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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山區滯洪
池─以臺北市金
瑞治水園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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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近年來屢因應氣候變遷所致之豪大雨造成市區積淹水災害，如89年象神颱

風、90年納莉颱風及93年911超大豪雨等極端降雨事件，其中90年納莉颱風來襲時，內

湖地區遭受嚴重水患，臺北市政府鑒於擴建既有雨水下道將面臨用地及交通衝擊等執行

面問題，遂於92年起研擬「總合治水對策」，採行方法為「上游保水、中游減洪、下游

防洪」之流域整體治理概念以提升都市防洪標準，並於95年推動「臺北市雨水貯留池及

調洪池規劃設計(第1期)」，積極執行「中游減洪」策略，本調洪池為該計畫的首座都市

型滯洪池，坐落於內湖三段山坡地與平地交會谷地，用地面積約1.827公頃，採用築堤蓄

水，計畫蓄水量高達27,000立方公尺，本工程於103年2月開工，104年3月完工，竣工後

經由市民共同參與命名為「金瑞治水園區」，並於同年7月2日由臺北市柯市長主持揭幕

啟用。本園區融入生態保育和環境保護理念，能提供良好的生物棲息環境，目前池邊隨

時可見藍鵲、紅蜻蜓和蝴蝶翩翩飛舞，蟲鳴鳥叫聲不絕於耳，清幽的美景已成為民眾樂

於前往的休閒去處，因此於104年11月榮獲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頒發「104年工程美化

暨環境景觀獎」。

壹、前言

臺北政府鑒於擴建都市區內既有下水道之

執行面難度高且工程龐大，所以採用流域治水

觀念，積極動集水區內總合治水，其方法是經

由「上游保水、中游減洪、下游防洪」之概念

以提升都市防洪標準，因此擬定「建構安全防

洪排水建設、推動全市河川流域管理、檢討都

市土地建物管制、推動總合治水教育宣導及建

置防災決策支援系統」等五大治水策略以提升

首都排水安全，以建構臺北市為21世紀「保水-

透水-防洪-生態」先進都市，在實質目標上，希

望能降低洪峰逕流量，由現行之每小時78.8公厘

之降雨量標準下，分兩階段達成降低尖峰洪峰

逕流量，第一階段為高度及低度開發市區分別

以降低5%及10%尖峰洪峰逕流量為原則。第二

階段為高度及低度開發市區分別以降低10%及

20%尖峰洪峰逕流量為原則。

臺北市政府於92年起著手研擬「總合治水

對策規劃」，並於95年推動「臺北市雨水貯留

池及調洪池規劃設計(第1期)」，積極執行「中

游減洪」策略，故優先「陽光港墘抽水站系

統」規劃設置陽港3調洪沉砂池，本調洪池位該

集水區上游，調洪量體為27,000立方公尺。

陽港3調洪沉砂池位於山坡地與平地交界處

谷地採築堤蓄水，採用生態工法及多目標用途

規劃，除滯洪功能外，非汛期可提供市民運動

休憩及生態教育場域，因此採用乾式滯洪池設

計，本調洪沉砂池位於內湖區山區為臺北市府

推動總合治水「中游減洪」策略的首例，本工

程已於103年2月10日開工，並於104年3月27日

竣工，竣工後由市民共同參與園區命名為「金

瑞治水園區」，並於同年7月2日由臺北市柯市

長揭幕啟用，本調洪池啟動後就此宣告已提升

下游內湖都會區防洪安全。本工程規劃設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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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生態及景觀等特性，於104年11月21日榮獲中

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頒發「104年工程美化暨環

境景觀獎」工程生態與環境類的優勝，本工程

竣工全區照詳圖1。

貳、工程位置及環境背景

本調洪池位於陽光港墘抽水站系統上游山

坡地與平地交會處谷地，行政區為內湖區金瑞

圖1 本調節池全區完工照片(由下游往上游拍)

圖2 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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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環境水系

