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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前言 

石門水庫為桃園地區之主要水源，主要供水標的原為農業用水，

惟近年來由於桃園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快速，水庫供水標的演變成公共

給水與灌溉並重。目前桃園地區民生及工業用水每日約需 115 萬噸，

水庫年運用次數高達 4～5 次，預估未來因高科技群聚效應及產業轉型

影響，至民國 110 年每日民生及工業用水將成長至 140 萬噸(中成長)

以上，未來供水風險恐更為提高。 

由於石門水庫供水區域社經及都市急遽發展，中長期水資源經營

管理策略與綱要計畫研訂及推動益發迫切，特成立「石門水庫供水區

域各標的用水中長期規劃暨區域產業發展探討及推動之研究」計畫，

進行相關資料蒐集及整理，並進行專業分析、探討及規劃，期能針對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未來發展趨勢擬訂一完整性中長期水資源經營管理

計畫，以達穩定供水及追求水資源永續經營之目標。 

二、石門水庫水源量及供水區域供水穩定度分析及探討 

石門水庫調蓄運用大漢溪水源，除供給台灣自來水第二區處及第

十二區處負責之桃園及板新地區之民生用水外，並供應桃園、石門農

田水利會灌區之農業用水。石門水庫民國 53~96 年之平均入庫流量約

為 16,908CMSD。 

將歷年石門水庫入流量資料，依超越機率值分類為豐水年、平水

年、枯水年及乾旱年等四種不同水文年，計算歷年內屬豐水年之水庫

供應民生、工業及農業用水量平均值為 73,729 萬噸，歷年內屬乾旱年

之水庫供應民生、工業及農業用水量平均值為 71,398 萬噸。以上結果

摘-1 



顯示，雖然水文變異性大，但在水庫管理單位豐富的操作管理經驗下，

仍能維持一定的水庫供水，儘可能減少乾旱所帶來之衝擊。 

因應近年來颱洪豪雨災害造成石門水庫原水濁度驟升，水庫加速

淤積及影響淨水廠淨水功能，經濟部研擬『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

計畫』加快水庫治理速度，降低缺水風險。 

整治計畫工作內容可分為以下三項計畫： 

(一)水庫庫區—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更新改善 

(二)下游供水區—穩定供水設施與幹管改善 

(三)上游集水區—集水區保育治理 

預期整治計畫實施後將可改善石門水庫供水區水資源供應能力及

靈活性，並可增進集水區內森林覆蓋率，進而減少泥砂產量，建立完

善之災害通報系統，有效提升供水能力，保障民眾用水權益，進而保

有好山好水，延長石門水庫使用壽命並達成永續經營利用之目標。 

然公共及工業用水成長快速以及石門水庫供水能力受天候影響較

大，乃目前所面臨最主要的問題。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完成

後，桃園供水區除原有淨水場供水能力每日 107 萬噸以外，板新支援

桃園供水能力增加至每日 41 萬噸、龍潭淨水場供水能力增加每日 14

萬噸、桃竹雙向支援供水能力增加至每日 10 萬噸，桃園地區總供水能

力提高至每日 172 萬噸。此外，大湳淨水場供水能力增加每日 10 萬噸、

南北桃園水量調配能力提昇至每日 17 萬噸可有效改善供水穩定性。 

三、供水區域中長期民生用水趨勢分析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包含了板新地區及桃園地區，板新地區包括

台北縣之三峽鎮、鶯歌鎮、樹林市、土城市、板橋市、新莊市、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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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五股鄉、蘆洲市、八里鄉、三重市及中和市一部份等 12 鄉鎮市。

桃園地區包括桃園縣之桃園市、蘆竹鄉、八德市、龜山鄉、中壢市、

平鎮市、大園鄉、大溪鎮、龍潭鄉、楊梅鎮、觀音鄉、新屋鄉及台北

縣林口鄉等 13 鄉鎮市。 

民生用水將依據區域人口推估成果及未來用水標準，推估未來各

目標年之民生用水需求量。民生用水需求量之計算式如下﹕ 

民生用水需求量=人口數×普及率×每人每日用水量/抄見率 

依據依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力規劃處民國 93 年所完成之「中

華民國台灣地區民國 93 年至 140 年人口推計」研究結果，台灣地區總

人口成長率，預估至民國 111 年時為零成長，其後均為負成長，故本

計畫將民國 110 年訂為長期推估目標年，中期推估目標年配合板二計

畫完成時程則訂於民國 101 年。 

以民國 93 年底板新地區用水人口 1,927,497 人，桃園地區用水人

口 1,842,018 人為基準，依曲線延長法推估各目標年板新、桃園地區實

際用水人口如表 3-1 所示。 

表 3-1  供水區各目標年推估人口 
民國 

地區 
93 年(實際) 101 年 105 年 110 年 

板新供水區用水人口 1,927,497 2,070,000 2,152,000 2,231,000
桃園供水區用水人口 1,842,018 2,054,000 2,119,000 2,170,000
資料來源：自來水公司。 

依台灣自來水公司之歷年營運資料，同時考量台灣自來水公司中

長期發展計畫之營運目標、地區特性、水源及供水成果，推估目標年

101 及 110 年之普及率，板新地區為 98.77%及 99.09%；桃園地區為

96.7%及 98.6%。另配合台灣自來水公司積極辦理舊漏管線更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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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推估目標年 101 及 110 年之抄見率，板新地區為 78.3%及 79.5%；

桃園地區為 74.0%及 75.0%。 

每人每日用水量依過去台灣自來水公司營運紀錄與節約用水措施

之實施成效，在用水成長減緩或降低之原則下，推估目標年 101 年及

110 年之每人每日用水量，板新地區為 300 公升及 305 公升；桃園地區

為 305 公升及 310 公升。 

依前述之人口數，普及率、抄見率及每人用水量推估結果，民國

101年及民國 110年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中長期民生用水需求量如表 3-2。 

表 3-2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民生用水需求量推估 

供水

區 
時間 

用水 
人口數 

普及率 
每人每日

用水量 
抄見率 

民生用

水(噸/
日) 

民國 101年 2,070,000 98.77% 300 78.3% 783,348板新

地區 民國 110年 2,231,000 99.09% 305 79.5% 848,129
民國 101年 2,054,000 96.70% 305 74.0% 818,644桃園

地區 民國 110年 2,170,000 98.60% 310 75.0% 884,376

本計畫另根據節約用水目標，於民國 100 年每人每日用水量為 250

公升之條件下，推估得目標年 101 年及 110 年之民生用水需求量，板

新地區為 652,790 及 695,188 噸/日；桃園地區為 671,020 及 713,027 噸/

日。 

四、供水區域中長期工業發展及用水趨勢分析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可分為桃園地區及板新地區; 桃園地區早期的

工業區以林口、龜山、大園、觀音、中壢、平鎮及幼獅等七大工業區

為主，近年來由於社會型態與經濟產業結構的改變，並配合政府兩兆

雙星產業的發展，使得桃園地區的工業區大幅的成長，目前桃園地區

之工業區已有 14 處，開發中工業區有 8 處，已編定工業區 4 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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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或擬議中工業區 5 處，顯示未來桃園地區之工業用水將持續成長。

板新地區現有工業區 5 處，由於工業區設廠已達飽和，故工業用水已

趨穩定。 

為達到台灣地區水資源之永續利用，不能毫無限制的開發天然水

資源以滿足工業用水之需求，因此工業用水節水措施之探討與規劃亟

待研究與努力，相關之工業用水節水對策包括： 

(一)以量制量、以價制量 

在工業用水總量管制下，維持目前已核定之用水量，於民國 110

年之天然水資源總用水量約 29 億噸/年之目標，不再成長。除非有

可移轉之供水量，否則欲再新設工業區應自覓水源。 

(二)輸水系統減漏 

推動設置工業用水專管，以降低輸送過程之漏水量。 

(三)擴大對廠商之節水輔導 

輔導現有工業區廠商提高用水回收率，現階段以提昇台灣地區

現有工業區工業用水回收率 10%為目標(自 46.5%提高至 56.5%)，預

期可減少 0.46 億噸之需水量。 

(四)都市污水再生利用 

工業用水可持續提高廠區用水內部多元化，而都市汚水再生利

用應可作為新開發工業區之供水來源。 

(五)產業政策調整 

在水資源永續發展之原則下，針對高耗水產業進行檢討與調

整，以達到總量管制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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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依據區域未來產業發展與前述工業節水措施，以推估目

標年之工業用水需求；有關工業用水需求係因應工業發展所衍生之

用水增加，引用「台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領計畫」之分析方式，在

依據開發中、已編定(編定中)及規劃中(研議中)工業區之類別，分類

為低成長、中成長及高成長情境下之工業用水。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之工業用水需求，推估結果如表 4-1~表 4-3

所示：板新地區民國 101 年低成長、中成長及高成長情境下需水量

分別為 87,600、87,600 及 107,600CMD；民國 110 年低成長、中成

長及高成長情境下需水量分別為 88,600、88,600 及 113,600CMD。

桃園地區民國 101 年低成長、中成長及高成長情境下需水量分別為

441,340、536,340 及 631,260CMD；民國 110 年低成長、中成長及高

成長情境下需水量則分別為 445,340、540,340 及 642,960CMD。 

表 4-1  低成長情境下目標年工業用水需水量 
實際年抄見量

(CMD) 
目標年需水量 

(CMD) 地區 工業區名稱 
民國 93 年 民國 101 年 民國 110 年 

現有工業區 58,966 87,600 88,600
板新地區 

低成長情境下需水量 87,600 88,600
現有工業區 245,559 293,381 293,681
開發中工業區 147,959 151,659桃園地區 

低成長情境下需水量 441,340 445,340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自來水公司(北部地區區域供水計畫)。 

表 4-2  中成長情境下目標年工業用水需水量 
目標年需水量(CMD) 

地區 工業區名稱 
民國 101 年 民國 110 年 

低成長情境下需水量 87,600 88,600
報編及編定中工業區   --   -- 板新地區 
中成長情境下需水量 87,600 88,600
低成長情境下需水量 441,340 445,340
報編及編定中工業區 95,000 95,000桃園地區 
中成長情境下需水量 536,340 540,340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自來水公司(北部地區區域供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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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高成長情境下目標年工業用水需水量 
目標年需水量(CMD) 

地區 工業區名稱 
民國 101 年 民國 110 年 

中成長情境下需水量 87,600 88,600
規劃研議中工業區 20,000 25,000板新地區 

高成長情境下需水量 107,600 113,600
中成長情境下需水量 536,340 540,340
規劃研議中工業區 94,920 102,620桃園地區 

高成長情境下需水量 631,260 642,960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自來水公司(北部地區區域供水計畫)。 

五、供水區域中長期農業發展及用水趨勢分析 

農業是國家發展、人民及生態保育之基礎，為配合及因應當前各

項主客觀條件，包括國家整體經濟發展及世界趨勢；政府乃分階段擬

定農業發展政策。目前台灣長期農業政策總體目標定位為： 

(一)提高農業經營效率，強化國產品市場競爭力。 

(二)加強農村建設，增進農民福祉。 

(三)維護環境資源，促進生態和諧。 

就石門水庫供水區域而言，在行政區域劃分上，跨及台北縣、桃

園縣及新竹縣。供水區域內之主要作物為雙期作水稻，近年來配合政

府農業政策，休耕轉作及花卉蔬果面積逐年增加。 

由於農業發展隨著主客觀環境背景變遷，農業灌溉用水政策也隨著

各階段農業發展政策，遂有階段性調整，即便在當前「健康、效率、

永續經營之全民農業」下，農業灌溉用水多年以來，一直是持續以往

之零成長為原則，因此，石門水庫供水區域當然也不能例外。所以，

農業用水中長期用水需求趨勢，即界定在民國 101 年及 110 年期程，

在傳統耕作制度、灌溉方法下，桃園農田水利會灌區 24,597 公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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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農田水利會灌區 12,085 公頃下，本計畫建議最少分別約是 6.13 億立

方公尺及 2.09 億立方公尺(已考慮有效雨量)，若搭配行政院核定

(2004)、農委會製定(2004)，以及目前實際取用水量(依據農田水利會聯

合會(2008)統計資料顯示，以 96 年為準，分別約為 4.10 億立方公尺及

2.39 億立方公尺(含水庫供水、埤塘集水及河川取水)，合計約為 6.5 億

立方公尺)，而桃園及石門農田水利會之農業環境及生態保育用水量(分

別為 0.3321 及 0.1648cms(以經濟部，水資會(1979)所推薦方法推估)，

換算體積，分別為 1,047 及 520 萬立方公尺。總計，石門水庫供水區域

中長期農業用水需求(含環境及生態保育用水)，在水稻雙期作之耕作制

度下約為 8.38 億立方公尺(如表 5-1)。 

表 5-1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目前實際及中長期農業用水需求 

項目 
行政院、農委會(2004) 

(民國 100 年用水量) 
實際取用水量 

(民國 96 年) 

本計畫分析(2008) 
(民國 110 年用水需

求量) 

桃園水利會 54,000 萬噸 41,031 萬噸 61,324 萬噸 

石門水利會 21,000 萬噸 23,929 萬噸 20,949 萬噸 

農業環境及

生態保育 

於豐水期充分引取河川

水源灌溉農地，發揮水田

維護農業生產、自然生態

及農村生活之三生功能 

- 1,567 萬噸 

合計 75,000 萬噸 64,960 萬噸 83,767 萬噸 

備註 

1.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2.實際取用水量資料(農田水利會聯合會，2008)。 
3.農業用水來源包括石門水庫供水、河川取水及埤塘集水。 
4.民國 110 年之農業用水需求量，係依輪區作物、土壤及水路等

立地條件並考慮有效雨量求得。 

所以，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即桃園及石門農田水利會，基於農業

用水中長期政策目標及考量上位綱領計畫之目標與節水措施，建議部

分灌區農田轉作低耗水性高經濟作物之條件下，農業需水量可依行政

院核定版本，分別是 5.4 億噸及 2.1 億噸。上述所推估之農業用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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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包括水庫供水、河川取水及埤塘取水量，由於石門水庫之有效蓄水

量目前僅 2 億多噸，石門水庫目前實際提供給桃園農田水利會、石門

農田水利會的灌溉水量依照灌溉計畫書之水量，平均每天約為 142 萬

噸。 

六、供水區域水資源管理及協商機制之建立 

各用水標的協商機制與作業平台分成 4 種：方案一：北區水資源局

供水會議協商作業平台，由北區水資源局召集；方案二：桃園縣政府

水務會報之協調作業平台，由桃園縣政府主持；方案三：規劃協商委

員會作業平台，由協商委員會主持；及方案四：規劃協商委員會作業

平台，由北區水資源局與桃園縣政府共同召集。針對前述 4 種方案，

由於北區水資源局目前管理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水文資料觀測，且已

建置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可結合中央氣象局預報資料、水庫蓄水狀

況及降雨情形等，進行枯旱預警，對於水情狀況較為敏銳，且屬水資

源主管機關，仍宜由北區水資源局召開。  

目前我國的水利行政組織，不管在中央或地方，層級較低，不利

於水利行政工作的順利推行。另外，各項水利工作的功能分散在各部

會或機關，協調不易，疊床架屋，造成全方位水資源開發與保育的困

難。水資源的工作牽涉到河川局、水土保持局、林務局等各單位，造

成一條河川上、中、下游分別由不同單位治理，不易進行全流域整合

性規劃，影響治理功能與效率。而石門水庫集水區關係著土地資源、

森林動植物資源以及礦物資源等之管理與利用，尤其土地權屬複雜(公

私有地、原住民保留地等)涉及之法律規章範圍極廣，而主管機關又各

有不同。 

流域經營整合原則乃基於我國目前水資源管理缺乏水系空間整體

觀念，致生無數弊病，所作的結構再造。歐、美先進國家常將該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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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河川從上游至中游、下游，乃至水系兩岸一定範圍內的土地，皆由

該流域管理局全權管理。 

由於桃園地區因人口持續成長及工商業持續發展迅速，加上高科

技產業蓬勃發展使得用水量倍增，為了因應未來用水量的急速成長，

此一常設之協商委員會，可在平時無缺水風險時，透過協商平台機制，

使需水單位可透過機制來向調配水單位來取得水源；當面臨缺水或枯

水等緊急狀況時，各主管機關及調配用水單位，更可利用此平台作一

即時調整水源及控管聯絡各單位之事項，藉由跨部會及跨機關之即時

性，解決桃園地區水資源之問題。 

水系流域管理委員會之構想，本計畫蒐集全國第一個流域管理委

員會－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執行計畫書暨設置要點(詳附錄四)。將對

其組織架構及運作情形，提出分析，以作為成立大漢溪流域管理委員

會參考。因高屏溪流域委員會成立背景、目的及成立後之經費來源、

業務運作情形等，與大漢溪流域管理委員會成立之條件不同，成立大

漢溪流域管理委員會需重長計議。 

又河川治水事權分散，一條河被切成好幾段，分別由不同機關主

管，相當複雜，因此行政院考量成立「四大流域管理委員會」，以「流

域觀念」整合河川治理單位、統一事權，初期選定淡水河、大甲溪、

濁水溪與高屏溪試辦，大漢溪流域為淡水河流域的一部分，若以流域

觀念整合河系，大漢溪流域宜放入淡水河流域管理委員會內共同管理。 

水資源利用效率的評估，一般常用的缺水指標包括：缺水率(Deficit 

Rate)、缺水指數(Shortage Index)、缺水率指標(Deficit Percent Day Index)

及通用缺水指標(Generalized Shortage Index)等四種。在模擬堰及水庫之

供水方面，一般常用的美國陸軍工兵團之缺水指數(Shortage Index，SI)

作為主要指標，因此，本計畫將採 SI 為缺水指標進行計算。 

摘-10 



開發水源宜朝多元化發展，除考量傳統之攔河堰工程計畫外，對

於海水淡化、水再生利用技術、地下水補注與回用等亦值得考慮，水

資源回收再利用技術是否能應用於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亦須納入水資源

開發方案中多方審慎評估；若經水資源供需情勢分析，既有水利設施

之供給水量與上述可能方案之搭配如仍不足以因應生活與工業需求之

成長，則後續仍有賴於規劃推動人工湖、離槽水庫等較大型之蓄水設

施，提供量足質優之穩定供水。 

板新地區目前水源主要來自於大漢溪水源及三峽河水源，新店溪

水源為輔，未來供水改善工程二期工程完成後，板新地區之供水規劃

將以新店溪供應用水所需，大漢溪水源(板新淨水場)則作為緊急備援系

統。 

民國 101 目標年板新地區不同支援量下大漢溪旬缺水情勢及缺水

量，模擬結果顯示大漢溪水源系統用水主要缺水時段為 12 月至翌年 6

月(34 旬至翌年 18 旬)，其中又以 1 月~5 月最為明顯。民國 101 目標年

之需水情況，各方案模擬之缺水情勢，以 11~13 旬為最大缺水時期，

其缺水率在新店溪不支援板新地區供水條件下，分別為 40.0%ヽ43.1%

及 40.0%。若以板新地區供水改善工程二期工程完工之輸水能力供應板

新地區每日 101 萬立方公尺條件下，11~13 旬之缺水率，分別降為

10.4%ヽ11.6%及 8.8%。 

民國 110 目標年板新地區不同支援量下大漢溪旬缺水情勢及缺水

量，模擬結果顯示大漢溪水源系統用水主要缺水時段為 12 月至翌年 6

月(34 旬至翌年 18 旬)，其中又以 1 月~5 月最為明顯。以民國 110 目標

年之需水情況，各方案模擬之缺水情勢，以 11~13 旬為最大缺水時期，

其缺水率在新店溪不支援板新地區供水條件下，分別為 47.4%ヽ54.2%

及 46.1%。若以板新地區供水改善工程二期工程完工的輸水能力供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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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區每日 101 萬立方公尺條件下，11~13 旬的缺水率，分別降為

14.1%ヽ16.0%及 11.8%。 

七、研擬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中長期水資源經營管理策略與綱要計畫 

政府自民國 85 年至今，陸續依照不同時期之水資源供需情況提出

「現階段水資源政策綱領」、「台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領計畫」、「新世

紀水資源政策綱領」、「2015 年經濟發展願景，一、公共建設套案－不

缺水計畫」等上位綱領計畫。並依照綱領的指導方針提出「台灣北部

區域水資源經理基本計畫」、「多元化水資源經營管理方案」、「石門水

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現階段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領」等細部計

畫；本計畫首先依據石門水庫供水區未來之人口及工商業成長推估用

水需求量，再分別研提水資源調配及開發策略，以滿足石門水庫集水

區各標的(生活、農業及工業用水)用水需求，以達確保量足、優質、永

續的水資源等主張，促進國家經濟發展。 

本計畫係依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之社會經濟發展趨勢、地形及水文

特色擬定「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中長期水資源經營管理策略與綱要計

畫」，但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屬北部區域之子區域，因此採納審查委員之

建議，將「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中長期水資源經營管理策略與綱要計畫」

改為「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理計畫」(詳見另冊)，並列為「台灣

北部區域水資源經理基本計畫」下之個案計畫。其執行策略包括用水

環境改善、用水效率提昇及彈性調度管理與多元化水資源開發等，其

中用水環境改善預期可獲得約 0.6 萬噸/日之供水量，用水效率提昇可

獲得約 9.86 萬噸/日之供水量，而彈性調度管理與多元化水資源開發策

略則可提供約 12 萬噸/日之水量。 

關鍵詞：石門水庫供水區、中長期用水、水資源管理及協商機制、石

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理計畫。 



Abstract 

I. Introduction 

Shih-Men Reservoir is one of the main water resources of water 

utilization in the Tao-Yuan area. The original water use was mainly for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sector.  Following the recent rapid social –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ublic water supply is becoming equally 

important to the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Nowadays, the Reservoir 

provides about 1.15 million ton of water daily to the uses of domestic and 

industrial sectors, and the amount of annual released water from the 

Reservoir is about four to five times of the current effective storage of the 

Reservoir.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effects of integration of high 

technical productions and transformation of fundamental production 

modus, the amount of domestic water supply and industrial use would 

grow up to more than 1.40 million ton daily in the Year of 2012( mid -long 

term growth). The risk of water shortage in the future is becoming higher. 

Owing to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Reservoir water supply area,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n a mid - 

long term water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frameworks are considered to be 

imperatively needed. In this connection, a “ Mid - Long Term Water 

Supply Planning for Various Water Users on the Water Utilization Region 

of Shih-Men Reservoir and, Study on Regional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n its Overall Productions” project was accordingly formed. 

This study is aiming at: relevant data collection, compilation and technical 

analyses of collected data; so as to form an appropriate mid - long term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plan. The target of stabilizing water supply 

and pursuing sustainable water management could be accordingly realized. 

II. Analysis and Review on the Water Avail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Water Utilization for Shih-Men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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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ih-Men Reservoir stored water is diverted from the Ta-Han 

River.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domestic and industrial users’ water to the 

Tao-Yuan and Pan-Hsinh areas under the management jurisdiction of No. 2 

and No. 12 of Taiwan Public Water Management Districts, this Reservoir 

also releases water to the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users of Tao-Yuan and 

Hsienh-Tsu Irrigation Associations. This Reservoir currently diverts water 

from the Ta-Han River amounting to 16,908 CMSD in average from the 

Years 1964 to 2007. 

Based on the 1964-2006 statistic inflow data, undertaking recurrence 

frequency analyses by grouping the equal or excessive certain amount of 

annual inflow recurred frequencies into four hydrological ranges, it is 

found that, the average availability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wettest group 

is estimated at 737.29 million ton per annum, while in the driest group, the 

average availability of water resources is estimated at 713.98 million ton 

per annum. From the above analyses, it is found that, the skew of the 

available water distribution is quite wide. However, the water management 

agency of the Reservoir, with its talent technique, is still able to maintain a 

stable water supply an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water scarcity has usually 

been reduced to a minimum whenever the drought occurs. 

In the last few years, due to the heavy precipitation induced by typhoon, 

the turbidity of water diverted from the river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causing seriously silting in the Reservoir, and decreasing the water supply 

capacity of water treatment plant. In this regard,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has formulated a “Water Shed Management Program for the 

Catchments of Shih-Men Reservoir” to expedite the progress of watershed 

management and to decrease the risk of water shortage in water supply.  

The above-mentioned watershed management program, inter alias, is 

composed of the following improving and developing work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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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Reservoir internal area: Renovation of urgent public water supply 

facilities and Reservoir internal operation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works. 

ii. Reservoir downstream area: Improvement of stabilizing water supply 

facilities and, improvement of water conveyance system. 

iii. Reservoir upstream area: soil conservation and water-shed 

management. 

Up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above program,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availability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northern of Taiwan would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more manageable. Furthermore, green coverage 

rate of watershed would increase and silting in the reservoir would be 

lesser. An appropriate disaster warning communication system would be 

established simultaneously. Consequently, the capability of water supply 

would be enhanced. The scenery surroundings with nice water and 

mountain for people’s leisure life would be available. Finally, the target of 

prolonging the life of Reservoir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its water 

resources would be realized.  

Moreover, the problems of fast growth in water demands on domestic 

and industrial uses together with the hydrological uncertainty on the 

capability of Reservoir’s water supply are still remained for finding a 

feasible and sustainable solution. In particular, the domestic and industrial 

water user would be the most sensitive to be affected by such hydrological 

uncertainty. 

When the first phase of above-mention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is completed, the water supply for the domestic and industrial 

uses to the Tao-Yuan area would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addition to 

the original 1.07 million ton per day of water supply from Tao-Yuan Water 

Treatment Plant, a certain augmentative water supply would be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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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two adjacent water treatment plants of Pan-Hsienh, Long-Tan, in  

an amount of 0.41 and 0.14 million ton daily respectively. Meanwhile, two 

ways of water supportive conveyance system between Tao-Yuan and 

Hsien-Tsu water treatment plants would be able to dynamically transfer 

water from Hsien-Tsu to Tao-Yuan area by 0.10 million ton daily. As a 

result, the total amount of water supply to the Tao-Yuan area could 

increase up to 1.72 million ton per day. Furthermore, the capacity of water 

supply for Tan-Nan Treatment Plant would increase to 0.10 million ton per 

day, and the dynamic water transfer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of 

Tao-Yuan could increase to 0.17 million to per day. These two improving 

measures would also hav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stable water supply 

for the Tao-Yuan area. 

III. Trend Analyses of Mid-Long Term Water Uses in the Water 

Supply Area 

The water supply area of Shih-Men Reservoir is composed of the 

supply districts of Pan-Hsien and Tao-Yuan. While, Pan-Hsien District 

includes: several towns of Shan-Sia and Yien-Ku; Cities of Shu-Lin, 

Tu-Chun, Pan-Chiau , Shin-Chwan, Lu-Chou, Shan-Chun, and Chong-Ho; 

and Tai-Shan, Pa-Li; in totaling 12 sub-districts under the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 of Taipei County. As for the Tao-Yuan District, it consists of 

Lu-Tsu, Pa-Du, Kwei-Shan, Chung-Li, Ping-Chun, Ta-Yuan, Ta-Shei, 

Lung-tan, Yuang-Mei, Kuang-Yin, Shin-Wu, in a total of 13 cities and 

towns under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 of Tao-Yuan County and, Lin-Kwo 

town under the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 of Taipei County. 

The future demands of domestic water supply is estimated based on the 

projection of growth of population and, the future standard of per capita 

water requirement. Thus, the formula for estimating future domestic water 

demands is illustrated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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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Water Demands= Number of population X rate of water 

supply X per capita daily water demand/non-revenue water rate. 

Based on the relevant studies, th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up to the Year 

of 2022 would be zero; since then, the population growth would turn to be 

negative. Therefore, for accommodating the completion of 

above-mentioned two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projects, the 

schedule for meeting the mid-term water demands sets in 2012, while the 

long-term, in 2021. 

At the end of 2004, the number of total population in Pan-Hsien water 

supply district was estimated at 1,927,497; while, in Tao-Yuan District, at 

1,842,018. Based on these two numbers, the result of analysis on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is shown in the Table 3-1 below: 

Table 3-1: Projection of Population for Water Supply in Various Districts 

              Unit: persons   

Year 

District 
2004(actual) 2012 2016 2021 

Pan-Hsien area 1,927,497 2,070,000 2,152,000 2,231,000

Tao-Yuan area 1,842,018 2,054,000 2,119,000 2,170,000

Sources: Taiwan Water Supply Company﹒ 

The future water supply rate for the mid-long term plan was estimated 

based on the actual water supply rate provided by the Taiwan Water 

Supply Company, and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availabil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local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re also referred for estimate. 

The results of estimate and analysis are: in Pan-Hsien District, the water 

supply rates in the Year 2012 and 2021 are at 98.77%、99.09% respectively, 

while in Tao-Yuan District, 96.7%、98.6% respectively. As for the revenue 

rates, there are 78.3%、79.5% for Pan-Hsien District in the Years 2012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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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respectively, while in Tao-Yuan area, there are 74.0%、75.0% in the 

Years 2012 and 2021 respectively. 

The future daily water demand of water per capita was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Increasing rate of per capita water daily 

demand is at maddening”. This principle was the findings of saving water 

campaign carried out by Taiwan Water Supply Company in previous years. 

The result of analyses are that, the daily water demand per capita for 

Pan-Hsien District are 300 liters and 305 liters in the Year 2012 and 2021 

respectively, while 305 liters and 310 liters respectively for Tao-Yuan 

District in the Year 2012 and 2021 respectively.  

Given the availability of future population projection, water supply rate, 

revenue rate and water demand per capita per annum, the mid and long 

terms of water demand on domestic water uses needed to be provided from 

the Shih-Men Reservoir are summarized in the Table 3-2 below: 

Table 3-2 Estimates of Domestic Water Demands for the Shih-Men Reservoir  

Districts 
Time 

(Year) 

Population

(persons)
Supply 
Rate 

Water 
demand 
per liter 

per 
capita 

per 
annum

Revenue 
rate 

Domestic

Water 
Demands

(ton/day)

2012 2,070,000 98.77% 300 78.3% 783,348
Pan-Hsien 

2021 2,231,000 99.09% 305 79.5% 848,129

2012 2,054,000 96.70% 305 74.0% 818,644
Tao-Yuan 

2021 2,170,000 98.60% 310 75.0% 884,376

This project has additionally estimated the domestic water demand 

based on the target set for water saving campaign. According to the target 

of domestic water demand in the Year 2011 at 250 liters/capita/annual, in 

the Years 2012 and 2021; the total domestic water demand for Pan-H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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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area is at 652,790 ton/day and 695,188 ton/day respectively; for 

Tao-Yuan area is, at 671,020 ton/day and 713,027 ton/day respectively. 

IV. Analyses on Mid-Long Term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Trend of Water Utilization in the Reservoir Water Supply Area  

The water supply areas of Shih-Men Reservoir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regions as above-mentioned, namely, the areas of Tao-Yuan and 

Pan-Hsien. In the early stage, the industrial park in Tao-Yuan area are 

mainly located in Lin-kou, Kuai-Shan, Ta-Yuan, Kwan-Yien, Chung-Li 

and Yu-Shu etc. in the total of seven townships. Following the recent 

change in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frameworks and, together with the 

launch of NT$ two trill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the area of industrial 

park in Tao-Yuan area has largely grown and expanded. As of now, there 

are 14 existing industrial parks under operation, 8 are under developing, 4 

are under preparation for developing and, another 5 parks are planning for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the amount of industrial water demand would 

continue to grow in Tao-Yuan area. As for the Pan-Hsien area, the factories 

in the existing 5 industrial parks are almost saturated, thus the continuing 

growth of industrial water demands in this area is limited.  

For realizing the ideal of sustainable water utilization in Taiwan, 

continually exploring and developing natural water resources would not be 

able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industrial water use. In this regard, the tasks of 

industrial water saving measures are under seriously reviewing and 

studying now; and the policy for industrial water saving is formulated as 

below: 

i. Restricting Amount of Natural Water Utilization and Pricing Control 

to Enhance the Water Use Efficiency  

By controlling the total amount of water allocated to the industrial 

use, i.e. maintaining the existing amount of industrial water us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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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natural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for all water users’ sector 

should be fixed at the amount of 2.9 billion ton per annum, since then, 

this amount would not be allowed to grow any more. If any new 

industrial park needs to set-up, the water requirement for the park 

should be relocated from other existing park, or to develop its own new 

water resources.  

ii. Reducing Water Conveyance Losses  

To develop new pipe line water conveyance system exclusively 

used for industrial sector, the water losses from the leakages of pipeline 

during conveyance would be reduced to a minimum.    

iii. Expanding Technical Transfer Program on Water Saving to the 

Industrial Sector. 

Provision of intensive guidance to the industrial sector on enhancing 

recycling water use rate from existing 46.5% to the target of 56.5%, an 

amount of 46 million ton of water resource would be saved for reusing.  

iv. Recycling Use of Municipal Waste Water 

Implementation of grouping industrial water based on its quality, the 

different quality of water would be designated to the different purposes 

of industrial uses, such as water for cooling or gardening would not be 

highest water quality. This grouping of industrial water would enhance 

the utility rate of recycled municipal waste water.  

v. Adjustment of Production Policy 

Under the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water uses, the production policy 

on the high water consuming industries would be reviewed and 

adjusted, so as to realize the target of fixing total water using amount. 

This policy would estimate the future water demand for industry based 

on the fu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rend. In accordanc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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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formula stipulated in “the Guidelines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the industries under developing, or at planning for 

development w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the standards of low growth 

rate, medium growth rate and high growth rate in terms of water used 

amount. The industrial water would be allocated according to these 

planned standards.  

The projection of industrial water demand to be provided from the 

Shih-Men Reservoir has estimated as shown in Table 4-1 to Table 4-3. 

In Pan-Hsien area, in the Year 2012, the low growth rate, medium 

growth rates and high growth rate standards are estimated at 87,600、

87,600、107,600CMD respectively; while in Tao-Yuan area, they are 

445,340、540,340、691,660CMD respectively for low, medium and 

high growth standards.  

Table 4-1  Annual Industrial Water Requirements at Low Growth 
Rate Target 

Actual 
Avenue 
Amount 

(CMD) 

Target of Annual 
Water Requirements 

(CMD) Areas 
Growth Rate 
Standards 

Year 2004 Year 2012  Year 2021

Existing Water 
Requirement 

58,966 87,600 88,600
Pan-Hsein 

Low Growth Water 
Requirement 

 87,600 88,600

Existing Water 
Requirement 

245,559 293,381 293,681

Water Requirement 
in Developing Area

 147,959 151,659Tao-Yuan 

Low Growth Water 
Requirement 

 441,340 445,340

Sources: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Taiwan Public 
Water Company (Regional Plan for Norther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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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2  Annual Industrial Water Requirements under Medium 
Growth Rate Target 

Target of Annual Water 
Requirements 

(CMD) 
Areas Growth Rate Standards

Year 2012 Year 2021 
Low Growth Rate Water 
Requirement  

87,600 88,600

New Industrial Area 
under Planning 

  --   -- Pan-Hsein 

Medium Growth Rate 
Water Requirement 

87,600 88,600

Low Growth Rate Water 
Requirement 

441,340 445,340

New Industrial Area 
under Planning 

95,000 95,000Tao-Yuan 

Medium Growth Rate 
Water Requirement 

536,340 540,340

Sources: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Taiwan Public 
Water Company (Regional Plan for Northern Region). 

 

Table 4-3: Annual Industrial Water Requirement under High Growth 
Rate Target 

Target of Annual Water 
Requirements (CMD) Areas Growth Rate Standards

Years 2012 Year 2021 
Medium Growth Rate 
Water Requirement 

87,600 88,600

New Industrial Area under 
Planning 

20,000 25,000Pan-Hsein 

High Growth Rate Water 
Requirement 

107,600 113,600

Medium Growth Rate 
Water Requirement 

536,340 540,340

New Industrial Area under 
Planning 

127,320 151,320Tao-Yuan 

High Growth Rate Water 
Requirement 

663,660 691,660

Sources: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Taiwan Public 
Water Company (Regional Plan for Norther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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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Analyses on Mid-Long Term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Trend of Agricultural Water Utilization in the Reservoir Water 

Supply Area 

Agriculture is the fundamental bases for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people’s living, ecological preservations. In order to accommodate suc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bases including: the integrated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Government has phased the policy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to several 

stages. Nowadays, the macro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lan is set in this 

stage as below: 

i. Promoting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 and 

enhancing the marketing competitiveness of the local products. 

ii. Strength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in the rural areas, 

and promoting social well fairs for farmers.  

iii. Preservation of environmental nature resources to maintain the 

harmony of ecology.  

In the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 point of view, the water supply area of 

Shih-Men Reservoir mainly covers three Counties of Tao-Yuan, Taipei and 

Hsien Tsu. The princip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is area are two crops of 

paddy rice etc.. Recently, for accommodating Government’s paddy rice 

fallowing policy, the growth area of flower and vegetables has 

significantly at increasing. 

Following the change i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environ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agricultural water uses have correspondingly 

changed in various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stages. Nowadays, even under 

the policy on “Health, efficiency, and etern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or totaling farmers”, the amount of water uses for agriculture in the recent 

years has still constantly maintained at zero increase in Taiwan.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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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 the water supply of Shih-Men Reservoir to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has unexceptionally followed this principle.  

The Years of Mid and Long Terms agricultural water requirements have 

set the target years at 2012 and 2021 respectively. Under the traditional 

cropping pattern and irrigation method, the irrigated area in the Tao-Yuan 

Irrigation Association (IA) has 24,597 hectares, while 12,085 hectares in 

the Shih-Men IA area. The study of this project has estimated and 

suggested that, the minimal annual irrigation water requirement for these 

two areas is at the amount of 613 million ton and 209 million ton 

(excluding effective rainfalls) respectivel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additional water resources provided from various intakes of creeks and 

groundwater, and another needs of water for environmental preservation 

and dilution of rural sanitation, the total water requirements in the 

irrigation areas of Shih-Men Reservoir is finally estimated at the amount 

of 838 million ton per an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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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1: Comparison of Estimated Mid-Long Term and Actual 
Annual Agricultural Water requirements in the Shih-Men Reservoir 

Irrigation Area  

Items 

COA, Executive Yuan 
(2004) 

Annual Irrigation 
Requirements in 2011

Actual Annual 
Used Water in 

2007 

Proposed Annual 
Use of Water for 

the 2021 

Tao-Yuan IA 540.00 million ton 410.31million ton 613.24millon ton

Shih-Men IA 210.00 million ton 232.90 million ton
209.49 million 

ton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Preservation 

Diverting water from 
creeks to store in the 
paddy fields in the wet 
season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eservation and to 
enhance three-living 
functions of paddy 
fields in rural areas  

- 1.56 million ton

Total 75.000 million ton  64.960 million ton
837.67 million 

ton 

Remarks 

1. Information Sources: (1). This project.  (2). Actually
amount of diverted water : from “ 2008 Statistic Data
Books of Joint Irrigation Association. 

2. Annual Irrigation Water includes: water, provided for
reservoir, diverted from small creeks and water ponds   

In comparison of minimal annual irrigation water requirements 

estimated by this study(Table 5-1) with the amount estimated by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COA), the Executive Yuan,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the area of Shih-Men IA (both are equal to 210 million ton per annum); 

in the area of Tao-Yuan IA, the figure estimated by this study Project is 

about 7 million ton higher, or 10 % larger than the figure estimated by 

COA. This difference is deemed possibly to be balanced by the intensive 

irrigation management. Finally, the study of this Project recommends that, 

in the future, the irrigation management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ing to 

enhance the irrigation efficiency, in particular, when the drought spells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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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rrigation sector should exert its greatest efforts to save the water use 

to render its assistance to other sectors in relieving the damages suffered 

from the water shortage.  

VI.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ordinating Entity for the Water Supply Area of Shih-Men 

Reservoir 

Recognizing the need of coordinating forum and body among all water 

users of Shih-Men Reservoir, there are four (4) alternatives proposed for 

consideration. Alternative I: maintaining the existing coordination body, i.e.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as the main coordination body; 

Alternative II: Tao-Yuan County Government as the main coordinating 

body and; Alternative III: Establishment of a new exclusive coordinating 

body; and Alternative IV: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and 

Tao-Yuan County Government jointly organizing a coordinating body. A 

thorough study and comparison has been made by the study of this Project, 

the conclusions are:  Alternative I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appropriate one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functions of operating water 

transfer, hydrological observation, awareness of fluctuation of water 

availability; however, if further considering additional factors of domestic 

water supply and promotion of regional production, the Alternative IV 

would be the better than Alternative I.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on th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t 

present exist certain disadvantages, either in the central or local 

governments. In general, most of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gencies 

are administratively set on comparative lower levels. This set-up has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smooth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ffairs on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particular, the 

competent agencies of many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related affairs 

are delegated to various ministries or agencies resulting in difficult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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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 Some of water resources administration affairs are even 

overlapped in different ministries or agencies, Integrated over all water 

resources administration are almost impossible. The water resources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ffairs may relate to River Management Offic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and Forestry Department, etc.. As a 

result, one river might be managed by three different agencies, one on the 

upstream, other on the mid stream, and another on the downstream. 

Integrated improving planning for entire river is extremely difficult, by 

which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in integrated river basin 

management is generally low. As for the Shih-Men Reservoir,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mentioned administrative advantages,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is large reservoir needs to involve l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forestry 

related plants and animal management, mine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In particular, the l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related to the land 

titles which are belonging to private, public and aboriginal reserved lands, 

is extremely complex in legality. The competent agencies involve in the 

management of those land resources are also delegated to many ministries 

and various local government agencies.   

Owing to continuously growing in population together with rapidly 

developing in business and industries and, expediting progress of high 

technical production, the increase in water demands on domestic and 

industrial uses are extremely fast. The coordination and Consultation 

Committee, in the normal hydrological yeas, could allocate adequate 

amount of water to meet the needs of every water user. When drought 

spells out and sever water shortage occurs, the competent agencies of 

various water users could based on the established forum to carry out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so as to form an optimal water allocation 

solu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various sectors. The problem of water 

allocation in the water scarcity period could be resolved through intensive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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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a of river basin water management committee was firstly 

organized in Kaou-Ping River basin in the southern Taiwan, namely “the 

Kaou-Ping River Water Basin Management Committee”. The study of this 

Project has collected every relevant information on the Pla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ittee, the function and guidelines for operation, the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s, the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s of 

establishment, the financial sources for the operation and, the status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etc.. A thorough review and analysis on the 

above-mentioned collected information has been carried out by the study 

of Project for the reference proposed to establishment of “Ta-Han River 

Basin Water Management Committee”; however, it is found that, it is 

premature to establish such Committee right now as many operational 

problems still remains unresolved, and a further study and review is still 

needed.   

In addition to the lesson learned from the above-mentioned actual 

operation of “ Kaou-Pmg River Basin Water Management Committee”, the 

study of this Project does not recomme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a-Han 

River Basin Water Management Committee”, is also aware that, the 

Executive Yuan of the Government has just formed a “Four (4) Major 

Taiwan Rivers Water Shed Management Commission”. The task of this 

Commission is assigned to conduct the overall watershed management, to 

integrate the all existing rive water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gencies, 

and to unify the delegation of all watershed management works, so the 

most appropriate agency for watershed management could be organized. 

The above-mentioned Four (4) major rivers of Taiwan are namely, the river 

basins of Tan-Swei , Chou-Swei, Ta-Chia and Kao-Ping. As the Tan-Han 

River is one of tributaries of the Tan Swei Riv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a-Han River Basin Water Management Committee is considered to be 

overlapped with the Tan-Swei River, thus it is not necessary to estab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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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assessment of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efficiency, the 

following indices are generally used as the assessment of water scarcity. 

i. Water Shortage Rate 

ii. Water Shortage Index 

iii. Index of Percentage of Water Shortage Days 

iv. Generalized Water Shortage Index 

The Water shortage Index, SI, generally adopted by the Army 

Engineering Corps of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has been used by the 

simulation of water supply of diversion and reservoir in the study of this 

Project. In this connection, SI is the index used for indicating the situation 

of water shortage under this study.  

Regarding the principle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servoir and river diversion 

facilities, the multi-sources of water resources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account, such as: desalting sea water, water recycling uses, and 

groundwater recharge, etc.. In particular, whether the services and 

consultation on water recycling should be included in a formal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program is now under examination by various 

relevant agencies. If the above-mentioned existing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is still unable to explore adequate water to meet the needs of 

various sectors’ demands, some other development program would be 

seriously studied for development, such as; artificial lake for water storage, 

construction of off-basin water storage facilities, and inter-basin water 

transfer program. A stable water supply to meet the needs of various 

sectors with suitable water quality is expecting to be realized. 

At present, the water source of Pan-Sin Water Supply district is mainly 

diverted from the Tan-Han and Shan-Cia Rivers; and secondarily from the 

Hsein-Tein River. In the future, the main water source of this water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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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 would be designated to the Hsein-Tein River, and the water 

resources of Ta-Han River (under Pan-Hsein Water Treatment Plant) would 

be used as the stand-by water resources to be used only in emergency.. 

A simulation of water shortage status in the Pan-Hsien water supply 

districts has ever been carried out assuming the water demand in the 

targeted years of 2012 and 2021 under the situation of water supply mainly 

received from the Ta-Han Rive and supplemented from all available water 

resources. The result of simulation reveals that, the shortage of water 

supply generally occurs starting from the month of December until June 

next year. In the water shortage period, the most serious shortage is found 

from January to May of the year. In the case that, the water resources of 

the Hsien-Tien River is unable to support the Pan-Hsien water supply 

district, the most serious water shortage rate is this water supply district is 

estimated at 43 % or 1.54 million ton per day. When two water conveyance 

engineering works are completed, the most serious water shortage rate 

could be reduced to 11.6 % or 0.3 million ton per day. 

VII. Formulation of Mid and Long Term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Policy and Guidelines for the Shih-Men Reservoir 

Water Supply Area   

From the Year 1996 up to now, the Government has ever sequentially 

issued various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policy and 

guidelines. Among others, they are: “the Outlines of Current Water 

Resources Policy”, “the Outlines of Taiwan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Plan”, “the Outlines of New Era Water Resources Policy”, “ the Public 

Infrastructure Developing Program for Non-Water Shortage 

Accommodating to the Persp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the Year 

2015”, “the Fundamental Northern Regional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Program”, “ the Multi-sources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Program”, “the Watershed Management Program for Shih-Men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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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chments”, and “the Guidelines of Current Industrial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etc.. The study of this Project has suggested a “the Strategy 

of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for Meeting the Needs 

of Domestic,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 Water Uses”, so as to enhance the 

people’s living quality, to assure the adequacy and good quality of water 

supply, and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water supply for promoting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udy of this Project has formulated a coordinating body for the 

Reservoir, namely “the Mid and Long Term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Guidelines and Strategy Plan for Shih-Men Reservoir”, based on the trend 

of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pography and 

hydrology in the water supply area. Later a special committee for 

reviewing this Plan has suggested that, the Plan be incorporated to “the 

Fundamental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Plan for Northern Taiwan”, as 

its sub-plan. 

Key Words:  Mid and Long Term of Water Supply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Coordination Body 

 Plan for the Water Resources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Shih-Men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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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計畫緣起 

石門水庫於民國 52 年 5 月導水隧道封堵後開始蓄水，為桃園地區

之主要水源，原先設計之供水標的為農業用水，惟近年來由於桃園地

區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水庫供水標的演變成民生用水及農業用

水並重。目前桃園地區民生及工業用水每日約需 115 萬噸，水庫年運

用次數高達 4～5 次，預估未來因高科技群聚效應及產業轉型影響，至

民國 110 年每日民生及工業用水將成長至 140 萬噸(中成長)以上，未來

供水風險恐更為提高。 

由於石門水庫供水區域社經及都市急遽發展，因此供水區域之中

長期水資源經營管理策略與綱要計畫研訂及推動益發迫切，故成立本

計畫，以進行相關資料蒐集及整理，並進行專業分析、探討及規劃，

期能針對石門水庫供水區域未來發展趨勢擬訂一套完整性中長期水資

源經營管理計畫，以達成穩定供水及追求水資源永續經營之目標。 

1-2  計畫目的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主要包括桃園縣市、大台北及新竹縣部分地

區等相關人口及產業區域，其水源屬於北台灣在政經及民生上重要供

應水源。近年來石門水庫容量受集水區土石流泥砂淤積而減少，然而

供水區民生及工業用水逐年成長，一旦遭遇天候乾枯，便導致供水失

調。為兼顧石門水庫供水不虞匱乏、農工企業得以永續經營、維護生

態環境及國家整體發展，故成立「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各標的用水中長

期規劃暨區域產業發展探討及推動之研究」計畫，進行供水區域中長

期民生用水、工業用水及農業用水趨勢分析，並研擬石門水庫供水區

域中長期水資源經營管理計畫，以達成區域供水之穩定及水資源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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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之目標。 

1-3  計畫範圍 

石門水庫位於大漢溪中游，地處桃園縣大溪鎮與龍潭鄉、復興鄉、

新竹縣關西鎮之間，壩體為滾壓土石壩，壩高 133 公尺，目前總蓄水

量約 2 億立方公尺。自民國 52 年 5 月導水隧道封堵開始蓄水，迄今營

運已屆 45 年，具有灌溉、發電、公共給水、防洪及觀光等五大功能，

對桃園地區農業生產、工業發展及減輕澇旱災害均有重大貢獻。另外

桃園台地地區以埤塘眾多著名，其中桃園農田水利會共有 285 口埤塘，

有效蓄水量約為 4,653 萬立方公尺，而石門農田水利會共有 410 口埤

塘，有效蓄水量約為 1,054 萬立方公尺。又經由各埤塘水源調查結果顯

示：具有大圳及攔河堰取水功能之埤塘，桃園農田水利會有 97 口，石

門農田水利會有 95 口。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如圖 1-1)除桃園縣境內，向北亦支援台北縣之

板新水場供水區，向南亦達新竹縣之湖口及新豐鄉，在缺水時期亦可

緊急支援新竹科學園區。 

 

五股鄉

八里鄉 林口鄉

大園鄉 

觀音鄉 

新屋鄉 

新豐鄉 

湖口鄉 

復興鄉

三峽鎮

土城市

大溪鎮 

八德市

平鎮市 

中壢市 

龍潭鄉 

中和市

桃園市

楊梅鎮

蘆竹鄉 

圖 1-1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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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委託工作範圍與內容 

依據委託專業服務說明書規定，本計畫之工作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石門水庫水源量及供水區域供水穩定度分析及探討 

(一)石門水庫供水區域都市、社會、經濟、產業、人口及水資源等

基本資料蒐集。 

(二)石門水庫水源利用之分析。 

(三)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完成後對供水穩定貢獻之探討。 

(四)台灣北部區域水資經理基本計畫有關台北、板新、桃園、新竹

等多元開發與彈性調度計畫方案之探討。 

二、供水區域中長期民生用水趨勢分析 

(一)供水區域現有都市結構及發展趨勢之探討。 

(二)人口政策、分佈趨勢、用水型態及節水策略之探討及規劃。 

(三)中長期民生用水需求推估。 

三、供水區域中長期工業發展及用水趨勢分析 

(一)現有及中長期(含開發中、已編定及規劃)產業類別及用水量之蒐

集及分析。 

(二)未來產業發展政策與產業類型之探討。 

(三)高耗水產業用水之檢討及因應策略。  

(四)工業節水措施探討及規劃。 

(五)中長期工業發展用水需求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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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供水區域中長期農業發展及用水趨勢分析 

(一)農業發展政策與趨勢之探討。 

(二)農作物種類、耕作制度及灌溉方法之探討。 

(三)農業環境及生態保育用水之探討及規劃。 

(四)目前及規劃中之農業發展策略。 

(五)中長期農業發展用水需求推估。 

五、供水區域水資源管理及協商機制之建立 

(一)各用水標的協商機制【含移用農業用水機制(水權管理、水量營

運)】與作業平台之規劃與建立。 

(二)水庫集水區保育、水庫維護及大漢溪流域管理機關權責與其範

圍檢討及釐定。 

(三)水資源利用效率評估之策略與方法研擬。 

(四)水資源綜合開發暨聯合運用方案檢討。 

六、研擬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中長期水資源經營管理策略與綱要計畫 

依各分項成果，綜合分析石門水庫供水區域民生、農業、工業用

水中長期水資源供需發展趨勢，並規劃建議最佳之區域產業發展方針

及推動策略，擬訂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中長期水資源經營管理策略與綱

要計畫。 

(一)經營管理策略與綱要計畫定位探討及擬訂。 

(二)經營管理策略與綱要計畫工作要項探討及擬訂。 

(三)經營管理策略與綱要計畫書研擬：計畫書內容及格式依水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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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規定撰寫。 

七、報告撰寫 

報告成果分成「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中長期水資源經營管理策略與

綱要計畫」及專題總報告，報告格式依據經濟部水利署規定辦理。 

八、其他補充說明事項 

(一)其他有利於達成本計畫目標之任何工作。 

(二)於「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中長期水資源經營管理策略與綱要計畫」

提出前，適時邀集各計畫內容工作項目主協辦單位就計畫初稿

舉辦協商會議，陳述計畫目標、計畫內容及協商分工項目實施

策略規劃。 

(三)本中心於工作執行期間，會依雙方契約之規定，分階段提送工

作執行計畫書、期中報告書及專題報告書初稿，並舉行簡報；

另雙方得視實際需要，召開工作會報。 

(四)本計畫完成後，將提送之成果分成「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中長期

水資源經營管理策略與綱要計畫」及專題總報告各 50 份(每份

均含光碟)，並提送英文摘要本 10 份(每份均含光碟)，並配合水

利署北區水資源局所需，提送本計畫相關之中英文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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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石門水庫水源量及供水區域供水穩定度 
分析及探討 

2-1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都市、社會、經濟、產業、人口及水

資源等基本資料蒐集 

大漢溪原名大嵙崁溪，位於台灣北部，為淡水河支流最長者，全

長約 135 公里，流域面積約 1,163 平方公里，發源於品田山及大霸尖山

之北麓，其上游泰崗溪與白石溪在秀巒匯合後稱為玉峰溪，經三光納

入三光溪後稱為大漢溪。溪流至此流量漸增，經石門後河床漸寬、流

路分歧，於鳶山上游納入烏塗窟溪，並於沛舍埔納入三峽河與橫溪進

入台北盆地。於江子翠與新店溪匯合成淡水河。目前於匯流口左岸已

興築二重疏洪道，主要目的乃藉由分洪方式減低洪峰流量，以降低下

游之洪患。大漢溪主要支流三峽河，於三峽先匯入橫溪再於沛舍埔流

入大漢溪，三峽河全長 23 公里，流域面積 137 平方公里。本流域上游

為山谷地，中下游為台地及沖積平原，境內交通發達，中下游地區工

廠林立，人口密集，土地高度開發，屬大台北都會區，地位日趨重要。 

桃園縣境內之石門水庫位於大漢溪中游，地處龍潭鄉、大溪鎮、

復興鄉與關西鎮之間，水庫總長度為 16.5 公里，集水面積 763.4 平方

公里，有效容量統計至民國 97 年 10 月為 21,963 萬立方公尺，具有灌

溉、發電、給水、防洪及觀光等多重效益，是一座多目標水庫。自民

國 53 年開始營運以來，對台灣經濟發展有極大之貢獻。 

石門水庫營運期間，台灣主要產業逐漸由農業轉變為工、商及服

務業，人口集中造成都市擴張，致使農地改變利用進而使得灌溉用水

量日漸減少，公共需水量則持續成長，產生公共給水量不足之問題。

石門水庫公共給水主要由台灣自來水公司經營管理，因工商業發展而

人口集中於都會區，公共給水急速增加，先後增設石門、龍潭、大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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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新、平鎮等淨水場。 

石門水庫調蓄運用大漢溪水源，除供應桃園台地及水庫下游灌溉

用水外，並供給桃園及板新地區之公共給水與工業用水。公共給水與

工業用水成長快速以及石門水庫供水能力受天候影響較大，乃是桃園

地區所面臨最迫切之問題。在石門水庫供水能力不變之假設前提下，

桃園地區必須待「板新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於 101 年完工後方能

遠離缺水之威脅，在這之前桃園地區如逢乾旱每日約有 6 萬~24 萬噸之

缺水風險。 

公共給水於大漢溪流域主要係利用石門水庫及下游堰壩供給各淨

水場，分屬台灣自來水公司二區處及十二區處轄區。其中二區處分石

門、龍潭及復興(非石門水庫水源)等 3 個供水系統，包括取自石門大圳

之石門、龍潭及平鎮等 3 個淨水場，及取自桃園大圳與鳶山堰水源之

大湳淨水場及其他供水水源之淨水場。另十二區處供應水源主要由板

新淨水場供應，其來源為鳶山堰及三峽堰取水水源，而鳶山堰除板新

淨水場外另供給桃園地區大湳淨水場。 

第十二區管理處所管理之板新地區供應地區包括台北縣板橋市、

新莊市、蘆洲市、樹林市、土城市、鶯歌鎮、三峽鎮、泰山鄉、五股

鄉、八里鄉、三重市及中和市一部份等 12 鄉鎮市。第二區管理處主要

供應桃園縣桃園市、蘆竹鄉、八德市、龜山鄉、中壢市、平鎮市、大

園鄉、大溪鎮、龍潭鄉、楊梅鎮、觀音鄉、新屋鄉、復興鄉、新竹縣

湖口鄉及台北縣林口鄉等鄉鎮市。 

桃園地區水源主要來自大漢溪水源，未來原供應板新地區之水源

將調供桃園地區使用。桃園地區大湳、平鎮、石門、龍潭目前總處理

能力可達每日 107 萬噸(大漢溪水源供水能力可達每日 148 萬噸)，故桃

園地區雖有大漢溪水源可達用水需求，但卻存在自有淨水處理能力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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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之問題，需由板新淨水場處理後再南送桃園或新(擴)建淨水場以滿足

自有水源自行處理供給。未來桃園地區規劃大湳淨水場預計擴建每日

15 萬噸、龍潭淨水場預計擴建每日 14 萬噸，如此桃園地區於民國 110

年淨水處理能力將達每日 136 萬噸，但桃園地區民國 110 年之民生及

工業需水量達每日 140 萬噸以上，故桃園地區仍需增加淨水場處理能

力或由他區支援才可滿足所需用水量。 

板新地區目前水源主要來自於大漢溪水源及新店溪水源，未來板

新地區之供水規劃由新店溪水源供應。依據板新地區供水改善二期工

程規劃平均每日可支援板新地區約為 101 萬噸，最大支援量則為每日

130 萬噸。 

桃園縣位於台灣西北部，緊鄰台北都會區，境內分為 4 個縣轄市(中

壢市、八德市、桃園市與平鎮市)、2 個鎮(楊梅鎮與大溪鎮)及 7 個鄉(蘆

竹鄉、大園鄉、龜山鄉、觀音鄉、新屋鄉、龍潭鄉與復興鄉)，共計 13

個鄉鎮市，面積 1,221 平方公里，佔台灣總面積 3.39%。桃園縣政府勾

勒未來之發展願景，係將發展一個海空中心(桃園國際航空城及桃園國

際港)、二個都市核心(桃園及中壢都市發展核心)、三個 T 產業(即運輸

Transportation、觀光 Tourism 與科技 Technology 等三 T 產業)、四個藝

文園區(客家文化園區、部落文化園區、文化藝術園區與漁港休閒園區)

及五個發展面向(即北運籌、中政經、東遊憩、南研發與西港產)。 

整體而言，桃園縣的產業特性以工商服務、觀光遊憩及山地農牧

觀光業為主。因鄰近大台北都會區，交通便捷、腹地廣闊，加上政府

正積極推動桃園機場擴建計畫，並規劃為西太平洋轉運中心，沿海地

帶更有廣大的工業用地資源，可發展成為北部區域工商服務及觀光重

地。桃園縣政府依生活圈發展功能及區域位置擬定綜合發展計畫，發

展方向如圖 2-1所示。而工業總產值達 2 兆元以上居全國之冠，工業各

類別產值如表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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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網站，2008。 

圖 2-1  桃園縣區域生活圈綜合發展示意圖 

表 2-1  桃園縣各類別家數或產值 
項   目 產   值 

工業產值總計 95 年達 2 兆元以上。 

全球光電中心 
計有友達光電、中華映管、瀚宇彩晶等大廠，總投資金額約 7,000
億元，年總產值達 6,000 億以上。 

半導體產值第一 
日月光、華亞科技、南亞科技、全懋、華通等大廠，年總產值

達 3,000 億以上。 

汽車零組件製造第一
國內知名車商國瑞、豐田、中華、福特、本田、台塑等，年總

產值達 700 億。 

工商綜合區第一 
計有台茂、大江、泰豐、廣豐、樹杍、景山等十一處工商綜合

區，總面積 63 公頃，居全國之冠。 

倉儲批發業第一 家樂福、大潤發、遠東愛買等 9 家倉儲批發業。 

物流家數第一 
合法登記物流業者 1,112 家，居全國之冠，主要集中在機場南

崁地區。 

企業總部 
企業總部設在本縣有長榮、華航、廣達、中環、南亞科技、華

亞科技、台高(鐵)、台塑、浩瀚數位、阿托等公司。 

研發中心 
中華汽車、福特汽車、國瑞汽車、友達科技、貝克航電、中山

科學研究院(含青山園區、龍園園區)、中華電信、行政院核能

所、桃園農改場、楊梅茶改場等。 
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工商發展處，200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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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為台灣地區發展二級產業(製造業)之第一大縣，目前區內工

業活動大多集中於桃園、中壢、龜山、大園、觀音、楊梅等地區，至

於龍潭與大溪則以發展觀光遊憩與設置研究發展園區為主。目前桃園

縣無論是工廠數目或是產能均居全省重要地位，桃園縣亦因二級產業

之蓬勃發展而造就了繁榮進步之厚實基礎。大量製造業與工廠之進

駐，使得桃園縣大部分之居民多從事二級產業(製造業)，若扣除目前雲

林離島基礎工業區之未開發面積，則桃園縣之工業區面積已位居全國

之冠。現桃園縣內所有工業區、開發中工業區以及工業用地詳如表 2-2。 

表 2-2  桃園縣內各工業區統計表 
已開發工業區 開發中工業區 工業用地 

1.幼獅工業區 
2.平鎮工業區 
3.大園工業區 
4.觀音工業區 
5.林口「工三」工業

區 
6.中壢工業區 
7.龜山工業區 
8.華亞科技園區 
9.宏碁渴望園區 
10.龍潭科技園區 
 

11.桃園科技園區 
12.大潭濱海特定

工業區 
13.觀塘工業區 
14.龍潭工業園區 
 

15.大洋塑膠公司工業用地 
16.北部特定工業區 
17.蘆竹鄉海湖坑子口段小型工業用地 
18.新屋鄉崁頭厝小型工業用地(尚未開發) 
19.楊梅鎮下陰影窩段小型工業用地 
20.幼獅工業區擴大工業區 
21.大興專業工業區 
22.龍潭鄉烏樹林段小型工業區用地 
23.龍潭銅鑼圈段 
24.大溪南興段 
25.大園許厝港段 
26.楊梅太平山下段 

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網站，2008。 

在人口數量與結構方面，桃園縣因交通之便利性與區域經濟活動

之聚集作用，使得桃園成為全國製造業最密集之區域，亦為人口快速

成長之區域，表 2-3為桃園縣民國 82 年至 96 年之人口統計整理表，依

歷年統計資料顯示，桃園縣總人口數在民國 39 年約 35 萬人，每年呈

緩步成長，在 95 年已超過 190 萬人，成長幅度相當於石門水庫 52 年

開始蓄水運轉時，80 萬人之 2.4 倍。另板新地區人口亦快速成長，至

96 年底行政區人口概況如表 2-4所示，板新供水區行政區人口數近 270

萬。惟前述資料為行政區域範圍之人口統計資料，石門水庫供水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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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與行政區域之範圍並不會完全相同，故供水區人口數與行政區人

口數將有所差異。 

表 2-3  桃園縣行政區範圍人口統計表 
人口數(人) 自然增加(人) 社會增加(人) 

年(月) 
合計 男 女 出生數

死亡

數 
遷入數 遷出數

82 年 12 月 1,448,186 754,623 693,563     
83 年 12 月 1,483,955 771,148 712,807     
84 年 12 月 1,524,127 790,390 733,737     
85 年 12 月 1,570,456 812,797 757,659     
86 年 12 月 1,614,471 834,135 780,336     
87 年 12 月 1,650,984 851,908 799,076     
88 年 12 月 1,691,292 870,984 820,308     
89 年 12 月 1,732,617 890,755 841,862 26,754 8,241 115,888  93,076
90 年 12 月 1,762,963 904,916 858,047 23,153 8,293 107,794 92,308
91 年 12 月 1,792,603 918,152 874,451 22,171 8,482 114,015 98,064
92 年 12 月 1,822,075 932 .046 890,029 20,614 8,675 109,412 91,881
93 年 12 月 1,853,029 945,959 907,070 19,825 8,353 107,639 88,802
94 年 12 月 1,880,316 958,212 922,104 19,338 9,423 125,592 108,220
95 年 12 月 1,911,161 971,969 939,192 19,205 9,215 126,054 105,199
96 年 12 月 1,934,968 981,486 953,482 19,435 9,507 105,635 89,519
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主計處網站，2008。 

表 2-4  板新地區(行政區域)民國 96 年底人口統計表 
人口數(人) 自然增加(人) 社會增加(人) 鄉鎮 

市別 合計 男 女 出生數 死亡數 遷入數 遷出數

板橋市 547,625 272,988 274,637 4,484 2,338 25,870 24,683
新莊市 396,337 196,938 199,399 3,727 1,343 17,843 16,362
泰山鄉 74,422 37,693 36,729 831 264 5,011 3,745
五股鄉 77,329 39,419 37,910 704 370 4,620 4,095
蘆洲市 192,066 95,560 96,506 1,700 732 10,447 8,752
樹林市 164,723 83,505 81,218 1,550 703 9,190 7,790
鶯歌鎮 85,656 43,679 41,977 824 432 4,143 3,880
三峽鎮 95,024 49,056 45,968 864 585 7,192 3,842
土城市 237,443 119,235 118,208 1,996 943 11,425 12,035
八里鄉 32,738 16,793 15,945 283 174 2,194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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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市 383,621 192,463 191,158 3,025 1,860 16,738 17,918
中和市 410,183 204,057 206,126 3,395 1,849 22,205 24,579
合計 2,697,167 1,351,386 1,345,781 23,383 11,593 136,878 129,716

資料來源：台北縣政府主計處網站，2008。 

桃園境內之水資源包括河川、埤塘、地下水以及水庫(石門水庫)

等。較重要之河川部分大約有 10 條，大漢溪為中央管河川外，其餘如

南崁溪、老街溪、社子溪均屬於縣管之次要河川。大漢溪上游所在之

石門水庫，則為確保大桃園地區公共給水、農業灌溉、工業用水、水

力發電及自然生態保育之重要建設。此外，桃園縣境內尚有大小埤塘

三千餘口，其中灌溉埤塘 695 口，分別隸屬台灣省桃園農田水利會與

石門農田水利會，配合石門水庫之供水提供縣內主要之灌溉水源。至

於地下水主要則為工廠、機關與學校洗滌及工業用水。 

桃園地區現有水源與供水區域如表 2-5所示，桃園地區自來水給水

系統屬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第二區管理處管理，區域內現有石門、復興

二個供水系統，總設計出水能量為每日 1,074,350 噸。另石門水庫供水

區域內各淨水場之供水範圍整理如表 2-6。 

表 2-5  桃園地區現有水源與供水區域表 

 水源 
出水能力

(m3/日) 
設計供水 
人口數(人)

