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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北 地 區 防 洪 計 畫 紀 要 
淡水河治理工程小檔案 

楊 學 涑 

（壹）台北地區防洪計畫紀要 

台北地區包括台北市全部及台北縣的三重、蘆洲、五股、泰山、

新莊、板橋、樹林、中和、永和、新店等市鄉鎮，也就是一般地理學

及地質學所稱的「台北盆地」之區域，（參閱計畫區域平面圖）此區

域北以關渡淡水河為頂點，西南自大漢溪（原名大嵙崁溪）之山佳，

東南為基隆河之南港，成一三角形，周圍約 70 公里，面積自標高 20

公尺以下約 240 平方公里，其最低部分接近海平面為潮水所及。 

此一盆地在前清康熙時代猶為一湖泊區，自後逐漸淤積，居民漸

多，淡水河流經此盆地。早時萬華、板橋、新莊一帶發展甚快更有淡

水及基隆兩個港口與大陸運輸甚為便利而使工商發達，更為政治、經

濟及文化之中心。 

台灣地區第三大河－淡水河及其支流大漢溪、新店溪與基隆河

等，分自南、中、北向本地區匯聚，經關渡、淡水出海。 

淡水河流域面積廣達 2,726 平方公里，由於地形特殊，洪水量又

大，而台北橋段及關渡隘口兩段河槽狹窄，形成淡水河之瓶頸，洪水

無法暢洩，每遇颱洪時期，沿河兩岸低漥地區必受洪水氾濫成災。光

復以來發生多次洪災，平均每年洪災損失均於數億元以上。為保護人

民生命財產安全，促進地區發展而台北地區更是本省政治首都為國家

重鎮急需辦理淡水河整治工作，此項防洪整體規劃事宜費時費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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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龐大，因而政府指定由經濟部特設專案小組負責辦理台北地區防

洪計畫之推動與審核，前後歷經四十餘載、而今大漢溪、新店溪、基

隆河三條河流均治理有成，謹將前後之辦理情形及繁複經過分列於後

以供諸君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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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48 年 7 月畢莉颱風在台北地區造成嚴重災害，但因 4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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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水災全省由南到北損失慘重，政府只有儘先辦理“八七＂重

建工作，使得台北防洪計畫暫緩辦理。 

民國 50 年“波密拉＂颱風，大漢溪、新店溪洪水再度為患，行

政院重視台北縣市災情，正式成立〝台北地區河川防洪計畫審核小組〞

督導省府積極辦理淡水河治導計畫。從此，淡水河的治理計畫可分四

個階段來敘述： 

第一階段 治本計畫，開始由省水利局淡水河治本計畫工作處研擬治

導方案，對災情較重地區先辦理堤防工程另方面並先行辦

理治標工程。在此階段興建永和、雙園、水源、景美等堤

防。 

第二階段 治本計畫提出五種方案，經邀請美軍陸軍工程師團防洪專

家兩次審查提出審查報告，並經行政院審核小組研議後核

定，以丙案〝大漢溪改道塭子川疏洪道〞為可行方案。 

53 年正式成立台灣省淡水河防洪計畫執行委員會由水利

局、公路局、公共工程局、地政局共同參與辦理台北防洪

治本計畫第一期工程，54 年完工，主要工程項目為基隆

河改變匯入淡水河的入口及堵塞番子溝入口，並興建淡水

河右岸渡頭及大龍峒堤防。 

在此時期，台北市仍為省轄市與台北縣同等行政階級，所

以基隆河的改善工程是由省水利局設計施工，而基隆河在

中山橋下游一段  河道亦照規定由水利局研究治理。 

第一期工程完成後，第二年新河道出口有淤積現象，社子

島附近也有淤積現象。 

治本計畫在採用丙案時，依據審核小組審議意見就是認為

在第一期工程完成後要觀測水流情形再持續進行，所以在

第二階段第一期工程完成後，淡水河防洪的治理計畫暫時

停止進行而重新觀測淤積狀況及辦理水工模型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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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  

