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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緒論 

一、緣起及計畫目的 

灰寮溝排水位於竹南、頭份地區，其排水幹線自權責起點計算至田寮

橋為止，長 2.54 公里，由竹南鎮東南流入中港溪。 

集水區近年因都市化迅速，人口增加，灌溉圳路兼作排水路、水路阻

塞淤積、水利結構物防洪功能不足及滙流口近中港溪出海口，受潮水影響

明顯等等原因，每逢颱風豪雨即遭受淹水之苦。為有效改善灰寮溝排水集

水區現有水患並營造集水區內整體優質環境，茲針對本排水集水區之排水

特性及排水不良原因，以綜合治水之理念，採渠道能達宣洩 10 年重現期

距洪水量且 25 年洪水位不溢堤之區域排水保護標準，依水利法第 8 條及

排水管理辦法第 4條，訂定具體可行之改善治理方案並公告，供治理工程

實施及爾後管理之依據，俾有效減少水患之發生及民眾財產損失，並利政

府落實推動環境營造。 

二、計畫區域概況 

灰寮溝排水集水區呈狹長型，主流長 2.54 公里，集水面積 17.36 平方

公里，地形平緩，土地主要作為住家、工業及農業用途，原屬苗栗農田水

利會灌區，現兼具灌溉及排水路之功能。灰寮溝排水集水區面積之中，竹

南鎮占 21.54％（3.74 平方公里），頭份鎮占 78.46％（13.62 平方公里），

人口數共約 33,600 人，每平方公里人口約為 1,935 人，佔竹南、頭份兩鎮

總人口之 19.62%。計畫區內現有竹南、頭份聯合都市計畫，都市計畫面積

佔整個集水區面積 75.68％，人口超過 70%以上多集中於都市計畫區內。 

三、排水分類及權責劃定 

經濟部於 94 年 11 月 14 日，以經授水字第 09420219360 號函公告本

排水為苗栗縣管區域排水。灰寮溝排水依據排水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縣

管區域排水之管理機關為本府。本計畫係以苗栗縣管區排灰寮溝排水與中

港溪出口起算，至田寮橋前全長 2.54 公里之水路為治理範圍。主要排水



                                                                                                                                                                    

- 2- 
 

分類及權責歸屬，詳表 1。 
 
 

表 1 灰寮溝排水系統排水分類及權責歸屬表 

排水名稱 排水出口 權責起點 權責終點 排水分類 權責單位 

灰寮溝排水 中港溪 與中港溪滙流口 田寮橋 縣管區域排水 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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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灰寮溝排水計畫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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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排水集水區域 

