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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 

1-1 依據 
94年1月5日行政院林政務委員盛豐主持「水庫集水區保育防災新思

維」會議結論三、94年2月7日「經濟部水資源協調會報」暨經濟部水利署

研提報院核准之「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確認水利署權責為水庫蓄水範

圍及保護帶，並於水利署95年3月10日「水庫集水區緊急治理工程」第1
次工作會議決議由北區水資源局依上述規定於95年度辦理新山、西勢及寶

山3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之保育先期規劃，範圍為水庫蓄水範圍、保護

帶（水庫滿水位線起算至水平距離50公尺範圍為原則）及主要河川等之崩

塌地、防砂治水及環境保育計畫為主，希冀維護自然生態環境，增加水源

涵養、改善水質、延長水庫壽命，並減少乾旱危機，進而達到水庫永續利

用之目標。 
 

1-2 未來環境預測 
西勢水庫保護帶內出露之地層屬於中新世早期至中期沉積循環之沉

積岩，沉積年齡由老至新依序分別為木山層、大寮層與與全新世之沖積

層，在保護帶調查範圍內，除一塊道路下邊坡裸露地外，目前現況良好。 

另由於西勢水庫全屬林務局所有，目前集水區並無人為開發，現地天

然林相維持良好，並無大規模崩塌發生；且西勢水庫水質多呈現中養以

下，顯見水庫水質尚屬優良。 
 

1-3 問題評析 

1-3-1 野溪及（含蝕溝）調查及處理情形 
西勢水庫有阿文溪及楠仔溪匯入（如下圖），2003年辦理之集水區

整治工程包括楠仔溪下游治理與阿文溪防砂壩修復，其中在楠仔溪下游

治理部分採用生態工法進行整治，包括木柵攔污柵穩固溪床及石籠護岸

等，另在鋪草蓆植生部分，因溪流護岸坡度較陡(大於35°)，致使植物入

侵繁殖效果不佳。因此本計畫調查點位分布如圖1-3-1所示，在工法設計

篩選上，以符合當地環境且以往整治工程適用性較佳之工法，作為治理



西勢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保育計畫

 

 

工法適地性之參考依據。 
 阿文溪楠仔溪 
 
 
 
 
 
 
 
 
 

一、楠仔溪 

楠仔溪入流量大、溪流長，其中上

游崩塌地與溪床淘刷作用皆為下游地區

帶來大量之土砂石，為下游河道淤積嚴

重之主因（約1～1.5m深）；現場調查

發現，因河道多礫石淤積，木柵攔污柵

所能承受之衝擊力有限，故現況木柵攔

污柵與右岸石籠護岸已有部分毀損。為

避免土砂石進入水庫，楠仔溪有其治理

之急迫性，故建議於下游施做一座格籠壩以攔阻土砂，並修復右岸石籠

護岸，藉此可減少水庫清淤之成本與施工之便利性。 

楠仔溪河道木柵欄污柵 

 
楠仔溪下游河道礫石嚴重淤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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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文溪 

阿文溪溪床淤積以細顆粒泥砂為主，係因水流流量不及楠仔溪大，

且下游河道較為平緩，故僅將細粒泥砂帶至下游段；1969年愛爾西與芙

勞兩次颱風導致西勢水庫上游多處崩塌，為防止土砂流入水庫，故於阿

文溪下游匯入水庫前興建防砂壩，並於1974年施做完工，後因左側壩翼

崩塌導致壩體毀損，故於2003年修復並辦理土砂清淤（如下圖）；目前

防砂壩尚有4,500 m3之蓄砂空間，防砂壩上游河道不安定土砂量約有

1,200 m3，由於目前防砂壩囚砂空間仍足夠，並無急迫性治理之需要，

惟為確保防砂壩永續利用，建議於後續年度辦理清淤工程，避免因防砂

壩淤滿，而導致其既有之功能喪失。 
 
 
 
 
 
 
 
 
 

三、坑溝、蝕溝 

依據現場調查，保護帶範圍內並無發現

蝕溝之存在，另有5條坑溝，其中1條匯入

阿文溪、4條直接匯入水庫，此外有3條坑

溝已於2003年設置涵管排除逕流；西勢水

庫保有相當完整之林相，整體現況良好，

依據自來水公司人員表示，整治完後每逢

大雨涵管所排出之逕流水，水質極為清

澈，顯示坑溝上游並無崩塌地。 

 

區內坑溝利用涵管排水

阿文溪下游格籠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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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西勢水庫保護帶野溪蝕溝調查點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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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崩塌地調查 

一、前期調查成果（集水區） 

1.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判釋成果（2003） 

依據水保局北部地區2003年崩塌地判釋結果，西勢水庫集水區崩塌

地共計12處，崩塌面積總計為40.0公頃。依崩塌地危險度等級資料加以

區分，計有C級1處，崩塌面積總和22.8公頃，D級11處，崩塌面積總和

17.2公頃，在水庫保護帶範圍內並無崩塌地。 

2.自來水公司第一區管理處「西勢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2005.11） 

依據前期規劃成果，總計調查到西勢水庫崩塌地有11處（詳如附錄

三）；其崩塌受本身地質與河岸淘刷影響為主因。楠仔溪上游崩塌地仍

多，且河床坡度較陡，兩岸邊坡有淘刷現象，導致下游河道塊石堆積；

另阿文溪崩積物多已進入河道，經長年豪雨沖刷與河流運搬作用，細顆

粒材料被水流運移至下游。 

二、現況調查成果（保護帶50m內與蓄水範圍） 

比對西勢水庫前期調查成果，西勢水庫11處
崩塌地全數集中於中上游地區，保護帶範圍內並

無崩塌地；據本計畫現地調查結果，水庫邊坡現

況植生覆蓋良好，亦無發現任何崩塌地，僅有水

庫蓄水區左側有一處裸露地緊鄰於水庫周邊，高

約10m、長約30m，偶有釣客至此處釣魚，且該處

恰為坑溝涵管排水之出口，皆可能導致裸露面積

擴大、增加地表沖蝕量。建議裸露面應以植生方法使其恢復植生，並加強

坡面排水保護，以減少地表沖蝕。 

西勢水庫周邊裸露地

表 1-3-1 西勢水庫保護帶崩塌地現況調查記錄表 

序號 X 座標 Y 座標 現地描述 現地照片 

3 323,184 2,775,605 

水庫蓄水區左側有一處裸露

面緊鄰於水庫周邊(約
10m×30m)，常有釣客於此處

釣魚，建議應治理使其恢復

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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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道路水土保持調查及處理情形 
西勢水庫集水區內為水源管制區域，並未

開放民眾使用，一般皆需經過申請特許進入，

而現有道路使用標的為供水庫管理人員巡視

及相關治理工程施作時之便道，故使用頻率較

低。西勢水庫在2002年進行水庫浚渫工程時，

將環庫道路拓寬為3m，因經費有限，採用較

經濟的碎石材質鋪面。 

入庫道路以碎石材質鋪設 

經現地調查，西勢水庫蓄水區周邊保有相當完整之植被林相，區內聯

外道路使用頻率低，但因邊坡崩塌或道路鋪面之土砂、碎石等受水流沖刷，

仍有流入水庫之可能；為避免工程施做或車輛進出對環境生態造成影響與

破壞，本計畫建議維護現有路面，增設縱橫向排水以改善區內道路排水系

統，避免治理、開挖等所造成之生態或環境破壞。 
 

1-3-4 植生調查 
在西勢水庫方面，本區植物屬於偏濕性季雨林帶，並以常綠闊葉林之

原始林為主，常見植物以桑科、殼斗科植物為優勢，如榕樹、黃杞、拴皮

櫟、構樹等，森林鬱閉度達70～80％，故此區物種數量相當豐富。參考自

來水公司第一區管理處「西勢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2005)」成果報告，當

初因水庫建造工程而破壞的原生植被已恢復，並可以見林下有許多陰性物

種，甚至可以發現一些地生的蘭科植物如台灣根節蘭（Calanthe formosana 
Rolfe）的蹤影。 

西勢水庫沿線方面一共發現54科56屬81種物種，包含5種特有種，分

別為山香圓(Turpinia formosana Nakai)、小梗木薑子（Litsea hypophaea 
Hayata）、以及台灣拎樹藤（Epipremnum formosanum Hayata）、台灣

芭 蕉 （ Musa formosana (Warb.) Hayata ） 、 黃 藤 （ Calamus 
quiquesetinervius Burret.）及兩種歸化種，另根據本區以往文獻記載有稀

有植物鐘蕚木（Bretschneidera sinensis Hem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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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建築物調查、標示及改善建議 
西勢水庫集水區全區皆為農委會林務局所有之國土保安林地，且本水

庫為水源管制區域，並未開放民眾使用，經現場調查保護帶內並無建築物。 
 

1-3-6 土地利用及超限利用現況調查 
西勢水庫保護帶範圍內，大多數均屬自然林型態，目前並無土地開發

利用情形，故亦無超限利用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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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畫目標 

2-1 目標說明 
現今國內水資源問題日益嚴重，加上水庫興建不易，是以水資源開發應

以維持原有供水效能為首要，然而在自然條件不佳、先天開發失當的情形

下，目前各水庫均已淤積嚴重，水質污染惡化，水庫調整功能漸失，因此當

務之急乃加速推動現有水庫之集水區保育工作，計畫目標主要有： 

一、水庫發展永續化 

為使水庫長久經營，解決嚴重水質惡化與水庫淤砂問題為首要之務，

本計畫藉由集水區治理工程、水質改善、水庫保護帶治理等工作，針對水

質優養化與淤砂較嚴重之水庫進行整治，並配合水質、淤砂監測管理計

畫，具體掌握集水區污染及泥砂來源。此外，為達到水庫永續發展的目的，

本計畫將由環境改造著手，透過生態工法之推廣，營造出自然生態與人類

共生之環境。 

二、水源環境生態化 

集水區水源涵養的良窳攸關水庫生存之命脈，惟有增加水庫集水區之

蓄水效能才能提升水庫生存價值，進行集水區造林及撫育工作，以促使水

庫水源自生自淨，並採用自然生態工法來進行水庫集水區之保育工作，使

環境復育與視覺綠化之功效能兩者皆得。 

三、災害防治整體化 

為有效防治氣候變化及地震災後日益嚴重之崩塌及沖蝕，本計畫擬以

水庫集水區之保護帶範圍內為一整體治理單元，統合各權責機關進行全面

性評估，於集水區內依實際需要辦理野溪蝕溝治理、崩塌地處理及道路水

土保持等工作，並編列非工程類之經費，期能解決水庫集水區之災害。 
 

整體而言，本計畫乃以水庫永續發展、整體災害防治與強化水源涵養等

三大目標為主軸，全面性辦理水庫集水區內的水土保持與水質改善等工作，

並配合水質、淤砂監測管理計畫，以期有效保育水土資源、保障人民安全、

增進水源涵養、減少水庫淤積與改善水體水質，並秉持資源永續利用的理

念，積極推廣生態工法與親水觀念，加強水資源保育及宣導，致力於土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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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開發，經營與保育工作並重，以維護自然生態的平衡發展，有效管理自然

水土資源，使水庫集水區永續經營，生生不息。 
 

2-2 達成目標的限制條件 

一、台灣地區由於天然地形陡峭、地質脆弱且土質鬆軟，加上河短流急、地

震頻繁、雨量充沛，因此每遇豪雨則發生山洪爆發、山崩、地滑及土石

流等災害。 

二、水庫集水區內應減少不必要之開發行為，以減少土砂災害及對森林之破

壞。 

三、水庫蓄水區產生之土壤流失量包括土壤沖蝕量及崩塌量，如能確實做好

蓄水區水土保持及治理，則可減少水庫相當程度之泥砂淤積量，另外亦

可減少隨泥砂進入水庫之污染物，進而改善水質。 

四、經彙整西勢水庫之執行工作檢討，主要問題在於楠仔溪下游淤積嚴重，

係因上游崩塌地仍多，加以河道淘刷使土砂下移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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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2-3-1 預期績效指標 
由於水庫蓄水區保育工作繁多，成效評估包括可計數的定量分析及不

可計數的定性分析，在此目標績效仍以量化分析為主且以整體成效評估。

整體成效評估包括水庫淤積控制、水質改善、水源孕育及生態保育等，其

中水庫泥砂淤積量及水質改善程度可量化為指標來加以衡量。 

本計畫績效指標將依行政院指示，水土保持部分以集水區泥砂生產之

減量為指標，水質改善部分以水質優養化程度之改善為指標。 
 

2-3-2 評估基準 
在泥砂生產減量部分之評估準則，以進行水庫淤積測量的方式，檢測

水庫的泥砂淤積量是否有因為各項治理工程之進行而達到預期指標。 

而在水庫水質改善部分，則是定期進行水質監測工作，經由檢測特定

水質參數如總磷、透明度、葉綠素等，可以瞭解水庫水質的優養化情形，

同時亦可檢視水庫水質的污染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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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現況 

3-1 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現況 

3-1-1 地理位置及現況 
西勢水庫（又名暖暖水庫）於民國15年建造完成，主壩頂標高73.6m

（壩高為29.57 m），滿水位標高72.08 m。壩型為混凝土重力壩，壩頂長

度為102.42 m，水庫集水面積為6.5 km2，為暖暖淨水場取水水源之一。目

前是由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第一區管理處負責營運管理，供應基隆地區自水

來之用，為公共給水之單一目標水庫。 

西勢水庫位在基隆市暖暖區暖暖里（如圖3-1-1），即基隆河上游支流

西勢溪，保護帶面積約為10.00公頃（以水庫滿水位線起算至水平距離50
公尺範圍），東鄰東勢坑溪集水區，西至基隆市七堵區區界，南達台北縣

平溪鄉鄉界。 
 
 
 
 
 
 
 
 
 
 
 
 
 
 
 
 
 
 
 
 

圖 3-1-1 西勢水庫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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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勢水庫主要土木結構物包括大壩、溢洪道等，相關主要工程數據詳

下表3-1-1所示。 

表 3-1-1 西勢水庫主要工程數據 
水庫名稱  西勢水庫 

地理位置 基隆市暖暖區 

型式 在槽 

給水目標 公共給水 

集水面積(km2) 6.50
壩頂標高(m) 73.60
滿水位標高(m) 72.08
滿水位面積(km2) 0.09
總蓄水容量(m3) 56 萬

計畫有效容量(m3) 43.68 萬

最新有效容量(m3) 39.17 萬

每日供水量(m3) 5 萬(暖暖淨水場) 

壩體型式 混凝土重力壩 

完工年 1926 年 

管理單位 自來水公司一區處 

水源 基隆河支流西勢溪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3-1-2 地勢水系 
西勢水庫保護帶範圍之地勢由南向北地勢高度遞減，保護帶之坡度以

三級坡為主，約2.45公頃（佔24.50%），坡向以東方2.01公頃所佔比例

（20.08%）最高。 

西勢水庫源流主要由阿文溪及楠仔溪所匯流（如圖3-1-2），集水區面

積為6.5平方公里。阿文溪位於水庫南側，流長約為1.8公里，其下游連接

水庫滿水位處建有一防砂壩，此壩係為因民國58年愛爾西及芙勞西兩次颱

風侵襲造成崩塌防止大量泥砂流入水庫而建。另一溪流為分布於集水區東

南側之楠仔溪，流長約為3.1公里，發源於集水區西南方的丸山，其兩側有

兩條支流，東側另有一小支流注入楠仔溪，匯流後再流入西勢水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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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3-1-2 西勢水庫水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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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地質 

一、地層 

西勢水庫保護帶內出露之地層屬於中新世早期至中期沉積循環之沉

積岩，沉積年齡由老至新依序分別為木山層、大寮層與與全新世之沖積層

（圖3-1-3），茲說明如下： 

1.木山層(Ms) 

西勢水庫保護帶範圍南端位於於木山層，此層是為陸相沉積之含煤

地層，分佈於五分山－姜子寮山地，從瑞芳之侯硐背斜向西南延經姜子

寮山而抵南港山猪窟附近；部分出露於大武崙一帶，與上、下之大寮層

與五指山層分別為整合關係，岩性特徵為白色中至粗粒正石英砂岩或原

石英砂岩，多呈塊狀厚層且有明顯之交錯層構造及暗紅色氧化鐵結核。

此外有不少灰黑色頁岩與白色粉砂岩或細粒砂岩之互層。 

2.大寮層(Tl) 

大寮層屬於海相沉積之地層，於保護帶中段局部有石底層出現。本

層分布於基隆港西側往西南延伸至東勢中股，本層上、下分別與石底層

和木山層為整合接觸。岩性特徵為淺灰色或白灰色細至中粒之厚層砂岩

及不同層厚的頁岩及砂岩與頁岩互層所構成。 

3.沖積層 

西勢水庫主要以現代沖積層為主，現代河流之沖積層在臺北盆地內

分佈甚廣，大部份為青灰色黏土及細砂。而最新之堆積物如砂土、礫石

等分布於水庫淹沒區周圍邊坡。 

二、地質構造 

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出版之臺灣區域地質圖－五萬分之一臺北

地質圖（2003）顯示，西勢水庫集水區之兩種主要地質構造，為來自東南

方水平推擠之壓力所造成之不對稱褶皺，如位於西勢水庫集水區西北方之

八堵向斜，及覆瓦狀排列的逆衝斷層，如水庫西北方的臺北(深澳坑)斷層，

這些主要之構造線大致與地層走向平行而呈東北－西南走向。而在集水區

則有瑞芳斷層、草濫斷層及五分山斷層等三條斷層通過。其中瑞芳斷層由

集水區之西南向東北穿越，惟並未穿過保護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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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芳斷層起自瑞芳區，沿北北東走向在暖暖之東南進入集水區；及至

頂草濫西南，與臺北斷層相接。此可能為一高角度逆斷層，斷面向南傾斜。

斷層之上盤為大寮層，下盤則為木山層。 

逆斷層

推測斷層

向斜軸

背斜軸

0 1 2 3 km

比  例  尺

沖積層

南港層

石底層

大寮層

木山層

中

新

世

全新世

圖      例

保護帶

台
北

斷
層

西勢水庫

 
資料來源：中央地調所及本計畫整理 

圖 3-1-3 西勢水庫區域地質圖 

 
15



西勢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保育計畫

 

 

3-1-4 土壤 
西勢水庫保護帶之土壤依據行政院農委會民國78年12月出版之「台灣

土壤」報告指出，以幼黃壤為主（約佔72.41%，如圖3-1-4）。本類土壤

佔集水區之大部份，係由台北縣內更新世及溯至始新世或更古老之各類地

質岩層中所含之砂頁岩石塊及其風化物經沖積化育而成，由於發生的時間

尚短，除土層較淺與排水良好等外，一般性質多隨其母岩來源及風化程度

等而不同，土壤易受沖蝕。土層厚度在45至80cm間，並不深厚，土壤多屬

屑粒狀或角塊狀結構，其pH值在4.0至5.6間。 
 

土壤類別

沖積土
黃壤

 
 
 
 
 
 
 
 
 
 
 
 
 
 
 
 
 
 
 

資料來源：水土保持局山坡地土壤數化成果及本計畫整理 

圖 3-1-4 西勢水庫保護帶範圍土壤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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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水文氣象 

一、降雨量 

西勢水庫並無設置雨量站，最近的雨量站為五堵雨量站，標高16公
尺。表3-1-2為民國83～94年月平均降雨統計資料，其年平均降雨約

3,505mm。經分析歷年各月之月平均雨量及分佈百分比可知，本區之年雨

量分配以9月至12月雨量較高為豐水期間，降雨量約佔全年雨量之49%，

顯示受東北季風之影響頗大。 

表 3-1-2 五堵雨量站月平均降雨分佈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年雨量 統計期間

(民國) 

雨量 
(mm) 207 282 212 181 241 266 173 238 491 506 388 320 3,505 83-94 

資料來源：西勢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2005） 

二、蒸發量 

西勢水庫最近的蒸發量測站為基隆觀測站，根據歷年統計分析資料，

其中以2月之蒸發量最低，之後隨天氣漸熱而逐月增加，7月為最高，8月
份稍降，9月後再隨氣溫而逐漸下降。 

三、降雨天數 

根據中央氣象局基隆觀測站紀錄，該地區年平均降雨天數為202日，

即一年中一半以上的時間有降雨發生（55%）；惟91~93年降雨天數減少

許多，年平均降雨天數約160日（44%）。 

四、溫度 

根據中央氣象局基隆觀測站紀錄，基隆地區平均溫度以1月之15.9℃
為最低，7月份之29.1℃為最高。 

 



西勢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保育計畫

 

 

3-1-6 人文交通 

一、人文 

本計畫區屬基隆市暖暖區，早年有煤礦在集水區北側，惟已無開採，

目前保護帶範圍內並無人居住。 

二、交通 

西勢水庫可由國道1號高速公路暖暖系統交流道下，往暖暖方向右轉

水源路，直行即可到達（如圖3-1-5）。因集水區內嚴禁人為開發與農業

活動，故區內並無產業道路與農路存在，僅有集水區內之環庫步道。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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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西勢水庫周邊道路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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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地籍 
由西勢水庫集水區之土地清冊得知水庫集水區主要位於基隆市暖暖區

暖暖段西勢坑小段，土地所有權人包含基隆市政府及農委會林務局等（如

圖3-1-6），各土地權屬所佔面積與百分比如表3-1-3。 

表 3-1-3 西勢水庫保護帶地籍統計表 
西勢水庫 

 面積(ha) 百分比(%) 

國有地 100.00 100.00 
合計 10.00 100.00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國有地

 
 
 
 
 
 
 
 
 
 
 
 
 
 
 
 
 
 

資料來源：水保局山坡地地籍數化成果、林務局及本計畫整理 

圖 3-1-6 西勢水庫保護帶內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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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土地利用 
西勢水庫於民國前五年即已公告編為保安林區，長久以來均無人居

住，人煙罕至、交通不便，早期曾有煤礦開採，目前舊有礦坑已發生崩塌

並廢棄。經分析結果得知，西勢水庫保護帶並無種植任何農作物，無任何

人為經濟活動，多為闊葉林（詳表3-1-4、圖3-1-7）所覆蓋，全區林相雜異

度甚大，植生覆蓋良好。 

表 3-1-4 西勢水庫保護帶土地利用統計表 
西勢水庫 

土地利用 面積(ha) 百分比(%) 

道路 0.26 2.62 
闊葉林 9.74 97.38 
合計 10.00 100.000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土地利用

道路
闊葉林

土地利用

道路
闊葉林

 
 
 
 
 
 
 
 
 
 
 
 
 
 
 
 
 

資料來源：水土保持局山坡地數化成果並配合現地調查修正 

圖 3-1-7 西勢水庫保護帶內土地利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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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水庫泥砂淤積及水質污染現況 

3-2-1 泥砂淤積 
由於西勢水庫日據時代原有建庫之地形圖與水位容量關係等相關資

料均已失存，而光復後亦僅剩兩次安全評估有較可靠之水庫淤積測量，依

據2001年辦理之第二次安全評估，水庫有效容量剩下38.37萬m3其測量出

水庫之蓄水面積與蓄水容積詳表3-2-1，惟後經過92年辦理水庫清淤後，

水庫有效容量已達43.7萬m3。 

表 3-2-1 西勢水庫蓄水面積與蓄水容積 
蓄水標高(m) 面積(m2) 水庫容積(m3)

72 95,094             383,791           
71 81,777             299,224           
70 75,914             220,161           
69 59,378             154,694           
68 49,145             100,300           
67 34,715             58,090             
66 21,015             310,181           
65 13,820             13,627             

 
 
 
 
 
 
 
 
 

資料來源：西勢水庫第二次安全評估（2001） 

 

3-2-2 水質污染 

一、過去調查資料 

根據本計畫整理資料顯示，各單位至目前為止並未針對本計畫水庫集

水區內進行水質改善工作。目前環保署於每季均進行水質抽樣調查，依據

最新之「環境水質(北區)採樣監測計畫(93)」將西勢水庫敘述如下： 

西勢水庫位於基隆市暖暖區基隆河支流西勢坑溪上，即暖暖水庫，本

水庫僅監測一採樣點，於壩口採集表層水樣。93年度第一至四季之蓄水量

分別為33.28、38.46、27.64 及41.58萬m3。93年度除第二季為優養外，

其餘皆為普養狀態，不符合甲類水體標準之監測項目為氨氮及總磷。 

(一)透明度：介於0.5～4.3m 之間，其中以第三季新山水庫一測值最高，

以第二季西勢水庫測值最低。 

(二)水溫：介於18.1～32.0℃之間，其中以第三季西勢水庫測值最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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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新山水庫二測值最低。 

(三)pH 值：介於6.6～8.7 之間，其中第二季新山水庫一測站之測值皆為

最高，而以第一季西勢水庫測值為最低。 

(四)導電度：介於85～196μmho/cm/25℃之間，其中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一

測值最高，以第四季西勢水庫測值最低。 

(五)溶氧量：介於5.9～8.5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二測值最

高，以第四季新山水庫一測值最低。 

(六)化學需氧量：介於ND～11.3mg/L 之間，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一測值最

高。 

(七)濁度：介於1.3～43.0mg/L 之間，其中以第二季西勢水庫測值最高，

以第四季新山水庫二測值最低。 

(八)懸浮固體：介於ND～24.0mg/L 之間，以第二季西勢水庫測值最高。 

(九)硬度：介於20.7～54.9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二測值最

高，以第三季西勢水庫測值最低。 

(十)總鹼度：介於10.5～31.9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二測值

最高，以第四季西勢水庫測值最低。 

(十一)葉綠素a：介於1.5～23.4μg/L 之間，其中以第二季新山水庫一測值

最高，以第三季新山水庫一測值最低。 

(十二)總磷：介於ND～45μg/L 之間，其中以第三季新山水庫一測值最高。 

(十三)磷酸鹽：介於ND～37μ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一測值最

高，餘均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十四)總氮：介於0.44～2.22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一測值

最高，以第二季新山水庫一測值最低。 

(十五)氨氮：介於0.05～0.34mg/L 之間，其中以第三季新山水庫一測值

最高，以第四季新山水庫二測值最低。 

(十六)硝酸鹽氮：介於0.10～1.54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一

測值最高，以第二季新山水庫一測值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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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亞硝酸鹽氮：介於0.002～0.016mg/L 之間，以第二季新山水庫二

測值最高，以第一季西勢水庫測值最低。 

(十八)有機氮：介於0.11～0.64mg/L 之間，其中以第四季新山水庫二測

值最高，以第二季西勢水庫測值最低。 

二、水庫水質現況 

根據行政院環保署所公布之水庫水體水質檢驗資料顯示，環保署於西

勢水庫設立一個水質檢驗站。 

本計畫取得上述水質資料，利用卡爾森優養指數(CTSI)評估水庫水質

優養化。以往水質檢驗資料如圖3-2-1所示，西勢水庫亦持續維持在中養至

貧養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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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環保署及本計畫整理 

圖 3-2-1 西勢水庫水質優養化指數歷年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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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既有相關方案之檢討 
依據各水庫先前曾治理之工程，進行邊坡、崩塌地、野溪、蝕溝、道路

水土保持…等檢討，並且依據水土保持法之規定，進行本保護帶範圍內已完

成方案之檢討。 

一、水土保持 

經濟部於78～83年度補助台灣省政府辦理中小型水庫集水區調查治

理規劃工作，計完成23座中小型水庫集水區調查治理規劃，擬訂「中小型

水庫保育整體計畫」。其後自民國86年起至93年為止，本計畫範圍之小型

水庫皆在此計畫範圍內，治理工作包括防砂工程、造林撫育、農地水土保

持、道路水土保持、水庫淤積浚渫、水庫保護帶、崩塌地處理及蝕溝控制

等項目。 

二、水質改善 

根據本計畫所整理資料顯示，各單位至目前為止並未針對本計畫水庫

集水區內進行水質改善工作。 

4-1 既有相關方案內容 
民國83~93年於西勢水庫進行水土保持與水庫浚渫相關整治工程共

計6件，其相關工程資料詳表4-1-1所示。西勢水庫集水區歷年治理工程多

以崩塌地治理及野溪蝕溝整治工程為主。 

表 4-1-1 西勢水庫 83～93 年整治工程 
 
 
 
 
 
 
 
 
 
 
 

年度 工程名稱 執行單位 工程概要
工程經費

(仟元)

83 西勢水庫疏浚工程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第一區管理處
浚渫量：5萬立方公尺 20,000      

91 西勢水庫浚渫工程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第一區管理處

1.依安全評估建議辦理

2.浚渫量：10.24萬立方公尺
40,960      

91 西勢水庫下游靜水池、溢洪道及護岸改善工程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第一區管理處
依安全評估建議辦理 21,033      

92 西勢水庫集水區崩塌治理初步規劃 瑞芳鎮公所 依安全評估建議辦理 1,200         

92 西勢水庫楠仔溪及阿文溪下游集水區整治工程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第一區管理處

1.依安全評估建議辦理

2.中上游整治為林務局辦理
5,990         

93 西勢水庫浚渫工程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第一區管理處

1.依安全評估建議辦理

2.浚渫量：10萬立方公尺
40,000      

資料來源：西勢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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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既有相關方案之檢討與未來改進措施 
西勢水庫過去曾辦理水庫浚渫及防砂壩清淤等工作，對於水庫容量之維

護實有助益，另在上游崩塌地治理部分，已於92、94年分別辦理集水區崩

塌治理規劃，建議後續仍應持續編列經費辦理。 
 

4-3 綜合分析 
檢討西勢水庫過去辦理之治理工程，主要包含有集水區水土保持、崩塌

地處理、水庫浚渫、防砂壩清淤等工作為主；在水質改善部分尚未有改善設

施及計畫。 

水庫蓄水區產生之土壤流失量包括土壤沖蝕量及崩塌量，如能確實做好

蓄水區水土保持及治理，則可減少水庫相當程度之泥砂淤積量，另外亦可減

少隨泥砂進入水庫之污染物，進而改善水質。 

經彙整西勢水庫之執行工作檢討，主要的問題在於楠仔溪下游淤積嚴

重，主要為受上游崩塌地仍多，造成土砂下移影響。 

而在未來改進措施之建議上，除應持續編列經費辦理崩塌地、野溪蝕

溝、道路及保護帶治理，對於保護帶之劃設應同時列為主要之工作項目；另

外，在工法之選擇上，本執行計畫將加強生態工法的選用，以提升並改進傳

統工程的設計理念與品質，採更積極的態度落實蓄水區內生物多樣性的保

育，以使水庫得以永續發展，水庫的蓄水、供水等功能得以持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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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施策略及方法 

5-1 計畫期程與內容 
本實施計畫期程自民國97～99年起，分三年執行完畢。蓄水區整體治

理，旨在建立完善之蓄水區範圍及保護帶內，整體治理工作之整治順序、整

治項目及管理事項，以落實各單位聯合規劃、分工治理目標。 

涵蓋本計畫水庫之蓄水範圍及保護帶實地調查，本執行計畫工法選擇以

自然生態工程為優先考量，而在蓄水區及保護帶範圍內之社區總體營造方

面，將積極地與相關專家學者、民間組織結合，以落實水庫社區之發展。 

 

5-2 分期實施策略與主要工作項目 
本委託治理計畫，係為一個短、中期性整體規畫，治理計畫則按照影響

水庫為鉅者優先進行治理，主要工作項目如主流河川及護岸、崩塌地、蝕溝

及支流、道路水土保持、建築物、植生工程等治理工作，依據危害程度排定

優先治理。 

水利署於民國九十一年提出「水庫整體保育計畫規範編擬」，在結合水、

土、林治理及兼顧生態保育的觀念下，針對水質保育及污染防治、溪流整治、

道路水土保持、森林經營等規範訂定各「水庫整體保育計畫」應辦工作內容

及其目的、範圍、執行方法與步驟等，並依各項工作內容治理成效擬定短、

中、長期水庫保育計畫及經費編擬要點，提供各機關主管單位編訂各年度實

施計畫之依據。其主要內容概要說明如下： 

一、水土保持 

本計畫期程分3年（97～99年度）執行，經彙整本水庫實地調查所研

提之蓄水區所需治理工程總共4件。而各項治理工作在執行上係就其重要

性與優先性擇取極需處理之工作項目優先辦理，並藉由分年分期方式推展

各項治理工作，以力求蓄水區治理工作之整體性與持續性。依水土保持及

水質改善等各工作項目所需規劃數量說明如下所述。 

(一)崩塌地處理：經檢討結果西勢水庫保護帶調查範圍需施作崩塌地處理

共有1處，將進行水庫邊坡整治與崩塌地處理等，以達到抑制土砂流

失的功效，預期辦理工程經費共計13.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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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路水土保持：經檢討結果西勢水庫保護帶調查範圍需施作道路水土

保持共有1處，以達到抑制土砂流失、維護民眾生命安全，預期辦理

工程經費共計112.1萬元。 

(三)防砂工程：經檢討結果西勢水庫保護帶調查範圍內需進行兩處防砂工

程設置，包括楠仔溪下游防砂壩設置及阿文溪下游防砂壩清淤等，以

有效增加囚砂空間，防止上游土砂持續下移至水庫，預計辦理工程經

費共計591.5萬元。 

本計畫蓄水區水土保持治理工作係由點的崩塌地處理到線的野溪蝕

溝治理及道路水土保持，再擴大至森林經營管理等面的處理，以標、本兼

治之方式改善水庫序蓄水區體質，各項工程之實施採自然生態工程為原

則，冀能營造近自然的生態環境，創造人文交融的生存空間。 

二、水質改善 

水庫優養化主因為當大量的污染物質排入其中，並且在適當的水溫、

酸鹼度、日照及水位等環境因素下，導致水體中藻類大量異常繁殖或死

亡，進而消耗水中溶氧，使得水庫產生優養化的情形，其優養程度則依照

所含營養物質多寡，分為優養、普養及貧養三類。目前行政院環保署均採

用卡爾森優養指數(CTSI)作為評估水庫水體水質的優劣程度。 

由於水庫蓄水區保育工作繁多，成效評估包括可計數的定量分析及不

可計數的定性分析，在此目標績效仍以量化分析為主且以整體成效評估。

整體成效評估包括水庫淤積控制、水質改善、水源孕育及生態保育等，其

中水庫泥砂淤積量及水質改善程度可量化為指標來加以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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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實施步驟、方法與分工 
依據「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法定權責及業務專長分工，經濟部、交

通部、農委會及縣市政府等水庫集水區保育等有關機關應依業務權責及專長

分工治理，說明如下： 

1.經濟部水利署負責蓄水範圍（含保護帶）治理。 

2.農業委員會林務局負責國有林班地治理（不含蓄水範圍）。 

3.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負責上述2者以外之山坡地治理。 

4.有關道路水土保持部分，則由道路主管機關依權責辦理（路權及上下邊

坡不可分割之治理範圍）。 

西勢水庫管理單位為台灣省自來水公司，而水庫管理單位應扮演之角色

則為水庫蓄水區及集水區各項管理機制之整合；惟目前西勢水庫並未進行保

護帶正式公告，且水庫保護帶內道路並未於上述綱要敘明應屬誰管，而本計

畫亦僅進行保護帶範圍之初步劃設及保育規劃，有鑑於目前保護帶內道路仍

由水庫管理單位及林務局管理，建議仍由原管理單位持續管理為宜。 

因此本計畫之實施將由經濟部水庫保育協調推動小組負責推動、協調、

監督與考核，將分北區水資源局、林務局、自來水公司第一區管理處等為主

辦機關，執行機關包括水庫管理單位等相關權責機關，本計畫之辦理流程詳

則如圖5-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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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管理單位提報個別水庫

蓄水區及保護帶保育計畫 

水利署委託辦理個別水庫蓄

水區及保護帶保育計畫 
 
 
 

水利署彙整修正水庫 

蓄水區及保護帶保育計畫 
 
 
 
 
 

水利署邀請環保署農委

會及水庫管理單位研商  
 
 
 
 完成「水庫蓄水區及保護帶保育計畫」

草案，提報「水資源審議委員會」  
 
 

陳報行政院核定  
 
 
 
 
 
 

水土保持部分 

由農委會依程序 

逐年編列預算辦理 

水質改善部分 

由環保署依程序 

逐年編列預算辦理 

經濟部協調相關 

工作項目並督導 

水庫管理單位配合 

 
 

經濟部彙整執行成果 

陳報行政院 
 
 
 

圖 5-3-1 計畫辦理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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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資源與經費需求 

6-1 所需資源說明 
西勢水庫治理計畫擬三年執行完畢，在詳細現場調查及規劃下，完成

本次治理調查規劃報告，供作治理工程設計之依據；在龐大的治理工程經

費前提下，應事先做好調查規劃工作，以確實發揮治理工程之效用，以目

前北區水資源局之人力不足，實有賴委託工程顧問公司做調查規劃工作，

作為未來治理工程設計之依據。 

本計畫各項工作執行所需人力、物力，將依治理項目分工原則，由各

相關權責機構負責。各單位之聯繫協調及督導考核則由中央權責單位配合

辦理執行，且視實際業務之需要，得委請工程顧問公司或學術機構辦理測

設、研究、評估等工作，協助計畫之執行，落實實施成果，檢討改進措施。 

6-2 經費需求及計算 
依其重要性與緊急性排列優先順序，並藉由分年分期方式實施各項工

作內容，以求保育工作之整體性與持續性。其中，由於保護帶之設立牽涉

到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劃定，因尚未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於法並無強制

徵收土地設置保護帶之依據，加上徵收土地之曠日廢時，故本報告將此項

計畫列為建議事項，在未來之長期規畫中納入較為適當，而不列入本次期

程之水庫蓄水區保育計畫中。 

為達本蓄水區治理調查規劃之具體目標，茲將各相關計畫調查規劃結

果，依據各治理主要項目之經費及分年計畫，彙整如表6-2-1及表6-2-2。 

表 6-2-1 西勢水庫分期治理經費一覽表 
實施年度 權責單位 類型 工程件數 工程經費(元) 

2008 水利署 防砂工程 1 3,315,000 
小計   1 3,315,000 
2009 水利署 崩塌地 1 136,000 

 林務局 道路水土保持 1 1,121,000 
小計   2 1,257,000 
2010 水利署 防砂工程 1 2,600,000 
小計   1 2,600,000 
總計   4 7,172,000 



序號 X 座標 Y 座標 類型 現地描述 建議工法 經費預估

(元) 權責單位 實施年度 

1 323,429 2,775,313 防砂工程

楠仔溪下游河道多礫石淤積，現況木柵攔

污柵與右岸石籠護岸已有部分毀損，建議

施做防砂壩，以攔阻土砂進入水庫，並修

復右岸石籠護岸 

格籠壩 H=5m、W=30m 
石籠護岸修復 H=3m、L=50m 3,315,000 水利署 2008 

2 323,172 2,775,313 防砂工程

阿文溪河床淤積以細顆粒泥砂為主，下游

格籠防砂壩，已於 2003 年辦理土砂清淤，

建議後續仍須配合防砂壩浚渫，以維持其

蓄砂功能 

防砂壩清淤，預計清除

5,000m3 2,600,000 水利署 2010 

3 323,184 2,775,605 崩塌地 

水庫蓄水區左側有一處裸露面緊鄰於水庫

周邊(約 10m×30m)，常有釣客於此處釣

魚，建議應治理使其恢復植生 

鋪網植生 300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136,000 水利署 2009 

4 323,198 2,775,692 
道路水土

保持 

環庫道路採用較經濟的碎石材質鋪面，土

砂、碎石等受水流沖刷滑落將直接流入水

庫 

L 型側溝 450m 
涵管排水 3 處 
集水井 3 座 

1,121,000 林務局 2009 

總計 7,172,000   

表 6-2-2 西勢水庫蓄水範圍與保護帶治理工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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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效益評估 
本計畫執行之整體效益包含可量化效益及不可量化效益兩大類，可量化

效益為實際可量測獲得之治理成果，如水庫水質的改善、庫容的增加、有效

攔阻砂石、延長水庫壽命等；不可量化效益則估算其所可預防之災害程度，

如何防止之崩塌量或沖蝕量、增加地下水補助、維護土地生產力、改善農業

經營環境、保育自然生態、改善河川溪流環境、提昇居民生活品質、促進土

地永續利用等。 

7-1 可量化效益評估方法 

一、水土保持 

(一)崩塌地處理工程： 

每年可減少泥砂淤積量(m3)＝崩塌地治理面積(m2)×崩塌深度(m) 

(二)道路水土保持工程： 

每年可減少泥砂淤積量(m3)＝道路受保護面積(m2)×沖蝕深度(m) 

(三)農地水土保持工程： 

每年可減少泥砂淤積量(m3)＝農地受保護面積(m2)×沖刷深度(m) 

(四)森林經營管理工程： 

每年可減少泥砂淤積量(m3)＝森林撫育面積(ha)×成林後每年每公頃

泥砂攔阻量(m3/ha) 

(五)野溪蝕溝整治工程： 

蝕溝控制效益(m3)＝溝長(m)×溝寬(m)×溝深(m) 

護岸效益(m3)＝有效高度(m)×1.5×長度(m) 

二、水質改善 

水庫優養化主要原因為當大量的污染物質排入其中，並且在適當的水

溫、酸鹼度、日照及水位等環境因素下，導致水體中藻類大量異常繁殖或

死亡，進而消耗水中溶氧，使得水庫產生優養化的情形。其優養程度則依

照所含營養物質多寡，分為優養、普養及貧養3類。而本計畫考量蓄水區

以天然林為主，決定採用總磷濃度來評估水質改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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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計算治理前後總磷負荷量在進入水庫水體後對水質影響變

化。本計畫採用Vollenweider＇ s Formula進行估算。Vollenweider's 
Formula係假設水庫水體為完全混合之狀態，因此可簡化為一個零維（Zero 
dimension）的水質模式，由於影響水質的因素很多，數學模式並無法掌

握所有因子的變化，因此會產生若干程度的誤差。零維水質模式已簡化許

多水庫之複雜因素，雖不能完全精準地預測水質狀況與變化，然而在水庫

蓄水區治理規劃與預測系統之建立，確有其應用的價值。 

Vollenweider's Formula運用時之基本假設條件： 

(1)將水庫視為完全混合水體。 

(2)只考慮單一養分作為優養指標和限制生長因素。 

(3)定常狀態總磷濃度以年平均表示。 

(4)用單一參數概括養分消失的各種作用。 

由質量平衡方程式                    式(1) PQK
dt

V −−= PVWdp
S

其中P ：水庫總磷濃度（mg/m3） 

  W ：總磷年進流量（g/yr） 

  V ：水庫容積（m3） 

  KS：磷沉降係數（l/yr） 

  Q ：水庫年出流量（m3/yr） 

  T ：時間（yr） 

在定常狀態考慮濃度不隨時間改變之情況下，   =0，則式(1)即可修

正為下式： 
dt
dp

                                式(2) 

 

33

其中α為顆粒狀磷與總磷之比值，Vs為磷沉降速率（m/yr），H為水

深（m）。 

VKQ
WP =

S+

將水庫各項水理及水質資料（水庫操作紀錄及環保署監測結果）代

入式(2)中，即可以得到水庫水質總磷濃度與污染量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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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可量化效益評估 

一、水土保持 

西勢水庫本計畫水土保持工程施設後之防砂量主要以崩塌地治理及

野溪、蝕溝治理為主，其整體防砂效益如表8-1-4所示。 

表 7-2-1 西勢水庫水土保持工程防砂效益 
類型 工程編號 工程經費(元) 防砂量(m3) 

西勢-砂-01 3,315,000 7050 防砂工程 
西勢-砂-02 2,600,000 7100 

小計  5,915,000 14,150 
崩塌地 西勢-崩-01 136,000 250 
小計  136,000 250 
道路水土保持 西勢-道-01 1,121,000 300 
小計  1,121,000 300 
合計  7,172,000 14,700 

本計畫實施後整體防砂量可達到14,700m3，若以水庫清淤單價400元
/m3計算，其水土保持效益可達588萬元。 

二、水質改善 

水質改善部分，90～94年西勢水庫平均磷濃度為16.01μg/ml（年平

均磷負荷量為136.56kg），現況水質良好，若以水庫水質近程目標20μg/ml
而言，相當於232.17kg之磷負荷量，暫不需進行水質改善工程，如以水庫

遠程水質改善目標為依據，來計算水質整治率時，本計畫僅施設崩塌地治

理一處，其保護面積約0.1公頃，總磷改善成效約僅0.38kg/yr，因此水質

改善率約為1.86%（如下式），推估其水質整治率較低之原因在於保護帶

調查範圍僅佔集水區面積1.54％，大部分污染源均在集水區上游產生，本

計畫無法進行控制。 

%86.1%100
09.11656.136

)38.056.136(56.136
=×

−
−−

=wq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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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不可量化效益之分析 
不可量化效益為可量化效益以外較無法量化及無形之效益，經分析主要

為經濟效益、社會效益、生態環境效益等方面，此部分較難估算，參考「水

庫整體保育計畫規範（草案）」之計算，約以可量化效益30%估計，西勢水

庫約為588萬元×30%≒176.4萬元；其不可量化效益內容茲簡述如下： 

一、經濟效益 

1.改善環境，增加集水區土地價值。 

2.改善區域投資環境負面因子，增加區域競爭力。 

3.加強土地管理，提高經營效率，進而促成經營者保育土地之意願。 

二、社會效益 

1.保護流域內公共設施安全。 

2.改善集水區之水土資源，進而維護國土資源。 

3.集水區之保育可提高環境品質，並減少災害之損失。 

4.改善邊坡穩定及道路通暢，避免災情擴大。 

5.提高土壤之滲透及蓄水功能。 

三、生態環境效益 

1.規劃自然型態之治理工法，強化自然生態環境，增強環境抗災能力。 

2.流域水土資源涵養功能增加，提高區域土壤地力，減少侵蝕。 

3.美化大地改善動植物生態棲息環境、減少污染促使區域生活環境提升。 

4.強化山坡地監測管理，確保水土資源永續利用。 

5.自然、人文環境協調，塑造水與綠之生活環境。 
 

7-4 經濟效益分析 

一、年計成本 

一般土木建築工程設施耐用壽齡以30年為經濟分析年限，本計畫蓄水

範圍及保護帶治理總費用約670.3萬元，年計成本包括年利息、年償債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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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與年運轉維護費用，茲分述如下： 

1.年利息 

以總投資額6%計算，即為717.2萬元×6%=43.03萬元。 

2.年償債基金 

工程投資攤還基金，依經濟分析年限30年計算，每年平均攤還，加

上年利率6%以複利計算，則年償債基金為總投資額之1.265%，即為

717.2萬元×1.265%≒9.07萬元。 

3.年運轉及維護成本 

係以建造工程費3%為計算依據，即為717.2萬元×3%=21.52萬元。 

4.年計成本 

上述各項總合73.62萬元即為本計畫年計成本。 

二、年計效益 

依據前述之直接及間接效益分析成果，本計畫在西勢水庫之總效益應

為588+176.4 =764.4萬元，以一般土木建築工程施設耐用壽命以30年為經

濟分析年限，故年計效益應比照年計成本需考量年利息等因素，年計效益

應為78.47萬元。 

三、效益評估 

整體治理規劃效益評估之評估模式最終可以益本比之模式作明確之

估算，而本計畫之益本比定義如下： 

I=B÷C 

其中，I=益本比 

B=整體治理後計畫區域之年計效益 

C=整體治理計畫投資之年計成本 

本計畫預計在民國97～99年投資約717.2萬元，預期當整治工作完成

後，計畫區域之環境將有效改善，災害發生機率降低，人民安全、社會發

展獲得保障。由上述資料得知，本計畫之年計成本為73.62萬元，年計效

益含直接及間接效益為 78.47萬元，益本比為 78.47萬元÷73.62萬元

=1.07，由此可知本計畫實施有其經濟效益，得證本計畫屬經濟可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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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則 

8-1 選擇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由於天然環境不良限制，國內河川含沙量位居世界前茅，而集水區泥砂

產量之多寡對水庫壽命及營運均影響重大，因此水庫防淤的治本之道，即使

做好集水區的保育管理工作，然目前國內良好的水庫壩址難尋，加上環保意

識的敏感衝突、公共建設用地取得不易即補償措施相關問題等，使得未來水

資源開發工程將更加昂貴，執行亦愈益困難。 

依據行政院95年3月20日院台字第0950010423號函核定之「水庫蓄水

區保育計畫綱要（草案）」辦理，對水庫蓄水區之權責機關分工，水庫管理

單位治理工作範圍為蓄水區域相關區域之崩塌地、防砂治水及環境保育為

主。以及林政務委員盛豐所主持「經濟部簡報『水庫蓄水區保育防災新思維』」

會議結論三：「1.經濟部水利署-水庫蓄水範圍（含依法公布之保護帶）。

2.農委會林務局-國有林班地。3.農委會水保局-二者以外之山坡地」。 

本計畫之研擬目標皆符合上述之未來展望，並無其他替代方案可行。 
 

8-2 有關機關應配合事項 
本計畫之實施由北區水資源局統籌負責執行，有關水庫各管理相關工

作，由各水庫管理單位協助北水局辦理。依據「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計畫」

相關治理權責單位有： 

一、經濟部水利署：負責主流河道及水庫蓄水區範圍與保護帶治理。 

二、農業委員會林務局：掌管國有林班地治理，不含蓄水範圍。 

三、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上述二者以外之山坡地治理。 

四、道路水土保持：有關道路上下邊坡崩塌地部分（路權及上下邊坡不可分

割之治理範圍），則由道路主管機關依權責辦理。 

五、環境保護署：負責水質改善及點源、非點源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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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其他有關事項 
水庫蓄水區之經營治理，包括土地資源、水資源、森林及動植物資源等

管理與利用，必須依循現有相關法令執行。集水區經營有關法令甚多，範圍

亦廣，茲就法令主管事項之範疇體系區分為保育利用、區域發展、土地管理、

森林管理、水資源管理、非農業之開發與建築管理，及其他七類，法規名稱、

法別及公布或最近修正日期則列於表8-1中。計畫執行中必須注意者為，水

土保持法第十六條規定水庫集水區應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區內之土地使

用，除依現行法令規定使用外，必須依循下列管制規定： 

一、管理機關應依「水土保持法」第十八、十九條及「水土保持法施行細則」

第二十條規定，擬定長期水土保持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實施之，

其長期水土保持計畫擬定之重點，並依同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辦理。 

二、本特定水土保持區內之公、私有土地之水土保持義務人(即經營人、使用

人或所有人)，應配合該長期水土保持計畫，實施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 

三、水庫集水區之特定水土保持區，其管理機關應依本法第二十條及本法施

行細則第二十一條規定設置保護帶。 

四、保護帶內之土地，其屬山坡地者，應依本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三條規定變

更為宜林地或加強保育地，其管理機關得加成獎勵水土保持義務人完成

造林。 

五、管理機關應將保護帶、崩坍地、土石流危險區或其他特別保護者，劃為

特別管制區，其範圍圖以紅色標示；其餘為一般管制區，其範圍圖以黃

色標示，並依「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則」第六、七、八條規定

程序辦理。 

六、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經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各類土地，

區內禁止任何開發行為，但攸關水資源之重大建設，不涉及一定規模以

上之地貌改變及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之自然遊憩區，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者，不在此限」。 

七、特定水土保持區內之開發利用申請案，應先徵得管理機關之同意，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始得核發開發或利用之許可。 



 

表 8-1 水庫治理相關法令(1/4) 

類別 法規名稱 主管或 
主辦機關 

公布或最近 
修正公佈年月 備註 

 1.水土保持法 農委會 89.5 法律 
 2.水土保持法施行細則 農委會 89.2 法律 
保 3.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則 農委會 88.6 命令 
 4.臺灣省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作業要點 農委會 85.11.4 命令 
育 5.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 農委會 89.5 法律 
 6.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施行細則 農委會 88.12 命令 
利 7.山坡地土地可利用限度分類標準 農委會 76.6.30 命令 
 8.臺灣省山坡地土地可利用限度查定工作重點 省主管機關 77.3.28 命令 
用 9.臺灣省水庫集水區治理辦法 省主管機關 70.7.2 命令 
 10.臺灣省政府加強山坡地保育利用管理方案 省主管機關 72.3.23 命令 
 11.加強山坡地保育利用管理查報與取締要點 農委會 72.7.25 命令 
 12.加強山坡地推行水土保持要點 農委會 72.11.15 命令 
 13.野生動物保育法 農業主管機關 83.10.29  
 14.野生動物保育法施行細則 農業主管機關 84.4.29  
區 1.區域計畫法 區域計畫主管機關 63.1.31 法律 
域 2.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 區域計畫主管機關 77.6.27 命令 
發 3.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區域計畫主管機關 80.3.6 命令 
展 4.都市計畫法 都市計畫主管機關 77.7.15 法律 
 5.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 台灣省政府 71.6.29 命令 
 6.發展觀光條例 交通主管機關 69.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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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水庫治理相關法令(2/4) 

類別 法規名稱 主管或 
主辦機關 

公布或最近 
修正公佈年月 備註 

土 1.土地法 地政主管機關 79.1.15 法律 
地 2.土地法施行法 地政主管機關 79.1.15  
管 3.國有財產法 國有財產機關 71.1.12 法律 
理 4.國有財產法施行細則 國有財產機關 70.9.14 命令 
 5.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管理或經管辦法 國有財產機關 71.11.1 命令 
 6.臺灣省省有財產管理規則 省主管機關 74.4.20 命令 
 7.平均地權條例 地政主管機關 78.10.30  
 8.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 地政主管機關 81.4.6  
森 1.森林法 農業主管機關 74.12.13 法律 
林 2.森林法施行細則 農業主管機關 76.6.30 命令 
經 3.國有林林產物處分規則 農業主管機關 78.11.17  
營 4.森林登記規則 農業主管機關 80.4.30  
 5.林產伐採查驗規則 農業主管機關 78.6.30  
 1.水利法 水利主管機關 72.12.28 法律 
水 2.水利法施行細則 水利主管機關 79.3.16 命令 
資 3.臺灣省河川管理規則 經濟部水利處 79.8.29 命令 
源 4.水污染防治法 環保主管機關 80.5.6 法律 
管 5.水污染防治法施行細則 環保主管機關 83.5.25 命令 
理 6.飲用水管理條例 環保主管機關 80.5.10 法律 
 7.飲用水管理條例臺灣省施行細則 衛生處 65.1.13 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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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水庫治理相關法令(3/4) 

類別 法規名稱 主管或 
主辦機關 

公布或最近 
修正公佈年月 備註 

水 8.自來水法 內政部 55.11.17 法律 
資 9.氣象法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73.4.30  
源 10.台灣省灌溉事業管理規則 經濟部水利處 69.2.22  
管 11.台灣省灌溉用水水質標準 經濟部水利處 67.7.5  
理 12.台灣省工廠礦廠放流水標準 環保署 87.1.1  
 1.建築法 建築主管機關 73.11.7 法律 
 2.臺灣省建築管理規則 建築主管機關 71.3.13 命令 

非及 3.違章建築處理辦法 建築主管機關 69.10.3 命令 
農建 4.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理辦法 區域計畫主管機關 67.1.13 命令 
業築 5.實施都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理辦法 區域計畫主管機關 67.1.13 命令 
之管 6.實施都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管理辦法實施要點 區域計畫主管機關 62.12.29 命令 
開理 7.山坡地開發建築管理辦法 農業主管機關 79.2.14 命令 
發發 8.墳墓設置管理條例 社會主管機關 72.11.11 命令 

 9.墳墓設置管理條例施行細則 社會主管機關 75.5.14 命令 
 10.非都市土地高爾夫球場開發審議規範 社會主管機關 79.10.30 命令 
 11.非都市土地山坡地住宅社區開發審議規範 社會主管機關 79.10.30 命令 
 12.礦業法 礦業主管機關 67.4.14  
 13.礦業法施行細則 礦業主管機關 72.6.10  
 14.礦業安全法 礦業主管機關 62.12.22  
 15.礦業安全法台灣省露天礦場施行細則 台灣省礦務局 74.7.26  
 16.土石採取規則 礦業主管機關 8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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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水庫治理相關法令(4/4) 

類別 法規名稱 主管或 
主辦機關 

公布或最近 
修正公佈年月 備註 

 1.農藥管理法 農藥管理機關 75.5.4 法律 
其 2.農藥管理法施行細則 農藥管理機關 75.11.7 命令 
 3.臺灣省產業道路養護辦法 省主管機關 67.9.18 命令 
他 4.國家公園法 內政部 61.6.13  
 5.國家公園法施行細則 內政部 61.6.13  
 6.文化資產保存法 內政部、教育部、農委會 71.5.26  
 7.文化資產保存法施行細則 內政部、教育部、農委會 75.2.22  
 8.廢棄物清理法 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77.11.11  
 9.環境影響評估法 環保署 83.12.30 命令 
 10.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 環保署 84.10.25 命令 
 11.農業發展條例 農業主管機關 75.1.6  
 12.廢棄物清理法台灣省施行細則 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72.1.4  
 13.農業發展條例施行細則 農業主管機關 7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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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 

1-1 依據 
94年1月5日行政院林政務委員盛豐主持「水庫集水區保育防災新思

維」會議結論三、94年2月7日「經濟部水資源協調會報」暨經濟部水利署

研提報院核准之「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確認水利署權責為水庫蓄水範

圍及保護帶，並於水利署95年3月10日「水庫集水區緊急治理工程」第1
次工作會議決議由北區水資源局依上述規定於95年度辦理新山、西勢及寶

山3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之保育先期規劃，範圍為水庫蓄水範圍、保護

帶（水庫滿水位線起算至水平距離50公尺範圍為原則）及主要河川等之崩

塌地、防砂治水及環境保育計畫為主，希冀維護自然生態環境，增加水源

涵養、改善水質、延長水庫壽命，並減少乾旱危機，進而達到水庫永續利

用之目標。 
 

1-2 未來環境預測 
新山水庫淹沒區下游之主要岩層為第三紀中新世早期大寮層中段，岩

性為塊狀砂岩及砂岩與頁岩之互層。上游則較少見厚層之塊狀砂岩，集水

區之東南有部分含薄煤層出現，據以研判於集水區東南隅之地層應屬於石

底層，其餘則為大寮層塊狀砂岩、層狀砂岩及呈薄葉狀之砂岩與頁岩互

層，部分砂岩中偶有夾頁理發達之深灰色頁岩或膠結良好之粉砂岩出現，

塊狀砂岩常有解壓節理產生。 

另由於新山水庫大部分均屬自來水公司所有，目前並無人為開發，現

地天然林相維持良好，並無大規模崩塌發生；惟由於新山水庫水源多來自

基隆河，且基隆河沿岸污染仍多，新山水庫水質多呈現中養～優養，建議

未來環保單位仍應持續持續整治，以維水庫水質。 
 

1-3 問題評析 

1-3-1 野溪及（含蝕溝）調查及處理情形 
新山水庫為離槽水庫，以越域引水路為其主要集水路，除本身水源

基隆河大武崙溪支流新山溪外，尚有八堵抽水站抽取部分基隆河水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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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幅子淨水場取水口抽取瑪鋉溪以補充新山水庫水源。 

本計畫委請水庫管理中心開船環繞新山水庫蓄水區周邊進行調查，

保護帶邊坡植生覆蓋情形良好，且無任何崩塌地之存在，野溪現況與調

查點位分布如表1-3-1與圖1-3-1所示。 

表 1-3-1 新山水庫保護帶野溪蝕溝調查記錄表 
序號 X Y 現地描述 

1 320,531 2,781,025 
舊有採石區下邊坡產生之蝕溝(寬約1m)，蝕溝出口有土砂淤積與

枯木堆置，且出口處水庫邊坡有大面積裸露風化土層，宜配合裸

露崩塌地處理 

2 320,511 2,780,904 
舊有採石區下邊坡蝕溝土石輕微堆積，但其出口為岩盤，且上方

植生覆蓋良好，毋須治理 

3 320,571 2,780,877 
原復舊工已毀損，導致大面積裸露，其上方已有蝕溝形成(寬度

約1.5m)，建議應治理 

4 320,155 2,780,671 
六號野溪上游為舊有棄土區，現況野溪附近植生生長良好，出口

為岩盤，有輕微之土砂淤積 

5 320,010 2,780,527 
五號野溪河道有刷深之跡象，且出口為風化土坡，建議設置潛壩

以攔阻土砂進入水庫蓄水區 

6 320,322 2,780,098 
四號野溪上游植生覆蓋良好，出口為岩盤，現況並無水流，整體

尚屬穩定 

7 320,610 2,779,900 一號野溪上游植生茂密，有一岩盤出露，河況良好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一、野溪 

新山水庫集水區內有8條野溪注入水庫，水庫蓄水後，野溪長度因

而縮短，平時溪床乾涸，遇雨溪水迅速排入水庫；大壩加高蓄水後，野

溪更顯短、急之特性。 

依據台灣省政府水利處1998年辦理之「新山水庫加高工程計畫-水
庫集水區水土保持工程規劃設計」，區內野溪特性如下表1-3-2所示，8
條野溪河幅寬度均在3 m以下，其中以三號野溪之左支流最長、一號野

溪平均坡降為最大。本次各野溪調查現況如下： 

1.一號野溪 

一號野溪上游有岩盤出露，附近植生生長相當茂密，故溪床坡降

雖大，但水流淘刷作用有限，河道並無土砂淤積，河況良好。 

2.二號野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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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號野溪兩側植生茂密，現況河道並無水流淘刷現象，整體河況

穩定。 

3.三號野溪 

三號野溪係由左、右支流匯流而成，左右支流之溪谷兩側植生生

長良好，且左支流溪床有岩盤出露，河性穩定。 

4.四號野溪 

兩岸為堅硬之岩壁，溪谷兩側植生覆蓋良好，現況無水流，河況

穩定。 

5.五號野溪 

兩岸植生茂密，但野溪溪床有刷深現象，且

出口處為風化土坡呈大面積裸露(如右圖)，建議設

置潛壩並配合裸露邊坡處理，以減少土砂入庫。 

6.六號野溪 

六號野溪上游於新山水庫加高時闢為棄土

場，導致地表裸露嚴重，且野溪築有一石籠擋土

壩；現況上游之棄土區已恢復植生且野溪附近植

生狀況良好，且溪床出口為岩盤，僅輕微淤積無

須治理(如右圖)。 

7.七號野溪 

七號野溪上游於水庫加高時，開闢為通往棄土場之便道，便道現

已不再使用，目前溪谷兩岸植生狀況良好，河況亦穩定。 

8.八號野溪 

上游於水庫加高時闢為採石區，溪谷地

形已不易辨認(如右圖)，現況已恢復植生；

惟溪口有土砂堆積，且野溪出口之水庫邊坡

有大面積裸露，經水庫管理中心人員說明，

係水庫加高完工後所施做之復舊綠化工

程，現況已毀損。 

新山水庫集水區整體植生覆蓋良好，一號、二號、三號、四號、六

六號野溪出口

八號野溪地形現已不存在

五號野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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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七號野溪現地河況均呈穩定狀態，僅六號野溪出口有輕微淤積，建

議維持現狀即可；另八號野溪溪谷地形已不存在，但其出口處邊坡之復

舊工現已毀損，故建議以裸露邊坡方式處理。 

惟五號野溪出口邊坡因風化土層呈現大面積裸露，河道有大量土砂

淤積，因上游植生穩定無崩塌地，故判斷土砂之來源係因野溪本身坡陡

流急而所造成之溪流淘刷；為避免下移土砂進入水庫蓄水區而減少水庫

容積，建議可於野溪出口施設潛壩或防砂壩攔阻土砂，配合裸露邊坡掛

網噴植，以保護邊坡、使其恢復植生，避免因水庫水位上漲下落導致崩

塌地持續擴大、增加土砂崩落。 

表 1-3-2 新山水庫集水區野溪特性表 
野溪編號 野溪長度(m) 落差(m) 平均坡降(%) 備註 
一號野溪 123 50 40.65  
二號野溪 162 33 20.37  

左 275 39 14.18  
三號野溪 

右 164 27 16.46  
四號野溪 145 36 24.83  
五號野溪 133 34 25.56  
六號野溪 178 43 24.16 上游闢為棄土場 

七號野溪 128 35 27.34 
上游為通往棄土場之便

道 

八號野溪 210 33 15.71 
上游闢為採石區，溪谷

地形不存在 

資料來源：新山水庫加高工程計畫-水庫集水區水土保持工程規劃設計（1998） 

二、蝕溝 

新山水庫保護帶範圍調查，水庫周邊坡

發現有3條小型蝕溝，係邊坡逕流水匯集沖

蝕坡面而形成明顯之溝痕，寬度約1～2m。

其中一處因出口為岩盤且植生覆蓋良好，

故無須治理；另兩處出口處均有土砂堆

積，且有刷深跡象（如右圖，位置如圖1-3-1
點位○1 ），對水庫有直接之影響，故本計

畫建議就地取材，以麻布袋等填土後裝鋪於溝面，並於蝕溝出口設置土

袋節制壩，袋內可混草種或草根，促進植物生長、穩定溝身，保護溝身

之安全，並視情況配合水庫裸露邊坡進行處理，避免蝕溝擴大。 

新山水庫周邊坡產生之蝕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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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新山水庫保護帶野溪蝕溝調查點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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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採石區下邊坡蝕溝有刷深跡象 

3

復舊工已毀損並有蝕溝產生 

7

八號野溪上游岩盤出露 

4

六號野溪出口

5

五號野溪出口土砂淤積嚴重 

6

四號野溪附近植生良好 

2

採石區下邊坡蝕溝出口為岩盤 

   圖   例

保護帶範圍

野溪

新山水庫集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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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崩塌地調查 

一、前期調查成果（集水區） 

依據自來水公司第一區管理處2005年辦理之「新山水庫集水區保育計

畫」成果，新山水庫集水區計有4處小規模之裸露崩塌，其中1處因位於水

庫邊坡，受水位升降影響容易而淘刷，故列為優先治理，據本計畫調查顯

示，該處邊坡裸露仍未治理，且有蝕溝擴大情形，由於該處緊鄰水庫原水

取水口，恐對原水水質造成影響，建議儘速治理。 

二、現況調查成果（保護帶50m內與蓄水範圍） 

新山水庫壩體加高計畫於1998年完工，施工時於大壩左側開闢三個採

石區（八號野溪上游）及一個棄土區（六號野溪上游），大壩完工後該處

變成大面積裸露荒地。依據現場調查，目前裸露邊坡均已恢復植生，整體

狀況亦趨穩定（如下圖）。 
 
 
 
 
 
 
 
 
 

新山水庫植生狀況良好，保護帶範圍並無大面積或深層崩塌存在，主

要問題為分佈於水庫周邊坡之裸露崩塌地；經現地調查發現，新山水庫水

位極少達到滿水位，故水庫周邊坡明顯可發現裸露或岩盤出露之情形，並

有小規模土砂堆置邊坡之現象，依其特性大致可分為裸露岩坡、中低度風

化土坡及高度風化土坡三種型態： 

1.裸露岩坡 

未風化岩層，裸露邊坡土壤含量極低，屬

於安定之坡面，因此建議維持現況，使其自然

復育即可，如採石區下邊坡一處裸露岩坡，現

況發現已有草類植生入侵(如右圖)。 

八號野溪上游舊有採石區已恢復植生

採石區下邊坡裸露岩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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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低度風化之土坡 

風化程度低、土壤含量低於50％之邊坡，因其岩塊含量較高，治理

急迫性低，建議採用掛網方式減緩岩層風化，並可增加土壤附著機會，

促進植生自然入侵。 

3.高度風化或完全風化之土坡 

土壤所佔比例高於岩塊含量之裸露邊坡，建議應優先治理避免沖蝕

加劇，可利用掛網減緩噴植，加速植生復育、穩定邊坡。 

 

現地調查點位分布如圖1-3-2與表1-3-3所示，其中8處因為裸露土坡，

建議應進行治理，2處為裸露岩坡，建議維持現狀即可，另有1處為大壩加

高時施做之石籠擋土牆復舊工程，已有植生入侵，現況良好。 

表 1-3-3 新山水庫保護帶崩塌地現況調查記錄表 
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類型 現地描述 現地照片 

1 新山-崩-01 320,758 2,781,045 土坡

大壩左側之邊坡裸露（約

3m×60m）未處理，因位於

水庫取水口旁，建議應治理

 

2 新山-崩-02 320,514 2,781,016 土坡

大壩左側邊坡於大壩加高

時施做噴漿保護裸露坡

面，該處並未施做，故仍有

大面積裸露(約 3m×50m)，
建議應治理 

3 新山-崩-03 320,475 2,780,940 岩坡

原採石區下方裸露岩坡，現

況已有部分植生生長，無須

治理 

 

4 新山-崩-04 320,650 2,780,851 土坡

大壩加高後之復舊工現已

毀損，導致滿水位呈現大面

積裸露土坡(L=150m)，建

議應治理以保護基腳，避免

土砂持續崩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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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類型 現地描述 現地照片 

5 新山-崩-05 320,401 2,780,704 土坡

邊坡植生為天然竹林，其坡

腳有大量鬆散土石堆積，因

竹子根系淺、固結土壤能力

差，建議應治理 

 

6 新山-崩-06 320,140 2,780,548 土坡

上方土石滑落堆積於岸邊

(約 3m×50m)，為避免裸露

面積持續擴大，建議應治理

以保護邊坡 

 

7 新山-崩-07 320,010 2,780,527 土坡
五號野溪出口之風化土坡

(約 60m)，建議應治理 

8 新山-崩-08 320,038 2,780,470 土坡

水庫邊坡雜木與竹林叢

生，基腳裸露形成土坡(約
2m×60m)，且有礫石堆

積，建議應治理以恢復植生

9 新山-崩-09 320,223 2,780,490 岩坡
裸露岩坡，上方植生生長良

好 

10 新山-崩-10 320,771 2,780,626 土坡

邊坡為鬆散之土石，呈現裸

露狀態，建議應施做石籠護

岸保護基腳，避免持續淘刷

11 新山-崩-11 320,859 2,780,743 土坡

溢洪口附近之石籠護坡，係

水庫大壩加高後所施做，現

況植生覆蓋茂密，已呈穩定

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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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 新山水庫保護帶現況崩塌地點位分布圖 

水庫大壩左側邊坡已施做水泥噴漿保

護，惟仍有兩處風化土坡未施做噴漿而裸露

（面積約3m×60m），其中一處恰位於水庫取

水口附近（位置如圖1-3-2點位○1 ），對水庫

的影響為鉅，另一處則位於採石區下方（位置

如圖1-3-2點位○2 ），建議應治理加以保護。 

另大壩加高時於左側庫底開闢施工道路至採石區，完工後並於滿水位

附近裸露邊坡施以復舊綠化工程，現況復舊工已毀損，大面積高度風化土

坡未施以保護工，建議應治理（位置如圖1-3-2點位○3 ）。 

大壩左側取水口附近邊坡裸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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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究原因，新山水庫保護帶地質以大寮層與石底層為主，岩性為塊狀

砂岩或砂頁岩互層，故常有節理產生或成洋蔥狀風化，以致保護帶邊坡岩

層較為破碎，再加以水庫水位上漲下落，造成邊坡孔隙水壓上升，均為淺

層裸露崩塌發生之主因。 

為避免裸露邊坡擴大或土砂持續崩落，本計畫建議交通較便利之工區

（如大壩附近），建議以工程方法進行治理，利用微型樁做為植生基礎工，

穩定邊坡基腳，再於坡面回填碎石與土袋進行植生，並可兼具環境綠美化

之功效。 

交通不便之工區，為避免開路加劇土壤沖蝕與造成二次破壞，建議搭

乘工作船以人工方式掛網，配合撒播或噴植耐水性草種，以恢復裸露邊坡

植生，減少其表層風化；噴植所用基材包含粘著劑與少量肥料，厚度約3
～6mm、不宜太厚，避免噴植材料加重掛網負載而脫落。 

 

1-3-3 道路水土保持調查及處理情形 
新山水庫保護帶內道路包括大壩加高時左側開闢一條施工便道與右側

喇叭溢洪口上方之步道；新山水庫乃由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管理，並無開放

一般民眾進入，故區內施工便道與步道非經允許

禁止進入。施工便道為大壩加高時為方便工程車

輛進出採石區與棄土區所開闢，亦為進入新山水

庫集水區唯一道路；現況採石區與棄土區皆已廢

棄，故便道已封閉禁止進入，該施工便道鄰近水

庫蓄水區與取水口，靠近大壩之路段以AC路面鋪

設之，道路旁施設有小型排水溝渠（寬60cm、深40cm）與涵管（φ=30cm）

（如右圖）；再進入區內之路段因少有人進出，路面僅以土石鋪設，現況

雜草叢生。 

大壩右側喇叭溢洪口附近之步道下邊坡已於

大壩加高時施做岩錨固定與噴漿保護（如右圖），

其右側採以石籠護坡修復，現況植生生長情形良

好，已呈穩定狀態。新山水庫保護帶內道路經調查

後，僅大壩左側施工便道下邊坡，鄰近蓄水區處有

新山水庫左側施工便道 

溢洪口附近下邊坡工程現況良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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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裸露土坡，該處建議採崩塌裸露地處理，以改善邊坡土壤沖蝕之問題；

整體而言，道路現況良好，並無其他道路水土保持之問題。 

 

1-3-4 植生調查 
新山水庫屬於偏濕性季雨林帶，其植被類型為常綠闊葉林，以次生林

為主，常見植物以樟科、榆科、豆科植物為優勢，森林鬱閉度達85～90％。

參考台灣省政府水利處「新山水庫加高工程計畫-水庫集水區水土保持工程

規劃設計(1998.11)」成果報告，區內少有開墾活動，故尚保留較原始之亞

熱帶雨林，集水區可見亞熱帶雨林演替之植物相過程，從草地期、灌叢期、

山麻黃、白匏子中途群叢，到大葉楠、榕類中途群叢等持續演替階段的植

物群系。整體植物群系，上層植物多由常綠闊葉林組成，偶有落葉樹散生

其間，蔓藤及著生植物常可見，幹生花植物偶見溪谷山麓，現存樹木直經

多半為15～25cm之間，植物相為熱帶雨林群系中一演替初期之次生林。集

水區內植被特性概略如下： 

1.人工栽植：位於大壩右側沿水泥步道可見人工栽植的竹林、蒲葵、琉球

松、梅等 

2.開墾山坡荒廢產生之草地期：以一、二年生草類為先驅植物，如白芒、

台灣蘆竹、五節芒、菊科等，偶見山黃麻、白匏仔、構樹、野桐、山漆

幼苗於雜草中，並可見台灣海棗散生其中。 

3.水庫周圍開墾後向陽山麓之灌叢：以白匏仔、山黃麻、野桐為主的草地

灌叢，初次演替之陽性樹種，北向坡可見山林投伴生其中。 

4.水庫保護帶中陰濕溝谷地：以楠、榕屬植物為優勢，以大葉楠、猪腳楠、

水冬瓜、猪母乳及藤本植物和樹蕨等陰性植群為主。 

區內植生狀況概分為喬木類、灌木類、草木及藤類。喬木類主要樹種

有相思樹、香楠、大葉楠、白匏子、野桐、山漆、山黃麻、樹杞、水同木、

小葉桑、綠竹、大頭茶、筆筒樹、小梗木薑子、猪腳楠、雞屎樹、紅花八

角、台灣樹蕨、烏心石、牛乳榕、江某、竹柏、猪母乳、楓、青剛櫟、雀

榕、黃連木、琉球松、台灣沙欏、朴樹、鬼沙欏、野漆樹、菲律賓饅頭果、

野鴨樁、梅、島榕、台灣海棗、蒲葵、構樹等。 

灌木則以台灣柴珠雨傘仔、鼠刺、山棕、茜草樹、密毛冬青、九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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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牡丹、柃木、水冬瓜、山紅柿、懸鉤子、大明橘、疏果海桐、杜若、春

