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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水綱領」為宜蘭地區治水最高指導原則，治理長期保護標準採「100年重現

期距保護標準」，其意涵為水工構造物可抵禦100年重現期距降雨之總降雨體積，為瞭解

宜蘭河流域都市計畫區(包括：員山都市計畫區、宜蘭市都市計畫區、宜蘭縣政中心地區

都市計畫區、壯圍都市計畫區及四城地區都市計畫區等共5個都市計畫區)各治水單元，

包括：河川、區域排水、農田排水及雨水下水道等所能承載降雨體積情形，因此，採用

Sobek模式進行模擬，並依據現況模擬成果，除了研討雨水下水道系統改善方案外，並考

慮利用農田、公園用地及學校操場等土地滯洪方式承載多餘之水量，以降低異常降雨所

造成之淹水災害。

壹、前言

近年常因異常暴雨侵襲，而使得都市內排

水宣洩不及而造成淹水情形；為因應日後異常

降雨可能帶來之問題，都市計畫區內各治水單

元，包括：河川、區域排水、農田排水及雨水

下水道等排水系統之整合改善尤其重要，除使

用工程手段外，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地去承載多

餘之水量，亦是重要的課題。

本文希冀藉由Sobek二維淹水模式盤檢宜蘭

河流域都市計畫區(包括：員山都市計畫區、宜蘭

市都市計畫區、宜蘭縣政中心地區都市計畫區、

壯圍都市計畫區及四城地區都市計畫區等共5個

都市計畫區，位置如圖1所示)之各治水單元系統

現況，配合「宜蘭水綱領」治理主軸及考量計畫

區特性，提出雨水下水道系統改善，並利用農

田、公園用地及學校操場等土地滯洪方式承載多

餘之水量，以降低異常降雨所造成之淹水災害。

貳、「宜蘭水綱領」內容概述

「宜蘭水綱領」之全名為「宜蘭縣水部門

綱領計畫擬定暨綜合治水計畫檢討-宜蘭縣水部

門綱領計畫規劃成果」，其為宜蘭縣政府於民

國101年10月規劃完成，治理長期保護標準採

「100年重現期距保護標準」，其意涵為水工構

圖1 宜蘭河流域都市計畫區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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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分述如后：

一、河川及區域排水系統

宜蘭河及其支流大湖溪、五十溪與大礁

溪，及大礁溪支流小礁溪皆屬中央管河川，宜蘭

河發源於烏來、礁溪鄉境，西起雪山山脈之大、

小礁溪與大湖溪沖積扇，東至壯圍沙丘海岸，地

勢西高東低，呈坡度下降，係由大礁溪、小礁

溪、五十溪、大湖溪等支流於新城附近匯集成

宜蘭河主流，流域面積149.06平方公里，主流

長17.25公里，水系涵蓋礁溪、員山、宜蘭、壯

圍等鄉市。

宜蘭河流域內屬宜蘭縣縣管區域排水之水

路，包括：廍後排水、壯東一大排、梅洲大排、

頭份排水、美福排水、舊港排水、中城排水、茄

苳林二排、大湖排水、梅洲中排二及建業排水，

相關資料整理如表1所示，詳細位置如圖3所示。

圖2 宜蘭河流域各治水單元分擔任務示意圖

造物可抵禦100年重現期距降雨之總降雨體積，

示意如圖2所示。

參、宜蘭河水系之排水系統概述

包括：河川、區域排水、農田排水及雨水

表1 宜蘭河流域之宜蘭縣縣管區域排水一覽表

序號 鄉(鎮、市) 排水路名稱 排水出口 權責起點 權責終點

1 壯圍鄉 廍後排水 宜蘭河 與宜蘭河匯流處 194線

2 壯圍鄉 壯東一大排 宜蘭河 與宜蘭河匯流處 宜10線

3 宜蘭市 梅洲大排 宜蘭河 與宜蘭河匯流處
宜5-2線

(津梅路321巷)

4
宜蘭市、員山
鄉

頭份排水 宜蘭河 與宜蘭河匯流處 194線

5
員山鄉、宜蘭
市

美福排水 宜蘭河 與宜蘭河匯流處 宜17-1線

6 壯圍鄉 舊港排水 美福排水 與美福排水匯流處 宜9線

7 員山鄉 中城排水 五十溪 與五十溪匯流處
宜13線

(土地公廟)