一、排水集水區域範圍 

灰寮溝排水集水區域範圍圖，詳附件三。灰寮溝排水集水區北側起自

三泰街與縱貫鐵路交會處，沿分水嶺經過台 1 線、國道 1 號及高速鐵路至

坪頂附近，向南復沿分水嶺至珊珠湖，續沿分水嶺向西過三角仔、中肚至

永貞路與真如路口（蘆竹湳），再沿分水嶺過縱貫鐵路至灰寮溝治理起點

南側，再達蜆仔溝排水出口附近（港仔墘），沿分水嶺向北劃回三泰街口。 

二、排水集水區域概述 

灰寮溝排水位於竹南鎮東南及頭份鎮，北為龍鳳排水集水區，西界蜆

仔溝集水區，南臨土牛溪排水集水區並與中港溪為界；灰寮溝排水容納發

育自頭份鎮坪頂東側且貫穿頭份市區之頭份工業區專用排水、並容納北來

之隆恩圳，匯合再注入中港溪，為頭份鎮及工業區內之主要排水路。國道

三號在其西側，國道一號穿越東側，省道一號貫穿其間，縱貫鐵路及高速

鐵路均南北貫穿。灰寮溝排水治理計畫區域位置圖，詳圖 1 

灰寮溝排水集水區呈狹長型，地形平緩大致由東北向西南傾斜，排水

渠道主流全長 2.54 公里，集水面積 17.36 平方公里，渠底線標高自終點之

5.17 公尺降至滙流口 1.63 公尺。本集水區大部份為平地，部份為丘陵地，

地質為由黏土、礫石及粉砂等組成之沖積層，灰色砂岩、深灰色頁岩、泥

岩及砂質頁岩組成之卓蘭層為主。本集水區行政區隸屬苗栗縣竹南鎮及頭

份鎮，灰寮溝排水集水區約佔竹南、頭份兩鎮土地面積 19.1%，沿岸土地

利用中、上游多為住宅區及工業區，下游主要為農田。 

三、排水集水區域經理 

(一) 土地利用 

本排水上游集水區大部份為平地，故無一般上游集水區水土保持

問題。灰寮溝排水集水區面積有 55%列入都市計畫範圍，土地利用主

要作為住家、工業區及農業用途。北邊住宅集中，東北、西北側為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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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區；東南邊住宅集中，南及西南側為工業區。灰寮溝排水集水區域

部分位於竹南沖積平原，地沃土肥，田野密布。面積上，農業用地約

占 35％，以水稻、落花生、甘薯等為主要農業經營項目，大致分布在

新田一帶及其南側、西南側；工業用地則占 30％，以石化、陶瓷及紡

織等工業形態為主。區位上則約略於省道台 1 己線之北側，由西而東

分別為工 15、工 10、工 6、工 5 等工業區。除農業區與工業區外，其

他用地多為住宅，大型集合住宅社區不多見，傳統透天厝居多。 

 

(二) 相關計畫 

本集水區有 55％位於竹南、頭份聯合都市計畫區內，其聯合都市

計畫總面積共有 2,230.58 公頃，加上未來竹南科學園區 112 公頃、及

規劃中之竹南科學園區周邊擴大都市計畫面積約 350 公頃，再加上北

二高竹南交流道特定區計畫，面積將更形廣大，牽動本區發展之態勢

將更為明顯。 

本府於民國 97 年 7 月完成「竹南、頭份地區都市計畫區內雨水

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規劃報告，未來各工程設計施作，須將雨水下

水道納入考量。目前雨水下水道幹支線規劃長度約 51 公里(竹南 23

公里、頭份 28 公里)，目前施設約 23 公里，完成率過 45%。在灰寮

溝部分，已編有三期四處較大、總預算 1,6305 萬元之工程案，進行改

善。改善後將可有效銜接灰寮溝排水發揮作用，消除淹水問題。 

中港溪治理計畫最初於民國 72.05.31 核定、本府於民國 72.07.06

公告；後於民國 78.01.16 報署修正堤防用地線，本府於民國 78.02.23

公告。位置上，灰寮溝匯入口在中港溪治理計畫斷面 08 西側不過 40

公尺距離，仍在感潮河段範圍內，相關資料明確完整。灰寮溝與中港

溪銜接處現設有閘門，故可採正常水深、臨界水深及大潮平均潮位取

較高值作為起算水位。由於中港溪治理計畫斷面 08 的計畫洪水位高

度為 EL.7.45m，甚至比灰寮溝治理終點的計畫堤頂高還高，故灰寮溝

入中港溪處設有閘門，於閘門外水位高於內水位時予以關閉，以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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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溪水倒灌入灰寮溝。至於起算水位的採計，由於治理起點設有閘

門，故以正常水深 EL.2.69m進行相關演算。 

灰寮溝排水系統支流有隆恩圳、頭份工業區專用排水等，相關排水系

統圖，詳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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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資源利用 

(一)灌溉水源利用 

灰寮溝排水集水區屬苗栗水利會灌區，主要灌溉水路計有隆恩

圳、五份圳、田寮溝幹線及番仔圳等灌溉系統，部分圳路兼具有灌

溉及排水功能。 

(二)地下水利用 

依經濟部 95 年 2 月 6 日經水字第 09404610530 號函公告為地

圖 2 灰寮溝排水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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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管制區，除公共給水外不准開發利用地下水。 