51 年 〝愛美〞〝歐伯〞兩次颱風水災 

52 年 〝葛樂禮〞颱風洪水更加嚴重，台北地區受災甚

大，傷亡慘重。 

56 年 台北市改制升格為院轄市，從此台北地區防洪計畫

執行單位依法應由中央單位來辦理，行政院命令水

資會成立工程專案小組。 

58 年 台北地區又發生〝艾爾西〞〝芙勞西〞兩次水災 

62 年 水資會專案小組提出所謂〝建議方案〞，把原來大

漢溪改道〝塭子川疏洪道〞方案推翻，而改為在江

子翠附近另開闢〝二重疏洪道〞由關渡入淡水河宣

洩大漢溪一部份洪水（9,200cms）而使大漢溪在台

北橋洪峯流量減少到 14,300cms，可以安全通過。

（請參閱洪峯流量示意圖）  

〝建議方案〞經行政院通過後，本應由水資會

專案小組來執行，但因行政體系方便起見，決定治

理防洪工作分由省市各就主管行政區內河段各自

編列預算辦理治理工程並負管理責任。 

71 年 省府方面就台北縣受災較重的三重、蘆洲一帶鄉鎮

先行辦理台北防洪建議方案初期工程為原則，暫以

低度保護程度興建三重蘆洲堤防並開闢二重疏洪

道，73 年完成。 

72 年 台北市政府為基隆河除舊台北市時代已建有士

林、大直、社子、松山等堤防外，在防洪安全之優

先考量下，對中山橋至成美橋、成美橋至南湖大橋

兩段(南湖大橋以上為省管區域由水利處另作基隆

河整體治理計畫)研究規劃將〝大彎段〞、〝小彎段〞

截彎取直另闢新流路及兩岸堤防方案。 

建議方案初期工程完成後，70 年代台灣地區經

濟起飛、社會繁榮、國民生活水準提高、國民所得

已突破美金萬元大關，因而淡水河左岸受災地區對

低度保護不滿意，而當時政府正辦理十四項經建重

要工程，因而在 75 年正式辦理台北防洪建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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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工程，兩岸堤防保護標準均提高為 200 年洪

水高程，將三重、蘆洲、二重疏洪道等堤防均予提

高，台北市部分渡頭、大龍峒、大稻珵、士林、社

子等堤防亦均予提高，77 年 6 月完工。 

第四階段 

76年 琳恩颱風 

85年 賀伯颱風 

89年 象神颱風 

90年 納莉颱風 

79 年～85 年 台北防洪第三期工程，這是最重要的階段，

台灣省部分建堤三十公里也是台北地區防洪

計劃最後完成的時期。   

80 年～85 年 台北市基隆河整治工程 

基隆河中山橋以上至南湖大橋（省市交

界點）為台北市負責整治，南湖大橋至成美

橋（所謂小彎段）則依照核定堤線施築兩岸

堤防及新闢河槽，至於成美橋至中山橋段（所

謂大彎段）因原〝台北防洪建議方案〞所規

劃之內湖堤線，有居民 13,000 人且各式違章

建築工廠等，因而台北市政府提出變更內湖

堤防位置並對河道截彎取直重新辦理土地利

用計畫，於 79 年獲得中央核定。此段整治計

劃中，左岸加高松山堤防、撫遠擋水牆、並

興建玉成堤防、南港堤防，右岸加高大直堤

防及興建新內湖堤防。同時配合橋樑道路改

建工程，80 年開工，85 年完工。 

南湖大橋以上為省府管轄區段，目前還

正在興建員山子分洪計畫並於2002年提出基

隆河整體治理計畫由各有關單位研議中，以

便解決汐止、五堵、瑞芳等地區水患。 

這幾次大災害促成台北地區防

洪計畫加緊施工與接受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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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計畫 