圖3 基地環境現況

里內湖路三段348巷西側，基地內有二座已廢棄

魚池、竹林、菜園及雜林等，土地使用區分為

保護區，用地面積約1.827公頃，用地權屬大部

分為私有地，基地位置詳圖2，環境現況如圖3

所示。

本(陽港3)調洪池位於陽光港墘抽水站系統

上游，該抽水站系統轄管集水面積約750公頃，

而本工程上游集水區約211公頃，約佔整體集水

區面積28%，本工程位於兩條野溪交會處下游

谷地，野溪交會後水流由西向東穿越本工程範

圍南側，採用築堤蓄洪建構調洪池，其環境水

系詳圖4所示。

內湖區曾發生積水路段為環山路、港墘

路、金龍路、成功路3段及內湖路2、3段等，民

國90年9月17日納莉颱風發生低窪地最大積水深

度約110公分。另本調洪池東北及西北側山區各

豎立1處土石流告示牌，由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

持局設置，顯示本區域環境較為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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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重現期之降雨量強度公式

降雨類別
重現期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暴雨 8606/(t+49.14) 346.3/t 0.330 363.7/t 0.337

颱風雨 4867/(t+48.3) 6649/(t+55.4) 227/t 0.294

參、調洪池設計

一、設計規範

本調洪池屬於雨水下水道設施，非屬山坡

地開發行為之節制逕流設施，因此本調洪池砂

池設計標準採用臺北市雨水下水道設施規劃設

計規範(99.6.10)。

(一) 降雨強度及重現期選擇

 本調洪池採用暴雨降雨強度公式，雨

水調節池入流洪峰流量採用20年重現距降

雨強度，出流洪峰流量採用5年，各重現期

之降雨量強度參考公式詳表1，各項設施之

設計重現期規定，如表2所示。

(二) 逕流量估算

 本集水區面積約211公頃，小於1000

公頃，得採用合理化公式(Rational Formula)

計算逕流量。合理化公式如下：

 QP =  CIA

 式中，

 QP ：洪峰流量(立方公尺/秒)，

 C ：逕流係數(無單位)，

 I ：降雨強度(公釐/小時)，

 A ：集水區面積(公頃)。

(三) 逕流係數推估

 逕流係數視集水區之地質、坡度、地

表覆蓋、土地利用情況、降雨量與延時等

不同狀況而異。逕流係數C值參考表3，本

計畫上游集水區屬於丘陵地或森林地等，

逕流係數C值採用中值0.6。

表2 各項設施採用設計重現期

區分 重現期

平原地區排水系統 五年

山坡地社區開發排水系統 十年

雨水調節池 二十年調節至五年

抽水站外水位 十年

表3 各使用分區逕流係數表

使用分區
逕流係數

範圍值 中值

商業區 0.70～0.93 0.83

車行地下道 0.70～0.93 0.83

混合住宅區 0.66～0.89 0.79

工業區 0.56～0.78 0.67

機關學校 0.50～0.72 0.61

公園、綠地 0.46～0.67 0.56

機場 0.42～0.62 0.52

農業區 0.30～0.50 0.38

山區 0.55～0.7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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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滯洪體積 (立方公尺)

 Qin：入流洪峰流量(立方公尺/秒)

 Qout：出流洪峰流量(立方公尺/秒)

 tb：基期(小時)，基於安全考量，設計

基期至少應採一小時以上之設計(不足一小

時者，仍以一小時計算)

 本集水區內溪流最大流長約2,150公

尺、高程差約316公尺，推算流下時間約

5.66分鐘。至於野溪流上游逕流漫地流動

長度約260公尺，漫地流速採用0.45公尺/

秒，則流入時間為9.63分鐘，故本集水區

之集流時間約15.29分鐘，計算求得五年重

現期距降雨強度約133.57 mm/hr、二十年

重現期距降雨強度約149.09 mm/hr。本調

洪池取首工上游集水面積約190.4公頃，

求得五及二十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分別為

42.39cms及47.31cms。

二、調洪量體推估

本調洪池最小滯洪量體能滿足設計重現

期由二十年入流歷線調節至五年出流歷線為

原則，採用離槽式設計，故於渠首工設置分

流設施，包含溢流堰(堰寬B=15公尺，堰頂高

程EL23.5m)及高地排水箱涵(寬*高=4*2.5m，

L=180m，進水口渠底高程EL21.0m)，當洪水位

低於堰頂(堰頂高程EL23.5m、渠底高程EL21.5m)