(三)水質 

本計畫於灰寮溝排水上至下游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各測站在不

同時間之污染程度介於中度至嚴重污染，水質惡劣。灰寮溝排水系

統緊鄰頭份工業區，土地利用以住宅及工業為主，上游部分區域已

地下化，有工業廢水排入，水體氣味具污水及厭氧氣味。灰寮溝排

水中游附近有鮮乳廠及紙廠等，工廠廢水直接排入。下游水質惡

化，水氣味具污水及厭氧臭味，並有污泥膨化現象。本排水四個測

站之水質 RPI 值均很高，由於懸浮固體測值並不高，因此推測原因

主要受氨氮及溶氧測值偏高影響，導致水質狀況因而變差。在水質

未完全改善前，不適宜親水使用，護岸整治可搭配都市景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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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参章、治理計畫原則 

一、排水治理基本方針 

（一）解決問題 

1.擬治理範圍內多處經常淹水，造成一般民眾生活不便、工商損失慘重、

社會經濟受創，亟需處理解決。 

2.沿岸堤防預定線未隨時空變更妥善完整公告，鄰岸土地所有權人無所

適從，相關單位辦理相關計畫─如都市計畫相關變更等─亦難以處

理，故常懸而未決、多所延宕。 

（二）綜合治水策略 

1.妥善判識淹水主因，診斷辨別其為渠道通洪斷面不足或部分內水排出

不易問題；針對問題，擬定改善對策，以防範水患再發生。 

2.排水沿岸辦理堤防預定線公告，以使防災與土地所有權人等相關人權

益間得謀取平衡。 

3.檢討現行河川區範圍與堤防預定線位置，以提供辦理都市計畫相關變

更，解決用地問題俾利爾後水利設施之施作維護與管理。 

（三）主要治理方式 

1.基本共同治理原則 1：保護標準以能宣洩 10年重現期距洪水量且 25年

洪水位不溢堤為原則。 

2.基本共同治理原則 2：新建並改善排水斷面，其整治原則訂定如下： 

（1）部份斷面採易於親水的緩坡斷面；視內水排放情況與兩岸情形，以

拓寬渠道寬度或降低渠底，但底床儘可能維持現況自然深槽。 

（2）水道寬度超過 16公尺者，以雙邊設置水防道路為原則；水道寬度 5

公尺至 16 公尺者，以單邊設置水防道路為原則；水道寬度不足 4

公尺者，不設置水防道路。如都市計畫區於河川區兩側已規畫計畫

道路或有既設道路可資利用或無法設置者，不另設水防道路。 

3.基本共同治理原則 3：通洪能力達保護標準之渠段，排水路整治以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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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設施留用為原則，並據以劃設堤防預定線。 