    台灣省部分 第三期工程後續計畫 

  基隆河整體治理計畫（員山子分洪） 

 台北市部分 基隆河截彎取直後續計畫 

  景美溪、磺溪、雙溪等治理計畫 

一個水系由省市分治，對整體流域治理不大相宜，應該有全

面顧到的計畫及有效的管理才能奏效；所以建議請儘早成立〝淡

水河流域經營管理委員會〞直屬中央行政院，以保大台北地區遠

離水患、安居樂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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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年間造成台北地區水災的大颱風 

日期 颱風名稱 日雨量 mm 

1959.07.16 畢莉  

1961.09.12 波密拉  

1962.09.05 愛美  

1963.09.12 葛樂禮 1433 

1969.10.04 芙勞西 2162 

1987.10.26 琳恩 1497 

1996.08.01 賀伯 1094 

2000.11.01 象神  

2001.09.30 納莉  

（1980 年最旱年，年雨量僅 1600mm 而大颱風日雨量都超過 1000mm 可見其利害。） 

1946 年台灣的人口 609 萬人 

2001 年台灣的人口 2300 萬人 

四十四年間國家重要建設紀要 

42～61 年 〝前五期四年經建計畫〞 

在此期間八七水災重建、葛樂禮重建，台北防洪治標及治

本第一期、石門水庫、曾文水庫完成。 

62～67 年 台北地區防洪計畫建議方案核定，十項建設及加速農村計

畫，在此期間完成。 

68～74 年 六年經建〝十二項建設〞，建議方案初期工程。 

75～80 年 十四項建設，建議方案第二期工程。 

81～86 年 六年國建，建議方案第三期工程，基隆河截彎取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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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淡水河治理工程小檔案 

四十八年七月十六日畢莉颱風造成台北地區嚴重水災 

四十八年八月七日，本省中南部由於低氣壓造成空前〝八七〞大水災損失

慘重，政府全力辦理災後重建工作 

四十九年水利局第二規劃隊著手研究台北地區水災解決辦法 

五十年波密拉颱風為台北市士林、大直及台灣省三重、蘆洲、永和等地區

帶來嚴重淹水。 

五十一年先行開始興建與受災鄉鎮有關的堤防以減輕水患 

（1）水源堤防 1,206 公尺 

（2）雙園堤防 3,950 公尺 

（3）永和堤防 5,032 公尺 

（4）景美堤防 1,825 公尺 
（附註）光復前淡水河及新店溪已建堤防（1）大稻埕堤防 3,623 公尺 

 （2）川端堤防  

 （3）馬場堤防 2,764 公尺 

 （4）圓山堤防 

五十一年十二月行政院成立台北地區河川防洪計畫審核小組 

小組委員名單 

委員兼召集人 沈怡   

委員 余井塘 

楊繼曾 

陳雪屏 

連震東 

周至柔 

尹仲容 

嚴家淦 

蔣夢麟 

 

顧問 徐世大 

衣復得 

章錫綬 

鄧先仁 

朱光彩 

 

審核小組負責審查及研究淡水河治本計畫 

五十一年歐珀颱風及愛美颱風再造成北部重要市鎮淹水災害，故而提出在

治本計畫未完成前先行辦理治標工程計畫，並實施部分地區洪水

平原管制以減輕水災損失。 

五十二年元月省府成立〝台北地區防洪治標計畫實施小組〞負責執行治標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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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地區防洪治標計劃主要內容 

（壹）河床障礙物清除 

1.房屋清除 

a.大陳新村 

b.水源堤防堤外 

c.川端堤防堤外 

d.馬場堤防堤外  

e.雙園堤防堤外（惠德里） 

2.高莖植物清除 

a.永和堤防河段內 

b.雙園堤防河段內 

c.木柵景美溪河段 

（貳）河槽疏導 

1.大陳新村灘地引河工程 

2.永和鎮網溪里房屋地基清除 

（參）已有河川設施之加強 

1.川端及馬場堤防加強工程 

2.中正橋橋墩保護工程 

（肆）都市排水與堤尾迴水改善工程 

1.景美地區 

a.瑠公圳景美渡槽改建虹吸管工程 

b.景美溪公路橋加高工程 

c.木柵景美地區地形測量 

2.永和地區 

a.永和堤尾排水門工程 

b.永和都市道路建築工程 

c.永和鎮下水道抽水站工程 

3.台北地區 

a.現有下水道之清理 

b.現有下水道之改善 

c.圓山區下水道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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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標計畫於五十二年 12 月完成，同年秋季淡水河發生洪水，治