不老、杜鵑、密花、苧麻、車桑子為主。 

草本、藤類有芒萁、凹頭畏芝、五節芒、颱風草、月桃、小月桃鞭藤、

海金沙、菝契、山葡萄、大青薯、扛相藤、姑婆芋、白茅、玉葉金花、芒

草、茅柱鐵線蓮、猿尾藤、桔梗蘭、全緣葉卷柏、山林投、烏毛蕨、鳳尾

蕨、芭焦、腎蕨、芽薑蕨、散穗弓果黍、觀音座蓮、冷清草、寶島宿柱萱、

細柄雙蓋蕨、台灣蘆竹、楓葉牽牛、台灣百合、大白花鬼針、蟛蜞菊等。 

1-3-5 建築物調查、標示及改善建議 
新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土地全為自來水公司所有，且未開放民眾使用；

區內僅有大壩旁之管理中心，並未在保護帶範圍內，故新山水庫保護帶內

並其他無建築物。 

1-3-6 土地利用及超限利用現況調查 
新山水庫於興建時，居民即已遷離水庫集水區，且因水庫興建完成，

水域阻斷來往交通，故耕作、開墾情形較為少見；保護帶內土地屬於非都

市計畫區用地，土地權屬全為自來水公司所有，土地使用分區大都為特定

專用區（編定為水利用地），僅有極小部分為未登錄土地。 

其土地利用極單純，經現場調查發現，新山水庫因管理得當，保有相

當完整之林相，土地利用型態以闊葉林為主，另有少部分之草生地或被開

墾為竹林種植用地。此外，新山水庫目前並無土地可利用限度查定成果，

建議主管單位應儘速辦理查定。 

1998年新山水庫進行大壩加高工程，因工程需要，大壩左側之施工便

道與採石區造成集水區大面積裸露，且有部分裸露地恰位於水庫保護帶範

圍內；現場調查發現，原裸露地現況均已恢復植生，且以草類生長為優勢。 
 
 
 
 
 
 
 
 
 

水庫蓄水區旁裸露地已恢復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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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畫目標 

2-1 目標說明 
現今國內水資源問題日益嚴重，加上水庫興建不易，是以水資源開發應

以維持原有供水效能為首要，然而在自然條件不佳、先天開發失當的情形

下，目前各水庫均已淤積嚴重，水質污染惡化，水庫調整功能漸失，因此當

務之急乃加速推動現有水庫之集水區保育工作，計畫目標主要有： 

一、水庫發展永續化 

為使水庫長久經營，解決嚴重水質惡化與水庫淤砂問題為首要之務，

本計畫藉由集水區治理工程、水質改善、水庫保護帶治理等工作，針對水

質優養化與淤砂較嚴重之水庫進行整治，並配合水質、淤砂監測管理計

畫，具體掌握集水區污染及泥砂來源。此外，為達到水庫永續發展的目的，

本計畫將由環境改造著手，透過生態工法之推廣，營造出自然生態與人類

共生之環境。 

二、水源環境生態化 

集水區水源涵養的良窳攸關水庫生存之命脈，惟有增加水庫集水區之

蓄水效能才能提升水庫生存價值，進行集水區造林及撫育工作，以促使水

庫水源自生自淨，並採用自然生態工法來進行水庫集水區之保育工作，使

環境復育與視覺綠化之功效能兩者皆得。 

三、災害防治整體化 

為有效防治氣候變化及地震災後日益嚴重之崩塌及沖蝕，本計畫擬以

水庫集水區之保護帶範圍內為一整體治理單元，統合各權責機關進行全面

性評估，於集水區內依實際需要辦理野溪蝕溝治理、崩塌地處理及道路水

土保持等工作，並編列非工程類之經費，期能解決水庫集水區之災害。 
 

整體而言，本計畫乃以水庫永續發展、整體災害防治與強化水源涵養等

三大目標為主軸，全面性辦理水庫集水區內的水土保持與水質改善等工作，

並配合水質、淤砂監測管理計畫，以期有效保育水土資源、保障人民安全、

增進水源涵養、減少水庫淤積與改善水體水質，並秉持資源永續利用的理

念，積極推廣生態工法與親水觀念，加強水資源保育及宣導，致力於土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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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開發，經營與保育工作並重，以維護自然生態的平衡發展，有效管理自然

水土資源，使水庫集水區永續經營，生生不息。 

 

2-2 達成目標的限制條件 

一、台灣地區由於天然地形陡峭、地質脆弱且土質鬆軟，加上河短流急、地

震頻繁、雨量充沛，因此每遇豪雨則發生山洪爆發、山崩、地滑及土石

流等災害。 

二、水庫集水區內應減少不必要之開發行為，以減少土砂災害及對森林之破

壞。 

三、水庫蓄水區產生之土壤流失量包括土壤沖蝕量及崩塌量，如能確實做好

蓄水區水土保持及治理，則可減少水庫相當程度之泥砂淤積量，另外亦

可減少隨泥砂進入水庫之污染物，進而改善水質。 

四、經彙整新山水庫之執行工作檢討，主要的問題可分為幾項：(1)水庫周邊

坡部分已呈高度風化或完全風化之土坡，土壤沖蝕量較大；(2)水庫水質

受到基隆河尚未全部整治影響，水庫水質呈現中養～優養。 
 



新山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保育計畫

 

 
 

15

2-3 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2-3-1 預期績效指標 
由於水庫蓄水區保育工作繁多，成效評估包括可計數的定量分析及不

可計數的定性分析，在此目標績效仍以量化分析為主且以整體成效評估。

整體成效評估包括水庫淤積控制、水質改善、水源孕育及生態保育等，其

中水庫泥砂淤積量及水質改善程度可量化為指標來加以衡量。 

本計畫績效指標將依行政院指示，水土保持部分以集水區泥砂生產之

減量為指標，水質改善部分以水質優養化程度之改善為指標。 

 

2-3-2 評估基準 
在泥砂生產減量部分之評估準則，以進行水庫淤積測量的方式，檢測

水庫的泥砂淤積量是否有因為各項治理工程之進行而達到預期指標。 

而在水庫水質改善部分，則是定期進行水質監測工作，經由檢測特定

水質參數如總磷、透明度、葉綠素等，可以瞭解水庫水質的優養化情形，

同時亦可檢視水庫水質的污染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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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現況 

3-1 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現況 

3-1-1 地理位置及現況 
新山水庫位於基隆市中心西方3.4公里處，於基隆河支流大武崙溪中游

新山溪上，為一離槽水庫，主要標的為公共給水。為了因應基隆地區用水

需求量日益增加的情形，新山水庫於民國82年進行水庫加高工程，87年完

工，加高後壩頂標高為90m（壩高為66m）。 

新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全部位於基隆市安樂區外寮里內，如圖3-1-1所
示，保護帶面積約為28.57公頃（以水庫滿水位線起算至水平距離50公尺範

圍）。計畫區東與國家新城毗臨，西南兩方有七安及自強兩條產業道路圍

繞。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3-1-1 新山水庫位置圖 

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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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水庫主要土木結構物包括大壩、溢洪道、進水口及取水口等，相

關主要工程數據詳下表3-1-1所示。 

表 3-1-1 新山水庫主要工程數據 
水庫名稱  新山水庫 

地理位置 基隆市安樂區 

型式 離槽 

給水目標 公共給水 

集水面積(km2) 1.60
壩頂標高(m) 90.00
滿水位標高(m) 86.00
滿水位面積(km2) 0.56
總蓄水容量(m3) 1,000萬

計畫有效容量(m3) 970萬

最新有效容量(m3) 1,040萬

每日供水量(m3) 20萬(新山淨水場) 

壩體型式 分區滾壓式土壩 

完工年 1980年 

管理單位 自來水公司一區處 

水源 大武崙溪支流新山溪 

基隆河(八堵抽水站) 
瑪鋉溪(幅子淨水場取水口)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3-1-2 地勢水系 
新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內以西北方分水嶺附近標高較高，海拔高度約在

86~150m之間，地勢由東南向西北傾斜。 

而保護帶範圍之坡度以五級坡為主，約9.00公頃（佔31.50%），坡向

則以北方6.55公頃所佔比例（22.94%）最高。 

新山水庫為離槽水庫，水源來自於基隆河及其本身集水區（基隆河支

流大武崙溪中游新山溪），並無明顯野溪。小坑溝主要有八條（圖3-1-2），

部分為常年有水，大多為乾溪溝，暴雨時才有逕流，雨水由此流入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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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3-1-2 新山水庫水系圖 

新山新山新山新山新山新山新山新山新山

東勢中股東勢中股東勢中股東勢中股東勢中股東勢中股東勢中股東勢中股東勢中股

150 300

meters
0

七號野溪七號野溪七號野溪七號野溪七號野溪七號野溪七號野溪七號野溪七號野溪

四號野溪四號野溪四號野溪四號野溪四號野溪四號野溪四號野溪四號野溪四號野溪

三號野溪三號野溪三號野溪三號野溪三號野溪三號野溪三號野溪三號野溪三號野溪

八號野溪八號野溪八號野溪八號野溪八號野溪八號野溪八號野溪八號野溪八號野溪

六號野溪六號野溪六號野溪六號野溪六號野溪六號野溪六號野溪六號野溪六號野溪

五號野溪五號野溪五號野溪五號野溪五號野溪五號野溪五號野溪五號野溪五號野溪

二號野溪二號野溪二號野溪二號野溪二號野溪二號野溪二號野溪二號野溪二號野溪

一號野溪一號野溪一號野溪一號野溪一號野溪一號野溪一號野溪一號野溪一號野溪

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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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地質 

一、地層 

依照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臺北－臺灣地質圖（1998）地質說明書〞

顯示，保護帶出露之地層為中新世早期之大寮層、石底層（如圖3-1-3）。

水庫淹沒區絕大部分座落於大寮層，於南端局部偶有石底層出現。本層分

布於基隆港西側往西南延伸至東勢中股，本層上、下分別與石底層和木山

層為整合接觸。 

水庫淹沒區下游之主要岩層為第三紀中新世早期大寮層中段，岩性為

塊狀砂岩及砂岩與頁岩之互層。上游則較少見厚層之塊狀砂岩，集水區之

東南有部分含薄煤層出現，據以研判於集水區東南隅之地層應屬於石底

層，其餘則為大寮層塊狀砂岩、層狀砂岩及呈薄葉狀之砂岩與頁岩互層，

部分砂岩中偶有夾頁理發達之深灰色頁岩或膠結良好之粉砂岩出現，塊狀

砂岩常有解壓節理產生，砂岩與頁岩則可見洋蔥狀風化。 

二、地質構造 

本區域之兩種主要地質構造，為來自東南方水平推擠之壓力所造成之

不對稱褶皺及以覆瓦狀排列的逆衝斷層，這些主要的構造線大致與地層走

向平行而呈東北－西南走向。依據經濟部中央地調查所之五萬分之一斷層

分布可知，新山水庫集水區鄰近地質構造為基隆斷層。基隆斷層為一逆斷

層，斷線通過基隆港，向東北可能穿過和平島東南正濱里附近而進入海

域。在正濱里海洋學院公路邊，有本斷層之清晰斷面出現，傾向東南約65
度（何春蓀，l983）。西南段經過鶯歌石而東勢中股後，斷層面可能沿石

底層之軟弱頁岩面發展，故地表之斷層現象不易觀察測得。 

水庫淹沒區之左岸為順向坡，層面傾斜角介於10°~30°之間，若坡趾

遭到破壞仍有發生平面滑動破壞或因節理切割形成之小規模岩楔滑動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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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中央地調所及本計畫整理 

圖 3-1-3 新山水庫區域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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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土壤 
新山水庫保護帶之土壤以石坑山系崩積土及粗窟村系黃壤為主（如圖

3-1-4），另有少部分之雜地。石坑山系係由硬砂岩崩積化育而成之黃棕色

崩積土，土層厚僅約50cm，剖面質地為中質地之粉質壤土至壤土，此土系

主要亦發現於漸新世至中新世之大桶山層地質區。粗窟村系係由硬砂岩崩

積化育而成之灰黃幼黃壤，土層厚度僅約50cm，剖面質地為細質地之粉質

粘壤土或粘質壤土。 
 
 
 
 
 
 
 
 
 
 
 
 
 
 
 
 
 
 
 

資料來源：水土保持局山坡地土壤數化成果及本計畫整理 

圖 3-1-4 新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土壤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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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水文氣象 

一、降雨量 

新山水庫無設置雨量站，最近的雨量站為中央氣象局基隆雨量站，表

3-1-2為月平均降雨統計資料，年平均降雨量約3,675mm；其中9月至翌年

3月為豐水期間，降雨量佔全年雨量之68.5%，月平均雨量均超過300mm，

主要受東北季風之影響，另以7月之150mm為最低。 

表 3-1-2 基隆雨量站月平均降雨分佈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年雨量 
統計期間

(民國) 

雨量 

(mm) 320 375 323 233 290 278 150 206 387 394 388 331 3,675 60-94 

資料來源：新山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2005） 

二、蒸發量 

新山水庫最近的蒸發量測站為基隆觀測站，根據歷年統計分析資料，

其中以2月之蒸發量最低，之後隨天氣漸熱而逐月增加，7月為最高，8月
份稍降，9月後再隨氣溫而逐漸下降。 

三、降雨天數 

根據中央氣象局基隆觀測站紀錄，該地區年平均降雨天數為202日，

即一年中一半以上的時間有降雨發生（55%）；惟91~93年降雨天數減少

許多，年平均降雨天數約160日（44%）。 

四、溫度 

根據中央氣象局基隆觀測站紀錄，基隆地區平均溫度以1月之15.9℃
為最低，7月份之29.1℃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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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人文交通 

一、人文 

本計畫區屬基隆市安樂區，由於早年新山水庫興建後，水域阻礙區內

交通，區內居民已逐漸遷出，目前於保護帶範圍內並無人居住。 

二、交通 

自國道3號高速公路開通之後，前往新山水庫便可由基金系統交流道

下，往金山方向，左轉武嶺街直行即可到達。另由中山高八堵交流道下後

轉麥金路往萬里方向走，約兩公里後往路左有陽光新城的牌樓的樂利街進

去，到陽光新城後側的翠湖山莊後右轉小巷子即可繞到最高點的水庫南堤

產道。亦可由七堵自強路轉農基七安022農路至水庫南側的山頭眺望（如

圖3-1-5）。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3-1-5 新山水庫周邊道路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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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地籍 
由新山水庫集水區之土地清冊得知水庫集水區主要位於基隆市安樂區

鶯歌石段新山小段、新會段及新城段，土地權屬除部分淹沒區內之原河道

為末登錄地外，其餘均為自來水公司所有（如圖3-1-6），各土地權屬所佔

面積與百分比如表3-1-3。 

表 3-1-3 新山水庫保護帶地籍統計表 
新山水庫 

 面積(ha) 百分比(%) 

自來水公司 28.57 100.00 
合計 28.57 100.00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資料來源：水保局山坡地地籍數化成果及本計畫整理 

圖 3-1-6 新山水庫保護帶內地籍圖 

自來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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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土地利用 
新山水庫於興建時，居民即已遷離水庫集水區，且水庫興建完成後，

水域阻斷來往交通，因此耕作、開墾情形較為少見，故水庫保護帶內之土

地單利用單純；經分析結果得知，土地利用型態以闊葉林（如表3-1-4、圖

3-1-7）為主，少部分被開墾作為竹林以採集竹筍外。 

表 3-1-4 新山水庫保護帶土地利用統計表 
新山水庫 

土地利用 面積(ha) 百分比(%) 

闊葉林 25.45 89.05 
荒地 0.60 2.09 
草生地 1.45 5.07 
竹林 0.82 2.86 
道路 0.27 0.93 
合計 28.57 100.000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資料來源：水土保持局山坡地數化成果並配合現地調查修正 

圖 3-1-7 新山水庫保護帶內土地利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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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水庫泥砂淤積及水質污染現況 

3-2-1 泥砂淤積 
新山水庫於1998年完成加高工程，當初加高完成時之有效容積係採用

細部設計之地形圖推估，其容量為1,000萬m3，2001年時重新進行水庫淤

積測量，其水庫有效容量為975萬m3，其蓄水面積及蓄水容積請詳表3-2-1。 

表 3-2-1 新山水庫蓄水面積及蓄水容積 

 

 

 

 

 

 

 

 

 

 

 

 

 

 

 

 
資料來源：新山水庫第二次安全評估（2001） 

 

蓄水標高(m) 面積(m2) 水庫容積(m3) 蓄水標高(m) 面積(m2) 水庫容積(m3)

86 541,719     10,479,500   63 207,845     1,966,620     
85 527,115     9,943,070     62 193,632     1,765,020     
84 511,967     9,421,490     61 179,320     1,577,630     
83 496,112     8,915,880     60 165,622     1,404,200     
82 481,226     8,425,430     59 153,052     1,244,230     
81 466,092     7,949,950     58 142,530     1,095,570     
80 448,643     7,490,310     57 131,196     957,934        
79 421,931     7,059,520     56 120,225     831,463        
78 408,243     6,642,910     55 109,221     716,051        
77 394,927     6,239,850     54 98,736       611,502        
76 381,818     5,850,030     53 89,481       516,768        
75 368,996     5,473,230     52 80,282       431,311        
74 356,368     5,109,160     51 71,040       354,940        
73 343,403     4,757,850     50 61,318       288,301        
72 330,948     4,419,490     49 52,010       231,074        
71 318,614     4,093,480     48 44,221       182,607        
70 306,204     3,779,820     47 37,399       141,424        
69 293,204     3,478,890     46 31,553       106,506        
68 279,789     3,191,230     45 25,906       77,397          
67 265,665     2,917,350     44 20,444       53,973          
66 251,175     2,657,870     43 15,756       35,599          
65 236,577     2,412,940     42 11,992       21,543          
64 222,197     2,182,580     41 8,751         1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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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水質污染 

一、過去調查資料 

根據本計畫整理資料顯示，各單位至目前為止並未針對本計畫水庫集

水區內進行水質改善工作，僅94年度環保署委託台灣大學郭振泰教授進行

全省水庫水質改善調查（「以生態工法淨化水庫水質控制優養化研究計畫」

委辦機關：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執行機關：國立台灣大學、計畫主持人：

郭振泰、共同主持人：吳俊宗、吳先琪），該計畫邀請相關機關團體、專

家學者辦理北、中、南部共9場座談會及1場全國水庫庫區控制優養化技術

研討會；最後並選定蘭潭水庫及新山水庫列為最優先整治之水庫，有關新

山水庫部分之建議工法摘錄如下： 

新山水庫部分規劃需增設2座曝氣設備經費3,000萬元，每年操作維修

費500萬元。進水沉澱池5,000萬元，每年操作維修費500萬元。水質自動

監測設備300萬元，每年操作維修費50萬元。 

目前環保署於每季均進行水質抽樣調查，依據最新之「環境水質(北
區)採樣監測計畫(93)」將新山水庫敘述如下： 

新山水庫依環保署所規定共有兩個採樣點，分別為大壩及新山溪與支

流交會處，採集表層水樣。自88年度春季起，台灣省自來水公司即於第二

採樣點附近岸邊興建表面取水塔，自90年度冬季採樣時雖已接近完工，但

施工地區岸邊土石裸露，雖然附近岸邊坡度並不大，並不致有土石崩落情

形，但基隆地區多雨，土石仍有沖刷入水庫之虞。93年度第一至四季之蓄

水量分別為749、824、787 及725 萬m3。93年度第一、二季皆屬於優養

狀態，自第三季起轉為普養，不符合甲類水體標準之監測項目為pH、總磷

及氨氮。 

(一)透明度：介於0.5～4.3m 之間，其中以第三季新山水庫一測值最高，

以第二季西勢水庫測值最低。 

(二)水溫：介於18.1～32.0℃之間，其中以第三季西勢水庫測值最高，以

第一季新山水庫二測值最低。 

(三)pH 值：介於6.6～8.7 之間，其中第二季新山水庫一測站之測值皆為

最高，而以第一季西勢水庫測值為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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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導電度：介於85～196μmho/cm/25℃之間，其中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一

測值最高，以第四季西勢水庫測值最低。 

(五)溶氧量：介於5.9～8.5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二測值最

高，以第四季新山水庫一測值最低。 

(六)化學需氧量：介於ND～11.3mg/L 之間，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一測值最

高。 

(七)濁度：介於1.3～43.0mg/L 之間，其中以第二季西勢水庫測值最高，

以第四季新山水庫二測值最低。 

(八)懸浮固體：介於ND～24.0mg/L 之間，以第二季西勢水庫測值最高。 

(九)硬度：介於20.7～54.9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二測值最

高，以第三季西勢水庫測值最低。 

(十)總鹼度：介於10.5～31.9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二測值

最高，以第四季西勢水庫測值最低。 

(十一)葉綠素a：介於1.5～23.4μg/L 之間，其中以第二季新山水庫一測值

最高，以第三季新山水庫一測值最低。 

(十二)總磷：介於ND～45μg/L 之間，其中以第三季新山水庫一測值最高。 

(十三)磷酸鹽：介於ND～37μ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一測值最

高，餘均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十四)總氮：介於0.44～2.22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一測值

最高，以第二季新山水庫一測值最低。 

(十五)氨氮：介於0.05～0.34mg/L 之間，其中以第三季新山水庫一測值

最高，以第四季新山水庫二測值最低。 

(十六)硝酸鹽氮：介於0.10～1.54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一

測值最高，以第二季新山水庫一測值最低。 

(十七)亞硝酸鹽氮：介於0.002～0.016mg/L 之間，以第二季新山水庫二

測值最高，以第一季西勢水庫測值最低。 

(十八)有機氮：介於0.11～0.64mg/L 之間，其中以第四季新山水庫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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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最高，以第二季西勢水庫測值最低。 

二、水庫水質現況 

根據行政院環保署所公布之水庫水體水質檢驗資料顯示，環保署於新

山水庫設立兩個水質檢驗站（如圖3-2-1）。 

本計畫取得上述水質資料，利用卡爾森優養指數(CTSI)評估水庫水質

優養化。以往水質檢驗資料如圖3-2-2所示，近年來新山水庫水質受到基隆

河流域開始控制污染，水庫水質反映，已逐年降至中養至貧養之間。 
 
 
 
 
 
 
 
 
 
 
 
 
 
 
 
 
 
 

資料來源：環保署及本計畫整理 

圖 3-2-1 新山水庫水質檢驗站位置 
 
 
 
 
 
 
 
 

新山水庫一 

新山水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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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環保署及本計畫整理 

圖 3-2-2 新山水庫水質優養化指數歷年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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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既有相關方案之檢討 
依據各水庫先前曾治理之工程，進行邊坡、崩塌地、野溪、蝕溝、道路

水土保持…等檢討，並且依據水土保持法之規定，進行本保護帶範圍內已完

成方案之檢討。 

一、水土保持 

經濟部於78～83年度補助台灣省政府辦理中小型水庫集水區調查治

理規劃工作，計完成23座中小型水庫集水區調查治理規劃，擬訂「中小型

水庫保育整體計畫」。其後自民國86年起至93年為止，本計畫範圍之小型

水庫皆在此計畫範圍內，治理工作包括防砂工程、造林撫育、農地水土保

持、道路水土保持、水庫淤積浚渫、水庫保護帶、崩塌地處理及蝕溝控制

等項目。 

二、水質改善 

根據本計畫所整理資料顯示，各單位至目前為止並未針對本計畫水庫

集水區內進行水質改善工作。 

4-1 既有相關方案內容 
民國91~93年於新山水庫進行相關整治工程共計4件，其相關工程資料

詳表4-1-1所示。由表可知新山水庫集水區歷年之治理工程多為崩塌地治理

工程，而以道路水土保持工程項目較少，且並無保護帶內之工程。 

表 4-1-1 新山水庫 91-93 年整治工程 
 
 
 
 
 
 
 
 
 
 
 

資料來源：新山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2005） 

年度 工程名稱 執行單位 工程概要
工程經費

(仟元)

91 新山水庫左山脊截水改善工程
自來水公司

第一區管理處
導管式壓力灌漿6,457m       23,445

92 新山水庫壩體及右山脊監測系統改善工程

－崩塌地治理工程

自來水公司

第一區管理處

懸臂式RC擋土牆共二層(46m)、噴凝土護坡

(301m2)、微型樁(619m)
        3,981

92 新山水庫氣象站與洩洪廣播自動記錄

測量工程

自來水公司

第一區管理處

洩洪廣播主機系統及廣播站設備、氣象站之

中央集錄系統、分析軟體、風向風速計、溫

濕度計、日射計、大氣壓力計、蒸發計、雨

量計等

        3,190

93 新山水庫壩體及右山脊監測系統改善工程
自來水公司

第一區管理處

電子式水壓計-17組、電子式水位計-3組、電

子式傾斜儀-120組、地震儀-2組、地滑計-2
組、遠端管理中心設備-1套、既設監測訊號

整合-36處

        9,890



新山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保育計畫

 

 
 

32

4-2 既有相關方案之檢討與未來改進措施 
新山水庫過去多針對左、右山脊進行改善工程，對於水庫蓄水周遭之部

分高度風化或完全風化之土坡並未進行保護工作，致已有蝕溝產生，建議未

來仍應持續編列經費進行裸露地保護等工作，以維水庫水量及水質。 

 

4-3 綜合分析 
檢討新山水庫過去辦理之治理工程，主要包含有集水區水土保持、崩塌

地處理、大壩安全監測、道路水土保持等工作為主；在水質改善部分尚未有

改善設施及計畫。 

水庫蓄水區產生之土壤流失量包括土壤沖蝕量及崩塌量，如能確實做好

蓄水區水土保持及治理，則可減少水庫相當程度之泥砂淤積量，另外亦可減

少隨泥砂進入水庫之污染物，進而改善水質。 

經彙整新山水庫之執行工作檢討，主要的問題可分為幾項：(1)水庫周

邊坡部分已呈高度風化或完全風化之土坡，土壤沖蝕量較大(2)水庫水質受

到基隆河尚未全部整治影響，水庫水質呈現中養～優養。 

而在未來改進措施之建議上，除應持續編列經費辦理崩塌地、野溪蝕

溝、道路及保護帶治理，對於保護帶之劃設應同時列為主要之工作項目；另

外，在工法之選擇上，本執行計畫將加強生態工法的選用，以提升並改進傳

統工程的設計理念與品質，採更積極的態度落實蓄水區內生物多樣性的保

育，以使水庫得以永續發展，水庫的蓄水、供水等功能得以持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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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施策略及方法 

5-1 計畫期程與內容 
本實施計畫期程自民國97年起，一年即可執行完畢。蓄水區整體治理，

旨在建立完善之蓄水區範圍及保護帶內，整體治理工作之整治順序、整治項

目及管理事項，以落實各單位聯合規劃、分工治理目標。 

涵蓋本計畫水庫之蓄水範圍及保護帶實地調查，本執行計畫工法選擇以

自然生態工程為優先考量，而在蓄水區及保護帶範圍內之社區總體營造方

面，將積極地與相關專家學者、民間組織結合，以落實水庫社區之發展。 

5-2 分期實施策略與主要工作項目 
本委託治理計畫，係為一個短、中期性整體規畫，治理計畫則按照影響

水庫為鉅者優先進行治理，主要工作項目如主流河川及護岸、崩塌地、蝕溝

及支流、道路水土保持、建築物、植生工程等治理工作，依據危害程度排定

優先治理。 

水利署於民國九十一年提出「水庫整體保育計畫規範編擬」，在結合水、

土、林治理及兼顧生態保育的觀念下，針對水質保育及污染防治、溪流整治、

道路水土保持、森林經營等規範訂定各「水庫整體保育計畫」應辦工作內容

及其目的、範圍、執行方法與步驟等，並依各項工作內容治理成效擬定短、

中、長期水庫保育計畫及經費編擬要點，提供各機關主管單位編訂各年度實

施計畫之依據。其主要內容概要說明如下： 

一、水土保持 

本計畫期程分1年（97年度）執行，經彙整本水庫實地調查所研提之

蓄水區所需治理工程總共11件。而各項治理工作在執行上係就其重要性與

優先性擇取極需處理之工作項目優先辦理，並藉由分年分期方式推展各項

治理工作，以力求蓄水區治理工作之整體性與持續性。依水土保持及水質

改善等各工作項目所需規劃數量說明如下所述。 

(一)崩塌地處理：經檢討結果新山水庫蓄水區需施作崩塌地處理共有8處，

將進行水庫邊坡整治與崩塌地處理等，以達到抑制土砂流失的功效，

預期辦理工程經費共計201.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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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流、野溪及蝕溝治理：經檢討結果新山水庫蓄水區需施作野溪蝕溝

治理共有3處，以達到抑制土砂流失、維護民眾生命安全，預期辦理

工程經費共計124.2萬元。 

本計畫蓄水區水土保持治理工作係由點的崩塌地處理到線的野溪蝕

溝治理及道路水土保持，再擴大至森林經營管理等面的處理，以標、本兼

治之方式改善水庫序蓄水區體質，各項工程之實施採自然生態工程為原

則，冀能營造近自然的生態環境，創造人文交融的生存空間。 

二、水質改善 

水庫優養化主因為當大量的污染物質排入其中，並且在適當的水溫、

酸鹼度、日照及水位等環境因素下，導致水體中藻類大量異常繁殖或死

亡，進而消耗水中溶氧，使得水庫產生優養化的情形，其優養程度則依照

所含營養物質多寡，分為優養、普養及貧養三類。目前行政院環保署均採

用卡爾森優養指數(CTSI)作為評估水庫水體水質的優劣程度。 

由於水庫蓄水區保育工作繁多，成效評估包括可計數的定量分析及不

可計數的定性分析，在此目標績效仍以量化分析為主且以整體成效評估。

整體成效評估包括水庫淤積控制、水質改善、水源孕育及生態保育等，其

中水庫泥砂淤積量及水質改善程度可量化為指標來加以衡量。 

5-3 實施步驟、方法與分工 
依據「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法定權責及業務專長分工，經濟部、

交通部、農委會及縣市政府等水庫集水區保育等有關機關應依業務權責及

專長分工治理，說明如下： 

1.經濟部水利署負責蓄水範圍（含保護帶）治理。 

2.農業委員會林務局負責國有林班地治理（不含蓄水範圍）。 

3.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負責上述2者以外之山坡地治理。 

4.有關道路水土保持部分，則由道路主管機關依權責辦理（路權及上下邊

坡不可分割之治理範圍）。 

新山水庫管理單位為台灣省自來水公司，而水庫管理單位應扮演之角色

則為水庫蓄水區及集水區各項管理機制之整合；惟目前新山水庫並未進行保

護帶正式公告，且水庫保護帶內道路並未於上述綱要敘明應屬誰管，而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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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亦僅進行保護帶範圍之初步劃設及保育規劃，有鑑於目前保護帶內道路仍

由水庫管理單位管理，建議仍由原管理單位持續管理為宜。 

因此本計畫之實施將由經濟部水庫保育協調推動小組負責推動、協調、

監督與考核，將分北區水資源局、自來水公司第一區管理處等為主辦機關，

執行機關包括水庫管理單位等相關權責機關，本計畫之辦理流程詳則如圖

5-3-1所示。 
 
 
 
 
 
 
 
 
 
 
 
 
 
 
 
 
 
 
 
 
 
 
 
 
 
 
 
 
 

圖 5-3-1 計畫辦理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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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資源與經費需求 

6-1 所需資源說明 
新山水庫治理計畫擬一年執行完畢，在詳細現場調查及規劃下，完成

本次治理調查規劃報告，供作治理工程設計之依據；在龐大的治理工程經

費前提下，應事先做好調查規劃工作，以確實發揮治理工程之效用，以目

前北區水資源局之人力不足，實有賴委託工程顧問公司做調查規劃工作，

作為未來治理工程設計之依據。 

本計畫各項工作執行所需人力、物力，將依治理項目分工原則，由各

相關權責機構負責。各單位之聯繫協調及督導考核則由中央權責單位配合

辦理執行，且視實際業務之需要，得委請工程顧問公司或學術機構辦理測

設、研究、評估等工作，協助計畫之執行，落實實施成果，檢討改進措施。 
 

6-2 經費需求及計算 
依其重要性與緊急性排列優先順序，並藉由分年分期方式實施各項工

作內容，以求保育工作之整體性與持續性。其中，由於保護帶之設立牽涉

到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劃定，因尚未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於法並無強制

徵收土地設置保護帶之依據，加上徵收土地之曠日廢時，故本報告將此項

計畫列為建議事項，在未來之長期規畫中納入較為適當，而不列入本次期

程之水庫蓄水區保育計畫中。 

為達本蓄水區治理調查規劃之具體目標，茲將各相關計畫調查規劃結

果，依據各治理主要項目之經費及分年計畫，彙整如表6-2-1、表6-2-2。 

表 6-2-1 新山水庫分期治理經費一覽表 
實施年度 權責單位 類型 工程件數 工程經費(元) 

2008 水利署 崩塌地 8 2,016,000 
  野溪蝕溝 3 1,242,000 

總計   11 3,2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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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 新山水庫蓄水範圍與保護帶治理工程一覽表 

序號 X 座標 Y 座標 類型 現地描述 建議工法 經費預估

(元) 權責單位 實施年度 

1 320,758 2,781,045 崩塌地 大壩左側之邊坡裸露（約 3m×60m）未處

理，因位於水庫取水口旁，建議應治理 

微型樁基礎工 60m 
上方回填碎石與土袋植生 

配合排水工處理 

648,000 水利署 2008 

2 320,531 2,781,025 野溪蝕溝

舊有採石區下邊坡產生之蝕溝(寬約 1m)，
蝕溝出口有土砂淤積與枯木堆置，且出口處

水庫邊坡有大面積裸露風化土層，宜配合裸

露崩塌地處理 

土袋節制壩一座 

土袋溝 W=1m、L=25m 
198,000 水利署 2008 

3 320,514 2,781,016 崩塌地 
大壩左側邊坡於大壩加高時施做噴漿保護

裸露坡面，該處並未施做，故仍有大面積裸

露(約 3m×50m)，建議應治理 

鋪網植生 200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144,000 水利署 2008 

4 320,571 2,780,877 野溪蝕溝
原復舊工已毀損，導致大面積裸露，其上方

已有蝕溝形成(寬度約 1.5m)，建議應治理

土袋節制壩一座 

土袋溝 W=1.5m、L=20m 
162,000 水利署 2008 

5 320,650 2,780,851 崩塌地 
大壩加高後之復舊工現已毀損，導致滿水位

呈現大面積裸露土坡(L=150m)，建議應治

理以保護基腳，避免土砂持續崩落 

鋪網植生 400 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288,000 水利署 2008 

6 320,401 2,780,704 崩塌地 
邊坡植生為天然竹林，其坡腳有大量鬆散土

石堆積，因竹子根系淺、固結土壤能力差，

建議應治理 

鋪網植生 300 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216,000 水利署 2008 

7 320,140 2,780,548 崩塌地 
上方土石滑落堆積於岸邊(約 3m×50m)，為

避免裸露面積持續擴大，建議應治理以保護

邊坡 

鋪網植生 250 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180,000 水利署 2008 

8 320,010 2,780,527 野溪蝕溝

五號野溪河道有刷深之跡象，且出口為風化

土坡，建議設置潛壩以攔阻土砂進入水庫蓄

水區 

石籠潛壩一座 W=5m、H=2m
石籠護岸 30m 

882,000 水利署 2008 

9 320,010 2,780,527 崩塌地 五號野溪出口之風化土坡(約 60m)，建議應

治理 

鋪網植生 250 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180,000 水利署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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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X 座標 Y 座標 類型 現地描述 建議工法 經費預估

(元) 權責單位 實施年度 

10 320,038 2,780,470 崩塌地 
水庫邊坡雜木與竹林叢生，基腳裸露形成土

坡(約 2m×60m)，且有礫石堆積，建議應治

理以恢復植生 

鋪網植生 250 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180,000 水利署 2008 

11 320,771 2,780,626 崩塌地 邊坡為鬆散之土石，呈現裸露狀態，建議應

治理，避免持續裸露面積擴大 

鋪網植生 250 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180,000 水利署 2008 

總計 3,2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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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效益評估 
本計畫執行之整體效益包含可量化效益及不可量化效益兩大類，可量化

效益為實際可量測獲得之治理成果，如水庫水質的改善、庫容的增加、有效

攔阻砂石、延長水庫壽命等；不可量化效益則估算其所可預防之災害程度，

如何防止之崩塌量或沖蝕量、增加地下水補助、維護土地生產力、改善農業

經營環境、保育自然生態、改善河川溪流環境、提昇居民生活品質、促進土

地永續利用等。 

7-1 可量化效益評估方法 

一、水土保持 

(一)崩塌地處理工程： 

每年可減少泥砂淤積量(m3)＝崩塌地治理面積(m2)×崩塌深度(m) 

(二)道路水土保持工程： 

每年可減少泥砂淤積量(m3)＝道路受保護面積(m2)×沖蝕深度(m) 

(三)農地水土保持工程： 

每年可減少泥砂淤積量(m3)＝農地受保護面積(m2)×沖刷深度(m) 

(四)森林經營管理工程： 

每年可減少泥砂淤積量(m3)＝森林撫育面積(ha)×成林後每年每公頃

泥砂攔阻量(m3/ha) 

(五)野溪蝕溝整治工程： 

蝕溝控制效益(m3)＝溝長(m)×溝寬(m)×溝深(m) 

護岸效益(m3)＝有效高度(m)×1.5×長度(m) 

二、水質改善 

水庫優養化主要原因為當大量的污染物質排入其中，並且在適當的水

溫、酸鹼度、日照及水位等環境因素下，導致水體中藻類大量異常繁殖或

死亡，進而消耗水中溶氧，使得水庫產生優養化的情形。其優養程度則依

照所含營養物質多寡，分為優養、普養及貧養3類。而本計畫考量蓄水區

以天然林為主，決定採用總磷濃度來評估水質改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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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計算治理前後總磷負荷量在進入水庫水體後對水質影響變

化。本計畫採用Vollenweider＇ s Formula進行估算。Vollenweider's 
Formula係假設水庫水體為完全混合之狀態，因此可簡化為一個零維（Zero 
dimension）的水質模式，由於影響水質的因素很多，數學模式並無法掌

握所有因子的變化，因此會產生若干程度的誤差。零維水質模式已簡化許

多水庫之複雜因素，雖不能完全精準地預測水質狀況與變化，然而在水庫

蓄水區治理規劃與預測系統之建立，確有其應用的價值。 

Vollenweider's Formula運用時之基本假設條件： 

(1)將水庫視為完全混合水體。 

(2)只考慮單一養分作為優養指標和限制生長因素。 

(3)定常狀態總磷濃度以年平均表示。 

(4)用單一參數概括養分消失的各種作用。 

由質量平衡方程式                    式(1) 

其中P ：水庫總磷濃度（mg/m3） 

  W ：總磷年進流量（g/yr） 

  V ：水庫容積（m3） 

  KS：磷沉降係數（l/yr） 

  Q ：水庫年出流量（m3/yr） 

  T ：時間（yr） 

在定常狀態考慮濃度不隨時間改變之情況下，   =0，則式(1)即可修正

為下式： 

                                式(2) 

其中α為顆粒狀磷與總磷之比值，Vs為磷沉降速率（m/yr），H為水深

（m）。 

將水庫各項水理及水質資料（水庫操作紀錄及環保署監測結果）代入

式(2)中，即可以得到水庫水質總磷濃度與污染量之關係。 

dt
dp

PQPVKW
dt
dpV S −−=

VKQ
WP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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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可量化效益評估 

一、水土保持 

新山水庫本計畫水土保持工程施設後之防砂量主要以崩塌地治理及

野溪、蝕溝治理為主，其整體防砂效益如表7-2-1所示。 

表 7-2-1 新山水庫水土保持工程防砂效益 
類型 工程編號 工程經費(元) 防砂量(m3) 

新山-崩-01 648,000 250 
新山-崩-02 144,000 600 
新山-崩-04 288,000 1,200 
新山-崩-05 216,000 900 
新山-崩-06 180,000 750 
新山-崩-07 180,000 750 
新山-崩-08 180,000 750 

崩塌地 

新山-崩-10 180,000 750 
小計  2,016,000 5,950 

新山-溪-01 198,000 170 
新山-溪-03 162,000 280 

野溪蝕溝 

新山-溪-05 882,000 360 
小計  1,242,000 810 
合計  3,258,000 6,760 

本計畫實施後整體防砂量可達到6,760m3，若以水庫清淤單價400元
/m3計算，其水土保持效益可達270.4萬元。 

二、水質改善 

在水質改善部分，本計畫在新山水庫執行崩塌地治理，應可有效攔阻

隨崩落或沖蝕進入水庫之泥砂所夾帶的磷、氮等營養鹽，本計畫之崩塌地

治理及周遭受保護面積約為0.6公頃，依據張尊國等1996、陳鶴文1998以
及「水庫集水區污染源之調查評估」整理資料顯示，崩塌裸露地之單位面

積污染輸出總磷量接近茶園為4kg/ha/yr，改善後則可達草生地之輸出量

0.2 kg/ha/yr，因此本計畫若執行後水庫總磷含量應可減少2.28kg/yr。 

90～94年新山水庫平均磷濃度為21.99μg/ml（年平均磷負荷量為

271.38kg），若以水庫水質近程改善目標20μg/ml而言，相當於247.09kg
之磷負荷量，經由本計畫進行崩塌地治理後，水質整治率約可達9.38%（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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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式），惟此部分並無法轉換為效益估算。推估水質整治率較低之原因在

於新山水庫水源大部分來自於基隆河，因此污染來源亦同，本計畫僅在保

護帶調查範圍內施設改善工程，實難有改善成效。 

%38.9%100
09.24738.271

)28.238.271(38.271
=×

−
−−

=wqCR  

 

7-3 不可量化效益之分析 
不可量化效益為可量化效益以外較無法量化及無形之效益，經分析主要

為經濟效益、社會效益、生態環境效益等方面，此部分較難估算，參考「水

庫整體保育計畫規範（草案）」之計算，約以可量化效益30%估計，新山水

庫約為270.4萬元×30%≒81.1萬元；其不可量化效益內容茲簡述如下： 

一、經濟效益 

1.改善環境，增加集水區土地價值。 

2.改善區域投資環境負面因子，增加區域競爭力。 

3.加強土地管理，提高經營效率，進而促成經營者保育土地之意願。 

二、社會效益 

1.保護流域內公共設施安全。 

2.改善集水區之水土資源，進而維護國土資源。 

3.集水區之保育可提高環境品質，並減少災害之損失。 

4.改善邊坡穩定及道路通暢，避免災情擴大。 

5.提高土壤之滲透及蓄水功能。 

三、生態環境效益 

1.規劃自然型態之治理工法，強化自然生態環境，增強環境抗災能力。 

2.流域水土資源涵養功能增加，提高區域土壤地力，減少侵蝕。 

3.美化大地改善動植物生態棲息環境、減少污染促使區域生活環境提升。 

4.強化山坡地監測管理，確保水土資源永續利用。 

5.自然、人文環境協調，塑造水與綠之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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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經濟效益分析 

一、年計成本 

一般土木建築工程設施耐用壽齡以30年為經濟分析年限，本計畫集水

區治理總費用約325.8萬元，年計成本包括年利息、年償債基金與年運轉

維護費用，茲分述如下： 

1.年利息 

以總投資額6%計算，即為325.8萬元×6%=19.55萬元。 

2.年償債基金 

工程投資攤還基金，依經濟分析年限30年計算，每年平均攤還，加

上年利率6%以複利計算，則年償債基金為總投資額之1.265%，即為

325.8萬元×1.265%≒4.12萬元。 

3.年運轉及維護成本 

係以建造工程費3%為計算依據，即為325.8萬元×3%=9.77萬元。 

4.年計成本 

上述各項總合33.44萬元即為本計畫年計成本。 

二、年計效益 

依據前述之直接及間接效益分析成果，本計畫在新山水庫之總效益應

為270.4 +81.1 =351.5萬元，以一般土木建築工程施設耐用壽命以30年為

經濟分析年限，故年計效益應比照年計成本需考量年利息等因素，年計效

益應為36.08萬元。 

三、效益評估 

整體治理規劃效益評估之評估模式最終可以益本比之模式作明確之

估算，而本計畫之益本比定義如下： 

I=B÷C 

其中，I=益本比 

B=整體治理後計畫區域之年計效益 

C=整體治理計畫投資之年計成本 

本計畫預計在民國97年投資約325.8萬元，預期當整治工作完成後，計



新山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保育計畫

 

 
 

44

畫區域之環境將有效改善，災害發生機率降低，人民安全、社會發展獲得保

障。由上述資料得知，本計畫之年計成本為33.44萬元，年計效益含直接及

間接效益為36.08萬元，益本比為36.08萬元÷33.44萬元=1.08，由此可知本

計畫實施有其經濟效益，得證本計畫屬經濟可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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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則 

8-1 選擇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由於天然環境不良限制，國內河川含沙量位居世界前茅，而集水區泥砂

產量之多寡對水庫壽命及營運均影響重大，因此水庫防淤的治本之道，即使

做好集水區的保育管理工作，然目前國內良好的水庫壩址難尋，加上環保意

識的敏感衝突、公共建設用地取得不易即補償措施相關問題等，使得未來水

資源開發工程將更加昂貴，執行亦愈益困難。 

依據行政院95年3月20日院台字第0950010423號函核定之「水庫蓄水

區保育計畫綱要（草案）」辦理，對水庫蓄水區之權責機關分工，水庫管理

單位治理工作範圍為蓄水區域相關區域之崩塌地、防砂治水及環境保育為

主。以及林政務委員盛豐所主持「經濟部簡報『水庫蓄水區保育防災新思維』」

會議結論三：「1.經濟部水利署-水庫蓄水範圍（含依法公布之保護帶）。

2.農委會林務局-國有林班地。3.農委會水保局-二者以外之山坡地」。 

本計畫之研擬目標皆符合上述之未來展望，並無其他替代方案可行。 

 

8-2 有關機關應配合事項 
本計畫之實施由北區水資源局統籌負責執行，有關水庫各管理相關工

作，由各水庫管理單位協助北水局辦理。依據「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計畫」

相關治理權責單位有： 

一、經濟部水利署：負責主流河道及水庫蓄水區範圍與保護帶治理。 

二、農業委員會林務局：掌管國有林班地治理，不含蓄水範圍。 

三、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上述二者以外之山坡地治理。 

四、道路水土保持：有關道路上下邊坡崩塌地部分（路權及上下邊坡不可分

割之治理範圍），則由道路主管機關依權責辦理。 

五、環境保護署：負責水質改善及點源、非點源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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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其他有關事項 
水庫蓄水區之經營治理，包括土地資源、水資源、森林及動植物資源等

管理與利用，必須依循現有相關法令執行。集水區經營有關法令甚多，範圍

亦廣，茲就法令主管事項之範疇體系區分為保育利用、區域發展、土地管理、

森林管理、水資源管理、非農業之開發與建築管理，及其他七類，法規名稱、

法別及公布或最近修正日期則列於表8-1中。計畫執行中必須注意者為，水

土保持法第十六條規定水庫集水區應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區內之土地使

用，除依現行法令規定使用外，必須依循下列管制規定： 

一、管理機關應依「水土保持法」第十八、十九條及「水土保持法施行細則」

第二十條規定，擬定長期水土保持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實施之，

其長期水土保持計畫擬定之重點，並依同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辦理。 

二、本特定水土保持區內之公、私有土地之水土保持義務人(即經營人、使用

人或所有人)，應配合該長期水土保持計畫，實施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 

三、水庫集水區之特定水土保持區，其管理機關應依本法第二十條及本法施

行細則第二十一條規定設置保護帶。 

四、保護帶內之土地，其屬山坡地者，應依本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三條規定變

更為宜林地或加強保育地，其管理機關得加成獎勵水土保持義務人完成

造林。 

五、管理機關應將保護帶、崩坍地、土石流危險區或其他特別保護者，劃為

特別管制區，其範圍圖以紅色標示；其餘為一般管制區，其範圍圖以黃

色標示，並依「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則」第六、七、八條規定

程序辦理。 

六、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經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各類土地，

區內禁止任何開發行為，但攸關水資源之重大建設，不涉及一定規模以

上之地貌改變及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之自然遊憩區，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者，不在此限」。 

七、特定水土保持區內之開發利用申請案，應先徵得管理機關之同意，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始得核發開發或利用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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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水庫治理相關法令(1/4) 

類別 法規名稱 
主管或 
主辦機關 

公布或最近 
修正公佈年月 

備註 

 1.水土保持法 農委會 89.5 法律 
 2.水土保持法施行細則 農委會 89.2 法律 
保 3.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則 農委會 88.6 命令 
 4.臺灣省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作業要點 農委會 85.11.4 命令 
育 5.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 農委會 89.5 法律 
 6.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施行細則 農委會 88.12 命令 
利 7.山坡地土地可利用限度分類標準 農委會 76.6.30 命令 
 8.臺灣省山坡地土地可利用限度查定工作重點 省主管機關 77.3.28 命令 
用 9.臺灣省水庫集水區治理辦法 省主管機關 70.7.2 命令 
 10.臺灣省政府加強山坡地保育利用管理方案 省主管機關 72.3.23 命令 
 11.加強山坡地保育利用管理查報與取締要點 農委會 72.7.25 命令 
 12.加強山坡地推行水土保持要點 農委會 72.11.15 命令 
 13.野生動物保育法 農業主管機關 83.10.29  
 14.野生動物保育法施行細則 農業主管機關 84.4.29  
區 1.區域計畫法 區域計畫主管機關 63.1.31 法律 
域 2.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 區域計畫主管機關 77.6.27 命令 
發 3.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區域計畫主管機關 80.3.6 命令 
展 4.都市計畫法 都市計畫主管機關 77.7.15 法律 
 5.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 台灣省政府 71.6.29 命令 
 6.發展觀光條例 交通主管機關 69.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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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水庫治理相關法令(2/4) 

類別 法規名稱 
主管或 
主辦機關 

公布或最近 
修正公佈年月 

備註 

土 1.土地法 地政主管機關 79.1.15 法律 
地 2.土地法施行法 地政主管機關 79.1.15  
管 3.國有財產法 國有財產機關 71.1.12 法律 
理 4.國有財產法施行細則 國有財產機關 70.9.14 命令 
 5.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管理或經管辦法 國有財產機關 71.11.1 命令 
 6.臺灣省省有財產管理規則 省主管機關 74.4.20 命令 
 7.平均地權條例 地政主管機關 78.10.30  
 8.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 地政主管機關 81.4.6  
森 1.森林法 農業主管機關 74.12.13 法律 
林 2.森林法施行細則 農業主管機關 76.6.30 命令 
經 3.國有林林產物處分規則 農業主管機關 78.11.17  
營 4.森林登記規則 農業主管機關 80.4.30  
 5.林產伐採查驗規則 農業主管機關 78.6.30  
 1.水利法 水利主管機關 72.12.28 法律 
水 2.水利法施行細則 水利主管機關 79.3.16 命令 
資 3.臺灣省河川管理規則 經濟部水利處 79.8.29 命令 
源 4.水污染防治法 環保主管機關 80.5.6 法律 
管 5.水污染防治法施行細則 環保主管機關 83.5.25 命令 
理 6.飲用水管理條例 環保主管機關 80.5.10 法律 
 7.飲用水管理條例臺灣省施行細則 衛生處 65.1.13 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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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水庫治理相關法令(3/4) 

類別 法規名稱 
主管或 
主辦機關 

公布或最近 
修正公佈年月 

備註 

水 8.自來水法 內政部 55.11.17 法律 
資 9.氣象法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73.4.30  
源 10.台灣省灌溉事業管理規則 經濟部水利處 69.2.22  
管 11.台灣省灌溉用水水質標準 經濟部水利處 67.7.5  
理 12.台灣省工廠礦廠放流水標準 環保署 87.1.1  
 1.建築法 建築主管機關 73.11.7 法律 
 2.臺灣省建築管理規則 建築主管機關 71.3.13 命令 

非及 3.違章建築處理辦法 建築主管機關 69.10.3 命令 
農建 4.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理辦法 區域計畫主管機關 67.1.13 命令 
業築 5.實施都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理辦法 區域計畫主管機關 67.1.13 命令 
之管 6.實施都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管理辦法實施要點 區域計畫主管機關 62.12.29 命令 
開理 7.山坡地開發建築管理辦法 農業主管機關 79.2.14 命令 
發發 8.墳墓設置管理條例 社會主管機關 72.11.11 命令 

 9.墳墓設置管理條例施行細則 社會主管機關 75.5.14 命令 
 10.非都市土地高爾夫球場開發審議規範 社會主管機關 79.10.30 命令 
 11.非都市土地山坡地住宅社區開發審議規範 社會主管機關 79.10.30 命令 
 12.礦業法 礦業主管機關 67.4.14  
 13.礦業法施行細則 礦業主管機關 72.6.10  
 14.礦業安全法 礦業主管機關 62.12.22  
 15.礦業安全法台灣省露天礦場施行細則 台灣省礦務局 74.7.26  
 16.土石採取規則 礦業主管機關 8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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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水庫治理相關法令(4/4) 

類別 法規名稱 
主管或 
主辦機關 

公布或最近 
修正公佈年月 

備註 

 1.農藥管理法 農藥管理機關 75.5.4 法律 
其 2.農藥管理法施行細則 農藥管理機關 75.11.7 命令 
 3.臺灣省產業道路養護辦法 省主管機關 67.9.18 命令 
他 4.國家公園法 內政部 61.6.13  
 5.國家公園法施行細則 內政部 61.6.13  
 6.文化資產保存法 內政部、教育部、農委會 71.5.26  
 7.文化資產保存法施行細則 內政部、教育部、農委會 75.2.22  
 8.廢棄物清理法 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77.11.11  
 9.環境影響評估法 環保署 83.12.30 命令 
 10.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 環保署 84.10.25 命令 
 11.農業發展條例 農業主管機關 75.1.6  
 12.廢棄物清理法台灣省施行細則 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72.1.4  
 13.農業發展條例施行細則 農業主管機關 7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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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 

1-1 依據 
94年1月5日行政院林政務委員盛豐主持「水庫集水區保育防災新思

維」會議結論三、94年2月7日「經濟部水資源協調會報」暨經濟部水利署

研提報院核准之「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確認水利署權責為水庫蓄水範

圍及保護帶，並於水利署95年3月10日「水庫集水區緊急治理工程」第1
次工作會議決議由北區水資源局依上述規定於95年度辦理新山、西勢及寶

山3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之保育先期規劃，範圍為水庫蓄水範圍、保護

帶（水庫滿水位線起算至水平距離50公尺範圍為原則）及主要河川等之崩

塌地、防砂治水及環境保育計畫為主，希冀維護自然生態環境，增加水源

涵養、改善水質、延長水庫壽命，並減少乾旱危機，進而達到水庫永續利

用之目標。 
 

1-2 未來環境預測 
寶山水庫保護帶之地質依據水利局民國77年之「寶山水庫安全評估工

作總報告」中指出，出露於本區之地層為上新世晚期之卓蘭層與零星發育

於河流兩側之河階台地，及堆積於河床之現代沖積層。 

目前由於寶山水庫集水區大部分尚屬私人所有，集水區內種植綠竹情

形仍多，由於農民耕種及採收方式採疏耕，且竹子為單子葉的鬚根系，根

系淺土壤固結力差，且其森林結構為單一層次，地表並無其他植生覆蓋，

導致降雨直接衝擊裸露地表，嚴重沖蝕。另外竹子冠層樹葉遮蔽率低，不

利雨水截留，影響山坡地的水土保持。農民為種植竹子，亦常將原來的天

然林或雜林生態破壞殆盡，以為其用，且竹葉常落，常積累成堆不易分解，

且覆蓋於土壤上，影響其他植物的發芽，並易造成壤質的酸化，不利其他

植物的生育，故其林下物種單調，影響物種多樣化的發展，且破壞原來的

森林生態環境，對生態的影響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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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問題評析 

1-3-1 野溪及（含蝕溝）調查及處理情形 
寶山水庫以越域引水路為其主要集水路，係利用上坪攔河堰引取頭

前溪支流上坪溪豐水期之餘水，以公共給水為目標之離槽水庫，並提供

竹東圳灌區灌溉用水。依據前期規劃報告「寶山水庫集水區整體治理保

育規劃(2005)」資料顯示，寶山水庫包括南支流與北支流兩主要支流，其

中北支流內有5條坑溝，而南支流內有6條坑溝；本計畫調查點位分布如

圖1-3-1與表1-3-1所示。 

一、北支流 

北支流內有寶湖及碧湖兩座吊橋，現況

兩岸植生良好；自來水公司於北五坑及北支

末端則分別施設有防砂壩1座，水利署於

2002年已進行淤積清除及蝕溝整治工程，惟

現況防砂壩又已淤滿，建議辦理清淤工作。

另外本支流末端亦為越域引水進水口，由於921地震、桃芝颱風及納莉

颱風之後，頭前溪水源每逢大雨均甚混濁，自來水公司考量水庫仍須持

續供水，部分混濁水源被迫引進水庫內，導致北支流末端處淤積嚴重、

嚴重影響水庫水質，建議北支流仍應規劃辦理清淤工作，以維水庫水質。 

二、南支流 

南支流內現況植生良好，部分蓄水周邊有栽

種果樹及竹林，並有土砂淤積堆置情形。值得注

意的是，南支流上游野溪目前土砂堆積嚴重，導

致南支流匯入寶山水庫處，現況淤積嚴重，因此

建議於該處施設防砂壩以攔阻土砂入庫。 
 
 
 
 
 
 
 

南支流匯入水庫現況淤積

北支流出口防砂壩現已淤

南支流上游野溪土砂堆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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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坑溝蝕溝 

另據現場調查顯示在過寶湖吊橋後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有4處蝕

溝產生，周圍植生大致以天然林、竹林及雜林為主，其蝕溝產生之原因

係因坡面排水不良及水流匯集造成表土沖刷而產生；此外，蝕溝位置皆

緊鄰農路與水庫周邊，過去豪雨期間曾造成土砂下移、毀損農路而無法

通行。 

現地調查發現蝕溝並無施做任何治理工程，現況已有植生入侵，尚

屬穩定；惟其中2處蝕溝與農路交會處之排水設施並未完善，部分路段

雖有施做土溝與涵管，但涵管已有土砂淤積，排水斷面恐不足，且涵管

出口下邊坡並無保護及消能措施，另蝕溝緊鄰水庫周邊，沖蝕之土砂將

直接下移至水庫。故本計畫建議改善排水路及增設土袋溝與靜水池，以

防蝕溝擴大，並可作為簡易沉砂設施，此外於道路下邊坡增設石籠等保

護設施，以穩定蝕溝，保護水庫周邊坡。 

表 1-3-1 寶山水庫保護帶野溪蝕溝調查記錄表 

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現地描述 

1 寶山-砂-01 254,489 2,737,604
南支流匯入寶山水庫處，現況淤積嚴重，建議施

設防砂壩 

2 寶山-砂-02 255,100 2,737,877
北支流匯入水庫處，自來水公司已施設防砂壩一

座，現況良好，惟已淤滿 

3 寶山-溪-01 253,882 2,738,256
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因逕流匯集淘刷地表而形

成蝕溝，長約 50m，寬約 2m；現況已有植生覆

蓋，無須治理 

4 寶山-溪-02 254,066 2,737,911
過寶湖吊橋後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因逕流匯集

淘刷地表而形成蝕溝，長約 80m，寬約 1.5m；

現況已有植生覆蓋，無須治理 

5 寶山-溪-03 254,083 2,737,897

過寶湖吊橋後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因逕流匯集

淘刷地表而形成蝕溝，長約 60m，寬約 2m；現

況已有植生覆蓋，惟與排水未完善，且道路下邊

坡涵管出口未施做保護工，建議應治理 

6 寶山-溪-04 254,104 2,737,903

過寶湖吊橋後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因逕流匯集

淘刷地表而形成蝕溝，長約 50m，寬約 2m；現

況已有植生覆蓋，惟與排水未完善，且道路下邊

坡涵管出口未施做保護工，建議應治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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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寶山水庫保護帶野溪蝕溝調查點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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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崩塌地調查 

一、前期調查成果（集水區） 

依據自來水公司第三區管理處2005年辦理之「寶山水庫集水區調查

治理保育規劃」計畫成果，寶山水庫集水區崩塌以表層覆土或風化表層

滑動為主，崩塌成因包括地質、降雨等自然因素，以及坡地開發不當或

排水不完善等人為因素；另外水庫周邊坡之崩塌成因則為水位上漲下

落，坡趾弱化所造成。總計寶山水庫集水區內共調查有21處崩塌，其中

4處位於水庫周邊坡，其中位於保護帶範圍內之崩塌裸露地多已恢復植

生或有植生入侵。 

二、現況調查成果（保護帶50m內與蓄水範圍） 

本計畫於2006年11月底委請寶山水庫管理中心開船協助水庫周邊

崩塌地調查，並沿水庫周邊環湖步道與農路進行現地踏勘，以瞭解邊坡

地質狀況、覆蓋土層類別及特性。 

寶山水庫保護帶之地層以卓蘭層為主，其中以砂岩居多、其次為砂

頁岩互層，因卓蘭層為上新世晚期之地層，年代新、岩化作用未完全，

故膠結疏鬆容易剝落；經調查寶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內共發現7處小型裸

露崩塌地，其中3處位於水庫周邊（如表1-3-2），另有4處位於水庫環湖

道路上下邊坡，應屬道路水土保持處理之範圍，水庫周邊坡崩塌裸露地

位置分布如圖1-3-2所示。 

表 1-3-2 寶山水庫保護帶崩塌地現況調查記錄表 
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現地描述 

1 寶山-崩-01 253,356 2,737,858
水庫邊坡崩塌、岩坡裸露，現況已有植生入侵，

惟地形陡峭，坡趾處有堆積物堆積 

2 寶山-崩-02 253,376 2,737,801
水庫邊坡崩塌，屬釣客開闢之小路下邊坡，

H=1.5，L=30m 

3 寶山-崩-03 253,797 2,738,009 水庫邊坡岩坡裸露，坡頂危木建議清除 

其中寶山-崩-01、寶山-崩-03兩處係岩層風化導致覆土層崩落，此

外水庫水位上漲下落、坡趾弱化亦可能造成崩塌規模加大（位置如圖

1-3-2點位○1 、○3 ）；對照前期調查成果，崩塌地周遭植生已逐漸入侵，

且已無土石崩落之情形發生，為避免因水庫水位上漲下落造成崩塌擴

大，建議可以掛網植生保護坡面，增加邊坡植生入侵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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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處寶山-崩-02係人為破壞所造成之裸露坡面（位置如圖1-3-2點
位○2 ），因寶山水庫保護帶土地以私有地為多，常有民眾進入蓄水區釣

魚，且釣客為圖方便私闢小路而導致邊坡裸露，故建議設置護岸以保護

裸露坡面，並減少土壤沖蝕之發生。 

此外為防止水庫蓄水後，導致岸邊土壤遭受波浪打擊及雨水沖蝕而

產生崩塌流失，寶山水庫於民國74、75年分兩期沿蓄水區淹沒線施設擋

土柵並配合垂柳植生，以防止土砂下移至水庫；現地調查發現大部分擋

土柵已毀損或遭破壞，係因水庫邊坡質地不良，邊坡基腳受水侵襲淘

空，導致擋土柵傾倒外，另一部份則是非法釣魚者為個人方便，拆除甚

至毀損擋土柵。 
 
 
 
 
 
 
 
 
 
 
 
 
 
 
 
 
 
 
 
 
 
 
 
 

圖 1-3-2 寶山水庫保護帶現況崩塌地點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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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道路水土保持調查及處理情形 
經現地調查發現，寶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內之道路水土保持問題主要

分為兩部分，一為道路排水系統未完善，以致區內逕流水無法順利排除

所衍生之土壤沖蝕或蝕溝等問題，其二則為道路上下邊坡之崩塌裸露

地，恐有造成交通中斷之虞；本計畫調查道路水土保持之問題如表

1-3-3，各點位分佈如圖1-3-3。 
 

表 1-3-3 寶山水庫現況道路水土保持調查表 

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現地描述 

1 寶山-道-01 254,054 2,737,968
保護帶內農路上邊坡裸露崩塌，建議施設擋土

牆保護裸露邊坡 

2 寶山-道-02 254,443 2,737,948
寶山碧湖吊橋旁崩塌地治理工程，採預鑄景觀

塊擋土牆，現況良好 

3 寶山-道-03 254,425 2,737,947

過碧湖吊橋保護帶範圍內農路僅鋪設 PC 路

面，且已部分毀損，道路旁土溝長度不足且有

土砂淤積、阻塞涵管，另道路下邊坡涵管出口

並未施設保護，造成沖蝕嚴重 

4 寶山-道-04 253,842 2,738,521

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下邊坡崩塌地(高約

10m、寬約 15m)，現況崩塌坡面已有自然植

生入侵，因鄰近水庫，為避免崩塌再發生，建

議應進行崩塌地處理 

5 寶山-道-05 253,842 2,738,486

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下邊坡崩塌地(高約

10m、寬約 10m)，因開路、地質及溪流淘刷

產生崩塌及沖蝕，較不安定。現況已有植生侵

入，為保護邊坡安全，建議應進行治理 

6 寶山-道-06 253,977 2,738,046
過寶湖吊橋後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因涵管水

流匯集導致道路下邊坡形成蝕溝，長度約

30m，寬度約 2m 

7 寶山-道-07 253,982 2,738,002
農路上邊坡裸露崩塌(高約 6m、寬約 15m)，
崩塌地上方有一棟房舍、樹木根系已裸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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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3 寶山水庫現況道路水土保持位置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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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路排水系統 

由於當地居民耕作及交通需要，於寶山水庫

保護帶範圍內已開闢農路，惟上下邊坡缺乏擋土

設施，過去每逢豪雨，便造成崩塌，土砂崩落進

入水庫；經現場調查，過碧湖吊橋後涼亭旁之農

路鋪設PC路面僅50m左右（寶山-道-06，位置如

圖1-3-3點位○6 ），再往西走部分路面已有毀損

或為泥土路面，並以AC填補路面不平處，惟考

量降雨可能導致路面泥濘不堪，容易發生危險，

且該農路緊鄰庫區，土砂恐直接流入水庫；另道路旁土溝長度不足且

已有土砂堆積，逕流水無法有效排除，為造成路面毀損之主因。建議

該處應進行道路水土保持，農路以PC重新鋪設，改善該路段路面不平

之問題，並延伸道路側溝約100m、以L型混凝土側溝取代土溝，增設

縱橫向排水設施，以減少地表沖蝕。 

另一處為過寶湖吊橋後水庫集水區內農路

旁（寶山-道-03，位置如圖1-3-3點位○3 ），因

涵管水流匯集導致道路下邊坡已有蝕溝形成

（L=50m，W=2m）；建議該處應加強截排水

設施，於涵管下方施做混凝土溝保護，避免蝕

溝持續擴大。 

2.道路上下邊坡崩塌裸露地 

保護帶範圍內之農路上下邊坡有4處崩塌地存在，其成因除了本身

地質條件、連續豪雨之誘因等自然因素外，坡面與道路開發不當、排

水不完善導致基腳淘刷等人為因素皆為造成坡面裸露之主因。2004年
敏督利與艾莉颱風所帶來之豪雨，造成寶山水庫保護帶多處崩塌裸露

地；對照前期崩塌地調查成果，本次調查所發現之4處崩塌地皆為舊有

之崩塌地，現況已有草類入侵（如下圖寶山-道-01，位置如圖1-3-3點
位○1 ），惟基礎未加以處理，崩塌規模仍有擴大之可能，且位於道路

上下邊坡，恐造成交通中斷，故本計畫建議應加強崩塌地基礎穩固，

施設擋土牆保護基腳，避免崩塌地持續擴大、並維護農路之安全。 
 

過碧湖吊橋農路旁土溝 

涵管下方未保護形成蝕溝 



寶山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保育計畫

 

 
 

10

 
 
 
 
 
 
 
 
 
 

過碧湖吊橋後之水庫保護帶內農路旁上邊坡，2005年調查時原有

一處高約10m、寬約50m、深約1m之裸露崩塌地（下圖寶山-道-02，
位置如圖1-3-3點位○2 ），目前該崩塌地已施做預鑄景觀塊擋土牆保護

基腳（H=5m、L=50m），上方植生已恢復，現況復育成效良好。 
 
 
 
 
 
 
 
 
 
 
 
 
 
 
 

1-3-4 植生調查 
寶山水庫植被帶屬於季雨林帶，植被類型為常綠、落葉闊葉混交林

之次生林為主，以豆科、殼斗科植物為優勢，包括相思樹、構樹、樟樹、

桂竹等，森林鬱閉度約達70～80％，其中人為開發林相約佔25％，以竹

林為主。依據林信輝教授「水庫濱水帶植生與其保育功能之研究(1/2)，
2006」計畫成果，寶山水庫濱水帶植被主要植被林型為相思樹造林、白

2005 年 3 月 

 

2005 年 3 月 2006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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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油造林、山黃麻次生林，以台灣蘆竹為主的草生地，農墾地主要種植

綠竹、柚子、桂竹、檳榔等經濟作物。其他的木本植物有鵝掌柴、烏桕、

軟毛柿、魯花樹、樟樹、楓香、幹花榕、雀榕、樹杞、山黃梔、無患子

等，草本植物有粉葉蕨、短柄卵果蕨、日本金粉蕨、密毛小毛蕨、華九

頭獅子草、大花咸豐草、鴨趾草、碎米莎草、巴拉草、竹葉草等。 

調查濱水帶植物種類，計有維管束植物58科113種，其中有14蕨類植

物、2種裸子植物、71種雙子葉植物與26種單子葉植物；依其屬性區分，

其中4種特有種、77種非特有之原生種、11種歸化種與21種栽培種，原生

種（特有種與非特有之原生種）比例約71.7%；依生長習性區分，共計51
種喬木、16種灌木，9種藤本與37種草本。 

 

1-3-5 建築物調查、標示及改善建議 
寶山水庫保護帶內建築物零星分布，部分民眾為採收竹筍及柑橘所

需，於水庫旁搭設工寮，致使表土沖蝕，另有一沙湖壢藝術村直接於庫

區旁經營湖畔咖啡；經調查將建築物分布位置以GPS定位，寶山水庫建

築物點位分布如圖1-3-4，現況調查如表1-3-4所示。 

表 1-3-4 寶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建築物分布現況表 
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現地描述 

1 寶山-土-01 253,241 2,737,728 
寶山社區發展協會所搭設之瞭望台，位於

山湖分校門口，下方亦有開闢菜園約 0.2
公頃 

2 寶山-土-11 253,734 2,737,601 
保護帶範圍內舊有建物一棟，目前已棄置

不用 

3 寶山-土-13 253,953 2,738,082 保護帶範圍內工寮一棟 

4 寶山-土-22 253,735 2,738,382 
沙湖壢藝術村緊鄰寶山水庫水庫邊坡旁，

易造成水庫水質污染 

 

本計畫建議針對建築物周遭排水系統、地表沖蝕、邊坡穩定等研擬

改善工法。另有關廢水處理方面，據調查結果，計畫區各建築物大部分

皆無廢水處理設施而直接排入水庫，將來應建議配合污水處理，應可有

效改善水污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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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4 寶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建築物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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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土地利用及超限利用現況調查 
寶山水庫保護帶範圍之土地權屬約有98%屬於私有地，本計畫於民

國95年11月底委請寶山水庫管理中心開船繞行水庫蓄水區周邊進行調

查，其土地利用多採農業經營方式，包括種植竹子、柑橘、檳榔樹或其

他果樹等，其中又以竹林種植為最大宗。 
 
 
 
 
 
 
 

依據本計畫調查成果，寶山水庫水庫周邊保護帶內果園有6處、人為

種植竹林6處，另有天然竹林5處，各處現況描述與點位座標如表1-3-5與
圖1-3-5所示。 

 
 
 
 
 
 
 
 
 
 
 
 
 
 
 
 
 
 
 

圖 1-3-5 寶山水庫周邊保護帶土地利用點位分佈圖 

竹林及果樹緊鄰寶山水庫蓄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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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竹林
天然林
果園

   圖      例

寶山水庫保護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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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5 寶山水庫周邊保護帶土地利用現況調查 
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分類 現地描述 照片 

1 寶山-土-02 253,371 2,737,595 天然竹林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

於緊鄰蓄水邊坡，造成

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

植林木 
 

2 寶山-土-03 253,434 2,737,501 天然林 天然闊葉林 

 

3 寶山-土-04 253,531 2,737,337 天然竹林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

於緊鄰蓄水邊坡，造成

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

植林木 

 

4 寶山-土-05 253,698 2,737,174 人為竹林

保護帶範圍內農民種植

竹林，緊鄰水庫且地表

裸露 

 

5 寶山-土-06 254,101 2,737,254 人為竹林

保護帶範圍內農民種植

竹林，並搭建工寮，由

於緊鄰水庫且地表裸露

6 寶山-土-07 254,365 2,737,651 果園 
保護帶內農民種植柚

子，緊鄰水庫容易造成

水質污染 

 

7 寶山-土-08 254,263 2,737,603 天然竹林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

於緊鄰蓄水邊坡，造成

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

植林木 
 

8 寶山-土-09 254,216 2,737,587 天然竹林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

於緊鄰蓄水邊坡，造成

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

植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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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分類 現地描述 照片 

9 寶山-土-10 254,076 2,737,606 果園 
保護帶內農民種植柑

橘，緊鄰水庫容易造成

水質污染 

 

10 寶山-土-12 253,636 2,737,467 天然竹林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

於緊鄰蓄水邊坡，造成

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

植林木 
 

11 寶山-土-14 254,076 2,738,051 人為竹林

保護帶範圍內農民種植

竹林，緊鄰水庫且地表

裸露 

 

12 寶山-土-15 254,603 2,737,831 人為竹林

保護帶範圍內農民種植

竹林，緊鄰水庫且地表

裸露 

 

13 寶山-土-16 254,971 2,737,850 人為竹林

保護帶範圍內農民種植

竹林，緊鄰水庫且地表

裸露 

 

14 寶山-土-17 254,923 2,737,910 果園 
保護帶範圍內農民種植

果園，緊鄰水庫且地表

裸露 

 

15 寶山-土-18 254,532 2,738,099 果園 
保護帶範圍內農民種植

果園，緊鄰水庫且地表

裸露 

 

16 寶山-土-19 254,361 2,738,098 人為竹林

保護帶範圍內農民種植

竹林，緊鄰水庫且地表

裸露 

 

