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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一一一一、、、、緣起及計畫目的緣起及計畫目的緣起及計畫目的緣起及計畫目的 

美福排水流域中上游位於宜蘭市及壯圍區，為市區主要雨水下水道幹

線之承受水體。而宜蘭市為蘭陽地區最重要的商業與行政中心，包括縣政

中心、宜蘭運動公園、清華大學宜蘭校區、通信知識園區及周邊都市計畫

區等均座落於此區域內。排水路機能足夠與否，以及是否有效整合市區雨

水下水道，均直接影響市區發展與安全。 

流域下游則為宜蘭河與蘭陽溪所圍成之堤後排水區，地勢低窪且平

緩，重力排除能力受限。因氣候變遷之極端降雨與海平面上升，使得此區

域水患將更為頻繁，有必要儘早改善與因應。 

為此，本府針對美福排水系統之三條公告縣管區域排水，依據經濟部

水利署第一河川局中華民國 98 年 4 月 15 日水ㄧ規字第 09803000240 號函

核定之「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宜蘭縣管區域排水美福排水系統規劃

報告」，擬定「美福排水系統－美福排水、舊港排水及建業排水治理計畫」，

提供排水整體治理及後續各項建設計畫之依據與規範。 

二二二二、、、、計畫區域概況計畫區域概況計畫區域概況計畫區域概況 

美福排水系統位於宜蘭縣境內，為宜蘭河在蘭陽平原的最大支流，流

域涵蓋宜蘭市、員山鄉及壯圍鄉等部份區域，面積共計 27.88 平方公里。水

路系統如圖 1-1，包括美福排水及其支流舊港排水、建業排水、古結中排、

壯五中排、振興 A8 中排、宜榮一中排、宜榮二中排、金山中排及三泰三中

排等；員山、宜蘭市及壯圍都市計畫區雨水下水道，以及宜蘭農田水利會

宜蘭灌區之農田排水，其系統位置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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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排水分類及治理權責排水分類及治理權責排水分類及治理權責排水分類及治理權責 

依據經濟部 94 年 11 月 14 日經授水字第 09420219360 號函，美福排水

系統公告區域排水包括美福排水及其支流舊港排水、建業排水等三條，其

權責起迄點如表 1-1。 

表1-1 美福排水系統之主支流區域排水一覽表 

水路名稱 排水公告權責起點 排水公告權責終點 排水分類及權屬 

美福排水 與宜蘭河匯流處 宜17-1進士橋 

舊港排水 與美福排水匯流處 宜9線道路箱涵 

建業排水 與美福排水匯流處 凱旋路箱涵 

宜蘭縣管公告區域排

水 

註：縣(市)管區域排水及其終點係依據經濟部94年11月14日(經授水字第

09420219360號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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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美福排水系統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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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排水集水區域排水集水區域排水集水區域排水集水區域 
 

一一一一、、、、排水集水區域範圍排水集水區域範圍排水集水區域範圍排水集水區域範圍 

集水區域劃定係以最新 1/5,000 航照地形圖為主要底圖，並參考灌溉排

水系統圖及農地重劃區排水系統圖等資料而劃定，其劃定原則如下： 

(一)如有水利會灌排系統或農地重劃規劃者，參考其排水分區劃定；遇有

不明確者，則至現場勘查或依地形地勢劃定。 

(二)如包含都市計畫區，依據雨水下水道排水分區劃定；遇有不明確者，

則至現場勘查或依地形地勢劃定。 

(二)依上列原則在劃定集水區域範圍線時，如稍作調整能使其邊界更為明

確(如調整至附近道路、灌溉水路或堤防等既有設施)，且有利於權責單

位管理上的認定，則予以調整。 

依上述原則，美福排水水系集水區西北以台七線省道為界；北以台七

線省道及宜蘭河堤防為界；東以宜蘭河為界；南以蘭陽溪堤防及宜 16 線道

路為界；西南以宜 18 線道路為界，位置與範圍如圖 2-1。 

舊港排水集水區，北以台七線及宜蘭河堤防為界；東以宜蘭河為界；

南以舊港排水南側道路為界；西以宜 11 線為界，位置與範圍如圖 2-2。 

建業排水集水區，北以建蘭北路為界；東以美福排水右岸為界；南及

西以宜 16 線為界，位置與範圍如圖 2-3。 

二二二二、、、、排水集水區域概述排水集水區域概述排水集水區域概述排水集水區域概述  

美福排水流域範圍行政區涵蓋宜蘭市南津、南橋、凱旋、建業及進士

等五個里；員山鄉惠好及尚德村，以及壯圍鄉吉祥、美福、古結及新南等

五村落。 

計畫區屬平原地形，地勢為西北高東南低，以東南向坡為主。高程自

海平面 EL.0.0m 升至 EL.13 m 間，地表坡度平緩。 

地層主要為現代沖積地層，係由未膠結之礫石、砂、粉土及黏土等所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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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排水集水區域範圍圖（美福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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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排水集水區域範圍圖（舊港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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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排水集水區域範圍圖（建業排水） 