供水區域 

石門 
石門 
水庫 

1,073,500 1,872,300

臺北縣林口鄉、泰山鄉(大
科)、五股鄉(德音)、桃園縣

(桃園市、龜山、八德、蘆

竹、平鎮、楊梅、中壢、大

園、新屋、觀音、龍潭、大

溪)、新竹縣湖口鄉(20 村)、
新豐鄉(瑞興及褔興村) 

復興 詩朗溪 850 3,800 復興鄉(澤仁及三民村) 
合計 － 1,074,350 1,876,100 － 
資料來源：台灣自來水公司第二區管理處，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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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內淨水場之供水需求資料 

淨水場 水源 
設計出水

量 
(噸/日) 

實際出

水量 
(噸/日) 

供水區域 備註 

石門淨水場 石門水庫 120,000 114,000
與 平鎮淨

水 場同供

水範圍 

支援平鎮

淨水場供

水 

平鎮淨水場 石門水庫 600,000 556,000

平 鎮 、 中

壢、新屋、

大 園 、 觀

音、楊梅、

八 德 低 地

地 區 與 新

竹 縣 ( 湖

口、新豐) 

提供南桃

園所有工

業區用水 

龍潭淨水場 石門水庫 50,000 68,000
龍潭、大溪

與 復興部

分地區 
 

大溪淨水場 龍眼溪 3,500 3,500 龍潭、大溪  

大湳淨水場 石門水庫 300,000 340,000

桃 園、龜

山、蘆竹、

大園 (中正

機 場 一

帶 )、八德

高 地地區

與 台北縣

(林口) 

提供北桃

園所有工

業區用水 

板新淨水場 
大漢溪(鳶

山堰) 
、新店溪 

1,200,000 900,000

以 支援性

質 供水至

大 湳淨水

場 

最大支援

量 10 萬噸

資料來源：台灣自來水公司第二區管理處，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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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石門水庫水源利用之分析 

石門水庫除供給台灣自來水公司第二區處及第十二區處負責供應

之桃園及板新供水區之公共給水外，並供應桃園、石門農田水利會灌

區之農業用水，主要取水點計有石門與桃園大圳 2 處。位於大壩上游

左岸之石門大圳，除提供石門農田水利會轄區內之農業用水外，另可

提供平鎮、石門及龍潭淨水場之公共給水；因受石門大圳輸水上限影

響，自來水公司已於後池堰新設第二原水抽水站，以專管抽取原水至

平鎮淨水場處理後供應桃園供水區使用。桃園大圳自後池堰引取發電

尾水後，提供桃園農田水利會轄區內之農業用水，另可供大湳淨水場

之公共給水。鳶山堰位於石門水庫下游 19 公里處，取水除了供應板新

與大湳淨水場所需之公共給水外，並供應鳶山堰下游各灌區農業用

水。支流三峽河上設有三峽堰，其上設有抽水站抽取三峽堰水源，以

加壓專管引入板新淨水場處理後供應板新供水區使用。 

由石門水庫歷年來供水紀錄(表 2-7)顯示：自民國 53 年至 96 年，

隨著各年降雨情形(表 2-8，水利署石門(3)站雨量記錄)而有所變動，但

從表 2-7中水庫實際供水量顯示，在石門水庫管理單位豐富之操作管理

經驗下，使水庫供水逐年增加。此外，桃園及新竹地區為穩定供應民

生及工業用水，於乾旱缺水時期，則需調用農業用水，如於民國 91、

92、93、95 年辦理停灌休耕，因此表 2-7 中此四年之灌溉實際供水量

較歷年少。另由圖 2-2亦可看出無論豐水、枯水年，在水庫管理單位良

好操作下，皆能維持一定的供水量，以儘量滿足各標的用水最低需求。 

 

 

 

 

-15- 



 

-16- 

表 2-7  石門水庫歷年供水量表 
單位:萬噸 

年份 灌溉實際供水量 公共給水實際供水量 水庫實際供水量 灌溉百分比 公共給水百分比

53 70,993.2 95.4 71,088.5 99.87 0.13 
54 70,165.0 568.5 70,733.5 99.20 0.80 
55 66,929.0 752.7 67,681.7 98.89 1.11 
56 67,867.0 1,027.1 68,894.2 98.51 1.49 
57 72,200.2 886.4 73,086.6 98.79 1.21 
58 66,453.6 1,207.2 67,660.8 98.22 1.78 
59 64,090.1 1,253.2 65,343.2 98.08 1.92 
60 70,253.0 1,989.3 72,242.3 97.25 2.75 
61 68,427.7 2,625.8 71,053.5 96.30 3.70 
62 58,735.2 3,034.6 61,769.8 95.09 4.91 
63 61,358.4 3,171.0 64,529.4 95.09 4.91 
64 60,446.6 3,755.7 64,202.3 94.15 5.85 
65 64,634.1 6,708.8 71,342.9 90.60 9.40 
66 52,121.9 10,087.4 62,209.3 83.78 16.22 
67 61,029.1 14,573.5 75,602.6 80.72 19.28 
68 60,946.8 17,650.3 78,597.1 77.54 22.46 
69 60,139.8 20,925.8 81,065.6 74.19 25.81 
70 51,892.4 24,020.7 75,913.0 68.36 31.64 
71 57,154.2 25,953.6 83,107.8 68.77 31.23 
72 46,942.6 28,240.7 75,183.3 62.44 37.56 
73 37,226.2 26,588.4 63,813.7 58.33 41.67 
74 52,475.0 23,756.6 76,231.6 68.84 31.16 
75 49,029.6 23,044.0 72,073.6 68.03 31.97 
76 48,630.6 21,697.6 70,328.1 69.15 30.85 
77 53,019.7 22,368.3 75,388.0 70.33 29.67 
78 50,083.3 27,389.5 77,472.8 64.65 35.35 
79 46,657.7 28,057.8 74,715.5 62.45 37.55 
80 47,216.5 29,349.5 76,566.0 61.67 38.33 
81 54,436.2 23,887.8 78,324.0 69.50 30.50 
82 48,870.4 22,548.0 71,418.4 68.43 31.57 
83 37,880.0 23,618.3 61,498.3 61.60 38.40 
84 48,439.5 26,464.6 74,904.1 64.67 35.33 
85 34,224.5 25,377.9 59,602.4 57.42 42.58 
86 47,874.0 29,591.6 77,465.6 61.80 38.20 
87 47,188.9 30,370.3 77,559.2 60.84 39.16 
88 50,442.7 35,409.7 85,852.4 58.76 41.24 
89 46,716.0 40,699.7 87,415.7 53.44 46.56 
90 47,545.3 39,672.6 87,217.9 54.51 45.49 
91 31,464.5 45,695.9 77,160.4 40.78 59.22 
92 17,621.2 45,424.0 63,045.2 27.95 72.05 
93 23,081.1 40,977.3 64,058.4 36.03 63.97 
94 48,873.2 43,612.0 92,485.2 52.84 47.16 
95 32,845.0 39,924.8 72,769.8 45.14 54.86 
96 40,273.2 38,444.3 78,717.5 51.16 48.84 

資料來源：53 年～72 年：石門水庫灌溉用水及公共給水之可靠度研究,1997,桃園農田水利發展基金

會。73 年～96 年：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表 2-8  石門水庫集水區雨量記錄石門(3) 
月份

年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年雨量
(mm)

1-6 月雨量
(mm) 

7-12 月雨量 
(mm) 

70 10 184 228 98 665 547 561 214 184 111 238 106 3146 1732 1414 
71 23 153 182 185 146 419 293 314 128 22 121 79 2065 1108 957 
72 196 558 596 53 362 141 66 170 113 10 8 61 2334 1906 428 
73 69 90 194 318 340 422 147 596 111 64 64 40 2455 1433 1022 
74 76 518 128 152 82 123 268 378 181 108 69 174 2257 1079 1178 
75 26 175 444 79 424 390 195 455 295 16 104 61 2664 1538 1126 
76 49 63 281 134 273 212 387 115 182 225 70 67 2058 1012 1046 
77 112 79 274 326 166 175 84 158 269 92 48 42 1825 1132 693 
78 74 33 107 252 379 59 332 164 346 14 44 95 1899 904 995 
79 212 204 127 517 124 434 92 622 312 43 53 6 2746 1618 1128 
80 123 88 96 158 148 514 174 461 394 80 33 68 2337 1127 1210 
81 113 417 242 256 263 252 104 425 219 50 37 58 2436 1543 893 
82 160 23 174 224 215 400 111 161 79 19 35 36 1637 1196 441 
83 97 292 181 87 238 138 250 571 312 216 0 41 2423 1033 1390 
84 85 263 196 119 190 179 459 290 75 12 27 22 1917 1032 885 
85 22 127 155 246 300 152 510 163 340 40 21 18 2094 1002 1092 
86 60 209 181 12 176 827 146 317 109 29 31 36 2133 1465 668 
87 176 394 211 188 387 216 36 224 295 503 10 86 2726 1572 1154 
88 46 12 211 59 254 435 160 437 166 42 19 85 1926 1017 909 
89 38 331 135 364 111 552 219 580 165 206 233 97 3031 1531 1500 
90 175 24 155 288 178 268 304 184 1168 88 15 36 2883 1088 1795 
91 49 23 106 25 94 172 391 144 217 70 26 83 1400 469 931 
92 66 24 112 177 89 25 156 106 149 16 7 1 928 493 435 
93 136 162 226 112 179 5 342 768 767 267 2 166 3132 820 2312 
94 71 335 341 75 496 310 384 916 148 137 26 61 3300 1628 1672 
95 85 95 204 344 304 470 333 60 369 120 182 109 2675 1502 1173 
96 126 102 280 295 211 578 253 231 403 501 148 50 3178 1592 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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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70 年～96 年：水利署石門(3)(01C400)雨量站(站址:桃園縣龍潭鄉大坪村(石門水庫後池堰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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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2-2  石門水庫入流量與實際供水量關係 

民國 53 年 6 月石門水庫完工運轉，按當時水庫運用規則，年供應

水量為 25.85CMS ，其中公共給水僅 1.1CMS ，灌溉用水則為

24.75CMS，因此，當時水庫水源主要供應農業灌溉使用，農業用水水

權量佔年用水總量之 96%。由民國 53 年至 96 年之農業用水及公共給

水各佔水庫總供水量之比例來看(詳表 2-7)，隨著桃園地區人口及工商

社會經濟逐步繁榮發展，農業灌溉用水呈逐年下滑趨勢，公共給水則

隨人口數增加而逐年上升。工業用水則因社經型態由農耕型態轉變成

工業型態，再由工業型態轉變成精密高科技型態，其用水量成長甚為

迅速，但因石門水庫原規劃興建時，桃園地區之工業園區均未設立，

並無專用供水系統，且工業園區用水因考量使用目的及經濟成本分別

藉由農業圳路或自來水管路取水，其用水量不易分離確實掌握。 

以水庫利用放水量佔水庫有效容量之比率計算水庫容量運用比，

利用量係指水庫放流供各標的用水量如公共給水、農業用水、工業用

水、發電用水及其他用途用水，石門水庫之歷年平均運用比為 4.88(李

鐵民、蘇俊明，2004)，顯示水庫已超出運用且用水需求有不斷成長趨

勢，未來只要冬雨、春雨、梅雨降雨偏少，水庫供水就可能出現不足

問題；又計算歷年平均利用率約為 81%，相較於一般水庫約 60%之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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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率，石門水庫水源利用率相對之下相當高，除防洪水量未利用外，

其餘均有效加以調配運用，已難有其他可運用空間。由此可知，石門

水庫為一水資源效益相當高及營運管理相當困難之多目標水庫。 

石門水庫民國 53~96 年之平均年入庫流量約為 16,908CMSD，各

標的年用水量(民國 53~96 年)如表 2-7 所示。本計畫為利於後續與相關

計畫比較，採用民國 53~95 年之入流量進行超越機率分析，即以入庫

流量之豐枯排序，檢視石門水庫集水區該年度之乾旱情況，首先將擬

分析水文站或水庫入庫流量之年流量記錄，分別依其各年入流量大

小，由大至小排序。接著依各年別排序之年入流量大小，以威伯法

(Weibull)經驗機率公式 1N
mP  計算各排序 m 之發生超越機率 P，其中 N

表總記錄數(即當旬記錄年數)。 

重複以上步驟，計算各年(排序後)年入流量Q之發生超越機率值

0
0P ，此各旬排序後不同發生超越機率 0

0P (為橫軸)其對應之年入流量

0
0PQ (為縱軸)所繪製之曲線，即為各年入流量超越機率分佈曲線

(exceedence probability curve)，如下式及表2-9、圖2-3所示： 

%)QPr(Q
0

0P P  

-19- 



 

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超越機率(%)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水
庫

年
入

流
量

(c
m

s)

 

圖 2-3  水庫年入流量超越機率分布曲線示意圖 

表 2-9  石門水庫歷年入流量之超越機率分析與水文年判定 

年份 水庫實際供水量(萬噸) 
入流量

(CMSD) 
入流量排序 超越機率值 P% 水文年判定

53 年 71,088.5 8,692.3 3 93.18 乾旱年 

54 年 70,733.5 10,536.4 8 81.82 乾旱年 

55 年 67,681.7 14,451.2 17 61.36 枯水年 

56 年 68,894.2 12,001.7 12 72.73 枯水年 

57 年 73,086.6 19,751.9 31 29.55 豐水年 

58 年 67,660.8 22,983.0 39 11.36 豐水年 

59 年 65,343.2 15,208.2 18 59.09 平水年 

60 年 72,242.3 17,669.2 25 43.18 平水年 

61 年 71,053.5 19,245.7 30 31.82 豐水年 

62 年 61,769.8 9,680.2 5 88.64 乾旱年 

63 年 64,529.4 18,666.6 27 38.64 豐水年 

64 年 64,202.3 19,817.2 32 27.27 豐水年 

65 年 71,342.9 11,275.3 9 79.55 枯水年 

66 年 62,209.3 13,782.1 16 63.64 枯水年 

67 年 75,602.6 13,587.3 15 65.91 枯水年 

68 年 78,597.1 17,029.1 22 50.00 枯水年 

69 年 81,065.6 10,406.4 7 84.09 乾旱年 

70 年 75,913.0 17,957.0 26 40.91 平水年 

水
庫
年
入
流
量(C

M
S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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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份 水庫實際供水量(萬噸) 
入流量

(CMSD) 
入流量排序 超越機率值 P% 水文年判定

71 年 81,065.6 13,189.1 14 68.18 枯水年 

72 年 75,183.3 16,311.9 19 56.82 平水年 

73 年 63,813.7 19,003.5 28 36.36 豐水年 

74 年 76,231.6 21,054.0 33 25.00 豐水年 

75 年 72,073.6 21,609.3 35 20.45 豐水年 

76 年 70,328.1 16,829.1 20 54.55 平水年 

77 年 81,065.6 11,984.5 11 75.00 枯水年 

78 年 77,472.8 17,221.5 23 47.73 平水年 

79 年 74,715.5 26,128.1 42 4.55 豐水年 

80 年 76,566.0 13,164.4 13 70.45 枯水年 

81 年 78,324.0 22,097.7 37 15.91 豐水年 

82 年 71,418.4 8,547.3 2 95.45 乾旱年 

83 年 61,498.3 21,813.5 36 18.18 豐水年 

84 年 74,904.1 10,244.8 6 86.36 乾旱年 

85 年 59,602.4 16,853.5 21 52.27 平水年 

86 年 77,465.6 19,161.7 29 34.09 豐水年 

87 年 77,559.2 22,513.7 38 13.64 豐水年 

88 年 85,852.4 11,803.2 10 77.27 枯水年 

89 年 87,415.7 21,244.1 34 22.73 豐水年 

90 年 87,217.9 24,082.3 40 9.09 豐水年 

91 年 77,160.4 9,530.6 4 90.91 乾旱年 

92 年 63,045.2 6,463.2 1 97.73 乾旱年 

93 年 64,058.4 25,792.1 41 6.82 豐水年 

94 年 92,485.2 31,650.5 43 2.27 豐水年 

95 年 72,769.8 17,492.5 24 45.45 平水年 

當超越機率值 P%愈大，表示其水文條件愈枯旱，若水文超越值小

於 40%其水文條件屬豐水年，介於 40%～60%則屬平水年，介於 60%

～80%則屬枯水年，若水文超越值大於 80%即屬乾旱年。 

將民國 53～95年石門水庫年入流量資料依超越機率值分類為豐水

年、平水年、枯水年及乾旱年等四種不同水文年，計算歷年內屬豐水

年之水庫供水量平均值為 73,729 萬噸、歷年內屬乾旱年之水庫供水量

平均值為 71,398 萬噸。以上結果顯示，雖然水文變異性大，但在水庫

管理單位豐富之操作管理經驗下，仍能維持一定之水庫供水，儘可能

減少乾旱所帶來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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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溪水源由石門水庫、鳶山堰及三峽堰聯合運用，而由石門水

庫調節供水，供應桃園及板新地區。依據民國 47～95 年歷史資料，模

擬得大漢溪水源不同缺水指數時之供水能力整理表 2-10。 

表 2-10  不同缺水指數(SI)下大漢溪供水能力分析 
缺水指數(SI) 0.1 0.2 0.3 0.4 0.5 

供水能力(萬 CMD) 133 151 161 170 177 

缺水指數(SI) 0.6 0.7 0.8 0.9 1.0 

供水能力(萬 CMD) 184 189 195 200 206 

缺水指數(SI) 1.1 1.2 1.3 1.4 1.5 

供水能力(萬 CMD) 210 215 219 223 227 

缺水指數(SI) 1.6 1.7 1.8 1.9 2.0 

供水能力(萬 CMD) 231 234 238 241 246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翡翠及石門水庫共同用水調度機制規劃，2007。 
註：1.石門水庫農業平均計畫用水約每日 141.53 萬噸。 
    2.考量三峽河實際取水量及後池堰至鳶山堰推估側流量。 
    3.大漢溪南調桃園地區供水能力每日 30 萬噸。 

2-3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完成後對供水穩定貢獻之

探討 

近年石門水庫遭遇之供水問題，在自然因素的部份，遭逢豪大雨

量遠超過山坡土石負荷能力，集水區嚴重崩塌，挾帶大量泥砂進入石

門水庫，造成水庫淤積及原水濁度急遽增高。復因石門水庫集水區地

形陡峻、地質脆弱、土壤鬆軟、河短流急，地質特性含有泥質或坋質

黏土，是細顆粒泥質土的主要來源，使得颱洪暴雨時期水庫水質濁度

由平日 30~50 NTU 急遽上升至 8 萬~12 萬 NTU。其他人為因素例如：

山地農業開發及山區道路闢建，加速沖蝕現象；攔砂設施多已喪失功

能；公共用水需求大增，然受限於取水設施，颱洪期間未能取用上層

低濁度原水，致使超過淨水廠處理負荷；下游自來水淨水及輸配水管

線備援及相互支援能力不足，以上因素都造成石門水庫無法正常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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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 

為確保石門水庫營運功能、上游集水區水域環境之保育及有效提

升其供水能力，保障民眾用水權益，立法院於民國 95 年 1 月 13 日三

讀通過「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例」，並於民國 95 年 1 月 27

日公告實施。為因應近年颱洪豪雨災害造成原水濁度驟升，水庫加速

淤積及影響淨水場淨水功能，經濟部依該條例第三條研擬『石門水庫

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以加快水庫治理速度，降低缺水風險。以下僅

就整治計畫內容簡要說明(林連山等，2006)。 

一、計畫目標 

整治計畫為一長程計畫，預期績效分成近期(民國 95～97 年)及中

長期(民國 98～100 年)二部分，近期方面以提升石門水庫壩頂抽水能

力、改善淨水場處理功能、增設備用蓄水池與水井、修復災害損壞設

施等措施為主，以達颱洪期間不分區供水之近期目標。中長期方面藉

由改善水庫取水與排砂功能、開發水源評估研究、辦理浚渫泥砂作業、

增加自來水處理能力、連通輸配水管線，以及集水區山坡地生態環境

保育、崩塌地治理、攔砂壩清淤作業等手段，以延長水庫使用壽命，

穩定桃園地區供水品質。 

二、策略及方法 

整治計畫由水庫之集水區、庫區至下游供水區之自來水輸配水管

路，通盤檢討以研擬執行策略。針對水庫上游集水區部分，主要以災

害治理、水土保持監測與管理、山坡地環境資源保育及生態環境保育

為策略，兼顧治理與管理、加強生態保育與環境景觀維護等理念，達

成避(減)災、保土蓄水、土地合理利用目標。針對水庫庫區部分，以提

升水庫取水功能及增加蓄水容量、災後復建為目標。另外針對下游供

水部分，以擴充淨水場處理能力、增加各供水區相互支援容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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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備援容量為策略。 

(一)主要工作項目：整治計畫工作內容可分為以下 3 項子計畫。 

1.水庫庫區—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更新改善 

2.下游供水區—穩定供水設施與幹管改善 

3.上游集水區—集水區保育治理。 

(二)分年執行策略 

整治計畫分 6 年(民國 95～100 年)執行完成，其中部分緊急性工

程屬短期措施，大多於民國 95 年 4 月底前完成。另考量各計畫成熟

度不一，部分計畫尚於規劃階段，因此整治計畫以 3 年為 1 期，分 2

期編列執行計畫書。 

第一階段計畫完成後，桃園供水區除原有淨水場供水能力每日

107 萬噸以外，板新支援桃園供水能力增加至每日 41 萬噸、龍潭淨水

場供水能力增加每日 14 萬噸、桃竹雙向支援供水能力增加至每日 10

萬噸，桃園地區總供水能力提高至每日 172 萬噸。此外，大湳淨水場

供水能力每日增加 10 萬噸、南北桃園穩定支援能力提昇至每日 17 萬

噸可有效改善供水穩定性。 

以下針對整治計畫中，有助於水庫供水穩定之成果分述於表

2-11。有關供水穩定度之量化，由於本節各項措施主要為緊急供水與

穩定供水措施及幹管改善，目前各項工程之期程為民國 95～100 年，

其可提升之供水穩定度需考慮各年之缺水情況或水庫進水水質，故以

目前所能獲得資料，尚難進行估算。



 

表 2-11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治理計畫工程計畫 
工程(計畫) 

項目 
預定 
期程 

計畫功能 增供水量 備註 

A、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更新改善 

1.提升壩頂緊急抽水

能力至96萬噸及下

游輸送管線 
95 

以達成汛期桃園地區全區臨

時供水為目標，於水庫壩頂抽

取上層低濁度原水，作為汛期

濁度升高時之備援水源。 

抽水量提升至每日 96 萬噸(北桃

園每日 33 萬噸、南桃園每日 63
萬噸)，以緊急供應南北桃園地區

民生及工業用水需求。 

95 年 5 月完竣。但 96 年柯羅莎颱

風來襲造成集水槽濁度過高情

形，已於 97 年 5 月 13 日完成抽水

機組喉管縮短更新改善，降低抽取

濁水問題。 
2.桃園、新竹工業區

地下水備援供水執

行計畫 
95 因水量少及水質鐵錳含量高，不符投資效益，暫緩辦理。 

3.低水位時供水應變

工程 
95 

為因應水庫水位下降至標高

220 公尺以下時之緊急供水，

擬抽取庫區表層水源經溢洪

道順流至後池或石門大圳設

置臨時退水路。 

增強北桃園及板新地區供水緊急

調度能力。 
已於 96 年 12 月完成抗旱及電器設

備購置，已可達成抽取庫區表層水

源經溢洪道順流至後池，另於 97
年 4 月完成石門大圳 1 號渡槽設置

退水路，可由此將水放至後池。 

4.增設水庫取水工工

程 
95~97 

增建一 3 層緊急取水設施(取
水口高程分別為 220、228 及

236 公尺)，此設施可視原水濁

度高程變化取水。 

完成後可於颱洪期間取得水庫上

層低濁度原水，發揮穩定供水功

能。 

預定 98 年 12 月底前陸續完成。 

5.後池改善、備援水

池及河槽人工湖 
95~99 

中庄調整池為降低桃園及板

新地區受大漢溪水源濁度影

響之缺水風險，平日將大漢溪

水源引導至調整池蓄存，以利

汛期原水濁度增高時利用。 

中庄調整池平日將大漢溪水源引

導至調整池蓄存，以利汛期原水

濁度增高時利用。模擬 47~95 年

歷史資料，當 SI=0.5 時，平均年

供水量為 1,580 萬噸，年常態供水

量為 957 萬噸，年備援供水量為

623 萬噸，庫容運用率 2.29 次。 

第 1 階段已辦理後池改善、中庄調

整池及大漢溪上游段攔河堰等各

項方案用地調查、測量、工程評估

規劃及相關環境影響調查評估，並

俟個案奉行政院核定後推動執

行。中庄調整池可行性規劃預定 97
年 12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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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計畫) 
項目 

預定 
期程 

計畫功能 增供水量 備註 

B、穩定供水設施及幹管改善 

1.增設尖山中繼加壓

站 
95 

增加大湳淨水場原水供應量。 增加大湳淨水場原水供應量，由

原來 25 萬 CMD 增加至 35 萬

CMD 

本計畫 95 年 5 月試車符合計畫目

標，已併入營運，增加大湳場原水

供應量。 

2.石門淨水場增設 50
萬噸原水蓄水池 

95 

整治後高山頂戰備水池約儲

備原水 35 萬噸，且整治後埤

塘約儲備原水 15 萬噸，總計

約儲備原水 50 萬噸。 

於汛期間可增加桃園地區每日 7
萬噸供水量。 

本計畫 95 年 5 月試車符合計畫目

標，汛期及高濁度期間均能提供石

門淨水場低濁度原水。 

3.龍潭淨水場擴建 95~100 
龍潭淨水場增加 14萬CMD淨

水設備，提昇桃園地區淨水設

備之備載容量。 

增加 14 萬 CMD 淨水設備，提昇

備載容量，提升龍潭淨水場出水

能力。 

執行中。 

4.板新大漢溪水源南

調桃園(含南北桃連

通計畫) 
95~100 

1.增加南北桃園區域水量調配

能力。 
2.大湳淨水場擴建 10 萬噸清水

池，以增加調蓄能力。 
3.增加板新地區供水調度桃園

之能力至 51 萬噸。 
4.大湳淨水場擴建 15 萬 CMD
淨水設備，提昇備載容量。

1.南北桃園區域水量調配能力由

10 萬噸增加至 17 萬噸。 
2.大湳淨水場擴建 10 萬噸清水

池，以增加調蓄能力。 
3.板新地區供水調度桃園之能力

由 11 萬噸增加至 51 萬噸。 
4.大湳淨水場增加 15 萬 CMD 淨

水設備，提昇備載容量。 

1.南北桃園連通管線，96 年 9 月試

車完成符合計畫目標，已併入營

運，南北桃調配能力由 10 萬噸增

加至 17 萬噸。 
2.其餘分項工程執行中。 
 

5.桃竹雙向供水計畫 95~97 
建立新竹與桃園間雙向支援系

統達 10 萬噸。 
使新竹與桃園間南北雙向互相支

援，強化擴增備援系統功能，完

成桃竹雙向支援 10 萬噸。 

本計畫 97 年 8 月試車完成符合計

畫目標。 

資料來源：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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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台灣北部區域水資源經理基本計畫有關台北、板新、桃

園、新竹等多元開發與彈性調度計畫方案之探討 

依據台灣北部區域水資源經理基本計畫，茲將大台北地區(含台

北、板新地區)、桃園地區及新竹地區現階段多元開發與彈性調度措施

分述如下： 

一、大台北地區 

現階段措施為「水資源調配、加強備援水源設施」，除了板新地區

供水改善一期計畫需發揮其效果外，應儘速推動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

畫二期工程，該計畫可再增供板新地區每日 31 萬噸之水量，除可滿足

板新地區民國 110 年之用水需求，透過「新店溪與大漢溪共同調度供

水機制」，有利於台北、板新與桃園地區之水資源整體利用，為近程計

畫方案。 

在備援水源部份，建置台北盆地備用地下水井除了可減緩土壤液

化之潛勢，更可於枯旱或緊急事件發生時發揮水源備援功能，依據水

利署(2003)評估可抽取地下水潛能為每年 9,000 萬噸；建立台北基隆雙

向聯通管路工程，可由基隆地區備援最大每日 15 萬噸之水量，以上為

中程計畫方案。大漢溪水源透過板新直潭淨水場聯通管路工程，備援

台北地區最大水量為每日 81 萬噸，此為遠程計畫方案。 

二、桃園地區 

桃園地區現階段多元開發與彈性調度措施為「加強備援水源設

施」、「維持石門水庫供水功能」、「水資源調配」與「開發新水源」等。 

中庄調整池計畫為一河川水域環境復育之性質，調整池鄰近大湳

與板新淨水場，可於大漢溪原水濁度抬昇時發揮備援大湳及板新淨水

場之功能，備用水量約 710 萬噸；大湳淨水場鄰近之水利會埤塘透過

銜接幹管與抽水機組，可於大漢溪原水濁度抬昇時利用埤塘內之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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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大湳淨水場之水源，備用水量約 210 萬噸；興建桃竹雙向聯通管

工程，可由新竹地區備援桃園地區由目前之每日 5 萬噸增加至每日 10

萬噸，以上為近程計畫方案。為因應石門水庫水源濁度抬昇時，取水

工無法正常供水而造成之缺水危機，三峽河調整池初步規劃案預計完

成後可提供約 565 萬噸水量，以作為桃園與板新地區之備援系統，為

遠程計畫方案。 

在經常性水源部份，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等工作應立即進

行，以確保水庫供水功能；板新地區用水將來大部分由新店溪水源供

應，原供應板新地區之部分大漢溪水源，則透過板新大漢溪水源南調

工程，可增供桃園地區每日 31 萬噸水量，以上為近程方案。目前桃園

地區已規劃每日 3 萬噸供水量之海水淡化廠，供給桃園科技工業區，

可階段性擴大海水淡化廠供水量至每日 9 萬噸，並以專管方式供應桃

園沿海鄉鎮及工業區用水，增加桃園地區供水穩定度，減緩石門水庫

供水壓力，為中程計畫方案。若民國 110 年之後用水需求增加，於大

漢溪上游興建有效庫容約 1.53 億噸之高台水庫，可增供水量 28.5 萬噸

/日，為遠程計畫方案。 

在新水源開發尚未完成前，應檢討既有水源設施之有效利用，俾

合理調度各標的用水，且於缺水時期彈性調度農業用水；另外，由於

桃園地區農業用水量大，尚有可利用之灌溉回歸水量，惟其水量、水

質不易掌握，並牽涉標的用水轉換等水權與事權管理等問題，需進一

步研究。 

三、新竹地區 

新竹地區現階段措施為「開發新水源、水資源調配」。為因應新竹

地區之水源供需缺口，可分階段擴大新竹海水淡化廠至每日供水量 9

萬噸，以專管方式供應新竹沿海鄉鎮用水；現況桃園地區調度支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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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地區水量最大達每日 10 萬噸，隨著台北板新與桃園地區之水資源調

配相關計畫完成之後，由於短期間內桃園地區尚有餘裕水量，此原屬

調度性質之管路建議改為經常性調配使用，以將大漢溪水源南調新竹

地區，可增供新竹地區每日 10 萬噸水量，以上均為中程計畫方案。若

民國 110 年之後用水需求增加，為增加新竹地區之自有水源，於油羅

溪上游興建有效庫容 4,500 萬噸之比麟水庫，可增供每日 20 萬噸之水

量，為遠程計畫方案。 

民國 96 年寶二水庫正式供水，經由寶二水庫與隆恩堰、寶山水庫

聯合運用，增加水源，使得新竹地區供水能力達 61 萬噸/日，可滿足中

成長需水量；民國 101 年、102 年及 103 年新竹海水淡化廠分階段完成

後，新竹地區供水能力增加至 70 萬噸/日，可滿足中成長需水量，惟由

於備用水量尚不充裕，如遇枯旱仍有缺水風險，需調度農業用水以之

因應；民國 105 年大漢溪水源南調新竹 10 萬噸/日，新竹地區供水能力

增加至 80 萬噸/日，可滿足包含備用水量之需水量。 

在新水源開發尚未完成前，應檢討既有水源設施之調配能力，缺

水時彈性調度農業用水；另外，由於新竹地區農業用水量大，尚有可

利用之灌溉回歸水量，惟其水量不易掌握，並牽涉標的用水轉換等水

權與事權管理等問題，需進一步研究。 

將各地區多元化開發與彈性調度策略之計畫方案整理如表 2-12。

其中「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完成並採行新店溪、大漢溪

水源「共同調度供水」機制，則板新地區民國 110 年需水量平均每日

101 萬噸全額由新店溪水源供應時，原大漢溪供應板新地區之每日 68

萬噸水源量，即可由石門水庫調蓄，經板新淨水場處理後南調回供桃

園地區，紓解桃園缺水問題，改善產業投資環境。 



 

表 2-12  多元化開發與彈性調度措施與計畫方案 

地區 措施 計畫方案 計畫功能 增供水量 
工程費 
(億元) 

工期 
(年) 

備註 

水資源

調配 
近

程

板新供水改善 
計畫二期工程 

新建清水調度幹管、加壓站及送配水工程，新店溪水

源再增供板新地區最大47萬噸/日，並透過新店溪與大

漢溪共同調度供水機制，靈活調度新店溪及大漢溪水

源。 

31萬噸/日 105 6 
擬將台北與板

新地區調整為

一大台北地區 

中

程

台北盆地備用 
地下水井 

考慮防止土壤液化及不致發生地層下陷，台北盆地可

抽取地下水量潛能約為9,000萬噸/年，可作為備援水

源，目前構想中。 
9,000萬噸/年   

需納入自來水

供水系統 

中

程

台北基隆雙向 
聯通管路工程 

新建輸水管路聯通基隆新山淨水場與台北南湖大橋

處之既有幹管，達到雙向支援之目的，目前辦理調查

規劃中。 
15萬噸/日 35 3  

台北 
板新 加強 

備援 
水源 
設施 

遠

程

板新直潭淨水 
場聯通管路工程 

新建管路工程聯通板新淨水場及直潭淨水場，使得大

漢溪水源得以透過既有板新淨水場之設施，於枯旱或

緊急事件發生時期備援台北地區，民國94年已完成調

查規劃。 

50萬噸/日 50 4 
移用石門水庫

農業用水 

近

程

中庄調整池 
計畫 

本計畫之功能定位為：(1)調蓄大漢溪剩餘水源，提高

桃園及板新地區常態供水能力，(2)配合石門水庫排砂

操作，促進水資源永續利用，(3)整治中庄廢河道，營

造親水環境，帶動臨近地區發展，(4)強化水源備援能

力，提升桃園及板新地區自來水供水穩定度。調整池

為一離槽人工湖，用地共約87公頃，已完成初步調查

規劃，目前進行可行性規劃及環境影響評估中。 

1,664萬噸/年 36 3 
已列入特別預

算 

近

程

桃竹雙向 
聯通管工程 

桃 園 至 新 竹 間 聯 絡 管 線 內 各 加 壓 站 再 增 設

50,000CMD之加壓設備後，可增加北送50,000CMD，

使南北雙向均能相互支援100,000CMD，目前台灣自

來水公司規設中。 

5萬噸/日 3.62 3  

 
 
 
 
 
 
 
 
桃園 
 
 
 
 
 
 

加強 
備援 
水源 
設施 

遠

程

三峽河 
調整池工程 

於三峽河及其支流大豹溪與五寮溪間研擬興建低矮

壩，總庫容約1,000萬噸，攔蓄颱洪時期剛過後之低濁

度水源，以供備援使用，目前辦理初步規劃中。 
1,000萬噸/年 152 6 

需提高三峽堰

抽水站之抽水

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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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措施 計畫方案 計畫功能 增供水量 
工程費 
(億元) 

工期 
(年) 

備註 

確 保 石

門 水 庫

供 水 功

能 

近

程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

區整治 

取水口更新改善工程、集水區山坡地治理、水庫清淤

與排砂，確保水庫供水能力與穩定度，延長水庫壽

命，目前由相關單位辦理規設或施工中。 
- 150 6 

不含備援水池

及水源調配工

程 
已列入特別預

算 

水資源

調配 
近

程

板新大漢溪水源南

調桃園計畫 

新設板新淨水場與桃園地區各淨水場間之聯通管路

與加壓站等設施，使大漢溪水源由現況南調10萬噸/
日增加到最大70萬噸/日，目前台灣自來水公司規設

中。 

31萬噸/日 43 5.5 
板新供水改善

計畫二期工程

完成 

中

程

桃園海水淡化廠

(民間興辦) 

初期計畫日產 3 萬噸廠已奉院核定，後續分階段擴

充海水淡化廠規模，以專管方式供應，供應桃園沿海

地區，減緩石門水庫供水壓力，階段性工作繼續辦理

規劃中。 

9萬噸/日 62 3 專管方式供應 

 
 
 
 
 
 
 
 
 
桃園 

開發 
新水源

遠

程
高台水庫 

於大漢溪上游興建有效庫容1.53億噸之水庫，配合排

砂規劃，協助石門水庫永續經營，增供大漢溪水量，

目前辦理可行性規劃中。 
28.5萬噸/日 245.46 11 

因應高成長用

水需求或石門

水庫不蓄水時

之替選案 

水資源

調配 
中

程

大漢溪水源南調新

竹 
利用大漢溪水源緊急調度新竹地區之既有幹管，改為

經常性調配使用。 
10萬噸/日 - - 

板新供水改善

二期、板新大漢

溪水源南調工

程均完成 
中

程

新竹海水淡化廠

(民間興辦) 
分階段擴充海水淡化廠規模，供應高科技產業用水。 9萬噸/日 57 3 專管方式供應 

新竹 

開發 
新水源 遠

程
比麟水庫 

壩址位於游羅溪上游錦屏溪與那羅溪匯流口下游，為

可行之水庫壩址，有效庫容4,500萬噸，目前辦理調查

規劃中。 
20萬噸/日 250 8 

因應高成長用

水需求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台灣北部區域水資源經理基本計畫(修正稿)，200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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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小結 

石門水庫調蓄運用大漢溪水源，除供應桃園台地及水庫下游灌溉

用水外，並供給石門、龍潭及板新供水區之公共給水。將民國 53~95

年石門水庫入流量資料依超越機率值分類為豐水年、平水年、枯水年

及乾旱年等四種不同水文年，計算歷年內屬豐水年之水庫供水量平均

值為 73,729 萬噸、歷年內屬乾旱年之水庫供水量平均值為 71,398 萬

噸。顯示雖然水文變異性大，但在水庫管理單位豐富的操作管理經驗

下，仍能維持一定之水庫供水，儘可能減少乾旱所帶來之衝擊。 

由於公共、工業用水成長快速以及石門水庫供水能力受天候影響

較大，仍是目前所面臨最主要之問題。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

完成後，桃園供水區除原有淨水場供水能力每日 107 萬噸以外，板新

支援桃園供水能力增加至每日 41 萬噸、龍潭淨水場供水能力增加每日

14 萬噸、桃竹雙向支援供水能力增加至每日 10 萬噸，桃園地區總供水

能力提高至每日 172 萬噸。此外，大湳淨水場供水能力每日增加 10 萬

噸、南北桃園水量調配能力提昇至每日 17萬噸可有效改善供水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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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供水區域中長期民生用水趨勢分析 

3-1  供水區域現有都市結構及發展趨勢之探討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包括板新地區及桃園地區。桃園縣現有 13 個

鄉鎮市，主要呈雙核心都市型態發展，北桃園之核心係以桃園、八德

兩個縣轄市，居民以閩南籍為大宗，生活型態及方式較似於台北都會

區，其中桃園市更為本縣縣治所在，而經濟及產業之發展則以工商業

為主；南桃園之核心則為中壢及平鎮兩個縣轄市，居民則以客家籍較

多，與南邊之新竹都會區發展型態可連成一氣。 

桃園縣早期以農業發展為主，日據時代桃園大圳工程之完成及埤

塘相聯的豐沛水利網絡，使得桃園縣素有「千塘之縣」之美名，不但

農、漁作物豐富，更因運輸作物需求，鐵公路使用增加，推動交通建

設發展。另桃園縣位於北台灣地理與人口、經濟中心，為各產業軸帶

之樞紐，更奠定桃園產業由農業逐漸轉型為工商業發展之基礎。在政

府四年經濟建設計畫持續推動下，桃園之工業區陸續成立，歷經傳統

產業發展，蔚為台灣產業主流之風光時代。近 20 年來，隨著高科技產

業興起，桃園產業亦逐漸由勞力密集之傳統產業，轉型為以高科技為

主力之知識經濟發展產業型態。 

從就業環境來看，桃園縣致力於推動地方經濟繁榮，積極改善工

商投資環境、強化招商陣容與自動櫃台化服務等招商政策，吸引各類

型廠商紛紛前來投資，增加縣民就業機會，提昇就業環境以促進桃園

縣經濟發展。由表 3-1所示，95 年工廠登記家數為 10,354 家，較 94 年

10,281 家，微幅增加 0.71%；95 年商業登記家數為 40,411 家，較 94

年 38,685 家，增加 4.46%；95 年公司登記家數為 46,110 家，較 94 年

44,543 家增加 3.52%，明顯呈現逐年遞增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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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桃園縣歷年工廠、商業及公司登記家數 

年別 工廠登記家數 商業登記家數 公司登記家數 

86年 10,340 32,661 33,472 

87年 10,435 34,940 35,218 

88年 10,867 36,016 37,666 

89年 10,859 36,452 37,665 

90年 10,805 46,383 38,662 

91年 11,008 48,714 39,729 

92年 9,860 48,129 40,967 

93年 10,280 38,207 42,723 

94年 10,281 38,685 44,543 

95年 10,354 40,411 46,110 
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商登課、經濟部統計處，2008。 
附註：92年工廠登記家數，因 92年 9月公告註銷 2,099家(此公告註銷係辦理 90/3/16

日~92/2/28 日工廠換證清查及 92/4 工廠校證更新)。 

另依據民國 93 年 8 月所公佈之 90 年桃園縣工商普查報告結果分

析(工商普查為 5 年普查一次，90 年普查報告為 93 年公布，95 年工商

普查為 96 年開始調查)：民國 90 年底桃園縣工商業場所單位數達 4,000

家以上之鄉鎮市有六個，依序為桃園市 16,142 家、中壢市 13,053 家居

次、平鎮市 5,662 家、八德市 5,166 家、龜山鄉 4,879 家、楊梅鎮 4,147

家，此六鄉鎮市均屬都市化程度較高或設有工業區之地區，其工商業

場所單位數合計占桃園縣全縣之 75.41%。又以龍潭鄉及蘆竹鄉發展最

為快速，均增加 42.95%及 35.94%，但新屋鄉卻呈負成長之趨勢，減少

0.52%。 

 

-34- 



 

-35- 

-

2

4
6

8

10

12
14

16

18

桃

園

市

中

壢

市

大

溪

鎮

楊

梅

鎮

蘆

竹

鄉

大

園

鄉

龜

山

鄉

八

德

市

龍

潭

鄉

平

鎮

市

新

屋

鄉

觀

音

鄉

復

興

鄉

千家

-5
-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

年底場所單位數(家)
與85年比較增減率

 

90 年底場所單位數(家)

資料來源：九十年桃園縣工商普查報告結果分析，2004。 

圖 3-1  桃園縣各鄉鎮工商業場所單位數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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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九十年桃園縣工商普查報告結果分析，2004。 

圖 3-2  桃園縣各鄉鎮工商業場所單位人數之變動 

另板新供水區至 96 年底工廠登記家數整理如表 3-2。 



 

表 3-2  板新供水區 96 年工廠登記家數 

鄉鎮 
市別 總計 食品及飲料

製造業 飲料製造業 菸草製造業 紡織業
成衣及服飾品

製造業 
皮革、毛皮及
其製品製造業

木竹製品
製造業 

紙漿、紙及紙
製品製造業

印刷及 
其輔助業 

板橋市 572 31 1 - 51 34 8 2 15 45 
新莊市 4,053 75 5 - 165 62 17 10 30 124 
泰山鄉 433 13 - - 34 4 - 3 6 7 
五股鄉 1,321 59 2 - 56 25 16 9 24 49 
蘆洲市 323 7 - - 10 3 6 - 1 9 
樹林市 3,184 72 8 - 262 16 - 19 28 44 
鶯歌鎮. 679 23 1  28 2 - 4 15 5 
三峽鎮 260 13 3 - 25 1 1 4 13 3 
土城市 1,397 63 10 - 73 16 6 16 28 57 
八里鄉 200 7 - - 4 - 1 2 4 2 
三重市 2,698 71 5 - 112 84 37 8 33 104 
中和市 2,643 107 7 - 62 72 26 10 94 745 
合計 17,763 541 42 0 882 319 118 87 291 1,194 
鄉鎮 
市別 

石油及煤製品 
製造業 

化學材料 
製造業 

化學製品 
製造業 藥品製造業

橡膠製品
製造業

塑膠製品 
製造業 

非金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基本金屬
製造業 

金屬製品 
製造業  

板橋市 - 1 9 1 6 51 3 4 38  
新莊市 4 15 66 5 94 554 17 78 852  
泰山鄉 - 4 6 - 8 74 3 6 71  
五股鄉 1 5 21 2 21 168 11 36 275  
蘆洲市 1 - 6 1 5 58 3 7 75  
樹林市 2 16 62 1 70 454 34 55 657  
鶯歌鎮 2 4 15 - 7 33 289 8 72  
三峽鎮 2 5 18 5 3 32 14 2 25  
土城市 3 3 50 3 19 199 18 31 240  
八里鄉 - 1 6 - 2 26 18 5 43  
三重市 - 6 36 7 37 263 10 66 519  
中和市 - 9 49 4 18 115 13 6 144  
合計 15 69 344 29 290 2,027 433 304 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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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台北縣政府主計處網站，2008。

 



 

若依人口數劃分都市之位階，可分為：區域中心、次區域中心、

地方中心、一般市鎮及農村集居等五種。目前桃園縣在北部區域計畫

中可列為地方中心層級之都市，僅有中壢市、桃園市，而一般市鎮則

共計有七個，分別是平鎮、八德、大溪、楊梅、蘆竹、大園及龜山；

至於龍潭、新屋、觀音及復興則仍然維持農村集居之都市型態。桃園

縣各鄉鎮市現況都市位階及土地面積、人口數、人口密度等資料如表

3-3。 

表 3-3  桃園縣各鄉鎮市都市位階表  
 土地面積 

(平方公里) 
人口數 

(人) 
人口密度 

(人/平方公里) 
都市位階

桃園市 33.59 384,803 11,456  地方中心

中壢市 74.76 355,707 4,758  地方中心

平鎮市 42.36 200,331 4,729  一般市鎮

八德市 32.76 171,697 5,241  一般市鎮

大溪鎮 96.79 89,365 923  一般市鎮

楊梅鎮 87.86 140,641 1,601  一般市鎮

蘆竹鄉 72.39 127,765 1,765  一般市鎮

大園鄉 83.67 79,354 948  一般市鎮

龜山鄉 69.91 129,846 1,857  一般市鎮

龍潭鄉 72.04 112,072 1,556  農村集居

新屋鄉 83.06 49,844 600  農村集居

觀音鄉 89.99 58,901 655  農村集居

復興鄉 327.79 10,835 33  農村集居
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網站，2008。 

桃園地區因社會型態改變與經濟產業結構之轉變，使原本用水需

求量大的農業用水逐漸減少，而民生及工業用水需求量卻是大幅增

加。自來水是經濟發展之一重要元素，無論是新開發之工業區、科學

園區或新市鎮等皆有賴自來水之穩定供應。在國內經濟持續成長下，

對於自來水之需求，每年皆不斷成長，顯現桃園縣民生與工業用水需

求壓力，亦增加用水調配上之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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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口政策、分布趨勢、用水型態及節水策略之探討及規劃 

一、人口政策與分布趨勢 

一個地區之水資源供應量，足以作為產業政策與人口政策的指導

方針。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主要包括桃園縣市人口居住區域、大台北

地區部分人口密集區域、桃園科技工業園區以及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等

相關人口及產業區域，在公共給水所擴及的範圍除包含桃園縣市外，

台北縣之板新淨水場供水區更涵蓋板橋、新莊、土城、樹林、三峽、

鶯歌、蘆洲、八里、五股、泰山、三重及中和等地，根據台北縣政府

人口統計截至目前為止，上述 12 鄉鎮市之行政區人口將近有 270 萬

人，板新地區歷年行政區人口紀錄如表 3-4所示，桃園地區歷年行政區

人口紀錄則如表 3-5所示。因此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之民生用水趨勢強烈

關係著未來供水穩定情形與水資源經營管理策略。 

另依據圖 3-3、表 3-6 及桃園縣統計要覽之資料顯示，桃園縣之人

口成長率持續高於臺灣地區人口成長率，以歷年人口成長之趨勢來

看，臺灣地區之人口成長率在民國 79~83 年間，年年下降，而桃園縣

之人口成長率於民國 79 年達於最高點後，於民國 80、81 年下降，惟

依近 10 年趨勢，以年平均人口成長率來看，桃園縣為臺灣地區之兩倍

強，桃園地區遷入人數比例約維持於 8~17%，顯示外來人口持續增加。

原因應為桃園縣由於早期工業區之開發，投資環境優良致經濟成長快

速，且後續招商政策得宜，因此吸引許多就業人口流入，且近年來大

專學校增設後，高等教育普及，使得桃園縣總人口之成長呈現質與量

並進之成果。 



 

表 3-4  板新地區歷年行政區人口紀錄 
年份

鄉鎮市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板橋市 466,681 479,535 491,721 506,220 519,634 531,065 537,004 542,942 543,982 544,067 539,115 530,003 
新莊市 222,437 232,438 243,706 259,001 275,936 287,645 297,969 308,293 314,980 321,970 328,758 339,143 
泰山鄉 44,309 44,915 45,993 46,569 48,388 50,420 52,039 53,658 55,520 57,295 58,336 59,550 
五股鄉 38,169 39,188 40,428 41,800 43,252 44,712 46,754 48,796 50,453 52,480 54,413 57,017 
蘆洲市 60,223 65,757 71,042 78,074 88,428 97,874 105,217 112,560 119,354 125,890 131,956 138,727 
樹林市 89,001 92,414 95,557 98,757 102,883 106,951 111,266 115,581 120,115 124,857 129,220 135,322 
鶯歌鎮 56,000 58,671 60,336 61,992 63,221 64,581 65,898 67,214 68,275 69,429 69,667 70,908 
三峽鎮 54,908 55,397 55,791 56,338 57,123 58,418 60,023 61,627 62,993 64,554 66,361 69,989 
土城市 84,382 93,477 102,973 110,796 120,282 129,424 135,886 142,348 148,111 155,814 171,629 188,170 
八里鄉 15,748 16,393 16,350 16,143 16,557 17,057 17,353 17,648 18,005 19,667 20,844 22,302 
三重市  378,397 382,003 383,943 382,880 380,099 
中和市 315,857 324,930 334,663 343,389 355,400 365,225 374,339 379,968 383,516 387,264 387,123 386,347 

板
新
地
區 

合計 1,447,715 1,503,115 1,558,560 1,619,079 1,691,104 1,753,372 1,803,748 2,229,032 2,267,307 2,307,230 2,340,302 2,377,577 
年份

鄉鎮市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板橋市 524,323 519,459 520,286 523,850 529,059 532,694 535,476 539,356 541,512 542,319 544,292 547,625 
新莊市 346,132 353,878 359,367 365,048 372,175 376,584 380,334 383,745 386,941 389,074 392,472 396,337 
泰山鄉 59,787 60,763 61,446 61,913 62,305 62,783 63,499 65,649 67,787 69,741 72,589 74,422 
五股鄉 59,218 63,647 65,940 67,977 69,784 70,649 71,606 72,911 74,307 75,609 76,470 77,329 
蘆洲市 146,144 152,384 155,843 160,516 165,595 169,316 173,209 177,232 181,608 185,796 189,403 192,066 
樹林市 140,110 144,566 147,071 151,260 154,158 156,159 157,913 159,101 159,930 160,762 162,476 164,723 
鶯歌鎮 72,300 74,861 76,944 78,581 80,397 81,643 82,498 82,604 83,468 84,443 85,001 85,656 
三峽鎮 73,462 76,696 78,770 80,936 82,880 84,189 85,185 85,964 86,958 88,764 91,395 95,024 
土城市 202,436 213,169 219,793 224,897 230,208 231,938 234,125 235,729 236,202 236,345 237,000 237,443 
八里鄉 24,119 25,470 26,294 27,576 28,519 29,624 30,366 30,955 31,453 31,989 32,470 32,738 
三重市 377,498 378,502 378,671 380,084 382,266 384,051 384,217 384,618 384,092 383,959 383,636 383,621 
中和市 383,715 385,912 388,174 392,176 398,123 401,619 403,510 406,325 408,126 408,989 411,011 410,183 

板
新
地
區 

合計 2,409,244 2,449,307 2,478,599 2,514,814 2,555,469 2,581,249 2,601,938 2,624,189 2,642,384 2,657,790 2,678,215 2,69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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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自來水公司，2007。台北縣政府，2008。 

 



 

表 3-5  桃園地區歷年行政區人口紀錄 
年份

鄉鎮市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林口鄉 25,671 27,240 28,245 28,818 29,591 30,738 32,432 34,125 35,884 37,640 38,435 41,214 
桃園市 200,829 204,700 210,753 220,255 228,404 235,521 240,789 246,056 251,520 256,612 260,680 271,536 
龜山鄉 83,701 85,392 86,022 86,897 87,865 90,185 92,971 95,756 98,134 99,438 99,102 103,481 
中壢市 233,392 237,271 241,899 247,639 255,422 262,653 269,766 276,878 282,643 289,054 295,825 301,287 
平鎮鄉 120,946 126,348 130,386 130,843 144,772 143,441 147,072 150,703 154,585 158,621 163,549 170,038 
八德市 111,338 113,546 117,163 121,514 125,273 129,247 132,572 135,897 137,953 142,822 152,821 148,899 
蘆竹鄉 51,223 51,739 52,105 52,302 53,494 54,621 56,389 58,156 60,119 62,510 65,447 69,825 
大園鄉 56,123 56,669 56,995 57,089 57,543 58,186 59,703 61,219 63,128 65,212 67,103 70,210 
觀音鄉 44,850 44,613 44,069 43,635 43,486 43,477 43,694 43,911 44,775 45,896 47,200 49,085 
新屋鄉 45,371 45,401 45,050 44,901 44,758 45,011 45,381 45,750 46,775 47,420 47,881 48,314 
楊梅鎮 87,079 88,720 89,763 90,717 92,403 93,853 96,398 98,943 101,247 103,216 105,696 108,249 
龍潭鄉 69,328 71,097 72,498 76,433 75,851 79,792 81,245 82,698 84,572 86,389 88,249 90,366 
大溪鎮 73,082 73,729 74,087 76,316 74,771 75,416 76,537 77,658 78,545 79,355 78,711 80,993 

桃
園
地
區 

合計 1,202,933 1,226,465 1,249,035 1,277,359 1,313,633 1,342,141 1,374,946 1,407,750 1,439,880 1,474,185 1,510,699 1,553,497 
年份

鄉鎮市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林口鄉 45,026 47,066 48,442 50,118 51,214 52,651 53,889 54,848 56,423 58,777 62,126 67,127 
桃園市 283,861 294,974 304,857 316,438 328,754 338,361 347,160 357,647 368,765 377,345 384,803 391,822 

龜山鄉 106,052 108,866 110,352 112,195 114,391 115,466 117,969 119,843 122,705 125,214 129,846 131,691 

中壢市 306,473 310,723 314,017 318,649 324,931 329,913 334,683 339,586 346,144 350,981 355,707 358,656 

平鎮鄉 175,363 179,830 183,905 188,344 191,948 194,521 196,408 198,273 198,353 198,375 200,331 202,680 

八德市 151,759 154,412 158,133 161,700 164,933 166,355 167,085 168,910 169,703 170,695 171,697 172,125 

蘆竹鄉 75,345 81,025 85,764 91,664 98,039 103,095 108,452 113,535 118,581 122,947 127,765 131,942 

大園鄉 72,138 74,009 75,476 76,482 77,186 78,163 78,837 78,967 79,404 79,683 79,354 79,627 

觀音鄉 49,808 51,138 51,893 52,699 53,486 54,227 54,942 55,473 56,300 57,552 58,901 59,799 

新屋鄉 48,998 49,243 49,050 49,195 49,100 49,079 49,454 49,578 49,593 49,634 49,844 49,961 

楊梅鎮 113,606 118,958 122,950 126,323 129,419 131,694 133,432 134,937 136,178 138,258 140,641 142,895 

龍潭鄉 93,716 97,343 100,280 103,088 105,723 107,055 108,530 109,554 110,222 111,148 112,072 112,758 

大溪鎮 81,646 82,119 82,443 82,925 83,348 83,631 84,265 84,497 86,070 87,591 89,365 90,393 

桃
園
地
區 

合計 1,603,791 1,649,706 1,687,562 1,729,820 1,772,472 1,804,211 1,835,106 1,865,648 1,898,441 1,928,200 1,962,452 1,99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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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自來水公司，2007。桃園縣政府、台北縣政府，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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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2008。 

圖 3-3  桃園縣近三年人口成長趨勢 

表 3-6  桃園縣人口統計資料 
人口數 

年別 戶數 
合計 男 女 

戶量 
(人/戶) 

民國 91 年 537,659 1,792,603 918,152 874,451 3.33 

民國 92 年 554,605 1,822,075 932,046 890,029 3.29 

民國 93 年 573,817 1,853,029 945,959 907,070 3.23 

民國 94 年 590,044 1,880,316 958,212 922,104 3.19 

民國 95 年 605,144 1,911,161 971,969 939,192 3.16 

民國 96 年 619,870 1,934,968 981,486 953,482 3.12 

自然增加 
年別 

出生數(人) 死亡數(人) 遷入數(人) 遷出數(人) 

民國 91 年 22,171 8,482 114,015 98,064 

民國 92 年 20,614 8,675 109,412 91,881 

民國 93 年 19,825 8,353 107,639 88,802 

民國 94 年 19,338 9,423 125,592 108,220 

民國 95 年 19,205 9,215 126,054 105,199 

民國 96 年 19,435 9,507 102,147 88,268 
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網站，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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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人口之成長主要集中於桃園市、中壢市及其鄰近地區。而

近年來發展趨勢漸往外圍地區擴展，八德市、蘆竹鄉均有極高之成長

率，更外圍之平鎮市、龍潭鄉、楊梅鎮成長速度亦頗高，故全桃園縣

人口成長模式主要以中山高速公路、北部第二高速公路及縱貫公路為

主要發展軸線，距離此一軸線愈遠者成長速度愈低。沿海及山地鄉鎮

則由於交通與就業因素影響，人口之成長緩慢，建設亦較落後，惟沿

海各鄉鎮及復興鄉雖人口較少，其觀光資源蘊藏相當豐富，因此如何

加強海岸沿線風景區及山地交通、觀光開發等並吸引人口投入，是桃

園縣均衡人口政策之方向。 

此外，桃園縣老年人(65 歲以上)比率有逐年上升之趨勢，於 95 年

底為 7.84%，已逾聯合國高齡化(7%)指標，顯示桃園縣老年人口已占有

相當之比例。而出生人口數、粗出生率(粗出生率=出生人口數/年中人

口數×1000)及自然增加率(對一個沒有遷移變動的封閉人口區域而言，

出生率與死亡率之差值稱為自然增加率)均呈現遞減趨勢，95 年再創下

二十年來最低，分別為 19,205 人、10.13‰及 5.27‰(如表 3-7所示)。自

然增加率創新低，可能係社會結構之改變導致生育年齡之婦女實施節

育及一般結婚年齡逐漸提高之故。 

表 3-7  桃園縣人口增加趨勢比率 

項目 出生數 
粗出生 
率‰ 

死亡數 
粗死亡

率‰
自然增

減率‰
遷入數 遷出數

遷入

率‰ 
遷出

率‰ 
社會增

減率‰

70 年 26,209 24.42 4,738 4.41 20.01 109,335 90,005 101.90 83.87 18.03

80 年 22,989 16.78 6,443 4.70 12.08 108,626 95,182 79.28 69.47 9.81

90 年 23,153 13.25 8,293 4.74 8.50 107,794 92,308 61.67 52.81 8.86

91 年 22,171 12.47 8,452 4.75 7.72 114,015 98,064 64.13 55.16 8.97

92 年 20,614 11.41 8,675 4.80 6.61 109,412 91,879 60.54 50.84 9.70

93 年 19,825 10.79 9,081 4.94 5.85 115,448 95,238 62.83 51.83 11.00

94 年 19,338 10.36 9,423 5.05 5.31 125,592 108,220 67.28 57.97 9.31

95 年 19,205 10.13 9,215 4.86 5.27 126,054 105,199 66.49 55.49 11.00

資料來源：桃園縣統計要覽，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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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社會增加率(對一個開放性之區域來說，人口數量之變化往往

受到遷出及遷入之影響，二者之差距即為社會增加率)達 11‰(全國第

二高)的平衡下，總人口數仍逐年遞増，另桃園縣民平均年齡為 34.03

歲，年輕化程度為全國之最，可作為研提優勢人口政策之規劃。 

二、用水型態及節水策略 

在用水型態之部分，一般可分為三大標的，即農業用水、公共給

水(民生用水)及工業用水。其中以民生用水缺水忍受度低，人體接觸之

水質要求高，非人體接觸之水質則要求較低，其用水原則為： 

(一)積極執行各項節約用水措施，諸如換裝省水器材、加強輕度污

染之生活污水自行回收處理後循環使用於非人體接觸用水、綠

建築節水措施之推行以及建築物雨水收集貯留之設置，減少來

自外部如川流水、水庫水或地下水之供水量。 

(二)豐水期應以川流水為主要供水來源，維持水庫最佳蓄存量作為

枯旱時期之穩定供水水源。 

臺灣地區由於生活方式轉變，生活水準提高，都市人口高密度成

長，將導致民生與水之關係更為密切。生活用水包括： 

(一)家庭用水：飲食、洗滌、沐浴、廁所等； 

(二)商業用水：飲食業、餐飲業、旅館業、百貨公司、游泳池等； 

(三)機關用水：機關、公司行號等之事務用水； 

(四)公共用水：公園綠地、澆灌花木、公共廁所等； 

(五)都市活動用水：消防用水等。 

家庭生活用水隨不同用途各有其節水方法，例如： 

(一)查漏與止漏：定期檢查家中水管以及用水器材是否漏水並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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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復漏水。檢查漏水可先關閉家中所有用水器材，檢查水錶指

針是否轉動，有轉動表示漏水。 

(二)使用省水型馬桶：馬桶若已使用超過十年(民國 87 年以前產品)，

每次沖水量普遍大於 13 公升，可換裝成一段式或二段式省水標

章馬桶。 

(三)使用省水型洗衣機：一般型洗衣機換裝成省水型洗衣機後，每

次洗衣行程約可節省 35%至 50%用水。 

(四)使用省水型蓮蓬頭。 

(五)善用較乾淨之回收水：包括洗澡時回收較乾淨之水、冷氣機除

濕機收集之冷凝水、洗米洗菜水、洗碗盤後之清洗水及洗衣機

洗清水等，可用於沖廁與澆灌。 

一般機關學校用水，主要可區分為：洗手、廁所、清潔、景觀、

飲用等，可透過一些訓練與宣導，達到節水目的。例如利用集會對師

生員工介紹節約用水之觀念與知識，或於用水設備附近張貼節約用水

標語；於機關或學校內舉辦節約用水講座，並請專家學者演講；將節

約用水教育納入課程等，透過這些宣導手段使師生員工了解水資源之

寶貴，進而養成良好用水習慣，以減低用水量。 

自 1994 年以來，為解決國內日益缺水之困境，政府積極地推動省

水器材、雨水貯蓄設施等節約用水措施，並自 1995 年起，陸續推動了

「推動節約用水措施實施計畫」(1995~1998 年)、「推動節約用水措施

第二階段實施計畫」(1999~2008 年)、「節約用水行動方案」(2000~2011

年)、「節約用水行動方案之階段性節水量化目標及相關配套策略」

(2000~2002 年)，並於 2002 年 5 月核定「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

畫」，其中「水與綠建設計畫」明列「推動合理水價與節約用水」、「綠

建築」及「永續校園」等與節約用水及水再生利用相關之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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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6 年至 2002 年止，水利署直接補助建立之雨水利用推廣示

範案例計 36 個，直接工程補助經費約達 7,600 萬元，已完工之貯槽總

容量約 21,920 噸，平均每年替代總水量接近 155 萬噸。雨水利用主要

用途以沖廁為最廣泛，用水量最大(佔 84.1%)，其次分別為澆灌(8.8%)、

清掃(5.5%)及景觀(1.3%)等。 

經濟部目前推動各項節水措施，每年約可節省 1.455 億噸水量，節

省之水量可供 120 萬人一整年之生活水量。就投資效益而言，平均每

投資 10 元可節約一噸水量，顯示節水仍有成長空間。 

以公用給水而言，改善自來水漏水率是當務之急。根據調查，台

灣自來水公司供水管線之漏水率約 24.6%，台北自來水事業處約

28.3%，比較其他國家如日本(7.1%)、美國(14.5%)、德國(9%)、瑞士

(9.1%)，台灣自來水漏水率明顯偏高。如擬改善此問題，長期而言應加

強管線汰換、選用優良管種及專案編列經費補助等；短期目標則可加

強檢修漏、積極實施小區管網及加強配水量及水壓管理。然而，這些

管線改善工程均牽涉到預算編列問題，我國自來水事業管線汰換減漏

之節水成本約為 20 元/噸，即漏水率之降低須投入相當之經費。以日本

經驗來說，1950 至 2000 年間投入管線汰換經費折合新台幣為 6,723 億

元，減少漏水率 42.9%，平均每降低 1%需 157 億元，而台灣省自來水

公司自 1993 至 2001 年投入管線汰換經費為 151 億元，低於日本一年

之汰換經費，亦使得目前自來水漏水率仍居高不下。 

節水工作經過多年之努力，雖已建立「省水標章」認證制度、雨

水及中水利用技術、成功推廣工業節水理念，將綠建築相關規定納入

建築法規，並不定期於廣播、電視上宣導節約用水觀念，使得平均每

年每日用水量成長趨緩，但其成果仍與 87 年 12 月「全國國土及水資

源會議」所達成之結論：「於民國 100 年達成生活用水平均每人每日由

目前之 290 公升減至 250 公升之節約用水目標」有所差距。以下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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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擴大節約用水方案，其相關措施及做法依用水標的分述如下： 

