管理之參考及生物多樣性維護管理之基礎資訊，

並據以檢討河濱環境的生態教育、復育要點與方針，

以此規劃本市河濱特色發展之目標，另亦有建置河濱

生態調查網站及製作宣導摺頁供民眾查閱（詳圖 16）。

圖 17   美化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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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溪河系 6個，淡水河河系 5個及雙溪河系 2個），

面積約 485公頃，另有 1處北市府動物保護處維管

的華江雁鴨公園，面積約 28公頃。

目前 28座河濱公園多已具備自行車道、體育、

體能、遊憩等基本設施，隨著民眾日益升高的使用

率，河濱公園已是假日輕鬆趴趴走的好去處，惟各

河濱公園大同小異缺乏主題性，因此，本府針對 6

處河濱公園規劃不同主題重新加以塑造，希望帶給

民眾新鮮的體驗與更貼切的選擇。 

列入改造的 6座主題河濱公園如下：

(1) 大佳（親子親水）主題河濱公園

(2) 彩虹橋（愛情）主題河濱公園

(3) 華中（露營）主題河濱公園

(4) 社子島（溼地環境生態導覽）主題河濱公園

(5) 古亭（花海及拍婚紗）主題河濱公園

(6) 關渡大稻埕（人文、歷史、寺廟深度旅遊）主題

河濱公園

水利處目前已完成 3座主題式河濱公園包括大

佳親子親水主題河濱公園、彩虹橋（成美左右岸）

愛情主題河濱公園、社子島生態濕地主題河濱公園

等（成果照片如圖 18 ~ 圖 20），民眾可依需求選擇

適合的主題遊玩賞景，其餘 3座也將於 103年底建

置完成，屆時河濱公園將有別以往的風貌，使用率

將再創新高。

 ▌觀景堤防

 1. 設置目的

觀景堤防設置之目的係為利用土堤緩坡形式設

計堤防，以避免傳統堤內建築物被高大防洪牆阻隔

景觀的情形發生。

 2. 設置功能

(1) 提高治水防洪之功效：觀景堤防將堤防內側土地加

高，並採取一緩坡形式的土堤設計，在堤內側以填

土的方式增加其高程，因此，當發生超過計畫洪水

標準時，可避免潰堤以降低洪水帶來的損害，進而

防止重大災害發生。

(2) 有效提高土地利用：在興建觀景堤防時，可輔導並

轉換住宅用地或未開發土地之使用，並因應地區需

求，供給不同土地利用方式，更藉由興建中高層建

築物，促進住宅用地之充分利用，以提高土地的附

加價值。

圖 18   大佳（親子親水）主題河濱公園

圖 19   社子島（溼地環境生態導覽）主題河濱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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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彩虹橋（愛情）主題河濱公園

(3) 促進良好居住品質：不同於以往傳統堤防造成土地

利用與堤內用地之分界，觀景堤防可促進河川空間

與都市建設之整體性，而堤外側的河邊及綠地可與

休閒生活相互結合，建造親水娛樂之空間，以提高

其居住品質。

圖 21   景美溪觀景堤防

(4) 減少公共設施保留地之需求：觀景堤防將堤防內側

加高，使期能作為正常的土地利用，故當與鄰近區

域的土地重劃整治計畫合併進行時，即可減少公共

設施保留地的需求，以及建設經費的負擔，亦可降

低容積率的限制。

 3. 辦理情形

水利處目前已完成景美溪萬芳路與木柵路四

段路口至萬芳交流道觀景堤防新建工程（成果詳圖

21），後續將於 104年底配合北投士林科技園區開發

一併辦理洲美觀景堤防新建工程，預定於 106年底

前完成，另社子島及關渡地區之觀景堤防則配合後

續都市計畫整體開發方案一併施築觀景堤防。

結論

水利處長年以來致力於臺北市防洪工程建設，對

於防災整備及應變業務更是充份發揮人溺己溺、人飢

己飢、料敵從寬、禦敵從嚴之精神，致力於讓民眾不

受水患之苦。同時在防洪安全的前提下營造多元化的河

濱生態環境，期待能夠提供更加優質、便利及舒適的

親水環境，並且積極推動總合治水及抽水站自動化，

減少水患發生、降低財產損失、生命不再受威脅，讓

臺北市成為更生態、更適合居住的優質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