 8 

美福排水主要支流包括舊港排水、建業排水、宜榮一、二中排、思源

中排、三泰三中排、金山中排、振興各中小排、凱旋各中排、中興各中小

排等排水路，以及宜蘭市、壯圍與員山市區雨水下水道等，其排水系統如

圖 1-1。 

產業型態：中上游位於宜蘭市、壯圍及員山都市計畫區，主要為行政、

教育、文化、商業及服務業等三級產業，以及零星之食品、工具或成衣等

輕工業。 

中下游之三角平原帶則主要為農業等一級產業，其農作以稻米、青蔥、

白蒜為主。春夏兩季作物以一期稻作為主；秋冬多雨水時，農地則多休耕

或用以栽種青蔥、白蒜。 

流域內人口數約為 78,000 人，約百分之 78 人口集中於中上游的宜蘭

市內，百分之 13 的人口分佈於員山鄉內，其餘約百分之 9 分佈於下游的壯

圍鄉內。 

三三三三、、、、排水集水區域經理排水集水區域經理排水集水區域經理排水集水區域經理  

(一)土地利用 

美福排水流域均位於平原，為典型平原排水。中上游土地利用型態為

住宅、商業及行政之都市計畫區，以及部份非都市特定農業區。 

下游則除零星聚落外，大部份為非都市特定農業區，為農業使用型態。 

(二)相關計畫 

現行有宜蘭市擴大、縣政中心、運動公園周邊、員山、壯圍等都市

計畫及科學園區及清華大學宜蘭校區開發計畫等。 

市區雨水下水道計畫則有宜蘭市區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壯圍鄉雨

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員山鄉雨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等。 

河川治理計畫方面，包括宜蘭河治理基本計畫、蘭陽溪治理規劃及

治理基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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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水資源利用水資源利用水資源利用水資源利用  

美福排水及支流舊港及建業排水中上游流經都市計畫區，承受都市污

水，排水路上、中、下游均遭受污染，從下游至上游達中度至嚴重污染程

度，主要污染源為家庭生活污水。 

流域內水資源利用主要為農業用水為大宗。灌溉水源主要來自蘭陽溪

之溪洲幹線及珍珠分線；大湖溪之四鬮支線、三鬮幹線、金山支線等，以

及零星位於美福排水及其支流之取水抽水機，提供局部區域之灌溉用水。 

地下水方面，流域內地下水位均相當高，大致位於地表下 1~2m，甚至

位於湧泉區地下水位高於地表，水質清澈，地下水資源相當豐富。但由於

地面水相當豐富及自來水普遍，地下水使用情形並不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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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治理計畫原則治理計畫原則治理計畫原則治理計畫原則 
 

一一一一、、、、排水治理基本方針排水治理基本方針排水治理基本方針排水治理基本方針 

(一)排水問題研析 

1. 下游低窪地區 

(1) 地勢低窪，重力排水能力不足：排水沿岸土地高程大多低於暴潮位，

且為宜蘭河與蘭陽溪堤後排水區，內水無法以重力自然排出。 

(2) 低窪村莊淹水嚴重：新南及新興兩村莊位於低窪易淹水區，每逢豪

雨，經常造成浸水。連外道路高度不足，淹水時交通中斷，影響救

災與物資運送。 

(3) 水利設施老舊及結構強度不足：各排水路多於農田重劃時設置，原

砌石護岸結構老舊，部份已有坍塌現象，甚至有坡面滑落而阻塞水

道現象。沿岸設置之閘門已有損壞情形，無法發揮防止洪水倒灌功

能。 

2. 中上游都市計畫區 

(1) 雨水下水道出口高度不足：雨水下水道幹出口高度不足，其設計水

位低於銜接區域排水洪水位，排水能力受限，甚至區域排水洪水倒

灌進入雨水下水道，造成市區水患。 

(2) 重大建設計畫進駐：竹科城南基地與清華大學校區等重大建設位於

流域內。對於重大建設地區，須增加規劃以搭配滯洪、蓄洪、分洪、

墊高基地等方式治理，使外水保護程度達 50～100 年重現期距為目

標，或輔以避洪及減災規劃等非工程措施因應。 

(3) 排水道進入都市計畫區，水道拓寬改善不易：流經都市計畫區之美

福排水及建業排水，沿線住宅密集且都市計畫水道寬度與範圍已劃

定，水道改擴建不易。 

(4) 水道斷面不足及護岸結構軟弱或損壞：排水路原砌石護岸結構老

舊，已有坍塌及坡面滑落而阻塞水道現象。以及沿線部份跨越橋樑

斷面束縮或樑底太低形成通水瓶頸，降低水道通水能力。 

(二)綜合治水策略 

1. 水道通水瓶頸改善。 

2. 加強市區及村莊逕流即時排除能力。 

3. 縮減低窪地區淹水規模與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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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別低窪村莊保護。 

5. 水利設施整建。 

6. 區域滯洪與低地蓄洪規劃。 

7. 防救災體系建立。 

(三)主要治理方式 

1. 下游低窪地區 

(1) 排水路整建：改善老舊或結構強度不足水利設施，包括排水路沿線

之堤防、閘門流入工等，避免其塌陷影響通水能力或倒灌。 

(2) 降低上游洪水量：配合高地減洪、滯洪及分洪措施，降低流入下游

之洪水量，以減輕低地之排水路負擔，進而縮減水患程度。 

(3) 機械排水及蓄洪 

(a)設置抽水站：設置適當容量之抽水站，將無法即時排入美福及舊港

排水之低地逕流直接排入宜蘭河，減輕低地水患及避免提高美福排

水洪水位，而影響高地即時排水。 

(b)設置蓄洪池：將美福排水兩側易淹水區規劃為蓄洪池，並配合將周

邊道路填高，以規範蓄洪範圍及縮減區域淹水程度。 

(4) 低窪村莊保護：填高新南及新興兩聚落外圍及連外道路，避免外水

淹入及便利搶險救災及避難，並於村落排水出口設置臨時抽水機機

台，以便以臨時抽水機排除村內逕流。 

2. 中上游地區 

(1) 排水路整建：針對通水斷面不足、老舊之水利設施等進行改善，以

提昇通水能力，降低洪水位。 

(2) 分洪及滯洪：為解決雨水下水道銜接問題及降低流至下游低窪地區

之洪水量。 

(a)分洪：設置連接舊港及建業排水之分洪道，以分洪方式降低洪水位，

確保市區排水順利排除，並減輕下游低地之負擔。 

(b)設置滯洪設施：配合設置於建業及舊港分洪道中，利用水道在槽儲

蓄功能，作為市區滯洪，降低分洪道洪峰量，節省抽水機設置容量。 

(3) 分流：配合宜蘭市 13 號道路闢建設置美福排水分流水道，改善雨水

下水道排出能力，以及解決美福排水市區段無法拓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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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排水改善方案排水改善方案排水改善方案排水改善方案 