4.基本共同治理原則 4：現有橋梁梁底高程不影響通水能力者，予以留

用；通水能力不足者則予以改建；未來橋梁之新建或改建，以不落墩

為原則，以利排水順暢。 

5.本治理範圍內，除局部下游段外，應多屬通洪斷面不足問題。拓寬排

水路下游段同時妥善安排內水排水路線：如圖 7 所示，下游淹水段圖

面 6、7、8標示處即為此段，拓寬之，兩側多為農地。 

6.疏洪以改善市區之排水問題：疏洪箱涵於圖面標示 1處匯流入灰寮溝，

其上游段─即圖面標示 4、5之淹水區塊─可因流量被疏導而減除淹水

情形。至於標示 1 處，原先渠道為迴轉式大彎，今一併規劃將堤線修

順使流況穩定。隆恩圳與灰寮溝匯流造成標示 2、3處淹水，也於疏洪

箱涵自強路與國泰路轉彎匯流處一併吸收部分流量，配合迴轉式大彎

修正，可消減淹水現況。 

二、排水改善方案 
 

(一)河心累距 0K+000～1K+563 區間： 

本段以農田、道路為主，部份排水淤積，現況砌石護岸老舊。水質污染狀

況介於中度～嚴重之間。0K+000～0K+794 區段，排水路僅能容許 1.1 年重

現期距之計畫流量通過，配合隆恩圳與自強路配合措施疏洪道之匯入，排

水斷面明顯不足，此段之改善方案為拓寬斷面；至於 0K+794～1K+563 區

段，配合疏洪道之匯入一併整體考量，改善方案則為改建護岸。 
 

(二)河心累距 1K+563～2K+540 區間： 

本段人口密集，民宅濱水而立，為市區主要淹水地段，部份渠段排水路淤

積，砌石護岸老舊，水質污染狀況則介於中度～嚴重之間。本段依防洪需

求並參考都市計畫區之河川區維持或拓寬排水，並注意凹岸沖刷。具體設

施方面，因已規劃配合措施疏洪，已降低本渠段通水需求，故原則上不再

新設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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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排水量 

灰寮溝排水及其支流之洪峰流量詳表 2；治理計畫流量分配圖(重現期

距 10年)詳圖 3。 

表 2 灰寮溝排水各控制點之洪峰流量表 

控制點 
面積 

(平方公里) 

集流時間

(小時) 

各重現期距(年) 

1.1 2 5 10 20 25 50 100 

灰寮溝排水出口 5.43 2.90 17 32 46 54 63 65 72 79 

頭份工業區專用排水（灰寮

溝左支線） 
2.38 2.18 9 17 24 28 32 33 36 39 

隆恩圳（灰寮溝右支線） 2.20 0.96 13 23 32 37 41 42 46 49 

備註：洪峰流量單位為立方公尺/秒。 

 

 
 

圖 3 灰寮溝排水計畫排水量分配圖(重現期距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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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排水治理工程 

一、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計畫水道斷面及其他計畫水道重要事

項 

 

（一）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與計畫河道斷面 

排水路縱斷面計畫以穩定河床保持現況為原則，考量現況水理

演算之平均河床高，以訂定計畫排水路縱坡降。灰寮溝排水之起算

水位為 EL2.69 公尺，保護標準取滿足重現期距 10 年計畫洪水位或

重現期距 25年洪水位不溢堤之大者，並配合岸頂縱坡平順為原則；

護岸應與排水既設護岸順接。灰寮溝排水計畫洪水量設計水道治理

縱斷面，詳圖 4；治理計畫水道橫斷面，詳圖 5。相關水理因素詳表

3。 

表 3 灰寮溝排水主要區段計畫洪水位一覽表 

累距 
(m) 

計畫 

渠底 

(m) 

各重現期距 

Q10+出水高 

(E.L m) 

計畫 

渠頂 

(E.L m) 

計畫 

渠寬 

(M) 

邊坡 
採用 

標準 
備註 Q10 

(E.L m) 

Q25 

(E.L m) 

0 

∫ 

1,014 

1.03 

∫ 

1.79 

2.69 

∫ 

3.84 

2.89 

∫ 

4.09 

3.19 

∫ 

4.34 

3.19 

∫ 

4.34 

15 

∫ 

20 

1:0.3 
Q10 +   

出水高 

權責起點農路橋 1 

∫ 

獅山橋 

1,014 

∫ 

1,704 

1.79 

∫ 

3.31 

3.84 

∫ 

5.14 

4.09 

∫ 

5.34 

4.34 

∫ 

5.64 

4.34 

∫ 

5.64 

20 

∫ 

33 

1:0.3 

Q10 +   

出水高 

獅山橋 

∫ 

農路橋 5 

1,704 

∫ 

2,540 

3.31 

∫ 

5.17 

5.14 

∫ 

7.03 

5.34 

∫ 

7.23 

5.64 

∫ 

7.53 

5.64 

∫ 

7.53 

4 

∫ 

20 

1:0.3 

Q10 +   

出水高 

農路橋 5 

∫ 

權責終點田寮橋 

 

