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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得子口溪位於宜蘭北部，發源於烘爐地山，其流域涵蓋礁溪鄉、頭

城鎮已及壯圍鄉的一部分，全幹線長度 19.30 公里、流域面積 98.35 平

方公里，本計畫預定改善區段為得子口溪七結橋以東至玉龍橋以西之

中游段，涵蓋村里二龍村、玉田村、玉光村、光武村等。其位置與範圍

如圖 1 所示。 

 

 

圖 1、計畫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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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環境概述 

（一）整體計畫基地環境現況 

1. 得子口溪水環境概述 

得子口溪發源於雪山山脈烘爐地山，標高約為海拔 1,166 公尺，至

山麓之五峰旗進入平原，流經礁溪鄉市區南緣後穿越台九線公路及北

迴鐵路後流向東，至三抱竹橋北折經礁溪防潮閘門，於打馬煙注入太平

洋。流域面積為 98.35 平方公里，河流長度為 19.30 公里。得子口溪流

域地形西高東低，其山地(高程 100 公尺以上)及平地面積分別約為

32.58 及 65.77 平方公里，各約佔全流域之 33 及 67 %，平均坡度為上

游 1/21 變至下游 1/4,800。流域受東北季風影響，雨量充沛，全年平均

雨量約為 3,000 公厘，年降雨日超過 200 天，雨量大部分集中於 8 月

至 11 月，其餘月份則無明顯差距，此外因地形因素，山區降雨量多於

平地，年平均逕流量約為 224 百萬立方公尺。其重要支流包含林美溪、

湯圍溪、猴洞溪、下埔、黃德記、武暖、玉田、塭底及十三股排水等。 

得子口溪上游水質清澈基流量豐沛，上游段基流量約 0.5 至 1.0 cms，

溪水出山麓進入沖積扇，除有李寶興圳取水口引水外，沖積扇之扇頂和

扇央之透水性相當大，剩餘基流量滲流入地，形成乾涸河床，以致李寶

興圳取水口下游至三民橋處於常時並無水流。本流域農作物種植及期

間甕菜、蕃茄產期於 5 月～8 月間包括柑橘類產期於 10 月～隔年 3 月

間，平原多種植水稻田為主，而下游以養殖業為主。 

2. 得子口溪水系周邊都市發展現況 

得子口溪主流上游流經礁溪都市計畫區、礁溪鄉擴大都市計畫（溫

泉產業特定區、交流道入口區）、礁溪休閒渡假市地重劃區，中游為非

都市地區之特定農業區，下游至出海口則劃為養殖漁業生產區，詳如下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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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得子口溪水系周邊土地使用現況 

得子口溪支流之下埔排水上游流經礁溪都市計畫區，為流域內人

口最密集之區域。而主流以台九線為界，以西上游為山區，土地使用多

數為森林、坡地，台九線以東則為非都市計畫區之農地。國道五號至下

游出海口之下游區域則劃為養殖漁業生產區，詳如下圖 3。 

 

 
圖 2、得子口溪水系周邊都市發展現況圖 

 

 
圖 3、得子口溪水系周邊土地使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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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得子口溪水系周邊社會及產業資源 

得子口溪流域內發展最盛之觀光資源為都市計畫區內礁溪溫泉觀

光區，每年皆吸引大批人潮遊覽參訪。然而多數遊客多只停留於溫泉區

內，溫泉區以外之觀光資源並未有效連結、發展。 

都市計畫區外之區域亦擁有相當豐富之自然、文化資源，依上至下

游包括五峰旗瀑布步道、林美磐石步道、淇武蘭遺址、竹安海堤、竹安

海濱鰻寮景觀等。尤其得子口溪中游段之二龍社區一帶，其範圍不但涵

蓋淇武蘭遺址，並擁有傳承百年傳統活動-二龍競渡。中下游擁有發展

生態旅遊、歷史記憶、文化傳承等深度旅遊的潛力。 

並有多處關心文化、永續發展之社區，例如林美社區、二龍社區、

時潮社區等，並可結合環境教育，永續運營，是得子口溪流域觀光產業

發展的整體思考方向，詳如下圖 4。 

 

 
圖 4、得子口溪水系周邊社會及產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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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環境現況 

得子口溪相關生態資料中，流域內進行較完整生態調查之計畫為

「里山辦公室計畫第一期：里山熱點盤點輔導」(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羅東林區管理處，107 年)，指出得子口溪豐富的沖積扇帶(礁溪沖積扇、

頭圍沖積扇)及湧泉資源提供淡水生物之棲息環境，上游接近山區，周

邊環境為多屬次森林等天然環境(需補充林美、金面溪、猴洞坑溪等生

態環境資料)，支流黃德記大排上游之龍潭湖，唯一大型淡水湖泊環境，

水域內之關鍵物種為圓吻鯝魚。 

得子口溪中、下游涵蓋於「重要野鳥棲地-宜蘭竹安」，大面積的

水田、魚塭泥灘地環境，為提供水鳥類，如：秧雞科、鷸、鴴科等鳥種

棲息繁殖環境，同時也是冬季候鳥遷徙路徑中的休憩點之一。其中位於

得子口溪下游出海口附近的塭底、時潮一帶，40 年前涵蓋於竹安大沼

澤區的範圍，在民國 70 年代劃設養殖專區後，鳥況便逐年銳減；爾後

因養殖漁業沒落、魚塭荒廢，近幾年鳥況有一定程度的恢復，同時也被

列入「IBA TW047 竹安溪口」的指認範圍中。 

此區較具特色的鳥種包 括：唐白鷺、小燕鷗、黑嘴鷗、紅嘴鷗等，

也是高蹺鴴及黑面琵鷺來宜蘭度冬的最集中棲地。依據「台灣重要野鳥

棲地手冊-第二版」（中華野鳥學會，103 年）指出此區的鳥類分佈情形

及鳥種紀錄，黑面琵鷺、唐白鷺每年春秋兩季穩定過境，黑嘴鷗與紅嘴

鷗混群度冬，截至 2009 年觀察之最高紀錄約有 50 隻，高蹺鴴近年來

每年族群數量皆有數千以上紀錄，於 2013 年 11 月底有上萬隻紀錄，

為東亞地區最大度冬族群，本區共記錄至少約 270 種鳥種。近年於下

埔一帶更發現稀有冬候鳥紫鷺築巢記錄，成功從候鳥轉為留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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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得子口溪生態環境現況介紹圖 