時，除堰底留設孔口(12-ψ12.5mm)以提供生

態池之常流水外，其餘流量由高地排水箱涵直

接導引至下游安全排放。當渠首工之洪水位高

於堰頂時，除部分洪水經由高地排水箱涵直接

導引至下游排放外，其餘洪水由堰頂溢流進入

本調洪池以進行洪水量調節而達到洪峰削減目

的，以減輕下游雨水下水道系統排水負荷。關

於本調洪池流量系統圖及流量分配圖如圖5及圖

6。由流量分配圖所示本調洪上游高地排水箱涵

及調洪池下游出流量合計約38.42cms，已小於

(四) 集流時間推估

 集流時間(tc)係指逕流自集水區最遠一

點到達一定地點所需時間，一般為流入時

間與流下時間之和。其計算公式如下：

 tc = t1 + t2 

 t1 = l / v 

 式中，tc：集流時間

 t1 ： 流入時間(雨水經地表面由集水區

邊界流至河道所需時間)，

 t2 ： 流下時間(雨水流經河道由上游至

下游所需時間)，

 l ：漫地流流動長度，

 v ： 漫地流流速(一般採用0.3～0.6公尺

/秒)。

 流下速度之估算，於人工整治後之規

則河段，應根據各河斷面、坡度、粗糙係

數、洪峰流量之大小，依曼寧公式計算；

天然河段得採用下列芮哈(Rziha)經驗公式

估算：

芮哈(Rziha)公式：

 t2 = L/W 

 其中，

 W = 72(H/L)0.6 

 其中，t2：流下時間(小時)，

 W ：流下速度(公里/小時)，

 H ：溪流縱斷面高程差(公里)，

 L ：溪流長度(公里)。

 漫地流流動長度之估算，在開發坡

面不得大於一百公尺，在集水區不得大於

三百公尺。

(五) 滯洪量之估算

 滯洪量計算採用三角歷線法，如下所

示：

 V = (Qin-Qout)/2*tb*3600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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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調洪池流量系統圖

圖6 調洪池流量分配圖

五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42.39cms，即本調洪池

之調洪能力達二十年入流洪峰流量歷線調節至

小於五年出流歷線的目標。

本調洪沉砂池用地面積約1.827公頃，計

畫池底高程EL19～EL20.0公尺、堤頂高程為

EL25.5～26.0公尺，計畫蓄水位高程為EL24.5公

尺，水面積約0.75公頃，計畫蓄水量體約27,000

立方公尺。另於調洪池上游設置沉砂池以攔阻

砂石，因用地侷限，僅能規劃沉砂池底面積約

180平方公尺，計畫沉砂深度約2公尺，即沉砂

容積約360立方公尺，完工後應定期巡查及

清淤以發揮攔砂效果。

肆、工程內容及特色

一、工程內容

(一)工程配置

 本工程內容主要含整地、排水、結

構工程、擋土支撐、植生及景觀設施、人

行道照明及防洪監視系統等，以築堤蓄水

及挖填方式以增加蓄水容量及建構環湖步

道，主要設施有渠首工、高地排水箱涵、

調洪池、人行景觀橋、維護通道、緊急溢

流設施、退水輔助設施、水位計及電視監

視系統等，用地面積約1.827公頃、計畫調

洪量體約27,000立方公尺、最大池深約6.5

公尺、計畫堤頂高程以下湖面積約0.75公

頃(約佔用地面積41%)，其餘為緩衝帶、綠

地、堤頂、環湖步道、人行踏步、高地平

台等空間，本調節池平面佈置及主要景觀

設施詳圖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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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渠首工處生態式跌水工設施

二、工程特色

(一) 非人工或機械式操作調洪池

 本調洪池進水口及出水口皆採用重

力式排水設計，於渠首工處設置高地排水

箱涵及溢流堰，當渠首工上游洪峰流量大

於高地排水箱涵容許容量時，多餘的洪水

量則經由溢流堰進入調洪池內調蓄，調洪

後以重力排水方式由壩體下緣低地孔口排

出，且高地排水箱涵排洪量加上調洪池低

地孔口之排洪量需小於下游水路容許排

放量。

 基於安全考量，本調洪池配合設置緊

急溢流設施，其排洪量設計能力採用一百

年重現期距降雨時進入本調洪池洪峰流量

之一．五倍以上，該緊急溢流設施亦採重

力排水設計。關於渠首工處乾砌塊石邊坡

及生態式跌水設施一景詳圖8、調洪池低地

出水路及緊急溢流設施詳圖9所示。

圖7 調洪池平面佈置及及景觀分區圖



3
專
題
報
導

84 │No.109│ January, 2016

圖9 調洪池低地出水口及緊急溢流設施

圖10 本調洪池生態式入口景觀

圖11 本調洪池臨水面植生袋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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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臨水面土質植生袋邊坡如圖11。