（二）其他計畫水道重要事項 

本計畫於永貞路與灰寮溝上游頭份工業區專用排水路轉彎處附

近為排水瓶頸，水位溢出淹沒道路並流入民宅。為改善該處淹水情

況，排水系統以疏洪工程（箱涵）改道自強路、國泰路再接回灰寮

溝，以改善市區之排水問題。 



 - 12 - 

灰寮溝排水最後流入中港溪，惟中港溪治理計畫已由水利署辦

理過，故必須考慮及配合中港溪整治計畫相關水理及堤岸處理方式。 

 

二、主要排水設施功能、種類及位置 

灰寮溝排水整治工程需改善措施位置、種類數量，詳表 4 所示，

其中主體工程為拓寬水道長 1,588 公尺、興建護岸 1,538 公尺；另需

要之配合措施，則為改建橋梁 6 座、疏洪箱涵 1,280 公尺以及永貞路

一處喇叭口改善。配合措施部分將另案施設，故不於本案提列工程。

灰寮溝排水整治改善工程布置圖，詳圖 6 所示。上述整體排水改善工

程說明如下： 

 

1.0K+000（農路橋 1）～1K+563  

本區段採梯形斷面 1：0.3型式設計，計畫渠寬 12~20公尺、渠

高 2.5公尺、用地範圍寬 24公尺。 

拓寬水道部分：於左岸 0+000~0+794 長度 794 公尺，右岸

0+000~0+794長度 794公尺，兩岸共 1,588公尺。護岸興建部分：於

左岸 0+794~1+563長度 769公尺，右岸 0+794~1+563長度 769公尺，

兩岸共 1,538公尺。 

配合措施：農路橋 1(0+000)、溪州橋（0+215）、農路橋 2(0+529)、

農路橋 3(0+636)、獅山橋(1+019)及農路橋 4(1k408)六座橋梁梁底

高程不足，影響通水斷面，需配合本案改建。 

 

2.1K+563～2K+540（治理終點田寮橋） 

本區段計畫渠寬 5~19 公尺、渠高 2.5 公尺、用地範圍寬 4~18

公尺。因配合措施之疏洪箱涵規劃設計已檢討改善本區段流況，故

本段保留現況不新設工程。 

配合措施： 

頭份工業區專用排水部分已規劃設計有疏洪箱涵共 1,28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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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其中於自強路面底下者 680公尺、永貞路路面底下者 600公尺。

喇叭口改善工程一處於永貞路，位於疏洪箱涵入口北側近 300 公尺

處。 

 

表 4  灰寮溝排水改善工程內容表 

工程內容 
第一區段                

0K+000～1K +563 

第二區段                 

1K+563～2K+540 

拓寬水道 
左岸：794公尺 

右岸：794公尺 
－ 

護岸興建 
左岸：769公尺 

右岸：769公尺 
－ 

待配合措施── 

橋梁改建 
6 座 － 

待配合措施── 

疏洪箱涵 
－ 

國泰路 680公尺 

自強路 600公尺 

待配合措施── 

喇叭口改善 
－ 1 處(永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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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圖 4 灰寮溝排水治理計畫水道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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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圖 6 灰寮溝排水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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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灰寮溝排水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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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灰寮溝排水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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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 灰寮溝排水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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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維護管理及配合措施 

一、排水集水區域土地利用及管理 

（一）集水區域土地利用 

本集水區域土地除出口沿岸地形較低地區外，其他地區土地利

用皆可依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分區使用，惟於制定或修訂都市計畫

及區域計畫時，需與排水堤防預定線配合，以利治理計畫之推行。 

（二）本排水集水區過去有淹水紀錄，現況 10年重現期距洪水淹水範圍與

位置如圖 7 所示。於整治工程未施作完成前，應對該計畫洪水到達

區域土地利用加強管理，必要時依法限制其使用方式。 

（三）集水區域管理 

集水區域內辦理土地開發利用、變更使用計畫或其他事由，致

增加排水之逕流量者，應依據排水管理辦法第 11條將排水計畫書送

本府審查同意後始得辦理。 

（四）集水區域內土地開發利用，不得妨礙上、下游地區原有排水路之集、

排水功能，其增加之逕流量，依法從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與其他法規規定，由開發單位負責滯留之。 