標計畫頗發生減低損失的效果。 

五十二年台北地區在遭逢葛樂禮颱風侵襲，災情更形嚴重。 

水利局同年三月成立〝淡水河防洪治本計畫工作處〞積極進

行規劃工作並提出〝淡水河防洪治本計畫書〞共建議有甲、乙、

丙、丁、戊，計分洪、攔洪、蓄洪等五種方案，經邀請美國陸軍

工程師團工程師專家會同行政院及防洪計畫審核小組審查結果；

行政院核定〝台北地區防洪治本計畫，應以本院台北地區河川防

洪計畫審核小組建議之方案，採納美國陸軍工程師團審議報告所

提供之意見，作為今後實施台北地區防洪長期之依據〞等。此為

淡水河治理計劃之開端。該團所建議採用的丙案主要原則為將大

漢溪改道另開築塭子川疏洪道，以減輕台北橋附近河段之洪水量。 

五十三年台灣省政府成立〝台北地區防洪計畫執行委員會〞負責推動台北

防洪治本計畫第一期工程，53 年 3 月開工，54 年 7 月完工，工程

費伍億陸仟參佰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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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防洪治本計畫第一期工程 

主要內容 

一、 河口整治 丁壩 二座 

二、 拓寬關渡隘口（左右兩岸） 

三、 河槽浚渫工程（社子島端） 

四、 基隆河新河道（改變匯入淡水河位置） 

五、 堤防工程 

渡頭堤防 1,765 公尺 

大龍峒堤防 1,600 公尺 

社子堤防 2,560 公尺 

松山堤防 3,101 公尺 

士林堤防 3,500 公尺 

大直堤防 3,466 公尺 

雙溪堤防 （左）2,238 公尺 

 （右）2,551 公尺 

關渡    防潮堤  4,720 公尺 

洲美    防潮堤  3,800 公尺 

社子島  防潮堤  3,055 公尺 

六、 橋樑改建及有關排水路、抽水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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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本計畫第一期工程平面圖 

（紅色線為第一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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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年第一期工程完工後；淡水河防洪治本計畫工程處根據實地測驗結

果及水資會水工模型試驗顯示關渡浚渫工程及塭子川新河道均有

回淤現象因而按照專家建議需要觀測其回淤狀況及影響再繼續下

階段工程計畫。 

五十六年台北市升格為院轄市，從此淡水河改為由中央主管的河川，而由

經濟部於五十八年五月成立治理工程計畫專案小組，經該小組研

究、檢討、試驗並邀請國外專家審議，認為原核定之治本計畫〝塭

子川疏洪道〞有淤積問題維持困難，建議利用淡水河左岸天然洪

水平原改建〝二重疏洪道〞，將部分大漢溪及新店溪的洪水疏洩台

北橋附近河道不能容納的洪水，於六十二年十二月提出〝台北地

區防洪計畫建議方案〞，而經行政院於 65 年 7 月核定推動〝先期

實施方案〞，開闢二重疏洪道，但受板橋地區居民反對，經多次協

調 68 年經濟部再提出〝初期實施計畫〞後因 69 年 9 月政府擬調

整土地公告現值，為照顧地主權益。初期工程隨即開工。 

七 十 年台北地區防洪計畫建議方案初期工程〝興建二重疏洪道〞於 70 年

7 月開工-73 年 6 月完成，目標為保護洪災較嚴重之三重、蘆洲地

區採十年頻率洪水為標準，同時開闢二重疏洪道以減輕台北橋下

的洪水流量之壓力。 

工程內容 工程費 98 億元 

（1） 三重堤防 

蘆洲堤防 

二重疏洪道河道及入口堰堤

工程 

疏洪道右岸堤防 

疏洪道左岸堤防 

4,257 公尺 

4,558 公尺 

（長650公尺）

7,730 公尺 

5,700 公尺 

（堤頂標高洪水流量以

10 年頻率標準低度保

護為準） 

（寬 450 公尺） 

 