17 寶山-土-20 254,281 2,738,103 果園 
保護帶範圍內農民種植

果園及檳榔，緊鄰水庫

且地表裸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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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分類 現地描述 照片 

18 寶山-土-21 254,262 2,738,324 果園 
保護帶範圍內農民種植

果園及檳榔，緊鄰水庫

且地表裸露 

 

 

從竹子地下莖生長的狀況，大致可分為二大類，一類為叢生竹類，

其地下莖短縮，竹稈密集叢生，主產於熱帶及低海拔高溫潮濕的環境，

另一類為散生竹類，其地下莖細長橫走，竹稈較稀疏散生，主要生長於

較低溫且乾燥有風的亞熱帶或溫帶環境。竹子的生長快，成材早，產量

高，其約4～6年的成竹即可採收，因其生長時間短、產量高及用途多超

過一般的樹木，且竹材的收縮量小，割裂性，彈性與韌性都很強，故為

民間極重要的產業之一。 

由於農民耕種及採收方式採疏耕，且

竹子為單子葉的鬚根系，根系淺土壤固

結力差，且其森林結構為單一層次，地

表並無其他植生覆蓋，導致降雨直接衝

擊裸露地表，嚴重沖蝕。另外竹子冠層

樹葉遮蔽率低，不利雨水截留，影響山

坡地的水土保持。農民為種植竹子，亦常將原來的天然林或雜林生態破

壞殆盡，以為其用，且竹葉常落，常積累成堆不易分解，且覆蓋於土壤

上，影響其他植物的發芽，並易造成壤質的酸化，不利其他植物的生育，

故其林下物種單調，影響物種多樣化的發展，且破壞原來的森林生態環

境，對生態的影響甚鉅。 

調查亦發現有部分邊坡種植檳榔

樹，因種植檳榔樹必須全面淨耕墾植，或

勤於施肥除草，或用殺草劑清除檳榔林下

的雜草；其次，由於檳榔的根系屬於淺層

鬚根，下邊坡根數多於上邊坡，根直徑則

隨根的深度增加而遞減，且不易腐爛，以

致檳榔在成長過程中根系擴張而導致表土不實，影響地表水入滲，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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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的補注，保土固土效果不彰；加上檳榔的幹流量、林內穿落量與

降雨量成正比率，對於地表逕流與沖蝕有不利之影響。 

保護帶內還有其他果樹之種植，農民為增加產量、減少病蟲害與雜

草，通常需要噴灑多次農藥與肥料；有鑑於此，建議應輔導農民進行農

地水土保持，配合百喜草等草類全園種植覆蓋，或改植林木，以維護水

庫周邊之邊坡穩定、並減少泥砂與農業等污染源進入水庫。此外，釣客

為求個人方便，常私闢道路進入庫區，並於蓄水區邊坡架設釣魚平台，

拆除甚至毀損擋土柵；因位居水庫周邊坡，建議應加強相關法規之研擬，

合理拆除平台或加以列管，減少因人為破壞而造成之水土流失。 
 
 
 
 
 
 
 
 
 
 
 

釣客私闢道路進入庫區 釣客私自架設之釣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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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畫目標 

2-1 目標說明 
現今國內水資源問題日益嚴重，加上水庫興建不易，是以水資源開發

應以維持原有供水效能為首要，然而在自然條件不佳、先天開發失當的情

形下，目前各水庫均已淤積嚴重，水質污染惡化，水庫調整功能漸失，因

此當務之急乃加速推動現有水庫之集水區保育工作，計畫目標主要有： 

一、水庫發展永續化 

為使水庫長久經營，解決嚴重水質惡化與水庫淤砂問題為首要之

務，本計畫藉由集水區治理工程、水質改善、水庫保護帶治理等工作，

針對水質優養化與淤砂較嚴重之水庫進行整治，並配合水質、淤砂監測

管理計畫，具體掌握集水區污染及泥砂來源。此外，為達到水庫永續發

展的目的，本計畫將由環境改造著手，透過生態工法之推廣，營造出自

然生態與人類共生之環境。 

二、水源環境生態化 

集水區水源涵養的良窳攸關水庫生存之命脈，惟有增加水庫集水區

之蓄水效能才能提升水庫生存價值，進行集水區造林及撫育工作，以促

使水庫水源自生自淨，並採用自然生態工法來進行水庫集水區之保育工

作，使環境復育與視覺綠化之功效能兩者皆得。 

三、災害防治整體化 

為有效防治氣候變化及地震災後日益嚴重之崩塌及沖蝕，本計畫擬

以水庫集水區之保護帶範圍內為一整體治理單元，統合各權責機關進行

全面性評估，於集水區內依實際需要辦理野溪蝕溝治理、崩塌地處理及

道路水土保持等工作，並編列非工程類之經費，期能解決水庫集水區之

災害。 
 

整體而言，本計畫乃以水庫永續發展、整體災害防治與強化水源涵養

等三大目標為主軸，全面性辦理水庫集水區內的水土保持與水質改善等工

作，並配合水質、淤砂監測管理計畫，以期有效保育水土資源、保障人民

安全、增進水源涵養、減少水庫淤積與改善水體水質，並秉持資源永續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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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理念，積極推廣生態工法與親水觀念，加強水資源保育及宣導，致力

於土地合理開發，經營與保育工作並重，以維護自然生態的平衡發展，有

效管理自然水土資源，使水庫集水區永續經營，生生不息。 
 

2-2 達成目標的限制條件 

一、台灣地區由於天然地形陡峭、地質脆弱且土質鬆軟，加上河短流急、

地震頻繁、雨量充沛，因此每遇豪雨則發生山洪爆發、山崩、地滑及

土石流等災害。 

二、水庫集水區內應減少不必要之開發行為，以減少土砂災害及對森林之

破壞。 

三、集水區內農民多年之耕作習慣需進行教育宣導，給予新的污染防治觀

念及技術，對於污染的控制最為直接，但要農民接受新知之困難度也

相對較高，因此推廣工作必須長期執行，才能達到減少農藥及肥料使

用之計畫目標。 

四、水庫蓄水區產生之土壤流失量包括土壤沖蝕量及崩塌量，佔入庫泥砂

量28.3%以上，如能確實做好蓄水區水土保持及治理，則可減少水庫

相當程度之泥砂淤積量，另外亦可減少隨泥砂進入水庫之污染物，進

而改善水質。 

五、經彙整寶山水庫之執行工作檢討，主要的問題在於：(1)集水區大部分

尚未徵收，人為耕作情形仍多，水庫管理不易；(2)水質污染源多來自

區外上坪溪，另部分集水區耕作亦造成其污染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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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2-3-1 預期績效指標 
由於水庫蓄水區保育工作繁多，成效評估包括可計數的定量分析及

不可計數的定性分析，在此目標績效仍以量化分析為主且以整體成效評

估。整體成效評估包括水庫淤積控制、水質改善、水源孕育及生態保育

等，其中水庫泥砂淤積量及水質改善程度可量化為指標來加以衡量。 

本計畫績效指標將依行政院指示，水土保持部分以集水區泥砂生產

之減量為指標，水質改善部分以水質優養化程度之改善為指標。 
 

2-3-2 評估基準 
在泥砂生產減量部分之評估準則，以進行水庫淤積測量的方式，檢

測水庫的泥砂淤積量是否有因為各項治理工程之進行而達到預期指標。 

而在水庫水質改善部分，則是定期進行水質監測工作，經由檢測特

定水質參數如總磷、透明度、葉綠素等，可以瞭解水庫水質的優養化情

形，同時亦可檢視水庫水質的污染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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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現況 

3-1 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現況 

3-1-1 地理位置及現況 
寶山水庫為分區滾壓土石壩（近似均質土壩），集水面積約3.20 km2，

壩頂標高144.5 m，滿水位標高141.6 m。位於頭前溪支流柴梳溪上，引取

頭前溪支流上坪溪豐水期之餘水，係以公共給水及灌溉為目標之離槽水庫。 

寶山水庫位於新竹縣寶山鄉山湖村境內（如圖3-1-1）。保護帶面積約

為62.33公頃（以水庫滿水位線起算至水平距離50公尺範圍），北方及東方

鄰近竹東鎮與寶山鄉界，南則靠近寶山村經山湖村至竹東鎮之鄉道，西至

沙湖壢。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3-1-1 寶山水庫位置圖 

寶山水庫主要土木結構物包括大壩、溢洪道等，相關主要工程數據詳

下表3-1-1所示。 

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基隆市

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台北縣

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宜蘭縣

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

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新竹縣

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台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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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寶山水庫主要工程數據 
水庫名稱  寶山水庫 

地理位置 新竹縣寶山鄉 

型式 離槽 

給水目標 公共給水 

集水面積(km2) 3.20
壩頂標高(m) 144.50
滿水位標高(m) 141.60
滿水位面積(km2) 0.60
總蓄水容量(m3) 547 萬

計畫有效容量(m3) 483 萬

最新有效容量(m3) 538.63 萬

每日供水量(m3) 4.2 萬(寶山淨水場) 

壩體型式 分區滾壓土石壩 

完工年 1985 年 

管理單位 自來水公司三區處 

水源 頭前溪支流上坪溪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3-1-2 地勢水系 
寶山水庫地形上屬於竹東丘陵地形，保護帶範圍之坡度以三級坡為

主，約23.53公頃（佔37.75%），坡向則以北方9.46公頃所佔比例（15.17%）

最高。 

寶山水庫位於新竹縣寶山鄉山湖村頭前溪支流柴梳溪上，因應新竹科

學園區開發及新竹地區用水成廠需要而興建，主要水源為頭前溪支流上坪

溪之上坪攔河堰（燥樹排攔河堰）越域引水，上坪攔河堰除送水至寶山水

庫調蓄外，並供應新竹水利會竹東灌區用水及台電公司軟橋電廠發電用

水，將來亦可提供寶山第二水庫水源。 

寶山水庫集水區包括兩主要支流（如圖3-1-2），一為北支流，分佈於

水庫集水區北側丘陵地；一為南支流，分佈在集水區南側丘陵地。現因水

庫滿水位達EL.141.6m，故溪流除北支流末端幾已完全淹沒於水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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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3-1-2 寶山水庫水系圖 

3-1-3 地質 
寶山水庫保護帶之地質（如圖3-1-3）依據水利局民國77年之「寶山

水庫安全評估工作總報告」中指出，出露於本區之地層為上新世晚期之卓

蘭層與零星發育於河流兩側之河階台地，及堆積於河床之現代沖積層。地

層與地質構造分述如下。 

(一)地層 

寶山水庫保護帶內之地層以卓蘭層為主，其中又砂岩佔大部份，其

次為砂頁岩互層；於集水區內，砂岩與砂頁岩互層交互出現，於集水區

中部夾有少數之泥(頁)岩。卓蘭層係為上新世晚期之地層，年代新而岩化

作用尚未完全，因此膠結疏鬆而容易剝落，區內之砂岩為細粒粉砂質砂

岩，常含混質物；砂頁岩互層則由砂岩間夾薄層之泥岩所組成。而泥(頁)
岩則通常夾在砂岩層或砂頁岩互層之間。本區之河階台地不多，僅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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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壩址下游，發育規模不大；而沖積層則大部份由礫石、砂、及泥土等

堆積在河床上。 

沖積層

楊梅層照門段

卓蘭層

店子湖層

逆斷層

推測斷層

向斜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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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例  尺

更

新

世

全
新
世

圖      例

保護帶

寶山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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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ometerskilometerskilometerskilometerskilometerskilometerskilometerskilometerskilometers
台地堆積層

楊梅層照鏡段

 
資料來源：中央地調所及本計畫整理 

圖 3-1-3 寶山水庫區域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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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質構造 

寶山水庫保護帶地質構造屬寶山背斜之東南翼，其背斜軸部往東北

方向傾斜，因此地層走向自北而南由北北東轉向東北。本集水區內並未

發現斷層通過，層理與節理為本區之主要不連續面，其中節理之發育並

不發達，因此不連續面以層理為主。集水區西北側及東南側分別存在新

城斷層及竹東斷層，其距離水庫分別介於2～2.5km之間。 
 

3-1-4 土壤 
寶山水庫保護帶之土壤依據行政院農委會民國78年12月之「台灣土

壤」報告，保護帶土壤包括砂頁岩淡色崩積土、石質土及黃壤（如圖3-1-4），
其中以砂頁岩淡色崩積土佔大多數，其主要一般性質為土層深淺不一、排

水良好或尚良好，底土多屬中質地，以壤土至砂質粘壤土間之質地最為常

見，土壤多屬鈍角塊狀或屑粒狀構造；結構則有隨深度之遞增而漸趨緊密

之勢。 
 
 
 
 
 
 
 
 
 
 
 
 
 
 
 
 
 

資料來源：水土保持局山坡地土壤數化成果及本計畫整理 

圖 3-1-4 寶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土壤分佈圖 

土壤類別

石質土
崩積土
黃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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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水文氣象 
寶山水庫集水區境內並未設置氣象測站，乃蒐集中央氣象局新竹氣象

站自民國68年至92年之觀測資料作為參考，統計分析氣溫、濕度、風速(向)
及蒸發量，整理如表3-1-2。 

表 3-1-2 新竹測站歷年氣象資料統計表 
項目/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年

平均氣溫 
(℃) 15.14 15.14 17.50 21.20 24.59 27.10 28.53 28.37 26.84 23.87 20.53 17.07 22.16

平均風速 
(m/s) 4.58 4.66 3.94 3.46 3.33 4.04 3.92 3.40 3.60 4.54 5.00 4.74 4.10

最大風速 
(m/s) 18.12 25.27 15.96 15.18 17.07 16.62 17.13 19.95 17.37 18.73 19.13 16.57 18.09

最多風向 NE NE NE NE E WSW WSW WSW NE NE NE NE NE 

相對溼度 
(%) 81.43 83.30 84.50 81.80 81.60 80.10 76.70 77.00 77.70 76.70 77.10 77.20 79.60

蒸發量 
(mm) 61.6 60.7 72.9 96.4 120.2 151.1 184.3 163.2 152.3 134.2 104.3 85.4 1386.5

平均氣壓 
(mb) 

1016.4 1015.4 1013.0 1010.0 1006.2 1003.3 1002.4 1002.2 1005.2 1010.2 1013.4 1016.3 1009.5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及本計畫整理 

一、氣溫 

依據新竹站統計資料月平均氣溫以7月最高，約28.5℃；1月最低，約

15.1℃；年平均溫度約22.2℃(參閱圖3-1-5、表3-1-2)。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及本計畫整理 

圖 3-1-5 新竹氣象站各月平均氣溫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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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濕度 

全年平均相對濕度約79.6％，以春、冬交替時節之相對濕度較大，達

84.5％，夏季之相對濕度較小，約76.7％(參閱圖3-1-6、表3-1-2)。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及本計畫整理 

圖 3-1-6 新竹氣象站各月平均相對濕度 

三、風 

1.風向 

參考中央氣象局新竹測候所風向資料統計，顯示新竹地區之夏季風向

主要為SW及WSW，冬季風向則主要為NE及NNE (參閱圖3-1-7、表

3-1-2)。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及本計畫整理 

圖 3-1-7 新竹氣象站各月平均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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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平均風速以11月最高，約5.0m/sec；5月最低，約3.33m/sec；全

年最大風速平均為18.1m/sec，各月中以 2月之平均風速最高，約

25.27m/s (參閱圖3-1-8、表3-1-2)。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及本計畫整理 

圖 3-1-8 新竹氣象站各月最大風速 

四、氣壓 

全年平均氣壓約1,009.5毫巴，冬季因受大陸性高氣壓影響，氣壓較

夏季高(參閱圖3-1-9、表3-1-2)。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及本計畫整理 

圖 3-1-9 新竹氣象站各月平均氣壓變化 

五、蒸發量 

全年平均蒸發量約1,386.5mm，7月之蒸發量最大約184.3mm，2月之

蒸發量最小，約60.7mm(參閱表3-1-2)，蒸發量與平均氣溫之高低有密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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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聯。水庫蒸發量損失則以平均蒸發量之70％估算，全年約970.55mm。 

六、降雨量及降雨分佈 

竹東站歷年各月平均降雨量分佈統計如表3-1-3及圖3-1-10，可知每年

之3月～9月為豐水期，其降雨量約佔全年之81%。竹東站歷年平均年雨量

約為1,998.7mm，最豐年為民國70年2,948.9mm，最枯年為民國43年
1,025.11mm，依據前期報告可知其豐枯週期約為10年。 

表 3-1-3 竹東站歷年平均月雨量統計表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及本計畫整理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及本計畫整理 

圖 3-1-10 竹東站歷年平均月雨量統計圖 

為合理估算本計畫區全年各月之可施工日數，除考慮雨量強度、連續

性降雨，例假日亦擬定為不施工日，即以日降雨量小於10mm為適宜施工

標準，若當日雨量大於30mm時，則隔日不宜施工之原則來推算施工日數。

經統計竹東雨量站自民國前8年至92年間紀錄，本計畫區全年可施工日數約

為171天，10月至次年4月可施工日數為1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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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0

141.61

199.00

182.40

235.02

307.10

228.10

294.11

183.86

54.11

37.77
48.90

-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份

雨
量

(m
m

)



寶山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保育計畫

 

 
 

30

3-1-6 人文交通 

一、人文 

本計畫區屬新竹縣寶山鄉之山湖村；而山湖村內產業人口結構，以初

級產業所佔的比例較高，平均值為48%，次級產業的34%，三級產業的

18%。表示該村大部分的民眾均以從事農林產業為主。 

二、交通 

寶山水庫位於新竹市與竹東鎮之間，區外交通相當便捷。鐵公路均

經進新竹市，竹東鎮亦有省道及縣道通過。寶山水庫內外交通連繫以鄉

道為主，市竹3(寶山路)、竹43與市竹12為連通新竹市區之主要道路，竹

苗47可接通苗栗地區，鄉內東西向之交通運輸則由苗市竹4、竹40、竹44
與竹46提供（如圖3-1-11）。由於寶山鄉屬於丘陵地區，目前道路況不

佳，一般道路寬度多在4到8m。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3-1-11 寶山水庫周邊道路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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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地籍 
寶山水庫保護帶範圍依地段劃分主要屬於寶山段沙湖壢小段，依土地

權屬區分，部分屬自來水公司所有，其餘則屬私有地（如圖3-1-12），各

土地權屬所佔面積與百分比如表3-1-4。 

表 3-1-4 寶山水庫保護帶地籍統計表 
寶山水庫 

 面積(ha) 百分比(%) 

私有地 61.51 98.67 
國有地 0.82 1.31 
縣有地 0.01 0.02 
合計 62.33 100.00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資料來源：水保局山坡地地籍數化成果及本計畫整理 

圖 3-1-12 寶山水庫保護帶內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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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土地利用 
依土地利用類型劃分，主要大致分為闊葉林、水體、旱田及竹林草生

地，由於保護帶範圍內多屬私有地，當地居民仍持續進行耕作，包括採竹

筍、柑橘等，保護帶範圍之土地利用現況詳表3-1-5及圖3-1-12。 

表 3-1-5 寶山水庫保護帶土地利用統計表 
寶山水庫 

土地利用 面積(ha) 百分比(%) 
闊葉林 34.63 55.55 
竹林 9.31 14.94 

草生地 10.65 17.09 
果園 6.14 9.84 

建築區 0.67 1.07 
道路 0.47 0.76 
荒地 0.02 0.04 
旱田 0.44 0.71 
合計 62.33 100.000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資料來源：水土保持局山坡地數化成果並配合現地調查修正 

圖 3-1-13 寶山水庫保護帶內土地利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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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水庫泥砂淤積及水質污染現況 

3-2-1 泥砂淤積 
參考歷年來淤積測量成果之比較表如表3-2-1所示，最新淤積測量成

果在滿水位141.6m以下的容量為538.63萬m3，與未蓄水前資料（寶山水

庫竣工報告74.02）少35.32萬m3，較第一次淤積測量（寶山水庫安全評估

工作，77.02）少25.46萬m3，與第二次淤積測量（寶山水庫第二次安全評

估，82.12）則多出60.89萬m3。 

表 3-2-1 寶山水庫歷年淤積測量成果 
 
 
 
 
 
 
 
 
 
 
 
 
 
 
 
 
 
 
 
 
 
 

資料來源：寶山水庫集水區調查治理保育規劃（2005） 

*：表線性推估 

 

面積

(公頃)
累積容量

（萬m3
）

面積

(公頃)
累積容量

（萬m3
）

面積

(公頃)
累積容量

（萬m3
）

面積

(公頃)
累積容量

（萬m3
）

118 1.50 3.65 0.04 0.04 0.00 0.00
119 * 1.63 5.27 * 0.20 0.21 * 0.03 0.02 0.04 0.14
120 1.75 6.90 0.37 0.38 0.06 0.04 0.28 0.57
121 * 1.86 8.75 * 0.76 1.10 * 0.30 0.30 0.59 1.40
122 1.96 10.60 1.15 1.81 0.54 0.56 1.10 2.87
123 * 3.09 13.62 * 2.68 4.33 * 2.31 2.59 1.87 5.26
124 4.22 16.64 4.22 6.85 4.07 4.62 2.96 8.97
125 * 5.82 22.39 * 5.82 12.60 * 5.77 10.31 4.51 14.19
126 7.42 28.13 7.42 18.34 7.47 16.00 5.96 21.26
127 * 9.98 38.00 * 9.98 28.21 * 9.43 25.36 8.25 30.83
128 12.54 47.87 12.55 38.08 11.39 34.72 10.95 43.11
129 * 15.58 63.34 * 15.57 53.55 * 13.86 48.50 13.66 58.39
130 18.61 78.82 18.59 69.01 16.32 62.28 16.97 77.00
131 * 22.07 100.79 * 22.05 90.97 * 19.68 81.86 20.30 98.96
132 25.52 122.77 25.51 112.92 23.04 101.45 23.67 124.43
133 * 29.62 152.29 * 29.60 142.43 * 26.24 127.62 27.32 153.60
134 33.71 181.81 33.70 171.94 29.45 153.80 31.05 186.56
135 * 37.90 219.63 * 37.88 209.74 * 33.18 186.91 34.93 223.47
136 42.08 257.44 42.07 247.55 36.91 220.02 38.92 264.69
137 * 46.33 303.71 * 46.34 293.82 * 40.36 260.33 43.54 310.26
138 50.58 349.97 50.62 340.09 43.81 300.63 47.64 359.66
139 * 54.13 404.06 * 54.14 394.20 * 47.25 347.84 51.18 412.35
140 57.67 458.15 57.67 448.30 50.69 395.05 54.21 467.99

140.8 61.84 556.95 61.82 547.09 52.94 422.61 * 56.51 514.88
141 * 62.48 561.20 * 62.47 551.34 * 55.19 450.17 57.09 526.60

141.6 * 64.42 573.95 * 64.41 564.09 * 57.44 477.74 60.15 538.63

民國94年05月
標高

未蓄水前資料

（74.02）
民國77年2月 民國82年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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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現場勘查及過去幾年之航照圖比較可知，水庫周邊並無重大邊坡滑

動或地形變遷，且過去20年中，寶山水庫亦無辦理清淤工作，實無淤積量

不增反減之理。經過互相查證結果發現，第一次淤積測量與民國94年淤積

測量均採電子聲納測深儀進行水深測量，而第二次安全評估則是採用斷面

樁測量法，在全淹沒區設置41個斷面，加以量測並據以繪製等高線，因此

在排除地形改變及水庫清淤等兩項因素，淤積量之差異可能是在於第二次

採用斷面樁測量，對淹沒區成珊瑚狀且水下地形多變的寶山水庫而言，測

量密度及精度略嫌不足，因此估算之水庫容量變少。而民國94年測量在要

求12點平面控制點及每條航線之間距要求小於10m，增加測量密度以減少

測量誤差下，大大增加測量精度，故本次淤積測量應屬可信。自未蓄水前

資料至94年成果相比，年平均淤積量約1.77萬m3。 
 

3-2-2 水質污染 

一、過去調查資料 

根據本計畫整理資料顯示，各單位至目前為止並未針對本計畫水庫集

水區內進行水質改善工作。目前環保署於每季均進行水質抽樣調查，依據

最新之「環境水質(北區)採樣監測計畫(93)」將寶山水庫敘述如下： 

寶山水庫位於新竹縣寶山鄉，壩址位於頭前溪支流柴梳溪上，主要為

提供新竹工業區之工業及民生用水用。水庫週圍有零星民宅，且由於地勢

較平緩，有不少民眾自行搭設釣魚平台釣魚，其所施灑之誘餌與垃圾有污

染水質之虞。 

依環保署所提供之採樣點共有四個，除第四點位於大壩自來水公司取

水口外，其餘散佈水庫內，鄰近皆有民眾搭設釣魚平台釣魚。除第四測點

採集表、中、底三層外，其餘皆採表層水樣。監測站地理位置分佈圖請參

見附錄2-10。93年度第一至四季之蓄水量分別為333、535、535 及482 萬
m3。93年除第二季為普養外，其餘皆屬於優養狀態；不符合甲類水體分

類標準之監測項目為pH、懸浮固體、總磷、氨氮及溶氧。 

(一)透明度：介於0.2～1.5m 之間，其中以第二季寶山水庫一測值最高，

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二測值最低。 

(二)水溫：介於12.1～29.8℃之間，其中以第三季寶山水庫四測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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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一季寶山水庫四測值最低。 

(三)pH 值：介於6.9～9.5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二測值最高，以

第三季寶山水庫四測值最低。 

(四)導電度：介於222～371μmho/cm/25℃之間，其中以第一季寶山水庫

一測值最高，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二測值最低。 

(五)溶氧量：介於0.2～10.4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一測值最

高，以第二季寶山水庫四測值最低。 

(六)化學需氧量：介於ND～10.6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二測

值最高。 

(七)濁度：介於1.3～64.0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二測值最高，

以第二寶山水庫三測值最低。 

(八)懸浮固體：介於ND～66.8mg/L 之間，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二測值最高。 

(九)硬度：介於90.6～173mg/L 之間，其中以第四季寶山水庫四測值最

高，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二測值最低。 

(十)總鹼度：介於56.0～127mg/L 之間，其中以第三季寶山水庫四測值最

高，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二測值最低。 

(十一)葉綠素a：介於1.4～12.9μg/L 之間，其中以第三季寶山水庫一測值

最高，以第二季寶山水庫四測值最低。 

(十二)總磷：介於13～71μ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二測值最高，

以第三季寶山水庫四測值最低。 

(十三)磷酸鹽：介於ND～55μg/L 之間，以第四季寶山水庫四測值最高。 

(十四)總氮：介於0.49～1.56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二測值

最高，以第三季寶山水庫三測值最低。 

(十五)氨氮：介於ND～0.68mg/L 之間，其中以第四季寶山水庫四測值最

高。 

(十六)硝酸鹽氮：介於ND～1.21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二測

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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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亞硝酸鹽氮：介於ND～0.013mg/L 之間，以第一季寶山水庫四測

值最高。 

(十八)有機氮：介於0.07～0.71mg/L 之間，其中以第三季寶山水庫一測

值最高，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三測值最低。 

二、水庫水質現況 

根據行政院環保署所公布之水庫水體水質檢驗資料顯示，環保署於寶

山水庫設立四個水質檢驗站（如圖3-2-1）。 

本計畫取得上述水質資料，利用卡爾森優養指數(CTSI)評估水庫水質

優養化。以往水質檢驗資料如圖3-2-2所示，寶山水庫整體平均卡爾森優

養指數均高於40，顯示水質介於中養與優養水質之間。 
 
 
 
 
 
 
 
 
 
 
 
 
 
 
 
 
 
 

資料來源：環保署及本計畫整理 

圖 3-2-1 寶山水庫水質檢驗站位置 
 
 
 
 

寶山水庫一 

寶山水庫二 

寶山水庫三 

寶山水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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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環保署及本計畫整理 

圖 3-2-2 寶山水庫水質優養化指數歷年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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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既有相關方案之檢討 
依據各水庫先前曾治理之工程，進行邊坡、崩塌地、野溪、蝕溝、道路

水土保持…等檢討，並且依據水土保持法之規定，進行本保護帶範圍內已完

成方案之檢討。 

一、水土保持 

經濟部於78～83年度補助台灣省政府辦理中小型水庫集水區調查治

理規劃工作，計完成23座中小型水庫集水區調查治理規劃，擬訂「中小型

水庫保育整體計畫」。其後自民國86年起至93年為止，本計畫範圍之小型

水庫皆在此計畫範圍內，治理工作包括防砂工程、造林撫育、農地水土保

持、道路水土保持、水庫淤積浚渫、水庫保護帶、崩塌地處理及蝕溝控制

等項目。 

二、水質改善 

根據本計畫所整理資料顯示，各單位至目前為止並未針對本計畫水庫

集水區內進行水質改善工作。 

4-1 既有相關方案內容 
民國89~90年間於寶山水庫執行案件包括水土保持局1件，自來水公司6

件，總經費達1333萬元。治理工程包括崩塌地處理80.22萬元、農地道路水

土1,252.90萬元，如表4-1-1所示。 

表 4-1-1 寶山水庫 86~90 年整治工程 
 
 
 
 
 
 
 
 
 
 

資料來源：寶山水庫集水區整體治理保育規劃（2005） 

 

計畫

年度
計畫名稱 治理類型 工程名稱 TM2_X TM2_Y 工程內容

預算金額

(元)
實際金額

(元)
執行單位

89 中小型水庫集

水區治理工程
農地道路水土保持 崩塌地處理工程       253,460       2,737,494

護岸H=3:35m,H=2.5:10m、擋土

牆H=6m:15m, H=5m:5m、排水

溝W-50*H-60cm*50m、PC路面

2.5*60m

    1,200,000          995,000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89 中小型水庫集

水區治理工程
農地道路水土保持 道路水土保持工程       253,630       2,738,334 擋土牆H=2.5m:70m、植生綠美

化4500m2、PC路面109m
    2,500,000       1,946,868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88
中小型水庫集

水區治理工程
崩塌地處理 崩塌地處理工程       254,393       2,738,036

擋土牆

H=1m:103.15m,H=4m:38.48m、

排水溝26m、PC路面2.5*50m
       802,200          664,739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87 中小型水庫集

水區治理工程
農地道路水土保持

集水區道路水土保持工

程
      254,699       2,738,120 蛇籠擋土牆924m、水泥路面

275m、柏油路面1005m
    4,000,000       2,825,400 水土保持局

86 中小型水庫集

水區治理工程
農地道路水土保持 水土保持改善工程       255,027       2,737,913 擋土牆H=1.0*129m、排水溝

50*50=72.8m、PC路面340m
    1,800,000       1,439,670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88 中小型水庫集

水區治理工程
農地道路水土保持

導水路流末工農地道路

水土保持工程
      255,028       2,737,904 排水邊溝308m     1,029,000          920,452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90 中小型水庫集

水區治理工程
農地道路水土保持

寶山水庫農地道路水土

保持工程

漿砌石護坡100公尺及地坪整修

pc路面
    2,000,000       1,626,000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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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既有相關方案之檢討與未來改進措施 
寶山水庫過去多辦理農路水土保持等工作，對於水庫容量之維護實有助

益，惟有鑑於水庫保護帶調查範圍內仍多人為耕作，建議相關主管機關（如

縣政府）應依法輔導進行農地水土保持，避免土壤沖蝕擴大。 
 

4-3 綜合分析 
檢討寶山水庫過去辦理之治理工程，主要包含有集水區水土保持、崩塌

地處理、防砂壩清淤等工作為主；在水質改善部分尚未有改善設施及計畫。 

水庫蓄水區產生之土壤流失量包括土壤沖蝕量及崩塌量，如能確實做好

蓄水區水土保持及治理，則可減少水庫相當程度之泥砂淤積量，另外亦可減

少隨泥砂進入水庫之污染物，進而改善水質。 

經彙整寶山水庫之執行工作檢討，主要的問題在於：(1)集水區大部分

尚未徵收，人為耕作情形仍多，水庫管理不易；(2)水質污染源多來自區外

上坪溪，另部分集水區耕作亦造成其污染來源。 

而在未來改進措施之建議上，除應持續編列經費辦理崩塌地、野溪蝕

溝、道路及保護帶治理，對於保護帶之劃設應同時列為主要之工作項目；另

外，在工法之選擇上，本執行計畫將加強生態工法的選用，以提升並改進傳

統工程的設計理念與品質，採更積極的態度落實蓄水區內生物多樣性的保

育，以使水庫得以永續發展，水庫的蓄水、供水等功能得以持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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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施策略及方法 

5-1 計畫期程與內容 
本實施計畫期程自民國97～99年起，分三年執行完畢。蓄水區整體治

理，旨在建立完善之蓄水區範圍及保護帶內，整體治理工作之整治順序、整

治項目及管理事項，以落實各單位聯合規劃、分工治理目標。 

涵蓋本計畫水庫之蓄水範圍及保護帶實地調查，本執行計畫工法選擇以

自然生態工程為優先考量，而在蓄水區及保護帶範圍內之社區總體營造方

面，將積極地與相關專家學者、民間組織結合，以落實水庫社區之發展。 
 

5-2 分期實施策略與主要工作項目 
本委託治理計畫，係為一個短、中期性整體規畫，治理計畫則按照影響

水庫為鉅者優先進行治理，主要工作項目如主流河川及護岸、崩塌地、蝕溝

及支流、道路水土保持、建築物、植生工程等治理工作，依據危害程度排定

優先治理。 

水利署於民國九十一年提出「水庫整體保育計畫規範編擬」，在結合

水、土、林治理及兼顧生態保育的觀念下，針對水質保育及污染防治、溪

流整治、道路水土保持、森林經營等規範訂定各「水庫整體保育計畫」應

辦工作內容及其目的、範圍、執行方法與步驟等，並依各項工作內容治理

成效擬定短、中、長期水庫保育計畫及經費編擬要點，提供各機關主管單

位編訂各年度實施計畫之依據。其主要內容概要說明如下： 

一、水土保持 

本計畫期程分3年（97～99年度）執行，經彙整本水庫實地調查所研

提之蓄水區所需治理工程總共17件。而各項治理工作在執行上係就其重要

性與優先性擇取極需處理之工作項目優先辦理，並藉由分年分期方式推展

各項治理工作，以力求蓄水區治理工作之整體性與持續性。依水土保持及

水質改善等各工作項目所需規劃數量說明如下所述。 

(一)崩塌地處理：經檢討結果寶山水庫保護帶調查範圍需施作崩塌地處理

共有2處，將進行水庫邊坡整治與崩塌地處理等，以達到抑制土砂流

失的功效，預期辦理工程經費共計21.4萬元。 



寶山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保育計畫

 

 
 

41

(二)道路水土保持：經檢討結果寶山水庫保護帶調查範圍需施作道路水土

保持共有6處，以達到抑制土砂流失、維護民眾生命安全，預期辦理

工程經費共計178.1萬元。 

(三)防砂工程：經檢討結果寶山水庫保護帶調查範圍內需進行兩處防砂工

程設置，包括南支流下游防砂壩設置及北支流下游防砂壩清淤等，以

有效增加囚砂空間，防止上游土砂持續下移至水庫，預計辦理工程經

費共計304.2萬元。 

(四)土地利用：經檢討結果在寶山水庫保護帶調查範圍內，由於天然竹林

叢生造成坡面覆載過重，建議改植林木，避免擴大崩塌，預計辦理辦

理5處，共39萬元。 

本計畫蓄水區水土保持治理工作係由點的崩塌地處理到線的野溪蝕

溝治理及道路水土保持，再擴大至森林經營管理等面的處理，以標、本兼

治之方式改善水庫序蓄水區體質，各項工程之實施採自然生態工程為原

則，冀能營造近自然的生態環境，創造人文交融的生存空間。 

二、水質改善 

水庫優養化主因為當大量的污染物質排入其中，並且在適當的水溫、

酸鹼度、日照及水位等環境因素下，導致水體中藻類大量異常繁殖或死

亡，進而消耗水中溶氧，使得水庫產生優養化的情形，其優養程度則依照

所含營養物質多寡，分為優養、普養及貧養三類。目前行政院環保署均採

用卡爾森優養指數(CTSI)作為評估水庫水體水質的優劣程度。 

由於水庫蓄水區保育工作繁多，成效評估包括可計數的定量分析及不

可計數的定性分析，在此目標績效仍以量化分析為主且以整體成效評估。

整體成效評估包括水庫淤積控制、水質改善、水源孕育及生態保育等，其

中水庫泥砂淤積量及水質改善程度可量化為指標來加以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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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實施步驟、方法與分工 
依據「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法定權責及業務專長分工，經濟部、交

通部、農委會及縣市政府等水庫集水區保育等有關機關應依業務權責及專長

分工治理，說明如下： 

1.經濟部水利署負責蓄水範圍（含保護帶）治理。 

2.農業委員會林務局負責國有林班地治理（不含蓄水範圍）。 

3.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負責上述2者以外之山坡地治理。 

4.有關道路水土保持部分，則由道路主管機關依權責辦理（路權及上下邊

坡不可分割之治理範圍）。 

寶山水庫管理單位為台灣省自來水公司，而水庫管理單位應扮演之角色

則為水庫蓄水區及集水區各項管理機制之整合；惟目前寶山水庫並未進行保

護帶正式公告，且水庫保護帶內道路並未於上述綱要敘明應屬誰管，而本計

畫亦僅進行保護帶範圍之初步劃設及保育規劃，有鑑於目前保護帶內道路仍

由水庫管理單位及鄉公所管理，建議仍由原管理單位持續管理為宜。 

因此本計畫之實施將由經濟部水庫保育協調推動小組負責推動、協調、

監督與考核，將分北區水資源局、自來水公司第三區管理處及新竹縣政府等

為主辦機關，執行機關包括水庫管理單位及寶山鄉公所等相關權責機關，本

計畫之辦理流程詳則如圖5-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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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 水庫蓄水區及保護帶保育計畫辦理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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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報行政院核定 

水質改善部分 

由環保署依程序 

逐年編列預算辦理 

經濟部協調相關 

工作項目並督導 

水庫管理單位配合 

水土保持部分 

由農委會依程序 

逐年編列預算辦理 

經濟部彙整執行成果 

陳報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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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資源與經費需求 

6-1 所需資源說明 
寶山水庫治理計畫擬三年執行完畢，在詳細現場調查及規劃下，完成

本次治理調查規劃報告，供作治理工程設計之依據；在龐大的治理工程經

費前提下，應事先做好調查規劃工作，以確實發揮治理工程之效用，以目

前北區水資源局之人力不足，實有賴委託工程顧問公司做調查規劃工作，

作為未來治理工程設計之依據。 

本計畫各項工作執行所需人力、物力，將依治理項目分工原則，由各

相關權責機構負責。各單位之聯繫協調及督導考核則由中央權責單位配合

辦理執行，且視實際業務之需要，得委請工程顧問公司或學術機構辦理測

設、研究、評估等工作，協助計畫之執行，落實實施成果，檢討改進措施。 
 

6-2 經費需求及計算 
依其重要性與緊急性排列優先順序，並藉由分年分期方式實施各項工

作內容，以求保育工作之整體性與持續性。其中，由於保護帶之設立牽涉

到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劃定，因尚未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於法並無強制

徵收土地設置保護帶之依據，加上徵收土地之曠日廢時，故本報告將此項

計畫列為建議事項，在未來之長期規畫中納入較為適當，而不列入本次期

程之水庫蓄水區保育計畫中。 

為達本蓄水區治理調查規劃之具體目標，茲將各相關計畫調查規劃結

果，依據各治理主要項目之經費及分年計畫，彙整如表6-2-1及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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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寶山水庫分期治理經費一覽表 
實施年度 權責單位 類型 工程件數 工程經費(元) 

2008 水利署 防砂工程 1 1,170,000 
  崩塌地 1 19,000 
 寶山鄉公所 道路水土保持 2 273,000 

小計   4 1,462,000 
2009 水利署 防砂工程 1 1,872,000 

 寶山鄉公所 道路水土保持 3 650,000 
小計   4 2,522,000 
2010 水利署 土地利用 5 390,000 

  崩塌地 1 195,000 
  野溪蝕溝 2 716,000 
 寶山鄉公所 道路水土保持 1 858,000 

小計   9 2,159,000 
總計   17 6,1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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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 寶山水庫蓄水範圍與保護帶治理工程一覽表 

序號 X 座標 Y 座標 類型 現地描述 建議工法 經費預估

(元) 權責單位 實施年度 

1 253,356 2,737,858 崩塌地 
水庫邊坡崩塌、岩坡裸露，現況已有植生入

侵，惟地形陡峭，坡趾處有堆積物堆積 

掛網植生 100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19,000 水利署 2008 

2 253,376 2,737,801 崩塌地 
水庫邊坡崩塌，屬釣客開闢之小路下邊坡，

H=1.5，L=30m 
格框護坡，H=2，L=30m 195,000 水利署 2010 

3 253,371 2,737,595 土地利用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於緊鄰蓄水邊坡，造

成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植林木 
改植林木 1 公頃 87,000 水利署 2010 

4 253,531 2,737,337 土地利用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於緊鄰蓄水邊坡，造

成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植林木 
改植林木 1 公頃 87,000 水利署 2010 

5 254,489 2,737,604 防砂工程
南支流匯入寶山水庫處，現況淤積嚴重，建

議施設防砂壩 
防砂壩一座，H=3m，W=30m 1,872,000 水利署 2009 

6 254,263 2,737,603 土地利用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於緊鄰蓄水邊坡，造

成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植林木 
改植林木 0.5 公頃 43,000 水利署 2010 

7 254,216 2,737,587 土地利用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於緊鄰蓄水邊坡，造

成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植林木 
改植林木 1.5 公頃 130,000 水利署 2010 

8 253,636 2,737,467 土地利用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於緊鄰蓄水邊坡，造

成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植林木 
改植林木 0.5 公頃 43,000 水利署 2010 

9 254,054 2,737,968 
道路水土

保持 

保護帶內農路上邊坡裸露崩塌，建議施設擋

土牆保護裸露邊坡 
格籠擋土牆，H=3m，L=20m 260,000

寶山 

鄉公所 
2009 

10 255,100 2,737,877 防砂工程
北支流匯入水庫處，自來水公司已施設防砂

壩一座，現況良好，惟已淤滿 
防砂壩清淤，預計清除

5,000m3 
1,170,000 水利署 2008 

11 254,425 2,737,947 
道路水土

保持 

過碧湖吊橋保護帶範圍內農路僅鋪設 PC
路面，且已部分毀損，道路旁土溝長度不足

且有土砂淤積、阻塞涵管，另道路下邊坡涵

管出口並未施設保護，造成沖蝕嚴重 

L 型側溝 150m 
PC 路面重新鋪設 150m 
道路下邊坡石籠護坡

H=3m,L=10m 

858,000
寶山 

鄉公所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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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X 座標 Y 座標 類型 現地描述 建議工法 經費預估

(元) 權責單位 實施年度 

12 254,083 2,737,897 野溪蝕溝

過寶湖吊橋後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因逕流

匯集淘刷地表而形成蝕溝，長約 60m，寬

約 2m；現況已有植生覆蓋，惟與排水未完

善，且道路下邊坡涵管出口未施做保護工，

建議應治理 

土袋節制壩、靜水池各 1 座 

土袋溝 20m 

涵管改建為箱涵 H=1m、

W=1m、L=5m 
箱涵出口石籠保護工 

L 型側溝 50m 

358,000 水利署 2010 

13 254,104 2,737,903 野溪蝕溝

過寶湖吊橋後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因逕流

匯集淘刷地表而形成蝕溝，長約 50m，寬

約 2m 公尺；現況已有植生覆蓋，惟與排水

未完善，且道路下邊坡涵管出口未施做保護

工，建議應治理 

土袋節制壩、靜水池各 1 座 

土袋溝 20m 

涵管改建為箱涵 H=1m、

W=1m、L=5m 
箱涵出口石籠保護工 

L 型側溝 50m 

358,000 水利署 2010 

14 253,842 2,738,521 
道路水土

保持 

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下邊坡崩塌地(高約

10m、寬約 15m)，現況崩塌坡面已有自然

植生入侵，因鄰近水庫，為避免崩塌再發

生，建議應進行崩塌地處理。 

下邊坡施設石籠擋土牆 L＝
20m，H＝3m 

156,000
寶山 

鄉公所 
2008 

15 253,842 2,738,486 
道路水土

保持 

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下邊坡崩塌地(高約

10m、寬約 10m)，因開路、地質及溪流淘

刷產生崩塌及沖蝕，較不安定。現況已有植

生侵入，為保護邊坡安全，建議應進行治

理。 

下邊坡施設石籠擋土牆 L＝
15m，H＝3m 

117,000
寶山 

鄉公所 
2008 

16 253,977 2,738,046 
道路水土

保持 

過寶湖吊橋後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因涵管

水流匯集導致道路下邊坡形成蝕溝，長度約

30m，寬度約 2m。 

道路下邊坡混凝土溝

L=20m，W=1m 
130,000

寶山 

鄉公所 
2009 

17 253,982 2,738,002 
道路水土

保持 

農路上邊坡裸露崩塌(高約 6m、寬約

15m)，崩塌地上方有一棟房舍、樹木根系

已裸露 

危木清除 

基腳施做預鑄景觀塊擋土牆

L=20m，H=3m 

260,000
寶山 

鄉公所 
2009 

總計 6,1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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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效益評估 
本計畫執行之整體效益包含可量化效益及不可量化效益兩大類，可量化

效益為實際可量測獲得之治理成果，如水庫水質的改善、庫容的增加、有效

攔阻砂石、延長水庫壽命等；不可量化效益則估算其所可預防之災害程度，

如何防止之崩塌量或沖蝕量、增加地下水補助、維護土地生產力、改善農業

經營環境、保育自然生態、改善河川溪流環境、提昇居民生活品質、促進土

地永續利用等。 

7-1 可量化效益評估方法 

一、水土保持 

(一)崩塌地處理工程： 

每年可減少泥砂淤積量(m3)＝崩塌地治理面積(m2)×崩塌深度(m) 

(二)道路水土保持工程： 

每年可減少泥砂淤積量(m3)＝道路受保護面積(m2)×沖蝕深度(m) 

(三)農地水土保持工程： 

每年可減少泥砂淤積量(m3)＝農地受保護面積(m2)×沖刷深度(m) 

(四)森林經營管理工程： 

每年可減少泥砂淤積量(m3)＝森林撫育面積(ha)×成林後每年每公頃

泥砂攔阻量(m3/ha) 

(五)野溪蝕溝整治工程： 

蝕溝控制效益(m3)＝溝長(m)×溝寬(m)×溝深(m) 

護岸效益(m3)＝有效高度(m)×1.5×長度(m) 

二、水質改善 

水庫優養化主要原因為當大量的污染物質排入其中，並且在適當的水

溫、酸鹼度、日照及水位等環境因素下，導致水體中藻類大量異常繁殖或

死亡，進而消耗水中溶氧，使得水庫產生優養化的情形。其優養程度則依

照所含營養物質多寡，分為優養、普養及貧養3類。而本計畫考量蓄水區

以天然林為主，決定採用採用總磷濃度來評估水質改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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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計算治理前後總磷負荷量在進入水庫水體後對水質影響變

化。本計畫採用Vollenweider＇ s Formula進行估算。Vollenweider's 
Formula係假設水庫水體為完全混合之狀態，因此可簡化為一個零維（Zero 
dimension）的水質模式，由於影響水質的因素很多，數學模式並無法掌

握所有因子的變化，因此會產生若干程度的誤差。零維水質模式已簡化許

多水庫之複雜因素，雖不能完全精準地預測水質狀況與變化，然而在水庫

蓄水區治理規劃與預測系統之建立，確有其應用的價值。 

Vollenweider's Formula運用時之基本假設條件： 

(1)將水庫視為完全混合水體。 

(2)只考慮單一養分作為優養指標和限制生長因素。 

(3)定常狀態總磷濃度以年平均表示。 

(4)用單一參數概括養分消失的各種作用。 

由質量平衡方程式                    式(1) 

其中P ：水庫總磷濃度（mg/m3） 

  W ：總磷年進流量（g/yr） 

  V ：水庫容積（m3） 

  KS：磷沉降係數（l/yr） 

  Q ：水庫年出流量（m3/yr） 

  T ：時間（yr） 

在定常狀態考慮濃度不隨時間改變之情況下，   =0，則式(1)即可修

正為下式： 

                                式(2) 

其中α為顆粒狀磷與總磷之比值，Vs為磷沉降速率（m/yr），H為水

深（m）。 

將水庫各項水理及水質資料（水庫操作紀錄及環保署監測結果）代

入式(2)中，即可以得到水庫水質總磷濃度與污染量之關係。 

 

dt
dp

PQPVKW
dt
dpV S −−=

V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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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可量化效益評估 

一、水土保持 

在寶山水庫方面，本計畫水土保持工程施設後之防砂量主要以崩塌地

治理及野溪、蝕溝治理為主，其整體防砂效益如表7-2-1所示。 

表 7-2-1 寶山水庫水土保持工程防砂效益 
類型 工程編號 工程經費(元) 防砂量(m3) 

土地利用 寶山-土-02 87,000 900 
 寶山-土-04 87,000 900 
 寶山-土-08 43,000 450 
 寶山-土-09 130,000 1,350 
 寶山-土-12 43,000 450 
小計  390,000 4,050 
防砂工程 寶山-砂-01 1,872,000 2,260 
 寶山-砂-02 1,170,000 3,600 
小計  3,042,000 5,860 
崩塌地 寶山-崩-01 19,000 130 
 寶山-崩-02 195,000 30 
小計  214,000 160 
野溪蝕溝 寶山-溪-03 358,000 50 
 寶山-溪-04 358,000 50 
小計  716,000 100 
道路水土保持 寶山-道-01 260,000 80 
 寶山-道-03 858,000 90 
 寶山-道-04 156,000 80 
 寶山-道-05 117,000 80 
 寶山-道-06 130,000 20 
 寶山-道-07 260,000 80 
小計  1,781,000 430 
合計  6,143,000 10,600 

本計畫實施後整體防砂量可達到10,600m3，若以水庫清淤單價467元
/m3計算，其水土保持效益可達49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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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質改善 

在水質改善部分，本計畫在寶山水庫執行崩塌地治理、天然竹林改

植等工作，應可有效攔阻隨崩落或沖蝕進入水庫之泥砂所夾帶的磷、氮

等營養鹽，本計畫之崩塌地治理及周遭受保護面積約為4.53公頃，依據

張尊國等1996、陳鶴文1998以及「水庫集水區污染源之調查評估」整理

資料顯示，崩塌裸露地之單位面積污染輸出總磷量接近茶園為

4kg/ha/yr，改善後則可達草生地之輸出量0.2 kg/ha/yr，因此本計畫若執

行後水庫總磷含量應可減少17.21kg/yr。 

90～94年寶山水庫平均磷濃度為26.69μg/ml（年平均磷負荷量為

830.18kg），若以水庫水質近程改善目標20μg/ml而言，相當於616.61kg
之磷負荷量，經由本計畫崩塌地治理及竹林改植林木後，水質整治率約

可達8.06%（如下式），惟此部分並無法轉換為效益估算。推估水質整治

率較低之原因在於，寶山水庫污染源大部分來自於上坪溪，本計畫僅在

保護帶調查範圍內施設改善工程，實難有改善成效。 

%06.8%100
61.616830

)21.17830(830
=×

−
−−

=wqCR  

 

7-3 不可量化效益之分析 
不可量化效益為可量化效益以外較無法量化及無形之效益，經分析主要

為經濟效益、社會效益、生態環境效益等方面，此部分較難估算，參考「水

庫整體保育計畫規範（草案）」之計算，約以可量化效益30%估計，寶山水

庫約為495萬元×30%≒148.5萬元；其不可量化效益內容茲簡述如下： 

一、經濟效益 

1.改善環境，增加集水區土地價值。 

2.改善區域投資環境負面因子，增加區域競爭力。 

3.加強土地管理，提高經營效率，進而促成經營者保育土地之意願。 

二、社會效益 

1.保護流域內公共設施安全。 

2.改善集水區之水土資源，進而維護國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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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水區之保育可提高環境品質，並減少災害之損失。 

4.改善邊坡穩定及道路通暢，避免災情擴大。 

5.提高土壤之滲透及蓄水功能。 

三、生態環境效益 

1.規劃自然型態之治理工法，強化自然生態環境，增強環境抗災能力。 

2.流域水土資源涵養功能增加，提高區域土壤地力，減少侵蝕。 

3.美化大地改善動植物生態棲息環境、減少污染促使區域生活環境提升。 

4.強化山坡地監測管理，確保水土資源永續利用。 

5.自然、人文環境協調，塑造水與綠之生活環境。 
 

7-4 經濟效益分析 

一、年計成本 

一般土木建築工程設施耐用壽齡以30年為經濟分析年限，本計畫蓄水

範圍及保護帶治理總費用約614.3萬元，年計成本包括年利息、年償債基

金與年運轉維護費用，茲分述如下： 

1.年利息 

以總投資額6%計算，即為614.3萬元×6%=36.86萬元。 

2.年償債基金 

工程投資攤還基金，依經濟分析年限30年計算，每年平均攤還，加

上年利率6%以複利計算，則年償債基金為總投資額之1.265%，即為

583.1萬元×1.265%≒7.77萬元。 

3.年運轉及維護成本 

係以建造工程費3%為計算依據，即為583.1萬元×3%=18.43萬元。 

4.年計成本 

上述各項總合63.06萬元即為本計畫年計成本。 

二、年計效益 

依據前述之直接及間接效益分析成果，本計畫在寶山水庫之總效益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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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495+148.5 =643.5萬元，以一般土木建築工程施設耐用壽命以30年為經

濟分析年限，故年計效益應比照年計成本需考量年利息等因素，年計效益

應為66.06萬元。 

三、效益評估 

整體治理規劃效益評估之評估模式最終可以益本比之模式作明確之

估算，而本計畫之益本比定義如下： 

I=B÷C 

其中，I=益本比 

B=整體治理後計畫區域之年計效益 

C=整體治理計畫投資之年計成本 

本計畫預計在民國97～99年投資約614.3萬元，預期當整治工作完成

後，計畫區域之環境將有效改善，災害發生機率降低，人民安全、社會發

展獲得保障。由上述資料得知，本計畫之年計成本為63.06萬元，年計效

益含直接及間接效益為 66.06萬元，益本比為 66.06萬元÷63.06萬元

=1.05，由此可知本計畫實施有其經濟效益，得證本計畫屬經濟可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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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則 

8-1 選擇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由於天然環境不良限制，國內河川含沙量位居世界前茅，而集水區泥砂

產量之多寡對水庫壽命及營運均影響重大，因此水庫防淤的治本之道，即使

做好集水區的保育管理工作，然目前國內良好的水庫壩址難尋，加上環保意

識的敏感衝突、公共建設用地取得不易即補償措施相關問題等，使得未來水

資源開發工程將更加昂貴，執行亦愈益困難。 

依據行政院95年3月20日院台字第0950010423號函核定之「水庫蓄水

區保育計畫綱要（草案）」辦理，對水庫蓄水區之權責機關分工，水庫管理

單位治理工作範圍為蓄水區域相關區域之崩塌地、防砂治水及環境保育為

主。以及林政務委員盛豐所主持「經濟部簡報『水庫蓄水區保育防災新思維』」

會議結論三：「1.經濟部水利署-水庫蓄水範圍（含依法公布之保護帶）。

2.農委會林務局-國有林班地。3.農委會水保局-二者以外之山坡地」。 

本計畫之研擬目標皆符合上述之未來展望，並無其他替代方案可行。 
 

8-2 有關機關應配合事項 
本計畫之實施由北區水資源局統籌負責執行，有關水庫各管理相關工

作，由各水庫管理單位協助北水局辦理。依據「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計畫」

相關治理權責單位有： 

一、經濟部水利署：負責主流河道及水庫蓄水區範圍與保護帶治理。 

二、農業委員會林務局：掌管國有林班地治理，不含蓄水範圍。 

三、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上述二者以外之山坡地治理。 

四、道路水土保持：有關道路上下邊坡崩塌地部分（路權及上下邊坡不可分

割之治理範圍），則由道路主管機關依權責辦理。 

五、環境保護署：負責水質改善及點源、非點源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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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其他有關事項 
水庫蓄水區之經營治理，包括土地資源、水資源、森林及動植物資源等

管理與利用，必須依循現有相關法令執行。集水區經營有關法令甚多，範圍

亦廣，茲就法令主管事項之範疇體系區分為保育利用、區域發展、土地管理、

森林管理、水資源管理、非農業之開發與建築管理，及其他七類，法規名稱、

法別及公布或最近修正日期則列於表8-1中。計畫執行中必須注意者為，水

土保持法第十六條規定水庫集水區應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區內之土地使

用，除依現行法令規定使用外，必須依循下列管制規定： 

一、管理機關應依「水土保持法」第十八、十九條及「水土保持法施行細則」

第二十條規定，擬定長期水土保持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實施之，

其長期水土保持計畫擬定之重點，並依同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辦理。 

二、本特定水土保持區內之公、私有土地之水土保持義務人(即經營人、使用

人或所有人)，應配合該長期水土保持計畫，實施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 

三、水庫集水區之特定水土保持區，其管理機關應依本法第二十條及本法施

行細則第二十一條規定設置保護帶。 

四、保護帶內之土地，其屬山坡地者，應依本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三條規定變

更為宜林地或加強保育地，其管理機關得加成獎勵水土保持義務人完成

造林。 

五、管理機關應將保護帶、崩坍地、土石流危險區或其他特別保護者，劃為

特別管制區，其範圍圖以紅色標示；其餘為一般管制區，其範圍圖以黃

色標示，並依「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則」第六、七、八條規定

程序辦理。 

六、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經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各類土地，

區內禁止任何開發行為，但攸關水資源之重大建設，不涉及一定規模以

上之地貌改變及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之自然遊憩區，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者，不在此限」。 

七、特定水土保持區內之開發利用申請案，應先徵得管理機關之同意，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始得核發開發或利用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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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水庫治理相關法令(1/4) 

類別 法規名稱 主管或 
主辦機關 

公布或最近 
修正公佈年月 備註 

 1.水土保持法 農委會 89.5 法律 
 2.水土保持法施行細則 農委會 89.2 法律 
保 3.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則 農委會 88.6 命令 
 4.臺灣省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作業要點 農委會 85.11.4 命令 
育 5.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 農委會 89.5 法律 
 6.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施行細則 農委會 88.12 命令 
利 7.山坡地土地可利用限度分類標準 農委會 76.6.30 命令 
 8.臺灣省山坡地土地可利用限度查定工作重點 省主管機關 77.3.28 命令 
用 9.臺灣省水庫集水區治理辦法 省主管機關 70.7.2 命令 
 10.臺灣省政府加強山坡地保育利用管理方案 省主管機關 72.3.23 命令 
 11.加強山坡地保育利用管理查報與取締要點 農委會 72.7.25 命令 
 12.加強山坡地推行水土保持要點 農委會 72.11.15 命令 
 13.野生動物保育法 農業主管機關 83.10.29  
 14.野生動物保育法施行細則 農業主管機關 84.4.29  
區 1.區域計畫法 區域計畫主管機關 63.1.31 法律 
域 2.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 區域計畫主管機關 77.6.27 命令 
發 3.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區域計畫主管機關 80.3.6 命令 
展 4.都市計畫法 都市計畫主管機關 77.7.15 法律 
 5.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 台灣省政府 71.6.29 命令 
 6.發展觀光條例 交通主管機關 69.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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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水庫治理相關法令(2/4) 

類別 法規名稱 主管或 
主辦機關 

公布或最近 
修正公佈年月 備註 

土 1.土地法 地政主管機關 79.1.15 法律 
地 2.土地法施行法 地政主管機關 79.1.15  
管 3.國有財產法 國有財產機關 71.1.12 法律 
理 4.國有財產法施行細則 國有財產機關 70.9.14 命令 
 5.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管理或經管辦法 國有財產機關 71.11.1 命令 
 6.臺灣省省有財產管理規則 省主管機關 74.4.20 命令 
 7.平均地權條例 地政主管機關 78.10.30  
 8.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 地政主管機關 81.4.6  
森 1.森林法 農業主管機關 74.12.13 法律 
林 2.森林法施行細則 農業主管機關 76.6.30 命令 
經 3.國有林林產物處分規則 農業主管機關 78.11.17  
營 4.森林登記規則 農業主管機關 80.4.30  
 5.林產伐採查驗規則 農業主管機關 78.6.30  
 1.水利法 水利主管機關 72.12.28 法律 
水 2.水利法施行細則 水利主管機關 79.3.16 命令 
資 3.臺灣省河川管理規則 經濟部水利處 79.8.29 命令 
源 4.水污染防治法 環保主管機關 80.5.6 法律 
管 5.水污染防治法施行細則 環保主管機關 83.5.25 命令 
理 6.飲用水管理條例 環保主管機關 80.5.10 法律 
 7.飲用水管理條例臺灣省施行細則 衛生處 65.1.13 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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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水庫治理相關法令(3/4) 

類別 法規名稱 主管或 
主辦機關 

公布或最近 
修正公佈年月 備註 

水 8.自來水法 內政部 55.11.17 法律 
資 9.氣象法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73.4.30  
源 10.台灣省灌溉事業管理規則 經濟部水利處 69.2.22  
管 11.台灣省灌溉用水水質標準 經濟部水利處 67.7.5  
理 12.台灣省工廠礦廠放流水標準 環保署 87.1.1  
 1.建築法 建築主管機關 73.11.7 法律 
 2.臺灣省建築管理規則 建築主管機關 71.3.13 命令 

非及 3.違章建築處理辦法 建築主管機關 69.10.3 命令 
農建 4.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理辦法 區域計畫主管機關 67.1.13 命令 
業築 5.實施都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理辦法 區域計畫主管機關 67.1.13 命令 
之管 6.實施都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管理辦法實施要點 區域計畫主管機關 62.12.29 命令 
開理 7.山坡地開發建築管理辦法 農業主管機關 79.2.14 命令 
發發 8.墳墓設置管理條例 社會主管機關 72.11.11 命令 

 9.墳墓設置管理條例施行細則 社會主管機關 75.5.14 命令 
 10.非都市土地高爾夫球場開發審議規範 社會主管機關 79.10.30 命令 
 11.非都市土地山坡地住宅社區開發審議規範 社會主管機關 79.10.30 命令 
 12.礦業法 礦業主管機關 67.4.14  
 13.礦業法施行細則 礦業主管機關 72.6.10  
 14.礦業安全法 礦業主管機關 62.12.22  
 15.礦業安全法台灣省露天礦場施行細則 台灣省礦務局 74.7.26  
 16.土石採取規則 礦業主管機關 8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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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水庫治理相關法令(4/4) 

類別 法規名稱 主管或 
主辦機關 

公布或最近 
修正公佈年月 備註 

 1.農藥管理法 農藥管理機關 75.5.4 法律 
其 2.農藥管理法施行細則 農藥管理機關 75.11.7 命令 
 3.臺灣省產業道路養護辦法 省主管機關 67.9.18 命令 
他 4.國家公園法 內政部 61.6.13  
 5.國家公園法施行細則 內政部 61.6.13  
 6.文化資產保存法 內政部、教育部、農委會 71.5.26  
 7.文化資產保存法施行細則 內政部、教育部、農委會 75.2.22  
 8.廢棄物清理法 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77.11.11  
 9.環境影響評估法 環保署 83.12.30 命令 
 10.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 環保署 84.10.25 命令 
 11.農業發展條例 農業主管機關 75.1.6  
 12.廢棄物清理法台灣省施行細則 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72.1.4  
 13.農業發展條例施行細則 農業主管機關 7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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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於95年度辦理新山、西勢及寶山3座水庫蓄

水範圍及保護帶之保育先期規劃，範圍為水庫蓄水範圍、保護帶（水庫滿水

位線起算至水平距離50公尺範圍為原則）及主要河川等之崩塌地、防砂治水

及環境保育計畫為主，希冀維護自然生態環境，增加水源涵養、改善水質、

延長水庫壽命，並減少乾旱危機，進而達到水庫永續利用之目標。 

一、保護帶範圍初步擬定 

本計畫就法令、功能層面及管理層面進行保護帶範圍初步擬定，考

量新山、西勢水庫管理權責單純，且集水區土地分屬自來水公司與林務

局所有，保護帶水平距離寬度建議採50 m（如表1）；而寶山水庫因地形

坡度多變，集水區多為私有地，保護帶視不同地形分區段計算（如圖1），

採30～35 m（如表2），即已適用各項條件，本計畫配合水利署相關規定

仍以50 m為保護帶調查範圍，並進行保護帶範圍初步劃設及治理規劃。 

表 1 新山與西勢水庫考慮各項因素所需保護帶寬度 
水庫別 新山水庫 西勢水庫 

平均坡度 39.05% 35.57% 
法令規定 30~50m 30~50m 

毛細作用因素 17.07m 20.08m 
泥砂過濾因素 23.65m 21.50m 

考

慮

因

素 過濾農藥或肥料因素 24.19m 26.26m 
本計畫建議採用值 50.00m 50.00m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表 2 寶山水庫考慮各項因素所需保護帶寬度 
區段別 北支流1 北支流2 南支流1 南支流2 大壩1 大壩2 

平均坡度 34.16% 32.94% 29.92% 31.92% 27.54% 40.04%
法令規定 30~50m 30~50m 30~50m 30~50m 30~50m 30~50m

毛細作用因素 19.51m 20.24m 22.28m 20.89m 24.21m 16.65m
泥砂過濾因素 20.67m 19.97m 18.32m 19.40m 17.11m 24.28m

考

慮

因

素 過濾農藥或肥料因素 27.22m 28.13m 30.70m 28.94m 33.15m 23.67m
本計畫建議採用值 30.00m 30.00m 35.00m 30.00m 35.00m 30.00m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惟保護帶正式劃設事涉水庫長遠發展、地方民眾權益等等因素，正

式劃設時仍應考量地形、土壤、土地利用、入滲特性等等，辦理地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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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地籍調查及界樁埋設等，且若與「特定區」如水源特定區計畫等標

的部份區域有衝突，為免影響人民權益同時兼顧保護帶功能，實有必要

慎重評估。 
 
 
 
 

北支流1

北支流2

南支流2

南支流1

大壩1

大壩1

大壩2

 
 
 
 
 
 
 
 
 
 
 
 

圖 1 寶山水庫保護帶分區段圖 

二、計畫區調查 

(一)野溪及（含蝕溝）調查及處理情形 

新山水庫集水區內計有8條野溪匯入水庫，其中僅六號野溪出口有

輕微淤積，八號野溪出口處邊坡之復舊工現已毀損，五號野溪出口邊坡

呈大面積裸露，河道有大量土砂淤積，其他野溪皆呈穩定狀態，並發現

蝕溝3條，其中兩條有刷深跡象。 

西勢水庫有楠仔溪與阿文溪匯入，楠仔溪現況淤積嚴重，下游木柵

欄污柵與右岸石籠護岸已有部分毀損；阿文溪河道輕微淤積，下游格籠

壩尚有4,500 m3蓄砂空間，為確保防砂壩永續利用，建議於後續年度辦

理清淤工程。 

寶山水庫區內主要支流為南支流與北支流，其中北支末端施設有防

砂壩1座，現況防砂壩已淤滿；南支蓄水周邊有栽種果樹及竹林，匯入

寶山水庫處淤積嚴重，建議於該處施設防砂壩以攔阻土砂入庫；過寶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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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橋後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有4處蝕溝，周圍植生大致以天然林、竹林

及雜林為主，其蝕溝係因坡面排水不良及水流匯集所造成。 

(二)崩塌地調查 

本計畫三座水庫保護帶範圍僅有零星之淺層崩塌或裸露坡面分布

於區內，崩塌裸露深度僅達土壤表層，其原因為地質皆屬軟弱岩層，邊

坡岩層較破碎，且水庫水位上漲下落造成邊坡孔隙水壓上升，邊坡弱化

所導致；現況部分崩塌裸露面之土石仍有崩落之現象，且位置多鄰近水

庫周邊坡或道路，崩落土石將直接下移至蓄水區或造成交通中斷，故崩

塌地治理仍應列為整治之重點，其中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保護帶建議

應治理之點位分別有8處、1處、3處。 

(三)道路水土保持調查及處理情形 

新山水庫保護帶內道路僅大壩左側施工便道下邊坡，鄰近蓄水區處

有一裸露土坡，建議採崩塌裸露地處理以改善邊坡沖蝕問題；西勢水庫

環庫道路採用較經濟的碎石材質鋪面，該聯外道路使用頻率雖低，但因

邊坡崩塌或道路鋪面之土砂、碎石等受水流沖刷均可能直接入庫，建議

加強改善排水系統，避免治理、開挖造成之生態或環境破壞；寶山水庫

保護帶道路水土保持問題主要為道路排水系統未完善所衍生之土壤沖

蝕或蝕溝問題，及道路上下邊坡崩塌裸露地兩部分，建議治理區位計有

7處。 

(四)植生調查 

三座水庫集水區由於地形、氣候富於變化，部分地區仍保持原始森

林植物生長，本計畫調查範圍內除寶山水庫有部分區段種植竹林、柑

橘，及小面積因坡度陡峭所造成之崩塌外，其餘土地利用大部份維持自

然良好之林相。 

(五)建物調查 

新山及西勢水庫集水區分屬自來水公司與林務局所有，保護帶內並

無建築物；寶山水庫保護帶內建築物零星分布，部分民眾為採收竹筍及

柑橘所需，於水庫旁搭設工寮，致使表土沖蝕，另有沙湖壢藝術村直接

於庫區旁經營湖畔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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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土地利用及超限利用現況調查 

新山及西勢水庫土地大都屬國有或自來水公司所有，故保護帶範圍

內現況土地利用以闊葉林為主；寶山水庫土地利用亦以闊葉林為主，因

土地多屬私有地，除天然林外，部分區段有竹林及果樹等農作物，參照

水土保持土地可利用限度查定成果，並套疊現況土地利用情形顯示，宜

林地部分仍有果園、竹林或旱田等情形，建議主管機關（水土保持局及

地方政府）儘速辦理查定取締。 

(七)污染源調查及改善建議 

新山及寶山水庫均屬離槽水庫，主要水源來自基隆河及頭前溪，據

前期規劃報告指出，主要污染來源均由越域引水帶入水庫中，另本計畫

三座水庫集水區之土地利用大部分以林地為主，每年因降雨產生的總磷

負荷量與總氮負荷量，新山水庫為25.51 kg、214.4 kg，西勢水庫為

158.22 kg、1,012.6 kg，寶山水庫為179.05 kg、358.11 kg。 

(八)土壤沖蝕量推估 

本計畫推估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土壤沖蝕量如表3所示，與前期

規劃報告推估成果比較顯示，新山及西勢水庫因集水區內土地利用改變

不大，推估成果相去不遠，另寶山水庫94年規劃時崩塌地仍多，現況多

已恢復植生，故土壤沖蝕量明顯減少。 

表 3 本計畫三座水庫集水區土壤沖蝕量推估 
94 年規劃成果 本計畫推估成果 

水庫別 土壤沖蝕量 
(m3) 

土壤沖蝕量 
(m3) 

平均土壤 
沖蝕深度(mm) 

新山水庫 373.00 404.76 0.47 
西勢水庫 2301.00 2,599.34 0.45 
寶山水庫 8475.00 7,215.50 2.39 

資料來源：台灣省自來水公司及本計畫整理 

三、實施治理計畫 

本計畫針對計畫範圍內野溪、坑溝（含蝕溝）、崩塌地、農路與土

地利用等問題，擬定各項問題之治理對策，總計32件約1,657萬元（如

表4），期利用災害治理手段達到保水保土之目標，並藉以減少下游水

庫之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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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新山、西勢與寶山水庫治理計畫工程經費 
新山水庫 西勢水庫 寶山水庫 

實施年度 
件數 經費(元) 件數 經費(元) 件數 經費(元) 

2008 11 3,258,000 1 3,315,000 4 1,462,000
2009 - - 2 1,257,000 4 2,522,000
2010 - - 1 2,600,000 9 2,159,000
總計 11 3,258,000 4 7,172,000 17 6,143,000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四、水庫蓄水範圍（含保護帶）資料電腦建檔 

本計畫建立之基本資料項目包括水文資料、氣象資料、河川資料、

水利設施資料、生態資料、相關計畫資料、基本地形圖、圖片及影像資

料等，圖檔格式配合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之資料庫格式，採用GIS軟體

ArcView與MapInfo格式標準。 

五、預期效益評估 

本計畫執行之整體效益包含可量化效益及不可量化效益兩大類，可

量化效益包括水土保持與水質改善兩部分，在水土保持方面，本計畫係

計算各項治理工程之防砂量，並據以計算其效益，另在水質改善方面，

參考「水庫集水區污染源之調查評估報告」，分別訂定近程、中程及遠

程之總磷改善目標為20、15、10 μg/ml。 

(一)新山水庫 

本計畫預計投資約325.8萬元，年計成本為33.44萬元，年計效益含

直接及間接效益為36.08萬元，益本比為1.08；水質改善若以近程為目

標，經由本計畫進行崩塌地治理後，水質整治率可達9.38%。 

(二)西勢水庫 

本計畫預計投資約717.2萬元，年計成本為73.62萬元，年計效益含

直接及間接效益為78.47萬元，益本比為1.07；水質改善若以近程為目

標，暫不需進行水質改善工程。 

(三)寶山水庫 

本計畫預計投資約614.3萬元，年計成本為63.06萬元，年計效益含

直接及間接效益為66.06萬元，益本比為1.05；水質改善若以近程為目

標，經崩塌地治理及竹林改植林木後，水質整治率可達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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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rth Region Water Resources Bureau, WRA, MOEA, launched a 

buffer zone conservation preliminary plann for Sin-Shan, Si-Shih and 
Bau-Shan reservoir in 2006. The scope of the plan includes reservoir area, 
protection district and main river landslides. It is expected to maintain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ultivate water source, improve water 
quality, engthened reservoir life and reduce drought crisis, in order to 
assure an everlasting use of the reservoir. 

  The regulation strategies on main rivers, pit ditches, landslides, 
farm roads and land utilization were proposed. The total cost of 32 
projects is about 16.57 million NT dollars. The overall benefit of the plan 
contains two parts, the accountable benefit and unaccountable benefit. 
The accountable benefit includes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and water 
quality improvement. 

As for Sin-Shan reservoir, the estimated investment is approximately 
3.25 million NT dollars, and the annual cost is 334.4 thousand NT dollars. 
The annual benefit is 360.8 thousand NT dollars. The E/P Ratios will be 
about 1.08. Water quality regulating rate may reach 9.38%. 

As for Si-Shih reservoir, the plan estimate investment is 
approximately 7.17 million NT dollars, and the annual cost is 736.2 
thousand NT dollars. The annual benefit is 784.7 thousand NT dollars. 
The E/P Ratios will be about 1.07.  

As for Bau-Shan reservoir, the plan estimate investment is 
approximately 6.14 million NT dollars, and the annual cost is 630.6 
thousand NT dollars. The annual benefit is 660.6 thousand NT dollars. 
The E/P Ratios will be about 1.05. Water quality regulating rate may reach 
8.06%. 