（五）感潮河段之管理 

灰寮溝匯入中港溪段為中港溪治理計畫之斷面 8 位置，與射流

溝、蜆仔溝兩集水區域一樣，皆位於感潮河段之內。灰寮溝與蜆仔

溝出口現況係有閘門，故可採正常水深、臨界水深及大潮平均潮位

取較高值，此為感潮河段故，河岸邊土地之管理需配合此要點，必

要時進行調整。 

（六）土地異動清冊之後續微調 

本案土地異動清冊原先以調查至斷面 2K+429位置為準，今將位

置確認至 2K+540田寮橋，其定案清冊將有配合微調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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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計畫配合 

灰寮溝排水主要治理工程均位於都市計畫區域內。在已公告「竹

南、頭份聯合都市計畫」範圍內排水治理區段拓寬水道共計有 1,588

公尺、護岸興建共 1,538 公尺，大部分位於農業區與工業區；將一併

於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相關檢討時，與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協調並配合辦

理之；日後如有辦理擴大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亦應與本排水治理計

畫配合修正。 

本排水治理計畫渠道流經都市計畫區，俟後擬請都市計畫配合變

更之起迄點樁號與分區現況，列表如下： 

 

表 5 灰寮溝排水治理計畫擬請都市計畫配合變更區段分區一覽表 

起樁號 迄樁號 治理計畫範圍都市計畫分區現況 擬請變更狀況 

0K+000 0K+470 農業區 河川區 

0K+470 0K+529 高速公路 河川區 

0K+529 0K+900 農業區 河川區 

0K+900 1K+480 工業區十五(甲) 河川區 

1K+480 1K+563 工業區十五(甲)、工業區十四(甲)、道路 河川區 

1K+563 1K+884 工業區十三(甲)、道路 河川區 

1K+884 1K+924 鐵路 河川區 

1K+924 2K+057 道路 河川區 

2K+057 2K+540 工業區九(甲) 河川區 

另外，由於頭份工業區專用排水為灰寮溝排水之上游，且經過工

業區轉彎向西之處過去有淹水紀錄，故另案列有疏洪箱涵自強路及國

泰路各 600 公尺及 680 公尺於主要市區段，對頭份工業區專用排水進

行疏洪，後段再接回灰寮溝，以解決本案上游段淹水問題；隆恩圳農

業排水部分，亦將於箱涵轉彎處與之匯流，後段再匯進灰寮溝。唯頭

份工業區專用排水及隆恩圳農業排水均未列有其他用地需求或改變，

故於都市計畫配合方面仍保持原狀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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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渠構造物工程配合 

現有橋梁跨距及渠底高程不足，影響通水斷面者，於配合治理工

程執行改建或權責單位改建時，應參考本計畫之計畫岸頂高、渠底高

設計；既有橋梁改建或新建橋梁時，應以不落墩為原則。 

本計畫橋梁配合改建一覽表，詳表 6所示。 

表 6 灰寮溝排水橋梁改建一覽表 

橋梁名稱 
河心 
累距 

(m) 

現  況 
計畫 
河寬 

(m) 

計畫 
洪水位

Q10  
(m) 

計畫岸
頂高程 

(m) 

權責單位 建議處理方式 橋長 

(m) 

梁底 

高程

(m) 