8 員山鄉 茄苳林二排 五十溪 與五十溪匯流處 宜18-2線

9 員山鄉 大湖排水 五十溪 與五十溪匯流處 大湖埤

42 宜蘭市 梅洲中排二 宜蘭河 與宜蘭河匯流處 宜15線

50 宜蘭市 建業排水 美福排水 與美福排水匯流處 凱旋路

註：序號為經濟部水利署公告序號。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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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宜蘭河流域之河川水系及區域排水系統示意圖

二、農田排水系統

各都市計畫區範圍之灌區分屬4個工作站轄

區，其分別下轄9條主要圳路幹線，整理如圖4

及表2所示，農田排水與河川、區域排水及既有

雨水下水道分布情形如圖5所示。

三、雨水下水道系統

(一) 雨水下水道

 宜蘭河流域之各都市計畫區雨水下水

道系統，如圖6～7所示，詳細資料整理如

表3所示。

(二) 抽水站

 宜蘭河流域內之抽水站共有6處，分別

為力行、文昌、宜東、金六結、新生及梅

洲抽水站，各抽水站基本資料如表4所示。

表2  宜蘭河流域之灌排農田排水路取水 

來源一覽表

工作站 
名稱

主要幹線 水源

礁溪

大坡圳幹線 龍潭湖

四結佃圳幹線

地面湧泉水茭白幹線一 
結茭白支線

壯圍

梅洲大排
三湧泉圳(地面湧泉水)；

引取大礁溪水源

充館圳幹線 引取梅洲 
大排水源金同春圳幹線

宜蘭
宜蘭四鬮支線 引取大湖溪 

水源員山支線

員山 雷公埤圳幹線
雷公埤

(地面湧泉水)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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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宜蘭河流域之農田排水與河川、區域排水及既有雨水下水道分布示意圖

圖4 宜蘭河流域之灌溉農田排水系統轄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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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宜蘭河流域之各都市計畫區排水分區示意圖

圖7 宜蘭河流域之各都市計畫區雨水下水道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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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都市計畫區雨水下水道系統基本資料一覽表

都市計畫區 排水分區 集水面積(公頃) 幹線編號及其下游抽水站 下游銜接水路

員山

外員山排水分區 80.4 A、B 宜蘭河

員山排水分區 57.5 C 宜蘭河

金山排水分區 53.7 - -

宜蘭市

美福
排水
分區

上福排水分區 525.2
A、B、C、D、J’、V 美福排水

J 建業排水

中福排水分區 339.8 I 美福排水

宜蘭
排水
分區

宜東排水分區 223.5 H(宜東抽水站) 宜蘭河

宜西排水分區 191.2

E(文昌抽水站)

宜蘭河E’(金六結抽水站)

F(力行抽水站)

新生排水分區 98.6 G(新生抽水站) 宜蘭河

梅洲排水分區 53.5 梅C(梅洲抽水站) 梅洲中排二

宜蘭縣政中心
地區

縣政中心排水分區 238.1
A、B 建業排水

C 蘭陽溪

壯圍

壯五排水分區 34.2 A 振興A8

下壯五排水分區 60.5 B 壯五中排(舊港排水支線)

三鬮排水分區 52.8 C 古結中排(舊港排水支線)

四城

吳沙排水分區 93.0 A 黃德記排水

大坡排水分區 91.9 B、C 大坡圳(黃德記排水支線)

龍潭排水分區 113.0 D、F 二結排水(黃德記排水支線)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表4 計畫區內抽水站基本資料一覽表

抽水站 力行 文昌 宜東 金六結 新生 梅洲

抽水機組數 2 2 5 3 3 3

抽水機口徑(cm) 70 100 150 120 150
120(2台) 
110(1台)

抽排量(cms) 3@1+2@1=5 2@2=4 5@5=25 3@3=9 4@3=12 3@2+2@1=8

起抽水位(EL.+ m) 3.909 5.77 2.03 6.05 2.15 4.00

停機水位(EL.+ m) 3.409 5.47 1.38 4.75 1.75 3.00

集水面積(公頃) 44.33 45.08 221.49 89.85 86.56 182

現況 
照片

力行 文昌 宜東

金六結 新生 梅洲

       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照片為實地勘查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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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幾何條件

