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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壹、前言

洪池平時即保持池內水位，其蓄留水可營造類
台中大度山原是乾枯及多礫石的區域，隨

似湖泊或生態溼地，生態效果優於乾式，由於

著中科進駐帶來不一樣的風貌，我們希望中科

平時保有蓄水狀態對於一般人而言很容易理解

有別於其他科學園區，不僅能融入中台灣人文

是一個水池，活動的設計與安排也會與水池有

觀念的改變，滯洪池已成為現今土地開發所必需之設施，從早期

與地方特色，也期盼成為自然與科技兼具的

所區隔，安全管理上較容易控制；然而乾式滯

小型鋼筋混凝土調洪沉砂池發展至今較大容量與面積之自然邊坡

「東方瑞士」；中科開發至今三年，已串連竹

洪池因平時不蓄水，池內綠地空間平常未下雨

科、南科實現「綠色矽島」願景，讓中台灣經

時可供休閒活動等多功能使用，但在安全的管

濟飛躍，也是大台中地區的後花園。而中科景

理則需特別加強。

台灣地區自民國七十餘年起因環保意識提昇，加以排水防洪

滯洪池；從早期單一蓄洪沉砂功能(如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三期開發
工程)，民國八十五年台南科學工業園區滯洪池又增加水資源保育

觀元素多樣性，其中最能表現其特色者為八座

及借土區功能，民國九十年政府積極推動生態工法，另有水土保

滯洪池，中科滯洪池不再只是蓄洪與借土區等

持計畫與環評承諾，使得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以下簡稱

(一)採乾式滯洪池

傳統功能，尚具備生態水池、雨水回收、景觀

採乾式滯洪池主要考量大度山台地為

休憩、戶外表演廣場與社區睦鄰等多元功能，

卵礫石層，自然狀態下蓄水不易，池底

中科)滯洪池提昇200年頻率防洪標準，進而改善區外開發前積淹

由於規劃、設計、施工、監造等方面配合得

採自然透水方式施工，讓水有更多機會

水現象，並深化滯洪池兼具生態教育、雨水回收、運動休憩、融

宜，使得中科水土保持工程獲行政院農業發展

自然滲流至地表下補充地下水，以達水

合地方特色與社區參與等功能。本文除介紹中科滯洪池規劃、設

委員會水土保持查訪委員來函肯定，並拍攝紀

土保育功能。

計、監造的特色外，亦期盼透過滯洪池演變的思維，能落實國土

錄短片，以廣為宣傳，也成為政府機關與學術
單位參訪的對象。

開發與生態、環保兼顧的理想。

(二)整地地形與坡度設計
滯洪池須符合法規滯洪量體，是以挖
填方量較大，故整地對整體景觀影響甚

貳、滯洪池景觀規劃設計特色

巨，中科滯洪池採自然邊坡土堤設計，
臨水側採1:1.5~5修坡，池形採自然曲線

中科台中基地開發面積414公頃，近八分之

以增加生物棲息空間，池內增加土丘或

一的土地作為滯洪池使用(面積50公頃)，對於中

半島型地形，增加池體的自然性，減緩

科整體環境而言，滯洪池設施用地面積大且保

凹地型池體的包覆感，並可營造生態多

有完整的綠地空間，在規劃階段除滯洪功能檢

樣性的棲息空間。

討外，相當多的議題皆在討論如何結合生態與
休閒機能，因此整合不同專業議題，如配合水

(三)沉砂池滯留水對景觀設計影響

土保持、生態與休閒活動、整地與空間設計、

1.生態水池

水資源再利用、高低水位與安全維護管理等工
作，都是設計過程中需綜合考量的因素。

2

由於中科滯洪沉砂共池關係，是以
暴雨時沉砂池水位不穩定，容易造成水
生植物流失，如欲營造為生態水池則不

一、滯洪池類型與景觀規劃設計考量因素
依蓄水狀態可將滯洪池區分為乾式及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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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所設置滯洪池皆採用乾式滯洪池。溼式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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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滯洪池
工程特色之介紹