（至中山高速公路為止） 

（2） 配合橋樑及排水抽水站   

（3） 五股工業區 
  

（4） 洪水平原管制區適當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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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地區防洪計畫實施程序圖（建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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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年 5 月 29 日實施 
73 年初期工程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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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三年台北地區防洪計畫建議方案第二期工程   

74 年 7 月至 77 年 6 月  33 億元 

第二期工程主要因為初期工程保護程度過低，所以本計畫為

加高初期工程的堤防高度到 200 年頻率保護程度 

工程內容 

 三重 

 蘆洲 

 二重疏洪道兩岸 

 大龍峒 

 渡頭 

 大稻埕 

 士林 

 社子 

二期工程完成後，淡水河治理計畫最後仍存有大漢溪兩岸堤

防及基隆河內湖段內湖堤防之興建兩大問題，主要困難主要為用

地問題及遷建問題。 

因而第三期工程改為修訂實施方案，將堤防位置重新劃定，

如現在完成的位置，而基隆河部分採用截彎取直，內湖堤防段而

完成此次艱難的工程。 

七十九年台北地區防洪計畫建議方案第三期工程（台灣省部分） 

79 年～85 年 工程費：969 億元 

建議方案在 62 年提出方案當時，大漢溪及新店溪沿岸尚未高

度發展，房舍工廠並不多，依當時各項因素分析，視為可行方案，

為因所需經費過多，政府限於財力未能即刻開工，74 年二期工程

開工時，發現第三期計畫所經水道及堤防已建有眾多合法房屋工

程實施時必須拆除 15000 戶高樓大廈及工廠，同時浮州橋地區  

子溝與大漢溪合流問題經水工模型試驗建議在合流方案大漢溪堤

距修改為 500 公尺（原堤距 680 公尺）因此第三期計畫必須將建

議方案之堤線予以修正，78 年 10 月行政院核定。 

開工後因種種因素，於 82 年 12 月再核定修正方案，堤防工

程由內 27 公里增加到 30.8 公里，橋樑及排水亦有修正。 

堤防加高 

堤防加高 

堤防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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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工程  堤防工程實施地點及名稱 

地點 名稱 
計畫長度 

（公尺） 

實際長度 

（公尺） 

完工 

日期 

大漢溪 左岸 新莊堤防 2,350 2,094 81.09 

  西盛堤防 3,109 2,910 85.06 

  樹林堤防 7,130 6,838 85.06 

 右岸 板橋堤防 6,190 5,672 85.11 

  土城堤防 3,456 3,449 86.06 

新店溪 左岸 中原堤防 4,798 4,191 85.06 

疏洪道 
左岸 

（下游） 
左岸堤防 3,570  88.07 

  合計 30,600   

第三期工程因經費龐大、土地問題、垃圾問題、牽涉單位甚多，因而

中央政府在經濟部水資會成立〝台北地區防洪計畫工程聯繫協調小組〞由

水資會主委為召集人。省政府則成立推行委員會，由省長兼主任委員，執

行中心召集人為水利處長兼任，並設執行秘書一人由水利處副處長兼任，

委員會主要負責三期工程之協調會商並解決各項困難問題，兼負責督導工

程施工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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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地區防洪第三期實施計畫主要工程內容及經費表 

單位：千元 

工程項目 執行機關 工程內容 工程費 用地及補償費 小計 

防 洪 工 程 台灣省水利局 
堤防新建 30.8 公里，改建 2.2 公里，水門 15 作及

淡水河洪水預報系統更新改善計畫 
13,984,500 45,873,500 59,858,000 

排 水 工 程 台灣省住都局 新建排水幹線約 23.5 公里，抽水站 14 座。 10,369,230 1,330,770 11,700,000 

橋 樑 工 程 台灣省公路局 橋樑改建 1座，新建 2座。 2,375,600 934,400 3,310,000 

拆遷安置計畫
台 灣 省 政 府 

台 北 縣 政 府 

本項計畫為安置台北地區防洪第三期計畫用地範

圍內所需拆除之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2,049,480 － 2,049,480 