(一)新建建築物－綠建築推動 

目前建築技術規則中訂有綠建築專章，將建築物雨水或生活雜

排水回收再利用納入規定，惟其適用範圍為總樓地板面積達 30,000

平方公尺以上之新建建築物，且工業、倉儲類、衛生醫療類等建築

不在此限，初估此項規定每年適用個案非常有限，宜斟酌修改相關

規定，擴大適用範圍，並儘速完成「水再生利用水質標準」，俾利新

建建築物實施設置水資源再利用規定。另外新建建築物採用省水器

材，尚無特別規定，故建議修法規定新建建築物需使用一定比例具

省水標章之省水器材，並繼續檢討修訂符合省水標章各項產品之規

格標準或修訂中國國家標準用水器材沖水量標準，並納入商品檢驗

之機制，以降低建築物用水量。 

(二)既有建築物－推動換裝省水器材 

以全額補助換裝經費方式推動公家機關、學校、軍事營區公共

設施進行省水器材換裝，並以部分補助換裝經費方式推動民間進行

省水器材換裝。運用省水標章驗證之省水器材，每年約可提升 440

萬噸省水量，推估產值約 89 億元。若全國各級政府機關(構)及學校

全面進行省水器材更換，將 40%的節水效率換算平均分攤至全國每

人每日節水量，則可有多達 3 公升之節水空間。 

(三)雨水貯蓄設施及中水道二元供水系統 

目前水利署透過補助方式完成 25 例成功案例，平均年替代水量

80 餘萬噸。實際案例包括雲林科技大學中水系統年利用中水 30 萬

噸，用於宿舍沖廁、澆灌及人工湖補充水；以及義守大學自行設置

中水系統，供沖廁、消防、屋頂降溫及澆灌等，年中水用量達 7 萬

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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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宣導 

就水資源之管理而言，減少需求可相對減少水源之開發，因此，

節約用水的推動更顯重要。可利用表揚「節水績優單位及個人」，發

行節約用水季刊，舉辦技術研習及研討會及各項教育活動方式加強

落實節水紮根工作。包括自來水廠參觀活動、愛護水資源徵文繪畫

比賽、節水示範教室、節水教具設計製作、各年級水資源教材等各

項教育推廣系列，並針對國內軍警及文化界之節水宣導與示範場所

也將加強落實推動。 

由於網路世界影響所及已逐漸深入各個層面，節約用水亦可藉

此管道推廣，更能吸引年輕族群之認同，例如透過電子報、e 化教

學等方式將節約用水資訊快速且有效地傳遞。 

(五)水價調整 

由於政府長期補貼水費之政策，使得國內公共及工業用水之水

價，遠較其他先進國家為低，水費占家庭消費支出僅 0.5%至 0.6%，

與世界衛生組織認定合理值 2%至 4%相去甚遠(經濟部，2008)，不

但不符合使用者付費之原則，更易造成水資源之浪費，對促進民間

投資參與節約用水產品及技術研發、雨水及生活雜排水再生利用技

術、海水淡化等水利產業等缺乏誘因，成為推動節約用水工作之瓶

頸。為合理反應自來水成本與水源開發成本，需貫徹使用者付費之

原則，透過「以價制量」之市場機制來調整一般民眾用水浪費之習

慣，則對於追求未來台灣水資源的永續利用有莫大幫助。 

3-3  中長期民生用水需求推估 

依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力規劃處民國 93 年所完成之「中華民

國台灣地區民國 93 年至 140 年人口推計」推估成果(如表 3-8所示)，台

灣地區(含澎湖縣)總人口成長率逐年下降，由民國 93 年人口成長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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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起將逐年下降，預估至 111 年將為零成長，之後均為負成長。依

據此結果數據，本計畫將民國 110 年訂為長期推估目標年，中期推估

目標年配合板二計畫完成時程則訂於民國 101 年。 

表 3-8  台灣未來人口成長表 

年底總人口(百萬人) 年底總人口成長率(%) 年別 
(民國) 中高 中 低 中高 中 低 

93 22.8 22.8 22.8 0.5 0.4 0.4 

100 23.5 23.3 23.2 0.4 0.3 0.2 

105 23.9 23.6 23.2 0.3 0.2 
0 

(105 年) 

110 24.2 23.7 23.2 0.3 
0 

(111 年) -0.2 

120 24.3 23.3 22.3 
0 

(116 年) -0.4 -0.6 

140 21.9 19.6 17.7 -0.8 -1.3 -1.7 
資料來源：經建會人力規劃處，「中華民國台灣民國 93 年至 140 年人口統計」，2004。 

民生用水需求推估係依據區域人口推估成果及未來用水標準，推

估未來各目標年之民生用水需求量，以作為水資源供給之依據。一般

民生用水需求量可依下式計算︰ 

民生用水需水量=人口數×普及率×每人每日用水量／抄見率 

自行取水量＝人口數×(1–普及率)×每人每日用量 

茲將採用之人口數、普及率、抄見率及每人每日用水量說明如下： 

一、人口數 

人口推測為辦理自來水系統規劃基本工作之一，用水人口之總數

決定自來水之需水量，其集居分布的狀況亦決定送配水幹管之容量，

因此須先對未來人口成長的趨勢加以研究，以推測目標年之供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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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進而推估用水量。 

一般人口之異動可分為自然性與社會性等兩類，自然性異動為出

生與死亡等人口之自然增減;社會性異動為受到政治、經濟等環境因素

影響一地區之人口遷入與遷出。而推測人口之方法頗多，常見者有算

數級數法、幾何級數法、世代生存法及曲線延長法等，皆以過去人口

紀錄為基礎，各方法概述如下。 

(一)算術級數法 

係假定未來人口每年增加數，與過去每年增加人口數之平均值

相等，據此以等差級數推算未來人口，該預測模式如下： 

算術級數法是假定未來人口每年增加數，與過去每年增加人口

數之平均值相等，據此以等差級數推算未來人口為: 

bnPP tnt   

式中， 表示 t+n 年之人口數； 表示 t 年時之人口數；b

為每年增加或減少之人口數；n 則為未來年數。然此法適用於較古

老的城市，且推測結果常有偏低之現象，因此本計畫不建議採用。 

ntP tP

(二)幾何級數法 

幾何級數法之概念為人口以一固定之幾何比率成長，表示每個

單位時間內人口之絕對增量越來越大，其模式如下： 

n
tnt rPP )1(   

上式中， 表示 t+n 年之人口數； 表示 t 年時之人口數；r

為年人口增加率；n 則為未來年數。此法乃是假定未來人口每年增

加率，與過去每年人口幾何增加率相等，據此以等比級數推算未來

人口，較適用於新興都市，若預測時間過長常有偏高之處，因此本

計畫亦不建議採用。 

ntP 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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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代生存法 

此法不僅可推測出人口總量，也能顯示出人口組成，是一種可

適用於各種不同大小區域且準確之人口預測方法，其缺點為所需資

料多且使用方法繁複。世代生存法是利用存活率、生育率及淨遷移

率等三種參數並配合基年人口來推測未來人口數之一種人口預測方

法，行政院經建會人力規劃處(2004)也以此法推估未來人口變化。

其步驟如下： 

1.將過去之人口資料，按性別、年齡別製表(以 5 歲為組距)。 

2.了解變動趨勢，計算各參數值，如下： 

(1)15 歲至 44 歲各年齡層婦女生育率。 

(2)出生嬰兒之女嬰比例。 

(3)各年齡男女存活率。 

(4)各年齡男女淨遷移率。 

3.以最近一年人口統計表為基礎，應用所計算之參數值預測未來

每隔 5 年之人口數與其組成。 

(四)曲線延長法 

曲線延長法是依據過去人口成長情形，觀察目前該都市之地理

環境、社會背景、經濟狀況、現有都市計畫，以及考慮將來可能之

發展趨勢，將過去之人口記錄曲線繪出並予以延長，以求出預測年

度人口之方法。 

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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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已知年份；Y：欲知人口數；y：已知人口數；n：已知

年數；X：欲知年份；A、B：參數。 

上述方法中，世代生存法雖較為準確但是使用上卻過於繁複，

所需相關資料多而不易收集，故本計畫使用之推估方式係參照經濟

部水資源局「水資源綜合發展計畫」(1999)中運用曲線延長法推估

人口之方式，用以推求供水人口。 

台灣自來水公司亦依據曲線延長法推估供水區域台灣自來水公

司供水系統用水人口資料，以 93 年底板新地區實際用水人口為

1,927,497 人，桃園地區實際用水人口為 1,842,018 人為基準，依曲

線延長法推估各目標年板新、桃園地區台灣自來水公司供水系統用

水人口如表 3-9所示。 

表 3-9  供水區各目標年台灣自來水公司供水系統用水人口推估 

民國 
地區 

93 年 
(實際) 

101 年 105 年 110 年 

板新地區台灣自

來水公司供水系

統用水人口 
1,927,497 2,070,000 2,152,000 2,231,000

桃園地區台灣自

來水公司供水系

統用水人口 
1,842,018 2,054,000 2,119,000 2,170,000

資料來源：台灣自來水公司。 

二、普及率 

供水普及率之高低，視鄉鎮都市發展、居民教育、經濟、生活水

準及替代水源取得是否容易等因素而定，一般人口集中、生活水準高、

水費低，則普及率高，反之則低。 

根據台灣自來水公司第十二區管理處提供之歷年營運資料，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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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區域民國 93 年普及率為 98.49%，惟板新供水區已屬於成熟之都市

化城市，未來普及率成長將屬低成長區；參考人口密集之台北市由民

國 75 年之 98.89%提高至 92 年之 99.49%，年約增 0.04%，以此趨勢推

估板新供水區各目標年普及率，民國 101 年為 98.77%，民國 110 年為

99.09%。 

另根據台灣自來水公司第二區管理處提供之歷年營運資料，民國

93 年桃園地區普及率約 94.1%。普及率推估係採用前經濟部水資源局

之「台灣地區北、中、南、東部區域水資源綜合發展計畫」推估值，

其推估方式為參考過去趨勢，並同時考慮台灣自來水公司「中長程發

展計畫」之營運目標、地區特性、水源及供水成本等，逐步調昇各目

標年之普及率。推估民國 101 年可達 96.7%、民國 110 年可達 98.60%。 

三、抄見率 

售水率是指自來水售水量占配水量之比率，即售水率＝(售水量／

配水量)×100%。而抄見率是指自來水系統在經過輸水時扣除輸水損失

後實際配水予用戶之百分比。 

根據台灣自來水公司提供之歷年營運資料，板新地區民國 93 年抄

見率約為 77.36%，且配合台灣自來水公司積極辦理舊漏管線更新政策

下，推估目標年抄見率分別為民國 101 年為 78.3%，民國 110 年為

79.5%。至於桃園地區民國 93 年抄見率為 72.95%，推估目標年抄見率

分別為民國 101 年為 74.0%，民國 110 年為 75.0%。 

四、每人每日用水量 

因此依據售水量推估每人每日用水量，較能反應實際之每人每日

用水量，每人每日用水量之推估，一般而言，都市居民生活水準越高，

其每人每日用水量較大，每人每日用水量又常隨時間而成長，故過去

營運紀錄將成為最有價值的依據。每人每日用水量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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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水量－工業售水量)/售水日數]／[(去年底供水人口＋今年底供

水人口)/2] 

又每人每日用水量係依過去趨勢之變化及既定節約用水措施實施

後之影響來推估，同時為達成台灣地區供水總量不超過 200 億噸及全

國國土及水資源會議之結論等目標，依民國 100 年以後每人每日用水

量成長減緩或降低之原則，民國 93 年及目標年民國 101 年、民國 110

年北部區域各區所採用之每人每日用水量分別為板新地區為 293、300

及 305 公升；桃園地區為 299、305 及 310 公升。 

採用前述之人口數、普及率、抄見率及每人每日用水量推估成果，

以板新地區為例，計算民國 101 年需求量為： 

人口數×普及率×每人每日用水量／抄見率 

=2,070,000 × 98.77% × 300／78.3% ≒ 783,348 (噸/日) 

其餘結果整理如表 3-10所示。 

表 3-10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民生用水推估 
實際 目標年 供水 

區域 
時間

項目 93 年 101 年 110 年 
人口(人) 1,927,497 2,070,000 2,231,000
普及率(%) 98.49 98.77 99.09
抄見率(%) 77.36 78.3 79.5

每人每日用水量(公升) 293 300 305

板 
新 
地 
區 

需水量(噸/日) 719,013 783,348 848,129
人口(人) 1,842,018 2,054,000 2,170,000
普及率(%) 94.1 96.70 98.60
抄見率 72.95 74 75

每人每日用水量(公升) 299 305 310

桃 
園 
地 
區 

需水量(噸/日) 710,443 818,644 884,376

另根據民國 87 年 12 月「全國國土及水資源會議」所達成之結論：

「於民國 100 年達成生活用水平均每人每日用水量由目前之 290 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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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至 250 公升之節約用水目標」，此節約用水觀念仍持續推廣宣傳中，

雖然目前國人尚無法充分落實，使得該目標尚未能反應於實際民生用

水量，但此目標仍為未來推動節約用水之目標。因此本計畫除針對目

前每人每日用水量成長趨勢計算民生用水需求(表 3-10)，另補充節約用

水情境，假設至民國 101 年每人每日用水量已達到 250 公升之目標下

之民生用水需求，如表 3-11 所示。 

表 3-11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民生用水推估-實施節水措施 
目標年 供水 

區域 
時間

項目 民國 101 年 民國 110 年 
人口(人) 2,070,000 2,231,000
普及率(%) 98.77 99.09
抄見率(%) 78.3 79.5

每人每日用水量(公升) 250 250

板 
新 
地 
區 

需水量(噸/日) 652,790 695,188
人口(人) 2,054,000 2,170,000
普及率(%) 96.70 98.60
抄見率 74 75

每人每日用水量(公升) 250 250

桃 
園 
地 
區 

需水量(噸/日) 671,020 713,207

3-4  小結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近年來由於社會型態改變與經濟產業結構之轉

變，使原本用水需求量大的農業用水逐漸減少，民生用水與工業用水

需求則迅速成長，無論是新開發之工業區、科學園區或新市鎮等皆有

賴自來水之穩定供應。面對未來仍有成長空間之民生用水需求，除了

利用節水措施與手段，調整一般民眾用水習慣，為能徹底解決所面臨

之缺水困境，積極地開發可利用水源亦為未來之努力目標。 

依據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力規劃處民國 93 年所完成之「中華

民國台灣地區民國 93 年至 140 年人口推計」研究結果，台灣地區(含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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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縣)總人口成長率，由民國 93 年的 0.4%起，將逐年下降，預估至 111

年將為零成長，之後均為負成長。依據此結果數據，本計畫將民國 110

年訂為長期推估目標年，中期推估目標年配合板二計畫完成時程則訂

於民國 101 年。 

最後推估得板新地區民國 101 年及 110 年民生用水需求量分別為

783,348 及 848,129 噸/日；桃園地區民國 101 年及 110 年所推估得民生

用水需求量分別為 818,644 及 884,376 噸/日。另根據節約用水目標於民

國 100 年每人每日用水量為 250 公升之條件下，板新地區民國 101 年

及 110 年民生用水需求量分別為 652,790 噸/日及 695,188 噸/日；桃園

地區民國 101 年及 110 年民生用水需求量分別為 671,020 噸/日及

713,027 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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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供水區域中長期工業發展及用水趨勢分析 

4-1  現有及中長期(含開發中、已編定及規劃)產業類別及用水

量之蒐集及分析 

依據桃園縣工商普查報告結果，90 年底桃園縣工商業場所單位數

達 4,000 家以上之鄉鎮市有六個，依序為桃園市、中壢市、平鎮市、八

德市、龜山鄉、楊梅鎮，此六鄉鎮市均屬都市化程度較高或設有工業

區之地區。若就五年來工商業整體發展情形觀察，桃園市、中壢市及

八德市工商發展區域已趨於飽和，發展有減緩之趨勢。反觀龍潭鄉、

新屋鄉及觀音鄉近年受地利之便捷及工業區開發之因素，帶動整體工

商業之發展，使近年來發展呈迅速上升。 

桃園地區早期之工業區以林口、龜山、大園、觀音、中壢、平鎮、

幼獅等七大工業區為主，其中龜山工業區與中壢工業區之前身內壢工

業區為民國 50 至 59 年間由政府所開發，為桃園最早之工業區。由於

社會型態改變與經濟產業結構之轉變，使得桃園由過去之農業大縣轉

型成工商大縣，不但地處台北都會區與新竹科學園區之間，境內更有

中正國際機場作為空運中心，未來工商發展潛能難以估計。配合政府

兩兆雙星產業發展，引進液晶面版產業進駐桃園科技工業區，使得桃

園地區之工業用水需求大幅成長。工業用水量需求分為下列五大項：

1.工業用地用水成長、2.開發中新增工業用地用水、3.已編定或編定中

新增工業用地用水、4.規劃中或研議中工業用地用水及 5.電力事業用

水。 

板新地區現有工業區 5 處，桃園地區現有工業區 14 處，如表 4-1；

桃園地區開發中工業區 8 處，如表 4-2；已編定(編定中)工業區 4 處，

如表 4-3；規劃或擬議中工業區 5 處，如表 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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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內現有工業區用水統計表 
抄見量 
(噸/日) 

配水量    
(噸/日) 

計畫平均日配水量 
(噸/日) 地區 工業區名稱 

民國 95 年 民國 95 年 民國 101 年 民國 110 年

樹林工業區 2,900 5,300 5,300

土城工業區 15,600 16,700 16,700

頂埔工業區 300 300 300

五股工業區 11,600 12,400 12,400

零星工業用地 52,900 53,900

板新 
地區 

小計 30,400 87,600 88,600

林口工二工業區 1,973 2,506 3,500 3,500

林口工三工業區 5,697 7,236 7,800 7,800

林口工四工業區 2,505 3,182 1,450 1,450

壽山工業區 473 601 1,500 1,500

龜山工業區 14,523 18,446 25,650 25,650

中壢工業區 33,169 42,130 54,000 54,000

幼獅工業區 3,163 4,018 6,000 6,000

平鎮工業區 14,585 18,525 26,000 26,000

大園工業區 17,177 21,818 25,000 25,000

觀音工業區 38,231 48,560 50,000 50,000

日月欣電子(中壢廠) 6,024 7,651 18,000 18,000

華通電子-大園廠 4,000 4,000 4,000

華通電子-蘆竹廠 6,000 6,000 6,000

海湖工業區 6,401 8,131 17,200 17,500

其他零星工業區 47,281 47,281 47,281

桃園 
地區 

小計 143,921 240,085 293,381 293,681

資料來源：台灣自來水公司，2008。 

表 4-2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內開發中工業區用水統計表 
計畫平均日配水量(噸/日) 

地區 工業區名稱 
民國 101 年 民國 110 年 

幼獅工業區(展茂光電) 2,400 2,400

南崁工業區(華通電腦) 15,300 15,700
遠東通訊數位園區 1,237 1,237

宏碁智慧園區 16,500 16,500
華亞科技園區 59,922 59,922

龍潭科技工業園區(華映) 13,400 16,700 
竹科龍潭基地(廣輝) 34,000 34,000
大潭濱海工業區 5,200 5,200

桃園地區 

小計 147,959 151,659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自來水公司(北部地區區域供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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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內已編定(編定中)工業區用水統計表 

計畫平均日配水量(噸/日) 
地區 工業區名稱 

民國 101 年 民國 110 年 

桃園科技園區 41,700 41,700 

桃園觀塘工業區 300 300 

龍潭(一)渴望工業園區 28,000 28,000 

中華映管 25,000 25,000 

桃園地區 

小計 95,000 95,000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自來水公司(北部地區區域供水計畫)。 

表 4-4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內規劃或擬議中工業區用水統計表 

計畫平均日配水量(噸/日) 
地區 工業區名稱 

民國 101 年 民國 110 年

板新地區 南亞晶圓廠＊ 20,000 25,000 

秀才科技園區(翰宇彩晶) 10,000 10,000 

桃園國際商港 12,000 13,600 

航空城二期 

(菓林重劃區-貨運園區) 
13,200 15,800 

航空城二期※ 

(南港重劃區-客運園區) 
12,800 12,800 

桃園科學工業區 34,000 37,500 

桃園民生電力 720 720 

環球智慧(修正)＊ 7,200 7,200 

信大水泥(關西社區)＊ 5,000 5,000 

桃園地區 

合計 94,920 102,620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自來水公司(北部地區區域供水計畫)。 
註：有※記號者，不含住宅區一般用水；有＊記號者，水利署尚未核定之用水。 

桃園縣為全國製造業最密集之區域，無論是工廠數目或是產能均

占全省重要之地位，亦因製造業之蓬勃發展而造就了繁榮進步之厚實

基礎。桃園縣主要產業佔地面積與用水量詳如圖 4-1、圖 4-2。表 4-5則

-59- 



 

為桃園縣 95 年工業面積及工業用水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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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2007。 

圖 4-1  桃園縣主要產業佔地面積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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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2007。 

圖 4-2  桃園縣主要產業用水量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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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桃園縣 95 年工業面積及工業用水量 
業別 面積(公頃) 用水量(106m3) 

食品及飲料製造業 264.28 23.85 
成衣、服飾品及其他紡織製品製造業 0.01 0.00 
紡織業 602.38 56.36 
皮革、毛平及其製品製造業 13.09 1.07 
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41.61 0.17 
紙漿、紙及紙製品 125.49 37.48 
印刷及其輔助業 22.75 0.33 
化學材料製造業 228.47 21.36 
橡膠製品製造業 63.43 8.95 
塑膠製品製造業 134.39 8.62 
非金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228.88 7.3 
金屬製品製造業 247.96 9.25 
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 338.88 5.33 
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159.85 7.77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308.04 15.53 
其他工業製品製造業 56.80 4.74 
木竹製品製造業 26.13 0.29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474.76 21.55 
金屬基本工業 175.43 6.73 
化學製品製造業 194.54 12.56 
電力機械器材及設備製造修配業 227.03 11.28 
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 258.36 3.51 

總計 4,192.56 264.03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各項用水統計資料庫 http://wuss.wra.gov.tw/index.htm。 

工業用水之供水穩定度要求極高，水質要求則視產業種類及用途

而定，製程用水水質標準較高，鍋爐及其他用水則相對較低。而桃園

科技工業區供水類型可分為工業區、住宅社區及公共設施用水三類。

其中住宅區與公共設施之用水因屬民生用途，水質應符合「飲用水水

質標準」方可使用。工業用水部份主要對象為 TFT-LCD 及相關高科技

產業等工業所需之製造、冷卻用水，其水質依各業別不同略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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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屬一級或二級工業用水，需達到環保署「地面水體分類及水質標準」

所訂丁類水體以上之要求。 

4-2  未來產業發展政策與產業類型之探討 

桃園地區由於擁有得天獨厚之地理環境，鄰近台北都會區與新竹

科學園區，工商發達、交通便捷、腹地廣大，沿海地區更有 27,100 公

頃非都市計畫區土地未經開發，潛力無窮，工商業之快速發展，儼然

成為北部最大之工商重鎮，不但電力、水利、人力資源豐沛，風災、

水災、地震等天然災害少，房價更是台北都會區之二分之一，未來桃

園縣良好之投資條件，必將成為所有投資者心中最佳之投資新選擇。 

此外，桃園縣擁有高競爭力之科技工業、活絡繁榮之商業交易、

豐富多元之文化資產，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至亞洲各主要城市平均飛航

時間更只有 2.5 小時，為亞洲城市之冠。目前桃園縣政府積極改善交

通、治安、財經等問題，並努力推動多項大型建設計畫，如： 

一、桃園國際航空城計畫 

二、國際機場至台北捷運系統計畫 

三、高速鐵路桃園青埔站系統計畫 

四、桃園都會區捷運系統計畫 

五、整治河川計畫 

六、大潭濱海特定工業區開發計畫 

七、觀塘工業區及工業專用港開發計畫 

八、桃園科技工業區開發計畫 

桃園縣所具備之競爭優勢並包含高素質之人力資源，桃園縣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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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國立大學院校(國立中央大學、國立體育學院、中央警察大學、國

防大學等)、十一所私立大學院校(中原大學、長庚大學、元智大學、開

南大學、南亞技術學院、清雲科技大學、萬能科技大學、龍華科技大

學、長庚技術學院、銘傳大學及新生技術管理專院)，共十五所大學院

校於桃園縣林立，高科技、高素質人才濟濟，可提供各家投資廠商多

元之人力資源。 

桃園縣可說是全台第一工業科技大縣，工業發展由早期之傳統製

造業，因近年來高科技產業群聚效應影響，已轉型為高科技產業之廊

帶。華亞科技、華通電腦、中華映管、廣達、友達、展茂光電等多家

高科技公司，皆選擇於桃園設廠或擴廠。全國 500 大製造業在桃園設

廠的就超過 200 家，工業產值更已超越新竹科學園區，躍居台灣第一。

在桃園之高科技產業中，以「光電產業」及「半導體產業」產值最高，

產業鏈結構最為完整。 

為持續推動高科技產業發展，桃園縣政府設置了虛擬科技園區作

為產、官、學界之交流平台，使所有企業廠商與縣內科技為主之大學

院校研究人才，能夠進行全面的交流溝通，藉此擴大產業規模和提升

科技發展競爭力。加上桃園鄰近國際機場優勢，可以機場周邊之自由

貿易港模式，打造桃園獨特之科學園區。 

放眼世界主要先進國家，其國際機場之規劃，皆優先整體考量與

周邊都市結合，建構完整都會區，如日本大阪關西機場、荷蘭阿姆斯

特丹 Schiphol 機場及新加坡樟宜機場等。未來桃園國際機場周邊土地

若能有效利用，加以整體規劃開發，發展為「桃園航空城」，不僅強化

機場機能，使得桃園機場不再只是旅客轉運站，更可成為物流、商業、

貿易、金融、觀光中心，提昇國家整體產業國際競爭力。 

目前桃園航空城發展規劃如圖 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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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城鄉發展處城鄉規劃科，2008。 

圖 4-3  桃園航空城發展規劃 

根據桃園縣政府工商發展局(2007)所公布之桃園縣產業發展現

況，自由貿易港區佔地 45 公頃，是全國首座屬境內關外之航空貨運園

區兼自由貿易港區，也是全世界 600 多座自由貿易港區中，唯一涵蓋

五大功能之多功能經貿特區，包括貨運站、倉辦大樓、加值園區、國

內外物流中心及運籌中心。全期開發將投資 213 億元，產生 800 億產

值，創造 2,300 個工作機會。第一期包括貨運站、倉辦、物流與加值園

區，計 1,500 坪，已於 94 年 11 月完成正式營運及招商。目前已有近

33 家事業，涵蓋遠雄航空貨運園區、勁永國際、瞻航國際物流與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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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米科技等公司進駐。 

未來半導體產業仍為台灣科技產業之龍頭，經濟部估計 97 年台灣

半導體業年產值可達新台幣 1.75 兆元，99 年可突破 2 兆元，未來如何

利用桃園縣所具備之交通優勢，以及加強科技人才之培育，結合產、

官、學界之資源，全力發展桃園縣之半導體產業，藉由產業本身之長

處與桃園縣豐沛之人力資源與發展策略，做最有效之整合與突破，將

是未來最重要之課題。而為達天然水資源開發利用總量管制及枯水季

天然水資源用水量零成長之目標，相關產業政策應儘速配合檢討，宜

由較高層次之專案小組，以較廣之角度通盤考量，較能有突破性之改

變。 

4-3  高耗水產業用水之檢討及因應策略 

目前我國工業用水組成依產業類主要包含化學、食品、菸草、紡

織、成衣及皮革等 24 類，年用水量約 15~17 億噸之間。用水量前五大

業别以化學材料業之用水量佔台灣地區工業用水量 19.79%居首，其次

依序為造紙業 14.77%、食品業 12.69%、紡織業 11.55%及基本金屬業

5.06%，五大類別用水量佔總用水量之 44%(張添晉，2007)。 

過去為促進台灣之經濟發展，政府利用低水價政策吸引各類產

業，然而低水價政策減低了高耗水產業設置水資源循環再利用設施之

誘因，使得高耗水產業之水資源再循環利用率偏低。以雲林離島工業

區之用水為例，預估支應其用水之水庫工程支出將高達 500 億元(包括

興建集集攔河堰約 238 億元，後續工程約 20 億元，興建麥寮人工湖 94

億元，以及湖山水庫 162 億元)，其供水標的以農業及民生用水為優先，

然提供工業用水每度工業原水售價僅 3.3 元。而除離島工業區開發案

外，近年來快速成長之高科技產業也造成需水量大幅提升，例如一座

液晶面板廠每日用水量可達 3 至 5 萬立方公尺，相當於 20 萬人每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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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量，這些開發案對地區供水直接形成重大壓力，而在各地都有新

興工業區規劃之計畫下，水源開發以及水資源應用之相關規劃設置(如

政府籌設海水淡化廠等開源措施)等，供水成本將越來越高。 

環境保育人士認為，長期補貼用水大戶，並不符合社會公義，也

無法降低需求之成長速度，增加供給面之不確定性。而低水價政策，

也被許多學者質疑，將導致民眾普遍不珍惜水資源，使台灣單位人口

每日用水量遠遠超越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等同間接鼓勵浪費。 

不但如此，由於目前環保法令對於水污染之管制仍是以污染濃度

為檢測標準，業者極容易取得廉價之水源進行濃度稀釋而達到排放標

準，如此之惡性循環造成水資源之嚴重浪費。對此除了檢討水資源分

配之合理性，提升產業用水及廢水回收效率。應重新檢討合理水價，

不僅可適當反應原水成本，亦能藉此讓高耗水產業願意投入水資源循

環再利用之設施。若能將高耗水產業之用水回收再利用，將是桃園地

區水資源開發之重要來源之一(桃園縣產業發展現況，2007)。 

在強調水資源得以永續發展利用及落實總量管制機制之原則下，

經濟部於 1994 年起即推動「節約用水措施」，強調提高用水效率與效

能，並落實健全用水管理制度。隨即於 1995 年核定「現階段工業用水

發展政策綱領」之政策，2000 年推動「節約用水行動方案」以及 2005

年進行「水資源永續發展政策規劃」等相關政策，以穩定供應工業用

水，並持續提升工業用水效率，擴大推動節約用水工作，期於 2021 年

達成平均用水回收率 65%之目標(張添晉，2007)。 

依據環保署水污染管制系統列管資料，申請水回收再利用之事業

單位共計 1,522 家。目前事業廢水回收再利用者大部分仍集中於中小規

模事業。依回收使用用途而言，現行事業廢水回收後用途整體比較以

「製程」為主，其次為「冷卻」。水回收再利用於冷卻水、鍋爐水及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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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用水等，導致結垢、生物滋長及腐蝕等風險進而會影響生產線上產

品之良率，亦是廠商需列入之重要考量。我國目前工業用水回收率落

後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且工業廢水來源及水質較為複雜，故在水回

收再利用之技術面及回收策略之管理面等均有待研發突破。 

除此之外，為因應高成長用水需求及作為備用水源，仍需持續開

發新水源及加強水資源再利用等其他因應策略。在民間參與及使用者

付費趨勢下，桃園科技工業區評估建置初期規劃規模日產 3 萬噸海水

淡化廠(預留擴廠空間)，作為因應高成長用水之需求。 

4-4  工業節水措施探討及規劃 

依據民國 87 年 12 月舉行之「全國國土及水資源會議」結論，宣

示訂定節約用水行動方案加強辦理節約用水，在民國 100 年各項用水

總量每年不超過 200 億噸之節約用水目標下，工業用水標的用水至民

國 100 年之節約用水量化目標為平均用水回收率，由 32%逐年提昇至

65%以上。 

為尋求台灣地區水資源之永續利用，不能無限制開發天然水資源

來滿足工業用水之需求，因此工業用水節水措施之探討與規劃亟待研

究與努力，擬訂之工業用水節水對策包含： 

一、以量制量、以價制量 

以量制量即工業用水總量管制，亦即工業用水維持目前已核定之

用水計畫，至民國 110 年之天然水資源總用水量約 29 億噸/年之目標，

不再成長。在總用水量不成長之情形下，嚴格審查未來送審之新增工

業區用水計畫書，除已核定用水計畫之工業區開發不如預期或有既有

產業退出市場或有卓越之節水績效，可移轉其供水量；否則廠商欲再

投資新設工業區應由政府協助其自覓水源(如海水淡化、水再生利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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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用農業用水)。 

此外，長期無法反應造水成本之低廉水費是台灣水資源有效管理

問題之根本。台灣地區水費長期偏低，無法確實反應水資源開發的各

項環境與經濟成本，並造成用水之浪費，推動水價合理化或徵收水污

染防治費(比照空污費)，經參考台灣地區廠商辦理水再生之單位處理成

本，若未來水之成本(水價及水污費)可調整至 20 元以上，將誘使廠商

節約用水及自行提高製程水再生利用率，而若水之成本調整至 30 元，

則廠商將有意願自行投資海水淡化廠。 

海水淡化由於水處理成本相對較高，降低了使用者或開發者之意

願，就現階段而言，僅有對供水穩定要求較高之高產值產業，對此類

水源之接受度較高，一般用水人考量經濟成本高，較不易接受此類水

源。其適用性取決於廠址之地理環境、含鹽量之變化、溫度之變化等

自然因素，以及用水標的對水質及水量穩定度之要求，目前尚僅於離

島地區使用。未來海水淡化之開發成本，可能因技術及材料之進步而

逐漸降低，開發提供各標的用水水源指日可待，惟其關鍵乃是取決於

國家能源政策之配合。 

二、輸水系統減漏 

由於既有自來水輸水管線大部分已老舊，漏水率較高，對已同意

供水之新規劃或建置中之工業區或科學園區，若推動設置工業用水專

管，將可以降低輸送過程之漏水量。以目前南科高雄園區將自阿公店

水庫設置專管供水，其漏水率預計可較高雄地區平均值減少約 10%，

估計未來每年可節水 365 萬噸。另外新規劃或建置中之工業區或科學

園區(如中科 3 期、新竹工業區等)亦可考量推動設置工業用水專管，降

低輸送過程漏水率及漏水量。 

三、擴大對廠商之節水輔導 

-68- 



 

一般來說，產業用水技術改進、節約用水措施之落實、回收率之

提昇或是新興重點產業次世代新產品開發製程技術更替等影響因素，

都會造成製造用水需求量之改變，例如：半導體產業及平面顯示器產

業(十二吋晶圓廠、DRAM 廠以及五代、六代、七代 TFT-LCD 面板廠)，

面對近年兩兆雙星產業(半導體、影像顯示；數位內容、生物科技)蓬勃

之發展。因此，水利與工業主管機關均扮演積極推動節水工作角色，

透過用水計畫書審查機制、訂定製程回收率目標、工廠節約用水輔導

等措施，來提高水資源利用效率，因此不論在單位產品用水量與回收

率等指標均有良好成效。以林口華亞園區之 TFT-LCD 廠為例，製程用

水回收率已由 75%提升至 85%，單位面板用水量由 3.36 噸/m2降至 0.93

噸/m2(經濟部，2008)。 

已同意供水之開發中、報編中工業區(中成長工業用水)，未來年增

加用水量雖高達 11.5 億噸，惟多已依產業別於用水計畫書中要求其製

程回收率以 65%以上為目標(竹科、南科民國 88 年以後建廠者之製程

回收率已達 85%)，因此再節水之空間有限，建議未來依用水計畫書審

查作業要點加強其用水稽核，並將開發不如預期之工業區已同意供水

量逐年進行檢討與修正。 

四、都市污水再生利用 

目前因自來水價尚未調整至合理水價(包含水源開發費、集水區保

育等費用)，致使都市污水回收再利用之成本仍高於現行水價，因此現

階段並無使廠商可接受之具體誘因，惟長期而言若因中、下水道普及

率提昇及水價合理調整後，都市污水再生利用應可作為新開發工業區

之供水來源。工業用水亦可持續提高廠區用水內部多元化及提高製程

用水回收率。 

目前工業用水量雖然不及民生與農業用水，然工業用水在質與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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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需求上，都需要相當穩定，而區域性之工業區開發，對於區域供水

系統造成之影響，更波及區域內之民生、農業用水之調度。面對近來

乾旱頻傳，工業用水頻頻吃緊之壓力，工業單位以加強工業用水回收

率，創造節水空間。自 1996 年起經濟部水利署、工業局、加工出口區

管理處及國營事業委員會等單位，已陸續推動工業大用水戶及國營事

業工業節水相關工作；另經濟部技術處亦加強工業節水技術研發，國

科會則修訂用水回收率計算規範及成立園區節水服務團，以提升工業

用水回收率。 

依據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自 1996～2002年進行之工

業用水調查分析結果顯示，工業用水回收率已由 39%提升至 46%，經

濟部工業局(2007)所提供之最新資料則顯示，截至 96 年為止調查回收

率已提升至 57%。然而工業用水回收率雖有改進，節水服務團歷年來

輔導工廠之經驗亦顯示，一般工廠經由節約用水輔導後，平均約可提

升 22%之用水回收率。不過，根據經濟部水利署研究顯示，我國在工

業用水管理技術及節水技術方面仍有大幅成長之空間，尤其相較於鄰

國日本，其工業用水回收率從 1965 年代之 36%提升至 1995 年之 77%，

至 2000 年亦維持於 77%左右。日本經驗顯示，落實法令及有效之經濟

配套(合理水價)，加強技術研發、加速推廣及輔導產業節水等，皆可加

強工業用水效率。 

五、產業政策調整 

農業及工業之產業政策除牽動台灣地區水資源利用之型態與總量

外，亦涉及其他層面之問題；例如農業政策涉及高層次之國家安全與

農業糧食問題，工業政策則涉及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問題。而為達成

天然水資源開發利用總量管制及枯水季天然水資源用水量零成長之目

標，相關產業政策應儘速配合檢討，宜由較高層次之專案小組，以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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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的角度通盤考量，較能有突破性之改變。 

六、挑戰 2008 工業節水 

民國 93 年 2 月行政院核定之「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積

極推動節約用水計畫」已編列預算執行「政府開發工業區及工業區

外」、「科學園區」及「加工出口區」之工廠節水技術輔導，預期至 97

年計畫完成後每年可節水 4,150 萬噸水量。 

以工業節水服務為例，一般工廠經由節約用水輔導後，預估約可

提升 22%之用水回收率，但由於投資成本、水價及製程等因素考慮，

廠商實際執行成果約可提高 10%之用水回收率，自 1996 至 2002 年度

總計提升全國工業用水回收率 7%，年節省水量 662 百萬噸。 

表 4-6  工業節水預期成效達成情形與差異性分析 
預期成效 預期成效達成情形與差異性分析 

1.工業區及區外工業節水

輔導：年節水量 3,000
萬噸(主辦：經濟部工業

局；協辦：經濟部水利

署) 

2003年至 2007年度已輔導 411家廠商節

約用水，年省水量 2,728 萬噸。 
依據 2007 年 6 月 15 日國科會「科技服

務群組」審查會議決議，工業局 2008 年

「工業用水資源整合推動計畫」中「加

速產業用水效率提升輔導(約 878 萬元)」
分項計畫，併入水利署「水再生利用產

業科技發展計畫」項下執行。 
2.科學園區節水輔導：年

節水量：1,000 萬噸(主
辦：國科會；協辦：經

濟部水利署) 

2003年至 2007年度已輔導 107家廠商節

約用水，年省水量 1,587 萬噸。 
已達成預期目標。 

3.加工出口區節水輔導：

年省水量 150 萬噸(主
辦：加工出口區管理

處；協辦：經濟部水利

署) 

2003 年至 2007 年度已輔導 15  家廠商

節約用水，年省水量 174.9 萬噸。 
已達成預期目標。 

資料來源：經濟部，2008 年～2012 年積極推動節約用水計畫(核定本)，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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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成立園區節水服務團，輔導

廠商推動效率用水管理及提昇用水回收率，工業局辦理減廢/節水輔

導，加工出口區管理處對於新增投資案之用水回收率要求比照科學園

區之要求標準，訂定半導體及光電產業為 70%，其他業別則為 50%，

這些相關規定與節水輔導措施都影響到大用戶節水能力的改進。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由於地理條件優渥，近年來工商業發展至為迅

速，區域內大型工業區林立，又政府積極推動兩兆雙星高科技產業(光

電、生技)，亦絕大多數皆進駐於桃園地區。預期未來之生活與工業用

水量需求勢將大幅成長。除了開發新水源，如海水淡化(桃園海淡每日

3 萬噸)外，亦須擴大對廠商之節水輔導，以林口華亞園區之 TFT-LCD

廠為例，製程用水回收率已由 75%提升至 85%，單位面板用水量由 3.36

噸/m2降至 0.93 噸/m2(經濟部，2008)。另可參考桃園縣政府工商發展處

所公布之節水策略中，機關學校、工廠等可規劃中水道系統。將生活

污水處理至符合一定水質標準，作為花圃澆水、操場灑水、廁所沖洗、

消防用水等水資源再利用系統。此外，水利署已針對高缺水風險區域

之桃園、新竹地區之工業區廢水回收進行可行性評估或模廠實驗，以

了解經濟效益及廠商使用之意願分析。 

經濟部工業局基於工業全面升級及產業環境提升之需要，於 92~95

年度推動「工業用水效率提升輔導與推廣計畫」以及 96 年度「工業用

水資源整合推動計畫」，輔導 411 家工廠進行工業用水效率提升及回水

再利用等相關工作，並協助廠商選擇合適之機制，申請免費輔導，並

針對工廠規模製程及用水特性，提供工廠最適化之用水回收再利用技

術。 

97 年度起除持續推動工業節水作業外，運用前期計畫建立之「用

水資訊管理系統」，輔導位於高風險缺水之桃竹地區工業區內的用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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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填報用水細項資料試辦作業，除整合上(96)年度之 400 大用水戶填報

作業，並增加前 600 大用水戶之填報，共計完成累計 1,000 廠次大用水

戶用水資料輔導填報。藉由蒐集並分析工業用水總量及各區域或產業

用水量，瞭解產業發展需求趨勢，協助水資源零成長政策之推動。 

4-5  中長期工業發展用水需求推估 

依據自來水公司所提供之板新地區歷年營運資料(圖 4-4)，因現有

工業用水大都已開發完成，設廠亦已趨飽和、用水已呈穩定，故成長

將有限。惟 93 年較 92 年工業用水成長約 9%，表示景氣稍復甦，用水

成長。而桃園地區現有工業區用水量(圖 4-5)，顯示 92 年、93 年工業

用水均成長約 15%、28%，表示該區仍持續推動產業發展，用水需求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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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台灣自來水公司，2007。 

圖 4-4  板新地區現有工業用水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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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台灣自來水公司，2007。 

圖 4-5  桃園地區現有工業用水量 

工業用水需求係因應工業用地成長所衍生之增加用水，引用「台

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領計畫」之分析方式，依據開發中、已編定(編定

中)及規劃中(研議中)工業區之類別，分類為低成長、中成長及高成長

情境下之工業用水。其定義如下： 

一、低成長係指既有工業區及開發中電力事業之用水成長加上目前開

發中工業區完成後所需之用水。 

二、中成長係包括低成長加上報編及編定中工業區完成後所需之用水。 

三、高成長係包括中成長再加上規劃研議中工業區用水及規劃中電力

事業用水後所需之用水。 

以下將板新、桃園地區低成長、中成長、高成長情境下目標年工

業用水需水量整理如表 4-7~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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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低成長情境下目標年工業用水需水量 

實際年抄見量

(CMD) 

目標年需水量 

(CMD) 地區 工業區名稱 

民國 93 年 民國101年 民國 110 年

現有工業區 58,966 87,600 88,600 
板新地區 

低成長情境下需水量  87,600 88,600 

現有工業區 245,559 293,381 293,681 

開發中工業區  147,959 151,659 桃園地區 

低成長情境下需水量  441,340 445,340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自來水公司(北部地區區域供水計畫)。 

表 4-8  中成長情境下目標年工業用水需水量 

目標年需水量(CMD) 
地區 工業區名稱 

民國 101 年 民國 110 年 

低成長情境下需水量 87,600 88,600 

報編及編定中工業區 -- -- 板新地區 

中成長情境下需水量 87,600 88,600 

低成長情境下需水量 441,340 445,340 

報編及編定中工業區 95,000 95,000 桃園地區 

中成長情境下需水量 536,340 540,340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自來水公司(北部地區區域供水計畫)。 

表 4-9  高成長情境下目標年工業用水需水量 

目標年需水量(CMD) 
地區 工業區名稱 

民國 101 年 民國 110 年 

中成長情境下需水量 87,600 88,600 

規劃研議中工業區 20,000 25,000 板新地區 

高成長情境下需水量 107,600 113,600 

中成長情境下需水量 536,340 540,340 

規劃研議中工業區 94,920 102,620 桃園地區 

高成長情境下需水量 631,260 642,960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自來水公司(北部地區區域供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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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小結 

桃園地區由於擁有得天獨厚之地理環境，鄰近台北都會區與新竹

科學園區，工商發達、交通便捷、腹地廣大，沿海地區更有 27,100 公

頃非都市計畫區土地未經開發，潛力無窮，工商業之快速發展，儼然

成為北部最大之工商重鎮。未來桃園國際機場周邊土地若能有效利

用，加以整體規劃開發，發展為「桃園航空城」，不僅強化機場機能，

更可成為物流、商業、貿易、金融、觀光中心，提昇國家整體產業國

際競爭力。 

然而，面對供水壓力，若能有效實施工業節水並將高耗水產業之

用水回收再利用，將可成為水資源管理之重要策略之一。依據板新地

區歷年營運資料，因現有工業用水大都已開發完成，設廠亦已呈飽和、

用水亦趨穩定，故成長將有限。而桃園地區 92 年、93 年工業用水均成

長約 15%、28%，表示該區積極推動高科技產業發展，用水需求大。 

估算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之工業用水需求，結果為：板新地區民國

101 年低成長、中成長及高成長情境下需水量分別為 87,600、87,600

及 107,600CMD；民國 110 年低成長、中成長及高成長情境下需水量分

別為 88,600、88,600 及 113,600CMD。桃園地區民國 101 年低成長、中

成長及高成長情境下需水量分別為 441,340、536,340 及 631,260CMD；

民國 110 年低成長、中成長及高成長情境下需水量則分別為 445,340、

540,340 及 642,960CMD。 

 



 

第五章  供水區域中長期農業發展及用水趨勢分析 

5-1  農業發展政策與趨勢之探討 

農業是人類創造文明進步之基礎，也是國家發展、民眾生活及生

態保育之根基，雖然隨著時代背景之不同，農業發展政策之定位迭有

調整改變，但是農業在供應民生物資、保障糧食安全、提供清新綠野

環境及維護自然生態等，以及多樣性之經濟、社會及生態層面上之功

能，與普世認定之價值，仍是其他產業難以取代者。即使在科技文明

高度發展之 21 世紀，農業仍是人類賴以維生之產業、社會安定之基礎、

國家長治久安之磐石，也因此世界各國都相當重視農業之經營與發

展，並訂定因應當時主客觀環境背景下各階段農業發展政策。 

順應國家經濟發展及迎合世界潮流趨勢，綜觀過去大約六十年時

間，台灣長期農業政策總體目標定位為： 

1. 提高農業經營效率，強化國產品市場競爭力。 

2. 加強農村建設，增進農民福祉。 

3. 維護環境資源，促進生態和諧。 

長期農業發展方向為： 

1. 發展科技導向之農業：透過高科技產銷技術之研發，強化農業

發展之科技優勢，提升產銷效率。 

2. 發展經濟導向之農業：以市場為導向，發展具競爭力之產業，

提高產品品質，降低產銷成本，使農業成為具有活力之經濟事

業，進而提高農民所得，保障農民生活與利益。 

3. 發展環境導向之農業：加強國土保安與生態保育，美化農村景

觀，提高農地品質，改善生產環境，確保農業永續發展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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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4. 發展國際導向之農業：加強國際合作，遵循國際經貿規範，參

與國際事務及組織，提升我國因應大環境變遷之能力與國際地

位，拓展農業發展空間。 

在長期農業政策及發展方向規劃下，大致可歸納整理如下 5 大階

段發展政策及其目標： 

1. 1945-1952 年，「充裕軍糧民食、增加糧食生產、促進經濟發展」

階段(臺灣光復，百廢待興)。主要政策目標為：改善農民生活，

增加糧食及重要作物生產，發展人民潛力、建設地方，奠定富

強民主中國之基礎。 

2. 1953-1968 年，「農業培養工業」階段，提供產品、勞力、資本、

外匯以及市場等貢獻，促進經濟起飛(實施第 1 期至第 4 期 4 年

經濟建設計畫)。主要政策目標為：促進糧食自足改善國民營

養，擴展出口貿易，提高農民所得，支持工業發展，提供充裕

原料。 

3. 1969-1981 年，「農工並重」階段，積極開發外銷新產品，維持

農業成長。(實施第 5、6 期 4 年經濟建設計畫及第 1 期 6 年經

濟建設計畫)。主要政策目標為：加強農業生產，提高運銷效率；

增加農民利潤，提高農民所得；加強治災防洪，合理利用水土

資源。 

4. 1982-1991 年，「革新調整」階段，環保意識抬頭、農民運動興

起，對內調整生產結構，對外增強維護環境功能，並積極向

GATT(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關稅暨貿

易總協定)提出入關申請案。主要政策目標為提高農民所得，縮

短農民與非農民所得差距；維持農業適度成長，確保糧食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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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改善農村環境，增盡農民福利。 

5. 1992-1997 年，「邁向三生事業」階段，農業生產、農民生活、

農村生態兼籌並顧，均衡發展。(實施國家建設六年計畫)。主

要政策目標為：調整產業結構，提升國產品市場競爭力；改善

農村生活品質，增進農民福利；維護生態環境，確保農業資源

永續利用。 

而從 1997 年至今(即近 10 年間)而言，台灣地區重要農業政策有： 

1. 「農業政策白皮書」(行政院農業委員會，1995)， 

2. 「跨世紀農業建設方案」(行政院農業委員會，1997a)， 

3. 「跨世紀農業建設新策略」(行政院農業委員會，1997b)， 

4. 「邁向二十一世紀農業新方案」(行政院農業委員會，2001)， 

5. 「新農業運動—台灣農業亮起來」(行政院農業委員會，2007)。 

茲將重點申述如下： 

一、農業政策白皮書 

面對益趨激烈之國際競爭，以及快速轉變中之國內社經環境及兩

岸關係，加速進行農業結構之調整，以因應時代需求，維護農業永續

發展，因此，「農業政策白皮書」掲櫫台灣中長期農業政策方向，以及

至 2001 年農業施政指標。 

長達近 90 頁之「農業政策白皮書」中，與本研究有關之農業發展

政策，主要有：稻米生產目標由自給自足，調整為供需平衡；以國土

保安、水源涵養、景觀維護為首務；發展具有生產、消費或運銷優勢

之重點產業，及富有地區特色之休閒農業；放寬農地農有限制，維持

農地農用，規劃農業生產區域，加強區內農地保育利用，另估計有 16

萬公頃農地可移供非農業使用；建立農業灌溉用水資源有效調配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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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嚴禁山坡地超限利用，以發揮國土保安及涵養水源之功能。 

二、跨世紀農業建設方案 

鑑於國際間加速經貿自由化，糧食安全問題再受國際關注，國內

復面對糧食消費結構改變、農民福利需求日益殷切及自然環境品質劣

化等農業發展新情勢，爰配合「跨世紀國家建設計畫」，研擬兼具整體

性、前瞻性與國際觀之「跨世紀農業建設方案」，接續「農業綜合調整

方案」，自 1998 年度起實施，為期 4 年，全案包括 12 項策略、54 項重

要措施及 159 項計畫或工作項目。 

全案政策目標定位為， 

1. 發展現代化農業：追求「效率」與「安定」。 

2. 建設富麗農漁村：追求「富裕」與「自然」。 

3. 增進農漁民福祉：追求「信心」與「尊嚴」。 

因應當時環境需要，「跨世紀農業建設方案」規劃以下特性與重點： 

1. 整合性之農業施政規劃：以功能性目標整合相關資源，期發揮

整體性功效。 

2. 以直接給付取代價格補貼：因應國際規範，減少國內補貼，實

施直接給付，使資源利用合理化。 

3. 強調效率與安定並重：追求效率以發展產業，同時建立安定之

經營環境以穩定農業經營。 

4. 兼顧農民與消費者福祉：不但提昇農民福祉，同時保障消費者

食品消費權益。 

5. 維繫農業生產與生態和諧：農業生產須兼顧環境生態之平衡，

以維繫二者相輔相成的和諧關係。 

-80- 



 

「跨世紀農業建設方案」12 項實施策略及措施中，與本研究有關

者有： 

1. 建立安全與均衡糧食生產制度：推動「水旱田利用調整計畫」，

稻米生產目標由自給自足調整為供需平衡，並提高良質米市場

占有率；逐年調減保價收購雜糧之收購數量，實施現金直接給

付；並推動符合地區特性之輪作制度及地力維護措施。 

2. 推廣和諧永續之農業經營：規劃兼具水土保持、生態保育及遊

憩之多目標森林生態系經營。推動「全民造林運動綱領暨實施

計畫」及集水區整體規劃治理。強化農業灌溉水質監測、管理

系統及回歸水利用，輔導養殖業合理使用水土資源。加強野生

動植物保護及自然景觀維護；執行「肥料政策調整方案」，建立

作物永續栽培系統。提高畜牧場污染防治設施率，加強廢棄資

源再生利用。 

3. 促進農業資源之合理利用：落實推動「農地釋出方案」，合理分

配及利用農地資源，依地區特性規劃辦理農地重劃及改善早期

重劃區農水路；建立農地合理租賃制度，鼓勵訂定長期農地租

賃契約，有效維護與調配利用灌溉用水，擴大推動省水灌溉，

研擬農業用水合理移用制度。 

三、跨世紀農業建設新策略 

有鑑於農業發展面臨：農產貿易加速自由化、糧食安全再受國際

關注、農產品消費型態急遽轉變、農漁民福利需求日益殷切、維護生

態環境刻不容緩、兩岸交流與農業發展息息相關等等前所未有的挑戰

與新情勢，行政院農業委員會(1997b)提出 12 項「跨世紀農業建設新策

略」中，與本研究有關的摘述如下 2 項： 

1. 建立安全與均衡之糧食生產制度：現行以減少稻米為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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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稻田轉作計畫，已完成階段性目標，為因應國內外經貿環境

改變，研擬「水旱田利用調整計畫」以為接續。稻米生產將由

「自給自足」調整為「供需平衡」，不再強調減少稻作面積，以

安定稻米生產；玉米、高粱、大豆及原料甘蔗之生產面積與收

購數量將逐年調降，以「現金直接給付」取代現行保價收購，

另以輪作與集團獎勵，推廣地區性特產及擴大生產規模。此一

新訡新穎之糧食生產制度，預期可達成稻米供需平衡、確保糧

食安全與穩定糧價；符合世界貿易組織規範，兼顧農民福祉，

加強農田生態保育，維護農地永續利用目標。 

2. 促進農業資源之合理利用：放寬法令限制為活潑農業資源利用

之必要措施。今後將配合國土綜合規劃，推動農地釋出方案，

使農地資源合理分配至各部門，以利國家整體建設；並修改農

業發展條例，放寬農地承受人資格限制，讓企業法人也有機會

取得農地，從事資本與技術密集之農業經營。隨著產業結構調

整及生產力提高，部分農業勞動力可加速外移至非農業部門，

充分發揮人力資源效率。在水資源利用方面，未來農業用水亦

將透過生產結構調整及配合國家整體產業發展，規劃建立農業

水源移用補償制度。 

四、邁向二十一世紀農業新方案 

在當時，由於台灣即將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農業部門除必須面對農產貿易自由化所帶來之市場競爭壓力

外，農地、農業用水與人力等資源配置，以及農民組織功能調整與農

村發展等，也都是農業部門所須面對的重要課題，因此，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2001)乃研擬「邁進二十一世紀農業新方案」，以為 2001 年至

2004 年農業施政藍本，並宣示邁入 21 世紀的台灣農業發展，邁向「永

續發展的綠色產業」、「尊嚴活力的農民生活」及「萬物共榮的生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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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遠景。 

掌握解決現階段農業問題時效，以及配合知識經濟發展，以提升

競爭力為主軸之農業新方案，12 項施政推動重點工作中，與本研究有

關者有： 

1. 農漁村建設將以地方生活圈為規劃模式，營造農村新風貌，並

健全農村建設之法制基礎，整合各方資源，建設人文、產業、

休閒及生態兼備之新農村。  

2. 合理規劃利用水土資源，在確保糧食供應與維護生態環境前提

下，適量釋出，增進農業資源使用效率與分配之合理性，貫徹

建設綠色矽島目標。 

五、新農業運動—台灣農業亮起來 

隨著環境變遷，農業早已是世界公認具有促進產業發展、糧食安

全、生態環境保護(育)及農村自力發展等多元功能產業，台灣農業之發

展不僅攸關全球共通之「人口」、「糧食」、「環境」及「能源」等四大

議題，更是面臨當前 21 世紀邁入全球化、自由化及數位化之知識經濟

時代下，前所未有之新情勢、環境、問題與挑戰： 

1. 農業自由化加速進行，農產品國內外競爭壓力加劇。農產品消

費結構轉變，消費多元化，消費者注重多樣、高品質、衛生安

全及保健。 

2. 糧食安全受國際關注，世界人口增加，耕地減少，全球氣候變

遷，糧食供應數量與品質安全充滿不確定性。生物技術、資通

科技等新技術突飛猛進，新興科技應用日趨興盛，智財權管理

及運用日受重視。 

3. 地球生態環境遭受溫室氣體效應所導致之全球氣候變遷，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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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仍；土地、水資源面臨過度開發使用及污染，永續發展備受

重視，生質能源開發蔚為國際潮流。 

爰此，農委會定位現代農業範疇，認為應由原來以生產為主軸，

發展為兼顧生產、生活及生態之「三生農業」，其內涵包括傳統生產糧

食之初級產業，生技與農產加工之二級產業，以及運銷、休閒、教育、

文化體驗等服務性之三級產業。並在自由化、國際化環境下，以新的

宏觀視野，檢視並調整當前台灣農業發展策略，規劃推動「新農業運

動—台灣農業亮起來」，將農業施政延續、修正、創新，跳脫傳統思維，

改變農民、消費者與政府之觀念及作法。 

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2007)所揭櫫，當前農業施政乃以發展知識

經濟、提升產業競爭力為主軸，加速農業結構與制度改革，兼顧產業

發展、糧食安全、生態保育、農民福利與農村建設，致力發展優質、

安全、休閒、生態之現代化農業，以提高全民生活品質。易言之，當

前整體農業發展政策，係因全球化競爭與挑戰，加強整合、創新與改

革下，架構在「新農業運動—台灣農業亮起來」願景上，如圖 5-1所示，

而且是全民參與、全民分享「生產、生活及生態」目標之永續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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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農委會(2007) 

圖 5-1  新農業運動施政架構圖 

總體農業發展政策，在「新農業運動—台灣農業亮起來」綱領下，

舉凡：願景、目標、構面、策略、內涵及行銷等，各層次內容，均有

其縝密規劃與構思，而在發展策略上，係分別建構在： 

1. 創力農業之「推動農業結構改革、發展農業知識經濟」。 

2. 活力農民之「推動農民觀念革新、強化農民生活照護」。 

3. 魅力農村之「推動農村風貌改造、確保農村永續發展」。 

並更進一步，搭配如下 4 大優先發展課題，以及 5 項施政目標： 

(一)發展課題 

1.確保糧食安全，提升產業競爭力。 

2.再造農村社區，增進農民福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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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強國土保安，維護生態環境。 

4.擴大對外農業合作，拓展農業發展空間。 

(二)施政目標 

1.發展優質農業，提升國際競爭力。 

2.發展安全農業，保障消費者權益。 

3.發展休閒農業，提高鄉村生活品質。 

4.發展生態農業，促進資源永續利用。 

5.加強農業綜合發展，增進農漁民福祉。 

5-2  目前及規劃中之農業發展策略 

目前及規劃中之農業發展政策，此即意謂係 2008 年 5 月 20 日政

黨輪替後，新政府上任執行當前之農業政策。有鑑於，過去台灣如下

之農業發展： 

1. 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實施「農業台灣，工業日本」， 

2. 光復後政府實施「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 

3. 農村在糧食、勞力、資金及市場等方面之貢獻，台灣經濟成功

之起飛，在 1960 年代進入經濟型態之轉捩點， 

4. 農業在 GDP 中所佔比例由 1950 年代超過 30%，降到 2007 年為

1.45%，如加計農業相關 1、2、3 級產業則約佔 11％，農業仍

為整體經濟之重要一環， 

5. 農業部門佔總就業人口之比例，1960 年以前超過 50%，到了

2007 年降至 5.4%農產貿易方面，1970 年以後出現逆差，2007

年逆差達 70 億美元， 

6. 農家每人所得佔非農家之比例，大體上維持在 68%至 77%之

間，農家所得中來自農業之比例由 1970 年代初期之 40%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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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之 20%， 

7. 農業之角色由過去供應糧食，變為兼顧糧食安全、鄉村發展、

生態保育等多功能。 

以及，台灣農業正面臨如下之情境： 

1. WTO 新回合談判(杜哈回合)已從 2001 年展開，將來市場會更

為開放， 

2. 兩岸農業經貿之競合， 

3. 京都議定書於 2005 年 2 月正式生效，台灣將善盡節能減碳責

任，需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4. 高能源價格世代來臨，緊繃世界糧食供需，刺激糧食價格上升， 

5. 國內外對農產品衛生安全之要求日益提高等不可逆之大趨勢。 

因此，當前及規劃中之農業發展政策，係定位在「健康、效率、

永續經營之全民農業」。全民農業三大願景、五大涵蓋面、短中長期施

政重點與農田水利有關聯者(農業委員會，2008)， 

全民農業三大願景 

1. 將引領台灣在五十年內建設為「無毒農業島」。 

2. 四年內讓台灣每戶農家所得突破新台幣百萬元。 

3. 十年內建設 4,000 個農村社區，成為美麗恬靜之家園。 

全民農業之五大涵蓋面 

1. 對農民…利潤、效率、好福利 

2. 對消費者…新鮮、品質、食健康 

3. 對環境…景觀、節能、保永續 

4. 對子孫…淨土、市場、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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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全世界…責任、和諧、高綠能 

短期施政重點與農田水利有關聯者(至 2008 年底) 

1. 調整休耕政策，停止輔導生質能源作物生產，獎勵種植飼料玉

米，活化休耕地利用，維護台灣糧食安全。 

2. 為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提升經營效率，規劃完成「小地主大佃

農」計畫，並選定 10 區進行試辦。 

3. 修正「農田水利會組織通則」，充分利用水利會資源，發展水資

源相關產業。 

中期施政重點與農田水利有關聯者(至 2009 年底) 

1. 活化休耕農地，鼓勵復耕措施，獎勵輪作、契作產銷作物，並

研擬鼓勵專業農民租用連續休耕地擴大經營規模。 

2. 落實農業節能減碳政策，擴大推動造林綠化、減船休漁、合理

化施肥、減廢再利用等措施。 

長期施政重點與農田水利有關聯者(2009-2012 年) 

1. 全面推動 CAS 吉園圃標章制度，擴大有機農業生產。 

2. 研擬直接所得給付取代稻穀保價收購制度。 

3. 全面改善重要園藝作物生產專區之灌溉排水設施，減少旱、澇

災害損失。 

4. 推動農村再生計畫，建立富麗新農漁村。 

5. 推動農業節能減碳，提升農業產銷效能。 

6. 加強推動綠色造林，發揮吸碳、蓄水、綠美化功能。 

7. 推動整體性治山防災，加強國土保安。 

在中央周延訂定之農業政策下，以本研究石門水庫供水區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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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即大部分是落在桃園縣境內，如圖 1-1 所示，由於毗連大台北都會

區，包括台北縣市與桃園縣人口，高達 831 萬人約佔全國 40%，爰此

桃園縣政府(2007)權衡地區區域特性，認為農業發展型態係屬都會型型

態，且擁有精緻之高消費群體，又具有生產地即消費地之優勢，因此

農業發展政策係以「發展優質、安全、休閒、生態之現代化農業，提

高全民生活品質」為主軸，並以以下五化為農業施政之目標與願景，

農業施政五大目標，若以架構圖勾勒顯示，如圖 5-2所示。 

1. 農業產品優質化：推動生產質佳、安全、健康、環保之農魚牧

產品。 

2. 農業產業休閒化：推動農業生態旅遊，使觀光遊憩與農林漁牧

業相結合。 

3. 農業生態生活化：發揚農業文化，將農業行為深入民眾生活；

培育優質農業人力資源。 

4. 農業生產科技化：以科技方法發展農業知識經濟，厚植農業競

爭利基。 

5. 農業行銷策略化：推動農業策略聯盟，增加農民收益，提升農

業產銷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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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2007) 

圖 5-2  桃園縣政府農業施政五大目標架構圖 

依據農業五大目標，深入研議之具體方案及策略(桃園縣政府，

2007)： 

農業產品優質化，推動生產質佳、安全、健康、環保之農漁牧產品 

1. 推動農業產銷安全管理體系，建立各項生產履歷。 

2. 加強推動 CAS、吉園圃、生鮮蔬果標章認證。 

3. 推廣優良畜牧場建立生產履歷。 

4. 推動農產品產銷安全管理，教導民眾認識合法屠宰之畜產品。 

5. 推動漁畜產品加工及包裝建立品牌。 

6. 漁牧產品烹調及生鮮辨識。 

7. 發展有機農業，藉由農會及社團、餐廳推廣生機飲食。 

8. 配合消保官、衛生局等相關單位合作不定時抽驗農產品，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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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品質。 

9. 與環保局合作推廣廚餘回收。 

10. 高品質茶葉(椪風茶及綠茶)之推廣工作。 

11. 推廣高經濟作物。(花卉、蔬菜、綠竹筍、香米) 

農業產業休閒化，推動農業生態旅遊，使觀光遊憩與農林漁牧業相結合 

1. 農業多元化經營建設，輔導娛樂漁船、觀光漁港、各種休閒農

牧場設立。 

2. 規劃套裝旅遊行程行銷方案，帶動農漁產品在地直銷。建立地

方導遊志工及服務體系，並開辦遊客服務中心，辦理導覽人員

訓練研習，擴大農業產業化文化升級。 

3. 結合機關團體及各級學校，辦理戶外教學，以寓教於樂方式，

親身體驗農業、認識農業之教育農園工作。 

4. 跨縣市策略聯盟方式，建構鄉鎮休閒旅遊網狀體系。 

5. 規劃中壢市大崙地區生態休閒之種植，以吸引龐大人潮，提高

農民收入，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及商機。 

6. 研發農產品再製造使之成為易保存易攜帶之禮品。 

7. 與民宿結合，規劃農業體驗之旅遊。 

農業生態生活化，發揚農業文化，將農業行為深入民眾生活；培育優

質農業人力資源 

1. 全民綠美化計畫(學校、社區環境綠美化)。 

2. 推動生態教育園區計畫。 

3. 桃花源稀有動物及水生植物復育計畫。 

4. 民眾日常生活結合農業生產，藉由例如推廣農村美食、鄉村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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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等活動，使農村文化進入民眾生活，傳承農業文化，使民眾