關鍵詞：滯洪池、沉砂池、生態工法、水土保持
中華顧問工程司 中科監造專案 專案工程師 韓伯君
中華顧問工程司 水及環境工程部 專案工程師 黃俊翔
中華顧問工程司 水及環境工程部 組長 王明盛

1

摘 要

2

如溼式滯洪池般有計畫的控制水位容
易，只能採被動的方式來營造，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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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集中於北側，而南側可保留較大的平
坦綠地空間，本池鄰近「友達」及「康
寧」廠區，故將主體空間定位為運動型
公園，提供廣場、停車場、網球場、慢

圖1 滯洪池多樣性棲息空間剖面圖

壘場、景觀亭、步道等設施，為首座完

ቹ1 ዩੋڍۃᑌࢤཨஒ़ၴଳ૿ቹ

成之滯洪池公園，可立即供員工及鄰近
居民使用，在維護管理及安全考量下停

設計上採集中沉砂空間，以加速池底不

車場、主要廣場、網球場則配置於滯洪

透水性形成的時間與減少蒸發，在池邊

空間外，而廣場內陶版是由鄰近國安國

綠化方面引入多種原生溼生植物，以自

小創意彩繪製作，詳圖5所示。

然演替方式形成自然生態環境提供生物
棲息空間，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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ቹ3 ዩ1(ᅬᔣֆႼ)ᆜቹ
圖3 滯1(睦鄰公園)配置圖

2.安全考量與活動區隔

ዩ2 سኪֆႼ

沉砂池位於滯洪池最低點，除滯留
ዩ3 ሎ೯ֆႼ

水外尚有沉砂功能，紅土遇水後泥濘影
響休閒使用的便利與安全，故本工程採
ֆ9 ጸچֆႼ

取活動空間與沉砂池空間作適當區隔並
加強植栽，讓一般的使用者不易靠近沉

ዩ7 Գ֮ֆႼ

砂池，以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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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中科滯洪池位置圖

滯洪池空間入口處均設有活動車

是以設計上將滯洪空間分為南北上下

阻，禁止一般車輛進入，滯洪池及沉砂

兩池，避免單一池體造成南側較高的邊

池入口空間則皆設置警告標誌、求助按

坡，對未來的使用及維護管理也會造成

鈕及救生圈，提供使用者安全使用須知

困擾。

及緊急求助的訊息與設備。

ቹ4 ዩ2(سኪֆႼ)ᆜቹ

滯1進水口於北池南北兩側，出水

二、滯洪池景觀配置

(二)滯2(生態公園)

口於北池南側，故北池中央有一渠道經

滯2用地被道路及用地限制因素分置

過，為滿足滯洪量形成北池為一長型谷

於三個滯洪空間，以箱涵或管涵方式連

中科將滯洪空間規劃成八座滯洪池，每座滯

地，於活動設計上僅單純的導入自行車

通，因位於園區東側入口加上用地配合

洪池依滯洪空間利用狀態及其地理位置特性導

散步道；而南池則作為出水高的水量空

滯洪已無空間導入活動，在整體空間的

入不同活動，依活動性質重點給予不同的主題

間，除超出計畫雨量時會有雨水進入外

考量下採低度使用設計，人為活動規劃

(詳圖2所示)，其中滯8面積較小合併於隔離綠帶

其餘均不會有雨水引入，故設計上導入

於道路兩旁及棧道上，主要的滯洪池及

工程，滯4、滯5、滯6合併統稱公9，以下就以

較多的活動設施如停車場、景觀亭、景

沉砂池則經植生綠化後建議保持自然演

滯1等五個案例分別加以說明：

觀長廊、景觀水池、草地看台，提供園

替的方式管理，提供生物較不受干擾的

區舉辦大型戶外活動及一般民眾休閒活

空間，詳圖4所示。

(一)滯1(睦鄰公園)
滯1南北地勢高差大，用地呈L型，

動的場所。而廣場內陶版是由鄰近大雅
國小創意彩繪製作，詳圖3所示。

(三)滯3(運動公園)
滯3的進出水口位於北側，沉砂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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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滯3(運動公園)配置圖
ቹ5 ዩ3(ሎ೯ֆႼ)ᆜቹ