大窠坑溪堤防

缺口保護工程
台灣省公路局 

1. 路面提高工程 120 公尺。 

2. 擋水牆約 200 公尺。 
46,000 － 46,000 

大漢溪沿岸舊垃

圾遷置造林計畫 
台灣省環保處 遷移數量預估約 273 萬 5,000 立方公尺。 2,589,600 40,000 2,629,600 

合 計   31,414,410 48,178,670 79,59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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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工程修訂後平面圖  紅色線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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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年台北地區防洪計畫建議方案第三期工程台灣省部份進行期間，台

北市政府提報基隆河整治計劃方案，將原台北地區防洪治本計畫

所公告之內湖堤防堤線變更內移，以截彎取直方法將基隆河河道

變更路線並提高土地利用，更可減輕拆除合法建築物及工廠。 

台北地區防洪計畫，在前述各期工程實施概況時，曾清楚說

明當 62 年水資會專案小組提出台北地區防洪計畫建議方案奉行

政院核定後：各項分期計畫執行時，以省市各自按管轄河段分別

辦理。基隆河中山橋下游段在治本計畫第一期工程實施時，省市

尚未分開，所以士林、社子等地區治理計畫已由前省水利局辦理

完畢。此次台北市政府所提報之基隆河整治計劃包括： 

1. 中山橋至成美橋段全長 13.3 公里，將其中金泰及舊宗兩段

新河槽截彎取直為 8.8 公里（即大彎段）。 

2. 成美橋至南湖大橋全長 4.1 公里，截直為 3.3 公里（即小彎

段）。 

（南湖大橋以上為台灣省管轄河道，現正研擬員山仔分洪及

基隆河整體治理計畫，分期、分年辦理，汐止、五堵、瑞芳

等地區將獲改善。） 

中山橋下游段第一期工程所完成的堤防，台北市再台北防洪

建議方案二期三期工程進行期間台北市政府亦均配合中央核定

之標準加高、加強，例如大龍峒、渡頭、士林、社子、圓山等堤

防均已加高。 

基隆河整治工程工程內容 

1. 闢築新河槽共四處 

2. 整治河道 12.1 公里 

新建內湖堤防 5640 公尺、成功堤防及南港堤防 6,230 公

尺，加高玉成、大直、松山等堤防及撫遠街擋水牆共 7,400

公尺。 

3. 新建抽水站 10 處 

4. 興建環東快速道路 

5. 橋樑改建及新建 

6. 排水幹支線－11,400 公尺及 20,58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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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河川地以全面利用方式辦理綠化及佈設相關休憩設施 

8. 廢土、棄土等土地改置，環境改良 

81 年 11 月開工、83 年達成兩岸堤防，防洪效果，其它道路

橋樑部分及排水等工程於 85 年完工。 

兩期計畫共用經費 1,553 億元。 

截彎取直後共可獲得 277 公頃河川新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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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隆河截彎取直工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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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建會行政院科技顧問組  基隆河下游防洪方案分析 
                                      77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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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寫完這篇歷史性的防洪工程興辦經過及其艱辛種種，忽然想起一件偶

合的巧事： 

最後民國 90 年納莉颱風（怪風）嚴重考驗災害防救工作的警覺性及機

動性，台北市東區地下室及捷運地下軌道均被淹、損失慘重。 

52 年  石門水庫完工 葛樂禮颱風來考驗 

76 年  翡翠水庫完工 琳恩颱風來考驗 

85 年  大漢溪兩岸三期堤防工程完工 賀伯颱風來考驗 

88 年  基隆河整治工程完工 象神颱風來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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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衛星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