 

（三）水質環境現況 

根據宜蘭縣政府環保局委辦計畫之報告書(宜蘭縣管河川底泥品質

採樣調查及檢測計畫，2018 年 3 月)，得子口溪流域污染來源主要以生

活污水及畜牧污水為主，得子口溪下游自得子口橋以下水體水質污染

常達到中度污染，另依現場水路狀況研判，支流林美溪中游段三民五中

排由於容納三民地區之排水，其中更包括區內為數眾多的養豬戶，常有

大量污水排入，嚴重影響得子口溪之水質。其中礁溪市區溫泉、餐飲業

廢水及生活污水系經由下游排水匯入得子口溪主河道(礁溪防潮閘門)

下游，雖對於中上游水質之影響較不明顯，但亦是該河川污染來源之一。 

本計畫參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所建置之河川水質監測資料，於得

子口溪流域共有 4 處測站分別為美慶山莊、七結橋（取代得子口橋）、

時潮橋(原為復興橋)以及竹安橋，遴選近三年（2019-2020）水質監測資

料，由其河川汙染指數（RPI）表示美慶山莊測站 RPI 值平均為 1.01，

屬於未（稍）受汙染程度、七結橋（取代得子口橋）測站 RPI 值平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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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屬中度汙染程度、時潮橋（原為復興橋）測站 RPI 值平均為 3.24，

屬中度汙染程度、竹安橋測站 RPI 值為 1.87，屬未（稍）受汙染程度。

相關監測成果如表 1 所示，水質測站位置及河川汙染程度呈現如圖 6

所示。 

 

表 1、得子口溪流域近三年水質監測成果表 

測站位置 

年份 
美慶山莊 七結橋(取代得子口橋) 時潮橋(原為復興橋) 竹安橋 

2019 1.04 3.04 3.06 1.86 

2020 1.00 4.40 3.19 1.75 

2021 1.00 4.34 3.47 1.98 

平均 1.01 3.93 3.24 1.87 

汙染程度 未(稍)受汙染 中度汙染 中度汙染 未(稍)受汙染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本計畫整理。 

 

 
圖 6、得子口溪流域水質測站位置及河川汙染程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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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一）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1. 成果說明 

得子口溪預定辦理水環境改善規劃與設計，屬生態檢核作業中的

規劃階段。經評估本案範圍施作環境，非屬環境敏感地帶，數次的現地

環境脈絡調查，可知施工前之生態樣態，並確認基地範圍未觀察到保育

類之動植物，前後水門封閉整體舊水路的物種進入與遷徙，水門平時的

操作或設計，影響動物自由遷徙路徑機會。本基地已完成基本生態調查

評估，目前紀錄之水生物種無迴游性種類。 

歷次的現地環境脈絡調查，以水路最常見問題如濱水空間、水域之

縱橫剖面配置與固床工，既存濱溪空間，植物類型限縮在草本低莖植物，

兩側稍陡，常態性強修剪不利於棲地營造與生物棲息。 

 

 
圖 7、得子口溪舊河道環境脈絡，本基地周遭無敏感環境 

 



 

 9  

 
圖 8、得子口溪舊河道生態檢核範圍與陷阱(魚龍、蝦龍)投放位置 

 

 

2. 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調查人員於民國 111 年 4 月 25 日、5 月 21 日、5 月 23 日至計畫

區域進行現地生態評估分析及第二級棲地快速評估。調查結果，原構造

物範圍內之整建或改善且經自評確認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因此

無須進行第三級-現地密集評估。 

本案範圍植物相空有高歧異度卻充斥栽培種與外來種，典型入侵

種族群不大，觀賞與食用作物比例與覆蓋面積過大，昆蟲、蝴蝶、兩棲

爬蟲類、哺乳動物貧乏，魚蝦蟹類種類與族群更貧乏，底棲生物僅有二

種螺類，棲地條件本身曾經被破壞，後天重建內容與維管均缺乏正確觀

念，環境須從新改造調整，並導入正確規劃與維管策略。 

本案生態調查目標包括：鳥類、魚類、兩棲類、螺類、昆蟲及植物

等共計 6 大項，各項物種調查發現名錄如下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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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得子口溪生態檢核成果一覽表 