改善方案詳圖 3-1，並摘述如下： 

(一)排水路整建 

針對美福、建業及舊港排水三條公告區域排水，依水理需要與結構狀

況，進行必要改善。計畫流量依高低地分流及高地分洪分配，以 10 年重現

期設計，並檢核 25 年重現期距洪水不溢堤，作為堤防設計與檢核標準。 

(二)分洪水道 

設置建業、舊港二條分洪水道及分洪道出口之蘭陽抽水站及壯圍抽水

站等，分別將縣政中心及壯圍市區洪水分洪至蘭陽溪及宜蘭河。 

1. 美福排水 

自河口至建業排水匯流口現況為河寬已足夠，但堤防為土堤或老舊

漿砌石結構，大多已不堪使用，將予以加高加強。自建業排水匯流口至

鐵路橋段現況寬度不足，將予以拓寬至計畫寬度 15m，以符合計畫標準。 

自鐵路橋至宜 17 線進士橋段，現況堤防高度不足或老舊漿砌石結

構，大多已不堪使用，將予以加高加強。 

自宜 17 線進士橋至治理終點段，現況已完成治理與改善，可滿足計

畫標準。 

2. 舊港排水 

自與美福排水匯流處至治理終點全段，現況堤防高度不足，以及部

份為老舊結構，將予以加高加強。 

3. 建業排水 

自與美福排水匯流處至鐵路橋段，現況堤防為土堤或老舊漿砌石結

構，大多已不堪使用，將予以加高加強。 

自鐵路橋至治理終點段，現況為老舊漿砌石結構，且高度不足，將

予以加高加強。 

(三)美福市區分流水道 

分流水道埋設於為宜蘭市 13 號道路(嵐峰路)，已配合道路改建一併施

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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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低地抽水站 

於美福排水出口南北兩側分別設置兩座 12cms 抽水站，以及整治美福

排水南北兩岸平行水路作為引水渠道。以利將低地逕流藉抽水站排入宜蘭

河，減輕低水淹水問題。 

(五)低窪村莊保護 

針對新南及新興兩低窪村莊之保護，將以填高道路及設置移動式抽水

站方式，避免洪水淹入村莊及避免重要道路遭淹沒而中斷，以及將村莊內

逕流排出，藉以減輕水患程度。 

三三三三、、、、計畫排水量計畫排水量計畫排水量計畫排水量  

(一) 逕流量 

本流域未分洪前各控制站不同重現期距逕流量如表 3-1。 

表3-1 美福排水各頻率年逕流量分配表 

尖峰逕流量（cms） 
排水路 控制點 

2 年 5 年 10 年 25 年 50 年 100 年 
備註 

出口 113  181  230  295  344  394    

舊港排水匯入前 89  143  182  232  270  309    

凱旋B4中排匯入前 72  114  144  182  212  241    

建業中排匯入前 59  91  113  142  163  185    

鐵路橋 42  65  82  103  119  135    

美福排水 

進士橋 17  28  36  46  54  62   

建業排水 出口 22  34  42  53  61  69    

舊港排水 出口 25  40  51  64  75  86    

 

（三）計畫流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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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各水道各控制站之計畫流量採用 10 年及 25 年重現期距者，並

依高地逕流即時，低地延遲排水規劃，以及高地分洪方案，其分配如附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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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排水治理工程排水治理工程排水治理工程排水治理工程 

一一一一、、、、主要區段計畫洪水主要區段計畫洪水主要區段計畫洪水主要區段計畫洪水位位位位、、、、計畫水道斷面及其他計畫水道重要事項計畫水道斷面及其他計畫水道重要事項計畫水道斷面及其他計畫水道重要事項計畫水道斷面及其他計畫水道重要事項 

(一)主要區段計畫洪水位 

美福排水出口設有美福防潮閘，以防止宜蘭河洪水倒灌。因此，美福

排水起算水位採用美福防潮閘斷面，宜蘭河洪水退水程度達到防潮閘內洪

水可排出之洪水位，其值為 2.00ｍ。並以 10 年重現期距計畫流量，擬定美

福排水、舊港排水及建業排水主要區段洪水位如表 4-1～表 4-3。 

表4-1 美福排水主要區段計畫洪水位表 

橋梁(箱涵)名稱 里程 
計畫洪水位

(公尺) 
計畫渠底高

(公尺) 
計畫堤頂高

(公尺) 
備註 

美福防潮閘門 0K+000.00 2.00  -1.39 3.69  
四結仔尾橋 1K+042.00 2.11  -2.37 3.24  

新南橋 1K+789.50 2.18  -2.50 3.41  
美福二號橋 2K+557.00 2.28  -2.50 3.58  

美福橋 3K+365.00 2.44  -2.09 3.77  
新福橋 4K+071.00 2.51  -2.00 3.93  
新港橋 4K+601.60 2.60  -1.93 4.05  
東津橋 5K+399.00 2.74  -1.84 4.23  
黎明橋 6K+457.00 3.22  -0.91 4.48  

