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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去年十月間，瑞伯和芭比絲颱風先後侵襲台灣，造成了

汐止、五堵等地區的嚴重水患，不僅僅人民的生命財產損失

嚴重，整個社會也為此付出了龐大的代價。回想當時的景

象，大水淹入民宅，家具、汽車泡水，損失慘重；而其他地

區更有土石流發生，危及不少居民生命安全。為什麼會這樣

呢？是因為山坡地的濫墾濫伐嗎？是因為公路橋樑的鋪築

嗎？難道只是因為雨下太大了嗎？到底哪一個原因才是這

次水災真正的推手，其中的因果關係，令我們非常地好奇想

知道，究竟真正的原因為何？ 

 

二、研究目的 
我們這次的研究，希望針對基隆河流域中，曾經發生多

次水患的汐止、五堵等地區，分析當地的地形、地貌、雨量、

水流與開發狀況來做探討，以討論水患發生的真正原因。 

 

三、文獻探討 
（一）基隆河的演變 

１．基隆河的上、中、下游原來是分別由三條河川組成



的《圖一》，Ａ河是古新店溪的支流。Ｂ河經由今天

的基隆出海，而支流由八堵分出，流到瑞芳。Ｃ河則

流經瑞芳，由瑞濱出海，注入深澳灣。 

２．Ｂ河支流不斷的向源頭侵蝕，逐漸靠近Ｃ河，終於

在今天瑞芳一帶將Ｃ河搶了過來，此時Ｂ河扮演截流

河*的角色，Ｃ河遂形成一斷頭河*，呈Ｓ形入海《圖

二》。 

３．台北陷落成盆地後，西邊低斜的地勢，促使Ｂ河發

生逆流現象，倒流入台北盆地，與Ａ河接上，於是形

成今天基隆河１８０度大轉彎的奇觀《圖三》。 

 
《圖一》 《圖二》 

 
《圖三》 

註*：在河流的襲奪過程中，其截奪他河水流這者名為截

流河，而其被截奪的河流失去其上游河水者為斷頭

河。後者因為水流被截奪而消失，所遺留的舊河道或

廢棄河谷，常高居在山嶺之上，造成一個風口。 

※上文摘錄自《台北地質之旅》與《普通地質學》※ 

（二）基隆河的流域概況簡介 



１．流域範圍 

基隆河──淡水河系支流，發源於台北縣平溪鄉石底

西端，自源頭至關渡與淡水河匯合，約８６．９６公

里，在全台河川長度中名列第十；流域面積５０１．

０４平方公里平均全年逕流量為１７２３．８百萬平

方公尺。大致上，源流至三貂嶺附近為上游，三貂嶺

附近至南港為中游，南港以下為其下游。 

※上文摘錄自《台灣的地形景觀》※ 

２．氣候 

在基隆河上游，集水區內雨量多，河谷內的流水量常

年豐沛。季節降水量九月至翌年二月的半年降雨量

多，四、五月減少，七、八月最少雨，顯示位居西南

季風背風坡的特色。基隆河的南源──東勢格溪，在

石底東方的嶺腳附近注入，而其鄰近的火燒寮，年平

均降水量可達到６５７２公釐，在東南亞首屈一指。 

※上文摘錄自《台灣的地形景觀》※ 



３．政府的防治計畫 

基隆河河道蜿蜒平緩，兩岸人口稠密，產業發達。

與水爭地，使河道窄縮，排洪不易，因此，低窪地區

常遭受洪水氾濫成災。 

為了消除基隆河水患，達到治河與防洪目標，經

相關單位多次現場勘察及協調研商，均認為防治水患

應以防洪、排水、鐵公路橋樑及都市計畫一併考量，

整體治理。擬定計畫，以期減少洪災損失。 

【計畫原則與目標】 

（１）初期計畫 

１ 河槽通洪斷面不足之河段（北山大橋至保長

坑溪出口段約７５００公尺）先予疏濬；並配

合疏濬河段兩岸設置護岸，以期計畫河段通過

十年一次頻率之洪水量。 

２ 兩岸未充分開發且洪氾區範圍不大之區段，

協調洪氾區地主以疏濬土方填高土地防治洪

水氾濫，或以洪氾區管制限制使用減輕災害。 

（２）第二期計畫 

１ 依治理基本計畫辦理高水治理工程，以防範



二百年一次頻率之洪水。 