調查項目 物種名稱 

鳥類 黃頭鷺、小白鷺、中白鷺、蒼鷺、夜鷺、紅冠水雞、白腹秧雞、

花嘴鴨、環頸鴴、白頭翁、洋燕、黃鶺鴒、斯氏繡眼、紅嘴黑

鵯、樹鵲、家巴哥、斑鳩、翠鳥、紅尾伯勞、褐頭鷦鶯、大卷

尾、麻雀、夜鶯等，共計 13種。 

魚類 福壽魚、珍珠石斑 

兩棲類 貢德氏赤蛙、澤蛙 

螺類 田螺、福壽螺、非洲鍋牛、扁蝸牛 

昆蟲 白粉細蟌、藍帶橙尺蛾、黑棘蟻、瓢蟲 1、瓢蟲 2、蟋蟀、白粉

蝶、義大利蜂、水黽。 

植被 喬灌木類：血桐、九芎、島榕、大葉欖仁、水黃皮、稜果榕、

小梗木姜子、榆樹、竹柏、金平氏冬青、朴樹、烏心石、七里

香、白飯樹、福木、台灣欒樹、光臘樹、大青、天仙果、錫蘭

饅頭果、山黃麻、黃荆(埔姜)、茄苳、烏桕、桑樹、青楓、野

芭樂、苦楝、陰香、樟樹、正榕、銀合歡、刺竹、冇骨消、大

青、福建茶、楊桐 

果樹類：龍眼、荔枝、枇杷、蓮霧、柿子、柚子、柳丁、金柑、

長果檸檬、香蕉、芭蕉、木瓜、馬拉巴栗、芭樂、蛋黃果、麵

包樹、波羅蜜、咖啡樹、火龍果、檳榔、可可椰子、酪梨、芒

果、神秘果、楊桃、巴西蒲桃、百香果、鳳梨、樹葡萄、西印

度櫻桃 

觀賞樹木與花卉類：木棉、火焰木、長虹木、阿勃勒、黃金榕、

黃金扁柏、檀香柏、香椿、蒲葵、中東海棗、毛風鈴木、北美

落雨松、墨西哥落雨松、雞蛋花、櫻花、檀香柏、山櫻、蘭嶼

羅漢松、錫蘭肉桂、土肉桂、沉香、粉撲花、黑松、朱槿、千

年木、扇葉仙人掌(銀手指)、曇花、石蓮、朱蕉(2品種)、巴西

鐵樹(斑葉龍血樹)、萬年青、皇冠龍舌蘭、南非葉、大花朱槿、

九重葛、斑葉九重葛、使君子、鷹爪花、立鶴花、黃金榕、變

葉木、陽光金露花、大花紫葳、白玉蘭、黃玉蘭、洋玉蘭、夜

合花、含笑、桂花、茉莉花、梔子花、薔薇、朱蕉、松葉牡丹、

平戶杜鵑、久留米杜鵑、小天堂鳥、射干、茶花、巴西鳶尾、

桂竹、南美蟛蜞菊、黃金葛、文殊蘭、螫蟹百合、孤挺花、馬

纓丹、大王仙丹、袖珍椰子、觀音棕竹、紅花鐵莧、一串紫、

日日春、法國海棠、白蝴蝶、睡蓮 

禾本科：假儉草、地毯草、兩耳草、X馬唐、亨利馬唐、吳氏雀

稗、雀稗、雙蕊鼠尾粟、五節芒、百慕達、野稗、水生黍、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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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項目 物種名稱 

筋草、孟仁草、巴拉草、柳葉箬、溝葉結縷草、象草、蘆竹 

作物類：水稻、番薯、敏豆、長缸豆、小黃瓜、毛豆、茄子、

辣椒、青椒、綠竹筍、甘藍、大白菜、尖葉萵苣、蘿蔓萵苣、

紅萵苣(紅翠)、立葉萵苣、火焰萵苣、辣椒、番茄、胡蘿蔔、

皇宮菜、九層塔、川七、角菜、韭菜、 莧菜、紅菜、蔥、蒜、

蕎頭、扁蒲、南瓜、苦瓜、西瓜、絲瓜、甘蔗、白甘蔗、玉米、

黃秋葵、芋頭、空心菜、青江菜、麻薏、花生、葛鬱金、薑黃、

食用美人蕉、南非葉、金針、蓮花、薄荷 

雜草類：車前草、龍葵、山萵苣、羊蹄、瑪瑙珠、姑婆芋、山

芋、粉黃櫻絨花、鼠麴舅、鼠麴草、瑪瑙珠、菁芳草、昭和草、

黃鵪菜、印度焊菜、雞屎藤、白花霍香薊、青苧麻、紫花霍香

薊、漢氏山葡萄、槭葉牽牛、小花蔓澤蘭、扛板歸、艾草、加

拿大蓬、通泉草、大花咸豐草、小葉冷水麻、狹葉馬鞭草、紫

花酢漿草、塔花、黃花酢漿草、火炭母草、拎樹藤、雞屎藤、

馬㼎兒、槭葉牽牛、掃帚菊、串鼻龍、苦蘵、蛇莓、馬蹄金、

千金藤、青苧麻、海金沙、過長沙舅、定經草、龍葵、葉下珠、

克菲草、台灣天葫荽、落地生根、菸草花、車前草、兔角蕨、

瓦葦、過溝菜蕨、伏石蕨、腎蕨、小毛蕨、鳳尾蕨 

莎草科：短葉水蜈蚣、土香、輪傘莎草 

水生植物：水丁香、長梗滿天星、田烏、水芹菜、錢幣草、竹

仔菜、美洲大萍、布袋蓮、野薑花、過溝菜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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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本案範圍水生態關注區域圖 

 

 

3. 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本工程施作環境，雖非法定環境敏感地帶，卻是在自然水系範圍也

是標準濕地領域，目前基地內水域與陸域棲地領域生態品質皆不理想，

源自於出入口皆被水門封閉，且水岸與腹地長期被干擾，從 1.護岸的大

量人工種植外來種 2.定期強剪除草 3.民眾占墾種植 4.大量農藥肥料使

用 5.舊河道形同封死無法流通形似死水 6.水質汙染 7.四周水泥柏油步

道，更外圍周邊皆高投入之集約耕種完全切斷可能之自然遷徙繁殖機

會。歷次的現地環境脈絡調查顯示本基地燕子特別多，水裡田螺與石田

螺也很多，水裡可能有鯉魚或塘虱，但陷阱未能捕獲驗證，似乎無原生

魚種在水體，鳥類族群不少是因為河岸樹木豐富，是最大亮點，另外景

觀有英國風景式庭園的一項是另一亮點，有發展遊憩景觀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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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民參與辦理情形  