舊鐵道橋 6K+689.40 3.39  -0.64 4.53  
嵐峰橋 7K+044.75 3.82  0.28 4.60  
建身橋 7K+426.80 4.28  0.66 5.12  
士芳橋 7K+949.75 4.92  1.18 5.56  

宜 17 線進士橋 8K+343.00 5.06  1.56 5.75  
宜 16 線進士橋 9K+199.10 5.56  3.27 6.18  
宜 17-1 線路橋 9K+771.40 6.22  4.42 7.36  

 

表4-2 舊港排水主要區段計畫洪水位表 

橋梁(箱涵)名稱 里程 
計畫洪水位

(公尺) 
計畫渠底高

(公尺) 
計畫堤頂高

(公尺) 
備註 

舊港排水閘門 0K+000.00 2.15  -0.83 5.73  
宜 17 線新興橋 0K+432.30 2.16 -2.13 2.32  
舊港三號橋 1K+162.10 2.17 -1.55 2.36  

古結橋 1K+596.80 2.18 -1.20 2.39  
宜 9 線橋 2K+405.40 2.35 -0.56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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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建業排水主要區段計畫洪水位表 

橋梁(箱涵)名稱 里程 
計畫洪水位

(公尺) 
計畫渠底高

(公尺) 
計畫堤頂高

(公尺) 
備註 

河口 0K+000.00 2.85  -1.80 4.30  
鐵路橋 0K+458.00 2.86 -1.65 4.30  

台九線凱旋橋 0K+531.80 2.83 -1.63 4.30  
蘭陽大道箱涵 1K+295.40 2.96 -1.37 5.48  

(二)水道縱橫斷面計畫 

1. 縱斷面：依斷面洪水位，配合地形，以 10 年重現期距洪水位加適當

出水高與 25 年洪水不溢堤設計、考量氣候變遷之海平面上升及現況

兩岸高度等因素。擬定美福排水、舊港排水及建業排水水道治理計畫

縱斷面如附圖三。其中，舊港排水因出口已設置防潮閘門保護，儘量

於 25 年洪水不溢堤條件下，降低堤岸高，以加速兩岸退水。 

2. 橫斷面：考量護岸安全、生態需求及親水便利性，以及儘量節省用地

原則，改善水道之採梯形或梯形－矩形混合斷面，再加上兩側必要之

防汛道路空間，斷面型式如附圖四。 

二二二二、、、、主要排水設施功能主要排水設施功能主要排水設施功能主要排水設施功能、、、、種類及位置種類及位置種類及位置種類及位置  

主要排水設施及位置如附圖五，其功能與種類摘述如下： 

(一)排水路改善工程 

1. 美福排水 

治理範圍自河口(0K+000)至上游之宜 17-1 橋(9K+789)，長約 9,789

公尺之水道。以提昇美福排水通水能力達計畫標準，改善中上游都市計

畫區之排水及減輕下游淹水。 

自河口(0K+000)至建業排水匯流口(5K+700)河段堤防，將予以加高

加強，長約 11,400 公尺。自建業排水匯流口(5K+700)至鐵路橋(6K+689.4)

段，將予以拓寬至計畫寬度 15m，堤防長度約 1,980 公尺。自鐵路橋

(6K+689.4)至宜 17 線進士橋(8K+343)段之堤防，將予以加高加強，長約

3,307 公尺。自宜 17 線進士橋(8K+343)至治理終點(9K+789)段，將新建

堤防約 2,890 公尺。 

2. 舊港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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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範圍自河口(0+000)至上游之振興 A8 中排匯入口(2+656)，長約

2,656 公尺之水道。以提昇建業排水通水能力達計畫標準，改善縣政中心

都市計畫區及周邊之排水。 

自與美福排水匯流處(0K+000)至治理終點(2K+265)全段之堤防，將

予以加高加強，長約 4,530 公尺。 

3. 建業排水： 

治理範圍自河口(0K+000)至縣政中心(1K+300)，長約 1,300 公尺之水

道。以提昇舊港排水通水能力達計畫標準，改善中上游壯圍都市計畫區

之排水及減輕下游淹水。 

自與美福排水匯流處(0K+000)至治理終點(1K+300)全段堤防，將予

以加高加強，長約 2,600 公尺。 

(二) 分洪道及抽水站工程 

自建業排水鐵路橋處設置分洪道，沿鐵路向南連接至蘭陽大橋之蘭

陽抽水站，將建業排水大部份流量分洪至蘭陽溪，改善縣政中心及周邊

排水。分洪道長約 2,355 公尺，抽水站容量 15cms。 

自舊港排水與振興 A8 中排匯流處設置分洪道，沿縣民大道向東連接

至宜蘭河堤防之壯圍抽水站，將壯圍都市計畫區之市區逕流量分洪至宜

蘭河，改善壯圍市區及周邊排水。 

(三) 低地抽水站 

於美福排水出口附近，南北兩側分別設置 12cms 容量抽水站各一座，

以及連接聚落排水之引水幹線，南北側長分別為 1787 及 1670 公尺。以

減少低地淹水程度及時間。 

(三) 村落保護工程 

新南及新興村莊保護工程，包括約 4,830 公尺之道路填高及臨時抽水

機機台兩座(可停放抽水機之平台、抽水井等設施)，空間各可容納 0.3CMS

抽水車 2 部。以防止外水淹入村落、連外交通不中斷及排除村落內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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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維護管理及配合措施維護管理及配合措施維護管理及配合措施維護管理及配合措施 

 