(四)公9(綠地公園)
公9由三座獨立的滯洪池所組成，進
水口分散於西側，出口排入大社支線，
用地及沉砂池呈帶狀分佈，為避免影響
「康寧」廠區的營運，利用沉砂池與斜
坡空間作為寬厚的緩衝綠地帶，減少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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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4 滯2(生態公園)配置圖

線與活動靠近，在景觀視覺上可緩衝大
型廠房的壓迫感，在生態上可提供生物
棲息空間，配合延續滯3運動公園活動，
在本區北側保留大片綠地供大型運動會
舉辦時多功用的空間，在科園路底地形
高差較大上方眺望視野極佳設有眺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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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滯7(人文公園)配置圖

圖6 公9(綠地公園)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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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配合地形高低設計階梯看台以滯洪
池綠地為背景，提供小型音樂會使用的
音樂廣場，及大度山特色的花生地瓜休

物棲息，企圖營造一處完全不受干擾的

閒廣場，詳圖6所示。

棲息島環境。本滯洪池另一特色為「諾

利用這些水，中科後期滯洪池的噴灌用

亞方舟」步道，即在步道兩側每5公尺各

水則可回收自足。

本池位於東大路旁，係中科園區重
要的入口空間，惟滯洪量體大、用地不
明顯較其他池陡且深，使用上會造成安

種，以彰顯中科景觀植栽生命的起源，

全區自然綠色的方式呈現入口意象，減
高程的木棧道、平台及涼亭穿梭於樹林
間，在細部空間再導入人文解說及活
動，提供一處寧靜的綠色空間，以綠地
保留為主及休憩使用為輔的概念來營造
本區景觀。

5*5m╸ᖛᖷ

3*2mⳖᖛםᾼᚠ

+168

.2

+167.5
+166.5

9.2

(二)雨水過濾

+168.2
+169.2

雨水用於自動噴灌系統是一大的考

2

3

1

驗，因雨水狹帶泥砂易阻塞噴頭增加維

三、雨水回收再利用

修管理上的成本，是以設計上採用透水
管及毛細式排水管兩種，期利用地下排

(一)水源
由於乾式滯洪池的水會因時間久而
滲流枯竭，若要回收只能在降雨來臨時

水方式過濾水後導入蓄水池，如圖8所示

Ǌ10mmⲿᖛᾷ
ᕜ₳ᖛᾷ

1*1mべፊᵲ

ቹ8 ॸֽߓگڃอقრቹ

圖8 雨水回收系統示意圖

係以聯通沉砂及蓄水池方式將水引入蓄
水池(公9、滯2及滯7採用此設計)。

四、植栽選用原則

將雨水收到固定容器，而容器越大成本
越高，綠地平均一天需0.3cm噴灌用水，

(三)預備水源

以50ha的綠地計算噴灌用水量平均每天

沉砂池為透水方式施作，水源滯留尚

需1,500T，如每次回收只夠一兩天的用

不能完全控制，本工程每個滯洪池尚配

水需求似乎不合效益成本，中科初期設

有自來水供應池，預防雨水短缺時可補

計時所面臨的問題即是如此，然而施工

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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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連接都會公園綠地，故本區設計採