(三) 土石資源充分利用

 本工區內既有大石頭及挖掘出石頭皆

不外運為原則，且充分利用於本工程內作

為渠首工兩側塊石邊坡及渠底保護工、既

有邊坡址保護工或砌石牆、出入口及區內

人行石階踏步、池中景觀石等。工區內挖

掘出塊石為數眾多如圖12所示、渠首工之

邊坡採用乾砌石邊坡如圖13、生態池中景

觀石及鋪石邊坡詳圖14、既有陡坡以乾砌

石牆保護詳圖15所示，以上石料皆使用工

區內挖掘出塊石，達資源利用及節省工程

費的目的。

(二) 生態工法

 本工程除人行景觀橋梁、排水箱涵、

溢流井等採用鋼筋混凝土結構外，其餘設

施採用生態或近生態工法，如邊坡採用土

質坡面，其中臨水面鋪設植生袋，以提升

植生初期抗沖蝕性，其餘採用噴植草或鋪

草皮(百慕達草)，噴植草採混合草種為類地

毯草、百喜草、假儉草及百慕達草(5種擇3

種草種)、藤類為馬鞍藤、掌葉牽牛及南美

膨蜞菊(3種擇2種草種)為原則。取首工邊坡

採用乾砌塊石坡、人行步道採石階踏步或

石板步道，截流溝或陡槽溝採用近生態工

法漿砌卵石溝，橫越生態池人行通道採塊

石踏階等。本調洪池生態式入口景觀詳圖

圖12 工區內挖掘出塊石

圖13 渠首工乾砌石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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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既有陡坡以乾砌石牆加固

(四) 生態式青蛙石水尺

 本調洪池內水位標尺採用近生態工

法，以中型塊石搭配青蛙石為水尺意象，

本調洪池由池底至堤頂高程約6.5公尺，其

中生態池水深約40公分，計畫蓄水深度約

5公尺，其餘為出水高，故於計畫蓄水深度

周圍邊坡設置5階生態式青蛙塊石(稱之為

五蛙石)，垂直間距為1公尺，可由裸露蛙

石數量判讀蓄水深，亦可藉由蛙石三側水

位標尺判讀蓄水深度，關於生態式青蛙石

水尺詳圖16所示。

(五) 友善生物棲息環境設計

 本工程大部分工程設施採用生態工

法或近生態工法設計，如砌石護岸、植生

邊坡、池底除抗沖蝕需求採用鋪石底外，

其餘為土質滲漏性池底，另考量生物棲息

及覓食需求，於池內堆置既有塊石以營造

多孔隙水中環境，生態池內擺設既有大塊

石為景觀石，兼具生物棲息及曬暖陽等用

途，如蜻蜓、青蛙、烏龜、水鳥等，環湖

內陸區栽植山櫻花、杜鵑及草皮等複層林

以利生物親近，另臨水面邊坡及堤頂原欲

移植老樹予以就地保留等，以上諸多友善

圖14 生態池中景觀石及鋪石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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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生態式青蛙石水尺

圖17 台灣藍鵲嬉戲於渠首工砌石邊坡

圖18 臨水面邊坡及堤頂之老樹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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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法於工程竣工後三個月左右，園區已隨

處可見台灣藍鵲、蜻蜓、蝴蝶、青蛙等，

顯示本工程規劃設計已融入友善生物棲息

環境。關於園區內台灣藍鵲嬉戲於渠首工

砌石邊坡詳圖17、臨水面邊坡及堤頂之老

樹保留詳圖18所示。

(六) 區域加值

 本調池以蓄洪減災為主要效益外，

同時建構具有景觀、休憩及教育等多目標

用途，如園區內設置環湖步道、石板人行

道、石階踏步等約893公尺、高地及低地平

台各一處、景觀涼亭一座、石桌椅二組及

石材座椅40座，以利市民運動休憩使用。

池底於非汛期維持蓄水深約40公分為生態

池，採用川流式設計以維持活水，水源取

自於渠首工低水位孔口及本園區北側陳家

古厝旁野溪，依據野溪流量觀察顯示渠首

工上游野溪及陳家古厝旁野溪終年有水，

除非極端乾旱，尋常本生態池供水無虞，

池中設置石階踏步連接兩岸低地平台以利

市民親水及水環境教育活動。另於渠首工

處設置人行景觀橋以串聯兩岸環湖步道為

完整環湖迴路，且可兼具高地俯視園區賞

圖19 生態池中踏石步道

圖20 堤頂景觀平台及涼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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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計及於生態池內設置壓力式水位計，並