4. 召開地方說明會 

本計畫於 111 年 1 月 17 日至 1 月 24 日辦理地方說明會，廣徵社

區對於水環境改善之意見。與得子口溪流域內之礁溪、頭城地方說明會，

其會議摘要如下說明。 

(1) 二龍村何政儒村長 

⚫ 現在最適合提的是得子口溪，在大概是二龍、玉田、時潮這一塊是

最有計畫的。現在的問題是，上游都是畜牧業為主，造成水質優養

化嚴重，因此水質這塊之於水環境改善應該是很有利的一點。 

⚫ 得子口溪已經整治到第七期，主要改善的皆為防洪部分，治理到

現在已經將近二十年，目前防洪應該沒問題了。下一個部分就是

水環境改善，包括親水、活動（二龍競渡）都在河岸邊進行，大概

兩三年前縣府有幫忙提得子口溪南移計畫，但卡到徵收土地，南

岸、北岸的民眾比較難以接受。但如果從步道、親水腳踏車道的面

向發展，可以結合時潮濕地生態，也包括上游結合到三民濕地公

園，整體對二龍、礁溪、三民和玉田推動觀光都有助益，因為大家

來礁溪都是想到泡溫泉，如何拓展到下游推動生態旅遊，如何讓

人到郊區對觀光也很有助益。 

⚫ 宜蘭縣做最好是安農溪，其實兩岸的草也算是好維護，相比我們

這邊只要不要做太多水泥結構，多一點生態工法帶進來會是很有

機會。只要有大片綠色，能騎騎腳踏車，就很好了。 

⚫ 得子口溪靠近七結橋一直到 191 縣道的那座橋，流域太寬了，前

幾年有在清淤，清淤的土方就成了高低灘，這些腹地就可以做親

水設施，像宜蘭河經過很多次整治也是做高低灘。 

⚫ 前兩年光是在徵收土地上費用就花很多了，如果從現有環境下去

改善，地方和公所都會認同。 

⚫ 這幾年沒有下水，就有優養化藻類過多的現象。水引不進來，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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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水。(七結橋)，希望能改善水源問題。塭底抽水站，抽水到得子

口溪後，水會回灌到二龍閘門。 

(2) 白雲村陸天賜村長： 

⚫ 下埔排水從第二個擋門(北宜公路高架橋下)到頭城交界處，以及下

游到竹安的水質，都受到溫泉區家庭和營業廢水(礁溪路六七段)的

影響。 

⚫ 橡皮壩是不是改成閘門比較穩定？砂仔港第二個抽水站要做好，

縣府抽水的標準能不能降低，抽水水位不降低，金車一帶到二龍

往南影響範圍很大。 

(3) 玉石村胡伯欽村長： 

⚫ 溫泉溪與十股溪的交匯口，從紡織廠、鐵支路到天隆大飯店，每年

三四月福壽螺都會死，造成水質優養化，要怎麼處理?加上湯圍溪

(溫泉溪)，這段有污水排入，夏天沒有水，因此魚都死在這一段河

道。 

(4) 宜蘭縣政府(水利資源處)： 

⚫ 這計畫除了環境改善，還有一個是水質。礁溪鄉內要處理水質，縣

府會優先推動污水處理場和用戶接管。 

⚫ 得子口溪上游是風景區，有礁溪休閒開發案，之後發展會比較好，

要回歸到風景區管理的辦法；中游二龍河，堤防南移有兩派意見，

政策推動比較困難。可以處理的是跟文化與二龍競渡結合，做設

施改善讓地方民眾與遊客可以直接使用。也是用生態方式處理。 

⚫ 全宜蘭水利維護經費有時候半年就用訖，還不如將經費補助給社

區買工具，這樣才能讓環境維護走得長久。接下來，我們也會嘗試

和社區與民間團體接觸。三民濕地公所處理得很好，冬山、三星很

多湧泉，湧泉整理也可以整理納入藍圖。 

⚫ 有關水質優養化問題需再調查，可能溫泉溪污水排水都排入那裏，

要做污水截流和油脂分離還要看下水道的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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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得子口溪流域地方說明會辦理情形 

 

5. 提送河川局召開在地諮詢小組： 

111 年 5 月 19 日辦理「宜蘭縣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六批次提案

專家會議」，邀請國立宜蘭大學園藝系黃志偉教授ヽ生物技術與動物科

學系陳永松教授ヽ宜蘭惜溪聯盟康芳銘召集人ヽ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

金會保育處薛博聞處長ヽ社團法人永續發展工程學會謝宏仁理事等專

家就提案內容交換意見，藉此修正提案內容。 

(1) 薛博聞處長： 

⚫ 有關透過小型人工浮島方式處理，空間用地取得尚有疑問。 

⚫ 建議與早期得子口橋兩側植生綠帶計畫結合。 

⚫ 下游是養殖劣化區，早期環境好養縵，環境劣化後改為養白蝦、在

養草蝦，現在則是棄養多。養殖業大多抽地下水，例如在竹安那代

的地下水都是有鹽分，所以要養縵品質很困難。 

⚫ 建議資源盤點要放入溫泉，參考早年張志清老師溫泉水溫不斷下

降，水環境與區域發展，水權的問題，使用後的水體問題也是要放

入。 

(2) 陳永松教授： 

⚫ 若為專業養殖生產區，有專門排放系統，現在則是養白蝦，需要淡

水，這邊除非有海水淡化系統，不然就是抽地下水。 



 