２ 配合治理基本計畫改善兩岸堤後排水。 

３ 配合治理基本計畫改善跨河橋樑。 

４ 洪氾區較廣闊之區段，配合都市計畫道路系

統採路堤共構，俾便防洪與交通兼顧，以利地

方發展。 

（３）初期計畫範圍 

本實施計畫範圍自南湖大橋至八堵橋約２１

公里河段，其中汐止鎮河段約１１公里，基隆市

河段約１０公里。 

（４）預期效益 

基隆河治理工程初期實施計畫完成後，可減少

兩岸低窪處面積約二百公頃之土地遭受洪水淹沒

的次數、減輕洪水災害損失、保障居民生命財產

安全、提高土地利用價值、促進地方繁榮與發展；

並可藉以推動第二期實施計畫，以達到防禦二百

年一次洪水頻率洪水之防治目標。 

（５）遭遇問題 

基隆河兩岸因自然防洪條件不佳、土地利用不



當，加上山坡地超限利用，使河道淤積、洪水易

漫溢兩岸。又都市發展逼近河道兩旁，治理工程

用地取得困難，致治理計畫無法順利推動。其主

要遭遇問題如下： 

１ 河道淤積、疏濬工程棄土數量龐大，合法

棄土場難以覓得，使疏濬工程之實施受

阻。 

２ 都市計畫未能配合治理計畫變更水道用

地，致工程用地取得困難。 

３ 鐵公路橋樑配合改善困難。 

４ 兩岸排水系統亟需配合防洪工程一併改

善。 

５ 坡地不當開發及非法棄土之問題，未能有

效解決。 

※上文摘錄自 

《台灣省政府水利處──基隆河治理工程初期實施計畫》※ 

 



四、研究設備器材 
（一）電腦：Pentium X 

（二）網際網路：TANet 

（三）資料分析軟體：Microsoft Excel 

（四）文書處理軟體：Microsoft Word 

（五）印表機 

（六）相機 

 

五、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資料的來源一覽 

蒐集的資料 地點 
竹子湖、基隆、台北 
１９６９～１９９８ 

每月雨量表 
火燒寮、瑞芳 

１９８７年１０月 
１９９８年９、１０月 

每日雨量表 

中央氣象局 

五堵水位站 
１９９８年１０月 

台灣省政府水利處 
http://www.tpgwrd.gov.tw/

基隆河治理工程初期 

實施計畫 台北縣政府 

 



（二）資料用途和設備的應用 

１．對蒐集的各測站雨量與水位數據以資料分析軟體

（Excel）加以整理，分別求出其平均值，並繪出二

維圖，藉此可將眾多數字以整齊美觀的形式呈現，使

得整體分析更為便利且系統化，也提升了計算上的正

確性。 

２．地形圖可以表示基隆河所經過之鄉鎮與河道兩岸之

地形概況。 

 



六、研究結果 
（一）自然因素 

【表一】、【表二】、【表三】分別為竹子湖、基隆、台

北三雨量站３０年來各月雨量記錄；【表四】為三測站每

年各月雨量平均值；【圖一】則是根據【表四】數值所繪

之各月雨量折線圖。一年當中，雨量分布以１０月最多，

由１９６９到１９９８的降雨量看來。很明顯地，歷年

十月的折線起伏頗大，１９９８年１０月雨量有１５１

７公厘，高居各月之冠，同時也是自１９６９年來，降

雨量最大的一個月份；就十月來說，除了１９９８年以

外，１９６９年、１９７４年、１９７８年和１９８７

年的降雨皆相當可觀，分別有１０７３．８公厘、１２

１２公厘、９６６公厘和１０７０公厘的雨量出現。其

他月份中，１９６９年９月、１９７２年８月、１９７

５年１０月、１９８６年１１月和１９８８年９月，月

降雨量也大於８００公厘。為什麼會有大量的降雨呢？

主要都是颱風過境直接造成的，或者是颱風所引進的西

南氣流所挾帶的豐富雨水，間接影響而發生連日的豪大

雨。 



【表五】為歷年侵台颱風數量一覽： 

 

 

 

 

 

 

 

 

 