了解傳統及現代農業文化演變。 

5. 推展市民農園、牧場之設立。 

6. 推動農漁民終身學習，輔導農漁民團體永續經營。 

7. 以社區營造方式，強健農村生活生產支援系統。 

8. 以資源永續利用精神，持續推動農地地力改善、漁業資源保育

魚苗放流、林業生態保育等。 

9. 綠美化植樹計畫。 

10. 推動生態教育園區計畫。 

11. 桃花源稀有水生植物計畫。 

12. 畜牧生產生活化之休閒牧場。 

13. 推展市民農園。 

14. 依產季舉辦行銷活動。 

農業生產科技化，以科技方法發展農業知識經濟，厚植農業競爭利基 

1. 結合網際網路及快遞公司推廣本縣認證品牌之漁畜產品，行銷

目標鎖定中高所得客層。 

2. 運用農漁會教學體系，輔導農民於耕種、捕魚、收成及銷售流

程運用科技產品(如電腦、GPS 手機、數位相機)達成省時省力

目標。 

3. 以電子化(如認證條碼方式)推廣本縣農漁牧產品。 

4. 輔導農民生產科技化，運用新式機具及技術，增加農業競爭力。 

農業行銷策略化，推動農業策略聯盟，增加農民收益，提升農業產銷

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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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應市場需求發展具本土特色的優良農業，以多元化方式經

營。 

2. 規劃桃園縣農特產品集散中心。 

3. 加強推廣跨縣市農特產品運銷合作，擴拓市場，提升價格。 

4. 結合鄉鎮市農會供銷部、各產銷班、農產品包裝廠、大賣場整

體行銷，提供策略農產品行銷。 

5. 於觀光區設置農特產品直銷中心。 

回顧以往/現今台灣地區與桃園縣地區重要農業發展政策，再來綜

合瀏覽農業用水/水資源管理/利用政策，相關對應資料，說明如下，並

彙整如表 5-1所示。 

「發展農業、建設農村、照顧農民」一向為我國農業施政之一貫

理念，其策略及措施，都隨者時代變遷衍生階段性調整，農業灌溉用

水管理政策，自也不能例外。 

水，是農業經營不可或缺重要資源之一。為配合農業發展需要，

明白確立台灣地區農業總計畫用水(包括灌溉用水、養殖用水及畜牧用

水等三項)目標，堪稱以經濟部水資會(1979)所擬「水資源綱領計畫」，

是政府衡量整體政經發展，近 30 年來較為明確所訂定之目標，依據「水

資源綱領計畫」推估，至民國 110 年，每年維持在約 150 億立方公尺，

並以不增加而維持零成長為原則(經濟部水資會，1979、1985)。 

而有鑑於新水源開發成本日益提高，農業部門宥於經費有限，無

力開發新水源充份供應農業成長所需，亦無意與其它標的競爭新水源

開發，復於民國 73 年對農業用水政策明訂為：『對未來至民國 80 年及

民國 89 年農業用水之供應，原則上將不採開發大規模新水源為滿足需

要之手段，仍以民國 71 年之總用水量 151 億立方公尺，作為未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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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量範圍，並由農業部門自行因應農業生產結構調整而作有效調配

及利用』(行政院農業委員會，1984)，此舉主要係調整減少水稻用水，

調配供給雜量旱作物灌溉所需。 

隨著時序之推進，在氣候異常旱象頻傳、政府新水源開發緩不濟

急及非農業標的要求農業部門施行休耕轉作壓力日增等情勢下，農業

部門為社會和諧，共渡缺水窘境，在民國 84 年之「農業政策白皮書」

對農業用水管理政策順序訂為：『建立農業水資源有效調配利用制度，

以促進農業水資源合理分配並提高用水效率』(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995)。至此，農業總計畫用水目標，仍是以 151 億立方公尺為範圍，

仍是以不增加為原則。 

在民國 85 年 11 月，為因應民國 100 年我國邁入成熟經濟社會所

需用水量，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編訂之「國土綜合開發計畫」(行政

院經建會，1996)出爐，針對未來水資源管理策略課題，有關農業用水

方面訂為：「農業用水暫以維持現狀為原則，視未來農業生產結構改變

而調整」。對於農業用水之調整，係指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及改善灌溉方

法，以節省水稻用水供發展旱作灌溉及漁業畜牧用水，維持農業生產；

另亦提出，農業用水具生態功能，宜保持水源充足，但在區位條件下，

農業用水亦應加強節約，俾調撥供應公共給水及工業使用。 

於民國 89 年 3 月，行政院農委會遵照行政院指示，依「全國國土

及水資源會議」之結論與建議，進行研訂「農業用水量化目標及總量

清查」工作，並提具體行動計畫報告(行政院農委會，2000)，經行政院

經建會核議相關之農業灌溉用水政策如下： 

1. 在「糧食生產安全最小標準」及農業用水總量管制之目標，農

業用水量化目標採用民國 100 年以不超過 117.34 億立方公尺/

年為原則。此意即灌溉、養殖及畜牧分別為 106.32 億立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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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10.04 億立方公尺及 0.98 億立方公尺。 

2. 為兼顧水田灌溉對生態環境保育功能，以高標灌溉水量 131.86

億立方公尺/年，作為灌溉取水設施建設目標，俾於豐水期充分

引取河川水源灌溉農地，發揮水田維護農業生產、自然生態及

農村生活之三生功能。 

民國 89 年 10 月行政院「全國經濟發展會議」中，在基礎建設主

題下，論及「確保水源穩定供應，提高水資源使用效率」議題，農業

部門就農業水資源永續經營方面，順應情勢提出「加強農業灌溉用水

取水、輸水設施改善，擴大供水服務」議題。針對此，農業部門已原

則同意農田水利會以多角化經營方式，擴大供水服務供水至其他標的

(蔡明華，2001)。 

為配合今後迎向二十一世紀農業永續發展需要，並因應加入世界

貿易組織(WTO)後農業衝擊之新情勢，亦即在當前「新農業運動—台

灣農業亮起來」綱領下，包括願景、目標、構面、策略、內涵及行銷

等之總體農業發展政策，農田水利事業研訂重視生產、生態及生活等

三生功能之農田水利政策，提出相關之水資源利用政策，有：加強更

新改善老舊農田水利設施，確保灌溉排水系統功能；維持農業水權，

建立有效活用農業用水機制及技術，提高用水效率及效益，豐水期考

量增加水田生態環境維護用水；建立有償移用農業用水支援民生及工

業用水機制，擴大水資源總體經濟效益並兼顧農民權益；化解民生、

工業與農業用水標的間之競爭為合作，共同投資加強改善既有取水設

施或建造攔蓄設施，增加河川逕流水量利用，紓解地區缺水壓力(蔡明

華，2005；蔡明華，2007)。 

而為落實推動 2008 年馬總統新政府「全民農業」政策，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田水利處之農田水利政策，在「充分利用水利會資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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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休閒觀光及與水有關之產業」、「充分利用水利會資源，發展水資源

相關產業」下，各項施政規劃及推動策略，也業已研擬如下(蔡明華，

2008)， 

1. 加強農田水利建設及精進營運管理，發揮農田水利三生功能 

2. 儘速修法，賦予農田水利會發展相關產業之法律依據 

3. 訂定農田水利會從事或投資農田水利事業相關事業之範圍及

營運管理辦法 

4. 與標的用水間建立合作夥伴關係，活用水資源 

5. 資金籌措來源 

秉承中央農業用水/水資源管理/利用政策，桃園縣地區主要經營管

理農業用水者，則為桃園農田水利會及石門農田水利會，如圖 5-3 所示

(詳下個章節)，針對農業水資源利用政策，有「滿足灌溉需求，提高用

水效益」(李總集，2008)，及「推動建立有償移用農業用水制度，保障

農民用水權益」、「加強水資源管理，改善輸配水設施」、「配合石門水

庫活化，改善幹線圳路及浚深保留池塘，廣納水源」(莊玉光，2006)。 

表 5-1  近年台灣重要農業發展政策與農業水資源利用有關政策 

年代 重要農業政策 水資源利用有關政策 

1969-1981 
1982-1991 

農工並重 
革新調整 

農業總計畫用水目標 (經濟部水資會

1979、1985) 
1. 至民國 110 年，每年維持在約 150 億立

方公尺， 
2. 並以不增加而維持零成長為原則(「水

資源綱領計畫」。 

1995 
農業政策白皮

書 

建立農業水資源有效調配利用制度(農委

會，1995) 
1. 以促進農業水資源合理分配並提高用

水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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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 重要農業政策 水資源利用有關政策 

2. 至此，農業總計畫用水目標，仍是以

151億立方公尺為範圍，不增加為原則。

1997 

跨世紀農業建

設方案 
跨世紀農業建

設新策略 

因應民國 100 年邁入成熟經濟社會所需用

水量，「農業用水暫以維持現狀為原則，

視未來農業生產結構改變而調整」(「國土

綜合開發計畫」，行政院經建會，1996) 
1. 對於農業用水之調整，係指調整農業生

產結構及改善灌溉方法，以節省水稻用

水供發展旱作灌溉及漁業畜牧用水，維

持農業生產； 
2. 另亦提出，農業用水具生態功能，宜保

持水源充足，但在區位條件下，農業用

水亦應加強節約，俾調撥供應公共給水

及工業使用。 

2001 
邁向 21 世紀

農業新方案 

在「糧食生產安全最小標準」及農業用水

總量管制目標(農委會，2000；蔡明華，

2001) 
1. 民國100年農業用水量以不超過 117.34

億立方公尺/年為原則。此即灌溉、養

殖及畜牧分別為 106.32、10.04 及 0.98
億立方公尺。 

2. 為兼顧水田灌溉對生態環境保育功

能，以高標灌溉水量 131.86 億立方公

尺/年，作為灌溉取水設施建設目標，

俾於豐水期充分引取河川水源灌溉農

地，發揮水田維護農業生產、自然生態

及農村生活之三生功能。 
3. 農田水利會以多角化經營方式，加強農

業灌溉用水取水、輸水設施改善，擴大

供水服務至其他標的 

2007 

新農業運動—
台灣農業亮起

來 

重視三生之農田水利政策及永續經營策

略(蔡明華，2005；蔡明華，2007) 
1. 加強更新改善老舊農田水利設施，確保

灌溉排水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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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 重要農業政策 水資源利用有關政策 

2. 維持農業水權，建立有效活用農業用水

機制及技術，提高用水效率及效益，豐

水期考量增加水田生態環境維護用水；

3. 建立有償移用農業用水支援民生及工

業用水機制，擴大水資源總體經濟效益

並兼顧農民權益； 
4. 化解民生、工業與農業用水標的間競爭

為合作，共同投資加強改善既有取水設

施或建造攔蓄設施，增加河川逕流水量

利用，紓解地區缺水壓力。 

2008 

健康、效率、

永續經營之全

民農業 

落實總統「健康、效率、永續經營之全民

農業」之農業政策主張，充分利用農田水

利會之資源，發展水資源相關產業策略(蔡
明華，2008) 
1. 加強農田水利建設及精進營運管理，發

揮農田水利三生功能。 
2. 儘速修法，賦予農田水利會發展相關產

業之法律依據。 
3. 訂定農田水利會從事或投資農田水利

事業相關事業之範圍及營運管理辦法。

4. 與標的用水間建立合作夥伴關係，活用

水資源。 
5. 資金籌措來源。 
桃園地區農業用水主要經營管理者 
1. 「滿足灌溉需求，提高用水效益」(李

總集，2008)。 
2. 「推動建立有償移用農業用水制度，保

障農民用水權益」、「加強水資源管理，

改善輸配水設施」、「配合石門水庫活

化，改善幹線圳路及浚深保留池塘，廣

納水源」(莊玉光，2006)。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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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農作物種類、耕作制度及灌溉方法之探討 

一、農業用水主要經營管理者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在行政區域劃分上，跨及台北縣(少部分)、桃

園縣(大部分)及新竹縣(少部分)三縣。若以農業灌溉用水(即農業用水主

要經營管理者)角度來看，係分佈在桃園農田水利會及石門農田水利會

灌溉事業區域範圍，如圖 5-3所示，位處台灣西北方。 

桃園農田水利會 

灌溉事業區域，原為桃園大圳單獨一條灌溉圳路供水系統，1956

年政府將桃園大圳末端之光復圳，以及同屬自大漢溪取水之湖口、大

溪兩灌溉區域，併入桃園農田水利會，其後又於 1970 年將原「新海農

田水利會」灌區，全部劃併為桃園農田水利會，使桃園農田水利會事

業區域擴張跨及台北、桃園、新竹三縣，灌溉面積，依 2006 年據實際

營運資料顯示，分別是 1,391 公頃、20,564 公頃及 2,642 公頃(桃園農

田水利會，2007)，合計 24,597 公頃，分佈於桃園市、八德市、大園鄉、

新坡鄉、觀音鄉、新屋鄉、湖口鄉、大溪鎮等，共計 25 鄉鎮市廣大轄

區，如圖 5-4所示。 

石門水庫

高鐵

中山高速公路

大漢溪

觀音工業區

桃園中正國際機場

內壢工業區

N

EW

S

$ $

$

$

青埔站

桃園縣

新竹市

新竹縣

基隆市
台北市

台北縣

30 0 30 Kilometers

桃園水利會灌區

石門水利會灌區

 

圖 5-3  桃園及石門農田水利會灌溉事業區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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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桃園農田水利會事業轄區 GIS 圖-以鄉鎮行政區域區劃 

為利於灌溉管理各項業務推動，共設有 13 個工作站，其中水尾工

作站為幹線工作站，負責幹線用水調配，其餘由所轄 12 個工作站，桃

園、大竹、大園、大崙、草漯、新坡、觀音、新屋、湖口、大溪、新

莊及海山工作站負責，依地勢及灌溉系統區分為桃園、湖口、大溪、

新海 4 大灌區。灌溉水源來自石門水庫蓄水，占總水源水量 51%，河

川取水及有效雨量占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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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事業轄區主要作物為雙期作水稻，近年來配合政府農業政

策，休耕轉作及花卉蔬果面積逐漸增加。因此，灌溉用水計畫乃以雙

期作水稻，及土壤、氣候等條件加以規劃估算，灌溉制度也因此予以

設計。 

灌溉系統主要由桃園大圳幹線、大漢溪流域、零星圳路、貯水池

及河水堰所組成，如圖 5-5 所示，其中桃園大圳由 1～12-1 支線、光復

圳系統所構成，大漢溪流域由溪洲圳、土銀圳、月眉圳、十三張圳等

圳系統所組成，零星圳路包括有新福圳、大安圳、公館圳等。事業轄

區各級灌溉排水渠道長度，合計約 3,611 公里，貯水池 285 口，面積

2,146 公頃，有效蓄水量約 4,620 萬立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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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桃園農田水利會灌溉系統示意圖 

 



 

石門農田水利會 

係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渠管工程處，於 1962 年興建石門大圳幹渠

及其附屬設施(當年主要水利設施，包括支渠 18 條、分渠 43 條及小給

水路 1,700 公里)完成後，在 1964 年成立並負責接管上述石門大圳供水

灌溉系統。 

事業區域跨越台北縣、桃園縣及新竹縣等 3 縣，涵蓋鶯歌、桃園、

八德、大溪、觀音、中壢、平鎮、新屋、楊梅、湖口、新豐及竹北等

12 鄉鎮市，如圖 5-6所示。原規劃灌溉面積為 21,926 公頃，目前供灌

面積為 12,085 公頃。灌區標高自海拔 240 公尺至 100 公尺之間，以 1:80

至 1:120 之坡度由東南向西北傾斜，形成扇形之丘陵地帶。 

 

圖 5-6  石門農田水利會事業轄區 GIS 圖-以鄉鎮行政區域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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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農田水利會轄區內排水系統，主要有南崁溪、茄苳溪、新街

溪、老街溪、大堀溪、社子溪、德盛溪等河川，主要灌溉水源為石門

水庫供給，不足部分則靠有效雨量、攔河堰及保留池蓄水調節。灌區

內農作物以雙期水稻為主，因此，灌溉用水計畫乃以雙期作水稻，及

土壤、氣候等條件加以規劃估算，灌溉制度也因此予以設計。 

為灌溉管理各項業務推動需要，共設有 7 個工作站，除幹線站專

職負責石門大圳用水調配至各支渠外，其餘 6 個工作站分別為八德、

中壢、過嶺、楊梅、富岡及湖口工作站，皆有各自負責轄區。2006 年

1、2 期作計畫灌溉面積 12,085 公頃，而實際灌溉面積分別為 8,564 公

頃、7,319 公頃，全年灌溉計畫取水量為 227,963,687 立方公尺，實際

取用水水量 199,370,000 立方公尺。灌溉水源來自石門水庫蓄水，占總

水源水量 52%，河川取水及有效雨量占 48%。 

石門大圳灌溉系統通水迄今將屆 45 載，現今除仍維持原先預期之

輸水灌溉功能，供灌 12,206 公頃農田外，同時亦肩負輸送公共給水原

水，供應桃竹地區 100 多萬人口民生用水，以及中山科學研究院特種

用水，大圳扮演角色與重要性，隨著時代變遷，堪稱更勝當初設計所

寄託。 

目前灌溉排水設施：石門大圳進水口(設於石門水庫大壩左岸，標

高 195 公尺)；石門大圳幹渠 1 條，長 27.014 公里；隧道總長 4.489 公

里；支渠 16 條，長 77.8 公里；分渠 34 條，長 121 公里；小給水路全

長 970 公里；抽水站 5 站；攔河堰 228 座；保留池塘 410 口；抽水井 7

口(石門農田水利會，2007)。 

其中石門大圳由員樹林、社子、埔頂、南勢、東勢、中壢、平鎮、

過嶺、山溪、環頂、高山頂、山麓、大金山、繞嶺、長岡嶺及湖口等

支渠系統所構成，如圖 5-7所示。保留池塘貯水池 410 口，貯水池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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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 公頃，有效蓄水量約 1,054 萬立方公尺。 

依據最新統計資料顯示，桃園、石門農田水利會(2007)施行/推動

農田水利事業，提供農民灌溉排水服務，兩會以本會 8 個組室為中心，

如表 5-2所示，分別再以 13、7 個工作站，投入 208、104 員工(包括職

員、技工、工友、約聘人員等)人力，如表 5-3 所示，輔導水利小組 340、

105 組，水利班數 1,377、366 班，灌溉水質監測點 213、60 點，提供

會員 117,127、63,439 人之灌溉排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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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石門農田水利會灌溉系統示意圖 

 

 



 

表 5-2  桃園、石門農田水利會提供農民灌溉排水服務 

項目 桃園水利會 石門水利會 

灌溉地面積(公頃) 24,597 12,085 

會員實際種植面積(公頃) 23,909 15,883 

本會組(組) 4 4 

本會室(室) 4 4 

工作站(站) 13 7 

班數(班) 1,377 366 

會員數(人) 117,127 63,439 

輔導水利小組(組) 340 105 

灌溉水質監測點(點) 213 60 

資料來源：桃園農田水利會(2007)、石門農田水利會(2007)。 

表 5-3  桃園、石門水利會提供灌排服務用人數 
項目 桃園水利會 石門水利會 

職員數 153 77 
技工數 20 7 
工友數 16 8 
約聘人員 19 12 

合計 208 104 

資料來源：桃園農田水利會(2007)、石門農田水利會(2007)。 

此外，並利用長年經營累積之各項灌溉排水設施，依據最新統計

資料顯示(農田水利會聯合會，2006)，如導水路，桃園、石門農田水利

會分別是 69,465 公尺、23,000 公尺，如表 5-4所示。 

其中，幹線 114,966 公尺、27,014 公尺，支線 425,988 公尺、77,800

公尺，分線 159,253 公尺、121,417 公尺，給水路約 2,518 公里、970 公

里，灌漑渠道長度約 3,288 公里、1,220 公里，排水路 306,416 公尺、

314,051 公尺，隧道 13,765 公尺、4,489 公尺，以及包括水閘、渠首工、

渡槽、版橋、跌水工、虹吸工、道路暗渠、排水暗渠、涵洞、沉砂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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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水池、揚水場、給水門、量水設備等各項水利構造物，共計 3,755、

16,760 座。 

表 5-4  桃園、石門農田水利會提供農民灌排服務之灌溉排水設施 
項  目 桃園水利會 石門水利會 

導水路(公尺) 69,465 23,000
幹線(公尺) 114,966 27,014
支線(公尺) 425,988 77,800
分線(公尺) 159,253 121,417
給水路(公尺) 2,517,986 970,293
灌漑渠道長度計(公尺) 3,287,658 1,219,524
排水路長度(公尺) 306,416 314,051
隧道(公尺) 13,765 4,489
臨時攔水壩(座) 18 -
水閘(座) 164 1,546
渠首工(座) 20 228
渡槽(座) 366 197
版橋(座) 326 6,520
跌水工(座) 300 373
虹吸工(座) 35 88
道路暗渠(座) 276 3,736
排水暗渠(座) 238 1,483
涵洞(座) 19 1,233
沉砂池(座) 41 3
減水壩(座) 185 -
貯水池(座) 285 410
揚水場(座) - 6
給水門(座) 902 766
量水設備(座) 535 38
其他(座) 41 108
構造物計(座) 3,755 16,760

資料來源：農田水利會聯合會，2006。 

二、農事耕作制度 

由於兩水利會灌區內年雨量約在 1,500 公厘至 2,500 公厘之間。春

季有季風帶來梅雨，夏季颱風入侵，是全年雨水最豐富的季節，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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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行東北季風，氣候潮濕寒冷，雨量充沛，因此，適合水稻栽種，爰

此，兩水利會灌區農事耕作制度，即是雙期作水稻栽種，如插秧、播

種、浸田、整田及本田，並依一、二期作訂定，分別如表 5-5與表 5-6所

示。 

桃園、石門農田水利會依據農事耕作制度，以及作物種類及種植時

間、安排配水時間、用水計算量、面積調整、輪配水損失、水文水源

調整、作物需水量、土壤類別等之土壤氣候立地條件，制訂輪區用水

計畫，製作流程如圖 5-8所示，以灌溉用水計算常用之統計分析方法，

由下而上(bottom-up)，即田區最末端，往上游一一累計，計算與釐定各

支分線用水計畫、各圳用水計畫，進一步累總成年度灌溉用水計畫。 

表 5-5  桃園農田水利會灌區農事耕作制度一覽表 

第一期作 第二期作 
農作別 

日期 錯開 日期 錯開 

播種 2 月 1 日~2 月 25 日 25 日 7 月 9 日~7 月 28 日 20 日

浸田 2 月 26 日~3 月 22 日 25 日 7 月 12 日~7 月 31 日 20 日

整田 2 月 28 日~3 月 24 日 25 日 7 月 23 日~8 月 11 日 20 日

插秧 3 月 1 日~3 月 25 日 25 日 7 月 24 日~8 月 12 日 20 日

本田期間 3 月 1 日~7 月 23 日 25 日 7 月 24 日~11 月 30 日 20 日

收穫 7 月 5 日~7 月 29 日 25 日 11 月 21 日~12 月 10 日 20 日

本田 

灌溉日數 

120 天 

(含錯開日數 145 天) 

110 天 

(含錯開日數 130 天) 

備註：在輪區用水計畫之播種、插秧等錯開日數，以 15 至 20 天為原

則，如屬河水灌區可以延長，惟不超過 25 天為宜。 

資料來源：桃園農田水利會，2007。



 

表 5-6  石門農田水利會灌區農事耕作制度一覽表 
插秧灌溉計畫  本田灌溉計畫  本田灌溉計畫  

播種時期  整田時間 插秧時期  停水  期  
作  
別  起迄  

時間  
育秧

日期  
起迄  
時間  

起迄  
時間  

錯開

日期

起 起迄  
時期  

灌

溉

日

數  

生

長

日

數

一  
期  
作  

2 月 1 日  
至  

2 月 28 日  
28 

3 月 1 日

至  
3 月 30 日

3 月 2 日

至  
3 月 31 日

30
3 月

2 日

6 月 30 日  
至  

7 月 29 日  
120 130

二  
期  
作  

7 月 7 日  
至  

7 月 21 日  
15 

7 月 22 日

至  
8 月 10 日

7 月 23 日

至  
8 月 11 日

20
7 月

23 日

11 月 10 日

至  
11 月 30 日

110 120

備

註
石門大圳放水日期： 2 月 1 日 7 時至 12 月 1 日 7 時止。  

資料來源：石門農田水利會，2007。 

依圖 5-8所示流程，桃園農田水利會計畫灌溉用水量，組成包括桃

園大圳(含 1 至 12-1 支線、蚵殼港圳、光復圳)、大漢溪流域及零星各

圳，以 2007 年資料為例，田間需水量(考慮輕黏土、粘質壤土、砂質粘

壤土及砂質壤土等各種土壤質地)分別是 39,391、2,403 及 572 萬立方公

尺，合計 42,366 萬立方公尺，如表 5-7 所示，加上輸配水損失(13%-50%

不等)，在水門需水量分別是 46,817、4,056 及 818 萬立方公尺，合計

51,691 萬立方公尺，加上幹支線輸水損失，總計 61,340 萬立方公尺。 

在石門農田水利會，考慮各種土壤質地(黏土 3,587 萬立方公尺、

粘壤土 10,401 萬立方公尺及砂壤土 3,420 萬立方公尺)下，合計 16 條支

渠(含員樹林支渠等)田間需水量 17,408.96 萬立方公尺，如表 5-8 所示，

再加上輸水損失(14.5%-20.7%不等)，在水門需水量總計約為 20,069 萬

立方公尺。 

考慮來自石門水庫之水源供給，以滿足桃園、石門農田水利會灌溉

需求，依據水庫實際長期運轉統計資料顯示(北區水資源局，2007)，如

表 2-7 所示，水庫原設計主要供水標的灌溉實際供水量，1964 年為

70,993 萬立方公尺，佔全部供水量 71,089 萬立方公尺之 99.87%，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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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給水僅為 95.4 萬立方公尺，居所有用水權重 0.13%，然而，隨著

桃園地區人口及工商社會經濟逐步繁榮發展，公共給水供水比重即緩

步推升，灌溉用水呈逐年下滑趨勢，如圖 5-9、圖 5-10所示，在 2006

年灌溉用水量為全部供水量之 45.14%，公共給水量佔 54.86%。 

 

作物需水量 

水文水源調整

土壤類別

作物種類

輪區用水計畫

及種植時間

各圳用水計畫

年度灌溉計畫

各支分線用水計畫

用水計算量

安排配水時間

輪配水損失

面積調整

圖 5-8  桃園、石門農田水利會灌溉用水計畫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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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石門水庫歷年供水變遷 

-111- 



 

表 5-7  桃園農田水利會各支線用水量 
稻作需水量 需水量 

 
圳/支線別 

輕 
粘土 

粘質 
壤土 

砂質 
粘壤土

砂質

壤土
合計

田  間
需水量

田間輸水

損失率

(%) 

水  門
需水量

1 支線 724 422 356 1,761 3,263 2,568 13 2,952
2 支線 480 3,677 246 1,120 5,523 4,496 13 5,168
3 支線 792 792 655 13 753
4 支線 1,379 58 287 229 1,953 1,556 13 1,789
5 支線  169 992 1,161 975 13 1,121
6 支線 223 591 279 1,093 900 13 1,034
7 支線 177 1,284 1,461 1,193 13 1,371
8-1 支線 301 301 242 13 278
8 支線 1,183 1,207 2,655 5,045 4,241 15 4,989
9 支線 1,082 203 637 377 2,299 1,923 13 2,210
10、11 支線  3,582 2,623 6,205 5,266 13 6,053
12 支線 684 1,263 1,713 3,660 3,067 13 3,525
蚵殼港圳  1,564 827 332 2,723 2,293 24 3,017
12-1 支線  376 376 309 13 355
光復圳  5,498 1,883 284 7,665 6,277 24 8,259
幹線直接 1,311 1,579 1,100 286 4,276 3,430 13 3,943

桃 
園 
大 
圳 

小計 8,336 19,222 8,579 11,659 47,796 39,391  46,817
溪洲圳  196 196 153 50 306
土銀圳  74 74 54 40 90
順時埔圳  48 48 38 40 63
月眉圳  153 153 119 40 198
十三張圳  146 146 114 40 190
二甲圳  114 123 237 180 40 300
石頭溪圳  304 643 947 718 40 1,197
公館后圳  40 40 31 40 52
隆恩埔圳  254 254 197 40 328
后村圳  767 192 111 1,070 799 40 1,332

大 
漢 
溪 
流 
域 

小計 - 767 684 1,714 3,165 2,403  4,056
新福圳 459 459 326 20 408
大安圳 21 99 35 155 110 40 183
大窠口圳  121 121 96 40 160
水礁圳  50 50 40 40 67
永豐圳   
公館圳   

零 
星 
各 
圳 

小計 480 - 99 206 785 572  818
總  計 8,816 19,989 9,362 13,579 51,746 42,366  51,691

資料來源：桃園水利會2007年灌溉計畫書。水量單位：萬立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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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石門農田水利會各支線用水量 

支線別 粘土 
粘壤土/植
壤土壤土

砂壤土 田間需水量
小給水路 

輸水損失(%) 
水門需水量

員樹林支渠 454.75 2,386.82 544.96 3,386.53 14.5 3,546.11

社子支渠 0 182.86 0 182.86 14.5 213.87

埔頂支渠 0 801.56 0 801.56 14.5 1,010.79

南勢支渠 0 204.86 0 204.86 20.7 239.60

東勢支渠 0 225.49 0 225.49 14.5 263.73

中壢支渠 0 874.43 0 874.43 14.5 1,022.73

平鎮支渠 0 210.36 0 210.36 14.5 246.04

過嶺支渠 2,967.49 0 0 2,967.49 20.4 3,728.00

山溪支渠 0 0 122.94 122.94 14.5 143.79

環頂支渠 111.10 1,401.02 311.94 1,824.06 15.5 2,158.65

高山頂支渠 0 185.61 0 185.61 14.5 217.09

山麓支渠 54.26 284.60 0 338.86 14.5 396.33

大金山支渠 0 236.48 0 236.48 14.5 276.59

繞嶺支渠 0 3,063.28 422.03 3,485.31 14.5 3,842.68

長岡嶺支渠 0 343.73 0 343.73 14.5 402.03

湖口支渠 0 0 2,018.39 2,018.39 14.5 2,360.69

合計 3,587.60 10,401.10 3,420.26 17,408.96  20,068.72

資料來源：石門水利會2007年灌溉計畫書。水量單位：萬立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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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石門水庫歷年灌溉用水、公共給水供水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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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灌溉方法 

灌溉方法(irrigation method)，係以人為方式灌水至田間供給作物成

長所需水量之方法。以目前台灣地區長年來廣為應用的灌溉方法，包

括有地表灌溉(surface irrigation)、噴灑灌溉(sprinkle irrigation)及滴水灌

溉(trickle irrigation)等三種，依其人力、財力、地形、作物等條件，選

擇適當灌溉方法施行灌溉。桃園及石門水利會灌區作物計畫標的是雙

期作水稻，採用灌溉方法為傳統地表灌溉方式中之埂間漫灌方式

(border irrigation)供水施灌。 

四、農作物種類 

從天然條件，如氣候與地形等觀點來看，農作作物耕種時序與制

度，每個地區都將有所差異，因此，就台灣各地獨特氣候類型型態，

中央氣象局早已通盤檢討與研究，在「農作物栽培應適地適作，並在

適宜氣候環境中，發揮最高生產潛力、減低生產成本」之原則，於 1981

年，以台灣地區 143 個觀測站農業氣候資料，訂出全台 9 個農業氣候

分區(郭文鑠等，1981)，該項之研究成果，也是中央氣象局充分應用台

灣農業氣候資源，長達將近 25 年，農業生產專業區之設置，各區農作

物安全栽培時序之擬訂及農業氣象預報分區等(曾文柄等，1984)，重要

憑藉。 

以中央氣象局所訂出分區結果而言，本計畫列舉之桃園及石門水

利會事業轄區，係分佈於 9 個農業氣候分區之西北區，適合水稻一二

期作及各項旱作物生長(曾文柄等，1984)，然而，由於受地形、水源、

農民耕種意願、飲食消費型態等等因素，事業轄區現況實際耕作種植

情形，本文清查結果，整理如表 5-9所示，如圖 5-11、圖 5-12所示。 

以最近 10 年(1997-2006)資料統計結果顯示(桃園縣政府，2008，

http://www.tycg.gov.tw/files/013/004-95年農林漁牧(表 4-1~31).xls)，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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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大致從 1997 年之 42,766 公頃，由於人口及工商社會不斷繁榮成

長，遂逐年滑落至 2006 年為 38,612 公頃，這種下滑變遷趨勢，反映在

其他各項農業耕種情形，亦是如此，如水稻耕作栽培面積，由於灌區

內消費飲食型態改變、設施栽培、有機栽培、市民農園及休閒農業的

發展，暨農機型式改變，整田、插秧、收割方法改變等等，是由 35,112

公頃降為 10,798 公頃，滑落較為明顯；桃園及石門水利會灌區灌溉地

面積(農田水利會聯合會，1998-2007)，分別由 25,983 公頃降為 24,597

公頃，12,239 公頃降為 12,206 公頃，整個桃園地區是由 38,222 公頃降

為 36,682 公頃。 

表 5-9  桃園縣歷年各項農業耕種面積統計 

灌溉地面積 
年 

份 

耕地 

面積 

稻作 

面積 
桃園水利會

灌溉地面積

石門水利會

灌溉地面積

桃園+石門會

灌溉地面積

普通

作物

特用 

作物 

蔬菜 

作物 

果品

作物

1997 42,766 35,112 25,983 12,239 38,222 249 1,265 3,385 661

1998 42,519 34,663 25,985 12,239 38,224 239 1,290 3,204 698

1999 40,305 31,479 25,967 12,239 38,206 228 1,343 4,252 671

2000 40,129 28,452 25,964 12,206 38,170 139 1,320 3,255 712

2001 39,754 26,449 25,933 12,206 38,139 111 1,284 3,116 732

2002 39,608 20,915 25,054 12,206 37,260 135 1,274 3,606 754

2003 39,370 10,574 24,749 12,206 36,955 144 1,284 3,457 763

2004 38,859 6,773 24,524 12,206 36,730 107 1,248 3,057 678

2005 38,778 12,396 24,597 12,206 36,803 98 1,204 3,157 692

2006 38,612 10,798 24,597 12,085 36,682 100 1,152 3,568 674

註 1.單位, 公頃. 

註 2.普通作物：甘藷、飼料用玉蜀黍、蜀黍(高梁)、食用玉蜀黍、紅豆、其他普通作物等。

註 3.特用作物：茶葉青、菸草、甘蔗、生食用甘蔗、落花生、其他特用作物等。 

註 4.蔬菜作物：竹筍、蘿蔔、甘藍、花椰菜、西瓜、其他蔬菜等。 

註 5.果品作物：香蕉、梨、柑橘類、番石榴、桃、其他果品類等。 

註 6.資料來源,除灌溉地面積係來自農田水利會聯合會(1998-2007)外,餘為 

http://www.tycg.gov.tw/files/013/004-95 年農林漁牧(表 4-1~31).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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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桃園縣各項農事耕種面積歷年變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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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桃園縣各項農耕作物面積歷年變遷(二) 

其他如普通作物，係指甘藷、飼料用玉蜀黍、蜀黍(高梁)、食用玉

蜀黍、紅豆、其他普通作物等，由 249 公頃減為 100 公頃；特用作物，

係指茶葉青、菸草、甘蔗、生食用甘蔗、落花生、其他特用作物等，

由 1,265 公頃減為 1,152 公頃；蔬菜作物，係指竹筍、蘿蔔、甘藍、花

椰菜、西瓜、其他蔬菜等，由 3,385 公頃增至 3,568 公頃；果品作物，

係指香蕉、梨、柑橘類、番石榴、桃、其他果品類等，由 661 公頃增

至 674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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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者是，各項農作物收穫在來自石門水庫優良水源灌溉下

成長，更經桃園縣政府長年來積極產銷輔導，不僅發展具本土特色，

也具有市場競爭力，建立起許多享譽全台、本土優質品牌之農特產品(桃

園縣政府，2008)，包括： 

1. 良質米(含芋香米、香米、長秈米等品種)，如：大園鄉農會壽

司米、新香米、越光米，日光大稻(桃園 3 號香米)，平鎮秈香

米、平農牌良質米，平農牌糙米、楊梅楊農米。 

2. 蔬菜(網室栽培) ：其中，大溪鎮中新里中寮島之大溪韭菜，更

具特色，目前耕種面積約 100 公頃，灌溉水源係引自大漢溪河

水(取水口於大溪橋上游約 100 公尺處)，經十三張圳輸配。大

溪韭菜經歷橘子苗圃、蘆筍、小黃瓜栽培變遷，並早已於 1986

年成立共同運銷，由政府輔導至今已近半世紀之久，規模堪稱

全國最大韮菜專業區，每年均有辦韭菜節系列活動，打響知名

度。 

3. 花卉(文心蘭、彩色海芋、草花、聖誕紅等) 。 

4. 茶葉(龍泉茶、椪風茶及武嶺茶)，如：大溪武嶺茶，楊梅秀才

茶，龜山壽山茗茶，平鎮金壺茶，龍潭龍泉茶、椪風茶。 

5. 瓜果(CAS、吉園圃認證，並具有產銷履歷農產品標章 TAP)。 

6. 綠/桂竹筍、仙草等等高經濟作物，如：大園鄉酸菜(心)、甘藷

麵及甘藷、大溪綠/桂竹筍、龍潭仙草茶等。 

而在中央政府農業發展政策與趨勢下，以及桃園縣政府五大農業

目標政策方向與原則，本研究區域地方政府(如縣政府或鄉鎮公所)的發

展規劃，包括如蓮花農場蓮花季、景觀花卉、觀光果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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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農業環境及生態保育用水之探討及規劃 

農業是所有產業唯一之綠色產業，在長年階段性農業施政目標

裡，早於 1982-1991 年「革新調整」階段，將「加強維護環境」已列為

主要政策目標，1992-1997 年「邁向三生事業」階段，農業生產、農民

生活、農村生態兼籌並顧，均衡發展，迄今農業永續發展『新農業運

動—台灣農業亮起來』願景下，農業施政推動目標--「全民分享、全民

參與」之「生產」、「生活」及「生態」三生機能維持，不難看出，農

業對國人生活、自然環境及生態保育，推動工作不遺餘力已超過 1/4

世紀。 

國人經常提及之生產、生活及生態三生農業，即是國際間所稱農

業多樣性機能(multifunctionality of agriculture)(OECD, 2001；蔡明華，

2002；Masumoto, 2003；ICID, 2006；Huang et al., 2006)，而對三生機

能維持或農業多樣性機能保持，當以農田水利會為秉承政府施政目標

所推展經營之農田水利事業莫屬。台灣地區各地農田水利會，依據統

計資料顯示，擁有灌溉水路長約 4.6 萬公里、排水路約 2.3 萬公里(農委

會，2004)，相當於環繞地球約 1.5 圈水路網，再加上廣大水稻種植面

積約 27 萬公頃(農委會農糧署，2007)，綿密灌溉水路網，輸送大量灌

溉用水，除對作物生產供給灌溉水源補充外，更是僅次於天然降雨，

提供國人生活遊憩綠色親水環境、自然生態環境維護，最普遍最大量

之人工措施，蘊含相當豐富之灌溉農業多樣性機能，如圖 5-13所示，

依國際灌溉排水協會中華民國國家委員會(2006)之分類，包括： 

1. 糧食面向，即國人常稱之生產機能：如穩定糧食生產、糧食安

全； 

2. 文化面向，即國人常稱之生活機能：如文化價值傳遞及社區促

進改善、實作經驗與教育以提升人性心靈； 

3. 環境面向，即國人常稱之生態機能，涵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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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境水資源層面之如蓄留洪水、防止山崩及土壤流失、安定

河川流量及地下水源補助； 

(2) 環境負荷減緩及消滅層面之水質淨化與有機污染物分解、淨

化空氣、氣溫調節； 

(3) 生態系統層面之生物多樣性維持、野生動物及遺傳基因保

護； 

(4) 景觀層面之特殊景觀維護、綠色空間及宜人自然景觀。 

 

資料來源：國際灌溉排水協會中華民國國家委員會，2006。 

圖 5-13  灌溉農業多樣性機能 

上述事實清楚地顯示，灌溉農業擁有內外在效益(internal/external 

benefits)，不僅是生產、生活及生態等三生機能兼具，更是國際上一致

肯定與確認，具有生產、經濟、環境、鄉村生活與社會發展等多樣性

貢獻(OECD, 2001)。 

由於國人生活品質提升，親水休閒遊憩機會日增，加以環境生態

維護及維持生物多樣性意識漸起，生態環境及保育用水之觀念與重要

性，逐漸受到重視，因為不僅攸關生物棲息環境與自然生態維護之基

本需求，對於未來水資源永續經營並維持社會經濟持續發展亦有其深

遠影響，因此，遂漸漸喚起專家學者對其定義或原則或量化等相關課

-119- 



 

題，開始投入研究與探討。 

翻閱相關課題之研究，大體上，台灣生態環境及保育用水算是處

於剛剛崛起之萌芽階段，即使是對國人生活、自然環境及生態保育推

動工作，已有長達 25 年之農業領域，也是僅止於定性上之闡述，鮮少

有定義或原則或量化成果，對此，以經濟部水資會「台灣地區水資源

開發綱領計畫」所載定義，堪稱較為具體，對保育用水定義為：「保育

用水為河川中維護水系生態環境、水域景觀之基本流量……」，明確得

知，台灣地區對於保育用水基本流量 (base flow) 需求標準是

0.135cms/100km2(經濟部水資會，1979)。 

儘管保育用水之定義範圍及基本流量需求標準，業已得知初貌，

不過，那也是僅止於對「天然河川」之基本流量、生態基流量及保育

用水三者，其定義、操作模式、差異性，整理如表 5-10所示，對應用

於農業範疇之生態環境及保育用水而言，仍是有待探討及規劃。 

表 5-10  生態基流量、河川基本流量及保育用水 

項目 
生態基流量 河川天然

流量 
保育用水量 

定義 

針對某一河川或河

川中欲保育物種，

推估求得維持該河

川或河川中欲保育

物種所需最低限度

之流量 

河川未受

各標的用

水 影 響

下，長年的

流量值 

針對河川各標的用水以人為操

作方式提供河川生物或河川中

欲保育物種所需流量 

操作

模式 
依資料推估量值 

無 
變動量值以模擬河川未受各標

的用水影響下之河川特性 

差異

性 

對於水中生物或保

育物種提供最基本

之流量需求 
- 

在不影響各標的用水需求下，

提供水中生物或保育物種所需

之流量，亦即提供近似於原有

自然河川流量特性之流量 
資料來源：水利署水規所(2005)。 

天然河川之「生態基流量」，依據汪靜明(2001)指出，流量對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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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生物多樣性維持具有決定性影響，而對維護河川生態系統穩定

與平衡的最小流量，即是。過去前人對於生態基流量之推估方法，多

針對天然河川為研究對象，甚少針對農田水利事業領域，尤其是灌溉

渠道為研究對象，僅見李源泉(2005)於乾旱時期，評估分析維護水田生

態基本用水量，唯仍是僅止於定性上方法論之研究與探討；童慶斌等

(2005)針對桃園農田水利會灌區，休耕農地停灌期間，以歷史流量法之

日平均流量法、Tennant method(Tennant，1976)等，進行幹渠生態基流

量推估。 

本計畫目的係探討農業環境及生態保育用水之規劃，既稱「農業

環境及生態保育」，那灌區水田(or 農地)自然為研究考慮範疇，因此，

擔綱由水源至田間之輸配水重責大任—幹渠，自是可以援引上述概

念，並進行探討之對象。 

國內外常用河川生態基流量推估方式，歸納整理如表 5-11所示，

包括歷史流量法(historic flow methods)、水理法(hydraulic methods)、棲

地評估法(bitat methods)及經驗法(empirical methods)等四種。 

表 5-11  生態基流量評估方式 
方法 分類 

年平均流量法(mean annual flow) 歷史流量法 
(historic flow methods) 日流量延時曲線法(flow duration curve) 

濕週法(wetted perimeter) 
水理法 

(hydraulic methods) 
濕週-流量關係曲線法 
(relationship curve between wetted-perimeter and flow)
溪內水流增量法 
(instream flow incremental methodology) 
棲地適合度曲線(bitat suitability curve) 

棲地評估法 
(bitat methods) 

物理棲地模擬系統(physical bitat simulation system) 
新英格蘭法 
日本水力發電事業集水區面積法 

經驗法 
(empirical methods) 

彈性調整水權法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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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流量法是根據過去流量紀錄決定河川之生態流量，此方法為

維持現況河川生態的最低限度發展(或稱可接受之程度)的流量，相當於

歷史流量內之低流量記錄，故一般採用河川年平均流量(mean annual 

flow, MAF)之百分比、日流量延時曲線法(flow duration curve, FDC)之某

個時間百分率(如台灣地區盛行以日流量延時分布曲線時間百分率

95%，所對應之日流量 Q95為河川生態基流量；Forlong(1994)亦曾建議

採用 Q96)，以及 Tennant 法(Tennant, 1976)。 

Tennant法(Tennant, 1976)係以年平均流量MAF為基礎，探討MAF

不同百分比的流量時，水域生態環境之表現狀態，用以訂定不同保育

標準之河川生態基流量。Tennant(1976)分析美國蒙大拿州、內布拉斯

加、懷俄明州內共 58 條河川鱒魚棲地環境狀況與水文條件關連性。

Tennant研判MAF之 10%流量是提供大部分水生生物渡過一段短期維生

棲地之最低限度流量(minimum instantaneous flow)，如表 5-12所示，此

時研究河段平均流況為水深 0.3 公尺、流速 0.25 公尺/秒；如果能維持

MAF之 30%流量則可以提供一個契合生態環境堪稱滿意之棲地條件，

稱為基流區域(baseflow regime)，此時研究河段平均流況為水深 0.45 公

尺至 0.60 公尺、流速 0.45 公尺/秒至 0.60 公尺/秒；如果可以提供高達

MAF的 60%之流量，則表示已經可以提供一個最佳之棲地條件。 

表 5-12  Tennant 所建議之不同流量表現值 
河川流量佔 MAF 百分比(%) 

流量表現程度 
枯水期 豐水期 

洪流沖刷或最高(flushing or maximum) 200 200 

最適範圍(optimum range) 60-100 60-100 

特優的(outstanding) 40 60 

優良的(excellent) 30 50 

良好的(good) 20 40 

尚可或惡化中的(fair or degrading) 10 30 

不佳或最低(poor or minimum) 10 10 

嚴重惡化(sever degradation)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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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理評估法基本理念為，生態功能與某項水理參數具相對應之關

係，藉由水理參數與流量關係之率定曲線，研判河川生態基流量，例

如呈現線性關係或某種正比例關係。研判標準取為率定曲線轉折點

(point of inflection)或標準值某個百分點，較為常用的為濕周法(wetted 

perimeter) 及 濕 周 - 流 量 關 係 曲 線 法 (relationship curve between 

wetted-perimeter and flow)等。 

棲地評估法是某個水理(環境)參數與建立實際生態需求之關聯，反

應出生態系在某種水理(環境)條件下之滿足程度，以水理模式計算或調

查研究河段，在各種流量下水理參數(如水深、流速)，以及其他重要棲

地因子(如覆蓋度、河床底質粒徑)，並配合標的物種對於棲地條件喜

好，估算各種流量下適合標的物種棲地面積。此方法包括美國漁業及

野生動物署(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USWFS)所發展，溪內水流增

量法(Instream Flow Incremental Methodology, IFIM)，棲地適合度曲線

(habitat suitability curve, HSC)及物理棲地模擬系統(physical habitat 

simulation system)。 

經驗法為目前簡單而常被採用之方法，如新英格蘭法(每 100km2

集水面積，需 0.55cms 流量)、日本水力發電事業集水區面積法(每

100km2集水面積，約需 0.1 至 0.3cms 之維持流量(中村俊六，1999))、

彈性調整水權法(考慮一年當中最枯水月份之環境條件，是生態環境所

能允許之最低保育條件)。 

由於至今對河川生態環境知識尚不周全外，各國河川性質差異及

同一河川上、中、下游生物作用與河川、集水區互動關係迥異，所以

河川流量變化對河川生態系影響程度實難予以精確界定，再加上，評

估適宜河川生態基流量需考量研究區域特性，實務使用情況下，受既

有資料、設計經驗、參考案例及人類用水量目標限制，往往難以訂定

絕對標準，遂常以最低容忍界限列為基本要求。因此，世界各國對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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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生態基流量評估法之適用性仍廣受爭議(Jowett，1997)，評估方法與

限制因子選擇，往往對河川生態基流量評定結果具相當程度之影響(李

載鳴等，2000)。 

因此，上述四大類評估方法中，水理評估法及棲地評估法，由於

需多元分析資料佐證，計算評估流程考慮層面複雜，需使用套裝軟體，

限制條件亦多，於高度經濟發展地區，河川保育用水量評估作業較傾

向採用後者，後者也為美國最廣泛使用者，至 1997 年止，美國有 38

州認可此方法，其中 24 州指定使用此法；歷史流量評估法以及經驗法，

因其使用之簡易性，在許多地區廣為使用(童慶斌等，2005；水規所，

2005、2006)，尤其是後者，端視專家經驗及相關團體間協調，即可訂

定。 

有鑑於此，本文擇以歷史流量評估法之日平均流量法(Orth et al., 

1990)、Tennant 法(Tennant, 1976)、台灣地區盛行之 95%超越機率流量

Q95、經驗法之新英格蘭法、日本水力發電事業集水區面積法(中村俊

六，1999)與經濟部水資會(1979)建議方法，嘗試探討石門水庫灌區農

業環境及生態保育用水。 

依據桃園、石門農田水利會分別是 2000-2007、2005-2007 年，實

際灌溉用水紀錄(桃園、石門農田水利會，2008)，剔除 2002-2004、2006

年一期作農田大規模停灌時期，桃園、石門農田水利會分別共有 220、

96 旬取用水資料，灌溉地面積分別是 24,597、12,085 公頃灌區農業環

境及生態保育用水，各項方法分析估計結果如下。 

超越機率流量分佈，分析結果繪製如圖 5-14  、圖 5-15  ，並整

理如表 5-13 所示，如Q5 桃園、石門農田水利會分別是 13.8719 及

7.2142cms，而台灣地區盛行之 95%超越機率流量Q95，分別是 1.5780

及 1.2908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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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平均流量法，依 Orth et al.,(1990)指出，採用 30%的平均日流量

當成該河川之生態基流量，是河川生態系統維持與穩定之最低流量，

爰此，從桃園、石門水利會平均日流量分別是 9.4505 及 4.7628cms，依

Orth et al.,(1990)建議，估得 2.8352 及 1.4288cms。 

表 5-13  桃園、石門農田水利會實際取用水量超越機率分佈一覽表 
超越機率(%) 5 10 15 20 25 30 35 

桃園會取水量(cms) 13.8719 13.4222 13.1091 12.7257 12.4724 12.1655 11.8800
石門會取水量(cms) 7.2142 7.0000 6.9424 6.0516 6.0000 5.8878 5.7802

超越機率(%) 40 45 50 55 60 65 70 
桃園會取水量(cms) 11.6462 11.3667 11.0958 10.5898 9.9940 9.2000 8.0768
石門會取水量(cms) 5.5232 5.1842 5.1130 4.9719 4.7512 4.3973 3.8856

超越機率(%) 80 85 90 95  
桃園會取水量(cms) 6.0126 3.2947 2.2219 1.5780  
石門會取水量(cms) 3.6270 3.2193 2.3204 1.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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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桃園農田水利會實際取

用水量超越機率分佈圖 

圖 5-15  石門農田水利會實際取

用水量超越機率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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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 5-12所示之MAF10%(最低限度)，進行Tennant法(1976)估算，

得 10%MAF分別是 0.9451、0.4763cms。 

經驗法之新英格蘭法，估得桃園、石門農田水利會分別是 1.3528、

0.6713cms；日本水力發電事業集水區面積法(中村俊六，1999)，求得

分別是 0.246～0.7379cms、0.1221～0.3662cms；經濟部水資會(1979)

建議方法，量化結果分別是 0.3321、0.1648cms。 

上述各項方法推估結果，整理如表 5-14所示，其中，日本水力發

電事業集水區面積法(中村俊六，1999)係以均值方式繪製，與其他方法

結果併同繪製如圖 5-16所示。 

表 5-14  石門水庫灌區農業環境及生態保育用水推估一覽表 

評估方法 桃園水利會 石門水利會 備註 

95%超越機率流量 Q95 1.5780 1.2908  

Orth et al.,(1990) 2.8352 1.4288  
歷史 

流量

法 Tennant 法(1976), 10% of 

MAF 
0.9451 0.4763  

新英格蘭法 1.3528 0.6713  

日本集水區面積法 0.246~0.7379 0.1221~0.3662  經驗

法 

經濟部水資會(1979) 0.3321 0.1648 本計畫建議採用值

備註 單位：cms 

由圖表顯示，兩大類 6 個評估方法分析結果大小差異不小，高者

其值 2.8352cms，小者僅 0.1648cms；大致上，歷史流量評估法都比經

驗法估算數值為高；歷史流量評估法又以 Orth et al.,(1990)最大，台灣

地區盛行之 Q95次之；經驗法估算以新英格蘭法較高，以經濟部水資會

(1979)所推薦方法數值最低，可見：無論是稱「農業環境及生態保育用

水」，或是稱「生態基流量」，抑或「最低維持流量」等，各機構或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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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者所持看法，乃見仁見智者。以歷史流量評估法而言，桃園、石

門水利會最低估算結果分別是 Tennant 法 (1976) 之 0.9451 及

0.4763cms，以經驗法估算而言，分別是經濟部水資會(1979)所推薦方

法之 0.3321、0.1648cms，爰此，無論如何，最少之農業環境及生態保

育用水量，本計畫建議桃園、石門農田水利會最低也要以經濟部水資

會(1979)所推薦方法之估算結果核計之。 

1.5780

0.9451

1.3528

0.49195

0.3321

2.8352

0.1648
0.24415

0.6713

0.4763

1.4288

1.2908

0.0

1.0

2.0

3.0

95%超越機率流量Q95 Orth et al.,(1990) Tennant法(1976) 新英格蘭法 日本集水區面積法 經濟部水資會

流

量
(cms)

桃園水利會

石門水利會

 

圖 5-16  桃園、石門會灌區農業環境及生態保育用水各項方法推估結果 

5-5  中長期農業發展用水需求推估 

「發展農業、建設農村、照顧農民」一向是我國農業施政之一貫

理念，其策略及措施，都隨著時代之變遷遂有階段性之調整，農業灌

溉用水管理政策，自也不能例外。 

水，是農業經營不可或缺之一種重要資源。為配合農業發展之需

要，台灣地區農業總計畫用水(包括灌溉用水、養殖用水及畜牧用水等

三項)目標，依水資源綱領計畫推估(經濟部水資會，1979、1985)，至

民國 110 年，每年維持在約 150 億立方公尺，並以不增加而維持零成

長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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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環境之時空變遷，行政院考量台灣地區因受限於水文及地形

地質之自然條件，水資源之開發運用至為困難，復以近年來社經快速

發展，民生及工業用水量急劇成長，用水需求已接近水資源供應能力

之上限，為避免水源供需失調影響國家整體經濟發展，遂於 89 年底建

議農業部門，在「糧食生產安全最小標準」範圍內，適度調整用水結

構，透過農業節水措施調度部分農業用水，以支援民生及工業用水需

求，因此，針對農業用水，核定民國 100 年農業用水量，如表 5-15所

示。 

表 5-15  行政院核定農業用水量 
 單位 :億立方公尺 

項目 
用水別 

86-87 年 
平均 

民國 100 年

用水 
節水目標 節水策略說明 

高標 131.86
中標 122.21

灌溉用水 106.32 
低標 106.32

配合其他標

的需求及因

應乾旱實施

節水。 

水田灌溉具三生功能，未

來以高標為營管目標，維

護水質水量，兼顧生態用

水。枯水期及缺水地區採

節水措施，支援其他用

水。 

養殖用水 14.72 10.04 4.68 
減少魚塭面積及推廣循環

用水，減少地下水抽取

量。 

畜牧用水 1.16 0.98 0.18 
配合產業調整及環境衛生

考量，逐年減少用水。 
高標 142.88
中標 133.23

合計 
 

122.20 
低標 117.34

4.86 

 

資料來源︰農委會(2000) 

亦即，在考量農地休耕情形下，核定農業用水持續維持「低標用

水」，即在「平水年」農業用水總量為 117.34 億噸，其中灌溉用水量為

106.32 億噸、養殖用水 10.04 億噸、畜牧用水 0.98 億噸。 

基於生態環境維護之考量，為兼顧水田灌溉對生態環境之保育功

能，經推估台灣地區各農田水利會灌區在不休耕、不缺水之正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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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其總需水量為 131.86 億噸，即所謂為「高標灌溉水量」。行政院並

於 2000 年同意以「高標灌溉水量」作為灌溉取水設施之建設目標，俾

於豐水期充分取河川水源灌溉農地，發揮水田維護農業生產、自然生

態及農村生活等之三生功能。 

為求農業用水永續經營，行政院同時於 2000 年規劃農業用水於民

國 100 年以年總用水量 117 億噸為目標。 

然於 2005 年，為配合全國總用水量不再增加之目標，行政院農委

會再次調整農業目標用水量至民國 100 年，除養殖及畜牧用水依照行

政院指示節水外，灌溉用水行政院雖同意持續維持原有水量不予增

減，經檢討主要農業生產開發區域，均位在有灌溉蓄水設施區域，例

如桃園、石門、新竹、苗栗以及嘉南水利會，該等區域內單位用水效

率極高，灌溉用水量幾無調降空間，且若貿然調降恐對該區域生態環

境造成衝擊；而東部地區多屬河川引灌，以往農業灌溉單位用水量偏

高，如加強灌溉管理設施，則灌溉用水量可適度降低。 

全國農田水利會所掌控之農業用水就地區性及時間性考量後，民

國 100 年農業灌溉用水量可降為 100 億噸；有關農業用水中，灌溉、

養殖及畜牧用水之中長程用水量估計如下表 5-16所示。 

因此，農業中長程用水量估計，將於民國 100 年以年總用水量

111.02 億噸(包含灌溉用水 100.00 億噸，養殖用水 10.04 億噸，畜牧用

水 1.16 億噸)為目標用水量。所以，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即桃園及石門

水利會灌區，農業用水中長期政策目標，依據行政院核定版本，初步

推估分別是 5.4 億、2.1 億噸，如表 5-17所示。 



 

表 5-16  農業中長程用水量 
 單位:億噸 

類別 
近年平均用水

(84-92 年平均) 
行政院核定 

民國 100 年用水

100 年目標

用水總量 
節水目標 

高標 131.86 
中標 122.21 

灌溉 
用水 

111.92 
低標 106.32 

100 

加強台東、花蓮

等水利會灌溉

管理，降低灌溉

引用水量，節約

6.3 億 
養殖 
用水 

14.72 10.04 10.04 4.68 

畜牧 
用水 

1.16 0.98 0.98 0.18 

高標 142.88 
中標 133.23 合計 127.80 
低標 117.34 

111.02 10.86 

資料來源︰農委會(2004)。 

 

表 5-17  桃園及石門農田水利會中長期農業用水需求一覽表 

水利會別 
行政院核定 

民國 100 年用水量 
民國 100 年 
目標用水量 

桃園農田水利會 54,000 萬噸 54,000 萬噸 
石門農田水利會 21,000 萬噸 21,000 萬噸 

總計 75,000 萬噸 75,000 萬噸 

再依據中長期農業政策發展目標，桃園及石門水利會灌區作物、

土壤、氣候、輸水水路等立地條件，本文將從灌溉學理、灌溉實務上，

以及國內外所推薦之灌溉用水量計算公式，進行農業灌溉用水需求之

探討與推估。 

方 法 論 (methodology) 上 ， 由 上 而 下 (top-down) 及 由 下 而 上

(bottom-up)乃灌溉用水分析計算課題常用之兩個方法。由下而上，即是

由田區最末端，按各輪區作物、土壤、氣候、輸水水路等立地條件之

需求，一個田區一個田區計算，由田區往上游依序是，小、中給水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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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線，支線，幹線，引水渠，取水地點，一一累計，得到該系統灌溉

所需要水量，亦即是一般所稱之灌溉計畫；而灌溉配水之實施，乃由

灌溉管理人員據以編妥之灌溉計畫，由上而下依序配水施灌。 

依由下而上方式，累計所得系統灌溉用水量，在國內外灌溉學理、

灌溉實務上，處處可見(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美國土木工

程師學會), ASCE, 1990, 2005；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聯合國糧食與農業組織), FAO, 1977、1989、1998；國際

灌溉排水委員會, ICID, 1994；中國農業工程學會，1990b；施嘉昌等，

1984b)，基本上，灌溉用水計算是以「需水量為分子，用水效率(包括

水源操作管理、輸配水、田間分佈等)為分母」之型態，類似如(5-1)式，

予以分析計算， 
n

i i
i=1
n

i

i=1

A D
Q=

Loss
1- ( )

100




··············································································· (5-1) 

式中，D：灌溉水深(公厘)。下標 i 係指田區。 

(5-1)式之含意為在灌溉系統所轄下，每一田區 i 對應之面積(A)、

水深(D)、輸水損失(Loss)，逐一計算並累積所有田區 n，即得系統灌溉

用水量。 

灌溉用水量估算公式，近年來由於屏東及高雄農田水利會水權登

記爭議糾紛案例，引發諸多機關投入檢討與修訂，包括： 

經濟部水資源局(2001)，於 2001 年 12 月 14 日以經(90)水字第

09020224500 號函，在訂頒「地面水水權/臨時用水登記申請須知」後

附錄十及附錄十一所示公式，分別如下， 

附錄十公式(經濟部水資源局，2001) 

Loss100

100

T

24

IR

A
Q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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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每日引用水量(cms/日)。 

IR：灌溉率(irrigation rate, IR, 單位：公頃/cms)。 

T：每日用水時間(時)，使用抽水機者，不超過 20 小時為原

則。 

Loss：輸水損失率(%)，不超過 10%為原則。 

附錄十一公式(經濟部水資源局，2001) 

上限：Qmax＝QFmax×A＋140×L ····················································· (5-3) 

下限：Qmin＝QFmin×A＋140×L······················································ (5-4) 

其中，Qmax、Qmin：分別是灌溉用水量上、下限，單位立方公尺/

日。 

QFmax、QFmin：考量節水率(%)之各類作物田間灌溉用水量

上、下限(立方公尺/日/公頃)。 

140：單位渠道輸漏水損失水量，單位立方公尺/日/公里。 

L：輸水渠道長度(公里)。 

農工中心、聯合會(2004)針對水權爭議，提出合理灌溉用水量計算

公式， 

LWS

1 100
Q Q A Q

IE 100-Loss
    引用水量 田間所必需水量 ····································· (5-5) 

式中，Q田間所必需水量，各類作物建議值如表 5-18所示； 

IE：田間灌溉效率，旱作採用 60%，水稻採用 78%(施嘉昌，

1975；施嘉昌等，1984a)； 

QLWS：水源操作之運轉損失水量及洩洪水量，尤以水庫水

源；其他定義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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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8  各類作物田間所必需水量建議值 

作物別 
田間所 
必需水量 

作物別 
田間所 

必需水量
作物別 

田間所 
必需水量

水稻一期作 183.3 馬鈴薯 20.2 香蕉 22.3
水稻二期作 183.8 葡萄 38.1甘藍菜 16.1
甘蔗 甘蔗 44.2 豌豆 19.6 橄欖 16.7

小麥 37.3 洋蔥 26.0 柑橘 18.3
玉米 31.2 苜蓿 2.9 鳳梨 17.2
大豆 25.7 山蘇 125.0 荔枝 26.0
甘藷 18.9 青江菜 37.8 芒果 16.8
高梁 25.3 空心菜 157.0 紅龍果 12.4

雜糧 

落花生 27.0 芹菜 70.0 番石榴 21.8
茶 40.0 小白菜 67.0

深根果

樹 

文旦 100.0
菸草 37.1 

蔬菜

絲瓜 13.0 牧草 狼尾草 19.2
向日葵 52.8 西瓜 25.3 國蘭 22.0
胡椒 53.5 蕃茄 26.1 玫瑰花 5.5

特用 
作物 

蠶豆 17.8 

淺根果

樹 
酪梨 7.2

花卉

菊花 71.0
註：1.表列單位：立方公尺/日/公頃。 

2.全部作物皆以「…事業所必需…」，即以高標灌溉採計。 

資料來源：「事業用水合理用水量範圍之訂定總報告」(水資源局，1999)，p.49。 

淡江大學水資源管理與政策研究中心，於 2006 年再度受經濟部水

利署委託，重新檢討與修訂農業灌溉用水合理用水量範圍，意即針對

(5-2)式及(5-3)、(5-4)式上下限公式中，各項因子之檢討與修訂，包括

IR、T、Loss 及公式合併等等。換言之，針對上述所稱附錄十及附錄十

一所示公式，檢討與修訂結果分別是如上(5-2)式及如下(5-6)式。 

惟(5-2)式中灌溉率IR，各種土壤質地作物別檢討修訂結果，如表

5-19所示，輸水損失率為以水源為基準之分配%，如圖 5-17 所示，並

建議以各農田水利會灌溉計畫書所列之渠道損失水量計算之。 

(5-6)式中之ETo，係採用Penman Monteith Method (ASCE, 1990、

ICID, 1994、FAO, 1998)計算，如(5-7)式所示，(5-7)式依據 1999-2003

年氣象資料、水稻生育階段及其作物係數(crop coefficient)估算結果，

水稻蒸發散量參考值(公厘/日)，以本研究區域鄰近之台北、新竹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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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例，如表 5-20所示。(5-6)式中之PERC，係採用台灣省水利局設計規

範，如表 5-21所示。 

表 5-19  附錄十公式，灌溉率(各種土壤質地作物別)檢討修訂結果 
灌溉率(公頃/cms) 

土質 
粒徑<0.005 公厘

百分比(%) 稻作 甘蔗 雜作 
砂質礫土 0-3.3 55 165 220 
礫質砂土 3.3-6.6 175 525 700 
砂    土 6.6-9.9 280 840 1,120 
壤質砂土 9.9-13.2 400 1,200 1,600 
砂質壤土 13.2-16.5 470 1,410 1,880 
壤    土 16.5-19.8 580 1,740 2,320 
埴質壤土 19.8-24 680 2,040 2,720 
壤質埴土 24-30 780 2,340 3,120 
埴    土 30-36 860 2,580 3,440 
中 埴 土 36-44 940 2,820 3,760 
重 埴 土 44-54 1,080 3,240 4,320 
灌溉率為田間需水量=作物蒸發散量+滲透損失 
資料來源：淡江大學水資源管理與政策研究中心(2006)。 