 16  

(3) 謝宏仁理事 

⚫ 流域水質改善問題，包括：上游養殖畜牧(三民計畫可以處理)與家

庭生活汙水(中段比較需要處理)，下游則是休閒養殖廢水。 

⚫ 二龍排水滯洪較無防洪想像，可用水體自淨為目標 

⚫ 建議計畫範圍內保留空間提供二龍競渡活動，另流域可設置聚落

汙水處理場進行生活汙水處理。 

(4) 黃志偉教授 

⚫ 二龍排水 20 幾年前調查過，人為干擾劣化環境，水質沒什麼變動。 

⚫ 二龍排水周邊傳統慣行農業的汙染，緩衝處消失，河川無法自淨。 

⚫ 如果得子口溪流域下游沒有淹水，議題層次要在更深入，見樹不

見林，打游擊方式，建議可以再從產業方面著手。要更系統性，而

非曇花一現的規劃。 

(5) 康芳銘召集人 

⚫ 藍圖計畫用水系分區很重要，要看到水系圖。不要叫得子口溪，而

是用下埔排水水系命名應該會更好。 

⚫ 若策略是用果導到因，例如：二龍排水水文化與水質改善兼具，具

潛力，就不要再提其他部分水系。若以藍圖委員提提問，就會問為

什麼不提其他水系?例如竹安等為什麼不評估，因此策略要先說清

楚。 

⚫ 建議水系範圍界定更清楚，例如得子口溪水(例如從十三股匯進來

~)的水質改善，基礎資料應包括水量、水流速與閘門關係，而非只

提浮游島解方，。水系尺度要再放大，而非點狀改善，而要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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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民眾參與 

本計畫於民國 111 年 5 月 10 日訪談礁溪鄉二龍村何政儒村長，透

過訪談就宜蘭水環境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計畫中的二龍排水提案構

想，向在地意見領袖徵詢意見，並由何村長帶領進行二龍排水現地踏勘，

其訪談會議摘要如下所示。 

(1) 有關「水質改善」意見如下： 

⚫ 早期淇武蘭聚落的家庭汙水是直接排到二龍河，但在民國 70 幾年

農地重劃後，就排入農業設施的排水系統，往砂仔港排水方向流

去，目前只剩下幾戶沿岸住戶的少量生活汙水排入二龍河。 

(2) 有關「村落淹水記憶」描述如下： 

⚫ 村長描述淹水記憶，在民國 86、87 年間，得子口溪尚未截彎曲直

前，在番割田的三民段堤防淹水坍塌，鄰近現在的三民濕地(七結

路上游段)。 

(3) 針對二龍排水段之「社區需求」意見如下： 

⚫ 持續舉辦二龍傳統競渡活動 

⚫ 保存與推廣舊有二龍河特色文化 

二龍村分為兩個聚落，分別為上游的淇武蘭聚落(高速公路以西)和

下游的洲仔尾聚落(高速公路以東)，特別在得子口溪第五、第六期

整治後，其實還保有真正舊有二龍河特色文化的就剩二龍排水段

(下二龍排水到上二龍閘門段，稱為舊河道)，在以前陸運不發達的

時代，就是靠二龍河作為主要通往出海口的交通要道，是村里的

母親之河，所以這也是有它的歷史背景與生活文化可以回溯。 

⚫ 親水需求 

希望舊河道要能夠親水，不要僅有排水功能，加上只有颱風天七

結排水才有比較多的水放入，結果產生大量藻華現象，非常可惜！

甚至還有居民說想要把這條河填掉，但村長覺得有一條河在村里，

可以保有很多文化的故事，就像現在某一小段還是可以看到早期

的紅磚堤防，而現在的馬路就是以前的堤防景象。 

⚫ 結合在地協會培訓導覽人員 

若小型划船構想能提案成功，建議也結合在地文化協會，培訓導

覽解說員來說故事，這樣就有機會創造一些就業機會，特別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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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年長者比較多，若能提供一些機會讓年長者來說故事也很好。 

 

圖 11、宜蘭縣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六批次提案專家會議照片 

 

 

（三）資訊公開辦理情形 

資訊公開係於宜蘭縣政府水利資源處網站公開資訊項目下建構

「全國水環境計畫資料整合」內容（網址 https://reurl.cc/K64vlj），以供

民眾快速查閱。 

全國水環境計畫資料整合以「最新進度」、「會議資訊」、「建設

地圖」、「建設列表」、「生態檢核」、「公民參與」、「審查與查核」、

「工程照片」等八大項目分類，各分項內容皆含括第一至第五批次提案

/工程之相關內容，資訊公開每周定期更新，最近更新日期 111 年 5 月

24 日，其網站首頁詳圖 9 與網站架構如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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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全國水環境計畫資料整合架構圖 

 

 

圖 13、全國水環境計畫資料整合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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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作業辦理情形 

1. 府內推動重視度 

本府重視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納入重大工程督導及重要施政事

項會報，定期每月由林秘書長茂盛召開會議，整合協調相關局處，111

年 4 月會議通知如附圖，其預定與實際進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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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11 年 4 月重大工程督導及重要施政事項會報議程圖 

 

 

2. 治理工程推動情形 

現況得子口溪主流治理已完成，改善以往高水淹沒中下游低地之

水患，相關治理歷程如後說明。「得子口溪治理基本計畫」於民國 70

年 6 月訂定，民國 76 年核定公告。範圍包括得子口溪幹流、林美溪、

猴洞溪、北門溪等排洩山洪之溪流，以暢洩 50 年重現期之洪水為設計

保護標準。經歷年努力，已辦理完成得子口溪第一期至第六期治理工程，

出口至武暖排水匯入口河段，達到減緩洪災及縮短淹水時間成效。 

因應北宜高速公路通車，區域快速開發，以及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

之極端降雨頻繁。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於民國 98 年完成『易

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一階段實施計畫-得子口溪水系治理規劃─

河川部份，研提檢討及研擬改善對策與治理計畫。並據以執行完成第七

及八期工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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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得子口溪治理工程推動情形 