農路橋 1 0 11.00 3.59 20 2.38 3.19 本府 
橋長不足，配合水

道改建 

溪州橋 215 11.15 3.73 20 3.01 3.27 本府 
橋長不足，配合水

道改建 

農路橋 2 529 11.10 4.23 20 3.39 3.38 本府 
橋長不足，配合水

道改建 

農路橋 3 636 13.30 4.20 20 3.49 3.41 本府 
橋長不足，配合水

道改建 

獅山橋 1,019 11.10 4.57 20 3.82 4.32 本府 
橋長不足，配合護

岸改建 

農路橋 4 1,408 17.50 4.98 20 4.42 4.92 本府 
橋長不足，配合護

岸改建 

四、取水工、農田排水、雨水下水道、上游坡地水土保持等排

水銜接工之配合 

﹙一﹚取水工及農田排水 

現有護岸設有灌溉取水口攔水設施於改建時，權責單位應參考

本計畫之計畫流量、計畫水位辦理設計。 

﹙二﹚雨水下水道 

既有區域排水與市區排水之銜接，雨水下水道其設計標準與本

計畫排水設計標準，大部份均能承納市區雨水下水道匯入流量，未

來市區排水改建須注意渠底高程應高於幹線之渠底高程，注意其受

幹線迴水影響程度，應做適當設施以防外水倒灌或配合改善集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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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三）水土保持 

本計畫區域範圍均不屬山坡地，故無一般水土保持問題；至於

土石流潛勢溪流之影響部分，頭份鎮內並無土石流潛勢溪流存在、

竹南鎮內亦僅有一處，且與本案渠道最近距離近 5.5 公里。其間又

隔有整個竹南市區與龍鳳排水集水區，顯然與本案渺不相涉，對本

案完全沒有影響。 

（四）農田排水、雨水收集系統 

本計畫排水路改善後，仍須權責單位配合做好雨水收集系統，

如道路側溝及農田中、小排等，使地表逕流能迅速收集排入本排水

系統。 

（五）排水總量管制 

土地開發，應訂定排水計畫，排水出流總量管制。 

五、排水設施維護管理注意事項 

排水設施應按「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辦理檢查維

護，排水設施之維護管理除排水設施之安全外，應包含環境、生態及

景觀之維護管理。並須不定期派員巡視，取締違法侵占排水設施用地

及其他非法行為，設告示牌警告民眾注意水深及個人安全。另外應加

強宣導居民勿將廢棄物丟入排水渠道。 

依據排水管理辦法第 11 條：於排水集水區域內辦理土地開發利

用、變更使用計畫或其他事由，致增加排水之逕流量者，應將排水計

畫書送該排水之管理機關審查同意後始得辦理。管理機關應就區域排

水系統之各級排水設施調查分類統一編號，並分年逐期建立下列資

料，指定專人保管；如有變更者，應適時校正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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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維護管理及配合事項 

（一）疏洪工程 

為解決永貞路與灰寮溝上游頭份工業區專用排水與隆恩圳交滙

處排水瓶頸，於自強路設疏洪箱涵(3×2.5公尺)長 600公尺，接國泰

路疏洪箱涵(4×3公尺)長 680公尺，總疏洪長度 1,280公尺。另有永

貞路喇叭口改善一處。 

（二）喇叭口改善 

本府為解決永貞路口之淹水，將永貞路喇叭瓶頸予以改善。 

(三) 疏濬清淤 

灰寮溝排水地形平緩容易淤積，本府將定期疏浚清除雜草以免

阻礙排水。排水路沿岸應嚴禁垃圾廢棄物之傾倒及物品之堆放，以

確保排水通暢、提升生活環境品質。 

（四）水質改善 

本計畫內之水質汙染程度大部分為中度至嚴重汙染。由於區域

內以工業區及住宅區居多，除繼續進行水質監測與評估，加強工業

用水與家庭用水排放的管制。 

（五）避災措施 

竹南頭份排水系統之改善標準以 10 年重現期距為基準。對於超

過計畫保護標準之洪水事件，將配合規劃相關之防災及減災措施。對

於人口較為密集之低窪地區，需加強洪水預警及避災之工作，使居民

及早獲得洪水情報，預做警戒及防範準備，並依計畫做好各項緊急處

置及避難措施。容易淹水之聚落應規劃疏散路線及避災場所，減少民

眾生命財產之損失，以提升淹水防護能力。於淹水發生或有發生之虞

時，為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及防止災害擴大，本府對於易淹水地

區民眾將勸告或指示撤離，並作適當之安置。 

未來淹水預警可視各聚落積水達 0.3公尺左右時，即發布淹水的

預警，當達到 0.5公尺以上時，即需辦理相關疏散工作，作為未來區

域洪災之緊急疏散路線，主要疏散路線及避災場所，如圖 8所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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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防災、避災工作內容概述如下： 