供水者觀點

需水者觀點

供水者觀點

需水者觀點

 

資料來源：淡江大學水資源管理與政策研究中心(2006)。 

圖 5-17  附錄十公式，輸水損失率(各種土壤質地作物別)檢討界訂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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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  本研究區域鄰近之台北、新竹地區水稻蒸發散量 
站名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台北 3.82 4.45 5.02 6.01 6.53 6.93 6.65 5.79 6.01 5.79 5.81 5.05

新竹 4.20 4.62 4.75 5.67 5.51 6.32 6.54 5.21 5.69 5.81 6.71 5.96

資料來源：淡江水資源管理與政策研究中心(2006)。單位：公厘/日。 

LossA)PePERCET(Q o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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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作物基本蒸發散量參考值(公厘/日)； 0ET

PERC：地下水滲漏量(percolation)及滲流(seepage)損失量； 

Pe：有效降雨量； 

nR ：太陽淨輻射(MJ/m2/日)； 

：飽和蒸氣壓力線斜率(Kpa/℃)，如(5-8)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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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7.17
exp2504













 ································································· (5-8) 

 ：濕度常數(Kpa/℃)； 

2U ：距地面 2 公尺高之風速(m/s)； 

T ：溫度(℃)； 

da ee  ：飽和蒸氣壓力差(Kpa)； 

S：土壤熱通量(MJ/m2/日)。 



 

表 5-21  各種土壤質地滲透損失 

土質 
粒徑<0.005 公厘 

百分比(%) 
滲透 

(公厘/日) 

砂質礫土 1.6 150.000 
礫質砂土 5.0 43.636 
砂    土 8.0 25.000 
壤質砂土 11.6 15.915 
砂質壤土 14.9 11.505 
壤    土 18.2 8.791 
埴質壤土 21.9 6.849 
壤質埴土 27.0 5.229 
埴    土 33.0 4.040 
中 埴 土 40.0 3.158 
重 埴 土 49.0 2.449 

資料來源：淡江大學水資源管理與政策研究中心(2006)。 

逢甲大學營建防災中心(2006)接受農田水利會聯合會委託，提出灌

溉用水量計算公式， 

LWS
is

crop
'
in Q

E

1
A)PeWLSATPERCET(Q  ························· (5-9) 

式中，ETcrop：作物蒸發散量，計算如(5-7)式； 

SAT：使土壤飽和之預備水量； 

WL：為水稻湛水深度； 

Eis：灌區整體灌溉效率(%)，包含渠道輸水效率、作物有效

灌溉率和灌溉系統分佈效率等。 

上述灌溉用水量估算公式，大體上，除(5-1)式係灌溉學理、灌溉

實務上，常應用外，其餘都是因應水權爭議而提出計算公式，其適用

條件或特色，綜合整理如表 5-22所示。 

有鑑於逢甲大學營建防災中心(2006)所提出計算公式，即(5-9)式需

考慮土壤飽和預備水量、水稻湛水深、作物有效灌溉率和灌溉系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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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效率等因子，這些資料不易獲得，因此，本研究遂以(5-1)、(5-5)式(農

工中心、聯合會，2004)、(5-2)式修訂附錄十公式(淡江大學, 2006)及(5-7)

式修訂附錄十一公式(淡江大學，2006)，進行桃園及石門農田水利會灌

區，中長期農業灌溉用水量需求推估與比較。 

1. 所謂中長期，係界定在民國 101 年、110 年，在此期程，農業

灌溉用水需求是零成長。 

2. 計算範圍，桃園及石門農田水利會灌區分別是 24,597 公頃、

12,085 公頃。 

3. 依水利法所揭「…事業所必需…」，所以基本上，不計有效雨

量，若考慮有效雨量，則以 20 年第四枯水月法計之。 

表 5-22  本研究所述灌溉用水量估算公式適用條件或特色 
估算公式 適用條件或特色 

(5-1)式 
 按輪區作物、土壤、水路等立地條件需求，一

個田區一個田區由往上游累計，得系統灌溉所

需水量。 

(5-5)式 
(農工中心、聯合會, 2004) 

 以「…事業所必需…」，以高標灌溉採計。 
 因應水權爭議，提出灌溉用水計算公式。 
 考慮因子包括田間所必需水量、田間灌溉效

率、水源操作運轉損失水量及洩洪水量。 

(5-2)式修訂附錄十公式 
(淡江大學, 2006) 

 因應水權爭議，提出灌溉用水計算公式。 
 考慮土壤質地作物別灌溉率、每日用水時間、

輸水損失等因子。 

(5-7)式修訂附錄十一公式 
(淡江大學, 2006) 

 因應水權爭議，提出灌溉用水計算公式。 
 考慮因子包括作物蒸發散量以 Penman 

Monteith Method 計算、滲漏損失、有效雨量、

輸水損失。 

(5-9)式 
(逢甲大學, 2006) 

 因應水權爭議，提出灌溉用水計算公式。 
 考慮作物蒸發散量 ( 以 Penman Monteith 

Method 計算)、地下水滲漏及滲流損失、土壤

飽和預備水量、水稻湛水深、有效降雨量、灌

區整體灌溉效率等因子。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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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1)式所用資料，包括有：灌溉渠道系統基本資料檔 (即

tytbl1.dbf、smtbl1.dbf)，含水源別及幹支分線灌溉渠道系統及

輸水損失等參數資料；輪區別灌溉計畫基本資料檔 (即

tytbl2.dbf、smtbl2.dbf)，涵蓋系統代碼、工作站代碼、渠道輸

水損失、水稻田面積、旱作田面積、一/二期作插秧正常起訖月

旬、整田用水深、水稻灌溉水深、旱作灌溉水深等參數資料(省

水利處，1996-1998)。 

5. (5-5)式(農工中心、聯合會，2004)所用資料，包括有：田間所

必需水量(經濟部水資源局，1999)、各級渠道輸水損失、水稻

田間灌溉效率(施嘉昌，1975；施嘉昌等，1984 a)。 

6. (5-2)式修訂附錄十公式(淡江大學，2006)所用資料，包括有：

各種土壤質地作物別灌溉率(表 5-19)、各級渠道輸水損失。 

7. (5-7)式修訂附錄十一公式(淡江大學，2006)所用資料，包括有：

水稻蒸發散量(以表 5-20所示之新竹地區數據)、各種土壤質地

滲透損失(表 5-21)、有效雨量、各級渠道輸水損失等。 

依據上述灌溉用水量估算公式，桃園及石門農田水利會灌區，中

長期農業灌溉用水量需求推估結果如下，並整理分別如表 5-23、表 5-24

所示，及繪製如圖 5-18所示。 



 

表 5-23  桃園農田水利會灌區各估算公式中長期農業用水需求推估一覽表 

01桃園站灌區 35 1,687 49,328,453 42,877,365 93,514,240 78,420,210 149,383,797

02大竹站灌區 73 2,766 77,206,059 66,628,875 147,915,012 135,401,661 257,928,590

03大園站灌區 46 2,209 61,798,261 53,351,045 106,255,729 107,719,268 205,195,997

04草漯站灌區 53 2,293 66,158,432 57,390,000 95,197,292 85,881,361 163,596,651

05大崙站灌區 49 1,783 51,024,740 44,206,548 140,827,811 118,963,179 226,614,687

06新坡站灌區 30 1,374 36,432,504 31,178,328 70,433,059 68,328,622 130,160,184

07觀音站灌區 65 3,156 93,581,897 81,513,353 188,368,594 159,015,571 302,911,070

08新屋站灌區 70 3,366 98,751,251 85,879,667 206,946,139 180,140,912 343,153,039

09湖口站灌區 115 3,784 107,669,107 93,199,091 254,000,495 233,792,595 445,354,909

10大溪站灌區 24 996 31,941,348 28,132,644 74,255,043 62,082,732 118,262,297

11新莊站灌區 15 590 16,208,866 13,952,706 77,881,265 69,276,914 131,966,600

12海山站灌區 14 593 17,201,289 14,933,657 83,786,775 60,083,305 114,453,561

全會合計 589 24,597 707,302,208 613,243,280 1,539,381,456 1,359,106,329 2,588,981,383

灌區及其代號

輪區數

(5-1式
運用)

系統/輪區

面積(ha)

灌區需求水量(m3)

5-1式
(不計有效雨量)

(本文, 2008)

5-1式
(計有效雨量)
(本文, 2008)

5-2式修訂附錄十公式

(淡江大學, 2006)
5-7式修訂附錄十一公式

(淡江大學, 2006)

5-5式
(農工中心、聯合會,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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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石門農田水利會灌區各估算公式中長期農業用水需求推估一覽 

1 001001001員樹林支渠 74 2,544 59,235,321 50,408,436 110,049,347 98,531,268 198,624,474

2 001001003東勢支渠 4 164 3,458,949 2,851,985 7,921,966 6,030,676 14,651,970

3 001001006平鎮支渠 3 174 3,231,202 2,664,949 7,308,089 29,975,306 13,516,582

4 001001007山溪支渠 1 67 1,512,148 1,264,181 4,834,104 6,636,894 6,179,709

5 001001008山麓支渠 12 249 4,494,643 3,573,094 12,152,136 7,268,375 23,298,351

6 001001009環頂支渠 44 1,285 23,834,410 19,115,635 71,572,236 28,116,557 126,619,770

7 001001009002高山頂支渠 5 135 2,523,643 2,024,008 6,488,566 6,705,145 12,000,843

8 001001010湖口支渠 26 1,056 24,181,535 20,110,435 77,655,853 119,493,154 99,271,863

9 001001011繞嶺支渠 68 2,419 43,727,738 34,630,680 124,164,328 3,065,556 220,430,592

10 001001012社子支渠 5 133 2,804,372 2,312,139 6,572,970 62,812,030 12,156,951

11 001001013埔頂支渠 25 583 12,303,326 10,145,643 32,670,763 5,953,235 60,425,786

12 001001014中壢支渠 19 636 13,418,017 11,064,181 30,644,871 11,557,569 56,678,824

13 001001018過嶺支渠 63 2,039 49,498,670 40,997,473 102,979,112 7,547,174 240,880,538

14 001001020南勢支渠 5 179 3,146,309 2,594,860 7,233,701 109,348,588 13,378,997

15 001001022長岡嶺支渠 6 250 4,152,934 3,227,684 12,106,548 11,107,714 22,391,509

16 001001025大金山支渠 6 172 3,142,403 2,505,831 8,225,836 49,245,606 15,213,988

366 12,085 254,665,621 209,491,215 622,580,426 563,394,847 1,135,720,745全會合計

序號 灌溉系統及其代號

輪區數

(5-1式
運用)

5-1式
(不計有效雨量)

(本文, 2008)

5-1式
(計有效雨量)
(本文, 2008)

5-2式修訂附錄十公式

(淡江大學, 2006)

灌區需求水量(m3)

5-5式
(農工中心、聯合會, 2004)

5-7式修訂附錄十一公式

(淡江大學, 2006)

系統/輪區

面積(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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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  桃園及石門水利會灌區中長期農業灌溉用水量需求推估結果 

1. 以 5-1 式而言，桃園及石門農田水利會灌區輪區數分別是 589、

366。中長期農業灌溉用水量需求，不計有效雨量，分別約是

7.07 億立方公尺及 2.55 億立方公尺，若考慮有效雨量，分別約

是 6.13 億立方公尺及 2.09 億立方公尺。 

2. 以不計有效雨量、高標灌溉採計之 5-5 式(農工中心、聯合會，

2004)而言，中長期農業灌溉用水量需求，分別為 25.89 億立方

公尺及 11.36 億立方公尺。 

3. 以 5-2 式修訂附錄十公式(淡江大學，2006)而言，中長期農業

灌溉用水量需求，分別約是 15.39 億立方公尺及 6.23 億立方公

尺。 

4. 以 5-7 式修訂附錄十一公式(淡江大學，2006)而言，中長期農

業灌溉用水量需求，分別約是 13.59 億立方公尺及 5.63 億立方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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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綜合上述四個用水量估算公式，以 5-5 式所得結果最高，達約

為 26、11 億立方公尺，以 5-1 式估算結果最低，其中又以考慮

有效雨量算法最低約為 6.13、2.09 億立方公尺，高低差幅都約

在 4-5 倍。 

5-6  小結 

農業發展隨著主客觀環境背景變遷，農業灌溉用水政策也隨著各階

段農業發展政策，遂有階段性調整，即便在當前「健康、效率、永續

經營之全民農業」下，農業灌溉用水多年以來，一直是持續以往之零

成長為原則，因此，石門水庫供水區域當然也不能例外。所以，農業

用水中長期用水需求趨勢，即界定在民國 101 年及 110 年期程，在傳

統耕作制度、灌溉方法下，桃園農田水利會灌區 24,597 公頃，石門農

田水利會灌區 12,085 公頃下，本計畫建議最少分別約是 6.13 億立方公

尺及 2.09 億立方公尺(已考慮有效雨量)(表 5-25)，若搭配行政院核定

(2004)、農委會製定(2004)，以及目前實際取用水量(依據農田水利會聯

合會(2008)統計資料顯示，以 96 年為準，分別約為 4.10 億立方公尺及

2.39 億立方公尺(含水庫供水、埤塘集水及河川取水)，合計約為 6.5 億

立方公尺)，而桃園及石門農田水利會之農業環境及生態保育用水量(分

別為 0.3321 及 0.1648cms(以經濟部，水資會(1979)所推薦方法推估)，

換算體積，分別為 1,047 及 520 萬立方公尺。總計，石門水庫供水區域

中長期農業用水需求(含環境及生態保育用水)，在水稻雙期作之耕作制

度下約為 8.38 億立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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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5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目前實際及中長期農業灌溉用水需求 

項目 
行政院、農委會(2004) 

(民國 100 年用水量) 

實際取用水量 
(民國 96 年) 

本計畫建議(2008) 
(民國 110 年用水需求量)

桃園水利會 54,000 萬噸 41,031 萬噸 61,324 萬噸 

石門水利會 21,000 萬噸 23,929 萬噸 20,949 萬噸 

農業環境及

生態保育 

於豐水期充分引取河川

水源灌溉農地，發揮水田

維護農業生產、自然生態

及農村生活之三生功能 

- 1,567 萬噸 

合計 75,000 萬噸 64,960 萬噸 83,767 萬噸 

備註 

1.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2.實際取用水量資料(農田水利會聯合會，2008)。 
3.農業用水來源包括石門水庫供水、河川取水及埤塘集水。  
4.民國 110 年之農業用水需求量，係依輪區作物、土壤及水路等

立地條件並考慮有效雨量求得。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即桃園及石門農田水利會，基於農業用水中長

期政策目標及考量上位綱領計畫之目標與節水措施，建議部分灌區農

田轉作低耗水性高經濟作物之條件下，農業需水量可依行政院核定版

本，分別是 5.4 億噸及 2.1 億噸。上述所推估之農業用水需求量包括水

庫供水、河川取水及埤塘取水量，由於石門水庫之有效蓄水量目前僅 2

億多噸，石門水庫目前實際提供給桃園農田水利會、石門農田水利會

的灌溉水量依照灌溉計畫書之水量，平均每天約為 142 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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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供水區域水資源管理及協商機制之建立 

6-1  各用水標的協商機制與作業平台之規劃與建立 

石門水庫原規劃之供水標的為農業用水，近年來因社會經濟環境

的改變，石門水庫供水標的已為民生及農業用水並重。近年來因民生

及工業用水量之增加，使得在乾旱時期，石門水庫供水量可能無法滿

足供水區域各標的需水量，此時即需進行各標的用水之協商，以利水

資源調配。為使協商作業以互利推動，本計畫就各用水標的協商機制

與作業平台進行規劃，目前所研擬之協商作業平台共有4個方案，分述

如下： 

一、協商作業平台方案一 

北區水資源局現行供水協商會議為定期於上、下半年(每年6月及11

月)召開乙次，另視水情狀況不定期召集相關單位協商，與會成員主要

為用水機關及相關主管機關(如圖6-1)。其相關法令依據包括水利法第

18條、19條及20-1條；依水利法第20-1條之規定：「如依優先用水之結

果，致使登記在先之水權人受有重大損害時，由登記在後之水權人給

予適當之補償，其補償金額由雙方協議定之」。又經濟部考量調用農業

用水之水量時，因補償費用協議不成致生之爭議，訂定農業用水調度

使用協調作業要點，亦即用水調用協商由需調用水者(如自來水公司)

與被調用水量者(如農田水利會)，依農業用水調度使用協調作業要點進

行，惟目前因補償金通常無法預先列於移用單位之年度預算，將影響

協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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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北區水資源局供水會議協商作業平台組織圖 

(協商作業平台方案一) 

二、協商作業平台方案二 

近年來(2002-2006年)桃園地區因乾旱缺水，共有4次調用農業用

水。此外，自1999年921地震後，由於地質鬆動，使得颱風暴雨時入庫

流量挾帶泥沙，導致水庫水源混濁致淨水場無法處理而停水。以上事

件嚴重影響桃園產業及民生用水，因此桃園縣政府成立一水務會報(如

圖6-2)，由副縣長主持，水務局主辦，定期邀請北水局、桃園、石門農

田水利會、自來水公司、工商產業代表、主管機關代表前來會報水情

及需求狀況。該會報係以縣政府之立場，依災害防救法第4條及第8條

之規定辦理，以對轄區內可用水源與民生、產業用水之需求量作充分

了解與掌握，做為施政重要參考資料。其組織並非法定，而成員亦未

做權責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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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桃園縣政府水務會報之協調作業平台組織圖 

(協商作業平台方案二) 

三、協商作業平台方案三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面臨民生及工業用水逐年增加及乾旱時期石門

水庫供水量無法滿足各用水標的需水量時，即需進行各用水標的之協

商，參考歐洲(荷蘭、法、德)、美國及日本等先進國家在水資源開發營

運管理及與用水標的各機關之相互關係，均有一意見溝通平台，同時

也有水源分配及經費分擔原則及在缺水時之協調方式，也就是先進國

家在一流域水資源開發利用之各用水標的間，有一作業平台及協商原

則，於非正常水文年狀況下，如可用水源量無法滿足各標的用水需求

時，即可使用此已建立之作業平台及協商機制加以解決。 

依桃園地區產業之發展、人口成長率及石門水庫與周邊水源設施

之貯水能力判斷，將來桃園地區缺水機率很高，故各用水標的協商機

制與作業平台有其必要性。本計畫參酌歐美、日本及近年來協商狀況

擬定協商委員會(方案三，如圖6-3)之協商機制與作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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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規劃協商委員會之組織圖(協商作業平台方案三) 

四、協商作業平台方案四 

本方案(架構如圖6-4)係考量前述三個方案之優缺點後，將前述三

個方案予以整合，以兼具三個方案之優點，將可使未來協商作業順利

推動。本方案以北區水資源局為召集人，並提供水情資訊，以桃園縣

政府為共同召集人，以提供產業用水需求資訊，參加單位及人士，包

括用水機關、相關主管機關及學者專家、社會人士。而召集人、共同

召集人、秘書處、機關代表及學者專家之代表人員略述如下： 

召集人：北區水資源局局長，代理人副局長。 

共同召集人：桃園縣副縣長，代理人水務處處長。 

秘書處：設執行秘書1人，為有給職，負責資料彙整及連絡各機關

與專家學者參加。另各機關派專業人員1名，參加定期及

-148- 



 

臨時協商會前會議。 

機關代表：經機關授權之代表，並指定代理人，以利協商會議均

能順利召開。 

學者專家：由各機關共同推薦3~5人，津貼職，並指定工作項目。 

北區水水資源局 桃園縣政府

用水機關 相關主管機關 學者專家

台灣自來水公司

桃園農田水利會

石門農田水利會

新竹農田水利會

中 科 院

桃園煉油廠

秘書會議

協商會議

經濟部水利署

經濟部工業局

行政院農委會農田水利處

行政院農委會農糧署

新竹縣政府

台北縣政府

國科會

召集人 共同召集人
產業用水
需求資訊水情資訊

桃園縣政府

科學園區管理局

 

圖 6-4  規劃協商委員會之組織圖(協商作業平台方案四) 

五、各協商機制與作業平台之方案比較 

各協商機制與作業平台之組織架構、優點及缺點分別敘述如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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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各標的用水調配平台及協商機制方案 
方案別 組織架構 優點 缺點 

一 

以北水局為主體，自來水公

司代表家用及公共給水單

位，經濟部工業局代表工業

用水單位。 
桃園、石門、新竹三個農田

水利會代表農業用水單位。

經濟部水利署、經濟部工業

局、農委會農田水利處、農

委會農糧署、台北縣政府、

桃園縣政府、新竹縣政府為

相關主管或地方行政機關。

1.北水局是區域水源

調配營運機關，對水

情資訊最為敏感，在

協商時機最能掌握。

2.北水局是直接配水

之機關，協商結果之

執行最為快速。 

北水局是經濟水利署

所屬單位，自來水公司

及 水 利 會 為 用 水 機

關，調用水量主體為用

水單位可能導致水量

調度無法兼顧社會整

體之公平性。 

二 

以縣政府為主體，供水機關

北水局，用水單位為桃園農

田水利會、石門農田水利

會，自來水公司及桃園縣政

府為地方行政單位。中央主

管機關為經濟部、農委會。

另聘學者、專家、社會人士

代表3-5人組成。 

以桃園縣政府目前之

會報擴大編制，符合縣

政府主管轄區內各產

業及民生用水；縣內用

水協調由縣政府出面

協商，縣府可充分了解

水資源可用量及可擴

張之產業範圍。 

1.北水局之主管機關為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

會之主管機關為行

政院農委會、桃園縣

政府對北水局及水

利會沒有行政指揮

權。 
2.協商調配水源提供民

生及工商業用水，但

是調配水源所需費

用必須由用水機關

負責，但縣政府並非

自來水公司主管機

關，故難要求自來水

公司依協商結論執

行。 

三 

由北水局、桃園農田水利

會、石門農田水利會、自來

水公司、桃園縣政府、台北

縣政府、經濟部、農委會、

學者專家代表組成協商委

員會，下設幹事組，專司用

水及水情資料蒐集，提供委

員開會參考。委員會委員、

幹事人事任命程序，主掌權

限均法定明文規定，委員會

1.委員會委員為各機

關代表，具有機關權

益之代表地位。 
2. 幹 事 組 為 專 職 人

員，專司各標的用水

量調查分析研究，水

情資訊掌握，可定期

或臨時召開協商會

議。 

1.完成法令程序，曠費

時日。 
2.設置專業人員及辦公

室，必需編制人事及

雜 費 等 經 常 門 費

用，將增加政府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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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決議事項具有行政執

行公權力。 

四 

一、二、三方案之綜合方

案。由供水機關北水局及區

域工農產業、民生用水之地

方行政主管機關桃園縣政

府為共同召集人，而用水機

關及主管機關均派有授權

人為機關代表，並指派專業

人員為秘書，各項資訊先由

秘書會議進行溝通，再舉行

正式協商會議。 

兼具一、二、三案之優

點。而設有給職執行秘

書，可追蹤協商會議決

議事項。而秘書會議可

事先進行協調溝通，避

免機關代表協商不成

之困擾。並且可藉推動

期間籌措基金，一者可

支付調用經費，再者亦

可維持協商平台長久

運作。 

因組織架構較嚴謹，需

支付經常費用，必須先

以推動計畫方式來建

置，待建置完成後，其

調用水經費及平台運

作經費方有著落。(預
估四年2千萬元) 

針對上述4種方案，由於北區水資源局目前綜理石門水庫集水區水

文資料觀測，且已建置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可結合中央氣象局預報

資料、水庫蓄水狀況及降雨情形等，進行枯旱預警，對於水情狀況較

為敏銳，且屬水資源主管機關，仍宜由北區水資源局召開。然桃園縣

政府負責地方的產、農業、人口等規劃，主導整個地方的經濟建設發

展，亦需充分掌握整體水資源概況，因此建議未來石門水庫供水區域

之供水協調會議由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共同召集，相互瞭解未來發展

趨勢，使桃園地區整體水資源運用能更符合需求。 

五、調用農業用水機制 

調用農業用水之協商機制，應遵循下列規則： 

(一)若逢乾旱，需調用農業用水，應依照經濟部頒布之農業用水調

度使用協調作業要點辦理。 

(二)移用水者應依法負擔補償費。使用者付費為現在消費制度，如

農業用水移作他用應由移用者付費給農民。 

(三)水源管理單位應加強水源掌握，經由水源管理單位事先掌握水

情資訊，再由各種資訊計算水源量，以掌握水源。 

(四)加強灌溉管理優先調度使用農業用水，儘量避免公告停灌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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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桃園農田水利會和石門農田水利會，皆有良好之加強灌溉

管理制度，如缺水情況在農業可忍受情況下，儘可能透過加強

灌溉管理，以度過缺水難關，避免公告停灌。 

(五)公告停灌之發佈應與農作時機配合，由於水稻之生長，有各階

段成長之需水特性，若不符合其需水條件，則其收穫量可能會

減少，因此公佈停灌之時機要恰當，如插秧時間已過，才宣佈

停灌，秧苗無水可灌，其收穫一定會銳減。 

農業用水調度使用協商機制之流程如圖6-5所示，在期作前三個月

即開啟動農業用水調度使用協商機制，依水庫有效蓄水量、未來可能

入庫水量、其他水源可能水量、降雨量等資料，作乾旱指標及水源情

勢分析，再與各標的需水量做供需分析，若預期會缺水則啟動協商機

制。 

協商機制啟動後，首先考慮是否有調用農業用水以外之其他方

案，若需調用農業用水，則分析要調用水量與調用期間，再來調查是

否已插秧，不管是否插秧皆需計算停灌面積與補償費，最後為協商後

執行調用水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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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農業用水調度使用協商機制 

6-2  水庫集水區保育、水庫維護及大漢溪流域管理機關權責

與其範圍檢討及釐定 

一、目前石門水庫集水區管理及治理機關權責 

目前我國之水利行政組織，不管在中央或地方，層級較低，不利

於水利行政工作的順利推行。另外，各項水利工作之功能分散在各部

會或機關，協調不易，疊床架屋，造成全方位水資源開發與保育之困

難。水資源之工作牽涉到林務局、水土保持局、河川局等各單位，造

成一條河川上、中、下游分別由不同單位治理，不易進行全流域整合

性規劃，影響治理功能與效率。而石門水庫集水區關係著土地資源、

森林動植物資源以及礦物資源等之管理與利用，尤其土地權屬複雜(公

私有地、原住民保留地等)涉及之法律規章範圍極廣，而主管機關又各

有不同。為使水庫集水區治理權責分工更為明確，經濟部於96年訂定

「水庫集水區治理權責分工暨有關事項處理原則」以推動集水區各項

治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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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經濟部「水庫集水區治理權責分工暨有關事項處理原則」規

定： 

(一)石門水庫管理機關為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二)河川野溪治理權責分工 

河川界點以上屬野溪，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以下簡

稱水保局)或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以下簡稱林務局)治理；以下

屬河川，由經濟部水利署(以下簡稱水利署)治理。其界點由經濟部與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會銜公告。 

(三)水庫集水區治理權責分工 

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有關水土保持工程，依業務權責及專長分

工治理及其監督主管機關（構）如下： 

1.水庫蓄水範圍(含保護帶)：由水利署監督，並由各水庫管理機

關(構)治理。 

2.國有林班地治理(不含蓄水範圍)：由林務局負責。 

3.上開二款以外之山坡地治理：由水保局負責。  

4.有關道路水土保持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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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國河川流域管理機關權責 

本計畫首先蒐集各國流域管理組織等相關資料，並配合石門水庫

供水區之主客觀條件進行檢討。再依據中華民國96年1月29日經授水字

第09620200600號令「水庫集水區治理權責分工暨有關事項處理原則」

所訂定，就河川野溪治理權責分工、水庫集水區治理權責分工、水庫

集水區治理協調機制、漂流木處理、水庫淤積浚渫，重新調整或整併

政府不同單位部門成立大漢溪流域管理局之可行性進行檢討，以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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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水庫集水區保育及水庫維護之工作有效進行管理之目標。 

有關歐美日本之水資源流域管理組織中，以荷蘭水利委員會及法

國流域委員會之組織為例，其成員由流域內水源供應代表、各標的用

水代表、地方行政單位代表、中央主管機關、產業界代表、社會人士

組成半官方事業公法人，而該委員會之組織委員代表之任命資格、程

序、名額保障及職權、行政管理、公權力行使等均以法律定之。以上

之做法，既不受政府公部門之行政約束，又與產業密切配合，是值得

參考之架構。 

各國流域管理組織可參考下表6-2︰ 

表 6-2  各國流域管理組織 

各國河川 
管理組織 

組     織 

荷蘭水利委員會 

Water District Board 

1.由省政府依法設立或廢止。 
2.水利委員會相關決議受省政府代表之監督。 
3.訂有水利委員會行動規章(Act on Water Board District)。
4.水利委員會組織包含會員大會、執行委員會與主席，其

中委員會主席由國王指派。 
5.由流域內水資源供應代表、各標的用水代表、地方行政

單位代表、中央主管機關、產業界代表、社會人士組成

之半官方事業公法人。 
6.水利委員會之組織、委員代表之任命資格、程序、名額

保障及職權、行政管理、公權力行使等均以法律定之。

法國流域委員會 

River Basin Committee 

1.依六大流域各設有流域委員會。 
2.決議受各級政府與各類團體之監督。 
3.各流域委員會訂有組織章程等相關規章。 
4.各流域包含行政部門(流域管理局)及立法部門(流域委員

會)。 
5.流域委員會由流域內水資源供應代表、各標的用水代

表、地方行政單位代表、中央主管機關、產業界代表、

社會人士組成之半官方事業公法人。 
6.流域委員會之組織、委員代表之任命資格、程序、名額

保障及職權、行政管理、公權力行使等均以法律定之。

7.組織之特色在辦理水資源發展與管理，建立公共部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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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益團體的分工與合作，達到水資源之均衡、均質、均

量之要求。 

美國田納西河 
流域管理局 

TVA 

1.屬公司型態因此可以擺脫官僚結構的束縛。 
2.決議受參議院之監督。 
3.董事會由總統提參議院任命，下設核電部、電力供應部、

火力與水力發電部、顧客服務與市場部、資源部等行政

部門等。 
4.TVA為一公營公司，其組織、職權、行政管理、公權力

行使等均需遵守公營事業相關法規。 
5.其特色在組合政府的權力、為公眾服務的動機，並配合

以公司追求利潤的彈性形式，發揮最大之經濟效益。 

德國水利會 

Wasser-und 
Bodenverbande 

1.依據聯邦農田水利法(Wasserverbandsgesetz)而強制設立

之公法人。 
2.只受聯邦政府的合法性監督。 
3.由邦法、各該水利會的自治章程規定細節內容。 
4.組織包括會員大會(最高權力單位)及執行理事會(負責管

理行政機構)，執行理事會成員由監督機構提名，由會員

大會或水利委員會的委員中選出。 
5.水利會會員為強制加入的法律關係，基於法律而強制加

入。因此依據利益原則強制加入之會員相當龐大，有些

高達五萬人以上。 
6.水利會之組織、委員代表之任命資格、程序、名額保障

及職權、行政管理、公權力行使等均已法律定之。 

日本水資源 
開發公團 

1.1961年完成水資源開發促進法及水資源開發公團法之立

法，並於翌年成立水資源開發公團(財團法人)。 
2.由內閣總理大臣(一部分權限委任國土廳長官)主持，依事

業目的分由厚生大臣、建設大臣、農林水產大臣及通商

產業大臣監督。 
3.公團事業在開工之前必須經過相關行政機關首長、都道

府縣首長及水源利用者間協議。 
資料來源︰我國流域水資源管理制度之革新，吳仁豪，2001 

綜合表6-2所列各流域管理組織，先進國家流域管理組織(或流域水

資源機構)依功能可分為決策協調、執行及諮詢等三類單位，其他各目

的事業單位與社會經濟發展規劃等主管機構，則分別辦理與水資源發

展相關配合事宜。區域水資源管理單位一般跨越地方行政區，而以河

川流域為單元成立河川流域管理局(River Basin Agency)，主管轄區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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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整體事務，或可以公共事業公司方式經管，負責水資源計畫之規

劃與實施，技術協助及資料處理與服務等工作；另設置河川流域委員

會(River Basin Council)，由區域發展規劃與各用水事業主管部之區域管

理機構首長、地方政府代表、社會公正人士及專家等組成，提供決策

諮詢。 

三、成立大漢溪流域管理委員會可行性 

依照職掌之設計，在中央之層級上，應依據水資源永續經營之理

念、水資源政策綱領之揭示以及水利主管機關執行業務有效性數方面

而加以考量，當涵蓋用水事權整合、流域經營整合、生態整合之三大

原則，用水事權整合也就是將目前分屬農委會之農業用水及經濟部之

民生及工業用水予以整合，以對珍貴水資源作經濟並且有效之統一利

用。流域經營整合原則乃基於我國目前水資源管理缺乏水系空間整體

觀念，致生無數之弊病，所作之結構再造。歐、美先進國家常將該國

重要河川從上游至中游、下游，乃至水系兩岸一定範圍內之土地，皆

由該流域管理局全權管理，如美國之田納西河流域管理局(TVA)。因

此，對於水系內任何問題之解決，均能做整體之考量，而非各地方政

府各自為政，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現象，為此水利署除整合原則下

之事權外，另可成立重要河川流域之管理局，如大漢溪流域管理局等。

至於現有之北、中、南之三區水資源局及第一至第十河川局則仍應維

持並適度予以加強。地方之層級上，配合地方制度法，可由水利署以

補助與協調方式，強化各縣市政府主管水利單位之組織與事權。 

目前我國現行有關水量運用及流域管理機制，依產生背景之不同

衍生出兩類不同之機制，一為由政府統籌管理流域水源水質水量之機

制，如台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委員會，另一為由政府代表與用水者共同

組成之機制，如濁水溪集集共同引水配水隊。又行政院在2001年8月2

日在屏東舊紙漿廠辦公室由前院長張俊雄揭牌成立「高屏溪流域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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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成為全國第一個以流域管理觀念成立之溪流專責機構。 

為了因應未來用水量的急速成長，及避免桃園地區面臨缺水危

機，桃園縣縣政府目前每個月固定召開「桃園縣水資源會議」，由副縣

長主持。本計畫根據「日本吉井川下游流域利用聯絡協議會」之會規

及組織內容(如附錄三)，草擬常設大漢溪流域委員會，委員會成員主要

包含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及農委會等)、調配用水單位、需水單位、縣

市政府及各相關單位代表等，來作為整合大漢溪上、中、下游整治、

管理及供水調配之協商平台，其主要之目的為： 

(一)有關涉及大漢溪流域之水源使用及調整方法等事項。 

(二)相關合理之使用大漢溪流域水源之方法事項。 

(三)有關大漢溪流域枯水時期水源調整之實施及連絡體制之確立事

項。 

(四)有關大漢溪流域緊急備援用水之實施及連絡體制之確立事項。 

(五)相關大漢溪流域堤防管理事項。 

(六)其他相關必要達成之事項。 
 

水系流域管理委員會之構想，本研究蒐集全國第一個流域管理委

員會－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執行計畫書暨設置要點(如附錄四)。將對

其組織架構及運作情形，提出分析，以作為成立大漢溪流域管理委員

會之參考。 

高屏溪上游旗山溪於89年7月13日受到不肖業者傾倒廢溶劑，嚴重

影響大高雄地區飲水水源及水質，引起大高雄地飲水問題恐慌，此事

件後，地方機關強烈建議中央成立專責機關整治高屏溪，由於相關工

作涉及經濟部、環保署、農委會、內政部及各地方機關，為搶時效，

經濟部決定先成立「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行政院在民國90年8月2

日在屏東舊紙漿廠辦公室由前院長張俊雄成立「高屏溪流域流域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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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成為全國第一個以流域管理觀念成立之溪流專責機構。 

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的組織編制如圖6-6。 

 

圖 6-6  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的組織編制 

高屏溪管理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關於高屏溪流域整體治理計畫之策劃、協調及追蹤管制事項。 

(二)關於高屏溪流域內重大開發經建計畫之協調、諮詢事項。 

(三)高屏溪流域內有關河川防汛之協調、推動事項。 

(四)高屏溪流域內有關污染及生態環境之防護、協調事項。 

(五)高屏溪河川區域內有關違法案件稽查、取締之執行、協調事項。 

(六)其他有關高屏溪流域管理及協調事項。 

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自90年成立迄今已逾7年，在業務的執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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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項問題： 

(一)經費問題：每年要在第七河川局預算內經費之使用，常有捉襟

見肘之感。 

(二)人力問題：雖有編列人員名額，卻無人力執行計畫。 

(三)機構定位問題：因無經費、人力、工作常由第七河川局執行，

委員會空有其名。 

石門水庫自民國53年開始運轉，迄今已逾44年，管理機構由石門

水庫管理局變為北區水資源局，在44年時間，石門水庫和大漢溪的管

理，在各方面如水庫的運轉、水土保持、環保問題都管理的很好。類

似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的任務也有「石門水庫及其水區整治推動小

組作業要點」，推動小組之任務為： 

(一)整治計畫之審查。 

(二)整治計畫推動之政策協調事項。 

(三)執行計畫及實施計畫之審查。 

(四)整治計畫執行之督導及管制考核。 

(五)各年度執行報告之審查。 

(六)整治計畫推動之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訓。 

(七)其他整治計畫推動事項。 

此外尚有石門水庫及其水區整治整治特別條例來確保石門水庫營

運功能，上游集水區水域環境之保育及有效提昇供水能力，保障民眾

用水權益。 

另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當初成立之目的，最主要在取締污染水

質的不法行為，因此有聯合稽大隊人員104位，在經費上是一大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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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漢溪上游水區及下游，都有治理、管理機關，在問題統合、

解決上尚很順利。 

(一)大漢溪上游集水區 

1.石門水庫管理機關為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2.河川野溪治理權責分工 

河川界點以上屬野溪，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以下簡

稱水保局)或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以下簡稱林務局)治理；以下

屬河川，由經濟部水利署(以下簡稱水利署)治理。其界點由經濟部與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會銜公告。 

3.水庫集水區治理權責分工 

水庫集水區保育計畫有關水土保持工程，依業務權責及專長分

工治理及其監督主管機關（構）如下： 

(1)水庫蓄水範圍(含保護帶)：由水利署監督，並由各水庫管理

機關(構)治理。 

(2)國有林班地治理(不含蓄水範圍)：由林務局負責。 

(3)上開二款以外之山坡地治理：由水保局負責。  

(4)有關道路水土保持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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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漢溪下游 

1.治理機關：經濟部水利署(第十河川局)。 

2.管理機關：台北縣政府、桃園縣政府。 

基於上述事實，單獨成立大漢溪流域管理委員會尚不緊迫。 

民國97年9月連續3個颱風來襲，造成台灣各方面重大的損失，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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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政務委員蔡勳雄、經濟部水利署長陳伸賢到總統府，向馬總統報

告水患檢討，咸認治水事權分散，一條河被切成好幾段，分別由不同

機關主管，相當複雜，因此行政院考量成立「四大流域管理委員會」，

以「流域觀念」整合河川治理單位、統一事權，初期選定淡水河、大

甲溪、濁水溪與高屏溪試辦，大漢溪流域為淡水河流域的一部分，若

以流域觀念整合河系，大漢溪流域宜放入淡水河流域管理委員會內共

同管理。 

6-3  水資源利用效率評估之策略與方法研擬 

水資源利用效率的評估，一般可以水源利用率或缺水率來進行；

前者較適合於規劃新建水庫調蓄，以提高水資源利用之效率；而缺水

率則較適合評估在既有設施下進行聯合調度，以期降低缺水之風險，

提高水資源利用效率。以本計畫而言，主要在推求石門水庫水源能提

供之「穩定出水量」為若干，其中隱含若干缺水之風險，因此本計畫

擬以指標評估石門水庫水源供應供水區各標的用水可能之缺水程度，

藉由指標以評估缺水衝擊與水資源利用效率，一般常用之缺水指標如

下： 

一、缺水率(Deficit Rate)，此項指標可以顯示階段性水資源現況，適用

於水資源之規劃上，袁倫欽(2001)曾提到缺水率之定義為某一時期

之缺水總量除上同一時期內計畫需水量之百分比，公式如下(6-1)

式所示： 

DR= 100%
各標的年缺水量

各標的年計畫供水量  
(6-1)

二、缺水指數(Shortage Index)，缺水指數是由美國陸軍工兵團之水文工

程中心所創，缺水指數簡單表示方式說就是缺水率平方；缺水指數

越低，並不代表每時期之缺水率或缺水量越低，而是代表每時期之

缺水率較為平均，因此缺水指數適合作為水資源系統規劃，並可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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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長期缺水狀況，公式如下(6-2)式所示： 

 
2N

1iN
100

2N

1iN
100SI 





 








年缺水率

年需水量
年缺水量

年
 

(6-2)

SI為無因次單位，式中，N為分析資料年數。可將定義推廣如下(6-3)

式所示： 

2N

1i36N
100SI

2N

1i12N
100SI





























旬需水量
旬缺水量

旬

月需水量
月缺水量

月

 

(6-3)

Nm、Nt分別為分析資料總月數以及分別為分析資料總旬數。 

三、缺水率指標(Deficit Percent Day Index)，日本水資源開發公眾參與

團之缺水率指標，其公式如下(6-4)式所示： 





m

1i
]iCDDi[DDRDPD
 

(6-4)

式中， 為該年日缺水率指標(單位：% day)； 為該年內缺

水期日數；

DPD

DD

m

iR 為該年第i次缺水期之期平均日缺水率； 為

該年第i次缺水期之連續缺水日數。 
iCDD

四、通用缺水指標(Generalized Shortage Index)，藉由缺水指標為後人提

出修正，如徐享崑等人(1995)所提及GSI缺水指標，首先，利用缺

水百分日指標之DPD值，藉此推導為下式(6-5)所示。 


 


N

i iDY

DPD

N
GSI

1

2)
100

(
100

 
(6-5)

式中，N為記錄水文年數；DPD 為第 i年之日缺水率指標加總；

為第i年之天數(365天或366天)。上述通用缺水指標中，若需求量

為固定值時，則GSI值等於SI值，如(6-6)式所示，且SI缺水指數

可視為每一年缺水率乘上其在所有年度中所佔之權重。 

i i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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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1i

m

1i
日需求量

日缺水量

日需求量
日缺水量

m

1i)(日缺水率DPD
 

(6-6)

在前述4種指標中，在模擬堰及水庫之供水方面，一般常用的美國

陸軍工兵團之缺水指數(Shortage Index，SI)作為主要指標，因此，本計

畫將採SI為缺水指標進行計算。 

缺水率與可發生缺水次數之關係可整理出如表6-3所示。 

表 6-3  缺水率與可發生缺水次數之關係 
缺水率 100％ 90％ 50％ 20％ 10％ 

可發生次數上限
100

n

 81

n

 25

n

 4

n

 1

n

 

由上表6-3可知各缺水率可容許發生次數為資料年數除以缺水率之

平方，而其中以平均10％缺水率之可容許發生次數恰為樣本空間之大

小。而滿足SI=1之各年缺水率則以上述之各缺水率之可發生次數上限

為包絡線，而有各種排列組合。以樣本空間100年為例，缺水率100％

僅容許發生一次且其它99年必須完全滿足供水；缺水率50％僅容許發

生4次且其它96年必須完全滿足供水；同理，缺水率20％僅容許發生25

次且其它75年必須完全滿足供水；缺水率10％則容許發生100次，或者

說缺水率50％發生4次與缺水率20％發生25次是等效的。 

一、各標的需水情況模擬 

本計畫各標的需水模擬，其取水系統示意圖，如圖6-7所示，其水

源運用系統說明如下： 

(一)水庫本身限制 

石門水庫設計最高洪水位標高250.36公尺，而大壩安全容許之

最高水位為251公尺，最高蓄水位標高245公尺，原有效容量約2.37

億立方公尺，最低蓄水位195公尺，模擬時需考慮水庫是否滿庫溢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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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水庫是否會空庫。 

(二)三峽河取水限制 

大漢溪流域主要支流三峽河設置一抽水站，平均每日可取水量

約為15至20萬立方公尺，可補充石門水庫原水量之不足，該水質佳，

但可取水量隨集水區降雨情形變化甚大，豐枯水期差異性頗大，最

大取水量約每日53萬立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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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門 電 廠

後   池   堰

農 業 用 水機 關 用 水

中山研究院

公   共   用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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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淨水場 (12 萬CM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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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台   水    庫

集水面積  334.5 km2

年逕流量  6.3 億m3

有效容量  1.96億 m3

集水面積  763 km2

年逕流量  14 億m3

有效容量  2.33 億 m3

石   門   大    圳

桃      園     大     圳

鳶  山   堰

與後池堰間

集水面積 78 km2

農 業 用 水公 共 給 水 機 關 用 水

中山研究院
中油公司

大湳淨水場供水
能力 30 萬CMD 
(其中桃園大圳 

5 萬、鳶山堰 
25 萬 )板新淨水場

供水能力 120 
萬 CMD

 三  峽  堰 

集水面積 113 km2

注  入  淡  水  河

三  峽  河

大

漢

溪

平鎮淨水場第

二原水抽水站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2003) 
資料更新：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圖 6-7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取水系統示意圖 

(三)輸、淨水損失 

由於水源自取水至淨水之過程，會因設施之狀況或技術問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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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相當程度之損失水量，大漢溪水源取水輸送系統包括大漢溪河

道、桃園大圳及石門大圳，所考慮之輸水損失及處理損失說明如下： 

1.自石門大圳送至石門淨水場之輸水距離較長，因此本計畫分析

時考慮12%之輸水滲漏損失。 

2.龍潭淨水場於三坑子設抽水站自石門水庫大圳抽取原水，由於

三坑子站距石門水庫較近，水量經石門大圳之輸送時間短，因

此本計畫於分析時將不考慮其輸水滲漏損失。 

3.平鎮淨水場由後池堰抽取原水，並由專管輸送，本計畫於分析

時將不考慮其輸水損失。 

4.大湳淨水場有2水源取得方式，其中優先使用桃園大圳取水口

取水(上限每日5萬立方公尺)，進水口設於桃園大圳右岸，不

足量再由鳶山堰經輸水管路加壓送至大湳淨水場(上限每日30

萬立方公尺)。桃園大圳歲修或旱期農業限水時，則全由鳶山

堰取水。由桃園大圳直接取水部分考慮10%之滲漏損失，而由

鳶山堰加壓送水部分不考慮輸水損失。 

5.板新淨水場原水由鳶山堰及三峽堰抽取。三峽堰設計最大抽水

量為每日53萬立方公尺，全部送板新淨水場處理。鳶山堰原水

每日25萬立方公尺優先送大湳淨水場，其餘水送板新淨水場。

由於板新水廠之水源係自鳶山堰及三峽堰專管加壓輸送，亦不

考慮漏水損失。 

綜合以上，大漢溪水源取水輸送系統所考慮之輸水損失茲依各

水場出水能力佔系統總出水能力之比重，推估本水源系統之原水輸

水損失率為1%；另淨水損失依前述原則採5%計，本水源系統之輸

淨水損失率為6%，即大漢溪供水地區之清水供水量等於大漢溪原水

供水量乘於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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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蒸發損失 

於本計畫中考量真實操作情況，將石門水庫蒸發量納入考量，

使用表6-4之蒸發量進行模擬。 

表 6-4  石門水庫蒸發量統計表 
單位：mm/日(月平均)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蒸發量 0.40 0.65 0.42 0.55 0.91 0.95 1.02 1.08 0.60 0.79 0.67 0.62
資料來源：北區水資源局，石門水庫95年運轉資料。 

(五)生態基流量 

為維持河川正常之機能與環境，石門水庫之放流量標準，茲參

照日本之生態基流量標準，以每100平方公里放流0.1~0.3秒立方公尺

水量估算，石門水庫集水面積763.4平方公里，考量其下游側入流量

及灌溉回歸水，其生態基流量採1.8秒立方公尺；另考慮後池堰至鳶

山堰間之側流量進入，復加生態基流量0.5秒立方公尺，模擬時使用

之生態基流量合計2.3秒立方公尺。 

(六)供水比例 

依北水處及水公司統計年報，整理台北及板新、桃園地區各月

供水比例如表6-5。 

表 6-5  台北及板新、桃園地區供水比例 

月份 

分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台北及板

新地區 
0.95 0.98 0.92 0.94 0.95 0.99 1.01 1.05 1.11 1.04 1.07 0.99

桃園地區 0.90 0.92 1.01 1.04 0.93 0.95 1.08 1.09 0.97 0.99 1.08 1.04
資料來源：參考經濟部水利署，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檢討評估暨新店

溪水源開發計畫檢討 
台北自來水事業處及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統計年報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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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庫運用規線 

採水利署於民國 96 年 5 月 28 日修正之M-5 規線，石門水庫規

線如圖 6-8所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0

205

210

215

220

225

230

235

240

245

250

月(月中)

水
位

(公
尺

)

上限

下限

嚴重下限

 

公共給水降低至 80%，
農業用水降低至 50% 

計畫配水量供水 

計畫配水量供水，為因

應可能之持續枯旱，得

預先協商配水量減供

圖 6-8  石門水庫修正後之 M-5 操作規線 

(八)計畫供水量 

桃園及石門地區之農業計畫用水量，依我國現行之農業用水政

策，農業用水以維持不增加為原則；石門水庫農業平均計畫用水之

需水量約每日141.53萬立方公尺。 

桃園地區生活及工業用水需水量係參考本報告第2~4章，民國95

年每日分別為79.55及45.34萬立方公尺，再加農業用水，合計每日

266.43萬立方公尺，民國110目標年民生及工業用水需求量分別為每

日82.1及54.02萬立方公尺，再加農業用水，合計277.65萬立方公尺。 

(九)營運操作原則 

依石門水庫現況操作方式，其蓄水位在下限至嚴重下限之間

時，並無實施限水作業，只當水庫蓄水位降低至嚴重下限以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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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降低公共給水計畫出水量至80%，而農業用水則降低至計畫出水

量之50%；在考量農業休耕之條件下，若模擬時發現該年已採行限

水措施水庫水量仍不足以負荷，如在一期農作期間發生空庫狀況，

則採行一期農業休耕(先考慮石門大圳灌區休耕)，再重新模擬該年

供水狀況。 

(十)大漢溪水源運用基本原則 

1.大漢溪水源由石門水庫與三峽河聯合運用。 

2.供水區內之供水標準，以缺水指數SI為評估因子。 

3.考慮輸水及淨水損失：大漢溪水源6%。 

4.考慮水庫蒸發損失。 

5.考慮河川生態基流量：三峽河溢流量、側入流量或水庫溢流量

滿足生態基流量，否則石門水庫將提供放水量滿足生態基流量。 

6.採用現行水庫操作規線：採用水利署於民國96年5月28日修正之

規線，含上限、下限及嚴重下限3條規線。 

7.水庫蓄水位降低至嚴重下限以下時，啟動限水措施。 

8.不考慮水庫發電契約。 

9.模擬期距：民國47~95年，共計49年。 

10.逐日模擬演算。 

11.大漢溪流域後池堰至鳶山堰有些許側流量，將評估納入考量。 

(十一)規線規劃模擬分析步驟 

大漢溪水源由石門水庫與三峽河聯合運用，需考慮石門水庫為

多目標運用水庫，及三峽河的支援運用，因此，模擬時所使用的連

續方程式如(6-9)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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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0+Qinflow-Eva-Qagri-Qpubi- Qstob 

Qstob= max{Qb- (Dbansin- Qsan) ,0} 

Smin≦S≦Smax 

Smin≦S0≦Smax 

Qinflow, Qagri,  Qpubi, Qsan, Dbansin≧0  

Qsan≦50(萬立方公尺/日) 

(6-9)

S為該時刻庫容，S0為前ㄧ時刻庫容，Smin為水庫呆水位庫容，

Smax為水庫最大庫容，Qinflow為水庫入流量，Eva為水庫蒸發量，Dis

為翡翠水庫限水折扣率，Qb為後池堰至鳶山堰側入流量，Qagri為石

門水庫農業計畫用水量，Qpubi為石門水庫生活計畫用水量，Qsan為三

峽堰取水量，Dbansin為板新地區計畫需水量，Qstob為大漢溪支援板新

用水量，Qftob為新店溪支援板新用水量。 

其中後池堰至鳶山堰側入流量推估乃依據三峽河實際觀測流

量，再針對兩水源流域之面積比進行推估，本計畫針對大漢溪水文

流量推估方式詳如表6-6所示。 

表 6-6  大漢溪水文流量推估式 

控制點 流量推估式 說明 

石 門 水 庫 

民國47年1月-51年12月： 高義站石門入流 QQ  15.1  

民國52年1月-53年 6月：   霞雲站石門入流 QQ 

民國53年7月-95年12月：   石門水庫歷史入流紀錄石門入流 QQ 

大漢溪石門水庫

天然入流量 

三峽流量站 

民國47年1月-81年12月：   站歷史紀錄三峽三峽流量站 )2(QQ 

民國88年1月-95年12月： 

三峽堰引水量站歷史紀錄三峽三峽流量站 QQQ  )2(  

大漢溪三峽堰天

然入流量 

鳶 山 堰 
三峽河流量站

鳶山堰石門水庫
三峽河流量站側流量 A

A
Q -

1 Q
 

大漢溪鳶山堰側

流量 
資料來源：參考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檢討評估暨新店溪水源開發計畫檢

討水源專題報告，民國94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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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國95年各標的需水情況的模擬結果 

本案例模擬民國95年各標的需水量之情況下，大漢溪水源系統包

括石門水庫水源供應量、三峽河流量及鳶山堰上游大漢溪側流量，其

中鳶山堰側流量以石門水庫至鳶山堰與三峽河流量之集水面積比乘以

三峽河流量獲得，另考量新店溪供應板新地區每日從0到10、20、30、

40及53萬立方公尺(清水)之需求下，以缺水率及缺水指數探討大漢溪水

源系統各標之用水風險。 

以民國95年之需水情況，不同方案之模擬結果，其年缺水特性如圖

6-9所示。由圖中可得知大漢溪水源系統，除民國57、64、81、90及94

年外，其餘各年均有缺水現象發生；而民國92年之缺水情形最為嚴重。

若新店溪不額外支援板新地區任何水量，民國92年大漢溪之缺水率為

36%；若新店溪維持支援板一工程完工之輸水能力(每日53萬立方公

尺)，民國92年之大漢溪缺水率將降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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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民國 95 年板新地區不同支援量下大漢溪年缺水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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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國95年之需水情況，不同方案模擬結果，各方案之缺水量、

缺水率及缺水指數如表6-7所示，由表中顯示，在民國95年新店溪不

支援板新地區供水條件下，大漢溪缺水指數(SI)為1.34；而若以板一

工程完工之輸水能力供應板新地區每日53萬立方公尺條件下，缺水

指數可降低為0.37。 

表 6-7  民國 95 年板新地區不同支援量下大漢溪的缺水量、缺水率及

缺水指數 

新店溪支援板新地區清

水量(萬立方公尺) 

缺水量 

(萬立方公尺/年)
缺水率(%) 缺水指數(SI)

0 7,065 8.77 1.34 

10 5,993 7.82 1.11 

20 5,025 6.91 0.90 

30 4,095 5.94 0.72 

40 3,247 5.00 0.54 

53 2,357 3.93 0.37 
註：分析資料期間：民國47~95年。 

民國95年板新地區不同支援量下大漢溪旬之缺水情勢，模擬結果

如表6-8及圖6-10所示。由圖表中顯示大漢溪水源系統用水主要缺水時

段為12月至翌年6月(34旬至翌年18旬)，其中又以1月~5月最為明顯。

且由表6-8得知，以民國95年之需水情況，各方案模擬之缺水情勢，

以11~13旬為最大缺水時期，其缺水率在新店溪不支援板新地區供水

之條件下，分別為37.0%、39.7%及37.3%。而若以板一工程完工之輸

水能力供應板新地區每日53萬立方公尺條件下，11~13旬之缺水率，

分別為17.7%、18.7%及17.4%。 



 

表 6-8  民國 95 年板新地區不同支援量下大漢溪旬缺水情勢 

旬別 
新店溪不支

援板新供水

(%) 

新店溪支援

板新10萬 
立方公尺/日 

新店溪支援

板新20萬
立方公尺/日

新店溪支援

板新30萬
立方公尺/日

新店溪支援

板新40萬 
立方公尺/日 

新店溪支援

板新53萬
立方公尺/日

1 18.9% 16.7% 15.8% 14.7% 11.5% 10.0% 
2 21.0% 19.9% 19.1% 17.3% 13.9% 12.2% 
3 24.3% 19.4% 18.1% 17.2% 15.1% 11.3% 
4 27.7% 22.8% 18.7% 16.7% 15.6% 12.3% 
5 29.7% 25.7% 21.3% 17.3% 14.2% 11.7% 
6 28.0% 23.9% 20.9% 16.4% 13.4% 11.0% 
7 31.7% 27.9% 23.9% 20.7% 16.6% 12.4% 
8 33.5% 30.6% 27.1% 23.6% 19.9% 15.7% 
9 34.9% 31.3% 28.4% 24.3% 20.3% 15.8% 
10 31.7% 28.6% 23.4% 20.7% 17.9% 13.5% 
11 37.0% 32.8% 29.3% 23.8% 20.3% 17.7% 
12 39.7% 36.4% 31.8% 28.2% 24.0% 18.7% 
13 37.3% 34.4% 32.2% 27.6% 22.8% 17.4% 
14 30.7% 28.3% 25.3% 22.6% 17.7% 13.4% 
15 24.4% 22.0% 19.9% 18.0% 16.8% 13.3% 
16 13.0% 11.7% 10.9% 9.8% 9.2% 8.4% 
17 9.1% 7.8% 7.0% 6.2% 5.7% 4.9% 
18 7.2% 6.5% 5.5% 4.7% 4.3% 3.7% 
19 7.0% 6.5% 5.5% 4.5% 3.7% 2.7% 
20 6.5% 5.7% 5.4% 5.0% 4.6% 4.5% 
21 10.1% 9.0% 6.7% 5.5% 4.7% 4.0% 
22 10.9% 9.9% 9.5% 7.9% 5.8% 4.5% 
23 8.1% 7.7% 6.9% 6.2% 4.1% 2.9% 
24 6.8% 6.0% 5.8% 5.3% 4.9% 3.3% 
25 3.8% 3.5% 2.9% 2.8% 2.4% 1.8% 
26 4.6% 3.9% 3.2% 2.1% 1.9% 1.1% 
27 4.0% 2.9% 2.5% 2.1% 1.0% 0.5% 
28 3.2% 2.9% 2.4% 1.9% 1.7% 0.8% 
29 3.7% 2.7% 2.0% 1.8% 1.5% 1.0% 
30 4.3% 3.8% 3.2% 1.9% 1.5% 1.5% 
31 5.3% 5.1% 4.4% 3.6% 2.3% 1.6% 
32 8.0% 6.4% 5.8% 5.1% 4.5% 3.4% 
33 10.5% 9.1% 6.0% 5.0% 3.9% 3.5% 
34 13.3% 11.8% 10.0% 7.4% 5.9% 4.5% 
35 15.1% 14.5% 13.5% 10.2% 8.0% 5.1% 
36 16.5% 15.5% 14.4% 12.3% 10.9%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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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  民國 95 年板新地區不同支援量下大漢溪旬缺水情勢 

6-4  石門水庫集水區水資源綜合開發暨聯合運用方案檢討 

開發水源宜朝多元化發展，除考量傳統之攔河堰工程計畫外，對

於海水淡化、水再生利用技術、地下水補注與回用等亦值得考慮，水

資源回收再利用技術是否能應用於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亦須納入水資源

開發方案中多方審慎評估；若經水資源供需情勢分析，既有水利設施

之供給水量與上述可能方案之搭配如仍不足以因應生活與工業需求之

成長，則後續仍有賴於規劃推動人工湖、離槽水庫等較大型之蓄水設

施，提供量足質優之穩定供水。依照經濟部水利署96年5月「台灣北部

區域水資源經理基本計畫」，目前石門水庫供水區域既有之水資源開發

及規劃中的計畫如下表6-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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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  桃園地區多元化開發與彈性調度措施與計畫方案 
措施 計畫方案 

近程 中庄調整池計畫 
近程 桃竹雙向聯通管工程 加強備援水源設施 
遠程 三峽河調整池工程 

確保石門水庫供水功能 近程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工程 
近程 板新大漢溪水源南調工程 

水資源調配 
近程 板新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 
中程 桃園海水淡化廠 

開發新水源 
遠程 高台水庫 

資料來源：台灣北部區域水資源經理基本計畫   
資料整理：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一、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計畫 

板新地區目前水源主要來自於大漢溪水源及三峽河水源，新店溪

水源為輔，未來板新地區之供水規劃將以新店溪為供應用水所需，大

漢溪水源(板新淨水場)則作為緊急備援系統。 

在實施新店溪及大漢溪水源「共同用水調度」機制以供應板新地

區用水並調整水庫操作方式。由表6-10顯示在民國95年之需水量條件，

則板新地區因一期工程完工，新店溪水源調度供應板新地區每日53萬

噸，每日尚有31萬立方公尺餘裕水量，必要時可南調供應桃園地區。

惟現有南調桃園供水管路輸水能力僅每日10萬立方公尺，擴建工程已

由自來水公司規劃「板新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含南北桃連通)工程」。

因此二期工程相關調度工程設施完成，新店溪及大漢溪水源採「共同

供水調度」機制聯合操作供水，板新地區民國110年需水量平均每日101

萬立方公尺如全額由新店溪水源供應時，原大漢溪供應板新地區每日

68萬立方公尺水源量，即可由石門水庫調蓄，經板新淨水場處理後南

調回供桃園地區，紓解桃園缺水問題，改善產業投資環境。惟若桃園

地區在科技工業群聚效應與眾多新興工業區開發計畫(考慮規劃及研議

中工業區之需求水量)下，如表6-10仍將發生每日15萬立方公尺之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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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是項需求缺口，現有水源量已不足調配，未來仍需規劃新水源因

應之。 

板新二期工程依上述調配策略研擬供水操作如下： 

(一)常態操作 

根據板新地區「共同調度供水」機制之規劃，北水處需將板新

地區之需求水量納入為常態供水需求內供應，依翡翠水庫水位與石

門水庫水位間之關係調配調度供應板新地區用水相關之操作規定。 

(二)枯旱年操作 

遇枯旱年時，由直潭淨水場及板新淨水場共同調度新店溪及大

漢溪水源因應，當水文情況不佳，必要時則再透過「區域水資源調

度機制」，由旱災應變指揮中心發布調度石門水庫農業用水，以因應

桃園、板新及台北地區不足用水。 

 



 

表 6-10  未來各目標年供需調配表 
 單位：萬CMD 

板一工程完成 
供 
水 
區 

項目 現況 
(92年) 

新店溪水源全

數支援板新地

區53萬CMD 

95年 100年 105年 110年 備   註 

需水量 239.6 239.6 268.9 263.0 268.0 271.0 
陽明雙溪水源 8.0 8.0 8.0 8.0 8.0 8.0 水

源

量
新店溪供應北水轄區 322.0 322.0 322.0 322.0 364.0 364.0 

餘裕水量 90.4 90.4 61.1 109.0 104.0 101.0 
支援板新地區水量 19.6 53.0 53.0 101.0 101.0 101.0 

台 北

地 區 

剩餘水量 70.8 37.4 8.1 8.0 3.0 0.0 

1.需水量係依趨勢中成長推估，其中含

支援淡水、汐止及深坑地區用水量現

況約萬，民國年約萬。 
2.水源量合計萬係以清水為考量，其中

考慮原水損失約。新店溪水源萬時。 
3.板二計畫完成後，在採用「共同調度

供水」機制下，可在保障原台北地區

用水權益下，將水源量提高為萬。 
需水量 82.9 82.9 90.0 93.0 98.0 101.0 

新店溪水源 19.6 53.0 53.0 101.0 101.0 101.0 水

源

量
大漢溪水源 68.0 68.0 68.0 68.0 68.0 68.0 

餘裕水量 4.7 38.1 31.0 76.0 71.0 68.0 
南調桃園地區水量 4.7 10.0 10.0 68.0 68.0 68.0 

板 新

地 區 

剩餘水量 0.0 28.1 21.0 8.0 3.0 0.0 

需水量 95.5 95.2 
116.0 

(135.0)
121.0 

(151.0) 
125.0 

(158.0) 
128.0 

(163.0) 
大漢溪水源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水

源

量
板新南調水量 4.7 10.0 10 68.0 68.0 68.0 

桃 園

地 區 

餘裕水量 -10.5 -5.2 
-26.0 

(-45.0)
27.0 
(-3.0) 

23.0 
(-10.0) 

20.0 
(-15.0) 

1.需水量係依趨勢中成長推估；中需水

量則為高成長，即趨勢中成長加規劃

及研議中工業用水。 
2.大漢溪供應農業用水維持萬。 
3.大漢溪公共給水水源量合計萬，係以

清水為考量，其中考慮原水損失計。 
4.現況大漢溪水源南調水量能力受限於

管線，最大為萬；為求靈活調度水

量，促使水源有效利用，其量提高為

萬。 
5.不足量時調度農業用水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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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計畫書

 



 

二、中庄調整池 

未來桃園地區用水需求之增供量，有板新二期、三峽河水源開發

等方案。此外，桃園地區的生活用水，現階段在颱風期間石門水庫之

高濁度原水供水問題，亦為待解決之要項，而高濁度原水供水之關鍵，

不在於水量而是水質，因原水濁度太高，超過淨水場之處理能力，所

以解決之道為設置調整池作為淨水場之備用水源，以目前之用地、水

量、水質之調查分析成果，中庄廢河道之區位符合作為鳶山堰生活用

水之大湳淨水場、板新淨水場之備用水源蓄水設施區位，所以中庄廢

河道可配合大漢溪之川流剩餘水源，以及石門水庫的庫容量，作為區

域備用水源之蓄水設施。 

根據目前進行之可行性規劃中，計畫將大漢溪中庄廢河道加以整

治利用，除可復育河川之水域景觀，調整池為一離槽人工湖，可於大

漢溪水源濁度抬昇時發揮備援之功能，以降低桃園及板新地區缺水風

險。調整池及其附屬用地共87公頃，為河川區域內未登錄地及國有地，

目前已完成初步調查規劃，當SI=0.5時，年調蓄供水量為1,580萬立方

公尺，年常態供水量957萬立方公尺，年備援供水量623萬立方公尺，

庫容運用率2.29次。 

三、桃竹雙向聯通管工程 

目前自來水公司已完成桃竹雙向聯通管工程(運轉測試中)，將桃園至

新竹間聯絡管線內各加壓站再增設50,000CMD之加壓設備後，可增加

北送50,000CMD，使桃園新竹間南北雙向均能相互支援100,000CMD，

增供備用水源每日5萬噸。 

四、三峽河調整池 

三峽河位於台北縣東南方、行政區包含台北縣三峽鎮、樹林鎮及

土城鄉，另有桃園縣大溪鎮的一小部分。主流大豹溪至湊合處會五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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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後始稱三峽河，為大漢溪主要支流，流長28.5公里，流域面積186平