 

3. 公私有地分布情形 

依據本案計畫範圍周邊土地權屬調查(如圖 12 所示)，可看出二龍

排水周邊多數公有地為道路，整體排水周邊並無開闊公有綠地空間，水

道範洄內為公有地，將無須再辦理用地取得作業。 

 

圖 16、本案計畫範圍周邊公有地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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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報案件內容 

（一）整體計畫概述 

1. 關鍵課題 

得子口溪主流河段在防洪排水及禦潮治理上已具備基本防災功能。

並根據前述生態及水質調查，瞭解河川整體動植物生態偏向單一化，且

中上游河段承受生活汙水及畜牧汙水排入，致使河川水質狀況長期處

於中度汙染程度情況，長期恐危及河川下游重要野鳥棲地。 

2. 改善構想 

得子口溪位於宜蘭縣北部的河流，流域範圍涵蓋礁溪都市計畫區、

非都市計畫之特定農業區及養殖漁業生產區等。為提升河川生命力，得

子口溪水環境改善將著重於水質改善與水岸環境營造等項目，並期盼

透過水岸環境營造納入生物棲地、文化產業、遊憩休閒等多目標功能，

同時鍵結在地特有二龍競渡水文化活動，讓整體改善計畫從水質改善、

水岸環境營造提升至水文化層次，形塑特有城鄉新風貌，落實以生態為

本，開創民之所欲的親水空間。 

 

（二）本次提案之各分項案件內容 

本計畫配合周邊景觀資源特色，建構整體分區發展軸線，共分為水

資源保育、旅遊與永續發展、友善養殖等三大分區，分區發展軸線如圖

12 所示，本次提報申請為旅遊與永續發展段改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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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得子口溪流域分區發展軸線示意圖 

 

 

1. 水資源保育 

此區位於得子口溪上游區段以十六結路以西之範圍。河川上游周邊

聚落與產業零星分布，雖未達到設置淨化處理設施之規模，但上游周邊

產生的點源與非點源汙染，對河川中、下游的水環境亦是一大威脅。此

外，河段上游區段周邊富有地下水伏流及豐富的湧泉，故建議以水資源

保育為水環境空間發展定位。 

現階段上游河道土地尚未完成徵收，僅完成堤防用地徵收，因此治

理計畫線尚未公告。由於上游河川周邊聚落與產業零星分布，在客觀條

件沒有大幅變動下，建議以低度擾動工法維持此區域之水資源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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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河道周邊的果園與鐵路橋下的河道樣貌 

 

2. 旅遊與永續發展 

此區位於得子口溪中游區段以十六結路至育龍橋之間範圍。在 2001

年於得子口溪舊河道(二龍排水)與得子口溪交接範圍處，因河川整治與

北宜高速公路跨河工程施工，挖掘出大量古物，後來縣府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公告為淇武蘭遺址。此區位涵蓋礁溪都市計畫及非都市計畫之特定

農業區，為礁溪鄉的人口密集區與觀光旅遊重點區域，故建議以旅遊與

永續發展為水環境空間發展定位。 

現況此區範圍已完成基本河道治理，整體防洪安全已無虞。根據水

質檢測結果顯示，此區段水質長期處理中度汙染程度，其中以氨氮問題

較為嚴重，其濃度範圍約介於 1.20 ~ 2.45 mg/L 之間。綜合考量汙染物

濃度、周邊產業類型、城鄉發展定位及處理成本等條件，現況地區不適

合用化學處理方式，去除水中氨氮問題，建議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

(NbS)或是現地處理方法，達到降低氨氮濃度。此外，二龍排水護岸改善

工程多數已完工，大多屬泥漿砌石或水泥護岸等型式，步道建設與親水

設施並不完善，建議能串聯周邊景點，以及設置局部休憩節點空間，提

供在地居民及旅遊民眾使用，提升水岸環境營造之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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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河道水岸景觀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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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現得子口溪水環境改善願景，相關工程計畫及措施將同時推動。

在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下，推動得子口溪水環境改善工程，其主要工程

項目如表 2 所示： 

 

表 2、得子口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案件明細表 
計畫名

稱 
項次 分項案件名稱 主要工程項目 對應部會 

得子口

溪水環

境改善

計畫 

1 

二龍排水自淨提

升暨水環境營造

工程 

濱溪帶水質淨化與環境營造、親水平

台興建、船隻上下水坡道興建、親水

階梯、橋頭廣場、環河步道整建等 

經濟部 

水利署 

2 
淇武蘭聚落汙水

處理場設置計畫 

汙水處理設施新建、汙水截流工程 內政部 

營建署 

3 

得子口溪畜牧廢

棄循環利用場可

行性規劃 

畜牧廢棄循環利用場建置可行規劃 
行政院 

農委會 

 

 

圖 18、旅遊與永續發展分區改善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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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龍排水自淨提升暨水環境營造工程 