+170.0

+16

營造一部活的生態字典，詳圖7所示。

全管理上的困擾，同時也無法以平坦綠
地營造入口空間，基地南側有自然山溝

Ǌ10mmⲿᖛᾷ
1*1mᵲ

種植1株中科園區所使用的82種主題樹

足使滯洪池活動使用空間受限，邊坡也

少人為設施與活動，並以高於滯洪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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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慢且有水滯留，經檢討這些水量足以
供應綠地近一個月的用水，若能有效的

(五)滯7(人文公園)

2

另沉砂池中增設幾處土丘空間供生

期間發現已完成之沉砂池的水滲流速度

(一)具鄉土特性樹種：在環境塑造上應重
視歷史痕跡特色的保存，如圖9所示。
(二)台灣原生樹種：長期生存於本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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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帶來的生態效應最為明顯，如圖10所
示。

園區滯洪池設施工程自開工以來，至今各
池體基礎設施工程已陸續完工，於施工期間
經歷94年5月13日(氣象局於園區附近雨量站
00:00~08:50總雨量108mm~135mm)、6月15日
無患子

楓香

相思樹

圖9 具鄉土特性樹種

豪雨(氣象局於園區附近雨量站00:00~10:50總雨

矩形溢流口型式(滯4)

壓力孔口型式(滯1)

量142mm~189.5mm間)及海棠、泰利、龍王等颱

圖12 矩形溢流口及壓力孔口型式現場實景

風的考驗下，中科滯洪池確實達到沉降泥砂、

表1 中科滯洪池設計資料

調節逕流的功效，有效減輕下游地區積淹水程
集水
面積
(ha)

設計
出流量
(cms)

設計
入流量
(cms)

滯1 115.17 19.72(Q5)

52.66

77645.08 129032.00

5182.65

滯2

26.13

4.54(Q5)

12.13

16281.22

17343.70

1175.85

滯3

74.69

8.44(Q1)

33.75

50118.90

94236.00

3361.05

滯4

67.80

11.60(Q5)

28.37

39754.78

47072.18

3501.00

滯5

11.07

1.92(Q5)

4.69

6028.42

17447.65

498.15

滯6

25.22

2.83(Q1)

10.82

12663.99

16216.00

1134.90

滯7

86.25

14.05(Q5)

37.46

46786.30

87406.00

3881.25

滯8

1.34

0.25(Q5)

0.62

819.73

2721.57

60.30

度，詳圖11所示。

台灣欒樹

水黃皮

黃連木

圖10 台灣原生樹種

參、滯洪池水利工程規劃設計特色
一、滯洪池採高規格設計

94.05.13滯三蓄水全景

94.05.13滯三進水口現況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
作業規範」及農委會水保局「水土保持技術規
範」之規定，滯洪設施以50年洪水頻率為設
計標準，然而中科位於筏子溪上游之林厝坑排
水，屬台中縣市共管之區域排水，林厝坑排水

滯洪
需求量
(m3)

滯洪
設計量
(m3)

沉砂
需求量
(m3)

沉砂
設計量
(m3)

備註

壓力孔口
W1.75m×H1.75m
矩形溢流口
4567.67
W1.4m×H1.5m
壓力孔口
4849.00
W0.7m×H2.5m
矩形溢流口
11971.10
W2.6m×H1.8m
矩形溢流口
5089.24
W0.5m×H1.5m
矩形溢流口
3840.00
W0.65m×H1.8m
矩形溢流口
11500.00
W1.3m×H3.3m
壓力孔口
570.58
0.3m圓孔
5400.00

於中科開發之前已有多次積淹水紀錄，依據水
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於95年元月辦理之「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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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攔污柵型式調整
中科初期滯洪池攔污柵設計係配合放流口