Besides, the plan established basic documents including hydrological 
data, meteorological data, river characterstic informations, hydraulic 
facilities informaiton, ecological information, correlation plan information, 
topographic maps, photos and images and so on. The database is 
established by GIS software(ArcView and MapInfo)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rmats of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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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1

一、期初簡報（2006.11.21） 

審查意見 意見回應 
一、自來水公司第一區管理處： 
1.如水庫保護帶正式劃設公布後，權責

單位應為自來水公司，請顧問公司針

對保護帶內私有地之資料蒐集更明

確，以利後續徵收，如無法徵收，建

議排除。 
2.西勢水庫中上游之崩塌地建議調查

更清楚，另建議利用1/5000之歷年影

像進行比對。 
 
3.私有地徵收地號及所有權人資料亦

應一併蒐集，以利後續徵收。 
4.報告P2-31內歷年整治工程及相關

報告，請顧問公司來管理處洽詢。 

 
1.遵照辦理，本計畫以蒐集保護帶範圍

內之地籍資料，新山及西勢水庫內並

無私有地，寶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內則

大多數屬私有地。 
 
2.本計畫之範圍係水庫蓄水範圍及滿水

位之水平距離 50 公尺的範圍，計畫

區中上游之崩塌地本計畫已蒐集去年

規劃報告加以補充，請詳 4-2 節。 
3.遵照辦理，本公司將於期末報告進行

補充。 
4.感謝提供，本公司將於期中報告前拜

訪管理處以蒐集資料。 
二、中興大學林信輝教授 
1.保護帶、河川保護帶與本案之工作範

圍需再明確定義。 
 
 
2.不同水庫之氣候、環境不同，土地利

用情形亦異，治理方向與原則應有不

同。 
3.有關P2-37竹林地改植林木之考

量，應在瞭解目前竹林之經營管理情

形，以及其對坡面之危害。 
 
4.有關實際保育計畫之工作規劃，建議

如下： 
  a.保護帶造林，樹種以小喬木、大

灌木為主。 
  b.道路（特別是陡坡山區道路建議

儘量考量L型溝或內側排水及分段

橫向排水） 
  c.水庫保護帶之防砂工程應以輕型

材料之節制壩與排水工程為主。 

 
1.遵照辦理，本計畫工作範圍係依照水

利署之規定，以水庫蓄水範圍水平距

離 50m 為其範圍，河川保護帶應不屬

本計畫範圍。 
2.遵照辦理，本計畫在蒐集相關資料及

赴現地調查後，以擬定各水庫之重點

治理方向，請詳第六章。 
3.遵照辦理，本計畫赴寶山水庫現地調

查後發現，除人為種植竹林外，蓄水

周遭亦多有竹林叢生，加重坡面負

荷，請詳 4-4 節。 
4.感謝指教，本公司將依各水庫及各項

工程特性進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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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意見回應 
  d.崩塌地處理需以裸露地地質結構

為基本考量，如屬表面沖蝕導引坡面

崩壞，可用植生覆蓋方法處理。溯源

侵蝕之崩塌則無法以植生保護達到

效果。 
  e.生態保育之規劃，可就生態調查

資料中與水域為主要棲地之生物加

以考量。 
三、吳東雄委員 
1.報告P2-1水庫基本資料之數據，請

再詳查。 
2.簡報P10保護帶內既有方案檢討

中，本計畫範圍屬自來水公司11座
集水區治理規劃內，是否與該公司之

計畫重疊。 
3.將來水庫集水區之治理是否要辦理

向縣府提報水保計畫。 
 
4.簡報P15中格框護坡之基腳應如何

設置，請考量。 
 
5.簡報P17中計畫流量依「水保規範」

規定以重現期距50年之流量為設計

基準，是否有需要這麼大的流量標

準，請再詳查。 
6.保護帶內之建物、地號應蒐集列冊。

 
 
 
7.GIS資料庫之建置未見到方法及詳

細說明，請補充。 

 
1.遵照辦理，已修正，請詳表 2-1-1 
。 
2.本計畫三座水庫均屬自來水公司 11
座水庫集水區治理規劃內，惟目前尚

未開始進行治理。 
 
3.水土保持計畫辦理之目的主要在於規

範土地開發行為，對於治理行為並不

在規範內容內，故不需提報水保計畫。

4.遵照辦理，本計畫決定格框護坡施設

之位置，已有考量交通、施工便利性，

請詳第六章。 
5.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所規定重現期距

50 年係規範坡地野溪，而本計畫三座

水庫集水區大部分均屬山坡地範圍，

建議仍遵照其規範辦理。 
6.遵照辦理，本計畫已赴現地調查，新

山及西勢水庫內並無建物，寶山水庫

建物調查已列於 4-5 節，另保護帶地

籍資料，本計畫將於期末報告中補充。

7.遵照辦理，以補充資料庫之規格，請

詳第七章。 
四、計畫課蔡明澤 
1.P2-1表2-1-1新山及寶山水庫均為離

槽水庫，其主要水源並非水庫大壩所

在之溪流，請再詳查。 
2.P2-3寶山水庫並非公共給水單目標

水庫，亦有灌溉功能，請再詳查。 

 
1.遵照辦理，已修正，請詳表 2-1-1。 
 
 
2.遵照辦理，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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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意見回應 
3.P2-3（三）寶山水庫第三行….頭前

溪支流柴梳「山」溪，「山」應為誤

植請修正。 
4.P2-4（二）西勢水庫坡度以三級坡

為主，與簡報所述五級坡為主不符，

請查明修正。 
5.P2-10（三）….”病”供應新竹….錯字

請修正。 
6.P2-14請說明斷層通過保護帶之影

響及因應措施。 
 
7.2-1節為集水區，2-2為水庫蓄水範圍

及保護帶調查，請依分類編寫章節內

容。 
8.P2-41 依 據 水 保 局 …. 年 沖 蝕 量

200ton/ha，資料來源是否適用本案

之地質及雨量條件。 
9.P2-47用地徵收不易且居民配合意

願不高，是否有調查過。 
10.P3-5保護帶範圍之判定，是否可考

慮其他條件，如崩塌地之影響。 
 
11.請依各水庫之特性劃定保護帶。 
 
 
12.GIS系統請與本局系統整合。 

3.遵照辦理，已修正。 
 
 
4.報告中說明西勢水庫為三級坡係指整

個集水區，與簡報內之區位並不相

同，已修正，請詳 2-1-2 節。 
5.遵照辦理，已修正。 
 
6.本計畫三座水庫保護帶並無斷層通

過，已修正。 
 
7.遵照辦理，已改成以保護帶範圍為

主，請詳 2-1 節。 
 
8.該項數據係指一般通則，非針對特定

地質與氣候條件，已修正。 
 
9.本公司已有進行初步調查，已修正刪

除。 
10.本計畫係進行保護帶範圍初步劃

設，另國內相關保護帶劃設原則研究

本計畫已蒐集如報告所示。 
11.本計畫係進行保護帶範圍初步劃

設，本計畫已依各水庫不同特性、原

則、地形補充，請詳 3-2 節。 
12.本計畫製作之地理資料庫將配合北

水局之系統，將於期末報告階段配合

辦理。 
五、主席 
1.水庫保護帶如何進行初步劃設，請再

詳細說明。 

 
1.遵照辦理，已依不同水庫之地形條

件、劃設原則，初步擬定各水庫所需保

護帶寬度，請詳 3-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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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中簡報（2006.12.21） 

審查意見 意見回應 
一、自來水公司一區處 劉德良委員 
1. P2-14 阿文溪、楠仔溪錯置 
2. P7-1 蓄水範圍資料建檔請配合提供地

籍套繪圖等（含 1/2400 電子圖檔及精

度），並建請列入主要工作內容。 
 
3. 附錄 2-1、3-1 請以 2005 年及 2006 年

資料比對，方便瞭解其潛勢變化。 

 
1. 感謝指正，已修正如 P2-14 
2. 本計畫僅蒐集前期規劃報告與水保局

山坡地地籍資料進行數化；建議未來保

護帶正式劃定公告後，再依土地權屬異

動調查與實際測量成果製作電子圖檔。

3. 本計畫範圍係為水庫蓄水範圍及滿水

位線以上 50m，2005 年之前期規劃報

告僅做為上游集水區仍有土砂來源之

參考。 
二、自來水公司三區處 李恆彰 
1. 報告 P2-1 寶山水庫基本資料給水目標

只有公共給水，沒有灌溉。 
2. 報告 P2-3 寶山水庫保護帶面積非只有

9.99 公頃，請修正。 
3. 報告 P6-5 保護帶治理工程因土地屬私

有地，地主能不能同意施工屬未知數。

 
1. 感謝指正，已修正如 2-1 節 
 
2. 遵照辦理，已修正如 P2-3 
 
3. 建議增加施工便道之補償金，以提高地

主同意施工之意願。 
三、台大森林系陳信雄教授 
1. 水庫保護因水庫蓄水及放水期間，保護

帶因地下水位上昇及下降之間所造成的

殘留孔隙水壓，對保護帶之穩定有極大

之影響，在植生的選擇與坡面之穩定如

何因應？請提出具體建議。 
 
 
2. 新山及寶山水庫皆為離槽水庫，必須越

域引水，對被引水地區之水源保護是否

有因應措施？ 
3. 在土地利用上除了植生以外是否有人為

的建物入侵 
 
 
 
4. 水庫保護之竹林應考慮改植。 
 

 
1. 本計畫建議採用之工法，多為運用框、

籠或拋石等材料以創造多樣性孔隙構造

之高透水性工法，藉以減少殘留之孔隙

水壓，增加保護帶坡面之穩定性；另植

生之選擇，建議以高涵養水源、增加土

壤孔隙率、穩定坡面之植物為佳，如相

思樹、水柳、雀榕等，內容詳如 5-4 節。

2. 本計畫係以水庫蓄水範圍及滿水位線以

上 50m 為調查範圍，有關被引水地區之

水源保護事涉龐大，建議另案辦理。 
3. 新山、西勢水庫保護帶均保有完整林

相，經調查除了保護工程外，並無其他

人為建物；另寶山水庫因多為私有地，

水庫周邊有多處工寮或釣魚平台，調查

成果詳如 4-5 節。 
4. 遵照辦理，寶山水庫周邊竹林建議改植

林木，建議改植之竹林位置詳如 4-6 節。



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保育計畫

 

 
 

附 1-5

審查意見 意見回應 
5. 西勢天然林對污染之過濾，可作為借

鏡，提供其他水庫之參考。 
5. 敬悉，遵照辦理 

四、中華大學楊朝平教授 
1. 配合圖 2-1-4、圖 2-1-5 請附對照之彩色

航照圖。 
2. 單位請統一用符號，公分 cm、公尺

m、30 度 30°等。 
3. 公式符號之下標應正確，ks ks、

Am Am。 
4. 「第八章預期效益評估」之內容，尚無

法看出實質作業成果，日後應特別注意

將效益具體數字化。 
5. 對地質之描述或用語應專業化，如「軟

弱泥岩」；該計畫範圍多為風化土層而非

岩層，即「岩」與「土」應先區分，「節

理」為砂岩之橫向、縱向不連續面，不

會出現於風化土層、「洋蔥狀剝落」一詞

不曾聽過。土層會發生侵蝕及淺層滑

動，岩層則多發生墜落及深層滑動。 
6. 公式應予編號，P3-33 θ之坡度(角度)

與表 3-2-2 之坡度(％)定義不同，應釐

清。 

 
1. 遵照辦理，如圖 2-1-4、圖 2-1-5 所示 
 
2. 遵照辦理，已修正 
 
3. 遵照辦理，已修正 
 
4. 敬悉，遵照辦理 
 
 
5. 遵照辦理，另「洋蔥狀剝落」係參考中

央地質調查所地層資料之說明。 
 
 
 
 
 
6. 公式中 θ為緩衝過濾帶之坡度(度)，另

表 3-2-2 之坡度(%)一欄係做為對照用，

已修正之。 
五、林信輝教授（書面審查意見） 
1. 造林計畫應包括林相改良或現有林相之

問題分析。 
 
2. 崩塌地之處理應考慮崩塌坡面（含堆積

區）距滿水位之位置以及其可能受水浪

或水庫流況影響之處理。 
3. 生態調查或本文內之圖說照片資料，如

非自行調查所得，應列出處或相關參考

文獻資料。 

 
1. 遵照辦理，新山、西勢均保有完整之林

相，本計畫僅建議寶山水庫周邊坡之竹

林應改植為林木，詳如 4-6 節。 
2. 遵照辦理，本計畫係利用透水性工法降

低土壤孔隙水壓，藉以減輕水位升降對

裸露邊坡所造成之影響，詳如 5-5 節。

3. 感謝指正，參考資料均已加註資料來

源；此外，經與主辦單位協調，因生態

調查非本次工作項目，故已刪除之。 
六、林昭遠教授（書面審查意見） 
1. DTM 資料之解析度宜說明。 
 
2. 表 2-1-2 水庫保護帶範圍坡度變異極

大，表 3-2-4 推算各水庫集水區保護帶

 
1. 本計畫採用之 DTM 數值高程資料解析

度為 40m×40m，已補充於 2-1-2 節。 
2. 保護帶之功能為過濾泥砂、農藥、肥料

等污染源，本計畫係利用前人研究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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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意見回應 
採用 30 公尺已足以適用各項條件之理

由，宜進一步說明。 
 
 
3. 若採用之 DTM 解析度為 40m×40m，則

採用 30m 寬之保護帶如何由 DTM 資料

加以劃定展示。 
 
 
 
4. 圖 4-7-6 寶山水庫非點源污染集污分區

宜加上水系配合說明，AGNPS 參數給

定之空間分佈宜加強說明。 
5. 圖4-8-1～4-8-3保護帶配置寬度50m與

前述之 30m 適宜寬度不符，有何考量宜

說明。 
6. 保護帶之配置效益宜用相關模式量化分

析說明。 
7. 宜由法規面、技術面及管理面等面向綜

合分析，探討保護帶之最適寬度。 

驗公式，在水庫周邊坡最嚴苛之條件下

等計算，結果如表 3-2-4 所示，保護帶

所需寬度均小於 30m，故以 30m 為建議

採用寬度。 
3. 本計畫係利用地理資訊系統，於水庫滿

水位線起算水平距離 50m 劃設保護帶

調查範圍線，並以圖面座落位置做為現

地實際位置之依據；故保護帶之劃設並

非 DTM 網格計算之結果，僅應用 DTM
運算地形、地勢等基本資料。 

4. 遵照辦理，已將水系與保護帶範圍套疊

至集污分區圖，並補充 AGNPS 各參數

給定之說明，詳如 4-7 節 
5. 本次係配水利署相關規定，以 50m 為保

護帶調查範圍，30m 則為未來建議劃設

公告之範圍。 
6. 遵照辦理，量化分析包括泥砂與水質改

善兩部分，結果詳如第八章。 
7. 遵照辦理，詳如 3-2-2 節。 

七、劉夢麟委員 
1. 西勢水庫上游楠仔溪有木樁欄污柵，屬

於建庫時之早期設施，視同歷史構造

物，及其功能維護價值如何，請加以評

估是否納入保護帶。 
 
 
 
 
 
 
2. 報告內建議地方政府輔導保護帶土地造

林，可行性應有請管理機關會同地方政

府研商解決策略。 
3. 本計畫三座水庫蓄水範圍均很小，湖面

兩岸甚近，如有巡邏艇或舢舨激起之浪

約 30～80 公分，對庫邊拍打甚鉅，對

 
1. 楠仔溪木樁欄污柵係 92 年施設之生態

工法項目之一；經現地調查，部分木樁

欄污柵位於 50m 保護帶調查範圍內，受

上游崩塌地與溪床淘刷作用影響，楠仔

溪下游河道有大量土砂淤積，亦導致攔

污柵已有部分毀損，因此本計畫建議於

楠仔溪下游設置防砂壩一座，藉以減少

土砂進入水庫、降低水庫清淤之成本。

建議未來視正式劃定公告結果，再依其

位置評估是否納入保護帶內。 
2. 敬悉 
 
 
3. 本計畫三座水庫並無大型船隻行駛於庫

區，僅新山有巡邏艇與寶山水庫有舢

舨；因搭配之馬達動力小、平時使用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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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意見回應 
裸露面淘刷，針對船隻之型式、排水量

及航速應進一步規範。 
率低，對水庫周邊之影響較小，惟建議

上述水庫管理單位要求船隻航速降至

15km/hr。 
八、北區水資源局計畫課 
1. P2-3 寶山水庫保護帶 9.99 公頃應為

62.33 公頃，請修正。 
2. P2-15 圖 2-1-10 水庫滿水位線 EL141.6

與等高線 EL150 交錯，請再查明。 
 
 
3. P2-10 圖 2-1-14 與表 2-1-4 之土壤類型

分類不同，請修正；另西勢水庫之土壤

分類為崩積土或沖積土，請查明。 
4. P2-27 圖 2-1-16 竹北交流道應為竹林交

流道。 
5. P2-29 表 2-2-1 寶山水庫之百分比總和

不為 100。 
6. 保護帶之控制因子主要為過濾農藥或肥

料因素，請依各水庫之實際條件推算建

議寬度。 
 
7. P3-37 表 3-2-4 標題以寶山水庫為例，

內容各水庫均列入，建議刪除。 
8. P4-43 圖例應為寶山水庫集水區。 

 
1. 感謝指正，已修正如 P2-3 
 
2. 感謝指正，因等高線係由 DTM 資料模擬

之成果，易生誤差，故已將圖面修改為

正射影像圖，以符合實際現況，詳圖

2-1-10。 
3. 感謝指正，已修正如 P2-10 
 
 
4. 感謝指正，已修正如圖 2-1-16 
 
5. 感謝指正，已修正如表 2-2-1 
 
6. 本計畫已參考各學者專家之研究報告與

相關法令，並推算各水庫考慮法令、毛

細作用、泥砂、農藥等各項因子所需保

護帶寬度如表 3-2-4 所示 
7. 感謝指正，已修正如表 3-2-4 
 
8. 感謝指正，已修正如圖 4-8-3 

九、北區水資源局保育課  
1. P2-37 依據環保署監測資料顯示，三水

庫之水質監測項目中總磷，都未能符合

甲類水體水質標準，表示三水庫之水質

受有機物（生活污水）較明顯，請建議

如何削減有機污染源之具體執行方案；

另水質監測數據資料，可請自來水公司

提供，利於本項周延之改善建議。 
2. 水質改善之建議，因就各水庫之標的、

環境特性水質改善之建議，因就各水庫

之標的、環境特性、水文條件加以區別，

規劃可行方案評估。 

 
1. 本計畫工作重點係針對保護帶進行詳細

調查，以作為未來保護帶正式劃設公告

之依據；因水質污染之因素眾多、牽涉

層面廣大，有關如何削減有機污染源之

具體執行方案建議另案辦理。 
 
 
2. 有關水質改善評估應以整個水庫集水區

為單元，做全面性之調查後方可提出改

善建議，保護帶調查結果並無法代表整

個集水區，因此建議另案辦理。 
 



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保育計畫

 

 
 

附 1-8

三、期末簡報（2007.02.14） 

審查意見 意見回應 
陳信雄委員 
1. 水庫保護帶之寬度是否有統一的規定或

因地制宜，此將牽涉到今後管理監測的問

題，從過濾農藥之功能上，一般皆採

30m，但由於坡度的不同，亦有採用 50m
者，因此如何訂定，是由委託單位事先訂

定，或者由受委託顧問公司根據實際調查

結果，再行洽商決定，應有釐清之必要。

 
1. 本計畫係以滿水位起算水平距離 50 公尺

為調查範圍，再配合相關法規、研究與管

理可行性等條件，研擬各水庫所需之保護

帶寬度，據以提供主管機關參考，初步建

議新山、西勢水庫為 50m，寶山水庫依

地形分區段分別為 30～35m，建議未來

保護帶正式劃設、公告時，仍需辦理詳細

之地形測量、地上物調查與地籍更新套繪

等工作，以決定保護帶寬度。 
林信輝委員 
1. P3-30 毛細作用影響範圍，孔隙比 e 和有

效粒徑 D10 的使用依據為何？一般土壤

孔隙率為 0.3～0.7，則孔隙比為 0.43～
1.5，文中採用 0.3 為何？且 D10 採

0.003m＝3mm，2mm 以下定義為土壤？

2. P3-34 保護帶功能除過濾泥砂及肥料、涵

養水源等，還有營造棲地多樣性等功能，

是否需增加考量棲地環境之考慮保護帶

寬度？即保護帶保育計畫需有環境保

育、生態保育之說明。 
3. P5-15 造林樹種建議，是否可參考 P4-26

至 P4-27 水庫植生調查再行建議。西勢

水庫植生調查為楠櫧林帶-櫟林帶，是否

地勢較為高？是否在水庫保護帶範圍之

植生調查？應納立地條件考量造林樹種

建議。 
4. 群落鬱閉度之名稱建議改為森林鬱閉度

或植生覆蓋率。 

 
1. 感謝委員指正，公式中 e 應為孔隙率，另

D10採用數據有誤，本案依據各水庫土壤

特性採用不同數值，已修正如 3-2-2 節。

 
 
2. 目前並未有考量棲地環境探討保護帶寬

度之相關研究，另本計畫已補充說明保護

帶對環境生態保育之效益，詳如3-1-3節。

 
 
3. 遵照辦理，各水庫適合之造林樹種已依據

植生調查成果加以擇定，詳如 5-4-2 節；

另楠櫧林帶-櫟林帶係參考前期規劃報告

成果，本計畫另參考「台灣植被」一書，

西勢水庫係屬偏濕性季雨林帶，已更正

之，詳如 4-4 節。 
4. 感謝委員指正，已將文字與相關內容修

正，詳如 4-5 節、5-4-1 節。 
林昭遠委員（書面審查意見） 
1. 圖 2-1-7～圖 2-1-9 圖例色塊標示有誤。

 
2. 圖 2-1-12 缺河川水系之標示區位。 
 
 

 
1. 感謝指正，紅色係代表七級坡，圖 2-1-7

～圖 2-1-9 已修正，詳 P2-11～2-13。 
2. 寶山水庫主要支流包括南支流與北支

流，水庫蓄水後部分已淹沒於水面下，已

將水系標示如圖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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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意見回應 
3. 圖 2-1-16 圖例之色系宜統一。 
 
4. 圖 2-2-1 西勢水庫尚有未標示之區位。 
 
 
5. 圖2-3-2西勢水庫土地利用為何將水庫納

入？ 
6. 表3-2-4以平均坡度計算保護帶寬度有待

商榷，宜因地制宜將水庫保護帶區位分類

後配置寬度較合理。 
 
 
 
7. 建議水庫保護帶之配置宜考量上游匯入

水庫之河系兩旁區位。 

3. 感謝指正，圖例用色已修正統一，詳如圖

2-1-16。 
4. 西勢水庫保護帶範圍全屬林務局所有之

國有地，圖 2-2-1 係因印刷色彩不清晰而

生錯誤，已修正之。 
5. 感謝指正，水體、水庫或水池部分應為草

生地或闊葉林，已修正如圖 2-3-2。 
6. 因新山、西勢水庫集水區範圍均屬於國有

地或自來水公司所有，其管理權責單純，

故建議保護帶寬度統一採用 50m，詳如

表 3-2-3；寶山水庫地形坡度多變，保護

帶寬度依地形採分區段計算，結果如表

3-2-4 所示，其所需寬度約為 30～35m。

7. 水庫保護帶係有一定之法律定義（滿水位

起算至水平距離 30～50m 範圍內），匯入

水庫之河系兩旁區位屬緩衝帶範圍，建議

應另行規範。 
吳東雄委員 
1. 期末報告封面格式依水利署正式版本定

稿：如封面形式；摘要 P1～9 為水保局

抬頭。 
2. 簡報 P28，污染量推估各項數據有抵觸，

如西勢水庫近程總磷 20ppm～遠程 10 
ppm，目前 232.17kg 而不需改善？宜詳

加說明。 
 
 
3. 保護帶現況違規使用需以照片、編號、列

表方式呈現，以利執行。 
 
 
 
 
4. 簡報 P51 治理權責請依林務局、水保局、

水利署修正。 
 
 

 
1. 遵照辦理，所有格式依水利署規定撰寫，

並申請 GPN 與 ISBN 編碼；摘要頁尾之

錯誤已修正，感謝委員指正。 
2. 水庫容許污染物負荷量，係參考「水庫集

水區污染源之調查評估報告」，訂定近程

改善目標為 20 μg/ml；因西勢水庫年平

均磷濃度為 16.01 μg/ml，換算成磷負

荷量約為 136.56 kg，故暫毋須改善；已

補充說明，詳如 8-1-1 節。 
3. 遵照辦理，新山、西勢水庫並無違規使用

情形，寶山水庫土地利用情形已增補照片

如表 4-6-1；惟寶山水庫保護帶 98.67％
屬私有地，農業活動佔 25％以上，且尚

未辦理超限利用地查定工作，建請主管機

關（水保局或縣市政府）儘速辦理。 
4. 遵照辦理，未來蓄水範圍（含保護帶）係

由水利署負責，道路部分則仍由水庫管理

單位或地方政府依權責辦理，各工程治理

權責已重新檢核，詳如第五、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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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意見回應 
5. 資料庫建立軟體請與本局其他計畫接軌。5. 遵照辦理，本計畫三座水庫資料庫檔案分

別採 MapInfo與 ArcGIS兩種軟體格式存

取，以利管理機關使用查詢。 
新竹縣政府 
1. 有關寶山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保育計

畫，本府樂觀其成，但寶山水庫水面 1m
以上全屬私有地，保護帶土地徵收請列入

考慮。 

 
1. 敬悉，本計畫經現地調查並參考國內外相

關研究，研擬各水庫保護帶適合之寬度，

據以提供主管機關參考；未來保護帶正式

劃設後，主管機關再依法徵收、公告。

自來水公司 
1. 摘要 P9 水質改善部分….，若以水庫水質

近程目標 232.17kg 來看，無法看出為何

種污染源（量），因水質污染有多項標準，

請再加強補充說明，例如總磷量…等。

 
 
 
 
 
2. P6-5 表 6-1-3 序號 4、P6-8 表 6-2-2 統

計表道路水土保持部分，權責單位非自來

水公司，請查明依分工治理權責屬縣市政

府或土地所有權屬林務局。 

 
1. 感謝委員指正，水庫容許污染物負荷量乃

參考「水庫集水區污染源之調查評估報

告」，分別訂定近程、中程及遠程之改善

目標為 20、15、10 μg/ml；232.17 kg
乃利用 Vollenweider 公式推算西勢水庫

近程目標濃度 20 μg/ml 之年平均總磷

負荷量，其計算詳如 8-1-1 節，據以計算

水質改善成效，已補充說明，詳如摘要

P9。 
2. 敬悉，有關分工治理權責已更正如表

6-1-3 與表 6-2-2。 

自來水公司一區處 
1. 西勢水庫蓄水範圍保護帶保育計畫（初

稿）P30 表 6-2-1 西勢水庫分期治理經費

一覽表內道路水土保持權責單位不屬自

來水公司，因土地權屬林務局，進出道路

許可需其核准、協商，請更正；另建議工

法為 PC，非生態工法，建議改其他方法

為宜。 

 
1. 感謝指正，道路水土保持由道路主管機關

依權責辦理，因西勢水庫屬林務局所有，

故分工治理權責單位應為林務局，已修正

之；另西勢水庫道路水土保持改以加強道

路縱橫向排水為優先考量，藉以減少逕流

水集中所造成之不良影響。 

林鎮洋委員 
1. 保護帶寬度 30m 是否套疊地籍圖，應與

現實考量。 

 
1. 本計畫僅就 50m 調查範圍，參考水保局

山坡地地籍數化成果，套繪公私有地以供

參考，詳如圖 2-2-1，建議未來保護帶正

式公告時，仍應先進行地形測量與地籍資

料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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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意見回應 
水利署 劉以銓委員 
1. 三本報告原則上符合計畫格式需求，本組

後續已委託北科大林鎮洋教授彙整，並成

立專案計畫報院。 
2. 在蓄水範圍與保護帶相關法規方面，未來

水土保持法將刪除保護帶相關法則，而在

水利法則增設保護帶條文以防止泥砂、污

染物，並於劃定後徵收為水利用地，若為

林地則仍屬林務局，徵收後進行整體規劃

並依現有協調機制治理。 
3. 保護帶範圍應依實際現況、需要劃定，再

進行徵收、公告。 
 
4. 保護帶範圍依實際需要劃設，並考量管

理、土地範圍規定及實際地籍套疊等。

 
 
 
5. 保護帶治理與集水區治理不同，有關水質

改善阻絕之效果及加強水質改善現有方

案之相關成果，如成功大學執行之規劃案

及環保署執行之成果，是否有具體的成果

或 data？ 

 
1. 敬悉 
 
 
2. 敬悉 
 
 
 
 
 
3. 敬悉，本計畫依據現地調查與相關研究等

初步建議各水庫保護帶劃設寬度，並進行

規劃治理。 
4. 敬悉，本計畫係進行保護帶初步劃定，現

已針對國內外保護帶相關研究研擬適合

寬度，建議後續正式劃定時，應辦理詳細

地形測量、地上物調查及地籍更新套繪等

工作。 
5. 依據環保署 2005 年「以生態工法淨化水

庫水質控制優養化研究計畫」研究案，目

前針對新山水庫已建議增設曝氣設備、進

水沉澱池、監測設備等改善方案，惟尚無

具體成果；本計畫已補充相關規劃內容詳

如 2-4-2 節。 
保育課 張武宏委員（書面意見） 
1. 總報告 P5-34 最後一行：道路水土保持

計畫西勢水庫蓄水區周邊之環庫道路現

為碎石鋪面，建議以 PC 鋪面、L 型側溝

案，請再考量。 
2. 總報告 P4-12 倒數第二段：「…另一處則

為於廢棄土石區下方，建議…」，其中「廢

棄土石區」一詞？請查明。 
3. 若引用圖表、照片、文獻資料時，請載明

出處、年份，以避免誤觸著作權。 
 
4. 本委託案三個水庫許多崩塌地成因是水

庫水位漲落造成邊坡的淺層裸露崩塌，請

 
1. 感謝委員指正，西勢水庫道路水土保持改

以加強改善排水系統為主，避免治理、開

挖等所造成之生態或環境破壞。 
 
2. 感謝委員指正，「廢棄土石區」一詞乃筆

誤，該裸露邊坡係位於「舊有採石區」下

方，已修正如 P4-12。 
3. 遵照辦理，引用之圖表、照片、文獻等皆

已註明資料來源，並已增列「參考資料」

詳如本報告書。 
4. 遵照辦理，本案三座水庫之淺層裸露崩

塌，考量交通便利性與其邊坡裸露風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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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意見回應 
顧問公司可否提出相關保育植生、工程工

法減輕其發生。 
度，多採用高透水性工法配合排水工加以

治理，治理原則與建議工法詳如 5-5 節。

主席（結論） 
1. 針對環境保育、生態保育及造林樹種等，

請依植生調查資料加以補充說明。 
 
2. 保護帶寬度研擬，請依實需及現況提出規

劃原則與說明，另預期效益亦請加以補

充。 
 
 
 
3. 封面、格式與內容請依本局格式修正，另

資料庫格式請與本局現有軟體接軌及相

容，以利後續利用。 
 
4. 蓄水範圍及保護帶劃設原則、治理工法、

水質改善建議及相關權責單位之劃分，請

補充說明與釐清並提出結論與建議。 
5. 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崩塌地、野溪蝕溝

及裸露地需進行保育整治部份與本計畫

後續相關工作，請自來水公司依權責核

處。 
6. 請依各委員、各單位意見加以修正補充說

明，並將辦理情情附於期末報告內以利審

閱。 

 
1. 遵照辦理，保護帶環境、生態保育功能詳

如 3-1-3 節，另造林樹種依植生調查成果

補充如 5-4-2 節。 
2. 遵照辦理，新山與西勢水庫土地權屬與利

用較為單純，故保護帶採統一寬度；寶山

水庫地形坡度多變，故保護帶寬度採分段

計算，惟寶山水庫多屬私有地，為便於後

續管理、避免居民無所適從，建議仍應採

用統一寬度為宜。 
3. 遵照辦理，報告格式已依水區水資源局要

求製作，資料庫檔案格式則分別採

MapInfo 與 ArcGIS 兩種軟體格式存取，

以利管理機關使用查詢。 
4. 遵照辦理，保護帶劃設原則詳如 3-2 節，

治理工法與權責劃分已修正，詳如第五

章，並將相關成果增補於結論於建議。

5. 敬悉 
 
 
 
6. 遵照辦理，各委員、各單位意見已修正補

充，詳如報告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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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新山水庫集水區前期崩塌地調查成果 
 



 

 

附
2-1

 
 
 
 
 
 
 
 
 
 
 
 
 
 
 
 
 
 
 
 
 
 
 

資料來源：「新山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自來水公司第一區管理處，2005 

附圖 2-1 新山水庫集水區崩塌地調查點位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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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 新山水庫集水區崩塌地前期調查記錄表 
 
 
 
 
 
 
 
 
 
 
 
 
 
 
 
 
 
 
 

資料來源：「新山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自來水公司第一區管理處，2005 

 
 

工程

編號
TM2_ X TM2_Y 高程

(m)
崩塌

形式

坡度

(度)
坡高
(m)

坡長
(m)

植生

覆蓋率
地質 岩性

再崩塌

可能性
受損原因

治理

順序

9 320760 2781069 114 沖蝕

裸露
30~40 5 50 50%~70% 大寮層

砂岩及

頁岩
大

水庫水位升降，對坡

趾產生淘刷沖蝕，土

砂直接滑落庫區

急需

處理

8 320747 2781097 110 旋滑 >55 5.5 3 >70% 大寮層
砂岩及

頁岩
普通

現地邊坡坡度較陡，

部分植生覆蓋不良，

但現況處於穩定狀態

，對庫區安全影響不

大

暫緩

處理

6 320572 2781072 102 墜落 >55 2 3 50%~70% 大寮層 砂岩 普通

現地坡度陡，樹木崩

落，崩塌面積規模小

，現況處於穩定狀態

暫緩

處理

5 320550 2781083 112 平滑 >55 6 8 50%~70% 大寮層
砂岩及

頁岩
大 坡度過陡、  排水不良 需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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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西勢水庫集水區前期崩塌地調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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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新山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自來水公司第一區管理處，2005 

附圖 3-1 西勢水庫集水區崩塌地前期調查點位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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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1 西勢水庫集水區崩塌地前期調查記錄表 
 
 
 
 
 
 
 
 
 
 
 
 
 
 
 
 
 
 
 
 
 

資料來源：「西勢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自來水公司第一區管理處，2005 

 

工程

編號
TM2_X TM2_Y 坡度

(°) 地質 岩性 崩塌型式 再崩塌可能性 植生覆蓋率 交通可及性 崩塌原因 處理方法

1 322794 2774980 ＞55 木山層
砂岩及頁岩互層，

含煤層
楔型破壞 大 >70% 困難

坡度過陡

坡腳淘刷
急需處理

4 322988 2775153 ＞55 木山層
砂岩及頁岩互層，

含煤層
旋滑 大 30%~50% 困難

坡度過陡

坡面沖蝕

植生覆蓋不良

急需處理

6 323005 2775168 40~55 木山層
砂岩及頁岩互層，

含煤層
旋滑 大 50%~70% 簡易機具

坡度過陡

坡腳淘刷
需處理

7 323015 2775219 ＞55 木山層
砂岩及頁岩互層，

含煤層
平滑 普通 50%~70% 重型機具

坡度過陡

坡腳淘刷
需處理

9 323060 2775243 ＞55 木山層
砂岩及頁岩互層，

含煤層
旋滑 小 >70% 方便

坡度過陡

坡腳淘刷
暫緩處理

23 323494 2774727 ＞55 木山層
砂岩及頁岩互層，

含煤層
平滑 大 <30% 困難

坡度過陡

坡腳淘刷
需處理

24 323518 2774547 ＞55 木山層
砂岩及頁岩互層，

含煤層

無明顯破壞

型式
大 <30% 困難

坡度過陡

坡腳淘刷
需處理

25 323528 2774256 ＞55 木山層
砂岩及頁岩互層，

含煤層
旋滑 大 30%~50% 困難

坡度過陡

坡腳淘刷

排水不良

需處理

28 323537 2774408 ＞55 木山層
砂岩及頁岩互層，

含煤層
平滑 普通 30%~50% 困難

坡度過陡

坡腳淘刷
需處理

31 324008 2773142 ＞55 木山層
砂岩及頁岩互層，

含煤層
向源侵蝕 小 >70% 極困難

坡度過陡

坡腳淘刷
暫緩處理

34 324039 2772898 ＞55 木山層
砂岩及頁岩互層，

含煤層
向源侵蝕 大 >70% 極困難

坡度過陡

坡腳淘刷
暫緩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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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寶山水庫集水區前期崩塌地調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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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1 寶山水庫集水區崩塌地前期調查點位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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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寶山 邊- -02寶山 邊- -02寶山 邊- -02寶山 邊- -02寶山 邊- -02寶山 邊- -02寶山 邊- -02寶山 邊- -02寶山 邊

- -03寶山 邊- -03寶山 邊- -03寶山 邊- -03寶山 邊- -03寶山 邊- -03寶山 邊- -03寶山 邊- -03寶山 邊- -03寶山 邊

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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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1 寶山水庫集水區崩塌地前期調查記錄表 

序號 編號 X座標 Y座標 
長度

(M) 
寬度

(M) 
深度

(M) 
周圍植生 現況描述及崩塌原因 

1 寶山-崩-01 253807 2738557 15 30 3 草生地、天然林 
水庫集水區內農路上邊坡崩塌，坡面有部分岩盤出露。

因坡度過陡及地質條件不佳產生崩塌 

2 寶山-崩-02 253841 2738499 40 20 5 草生地、天然林 

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下邊坡崩塌地。崩塌坡面已有自

然植生回復。農路有基礎淘空因開路、地質及人為開挖

產生崩塌及沖蝕 

3 寶山-崩-03 253842 2738470 40 10 5 草生地、天然林 
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下邊坡崩塌，因開路、地質條件不

佳產生崩塌及沖蝕，較不安定 

4 寶山-崩-04 253860 2738436 20 10 2 天然林 
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上邊坡崩塌，邊坡危木倒塌妨礙交

通，崩落土石淤積水溝。因地質條件不佳產生崩塌 

5 寶山-崩-05 253836 2738341 30 10 5 草生地、雜林 
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下邊坡崩塌，因開路及地質產生崩

塌、沖蝕及路基淘空，較不安定 

6 寶山-崩-06 253847 2738298 10 50 5 草生地、雜林 

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下邊坡崩塌地範圍高度約10公
尺，寬度約50公尺，深度約2公尺。道路路基淘空，下

邊坡崩塌。因地質及溪流淘刷產生崩塌、沖蝕及路基淘

空，較不安定。 

7 寶山-崩-07 253898 2738023 10 20 3 雜林 
過寶湖吊橋後之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上邊坡崩塌，因

開路、地質及排水不良產生崩塌及沖蝕，已達安定 

8 寶山-崩-08 253881 2737988 10 20 1 雜林 

過寶湖吊橋後之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下邊坡崩塌地範

圍高度約10公尺，寬度約20公尺，深度約1公尺。下邊

坡崩塌，道路淘空，影響行車安全。因開路及排水不良

產生崩塌及沖蝕，較不安定。 

9 寶山-崩-09 253890 2737857 10 30 3 
草生地、天然林、

雜林 

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因開路及地質產生崩塌及沖蝕，

較不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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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號 X座標 Y座標 
長度

(M) 
寬度

(M) 
深度

(M) 
周圍植生 現況描述及崩塌原因 

10 寶山-崩-10 254372 2737909 20 100 10 竹林、雜林 

過碧湖吊橋後之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上邊坡崩塌。坡

面部分岩層出露，崩塌土石堆積至下邊坡。因地質條件

不佳、開路產生沖蝕，較不安定。 

11 寶山-崩-11 254458 2737939 10 50 5 天然林、雜林 
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上邊坡崩塌。因地質、開路及人

為開挖產生沖蝕，較不安定 

12 寶山-崩-12 254414 2737882 10 50 5 天然林、雜林 

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上邊坡崩塌，邊坡頂部樹木根系

已外露形成危木，坡趾有部分土石崩塌。因地質、開路

及人為開挖產生沖蝕，較不安定 

13 寶山-崩-13 254461 2737757 10 50 3 草生地、雜林 
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上邊坡崩塌，因地質、開路及人

為開挖產生沖蝕，較不安定 

14 寶山-崩-14 254966 2737772 5 5 5 天然林、雜林 
路面及擋土牆破損，路基淘空。因溪流淘刷及排水不良

產生沖蝕及淘空 

15 寶山-崩-15 253098 2737392 30 20 1 雜林 
水庫環湖道路旁上邊坡崩塌，因開路及地質產生沖蝕，

較不安定 

16 寶山-崩-16 253656 2737107 5 20 1 雜林 
水庫環湖道路旁，下邊坡崩塌因開路、地質、水庫水位

上昇下落產生沖蝕，較不安定 

17 寶山-崩-17 254189 2737073 5 20 1 天然林、雜林 
水庫環湖道路旁，上邊坡崩塌，因開路及地質條件不佳

產生沖蝕，較不安定 

18 寶山-邊-01 253339 2737856 10 30 1 竹林、雜林 因地質及水庫水位產生沖蝕及崩塌，已達安定 

19 寶山-邊-02 253884 2737396 30 20 2 竹林 
因人為開挖、地質及水庫水位產生沖蝕及崩塌，較不安

定 

20 寶山-邊-03 254073 2737469 5 20 2 竹林、雜林 因地質及水庫水位產生沖蝕及崩塌，已達安定 

21 寶山-邊-04 254594 2737861 20 20 1 草生地、天然林 
因地質及水庫水位產生沖蝕及崩塌，已達安定 

資料來源：「寶山水庫集水區調查治理保育規劃」，自來水公司第三區管理處，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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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計畫緣起 
94年1月5日行政院林政務委員盛豐主持「水庫集水區保育防災新思

維」會議結論三、94年2月7日「經濟部水資源協調會報」暨經濟部水利署

研提報院核准之「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確認水利署權責為水庫蓄水範

圍及保護帶，並於水利署95年3月10日「水庫集水區緊急治理工程」第1
次工作會議決議由北區水資源局依上述規定於95年度辦理新山、西勢及寶

山3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之保育先期規劃，範圍為水庫蓄水範圍、保護

帶（水庫滿水位線起算至水平距離50公尺範圍為原則）及主要河川等之崩

塌地、防砂治水及環境保育計畫為主，希冀維護自然生態環境，增加水源

涵養、改善水質、延長水庫壽命，並減少乾旱危機，進而達到水庫永續利

用之目標。 
 

1-2 計畫目的及預期成果 

一、計畫目標 

經由本計畫完成新山、西勢及寶山等三座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含
主要河川)之治理規劃，希冀維護自然生態環境，增加水源涵養、改善水

質、延長水庫壽命，並減少乾旱危機，進而達到水庫永續利用之目標。 

二、預期成果 

完成基本資料建置、土地現況調查、崩塌地、沖蝕溝等災害分布調

查、污染源分布等調查及完成保育治理規劃方案（初步規劃設計及編列

概估預算）、經營管理方案擬訂之總報告等，提供管理單位日後據以實

施參考依據。 
 

1-3 計畫範圍及工作項目 

一、工作內容 

(一) 基本資料收集、處理、分析及建檔： 

1.環境地質、土壤、人文交通、行政區域、氣象、水文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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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籍資料。 

3.土地利用現況資料。 

4.其他為完成本計畫工作之相關基本資料，如DTM資料、相片基本圖等。 

(二)保護帶初步劃設： 

1.劃設原則。 

2.保護帶功能及相關研究報告。 

3.保護帶範圍之擬定。 

(三)本計畫範圍內各項調查包括： 

1.植生調查及改善建議。 

2.現有建築物調查、標示及改善建議。 

3.邊坡安定性及崩塌地調查。 

4.溪流調查（含沖蝕溝）及處理情形。 

5.道路水土保持調查及及處理情形。 

6.土地利用及超限利用現況調查。 

7.污染源調查及改善建議。 

(四)本計畫範圍之治理對策 

1.經營管理。 

2.治理對策（含相關法令及治理原則）。 

(五)本計畫範圍之治理規劃（初步規劃設計及編列概估預算） 

1. 林地維護計劃。 

2. 崩塌地治理計劃。 

3. 道路水土保持計劃。 

4. 野溪治理計劃。 

5. 蝕溝治理計劃。 

6. 防砂工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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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實施治理計劃與管理事項 

1. 治理計劃內容。 

2. 治理計劃分期實施計劃與經費需求概算。 

3. 管理事項。 

(七)預期效益評估。 

(八) 水庫蓄水範圍（含保護帶）圖籍等資料數化及建檔。 

(九) 其他：未詳盡事宜需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環境影響評估法

施行細則」、「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政府政策環

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水土保持法」、「水土保持法施行細則」、

「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施行細則」等相

關條文辦理 

四、工作進度及期限 

自本(95)年度決標日起30日曆天內完成期初簡報，60日曆天內完成

期中簡報，120日曆天內提送期末簡報，150日曆天止完成期末報告審

查、修正及交付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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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集水區概況 

2-1 規劃區域基本資料 
本計畫調查範圍包括新山、西勢與寶山等三座水庫，各水庫基本資料

整理如表2-1-1： 

表 2-1-1 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基本資料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2-1-1 行政區域 

一、新山水庫 

新山水庫位於基隆市中心西方3.4公里處，於基隆河支流大武崙溪中

游新山溪上，為一離槽水庫，主要標的為公共給水。為了因應基隆地區

用水需求量日益增加的情形，新山水庫於民國82年進行水庫加高工程，

87年完工，加高後壩頂標高為90m（壩高為66m）。 

水庫名稱 新山水庫 西勢水庫 寶山水庫

地理位置 基隆市安樂區 基隆市暖暖區 新竹縣寶山鄉

型式 離槽 在槽 離槽

給水目標 公共給水 公共給水 公共給水

集水面積(km2) 1.60 6.50 3.20
壩頂標高(m) 90.00 73.60 144.50
滿水位標高(m) 86.00 72.08 141.60
滿水位面積(km2) 0.56 0.09 0.60
總蓄水容量(m3) 1,000萬 56萬 547萬
計畫有效容量(m3) 970萬 43.68萬 483萬
最新有效容量(m3) 1,040萬 39.17萬 538.63萬
每日供水量(m3) 20萬(新山淨水場) 5萬(暖暖淨水場) 4.2萬(寶山淨水場)
壩體型式 分區滾壓式土壩 混凝土重力壩 分區滾壓土石壩

完工年 1980年 1926年 1985年
管理單位 自來水公司一區處 自來水公司一區處 自來水公司三區處

水源

大武崙溪支流新山溪

基隆河(八堵抽水站)
瑪鋉溪(幅子淨水場取

水口)

基隆河支流西勢溪 頭前溪支流上坪溪

註：

      1.總蓄水容量、計畫有效容量之引用來源：台灣水之源_台澎金馬水庫壩堰簡介

      2.最新有效容量之引用來源：

         新山水庫：新山水庫第二次安全評估（2001）
         西勢水庫：西勢水庫第二次安全評估（2001）
         寶山水庫：寶山水庫集水區整體治理保育規劃（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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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台灣地理人文全覽圖及本計畫整理 

圖 2-1-1 新山水庫地理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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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全部位於基隆市安樂區外寮里內，如圖2-1-1
所示，保護帶面積約為28.57公頃（以水庫滿水位線起算至水平距離50m
範圍）。計畫區東與國家新城毗臨，西南兩方有七安及自強兩條產業道

路圍繞。 

 

二、西勢水庫 

西勢水庫（又名暖暖水庫）於民國15年建造完成，主壩頂標高73.6m
（壩高為29.57 m），滿水位標高72.08 m。壩型為混凝土重力壩，壩

頂長度為102.42 m，水庫集水面積為6.5 km2，為暖暖淨水場取水水源

之一。目前是由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第一區管理處負責營運管理，供應

基隆地區自水來之用，為公共給水之單一目標水庫。 

西勢水庫位在基隆市暖暖區暖暖里（如圖2-1-2），即基隆河上游支

流西勢溪，保護帶面積約為10.00公頃（以水庫滿水位線起算至水平距

離50 m範圍），東鄰東勢坑溪集水區，西至基隆市七堵區區界，南達台

北縣平溪鄉鄉界。 

 

三、寶山水庫 

寶山水庫為分區滾壓土石壩（近似均質土壩），集水面積約3.20 
km2，壩頂標高144.5 m，滿水位標高141.6 m。位於頭前溪支流柴梳溪

上，引取頭前溪支流上坪溪豐水期之餘水，係以公共給水為目標之離槽

水庫。 

寶山水庫位於新竹縣寶山鄉山湖村境內（如圖2-1-3）。保護帶面積

約為62.33公頃（以水庫滿水位線起算至水平距離50m範圍），北方及東

方鄰近竹東鎮與寶山鄉界，南則靠近寶山村經山湖村至竹東鎮之鄉道，

西至沙湖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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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台灣地理人文全覽圖及本計畫整理 

圖 2-1-2 西勢水庫地理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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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台灣地理人文全覽圖及本計畫整理 

圖 2-1-3 寶山水庫地理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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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地形 
本計畫採用農林航測所40m×40m之數值高程資料（DTM）進行分

析，各水庫地形分述如下，其坡度坡向統計如表2-1-2、2-1-3： 

一、新山水庫 

新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內以西北方分水嶺附近標高較高，海拔高度約

在86~150m之間，地勢由東南向西北傾斜（如圖2-1-4）。 

而保護帶範圍之坡度以五級坡為主，約9.00公頃（佔31.50%），坡

向則以北方6.55公頃所佔比例（22.94%）最高（如圖2-1-7）。 

二、西勢水庫 

西勢水庫保護帶範圍之地勢由南向北地勢高度遞減（如圖2-1-5），

保護帶之坡度以三級坡為主，約2.45公頃（佔24.50%），坡向以東方2.01
公頃所佔比例（20.08%）最高（如圖2-1-8）。 

三、寶山水庫 

寶山水庫地形上屬於竹東丘陵地形（如圖2-1-6），保護帶範圍之坡

度以三級坡為主，約23.53公頃（佔37.75%），坡向則以北方9.46公頃

所佔比例（15.17%）最高（如圖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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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坡度統計表 

面積(ha) 百分比(%) 面積(ha) 百分比(%) 面積(ha) 百分比(%)
一級坡(0%~5%) 0.04 0.15 0.32 3.21 0.72 1.16
二級坡(5%~15%) 0.92 3.23 1.24 12.45 5.47 8.77
三級坡(15%~30%) 8.32 29.11 2.45 24.50 23.53 37.75
四級坡(30%~40%) 6.59 23.07 1.65 16.47 15.52 24.90
五級坡(40%~55%) 9.00 31.50 2.21 22.08 12.19 19.55
六級坡(55%~100%) 3.66 12.80 2.13 21.29 4.91 7.87
七級坡(>100%) 0.04 0.14

28.57 100.00 10.00 100.00 62.33 100.00

新山水庫 西勢水庫 寶山水庫
坡度分級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表 2-1-3 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坡向統計表 

面積(ha) 百分比(%) 面積(ha) 百分比(%) 面積(ha) 百分比(%)
N 6.55 22.94 0.56 5.62 9.46 15.17

NE 3.78 13.22 0.84 8.43 7.12 11.42
E 2.77 9.70 2.01 20.08 5.67 9.10

SE 5.31 18.57 1.28 12.85 8.40 13.48
S 2.65 9.28 0.16 1.61 7.96 12.77

SW 1.41 4.92 1.49 14.86 8.65 13.87
W 2.73 9.56 1.73 17.27 6.23 10.00

NW 3.37 11.81 1.93 19.28 8.85 14.19
合計 28.57 100.00 10.00 100.00 62.33 100.00

新山水庫 西勢水庫 寶山水庫
坡向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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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2-1-4 新山水庫 3D 地形與航空照片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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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2-1-5 西勢水庫 3D 地形與航空照片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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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2-1-6 寶山水庫 3D 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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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2-1-7 新山水庫坡度坡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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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2-1-8 西勢水庫坡度坡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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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2-1-9 寶山水庫坡度坡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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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水系 

一、新山水庫 

新山水庫為離槽水庫，水源來自於基隆河及其本身集水區（基隆河

支流大武崙溪中游新山溪），並無明顯野溪。小坑溝主要有八條（圖

2-1-10），部分為常年有水，大多為乾溪溝，暴雨時才有逕流，雨水由

此流入庫區。 

 

二、西勢水庫 

西勢水庫源流主要由阿文溪及楠仔溪所匯流（如圖2-1-11），集水

區面積為6.5平方公里。阿文溪位於水庫南側，流長約為1.8公里，其下

游連接水庫滿水位處建有一防砂壩，此壩係為因民國58年愛爾西及芙勞

西兩次颱風侵襲造成崩塌為防止大量泥砂流入水庫而建。另一溪流為分

布於集水區東南側之楠仔溪，流長約為3.1公里，發源於集水區西南方的

丸山，東側另有一小支流注入楠仔溪，匯流後再流入西勢水庫內。 

 

三、寶山水庫 

寶山水庫位於新竹縣寶山鄉山湖村頭前溪支流柴梳溪上，因應新竹

科學園區開發及新竹地區用水需要而興建，主要水源為頭前溪支流上坪

溪之上坪攔河堰（燥樹排攔河堰）越域引水，上坪攔河堰除送水至寶山

水庫調蓄外，並供應新竹水利會竹東灌區用水及台電公司軟橋電廠發電

用水，將來亦可提供寶山第二水庫水源。 

寶山水庫集水區包括兩主要支流（如圖2-1-12），一為北支流，分

佈於水庫集水區北側丘陵地；一為南支流，分佈在集水區南側丘陵地。

現因水庫滿水位達EL.141.6m，故溪流除北支流末端幾已完全淹沒於水

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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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2-1-10 新山水庫水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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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2-1-11 西勢水庫水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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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2-1-12 寶山水庫水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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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地質 

一、新山水庫 

(一)地層 

依照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臺北－臺灣地質圖（1998）地質說

明書〞顯示，保護帶出露之地層為中新世早期之大寮層、石底層（如圖

2-1-13）。水庫淹沒區絕大部分座落於大寮層，於南端局部偶有石底層

出現。本層分布於基隆港西側往西南延伸至東勢中股，本層上、下分別

與石底層和木山層為整合接觸。 

水庫淹沒區下游之主要岩層為第三紀中新世早期大寮層中段，岩性

為塊狀砂岩及砂岩與頁岩之互層。上游則較少見厚層之塊狀砂岩，集水

區之東南有部分含薄煤層出現，據以研判於集水區東南隅之地層應屬於

石底層，其餘則為大寮層塊狀砂岩、層狀砂岩及呈薄葉狀之砂岩與頁岩

互層，部分砂岩中偶有夾頁理發達之深灰色頁岩或膠結良好之粉砂岩出

現，塊狀砂岩常有解壓節理產生，砂岩與頁岩則可見洋蔥狀風化。 

(二)地質構造 

本區域之兩種主要地質構造，為來自東南方水平推擠之壓力所造成

之不對稱褶皺及以覆瓦狀排列的逆衝斷層，這些主要的構造線大致與地

層走向平行而呈東北－西南走向。依據經濟部中央地調查所之五萬分之

一斷層分布可知，新山水庫集水區鄰近地質構造為基隆斷層。基隆斷層

為一逆斷層，斷線通過基隆港，向東北可能穿過和平島東南正濱里附近

而進入海域。在正濱里海洋學院公路邊，有本斷層之清晰斷面出現，傾

向東南約65度（何春蓀，l983）。西南段經過鶯歌石而東勢中股後，斷

層面可能沿石底層之軟弱頁岩面發展，故地表之斷層現象不易觀察測

得。 

水庫淹沒區之左岸為順向坡，層面傾斜角介於10°~30°之間，若坡

趾遭到破壞仍有發生平面滑動破壞或因節理切割形成之小規模岩楔滑

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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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中央地質調查所及本計畫整理 

圖 2-1-13 新山水庫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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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勢水庫 

(一)地層 

西勢水庫保護帶內出露之地層屬於中新世早期至中期沉積循環之

沉積岩，沉積年齡由老至新依序分別為木山層、大寮層與與全新世之沖

積層（圖2-1-14），茲說明如下： 

1.木山層(Ms) 

西勢水庫保護帶範圍南端位於於木山層，此層是為陸相沉積之含

煤地層，分佈於五分山－姜子寮山地，從瑞芳之侯硐背斜向西南延經

姜子寮山而抵南港山猪窟附近；部分出露於大武崙一帶，與上、下之

大寮層與五指山層分別為整合關係，岩性特徵為白色中至粗粒正石英

砂岩或原石英砂岩，多呈塊狀厚層且有明顯之交錯層構造及暗紅色氧

化鐵結核。此外有不少灰黑色頁岩與白色粉砂岩或細粒砂岩之互層。 

2.大寮層(Tl) 

大寮層屬於海相沉積之地層，於保護帶中段局部有石底層出現。

本層分布於基隆港西側往西南延伸至東勢中股，本層上、下分別與石

底層和木山層為整合接觸。岩性特徵為淺灰色或白灰色細至中粒之厚

層砂岩及不同層厚的頁岩及砂岩與頁岩互層所構成。 

3.沖積層 

西勢水庫主要以現代沖積層為主，現代河流之沖積層在臺北盆地

內分佈甚廣，大部份為青灰色黏土及細砂。而最新之堆積物如砂土、

礫石等分布於水庫淹沒區周圍邊坡。 

(二)地質構造 

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出版之臺灣區域地質圖－五萬分之一臺

北地質圖（2003）顯示，西勢水庫集水區之兩種主要地質構造，為來

自東南方水平推擠之壓力所造成之不對稱褶皺，如位於西勢水庫集水區

西北方之八堵向斜，及覆瓦狀排列的逆衝斷層，如水庫西北方的臺北(深
澳坑)斷層，這些主要之構造線大致與地層走向平行而呈東北－西南走

向。而在集水區則有瑞芳斷層、草濫斷層及五分山斷層等三條斷層通

過。其中瑞芳斷層由集水區之西南向東北穿越，惟並未穿過保護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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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芳斷層起自瑞芳區，沿北北東走向在暖暖之東南進入集水區；及

至頂草濫西南，與臺北斷層相接。此可能為一高角度逆斷層，斷面向南

傾斜。斷層之上盤為大寮層，下盤則為木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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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中央地質調查所及本計畫整理 

圖 2-1-14 西勢水庫地質圖 



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保育計畫

 

 
 

2-22

三、寶山水庫 

寶山水庫保護帶之地質（如圖2-1-15）依據水利局民國77年之「寶

山水庫安全評估工作總報告」中指出，出露於本區之地層為上新世晚期

之卓蘭層與零星發育於河流兩側之河階台地，及堆積於河床之現代沖積

層。地層與地質構造分述如下。 

(一)地層 

寶山水庫保護帶內之地層以卓蘭層為主，其中又砂岩佔大部份，其

次為砂頁岩互層；於集水區內，砂岩與砂頁岩互層交互出現，於集水區

中部夾有少數之泥(頁)岩。卓蘭層係為上新世晚期之地層，年代新而岩

化作用尚未完全，因此膠結疏鬆而容易剝落，區內之砂岩為細粒粉砂質

砂岩，常含混質物；砂頁岩互層則由砂岩間夾薄層之泥岩所組成。而泥

(頁)岩則通常夾在砂岩層或砂頁岩互層之間。本區之河階台地不多，僅

出現在壩址下游，發育規模不大；而沖積層則大部份由礫石、砂、及泥

土等堆積在河床上。 

(二)地質構造 

寶山水庫保護帶地質構造屬寶山背斜之東南翼，其背斜軸部往東北

方向傾斜，因此地層走向自北而南由北北東轉向東北。本集水區內並未

發現斷層通過，層理與節理為本區之主要不連續面，其中節理之發育並

不發達，因此不連續面以層理為主。集水區西北側及東南側分別存在新

城斷層及竹東斷層，其距離水庫分別介於2～2.5km之間。 

2-1-5 土壤 
本計畫蒐集三座水庫保護帶之土壤資料如下所述，其土壤分佈如圖

2-1-16所示，另各土壤分佈面積如表2-1-4所示。 

表 2-1-4 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土壤分佈面積一覽表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土壤類型 面積(ha) 百分比(%) 土壤類型 面積(ha) 百分比(%) 土壤類型 面積(ha) 百分比(%)
黃壤 26.42 92.47 黃壤 7.24 72.41 黃壤 9.08 14.57
雜地 2.15 7.53 沖積土 2.76 27.59 崩積土 36.21 58.10
合計 28.57 100.00 合計 10.00 100.00 石質土 17.04 27.33

合計 62.33 100.00

新山水庫 西勢水庫 寶山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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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中央地質調查所及本計畫整理 

圖 2-1-15 寶山水庫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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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水庫 西勢水庫 

 
寶山水庫 

資料來源：水土保持局山坡地土壤數化成果及本計畫整理 

圖 2-1-16 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保護帶土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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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山水庫 

新山水庫保護帶之土壤以石坑山系崩積土及粗窟村系黃壤為主，另

有少部分之雜地。石坑山系係由硬砂岩崩積化育而成之黃棕色崩積土，

土層厚僅約50cm，剖面質地為中質地之粉質壤土至壤土，此土系主要亦

發現於漸新世至中新世之大桶山層地質區。粗窟村系係由硬砂岩崩積化

育而成之灰黃幼黃壤，土層厚度僅約50cm，剖面質地為細質地之粉質粘

壤土或粘質壤土。 

二、西勢水庫 

西勢水庫保護帶之土壤依據行政院農委會民國78年12月出版之「台

灣土壤」報告指出，以幼黃壤為主(約佔72.41%)。本類土壤佔集水區之

大部份，係由台北縣內更新世及溯至始新世或更古老之各類地質岩層中

所含之砂頁岩石塊及其風化物經沖積化育而成，由於發生的時間尚短，

除土層較淺與排水良好外，一般性質多隨其母岩來源及風化程度等而不

同，土壤易受沖蝕。土層厚度在45至80cm間，並不深厚，土壤多屬屑

粒狀或角塊狀結構，其pH值在4.0至5.6間。 

三、寶山水庫 

寶山水庫保護帶之土壤依據行政院農委會民國78年12月之「台灣土

壤」報告，保護帶土壤包括砂頁岩淡色崩積土、石質土及黃壤，其中以

砂頁岩淡色崩積土佔大多數，其主要一般性質為土層深淺不一、排水良

好或尚良好，底土多屬中質地，以壤土至砂質粘壤土間之質地最為常

見，土壤多屬鈍角塊狀或屑粒狀構造；結構則有隨深度之遞增而漸趨緊

密之勢。 

2-1-6 氣象與水文 

一、新山水庫 

(一)降雨量 

新山水庫無設置雨量站，最近的雨量站為中央氣象局基隆雨量站，

表2-1-5為月平均降雨統計資料，年平均降雨量約3,675mm；其中9月至

翌年3月為豐水期間，降雨量佔全年雨量之68.5%，月平均雨量均超過

300mm，主要受東北季風之影響，另以7月之150mm為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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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基隆雨量站月平均降雨分佈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年雨量 
統計期間

(民國) 

雨量 

(mm) 320 375 323 233 290 278 150 206 387 394 388 331 3,675 60-94 

資料來源：新山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2005） 

(二)蒸發量 

新山水庫最近的蒸發量測站為基隆觀測站，根據歷年統計分析資

料，其中以2月之蒸發量最低，之後隨天氣漸熱而逐月增加，7月為最

高，8月份稍降，9月後再隨氣溫而逐漸下降。 

(三)降雨天數 

根據中央氣象局基隆觀測站紀錄，該地區年平均降雨天數為202
日，即一年中一半以上的時間有降雨發生（55%）；惟91~93年降雨天

數減少許多，年平均降雨天數約160日（44%）。 

(四)溫度 

根據中央氣象局基隆觀測站紀錄，基隆地區平均溫度以1月之15.9
℃為最低，7月份之29.1℃為最高。 

二、西勢水庫 

(一)降雨量 

西勢水庫並無設置雨量站，最近的雨量站為五堵雨量站，標高16
公尺。表2-1-6為民國83～94年月平均降雨統計資料，其年平均降雨約

3,505mm。經分析歷年各月之月平均雨量及分佈百分比可知，本區之

年雨量分配以9月至12月雨量較高為豐水期間，降雨量約佔全年雨量之

49%，顯示受東北季風之影響頗大。 

表 2-1-6 五堵雨量站月平均降雨分佈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年雨量 
統計期間

(民國) 

雨量 

(mm) 207 282 212 181 241 266 173 238 491 506 388 320 3,505 83-94 

資料來源：西勢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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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蒸發量 

西勢水庫最近的蒸發量測站為基隆觀測站，根據歷年統計分析資

料，其中以2月之蒸發量最低，之後隨天氣漸熱而逐月增加，7月為最

高，8月份稍降，9月後再隨氣溫而逐漸下降。 

(三)降雨天數 

根據中央氣象局基隆觀測站紀錄，該地區年平均降雨天數為202
日，即一年中一半以上的時間有降雨發生（55%）；惟91~93年降雨天

數減少許多，年平均降雨天數約160日（44%）。 

(四)溫度 

根據中央氣象局基隆觀測站紀錄，基隆地區平均溫度以1月之15.9
℃為最低，7月份之29.1℃為最高。 

三、寶山水庫 

寶山水庫集水區境內並未設置氣象測站，乃蒐集中央氣象局新竹氣

象站自民國68年至92年之觀測資料作為參考，統計分析氣溫、濕度、風

速(向)及蒸發量，整理如表2-1-7。 

表 2-1-7 新竹測站歷年氣象資料統計表 
項目/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年

平均氣溫 
(℃) 15.14 15.14 17.50 21.20 24.59 27.10 28.53 28.37 26.84 23.87 20.53 17.07 22.16

平均風速 
(m/s) 4.58 4.66 3.94 3.46 3.33 4.04 3.92 3.40 3.60 4.54 5.00 4.74 4.10

最大風速 
(m/s) 18.12 25.27 15.96 15.18 17.07 16.62 17.13 19.95 17.37 18.73 19.13 16.57 18.09

最多風向 NE NE NE NE E WSW WSW WSW NE NE NE NE NE 

相對溼度 
(%) 81.43 83.30 84.50 81.80 81.60 80.10 76.70 77.00 77.70 76.70 77.10 77.20 79.60

蒸發量 
(mm) 61.6 60.7 72.9 96.4 120.2 151.1 184.3 163.2 152.3 134.2 104.3 85.4 1386.5

平均氣壓 
(mb) 

1016.4 1015.4 1013.0 1010.0 1006.2 1003.3 1002.4 1002.2 1005.2 1010.2 1013.4 1016.3 1009.5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及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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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氣溫 

依據新竹站統計資料月平均氣溫以7月最高，約28.5℃；1月最低，

約15.1℃；年平均溫度約22.2℃(參閱表2-1-7、圖2-1-17)。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及本計畫整理 

圖 2-1-17 新竹氣象站各月平均氣溫變化 

(二)濕度 

全年平均相對濕度約79.6％，以春、冬交替時節之相對濕度較大，

達84.5％，夏季之相對濕度較小，約76.7％(參閱表2-1-7、圖2-1-18)。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及本計畫整理 

圖 2-1-18 新竹氣象站各月平均相對濕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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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中央氣象局新竹測候所風向資料統計，顯示新竹地區之夏季

風向主要為SW及WSW，冬季風向則主要為NE及NNE。(詳表2-1-7)。 

2.風速 

月平均風速以11月最高，約5.0m/sec；5月最低，約3.33m/sec；
全年最大風速平均為18.1m/sec，各月中以2月之平均風速最高，約

25.27m/s(如表2-1-7、圖2-1-19、圖2-1-20)。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及本計畫整理 

圖 2-1-19 新竹氣象站各月平均風速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及本計畫整理 

圖 2-1-20 新竹氣象站各月最大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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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氣壓 

全年平均氣壓約1,009.5毫巴，冬季因受大陸性高氣壓影響，氣壓

較夏季高(參閱表2-1-7、圖2-1-21)。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及本計畫整理 

圖 2-1-21 新竹氣象站各月平均氣壓變化 

(五)蒸發量 

全年平均蒸發量約1,386.5mm，7月之蒸發量最大約184.3mm，2
月之蒸發量最小，約60.7mm(參閱表2-1-7)，蒸發量與平均氣溫之高低

有密切之關聯。水庫蒸發量損失則以平均蒸發量之70％估算，全年約

970.55mm。 

(六)降雨量及降雨分佈 

竹東站歷年各月平均降雨量分佈統計如表2-1-8及圖2-1-22，可知

每年之3月～9月為豐水期，其降雨量約佔全年之81%。 

竹東站歷年平均年雨量約為 1,998.7mm，最豐年為民國 70年

2,948.9mm，最枯年為民國43年1,025.11mm，依據前期報告可知其豐

枯週期約為10年。 

表 2-1-8 竹東站歷年平均月雨量統計表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及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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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計

雨量
(mm)

86.10 141.61 199.00 182.40 235.02 307.10 228.10 294.11 183.86 54.11 37.77 48.90 1,998.07 

百分比
(%)

4.31   7.09     9.96     9.13     11.76   15.37   11.42   14.72   9.20     2.71   1.89   2.4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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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及本計畫整理 

圖 2-1-22 竹東站歷年平均月雨量統計圖 

為合理估算本計畫區全年各月之可施工日數，除考慮雨量強度、連

續性降雨，例假日亦擬定為不施工日，即以日降雨量小於10mm為適宜

施工標準，若當日雨量大於30mm時，則隔日不宜施工之原則來推算施

工日數。經統計竹東雨量站自民國前8年至92年間紀錄，本計畫區全年

可施工日數約為171天，10月至次年4月可施工日數為110天。 
 

2-1-7 人文與交通 

一、人文 

(一)新山水庫 

本計畫區屬基隆市安樂區，由於早年新山水庫興建後，水域阻礙區

內交通，區內居民已逐漸遷出，目前於保護帶範圍內並無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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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區屬基隆市暖暖區，早年有煤礦在集水區北側，惟已無開

採，目前保護帶範圍內並無人居住。 

(三)寶山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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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產業所佔的比例較高，平均值為48%，次級產業的34%，三級產業

的18%，表示該村大部分的民眾均以從事農林產業為主。 

二、交通 

(一)新山水庫 

自國道3號高速公路開通之後，前往新山水庫便可由基金系統交流

道下，往金山方向，左轉武嶺街直行即可到達。另由中山高八堵交流道

下後轉麥金路往萬里方向走，約兩公里後往路左有陽光新城的牌樓的樂

利街進去，到陽光新城後側的翠湖山莊後右轉小巷子即可繞到最高點的

水庫南堤產道。亦可由七堵自強路轉農基七安022農路至水庫南側的山

頭眺望（如圖2-1-23）。 

(二)西勢水庫 

西勢水庫可由國道1號高速公路暖暖系統交流道下，往暖暖方向右

轉水源路，直行即可到達（如圖2-1-23）。因集水區內嚴禁人為開發與

農業活動，故區內並無產業道路與農路存在，僅有集水區內之環庫步道。 

(三)寶山水庫 

寶山水庫位於新竹市與竹東鎮之間，區外交通相當便捷。鐵公路均

經進新竹市，竹東鎮亦有省道及縣道通過。寶山水庫內外交通連繫以鄉

道為主，市竹3(寶山路)、竹43與市竹12為連通新竹市區之主要道路，

竹苗47可接通苗栗地區，鄉內東西向之交通運輸則由苗市竹4、竹40、
竹44與竹46提供（如圖2-1-24）。由於寶山鄉屬於丘陵地區，目前道

路況不佳，一般道路寬度多在4到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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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2-1-23 新山、西勢水庫交通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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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2-1-24 寶山水庫交通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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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地籍資料 

一、新山水庫 

由新山水庫集水區之土地清冊得知水庫集水區主要位於基隆市安

樂區鶯歌石段新山小段及新城段，土地權屬除部分淹沒區內之原河道為

末登錄地外，其餘均為自來水公司所有（如圖2-2-1），各土地權屬所佔

面積與百分比如表2-2-1。 

二、西勢水庫 

由西勢水庫集水區之土地清冊得知水庫集水區主要位於基隆市暖

暖區暖暖段西勢坑小段，土地所有權人為農委會林務局（如圖2-2-1），

各土地權屬所佔面積與百分比如表2-2-1。 

三、寶山水庫 

寶山水庫保護帶範圍依地段劃分主要屬於寶山段沙湖壢小段，依土

地權屬區分，部分屬自來水公司所有，其餘則屬私有地（如圖2-2-1），

各土地權屬所佔面積與百分比如表2-2-1。 

表 2-2-1 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土地權屬一覽表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面積(ha) 百分比(%) 面積(ha) 百分比(%) 面積(ha) 百分比(%)
自來水公司 28.57 100.00 國有地 10.00 100.00 私有地 61.51 98.67

合計 28.57 100.00 合計 10.00 100.00 國有地 0.82 1.31
縣有地 0.01 0.02
合計 62.33 100.00

新山水庫 西勢水庫 寶山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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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水庫 西勢水庫 

 

 
寶山水庫 

資料來源：水土保持局山坡地地籍數化成果及本計畫整理 

圖 2-2-1 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土地權屬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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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土地使用分區及土地利用現況 

2-3-1 土地使用分區 

一、新山水庫（如圖2-3-1） 

保護帶內土地屬於非都市計畫區用地，土地使用分區大都為特定專

用區（編定為水利用地），極小部分為未登錄土地，各分區面積統計如

表2-3-1所示。 

二、西勢水庫（如圖2-3-1） 

保護帶內土地屬於非都市計畫區用地，土地使用分區大都為農業用

地（佔72.00%），小部分為建築用地及水利用地等，各分區面積統計如

表2-3-1所示。 

三、寶山水庫（如圖2-3-1） 

寶山水庫保護帶之土地使用仍以農業用地為主（佔68.32%），其餘

部分則大多為水利用地（29.64%）。 

表 2-3-1 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保護帶土地使用分區面積統計表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ha) 百分比(%)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ha) 百分比(%)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ha) 百分比(%)
水利用地 28.57       99.998 建築用地 1.98         19.830 農業用地 42.59       68.325
其他用地 0.00         0.002 交通用地 0.13         1.330 其他用地 0.55         0.877

28.57       農業用地 7.20         71.996 建築用地 0.21         0.339
水利用地 0.68         6.844 水利用地 18.48       29.640

交通用地 0.51         0.819
合計 28.57       100.000 合計 10.00       100.000 合計 62.33       100.000

新山水庫 西勢水庫 寶山水庫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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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水庫 西勢水庫 

 
寶山水庫 

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及本計畫整理 

圖 2-3-1 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保護帶土地使用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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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土地利用現況 