渠首工及北岸環湖步道中點處各設置一座

電視監視系統(CCTV)，透過網路可將調洪

池水情及影像傳遞至臺北市政府水情中心

系統中，其功能除監視、控管外，已可藉

由APP發布水情訊息傳遞相關操作維護人

員為緊急應變之用。當渠首工洪水位高於

溢流堰時，表示洪水已要進入調洪池進行

洪水調蓄，此時超音波水位計監測該水位

時，即透過自動語音廣播系統促請遊客立

即離開及禁止進再進入生態池，或生態池

內壓力式水位計監測水位達50公分時(常態

水位為40公分，池內塊石踏步頂高程約50

景地點，為情人喜好的停駐點，故本橋梁

又稱為情人鵲橋。本園區內密植山櫻花及

皋月杜鵑，除吸引生物棲息、採蜜外，也

能添增綠色山林繽紛色彩，俟山櫻花及皋

月杜鵑長成後，本園區將成為臺北市另一

處優質賞櫻景點，屆時櫻花步道將為園區

驚豔景觀。關於生態池中踏石步道圖19、

堤頂景觀平台及涼亭詳圖20、通往高地平

臺櫻花步道區詳圖21、串接環湖步道人行

景觀橋詳圖22所示。

(七) 預警式調洪池

 本工程於分別於渠首工設置超音波水

圖21 通往高地平臺櫻花步道區

圖22 人行景觀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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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渠首工超音波水位計

圖24 渠首工處高畫質閉路監視系統

公分)，即發布自動語音廣播系統請遊客盡

速離開，以上安全監視及監測系統建置，

使本調洪池提供休閒遊憩、親水及生態教

育活動時臻於安全使用的目的。關於渠首

工超音波水位計、CCTV及自動語音廣播系

統詳圖23～圖25。

(六) 市民參與

 本工程於規劃階段舉辦多次地方說

明會，並將地方意見納入於規劃中，如堤

頂老樹及陳家古厝保留、園區內種植山櫻

花等，並於設計階段再次向地方說明及徵

詢民眾意見，會中地方居民要求增設石桌

椅、斜坡道等也配合納入工程設計中，以

上作為除廣納意見外，也希望市民能熱情

參與公共建設，政府與人民共同建構優

質、安全的居住環境。本工程竣工後利用

網路投票(i-voting)方式邀請市民參與園區

命名活動，經市民熱烈參與後最後以「金

瑞治水園區」獲得大多數市民青睞，其中

金瑞取自於當地里名「金瑞里」，本園區

已於104年7月2日由臺北市柯市長親自主持

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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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園區內自動語音廣播系統

臺北市為人口密集的城市，土地高度利用

及邇來瞬間暴雨強度有逐年提高趨勢，致地表

逕流增加，鑑於既有下水道原地擴建困難，因

此未來都市防洪策略應採行抑制逕流措施為可

行、有效的方法，如廣設雨水滲漏、滯洪設施

等，臺北市土地面積約27,180公頃，其中山坡

地約佔55%，除加強坡地保水外，於山坡地與

平地交會處山谷設置山區滯洪池，以節制逕流

及調洪對於下游市區防洪提升效益大，山區滯

洪池為「總合治水對策規劃」中「中游減洪」

策略的重要治水設施，本調洪池(陽港3)為臺北

市推動「中游減洪」的首座調節池，具有指標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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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調洪池用地面積約1.827公頃，上游集水

面積約211公頃(約佔總集水面積之28%)，位於

山坡地與平地交會谷地，採用築堤蓄水建構滯

洪空間，計畫蓄水量約27,000立方公尺，洪峰

削減量約27.9%，洪峰削減效益大於臺北市總合

治水策略第二階段目標，即低度開發市區之尖

峰洪峰逕流量降低20%目標。本調洪池採用生

態工程設計且規劃為多目標用途，鑑於非汛期

時能將本園區提供為市民運動休憩及生態教育

場域，因此採用乾式滯洪池設計，主要治水效

益可將二十年洪峰流量調節至五年以下，次要

效益增加休閒活動空間、生態教育場所、賞櫻

景點等，另增加廣大水域空間，對於區域微氣

候調節具有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