方公里，本流域集水區域形狀似狹長型、坡度陡，平均坡降約1/124。

三峽河水源相當豐富，目前除部分農業灌溉用水外，自來水公司亦於

三峽堰取水，經由板新淨水場處理後供應公共用水之所需。 

三峽河為大漢溪主要支流之一，年平均逕流量高達2.4億噸立方公

尺，目前僅有部分農業用水及自來水公司設置三峽堰年抽取約6,700萬

立方公尺，其餘水資源奔流入海，依據水利局規劃總隊(水利署水利規

劃試驗所前身)民國74年完成之「淡水河系水資源開發調查規劃報告」

成果，其中建議3處適合之壩址，並依不同壩高規模最高可提供至52萬

CMD之水源(含石門水庫越引之水源)，故三峽河除具有築壩條件之壩

址，亦有水資源開發之空間。由於其鄰近石門水庫庫區及南勢溪上游，

故構想如經由新設隧道將石門水庫水源藉道三峽河再經板新淨水場處

理，將可建立石門水庫取水之備援系統，分散取水之風險；或將南勢

溪越域引水至三峽河，如此除新店溪清水供應外之原水水源，如再加

上本流之自有水源並配合設置調整池，除具備原能力之外，亦可增加

水源。 

依照目前辦理之初步規劃中，於三峽河及其支流大豹溪及五寮溪分

別興建3個低矮壩，總庫容量約565萬噸，攔蓄颱洪時期剛過後之低濁度

水源，以供備援使用，惟此項工程還需提高三峽堰抽水站之抽水能力。 

五、桃園海水淡化廠 

目前全球共133個國家與地區應用海水淡化系統，淡化水的日產量

已達3,420萬噸(截至2001年底之統計)。除了技術完全成熟之外，直接

關係其造水成本之能源消耗部分，近年來更是大幅的滑落，致使海水

淡化產業年成長率介於10%與30%之間。目前國內的工程技術水準，已

具備獨立規劃設計、興建施工安裝海水淡化廠設施之能力，包括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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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澎湖、金門、馬祖等地區都已有海水淡化廠之規劃設計與施工，

以及海水淡化機組之安裝與操作營運經驗，惟在關鍵技術如薄膜、高

壓磊、特殊材料等仍需依賴國外進口或支援。 

依照目前辦理之初步規劃中，於桃竹地區分階段擴充海水淡化廠

規模，銜接自來水管路系統，供應桃園沿海及桃園科學工業區之用水，

減緩石門水庫供水壓力，預估可開發每日9萬噸之新水源。 

六、高台水庫 

因應高成長用水需求或石門水庫不蓄水時之替選案，於大漢溪上

游興建有效庫容量1.5億噸之水庫，配合排砂規劃，協助石門水庫永續

經營，增供大漢溪水量，目前正辦理可行性規劃中。 

七、雨水及中水之再利用 

台灣地區年降雨量約2,510多公釐(換算成水量約905億立方公尺)，

是世界平均值的2.6倍，屬雨量豐富地區，在每年4月至10月間，總降雨

量為77%(屬豐水期)，而11月至次年的3月僅有23%(屬枯水期)。雖降雨

季節分布不均，然而小型雨水貯留利用卻是極佳之替代性水源，有效

利用雨水資源不但能減少珍貴自來水之耗用，更可有效降低暴雨時期

都市洪峰負荷。 

一般而言，雨水是相當乾淨之水源，除非是空氣污染嚴重地區，

否則建築物或校園應規劃及利用屋頂作為雨水收集面積，再把雨水適

當處理與貯存；並設置二元供水系統(即自來水及雨水分別使用之管

線)，將雨水作為雜用水，如沖廁所、澆灌、補充空調用水或景觀池及

生態池之補充水源等。從水源供給之層面考量，雨水貯留利用受到集

水面積與貯水設施規模限制，其供水量有限，並無法作為區域供水穩

定來源。根據水利署過去計畫之成果，農業用途雨水貯留利用設施之

投資成本介於3~7.5元/噸之間。至於應用於民生與工業之雨水貯留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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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則因地區、集水面積、貯槽容量、用途之不同，較難估算。所以

雨水貯留利用措施可節省珍貴自來水源並降低水費，更能真正落實水

資源有效利用之目標。 

又「再生水」利用供水系統係指將建築基地內之生活雜排水(如洗

澡水、洗手水、洗碗水或輕度使用過之污排水，如洗澡水、洗手水或

拖地污水)匯集處理控制後，達到一定之水質標準，能在一定範圍內重

複使用於非與身體接觸用水、非飲用之再生水處理系統。在日常生活

使用之總水量中，僅廁所沖洗就佔35%，如能把自來水改用再生水來沖

廁，其省水效益將極為可觀。大區域之再生水系統，可結合機關大樓、

學校、住宅、飯店等區域集中設置，將這些區域或大樓之雜排水或污

水就近收集、就地處理、就近回收使用，進而廣泛使用於沖洗廁所、

清洗車輛、噴灑街道，或作為景觀用水及河川湖泊補充水等。而小規

模的再生水系統是將一般生活污水收集後，經過適當之控制處理，使

水質達到一定標準後，提供建築物內衛生沖廁用水或做為空調冰水主

機的循環用水等用途。如與雨水利用系統相較，因再生水利用系統收

集了較高污染水源，故淨化設備會比雨水利用系統昂貴，但卻具有穩

定水源之優點。因此，相關建築及校園或重大建設開發案，在配合法

規與原有規定之污水處理設備之規劃之際，如能導入再生水回收利用

系統，對於整個國家水資源之利用，有其正面之貢獻與意義。 

八、大漢溪水源聯合運用方案檢討 

(一)民國 101 年各標的需水情況的模擬結果 

本案例模擬民國101目標年各標的需水量之情況下，大漢溪水源

系統包括石門水庫水源供應量、三峽河流量及鳶山堰上游大漢溪側

流量，其中鳶山堰側流量以石門水庫至鳶山堰與三峽河流量之集水

面積比乘以三峽河流量獲得，另考量新店溪供應板新地區每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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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30、40、53(板一工程完工輸水能力)、60、70、80、90及

101(板二計畫完工輸水能力)萬立方公尺等(清水)之需求下，以缺水

率探討大漢溪水源系統各標的用水風險。 

民國101目標年板新地區不同支援量下大漢溪旬缺水情勢，模擬

結果如表6-11~表6-12及圖6-11~圖6-12所示。由圖表中顯示大漢溪水

源系統用水主要缺水時段為12月至翌年6月(34旬至翌年18旬)，其中

又以1月~5月最為明顯。而由圖6-11、圖6-12可得知，以民國101目

標年之需水情況，各方案模擬之缺水情勢，以11~13旬為最大缺水時

期，其缺水率在新店溪不支援板新地區供水條件下，分別為40.0%ヽ

43.1%及40.0%；而若以板一工程完工的輸水能力供應板新地區每日

53萬立方公尺條件下，11~13旬之缺水率，分別為19.8%ヽ23.2%及

22.1%。而若以板二工程完工的輸水能力供應板新地區每日101萬立

方公尺條件下，11~13旬之缺水率，分別為10.4%ヽ11.6%及8.8%。



 

表 6-11  民國 101 目標年板新地區不同支援量下大漢溪之旬缺水情勢(一) 

旬別 
新店溪不支

援板新供水

(%) 

新店溪 
支援板新 
10萬m3/日 

新店溪 
支援板新

20萬m3/日

新店溪 
支援板新

30萬m3/日

新店溪支 
援板新 

40萬m3/日 

新店溪 
支援板新

53萬m3/日

1 19.8% 18.3% 17.0% 15.8% 14.0% 11.5% 
2 24.8% 21.0% 20.0% 19.1% 16.9% 13.6% 
3 29.4% 23.4% 20.1% 18.2% 17.1% 14.3% 
4 30.7% 26.6% 23.2% 19.2% 16.7% 15.2% 
5 33.4% 28.9% 25.7% 21.6% 17.0% 13.7% 
6 30.9% 27.2% 24.3% 20.8% 16.3% 13.2% 
7 34.8% 31.1% 28.0% 24.1% 20.2% 15.8% 
8 36.9% 33.0% 30.6% 27.3% 23.2% 19.1% 
9 37.4% 34.3% 31.7% 28.4% 23.9% 19.6% 
10 34.5% 31.1% 28.4% 23.9% 20.5% 17.2% 
11 40.0% 36.4% 33.1% 29.1% 23.6% 19.8% 
12 43.1% 39.1% 36.4% 32.3% 27.8% 23.2% 
13 40.0% 36.9% 34.7% 32.0% 27.1% 22.1% 
14 32.6% 30.3% 28.4% 25.6% 22.0% 16.9% 
15 26.5% 23.9% 22.1% 20.0% 18.0% 16.2% 
16 14.6% 12.9% 11.9% 11.0% 9.9% 9.2% 
17 9.7% 8.9% 8.0% 7.0% 6.2% 5.7% 
18 7.9% 7.2% 6.5% 5.6% 4.8% 4.2% 
19 7.3% 7.0% 6.5% 5.6% 4.6% 3.7% 
20 7.2% 6.4% 5.9% 5.5% 5.0% 4.7% 
21 11.1% 9.9% 8.9% 7.1% 5.6% 4.7% 
22 12.0% 10.8% 10.0% 9.4% 7.8% 5.8% 
23 8.7% 8.0% 7.7% 7.0% 6.1% 4.0% 
24 7.5% 6.7% 6.1% 5.8% 5.4% 4.7% 
25 4.5% 3.9% 3.5% 3.0% 2.7% 2.2% 
26 5.0% 4.4% 3.9% 3.2% 2.2% 1.9% 
27 4.4% 3.8% 3.1% 2.5% 1.9% 0.9% 
28 4.0% 3.4% 2.9% 2.4% 1.9% 1.5% 
29 4.0% 3.4% 2.8% 2.1% 1.8% 1.5% 
30 4.6% 4.3% 3.8% 3.1% 1.9% 1.5% 
31 6.0% 5.2% 5.0% 4.5% 3.5% 2.2% 
32 8.8% 7.7% 6.7% 5.8% 5.0% 4.4% 
33 11.1% 10.1% 8.8% 6.5% 4.9% 3.9% 
34 13.9% 12.9% 11.9% 10.2% 7.4% 5.7% 
35 15.6% 15.0% 14.5% 13.2% 10.2% 7.3% 
36 17.4% 16.2% 15.5% 14.2% 12.2%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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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  民國 101 目標年板新地區不同支援量下大漢溪之旬缺水情勢(二) 

旬別 
新店溪不支

援板新供水

(%) 

新店溪 
支援板新 
60萬m3/日 

新店溪 
支援板新

70萬m3/日

新店溪 
支援板新

80萬m3/日

新店溪 
支援板新 
90萬m3/日 

新店溪 
支援板新

101萬m3/日

1 19.8% 10.5% 8.4% 5.8% 4.0% 3.6% 
2 24.8% 12.5% 10.5% 8.1% 5.3% 3.8% 
3 29.4% 12.3% 10.0% 8.0% 5.7% 4.3% 
4 30.7% 13.3% 10.5% 8.0% 6.4% 4.5% 
5 33.4% 12.5% 10.6% 8.2% 6.3% 5.0% 
6 30.9% 11.9% 10.3% 9.2% 7.6% 5.5% 
7 34.8% 13.7% 11.5% 10.0% 8.5% 6.6% 
8 36.9% 16.9% 13.7% 11.0% 9.4% 8.4% 
9 37.4% 17.3% 14.7% 13.1% 11.3% 9.4% 
10 34.5% 15.0% 12.8% 11.7% 10.5% 9.2% 
11 40.0% 18.3% 16.2% 13.9% 12.0% 10.4% 
12 43.1% 20.5% 17.5% 15.9% 14.2% 11.6% 
13 40.0% 19.1% 14.6% 11.9% 10.8% 8.8% 
14 32.6% 14.7% 12.1% 9.2% 7.9% 6.8% 
15 26.5% 14.4% 11.7% 9.5% 6.7% 4.9% 
16 14.6% 8.7% 7.5% 6.3% 5.5% 4.3% 
17 9.7% 5.3% 4.7% 4.2% 3.7% 2.9% 
18 7.9% 3.9% 3.4% 3.0% 2.7% 2.2% 
19 7.3% 3.1% 2.5% 2.0% 1.6% 1.4% 
20 7.2% 4.6% 4.3% 3.3% 1.9% 1.5% 
21 11.1% 4.3% 3.9% 3.8% 3.2% 2.4% 
22 12.0% 5.2% 4.2% 3.3% 2.7% 2.1% 
23 8.7% 3.3% 2.8% 2.4% 1.9% 1.7% 
24 7.5% 3.8% 2.8% 2.2% 1.9% 1.6% 
25 4.5% 2.0% 1.7% 1.5% 1.0% 0.7% 
26 5.0% 1.6% 1.0% 0.6% 0.6% 0.2% 
27 4.4% 0.7% 0.5% 0.2% 0.0% 0.0% 
28 4.0% 1.1% 0.7% 0.4% 0.1% 0.0% 
29 4.0% 1.2% 0.7% 0.5% 0.3% 0.0% 
30 4.6% 1.5% 1.5% 1.0% 0.5% 0.3% 
31 6.0% 1.8% 1.6% 1.6% 1.4% 0.9% 
32 8.8% 3.8% 2.8% 1.9% 1.6% 1.3% 
33 11.1% 3.6% 3.4% 3.0% 2.5% 1.9% 
34 13.9% 4.9% 4.1% 3.5% 3.0% 3.0% 
35 15.6% 5.9% 4.8% 3.8% 3.1% 2.9% 
36 17.4% 8.5% 5.9% 5.0% 4.1% 3.1% 

-185-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旬別

缺
水

率

新店溪不支援板新供水

新店溪支援板新10萬立方公尺/日

新店溪支援板新20萬立方公尺/日

新店溪支援板新30萬立方公尺/日

新店溪支援板新40萬立方公尺/日

新店溪支援板新53萬立方公尺/日

 

圖 6-11  民國 101目標年板新地區不同支援量下大漢溪之旬缺水情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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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  民國101目標年板新地區不同支援量下大漢溪之旬缺水情勢(二) 

(二)民國 110 年各標的需水情況之模擬結果 

本案例模擬民國110目標年各標之需水量的情況下，大漢溪水源

系統包括石門水庫水源供應量、三峽河流量及鳶山堰上游大漢溪側

流量，其中鳶山堰側流量以石門水庫至鳶山堰與三峽河流量之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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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比乘以三峽河流量獲得，另考量新店溪供應板新地區每日0、

10、20、30、40、53(板一工程完工輸水能力)、60、70、80、90及

101(板二計畫完工輸水能力)萬立方公尺等(清水)之需求下，以缺水

率及缺水指數探討大漢溪水源系統各標的用水風險。 

以民國110目標年之需水情況，不同方案之模擬結果，其年缺水

特性如圖6-13~圖6-14所示。由圖中可得知大漢溪水源系統，除民國

57、64、81、90及94年外，其餘各年均有缺水現象發生；而民國92

年的缺水情形最為嚴重。若新店溪不額外支援板新地區任何水量，

民國92年大漢溪的缺水率為42.3%；新店溪支援板一工程完工的輸水

能力(每日53萬立方公尺)，民國92年的大漢溪缺水率將降為27.2%；

若新店溪維持支援板二工程完工的輸水能力(每日101萬立方公

尺)，民國92年的大漢溪缺水率將降為15.8%。 

以民國110目標年之需水情況，不同方案之模擬結果，各方案之

缺水量、缺水率及缺水指數如表6-13所示，由表中顯示，在民國110

目標年新店溪不支援板新地區供水條件下，大漢溪缺水指數(SI)為

1.98；而若以板一工程完工的輸水能力供應板新地區每日53萬立方

公尺條件下，缺水指數(SI)為0.71；以板二工程完工的輸水能力供應

板新地區每日101萬立方公尺條件下，缺水指數(SI)可降低為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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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民國 110 目標年板新地區不同支援量下大漢溪之年缺水情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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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  民國 110 目標年板新地區不同支援量下大漢溪之年缺水情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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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3  民國 110 目標年板新地區不同支援量下大漢溪之 

缺水量、缺水率及缺水指數 
新店溪支援板新地

區清水量 
(萬m3) 

缺水量 
(萬m3/年) 

缺水率 
(%) 

缺水指數 
(SI) 

0 9,877 11.11 1.98 
10 8,502 10.00 1.67 
20 7,279 8.97 1.39 
30 6,191 8.01 1.15 
40 5,218 7.11 0.94 
53 4,021 5.89 0.71 
60 3,446 5.25 0.59 
70 2,724 4.41 0.44 
80 2,128 3.68 0.33 
90 1,662 3.08 0.25 
101 1,260 2.54 0.19 

註：分析資料期間：民國47~95年。 

民國110目標年板新地區不同支援量下大漢溪旬之缺水情勢及缺

水量，模擬結果如表6-14~表6-15及圖6-15~圖6-16所示。由圖表中顯

示大漢溪水源系統用水主要缺水時段為12月至翌年6月(34旬至翌年

18旬)，其中又以1月~5月最為明顯。而由圖6-15、圖6-16可得知，以

民國110目標年之需水情況，各方案模擬之缺水情勢，以11~13旬為

最大缺水時期，其缺水率及缺水量在新店溪不支援板新地區供水條

件下，分別為47.4%ヽ54.2%及46.1%；而若以板一工程完工的輸水能

力供應板新地區每日53萬立方公尺條件下，11~13旬之缺水率，分別

為29.2%ヽ32.3%及32.1%。而若以板二工程完工之輸水能力供應板新

地區每日101萬立方公尺條件下，11~13旬之缺水率，分別為14.1%ヽ

16.0%及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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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4  民國 110 目標年板新地區不同支援量下大漢溪之旬缺水情勢(一) 

旬別 
新店溪不支

援板新供水

(%) 

新店溪 
支援板新 
10萬m3/日 

新店溪 
支援板新

20萬m3/日

新店溪 
支援板新

30萬m3/日

新店溪 
支援板新 
40萬m3/日 

新店溪 
支援板新

53萬m3/日

1 28.2% 23.9% 20.0% 18.8% 16.9% 15.8% 
2 38.2% 32.0% 25.9% 21.3% 19.9% 19.3% 
3 40.2% 35.7% 30.9% 24.6% 19.9% 18.1% 
4 40.1% 35.9% 31.7% 27.6% 23.3% 19.0% 
5 43.3% 38.9% 34.5% 30.0% 25.5% 21.6% 
6 39.8% 35.8% 31.8% 28.1% 24.2% 20.9% 
7 41.7% 38.7% 35.6% 31.9% 28.0% 23.9% 
8 47.3% 42.5% 37.8% 33.8% 30.4% 27.3% 
9 46.2% 42.1% 38.2% 35.0% 31.9% 28.6% 
10 39.6% 37.6% 35.3% 31.8% 28.4% 23.6% 
11 47.4% 44.1% 40.8% 37.4% 33.1% 29.2% 
12 54.2% 49.1% 44.2% 39.8% 36.5% 32.3% 
13 46.1% 43.4% 40.7% 37.5% 34.7% 32.1% 
14 38.4% 35.7% 33.1% 30.8% 28.5% 25.7% 
15 33.1% 30.1% 27.1% 24.5% 22.1% 20.0% 
16 17.4% 16.3% 15.1% 13.2% 11.9% 11.1% 
17 11.1% 10.5% 9.9% 9.1% 8.1% 7.0% 
18 9.3% 8.7% 8.0% 7.4% 6.5% 5.7% 
19 7.8% 7.6% 7.3% 7.1% 6.6% 5.8% 
20 8.8% 8.2% 7.5% 6.5% 5.9% 5.5% 
21 15.5% 13.4% 11.4% 10.2% 9.0% 7.3% 
22 13.8% 13.1% 12.3% 11.0% 9.9% 9.4% 
23 10.3% 9.6% 8.9% 8.1% 7.8% 7.1% 
24 9.0% 8.3% 7.6% 7.0% 6.1% 5.8% 
25 7.1% 5.9% 4.7% 4.0% 3.6% 3.0% 
26 6.9% 6.0% 5.2% 4.6% 3.9% 3.1% 
27 5.9% 5.2% 4.5% 4.0% 3.2% 2.5% 
28 4.5% 4.4% 4.2% 3.5% 2.9% 2.4% 
29 4.9% 4.5% 4.1% 3.7% 2.7% 2.1% 
30 5.1% 4.9% 4.6% 4.3% 3.9% 3.1% 
31 8.5% 7.3% 6.2% 5.3% 5.1% 4.6% 
32 11.3% 10.1% 9.0% 8.0% 6.7% 5.9% 
33 13.9% 12.6% 11.3% 10.4% 8.8% 6.4% 
34 15.4% 14.8% 14.1% 13.2% 11.8% 10.5% 
35 18.2% 16.9% 15.7% 15.1% 14.5% 13.3% 
36 24.1% 20.8% 17.7% 16.4% 15.5%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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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5  民國 110 目標年板新地區不同支援量下大漢溪之旬缺水情勢(二) 

旬別 
新店溪不支

援板新供水

(%) 

新店溪 
支援板新 
60萬m3/日 

新店溪 
支援板新

70萬m3/日

新店溪 
支援板新

80萬m3/日

新店溪 
支援板新 
90萬m3/日 

新店溪 
支援板新

101萬m3/日

1 28.2% 14.7% 11.6% 10.9% 8.4% 5.7% 
2 38.2% 17.4% 14.5% 12.5% 10.9% 8.0% 
3 40.2% 17.3% 15.6% 12.0% 10.0% 8.2% 
4 40.1% 17.0% 15.7% 13.6% 10.5% 8.0% 
5 43.3% 17.4% 14.5% 12.4% 10.9% 8.0% 
6 39.8% 16.6% 13.8% 12.1% 10.3% 9.4% 
7 41.7% 20.8% 16.9% 13.5% 11.6% 10.0% 
8 47.3% 23.8% 20.2% 16.9% 13.9% 11.0% 
9 46.2% 24.5% 20.6% 17.3% 14.7% 13.2% 
10 39.6% 20.9% 18.4% 14.9% 13.0% 12.0% 
11 47.4% 24.0% 20.5% 18.3% 16.3% 14.1% 
12 54.2% 28.7% 24.5% 20.6% 17.7% 16.0% 
13 46.1% 27.8% 23.2% 19.6% 14.8% 11.8% 
14 38.4% 22.9% 18.4% 14.6% 12.3% 9.1% 
15 33.1% 18.2% 16.8% 14.6% 11.8% 9.5% 
16 17.4% 10.1% 9.5% 9.0% 7.7% 6.4% 
17 11.1% 6.3% 5.8% 5.4% 4.9% 4.3% 
18 9.3% 4.9% 4.4% 4.0% 3.5% 2.9% 
19 7.8% 4.8% 4.1% 3.3% 2.7% 2.3% 
20 8.8% 5.1% 4.8% 4.7% 4.6% 3.7% 
21 15.5% 5.8% 5.1% 4.4% 4.0% 3.9% 
22 13.8% 8.2% 6.3% 5.4% 4.7% 3.5% 
23 10.3% 6.3% 5.1% 3.2% 2.8% 2.5% 
24 9.0% 5.4% 5.1% 3.9% 2.8% 2.3% 
25 7.1% 2.7% 2.4% 1.9% 1.7% 1.5% 
26 6.9% 2.2% 2.0% 1.8% 1.1% 0.7% 
27 5.9% 2.1% 1.3% 0.6% 0.5% 0.3% 
28 4.5% 1.9% 1.6% 1.2% 0.7% 0.5% 
29 4.9% 1.8% 1.6% 1.3% 0.9% 0.5% 
30 5.1% 2.0% 1.5% 1.5% 1.5% 1.1% 
31 8.5% 3.8% 2.6% 1.9% 1.6% 1.6% 
32 11.3% 5.1% 4.5% 3.9% 3.0% 1.9% 
33 13.9% 5.1% 4.2% 3.6% 3.4% 3.1% 
34 15.4% 7.7% 6.1% 5.0% 4.0% 3.6% 
35 18.2% 10.4% 8.2% 5.6% 4.9% 3.7% 
36 24.1% 12.4% 10.8% 8.6% 5.7%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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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  民國 110目標年板新地區不同支援量下大漢溪之旬缺水情勢(一) 

 
 

 

圖 6-16  民國 110目標年板新地區不同支援量下大漢溪之旬缺水情勢(二) 

依農業民生及工業用水需求及各開發計畫模擬101年及110年供

水量、缺水率，民國101年板新支援53萬噸/日時，1~15旬仍然缺水嚴

重，民國110年也是同樣情況，可見僅以現階段水資源計畫方案仍不

能克服石門水庫供水區缺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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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小結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各用水標的協商機制與作業平台分成4種：方案

一：北區水資源局供水會議協商作業平台，由北區水資源局召集；方

案二：桃園縣政府水務會報之協調作業平台，由桃園縣政府主持；方

案三：規劃協商委員會作業平台，由協商委員會主持；及方案四：規

劃協商委員會作業平台，由北區水資源局與桃園縣政府共同召集。針

對上述4種方案，由於北區水資源局目前綜理石門水庫集水區水文資料

觀測，且已建置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可結合中央氣象局預報資料、

水庫蓄水狀況及降雨情形等，進行枯旱預警，對於水情狀況較為敏銳，

且屬水資源主管機關，仍宜由北區水資源局召開。然桃園縣政府負責

地方的產、農業、人口等規劃，主導整個地方的經濟建設發展，亦需

充分掌握整體水資源概況，因此建議未來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之供水協

調會議由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共同召集，相互瞭解未來發展趨勢，使

桃園地區整體水資源運用能更符合需求。 

成立流域管理委員會應以「流域觀念」整合河川治理單位、統一

事權。若河川治水事權分散，一條河被切成好幾段，分別由不同機關

主管，相當複雜，大漢溪流域為淡水河流域的一部分，若以流域觀念

整合河系，大漢溪流域宜放入淡水河流域管理委員會內共同管理。 

以民國 47~95 年之入流量資料及逐日模擬方式，進行石門水庫供

水區域之缺水情勢分析，其結果為﹕ 

一、民國 101 目標年，各方案模擬的缺水情勢，以 11~13 旬為最大缺

水時期，其缺水率在新店溪不支援板新地區供水條件下，分別為

40.0%ヽ43.1%及 40.0%。若以板二工程完工之輸水能力供應板新

地區每日 101 萬立方公尺條件下，11~13 旬之缺水率，分別為

10.4%ヽ11.6%及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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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國 110 目標年，各方案模擬之缺水情勢，以 11~13 旬為最大缺

水時期，其缺水率在新店溪不支援板新地區供水條件下，分別為

47.4%ヽ54.2%及 46.1%。若以板二工程完工之輸水能力供應板新

地區每日 101 萬立方公尺條件下，11~13 旬之缺水率，分別為

14.1%ヽ16.0%及 11.8%。 



 

第七章  研擬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中長期水資源經營 
管理策略與綱要計畫 

7-1  現有水資源經營管理策略與綱要計畫定位探討 

政府自民國85年至今，陸續依照不同時期之水資源供需情況提出

「現階段水資源政策綱領」、「台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領計畫」、「新世

紀水資源政策綱領」及「2015年經濟發展願景，一、公共建設套案－

不缺水計畫」等上位綱領計畫(如圖7-1)；並依照綱領之指導方針提出

「台灣北部區域水資源經理基本計畫」、「多元化水資源經營管理方

案」、「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及「現階段工業用水發展政策

綱領」等細部計畫規範。為達到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之中、長期改善措

施，其中石門水庫供水之中期改善措施係以穩定供水為目標，而長期

改善措施以完成區域水源聯合調度為目標；本計畫將就前述各節之分

項成果配合石門水庫供水之中、長期改善措施，進行經營管理策略與

綱要計畫定位探討及擬訂，以達確保量足、優質及永續之水資源等主

張。茲依據各政策綱領計畫提出之順序摘述說明如下： 

 

圖 7-1  現有水資源政策上位綱領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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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階段水資源政策綱領(1996) 

行政院於民國85年訂定「現階段水資源政策綱領」，明白揭櫫我國

之現階段水資源政策，以為落實推動水資源工作之最高指導方針。現

階段水資源政策係以維護地區「生活」、「生產」及「生態」等三生機

能，創造新之水文化，建立節水型社會為目標；並以節流與開源並重、

生態保育與開發利用兼顧及落實取水者付費、受限者得償與破壞者受

罰，兼顧社會公平與正義等為原則，擬定健全水利機關組織體系、加

強水資源合理調配、積極增闢水源、整體規劃治理並有效管理河川、

加強集水區治理保育管理、加強地下水保育與海岸管理、整合水資源

科技研發體系及加強培育水資源專業人力與推廣受護水資源教育等八

項策略，為落實推動並訂具體實施計畫計43項，分5年實施。 

二、台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領計畫(2001) 

為因應未來台灣本島、澎湖、金門、馬祖地區之水資源供需平衡，

依據「現階段水資源政策綱領」，以民國110年為目標年，作為未來水

資源開發計畫推動之依據，研擬之主要原則係遵照「現階段水資源政

策綱領」所研提之「節流與開源並重」、「生態保育與開發利用兼顧」

及「取水者付費，受限者得償與破壞者得罰」等三項水資源開發原則，

並將積極改善現有水資源經濟利用效率之原則納入考量，以符合國際

間水資源之發展趨勢，並在生活環境之改善、生產環境之建設及生態

環境之維護上取得適當平衡，以達到水資源永續發展之總體目標。 

遵循以上原則，本綱領之計畫目標有三： 

(一)滿足未來生活與工業用水 55.1 億噸/年。 

(二)追求水資源之永續利用，維護河川基流量，並開發雨污水處理

利用。 

(三)需求總量管制，需求面總量 200 億噸/年，其中農業 120 億噸/年，

生活用水 35 億/年，工業用水 30 億噸/年，保育用水 15 億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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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供給面之水來源，河川取水 110 億噸/年，水庫調節 50 億噸/

年，地下水源 40 億噸/年。 

三、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領(2006) 

經濟部水利署於民國95年以「現階段水資源政策綱領」之架構為

基礎，優先審視當前迫切及亟待解決之課題與近年來之水旱災害經

驗，經廣納「92年全國水利會議」各界建言後，爰擬具兼顧永續性、

多樣性、前瞻性與可行性，涵蓋治水、利水、保水、親水及活水之水

資源政策，作為新世紀台灣水資源業務推動之最高指導方針。 

(一)三大願景 

1.營造安全、生態、多樣之水環境。 

2.確保量足、優質、永續之水資源。 

3.建立知水、愛水、節水之水文化。 

(二)六大政策主張 

1.節流與開源並重、生態保育與開發利用兼顧。 

2.總量管制，改變需求以適應水資源供應潛能。 

3.生態治河，保育水域生態及自然景觀環境。 

4.彰顯社會公義，落實取水者付費、回饋受限者與獎勵保育者原

則。 

5.整合水、土、林海岸等環境資源管理事權於同一部會，釐正職

權。 

6.落實民眾參與，中央與地方共同協力、政府與民間攜手合作。 

(三)並依照三大願景及六大政策主張，提出如下八大策略 

1.推動流域綜合治水，避免淹水災害產生。 

2.合理有效使用水量，確保水源穩定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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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強化水土資源保育，健全水文循環體系。 

4.落實水岸環境改善，營造生態親水環境。 

5.推廣回收再生利用，蓬勃水利產業發展。 

6.配合政府組織改造，健全水利行政體系。 

7.通盤檢討水利法規，確保政策落實推動。 

8.推動科技研究發展，促進國際合作交流。 

四、2015年經濟發展願景 

為達成2015年建立繁榮、公義、永續美麗台灣之生活環境總目標，

本計畫主軸策略為藉由各項公共建設推動，實現「水水水」、「快易通」

與「好生活」美麗新台灣等三大目標，其中「水水水」目標又分為「不

缺水」、「不淹水」及「親近水」三大重點。為達成不缺水之計畫重點

目標，執行計畫包括： 

(一)四大項目 

1.水資源開發及水庫永續利用。 

2.提升備援調度能力。 

3.節約用水及降低漏水率。 

4.無自來水地區供水改善。 

(二)在 2009 年所預期之效益 

1.滿足生活及產業用水需求，供水能力由每日1,255萬噸提升至

1,357萬噸。 

2.先解除桃園、新竹高缺水風險。 

3.自來水普及率達先進國家水準，由90.81%提升至92.14%。 

4.先解除淹水地區面積200平方公里，增加保護100萬人免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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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 

5.汙水處理率追趕先進國家水準，由32.7%提升至40%。 

6.營造河川親水空間，先完成20條水系，各縣市至少1處都會河

段親水設施。 

(三)在 2015 年之預期效益 

1.滿足生活及產業用水需求，供水能力由每日1,255萬噸提升至

1,579萬噸。 

2.解除桃園、新竹、臺中、臺南及高雄缺水風險。 

3.自來水普及率達先進國家水準，由90.81%提升至94%。 

4.解除淹水地區面積600平方公里，增加保護250萬人免於水患。 

5.汙水處理率追趕先進國家水準，由32.7%提升至50%。 

6.營造河川親水空間，完成47條水系，各縣市至少2處都會河段

親水設施。 

7-2  石門水庫集水區流域經營管理策略與綱要計畫要項探討 

為滿足石門水庫供水區未來各標的之用水需求，本計畫將依各區

未來預期之人口及工業成長所需之用水需求，分別研提水資源調配及

開發策略，滿足石門水庫集水區各目標年之民生、農業及工業用水，

提高人民生活品質，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綱要計畫中將依各項標的未

來需水量並配合節約用水、有效管理、彈性調度及多元開發等措施進

行工作要項探討及擬訂。 

依據現有水資源政策上位綱領及現行法規，並依本地區社會經濟

發展趨勢及地形、水文特色擬定石門水庫供水區水資源策略綱領如下： 

一、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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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應量足，質優永續之水資源。 

石門供水區為全省經濟重鎮，是台灣經濟命脈，人口會陸續增

加，因此工業用水及民生用水仍會繼續成長，穩定供水量是絕對被

要求之。 

(二)營造安全、生態、多樣之水環境。 

永續地區發展，不能有澇旱災害，集水區崩塌或堤岸崩潰之危

險，同時要兼顧自然、生態，維護生物多樣性功能。集水區經營當

然應遵守安全、生態及生態多樣性之基本理念。 

(三)建立知水、愛水、循環用水之水文化。 

水自上游往下游流，上游用過之水務必處理後，再排往下游，

經河川自淨後，下游又可取水再利用，此為自然循環道理，也是水

資源最高利用方式，此種水文化若能充分讓國人接受，則可提高用

水效率，可稱之為開發再生水源。 

二、政策 

(一)精確估算階段水源開發成本，提供地區產業發展正確之水源成

本資訊。產業發展係會計算成本之，以供水單位若僅告訴目前

供水能力，即所謂可能總量是不足的。以往在模擬供需平衡時，

均以水利單位計畫中之水資源開發方案中量加以計算，但多元

水資源如海水淡化、貯水池加深增高擴大、家庭廢汚水處理再

生利用、農業迴歸水蒐集等均未列入，其實石門水庫供水區有

多量之多元水資源，略述如下： 

1.海水淡化：台灣之案例，1立方公尺水平均在30~40元，1990

年美國(Tempa Florida)1立方公尺水平均在美金0.5元。 

2.農業迴歸水：依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委託中央大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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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水資源開發-桃園及石門新竹地區農業迴歸水調查與

可行性評估」報告(96年11月)指出，桃園農田水利會農業迴歸

水成本為4.45元/立方公尺~6.32元/立方公尺，輔助桃園科技園

區工業用水有6,000~20,000CMD；輔助觀音工業區工業用水有

20,000~46,000CMD，而新竹地區其農業迴歸水成本也在5.25

元/立方公尺~6.31元/立方公尺。 

3.加強灌溉管理及埤塘水源替代公告停灌:依水利署北區水資源

局：「石門水庫供水區考量以加強灌溉管理及埤塘水源替代公

告停灌之作業模式(初稿)」(97年10月)資料顯示，桃園水利會

285口埤塘面積約2,136公頃，有效蓄水量約4,634萬立方公

尺，供水灌溉面積約19,806公頃；石門農田水利會460口埤塘

面積約1,080公頃，有效蓄水量約1,092萬立方公尺，供水灌溉

面積約7,396公頃。以91、92年之補償為例，平均2.445元/立方

公尺。 

由以上可知，本供水區內尚有些多元水資源可供開發，換言之，

用水者尚可投入資本，即可獲得水源。 

(二)整合水、土、林、海岸及下水道等環境資源管理權責，發揮水

資源高效率利用及維護自然環境。 

1.水土之協調：農業用地、工業區、住宅區之合理分配，水源資

係依土地用途加以協調配水。 

2.水林之協調：森林區係水資源涵蓄地，林務管理亦是水源管理

之第一步。而水土保持做好，不會有崩塌土石流入水庫，也

是保護水質之重要方針。 

3.水與河川、海岸：維護河川及海岸自然環境及其基流量，係今

後維護自然生態之基礎工作，維護河川乾淨水質亦是集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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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優良水質之基礎工作。 

4.水資源與下水道：下水道處理使水乾淨再排入河川，一方面維

護自然河川衛生環境，一方面可使汚水再生利用，相當於開

發新之水源。 

(三)落實民眾參與，中央與地方共同協力，政府與民間攜手合作，

建立治水、用水及利水之水文化。 

1.海水淡化廠可開放與民間團體經營。 

2.家庭廢汚水處理再生，提供工業用水、公共生態池用水，洗滌

用水及農業用水。家庭廢汚水二級處理，由內政部及各地方

政府下水道單位負責處理，二級處理後，放流水再經水利單

位或民間參與做三級處理，然後出售予用水單位。 

3.農業用貯水埤塘改善儲存雨水或暴雨洪水，做為灌溉使用。而

原有水權之水庫水源可轉售予其他用水單位。 

以上各種水資源開發行為，皆可由民間參與，協助政府解決公共

用水問題，因其具有經濟價值，故值得努力推動。 

三、策略與實施項目 

(一)積極開發多元水資源，合理使用水量，確保水源穩定供應 

1.積極執行計畫中水源開發。 

2.推動水庫永續經營計畫，辦理水庫排運清淤措施，規劃建立集

水區保育專責營理機制－促成大漢溪流域管理委員會之成

立。 

3.強化區域間水資源調度機制，建置水源及自來水備源系統：大

漢溪水源聯合運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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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立非常時期調用農業用水之協商機制。 

5.開發農塘農業用水源。 

6.開發尚未使用農業灌溉迴歸水源。 

7.開發家庭廢污水再生處理供農業灌溉及中水道水源。 

8.輔導民間辦理海水淡化場，提供絕對保障水源。 

9.推動工業循環用水，節省水源。 

10.輔導民間企業辦理雨水貯留及中水系統，以節省水源。 

11.研究供應工業區自來水及工業用原水分離系統，提高工業區

使用迴歸水之可行性，而降低自水庫供水之壓力。 

12.與農糧主管機關協調溝通，共同研發調整耕作制度及作物

別，降低農業用水使用量。 

(二)推動流域綜合治理計畫，降低暴雨及枯旱期災害損失，並營造

優美生活環境 

1.推動河川流域上中下游及海岸整體規劃及綜合海水，運用流域

上游保水，中游滯洪及下游雨水貯留，以提高涵蓄水源，降

低暴雨渾水，枯水期乾旱之災害損失。 

2.推動河川環境保育計畫，上中游維護河川生態保育蓄水源環

境；與環保署、內政部共同推動下水道治理計畫，促成水循

環利用，供應農業用水源，減少水庫供水壓力，並且營造優

美之生活環境。 

3.全面調查水環境、生態基本資料，在維持自然並兼顧生態與安

全前提下，重建生態棲地之完整性，連續性及多樣性。 

(三)推動跨部會水資源開發及民間參與水利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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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積極與內政部營建署、環保署及農委會合作推動生活廢水處理

再利用系統，以提高用水效率，並且改善水環境。 

2.輔導農田水利會改善農塘，提高貯水量，降低對水庫供水之依

賴度。 

3.輔導農田水利會建造迴歸水利用系統，減少水庫供水。 

4.修訂法規使農田水利會可在下游排水路攔水貯存於農塘並做

簡易水處理，供應工業區用水，以降低工業用水水庫供水壓

力。 

7-3  石門水庫供水區中長期水資源經營管理策略與綱要計畫 

依據水資源政策上位綱領及現行法規，並依本地區社會經濟發展

趨勢及地形、水文特色擬定石門水庫供水區水資源策略綱領包括願

景、政策、策略及實施項目，本水資源策略與綱要計畫，可提供給政

府相關機構在經營管理石門水庫供水區時，作為決策之參考。因本計

畫定位在石門水庫供水區域，採納審查委員意見將「石門水庫供水區

中長期水資源經營管理策略與綱要計畫」改為「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

經營管理計畫」(詳見另冊)，其主要章節有： 

壹、計畫緣起 

一、依據 

二、未來環境預測 

(一)水資源利用現況 

(二)目標年用水需求分析 

三、問題評析 

(一)中長期缺水分析 

(二)水質狀況 

(三)永續發展與生態環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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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一、目標說明  

(一)背景 

(二)目標 

二、達成目標之限制 

(一)量足、質優的水資源供應限制條件 

(二)自來水水價與水源開發成本 

(三)產業發展水源開發成本 

三、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標準 

(一)量的指標 

(二)質的指標 

(三)愛水文化 

(四)多元化水源開發及試營運 

(五)調用及交換農業用水 

參、現行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一、產業政策 

二、農業政策 

三、水資源政策 

肆、執行策略及方法 

一、經理策略主要內容 

(一)用水環境改善 

(二)用水效率提升 

(三)設施永續經營與管理 

(四)彈性調度管理與多元化水源開發 

二、分年執行策略 

三、執行步驟(方法)與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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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資源需求 

一、所需資源說明 

二、經費來源 

陸、預期效果及影響 

柒、附錄 

附錄一、各用水標的協商機制與作業平台(草案) 

附錄二、北部區域各分區(石門水庫供水區)彈性調度與多元化開發之

措施與計畫方案說明 

7-4  小結 

為滿足石門水庫供水區未來各標的用水需求，本計畫依據中長期

各標的用水推估結果，考量水庫供水能力及多元化水資源開發如海水

淡化、家庭廢汚水處理再生利用、農業迴歸水再利用等進行水資源經

營管理策略與綱要計畫研擬。 

依據水資源政策上位綱領及現行法規，並依本地區社會經濟發展

趨勢及地形、水文特色擬定「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理計畫」(詳

見另冊)，其執行策略包括用水環境改善、用水效率提昇及彈性調度管

理與多元化水資源開發等，其中用水環境改善預期可獲得約 0.6 萬噸/

日之供水量，用水效率提昇可獲得約 9.86 萬噸/日之供水量，而彈性調

度管理與多元化水資源開發策略則可提供約 12 萬噸/日之水量。 

 



 

第八章  結論與建議 

8-1  結論 

(一)石門水庫民國 53~96 年之平均入庫流量約為 16,908CMSD，歷年平

均利用率為 81%(僅含供應民生、工業及農業等標的用水)，已達非

常高度用水壓力地區之程度，顯示水庫水源利用率相當高，除庫

面蒸發及防洪水量未利用外，其餘均已有效加以調配運用;亦即本

地區水資源永續經營管理，除執行石門水庫及集水區整治計畫

外，應積極進行彈性調度與多元化水資源開發措施與計畫。 

將歷年之石門水庫入流量資料，以超越機率分為豐水年、平水年、

枯水年及乾旱年等四種類型，計算豐水年及乾旱年之水庫供應民

生、工業及農業供水量分別為 73,729 萬噸及 71,398 萬噸。顯示雖

然水文變異性大，但在水庫管理單位之操作管理下，在乾旱年最

低可供水量約為 7.14 億噸，在豐水年可供水量約為 7.37 億噸，未

來石門水庫可以此為基準，進行可供水量之操作。 

(二)依據相關研究成果顯示，台灣地區總人口成長率，預估至民國 111

時為零成長，故本計畫將民國 110 年訂為長期目標年，中期目標

年則配合板二計畫完成時程，訂於民國 101 年，再依此中長期目

標年分別推估民生、工業及農業用水需水量，其結果如下： 

1.民生用水係以區域人口推估成果及未來用水標準進行推估；其中

人口係以民國93年底之人口數為基準，依曲線延長法推估獲得，

而用水標準則依自來水歷年營運資料、營運目標、地區特性、水

源及供水資料，推估獲得目標年之普及率、每人每日用水量及抄

見率等用水標準；依前述之人口數、每人每日用水量來仕估資

料，推估得供民國101年及民國110年，板新供水區之民生用水需

水量分別為78.3萬噸/日及84.8萬噸/日，桃園供水區之民生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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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水量分別為81.9萬噸/日及88.4萬噸/日。 

2.依據區域未來產業發展與工業節水措施，並引用「台灣地區水資

源開發綱領計畫」之分析方式，本計畫推估獲得在中成長情境下

民國101年及110年工業用水需水量，板新地區分別為8.76萬噸/

日及8.86萬噸/日，桃園地區分別為53.6萬噸/日及54.0萬噸/日。 

3.農業用水中長期用水需求量量推估，在水稻期作之耕作制度與桃

園及石門農田水利會灌區面積分別為24,597、12,085公頃之條件

下，桃園及石門農田水利會之用水需求量分別為6.13及2.09億

噸；惟基於農業用水中長期政策目標及考量上位綱領計畫之目標

與節水措施，在灌區部份旱田轉作低耗水性高經濟作物之條件

下，桃園及石門農田水利會之用水需求量可依行政院核定之5.4

億噸、2.1億噸(含水庫供水、河川取水及埤塘集水)進行估算。 

(三)各用水標的協商機制與作業平台分成 4 種：方案一：北區水資源

局供水會議協商作業平台，由北區水資源局召集；方案二：桃園

縣政府水務會報之協調作業平台，由桃園縣政府主持；方案三：

規劃協商委員會作業平台，由協商委員會主持；及方案四：規劃

協商委員會作業平台，由北區水資源局與桃園縣政府共同召集。

針對前述 4 種方案，由於北區水資源局目前管理石門水庫及其集

水區水文資料觀測，且已建置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可結合中央

氣象局預報資料、水庫蓄水狀況及降雨情形等，進行枯旱預警，

對於水情狀況較為敏銳，且屬水資源主管機關，仍宜由北區水資

源局召開。  

(四)水資源利用效率的評估，一般可以水源利用率或缺水率來進行；

本計畫主要在推求石門水庫水源能提供之「穩定出水量」為若干，

其中隱含若干缺水之風險，因此本計畫以民國 47~95 年之入流量

資料，採逐日模擬方式進行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之缺水率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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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石門水庫水源供應供水區各標的用水可能的缺水程度。其結

果如下: 

1.民國101目標年，各方案模擬的缺水情勢，以11~13旬為最大缺水

時期，其缺水率在新店溪不支援板新地區供水條件下，分別為

40.0%ヽ43.1%及40.0%。若以板二工程完工之輸水能力供應板新

地區每日101萬立方公尺條件下，11~13旬之缺水率，分別為

10.4%ヽ11.6%及8.8%。 

2.民國110目標年，各方案模擬之缺水情勢，以11~13旬為最大缺水

時期，其缺水率在新店溪不支援板新地區供水條件下，分別為

47.4%ヽ54.2%及46.1%。若以板二工程完工之輸水能力供應板新

地區每日101萬立方公尺條件下，11~13旬之缺水率，分別為

14.1%ヽ16.0%及11.8%。 

(五)依據水資源政策上位綱領、現行法規、區域產業發展趨勢及水文

特性，本計畫擬定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理計畫，其內容包

括： 

1.願景 

(1)供應量足，質優永續之水資源，以促進區域永續發展。 

(2)營造安全、生態、多樣之水環境，兼顧自然與人文建設。 

(3)建立知水、愛水、循環用水的水文化，奠定永續水資源之基

礎。 

2.政策 

(1)精確估算階段水源開發成本，提供地區產業發展正確之水源

成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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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合水、土、林等環境資源管理權責，發揮水資源高效率利

用及維護自然環境。 

(3)落實民眾參與，中央與地方共同協力，政府與民間攜手合作，

建立治水、用水及利水之水文化。 

3.策略與實施項目 

(1)積極開發多元水資源，合理使用水量，確保水源穩定供應。 

(2)推動流域綜合治理計畫，降低暴雨及枯旱期災害損失，並營

造優美生活環境。 

(3)推動跨部會水資源開發及民間參與水利產業。 

(六)本計畫所完成之「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理計畫」，其執行策

略包括用水環境改善、用水效率提昇及彈性調度管理與多元化水

資源開發等，其中用水環境改善預期可獲得約 0.6 萬噸/日之供水

量，用水效率提昇可獲得約 9.86 萬噸/日之供水量，而彈性調度管

理與多元化水資源開發策略則可提供約 12 萬噸/日之水量。 

8-2  建議 

(一)依台灣自來水公司營運紀錄與節約用水措施之實施成效，以桃園

地區為例，目標年 101 及 110 年之每人每日用水量為 305 及 310

公升，在此基準上民生用水需求量為 81.9 及 88.4 萬噸；如能依節

約用水目標於民國 100 年每人每日用水量降至 250 公升，則民生

用水需求量分別為 67.1 及 71.3 萬噸/日，相當於可節省 14.8 及 17.1

萬噸/日。建議未來應積極推動各標的之節水措施，以減緩供水壓

力。 

(二)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之工業用水需求，以桃園地區為例，民國 110

低成長、中成長及高成長情境下需水量分別為 44.5、54.0 及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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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噸/日;相較於民國 93 年工業用水量抄見量 24.6 萬噸/日，顯示未

來區域產業發展可能造成工業用水需求大幅成長，建議未來應積

極進行高耗水產業之檢討及節水措施之規劃。 

(三)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之農業用水，建議未來在符合政府農糧政策

下，可將灌區部分農田轉作低耗水性高經濟作物，除可節省水資

源亦可提高農民收益。 

(四)各用水標的協商作業平台，考量水情掌握與用水調配，仍宜由北

區水資源局召開，惟桃園縣政府負責地方產業發展及人口規劃，

主導整個地方的經濟建設發展，亦需充分掌握整體水資源概況，

因此建議未來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協調會議由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

共同召集，相互瞭解未來發展趨勢，使桃園地區整體水資源運用

更能符合需求。 

(五)在本計畫各項策略方案尚未完成前，應檢討既有水源設施之有效

利用，俾合理調度各標的用水，缺水時期彈性調度農業用水；另

外，由於桃園地區農業用水量較大，尚有可利用之農業新興迴歸

水量，惟其水量、水質不易掌握建議應持續監測其水量及水質並

進行試辦。 

(六)調用農業用水如需停灌，可採支線別辦理停灌作業，建議後續進

行有關停灌策略之空間分析研究工作。 

(七)大漢溪流域協商平台委員會若成立，依其組織整合分屬農業委員

會之農業用水及經濟部之民生及工業用水，以及流域上、中及下

游整體規劃，對水資源作經濟且有效之統一利用，可做為後續持

續推動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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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會議紀錄與審查意見辦理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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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各標的用水中長期規劃暨區域產業 
發展探討及推動之研究」期初簡報 

審提意見及處理情形 

 
一、經濟部陳顧問茂生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依據「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領」、

「多元化水資源經營管理方

案」、「行政院 2015 年經濟發展遠

景，一、公共建設套案－不缺水

計畫」及業由經濟部審議有關「台

灣北部區域水資源經理基本計

畫」、「台灣自來水現代化經營綱

要計畫」等相關計畫之內容及執

行，請與本案研擬之經營管理策

略作位階之整合，避免競合重

複，並明確各機關、機構之職掌

及權責。 

本計畫已草擬「石門水庫水資源永

續經營管理計畫」，此計畫為「台灣

北部區域水資源經理基本計畫」之

個案計畫，在「石門水庫水資源永

續經營管理計畫」中已明確說明各

機關、機構之職掌及權責。 

2.由於全球氣候變遷，將發生之新

類型枯旱災害時，已有區域水資

源之經理基本計畫外，請加強辦

理節水、限制用水、社會用水秩

序之維護，共度缺水之水資源經

營管理策略列為研擬目標。 

本報告已於第四章及第七章中加強

辦理節水、限制用水等說明，並列

入水資源經營管理策略目標。 

3.石門水庫供水區域與台灣北部區

域之水資源經理之範圍可否明確

區分，又如何支援、職掌區域產

業發展之主管機關之政策目標，

必須受限於水資源之有限水量。 

本報告及「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

營管理計畫」，已說明水資源經理之

範圍及主管機關之政策等。 

4.現由水利規劃試驗所調查規劃中

之水資源開發計畫，北水局參與

態度是否積極，實施之困難度及

政策性之推動，請將最近興辦水

資源開發計畫之進度作為參考

(如：三峽河調整池、高台水庫、

已蒐集相關資料做為參考，並列入

第六章中加以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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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麟水庫等如何推動)。 

5.p.79,3-7 報告編撰及簡報，本案成

果之審核程序及提報，請以水利

署之慣例程序所需報告編撰，增

撰提送經濟部水資源審議計畫書

之需要及其他程序之報告如何？ 

依北區水資源局規定辦理。 

6.p.80,預期成果，如有綱要目錄及

預期內容提初審，有利工作之順

利推展。 

依北區水資源局相關規定辦理。 

二、經濟部水利署水文技術組蘇科長俊明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台灣北部區域水資源經理基本

計畫」有關台北、板新、桃園、

新竹等多元化開發與彈性調度計

畫方案之探討內容，應依經濟部

提報經建會審議之「台灣北部區

域水資源經理基本計畫」之工作

項目為主，請再確認計畫書引用

之內容是否有異。 

已依經濟部提報經建會審議之「台

灣北部區域水資源經理基本計畫」

內容予以修正。 

2.人口政策、分佈趨勢應配合供水

區域工業區開發及發展進行預

測，建議可參考，進行人口成長

預測。 

已蒐集相關工業區開發之用水計

畫，進行人口政策、分布趨勢之探

討及規劃，並於第三章加以敘明。

3.未來產業發展政策與產業類型之

探討，建議就供水區域傳統產業

未來是否會轉型？若會？將轉型

成何種產業？高科技產業類型是

否會改變？若會改變？將改變成

何種類型？請洽工業局或桃園、

台北縣產業促進協會溝通。 

石門水庫供水區之產業發展，已就

既有及開發中工業區、已編定(編定

中)工業區、規劃或擬議中工業區及

桃園科學城等進行説明，由於未來

工業需水量可能仍會增加，故於4-3
節説明高耗水產業之檢討及因應

策略。 

 
4.供水區域水資源管理與協商機制

之建立，建議應考量農業政策及

參考水利署水交易市場規劃案

果。並請執行單位洽水公司、水

利會、工業區共同尋求出協商機

已邀請水利會、政府官員、相關專

家舉行座談會以尋求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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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最大公約數。 

5.水資源綜合開發暨聯合運用方案

檢討，應先就板新一期、二期完

成後，供水區域是否會改變先予

以釐清，再進行水資源綜合開發

暨聯合運用方案之探討。 

已將板新一期、二期完成後，板新

地區不同支援量之條件下，進行運

用方案之探討。 

6.本計畫成果之綱要計畫作為未來

實施計畫之上位計畫，建議執行

單位依已可推動之計畫項目為

主。 

本計畫為「台灣北部區域水資源經

理基本計畫」之個案計畫，並將該

基本計畫擬定可推動之計畫項目列

入計畫中。 

三、石門水庫管理中心邱主任忠川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各標的用水請精算：  
(1)民生用水明確每年約 32％成

長。 
(1)已於第三章中就人口政策、用

水型態及節水策略進行探討

(3-2 節)，再進行民生用水推估

(3-3 節)。 
(2)農業用水請精算灌溉面積以利

計畫用水量審核，另新農業運

動可節省多少水量？ 

(2)農業灌溉水量將以不增加為原

則。 

(3)工業用水、耗水量大之工業是

否可禁止再設廠，現有高耗水

量之工廠可否轉型。 

(3)本計畫將以相關單位之工業發

展計畫進行需水量之估算，並

於 4-3 節中敘明高耗水產業之

檢討及因應策略。 

2.板新二期完成後可減輕石門水庫

負擔，須與本計畫結合。 
已將板新二期完成後，板新地區不

同支援量之條件下，進行運用方案

之探討。 

3.各用水標的協商機制與作業平台

之規劃與建立，與現行法令有競

合，仍請精算各用水標的水量，

由水庫管理單位依法辦理協商機

制。 

已於第三~五章精算各標的用水

量，提供水庫管理單位依法辦理協

商機制。 

四、經管課吳課長慶俊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簡報第 5 頁及第 11 頁相關數據似 已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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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與實際不盡相符，建請予以查

明更正。 
 

2.執行計畫書內少數圖表未註明出

處者，建請予以補充，以免侵犯

智慧財產權。 

圖表已註明出處。 

3.桃園地區於正常水文年到底有多

少水資源可以運用？可容許都市

及工業發展之規模？建請詳細分

析評估，以作為提供縣政發展及

國家發展之參考。 

已於第三章中説明不同缺水指數下

之大漢溪供水能力分析。 

五、臺灣自來水公司 曹組長敏中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執行計畫書 P.5、表 2-1 資料來源

為 94 年，但現在已是 96 年，建

議應將表格修正。 

已更新至最新數據。 

2.P.6、表 2-3、表 2-4 分別為低、中

成長，但低成長之量大於中成

長，易讓人混淆。 

已加以正，如 P.77 表 4-7、表 4-8、
表 4-9。 

3.P.15 供水穩定提出缺水率、缺水指

數…等指標，建議定義上要說明

清楚，使用上要定位妥當，另能

否就不同標之用水計算個別之指

標。 

已於定義上說明。如第三章。 

4.P.19 大湳廠增供 6 萬噸以上，請再

確認。 
已修正。 

5.P.22、表 2-8 中多元化開發中提及

西勢水庫加高，請確認其可行性

及其他相關計畫。 

西勢水庫非本計畫之範圍，已刪除。

6.P.26 自來水配水量之計算公式中

所採用之抄見率，在使用上請先

與本公司各區管理處確認。 

已採用自來水公司北工處所提供之

抄見率。如第三章。 

7.P.28、表 2-12 每人每日用水量請

與本公司各區管理處確認(報告中

低估，因為 90-93 年為枯旱年)，
表 2-13 生活用水總需水量推估與

已修正為 P.55 之表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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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北部地區區域供水計畫」

及水利署 95-6「用水供需檢討報

告」均不相同，請再確認。 

8.P.64 移用農業用水機制之訂定應

謹慎，建議參考水利署委託淡江

大學之計畫及農委會近期之研究

報告。 

已蒐集相關研究報告供作參考。 

六、水利規劃試驗所 曾副研究員志雄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供水有朝管網之佈置趨勢，分析

供需時請考量相關計畫(重大調度

支援)之影響，如板新二期等，請

參考。 

已蒐集相關計畫參考。 

2.建議計畫所蒐集之基本資料請整

理後交由甲方保存，請參考。 
將依北水局相關規定辦理。 

3.建議是否須有計畫評價之檢討？ 依合約書規定辦理。 

七、桃園農田水利會 馬家齊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近年來石門水庫供水區辦理幾次停

灌補償措施，以移用農業用水方式

補充民生、工業用水之不足，除了

水文條件不佳外，社會經濟發展造

成民生工業用水需求大增，更是重

要之影響因素。短期之緊急用水調

度，以移用農業用水方式來應急，

或許是不得不然之手段，但以近年

來辦理停灌補償及休耕獎勵措施來

看已有若干後遺症產生，一是環境

惡化：耕地荒廢或缺乏管理將造成

土質惡化、病蟲害增加、田鼠與紅

火蟻肆虐、區域微氣候條件之惡化

等；另一項則是社經文化之改變，

由於農業直接產值較低，導致農村

之年輕人口大量外移，實際農業從

業人口之平均年齡約為 60 歲，近年

近年來辦理停灌補償及休耕獎勵措

施，的確帶來一些後遺症，政府發

展高科技產業，也應注意以國為本

之農業發展。本計畫將以農業用水

需求零成長下，進行中長期水資源

策略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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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補償獎勵政策以農家賺款為計算

基礎，更使農民之耕種意願降低。

因此，此種水資源調度模式與農業

政策，是否對農業環境之永續發展

屬於正向性之措施，建請研究團隊

及政府機關在研擬策略時能加以考

量。本案既屬中長期規劃，是否能

夠跳脫近年來以純經濟考量之水資

源規劃模式：以拼經濟為名不斷招

商→區域水資源不足→調度農業用

水→農業發展逐漸萎縮→調度更多

之農業用水……本案之中長期水資

源策略研擬，令人期待。 

八、本局經管課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P.2-2 研究區域之各標的用水，僅

含生活及工業用水需求，未包含

農業用水部分，且與第三章

(P.34~28)重複，請將此內容修改為

目前各標的供水情形並包含農業

用水部分。2-3 區域產業亦同(與

P.10、11 重複)，該部分請刪掉。

農業用水需求量部分已包含在各標

的用水中。詳第五章。 

2.表 2-2、3-3 請更新至 95 年，另表

2-2 請補充工業用水量。 

表 2-2、3-3 已更新至 96 年，見 P.16

表 2-7。 

另工業用水量見第四章。 

3.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完

成對供水穩定之探討，該整治計

畫分兩階段執行(第一階段至 97

年)，建議先分析第一階段完成後

對供水穩定之貢獻探討。另外，

建議研擬對供水穩定之相關方案

作為第二階段計畫參考，並評估

對供水穩定之貢獻。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已完

成第一階段，在「石門水庫水資源

永續經營管理計畫」，已提供各種方

案，可作為第二階段計畫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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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結論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請農工中心在不違背中央已核定

水資源開發與利用之相關實施計

畫及政府定案之水資源政策與綱

領之原則上，探討本計畫石門水

庫有限水量之供水區域各標的用

水中長期規劃及區域產業發展之

研究。 

已於「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

理計畫」中，探討石門水庫供水區

域各標的用水中長期規劃及區域產

業發展。 

2.相關之水資源政策報告，包括「新

世紀水資源綱領」、「多元化水資源

經營管理方案」、「不缺水計畫」、

「台灣省自來水現代化經營綱要

計畫」等，其位階之整合及相關各

政策綱要之權責，請農工中心研提

建議。 

 

已於「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

理計畫」中，提出各政策綱要之權

責及位階。 

3.農工中心所請求配合事項，包括

相關水資源政策之提供、供水區

域相關規範等，請直接與北區水

資源局聯繫俾利協助提供資料。 

謝謝北區水資源局協助提供資料。

 

4.各委員及相關單位所提意見請列

入本計畫工作研處。 

各委員及相關單位所提意見已列入

計畫參考。 

5.每兩個月之定期工作會報及每個

月邀請專家學者、產業界等溝通

之工作方式，原則認可。 

已邀請專家學者、產業界溝通。 

6.相關基本數據資料以最新之資料

為準，請相關機關再確認，另引

用資料來源請註明清楚。 

引用資料來源已註明。 

7.下次審提會議請邀請行政院農委

會、工業局、縣政府等單位一同

參與討論。 

已邀請行政院農委會、工業局、縣

政府等單位一同參與討論。 

8.本計畫已依契約之程序提送工作

執行計畫書，所提內容經審提原

則同意認可。 

謝謝審查及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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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各標的用水中長期規劃暨區域產業發展探討及推動

之研究」第一次工作會報 

審提意見及處理情形 

 
一、北區水資源局 簡副局長昭群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桃園及石門灌區，受限於現有圳

路幹線，無法以部分休耕方式辦

理，以往係以減量(打折)或全面休

耕方式辦理。 

謝謝提供經驗做為方案研擬參考。

2.歷年幾次休耕，各相關單位對於

休耕補償未必為一權宜之計，目

前看來較可行之作法，朝向以設

置基金統一運作模式，每年固定

撥款，待面臨需休耕時運用。 

謝謝提供經驗做為方案研擬參考。

本報告第六章已針對調用農業用水

機制提出協商機制及作業平台。 

3.苗栗農業改良場目前引進越光米

種植，生長期約為 90 天，較目前

120 天短，且以滴灌方式，較能節

省水量，值得推廣；另外農委會

正推展農業多元化方案，不只以

稻作為唯一耕作方式，鼓勵從事

休閒農場或栽種高經濟價值作物

等。 

謝謝提供經驗做為方案研擬參考。

4.針對本計畫題目「石門水庫供水

區」及「中長期」，如何界定，請

加以定義規範。 

石門水庫供水區包括桃園供水區及

板新供水區。 

依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力規劃

處民國 93 年所完成之「中華民國台

灣地區民國 93 年至 140 年人口推

計」中推估成果，台灣地區(含澎湖

縣)總人口成長率逐年下降，由民國

93 年 0.43%起將逐年下降，預估至

111 年將為零成長，之後均為負成

長。依據此結果數據，本計畫將民

國 110 年訂為長期推估目標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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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推估目標年則訂在民國 101 年。

5.目前桃園縣政府每月均召開一次

桃園地區水資源協調會報，可利

用該平台進行水資源需求及調度

等協商討論。 

第六章有關作業平台方案四，即以

桃園縣政府為共同召集人，配合桃

園地區水資源協調會報，更可進行

水資源需求及調度等協商討論。 

二、經濟部水利署 林副工程司震哲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討論事項 1 所列水資源政策報告

大致齊全，但尚有「水資源營運

管理系統建置」可參考；所提「台

灣北部區域水資源經理基本計

畫」目前正送行政院內審議，定

案後再提供資料與北水局及農工

中心；另外建議把區域水資源概

念加入研擬。 

已從北水局取得「台灣北部區域水

資源經理基本計畫」（修正稿）資

料。並把資料放入「石門水庫水資

源永續經營管理計畫」。 

2.針對水情分析部分，於「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區域水

資源營運管理系統建置」已探

討，相關資源可向北水局詢問，

另中長期之界定，建議以板新二

期完成期限(民國 101 年)作中期

規劃界線。 

「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區域水資源營運管理系統建置」資

料已蒐集作為本計畫之參考。中期

計畫以民國 101 年為目標年。 

三、經管課 吳課長慶俊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石門水庫於正常水文年可調節多

少水量？枯旱年可調節多少水量

可資運用？首先請予分析統計。

另外板新二期完成後石門水庫可

節省多少水量？甚至可從北水處

調用多少水量？桃竹雙向供水管

線完成後，石門水庫可節省多少

水量？新竹可調往桃園支援多少

水量？亦請一併予以統計分析，

列成簡表供各界參考及桃園縣政

本計畫已就所蒐集資料進行相關分

析，以提供相關單位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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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作為都市發展及工商發展之參