一、新山水庫 

新山水庫於興建時，居民即已遷離水庫集水區，且水庫興建完成

後，水域阻斷來往交通，因此耕作、開墾情形較為少見，故水庫保護帶

內之土地單利用單純；經分析結果得知，土地利用型態以闊葉林（如表

2-3-2及圖2-3-2）為主，少部分被開墾作為竹林以採集竹筍外。 

二、西勢水庫 

西勢水庫於民國前五年即已公告編為保安林區，長久以來均無人居

住，人煙罕至、交通不便，早期曾有煤礦開採，目前舊有礦坑已發生崩

塌並廢棄。經分析結果得知，西勢水庫保護帶並無種植任何農作物，無

任何人為經濟活動，多為闊葉林（詳表2-3-2及圖2-3-2）所覆蓋，全區

林相雜異度甚大，植生覆蓋良好。 

三、寶山水庫 

依土地利用類型劃分，主要大致分為闊葉林、水體、旱田及竹林草

生地，由於保護帶範圍內多屬私有地，當地居民仍持續進行耕作，包括

採竹筍、柑橘等，保護帶範圍之土地利用現況詳表2-3-2及圖2-3-2。 

 

表 2-3-2 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土地利用統計表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土地利用 面積(ha) 百分比(%) 土地利用 面積(ha) 百分比(%) 土地利用 面積(ha) 百分比(%)
闊葉林 25.45 89.05       道路 0.26 2.62 闊葉林 34.63 55.55
荒地 0.60 2.09         闊葉林 9.74 97.38 竹林 9.31 14.94
草生地 1.45 5.07         草生地 10.65 17.09
竹林 0.82 2.86         果園 6.14 9.84
道路 0.27 0.93         建築區 0.67 1.07

道路 0.47 0.76
荒地 0.02 0.04
旱田 0.44 0.71

合計 28.57 100.00     合計 10.00 100.00 合計 62.33 100.00

新山水庫 西勢水庫 寶山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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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水庫 西勢水庫 

 

寶山水庫 
資料來源：水土保持局山坡地數化成果並配合現地調查修正 

圖 2-3-2 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保護帶土地利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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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以往整治工程 

2-4-1 水土保持 
經濟部於78年度～83年度補助台灣省政府辦理中小型水庫水庫集水

區調查治理規劃工作，計完成23座中小型水庫集水區調查治理規劃，擬

訂「中小型水庫保育整體計畫」。其後自86年起至93年，本計畫範圍之

小型水庫皆在此計畫範圍內，治理工作包括防砂工程、造林撫育、農地

水土保持、道路水土保持、水庫淤積浚渫、水庫保護帶、崩塌地處理及

蝕溝控制等項目。另外94年自來水公司已分別辦理全省共11座水庫（包

括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集水區調查治理保育規劃，至於水土保持局

則於95年度方進行相關水庫集水區之治理工作。本計畫蒐集三座水庫集

水區內以往整治工程，茲分述如下： 

一、新山水庫 

民國91~93年於新山水庫進行相關整治工程共計4件，其相關工程資

料詳表2-4-1所示。由表可知新山水庫集水區歷年之治理工程多為崩塌地

治理工程，而以道路水土保持工程項目較少，且並無保護帶內之工程。 

 

表 2-4-1 新山水庫 91-93 年整治工程 
 
 
 
 
 
 
 
 
 
 
 

資料來源：新山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2005） 

 
 
 

年度 工程名稱 執行單位 工程概要
工程經費

(仟元)

91 新山水庫左山脊截水改善工程
自來水公司

第一區管理處
導管式壓力灌漿6,457m       23,445

92 新山水庫壩體及右山脊監測系統改善工程

－崩塌地治理工程

自來水公司

第一區管理處

懸臂式RC擋土牆共二層(46m)、噴凝土護坡

(301m2)、微型樁(619m)
        3,981

92 新山水庫氣象站與洩洪廣播自動記錄

測量工程

自來水公司

第一區管理處

洩洪廣播主機系統及廣播站設備、氣象站之

中央集錄系統、分析軟體、風向風速計、溫

濕度計、日射計、大氣壓力計、蒸發計、雨

量計等

        3,190

93 新山水庫壩體及右山脊監測系統改善工程
自來水公司

第一區管理處

電子式水壓計-17組、電子式水位計-3組、電

子式傾斜儀-120組、地震儀-2組、地滑計-2
組、遠端管理中心設備-1套、既設監測訊號

整合-36處

        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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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勢水庫 

民國83~93年於西勢水庫進行水土保持與水庫浚渫相關整治工程共

計6件，其相關工程資料詳表2-4-2所示。西勢水庫集水區歷年治理工程

多以崩塌地治理及野溪蝕溝整治工程為主。 

表 2-4-2 西勢水庫 83～93 年整治工程 
 
 
 
 
 
 
 
 
 
 
 

資料來源：西勢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2005） 

三、寶山水庫 

民國89~90年間於寶山水庫執行案件包括水土保持局1件，自來水公

司6件，總經費達1,333萬元。治理工程包括崩塌地處理80.22萬元、農

地道路水土1,252.90萬元，如表2-4-3所示。 

表 2-4-3 寶山水庫 86~90 年整治工程 

 

 

 

 

 

 

 
資料來源：寶山水庫集水區整體治理保育規劃（2005） 

 

計畫

年度
計畫名稱 治理類型 工程名稱 TM2_X TM2_Y 工程內容

預算金額

(元)
實際金額

(元) 執行單位

89 中小型水庫集

水區治理工程
農地道路水土保持 崩塌地處理工程 253460 2737494

護岸H=3:35m,H=2.5:10m、擋土牆

H=6m:15m, H=5m:5m、排水溝W-
50*H-60cm*50m、PC路面2.5*60m

1200000 995000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89 中小型水庫集

水區治理工程
農地道路水土保持 道路水土保持工程 253630 2738334 擋土牆H=2.5m:70m、植生綠美化

4500m2、PC路面109m
2500000 1946868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88 中小型水庫集

水區治理工程
崩塌地處理 崩塌地處理工程 254393 2738036

擋土牆

H=1m:103.15m,H=4m:38.48m、排

水溝26m、PC路面2.5*50m
802200 664739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87 中小型水庫集

水區治理工程
農地道路水土保持

集水區道路水土保持工

程
254699 2738120 蛇籠擋土牆924m、水泥路面275m、

柏油路面1005m
4000000 2825400 水土保持局

86 中小型水庫集

水區治理工程
農地道路水土保持 水土保持改善工程 255027 2737913 擋土牆H=1.0*129m、排水溝

50*50=72.8m、PC路面340m
1800000 1439670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88 中小型水庫集

水區治理工程
農地道路水土保持

導水路流末工農地道路

水土保持工程
255028 2737904 排水邊溝308m 1029000 920452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90 中小型水庫集

水區治理工程
農地道路水土保持

寶山水庫農地道路水土

保持工程

漿砌石護坡100公尺及地坪整修pc路
面

2000000 1626000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年度 工程名稱 執行單位 工程概要
工程經費

(仟元)

83 西勢水庫疏浚工程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第一區管理處
浚渫量：5萬立方公尺 20,000      

91 西勢水庫浚渫工程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第一區管理處

1.依安全評估建議辦理

2.浚渫量：10.24萬立方公尺
40,960      

91 西勢水庫下游靜水池、溢洪道及護岸改善工程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第一區管理處
依安全評估建議辦理 21,033      

92 西勢水庫集水區崩塌治理初步規劃 瑞芳鎮公所 依安全評估建議辦理 1,200         

92 西勢水庫楠仔溪及阿文溪下游集水區整治工程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第一區管理處

1.依安全評估建議辦理

2.中上游整治為林務局辦理
5,990         

93 西勢水庫浚渫工程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第一區管理處

1.依安全評估建議辦理

2.浚渫量：10萬立方公尺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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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水質改善 
根據本計畫整理資料顯示，各單位至目前為止並未針對本計畫水庫

集水區內進行水質改善工作，僅94年度環保署委託台灣大學郭振泰教授

進行全省水庫水質改善調查（「以生態工法淨化水庫水質控制優養化研

究計畫」委辦機關：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執行機關：國立台灣大學、計

畫主持人：郭振泰、共同主持人：吳俊宗、吳先琪），該計畫邀請相關

機關團體、專家學者辦理北、中、南部共9場座談會及1場全國水庫庫區

控制優養化技術研討會；最後並選定蘭潭水庫及新山水庫列為最優先整

治之水庫，有關新山水庫部分之建議工法摘錄如下： 

新山水庫部分規劃需增設2座曝氣設備經費3,000萬元，每年操作維

修費500萬元。進水沉澱池5,000萬元，每年操作維修費500萬元。水質

自動監測設備300萬元，每年操作維修費50萬元。 

目前環保署於每季均進行水質抽樣調查，依據最新之「環境水質(北
區)採樣監測計畫(2004)」將本計畫三座水庫依基隆市（新山、西勢水庫）

及新竹縣（寶山水庫）分述如下： 

一、基隆市（新山、西勢水庫） 

新山水庫依環保署所規定共有兩個採樣點，分別為大壩及新山溪與

支流交會處，採集表層水樣。自88年度春季起，台灣省自來水公司即於

第二採樣點附近岸邊興建表面取水塔，自90年度冬季採樣時雖已接近完

工，但施工地區岸邊土石裸露，雖然附近岸邊坡度並不大，並不致有土

石崩落情形，但基隆地區多雨，土石仍有沖刷入水庫之虞。93年度第一

至四季之蓄水量分別為749、824、787 及725 萬m3。93年度第一、二

季皆屬於優養狀態，自第三季起轉為普養，不符合甲類水體標準之監測

項目為pH、總磷及氨氮。 

西勢水庫位於基隆市暖暖區基隆河支流西勢坑溪上，即暖暖水庫，

本水庫僅監測一採樣點，於壩口採集表層水樣。93年度第一至四季之蓄

水量分別為33.28、38.46、27.64 及41.58萬m3。93年度除第二季為優

養外，其餘皆為普養狀態，不符合甲類水體標準之監測項目為氨氮及總

磷。 

(一)透明度：介於0.5～4.3m 之間，其中以第三季新山水庫一測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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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二季西勢水庫測值最低。 

(二)水溫：介於18.1～32.0℃之間，其中以第三季西勢水庫測值最高，

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二測值最低。 

(三)pH 值：介於6.6～8.7 之間，其中第二季新山水庫一測站之測值皆

為最高，而以第一季西勢水庫測值為最低。 

(四)導電度：介於85～196μmho/cm/25℃之間，其中以第一季新山水庫

一測值最高，以第四季西勢水庫測值最低。 

(五)溶氧量：介於5.9～8.5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二測值最

高，以第四季新山水庫一測值最低。 

(六)化學需氧量：介於ND～11.3mg/L 之間，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一測值

最高。 

(七)濁度：介於1.3～43.0mg/L 之間，其中以第二季西勢水庫測值最高，

以第四季新山水庫二測值最低。 

(八)懸浮固體：介於ND～24.0mg/L 之間，以第二季西勢水庫測值最高。 

(九)硬度：介於20.7～54.9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二測值最

高，以第三季西勢水庫測值最低。 

(十)總鹼度：介於10.5～31.9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二測值

最高，以第四季西勢水庫測值最低。 

(十一)葉綠素a：介於1.5～23.4μg/L 之間，其中以第二季新山水庫一測

值最高，以第三季新山水庫一測值最低。 

(十二)總磷：介於ND～45μg/L 之間，其中以第三季新山水庫一測值最

高。 

(十三)磷酸鹽：介於ND～37μ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一測值

最高，餘均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十四)總氮：介於0.44～2.22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一測值

最高，以第二季新山水庫一測值最低。 

(十五)氨氮：介於0.05～0.34mg/L 之間，其中以第三季新山水庫一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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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以第四季新山水庫二測值最低。 

(十六)硝酸鹽氮：介於0.10～1.54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新山水庫一

測值最高，以第二季新山水庫一測值最低。 

(十七)亞硝酸鹽氮：介於0.002～0.016mg/L 之間，以第二季新山水庫二

測值最高，以第一季西勢水庫測值最低。 

(十八)有機氮：介於0.11～0.64mg/L 之間，其中以第四季新山水庫二測

值最高，以第二季西勢水庫測值最低。 

二、新竹縣（寶山水庫） 

寶山水庫位於新竹縣寶山鄉，壩址位於頭前溪支流柴梳溪上，主要

為提供新竹工業區之工業及民生用水用。水庫週圍有零星民宅，且由於

地勢較平緩，有不少民眾自行搭設釣魚平台釣魚，其所施灑之誘餌與垃

圾有污染水質之虞。 

依環保署所提供之採樣點共有四個，除第四點位於大壩自來水公司

取水口外，其餘散佈水庫內，鄰近皆有民眾搭設釣魚平台釣魚。除第四

測點採集表、中、底三層外，其餘皆採表層水樣。93年度第一至四季之

蓄水量分別為333、535、535 及482 萬m3，除第二季為普養外，其餘

皆屬於優養狀態；不符合甲類水體分類標準之監測項目為pH、懸浮固

體、總磷、氨氮及溶氧。 

(一)透明度：介於0.2～1.5m 之間，其中以第二季寶山水庫一測值最高，

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二測值最低。 

(二)水溫：介於12.1～29.8℃之間，其中以第三季寶山水庫四測值最高，

以第一季寶山水庫四測值最低。 

(三)pH 值：介於6.9～9.5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二測值最高，

以第三季寶山水庫四測值最低。 

(四)導電度：介於222～371μmho/cm/25℃之間，其中以第一季寶山水

庫一測值最高，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二測值最低。 

(五)溶氧量：介於0.2～10.4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一測值

最高，以第二季寶山水庫四測值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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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化學需氧量：介於ND～10.6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二

測值最高。 

(七)濁度：介於1.3～64.0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二測值最

高，以第二寶山水庫三測值最低。 

(八)懸浮固體：介於ND～66.8mg/L 之間，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二測值最

高。 

(九)硬度：介於90.6～173mg/L 之間，其中以第四季寶山水庫四測值最

高，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二測值最低。 

(十)總鹼度：介於56.0～127mg/L 之間，其中以第三季寶山水庫四測值

最高，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二測值最低。 

(十一)葉綠素a：介於1.4～12.9μg/L 之間，其中以第三季寶山水庫一測

值最高，以第二季寶山水庫四測值最低。 

(十二)總磷：介於13～71μ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二測值最

高，以第三季寶山水庫四測值最低。 

(十三)磷酸鹽：介於ND～55μg/L 之間，以第四季寶山水庫四測值最高。 

(十四)總氮：介於0.49～1.56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二測值

最高，以第三季寶山水庫三測值最低。 

(十五)氨氮：介於ND～0.68mg/L 之間，其中以第四季寶山水庫四測值

最高。 

(十六)硝酸鹽氮：介於ND～1.21mg/L 之間，其中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二

測值最高。 

(十七) 亞硝酸鹽氮：介於ND～0.013mg/L 之間，以第一季寶山水庫四

測值最高。 

(十八)有機氮：介於0.07～0.71mg/L 之間，其中以第三季寶山水庫一測

值最高，以第一季寶山水庫三測值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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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水庫淤積測量 
新山、西勢已於2001年辦理第二次安全評估，並併同進行水庫淤積

測量，而寶山水庫則於2005年辦理水庫集水區整體調查治理規劃時併同

辦理水庫淤積測量，茲摘錄以往水庫淤積測量資料供參： 

一、新山水庫 

新山水庫於1998年完成加高工程，當初加高完成時之有效容積係採

用細部設計之地形圖推估，其容量為1,000萬m3，2001年時重新進行水

庫淤積測量，其水庫有效容量為975萬m3，其蓄水面積及蓄水容積請詳

表2-4-4。 

表 2-4-4 新山水庫蓄水面積及蓄水容積 

 

 

 

 

 

 

 

 

 

 

 

 

 

 

 

 
資料來源：新山水庫第二次安全評估（2001） 

 

蓄水標高(m) 面積(m2) 水庫容積(m3) 蓄水標高(m) 面積(m2) 水庫容積(m3)

86 541,719     10,479,500   63 207,845     1,966,620     
85 527,115     9,943,070     62 193,632     1,765,020     
84 511,967     9,421,490     61 179,320     1,577,630     
83 496,112     8,915,880     60 165,622     1,404,200     
82 481,226     8,425,430     59 153,052     1,244,230     
81 466,092     7,949,950     58 142,530     1,095,570     
80 448,643     7,490,310     57 131,196     957,934        
79 421,931     7,059,520     56 120,225     831,463        
78 408,243     6,642,910     55 109,221     716,051        
77 394,927     6,239,850     54 98,736       611,502        
76 381,818     5,850,030     53 89,481       516,768        
75 368,996     5,473,230     52 80,282       431,311        
74 356,368     5,109,160     51 71,040       354,940        
73 343,403     4,757,850     50 61,318       288,301        
72 330,948     4,419,490     49 52,010       231,074        
71 318,614     4,093,480     48 44,221       182,607        
70 306,204     3,779,820     47 37,399       141,424        
69 293,204     3,478,890     46 31,553       106,506        
68 279,789     3,191,230     45 25,906       77,397          
67 265,665     2,917,350     44 20,444       53,973          
66 251,175     2,657,870     43 15,756       35,599          
65 236,577     2,412,940     42 11,992       21,543          
64 222,197     2,182,580     41 8,751         1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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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勢水庫 

由於西勢水庫日據時代原有建庫之地形圖與水位容量關係等相關

資料均已失存，而光復後亦僅剩兩次安全評估有較可靠之水庫淤積測

量，依據2001年辦理之第二次安全評估，水庫有效容量剩下38.37萬m3

其測量出水庫之蓄水面積與蓄水容積詳表2-4-5，惟後經過92年辦理水庫

清淤後，水庫有效容量已達43.7萬m3。 

表 2-4-5 西勢水庫蓄水面積與蓄水容積 
 
 
 
 
 
 
 
 

資料來源：西勢水庫第二次安全評估（2001） 

 

三、寶山水庫 

參考台灣省自來水公司「寶山水庫集水區調查治理保育規劃

（2005）」計畫成果，歷年來淤積測量成果之比較表如表2-4-6所示，

最新淤積測量成果在滿水位141.6m以下的容量為538.63萬m3，與未蓄

水前資料（寶山水庫竣工報告74.02）少35.32萬m3，較第一次淤積測量

（寶山水庫安全評估工作，77.02）少25.46萬m3，與第二次淤積測量（寶

山水庫第二次安全評估，82.12）則多出60.89萬m3。 

由現場勘查及過去幾年之航照圖比較可知，水庫周邊並無重大邊坡

滑動或地形變遷，且過去20年中，寶山水庫亦無辦理清淤工作，實無淤

積量不增反減之理。經過互相查證結果發現，第一次淤積測量與本次淤

積測量均採電子聲納測深儀進行水深測量，而第二次安全評估則是採用

斷面樁測量法，在全淹沒區設置41個斷面，加以量測並據以繪製等高

線，因此在排除地形改變及水庫清淤等兩項因素，淤積量之差異可能是

在於第二次採用斷面樁測量，對淹沒區成珊瑚狀且水下地形多變的寶山

水庫而言，測量密度及精度略嫌不足，因此估算之水庫容量變少。而民

蓄水標高(m) 面積(m2) 水庫容積(m3)
72 95,094     383,791      
71 81,777     299,224      
70 75,914     220,161      
69 59,378     154,694      
68 49,145     100,300      
67 34,715     58,090        
66 21,015     310,181      
65 13,820       1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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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94年測量要求12點平面控制點及每條航線之間距要求小於10m，增加

測量密度以減少測量誤差下，大大增加測量精度，故民國94年淤積測量

應屬可信。自未蓄水前資料至民國94年成果相比，年平均淤積量約1.77
萬m3。 

表 2-4-6 寶山水庫歷年淤積測量成果 
 
 
 
 
 
 
 
 
 
 
 
 
 
 
 
 
 
 
 
 
 
 

資料來源：寶山水庫集水區調查治理保育規劃（2005） 

*：表線性推估 

 

面積

(公頃)
累積容量

（萬m3
）

面積

(公頃)
累積容量

（萬m3
）

面積

(公頃)
累積容量

（萬m3
）

面積

(公頃)
累積容量

（萬m3
）

118 1.50 3.65 0.04 0.04 0.00 0.00
119 * 1.63 5.27 * 0.20 0.21 * 0.03 0.02 0.04 0.14
120 1.75 6.90 0.37 0.38 0.06 0.04 0.28 0.57
121 * 1.86 8.75 * 0.76 1.10 * 0.30 0.30 0.59 1.40
122 1.96 10.60 1.15 1.81 0.54 0.56 1.10 2.87
123 * 3.09 13.62 * 2.68 4.33 * 2.31 2.59 1.87 5.26
124 4.22 16.64 4.22 6.85 4.07 4.62 2.96 8.97
125 * 5.82 22.39 * 5.82 12.60 * 5.77 10.31 4.51 14.19
126 7.42 28.13 7.42 18.34 7.47 16.00 5.96 21.26
127 * 9.98 38.00 * 9.98 28.21 * 9.43 25.36 8.25 30.83
128 12.54 47.87 12.55 38.08 11.39 34.72 10.95 43.11
129 * 15.58 63.34 * 15.57 53.55 * 13.86 48.50 13.66 58.39
130 18.61 78.82 18.59 69.01 16.32 62.28 16.97 77.00
131 * 22.07 100.79 * 22.05 90.97 * 19.68 81.86 20.30 98.96
132 25.52 122.77 25.51 112.92 23.04 101.45 23.67 124.43
133 * 29.62 152.29 * 29.60 142.43 * 26.24 127.62 27.32 153.60
134 33.71 181.81 33.70 171.94 29.45 153.80 31.05 186.56
135 * 37.90 219.63 * 37.88 209.74 * 33.18 186.91 34.93 223.47
136 42.08 257.44 42.07 247.55 36.91 220.02 38.92 264.69
137 * 46.33 303.71 * 46.34 293.82 * 40.36 260.33 43.54 310.26
138 50.58 349.97 50.62 340.09 43.81 300.63 47.64 359.66
139 * 54.13 404.06 * 54.14 394.20 * 47.25 347.84 51.18 412.35
140 57.67 458.15 57.67 448.30 50.69 395.05 54.21 467.99

140.8 61.84 556.95 61.82 547.09 52.94 422.61 * 56.51 514.88
141 * 62.48 561.20 * 62.47 551.34 * 55.19 450.17 57.09 526.60

141.6 * 64.42 573.95 * 64.41 564.09 * 57.44 477.74 60.15 538.63

民國94年05月
標高

未蓄水前資料

（74.02）
民國77年2月 民國82年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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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保護帶初步劃設 

3-1 保護帶功能及相關研究報告 

3-1-1 相關研究報告 
過去關於濱水帶保育功能之研究，主要以河岸林帶（riparian forest）

為主要調查研究區域，沿水域邊的最佳林相是自然林，自90年代起，這

項研究成果開始被應用於相關的法令規章制定中。若以魚類棲地論之，

河岸林帶（riparian forest）具備以下的五大功能：(1)因為風吹、河岸侵

蝕或老朽而自然死去的樹木一旦進入河溪時，將形成大型的木質殘骸

（large woody debris；LWD）。這些木質殘骸不但形成溪流與魚類棲地

的特性、同時控制了土砂的運移、提供溪流能量、也提供有機體生長與

繁衍的基礎。(2)枯枝落葉、大型無脊椎動物以及其他的自河岸林帶樹林

中掉落至溪河中並可以提供做為能源用途的物質等，成為水生生物能量

的來源。(3)河岸林帶協助控制溪流的水溫；在溫暖的季節中，林帶提供

遮蔭，而在寒冷的季節裡，河岸林帶具有減緩熱量散失及降低風速的功

能。(4)河岸林帶協助穩定溪岸。(5)河岸的植生具有攔阻沖蝕泥砂及過濾

污染的功能。 

而對於水庫保護帶所具備的保育功能大致與河溪濱水帶相同，亦有

五大功能：(1)涵養水源；(2)固結土壤、邊坡穩定，以上為一般水土保持

功能；(3)攔阻泥砂；(4)過濾有毒物質及營養鹽等緩衝功能；(5)提升棲地

廊道功能，營造生物多樣性。 

彙整前人研究針對以上不同功能提出不同的設置緩衝帶寬度及相關

試驗結果如下： 

Davies與Nelson（1994）自34個溪流中選擇45個樣區進行現場觀測

試驗；其中，溪流的集水面積需不得小於2.5km2，而觀測的參數包含溪

流中湍瀨泥砂量（riffle sediment）、開放溪流（open stream）長度、水

面藻類覆蓋度、水溫及水中雜物攔截體積（snag volume）。每個樣區包

含試驗處理組與對照組各一區；其中，對照組採不伐木的方式處理，至

於試驗處理組，則包含傳統林道搬運及索道搬運兩種。Davies與Nelson
的研究發現，就伐木基地邊界濱溪緩衝帶寬的設計而言，帶寬需要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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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才能夠有效攔阻上游林木砍伐與作業道開闢所產生的沖蝕土砂。 

Fennessy與Cronk（1997）探討濱水域緩衝帶對於硝酸鹽類攔阻的

影響，他們認為濱溪緩衝帶及溪流型態的建立或保留，都可以有效地保

育溪流的水質，而緩衝帶寬20~30m是可以達到100%攔阻硝酸鹽類的功

能。同時，他們認為去硝作用（denitrification）的速率決定於上游非點

源所產出的硝酸鹽荷載、緩衝帶中對於碳的提供，以及水文條件。只要

地表下水文條件始終不變，去硝作用將經年持續進行；但是就植物對硝

酸鹽類攝取而產生的去硝作用，則多與季節有關。 

Fennessy與Cronk同時認為，地表土砂與養份的滯留效果，與緩衝

帶所在的地表坡度、坡長、植株密度、及地表逕流量有關；而構成緩衝

帶的植物族群，在氮循環（nitrogen cycling）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其主

要的原因是因為植物族群提供去硝細菌所需要的碳，而植物族群本身也

吸收部份的養份，至於植物地下根莖的氧化作用讓硝化作用得以發生。

至於緩衝帶的設計，Fennessy與Cronk則持保留態度，因為有效的緩衝

帶設計必須要同時考慮施作地點的生態與水文環境，更需要瞭解開發基

地對於水文環境未來的影響。 

Gilliam針對於濕地水質與濱水緩衝帶的研究做了一些調查，其調查

彙整結果發現，濱水域的緩衝帶可以有效地攔阻90%的沖蝕泥砂及硝酸

鹽濃度，但對於地表逕流水中所挾帶的磷，只能攔阻50%。 

Johnson與Ryba曾整理1992年以前有關緩衝帶的研究成果，整理之

結果說明濱溪緩衝帶應具有以下幾種重要的功能：(1)協助穩定溪岸、防

止土壤沖蝕，(2)過濾沖蝕土砂、養份及一些有害的物質，(3)緩和濱溪的

微氣候變化，(4)保護魚類及其他野生動物，使其得以繁衍與遷徙。因此，

緩衝帶的寬度，需依擬打算完成上述功能項目的多寡而做適度的調整。

根據Johnson與Ryba整理來自於寬度3m至200m的研究結論，若要達到

上述的最低功能，緩衝帶的寬度可以小於10m；但若要達到上述基本的

效能，則緩衝帶的寬度需要15~30m；若緩衝帶寬度可以設計在30m以上

時，應該可以達到所有的預期功能，而Johnson與Ryba建議緩衝帶寬度

採用15~30m。 

Lowrance等人（1997）以圍繞Chesapeake Bay集水區的九個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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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區做為研究的對象，以瞭解河岸林帶緩衝系統（riparian forest buffer 
system；RFBS）對於非點源污染的控制效果。研究中發現，非點源污染

的控制效果，決定於污染源本身、傳送污染源的水文條件、河岸林帶緩

衝系統、以及溪流本身。研究中同時指出，水質的改善常出現在水量匯

集並流經緩衝帶的地方，以及緩衝帶植物的根群層中。土層淺薄地區的

研究結果指出，約有50%~90%流動於淺層地下水中的硝酸鹽、地表逕流

所攜帶的沖蝕土砂、流動於地表逕流及淺層地下水中的總氮，會被緩衝

帶所攔截；然而，對於磷的攔阻效果較差。依研究的結果推論，Lowrance
等人認為若於地下水補助旺盛的地區設置河岸林帶緩衝系統，則其對於

溪水水質的改善將會大打折扣。 

3-1-2 保護帶功能 

一、濱水帶植生對水庫流況之影響 

在水庫集水區中，諸如平均水深、最大水深、平均流速和次生環流

型之水流特徵受庫區的橫段面形狀、坡度、濱水帶物質以及濱水帶植被

的分布狀況和植被型所影響(Bathurst，1997)。濱水帶植被控制水庫水

流過程的機制主要為(1)增加水流阻力(2)增加濱水帶強度(3)影響沙洲的

沉積和侵蝕(4)形成滯水堵塞物(5)影響凹岸陸地的沉積作用。以下將著重

於說明濱水帶植生於水庫庫區中對水流阻力所造成之影響。 

在開放流域中，如同水流特徵的影響因子一樣，水力阻力也取決於

植被的密度、成熟度、分布、類型和生長型態。 

在水力學的名詞上，粗糙度是一個特徵化參數，定義為曼寧公式的

n值(水流的平均流速V=(R2/3×S1/2)/n﹐其中R為水力半徑，S為渠道或地

面坡度)，水力的粗糙度和逕流的流速視植物的形態和生長密度，以及植

物的高度與水流相關性而定。Petts和Foster(1985)提供了曼寧公式n值
的經驗值，但在河川水域之n值受植被類型、覆蓋度、河床物質粒度和

河床形態相互作用之影響極為複雜。Wilson(1974)從估計流量考慮曾經

注意推算n值問題，指出由於自然河流的n值約為0.035。Smith等(1990)
指出，應用曼寧公式的困難在於如何確定具有大量沉水或水邊植被的河

道之水力半徑之計算問題。圖3-1-1表示曼寧公式n值與V․R【流速－水

力半徑的乘積(velocity-hydraulic radius product)之關係】。在高粗糙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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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狀況下，植被制約著水流，但隨著V․R值的增大，n值卻趨於減小，

這與植被被淹沒和河床趨於平整有關。當植被足以影響水流邊界阻力的

程度時(Kouwen and Li，1980)，可以推測沉水植被或水邊植物越密，

對水流的阻力也就越大 (Watson，1987)。在小粗糙度的狀況下 (圖
3-1-1)，植被的影響大為降低，水流卻變成為決定邊界粗糙度的主要因

素。如果植物生長期流量增大而流速隨之加快的話，儘管這時植物覆蓋

度增大，曼寧公式n值可能減小。但是，當植物生物量顯示出與流速成

反比關係時，緻密的植物生長反而使其反比之關係更加明顯(Watson，
1987)。 

 

曼
寧
公
式n

值(

對
數
值)

高粗糙度 過渡值狀況 低粗糙度狀況 

V․R 乘積

 
 
 
 
 
 
 
 
 
 
 
 

資料來源：水庫濱水帶植生與其保育功能（1/2）（2006） 

圖 3-1-1 恆定植物量情況下曼寧公式 n 與 VR 之關係 

就水流在草生地流路上而言（如草溝），當水流深度增加﹐草莖開

始擺動，擾亂水流，使n值上升到大約0.4，然後流速便開始下降。當水

深開始淹沒草莖，曼寧公式之n值快速的下降。這是由於草類開始受水

流影響而倒下，因此減速主要由於表面阻力而不是水流阻礙。（圖3-1-2） 

在理論上，流速之降低可包含土壤表面與植被覆蓋等二個效應。而

實際上﹐n值在裸露地與短草植被是相似的，大約0.02至0.03。不同草地

高度可區分不同減速種類，在葉片較長的草地，逕流減速效力較高。曲

線中明示曼寧公式中的n值與水流強度參數（單位寬度流量或產生流速

與水力半徑之乘積）之相關性。當流量強度相當低的時候，渠道內之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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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不一定能被運用在漫地流中，n值在淺的漫地流可能比在渠道上的值

為高。 
 
 
 
 
 
 
 
 
 
 
 
 
 
 
 

資料來源：Coppin and Richards（1990） 

圖 3-1-2 草地之曼寧粗糙係數與逕流水深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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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USSCS（1954） 

圖 3-1-3 不同草地型態之粗糙係數（n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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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okes(1995)指出，植被對n值的相對重要性是水流速度與植被密

度、分布和類型的函數。但不同植物對水流的反應是不同的，有些水生

植物會在洪水期間被沖走，另一些植物卻會隨流水彎曲而對n值影響較

小。Masterman和Thorne(1992)認為在河道寬深比不足16時，季節性植

物之生長在降低河道輸水量方面影響很大。 

簡言之，植被對河川逕流之效應為： 

1. 使過水斷面的流速下降。 

2. 使過水斷面面積未被植被佔據部分的流速升高。 

3. 使貼近大植物群的流速下降。 

4. 過水斷面流速降低之部分，沉積作用增強。 

以水利生態工法而言，植物直接影響河流水流的最重要途徑是木本

碎屑物所聚成的水壩。這種水壩阻礙了低到中等的水流，以致在小河上

形成階梯狀的水池系列，而在中等的河流上則形成水潭、邊緣水池和壅

水池等生境。通過維持水池區，這對生物群是有利的，同時會引起河岸

水層的局部變化。低速流水到中速流水的減少，並與沖積蓄水層的關係

更加密切，這對水質以及河系的水文狀況可能有很大的影響(Gurnell，
1997)。這樣的水壩使得沿河某些河段的能量消散，導致小河-水潭的發

展和河床物質的篩選，導致大河邊緣沖刷帶的發展。 

河溪濱水區域植生對其環境正面之影響如表3-1-1，對生態、綠美化

以及水質的效益無庸置疑，但對於沖蝕控制與穩定床質之功能卻非絕

對，如流木可能對河床或護岸造成撞擊破壞、根系延伸可能造成管流沖

蝕、植株造成局部紊流而造成沖蝕...等，欲評估其淨影響甚為複雜，牽

涉到河道幾何因子與植生種類、面積、株齡以及生長狀況等（Gregory& 
Gurnell，1988；Thorne，1990；McKenney et al.，1995）。但可以確

定的是，基於植生對棲地、綠美化以及水質之貢獻，人為輔助植生導入

在河溪復育確實必要（Brookes & Shields，1996），惟需特別注意它對

水流之影響可能造成洪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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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河溪濱水區域植生對其環境之影響 
 提供或改善生物棲地

提供食物來源

環境綠美化

沖蝕控制

穩定河床

強化護岸

改善水質、穩定水溫

正

面

影

響

 
 
 
 
 
 
 

二、濱水帶植生與涵養水源功能 

植物能夠提供做為保護土壤之覆蓋物或做為大氣與土壤之緩衝界

面，其主要在於植物對水文循環及對地面之物理作用上的影響，如圖

3-1-4所示。植物對水文循環之影響，包括水自大氣經由降雨轉移到土

壤、地下水及地表排水系統等不同路徑之流量及速率之作用，以及影響

沖蝕進行及程度。它也調節土壤水分容量及水分移動速度。就對地面之

物理作用而言，增加植物所賴以生存之土壤的穩定能力，也因此提供了

自身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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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Stream Corridor Restoration,USDA（2001） 

圖 3-1-4 濱水帶環境與水文循環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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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生增加土壤表層滲透性與入滲的因素，包括： 

1. 根系與地上部之存在，增加地表粗糙度。 

2. 由根系腐朽所形成之管狀孔隙或孔洞 

3. 表土形成較低的密度和較好的團粒結構 

這些效果可以增加入滲率，使降雨和地面漫流增加進入土壤中之

量，因此，植生地區比無植生區之土壤含水量較高。然而，這些效應一

般都受截留量、蒸散量和坡度增加所抵銷，入滲率與地表覆蓋、降雨強

度和坡度的關係如圖3-1-5所示。在特殊立地條件下，覆蓋地區植生根域

的滲透性必須試驗證實並予量化，特別是在降雨強度大及表面蒸發作用

大之情況下，可能由於土體滑落或分離而使入滲增加或因表面結硬殼而

使入滲減少。 

地表下淺層排水發生在含有緻密根系的土層內、無根域之土層或坡

面上端枯枝落葉層中，其流動與地表平行（如圖3-1-6），在具有厚有機

質土層的樹林內，地表下淺層水流可能達總坡面排水之80%，上層為良

好植被的土壤通常水平滲透性大於垂直滲透性，雖然在植被區土壤入滲

量比無植被區大，但入滲的深度可能相當淺薄。 
 
 
 
 
 
 
 
 
 
 
 
 
 

資料來源：Nassif and Wilson（1976） 

圖 3-1-5 坡度、植生覆蓋及降雨強度與入滲率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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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水庫濱水帶植生與其保育功能（1/2）（2006） 

圖 3-1-6 植物在水土保持上之功能 

植生對地面物理作用的重要性可以經由伐木後之現象得到證明。近

年來林業經營目的之森林樹木砍伐雖已減少，但部分樹林因水域之變

化、病蟲害或土壤沖蝕而造成死亡情形，約在伐木後五到七年，其根系

枯朽腐爛之後，其對土壤之錨定、網結及固土等保護作用消失，而新生

植物之根系未能取代原有根系之物理作用，致使土壤土體崩解而導致土

壤迅速的流失。 

三、水庫濱水帶植生與土壤固結功能 

（一）根系對土壤之補強效益 

植生根系對土壤之效益研究首先由Holch(1931)提出，而森林對崩

塌地影響的研究於1960年代開始有學者相繼發表。其研究方式為就一

場豪雨調查有發生的崩塌個數及面積的統計方法，探討發生之原因及其

相關之關係；或考慮崩塌發生時樹木根系的物理作用，以材料力學及土

壤力學為基礎發展根系之根力模式(Wu,1976)，了解崩塌與森林的關

係；亦有以根系之補強作用(引拔抗力)及根系拉張力等，來探討其與坡

面穩定之相關性。一般對森林抑制崩塌之評價方法多為統計分析評價

法、根系補強作用機制評價法、土壤剪力強度增量評價法、根系拉力強

度評價法與坡面安定分析評價法等(吳正雄，1990)，來探討其與地面穩

定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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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國內外資料，對土壤之補強效益，其評價方法為：(1)統計分

析評價法；(2)根系補強作用機制評價法；(3)土壤剪力強度增量評價法；

(4)根系拉力強度評價法；(5)坡面安定分析評價法。 

1.根張力強度 

根系對土壤坡面所增加的土壤剪力強度，包括根株本身的機制補

強力(根段張力)以及根與土壤緊縛之摩擦力，總稱為根系補強(root 
reinforcement)，又簡稱為根力(root strength)。其因次為ML-1T-2，而

根段強力強度為M。 

2.植物根系與土壤凝聚力 

植物根部之存在，會導致土壤團塊強度之增加。此增加是來自根

系之聚集及土壤水份因蒸發散之消耗對土壤之補強結果。由修正之莫

耳-庫倫方程式，S´=(C´+CR´)+(σ-u+e)tanФ´可知當土壤水份消耗導致

孔隙水壓(u)降低及土壤張力增強時，根部補強作用將提升土壤凝聚力

達CR´值，如圖3-1-7、圖3-1-8。在低孔隙水壓時，土壤粒子與土壤粒

子間之接觸程度增加，使得土壤於受力情況下對變形有更大的抵抗

力，透過殘餘毛細水具較高吸力之影響，將增強土壤粒子間之吸力。

儘管此種吸力之結果也可看成是孔隙水壓降低之影響，但只適用於飽

和土壤。在部份飽和土壤中，土壤強度因土壤張力之持續發展結果，

更可以表現因土壤張力貢獻之凝聚力(CS)量增加而凝聚力增加之情

形。當Ф´值在有根土壤與無根土壤中相等時，則CR´≣ΔS´。 
 
 
 
 
 
 
 
 
 
 

資料來源：水庫濱水帶植生與其保育功能（1/2）（2006） 

圖 3-1-7 根系補強作用對土壤剪應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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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Ziemer（1981） 

圖 3-1-8 松樹根量與剪應力之關係 

（二）根系與水流之關係 

水流搬運泥砂，因而對植物直接作用，因為泥砂會損傷植物組織

（Brooker，1995）。植物對水流的阻力因流況不同以及個體植物的大

小和形狀而異。蔓性沉水植物能夠生長在比萍蓬草一類浮水植物更大的

水流力量的環境下（Newall，1995）。水流的拉力也影響植物附著基

質的強度，不同植物種有不同的根系錨定強度(根力)。此外，基質也影

響植物的附著能力，在粗粒沉積物上生長的植物通常具有淺根系，而在

水流較慢、河道較深的河床上生長的植物，根系卻深入細粒沉積物中。

在具週期性洪水的河道中，有些植物具有深厚的錨定根，使之能夠抵抗

急流和基質流動(如圖3-1-9所示)。 

流水的作用

根力格局和錨定狀況

葉和莖一併被破壞 

懸浮泥沙磨蝕葉片 

沈積作用 
水力阻力 

基質侵蝕 
抵抗流水拉力的強度

水流對基
質的作用

 
 
 
 
 
 
 
 
 
 
 

資料來源：水庫濱水帶植生與其保育功能（1/2）（2006） 

圖 3-1-9 水流影響植物生長和根力作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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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系型態與固土防沖效應 

1.植物根系在坡面上之伸長 

在坡面上，草本植物與木本植物根系形態有顯著之不同。一般草

本植物根系，不照重力方向往下面生長而向山谷側伸長，這種現象不

管坡面之土壤鬆軟與否，根系伸長的方向皆相同。即草本植物之根系

形態，在坡度愈陡之坡面愈從立體的結構變成平面的結構。另其根系

侵入風化土層者不多，亦造成單純的草本植物群落，致使草本植物對

坡面之防災效果較木本差。（林信輝，2001） 
  

α：樹木的角度 
β：坡面之坡度 
l：樹木的高度 
θ1：谷側方向根系強度 
θ2：山側根系角度 
W：植物體的重量 

 
 
 
 
 
 
 
 
 
 
 

資料來源：水庫濱水帶植生與其保育功能（1/2）（2006） 

圖 3-1-10 坡面上木本植物根系伸長示意圖 

一般而言，坡面愈陡則木本植物之根系愈往山側伸長。其根系之

先端若有風化土層，根系即伸入其中盤結風化土層，因此其土壤補強

功能較高。如圖3-1-10所示，坡面坡度(β)愈陡，θ1變小，θ2變大，

又B方向的根系減少，C方向的根系增加。部分學者實際觀察崩塌地坡

面木本植物之根系分布情形，指出在坡度小於25度內，隨坡度(β)之
增大，其上坡面之根系少，而下坡面多；在坡度25度與40度之間，隨

坡度(β)之增大，使得上坡面根系量較多，而下坡之根量較少(竹下敬

司，1989；張與林，1995；吳與陳，1989)。 

2.木本植物與草本植物之差異 

草本植物根系之抗拔強度較木本植物弱。純草生植物群落，因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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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淺、根系深度一度，易迼成滑動破壞面，土壤含水量過高時引起淺

層崩塌。此與草本植物根系短，根系極少伸入岩盤，與風化土層之盤

結力量太差有密切之關係。 

土壤中含水分過多時，因草本植物根系欠缺剛性，土壤粒子與草

本根系間之摩擦力顯著減少，故極速的降低草本植物之抗拔強度，而

木本植物之根系，在土中水分呈飽和狀態下仍有相當高的抗拔力，此

與根系之剛性、粗大、長及其入侵性強有關。茲依坡面植生從防災、

景觀、環境的保育面之效果加以檢討，木本群落顯然優於草本群落。 

表 3-1-2 木本植物與草本植物之比較 
植物

項目 
木本植物 草本植物 

坡度與根之伸長 
山側方向或坡面上方生長(側根之伸

長角度會因坡度變化而改變) 
大部分朝垂直方向及谷側方向

生長 

風化土層的固定 根系入侵岩盤多；錨定力強 根系入侵岩盤少；錨定困難 

表層土的握裏力 小(如無林下植被) 大 

防止表面沖蝕力 低(如無林下植被) 較高 

永續性 大(長) 小(短) 
環境保育 大 極小 

景觀調和 容易 不易，或僅限於局部造景功用

資料來源：水庫濱水帶植生與其保育功能（1/2）（2006） 

3.植栽木與播種木機能之差異 

植栽木與播種木(實生木)，其所形成的群落機能有別，坡地要導

入植物時，何者較適用，茲以其根系形態之特徵差異敘述如下： 

（1）播種木根系較植栽木發達 

播種木之根系數雖少，但長而粗，較地上部旺盛，主根發達且能

伸長。植栽木之根系數多但細短，地下部與地上部重量之比值(R/T 
ratio)較小，且缺少主根(支柱根)。這些差異在生育基盤硬，立地條件

差的地方更顯著。 

（2）播種木根系之抗拔強度較植栽木大 

播種木因鄰接木間根系之錯綜絞結成網狀，抑制崩塌效果大。又

根系伸入裂隙，提高對崩塌的抑制力(土壤保育力、土壤盤結力)。植

栽木因與鄰接木之絞結少，風化土層之剪力發生較弱的部分。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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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數成為單純林之集合體，不易成為有機結構的群落。 

（3）播種木抗天然災害力強 

播種木進行自然淘汰，會自然地行密度管理，群落整體的防災力

強。而植栽的樹木係單純構造的樹木集合體，很難形成樹木互相有機

結合的群落。 

4.植物根系形態與其保育功能 

(1)根系分布類型與生育地之關係 

根系之發育受遺傳潛力（Hereditary potentalies）及環境因子

（Environmental factors）所影響。根系分布雖有其先天之基本類型，

但其分布狀態，每遭氣候、土壤、位置及生物等因子而改變，同類樹

種生長於不同生育地者，其分布型態，絕難如一，而各顯示其不同類

型，生育地因子之綜合作用，非僅影響生育地之性質，且各因子間亦

發生相互之作用（Interaction of site factors）。植物若遠離其鄉土區

域，每有生長不良及根系分布呈顯著差異，乃由該各生育地因子之效

應，不利其生育故也。故欲探究根系型所作之根系調查，標準木之選

定極為重要（1974，顏）。 

幼苗根之生長型由其遺傳性決定，初期根漸次生長，則根系型受

環境因子之影響亦隨之愈大（1993，顏等），但某些植物種類不易受

環境因子而改變其分布型態。故在適宜之生育地生長正常之植物，同

類樹種之根系分布，必有其近似之類型，換言之，在佔有優勢之生育

地，根系之分在仍能發揮其遺傳之潛力。故選定適宜之生育地及標準

木，作根系分布類型之分類研究，乃具有極重要之意義及價值。 

吾人若欲說明根系型與生育地關，頗難獲致共同性之結論，蓋因

植物各有其先天之習性。一般而言，深根性植物適宜生長深層土壤，

淺根性植物則在淺層土壤易佔優勢。例如崩壞地土體堆積厚者，常見

台灣赤楊分布，因其屬深根性，礫岩堆積而土層淺薄者，則山黃麻佔

優勢，因其屬淺根性故也。 

中生植物（Mesophytes）如台灣二葉松、柳杉、濕地松、台灣

肖楠、台灣櫸、黃連木、苦楝、台灣赤楊、烏木臼、水柳、血桐、楓

香、稜果榕、密花市蔥、香港饅頭果、夾竹桃等，似較為嫌氣性，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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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土壤水分含量多之濕潤地，其屬深根性者均生長於河溝兩旁，如

台灣赤楊、水柳等是，屬中淺根性者若生長於淺層土壤，為適應其嫌

氣性，多喜分在於溪谷兩岸或水源之地，使易利用土壤中之水分，以

補足其補償因子（Compensation factors），此即為陡斜溪谷多見根

系分布淺之台灣二葉松、楓香、台灣肖楠等之理由。 

多岐性根系或細根分在量多者似較耐乾旱，因易獲致多量水分，

如木賊木麻黃、大葉合歡、台灣朴樹、大葉松、印度黃檀、欖仁樹、

黃槿、琉球松、苦藍盤、埔姜、林投、麻露兜等。 

一般而言，上坡及左右兩側根系分布量較下坡為多，下坡多為大

徑根，分岐較少，而根系之伸延多作平行而下，上坡則多橫向或斜向

入土，分岐亦多。 

各方位中以南向之根系分布量較多，順次為東向及西向，而北向

似較少，此或因溫度及水分而影響根系之分布。 

(2)樹形與根系之分布型態（The tree shape and root form） 

調查時同時測定調查之冠幅、枝下高及樹冠厚度，以求其與根系

分布型態之相關性，亦為計算T-R率之重要資料。由各根系型所屬之

樹種觀之，其樹形有顯著之差異，亦即吾人無法自根系型以推察其樹

形，但樹形主要儑由分枝性（Branching characters）及枝幹角度

（Stem-branch angle）所構成，故由地下部枝條多寡及粗細，似可

尋出其與地下歆根之分岐情形及直徑大小，而有某種相關之趨勢。 

大凡地上部枝條細小而分枝多者，其地下部中小徑根亦細密而多

分岐，如廣葉杉、台灣肖楠、木賊木麻黃、台灣楊桐、龍眼等。 

地上部枝條疏少而粗枝多者，其地下部之大徑根多而分岐少，如

樟樹、鐵刀木、台灣紅豆、台灣赤楊、構樹、稜果榕、木棉、千年桐、

山臼、香港饅頭果、木荷、大葉按、木葉桃花心木、小葉桃花心木、

無患子、台灣狄氏厚殼、破布子等。 

分枝規則者，其根之分岐亦似較規則，如柳杉、香楠、大葉合歡、

野桐等。 

主幹伸長而側枝細短且少者，其主根修長而側根亦少，如金合

歡、銀合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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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幹叢生，其根亦密如團網狀（M-type），如冇骨消、埔姜、馬

纓丹等。 

(3)根系分布類型之應用（The application of root system type） 

A.崩坍之防止 

植物根群之固結及壓實土壤，可增強凝聚力及摩擦力，亦可消

耗土中水分，以免逢雨時土壤抗剪力之急速降低，故可防止山崩與

地滑。深根性之相尼樹根系型，因其根系之分布集中於中下層，上

層之根系多以PH-type或R-type入土，以力學性質而言，其穩定力

強，故有防坍之效。野桐根系型具粗大主根或垂下根以V-type直入

土層深部，可增土體之穩定性。水平根或斜出根可固結岩石，亦可

防止墜石。故適當之選擇根系型，似可預防崩坍之發生。 

B.防止水土流失 

地表近層小徑根細根分布多或水平根發達之根系型，對於防止

表層水土流失較為有效。植物之根群有網結作用，防止土壤沖蝕，

增加土粒結合作用，而使斜面表層部強化。中淺根性根系分布為

PH-type或M-type，有固土防沖之作用，而防止水土流失。 

C.改良土壤、增加滲透 

根系除可固結表土，防止沖蝕外，深根性之根系有破碎底土，

增加風化，而促使風化層與基岩之境界面漸移，枯死之根系所殘留

孔道及遺體，有增加滲透及改良深層土壤條件之效。根皮與土壤之

接觸面，有利於雨水之滲入，減少逕流溢出，防止洪害，並可增加

蓄水及過濾水質，在集水區之經營上至為重要。 

四、緩衝帶對攔阻泥砂及污染物運移之影響 

由於農業上非點源污染是經由一連串的機制共同作用而產生，隨著

污染物的來源及其移動方式，緩衝帶有不同的功效。因為污染物在流經

緩衝帶時會發生滯留現象進而改善水質，而此滯留過程又可分為地下及

地表兩種情形。 

(一)水庫濱水帶土地利用改變之直接影響 

緩衝帶具有減少施用農業化學物質直接污染之機會而淨化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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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1987)在紐西蘭將地表逕流中流經緩衝帶後的溶解營養鹽量和流

經牧草地的情形相比較，發現流經緩衝帶後之河岸地營養鹽較少，表示

在牧草地，營養鹽是隨著土壤－植物－動物的循環系統在移動著，可能

經由動物排泄物排至土壤中而被地表逕流所帶走，但在緩衝帶內會被植

物所滯留且不易流出。 

水庫中淤泥量和污染物進入的減少，導因於河岸兩旁自然植生保護

河岸，減少沖蝕以及藉由增加河道的粗糙度使河溪沖蝕潛力減小的結

果。Cully與Bolton(1983)估計加拿大農業集水區內32％的泥沙流出量及

10％的流出磷是由河岸沖蝕所造成的，因此在緩衝帶中增加河岸的穩

定度將可減少污染物之來源。在放牧地區，即使是一狹長非放牧地，也

會減少由家畜所造成的岸邊沖蝕。 

(二)緩衝帶對地表污染物移動之影響 

1.對水流和淤泥的影響 

農地轉變為緩衝帶之結果，使植物型態改變並導致土壤結構之變

化，可增加土壤的滲透能力與減少表面逕流。永久植生對土壤結構組

成較好，而耕地土壤結構會因形成不透水層而較差，緩衝帶提供更大

的表面入滲勢能，也可保持土壤濕潤度，當逕流發生時，緩衝帶阻擋

逕流使所有的水都入滲，或部分入滲而使得地表逕流速降低、逕流量

減少。 

污水入滲到緩衝帶內可以在短時間達到過濾溶解性污染物及泥沙

之效果。逕流的減少量與植生所影響之水力粗糙度和表面流速有關。

流速減少使保護帶上坡邊緣具蓄水作用，而造成保護帶前端約一公尺

處之淤積作用。 

2.對污染物運移的影響 

很多報告都指出緩衝帶之效益，如緩衝帶內之滲透、泥沙滯留，

以及其一系列對污染物運移之影響。Peterjohn與Correll(1984)指出

Maryland集水區內河岸森林緩衝區對氮和磷的運移有影響，在其森林

中的前十九公尺，一年中氮、磷的濃度分別減少了83％和81％。氮的

減少是顯而易見的，而磷的濃度是隨著磷的型態而不同，磷的含量主

要來自泥沙中的磷，在有緩衝帶的表面逕流中泥沙內磷的含量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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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mg/l減少到0.74mg/l，而可溶性磷也減少，但是可溶性磷只少量

改變而已。 
 
 
 
 
 
 
 
 
 
 
 
 
 
 
 
 
 
 
 
 
 
 

資料來源：Stream Corridor Restoration,USDA ,2001 

圖 3-1-11 緩衝帶污染物移動示意圖 

Knauer與Mander(1989)指出，在德國Schleswing Holstein地區，

來自於施肥田間之表面逕流流過赤楊林緩衝帶時，能滯留82％阿摩尼

亞和61％硝酸態銨。而自然的草生地也分別有效的滯留阿摩尼亞和硝

酸態銨(61％與58％)，但永久放牧地之滯留量則較少(9％與33％)。 

有效性磷在泥沙中的含量很少是一致的。Young等(1980)指出96
％磷酸鹽被滯留於緩衝帶中。Dillaha等(1989)的試驗也發現被移動後

之磷酸鹽種類有顯著的可變性，歸結此原因在於緩衝帶之轉變。可溶

性磷之試驗結果，其含量不一致，Doyle等(1977)與Young等(1980)報
告中指出緩衝帶有高度滯留磷的能力，而Dillaha等(1989)則指出可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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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磷的含量在經過緩衝帶後有增加的傾向。Thompson等(1978)指出在

耗竭土地上的氮濃度流經緩衝帶後殘留量低於未加任何利用的土地，

Young等(1980)也報導94％有機態氮的減少和泥沙量有關，而對於硝

酸態氮含量的變化情形則沒有有機態氮來的一致。Young等(1980)報
導硝酸態氮82％留存於較乾燥的地方，其餘的則慢慢地以溶液狀態被

釋出，而硝酸態氮含量的改變也反應出緩衝帶內入滲速度的變化情形。 

表 3-1-3 緩衝帶對於磷運移的影響 
緩衝帶 減少量 

資料來源 
寬度(m) 坡度(%)

分析物 單位 
緩衝帶前 緩衝帶後 % 

Thompson 等(1978) 12.0 4 全磷 mg/l 10.70 6.00 44 
 36 4   10.70 3.20 70 
Young 等(1980) 27 4 淤泥的全磷 kg/ha 18.24 1.04 70 
  淤泥的四價磷  7.49 0.28 96 
  全磷  9.45 2.25 76 
  四價磷  6.29 1.43 77 
Doyle 等(1977) 1.5 - 水質中的全磷 kg/ha 0.08 0.07 8 
 4 -   0.08 0.03 62 
Edwards 等(1983) 30 2 全磷 kg 55.00 28.00 49 
 30 2   28.00 15.00 47 
Dillaha 等(1989) 4.6 11 全磷 kg/ha 4.34 1.18 73 
  四價磷  0.09 0.16 * 
  可溶性磷  0.18 0.27 * 
 9.1 11 全磷  4.34 0.33 93 
  四價磷  0.09 0.05 47 
  可溶性磷  0.18 0.08 55 
 4.6 11 全磷  8.42 4.31 49 
  四價磷  0.11 0.10 8 
  可溶性磷  0.17 0.18 * 
 9.1 11 全磷  8.42 2.96 56 
  四價磷  0.11 0.14 * 
  可溶性磷  0.17 0.25 * 
Magette 等(1989) 9.2 - 全磷 kg/ha 13.70 7.70 44 

*   表示設置緩衝帶後測值升高     

**  結果由小試驗區試驗所得        （資料來源：Muscutt et al.，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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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年3月吳嘉俊教授於屏東科技大學試驗區進行田間土壤沖蝕

觀測試驗。第一試區採用通用土壤流失公式的標準試驗區配置，試驗

區坡長22公尺、寬3公尺，試驗區平均坡度9％；第二試驗區平均坡度

60％、第三試驗區平均坡度40％以及長寬皆與第一試驗區相同。假設

上游裸露鋪砂皆為10公尺，草類的通水寬度皆約等於50％；而土壤質

地介於粘土及粘質壤土間進行試驗。於2005年5月30日至10月3日共盛

接21場有效降雨，分別量測各試驗區單場降雨之土壤流失量。結果如

下表： 

表 3-1-4 緩衝綠帶之平均攔砂率 

3m 6m 9m 3m 6m 9m
9%        83.75        77.41        81.60        78.00        84.41        83.70
40%        92.81        93.73        90.86        86.26        94.29        93.55
60%        86.51        74.41        81.46        89.22        90.04        87.68

百喜草 類地毯草

平均土砂攔截率(%)
    帶寬

坡度

 

 

 

 
資料來源：水庫濱水帶植生與其保育功能（1/2）（2006） 

五、濱溪廊道生態機能 

濱溪廊道為構成完整河溪生態系不可缺少的一部分，提供魚類、鳥

類、昆蟲、小型哺乳類動物及各種植物良好的生存環境，是水域生態系

統與陸域生態系統交錯區，生態過渡帶 (ecotone)，具有蘊藏豐富的動

植物資源、地表地下水資源、氣候資源及休間、娛樂和觀光旅遊資源，

其提供生態功能如圖3-1-12。 

濱溪廊道功能主要包括增加生物物種的多樣性(常駐和暫時)、相鄰

地區之間物質和能量的交換、提供安全地帶或其他資源及提供生物分散

和遷移的路徑。濱溪廊道亦具護岸功能，主要為其植物可降低河水的侵

蝕速度、保護河岸，植物根系則可提高河岸的穩定性。此外，濱溪廊道

功能實際上是河溪廊道功能的一部分，具有過濾、滲透、吸收、滯留、

沉積等作用，降低或消減進入河溪和地下水的污染物。 

濱溪廊道主要功能如下： 

1. 提供水陸域動物避敵、產卵及水域生態的能量與食物來源。 

2. 過濾地表逕流所帶來之非點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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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止河岸沖蝕及表土流失。 

4. 改善微氣候並過濾受污染的空氣。 

5. 增加地下水涵養及促進地表及地下水的循環。 

6. 產生並保持水陸交錯植被群落。 

7. 降低河岸流速減少災害延緩洪峰。 

8. 提供遊憩觀光及美化景觀。 
  
 
 
 
 
 
 
 
 
 
 
 
 
 
 
 

資料來源：水庫濱水帶植生與其保育功能（1/2）（2006） 

圖 3-1-12 濱溪廊道生態機能示意圖 

3-1-3 保護帶對生態與環境景觀之效益 

一、生態上之效益 

1.對生物棲息地之影響 

急流水域群落系統(lotic systems)或流水系統之生物棲息地是非

常獨特的，既顯示出陸生環境和水生環境的多種特徵，又顯示出在短

暫的時空尺度上穩定平衡狀態。近些年世界河川生態工法之趨勢，生

態專家開始注意到急流群落系統在調節景觀能量流和物質流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對其系統的生態和水文問題越來越感興趣(Holland，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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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man 等，1988；Naiman and Decamps，1990)。 

不同嵌塊狀植群分布在河道內形成多種生物棲息環境，在植群嵌

塊體內通常流速小，沉積物較細；在植物嵌塊（單株或叢狀）之間的

河道較深，往往較窄且流速高，沉積物也較粗 (Sand-Jensen and 
madsen，1992)。另外，大型植物會形成一種天然防護性結構，可抵

抗河道高流速的水流，這種結構多集中於嵌塊狀植物本身的上游側和

側向邊緣。這種防護對植物群落有兩點好處，一是減弱物理壓迫，減

少連根拔起的可能性；二是促進沉積，可改善養分供應情況。嵌塊狀

植被雖然可以促使顆粒沉積，並為藻類植物、無脊椎動物和魚類提供

棲息地(Bijl等，1989)，但卻被其他植物遮蔽造成負作用，即由於光合

作用的固碳量減少，以致生長受到影響。 

水流和基質本身發生變化，對河道內和河道週邊植物的影響也隨

之發生變化。在任何一個河道中，會有大量的小生境（niche），每一

個小生境都有特定的水流和基質條件，因此優勢植被類型也就不同，

河段一旦有植被生長，就會使河道內的流速及基質發生變化，從而促

使植被在河流橫斷面上進一步的擴展。另一方面，嵌塊狀植被周圍偏

斜流的加速作用可能限制河道內這種植被的側向擴展。河流棲地環境

中一有浮游生物和無脊椎動物生存，植被嵌塊體就能進一步增加河流

生境的生物多樣性。在急流群落的條件下，沈水植物往往生長在單一

植物的獨特嵌塊狀之中(Hynes，1970)，而沉水植物在水流很慢的河

道中卻生長得較為廣泛 (Sand-Jensen等，1989)。Sand-Jensen等
(1989)認為，這種嵌塊狀植被的分布不是由於空間隔離的源地向外擴

展所造成的。因此，植物之所以形成嵌塊狀單種密集植被，是流水狀

況、季節性射入之太陽輻射、特有的種群動態以及草食動物的潛在效

應共同影響的結果，這種嵌塊狀植被的大小和位置隨著時間而發生動

態變化。雖然在整個水生生境中的嵌塊狀植被分布很普遍，有關這種

植被的成因(源地、繁衍速率、生長、擴展、退縮和死亡)及其與驅動

力(物理性干擾、環境梯度和生物影響)關係的研究卻很少。 

水生大型植物的分布與水深和基質類型這兩個主要環境梯度有密

切關係(Day 等，1988)，但競爭卻是局部地制約水生植物分布的第三

個因素(Wilson and Keddy，1986，1991；Grace，1987)。前兩個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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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決定植物種生長的範圍，而植物的生長又影響競爭的結果(Gopal 
and Goel，1993)。增大的水流形式可以看作是從沉水植被面流出並流

入Losee和Wetzel(1993)所稱作的流體動力邊界層的一種形式。 

流速、沉水植物群落的結構和植物優勢度之間的關係很複雜，水

流與整個植物群落的相互作用影響著河內的流速。作為沉水植物群落

組成之一的個體植物來說，其效應不包括降低流速這一點，而且還包

括快速流水中不至於被切斷的保護作用。沿岸流波動變化大，水邊植

物或沉水植物邊界層可能是不穩定的。植物隨水流向下彎曲，並便利

植被上方和周圍的水流偏斜。由於植被壓力阻力的結果，水流在嵌塊

狀植被周圍加速(Sand-Jesen and Mebus，1996)，之後，合成能量在

嵌塊狀植被下方顯著的漩渦中消散。Newwall(1995)研究結果表明，水

生植物的存在提供了與開闊水流情況大不相同的環境。河內大型植物

群可能影響下游水流，但對下游的影響有多遠，這就取決於大型植物

群的結構和植物種體積，同時可直接推斷這些小流水環境的生境多樣

性。在水生植物群落生境分化的潛力是很大的，因為這些環境就流速、

水深和沉積物質來說是不均勻的(French and Chambers，1996)。在

大型植物群落嵌塊體中所發現的大無脊椎動物數量比別處水生環境多

得多的事實就支持了這一結論(Marshall and Westllake，1978)。不

過，對陸生植物群落生境類型之畫分方面的研究較為廣泛，對水生環

境在這一方面的研究則甚少。 

大型植物群可保護其他植物免受沖刷流之害，因此有利於其他植

物自然侵入生長。圖3-1-13概略說明根力大之植物在調節低地河流物

理條件和生物結構方面所起的作用。由於湍流對不同植物種類有不同

的影響(Watts and Watts，1990)，顯然，水生植物群不像無脊椎動物

和魚類這樣的生物群，生活史中的不同階段使其免受主水流體的危

害，提供了避難場所。當水流和光照成為系狀藻類植物群落小環境的

主導制約因素時(Dodds，1991)，植物化學對河道內植物也有影響。

大型植物的分泌物可能影響分地決定著其附生藻類植物覆被狀況

(Sand-Jensen 等，1989；Gopal and Goel，1993；Jeffries and Mills，
1994)，並且有證據說明，這些分泌物可供養無脊椎動物，而大型植物

也能抑制無脊椎動物的群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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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水庫濱水帶植生與其保育功能（1/2）（2006） 

圖 3-1-13 淺水域大型植物之作用 

高流速和高湍流強度水流通過，能減小擴散界面層厚度，具有增

加溶解CO2、溶解氧和養分通量的效應。在擴散邊界層內，氣體擴散

速率和溶解物質通過大型植物－水中懸垂直植物界面，隨著水流之搬

運(Losee and Wetzel，1993)可限制大型植物－水中懸垂植物組合內

的生物活動和化學活動。於是，擴散界面變薄的效應在於增強光合作

用，促進植物生長(Wheeler，1980)。另一方面，流速降低，湍流減弱，

在白天光合作用期間導致氧氣耗盡，這就有可能限制光合作用和植物

的生長。Sand-Jense和Mebus(1996)引證許多研究成果指出，嵌塊狀

植被內大量的植物面和降低的流速造成一個有利於富養分細顆沉積和

密集無脊椎動物群落發育的環境。Carpenter和Lodge(1986)在討論制

約大型植物碎屑狀物質輸出嵌塊狀植物的因素時也指出，大型植物河

床可作為一個篩選機制，以保護微粒碎屑狀物質。在河流中，沉積和

植被得以生長的過程一般發生在枯水的情況下，隨後流量一旦增大就

發生沖刷作用(Dawson，1976)。因此，在台灣地區淺水河流中，水生

及耐水性大型植物易形成永久性生物群落。 

除水生大型植物生長的活生物量外，被河水搬運的不同來源的動

植物殘骸也有很重要的生態作用，這些是許多異養生物的給養基礎。

但是較大的木本碎屑狀物質特別是掉進河中的樹幹，就為水生藻類植

物、蘚苔植物、真菌和高等植物的生長以及無脊椎動物提供了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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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使河道得以生物多樣性增加。 

Brooker等(1978)和Dawson發現曼寧公式的n值與生物量成正相

關。據Dawson觀測，動植物殘骸一被沖走，n值則減小，但隨著生長

季節的接近，與n值減小相對比較，生物量的增加會較快，而n值的增

加速率較慢。在生長季節的上升期，這種植物之效應被較高的流速和

流量而有所加強。 

2.蜜源及食草植物 

蝴蝶常會被不同植物的花之顏色、香味或形狀所吸引，但最有吸

引力的還是花蜜。一旦蝴蝶發現了它最喜愛的花，它就會一再地重複

來造訪，例如芸香科、菊科、蓮科及睡蓮科植物，因花瓣包圍著充滿

花粉之雄花及雌花，就是很多種蝴蝶喜歡的蜜源植物。 

蜜源植物-冇骨消 通常多樣化而數量多、集中成群的植

物會比分散隔離之單株植物更能吸引蝴

蝶。所以栽植時最好成群栽植，並考慮到

一年四季不同時期有不同花開，讓不同時

期羽化之蝴蝶都可獲得充分蜜源。臺灣原

生植物中紅楠、五掌楠、大頭茶、野牡丹、

欖仁、福木、木槿、黃槿、刺桐、構樹、

山柑、過山香、七里香、苦楝、臺灣欒樹、

春不老、山素英、海檬果、珊瑚樹、厚殼

仔、大青、苦林盤、龍船花、黃荊、冇骨

消等都是很好的密源植物。 

蜜源植物－長穗木 

食草植物則是母蝶賴以下卵以及孵化後之幼蟲賴以攝食的植物。

有適當而充足的食草植物才可能營造出蝴蝶飛舞的園地。在經營管理

食草植物時要有兩個明確的理念：1.為了新生命的誕生和成長，食草

植物本來就是種來給幼蟲咬食的，它的犧牲是生態上的神聖角色。2.
幾乎所有的蝴蝶都有很專一的食草，通常它們只喜歡一、二種或少數

幾種植物。 

蝶種和植物物種間之搭配選擇需要專業技術和資訊協助，最好妥

慎參考相關資料或請教專家。一般而言，鳳蝶科的蝴蝶如曙鳳蝶、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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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鳳蝶、臺灣麝香鳳蝶、紅紋鳳蝶、大紅紋鳳蝶等均以馬兜鈴科之大

葉馬兜鈴、異葉馬兜鈴及港口馬兜鈴等為主要食草；斑鳳蝶、寬青帶

鳳蝶、青帶鳳蝶等以樟科之樟樹、香楠、紅楠、大葉楠等為主要食草；

烏鴉鳳蝶、琉璃帶鳳蝶、白紋鳳蝶、琉璃紋鳳蝶、玉帶鳳蝶、臺灣鳳

蝶、柑橘鳳蝶等則以芸香科之賊仔樹、飛龍掌血、雙面刺、食茱萸、

柑橘類、烏柑仔等為主要食草，紅擬豹斑蝶喜歡楊柳科之水柳及水社

柳，粉蝶科之紋白蝶及臺灣紋白蝶則喜歡十字花科之焊菜、芥藍、油

菜、花菜、白菜、蘿蔔等。寬尾鳳蝶之專一食草為樟科的臺灣檫樹、

珠光鳳蝶之專一食草為馬兜鈴科的港口馬兜鈴，夸父綠小灰蝶之專一

食草為殼斗科的山毛櫸，東陞蘇鐵小灰蝶則以蘇鐵及台東蘇鐵等蘇鐵

屬之植物為食草，這些都是很特別的食草專一性現象。 

3.誘鳥及營巢植物 

鳥類的生活時間與能量，有一大部分消耗於覓食上，因此提供適

當的食餌植物，是最方便的誘鳥方法。鳥類的食餌植物通常具有明顯

的花或果實，亦或該種植物能誘集昆蟲，而間接達到誘鳥的目的。以

花誘鳥的植物，通常具有較豐富的花蜜，如山櫻花、刺桐、茶花與梅、

桃…等植物，常見的食蜜鳥類有綠繡眼、紅胸啄花、白頭翁、紅嘴黑

鹎…等。這些能提供花蜜的植物，不但適合賞花，且其株型美觀適合

庭園造景之用。以果實誘鳥的植物，以漿果與核果類的植物較多。如

樟樹、雀榕、菩提樹、苦楝、山桕、烏桕、無患子…等，也可栽植傳

統的水果作物，例如木瓜、番石榴、甜柿…等，這些水果並不採收，

而做為鳥類的食物，在誘鳥的效果上，會有意想不到的功能。 

此外，有一些食植性鳥類，常以禾本科的果實為食，可在誘鳥林

區的空地及林緣，種植一些穀物植物(如：稻米、高梁、小米、玉米、

向日葵…等)，或是五節芒、狼尾草…等禾草，可以誘引食穀性鳥類，

例如麻雀、鴿子、紅鳩、環頸鳩、斑文鳥…等。這些禾草的栽種面積

不必大，但應儘可能減少人為的干擾。且這些植物栽種的目的不在收

穫，因此其播種、管理可以粗放，但不宜使用農藥。鳥類的食餌植物

除了考慮上述的因子外，最好能注重不同植物間，其開花季節與結果

季節的輪替，亦即栽種多種植物，能於一年四季不同時間分別提供不

同的食物來源，如此，可以使附近的鳥類，熟悉基地為一個適當的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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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場所，變成一種生物的慣性，則誘鳥的工作便大功告成。 

不同的鳥類，其親近人類的距離不同，例如麻雀、白頭翁…等，

經常習慣與人類比鄰而居，因此與人類活動的距離，常可近在咫尺。

有些山區鳥類也不甚畏人，例如黃腹琉璃鳥、黃胸青鶲…等，除非受

到驚嚇，否則顯得落落大方。但是有些鳥類則十分羞怯，喜歡掩蔽於

叢林或密草叢中，故提供適當的掩蔽十分重要。其次，鳥類為了繁殖，

有些需要高的濃密枝幹，有些則是懸垂的枝條，因此其需求各有同。

但總括而言，鳥類的遮蔽與繁殖植群高度，最好能有10公尺以上，且

設置於基地外圍或較少人為干擾之處，組成的植物通常以歧異度高的

大喬木為主體，外緣為小喬木與灌叢，並保留林緣空地。植群的寬度

當然越寬越好，若不能，也要有2~3列以上的喬木群為宜。其林下的

枝幹分叉不應過低，能適當的限制人類與貓狗的攀爬為宜。 

水資源亦為鳥類日常所需，即使是陸鳥，也需要清潔的水源，供

其飲用與沐浴，以維持健康與羽毛的清潔。城鄉地區對野鳥而言，有

如混凝土的叢林，如果有地點能提供水資源，鳥類就容易群聚。因此

提供濱水環境，對於誘鳥兒言，至為重要。一般而言，若誘鳥區能提

供溪流，當然是最理想的方式，若不能，則最好能提供幾處小水塘，

以增加誘鳥的濱水環境。以陸鳥兒言，適當的濱水環境為一不受人為

干擾的小水塘，其邊緣宜淺，鳥類可由陸地直接進入水中。 

此外，對於水鳥而言，提供濱水環境尚嫌不足，仍需要提供食物

的來源，例如，水中的藻類、昆蟲、魚類、貝類…等。以雁鴨類為例，

除了食物來源之外，尚需水深在20公分以內的水塘與濱水的緩坡空

地，可讓雁鴨類休息停歇之用。涉禽類的鷺科的鳥類，則水深可以深

些，但不應超過30公分，如此還可在水中涉獵。 

二、環境景觀上之效益 

植栽設計時，設計者可利用植物器官，如葉子、果實、種子、花朵

或外觀之美感運用至設計中，提供觀賞者不同之視覺享受，並應注重植

物生態機能與生態綠化植物之特性，作為營造景觀生態環境棲息地之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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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葉