 水路建置包括：河川、區域排水、農

田排水及雨水下水道系統等斷面資料進行

模式建置，並包含抽水站、閘門、堰等構

造物建置。

(二) 上游邊界條件

 上游邊界條件設定係藉由雨量資料，

經水文計算後可得流量歷線，流量歷線將

自動匯入一維水理模式進行渠道演算，24

小時雨型如圖9所示。

(三) 下游條件

 採用蘭陽溪河口潮位資料，如圖10所

示。

肆、二維淹水模擬

一、採用模式及其建置範圍

本文於二維淹水分析上採用Sobek模式，

此模式為一套整合河川、區域排水與都市排水

系統之水文、水理模式，具有視窗化之操作界

面，模擬所需相關資料可於Sobek模式中進行輸

入，亦可透過Sobek模式整合地理資訊系統之功

能，直接讀入建置於地理資訊系統之資料，待

輸入完成後，即可進行演算，模式建置區域示

意如圖8所示。

二、建置條件

圖8 宜蘭河流域之Sobek淹水模式建置區域與集水面積分區示意圖



3
專
題
報
導

66 │No.109│ January, 2016

圖9 宜蘭河流域之100年重現期距降雨組體圖

圖10 蘭陽溪河口潮位歷線圖

三、模式檢定及驗證

近年造成宜蘭河流域都市計畫區淹水之颱

風分別為梅姬颱風及蘇拉颱風，故選用此二場水

文事件進行檢定與驗證，如圖11～14所示，根

據模擬最大淹水範圍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NCDR)淹水調查資料與模擬結果比較，採準確

度50%以上屬符合檢定與驗證標準，得知梅姬

颱風準確度在57%。而蘇拉颱風準確度在70%。

均符合檢定與驗證標準之範圍內，據以作為後

續相關模擬預測100年重現期距淹水體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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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梅姬颱風於宜蘭河流域NCDR淹水調查範圍圖

圖12 梅姬颱風淹水模擬與調查資料比較圖

四、模擬案例

共分為4組案例，整理如表5所示，其中案

例1即為現況案例，其餘3組案例皆配合現況案

例再增加不同幾何條件，以利後續比較，方案

說明如后：

(一) 農田區可滯洪30公分深

 依據「宜蘭水綱領」考量農田區水患

降低程度為其淹水深度不超過30公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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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蘇拉颱風於宜蘭河流域NCDR淹水調查範圍圖

圖14 蘇拉颱風淹水模擬與調查資料比較圖
表5 模擬案例一覽表

案例
幾何條件

1 2 3 4

河川、區域排水、農田排水及雨水下水道系統等斷面資料建置(包含：抽
水站、閘門、堰等構造物)

農田區可滯洪30公分深

規劃雨水下水道增建或改建

公園用地及學校操場滯洪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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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宜蘭市校舍路附近公園用地滯洪池配置示意圖

大浸水時間24小時為限。

(二) 雨水下水道系統改善

 納入現有各都市計畫區雨水下水道

改善成果，包括：已規劃但尚未施作之幹

線、現有幹線需改善之幹線、現有已規劃

幹線而需改善之幹線及需規劃增設之幹

線，詳前述圖7。

(三) 公園用地及學校操場滯洪

 利用未來宜蘭市都市計畫區之校舍路

公園用地，配置滯洪池(兼景觀池)，如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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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其有效容積為6,035立方公尺，並考

慮將公園或學校操場之綠地降挖20公分，

採「微滯洪池」之觀念，以吸納周邊雨

量，分擔排水溝渠壓力，相關微滯洪池容

積整理如表6所示，可貯留體積約為17,359

立方公尺，公園及學校操場位置及其現況

照片情形如圖16～18所示。

五、模擬成果

各都市計畫區之淹水分析成果如表7所示，

淹水範圍如圖19～22所示，詳細說明如后：

(一) 案例1與案例2之比較

 考慮農田區可滯洪30公分深，平均淹

水深度減少僅約1公分，但淹水面積及淹水

體積可降低約30～40%。

(二) 案例2與案例3之比較

 考慮雨水下水道系統改善，雖平均淹

水面積有略增之情況，但由淹水面積與淹

水深度之關係可知，高淹水深度之淹水面

積皆有減少之情形，且可局部減少淹水體

積約0.45%。

表6 宜蘭河流域都市計畫區公園、學校操場之綠地作微滯洪池之貯留體積統計表

都市計畫區 學校名稱 操場面積(m2) 貯留體積(m3)

四城地區 四結國小 2,182 436

四城地區 吳沙國中 7,542 1,508

員山 員山國小 2,456 491

壯圍 壯圍國中 2,206 441

宜蘭縣政中心 凱旋國中 2,654 531

宜蘭縣政中心 凱旋國小 2,158 432

宜蘭市 宜蘭高商 2,756 551

宜蘭市 黎明國小 1,239 248

宜蘭市 宜蘭國中 2,708 542

宜蘭市 中山國小 2,301 460

宜蘭市 蘭陽女中 2,342 468

宜蘭市 光復國小 1,921 384

宜蘭市 南屏國小 1,528 306

宜蘭市 宜蘭高中 9,894 1,979

宜蘭市 復興國中 2,134 427

宜蘭市 新生國小 2,072 414

宜蘭市 宜蘭大學 10,156 2,031

合計 11,649

都市計畫區 名稱 綠地面積(m2) 貯留體積(m3)