考量河川水質淨化與濱溪帶環境營造，建議濱水植栽以本地原生種

為主，並利用水生植物的新陳代謝反應，吸收水中營養鹽類，例如氨氮，

同時也經由光合作用增加溶氧，種植時應保持適當疏密及距離，嚴格控

制其蔓延，力求兼顧景觀效果又能有效淨化水質，為避免水生植物生長

競爭導致水生植栽單一化，刪除生長勢強之水生植物並搭配草澤，營造

空間區格，維持區域生長，依淨化水生植物為優先選種，如蘆葦、水蔥、

蒲草、浮萍，並增加挺水類植物如水生鳶尾、水菖蒲、野薑花、野慈菇、

水蕨等，浮水類腎葉堇、水禾、睡蓮、白花水龍等淨化水質並增加生態

景觀，以及提供動物棲地庇護空間。 

本案範圍內保有在地特有的二龍競渡水文化，每年皆辦理划船比賽，

故規劃建置親水平台及船隻上下水坡道，結合地方人文故事意象，期待

串聯防災、文化景點、歷史建築、生態休閒及綠道系統等，發展地方觀

光遊憩特色，活化水岸空間環境利用，展現水岸魅力。 

為創造親水環境空間，針對本案範圍的環河親水岸步道進行適宜性

調整，增加民眾使用之安全性與便利性，另在上游水閘門處整修橋頭廣

場，提供民眾休憩場所。 

(2)淇武蘭聚落汙水處理場設置計畫 

淇武蘭聚落汙水處理場設置計畫，主要工作項目包括：汙水處理場

新建、下水道工程。利用各聚落地形特性及預定場址可用空間，建置地

下簡易場鑄式汙水處理設施，並考量當地水質水量條件，調整池槽大小

及接觸曝氣池數量，透過各聚落排水溝截流收集(下水道工程)後，再利

用抽水泵將生活廢汙水引入處理設施，採串聯或並聯方式逐步進行水質

淨化處理，除不致影響地區景觀外，尚可達效削減各聚落水質汙染效益。

汙泥則以汙泥貯槽濃縮後，以槽車清運處置。 

場鑄式汙水處理設施材質採鋼筋混凝土製成，結構性強、不易破損，

可依現場需求個別設計，不受處理水量限制，以及對於汙水之汙染量可

有效減量且可就近排放，增加河川逕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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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得子口溪畜牧廢棄循環利用場建置可行性規劃 

計畫可行性規劃需包含用地取得評估，以及辦理地方說明會，凝聚

在地意見與獲得在地支持。目前國內畜牧廢水處理主要採固液分離、厭

氧醱酵、好氧處理(活動汙泥+曝氣)之三階段處理流程。未來模場厭氣醱

酵處理後，經固液分離所產生之廢水，計畫以好氧處理單元系統等措施

淨化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放流。而厭氣醱酵處理單元所產生之沼氣，經

脫硫純化後，產生之電力除提供示範模場場區使用外，若有剩餘電力，

預計可提供示範模場附近公共照明或充電服務，擴大資源共享，以及環

教育展示、再生利用推廣的示範功效。 

畜牧廢棄循環利用場規劃處理量約 40~50 CMD，最大處理量可達

60 CMD。示範模場之處理流程單元包含有進料投入口、厭氧醱酵槽、沼

氣存氣袋、沼氣脫硫系統、發電機組等。厭氣醱酵後的固形物，經固液

分離機處理後，可進行堆肥處理，成為有機肥料，而液體部分，經好氧

處理單元系統措施淨化至符合標準後排放。 

3. 友善養殖 

此區位於得子口溪下游區段河段以育龍橋以東至礁溪防潮閘之間。

此區段海拔高度約在 2.5m 以下，屬於低窪地區，因此過去已劃定為養

殖漁業生產區。近年來縣府透過地方創生與新創結合，復興地方產業，

促進青年人口回流。此區段下游河段至河口是繁殖鳥及候鳥的遷移軸帶

範圍，因此推動友善養殖是兼顧產業發展與生態永續的理想目標，也是

水環境空間發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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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河道水岸景觀現況示意圖 

 

 

（三）整體計畫內已核定案件執行情形 

本案屬新提計畫，與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其他核定計畫無關聯性。 

（四）與核定計畫關聯性、延續性 

本案屬新提計畫，與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其他核定計畫無關聯性。 

（五）提報分項案件之規劃設計情形 

詳見前述本次提案之各分項案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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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分項案件規劃構想圖 

1. 二龍排水自淨提升暨水環境營造工程 
 

 

圖 19、旅遊與永續發展分區願景規劃示意圖 

 

圖 20、旅遊與永續發展分區之河岸願景規劃示意圖 

 

 

 

 

水田 河岸道路 河道 河岸道路 民宅聚落

◆護欄 ◆水質淨化護岸
◆沿岸生態浮島
◆船隻上下坡道
◆親水/釣魚平台

◆聚落汙水截流溝
◆護欄

汙水截流
由管溝匯流至淨化護岸處理

水質淨化護岸
沿岸生態浮島

護欄護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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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 

 
改善後 

 

圖 21、旅遊與永續發展分區之改善前後願景示意圖 

 

 

水質淨化護岸+沿岸生態浮島 車道護欄 船隻上下水坡道 親水/釣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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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淇武蘭聚落汙水處理場設置計畫 

 

圖 22、淇武蘭聚落汙水處理場規劃構想示意圖 

 

（七）計畫納入重要政策推動情形 

本計畫期望透過各項水質提升改善工程，為當地民眾打造更潔淨之

水環境，各項水質改善設施亦可結合戶外教育或結合當地觀光旅遊，此

目標亦可扣合「地方創生」政策精神，強化城鄉機能，以優質水岸環境

促進為目標。 
 

五、計畫經費 

（一）計畫經費來源 

本案提報申請得子口溪水環境改善經費總計 54,796 千元，由「全國

水環境改善計畫」預算及地方分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47,191 千元、地

方分擔款：7,605 千元)。 

 

（二）分項案件經費 

本次提報向水利署申請得子口溪水環境改善經費總計 54,796千元，

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預算及地方分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47,191