一一一一、、、、排水集水區域土地利用及管理排水集水區域土地利用及管理排水集水區域土地利用及管理排水集水區域土地利用及管理 

(一) 集水區域管理 

本計畫區中下游地區現況除零星聚落外，現多以農田使用為主，屬低

密度土地利用型態，具相當高之蓄洪與保水能力，但隨北宜高速公路通車，

低密度土地利用型態將有可能改變，進而影響區域水文條件，包括逕流量

增加與水質污染問題，將予以適當管制，如引入觀光休閒農業、濕地產業

及能源作物生產等，並限制低地填土，避免以鄰為壑。 

而水質問題方面，除設置水質改善設施外，亦應針對嚴重污染地區予

以管制，以降低污染程度。此外，由於農田產生之污染亦不可小覷，此部

份可參考歐美地區設置濱水緩衝區之作法，於農田排水溝兩岸設置植栽

區，以攔截及過濾污染質，減少進入排水道之量。 

其次，依據「排水管理辦法」(92 年 10 月 1 日修訂)，有關區域排水應

公告事項、排水管理事項及其權責機關均有明文規定，茲依本排水特性在

管理方面應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1. 集水區內新興的事業開發所造成逕流量，應由事業單位自行以滯洪設

施吸收，以免造成下游水路排洪能力之超負荷。 

2. 新興事業涉及改變排水集水區域，須經由本府審查後報經濟部水利署

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 

(二) 易淹水區範圍與救災避難 

本計畫區易淹水範圍主要位於局部低窪地區，其位置如圖 5-1。針對

易淹水區之救災避難，依據「宜蘭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及「宜蘭縣災

害應變作業手冊」，防救災措施與防汛搶險之規定： 

1. 防汛期間為每年 5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2. 集水區域內所屬權責單位於防汛期間，鄉(鎮)公所應成立防汛搶險隊

(以下簡稱搶險隊)或併河川搶險隊組織搶險隊。 

3. 鄉(鎮)公所於防汛期間，應派員並宣導民眾協助巡查轄內排水，發現

排水設施有破裂、損毀等情事，應即轉報權責單位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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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集水區域內所屬權責單位應於適當地點設置防汛搶險器材儲藏所；

其屬縣管區域排水者，應會同縣政府查勘決定。 

5. 集水區域內所屬權責單位應於每年防汛期前完成下列工作： 

 (1)備妥防汛搶險所需之土石料或混凝土塊。 

 (2)防汛搶險所需之各種器材應預為調查登記，俾搶險時收購。 

 (3)預洽支援廠商配合調度。 

 (4)轄區內之防汛搶險計畫及搶險人員之配置。 

6. 對於低窪之易淹水地區散居村落，利用可拆式擋水設施，建立簡易

之淹水防護設施，並定期辦理相關設施之組裝演習。 

(三)避難路線及避難場所 

對於人口較為密集之低窪地區，容易淹水之聚落應規劃疏散路線及

避災場所，減少民眾生命財產之損失，以提升淹水防護能力；於預測淹

水深度可能達 25 公分以上或實際發生淹水時，為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

全及防止災害擴大，對於易淹水地區民眾應勸告或指示撤離，並作適當

之安置。 

本計畫區之避難中心主要有黎明國小(7)、壯五社區活動中心(4)、壯

圍國中(5)、新南國小(1)、新南社區活動中心(1)、美福社區活動中心(2)、

壯六社區活動中心(3)、凱旋國小(6)、力行國小(8)及育才國小(9)等，提供

緊急避難與救災物資分送之場所。疏散路線配合避難中心，將以台 9 線、

台 7 線、宜 7 線、宜 18 線、宜 20 線及宜 9 線為主要路線，可引導居民

至避難中心。本計畫區之避災路線及避難中心如圖 5-2 所示 

二二二二、、、、都市計畫配合都市計畫配合都市計畫配合都市計畫配合 

美福排水中上游、建業排水及舊港排水流經宜蘭市、縣政中心、員山

鄉及壯圍鄉等都市計畫區內，如圖 5-3，相關配合措施包括： 

1. 美福排水主線於都市計畫區域內之排水堤防預定線內土地之使用分

區應配合變更為河川區，位置區位如表 5-1。 

2. 排水沿岸應劃設適當緩衝空間，提供防災需求並確保兩岸住戶安全。 

3. 應制定必要之逕流減滯洪及總量管制規定，避免逕流大幅增加，承受

之美福排水無法容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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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區排水系統應配合本計畫原則建置，確保整體排水系統得以發揮應