考。藉此打破「資源有限，發展

無限」之迷思。 

2.長久以來第三世界及開發中國家

皆然，農業用水約佔 70％，農業

用水除灌溉功能外，尚有生態及

地下水補助等多重功能。然而如

桃園高度都市化及工業化之地

區，農業用水絕對有很大之調用

空間，其量到底多少？請以量化

表示。另外移用農業用水後對糧

食生產之影響、農民補償及維持

水利會正常運作影響程度等，建

議予以詳加分析。比如，對農民

而言，現行休耕補償收益及實際

耕作收益？休耕後對水利會運作

之影響等，亦請一併詳加探討分

析。 

從過去國外及國內經驗來看，農業

用水一向是非農業標的舒緩用水需

求，要求調用之對象，尤逢乾旱缺

水時期，角色更形重要，如墨西哥

Lerma-Chapala 河流域，1999 年調

用約 2.4 億 m3水量，供民生、工業

及 生 態 用 水 ， 台 灣 過 去 在

2002-2004，2006 年，大規模公告一

期作農田停灌，調用桃園、石門、

新竹、苗栗及嘉南水利會灌溉水

源，供民生及工業使用等，都是調

用農業用水之案例，所以，農業用

水調用，絕對有很大之空間，調用

之量，從少量之以加強灌溉管理方

式調用，大到如前述大規模農田停

灌方式，以調用水利會整期作灌溉

水源。 

至於，移用農業用水後對糧食生

產、農民補償及維持水利會正常運

作影響程度等，這要視水之移用多

寡而定，如係以加強灌溉管理方式

之調用量而言，只有影響水利會正

常運作，需加強灌溉管理，餘不變；

若是後者大規模停灌方式，影響則

很多，依據以往經驗顯示，包括有

農田水利會之加強灌溉管理、建造

物使用、行政作業、二期作復耕(渠

道疏浚)、天然魚介採補短收等 5

項，水源調配管理單位之水源調

配，農民之農作經營損失，以及水

稻農事耕作經營週邊產業如秧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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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倉儲業代耕業經營損失。 

3.感謝農業工程研究中心提出很多

觀點看法，如果在本計畫委託範

圍內者，建請詳予分析，並作具

體結論建議，以作為本局及上級

水政單位之參據。若不在本委託

工作範圍內者，亦請作成具體之

建議，供本局及上級水政單位參

考。比如，桃園台地特有如天上

繁星之埤塘，如何恢復往日正常

灌溉功能，甚至作為水源調蓄利

用，值得確實推動，如何推動，

亦建請提供可行建言。 

桃園水利會及石門水利會之埤塘，

對灌溉用水之調蓄，發揮很大之功

效，其每年使用次數皆在５次以上。

四、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目標年 110 年人口推估與需水量

等資料本公司北工處已提供，至

於抄見率本公司第二、三、十二

區處亦已提供，關於桃園地區工

業用水資料，則請農工中心逕洽

本公司第二區處提供。 

感謝委員意見及各相關單位提供寶

貴資料，本計畫已採用實際資料進

行中長期民生與工業用水推估。詳

見第四章。 

2.依據水利法第 2 條「水為天然資

源，屬於國家所有，…」及 17 條

「…每一標的取得水權，其用水

量應以事業所必須者為限。」之

規定，加以近 20 年來因經濟發

展、社會環境變遷等，許多農地

已大幅變更為建地或工業用地，

建議應秉水利法精神率先建立水

權重新分配機制，再從而落實水

權費徵收制度，屆時各標的之間

如仍存有需相互移用之情況，則

可進一步研議水市場交易制度，

方符合社會公平與正義原則。 

自來水公司之看法已納入本計畫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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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公司與水利會之間業援引「農

田水利會組織通則」相關規定，

訂定常態性取用加強灌溉管理節

餘水量契約，並秉使用者付費精

神辦理，惟法規上之適法性與契

約條文，尤其水質方面之要求，

建議加以深入探討。 

本計畫將蒐集以往相關單位水質檢

測資料，並探討自來水取水處水質

狀況。 

4.有關桃園、石門大圳幹線、支渠、

小給水路等輸水損失，建議提供

降低輸水損失相關措施，本公司

樂於取用多出之加強灌溉管理節

餘水量，置於埤塘水源因不適用

於公共給水，惟其多餘出來之水

量如與水利會擁有之水庫水源交

換，則本公司亦樂意以加強灌溉

管理節餘水量方式取用。 

依據以往營運經驗顯示，可藉由工

程及管理兩大方式，降低輸水損

失，相關措施前者包括水利設施更

新改善如輸配水渠道、調控閘門

等，後者如水量調配等人為管理。

降低輸水損失，以為非農業標的取

用節約水量，農業部門早已宣示，

期盼透過加強農業灌溉用水取水、

輸水設施改善，擴大供水服務至其

他標的(蔡明華，2001)，化解民生、

工業與農業用水標的間競爭為合

作，共同投資加強改善既有取水設

施或建造攔蓄設施，增加河川逕流

水量利用，紓解地區缺水壓力(蔡明

華，2005；蔡明華，2007)。 

5.由於本公司與水利會之間訂定常

態性取用加強灌溉管理節餘水量

契約，已具調用農業用水事實，

至於枯水期原水調配問題，查北

水局亦於適當時機邀集中央氣象

局、農委會、國科會、農田水利

會及本公司與相關管理處召開地

區性供水事宜會議，除請農田水

利會加強灌溉管理外，亦涉及一

期稻作延後整田插秧之可行性及

是否需辦理停灌休耕等相關事

宜，如評估確有實施停灌休耕之

將以現階段執行之經驗及效果與作

業要點進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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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再報由經濟部水利署簽陳

經濟部邀集相關部會及有關單位

共同研商，於作出政策性決定

後，嗣併同經費分攤原則陳報行

政院裁示，並於奉核後即展開相

關作業，以上過程業已建立機制

遵循辦理，故「農業用水調度使

用協調作業要點」建議加以檢討

其適用性。 

五、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區管理處 李課長乾華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水利會目前實際灌溉面積及水權

量是否符合？比如部分農地已廢

耕...，但水權量却未曾檢討調整，

建請分析以掌握農業用水量。 

水權量之檢討或調整或分析，由於

攸關層面，錯綜複雜非學理可分

析，本計畫擬就實際狀況說明並提

出，期能獲得共識而能建議客觀參

考資料。 

2.灌溉方式之選擇將影響用水量多

寡，建議調查目前採用灌溉方式

及提供比較其他供灌方法，計算

可節省用水量。 

桃園及石門水利會灌區作物計畫標

的是雙期作水稻，灌溉方法採用的

是地表灌溉之埂間漫灌。目前台灣

地區廣為應用之灌溉方法，有地

表、噴灑及滴水灌溉三種，依其人

力、財力、地形、作物等等條件，

篩選適當灌溉方法(詳報告內文)，

若選擇後兩者施行灌溉，在旱作方

面是可節省用水量，惟財力負擔龐

大且水稻灌溉不適合噴灌或滴灌。

3.埤塘浚渫後滲漏水量是否會增

加？是否因高程變化而無法排

出？請考量。 

埤塘浚渫後滲漏水量不會增加，水

位比給水口低之水，會因高程變化

而無法排出，須採用抽水方式取水。

六、石門水庫管理中心 邱主任忠川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民生用水部分請將板新二期計畫

之供水列入考慮。 

本計畫已於「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

經營管理計畫」有關台北、板新、

桃園、新竹等多元開發與彈性調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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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方案之探討』項目中進行相關

方案之探討。 

2.各標的用水之最低用水量及最高

用水量為何？請分析，以確實掌

握供需是否平衡。 

本計畫已就各標的需水量蒐集資料

進行相關分析，以提供相關單位參

考。見第三、四、五章。 

3.埤塘浚渫不是問題，而是日後如

何維護管理，建議由統一單位管

理(獲水利會，或北水局)，並由用

水單位付費購買。另建議儘量不

要利用估水期進行魚類捕撈。 

埤塘浚渫牽涉水利會之灌溉管理，

宜經水利會同意。 

七、本局經管課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請農工中心製作預定進度表，並於

每次會議提報執行項目及進度，以

利控管。 

農工中心已於每次會議提報執行項

目及進度。 

八、結論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水資源政策相關計畫及有關調度

農業用水協商補償相關計畫請北

水局協助農工中心洽水利署蒐

集，並請農工中心分析各計畫目

標相關性，彙整其綱要及重點政

策於期中報告說明。 

已於「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

理計畫」中説明。 

2.本研究計畫所需各項基本資料，

請自來水公司、水利會及縣政府

協助提供，並請農工中心表列所

需資料名稱、項目、時間及格式

等資料需求表，以利各單位配合

整理及提供。 

謝謝自來水公司、水利會及縣政府

協助提供資料。 

 

3.因部分重要用水單位未參與與本

次會議，為利於本計畫執行時所

需資料完整性及正確性，請農工

中心安排時程專訪各單位提供指

導及協助。 

謝謝自來水公司、水利會及縣政府

協助提供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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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門水庫工業用水除中油及中科

院為直接供水外，其餘搭配農業

及民生用水供配，請農工中心一

併調查歷年搭配量，以利確認工

業用水成長需求。 

已於第四章説明。 

 

5.石門水庫水源之分析、可供水量

及用水量其經常及基本需求是否

平衡，缺水對象及機率為何，可

調配水源及調度水量，請於計畫

內補充分析資料。 

已於第六章説明。 

 

6.與會單位提供意見請農工中心參

酌辦理，於本計畫執行時一併研

究參辦。 

已依照與會單位所提供意見修正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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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各標的用水中長期規劃暨區域產業發展探討及推動

之研究」第一次期中簡報 

審提意見及處理情形 

 
一、經濟部顧問 陳委員茂生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本計畫之主要目標為研擬「石門

水庫供水區中長期水資源經營管

理策略與綱要計畫」。第三章彙整

相關之上位政策綱領計畫，並擬

具兩大規劃方向；水資源開發利

用總量管制及枯水季天然水資源

用水零成長(P.99)正符合行政院

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審定水利署

「水資源永續發展政策規則」，請

加強調整國家用水結構、產業政

策及民眾生活習慣等為環境轉型

運動。 

已在策略研擬階段提出調整用水結

構、產業政策及民眾生活習慣等環

境轉型運動。 

2.本案工作執行計畫及期初簡報之

會議紀錄結論 7 提到，下次審提

會議，請邀農委會、工業局…等

單位參與討論，事關產業政策之

用水競合，請廣納意見研討。 

已於工作會報及第二次期中審提會

議邀請各單位參與討論與指導。 

3.穩定供水設施(P.19)請評核設備容

量及實際供水之營運績效。 

研究將納入考量。 

4.台灣北部區域水資源調度探討，

請反映人口、產業分佈發展之合

理性研析，並請以綜合各行政機

關之立場評析編撰報告，文中以

引用林哲暐碩士論文是否適當？

(P.25,26) 

內文已進行修正。見第三章。 

5.石門水庫運用比為 4.88，因其具

有蓄水功能外尚具攔河取水效

益，可否加強協調農業用水取水

綜合經營管理應可提高用水效率，

建議透過協商會議，各單位經由協

商謀求利益共享，則可望提高年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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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及各用水之調度，綜合經營

管理提高大漢溪年運用水量？ 

用水量。 

二、經濟部水利署水文技術組第 1 科科長 蘇委員俊明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P.7 表 2-1 桃園縣工業區數量與面

積一覽表，建議採用最新資料(民

國 96 年)。 

桃園縣工業區數量見 P.11 表 2-2，已

採用最新資料。 

2.P.9 表 2-3 桃園縣近年人口統計

表，建議採用民國 96 年 11 月人

口統計。 

已採用最新資料。見表 3-6。 

3.P.10表 2-4桃園地區淨水場之供水

需求資料中，板新淨水場實際出

水量 90 萬 CMD(2006 年)是否正

確，請再確認。 

與台灣自來水公司第 12 區管理處

確認後，由於每日實際出水量會隨

水源供應量而異，但平均而言實際

出水量為 90 萬 CMD。 

4.P.13圖 2-2石門水庫供水區水資源

調度圖，請修正為最新資料，如

已完工之 96 萬 CMD 壩頂緊急抽

水及尖山中繼加壓站等以新完成

設施容量即可。另增設第二後池

請確認是否不執行，若不執行請

移除，並瞭解替代方案工程設

施。途中若已完成之工程設施以

實線表示，未完成或規劃中採虛

線表示。 

考慮本圖有許多不確定數值，故移

除本圖。 

5.P.15表 2-7石門水庫集水區雨量紀

錄石門 (3)， 94 年年降雨量為

3,300mm，而上半年 3,239mm 及

下半年 1,672mm，顯然三數據有

誤，請再確認。 

感謝寶貴意見，上半年 3,239mm 修

正為 1,628mm。 

6.P.17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

畫完成後，對供水穩定貢獻度之

探討，建議增加以供水穩定度量

化評估表達，如供水穩定度提高

多少等。 

研究將納入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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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21 台灣北部區域水資源經理基

本計畫方案之探討，建議探討效

益採量化表示，如缺水指標之變

化狀況。 

一般缺水指標乃是顯示長期缺水狀

況，較不適合本工作項目。本計畫

擬以計畫方案執行前後之缺水率來

探討效益。 

8.P.30 人口政策分佈趨勢建議增加

石門水庫供應板新地區之人口趨

勢之統計，統計資料引用至民國

96 年。 

石門水庫供應板新地區之人口趨勢

之統計，已蒐集最新資料。見表

3-7。 

9.P.44 未來產業發展政策與產業類

型之探討，建議補充供水區內產

業變化及型態。另中央與地方政

府對供水區產業規劃為何？請補

充。 

已補充相關資料。見第四章。 

10.P.45 高耗水產業用水之檢討及因

應策略，建議補充供水區內有哪

些高耗水產業及實際因應對

策。另工業節水措施及規劃，請

以供水區內進行探討。 

已補充相關資料。見 4-3 高耗水產

業用水之檢討及因應策略。 

11.P.59 農作物種類、耕作制度及灌

溉方法探討後，應提出建議，其

建議方向可朝增加經濟產值之

農作物種類、節水空間之耕作制

度及灌溉方法予以論述。 

石門水庫供水區主要之作物為桃園

水利會及石門水利會之二期作水

田，其耕作制度及灌溉方法對於環

境及生態的維護，有相當的貢獻。

稻作的灌溉方法不似旱作之灌溉方

法，還是需採用漫灌。 

12.P.85 本計畫就大漢溪流域草擬由

桃園縣政府主持之常設大漢溪

流域協商平台委員會，立議甚

好，惟桃園縣政府是否足以擔起

大漢溪流域上、中、下游協商調

配供水能力，請再檢討。 

宜由北區水資源局為召集單位。各

方案協商平台機制見第六章。 

13.P.95 石門水庫供水區中長期水資

源經營管理策略與綱要計畫定

位探討，請執行單位作一評估是

否需有綱要計畫？如不需，則建

「石門水庫供水區中長期水資源經

營管理策略與綱要計畫」已修正為

「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理計

畫」，並為「台灣北部區域水資源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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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以何種方式進行較妥，應詳加

探討，並建議之。 

理基本計畫」之個案計畫。 

14.P.99 本報告敘本計畫未來訂定之

石門水庫”集水區”水資源策略綱

領將朝(1)推動天然水資源開發

利用總量管制(2)推動枯水季天

然水資源零成長，似乎為節流方

向，然開源方向並無規劃，請再

探討開源方向規劃。另前述提

及”集水區”水資源策略綱領是否

適當，請再檢討。(建議改為”供

水區”較適當) 

已於「台灣北部區域水資源理基本

計畫」中説明。 

15.本計畫為石門水庫供水區水資

源經營管理之重要方向研究，請

執行單位以在地人所需，盡心為

本計畫研提適當之綱要計畫及

推動策略，以利主辦單位推動。

已完成「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

管理計畫」內容，包含綱要計畫及

推動策略。 

16.簡報資料 P.8 歷年內屬豐水之水

庫供水量平均值為 7.2 億噸，乾

旱年為 7.1 億噸，與目前淡江大

學所作之「石門水庫水權水量之

分析及研究檢討」委辦案所推算

值不同，請再確認。 

本計畫乃是將民國 53~95 年石門水

庫入流量資料依超越機率值分類為

四種不同水文年，計算歷年內屬豐

水年之水庫供水量平均值為 72,360

萬噸、歷年內屬乾旱年之水庫供水

量平均值為 70,953 萬噸。 

17.簡報資料 P.22 未來產業探討中，

所提桃園縣綜合發展計畫，兩兆

雙星高科技產業、航空城發展、

高科技工業園區、國際交易與交

流中心、濱海地區整體開發建設

計畫，建議執行單位摘錄內容重

點放於報告附件，以利審閱。 

已於第四章說明。 

三、北區水資源局石門水庫管理中心主任 邱委員忠川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 石門水庫歷年平均運用比為

4.88，水庫已超出運用，除新水

研究將納入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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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開發外，近程以水源調配，尤

其板新水源南調計畫涉及翡翠水

庫及石門水庫聯合運用，實際執

行仍有困難，請農工中心就民

生、工業方面石門水庫供水之上

限及農業用水節水之上限為多

少，以利政府產業及農業政策。

2.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石門水

庫供應板新水廠再反送北桃園地

區用水，為減少輸水損失，建議

北桃園地區用水由桃園大圳輸送

供水。 

研究將納入考量。。 

四、北區水資源局經管課課長 吳委員慶俊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感謝農工中心對於期中報告分析

石門水庫於正常水文年可調節多

少水量及枯旱年可調節多少水量

予以分析納入報告，另外目前實

際之農業用水量、民生用水量及

工業用水量亦請詳予統計。在石

門水庫可調節之水量下，尚有多

少空間可供都市發展及工業發展

之用，建請明確表示供作桃園縣

政府及台灣發展之參考依據，並

於期末報告中顯示於旨揭摘要章

節，以利政府及社會各界獲悉此

項資訊。 

已於「台灣北部區域水資源經理基

本計畫」中說明。 

2.石門水庫供水區包括台北板新地

區、桃園縣及新竹湖口地區，供

水區人口請把上述 3 個區域分別

調查，再予加總呈現。 

石門水庫調蓄運用大漢溪水源，除

供應桃園台地及水庫下游灌溉用水

外，並供給石門、龍潭及板新供水

區之公共給水，而板新供水改善計

畫一、二期工程完工後，板新地區

之公共用水需求改由新店溪水源供

應，故本計畫將以桃園地區作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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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之供水區域。 

3.每人每日用水量依水利署現行標

準為 250 公升，歐美先進國家普

遍小於 200 公升，本計畫是否依

照自來水公司之評估量 275或280

公升，建請斟酌。 

由於節約用水觀念仍屬推廣宣傳

中，國人尚無法落實，若依水利署

公布標準及其他國家資料，反而無

法反應實際民生用水量。故本計畫

除依自來水公司評估值外;並加列

節約用水目標 250 公升之需水量。

4.稻作面積不宜僅引用水利會資

料，建請再向農委會及縣市政府

農業局蒐集引用，以符實際。 

農業稻作面積，將會蒐集引用農委

會及縣市政府農業局資料。 

5.石門水庫農業年用水量 7.5 億噸

應係其擁有之水權量，並非實際

用水量，建請再予查明，以符實

際。 

7.5 億噸之農業用水，包括石門水庫

水源、河川取水及埤塘集水。實際

石門水庫供應之用水量約為 5 億

噸。 

五、台北縣政府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P.24 第一行「……水庫清淤與祭

京……」，請說明祭京意義。 

感謝指正，已修正為「水庫清淤與

排砂」。 

2.供水穩定度分析以論文分析結論

摘錄，並無敘明其基本條件，建

議供為參考用。 

已加以修正。 

3.本文中參考文獻建議增補至參考

文獻中，以利參考使用(如 P.34 阮

威堯、廖福全)。 

已加以增補。 

4.請註明豐水年及乾旱年之定義，

與表 2-6 實際供水量之關係為

何。另行政院核定 100 年農業用

水量為 7.5 億立方公尺，而豐水年

供水量平均值為 7.2 億立方公

尺，如何供應請說明之。 

感謝委員意見，水文年定義為當超

越機率值 P% 愈大，表示其水文條

件愈枯旱現象，若水文超越值小於

40%其水文條件約屬豐水年，介於

40%~60%則屬平水年，介於 60%~ 

80%則屬枯水年，若水文超越值大

於 80%即屬乾旱年。 

豐水年、乾旱年與實際供水量並無

關係，統計數值只是為了計算出不

同水文年下水庫可供水量，供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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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單位參考。 

5.P.13 圖 2-2 請加註單位。 考慮本圖有許多不確定數值，故移

除本圖。 

6.P.43 表 2-26 有 2 個單位用水量及

平均日用水量，請敘明。 

由於引用資料有誤，故移除本表。

7.P.36 每人每日用水量應以立方公

尺 為 單 位 (275L/DAY 應 改 為

0.275CMD)。 

由於本資料提供者(自來水公司)慣

用單位為公升，故延用之。 

8.P.42 表 2-23~2-25 標題後面之

「低、中、高成長」應刪除，低

成長為現有開發中；中成長為現

有開發中+編定及報編中；高成長

為現有開發中+編定及報編中+規

劃及研議中。 

內文已修正。 

9.P.47 表 2-28~2-30 為二區處提供與

表 2-23~2-25 有出入，如桃園觀音

觀塘工業區已供水，卻列入編定

及報編中工業區，不甚合理。 

內文已修正。 

六、台灣自來水公司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查板新二期工程預定 101 年方完

工，因期間尚存有空窗期，故 P.5

及 P.28 有關本計畫將以桃園地區

作為主要研究之供水區域乙節，

於現階段仍應將板新地區包含在

內。 

本計畫在中程用水計畫(民國 101 年

之前)並未自板新調度 68 萬 CMD，

而是 101 年後才調度該水量，故符

合委員所關切事項。 

2.P.6「此外 2002、2003 年之乾旱，

新竹科學園區均由石門水庫供

水，經自來水公司管線輸送調配

而支援科學園區用水」乙節，建

議修正為「此外 2002、2003 年之

乾旱，係將石門水庫原水經平鎮

淨水場處理後南送新竹縣湖口

鄉、新豐鄉、竹北市等地區，將

已加入「此外 2002、2003 年之乾

旱，係將石門水庫原水經平鎮淨水

場處理後南送新竹縣湖口鄉、新豐

鄉、竹北市等地區，將原送供該地

區之清水，調撥新竹科學園區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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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送供該地區之清水，調撥新竹

科學園區使用」。 

3.P.9 有關南桃園地區主要由連接大

壩之石門大圳取原水乙節，請修

正為南桃園地區主要由連接大壩

之石門大圳及後池堰平鎮淨水場

第二原水抽水站取原水。 

已修正為「南桃園地區主要由連接

大壩之石門大圳及後池堰平鎮淨水

場第二原水抽水站取原水」。 

4.P.13圖 2-2石門水庫供水區水源調

度圖，因過於複雜宜予簡化。 

考慮本圖有許多不確定數值，故移

除本圖。 

5.P.20 有關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

治計畫完成後對供水穩定度之探

討，似過於簡略亦缺乏量化方面

論述，請酌參。 

研究將納入考量。 

6.P.21、P.22 有關桃園及新竹海水淡

化廠依報告所提，均係銜接既有

自來水管路系統，惟採專管輸送

方式較屬本公司可接受方案，請

考量。 

採專管輸送方式已納入有關桃園及

新竹海水淡化廠之方案中。 

7.第二章 2-1 之四、節似未見台灣北

部地區水資源經理基本計畫有關

台北板新地區、桃園地區、新竹

地區等多元開發與彈性調度方案

之探討內涵與結果。 

本計畫已於「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

經營管理計畫」中說明。 

8.P.31用水原則(三)所提離島地區用

水似與本計畫無關。 

內文已修正。 

9.P.85 有關大漢溪流域枯水時期水

源調整之實施，是否涉及停灌休

耕，惟停灌休耕係屬跨部會事

宜，目前由經濟部主導，故兩者

權責應有所切割。 

本計畫所提及透過協商平台所做之

水源調整均指臨時缺水事件，無論

將來由那一機關所主導均須協商，

故各機關之權責並不衝突。 

10.P.94 似未呈現石門水庫集水區水

資源綜合開發暨聯合運用方案檢

討之內涵。 

已於第六、七章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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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灣自來水公司北區工程處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生活用水推估有關普及率及抄見率

等，請更新至 95 年(水公司 95 年統

計年報已建置)。 

已蒐集最新資料並更新報告內容。

八、台灣自來水公司第二區管理處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P.19 及 P.20 有關尖山中繼加壓站

設置後效益，請再確定後修正。 

已加以修正。 

2.P.29 石門供水區域還有包括新竹

縣湖口鄉及新豐鄉，請加入報告

內。 

報告中石門水庫供水區域除桃園縣

境內，向北亦支援台北縣之板新水

場，向南亦達新竹湖口、新豐。 

九、經濟部水利署 林副工程司震哲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依據契約期程期中報告應完成

「供水穩定度分析探討」，惟相關

資料收集及關聯性分析，仍嫌薄

弱，建議再補強。如都市及社會

基本資料，其變革與水資源之關

連，經濟、產業轉變對於水資源

使用之變化情形，建議再加強，

並請盡量利用圖表(如 Pine、金字

塔圖、地理分佈圖等)陳述。 

已加強陳述。 

2.P.13 水源調度圖部分設施已有調

整，建議修訂。 

考慮本圖有許多不確定數值，故移

除本圖。 

3.P.17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

畫完成後貢獻探討，尚未見論述。

將針對整治計畫中增加供水者進行

考量。 

4.P.48 供水期程為水公司提出，是否

經北水局用水計畫管控之確認，

請說明。 

已與北水局進行用水計畫確認。 

5.P.44 請就地區產業(農、工等)類型

是否提出其發展之建議(如特色產

業)。 

研究地區農業發展類型或特色產

業，已於第五章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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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圖 3-1 協調平台，工業局為工業區

管理機關，龍潭科學園區管理機

關為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另建

議採用層級位階一致表述，如經

濟部、農委會、國科會、環保署

同一位階，水利署、工業局、農

田水利處、科管局等為下一層位

階，另水質問題是否納入。 

已於第六章說明。 

十、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經管課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P.2，圖 1-1 請標示各鄉鎮名。 已標示。 

2.表 2-5 數據過小，請以 A3 大小製

作。 
表 2-5 內容已加以調整為表 2-9，版

面以 A4 製作。 

3.圖 2-2，目前已無增設第二後池計

畫，該部分請刪除並增加中庄調

整設施，另板新二期供水量為 101
萬噸/日。 

考慮本圖有許多不確定數值，故移

除本圖。 

4.P.17，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

畫內容已做修正(尚未報核)，請依

修正計畫內容調整，並針對其功

能定位及進行供水穏定分析探

討。 

本計畫將收集最新資料並更新報告

內容。 

5.P.22，有關農業迴歸水部分，本局

委託研究之「多元化水資源開發-
桃園及新竹地區農業迴歸水調查

及可行性評估」已完成成果報

告，請補充該研究成果。 

本計畫已收集最新資料並更新報告

內容。見「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

營管理計畫」。 

6.P.32，表 2-14 之「中高」、「中」

及「低」分別代表意義為何？請

補充。 

「中高」、「中」及「低」為表 3-8
台灣未來人口成長原有之內容。 

7.台灣省自來水公司改為「台灣自

來水公司」。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已改為「台

灣自來水公司」。 

8.P.40~41，表 2-21 及圖 2-4 及 2-5
請補充資料來源及統計年別。 

已更新並補充報告內容。 

9.P.43，表 2-26 末 2 行均為「平均 由於引用資料有誤，故移除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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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水量(CMD)」，請修正。 

10.P.44，表 2-27 及表 2-22 桃園地區

各目標年之工業用水需水量不

同，請說明。 

本計畫將審視引用資料，進行更新

與修正。 

11.協商平台請以桃園縣政府及北水

局分別為主導，去探討其協調機

制優缺點並予表列及建議。 

已於表 6-1 說明。 

12.P.82，文中敍及「水庫集水區治

理權責暨有關事項處理原則」詳

見附錄二，與所附資料不符，請

確認。 

已修正報告中錯誤內容。 

十一、結論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本計畫目的為石門水庫中長期水

資源經營管理策略與綱要計畫研

訂，有關石門水庫過去經營 42 年

來各標的產業型態及用水量改變

資料請補充，並依所收集資料分

析未來桃園地區各標的用水量成

長情形，訂定管制總量，避免石

門水庫用水失控造成缺水。 

已於報告第二章至第六章中說明。

2.下次會議請邀請農委會及工業局

參加，以利確定及了解報告中所

列各產業未來策略是否符合各單

位推動目標。 

已邀請農委會及工業局參加。 

3.本報告原則認可，並請農工中心

依委員及與會人員意見補充及修

正，並於下次期中報告中說明。 

已依委員及與會人員意見補充及修

正，並於第二次工作會議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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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各標的用水中長期規劃暨區域產業發展探討及推

動之研究」計畫第二次工作會議 

審提意見及處理情形 

 
一、經濟部水利署  林副工程司震哲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石門水庫供水區規劃，建議以供

應量作規劃基準，就各產業發展

及其缺水風險及因應(諸如有效管

理、節水措施、開發水源……等)

措施作分析。 

本計畫在經營管理策略中，將會考

慮水源供應量及缺水風險進行政策

研擬。 

2.即將上任新政府部分政策已作調

整，與本供水區有關者，如桃園

航空城及休耕農田復耕等，待政

策明確後建議納入計畫中調整。 

本計畫將待政策明確後，納入計畫

中調整。 

3.桃園地區目前公共用水已經常性

移調水利會加強灌溉管理節餘水

量，近年採稻田自願性休耕，對

節餘水量有所助益，倘本區採全

面復耕，恐影響各標的供水穩定

性，對本區糧食產業是否能評估

較有彈性之耕種作物方式(如：1

期作轉作)。 

本年度計畫目標是配合區域產業發

展，探討各標的用水中長期規劃，

因此，桃園地區農業灌溉用水係以

水稻雙期作耕作方式，予以評估，

若要評估較有彈性之耕種作物方

式，如：一期作轉作等，建請未來

編列計畫研究探討。 

4.簡報 P.95 需水量能否以各標的需

水長條圖表示，較易了解各種水

量之消長，另建議統計實際用水

量。 

將採用長條圖表示。 

5.針對各標的用水協商機制平台架

構，囿於政府人力有限，恐無法

各地區均比照高屏流域管理委員

會方式設置，原則上建議協商為

雙方或各方會議，仍由地方執行

單位辦理，屬政策面之補償或協

議由部會協調平台辦理。地方單

本項建議，在未來方案比較時，予

以慎重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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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基於經濟部(水利署)為用水主

管機關，建議以北區水資源局為

協商召集人(採方案一)。 

二、水利規劃試驗所  陳助理研究員聖文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

有關後池、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

湖請補充計畫功能及增供水量如

下： 

(1)計畫功能：興建中庄調整池可

於大漢溪水源濁度抬升時發揮

水源備援功能，並可利用大漢

溪剩餘水量進行調蓄，可增加

桃園及板新地區常態時期用

水，穩定桃園及板新地區供水。

(2)增供水量：模擬 47-95 年歷史

資料，當 SI=0.5 時，平均年供

水量為 1,656 萬立方公尺，年常

態供水量為 1,031 萬立方公

尺，年備援供水量為 625 萬立

方公尺，庫容運用率 2.4 次。 

內文已進行修正，如表 2-9 所示。 

2.有關農作物種類、耕作制度及灌

溉方法之探討，建議補充大溪鎮

中新里(中寮島)全國最大韮菜專

業區資料。 

資料已補充於第五章。 

3.有關生態基流量評估方式，本計

畫採用年平均流量法，而非採日

流量延時曲線法 Q95來評估，其原

因為何？評估可考慮水資源綱領

計畫，每 100 平方公里採 0.135 

c.m.s。 

日流量延時曲線法 Q95、水資源綱領

計畫，每 100 平方公里採 0.135 

c.m.s，均已補充評估於第五章。 

4.有關聯合運用方案模擬，大漢溪

水源量摸擬之控制點為何？簡報

中所提推估測流以何種方式推

將於報告中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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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是以三峽河面積比推估嗎？ 

三、自來水公司  王工程師士端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建議工作會報簡要資料隨開會通

知函送，俾事先研擬意見提供參

考，另嗣後相關會議均請通知本

公司北區工程處參加。 

後續相關會議，已建請北水局邀請

自來水公司北區工程處參加。 

2.有關桃園、石門大圳及大漢溪等

輸水損失，在合約許可範圍內請

農工中心提供量化資料供參。 

桃園及石門大圳輸水損失，如第五

章所示，至於大漢溪輸水損失，礙

於時間及經費有限，惠請另案調查。

3.本公司與水利會之間業援引「農

田水利會組織通則」相關規定，

訂定常態性取用加強灌溉管理節

餘水量契約，並秉使用者付費精

神辦理，有關桃園大圳加強灌溉

管理節餘水量按合約僅 5 萬噸/

日，建請就水文狀況與需求面評

估是否有增供空間，以減緩石門

水庫供水壓力。 

目前石門水庫供水區各標的用水已

選高風險情況，本計畫將以水源可

供應量及缺水風險進行經營管理政

策研擬。 

4.有關大漢溪流域協商作業平台，

鑑於 91、92、93、95 年北部地區

停灌休耕，國科會均參與分攤相

關補償費，故建議中央主管機關

應將國科會納入。 

協商作業平台，已將國科會納入。

5.查北水局亦於適當時機邀集中央

氣象局、農委會、國科會、農田

水利會及本公司與相關區管理處

召開地區性供水事宜會議，除請

農田水利會加強灌溉管理外，亦

涉及一期稻作延後整田插秧之可

行性及是否須辦理停灌休耕等相

關事宜，如評估確有實施停灌休

耕之需要，再報由經濟部水利署

簽陳經濟部邀集相關部會及有關

對「各標的用水協商機制與作業平

台」之方案一，已就法規、技術及

實務面補充資料。見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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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共同研商，於作出政策性決

定後，嗣併同經費分攤原則陳報

行政院裁示，並於奉核後即展開

相關作業，以上過程業已建立機

制遵循辦理，故「各標的用水協

商機制與作業平台」建議採方案

一，惟請就法規面、技術面及實

務面再予強化。 

6.建請先就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

探討其現行運作機制及所發揮之

功能，再考量是否亦成立大漢溪

流域管理委員會應較具說服力，

另管理委員會建議加註 21 位委員

組成成員。 

已蒐集高屏溪管理委員會組織章程

資料，並訪談執行長瞭解委員會運

作情形，作為成立大漢溪流域管理

委會員可行性之參考。 

四、自來水公司第 12 區管理處  陳課長清棋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P.28 板新供水區的三峽地區發展

迅速，人口數推估請再評估。 

本計畫之人口推估是依據自來水公

司所提供之板新供水區域實際用水

人數，以曲線延長法推估，該法是

依據過去人口成長情形，觀察目前

該都市之地理環境、社會背景、經

濟狀況、現有都市計畫，以及考慮

將來可能之發展趨勢，進行板新地

區未來人口數推估，故已考慮地區

發展性。 

2.P.29-P.30 抄見率或售水率做分

析？ 

由於許多自來水管路老舊，使得淨

水廠出水量與售水量不符合。因此

本計畫選用抄見率進行推估。 

3.P.32 已開發完成工業區缺少板新

地區(土城、五股、樹林等工業區)

資料。 

已修正。 

4.P.87-P.88 大漢溪流域管理機構是

否有筆誤？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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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桃園農田水利會  馬助理管理師家齊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有關農業環境及生態保育用水，

相關評估方法之用水方式與現況

是否有差異？是否需要針對農民

或用水管理人員進行現地訪查，

再選擇或修正合適之評估方式。 

農業環境及生態保育用水，評估方

法及其結果，如第五章所示。若要

現地訪查後，再選擇或修正合適評

估方式，建請未來編列計畫進行。

2.各用水公式之推估比較中，建議

在合約前提下，概分為河川、水

庫灌區，才能分別評估其用水穩

定度。 

本文依各用水公式所載內涵，加以

推估運用，如第五章所示，並未有

河川或水庫灌區之區分。 

3.關於協商機制，本區域已有多次

協商經驗，建議先蒐集相關過程

與結果，檢討其窒礙難行之處，

再檢討調整方案。(註：本會並無

P.79 所述之疑慮)。 

將蒐集協商相關過程與結果資料，

並檢討是否有不可行之處。 

4.P.81 之移用機制：水利署目前已

有計畫進行研訂，且含經費來源

及其運用方式，建議納入參考。 

將納入參考。 

5.聯合運用方案模擬，僅代入大漢

溪 47-95 年水源量，新店溪似可無

限制支援，建議新店溪亦需代入

長年實際水量，以模擬聯合運用

之情形。 

本計畫以大漢溪進行模擬，由於新

店溪進行支援，將降低其缺水風

險，已於文中說明。 

六、台北縣政府  詹技士麗梅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P.81 請補充說明各標的用水協商

機制與作業平台流程圖由何單

位啟動缺水分析機制？協商機

制？在流程圖中協商機制何時

啟動？協調委員會介入時機？ 

已於第六章說明。 

2.P.89 請補充說明大漢溪流域管理

委員會組織與北水局權責之分際

關係？ 

已於第六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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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61 各生態保育用水推估方法所

推估之量差異很大，以 MAF 法計

算 ( 桃園、石門水利會 ) 約須

27.7C.M.S ， 亦 即 約 250 萬

C.M.D。以水資會計算(桃園、石

門水利會)約須 0.5C.M.S，亦即約

4.3 萬 C.M.D。建議分析時，須提

出較客觀說明。 

農業環境及生態保育用水，評估方

法及其結果與說明，如第五章所示。

七、石門水庫管理中心  邱主任忠川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水庫運轉最困難之問題，無法準

確預估未來降雨量及水庫入流

量，以致於在每年 2 月初，很難

決定是否須辦理休耕，移用農業

用水事宜，目前均依當時水庫蓄

水量作為判斷之基礎，本計畫是

否可提供較為準確之預測模式，

以利水庫運轉。 

本計畫之重點在石門水庫供水區域

各標的用水中長期規劃暨區域產業

發展探討及推動之研究，有關水庫

水量預測，並不在本計畫內，建請

另成立計畫研究。 

2.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包含板新地

區供水，豐水年供應板新地區用

水尚無爭議，惟若枯水年，板新

地區供水，請依據「板新地區二

期供水計畫」，由北水處供水，以

減輕石門水庫供水壓力。 

研究已納入考量。 

3.石門水庫有效蓄水量為 2.1 億立

方公尺，每年須運轉 4-5 次，供水

區域須減少，請定出水庫各缺水

指數可供水量，以利各級政府對

產業人口政策之方針。 

依據民國 53～95 年歷史資料，模擬

得大漢溪水源不同缺水指數時之供

水能力整理如表 2-9。 

4.聯合運用方案，新店溪支援板新

地區水量與板新二期計畫量之關

係。 

本聯合運用方案為水資源運用方

案之一，已於報告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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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經管課    李正工程司珮芸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針對各標的中長期用水量推估，

應說明推估方法及推估結果，並

以圖表方式明確將 96、100、105、

110 及 120 年用水量表示。 

已以圖表方式表示 95 年、101 年及

110 年之年用水量。 

2.保育用水推估部分，水利署水利

規劃試驗所已委託學術單位進行

研究，相關成果報告請洽該單位

索取並進行比較分析。 

已洽水規所並索取成果報告，確屬

重要相關參考文獻，本研究已參閱

並進行比較、分析。見第五章。 

3.依工作會報成果，農業用水至 110

年尚未有推估結果，簡報第 95 頁

其民國 110 目標年大漢溪需水量

如何訂定。 

農業用水不同於民生用水、工業用

水、農業用水量未來將不再成長，

民國 110 年之農業用水同民國 95

年。 

九、結論 

審提意見 處理情形 

1.工作會報最重要之目之在於就過

去會議中，各委員意見及結論所

辦理情形，以及目前工作進度等

進行討論，請農工中心將上次期

中報告委員意見及辦理情形彙製

對應表，並於第二次期中報告時

提出。 

已將委員意見及辦理情形彙製對應

表，於第二次期中報告時提出。 

2.報告書中引用圖表應敍明出處，

並確認其正確性。 

引用圖表已敍明出處。 

3.會議前未能提送工作會報簡報資

料，致未能深入了解乙節，請主

辦課就內容之複雜及專業性，檢

討預先提供資料之必要性。 

已在各次工作會報前提送簡報資

料。 

4.灌溉用水合理用水量範圍之評

估，針對附錄十、十一公式係水

利署委託淡江大學所辦理之研究

計畫，其與農委會委託逢甲大學

及過去農工中心研擬之公式，其

已在第二次期中報告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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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條件及其推估比較，請在期

中報告補充說明。 

5.各標的協商機制及作業平台其方

案之選定乙節，各方案係以實施

方便性及待克服問題來比較，建

議再就政策面、法規面及技術面

等因子做優、劣點比較。 

各標的協商機制及作業平台方案，

已就政策面、法規面及技術面等因

子做優、劣點比較。詳見第六章。

6.請農工中心參酌各與會單位意見

補充修正，並於期中報告時一併

說明。 

已參酌各與會單位意見補充修正，

並於第二次期中報告時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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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各標的用水中長期規劃暨區域產業發展探討及推動

之研究」委託專業服務第二次期中報告書暨期中簡報 

會議紀錄與審查意見辦理說明 

 
一、經濟部顧問   陳委員茂生(書面意見)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有關探討各標的用水趨勢，分別

以民生用水、工業用水及農業用

水分析，並有相當成果，請在各

章節作簡要之中、長期用水趨勢

結論。 

農業簡要結論如 5-6 節所示。 

2.P.95 將環境及生態保育用水附屬

於農業用水之中，但石門水庫供

水區域中之農業用地逐漸減少，

而轉用土地之生態景觀、公益及

救急(如消防……)用水等，將來以

服務業為發展主流產業時之展望

是否加強研析。 

將在生態環境章節研析。 

3.水利署正研訂「台灣北部區域水

資源經理基本計畫」，本案第七章

研擬經營管理策略與網要計畫，

務請作整合評析。 

已作整合評析。 

4.P.122，6-3 成立大漢溪流域管理委

員會可行性之探討，參考高屏溪

之例乙節，其目的為確保飲用水

水源水質、維護河川生態環境，

有效防制取締違法違規行為，但

本案應探討之目標，宜含多樣，

請以用水目的廣泛選擇適當案例

研究。 

已於文中探討。 

5.P.152，7-4 探討經營管理策略與綱

要計畫，如有分析各項效益，研

訂相配合之財務計畫，有利實務

之推展。 

已於「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

理計畫」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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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部水利署水文技術組第一科科長  蘇委員俊明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P.19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

畫完成後對供水穩定貢獻之探討

內容，僅將各項策略執行後之效

益敘述，並未加以探討完成後整

個計畫到底可提升多少供水穩定

度，建議增加量化數據。 

有關供水穩定度之量化，由於本節

各項措施主要為緊急供水與穩定供

水措施及幹管改善，目前各項工程

之期程為 95~100 年，其可提升之供

水穩定度均與各年之缺水情況或水

庫進水水質有關，故以目前之資

料，尚難進行量化。建議未來另成

立專案計畫，進行探討。 

2.P.23 有關台灣北部區域水資源經

理基本計畫多元開發與彈性調度

計畫方案之探討，除將措施敘述

外，請就探討分析後，是否有不

足之處，提出解決方案之具體建

議。 

方案不足之處將另於『研擬石門水

庫供水區域中長期水資源經營管理

策略與綱要計畫』中，提出改善建

議。 

3.P.47 倒數第五行，“如表 4-1……”

文字表達有誤，請修正。 

內文已修正。 

4.P.50有關表4-4規劃或擬議中工業

區一覽表，秀才科技園區計畫平

均 日 配 水 量 ， 民 國 110 年

6,200CMD 是否正確，請洽水利署

水源經營組再確認。 

報告將確認之。 

5.P.49-P.50，表 4-2 及表 4-3 之目標

年計畫平日配水量，應與 P.61 表

4-9 已核定開發案用水計畫書用

水時程核定用水量相符，若不符

之處，請再確認。 

報告將確認之。 

6.P.61表4-8高成長情境下目標年工

業用水需求量民國 110 年桃園加

上板新地區約 74 萬 CMD，較 93

年 31 萬 CMD，成長 2.4 倍，未來

如何因應如此大之成長需求量，

目前各項措施是否足以因應，請

於文中之建議使用各種增加水源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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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7.P.64 供水區域中長期農業發展，

於報告中未見具體方案及策略，

建議請依桃園農業五大目標深入

研議具體方案及策略，以利未來

形成政策，予以推動。 

具體方案及策略，業已增添如 5-2

節所示。 

8.P.116 各標的用水協商機制與作業

平台、方案分析，建議採用 SWOT

模式進行分析及找到問題點，並

提出解決方案供參考，而非將待

克服問題置於報告內。 

將提出解決方案。 

9.P.123 研擬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中長

期(中期 4 年，長期 6 年以上)水資

源經營管理策略與綱要計畫為本

計畫最終目標，建議就石門水庫

供水區水資源經營管理，目前所

遭遇問題及未來管理目標，找尋

解決方案及策略，讓解決方案及

策略形成政策，並依優先順序，

排定中、長期執行。 

將於「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

理計畫」納入。 

10.有關大漢溪流域管理機關權責

之探討，若要引用高屏溪流域管

理委員會架構，請先探討該委員

會目前執行所遭遇問題，其問題

解決方案為何？若釐清後，執行

無虞，再評估套用大漢溪流域管

理機構是否需修正之部份，若

有，再提具體可行方案供參考。

已於文中說明。 

11.本報告中所寫石門供水區，是否

代表桃園供水區，若是，請全部

將石門供水區修正為桃園供水

區。 

報告中之石門供水區包括桃園縣之

大溪鎮、龍潭鄉、八德鄉、平鎮市、

中壢市、楊梅鎮、觀音鄉、新屋鄉、

大園鄉、蘆竹鄉、桃園市、龜山鄉，

及台北縣林口鄉等 13 市、鄉、鎮。

因此無法以桃園供水區取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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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北區水資源局石門水庫管理中心主任  邱委員忠川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請以缺水指數，並配合各標的用水

成長推估下，枯水年石門水庫為滿

足各標的用水之調配機制及水源聯

合調度運用之策略，以板新供水計

畫及移用農業用水之協商機制 

已於文中說明。 

四、台北縣政府  詹技士麗梅 

1.本計畫書之陳述方式宜多加考

量，如 P.102 頁內文中所述。「…

最少最少…最低最低…」之口語

化文字。 

已修正如 5-4 節所示。 

2.民生用水量估算板新及石門供水

區每人每日用水量皆差距 5L，請

問估算之依據為何？請考量三峽

大學城及林口新市鎮人口成長。 

每人每日用水量係依過去趨勢之變

化及既定節約用水措施實施後之影

響來進行推估。 

另外，人口推估是依據自來水公司

所提供之板新、石門供水區域實際

用水人數，以曲線延長法推估，該

法是依據過去人口成長情形，觀察

目前該都市之地理環境、社會背

景、經濟狀況、現有都市計畫，以

及考慮將來可能之發展趨勢，進行

板新地區未來人口數推估，故已考

慮地區發展性。 

3.以民生、工業及農業用水而言，

農業用水不增加，但民生及工業

用水持續增加之情形下，如何達

成供水總量不增加之水資源政

策？如何改善枯水期搶水大戰？ 

將於文中說明。 

4.農業原本就具有生態之功能，其

用水已考量漏水損耗，為何須再

考量生態用水？請再釐清。 

農業環境及生態保育用水探討，係

依委託契約工作內容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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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技正國華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本報告收集相當多過去之研究報

告或水利政策計畫，惟欠缺系統

性之整合及與本計畫研究主題之

關連性說明，致部份內容似與本

計畫無關，建議再加以彙整篩選。

已加以彙整篩選。 

2.有關未來農業政策之改變與農業

用水之變化，現階段較有關係者

為「馬總統競選時之農業主張」、

「農田水利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

修正案」及「稻田多元化利用方

案」等，其中以「稻田多元化利

用方案」對於未來農業用水量之

成長影響最大，本會農糧署估

算，休耕給付以每年領取一個期

作為限，將引導每年兩個期作皆

休耕土地約 6 萬公頃恢復生產；

自本(97)年第 1 期起，計畫收購由

21 元提高為 23 元，輔導及餘糧收

購比照提高 2 元，97 年度種稻面

積將比 96 年度增加 8 千公頃，預

期未來自 98 年增加種稻 2 萬公

頃；獎勵契作飼料玉米，97 年預

期推動飼料玉米種植面積 1.2 萬

公頃，98 年為 3 萬公頃；本(97)

年第 2 期起停止推動種植能源作

物，以免能源作物與糧爭地。以

上休耕獎勵政策改變，未來農業

用水勢必將較現況增加，值得研

究單位做進一步分析。 

有關「馬總統競選時之農業主張」，

以及現階段農業政策，業已增添如

5-2 節所示。 

3.書面資料第 68 頁，有關 5-2 節內

容建議以「馬總統競選時之農業

主張」為主軸。 

業已增添如 5-2 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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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關灌溉用水量推估，報告中以

水權登記須知附錄 10 及附錄 11

或淡江大學建議之修正公式試

算，一般而言，水權計算公式所

得之灌溉水量將比實際用水量

高，以水權量推估是否妥適，可

再研析。 

水權水量是依事業所需推估計算，

而實際用水量受氣候、農民耕作意

願、取水及輸配水能力、水源操作

管理、田間管理等等因素影響，依

過去經驗顯示，前者是比後者高。 

5.書面資料第 112 頁，桃園水利會

灌區面積 21,579 公頃、石門水利

會灌區面積 12,085 公頃，數據與

前面資料不同，建議再檢核。 

業已修正如 5-5 節所示。 

6.書面資料 5-4 節所提「農業環境及

生態保育用水」，其與水利署所訂

保 育 用 水 每 100 平 方 公 里

0.135CMS，兩者間之區隔為何？

是否會造成重覆計算保育用水之

情形。 

本文以水利署所訂保育用水每 100

平方公里 0.135CMS 之基準，為農業

環境及生態保育用水計算方法之

一，如 5-4 節所示。 

7.目前調用農業用水主要之法源為

第 19 條、第 21 條之 1 及農業用

水調度使用協調作業要點等，農

工中心團隊所研擬之協商機制應

說明其對應之法源，以確保未來

執行之可行性；又草擬之「大漢

溪流域管理委員會」其設立之目

標係以河川整治或水源保育或水

源調度為主？其轄管區域究為全

流域或僅限於水源保育區範圍

內，建議再予釐清。 

已建議納入淡水河流域管理委員

會，轄管區域為全流域。 

六、經濟部工業局  謝研究員又民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報告書 P.57 有關工業用水回收率

部分，本局自 92 年起辦理工業節

水輔導業務，截至 96 年止調查回

收率已提升至 57%，相關資料可

內文已進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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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給執行單位。 

2.P.55 高耗水產業中之石化工業，

水循環使用比例較其他國家偏

低，工業廢水中 80%可循環再利

用，請說明資料來源為何？ 

內文已進行修正。 

3.P.54 中預估相關水力工程經費約

500 多億元，但目前供水標的仍以

農業及民生為優先，該段內文敘

述恐造成誤會專為提供工業用

水。 

內文已進行修正。 

4.P.61~63 中，表 4-9~表 4-10 產業

類別區分工業及民生類是否將民

生類移至「供水區域中長期民生

用水勢分析」章節中分析，請執

行單位考量。 

內文已進行修正。 

七、經濟部水利署  林副工程司震哲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文章內容引用文獻甚多，唯參考

文獻中未見納入，建議增列。(如

P.8 林連山，2006，P.10、11 桃園

縣政府網站等，P.12 台灣省自來

水事業統計年報)。 

已將引用之文獻補充至參考文獻。 

2.P.27 文章內容引用後，請就人稱

部分修改，並列出處，另引自網

站內容亦請註明年份，如 P.11。 

內文已進行修正。 

3.P.19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

畫之三大區塊整體效益係不可分

割，計畫僅列 1、2 區塊並不完整，

內容可參考本署委辦該計畫，第 1

階段績效評核等委辦計畫。 

報告乃是針對主題就該計畫內容中

對供水穩定有所貢獻之項目進行探

討。 

4.P.95 目前環保署對保育用水亦正

檢討中，建議納入比較。 

如 5-4 節所示。 

5.P.122 大漢溪流域協商平台，中央

機關納入國科會，唯需水單位未

已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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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科學園區管理局，行政上似

不能銜接，另該水源亦可支援新

竹工業區及新竹科學園區，請考

量是否納入，另桃園煉油廠、石

門電廠及中科院於石門水庫亦有

水權，請研議是否納入。 

6.協調機制部分建議仍由法規面切

入探討，如旱災「災害防救法」

主體中央為經濟部，地方為縣政

府，未達災害之協商目前情況以

北水局操作較有經驗，惟法制面

如何協助請提出建議。 

已納入。 

八、水利規劃試驗所  陳助理研究員聖文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建議於報告中引用之文能呈現單

位、文獻名稱及年限，俾利閱讀

者查詢。 

依照辦理。 

2.建議報告中之單位、名詞能統

一，如供水量報告中有出現“立方

公尺”、“m3”、“噸”，面積有出現

“ha”“公頃”……等單位。“備援”及

“備用“淨水廠”及“淨水場”名詞亦

請統一。 

內文已進行修正。 

3.P.92 文中提到十三張圳係引自大

漢溪河水，取水口位於彩虹橋，

據瞭解十三張圳取水口應位於大

溪橋上游約 100 公尺處。 

已修正如 5-3 節所示。 

4.報告中所引用有關高台水庫之相

關資料，目前本所仍持續進行規

劃，請農工中心更新最新之規劃

成果。 

報告將更新最新之規劃成果。 

5.報告中提及三峽河抽水站抽水量

為 25 萬 CMD，依本所最近召開

「北部地區聯合供水管理規劃」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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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會議中，12 區處表示三峽河

抽水站目前改善為 58 萬 CMD，

請確認。 

6.P.47、130、134 文中出現“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P.102 名詞重覆

出現“最少最少”“最低最低”請修

正。 

業已修正如 5-4 節所示。 

7.P128，水源運用分析中，各控制

點流量資料及如何推估於報告中

尚未交待，如引用流量站有那

些？是否某些年有損壞，如何補

遺？各控制點之集水面積為何及

如何用面積比推估各控制點之流

量，建議列表呈現。 

本報告之水源為直接引用參考資

料。 

8.中庄調整池因取水方案由抽水案

改為利用中庄堰引水，本所模擬

取水控制點為中庄堰之供水能力

如下：當 SI=0.5 時，年調蓄供水

量為 1,580 萬立方公尺，年常態供

水量 957 萬立方公尺，年備援供

水量 623 萬立方公尺，庫容運用

率 2.29 次，請更新。 

內文已進行修正。 

九、台灣自來水公司  王工程師士端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P.8 提及「桃園地區民國 110 年每

日民生及工業用水將成長至 136

萬噸」，惟 P.1 則載為 130 萬噸，

而 P.6 又述及「桃園地區民國 110

年淨水處理能力將達 137 萬

CMD」，請予釐清。 

內文已進行修正。 

2.P.13 有關「鳶山堰主要供水於大

湳淨水場，若有餘裕水量則可由

板新淨水場取用」乙節，請修正

為「鳶山堰由大湳淨水場及板新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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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水場共同取用」。 

3.P.26 表 2-10 多元化開發與彈性調

度措施與計畫方案，有關桃園與

新竹海水淡化廠備註欄所載「需

納入自來水供水系統」，均請修正

為「專管方式供應」，另桃園海水

化廠計畫功能欄及 P.136 所載「銜

接自來水管路系統」，則請修正為

「以專管方式供應」。 

感謝指正。 

4.P.117 表 6-1 各標的用水調配平台

及協商機制方案，有關方案一組

織架構所提「自來水公司代表民

生及工業用水單位」乙節，請修

正為「自來水公司代表家用及公

共給水用水單位」，並請增列經濟

部工業局代表工業用水單位。 

感謝指正。 

5.P.117 表 7-3 未來各目標年供需調

配表，有關新店溪水源 110 年所

載 68 萬 CMD，請修正 101.0 萬

CMD。 

內文已進行修正。 

十、台灣自來水公司第十二區處  陳課長清棋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P.47 倒數第二段有筆誤。 感謝指正。 

2.P.49 板新地區工業區有 5 個，少

“頂埔工業區”資料。 

報告將補充之。 

3.P.133圖7-2板新一期(95年水源供

需調配示意圖中，北水處支援 53

萬 CMD，但實際上在板新出水有

水壓狀況下，真正供應量最大為

48 萬 CMD(53 萬 CMD 應為板新

不出水時才可能)，建議修正。 

圖 7-2 已刪除。 

4.P.136 三峽河調整池，初步規劃總

庫容量約 1,000 萬噸，但實際上可

能需修正。本公司北工處資訊僅

內文已進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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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565 萬噸。 

十一、台灣自來水公司第二區管理處  陳課長永彬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報告 P.1 目前桃園地區民生及工

業用水每日約需 115 萬噸，非 105

萬噸。 

內文已修正。 

2.報告 P.11 表 2-2 資料統計之時間

點請註明。(應為最新資料) 

內文已修正。 

3.報告 P.12 是否為最新資料，因目

前並無龍潭供水系統。(併入石門

系統) 

內文已修正。 

4.報告 P.13 龍潭淨水設計出水量為

50,000 噸，實際出水量亦與現況

有出入，請更正。 

內文已修正。 

5.報告 P.25 近程計畫方案：大湳淨

水廠週邊埤塘備援計畫是否仍列

入，請查證。 

大湳淨水廠週邊埤塘備援計畫已暫

不列入。 

6.報告 P.49 現有及開發中工業區，

是否為最新請查明。 

報告已確認並修正。 

7.報告 P.59、60 工業用水呈現資料

為抄見量，換成供水量為多少，

請註明。 

報告已補充。 

8.報告 P.133，圖 7-2 及圖 7-3 桃園

供水量請再查明。 

圖 7-2 及圖 7-3 已刪除。 

十二、桃園農田水利會  馬助管師家齊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5-1 節探討農業發展政策與趨

勢，因為中央政府之政策方向與

原則，不易瞭解本區域之農業發

展特性與未來趨勢，建議多蒐集

地方政府之發展規劃，如縣政府

或鄉鎮公所，對於特定作物或農

作時期之規劃，例如現在之蓮花

已增修如 5-3 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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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以及他之景觀花卉、觀光果

園等，以掌握用水需求之變化。 

2.P.24 有關台灣北部區域水資源經

理基本計畫，提到加入 WTO，在

稻米減產政策下，桃園地區規劃

採集團休耕，請隨時掌握該計畫

是否因應農業政策之改變而修

訂。 

報告將根據最新狀況進行更新、修

正。 

3.P.112 之二……本會灌溉面積為

24,597ha(2007 年 ) ， 誤 植 為

21,597ha，請修正。 

已修正如 5-5 節所示。 

十三、石門農田水利會 彭股長任宏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石 門 農 田 水 利 會 灌 溉 面 積 為

12,085ha(2007 年)。 

已修正如 5-5 節所示。 

十四、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經管課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報告資料應以最近一年為主(至少

96 年)，例如第 5 頁水庫有效蓄水

量、第 8 頁農業計畫用水量等，

請一併更新。 

內文已更新為近期資料。 

2.第 12 頁，目前桃園地區每日需水

量約 110 萬噸，其中約 10 萬由板

新淨水廠支援，由表 2-4 桃園需水

量 78 萬，似與目前供水狀況不

符，請查明。 

報告將確認並修正。 

3.第 13 頁，各淨水場實際出水量與

目前實際出水狀況不符，另板新

淨水場非屬北桃園，請更新。 

報告將確認並修正。 

4.報告 2-1 節主要係針對石門供水

區進行探討，報告書內容僅桃園

地區資料，另外第三章卻也重覆

描述，請將內容重新調整。 

報告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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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 28 頁，表 3-1、94 及 95 年登記

家數與第 9 頁圖 2-2 數據不符，請

確認。 

將進行確認並修正。 

6.第 51 頁，表 4-5、請增加各行業

別單位面積日用水量及工作日

數。 

此表格之資料來源為經濟部水利署

各項用水統計資料庫，資料庫中並

無各項工業之工作日數統計，此資

料亦不易取得，因此無法增列。 

7.第 106 頁、行政院核定之民國 100

年用水量，如何推估而來，請補

充。 

89 年 5 月 30 日行政院台八十九農

15771 號函之內容。 

8 第 113 頁、報告中對於石門及桃

園農業灌溉用水量利用 5 種方式

進行推估，但計算結果數據相差

懸殊，如何引用？另外與保育用

水如何連結？總農業用水尚包含

養殖及畜牧用水，石門水庫是否

供應該標的用水，請補充說明。

請針對石門水庫供水區總農業用

水量進行中長期推估並以表格表

示。 

1.灌溉用水量推估方式，各有其推出

背景及條件，所以，引用時自當要

注意，本文也以表方式摘要其適用

條件及特色。 

2.石門水庫供水區供水標的目前僅

有公共及農業灌溉，尚未包含養殖

及畜牧用水。 

3.中長期總農業用水量，整理如 5-6

節所示。 

9.第 117 頁，表 6-1 各標的用水調配

平台及協商機制，請補充現行協

商方式(含召集時機、召集及參與

單位等)，再將建議模式及優劣點

進行說明比較。 

已於表 6-1 前補充，並將表中之實施

方便性、待克服問題修正為優劣點。

10.第 122 頁，報告中提及水利署目

前正委託水利技師公會研商水

系流域管理委員會構想，目前執

行情形為何？計畫何時結束？

初步成果？請補充。 

本報告尚在商議中，初步成果之結

論為流域管理委員會應以整條河系

規劃，不能分段處理。 

十五、結論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報告中出現生態基流量、河川基

本流量、保育用水量及農業環境

已於第五章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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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育用水量等不同名詞，其所

代表之意義是否不同？會造成外

界解讀困擾，惠請檢討。 

2.有關各標的協商機制之建立與水

資源管理方面，其作業平台與本

局定期召開之供水會議或水源協

調會報屬性有何不同？目前作業

方式需改進者為何？請補充政策

及法規二面向之檢討。 

已於第六章説明。 

3.有關研擬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中長

期水資源經營策略與綱要計畫之

工作項目，請參酌水利署正執行

之『台灣北部區域水資源經理基

本計畫』之內容為依據，俾符政

策目標。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中長期水資源

經營策略與綱要計畫已修正為『石

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理計

畫』，並為『台灣北部區域水資源

經理基本計畫』之個案計畫。 

4.本第 2 次期中報告內容及提送期

程均符合契約規定，原則認可；

惟請農業工程研究中心參酌與會

各委員及單位代表意見，進行補

充及修正，其辦理情形納入期末

報告附錄內。 

已參酌各委員及單位代表意見，進

行補充及修正，並將辦理情形納入

期末報告附錄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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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各標的用水中長期規劃暨區域產業發展探討及推動

之研究」委託專業服務期末報告 

會議紀錄與審查意見辦理說明 

 
一、經濟部顧問   陳委員茂生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本案成果之推動，除北水局以

外，需賴相關權責機關在本案之

角色及分工合作始可發揮效益，

建議詳細列表明示。 

已重新撰寫「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

經營管理計畫」。 

2.本綱要計畫，除經濟部水利署奉

核定之政策綱領等上位計畫外尚

受社會、經濟之政策調整影響，

如何調適，請明確現有水資源可

能調配之限度及環境生態等因

素，中、遠程水資源開發計畫，

如受社會環境而限制開發發時，

分析區域產業之影響。 

已重新撰寫「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

經營管理計畫」。 

3.行政院 94 年 7 月 25 日准予備查

之「水資源永續發展政策規劃」

略以：天然水資源開發利用總量

管制，與枯水季用水零成長之策

略，需產業政策、水價調整及法

令修改等有效配合乙節，宜列舉

相關事項主管機關配合細節，請

北水局具函請協助，掌握永續發

展方向。 

建請北區水資源局具函協助。 

4.全球氣候變遷可能影響枯水季及

豐水季之變化，對精準用水者應

要求自行研擬必要之替代方案，

請協助北水局研擬行動計畫。 

已重新撰寫「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

經營管理計畫」。 

5.本計畫之「計畫目標」請以北水

局之職掌擬訂，茲以「2015 年經

濟發展願景」綱領計畫為依據，

已重新撰寫「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

經營管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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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與石門水庫供水區相關事項擬

訂為本綱要之目標，其餘有關

中、南部及水利署以外職掌事

項，如有必要改列參考附件。 

6.用水規劃每人每日用水量，請配

合節約用水不應成長，請限制每

人每日 250~280 公升為目標研

析。 

由於節約用水觀念仍屬推廣宣傳

中，國人尚無法落實，該目標難以

反應實際民生用水量。本計畫除針

對目前每人每日用水量成長趨勢

計算民生用水需求，另補充節約用

水情境下之需水量。 

7.請以本案之主旨分析研究成果提

出具體可行之結論，避免重覆敘

述上位計畫之政策、策略。例如

結論七(P.204)流域管理之具體效

益及可行性如何？ 

已重新撰寫結論。 

8.綱要單印本中可將重要附圖列入

供參閱。 

已於「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

理計畫」中將重要附圖列入。 

二、經濟部水利署水文技術組第 1 科科長  蘇委員俊明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本報告所有章節之針對石門水庫

供水區中長期用水供需研分析及

探討，均為「石門水庫供水區中

長期水資源經營管理策略與綱要

計畫」舖陳，本計畫章節建議修

正如下： 

「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理

計畫」之目錄已參照委員意見進行

修改。 

壹、計畫緣起(一、依據，二、未

來環境預測，三、問題評析)
 

貳、計畫目標(一、目標說明，二、

達成目標之限制，三、預期

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參、現行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一、現行政策及方案內容，

二、現行政策及方案執行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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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執行策略及方法(一、主

要工作項目，二、分年執行

策略，三、執行步驟(方法)

及分工，四、各單位分工) 

 

伍、資源需求(一、所需資源說

明，二、經費來源及計算基

準，三、經費需求，四、經

濟效益評估，五、財務計畫，)

 

陸、預期成果及影響。  
2.配合前項意見，有關計畫目標內

容請聚焦於石門水庫供水區中長

期水資源經營管理之最終目標；

未來環境預測及問題評析請摘錄

報告前幾章節針對石門水庫供水

區中長期用水供需研分析及探討

之相關環境預測及問題予以論

述；現行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請就現有推動方案有關石門水庫

供水區中長期水資源經營管理之

方案進行檢討；計畫執行策略及

方法應就問題解決予以提出對應

策略，包含：水量不足【工程(水

源開發、清淤增庫容)及非工程

(水源調度、水庫操作、水再生利

用、節水、網管輸水減漏、水交

易、產業(工業、農業)調整】及

水質異常【工程(排砂設施、沉砂

池、高級淨水場 )及非工程 (監

測、水源調度、水庫操作、備

源)】，並將主要工作項目、分年

執行策略、執行步驟(方法)及分

工、各單位分工列出，涉及各部

會及縣市政府之工作應明確分

工。另執行策略構司請執行單位

已重新撰寫「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

經營管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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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將現有方案羅列外，應提出經

540 個日曆天研究分析後以在地

眼光所發想之新之思維及策略方

案；資源需求建議可與水利署水

源經營組研議。 

3.「石門水庫供水區中長期水資源

經營管理策略與綱要計畫」未來

提報時，名稱建議更名為「石門

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理計

畫」。另建議列為「台灣北部區域

水資源經理基本計畫」下之子計

畫。 

已將「石門水庫供水區中長期水資

源經營管理策略與綱要計畫」更名

為「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理

計畫」。 

三、北區水資源局石門水庫管理中心  邱委員忠川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面臨桃園地區用水量成長快速，