主要以葉形特殊或顏色奇特為

欣賞訴求。如：稜果榕、山

柚、無患子、山欖、大頭茶、

糙葉樹、樟樹、鵝鑾鼻蔓榕、

血桐、西施花、杜英、台灣桫

欏、石板菜、楓香、青楓、台

灣長春藤、江某、恆春石斑

木。

觀果

以植栽之果實顏色、造型吸引

觀賞者視線，且誘引野生動

物、飛禽食用。如：雀榕、狀

元紅、海檬果、珊瑚樹、淡綠

葉衛矛、魯花樹、毛苦參、七

里香、恆春石斑木、雙花龍

葵、止宮樹。

觀花

植物開出美麗色彩鮮豔之花朵

，並散發出獨特之香氣以吸引

昆蟲及民眾。如：港口木荷、

台灣欒樹、長穗木、台灣山桂

花、山櫻花、紅花杜鵑、西施

花、石板菜、流疏樹、鐵冬

青、紫花鳳仙花、玉山石竹、

台灣石吊蘭、台灣石楠。

觀姿

植物整株獨特之造型，在景觀

設計中為良好之綴景者。如：

台灣朴樹、櫸樹、烏心石、台

灣海棗、山櫻花、杜英、楓

香、台灣掌葉楓、羅氏鹽膚

木、烏桕、山黃皮、楓香。

觀葉植物

觀果植物

觀花植物

觀姿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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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保護帶範圍初步擬定 

3-2-1 保護帶劃設原則 
集水區因道路施工、農牧地耕種及逕流沖蝕而造成果園農藥污染水

源及泥砂隨逕流淤積水庫內，復因集水區土壤抗蝕力較弱，致淹沒區邊

坡雖林木覆蓋良好，但因受波浪之沖擊及水份毛細現象作用後，將造成

側向解壓使邊坡土方崩塌、墜落及植物根系因浸水難以存活等問題。依

據水土保持法規定，水庫周邊應設置適當之水庫保護帶，藉以過濾土石、

農藥之污染。有關保護帶劃設原則如下： 

一、依據現行法令規定設置保護帶。 

二、保護帶設置，須能防制或減緩砂石下滑而淤積水庫。 

三、保護帶設置，須能過濾或減少水庫農藥對水庫水質污染。 

四、保護帶範圍應實施植生、造林或防砂工程使用，以維護水庫安全。 

五、保護帶設置，仍需配合行政管理措施及推動宣導水土保持觀念。 

3-2-2 保護帶範圍初步擬定 
為達保育水土資源、涵養水源、淨化水質、防止土砂災害，延續水

庫壽命，維護自然生態環境等目標，並兼顧土地權利人合理使用土地之

權益下，建議水庫應劃設「水庫保護帶」，參考法令層面、功能層面及

管理層面進行保護帶範圍初步擬定，茲分述如下：  

一、法令層面 

(一)我國現行法令 

1.水土保持法 

依據「水土保持法」第二十條規定：經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之

水庫集水區，其管理機關應於水庫滿水位線起算至水平距離30m或至

50m範圍內，設置保護帶。其它特定水土保持區由管理機關視實際需

要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準設置之。前項保護帶內之私有地得辦理徵

收，公有土地得辦理撥用，其已放租之土地應終止租約回收。第一項

水庫集水區保護帶以上之區域屬森林者，應編為保安林，依森林法有

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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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理辦法(88年6月30日訂定，94年5月27日修正) 

依據「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理辦法」第3條規定：本辦法所稱蓄水

範圍，係指水庫設計最高洪水位與其迴水所及蓄水域、水庫相關重要

設施之土地與水面及必要之保護帶。前項蓄水範圍應由管理機關(構)
擬定送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構)勘定後核定公告之。 

(二)日本相關法令(日本河川法第五十四條) 

1.河川管理者認為有必要時，為保護河岸或河川管理設施，可將鄰接河

川區域之一定範圍設定為河川保護區。 

2.河川保護區之設定，以保護該河岸或河川管理設施所需之最小區域為

限，且不超過自河川界線起50公尺之範圍。但因地形、地質情況，確

為必要時可設定其範圍超過50公尺。 

(三)美國農業部 

美國農業部在其耕地保育計畫內所推薦之植生保護帶寬度為

20~30m，而在森林集水區內，沿著溪流兩岸之保護帶至少需有30m。 

二、功能層面 

(一)依據毛細作用影響範圍。 

為解決溪流周邊水分上滲而致植物根系受損，保護帶最好能包括受

毛細作用影響範圍。依據毛細現象上升作用可能之高度，並依溪流周邊

之坡度，推估所需之寬度，推估公式如下： 

10De
Khc
×

=  

式中，hc：為水份上升高度(cm)。 

K：為常數，介於0.1至0.5之間(cm2)，採0.3 

e：為孔隙率，採用0.3 

D10：為有效粒徑(m) 

由上述公式推求不同水庫、土壤及坡度條件下毛細作用影響範圍，

並依此推算所需保護帶側坡水平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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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過濾泥砂所需長度。 

目前國內外對保護帶研究大多以土石下移坡面長度，訂定過濾泥砂

所需長度，因泥砂為邊坡最主要之污染源，故以土石下移長度作為保護

帶所需長度之標準。林業試驗所於民國79年經參考Clinnick(1985年)及
Swift (1986年)之研究，於六龜試驗所實驗所得之保護帶所需長度如下： 

F=10+0.03 S2

式中，F為側坡長度(m)、S為側坡坡度(度) 

由上述公式推求不同坡度下過濾泥砂所需長度(如表3-2-1所示)；依

據水庫周邊平均坡度推算所需保護帶寬度。 

表 3-2-1 不同坡度過濾泥砂所需長度表 

坡度(%) 坡度( ° ) 保護帶寬度W(m)
0~5   0.00~  2.86 10.25

5~10   2.86~  5.71 10.98
10~20   5.71~11.31 13.84
20~30 11.31~16.70 18.37
30~40 16.70~21.80 24.26
40~50 21.80~26.57 31.18
50~100 26.57~45.00 70.75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三)依據過濾農藥及肥料所需寬度 

計畫區保護帶位於潛在污染源與地表水體間之人工栽植或天然植

被，設置後可減緩漫地水流能從逕流水中去除泥砂、營養鹽及農藥。由

於地表土壤入滲率之差異，計畫區地表土壤常混有石片或礫石，粗孔隙

多，土壤飽和入滲率極高，地表逕流水發生之機率甚低。以目前常用的

土壤中化學物傳輸模式有以下三種：即 (1)表土層的農藥傳輸模式

(PRZM, Pesticide Root Zone Model)、(2)線性系統模式和(3)指標模式

(Index Method)三種，PRZM模式、線性系統模式或其他類似模式中化

學物在土壤中的傳輸機制，在應用上因所需參數較多，模擬時資料不

足，故應用上常受到限制，尤其在大面積模擬時，實地資料的不足常導

致模式係數無法正確的估算。而指標模式較簡單，所需參數較少，且國

內外已有成功的應用經驗可資參考，故本計畫使用指標模式進行估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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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 

指 標 模 式 (Index Method) 乃 利 用 衰 減 (Attenuation) 與 延 滯

(Retardation)兩個指標來模擬化學物在土壤中的傳輸。其假設條件為，

在均勻性土壤，若土壤中的化學物濃度只隨著土壤的深度變化而不隨時

間變化(Steady State)，土壤水份是一常數，且延散作用可以省略不計。 

參照輔導會武陵農場「有勝溪集水區治理計畫」，如以水庫優養化

的主要限制因子磷來評估適當緩衝帶配置寬度，緩衝帶下游端允許放流

水標準設為甲類河川，磷為0.01ppm以下推得緩衝帶斜坡方向之適當長

度如下式： 

Lbuffer≧8/sinθ 

如考慮安全係數(CS)，則可修改為下式。 

Lbuffer≧8CS/sinθ 

式中Lbuffer：適當過濾帶斜坡長度(m)。 

CS：為≧1之安全係數。 

θ：為緩衝過濾帶之坡度(°)。 

由上述公式推求不同坡度下過濾農藥、肥料所需斜坡方向之適當長

度(如表3-2-2所示)。 

表 3-2-2 不同坡度過濾農藥、肥料所需長度表 

坡度(%) 坡度θ( ° ) sinθ 安全係數CS保護帶寬度W(m)
0~5 0~2.86 0.05 1.1 176.35

5~10 2.86~5.71 0.10 1.1 88.44
10~20 5.71~11.31 0.20 1.1 44.88
20~30 11.31~16.70 0.29 1.1 30.62
30~40 16.70~21.80 0.37 1.1 23.69
40~50 21.80~26.57 0.45 1.1 19.67

50~100 26.57~45 0.71 1.1 12.45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三、管理層面 

除上述因素初步擬定各水庫所需保護帶寬度外，如計畫區內有人民

活動或所有地，為避免影響人民權益同時兼顧水庫利益，實有必要慎重

評估。如計畫區內有都市計畫、風景特定區計畫或其他相關計畫時，應

針對該部分予以調整，調整原則除應重新檢算該區所需寬度外，原則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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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護帶寬度不小於30 m以符合法令規範。 

另外，考量保護帶正式劃定時需一併辦理保護帶範圍公告及界樁埋

設等動作，為免保護帶寬度不一民眾認知易造成誤解，建議同一個水庫

劃定時仍應以相同寬度劃設。 

由於本計畫三座水庫中，新山、及西勢水庫多為國有或自來水公司

所有，並無土地徵收問題；而寶山水庫集水區則大多數屬私有地，歷年

來地主均爭取比照鄰近寶二水庫，進行集水區全面徵收，如政府經費許

可時，建議可考慮以保護帶最大寬度（水平距離50 m）進行徵收，除有

利於水庫泥沙過濾、水質改善外，亦對民眾訴求有所回應，提高民眾對

政府施政之滿意度。 

四、保護帶寬度初步擬定 

本計畫依據上述法令規定、保護帶相關功能及管理層面等因素，利

用地理資訊系統演算計畫區平均坡度並考量未來水庫集水區經營等機

制條件及各專家學者之研究報告後，推算出各水庫保護帶採用之水平距

離如下： 

(一)新山、西勢水庫 

由於新山、西勢水庫集水區範圍分別屬於自來水公司國與林務局所

有，其管理權責單純，依據上述保護帶法規面、功能層面等條件，本計

畫推估新山、西勢水庫所需保護帶寬度如表3-2-3所示，顯示在各考慮

因素下，各水庫保護帶設立所需之水平距離均小於30 m，惟在考量管

理權責單純，且保護帶範圍越大對過濾營養鹽、泥砂等多有助益，建議

採用50 m。 

表 3-2-3 新山與西勢水庫考慮各項因素所需保護帶寬度 
水庫別 新山水庫 西勢水庫 

平均坡度 39.05% 35.57% 
法令規定 30~50m 30~50m 

毛細作用因素 17.07m 20.08m 
泥砂過濾因素 23.65m 21.50m 

考

慮

因

素 過濾農藥或肥料因素 24.19m 26.26m 
本計畫建議採用值 50.00m 50.00m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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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寶山水庫 

在寶山水庫方面，因地形坡度多變，應以不同的區段考量法規面、

功能層面等條件，分區探討保護帶水平距離，此外寶山水庫保護帶調查

範圍土地多屬私有地，其公有地分佈較少，僅佔2％，建議後續如正式

劃定保護帶範圍時，應儘量統一保護帶寬度，避免造成居民無所適從。 

茲由寶山水庫水系區分六個部分（如圖3-2-1）加以探討，並以其

地形之平均坡度加以分別計算，如表3-2-4所示，其中在南支流1及大壩

1的區段由於坡度較緩，因此所需過濾農藥較長，建議放寬至35 m。 
 
 
 

北支流1

北支流2

南支流2

南支流1

大壩1

大壩1

大壩2

 
 
 
 
 
 
 
 
 
 
 
 
 

圖 3-2-1 寶山水庫保護帶分區段圖 

表 3-2-4 寶山水庫考慮各項因素所需保護帶寬度 
區段別 北支流1 北支流2 南支流1 南支流2 大壩1 大壩2 
平均坡度 34.16% 32.94% 29.92% 31.92% 27.54% 40.04%
法令規定 30~50m 30~50m 30~50m 30~50m 30~50m 30~50m

毛細作用因素 19.51m 20.24m 22.28m 20.89m 24.21m 16.65m
泥砂過濾因素 20.67m 19.97m 18.32m 19.40m 17.11m 24.28m

考

慮

因

素 過濾農藥或肥料因素 27.22m 28.13m 30.70m 28.94m 33.15m 23.67m
本計畫建議採用值 30.00m 30.00m 35.00m 30.00m 35.00m 30.00m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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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合討論 

根據上述討論，新山、西勢水庫保護帶水平距離寬度建議採50 m
寬，而寶山水庫保護帶則視不同的地形條件，採30～35 m，即以適用各

項條件，本計畫配合水利署相關規定仍以50 m為保護帶調查範圍，並進

行保護帶範圍初步劃設及治理規劃。 

惟保護帶正式劃設事涉水庫長遠發展、地方民眾權益等等因素，正

式劃設時仍應考量地形、土壤、土地利用、入滲特性等等，辦理地形測

量、地籍調查及界樁埋設等，且若與「特定區」如水源特定區計畫等標

的部份區域有衝突，為免影響人民權益同時兼顧保護帶功能，實有必要

慎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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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計畫範圍現況調查與問題分析 
本計畫針對新山、西勢與寶山三座水庫進行現地調查與問題分析，概

分野溪（含蝕溝）、邊坡及崩塌地、道路水土保持、植生、建築物、土地

利用及水庫污染源調查等項目，茲分述如下： 

4-1 野溪及（含蝕溝）調查及處理情形 
配合水利署相關規定，水庫保護帶調查範圍訂為50 m，為明瞭各溪流

下游接近保護帶之沖蝕情況，沿各溪分別勘查若干長度，就溪床堆積物分

布狀態，分別判定沖蝕程度，溪流整治方面，原則以防止泥砂下移水庫並

達保護邊坡為目的，建議於沖蝕嚴重施設防砂工程。 

一、新山水庫 

新山水庫為離槽水庫，以越域引水路為其主要集水路，除本身水源

基隆河大武崙溪支流新山溪外，尚有八堵抽水站抽取部分基隆河水源以

及幅子淨水場取水口抽取瑪鋉溪以補充新山水庫水源。 

本計畫委請水庫管理中心開船環繞新山水庫蓄水區周邊進行調

查，保護帶邊坡植生覆蓋情形良好，且無任何崩塌地之存在，野溪現況

與調查點位分布如表4-1-1與圖4-1-1所示。 

表 4-1-1 新山水庫保護帶野溪蝕溝調查記錄表 
序號 X Y 現地描述 

1 320,531 2,781,025 
舊有採石區下邊坡產生之蝕溝(寬約1m)，蝕溝出口有土砂淤積與

枯木堆置，且出口處水庫邊坡有大面積裸露風化土層，宜配合裸

露崩塌地處理 

2 320,511 2,780,904 
舊有採石區下邊坡蝕溝土石輕微堆積，但其出口為岩盤，且上方

植生覆蓋良好，毋須治理 

3 320,571 2,780,877 
原復舊工已毀損，導致大面積裸露，其上方已有蝕溝形成(寬度

約1.5m)，建議應治理 

4 320,155 2,780,671 
六號野溪上游為舊有棄土區，現況野溪附近植生生長良好，出口

為岩盤，有輕微之土砂淤積 

5 320,010 2,780,527 
五號野溪河道有刷深之跡象，且出口為風化土坡，建議設置潛壩

以攔阻土砂進入水庫蓄水區 

6 320,322 2,780,098 
四號野溪上游植生覆蓋良好，出口為岩盤，現況並無水流，整體

尚屬穩定 

7 320,610 2,779,900 一號野溪上游植生茂密，有一岩盤出露，河況良好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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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新山水庫保護帶野溪蝕溝調查點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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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1

採石區下邊坡蝕溝有刷深跡象 

3

復舊工已毀損並有蝕溝產生 

7

八號野溪上游岩盤出露 

4

六號野溪出口

5

五號野溪出口土砂淤積嚴重 

6

四號野溪附近植生良好 

2

採石區下邊坡蝕溝出口為岩盤 

   圖   例

保護帶範圍

野溪

新山水庫集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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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野溪 

新山水庫集水區內有8條野溪注入水庫，水庫蓄水後，野溪長度因

而縮短，平時溪床乾涸，遇雨溪水迅速排入水庫；大壩加高蓄水後，野

溪更顯短、急之特性。依據台灣省政府水利處1998年辦理之「新山水

庫加高工程計畫-水庫集水區水土保持工程規劃設計」，區內野溪特性

如下表4-1-2所示，8條野溪河幅寬度均在3 m以下，其中以三號野溪之

左支流最長、一號野溪平均坡降為最大。本次各野溪調查現況如下： 

表 4-1-2 新山水庫集水區野溪特性表 
野溪編號 野溪長度(m) 落差(m) 平均坡降(%) 備註 
一號野溪 123 50 40.65  
二號野溪 162 33 20.37  

左 275 39 14.18  
三號野溪 

右 164 27 16.46  
四號野溪 145 36 24.83  
五號野溪 133 34 25.56  
六號野溪 178 43 24.16 上游闢為棄土場 

七號野溪 128 35 27.34 
上游為通往棄土場之便

道 

八號野溪 210 33 15.71 
上游闢為採石區，溪谷

地形不存在 

資料來源：新山水庫加高工程計畫-水庫集水區水土保持工程規劃設計（1998） 

1.一號野溪 

一號野溪上游有岩盤出露，附近植生生長相當茂密，故溪床坡降

雖大，但水流淘刷作用有限，河道並無土砂淤積，河況良好。 

2.二號野溪 

二號野溪兩側植生茂密，現況河道並無水流淘刷現象，整體河況

穩定。 

3.三號野溪 

三號野溪係由左、右支流匯流而成，左右支流之溪谷兩側植生生

長良好，且左支流溪床有岩盤出露，河性穩定。 

4.四號野溪 

兩岸為堅硬之岩壁，溪谷兩側植生覆蓋良好，現況無水流，河況

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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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五號野溪 

兩岸植生茂密，但野溪溪床有刷深現象，且

出口處為風化土坡呈大面積裸露(如右圖)，建議設

置潛壩並配合裸露邊坡處理，以減少土砂入庫。 

6.六號野溪 

六號野溪上游於新山水庫加高時闢為棄土

場，導致地表裸露嚴重，且野溪築有一石籠擋土

壩；現況上游之棄土區已恢復植生且野溪附近植

生狀況良好，且溪床出口為岩盤，僅輕微淤積無

須治理(如右圖)。 

7.七號野溪 

七號野溪上游於水庫加高時，開闢為通往棄土場之便道，便道現

已不再使用，目前溪谷兩岸植生狀況良好，河況亦穩定。 

8.八號野溪 

上游於水庫加高時闢為採石區，溪谷地

形已不易辨認(如右圖)，現況已恢復植生；

惟溪口有土砂堆積，且野溪出口之水庫邊坡

有大面積裸露，經水庫管理中心人員說明，

係水庫加高完工後所施做之復舊綠化工

程，現況已毀損。 

新山水庫集水區整體植生覆蓋良好，一號、二號、三號、四號、六

號、七號野溪現地河況均呈穩定狀態，僅六號野溪出口有輕微淤積，建

議維持現狀即可；另八號野溪溪谷地形已不存在，但其出口處邊坡之復

舊工現已毀損，故建議以裸露邊坡方式處理。 

惟五號野溪出口邊坡因風化土層呈現大面積裸露，河道有大量土砂

淤積，因上游植生穩定無崩塌地，故判斷土砂之來源係因野溪本身坡陡

流急而所造成之溪流淘刷；為避免下移土砂進入水庫蓄水區而減少水庫

容積，建議可於野溪出口施設潛壩或防砂壩攔阻土砂，配合裸露邊坡掛

網噴植，以保護邊坡、使其恢復植生，避免因水庫水位上漲下落導致崩

塌地持續擴大、增加土砂崩落。 

六號野溪出口

八號野溪地形現已不存在

五號野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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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蝕溝 

新山水庫保護帶範圍調查，水庫周邊

坡發現有3條小型蝕溝，係邊坡逕流水匯集

沖蝕坡面而形成明顯之溝痕，寬度約1～
2m。其中一處因出口為岩盤且植生覆蓋良

好，故無須治理；另兩處出口處均有土砂

堆積，且有刷深跡象（如右圖，位置如圖

4-1--1點位○1 ），對水庫有直接之影響，

故本計畫建議就地取材，以麻布袋等填土後裝鋪於溝面，並於蝕溝出口

設置土袋節制壩，袋內可混草種或草根，促進植物生長、穩定溝身，保

護溝身之安全，並視情況配合水庫裸露邊坡進行處理，避免蝕溝擴大。 

 

二、西勢水庫 

西勢水庫有阿文溪及楠仔溪匯入（如下圖），2003年辦理之集水區

整治工程包括楠仔溪下游治理與阿文溪防砂壩修復，其中在楠仔溪下游

治理部分採用生態工法進行整治，包括木柵攔污柵穩固溪床及石籠護岸

等，另在鋪草蓆植生部分，因溪流護岸坡度較陡(大於35°)，致使植物入

侵繁殖效果不佳。因此本計畫調查點位分布如圖4-1-2所示，在工法設計

篩選上，以符合當地環境且以往整治工程適用性較佳之工法，作為治理

工法適地性之參考依據。 
 
 
 
 
 
 
 
 
 
 
 
 

阿文溪楠仔溪 

新山水庫周邊坡產生之蝕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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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楠仔溪 

楠仔溪入流量大、溪流長，其中上游

崩塌地與溪床淘刷作用為下游地區帶來

大量之土砂石，為下游河道淤積嚴重之

主因（約1～1.5m 深）；現場調查發現，

因河道多礫石淤積，木柵欄污柵所能承

受之衝擊力有限，故現況木柵欄污柵與

右岸石籠護岸已有部分毀損。為避免土

砂石進入水庫，楠仔溪有其治理之急迫

性，故建議於下游施做一座格籠壩以攔阻土砂，並修復右岸石籠護岸，

藉此可減少水庫清淤之成本與施工之便利性。 
 
 
 
 
 
 
 
 
 
 

(二)阿文溪 

阿文溪溪床淤積以細顆粒泥砂為主，係因水流流量不及楠仔溪大，

且下游河道較為平緩，故僅將細粒泥砂帶至下游段；1969年愛爾西與

芙勞兩次颱風導致西勢水庫上游多處崩塌，為防止土砂流入水庫，故於

阿文溪下游匯入水庫前興建防砂壩，並於1974年施做完工，後因左側

壩翼崩塌導致壩體毀損，故於2003年修復並辦理土砂清淤（如下圖）；

目前防砂壩尚有4,500 m3之蓄砂空間，防砂壩上游河道不安定土砂量約

有1,200 m3，由於目前防砂壩囚砂空間仍足夠，並無急迫性治理之需

要，惟為確保防砂壩永續利用，建議於後續年度辦理清淤工程，避免因

防砂壩淤滿，而導致其既有之功能喪失。 
 
 

楠仔溪下游河道礫石嚴重淤積

楠仔溪河道木柵攔污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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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坑溝、蝕溝 

依據現場調查，保護帶範圍內並無發現蝕

溝之存在，另有5條坑溝，其中1條匯入阿文

溪、4條直接匯入水庫，此外有3條坑溝已於

2003年設置涵管排除逕流；西勢水庫保有相當

完整之林相，整體現況良好，依據自來水公司

人員表示，整治完後每逢大雨涵管所排出之逕

流水，水質極為清澈，顯示坑溝上游並無崩塌地。 

 

阿文溪下游格籠壩

區內坑溝利用涵管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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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西勢水庫保護帶野溪蝕溝調查點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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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寶山水庫 

寶山水庫以越域引水路為其主要集水路，係利用上坪攔河堰引取頭

前溪支流上坪溪豐水期之餘水，以公共給水為目標之離槽水庫，並提供

竹東圳灌區灌溉用水。依據前期規劃報告「寶山水庫集水區整體治理保

育規劃(2005)」資料顯示，寶山水庫包括南支流與北支流兩主要支流，

其中北支流內有5條坑溝，而南支流內有6條坑溝；本計畫調查點位分布

如圖4-1-3與表4-1-3所示。 

(一)北支流 

北支流內有寶湖及碧湖兩座吊橋，

現況兩岸植生良好；自來水公司於北五

坑及北支末端則分別施設有防砂壩 1
座，水利署於2002年已進行淤積清除及

蝕溝整治工程，惟現況防砂壩又已淤

滿，建議辦理清淤工作。另外本支流末端亦為越域引水進水口，由於921
地震、桃芝颱風及納莉颱風之後，頭前溪水源每逢大雨均甚混濁，自來

水公司考量水庫仍須持續供水，部分混濁水源被迫引進水庫內，導致北

支流末端處淤積嚴重、嚴重影響水庫水質，建議北支流仍應規劃辦理清

淤工作，以維水庫水質。 

(二)南支流 

南支流內現況植生良好，部分蓄水周邊

有栽種果樹及竹林，並有土砂淤積堆置情

形。值得注意的是，南支流上游野溪目前土

砂堆積嚴重，導致南支流匯入寶山水庫處，

現況淤積嚴重，因此建議於該處施設防砂壩

以攔阻土砂入庫。 
 
 
 
 
 
 

南支流匯入水庫現況淤積嚴重

北支流出口防砂壩現已淤滿

南支流上游野溪土砂堆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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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坑溝、蝕溝 

另據現場調查顯示在過寶湖吊橋後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有4處蝕

溝產生，周圍植生大致以天然林、竹林及雜林為主，其蝕溝產生之原因

係因坡面排水不良及水流匯集造成表土沖刷而產生；此外，蝕溝位置皆

緊鄰農路與水庫周邊，過去豪雨期間曾造成土砂下移、毀損農路而無法

通行。 

現地調查發現蝕溝並無施做任何治理工程，現況已有植生入侵，尚

屬穩定；惟其中2處蝕溝與農路交會處之排水設施並未完善，部分路段

雖有施做土溝與涵管，但涵管已有土砂淤積，排水斷面恐不足，且涵管

出口下邊坡並無保護及消能措施，另蝕溝緊鄰水庫周邊，沖蝕之土砂將

直接下移至水庫。故本計畫建議改善排水路及增設土袋溝與靜水池，以

防蝕溝擴大，並可作為簡易沉砂設施，此外於道路下邊坡增設石籠等保

護設施，以穩定蝕溝，保護水庫周邊坡。 

表 4-1-3 寶山水庫保護帶野溪蝕溝調查記錄表 

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現地描述 

1 寶山-砂-01 254,489 2,737,604
南支流匯入寶山水庫處，現況淤積嚴重，建議施

設防砂壩 

2 寶山-砂-02 255,100 2,737,877
北支流匯入水庫處，自來水公司已施設防砂壩一

座，現況良好，惟已淤滿 

3 寶山-溪-01 253,882 2,738,256
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因逕流匯集淘刷地表而形

成蝕溝，長約 50m，寬約 2m；現況已有植生覆

蓋，無須治理 

4 寶山-溪-02 254,066 2,737,911
過寶湖吊橋後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因逕流匯集

淘刷地表而形成蝕溝，長約 80m，寬約 1.5m；

現況已有植生覆蓋，無須治理 

5 寶山-溪-03 254,083 2,737,897

過寶湖吊橋後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因逕流匯集

淘刷地表而形成蝕溝，長約 60m，寬約 2m；現

況已有植生覆蓋，惟與排水未完善，且道路下邊

坡涵管出口未施做保護工，建議應治理 

6 寶山-溪-04 254,104 2,737,903

過寶湖吊橋後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因逕流匯集

淘刷地表而形成蝕溝，長約 50m，寬約 2m；現

況已有植生覆蓋，惟與排水未完善，且道路下邊

坡涵管出口未施做保護工，建議應治理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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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寶山水庫保護帶野溪蝕溝調查點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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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邊坡安定性及崩塌地調查 
為調查蓄水區邊坡崩塌情形，本計畫乃委託新山與寶山水庫管理單位

提供船隻沿水庫周邊進行調查，並沿水庫集水區內農路進入各坑溝進行現

地踏勘，以瞭解水庫蓄水區與保護帶範圍之崩塌狀況。 

一、新山水庫 

(一)前期調查成果（集水區） 

依據自來水公司第一區管理處2005年辦理之「新山水庫集水區保

育計畫」成果，新山水庫集水區計有4處小規模之裸露崩塌，調查記錄

表與點位分布圖及現況描述詳如附錄二所示；其中1處因位於水庫邊

坡，受水位升降影響容易而淘刷，故列為優先治理，據本計畫調查顯示，

該處邊坡裸露仍未治理，且有蝕溝擴大情形，由於該處緊鄰水庫原水取

水口，恐對原水水質造成影響，建議儘速治理。 

(二)現況調查成果（保護帶50m內與蓄水範圍） 

新山水庫壩體加高計畫於1998年完工，施工時於大壩左側開闢三

個採石區（八號野溪上游）及一個棄土區（六號野溪上游），大壩完工

後該處變成大面積裸露荒地。依據現場調查，目前裸露邊坡均已恢復植

生，整體狀況亦趨穩定（如下圖）。 
 
 
 
 
 
 
 
 
 
 

新山水庫植生狀況良好，保護帶範圍並無大面積或深層崩塌存在，

主要問題為分佈於水庫周邊坡之裸露崩塌地；經現地調查發現，新山水

庫水位極少達到滿水位，故水庫周邊坡明顯可發現裸露或岩盤出露之情

形，並有小規模土砂堆置邊坡之現象，依其特性大致可分為裸露岩坡、

八號野溪上游舊有採石區已恢復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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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度風化土坡及高度風化土坡三種型態： 

1.裸露岩坡 

未風化岩層，裸露邊坡土壤含量極低，屬

於安定之坡面，因此建議維持現況，使其自然

復育即可，如採石區下邊坡一處裸露岩坡，現

況發現已有草類植生入侵(如右圖)。 

2.中低度風化之土坡 

風化程度低、土壤含量低於50％之邊坡，因其岩塊含量較高，治

理急迫性低，建議採用掛網方式減緩岩層風化，並可增加土壤附著機

會，促進植生自然入侵。 

3.高度風化或完全風化之土坡 

土壤所佔比例高於岩塊含量之裸露邊坡，建議應優先治理避免沖

蝕加劇，可利用掛網減緩噴植，加速植生復育、穩定邊坡。 
 

現地調查點位分布如圖4-2-1與表4-2-1所示，其中8處因為裸露土

坡，建議應進行治理，2處為裸露岩坡，建議維持現狀即可，另有1處
為大壩加高時施做之石籠擋土牆復舊工程，已有植生入侵，現況良好。 

水庫大壩左側邊坡已施做水泥噴漿保

護，惟仍有兩處風化土坡未施做噴漿而裸露

（面積約3m×60m），其中一處恰位於水庫取

水口附近（位置如圖4-2-1點位○1 ），對水庫

的影響為鉅，另一處則位於採石區下方（位

置如圖4-2-1點位○2 ），建議應治理加以保護。 

另大壩加高時於左側庫底開闢施工道路至採石區，完工後並於滿水

位附近裸露邊坡施以復舊綠化工程，現況復舊工已毀損，大面積高度風

化土坡未施以保護工，建議應治理（位置如圖4-2-1點位○3 ）。 

推究原因，新山水庫保護帶地質以大寮層與石底層為主，岩性為塊

狀砂岩或砂頁岩互層，故常有節理產生或成洋蔥狀風化，以致保護帶邊

坡岩層較為破碎，再加以水庫水位上漲下落，造成邊坡孔隙水壓上升，

均為淺層裸露崩塌發生之主因。 

大壩左側取水口附近邊坡裸露

採石區下邊坡裸露岩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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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裸露邊坡擴大或土砂持續崩落，本計畫建議交通較便利之工

區（如大壩附近），建議以工程方法進行治理，利用微型樁做為植生基

礎工，穩定邊坡基腳，再於坡面回填碎石與土袋進行植生，並可兼具環

境綠美化之功效。 

交通不便之工區，為避免開路加劇土壤沖蝕與造成二次破壞，建議

搭乘工作船以人工方式掛網，配合撒播或噴植耐水性草種，以恢復裸露

邊坡植生，減少其表層風化；噴植所用基材包含粘著劑與少量肥料，厚

度約3～6mm、不宜太厚，避免噴植材料加重掛網負載而脫落。 
 
 
 
 
 
 
 
 
 
 
 
 
 
 
 
 
 
 
 
 
 
 
 
 
 
 
 

圖 4-2-1 新山水庫保護帶現況崩塌地點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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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新山水庫保護帶崩塌地現況調查記錄表 
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類型 現地描述 現地照片 

1 新山-崩-01 320,758 2,781,045 土坡

大壩左側之邊坡裸露（約

3m×60m）未處理，因位於

水庫取水口旁，建議應治理

 

2 新山-崩-02 320,514 2,781,016 土坡

大壩左側邊坡於大壩加高

時施做噴漿保護裸露坡

面，該處並未施做，故仍有

大面積裸露(約 3m×50m)，
建議應治理 

3 新山-崩-03 320,475 2,780,940 岩坡

原採石區下方裸露岩坡，現

況已有部分植生生長，無須

治理 

 

4 新山-崩-04 320,650 2,780,851 土坡

大壩加高後之復舊工現已

毀損，導致滿水位呈現大面

積裸露土坡(L=150m)，建

議應治理以保護基腳，避免

土砂持續崩落 

5 新山-崩-05 320,401 2,780,704 土坡

邊坡植生為天然竹林，其坡

腳有大量鬆散土石堆積，因

竹子根系淺、固結土壤能力

差，建議應治理 

 

6 新山-崩-06 320,140 2,780,548 土坡

上方土石滑落堆積於岸邊

(約 3m×50m)，為避免裸露

面積持續擴大，建議應治理

以保護邊坡 

 

7 新山-崩-07 320,010 2,780,527 土坡
五號野溪出口之風化土坡

(約 60m)，建議應治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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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類型 現地描述 現地照片 

8 新山-崩-08 320,038 2,780,470 土坡

水庫邊坡雜木與竹林叢

生，基腳裸露形成土坡(約
2m×60m)，且有礫石堆

積，建議應治理以恢復植生

9 新山-崩-09 320,223 2,780,490 岩坡
裸露岩坡，上方植生生長良

好 

10 新山-崩-10 320,771 2,780,626 土坡

邊坡為鬆散之土石，呈現裸

露狀態，建議應施做石籠護

岸保護基腳，避免持續淘刷

11 新山-崩-11 320,859 2,780,743 土坡

溢洪口附近之石籠護坡，係

水庫大壩加高後所施做，現

況植生覆蓋茂密，已呈穩定

狀態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二、西勢水庫 

(一)前期調查成果（集水區） 

1.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判釋成果（2003） 

依據水保局北部地區2003年崩塌地判釋結果，西勢水庫集水區崩

塌地共計12處，崩塌面積總計為40.0公頃，其分布位置如圖4-2-2。依

崩塌地危險度等級資料加以區分，計有C級1處，崩塌面積總和22.8公
頃，D級11處，崩塌面積總和17.2公頃，在水庫保護帶範圍內並無崩

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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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及本計畫整理 

圖 4-2-2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判釋新山水庫集水區崩塌地分布圖 
 

2.自來水公司第一區管理處「西勢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2005.11） 

依據前期規劃成果，總計調查到西勢水庫崩塌地有11處（詳如附

錄三）；其崩塌受本身地質與河岸淘刷影響為主因。楠仔溪上游崩塌

地仍多，且河床坡度較陡，兩岸邊坡有淘刷現象，導致下游河道塊石

堆積；另阿文溪崩積物多已進入河道，經長年豪雨沖刷與河流運搬作

用，細顆粒材料被水流運移至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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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調查成果（保護帶50m內與蓄水範圍） 

比對西勢水庫前期調查成果，西勢水庫11
處崩塌地全數集中於中上游地區，保護帶範圍內

並無崩塌地；據本計畫現地調查結果，水庫邊坡

現況植生覆蓋良好，亦無發現任何崩塌地，僅有

水庫蓄水區左側有一處裸露地緊鄰於水庫周邊

（位置如圖4-2-3），高約10m、長約30m，偶

有釣客至此處釣魚，且該處恰為坑溝涵管排水之

出口，皆可能導致裸露面積擴大、增加地表沖蝕量。建議裸露面應以植

生方法使其恢復植生，並加強坡面排水保護，以減少地表沖蝕。 
 
 
 
 
 
 
 
 
 
 
 
 
 
 
 
 
 
 
 
 
 
 
 
 

圖 4-2-3 西勢水庫保護帶現況崩塌地點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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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西勢水庫保護帶崩塌地現況調查記錄表 

序號 X 座標 Y 座標 現地描述 現地照片 

3 323,184 2,775,605 

水庫蓄水區左側有一處裸露

面緊鄰於水庫周邊(約
10m×30m)，常有釣客於此處

釣魚，建議應治理使其恢復

植生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三、寶山水庫 

(一)前期調查成果（集水區） 

依據自來水公司第三區管理處2005年辦理之「寶山水庫集水區調

查治理保育規劃」計畫成果，寶山水庫集水區崩塌以表層覆土或風化表

層滑動為主，崩塌成因包括地質、降雨等自然因素，以及坡地開發不當

或排水不完善等人為因素；另外水庫周邊坡之崩塌成因則為水位上漲下

落，坡趾弱化所造成。 

總計寶山水庫集水區內共調查有21處崩塌，其中4處位於水庫周邊

坡，請詳附錄四，其中位於保護帶範圍內之崩塌裸露地多已恢復植生或

有植生入侵。 

(二)現況調查成果（保護帶50m內與蓄水範圍） 

本計畫於2006年11月底委請寶山水庫管理中心開船協助水庫周邊

崩塌地調查，並沿水庫周邊環湖步道與農路進行現地踏勘，以瞭解邊坡

地質狀況、覆蓋土層類別及特性。 

寶山水庫保護帶之地層以卓蘭層為主，其中以砂岩居多、其次為砂

頁岩互層，因卓蘭層為上新世晚期之地層，年代新、岩化作用未完全，

故膠結疏鬆容易剝落；經調查寶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內共發現7處小型裸

露崩塌地，其中3處位於水庫周邊（如表4-2-3），另有4處位於水庫環

湖道路上下邊坡，應屬道路水土保持處理之範圍，故將之列於4-3節，

水庫周邊坡崩塌裸露地位置分布如圖4-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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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寶山水庫保護帶崩塌地現況調查記錄表 
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現地描述 

1 寶山-崩-01 253,356 2,737,858
水庫邊坡崩塌、岩坡裸露，現況已有植生入侵，

惟地形陡峭，坡趾處有堆積物堆積 

2 寶山-崩-02 253,376 2,737,801
水庫邊坡崩塌，屬釣客開闢之小路下邊坡，

H=1.5，L=30m 

3 寶山-崩-03 253,797 2,738,009 水庫邊坡岩坡裸露，坡頂危木建議清除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4-2-4 寶山水庫保護帶現況崩塌地點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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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寶山-崩-01、寶山-崩-03兩處係岩層風化導致覆土層崩落，此

外水庫水位上漲下落、坡趾弱化亦可能造成崩塌規模加大（位置如圖

4-2-4點位○1 、○3 ）；對照前期調查成果，崩塌地周遭植生已逐漸入侵，

且已無土石崩落之情形發生，為避免因水庫水位上漲下落造成崩塌擴

大，建議可以掛網植生保護坡面，增加邊坡植生入侵機會。 

另一處寶山-崩-02係人為破壞所造成之裸露坡面（位置如圖4-2-4
點位○2 ），因寶山水庫保護帶土地以私有地為多，常有民眾進入蓄水區

釣魚，且釣客為圖方便私闢小路而導致邊坡裸露，故建議設置護岸以保

護裸露坡面，並減少土壤沖蝕之發生。 

此外，為防止水庫蓄水後，導致岸邊土壤遭受波浪打擊及雨水沖蝕

而產生崩塌流失，寶山水庫於民國74、75年分兩期沿蓄水區淹沒線施

設擋土柵並配合垂柳植生，以防止土砂下移至水庫；現地調查發現大部

分擋土柵已毀損或遭破壞，係因水庫邊坡質地不良，邊坡基腳受水侵襲

淘空，導致擋土柵傾倒外，另一部份則是非法釣魚者為個人方便，拆除

甚至毀損擋土柵。 
 

四、小結 

綜合4-2-1節崩塌地調查成果可知，本計畫三座水庫皆無地質構造線

通過，受地震引發地層破碎之可能性較低，保護帶範圍僅有零星之淺層

崩塌或裸露坡面分布於區內，其崩塌裸露深度僅達土壤表層，除非超大

豪雨或大量地下水滲入等誘因發生，否則不易有大規模之深層崩塌產

生。因本計畫範圍皆為淺層崩塌，故無進行邊坡安定性分析之必要；惟

部分崩塌裸露面之土石仍有崩落之現象，且位置多鄰近水庫周邊坡或道

路，崩落土石將直接下移至蓄水區或造成交通中斷之虞，故崩塌地治理

仍應列為整治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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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道路水土保持調查及處理情形 
水庫集水區主要泥砂來源大致為自然崩塌、溪流淘刷、湖波沖擊及不

當土地利用如開路、伐木、採礦及遊憩區開闢，產砂方式以自然崩塌和地

表沖蝕為主，水庫集水區之道路設置後，天然穩定之坡面遭受破壞，開挖

坡面或填方坡面土方崩落，尤其豪雨過後，造成許多道路邊坡之崩塌，依

據水土保持局以往研究報告指出，道路邊坡崩塌常造成地表沖蝕加劇，為

達水庫永續利用之目標，需針對保護帶道路縱橫向排水及邊坡穩定進行妥

善處理。 

道路水土保持包括道路邊坡穩定，排水、棄土處理及施工中之防災措

施等。開闢山區道路所造成之水土保持問題較明顯者有下列幾項： 

1.邊坡裸露、沖蝕及崩塌 

道路沿線之地形、地質及土層結構不良，開挖後易造成邊崩塌滑

動，尤其是陡峻之山坡、土（岩）層向路面傾斜之順向坡或崩積土，

挖動坡趾後極易造成坡面崩塌或地層滑動。 

2.不當棄土 

剩餘土石方未運至安全處所妥善堆置，任意傾倒，流入坑溝阻塞

河道及涵管，淤積水庫，污染水源，甚或迫使溪流改道，造成嚴重災

害。 

3.排水設施不足 

破壞原有天然排水系統，集中逕流且未施設足夠之排水工程引起

沖蝕或崩塌。橫向排水不足、涵管斷面太小造成路面沖蝕及邊坡崩塌，

或排水溝或涵管出口未妥善處理，造成下邊坡沖蝕。 

4.路基崩塌或下陷 

填方坡面太陡或未充分夯實，擋土設施不足，遇雨造成路基崩塌

流失。經過崩塌或地滑地，完工後地滑動崩壞，造成路基下陷損毀。 

本計畫道路水土保持調查之重點在三座水庫保護帶範圍內之道路排

水系統是否完整、路面及擋土設施是否完好等等，茲將各水庫調查成果分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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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山水庫 

新山水庫保護帶內道路包括大壩加高時左側開闢一條施工便道與右

側喇叭溢洪口上方之步道；新山水庫乃由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管理，並無

開放一般民眾進入，故區內施工便道與步道非經允許禁止進入。施工便

道為大壩加高時為方便工程車輛進出採石區與棄土區所開闢，亦為進入

新山水庫集水區唯一道路；現況採石區與棄土

區皆已廢棄，故便道已封閉禁止進入，該施工

便道鄰近水庫蓄水區與取水口，靠近大壩之路

段以AC路面鋪設之，道路旁施設有小型排水

溝渠（寬60cm、深40cm）與涵管（φ=30cm）

（如右圖）；再進入區內之路段因少有人進

出，路面僅以土石鋪設，現況雜草叢生。 

大壩右側喇叭溢洪口附近之步道下邊坡

已於大壩加高時施做岩錨固定與噴漿保護（如

右圖），其右側採以石籠護坡修復，現況植生

生長情形良好，已呈穩定狀態。 

新山水庫保護帶內道路經調查後，僅大壩

左側施工便道下邊坡，鄰近蓄水區處有一裸露

土坡，該處建議採崩塌裸露地處理，以改善邊

坡土壤沖蝕之問題；整體而言，道路現況良好，並無其他道路水土保持

之問題。 

 

二、西勢水庫 

西勢水庫集水區內為水源管制區域，並

未開放民眾使用，一般皆需經過申請特許

進入，而現有道路使用標的為供水庫管理

人員巡視及相關治理工程施作時之便道，

故使用頻率較低。西勢水庫在2002年進行

水庫浚渫工程時，將環庫道路拓寬為3 m，

因經費有限，採用較經濟的碎石材質鋪面。 

新山水庫左側施工便道 

入庫道路以碎石材質鋪設 

溢洪口附近下邊坡工程現況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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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現地調查，西勢水庫蓄水區周邊保有相當完整之植被林相，區內

聯外道路使用頻率低（如圖4-3-1），但因邊坡崩塌或道路鋪面之土砂、

碎石等受水流沖刷，仍有流入水庫之可能；為避免工程施做或車輛進出

對環境生態造成影響與破壞，本計畫建議維護現有路面，增設縱橫向排

水以改善區內道路排水系統，避免治理、開挖所造成之生態或環境破壞。 
 
 
 
 
 
 
 
 
 
 
 
 
 
 
 
 
 
 
 
 
 
 
 
 
 

圖 4-3-1 西勢水庫現況道路水土保持位置圖 

三、寶山水庫 

經現地調查發現，寶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內之道路水土保持問題主要

分為兩部分，一為道路排水系統未完善，以致區內逕流水無法順利排除

所衍生之土壤沖蝕或蝕溝等問題，其二則為道路上下邊坡之崩塌裸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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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恐有造成交通中斷之虞；本計畫調查道路水土保持之問題如表

4-3-1，各點位分佈如圖4-3-2。 
 
 
 
 
 
 
 
 
 
 
 
 
 
 
 
 
 
 
 
 
 
 
 
 
 
 
 
 
 
 
 
 
 

圖 4-3-2 寶山水庫現況道路水土保持位置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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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寶山水庫現況道路水土保持調查表 

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現地描述 

1 寶山-道-01 254,054 2,737,968
保護帶內農路上邊坡裸露崩塌，建議施設擋土

牆保護裸露邊坡 

2 寶山-道-02 254,443 2,737,948
寶山碧湖吊橋旁崩塌地治理工程，採預鑄景觀

塊擋土牆，現況良好 

3 寶山-道-03 254,425 2,737,947

過碧湖吊橋保護帶範圍內農路僅鋪設 PC 路

面，且已部分毀損，道路旁土溝長度不足且有

土砂淤積、阻塞涵管，另道路下邊坡涵管出口

並未施設保護，造成沖蝕嚴重 

4 寶山-道-04 253,842 2,738,521

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下邊坡崩塌地(高約

10m、寬約 15m)，現況崩塌坡面已有自然植

生入侵，因鄰近水庫，為避免崩塌再發生，建

議應進行崩塌地處理 

5 寶山-道-05 253,842 2,738,486

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下邊坡崩塌地(高約

10m、寬約 10m)，因開路、地質及溪流淘刷

產生崩塌及沖蝕，較不安定。現況已有植生侵

入，為保護邊坡安全，建議應進行治理 

6 寶山-道-06 253,977 2,738,046
過寶湖吊橋後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因涵管水

流匯集導致道路下邊坡形成蝕溝，長度約

30m，寬度約 2m 

7 寶山-道-07 253,982 2,738,002
農路上邊坡裸露崩塌(高約 6m、寬約 15m)，
崩塌地上方有一棟房舍、樹木根系已裸露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1.道路排水系統 

由於當地居民耕作及交通需要，於寶山水庫

保護帶範圍內已開闢農路，惟上下邊坡缺乏擋土

設施，過去每逢豪雨，便造成崩塌，土砂崩落進

入水庫；經現場調查，過碧湖吊橋後涼亭旁之農

路鋪設PC路面僅50m左右（寶山-道-06，位置如

圖4-3-2點位○6 ），再往西走部分路面已有毀損

或為泥土路面，並以AC填補路面不平處，惟考

量降雨可能導致路面泥濘不堪，容易發生危險，

過碧湖吊橋農路旁土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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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該農路緊鄰庫區，土砂恐直接流入水庫；另道路旁土溝長度不足且

已有土砂堆積，逕流水無法有效排除，為造成路面毀損之主因。建議

該處應進行道路水土保持，農路以PC重新鋪設，改善該路段路面不平

之問題，並延伸道路側溝約100m、以L型混凝土側溝取代土溝，增設

縱橫向排水設施，以減少地表沖蝕。 

另一處為過寶湖吊橋後水庫集水區內農路

旁（寶山-道-03，位置如圖4-3-2點位○3 ），因

涵管水流匯集導致道路下邊坡已有蝕溝形成

（L=50m，W=2m）；建議該處應加強截排水

設施，於涵管下方施做混凝土溝保護，避免蝕

溝持續擴大。 

2.道路上下邊坡崩塌裸露地 

保護帶範圍內之農路上下邊坡有4處崩塌地存在，其成因除了本身

地質條件、連續豪雨之誘因等自然因素外，坡面與道路開發不當、排

水不完善導致基腳淘刷等人為因素皆為造成坡面裸露之主因。2004年
敏督利與艾莉颱風所帶來之豪雨，造成寶山水庫保護帶多處崩塌裸露

地；對照前期崩塌地調查成果，本次調查所發現之4處崩塌地皆為舊有

之崩塌地，現況已有草類入侵（如下圖寶山-道-01，位置如圖4-3-2點
位○1 ），惟基礎未加以處理，崩塌規模仍有擴大之可能，且位於道路

上下邊坡，恐造成交通中斷，故本計畫建議應加強崩塌地基礎穩固，

施設擋土牆保護基腳，避免崩塌地持續擴大、並維護農路之安全。 
 
 
 
 
 
 
 
 
 
 
 
 

2005 年 3 月 2006 年 11 月

涵管下方未保護形成蝕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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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碧湖吊橋後之水庫保護帶內農路旁上邊坡，2005年調查時原有

一處高約10m、寬約50m、深約1m之裸露崩塌地（下圖寶山-道-02，
位置如圖4-3-2點位○2 ），目前該崩塌地已施做預鑄景觀塊擋土牆保護

基腳（H=5m、L=50m），上方植生已恢復，現況復育成效良好。 
 
 
 
 
 
 
 
 
 
 
 
 
 
 

4-4 植生調查 
有關植生調查部分，一般常用的方法有樣區取樣調查、穿越線法、沿

線調查法及目視記錄法等。三座水庫集水區由於地形、氣候富於變化，部

分地區仍保持原始森林植物生長，本計畫保護帶範圍內除寶山水庫有部分

區段種植竹林、柑橘外，其餘其土地利用大部分維持自然林相，除極小面

積因坡度陡峭所造成之崩塌外，皆維持良好之林相。 

一、新山水庫 

新山水庫屬於偏濕性季雨林帶，其植被類型為常綠闊葉林，以次生

林為主，常見植物以樟科、榆科、豆科植物為優勢，森林鬱閉度達85～
90％。參考台灣省政府水利處「新山水庫加高工程計畫-水庫集水區水土

保持工程規劃設計(1998.11)」成果報告，區內少有開墾活動，故尚保留

較原始之亞熱帶雨林，集水區可見亞熱帶雨林演替之植物相過程，從草

地期、灌叢期、山麻黃、白匏子中途群叢，到大葉楠、榕類中途群叢等

持續演替階段的植物群系。整體植物群系，上層植物多由常綠闊葉林組

成，偶有落葉樹散生其間，蔓藤及著生植物常可見，幹生花植物偶見溪

2005 年 3 月 

2006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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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山麓，現存樹木直經多半為15～25cm之間，植物相為熱帶雨林群系

中一演替初期之次生林。集水區內植被特性概略如下： 

1.人工栽植：位於大壩右側沿水泥步道可見人工栽植的竹林、蒲葵、琉

球松、梅等 

2.開墾山坡荒廢產生之草地期：以一、二年生草類為先驅植物，如白芒、

台灣蘆竹、五節芒、菊科等，偶見山黃麻、白匏仔、構樹、野桐、山

漆幼苗於雜草中，並可見台灣海棗散生其中。 

3.水庫周圍開墾後向陽山麓之灌叢：以白匏仔、山黃麻、野桐為主的草

地灌叢，初次演替之陽性樹種，北向坡可見山林投伴生其中。 

4.水庫保護帶中陰濕溝谷地：以楠、榕屬植物為優勢，以大葉楠、猪腳

楠、水冬瓜、猪母乳及藤本植物和樹蕨等陰性植群為主。 

區內植生狀況概分為喬木類、灌木類、草木及藤類。喬木類主要樹

種有相思樹、香楠、大葉楠、白匏子、野桐、山漆、山黃麻、樹杞、水

同木、小葉桑、綠竹、大頭茶、筆筒樹、小梗木薑子、猪腳楠、雞屎樹、

紅花八角、台灣樹蕨、烏心石、牛乳榕、江某、竹柏、猪母乳、楓、青

剛櫟、雀榕、黃連木、琉球松、台灣沙欏、朴樹、鬼沙欏、野漆樹、菲

律賓饅頭果、野鴨樁、梅、島榕、台灣海棗、蒲葵、構樹等。 

灌木則以台灣柴珠雨傘仔、鼠刺、山棕、茜草樹、密毛冬青、九節

木、野牡丹、柃木、水冬瓜、山紅柿、懸鉤子、大明橘、疏果海桐、杜

若、春不老、杜鵑、密花、苧麻、車桑子為主。 

草本、藤類有芒萁、凹頭畏芝、五節芒、颱風草、月桃、小月桃鞭

藤、海金沙、菝契、山葡萄、大青薯、扛相藤、姑婆芋、白茅、玉葉金

花、芒草、茅柱鐵線蓮、猿尾藤、桔梗蘭、全緣葉卷柏、山林投、烏毛

蕨、鳳尾蕨、芭焦、腎蕨、芽薑蕨、散穗弓果黍、觀音座蓮、冷清草、

寶島宿柱萱、細柄雙蓋蕨、台灣蘆竹、楓葉牽牛、台灣百合、大白花鬼

針、蟛蜞菊等。 

二、西勢水庫 

在西勢水庫方面，本區植物屬於偏濕性季雨林帶，並以常綠闊葉林

之原始林為主，常見植物以桑科、殼斗科植物為優勢，如榕樹、黃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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拴皮櫟、構樹等，森林鬱閉度達70～80％，故此區物種數量相當豐富。

參考自來水公司第一區管理處「西勢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2005)」成果

報告，當初因水庫建造工程而破壞的原生植被已恢復，並可以見林下有

許多陰性物種，甚至可以發現一些地生的蘭科植物如台灣根節蘭

（Calanthe formosana Rolfe）的蹤影。 

西勢水庫沿線方面一共發現54科56屬81種物種，包含5種特有種，

分別為山香圓 (Turpinia formosana Nakai) 、小梗木薑子（ Litsea 
hypophaea Hayata）、以及台灣拎樹藤（Epipremnum formosanum 
Hayata）、台灣芭蕉（Musa formosana (Warb.) Hayata）、黃藤（Calamus 
quiquesetinervius Burret.）及兩種歸化種，另根據本區以往文獻記載有

稀有植物鐘蕚木（Bretschneidera sinensis Hemsl.）。 

三、寶山水庫 

寶山水庫植被帶屬於季雨林帶，植被類型為常綠、落葉闊葉混交林

之次生林為主，以豆科、殼斗科植物為優勢，包括相思樹、構樹、樟樹、

桂竹等，森林鬱閉度約達70～80％，其中人為開發林相約佔25％，以竹

林為主。依據林信輝教授「水庫濱水帶植生與其保育功能之研究(1/2)，
2006」計畫成果，寶山水庫濱水帶植被主要植被林型為相思樹造林、白

雞油造林、山黃麻次生林，以台灣蘆竹為主的草生地，農墾地主要種植

綠竹、柚子、桂竹、檳榔等經濟作物。其他的木本植物有鵝掌柴、烏桕、

軟毛柿、魯花樹、樟樹、楓香、幹花榕、雀榕、樹杞、山黃梔、無患子

等，草本植物有粉葉蕨、短柄卵果蕨、日本金粉蕨、密毛小毛蕨、華九

頭獅子草、大花咸豐草、鴨趾草、碎米莎草、巴拉草、竹葉草等。 

調查濱水帶植物種類，計有維管束植物58科113種，其中有14蕨類

植物、2種裸子植物、71種雙子葉植物與26種單子葉植物；依其屬性區

分，其中4種特有種、77種非特有之原生種、11種歸化種與21種栽培種，

原生種（特有種與非特有之原生種）比例約71.7%；依生長習性區分，

共計51種喬木、16種灌木，9種藤本與37種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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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建築物調查、標示及改善建議 
依據現場調查結果，由於新山及西勢水庫集水區大部分屬國有或自來

水公司所有，故保護帶內並無建築物。 

一、新山水庫 

新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土地全為自來水公司所有，且未開放民眾使

用；區內僅有大壩旁之管理中心，並未在保護帶範圍內，故新山水庫保

護帶內並其他無建築物。 

二、西勢水庫 

西勢水庫集水區全區皆為農委會林務局所有之國土保安林地，且本

水庫為水源管制區域，並未開放民眾使用，經現場調查保護帶內並無建

築物。 

三、寶山水庫 

寶山水庫保護帶內建築物零星分布，部分民眾為採收竹筍及柑橘所

需，於水庫旁搭設工寮，致使表土沖蝕，另有一沙湖壢藝術村直接於庫

區旁經營湖畔咖啡；經調查將建築物分布位置以GPS定位，寶山水庫建

築物點位分布如圖4-5-1，現況調查如表4-5-1所示。 

表 4-5-1 寶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建築物分布現況表 

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現地描述 

1 寶山-土-01 253,241 2,737,728
寶山社區發展協會所搭設之瞭望台，位

於山湖分校門口，下方亦有開闢菜園約

0.2 公頃 

2 寶山-土-11 253,734 2,737,601
保護帶範圍內舊有建物一棟，目前已棄

置不用 

3 寶山-土-13 253,953 2,738,082 保護帶範圍內工寮一棟 

4 寶山-土-22 253,735 2,738,382
沙湖壢藝術村緊鄰寶山水庫水庫邊坡

旁，易造成水庫水質污染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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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建議針對建築物周遭排水系統、地表沖蝕、邊坡穩定等研擬

改善工法。另有關廢水處理方面，據調查結果，計畫區各建築物大部分

皆無廢水處理設施而直接排入水庫，將來應建議配合污水處理，應可有

效改善水污染問題。 
 
 
 
 
 
 
 
 
 
 
 
 
 
 
 
 
 
 
 
 
 
 
 
 
 
 
 
 
 
 
 

圖 4-5-1 寶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建築物分布圖 

000000000 200200200200200200200200200 400400400400400400400400400

metersmetersmetersmetersmetersmetersmetersmetersmeters

北支流北支流北支流北支流北支流北支流北支流北支流北支流

南支流南支流南支流南支流南支流南支流南支流南支流南支流

1

2

3

4

1 2 3

4



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保育計畫

 

 
 

4-33

4-6 土地利用及超限利用現況調查 

4-6-1 土地利用現況 
在本計畫三座水庫保護帶範圍內，新山及西勢水庫之土地大都屬國

有或自來水公司所有，故保護帶範圍內之土地利用以天然林為主，而在

寶山水庫保護帶範圍內，據現地調查發現，除天然林外，部分區段有竹

林及果樹等農作物，如噴灑農藥或肥料極易下移至水庫內，且農民常除

草至竹林或果園表土裸露，恐造成土壤沖蝕嚴重。 

故水庫兩岸設立保護帶，係於水庫周圍適當地區，利用植生群配合

排水溝，於坡上流下逕流，發生阻滯與過濾作用，以減少農藥、肥料及

砂石直接流入水庫為主要目的，故水庫保護帶地區土地利用情形，對於

過濾作用有極大關係。 

一、新山水庫 

新山水庫於興建時，居民即已遷離水庫集水區，且因水庫興建完

成，水域阻斷來往交通，故耕作、開墾情形較為少見；保護帶內土地屬

於非都市計畫區用地，土地權屬全為自來水公司所有，土地使用分區大

都為特定專用區（編定為水利用地），僅有極小部分為未登錄土地。其

土地利用極單純，經現場調查發現，新山水庫因管理得當，保有相當完

整之林相，土地利用型態以闊葉林為主，另有少部分之草生地或被開墾

為竹林種植用地。 

1998年新山水庫進行大壩加高工程，因工程需要，大壩左側之施工

便道與採石區造成集水區大面積裸露，且有部分裸露地恰位於水庫保護

帶範圍內；現場調查發現，原裸露地現況均已恢復植生，且以草類生長

為優勢。 
 
 
 
 
 
 
 
 水庫蓄水區旁裸露地已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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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勢水庫 

西勢水庫保護帶範圍內，大多數均屬自然林型態，目前並無土地開

發利用情形，故亦無超限利用情況發生。 

三、寶山水庫 

寶山水庫保護帶範圍之土地權屬約有98%屬於私有地，本計畫於95
年11月底委請寶山水庫管理中心開船繞行水庫蓄水區周邊進行調查，其

土地利用多採農業經營方式，包括種植竹子、柑橘、檳榔樹或其他果樹

等，其中又以竹林種植為最大宗。 
 
 
 
 
 
 
 

依據本計畫調查成果，寶山水庫水庫周邊保護帶內果園有6處、人

為種植竹林6處，另有天然竹林5處，各處現況描述與點位座標如表4-6-1
與圖4-6-1所示。 

從竹子地下莖生長的狀況，大致可分為二大類，一類為叢生竹類，

其地下莖短縮，竹稈密集叢生，主產於熱帶及低海拔高溫潮濕的環境，

另一類為散生竹類，其地下莖細長橫走，竹稈較稀疏散生，主要生長於

較低溫且乾燥有風的亞熱帶或溫帶環境。竹子的生長快，成材早，產量

高，其約4～6年的成竹即可採收，因其生長時間短、產量高及用途多超

過一般的樹木，且竹材的收縮量小，割裂性，彈性與韌性都很強，故為

民間極重要的產業之一。 

由於農民耕種及採收方式採疏耕，且

竹子為單子葉的鬚根系，根系淺土壤固結

力差，且其森林結構為單一層次，地表並

無其他植生覆蓋，導致降雨直接衝擊裸露

地表，嚴重沖蝕。另外竹子冠層樹葉遮蔽

率低，不利雨水截留，影響山坡地的水土

竹林及果樹緊鄰寶山水庫蓄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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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農民為種植竹子，亦常將原來的天然林或雜林生態破壞殆盡，以

為其用，且竹葉常落，常積累成堆不易分解，且覆蓋於土壤上，影響其

他植物的發芽，並易造成壤質的酸化，不利其他植物的生育，故其林下

物種單調，影響物種多樣化的發展，且破壞原來的森林生態環境，對生

態的影響甚鉅。 

表 4-6-1 寶山水庫周邊保護帶土地利用現況調查 
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分類 現地描述 照片 

1 寶山-土-02 253,371 2,737,595 天然竹林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

於緊鄰蓄水邊坡，造成

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

植林木 
 

2 寶山-土-03 253,434 2,737,501 天然林 天然闊葉林 

 

3 寶山-土-04 253,531 2,737,337 天然竹林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

於緊鄰蓄水邊坡，造成

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

植林木 

 

4 寶山-土-05 253,698 2,737,174 人為竹林

保護帶範圍內農民種植

竹林，緊鄰水庫且地表

裸露 

 

5 寶山-土-06 254,101 2,737,254 人為竹林

保護帶範圍內農民種植

竹林，並搭建工寮，由

於緊鄰水庫且地表裸露

6 寶山-土-07 254,365 2,737,651 果園 
保護帶內農民種植柚

子，緊鄰水庫容易造成

水質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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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分類 現地描述 照片 

7 寶山-土-08 254,263 2,737,603 天然竹林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

於緊鄰蓄水邊坡，造成

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

植林木 
 

8 寶山-土-09 254,216 2,737,587 天然竹林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

於緊鄰蓄水邊坡，造成

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

植林木 
 

9 寶山-土-10 254,076 2,737,606 果園 
保護帶內農民種植柑

橘，緊鄰水庫容易造成

水質污染 

 

10 寶山-土-12 253,636 2,737,467 天然竹林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

於緊鄰蓄水邊坡，造成

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

植林木 
 

11 寶山-土-14 254,076 2,738,051 人為竹林

保護帶範圍內農民種植

竹林，緊鄰水庫且地表

裸露 

 

12 寶山-土-15 254,603 2,737,831 人為竹林

保護帶範圍內農民種植

竹林，緊鄰水庫且地表

裸露 

 

13 寶山-土-16 254,971 2,737,850 人為竹林

保護帶範圍內農民種植

竹林，緊鄰水庫且地表

裸露 

 

14 寶山-土-17 254,923 2,737,910 果園 
保護帶範圍內農民種植

果園，緊鄰水庫且地表

裸露 

 

15 寶山-土-18 254,532 2,738,099 果園 
保護帶範圍內農民種植

果園，緊鄰水庫且地表

裸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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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分類 現地描述 照片 

16 寶山-土-19 254,361 2,738,098 人為竹林

保護帶範圍內農民種植

竹林，緊鄰水庫且地表

裸露 

 

17 寶山-土-20 254,281 2,738,103 果園 
保護帶範圍內農民種植

果園及檳榔，緊鄰水庫

且地表裸露 

 

18 寶山-土-21 254,262 2,738,324 果園 
保護帶範圍內農民種植

果園及檳榔，緊鄰水庫

且地表裸露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4-6-1 寶山水庫周邊保護帶土地利用點位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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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亦發現有部分邊坡種植檳榔樹，因

種植檳榔樹必須全面淨耕墾植，或勤於施肥

除草，或用殺草劑清除檳榔林下的雜草；其

次，由於檳榔的根系屬於淺層鬚根，下邊坡

根數多於上邊坡，根直徑則隨根的深度增加

而遞減，且不易腐爛，以致檳榔在成長過程

中根系擴張而導致表土不實，影響地表水入滲，減少地下水的補注，保

土固土效果不彰；加上檳榔的幹流量、林內穿落量與降雨量成正比率，

對於地表逕流與沖蝕有不利之影響。 

保護帶內還有其他果樹之種植，農民為增加產量、減少病蟲害與雜

草，通常需要噴灑多次農藥與肥料；有鑑於此，建議應輔導農民進行農

地水土保持，配合百喜草等草類全園種植覆蓋，或改植林木，以維護水

庫周邊之邊坡穩定、並減少泥砂與農業等污染源進入水庫。 

此外，釣客為求個人方便，常私闢道路進入庫區，並於蓄水區邊坡

架設釣魚平台，拆除甚至毀損擋土柵；因位居水庫周邊坡，建議應加強

相關法規之研擬，合理拆除平台或加以列管，減少因人為破壞而造成之

水土流失。 

 

 

 

 

 
 

4-6-2 土地超限利用現況 
本計畫參照水土保持局之土地可利用限度查定成果，據以呈現本計

畫範圍內之土地超限利用情形，目前在本計畫三座水庫中，新山、西勢

水庫並無土地可利用限度查定成果，建議主管單位應儘速辦理查定，另

寶山水庫目前已辦理查定成果如圖4-6-2所示。 
 
 

釣客私闢道路進入庫區 釣客私自架設之釣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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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4-6-2 寶山水庫土地可利用限度查定成果 

而本計畫套疊現況土地利用情形顯示，在宜林地部分仍有果園、竹

林或旱田等情形（如圖4-6-3所示），針對人為開發行為區域，建議主管

機關（水土保持局及地方政府）儘速辦理查定取締。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4-6-3 寶山水庫土地超限利用情形 

建築區（0.02ha）
果園（1.34ha）
竹林（0.87ha）
旱田（0.06ha）
闊葉林（15.19ha）

建築區（0.02ha）
果園（1.34ha）
竹林（0.87ha）
旱田（0.06ha）
闊葉林（15.19ha）

21.2013.21未調查

28.0417.48宜林地

50.7631.64宜農牧地

%面積(ha)區位

21.2013.21未調查

28.0417.48宜林地

50.7631.64宜農牧地

%面積(ha)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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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污染源調查及改善建議 
水庫優養化是近年來先進國家開始警覺並試圖解決之問題，其原因是

水源受到了氮磷之污染，造成水庫內藻類大量繁殖，蓄水水質惡化，嚴重

影響了水庫之功能與價值。而不虞匱乏之可用水量及良好之水質是現代化

國家重要的指標之一，然水庫及其集水區水質污染防制需藉由調查、分析

保護區內之各項污染源與污染量，再依據實際或推估之污染負荷量及水

文、地文等資料，以水質模式進行分析、推估水體（河川或水庫）的涵容

能力後，應用模式作為評估之工具，研擬水庫及其集水區水質污染防制計

畫。 

水庫水質方面，本計畫蒐集行政院環保署所做之水質檢驗報告，並利

用卡爾森優養指數(CTSI)評估水庫水質優養化，此法係根據透明度、水中

葉綠素a及總磷量含量等，其中CTSI＜40為貧養；40＜CTSI＜50為中養；

CTSI＞50為優養水質。 

而在污染量推估方面，水庫水質污染來源包括分點源污染及非點源污

染，點源污染包括生活污水、畜牧污水、事業廢水及遊憩污水等，而非點

源污染係指在降雨期間雨水淋洗地面，將晴天時累積於地面的污染物沖刷

進入水體。由於本計畫三座水庫中，新山及寶山水庫均屬離槽水庫，主要

水源來自基隆河及頭前溪，據前期規劃報告指出，主要污染來源均由越域

引水帶入水庫中，另外本計畫三座水庫集水區之土地利用大部分以林地為

主，其產生之環境背景污染以總磷為主，因此本計畫將以水庫水質總磷量

作為水質污染指標，並藉以推估保護帶施設之成效。 

4-7-1 水庫水質現況 
根據行政院環保署所公布之水庫水體水質檢驗資料顯示，環保署於

新山水庫設立兩個水質檢驗站（如圖4-7-1），西勢水庫設立一個水質檢

驗站，而寶山水庫設立四個水質檢驗站（如圖4-7-2）。 

本計畫取得上述水質資料，利用卡爾森優養指數(CTSI)評估水庫水

質優養化。以往水質檢驗資料如圖4-7-3、4-7-4及4-7-5所示，近年來新

山水庫水質受到基隆河流域開始控制污染，水庫水質反映，已逐年降至

中養至貧養之間，西勢水庫亦持續維持在中養至貧養之間，寶山水庫整

體平均卡爾森優養指數均高於40，顯示水質介於中養與優養水質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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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環保署及本計畫整理 

圖 4-7-1 新山水庫水質檢驗站位置 

 

 

 

 

 

 

 

 

 

 
資料來源：環保署及本計畫整理 

圖 4-7-2 寶山水庫水質檢驗站位置 
 

新山水庫一 

新山水庫二 

寶山水庫一 

寶山水庫二 

寶山水庫三 

寶山水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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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環保署及本計畫整理 

圖 4-7-3 新山水庫水質優養化指數歷年變化情形 
 
 
 
 
 
 
 
 
 
 
 
 
 
 
 
 
 

資料來源：環保署及本計畫整理 

圖 4-7-4 西勢水庫水質優養化指數歷年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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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環保署及本計畫整理 

圖 4-7-5 寶山水庫水質優養化指數歷年變化情形 

4-7-2 水庫集水區污染量 

一、新山水庫 

非點源污染負荷推估的方法繁多，主要區分以承受水體或以地表污

染物為對象兩大類，依據「新山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2005)」採用地表

污染物為對象之單位面積輸出係數法來推估。單位面積輸出係數法係依

水庫集水區各類的土地利用型態之面積乘上不同土地利用之污染物種

類單位面積污染輸出係數（kg/ha-yr），即可得到各土地利用型態之污

染物的負荷量。該方法推估過程雖然簡單，但由於單位面積污染輸出係

數一般均在土地利用均勻的小區域經實測而得，因此在應用層面上可適

用於新山水庫小集水區作規劃用。 

表4-7-1為各類土地利用型態之污染物單位面積污染輸出係數值，新

山水庫集水區土地利用型態以林地居多，佔83.77公頃，其他荒地為8.61
公頃，草地為4.58公頃，荒地與草地為自然型態均以林地之土地利用型

態來估算。另竹林佔3.98公頃，由於此處是人為開發，因此類比為檳榔

園型態來計算，結果可得新山水庫集水區每年因降雨產生的總磷負荷量

為25.51 kg，總氮負荷量為214.4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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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1 各類土地利用型態之污染物單位面積污染輸出係數 
（單位：kg/ha） 

土地利用 
污染物 茶園 果園 林地 檳榔園 農地 

總磷 2 1 0.25 0.32 0.5 
總氮 20.2 26 1.6 14.9 16 
生化需氧量 5.5 18 5 － － 
懸浮固體 104 129.4 85 100.1  

資料來源：新山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2005） 

二、西勢水庫 

西勢水庫點源污染來源相當少，主要為水庫集水區之非點源污染。

其土地利用型態以闊葉林居多，佔557.08公頃，其次為針葉林75.64公
頃、草地4.67公頃、水體（水庫+河流）為8.61公頃、道路及荒地為0.37
公頃。由於闊葉林、針葉林與草地均為自然型態，故皆以林地型態來估

算。依據「西勢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2005)」，西勢水庫每年因降雨產

生的總磷負荷量為158.22 kg，總氮負荷量為1,012.6 kg。 

三、寶山水庫 

寶山水庫集水區由於尚有居民，故污染來源應包括點源及非點源污

染，因此應該分開評估；欲先推求計畫區內主要點源污染，如生活污水、

畜牧污水、事業廢水及遊憩污水等需蒐集計畫區內行政區最新之相關統

計數據，合理推估計畫區內點源污染量之分布。 

(一)點源污染量推估 

依據「寶山水庫集水區整體治理調查規劃(2005)」顯示該集水區內

並無工廠、且不開放遊客遊憩，另外據現地調查顯示集水區內有一戶小

型養猪場，因此依據計畫區之點源污染量，經由對環境背景資料之調查

掌握及上述點源污染推估，集水區之點源污染主要為家庭廢水，推估寶

山水庫集水區之各類點源污染推估結果，如表4-7-2。 

至於在流達污染量方面，考量郊區之流達率一般介於0.1～0.6，本

計畫取其平均值0.35。由上述推估的污染量乘上流達率後，寶山水庫集

水區的氨氮流達量約0.330公噸/年，總磷的流達量約為0.123公噸/年，

BOD的流達量約為1.615公噸/年，SS的流達量約為2.573公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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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2 寶山水庫集水區點源污染量推估 
 
 
 
 
 
 

資料來源：寶山水庫集水區整體治理調查規劃（2005） 

(二)非點源污染推估 

目前寶山水庫集水區土地利用型態，除林地外，主要利用類型以農

業使用為主，考量模式之適用性，前述規劃報告建議採用「AGNPS」模

式進行分析，以求得集水區之營養鹽(氮、磷)及COD產量。 

1. AGNPS模式參數輸入 

採用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林昭遠教授開發之「WinGrid 集水區

資訊系統」中「AGNPS模式參數輸入」模組。AGNPS模式參數輸入

係針對AGNPS模式(版本4及5)所需參數進行轉換，其程式介面如圖

4-7-6，參數輸入說明如下： 

 
 
 
 
 
 
 
 
 
 
 
 
 
 
 
 

圖 4-7-6 AGNPS 模式參數輸入介面 

污染別 總磷 氨氮 BOD SS
家庭污染量 0.139 0.502 2.788 2.788
工業污染量 0.000 0.000 0.000 0.000
畜牧污染量 0.212 0.442 1.825 4.563
遊憩污染量 0.000 0.000 0.000 0.000