有功能。 

表5-1 美福排水配合都市計畫樁位表 

項次 起點里程 終點里程 都市計畫配合措施 備註 

1 5+550 6+680 變更為河川區  

2 7+447 9+200 變更為河川區  

三三三三、、、、跨跨跨跨渠構造物渠構造物渠構造物渠構造物工程配合工程配合工程配合工程配合 

對於影響美福排水、舊港排水及建業排水水道整體通水能力之沿線各

橋梁及跨河構造物應配合水道治理一併予以改建，其如表 5-2～表 5-4。 

表5-2 美福排水沿線橋梁改善建議表 

計畫洪水位 
橋名 樁號 

現況梁底

高(m) 
現況橋

長(m) 10 年 25 年 

計畫渠寬

(m) 
計畫堤

防高 
處理方式 

新南橋 1K+786.50 3.07  37 2.18  2.31 35 3.41  改建 

美福二號橋 2K+557.00 2.31  36 2.28  2.47 35 3.58  改建 

美福橋 3K+365.00 2.52  34.2 2.39  2.63 35 3.77  改建 

新福橋 4K+071.00 2.82  36 2.51  2.80 35 3.93  改建 

新港橋 4K+601.60 3.64  36.2 2.60  2.92 35 4.05  改建 

東津橋 5K+399.00 3.57  33 2.74  3.11 35 4.23  改建 

黎明橋 6K+457.00 3.27  19.6 3.22  3.67 20 4.48  改建 

舊鐵道橋 6K+689.40 4.32  22.4 3.39  3.85 20 4.53  改建 

士芳橋 7K+949.75 4.54  11 4.92  5.54 10 5.56  改建 

宜 17 線進士

橋 
8K+343.00 4.27 12 5.06 5.69 10 5.75 改建 

橋板 8K+918.85 5.05  4.2 5.34  5.96 10 6.05  改建 

宜 16 線進士

橋 
9K+780.00 7.36 5.4 6.77  7.16 8 7.39  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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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美福排水流域 10 年重現期淹水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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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避難中心與疏散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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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美福排水集水區內土地使用分區編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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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舊港排水沿線橋梁改善建議表 

計畫洪水位 
橋名 樁號 

現況梁底

高(m) 
現況橋長

(m) 10 年 25 年 

計畫渠

寬(m) 
計畫堤

防高 
處理方式 

便橋 0k+120.60 1.5 11.65 2.16  2.28 12 2.30  改建 

舊港一號橋 0k+269.65 1.83 12.15 2.16  2.29 12 2.31  改建 

過水橋 0k+364.70 1.48 10.5 2.16  2.29 12 2.31  改建 

新興橋 0k+432.30 1.48 12.4 2.16  2.29 12 2.32  改建 

橋板 0k+484.80 1.14 12.5 2.16  2.29 10 2.32  改建 

過水橋 0k+570.00 1 10 2.17  2.30 10 2.33  改建 

舊港三號橋 1k+162.05 1.43 12.6 2.17  2.32 10 2.36  改建 

古結橋 1k+596.80 1.72 10 2.18  2.33 10 2.39  改建 

橋板 1k+896.20 1.66 4.4 2.22  2.40 10 2.51  改建 

東西 13 路

橋 
2k+030.60 1.98 9.1 2.25  2.44 10 2.56  

改建 

中興南一號

橋 
2k+405.40 1.94 12.7 2.35  2.57 10 2.70  

改建 

無名橋 2k+488.10 1.89 6.8 2.38  2.62 10 2.74  改建 

表5-4 建業排水沿線橋梁改善建議表 

計畫洪水位 
橋名 樁號 

現況梁

底高

(m) 

現況橋

長(m) 10 年 25 年 

計畫渠

寬(m) 
計畫堤

防高 
處理方式 

旋流橋 0k+223.50 2.23 5.7 2.85  3.26 12 4.3 改建 

凱旋橋 0k+531.78 2.6 12.2 2.83  3.23 10 4.3 改建 

過水橋 0k+844.67 2.45 5.1 2.93  3.36 10 4.3 改建 

農路橋 0k+849.90 2.89 5.9 2.93  3.36 10 4.3 改建 

過水橋 0k+974.00 2.67 4.5 2.94  3.37 10 4.64 改建 

 

四四四四、、、、取取取取水工水工水工水工、、、、農田排水農田排水農田排水農田排水、、、、雨水雨水雨水雨水下水道下水道下水道下水道、、、、上游坡地水土保持上游坡地水土保持上游坡地水土保持上游坡地水土保持等排水等排水等排水等排水銜接銜接銜接銜接工之配工之配工之配工之配

合合合合 

本計畫區並無取水工，上游亦無坡地水土保持計畫區。 

流域內都市計畫區雨水下水道系統已大多建置完成，未來於系統重新

檢討時，應配合本計畫治理原則，避免無法銜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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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針對淹水嚴重足以影響農業生之區域，改善該區域之農田排水。其

改善工程應配合本計畫之治理原則擬定，以發揮應有之排水功能。 

另於本計畫區排治理時，針對農田排水匯入之閘門將配合一併改善，

避免洪水倒灌淹沒沿岸農田。 

五五五五、、、、排水設施維護管理注意事項排水設施維護管理注意事項排水設施維護管理注意事項排水設施維護管理注意事項 

本計畫排水路、自動閘門及相關水利設施應經常維護，才能發揮應有

功能，目前美福防潮閘門及舊港排水閘門狀況尚佳，唯沿線閘門損壞較嚴

重，未來改善更新後，需注意其維護與保養工作，茲列舉須注意事項如下： 

(一)應成立管理組織，指派專人負責水路及設施之管理與維護工作，並要

求定期作業，以確保功能完善。 

(二)在不妨礙生態環境條件下，於防汛前完成水路疏濬工作，以確保水路

通水能力。 

(三)協請環保單位加強取締水路沿岸污染情形，除降低水質污染程度外，

亦可減少垃圾阻塞水路及損壞抽水機組之情形發生。 

(四)宣導水利設施維護之重要性，於可能情形，將部份設施委由社區負責

管理，可達到一定宣導與社區共同營造功能。 

六六六六、、、、其他維護管理及配合事項其他維護管理及配合事項其他維護管理及配合事項其他維護管理及配合事項 

其他維護管理可藉由在地社區居民之參與。社區參與可由社區委員

會、各種文化工作室等民間團體負責執行，並接受政府輔導與監督。 

建設階段則可參與工程監造與部份較不具安全顧慮之景觀生態工程施

作，藉由實際參與營建過程，以回饋地方與提昇整體計畫品質。 

完工後之管理維護，包括環境清理與水利設施操作維護等，除可增加

地方就業外，亦落住民防洪之理想，進而提昇整體計畫成效。 

而為避免因施工期間之土方、雜物影響排水機能，排水路整治或其他

工程施設時，應盡量避開洪汛期，且須確實做好疏洪及防護措施。 

此外，排水路兩岸綠美化植栽應選擇本土性植物，可作為鳥類及昆蟲

類之食物來源，並增加其活動範圍，以回復生態之平衡及多樣性。而植栽

之一般性養護工作，應由主管單位定期派員維護。 



 