1.防災整備 

(1)成立災害應變小組 

當中央氣象局發布颱風警報或大豪雨特報後，本府即成立

災害應變小組，參考各單位所提供相關資訊，分析研判易淹水

區可能影響範圍，並提醒當地居民。 

(2)避難處所整備 

本府將協助鄉（鎮、市）公所完成避難處所之防災生活物

資及糧食準備，內容包含糧食、民生用品及基本配備。 

(3)疏散避難人員編組 

本府將協助居民完成執行疏散避難人員編組，如組成疏散

避難小組，內分為疏散班、引導班、收容班及行政班等。 

2.疏散路線及避難處所規劃原則 

(1)疏散路線方面 

盡量利用現有道路；不經過危險路段、與避難處所距離不

可過長，步行以不超過 20 至 30 分鐘以內為宜。以灰寮溝範圍

而言，人口集中處多位於渠道北側，故沿國泰路與全天路往北

北東方向北上，直接離開淹水範圍區，然後進市區之後北行即

可至李科永圖書館；靠近治理終點附近的居民，則可直接於永

貞國小避難，或沿永貞路與真如路往北方向走，可至田寮活動

中心或更北到李科永圖書館。 

(2)避難處所方面 

避難所之空間需能容納淹水區居民日常生活作息，可利用

當地活動中心或較大廟宇，應位於地勢較高處，與外界需有安

全的通路。 

本規劃計畫於竹南鎮竹興里旁之竹興國小及頭份鎮蘆竹里旁之永

貞國小作為緊急避難處所，因地勢較高，且為學校用地，距低窪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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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較近，減少民眾生命財產之損失，以提升淹水防護能力。於淹水

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為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及防止災害擴大。 

3.居民疏散避難與收容 

(1)廣播宣導撤離，請民眾速至避難處所。 

(2)電話聯繫村里長或村里幹事，轉知當地居民提早疏散。 

(3)協助弱勢族群民眾等，疏散至避難處所。 

(4)強制疏散：強制疏散易淹水區內不肯疏散居民送至避難處所。 

(5)災民收容：地方政府輔導各地區登記災民身份人數，調度、發

放物資、分配災民住宿。 

(6)醫療救護：派遣醫療人員進行檢傷分類、醫療救護、心理諮商、

急救常識宣導、提供壓力紓解方法。 

(7)管制交通：請警察單位協助警戒區管制、維持救災路線暢通，

並設置標誌管制交通。 

(8)道路搶通：調派重型機械清除障礙及道路搶通。 

(9)治安維護：編組輪流巡邏災區與避難處所。 

 

（六）環境營造 

灰寮溝排水排水路護岸、堤防等設計於安全無虞下，減少混凝

土量體，增加多樣化棲地面積。灰寮溝排水規劃為「遊憩活動空間

及景觀休閒區段」；灰寮溝上游流經工業區，部分渠段已加蓋，用地

取得及改善均不易，則規劃為「排水維護環境區段」。 

渠道下游位於農業區範圍內之區段，配合兩岸農地使用狀況，

新護岸完成後不再施設人工設施以維整體環境之和諧；渠道中游段

多流經工業區與道路兩側，俟各該區塊之風貌與景觀設定之時，一

併列入考量與設計，採簡潔俐落風格為原則，以免造成工業區之視

覺突兀；渠道上游段因現實面兩側房屋林立，空間有限，為免過多

施作繁複雜亂，故保持原狀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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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  灰寮溝排水洪災避難疏散路線及避災場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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