檢討並參卓水保委員意見，最後採用半圓型攔

尺寸採用平面式攔污柵，因中科園區開發與廠

污柵，除保有攔污功能外，亦可降低攔污柵避

現況通水能力檢討結果部分渠段可通過5年洪水

商建廠同步，故於施工期間發現平面式攔污柵

免雜物全面阻塞的機率，以確保滯洪池出口的

頻率外，其餘均無法通過2年洪水頻率。有鑑於

容易因施工區內雜物阻塞進而影響滯洪池出口

正常運作，如圖13所示。

此，台中縣市政府於規劃設計階段即要求提高

排水效能，有鑑於此，特針對攔污柵型式進行

地區筏子溪水系知高坑、東大坑及林厝坑排水
系統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報告」，林厝坑排水

中科滯洪池標準，滯洪容量採200年洪水頻率檢

94.05.13出水口現況

圖11 94.05.13豪雨滯洪池蓄水實景

二、放流口設計型式

算（大於50年洪水頻率），而放流口設計則配

為減少日後滯洪池操作及維護管理工作，中

合區外既有排水路現況通水能力，採5年洪水頻

科滯洪池出口均採重力流型式設計(放流量則由

率設計(其中滯1、3及滯6配合台中縣市政府要

滯洪池水位控制)，主要可區分為矩形溢流口以

求提高為1~2年洪水頻率設計)，期使降低區外地

及壓力孔口等二種型式(詳圖12所示)，有關中科

區之洪災風險。

滯洪池相關設計資料詳表1。

原平面式攔污柵雜物阻塞情形

滯三變更為半圓型攔污柵
圖13 攔污柵型式現場實景

2

專題報導

專題報導

2

94.05.13區外聖林橋
排水正常

半圓型攔污柵雜物阻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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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置防洪監測系統
二、開發模式
中科整體防洪監測系統主要係配合園區滯洪
池佈設雨量計、水位計及流量計等監測設備，

為水保施工進度應再加強，除設計單位立即調

建廠工程與公共工程同步進行開發，工程
界面繁多且複雜。

先執行水保措施，直到94年5月24日農委會水保

惟配合園區道路、排水及滯洪池施工進度，採
分期建置施工，第一期於滯3、滯4及滯5等建構

整各標發包策略外，監造單位亦推動工地全面
局率水保委員再度查訪中科始高度肯定中科水

三、與時間競賽

保措施確實發揮防洪功能。

三個水位監測站及於滯4加設一雨量計，第二期

為確保下游鄰近村落安全，避免違反法令

則將全區建置完成。其建置內容主要應用現有

導致建廠被勒令停工，只有更積極投入滯洪池

伺服器架設簡易型防洪監測展示系統，可透過

開挖，因為時間是我們唯一的對手，然而作業

網際網路直接查看即時雨量、水位及設定警示

並非想像中順利，因為廠商擴廠速度太快，導

94年10月24日由中興大學段錦浩教授會

雨量或警示水位，透過網際網路或手機簡訊系

致部份集水區的滯洪池必須逐步向民地先行租

同水保局官員帶領將近80位司法訓練班學員實

統傳送警示訊息，以利後續應變措施之執行。

用，逐日完成該區滯洪池所需量體，克服時間

地參訪中科執行水保成效，會中段教授指出：

監測記錄之滯洪池水位及區內雨量，並可供滯

與法令雙重壓力。

「中科台中基地水保工程是國內執行水保計畫

五、辛苦的成果

洪池出流量之推估，作為未來瞭解區外積淹水
原因及責任釐清之依據，本系統傳訊架構示意

最徹底的單位，也是目前國內做得最好的水保

詳圖14所示。

觀摩中了解山坡地水土保持法的執行過程及重

示範工地，希望各位學員可從今日簡報及工地
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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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時路確是值得的，因為我們是一群真正落實

2.內政部營建署，「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肆、滯洪池施工監造特色
一、區位特性：

四、面臨法令查核

230公頃屬山坡地範圍，需符合水土保持技

除積極趕工外，同時必須面臨法令的查

術規範第207條規定：「水土保持計畫施工前，

核，93年8月、10月及11月份水保主管機關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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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水土保持施工檢查，此段時間水保委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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