26

七七七七、、、、環境營造環境營造環境營造環境營造 

(一) 分段主題規劃 

1. 休閒產業及田園地景區段：位於宜 11 線新港橋以東至美福出海口之

間的美福大排中、下游段及舊港排水兩側，定位為結合哈密瓜休閒產

業、節慶活動、在地休閒活動（鴨母船行水）、賞鳥、河口賞景及生

態教育活動等的田園休憩空間。 

2. 濕地生態教育區段：位於鐵路以東至宜 11 線新港橋之間的美福大排

中游曲流段及建業中排下游，包含美福與建業排水匯流處。定位為人

工濕地截污，污染水質改善的生態環境教育場所。 

3. 社區人文水岸區段：位於鐵路以西之既有市區、運動公園周邊重劃

區、以既有進士社區豐富的歷史人文內涵為基礎，結合未來運動公園

周邊新興社區、縣政中心都市計畫區、竹科城南基地及清大蘭陽校區

的藍綠帶及都市人行空間系統。定位為都市社區生活及歷史文化教育

空間。 

(二) 人行動線及綠帶系統的整合及建立 

流域範圍涵蓋宜蘭及壯圍既有及未來各種不同發展強度的市區、郊

區及周邊田園農業地景區，與各地區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經由堤頂或水

岸步道/自行車道的建立，配合相關計畫的整合，將有機會聯繫新舊市區

及郊區住宅及田園農業區之間的完整生活休憩通道系統。 

人行通道主要設置於堤後護坡接近堤頂位置，於其所鄰近護岸整

建時一併設置，提供行人休閒步道兼做自行車道功能，其設置位置係考

量與鄰近社區、歷史文化或觀光休憩區域（景點）的動線連結關係及交

通可及性。 

(三) 跨河橋梁整建 

跨河橋梁的整建設計於細部設計階段，除橋梁及護欄本身的造型需

結合地方特色，如與水岸空間結合更需重視橋下空間的設計，以及橋頭

及引道段與護岸的銜接處理，需仔細的考量動線的可及性及空間尺度、

材料質感的掌握。 

 



 

 

 

 

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計畫區域圖 

美福排水系統治理計畫 

 



 

    

圖一、 計畫區域圖 



 

 

 

 

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計畫排水量分配圖(重現期距 10 年)

美福排水系統治理計畫 

 



 

圖二、計畫排水量分配圖(重現期距 10 年) 



 

 

 

 

圖三圖三圖三圖三    

 美福排水計畫縱斷面圖（1~3） 

 舊港排水計畫縱斷面圖 

 建業排水計畫縱斷面圖 

美福排水系統治理計畫 

 



 

 

 

 

圖四圖四圖四圖四    

 美福排水計畫橫斷面圖 

 舊港排水及建業排水計畫橫斷面圖 

美福排水系統治理計畫 

 



 

 

 

 

圖五圖五圖五圖五    

治理計畫重要工程佈置圖 

美福排水系統治理計畫 

 



 

 

 

 

圖六圖六圖六圖六    

10 年重現期計畫水位現況淹水範圍圖 

 

 

 

 

 

 

 

 

 

 

 

 

美福排水系統治理計畫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    

地方說明會 會議紀錄及意見回覆表 

 

 

美福排水系統治理計畫 

 













 1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 1 階段實施計畫縣管區排美福排水系統階段實施計畫縣管區排美福排水系統階段實施計畫縣管區排美福排水系統階段實施計畫縣管區排美福排水系統

規劃規劃規劃規劃」」」」之治理計畫暨堤防預定之治理計畫暨堤防預定之治理計畫暨堤防預定之治理計畫暨堤防預定(用地範圍用地範圍用地範圍用地範圍)線線線線地方說明會地方說明會地方說明會地方說明會意見回覆表意見回覆表意見回覆表意見回覆表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9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4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 10: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宜蘭縣宜蘭市進士社區活動中心宜蘭縣宜蘭市進士社區活動中心宜蘭縣宜蘭市進士社區活動中心宜蘭縣宜蘭市進士社區活動中心 

 