【表六】為基隆河中、上游的兩個雨量站瑞芳和火燒

寮，１９９８年９、１０月的每日雨量記錄；【圖二】根

據【表六】中十月每日雨量所繪之折線圖。其中Ｘ軸表

十月裡的日子；Ｙ軸表降雨量，單位０．１公厘。【圖二】

中折線有三處起伏十分明顯，分別在十月的上、中、下

旬；１０月５日，火燒寮當日降雨２１５．０公厘，瑞

芳有１７１．５公厘的雨量；１０月１５日，火燒寮當

日降雨３８８．０公厘，瑞芳有２６５．５公厘的雨量；

約１０月２５日火燒寮降雨３３６．５公厘，瑞芳也降



下了３２１．５公厘的雨水，接下來兩天，雨勢雖有緩

和，但還有大於１００公厘的日雨量。根據資料，１０

月１５日當天是瑞伯颱風、１０月２５日是芭比絲颱

風，才會形成如此多的降雨量。 

【表七】、【表八】分別為１９９８年１０月間瑞伯和

芭比絲颱風接近台灣時五堵地區基隆河水位日報表。【圖

三】為根據【表七】、【表八】所繪之水位歷線圖。圖上

Ｘ軸表時間，以小時為單位，五天共１２０小時。Ｙ軸

是水位高度，五堵地區水位線１２公尺；在十月中旬瑞

伯颱風侵台期間，水位自１０月１５日中午起便逐漸上

升，到了晚上十時水位突然暴漲，水位超出警戒線１２

公尺的時間達１２小時左右，此後水位漸漸下降，回到

正常水位，約５至７公尺。十月下旬芭比絲颱風帶來的

降雨，始得基隆河五堵地區水位在１０月２５日上午上

漲，數小時後水又退去，隔天水位又再次上升，超過警

戒線，並一度達１６公尺。 

【表九】為基隆河中、上游的兩個雨量站瑞芳和火燒

寮，１９８７年１０月的每日雨量記錄。【圖四】根據【表

九】中十月每日雨量所繪之折線圖。 



【表九】為基隆河中、上游的兩個雨量站瑞芳和火燒寮，

１９８７年１０月的每日雨量記錄。【表九】可看出，１

９８７年１０月２４日至２６日，每日的降雨皆十分驚

人，尤以２５日當天火燒寮的４１９公厘比起１９９８

年１０月１５日的３８８公厘的日雨量稍大。 



（二）人文因素 

汐止鎮近十年來蓬勃發展，建物日益增加，道路的鋪

築、高樓的興建，這種種開發，使得人民大量遷入，戶

籍人口數已漸達十五萬人，中山高速公路、北部第二高

速公路與新台五線這三條重要幹道，促使汐止地方交通

繁忙。由下頁的衛星照片可以看出，基隆和流域附近汐

止地區的開發狀況。這次水患發生，大多數人民認為開

發過度是造成水患的元凶，土地利用不當，與水爭地，

使河道窄縮，排洪不易，因此低窪地區常遭洪水氾濫成

災。上游植被遭人為破壞，水土保持失調，逕流量變大。

一旦暴雨來襲上游缺乏植物吸收一部份水量，中、下游

地區河水暴漲，滾滾洪水向四周漫流，造成水患。橋樑

數多，橋墩阻擋突來洪水，造成溢流。 

橋樑在基隆河汐止段從上游至下游共計有： 

１．長安大橋 

２．汐止外環貨櫃車專用道 

３．汐止交流道基隆河橋 

４．江北大橋 

５．中山高與北二高系統交流道橋樑（共七條） 



６．中山高基隆河橋（兩條） 

７．北二高基隆河橋 

８．社后大橋 

９．北山大橋 

在不失一般性的情況下，假設計算範圍中河寬一定為

３０公尺、橋墩為圓柱體、截直徑為２公尺，一座橋有

約３根橋墩，所以在截面上阻擋約［（２×３╱３０］×１

００﹪＝２０﹪的水量。 

因此可能造成水災的人為因素大概有： 

（一）開發過度，建物與水爭地，土地利用不當，使

河道窄縮，排洪不易，因此五堵附近等低窪地

區常遭洪水氾濫成災。 

（二）上游地區開墾山坡地，破壞植被破壞，水土保

持失調，逕流量變大。有朝一日，暴雨來襲上

游缺乏植物吸收一部份水量，中、下游地區河

水暴漲，滾滾洪水向四周漫流，造成水患。 

（三）橋樑數多，橋墩阻擋突來洪水，造成水位高漲。 

七、討論 
雖然我們無法改變可能造成水災的自然因素，或是已



經成為事實的人為因素，可是我們只要加以改善現有的

環境，可以降低淹水對我們的傷害，如：恢復山坡植被、

配合都市計畫改善跨河橋樑，或者採用「超級堤防」的

建築：日本東京都政府在一九六九年率先推出「超級堤

防」，以兼顧都市開發及設置災害避難所。超級堤防是指

施設的堤防在遭遇超過計畫洪水位時，雖遭受洪水溢流

而不致於潰決的堤防，該堤防除傳統堤頂及堤防受管制

使用外，其後緩坡為可供一般都市計畫使用的土地，也

稱為「超級堤防特別區域」，區域內可興建公寓大廈、辦

公大樓及工廠設置地點，充分發揮河川多功能利用效

益。超級堤防寬度可達二、三百公尺，可紓解用地不足

及交通壅塞問題；因此，應以人口集中、產業發達，難