宜蘭市 縣立文化中心 8,180 1,636

宜蘭市 綜合運動場 20,370 4,074

合計 5,710

註：學校無操場者，則不列入統計。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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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公園、學校操場之綠地空間作微滯洪池位置示意及其現況照片一覽圖(一)

圖17 公園、學校操場之綠地空間作微滯洪池位置示意及其現況照片一覽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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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宜蘭河流域各都市計畫區淹水模擬分析結果總表

建築用地淹水深度(m)大於 案例1 (現況) 案例2 案例3 案例4

0.1 70.62 47.62 46.76 46.06

0.2 36.29 24.38 24.48 23.72

0.3 20.27 13.8 14.46 13.04

0.4 12.61 8.64 8.68 7.22

0.5 8.3 5.23 5.05 4.74

0.6 5.47 3.22 2.91 2.84

0.7 3.82 1.74 1.41 1.39

0.8 2.7 0.55 0.18 0.18

0.9 1.5 0.02 0 0

1.0 0.15 0 0 0

建築用地淹水面積(ha) 70.62 47.62 46.76 46.06

建築用地平均淹水深度(m) 0.23 0.22 0.22 0.22

建築用地淹水體積(萬m3) 16.18 10.52 10.41 9.93

交通用地淹水面積(ha) 24.7 16.16 16.29 16.12

交通用地平均淹水深度(m) 0.20 0.19 0.18 0.18

交通用地淹水體積(萬m3) 10.82 6.97 7 6.94

交通與建築用地淹水體積(萬m3) 26.99 17.49 17.41 16.88

註：案例1：為現況案例

　　案例2：以案例1為基礎，並考慮農田區可滯洪30公分深

　　案例3：以案例2為基礎，並考慮規劃雨水下水道增建或改建

　　案例4：以案例3為基礎，並考慮公園用地及學校操場滯洪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圖18 公園、學校操場之綠地空間作微滯洪池位置示意及其現況照片一覽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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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案例1(即現況案例)於100年重現期降雨之淹水分析結果示意圖

圖20 案例2於100年重現期降雨之淹水分析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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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案例3於100年重現期降雨之淹水分析結果示意圖

圖22 案例4於100年重現期降雨之淹水分析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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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宜蘭水綱領」為宜蘭地區治水最高指導

原則，治理長期保護標準採「100年重現期距保

護標準」，其意涵為水工構造物可抵禦100年

重現期距降雨之總降雨體積；依本文Sobek模式

所模擬之案例，以農田滯洪可降低淹水體積為

最多，可減少9.5萬立方公尺淹水體積，次之為

滯洪池與「微滯洪池」之雨水暫存區，可減少

0.53萬立方公尺淹水體積，最後為雨水下水道改

善，可減少0.08萬立方公尺淹水體積。

近年因受氣候異常影響，極端降雨發生頻

率劇增，使得現有雨水下水道排水設計標準可

能由原來之5年重現期距，實質已降低為2年重

現期距，且政府財源有限，欲短期內提升現有

雨水下水道之設計標準甚為困難，故已無法完

全仰賴傳統雨水下水道排除都市計畫區內逕流

之方式，除可採本文所提之滯洪池或「微滯洪

池」概念滯納降雨體積，另可思考其它下水道

工程以外之替代方案，如：地下雨水貯留滲透

設施及高承載高透水鋪面，以提升都市計畫區

之防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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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例3與案例4之比較

 考慮未來校舍路部分公園用地兼作滯

洪池，及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園或學校操場

綠地降挖20公分，採「微滯洪池」概念作

為雨水暫存區，由淹水面積與淹水深度之

關係可知，高淹水深度之淹水面積減少情

形並不明顯，低淹水深度之淹水面積有略

減之情形，其可減少淹水體積約3%。

(四) 綜合說明

 考慮農田滯洪可滯納之淹水體積為最

高，可減少平均淹水深度及淹水面積為最

多，另採雨水下水道改善或「微滯洪池」

概念之雨水暫存區，其平均淹水深度改變

皆不明顯，但在滯納淹水體積部分，採

「微滯洪池」方式較優於雨水下水道改善

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