項次 地方意見 執行情形 

一 江碧華議員   

1 

水患治理應上、中、下游統籌規劃，包含縣政府、宜蘭農

田水利會及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等各權責要加強橫

向聯繫，以解決治水相關問題。 

本計畫即已依上、中、下游

統籌規劃，以綜合治水策略

解決淹水問題。 

2 

本區域水患治理應包含蘭陽溪及宜蘭河整治，並將員山

鄉、宜蘭市及壯圍鄉等易淹水區域，由中央及縣府一併檢

討分年分期辦理整治。 

本計畫已涵蓋員山鄉、宜蘭

市及壯圍鄉等易淹水區

域，並由中央及縣府檢討分

年分期辦理整治。 

3 本區域現有排水溝應加強清淤，以利達到應有排水功能。 遵照辦理。 

4 
竹科城南基地開發，應以不影響建業排水排洪功能為原

則。 

本計畫已將竹科城南基地

開發納入考量，以不影響建

業排水排洪功能為原則。 

二 宜蘭市南津里鄧代理里長維偉   

1 
蘭陽橋下箱涵雖已改善，但仍產生積水情形，建請權責單

位予以改善。 
遵照辦理。 

2 
蘭陽橋下土石淤積建請辦理疏濬，另橋墩底下漂流物建請

權責單位予以清除。  
遵照辦理。 

三 民眾綜合意見   

1 
本計畫範圍於宜蘭市及壯圍鄉易淹水地區如何整治及期

程，請說明。 

將分短中長期，納入易淹水

地區水患治理計畫中予以

執行。 

2 
美福排水於台九省道至鐵路橋束縮河段及本區域抽水站

如何設置及整治期程，請說明。 

將納入易淹水地區水患治

理計畫中予以執行。 

3 
嵐峰路分洪箱涵尺寸是否檢討再擴大，以利排除超大豪雨

洪水量。 
已考量計畫所需排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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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福排水自上游段先治理，是否會造成下游產生水患，應

確認已檢討可行。 

全河段均同時進行治理，並

非僅針對上游段，因此，不

致因上游治理而增加下游

負擔。 

5 
本區域在颱風期間倘整治工程尚未完成，建請採取相關緊

急應變措施。 

於施工期間將配合抽水機

等應變措施，降低淹水程

度。 

6 
本區域於防汛前，建請辦理相關溝渠疏濬及雜草清除，以

利排水暢通。 
遵照辦理。 

7 

宜蘭運動公園旁之道路連接至美福排水水防道路之通

路，建請檢討一併劃入排水設施範圍辦理徵收，以利民眾

通行。 

將修正排水設施範圍。 

8 
宜榮一中排接美福排水雙孔箱涵斷面不足，於颱風豪雨期

易淤積雜草，建請予以改善。 

建議於健康橋~進士橋段護

岸一位改善。 

四 結論  

1 各單位民眾所提建議，將請納入相關工程及計畫參酌。 遵照辦理。 

2 
本案治理計畫及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內)續依法定程序

辦理。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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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 1 階段實施計畫縣管區排美福排水系統階段實施計畫縣管區排美福排水系統階段實施計畫縣管區排美福排水系統階段實施計畫縣管區排美福排水系統

規劃規劃規劃規劃」」」」之治理計畫暨堤防預定之治理計畫暨堤防預定之治理計畫暨堤防預定之治理計畫暨堤防預定(用地範圍用地範圍用地範圍用地範圍)線線線線地方說明會地方說明會地方說明會地方說明會意見回覆表意見回覆表意見回覆表意見回覆表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9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5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14: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宜蘭縣壯圍鄉新南社區活動中心宜蘭縣壯圍鄉新南社區活動中心宜蘭縣壯圍鄉新南社區活動中心宜蘭縣壯圍鄉新南社區活動中心 

 

項次 地方意見 執行情形 

一 壯圍鄉民代表會簡副主席文魁   

1 
本區域排水治理應從下游整治，避免上游通水瓶頸改善

後，洪水快速集中於下游造成水患。 

全河段均同時進行治理，並非

僅針對上游段，因此，不致因

上游治理而增加下游負擔。 

2 

壯圍鄉可參考日本之方式，設置人工湖蓄洪，湖旁可規

劃住宅區。除可解決水患，亦可形成地方特色而繁榮地

方。 

已將易淹水區規劃為蓄洪池。 

3 
美福排水系統治理計畫各工程應儘速推動，以利早日改

善水患問題。 
遵照辦理。 

二 陳議員福山   

1 美福排水系統應整體一併治理，以解決本區淹水問題。 遵照辦理。 

三 林議員水金   

1 
新南抽水站應儘速發包、完工及營運，以改善本區域水

患問題。 

現由水利署第一河川局執行

中。 

四 壯圍鄉新南村林村長旺枝   

1 
治理計畫各工程應儘速辦理，以利改善本區域淹水情

形。 

將分短中長期，納入易淹水地

區水患治理計畫中予以執行。 

2 
美福排水護岸建議採砌石工法，倘採生態工法應檢討其

強度及可行性。 
計畫中已建議採生態工法。 

3 
美福排水系統規劃於壯圍鄉設置抽水站，建請儘速辦

理。 

將分短中長期，納入易淹水地

區水患治理計畫中予以執行。 

4 
美福排水之新南橋為新南村重要聯絡道，現況寬度不

足，希望能配合水路一併拓寬。 
壯圍鄉公所已發包設計 

五 民眾綜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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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福排水抽水站區域建請增設新南休閒公園，配合東北

角休閒區開發，提升本區域生活品質，並提供遊客另一

旅遊據點。 

遵照辦理。 

2 美福排水原河道拋石護坡容易沖毀，建請採砌石工法。 計畫中已建議採生態工法。 

3 
美福排水兩岸請配合水防道路設置自行車道及健康步

道。 
遵照辦理。 

4 
美福排水之農田排水匯流涵洞建請擴大通洪斷面，以改

善現況通水能力不足問題。 

將建請宜蘭農田水利會配合

辦理。 

5 
美福排水北岸現況無堤下道路，兩側農田機具出入不

便，建請於護岸改善時一併設置提下道路。 
將修正排水設施範圍。 

6 

為配合全縣自行車道系統，預定自宜蘭市聯接至蘭陽溪

出口，建請美福排水護岸改善時，一併留設自行車道空

間。 

遵照辦理。 

六 林立法委員建榮   

1 
民眾提供本區域治水相關意見，請執行單位納入研議參

酌。 
遵照辦理。 

七 結論   

1 
各單位及民眾所提建議，將請納入相關工程及計畫參

酌。 
遵照辦理。 

2 
本案治理計畫及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續依法定程序

辦理。 
遵照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