以承受水患的都市型大河川為超級堤防的實施對象。「超

級堤防」的建設或許受限於今日河道兩岸的建物，需多

方考量，而且超級堤防的建造，經費鉅、工期長，較不

合乎實際需求，但不可因眼前的小利而封閉於象牙塔之

中，我們應放以長遠的眼光，以睿智、理性、實用的態

度來規畫整治計畫，以求生活環境更為安全穩定。 

１９９８年１０月瑞伯颱風與芭比絲颱風造成基隆



河河水暴漲，台北縣汐止鎮許多地區慘遭洪水破壞，鎮

中心一帶，也就是汐止火車站前大同路，商業繁華之處

１９８７年１０月琳恩颱風時曾淹水，１１年後，１９

９８年１０月１５日，汐止鎮的精華區又再度飽受淹水

之苦，汐止火車站前大同路水深一度達０．９公尺；十

幾天後，就是芭比絲颱風接近時，１０月２５日基隆河

水位又暴漲，汐止鎮民好不容易將前次洪水帶來的泥土

清理乾淨，緊接而來的大水又淹進了民宅商店，數小時

後大水漸退，人民原以為淹水就此結束，紛紛展開整理

工作，沒想到隔天２６日，水又淹入民宅商店，人民叫

苦連天，苦不堪言；位在低窪地區的五堵附近，由汐止

外環貨櫃車專用道上望五堵一帶看去，已不見五堵火車

站月台，一片水鄉澤國。汐止鎮十天淹水三次，整體損

失極為慘重，但願我們能更進一步分析水災的成因，除

了對症下藥之外，也可以研究更好的解決之道。 

 

八、結論 
１９９８年１０月，降雨量有１５１７公厘。由【表

六】可看出，其實在１０月１５日之前，１０月５日在



上游集水區火燒寮已出現大雨２１５公厘；此時我將對

地表水滲入地下的過程作一概述，先簡單說一下「逕流」

吧！ 

逕流──雨水降落地面，一部份立即蒸發，變為水

汽；一部份被植物吸收；一部份滲入地下，變成地下水；

其餘一部份在地面漫流，成為逕流，也就是地面上無固

定水道的流水。影響逕流的因素有降雨量、岩石的滲透

率、地面上的植物、溫度、和地面的坡度等。其中可以

成為河流的逕流水量可以用下列公式來表示： 

逕流（表流）＝降雨量－（蒸發＋蒸散＋滲入） 

假設某一個地區，今天開始下雨，起初的雨珠可能立

刻被地表、植物吸收，或是蒸發。一旦降雨持續，且每

小時降下雨水很多的時候，也許地表的入滲量已達極

限，水將逐漸高出地表，這可用玻璃瓶內裝約三分之二

的土壤，然後加水便可理解這道理，如果一下子水加很

多，那可見瓶內好像淹水似的。又假設這地區與水平線

有個傾斜角度，原本高出地表的水將受地心引力影響而

往較低處流動，形成所謂的逕流。 

結合前述之雨量部份，火燒寮在基隆河的上游山區，



１０月５日２１５公厘的降雨，土壤含水量或許漸漸達

飽和，地表水滲入地下的量愈來愈少；十天後，也就是

瑞伯颱風侵台時，１５日火燒寮降下大量雨水，當天累

計雨量達３８８公厘，而瑞芳也有２６５．５公厘的雨

量，此時水份已達飽和的土壤，地面水幾乎無法入滲至

地下，逕流隨地形匯聚基隆河河谷，滾滾大水順坡度而

往中、下游奔流，１５日當晚五堵地區基隆河水位暴升，

致使汐止、五堵地區慘遭淹水。１６日火燒寮和瑞芳兩

地降雨依舊龐大，因此五堵一帶的水位居高不下，水位

持續超過警戒線約２５小時。 

數日後，芭比絲颱風帶來的降雨，１０月２１日起已

開始逐日增加，此時地表的滲入因日前的豪雨而達飽

和，在未完全蒸發或形成地下水的情況下，１０月２５

日瑞芳和火燒寮分別有超過３００公厘的雨量出現，基

隆河水位在２５日中午上漲，超過警戒水位，再次地使

汐止淹水。隔天２６日，基隆河上游雨勢沒太大的變化，

使原本降低的水位又高起來，所以這是汐止１５天內第

三次淹水。 

不過從第六大點：研究結果中所顯示，偌大的雨量的



確有可能是造成１９９８年１０月汐止水患的真正原

因。相信大家對１９８７年１０月琳恩颱風帶來的大雨

所造成的汐止大水災不陌生吧！比較一下【表六】與【表

九】，似乎１９８７年１０月的降雨相當集中，當時上游

集水區的入滲一定很快達到飽和，降下的雨水幾乎以逕

流型態順著坡度從上游往下游流，基隆河水位急遽竄

升，根據記載，汐止火車站前大同路水深約１．９公尺，

比１９９８年１０月的水患更為嚴重。１９８７年與１

９９８年水災最主要的共同點為降雨集中、雨量過大。

實際上，１９９８年１０月的水災是無可避免的，而人

為因素只是自然因素──雨量的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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