小計 0.351 0.944 4.613 7.351

（單位：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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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輸入流向檔：輸入經由集水區邊界處理的流向檔，當使用者輸入流

向檔，系統依據正規化原則自動產生輸出資料檔(agnps)、索引檔

(agnps)的檔名，使用者可依需求修改之。 

(2)輸入逕流曲線值(SCS Curve Number) 

推求直接逕流量所需之水文參數，該值與植生覆蓋度與種類有

關。常用SCS值詳表4-7-3。 

表 4-7-3 常用逕流曲線值(SCS)參考表 
 
 
 
 
 
 
 
 
 
 
 
 
 
 
 
 
 
 
 
 

(3)輸入Land Slope：輸入數值地形資料(DTM)分析之坡度檔。 

(4)輸入坡型(Slope Shape) 

用來表示網格內主要坡型，「輸入值1」代表均勻坡；「輸入值2」
代表凸坡；「輸入值3」代表凹坡，若所切取之網格面積不大，以均

勻坡來計算。 

(5)輸入坡長 (Slope Length)：WinGrid系統內定為公制單位；由於

土壤群1
(砂土)

土壤群2
(坋土)

土壤群3
(粘土)

土壤群4
(泥碳土)

休閒狀況 0.22 77 86 91 94
行栽作物

      上下行栽 0.05 67 78 85 89
      等高行栽 0.29 65 75 82 86
穀類作物 0.29 63 74 82 85
豆科或輪作草地 0.29 58 72 81 85
放牧地

      不毛之地 0.01 68 79 86 89
      適當的 0.15 49 69 79 84
      良好的 0.22 39 61 74 80
永久草地 0.59 30 58 71 78
林木地 0.29 36 60 73 79
森林地且有很厚的枯枝落葉層 0.59 25 55 70 77
農場 0.01 59 74 82 86
都市地區 0.01 72 79 85 88
草溝 1 49 69 79 84
水面 0 100 100 100 100
沼澤區 0 85 85 85 85
動物圈養地  
       沒有表面舖設 91 91 91 91
       有表面舖設 94 94 94 94
建築區 100 100 100 100

土地利用狀況 地表狀況值

逕流曲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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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NPS模式內定的單位為英吋，參數輸入程式將自動轉換為英制單

元。此一欄位亦可輸入數值地形資料(DTM)分析之坡長檔。 

(6)輸入曼寧粗糙係數(Overland Mannings) 

不同土地利用狀況下，暴雨時渠道曼寧粗糙係數如表4-7-4。假

如網格內沒有明顯渠道，選擇主要土地利用表面狀況之值。。 

(7)輸入土壤沖蝕性因子(K-factor)：為土壤內在特性所反應抗蝕能力之

定量值，亦稱為土壤沖蝕指數，系統內定為0.28 t.ha.yr/ha.MJ.mm，

程式會將其轉換為英制單位，此一欄位亦可輸入K因子的網格檔。

(註：K-factor公制轉英制需除以0.1317) 

(8)輸入地表植物覆蓋因子(C-factor)：此為水土保持之C因子，由影像

資料、現場調查等獲得之土地利用分類結果來取得地表植物覆蓋因

子。系統內定為0.5000，亦可輸入網格檔。 

(9)輸入水土保持措施因子(P-factor)：此為水土保持之P因子，水土保

持因子P值係指現有田間之耕作方式、措施或水土保持方法下與標

準試區之土壤流失量之比值。系統內定為1.00，亦可輸入網格檔。 

(10)輸入地表狀況常數(Surface condition)：暴雨時土地利用狀況，其

值可由表3-5-7中「地表狀況值」查得，系統內定為0.29，亦可輸入

網格檔。 

(11)輸入化學需氧量因子(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 Factor：
不同土地利用下之COD如表4-7-5。 

(12)輸入土壤質地(Soil Texture)：分析網格內主要土壤之質地，質地

之等級和編號如表4-7-6。系統內定為2，亦可輸入網格檔。 

(13)輸入施肥程度(Fertilizer Indicator)：以數字表示施肥程度，詳表

4-7-7。 

(14)輸入肥料有效性因子(Pesticide Indicator)：肥料留存於表土之百

分比。 

(15)輸入定點污染指標(Point Source Indicator)：分析網格是否有點源

污染，以0(無)與1(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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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4 曼寧粗糙係數 
 
 
 
 
 
 
 
 
 
 
 
 
 
 
 
 
 
 
 
 
 
 
 
 
 
 
 
 
 
 
 
 
 
 
 
 

資料來源：AGNPS 操作手冊 

描述 n
天然覆蓋

挖開的渠道

        普通混凝土 0.013
        筆直、均勻且清澈之土溝 0.022
        與上述相同，但有少許短草 0.027
        彎曲，水流緩慢且沒有植生之土溝 0.025
        與上述相同，但有少許之草或雜草 0.030
        沒有維護之渠道，內有雜草和樹叢 0.080
天然河道

        乾淨，筆直，沒有裂隙或深池 0.030
        乾淨，彎曲，有些深池和淺灘 0.040
        乾淨，彎曲，有些雜草、石頭和水池 0.048
        流動緩慢且有雜草和深池 0.070
耕作與水道

平滑   裸露之土壤

        小於1英吋深 0.030
        1~2英吋深 0.033
        2~4英吋深 0.038
        4~6英吋深 0.045
玉米桿(假設作物殘株留在耕地上，且沒被沖刷掉)
        1    ton/acre 0.050
        2    ton/acre 0.075
        3    ton/acre 0.100
        4    ton/acre 0.130
麥桿(假設作物殘株留在耕地上，且沒被沖刷掉)
        1     ton/acre 0.060
        1.5  ton/acre 0.100
        2     ton/acre 0.150
        4     ton/acre 0.250
草(假設草是直立的，且與水流一樣高)
        稀疏 0.040
        很少 0.050
        適中 0.060
        良好 0.080
        優良 0.130
        稠密 0.200
        很稠密 0.300
穀類(20%完全成熟─行裡有水)
        不良，(7-inch行) 0.130
        不良，(14-inch行) 0.130
        良好，(7-inch行) 0.300
        良好，(14-inch行) 0.200
水域或沼澤 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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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5 不同土地利用下之 COD 採用值 
 
 
 
 
 
 
 
 
 
 
 
 

資料來源：AGNPS 操作手冊 

 

表 4-7-6 土壤質地之等級和編號 
 
 
 
 
 
 

資料來源：AGNPS 操作手冊 

 

表 4-7-7 施肥程度輸入參考表 
 
 
 
 
 
 

資料來源：AGNPS 操作手冊 

 

(16)輸入蝕溝源程度(Additional Erosion)：分析網格是否有蝕溝，以

0(無)與1(有)表示。 

土地利用類別 COD(mg/l)
水 0
林地 65
果樹 170
竹林 70
茶園 170
草地 60
其他(非作物地) 80
行栽作物 170
小粒穀類作物 80
休耕地 115
農場或非住宅之鄉村區 80
沼澤 25

質地 編號

水 0
砂土 1
坋土 2
粘土 3
泥碳土 4

N(lb/acer) N(kg/ha) P(lb/acer) P(kg/ha)
無 0 0 0 0 0
低 50 56 20 22 1
中 100 112 40 45 2
高 200 224 80 90 3

施肥程度 輸入數字
施肥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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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輸入積水地指標(Impoundment Indicator)：分析網格是否有積水

地，以0(無)與1(有)表示。 

(18)輸入渠道指標(Channel Indicator)：分析網格是否有有渠道，以

0(無)與1(有)表示。 

(19)輸出資料檔[.DAT]：輸出AGNPS模式的資料檔，其正規化的檔名

程式內定為agnps，需注意AGNPS模式為DOS程式，有8個字元長

度檔名的限制。 

(20)輸出索引檔[.IDX]：輸出AGNPS模式的資料檔，其正規化的檔名

程式內定為agnps，為記錄各網格的編號，以作為AGNPS模式圖層

轉換程式之用。 

(21)分析結果：使用者可用「公用程式/文字編輯器」來瀏覽建立的資

料檔 (demo-flw-agnps.dat)。將資料檔拷貝至AGNPS模式的目錄

下，並更名為demo.dat，啟動AGNPS模式，將demo.dat輸入AGNPS
模式中進行模擬，或者開啟DOS視窗以＂agrun demo.dat 0 0 0＂
指令進行模擬，其模擬結果為demo.nps。demo.nps為一般文字檔，

可用「公用程式/文字編輯器」開啟瀏覽，並可用AGNPS模式圖層

轉換程式，將其轉換為[.LAN]網格檔。 
 

該計畫將寶山水庫集水區內依其地形特性及水系劃分六個集污分

區(詳圖4-7-7)，並根據不同土地利用型態與AGNPS模式相關因子，推估

各集水區非點源之單位負荷量，將各污染分區之單位負荷量乘上該分區

面積，即可得該分區之N、P及COD污染量，最後將污染量累加即為整

個集水區之非點源污染總量，詳表4-7-3。 

依推估結果，以第4分區為最高(N=284.65kg；P=135.46kg)，其次

為第2分區(N=21.83kg；P=12.54kg)；同時配合現況土地利用發現，上

述二分區土地利用主要以果園及竹林(人為種植)為主，建議進行保護帶

劃設、結構性最佳管理作業(BMPs)等降低營養鹽進入水體，減輕水庫優

養化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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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寶山水庫集水區整體治理調查規劃（2005） 

圖 4-7-7 寶山水庫非點源污染集污分區 
 

表 4-7-8 寶山水庫集水區非點源污染量推估表 
 
 
 
 
 
 
 
 
 
 
 
 

資料來源：寶山水庫集水區整體治理調查規劃（2005） 

 

4-7-3 總污染量推估 
為確實有效控制並管理水庫集水區之污染及優養化問題，水庫管理

單位除應進行集水區污染管制並建立完善之地理資訊資料庫之外，更應

在管理系統中增加水質分析之功能。 

項目 集水區
子集污

分區1
子集污

分區 2
子集污

分區 3
子集污

分區4
子集污

分區5
子集污

分區6
面積(ha) 319.74 37.16 38.56 34.36 138.83 29.45 41.37
單位負荷N(kg/ha) 1.12 0.38 0.57 0.18 2.05 0.42 0.46
總N(kg) 358.11 14.25 21.83 6.16 284.64 12.37 18.87
逕流中可溶性總N(kg/ha) 0.01 0.02 0.02 0.03 0.01 0.04 0.02
逕流中可溶性N濃度(ppm) 0.01 0.06 0.04 0.08 0.02 0.09 0.05
單位負荷P(kg/ha) 0.56 0.24 0.33 0.08 0.98 0.27 0.27
總P(kg) 179.05 9.06 12.54 2.79 135.46 7.98 11.21
逕流中可溶性總P(kg/ha) 0 0.01 0 0.01 0 0.01 0
逕流中可溶性P濃度(ppm) 0 0.01 0.01 0.02 0 0.02 0.01
單位負荷COD(kg/ha) 0 0 0 0 0 0 0
總COD(kg) 0 0 0 0 0 0 0
逕流中可溶性COD濃度(ppm) 0.01 0 0 0 0 0 0

1

6

5

4

3

2 1

6

5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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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lenweider`s Formula係假設水庫水體為完全混和之狀態，因此可

簡化為一個零維度(Zero dimension)的水質模式，該模式可建立單一營養

鹽(如磷)與水庫優養狀態之關係，在工程應用上較為簡便亦不失去其準確

性。基於水質分析及污染量管理層面之考量，本計畫將應用該模式進行

總磷濃度之推估外，也針對各水庫集水區之污染負荷削減量做一通盤之

建議與檢討。 

一、水庫內總磷負荷量 

本研究以簡化零維模式Vollenweider Model作為水庫水質優養分析

工具，此模式乃利用質量平衡方法，將水庫視為一個完全混合水體，考

慮污染物質之流入、流出、沉降與消失，可求得水域中之平均總磷濃度，

對水庫水質作一初步探討。 

湖泊水庫之優養受下列因素之影響：(1)太陽幅射，(2)水體之幾何性

質(例如表面積、底部面積、水深、體積)，(3)流量、流速、延散，(4)水
溫，(5)養份(磷、氮、矽)，及(6)浮游植物(葉綠素a)等。 

Vollenweider 模式(1968)為零維總磷質量平衡模式，此模式通常以

模擬總磷為主，假設：(1)湖泊、水庫為完全混合水體，(2)穩定狀態(steady 
state condition)，代表年或季節平均情況，(3)水體之限制營養源為總

磷，並以總磷來判定水體之優養等級。 

利用質量平衡之原理，總磷之模式可以下式代表如圖4-7-7所示： 

 

 

上式中， V =固定之水體體積［L3］ 

p=總磷濃度［M/L3］ 

t=時間［T］ 

W=總磷負荷［M/T］ 

Ks= 磷沈降係數［L/T］ 

Q=出流量［L3/T］ 
 
 
 

PQPVKW
dt
dpV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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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Thomann（1987） 

圖 4-7-8 總磷在完全混合水體之平衡示意圖 
 

在定常狀態考慮濃度不隨時間改變之情況下，dp/dt=0，得到下式， 
 
 

本計畫將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之各項水理及水質資料（水庫操作

紀錄及環保署台灣地區主要水庫水質監測計畫監測結果）代入

Vollenweider總磷平衡方程式中，得到近五年總磷之年平均負荷量如表

4-7-9、表4-7-10及表4-7-11所示，其中由於西勢水庫90年並無水質總磷

檢驗資料，故該年度資料缺測。本計畫將利用上述水庫總磷年負荷量作

為評估基準，藉以評估後續保護帶治理後水質改善成效。 
 

表 4-7-9 新山水庫總磷年負荷量推估結果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年度 水位(M) 水深(M) Ks 流量(M3) 蓄水容積(M3) 磷濃度(μg/ml) 磷負荷量(Kg)
90 74.65    30.09    0.33    8,230,000     9,750,000    19.36             222.06         
91 83.00    38.44    0.26    9,900,000     9,750,000    36.00             447.71         
92 77.51    32.95    0.30    7,410,000     9,750,000    20.33             210.80         
93 82.99    38.43    0.26    12,160,000   9,750,000    20.00             293.94         
94 82.90    38.34    0.26    10,256,000   9,750,000    14.25             182.39         

年平均 80.21    35.65    0.28    9,591,200     9,750,000    21.99             271.38         

VKQ
WP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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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10 西勢水庫總磷年負荷量推估結果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表 4-7-11 寶山水庫總磷年負荷量推估結果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4-7-4 改善建議 

一、植物緩衝帶配置 

利用不同植物群落所構成之植物緩衝帶，攔截逕流水中之農藥、肥

料、營養鹽與重金屬等污染物，並可有效減少表層土壤沖蝕；本計畫三

座水庫森林鬱閉度均可達70％以上，水庫保護帶本身即為天然之植物緩

衝帶，尤其新山、西勢水庫內無人為開發，更可發揮其之功效。 

二、保護帶界樁、攔污柵之設置 

水庫保護帶正式劃設、公告後，應於水庫周邊設立保護帶界樁與攔

污柵，並定期派員巡視，如發現有損壞、脫漆、雜草叢生等情形，應立

即加以維護，以維持界線明確，防止農民越界佔墾，減少紛爭產生。 

三、定期辦理水質監測 

擬訂水質監測計畫長期執行，建立完整之水質資料庫，以了解水質

現況與各計畫整治成效，並做為水質模式之參數檢定、模式驗證及研訂

污染整治措施之作業依據。 

年度 水位(M) 水深(M) Ks 流量(M3) 蓄水容積(M3) 磷濃度(μg/ml) 磷負荷量(Kg)
90 70.70    9.40      1.06    14,230,000  437,000       -               
91 72.08    10.78    0.93    8,690,000    437,000       14.67             133.43         
92 68.18    6.88      1.45    8,420,000    437,000       13.75             124.51         
93 72.08    10.78    0.93    7,980,000    437,000       20.65             173.16         
94 71.95    10.65    0.94    16,402,000  437,000       14.97             251.68         

年平均 71.00    9.70      1.06    11,144,400  437,000       16.01             136.56         

年度 水位(M) 水深(M) Ks 流量(M3) 蓄水容積(M3) 磷濃度(μg/ml) 磷負荷量(Kg)
90 140.18  15.17    0.66    25,326,000   4,551,000    32.01           906.72         
91 139.35  14.34    0.70    24,308,000   4,161,000    16.67           453.59         
92 139.29  14.28    0.70    28,727,000   4,046,200    23.11           729.36         
93 141.37  16.36    0.61    32,217,500   4,279,700    30.86           1,074.96      
94 141.03  16.02    0.62    29,329,000   4,280,800    30.82           986.28         

年平均 140.24  15.23    0.66    27,981,500   4,263,740    26.69           8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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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強農民輔導與教育宣導之推廣 

寶山水庫區內以私有地為主，其中水庫周邊農業活動約佔25％，另

有釣客私闢小徑或私設釣魚平台，對水庫皆有不良之影響，故有加強教

育宣導之必要，並建議主管機關應加強超限利用地之取締，輔導農民改

植林木、加強水庫周邊水土保持工作之執行，藉以落實環境資源保育，

達到永續發展之長遠目標。 
 

4-8 土壤沖蝕量推估 
由於水庫保護帶過濾泥砂之範圍，並非擴及整個水庫集水區，其有效

範圍應止於水庫蓄水周邊之集水範圍，因此本計畫將推估新山、西勢及寶

山水庫之土壤沖蝕量，藉以評估保護帶設立成效。 

本計畫採用ArcGis地理資訊系統，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山坡地土

壤流失量之估算，得採用通用土壤流失公式(USLE)，其公式如下：  

Am= Rm×Km ×L ×S×C×P 

式中： 

Am：土壤流失量(tons/ha/yr) 

Rm：降雨沖蝕指數(Mj-mm/ha-hr-yr) 

Km：土壤沖蝕指數(tons-ha-hr-yr/Mj-mm-ha-yr) 

L ：坡長因子 

S ：坡度因子 

C ：覆蓋與管理因子 

P ：水土保持處理因子 

一、降雨沖蝕指數(Rm) 

降雨沖蝕指數(Rm)係由黃俊德(1979)分析本省八個氣象站(基隆、新

竹、台中、日月潭、高雄、恆春、台東及花蓮)20年的自記日雨量記錄，

並以全台灣200個雨量站的月雨量資料為輔，利用這些氣象站之記錄以

非線性迴歸方程式求算各地雨量與年降雨沖蝕指數的關係，建立臺灣本

島的年平均降雨沖蝕指數，利用地理統計可求算台灣地區年平均降雨沖

蝕指數等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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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壤沖蝕指數(Km) 

土壤沖蝕指數(Km)係採用萬鑫森、黃俊義(1981、1989)所調查之台

灣坡地土壤沖蝕指數值，利用地理統計可求算台灣地區土壤沖蝕指數等

值圖。 

三、坡長因子(L) 

通用土壤流失公式中，坡長因子(L)係採用Wischmeier and Smith 
(1965)之計算式： L=(l/22.13)m；式中l為地表漫地流之流長(公尺)，m
隨著坡地的坡度而改變，Wischmeier and Smith (1978)分析指出：當坡

地坡度小於1%時，m=0.2；當坡度介於1%與3%之間時，m=0.3；當坡

度介於3%與5%之間時，m=0.4；而當坡地坡度大於5%時，m=0.5。地

表漫地流之流長係由地表逕流開始發生的地點起算，至沖蝕的土壤發生

明顯淤積或至匯集逕流水之渠道為止，其間的水平投影距離。 

坡長因子之計算，除了田間小規模樣區試驗可直接量測之外；若以

集水區為考量，多數學者係以固定坡長或網格大小來估算，至目前為止

並無學者對集水區之坡長提出合理的計算。本研究假設集水區坡面受到

地面窪蓄、入滲等作用以及山溝、道路排水側溝等之截流，地表漫地流

之流長甚少超過100公尺，以及一般坡地安全排水，超過100公尺即需分

段排水，否則逕流集中易形成蝕溝之條件下；以數值高程模型，利用排

水流向之觀念，撰寫程式萃取集水區漫地流與渠道流(為安全與方便計

算，地表水之流長若超過100公尺時，可視為渠道流)之空間分布。藉由

集水區漫地流之流長，利用USLE坡長因子之算式，自動萃取集水區之

坡長因子，供坡面土壤流失量及泥砂產量之合理評估。 

由於評估集水區之地形係利用台灣地區數值高程模型，網格解析度

為40m×40m所產生。若以地表水之流向為指標，累計流長在兩個網格以

下者可視為漫地流，以此來估算集水區之坡長分布；累計流長超過兩個

網格時視為渠道流。 

四、坡度因子(S) 

坡度因子係計算各網格之平均坡度 (θ )，再以Wischmeier and 
Smith (1978)所提出之坡度因子公式：S=65.4sin2θ+4.56sinθ+0.0654
求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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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覆蓋與管理因子(C) 

由於台灣地區之C值尚無資料庫可資利用，本計畫參照本計畫判釋

之崩塌地及現況土地利用之資料轉換為C值，其土地利用狀況與C值之間

關係參考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之規定，如表4-8-1所示。 

表 4-8-1 地表及植被狀況與 C 值 
土地利用 C 值 土地利用 C 值 
水田 0.10 開墾地 0.25 
水池 0.00 溪流 0.00 
竹林 0.01 道路 0.00 
旱田 0.25 墓地 0.01 
果園 0.20 鳳梨 0.20 
建築區 0.01 闊葉林 0.01 
荒地 0.05 檳榔 0.10 
草生地 0.05 雞猪舍寮 0.10 
針葉林 0.01 灌木林 0.01 
崩塌地 1.00 

六、水土保持處理因子(P) 

以最危險狀態為考量，即假設在無任何水土保持處理之狀態下(P=1)
進行評估。 

七、泥砂遞移率 

集水區泥砂經由沖蝕傳輸至下游出口處者，謂之集水區泥砂產量；

此與集水區總沖蝕量不同。在某一時期內通過溝渠或河流某一斷面之輸

砂量與該斷面以上之集水區總沖蝕量之比，稱為泥砂遞移率(Sediment 
Delivery Ratio, SDR)。因渠道崩塌量與河床輸砂量不易量測；加上泥砂

遞移率牽涉到時間與空間的尺度，河床質之遞移需以較大重現期距之逕

流水方能將其帶動，致集水區渠道沖蝕量無法如坡面土壤流失量可用

USLE公式簡易的以年平均值來加以評估。而坡面泥砂遞移率受到降

雨、土壤、地形、植生與人為等因子之影響極大，因子間亦存在著交感

效應，實用上並無法逐一考量。為簡易計算坡面泥砂之遞移率，假設坡

面泥砂主要係由坡面地表水所帶動，運移至渠道(常流水)而流失。依此

一假設及泥砂遞移率之定義，泥砂遞移率可視為某格點對最接近渠道格

點之泥砂貢獻量，若將泥砂貢獻量用網路上游流入面積表示，則網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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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流入面積愈大，其產生的逕流量亦愈大，愈能將泥砂帶至河道。因此，

集水區坡面上任一格點之泥砂遞移率，可視為該格點上游流入面積與該

格點流至最接近渠道之上游流入面積之比值；意即濱水區愈靠近渠道之

格點，其坡面沖蝕之泥砂愈容易進入渠道，而增加河道之泥砂產量，故

泥砂遞移率愈高。集水區之坡面泥砂產量(Ys)可由集水區坡面土壤流失

量(Am)與坡面泥砂遞移率(SDR)之乘積(Ys=Am*SDR)來推算(林昭遠及林

文賜，1999)，藉由網格之排水流向可計算每個網格之泥砂遞移率。 

八、土壤沖蝕量分析 

根據上述的計算過程，本計畫推估出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土壤沖

蝕量如表4-8-2及圖4-8-1、圖4-8-2及圖4-8-3所示，並與前期規劃報告推

估成果比較顯示，新山及西勢水庫由於集水區內土地利用改變不大，故

推估成果相去不遠，另外寶山水庫2005年規劃時崩塌地仍多，據本計畫

現地調查顯示，崩塌地多已恢復植生，故其土壤沖蝕量減少。 

表 4-8-2 本計畫三座水庫集水區土壤沖蝕量推估 

 

 

 

 
資料來源：台灣省自來水公司及本計畫整理 

 

大部分地表逕流為先流向坑溝、野溪、溪流後匯集，再流往水庫，

故上游集水區所產生之泥砂並未經過保護帶之過濾，僅少部分位於蓄水

周遭附近之坡地，地表逕流會通過保護帶而有過濾泥砂之功效。因此本

計畫三座水庫之保護帶可過濾泥砂之範圍如圖4-8-1、圖4-8-2及圖4-8-3
所示，其中新山水庫由於集水區面積較小，地表逕流均視為直接流入水

庫中，西勢水庫則可分為上游楠仔溪、阿文溪兩個子集水區及下游水庫

保護帶可過濾之子集水區，寶山水庫亦然，分為兩個部分，各水庫保護

帶控制範圍面積及該範圍所產生土壤沖蝕量如表4-8-3所示。 
 
 

94年規劃成果

土壤沖蝕量m3
土壤沖蝕量m3 平均土壤

沖蝕深度(mm)
新山水庫 373.00 404.76              0.47                  
西勢水庫 2301.00 2,599.34           0.45                  
寶山水庫 8475.00 7,215.50           2.39                  

本計畫推估成果



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保育計畫

 

 
 

4-59

表 4-8-3 本計畫三座水庫保護帶可過濾泥砂範圍之土壤沖蝕量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4-8-1 新山水庫土壤沖蝕量推估成果 

圖             例
水庫蓄水範圍

保護帶 50m
新山水庫集水區

土壤沖蝕量 m3 

High：674.528

Low：0 

保護帶可過濾泥砂

之範圍面積(ha) 土壤沖蝕量(m3/年)

新山水庫 160.00                          404.76                           
西勢水庫 57.08                            257.64                           
寶山水庫 256.67                          6,3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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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2 西勢水庫土壤沖蝕量推估成果 
 
 
 
 
 
 
 
 
 
 
 
 
 
 
 
 
 
 

圖 4-8-3 寶山水庫土壤沖蝕量推估成果 

保護帶泥砂

過濾範圍 

非保護帶泥

砂過濾範圍

圖           例
水庫蓄水範圍

保護帶 50m
寶山水庫集水區

土壤沖蝕量 m3

High：678.92

Low：0

圖            例
水庫蓄水範圍

保護帶 50m
西勢水庫集水區

土壤沖蝕量 m3

High：1009.77

Low：0 

保護帶泥砂過濾範圍 

非保護帶泥砂過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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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計畫範圍治理對策 

5-1 整體治理規劃構想 

5-1-1 規劃目標及成效 

一、規劃目標：優先以建立土地現況資料、蓄水範圍及保護帶劃設為主，

降低流域內之自然災害、確保水資源利用。 

二、成效指標： 

(一)保護帶泥砂、污染源生產減量 

(二)水質改善與優養控制。 

三、願景： 

近期-以林地維護及崩塌地治理、水質改善、水土保持、野溪蝕溝治理為

主，建立蓄水區及保護帶治理，避免水利、林務、環保、水保等治

理工程重複。 

中期-營造自然環境的多樣化，防災保育並重。 

長期-蓄水保土，合理土地利用，提升流域景觀及空間和諧。 

5-1-2 基本理念 

一、以蓄水保土為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含主要河川）災害治理手段，

減少下游水庫的水土負擔。 

二、主要河川治理、野溪及崩塌地調查，並藉由邊坡安定、水土保持計畫

整理及新建護岸達到治理之功效；並於適當位置設置防砂壩以攔蓄土

砂。 

三、野溪治理除與既設銜接者必須採取同形式的斷面外，其餘新設部分儘

可能以整體自然工法規劃設計，以構造物安全為優先考量。對於溪流

凹岸處採用剛性構造物，加深基腳防止溪流淘刷造成損壞，以造成深

潭；而於溪流直線段水流較平緩處，則採用緩坡式護岸，以達親水之

功效。 

四、崩塌地最主要之處理原則為防患二次災害之發生，而二次崩塌災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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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則為降雨及人為之擾動，因此崩塌地處理原則為降低降雨對

坡面沖蝕影響及降雨之入滲。 

五、道路災害主要因野溪沖蝕造成路基流失，或因邊坡不穩定造成崩塌引

起，因此治理原則為清除坍方並以擋土牆穩定坡腳配合排水溝治理；

而道路下邊坡治理則需配合護岸整治以穩固路基。 

六、林地維護計畫主要在原地形栽種原生樹種為主，使緩衝帶具有景觀營

造、防災及過濾污染物之功效。 

七、治理措施儘量採用生態工法，在陡坡有滑動地區及需高度安全保護地

區，方以傳統治理工法治理，無安全考量區域或無保全對象著盡量以

自然復育為主，避免人為擾動，並加以考量綠美化及生態保育。 

 

5-2 經營管理計畫 

5-2-1 經營管理範圍 
本計畫係依據「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辦理，水庫管理單位及水利

署管理範圍為蓄水範圍及其保護帶範圍內，而依據「水庫蓄水範圍使用

管理辦法」第3條規定，所稱水庫蓄水範圍（以下簡稱蓄水範圍），指水

庫設計最高洪水位與其迴水所及蓄水域、水庫相關重要設施之土地與水

面及必要之保護帶。 

5-2-2 管理計畫 

一、經營管理模式 

政府對水資源的現階段政策為「保育水土資源，落實永續發展，加

強經營管理，有效利用資源」。即保育重於利用、管理重於開發。 

政府政策內容雖然明確，但缺乏強有力的經營策略與管理機制，致

使水資源保育政策難予落實。整理相關法令規章後，將經營及管理模式

分述如下： 

(一)運用都市計畫為工具，以不影響水源保護之前提下，依據各地區不

同程度之發展需求及保護目的，劃設不同之分區，並予以不同程度

的管制，可以做到分區分級管制之目的。依都市計畫法規定，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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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辦理個案變更及定期通盤檢討，是具有彈性的分級分區管理模式。 

(二)水源區一般都存在著坡地崩塌、土壤沖蝕等問題，為有效解決上述

因素，並防止大量土砂下移至水庫區，水庫管理機關均持續執行防

砂工程、崩塌地處理、溪流整治等水土保持工作。囿於政府預算額

度所限，水土保持工作更需運用智慧妥為規劃，使最少的經費發揮

最大的效益。 

(三)造林除可減低表土沖蝕，對水庫壽命及水源之涵養具有正面之功

效。管理單位應將水源區內不當使用之土地，儘速收回後予以造林。 

(四)家庭廢污水自然往河川排放，直接對水體造成嚴重影響，需儘速興

建污水下水道，排除此污染源。而下水道之興建因屬都市型建設，

用在偏遠且高低起伏大之水源區，在設計尚需作調整考量。另污水

下水道系統之營運管理上亟需專業技術人力，在組織編制人力無法

擴編及技術考量下，可委由民間機構代為操作維護。 

(五)水源保護政策既然屬於管制性政策，於執行過程中與受管制者之關

係常存在著各種不合作之型態，而「使用者付費，受限者得償」，

已經是大眾所能接受的共識，在管理制度上，絕對有必要納入「回

饋」相關辦法以消弭兩者間之衝突與不滿。如：(1)自來水法第12條：

水質水量保護區域內，有貽害水質水量者，得通知拆除、改善或改

變使用。其所受之損失，由自來水事業補償之；(2)自來水法第12-1
條：水質水量保護區之土地應視限制程度減免相關稅賦；(3)自來水

法第12-2條：於水質水量保護區內之公用事業取水者，應向中央主

管機關繳交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工業用水或公共給水之公用事業，

可於其公用事業費用外附徵5%～15%之費額；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得

納入中央主管機關水資源相關基金管理運用。 

(六)水庫興建後為維護水庫水質，對集水區內土地之使用必須採取限制

手段，衝突自難倖免；加以牽涉法令甚多，整合不易；對既得利益

者而言，反彈聲浪甚囂塵上。如能引進當地民眾為協助執法者，化

阻力為助力，對整個管制工作將有結構性的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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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管理辦法 

由於本計畫僅針對新山、西勢及寶山等三座水庫之蓄水範圍及保護

帶進行保育規劃，並進行保護帶初步劃設之工作，依據現有相關法令，

初步針對保護帶範圍擬定正式劃定公告前後之相關管理辦法： 

(一)保護帶公告前管理辦法 

水庫保護帶公告前之管理僅能依現有相關法令來執行，以達保育水

土之功能；另水庫集水區未來應進行辦理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故原則

上管理辦法擬定採保護帶未公告視同一般制區進行管制，茲針對保護範

圍於未公告前研擬管理辦法如下： 

1.於計畫區內，不得有下列行為：使用農藥或化學肥料有污染水庫水質

之虞，計畫區內禁止棄置垃圾、水肥、污染、酸鹼廢液、建築廢料、

或其他污染物，禁止飼養家禽、家畜，禁止使用毒品、藥品或電流捕

殺水生物及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禁止足使水污染之行為 

2.計畫區內經公告為水源特定區及風景特區者，其土地上原有建築不合

土地使用分區規定者，令准修繕外，不得增建或改建。 

3.非都市計畫區內無安全之虞之既存設施，其存在與使用亦無招致災害

或破壤環境之虞者，可得為徒來合法之使用，但其改建、增建仍須依

水土保持法第十九條第二項但書規定，不涉及一定規模以上之地貌改

變者為之。既存設施位於有土砂災害之虞的地區，應由主管機關輔導

儘速改善，以策安全。 

4.計書區內經都市計畫公告為水庫保護區及保護區者，嚴禁興建任何建

築物。 

5.未經主管機關核准許可，不得砍伐林木或開發土地及採取土石及採

礦。 

6.計畫區內之林地限制採伐。 

7.計畫區內禁止任何開發行為，但改關水資源之重大建設，不涉及一定

規模以上之地貌改變及經環境影響評估查通過之自然遊憩區，經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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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無水土災害之虞之既存農業區，可得徒來合法之使用，但其改建，增

建仍需依水土保持法第十九條二項但書規定，不涉及一定規模以上之

地貌改變者為之。有水土災害之虞之既存農業區，需輔導改善或停止

其使用，以策安全。 

9.計畫區內，若有建築物或土地使用，水庫管理機關應會商有關機關認

為有害水質水量者，得通知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於一定期間拆除、改善

或改變使用，其所受損失，依自來水法第十二條之規定，自來水事業

補償之。 

10.計畫區及鄰近區域之開發利用申請案，應先徵得水庫管理機關之同

意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始得核發開發或利用之許可，水庫管理機關得依

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350條，355條規定，於保護帶縮減區段要求設

立10公尺以上之緩衝帶。 

11.計畫區內之公、私有土地之水土保持義務人（即經營人、使用人或

所有人）應配合特定水土保持區主管機關所擬定之長期水土保持計

畫，實施水土保持處理與維護。 

(二)保護帶正式公告後之管理辦法 

本計畫僅進行三座水庫保護帶範圍之初步擬定，惟經後續計畫正式

劃定公告，保護帶成立後，必須有適當之經管機構加以管理，始能發揮

其功能，由於水庫治理機構其本身編制完整，故應為保護帶之管理機

關，為提高保護帶之效能及管理效果起見，提供六項工作說明如下： 

1.行為管制 

保護帶內之土地未經徵收或收回者，依據水土保持法第21條，管

理機關管理機關得限制或禁止其使用收益或指定其經營及保護方法。 

2.植生界線 

為使管理方便及避免保護帶附近居民超界開墾或濫伐起見，沿保

護帶上緣，栽植兩行特別大易於辦認樹木成為樹木成為樹帶。 

3.編定保安林 

依據水土保持法第20條第二項規定，水庫保護帶屬森林者，應編

為保安林，依森林法有關規定辦理，水土保持法施行細則第25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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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帶內土地屬森地區域者，特定水土保持區管理機關造冊送請主管

機關轉請中央林業主管機關依森林法編為保安林。 

4.土地使用限制 

有關保護帶土地利用限制，依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第20條規定，

保護帶範圍限制為植生造林或防砂工程使用，以維水庫安全。 

5.緩衝帶之設立 

保護帶設立後，為考量水庫集水區之經營及避免影響民眾權益，

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2003)第167條規定，開挖邊坡之坡頂或填方邊

坡之底部至毗連之界址，應設立水平距離10公尺以上或人工邊坡高度

1.5倍水平距離緩衝帶。由上述條文得知，將來保護帶外緣任何開發行

為皆可依法要求設立至少10公尺寬之緩衝帶。 

6.保護帶造林 

保護帶其屬山坡地者，依水土保持法施行細則第23條規定，特定

水土保特區主管機關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變更查定為宜林地或加強保育

地，其管理機關得加成獎勵水土保持義務人完成造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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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保護帶相關法令及治理原則 

5-3-1 集水區及保護帶治理相關法令 
由於水、土、林三大目的事業各有專屬法規，各事業主管機關因目

的事業及法源不同，其間之不協調處是可能的。惟各事業機關涉及其他

治理機關管轄業務時皆須遵照相關法令辦理會商，因此只要有完善的協

調機制，就能確保水庫集水區治理有聯合治理之效。 

水庫集水區的經營與管理工作眾多，保護帶治理及管理更是水庫發

展的命脈，其良窳更是優先取決於管理層面，唯有完善的法令與機制，

方能架構健全的集水區經營體系，茲就目前國內集水區之相關法規及管

理體制分述如下： 

一、現況法令架構 

集水區相關之法令涉及資源開發利用（含土地、礦產、森林、水資

源）、集水區及資源保育（含水、土、林及生態）、河川管理、污染及

公害處理、國有財產管理等，現況法規架構及其中央主管機關架構可示

如圖5-3-1。 

 

 

 

 

 

 

 

 

 

 

 

 

圖 5-3-1 水庫集水區管理相關之法令及其中央主管機關架構圖 

【土地等資源開發利用】

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環保署）

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
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內政部）

實業用爆炸物管理辦法（內政部）

原住民保留地開發管理辦法（內政部）

農業發展條例（農委會）

土石採取法（經濟部）

水利法（經濟部）

森林法（農委會）

礦業法（經濟部）

漁業法（農委會）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內政部）

山坡地開發建築管理辦法（內政部）

【集水區保育】

水土保持法（農委會）

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農委會）

森林法（農委會）

文化資產保存法

野生動物保護法（農委會）

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則
（農委會）

【環境保護】

水污染防治法（環保署）

飲用水管理條例（環保署）

自來水法（經濟部）

廢棄物清理法（環保署）

水體水質監測站設置及監測準則
（環保署）

環境影響評估法（環保署）

【財產管理】

工程受益費徵收條例（財政部）

︻
水
庫
管
理
︼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內政部）

新市鎮開發條例施行細則（內政部）

高爾夫球場管理規則（農委會）

休閒農業輔導管理辦法（農委會）

水資源作業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經濟部）

集水區整體治理

國家安全法施行細則（國安會）

水利法（經濟部）

水庫蓄水範圍使用辦法（經濟部）

臺灣省灌溉事業管理規則（農委會）

自來水設備檢驗辦法（經濟部）

水利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經濟部）

自來水工程設施標準（經濟部）

專用公路管理規則（交通部）

遊艇管理規則（交通部）

自來水法（經濟部）

土石採取法（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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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的管理體系涉及內政部營建署、交通部、原住民委員會、環保

署、經濟部水利署、礦務局、農委會水土保持局、林務局、地方縣（市）

政府、農田水利會等。 

但本計畫係針對保護帶內水土災害防治及資源保育，故其管理治理

事業主要集中在水利、水保及林務機關。該目的事業權責之法源依據為

水利法、河川管理辦法、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等。 

二、主要權責機關之權責範圍 

依法定權責及業務專長分工經濟部、交通部、農委會及縣市政府等

水庫集水區保育等有關機關應依業務權責及專長分工治理，說明如下： 

1.經濟部水利署負責蓄水範圍（含保護帶）治理。 

2.農業委員會林務局負責國有林班地治理（不含蓄水範圍）。 

3.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負責上述2者以外之山坡地治理。 

4.有關道路水土保持部分，則由道路主管機關依權責辦理（路權及上下

邊坡不可分割之治理範圍）。 

本計畫三座水庫管理單位均為台灣省自來水公司，而水庫管理單位

應扮演之角色則為水庫蓄水區及集水區各項管理機制之整合。惟目前本

計畫三座水庫並未進行保護帶正式公告，且水庫保護帶內道路並未於上

述綱要敘明應屬誰管，而本計畫亦僅進行保護帶範圍之初步劃設及保育

規劃，有鑑於目前保護帶內道路仍由水庫管理單位及鄉公所管理，建議

仍由原管理單位持續管理為宜。 

三、水庫適用相關法規彙整 

由於水庫集水區各項規劃與整治、人類活動與開發、資源利用與保

育等涉及事務繁多，因此與集水區相關之法規不勝枚舉，說明如下： 

1.治水防洪 

諸如森林經營、防砂工程、行水區規劃與處理等工作，相關法規

為森林法及施行細則、水土保持法及施行細則、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

及施行細則、水利法及施行細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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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減淤增容 

諸如土地及道路水土保持、防砂工程、水庫保護帶、土地管理等

工作，相關法規為水土保持法及施行細則、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及施

行細則等。 

3.調節流量 

諸如森林經營、水源涵養等工作，相關法規為森林法及施行細則、

水利法及施行細則。 

4.維護水質 

諸如農業肥料減量宣導、防砂工程、水庫保護帶、水質監測等工

作，相關法規為水土保持法及施行細則、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及施行

細則、水污染防治法及施行細則等。 

依據「水利法規彙編」（經濟部水利司,1995）、「德基水庫集水

區第五期治理計畫」（經濟部德委會,2003）、「大甲溪流域聯合整體

治理計畫」（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2003）等資料，將水庫集

水區相關法規列於表5-3-1。 

由於水庫管理機關受人力與財力之限制，因此應整合集水區內各

管理與治理機關，依法令規定及權則研擬各分年分期之工程或監測，

以整體性規劃避免各計畫之重疊，使治理或管理有依據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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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 水庫集水區相關法規一覽表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5-3-2 治理原則 

(一)配合行政院「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水與綠建設計畫」協調

相關機關，以涵養水源、控制土壤流失、改善水質、維護並保育環

境生態、延長水庫壽命，進而達成減少乾旱為標的。 

(二)優先以防災為主，降低集水區內之自然災害，以促進集水區水資源

利用及達到生態保育。 

(三)治理與管理並重，進行整體規劃，分期分工，實施全方位的防救災

資源保育對策，以自然復育為前提減少人為擾動。 

事項 中央法律 中央命令 主管機關

集水區內農業之經營

管理

農業發展條例 農業發展條例施行細則 農委會、縣(市)政府

山坡地開發利用 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農業發展

條例、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

農業發展條例施行細則 農委會、縣(市)政府

道路規劃、修護、養

護

公路法 公路施行細則、公路用

地使用規則

交通部、縣(市)政府

國有林之編定、經營

管理

森林法 森林法施行細則、保安

林經營準則

農委會、縣(市)政府

礦業權設定或其它開

採行為

礦業法 土石採取規則 經濟部、農委會、縣

(市)政府

水利行政事務 水利法、河川管理辦法、水庫蓄

水庫範圍使用管理辦法

水利法施行細則 經濟部、縣(市)政府

野生動物保護 野生動物保育法 野生動物保育法 內政部、農委會

水污染防治 自來水法、飲用水管理條例、水

污染防治法、自來水法施行細則

水污染防治法施行細則 環保署、內政部、縣

(市)政府

空氣污染防治 空氣污染防治法 空氣污染防治法施行細

則

環保署、縣(市)政府

廢棄物清理 廢棄物清理法、環境影響評估

法、廢棄物清理法施行細則、公

共工程廢棄土處理要點

一般性開發行為環境影

響評估作業準則

環保署、縣(市)政府

農藥管理 農業管理法 農業管理施行細則 農委會、縣(市)政府

土石採取 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利用條

例、環境影響評估法、河川管理

規則、辦理土石採取管理注意事

項、水庫蓄水範圍管理辦法

水土保持法施行細則、

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施

行細則、各項開發之環

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土石採取規則

經濟部

防砂壩清淤 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利用條

例、森林法、水利法、河川管理

規則、台灣省水庫蓄水範圍管理

辦法

水土保持法施行細則、

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施

行細則、各項開發之環

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保安林經營準則、加強

山坡地水土保持要點

農委會

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影響評估法 各項開發之環境影響評

估作業準則

環保署、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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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林地維護計畫 

5-4-1 現有林相問題分析 
本計畫三座水庫保護帶調查範圍內，除寶山水庫仍有部分種植作物

情形外，新山及西勢水庫均維持天然林相，茲將各水庫林相問題分析如

下： 

一、新山水庫 

新山水庫森林鬱閉度達85～90
％，區內林相保持完整，僅少部分位

於大壩右側沿水泥步道人為種植之竹

林、蒲葵、琉球松等，另外當初進行

水庫工程所開闢之採石區產生之裸露

地，目前已有一、二年生草類為先驅

植物，如白芒、台灣蘆竹及五節芒等

入侵，目前現況尚稱穩定，地表已無裸露。 

考量當初施工便道已雜草叢生，如再進入採石區進行人為造林，恐

造成反效果，建議保持原貌，待附近天然樹種如白匏仔、山黃麻等自然

入侵演替即可。 

另外新山水庫保護帶周邊由於長期未蓄水至86公尺，適用耐水植物

之種類少、庫岸土壤之有效性養份大量流失而地力差，因水位變化引起

邊坡土壤之弱化及降低抗剪力，均為造成水庫周邊裸露之原因。 

二、西勢水庫 

西勢水庫森林鬱閉度達70～80
％；早期因水庫建造工程而破壞之原

生植被，經過八十幾年的自然復育演

替後恢復良好，並可見林下有許多陰

性物種，考量目前林相層次豐富，自

然物種繁多，故建議維持現況，毋須

再加以人為植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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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寶山水庫 

由於目前寶山水庫保護帶調查範

圍內，大部分均屬私有地，當地民眾

仍多種植桂竹、綠竹、柚子及檳榔等

經濟作物，部分種植作物緊鄰庫區，

僅施設簡易平台階段、打樁編柵措

施，地表仍多裸露，在保護帶尚未劃

定時，建議主管單位應依水土保持法

進行農地水土保持輔導，減少土壤流失進入水庫。 

另在天然林相方面，寶山水庫主要為相思樹、白雞油及山黃麻為主

之次生林，惟其中仍有部分天然叢生竹林，其叢生竹林特性為分佈於熱

帶及亞熱帶，性喜高溫多濕之環境，比散生型竹種更需要較高溫度。在

平地及坡度不大之山坡地、水邊等地均可栽培，於砂質壤土及壤質砂土

生長較好，鹼性土壤和強酸性土壤較不適栽培栽培。 

由於竹子為單子葉的鬚根系，根淺

固地力差，且其森林結構層次單一，冠

層樹葉覆蔽率低，不利雨水的截留，影

響山坡地的水土保持。且竹葉常落，常

積累成堆不易分解，且覆蓋於土壤上，

影響其他植物的發芽,並易造成壤質的

酸化，不利其他植物的生育，故其林下物種單調，影響物種多樣化的發

展，且破壞原來的森林生態環境，對生態的影響甚鉅。 

另外，由於竹林多叢生聚集，對坡地負載較重，且由於其著根淺，

如遇強風極易造成竹林因重心不穩而倒伏，此外，由於叢生竹林多位於

水庫周邊坡，亦受到水庫水位上漲下落影響，邊坡土壤弱化沖蝕，造成

土壤承載力不足而竹林倒伏。 

 

5-4-2 保護帶造林治理計畫 
有鑑於上述水庫林相問題分析，本計畫擬定保護帶造林治理計畫，

分別由造林原則、栽植方式、造林樹種擇定及植生方式等，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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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護帶造林原則 

1.應選擇樹根多、伸長範圍大，且深根性之樹種，針葉樹、闊葉樹均可：

另為改善土壤構造，宜選擇多量落葉之樹種。 

2.抑制林地表面蒸發功能，有賴鬱閉度高之樹冠層，故應選擇樹冠大之

樹種。 

3.儘量建造複層混合林（詳圖5-4-1～5-4-2），即在適地適木原則下，

將生長快速樹種與生長緩慢樹種混和，陽性樹種與陰性交替混和，深

根性樹種與淺根性混和，建造異齡複層林。 

4.單位面積造林株數，以每公頃1千至2千株為宜，惟應在森林鬱閉之

前，開始實施除伐，使林地常有適量之地被植物。 

5.造林方法宜採用「橫坡步道造林」或與季節風成直通方式實施。 

6.水源集水區造林之撫育，除勤行刈草、切蔓等初期撫育外，更應實施

修枝、疏伐等後期撫育。 

二、栽植方式 

1.營造適宜植生之環境 

2.顧及初期之保育功能栽植初期應配合全面植草。 

3.以複層混和林即立體方式經營林地。 

4.不以人工方式伐除重新造林，盡量保存原植被之完整性。 

5.栽植方式採用不污染環境、破壞生態，如草本採用播種法、木本採用

穴植。 

三、造林樹種擇定 

依憑周圍之自然環境特性，完全保留其自然原始狀態，以保護為方

針，禁止任何人為開發，不經任何整坡工程，以原地形栽種原生樹種為

主。植物材料以耐寒性強之植物形成初期植群，採用草本植物與木本植

物混播方式，以造成立體化植群，並誘導鄉土植物入侵，造成防災及保

護效果大之植物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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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1 保護帶標準斷面植生佈置圖 
 
 
 
 
 
 
 
 
 
 
 
 
 
 
 
 
 
 

圖 5-4-2 保護帶植生排列平面圖 

保護帶標準斷面植生排列圖(坡度30-60%)保護帶標準斷面植生排列圖(坡度15-30%)

保護帶標準斷面植生排列圖(坡度60%以上)

30.0

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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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喬木

小喬木

喬木

圖    例

區

水

蓄

保護帶下緣線

緩衝帶全區植草

保護帶上緣線(30m)

大喬木

喬木

小喬木

灌木

圖    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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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緩衝帶兼具防災、過濾污染物之功效，所選用供植生之草本及

木本植物均須在不同日照強度下可正常生長，更可耐瘠、耐寒及可迅速

生長覆蓋地表達到減緩逕流，過濾污染物、泥砂為選用方向，經綜合評

估後，經邱創益教授於1989年於石門水庫試驗得知水庫耐水植物計有： 

1.鄉土植物： 

(1)草本植物：鋪地黍、兩耳草、扁穗牛鞭草、長梗滿天星、節花路蓼、

鴨拓草。 

(2)木本植物：烏桕、水柳、垂柳、樹杞等 

2.外來植物： 

(1)草本植物：百喜草、百慕達草、巴拉草、克育草、盤古拉草 

其中百喜草、百慕達草，可用種子種植於坡面，甚為方便且可大面

積施工，但盤古拉草及巴拉草等則需用分株法或插條法栽植，較廢工且

限於小面積作業。鄉土草類則扁穗牛鞭草、兩耳草、鋪地黍、鴨拓草、

節節花等較耐水性且護坡效果亦佳，惟鄉土草類採種不易，亦需藉分株

或插條法繁植，不適於大面積施工。 

水庫淹水區裸露邊坡綠化時，宜在淹水前，擇適當季節實施，以免

種子因浸水過久而影響發芽率，同時使已發芽之植物，有較長時間之生

育，以面對淹水的惡環境而達保護邊坡之效。考量植物適生環境、種子

取得是否容易、可否栽植或扦插種植等條件，並依據4-4節植生調查成

果，本計畫選擇適合各水庫之造林樹種如下所列，因新山與西勢水庫地

理位置與環境條件均相近，故兩水庫可選用相同之造林樹種。 

1.新山、西勢水庫 

(1)木本植物：相思樹、山黃麻、猪腳楠、楓香、青剛櫟、雀榕、構樹、

野牡丹、春不老等 

(2)草本植物：台灣百合、澎蜞菊、百喜草、百慕達草等 

2.寶山水庫 

(1)木本植物：烏桕、樟樹、楓香、雀榕、無患子、相思樹、山黃麻、

青剛櫟、構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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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草本植物：巴拉草、百喜草、百慕達草等 

四、植生方法 

在經人工開挖或自然崩塌形成邊坡，欲實施植生綠化時，需對當地

之立地環境進行調查，並瞭解坡面特徵後，探討應採用的植生方法分述

如下： 

山坡地經人為的開發或遭到天然力的破壞而裸露時，在一般之狀

況，35°以下的緩坡，經過一段時日，會自然的被鄰近的植物侵入，而

恢復植物群落，坡面終會達到安定狀態。如果坡度大於35°以上，則裸

露地之地表呈不穩定狀態，生長於該坡面之植物無法定著，植生恢復困

難，必須借助綠化工程之技術，不同坡度植生所需配合工程詳表5-4-1。
以土木構造物安定坡面，造成利於植物生育之基盤，再用植生方法導入

適宜之植物，以早期恢復植物群落，以達到環境保育、景觀保育及國土

保安之效果。 

表 5-4-1 不同坡度時植生所需之配合工程處理 
坡度 植物生育情形 配合工程處理 

30°以下 1.植物生育良好 
2.植物自然入侵 
3.可能復原為喬木為主之植物社會 

除排水設施外，不需其他之基

礎工程，僅應用植生處理即可

30°～35° 1.35°為自然復原之臨界坡度 
2.草生覆蓋地沖蝕少 
3.簡易之基礎工程處理後植生 

編柵、鋪網及挖植溝等 

35°～45° 1.以灌木與草本之植物群落為主 
2.植栽高木具危險性且易招致生育基盤之

不安定 

擋土牆、編柵、固定框、蛇籠

護坡等 

45°～60° 1.以灌木與草本之植物群落為主 
2.45°～50°為喬木成林之極限 
3.客土厚度不得超過 15 公分 
4.斜面安定困難，改變斜面坡度後栽植植物

擋土牆或固定框 

60°以上 植物不易植栽或自然繁殖 擋土牆或自由樑框 
資料來源：水土保持手冊-植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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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裸露邊坡之植生方面可區分為庫岸及保護帶。其類型又可區分

為崩積土、岩壁及礫石地三種，其植生方法區分如下： 

1.庫岸：滿水位至低水位之裸露帶。 

(1)裸露崩積土： 

水庫崩積土裸露邊坡，因含土量較高、土壤肥力較佳、坡度緩、

土壤硬度適宜，可用不織布植生帶種植耐水性強之百慕達草、巴拉草

或栽植扁穗牛鞭草及兩耳草。 

A.綠化基礎工事： 

(A)編柵： 

Ⅰ.打樁編柵、Ⅱ.砌石牆：在礫石多的庫岸，每隔2-3m用卵石

砌石矮牆後植生、Ⅲ.水泥柵：在礫石邊坡每隔50cm設高50cm之水

泥柵，以溝固定裸露邊坡。 

(B)鋪網 

B.植生方法： 

(A)植生帶法 

(B)植生袋法 

(C)栽植法 

(2)裸露岩壁 

岩壁之岩質硬度，無水份及養份，不易栽植植物，需挖穴客土以

植生。 

(3)裸露礫石地 

礫石地土壤含量少，缺乏水份及養份，植物不易入侵，且生長不

佳，宜採用植生袋客土植生。 

2.保護帶： 

A.綠化基礎工事： 

(A)框法：在裸坡上設自由樑框供植生用。 

(B)排水系統：設坡頂排水溝、坡面排水工或暗管以排除坡面水份 

B.植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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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植生帶法 

(B)框法+植生袋法 

(C)噴植法 

(D)栽植法 
 

五、竹林地改植林木 

本計畫保護帶範圍內經現場調查後發現，寶山水庫部分區段有因竹

林地誘發之崩塌地，其主因為叢生之竹類，如刺竹、麻竹、單身的桂竹、

孟宗竹及綠竹（水庫保護帶以桂竹及綠竹為主），此類根深約30~50cm，

根系密佈呈團狀，落葉不易分解，造成其它種子無法發芽，且樹冠過大，

陽光無法落下，當根系四周的土壤因降雨流失後，易形成邊坡不穩定，

致使邊坡土壤崩落，進而影響當地之居民住家安全及減短水庫之壽命，

更因竹類無法發揮固土之能力，易使崩塌面積持續擴大，基於此因建議

將崩塌地鄰近之竹林改植為具網結土壤、減緩逕流，達水土保育之樹種

（如台灣肖楠、九芎等）。改植工程位置及工程內容如圖5-4-3及表5-4-2
所示。 

另外由於寶山水庫集水區大部分土地均屬私有地，在保護帶尚未正

式劃定公告期間，應依水土保持法第十條規定，在宜農、宜牧山坡地作

農牧使用時，其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應配合集水區治理計畫或農牧

發展區之開發計畫，由其水土保持義務人實施之，並建議由新竹縣政府

輔導。其位置如圖5-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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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3 寶山水庫林地治理計畫  

天然叢生竹林建議改植

人工種植竹林建議輔導轉植

圖 例

保護帶調查範圍

人工種植果園建議輔導轉植

天然叢生竹林建議改植

人工種植竹林建議輔導轉植

圖 例

保護帶調查範圍

人工種植果園建議輔導轉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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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2 寶山水庫林地治理計畫 

序號 編號 類型 現地描述 建議工法 
經費預估 

(元) 
權責單位 實施年度 

1 寶山-土-02 土地利用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於緊鄰蓄水邊坡，造成

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植林木 
改植林木 1 公頃 87,000 水利署 2010 

2 寶山-土-04 土地利用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於緊鄰蓄水邊坡，造成

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植林木 
改植林木 1 公頃 87,000 水利署 2010 

3 寶山-土-08 土地利用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於緊鄰蓄水邊坡，造成

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植林木 
改植林木 0.5 公頃 43,000 水利署 2010 

4 寶山-土-09 土地利用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於緊鄰蓄水邊坡，造成

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植林木 
改植林木 1.5 公頃 130,000 水利署 2010 

5 寶山-土-12 土地利用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於緊鄰蓄水邊坡，造成

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植林木 
改植林木 0.5 公頃 43,000 水利署 2010 

小計 3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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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崩塌地治理計畫 
有鑑於本計畫三座水庫保護帶調查範圍內仍有輕微少量之崩塌裸露

地，本計畫整理計畫區內之崩塌類型及崩塌機制，並據以擬定崩塌地治

理原則，治理工法等： 

一、崩塌類型 

崩塌為邊坡運動而致破壞之現象，運動常沿著特定或數個剪力面發

生。崩塌依據運動之型態可區分為崩落 (Falls)、傾倒 (Topples)、滑動

(slides)、流動(Flows)、移坍(Lateral Spreds)；以及二種以上之基本類型同

時或先後發生之複合式破壞。而據計畫區現地調查結果，崩塌類型屬於陡

峭岩坡崩落型破壞、淺層滑動型破壞（沿著覆土層與岩盤的界面或極度破

碎的岩層中）。 

1.崩落型破壞 

岩塊或土塊由懸崖或陡坡突然墜落、跳動及滾動至下坡者為崩落

型之破壞，計畫區因地勢陡峭，局部岩壁呈倒懸之勢，常造成岩塊之

墜落。 

2.滑動型破壞 

滑動常沿著一個或數個明顯，或可推斷之剪力面發生移動。破壞

之原因係由於邊坡內某地區有應力過大之情形，邊坡內之應力重新分

佈造成鄰近地區亦有應力過大而破壞之現象，使得破壞區逐漸擴大，

直至整個邊坡產生滑動。根據滑動面之形狀可區分為弧形滑動

(Rotational Slides)及側移滑動(Translational Slides)。弧形滑動為滑

動體之自重造成相對於某旋轉軸之趨動彎矩，當其大於滑動面上剪力

強度相對於同一旋轉軸之抵抗彎矩，則滑動體會繞該旋轉軸產生弧形

滑動。側移滑動為滑動體沿著弱面或不同材料之交界面或層面、節理

面、斷層、向外向下移動。 

二、崩塌地破壞機制 

(一)蓄水庫周邊植生覆蓋良好，並未發現大規模崩塌地，僅部分裸露地

及小型崩塌，崩塌類型屬於覆土層之淺層滑動或風化岩盤崩解破

壞，其崩塌深度約1m以內。依據現況調查於滿水位鄰近坡面發現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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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10cm以內之小孔洞，因孔洞為局部出現且邊坡整體穩定良好，無

坡趾滑移現象，初步研判計畫區出露地層具有濱海相沈積物，富含

生痕化石(如貝類、海膽類等化石)，孔洞之形成應屬浸水之溶蝕現象。 

(二)依蓄水庫周邊現況崩塌的力學性質屬後退式滑動，主要為水位變化

處之坡面先變形滑動，因而使斜坡的上部失去支撐，引起斜坡上部

相繼向下滑動。此後退式滑動其速度比推擠式緩慢，但會逐漸向上

坡方向延伸，規模將擴大。 

(三)地質之自然潛因、水庫蓄水之人為誘因：蓄水庫周邊出露地層為大

寮層、石底層，主要由粉砂岩、頁岩、砂岩與頁岩之薄葉互層組成。

粉砂岩、頁岩(部分含媒層)屬軟弱岩，具膠結不良、破碎之特性，容

易受自然或人為環境影響，使其強度呈現快速弱化之現象，例如水

庫蓄水位附近因乾濕循環造成消散崩解外，因岩層浸水弱化而降低

剪力強度易發生崩塌。  

(四)地形之自然潛因、降雨之自然誘因：蓄水庫周邊坡度達40度，因舊

有河道下切作用，其山脊與河谷高差大，地形相對陡峭，一旦發生

持續性豪雨易造成坡面侵蝕與崩塌。 

三、崩塌地治理原則 

1.計畫區現況崩塌地屬軟弱岩，以粉砂岩、頁岩、砂岩與頁岩之薄頁互

層組成，因瀕臨水庫浸水弱化加上豪雨沖刷等誘因造成淺層崩塌，擬

透過抑制工程處理。 

2.蓄水庫周遭現況崩塌形式仍以淺層滑動型破壞（沿著覆土層與岩盤的

界面或極度破碎的岩層中）、陡峭岩坡崩落型破壞為主，崩塌之土石

將直接影響水庫。受限於瀕臨水庫道路無法到達，若崩塌區域夾有許

多植生覆蓋或未崩壞部分，其面積超過崩塌地面積的30%以上，建議

以自然演替方式恢復植生，不採工程手段處理。 

3.豪雨後造成邊坡覆蓋層之淺層滑動破壞，受限於瀕臨水庫道路無法到

達，處理方式將透過工作船之小搬運方式，以生態為基礎、安全為導

向的植生護坡工法。例如崩塌坡面屬高度風化（岩材內分解或崩解為

土壤之部分大於50%；剩留少部分新鮮或變色核心）～覆土層（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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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材已轉化為土壤，岩層結構破壞，體積變大），擬採用掛網噴植或

打樁編柵植生工法，配合坡面縱橫向排水進行處理。 

4.部分崩塌坡面屬陡峭岩坡崩落型破壞，其岩層風化等級屬中度風化

（岩材內分解或崩解為土壤之部分小於50%；新鮮或變色岩材仍保留

其岩層連續結構），崩落土石將直接影響水庫，此類坡面土壤比例少

植生不易，故採用掛立體網材，除增加坡面安定外並透過網目間長期

蓄留之土壤達自然植生成效。 

5.植生工程包括植生前期作業（植生基礎工）、植生導入作業（植生工

法）、植生維護與管理。蓄水庫周遭坡度較陡，若無綠化基礎工程先

行施作，一旦豪雨沖刷導致坡趾崩塌而致使植生材料發生滑移，最後

導致整體工程失敗。 

二、崩塌地處理之工法及佈置原則 

崩塌地最主要之處理對策原則（如圖5-5-1），為防患二次災害之發

生。通常造成二次崩塌災害之主要原因，除了餘震之外則為降雨及人為

擾動，因此處理崩塌地應以擾動程度最小之原則著手。崩塌地整治以源

頭填補裂縫並施作截水分水工，崩塌坡面施作截水、排水工、植栽之自

然工法加以整治及採以生態為基礎、安全為導向的工程方法，以減少對

自然環境造成傷害。由於計畫區內崩塌地之破壞機制不盡相同，處理方

式亦因崩塌類型之不同而有所差異。 
 
 
 
 
 
 
 
 
 
 
 
 

圖 5-5-1 崩塌地處理之工法及佈置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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鍍鋅立體鐵絲網

最末端錨筋與坡底間距小於

錨釘尾端彎曲與網層固定

噴植生基材

輔助錨釘

主錨釘

混凝土

(一)坡面崩塌地 

坡面崩塌地位於保護帶調查範圍之上緣，由於未接近水庫水位，其

崩塌原因常為地質條件不佳，超大雨量影響或人為開墾造成，應依其破

壞部位分工治理，以收全效。 

1.崩塌地坡頂段 

崩塌坡頂段原植被坡面因地震激烈搖晃而崩塌滑落，現況裸露，

呈坡長5~10m不等之不穩定坡面。裸露坡面上不穩定塊石應優先處

理，可考慮採用具高拉力、撓性、質輕之護坡網，就坡面先加以固定，

並於其上植入多樣性灌木或小喬木，其根群可與護坡網結合成一強化

之護坡結構，並收自然美觀之效果。 

2.中段坡面 

中段坡面坡長約20~50m，現場多為岩盤（風化之板岩）結構，其

上部份仍有植被，部份則遭破壞，建議採用坡面固結劑，混以肥料及

優質有機纖維，利用機具施放，藉以達到初期保護坡面免於繼續侵蝕，

同時亦有利於原生植物之加速成長。另有機纖維之粗糙表面有利於附

近原生植物種籽著床生成。 

3.坡趾部份 

計畫區部份坡趾現有大量崩落之土石，洪水漫溢其表面時，可能

產生表土沖蝕而污染水源，另其基腳亦可能被侵蝕而不穩定，應加以

保護。建議採用可就地取材之土石加以堆疊，並以網材或其他合適之

地工織物加以保護固定。 

4.建議工法 

崩塌地建議採用之處理方式包括：鋪網植生、噴型框護坡植生、

石籠、打樁編柵、肥束帶（植生束）、袋苗穴植、人工撒播及連續纖

維高次元團粒工法等，其崩塌地處理

工法及適用範圍如下所述： 

(1)鋪網植生：於坡面上先鋪上一層鐵

絲網或PE網，增加坡面穩定性

後，再噴客土、粘著劑、種子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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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適用於45°以下之邊坡坡度、崩塌坡面仍有部份草生覆蓋、壤

土含量較高之崩塌坡面、礫石含量高之礫質土坡面、裸露之泥質軟

岩層、高度風化且節理發達之硬岩等。 

(2)噴型框護坡植生：於凹凸坡面上鋪上鐵絲網後設置鋼筋並打入錨釘

加以固定，且沿著鋼筋噴上混凝土做成格框、並於各個框內將種

子、植生基材、保水基材、有機堆肥、流失防止劑等之混合物噴上

一定之厚度，則形成植物的生育基盤，同時可達到保護坡面及綠化

的目的。工法之特長可依坡面現況施工、型框使坡面崩壞的抵抗力

增大、坡面因型框而安定對植生及景觀提供良好的生長環境、植生

基材噴植於型框內使植生效果很容易達到全面覆蓋。本工法適用於

坡度45°~65°之邊坡（可在更陡之硬岩坡面進行）、坡面起伏較大

且不規則之邊坡、岩盤外露且節理發達、已無表土層或係風化硬頁

岩、砂岩。 

(3)石籠：係以石籠網組立而成，組立後之石籠可於網內填放泥土、砂

土、礫石或天然級配，快速形成巨積之擋土結構體。石籠組立時，

係以整組材料於現場展開後，將間隔網與端網組立，並確實與土石

籠邊框及網面結紮。現場排列放置前，應依設計高程將底層整平夯

實，將土石籠依準線順序排列，並將相鄰石籠之主邊框線結紮固

定。將石籠網內部填放土石料河床料或級配料，填放時須略高於石

籠面，確實填滿後，再予整平並輕度夯實。石籠裝填土石後，封蓋

時，邊框與邊框需結紮固定。本工法之應用包括：崩塌地植生方法

之基礎工（安定植生坡面）、避免崩積層土石崩落於河道、攔阻小

岩塊崩落，故一般於坡趾處施做石籠。 

(4)打樁編柵：使用萌芽、雜木樁或其他材料製造之樁，依適當距離打

入土中，並以竹片、PE網、鐵絲網等材料編織成柵之方法。其目的

為固定不安定之土石，改善坡度，防止沖刷，造成有利植物生長之

環境。適用於一般土壤挖填方坡面、崩積土或淺層崩塌坡面。 

(5)肥束帶(植生束)：由纖維棉布、稻草、細尼龍及塑膠網或其他有機、

無機之纖維質材料混合捲紮成束，纖維束中間包夾 IB等緩效性肥

料、保水劑等，鋪設於坡面之方法。其產品依材料種類與設計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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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之不同而有肥束帶、防沖束、截流束等不同之產品名稱。適用

於一般道路邊坡裸露地或崩塌地。 

(6)袋苗穴植：在崩塌坡面無法挖溝植草或撒播時，先將植物材料於容

器育苗袋內培育後再穴植於坡面上植生方法。較適用於： 

A.土層薄、礫石含量多崩塌之坡面。 

B.含石率較高或礫石顆粒較大之崩塌土石

堆積地區。 

C.棄土石地、無法挖溝植草，植物生長不

易之地區。 

D.需迅速綠化或補植之地區。 

E.在非適合植生季節施工時適用。 

(7)人工撒播法：將種子做必要之預先處理

後，直接播植於坡面上，以達到坡面植生

綠化之效果。較適用於： 

A.坡度緩於土壤安息角，坡長小於10m之

填方坡面。 

B.配合栽植法之種子撒播。 

C.自然崩塌地。 

(8)連續纖維高次元團粒工法─藉團粒結構與

土壤所形成的基盤，營造植物、微生物、

小昆蟲等適合生存的空間，利用所噴塗的

纖維團粒結構防止雨水之侵蝕，並且由於

團粒結構內之蜂巢結構，使播種的種子能

在短期內成林。適用於陡坡及風化坡面。 

(二)水庫周邊坡 

本計畫三座水庫中新山水庫及寶山水庫在鄰近水庫水位部分有幾

處因水庫水位上漲下落、邊坡土壤弱化致有崩塌裸露情形發生，另外西

勢水庫則有一處因舊有道路下邊坡裸露；由於此部分崩塌裸露地鄰近蓄

水周邊，大部分均無道路可達，需搭船運送施工機具，勢必在工法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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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必有其受限處，另外此部分邊坡由於距離庫水較近，在工法考量上亦

需注意土壤間殘留孔隙水壓，因此本計畫擬定二種簡易整治工法，包括

鋪網植生、微型樁等。其中微型樁護岸之設計如圖5-5-2、5-5-3，可兼

具下列功效： 

 

 

 

 

 

 

 

圖 5-5-2 微型樁施設正視圖 

 

 

 

 

 

 

 

圖 5-5-3 微型樁施設側視圖 

1.透過微型樁抑止淺層滑動面 

2.為透水性設計，可使降低滑動體孔隙水壓，增加穩定性 

3.常水位線以上填塞植生包，可收植生綠化之效 

4.施工過程無須大量開挖，避免因邊坡坡腳開挖而造成不穩定 

本計畫三座水庫保護帶建議改善之崩塌裸露地工程位置分佈及工

程內容分別如圖5-5-4～圖5-5-6及表5-5-1～表5-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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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4 新山水庫崩塌地治理計畫點位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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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5 西勢水庫崩塌地治理計畫點位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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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6 寶山水庫崩塌地治理計畫點位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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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1 新山水庫崩塌地治理計畫 

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現地描述 建議工法 經費預估

(元) 權責單位 實施年度 

1 新山-崩-01 320,758 2,781,045
大壩左側之邊坡裸露（約 3m×60m）未

處理，因位於水庫取水口旁，建議應治

理 

微型樁基礎工 60m 
上方回填碎石與土袋植生 
配合排水工處理 

648,000 水利署 2008 

2 新山-崩-02 320,514 2,781,016
大壩左側邊坡於大壩加高時施做噴漿

保護裸露坡面，該處並未施做，故仍有

大面積裸露(約 3m×50m)，建議應治理 

鋪網植生 200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144,000 水利署 2008 

3 新山-崩-04 320,650 2,780,851

大壩加高後之復舊工現已毀損，導致滿

水位呈現大面積裸露土坡(L=150m)，建

議應治理以保護基腳，避免土砂持續崩

落 

鋪網植生 400 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288,000 水利署 2008 

4 新山-崩-05 320,401 2,780,704
邊坡植生為天然竹林，其坡腳有大量鬆

散土石堆積，因竹子根系淺、固結土壤

能力差，建議應治理 

鋪網植生 300 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216,000 水利署 2008 

5 新山-崩-06 320,140 2,780,548
上 方 土 石 滑 落 堆 積 於 岸 邊 ( 約

3m×50m)，為避免裸露面積持續擴大，

建議應治理以保護邊坡 

鋪網植生 250 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180,000 水利署 2008 

6 新山-崩-07 320,010 2,780,527
五號野溪出口之風化土坡(約 60m)，建

議應治理 
鋪網植生 250 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180,000 水利署 2008 

7 新山-崩-08 320,038 2,780,470
水庫邊坡雜木與竹林叢生，基腳裸露形

成土坡(約 2m×60m)，且有礫石堆積，

建議應治理以恢復植生 

鋪網植生 250 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180,000 水利署 2008 

8 新山-崩-10 320,771 2,780,626
邊坡為鬆散之土石，呈現裸露狀態，建

議應治理，避免持續裸露面積擴大 
鋪網植生 250 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180,000 水利署 2008 

小計 2,0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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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2 西勢水庫崩塌地治理計畫 

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現地描述 建議工法 經費預估

(元) 權責單位 實施年度 

1 西勢-崩-01 323,184 2,775,605
水庫蓄水區左側有一處裸露面緊鄰於

水庫周邊(約 10m×30m)，常有釣客於

此處釣魚，建議應治理使其恢復植生 

鋪網植生 300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136,000 水利署 2009 

小計 136,000   

 
 

表 5-5-3 寶山水庫崩塌地治理計畫 

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現地描述 建議工法 經費預估

(元) 權責單位 實施年度 

1 寶山-崩-01 253,356 2,737,858
水庫邊坡崩塌、岩坡裸露，現況已有植

生入侵，惟地形陡峭，坡趾處有堆積物

堆積 

掛網植生 100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19,000 水利署 2008 

2 寶山-崩-02 253,376 2,737,801
水庫邊坡崩塌，屬釣客開闢之小路下邊

坡，H=1.5m，L=30m 格框護坡 H=2m，L=30m 195,000 水利署 2010 

小計 2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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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道路水土保持計畫 
本工作項目之目的在於防止邊坡之不穩定而產生坍方，進而導致路基

之不穩定，並經由雨水之沖刷，流入水庫增加水庫淤積量，減少水庫使用

壽命；並對於其道路之排水加以約束。 

為達水庫永續利用之目標，需針對道路縱橫向排水及邊坡穩定進行妥

善處理。道路沖蝕現象可分成上坡沖蝕、下坡沖蝕、路面及路溝沖蝕等四

種，其控制方法亦各有所不同，在實際應用時必須因地制宜，才能處理成

功。至於各種沖蝕現象及其控制方法，如表5-6-1。 

表 5-6-1 各種道路沖蝕現象及控制方法表 
 
 
 