翡翠水庫及石門水庫聯合運用應

加速落實(板二計畫)，以報告書

第 168 頁為例，各供需水量為清

水或原水，請說明。農工中心「翡

翠及石門水庫共同用水調度機制

規劃」報告成果，桃園地區 110

年生活及工業需水量(高成長)約

168 萬噸，以石門水庫供水量 148

萬噸是否足以供應？亦請說明。

P.168 圖 6-12 已刪除，原需水量係

以清水為考量，石門水庫供水量供

應 110 年生活及工業需水量(中成

長)已足夠滿足，在乾旱時期，可考

慮用備援水源及多元化開發之水

源。 

2.板二計畫原訂係由翡翠水庫供應

板新地區 101 年需求量(101 萬

噸)，石門水庫則僅供應桃園地

區，然目前由水規所委辦之「北

部區域供水系統聯合供水管理規

劃」計畫，研訂依翡翠水庫水位

(運用規線)適時減量供應板新地

區用水，其勢必增加石門水庫供

水壓力。 

石門水庫之供水壓力宜由備援水

源供應。 

3.請農工中心就石門水庫及翡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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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供需情形予以分析，對民生工

業高成長用水及板二計畫完成後

仍需由石門水庫供應等未來可能

面臨問題點(盲點)請於報告中補

充，以利將來供水操作依歸。 

四、北區水資源局經管課   吳委員慶俊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本研究似乎沒有綜合考量整個大

環境之改變，人口之負成長及產

業外移之實際現象，僅引用現有

水利署對於水需求成長之暫估進

行分析，所以沒有提出更合理、

有效之水源分配建議。另外，無

法跳脫「資源有限，開發無限」

之迷思，本人認為非常可惜。 

本計畫之中長期需水量係參照目

前之可能成長情形進行推估，目前

雖有人口之負成長及產業外移，此

二種現象將使水資源需求降低，因

此對於水源之運用係有利，故本計

畫係採較安全之方式來估需水量

進行水源供需分析及對策研擬。 

2.報告內對於石門水庫歷年平均運

用比 4.88 及年供水量 7.2 億噸，

似乎有矛盾，另外述及石門水庫

之利用率平均為 81%，是否尚有

運用之空間，建議一併補充說明。

水庫運用比乃是利用量與水庫有

效容量比率，該利用量係指水庫放

流供各標的用水量如公共給水、農

業用水、工業用水、發電用水及其

他用途用水，並非單指表 2-7 中水

庫供農業、公共用水量。另歷年平

均利用率為 81.11%，相較於一般水

庫約 60%之利用率，相對之下已相

當高，除防洪水量未利用外，其餘

均有效加以調配運用，已難有其他

可運用空間。由此可知，石門水庫

為一水資源效益相當高及營運管

理相當困難之多目標水庫。 

3.報告內認為以北水局為主體擔任

石門水庫缺水時期各標的用水調

配協商平台乙節，考量目前之政

治環境及現實，本人認為以桃園

縣政府做為主體比較切合實際，

因為以往對於區域水資源之問

以桃園縣政府為主體平台亦為本

計畫所擬定方案之一，惟經由座談

會之共同討論後才決定以北水局

為主體，主因為依經濟部所頒佈之

石門水庫運用要點，未來可朝向修

正要點之方式進行。 

附-56 



 

題，中央水政單位似乎很少讓地

方政府參與決策，但自 93 年艾利

颱風以後，桃園縣政府已開始積

極介入重視地方區域水資源供需

調配事宜，若能改由桃園縣政府

為主體平台，水源調配協調工作

應可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4.摘要太過簡短，建議把結論建議

內容補充進去，可能比較好，再

者，建議事項建請再酌予補強。

已補強摘要內容。 

五、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技正國華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P.2 內文中有關桃園及石門水利

會所有埤塘數量及蓄水量資料與

綱要計畫 P.16 資料不一致，請修

正。 

已修正。 

2.P.18有關民國 53年石門水庫完工

運轉時之水量資料和綱要計畫

P.7 不同，請修正。 

已修正「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

管理計畫」。。 

3.P.31 豐水年供水量平均值 73,729

萬 m3，乾旱年平均值 71,398 萬

m3，兩者間差異僅 2,300 多萬

噸，高低水量差僅約 3％，是否

合理，請再檢核分析資料之正確

性。 

內文已補充石門水庫歷年入流量

之超越機率分析與水文年判定，唯

入流量變異雖大，然水庫供水量在

人員經驗操作下，仍能維持穩定供

水。 

4.P.85 本會休耕政策調整，先前規

劃休耕農地改為只能領取一期休

耕補助方式，因考量農業人力老

化及保障農民收益等因素，對於

未能出租或無力復耕之休耕農

地，農民將維持兩期種植綠肥，

給付每期作每公頃 4.5 萬元，報

告中所載之內容請配合修正。為

因應未來全球糧食不足趨勢，本

已修正詳如 P.8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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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農業休耕政策仍朝鼓勵農地續

耕之方向調整，至於調整後復耕

農地面積和農業用水量之變化為

何，仍需再觀察！ 

5.有關水資源調度協商應分為兩個

層次，於平時，由農田水利會與

自來水公司或需水業者依「農業

用水調度使用協調作業要點」協

商調用水量、水價及調用時間，

協商確定後由雙方簽立合約後執

行，並未有「公告並處理補償」

之作業模式。另於極端乾旱，水

源不敷各標的使用時，則依水利

法第 19 條規定以公告停灌方式

辦理調用農業用水，並對於農民

損失給予補償。惟從簡報 P.49 似

與現況不同，建請再檢討。 

已修正。 

6.簡報 P.79 板新供水改善計畫 1、2

期完工後能提供之水量合計為

49 萬 CMD 和計畫效益 53 萬

CMD 不符，請再查明。 

將於報告中修正。 

7.簡報 P.78 羅列諸多桃園地區水源

增闢計畫，這些計畫完成後應對

於水源供給量提升應有助益，惟

從 P.79中並未將 P.78中計畫效益

反應出來，請再檢討。 

簡報 P.78 主要為加強備援水源設

施等，而 P.79 則屬中長期供水分

析，故性質有所不同。 

8.簡報 P.81、P.82 中各相關計畫建

議增列計畫完成時間及計畫效

益。 

將於報告中修正。 

六、經濟部工業局  謝研究員又民(書面資料)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本計畫範圍內本局所管理之工業

區包含五股、土城、樹林、林口、

龜山、大園、觀音、桃幼、平鎮、

內文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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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與新竹等 11 處工業區，該等

工業區之工業用水，已完成開發，

設廠亦趨飽和，故用水之成長有

限，惟有以下 3 點建議： 

1.報告書 p.57，表 4-4 石門水庫供

水區域內規劃或擬議中工業區用

水統計表中，將綠色新屋新市

區、黃金海岸觀光遊憩區(大園、

蘆竹)、航空城二期、桃園工商綜

合區及桃園高鐵等似非工業開發

之計畫列入工業用水計算，請檢

討修正。 

2.工業用水之供需，平日雖呈穩

定，但有天災變故，則仍有缺水

狀況發生，而影響生產活動；故

水源宜朝多元開發，並加強備援

水源設施，建議計畫方案所提近

程計畫(p.166)，宜加速辦理。 

本計畫已提多元化水資源開發計

畫。 

3.另各用水標的之協商機制與作業

平台，在一般情況下，同意維持

現行由北水局召開協商會議

(p.145)，惟於緊急狀況發生時，

宜提高層級，以利資源整合並強

化協調功能。 

本計畫已擬定方案四之協商機制

與作業平台，應可協調各單位之用

水。 

七、經濟部水利署  林副工程司震哲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石門水庫供水區除大漢溪及三峽

河水源，尚有老街溪、南崁溪、

新街溪貫穿，應亦為水資源探討

對象(水質不佳係人為造成)，另

桃園水利會自石門水庫以外取

水，如：社子溪、福興溪等，水

權量年約為 1 億 4,300 萬噸，石

門水利會自新豐溪取水年約

石門水庫供水區之其他河川水源

(含南崁溪等)目前主要為農業用水

之其他水源，雖然目前各縣管河川

水質已受污染，但農業用水仍然進

行引灌，亦即本計畫之農業用水推

估量本就包括環境周遭水域，已於

取後之文中將農業用水推估量加

註含區域河川引水量及池塘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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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0 萬噸，探討三生建議將環境

周遭水域均應納入，僅就未受污

染水源納入無開創性。 

2.P.8-9在桃園各淨水場目前總處理

能力每日107萬噸及增建 30噸處

理量，加上板二計畫平均每日可

支援板新地區 100.5 萬噸，板新

淨水場尚有處理 120 萬噸原水能

力，文中「故桃園地區仍需增加

淨水場處理能力」用意為何？請

說明。 

文中所指為大漢溪水源供水能力

可達每日 148 萬噸，然桃園地區於

民國 110 年淨水處理能力將達每日

136 萬噸，但桃園地區民國 110 年

之民生及工業需水量達每日 140 萬

噸以上，故桃園地區仍需增加淨水

場處理能力，不然仍需依賴他區支

援來滿足所需用水量。 

3.針對備援設施一般有：1.水源備

援(含移調用水)2.淨水設施備援

3.輸水管線設施備援，建議釐

清，另備援設施非常時供水經濟

分析，成本高，不具開發價值，

爰備援能力之規模與風險評估極

為重要。報告書中未就中庄調整

池可備援日數說明，另三峽河調

整池及大湳淨水場均為同性質之

備援設施，是否競合請說明。 

由於本計畫主要探討中長期規劃

暨區域產業發展探討，故以常時規

劃為主，備援系統為輔助用。 

4.新竹地區於寶二水庫完成後與寶

山水庫及隆恩堰聯合運用增加水

源請補充說明(P.28)。 

已補充說明，詳如 P.29 所示。 

5.P.29 大湳淨水場週邊埤塘備援計

畫與淨水場擴建屬常時供水能

力，做替代選擇似不妥，建議不

推行，於 P.171 建議不納入。 

已刪除，詳如 P.30 所示。 

6.P.85 相關農業政策似有調整，如

調整休耕政策…，請再洽主管機

關確認。 

有關休耕政策調整部分，業已修

正，詳如 P.89 所示。 

7.P.144 有關集水區保育等權責，請

具體分別就「治理」及「管理」

二方面作論述，治理部分，前行

原圖 6-5 已刪除，將於文中分別作

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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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政務委員已做明確分工，惟

管理部分目前亦非採圖 6-5 方式

分工，請釐清。 

八、水利規劃試驗所  陳助理研究員智佳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第一章請補充本計畫工作執行流

程圖，以及計畫區之水源設施及

取水設施位置示意圖。 

本報告第一章為計畫緣起、目的及

工作範圍，有關工作執行流程圖詳

如附錄一所示，另計畫區之水源及

取水系統示意圖已於第六章水源

調配分析中說明。 

2.報告中採用之資料，如用水人

口、工業、農業等相關資料建議

儘量更新至 96 年。 

資料已更新至 96 年，詳如第三章

表 3-2、表 3-3、表 3-4、表 3-5 及

表 3-6 等所述。 

3.民生用水需求之推估方面，建議

補充節約用水情境下之需水量。

已補充，詳如 P.55~P.57 所述。 

4.報告書中 P.72，表 4-7、4-8、4-9

工業需水量請補充目前之需水

量，以增加完整性，另外上述三

個表之數據與附 P.74 綱要計畫中

之數據不一致，建請釐清。 

工業需水量已補充目前之需水

量，詳如 P.77 所述。 

5.P.65，4-4 節工業節水措施探討及

規劃，請增加本計畫區各措施及

規劃之探討。 

內文已補充說明，詳如 P.74~P.75

所述。 

6.綱要計畫 P.9 與 P.19 引用之「台

灣北部區域水資源經理計畫」二

者版本似乎不同，建請統一。 

引用之資料已統一採用「台灣北部

區域水資源經理計畫」(修正稿)。

7.綱要計畫 P.3 中，石門水庫有效

蓄水量為 94 年資料，請更新至最

近資料。 

石門水庫有效蓄水量至 97 年 10 月

為 21,963 萬立方公尺，已修正。 

九、台灣自來水公司  王工程師士端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綱要計畫 P.1 僅提及「目前桃園

地區民生及工業用水每日約需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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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萬噸，水庫年運用次數高達 4

～5 次」，請補充灌溉用水數據。

2.綱要計畫 P.5(二)供水區域中長期

工業需水量小節，僅提及板新供

水區歷年營運資料所顯示工業用

水相關情況，請補充石門供水區

歷年營運資料所顯示工業用水相

關結果(期末報告 P.70)。 

已修正。 

3.綱要計畫P.9表 4-1桃園地區多元

化開發與彈性調度措施與計畫方

案，按三峽河調整池列屬加強備

援水源設施，惟查目前業定位為

常態供水功能，故是否調整至開

發新水源措施，請審酌，另 P.12

相關內容亦然。 

圖 4-1 已刪除。已重新撰寫「石門

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理計畫」。 

4.綱要計畫 P.10 圖 4-1 板新一期工

程完成後，民國 95 年水源供需調

配示意圖，查北水處支援板新 48

萬 CMD 及調用農業用水加地區

性水源供應桃園 26 萬 CMD，均

偏高，又南、北勢溪水源與供應

台北及支援板新水量未閉合，另

地區性水源所指為何，請說明。

圖 4-1 已刪除。已重新撰寫「石門

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理計畫」。 

5.綱要計畫 P.11 圖 4-2 板新二期工

程完成後民國 110 年水源供需調

配示意圖，其中調用農業用水加

地區性水源供應桃園為 0，此是

石意涵本公司與石門、桃園水利

會相關用水契約可因此終止，請

考量。 

圖 4-2 已刪除。已重新撰寫「石門

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理計畫」 

6.綱要計畫 P.12 桃園海水淡化廠銜

接自來水管路系統乙節，請修正

為專管輸送。 

已在「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

理計畫」修正為專管輸送。 

7.綱要計畫 P.13 有關「所以雨水貯 已在「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

附-62 



 

留利用措施可節省珍貴自來水源

並降低水費」乙節，請修正為「並

減少水費支出」，另未來桃園地區

用水需求之增供量，除原載板新

二期、三峽河水源開發等方案

外，請補充大漢溪水源南調。 

理計畫」修正及補充。 

8.綱要計畫 P.20 表 7-1、表 7-2 查桃

園海水淡化廠分列於近程及中程

實施方案或計畫，按其經費概估

與期程均相同，故是否重疊或有

何差別，請說明。 

桃園海水淡化廠共分三期，已補

述，詳如「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

營管理計畫」。 

9.期末報告 P.9 所載龍潭淨水場預

計擴建每日 15 萬 CMD，請修正

為 14 萬 CMD。 

已修正為 14 萬 CMD，詳如 P.9 所

示。 

10.期末報告 P.31 有關大湳淨水場

增加 10 萬 CMD 蓄水能力乙

節，是否指原水調節池，倘為大

湳淨水場擴建則請修正為供水

能力增加每日萬 CMD。 

已修正為供水能力增加每日 10 萬

噸，詳如 P.33 所示。 

11.期末報告 P.139 圖 6-1 北區水資

源局召集之協商作業平台組織

圖，因係指現行協商機制與作業

平台，故應將中油、中科院、竹

科、新竹縣政府及新竹水利會納

入。 

已將中油、中科院、竹科、新竹縣

政府及新竹水利會列入，修正如圖

6-1 所示。 

12.期末報告 P.141 圖 6-3 規劃協商

委員會之組織圖，建議應將新竹

縣政府及新竹水利會納入。 

已將新竹縣政府及新竹水利會納

入，詳如圖 6-3 所示。 

13.期末報告 P.142 表 6-1 各標的用

水調配平台及協商機制方案，既

定位為石門水庫供水區，建議將

國科會、竹科及新竹縣政府、新

竹水利會納入。 

已將國科會、竹科、新竹縣政府及

新竹水利會納入。修正如表 6-1 所

示。 

14.期末報告 P.150 圖 6-6 大漢溪流 已將新竹縣政府、新竹水利會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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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協商平台委員會組織圖，按既

包括國科會及科學園區管理

局，建議應將新竹縣政府、新竹

水利會及本公司第三局管理處

亦納入。 

灣自來水公司第三局管理處納

入。修正如圖 6-6 所示。 

15.期末報告 P.170 有關「在中庄調

整池未完成前，利用桃園台地之

埤塘作為備用水源之替代設

施，配合淨水場之操作為生活用

水備用水源之另一替代方案」乙

節，按埤塘水源因水質及經濟效

益等因素，似不宜做為生活用水

備用水源之另一替代方案，請考

量。 

已刪除。 

十、桃園農田水利會  馬助管師家齊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有關農業用水需求推估，文中共

引用 5 種不同之推估方式，作了

詳細之推估計算，然最後之中長

期規劃及綱要計畫等，卻捨前述

推估結果而採用行政院 2004 年

核定量，建請補充行政院 2004

年核定量之相關推估計算依據，

並說明採用行政院 2004 年核定

量之原因及優缺點。 

在中長期規劃及綱要計畫上由於

考量上位計畫及農業用水不成長

之目標，故採用行政院 2004 年核

定量。 

2.P.附 75，綱要計畫有關(三)供水區

域中長期農業需水量，引用 2006

年 灌 溉 用 水 量 占 供 水 量

45.14%，惟 2006 年一期作桃園水

利會灌區實施停灌休耕，該數據

能否反映現況，請審酌。 

將採非停灌休耕率之比例加以說

明。 

3.P.附 80，(七)桃園埤塘浚深與串聯

運用中，浚深 2 口埤塘，應屬水

源調蓄設施，如何能開發每日 10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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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噸新水源，建議加以說明，或

將 相 關 研 究 計 畫 或 規 劃 報

告列出以便於參考。 

十一、石門農田水利會  羅助管師浩文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綱要計畫(草稿)報告中，P.4 提及

表 3-1 內之相關數據、文字與表

內容不一致，請確認後修正(P.4

最後兩句話)，如：民生用「人」

應為民生用「水」，板新供水區為

884,129 噸 / 日，但表 3-1 為

848,129 噸/日。 

綱要計畫(草稿)報告之表 3-1 已改

為「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理

計畫」之表 1-2，板新供水區民國

110年之民生用水為848,129噸/日。

2.另綱要計畫內，本會(石門水利

會)灌溉面積應修正為 12,085 公

頃 P.8)。 

已修正為 12,085 公頃。 

十二、台北縣政府  詹技士麗梅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民生用水推估部份  
(1)請說明人口數為何以民國 93

年為基礎進行估算？而不以

最新資料估算之？ 

由於供水區內有些鄉鎮供水人口

僅佔一部份，縣市政府所得最新人

口資料為各鄉鎮市內全部人口資

料，故引用 93 年資料為基礎進行

估算。 

(2)請說明目標年每人每日用水

量石門供水區比板新供水區

多 5 公升之推算依據。 

民國 90 年板新、石門地區每人每

日用水量分別為 293、299 公升，

依大致成長趨勢估算民國 101 年、

民國 110 年板新分別成長至 300、

305 公升；石門分別成長至 305、

310 公升。 

2.工業用水部份，報編及編定中之

工業區需時多久可完成招商及實

際操作營運？規劃中工業區需時

多久可完成報編及編定完成招商

與實際操作營運？將此部份用水

工業用水需求係因應工業用地成

長所衍生之增加用水，引用「台灣

地區水資源開發綱領計畫」之分析

方式，估算低成長、中成長及高成

長情境下之工業用水。其為一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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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加入目標年 101 年及 110 年是

否合宜？ 

用之工業用水成長之估算方式，應

屬合宜。 

3.是否可提高節水率、總量管制或

自覓水源等策略以降低高成長之

工業用水量？ 

本計畫就工業節水措施進行探

討，已提出以量制量、以價制量；

輸水系統減漏；節水輔導；污水再

生利用；產業政策調整等策略，實

際執行應有助於節省工業用水量。

4.綱要計畫草稿 P10 及 P11，台北、

板新及桃園地區用水皆增加而 SI

卻下降之原因為何？ 

已修正。 

5.三峽河調整池依水規所之規劃，

不作為備援使用考量。 

內文是參照 97 年 9 月之台灣北部

區域水資源經理基本計畫之內容。

6.桃園大圳第 4 及第 5 支線埤塘總

蓄水量僅 34.5 萬噸，卻可開發每

日 10 萬噸之新水源，是否符合實

際情形？ 

是利用桃園水利會面積較大之埤

塘，加以整理及浚渫，可增加其貯

蓄水量。 

7.農業雨水貯留利用投資成本僅

3~7.5 元/噸，與目前原水開發成

本及海水淡化成本相比，相對低

廉，而桃園又為農業大縣，敬請

考量其適用性，並可加入農業迴

歸水之聯合應用。 

已於第七章說明。 

8.中庄調整池經費在綱要計畫草案

為 36 億，在期末報告為 50 億，

請確認。 

依照 97 年 9 月之台灣北部區域水

資源經理基本計畫，經費為 36 億。

十三、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經管課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有關水利署研訂之「台灣北部區

域水資源經理基本計畫」內容，

請洽水利署並依最新提報行政院

版本補充修正。 

已依「台灣北部區域水資源經理基

本計畫」(修正稿)內容，修正報告

內容。 

2.報告書結論與建議部分，請移至

摘要後面，結論則應分別將石門

水庫供水區之民生用水、工業發

已將結論與建議部份移至摘要後

面，惟依最新規定結論與建議部

份需移至最後。也已對各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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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趨勢及推估中長期用水、農業

發展政策及推估中長期用水、水

資源管理及協商機制建立等提出

研究成果(即結論)，而非僅描述

中長期各標的用水量，請加強。

管理及協商機制提出研擬研究成

果。 

十四、結論 

審查意見 處理情形 

1.英文摘要部分，請補充。 已補充英文摘要。 

2.有關報告書結論與建議部分，請

移至摘要後頁，內容則再與主辦

課確認，如需透過行政程序簽核

部分，亦請主辦課辦理。 

結論與建議原規定在摘要後頁，依

最新規定，現已移至報告最後一章

第八章。 

3.報告書內資料引用正確與否，請

洽相關單位釐清修正。 

已對引用資料加以校正。 

4.「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中長期水資

源經營管理策略與綱要計畫(初

稿)」請依委員及與會單位意見修

正，計畫書格式請依「行政院所

屬各機關中長程計畫編審辦法」

第 12 條所規定之內容撰寫。 

已依「行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計

畫編審辦法」第 12 條所規定之內

容撰寫。 

5.報告內容經研商原則認可，請農

工中心參酌委員及與會單位意見

修正後，併「石門水庫供水區域

中長期水資源經營管理策略與綱

要計畫」提出報告修正稿至北水

局審查。 

已參酌委員及與會單位意見修

正，並送北區水資源局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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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各標的用水中長期規劃暨區域產業發展探討及推動

之研究」委託專業服務期末報告(修正稿) 

會議紀錄與審查意見辦理說明 
審  查  意  見 處  理  情  形 

1.期末報告書(修正稿)請併同 1 月 8
日召開之「石門水庫水資源綜合

經營管理計畫」審查會議各與會

人員意見修正。 

已依照期末報告書(修正稿)及「石

門水庫水資源綜合經營管理計畫」

審查會議各與會人員意見修正。 

2.歷次報告書審查會議(含工作會

議)結論應做回應，回覆委員及與

會人員意見，不宜以「謹遵照辦

理」一語帶過，應將修正內容及

辦理情形做完整回應，另回應「已

補充」部分亦應敍明補充於那章

節或頁次。 

審查意見辦理說明將依修正內容

及辦理情形或補充章節或頁次做

完整回應。 

3.應針對本計畫所執行成果予以明

確結論，結論第(三)、(五)點請再

修正，另第(七)點內容僅為「石門

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理計畫」

章節編列原則，非本計畫結論，

亦請做修正。 

將對結論第(三)、(五)及(七)點做修

正。 

4.報告書第 30 頁，有關水資源經理

基本計畫多元開發與彈性調度計

畫方案之探討，針對方案是否足

夠，將另於第七章提出改善建議

乙節，於本報告第七章未見任何

改善建議(是否為第六章？)，請查

明修正。 

水資源經理基本計畫多元開發與

彈性調度計畫方案之探討已足

夠，另於報告第六章提出改善建

議，第七章為第六章之筆誤。 

5.報告書第 53 頁，依行政院經建會

人力規劃處推估成果於 111 年將

為零成長，然而板新地區目前人

口為 270 萬，而表 3-9 經推估至

110 之人口卻約為 223 萬人，差異

頗大，請確認數據正確性，否則

將影響民生用水推估量。 

報告書第 53 頁板新地區 96 年底人

口近 270 萬人，為歷年行政區人口

紀錄。而表 3-9 推估至 110 年人口

近 223 萬人，為自來水公司推估之

實際用水人口。 

6.報告書第 69 頁，有關工業節水措

施探討及規劃乙節，除全國整體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之工業性質同

附-68 



 

之工業節水措施外，應將石門水

庫供水區域之工業如何實施節水

及研擬具體規劃建議。 

全國整體之工業，故其節水措施雷

同。 

7.報告書第 78 頁，桃園地區於 101
年及 110 年高成長情境下之需水

量分別為 663,660CMD 及 691,660 
CMD，與表 4-9 數據不符，請確

認後修正。 

桃園地區於 101 年及 110 年高成長

情境下之需水量分別為 663,660 

CMD 及 691,660CMD，已修正為

631,260CMD 及 642,960CMD。 

8.報告書第 109 頁及表 5-4，有關桃

園及石門水利會之灌溉渠道長分

別為 3,288 公里及 1,220 公里，單

位是否有誤？請確認。 

桃園及石門水利會之灌溉渠道長

分別為 3,288 公里及 1,220 公里，

經查無誤。此灌溉渠道長包括導水

路、幹線、支線、分線及中小給水

路，故長度達數千公里。 
9.報告書第 147 頁，有關各用水標

的協商作業平台(方案一)部分，本

局現行供水協調會議非僅於水庫

水位低於下限才召開，現行供水

協調會議機制為定期於上下半年

(每年 6 月及 11 月)召開一次，另

視水情狀況不定期召集相關單位

協商，另參與單位未包含學者專

家及社會人士，請修正。 

P.147，各用水標的協商作業平台

(方案一)部分，已修正為現行供水

協調會議機制為定期於上下半年

(每年 6 月及 11 月)召開一次，另視

水情狀況不定期召集相關單位協

商。 

P.148圖6-1已將學者專家及社會人

士刪除。 

10.於 6-1 節內容主要針對石門水庫

供水區各用水標的協商作業平

台進行規劃，結論是由北水局及

桃園縣政府共同召集，而 6-2 節

則主要對於大漢溪域管理機關

權責及範圍進行檢討(含上中下

游)，進而對於成立大漢溪流域管

理委員會之可行性再予分析。致

報告書第 159 至 160 頁大漢溪流

域協商平台委員會成立目的與

6-1 節相同，內容似有衝突，且

大漢溪流域堤防管理應包含第

十河川局，請重新整合。 

已重新整合並進行修正。 

11.報告書第 178 頁(表 6-9)，桃園地 P.178(表 6-9)，已將大湳淨水廠週邊

附-69 



 

區多元化開發與調度措施與計

畫方案，其「大湳淨水廠週邊埤

塘備援計畫」及「桃園埤塘浚深

與串聯運用」2 方案已刪除，另

水資源調配部分請加入「板新供

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 

埤塘備援計畫」及「桃園埤塘浚深

與串聯運用」2 方案刪除，另水資

源調配部分已加入「板新供水改善

計畫二期工程」。 

12.報告書第 181 頁，桃竹雙向聯通

管工程目前已建置完成(運轉測

試中)，請修正。 

P.181，修正為「已完成桃竹雙向聯

通管工程(運轉測試中)」。 

13.依所附修正稿紅(藍)字補充修

正。 
已依所附修正稿紅(藍)字補充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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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各標的用水中長期規劃暨區域產業發展探討及推動

之研究」委託專業服務-第三次工作會議 

會議紀錄與審查意見辦理說明 

 
一、台北縣政府  詹技士麗梅 

審  查  意  見 處  理  情  形 

1.P.41 板新地區 96 年底人口近 270

萬人，而計畫書 P.4 推估至 110

年人口近 223 萬人，差距甚多，

請修正。 

P.41 板新地區 96 年底人口近 270

萬人，為歷年行政區人口紀錄。而

計畫書P.4推估至 110年人口近 223

萬人，為台灣自來水公司推估之實

際用人人口。 

2.報告書內「汚」字請改為「污」。 報告書內「汚」字已改為「污」。 

3.P.18 調用及交換農業用水，請確

認能否達到年利用 5 次之以上。

桃園水利會埤池水量運用次數，經

請教管理組工程師，皆有 5 次以上。

4.P.8 在傳統耕作制度及灌溉方法

下，本計畫桃園及石門農田水利

會之農業用水量建議最少是 6.13

億及 2.09 億立方公尺，與行政院

核定之 7.5 億立方公尺有出入，

建請修改敘述方式及表 1-6，另有

無新方法節水及經節水後需水量

變化？ 

桃園及石門農田水利會之農業用

水量，為依田間作物需水量、輸水

損失及有效雨量等因子加以分

析，其結果為 6.13 億及 2.09 億立

方公尺，建議採用用水量較少行政

院核定之 7.5 億立方公尺。 

桃園及石門農田水利會灌區主要

作物為雙期作水田，其灌溉制度已

確定，節水需從減少輸水損失著

手。 
5.P.9依水資源綱領計畫 110年總用

水量 150 億立方公尺，則石門水

庫供水區域合理總用水量上限估

算為何？ 

至民國 110 年農業總計畫用水量約

為 150 億立方公尺，以不增加而維

持零成長為原則。石門水庫供水區

域農業總用水量每天則約為 142 萬

噸換算年為 5.2 億噸。 

6.P.36 有關三峽河調整池資料，請

確認其供水量 1,000 萬噸/日、庫

容及執行與否？ 

三峽河調整池容量約 500 萬~1000

萬立方公尺，備援 8 天，未來供水

量目標為 1,000 萬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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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園縣政府  葉技士小菁 

審  查  意  見 處  理  情  形 

1.計畫書第 2 頁，有關石門水庫入

流量只利用 53 至 95 年平均值，

建請至少更新至 96 年。 

本計畫為利於與上位綱領計畫比

較，故入流量採用 53 至 95 年平均

值。 

2.計畫書第 4 頁(表 1-1)，以 93 年

人口推估各目標年人口數，其資

料是否過於老舊，請更新至 96 年

實際人口數。 

以 93 年為基準，係為利於與上位

綱領計畫比較，故以 93 年為基準

進行推比。 

3.計畫書第 29 頁(表 4-6)，有關「設

施安全評估相關工作」所列實施

期程為 97 至 101 年，屬中程計

畫，然「蓄水建造物設施更新改

善計畫」及「水庫清淤計畫」期

程亦為 97 至 101 年，卻列近程計

畫，請確認修正。 

「設施安全評估相關工作」，已修

正為近程計畫。 

三、桃園縣政府農業發展處 

審  查  意  見 處  理  情  形 

有關乾旱時期休耕補償，非僅針對

水稻田進行補償，另應包含魚介補

償。 

請教水利會專家，休耕補償在 91

年時天然魚介有補償，但自 92 年

以後，天然魚介已不補償。 

四、台灣自來水公司  王工程師士端 

審  查  意  見 處  理  情  形 

1.P.1「台灣北部區域水資源經理基

本計畫」含括區域漏列基隆市，

請補遺，另所載「大漢溪水源，

除供給台灣自來水第二區處……

之民生用水外」乙節，請修正為

「大漢溪水源，除供給台灣自來

水公司第二區處……之民生及工

業用水外」。綱要計畫 P.5(二)供

水區域中長期工業需水量小節，

僅提及板新供水區歷年營運資料

P.1 已補列基隆市。 

「大漢溪水源，除供給台灣自來水

第二區處……之民生用水外」已修

正為「大漢溪水源，除供給台灣自

來水公司第二區處……之民生及工

業用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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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顯示工業用水相關情況，請補

充石門供水區歷年營運資料所顯

示工業用水相關情況，請補充石

門供水區歷年營運資料所顯示工

業用水相關結果(期末報告 P.70)。

2.P.3 所提 96 年底年板新地區人口

數近 270 萬，查與表 1-1 所推估

落差甚大，請查明，另「大漢溪

水源……並供給石門、龍潭及板

新供水區之公共給水」乙節，請

修正為「大漢溪水源……並供給

石門、龍潭、平鎮、大湳及板新

供水區之公共給水及工業用水」。

P.3 板新地區 96 年底人口近 270 萬

人，為歷年行政區人口紀錄。而表

1-1 推估至 110 年人口近 223 萬人，

為自來水公司推估之實際用人人

口，兩者並不相同。 

「大漢溪水源……並供給石門、龍

潭及板新供水區之公共給水」乙

節，已修正為「大漢溪水源……並

供給石門、龍潭、平鎮、大湳及板

新供水區之公共給水及工業用

水」。 

3.有關供水區域中長期農業需水

量，查 P.8 及表 1-6 提及本計畫建

議 8.38 億立方公尺，惟 P.9 及表

1-7則提及本計畫建議 7.5億立方

公尺，請就表達方式再行審酌。

桃園及石門農田水利會之農業用水

量，為依田間作物需水量、輸水損

失及有效雨量等因子加以分析，其

結果為 6.13 億及 2.09 億立方公尺，

建議採用用水量較少行政院核定之

7.5 億立方公尺。 

4.P.10 有關「其中鳶山堰側流量以

石門水庫至鳶山堰與三峽河流量

的集水面積比乘以三峽河流量獲

得」乙節，按鳶山堰側流量係大

漢溪農業回歸水與社區、市鎮及

區域排水等匯集而成，請說明與

三峽河流量之相關性。 

側流量之推得主要以降雨逕流量為

主，由於三峽河流域與鳶山堰之區

域接近，假設降雨量相當，故以面

積比例乘以三峽河流量以獲得側流

量。 

5.P.31 農業用水彈性調度及付費制

度之研訂小節，請增列「公共給

水緊急應變基金」。 

農業用水彈性調度及付費制度之研

訂，「公共給水緊急應變基金」宜在

協商委員會再研定。 

6.P.32 所提「例如 93、94、95 年之

休耕補償費尚有部分經費尚未付

本節已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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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乙節，查休耕年度為 91、92、

93、95 年，另請說明尚未付清款

項。 

7.P.34 分年執行策略及步驟(方法)

與分工，查係「台灣北部區域水

資源經理基本計畫」內涵，應針

對本計畫闡述其內涵。 

已把「台灣北部區域水資源經理基

本計畫」之計畫方案刪除。 

8.表 4-7 及表 4-9，板二工程及建立

調用農業用水協商平台及補償機

制計畫協辦機關，均請增列自來

水公司，另表 4-7 桃園海水淡化

廠計畫功能「以銜接自來水管路

系統，供應桃園沿海地區」乙節，

請修正為「以專管供應桃園沿海

地區」，又 P.48、P.49 類同部分亦

請修正。 

表 4-7 及表 4-9，板二工程及建立調

用農業用水協商平台及補償機制計

畫協辦機關，均已增列自來水公

司。 

表 4-7、P.48 及 P.49，「以銜接自來

水管路系統，供應桃園沿海地區」

乙節，均已修正為「以專管供應桃

園沿海地區」。 

9.P.17「建議自來水水價應反應水

源開發成本」乙節，請增加論述

篇幅。 

P.17「建議自來水水價應反應水源

開發成本」乙節，已增加論述。 

10.期末報告書(修正稿)內容與「石

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理計

畫」雷同部分請一併修正。 

期末報告書(修正稿)內容需修正部

分，「石門水庫水資源永續經營管理

計畫」雷同處已一併修正。 

11.摘-9 供水區域水資源管理及協

商機制之建立提及建議採用方

案四，查與修正稿 P.153 及 P.195

所述不盡相同，又方案一已運作

多年似較妥適，請再酌。 

摘-9與修正稿P.153及P.195所述已

加以修正。 

方案一有其優點，惟為瞭解地方產

業、農業、人口規劃及經濟建設發

展，充分掌握整體水資源概況，使

桃園地區整體水資源運用能更符合

需求，則可採方案四。 

五、自來水公司第 2 區管理處  蕭工程員佳宏 

審  查  意  見 處  理  情  形 

在石門水庫供水能力維持不變之

前提下，本案提出多個改善與建

議，均可由政府公部門編列預算進

每人每日用水量由 300 公升降到

250 公升，調高水費雖然是最有效

之方案，最主要還是全民要有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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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工程建置，另為使水資源再利

用，亦提出社區污水處理及河川

(排水路)截流再利用，可利用工務

審查之作法要求新建工程納入辦

理。但對於民生用水方面農工中心

規劃於節水後其 101 年及 110 年之

每人每日用水量分別為280公升及

250 公升(詳 P.18)，然依目前民眾

用水量推估 101 年及 110 年之每人

每日用水量分別卻為 300 公升及

310 公升(詳 P.5)，強迫民眾節水但

卻無配套建議方案，在此建議由

300 公升降到 250 公升是很大的要

求，要求民眾減少用量達 80%，應

須有很大的壓力出現才會發生，希

望農工中心能提出直接有效之政

策，例如調高水費就是最有效之方

案。 

用水的共識，水資源的開發成本越

來越高，能夠使用的水源越來越

少，節約用水為最好的辦法。 

六、桃園農田水利會  馬助管師家齊 

審  查  意  見 處  理  情  形 

有關行政院 2004 年核定之農業用

水量，請補充其計算依據，以利水

利會修正用水計畫之計算方式、配

水調度策略等之參考。 

行政院 2004 年核定之農業用水

量，係依據「農業用水量化目標及

總量清查報告」，計算方式資料，

請參考上述報告。 

七、本局經管課    李正工程司珮芸 

審  查  意  見 處  理  情  形 

1.圖 1-1(計畫書第 2 頁)，部分鄉鎮

名錯誤，如：三峽「鎮」、土城

「巿」、楊梅「鎮」、龍潭「鄉」

等，請修正。 

圖 1-1(計畫書第 2 頁)，部分鄉鎮名

錯誤，已修正為三峽「鎮」、土城

「巿」、楊梅「鎮」、龍潭「鄉」。 

2.計畫書第 4 頁，文中提及依據「相

關研究」結果，台灣地區總人口

成長率，預估至民國 111 年時為

零成長，其均為負成長，其「相

「相關研究」係指依行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人力規劃處民國 93 年所

完成之「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民國 93

年至 140 年人口推計」推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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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研究」所指為何？請補充。 

3.計畫書第 5 頁，關於桃園及板新

地區現行、開發中、已編定及規

劃研議中之工業區，所指為何？

請補充。 

已將現行、開發中、已編定及規劃

研議中之工業區列入，如表 1-3、

表 1-4 及表 1-5。 

4.表 1-6，針對石門水庫供水區民國

110 年之農業用水需求，本計畫

建議總量為 83767 萬噸，而表 1-7

又將民國 110 年之農業用水定為

75000 萬噸，最終目標用水量為

何？請確認後修正。 

石門水庫供水區民國 110 年農業之

最終目標用水量定為 75000 萬噸。

5.第 13 頁，有關石門水庫水質狀況

為何種水體？是否符合相關規

定，請補充。 

石門水庫水質希望達到 3,000NTU

以下。 

6.第 17 頁，文中提及購買 200~300

公頃農地將污水過濾，過濾後再

用抽水方式輸送使用，然研擬之

政策中，未將該措施列入。另水

利署目前正執行「桃園地面地下

水聯合管理整合模式建置」委辦

案，報告中評估於豐水期間以

ASR 井進行補注，枯水期再抽取

使用，上述 2 措施請評估可行

性，並檢討是否列入執行政策。

P.17，文中所提購買 200~300 公頃

農地將污水過濾，因考慮購買

200~300 公頃農地有困難，此方案

暫不考慮。 

7.第 17 頁，有關量的指標僅提及民

生及工業用水量，未將農業用水

量列入，請補充。 

P.17，已將農業用水量列入。 

8.表 4-1(第 22 頁)，針對用水環境

改善中所研擬之計畫方案，依權

責主辦機關非屬北水局，且該計

畫方案係建置示範區，就經費而

言可列由北水局支應，然主辦機

關建議依機關權責檢討修正。 

用水環境改善中所研擬之計畫方

案，主辦機關依機關權責檢討暫改

為水利會、縣政府。  

9.新設工業區於用水計畫書審查時 獎勵大用水戶自設備用水源，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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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要求開發單位應設置蓄水設

施，其蓄水量滿足 3 天之計畫用

水量，致獎勵大用水戶自設備用

水源部分係指為何？是否需編列

經費補助？請檢討。 

目的為節約用水，並舒緩政府開發

新水源之壓力。政策執行初期為獎

勵大用水戶，可酌編經費補助。 

10.有關彈性調度與多元化水源開

發措施中，部分係北部地區水資

源基本計畫內措施，請於表格中

標註，至於第伍章資源需求部

分，請分年計算經費，如已匡列

經費來源者，亦請標註(如：板

新二期、中庄調整池、桃竹雙

向、海淡廠等)。 

有關彈性調度與多元化水源開發

措施中，只列石門供水區部分，並

將分年經費列入。 

11.第陸章、預期效果及影響部分，

請將效益以條列式敍述，並予以

量化。 

第陸章、預期效果及影響，已將供

水量列入。 

12.關於 91、92、93 及 95 年之休耕

補償，經查 92、93 及 95 年之補

償費應已完成付款作業，請針對

該內容再行確認並補充。 

此部分內容已刪除。 

八、結論 

審  查  意  見 處  理  情  形 

1.第參章現行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

討及第陸章預期效果及影響過於

簡略。請予重新整理撰寫，而現

有政策方案包括那些及其主要內

容為何？請予概要敘述，再加以

分別檢討。另外預期效果及影

響，請以列舉方式呈現，並儘可

能予以量化。 

第參章現行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

討及第陸章預期效果及影響已重

新整理撰寫。現有政策方案已概要

敘述及檢討，預期效果及影響，也

以列舉方式呈現。 

2.台北縣政府及桃園縣政府對於石

門水庫現況供水情形及中長期供

水目標之相關意見與看法，請再

洽兩個縣政府並將相關意見納入

已具函台北縣政府及桃園縣政府

對於石門水庫現況供水情形及中

長期供水目標提供意見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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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 

3.請參照各單位及出席人員所提意

見修正及補充，並於本(98)年 1

月 19 日前提交北水局，以便陳報

水利署做為推動水資源政策之參

考。 

已參照各單位及出席人員所提意

見修正及補充，並於本(98)年 1 月

19 日前提交北水局。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各標的用水中長期規劃暨區域產業發展探討及推動之

研究」委託專業服務-第三次工作會議後 

台北縣政府水利局意見辦理說明 

審  查  意  見 處  理  情  形 

1.協商機制平台﹕本案提出由北水

局召集之協商作業平台(方案一)，

修改為由北水局召集，桃園縣政府

共同召集，本府、桃園縣政府與新

竹縣政府為相關機關代表 (方案

四 )，除須另行支付經常性費用

外，與現行法規不符，呈現多頭馬

車及耗時費力情形，較為不適宜，

本府建議仍維持現況。 

協商機制平台各方案有其優缺點，方

案四兼具前三個方案之優點，本方案

係以北區水資源局為召集人，並提供

水情資訊，以桃園縣政府為共同召集

人，以提供產業用水需求資訊，參加

單位及人士，包括用水機關、相關主

管機關及學者專家、社會人士。此方

案可採試運轉方式辦理。 

2.大漢溪流域協商平台委員會﹕本

案提出整合分屬農業委員會之農

業用水及經濟部之民生及工業用

水，以及流域上、中及下游整體規

劃，對水資源作經濟且有效之統一

利用;本府建議可做為後續持續推

動之方向，且當該委員會組織機制

發展成熟，應可取代上述協商機制

平台。 

謝謝台北縣政府水利局的意見及對

大漢溪流域協商平台委員會成立後

政策之協助推動。本項建議將列入建

議事項中。 

3.水資源永續利用﹕依據水資綱領

計畫係以用水零成長為目標，雖板

新地區用水改由新店溪水源供

應，大漢溪水源仍應有其永續利用

之承載力，本案僅依各標的的用水

量發展進行估算，並未提出石門水

庫永續利用水資源總量。本府建議

針對石門水庫永續利用水資量進

行合理估算後，除採取必要手段限

制各標的用水量上限外，藉由提昇

各標的用水之有效利用以達成生

態、經濟與社會之均衡發展。 

石門水庫各目標年之需水量即相當

於目標年之需水總量限制，水源量因

受自然降雨之影響而有所變異，當估

旱時即有缺水之風險，故需研擬相關

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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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日本吉井川下游流域利用聯絡協議會」 
之會規及組織內容 

 



 

吉井川下游水利用聯絡協議會規合約書 

(名稱) 

第一條 本會為吉井川下游水利用聯絡協議會(以下稱協議會)。 

(目的) 

第二條 協議會是以吉井川下游關係利水者之間的水利使用之調整，能

順利地進行為目的。 

第三條 協議會為達成前條之目的，會辦理下列事項。 

1.涉及水利使用調整的時間、方法等事項 

2.合理水利用的方法策略事項 

3.缺水調整的實施及聯絡體制的確立等事項 

4.吉井堰的管理事項 

5.其他必要之事項 

(組織) 

第四條 協議會是根據表 1 所列在吉井川下游地域水利使用者名單而成

立的組織。 

1.協議會設有幹事會。 

2.幹事會是根據表 2 所列名單組織而成。 

3.為管理吉井堰，設置吉井堰管理專門委員會，名單如表 3 所列。 

4.協議會之參予。 

參予的人員由會長指定參加，可出席會議並發表意見。 

(委員) 

第五條 1.協議會設立下列幹部。 

會   長     1 名 

副 會 長     2 名 

監   事     3 名 

2.會長、副會長、監事由總會直接選舉委任。 

3.幹部的任期為 2 年，不得連任。 

(幹部的任務) 

第六條 1.會長代表協議會，並且擔任會務總管。 

2.副會長輔佐會長，會長發生重大事故時，由其代理職務。 

3.監事為監察協議會的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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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第七條 1.協議會召開的會議有總會、水利調整會議、幹事會及吉井堰管

理專門委員會。 

2.會議由會長召集，也是總會、水利調整會議及吉井堰管理專門

委員會的議長。 

3.幹事會的議長由幹事會委任。 

4.總會每年召開 1 次。 

5.水利調整會議是預測缺水狀況，由會長視必要情況召開。 

6.吉井堰管理專門委員會，每年度年初檢討吉井堰有關之問題並

以協議方式解決。 

7.幹事會為協議會的總會，協議有關在水利調整會議及吉井堰管

理專門委員會上提議及委任的事項。 

(決議事項) 

第八條 下列事項必須由總會決議。 

1.變更規約 

2.決定事業計畫及收支預算 

3.認定事業報告及收支結算 

(事務局) 

第九條 1.為執行協議會的事務而設立事務局 

2.關係事務局的營運，必要的事項由總會決定。 

(會計) 

第十條 1.協議會的營運經費來源為會費及其他收入。 

2.會費金額及繳納方法等由總會決定。 

3.吉井堰的管理經費及負擔標準，由吉井堰管理專門委員會協議

決定。 

4.協議會的事業年度從每年 4 月 1 日至翌年 3 月 31 日。 

附註 

本規約從昭和 60 年(1985)4 月 1 日實施。 

平成元年(1989)5 月 29 日部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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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協議會會員名單 

區分 機關名稱 職稱 備考 

農 

業 

用 

水 

岡 山 市

備 前 市

和 氣 村

熊 山 村

瀨 戶 村

長 船 村

邑 久 村

牛 窗 村

田 原 用 水 組 合

旭 東 用 排 水 組 合

大 內 土 地 改 良 區

砂 川 右 岸 土 地 改 良 區

西 大 寺 土 地 改 良 區

吉 井 川 下 游 土 地 改 良 區

岡 山 市 長 

備 前 市 長 

和 氣 村 長 

熊 山 村 長 

瀨 戶 村 長 

長 船 村 長 

邑 久 村 長 

牛 窗 村 長 

管 理 者 

管 理 者 

理 市 長 

理 市 長 

理 市 長 

理 市 長 

 

 
自來用水

及重複 

自來用水

及重複 

自來用水

及重複 

自來用水

及重複 

自 

來 

用 

水 

岡 山 市

 
和 氣 村

熊 山 村

瀨 戶 村

長 船 村

東 備 自 來 水 企 業 團

邑 久 牛 窗 自 來 水 企 業 團

自來水事業管

理 者 

和 氣 村 長 

熊 山 村 長 

瀨 戶 村 長 

長 船 村 長 

企 業 長 

企 業 長 

 
農業用水

及重複 

農業用水

及重複 

農業用水

及重複 

農業用水

及重複 

工 

業 

用 

水 

齊璘 (キリン )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岡山工廠

大 藏 省 印 刷 局

岡山工廠

山 陽 板 紙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日本エクスラ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西大寺工廠

テ イ カ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岡山工廠

 
岡 山 工 廠 長 

 
岡 山 工 廠 長 

董 事 長 

 
西大寺工廠長 

 
岡 山 工 廠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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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協議會幹事名單 

區分 機關名稱 職稱 備考 

農業

用水 

岡 山 市

岡 山 市 ( 西 大 寺 分 寺 )
岡 山 市 ( 上 道 分 寺 )
備 前 市

和 氣 村

熊 山 村

瀨 戶 村

長 船 村

邑 久 村

牛 窗 村

田 原 用 水 組 合

旭 東 用 排 水 組 合

大 內 土 地 改 良 區

砂 川 右 岸 土 地 改 良 區

西 大 寺 土 地 改 良 區

吉 井 川 下 游 土 地 改 良 區

農業設施課長 
農地維修課長 
產業建設課長 
建設課長 
農林課長 
產業課長 
產業課長 
耕地課長 
農林水產課長 
農林課長 
事務局長 
事務局長 
事務局長 
事務局長 
事務局長 
事務局長 

 

自來

用水 

岡 山 市

和 氣 村

熊 山 村

瀨 戶 村

長 船 村

東 備 自 來 水 企 業 團

邑 久 牛 窗 自 來 水 企 業 團

淨水課長 
自來水課長 
建設課長 
自來水課長 
自來水課長 
業務課長 
業務課長 

 

工業

用水 

齊璘(キリン)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岡山工廠

大 藏 省 印 刷 局

岡山工廠

山 陽 板 紙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日本エクスラン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西大寺工廠

テ イ カ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岡山工廠

 
副審議委員 

 
會計課長 

 
常務董事長 
事務部副部長 

 
事務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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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吉井堰管理專門委員會名單 

區

分 
機 關 名 稱 委 員 職 名 幹 事 職 名

岡 山 市 岡 山 市 長 農業設施課長

備 前 市 備 前 市 長 建 設 課 長

瀨 戶 町 瀨 戶 町 長 產 業 課 長

長 船 町 長 船 町 長 耕 地 課 長

邑 久 町 邑 久 町 長 農林水產課長

牛 窗 町 牛 窗 町 長 農 林 課 長

西 大 寺 土 地 改 良 區 理 事 長 事 務 局 長

農

業

用

水 

吉 井 川 下 游 土 地 改 良 區 理 事 長 事 務 局 長

岡 山 市 水道事業管理者 淨 水 課 長

熊 山 町 熊 山 町 建 設 課 長

瀨 戶 町 瀨 戶 町 水 道 課 長

長 船 町 長 船 町 水 道 課 長

東 備 水 道 企 業 團 企 業 長 業 務 課 長

自

來

水

道 

邑 久 牛 窸 水 道 企 業 團 企 業 長 業 務 課 長

キリンビール株式會社岡山

工 場
岡 山 工 場 長 副 審 議 委 員

大 藏 省 印 刷 局 岡 山 工 場 岡 山 工 場 長 會 計 課 長

山陽板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社 長 常 務 董 事 長

日本エクスラン工業株式會

社 岡 山 工 廠
西大寺工場長 事務部副部長

工

業

用

水 

テイカ株式會社岡山工場 岡 山 工 場 長 事 務 課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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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86 

吉井堰管理費負擔標準 

吉井堰管理的負擔團體及負擔比例 

1.吉井堰之團體如下： 

農業用水 岡山市、備前市、瀨戶町、長船町、邑久町、牛窸町 

自來用水 岡山市、熊山市、瀨戶町、東備水道企業團、邑久町牛

窸水道企業團 

工業用水 キリンビール株式會社岡山工場、大藏省印刷局岡山工

場、山陽板紙工業株式會社、テイカ株式會社岡山工場

負擔比例 13% 

各團體的負擔比例，由吉井堰管理專門委員會協議決定。 

2.吉井堰設置後，吉井堰所貯存的水及對地下水涵養，所受益的團體： 

東備水道企業團、長船町自來用水 

負擔比例 80% 

3.吉井堰設置後，吉井堰可緩和下游之枯水現象，所受益的團體： 

西大寺土地改良區、岡山市水道、大藏省印刷局岡山工場、日本エクス

ラン工業株式會社西大寺工場、山陽板紙工場株式會社、邑久町牛

窸水道企業團、テイカ株式會社岡山工場 

負擔比例 7% 

各團體的負擔比例，由吉井堰管理專門委員會協議決定。 

吉井川下游水利用聯絡協議會 

幹部名單 

委員名 姓名 機關及職稱 區分 

會長 小林 毅 吉井川下游土地改良區理事長 農業用水 

副會長 黑田 智昭 岡山市自來水事業管理者 自來用水 

副會長 小林 裕 日本エクスラン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西大寺工廠長 

工業用水 

監事 木村 惠昭 邑久村長 農業用水 

監事 出井 剛 東備自來水企業團企業長 自來用水 

監事 塚原  幸一 山陽板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用水 



 

 

 

 

 

附錄四  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執行計畫書暨 
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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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執行計畫書暨設置要點 
經濟部水利處 

 

壹、依據 

一、依據行政院經建會八十九年十月十七日「研商行政院交議，經濟部

函報高屏溪流域管理可行性檢討報告一案相關事宜」會議紀錄會商

結論辦理。 

二、依據行政院九十年三月十九日第八十九次政務會談決定及  院長提

示辦理。 

貳、目的 

一、確保大高雄地區飲用水水源水質。 

二、維護高屏溪流域河川生態環境。 

三、有效執行防制、取締違法違規行為。 

參、執行範圍 

高屏溪流域。 

肆、現況分析 

一、概述 

高屏溪流域面積 3,257 平方公里，平地面積 623 平方公里佔 19%，

山地面積 2,624 平方公里佔 81%，主流高屏溪長度 171 公里，重要支流

有荖濃溪、旗山溪、隘寮溪、美濃溪、隘寮北溪、隘寮南溪、武洛溪及

濁口溪等，流經行政區包括高雄縣 10 鄉 2 鎮及屏東縣 9 鄉 1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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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權及管理機關 

重要事權 辦理事項 管理機關(構) 

水資源開發、調配及管理 經濟部水利處南區水資源局 

水資源利用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高雄農田

水利會、屏東農田水利會 

河川整治及管理 經濟部水利處第七河川局 

河川砂石採取管理 經濟部礦務局、經濟部水利處

第七河川局 

水利 

排水改善及管理 地方政府 

水質監測及管理 環保署稽查督察大隊南區

隊、地方政府 

環境保護 

水污染防治 環保署稽查督察大隊南區

隊、地方政府 

林地及坡

地保育 

集水區森林保育及經營 農委會林務局、地方政府 

 集水區坡地保育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地方政府

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營運 內政部營建署、地方政府 

垃圾廢棄物清運及管制 環保署稽查督察大隊南區

隊、地方政府 

畜牧場管理 農委會畜牧處、地方政府 

工業區事業廢棄物及污水

處理 

經濟部工業區、地方政府 

污染源管

制 

污染源管制及污水排放許

可管理 

環保署稽查督察大隊南區

隊、地方政府 

原住民保留地管理 原民會、地方政府 土地利用

管制 都市、區域計畫及建築管理 內政部營建署、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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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項保護區域管制區 

區位 中央主管機關 法令依據 

河川區域及行水區 經濟部 水利法、臺灣省河川管理

規劃 

自來水水質水量保

護區 

內政部(委託經濟部

代管) 

自來水法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

護區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飲用水管理條例 

水庫蓄水範圍 經濟部 水利法、臺灣省水庫蓄水

範圍使用管理辦法 

特定水土保持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法 

重要水庫集水區 內政部 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

伍、計畫原則 

一、建立流域管理綜合企劃及溝通協調機制。 

二、策劃、推動及追蹤管制高屏溪流域整體治理計畫。 

三、聯合稽查、防制、取締水污染及危害河防安全行為。 

陸、具體內容 

一、設置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 

(一)置召集人 1 人，由經濟部部長或指派次長兼任之。 

(二)副召集人 3 人，由經濟部次長、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副署長及行政

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或其指派人員兼任之，委員 20 人由經濟

部水利處處長、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內政部警政署副署長、內政

部臺北第二辦公室副主任、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管制考核

處處長、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局長、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局長、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水質保護處處長、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廢棄物管理處處長、行攻院原住民委員會中部辦公室副主

任、台灣省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高雄市副市長、高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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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縣長、屏東縣副縣長、專家學者 3 人及高雄市政府、高雄縣政

府及屏東縣政府推薦之環保團體代表 3 人兼任之。 

(三)置執行長 1 人，由經濟部部長指派適當人員兼任之，副執行長 3

人，由經濟部、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及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指派適當

人員兼任。 

(四)掌理事項 

1.關於高屏溪流域整體治理計畫之策劃、協調及追蹤管制事項。 

2.關於高屏溪流域內重大開發經建計畫之協調、諮詢事項。 

3.高屏溪流域內有關河川防汛之協調、推動事項。 

4.高屏溪流域內有關污染及生態環境之防護、協調事項。 

5.高屏溪河川區域內有關違法案件稽查、取締之執行、協調事項。 

6.其他有關高屏溪流域管理及協調事項。 

二、設置行政管理部門 

(一)設綜合企劃組，為委員會幕僚單位，執行高屏溪流域整治綱要計

畫內重要計畫之推動管制考核工作，並得分科辦理。 

(二)設管理組，規劃聯合稽查及巡防範圍，水質檢驗、違法違規行為

之鑑定與後續處理等事務，並得分科辦事。 

(三)設行政室，辦理委員會人事、會計、總務等行政工作。 

三、成立聯合稽查大隊 

(一)任務範圍 

聯合稽查高屏溪本流及支流荖濃溪、隘寮溪、旗山溪河川區域內

傾倒垃圾或廢棄物、盜濫採砂石等危害飲用水質、河防與橋樑安全等

行為。 

(二)組織成員 

1.置大隊長 1 人、副大隊長 1 人、隊長及員警 38 人，合計 40 人，

除大隊長及副大隊長分別由經濟部及內政部警政署派兼常駐委

員會外，其餘警力 38 人由內政部警政署調派專責警力機動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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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川巡防、環保稽查各 34 人，由經濟部水利處第七河川局、環

保署南部稽查中心及地方政府現職人員調派支援，不足人力以

臨時工作人員、替代役人力充任或委請合法保全機構辦理。 

(三)聯合稽查方式 

1.高屏溪本流及支流荖濃溪、隘寮溪、旗山溪劃分為 6 個責任區，

採輪班值勤方式巡防。 

2.各聯合稽查值勤小組應含河川、環保及警察至少 1 人以上，遇

有違法違規行為即當場取締告發依法處理。 

四、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件(1)，委員會組織架構如附件(2)，聯合稽查大

隊架構如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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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人力分析 
類

別 
規劃職務 
或單位 

人數 小計 人力來源 

召集人 1 

副召集人 3 

委員 20 

執行長 1 

委 
員 
會 

副執行長 3 

28 

․召集人由經濟部部長或指派次長

兼任，其餘由相關部會副首長或所

屬機關首長、地方政府副首長、專

家學者及環保團體代表兼任。 
․執行長 1 人，由經濟部部長指派兼

任，副執行長 3 人，由經濟部、環

保署及農委會指派兼任。 

綜合企劃組 13 

管理組 14 
行 
政 
部 
門 

行政室 7 

34 

․綜合企劃組及管理組計 27 人，由

經濟部 6 人、環保署 4 人、內政部、

農委會、高雄市政府、高雄縣政

府、屏東縣政府各 2 人派兼，計兼

派 20 人，另僱用臨時工作人員 7
人。 

․行政室 7 人，6 人由經濟部或相關

機關派兼，僱用臨時工作人員1人。

․行政管理部門兼任 26 人，另僱用

臨時工作人員 8 人。 

大隊長 1 

副大隊長 1 

隊長及專責警力 38 

河川巡防人力 34 

稽 
查 
大 
隊 

環保稽查人力 34 

108 

․大隊長及副大隊長分別由經濟部

及內政部警政署派兼常駐委員

會，其餘 38 名警力由警政署調派

專責警力機動支援。 
․河川巡防人力由經濟部水利處第

七河川局支援 8 人，環保稽查人力

由環保署、高雄市、高雄縣及屏東

縣政府支援 8 人。 
․稽查大隊兼任或支援 56 年，另僱

用臨時工作人員 52 人。 

合   計 170 

110 人由現有機關兼任或支援，並僱

用臨時工作人員60人(90年度由經濟

部補助三市縣政府僱用支援委員

會)。 

捌、訓練計畫 

幕僚及執行人員由委員會規劃辦理專業教育訓練，經濟部及行政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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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署會同辦理，預定在高屏流域管理委員會成立後一個月內分梯訓練

完成後正式值勤。 

玖、辦公場所 

以經濟部水利處南區水資源局第二辦公室(於屏東市)較為適宜，請經濟

部水利處協調處理，如籌備不及得先另行租用辦公場所。 

拾、經費來源 

本會所需行政經費，由經濟水利處編列年度預算支應，各項建設及其維

護管理經費，由各主管機關編列預算辦理。 

拾壹、其他配合事項 

一、委員會下設之聯合稽查大隊，執行違法違規行為之稽查、巡防及處

分工作，故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委託及充分授權委員會處理，或

以派員合署辦公方式辦理。 

二、高屏溪流域整治計畫所列應辦工程業務，各主管機關應依委員會之

決定編列年度預算辦理。 

三、各主管機關執行高屏溪流域內各項業務，涉及本會任務時，均須配

合本會委員會議決議辦理。執行長並得視實際需要召集工作會報，

協調推動各項業務工作。 

四、執行部門、稽查大隊職掌及各相閞機關辦理事項，得視委員會決議

調整之。 

五、委員會並負責規劃籌設流域管理專責機關。 

拾貳、預期成效 

一、對於直接影響水量、水質之河川行水區，可透過流域管理委員會下

設之聯合稽查大隊，遏止違法違規行為。 

二、透過委員會之企劃、管考及協調功能，順利推動流域內各項整治計

畫，及早改善大高雄地區民眾所關切水質水量問題。 

三、在高屏溪流域管理局完成法定程序成立前，即可推動流域重要管理

事權，並可就未來成立流域管理局之法規、人員及預算作完整之籌

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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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經濟部為整合高屏溪流域水利、環境保護、集水區保育及土地利用等

相關管理事項，以策劃、協調、推動及追蹤管制流域內相關業務，並

有效執行各項違規取締工作，特設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關於高屏溪流域整體治理計畫之策劃、協調及追蹤管制事項。 

(二)關於高屏溪流域內重大開發經建計畫之協調、諮詢事項。 

(三)高屏溪流域內有關河川防汛之協調、推動事項。 

(四)高屏溪流域內有關污染及生態環境之防護、協調事項。 

(五)高屏溪河川區域內有關違法案件稽查、取締之執行、協調事項。 

(六)其他有關高屏溪流域管理及協調事項。 

三、本會設綜合企劃組、管理組及聯合稽查大隊，分別掌理前點所列事項，

並得分科辦事；另設行政室，辦理本會人事、會計、總務等行政工作。 

四、本會置召集人 1 人，由經濟部部長或指派次長兼任之；副召集人 3 人，

由經濟部次長、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副署長及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

委員或其指派人員兼任之，委員 20 人，由下列人員兼任之： 

(一)經濟部水利處處長 

(二)經濟部工業局局長 

(三)內政部警政署副署長 

(四)內政部臺北第二辦公室副主任 

(五)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管制考核處處長 

(六)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局長 

(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局長 

(八)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水質保護處處長 

(九)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廢棄物管理處處長 

(十)行攻院原住民委員會中部辦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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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台灣省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十二)高雄市副市長 

(十三)高雄縣副縣長 

(十四)屏東縣副縣長 

(十五)專家、學者 3 人 

(十六)高雄市政府、高雄縣政府及屏東縣政府推薦之環保團體代表 3

人。 

五、本會置執行長 1 人，由經濟部部長指派適當人員兼任，承召集人之命，

綜理會務，並得視實際需要召集工作會報，協調推動各項業務工作；

副執行長 3 人，由經濟部、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及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各

指派適當人員一人兼任，襄助執行長指揮督導所屬業務。 

六、本會置組長 2 人、主任 1 人及工作人員若干人，由內政部、經濟部、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市政府、高雄縣政府、

屏東縣政府派兼。本會成立聯合稽查大隊，置大隊長 1 人，由經濟部

派兼；副大隊長 1 人，由內政部警政署派兼；隊長及隊員若干人，由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內政部警政署、經濟部水利處、高雄市政府、高

雄縣政府、屏東縣政府派員兼任。 

七、本會每三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時，得指定副召集人 1

人代理之。 

八、本會召集人、副召集人、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但非由本機關

人員兼任者，得依規定支領交通費。 

九、各主管機關執行高屏溪流域內各項業務，涉及本會任務時，均須配合

本會委員會議決議辦理。 

十、本會所需行政經費，由經濟部水利處編列年度預算支應，各項建設及

其維護管理經費，由各主管機關編列預算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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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館出版品預行編目資料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各標的用水中長期規劃暨區域產業發展探討

及推動之研究= Mid-long term water supply planning for various 
water users in the water utilization region of Shih-Men Reservoir 
and study on regional improvement and fevelopment on its overall 
productions／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編著.   -第一版.—桃

園縣龍潭鄉：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2008.12 
面；  公分 

參考書目：面 
ISBN 978-986-01-7582-0(平裝) 
 
1.水資源 2.石門水庫 

443.6433                               98001228 

 
 
 
 
 
 
 
 
 
 
 
 
 
 
 
 
 
 
 
 

石門水庫供水區域各標的用水中長期規劃暨區域產業發展探討及

推動之研究 

出版機關：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編 著 者：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地    址：桃園縣龍潭鄉佳安村佳安路 2 號 

電    話：(03)4712001 

傳    真：(03)4713343 

網    址：http://www.wratb.gov.tw/ 

出版年月：2008 年 12 月 

版    次：第一版 

GPN：1009704295 

ISBN：978-986-01-7582-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廉潔、效能、便民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地址：桃園縣龍潭鄉佳安村佳安路 2 號 

網址：http://www.wranb.gov.tw/ 

總機：(03)4712001 

傳真：(03)4713343 

 

ISBN：978-986-01-7582-0 

 
 
 
 
 

GPN：1009704295 
定價：新台幣 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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