千元、地方分擔款：7,605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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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分項案件經費表 

項次 

分項

案件

名稱 

對應

部會 

 總工程經費(單位：千元)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度 工程費小計

(B)=Σ(b) 

總計 

設計費(A) 工程費(b) 設計費(A) 工程費(b) 設計費(A) (A)+(B)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地方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地方 

補助 分擔 補助 分擔 補助 分擔 補助 分擔 補助 分擔 補助 分擔 

1 

二龍

排水

自淨

提升

暨水

環境

營造

工程 

經濟

部水

利署 

1,927 423 26,240 5,760       26,240 5,760 28,167 6,183 

2 

淇武

蘭聚

落汙

水處

理場

設置

計畫 

內政

部營

建署 

    820 180 13,940 306   13,940 306 14,760 486 

3 

得子

口溪

畜牧

廢棄

循環

利用

場可

行性

規劃 

行政

院委

農會 

        4264 936   4,264 936 

小計   1,927 423 26,240 5,760 820 180 13,940 306 4264 936 40,180 6,066 47,191 7,605 

總計   1,927 423 26,240 5,760 820 180 13,940 306 4264 936 40,180 6,066 47,191 7,605 

 

  



 

 35  

（三）分項案件經費分析說明 

本次提報向水利署申請得子口溪水環境改善經費總計 54,796 千元

千元，前述工項之設計、監造費用及工程管理費，如表 4 所示。 
 

表 4、分項工程經費分析表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備註 

壹 二 龍 排 水 自 淨 提

升 暨 水 環 境 營 造

工程 

   27,032,547  

壹.1 植生濱溪帶 M 1,523  3,500   5,330,500   

壹.2 既 有 親 水 步 道 整

理 既 有 親 水 步 道

整理 

M 600  5,000   3,000,000   

壹.3 景觀生態護欄 M 220  4,000   880,000   

壹.4 新 設 環 河 親 水 步

道 

M 300  2,000   600,000   

壹.5 橋頭廣場 M
2
 4,500  1,500   6,750,000   

壹.6 上下船斜坡整建 處 3  600,000   1,800,000   

壹.7 親水平台 座 6  800,000   4,800,000   

壹.8 雜項工程 式 1  

3,872,047  

 3,872,047  含假設工程、營建工地

污染防治費等。 

貳 聚 落 式 污 水 處 理

廠 

   11,585,378  

貳.1 設備工程 式 1  

7,000,000  

 7,000,000   

貳.2 汙水截流溝 M 2,000  1,600   3,200,000   

貳.3 雜項工程 式 1  

1,385,378  

 1,385,378  含假設工程、營建工地

污染防治費等。 

 直接工程  小計    38,617,925 壹~貳項合計 

參 間接工程 式 1  

5,770,495  

 5,770,495  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費、保險費、包商利

潤、營業稅等 

 發包工程  小計    44,388,420 壹~參項合計 

肆 工程設計費 式 1  

2,479,800  

 2,479,800  依公共工程(不包括建

築物工程)技術服務建

造費用百分比計算

之。 

伍 工程監造費 式 1  

1,735,860  

 1,735,860  依公共工程(不包括建

築物工程)技術服務建

造費用百分比計算

之。 

陸 工程管理費 式 1  991,920   991,920   

柒 得 子 口 溪 畜 牧 廢

棄 循 環 利 用 場 建

置可行性規劃 

式 1 5,200,000 5,200,000 需包含用地取得評

估，規劃評估，以及

辦理地方說明會，凝

聚在地意見與獲得在

地支持。 

 總預算合計    54,7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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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畫期程 

工程計畫若經補助核定，本案建議期程為 3 年，包含設計階段、工

程採購發包以及施工監造階段。 

 

表 5、計畫甘梯表 

年份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度 

分項案件 

1.二龍排水自淨提升暨水環境

營造工程 

   

規劃設計階段 工程階段 

2.淇武蘭聚落污水處理場設置

計畫 

   

規劃設計階段 工程階段 

3.得子口溪上游畜牧廢棄循環

利用場建置計畫 

   

可行性規劃階段 

 

 

七、計畫可行性 

本計畫所提出之工程項目均屬於普遍常見之建設，同時因應當地環境

及民眾需求所規劃；經生態檢核後，各項工程對當地環境亦無大型衝擊，

故由工程、財務、土地使用及環境影響可行性等面向，本計畫應屬無虞。 

 

八、預期成果及效益 

上述項目工程完成後，將使得子口溪水環境的整體空間更加舒適，水

質狀況改善且生態樣貌更加多樣化，有助於提升當地居民生活休憩品質，

同時保留在地特有的二龍競渡水文化，並透過社區參與，發展出在地特色

的體驗式生態旅遊活動，提升聚落經濟力。 

 

九、營運管理計畫 

本計畫相關工程項目，如汙水處理場、人工浮島、簡易碼頭、戶外龍

舟教室等附屬設施完成後，須有妥適之管理計畫予以維護與管理，以利其

正常運作。 

其整體維護管理以宜蘭縣政府為主導，礁溪鄉公所、壯圍鄉公所、頭

城鎮公所及各村里協助維護管理，透過在地民眾力量一同協力維護管理河

川之環境，更能永續發展得子口溪水環境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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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得獎經歷 

宜蘭縣政府「安農溪第二期環境改善」榮獲第二屆水環境大賞公

私協力夥伴獎，於計劃期間與地方民眾、地方團體建立良好互動參與，

廣泛徵求在地意見，深入探討協商，並持續尋求解決方案，取得社區

民眾、團體及利益相關者支持認同。 



 

- 附錄 1-1 - 

十一、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