 
 
 
 
 
 
 
 
 

一、處理原則 

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於山坡地或森林區內修築公路、農路必須

做好相關之道路水土保持設施。集水區內鄉道、公路及私設道路之水土

保持處理，可依據沖蝕狀況分邊坡穩定、排水系統整建、路面沖蝕防治

等三項，予以規劃處理，其處理原則簡述如下： 

(一)邊坡穩定：於有崩塌顧慮之挖填邊坡坡腳設置基腳穩定擋土工程。 

(二)排水系統整建：保護帶內道路局部路段因降雨沖刷路基，造成路基

淘空，故必須增設排水設施，其可配合道路邊坡擋土牆一併增設，

以達到坡面穩定及排水之功用。其排水系統整建以邊溝、涵管、箱

涵為主，橫向排水下方並延伸至安全地帶，以免引發第二次沖蝕。

位　　置 沖蝕現象 控制方法

逕流自挖方上端集中，發生溝蝕 截洩溝、排水溝

挖方本身缺乏植生保護，發生沖蝕 植生盤、植生帶、種子噴射法

坡腳因底土滲流，發生崩坍

擋土牆、格籠、蛇籠、ＰＶＣ

板、底土排水、預鑄框客土植

生法、自由型框客土植生法

道路排水系統不良，沖蝕下坡 改良排水措施，簡易土埂

填方未壓間生裂縫或波腳淘刷因而發

生坍陷
消除裂縫、坡腳拋石及填土

填方無表層安定處理及植生覆蓋、發

生嚴重沖蝕
打樁埋枝、綠化帶

路面坡降過大，發生沖蝕 橫溝、路面種草或鋪設混凝土

路溝溝底過陡，發生沖蝕 跌水、堆石及植生保護

上　　坡

下　　坡

路面及路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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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設施之配置與護坡及擋土工程互為配合。 

(三)路面沖蝕防治：道路級配損耗率高者，為根本防治路面沖蝕，建議

予以柏油封層處理。 

(四)有關農路或其他道路基損害嚴重，而無法及時修復時，則可採取必

要的管理手段以維持原有的功能簡述如下： 

(1)縮減車道：道路路基被土石崩塌破壞影響交通時，應及時清理，當

無法即時清理大量坍方時，應先清理車道，至少應維持單向通車，

並引導車輛快速通過。 

(2)警告標誌之設置：災害發生後，在適當的路口設置警告標誌，提醒

用路人注意道路的破壞情形。如注意落石、路面癲簸、路基毀損、

小心駕駛或禁止通行告示牌。 

(3)引導車流改道措施：確實調查道路系統，擬定改道路線，並設置適

當的告示牌引導車輛改道。 

(五)除上述之原則外有關其他之養護及防災措施簡述如下： 

(1)路肩必須平整，並應保持比路面拱為大之橫坡，以利路面雨水易於

排除，遇有坎坷不平足以留積雨水之處，應隨時填修平整，其邊緣

亦須經常保持平直整齊。 

(2)確有礙行車之障礙及雜草均須清除。 

(3)填補路肩所用材料，以與原路肩規格相同者為原則。 

(4)養路材料及工具應堆置在路面邊線以外，不得已時應堆於路肩之一

邊，不宜兩邊同時堆置，以免影響交通。 

(5)設於路肩之地下管線人孔及水溝蓋損壞時，應隨時豎立警告標誌，

並立即通知有關單位修復。 

(6)路基如有沉陷傾坍，應即填補至原有路形，並夯實之。如被雨水或

溪水沖斷或沖成大缺口，應作緊急搶修，先填築臨時便道。 

二、道路水土保持計畫 

本計畫三座水庫中，新山水庫並無道路水土保持之問題，另西勢水

庫蓄水區周邊之環庫道路現為碎石鋪面，為避免土石沖刷入庫，建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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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縱橫向排水改善道路水土保持；此外，寶山水庫環庫道路周邊坡崩塌

地與蝕溝問題仍待改善，西勢與寶山水庫道路水土保持治理工程點位分

佈及工程內容分別如圖5-6-1～圖5-6-2及表5-6-2～表5-6-3所示。 
 
 
 
 
 
 
 
 
 
 
 
 
 
 
 
 
 
 
 
 
 
 
 
 
 
 
 
 
 
 
 

圖 5-6-1 西勢水庫道路水土保持治理計畫點位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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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2 寶山水庫道路水土保持治理計畫點位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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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2 西勢水庫道路水土保持治理計畫 

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現地描述 建議工法 經費預估

(元) 權責單位 實施年度 

1 西勢-道-01 323,198 2,775,692
環庫道路採用較經濟的碎石材質鋪

面，土砂、碎石等受水流沖刷滑落將

直接流入水庫 

L 型側溝 450m 
涵管排水 3 處 
集水井 3 座 

1,121,000 林務局 2009 

小計 1,121,000   

 
 
 
 



 

 

5-38

表 5-6-3 寶山水庫道路水土保持治理計畫 

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現地描述 建議工法 經費預估

(元) 權責單位 實施年度 

1 寶山-道-01 254,054 2,737,968
保護帶內農路上邊坡裸露崩塌，建議

施設擋土牆保護裸露邊坡 格籠擋土牆，H=3m，L=20m 260,000
寶山 

鄉公所 2009 

2 寶山-道-03 254,425 2,737,947

過碧湖吊橋保護帶範圍內農路僅鋪設

PC 路面，且已部分毀損，道路旁土溝

長度不足且有土砂淤積、阻塞涵管，

另道路下邊坡涵管出口並未施設保

護，造成沖蝕嚴重 

L 型側溝 150m 
PC 路面重新鋪設 150m 
道路下邊坡石籠護坡

H=3m,L=10m 

858,000
寶山 

鄉公所 2010 

3 寶山-道-04 253,842 2,738,521

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下邊坡崩塌地

(高約 10m、寬約 15m)，現況崩塌坡

面已有自然植生入侵，因鄰近水庫，

為避免崩塌再發生，建議應進行崩塌

地處理。 

下邊坡施設石籠擋土牆 L＝
20m，H＝3m 156,000

寶山 
鄉公所 2008 

4 寶山-道-05 253,842 2,738,486

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下邊坡崩塌地

(高約 10m、寬約 10m)，因開路、地

質及溪流淘刷產生崩塌及沖蝕，較不

安定。現況已有植生侵入，為保護邊

坡安全，建議應進行治理。 

下邊坡施設石籠擋土牆 L＝
15m，H＝3m 117,000

寶山 
鄉公所 2008 

5 寶山-道-06 253,977 2,738,046
過寶湖吊橋後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

因涵管水流匯集導致道路下邊坡形成

蝕溝，長度約 30m，寬度約 2m。 

道路下邊坡混凝土溝 L=20m，

W=1m 130,000
寶山 

鄉公所 2009 

6 寶山-道-07 253,982 2,738,002
農路上邊坡裸露崩塌(高約 6m、寬約

15m)，崩塌地上方有一棟房舍、樹木

根系已裸露 

危木清除 
基腳施做預鑄景觀塊擋土牆

L=20m，H=3m 
260,000

寶山 
鄉公所 2009 

小計 1,78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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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野溪及蝕溝治理計畫 

一、處理原則 

傳統案例整治之工程單元，為溪流整治工程所常用，其著眼點主要

在於工程結構之安全性及耐久性考量，因而使用鋼筋、混凝土等材料，

且為求施工之施工性及經濟性，其沿溪流之斷面常一成不變，其表面也

以相同之單調鋪面為主，而其結果便是對溪流及其周圍生態環境造成莫

大的衝擊。然為維持整體環境的生態平衡，此種傳統工法有必要加以調

整。 

生態工法便是以生態系統之自我設計能力為基礎，親近自然，透過

工程方法之輔助，以維護或修復自然之生態環境，以維持生態環境之永

續發展。是生態工法應秉持著下列各項精神來進行設計與施工： 

(一)施工材料儘量取之於自然、取之於現地。 

(二)工程設計應滿足生物需求，達到斷面之多樣性。 

(三)施工過程應避免對環境、生物造成過大衝擊。 

(四)完工之構造物除滿足工程性質，應能提供適合生物棲息之微棲地環

境。良好而豐富之植被也可提供生物一個適當之棲息環境，因此；

植物是生態工法中不可或缺之重要部份。 

根據生態工法之精神，工法之選擇需考慮當地地質、地形、水文情

況、植生情況、生態環境需求(如特定物種之培育、保護)、材料取得等

當地因素。在無安全疑慮之考量下，優先以生態工法施作，但為確保計

畫區內河段之安全，仍須經調查分析，包括河段之現況沖淤分析，水理

演算及疏濬量分析等，方可決定。 

在進行野溪整治時將儘量採用地方特色、近自然工法及親水設施。

本工程設計時將參考水土保持局依照區域特性所做的近自然生態工法

研究成果，選取適合本區之工法包括：砌石護岸、砌石潛壩、階梯式砌

石固床工等。設計乃依照：規模最小化、外型緩坡化、內外透水化、表

面粗糙化、材質自然化及成本經濟化原則來進行。 

對上述之各種工法，在選用及施作之前應事先調查工址之現況及水

理計算，根據計算成果選擇合適斷面，並詳估工程構造物失敗可能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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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潛在性災害。於災害風險較低之工址，可採用柔性、多孔、低矮之工

程設計。反之，對於高流速、陡峭、易滑動、土壓大之不穩定河岸則必

須採用剛性、實心、大規模之防災構造物。 

因此本計畫採用之野溪蝕溝治理之處理原則包括： 

(一)計畫流量：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合理化公式估算重現期距50年
之流量為設計基準。 

(二)計畫河寬：依據現場既設構造物護岸上、下游斷面寬度決定之。 

(三)計畫堤頂高：必要之河段以計畫洪水演算洪水位，採計畫洪水位加

1.0m之出水高為計畫堤頂高。 

(四)在安全及經費方面許可下，護岸型式可以採用自然生態工法以配合

當地之自然生態環境(以魚類為主要考量)，護岸型式採原型石或石籠

等近自然生態護岸，另依據凹岸沖刷深度分析結果設置基腳。 

(五)崩塌或沖蝕嚴重淤積河段，施設攔砂工程，除可防止砂石下移外，

並需兼具洪峰滯延之功效。 

二、治理方式 

生態工法之種類依水土保持局之研究成果及考量本計畫區現況（計

畫斷面之研擬如圖5-7-1～圖5-7-6所示），初步擬定野溪、蝕溝之河段

平順處採漿砌塊石護岸或砌石階梯親水護岸，再配合跌水工或固床工改

善，凹岸處則採用懸臂式或重力式擋土牆面飾造型模板改善；支流平順

處採用砌石護岸或混凝土型框填石植生護岸，凹岸處則採用混凝土砌石

護岸或重力式擋土牆面飾造型模板改善。 

三、野溪及蝕溝治理計畫 

在野溪及蝕溝方面，本計畫三座水庫保護帶調查範圍中，新山水庫

多為小型野溪輕微淤積於出口，西勢水庫則多已整治完成或不需整治(楠
仔溪下游已有石籠護岸保護、阿文溪下游現況良好)，至於寶山水庫方面

多位於環湖農路因道路排水不良所致蝕溝或坑溝沖蝕情形，因此本計畫

參考上述工法擬定野溪及蝕溝治理計畫，工程點位分佈與工程內容分別

如圖5-7-7～圖5-7-8與表5-7-1～表5-7-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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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1 導水路主流整治斷面形式圖 
 
 
 
 
 
 
 
 
 
 
 

圖 5-7-2 蝕溝整治斷面形式圖 
 
 
 
 
 
 
 
 
 
 
 

圖 5-7-3 沖蝕溝整治斷面形式圖 
客土袋溝完成圖 萌芽樁帶工完成圖 

木樁帶工完成圖 木樁土壤袋護岸及帶工完成圖 

混排塊石護岸及踏步式固床工設計圖 

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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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4 溪流整治斷面示意圖(一) 

適用於流速大或沖蝕嚴重之河段，
對於河水則有消能效果，並且可以
調整河道之坡降。

適用範圍

(1)石塊間隙可創造多孔隙的棲地環
境，提供水生物的避難場所。

(2)突出水面的石頭，能提供石蠅等
水生昆蟲羽化的空間。

(3)增加曝氣效果，提高水中溶氧量，
加強河川自淨能力。

(4) 完工崁石具有自然景觀並可配
合兩岸親水設施設計。

生態功能

降低河水流速防止河床淘刷及穩定
流心，使河道保持穩定不致偏移。

建設功能

斷面示意圖

斷面示意圖工法名稱：踏步式固床工

使用混凝土蓆墊固定植石，適用於
流速大或沖蝕嚴重之河段，對於河
水則有消能效果，並且可以調整河
道之坡降。

適用範圍

(1)石塊間隙可創造多孔隙的棲地環
境，提供水生物的避難場所。

(2)突出水面的石頭，能提供石蠅等
水生昆蟲羽化的空間。

(3)增加曝氣效果，提高水中溶氧量，
加強河川自淨能力。

(4)完工後具有自然的景觀。

生態功能

防止河床被掏刷穩定坑溝，防止流
心偏離使河道保持固定，降低河水
流速。

建設功能

工法名稱：斜坡式混凝土植石固床工

適用於流速大或沖蝕嚴重之河段，
對於河水則有消能效果，並且可以
調整河道之坡降。

適用範圍

(1)石塊間隙可創造多孔隙的棲地環
境，提供水生物的避難場所。

(2)突出水面的石頭，能提供石蠅等
水生昆蟲羽化的空間。

(3)增加曝氣效果，提高水中溶氧量，
加強河川自淨能力。

(4) 完工崁石具有自然景觀並可配
合兩岸親水設施設計。

生態功能

降低河水流速防止河床淘刷及穩定
流心，使河道保持穩定不致偏移。

建設功能

斷面示意圖

斷面示意圖工法名稱：踏步式固床工

使用混凝土蓆墊固定植石，適用於
流速大或沖蝕嚴重之河段，對於河
水則有消能效果，並且可以調整河
道之坡降。

適用範圍

(1)石塊間隙可創造多孔隙的棲地環
境，提供水生物的避難場所。

(2)突出水面的石頭，能提供石蠅等
水生昆蟲羽化的空間。

(3)增加曝氣效果，提高水中溶氧量，
加強河川自淨能力。

(4)完工後具有自然的景觀。

生態功能

防止河床被掏刷穩定坑溝，防止流
心偏離使河道保持固定，降低河水
流速。

建設功能

工法名稱：斜坡式混凝土植石固床工

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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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5 溪流整治斷面示意圖(二) 

斷面示意圖

(1)適用於溪床底質較不穩定，承載
力較差之河段。

(2)適用於沖刷作用較緩之地區，或
流速小於6m/sec之地區。

(3)避免於土石流危險溪流之曲線段
施作。

(1)表面多孔隙與粗糙性可提供蕨類
與原生植物附著生長。

(2)能提供更多種的棲息環境供生物
棲息其間

保護、穩定河岸坡趾免受沖蝕破壞

生態功能

建設功能

(1)適用於溪床底質較不穩定，承載
力較差之河段。

(2)適用於沖刷作用較緩之地區，或
流速小於6m/sec之地區。

(3)避免於土石流危險溪流之曲線段
施作。

適用範圍

(1)表面多孔隙與粗糙性可提供蕨類
與原生植物附著生長。

(2)能提供更多種的棲息環境供生物
棲息其間。

生態功能

保護河岸坡趾免受沖蝕破壞，並可
作為親水設施

建設功能

斷面示意圖

斷面示意圖工法名稱：砌石階梯親水護岸

(1)於流速大、沖蝕嚴重且崎嶇不平
之河岸可採用本工法。

(2)適用於溪床底質較不穩定、土質
較差，承載力較弱之河段。

(3)漿砌石護岸可作為擋土工，防止
坡面之局部崩塌破壞。

適用範圍

(1)表面具有自然的景觀。

(2)表面多孔隙與粗糙性可提供蕨類
與原生植物附著生長。

(3)漿砌石對河流水之抗沖蝕力較佳，
砌石半埋於砂漿中，上部外露砌
石間之縫隙利於動物棲息及植物
生長。

生態功能

保護河岸坡趾免受沖蝕破壞建設功能

適用範圍

工法名稱：砌石護岸

工法名稱：漿砌塊石護岸

斷面示意圖

(1)適用於溪床底質較不穩定，承載
力較差之河段。

(2)適用於沖刷作用較緩之地區，或
流速小於6m/sec之地區。

(3)避免於土石流危險溪流之曲線段
施作。

(1)表面多孔隙與粗糙性可提供蕨類
與原生植物附著生長。

(2)能提供更多種的棲息環境供生物
棲息其間

保護、穩定河岸坡趾免受沖蝕破壞

生態功能

建設功能

(1)適用於溪床底質較不穩定，承載
力較差之河段。

(2)適用於沖刷作用較緩之地區，或
流速小於6m/sec之地區。

(3)避免於土石流危險溪流之曲線段
施作。

適用範圍

(1)表面多孔隙與粗糙性可提供蕨類
與原生植物附著生長。

(2)能提供更多種的棲息環境供生物
棲息其間。

生態功能

保護河岸坡趾免受沖蝕破壞，並可
作為親水設施

建設功能

斷面示意圖

斷面示意圖工法名稱：砌石階梯親水護岸

(1)於流速大、沖蝕嚴重且崎嶇不平
之河岸可採用本工法。

(2)適用於溪床底質較不穩定、土質
較差，承載力較弱之河段。

(3)漿砌石護岸可作為擋土工，防止
坡面之局部崩塌破壞。

適用範圍

(1)表面具有自然的景觀。

(2)表面多孔隙與粗糙性可提供蕨類
與原生植物附著生長。

(3)漿砌石對河流水之抗沖蝕力較佳，
砌石半埋於砂漿中，上部外露砌
石間之縫隙利於動物棲息及植物
生長。

生態功能

保護河岸坡趾免受沖蝕破壞建設功能

適用範圍

工法名稱：砌石護岸

工法名稱：漿砌塊石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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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6 溪流整治斷面示意圖(三) 

斷面示意圖

適用於流速大及沖蝕嚴重之河段

(1)石塊間隙可創造多孔隙的棲地環
境，提供水生物的避難場所。

(2)突出水面的石頭，能提供石蠅等
水生昆蟲羽化的空間。

(3)增加曝氣效果，提高水中溶氧量，
加強河川自淨能力。

(4)採用鋪石可使完工後具有自然的
景觀。

防止河床被掏刷穩定坑溝，防止流
心偏離使河道保持固定，降低河水
流速。

生態功能

建設功能

(1)於流速大、沖蝕嚴重且崎嶇不平
之河岸可採用本工法。

(2)適用於溪床底質較不穩定、土質
較差，承載力較弱之河段。

(3)漿砌石護岸可作為擋土工，防止
坡面之局部崩塌破壞。

適用範圍

(1)表面具有自然的景觀。

(2)表面多孔隙與粗糙性可提供蕨類
與原生植物附著生長。

(3)對河流水之抗沖蝕力較佳，砌石
半埋於砂漿中，上部外露砌石間
之縫隙利於動物棲息及植物生長。

生態功能

保護河岸坡趾免受沖蝕破壞建設功能

斷面示意圖

斷面示意圖工法名稱：混凝土砌石護岸

(1)表面多孔隙與粗糙性可提供蕨類
與原生植物附著生長。

(2)物理結構較傳統混凝土護岸複雜，
能提供更多種的棲息環境供生物
棲息期間。

(3)多階梯形成多層次空間，可提高
空間的利用度，有助於提高生態
環境之多樣性。

適用範圍

提供水生動物棲息、避難空間
生態功能

保護、穩定河岸坡趾免受沖蝕破壞。建設功能

適用範圍

工法名稱：混凝土植石固床工

工法名稱：混凝土型框填石植生護岸

斷面示意圖

適用於流速大及沖蝕嚴重之河段

(1)石塊間隙可創造多孔隙的棲地環
境，提供水生物的避難場所。

(2)突出水面的石頭，能提供石蠅等
水生昆蟲羽化的空間。

(3)增加曝氣效果，提高水中溶氧量，
加強河川自淨能力。

(4)採用鋪石可使完工後具有自然的
景觀。

防止河床被掏刷穩定坑溝，防止流
心偏離使河道保持固定，降低河水
流速。

生態功能

建設功能

(1)於流速大、沖蝕嚴重且崎嶇不平
之河岸可採用本工法。

(2)適用於溪床底質較不穩定、土質
較差，承載力較弱之河段。

(3)漿砌石護岸可作為擋土工，防止
坡面之局部崩塌破壞。

適用範圍

(1)表面具有自然的景觀。

(2)表面多孔隙與粗糙性可提供蕨類
與原生植物附著生長。

(3)對河流水之抗沖蝕力較佳，砌石
半埋於砂漿中，上部外露砌石間
之縫隙利於動物棲息及植物生長。

生態功能

保護河岸坡趾免受沖蝕破壞建設功能

斷面示意圖

斷面示意圖工法名稱：混凝土砌石護岸

(1)表面多孔隙與粗糙性可提供蕨類
與原生植物附著生長。

(2)物理結構較傳統混凝土護岸複雜，
能提供更多種的棲息環境供生物
棲息期間。

(3)多階梯形成多層次空間，可提高
空間的利用度，有助於提高生態
環境之多樣性。

適用範圍

提供水生動物棲息、避難空間
生態功能

保護、穩定河岸坡趾免受沖蝕破壞。建設功能

適用範圍

工法名稱：混凝土植石固床工

工法名稱：混凝土型框填石植生護岸

淘



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保育計畫

 

 

 
5-45

 
 
 
 
 
 
 
 
 
 
 
 
 
 
 
 
 
 
 
 
 
 
 
 
 
 
 
 
 
 
 
 
 

圖 5-7-7 新山水庫野溪蝕溝治理計畫點位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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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8 寶山水庫野溪蝕溝治理計畫點位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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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1 新山水庫野溪蝕溝治理計畫 

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現地描述 建議工法 經費預估

(元) 權責單位 實施年度 

1 新山-溪-01 320,531 2,781,025

舊有採石區下邊坡產生之蝕溝 (寬約

1m)，蝕溝出口有土砂淤積與枯木堆置，

且出口處水庫邊坡有大面積裸露風化土

層，宜配合裸露崩塌地處理 

土袋節制壩一座 

土袋溝 W=1m、L=25m 
198,000 水利署 2008 

2 新山-溪-03 320,571 2,780,877
原復舊工已毀損，導致大面積裸露，其上

方已有蝕溝形成(寬度約 1.5m)，建議應

治理 

土袋節制壩一座 

土袋溝 W=1.5m、L=20m 
162,000 水利署 2008 

3 新山-溪-05 320,010 2,780,527
五號野溪河道有刷深之跡象，且出口為風

化土坡，建議設置潛壩以攔阻土砂進入水

庫蓄水區 

石籠潛壩一座 W=5m、H=2m
石籠護岸 30m 

882,000 水利署 2008 

小計 1,2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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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2 寶山水庫野溪蝕溝治理計畫 

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現地描述 建議工法 經費預估

(元) 權責單位 實施年度 

1 寶山-溪-03 254,083 2,737,897

過寶湖吊橋後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因逕

流匯集淘刷地表而形成蝕溝，長約

60m，寬約 2m；現況已有植生覆蓋，惟

與排水未完善，且道路下邊坡涵管出口未

施做保護工，建議應治理 

土袋節制壩、靜水池各 1 座 
土袋溝 20m 
涵 管 改 建 為 箱 涵 H=1m 、

W=1m、L=5m 
箱涵出口石籠保護工 
L 型側溝 50m 

358,000 水利署 2010 

2 寶山-溪-04 254,104 2,737,903

過寶湖吊橋後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因逕

流匯集淘刷地表而形成蝕溝，長約

50m，寬約 2m；現況已有植生覆蓋，惟

與排水未完善，且道路下邊坡涵管出口未

施做保護工，建議應治理 

土袋節制壩、靜水池各 1 座 
土袋溝 20m 
涵 管 改 建 為 箱 涵 H=1m 、

W=1m、L=5m 
箱涵出口石籠保護工 
L 型側溝 50m 

358,000 水利署 2010 

小計 7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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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防砂工程規劃 
在防砂工程規劃方面，由於在保護帶調查範圍內主要可分為水庫高

低水位地帶以及水庫高水位以上，其處理工法各有不同，因此本計畫擬

定建議工法亦不相同，茲分述如下： 

一、水庫高低水位地帶 

水庫集水區之高低水位間之地帶，由於處於乾、濕交替，水位上升、

下降的情況下，加以氣候、土壤及地質等因素，風化較為劇烈。而此地

區植生侵入困難，在風力、波浪之沖擊下，易形成裸露而崩塌，而此一

崩塌所產生之土砂生產量對離槽水庫之壽命往往具重大之影響。 

對於高低水位地帶之治理原則是以儘量減少原地面之擾動，以工程

方法加以控制，達到坡面穩定及防止崩塌之目的。故參考德基水庫於保

護帶下緣建立一小型攔坡埂，藉以控制逕流，於適當地點經跌水或洩槽

等排水設備洩入水庫。建造方法係採用50×60×20cm之混凝土塊，土中

埋30cm，地表露出30cm以阻水流，並平均每隔100m設一跌水洩槽。 

此外，水庫保護帶漂流木、枯立木及保護帶邊緣危樹為影響水庫觀

瞻、水質與水上交通之主要因素。建議利用水庫高水位時期，將漂流木

加以清除；枯立木及危樹則利用低水位時加以伐除，以維持水庫景觀、

避免倒樹擴大崩塌及水上交通順暢。 

二、水庫高水位以上 

該區位主要泥砂來源大致為自然崩塌、溪流沖刷、蝕溝，及不當土

地利用(如開路)等，產砂方式以自然崩塌及地表沖蝕為主，其中以崩塌

及地表沖蝕所產之泥砂佔大部份。 

對於高水位以上區位治理原則除透過崩塌地整治、蝕溝治理、道路

水土保持、水庫保護帶與農地水土保持等工程手段防止或降低土砂下移

外，更可配合施設於保護帶上緣之攔污(砂)工程，二者相互配合，使土

砂下移量降至最低。 

三、防砂工程治理計畫 

綜上所述並考量本計畫三座水庫現場情況，在西勢水庫楠仔溪匯入

處及寶山水庫南支流匯入處設置兩座防砂壩，另西勢水庫及寶山水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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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防砂壩亦預定於後續年度辦理清淤工程，以持續保持多餘囚砂空

間，整體防砂工程治理計畫點位分佈與工程內容分別如圖5-8-1～圖

5-8-2與表5-8-1～表5-8-2所述。 
 
 
 
 
 
 
 
 
 
 
 
 
 
 
 
 
 
 
 
 
 
 
 
 
 
 
 
 
 
 
 

圖 5-8-1 西勢水庫防砂工程治理計畫點位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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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2 寶山水庫防砂工程治理計畫點位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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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1 西勢水庫防砂工程治理計畫 

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現地描述 建議工法 經費預估 
(元) 權責單位 實施年度 

1 西勢-砂-01 323,429 2,775,313

楠仔溪下游河道多礫石淤積，現況木柵攔

污柵與右岸石籠護岸已有部分毀損，建議

施做防砂壩，以攔阻土砂進入水庫，並修

復右岸石籠護岸 

格籠壩 H=5m、W=30m 
石籠護岸修復 H=3m、L=50m 3,315,000 水利署 2008 

2 西勢-砂-02 323,172 2,775,313

阿文溪河床淤積以細顆粒泥砂為主，下游

格籠防砂壩，已於 2003 年辦理土砂清

淤，建議後續仍須配合防砂壩浚渫，以維

持其蓄砂功能 

防砂壩清淤，預計清除

5,000m3 
2,600,000 水利署 2010 

小計 5,915,000   

 

表 5-8-2 寶山水庫防砂工程治理計畫 

序號 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現地描述 建議工法 經費預估 
(元) 權責單位 實施年度 

1 寶山-砂-01 254,489 2,737,604
南支流匯入寶山水庫處，現況淤積嚴重，

建議施設防砂壩 
防砂壩一座，H=3m，W=30m 1,872,000 水利署 2009 

2 寶山-砂-02 255,100 2,737,877
北支流匯入水庫處，自來水公司已施設防

砂壩一座，現況良好，惟已淤滿 
防砂壩清淤，預計清除

5,000m3 
1,170,000 水利署 2008 

小計 3,0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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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實施治理計畫與管理事項 

6-1 實施治理計畫 

6-1-1 治理權責劃分 
依據「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法定權責及業務專長分工，經濟部、

交通部、農委會及縣市政府等水庫集水區保育等有關機關應依業務權責

及專長分工治理，說明如下： 

1.經濟部水利署負責蓄水範圍（含保護帶）治理。 

2.農業委員會林務局負責國有林班地治理（不含蓄水範圍）。 

3.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負責上述2者以外之山坡地治理。 

4.有關道路水土保持部分，則由道路主管機關依權責辦理（路權及上下

邊坡不可分割之治理範圍）。 

本計畫三座水庫管理單位均為台灣省自來水公司，而水庫管理單位

應扮演之角色則為水庫蓄水區及集水區各項管理機制之整合；惟目前本

計畫三座水庫並未進行保護帶正式公告，且水庫保護帶內道路並未於上

述綱要敘明應屬誰管，而本計畫亦僅進行保護帶範圍之初步劃設及保育

規劃，有鑑於目前保護帶內道路仍由水庫管理單位、林務局及鄉公所管

理，建議仍由原管理單位持續管理為宜。 

因此本計畫之實施將由經濟部水庫保育協調推動小組負責推動、協

調、監督與考核，將分北區水資源局、林務局、自來水公司第一、三區

管理處、新竹縣政府等為主辦機關，執行機關包括水庫管理單位及寶山

鄉公所等相關權責機關，本計畫之辦理流程詳則如圖6-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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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計畫辦理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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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治理計畫期程與內容 
水利署於民國91年提出「水庫整體保育計畫規範編擬」，在結合水、

土、林治理及兼顧生態保育的觀念下，針對水質保育及污染防治、溪流

整治、道路水土保持、森林經營等規範訂定各「水庫整體保育計畫」應

辦工作內容及其目的、範圍、執行方法與步驟等，並依各項工作內容治

理成效擬定短、中、長期水庫保育計畫及經費編擬要點，提供各機關主

管單位編訂各年度實施計畫之依據。其主要內容概要說明如下： 

本計畫期程分3年（2008～2010年）執行，而各項治理工作在執行

上係就其重要性與優先性擇取極需處理之工作項目優先辦理，並藉由分

年分期方式推展各項治理工作，以力求蓄水區治理工作之整體性與持續

性。 

本計畫範圍涵蓋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含主要河川），經過現場

詳細調查與致災原因分析，針對計畫範圍內野溪、坑溝（含蝕溝）、崩

塌地、農路與土地利用等問題，擬定各項問題之治理對策，期利用災害

治理手段達到保水保土之目標，並藉以減少下游水庫之負擔。實施計畫

期程預估自2008年1月起至2010年12月止，分3年執行，三座水庫蓄水範

圍（含保護帶）需要治理之件數與工程經費共計32件約1,657萬元（如表

6-1-1），治理對策內容詳如表6-1-2～6-1-4。 

 

表 6-1-1 新山、西勢及寶山水庫治理計畫工程經費 

名稱 件數 經費(元) 

新山水庫 11 3,258,000 

西勢水庫 4 7,172,000 

寶山水庫 17 6,143,000 

總計 32 16,573,000 

 

 



 

表 6-1-2 新山水庫蓄水範圍與保護帶治理工程一覽表 

序號 X 座標 Y 座標 類型 現地描述 建議工法 經費預估

(元) 權責單位 實施年度 

1 320,758 2,781,045 崩塌地 大壩左側之邊坡裸露（約 3m×60m）未處

理，因位於水庫取水口旁，建議應治理 

微型樁基礎工 60m 
上方回填碎石與土袋植生 

配合排水工處理 

648,000 水利署 2008 

2 320,531 2,781,025 野溪蝕溝

舊有採石區下邊坡產生之蝕溝(寬約 1m)，
蝕溝出口有土砂淤積與枯木堆置，且出口處

水庫邊坡有大面積裸露風化土層，宜配合裸

露崩塌地處理 

土袋節制壩一座 

土袋溝 W=1m、L=25m 
198,000 水利署 2008 

3 320,514 2,781,016 崩塌地 
大壩左側邊坡於大壩加高時施做噴漿保護

裸露坡面，該處並未施做，故仍有大面積裸

露(約 3m×50m)，建議應治理 

鋪網植生 200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144,000 水利署 2008 

4 320,571 2,780,877 野溪蝕溝
原復舊工已毀損，導致大面積裸露，其上方

已有蝕溝形成(寬度約 1.5m)，建議應治理

土袋節制壩一座 

土袋溝 W=1.5m、L=20m 
162,000 水利署 2008 

5 320,650 2,780,851 崩塌地 
大壩加高後之復舊工現已毀損，導致滿水位

呈現大面積裸露土坡(L=150m)，建議應治

理以保護基腳，避免土砂持續崩落 

鋪網植生 400 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288,000 水利署 2008 

6 320,401 2,780,704 崩塌地 
邊坡植生為天然竹林，其坡腳有大量鬆散土

石堆積，因竹子根系淺、固結土壤能力差，

建議應治理 

鋪網植生 300 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216,000 水利署 2008 

7 320,140 2,780,548 崩塌地 
上方土石滑落堆積於岸邊(約 3m×50m)，為

避免裸露面積持續擴大，建議應治理以保護

邊坡 

鋪網植生 250 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180,000 水利署 2008 

8 320,010 2,780,527 野溪蝕溝

五號野溪河道有刷深之跡象，且出口為風化

土坡，建議設置潛壩以攔阻土砂進入水庫蓄

水區 

石籠潛壩一座 W=5m、H=2m
石籠護岸 30m 

882,000 水利署 2008 

9 320,010 2,780,527 崩塌地 五號野溪出口之風化土坡(約 60m)，建議應

治理 

鋪網植生 250 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180,000 水利署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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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X 座標 Y 座標 類型 現地描述 建議工法 經費預估

(元) 權責單位 實施年度 

10 320,038 2,780,470 崩塌地 
水庫邊坡雜木與竹林叢生，基腳裸露形成土

坡(約 2m×60m)，且有礫石堆積，建議應治

理以恢復植生 

鋪網植生 250 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180,000 水利署 2008 

11 320,771 2,780,626 崩塌地 邊坡為鬆散之土石，呈現裸露狀態，建議應

治理，避免持續裸露面積擴大 

鋪網植生 250 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180,000 水利署 2008 

總計 3,258,000   

 

表 6-1-3 西勢水庫蓄水範圍與保護帶治理工程一覽表 

序號 X 座標 Y 座標 類型 現地描述 建議工法 經費預估

(元) 權責單位 實施年度 

1 323,429 2,775,313 防砂工程

楠仔溪下游河道多礫石淤積，現況木柵攔

污柵與右岸石籠護岸已有部分毀損，建議

施做防砂壩，以攔阻土砂進入水庫，並修

復右岸石籠護岸 

格籠壩 H=5m、W=30m 
石籠護岸修復 H=3m、L=50m 3,315,000 水利署 2008 

2 323,172 2,775,313 防砂工程

阿文溪河床淤積以細顆粒泥砂為主，下游

格籠防砂壩，已於 2003 年辦理土砂清淤，

建議後續仍須配合防砂壩浚渫，以維持其

蓄砂功能 

防砂壩清淤，預計清除

5,000m3 2,600,000 水利署 2010 

3 323,184 2,775,605 崩塌地 

水庫蓄水區左側有一處裸露面緊鄰於水庫

周邊(約 10m×30m)，常有釣客於此處釣

魚，建議應治理使其恢復植生 

鋪網植生 300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136,000 水利署 2009 

4 323,198 2,775,692 
道路水土

保持 

環庫道路採用較經濟的碎石材質鋪面，土

砂、碎石等受水流沖刷滑落將直接流入水

庫 

L 型側溝 450m 
涵管排水 3 處 
集水井 3 座 

1,121,000 林務局 2009 

總計 7,172,000   

 
 



 

表 6-1-4 寶山水庫蓄水範圍與保護帶治理工程一覽表 

序號 X 座標 Y 座標 類型 現地描述 建議工法 經費預估

(元) 權責單位 實施年度 

1 253,356 2,737,858 崩塌地 
水庫邊坡崩塌、岩坡裸露，現況已有植生入

侵，惟地形陡峭，坡趾處有堆積物堆積 

掛網植生 100m2 

配合排水工處理 
19,000 水利署 2008 

2 253,376 2,737,801 崩塌地 
水庫邊坡崩塌，屬釣客開闢之小路下邊坡，

H=1.5，L=30m 
格框護坡，H=2，L=30m 195,000 水利署 2010 

3 253,371 2,737,595 土地利用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於緊鄰蓄水邊坡，造

成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植林木 
改植林木 1 公頃 87,000 水利署 2010 

4 253,531 2,737,337 土地利用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於緊鄰蓄水邊坡，造

成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植林木 
改植林木 1 公頃 87,000 水利署 2010 

5 254,489 2,737,604 防砂工程
南支流匯入寶山水庫處，現況淤積嚴重，建

議施設防砂壩 
防砂壩一座，H=3m，W=30m 1,872,000 水利署 2009 

6 254,263 2,737,603 土地利用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於緊鄰蓄水邊坡，造

成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植林木 
改植林木 0.5 公頃 43,000 水利署 2010 

7 254,216 2,737,587 土地利用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於緊鄰蓄水邊坡，造

成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植林木 
改植林木 1.5 公頃 130,000 水利署 2010 

8 253,636 2,737,467 土地利用
天然竹林叢生聚集，由於緊鄰蓄水邊坡，造

成邊坡負載過重，建議改植林木 
改植林木 0.5 公頃 43,000 水利署 2010 

9 254,054 2,737,968 
道路水土

保持 

保護帶內農路上邊坡裸露崩塌，建議施設擋

土牆保護裸露邊坡 
格籠擋土牆，H=3m，L=20m 260,000

寶山 

鄉公所 
2009 

10 255,100 2,737,877 防砂工程
北支流匯入水庫處，自來水公司已施設防砂

壩一座，現況良好，惟已淤滿 
防砂壩清淤，預計清除

5,000m3 1,170,000 水利署 2008 

11 254,425 2,737,947 
道路水土

保持 

過碧湖吊橋保護帶範圍內農路僅鋪設 PC
路面，且已部分毀損，道路旁土溝長度不足

且有土砂淤積、阻塞涵管，另道路下邊坡涵

管出口並未施設保護，造成沖蝕嚴重 

L 型側溝 150m 
PC 路面重新鋪設 150m 
道路下邊坡石籠護坡

H=3m,L=10m 

858,000
寶山 

鄉公所 
2010 

6-6

 



 

序號 X 座標 Y 座標 類型 現地描述 建議工法 經費預估

(元) 權責單位 實施年度 

12 254,083 2,737,897 野溪蝕溝

過寶湖吊橋後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因逕流

匯集淘刷地表而形成蝕溝，長約 60m，寬

約 2m；現況已有植生覆蓋，惟與排水未完

善，且道路下邊坡涵管出口未施做保護工，

建議應治理 

土袋節制壩、靜水池各 1 座 

土袋溝 20m 

涵管改建為箱涵 H=1m、

W=1m、L=5m 
箱涵出口石籠保護工 

L 型側溝 50m 

358,000 水利署 2010 

13 254,104 2,737,903 野溪蝕溝

過寶湖吊橋後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因逕流

匯集淘刷地表而形成蝕溝，長約 50m，寬

約 2m 公尺；現況已有植生覆蓋，惟與排水

未完善，且道路下邊坡涵管出口未施做保護

工，建議應治理 

土袋節制壩、靜水池各 1 座 

土袋溝 20m 

涵管改建為箱涵 H=1m、

W=1m、L=5m 
箱涵出口石籠保護工 

L 型側溝 50m 

358,000 水利署 2010 

14 253,842 2,738,521 
道路水土

保持 

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下邊坡崩塌地(高約

10m、寬約 15m)，現況崩塌坡面已有自然

植生入侵，因鄰近水庫，為避免崩塌再發

生，建議應進行崩塌地處理。 

下邊坡施設石籠擋土牆 L＝
20m，H＝3m 

156,000
寶山 

鄉公所 
2008 

15 253,842 2,738,486 
道路水土

保持 

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下邊坡崩塌地(高約

10m、寬約 10m)，因開路、地質及溪流淘

刷產生崩塌及沖蝕，較不安定。現況已有植

生侵入，為保護邊坡安全，建議應進行治

理。 

下邊坡施設石籠擋土牆 L＝
15m，H＝3m 

117,000
寶山 

鄉公所 
2008 

16 253,977 2,738,046 
道路水土

保持 

過寶湖吊橋後水庫集水區內農路旁，因涵管

水流匯集導致道路下邊坡形成蝕溝，長度約

30m，寬度約 2m。 

道路下邊坡混凝土溝

L=20m，W=1m 
130,000

寶山 

鄉公所 
2009 

17 253,982 2,738,002 
道路水土

保持 

農路上邊坡裸露崩塌(高約 6m、寬約

15m)，崩塌地上方有一棟房舍、樹木根系

已裸露 

危木清除 

基腳施做預鑄景觀塊擋土牆

L=20m，H=3m 

260,000
寶山 

鄉公所 
2009 

總計 6,1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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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治理計畫分期實施計畫與經費需求概算 
本計畫由實地調查所研提之治理需求加以彙整，依其重要性與緊急性

排列優先順序，並藉由分年分期方式實施各項工作內容，以求治理工作之

整體性與持續性。整體治理預定以三年（2008～2010年）為期，三座水

庫分述如下： 

一、新山水庫 

在新山水庫保護帶調查範圍內，主要以崩塌裸露地治理及蝕溝控制

為主，整體計畫經費預估約325.8萬元，建議於兩年內施作完畢，而依

據「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所規定之治理權責劃分，其治理權責應屬水

利署治理範圍內，如表6-2-1所示。 

表 6-2-1 新山水庫各年度治理經費統計 
實施年度 權責單位 類型 工程件數 工程經費(元) 

2008 水利署 崩塌地 8 2,016,000 
  野溪蝕溝 3 1,242,000 

總計   11 3,258,000 

二、西勢水庫 

在西勢水庫保護帶調查範圍內，主要仍以野溪治理及楠仔溪防砂工

程設置為主，整體計畫經費預估約717.2萬元，建議於三年內施作完畢，

而依據「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所規定之治理權責劃分，其野溪治理及

防砂工程設置應屬水利署治理範圍內，另環湖道路排水系統設置應屬林

務局之權責範圍，如表6-2-2所示。 

表 6-2-2 西勢水庫各年度治理經費統計 
實施年度 權責單位 類型 工程件數 工程經費(元) 

2008 水利署 防砂工程 1 3,315,000 
小計   1 3,315,000 
2009 水利署 崩塌地 1 136,000 

 林務局 道路水土保持 1 1,121,000 
小計   2 1,257,000 
2010 水利署 防砂工程 1 2,600,000 
小計   1 2,600,000 
總計   4 7,1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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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寶山水庫 

在西勢水庫保護帶調查範圍內，主要仍以野溪治理及道路水土保持

為主，整體計畫經費預估約614.3萬元，建議於三年內施作完畢，而依

據「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所規定之治理權責劃分，其野溪治理及防砂

工程設置應屬水利署治理範圍內，另環湖農路之水土保持應屬寶山鄉公

所辦理之，如表6-2-3所示。 

表 6-2-3 寶山水庫各年度治理經費統計 
實施年度 權責單位 類型 工程件數 工程經費(元) 

2008 水利署 防砂工程 1 1,170,000 
  崩塌地 1 19,000 
 寶山鄉公所 道路水土保持 2 273,000 

小計   4 1,462,000 
2009 水利署 防砂工程 1 1,872,000 

 寶山鄉公所 道路水土保持 3 650,000 
小計   4 2,522,000 
2010 水利署 土地利用 5 390,000 

  崩塌地 1 195,000 
  野溪蝕溝 2 716,000 
 寶山鄉公所 道路水土保持 1 858,000 

小計   9 2,159,000 
總計   17 6,1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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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水庫蓄水範圍（含保護帶）資料電腦建檔 
本計畫之地理資訊系統建置以完成「資料庫架構之建立」與「基本資

料庫及相關屬性資料建立」兩大工作目標，經由業務需求調查及現有資料

分析，建立一可供地理資訊資料庫，配合整體規劃之需求研訂資料庫架

構，並參考水利署水利地理資訊系統整體規劃的理念，資料庫類別分類基

於行政職掌為依據，分為土地資料庫、水文資料庫、水庫資料庫、災害調

查資料庫、河川資料庫及基本圖籍資料庫；並依據這些分類原則架構出整

體資料庫。 

資料庫的圖檔依據資料儲存模式可區分為向量資料、網格資料、影像

檔及文字屬性資料四種類別，其中向量資料分為點、線、多邊形三種類別

的圖檔。所建立之網格資料包含數位高程模型的儲存，影像檔包括地形圖

掃描影像、視覺展示影像，影像檔中之地形圖掃描影像等資料乃需進行地

理定位，可與基他向量圖檔套合，非地理定位之影像則純粹以展示瀏覽的

應用。 

一、資料項目： 

本計畫建立之基本資料項目包括水文資料、氣象資料、河川資料、

水利設施資料、生態資料、相關計畫資料、基本地形圖、圖片及影像資

料等。 

二、資料格式： 

所建立之資料庫採用GIS軟體ArcView與MapInfo之圖檔格式，其所

建立之屬性資料，則參酌國土資訊系統規格及相關研究報告之資料庫建

置規格，並配合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內部建立之GIS資料庫，另行訂定

對應之格式標準。 

三、資料庫建立： 

本計畫所建置之資料庫，當使用者做查詢分析統計時，能夠同時針

對圖形與屬性資料來進行計算，並迅速地展示及輸出查詢、分析、統計

所得的結果，並可依需求自動調整展示之圖層，以呈現最佳化之圖形展

示。資料庫建立流程如圖7-1所示，包括下列六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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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資料庫建立流程示意圖 

(一)資料蒐集 

本計畫所需之各項圖形、屬性及圖片影像等資料，將依規劃作業使

用之適當比例尺精度，向資料製作單位洽取。所蒐集資料來源包括水利

署現有資料庫以及內政部營建署、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等。 

(二)圖形建檔 

圖形建檔程序大致分為清繪、數化、建檔及編修四項步驟，茲簡述

於後。 

1.清繪：部份原始資料線條複雜或模糊不清之地圖需要經過清繪作業，

以凸顯篩選所得之必要資料，增加數化作業之正確度。 

2.數化：利用數位板將圖面資料轉換為具有大地座標之向量式數位資

料，此為圖形建檔之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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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檔：將數化所得圖形檔案建製為符合Arc View與MapInfo圖檔格

式，使其具備空間位相之圖檔資料。 

4.編修：檢核並編修數化過程中之誤失以及圖形接合缺失。 

(三)屬性建檔 

將蒐集所得之文字數字資料依據水利署GIS系統及國土資訊系統

所使用之資料分類編號及分類標準，設定對應之分類代碼，並依照資料

庫標準格式製作數值檔案。 

(四)圖片、影像資料建檔 

利用掃描器數化與影像處理等方式建製圖片、影像檔案，其中部份

影像檔案需進行座標定位，給予對應之大地座標。 

(五)衍生性資料建檔 

透過相關程式可建製衍生性資料等。 

(六)圖形屬性資料連結 

將數化所得圖形檔案與其對應之屬性資料檔案內各項資料分別依

其對應關係進行連結作業，製成完整且具有時間、空間特性之圖形資料

庫檔案。 
 

本計畫係採用MapInfo與Arc-View兩套地理資訊系統為工作平台，做

為資料分析處理與編修之工具，其主要功能有圖形套疊、註記標示、圖形

輸出等，並藉其進行屬性資料與圖層資料之連結功能，進行空間分析。 

所建置之相關圖資依類別可分為基本圖資料庫、保護帶資料庫及災害

資料庫等三類，所有相關圖資依系統所需格式存取，以利管理機關及使用

者查詢相關資料及有效確實管理與作業；本計畫蒐集建置之各資料庫如圖

7-2，內容分述如下： 

(一)基本圖資料庫 

集水區基本圖資料庫包含：集水區範圍圖、縣市界圖、鄉鎮界圖、

村里界、水系圖、地質圖、土壤圖、滿水位線、土地利用、土地使用分

區、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航空正射影像、相片基本圖、DTM資料，

國道、省道、縣道、一般道路及氣象水文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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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護帶資料庫 

本計畫保護帶調查範圍為蓄水範圍及滿水位線起算水平距離

50m，係依據內政部40m×40m數值地形（DTM）訂定，資料庫內容包

括：保護帶50m調查範圍、保護帶土地利用、保護帶土地使用分區、保

護帶土壤圖、保護帶公私有地；其中保護帶公私有地係以農委會水土保

持局山坡地地籍數化成果為準，惟後續保護帶正式劃定時，應辦理詳細

之地形測量、地上物調查，以決定保護帶範圍，並更新地籍資料，再依

所屬縣市別及地段別分別建檔儲存。 

(三)災害資料庫 

災害資料庫包含本計畫現地調查之崩塌地、野溪蝕溝、道路水土保

持、土地利用等災害資料分佈點位為主，及崩塌地、野溪蝕溝、道路水

土保持、防砂工程、植生造林等建議改善治理計畫之工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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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本計畫 GIS 資料庫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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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預期效益評估 
本計畫執行之整體效益包含可量化效益及不可量化效益兩大類，可量

化效益為實際可量測獲得之治理成果，如水庫水質的改善、有效攔阻砂石、

延長水庫壽命等；不可量化效益則估算其所可預防之災害程度，如可防止

之崩塌量或沖蝕量、增加地下水補助、維護土地生產力、改善農業經營環

境、保育自然生態、改善河川溪流環境、提昇居民生活品質、促進土地永

續利用等。 

8-1 可量化效益 

8-1-1 可量化效益分析方式 
依據「水庫整體保育計畫規範（草案）」之內容，可量化效益部分可

概分為兩部分，包括水土保持及水質改善部分，其各項效益評估方式茲說

明如下： 

一、水土保持 

(一)崩塌地治理工程 

崩塌地處理目的係安定坡面，保護坡腳穩定，以減少坡面之沖蝕及

泥沙來源。本計畫如獲實施，每年可攔阻約90%之泥沙沖蝕（C值可由

崩塌裸露地＝1降至植生良好=0.1），惟此部分難以估計；而本計畫區

內大部分崩塌地屬淺層崩塌，預估崩塌地治理可有效防止淺層土壤（約

50cm）崩落。另外有部分崩塌地位於野溪集水區上游（保護帶範圍外），

人力機具無法到達，故採用防砂壩間接處理，而不同防砂壩位置因所在

位置、坡度及河寬不同而防砂量不一。 

防砂壩工程除可攔蓄上游潛勢崩塌量外，對兩岸邊坡崩塌、現有河

道不安定土砂量亦可發揮防砂效果；兩岸邊坡崩塌部分，本計畫以防砂

壩回淤長度×邊坡高度2m×崩塌深度1m×兩岸估算；而在現有河道不安

定土砂量方面，本計畫則以防砂壩回淤長度×現有河道寬度×淤積深度估

算。 

(二)野溪、坑溝治理 

本計畫考量在護岸施設後，可保護兩岸河道，避免橫向淘刷，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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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防砂量將以護岸長度×護岸高度×可能淘刷深度1.5m計算，另防砂

壩之設置亦可增加囚砂空間，避免後續土砂直接進入水庫中，此部分之

估算將以現有河道寬度×防砂壩高度×防砂壩回淤長度計算。 

(三)道路水土保持 

道路水土保持不僅能穩定邊坡及改善路況，以減少坡面及路面沖

刷，且可防止水流到處竄流而安全排除，本計畫評估道路保護以面積×

沖蝕深度計算，求出每年可減少之泥砂流失量。 

(四)直接效益 

參考「水庫整體保育計畫規範（草案）」考量本計畫實施之後將減

少泥砂進入水庫形成淤積，可大大減少水庫浚渫經費支出，因此本計畫

參考西勢水庫92年度曾辦理之水庫浚渫工程，每立方公尺清淤單價為

400元，寶山水庫清淤單價則採用「建立水庫高效率排砂」曾評估為467
元/m3，據以估算各座水庫所節省之浚渫經費。 

 

二、水質改善 

水庫優養化主要原因為當大量的污染物質排入其中，並且在適當環

境因素下，致水體中藻類大量異常繁殖或死亡，進而消耗水中溶氧，使

得水庫產生優養化的情形。其優養程度則依照所含營養物質多寡，分為

優養、普養及貧養3類。依德基水庫實際案例及相關文獻，緩衝帶營養

鹽攔截率可達85%。而本計畫考量集水區以農業使用為主，決定採用採

用總磷濃度來評估水質改善成效，首先需計算治理前後總磷負荷量在進

入水庫水體對水質影響變化。 

本計畫採用 Vollenweider`s Formula進行估算。 Vollenweider's 
Formula係假設水庫水體為完全混合之狀態，因此可簡化為一個零維

（Zero dimension）的水質模式，由於影響水質的因素很多，數學模式

並無法掌握所有因子的變化，因此會產生若干程度的誤差。零維水質模

式已簡化許多水庫之複雜因素，雖不能完全精準地預測水質狀況與變

化，然而在水庫集水區治理規劃與預測系統之建立，確有其應用的價值。 

Vollenweider's Formula運用時之基本假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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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水庫視為完全混合水體。 

(2)只考慮單一養分作為優養指標和限制生長因素。 

(3)定常狀態總磷濃度以年平均表示。 

(4)用單一參數概括養分消失的各種作用。 

由質量平衡方程式   PQPVKW
dt
dpV S −−=   式(1) 

其中 P ：水庫總磷濃度（mg/m3） 

W ：總磷年進流量（g/yr） 

V ：水庫容積（m3） 

KS：磷沉降係數（l/yr） 

Q ：水庫年出流量（m3/yr） 

T ：時間（yr） 

在定常狀態考慮濃度不隨時間改變之情況下，     ，則式(1)即可

修正為下式： 
0=

dp
dt

VKQ
WP

S+
=      式(2) 

將水庫各項水理及水質資料（水庫操作紀錄及環保署監測結果）代

入式(2)中，即可以得到水庫水質總磷濃度與污染量之關係。 

另依據經濟部水利署「水庫整體保育計畫規範（草案）」之規定，

水質改善治理成效可由下式評估： 

%100×
−
−

=
wpwo

wwo
wq QQ

QQ
CR  

CRwq：水庫水質改善率 

Qwo：治理前集水區年污染負荷量 

Qwp：規劃時所設定之容許污染物負荷量 

Qw：治理後之年污染物負荷量 

其中各水庫設定之容許污染物負荷量，乃參考經濟部水利署「水庫

集水區污染源之調查評估報告」（2001.12），分別訂定近程、中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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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之改善目標及需遞減量，如表8-1-1、8-1-2及8-1-3所示。 

表 8-1-1 新山水庫近程、中程、遠程水質改善目標 

期程 磷濃度（μg/ml） 磷負荷量（kg） 需遞減量（kg） 

90~94 年(平均) 21.99 271.38  

近程 20.00 247.09 24.29 
中程 15.00 185.32 86.06 目標 

遠程 10.00 123.54 147.84 
 

表 8-1-2 西勢水庫近程、中程、遠程水質改善目標 

期程 磷濃度（μg/ml） 磷負荷量（kg） 需遞減量（kg） 

90~94 年(平均) 16.01 136.56  

近程 20.00 232.17 - 
中程 15.00 174.13 - 目標 

遠程 10.00 116.09 20.47 
 

表 8-1-3 寶山水庫近程、中程、遠程水質改善目標 

期程 磷濃度（μg/ml） 磷負荷量（kg） 需遞減量（kg） 

90~94 年(平均) 26.69 830.18  

近程 20.00 616.61 213.57 

中程 15.00 462.46 367.72 目標 

遠程 10.00 308.30 521.88 
 

8-1-2 可量化效益分析 

一、新山水庫 

(一)水土保持 

新山水庫本計畫水土保持工程施設後之防砂量主要以崩塌地治理

及野溪、蝕溝治理為主，其整體防砂效益如表8-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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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4 新山水庫保護帶工程防砂效益表 
類型 工程編號 工程經費(元) 防砂量(m3) 

新山-崩-01 648,000 250 
新山-崩-02 144,000 600 
新山-崩-04 288,000 1,200 
新山-崩-05 216,000 900 
新山-崩-06 180,000 750 
新山-崩-07 180,000 750 
新山-崩-08 180,000 750 

崩塌地 

新山-崩-10 180,000 750 
小計  2,016,000 5,950 

新山-溪-01 198,000 170 
新山-溪-03 162,000 280 

野溪蝕溝 

新山-溪-05 882,000 360 
小計  1,242,000 810 
合計  3,258,000 6,760 

本計畫實施後整體防砂量可達到6,760m3，若以水庫清淤單價400
元/m3計算，其水土保持效益可達270.4萬元。 

(二)水質改善 

在水質改善部分，本計畫在新山水庫執行崩塌地治理，應可有效攔

阻隨崩落或沖蝕進入水庫之泥砂所夾帶的磷、氮等營養鹽，本計畫之崩

塌地治理及周遭受保護面積約為0.6公頃，依據張尊國等1996、陳鶴文

1998以及「水庫集水區污染源之調查評估」整理資料顯示，崩塌裸露

地之單位面積污染輸出總磷量接近茶園為4kg/ha/yr，改善後則可達草

生地之輸出量0.2 kg/ha/yr，因此本計畫若執行後水庫總磷含量應可減

少2.28kg/yr。 

90～94年新山水庫平均磷濃度為21.99μg/ml（年平均磷負荷量為

271.38kg），若以水庫水質近程改善目標20μg/ml而言，相當於

247.09kg之磷負荷量，經由本計畫進行崩塌地治理後，水質整治率約

可達9.38%（如下式），惟此部分並無法轉換為效益估算。推估水質整

治率較低之原因在於新山水庫水源大部分來自於基隆河，因此污染來源

亦同，本計畫僅在保護帶調查範圍內施設改善工程，實難有改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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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100
09.24738.271

)28.238.271(38.271
=×

−
−−

=wqCR  

 

二、西勢水庫 

(一)水土保持 

西勢水庫本計畫水土保持工程施設後之防砂量主要以崩塌地治理

及野溪、蝕溝治理為主，其整體防砂效益如表8-1-5所示。 

表 8-1-5 西勢水庫保護帶工程防砂效益表 
類型 工程編號 工程經費(元) 防砂量(m3) 

西勢-砂-01 3,315,000 7,050 防砂工程 
西勢-砂-02 2,600,000 7,100 

小計  5,915,000 14,150 
崩塌地 西勢-崩-01 136,000 250 
小計  136,000 250 
道路水土保持 西勢-道-01 1,121,000 300 
小計  1,121,000 300 
合計  7,172,000 14,700 

本計畫實施後整體防砂量可達到14,700m3，若以水庫清淤單價400
元/m3計算，其水土保持效益可達588萬元。 

(二)水質改善 

水質改善部分，90～94年西勢水庫平均磷濃度為16.01μg/ml（年

平均磷負荷量為136.56kg），現況水質良好，若以水庫水質近程目標

20μg/ml而言，相當於232.17kg之磷負荷量，暫不需進行水質改善工

程，如以水庫遠程水質改善目標為依據，來計算水質整治率時，本計畫

僅施設崩塌地治理一處，其保護面積約0.1公頃，總磷改善成效約僅

0.38kg/yr，因此水質改善率約為1.86％（如下式），推估其水質整治率

較低之原因在於保護帶調查範圍僅佔集水區面積1.54％，大部分污染源

均在集水區上游產生，本計畫無法進行控制。 

%86.1%100
09.11656.136

)38.056.136(56.136
=×

−
−−

=wq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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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寶山水庫 

(一)水土保持 

在寶山水庫方面，本計畫水土保持工程施設後之防砂量主要以崩塌

地治理及野溪、蝕溝治理為主，其整體防砂效益如表8-1-6所示。 

表 8-1-6 寶山水庫保護帶工程防砂效益表 
類型 工程編號 工程經費(元) 防砂量(m3) 

土地利用 寶山-土-02 87,000 900 
 寶山-土-04 87,000 900 
 寶山-土-08 43,000 450 
 寶山-土-09 130,000 1,350 
 寶山-土-12 43,000 450 
小計  390,000 4,050 
防砂工程 寶山-砂-01 1,872,000 2,260 
 寶山-砂-02 1,170,000 3,600 
小計  3,042,000 5,860 
崩塌地 寶山-崩-01 19,000 130 
 寶山-崩-02 195,000 30 
小計  214,000 160 
野溪蝕溝 寶山-溪-03 358,000 50 
 寶山-溪-04 358,000 50 
小計  716,000 100 
道路水土保持 寶山-道-01 260,000 80 
 寶山-道-03 858,000 90 
 寶山-道-04 156,000 80 
 寶山-道-05 117,000 80 
 寶山-道-06 130,000 20 
 寶山-道-07 260,000 80 
小計  1,781,000 430 
合計  6,143,000 10,600 

本計畫實施後整體防砂量可達到10,600m3，若以水庫清淤單價467
元/m3計算，其水土保持效益可達495萬元。 

(二)水質改善 

在水質改善部分，本計畫在寶山水庫執行崩塌地治理、天然竹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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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等工作，應可有效攔阻隨崩落或沖蝕進入水庫之泥砂所夾帶的磷、氮

等營養鹽，本計畫之崩塌地治理及周遭受保護面積約為4.53公頃，依據

張尊國等1996、陳鶴文1998以及「水庫集水區污染源之調查評估」整

理資料顯示，崩塌裸露地之單位面積污染輸出總磷量接近茶園為

4kg/ha/yr，改善後則可達草生地之輸出量0.2 kg/ha/yr，因此本計畫若

執行後水庫總磷含量應可減少17.21kg/yr。 

90～94年寶山水庫平均磷濃度為26.69μg/ml（年平均磷負荷量為

830.18kg），若以水庫水質近程改善目標20μg/ml而言，相當於

616.61kg之磷負荷量，經由本計畫崩塌地治理及竹林改植林木後，水

質整治率約可達8.06%（如下式），惟此部分並無法轉換為效益估算。

推估水質整治率較低之原因在於，寶山水庫污染源大部分來自於上坪

溪，本計畫僅在保護帶調查範圍內施設改善工程，實難有改善成效。 

%06.8%100
61.616830

)21.17830(830
=×

−
−−

=wqCR  

 

8-2 不可量化效益分析 
本計畫預估在水土保持與水質改善之無形效益包括下列： 

一、種樹造林及撫育工作不但可減少土地不當利用所造成之表土流失及水

庫淤積，並能涵養水源，改善水質，美化環境。 

二、進行野溪蝕溝治理方面，除了可獲得減少土砂流失量之可量化效益，

亦可保護其下游居民之生命財產安全等無法量化之效益。 

三、各項野溪蝕溝治理工程可有效穩定河床、抑止泥砂沖刷、減少水庫淤

積，不僅增加蓄水容量並可促成水資源之永續利用。 

四、保護帶植生配合複層林相，可減少逕流沖蝕及農藥肥料對水源之污染，

避免水土資源流失，減少人為災害，使土地之合理開發與資源之保育

利用均能兼顧。 

五、道路水土保持可減少道路沖蝕、疏導地表逕流、穩定路基邊坡。 

六、水庫水質改善工程可減輕水質污染及優養化問題，藉由環保與生態經

營模式，建立集水區之自淨功能，提供潔淨水源，增加飲用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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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生態工法之應用能逐步復育被破壞的生態環境，重新串起大自然的生

命鏈，蘊育無數寶貴的生物資源。 

惟此部分較難估算，參考「水庫整體保育計畫規範（草案）」之計算，

間接效益部分以直接效益30％估計。因此新山水庫約為270.4萬元×30%≒

81.1萬元，西勢水庫約為588萬元×30%≒176.4萬元，而寶山水庫則為495
萬元×30%≒148.5萬元。 

 

8-3 效益評估 

一、新山水庫 

(一)年計成本 

一般土木建築工程設施耐用壽齡以30年為經濟分析年限，本計畫

蓄水範圍及保護帶治理總費用約325.8萬元，年計成本包括年利息、年

償債基金與年運轉維護費用，茲分述如下： 

1.年利息 

以總投資額6%計算，即為325.8萬元×6%=19.55萬元。 

2.年償債基金 

工程投資攤還基金，依經濟分析年限30年計算，每年平均攤還，

加上年利率6%以複利計算，則年償債基金為總投資額之1.265%，即

為325.8萬元×1.265%≒4.12萬元。 

3.年運轉及維護成本 

係以建造工程費3%為計算依據，即為325.8萬元×3%=9.77萬元。 

4.年計成本 

上述各項總合33.44萬元即為本計畫年計成本。 

(二)年計效益 

依據前述之直接及間接效益分析成果，本計畫在新山水庫之總效益

應為270.4 +81.1 =351.5萬元，以一般土木建築工程施設耐用壽命以30
年為經濟分析年限，故年計效益應比照年計成本需考量年利息等因素，

年計效益應為36.0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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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效益評估 

整體治理規劃效益評估之評估模式最終可以益本比之模式作明確

之估算，而本計畫之益本比定義如下： 

I=B÷C 

其中，I=益本比 

B=整體治理後計畫區域之年計效益 

C=整體治理計畫投資之年計成本 

本計畫預計在民國97年投資約325.8萬元，預期當整治工作完成

後，計畫區域之環境將有效改善，災害發生機率降低，人民安全、社會

發展獲得保障。由上述資料得知，本計畫之年計成本為33.44萬元，年

計效益含直接及間接效益為36.08萬元，益本比為36.08萬元÷33.44萬元

=1.08，由此可知本計畫實施有其經濟效益，得證本計畫屬經濟可行。 

 

二、西勢水庫 

(一)年計成本 

一般土木建築工程設施耐用壽齡以30年為經濟分析年限，本計畫

蓄水範圍及保護帶治理總費用約670.3萬元，年計成本包括年利息、年

償債基金與年運轉維護費用，茲分述如下： 

1.年利息 

以總投資額6%計算，即為717.2萬元×6%=43.03萬元。 

2.年償債基金 

工程投資攤還基金，依經濟分析年限30年計算，每年平均攤還，

加上年利率6%以複利計算，則年償債基金為總投資額之1.265%，即

為717.2萬元×1.265%≒9.07萬元。 

3.年運轉及維護成本 

係以建造工程費3%為計算依據，即為717.2萬元×3%=21.52萬元。 

4.年計成本 

上述各項總合73.62萬元即為本計畫年計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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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年計效益 

依據前述之直接及間接效益分析成果，本計畫在西勢水庫之總效益

應為588+176.4 =764.4萬元，以一般土木建築工程施設耐用壽命以30
年為經濟分析年限，故年計效益應比照年計成本需考量年利息等因素，

年計效益應為78.47萬元。 

(三)效益評估 

整體治理規劃效益評估之評估模式最終可以益本比之模式作明確

之估算，而本計畫之益本比定義如下： 

I=B÷C 

其中，I=益本比 

B=整體治理後計畫區域之年計效益 

C=整體治理計畫投資之年計成本 

本計畫預計在民國97～99年投資約717.2萬元，預期當整治工作完

成後，計畫區域之環境將有效改善，災害發生機率降低，人民安全、社

會發展獲得保障。由上述資料得知，本計畫之年計成本為73.62萬元，

年計效益含直接及間接效益為78.47萬元，益本比為78.47萬元÷73.62
萬元=1.07，由此可知本計畫實施有其經濟效益，得證本計畫屬經濟可

行。 

 

三、寶山水庫 

(一)年計成本 

一般土木建築工程設施耐用壽齡以30年為經濟分析年限，本計畫

蓄水範圍及保護帶治理總費用約614.3萬元，年計成本包括年利息、年

償債基金與年運轉維護費用，茲分述如下： 

1.年利息 

以總投資額6%計算，即為614.3萬元×6%=36.86萬元。 

2.年償債基金 

工程投資攤還基金，依經濟分析年限30年計算，每年平均攤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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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年利率6%以複利計算，則年償債基金為總投資額之1.265%，即

為583.1萬元×1.265%≒7.77萬元。 

3.年運轉及維護成本 

係以建造工程費3%為計算依據，即為583.1萬元×3%=18.43萬元。 

4.年計成本 

上述各項總合63.06萬元即為本計畫年計成本。 

(二)年計效益 

依據前述之直接及間接效益分析成果，本計畫在寶山水庫之總效益應為

495+148.5 =643.5萬元，以一般土木建築工程施設耐用壽命以30年為經

濟分析年限，故年計效益應比照年計成本需考量年利息等因素，年計效

益應為66.06萬元。 

(三)效益評估 

整體治理規劃效益評估之評估模式最終可以益本比之模式作明確

之估算，而本計畫之益本比定義如下： 

I=B÷C 

其中，I=益本比 

B=整體治理後計畫區域之年計效益 

C=整體治理計畫投資之年計成本 

本計畫預計在民國97～99年投資約614.3萬元，預期當整治工作完

成後，計畫區域之環境將有效改善，災害發生機率降低，人民安全、社

會發展獲得保障。由上述資料得知，本計畫之年計成本為63.06萬元，

年計效益含直接及間接效益為66.06萬元，益本比為66.06萬元÷63.06
萬元=1.05，由此可知本計畫實施有其經濟效益，得證本計畫屬經濟可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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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論與建議 

9-1 結論 

一、新山水庫目前現況植生良好，在保護帶調查範圍內僅水庫蓄水周遭有

部分高度風化或完全風化之土坡尚未治理，並有蝕溝產生。水庫水質

方面，由於新山水庫水源多來自於基隆河，且因基隆河目前尚未完全

整治，水庫水質受其影響，多呈現中養到優養之間。 

二、西勢水庫目前保護帶調查範圍內天然林相維持良好，目前僅一處道路

下邊坡裸露，楠仔上游崩塌地與溪床淘刷作用為下游地區帶來大量之

土砂石，為下游河道淤積嚴重之主因（約1～1.5m深），現況木柵攔污

柵與右岸石籠護岸已有部分毀損。水庫水質方面，因上游集水區未有

人為開發，目前水質多呈現中養以下。 

三、寶山水庫土地目前大部分均未徵收，在保護帶調查範圍內仍多人為種

植，另南支流現況淤積嚴重，建議應儘速設置防砂壩攔阻泥砂進入水

庫；環湖農路現況，由於道路上下邊坡裸露、蝕溝仍多，造成路面沖

蝕、崩壞，建議應改善道路排水系統。水庫水質方面，由於水庫水源

來自上坪溪，受到外界污染仍多，造成寶山水庫水質呈現中養至優養

以上。 

四、本計畫係進行保護帶初步劃定，現已參考國內外保護帶相關研究研擬

適合寬度，因新山、西勢水庫集水區範圍分屬自來水公司與林務局所

有，其管理權責單純，故建議保護帶寬度統一採用50 m；寶山水庫因

地形坡度多變，且集水區多屬私有地，保護帶寬度依地形採分區段計

算，其所需寬度約為30～35 m。 

五、本計畫範圍涵蓋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含主要河川），經過現場詳

細調查與致災原因分析，針對計畫範圍內野溪、坑溝（含蝕溝）、崩

塌地、農路與土地利用等問題，擬定各項問題之治理對策，期利用災

害治理手段達到保水保土之目標，並藉以減少下游水庫之負擔。實施

計畫期程預估自2008年1月起至2010年12月止，分3年執行，三座水庫

蓄水範圍（含保護帶）需要治理之件數與工程經費共計32件約1,657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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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保護帶劃設後有關機關應依業務權責及專長分工治理，其中經濟部水

利署負責蓄水範圍（含保護帶）治理，農業委員會林務局負責國有林

班地治理（不含蓄水範圍），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負責前述2者以外

之山坡地治理，道路水土保持部分，則由道路主管機關依權責辦理（路

權及上下邊坡不可分割之治理範圍）。 

七、新山水庫預計在民國97年投資約325.8萬元，預期年計成本為33.44萬
元，年計效益含直接及間接效益為36.08萬元，益本比為1.08，得證本

計畫屬經濟可行。水質改善方面，參考「水庫集水區污染源之調查評

估報告」，分別訂定近程、中程及遠程之總磷改善目標為20、15、10 
μg/ml，若以近程改善目標而言，經由本計畫進行崩塌地治理後，水

質整治率約可達9.38%，惟此部分並無法轉換為效益估算。推估水質

整治率較低之原因在於水源來自於基隆河，本計畫僅在保護帶調查範

圍內施設改善工程，實難有改善成效。 

八、西勢水庫預計在民國97～99年投資約717.2萬元，預期年計成本為73.62
萬元，年計效益含直接及間接效益為78.48萬元，益本比為1.07，得證

本計畫屬經濟可行。在水質改善部分，由於西勢水庫目前水質現況良

好，若以水庫水質近程目標20μg/ml來看，暫不需進行水質改善工程，

如以水庫遠程水質改善目標10μg/ml為依據，來計算水質整治率時，

本計畫僅施設崩塌地治理一處，其保護面積約0.1公頃，總磷改善成效

約僅0.38kg/yr，因此水質改善率約為1.86％，推估其水質整治率較低

之原因在於保護帶調查範圍僅佔集水區面積1.54％，大部分污染源均

在集水區上游產生，本計畫無法進行控制。 

九、寶山水庫預計在民國97～99年投資約614.3萬元，預期年計成本為63.06
萬元，年計效益含直接及間接效益為66.06萬元，益本比為1.05，由此

可知本計畫實施有其經濟效益，得證本計畫屬經濟可行。若以水庫水

質近程改善目標20μg/ml而言，經由本計畫崩塌地治理及竹林改植林

木後，水質整治率約可達8.06%，惟此部分並無法轉換為效益估算。

推估水質整治率較低之原因在於寶山水庫水源來自於上坪溪，本計畫

僅在保護帶調查範圍內施設改善工程，實難有改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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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建議 

一、水庫入庫泥砂量的多寡對水庫之壽命及營運均影響重大，因此水庫防

淤之治本之道，即是做好集水區的保育管理工作。本計畫僅進行保護

帶調查範圍之治理規劃，建議於後續年度能持續辦理集水區之保育工

作，以期能收全效。 

二、水庫水質方面，考量大部分污染源來自集水區外及工程經濟效益方面，

並未施設結構性BMPS於保護帶調查範圍內，建議於後續年度針對越

域引水之集水區內，尋求適合的地點施設，以期改善越域引水之水質。 

三、建議持續辦理水庫水體之水質監測、淤砂浚渫及淤積測量等作業，以

維護水庫之供水品質及延長水庫壽命。 

四、本計畫治理工程權責單位涵蓋自來水公司、地方政府及經濟部水利署

等，以往於各單位協調下已發揮整治之績效，為確保後續治理計畫之

推展，應請各管理單位加強橫向溝通與協調，並落實執行。 

五、未來保護帶正式劃定後，建議主管機關辦理詳細地形測量、地上物調

查、界樁埋設及地籍調查更新、套繪等工作，並依法進行土地徵收與

保護帶公告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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